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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中南半島唯一內陸國家的寮國，雖然居

處中國、越南、緬甸、泰國和柬埔寨的夾縫之

處，但是憑藉其地緣的戰略優勢，寮國自古以

來始終周旋於周邊各國而屹立不搖。不過，基

於地緣政治的考量，中國始終是寮國首須依附

的重要強權，加上兩國都是共產體制國家，是故兩國不僅維

持著友好的黨國外交關係，在經貿活動上也是非常之熱絡。 

中國與寮國具有密切的傳統關係，在經貿合作關係上也

是如此，寮國長期以來依賴中國的程度相對比較高。隨著中

國經濟崛起，以及中國積極進行南向東南亞的經貿發展，試

圖和東南亞加速經貿的整合，尤其透過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

（GMS）走廊的開發，更成為中國南向印支（中南）半島的

重要的管道。 

寮國是 GMS 六個國家成員之一，主要是以沿著大湄公

河流域的國家為主，近年來寮國區域戰略地位之所以提升，

主要因為寮國是唯一與其他 GMS 五國接壤的國度，而且與

中國向來外交關係友善，相對於中越關係隱藏衝突、中緬關

係近來生變、中泰關係競爭濃厚、中柬地理位置不相鄰，因

此寮國無疑地是中國進入 GMS 的重要跳板或走廊，而且中

國唯有透過寮國，才能有效地掌握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

南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連結命脈。因此，前進寮國便成為中國

前進 GMS的重要橋頭堡戰略。 

就從中國經濟崛起與中國在亞洲區域地緣戰略的格局



來看，中國要整合其周遭邊界的東南亞、東北亞、南亞、中

亞和俄羅斯的區域經濟，讓中國真正成為亞洲經濟核心霸主

地位，並實踐其經濟走出去戰略，關鍵的第一步戰略，無疑

地便是走向東南亞，並與東南亞進行密切的經濟整合，這可

以從 2010 年元旦啟動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建構工程看出

端倪。而中國與東協的經濟整合將成為中國與南亞、中亞、

東北亞經濟整合的重要參考樣版，中國豈能不重視對東協經

濟的發展。而中國前進東協經濟發展的捷徑，無疑地將會先

整合中南半島的 GMS區域經濟，因為中國也是 GMS的成員

國之一。而中國欲前進與整合 GMS 區域經濟，也無庸置疑

地，寮國便成為中國走出去地緣戰略的首選，中國前進寮國

是中國整體戰略下的第一步關鍵，前進寮國成功與否，牽連

到中國是否可以掌控 GMS 經濟發展。對寮國來說，這無疑

地是一種地緣區域經濟戰略上的機會與利基，也是中國建立

其在 GMS 區域的主要經濟根據地，此舉將翻轉寮國經濟與

整體發展。 

基於此，中國積極投入寮國基礎建設投資（高鐵、公路、

鐵路、水運、航空等）、工業區開發、經濟援助、互聯互通、

人力資源培訓、水利資源建設等，雖然讓寮國依賴中國經濟

不斷的提升，卻也讓寮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順勢整合到中

國或中國與東協自貿區域經濟體系裡。同時，在中國的印支

半島區域政經戰略下，讓寮國從一個被忽視的內陸國邊陲經

濟體，轉變成一個區域交通運輸、基礎建設、物流行銷的中

心紐帶地帶，讓寮國成為中國在 GMS 佈局的重要跳板與戰

略橋頭堡。很明顯地，寮國已經成為中國南向東南亞政經發

展的主要根據地。 

就總體經濟成長和經貿發展而言，寮國自 1988 年開始

推行改革開放以來，該國的總體經濟成長隨即快速提升。

1985年，寮國的人均 GDP約僅 70~80美元，到 2008年已達

到了 850 美元，在 2012 年更是提升至 1,300 美元，在 2015



年時寮國的人均 GDP將可望達到 1,700美元。 

在 2010 年，寮國可以說步入一個全新的發展世代，而

中國的積極投入，也成為是推動寮國迅速發展的重要關鍵。

就中國而言，如何讓寮國成為中國在東協的忠實盟友，似乎

是中國政府的當務之要。特別是在 2010 年之後，中國對寮

國具體務實的政策表現，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看出中寮全面

密切發展關係： 

首先是中國文化與教育的推廣。在 2010年 3月 23日，

中國在寮國設立第一個孔子學院（由中國廣西民族大學和寮

國國立大學共同創立），在寮國國立大學舉行揭牌儀式，透

過孔子學院進一步加強兩國在文教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利

發展中寮友好合作關係。在教育方面，中國與寮國除了持續

推動高校合作之外，也提升雙邊留學生數的成長。例如昆明

理工大學與寮國國立大學在「國際金融領域」（針對寮國碩

士研究生的培育）和在「管理科學與工程領域」（針對寮國

博士研究生的培育）之合作，中寮雙方派遣的留學生與日俱

增。此外，寮國蘇州大學是寮國教育部門批准建立的首所外

資大學，目前學校採用和中國蘇州大學聯合培養的模式培養

寮國蘇州大學生，學生分在寮國和中國學習兩部分，其中寮

國蘇州大學的學生同時又註冊為蘇州大學的留學生，只要滿

兩年就符合畢業條件者，將獲頒蘇州大學和寮國蘇州大學本

科雙文憑，此種高等教育合作方式相當具有競爭力，勢必為

中寮樹立新的教育合作模式。  

其次是基礎建設發展。基礎建設是寮國政府率先投入的

重點工作。中寮雙邊自 2011年 4月 21日在寮國波喬省會曬

舉行會談，並簽署關於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諒解備忘錄，

藉以啟動互聯互通工程的相關重點項目，包括「清孔—會曬

大橋」及湄公河部分航道，進一步改善湄公河航道，提高航

道等級，適應未來船舶大型化趨勢，並積極考慮延伸通航里

程。此外，雙方還協議發展「瀾滄江—湄公河」的電力開發，



以及加快實現昆曼公路便利化運輸的構想。中國政府相當重

視昆曼公路在寮國境內的道路運輸發展，透過昆曼公路能夠

構建出重要的經濟成長帶，而寮國這一段是中國公路邁出國

境到 GMS 銜接的首段，是故寮國這一段公路若無法順利完

成，昆曼公路便無法貫通，中國經濟勢力便無法有效進入

GMS，甚至無法推動中國與 GMS 的經濟整合。此外，中國

對於經濟特區的投資（如金三角經濟特區），以及五星酒店

飯店的投資，包括永珍（萬象）新世界、永珍（萬象）中心、

拉薩翁廣場等一系列酒店建設項目，也相當積極，亦可以為

當地創造出許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提高寮國的旅遊市場競爭

力。 

第三是推動能源電力之發展。電力能源是寮國必要的基

礎工程，中國積極投入開發。擁有跨國經營經驗，業務範圍

遍及水電站、鐵路、機場、道路、給排水等領域的中國水電

公司，自 1996 年便進入寮國市場以來，便一直積極參與寮

國的各項建設事業，諸如先後參與南累克水電站、南夢第 3

水電站、賽德第 2水電站的興建。目前中國水電公司正以多

元化的發展格局，透過 BOT 特許經營方式分別投資建設水

電站（包括南俄第 5 水電站和南歐江流域梯級水電站）、寮

國輸電線路等項目的投資與建設計畫。位於寮國南歐江流域

的梯級水電廠是一座具有 7個梯級電站，總裝機容量達 115.6

萬千瓦，總投資經費約 20 億美元的電力設施工程。電站建

成後，不僅可為寮國提供穩定優質的電力，同時也可改善整

個南歐江流域的交通、旅遊和工業的發展，進而帶動寮國的

社會和經濟之快速發展。 

第四是推動觀光業發展。擁有自然美麗風光的寮國，不

僅旅遊資源富饒，加上政治穩定，且歷史文化悠久，因此極

具觀光發展潛力與資源。過去由於交通不便之故，讓許多有

意前來的外國旅客望而卻步，可是隨著交通建設的迅速發展，

觀光業也出現顯著的成長。根據寮國政府統計，2011年赴寮



觀光的外國遊客就高達 270萬人次，為寮國創造 4億美元的

收入。寮國政府將 2012年訂為「旅遊觀光年」，甚至計畫在

2015年以前，將外國遊客人數提高至 350萬人次以上，並預

計為寮國帶來至少 5億美元的觀光收入。不過在 2014年時，

前來寮國旅遊的外國遊客約達 416 萬人次，比 2013 年增長

了 10%，其中來自中國的遊客就達到 42.2 萬人次，比 2013

年成長 72%，增幅為各國遊客之首。中國遊客大幅增長得益

於中寮兩國在接壤的豐沙里省，新增開設一個陸路口岸，方

便讓中國遊客從陸路入境。至於，泰國仍是寮國最大的外國

旅客來源國，目前已達到 204.37萬人次，位居第二的越南，

其遊客人數也高達 110.83萬人次，增幅達 22%。因此，只要

中寮經貿關係和交通建設能夠持續改善的話，中國遊客的數

量很快將可突破百萬人次。 

第五是推動邊境貿易發展。邊境貿易一直是中國與中南

半島周邊各國熱衷投入的「另類國際貿易」，所謂的「邊境

貿易」係指跨邊境交易或邊境口岸的商業活動，尤其是與寮

國相鄰接壤的中國雲南省，該省的邊境貿易額始終高居中國

各省份之冠。中寮兩國由於領土比鄰，因此邊境貿易也就成

為兩國經貿合作的重點項目。這種跨邊境經濟或邊境口岸經

濟的發展，有助於延伸到整個國內市場的結合。除此之外，

寮國自 2012年 10月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即宣布將

在 2015 年實現「中國－東協自貿區零關稅」的宏願，這將

吸引更多外資投入。最後，在「區域經濟整合」高度盛行的

今天，寮國也無法抵擋這股風潮，特別是在服務業方面，寮

國目前已展現出最大的開放幅度。例如，寮國政府為了達成

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目標，不僅於 2013 年 7 月 4 日

公開表示會開放 180 個服務業領域中的 89 個領域，同時還

承諾在 2015年之前，會將開放領域擴大至 128個。換言之，

這是寮國繼 1997年加入東協服務業自由開放談判（截至 2014

年已進行了八輪談判）以來，開放最多的一次。而截至 2012

年為止，寮國商品稅率低於 5%的商品已達 9,110種，佔該國



商品總量的 95.31%，由此便可以獲知寮國為區域自由化降

低關稅的努力，而且進度順利，此有助於東協經濟共同體的

推動。基本上，寮國在 2013年的關稅稅率尚維持在 0~5%之

內，但是預計在 2015年底之前就會調降為 0%。 

最後是中寮在落實公路與鐵路開拓的基礎建設上，更可

以看出兩國合作發展的企圖。而跨國公路與鐵路的興建正是

寮國向外推展的首要契機，可以降低內陸國運輸不利的困境。

在跨國公路的興建方面，有鑒於寮國在湄公河的「巡邏道路」

（起於瑯南塔省動新縣，止於博膠省敦蓬縣）計分為 11段，

全長約 300公里。寮國特別強調該道路的興建不僅為中寮邊

境帶來經濟利益，同時也將帶動沿途各地的商機，具有重要

的經濟意義。在跨國鐵路上，寮國通過向中國融資 70 億美

元，作為修建連接中寮跨國鐵路的預算。這個計畫主要是配

合中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而訂定的，有鑑於中國預計於

2020 年之前興建三條連接中國與東南亞的跨國鐵路（稱為

「泛亞鐵路」），這三條「鐵路」的起點都設在中國雲南的昆

明市，而終點都在新加坡。第一條（東線鐵路）經中國河口

穿越越南；第二條（中線鐵路）經寮國磨憨穿越寮國；第三

條（西線鐵路）經中國瑞麗穿越緬甸。至於，中寮鐵路（中

線鐵路）自中國出境後，先抵達寮國磨憨，之後向南依次經

過孟賽、瑯勃拉邦、萬榮至永珍；之後再陸續進入泰國、馬

來西亞，最後抵達新加坡。路線全長 3,894 公里（寮國境內

的長度約 421.17公里，其中路基 147.87公里，橋樑 86.8公

里，隧道 186.5公里，橋隧比為 66%，全線計有 17個車站），

是中國西南地區通往東南亞核心地區最直接的通路。對此，

寮國能源礦產部在 2012 年 10 月 25 日強調，中寮鐵路的興

建不僅可以確保中國每年可獲得約 500萬噸礦產資源的供應，

更可以提升寮國的經濟發展，可見雙邊互惠互利的發展。 

身為東南亞唯一內陸國家的寮國，寮國政府也一直企圖

將寮國從「陸鎖國」打造成為「陸聯國」的目標，雖然目前



寮國公路網總里程已超過 45,800公里，並以每年 4.5% 速度

增長，但是寮國仍無法達到東協一體化發展的基本要求。對

此，寮國公共工程與運輸部試圖聯合國營機構、民間資本以

及國際援助等途徑，提出一個總投資額近 60 億美元的長期

計畫，一方面提升寮國的道路建設標準，另一方面可以讓寮

國從「陸鎖國」打造成為「陸聯國」的區域發展地位，讓寮

國閉關鎖國經濟可以進一步走向改革開放，融入到中國和

GMS的經濟合作圈。此舉，可以讓寮國從一個邊陲衛星的依

賴經濟地位，翻轉成一個新的區域核心都會經濟的戰略地

位。 

基於此，中國政府與寮國政府特將「古代絲綢之路」的

概念轉變成當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透過連接

越南海港與周邊地區的南北經濟走廊和東西經濟走廊的作

法，來實現建設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目標。因此，諸如

海洋通道暢通工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及東協經濟一體

化框架下的鐵路和公路網路互聯互通等規劃，也就成為中寮

兩國重要的硬體建設工程。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 2014 年 4 月 9 日在中國海南

的三亞市與寮國總理通邢舉行會談，雙方再度重啓一度擱置

的中寮高鐵建設計劃（亦即「泛亞鐵路計畫」的子計畫）。

雖然中國的鐵道部與寮國的公共工程與運輸部已在 2010 年

簽署合作興建備忘錄，但是寮國國會卻在 2012 年底以「造

價過高，無法負荷」為由，片面終止該計畫。儘管如此，寮

國政府仍然表示，會將盡快提升本身的基礎設施，否則未來

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甚至經濟將面臨邊緣化危機。基於此，

惟有獲得中國方面的援助與協助，加強中寮兩國在高鐵或鐵

路上（甚至在公路上）的連結，才能讓寮國成為陸聯國的發

展目標達成。 

總之，就中國的戰略考量來看，地處中國雲南邊境的寮

國，似乎是中國對東南亞展開區域合作的突破口。因為寮國

http://search.xinmin.cn/?q=%E7%BB%8F%E6%B5%8E%E8%B5%B0%E5%BB%8A
http://search.xinmin.cn/?q=%E7%BB%8F%E6%B5%8E%E8%B5%B0%E5%BB%8A


不僅是中南半島唯一和「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其他五

國接壤的國家，加上位居地理樞紐位置，戰略地位相當重要。

對中國的戰略來說，如果能掌握寮國政經發展，或許就能控

制 GMS 或中南半島經濟，甚至擴大到整個東南亞區域，這

是中國目前東南亞經貿戰略的主要考量。 

此外，寮國也是陸路連接中國與東協國家路程最短的國

家，其區域優勢地位凸顯，加上信奉佛教的寮國多年來政局

穩定，但因為發展程度低，基礎建設嚴重不足，但寮國資源

豐富，又居區域重要戰略地位，在中國推動一帶一路走出去

戰略之際，勢必需要中國的援助與貸款，而中國為打通與東

協區域經貿整合，也勢必會傾全力投資於寮國的基礎建設，

並善用寮國位於 GMS 區域的中心樞紐位置，中寮雙贏合作

關係將會日趨密切。 

因此，面對寮國在區域經貿發展地位的翻轉，中國大量

資金與經貿的積極投入，將提供寮國更多的發展契機，特別

是在基礎建設方面，將為寮國提供一個健全的發展基礎，同

時在寮國百廢待興之際，又位於 GMS 區域的中心優勢，對

於已經在東南亞佈局的台商來說，台灣豈能不洞燭機先，去

重視與掌握寮國的發展契機?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