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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習會反映中美俄在亞太博弈

的三角關係 

習近平確認於 9月 25日訪美，

這又在俄中確認「準軍事聯盟」狀

態之後，因此，歐習會如何進行利

益交換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自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推出之

後，中國感覺到在亞洲受到圍堵且變得相當孤立，因此很難

維護自身的利益。無獨有偶，當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俄羅

斯受到了西方經濟制裁的排擠也快速轉向亞洲尋求中國的

支持。中國遂開始嘗試與俄羅斯在不結盟政策下進行準結盟

合作的各種嘗試，而今年習普雙方將此合作推到了高峰狀態。

南韓總統朴槿惠不顧美國的壓力仍出席中國九三閱兵儀式，

這應該表示南韓方面認為在解決北韓威脅的問題上必須要

借助俄中兩國。俄中的緊密關係成為其和周邊國家展開利益

交換的基礎，而「一帶一路」成為中國確認預算框架的基礎，

使所有的資金必須要依此規劃來運行。在歐習會之前，俄中

領導人幾乎把雙邊關係拉高到準結盟的一個最高程度，此時，

習近平帶著俄中準結盟關係去訪華府，應該可以獲得歐巴馬

在亞太地區某些問題上的妥協；美國也可藉此試探俄中「準

軍事結盟」關係的程度。 

    目前，烏克蘭危機使得美國暫時阻止了俄羅斯和德法等

歐盟國家的貿易整合進程，經濟制裁迫使俄羅斯因此加速了

2000年普京上任之後旋即提出的“轉向亞洲”政策的進程。

自從 2011 年敘利亞內戰以降，敘利亞難民因為美俄兩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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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否讓阿薩德下台的看法意見分歧，導致了數以百萬計的

難民逃出到鄰近國家。據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因為敘

利亞內戰爆發至今約有 22 萬人死亡，流入到歐盟的難民恐

怕已經到達約 50 萬人。德國總理默克爾曾經表示，要解決

敘利亞問題必須要和俄羅斯合作，儘管制裁存在，但是德俄

仍要加強夥伴關係。德俄關係就如同土耳其和俄羅斯的關係

相似，土耳其目前是僅次於德國成為俄羅斯輸出到歐盟天然

氣的第二大國。當普京決定暫停通往歐盟的南溪天然氣管道

計畫，並且轉為舖設海底管線到土耳其作為反制裁的舉措，

土耳其勢必將擴大扮演歐亞能源轉運站的角色，這對於歐俄

雙方都是增加成本付出。歐盟國家的北約成員國身分顯然已

經無須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互賴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完全

與俄羅斯對立。因此，俄羅斯勢必在安全和能源議程上再度

與歐盟加強合作。 

    未來當俄羅斯獲取一定的中國資本和亞太地區的能源

和武器市場之後，仍然等待和歐盟恢復夥伴關係的時機到來，

再次進行歐俄一體化的大歐洲進程，那麼，美國的影響力將

可能被排除在歐洲事務之外。此間，美國一邊製造烏克蘭危

機分化歐俄關係，另一邊加強在亞太地區傳統勢力範圍的鞏

固，因此，中國面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壓力將可能逐漸加大。

換言之，俄羅斯將可能會因為敘利亞反恐問題找到與美國再

度合作的機會，如同 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總統小布希急

於和俄羅斯與中國同時改善關係。 

    倘若美俄因為敘利亞問題而暫時拋開烏克蘭問題的歧

見而妥協，那麼，中國可能會思考未來是否美國將把地緣擴

張敵對的情緒持續在亞太地區加深，這樣是否會出現亞太地

區的安全進程轉而由美俄來決定?例如，俄羅斯將會支持印度

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擴充後的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同時還是中

國、印度和越南最大武器供應國，因此，俄羅斯在亞太安全

問題中無疑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協調角色。美國同時也在加強

和印越兩國的關係。由此看來，未來中國要在亞洲實現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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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歸亞洲人管理的願望，仍需要得到多數亞洲國家的認同，

這在俄中關係強化之後已經開始發生正面的作用。習近平訪

問美國應該會改善中美關係，那麼，這種中美關係的改善是

否意味著俄中準結盟關係牢固性的搖擺，這將會是歐巴馬對

習近平提出利誘的著力點。那麼，歐習會如何能夠在美國掌

握亞太地區優勢的情況之下改善中美關係，並且突顯出中國

的角色?在亞洲經濟成為世界重鎮之際，亞太地區將是中美俄

三極強權提升未來國家經濟發展而需要持續博弈幾年的重

要戰場。 

 

二、人道主義應要超越地緣擴張的野心 

當前如何解決敘利亞難民和打擊伊斯蘭國極端恐怖勢

力?對於這個急迫性的問題，顯然已經成為美俄角力中東勢力

範圍而由歐洲被迫買單的困境了。目前，囿於國際盟軍空襲

的作用以及阿薩德政府軍勢單力薄才會形成反恐漏洞，讓恐

怖份子坐大以致於造成幾十萬難民往歐洲跑的淒慘現象。也

正是由於毫不留情地直接衝擊到了歐盟與西方國家的安全

利益，敘利亞問題才會被西方媒體聚焦且被西方國家當成頭

等大事來對待。那麼，到底應該是聽從美國的指示讓阿薩德

下台然後讓親美的反對勢力上台才來解決國際盟軍的聯合

地面部隊進入敘利亞問題，還是聽從俄羅斯的建議，先與敘

利亞政府軍合作，以剷除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優先，再來解決

阿薩德政權的政治進程呢?顯然，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明要與俄

羅斯合作的答覆已經清楚了。那麼，俄羅斯要如何要價才能

確保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呢? 

    首先，解除對俄的經濟制裁。對俄制裁其實已經讓歐盟

承受巨大經濟損失、並且導致俄中加速結盟動作已經挑戰了

美國重返亞太政策了。由於俄羅斯遭受到經濟制裁是因為美

國支持烏克蘭內部政變導致烏國自身領土分裂，那麼，俄羅

斯反制回擊之道就是趁勢拿回克里米亞，等於取得了完全的

黑海艦隊以及主動掌握黑海出口所有的戰略優勢，包括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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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觀光、軍工企業的一切戰略資源。美俄角力激烈的結

果，倒楣的是烏克蘭喪失了主權完整和地緣戰略優勢，國家

整體經濟慘狀更不用說了，烏東頓巴斯地區的停火進程還在

持續談判解決當中。至此，有哪個國家為了要替烏克蘭主持

正義而願意要和俄羅斯直接交戰呢?答案當然是沒有。 

    其次，在敘利亞問題中因為俄羅斯不是直接負責任的一

方，所以，不存在美俄直接衝突的問題，但是問題卡在俄羅

斯絕對不可能接受美式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手法，撇開俄羅斯

是敘利亞最大武器供應國不論，因為，美國單邊的要求還是

會造成新政府上台之後的政治空窗期，其實更難以解決敘利

亞內部打擊恐怖主義之後的國家重建問題。因為按照美式過

去顏色革命的做法，只負責推翻獨裁政權，當美國取得勢力

範圍的絕對優勢之後，並不負責他國政權倒台之後的內政問

題。那麼，還是會有因為敘利亞政權孱弱而導致大量難民湧

出造成歐盟與中亞各國到俄羅斯非法移民和恐怖主義竄流

的嚴重問題。那這最終也是這些國家必須自己去承受的，也

不是美國會去關心的問題。 

   再者，敘利亞難民湧出成因在於伊斯蘭國的擴張，伊斯

蘭國的擴張在於美俄對於阿薩德政權的下台看法不同。俄羅

斯方面為什麼堅持要回到聯合國安理會架構下並且透過多

國談判與敘利亞政府政府軍合作?第一，一向堅持反對以單邊

行動介入他國主權的原則，因為政變之後的國家重建路途遙

遠，只是滿足美國單邊的想法，那犧牲代價太大了；第二，

關乎各國利益的問題，必須經由當事國主持設定政治議程來

共同解決，不然，大家就是憑實力來爭奪地盤，那大國角力

仍然是不會中斷，例如美俄在敘利亞的角力不會終止，但是

問題持續還在擴大當中，所以，還是需要回到多國合作談判

的政治議程中來；第三，俄羅斯正在恢復二戰以來在世界秩

序中的一極地位，那是蘇聯以犧牲兩千七百萬人所換來的代

價，所以，為了確保俄羅斯和歐亞經濟聯盟的自身利益，俄

羅斯一定會藉由金磚國家當中的中國和印度共同唱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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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多極架構的國際體系，讓穩定的區域大國來共同解決國

際安全問題，這對於美國單極主義一定是挑戰。所以，敘利

亞正是美國和俄羅斯在博弈單極世界走向多極並存來解決

國際秩序運作的最激烈戰場之一。 

    由此看來，俄羅斯的多極並存倡議首先可以吸引像是中

國和印度這些區域大國，甚至其他發展中的國家，因為新興

國家可以考慮如何在保護自身固有的條件基礎上來談國際

合作，這樣代價小、回饋快。那麼，在這場博弈中俄羅斯希

望達到的目的至少有四：第一，解除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第二，國際盟軍與敘利亞政府軍合作，先協調行動以剷除伊

斯蘭國的武裝力量；第三，對安頓敘利亞難民問題設置多國

解決方案；第四，為敘利亞國家重建設置政治議程，那麼，

阿薩德下台與否就與共同打擊伊斯蘭國沒有關聯。這裡面解

決敘利亞問題到底誰才是關鍵絆腳石其實很清楚了，只是美

國需要學習如何和世界強權國家包括復甦的俄羅斯和崛起

中的中國來共同商議國際秩序的心理調適問題了。儘管美國

還會維持世界龍頭老大的地位，但多極並存的牽制層面就增

多了，這樣看來，美俄博弈勝負逐漸分曉，關鍵是人道主義

應要超越地緣擴張的野心，因為戰爭下沒有真正的贏家，無

辜的生命才是慘痛的代價。 

 

三、俄中「準軍事聯盟關係」的形成 

   2015 年 5 月 9 日，俄羅斯舉辦了盛大的反法西斯戰

爭 70 週年慶祝大會，普京總統邀請了習近平夫婦作為

當天紅場上閱兵的首要賓客，中國也派出閱兵方陣參與

閱兵儀式；當天晚上的音樂會，習近平夫婦仍然與普京

總統並肩而坐，相互時有交談，關係顯得非常親暱友好。

之前，普京還稱中國是「自然而然的鄰居與盟友」，認為首

先要與這個逐漸成為世界領導的強國持續發展合作，特別是

經濟合作關係。面對快速變化的國際體系與世界格局，俄中

關係到底要以怎樣的面貌來因應未來的國際體系變化?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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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關係對於國內外局勢又有怎樣的影響? 

    自克里米亞事件之後，俄羅斯就遭到西方大力孤立。普

京於 2014年 5月 20日訪中之後，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變得更加的明確，普京將會運用手上的兩張牌：軍工和能

源。中國則因為在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大背景中所出現的東

海和南海問題須與俄羅斯攜手合作，其既具有雙邊的商業利

益，也發揮安全結盟的作用。俄中關係未來的定位是「次級

聯盟關係」亦或是「超級聯盟關係」?筆者且將俄中目前的軍

事合作狀態稱之為「準軍事聯盟關係」。 

   隨著俄中的軍事合作關係與聯合軍演逐漸加強，雙

方又簽署了為期 30 年的天然氣合同，因此，對於俄羅

斯與中國是否需要結為軍事同盟的問題在俄羅斯引起

熱烈關注。曾任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答辯委員會主席、

也是名譽教授的佩徹理策 (Владимир Печер

ица)認為，這種熱烈關切和討論也說明中國在當前世

界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他認為，俄中的合作關係需要新

的經驗。他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不是一種無菌關係，

在華盛頓長期反俄的政策下，美國擔憂俄中會以政治軍

事結盟形式和北約抗衡，因此，主要會離間俄中關係中，

其中把俄中兩國歷史問題與利益衝突問題加深，作為俄

中不結盟的解釋。然而，俄羅斯方面認為，要尊重中國

不結盟的國防政策，俄羅斯與中國相同，要發展經濟與

安全，雙方同樣需要確保國家安全以提升人民生活水準

的經濟政策得以落實。故俄羅斯與中國都有意識地要超

越冷戰時期的軍事聯盟關係的概念，也就是在雙方推動

多極國際體系的目標方向之下則需要另闢道路且避免

重啟冷戰，這也使得當前俄中關係的程度要超越軍事同

盟的概念，俄中雙方的專家有此共識並且感同身受。這

如同俄羅斯漢學家季塔連科所說的是一種「深入靈魂中

的精神盟友」。筆者認為，這是當前俄羅斯漢學家和遠

東專家擔憂俄中關係一直處於冷淡的大力呼籲，可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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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雙邊的各界菁英，使他們接受俄中準結盟是雙邊抵

禦美國戰略進逼的前提條件，在此基礎上，可以讓俄中

雙方各自國家的內部發展獲得喘息的時間和空間。  

    比較著名的冷戰時期聯盟理論之一，例如美國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雷克(David Lake)在比較冷戰時期美

蘇之間的聯盟特點時認為，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是無政府

特點，藉著共同協防作為彼此的共識而存在，不具有附屬關

係；蘇聯與盟友的關係呈現的是階級制度的聯盟(hierarchy 

alliance)，具有嚴格垂直上下級關係的指導性質。兩者之間相

似的地方在於安全的維繫，美式聯盟好比是不同公司之間的

長期武器合約關係，用以製造安全；蘇式聯盟好比是一間公

司的天下。雷克還認為美式聯盟像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花費，

各國決策自主性較高，例如北約組織的成員國之間可以根據

自己國家的政策決定參與協防費用的多寡；蘇式聯盟的管理

費用較高，蘇聯會介入盟國的政治與經濟領域，盟國必須根

據蘇聯當局的指令來投入協防，因此，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下的東歐各國自主性不高，受蘇

聯控制程度高。可想而知，蘇聯作為管理階層的領導，投入

的軍事費用也會過高，在這種情形之下，聯盟的經濟容易被

過高僵硬的軍事費用所拖垮，只是為了穩定某種嚇阻與脅迫

的作用，而在冷戰時間，在完全不發生戰爭的情況下，蘇聯

及其盟友會被過高的軍事費用而拖垮財政。 

    換言之，當前俄中雙方在武器買賣關係上也決定了彼此

在聯盟理論中的關係程度。一方面，彼此根據安全需求提高

武器合約；另一方面，彼此沒有上下級附屬關係，可以根據

自己的財政來決定軍售的額度，類似美式聯盟，俄中之間於

2001年 7月 16日簽署的一份《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但

是條約並沒有要求要共同協防的權屬責任，只是建議共謀對

策，因此，俄中之間還稱不上是正式聯盟關係。雖然如此，

俄中的軍事合作程度儘管具有美式聯盟軍售關係，卻還沒有

上升到共同打擊第三方對盟邦的軍事威脅那樣的軍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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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更不具有蘇式聯盟的行政垂直的附屬關係。但是俄中

之間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架構下，每年會定期進行陸上反恐軍

事演習，再加上從 2012 年以來，俄中也開始進行海上聯合

軍演，彼此的軍事演習行動逐漸增多並且融合度也在增高，

這種趨勢不容忽略。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俄中準軍事聯

盟」的關係。筆者認為這也就是造勢(為領導人的國家戰略護

航)－合作(強化軍事與能源合作為首，帶動兩國全面產業的

一體化，強化經濟發展)－結盟(如有戰爭的爆發，透過領人

協商達成一致的軍事行動或是軍工產品的支援)，以擺脫冷戰

作法中必須強調先結盟後發展經濟的傳統套路，這樣美國將

難以完全因應。  

 

四、美俄中加強與亞洲各國的聯繫 

    自美國總統歐巴馬制定「再平衡」 (Rebalancing)政策之

後，預計到達 2020 年以前美國將把海外 60%的軍事力量部

署在亞太地區（現為 50%）。俄中的軍事合作將對美國亞太

政策構成巨大的挑戰；反之，美國的軍事部署也加速了俄中

的軍事合作。當前美俄雙方都宣布重返亞洲，可預見雙方在

未來幾年內最大利益衝突地點會是在亞太地區。 

    至於俄羅斯還能如何影響北韓呢?2012 年俄羅斯作為亞

太經濟合會的主辦方，確認俄遠東地區作為未來國家向上提

升的經濟發動機，海參崴則作為自由貿易港。俄羅斯也設想

了如何連結朝鮮半島上的南北韓貿易而使俄羅斯成為解決

朝核問題的重要角色。這也提高了北韓在俄羅斯亞太政策中

的作用，為了打造俄朝韓一條龍的經濟線，首先的關鍵是俄

羅斯的哈桑(Hasan)和北韓的羅津(Rajin)之間於 2013 年 9 月

22日正式開通鐵路，這條鐵路提高了北韓在朝鮮半島上的歐

亞樞紐作用。普京還註銷了在蘇聯時期北韓欠下的 100億美

元的債務，現在北韓欠俄羅斯的債務大約只有2,400萬美元。

同時，因為南韓也是俄羅斯極力要開發的對象，北韓就是通

往南韓的重要道路，俄羅斯會以穩定與恢復在北韓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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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高俄羅斯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的角色，才有條件倡議堅

持以六方會談為談判架構，以此作為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目

標的路徑。過去蘇聯對北韓的核研究支持始於 50 年代，這

在蘇聯地質學家發現北韓有 2,600 萬噸的鈾藏量之後。俄羅

斯加強對北韓的經貿關係，使得南韓在烏克蘭事件中看到是

俄羅斯改善北韓經濟條件將有利於俄韓關係的投資前景。因

此，俄羅斯對於亞太國家關係的改善實際上是俄羅斯再次崛

起發揮擴大影響力的表現。 

    此外，俄羅斯還在持續強化開發亞洲的武器市場。俄羅

斯的目標是要維持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市場。其中，

俄羅斯的武器輸出對印度武器技術提升的效果最大

（2012-2015 年印度的購買量預計高達 143 億美元，位居俄

軍工產品出口國的第一位）。此外，俄中印三方都是金磚國

家和上合組織的成員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正式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會員國)，顯示了印度作為第三方

平衡力量的大國地位正在提升。俄羅斯在亞太地區軍工產品

的輸出國當中以印度和越南持續增長幅度最大（2014年的預

計目標是在 2012-2015 年越南向俄羅斯購買武器的金額高達

為 32億美元），其他有潛力的購買國家包括: 委內瑞拉 32億

美元），中國（28億美元），敘利亞（18億美元）。由此可見，

敘利亞有俄羅斯龐大的軍火利益，未來敘利亞政權的變化仍

關係著美國和俄羅斯在中東的利益與地緣政治的戰略競逐。

可以預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世界的軍備競賽就在這些

強權中展開，如果掠奪式的地緣擴張不成，實力的比拚將決

定國際格局的變化。並且這些強權國家也決定了區域的穩定

與安全，他們之間的博弈或是直接衝突也將會成為區域安全

的最不穩定因素。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