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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耳其的區域戰略環境評價土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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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處歐亞大陸國家的交界處，98% 穆斯林的土耳其處於危機四伏

的邊緣。歐亞是一個民族成分複雜、經濟落後、而社會動蕩的區域。

本文試圖勾劃土耳其如何在這一特殊之戰略性區域的基礎上，發展其

與中國的關係。本文指出，土耳其採取了彈性與平衡的途徑從事外

交。土耳其試圖透過全方位戰略極大化其外交利得，但也在與區域與

國際列強的周旋中，冒著風險。 

關鍵詞：土耳其、穆斯林、歐亞、土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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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崛起中的土耳其 

相對於海洋國家因有著海洋隔離，生存空間相對獨立、自主，大陸國

家之間因山水相連而遭遇到的邊界之壓力與挑戰，是相當艱鉅與複雜的。

土耳其正好身處歐亞大陸國的交界處，而其周邊的國家又多民族成分複雜、

經濟落後、社會動盪不安，以致於長期處在危機四伏的邊緣：在西邊，塞

浦路斯與希臘身陷金融危機；在東南邊，緊鄰著飽受戰火摧殘的敘利亞，

有超過 40 萬名的敘利亞難民奔逃入境；在東邊，有伊拉克與伊朗；在東北

邊則是亞美尼亞與喬治亞（無作者，2013）。在如此利益交錯、認同分歧、

恩怨情仇糾結與錯亂的複雜生活環境中，作為擁有七千八百萬人口、98%

國民信仰穆斯林的中型國家，土耳其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定位、伺機崛起。  

這種複雜的處境對於土耳其的外交關係與政策的形成，自然會有深刻

的影響。土耳其的鄰國長期以來都處在一種動盪不安的歲月，然而，土耳

其對其鄰國所採取的政策自始至終都循著中庸之道。土耳其主張睦鄰外交，

它喜對外採取開放且平衡的外交模式，並努力大幅改善其與周邊國家的關

係，例如，土耳其與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等國家便建立了磋商機制，建

立合作論壇及簽署自由貿易、免簽證等協定。此外，土耳其也積極推動其

與伊朗的關係，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地區事務的合作。這種政策固出

於生存需要，也反過來形塑了生活環境的樣態。 

土耳其有意塑造成中東一個繁榮與安全的國度。土耳其也積極於藉柔

性國力來提升其自身與周邊的關係，包括提升婦女地位、戮力政治穩定、

善待難民等等努力。目前土耳其境內已有 600 萬難民，難民來自蘇聯、南

斯拉夫、伊拉克、伊朗和阿塞拜疆；它也是敘利亞 170 萬難民的收容國。

不過，在外交上，土耳其看似八面玲瓏，卻面對庫德族要求自治的壓力，

這成為它心頭上長時期的痛。庫德族占土耳其的 15%人口，揚言土耳其當

局如果不能對它們在要求自治上讓步，他們不排除採取武力反抗（林海，

2014）。為了國家統一格局的維繫，自然，土耳其政府也常常動用武力去

壓制，以致於內戰頻仍不斷。 

不過，總體而言，自土耳其推動睦鄰外交政策以來，其經濟也跟著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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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顯而易見的成長效應。2008年土耳其和阿拉伯的貿易額達到 370億美元，

2009 年為 290 億美元，2010 年土耳其和伊朗的雙邊貿易額也上衝到 100 億

美元（無作者，2013）。只不過，土耳其人一般較少有儲蓄的習慣，人民

的經濟能力普遍弱勢，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人均，排行世界第 54 名，因此

一旦出現國際性不景氣，土耳其便很難免疫於經濟下滑的痛苦（無作者，

2014/7/18）。 

就經濟資源而言，土耳其並沒有鄰近其他阿拉伯或中亞國家，擁有豐

沛的石油和天然氣。不過，由於土耳其是拜占庭帝國之所在，歷史文物與

自然景觀的觀光資源極為豐富，故努力發展服務業，並帶動了國內相關產

業的競爭力。單單是土耳其的觀光業，2012 年就吸引了全球 3,600 萬名遊

客，使得土耳其一躍成為全球熱門旅遊景點之一（無作者，2013）。除了

基礎建設的投入，土耳其的大學也迅速擴張，藉高等教育吸引非洲、亞洲

的學生，而相應於此，大多數的課程都已有英語授課，並且學校還和各領

域的高科技公司有緊密的合作關係，包含精密電子、資訊工程與航太電子

等等。除此之外，土耳其很強調綠色能源的開發，包括風力、地熱和其他

再生能源。而由於亞洲與中東經濟的崛起，土耳其的出口重心也逐漸向東

南亞的新興國家移（無作者，2013）。從 2003 年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擔任總理，土耳其的 GDP 成長了 3 倍，由原來的 3,030 躍升到

8,820 億美元。目前，土耳其已成為世界第 17 大經濟體。2014 年，土耳其

平均收入已接近歐洲的 70%，以目前態勢繼續發展下去，預計 2030 年土耳

其與歐洲的差距將可弭平。 

在軍事上，土耳其的軍備預算以每年 9%  的速度增加，目前已是世界第

10 大的編隊（Eyal, 2015）。根據《商業內幕》的數據，排名世界前十名的

軍事大國依次為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英國、法國、德國、土耳其、

南韓和日本；土耳其排行第 8（無作者，2014/7/18）。土耳其武裝部隊是

第二大常設部隊，僅次於美國。據北約在 2011 年估計，土耳其有 495,000

人可部署武裝力量。土耳其被認為是中東地區除了以色列之外最強的軍事

力量。土耳其與美歐有很密切的軍事合作，但為了保障自身軍事技術領域

的進步與自主，土耳其同時與中國和俄羅斯進行合作。差別是，土耳其還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2卷、第 1期（2016/春季號） 120 

保留著北約成員國身份，無法與俄羅斯進行軍事交易，只簽署天然氣和核

能合作戰略協議。但土耳其與中國卻有軍事技術合作，並由來已久。中國

一直準備向土耳其輸送技術而不是成型武器。土耳其從中國獲得過重型多

管火箭炮、短程彈道導彈和若干航空武器生產許可證。2015 年土耳其與中

國簽署了一個戰略夥伴協議，內容包含捍衛巴基斯坦、兜售武器給印尼，

並揚言有申請加入東協的可能性。看來，土耳其不僅想要增加自身在區域

的影響力，還有意提升全球強權地位（Eyal, 2015）。 

本文將由內而外、由小而大，闡述土耳其所面對的內部政經挑戰，以

及外部在區域層次與國際層次，分別所遭遇的政經利益之交換與博奕。接

著，在這個脈絡下，土耳其如何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同時，它對於土耳其

國家發展的東/西選擇將產生何種衝擊。 

貳、土耳其複雜的區域關係 

當前土耳其政府有心要統一分散在伊斯坦堡、中亞以及中國西部的土

耳其民族，這使得土耳其的地緣戰略輻射了三個區域，也就是︰歐洲、中

東與歐亞。土耳其這種獨特的戰略價值，使得它注定要在全球與區域的戰

略架構中占一席之地。從華盛頓的利益來看，需要極力避免俄羅斯與中國

的經濟發展之下層結構在亞洲與歐洲的開展與深化，因此，在地緣戰略上，

土耳其可成為讓俄羅斯與中國，或中國與歐洲分離的一隻巨大的楔子（n.a., 

2015）。當它的對外假想敵是俄羅斯與中國時，其對外政策便需與美國調

整一致（n.a., 2015）。同樣的，它如果與中國或俄羅斯取得某種戰略上的

合作，便會對美國產生壓力。 

從中亞到新疆，土耳其民族都成為潛在恐怖主義、分離主義、以及不

穩定的溫床。而此區的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已成為當前全球最關切的問

題之一。土耳其是一個崛起中的強權，但卻受制於周邊的各種勢力。自美

軍進入伊拉克後留一個權力真空給土耳其，但土耳其尚未找好理由去填補，

這創造了一個情境，讓土耳其、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有一種平衡。對

於安克拉而言，最暴力與立即的危機是從地中海到伊朗以及土耳其到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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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主要的問題是︰敘利亞與伊朗已成為鄰近的戰場，而暴力還捲入遜尼、

什葉以及庫德族等宗教與族群混合的複雜問題。 

在全球與區域兩層次的外交氣候的相互激盪下，土耳其要面對四個同

時並存的危機（Friedman, 2015）︰（1）烏克蘭引發的歐俄矛盾；（2）中

東危機與歐洲反回教現象的激盪；（3）俄羅斯捲入敘利亞問題從而在與伊

朗的談判中扮演更顯著的角色，而這與車臣（Chechnya）及達吉斯坦人

（Dagestan）議題又有潛在的交叉關係；（4）中俄正在討論提升軍事與經

濟的合作。 

像土耳其這種處於地緣戰略中心的國家，最佳政策是與周邊零問題。

然而，目前土耳其整個周邊看來都著火了︰往南，敘利亞與伊拉克，往北，

烏克蘭戰火未熄；往西，希臘經濟與財政危機，並與土耳其有矛盾。地中

海雖已平靜下來，但塞浦路斯的情境仍未完全解決；土耳其與以色列的緊

張已消退，但尚未消失（Friedman, 2015）。 

土耳其看起來周邊四處有問題。而利益不同，各懷鬼胎。每個主要的

強權有不同的策略利益，茲分述如下（Friedman, 2015）︰ 

1. 伊朗。伊朗在此區的政策是支持反遜尼的力量。伊朗的主要利益是

確信不讓具有侵略性的遜尼政策在伊拉克境內發展，以避免重蹈覆

轍，如過去德黑蘭所面對的海珊（Saddam Hussei）。這種支持從對

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的撐腰、贊助敘利亞由巴沙爾‧阿塞

德（Bashar al-Assad）領導的少數民族阿拉維教派（Alawite）以及支

助由什葉派所控制的伊拉克軍隊等作為看得出來。在反伊斯蘭國上，

美國和伊朗是一致的，這也促使美伊雙方得以架構出核武協議。 

2. 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視伊朗為主要敵人，亦視伊斯蘭國為

威脅，而伊拉克與敘利亞因受伊朗支配，使得沙國擔心伊敘二國終

成為沙國王室紹德家族（House of Saud）的實存威脅。也就是說，

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成為沙國的敵對力量。因此，伊斯蘭國與激

進份子對伊朗的圍堵，為沙國與以色所樂見的，在這方面，沙國和

以色列有共同的利益，也因此，沙國究竟支持敘利亞與伊拉克裡的

哪個派系這件事情上，顯得十分隱晦與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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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色列︰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採一樣的立場。他們反對伊朗，他

們關切的是，哈希姆（Hashemites）不要失去對約旦的控制。敘利亞

阿塞德並非以色列的朋友，但對於以色列而言，一個弱勢的阿塞德

遠比一個強大的伊斯蘭國好。眼前，敘利亞的內戰是符於以色列利

益的，因為處於內戰的敘利亞不會構成以色列的威脅。 

處在這種複雜交錯的情境下，土耳其拒絕給予西方傳統盟友或崛起中

的潛在盟友一個清晰的承諾。由於土耳其極反對敘利亞的阿塞德政權，而

伊斯蘭國亦反對阿塞德政權，因此邏輯上，土耳其應會支持伊斯蘭國。曾

有謠言說，土耳其傾向並支持伊斯蘭國。土耳其人知道，眼前此一謠言對

其自身非常不利。迫於西方壓力、為了闢謠，2015 年 7 月 25 土耳其對在與

伊拉克和敘利亞邊界沿線的伊斯蘭國組織展開第一輪空襲。不過，據報導，

土耳其的攻擊重點其實不是伊斯蘭國，而是處於土耳其與伊拉克邊境的庫

德族（Nesbitt, 2015）。 

土耳其長期以來視敘利亞的阿塞德政權和土耳其分離力量的庫德工人

黨（PKK）為首要的敵人。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的誕生對土耳其而言，與

其說是威脅，毋寧有一種沒料想到的盟友關係；土耳其可以借刀殺人，藉

伊斯蘭國的力量來對付敘利亞與庫德族。同時，在阿塞德與庫德力量式微

的狀態後，再引入北約的力量，全力打擊伊斯蘭國。 

土美關係很複雜。2003 年土耳其曾拒絕讓美國的空軍假道土耳其入侵

伊拉克。雖然土耳其答應北約使用其空軍基地對付伊斯蘭國，但土耳其並

未做過任何一般性的承諾。土耳其未曾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遜尼派有全面性

的合作。從政治點看，土耳其沒有支持美國直接介入或支持美國對伊斯蘭

國進行空炸的堅實基礎（Friedman, 2015）。 

叁、土中正在強化戰略合作關係 

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過程，特別敦促土耳其採取更多行動，打擊伊斯

蘭國。土耳其在 2015 年 7 月同意美國軍機使用土耳其的空軍基地攻擊伊斯

蘭國。在此議題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於 2015 年 8 月 28-29 日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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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提到打擊伊斯蘭國的事，中國雖未做出承諾，卻對此表示感興趣；

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因為中方也面臨東突厥斯坦（亦

稱東土耳其斯坦）」的直接威脅（無作者，2014/9/11）。在打擊伊斯蘭國

的議題上，土耳其、美國、中國固然各有盤算，但三者也有交集。 

不過，在美中之間，土耳其這邊出現了微妙的轉折。在大的視野上，

過去，土耳其一直積極想要加入歐盟，但隨著以中國為主的亞洲經濟的崛

起，近年來土耳其已將目光投向了東方，並持續強化自己與中國的合作。

2015 年 7 月 29 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就任後首次率領一個由 100 多人組

成的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據報導，中方此次最大目的在促成土耳其簽訂

購買 12 套中國型導彈防禦系統「紅旗 9」協議，不過，此計劃最後遭到了

美國等北約成員國的強烈反對，以致於至今尚未能正式簽約。西方國家之

所以反對，是因為擔心北約武器體系的相關資訊會流向中國（無作者，

2015/7/31）。2010 年，土耳其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並成為上海合

作組織（SCO）的對話伙伴。此外，土耳其在核電站建設、高鐵等方面也

開始與中國合作。 

1971 年土耳其開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直到正義與發展黨（正

發黨，AKP）2003 年上台，才開始重視與中國的關係，並被視為外交政策

的核心。根本上，從 1940 年代末期開始，土耳其一直是西方陣營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制度基礎為加入北約，然而，正發黨上台執政後，土耳其與西方

的關係展現出兩元性：一方面，土耳其參與了美國主導的 1999 年的科索沃

戰爭，乃至於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在過去 10 年裡，執政黨轉向

新興市場謀求發展空間，而中國意味著經濟利益；而這與中國市場由中國

分散到歐洲有關。 

土耳其位於中國與歐盟之間，因此受惠於中歐經貿交流的成長。自 2003

年起至 2013 年，中國與歐盟貿易成長 5 倍，達 5,590 億美金；歐盟成為中

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連續 11 年位居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連續１

2年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2014年中歐雙邊貿易額突破 6,000億美元大關，

位居中介位置，土耳其自然蒙受其利（無作者，2015/2/11）。2000 年土中

兩國貿易額僅為 10 億美元左右，受此影響，2011 年，土中雙邊貿易額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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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億美元，中國成為土耳其在遠東的最大經貿夥伴；2014 年達 277 億美

元（無作者，無年份；文匯網，2015/4/29）。在投資方面，市場研究公司

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數據指出，2014 年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達到

180 億美元，是 2013 年兩倍。過去 4 年，中國平均每年對歐洲直接投資 100

億美元。歐盟預期將在 2020 年前，要吸引 2,500 美金的中國投資。以目前

的態勢看，很顯然，中國對歐洲的投資會持續增加，而不是歐洲的對中投

資的增加，形勢逆轉。同時，旅遊也是大宗的收入來源。土耳其位居跨歐

亞大陸的位置又與歐盟有特殊關係，乃成為中國產品進入中東與歐盟的中

繼站。 

如上所言，土耳其也在發展觀光業。2013 年中國出國旅遊人次達 1,000

萬，花費達 1 億美金。中國已然取代美國與德國成為土耳其旅遊花費第一

的國家。2001 年土中簽署中國遊客去土耳其的備忘錄，自此，土耳其成為

中國客旅遊勝地，每年以 50% 的成長。此外，雙方更進一步舉辦文化活動，

訂定土耳其於 2012 年舉辦「中國文化年」，而中國在 2013 年舉辦「土耳

其文化年」，雙方並宣布要在 2015 前，將雙方的貿易量提升到 500 億美金。 

此外，土耳其的位置除了可以中介「中國-歐洲」，另外，它也處於「中

國-阿拉伯」之間，中國的絲綢之路有助於土中文化連帶的建立，而這對於

中國擴展與阿拉伯世界或對歐洲的影響力（Ma, 2014），都有很大的助益。

從地緣戰略來看，土耳其一方面以加入歐盟為國家理想，另方面又處於中

國西面的戰略要地，正好可以做好中介角色，左右逢源。土耳其做為東西

方的橋梁，其重要性又再度被顯現出來。土耳其欲透過「雙贏夥伴」的獲

取而從中獲利。 

2009 年，土耳其前任總統居爾（Abdullah Gül）訪中之時就曾對時任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希望通過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重新振興古絲綢

之路」。2012 年，土耳其前總理埃爾多安訪中時，也就振興古絲綢之路與

中國領導人進行了討論。事實上，早前土耳其就已經規劃以「首都安卡拉

－伊斯坦堡的快速列車」為基礎，打造一個全新的東－西鐵路計畫，而這

正好和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不謀而合。這條鐵路一旦完成後，將可

以做為能源運輸管道，雖然土耳其本身並非產油國，但土耳其過去就因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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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能源、石油而在國際上擁有很高的話語權，其中的利益也呼之欲出（無

作者，2015/7/30：無作者，2015/4/19）。 

相對於土中關係，土耳其和美國固有 50 年的戰略同盟關係，但雙邊貿

易額只有 150 億美元，遠低於土耳其與中國之間的 277 億美元。同時，性

質上，與土美經貿關係不同，土中經濟具有良好的互補性；土中經貿關係

分佈於多個領域，如建築、紡織和運輸，中型企業在這些方面大有作為。

中國公司對土耳其的物流作用非常感興趣，中國曾幫助土耳其修建諸如「安

卡拉—伊斯坦堡」高速鐵路等大型鐵路工程（無作者，無年份）。更重要

是，土耳其有意往東發展，希望加強與中國合作而尋求在未來介乎美中競

爭的區域仲介角色，以圖左右逢源。 

如前所言，2015 年 7 月 30 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大陣仗訪問中國，並

於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土耳其經貿論壇」

雙方達成共識，將推動發展土中戰略合作關係，項目包括︰高鐵、新能源、

航天、金融和投資等領域，也同意加大打擊恐怖主義和人口走私方面合作

的力度。雙方將建立「兩國副總理級政府間合作委員會機制」，協調政治、

經貿、人文等領域合作；同時，中方願將「一帶一路」戰略與土方「中間

走廊」計劃相銜接，加強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新能源、輕工、通訊等產

業合作，推動雙邊貿易均衡增長（無作者，2015/7/30）。雙方將通過這個

機制，圍繞高鐵和新能源兩個重點加強合作。中國政府的目的希望更多參

與土耳其的鐵路項目建設，更多向土耳其輸出風電、光伏技術和產品（郱

書，2015/7/31）。 

此外，7 月 29 日上海航運交易所宣佈，其開發編制的「一帶一路航運

指數」、「一帶一路貨運貿易指數」與「海上絲綢之路運價指數」已正式

對外試運行，指數涵蓋沿線 66個國家。航運業最為關鍵的就是運量和運價，

因而上海航交所從運量與運價出發，將資訊公開透明，以提高影響力（無

作者，2015/7/30）。「一帶一路」著重於鐵公路、電纜、能源輸送網、光

纖電纜，而隨著這些投資與建設，沿途的城市將會跟著重現生機。預計，

一帶一路將涵蓋全球 70 億中的 44 億人口，經濟產出預估約有 21 兆美金

（Öğütçü, 2015）。對土耳其而言，「一帶一路」正是一個可以解決它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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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政策，又能帶來經濟效益，而同時又能改善外交與國際地位，可謂

一石三鳥（無作者，2015/7/30）。 

在土中的外交關係上，埃爾多安於 7 月 29 日與習近平會晤時明確表示

反對「東突厥獨立運動」，強調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支

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土中兩國關係因維吾爾族問題出現摩擦，而在

埃爾多安訪中，土耳其還出現反中抗議示威。過去埃爾多安曾表示土耳其

的國門始終向維吾爾族人敞開，並對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人所處的政治生存

條件表示關注，但此次訪北京，埃爾多安卻以高調的形式與明確的姿態反

對東突獨立運動。顯然，他希望此事不要影響雙邊關係的態度溢於言表（郱

書：2015/7/31）。為了擴大文化與社會交流，到 2013 止，中國在土耳其開

了兩家孔子學院。 

此外，土中的軍事合作也在深化中。土耳其想從中國那邊買進防空的

飛彈防衛系統。土耳其國防部長尤瑪茲（IsmetYilmaz）曾宣佈該系統將整

合入土耳其境內的防衛系統，而非納入北約。但土耳其獲得來自美國的嚴

重關切，勸土耳其取消。這是中國和美國第一次在北約（NATO）上的軍事

利益衝突。土耳其著眼並非只是標的條件而是它也想玩中國牌以增加自己

在北約裡的影響力。北約的決策向來建立在共識決，中國此舉正可破壞北

約內部的團結，使問題變得更複雜（N.A. 2015）。雖然在各國角力下最後

無法成案，卻讓國際感到土耳其有意願與中國進行更深入的合作（無作者，

2015/7/15）。 

肆、土中的矛盾關係 

雖然土耳其與中國的關係在大幅進展之中，但涉及「東突」的潛在矛

盾，仍無法化解。2015 年 7 月中旬土耳其全國在爆發一連串的「反中運動」，

民眾聚集在各地焚燒中國國旗和毛澤東像來抗議中國的新疆政策，為的是

抗議中國禁止新疆自治區的維吾爾族人從事齋戒和從事其他伊斯蘭教信仰

行為（無作者，2015/7/15）。2015 年 7 月 21 日中國對於土耳其接納 173

名逃離中國的維吾爾人表達不滿。固然，7 月 29 日埃爾多安與習近平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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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明確表示反對「東突厥獨立運動」，但土中在這方面的心結與潛在矛盾

卻始終無法解開。 

土耳其的種族主要為烏古斯人占國內人口七成，第二大為庫德族占

15%；七成的烏古斯人又稱作「突厥部落」、「古突厥」或「西突厥支部」。

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有一支的來源也是烏古斯人，維吾爾與土耳其皆為回

教信仰，其中以土耳其民族運動黨（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對於新疆

地區的自主運動最為同情與支持（無作者，2015/7/15）。 

2009 年新疆烏魯木齊市爆發的一場在維吾爾族、漢族、中國政府軍警

之間發生的暴力衝突，身為突厥民族的老大哥，土耳其對中國用軍警解決

衝突，十分憤慨。時任土耳其總理的埃爾多安批評該事件為屠殺行為，加

上民族運動黨不斷施壓，埃爾多安更揚言將事件提上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無

作者，2015/7/15）。 

2015 年 2 月德國《日報》（Die Tageszeitung，簡稱 TAZ）刊登「離開

中國前往土耳其」專文指出，雖然泛突厥主義在政治上沒有成功，但卻吸

引新疆維吾爾人前往。維吾爾人因為在中國新疆飽受歧視，越來越多維吾

爾人試圖離開中國前往土耳其。根據非正式的估計資料，從 2014 年夏天以

來，約有 7 千名維吾爾人輾轉逃到土耳其避難，甚至還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維吾爾族逃往土耳其或經過中亞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或經過越南、

寮國、泰國。 

不斷離開新疆的維吾爾人成為中國與土耳其間難解的習題︰土耳其基

於突厥族裔相同的關係不願意遣返維吾爾人，中國也不願讓新疆人一直逃

到國外，影響國際形象（無作者，2015/7/15）。埃爾多安的做法飄忽不定，

一方面維持著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另一面卻暗地裡對東突加以支持。土耳

其一直試圖在維吾爾族人和北京政府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但顯然，這種

平衡非常脆弱（無作者，2015/7/8）。 

伍、土中關係的前景 

如上所言，東突仍是土中關係的障礙。習近平提議絲綢之路經濟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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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近周邊國家而建，並藉此提升兩國在政治溝通、運輸、貿易、貨幣、

一般民眾之間的溝通，將這些周邊國家編入中國中心的經濟秩序內。中國

預計亞投洲基礎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能在 2015 年底前開始運作，中國

原有的份額是 30%，這得以有一個近乎否決權的權利，而為了加大力度，

中國又由原來預計的 500 億增加到 1,000 億美元。1
 如此，一方面可增強亞

投行的信用評等，另方面因為參與者比原來想像得多，中國想藉投資更多

而避免遭到操控（Koike, 2015）。高舉反恐大旗以及推動「一帶一路」，

中國顯然想藉由反恐與實質經貿合作來處理夾在土中之間的東突厥斯坦問

題。配合機場的擴建，一份將烏魯木齊建構為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分配網

絡上的鐵路樞紐的構想，已賦予新疆做為中國全球經濟擴張計畫的中心

點。 

土中的實質合作確實在擴張中，但土耳其有幾個社會組織相當同情與

支持東突。而西方社會也會希望新疆在經濟上發展不可行，而令中國的計

畫遲滯。為達此目的，西方也有從財政、訓練、提供物質支助東突厥斯坦

伊斯蘭運動（ETIM）以及極端主義團體者（n.a., 2015/2/4）。 

在中國，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不只是分離主義，還有恐怖主義。中國

宣稱，他們已逮到一些在海外受訓而返回中國從事恐怖攻擊者。對於中國

而言，土耳其是絲綢經濟地帶的重要節點。因此，如何確保與土耳其的關

係，又能打擊東突無形，乃可收雙效之益。這或許可以說明，當美國白宮

國家安全顧問萊絲向中方提到打擊伊斯蘭國的事時，中國刻意表現出「未

做出承諾，卻表示感興趣」的態度。這應該是一種欲迎還拒的謀略。中方

會以一種被動、配合美國的態勢，趁機對於境內的疆獨勢力進一步地剷除。  

如前所言，目前土耳其不管在增加區域影響力與全球強權地位皆有強

烈的企圖心。當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向亞洲移轉的態勢也跟著增強，同

樣地，中國有鑒於在東南沿海遭到以美國為主的亞洲國家的安全圍堵，近

來也有戰略西移的跡象；也就是先穩定後院，再來全新應付前院威脅的戰

                                                        
1
 目前總認繳股本為 981.514 億美元，原因是個別國家未能足額認繳按照其 GDP 占比分

配的法定股本。中方認繳額為 297.804 億美元（占比 30.34%），實繳 59.561 億美元（《新

浪財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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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作為。這對於企圖崛起的土耳其而言，自然是重要資源與活水的來源。

尤其是，2014 年 3 月 11 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國際記者會上提出「主場

外交」。「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

以北京為總部、中國出資 50%  的「亞洲基礎投資銀行」（AIIB），便是擴

展中國在歐亞大陸的具體戰略作為。而此一戰略作為的落實，剛好可以成

就土耳其做為中歐中介橋梁的契機。事實上，土中雙方早已於 2013 年 10

月同意在絲綢之路的合作，而土耳其也很期待中資能去投資，雖然目前仍

少有具體的進展（Tiezzi, 2015/7/28），不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既然是習

近平所提，以中國的官僚文化看，必然會全力為之。這對於土耳其便是善

用資源而成就區域與國際角色的好機會。 

總體而言，存在於土耳其與中國之間，仍是合作多於矛盾。而從過去

以來的發展來看，「東突厥斯坦」問題和「土中關係」之間儼然已形成一

種關係︰當土中關係有進展，東突的影響力就下降；反之亦然。以此規律

看，土耳其即可能走明暗兩手策略︰暗地裡或透過民間管道支持東突厥斯

坦，但公開上，卻積極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 

陸、結語 

過去幾年，土耳其政府一直在製造一種印象讓周邊感覺到，土耳其的

崛起是立基於與鄰居保持「零問題」的政策，同時，它也推動堅實的經濟

發展政策，並持續進行與伊斯蘭價值一致的社會與政治改革。然，2011 年

世界人權觀察報告指出土耳其政府濫用恐怖主義法、對記者與主編進行長

時間的審前拘留、以及恐嚇反對他的個人或政黨。同時，土耳其政府也逆

轉其對庫德族的路線，推動一個取締支持庫德族的「和平與民主黨」（Peace 

and Democracy Party, BDP），並恢復以前的老政策對於庫德族工人黨攻擊

的大規模報復（Ben-Meir, 2013）。土耳其的理想世界與實踐世界顯然落差

不小。 

再仔細去檢視土耳其的周邊現實，也出現一個不一致的圖像︰朋友間

產生了嚴重的關切，但與敵人之間卻有說有笑。在烏克蘭危機上，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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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制裁俄羅斯的議題上，土耳其一直說多做少，並由於自身對俄羅斯的

能源相當依賴，因而沒有能夠在制裁俄羅斯之上配合西方的步伐。土耳其

反而趁此機會交涉到好價格，並加深了其與俄羅斯的關係，例如，土耳其

與俄羅斯已達成建立「土耳其溪油管」（Turkish Stream Pipeline），雙方並

開始建造第一座核能電廠。此外，在戰略姿態上，土耳其由對加入歐盟的

興趣到對亞洲的轉向。在伊斯蘭國問題上，美國懷疑土耳其在敘利亞玩兩

面手法，而私下偷偷給予伊斯蘭國提供財務與軍事支持。這些傳言都相當

敏感，皆引起西方土耳其的疑慮與不信任，使土耳其與西方關係變得更脆

弱（Tiezzi, 2015/7/30; Hogg, 2014; Elman, 2015）。 

同樣地，一帶一路的構想也被外界解讀為中國發展歐陸以制衡美國，

這多少讓土耳其和中國的安全與軍事合作變得不單純，而令西方社會疑慮

叢生。而隨著中國一帶一陸的提出，土耳其志在吸引中國在基建、能源、

交通、融資、航空的投資與工程發包，而成為中資在歐陸的一個製造與後

勤的基地（Tiezzi, 2015）。相反地，土耳其在與歐盟政策的合作上的趨冷

對於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可能性無異於投下陰影。不過，話雖如此，從歷史

角度來看，土耳其與西方社會在制度、立法、經濟與安全上早已高度整合，

土耳其想遠離西方已不可能。當然，土中關係的進展勢必造成美國對土耳

其在此區能提供的利益感到疑慮。或許，土耳其很想腳踏兩條船，但現實

是，另一腳在未踏上另一條船之前，原來腳上所立足的那艘船已在移動。

土耳其想要腳踏兩條船或一箭雙鵰的如意算盤，恐不容易支撐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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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Eurasian countries, with 98% Muslims, 

Turkey is a country living on the brink of crisis.  Eurasia is a region with 

complicated ethnic compositi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social unres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pict how Turkey develop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ased upon such a uniquely strategic region.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urkey takes flexible and balanced approaches to its foreign relations. 

Turkey tries to maximize its diplomatic benefits from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but it also takes a risk in coping with complicated relations among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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