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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嘗試以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為探討的中心，檢視俄羅斯的中國

政策之內涵。文章的架構安排，分成三部分，首先檢視俄國對中政策

的驅動因素；次而闡述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歷程；第三部分則探

討俄中關係發展的侷限性。本文認為，驅動俄國對中政策的主要因素

有三項，分別是（一）平衡的多方位外交思維、（二）地緣政治的考

量以及（三）經貿利益的算計。至於雙方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可劃

分為四個階段，開端是建設性的夥伴關係；然後，進展至戰略夥伴關

係；接者，進入第三階段，亦即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第四則是深化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階段。此外，本研究認為，俄中對自身的利益底

線有所堅持，因此，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仍有其侷限性。  

關鍵詞：俄中關係、俄中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外交政策、俄羅斯  

                                                         
*
  本文發表於「全球中國政策」研討會，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主辦，2013 年 3 月 30 日，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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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2013）年 3 月 22 至 24 日前往俄

羅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出任新職後，首次出訪的國家，就是俄羅斯，

因此，俄中關係的發展，頓時成為媒體的關注焦點。回顧歷史，1949 年 10

月 2 日，蘇聯與中國建交。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旋即於 1991

年 12 月 27 日與中國簽署會談紀要，宣布雙方延續自前蘇聯之正式外交關

係。1992 年 12 月俄總統葉爾欽首次訪問中國，雙方就雙邊關係簽署『俄中

聯合聲明』。根據此份聲明，兩國互視為友好國家，以平等互利原則，發展

雙邊關係。1996 年 4 月，葉爾欽訪問中國，兩國元首在北京共同簽署聯合

聲明，宣布兩國發展平等信任的戰略夥伴關係，同時，並決定建立兩國政

府總理的定期會晤機制（MFA of Russia, 2009）。2001 年 7 月 16 日，當時的

俄羅斯總統普欽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莫斯科簽署『俄中睦鄰友好合

作條約』，確定兩國往來的基本準則。爾後，俄羅斯與中國於 2005 年 8 月

舉行首次聯合軍演，軍演代號為「和平使命-2005」（俄羅斯駐華大使館，

2010）。值得一提的是，爭議多年的兩國邊界問題，獲得解決，雙方於 2008

年 7 月 21 日簽署『俄中東段國界補充協議』議定書，且於同年 10 月 14 日

完成領土移交。 

近年來，俄羅斯與中國聯袂活躍於國際舞台，從區域的上海合作組織、

跨洲的金磚四國高峰會，以及跨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俄中二國互動頻繁，

且常相互表達支持的立場。然而，中國對俄羅斯的 2008 年南奧塞梯事件，

卻未公開表示支持。再者，俄國輿論界對中國崛起的不安，亦顯露出俄中

兩國存在矛盾。面對同時存在合作與猜疑的俄中關係，瞭解俄羅斯的中國

政策，進而洞悉俄中未來動向，是值得探究的課題。更何況，俄羅斯的對

中政策，連帶影響台俄關係的發展。 

探討俄羅斯的中國政策之文獻，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葉爾欽

總統任內，以及普欽總統時期。至於探討的面向，有從國際體系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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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國內政經因素的互動1，檢視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形成與發展，進

而闡述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內外在環境驅動因素及其侷限，譬如，Lowell 

Dittmer（2002）認為俄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與重工業的業者，均傾向支持

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究其原因，中國除了是俄國武器的主要買家，並

且是俄國原油與核能電廠的重要買主。另有學者 Natasha Kuhrt (2007) 認

為，在探討葉爾欽與普欽總統的對中政策時，俄國國內政治的發展，是瞭

解俄國亞太政策，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相當關鍵的因素。還有學者 Alexander 

Lukin (2003) 從相互認知的觀點，剖析俄國對中國的認知，進一步分析自十

八世紀以來，俄中關係的演變。再者，亦有學者劉德喜對於蘇聯解體後，

中俄關係的發展，是先從國家關係的演變切入；然後，探討中俄經濟貿易

關係；最後，則是討論兩國在軍事、文教以及科技等面向的關係（劉德喜

等，1996）。本文嘗試以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為探討的中心，檢視俄羅斯的中

國政策之內涵。本文的架構安排，分成三部分，首先檢視俄國對中政策的

驅動因素；次而闡述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歷程；第三部分則探討俄中

關係發展的侷限性。 

貳、俄國對中政策的驅動因素 

一、俄國的外交思維 

為瞭解俄國的中國政策，宜先明瞭俄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與原則。

首先，多極世界的倡議，體現出俄羅斯與中國對於後冷戰時期，世界秩序

的看法，亦即莫斯科與北京認為世界新秩序的建構，應由多個大國所主導，

而大國應尊重各自的主權與利益。具體而言，俄中兩國對美國所主導的西

方民主與人權準則，加諸於世界各國的情況，感到不安。中國與俄羅斯立

                                                         
1
  由於葉爾欽時期俄國的對外政策常受政治利益團體以及金融寡頭集團的影響，導致對外

政策混亂與多變。但普欽接任總統之後，強化總統的權力，建構強大的中央權力體制，

進而使其外交政策，相較於葉爾欽時期，更具有連續性和可預測性。反映在對中政策上，

其穩定性亦相對增加（馮紹雷、相藍欣，20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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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相同，反對人權高於國家主權，抨擊美國強行推銷民主，是干涉他國內

政的舉措（Mankoff, 2009: 198）。俄羅斯除了尋求與中國合作，抗衡美國，

企圖建構多極的國際體系（Belopolsky, 2009: 96）。另外，當俄國認為，美

國的某些作為，威脅俄國的大國地位或其國家利益時，俄國則會採取聯合

中國，制衡美國的作法，換言之，俄美關係的惡化，影響俄中關係的走向

（Belopolsky, 2009: 95）。 

檢視 2012 年 6 月 5 日兩國元首聯合聲明的內容，則清楚呈現此邏輯脈

絡，譬如，兩國主張致力於國際體系的多極化，強化聯合國的核心作用，

反對忽略「聯合國憲章」動用武力，或是以武力相威脅；並且積極發揮國

際及地區金融組織的功能，開發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以及上海

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潛力；除此之外，俄中兩國並將攜手於全球軟性議題

的合作，例如拓展全球環保領域的合作，尋求永續發展之道；以及尊重文

化多樣性，消除意識形態偏見，建立文明對話等（俄羅斯駐華大使館，

2012a）。 

其次，在『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的文件中，明確指出俄國奉行務實、

平衡的多方位外交。針對亞洲事務，該文件揭示，在俄羅斯的多方位外交

政策中，亞太地區具有重要且日益顯著的意義。由於俄羅斯亦為亞太國家

之一，亞太地區對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具有促進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開發、

區域反恐合作、確保安全以及維護文明對話等意義。為此，俄羅斯積極參

與亞太地區多邊合作與區域整合機制，並發展與該地區國家的雙邊關係，

其中尤以發展與中國及印度的友好關係，為俄羅斯亞洲政策的重要目標。

為實現目標，俄羅斯透過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積極參與區域反恐和

經貿合作的工作；並透過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加強與東盟成員國關

係；同時，俄羅斯更持續與中國發展全方位的戰略夥伴關係，及提升雙邊

經貿合作的規模與品質（President of Russia, 2008）。 

二、地緣政治的考量 

俄國與中國共享綿延 4,250 公里的邊界線，單從地緣因素來看，俄羅斯

即不願見到中國發生政治動盪。倘若，政治動亂，引發難民潮，屆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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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非法移民湧入俄遠東地區，將造成俄國的國安負擔（Wilson, 2004: 

114）。對於近十年來俄羅斯的地緣政治，俄羅斯國家亞太理事會安全合作

委員會主席尼科諾夫歸結為：「靠西」、「穩南」及「東進」。西方是高科技

的重要來源，同時亦是外資的主要來源國；南方則是俄國國家安全的主要

威脅來源；至於東方，則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中心、產品的銷售市場，以及

擁有進行全方位合作的可能性（國際生活，2011）。總體而言，由普欽的外

交戰略，可看出此一地緣政治的特點，俄國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推行平

衡的對外政策，既與東方，亦與西方發展關係（Putin, 2002）。而中國為俄

羅斯東方鄰國，遂成為俄羅斯優先考慮的對象。就俄羅斯而言，與中國發

展友好的戰略夥伴關係，係符合其地緣政治。在地緣政治上，一則穩定區

域安全與和平，為俄國的國家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二則可免除後

顧之憂，而能專注於北約東擴及美國飛彈部署的議題。  

三、經貿利益 

普欽總統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蘊含龐大商業合作潛力的機會，

俄國可藉助「中國風」，順勢揚起俄國經濟的「風帆」。在經貿合作的面向

上，兩國具有互補性，蘊藏豐沛能源資源的俄國，能源是其主要的出口項

目；而中國隨著經濟的崛起，對於能源進口的需求，日益擴增。 

（一）經貿投資 

觀察近年來的兩國貿易變化，所呈現的是逐年增長之勢，2005 年的俄

中雙邊貿易總額僅為 291 億美元，隨後，2006 年增加為 334 億美元，2007

年再增為 482 億美元，2008 年續增至 569 億美元，雖然 2009 年受到全球金

融風暴的影響，衰退為 387 億美元，但是隔（2010）年即回復至 555 億美

元，2011 年更創下 792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較前年成長 42.7%（President of 

Russia, 2012a）。整體而言，俄中貿易的增長幅度相當顯著，例如 2007 年為

482 億美元，而去（2012）年的雙邊貿易額即達到 882 億美元，換言之，五

年來，貿易額增長 1 倍（俄羅斯之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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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俄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俄國在 2005 年擁有 27 億美元的順差，

2006 年亦有 18 億美元順差，2009 年擴大至 37 億美元，而 2011 年則是 14

億美元；反之，在俄中貿易逆差方面，2007 年俄國呈現 88 億美元的逆差金

額，2008 年則進一步增加至 93 億美元，2010 的逆差額，則減至 37 億美元。

2011 年俄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幅達 55.6%，金額為 403 億美元，而俄自中進

口的增幅係 31.4%，金額達 389 億美元（中國國家統計局，2012），同時，

2011 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目前中國已是俄國第

一大進口市場，同時也是多項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占俄國對外貿易總額

的比重，已從 2009 年的 8.4%，增長為 2010 年的 9.5%。另從貿易結構來看，

從俄國輸往中國的商品，主要是大宗原料及原材料類產品，約占出口額的

80%；而俄方從中方輸入的商品，則集中於機電產品、紡織品暨原料，以及

賤金屬製品，這些項目約占進口額的六成。在投資方面，中國於 2010 年成

為俄國第四大的投資來源國，截至該年年底，中國累積對俄投資的金額達

279 億美元，占俄國吸引外資總額的比重為 9.3%（李建民，2011：188、190）。 

此外，兩國先後在各自的外匯市場，進行盧布與人民幣的掛牌交易，

俄國因此成為中國境外首個有組織的人民幣交易市場。據統計，其每日的

成交量約 200 萬至 400 萬的人民幣。盧布與人民幣掛牌交易，除了有利於

降低交易成本及匯兌風險之外，對於擴大俄中雙邊本幣結算，推動兩國貨

幣國際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估算，俄中於 2015 年雙邊貿易總額的

30%，將使用盧布與和人民幣，進行結算（李建民，2011：190）。 

（二）能源布局 

俄羅斯增加對中國的能源輸出，可減少對歐洲市場的依賴，促成油氣

輸出的多元化。中俄原油管道係於 2010 年貫通，隔年開始投入商業營運，

對中方來說，該輸油管線的意義，是獲得穩定的能源供應。目前，俄羅斯

每年向中國供應 1,500 萬噸石油（BBC 中文網，2013a）。2013 年習近平首

次訪俄的成果之一，就是與俄方的俄羅斯石油（Rosneft）公司達成協議，

俄輸往中的原油量，將逐年增至 4,500 至 5,000 萬噸（BBC 中文網，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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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俄羅斯石油公司亦獲得中方所提供的 20 億美元貸款。至於天然氣的

部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天然氣項目

的合作備忘錄。俄方預計自 2018 年開始供氣，每年向中方供氣 380 億立方

公尺，倘若可能的話，擴增至 600 億立方公尺。並且該供氣合約將長達 30

年（BBC 中文網，2013a）。此外，關於煤礦的項目，2010 年俄國向中國輸

出的煤炭數量，超過 1,200 萬噸。這次習近平的訪俄之行，雙方亦簽訂煤礦

開採協定，金額高達 20 億美元。除了化石能源之外，俄中亦強調核能方面

的合作，俄中雙方曾簽訂田灣核電站二期工程協議，並以核能項目，做為

兩國經濟合作的優先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力的提昇，在全球經濟議題方面，俄國

倚重中國，尋求中方支持的意圖，可能會愈加明顯。甚至，共同協力改變

全球經濟議題的設定，以及未來世界經貿遊戲規則的制定。例如，俄中兩國

曾於聯合公報中表示，G20 元首峰會應對金融危機、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發

揮重要影響力；支持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以及提高發展中國家和轉型

國家，在國際金融體制的發言權。 

叁、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脈絡 

蘇聯於 1991 年 12 月 25 日宣布解體，中國政府代表團隨即於 27 日抵

達莫斯科。當時中俄雙方達成四項重要協議，第一是，中國承認俄羅斯是

蘇聯的繼承國，且繼承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國的席次；第二是，

兩國確認兩項『中蘇聯合公報』規定的基本原則，仍是兩國關係的指導原

則；第三是，以往中蘇簽署的條約和外交文件仍具有法律效力；第四則是，

過去中蘇之間，尚在進行的相關談判，依舊持續進行（李靜杰，2002：101）。 

一、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當時擔任俄羅斯總統的葉爾欽於 1992 年 12 月 17 至 19 日訪問北京，

此為兩國元首的首次高峰會。隨後於 12 月 18 日發表『俄中關係基礎的聯

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Fundamentals of Relations），主張兩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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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爭議，須以和平的途徑解決；再者，任何一方不得動用武力，或是

威脅使用武力；與此同時，不得加入以俄國或中國為敵對目標的軍事同盟。

同時，雙方聲明彼此的戰略核子飛彈不得瞄準對方，亦不可使用核子武器，

進行相互攻擊（Voskressenski, 2003: 189）。 

1994 年 9 月間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莫斯科時，與當時的俄國總統

葉爾欽簽署聯合公報，確立兩國為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其意涵為兩國的關

係奠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具有不結盟與不針對第三國的特性 2，

發展完全平等、睦鄰友好以及互利合作的關係（Wilson, 2004: 147）。 

二、戰略夥伴關係 

1996 年 4 月間，葉爾欽總統再次訪問中國，兩國元首會談後，共同發

表俄中聯合聲明，提出「決心發展平等與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的主張3。俄中關係的另一重要的發展是 2001 年 7 月 16 日，

俄羅斯普欽總統在莫斯科與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俄中睦鄰友

好合作條約』。該條約全文共有 25 條，條約的效力為 20 年。條約總結了發

展俄中關係最主要的方針和原則，將兩國「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

思想和永久睦鄰友好合作的堅定意願以法律形式加以確定。  

俄中戰略夥伴協作夥伴關係的主要內容，可總結為七大項，分別為（一）

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則；（二）相互支持對方維護領土完整的立場；（三）

相互沒有領土要求，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四）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

合作為基礎的安全觀和安全模式；（五）互補互利，共同發展經貿和科技合

作；（六）共同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七）高層領導會晤制

度化，雙方元首以及政府首長之間，分別舉行定期會談（李靜杰，2002：

                                                         
2
  不結盟和不針對第三國的特性，在 2001 年兩國簽訂『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時，北

京和莫斯科都否認兩國在結成軍事聯盟，對抗美國。並根據克里姆林宮發布的消息，普

欽總統表示，簽署『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不應被理解為是對美國導彈防禦計劃的回

應（BBC 中文網，2001）。  
3
  該次高峰會除提出戰略夥伴關係的主張之外，雙方並同意建立兩國領導人定期會晤機

制，以及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建立電話通訊線路（李靜杰，2002：103-104）。  



俄羅斯的中國政策：以戰略夥伴關係為探討中心 133 

107-11）。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2 期（2013/夏季號） 134 

三、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 

透過與中國的交往，俄國期望與中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穩定區域局

勢。在 2009 年 5 月公布的『2020 年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提及，加強戰略

穩定和平等的戰略夥伴關係，為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優先任務之一。2009 年

6 月的『俄中聯合聲明』，俄羅斯再次重申，與中國發展長期穩定的戰略夥

伴關係，係其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此不僅利於俄國的發展與繁榮，亦有

利於區域的安全與穩定，可為俄羅斯創造有利的外在環境（President of 

Russia, 2009）。具體而言，其目標分別是（一）提昇與中國的友好睦鄰關係，

加速遠東區及西伯利亞的經濟發展：目前，俄羅斯與中國已就兩國毗鄰地

區的發展戰略，達成共識，認為透過雙邊合作的方式，有助於俄羅斯遠東、

西伯利亞，以及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二）鞏固俄中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的物質基礎，提高雙邊經貿合作的質與量：根據 2009 年 6 月的俄中聯合

聲明，俄中將調整兩國的貿易結構，尤其是提高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

比重，增加相互投資和促進雙邊貿易平衡發展，以改善兩國經貿合作的質

量。（三）擴大和深化人文領域合作，鞏固中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人文

領域方面，俄中兩國將著重於國家年架構下的各項交流，涵括教育、文化、

體育、觀光、電影等領域的合作。如此，可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與瞭解，

進而鞏固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的社會基礎。  

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11 年 6 月 15 至 18 日，前往俄羅斯進行國

事訪問，訪問期間，俄中兩國元首發表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 10 周年

聯合聲明，為下一個十年的兩國關係，勾勒未來發展方向。在前揭聲明中，

俄中雙方決定五大優先方向，一是繼續保持高層密切往來，以累積互信；

二為全方位深化兩國實質合作，包括具體提出雙邊貿易額的提升指標、完

善俄中投資促進會議機制、建立長期性的戰略能源夥伴關係、積極開發科

技與創新合作的新模式，以及擴大地區合作等；三則全面推動在教育、文化、

衛生、體育、媒體、旅遊、電影、青年等領域的雙邊合作，以增進兩國人民

友誼；四將擴大與深化俄中軍事合作交流；五為強化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

（G20）、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四國、俄印中等多邊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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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普欽宣誓就任總統後，旋即於 2012 年 5 月 7 日頒布『關於實施俄羅斯

聯邦對外方針措施的總統令』，該文件揭示深化與中國的平等信任之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President of Russia, 2012b）。然而，關於發展與中國的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的具體內容，則體現在 2012 年 6 月 5 日普欽總統訪中時，兩國

元首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從此份文件，可看出普欽總統六年任期內，俄

中關係的規劃方向，首先，在政治關係方面，兩國商定繼續保持密切的高

層交往，並完善雙方在國會與行政部門間的合作機制。其次，在戰略安全

方面，強調在俄中戰略安全磋商機制的框架內，強化兩國在區域及全球問

題的溝通和協調；再者，深化兩國軍隊在各層次與各領域的合作，開展聯

合軍事演習，藉以提升兩軍的協同能力。第三，在經貿科技方面，則是全

面深化各領域的合作， 雙邊貿易的目標是在 2015 年前達到 1,000 億美元，

且在 2020 年前增長至 2,000 億美元；與此同時，增進在投資、能源以及高

科技等領域的合作；並擴大地方政府的合作與企業交流。第四，在邊境地

區方面，除了對國界線施行聯合檢查外，並對兩國的界河進行治理工作；

此外，推動跨境的基礎建設以及邊境口岸的建設。第五，在司法方面，完

善打擊跨國犯罪、反恐、禁毒等領域的現有合作機制，擴大司法與檢察機

關的合作；另外，在移民問題上，防範和打擊非法移民活動，完善相關條

約法律之基礎，俾利兩國公民的合法往來。第六，在人文交流方面，制訂

中俄人文合作行動計畫，於 2012 年在中國舉辦「俄羅斯旅遊年」，隔年則

在俄國舉行「中國旅遊年」活動；並且推動兩國青年的交流，未來 5 年互

派青年代表團（俄羅斯駐華大使館，2012a）。 

續而，在 2012 年 7 月間，普欽總統於俄國駐外大使與常駐境外代表的

會議上發表演說，其中提到俄國與中國的戰略和務實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除了再次表達俄國將致力於深化與中國的各種合作關係之外，並表示，將

協調兩國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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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互競爭的夥伴關係 

從民意調查的結果，探求兩國人民如何看待雙方關係的發展。根據 2013

年 3 月間，俄國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資料顯示，有 66%的受訪者，視

中國為友好的國家（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2013）。另美國

皮佑基金會（Pew Foundation, 2012a）所公布的全球態度調查（Global Attitude 

Survey）結果，可看出中國受訪者如何看待俄國，2012 年的調查顯示，有

48%的中國民眾，對俄國抱持正面態度，之前的 2011 年與 2010 年的數據，

則分別是 47%和 49%。相對的，另有 38%的受訪者，表達負面看法，先前

的調查亦呈現類似的結果，分別是 2011 年的 37%及 2010 年的 40%（Pew 

Foundation, 2012b）。整體來看，兩國人民是以友好的態度看待彼此。縱然

如此，俄中之間仍存有競爭的面向，最顯明的實例，就是兩國在中亞地區

的競逐。雖然俄羅斯視中亞為「近鄰」，是其「利益優先區」；然而，中國

運用上海合作組織，杜絕外界對該國在此自然資源豐富地區過度擴張的批

評，進而確保本身的經濟利益。但對俄羅斯來說，由於缺乏在經濟上施加

影響的資金，使得莫斯科當局的活動空間，受到侷限。相對而言，中國則

有充足的資金，遂行深耕的工作，例如，建構從土庫曼至新疆的中亞—中

國天然氣管線，再者，哈薩克亦在中國提供資金的條件下，參與輸氣管線

的工程，由於此一輸氣管線，損及俄國所擁有的輸送中亞天然氣的獨占優

勢（Welle, 2013）。 

另外，在武器出口方面，上世紀 90 年代蘇聯的瓦解，使得俄羅斯軍隊

人員的裁減，以及軍事預算刪減，導致俄國軍工企業的國內訂單銳減，幸

而中國的武器採購訂單，填補需求的缺口，成為俄國軍工企業重要客戶

（Mankoff, 2009: 194）。俄國向中國出售的武器與軍事技術，涵蓋先進的飛

機、地對空導彈、基洛級潛艦以及導彈驅逐艦；同時，北京亦取得在中國

境內，製造俄羅斯武器的生產許可，並且在國內的軍工企業內，僱用俄國

的軍事工程師與設計師。倘若從地緣戰略的觀點切入，俄中兩國邊界綿延

數千公里，俄國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似乎違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考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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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欽總統的主要考量有二，其一是是藉此獲取軍工複合體，在政治上

的支持；其二是，可創造就業機會，並有助於俄國的經濟與軍事工業的發

展（王定士，2002：126）。 

然而，在普欽的第二任總統期間，莫斯科對北京的武器銷售，呈現減

少的趨勢，原因之一，是俄國軍隊對中國軍力提升的擔憂，原因之二則是

針對中方翻製與轉賣俄國軍工產品與技術的不滿（Mankoff, 2009: 215）。曾

身為俄國傳統武器主要買家的中國，如今卻輸出傳統武器至開發中國家，

成為俄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這令莫斯科感到不安。而俄國持續向印度與越

南提供先進的戰機、潛艦等武器裝備，則令北京不快。隨著中國的崛起，

莫斯科勢必面對的嚴肅課題，就是中國帶給俄國的潛在威脅。就克里姆林

宮的角度來看，華盛頓當局已將中國視為潛在敵人，取代冷戰時期蘇聯的

角色，此態勢的發展，使得美國不再是俄國的潛在敵人，反倒成為潛在盟

友（王定士，2002：131）。 

2008 年 8 月間俄羅斯與喬治亞發生軍事衝突，隨後，莫斯科正式承認

喬治亞境內的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為新獨立的國家，雖然俄羅斯希望能獲

得來自北京的聲援與支持，但中國由於擔心西藏問題，所以反對 2008 年俄

國攻打喬治亞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對於從喬治亞獨立出來的南奧塞梯

與阿布哈茲，北京亦拒絕給予承認（Firestein & Schulman, 2013）。因此，從

2008 年俄喬衝突事件中，可看出北京在俄中戰略夥伴關係，對自身的利益

底線仍有所堅持。 

伍、結語 

就國際層面來看，反制美方的單極獨霸，確保國際體系的多極化，符

合俄中的戰略利益。另就國內層面來看，中國不但是俄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也是頭號的武器買家。再加上，中國因對能源的需求殷切，而成為俄國原

油、天然氣、煤以及核能的重要輸出對象。俄國的中國政策，除了具有地

緣戰略的考量外，並強調經貿的合作。普欽在第一任總統期間，與中國簽

訂『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奠定主要原則與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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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接著，在第二任總統任內，與中方達成邊界協議，解決爭議多年的

中俄國界劃分之紛爭；兩國的軍事演習，亦在其任內，形成常態化的軍事

合作項目。因此，中國普遍認為普欽第三度接掌克宮，是有利於中俄關係

的開展。倘若，未來俄中雙邊的貿易量，能順利達到設定的目標，甚至於

未來 7 年內，衝上 2,000 億美元，則兩國關係將奠定在穩固的經濟基礎之上。

觀察俄中關係的發展，固然，除了須關注兩國政經關係的質與量的變化之

外，尚須注意俄國與中國的國內因素，各自的內政問題，可能影響其對外

政策的選項；另一值得持續關注的因素，則是美國的動向，亦即美國重返

亞洲的戰略布局，在國際舞台上，當中國與西方較勁時，中國需要俄羅斯

的奧援，以求權力平衡。在經濟上，中國不但需要俄國的原料供應，更在

意俄國的龐大消費市場。然而，俄美中三角關係，是彼此影響，相互牽制

的動態模組，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國防預算擴增，軍事力量增強，

逐漸牽動俄中、美中之間的力量對比，因此，俄中美三角關係的互動，勢

將影響未來俄中關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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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Chinese relations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Russi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Russia’s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Russo-Chinese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from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from 1994 till 2013.  Therefore, the article focalizes on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ections.  It first analyzes the logic 

and concept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t then turns to review the 

background and stage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final section, it looks limits of development of Russo-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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