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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蘭危機與中國的戰略處境和選擇
ᗞޙ൴
ઉҖࡊԫ̂ጯЋგրି

ၡ ࢋ
2014 年 3 月爆發的烏克蘭危機，除了揭露其內部親俄派與親歐
派的鬥爭，還捲入美歐與俄羅斯之間的嚴重對抗。這對於中國是機
會，也有風險。中國在烏克蘭議題上選擇自制，事出必有因。從戰
略位置與利益看，保持隔岸觀火、坐收漁利，固然是最佳的戰略選
擇，但以中烏關係的緊密度看，實際上由不得中國，它並無法全身
而退。在既有國際權力結構鬆動而新的結構在成型的過程中，北京
站在有利的戰略位置，可主動塑造更多而靈活的籌碼，為其所用，
就眼前而言，中國的得仍應多於失。然眼前中國戰略環境具有兩面
性：一方面，崛起的中國其影響力無遠弗屆，但另一方面，由於中
國外交攤子鋪得太大，已陷入全球性的政治參與，讓中國無法置身
事外，其實也是負擔。
ᙯᔣෟ：烏克蘭危機、中國的戰略處境、中烏關係、親俄派、親歐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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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14 年 3 月烏克蘭危機爆發以來，中國媒體只例行地報導烏克蘭
事態的進展，外交部也沒有進一步的立場性發言。中國對烏克蘭問題的不
作為，已引起國際政界人士、專家學者與媒體的議論。西方的戰略學家與
媒體皆一面倒地認為中國是此一危機的最大獲利者，包括美國外交政策專
家伊恩‧佈雷默（Ian Bremmer）和俄羅斯與中亞政治的專家奧爾科特（Martha
Brill Olcott）等（Kelley, 2014; Eckel, 2014）。著名的專欄作家邱林則呼籲，
中國不介入烏克蘭議題，是一個重大的戰略失策，多年來在中烏關係上的
努力將付諸東流（鉅亨網新聞中心，2014/9/24）。然而，真相果真如此？
本文試圖同時從機會面與風險面加以評估。本文以為當前中國習近平
政權正處於一個內外交迫的時刻：對內，經濟成長減速、民怨沸騰而反腐
肅貪的運動如火如荼、新疆、西藏與香港問題甚為棘手；對外，以美國為
首的民主聯盟正在對中國進行戰略性圍堵，週邊國家與中國的對立性因素
存在，包括日本、菲律賓、越南以及印度皆與中國有程度不等的摩擦與緊
張，需要處理。此際，身居中南海的習近平必然是如坐針氈，戒慎恐懼。
在此內憂外患的多事之秋，烏克蘭即使是一塊肥肉，恐也難以挑起習近平
的胃蕾，更不用說烏克蘭問題既複雜且是個財政負擔。中國在烏克蘭議題
上選擇自制，事出必有因。而評價機會與風險，要將中烏關係擺在中國在
此區域的大國外交關係的脈絡來理解，同時，中烏關係的前景，也要將外
交、軍事、與經濟等面向一起關照，並且要兼具短期與中長程的不同考量。

貳、烏克蘭親俄與親歐勢力的分裂與對決
烏克蘭原係前蘇聯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1991 年自蘇聯獨立出來。由
於它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有 4,800 萬，再加上烏克蘭原本就是俄羅斯前
身蘇聯重要的一員，有蘇聯「皇冠上的寶石」之稱。工業強盛的烏克蘭東
部與俄羅斯接壤，不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軍事科技，都與俄羅
斯有緊密的聯帶。即便是獨立後的今天依然與俄羅斯密不可分。但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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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矛盾卻難以化解。在蘇聯時代，俄語是官方語言，也是使用最為廣泛
的語言，特別是在烏克蘭東部和南部。但獨立後的烏克蘭政府奉行烏克蘭
化，憲法規定，國家語言文字是烏克蘭語。俄語已經被禁止，在媒體和電
影中限制使用（無作者，2014f）。在某些地方甚至違反規定者要罰錢，
仇俄的行動常常發生，不勝枚舉（雷日科夫，2008：239）。獨立後烏克
蘭政府極力奉行徹底否定俄羅斯歷史的路線。憲法所立的語言政策，被視
為：烏克蘭語和俄語對抗、烏克蘭人和俄羅斯人對抗、烏克蘭和俄羅斯對
抗（雷日科夫，2008：249）。
但現實是，根據 2001 年人口普查，67.5%的人口宣稱烏克蘭語為自己
的母語，29.6% 的烏克蘭人宣稱自己的母語為俄語。以至於烏克蘭內部的
族群之爭以及親俄或親歐的路線之爭，一直是內政上的痛。已下台的烏克
蘭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原本希望與歐盟簽訂協議，同時
加入俄國主導的歐亞聯盟，如此，歐盟商品或許可以透過烏克蘭賣到俄羅
斯。但亞努科維奇此一策略未能落實，後來反而走向強化和俄羅斯關係，
而中止和歐洲聯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易協議的道路，並且又在 2014 年 1
月 17 日簽署新法禁止抗議活動，因而引發反政府的群眾示威。即便後來
亞努科維奇被迫下台，烏國國內的混亂局勢依然沒有緩解。親歐與親俄的
兩派人馬發生衝突，烏國陷入內部分裂的水火之中。在示威過程中，有 77
人死亡，600 多人受傷。
2014 年 2 月 22 日親俄反歐的烏克蘭前總統亞努柯維奇被議會罷免總
統職務，議會並決定 5 月 25 日舉行總統大選。亞努科維奇被迫流亡俄國，
尋求政治庇護。這意味著，親歐美派暫時佔上風。但旋即，親俄派開始進
行反撲。親俄的克里米亞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呼籲徹底獨立或併入俄羅斯，烏克蘭當局強烈反對，派兵進入克里米亞，
而俄羅斯自 2 月 26 日起在烏克蘭邊境進行軍事演習。2 月 28 日，俄軍用
直升機非法穿越烏克蘭邊境，未幾，俄軍未發一彈即實際控制克里米亞。
3 月 2 日俄羅斯以保護本國公民為由，包圍當地數個小型烏克蘭軍事基地。
6,000 名左右的俄軍完成了對克里米亞佔領行動，是所謂的克里米亞危機。
對此，美國白宮的聲明最初不點名地要求「該地區外部力量」（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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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斯）尊重烏克蘭主權和領土完整。加拿大也附和美國，警告俄羅斯不要
破壞鄰國烏克蘭的領土完整。德國政府宣布，俄羅斯總統普欽已同意德國
總理梅克爾的提議，在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之下，成立國際調查委員會與
聯繫小組，要求就烏克蘭危機展開政治對話，並力促俄軍撤離克里米亞。
烏克蘭的國防不堪一擊，著實到了令人吃驚的地步。據報導，烏國佈
署在克里米亞自治共和國的軍隊約只有 3,500 人，陸軍僅配備大炮和一些
輕型武器，並沒有先進的戰車等裝備。而空軍僅有一個蘇愷 27 戰鬥機中
隊。加上，烏國內部親俄民眾的配合，烏國早已是俄羅斯的囊中之物。
3 月 11 日，克里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發布聲明，81 位出席議員有 78
人投下贊成票，通過「宣告克里米亞自治共和國和塞凡堡市獨立」。3 月
16 日，克里米亞發起公投，投票結果顯示絕大多數（約 97%）贊成脫烏
入俄。接著，4 月上旬，烏克蘭東部親俄民眾連接佔領政府辦公建築和公
家機關，要求市議員舉行公民投票，以公決是否加入俄羅斯。
很明顯，烏克蘭當局已經對境內親俄地區喪失了執政的能力。固然當
年蘇聯解組後，克里米亞半島成為烏克蘭的一部份，但半島兩百萬居民中
有 60%自認為俄裔而非烏克蘭人，同時島上還駐有俄羅斯的黑海艦隊；親
俄是主流。對於克里米亞公投，俄羅斯總統普欽稱公投完全符合國際法，
並呼籲保障克里米亞半島居民的自由意志和自決權。不過，大部分西方國
家和烏克蘭臨時政府拒絕承認此公投，依照烏克蘭憲法，任何國界或領土
改變必須經由全國性而非地區性投票。至此，烏克蘭問題已成為歐美與俄
國爭奪的刀俎下魚肉，而激烈內鬥讓此情勢更加惡化。
5 月 25 日，烏克蘭舉行總統大選。選舉呈現「西熱東冷」的兩極化景
象。首都基輔等西部地區民眾大排長龍，欲藉選舉阻止烏克蘭進一步分裂，
但烏克蘭東部由親俄民兵控制的工業區，許多投票處卻大門深鎖，少數城
鎮甚至處於內戰狀態。選舉的結果是波洛申科（Petro Poroshenko）當選。
他於 6 月 7 日正式就職，並向烏東的居民喊話，承諾將分權地方，保證不
干涉當地俄語使用，並提出全盤計畫解決東部對立問題。他表達相當堅定
的親歐立場，揚言未來將會盡速與歐盟簽屬經濟協議，也希望早日成為歐
盟會員國。至此看來，烏克蘭主流親歐而部分親俄的內部分裂格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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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波洛申科的就職典禮上，有美國副總統拜登出席典
禮，而俄國大使也參與觀察，但波氏親美，不言而喻。然而，俄羅斯並沒
有放棄與烏克蘭新政府的關係，希望對話與合作。只是不管如何，烏克蘭
經過一次內戰的撕裂，接下來，新政府除了必須面對東部和南部的動盪以
及其與俄羅斯的關係之外，最大的問題是，如何修復烏克蘭內戰中遭受的
社會和經濟損害，以及原有根深蒂固的腐敗和裙帶關係等社會經濟困境。
半年多以來，烏克蘭的政局歷經一番折騰，內部親歐美與親俄勢力進
行了一場對決。政治領導精英欲做路線選擇，不論是早前親俄或當前的親
歐美看來，最終都遭遇彼此強烈的反彈。雖然目前親歐美路線掌政，但內
部親俄的抵制與破壞亦不可小視。內鬥的結果導致外力介入，而讓烏克蘭
原已脆弱的體質顯得更加不堪，其對外的依賴性，乃更進一步加深。

叁、鋼索上中國向俄傾斜的平衡外交戰略
烏克蘭危機爆發後，有關克里米亞自烏克蘭獨立出來一事，令北京陷
入表態上的困窘。俄羅斯希望能得到中國的支持或默認。美國、歐盟等西
方國家也認為沒有中國很難牽制俄羅斯，所以呼籲中國加入制裁行列。對
於雙方的期待，中國一直克制其表態，謹慎行事。北京一直避免清楚闡釋
其立場與觀點，但其外交論述的語氣的細微變化，以及外交身段的舉手投
足之間，也都引來西方社會的密切關注。從中國的對外大戰略來看，尤其
是習近平上台後，便將俄羅斯視為對外關係之首選。在美歐與俄羅斯之間，
無可諱言，中國選擇向俄羅斯傾斜。中國曾公開地譴責西方鼓動的顏色革
命，因為北京很擔心自己受害於此；而在西方強力壓迫下的俄羅斯的勢頭
一旦下墜，將會導致西方對中國戰略包圍的上揚。策略上，北京正可藉由
這次的烏克蘭危機強化其與俄羅斯的夥伴關係。而俄羅斯有效介入烏克蘭
議題顯然意味著，其有抗拒顏色革命 1 的能力；俄羅斯對中國的重要性，

1

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指 20 世紀末 期開始的一系列發生在中亞、東歐獨立
國協國家以顏色命名，強調和平和非暴力方式所進行的推翻政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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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日見增強（Kashin, 2014）。
然而即便如此，一個涉及自身利益的原則性問題，卻是中國無法規避
的，即：中國必須遵守對邦交國－烏克蘭－領土和主權完整的尊重，以及
互不侵犯、不干涉另一國內部事務的原則。中國與烏克蘭有密切的邦交關
係，有道義上的考慮。尤其是，在此原則還與中國自身統獨問題息息相關，
中國一旦違背，承認分離勢力，將傷及自身。中國內部分離勢力很強勁，
新疆與西藏的局勢不穩定，台獨以及近來的港獨，又是北京所憂慮的，一
旦支持克里米亞分離主義，未來強權如仿而效之而對中國分離主義加以支
持，那麼，北京將陷入自食惡果之境。這一點在中國外交部 2 月 28 日的
聲明中已明白主張。而 3 月 17 日克里米亞公投結果產生後，北京對於克
里米亞的公投結果也採取完全不予正式承認的謹慎態度，以免間接合法化
台灣獨立公投的可能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磊對也表示：「中方在烏克
蘭問題上秉持客觀公正立場。中方高度關注克里米亞局勢的發展，希望各
方保持克制，儘快通過對話，尋求政治解決途徑，並在尊重各方合理關切
和正當權益的基礎上，實現克里米亞問題的妥善處理和解決。」（中國外
交部，2014；Kashin, 2014）
中國也擔心，俄羅斯如果在干預烏克蘭方面取得勝利，則有可能鼓勵
莫斯科重新奪回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力，中國將可能陷入與歐盟相同的處
境。基於上述種種的考慮，在有關聯合國安理會和聯合國大會討論俄羅斯
干預克里米亞的問題時，中國投了棄權票。棄權不啻為一個最適的選擇。
而中國外長王毅也一再強調，儘快設立國際協調機制，討論政治解決的各
種途徑，而在此過程中，各方均不採取激化局勢的行動。北京且增加對烏
克蘭的財政援助（白墨，2014）。
而在緊守向俄傾斜的戰略準則後，中國乃小心翼翼地把握分寸，低調
地處理其與歐美和烏克蘭的外交關係：（1）不得罪美國與歐盟。雖然俄
羅斯有意積極尋求與北京加強關係以避免受西方孤立，這符合習近平的戰
略觀，但中國如與美歐關係搞壞，將得不償失。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
美國和歐盟已是中國最大的貿易伙伴，中國需要與美國和歐洲搞好關係。
在此狀況下，中國與俄羅斯的關係要求進展，自然有一定的限度。而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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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以中國領導人只能講一些「呼籲互相尊重，不對抗和合作」的冠冕堂
皇的話語（橫路，2014b）。（2）不得罪烏克蘭。當俄羅斯入侵烏克蘭，
無疑地，此舉乃將烏克蘭當局與烏克蘭主流社會推向親歐路線。在此情況
下，中國如與俄羅斯結盟過當，那麼其與烏克蘭友好的關係將會遭到破壞。
中國和烏克蘭有貿易、農業和軍事方面的合作，不管情勢怎麼變，中國仍
然希望和烏克蘭新政府能夠繼續保持這方面的關係。
換言之，中國考慮的是中國如何在美、歐、俄、烏所構成的架構中，
不失主要利益，微步前行，趨吉避凶。4 月 14 日當歐盟外交部長主張擴大
制裁名單而美國發佈黑海區域上空俄戰機多次和美戰艦靠近的新聞時，雖
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俄羅斯外交部長拉夫羅夫的會面上表態：「中
方高度重視中俄兩國全面戰略協作伙伴關係，雙方要繼續保持高層交往和
戰略溝通，加大政治互相支持，及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加強協調和配合。」，
但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網站卻同時刊登外交部長王毅的主張:「中國在
烏克蘭問題上一貫秉持客觀、公正、負責任的立場，將繼續勸和促談，發
揮建設性作用」（路西，2014）。北京一方面很約制地表達其對於俄羅斯
立場的政治支持，而另方面則反對西方加諸於莫斯科的制裁措施（Kashin,
2014）。
不過，不管中國在外交辭令上如何模糊與彈性，基於內政與國際的利
益，其傾向俄羅斯的特徵，乃不言而喻。當普欽決定揮軍入克里米亞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發表聲明說，「烏克蘭局勢走到今天這一步事出有
因。中方希望有關各方能夠推動通過對話協商政治解決有關分歧，防止事
態進一步升級，共同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無作者，2014a）。中國外
交部的立場四平八穩，小心翼翼，讓人無法清楚理解中國的真正態度，倒
是新華社的評論較清晰：「西方偏頗的斡旋激化了烏克蘭，使得事情變得
更糟糕。西方應尋求與俄羅斯合作，以便找到一個出路，而非將俄羅斯拒
斥在外。西方應尊重俄羅斯在烏克蘭未來的規劃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Tiezzi, 2014）。
現實政治的考量實際上讓中國並未依其所謂的遵守「不干涉內政」或
對烏克蘭領土主權完整加以尊重。畢竟，如果譴責俄羅斯對烏克蘭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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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危及北京與莫斯科進展中的關係；反對俄羅斯意味著和西方站在一塊，
並意味著中國選擇烏克蘭境內那些支持驅逐亞努科維奇的力量，這是標誌
著橘色革命的最終勝利。北京對於橘子革命在內的顏色革命一直非常疑
慮，始終認為那是西方背後策動的運動。中國深深擔憂美國在其境內的類
似可能作為。對北京而言，不管十年前或今日的烏克蘭，西方介入都應為
當前這種暴力的出現而負責（Kashin, 2014）。

肆、中俄關係由疏而親的發展與極限
過去兩年，中國一直試圖把俄羅斯視為很重要的戰略夥伴，以支應來
自美國的圍堵壓力，但最初普欽有點躊躇不前。習近平 2013 年上台後於 3
月 22 日首訪莫斯科，又於 9 月中旬訪問聖彼得堡。習近平的外交動作，
顯示中國對俄羅斯的重視。在敘利亞的問題上，習近平和普欽一致，希望
尋求政治解決而反對美國動武，隱然間，似乎有聯合抗美的意味。然而，
沒多久，2013 年 11 月 2 日普欽卻派遣外長拉夫羅夫（Sergey Lavrov）與
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赴日出席首次日俄「2+2」會議。4 月 28
日安倍正式訪問俄羅斯，並與普欽俄發表《關於發展日俄夥伴關係的聯合
聲明》，雙方簽署 18 項目中，至少 15 項是經濟類協議，涵蓋交通運輸、
能源、金融、投資銀行、保險等領域，並在安全議題方面擴大合作。為了
擴展經濟外交，安倍擬與俄方設立一個 10 億美元的基金，以便支援日本
企業到俄羅斯投資。11 月 12 日普欽到訪與中國有南海衝突的越南，並稱
越南為「極其重要的夥伴」。11 月 13 日普欽與朴槿惠在首爾舉行了會談。
普欽訪越韓，跳過北京，過其門而不入，根據美國之音電台網站 11 月 13
日的報導，這是俄羅斯不滿意目前的中俄戰略夥伴關係現狀，普欽總統欲
藉遊訪問越南和韓國向北京發出信號。
2014 年 3 月 1 日，俄羅斯對烏克蘭動武，導致俄羅斯與歐盟及美國的
關係，進一步惡化。歐巴馬主張，一旦俄羅斯採取進一步行動破壞烏克蘭
穩定，將號召歐盟及其他夥伴對俄採取新的制裁措施。3 月 27 日在聯合國
大會上，中國投棄權票。選擇投棄權票，是中國保持四面討好的最佳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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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論如何，這對於在國際社會居孤立處境的俄羅斯而言，確有取暖的作
用。然，即便如此，俄羅斯在面對與中國的關係上，依然刻意維持淡然的
態度。據俄新社 4 月 17 日的消息指出，俄羅斯總統普欽在一個電視節目中
表示，「中國在經濟方面正逐漸成為第一強國，俄中關係也達到了前所未
有的高水準。俄羅斯與中國對一系列國際重要問題有著相似立場，共同擔
負著維護世界和平的重任。不過，俄羅斯未計畫與中國建立軍事政治同盟，
因為這種聯盟體系已經過時了。」普欽的說法其實也透露俄中關係中很奧
妙的戒心與保留。而這方面，中國其實也有深刻與清醒的認識。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瑩 4 月 18 日回答有關普欽上述公開講話說，俄羅斯是中國最
主要的對外關係國，但她不忘強調，美國亦然。中方的回答乃不卑不亢。
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 5 月上旬所發表的國家安全藍皮書卻呼籲中
國從戰略上「聯俄、拉歐、穩美」。這一論述是否終成中國的國家戰略，
猶待進一步觀察，但從此概念未被阻止發表，顯見，這概念應該至少初步
獲得北京的默許。由此看來，相較而言，中俄交往過程中國顯然一度較俄
羅斯積極，也寄望較深。無論如何，烏克蘭局勢的後續發展，危機狀態的
惡化卻告示著：一股推力和一股拉力正積極將俄羅斯和中國再次送作堆：
前者是烏克蘭危機及後續引發的克里米亞、頓內次克（Donetsk）和盧甘斯
克（Luhansk）等地的動盪，使得俄羅斯遭受以美為主的西方世界所批判與
制裁，從而被推向中國，藉以取暖；後者，中國則利用亞信會議的舉辦，
加強對俄羅斯的拉攏，以壯聲勢。可以說，烏克蘭境內嚷著要獨立的聲音
所激起的「俄美矛盾」，以及同一時間中美在東海與南海所潛存的對峙，
激起北京 2014 年欲以「主場外交」作為稀釋美國圍堵壓力的戰略安排，從
而導致中俄有相互取暖的需求，而彼此之間出現了更大的合作空間。在這
種脈絡下 2014 年中國方面的外交戰略，配合烏克蘭危機裡俄羅斯的外交孤
立，無疑地產生了一個足以吸納俄中關係，使之更進一步緊密化的大漩渦。
2014 年 5 月 20-21 日，中國在上海舉辦亞信第四次峰會，在中俄兩國
元首即將舉行的會議前，中國副總理張高麗和俄羅斯第一副總理舒瓦洛夫
（Igor Shuvalov）在北京舉行了會談，雙方同意增加雙向投資和在金融上
的合作。中國增加對俄投資，中國成為俄羅斯外商直接投資的第四大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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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張高麗也請俄方幫助中國企業在遠東經濟特區的投資。同時，中國也
希望加強與俄羅斯透過中俄投資基金進行直接的交易。5 月 21 日，在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羅斯總統普欽的見證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
俄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在上海簽署了『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儲
信豔，2014）。
俄羅斯為了爭取在烏克蘭議題中方的支持，同時另方面，因為歐洲減
少購買，導致它需另闢蹊徑，而寄望於中國的購買，以致於被迫降低價格
向中國出售天然氣；中俄始於 2004 年的天然氣談判馬拉松終於畫下句點
（路西，2014）。就此而言，旁觀的中國無疑是烏克蘭危機的最大獲利者。
不只如此，中國亦寄望雙方的安全戰略關係更進一步靠緊。這一點，我們
可以由烏克蘭新總統波羅申科於 5 月 25 日就職，但習近平卻等到 6 月 4
日才去電道賀這個舉措，看出端倪。該外交舉措意味著北京在政策向俄羅
斯傾斜的當頭，積極接住來自莫斯科的橄欖枝，從而強化中俄雙方的關係。
俄羅斯擔心美國和歐盟繼續擴大單一市場，也擔心北約逼近俄羅斯西
部邊界，影響俄羅斯在前蘇聯加盟共和國的影響力。中國同樣也擔心在亞
洲受到美國及其東亞盟友的包圍。實際上，俄中雙方都對於美國遍布歐亞
的聯盟心存恐懼。這種情況乃促使中國與俄羅斯走得更近，而欲發展出某
種新的非正式聯盟關係以平衡來自美國的壓力。中國外交部模糊的立場其
實正表現出其進退維谷的處境。中國本能上挺俄羅斯，但由於語彙上對俄
羅斯的支持會違反其所謂的「不干預內政」為原則，並為將來外國勢力以
軍事行動來介入其內部分離主義的口實。因此，當現實政治計算凌駕政治
原則時，北京只能以心照不宣的方式支持俄羅斯。
然而，俄中之間關係固出現積極交往的助因，但不諱言，雙方積極的
進展，卻也有一定的內在裂痕。近年來，中國科技、國防和軍事上取得了
很大的進展，許多方面正在趕超俄羅斯。俄國處處防著中國，軍售方面的
分歧擴大。過去幾年中國已經開始減少引進俄制武器，普欽也曾經就中國
山寨版的俄式武器而大發雷霆。中國山寨武器，無論是性能還是價格都優
於俄羅斯，中國將這些武器開始對外推銷，性價比都優於俄羅斯，影響了
俄軍售，減少了俄的經濟收入。普欽 2012 年 5 月上任後，此一問題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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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銳，普欽有時對中國不假辭色的作為也就更無遮掩了。特別是，俄羅斯
對中國周邊有領土爭議的國家，如越南，兜售先進武器，大幅度提升與越
南的軍事技術合作水準。俄羅斯一系列的行為，確實嚴重影響了中俄關係
的正常發展。除此之外，中俄關係的障礙尚有地理的、歷史的、文化的複
雜糾葛。眼前中俄關係走向親密終究只是一種權宜的結合。計謀的、短期
的利益或外交語彙終究不能與長期的國際利益相混淆（Yan, 2012）。

伍、脫俄入歐的烏克蘭經濟進一步向中傾斜
獨立後的烏克蘭奉行以大國關係為基軸、東西平衡的外交政策，積極
開展多元外交，全面擴大對外交往。在強調「歐洲選擇」的同時，也注意
發展其與中、印度、巴西等大國關係。2006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崛起，外
匯存底首次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中國更利用美國尚陷入阿富汗與伊
拉克戰後重建的泥淖，積極向外擴張經濟與外交，其中，中烏關係便有很
長足的進展。中烏兩國的人文、邊防、海關等領域交流頻繁，地方交流也
相當活躍。中國的浙江、福建、山東等省便與烏克蘭有很密切的交流與合
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司，2007：239）。前國家主席胡錦
濤於 2011 年對烏克蘭從事國是訪問。烏克蘭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則分別於
2010 和 2013 年對中國進行國是訪問。在 2013 年這一次，亞努科維奇與習
近平還簽署了友誼合作的條約，雙方建構了策略夥伴關係。中烏關係的緊
密可以分別從軍事與經貿關係看出梗概：

˘ăஎ̼۞ְϹ߹ᄃ̙ቁ۞ؠϏֽ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資料，在 2009-13 年間，
烏克蘭是世界第八大的武器輸出國。由於烏克蘭擁有很強的軍工複合工業
基礎，中俄也都對它有所覬覦：俄羅斯不願見它遠走，北京則不願見到莫
斯科拓展其在烏克蘭的影響力。在武器供應上，基於中國需要烏克蘭在戰
機、直升機引擎、造船、登陸艇、導彈／航天以及其它領域技術的供應，
一旦俄羅斯掌控了烏克蘭，中國對俄羅斯的軍事武器的依賴將更加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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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烏俄關係越不睦、越糾葛，對於中國越有利（Moore, 2014）。
俄羅斯是中國軍事科技的主要來源國，但「厚中國之鄰（印日）而薄
中國」卻一直是俄羅斯的做法（崔琳、謝政道，2007：105）。對於中 國
而言，維持烏克蘭軍購來源，可以彌補其在軍事科技上的落後狀態，尤其
在與從俄羅斯進口的武器相較，烏克蘭相對質好而價廉。同時，對於中國
購買武器而在其國內仿製一事，烏克蘭顯然不至於像俄羅斯那麼在意。俄
羅斯控訴中國，在 J-11B 戰機的製造上便整個抄襲自蘇愷 27 戰機，而中
止這方面的合作，不願該項產品賣給中國。中國轉而向烏克蘭購買。烏克
蘭出售一種蘇愷的原型，中國將它拿來作為 J-15 海軍戰機，此外，烏克蘭
也出售中國非常需要的噴射引擎和直升機引擎。烏克蘭同時也是北京在升
級版的空對空、面對空以及巡弋導彈等方面的來源，並且，在克里米亞製
造的野牛氣墊艇（Zubr landing craft）以及雪龍可以有效對付台灣。烏克
蘭地位的改變將影響中國武器的採購與技術發展。但一旦烏克蘭成功地加
入歐盟，而歐盟屆時也仍對中國禁運武器，那麼，烏中的軍事交流與合作
將面臨來自歐盟的限制，這對中烏雙方都是不利的（Moore, 2014）。
2012 年 12 月初烏克蘭總統亞努科維奇和習近平簽署雙邊協定並發表
一份聯合聲明道：
「中國無條件地保證不對無核的烏克蘭威脅或使用核武。
同時，中國更保證當烏克蘭遭受核武攻擊或威脅，中國保證提供烏克蘭的
核安全保障。」中國國防大學朱成虎少將便主張，中國應將核子保護傘從
烏克蘭聯結到北韓、伊朗、緬甸等國，以提高中國在國際非擴散的規則制
定的話語權，而促進區域安全。人民日報認為，中國對於烏克蘭的核子防
護傘的提供可以讓中國進一步抗拒美國核子的威脅與敲詐。而另方面，中
國要對烏克蘭做出核子防護傘的承諾，必須面對危機來自俄羅斯的現實。
但中俄關係被習近平視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最好的。而中俄雙方經貿在 2015
年前可望達到 1,000 億美元。因此，這種狀況一旦發生，應會讓中國陷入
艱辛的戰略難題（Conroy, 2014）。然而，戰略承諾與政治現實終究有落
差，當 2014 年 3 月 1 日，俄羅斯對烏克蘭動武之際，雖無關核子防護，
但中國的反應除了一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辭外，終究無法對烏克蘭伸出援
手，甚至還在外交上向俄傾斜。而反過來說，烏克蘭一旦加入歐盟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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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售將會受到何種衝擊，充滿未知，也很值得進一步的觀察。

˟ăনҹᜋགྷᑻՀซ˘ՎֶᏥ઼̚
根據國際貨幣基金，緊隨歐盟和俄羅斯之後，中國是烏克蘭第三貿易
伙伴。中烏兩國 2012 年貿易額超過 80 億美元（路西，2014），但到了 2013
年，中國卻躍身成為繼俄羅斯之後，烏克蘭的第二大貿易夥伴，貿易超出
100 億美元（Kashin, 2014）。糧食安全一直是中國一個長期關懷的議題，
但隨著都市化後可耕地的減少以及能地污染與水資源的短缺，中國鼓勵更
多的糧食進口。烏克蘭在 2013 年外銷穀物達 1850 萬噸，預計 2020 年以
前達到 4,000 萬噸。以糧換貸便是中國對烏克蘭的一個重要政策。中國便
曾貸給烏克蘭 30 億美元，並要求以糧還貸。2012 年 5 月 25 日，中烏簽署
協議金額達 30 億美元的『中烏農業領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並計劃在
烏克蘭購買 300 萬公頃（合 3 萬平方公里）的農田，將近於烏克蘭總耕地
面積的一成。如果這一投資最終成功，烏克蘭將成為中國在海外最大的農
業中心。烏克蘭新政府對於習近平所倡議的「絲路經濟地帶」很感興趣，
並希望在其中扮演角色（Keck, 2014）。中烏互補關係使得雙方的合作關
係乃進展神速。因此烏克蘭的政治動盪不僅對全球的食物供應有害，也是
中國所不樂見的（Tiezzi, 2014）。在製造業方面，烏克蘭高層有意將自身
轉化成為中國製成品進入歐洲或俄羅斯市場的橋頭堡（Kashin, 2014）。
在投資方面，過去幾年中國有大量的營建公司進駐烏克蘭，目前烏克
蘭是繼利比亞之後中資營造海外投資的第二位。然而由於革命的破壞，至
今中資已損失達 166 億美元之譜。中國商人得自北京的外交保護，顯然不
足。在 2014 年 2 月 25 日烏克蘭總統亞努科維奇逃到俄羅斯後，中國外交
部聲明要與烏克蘭立足於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戰略性夥伴關
係；五月選舉後的烏克蘭與中國之間的所有政治協約應會全數保留。然而，
烏克蘭整體投資環境的惡化，尤其加上很多烏克蘭從事地產、建築政客與
富商都外逃，他們不少曾是中資的夥伴。由此推測，烏克蘭對於中國的對
外經濟戰略的份量應會急速降低（Kashin, 2014）。
不過由於與俄羅斯敵對，對普欽而言，未來即便烏克蘭可能是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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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構不上一個強國（n.a., 2014d: 39-40）。在這種狀況下，相信在中俄
之間，烏克蘭仍會向中國傾斜，而加深對中國的單向依賴。
從謀略的角度來看，在中烏簽署的協議中，北京的利益除了著眼於中
烏兩國持續的經濟與軍事合作，同時，基輔對於反對台獨的官方立場，更
是北京所要的（Conroy, 2014）。不過，中烏之間固存在很深厚的實質關
係，但在中國的心目中，烏克蘭的戰略意義終究不像中亞那麼重要。而向
來中國對於遠離自身勢力範圍的衝突，總是採取低調不干預的態度（路西，
2014）。
當然，從大國的格局來看，北京並不希望烏克蘭的政權與西方靠得太
近，同樣地，中國在支持俄羅斯上面，也有其界線。當中國領導層努力思
考如何從事和平崛起，力求成為經濟、外交和軍事大國的同時，他們必須
考慮如何既能保持進入美國市場，又避免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引發新的
冷戰（橫路，2014a）。同時，北京對於克里姆林宮企圖繼續充當前蘇聯勢
力範圍的保護傘，也不可能毫不再意。而另方面，假如烏克蘭成功加入歐
盟，那麼，烏克蘭出售武器給中國將受到限制。再反來說，如果烏克蘭是
在俄羅斯的掌控下，那麼烏克蘭對中國的軍售便要過問於俄羅斯，尤其是
那些敏感武器，中國的武器來源也一樣會陷入不穩定狀態。由此看，維持
三月前原有的現狀應最有利於中國的。而最近以來的烏克蘭的變局對於中
國與烏克蘭的軍事交易確實是一種威脅，讓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添增困
擾（Moore, 2014）。同時，再進一步看，如果烏克蘭的變局被複製在中亞，
產生所謂的「烏克蘭中亞版」，導致中亞地區出現動蕩，屆時俄羅斯有可
能借口保護俄國的利益和俄裔居民而進行武裝干涉。中國一半天然氣的供
應來自中亞，長遠看，這種發展趨勢將使中國陷入安全困境（路西，2014）。

陸、烏克蘭危機讓中國漁翁得利？
俄羅斯傳統外交的重心畢竟在西方。在克里米亞加入俄羅斯聯邦之
後，頓內次克和盧甘斯克兩省雖想獨立於烏克蘭之外，也獲得俄國支持，
但俄國似乎無意兼併。一般估算，普欽最終可能希望見好就收，以免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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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搞得太僵。2014 年 6 月 6 日在法國諾曼底登陸紀念日活動上，當與會領
導人照完集體相之後，普京與德國總理梅克爾和波洛申科一起，在午餐會
前交談了 15 分鐘，被外界視為是化解烏克蘭危機的一線希望（蕭爾，2014）。
只是，乍暖還寒，2014 年 7 月 17 日卻發生馬航 MH17 的墜機事件，在烏
克蘭靠近俄羅斯邊界的 10 公里處，遭受俄羅斯所支持的烏克蘭東部叛軍
地對空飛彈所擊毀，機上 283 名乘客和 15 名機組成員悉數罹難。為此緣
故，美歐與俄羅斯的關係又陷入緊張，歐美並進一步對俄羅斯採取制裁。
自 7 月 29 日起對俄羅斯採取新的制裁，以迫使俄羅斯停止支援烏克蘭東
部的叛亂行動。而俄羅斯也不示弱，一年內禁止從美國、歐盟、澳大利亞
和加拿大等對其制裁的國家進口肉類和水果等農產品（歐陽誠，2014）。
雖然說此一新的制裁直指俄羅斯的經濟命脈，而俄羅斯的反制裁措施
顯得有些威力不足，但從全球的戰略格局看，這種報復性的措施，不僅沒
有有效解決烏克蘭本身的問題，甚至當俄羅斯民族主義被激起後，非理性
的因素上揚，反而造成外交情勢的僵局，而有演變到歐美與俄羅斯之間的
一種雙輸的格局的態勢。西方國家這種透過制裁的途徑，不僅沒有讓烏克
蘭東部的叛亂行動獲得解決，相反地，整個結構態勢反將將俄羅斯推向與
中國更緊密的關係。美歐的制裁雖然暫時壓抑住了俄羅斯的氣燄，但卻造
成中國氣勢的上揚。
目前很立即看得到的制裁副作用是，在經濟上，中國已得到俄羅斯廉
售石油與天然氣的便宜，而在美歐與俄羅斯的相互制裁殘殺中，中國的農
產品找到新出口。在金融交易方面，歐美的制裁也加速了俄羅斯去美元化
的進程，俄國多家企業正著手以其他貨幣替代美元進行資金交易，導致人
民幣成為首選。可以說，漁蚌相爭而中國得利。整體來說，在始自今年 3
月以來的烏克蘭危機的過程中，中國一直是旁觀的獲利者。烏克蘭危機使
各方之涉入國都有討好中國的需求，但終究中國並沒有加入西方制裁俄羅
斯的行列。
西方經濟制裁俄羅斯才啟動。8 月 28 日波洛申科譴責俄羅斯部隊又再
度進入烏克蘭。只是，俄方否認此消息。同一天稍後，普欽表示，俄國將
繼續提供人道援助，給烏克蘭東部平民，並呼籲烏克蘭東部親俄反抗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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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人道走廊，讓戰場上被包圍的烏克蘭政府軍安全離開；俄國援助車隊在
該周內載送補給品到烏東後，將回返俄境。
若干觀察家認為，俄國希望維持在烏東的影響力的決心，是無庸置疑，
但俄羅斯並不需出兵或兼併烏東；普欽只想讓烏克蘭逃不出俄國的勢力範
圍，包括放棄加入歐盟或北約，但如果無阻止，普欽在其國內與國際上的
顏面盡失。普欽便別無選擇（n.a., 2014b: 47）。而莫斯科的一個智庫 Levada
Centre 所做的民調顯示，74%的受訪者對美國的觀感很負面，而該主任 Lev
Gudkov 發現，俄羅斯人顯然藉烏克蘭議題與西方攤牌，一洩蘇聯瓦解後，
內心深處的挫折（n.a., 2014c: 40-41）。截至目前，北約一致認為，俄國
的軍事動作表明其有插手烏克蘭的強烈意圖，不惜讓烏東「凍結於衝突」
之中，而讓烏克蘭出現無限期的動盪（無作者，2014c）。8 月 31 日歐盟
28 名領袖決議，給予俄羅斯一周時間，在烏克蘭問題上改弦易轍，停止援
助烏國分離組織，否則就要對俄羅斯採取新一輪的制裁。而烏克蘭政府則
警告，該國將與俄羅斯瀕臨全面戰爭。
總體而言，烏克蘭與周邊的俄羅斯、歐盟與中國皆屬小國對大國間的
垂直互補關係，烏克蘭地處東歐，不管在經濟、政治或安全皆直接與俄羅
斯和歐盟有連動關係，其可悲處在於，俄羅斯意欲將烏克蘭掌握在自己的
勢力範圍內，西方或烏克蘭當局則要把烏克蘭推入歐盟，進而進入北約，是
強權攻防的戰略緩衝帶。烏克蘭危機儼然成為冷戰後東西方關係的分水嶺，
為俄羅斯和美歐對立手提供了固化的條件，雙方由戰略容忍轉向戰略對抗，
即便偶有戰術性的妥協，但是戰略僵持卻可能是長時間的（梁建偉，2014）。
目前為止，美國對烏克蘭的介入也是很零星的，且色厲而內荏；話講
得硬，但手段卻很薄弱。歐美一致希望制裁是針對普欽及其親信財團，但
希望勿傷及一般百姓，有時不免投鼠忌器（na., 2014a: 47）。目前，普欽
仍未拉下戰爭的布幕反而在升高緊張。普欽顯然要美歐跟著他的節奏而行
（n.a., 2014d: 39-40）。不過，烏克蘭危機果真持續再惡化，美國勢必某
種程度被迫更進一步捲入，畢竟，傳統上，美國重視東歐的程度往往高過
東亞。更何況，歐洲本身就是分裂的，有些主張更強硬的制裁，有些反對，
有些則計較經濟損失。歐洲公司甚至為反對制裁而遊說（n.a., 2014a: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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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如不介入，西方將缺領導中心，制裁恐難收效。果其然，那麼，美國
勢將難以歐亞兩端兼顧，這對於其原有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政策將有所減
損，但這對中國來説就是有利的。除非在亞洲的日本能擔負起輔佐美國來
平衡中國崛起的角色與任務。準此，將中國拖下水也符合美國的利益。
誠然，在烏克蘭的危機過程，中國的舉手投足在在引人注目，各方都
希望中國站在他們一邊。伊恩‧佈雷默（Ian Bremmer）認為，中國是烏
克蘭危機的最大贏家（無作者，2014b）。無疑地，居處強權爭鋒之際，
中國顯得左右逢源。俄羅斯總統辦公室的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
3 月 19 日在 BBC 的頻道公開說，「假如某個經濟夥伴強制制裁，我們會
將注意力轉向其它的經濟夥伴」，他並讚揚中國有將烏克蘭與克里米亞的
整個歷史與政治的脈絡，納入考量。而正由於西方社會深深憂慮俄國會向
中國靠攏，尋求結盟，因此，對於制裁俄羅斯一事顯得相當謹慎與自制。
但不管如何，在這一次烏克蘭的危機過程，左右逢源的北京竟不費吹灰之
力而登上國際政治的中心（Kashin, 2014）。
不過，當中國被評價為最大或唯一獲利者的同時，我們也不能否認，
烏俄歐三角關係的底層變遷，也將對中國產生不利的影響。如上所言，在
中烏關係上，烏克蘭維持三月前原有現狀才是對中國最有利的，不僅經貿
關係得以持續強化，軍事供給也可以維持穩定。但目前看來，至少有兩個
挑戰是中國必須面對的：
1. 經濟援助的問題：短期間看來，烏克蘭的政治經濟生活仍將陷入一
段混亂與不確定的時期。這種狀況下，必然影響中國對烏貿易與投
資的正常利益；中國甚至須提供更多財政支援。問題是，中方曾以
30 億美元向烏克蘭國家食品糧食集團採購糧食，但烏方目前僅向中
方提供了價值 1.53 億美元的糧食。2014 年 2 月下旬，中國已經向
國際仲裁機構提起訴訟，要求烏克蘭賠償損失（無作者，2014d）。
但這種以先償還積欠的舊債，再談新貸的做法，不見得見容於歐美。
歐美，尤其歐盟經濟惡化，自固不暇，只能將援助的工作轉包給 IMF
（國際貨幣基金）。歐盟和美國拉中國入夥，便是寄望於中國作為
第二大經濟體的實力，況且中國在 IMF 也有出資，根本躲不過去，

68

Įέ៉઼ᅫࡁտ؞Ώįௐ 11 סăௐ 2 ഇĞ2015/आཱི؞ğ

不借也得借。然而，烏克蘭一旦破產，舊債連同新債，其償還可能
更遙遙無期。自烏克蘭爆發危機以來，其對 IMF 的援助借款累計已
逾 45 億美元。而目前，戰爭不僅尚未平息，甚至還在瀕臨全面戰
爭的局面。烏克蘭的經濟與財務狀況，顯然已瀕臨無底洞的處境，
而中國並無法避開池魚之殃。
2. 烏克蘭加入歐盟的後遺症：烏克蘭當局一旦加入歐盟，烏克蘭作為
中國產品入歐盟的橋頭堡角色或許是一利，但烏中關係的政軍關係
勢將失去原有的自由度。實際上烏克蘭當局已於 2012 年 3 月 30 日
與歐盟草簽聯繫國協議，烏克蘭將可以加入以歐盟為主體的自由貿
易區，此舉意味著烏克蘭向著加入歐盟這一目標邁進了重要一步。
未來，從民主、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的角度來看，烏克蘭將與中
國漸行漸遠，這種意識形態上的差距，勢將影響烏中關係的長期發
展。

柒、結語
烏克蘭危機雖起因於其內部發展的外交路線之爭，卻不自覺地將世界
幾大強權捲進來，而且不會那麼快善了。烏克蘭內部有著親俄派與親歐派
的鬥爭，其外部也潛伏美歐與俄羅斯之間的嚴重對抗。稍有不慎，很可能
爆發一場具有國際含意的區域戰爭。依目前看，衝突尚未見緩和，但經濟
的負面影響已逐漸蔓延了。德國總理默克爾（Angela Merkel）8 月 25 日
稱，烏克蘭危機已使得德國第二季經濟意外萎縮 0.2%（無作者，2014e）。
究竟這是一種粗造的、民粹的路線選擇所造成的悲劇，抑或是追求民主轉
軌的必然陣痛，值得進一步追問與細察。
而在強權之中，作為遠方旁觀者的中國，這是從天而降的危機，非其
所能操控，而從戰略位置與利益看，保持隔岸觀火、坐收漁利，固然是最
佳的戰略選擇，但以中烏關係的緊密度看，實際上，由不得中國，它並無
法全身而退。只是，相對於美歐俄的付出而言，大體上說來，中國固得失
互見，但就眼前而言，得仍應多於失。然在未來中國極可能因為烏克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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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俄入歐而面臨既有利益的流失，而且是結構性的、方向性的。北京如何
面對一個逐漸走向與歐盟整合的烏克蘭，應也涉及其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大
調整，這一變動，不可謂不大。不過，未來總是可形塑的。在既有國際權
力結構鬆動而新的結構在成型的過程中，北京作為站在有利的戰略位置的
玩家，終究可主動塑造更多而靈活的籌碼，為其所用。
然烏克蘭的危機還在惡化中，目前我們仍無法對於中國戰略的進一步
得失做過早與過多的判斷，也很難完全釐清其未來可能居處的位置以及扮
演的角色。但不可否認，我們卻可以從烏克蘭危機個案判讀出，眼前中國
戰略環境的兩面性：一方面，崛起的中國其影響力真的是無遠弗屆，連一
個在地理上距離中國很遠的烏克蘭，都深深地烙印著中國的影響力；自然
地，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中可看到中國外交攤子鋪蓋得何其大，而陷入全
球性政治參與，已使中國無法置身事外，其實也是負擔，而依大勢看，與
其具有相似的集權的意識形態之盟友在減少當中。未來中亞以及中國周邊
其他國家這種以和平非暴力方式進行的政權變更運動，所謂的顏色革命，
如果也複製了烏克蘭的版本，向西方的民主政治位移，屆時，中國也可能
要面臨如俄羅斯般的選擇。今日的俄羅斯或有可能是明日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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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in March 2014 not only reveals
the internal struggles between pro-Russian and pro-European factions
inside Ukraine but also the involvement of a serio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Europe allies and Russia from without.
opportunity but also a risk for China.

This is an

In a self-constrained manner,

China has been very cautious on the issue.
had better to keep 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From a strategic view, China
But, for China, it is not an

easy job to get rid of the involvement because China-Ukraine relations
are close. Amid structural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stands in a favorable strategic position and enjoys more flexible chips for
its use.

For the time being, China’s gains outnumber losses on Ukraine

issue.

However, China's strategic environment is double-sided: on the

one hand, the rise of China makes its influence far and wide, but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its over exposure, China has been greatly devoted into
the global participation, so that China cannot stay out of it. It is actually a
burden.
Keywords: Ukraine crisis, China’s strategic situation, China-Ukraine
relations, pro-Russian faction, pro-European f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