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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08 年 6 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倡议于 2020 前筹建一个类似于 欧盟的亚太共同体, 他的倡 议在澳大利 亚国内外 立即

引起了热烈讨论。本文首先阐明了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的基本背景与 战略意涵, 并回 答了各种评 论所提出的 一些相关 问题, 然后
通过对东盟、
印度、中国、
日本、韩国以及区域外大国美国所作回应的分析, 探讨了这一倡议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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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 文 ( Kevin Rudd) 所 领 导 的 澳 大 利 亚 工 党

在悉尼澳亚中心亚洲学会( Asia Soci ety Australiasia) 发

( ALP) 赢得 2007 年 11 月大选, 在 150 席的众议院里拿

表演讲时意外地提议于 2020 年前筹建一类似欧盟的

下 86 席, 比执政所需的 76 席多 10 席。 中 间偏右联

亚太共同体( Asia Pacif ic Community , APC) 的组织, 引

盟 自由党与国家党的执政联盟只拿到 62 席, 比 2004
年的 86 席相去甚远。国内因素是此次选举 的竞选主

起澳大利亚国内及亚太各国的关切与议论。令人不解
的是,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是在前澳大利亚总理

轴, 尤其是经济、教育、环保、医疗与移民等议题, 而这

霍克( Bob Haw ke) 倡议下而在 1989 年成立的。陆克文

些议题都是工党在竞选期间所提出承诺的主要内涵。
陆克文集中攻击霍华德( John How ard) 的职场改革, 成

做此提议莫非是有意与其工党老前辈唱反调抑或是另
有他图? 其次是为何选在此时提议? 而此一提议究竟

功地获得蓝领阶级的支持而获胜。蓝领阶级多认为这

是随兴发言抑或是经过深思熟虑? 此外, 在他做此提

项改革对雇主比较有利, 而自身权益受损。此外, 受到

案前是否曾与相关国家讨论抑或是未经协商的唐突之

全球化的冲击, 近年来虽然澳大利亚人普遍所得提升,
但物价不断攀升, 贫富差距拉大, 让澳大利亚人觉得传

举? 更重要的是, 此一倡议的 实质内涵为何? 是否有
实现的可能? 本文将试图就 这些谜团一一予以剖析。

统文化价值中要给予弱者公平竞争( f air go) 的机会已

首先将简述其内涵, 继而解析其做此倡议的背景与意

荡然无存, 是导致中下层社会对执政联盟不 满的另一
个原因。再者, 霍华德执政以来违背诺言, 连续升息超

义, 终而讨论此一提案落实的可能性。
陆克文自 2007 年 11 月接任澳总理后把参与亚洲

过 5 次之多, 使得不少中下层社会人民因缴不出房贷,

社会当做澳大利亚外交首要任务。他认为全球经济与

被迫卖掉房子, 改租房子度日。其次, 霍华德对亚裔移

策略的重心正逐渐移转至亚洲。澳大利亚应为 亚太

民的态度一向采取高姿态, 被亚洲移民认为种族歧视,
而 2007 年才开始实施的要求新移民必须通 过澳大利

世纪 做好准备。他在 2008 年 6 月演说中称亚太共同
体的组建旨在凸显亚太地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

亚基本常识测试之规定, 引起移民怨声载道。而霍华

的地位。2020 年底前, 亚洲的经济产值将占全球 GDP

德积极支持美国反恐也得罪不少回教移民, 错抓印度
裔的医生, 指其涉嫌进行恐怖攻击也激怒印裔移民, 促

的 45% , 贸易额占全球总额的 1/3, 军事支出占全球总
额的 25% 。他指出亚太各国的双边关系脆弱, 而现存

使他们将选票投给工党。

的东盟 ( ASEAN) 、亚 太 经 合 会 和 东 亚 经 济 高 峰 会

陆克文在就任澳大利亚总理后, 于 2008 年 6 月初

( EAS) 等区域组织虽已有所成果, 但做得仍不够多,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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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成立一个涵盖全区域的组织

自认澳大利亚为中型国家( mi ddl e power) , 执政期间其

以适应亚太世纪与日俱增的挑战。他表示东南亚的恐

外交较重视经贸利益( 尤其是亚洲, 因为是该国商品贸

怖主义将会持续带来挑战, 而在更广阔的亚洲大陆, 印

易与服务业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 偏好实行多边主义

度和中国的崛起将对未来经济、
环保、能源政策及安全
领域造成重大 影响。此时此刻应开始思考 2020 年应

外交, 即透过国际组织来增进 与维护国家利益。而为
了要成功地运用多边组织达成外交目标, 澳大利亚强

有何种形式的区域组织, 必须有个亚太共同体的愿景。

调中型国家必须能提出具创意的建议( 既可充当意见

他认为成立亚太共同体不但可鼓励各国在政经安全事
务上进行合作, 亦可 发展出 真 正而全面 的共同体 意

领袖, 又可兼顾其国家利益) 、呼吁国际领导应以专长
而非权力为基础( 创造出中型国家可发挥领导能力的

识 。他主张此一共同体应涵盖澳大利亚、美国、中国、

机会) 以及建立联合阵线( coal ition building) 共同增进

日本、
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 成

利益( 实则可防止强权主控国际政治议程) , ∀2# 提高该

立的主旨则在于处理政经、安全等全方位议题。澳大
利亚外长史密斯( Stephen Smith) 随后补充说 印度不

国的国际地位、
影响力与增加 国际谈判的筹码。而此

是亚太经合会( APEC) 的成员, 美国不是东亚高峰会的

一以协调与解决政经、安全等问题为目标的亚太共同
体便是多边主义的实践。

一员。目前没有一个机制含括所有的主要区域国家,

以上分析可知陆克文之所以倡 议亚太共同体, 主

此倡议能把他们在同一时间召集到同一会议室讨论经

要是在 正确地 反映 出当 前亚 太新 格局 ( 即 中印 的崛

∀1#

济战略的事宜。
至于既有 的组织 可续存 或做为 此一新 组织的 基

起) 、
美中已经成型的 21 世纪大战略以及试图解决澳
大利亚外交长期面临的历史( 与美国的安全利益) 与地

石, 而新组 织不妨学 习欧盟 的经验, 但不必 完全像 欧

理( 在东北亚, 尤其是中国的经贸利益) 的困境。美国

盟。陆克文也承认亚太地区要成立共同体, 无法依欧

前国防助理 国务卿奈伊( Joseph S. Nye, Jr. ) 在 1995

盟模式画葫芦。因为亚太地区比欧盟在政治体系和经
济结构、
发展层次、宗教信仰、语言及文化等 方面存在

年发表美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 the US Secu
rity Strategy f or the East Asia Pacif ic Regi on) , 或称奈

更大差异。但他强调亚太所应学习的是欧盟的精神。

伊提议( Nye Initiative) 。基于中国在政经军三方面崛

陆克文在接受费 尔法克斯 ( Fairf ax) 广播网 专访时 阐
明, 之所以建议成立类似欧盟的组织主要是 为了提升

起, 美国已不适宜对中国采取对抗或围堵, 所以他建议
克林顿政府对中采取建设性交往( constructi ve engage

安全和区域合作, 目前在这方面亚太仍很松散。他指

ment) 。但是美国必须要有因应中国可能采取不利美

出亚太地区目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领土纷争, 如台

国国家利益行为的备案, 即所谓预防性外交, 与澳日强

湾海峡、
朝鲜半岛、克什米尔等, 一些核武国 家牵涉其
中。陆克文指出, 亚太成立类似欧盟的组织 是在鼓励

化战略安全合作以制衡崛起的中国。其后, 2000 年 3
月克林顿访问印度意味着该国已被美国纳入其制衡中

发展真诚且包罗万象的共同体意识, 其常态 运作原则

国的网络之中, 而小布什总统上台后, 视中国为战略竞

是合作, 倘若亚太国家现在不有所行动, 恐怕就是屈服

争伙伴, 使美印的战略安全合作进一步强化。

于 亚太境内未来发生冲突将是无可避免的 之观感。
陆克文表示亚太国家面对区域内领土纷争, 可以选择

另一方面, 中国的 21 世纪大战略亦于 2000 年成
型。1996 年以来中国开始在外交上推动以美国为核心

袖手旁观、
听天由命抑或选择对外宣示, 其实应有更好

的大国外交, 试图透过朝鲜核武危机等国际事务的合

有助于化解冲突的方式, 这就是他倡议成立 类欧盟的

作找出共同利益, 形塑中美共治( Sino US Condomini

亚太共同体的动机。他任命前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
大使伍尔科特( Richard Woolcott) 为特使, 负责造访各

um) 的局面, 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另一目的则是联
∀3#
合其他大国制衡美国所欲构建的单极体 制。
中国亦

国首都, 就此构想与各国交换意见。伍尔科 特曾协助

于 1996 年下半年开始呼吁亚太地区( 首先是东 盟) 各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推动 APEC 的成立。

国共同培养透过对话强化信任, 促进安全合作的 新安
全观 。而在经济上, 则推动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与自由贸易协议( FTA) 为主轴的软性权力外交。2000

战略意涵

年 11 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向东盟提议成立自由贸易区,
陆克文倡议亚太共同体与长期以来工党重视多边
主义( multilateralism) 的外交政策行为特色一致, 该党

翌年获得东盟同意, 因而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整合
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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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美中两大 强权的大战略交互影响下, 在经

利亚有倒向中国的倾向, ∀6# 对日不甚友善, 尤其是陆克

济上产生不含美国在内的东盟加六的亚洲经济整合的

文在 2007 年澳大利亚国会大选前夕曾承诺要使用军

模式, 在战略上衍 生出以制 衡中国崛 起为主 旨的美、

机和军舰监视日本在澳大利亚以南海域捕鲸的船只。

澳、
日、
印度的亚太四国民主同盟。陆克文倡议的亚太
共同体含括美国与印度在内, 显然也考虑到 美国及其

日本共同社即报导陆克文对于调查捕鲸态度严厉, 曾
∀7#
表示不排除诉诸国际法庭的可能性。
更让日本难以

盟邦的利益。而澳大利亚与中国、东盟的关 系也将会

忍受的是, 陆克文上任后 2008 年 3 月的首次出访, 未

趋于紧密。陆克文在制订其东亚或对美政策时将会加
入亚洲国家的考虑, 也可能会利用其特殊的 背景来扮

包括日本却含括中国。 所以, 日本对陆克文的亚太共

∀8#

演美中间的协调人( 亚太共同体不仅未排除美国, 也未

同体提议态度冷淡。更何况, 日本在小泉首相时曾有
东亚共同体的倡议, 当然不甘愿让自身不喜欢的陆克

排除中国。两方都有可能接受, 对北京言, 此无异取代

文抢了风头与甜头。

四民主联盟围堵中国的机制, 而美国则有可 以弥补它
未包含在亚洲经济整合机制的缺憾) , 并积极促进亚洲

至于印度与东盟国家, 印度最初有点犹豫, 但后来
则倾向支持。这主要是考虑到该提议有助于印度在亚

经济整合与提升澳洲的积 极角色功能。同时, 此一提

∀9#
太的战略存在。
而东盟的反应则是正负两面皆有, 但

议亦突显出澳大利亚执政当局眼见亚太情势变得越来

负面居多, 因为绝大多数东盟国家认为此提案将会不

越复杂, 且对抗日益增加, 担心此一区域的主要强国中
美日印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希藉此化解此一忧

利东盟为核心的现存多边机制。2008 年 6 月新加坡防
卫战略研 究 中心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 ence and

∀4#
虑。
陆克文在 2008 年 8 月访问新加坡时曾提及其之

Strategic Studies) 主任戴斯克( Barry Desker) 宣称陆克

所以做此亚太共同体倡议的动机是: 我担心如果不对

文的提议早已胎死腹中, ∀10# 因为他事先未与任何亚洲

此含括各主要强权的较广泛区域不断倡导这种合作与

领袖沟通即径行提出。 不过, 东盟秘书长素林( Surin

对话的习惯, 就一直会出现战略漂流到相反 方向的风
险。∀5# 更何况此提议是在 2008 年 3 月下旬到 4 月初陆

Pitsuwan) 则表示欢迎, 称该提议是此区域未来发展的
∀12#
下一步。
2008 年 6 月印 度外交部长 慕克吉 ( Pranab

克文进行其上任以来出访美国、
欧盟、中国后出访印度

Mukherj ee) 访中到北大演讲时, 建议共建一个印中积

尼西亚与日本前夕发表, 时机显系刻意安排。最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此表示 凡是

极参与的新区域安全架构。 慕克吉在与中国国家副
主席习近平会谈前曾提及有必要形塑一个顾及亚洲现

有利于实现亚太地区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这 一目标的

实条件的安全架构、
一个开放而具包容性的架构, 有足

倡议, 中方都持开放态度 。他还指出, 加强区域合作

够灵活度以容纳亚洲庞大的多元性的架 构。因此, 印

是当今时代的潮流。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有关国家都
能共同努力, 增进交往, 加强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度学者贾考伯( Jabin T. Jacob) 呼吁印度政府应对陆克
文亚太共同体提议予以正面响应, 因为此一新区域安

促进共同发展, 实现互利 共赢。 似乎陆克文 事先曾与

∀14#
全架构能反映印度崛起与国家利益。

∀11#

∀13#

中方讨论过此事, 所以中国才会如此快的正 面响应其

另一方面, 中国对亚太共同体倡议的态度在 2009

提议而毫无惊讶之色。美国方面, 小布什政 府当时正
专注于是年 11 月的总统大 选, 无暇他顾, 所 以并未明

年出现变化, 从正面而趋于保守, 4 月外交部部长助理
胡正跃认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时

显表态支持与否。也有分析家认为小布什政府不对此

机尚未成熟。同年 5 月初陆克文政府公布首份 以∃在

一提案公开表态是对陆克文有所顾虑, 因为 他坚持澳

亚太世纪保卫澳大利亚: 2030 的军事力量%为题的国防

大利亚应自伊拉克撤军。

白皮书( def ence w hi te paper ) 更使中国态度出现变量,
因为该白 皮 书 被中 国 认 为 内 容有 渲 染 中 国 威胁 之
∀15#
嫌。
该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可归纳为

各国反应

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强与亚太国家经贸合
陆克文在提议亚 太共同体后随即访日, 与当时日
本首相福田康夫会晤, 由于事先并未与日方协商, 所以

作以及维持澳大利亚邻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而变迁
中的亚太战略环境的主要特征为: 一, 全球金融危机加

福田政府并未立即表态是否支持其提议, 但 两人都强

速亚太国家权力更替。美国在此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日

调亚太地区继续商讨解决区域内共同挑战的重要性。

渐式微, 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将取决于 美、中、日

其实, 日本觉得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上台, 澳大

三者间的战略互动。二, 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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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
印度与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试图挑 战美国在

鉴于此, 伍尔科特的中期报告建议在亚洲先成立一含

区域内的领导地位, 亚太地区未来或有可能 发生越来

括中、
美、
日、
俄、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与澳大利亚的

越多的冲突。尽管爆发军事冲突的机率不大, 但若一

八国集团( G8) 或再加上东盟的前后任主席的十国集团

旦爆发冲突, 澳大利亚势将受到波及。在此背景下, 澳
大利亚政府将在未来 20 年即 2018 年前每年增加 3%

( G10) 。至于东盟个别国家对 APC 提案有不同程度的
响应。新加坡反对最强烈, 马来西亚告诉伍尔科特该

的国防预算, 斥资逾 2263 亿美元提升澳大利亚国防军

国不反对美俄参与东亚高峰会。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

的作战能力, 尤其是加强海、空军力量, 以因 应美国国
力衰退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澳大利亚海军的舰艇数

洛( Susi lo Bambang Yudhoyono) 对陆克文表示印度尼

量将扩充一倍, 采购 12 艘新型传统动力潜艇、
2 艘堪培

西亚并未排除支持 APC 提案的可能性, 但现阶段不可
能支持该提案, 因为印度尼西亚将东盟集团视为其对

拉级两栖攻击舰、8 艘多用途护卫舰、3 艘神 盾级防空

外关系的最优先, 而东盟目前对此提案的态度仍相当

驱逐舰, 若外加原先 购置的 F - 18F 型海 军隐形战 斗
机, 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军事大国。该

冷淡, 所以苏西洛不愿冒与东盟伙伴发生矛盾的风险。

白皮书不仅呼应了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 以弥补

不过, 此 一 问题 可由 两国 外长 史密 斯 与那 塔莱 格瓦
∀19#
( Marty Natal egawa) 来处理。
此外, 陆克文的亚太共

此一地区现存多边机制的缺陷与不足, 俾利 因应此一

同体倡议获得韩国的正面响应。2009 年 3 月韩国总统

区域新的战略与经贸环境特征, 防阻潜在的 安全威胁
于未然, 同时显示随着澳大利亚经贸力量的增强, 陆克

李明博提出强调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南亚的新亚洲

文对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的角色与地位之信心与期望
亦随之升高, 有意寻求走出传统较依赖美国 的澳大利

国家的积极外交不谋而合, 即皆为中型国家的澳韩有
利益交集。不过, 当陆克文邀请李明博参加去年 12 月

亚国防态势, 迈向较具独立自主性的国防政策。

由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the L owy Institute f or Inter

构想( New Asia Initiative) , ∀20# 与陆克文所主张的中型

national Pol icy ) 为推销陆克文政府 APC 倡议在悉尼所
未来前景

举行的一场研讨会时,

陆克文的亚太共 同体倡议已提出近两年, 起初各
国的反应并不热络, 但并不意味就此终结, 因为去年出
现有趣的发 展, 即 虽然 大多 数亚 洲中 小 型国 家不 赞
成,

∀16#

∀21#

李明博并未亲自与会, 而仅由

前总理韩 升 洙( Han Seung soo) 代 表, 并发 表主 题演
∀22#
讲。
可见韩国仍在观望。
总之, 陆克文的 APC 提案在亚洲地区已出现正面
回响, 虽然东盟有异议, 但主要大 国并未拒绝, 所以仍

但主要大国却无强烈的反弹, 其中美国与中国的

有希望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斡旋下实现, 值得我们进一

立场至为重要。美国奥巴马政府自去年以来多次表明
将采取重返亚洲的积极政策, 而陆克文的亚 太共同体

步观察。不过, APC 并非惟一的多边机制提案, 陆克文
的 APC 倡议尚面临日本首相鸠山自 2009 年 9 月就任

倡议有助于美国推动此一政策, 可协助美国 改善其在

以来所积极推动的 东亚共同体 以及东盟加三东亚经

∀17#

∀23#

亚洲的形象, 让亚洲国家觉得美国重然诺。 事实上美

济整合主流机制的挑战。

国也已对亚太共同体做出正面响应。今年 1 月美国国
务卿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在夏威夷演讲 时表示美

[ 注释]

国对亚太地区有兴趣, 且会支持在此区域的 盟邦与朋

∀1# Stephen Smith,

友强化现存的区域合作论坛或建构新的区域机制, 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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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EN T S
International P olit ics
1 C hi na EU Russi a T r il at era l Securi t y Rel at i on s af t er t he C o ld War
by Feng Feng
The concepts of security of China, the EU and Russia are the primary f actor f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ilateral
securi ty f ramew ork, and their respective security interest is the basi s which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i stics of
their security relations. There exists an i mportant i ntersection of security concepts of China, the EU and Russia,
that s they are all incli ned to multilateral ism. Si nce the end of the Col d War,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China,
the EU and Russia in the security f iel d are i 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 f erences in interest of the three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security interacti on of the three i s not onl y an external ref lection of security relations,
but also the impetus f or its f ormati on.
7 An Ana ly si s o n t h e N uclear P o st ur e Rev iew o f t he O bam a Ad ini m st r at i on
by Zhang Jin r ong & Zhan Jiaf eng
Af ter much def erring , the Obama Admini stration f inally made public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 NPR) on 6
April, 2010. This report to a certain extent, i s a revision of the NPRs of the Cli nton and George W. Bush Ad
ministrations. It not only revises the j udgment on the bigg est threat, but also l imi ts the sphere of the employ
ment of nucl ear weapons and makes a commitment on not developing new types of nuclear weapon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new NPR embodies the i dea of a Non Nucl ear World. However, since the US has not
changed the g oal of pursuing nulear superiori ty and even world hegemony , there has been no f undamental
change i n US nulear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 Kev in Rudd s Asi a P aci f i c C om m uni t y
by To hai Liou
In June 2008, Australian Pri me Minister Kevi n Rudd called f or the establi shment of an Asian Pacif ic Commu
nity ( APC) by 2020. His proposal has immedi ately brought about a heated di scuss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ustrali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ends f irst to elucidate the backg round of the Kevi n Rudd s Asi an Pacif i c
Community i nitiative and answ er some questi ons raised by the cri tics, then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ma
terializati on of the proposal by examining responses f rom its neighours such as ASEAN, India,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he outside maj or power, the Uni ted States.
20 L ee M y ung ba k Go v ernm ent s P o li cy C han ge t ow ar d DP RK
by Xuan Y ujing
Af ter the Korean War, successiv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s have viewed the reuni f 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
i nsula a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have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dif f erent pol ices and measur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Kim Dae j ung in 2000,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held the f irst summit meeting ,
and published the June 15 Decl aration , which showed the epoch maki ng progress of inter Korean relation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 the Roh Moo hy un g overnment, through economi c cooperation, f urther promoted
South North relati ons. But af ter Lee Myung bak took of f ice,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dopted totally
dif f erent polices to DPRK as contrasted to the Sunshine Policy , that i s, the nuclear f ree, open, 3000
tough poli cy.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nce again f ell into a state of hosti lity .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analy sis of L ee Myung bak admi nistration s North Korea policy i 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Korean Peni nsula i ssue and even the issue of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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