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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混合运用了强硬与怀柔的方式，也就是以能动性的外交手段来积极地

展示了中国强势的国力与明显上升的国际地位。此论文是分析了在2008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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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论文包括了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之间发生的海

洋领土纷争的内容，以及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外因素、促动的原因与临

界点。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研究东海纷争与南海纷争来考察中国外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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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美国次贷危机已转化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给世界及

中国带来了总体上的变化。首先在美国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崩溃, 几乎所有

类型的金融机构都难以幸免。有一部分先国家的证券市场爆跌至30%到50%，

新兴国家接连申请了IMF救济金融等，发生这样的大恐慌之后由于最坏的金融

与各种复合的危机放慢了世界的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只有中国没有完

全编入世界金融体制，维持了9%的经济成长率。并且以4800亿美金为先进国

家缓解了减少输出的冲击，这似乎中国终于表现出了一直以来强调的‘负责

人的大国’的面貌1。 

 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得以提升，中国

好像把一向强调的‘和平崛起’放在了脑后。中国积极地以强大的国力与上

升的国际地位来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了攻势性的外交手段，且为了自国的利

益不惜与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在2009年哥本哈根举办的气候变化会议当中中

国以倔强的协商态度受到了媒体的注目以及批判。在2010年因美国对台湾买

卖武器的事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飞速“冷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顾

虑。可是，最使国际社会再次“害怕”中国的还是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纷

争有关。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发生的领土纷争当中，中国露出强硬性态度

使在国际社会再一次扩散出‘中国威胁论’顾虑2。 

就像上述，有些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越

来越强硬，中国更多地强化自主主张，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进一步膨胀。

因此，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在使用“攻势性（aggressive）”与“断然性

（assertive）”来叙述中国的外交形态。另一些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其对外行为必然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同时，中国得到今天的发展和

                                                                 
1
赵荣头（音译）“世界金融危机发生过程及影响，”Posco经营研究所，2008 

2
金材澈.“中国的攻势性外交政策,”[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8卷 第4号,冬季79号.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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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对外开放与加入国际体系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在实现国家利

益的同时，目标在于更多地兼顾国际利益，在国际社会中负责地发挥作用。 

那么，到底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有了哪些变化使学界对中国的外交意见

相异呢？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中国一直以来对主权以及领土的问题上

都表现出了断然的立场
3
。因此，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领土纷争

当中表现出攻势性外交形态的主张是需要在多方面的分析与检讨的问题。为

了分析与检讨此项问题，本论文研究了国际情势的变化、影响外交政策的国

内外要素、第5代习近平体制的课题、促动中国攻势性外交的因素、所有成为

争论等。并且本论文以三个标准察看了中国的攻势性外交；第一中国是否在

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上有变动、第二追求利益中中国的意志与能力有没有得

到提升、最后中国为了追求利益是否宁可接受冲突与对峙。 

通过研究发现，在 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交在各个

领域及事例当中适当地混合运用了强硬与怀柔的方式，也就是以能动性的外

交手段来积极地展示了中国强势的国力与明显上升的国际地位。总而言这，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大体来说是没有变化的。中国最近的‘断然’没有表现

在‘主导性与计划性’上，更多是在‘反应性’上。 尤其是中国在对应领土

与领海问题的过程中制定了新的政策，中国的‘断然’是把强硬与宽大分别

适当的使用在各个领域、情况与时机，表现出的是具有能动性与灵活性的外

交。因此，中国‘断然的’外交不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有了变化，而是

在对应国内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上的变化。  

 

 

 

 

 

                                                                 
3
金材澈.“中国的攻势性外交政策,”[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8卷 第4号,冬季79号.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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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行研究与研究方法 

 

关于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领土纷争的研究，正在以多种观

点进行分析。首先，成为人们争议的对于最近中国‘断然的’外交手段，以

实证性研究分析著称的著名教授Fravel比较了东西方围绕中国的不同立场，

并表示东西方双方存在着立场上的差异。他指出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强硬外

交方式是因为强大的国力与国际上地位的上升，使民族主义在外交方面强烈

的表露出来4。反面，中国国内表示这是为了维持‘核心利益’，并在国际社会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这里丝毫不存在任何追求霸权的意愿。 

王逸舟教授也讲到了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有不同于中国本

土学者的部分。国外比较注意材料的收集和对已有成果的引述, 讨论的专题

数量更多、也更细致。中国学者比较敏感和讳言的某些领域恰恰成为外国学

者兴致最大、成效显著的方面。当国外学者剪裁并非第一手的材料时, 多带

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异域文化的误解。因此，西方专家无法深刻体察中国外

交全过程的动态性、复杂性与进步感受5。 

 围绕着中国‘断然的’外交存在着多种立场上的差异，因此，怎样去

定义中国‘断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课题。对此，Fravel教授把‘断

然的’定义为“纷争或是为了在现状态的变更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主张

最近在领土纷争中看到的中国外交其实与之前没有太大的不同。这是中国为

了正常对应纷争国，属于维持现状的外交战略，不能看作中国变得更加强硬6。 

 金材澈教授对最近中国表现出的‘攻势性’外交政策，定义为‘积极

                                                                 
4
Taylor Fravel.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3 (2011), pp 292-319  
5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

期 
6
Taylor Fravel.“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mpetition over Maritime Rights.” Patrick M. Cronin et Al.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o

utheast Asi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p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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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硬’的外交政策。教授指出要是想正确的判断中国‘攻势性’的变化，

第一要查看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否在扩张并有没有更为明确的表露出来，第二

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志与能力有没有提升，最后要查看有没有宁愿承受对他国

的冲突与对峙的意志
7
。 

 赵英男教授则对此解释为中国正处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渡期中，而且

中国最近的‘断然’没有表现在‘主导性与计划性’上，更多是在‘反应性’

上，所以认为应再观察一段时间。并强调，中国在对应领土与领海问题的过

程中制定了新的政策，中国的‘断然’是把强硬与宽大分别适当的使用在各

个领域、情况与时机，表现出的是具有能动性与灵活性的外交。他总结到在

充分考虑所有的情况，中国‘断然的’外交不是因这政策上的变化而是在对

应国内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上的变化8。 

 撒母耳·金在解释中国对外政策的过程中，说道中国对外政策是通过

外部存在的条件而受到影响，并且这可以在自身的认知、自身的利益、互相

信任的过程当中产生变化9。因此，想要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首先要

在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相互作用层面上去全面地理解。本论文参考了撒母

耳·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概念，以联接理论的观点察看了2008年下半期世界

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断然’的中国外交形态。 

 本论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国际

情势与中国的现状，通过这些资料来察看中国的外交是否表现出了与之前不

同的攻势性形态。第二部分是事例的研究，更为具体的去分析纷争的内容与

影响，以实证来考察最近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上发生的所有领土纷争的历

史。在这一部分，主要的目标是研究2008年下半期以后中国外交形态的变化。

为了更为准确地分析，把所有的事例分成了两个时期进行了比较。第一个时

                                                                 
7
金材澈.“中国的攻势性外交政策,”[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8卷 第4号,冬季79号.pp3

2-33 
8
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 2013, pp 221-256 
9
Samuel S. Kim,“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Kim e

d., op cit,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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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从纷争的开始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之前，第二个时期是从2008年下半期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到最近2012年。这里仔细的研究了在各个时期发生的武力

冲突以及外交纠纷等纷争事例。研究过程当中将要察看相互渗透及相互影响

对中国的外交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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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外交政策 

 

3．1.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迁 

 

 1953年，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从此中国

外交就采用了这五项原则为外交政策基本。在这里内含着“我们没有干涉你

们的意思，希望你们同样也不要干涉我们”。19世纪中国对于领土分割有着惨

痛的历史背景，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与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

当中也渗透着这样防守式的对外理念。 

 之前1979年12月中国共产党11期三中全会当中，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

展与现代化为最先目标的宣言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出现了在对外政策

路线的转变，改为适用于这目标的实用主义。这让中国外交比起意识形态更

加强调了国家利益，比起军事力量更加着重研发科学技术、强化经济实力。

这其实就是‘隐藏才能不去外露，壮大国内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之中心’，

邓小平曾经提出的韬光养晦时期。步入80年代后，中国外交脱离了美苏中心

的外交方式，以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终于迈出了变化的第一步，并且中国开

始努力的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是为了防止美国在亚洲地区施行他们

的霸权拦阻中国的发展，均衡退化美国的强大力量。9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

具体化到了对强国、周边国、多者外交等的细分化，中国利用这样的外交战

略最小化了与世界强国之间的矛盾，维持了相互安定性的关系并得到了一定

的实际成果。 特别是在1997年，从江泽民提出的大国责任论中可以看出中国

极其注重互相依靠与对于中国国力的测量。2000年之后，中国依然维持了八

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所树立的外交政策，强国外交、周边国外交、多者外交等。

同时，虽然强调了和平崛起，‘和平跃升’的外交战略，但当时中国威胁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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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让中国把名称正式更改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
10
。 

 通过中国外交政策的变迁可以得知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了国内外因

素的影响。最大的国内因素影响应该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当

中经历了多次的统治危机。比如，70年代思想的左倾化与党内斗争、文化大

革命产生的种种问题、1989年天安门事件、继承政权的问题、2000以后社会

基层的急速分化、两极化问题、腐败等问题，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都大大地动

摇了共产党体制的正当性。为此，中国共产党为了让自身的统治得到合法性，

做了很多的尝试，也正是这样的尝试大大的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的外交政策总共经历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

期，中国在1949年之前最为重视的事意识形态，以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的

开发战略，遇到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大灾难，与别的国家相比较表现出的较低

的经济成长率。并且以反帝国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目标，支持了亚洲、非洲

以及拉美的革命势力，在对外关系上陷于孤立的状态。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初，

中国在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仍与周边国家存

在着距离。邓小平在认知到中国这样的情形，为了经济发展无条件的展开了

友好政策，并使用了实用主义的外交战略。中国指导部最终同这样的外交手

段牵制了美日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还以发挥中国的影响力

解决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问题完成‘一个中国’为最终的目标。 

 第二次变化是指通过1989年天安门事变与1991年苏联联邦的解体，造

成的中国国内新的危机。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化示威中发生流血镇压后，引

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并且苏联联邦的解体之后，因为

国际社会不断地对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化问题提出质疑，中国陷入了困境当中。

中国的问题在于为了达成国家的目标，不能够正面地对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社

会主义政权施加的压力。因此，邓小平强调需要维持慎重的对外政策，并提

出‘四不政策’决定采用防守与被动的对外政策。中国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

                                                                 
10
韩石希（音译）[胡锦涛时代中国的对外关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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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表现出了极为积极地态度。其结果，在九十年代改善了之前有敌对

冲突的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语韩国的关系。 

 第三阶段包括了从九十年代后期到胡锦涛时期，甚至一直到现在。这

一阶段也是中国外交过渡期混乱的时期。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外交处于转型

时期, 中国外交决策需要缜密思考和战略谋划, 否则, 中国国家利益会受到

损害。中国需要重视和利用中国外交的周期性特征, 处理好中国外交转型过

程中的一系列问题11。中国对外政策受到国内外很大的影响，一般带有强烈的

连续性，有着不轻易改变的特征。这是因为对外政策会在国际情势与主要强

大国家政策的变化中，也许让中国共产党产生不可控制的情形12。因此，中国

的对外政策在九十年之后都没有过太大的变动。中国在成就了耀眼的经济成

长、增强了国力、国际地位的到了提升之后，仍没有改变他们的对外政策。

于是，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多种争论。下面开始察看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

争论的内容。 

 

3.2.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论争 

 

 最近中国的攻势性外交形态的凸显，国内外很多学者再一次关注了中

国外交政策。特别对于中国身份的争论，很多学者出现了分歧。中国一向认

为自身是强大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但国际舆论却与中国持不同意见。因为中

国的发展速度太快，国际社会自然地认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表面现象，却忽略

了很多中国社会性问题。中国虽然经济得到了飞速成长、实现了军现代化，

但极甚的贫富之差与政府的腐败等，在中国内部发生的各种社会性问题来看，

与别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现经历的这身份问题，对外交形态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往往表现出了回避强大国家的责任，却

在环境与资源问题上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得取了自身的利益。‘甜吞吐苦’的

                                                                 
11
刘胜湘.“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 

12
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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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指责并难以得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赖。因此，

在中国国内也对自身身份的问题上不断地进行着争论。 

 另一个争论是中国所主张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的问题有关。中国对

外政策的制定一直以来是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与目标为基础，所以在中国表现

出攻势性外交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上是否

产生了变动。对此，戴秉国指出在三大核心利益上与之前没有变动，还是以

维持中国基本制度，保护国家安保、领土及主权，经济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

为核心13。中国所规定的核心利益范围中，包括的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新疆自

治区与台湾，但从戴秉国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明确的说明对领土的范

围，并非公式性的把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纷争也包括在内，表现出不断的

对核心利益的扩张。 

 中国之所以把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争端地区，非公式性的主张是核心

利益，是因为中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强硬的舆论。反面，中国不明确的

公式化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原因在于之后所要承担的责任。公式化之后，

一旦纷争国挑衅中国的领土时，中国共产党则不惜一切代价有义务去保护领

土。以国内安定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公式化是一件极为冒险的决定。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维持这样不明确的立场。 

 虽然在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上没有很大的变动，但是在追求中国的利

益上中国表现出了与之前相比不同的意志与能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在很多的领域中都发挥了中国增强的国力与上升的国际地位。特别在领

土纷争中，中国以动员武力与经济力来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在之前强调和平

发展、协和世界的中国外交上有着不一致的一面。并且中国在追求利益上，

表现出宁可承受与其它国家的对峙与冲突。  

 

   

                                                                 
13
中国新闻社.“首轮中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20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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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中国攻势性外交的背景及原因 

 

4.1. 2008年之后中国与国际情势的变化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现了变化。首先，因金融危机之后美

国相对性的衰退，使中国的发展更为凸显了，且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

作用。过去遵守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垂直性国际上的秩序，但在金融危

机之后BRICS等新兴市场国的飞速发展表现出了平行扩散的一面。随着被金融

危机受到损失的国家越来越多，他们意识到只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力量是无

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同意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也能够共同参与解决。随后，召开了由先进及新兴的主要20个国家组成的G20

峰会，这成为了国际政治与经济变化的分歧点。二十国集团是在国际金融危

机中应运而生的, 它涵盖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主要大国, 其中新兴和发展中

国家占了一半。这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强烈的发表自己的主张。 

  

4.2. 对美关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金融

危机使美国衰减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上升更受到了

人们的瞩目。两国国力差距的拉近，使中国对美政策上的变化也构成了很大

的影响。一直以来中国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使用了较柔和的外交政策安定了

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中国也渐渐地向美国开始展开了以积极的攻势性外交

政策，甚至批判了美国霸权主义行为。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强烈地主

张了在国际金融机构与国家通化体制上的改革，为了衰减美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在之前美国对台湾买卖武器时，采用了暂时与美国中断在军事交流的方

式，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以极其攻势性的态度指责了美国并暂定性的中

断了在军事上的交流，甚至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官访问中国。中国这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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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之前不同的攻势性外交，在Google事态与“货币问题”中国也能够发现。

对此，美国与中国一方面深深地感到了相互协力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却表

现出了把竞争与冲突表面化的倾向。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卖武器给台

湾的问题、接见西藏达赖拉嘛与人权问题、南中国海航海权问题、天安舰延

坪岛事件当中中美之间的竞争、为了制止叙利亚中国反对UN安保利决定事件

等，中国与美国在很多议题与领域中发生了冲突。 

 

4.3. 第5代领导 

 

2008年，国际社会在上升的国际地位与强大的国力上认可了中国。对此，中

国对外政策更加成为了人们争论的对象，特别在同一时期领导人全面的交替

使争论达到了最高潮。中国的对外政策在遇到危机时表现出了很大的变化，

国内危机与国际情势的变化也给中国在对外战略上带来了很大的变数。那么，

中国所认知的在习近平时代将要遭遇的危机，成为了在对外政策当中起到重

要作用的因素。 

 中国GDP一直到2011年年均在10%以上，到了2012年却跌落到了7%。随

着世界经济的停滞，中国的出口量也开始大幅下滑。中国习近平国家主席指

出中国不仅要在高速发展上努力，还要解决很多国内的问题健康均衡的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不再集中在高生长上，更多的是为了国内的安定并努力维持

现有的生长。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就像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一样，社会处处

都出现了很大的‘后遗症’。比如，产业高度化政策、劳动力不足、扩大了贫

富之差、因为官僚主义在行政上的非效率与政府的腐败等，周多社会的内部

性问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受到指责的对象。 

 特别是因为权力集中性的体制在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乱用权力与政府腐

败，成为了习近平体制的最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与腐败争战，但

没有出现很大的进展。通过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可以看出权力集中的体制当

中出现的乱用权力与腐败的问题有多严重。共产党内的乱用权力与腐败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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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使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统治提出了质疑。这也是习近

平政府需要去解决的重要问题。 

 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领土纷争当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日本之间

都发生了冲突，并美国回归亚洲的政策牵制着中国。在领土纷争中国表现出

的攻势性外交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问题

的谴责，并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是否出现变动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

下，中国是否为了平息扩散的‘中国威胁论’与国内社会性问题在外交形态

上做出改变，或仍然维持现在断然的外交方式在外交政策的整体上做出变动，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 

 

4.4. 原因 

 

中国近期外交主张表现得更加自主和公开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改革和开放解放了被旧

体制束缚和压抑的生产力，促使中国的硬实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

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则达到34.0507万亿

元人民币14。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5亿美元，到2009年底已达2.3992万

亿美元
15
，稳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

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像中国这样持续30年以如此高的增长率

发展是史无前例的。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第二，

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中国对外行为的实

践而广泛传播，影响持续扩大。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奠定了中国的大国自信。

                                                                 
14
国家统计局: 《关于2009 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数据修订的公告》， 

2010 年7 月2 日 
15
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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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实力增添了国家自信的基础，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文化

软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凝聚力和感召力16。 

在领土纷争中，中国出现的攻势性的外交形态的原因是中国强烈的民

族主义与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行为者的影响。总而言之，国际情势

的变化、中国国内外因素的出现、中国新上台的行为者成为了促动中国攻势

性外交的主要原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力提升，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的自

信，因此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这样的自信心与民族主义情绪，

通过媒体的多种方式表露了出来。2012年中国第5代领导人上台与领土纷争交

错在了一个时期，使中国政府只好接受一部分舆论，这也给外交形态带来了

一定的影响。民族主义在过去使用为统治的道具，而现在以发达的网络与国

际上的纷争中国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发性集结力。最近出现的民族主义还

与过去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快速的扩散力与强烈的暴力性。中国政府为了对

此加以控制，向纷争国进行了军事性威胁并施加压力的程度越来越大。这在

事例研究中可以发现。 

 不仅强烈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最近中国促动攻势性外交的原因，在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新的行为者上台也成为了主要的原因。以官僚政治模式的立场，

主张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表现出的攻势性外交是‘权威主义

解体’的结果。在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与过去以指导者为中心的方式不

同的是现在出现了很多对外交政策决定的行为者。特别是像领土纷争这样能

够引起民众关注的事案与有很大外部影响的事案，在国家机关内很难调整政

策，其结果有可能以多种形态来出现，就像最近出现的攻势性外交一样。 

  

 

 

                                                                 
16
陈岳. “当前中国外交的新走向和新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Vol. 51. No. 

3, 20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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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例研究：东中国海纷争 

 

5．1. 纷争历史及内容 

 

 钓鱼岛是位于中国钓鱼岛列岛的主岛，中国、日本与台湾为纷争的当

事国各自主张了岛屿的拥有权。中国为钓鱼岛、日本则称呼为鱼钓岛、台湾

为钓鱼臺，各自以自有的名称来主张领土。鱼钓岛以5个火山岛与３个突出的

岛礁组成，总面积为７km²的无人岛。鱼钓岛是在1895年清日战争中转变为日

本领土的岛屿，并在1951年9月8日美日强化条约时日本把这岛屿转让给了美

国，但20年后的1971年6月17日，美国在美日冲绳协约中又重新返还给了日本，

现由日本政府管辖17。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纷争不仅是对钓鱼岛－鱼钓岛的带有战略性、经

济性价值的争议，同时也表现出了两国之间的互相不满与由于国势变化造成

的纷争深化。一直以来因为国际关系的（美国）影响以及经济方面相互依存

等原因抑制了两国之间的冲突。但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正式宣布鱼钓岛的国

有化之后，受到了中国强烈的反驳与对峙，从此两国之间的纷争到了极致。 

在鱼钓岛纷争的内容当中，日本主张1884年日本政府首先确认了鱼钓岛

是一个无主地的事实之后，在1884年1月14日正式的把其编入到了冲绳县管辖

内。日本主张在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政府在返还了台湾与澎湖诸岛之后，美

国依然把这些群岛纳入到冲绳县来管辖，说明这些群岛不属于台湾而是在琉

球制度下的附属岛屿。1972年冲绳县由美国返还到日本的时候，这些群岛与

琉球制度一起返还到了日本所以鱼钓岛无疑是日本领土18。 

以上日本政府的主张中国开始强烈的反驳，中国主张早在1863年制定的

地图（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中已经把这纷争地域纳入到了福建省附属的钓鱼

岛群岛，所以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认为在1895年清日战争中，日本帝国

                                                                 
17
韩国国防研究院网站 

18
 《关于尖阁诸岛的基本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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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主地的名份把岛屿编入日本领土的本来就是不合法的举动，所以应当看

作无效。日本所主张的关于旧金山条约的内容当中，中国国民以及中国人民

共和国的有关人士没有得到任何邀请，所以中国不能够承认美国与日本对于

群岛的占领
19
。 

 

5.2. 2008年之前纷争分析 

 

 1972年5月，在冲绳县回归日本的时候鱼钓岛也一起编入到了日本所管

辖的领土之内。之后，关于岛屿所有权纷争的外交方面的冲突以及中国、台

湾、香港等地的强烈抗议开始日益俱增。在日本国有化事件之前，中国国民

的抗议示威先后发生在1978年、1988年、1996年。这些都是针对抨击关于岛

屿的日本拥有权的示威，在1996年9月一名香港市民在示威中溺死在了鱼钓岛

附近，1998年6月香港一艘反对日本的船只因受到日本海洋警卫队的制止沉陷

在了鱼钓岛中20。 

 并且在1992年2月，中国政府因得到中国军部的强烈提议重新划分了中

国的领海与制定了全新的领海法。这导致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同时引起了两

国之间外交方面的极大冲突。在新的领海法中，记录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

土构成是中国本土与台湾、钓鱼岛－琉球制度、彭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

群岛、南沙群岛以及所有近海的岛屿，并且还指定如有外国船舶违反中国海

域法与规定的明确根据时赋予紧急越境追赶权21。紧急越境追赶权带有可使用

武力的法律根据，这也打开了纷争深化的更大余地。日本认为在日本实际统

治下的鱼钓岛被纳入中国领海并以法律来制定是侵害主权的行为。通过中国

政府正式的制定领海法出现了更多纷争的要素。 

                                                                 
19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 中文版. 人民出版社. 2012. 

20
韩国国防研究院 World War Watch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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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1995年6月与1996年10月中国政府的独断性行为
22
使两国的外交

出现了裂痕。但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努力经济开发，注重中日友好关系与整顿

地域安定的时期，中国不得不考虑调整纷争的强度。2001年，中国与韩国、

日本、越南制定双边海洋资源协定的纷争当中，表现出了和平解决的政策转

变
23
。这样的外交手段虽然在短期内会出现一定的渔业的损失及在拥有权纷争

当中的劣势，但中国政府判断在长期来看不管是在经济利益或是战略性外交

上都能够有所期待。中国政策的转变使中国与日本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可

以看出2001年一直到2009两国对于鱼钓岛的纷争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冲突。 

 但是在2007年，中国改变了关于鱼钓岛的主张。中国一直以来主张鱼

钓岛不属于琉球，而属于台湾附属岛屿日本应返还鱼钓岛。进入2007年时中

国却承认了鱼钓岛不是台湾附属岛屿而是属于琉球的岛屿。中国新的主张使

日本更加惊慌失措。那是因为中国认为琉球国在过去是属于中国的附属国，

因此日本非法占领了整个琉球群岛
24
。中国以承认日本的主张，想要得到不仅

鱼钓岛而整个琉球的拥有权。这也是以后引发日本国有化事件的原因之一。 

 

5.3. 2008年之后纷争分析 

 

2010年9月7日，在鱼钓岛附近的海上，日本海洋保安厅的巡逻船艇逮

捕了中国渔船，这事件使两国重新引起纷争25。中国对于渔船被逮捕的事件作

出了回应，中国单方面的延期了开发天然气站条约的签订，并且向驻中国的

日本大使表明了中国的抗议立场。日本政府试图之拘留渔船的船长释放其他

的14名船员，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要求马上释放所有船员，同时以

                                                                 
22
1995年6月中国的2架空军飞机在东海海域上出现，日本自卫队的F-15紧急出动。且1

996年10月中国再次在东海的西北部进行了军事训练，刺激日本。 
23
韩国国防研究院 

24
人民日报 2012. 7. 12~7. 25 

25
The Hankyoreh News “领土纷争，在鱼钓岛列岛对峙” 2010.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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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出口稀土更加压迫了日本政府
26
。结果日本释放了渔船的船长，但因此事

件两国之间的关系再一次进入了僵局，这也表现出了在两国对领土问题上基

本认识上的区别。特别在中国控制日本稀土出口的对应方式，被认为是以资

源武器化的具有极大威力的战略性外交方式。 

 逮捕事件的发生是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更加沸腾。日本的巡逻艇逮捕

中国渔船还不到十日，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纷纷出现了反对日本的示

威27。其实，在2005年日本在安保理上任委的出马就在中国引起了反对的示威。

反日示威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惊人的速度的扩散，这是因为与日本的领土纷争、

歪曲历史与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日本挑动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中国政

府对一部分的示威保持了沉默，相反也支持了一部分的示威，比较起来在示

威的规模逐渐扩大并快速扩散时，中国政府往往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来加以控

制28。这是为了避免反日情绪加剧的民族主义以示威方式的表露，变质为过去

五四运动的反政府示威的可能性
29
。 

 强烈的民族主义不仅在中国出现，在日本也表露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

于是，对于鱼钓岛的领域权，中国、日本、台湾的各个指导层的立场表明也

更加强烈起来。同时，为了解决领域权问题也曾纷纷做出了外交方面的努力，

但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这是因为在领域权的主张当中，中国与日本都采取

了全面性对应的方式。实际上，两国都改变了以往的以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与

示威为主的对应，而两国都采取了更加具备组织与战略的方式来对应。在日

本，正式进行了对于鱼钓岛列岛内39个无人岛的起名30，并把鱼钓岛周边的岛

屿登记为日本的国有财产31。中国也不断的在鱼钓岛周围进行巡查，甚至动用

                                                                 
26
韩国经济 “中，对日全面停止出口稀土” 2010. 9. 23 

27
今日亚洲 “中， 反日示威的扩散，…’日，离开钓鱼岛！’” 2010. 9. 18 

28
赵英男. “改革期中国民族主义与对外关系：对现存论仪的批判性检讨” [韩国社

会科学]第24卷， 2002, pp 183-188. 
29
James Miles, “Chinese Nationalism,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Survi

val Vol. 42. 
30
共同通信社新闻 “日, 为了强化 EEZ， 对39个无人岛起了名” 2012. 3. 3 

31
共同通信社新闻 “日, 对鱼钓岛周边的岛进行‘国有化’” 2012. 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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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机为了打破日本对岛屿的实效性统治。并且，日本开始给鱼钓岛起名的

时候，中国也以中国式名称在外交部与国家海洋国网站上发布，做出了对于

日本政府的对应
32
。 

 2012年7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鱼钓岛的国有化的方针。对此，中

国在翌日即公布了‘坚决不允许中国神圣的领土钓鱼岛的买卖’，并在7月10

日在东中国海进行的实弹训练，表现出了中国强烈反对的立场33。两国的各个

媒体报道了关于鱼钓岛的一举一动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纷争。尽管中国强烈的

反对，7月31日日本政府提出了鱼钓岛的买卖价20亿日元，并与驻屯美国海军

实施了在岛屿受到攻击时模拟联合登陆训练来激发中国34。9月3日，日本政府

以20亿5千万日元协议买入了鱼钓岛，并在9月11日结束了关于鱼钓岛国有化

的所有程序。 

 向日本感到愤怒的中国国内强硬舆论，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更加具有攻

势的对应。随后在中国25个城市纷纷发生了反日示威，8月20日开始到9月17

日城市快速增加到80个，19日便增至 120个城市35。并且9月15日在北京的一

次示威中，发生了示威队试图闯入日本大使馆的紧急情况36。反日示威出现了

暴力倾向之后，在中国国内的日本企业与工厂均受到了示威队的破坏与袭击。

世界各个媒体也开始更加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反日示威事件，报道了中国越演

越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考虑到示威规模超出了控制范围，即动员了

公安队来镇压，在19日示威城市就减至5个。中国在镇压示威的同时，在鱼钓

到海域派出了大规模的巡视听展示了他们的强大武力。这是意识到越来越强

大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国内强硬的舆论而采取的行动。 

 

 

                                                                 
32
每日经济 “中日各自给鱼钓岛列岛周边的无人岛起名” 2012. 3. 4 

33
YTN 新闻 “中对日本鱼钓岛列岛的国有化发表抗拒” 2012. 7. 9 

34
周刊东亚 “日美，上岸训练， 日本自卫队要建水兵？” 2012. 8. 27 

35
每日经济, “中国 9.18 国耻日， 在100多城市发生反日示威” 2012. 9. 18 

36
SBS新闻, “中国, 大规模反日示威…试图进入日本大使馆” 2012.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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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小结论 

 

最近接连出现的鱼钓岛事件，明显的证明了中国以世界第二的经济实

力不断地扩充在军事方面的力量，最终与美国齐并成为了G2,大大地提高了中

国的位相，反面比起中国日本却慢慢地走向下坡。东亚国家看到连亚洲最为

强势的日本都避免不了与中国在领域权上的争端，评价再没有能够抵挡中国

独自领先的任何手段，表现出了对中国过于强势的顾虑。在这样进退两难的

局势，日本选择了与美国结盟强化与中国的对峙，中国则综合运用行政、外

交和经济等手段，并以军事力量的后援，让东中国海的争端达到了最高潮。 

 以此事件国际社会更加确定了，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甚至动员资源

武器化的外交战略来实施强硬的外交方式。在东中国海的争端中，中国表现

出的攻势性态度是由于中国正处在交替政权，并国力增强之后中国国民所产

生的自豪感的原因。确切地说，中国为了安定对内问题在对外问题上只有表

现出攻势性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其间一直强调了‘一个中国’的口号，来

教育与推广思想教育与爱国主义。‘一个中国’这一口号对于多民族、多文

化的国家中国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统治工具，也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定的核

心利益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所以日本在鱼钓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民众必然性

的产生了愤怒，而中国政府为了安定民心表现出了攻势性的态度。中国外交

另一个受到过于攻势性指责的原因，就是在2010年禁止日本出口稀土类的措

施。在2008年之前在东中国海的纷争当中，中国采用的是民众的示威与军事

性对峙，但最近纷争的领域扩散到了经济以及军事性冲突，对此国际社会顾

虑两国的争端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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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南中国海 

 

资料来源: Security Dialogue vol. 31, no. 3, Sept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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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例研究：南中国海纷争 

 

6.1. 纷争历史及内容 

 

南中国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北边是中国海南岛与台湾，西边是越

南，东边是菲律宾群岛，南边为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沿岸国家所环绕的陆

缘海，总面积有230万平方公里到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280多个无人居

住的小岛、礁湖和岩礁等构成的四个群岛，分别为南沙群岛 (Spartly Islan

ds)、西沙群岛(Paracel Islands)、中沙群岛(Macdesfeild Bank)、东沙群

岛(Pratas Islands)。南中国海是亚洲的中央海域，也是世界主要的海运交

通要道之一，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大国的重要海上贸易生命线，

这些国家的80%以上的石油都通往南中国海。除了地缘政治上的价值以外，考

虑到海底所蕴藏的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就能够知道中国为什么要以如此

强硬的方式对应纷争国。南中国海据初步估算海底石油蕴藏量达200亿吨与约

7500平方公里的天然气37。 

 在南中国海的领土纷争当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在

此论文中也主要围绕着这两个群岛仔细观察了中国与纷争国的冲突。南中国

海的纷争当中主要出现的冲突是在岛屿的占有权纷争、海洋管辖权的纷争与

航海的自由等这三个部分。领土纷争一般是在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在南中国

海的纷争当中与以往不同的是与多者之间的冲突。岛屿的拥有权除了印度尼

西亚，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与菲律宾等都在纷争国之内，在

海洋管辖权上印度尼西亚也包括在内。以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海洋管辖权的

问题附属在领土的问题上，所以各个纷争国都纷纷为了多占领一个岛屿而勾

心斗角，哪怕是一个珊瑚礁都不放过。南中国海在2011年，因为美国的介入

                                                                 
37
Independent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U.S. Energy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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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起了关于‘航海的自由’的争论
38
，其争端变得更为复杂。 

 现南沙群岛的各个国家实际占领的情况是中国10个、台湾1个、越南24

个、马来西亚6个、菲律宾7个岛屿，文莱没有占领岛屿。纷争的国家当中现

在中国、台湾、越南三个国家各自主张了在海面上所有岛屿的拥有权，中国、

台湾、菲律宾则主张了在水面下所有地形物的拥有权，其他纷争国家也主张

了对于水域一部分的拥有权。 

 首先在中国的拥有权主张中，中国主张了南沙群岛大部分领域为中国

领土提出了南海九段线(nine dotted line)。根据中国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

在探查之后所制作的地图与中国宣布中国领土的国内法律当中，虽然有提到

九段线但却没有明确的指出界限与法律上的意义，并且因着时间的推移领土

持续性的在扩大，因而受到多个纷争国家的指责。相反，东南亚国家按照UNC

LOS的规定做出了自己的立场，要比中国以历史性的根据与国内法律的主张要

更为充分。 

 关于领土问题与海洋管辖权的主张，中国与东南亚的立场也出现了很

大的分歧。中国主张一般在领土纷争的问题上，应采用纷争的当事国两者之

间互相解决的原则，所以认为东南亚个别国家与中国两者之间去解决。中国

的主张在某种角度上似乎非常妥当，但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中国不单单与东

南亚个别家有争端，而与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纷争，就不免质疑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最为有效。并且，中国两者解决的方式，被认为是中国作为强大国家

占据着更大主动权。反面，东南亚国家却希望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之间去

解决，也就是多者之间的解决方式。这是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只是关

联到东南亚个别国家而关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这也是为了以多个国家来减

小中国强大的力量，缓解中国的优势。 

 

                                                                 
38
希拉里·克林顿在ARF会议上提到，“南中国海领域权纷争国家应该以外交方式来解

决问题。美国虽然不是当事国，但对南中国海上有航海的自由，且对维持和平安保，

以及尊重国际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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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08年之前纷争分析 

 

 南中国海国家之间关于拥有权的冲突，大约在七十年代年就开始出现，

之后冲突的强度越来越大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了最高潮。南中国海的

冲突是在1973年越南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对于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石油勘探

时，中国在1974年全力动员军队以武力夺得了西沙群岛，并编入了中国领土

事件开始的。这事件是在南中国海第一次出现的国家之间的争斗，在当时因

为中国与越南还没有建交，所以一旦出现冲突只能用军事力量强制性的解决。

在这次与越南的战争当中，中国一共有18名战死、67名负伤，有1艘驱逐舰被

击浸，另一艘也同样受到了猛烈攻击。越南则有4名战死、20名负伤、99名失

踪，共出现123名的伤亡人员与2艘驱逐舰受到中国的攻击。中国在海战之后，

配置了守备队并建设了各种通讯设施与飞行跑道等，开始准备了对南中国海

的全面防御工作。随后在1979年，越南与柬埔寨的报复性攻击当中战争虽然

持续了一个月，但中国还是没能抵挡住更熟练于水战的越南只好撤回派遣兵

力，而更加深化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在战争之后中国一直到八十年到末，几

乎每年都派遣兵力到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并建立了多个军事设备等，开始

了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这在表1.中可以发现。 

中国与越南的第二次武力冲突是在1988年南沙群岛的约翰逊暗礁（Joh

nson Reef)上。在这次冲突当中，越南的1艘货船被击浸，另外2艘被击破，

共有70多名伤亡。此后，进入了90年代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更加提升，延续

了之前的对峙39。在这时期主要是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越南之间纷争对峙，

但台湾也曾介入，发生了台湾对越南供应舰的炮击事件。南中国海的冲突不

单单是包括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

土纷争，1998年菲律宾与越南、1999年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也曾发生了海军

与空军的冲突，但在此论文中只研究了与中国之间发生的纷争。 

                                                                 
39
Cheol Jong Ry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Seoul: Samwoo Company, 2006), pp 373-374. 



24 

 

 

表1. 1978年到1989年南中国海日志 

1978年4月 在永兴岛建设了机场跑道 

1979年8月 永兴岛-海南岛之间建立了航空路线 

1980年 在西沙群岛的岛屿设置航标灯等港口设备 

1980年11月 中国空军H-6轰炸机侦察 

1983年5月 中国的海洋探测船探索南沙群岛的最南部 

1984年 中国科学院，在南沙群岛上进行综合性的调查 

1987年10月 中国东海舰队的舰艇，从青岛到南沙群岛的最南部航行 

1987年11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务院决定在西沙群岛上设置观

察所 

1988年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11个岛屿及暗礁实行实际调查 

1988年3月 中国占领南沙群岛上的6个暗礁并区域化 

1988年5月 越南国防长官访问南沙群岛及进行了海空军训练，对此中国要

求越南在南沙群岛撤退 

1989年3月 中国海军，在南沙群岛上建立最前线本部 

 

 

 进入了九十年代，中国在与越南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减少军事上的冲突，

而用外交的方式设法去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在1993年8月，中国与越南进行

了关于西沙群岛除外的领土与领海的会谈，翌年两国签订了以外交的和平解

决方式来努力协商两国之间的纷争。并在1995年11月与1999年12月，中国与

越南先后签订了关于国境与其它纷争解决方案的条约40。其结果，1990年一直

到2000年初中国避免了与越南军事上的冲突。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围绕着南中国海与菲律宾又发生了另外的冲突。

菲律宾在领土纷争当中，一直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在1995年，菲律宾破坏

                                                                 
40
李荣学（音译），“中国攻势性的软式力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原因：以中国南海政策为

中心” [中国研究]，第36卷第1号，2002. Pp 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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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动员海军在美济礁建设的渔船掩蔽所，并在1997年清除了在黄岩岛的

中国领标记还逮捕了22名中国渔夫。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纷争当中还强调了

美国的作用，并支持了督促中国不要在南沙群岛营造紧张状态的美国立场。

菲律宾在提早认知了与中国两国之间很难解决关于拥有权的问题，就把争端

问题提交到了国际裁判所、积极推进了行动规范 (Code of Conduct)的制订

等，希望纷争能够成为国际化。 

 在2002年，为了缓冲对南中国海纷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了《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DOC: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

outh China Sea)41。这是在争端一直持续了10多年后才协商签订的合约。当

事国家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是考虑到更为战略性与实际性的层面上。中国

在1989年天安门事变之后，努力地为了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对东南亚国家做了

很多的外交上的工作。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同样认知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要远

远的超过自身，在领土的纷争当中得取不了任何有利的结果。对于行动宣言

的合约可以在这样的延长线上去理解。行动宣言之后，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性

冲突明显减少，但开始了对资源的共同开发与共同海洋调查等行动。 

 

6．3. 2008年之后纷争分析 

 

 进入两千年代，南中国海的拥有权纷争在个别国家的政权上的发生变

动之后，又重新浮出水面。2002年最终签订的行动宣言在管理层面上，被认

为没能起到有效的作用之后，纷争国家又开始衡量起了自己的利益。并且，

在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当中。

纷争国家相继动员了全面性的方法，开始了对拥有权的强烈主张。中国也在

                                                                 
41
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

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

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26 

 

强烈民族主义的强硬舆论中，以攻势性的对应方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纷争

国家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对于拥有权纷争的暂缓状态，在2007年8月越南的国营石油企业 （Pet

rovietnam）与美国的最大原油企业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签订探查石

油天然气的合约开始再一次被打破
42
。在2008年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

亚、中国等国家再一次提出了关于拥有权的各自主张，这次的纷争与以往不

同的是以更为精辟、更为攻势性的形态来出现。越南在6月对乱射事件与西沙

群岛主权的主张，都拿出了具有历史性及法律性的证据，并且创立了海洋、

岛屿管理局。对此，中国在西沙群岛进行了为了巩固机场设施的工程，这是

部署最新战斗机zen-10，并在岛屿临时建立了新兵训练所让南中国海的纷争

变得更加复杂43。 

 在2009年，南中国海的争端达到了更高潮。3月8日在南中国海一带发

生了一起中国的5艘船舰包围一艘美国非武装观测艇，并加以妨碍与威胁的事

件44。这是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军事性的对

峙。中国以此事件证明了对南中国海主权的确立，并且这也是中国对美国不

要再干涉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一种警告。2007年，英国的一家石油企业BP没

能抵挡住中国施加的压力，撤回了在南中国海纷争地区天然气输送管的建设。

但是，美国的原油企业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却与越南签订了原油天然

气的探查与开发的合约，中国为了制止美国对南中国海纷争的干涉做出了牵

制的行动。 

 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3月18日，菲律宾总统格

洛丽亚·阿罗约在菲律宾领海的制定上，同意签署了把南沙群岛的黄岩岛编

入菲律宾新领海基准线法的制定45。菲律宾政府并宣布，在5月要向UN提交对

专署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审议。中国为了阻止菲律宾的行动，在3月15日中国派
                                                                 
42
联合新闻.“中国‘警告’越南对南中国海上的油站开发”2008. 7. 23 

43
韩国国防研究院 

44
联合新闻.“中美，在南中国海上对峙”2009. 3.19 

45
Newsis, “菲律宾，制定新法案说南沙群岛是自国领土”2009.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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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了最大的渔政船在南中国海、西沙与南沙群岛的周边，强化了中国专署经

济区水域的防哨与海巡，给菲律宾施加了压力46。菲律宾也随即取消了中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的访问，表现出了菲律宾不屈服于中国对他们施加

的压力。菲律宾在宣布了领海基准线法之后，中国开始设立了像国境、海洋

事务局一般的专门机关。这是为了执管关于国境的问题，也是为了集中处理

关于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拥有权的问题。中国动员了最全面的手段包括国

际法，来分析并研究对不被武力所屈服的纷争国。 

 在2010年，中国单方面宣布在西沙群岛与中沙群岛的“禁渔期间”的

行为，这让中国与周边国家产生了冲突。在同一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 ASE

AN Regional Forum)当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在南中国海的

航海的自由的主张，这让中国再一次示意反对美国的发表。在2011年，在越

南的专署经济区水域(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内勘探船缆索被截断

事件，引起了越南的强烈抗议与携带实弹的武力示威，并且纷争当事国与美

国一共7个国家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47。在这一年11月，美国在东亚峰会当中

在一次提出了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深表了国际社会对其的顾虑。 

 经历了长期间争端的中国，在对应领土与领海纷争的过程中自己制定

了新的政策，强烈的劝告纷争国去遵守。2012 年 4月，在黄岩岛中国船舶与

菲律宾海军有过长达几周的对峙，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中国展开了综合性与

具有组织化的对应政策。在应对黄岩岛对峙和钓鱼岛争端的过程中，中国初

步形成了海洋维权的新模式，称之为黄岩岛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以非军事

性对抗为底线，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获得对争议岛

屿及其附近水域的实际管控权。这一模式标志着中国的海洋维权政策正在发

生质变，即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这种变化不是突发性的，而是

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包含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中国应尽快通过顶

                                                                 
46
Michael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

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5. 
47
首尔新闻，“中国南海问题再次点火”201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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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制定海洋战略，整合海上力量，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从两个

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应用经济、军事、外交的所有手段来向纷争国施加了压

力。而且中国国家机关的官员以严重的语调指责了对菲律宾非协助性的行动，

并以控制物品的进口让菲律宾受到了经济上巨大的损失
48
。 

 

表 2. 中菲双方的主要维权手段 

 中国 菲律宾 

外交 抗议；召见大使； 争取

周边国家的支持 

抗议；与美国 2+2 会谈； 

接受日本， 韩国等国家的

援助， 争取东盟等国家的

支持 

行政管理 渔政、海监的行政 

执法与护渔; 

发布“休渔令” 

海岸警卫队、海洋环 

境监测船 

发力斗争  将黄岩岛改名“帕纳塔格

礁” 

经济制裁 香蕉进口、抵制赴 

菲旅游 

 

军事  派出军舰 

民间 黑客 菲侨抗议、黑客 

 

 

 

6．4.小结论 

 

 中国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到后期，对于南中国海的纷争表现出了以动

                                                                 
48
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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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军事力量强化了拥有权的主张，并修整了关联法律与行政体制。但在九十

年代后期到两千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上升，促

使中国采用了以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改善了与纷争国的关系。在南中国海

的纷争当中，可以发现中国虽然之前采用了强硬的外交手段，但是为了达到

国家的目标可以的压制了这样的外交方式，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再

次出现。 

 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以回归亚洲的政策来给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对

东亚的关注政策，让一部分东南亚国家以美国为后盾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态

度。对此，中国考虑到在内部越来越强烈的舆论与政权的交替，在2012年不

得不反应出敏感的态度。所有前面所提到的因素都起到了上升的作用，在两

千年代后期对于南中国海的冲突达到了最高潮。在这样的背景当中，2009年

初在美国的介入之后，不再是单单东南亚关联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其结

果，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纷争当中，形成了更为紧张的气氛。中国官方对南中

国海问题的强硬性发言与警告，让纷争国家更为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并扩

散了‘中国威胁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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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以上是通过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事例研究，由此可以发现在2008年

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外交形态上变化的中国。中国非正式的不断扩展

核心利益、追求利益时意志与能力在持续上升、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宁可与

别的国家产生冲突与对峙等，围绕着这些中国全新的外交动态可以看出，与

七十年代中国所采用的攻势性外交手段有着非常相似之处。中国所展示出的

攻势性外交方式的背后，包含着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相对性的衰退、中

国国内政权交替当中形成的对内政治保守化、在议决中扩大军部的作用、在

历史中产生的被害心理等，像这样复杂多样的因素被人们所谈论，中国是否

以攻势性的外交形态来制定以后新的外交政策，这很难去断言。但是，在中

国一直持续着攻势性外交形态时，中国一直以来所主张的和平发展与协和世

界似乎就没有了太大的说服力。特别是在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与友好的关系

上，成为了中国外交以后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领土纷争关系到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特别

在模糊不清的国际法问题上、在历史背景当中产生的民族矛盾等问题上，更

是像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争端中在实际利益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变得难上

加难。最近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纷争，说明了现国际体制内实力的转化。

霸权国家美国与日本，就是以东中国海纷争来牵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南中国

海纷争也同样是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结盟，来对应强硬外交的中国。 

 最近对于领土争端，中国斩钉截铁的断然措施与过去完全不同。中国

在领土纷争问题上一向坚持了强硬的态度，但在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为

了达成国家目标克意的克制了自己。2008下半期实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又

重新开始了强硬的外交手段，并且在外交战略上也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动

员所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来全面的、具有组织的去发展。中国以新上

任的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为核心，第五代指导者是‘实用性’的民族

主义者强调了军事力强化。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断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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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与日本等之前的霸权国家毫不萎缩，维持了以中国强硬的外交形态

来对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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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 문 요 약 

 

2008년 세계금융위기 이후 중국의 외교: 

동중국해와 남중국해 분쟁 사례를 중심으로  

 

 

김 현 진  

 

 

 2008 년 하반기 세계금융위기 이후, 중국외교는 강경책과 

온유책을 적절하게 섞어 영역과 사안에 따라 증강된 국력과 상승된 

국제지위를 적극적으로 활용하여 능동적인 외교를 구사하는 모습을 

보인다. 이는 과거 평화와 발전을 강조하며 비교적 방어적이고 온건한 

외교노선을 걸어왔던 것과는 확실히 대조되는 부분으로 중국 외교에 

있어 변화의 조짐을 보여주고 있다. 이 글은 2008 년 하반기 

세계금융위기 이후 중국이 영토분쟁에 있어 보인 공세적 외교행태에 

대한 검토를 시도한 글로서 국제정세의 변화, 중국외교 정책에 영향을 

미친 국내외 요소, 추동요인 및 한계점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또한 최근 

논란이 되고 있는 동중국해 분쟁과 남중국해 분쟁을 관찰하고 이를 통해 

중국의 외교행태가 어떠한 변화를 보이고 있는지에 대해서도 알아보고자 

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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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对 2008 年后中国领土争端的外交分析：  

以东海与南海领土争端为例 

 

金 贤 珍 

 

 

在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交在各个领域及事例当中

适当地混合运用了强硬与怀柔的方式，也就是以能动性的外交手段来积极地

展示了中国强势的国力与明显上升的国际地位。此论文是分析了在2008年下

半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土纷争当中出现的攻势性外交形态。为了明确地分

析，本论文包括了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之间发生的海

洋领土纷争的内容，以及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外因素、促动的原因与临

界点。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研究东海纷争与南海纷争来考察中国外交形

态上出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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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美国次贷危机已转化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给世界及

中国带来了总体上的变化。首先在美国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崩溃, 几乎所有

类型的金融机构都难以幸免。有一部分先国家的证券市场爆跌至30%到50%，

新兴国家接连申请了IMF救济金融等，发生这样的大恐慌之后由于最坏的金融

与各种复合的危机放慢了世界的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只有中国没有完

全编入世界金融体制，维持了9%的经济成长率。并且以4800亿美金为先进国

家缓解了减少输出的冲击，这似乎中国终于表现出了一直以来强调的‘负责

人的大国’的面貌1。 

 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得以提升，中国

好像把一向强调的‘和平崛起’放在了脑后。中国积极地以强大的国力与上

升的国际地位来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了攻势性的外交手段，且为了自国的利

益不惜与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在2009年哥本哈根举办的气候变化会议当中中

国以倔强的协商态度受到了媒体的注目以及批判。在2010年因美国对台湾买

卖武器的事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飞速“冷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顾

虑。可是，最使国际社会再次“害怕”中国的还是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纷

争有关。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发生的领土纷争当中，中国露出强硬性态度

使在国际社会再一次扩散出‘中国威胁论’顾虑2。 

就像上述，有些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越

来越强硬，中国更多地强化自主主张，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进一步膨胀。

因此，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在使用“攻势性（aggressive）”与“断然性

（assertive）”来叙述中国的外交形态。另一些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其对外行为必然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同时，中国得到今天的发展和

                                                                 
1
赵荣头（音译）“世界金融危机发生过程及影响，”Posco经营研究所，2008 

2
金材澈.“中国的攻势性外交政策,”[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8卷 第4号,冬季79号.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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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对外开放与加入国际体系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在实现国家利

益的同时，目标在于更多地兼顾国际利益，在国际社会中负责地发挥作用。 

那么，到底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有了哪些变化使学界对中国的外交意见

相异呢？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中国一直以来对主权以及领土的问题上

都表现出了断然的立场
3
。因此，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领土纷争

当中表现出攻势性外交形态的主张是需要在多方面的分析与检讨的问题。为

了分析与检讨此项问题，本论文研究了国际情势的变化、影响外交政策的国

内外要素、第5代习近平体制的课题、促动中国攻势性外交的因素、所有成为

争论等。并且本论文以三个标准察看了中国的攻势性外交；第一中国是否在

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上有变动、第二追求利益中中国的意志与能力有没有得

到提升、最后中国为了追求利益是否宁可接受冲突与对峙。 

通过研究发现，在 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交在各个

领域及事例当中适当地混合运用了强硬与怀柔的方式，也就是以能动性的外

交手段来积极地展示了中国强势的国力与明显上升的国际地位。总而言这，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大体来说是没有变化的。中国最近的‘断然’没有表现

在‘主导性与计划性’上，更多是在‘反应性’上。 尤其是中国在对应领土

与领海问题的过程中制定了新的政策，中国的‘断然’是把强硬与宽大分别

适当的使用在各个领域、情况与时机，表现出的是具有能动性与灵活性的外

交。因此，中国‘断然的’外交不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有了变化，而是

在对应国内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上的变化。  

 

 

 

 

 

                                                                 
3
金材澈.“中国的攻势性外交政策,”[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8卷 第4号,冬季79号.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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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行研究与研究方法 

 

关于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领土纷争的研究，正在以多种观

点进行分析。首先，成为人们争议的对于最近中国‘断然的’外交手段，以

实证性研究分析著称的著名教授Fravel比较了东西方围绕中国的不同立场，

并表示东西方双方存在着立场上的差异。他指出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强硬外

交方式是因为强大的国力与国际上地位的上升，使民族主义在外交方面强烈

的表露出来4。反面，中国国内表示这是为了维持‘核心利益’，并在国际社会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这里丝毫不存在任何追求霸权的意愿。 

王逸舟教授也讲到了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有不同于中国本

土学者的部分。国外比较注意材料的收集和对已有成果的引述, 讨论的专题

数量更多、也更细致。中国学者比较敏感和讳言的某些领域恰恰成为外国学

者兴致最大、成效显著的方面。当国外学者剪裁并非第一手的材料时, 多带

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异域文化的误解。因此，西方专家无法深刻体察中国外

交全过程的动态性、复杂性与进步感受5。 

 围绕着中国‘断然的’外交存在着多种立场上的差异，因此，怎样去

定义中国‘断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课题。对此，Fravel教授把‘断

然的’定义为“纷争或是为了在现状态的变更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主张

最近在领土纷争中看到的中国外交其实与之前没有太大的不同。这是中国为

了正常对应纷争国，属于维持现状的外交战略，不能看作中国变得更加强硬6。 

 金材澈教授对最近中国表现出的‘攻势性’外交政策，定义为‘积极

                                                                 
4
Taylor Fravel.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3 (2011), pp 292-319  
5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

期 
6
Taylor Fravel.“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mpetition over Maritime Rights.” Patrick M. Cronin et Al.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o

utheast Asi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p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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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硬’的外交政策。教授指出要是想正确的判断中国‘攻势性’的变化，

第一要查看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否在扩张并有没有更为明确的表露出来，第二

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志与能力有没有提升，最后要查看有没有宁愿承受对他国

的冲突与对峙的意志
7
。 

 赵英男教授则对此解释为中国正处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渡期中，而且

中国最近的‘断然’没有表现在‘主导性与计划性’上，更多是在‘反应性’

上，所以认为应再观察一段时间。并强调，中国在对应领土与领海问题的过

程中制定了新的政策，中国的‘断然’是把强硬与宽大分别适当的使用在各

个领域、情况与时机，表现出的是具有能动性与灵活性的外交。他总结到在

充分考虑所有的情况，中国‘断然的’外交不是因这政策上的变化而是在对

应国内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上的变化8。 

 撒母耳·金在解释中国对外政策的过程中，说道中国对外政策是通过

外部存在的条件而受到影响，并且这可以在自身的认知、自身的利益、互相

信任的过程当中产生变化9。因此，想要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首先要

在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相互作用层面上去全面地理解。本论文参考了撒母

耳·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概念，以联接理论的观点察看了2008年下半期世界

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断然’的中国外交形态。 

 本论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国际

情势与中国的现状，通过这些资料来察看中国的外交是否表现出了与之前不

同的攻势性形态。第二部分是事例的研究，更为具体的去分析纷争的内容与

影响，以实证来考察最近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上发生的所有领土纷争的历

史。在这一部分，主要的目标是研究2008年下半期以后中国外交形态的变化。

为了更为准确地分析，把所有的事例分成了两个时期进行了比较。第一个时

                                                                 
7
金材澈.“中国的攻势性外交政策,”[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8卷 第4号,冬季79号.pp3

2-33 
8
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 2013, pp 221-256 
9
Samuel S. Kim,“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Kim e

d., op cit,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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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从纷争的开始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之前，第二个时期是从2008年下半期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到最近2012年。这里仔细的研究了在各个时期发生的武力

冲突以及外交纠纷等纷争事例。研究过程当中将要察看相互渗透及相互影响

对中国的外交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6 

 

3． 中国的外交政策 

 

3．1.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迁 

 

 1953年，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从此中国

外交就采用了这五项原则为外交政策基本。在这里内含着“我们没有干涉你

们的意思，希望你们同样也不要干涉我们”。19世纪中国对于领土分割有着惨

痛的历史背景，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与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

当中也渗透着这样防守式的对外理念。 

 之前1979年12月中国共产党11期三中全会当中，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

展与现代化为最先目标的宣言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出现了在对外政策

路线的转变，改为适用于这目标的实用主义。这让中国外交比起意识形态更

加强调了国家利益，比起军事力量更加着重研发科学技术、强化经济实力。

这其实就是‘隐藏才能不去外露，壮大国内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之中心’，

邓小平曾经提出的韬光养晦时期。步入80年代后，中国外交脱离了美苏中心

的外交方式，以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终于迈出了变化的第一步，并且中国开

始努力的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是为了防止美国在亚洲地区施行他们

的霸权拦阻中国的发展，均衡退化美国的强大力量。9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

具体化到了对强国、周边国、多者外交等的细分化，中国利用这样的外交战

略最小化了与世界强国之间的矛盾，维持了相互安定性的关系并得到了一定

的实际成果。 特别是在1997年，从江泽民提出的大国责任论中可以看出中国

极其注重互相依靠与对于中国国力的测量。2000年之后，中国依然维持了八

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所树立的外交政策，强国外交、周边国外交、多者外交等。

同时，虽然强调了和平崛起，‘和平跃升’的外交战略，但当时中国威胁论的



7 

 

扩散让中国把名称正式更改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
10
。 

 通过中国外交政策的变迁可以得知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了国内外因

素的影响。最大的国内因素影响应该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当

中经历了多次的统治危机。比如，70年代思想的左倾化与党内斗争、文化大

革命产生的种种问题、1989年天安门事件、继承政权的问题、2000以后社会

基层的急速分化、两极化问题、腐败等问题，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都大大地动

摇了共产党体制的正当性。为此，中国共产党为了让自身的统治得到合法性，

做了很多的尝试，也正是这样的尝试大大的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的外交政策总共经历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

期，中国在1949年之前最为重视的事意识形态，以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的

开发战略，遇到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大灾难，与别的国家相比较表现出的较低

的经济成长率。并且以反帝国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目标，支持了亚洲、非洲

以及拉美的革命势力，在对外关系上陷于孤立的状态。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初，

中国在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仍与周边国家存

在着距离。邓小平在认知到中国这样的情形，为了经济发展无条件的展开了

友好政策，并使用了实用主义的外交战略。中国指导部最终同这样的外交手

段牵制了美日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还以发挥中国的影响力

解决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问题完成‘一个中国’为最终的目标。 

 第二次变化是指通过1989年天安门事变与1991年苏联联邦的解体，造

成的中国国内新的危机。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化示威中发生流血镇压后，引

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并且苏联联邦的解体之后，因为

国际社会不断地对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化问题提出质疑，中国陷入了困境当中。

中国的问题在于为了达成国家的目标，不能够正面地对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社

会主义政权施加的压力。因此，邓小平强调需要维持慎重的对外政策，并提

出‘四不政策’决定采用防守与被动的对外政策。中国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

                                                                 
10
韩石希（音译）[胡锦涛时代中国的对外关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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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表现出了极为积极地态度。其结果，在九十年代改善了之前有敌对

冲突的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语韩国的关系。 

 第三阶段包括了从九十年代后期到胡锦涛时期，甚至一直到现在。这

一阶段也是中国外交过渡期混乱的时期。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外交处于转型

时期, 中国外交决策需要缜密思考和战略谋划, 否则, 中国国家利益会受到

损害。中国需要重视和利用中国外交的周期性特征, 处理好中国外交转型过

程中的一系列问题11。中国对外政策受到国内外很大的影响，一般带有强烈的

连续性，有着不轻易改变的特征。这是因为对外政策会在国际情势与主要强

大国家政策的变化中，也许让中国共产党产生不可控制的情形12。因此，中国

的对外政策在九十年之后都没有过太大的变动。中国在成就了耀眼的经济成

长、增强了国力、国际地位的到了提升之后，仍没有改变他们的对外政策。

于是，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多种争论。下面开始察看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

争论的内容。 

 

3.2.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论争 

 

 最近中国的攻势性外交形态的凸显，国内外很多学者再一次关注了中

国外交政策。特别对于中国身份的争论，很多学者出现了分歧。中国一向认

为自身是强大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但国际舆论却与中国持不同意见。因为中

国的发展速度太快，国际社会自然地认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表面现象，却忽略

了很多中国社会性问题。中国虽然经济得到了飞速成长、实现了军现代化，

但极甚的贫富之差与政府的腐败等，在中国内部发生的各种社会性问题来看，

与别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现经历的这身份问题，对外交形态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往往表现出了回避强大国家的责任，却

在环境与资源问题上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得取了自身的利益。‘甜吞吐苦’的

                                                                 
11
刘胜湘.“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 

12
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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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指责并难以得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赖。因此，

在中国国内也对自身身份的问题上不断地进行着争论。 

 另一个争论是中国所主张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的问题有关。中国对

外政策的制定一直以来是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与目标为基础，所以在中国表现

出攻势性外交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上是否

产生了变动。对此，戴秉国指出在三大核心利益上与之前没有变动，还是以

维持中国基本制度，保护国家安保、领土及主权，经济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

为核心13。中国所规定的核心利益范围中，包括的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新疆自

治区与台湾，但从戴秉国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明确的说明对领土的范

围，并非公式性的把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纷争也包括在内，表现出不断的

对核心利益的扩张。 

 中国之所以把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争端地区，非公式性的主张是核心

利益，是因为中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强硬的舆论。反面，中国不明确的

公式化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原因在于之后所要承担的责任。公式化之后，

一旦纷争国挑衅中国的领土时，中国共产党则不惜一切代价有义务去保护领

土。以国内安定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公式化是一件极为冒险的决定。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维持这样不明确的立场。 

 虽然在核心利益与国家目标上没有很大的变动，但是在追求中国的利

益上中国表现出了与之前相比不同的意志与能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在很多的领域中都发挥了中国增强的国力与上升的国际地位。特别在领

土纷争中，中国以动员武力与经济力来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在之前强调和平

发展、协和世界的中国外交上有着不一致的一面。并且中国在追求利益上，

表现出宁可承受与其它国家的对峙与冲突。  

 

   

                                                                 
13
中国新闻社.“首轮中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20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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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中国攻势性外交的背景及原因 

 

4.1. 2008年之后中国与国际情势的变化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现了变化。首先，因金融危机之后美

国相对性的衰退，使中国的发展更为凸显了，且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

作用。过去遵守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垂直性国际上的秩序，但在金融危

机之后BRICS等新兴市场国的飞速发展表现出了平行扩散的一面。随着被金融

危机受到损失的国家越来越多，他们意识到只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力量是无

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同意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也能够共同参与解决。随后，召开了由先进及新兴的主要20个国家组成的G20

峰会，这成为了国际政治与经济变化的分歧点。二十国集团是在国际金融危

机中应运而生的, 它涵盖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主要大国, 其中新兴和发展中

国家占了一半。这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强烈的发表自己的主张。 

  

4.2. 对美关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金融

危机使美国衰减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上升更受到了

人们的瞩目。两国国力差距的拉近，使中国对美政策上的变化也构成了很大

的影响。一直以来中国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使用了较柔和的外交政策安定了

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中国也渐渐地向美国开始展开了以积极的攻势性外交

政策，甚至批判了美国霸权主义行为。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强烈地主

张了在国际金融机构与国家通化体制上的改革，为了衰减美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在之前美国对台湾买卖武器时，采用了暂时与美国中断在军事交流的方

式，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以极其攻势性的态度指责了美国并暂定性的中

断了在军事上的交流，甚至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官访问中国。中国这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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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之前不同的攻势性外交，在Google事态与“货币问题”中国也能够发现。

对此，美国与中国一方面深深地感到了相互协力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却表

现出了把竞争与冲突表面化的倾向。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卖武器给台

湾的问题、接见西藏达赖拉嘛与人权问题、南中国海航海权问题、天安舰延

坪岛事件当中中美之间的竞争、为了制止叙利亚中国反对UN安保利决定事件

等，中国与美国在很多议题与领域中发生了冲突。 

 

4.3. 第5代领导 

 

2008年，国际社会在上升的国际地位与强大的国力上认可了中国。对此，中

国对外政策更加成为了人们争论的对象，特别在同一时期领导人全面的交替

使争论达到了最高潮。中国的对外政策在遇到危机时表现出了很大的变化，

国内危机与国际情势的变化也给中国在对外战略上带来了很大的变数。那么，

中国所认知的在习近平时代将要遭遇的危机，成为了在对外政策当中起到重

要作用的因素。 

 中国GDP一直到2011年年均在10%以上，到了2012年却跌落到了7%。随

着世界经济的停滞，中国的出口量也开始大幅下滑。中国习近平国家主席指

出中国不仅要在高速发展上努力，还要解决很多国内的问题健康均衡的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不再集中在高生长上，更多的是为了国内的安定并努力维持

现有的生长。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就像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一样，社会处处

都出现了很大的‘后遗症’。比如，产业高度化政策、劳动力不足、扩大了贫

富之差、因为官僚主义在行政上的非效率与政府的腐败等，周多社会的内部

性问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受到指责的对象。 

 特别是因为权力集中性的体制在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乱用权力与政府腐

败，成为了习近平体制的最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与腐败争战，但

没有出现很大的进展。通过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可以看出权力集中的体制当

中出现的乱用权力与腐败的问题有多严重。共产党内的乱用权力与腐败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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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使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统治提出了质疑。这也是习近

平政府需要去解决的重要问题。 

 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领土纷争当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日本之间

都发生了冲突，并美国回归亚洲的政策牵制着中国。在领土纷争中国表现出

的攻势性外交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问题

的谴责，并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是否出现变动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

下，中国是否为了平息扩散的‘中国威胁论’与国内社会性问题在外交形态

上做出改变，或仍然维持现在断然的外交方式在外交政策的整体上做出变动，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 

 

4.4. 原因 

 

中国近期外交主张表现得更加自主和公开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改革和开放解放了被旧

体制束缚和压抑的生产力，促使中国的硬实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

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则达到34.0507万亿

元人民币14。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5亿美元，到2009年底已达2.3992万

亿美元
15
，稳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

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像中国这样持续30年以如此高的增长率

发展是史无前例的。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第二，

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中国对外行为的实

践而广泛传播，影响持续扩大。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奠定了中国的大国自信。

                                                                 
14
国家统计局: 《关于2009 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数据修订的公告》， 

2010 年7 月2 日 
15
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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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实力增添了国家自信的基础，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文化

软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凝聚力和感召力16。 

在领土纷争中，中国出现的攻势性的外交形态的原因是中国强烈的民

族主义与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行为者的影响。总而言之，国际情势

的变化、中国国内外因素的出现、中国新上台的行为者成为了促动中国攻势

性外交的主要原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力提升，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的自

信，因此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这样的自信心与民族主义情绪，

通过媒体的多种方式表露了出来。2012年中国第5代领导人上台与领土纷争交

错在了一个时期，使中国政府只好接受一部分舆论，这也给外交形态带来了

一定的影响。民族主义在过去使用为统治的道具，而现在以发达的网络与国

际上的纷争中国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发性集结力。最近出现的民族主义还

与过去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快速的扩散力与强烈的暴力性。中国政府为了对

此加以控制，向纷争国进行了军事性威胁并施加压力的程度越来越大。这在

事例研究中可以发现。 

 不仅强烈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最近中国促动攻势性外交的原因，在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新的行为者上台也成为了主要的原因。以官僚政治模式的立场，

主张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表现出的攻势性外交是‘权威主义

解体’的结果。在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与过去以指导者为中心的方式不

同的是现在出现了很多对外交政策决定的行为者。特别是像领土纷争这样能

够引起民众关注的事案与有很大外部影响的事案，在国家机关内很难调整政

策，其结果有可能以多种形态来出现，就像最近出现的攻势性外交一样。 

  

 

 

                                                                 
16
陈岳. “当前中国外交的新走向和新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Vol. 51. No. 

3, 20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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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例研究：东中国海纷争 

 

5．1. 纷争历史及内容 

 

 钓鱼岛是位于中国钓鱼岛列岛的主岛，中国、日本与台湾为纷争的当

事国各自主张了岛屿的拥有权。中国为钓鱼岛、日本则称呼为鱼钓岛、台湾

为钓鱼臺，各自以自有的名称来主张领土。鱼钓岛以5个火山岛与３个突出的

岛礁组成，总面积为７km²的无人岛。鱼钓岛是在1895年清日战争中转变为日

本领土的岛屿，并在1951年9月8日美日强化条约时日本把这岛屿转让给了美

国，但20年后的1971年6月17日，美国在美日冲绳协约中又重新返还给了日本，

现由日本政府管辖17。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纷争不仅是对钓鱼岛－鱼钓岛的带有战略性、经

济性价值的争议，同时也表现出了两国之间的互相不满与由于国势变化造成

的纷争深化。一直以来因为国际关系的（美国）影响以及经济方面相互依存

等原因抑制了两国之间的冲突。但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正式宣布鱼钓岛的国

有化之后，受到了中国强烈的反驳与对峙，从此两国之间的纷争到了极致。 

在鱼钓岛纷争的内容当中，日本主张1884年日本政府首先确认了鱼钓岛

是一个无主地的事实之后，在1884年1月14日正式的把其编入到了冲绳县管辖

内。日本主张在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政府在返还了台湾与澎湖诸岛之后，美

国依然把这些群岛纳入到冲绳县来管辖，说明这些群岛不属于台湾而是在琉

球制度下的附属岛屿。1972年冲绳县由美国返还到日本的时候，这些群岛与

琉球制度一起返还到了日本所以鱼钓岛无疑是日本领土18。 

以上日本政府的主张中国开始强烈的反驳，中国主张早在1863年制定的

地图（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中已经把这纷争地域纳入到了福建省附属的钓鱼

岛群岛，所以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认为在1895年清日战争中，日本帝国

                                                                 
17
韩国国防研究院网站 

18
 《关于尖阁诸岛的基本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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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主地的名份把岛屿编入日本领土的本来就是不合法的举动，所以应当看

作无效。日本所主张的关于旧金山条约的内容当中，中国国民以及中国人民

共和国的有关人士没有得到任何邀请，所以中国不能够承认美国与日本对于

群岛的占领
19
。 

 

5.2. 2008年之前纷争分析 

 

 1972年5月，在冲绳县回归日本的时候鱼钓岛也一起编入到了日本所管

辖的领土之内。之后，关于岛屿所有权纷争的外交方面的冲突以及中国、台

湾、香港等地的强烈抗议开始日益俱增。在日本国有化事件之前，中国国民

的抗议示威先后发生在1978年、1988年、1996年。这些都是针对抨击关于岛

屿的日本拥有权的示威，在1996年9月一名香港市民在示威中溺死在了鱼钓岛

附近，1998年6月香港一艘反对日本的船只因受到日本海洋警卫队的制止沉陷

在了鱼钓岛中20。 

 并且在1992年2月，中国政府因得到中国军部的强烈提议重新划分了中

国的领海与制定了全新的领海法。这导致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同时引起了两

国之间外交方面的极大冲突。在新的领海法中，记录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

土构成是中国本土与台湾、钓鱼岛－琉球制度、彭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

群岛、南沙群岛以及所有近海的岛屿，并且还指定如有外国船舶违反中国海

域法与规定的明确根据时赋予紧急越境追赶权21。紧急越境追赶权带有可使用

武力的法律根据，这也打开了纷争深化的更大余地。日本认为在日本实际统

治下的鱼钓岛被纳入中国领海并以法律来制定是侵害主权的行为。通过中国

政府正式的制定领海法出现了更多纷争的要素。 

                                                                 
19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 中文版. 人民出版社. 2012. 

20
韩国国防研究院 World War Watch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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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1995年6月与1996年10月中国政府的独断性行为
22
使两国的外交

出现了裂痕。但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努力经济开发，注重中日友好关系与整顿

地域安定的时期，中国不得不考虑调整纷争的强度。2001年，中国与韩国、

日本、越南制定双边海洋资源协定的纷争当中，表现出了和平解决的政策转

变
23
。这样的外交手段虽然在短期内会出现一定的渔业的损失及在拥有权纷争

当中的劣势，但中国政府判断在长期来看不管是在经济利益或是战略性外交

上都能够有所期待。中国政策的转变使中国与日本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可

以看出2001年一直到2009两国对于鱼钓岛的纷争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冲突。 

 但是在2007年，中国改变了关于鱼钓岛的主张。中国一直以来主张鱼

钓岛不属于琉球，而属于台湾附属岛屿日本应返还鱼钓岛。进入2007年时中

国却承认了鱼钓岛不是台湾附属岛屿而是属于琉球的岛屿。中国新的主张使

日本更加惊慌失措。那是因为中国认为琉球国在过去是属于中国的附属国，

因此日本非法占领了整个琉球群岛
24
。中国以承认日本的主张，想要得到不仅

鱼钓岛而整个琉球的拥有权。这也是以后引发日本国有化事件的原因之一。 

 

5.3. 2008年之后纷争分析 

 

2010年9月7日，在鱼钓岛附近的海上，日本海洋保安厅的巡逻船艇逮

捕了中国渔船，这事件使两国重新引起纷争25。中国对于渔船被逮捕的事件作

出了回应，中国单方面的延期了开发天然气站条约的签订，并且向驻中国的

日本大使表明了中国的抗议立场。日本政府试图之拘留渔船的船长释放其他

的14名船员，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要求马上释放所有船员，同时以

                                                                 
22
1995年6月中国的2架空军飞机在东海海域上出现，日本自卫队的F-15紧急出动。且1

996年10月中国再次在东海的西北部进行了军事训练，刺激日本。 
23
韩国国防研究院 

24
人民日报 2012. 7. 12~7. 25 

25
The Hankyoreh News “领土纷争，在鱼钓岛列岛对峙” 2010.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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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出口稀土更加压迫了日本政府
26
。结果日本释放了渔船的船长，但因此事

件两国之间的关系再一次进入了僵局，这也表现出了在两国对领土问题上基

本认识上的区别。特别在中国控制日本稀土出口的对应方式，被认为是以资

源武器化的具有极大威力的战略性外交方式。 

 逮捕事件的发生是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更加沸腾。日本的巡逻艇逮捕

中国渔船还不到十日，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纷纷出现了反对日本的示

威27。其实，在2005年日本在安保理上任委的出马就在中国引起了反对的示威。

反日示威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惊人的速度的扩散，这是因为与日本的领土纷争、

歪曲历史与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日本挑动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中国政

府对一部分的示威保持了沉默，相反也支持了一部分的示威，比较起来在示

威的规模逐渐扩大并快速扩散时，中国政府往往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来加以控

制28。这是为了避免反日情绪加剧的民族主义以示威方式的表露，变质为过去

五四运动的反政府示威的可能性
29
。 

 强烈的民族主义不仅在中国出现，在日本也表露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

于是，对于鱼钓岛的领域权，中国、日本、台湾的各个指导层的立场表明也

更加强烈起来。同时，为了解决领域权问题也曾纷纷做出了外交方面的努力，

但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这是因为在领域权的主张当中，中国与日本都采取

了全面性对应的方式。实际上，两国都改变了以往的以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与

示威为主的对应，而两国都采取了更加具备组织与战略的方式来对应。在日

本，正式进行了对于鱼钓岛列岛内39个无人岛的起名30，并把鱼钓岛周边的岛

屿登记为日本的国有财产31。中国也不断的在鱼钓岛周围进行巡查，甚至动用

                                                                 
26
韩国经济 “中，对日全面停止出口稀土” 2010. 9. 23 

27
今日亚洲 “中， 反日示威的扩散，…’日，离开钓鱼岛！’” 2010. 9. 18 

28
赵英男. “改革期中国民族主义与对外关系：对现存论仪的批判性检讨” [韩国社

会科学]第24卷， 2002, pp 183-188. 
29
James Miles, “Chinese Nationalism,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Survi

val Vol. 42. 
30
共同通信社新闻 “日, 为了强化 EEZ， 对39个无人岛起了名” 2012. 3. 3 

31
共同通信社新闻 “日, 对鱼钓岛周边的岛进行‘国有化’” 2012. 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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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机为了打破日本对岛屿的实效性统治。并且，日本开始给鱼钓岛起名的

时候，中国也以中国式名称在外交部与国家海洋国网站上发布，做出了对于

日本政府的对应
32
。 

 2012年7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鱼钓岛的国有化的方针。对此，中

国在翌日即公布了‘坚决不允许中国神圣的领土钓鱼岛的买卖’，并在7月10

日在东中国海进行的实弹训练，表现出了中国强烈反对的立场33。两国的各个

媒体报道了关于鱼钓岛的一举一动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纷争。尽管中国强烈的

反对，7月31日日本政府提出了鱼钓岛的买卖价20亿日元，并与驻屯美国海军

实施了在岛屿受到攻击时模拟联合登陆训练来激发中国34。9月3日，日本政府

以20亿5千万日元协议买入了鱼钓岛，并在9月11日结束了关于鱼钓岛国有化

的所有程序。 

 向日本感到愤怒的中国国内强硬舆论，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更加具有攻

势的对应。随后在中国25个城市纷纷发生了反日示威，8月20日开始到9月17

日城市快速增加到80个，19日便增至 120个城市35。并且9月15日在北京的一

次示威中，发生了示威队试图闯入日本大使馆的紧急情况36。反日示威出现了

暴力倾向之后，在中国国内的日本企业与工厂均受到了示威队的破坏与袭击。

世界各个媒体也开始更加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反日示威事件，报道了中国越演

越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考虑到示威规模超出了控制范围，即动员了

公安队来镇压，在19日示威城市就减至5个。中国在镇压示威的同时，在鱼钓

到海域派出了大规模的巡视听展示了他们的强大武力。这是意识到越来越强

大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国内强硬的舆论而采取的行动。 

 

 

                                                                 
32
每日经济 “中日各自给鱼钓岛列岛周边的无人岛起名” 2012. 3. 4 

33
YTN 新闻 “中对日本鱼钓岛列岛的国有化发表抗拒” 2012. 7. 9 

34
周刊东亚 “日美，上岸训练， 日本自卫队要建水兵？” 2012. 8. 27 

35
每日经济, “中国 9.18 国耻日， 在100多城市发生反日示威” 2012. 9. 18 

36
SBS新闻, “中国, 大规模反日示威…试图进入日本大使馆” 2012.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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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小结论 

 

最近接连出现的鱼钓岛事件，明显的证明了中国以世界第二的经济实

力不断地扩充在军事方面的力量，最终与美国齐并成为了G2,大大地提高了中

国的位相，反面比起中国日本却慢慢地走向下坡。东亚国家看到连亚洲最为

强势的日本都避免不了与中国在领域权上的争端，评价再没有能够抵挡中国

独自领先的任何手段，表现出了对中国过于强势的顾虑。在这样进退两难的

局势，日本选择了与美国结盟强化与中国的对峙，中国则综合运用行政、外

交和经济等手段，并以军事力量的后援，让东中国海的争端达到了最高潮。 

 以此事件国际社会更加确定了，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甚至动员资源

武器化的外交战略来实施强硬的外交方式。在东中国海的争端中，中国表现

出的攻势性态度是由于中国正处在交替政权，并国力增强之后中国国民所产

生的自豪感的原因。确切地说，中国为了安定对内问题在对外问题上只有表

现出攻势性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其间一直强调了‘一个中国’的口号，来

教育与推广思想教育与爱国主义。‘一个中国’这一口号对于多民族、多文

化的国家中国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统治工具，也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定的核

心利益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所以日本在鱼钓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民众必然性

的产生了愤怒，而中国政府为了安定民心表现出了攻势性的态度。中国外交

另一个受到过于攻势性指责的原因，就是在2010年禁止日本出口稀土类的措

施。在2008年之前在东中国海的纷争当中，中国采用的是民众的示威与军事

性对峙，但最近纷争的领域扩散到了经济以及军事性冲突，对此国际社会顾

虑两国的争端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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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南中国海 

 

资料来源: Security Dialogue vol. 31, no. 3, Sept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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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例研究：南中国海纷争 

 

6.1. 纷争历史及内容 

 

南中国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北边是中国海南岛与台湾，西边是越

南，东边是菲律宾群岛，南边为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沿岸国家所环绕的陆

缘海，总面积有230万平方公里到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280多个无人居

住的小岛、礁湖和岩礁等构成的四个群岛，分别为南沙群岛 (Spartly Islan

ds)、西沙群岛(Paracel Islands)、中沙群岛(Macdesfeild Bank)、东沙群

岛(Pratas Islands)。南中国海是亚洲的中央海域，也是世界主要的海运交

通要道之一，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大国的重要海上贸易生命线，

这些国家的80%以上的石油都通往南中国海。除了地缘政治上的价值以外，考

虑到海底所蕴藏的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就能够知道中国为什么要以如此

强硬的方式对应纷争国。南中国海据初步估算海底石油蕴藏量达200亿吨与约

7500平方公里的天然气37。 

 在南中国海的领土纷争当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在

此论文中也主要围绕着这两个群岛仔细观察了中国与纷争国的冲突。南中国

海的纷争当中主要出现的冲突是在岛屿的占有权纷争、海洋管辖权的纷争与

航海的自由等这三个部分。领土纷争一般是在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在南中国

海的纷争当中与以往不同的是与多者之间的冲突。岛屿的拥有权除了印度尼

西亚，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与菲律宾等都在纷争国之内，在

海洋管辖权上印度尼西亚也包括在内。以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海洋管辖权的

问题附属在领土的问题上，所以各个纷争国都纷纷为了多占领一个岛屿而勾

心斗角，哪怕是一个珊瑚礁都不放过。南中国海在2011年，因为美国的介入

                                                                 
37
Independent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U.S. Energy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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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起了关于‘航海的自由’的争论
38
，其争端变得更为复杂。 

 现南沙群岛的各个国家实际占领的情况是中国10个、台湾1个、越南24

个、马来西亚6个、菲律宾7个岛屿，文莱没有占领岛屿。纷争的国家当中现

在中国、台湾、越南三个国家各自主张了在海面上所有岛屿的拥有权，中国、

台湾、菲律宾则主张了在水面下所有地形物的拥有权，其他纷争国家也主张

了对于水域一部分的拥有权。 

 首先在中国的拥有权主张中，中国主张了南沙群岛大部分领域为中国

领土提出了南海九段线(nine dotted line)。根据中国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

在探查之后所制作的地图与中国宣布中国领土的国内法律当中，虽然有提到

九段线但却没有明确的指出界限与法律上的意义，并且因着时间的推移领土

持续性的在扩大，因而受到多个纷争国家的指责。相反，东南亚国家按照UNC

LOS的规定做出了自己的立场，要比中国以历史性的根据与国内法律的主张要

更为充分。 

 关于领土问题与海洋管辖权的主张，中国与东南亚的立场也出现了很

大的分歧。中国主张一般在领土纷争的问题上，应采用纷争的当事国两者之

间互相解决的原则，所以认为东南亚个别国家与中国两者之间去解决。中国

的主张在某种角度上似乎非常妥当，但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中国不单单与东

南亚个别家有争端，而与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纷争，就不免质疑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最为有效。并且，中国两者解决的方式，被认为是中国作为强大国家

占据着更大主动权。反面，东南亚国家却希望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之间去

解决，也就是多者之间的解决方式。这是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只是关

联到东南亚个别国家而关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这也是为了以多个国家来减

小中国强大的力量，缓解中国的优势。 

 

                                                                 
38
希拉里·克林顿在ARF会议上提到，“南中国海领域权纷争国家应该以外交方式来解

决问题。美国虽然不是当事国，但对南中国海上有航海的自由，且对维持和平安保，

以及尊重国际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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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08年之前纷争分析 

 

 南中国海国家之间关于拥有权的冲突，大约在七十年代年就开始出现，

之后冲突的强度越来越大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了最高潮。南中国海的

冲突是在1973年越南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对于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石油勘探

时，中国在1974年全力动员军队以武力夺得了西沙群岛，并编入了中国领土

事件开始的。这事件是在南中国海第一次出现的国家之间的争斗，在当时因

为中国与越南还没有建交，所以一旦出现冲突只能用军事力量强制性的解决。

在这次与越南的战争当中，中国一共有18名战死、67名负伤，有1艘驱逐舰被

击浸，另一艘也同样受到了猛烈攻击。越南则有4名战死、20名负伤、99名失

踪，共出现123名的伤亡人员与2艘驱逐舰受到中国的攻击。中国在海战之后，

配置了守备队并建设了各种通讯设施与飞行跑道等，开始准备了对南中国海

的全面防御工作。随后在1979年，越南与柬埔寨的报复性攻击当中战争虽然

持续了一个月，但中国还是没能抵挡住更熟练于水战的越南只好撤回派遣兵

力，而更加深化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在战争之后中国一直到八十年到末，几

乎每年都派遣兵力到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并建立了多个军事设备等，开始

了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这在表1.中可以发现。 

中国与越南的第二次武力冲突是在1988年南沙群岛的约翰逊暗礁（Joh

nson Reef)上。在这次冲突当中，越南的1艘货船被击浸，另外2艘被击破，

共有70多名伤亡。此后，进入了90年代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更加提升，延续

了之前的对峙39。在这时期主要是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越南之间纷争对峙，

但台湾也曾介入，发生了台湾对越南供应舰的炮击事件。南中国海的冲突不

单单是包括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

土纷争，1998年菲律宾与越南、1999年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也曾发生了海军

与空军的冲突，但在此论文中只研究了与中国之间发生的纷争。 

                                                                 
39
Cheol Jong Ry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Seoul: Samwoo Company, 2006), pp 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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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78年到1989年南中国海日志 

1978年4月 在永兴岛建设了机场跑道 

1979年8月 永兴岛-海南岛之间建立了航空路线 

1980年 在西沙群岛的岛屿设置航标灯等港口设备 

1980年11月 中国空军H-6轰炸机侦察 

1983年5月 中国的海洋探测船探索南沙群岛的最南部 

1984年 中国科学院，在南沙群岛上进行综合性的调查 

1987年10月 中国东海舰队的舰艇，从青岛到南沙群岛的最南部航行 

1987年11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务院决定在西沙群岛上设置观

察所 

1988年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11个岛屿及暗礁实行实际调查 

1988年3月 中国占领南沙群岛上的6个暗礁并区域化 

1988年5月 越南国防长官访问南沙群岛及进行了海空军训练，对此中国要

求越南在南沙群岛撤退 

1989年3月 中国海军，在南沙群岛上建立最前线本部 

 

 

 进入了九十年代，中国在与越南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减少军事上的冲突，

而用外交的方式设法去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在1993年8月，中国与越南进行

了关于西沙群岛除外的领土与领海的会谈，翌年两国签订了以外交的和平解

决方式来努力协商两国之间的纷争。并在1995年11月与1999年12月，中国与

越南先后签订了关于国境与其它纷争解决方案的条约40。其结果，1990年一直

到2000年初中国避免了与越南军事上的冲突。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围绕着南中国海与菲律宾又发生了另外的冲突。

菲律宾在领土纷争当中，一直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在1995年，菲律宾破坏

                                                                 
40
李荣学（音译），“中国攻势性的软式力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原因：以中国南海政策为

中心” [中国研究]，第36卷第1号，2002. Pp 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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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动员海军在美济礁建设的渔船掩蔽所，并在1997年清除了在黄岩岛的

中国领标记还逮捕了22名中国渔夫。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纷争当中还强调了

美国的作用，并支持了督促中国不要在南沙群岛营造紧张状态的美国立场。

菲律宾在提早认知了与中国两国之间很难解决关于拥有权的问题，就把争端

问题提交到了国际裁判所、积极推进了行动规范 (Code of Conduct)的制订

等，希望纷争能够成为国际化。 

 在2002年，为了缓冲对南中国海纷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了《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DOC: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

outh China Sea)41。这是在争端一直持续了10多年后才协商签订的合约。当

事国家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是考虑到更为战略性与实际性的层面上。中国

在1989年天安门事变之后，努力地为了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对东南亚国家做了

很多的外交上的工作。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同样认知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要远

远的超过自身，在领土的纷争当中得取不了任何有利的结果。对于行动宣言

的合约可以在这样的延长线上去理解。行动宣言之后，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性

冲突明显减少，但开始了对资源的共同开发与共同海洋调查等行动。 

 

6．3. 2008年之后纷争分析 

 

 进入两千年代，南中国海的拥有权纷争在个别国家的政权上的发生变

动之后，又重新浮出水面。2002年最终签订的行动宣言在管理层面上，被认

为没能起到有效的作用之后，纷争国家又开始衡量起了自己的利益。并且，

在2008年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当中。

纷争国家相继动员了全面性的方法，开始了对拥有权的强烈主张。中国也在

                                                                 
41
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

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

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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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民族主义的强硬舆论中，以攻势性的对应方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纷争

国家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对于拥有权纷争的暂缓状态，在2007年8月越南的国营石油企业 （Pet

rovietnam）与美国的最大原油企业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签订探查石

油天然气的合约开始再一次被打破
42
。在2008年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

亚、中国等国家再一次提出了关于拥有权的各自主张，这次的纷争与以往不

同的是以更为精辟、更为攻势性的形态来出现。越南在6月对乱射事件与西沙

群岛主权的主张，都拿出了具有历史性及法律性的证据，并且创立了海洋、

岛屿管理局。对此，中国在西沙群岛进行了为了巩固机场设施的工程，这是

部署最新战斗机zen-10，并在岛屿临时建立了新兵训练所让南中国海的纷争

变得更加复杂43。 

 在2009年，南中国海的争端达到了更高潮。3月8日在南中国海一带发

生了一起中国的5艘船舰包围一艘美国非武装观测艇，并加以妨碍与威胁的事

件44。这是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军事性的对

峙。中国以此事件证明了对南中国海主权的确立，并且这也是中国对美国不

要再干涉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一种警告。2007年，英国的一家石油企业BP没

能抵挡住中国施加的压力，撤回了在南中国海纷争地区天然气输送管的建设。

但是，美国的原油企业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却与越南签订了原油天然

气的探查与开发的合约，中国为了制止美国对南中国海纷争的干涉做出了牵

制的行动。 

 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3月18日，菲律宾总统格

洛丽亚·阿罗约在菲律宾领海的制定上，同意签署了把南沙群岛的黄岩岛编

入菲律宾新领海基准线法的制定45。菲律宾政府并宣布，在5月要向UN提交对

专署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审议。中国为了阻止菲律宾的行动，在3月15日中国派
                                                                 
42
联合新闻.“中国‘警告’越南对南中国海上的油站开发”2008. 7. 23 

43
韩国国防研究院 

44
联合新闻.“中美，在南中国海上对峙”2009. 3.19 

45
Newsis, “菲律宾，制定新法案说南沙群岛是自国领土”2009.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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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了最大的渔政船在南中国海、西沙与南沙群岛的周边，强化了中国专署经

济区水域的防哨与海巡，给菲律宾施加了压力46。菲律宾也随即取消了中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的访问，表现出了菲律宾不屈服于中国对他们施加

的压力。菲律宾在宣布了领海基准线法之后，中国开始设立了像国境、海洋

事务局一般的专门机关。这是为了执管关于国境的问题，也是为了集中处理

关于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拥有权的问题。中国动员了最全面的手段包括国

际法，来分析并研究对不被武力所屈服的纷争国。 

 在2010年，中国单方面宣布在西沙群岛与中沙群岛的“禁渔期间”的

行为，这让中国与周边国家产生了冲突。在同一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 ASE

AN Regional Forum)当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在南中国海的

航海的自由的主张，这让中国再一次示意反对美国的发表。在2011年，在越

南的专署经济区水域(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内勘探船缆索被截断

事件，引起了越南的强烈抗议与携带实弹的武力示威，并且纷争当事国与美

国一共7个国家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47。在这一年11月，美国在东亚峰会当中

在一次提出了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深表了国际社会对其的顾虑。 

 经历了长期间争端的中国，在对应领土与领海纷争的过程中自己制定

了新的政策，强烈的劝告纷争国去遵守。2012 年 4月，在黄岩岛中国船舶与

菲律宾海军有过长达几周的对峙，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中国展开了综合性与

具有组织化的对应政策。在应对黄岩岛对峙和钓鱼岛争端的过程中，中国初

步形成了海洋维权的新模式，称之为黄岩岛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以非军事

性对抗为底线，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获得对争议岛

屿及其附近水域的实际管控权。这一模式标志着中国的海洋维权政策正在发

生质变，即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这种变化不是突发性的，而是

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包含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中国应尽快通过顶

                                                                 
46
Michael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

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5. 
47
首尔新闻，“中国南海问题再次点火”201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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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制定海洋战略，整合海上力量，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从两个

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应用经济、军事、外交的所有手段来向纷争国施加了压

力。而且中国国家机关的官员以严重的语调指责了对菲律宾非协助性的行动，

并以控制物品的进口让菲律宾受到了经济上巨大的损失
48
。 

 

表 2. 中菲双方的主要维权手段 

 中国 菲律宾 

外交 抗议；召见大使； 争取

周边国家的支持 

抗议；与美国 2+2 会谈； 

接受日本， 韩国等国家的

援助， 争取东盟等国家的

支持 

行政管理 渔政、海监的行政 

执法与护渔; 

发布“休渔令” 

海岸警卫队、海洋环 

境监测船 

发力斗争  将黄岩岛改名“帕纳塔格

礁” 

经济制裁 香蕉进口、抵制赴 

菲旅游 

 

军事  派出军舰 

民间 黑客 菲侨抗议、黑客 

 

 

 

6．4.小结论 

 

 中国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到后期，对于南中国海的纷争表现出了以动

                                                                 
48
赵英男.[中国梦：习近平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 2013 



29 

 

员军事力量强化了拥有权的主张，并修整了关联法律与行政体制。但在九十

年代后期到两千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上升，促

使中国采用了以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改善了与纷争国的关系。在南中国海

的纷争当中，可以发现中国虽然之前采用了强硬的外交手段，但是为了达到

国家的目标可以的压制了这样的外交方式，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再

次出现。 

 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以回归亚洲的政策来给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对

东亚的关注政策，让一部分东南亚国家以美国为后盾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态

度。对此，中国考虑到在内部越来越强烈的舆论与政权的交替，在2012年不

得不反应出敏感的态度。所有前面所提到的因素都起到了上升的作用，在两

千年代后期对于南中国海的冲突达到了最高潮。在这样的背景当中，2009年

初在美国的介入之后，不再是单单东南亚关联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其结

果，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纷争当中，形成了更为紧张的气氛。中国官方对南中

国海问题的强硬性发言与警告，让纷争国家更为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并扩

散了‘中国威胁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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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以上是通过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事例研究，由此可以发现在2008年

下半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外交形态上变化的中国。中国非正式的不断扩展

核心利益、追求利益时意志与能力在持续上升、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宁可与

别的国家产生冲突与对峙等，围绕着这些中国全新的外交动态可以看出，与

七十年代中国所采用的攻势性外交手段有着非常相似之处。中国所展示出的

攻势性外交方式的背后，包含着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相对性的衰退、中

国国内政权交替当中形成的对内政治保守化、在议决中扩大军部的作用、在

历史中产生的被害心理等，像这样复杂多样的因素被人们所谈论，中国是否

以攻势性的外交形态来制定以后新的外交政策，这很难去断言。但是，在中

国一直持续着攻势性外交形态时，中国一直以来所主张的和平发展与协和世

界似乎就没有了太大的说服力。特别是在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与友好的关系

上，成为了中国外交以后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领土纷争关系到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特别

在模糊不清的国际法问题上、在历史背景当中产生的民族矛盾等问题上，更

是像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争端中在实际利益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变得难上

加难。最近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纷争，说明了现国际体制内实力的转化。

霸权国家美国与日本，就是以东中国海纷争来牵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南中国

海纷争也同样是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结盟，来对应强硬外交的中国。 

 最近对于领土争端，中国斩钉截铁的断然措施与过去完全不同。中国

在领土纷争问题上一向坚持了强硬的态度，但在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为

了达成国家目标克意的克制了自己。2008下半期实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又

重新开始了强硬的外交手段，并且在外交战略上也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动

员所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来全面的、具有组织的去发展。中国以新上

任的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为核心，第五代指导者是‘实用性’的民族

主义者强调了军事力强化。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断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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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与日本等之前的霸权国家毫不萎缩，维持了以中国强硬的外交形态

来对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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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 문 요 약 

 

2008년 세계금융위기 이후 중국의 외교: 

동중국해와 남중국해 분쟁 사례를 중심으로  

 

 

김 현 진  

 

 

 2008 년 하반기 세계금융위기 이후, 중국외교는 강경책과 

온유책을 적절하게 섞어 영역과 사안에 따라 증강된 국력과 상승된 

국제지위를 적극적으로 활용하여 능동적인 외교를 구사하는 모습을 

보인다. 이는 과거 평화와 발전을 강조하며 비교적 방어적이고 온건한 

외교노선을 걸어왔던 것과는 확실히 대조되는 부분으로 중국 외교에 

있어 변화의 조짐을 보여주고 있다. 이 글은 2008 년 하반기 

세계금융위기 이후 중국이 영토분쟁에 있어 보인 공세적 외교행태에 

대한 검토를 시도한 글로서 국제정세의 변화, 중국외교 정책에 영향을 

미친 국내외 요소, 추동요인 및 한계점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또한 최근 

논란이 되고 있는 동중국해 분쟁과 남중국해 분쟁을 관찰하고 이를 통해 

중국의 외교행태가 어떠한 변화를 보이고 있는지에 대해서도 알아보고자 

한다.  

 

키워드: 중국의 공세적 외교, 세계금융위기, 핵심이익, 영토분쟁  

학번: 2012-2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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