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際因素與查維茲政權能源政策評估

第一節 拉丁美洲左傾化風潮

1998 年查維茲的第五共和運動於大選中取得勝利後，自此拉開了拉丁美洲
左派勢力再度抬頭的序幕。2002 年的 10 月 27 日，拉丁美洲第一大國巴西經過
二輪投票後，巴西勞工黨候選人魯拉（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贏得壓倒性
的勝利，魯拉的上台成為拉美向左轉的重要指標。爾後，拉丁美洲國家皆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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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Bachelet）代表社會黨
當選總統，2006 年同屬社會黨的巴契萊女士（Michelle
立

選出左派領導人，南美洲方面，2000 年智利社會黨候選人拉戈斯（Ricardo Lagos）

再度取得勝利；阿根廷於 2003 年選出貝隆主義正義黨（Partido Justicialista）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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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什內爾（Néstor Kirchner），2007 年則由其妻費南德絲（Cristina Fernández de

‧

Kirchner）贏得總統大選接續執政；玻利維亞於 2005 年選出其史上首位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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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社會主義運動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領袖莫拉雷斯（Evo Mora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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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厄瓜多新興左派勢力政黨一月二一日愛國社會黨（Partido Sociedad
Patriótica 21 de Enero）候選人、前陸軍上校軍官古鐵雷茲（Lucio Gutiérrez）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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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2006 年則是由左派經濟學家柯瑞亞（Rafael
Correa）當選總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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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烏拉圭左派廣泛陣線（Frente Amplio）候選人瓦茲奎茲（Tabaré Vázquez）終
結烏拉圭長年由紅黨（Partido Colorado）與白黨（Partido Blanco）支配的政治

局面；2008 年前天主教主教、左派大聯盟的愛國改變聯盟（Alianza Patriótica para
el Cambio）候選人盧戈（Fernando Lugo），結束紅黨（Partido Colorado）近 60
年的執政。2008 年盧戈當選巴拉圭總統後，南美洲左派國家已增至 8 個，佔南
美洲國家總數的三分之二。
於中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曾於 1979 年至 1990 年間執政的尼加拉瓜左派
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FSLN）領導人奧
特嘉（Daniel Ortega）於 2006 年捲土重來贏得總統大選；2004 年前巴拿馬左翼
96

路線軍事強人陶瑞賀將軍之子馬汀．陶瑞賀（Martín Torrijos）當選總統；立場
左傾的宏都拉斯自由黨（Partido Liberal de Honduras）候選人塞拉雅（Manuel
Zelaya）於 2005 年贏得大選；瓜地馬拉左翼國家希望團結政黨（partido político
Unidad Nacional de la Esperanza, UNE）候選人科洛姆（Álvaro Colom）於 2007
年順利當選總統；多明尼加共和國曾於 1996 年擔任總統的費南德茲（Leonel
Fernández Reyna），2004 年成為多明尼加解放黨（Partido de la Liberación
Dominicana）候選人當選總統，2008 年更順利連任。

表 4-1
拉丁美洲近年左傾國家一覽表

2006.1.22-

魯拉

2003.1.1-2007.1.1
2007.1.1-

拉戈斯

2000.3.11-2006.3.11

巴契萊

2006.3.11-

菲德爾．卡斯楚

1976.12.2-2008.2.24

y

al

v
i
n
1996.8.16-2000.8.16
U

n

勞爾．卡斯楚
多明尼加共和國

Ch

sit

io

古巴

莫拉雷斯

Nat

智利

2007.12.10-

‧

巴西

學

玻利維亞

克利絲汀娜．費南德絲

er

阿根廷

‧ 國

國家

政 治 大
左傾領導人
任期
立
基什內爾
2003.5.25-2007.12.10

2008.2.24-

雷昂內爾．費南德茲

e n g c h i 2004.8.16-2008.8.16
2008.8.16-

厄瓜多

古鐵雷茲

2003.1.15-2005.4.20

柯瑞亞

2007.1.15-

瓜地馬拉

科洛姆

2008.1.14

宏都拉斯

賽拉雅

2006.1.27-

尼加拉瓜

奧特嘉

1985.1.10-1990.4.25
2007.1.10-

巴拿馬

陶瑞賀

2004.9.1-

巴拉圭

魯戈

2008.8.15-

烏拉圭

瓦茲奎茲

2005.3.1-

97

委內瑞拉

查維茲

1999.2.2-2001.1.10
2001.1.10-2007.1.10
2007.1.10-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編彙。

拉丁美洲在進入 21 世紀後，其政治、經濟與社會呈現出與 1990 年代不同
的風貌。於拉丁美洲風行 20 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為對拉丁美洲的
一次總體經濟、政治與社會大改造。新自由主義的實行，不僅僅是對於拉丁美
洲經濟制度的改革，同時亦連帶地對拉丁美洲的政治與社會制度產生嚴重的連
鎖效應。拉丁美洲左傾化風潮之起因與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有密切關係，拉丁美

政 治 大
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之上。以下將就促成拉丁美洲新興左派勢力的原因、發展與
立
洲的左右路線之爭，也因這近 20 年的改革實驗，以與過去不同的形式浮現在拉

圖 4-1
2009 年拉丁美洲政治勢力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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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http://www.tribunalatina.com/es/viewer.php?IDN=10694
註：圖中上色部分除墨西哥、哥倫比亞與祕魯為右派，其餘皆為左傾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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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實驗失敗

1980 年代為拉丁美洲「失落的十年」
（the lost decade）
，拉丁美洲國家幾乎
無一倖免地歷經嚴重的債務危機。拉丁美洲國家由於無法償還長期累積與巨額
的債務，只好接受美國財政部、銀行團與國際金融組織所定下「華盛頓共識」
（Washington Consensus）199的經濟指導原則，採行新自由主義經濟路線，期望
藉由結構調整的震盪療法在短時間內達成西方國家所期望的經濟改革成果。新
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亦為對於拉丁美洲過去實行進口替代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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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護以抗衡外國競爭的經濟；對於外國直接投資限制與管制的解除，吸引國
立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的逆轉：貿易自由化開啟了封閉與受

際投資者有意願引進現代科技；國營企業的民營化反轉數十年來不斷成長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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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干涉主義，並尋求強化衰弱且長期受到政府補助的私部門，進而促使其成為

‧

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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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目的，便是在於消除一切障礙與人為干預，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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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行回歸最純粹的市場機制。新自由主義的運作邏輯相信，藉由最小化國家角
色與最大化市場與私人商業行為（不論是國際或是國內）
，即能確保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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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發展，新自由主義論述在當時成為單一教條，受到拉丁美洲當時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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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和民營企業利益結合的社經精英的支持，特別在蘇聯瓦解後與國際體系的
全球化的過程中，傳統意識形態鬥爭已被取代，改以自由民主的觀念開始在政
治層面運行，而市場體系則經由新自由主義的形式，在經濟層面中傳播。201
199

英國經濟學家，同時擔任華府國際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與國際貨幣基金顧問的英國經濟學家
約翰．威廉森（John Williamson）整理出，1989 年為於華府的國際貨幣基金、世界銀行與美國
財政部對身陷債務危機的拉丁美洲國家所達成對其進行經濟改革的十點共識，又稱做華盛頓共
識。此項十點共識為遵守財政紀律、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優先順序、稅制改革、金融自由化、
競爭性匯率、貿易自由化、開放國外直接投資、國有企業民營化、解除管制(廢止阻礙新廠商
進出的法規)和確立財產所有權。此項十點共識又被稱做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於 1990 年代
受到絕大多拉丁美洲國家的採用。有關華盛頓共識的介紹請見：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網站，
http://www.cid.harvard.edu/cidtrade/issues/washington.html
200
Kurt Weyland, “Assessing Latin America Neoliberalism: Introduction to a Debate,”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Vol. 39, No.3, 2004, pp.143-144.
201
Osvaldo Sunkel, “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Neoliberalism,” in Charles H. Wood and Brya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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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經濟層面與人民福祉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為拉丁美洲所帶來的
弊顯甚於利。新自由主義改革促成了拉丁美洲經濟的自由化，然而此項自由化
卻伴隨著高度波動性，特別是在歷經經濟危機時，這些危機破壞經濟的穩定性，
同時對於長期成長有不良的影響，因為其削弱經濟的可預測性並可能因此令投
資怯步。由於金融市場的開放，引發投機性的外國資本湧入，匯率受到高估造
成逆差與經常帳的赤字，因而引發政府向外國大筆借貸的情況。一個國家高外
債的的狀況，使其更無法承受資本的快速流出。然而，一旦資本快速外移發生，
國家便立即陷入收支平衡的困境中，且須立即實行大膽的穩定政策，這些政策

治
政
大
換言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經濟自由化路線對體質脆弱的拉丁美洲國家，並未
立

卻將因短期內壓抑需求，長期內投資的衰退因而對經濟的成長產生嚴重影響。202

達到所預期的目標，反而使其暴露在多變與投機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中。

‧ 國

學

新自由主義的實行造成更嚴重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情況。拉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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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過去絕大部分的中產階級，來自於政府擴張社會服務與國營企業時期，由於

y

Nat

在教育、衛生、住宅與社會安全層面上的擴張，政府便需要雇用相當多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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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以因應不斷提升的服務需求。因此，在這一段時期中，公部門成為正式
就業的主要支柱。203採用新自由主義式震盪療法的拉丁美洲國家，大幅消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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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支，縮減公部門規模，另外伴隨著工資與投資的下降，造就了許多新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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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產階級大幅衰減，其中所得分配不均與社會不公的情況更加持續嚴重。
政府消減公共開支，對於教育、醫療與其他的社會服務品質受到進一步的惡化，
而開放這些項目的民營化，更加強化了社會排除的情況，絕大多數的貧窮人口

無法負擔民營社會服務體系所提供的服務，進而使得人民的生活品質急速下
降。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透過貿易與金融的自由化，欲將這些拉丁美洲國家

Roberts,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 University Parl,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5-56.
202
Evelyne Huber and Fred Sol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Neoliberalism,” pp.159.
203
Osvaldo Sunkel, “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Neoliberalism,” p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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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入全球化的浪潮之中，在新自由主義制度脈絡運作下，面對競爭劇烈的國
際環境，對於高技術或是高度專業的勞工需求提升。204人力資源結構尚未調整
與過去依賴公部門就業的拉丁美洲，於是引發所得分配不均的情況，拉丁美洲
原有龐大的貧窮人口，加上因新自由主義改革造就的新貧人口，使得社會極化
的情況加深。根據聯合國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經濟理事會所出版的統計資料中
顯示，2000 年此區域的貧窮人口約佔總人口的六成之多，同時 2001 年至 2002
年間，阿根廷歷經金融風暴，其預估此數據將提升更多。另外，在統計 1990
年至 2000 年間收入分配狀況時，資料顯示拉丁美洲國家前 10%最富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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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起此數據於 10 年內不斷惡化，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比重亦不斷提升。
立

其收入約佔全國收入的 40%，而後 40%的貧窮人口，其收入僅佔約 15%的全國
205

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社經發展是奠定在許多重要的制度架構之中，如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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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運作、完善的憲政結構、成熟的勞工與雇主組織的發展等，為決定經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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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福利國家、貧窮與不平等狀況的重要因素。然而，這些制度架構於拉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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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的發展尚顯衰弱。不顧這些因素，冒然置入劇烈的經濟改革，確實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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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許多不良後果，同時削弱制度發展的目的。206以下將繼續就新自由主義
對於拉丁美洲政治與社會發展影響及其與左傾化風潮的關聯性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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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黨失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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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的民選政府所採行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使其本國經濟與金融
體制暴露在高風險的國際金融環境之中，為吸引外資進入本國市場，這些民選
政府不得不祭出許多優惠措施，如減免稅、提供基礎建設等方式吸引外資進入，
這些措施對預算產生排擠效應，使得民選政府用於公共支出及維持或提升人民

204

Michael Walton, “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Good, Bad or Incomplete?” pp171-172.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01-2002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02),
pp.39-40, 225-226.
206
Evelyne Huber and Fred Sol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Neoliberalism,” pp.16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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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準的政策執行可能性降低。在檢視 1996-2000 年逐年區域性民調中指出，
當論及最有權力的社會機制為何，平均有 56%的拉丁美洲人認為是政府，但卻
平均 50%的人認為大型企業同為最有權力的機制，另外，2000 年的民調中，僅
有 28%的拉丁美洲人認為未來的經濟情況將有所改善。207藉由此項民調可觀察
出，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下，人民對於政府的能力並不信任，反觀大型企業或
是跨國企業卻被視為權力與政府不相上下的社會機制，反映新自由主義改革下
公部門權力大為衰退的跡象。
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制定受到限制，導致人民對於政府效能的不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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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這些與菁英利益結合的傳統政客能為國家的經濟情況與其生活帶來改變。大
立
點表現在逐漸下降的政治參與中，人民普遍對於政治感到絕望與冷漠，不再信

選中投票率的低迷更是當時拉丁美洲常有的現象。然而，在政治活動中扮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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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角色的政黨，亦因為未能完成競選承諾與其他貪污舞弊的事件，因而喪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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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亦對政黨的衰退造成影響，國家喪失其操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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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具與經濟決策的自主性，使得原本作為源分配管道的政黨組織，手中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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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資源更為稀少，因而難以鞏固其支持基礎。同樣地，新自由主義改革將
國內市場對險惡的國際體系開放，亦令政黨更難掌握局勢，難以順利完成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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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改善經濟現況的承諾。再者，對於改革路線的衝突，亦造成這些傳統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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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競爭與加速其分裂，例如委內瑞拉與秘魯政黨體系的崩毀，阿根廷亦於
梅南（Carlos Menem）下台後，面臨政黨瀕臨瓦解的局面。208人民對於採行新
自由主義改革的傳統政黨失去信任，卻因此給予拉丁美洲左派勢力更多的關注，
然而拉丁美洲的左派勢力在歷經如此劇烈的社會變革，其結構與路線也發展出
與過去不同的風貌。

207

Latinobarómetro, Informe de Prensa: Encuesta Latinobarómetro 1999-2000 (Santiago de Chile:
Latinobarómetro, 2000), pp.8-10.
208
Kurt Weyland, “Neo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A Mixed Record,” Latin
America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46, No.1, 2004, p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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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左派勢力的結構與路線調整

1980 與 1990 年代間，拉丁美洲各國幾近一片倒地採行新自由主義改革，
卻促成左派勢力在近年來於各項選舉上大有斬獲，人民將其選票投予反對新自
由主義的左派候選人，此項發展象徵著人民對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回應與抗拒。
然而，近 20 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下，有別於此前多以左派政黨的形式參與政治，
拉丁美洲的左派勢力卻有了不同的發展。
自 1990 年代中期以來，新型態的拉丁美洲左派組織開始陸續出現，部分組

治
政
大
日 北 美自由貿易協定實行當日，象徵與新自由主義對抗的墨西哥恰帕斯
立

織不如左派政黨參與代議政治，走的是體制外路線，如成立於 1994 年 1 月 1

（Chiapas）地區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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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LN）
。而其他則是透過社會運動的形式結合許多不同主張的左派勢力對於右

‧

翼政府進行挑戰，如厄瓜多的帕恰庫提克運動黨（Movimiento de Un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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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inacional Pachakutik），原為原住民運動，而後則投入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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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動之中，並曾於 2002 年支持古鐵雷茲競選總統；另外，玻利維亞的原住民
運動，亦是左派社會運動成功的重要案例，由莫拉雷斯領導原住民古柯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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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其境內的其他社會運動結合
2002 年的總統大選，
C，
h以社會主義運動黨投入
engchi U
但以些微之差落敗，2005 年其再度投入大選並順利擊敗右派候選人，當選玻利
維亞首位原住民總統；委內瑞拉的第五共和運動為異質性的政治聯盟，由軍方
人士與其他不同主張的左派團體所組成，共同目的是為終結支配委內瑞拉達 40
年的傳統兩黨政治體系，而 1998 年大選由其候選人查維茲獲勝。209
儘管拉丁美洲有深厚的左派傳統，多數國家皆有左派政黨，但這些傳統形
式的左派政黨，卻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下面臨路線與認同上的矛盾。1990 年代初
期蘇聯的瓦解象徵著共產主義的失敗，亦標誌著資本主義似乎已成為當時唯一

209

Beatriz Stolowicz, “ The Latin America Left: Between Governability and Change,” TNI New
Politics Project Debate paper, No.1, 2004,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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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拉丁美洲的左派政黨則必須思索其新的出路。但蘇聯的失敗卻也因此
使的拉丁美洲的左派得以重塑其意識型態內涵與其政治自主性。同時，冷戰的
結束與資本主義的暢行，美國不再將左派視為對其戰略利益的威脅，亦令拉美
左派擁有更多參與政治活動的空間。210
近年來拉丁美洲所出現的「新左派」
，與過去相比其對抗性不強，且走向更
為實際的路線，主張建立廣泛的政治聯盟，而目標是就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帶來
的負面影響進行改革。211因此，可以明顯觀察現今拉美左派的社會基礎和過去
由知識份子、工會份子所構成的組織結構有所不同。當前拉美左派勢力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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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分配不均、國家資源受到外來資本侵占與貧窮惡化的社會不公情況，當
立
份子更加入了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下的受害群眾。有鑑於新自由主義改革所造成

今的拉美新左派得以興起，便是反映人民對於改變這些社會狀況的期望，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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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勢力基於此項共同期望而得以組成聯盟。各國的新左派勢力亦多以改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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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不良後果，扭轉社會不公與分配不均為號召，因此得到拉丁美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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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新興左派勢力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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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自由主義之害廣大貧窮民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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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拉美左派雖然在一些主張上持相同立場，例如改革新自由主義、消
除國內所得分配不均、減低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福利支出等等，但其在政策施
行的路線上則有所區別。委內瑞拉知名政論家佩特柯夫便將拉美左派分為兩類，
一類左派較為溫和與務實，包括了巴西的工人黨、智利的社會黨、阿根廷的貝
隆主義政黨，其認為此類的左派勢力源自於獨裁軍事政權的對抗，長久以來的
經營發展，使其較能尊重民主體制；另一類左派則較為激進，主要為古巴的卡

210

Teodoro Petkoff, “Las dos izquierdas,” Nueva Sociedad, N°.197, 2005, pp.116-118.
Carlos M.Villas, “La izquierda latinoamericana y el surgimiento de regímenes nacional-populares,”
Nueva Sociedad, N°.197, 2005, p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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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楚、委內瑞拉的查維茲政權。212墨西哥知名學者且曾任墨國外交部長的卡斯
塔涅達（Jorge Castañeda）也同樣認為拉美存在兩類左派，一類為現代的、開
放的改革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跳脫過去的傳統左派路線；另一類源自拉美的
民粹主義傳統，為帶有強烈批判與思想封閉的國家主義者。213《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對拉美激進左派的分析中指出，拉美的民粹主義者通常鼓吹反資本
主義，並號召其支持者對抗兩大敵人：地主寡頭與外國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支
持工業與國家在經濟中扮演更重要的角色，並且承諾賦予工人階級更多的社會
福利。反觀溫和左派則多採取謹慎穩健的總體經濟政策，保留了 1990 年代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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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對於拉美新興左派勢力的分類說明中，表示現今拉美左派亦不同的
立

的自由化改革，但結合了更良好的社會政策。214

形式存在於拉美國家之中，然而其共通點在於，不論是激進或是溫和路線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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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勢力，雙方在對於內政上，其核心主張大多趨於一致，目的皆為改善社會不

‧

公的情況，為國家提供替代的發展道路。然而，在對外關係上，當前的新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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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勢力更為強調其在外交上的獨立自主路線，美國強力行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er

io

sit

對拉丁美洲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皆造成深遠的不良影響。另外，小布希
政府在 911 事件後的單邊主義外交路線，亦令拉美左派執政國家有所不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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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儘管在對外關係經營的手法上，各個左派執政國家有所不同，但總體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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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路線卻趨於一致。如佩特科夫所述，兩種形式的左派勢力間雖存在矛盾與
相異的論述，但皆同屬左派大家庭的一份子，並共同尋覓建構對抗北美霸權的
共同命運。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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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doro Petkoff, “Las dos izquierdas”, pp.119.
Jorge, Castañeda,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3, 2006, pp.29.
214
“The Return of Populism”, The Economist, April 12, 2006,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la/displaystory.cfm?story_id=E1_GRDNQQR
215
Teodoro Petkoff, “Las dos izquierdas”, p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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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小布希政府任內美國與拉丁美洲關係發展

一、

美國影響力的衰退

（一） 小布希政府對拉丁美洲的忽視

2001 年 9 月 11 日，美國境內發生大規模恐怖攻擊事件，此事件亦令小布
希政府的外交政策於其上任的第二年改弦異轍。反恐與中東地區成為了小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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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上的重要性。根據 2007 年智利民調組織
Latinobarómetro
立
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而長年被美國視為其後院的拉丁美洲，便逐漸失去在美

所做民調，可發現除受益於美國援助的哥倫比亞，以及與美國簽有自由貿易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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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墨西哥與智利較為喜歡美國，其他受到美國忽視的國家，如阿根廷，對於

‧

美國的不滿態度有逐漸上升的趨勢。整體而言，對美國有負面印象的南美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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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已由 2005 年的 18%上升至 2007 年的 27%，Latinobarómetro 亦指出，若小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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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政府不改變目前對忽視拉丁美洲的政策，拉丁美洲人民對美國的負面觀點將
持續增長。216另外，更有高達 39%的拉丁美洲人對於小布希政府有不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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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3 月份，小布希參加於阿根廷舉行的美洲高峰會之際，引發大規模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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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力抗議事件，抗議民眾表達對美國入侵伊拉克與美國推動美洲自由貿易區的不
滿。218

美國過去對拉丁美洲事務的控制與干涉，反映門羅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於 1900 年以後的發展，逐漸確立美國於西半球的霸權地位，拉丁美
洲儼然美國後院；而冷戰的開始，由於意識形態對抗的需要，與美國具有地理

216

Latinobarómetro, “Poll: Latin Americans like U.S., but a little less,” September 23, 2007.
http://www.latinobarometro.org/
217
Latinobarómetro, Informe de Prensa: Encuesta Latinobarómetro 2006 (Santiago de Chile:
Latinobarómetro, 2006), pp.88-89.
218
Julian Borger, “Bush Feels Hands of God as Poll Ratings Slump,” Guardian, November 5, 2005.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5/nov/05/usa.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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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性的拉丁美洲更因此成為美國堅定的反共盟友，然而，此一時期中，美國
對拉丁美洲的干涉活動也因此層出不窮，例如在 1960 年代，美國便協助了 9
個拉丁美洲軍事政府取得政權。219歷史性的經驗或許可作為拉丁美洲人民對美
國不滿的因素之一，但對於許多拉丁美洲國家而言，與美國的關係為其外交政
策中最重要的一環，美國的援助亦為許多拉丁美洲國家發展的重要財源，然而
小布希政府忽視拉丁美洲的政策走向，將其絕大多數援助投注於哥倫比亞的掃
毒計畫，令許多拉丁美洲國家相當不滿，間接造成美國於拉丁美洲國家的影響
力逐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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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暇將注意力放至其後院拉丁美洲。導致美國對於拉丁美洲事務的關注，僅集
立
911 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身陷對阿富汗與伊拉克的反恐戰爭問題中，

中於處理特定的或是較為急迫的議題。美國與拉丁美洲的關係於 911 事件後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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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急速地冷卻。220美國對於拉丁美洲的忽視，間接促成拉丁美洲不同的政治

‧

風貌。如前所述，拉丁美洲經歷新自由主義改革後，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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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興起，強調公平社會分配的新左派勢力亦逐漸展露頭角。小布希政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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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哥倫比亞外，未給予親美政府經濟或是政治上充足的支持，加上小布希政府
採行單邊主義政策，亦提供拉丁美洲新左派勢力新的攻擊標的，如委內瑞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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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尼加拉瓜的奧特嘉、玻利維亞的莫拉雷斯皆是左打美國在拉美實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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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餘毒，右打美國單邊主義、帝國主義的外交路線，間接促成拉丁美
洲多數國家逐漸由新左派藉由民選方式掌握政權，進一步削弱美國於區域的影
響力。

（二）區域外大國勢力的進入

小布希政府對拉美的忽視，亦使得其他區域外大國勢力得以趁虛而入，更
219

John H. Coatsworth, “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s: What For?” Revista, Vol.4, No.2, 2005, pp. 8.
Peter Hakim, “ Is Washington Losing Lat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85, Iss.1, 2006,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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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改變了拉丁美洲國家過去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情況，中國大陸與俄羅斯積
極強化與拉丁美洲關係即為最佳例子。

中國

自 1990 年代末期，中國越來越注意到拉丁美洲的重要性，領導人與重要官
員開始更加密集的造訪拉丁美洲。但受地理距離因素影響，雙方關係進展主要
侷限於政治方面。然而，在胡錦濤的領導下，中國與拉丁美洲在外交與經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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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巴西與古巴等四國進行國事訪問，並出席於智利召開的第
12 屆亞太經
立

係的發展上有顯著的進展。2212004 年 11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智利、

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非正式領袖會議。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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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國國家副主席賈慶紅又對墨西哥、祕魯、委內瑞拉、千里達和多巴哥與

‧

牙買加等五國進行訪問。2005 年 9 月胡錦濤對墨西哥進行訪問。2005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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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式與智利簽定自由貿易協定。2008 年在胡錦濤訪問拉美前夕，中國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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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了《中國對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海政策文件》222，此文件主要內容是欲擴大與
深化和拉丁美洲即加勒比海區域國家在貿易、投資、援助及其他各層面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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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要著眼於天然資源與能源方面的合作。同年，胡錦濤藉參與於祕魯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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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第 16 屆 APEC 非正式領袖會議，再度訪問古巴、秘魯與哥斯大黎加223，
2003 年胡錦濤上台至今，已三度訪問拉丁美洲。

221

鄧中堅，
「崛起的中國在拉丁美洲的政策與作為」，
《國際關係學報》
，第 23 期，2007 年 1
月，頁 22。
222
此政策文件發布於 2008 年 11 月 5 日，全文約五千字，共分為「拉丁美洲和加勒比的地位
和作用」
、
「中國同拉丁美洲和加勒比的關係」
、
「中國對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政策」
、
「加強中國同
拉丁美洲和加勒比的全方位合作及」
、
「中國同拉丁美洲和加勒比地區組織的關係」
等 5 個部分。
全文請見，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8-11/05/content_1140303.htm
223
2007 年 6 月 7 日哥斯大黎加與台灣斷交，轉與中國建交，哥國總統亞里亞斯（Oscar Arias）
便曾批評台灣在援助邦交國上過於吝嗇。哥斯大黎加與中國建交，在一定程度上，反映中國近
年來積極透過經濟力量經營拉丁美洲的成效。相關新聞請見：
「哥國總統說台灣吝嗇，扁政府
翻臉追討 11 億」，中國評論新聞網，2007 年 6 月 9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8/5/0/10038503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
38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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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年代中期中國與巴西建立了戰略夥伴關係以來，中國又相繼與委內
瑞拉建立了「面向未來共同發展的戰略夥伴關係」
，與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別建立
了「戰略夥伴關係」，與智利建立了「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另外，中國亦藉由
參與拉丁美洲區域組織積極涉入拉丁美洲區域事務。首先，於 2004 年中國正式
成為美洲國家組織的常任觀察員224；爾後，2008 年中國以 3.5 億美元入股美洲
發展銀行（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成為贊助會員。2252008
年胡錦濤訪問秘魯期間，兩國除共同宣布完成自由貿易談判226，中國更宣佈與
秘魯正式建立「戰略夥伴關係」
。227中國在胡錦濤上台後，便不斷與拉丁美洲發

治
政
大
中，拉丁美洲便佔有 2 項，表示著中國對於拉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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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關係，自 2004 年起，中共領導人密集地對拉丁美洲進行訪問，且中國目前簽
定的 6 項自由貿易協定

228

的重視，亦突顯中國欲擴張其在拉丁美洲的影響力，特別著重於經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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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至 2007 年中國與拉丁美洲貿易情況

金額單位：萬美元

進口額
670,215
23.9%

1,782,604

948,959

833,645

19.3%

15.2%

24.4%

2,680,644

1,187,913

1,492,730

50.4%

25.2%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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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國家組織加上中國後，共有 60 個觀察員國。請參見：
「中國成美洲國家組織觀察員」，
BBC 中文網，2004 年 5 月 27 日。
225
“China to join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 October 23, 2008.
http://www.iadb.org/NEWS/detail.cfm?id=4828
226
中國與秘魯自由貿易協定於 2009 年 4 月 28 日於北京正式完成簽署。
227
王南，「胡錦濤訪祕兩國完成自由貿易談判」，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 年 11 月 20 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11/w2008-11-20-voa32
.cfm?CFID=207086691&CFTOKEN=26296755&jsessionid=66309b858f7cb35f669f60c5e26811277
26e
228
此六個自由貿易協定分別是與東南亞國協、紐西蘭、巴基斯坦、新加坡、智利與祕魯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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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4,002,703

1,824,205

2,178,498

49.3%

53.6%

45.9%

5,045,740

2,368,250

2,677,490

26.1%

29.9%

23.0%

7,021,755

3,602,870

3,418,885

39.1%

43.1%

49.4%

10,261,110

5,154,295

5,106,815

46.2%

52.1%

27.6%

35.6%

33.4%

39%

2005
2006
2007
平均增長率

註：表中粗體字為增長率百分比。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資料。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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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 中可觀查出，於 2000 年後，中國與拉丁美洲的貿易量持續不斷增
立
長，2001 年與 2007 年中拉貿易額分別為 149 億美元和 1,026 億美元，中國與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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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的貿易總額，在 7 年的時間內增長進 7 倍之多，且在這段時間內以每年

‧

平均 35.6%的增長率成長，2008 年雙方貿易額更達到新高，約 1434 億美元，
中國也繼美國之後，成為拉丁美洲最大貿易夥伴。229其中，中國與拉丁美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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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實現 1000 億美元的目標，然而此目標已提早 3 年達成。巴西、墨西哥

engchi

與智利為中國在拉丁美洲地區的三大貿易夥伴，雙邊貿易額均超過百億美元，
而與巴西更是接近 300 億美元，成為中國第九大的進口來源國家。雙方的貿易
中，中國對拉丁美洲的進口大多為農礦產品，顯示其對資源的大量需求。
中國不僅擴大與拉丁美洲間的貿易，更大幅增加對拉丁美洲的投資。截至
2003 年年底為止，中國累積對拉丁美洲總投資額為 46.2 億美元，佔累積對外總
投資總額的 14%；但在 2004 年一年的投資總額為 17 億美元，佔當年對外總投
資額的 46%，此一數據反映了中國對拉丁美洲投資快速成長的趨勢。2302003 年
229

唐雅陵，
「北京要求巴西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央社，2009 年 5 月 18 日。
http://www.cnanews.gov.tw/mnd/mndread.php?id=200905190031&Lev=3
230
Roger F. Noriega, “China Seeks More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110

中國在拉美非金融類直接投資流量為 10.4 億美元，2005 年為 64.7 億美元，2006
年進一步增加到 84.7 億美元，占中國非金融類海外直接投資流量的 48.7%。若
從中國海外非金融類直接投資存量來看，拉丁美洲同樣是投資重點區域。截至
2006 年底，中國在拉美的非金融類直接投資存量為 197 億美元，居亞洲之後成
為中國海外第二大投資目的地。231中國為拉丁美洲的投資，最主要的方式是藉
由大型礦業類別的國營企業以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
方式為之，如首鋼、中石油、五礦、寶鋼等大型國營礦業集團在拉丁美洲數個
出口礦產為主的國家皆有鉅額投資。中國對拉丁美洲投資額的飆升，不但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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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穩定供應，以供其國內的快速發展之用。
立

對拉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影響力大幅提升，同時得以確保其獲取拉丁美洲天然資

事實上，自 1999 年起，中國大陸的重工業成長率首度在改革開放後超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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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然而，中國缺乏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天然資源，為求拓展與穩定其發展

‧

所需資源的來源，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拉丁美洲便成為滿足中國發展需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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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區域。中國積極欲進入拉丁美洲，有以下數點原因：首先，同樣作為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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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國在意識形態與政治上與拉丁美洲國家在對抗現存經濟秩序上身處同
一陣線，特別是在拉丁美洲左傾的政府紛紛上台之後，拉丁美洲領導人們更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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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此亦概念；其次，為了開拓中國出口的市場，以及確保中國取得豐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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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道，中國開始積極發展與拉丁美洲國家的經濟關係；最後則為台灣問題的
考量，這是由於中南美洲為台海兩岸的主要外交戰場之一，台灣眾多邦交國位
於此區域。232中國的改革開放與拉丁美洲實行新自由主義改革約為同時，然而，
相對於中國的廣大市場、成功的發展經驗與其不斷日增的國際地位，拉丁美洲
卻在此段時期面臨許多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今日拉丁美洲國家紛紛左傾化，
Committee on Subcommittee on the West Hemispher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 April, 2005. 轉引自鄧中堅，
「中國對拉丁美洲石油能源戰略與
外交」
，《中國大陸對非西方世界石油能源戰略與外交會議論文》，2007 年 5 月 25 日。
231
吳國平，
「中拉經濟合作：在經濟增長中實現良性互動」
，
《拉丁美洲研究》
，2008 年第 3 期，
頁 5-9。
232
Joseph Y. S. Cheng, “ Latin America in China’s Contemporary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36, Iss.4, 2006, pp. 512.
111

意味著拉丁美洲國家正在尋找替代的發展路線，更使得拉丁美洲國家樂意與中
國學習及合作。
石油為支持中國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根據 IEA 的年度報告中指出，1980
年至 1990 年中國對石油的需求由每日 190 萬桶提升至 240 萬桶，至 2000 年為
每日 470 萬桶，2000 年過後，由於經濟不斷快速成長，中國在五年內，其每日
對石油的需求成長了 200 萬桶，在 2005 年達到每日 670 萬桶的需求量。233由此
可看出，中國對石油渴求程度之高，使其不斷向外發展尋找新的油源。另外，
為確保石油的供應，中國大陸開始透過直接投資或以與拉丁美洲國家成立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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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欲傾銷其商品與掠奪拉丁美洲資源的不良印象。
立

企業的形式，對拉丁美洲國家提供資金，此一方式亦可降低拉丁美洲國家對於

另外，中國與拉丁美洲的合作甚至跨越了能源部門。中國國家角色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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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諾協助西半球國家進行基礎建設，以確保更穩定的石油供應及原料取得。

‧

中國在阿根廷、巴西等國進行了大規模的投資計畫，透入數百億美元資金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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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港口在內的基礎建設計畫。234中國進行基礎建設投資，部份原因是為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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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中國自拉丁美洲取得資源的運輸安全，引發最多爭議與美國關切的例子即為
2005 年 10 月，中國和記黃埔巴拿馬港口公司與巴拿馬政府簽訂協議，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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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億美元，用於巴拿馬運河的擴建工程，同時，中國遠洋運輸集團亦表示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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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巴拿馬運河的擴建。235中國與拉丁美洲第一大產油國委內瑞拉，更是合作密
切，雙方在 2005 年展開合作發展委內瑞拉太空計畫，預計發射通信衛星。雙方
的合作於 2008 年年底得到了成果，在中國的協助下，於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發射了委內瑞拉一號（Venesat 1）通信衛星或稱作西蒙．玻利瓦衛星。236委內
233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pp. 262-264.
鄧中堅，
「中國對拉丁美洲石油能源戰略與外交」
，
《中國大陸對非西方世界石油能源戰略與
外交會議論文》。
235
賀靜萍，
「中共威脅論，多一樁？巴拿馬運河擴建 中美槓上」，工商時報，A9 版，2006
年 11 月 6 日。另外，有關於巴拿馬運河歸還與中國介入此問題之相關分析，請見：邱稔壤，
「美
國朝野對歸還巴拿馬運河立場之研析：保守派人士對外力介入之疑慮」，
《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4 期，2000 年 4 月，頁 79-97。
236
「委內瑞拉衛星在華發射，覆蓋大部分南美地區」
，中國評論新聞網，2008 年 10 月 30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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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拉作為南美第一大產油國，中委雙方有關能源與投資相關合作更是中國於拉
丁美洲能源戰略的重點，有關中國與委內瑞拉的相關合作討論分析，將在後文
進行探討。

俄羅斯

另外一個近年來積極經營與拉丁美洲關係的區域外大國為俄羅斯。冷戰結
束後，俄羅斯亦暫時退出拉丁美洲的政治舞台。然而，在 2005 年後，情況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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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同時美國阻止西班牙出售戰機相關科技予委內瑞拉，查維茲便威脅要將
立

所改變。2005 年 2 月，查維茲指控美國刻意拖延對委內瑞拉 F-16 戰機零件的

F-16 與古巴和中國分享，2006 年 5 月，委內瑞拉表示考慮將 21 架 F-16 戰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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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伊朗在內的其他國家，並考慮向俄羅斯購買蘇愷 35 型戰機（Sukhoi-35）
。237

‧

查維茲決心使委內瑞拉於 2013 年以前完成軍事現代化，面對美國的不情願進行

y

Nat

軍售以及委美關係的長期惡化，查維茲展開對俄國的軍購。2005-2006 年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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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拉向俄羅斯訂購了價值 34 億美元的武器238，俄羅斯更表示將在年底於委
內瑞拉建造 2 座步槍製造工廠，並預計於 2010 年便可投入生產。2392008 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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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查維茲訪問俄羅斯期間，俄羅斯宣布對委內瑞拉貸款
10 億美元軍售，以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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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飛彈防禦系統。10 月時，委內瑞拉表明將再投入 300 億美元以完成其軍事現
代化目標，同時向俄羅斯表示將購買 T-72M 坦克，同時潛艇、裝甲運兵車與對
空防禦系統的採購案亦在進行中。240

除了軍售外，俄羅斯新任總統麥德維夫（Dmitry Medvedev）2008 年 5 月

100784762
237
“Venezuela Threatens to Sell F-16 Fleet to Iran ,” FoxNews, May 16, 2006.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195672,00.html
238
其中包括：其中包括 24 架蘇愷 30 型戰機、托爾（Tor-M1）防空飛彈系統、Mi-17B 多用途
直昇機、Mi-35 攻擊直昇機、Mi-26 重型運輸直昇機與 10 萬支 AK-103 型步槍。
239
“Russia to build 2 Kalashinikov factories in Venezuela by 2010,” RIA Novosti, August 6, 2007.
http://en.rian.ru/russia/20070806/70445720.html
240
“Venezuela in Talks to Buy Russian Tanks,” Javno, October 17, 2008.
http://www.javno.com/en-world/venezuela-in-talks-to-buy-russian-tanks---interfax_193400
113

就任後，俄羅斯在拉丁美洲的發展得到了更進一步的擴展。於 2008 年 7 月，為
反制美國於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與北約東擴，便曾傳出俄羅斯有意部署戰略
轟炸機於古巴。241俄羅斯總理普丁（Valdmir Putin）便在接見古巴代表團時表
示，俄羅斯需要恢復古巴與其他國家的地位。242同年 9 月份，在美國和歐洲國
家與俄羅斯針對其出兵喬治亞一事引發緊張情勢之際，俄羅斯派出兩架 TU-160
長程戰略轟炸機飛抵委內瑞拉，並宣布將於年底俄國艦隊將抵達委內瑞拉並進
行聯合軍演並暫時部屬反潛機於委內瑞拉。243同年 11 月，俄羅斯總統麥德維夫
藉由參與於祕魯舉辦亞太經濟合作會的機會，訪問委內瑞拉、古巴與巴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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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俄羅斯最大核子動力軍艦彼得大帝號（Peter The大
Great）亦參與其中；另外，
立

委內瑞拉訪問期間，委內瑞拉軍隊與俄羅斯見對於加勒比海區域進行聯合軍演，

麥德維夫更與查維茲共同宣示要協助打造一個多極（multi-polar）的世界，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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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簽署了民用核子協定，俄羅斯將協助委內瑞拉發展民用核子技術並擴大雙方

‧

在能源領域上的合作。244麥德維夫訪問巴西期間，麥德維夫承諾要將雙方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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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由 5 億美元提升至 10 億美元，且雙方並簽署一系列有關航太、核子與軍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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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合作協定，俄國更希望能對巴西進行軍售，以及參與其境內的天然氣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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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積極經營拉丁美洲與美國在東歐與中亞勢力的擴張密不可分。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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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亞區域，長期被視為俄羅斯的後院，而美國在喬治亞危機中，支持喬治
亞的立場，讓俄羅斯甚為光火，便還以顏色派遣長程戰略轟炸機前往美國的後
院拉丁美洲。此前，為回應美國主導的北約東擴以及美國欲於東歐部署飛彈防
禦系統，更有消息指出俄羅斯有意於與美國鄰近的古巴部署戰略轟炸機。對俄
241

“Russia needs bombers in Cuba due to NATO expansion –ex-commander,” RIA Novosti, July 21,
2008. http://en.rian.ru/russia/20080721/114527149.html
242
「美國不容『後院』空虛」，中國時報，國際新聞 A3 版，2008 年 8 月 7 日。
243
“Russian Fleet on its Way to Venezuela,” El Universal, September 12, 2008.
http://english.eluniversal.com/2008/09/12/en_ing_esp_russian-fleet-on-its_12A1984323.shtml
244
“Caracas y Moscú firman acuerdo para desarrollar energía nuclear,” El Universal, 27 de
noviembre, 2008.
http://politica.eluniversal.com/2008/11/27/pol_art_caracas-y-moscu-firm_1166596.shtml
245
“Brazil Demands More From Russia In Medvedev Visit,” Javno, November 24, 2008.
http://www.javno.com/en-world/brazil-demands-more-from-russia-in-medvedev-visit_207190
114

羅斯來說，拉丁美洲國家紛紛左傾，反美意識強烈，不啻為一個在政治上拉攏
且兜售軍備的好機會，特別是與美國在掃毒問題上關係十分緊張的委內瑞拉至
2008 年為止，至少貢獻了 44 億美元在對俄羅斯的軍購上，未來還可能繼續加
碼。再者，拉丁美洲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俄羅斯有意與能源大國巴西與委內
瑞拉等國進行合作。另外，身為美國「後院」的拉丁美洲，亦可作為俄羅斯操
作戰略平衡的工具，俄羅斯能夠利用其具有比較利益的領域，如軍售、核子產
業與其他能源產業，以換取拉丁美洲國家在政治上的支持，特別是當美國勢力
進入其勢力範圍獨立國家國協時，俄羅斯將以牙還牙回報之。246中國與俄羅斯

政 治 大

於拉丁美洲勢力的增長，更進一步突顯美國於其後院拉丁美洲勢力的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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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希政府與拉丁美洲國家的政治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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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倫比亞掃毒問題－美國於拉丁美洲的軍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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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安地斯山區與亞馬遜區域的國家，因出產大量的古柯鹼（cocaine）、
大麻等毒品，因而又被稱做毒品「銀三角」
。247哥倫比亞生產的大麻和自古柯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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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a de coca）所提煉的古柯鹼多銷往美國，哥倫比亞亦為美國最大的毒品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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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哥倫比亞多年來飽受游擊隊內戰所苦，而不論是左翼游擊隊或是右翼準軍
事團體皆藉由向毒梟勒索或是收取保護費的方式，作為資金的來源，逐漸形成
三方相互依賴的關係。
小布希政府上台後，議題導向的政策發展，使得掃毒成為美國對拉丁美洲

政策的重點。911 事件後，美國國際發展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246

Stephen Blank, “Russia in Latin America: Geopolitical Games in the US’s Neighborhood,”
Russie.Nei.Visions, No.38, April 2009, pp.8-9.
http://www.ifri.org/files/Russie/ifri_Blank_Russia_and_LatinAmerica_ENG_April_09.pdf
247
祕魯、玻利維亞與哥倫比亞為世界前三大古柯葉生產地，而其中哥倫比亞為最大的大麻產
地，同時又為古柯鹼的主要生產基地，2005 年哥倫比亞共生產約 545 公噸的古柯鹼，祕魯以
165 公噸次之，玻利維亞的產量則約為 70 公噸。請見：National Drug Intelligence Center, “ National
Drug Threat Assessment 2007, October 2006. http://www.usdoj.gov/ndic/pubs21/21137/cocaine.htm
115

Development, USAID）確認美國的主要安全威脅為恐怖主義的滋長、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的擴散與全球犯罪網絡，而弱勢國家又為恐怖主義與犯罪活動的溫床。
美國的對拉丁美洲的援外政策因而轉向打擊安地斯區域的恐怖主義活動與掃毒
計 畫 。 248 哥倫比亞的兩個主要左翼游擊隊哥倫比亞革命武裝力量人民軍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 – Ejército del Pueblo, FARC-EP）
與國家解放軍（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LN），皆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
織，同時又涉入毒品產銷等犯罪活動，因而成為了美國掃毒計畫的重要目標。
自 2000 年開始，美國開始大規模對安地斯區域投入資金與物質上的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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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mbia）
；2001 年小布希政府實行安地斯打擊毒品計畫（Andean
Counterdrug
立
打擊毒品貿易。2000 年美國國會通過 13 億美元援助哥倫比亞計畫（Plan

Initiative）
，資助安地斯區域國家打擊毒品製造與運輸，其中哥倫比亞為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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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者；2000 年至 2005 年間，美國透過國務院與國防部共援助 54 億美元。小

‧

布希政府任內對拉丁美洲的援助計畫，其核心為區域掃毒與打擊恐怖主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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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哥倫比亞為接受美國援助最多的拉丁美洲國家，其中軍事性質援助所佔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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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且拉丁美洲仍為接受美國軍事訓練最多的區域，哥倫比亞則為主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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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國家的左傾化風潮使掃毒問題變得更加的複雜。美國與哥倫比亞
Ch
engchi U

掃毒行動主要的打擊對象為哥倫比亞山區的左派游擊隊，然而這些主張進行土
地改革、改善農民權益的左派游擊隊在意識型態上與拉丁美洲左傾國家接近，
安地斯區域的左傾國家，如委內瑞拉與厄瓜多，對左派游擊隊亦表示同情態度，
哥倫比亞亦多次指控委內瑞拉與厄瓜多等國對其進行秘密協助。2502007 年 9 月，
查維茲便毛遂自薦，向哥倫比亞總統烏力貝（Álvaro Uribe）提議由他進行促使
24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uary 3, 2006, pp.1-2.
249
資料顯示，截至 1999 年至 2004 年間，美國對拉丁美洲所進行的軍事人員訓練共有 82,592
人，其中哥倫比亞人員便佔有 37,001 人。Lisa Haugaard, Adam Isacson and Joy Olson, “Erasing the
Lines: Trends in U.S. military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05.
http://ciponline.org/facts/0512eras.pdf
250
“Venezuela, Ecuador accused of FARC ties,”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4, 2008.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8/mar/04/venezuela-ecuador-accused-of-farc-ties/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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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倫比亞革命武裝力量釋放 45 名人質的調解，在雙方皆同意下，查維茲便開進
行斡旋工作。然而，於 11 月時，烏力貝突然宣布中止查維茲的調解工作，指控
查維茲違反協議，私下與哥國高階將領討論人質問題。2512007 年 12 月，FARC
同意將兩名人質交予查維茲。2008 年 1 月，查維茲表示哥國境內的左派游擊隊
以有效控制部分領土，應被視為交戰團體，且應將其自恐怖團體名單中去除，
然而此言論受到了哥倫比亞與美國的反對。252
2008 年 3 月，厄瓜多、委內瑞拉與哥倫比亞安地斯區域三國發生嚴重外交
危機，起因為哥倫比亞政府軍進行掃毒行動，越界攻擊藏匿於鄰國厄瓜多境內

治
政
大
於攻擊中喪生。厄瓜多與委內瑞拉立即向哥倫比亞進行抗議，斷絕與哥國的外
立

的哥倫比亞革命武裝力量黨人，其組織第二號人物勞爾．雷耶斯（Raúl Reyes）

交關係，並增兵於邊界。哥國總統烏力貝則不甘示弱，聲稱其所捕獲游擊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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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型電腦中，顯示委內瑞拉與厄瓜多與哥倫比亞反政府組織有密切接觸，查

‧

維茲資助哥倫比亞革命武裝力量 3 億美元，而美國總統布希亦譴責委內瑞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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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支持哥倫比亞。253左派國家尼加拉瓜也與哥倫比亞斷交以示聲援。其他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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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主要國家亦對哥倫比亞此舉進行譴責。此次危機成為拉丁美洲左派國家
與親美哥倫比亞右派政權的對立。此次危機最終在里約集團高峰會上，哥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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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烏力貝的公開致歉下和平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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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拉丁美洲近年來一片左傾的風潮中，身為美國第 4 大軍事援助國的哥倫
比亞成為了南美洲大陸少數的親美政權之一。美國在掃毒與打擊左派游擊隊上
與哥倫比亞烏力貝政府存在著共同利益，令美國藉由於哥倫比亞的掃毒計畫找
251

Simon Romero, “Colombia Ends Venezuela’s Hostages Mediation Effor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1/23/world/americas/23chavez.html
252
“US rejects Chávez call to remove FARC terror group label,” AFP, January 14, 2008.
http://afp.google.com/article/ALeqM5gdAfVH-dVQGBAElrWf58bXZeDv_g
253
「美國介入南美三國的爭端，布希表示支援哥倫比亞」，華夏經緯網，2008 年 3 月 5 日。
http://big5.huaxia.com/xw/gj/2008/00771015.html ；由於查維茲指控哥倫比亞所取得電腦資料為
假造，哥倫比亞政府轉將這些資料交與國際刑警組織驗證其真實性。2008 年 5 月 18 日，國際
刑警組織證實哥倫比亞所捕獲電腦資料並非造假，確實來自哥倫比亞革命武裝力量陣營。然而，
國際刑警組織亦表示，其僅應哥倫比亞政府要求證明這些文件的真實性，但並未分析其內容，
無法認可其可信度。然而，這些文件中使用大量的密碼與化名，未明確出現查維茲名字。請參
見相關報導，”FARC rebel link files ‘genuine’,” BBC News, May 16, 2008.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7403685.stm
117

到了延續其在南美洲軍事存在的支點。哥倫比亞的掃毒問題，以及延伸出的左
派游擊隊與人質問題，成為反美與親美兩大陣營相互角力的戰場。美國於哥倫
比亞的軍事存在亦令安地斯山區國家倍感威脅。早在 2005 年，查維茲便以美國
緝毒署（Drug Enforcement Agency, DEA）在委內瑞拉從事間諜活動，將其人員
驅逐出境並中止雙方合作。2008 年初，查維茲更指控美國與哥倫比亞欲對其進
行暗殺。254厄瓜多政府則是要求美國軍隊於 2009 年年底租約到期後，立即撤出
設立於其境內的曼塔（Manta）空軍基地，此為美國進行掃毒活動的重要活動
據點。255種植古柯葉大國玻利維亞，其原住民總統莫拉雷斯更是由古柯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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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作物為安地斯山區原住民的傳統經濟作物，嚼食古柯葉為其傳統文化中的重
立

出身，其主張「要古柯葉，不要古柯鹼」
（coca si, cocaina no）的政策，表示古

要一環，更直指美國毒品戰爭中的許多掃毒活動，欲削除古柯作物種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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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原住民的權益與文化。256

‧

小布希政府因為毒品戰爭引發其與拉丁美洲相關左派國家許多政治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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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許多拉丁美洲國家而言，美國境內毒品氾濫情況，其問題的根源在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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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而非供給層面，美國近年積極進行掃毒活動，但毒品產量卻不減反增。257
而主張主權獨立與政治自主的拉丁美洲新興左派國家，更認為美國的掃毒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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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其執行帝國主義的政策工具，破壞其傳統文化，對其國家進行政治干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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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ávez says U.S., Colombia plot to kill him,” Reuters, January 16,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topNews/idUSN1654619420080117
255
Joshua Patlow, “Ecuador Giving U.S. Air Base the Boot,”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9/03/AR2008090303289.html
256
Evo Morales Ayma, “Let Me Chew My Coca Leav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4/opinion/14morales.html ; Simon Romero, “Bolivian Is an
Uneasy Ally as U.S. Presses Drug War,”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8/29/world/americas/29bolivia.html?pagewanted=1&_r=1&fta=y ;
“ Coca quandary for hard-up Bolivia,” BBC News, April 1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4902192.stm
257
根據美國審計辦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於 2008 年 10 月份有關哥倫
比亞計畫的報告中指出，哥倫比亞計畫最初的目標為自 2000 年開始在 6 年內削減 50%非法毒
品的種植、生產與分配。然而，此份報告中指出哥倫比亞計畫並未達成預期目標。美國政府 6
年間共提供哥倫比亞政府 6.2 億美元的援助，其中 4.9 億為軍事援助。但這 6 年內，古柯作物
的種植增加 15%，而古柯鹼的產量則增加 4%。請參見：GAO, “Plan Colombia: Drug Reduction
Goals Were Not Fully Met, but Security Has Improved; U.S. Agencies Need More Detailed Plans for
Reducing Assistance,” Report to the Honorable Joseph R. Biden, Jr., Chairman ,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October 2008. http://www.gao.gov/new.items/d0971.pdf
118

顛覆。258對於查維茲政府而言，掃除毒品固然重要，但就其觀點而論，毒品問
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不會因為政府處處禁止就得以解決，但查維茲政府
仍同意應對毒品運輸進行管制，但就美國曾要求委內瑞拉開放其領空以利對毒
品運輸進行取締，查維茲政府則強調若開放領空，即代表對於主權的退讓，更
不希望藉此給予美國得以干涉委內瑞拉的途徑。259就掃毒問題即可看出，拉丁
美洲新興左派國家與美國之間的根本差異，這些新興左派國家，較過去拉丁美
洲的右派政權更加的強調國家的自主性與主權獨立的地位，對於美國可能的干
涉，則更具防衛性，反應亦將更為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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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布希政府對新興左派政權的政治干涉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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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戰時期，由於意識形態的對抗的需要，美國並不容許其後院拉丁美洲遭

‧

受到赤化，尤其在古巴向蘇聯靠攏後，美國更不希望見到拉丁美洲出現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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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於是，自 1960 年代開始，美國為防止左派勢力於拉丁美洲的擴張，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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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軍事、政治、經濟與社會力量對拉丁美洲進行干涉，扶植親美政權。較為著
名的例子為：1961 年，由 CIA 所訓練的古巴流亡人士欲於古巴豬玀灣（Bahí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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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os）登陸推翻卡斯楚政權，但最終失敗；1973
年透過 CIA 的協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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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諾契（Augusto Pinochet）將軍推翻智利左派阿燕德政權；1980 年代，美國資
助薩爾瓦多右翼政權對抗左翼游擊隊法拉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Farabundo Martí para la Liberación Nacional, FMLN）260；1980 年代美國資助尼
加拉瓜右翼準軍事團體反革命軍（La Contra）與左派桑定政權對抗；1983 年美
258

除了查維茲曾指控美國緝毒署在其境內進行間諜活動外，玻利維亞總統莫拉雷斯於 2008 年
11 月亦宣布中止和美國緝毒署的一切合作行動，原因為其人員進行間諜與顛覆政府活動。請見，
Carlos Quiroga, “Bolivia’s Morales Bars ‘Spying’ U.S. DEA Agents,” Reuters, November 1,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topNews/idUSTRE4A01IW20081102?feedType=RSS&feedName=to
pNews&pageNumber=1&virtualBrandChannel=0
259
Janet Kelly and Carlos A. Remero, Rethinking a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 and Venezuel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02-108.
260
2009 年 3 月 15 日代表法拉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參與總統大選的毛利西歐．富內斯
（Mauricio Funes）贏得大選。另外，在兩個月前的地方與國會選舉中，法拉本多·馬蒂民族解
放陣線亦大獲全勝。
119

軍入侵格瑞納達（Grenada）
，推翻並處決其左派總理毛利斯．畢夏普（Maurice
Bishop）。
這些左派政府或是尚未執政的左派政治團體，其所主張的發展路線往往與
美國利益有所牴觸。美國對於拉丁美洲所進行的干涉行為的動機，在官方說法
上，多表示美國的干涉行為是以安全利益為考量，這是爭取民意與國會支持的
必要說法，但並不一定是決策者的考量；再者，則是以經濟利益為出發點，保
護美國企業利益或是保全資本主義體系，特別是當左派政府上台後，所實行的
土地改革或是國有化政策侵害了美國的經濟利益；另外，則與圍堵蘇聯進行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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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威脅，美國在 1960 年代便於拉丁美洲扶植 9 個軍事政權；更有一說為美國
立
西兩大集團對抗的全球策略相關，儘管拉丁美洲不存在軍事威脅，但為防止潛

的干涉，實際上是美國國內政治競爭的結果，詹森總統派遣陸戰隊入侵多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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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共和國，261是因為在國內與共和黨政治競爭的結果。262

‧

1980 年代開始，美國對拉丁美洲的政策有所調整，自由市場與民主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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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promotion）成為外交政策的核心。在經濟層面，美國推行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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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施行成為其主要的操作方式；於政治層面，
許多美國官員相信民主選舉會產生較為溫和與文人主導的政府，這些文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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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傾向支持美國所提倡的自由市場政策與其主導的國際秩序
，符合美國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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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建立了一套政治干涉機制以達成民主推廣的目標，其中包括一系

列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智庫、金融機構、多邊機構與民營企業等。而民主推
廣則是透過三個不同階層的規劃、資助、活動進行之，最上層為國家機關，如
白宮、國務院、國防部、CIA 與其他政府機關，此層是整合、規劃與協調各單
位間的總體政策；第二階層則是透過國際發展總署（USAID）與其他隸屬國務
261

1965 年詹森總統下令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後，主張將盡一切可能阻止西半球出現第二個共
產主義國家，此一主張又被稱為詹森主義
（the Johnson Doctrine）
。請參見，”The Johnson Corollary,”
Time, May 14, 1965.
262
John H. Coatsworth,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s: What for?” Rvista, Vol. 4, No. 2, 2005, pp.6-9.
263
Christopher I. Clement, “Confronting Hugo Chávez: U.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Steve Ellner and Miguel Tinker Salas, eds., Venezuela: Hugo Chávez and the Decline of
an “Exceptional Democracy” , pp.187.
120

院的分支機構，援助特定組織和機構如國家民主基金會（NED）264和美國和平
機構（U.S. Institute of Peace, USIP）
，再由其分別資助特定智庫、公民團體；第
三階層則為，藉由上述組織和機構對於目標國家境內的組織提供資助與指導。
這些地方組織包含當地的政黨與政治聯盟、工會、商會、媒體、職業與公民協
會、學生與婦女團體、農民聯盟與人權團體等。2651990 年代與進入 21 世紀後，
美國則主張進行「鞏固民主」
（consolidate democracy）
，延續上述政治干涉方式，
並經由擴大其民主援助以及透過許多政府間或多邊計畫為之。266有別於傳統上
軍事或外交的直接干涉，在冷戰結束後，美國利用這些基金會與特定機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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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滲透，影響其國內政治走向以符合美國國家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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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套，透過贊助與美國利益相符合的目標國特定團體，對其公民社會進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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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傳統進行政治干涉的官方機構，如中央情報局，其活動受到法律與政治上的限制，
國家民主基金會，在美國前總統雷根推動全球民主的主張下，國家民主基金會於 1983 年成立。
名義上，國家民主基金會為非營利性質的民間機構，但其資金卻是來自美國國會所編列之預算。
美國政府利用國家民主基金會半官半民的性質，模糊美國外交政策與特定利益議題間的界線。
國家民主基金會亦利用其民間性質的地位，資助國內特定利益團體，如美國全國總工會
（AFL-CIO）與國際共和協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
，或是資助目標國特定政治團體，
介入外國選舉，如智利反皮諾切民主化活動與尼加拉瓜反桑定政權活動等。另外，在雷根政府
與柯林頓政府時期，儘管絕大多數國家已朝民主化轉型，但國家民主基金會對拉丁美洲的資助
與計畫仍維持相同的水準。1985 年至 2000 年間，國家民主基金會對拉丁美洲共支出超過 9300
萬美元，拉丁美洲為接受國家民主基金會資助最多的區域。儘管有部分國會議員質疑在冷戰結
束後，國家民主基金會便喪失了繼續行動的理由，並應該停止對其編列預算，但在小布希政府
時期，對拉丁美洲的年度支出仍維持相同的水準。國家民主基金會更表示其資源的投入並不只
是針對採行威權主義的國家，同時也是針對部分介於獨裁與政治開放以及民主選舉間的「半威
權主義」國家。請參見：Barbara Conry, “ Loose Cannon: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Cato Foreign Policy Brief, No.27, November 8, 1993.
http://www.cato.org/pubs/fpbriefs/fpb-027.html 與 Christopher I. Clement, “Confronting Hugo
Chávez: U.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Latin America,” pp.189.
265
三階層之關係請見圖 4-2。
266
William I. Robinson, “Promoting Polyarchy: The New U.S.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ALAI, Latin America in Movement, 17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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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美國民主推廣運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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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的左傾化風潮為對新自由主義實驗失敗以及對傳統政黨腐敗無能
的一種反饋，但卻與美國利益有所違背。其中，溫和左派，如巴西、智利與阿
根廷，雖然同樣是以改善國內社會問題為目標，但在經濟路線上仍未一時之間
做出大幅調整，主要還是以尊重市場機制為主，保留部分新自由主義改革成果，
採取相對開放的經濟路線，仍希望藉由吸引外資協助其經濟發展。然而，以委
內瑞拉為首的左派勢力，則是採取較為激進的做法，國有化重點產業，並對經
濟採取嚴格的管制，徹底反轉新自由主義路線，政府勢力對經濟運作介入甚深，
122

同時在政治層面上，亦對於美國採行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進行抨擊。激進左派
的執政作為與美國利益存在著十分嚴重的矛盾，也因而成為美國以民主推廣為
名進行干涉活動的重要目標。查維茲執政下的委內瑞拉即為拉丁美洲各左派國
家中與美國衝突最為明顯的例子。1998 年查維茲以反新自由主義改革、反傳統
腐敗的政黨政治與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為號召當選總統。查維茲不論是在政治、
經濟與外交上的作為，皆與美國在拉丁美洲的利益相衝突。查維茲在外交政策
上，主張建立一個多極的國際社會，反對美國的單一霸權，此點反映在查維茲
積極發展與其他區域外大國，如前述的中國與俄羅斯外，查維茲亦強化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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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查維茲進行其訪問 OPEC 會員國之旅，期望藉由強化會員國凝聚力
，
立

敵對國家的關係。

團結使油價止跌回升，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其造訪伊朗與伊拉克，自 1991 年波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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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後，便未有外國元首到訪伊拉克，查維茲在訪問伊朗後造訪伊拉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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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批評查維茲此舉違反聯合國對伊拉克政治制裁的決定，且行前未徵詢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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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制裁委員會之意見，此外，美國國務院更質疑民選總統查維茲訪問獨裁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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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的伊拉克的動機。對此，查維茲回應委內瑞拉為主權獨立的國家，有權作
成任何符合其利益的決定。2672001 年 5 月查維茲再度訪問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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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查維茲對利比亞進行訪問與總統格達費（Mo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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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伊朗。

268

同年 10

Gadhafi）會面，商討石油產量事宜。269伊拉克、伊朗與利比亞 3 國為受美國指
控資助恐怖活動的國家，查維茲與美國所稱「恐怖主義國家」來往，引起美國
極度不滿，特別在 911 事件後，此議題顯得更加的敏感。查維茲更不願積極配
合美國的反恐戰爭，抨擊美國對阿富汗進行的反恐戰爭違反人權。前委內瑞拉
駐利比亞大使皮內達（Julio César Pineda）便指出查維茲訪問利比亞，是希望利

267

“Defiant Chávez arrives in Iraq,” BBC News, August 10, 2000.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872471.stm
268
“Hugo Chávez de visita en Irán hasta el lunes,” El Universal, 18 de mayo, 2001.
http://buscador.eluniversal.com/2001/05/18/eco_art_18202GG.shtml
269
“Chávez pays Libya unexpected visit,”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16, 2001.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oct/16/20011016-030020-3770r/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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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國與伊拉克之間的衝突，藉由與這些美國口中的恐怖主義國家發展反美策
略，同時欲以石油作為經濟武器強化拉丁美洲與中東地區解放運動的聯繫。270
此外，查維茲上台後，便迅速開始加強與古巴發展關係，不理會美國對古
巴的禁運制裁與雙方長期的惡劣關係，雙方更締結石油與技術合作相關協議。271
在過去冷戰時期，古巴仰賴與蘇聯間「以蔗糖換取石油」的貿易援助維繫其國
內經濟，但在冷戰結束後，來自蘇聯的援助斷絕，古巴陷入經濟困境，查維茲
的上台，其與古巴領導人卡斯楚雙方意識形態的相近與個人良好的關係，促成
委內瑞拉與古巴在各層面良好關係的發展，亦解決古巴需油孔急的問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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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for Assistance to a Free
解讀，2007 年美國自由古巴援助委員會（Commission
立

古巴卡斯楚政權的維繫。然而，美國對古巴與委內瑞拉關係的發展卻有不同的

Cuba, CAFC）向總統所提出的報告中，便指控古巴運用查維茲政府所提供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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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欲顛覆西半球的民主國家。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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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反對美國所提倡的代議式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過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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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藉由公民選出的民意代表代替其行使其權力，透過政黨作為政府與人民間利
益協調的平台的代議政治。查維茲則主張以參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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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強調公民對於政治的直接參與，查維茲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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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利瓦小組（ciculos bolivarianos）274，讓公民對於公共議題進行辯論，並對政
270

Maria Elena Matheus, “Diplomático denuncia plan Chávez-Gaddafi,” El Universal, 21 de febrero,
2003. http://buscador.eluniversal.com/2003/02/21/int_art_21158CC.shtml
271
2000 年古巴與委內瑞拉簽署合作協議，由委內瑞拉提供每日 5 萬 3000 桶原油以換取古巴的
技術援助；2009 年更增加至每日 9 萬桶優惠原油供應。請參見：Howard Williams, “Venezuela oil –
life blood of Cuba….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ana Journal, April 15, 2006.
http://havanajournal.com/business/entry/venezuela-oil-life-blood-of-cuba-and-the-united-states/
272
CAFC, “Commission for Assistance to a Free Cub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July 2006, pp.5-6.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68166.pdf
273
查維茲透過大眾參與和動員性政治的直接投票方式，將過去被排除在外的人民重新整合入
政治制定之中。為達成此目的，查維茲政府不對進行對政黨與利益團體的中介性角色的弱化，
並利用選舉、公民投票、提升輿論的角色並創造總統與民眾直接的聯繫管道等方式，試圖達到
其實行參與式民主的目的。請參見，Jennifer L. McCoy, “From Representative to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Jennifer L. McCoy and David J. Myers, The Unraveling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Venezuela, pp.287-288.
274
2001 年成立的玻利瓦小組為查維茲所主張的參與式民主的實踐方式之一，此為一種社區型
態組織，目的在於「提升公民意識、發展各種形式的參與式組織、在個人與社區生活中刺激創
124

府提供其意見；或是透過電視節目，直接於民眾互動，傳達其政治理念與政府
政策，與接受民眾陳情。委內瑞拉過去的協定民主，即是以兩大政黨作為主要
行為者的代議式民主方式運行，而協定民主政治的政治特點為總統主導之下中
央集權形式，且制度運作是透過，龐大石油收入基礎下的物質利益分配加以維
繫，長久下來，體制衰弱的政黨政治逐漸腐化，中下階層民眾長期被排除於政
治之外。查維茲主張改革舊有政治體制，實行公民積極參與的直接民主，令其
得於執政初期，於各式選舉與公投中，幾乎皆能取得勝利。導致過去政黨公開
與相互競爭的情況，在查維茲執政初期，已不復存在，查維茲一派的政治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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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對對國營企業、或是工會等由傳統政治勢力所把持的民間組織展開攻勢。如
立
幾已主導委內瑞拉的國內政治。另外，查維茲為消除傳統精英政治勢力，便開

前所述，其對石油產業展開人事整頓，並介入國內工會組織改選活動。查維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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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不干涉原則，反對小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在國內政治情況的發展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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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民主推廣的目標相衝突，在經濟層面上，其逐步加重政府對經濟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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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危害到美國的經濟利益，委內瑞拉與美國的關係，在查維茲執政後，產生了

有別於柯林頓政府時期靜觀其變（wait and see）的策略275，小布希政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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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美國對於委內瑞拉的政策漸趨於強硬。根據
NED 於 2002 年的報告，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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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瑞拉歸類為半威權主義政體（semi-authoritarianism）
，直指此種政體徒具民主
政治的形式，但卻為威權主義式的文化與實踐。NED 並表示將持續介入這些半
威權政體，強化公民社會、獨立媒體與政黨力量以建立有效管理的聯盟，同時

造力與創新力與協調再各領域與社區利益相關之計畫…...。」據統計約有 150 萬名委內瑞拉公
民參與，約佔委內瑞拉 10%的成年人口。查維茲政府亦資助參與公民成立各種不同形式的社團，
對公共議題進行討論與辯論，如玻利瓦憲法研讀會等。參與此一組織的民眾大多為查維茲的支
持群眾。然而，此一組織亦飽受反對派批評其為擁護查維茲的武裝民兵組織，對中產與上層階
級進行攻擊，特別是在 2002 年政變期間的流血衝突中。請參見：Michael McCaughan, The Battle
of Venezuela, pp.108-110.
275
柯林頓政府時期美國對委內瑞拉的靜觀其變的策略為，若查維茲能尊重法律、個人尊嚴與
美國公民在委內瑞拉的私人財產，並且不徵收美國企業與維持美國石油供應的安全，美國便願
意維持與查維茲政府間相對善意的關係。請參見，Janet Kelly and Carlos A. Romero,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nezuela: Rethinking Relationship, pp. 100-102.
125

透過強化商會、工會與智庫以居間協調並對經濟改革產生影響。276事實上，NED
資助委內瑞拉境內各種團體以久，但隨著美國與委內瑞拉間的衝突提升，其對
委內瑞拉國內政治團體、利益團體與公民團體的直接或間接資助亦有顯著的增
加。自 2001 年開始，NED 與其下屬的四個組織：國際共和協會、國家民主機
構（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DI）
、國際民間企業中
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CIPE）與美國國際勞工團結中心
（America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ACILS），皆加強了對委內瑞
拉國內眾多團體的資助與協助。277此外，USAID 亦對委內瑞拉境內團體進行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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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了 2002 年政變前夕的反查維茲大遊行，甚至是加入政變後的過渡政府內閣
立
助，但其迄今仍未公開其援助對象的相關名單。然而，這些受到資助的團體皆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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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變後依據美國資訊自由法所揭露的文件中顯示，在政變發生前，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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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知道政變將要發生，卻未向查維茲政府告知，且在政變發生後，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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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言與立場，指稱此次政變是因為查維茲對反政府群眾過度使用暴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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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應為此負責，更號召其盟友，如哥倫比亞、西班牙與薩爾瓦多支持委內
瑞拉的過渡政府，儘管大部分的拉丁美洲國家皆譴責此次的違憲政變行動。278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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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後，根據美國國務院檢察長辦公室的調查報告中指出，NED、國防部與其他
Ch
engchi U
援助計畫曾經對參與政變的個人或組織提供訓練與其他協助，但未發現這些協
助曾對政變造成間接或直接的貢獻。然而，此份報告的資料中亦顯示 NED 在
2001 年 10 月至 2002 年 4 月間，對委內瑞拉境內各組織共資助了約 200 萬美元，
276

NED, “Strategy Document,” January 20002, pp.7-8.
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documents/strategyDocument2002.pdf
277
這些受到增加資助的團體為：如長期受到 ACILS 資助的 CTV，在 1990 年代每年約受到 6
萬美元的資助，但在 2001 年此金額卻暴增至超過 15 萬美元；而 IRI 資助委內瑞拉政黨的金額
增加了 6 倍；原未參與 2000 年 NED 委內瑞拉計畫的 NDI，也於 2001 年接受 NED 的 21 萬美
元款項，以協助公民參與政策制定過程為由資助委內瑞拉社會組織「人民時刻」
（Momento de la
Gente）
，加上 NED 直接資助的 4 萬美元，NED 對此組織在 2001 年的總資助額超過 25 萬美元，
為 2000 年資助額的 15 倍之多。請參見，Eva Golinger, The Chávez Code: Cracking U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pp.49-51.
278
Juan Forero, “Documents show C.I.A Knew of a Coup Plot in Venezuel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4. http://www.nytimes.com/2004/12/03/international/americas/03venezuel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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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一年 NED 對委內瑞拉計畫的總額僅 20 餘萬美元。279

表 4-3
美國對委內瑞拉民主推廣的預算支出
單位：美元
年度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總預算支出：

國家民主基金會

美國國際發展署

（NED）

（USAID）

232,831
877,435
1,698,799
1,046,321
874,384
930,274

－
－

立

2,197,066
8,903,669
6,345,000
5,000,000
34,175,505

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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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Eva Golinger, The Chávez Code: Cracking U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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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後以經濟手段進行的石油罷工，以及憲政手段進行的公投罷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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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委內瑞拉以民主推廣為名的政治干涉活動中，仍不斷提升對委內瑞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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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勢力的支持。4 月政變後，美國國際發展署於委內瑞拉成立轉型計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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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Office for Transition Initiative, OTI），對委內瑞拉境內的非政府組織、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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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政治團體進行資助與訓練以達到其所預期的成果。280有別於透過 NED 所
執行的計畫，USAID 因具有官方身分，在計畫的執行上多為秘密進行，同時援
助的金額，亦比 NED 高出許多。281小布希政府雖然在 4 月政變後態度開始有

27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A Review Toward Venezuela November 2001- April 2002, Report Number 02-OIG-003, July
2002, pp. 19-28. http://www.oig.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682.pdf
280
與先期提及的政治干涉模式類似，透過美國國際發展署撥款予 OTI，OTI 則將對委內瑞拉
的計畫承包予名為替代發展公司（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Inc.,DAI）的私人顧問公司，而此
私人顧問公司則在委內瑞拉另外成立委內瑞拉信心建立計畫（Iniciativa para la Construción de
Confianza, VICC）以進行實質上對委內瑞拉反對勢力的援助活動。其中 DAI 許多計畫經費，被
投入媒體運作之中，透過廣告或節目的方式，為反對勢力進行宣傳。Eva Golinger, The Chávez
Code: Cracking U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pp.85-89.
281
由表 4-3 可看出，自 2002 年中後至 2004 年期間，USAID 總共投入了超過 1500 萬美元於委
內瑞拉的相關計畫上，相比之下，NED 所投入的金額約為 400 萬美元。不過，雙方對於查維
茲政權所使用的金額，皆比過去高出甚多。特別於 2002 與 2003 年間，委內瑞拉國內政治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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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斂，表示不希望見到反對派再以不符合憲政的方式進行與政府對抗。2002
年底，當反對派開始發動石油罷工後，美國白宮便發表聲明附和反對派的立場，
表示為解決委內瑞拉嚴重的政治衝突，應該提早進行選舉，爾後，白宮又再度
表示，提早進行選舉，意味著公投也是其中的選項之一。282石油罷工結束後，
反對派再發起罷免公投，NED 亦對「請加入」公民團體進行資助與訓練，協助
推動公投連署與日後相關的宣傳活動。
在小布希總統第一任內，美國與委內瑞拉的關係逐漸的惡化。查維茲政權
對外與美國在國際經濟、外交事務上有所衝突，對內試圖擴大其權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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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美國除了對委內瑞拉，此一近年來處處與美國對抗的新左派國家，進行
立
更令美國擔心查維茲政權日後將走向獨裁，更進一步威脅到美國於拉丁美洲的

「民主推廣」活動外，亦對查維茲的堅定盟友，玻利維亞的莫拉雷斯政權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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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玻利維亞因位處安地斯山區，為重要毒品原料古柯葉的主要產地之一，

‧

亦為美國於南美洲掃毒計畫的重要合作夥伴。然而在玻利維亞堅持左派路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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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總統莫拉雷斯上任後，開始主張其國家的自主性與主權獨立地位，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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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將古柯葉去污名化，與美國在安地斯山區的掃毒活動中有所忓恪。此外，莫
拉雷斯政權與查維茲政權的關係極為良好，雙方在政治理念與意識形態上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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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成為委內瑞拉於區域內最堅定的盟友之一。與委內瑞拉相似的是，玻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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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亞為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莫拉雷斯上任後的許多激進政策，如進行天然氣
產業國有化、天然氣收入重分配予貧窮省份與土地改革，目的在進行社會階層
與區域間的財富重分配，此外，莫拉雷斯於 2008 年推動修憲，使總統得連任一
次，並強化國家對天然資源的控制權與加強原住民權利，莫拉雷斯的種種作為
卻引發其境內的右派勢力與富人階級的不滿，更進一步引發國內的政治危機。
在 2007 年時，玻利維亞境內較為富裕省份的反莫拉雷斯勢力，曾發動公投
尋求自治，但受到玻利維亞國家選舉法庭宣布其為非法違憲。2008 年中，反莫
最危急的時刻，美國對委內瑞拉進行的民主推廣經費更是特別地高。
282
James Dao, “U.S. Clarifies Stand on Venezuelan Vot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12/17/world/us-clarifies-stand-on-venezuelan-vo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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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雷斯勢力發動罷免公投，但結果仍為莫拉雷斯繼續留任。2008 年 9 月玻利維
亞發生暴亂事件，使玻利維亞瀕臨內戰邊緣，此事件主要是由屬於盛產天然氣
的富裕省份的反對勢力所發起，以抗議莫拉雷斯的修憲計畫與其重分配天然氣
財富的作為。283莫拉雷斯指控美國駐玻利維亞大使「策劃對抗玻利維亞民主並
鼓勵玻利維亞的分裂」
，並將其列為不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
，要求其
在 3 日內出境。2849 月 20 日，由美國多間知名大學與智庫的學者聯名對美國國
務院發表有關玻利維亞暴亂的公開信中便指出，自 2004 年開始，國務院於玻利
維亞設立轉型計畫辦公室，目的在強化玻利維亞境內各省政府的治理能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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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更向玻利維亞投入了 8900
拉雷斯政府與其改革政策。此外，在 2007 年，USAID
立
多受到資助的省政府在日後向中央政府要求自治並以暴力與不民主手段反對莫

萬美元，這相對於玻利維亞的經濟而言，是極為龐大的金額，相當於在美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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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中投入 1000 億美元，或美國用於伊拉克的軍事行動開銷。285

‧

美國以民主推廣活動對他國所進行的干涉行為，已成為美國對開發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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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活動的主要形式。事實上，美國進行民主推廣活動的主要兩大機構：U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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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NED，在拉丁美洲絕大多數的國家皆有進行活動，但有別於其他國家，委內
瑞拉與玻利維亞兩國屬現今拉丁美洲新興左派國家中路線相對激進，且採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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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利益相背的政治、經濟與外交路線，因此增強美國對其干涉的動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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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目標國家反對勢力的援助，以期達到政權改變的目的。然而，鑒於左派
勢力已主導拉丁美洲的政治舞台，2000 年後的拉丁美洲國家，尤其是南美洲國
家，皆紛紛藉由民選的方式，選出立場左傾的領導人。美國對委內瑞拉與玻利
維亞的干涉，卻更容易讓其他左派領導人對美國採取防備姿態，甚至促成拉丁
美洲國家間更為團結的態勢。在下一節將針對拉丁美洲近年來區域整合的狀況

283

“Anti-Morales protests hit Bolivia,” BBC News, September 10, 2008.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7607158.stm
284
“Bolivia tells US envoy to leave,” BBC News, September 11, 2008.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7609487.stm
285
“An Open Letter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Regarding Recent Violence in Bolivia,” NACLA,
September 20, 2008. https://nacla.org/node/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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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說明與分析。

第三節

拉丁美洲區域整合概況

拉丁美洲的區域整合的概念，最早源自於拉丁美洲獨立革命時期。1815 年
獨立革命英雄玻利瓦的《牙買加來信》（Carta de Jamaica）一文中提議未來應
建立美洲國家聯盟，透過美洲國家的團結一致，共同對抗歐洲強權勢力。286拉
丁美洲革命成功後，拉丁美洲上建立了數個共和國，玻利瓦始終不放棄團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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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Congreso de Panamá）
，為其號召拉丁美洲各共和國團結一致的最後一試，
立

個共和國，建立拉丁美洲大一統的聯邦共和國。1826 年玻利瓦所召開的巴拿馬

但最終仍因為各共和國的山頭主義盛行，使玻利瓦的美夢（el sueño de Bolí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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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滅。

‧

1823 年美國總統門羅（James Monroe）所提出的《門羅宣言》（Monroe

y

Nat

Doctrine）
，可被視為美國所提倡的泛美主義（Pan-Americanism）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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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美洲為美洲人的美洲，歐洲國家不應該干涉美洲事務，但受限於當時美國
國力仍處於相對弱勢，並未受到國際重視。至 19 世紀末，逐漸在世界舞台上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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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頭角的美國，於 1889 年至 C
1890 年間廣邀拉丁美洲於華盛頓召開第一次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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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爾後成立美洲共和國國際聯盟（La Uníon Internacional de la Repúblicas
Americanas）
，1910 年轉化為泛美聯盟（La Uníon Panamericana）
。二次大戰後，
有鑒於強化西半球安全與和平，倡導代議民主，確保和平解決拉丁美洲國間爭
端的需求，共 21 個美洲國家於 1948 年合作成立美洲國家組織（La Organización
de Estados Americanos, OEA）取代泛美聯盟，其憲章中更明訂以民主制憲政府
為會員國的必要條件。287美洲國家組織的成立，實為美國所推行的泛美主義於

286

Simón Bolívar, Carta de Jamaica, 6 de septiembre, 1815.
http://www.analitica.com/Bitblio/bolivar/jamaica.asp
287
邱稔壤，
「美洲國家組織倡導代議民主之機制及其發展」
，收錄於向駿主編，
《拉丁美洲研究》
（台北市：五南，2001 年）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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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層面上的具體落實。
二次大戰後，隨著國際復甦，經貿議題的重要性日增。拉丁美洲為追求發
展，採行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策略，為追求促進出口、擴大市場，拉丁美洲的
區域經濟整合運動便正式展開。2881960 年後，許多為促進區域內貿易自由化的
次區域或區域型經濟整合組織陸續出現。289然而此一時期出現的區域整合組織，
因拉丁美洲國家對整合的遲疑，仍不願完全放棄貿易保護主義以及部分國家間
的衝突，導致此一時期區域整合未能有長足的發展。1980 年代為拉丁美洲急劇
變化的年代，政治的民主化與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盛行，亦為拉丁美洲的區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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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de Foz de Iguazú）表
突的關係，1985 年共同發表《伊瓜蘇宣言》（Declaración
立
合注入了新的活力。伴隨著政治民主化，南美洲大國巴西與阿根廷雙方修補衝

明雙方同意共同合作加速整合的意願。1991 年巴西與阿根廷以及與其有貿易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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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協定的南美小國烏拉圭與巴拉圭，同意進行對外採取共同關稅、對內逐步降

‧

低至取消會員國間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並協調總體經濟政策，在上述基礎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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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亞松森協條約》
（Tratado de Asunción）
，南方共同市場（Mercado Com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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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Sur, 以下簡稱 Mercosur）於焉成立。近年來拉丁美洲左派勢力抬頭，為強
調反對 1980 年代與 1990 年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路線，2004 年在委內瑞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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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查維茲的號召下，建立一個和美國所提倡的美洲自由貿易區
（Área de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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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rcio de las Américas, ALCA）相對抗的的政治聯盟，即為玻利瓦替代方案
（Alternativ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ALBA）
。以下將就
近年來拉丁美洲，特別是南美洲的整合趨勢中三個主要發展，即美洲自由貿易
區、南方共同市場與近年新成立的玻利瓦替代方案，進行討論與分析，以觀察
拉丁美洲區域發展的主要區域與發展。
288

鄧中堅，
「論拉丁美洲經濟發展」
，收錄於向駿主編，
《拉丁美洲研究》，頁 127-130。
最早出現的兩個組織為 1960 年成立的中美洲共同市場（Mercado Común Centroamericano,
MCCA）與 1962 年成立的拉丁美洲自由貿易協會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Libre Comercio,
ALALC）
。加勒比海地區亦於 1965 年成立加勒比海自由貿易協會（Caribb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CARIFTA），此組織於 1973 年轉化為加勒比海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
CARICOM）1969 年安地斯山區國家亦簽訂旨在推動次區域自由貿易與經濟整合的安地諾公約
（Pacto Andino）
，此一組織於 1996 年轉化為安地那共同體（Comunidad Andina, CAN）。
289

131

一、

美洲自由貿易區的失敗

冷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國際舞台中僅存的霸權，蘇聯垮台後，其最大的威
脅消失，於全球推廣自由貿易與代議式民主成為其重要利益。被美國視為後院
的拉丁美洲，在內部進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在區域貿易上，美國則試圖
在北美自由貿易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成立後進一
步推動成立 ALCA，期望達成區域內貿易自由化的目標。1994 年在柯林頓政府
的號召下，除了古巴外，共有 34 個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國家齊聚邁阿密參加美

治
政
大 年完成設立自由貿易區
資障礙，在 2000 年完成建立 ALCA 的具體進程，2005
立

洲高峰會（Summit of Americas）
。290會議中各國達成共識，同意消除貿易與投

的相關談判。1998 年於智利首都聖地亞哥（Santiago）召開第二屆美洲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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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展開對成立 ALCA 的相關談判工作。2001 年召開於加拿大魁北克市

‧

（Quebec City）召開第三屆美洲高峰會，會議中各國與會國家元首授權下，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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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ALCA 協定的第一草案，並確立了談判時程，最晚在 2005 年 1 月以前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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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完成相關談判，且於 2005 年 12 月前需付諸實行，完成建立 ALCA。291
在小布希上任的初期，亦 911 事件發生前，推廣與拉丁美洲地區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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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為小布希政府的主要政策方向之一，確立
ALCA 成為其政策的優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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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提倡的泛美型態區域整合可由幾個不同面向加以解讀：首先，推動成立

ALCA，可以幫助美國對抗歐洲與東亞逐漸形成的區域貿易保護主義；其次，
能夠確保區域內自由貿易制度化的成果，以助其增加對拉丁美洲的出口量與外
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再者，ALCA 可被視為美國的一
種防禦性工具（defensive tool），幫助其企業突破拉丁美洲的貿易與投資障礙；
最後，美國推動與拉丁美洲的區域整合機制，可被視為是 21 世紀美國的「新門
290

此次美洲高峰會排除古巴，主因美國邀請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實行代議式民主國家與
會，參與會議的國家並以民主體（democracies）稱之。亦反映出美國在後冷戰時期推廣代議式
民主的目標。
291
FTAA Website, “Antecedents of the FTAA Process,”
http://www.ftaa-alca.org/View_e.asp#PREPA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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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主義」的實踐，美國將 ALCA 視為是其「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的
一部分，但和過去不同的是，美國的目的是推廣自由貿易與投資，並為美國打
開新的市場。292換言之，推動 ALCA 對美國有兩大意義，ALCA 若真的成形，
將可提高美國與其他區域，如歐盟與亞洲市場的談判籌碼；在另一個面向上，
可 以 助 其 突 破 拉 丁 美 洲 次 區 域 整 合 機 制 ， 如 Mercosur 與 安 地 那 共 同 體
（Comunidad Andina, 以下簡稱 CAN）
，更進一步深化拉丁美洲區域的經濟自由
化程度，配合上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將可作為西半球經濟活動的核心，擴張
其於西半球事務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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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採行經濟自由化政策，但對於美國所推廣的 ALCA大
卻仍充滿質疑。首先，此一
立
然而，對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國家而言，其雖然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

自由貿易區是否會對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與其他區域間，如歐盟與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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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產生排擠效應？是否會因此強化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其次，發展中

‧

國家是否真的能夠因此打入北美市場？再者，若欲吸引大筆資金投資，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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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受國內立法在勞工領域、原產地標準、智慧財產權、環境作出調整？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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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在國內層面上將難以順利推行；最後，若最後協商得以達成，美國國會與
民眾是否會支持總統？293這些疑慮反映出，在整個國際區塊貿易的逐漸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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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中，以及美國於拉丁美洲區域的政經影響力的施展下，特別是在北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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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區成型後，這些於 1990 年代實行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拉丁美洲國家，似
乎不得不接受美國所提出的計畫，但卻也透露出拉丁美洲國家對於美國政經影

響力透過此一經濟機制滲透的憂慮，以及日後與其他區域在關係發展上的限
制。
值得一提的是，委內瑞拉算是第一個對成立 ALCA 公開發難的國家。2001

292

Fernando Masi and Carol Wise, “Negotiating the FTAA between the Main Play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RCOSUR,” in Fernando Lorenzo and Marcel Vaillant, eds., MERCOSU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 2003), pp. 308-309.
293
Janet Kelly and Carlos A. Romero, Rethinking A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nezuela,
pp.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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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魁北克高峰會，除了場外受到反全球化人士的激烈抗議，在場內，查維茲
政府則對於會後將發布的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進行保留。宣言
中各國表示同意強化代議式民主，而查維茲政府主張民主的形式並不侷限於代
議民主，委內瑞拉政府主張的是參與式民主；另外，查維茲政府亦針對宣言中
規定在 2005 年必須建立 ALCA 表示保留。294對於查維茲政府而言，參與此一
自由貿易區並不符合其利益，首先，委內瑞拉為石油出口大國，美國亦為委內
瑞拉石油產品的主要進口國，且委內瑞拉的製造業因國家長期依賴石油出口，
已受相當程度的壓迫而無競爭力，若進行貿易自由化，削減關稅與貿易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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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政府管理、規範經濟活動的重要性，而貿易自由化勢必將限縮國家於經濟活
立
將更進一步打擊其國內製造業的發展。查維茲政府主張經濟民族主義路線，強

動中的所能扮演的角色。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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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0 年代以來，拉丁美洲相繼建立許多次區域型的區域整合組織，如

‧

CAN 與 Mercosur 等，這些組織除在目標設定上是推動區域經濟與政治上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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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另一方面，逐漸形成小型的貿易區塊，同時亦尋求在與其他地區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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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易談判上，能藉由次區域作為整體進行談判，以求增加談判籌碼與力道。
就目前南美洲區域整合機制中最具成效與規模的 Mercosur 而言，以巴西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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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osur，在一定程度上欲極力排除美國於西半球的霸權地位，偏好作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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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的區域貿易區塊。對巴西而言，其不完全反對 ALCA，但主張採漸進的方
式進行，前提是留下更多的時間先完成 Mercosur 內部的整合與強化，如此才能
夠在進行與北美的談判時具備更深厚的談判籌碼。另外，巴西對推動南美洲區
域整合的興趣，似乎遠高過於推動泛美的區域整合機制，巴西的目標是成為南
美洲區域整合的核心，如同美國在北美區域整合中的地位一般。南錐國家事實

294

”Declaration of Quebec City,” Summit of Americas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www.summit-americas.org/Documents%20for%20Quebec%20City%20Summit/Quebec/Declar
ation%20of%20Quebec%20City%20-%20Eng%20-%20final.htm
295
Janet Kelly and Carlos A. Romero, Rethinking A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nezuela,
pp.117. And Carlos A. Romero,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nezuela: From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Wary Neighbors,” in Jennifer L. McCoy and David J. Myers, The Unraveling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Venezuela, pp.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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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部分議題上與北方仍有著嚴重的分歧，如同世界貿易組織多哈回合（Doha
Round）的談判中面臨的問題一般，北方國家將農業認列為敏感性產業，對農
業與農民進行補貼與相關的保護措施，而已農產品或其他原物料出口為主的國
家，對於北方國家的保護措施大為不滿。此點亦反映在 ALCA 的談判之中，農
業與基礎製造產業為南錐國家較具比較利益的產業項目，然而，美國卻將其產
品列為敏感性產品的範疇之中，施行保護措施。另外，美國對其農品進行補貼，
也因此抑制國際農產品價格。296南錐國家與美國之間的利益並不對稱，對美國
而言，ALCA 為實現推廣貿易與投資自由化目標的工具，而對於南錐國家而言，

政 治 大

則是強調其商品進入北美市場的重要性，以及確立與美國間貿易的公平性與互
惠性。

297

立

然而，美國在推動與中美洲的區域整合上卻獲得了一定的成果，200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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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間，美國完成了與中美洲地區國家以及加勒比海島國多明尼加共和國的

‧

自由貿易談判，簽署中美洲－多明尼加共和國自由貿易協定（Domin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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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 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DR-CAFTA）
。另外，美國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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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尋求與拉丁美洲各別國家洽簽自由貿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
可能性，2004 年美國與智利間的自由貿易協定正式生效，美國亦與其在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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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盟國哥倫比亞於 2006 年簽訂自由貿易協定，與秘魯則於
2005 年年底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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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自由貿易協定，2009 年開始生效。美國改與單一國家簽署自由貿易協定，即
反映出美國在南美洲推廣泛美區域整合受到嚴重的挫折，才不得不改變策略。
2005 年於阿根廷馬爾德普拉達（Mar del Plata）舉行的第四屆美洲高峰會議中，
場外亦爆發了激烈的抗議事件，而場內則有巴西、阿根廷、烏拉圭、巴拉圭與
委內瑞拉反對簽署最後宣言，五國表示必須等待於香港所召開的世界貿易組織
會議有所結果後，再行決定。298此舉象徵者南錐國家與委內瑞拉對於 ALCA 的
296

巴西與阿根廷為世界第二大與大三大的穀物（黃豆、玉米與小麥）生產國。
Fernando Masi and Carol Wise, “Negotiating the FTAA between the Main Play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RCOSUR,” in Fernando Lorenzo and Marcel Vaillant, eds., MERCOSU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pp. 321-323..
298
“No trade deal at Americas summit,” BBC News, November 6, 200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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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而原訂相關談判於 2005 年底定的期限，也並未達成。如查維茲所述「美
洲自由貿易區已經死亡了，我們將要於此埋葬它。」
（El ALCA es un muerto y lo
vamos a enterrar aquí）299

二、

南美洲區域整合核心－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 的主要兩大成員巴西與阿根廷，在 1980 年代以前兩國不時存在
大大小小的衝突，然而，在歷經民主化後，雙方著手修補關係，伴隨著經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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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整合，才得以擴大市場、增加其於國際市場真的競爭力。在此思維下，Mercosur
立
革，雙方更認知到在面對整個國際經濟情勢的轉變，雙方唯有攜手合作，加強

於 1991 年成立，由巴西、阿根廷、烏拉圭與巴拉圭四國所組成。1994 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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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經漫長的談判下，南錐四國共同簽署「歐羅．普列多議定書」
（Protocolo de Ouro

‧

Preto），更進一步將 Mercosur 的整合由自由貿易區深化為關稅同盟，朝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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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市場，或甚至是貨幣同盟邁進。300然而，1999 年巴西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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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貨幣大幅貶值的結果，更將此波危機推向其鄰國阿根廷，進一步造成阿根廷
經濟崩盤。此一情勢的發展，造成南方共同市場在整合的進程上嚴重的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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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危機平息後，兩個最大的成員阿根廷與巴西，其國內政治亦改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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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代，2002 年巴西由左派勞工黨候選人魯拉擔任總統，阿根廷則於 2003 年選
出貝隆主義人士基什內爾擔任總統。其中，巴西不論是在人口、面積、出口總
額、國民生產總額上，皆處於整個拉丁美洲的領先地位，特別是在金融危機結
束後，其經濟發展更是相對穩定成長。巴西總統魯拉有意確立巴西於拉丁美洲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4410190.stm and “Dos Visiones, Una Sola Declarción,” El
Universal, 6 de Noviembre, 2005. http://politica.eluniversal.com/2005/11/06/int_art_06118AA.shtml
299
此番談話發表於美洲高峰會舉行前所舉行的大型示威活動之中。請見相關報導：”Hugo
Chávez : ‘Vamos a enterrar el ALCA aquí’ en Mar del Plata,” El Correo, 4 de Noviembre, 2005.
http://www.elcorreo.eu.org/esp/article.php3?id_article=5997
300
在國際經濟整合理論的討論上，1960 年代由國際經濟學者貝拉．巴拉薩（Bela Balassa）提
出區域經濟的整合需透過六個階段檢視其發展，依序為優惠貿易區、自由貿易區、關稅同盟、
共同市場、經濟與貨幣同盟與完全經濟整合六個階段。請參見：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Richard D. Irwin, 1961.
136

的領導地位，在魯拉政府對於代表拉丁美洲對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一職的
積極爭取上，便可看出魯拉政府的野心，而 Mercosur 則成為其在區域內施展影
響力的最佳工具與場所。魯拉就任後，藉由 Mercosur 為核心所推動的南美洲經
濟整合有了一定的進展。首先，Mercosur 與 CAN 間的自由貿易協定在巴西前
總統卡多索（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任內，並未得以實現。魯拉上任後，
便再度積極展開南美洲兩大次區域組織間的自由貿易談判，經過兩年的談判，
雙方於 2004 年 10 月簽訂了自由貿易協議，同意在 15 年內，兩大組織逐步削減
彼此間的關稅與貿易障礙，以求最終建立完全自由貿易區。301巴西外長阿摩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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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要擴展至政治及社會層面，並且朝向建立南美洲共同體的方向邁進。
立

（Celso Amorim）更指出，未來南美洲區域整合趨勢不僅侷限於經濟層面，更
302

然而，身為 Mercosur 中第二大國的阿根廷，與巴西的關係是處於一種既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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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又合作的態勢。例如於 2004 年，巴西的貿易順差達到 17 億美元，阿根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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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產品加附新的貿易限制，並表示雙方間不對稱貿易將傷害阿根廷的工業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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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而巴西則回應將對阿根廷關鍵係產品實施配額限制。且阿根廷亦不支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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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爭安理會常任理事國的職位。303顯示出阿根廷對於巴西急欲確立於南美洲領
袖地位的不滿，同時亦對巴西的經濟擴張抱持戒心。即便如此，雙方歷經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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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整合過程，了解到唯有透過團結合作，才可以增強談判力量，具備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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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碼與區域外國家或組織進行談判。此點由 Mercosur 會員國對 ALCA 的反對

中，便可觀查出阿根廷仍是支持以 Mercosur 作為區域整合的平台，且其與巴西
間關係的起落仍是維繫在 Mercosur 的架構之下，亦表現出巴西與阿根廷對於南
方共同市場於區域整合中的重要性有著相同的認知。
南美洲新興左派的浪潮對於南美洲區域整合有著一定程度的貢獻。雖然拉
301

安地諾共同體與南方共同市場談判過程請參見美洲國家組織外貿資訊系統（Foreign Trade
Information System）網站：http://www.sice.oas.org/TPD/AND_MER/AND_MER_e.asp#Studies
302
Raúl Pierri, “SOUTH AMERICA: Region’s Two Major Blocs Sign Free Trade Agreement,” IPS,
October 19, 2004. http://www.ipsnews.net/login.asp?redir=news.asp?idnews=25925
303
Hampden Macbeth and Shana Ramirez, ”Argentina-Brazil Relations: Urgent Challenges Come to
the Forefront,” COHA, July 12, 2005.
http://www.coha.org/2005/07/argentina-brazil-relations-urgent-challenges-come-to-the-fore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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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新興左派政權上大致上有著溫和與激進路線的區分，但雙方在意識形態
的趨近與追求區域獨立自主的發展路線，卻因而使得新興左派政權在政治層面
上的合作與交流更為密切，在一定程度上促成拉丁美洲的區域整合的深化與廣
化。有趣的是，長期受到美國實施政治與經濟制裁的古巴，竟於 2006 年 7 月受
邀出席於阿根廷舉行的 Mercosur 貿易峰會，古巴並與 Mercosur 簽署多項貿易
協定。就 Mercosur 而言，在巴西與阿根廷政府的支持下，拉丁美洲第一產油大
國委內瑞拉的加入，更別具意義。2005 年 10 月，委內瑞拉受接納成為會員國。
決定加入 Mercosur 後的委內瑞拉，與其原屬的 CAN 的關係便開始急惡化，查

治
政
大
盟性質的整合組織，安地斯區域的整合因而瀕臨死亡。
立

維茲指責祕魯與哥倫比亞個別與美國簽訂了自由貿易協定，破壞了此一關稅同
304

事實上，委內瑞拉加入 Mercosur，對其經濟上的助益並不顯著。委內瑞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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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仰賴石油出口，造成其國內製造業與農業發展緩慢，而 Mercosur 國家則在

‧

農業與製造業的發展上有顯著的優勢，委內瑞拉加入後，將對其衰弱已久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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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產業將產生更進一步的打擊，而 Mercosur 卻因此得到了另一個廣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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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將整合的地理範圍擴展至加勒比海沿岸。另外，Mercosur 國家並非委內瑞
拉石油出口的主要市場，且阿根廷與巴西等國境內亦有豐富的石油蘊藏，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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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於 2007 年年底於其大西洋沿岸發現了近二十年來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蘊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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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委內瑞拉無法藉由擴大石油市場獲取多大的利益，縱使其與阿根廷及巴西間

在能源議題上已展開許多合作項目。因此，由經濟層面來看，委內瑞拉加入
Mercosur 實際上弊多於利。因此，對於查維茲而言，加入 Mercosur，在政治層
面上的意義遠超過經濟利益，查維茲本身亦保持著如欲深化區域整合，政治層
面的整合必優先於經濟層面。抱持反美、反新自由主義與提倡拉丁美洲團結立

304

Simone Baribeau, “Chávez: Venezuela to withdraw from Andean Community of Nations.”
Venezuelanalysis, April 21,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706
305
David Prosser, “Major oil reserve find in Brazil boosts BG,” The Independent, November 10,
2007.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news/major-oil-reserve-find-in-brazil-boosts-bg-39979
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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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查維茲，退出 CAN 並投入 Mercosur，能夠強化其與區域內左派國家的結
盟關係，並且杯葛親美國家如祕魯與哥倫比亞。另外，南方共同市場在巴西的
領導下，儼然成為南美洲區域整合的火車頭，委內瑞拉的加入，更能夠使查維
茲進一步涉入區域整合的進程之中，提升其對於區域整合走向的影響力。
如前所述，Mercosur 作為拉丁美洲目前最重要的區域整合組織，而其中巴
西作為南美洲第一大國，更扮演了主要推手的角色。魯拉政府對於南美洲區域
整合存在著更長遠的目標，希望將目前以 Mercosur 為基礎的次區域經濟整合，
引領南美洲國家往如歐盟一般更為全面性、層次更高的整合邁進，由巴西所主

治
政
大 UNASUR），即顯示出
成的南美洲國家聯盟（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
立

導的南美洲國家共同體（Comunidad Sudamericana de Naciones, CSN）與日後形

巴西的魯拉政府其主導推展區域整合的野心。在南方共同市場的積極推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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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國家於 2004 年 12 月第三屆南美洲峰會中簽署了庫斯科宣言（Declaración

‧

de Cuzco）
，12 個南美洲國家同意整合 Mercosur 與 CAN，加上圭亞那與蘇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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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成立 CSN，欲師法歐盟模式，深化與廣化南美洲區域整合運動。2008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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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這 12 個南美洲國家再度齊聚巴西首都巴西利亞，宣布將成立南美洲國家聯
盟，各國總統並簽署憲法條約（Tratado Constitutivo）。306其中如同歐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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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SUR 同樣規定設立南美洲議會，並且每年舉行峰會與兩次外長會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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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SUR 仍處與紙上作業階段，仍有待南美洲各國國會批准通過後才能夠正式
生效成立。

雖然目前 UNASUR 尚未正式建立，南美洲區域整合的走向是否真能如歐
盟一樣成功仍屬未定之天，南美洲的區域整合實際上亦有長久的歷史，但直到
近 20 年間，特別是 Mercosur 成立後，藉由區域內大國的合作與推廣，才有較
為顯著的發展。而區域政治情勢的發展，亦發揮了推波助瀾之效，拉丁美洲的
新興左派浪潮的興起，促成了拉丁美洲區域自主意識的發展，急欲擺脫身為美

306

南美洲國家聯盟憲法條約詳細內容請見其網站，
http://www.integracionsur.com/sudamerica/TratadoUnasurBrasil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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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院的臭名。繼 Mercosur 接納與美國敵對關係日深的委內瑞拉成為正式會員
後，2006 年 7 月，於阿根廷舉行的 Mercosur 貿易峰會中，長期受到美國政治
與經濟杯葛的古巴領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竟意外現身，古巴並與南方共
同市場簽署雙邊貿易協定。307在南美各國宣布成立 UNASUR 後，2008 年 12 月
於巴西舉行的首屆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整合與發展高峰會中，以西半球領導者
自居的美國卻未受邀出席，而古巴卻再度受邀參與，並成為巴西領導的里約集
團第 23 個會員國。另外，屬區域內親美政權秘魯與哥倫比亞總統也未出席此次
會議。308在目前由新興左派所領導的拉丁美洲，這些情勢的發展富涵政治意義，

治
政
之中，象徵著目前左派領導下的拉丁美洲團結一致，大
強調區域獨立自主的地位，
立
刻意將美國屏除於區域會議之外，並重新接納古巴重新融入拉丁美洲的大家庭

不願再受到美國的支配。魯拉所屬的巴西勞工黨國際關係部秘書長波瑪（V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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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r）便對目前區域整合將產生重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感到充滿信心，表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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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歐盟整合的成功是因為當時歐洲政府多為保守派，因而容易合作推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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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拉丁美洲整合運動便是在區域內左派政治勢力的架構下能夠有更大的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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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為 ALCA 堅定的反對者，然而，對抗 ALCA 的做法，並不僅止於政
治上的反抗與杯葛，其更進一步提出一個與 ALCA 內涵徹底不同的替代性整合
聯盟，即 ALBA，象徵替代 ALCA。2001 年底的於委內瑞拉首都卡拉卡斯所舉
辦的加勒比海協會高峰會中，查維茲首次提出欲建立 ALBA 的構想。然而，直

307

Marie Trigona, “Mercuosur: More Than a Trade Pact,” Venezuelanalysis, July 26,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855
308
Alexei Barrionuevo, “Latin America nations convene, without U.S. and E.U.,”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17/world/americas/17iht-latam.1.18749378.html
309
Nikolas Kozloff, Revolution!: South America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Lef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8), p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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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歷經 2002 至 2003 年間委內瑞拉國內的動亂平息後，於 2004 年 12 月，查維
茲與古巴領導人卡斯楚在哈瓦納的會談後，ALBA 才正式建立。2005 年 4 月，
古巴與委內瑞拉於哈瓦那再度舉行 ALBA 會議，其中達成重要協定，古巴對委
內瑞拉進行的社會計畫提供人力與物質上的協助，而委內瑞拉則投以原油供應
作為回報，並在哈瓦那設立 PDVSA 分公司、設立委內瑞拉工業銀行分行、簽
訂貿易優惠協定與成立數家合資企業，就此正式展開以 ALBA 推動區域整合的
序幕。310此後，由於拉丁美洲新興左派勢力的擴展，許多國家選舉出新的左派
領導人，ALBA 也因此有所擴展，2006 年甫上任的原住民總統莫拉萊斯與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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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價格購買玻利維亞的黃豆作物作為回報，因美國與哥倫比亞間的自由貿
立
以及委內瑞拉簽署協議，玻利維亞正式加入此一組織，而古巴與委內瑞拉則以

易協定使得玻國喪失其境內黃豆作物的最大買主，另外，古巴亦提供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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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協助玻國社會政策的推動。311而奧特嘉執政下的尼加拉瓜於 2007 年加入、

‧

2008 年宏都拉斯與加勒比海島國多明尼加共和國相繼加入。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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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強調拉丁美洲的整合必須重新調整，因為現有的新自由主義意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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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基礎，會將拉丁美洲導向「通往地獄之路」
。因此，查維茲提出 ALBA，目的
在促進區域內政治與社會的整合，而非單純經濟層面的整合。其表示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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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打造拉丁美洲成為一個無文盲、兒童營養不良、人民流離失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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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的區域。313查維茲反對自由貿易但卻又主張進行區域整合的理念，使得由

委內瑞拉所領導的 ALBA，呈現出與一般經濟整合組織不同的作為。不同於美
國所推動的 ALCA 在於回應跨國資本利益，追求貨物、勞務與投資的自由化，
ALBA 則是主張消除貧窮與社會排除，伸張拉丁美洲人民的權益。同時，ALBA
310

Jossette Altmann and Tatiana Beirut, eds., Dossier: ALBA (San José, Costa Rica: FLASCO, 2008),
pp. 8-9.
311
David Harris and Diego Azzi, “ALBA Venezuela’s answer to ‘free trade’: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Americas,”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October 2006.
http://www.focusweb.org/pdf/alba-book.pdf
312
2009 年 6 月 19 日厄瓜多與兩個位於加勒比海的島國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與聖文森及格林納丁（Saint Vincent and Grenadines）正式加入玻利瓦替代方案，目前此一組織
共有 9 個國家參與其中。
313
José Brisño Ruiz, “The FTAA and the EU: models for Latin America Integration?”,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6, No.2, p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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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藉由強化國內與區域內生發展以協助消除貧窮、導正社會不公之情況並確
保人民生活品質之提升。314有別於 ALCA 以貿易與經濟自由化作為提升區域經
濟的思維，ALBA 對區域與國內內生發展的強調，以掃除貧窮與解除社會排除
問題作為區域整合的基礎，有別於傳統的經濟整合強調的貿易自由化形式，在
查維茲規劃下的 ALBA 更為強調在社會與政治層面上的整合，期望以互助的形
式，彼此交換各自的優勢項目，以求共同提升人民生活品質與維護社會公平，
如委內瑞拉與古巴間以石油換取服務的合作方式，即為此一理念的具體實踐。
並且形成政治結盟，合作對抗美國的帝國主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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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勢，可由以下數項層面觀察兩者間的區別，並對 大
ALBA 的主要內涵作出清楚
立

查維茲所推廣的 ALBA 與美國所推廣的 ALCA 呈現互別苗頭、針鋒相對的

說明：315在宗旨與目標上，ALCA 的目的在於藉由經濟整合與貿易自由化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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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繁榮，而 ALBA 的目的則為對抗貧窮與社會排除。目標上，ALCA 期望透

‧

過在貿易自由化與次區域經濟整合的基礎上，透過經濟持續與穩定的成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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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品質，而 ALBA 則希望透過維護拉丁美洲認同與自主性的方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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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整合的新替代計畫；就投資層面而論，ALCA 主張削減
對外國投資的限制，而 ALBA 則是強調捍衛政府的權力，拒絕移除對初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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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國家公共服務、技術轉移與技術協助上的政府進行干涉的權力；在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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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ALCA 要求窮國取消農業產品的關稅、補貼、配額與許可限制，但區域
內的大國卻表示在世界貿易組織回合談判達成共識前拒絕取消對農業的補貼與
國內援助，ALBA 則主張農業為國家生存的基本產業，並提倡國家主權與糧食
安全的重要性，同意最為脆弱的國家得以採用特別與特定的措施，並得以排除
敏感性較高的產品。

314

“¿Qué es el ALBA?,” Portal ALBA,
http://www.alternativabolivariana.org/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1
315
Jossette Altmann and Tatiana Beirut, eds., Dossier: ALBA, pp.18-20; “Gregory Wilpert,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The History and Policies of the Chávez government, pp.155-156. and
“¿Qué es el ALBA?,” Portal ALBA,
http://www.alternativabolivariana.org/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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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財產權層面，ALCA 提倡藉由一系列協定加強查緝，並開放對於傳
統知識、技術、藥物與教育的專利註冊，而 ALBA 則強調有關智慧財產權的相
關協議，不應成為人民享受科技進步與使用藥物、食物與教育的障礙。例如許
多源自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療法或藥物，遭先進國家藥廠竊取並申請專利，
日後再以高額的價格販售回到第三世界國家，ALBA 主張此種情況對第三世界
國家是相當不公平的行為。就市場進入而言，ALCA 要求取消關稅作為保護國
內產品的方式，成員國必須同意不再使用關稅與其他非關稅措施以保護其產品，
使其獲得幫助增加競爭力，而 ALBA 則和為國家使用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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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的 國 家 發 展 ， 對 其 進 行 補 貼 的 做 法 ， 設 立 結大
構 整 合 補 償 基 金 （ Fondos
立

以保障其國家產業的生存。另一方面，ALBA 更擷取歐盟為協助區域內相對貧

Compensatorios de Convergencia Estructural）
，目的是在對組織內發展相對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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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進行補貼與援助，以加速其發展步調；就服務事業層面來看，ALCA 主

‧

張將整個西半球服務事業自由化，去除政府與國家法律對於市場機制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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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所主張公共服務應用於滿足人民需求，而不應考量商業與經濟獲利。
ALBA 作為一個非傳統的區域組織，雖然以社會正義、消除貧窮為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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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各式援助，協助體質脆弱的國家。然而，筆者認為，在
ALBA 的鞏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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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中，這些經濟或援助手段實為達成其政治結盟的重要工具，委內瑞拉作為
拉丁美洲第一大的產油國，近年來在國際油價急速攀升下，使其擁有豐沛的資
金與資源對於區域內其他國家進行籠絡。而古巴的教育與醫療人才於世界更是
赫赫有名，亦可輸出其服務，協助區域內其他左派國家在社會政策上的推展。

吸引區域內其他左派國家，形成政治結盟，為查維茲推廣 ALBA 的主要目的。
在查維茲的積極經營下，目前 ALBA 於中美洲有 2 個成員國、南美洲 3 個會員
國與加勒比海地區 4 個成員國，共有 9 個成員國。ALBA 的成員國，亦展現了
拉美左派國家團結對外的態度，例如在 2008 年 3 月發生的安地斯危機，委內瑞
拉與尼加拉瓜為展現支持厄瓜多對抗美國與哥倫比亞的立場，旋即與哥倫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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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交。此外，同年 9 月玻利維亞以鼓勵分裂活動為由驅逐美國駐玻國大使，查
維茲亦驅逐美國駐委內瑞拉大使，尼加拉瓜總統奧特嘉亦取消在聯合國大會與
小布希總統會面的安排，宏都拉斯總統塞拉雅亦推遲接受美國新任大使遞交國
書的時間。316
然而，查維茲主導下的 ALBA 亦為收容拉丁美洲激進左派與邊緣國家的大
本營，查維茲雖懷抱玻利瓦建立大一統拉丁美洲的夢想，但能否真能透過 ALBA
加以實現，仍值得商榷。ALBA 的成員國除擁有豐沛石油資源的委內瑞拉之外，
其餘並非拉丁美洲大國，就目前拉丁美洲整合趨勢來看，其他區域大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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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瑞拉急欲加入 Mercosur 證明之。拉丁美洲的整合發展，實際上仍有待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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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巴西，似已取得主導地位，Mercosur 亦居於南美洲整合的核心，此點可從委

大國加以領導，絕非單憑 ALBA 所能促成。317但就區域政治的發展而言，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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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成立的反 ALCA 組織，透過近年來拉丁美洲左派浪潮的發展，與委內瑞拉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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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的資源做後盾，已逐漸形成查維茲籠絡拉丁美洲反美盟友的主要機制，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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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激進左派的大本營，在查維茲積極的運籌帷幄下，使得卡拉卡斯成為 Merco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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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一個區域政治的核心。下節將就查維茲政權如何透過其石油政策同美國對
抗、和區域外大國發展關係與影響拉丁美洲區域關係的發展進行說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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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政權對外能源政策的產出

石油是委內瑞拉最豐富和最寶貴的資源，特別是在 2003 年後，國際油價持
續看漲，甚至於 2008 年年中超過每桶 130 美元的歷史天價，此項人類發展中目
前不可或缺的資源，對於委內瑞拉更為別具意義。油價的不斷上漲，對世界上
非產油國經濟衝擊甚大，但對於南美洲石油大國委內瑞拉而言，可說是名利雙
收。油價上漲不但令委內瑞拉收入暴增，更使得急欲擴展區域與國際影響力的
316

賀雙榮，
「2008 年拉丁美洲和加勒比外交形勢」
，收錄於蘇振興主編，
《拉丁美洲和加勒比發
展報告（2008~2009）
：拉丁美洲的能源》
（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06。
317
邱稔壤，
「委內瑞拉在全球化浪潮下之『玻利瓦替代方案』－拉美左派非傳統區域選項」
，
《台
灣民主季刊》
，第六卷，第一期，2009 年 3 月，頁 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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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增添一項無往不利的政策工具。
委內瑞拉在南美洲不論在人口、面積、市場、經濟發展程度上，皆稱不上
為拉丁美洲的大國，且在地理位置上，更是處於南美洲區域整合的邊陲地帶。
然而，委內瑞拉擁有世界第四大的石油蘊藏量，使其在區域與國際舞台上盤據
了一定程度的重要地位。查維茲深然此理，在 1998 年首次當選總統前，查維茲
便明白的表達了對於石油的看法，他表示「石油是地緣政治武器，那些統治我
們的蠢蛋（第四共和時代的政府）竟不明瞭作為一個產油國使他們擁有多大的
權力。」318就此言論即可觀察出，查維茲自始未將委內瑞拉的石油視為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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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第一階段的石油戰略，便是完成國內石油產業的國有化
立
經濟活動，而是將其當作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與國家施展影響力的管道。查維

並安全度過數次危機的考驗後，便著手進行第二階段行動，以石油外交作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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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達成其區域與國際政治的野心。

‧

查維茲政府於 2001 年發布的《2001 至 2007 年國際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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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Nación 2001-2007）319中，說明委內瑞拉未來六年對外政策的發展方向有五大
目標，分別為：強化國家主權與推廣多極世界、推廣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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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鞏固與多樣化國際關係、強化委內瑞拉於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與推廣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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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半球整體安全建制。而 2007 年查維茲政府發佈新的 6 年計畫中，對於新國際
地緣政治（La Nueva Geopolítica Internacional）提出了三大目標，分別為：強化
國家主權並加速區域地緣政治區塊與多極世界的成型；在建立於地緣戰略領域
利益的一致的基礎上，多元化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深化與人民間的對話、
尊重自由思想、宗教與自決權利。320就查維茲政權政策的延續性而言，吾人可
318

Nikolas Kozloff, Hugo Chávez: Oil,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to the U.S., pp.7.
請參見，, Líneas generales del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de la Nación
2001-2007, Sitio Web de Ministerio del Poder Popular para la Planificación y Desarrollo,
pp155-162. http://www.mpd.gob.ve/pdeysn/pdesn.pdf
320
“Líneas generales del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de la Nación 2007-2013,”
Portal Gobierno en Línea de Venezuela, pp.45-51.
http://www.gobiernoenlinea.ve/noticias-view/shareFile/lineas_generales_de_la_nacion.pdf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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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察出多樣化對外關係、推廣多極世界以及加速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的
區域整合為其對外政策的主軸。以下，筆者將由三大面向，分散化對外關係、
推廣多極世界與拉美區域整合，探討查維茲如何運用石油資源實現其政治目
標。

一、

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分散化的石油政策

美國與委內瑞拉在石油產業上的關係十分密切，在歷史上，美國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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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投資，對於委內瑞拉石油產業的發展有一定程度上的貢獻，然而，當美
立
於 20 世紀初期便已進入委內瑞拉進行石油開採活動，不可諱言的是，美國石油

國石油公司於委內瑞拉的利益日趨龐大的同時，卻也對委內瑞拉的政治發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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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定的影響。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於 1953 年即曾表示，在拉丁美洲，美國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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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美國政府政策的重要盟友，便象徵著石油公司於委內瑞拉境內複雜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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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瑞拉加強了對自身石油產業的控制力並大幅提升國家實得的石油收入，但歷
經 1980 與 1990 年代的經濟衰退，當時的政府在總體經濟路線上採取開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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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採取國際化路線，期望藉由再度吸引外國石油公司回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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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PDVSA

PDVSA 的國際化政策，美國為其主要標的，除了吸引美國石油公司重新回到
委內瑞拉進行石油生產外，1993 至 1997 年間，委內瑞拉國會通過法案，同意
讓 PDVSA 與外國石油公司建立「策略聯盟」
（Strategic Association）
，欲吸引外
國石油公司投資擁有豐富重油蘊藏的奧里諾柯石油帶。3221986 年至 1998 年間，

321

有關美國石油公司於委內瑞拉運作的發展，請見：Miguel Tinker Salas, “U.S. Oil Companies in
Venezuela: An Enduring Alliance,” in Steve Ellner and Miguel Tinker Salas, eds., Venezuela: Hugo
Chávez and the Decline of an “Exceptional Democracy”, pp.35-59.
322
事實上，此一戰略聯盟大幅削弱委內瑞拉政府對石油產業的控制力，其產生了兩項不良影
響，第一為大規模的財政損失，這是由於參與策略聯盟的外國公司，僅須負擔相對低廉的所得
稅，與幾近為零的特許權利金；其次，在各項策略聯盟中，PDVSA 的皆為少數持股，未超過
50%。請見，”Strategic Association,”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en/design/readmenuprinc.tpl.html&newsid_temas=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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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VSA 共透過雪鐵戈石油在美國取得了 8 座煉油廠，此一時期 PDVSA 對美國
石油產業的投資總共貢獻了 45 兆美元的資金，323大筆資金受轉移至國外進行投
資，並且規避國內的課稅，對當時陷入經濟困境的委內瑞拉，無疑是雪上加霜。
另外，由於委內瑞拉與美國之間地理上的鄰近性，且美國境內擁有較充足的煉
油設備精練委內瑞拉所生產的重油，美國一直是委內瑞拉石油首要出口市場，
將石油當作地緣政治武器的查維茲就任後，首要目標便是奪回對石油產業
的絕對控制權，如前一章所述，其於 2001 年啟動再國有化計畫，2004 年後成
功將南美洲最大企業 PDVSA 收回政府控制之下。查維茲上台後，其反美立場

治
政
大
考量更使其了解到必須擺脫對於美國資金與市場的依賴。因此，分散化外資進
立
與面對美國資助的政變、罷工與公投罷免，以及對未來政治與經濟利益的戰略

入委內瑞拉石油產業與石油出口市場，成為查維茲進行石油國有化後的接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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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中，奧里諾柯石油帶計畫（Proyectos de la Faja Petrolífera del Orinoco）

‧

即為此一計畫的具體實現。奧里諾柯石油帶為世界最大的石油蘊藏之一，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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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藏量至今尚未完全探明，但就目前以探明的統計數字而言，約超過 2000 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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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區域在未來發展具有無限前景，因而成為查維茲與外國石油公司對抗的
主要戰場。2007 年開始，查維茲開始要求於奧里諾柯石油帶進行 4 項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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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計畫的外國石油公司重新與
PDVSA 的持股
C hPDVSA 籌組合資企業，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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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40%提升至 78%，參與計畫的 6 個主要的外國石油公司，法國道爾達與挪威
國家石油對 PDVSA 進行較大的讓步，雪弗龍與英國石油則維持先前的股份，
而美國的康非與艾克森美孚石油則強烈不滿查維茲欲增強對油田控制的做法，
選擇完全退出這些計畫。324
分散化投資的另一做法則為吸引更多外國國營石油公司進入投資。有別於
以往吸引跨國石油公司前往投資的做法，查維茲則偏好與外國政府達成石油合

323

“Internationalization,”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en/design/readmenuprinc.tpl.html&newsid_temas=90
324
“Venezuela: Energy profile,” Energy Publisher, October 16, 2007.
http://www.energypublisher.com/article.asp?id=1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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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議，由外國國營石油公司進入投資。奧里諾柯石油帶計畫則為此政策取向
中最為顯著的例子。325查維茲政府取消原有與跨國石油公司所簽訂的作業協定
與策略聯盟協議，轉而與同意和 PDVSA 合組合資企業的跨國石油公司繼續合
作外，2007 年進行奧里諾柯石油帶國有化後，查維茲政府便積極與世界重要產
油國家與石油進口國進行能源合作，伊朗、俄羅斯、巴西、阿根廷、古巴、烏
拉圭、智利、厄瓜多、中國、印度、白俄羅斯、馬來西亞、葡萄牙、西班牙、
義大利、越南與南非等國相繼參與開採或探查儲藏量計畫。326

圖 4-3
奧里諾柯石油帶計畫參與成員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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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Faja petroliferia del Orinoco atrae inversión energética mudial,” Aporrea, 4 de ab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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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http://www.aporrea.org/energia/n132674.html
325

奧里諾柯石油帶的非傳統石油儲藏豐富據估計其油沙儲量約為 1 兆 2000 億桶，PDVSA 所
供佈的已證實除藏量為 2350 億桶，其中 80-210 億桶為在目前技術下可轉化（recoverable）之
瀝青油沙。然而，奧里諾柯瀝青油沙屬特重油，質地十分黏稠，且含有硫磺與其他金屬物質，
必須經由特別提煉過程才得以使用。雖然提煉成本高昂，但由於近年來國際油價走高，開發奧
里諾柯油礦因而成為委內瑞拉石油產業未來發展的新希望。奧里諾柯油帶被分為 4 大區域與 28
個小型區塊，其中部分區塊已進入開採階段，而其他部分則在查維茲政府的計畫下進行馬格納
蘊藏計畫（Proyecto Magna Reserva），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持續探查此區域石油儲量。請見：
Luis A. Pacheco, “High Noon at the Orinoco River: Venezuela and Exxon-Mobil,” Petroleumworld,
April 8, 2009. http://www.petroleumworld.com/ed09040801.htm 與 PDVSA 網站：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sp/design/readmenu.tpl.html&newsid_obj_id=544&n
ewsid_temas=96
326
英國石油、法國道爾達石油、挪威國家石油與美國雪弗龍石油於 1990 年代即參與奧里諾柯
石油帶開採計畫，查維茲政府於 2007 年宣布國有化此一油帶，此四家公司因同意與 PDVSA 成
立合資公司，因而得以繼續於此區域營運。另外，日本亦於 2009 年 4 月與委內瑞拉政府簽署
協議，加入此奧里諾柯石油帶計畫。請見：James Suggett, “Japan and Venezuela Initiate Joint
Orinoco Oil Projects and Expand Economic Ties,” Venezuelanalysis, April 6, 2009.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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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政府廣邀其他國家加入奧里諾柯石油計畫，在經濟層面上，不但可
逆轉過去委內瑞拉資源受到跨國石油公司控制的情勢，在新的制度下，PDVSA
藉由成立合資公司的形式，得以對其石油資源的開發利用維繫其主導地位，另
外，更可藉此引導入其他國家於石油開採、探查與精煉的技術與資金。再者，
能夠把握此機會真正分散其石油出口的市場，以擺脫其對於北美市場過度依賴
的情形，對於國家經濟相當依賴的石油出口的委內瑞拉而言，分散石油出口在
某種程度上，就查維茲政權而言亦是維繫其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必要措施。對查
維茲而言，亞洲許多新興國家發展快速，對能源的需求龐大，且因經濟發展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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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委內瑞拉對於向來為其最大原油與相關製品出口市場的北美地區與歐
立
利，累積大量資金，可作為未來委內瑞拉石油的重要出口市場與資金來源地。

洲，其出口額呈現遞減的情況，惟減少幅度仍不算高，其對美國的出口額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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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每日 155 萬桶，呈現逐年下滑的狀態，至 2007 年委內瑞拉度美國的石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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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額為每日 136 萬桶，四年內約減少近 20 萬桶的原油輸出。327此一部分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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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明顯的增長，其中對印度的原油出口，更由 2006 年每日 4 萬 4 千桶提升至
2008 年的每日 13 萬 4 千桶；對中國的原油與石油製品出口，則由 2006 年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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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4 萬 6 千桶增加至 2008 年的每日
C h 10 萬 1 千桶。U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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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查維茲政府對委內瑞拉石油產業的國有化，其最主要的目的在

於加強對國內石油產業的控制權，並藉由調整稅制，提升政府所能得到的實質
利潤。實際上，其仍對於石油產業採取開放的姿態，雖然查維茲政府一直大力
抨擊第四共和時代 PDVSA 所採取的開放路線，但由於石油產業為資本與技術

327

EIA, “Venezuela Energy Profile- Energy Data Series”,
http://tonto.eia.doe.gov/country/country_time_series.cfm?fips=VE
328
委內瑞拉銷往北美市場（主要為美國）的原油，由 2006 年的每日約 145 萬桶，下滑至 2008
年的每日 134 萬桶。而銷往歐洲地區的原油，則由 2006 年的每日約 23 萬桶下滑至 14 萬桶。
請見：“Información Finaciera y Operacional,” PDVSA, 31 de diciembre, 2007.
http://www.pdvsa.com/interface.sp/database/fichero/free/3125/238.PDF and “Informe Gestión de
Anual 2008,” PDVSA, 31 de diciembre, 2008.
http://www.pdvsa.com/interface.sp/database/fichero/free/4884/5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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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密集的產業，藉由外力促成整體產業的提升仍有其必要性，查維茲政府做
出路線上的調整，將過去參股者的身分轉化為控股者，並在合作對象的選擇上，
選取與其政府關係較好的國家作為主要的合作夥伴。如此做法，對查維茲政府
而言，在經濟層面上，其仍是能夠維持產業的發展，並且分散其石油出口市場
與外資的主要來源；二來，在政治意義上，亦可增進其與不論是區域內或是區
域外國家的關係，擴大委內瑞拉於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力。以下兩個部分，
將對查維茲政府如何利用石油，此一地緣政治武器，作為外交工具，應用於國
際舞台與區域舞台進行討論。

學

‧ 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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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國間的石油合作－推廣多極世界
立

就查維茲對於當代國際關係的解讀來看，其認為目前世界是由單一超級強

‧

權所支配，即為美國，並令世界臣服於其地緣戰略利益之中。查維茲不僅大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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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擊美國對阿富汗與伊拉克發動戰爭的單邊主義作為，同時亦批評國際金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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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制度，如世界貿易組織、國際貨幣基金與世界銀行，實際上是服膺於北方
國家的利益，特別是美國政府的利益。329在查維茲剛上台時，其便開始提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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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極世界取代美國霸權支配之下的單極世界。然而，在遭遇
2002 年美國參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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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之後，查維茲對美國的態度則更為激進化，開始使用帝國主義此一字眼批

評美國作為，並且逐漸與其他國家組成聯盟關係。330因此，吾人得以理解到查
維茲積極提倡建立多極世界，其目的之一即是反美。
查維茲政府於 2005 年，發布 2005-2030 石油播種計畫（Plan Siembre
Petrolera 2005-2030, Oil Sowing Plan），並將此作為委內瑞拉石油政策的原則。
此計畫主要目的除協助建立更具公平正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外，更強調將石油作

329

Gregory Wilpert,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The History and Policies of Chávez
Government, pp.152-153.
330
Steve Ellner,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 Using Oil Diplomacy to Server Venezuela’s
Dependence,”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Vol. 40, Iss. 5, Sep/0ct 2007, p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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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緣政治的工具，藉以建立多極化的世界，並加惠發展中國家，扭轉目前世
界單極體系的態勢；促成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的能源整合，並捍衛 OPEC
石油政策的團結與合作。331吾人得以清楚地觀察出此一計畫與國家發展 6 年計
畫的一致性，皆強調將石油作為地緣政治的工具，促成世界的多極化與區域整
合的發展。查維茲於國際舞台推展多極世界的做法，便是著重於與其他發展中
國家強化關係，特別是發展中大國，以及與美國間處於競爭態勢的國家。就筆
者的看法，目前委內瑞拉藉由石油在區域外推廣多極世界的主要標的為中國、
俄羅斯、印度、伊朗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查維茲選擇與這些國家進行能源合

政 治 大

作，甚至在一定程度上促成政治聯盟的成形。

立

（一）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 國

學
‧

委內瑞拉為 OPEC 的創始會員國之一，但在 1980 與 1990 年代由於委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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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採取石油開放政策，經常不顧 OPEC 對於會員石油產量的配額限制，使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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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瑞拉的會員身分名存實亡，亦令身為主要會員的中東國家對委內瑞拉大為不
滿。而查維茲 1999 年上台時，國際油價為於低點，國際油價滑落至每桶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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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元，對於主張將石油作為戰略武器的查維茲而言，國際油價低迷大大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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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不論是在國內或是國際上經營謀略的能力。查維茲執政初期，其推廣多極世
界與美國對抗的具體作為，即為積極恢復 OPEC 的團結力與影響力。查維茲上
任後，便表示將緊守相關配額限制的規範，且在他上任的 100 天之內，相繼造
訪了絕大部分 OPEC 會員國與其他重要產油國。國際油價便由 1998 年平均每
桶 12.28 美元回升至 1999 年的平均每桶 17.47 美元。
2000 年，查維茲再度訪問 OPEC 會員國，除了對這些國家進行遊說，希望
其能遵守限制石油生產的承諾外，並親自邀請這些國家的領袖於同年 9 月至委
331

“Plan Siembre Petrolera 2005-2030,” PDVSA, 24 de Agosto, 2005.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sp/design/readsearch.tpl.html&newsid_obj_id=522&
newsid_tema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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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卡拉卡斯參加第二屆 OPEC 高峰會。332高峰會於委內瑞拉的召開，除了象徵
著 OPEC 的重生外，亦代表委內瑞拉積極恢復於組織內聲望與地位的成功，此
點更反映在 2001 年委內瑞拉能源部長阿里．羅德里格茲當選秘書長一案上。成
功再度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會員凝聚在一起後，查維茲則朝向提升其在組織內
的影響力，其中一項做法就是推動新的成員國加入，安哥拉（非洲第二大石油
出口國）、厄瓜多（曾為會員，但於 1992 年退出）與蘇丹，最終安哥拉與厄瓜
多順利加。另外，查維茲於 2007 年年底 OPEC 會議中表示，此一組織掌握全
球近四成的石油，並呼籲成員國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帝國主義與剝削。此言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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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並不僅是單純的貿易卡特爾，更是政治鬥爭中有效的工具。
立

一次印證查維茲將石油是為政治武器的觀點，在此思維下，OPEC 對查維茲來

有鑑於 OPEC 的主要會員大多為中東地區國家，修補與中東地區國家間的

‧ 國

學

關係因此相對重要。查維茲對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路線有兩大主軸，第一主軸

‧

為強化與中東地區國家政府間的關係，查維茲上任後便數度訪問中東地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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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油大國，試圖維繫彼此間良好的關係，並促成雙方對於石油產量與油價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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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識，另外，在意識形態上的契合，同樣皆是採取激烈反美路線的委內瑞拉與
伊朗，雙方的關係發展更是迅速。第二主軸則為，透過激烈言論抨擊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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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換取中東地區人民對委內瑞拉，或是查維茲個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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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查維茲對

於美國對阿富汗與伊拉克所採取的軍事行動，以及美國於全世界所通行的反恐
戰爭，不時以尖銳的言詞抨擊美國所採取的帝國主義作為。查維茲的言詞，亦
投中東地區人民所好。2004 年查維茲接受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訪問，主持
人將查維茲介紹為中東地區人民最尊敬的領袖之一，並表示其受中東人民愛戴
的原因有二，第一為其照顧窮人利益，第二則為其堅持抵抗世界唯一的霸權，
美國。334
332

Gregory Wilpert,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The History and Policies of Chávez
Government, pp. 96-97..
333
Steve Ellner,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 Using Oil Diplomacy to Server Venezuela’s
Dependence,” pp.15-17.
334
Federico Velez,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Revista, p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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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朗

委內瑞拉與伊朗間的關係在查維茲上台後便有大幅發展，兩國政府的反美
立場，將彼此的距離拉近。在前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任內
（1997-2005）
，雙方元首於 2000 年前後便多次互訪，查維茲曾五度訪問伊朗，
哈塔米則曾經三度訪問委內瑞拉。在此段期間，伊朗與委內瑞拉交往十分頻繁，
雙方在私部門投資與能源合作上，皆大有進展。2005 年，帶有強烈民族主義色
彩的阿赫瑪迪內賈德（Mahmoud Ahmadinejad）就任伊朗總統，其強調主權不

治
政
大
一拍即合。在此一基礎上，阿赫瑪迪內賈德任內伊朗與委內瑞拉關係的發展更
立
容侵犯、反對美國霸權與強調將石油收益歸於民的政治理念，與查維茲的主張

進一步大幅躍進。除了雙方不斷強調彼此間共同反美的立場外，雙方皆同意在

‧ 國

學

國際舞台上推廣多極世界。查維茲亦不斷輸出對伊朗的政治支持，其多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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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朗發展核子計畫有其正當性，並支持伊朗擁有發展和平用途核子科技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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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美國將伊朗歸為邪惡軸心與流氓國家，查維茲則表示委內瑞拉與伊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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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組成「團結軸心」（axis of unity）
，將團結一致打倒北美帝國主義。336
雙方在能源方面亦有大規模的合作，2005 年年底，PDVSA 與伊朗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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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公司簽訂協議將共同開發奧里諾柯石油帶的阿亞古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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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pars

7 號礦區

（Ayacucho 7 block）。2007 年中，雙方同意同組合資公司，並決定對此計畫投
入共 40 億美元的資金。337另外，雙方亦於石化產業進行合作，委內瑞拉國營的
石化公司與伊朗國營石化公司共耗資 15 億美元成立合資公司委伊石化公司
（VenIran Petrochemical Company）
，並預計到 2010 年可生產 160 萬噸石化製品。

335

“Chavez, Ahmadinejad offer mutual support,” People’s Daily, May 24, 2006.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605/24/eng20060524_268253.html
336
Parisa Hafezi, “Iran, Venezuela in ‘axis of unity’ against U.S.,” Reuters, July 2, 200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topNews/idUSDAH23660020070702?feedType=RSS&rpc=22&sp=tr
ue
337
“Venezuela, Iran to Invest $4 billion in Joint Oil Project in Orinoco Belt,” Global Research, July
12, 2007.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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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雙方亦在其他領域，如金融、社會、醫療與教育等領域有所合作。自 2000

年開始，委內瑞拉與伊朗雙方之間所簽署的協議達到 182 份之多，可見得雙方
關係在查維茲的積極經營下，十分順暢良好。此外，由於伊朗的石油儲藏量與
出口量皆於 OPEC 中排行第二，與伊朗建立結盟關係，能夠使委內瑞拉於組織
內的影響力提升，並得於一定程度上和親美的沙烏地阿拉伯抗衡之。

（三）俄羅斯

治
政
大
於東歐的飛彈防禦計畫以及美俄於中亞高加索地區的政治角力，美國步步逼近
立
近年來，俄羅斯與美國在許多問題上有所扞格，不論是在北約東擴、美國

俄羅斯傳統的勢力範圍，使得美俄關係在近幾年來降至冷戰結束以來的冰點。

‧ 國

學

冷戰時期，蘇聯曾藉由古巴作為牽制美國與輸出革命的據點。但冷戰結束後，

‧

拉丁美洲對於俄羅斯的戰略意義已不如以往。然而，由於美國對東歐與中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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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索地區勢力的擴張，並於此區域進行民主推廣等作為，令俄羅斯備感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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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對於查維茲而言，與俄羅斯間加強關係有以下幾點意義：首先，俄羅
斯為蘇聯的繼承者，雖然在冷戰結束後，其軍事力量已不如以往，然而，俄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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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仍擁有先進的軍事科技，且同為世界第二大的軍武輸出大國，特別在查維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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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關係交惡後，向俄羅斯的軍事採購，正好擺脫委內瑞拉長期以來在軍事
上對美國的依賴。其次，俄羅斯地大物博，能源資源極為豐富，目前為世界最
大的天然氣輸出國與第二大石油出口國，委內瑞拉可藉此吸引俄羅斯的資金與
技術投入委內瑞拉提升其於能源開採、生產與運輸上的技術提升，並協同發展
長期受到委內瑞拉忽視的天然氣產業。此外，俄羅斯雖為世界上僅次於沙烏地
阿拉伯的石油出口國，但卻不是 OPEC 會員國，與俄羅斯建立緊密合作關係，
可以使查維茲能夠進一步影響國際石油事務。最後，近年來國際情勢的發展，

338

“Iranian president visits Venezuela, signs numerous economic agreements,” Venezuelanalysis,
Sptember 16,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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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俄羅斯與美國間的對立日趨尖銳，委內瑞拉與俄羅斯關係的趨近，不但符合
查維茲所提倡的多極世界，此外將俄羅斯重新拉進拉丁美洲，更可藉此制衡美
國。另外，查維茲有意讓俄羅斯參與其玻利瓦替代方案，以何種形式參與尚未
確定，但俄羅斯已表現出參與興趣。339吾人可藉此觀察出，查維茲邀請區域外
大國參與其區域整合方案，無疑是為了提升組織與委內瑞拉於區域內的影響
力。
2008 年間，俄委間進行了密切的能源合作。2008 年 7 月，查維茲抵俄羅斯
進行為期兩天的訪問，此行中，俄羅斯與委內瑞拉達成數項能源合作計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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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 號（Ayacucho 2）
合資的 TNK-BP 天然氣公司與 PDVSA 合作開採阿亞古丘
立
要與奧里諾柯石油帶計畫有關。俄羅斯共有三間石油公司參與此一計畫，俄英

油田；俄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與 PDVSA 協議合作探查阿亞古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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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3 號（Ayacucho 3）油田儲藏量；魯克石油公司（Lukoil）則與 PDVSA 合作

‧

開採胡寧 3（Junin 3）號油田。3402008 年 11 月初，委內瑞拉與俄羅斯簽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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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DVSA 與俄羅斯天然氣巨頭 Gazprom 合作開採委內瑞拉灣（Golf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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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zuela）的天然氣儲藏，委內瑞拉擁有世界第八大與南美第一大的天然氣儲
藏量，但過去因專注於發展石油業，使得天然氣產業長期受到忽視，與俄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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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將可增進委內瑞拉於天然氣產業的發展。
此外，俄羅斯與伊朗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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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如同 OPEC 一般的天然氣卡特爾342，查維茲亦表示其願意支持此一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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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Suggett, “Russia and Venezuela Sign Nuclear Energy Accord During Historic Presidential
Visit,” Venezuelanalysis, November 27, 2008.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3993
340
Russia Today, “Energy and arms dominate Russia-Venezuela talks,” Global Research, July 27,
2008.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9680 and “Chávez: Russia and
Venezuela unite as oil & gas giants,” Russia Today, July 24, 2008.
http://russiatoday.ru/Top_News/2008-07-24/Chavez_Russia_and_Venezuela_unite_as_oil__and__gas
_giants.html
341
Associated Press, “Venezuela, Russia begin offshore gas drilling, sign 15 coop deals,” NowPublic,
November 7, 2008.
http://www.nowpublic.com/world/venezuela-russia-begin-offshore-gas-drilling-sign-15-coop-deals
342
2001 年世界主要的天然氣輸出國成立天然氣輸出國家論壇（Gas Exporting Countries Forum,
GECF）
，目前聯絡辦公室設於卡達首都多哈（Doha）
。2001 年於伊朗召開首次會議，並且每年
定期舉行部長級會議。目前正式參與國家共有 11 國，委內瑞拉、玻利維亞、俄羅斯與伊朗皆
為主要成員國。近年來，俄羅斯與伊朗有意將此一論壇制度化，建立類似於 OPEC 性質的全球
天然氣卡特爾組織。相關基本資料請參見 GECF 網站，http://www.gec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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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另外，雙方的能源合作不僅限於石油與天然氣，同年 11 月底，俄羅斯與委內

瑞拉達成核能合作協議，俄羅斯將為委內瑞拉建造研究反應爐與核能電廠。344委
內瑞拉與俄羅斯間各取所需，查維茲需要俄羅斯的資金、能源科技、武器與政
治影響力，俄羅斯則是欲打開拉丁美洲的能源與武器市場，並且尋求擴張於拉
丁美洲的勢力，以制衡美國於中亞高加索地區的勢力擴張。

（四）印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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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0 大經濟體中，目前
濟成長率快速發展，目前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在世界前
立

印度為近年來發展快速的經濟體，自 2000 年以來，其以每年平均 7%的經

僅有中國的成長速度超越印度。快速的經濟成長與其國內 11 億人口的需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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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近年來印度對能源的渴求情況。雖然印度境內有豐富的煤炭礦藏，但在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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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然氣的蘊藏卻相當缺乏。印度對於石油的消耗，由 1990 年以來已經成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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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兩倍，目前印度對於石油進口的倚賴程度已達到 94%，印度已經取代日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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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美國與中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345印度龐大的石油進口需求，
促使其近年來積極在國際石油市場上尋求拓展供應來源，除了最主要的供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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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東外，印度更積極與非洲，甚至是拉丁美洲產油國進行合作，期望增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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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化石油供應。346

兩國的石油合作，主要始於 2005 年查維茲對印度的訪問，此行中，查維茲
同意提供印度每日 5 萬桶的優惠價格原油，換取印度在高科技的轉移與投資。
另外，委內瑞拉同意讓印度取得委內瑞拉一處油田 49%的股份，雙方亦同意合

343

Press Tv, “Chavez: Russians drilling for gas,” NowPublic, October 30, 2008.
http://www.nowpublic.com/world/chavez-russians-drilling-gas
344
“Russia, Venezuela ink nuclear cooperation deal,” RIA Novosti, November 27, 2008.
http://en.rian.ru/russia/20081127/118575001.html
345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pp. 445, 495-496.
346
Pramit Mitra, “Indian Diplomacy Energized by Search for Oil,” YaleGlobal, March 14, 2005.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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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投資於奧里諾柯石油帶的開採計畫。347雙方的能源合作在 2008 年得到了長足
的進展，PDVSA 與印度國營石油與天然氣公司（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ONGC）確立一項為期 5 年的合作計畫，雙方將建立合資公司，PDVSA
佔 60%股份，ONGC 佔有 40%，合作開採奧里諾柯地區北部的聖克里斯多巴（San
Cristobal）油田，ONGC 將會投入 4 億 5000 萬美元與相關技術於此一計畫中。
同時，PDVSA 將投資於印度的石化精練廠計畫，並預期在未來將為印度每日
出口 20 萬桶原油。348查維茲亦表達支持印度加入安理會的改革計畫，表示印度
的加入將強化聯合國的民主化，可代表弱國的利益。雙方更強調將重新提振不

政 治 大

結盟運動（Non-Alignment Movement, NAM）
，使之在多極體系中扮演要角。349

立

（五）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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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為世界第二大的石油消耗國，僅次於美國。1993 年開始成為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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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進口國後，中國對於石油資源的需求更是逐年快速成長，中國於 2006 年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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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進口量為每日 350 萬桶，根據 IEA 的預估，中國的石油淨進口量將在 2010
年達到每日 510 萬桶，2015 年 710 萬桶，至 2030 年將達到每日 1310 萬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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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石油的依賴率將由 2006
2030 年 80%的水準，可見中國
C年的
h e50%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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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石油的需求，將不斷快速成長。基於分散風險的戰略考量，中國開始積極
拓展其石油供應來源地，並鼓勵國有石油企業實行「走出去」的策略。由過去
依賴中東作為主要供應地的做法，開始與非洲、中亞、俄羅斯與拉丁美洲等產
油地區建立合作關係。石油蘊藏豐富的拉丁美洲，為中國關注的焦點之一。拉
347

Amitav Ranjan, “Venezuela offers cheap oil, but conditions apply,” Indian Express, December 5,
2005. http://www.indianexpress.com/oldStory/83367/
348
“India and Venezuela sign oil deal,” BBC News, April 9, 2008.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7338383.stm , AFP, “Venezuela and India Sign Joint Project in
Orinoco Oil Belt,” Venezuelanalysis, April 10, 2008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brief/3338 and Press Trust of India (PTI), “Venezuela to
invest in Indian oil refinery, petrochem projects,” Livemint, April 9, 2008.
http://www.livemint.com/2008/04/09130632/Venezuela-to-invest-in-Indian.html
349
News behind the News, “Venezuelan President’s visit: Six pacts signed,” Indiamart, March 7,
2005. http://news.indiamart.com/news-analysis/venezuelan-president-9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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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是中國石油企業最先展開國際合作的地區，近 10 年來，中國與拉丁美洲
能源合作項目近 20 個，中國投資金額已逾 40 億美元，涉及探勘、開採、冶煉、
技術服務、油氣管道建設等。祕魯、哥倫比亞、厄瓜多與委內瑞拉等 4 個安地
斯山區國家，為中國展開能源合作的主要對象，佔中國與拉丁美洲能源合作項
目的 82%，以探勘與開發油氣為主。350而身為拉丁美洲蘊藏量第一的石油大國
委內瑞拉，自然成為中國與拉丁美洲發展能源合作關係的主要對象。
中國與委內瑞拉的合作雖然在協定民主時代末期便已開始，在開放政策的
指導下，中國的石油公司在 1997 年於委內瑞拉標得兩個邊際油田，卡拉可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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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大 《碳氫化合物法》後，
內瑞拉於能源產業真正的合作，於 2001 年查維茲政府通過
立

（Caracoles）與殷特爾康普（Intercampo）兩處油田 20 年開採權。但中國與委

便開始快速的發展。中國與委內瑞拉間的能源合作可以原油生產、運輸、精煉

‧ 國

學

三大部分進行探討。以下，筆者將就這三大部分中委內瑞拉與中國主要合作進

‧

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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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原油生產而言，查維茲政府與中國的合作始於 2001 年，中國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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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股份集團公司（簡稱中石油集團）與委內瑞拉成立中委奧里乳化油公司
（Orifuel Sinoven SA, Sinovensa）
，其中中資佔有 70 股份，包辦上游油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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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下游乳化廠的興建業務，2006
157.4 萬噸乳
C h年此一計畫全面投產，當年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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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油。3512004 年年底中石油集團與 PDVSA 協議共同開發蘇瑪諾（Sumano）地
區油田，2007 年由雙方成立中資佔 40%的合資公司將此計畫付諸實現。352然而，
中國與委內瑞拉能源合作中最受矚目的部分即為中國參與奧里諾柯油帶計畫。
2006 年 8 月第四度查維茲訪華期間，委內瑞拉與中石油集團以及中國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石化）表示將對在委內瑞拉的石油開採與生產投資 50
億美元，由中石化參與瑪格納蘊藏計畫，對胡寧 8 號（Junin 8）礦區進行儲藏
350

孫洪波，
「拉美對外能源合作政策調整及對中拉能源合作的影響」
，收錄於蘇振興主編，
《拉
丁美洲和加勒比發展報告（2008~2009）：拉丁美洲的能源》，頁 19。
351
中石油集團網站介紹，http://www.cnpc.com.cn/cn/ywzx/gjyw/Venezuela/#
352
“Venezuela’s PDVSA, China’s CNPC JV to develop Sumano oil field,” Forbes, November 13,
2007. http://www.forbes.com/feeds/afx/2007/11/13/afx4331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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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的探查，並將中石油集團納入參與奧里諾柯油帶計畫，共同開發此區所產之
重油，先行對胡寧 4 號（Junin 4）礦區進行儲藏量探查，以及將向中石油集團
購買 13 組鑽油機具。查維茲並聲稱，將在 2007 年對中國的石油出口達到每日
30 萬桶的水準，並計畫在 2012 年達到每日 100 萬桶的出口量。3532008 年，
PDVSA 與中石油集團宣布成立合資企業，正式開發奧里諾柯石油帶胡寧 4 號
礦區。
就石油的運輸層面而論，委內瑞拉與中國距離遙遠，且委內瑞拉領土並未
與太平洋接壤。然而，受限於巴拿運河已屬老舊，巨型油輪無法通過，委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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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大幅增加對亞洲市場的出口，則必須取得於太平洋沿岸的港口，查維茲政府的
立
拉欲擴大對中國的石油出口，在運輸層面上面臨嚴重問題。查維茲為求在未來

計畫是透過兩條石油管線將石油輸送至太平洋沿岸的港口，利用巨型油輪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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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出口至亞洲市場。此兩條管線，一條為由奧里諾科油帶作為起點的管線，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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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委內瑞拉與哥倫比亞邊境，至哥倫比亞太平洋沿岸港口，透過巨型油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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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市場出口。2004 年委內瑞拉外長訪中時表示，委內瑞拉將建設一條通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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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比亞太平洋港口的輸油管道，以方便向中國運輸石油。354原油的船運時間需
耗時約 40 天，若通往哥倫比亞沿岸的油管興建完成，將可令運輸時間縮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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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條則是透過擴大巴拿馬現有連接加勒比海與太平洋沿岸的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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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25 天左右。

油管線，將委內瑞拉原油輸送至太平洋沿岸。2006 年，委內瑞拉與巴拿馬簽署
能源合作協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為，委內瑞拉出資為貫穿巴拿馬的輸油管
線進行整修與擴大。356另外，中國與委內瑞拉間亦有於運輸方面的具體合作成
353

胡寧 8 號礦區的儲藏量極為豐富，據估計約有 400 億桶的儲藏水準，意味著超越美國境內
儲藏量的兩倍之多，並足可應付中國與其他合作國家於本世紀的石油需求。另外，胡寧 4 號礦
區亦有約 360 億桶的儲量。此兩座礦區於奧里諾科油帶中名列前茅的大型礦區。 “Venezuela y
China construyen mundo puripolar,”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sp/design/salaprensa/readesp.tpl.html&newsid_obj_id
=4674&newsid_temas=54 and Chris Kraul, “China to invest $5 Billion in Venezuela Oil Projects,”
Los Angels Times, August 29, 2006.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6/aug/29/business/fi-venez29
354
「查維茲訪華：擺脫美石油控制 尋求能源新市場」
，新華網，2006 年 8 月 18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8/18/content_4975838.htm
355
Jose Orozco, “Oil Lubricates Beijing-Caracas relations,” Asia Times, December 2, 2006.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_Business/HL02Cb01.html
356
“Venezuela and Panama Sign Energy Agreements,” Venezuelanalysis, June 2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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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2006 年 5 月，PDVSA 與中國船舶工業集團達成協議，委內瑞拉將向中國
購買 18 艘油輪，級別介於超大型油輪(VLCC)和阿芙拉型油輪(Aframax)之間，
前者運載量為 30 萬噸，而後者運載量為 10 萬噸左右。2005 年時，查維茲政府
便曾宣布將斥資 22 億美元擴充油輪船隊，使油輪數目到 2012 年時增加至兩倍
以上，達到 58 艘，以便向亞洲與其他市場輸送更多石油與天然氣．此項採購計
畫中，亦包括技術轉讓，由中方負責培訓委方人員，和擴建委內瑞拉一間國有
造船廠等。357
最後，就原油精煉層面而言，委內瑞拉的石油屬含硫量較高的的石油，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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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缺乏對特重油精煉製造的經驗與技術，為處理此一問題，中國與委內瑞
立
奧里諾科所出產的特重油，更需要經過特別技術加以精煉才得使用。然而，由

拉協議於中國合資興建三座煉油設施，並在奧里諾科油帶成立一座煉油廠。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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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5 月，PDVSA 與中石油集團達成協議共同成立合資公司，中方佔 60%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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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委方佔 40%，著手開始進行雙方首座於中國建造的 2000 萬噸級煉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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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約可處理 40 萬桶重油。358事實上，中國的石油公司欠缺處理委內瑞拉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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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的經驗與技術，對於委內瑞拉的投資主要是偏向未來戰略考量，除了分散
石油來源地外，中國石油公司近年來亦希望能加強在石油上游產業的參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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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其有越來越高的意願直接參與外國油田的開採與初級精練的過程。然而，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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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內所生產的石油性質與非洲所產石油接近，屬於含硫量較低的石油。而
委內瑞拉的石油與中東地區的性質相近，屬於含硫量將高的石油，皆須經過一
定的精煉過程。然中國已從非洲與中東地區大量進口原油，而委內瑞拉的石油
欲出口至中國，必須與中東石油競爭。359因此，對於中國的石油出口量亦不全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800
357
「委內瑞拉向中國購買 18 艘油輪」，BBC 中文網，2006 年 5 月 12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760000/newsid_4764200/4764241.stm 與 新華社，
「查維茲訪華：擺脫美石油控制 尋求能源新市場」，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網站，2008 年
11 月 12 日。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593/2006/0819/7369/content_7369.htm
358
「中國與委內瑞拉合建 2000 萬噸煉油廠」，中國新聞網，2008 年 5 月 14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cj/cyzh/news/2008/05-14/1248821.shtml
359
Trevor Houser, Daniel Rosen and David Vought, “Chávez-China Oil Deal May Produce
Unsuspected Winners,” YaleGlobal, September 7, 2006,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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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查維茲的第一考量，吸引中國豐沛的資金進入委內瑞拉投資才是查維茲的
首要目的。
然而，吾人大致可觀察到一項發展脈絡，筆者所提及查維茲索積極經營合
作關係的四個發展中大國，伊朗、俄羅斯、印度與中國，可分為兩大類別，即
石油輸出國與石油進口國，雙方對於查維茲所積極推廣的多極世界的反應有所
區別。就石油輸出國俄羅斯與伊朗而言，此兩個國家皆為世界上重要的產油國
家，其境內皆有豐富的石油或天然氣蘊藏，另外一個共同特徵為，雙方皆與查
維茲主要反對對象，美國，在地緣政治與特定議題上有所扞格，也因此查維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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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委內瑞拉於區域整合間的影響力，並推廣其多極世界的觀點。另外，配合
立
積極與其發展政治與經濟關係，並欲將其勢力導入拉丁美洲，用以制衡美國，

國際油價的暴漲，此兩國累積了大量財富，且兩者皆於石油與天然氣產業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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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發展經驗，可作為委內瑞拉石油產業發展的重要技術與資金來源。

‧

而另一個集團，屬於石油進口國的中國與印度，此兩個發展中的大國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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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需求隨其經濟快速發展而不斷攀升，兩國能源供應安全對兩國經濟穩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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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關重要，因而尋求多元化其能源供應來源地成為兩國近年來的重要課題。
對查維茲而言，中印兩國為快速成長的龐大經濟體，對於能源的需求龐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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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力十足的市場，符合其分散出口市場的目標，另外，委內瑞拉近年來積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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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奧里諾科石油帶計畫，需要大量的資金挹注，而查維茲亦希望將外交政策與
石油政策結合，相互為用，因而在此計畫中，廣泛邀請各國國營石油企業參與
開採與探查儲量活動，而中印作為極具潛力的市場與資金來源，自然是查維茲
極力拉攏的對象。然而，對中國與印度而言，資源的取得才是其經營與拉丁美
洲國家關係的主要目的，同時，拉丁美洲傳統上為美國的勢力範圍，此兩個被
視為未來極具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更不願在重要的發展時刻上與美國交
惡，因此，就目前而言，對於查維茲積極拉攏成為政治聯盟的態度，兩個國家
皆未與查維茲政府有具體與積極的軍事或政治合作，且表現得意興闌珊。中國
在和平發展的政策基調上指導之下，規劃取得拉丁美洲石油資源的戰略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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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的就是美國的立場，因此，中國對於其與拉丁美洲國家能源合作的定位，
即為純粹的經濟活動，無意與美國於此區域對抗。3602008 年查維茲再度訪華前，
中國外交部便事前對於此事先進行消毒，表示與委內瑞拉的能源合作僅是基於
互利基礎，且中國自委內瑞拉進口的石油僅佔總量的 4%，雙方在能源方面的
合作並不會影響到對其他國家（暗指美國）的石油供應。361

三、

區域能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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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區域整合亦成為目前查維茲政府在外交事務上的主要目標，查維茲經常於各
立
奉行玻利瓦主義的查維茲對於拉丁美洲的區域整合之夢一向懷有憧憬，促

式區域或是次區域國際會議中，大聲疾呼區域整合與團結一致的必要性。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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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第一石油大國的委內瑞拉，石油自成為查維茲於拉丁美洲進行外交謀

‧

略的主要工具。觀察查維茲政府近年來的外交計畫與實際作為，可發現其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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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中的一項重要主軸即為藉由能源整合推動拉丁美洲整合。在查維茲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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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望建立一個美洲石油計畫（Petroamerica），串聯全拉丁美洲國家共同協
調能源政策，資源互通有無，並藉由能源收益提升人民的生活條件與掃除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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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石油計畫之下，再細分為三大次區域能源整合機制，分別為南方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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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sur）
、安地那石油（Petroandina）
、加勒比石油計畫（Petrocaribe）
。最終，
查維茲期望真正整合所有拉丁美洲國家與加勒比海地區的國營石油公司，以實
現美洲石油計畫並共同投資、開採、生產與銷售石油與天然氣資源。362查維茲
此種以能源整合促成區域整合的做法在一定程度上取法歐洲整合經驗，先在特
定議題上進行整合，再擴及到其他層面，最後達成政治上的完全整合。以下將

360

鄧中堅，
「中國對拉丁美洲石油能源戰略與外交」
，
《中國大陸對非西方世界石油能源戰略與
外交會議論文》，2007 年 5 月 25 日。
361
「2008 年 9 月 16 日外交部發言人秦瑜舉行例行記者會」，中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512834.htm
362
“Petroamerica,”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en/design/readmenuprinc.tpl.html&newsid_temas=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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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查維茲以美洲石油計畫為目標下的各項重要的區域能源整合計畫進行說明分
析：

（一）南方石油計畫（Petrosur）

查維茲所提出的南方石油有兩個涵義，第一種指的是南方石油計畫，根據
PDVSA 網頁所提供的訊息，南方石油為由委內瑞拉、巴西、阿根廷與烏拉圭
四個國家所組成的一種能源合作與整合機制，目的在於減少能源成本對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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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005 年所建立的南方石油
另一方面又是指四個國家於
立

國家所造成的負面衝擊，透過降低運輸成本、優惠資助管道與貿易合作克服經
363

濟與社會的不一致性。

公司，然而就筆者的觀點而言，南方石油公司主要是由四國國營石油公司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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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並非將此四個國營石油公司合併，而僅是作為一種策略結盟，提供對話

‧

機制令四國得於能源政策進行協調與便利合作的推展。在南方石油計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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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下，委內瑞拉與個別國家亦發展了能源合作關係。與巴西間的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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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政府除了讓巴西產與奧里諾科計畫外，PDVSA 與巴西石油公司（Petróleo
Brasileiro, Petrobras）將合資於巴西東北部能源缺乏的貝南布科省（Pernambu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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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座煉油廠，以對委內瑞拉奧里諾科油帶所產之特重油進行精煉。然而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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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於煉油產的建造計畫一直存有不同的意見，原先設定由雙方各佔有 50%的
股份，後又調整為巴西佔有 60%，爾後，巴西不滿 PDVSA 遲遲未對此預估需
耗資 45 美元的計畫挹注資金，宣布若未來的協商未成，巴西石油將獨立完成此
煉油廠，更表示巴西並不缺乏煉油廠所需之原油。364
2004 年阿根廷發生能源危機365，其國內天然氣的供不應求，甚至連帶影響
363

“Petrosur.,”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en/design/readmenuprinc.tpl.html&newsid_obj_id=4
995&newsid_temas=47
364
“Petrobras to go ahead with $4.5 billion Pernambuco Refinery without PDVSA,” Petroleumworld,
January 22, 2009. http://www.petroleumworld.com/story09012205.htm
365
2004 年阿根廷境內發生能源供應嚴重不足的現象，主要是因為 2002 年經濟危機平息後，阿
根廷工業快速復甦，造成對能源的需求快速增加，然而由於貨幣貶值的關係，造成汽油與柴油
163

到鄰國智利。阿根廷為確保其能源供應安全，便開始積極與委內瑞拉進行能源
合作。2004 年 4 月委內瑞拉與阿根廷進行了總價 2.4 億美元的以油換糧協議，
由委內瑞拉提供 500 萬桶的液態天然氣與 25 萬噸燃油，以換取阿根廷的糧食與
農業產品。但由於委內瑞拉的高硫量油品無法應用於阿根廷發電廠，因此委內
瑞拉便將其油品出口至巴西，再由巴西出口高品質燃油以供阿根廷使用，雙邊
協議中囊跨了三邊關係，亦強化了南美國家間的合作基礎。3662005 年，PDVSA
與能源危機後所建立的國營阿根廷能源公司（Energia Argentina SA, Enarsa）合
作，在開採、生產與銷售等領域進行合作。另外，為解決委內瑞拉境內糧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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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增加委內瑞拉對於阿根廷的能源供應，阿根廷承
立

及阿根廷能源短缺問題，委內瑞拉透過對阿根廷供應原油以換取阿根廷牛肉、
藥品與醫療協助。

367

諾將耗資 2 億美元為 PDVSA 建造四艘油輪，第一艘油輪將以前阿根廷第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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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艾娃．貝隆（Eva Peron）命名。查維茲政府亦將阿根廷納入奧里諾科油帶計

‧

畫，委內瑞拉亦承諾在阿根廷投資 4 億美元興建液態天然氣轉換廠，並計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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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兩艘 4.7 萬噸的液態天然氣運輸船。368阿根廷與委內瑞拉亦合資成立南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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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Petrosuramérica），將在石油、天然氣、精煉、石化、運輸的基礎建設
發展、銷售、電力、替代能源與海運層面進行廣泛合作，雙方並合作在奧里諾

n

al

科油帶進行探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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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拉圭為委內瑞拉與南錐國家進行能源合作的另一個重點。查維茲於 2005
年 8 月，與甫上任未滿半年的左派瓦茲奎茲政府簽署雙邊能源合作協議，提供
優惠價格油品，其中 67%以農產或其他商品支付，剩下的部分則得以優惠價格
價格暴漲，而價格維持相同水準的天然氣因而成為了便宜的替代燃料，阿根廷境內能源供不應
求，因而引發能源短缺危機。
366
Anouk Honoré, ”Argentina: 2004 Gas Crisis,”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November
2004, pp.39. http://www.oxfordenergy.org/pdfs/NG7.pdf
367
“Kirchner-Chavez strength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MercoPress, February 2, 2005.
http://en.mercopress.com/2005/02/02/kirchner-chavez-strengthen-bilateral-cooperation
368
“Argentina Joins the Orinoco Heavey Oil Industry,” MercoPress, February 21, 2007.
http://en.mercopress.com/2007/02/21/argentina-joins-the-orinoco-heavy-oil-industry 與 「綜述：委
內瑞拉與阿根廷推進能源合作」，新華網，2007 年 8 月 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08/content_6495733.htm
369
“Chavez y Kirchner acuerdan crear la multinacional Petrosuraméricam” Terra, 7 de agosto, 2007.
http://www.terra.com/finanzas/articulo/html/fin27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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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更對烏拉圭保證長達 25 年的石油供應，另外，委內瑞拉亦承諾將烏拉圭
納入奧里諾科油帶計畫之中，並且對烏拉圭煉油廠進行升級，將其煉油能力提
升至每日 10 萬桶並得以應付委內瑞拉所產之高硫量原油。另外，委內瑞拉將對
烏拉圭的蔗糖酒精廠投資 1200 萬美元，以換取烏拉圭對委內瑞拉出口燃料酒精。
370

2007 年，委內瑞拉與烏拉圭簽署能源安全協定，查維茲提升對烏拉圭的承諾，

表示將供應烏拉圭石油 100 年，並確定 PDVSA 與烏拉圭國營能源公司合作擴
建煉油廠計畫，此外，委內瑞拉亦將向烏拉圭購買 10%的國有蔗糖廠。
查維茲頻頻增進與南錐國家的在能源產業的投資與合作，除了為深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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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為 Mercosur 會員，加強經濟與政治整合；其次，大
南錐國家雖鄰近委內瑞拉，
立

能源整合外，筆者認為主要目的有三：首先，為加速南錐國家支持委內瑞拉正

但過去卻皆非為委內瑞拉石油出口市場，查維茲希望藉此由能源危機的機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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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錐國家市場；最後，與美國因素有關，由於美國為弱化南方共同市場，向

‧

烏拉圭提議簽署自由貿易協定，委內瑞拉為防止烏拉圭轉向，便透過石油外交，

（二）安地那石油計畫（Petroan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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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出優渥條件，拉攏烏拉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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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地那石油能源整合計畫最初由查維茲於 2005 年 7 月祕魯首都利馬所舉辦
的第 16 次安第斯共同體領袖會議提出，主張將此計畫作為委內瑞拉、玻利維亞、
哥倫比亞、厄瓜多與祕魯等安地斯國家國營石油公司的共同平台或是建立策略
聯盟（alianza estratégica），以推展天然氣與電力的相互連結、能源資源的相互
供應與能源計畫的共同合作。371然而，由於哥倫比亞與秘魯兩國採取親美路線，

370

“Venezuela-Uruguay sign 25 year oil deal,” Mercopress, August 11, 2005.
http://en.mercopress.com/2005/08/11/venezuela-uruguay-sign-25-year-oil-deal and Danna Harman,
"Chavez seeks influence with oil diplomac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25, 2005.
http://www.csmonitor.com/2005/0825/p01s04-woam.html
371
“Petroandina,”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sp/design/readmenuprinc.tpl.html&newsid_obj_id=44
8&newsid_temas=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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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安地那石油計畫的架構下，委內瑞拉與此兩個國家在能源合作尚未有太
多進展，僅和哥倫比亞之間有著興建天然氣管線的合作計畫。而查維茲政府與
玻利維亞的莫拉雷斯政府以及厄瓜多的柯雷亞政府之間則建立了緊密的能源合
作關係。
2006 年 1 月，查維茲政府與甫上任的莫拉雷斯政府簽署協定，委內瑞拉提
供每月 20 萬桶柴油，換取玻利瓦亞的糧食作物。同時，莫拉雷斯政府與 PDVSA
進行合作，對於玻國的能源政策提供意見。372當莫拉雷斯政府於同年五月對玻
利瓦亞天然氣產亦進行國有化時，查維茲亦公開支持玻利維亞的做法，並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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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而長期最高將達大 15 億美元資金，查維茲於日後亦出資為莫拉雷斯政府
立
將提供一切協助。查維茲承諾將對玻利維亞的天然氣產業在短期內將投資 5 億

聘請律師團與外國石油公司談判。然而，巴西為玻利維亞天然氣產業的最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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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玻利維亞的天然氣國有化亦造成玻國、巴西與委內瑞拉三國的緊張關係。
2007 年 初 ， 玻 利 維 亞 國 營 能 源 公 司 （ Yacimientos Petrolíferos Fisca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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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vianos, YPFB）與 PDVSA 雙方承諾未來將至少投資 11 億美元於天然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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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與興建兩座天然氣轉化廠。374同年 7 月，PDVSA 玻利維亞分公司（PDVSA
Bolivia SA）與 YPFB 合組安地那石油公司（YPFB-Petroandina SAM），YP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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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 60%的股份，PDVSA 則為
C h40%，並對玻利維亞境內的天然氣開採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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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6 億美元資金。375

2007 年 1 月，查維茲與剛就任厄瓜多總統的柯瑞亞簽署能源合作協議，在
五年內由委內瑞拉每日提供 22 萬桶柴油，換取厄瓜多每日供應 3.5 萬桶原油，
372

Alessandro Parma, “Venezuela's Chavez and Bolivia's Morales Sign 8 Agreements,”
Venezuelanalysis, January 25,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582
373
Vivian Sequera, “Venezuela Aids Bolivia Gas Nationalization,” San Fracisco Chronicle, May 26,
2006. 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n/a/2006/05/26/financial/f125923D97.DTL and
Rory Carroll, “Chávez paid for Bolivia gas nationalisation,” Guardian, March 23, 2007.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7/mar/23/venezuela.bolivia
374
“Petroandina JV Plans to Spend $1.17B in Bolivia,” Rigzone, January 17, 2007.
http://www.rigzone.com/news/article.asp?a_id=40150
375
“PDVSA, YPFB to Form JV for La Paz E&P,” Rigzone, Agust 13, 2007. and Rodrigo A.
Henriquez Essmann, “Energy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Bolivia,” International Law Office, October
1, 2007.
http://www.internationallawoffice.com/newsletters/detail.aspx?g=a3b2890f-58db-46d3-9315-821ad6
a0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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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並承諾將合作建造新一座新的煉油廠。3762008 年年中，雙方更近一步強化
能源合作關係，PDVSA 與厄瓜多國營石油公司（Petroecuador）建立合資企業，
在厄瓜多的太平洋沿岸投入一項 65 億元的煉油廠與一項 50 億的化工廠建造計
畫。厄瓜多於此合作計畫中佔有 51%的股份，雙方合資 30%的資金，剩餘部份
則由國際融資，預估此座煉油廠興建完成後，每日處理量約可達到 30 萬桶，此
作煉油廠將用於處理奧里諾科油帶所出產的特重油，建造此作煉油廠最大的意
義在於將可幫助雙方對於亞洲市場的出口。377
查維茲最初對於安地那石油能源整合計畫的構想是欲囊括 CAN 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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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與其關係密切的左派國家，玻利維亞與厄瓜多。而對於接受大筆美元並與美
立
然而，吾人得以觀察到，查維茲在安地斯區域大力推展能源合作的對象，僅限

國簽定自由貿易協定的哥倫比亞，雙方僅在 2004 年所談成的天然氣管線修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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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有所合作，然這是委內瑞拉為拓展亞洲市場所做的準備。而對祕魯，查維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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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6 年的總統大選中，公開支持已通過首輪票選並取得領先的左派候選人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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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拉（Ollanta Humala），使其受到反對派勢力指控，一旦烏瑪拉當選，將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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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查維茲與卡斯楚利用來對美國發動政治鬥爭的工具。378最終使得烏瑪拉於第
二輪投票中敗給現任總統賈西亞（Alan García）
。賈西亞上任後，走向親美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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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其與查維茲之間的嫌隙，因此在賈西亞政府與查維茲政府間並未在能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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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有所進展。查維茲指責哥倫比亞與秘魯分別與美國簽訂自由貿易協定，憤
而退出 CAN，而查維茲原先對於安地斯地區能源整合的設定，原以 CAN 作為

基礎，轉為以 ALBA 為之，玻利維亞即為 ALBA 的重要成員，厄瓜多亦將於日
後加入。

376

Steven Mather, “Venezuela and Ecuador Sign Energy Agreements,” Venezuelanalysis, January 17.
2007.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2180
377
James Suggett, “Venezuela Signs Energy Pacts with Portugal, Ecuador, and China for Orinoco
Oil,” Venezuelanalysis, May 16, 2008.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3444
378
“Montesions: Humala is a political ‘pawn’ of Chavez and Castro,” El Universal, May 30, 2006.
http://www.eluniversal.com/2006/05/30/en_pol_art_30A7144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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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勒比石油計畫（Petrocaribe）

查維茲所倡議的加勒比海石油計畫為委內瑞拉與加勒比海地區國家的能源
合作協議，由查維茲於 2005 年 6 月發起成立，最初由委內瑞拉與 13 個加勒比
地區國家簽署能源合作協議組成，目前已發展為 18 個成員國。379加勒比石油計
畫的宗旨為消除此區域國家取得能源資源的不一致性。目的在建立一個優惠、
平等與公平交換的機制，並將藉由包含石油、天然氣與電力的能源政策協調、
有效率的使用、能源基礎建設的發展、技術合作、訓練以及有效使用替代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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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形成強大的經濟壓力，查維茲的加勒比海計畫提供成員國優惠價格的原
立

源以實現共同目標。380國際油價不斷攀高，對於加勒比海地區仰賴能源進口的

油供應，加勒比石油計畫成員國僅需先支付油價的 60%，剩餘的 40%則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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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年的支付期，且利率僅為 1%。381而目前加勒比計畫的支付機制則為，5%到

‧

50%的石油帳，將採用現行國際能源價格計算，支付的寬限期將由一年延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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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而剩餘部份的石油帳，若國際油價超過每桶 40 美元，利率則為 1%，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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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 17-25 年支付。另外，查維茲亦成立玻利瓦替代方案加勒比基金（Fondo Alba
Caribe）
，並投入 1 億美元資金。另外，PDVSA 成立加勒比子公司（PDV Ca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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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負責執行加勒比石油計畫相關業務。
此一計畫目前已發展制度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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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了每年定期舉行領袖會議外，亦設有部長委員會與執行秘書出等機構。

此一計畫開始實行至 2007 年年底，透過 PDVS 下屬的加勒比石油公司累
計向計畫參與國供應石油及成品油 4300 萬桶，其中 3990 萬桶供應給了中加勒
比國家（以古巴為主），140 萬桶供應給了西加勒比國家，170 萬桶供應給了中
379

根據 Petrocaribe 網站的資料，目前共有 18 個成員國：安地卡與巴布達、巴哈馬、貝里斯、
古巴、多明尼克、格瑞那達、圭亞那、海地、宏都拉斯、牙買加、尼加拉瓜、多明尼加共和國、
聖克里斯多福與尼維斯、聖文森與格格瑞那丁、聖露西亞、蘇利南與委內瑞拉。請見 Petrocaribe
網站，http://www.petrocaribe.org/
380
“Petrocarbie,” PDVS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en/design/readmenu.tpl.html&newsid_obj_id=4974&
newsid_temas=48
381
Anthony Boadle, “Chavez oil diplomacy gains ground in Caribbean,” Reuters, December 20,
2007. http://uk.reuters.com/article/idUKN2015634720071220?sp=true
382
同註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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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國家。委加勒比石油公司目前銷售額累計 29.19 億美元，其中 11.67 億美元
為向各購買國提供的貸款。383 委內瑞拉與區域內重要國家間亦存在能源合作，
與古巴之間的合作關係最為密切，除了先前所提由委內瑞拉每日向古巴提供 9
萬多桶原油以換取古巴服務外，雙方亦於 2006 年達成協議，將成立一合資企業，
由委內瑞拉幫助古巴修復蘇聯時期的煉油廠，雙方在第一階段投入 2 億 3 千萬
美元，使煉油廠回復到每日可煉製 6 萬 5 千桶原油的水準，第二階段計畫則是
投入 13 億美元，將煉油廠產能擴充至每日可精煉 10 萬桶原油。384古巴亦與委
內瑞拉達成協議，古巴將參與奧里諾科油帶的開採與探查計畫，而委內瑞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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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年，牙買加與委內瑞拉
牙買加則為委內瑞拉合作的另一個重點國家，2005
立

將參與在墨西哥灣的石油開採計畫。385

簽署協議，委內瑞拉承諾將以每桶 40 美元的價格水準（當時一桶 70 美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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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買加每日供應 2 萬 2 千桶的優惠條件原油。3862006 年，PDVSA 與牙買加國

‧

營石油公司（Petrojam）合作提升牙買加煉油產 42%的產能，達到每日處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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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桶原油的能力，PDVSA 與 Petrojam 雙方以各半股份投資 5 億美元資金於此

er

io

sit

計畫中。387另外，尼加拉瓜如同古巴一樣，同作為 ALBA 的與加勒比石油計畫
成員國，自然受到查維茲政府厚愛，在尼加拉瓜現任總統奧特嘉於 2006 年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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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查維茲便與其會面並承諾將向尼加拉瓜出口優惠價格石油，藉此拉抬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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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加勒比石油计划参与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古巴举行」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委使館經商
處，2007 年 12 月 26 日。
http://ve.mofcom.gov.cn/aarticle/todayheader/200712/20071205303699.html?3481747027=1679880
187
384
“Venzuela and Cuba agree oil ink,” BBC News, April 11, 2006.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4901466.stm ; Matthew Walter, “Venezuela, Cuba Preparing to
Bring Cienfuegos Refinery Online,” Bloomberg, November 18, 2007.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86&sid=aIFAcfl8P5KE&refer=news
385
“Venezuela, Cuba Sign Oil-Exploration Agreements,” Rigzone, January 25, 2007.
http://www.rigzone.com/news/article.asp?a_id=40467 據美國地理調查（US Geological Survey）估
計，在古巴北部外海約有 90 億桶石油儲量，天然氣儲量則為 21 兆立方呎。請見，”Cuba claims
massive oil reserves,” BBC News, October 17, 2008.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7675234.stm
386
“Venezuela signs Jamaica oil deal,” BBC News, August 24, 2005.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4181528.stm
387
“Jamaica , Venezuela Sign Historic Oil Deal,” Jamaica Information Service, January 3, 2006.
http://www.jis.gov.jm/officepm/html/20060103t100000-0500_7696_jis_jamaica__venezuela_sign_hi
storic_oil_dea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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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嘉聲勢。388奧特嘉當選後，雙方的能源合作關係更得到進一步強化，2007 年
查維茲與剛就任的奧特嘉簽署協議，委內瑞拉將以優惠條件提供尼加拉瓜每個
月 100 萬桶原油，並承諾將會其興建一座煉油廠。389而委內瑞拉於尼加拉瓜投
資興建的煉油廠，設定為每日可處理 15 萬桶原油，並將耗資 25 億美元資金。390
加勒比石油計畫是目前查維茲政府所推行經濟整合計畫中較為成功的個案，
主要是由於加勒比海與中美洲地區國家較為缺乏能源資源與資金發展能源產業，
配合上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能源安全脆弱性極高的區域小國，無法抗拒查維
茲政府對於能源整合的提議與援助，即使這些國家傳統上與美國的關係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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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除了古巴外，在加勒比石油計畫的成員國，尼加拉瓜、宏都拉斯與多明尼
立

吾人亦得以觀察到，查維茲試圖利用其石油外交手段，擴展其 ALBA 的勢力範

加共和國，亦相繼投入 ALBA 的反美陣營之中。391查維茲亦可利用此項能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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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畫，加深區域內國家與 ALBA 成員國對委內瑞拉石油的依賴，擴大其於區

‧

域內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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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美天然氣管線（Gasoducto del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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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提議一項雄心萬丈的區域能源整合計畫，即是建造貫穿南美洲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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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管線，此項提議首見於 2005 年底，阿根廷與委內瑞拉的雙邊能源合作中，
曾於 2004 年經歷過能源危機的阿根廷，對於此項提議具有高度興趣，雙方協議
將合作建造一條長度約 6000 公里，需耗資約 100 億美元的天然氣管線。392至

388

Tim Rogers, “Chávez plays oil card in Nicaragu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05, 2006.
http://www.csmonitor.com/2006/0505/p01s04-woam.html
389
“Nicaragua, Venezuela sign 17 aid agreeements,” People’s Daily, January 17, 2007.
http://english1.people.com.cn/200701/17/eng20070117_342026.html
390
“Venezuela and Nicaragua sign three new cooperation accords,” ABN, March 11, 2007.
http://www.abn.info.ve/noticia.php?articulo=85571&lee=17 and “Venezuela Reevaluates Funding for
2 Refineries,” ABC News, November 28, 2008.
http://abcnews.go.com/Business/wireStory?id=6354314
391
同為加勒比石油計畫成員的安地卡及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與聖文森及格林納丁
（Saint Vincent and Grenadines）亦於 2009 年加入玻利瓦替代方案。
392
Alessandro Parma, “Argentina and Venezuela Strengthen Links,” Venezuelanalysis, November 22,
2005.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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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初，巴西同意加入此項計畫，在三方的規劃下，此天然氣管線總長約為
8000 公里，將經過委內瑞拉、巴西、玻利維亞、巴拉圭、烏拉圭，最終止於阿
根廷，預計耗資 170 億至 200 億美元，約需花費 7 年建造。查維茲表示此項計
畫將開放讓外國企業參與投資，PDVSA 將貢獻其中數十億美元的資金。3932006
年 4 月，三國領導人再度聚會，將此一計畫管線總長增加至１萬公里，目標在
2009 年動工，需耗費 8 年時間，總金額提升為 200 億至 250 美元間。3942007
年 1 月，委內瑞拉與巴西同意開始進行第一階段的工程，將建造由委內瑞拉東
北部的天然氣產地至巴西的天然氣管線，總長約為 5000 公里，此條管線的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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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續連結至阿根廷、玻利維亞、烏拉圭與巴拉圭。
立

量為每日 5000 萬立方呎，雙方將共同出資 5500 萬美元資金。第二階段計畫則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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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南美天然氣管線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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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智利天主教大學網站，
http://www2.ing.puc.cl/power//alumno06/Ring/AnillosEnergeticosLatinoamericanos_archivos/page0
029.htm

393

“Venezuela, Brazil, and Argentina Plan 8,000 Kilometer Gas Pipeline,” Venezuelanalysis, January
21,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579
394
Michael Fox, “Venezuela, Brazil, Bolivia and Argentina Move Ahead on Integration,”
Venezuelanalysis, April 28,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718
395
Michael Fox, “Venezuela and Brazil Agree To 1st Phase of Transcontiental Gas Pipeline,”
Venezuelanalysis, January 22, 2007.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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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項世界最大規模的天然氣管線建造計畫實際上面臨幾項嚴重的問
題，首先是環境問題，此一管線計畫通過部份亞馬遜雨林區域，此項計畫一出，
即受到許多環保團體的抵制；其次，此項計畫不斷的擴張，所需要的資金年年
增加，資金的來源為相當大的問題，另外，亦有工程技術問題需要克服，目前
世界最長的天然氣管線，為俄羅斯輸送至歐洲的管線，約 4000 公里長，南美洲
的計畫長度為歐洲的兩倍之多，雖然俄羅斯以表態參與此項計畫的意願，396但
侷限與南美洲地貌複雜，因而困難重重。再者，即使建造完成，委內瑞拉是否
有充足的天然氣得以供應其他南美洲國家仍是問題。委內瑞拉雖有世界第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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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落後，且委內瑞拉在陸地上的天然氣蘊藏是與石油結合，必須在生產石
立
的天然氣蘊藏，但由於過去委內瑞拉過於強調發展石油產業，以至於天然氣產

油的過程中將之抽取出來，另外，委內瑞拉每日 65 億立方呎的天然氣產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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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用於原油的開採與生產上，也因此委內瑞拉沿海的天然氣開採成為了查維

‧

茲未來欲繼續發展天然氣管線的關鍵，但目前的投資與產量仍然不足。397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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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已暫時中止。398

即使貫穿南美洲的天然氣管線計畫暫時中止，但查維茲與其鄰國哥倫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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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氣管線計畫卻有所進展。2004
C h 年時，委內瑞拉與哥倫比亞宣布將建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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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天然氣管線，將由哥倫比亞東北部輸送天然氣至委內瑞拉西部的馬拉開波胡
區（Lago Maracaibo）
，以供此區域的石化工廠使用，此一管線預計將由哥倫比

396

俄國天然氣龍頭 Gazprom 曾表示有意願參與此項計畫。請見：Chris Carlson, “Russian
President Praise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Venezuela,” Venezuelanalysis, October 23, 2007.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2755
397
Peter Wilson, “A Pipe Dream for Chavez?,” Business Week, August 21, 2007.
http://www.businessweek.com/globalbiz/content/aug2007/gb20070820_418387.htm
398
查維茲對於其他南美合作國家有所批評，表示此計畫暫時「凍結」
，是因為南美國家本身的
意願問題，更強調委內瑞拉推動此項計畫並不是為了自身利益，而是為了與南美洲人民共享財
富。請見：“Chavez claims partners have “frozen” his huge gas pipeline project,” MercoPress, July 28,
2007.
http://en.mercopress.com/2007/07/28/chavez-claims-partners-have-frozen-his-huge-gas-pipeline-proj
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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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供應天然氣 10 年，此後將反轉，改由委內瑞拉出口天然氣。3992006 年 6 月，
此一計畫得到升級，總長增加為 230 公里，委內瑞拉預計在 2008 年天然氣達到
自給自足，2013 年將進行天然氣出口，亦即由哥倫比亞供應委內瑞拉天然氣直
至 2013 年，此條管線預計每日將可輸送 1500 萬立方呎的天然氣，巴拿馬亦加
入此項計畫，屆時委內瑞拉的石油出口將達到中美洲地區，委內瑞拉亦承諾幫
助巴拿馬整修一條石油管線做為日後委內瑞拉對亞洲出口的重要運輸路線。400
此條天然氣管線於 2007 年 10 月正式動工。
就地緣政治戰略層面而言，若檢視其三個次區域能源整合計畫，與拉丁美

治
政
大
地那石油計畫先是與 CAN，後則與 ALBA 關聯較大，加勒比石油計畫則與
立

洲現有的三個重要區域整合組織有所重疊，南方石油計畫與 Mercosur 重疊，安

ALBA 有直接聯繫，其共同成員皆屬委內瑞拉，顯示查維茲欲將委內瑞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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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能源整合的核心，並藉由南方天然氣管線計畫貫穿三個次區域能源組織，

‧

作為區域能源整合的骨幹。就查維茲對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所進行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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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策略而言，吾人亦可發現，主要有三條路線，首先，對於能源缺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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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政府通常會對其供應優惠條件的石油或天然氣，可能是要求以油換糧或
是提供優惠利率與寬限期；其次，則是邀請共同開發委內瑞拉境內油田，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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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諾科油田；最後，則是於合作國家境內合資建立煉油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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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項策略亦有其經濟與戰略上的考量，過去委內瑞拉的能源出口皆以歐

洲與美國為主，為求分散化出口市場，亦開始於區域內進行「內銷」
，拓展區域
內的市場，拜國際油價上漲與拉丁美洲左傾化浪潮所賜，查維茲的石油外交更
為可行，在爭取到區域內國家的合作後，邀請其對奧里諾科油帶進行投資，可
分散化其投資來源，而到合作國家興建煉油廠，亦可確保拓展委內瑞拉原油與
399

如前所述，委內瑞拉雖有豐富的天然氣蘊藏，但卻因其長期忽視天然氣產業，國內亦為發
展出完善的輸送管線，導致委內瑞拉西部地區嚴重缺乏天然氣供應，查維茲政府亦表示將拓展
國內的天然氣網絡。請見，Robin Nieto, “Venezuela Signs $100 Million Gas Pipeline Deal with
Colombia,” Venezuelanalysism July 15, 2004.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587
400
Michael Fox, “Venezuela and Colombia Agree on Gas Pipeline,” Venezuelanalysis, June 20,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795 and “Venezuela and Panama Sign Energy Agreements,”
Venezuelaanalysis, June 23, 2006. 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m/news/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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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里諾科特重油的市場。委內瑞拉的石油產業長期以來過於倚賴美國市場，是
因美國設備與技術充足，得以應付委內瑞拉所生產的高硫量原油與特重油。然
而，查維茲為降低對美國的依賴，更計畫賣掉委內瑞拉於美國所擁有的煉油設
施，轉而在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地區建立煉油網絡。401建立煉油設施對雙方皆
有好處，委內瑞拉可以省去於其國內事先進行精煉的時間與成本，而對其原油
進口國而言，不僅能夠增加就業、取得技術轉移，更可確保燃油的可利用性，
甚至提升附加價值。402

第五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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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丁美洲的新興左派勢力的崛起，可說是千禧年後，全球政治發展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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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為何長期被美國視為後院的拉丁美洲，竟然發生了如此劇烈的政治變革？

‧

此一被人們稱做「粉紅潮」
（Pink Tide）403的政治發展並非偶然發生，若探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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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大致可以遠、中、近三層因素進行說明，遠因是由於拉丁美洲的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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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是歷史始終未被消滅，絕大多數國家皆有共產黨，即便在 1960 與 1970 年
代多數國皆由右派親美的軍政府執政，左派勢力長期於拉丁美洲國家中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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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基礎。中程因素則為 1980
C與h1990 年代，拉丁美洲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
engchi U
所採行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拉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社會條件與制度一直未
能健全發展，採行屬震盪療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卻更近一步造成社會極化與
社會排除的情況加劇，拉大貧富差距與社會不公的現象，進而影響了國內政治
與社會運動的發展。而就近因而言，美國在小布希執政後，便遭遇到美國本土

401

查維茲表示將在其玻利瓦替代方案姊妹國建造煉油廠，計畫於尼加拉瓜、海地、厄瓜多、
多明尼加與玻利維亞興建煉油設施，並擴展古巴現有的煉油設施。 請見：“Venezuela to sell off
US refineries,” Taipei Times, May 1, 2007.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worldbiz/archives/2007/05/01/2003359053
402
Humberto Marquez, “Venezuelan State Oil Company’s Growing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IPS,
September 30, 2008. http://www.ipsnews.net/news.asp?idnews=44050
403
由於現今拉丁美洲的新興左派政權，其政治主張不如冷戰時期蘇聯所遵行的共產主義路線，
因而受人稱為粉紅潮，因其不如過去左派主流的共產主義那樣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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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重大的恐怖攻擊事件，此一事件的發生，徹底改變了小布希政府的政策順序，
原先受到重視的拉丁美洲，不再是布希政府的寵兒，此一發展亦引發拉丁美洲
國家的不滿，而美國無暇顧及拉丁美洲，令新興左派勢力得以發展，並接連取
得政權。美國對拉丁美洲的忽視，另一項具體的證明，即中國與俄羅斯此兩個
發展中的大國，相繼進入拉丁美洲，頻頻與拉丁美洲國家建立經濟與政治關係。
然而，小布希政府的政策雖以國際反恐戰爭為主要的核心，但對於其後院
拉丁美洲卻也未完全放手，其對於區域內威脅性較大的激進左派國家，仍透過
以民主推廣為名的干涉機制，試圖左右這些激進左派國家國內的政治發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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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使拉丁美洲的新興左派政權之間的團結。雖然拉丁美洲新興左派政權間
，
立
美國對於拉丁美洲的干涉，亦於一定程度上激發了拉丁美洲民意的不滿，亦進

仍存在著路線上的差異，一般皆將其路線分為激進與溫和兩種形式，但其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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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策上主張區域意識或主權獨立自主的觀念，卻為其共同特徵，換言之，反

‧

對美國的干涉與強調區域整合的發展，為目前拉丁美洲新興左派政權在對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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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共識。就拉丁美洲目前區域整合的發展現況而論，美國所提倡的 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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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發展來看已胎死腹中，其受到激進左派國家強烈的杯葛，而溫和路線
的左派國家，又與美國在多項重要議題上無法達成共識，因而造成美國成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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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大貿易區塊的目標就此破滅。反觀新興左派勢力當道的拉丁美洲，卻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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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整合的努力上有一定的進展，拉丁美洲國家間的合作與交往，較過去亦更為
的頻繁與平和，此一趨勢如同目前拉丁美洲不時舉行的制度化區域組織會議，
和雙邊與多邊間的非制度化會議，可看出會議外交讓拉丁美洲各國領導人，得
以有更多的機會交換意見與商討合作的機會，或是成為一種衝突解決機制，近
年來數次國與國間的衝突，便是在會議外交的機制下得以和平落幕。
查維茲強調反霸權與反帝國主義的主張推展至國際層面，即為其所強調的
國際多極體系。查維茲透過石油推展國際多極體系，有著政治與經濟兩種意涵。
在政治層面，多極體系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目前國際政治環境中以美國為首的
單極體系，然而有趣的是，查維茲積極推廣多極體系的概念，亦反映了其欲將
175

委內瑞拉推上國際舞台成為發展中國家一極的濃厚興趣，將石油視為地緣政治
武器的查維茲，便透過石油，此一人類重度依賴的能源資源，於國際舞台上不
斷擴張其影響力。而在經濟意義上，石油為委內瑞拉的經濟命脈，在查維茲任
內，其對石油產業進行再國有化，此舉實際上是令委內瑞拉更為依賴石油產業，
不論是在外交政策或是國內社會政策，幾乎全部仰賴石油收入。為確保其產業
發展，查維茲政府採行了在石油出口與資金來源分散化的石油政策，分散化的
石油政策與查維茲的政治目標亦是相互為用，透過此一政策，可便利查維茲政
府與其他國家發展合作關係，又可兼顧委內瑞拉石油產業的安全與發展。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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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的石油外交。查維茲在美洲石油計畫的架構下，推動南方石油計畫、安地
立
茲將石油作為外交工具的另一具體證明，即為其對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國家所

那石油計畫、加勒比石油計畫與南方天然氣管線此四大計畫，期望最終能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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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委內瑞拉作為核心的區域能源整合，並以此作為區域整合的基礎動力。

‧

檢視查維茲的的石油政策，吾人得以發現查維茲對於國際與區域政治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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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國際層面，藉由戰略武器，石油，推動多極體系，反對美國的單一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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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以藉此提升委內瑞拉於國際能源產業與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在區域層面，
同樣以石油作為攏絡盟友與擴大支持的主要工具，藉此尋求擴大委內瑞拉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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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影響力並作為區域整合的主要核心。然而，由於近年來國際油價走高與發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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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能源渴求的情勢發展，使得查維茲以石油作為工具經營對外事務的成
效斐然。但隨國際油價於 2008 年年中達到高點，之後便開始下滑，且由於持續
高油價所造成對替代性能源需求的增加，未來勢必對於身為世界主要產油國的
委內瑞拉造成影響。筆者將於下一章對於近年來全球能源環境的發展進行討論，
並研析此一發展與變化對於查維茲政府的能源政策產生何種程度的正面或負面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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