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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利

益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X 其他原因 

說明：本研究計畫是申請人前一個研究計畫的繼續。前一個計畫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信

心建立措施』，其理論假設是如果國際關係是具有普世性，則中國應該也能發展出信心建立措

施的概念。本此假設，申請人和兩位學生從中國歷史典籍和歷史事件尋找例證以為驗證。結

果，我們發現，北宋的檀淵之盟屬『信心建立措施』，而得到初步驗證。為了尋找更多例證，

而有此研究計畫。但是，深入研究發現，尼布楚條約和檀淵之盟不同，屬於邊界劃定協議，

是清朝政府簽訂的第一個劃界協議。和原來的構想不同，但是，引發出申請人對中國邊界劃

定的研究興趣。因此，雖未達成原定目標，和原假設不同，但是，引發新的研究議題。因此，

仍然是非常值得的研究案。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已

有嚴重損及公共利益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度（以 500 字為限）

 
前面的說明指出，本研究案的結論和原假設不符合，但是，對於研究了解中國邊界劃定的

研究幫助甚大。尼布楚條約是清朝以國家的角度簽訂的第一個邊界劃定條約，主要的問題

是：在相對有利狀況下，清朝為何急於要簽訂此條約，清朝如何看待當時內外情勢，及這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1990 年代以來簽訂的諸多邊界劃定協議有何呼應之處。因此，這個

研究對學術的貢獻是不小於申請人對於檀淵之盟的研究發現。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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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關鍵詞 

尼布楚條約，邊界劃定協議，清朝邊界劃定 

 

中文摘要 

尼布楚條約是清朝以國與國關係和俄羅斯簽署的第一個邊界劃定協議。問題是，在領土衝突處於對清

朝有利狀態下，清朝為何簽訂此協議，做出部分退讓妥協？ 

 

英文關鍵詞 

Treaty of Nerchinsk, border demarcation, border demarcation in Qing Dynasty 

 

英文摘要 

Treaty of Nerchinsk is the first border demarcation agreement based on state to state relations with Russia by 

Qing Dynasty. Question: why, under favorable situation, did Qing Dynasty make con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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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信心建立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議題是冷戰時代的產物之一，也是冷戰時代重

要的國際關係研究議題。冷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北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和前

蘇聯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彼此陳兵數十萬在歐洲長期對峙，為了維持歐洲的穩定，防止

意外衝突發生，並建立雙方行為的可預測性，及增進彼此的互信，信心建立措施逐漸發展出來，對國

際安全的穩定性做出巨大的貢獻，成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重要議題。 

 

     國際關係理論的假設是國際關係是具有普世(universal)性。因此，如果國際關係是具有普世性，

則其理論應該普遍適用於全世界，解釋各國的國際行為。如果能適用於解釋各國的國際行為，則應該

也能適用於解釋中國的國際行為。因此，在相同條件下，中國應該也能發展出信心建立措施的概念和

做為。 

 

     發生於歐洲的經驗顯示和假設是，信心建立措施是現實主義的產物。對峙的雙方因為無法從軍事

上徹底擊敗對方，同時，政治上遷就現實狀態，包括穩定內部和穩定雙方關係，因此，發展出信心建

立措施，以求軍事上追求可預測性和穩定。如果這個理論是正確的，則中國應該可以找到類似的案例。

本著前述理論假設，本人期待中國歷史上有類似案例。 

 

     經過本人和學生助理的研究，的確找到一個案例，並寫成「中國歷史上的『信心建立措施』：以

宋遼軍事關係為例」一文，刊登於科技部社會科學中心認定的核心期刊遠景基金會季刊，第13卷第2

期（2012年4月），頁99-141。

http://www.pf.org.tw:8080/FCKM/upload/upload_file/pfquar2012132/VM-03.PDF. 

 

     簡而言之，「中國歷史上的『信心建立措施』：以宋遼軍事關係為例」認為，發生於北宋時期著

名的「檀淵之盟」就是信心建立措施的條約，因為，北宋和遼國軍力相持不下，任一方無法從軍事上

徹底擊敗對方。長期下來，彼此做出妥協，乃有「檀淵之盟」。 

 

     本研究案是前一研究案的繼續，期待能從中國歷史再找到類似案例。發生於清朝的尼布楚條約被

本研究案鎖定。 

 

二、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本研究案是前一研究案的繼續，期待能從中國歷史事件中再找到類似案例以證明國際

關係理論的普世性。類似的研究有強烈的意義。當前對於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有兩種看法。第一種可稱

為是「中國獨特論」，認為中國和西方不同，中國是獨特的，所以西方發展出的理論概念不能應用於

解釋中國的國際行為。第二種概念則相反，認為中國沒有獨特性，因此，西方理論概念可以用來解釋

中國的行為。 

 

     本人的前一個研究案，「中國歷史上的『信心建立措施』：以宋遼軍事關係為例」，至少已經證明

中國不必然是完全獨特的，因為在中國歷史上的確出現因為當事的雙方因為常其軍事對峙，且任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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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徹底擊敗另一方，終而彼此建立起信心建立措施的案例。此案例的當事雙方是北宋和遼國：彼此

是平等的國家關係，當事的北宋和遼國軍事長期對峙，任一方無法完全擊敗對方所致。 

 

     然而，上述發現可能只是初步的或特殊的案例。如果要更證明中國不獨特，則要在中國歷史事件

中找到更多類似案例，以支持中國不獨特的論證。這是本人做此研究的目的。本研究乃試圖以清朝與

沙俄之間的軍事關係，並以西元1689 年 

的「尼布楚條約」作為分析案例，以試圖證明在與「澶淵之盟」相同的背景要素 

下，「尼布楚條約」是否可以等同於當代意義的「信心建立措施」。 

 

     初步的研究顯示，「尼布楚條約」具有類似「澶淵之盟」的意義，約略等同於當代意義的「信心

建立措施」。此條約有幾個特徵。第一，基本上，尼布楚條約簽訂背景是自 1650 年代以來，清朝與

沙俄長期在東北為了邊界主權議題而進行交互征戰對抗，以及兩國權力平衡下的產物。第二，中俄兩

國地位平等，以主權國家簽訂。而且，清朝第一次用「中國」（中華帝國）兩字與沙俄簽約。第三，

就條約形式而言，其相當符合現代國際法的締約精神，因為條約用滿文、俄文、拉丁文三種語言簽訂。 

 

     就條約性質而言，此條約雖然看似和平協議，但是簽訂之後兩國仍是小規模衝突不斷。此條約終

止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因為俄國想趁中國鴉片戰爭之危改變雙方邊界現狀。因此，嚴格而言，此乃屬

於邊界安全協議，並非真正永久的和平協議，某種程度而言，這與「信心建立措施」精神一致。這條

約共維持了中國東北邊界約 150 年的和平，止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所簽訂的「璦琿條約」。若相較於，

「中國歷史上的「信心建立措施」：以宋遼軍事關係為例」一文之研究，可以清楚發現「尼布楚條約」

與「澶淵之盟」兩者發生的國際關係背景存有不少雷同之處。 

 

三、文獻探討 

 

     關於冷戰時期信心建立措施的文獻已非常多，同時，台灣的相關文獻和著作也相當多。這特別是

1990年代中期中國在台灣海峽進行大規模軍事演習，使得兩岸關係再進入軍事緊張對峙以後，台灣內

部有關信心建立措施的研究和著作大幅增加。其原因應該是和緊張的局勢有關：期待透過信心建立措

施議題的了解和研究，穩定兩岸緊張的對峙關係，終而化解兩岸緊張的關係。 

 

     這些研究文獻有期共通點。這就是：直接幾乎都是以1970年代起源於歐洲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 

(CSCE)及其後續組織，「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發展出的概念和成果為主，並以此概念和成果

直接引用於兩岸關係。此外，這些概念也被用以分析中國和周邊國家間信心建立措施的發展。最典型

的研究之一，且最常被引用的研究著作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林正義撰寫的歐洲及亞太信心

建立措施之研究 (台北：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8年)。許多大學碩士班學生的畢業碩士論文也撰

寫和信心建立措施相關的題目。 

 

     然而，台灣的研究方式可能有一個缺陷：這可能會忽略掉非西方世界發展信心建立措施的可能

性。這也就是說，在非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互動經驗中，可能也會出現與西方構成信心建立措施相同

的要素。所以，若以西方的經驗為研究的主要經驗基礎，將會喪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世界信心

建立措施經驗的瞭解，這也就是台灣大部分信心建立措施相關研究主要的不足之處。 

 

     此外，相關概念也被用來分析中國和周邊國家間信心建立措施的發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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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處理方式可能有其缺陷。主要的缺點是無法解釋中國的行為和政策。前 

述著作和出版品的可能假設是，中國直接引進西方的概念以處理其和周邊國家間 

的關係。相關的假設認為，中國引進是一種學習(learning)的過程，或是一種社會 

化(socialization)過程，透過學習和社會化，中國非常熟稔了信心建立措施的整個 

做為，並發展出政策。這反映了建構主義的解釋角度。 

 

     上述中國引進西方概念的假設隱藏著一個意涵。那就是中國自己可能沒有 

一套立基於中國的信心建立措施概念。當代國際關係的許多概念和理論是建立於 

西方文明發展史，隨著西方勢力的擴張所建立起來的強勢，這些概念和理論傳播 

到全世界，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學習的範本。其結果可能是許多第三世界 

既有的概念和理論完全被壓抑和忽略。 

 

     問題是，那些被壓抑和忽略的第三世界是否也具有從西方文明發展出來的 

概念和理論？從另一個角度而言，如果從西方文明發展出的國際關係概念具有普 

世性( universalism)，則第三世界歷史上的國際關係應該也具有普世性。因為，如 

果西方歷史上的國家追求國家利益，則第三世界歷史上的國家也應該是追求國家 

利益的。同樣追求國家利益必然形成安全合作或妥協行為。 

 

     當代對信心建立措施的研究主要是以冷戰時期美國為首的北約組織，和前 

蘇聯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在歐洲長期對峙下發展出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而 

來，而廣泛地被探討與應用。然而，從理論而言，這個由歐洲發展出的案例似乎 

假設，信心建立措施是現實主義的產物：對峙的雙方因為無法從軍事上徹底擊敗 

對方，同時，政治上遷就現實狀態，因此，發展出信心建立措施以求軍事上的可 

預測性和穩定。 

 

     如果西方的信心建立措施是源自於國際政治無政府狀態下為尋求建構和平 

的一種方式，那麼中國古代在與周邊各國衝突競爭的情況之下，是否應該也會產 

生與西方信心建立措施相雷同的和平作為？如果中國歷史上也有相類似行為，我 

們是否可以認為信心建立措施作為國際關係的行為具有人類的普同性 

(universalism)？ 

 

     其實，中國在1990年代末開始使用類似的名詞。中國的翻譯和概念和台灣與西方的不同。首先，

其翻譯是「信任」建立措施。例如，中國在1998年出版的1998年中國的國防首次提及要以信任建立措

施與周邊國家維持安全。此後，中國的國防談到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時，都是以「信任」建立措施為其

建構安全環境的主要論述。 

 

     其次，中國更著重信心建立措施的政治層面。中國強調，只要兩國不相互敵對，不視對方為威脅

或敵國，則彼此的信心建立措施就水到渠成容易建立。換言之，中國不是從行為層面著手，而是從政

治層面著手。這和冷戰時期的歐洲狀況不同，因為冷戰時期美蘇兩大集團各在歐洲部署重兵，政治上

不可能達成和解，只有先從行為層面規範開始，逐漸擴及其他層面。 

 

     針對上述概念和邏輯的推演，本人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的專題研究計畫「中國傳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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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心建立措施：初步探討」之研究中已經初步證明了，中國在歷史上的確出現過深具現代意義的

信心建立措施，也就是北宋與遼國之間的「澶淵之盟」。這是一個對信心建立措施的創新研究成果，

作者用文獻分析法閱讀分析中國於五代十國時期歷史中的古典文獻，以瞭解北宋與遼國之間的軍事關

係，然後以比較研究法探討宋遼之間的澶淵之盟與當代信心建立措施的異同，因而證明了信心建立措

施在中國歷史上的實踐經驗。 

 

     「澶淵之盟」例子發生的背景與現代信心建立措施發生的條件極為相同。 

那是，一、國際無政府狀態的環境（朝貢制度式微）；二、都承認彼此國家地位 

平等；三、都是有共同邊界安全的衝突；四、都無法以武力征服對方，而造成權 

力平衡局勢；五、因此，雙方都有建構穩定和平機制的意願。這個發現相當符合 

國際關係理論裡現實主義的解釋，也和「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產生的背景相同。 

 

     關於尼布楚條約，台灣有一些和「尼布楚條約」相關的研究文獻可供參考。這些文獻的共同特徵

是：主要是集中在歷史學的領域，或是從國際關係的歷史面向研究。這些文獻的分析方式大多集中在

探討尼布楚條約發生的詳細歷史背景淵源，鮮少有文獻運用國際關係理論或概念來對此進行研究。而

這也突顯出國際關係研究與歷史研究兩個領域必須進行對話的重要性，因為，國際關係研究脫離不了

相關歷史的背景，而歷史研究要能明確解釋國際關係乃必須有國際關係研究的概念基礎。國內文獻尚

沒有探討清朝與沙俄之間的信心建立措施經驗，但是，很多歷史研究文獻已經提供了很多背景資料，

而這些都可以作為探討尼布楚條約是否能夠等同於信心建立措施的重要文獻。 

 

     西方相關的文獻也不少。在相關的西方文獻中，尼布楚條約與清朝沙俄之間的軍事關係幾乎是同

時被談論的。清朝在乾隆皇帝時期可以說是中國的強盛時期，當時乾隆面對的是日益西擴的沙俄，雖

然俄羅斯地理幅緣廣大，但是氣候嚴峻，因此企圖往東南方向擴張，因而造成中俄兩國為了邊界問題

戰事不斷。但是，中俄雙方都無法以軍事力量擊敗對方，以解決雙邊的邊界問題。另一方面，經過長

期對峙以後，雙方也不想持續爭端，因此，雙方首次簽訂具現代意義且類似停戰協議的尼布楚條約。

然而，如同中文的相關文獻，西方也鮮少用國際關係理論研究與歷史研究結合的論述專著，就這不足

的方面而言，對清朝沙俄之間信心建立措施的研究仍然有相當大的研究發展空間。而這正也是本研究

計畫擬探討的議題：中俄邊界衝突下的「尼布楚條約」（1689 年）與當代「信心建立措施」的異同，

以及中俄「尼布楚條約」是否可能像宋遼「澶淵之盟」一樣等同於具現代意義的「信心建立措施」。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採用文獻分析方法，並輔以比較研究法。採取文獻分析方法主要原因是，本研究計畫

集中於中國清代是否有信心建立措施實踐之探討，因此需要閱讀的中國清代與俄羅斯之間關係的相關

文獻和清朝官方的典籍奏摺，以及西方對此議題相關研究的文獻。既然是歷史實踐的探討，閱讀中國

和西方相關文獻去瞭解中國清朝的作為，所以文獻分析是恰當的研究方法。而比較研究法則是用以比

較東西方國際關係做為異同的重要方法，用以證明在中國歷史上也有類似西方信心建立措施的安全作

為。 

 

     閱讀中國典籍奏摺最大的困難是內容解讀和詮釋。典籍奏摺都是用中文文 

言文撰寫，其用字固然簡約，但是，也因為太簡約常構成解讀詮釋上的困難。固 

然出版了許多註釋本以詮釋典籍奏摺，然而，註釋本的詮釋可能有所不同。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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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途徑是多方和相關領域的研究人士討論，以比較正確詮釋典籍奏摺的旨意。 

可以討論的人士分佈於台灣和中國。 

 

     另外一個困難是俄文資料的運用。台灣懂俄文的人很少，能讀懂沙俄時期 

俄文的人更少。補救的方式是借助西方研究者的研究文獻，或中國大陸研究者的 

文獻，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和蘇聯維持非常密切的關係，派遣大量學生到蘇聯學習，因此，

俄羅斯語言成為他們認識世界的最重要語言，也因此，中國相關議題研究者的著作或有參考價值。 

 

     本研究計畫有下列的意義：第一、建立國際關係研究與歷史研究之間的對話，並找出在歷史上中

國與俄羅斯是否曾有信心建立措施的實踐。若找到，則可證明中國在歷史上曾有信心建立措施的實踐，

並且是中國從古迄今建構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途徑。如果研究結果無法證明，則我們或需對國際關係

的本質做進一步的瞭解。 

 

     第二，基於前述假設衍生出的邏輯，本研究是企圖跳脫西方經驗而嘗試從東方文明尋找信心建立

措施的實踐。中國文明和歷史是東方文明的一部分，在其歷史上也曾經有過諸國間或與其他國家的戰

爭和衝突，就清朝與俄羅斯之間的歷史互動關係而言，也是這更是值得關注。 

 

     第三，從現實主義的角度檢證清俄「尼布楚條約」(Sino-Russia Treaty of 

Nipchu 或 Treaty of Nerchinsk)是否等同於「信心建立措施」做為，就像之前對宋遼「澶淵之盟」研究

的命題一樣。若「尼布楚條約」也等同於「信心建立措施」概念，是否可以因此證明「信心建立措施」

途徑乃是歷史上中國建構安全之做為之一（從「澶淵之盟」與「尼布楚條約」到近代中俄關係與中國

對周邊國家的「信心建立措施」），進而推論「信心建立措施」具有國際關係理論的普世性(universalism)。

反之，亦可以證明在中國「朝貢制度」下並不存有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信心建立措施」的做為。 

 

五、結果 

 

     從結果而言，「尼布楚條約」應該不屬於信心建立措施；其應該是純粹的邊界劃定協議。兩者是

不同的。信心建立措施是在固定區域內，針對當事的雙方的軍事部署所做的規範，包括能部署什麼樣

的部隊，部署多少，及部隊調動時的規範等。信心建立措施有可能在邊界劃定達成協議後，和邊界協

議同時並存。但是，其也不必和已劃定的邊界協議並存，而以彼此實際控制的界線為實施區域。 

 

     邊界劃定協議只是對有爭議的邊界進行協商，但是，其不必然處理彼此部隊運作的規範，雖然進

行邊界劃定協商前彼此可能部署軍隊，甚至可能搶佔土地，擴大占領區域，以塑造對日後邊界劃定談

判有利態勢。因此，信心建立措施和邊界劃定協議不同，雖然彼此可能有重複。「尼布楚條約」應該

不屬於信心建立措施，而只是單純的邊界劃定協議。因為，在條約裡沒有處理彼此軍隊行為的規範。 

 

     清朝是從東北崛起建立的政權。因為如此，清朝初期，當時中原動盪，南方還有明朝殘存勢力努

力復國，在北京的滿清政權可能被覆滅的情況下，滿族需要守住其可以退守的根據地滿洲。再加上滿

族人認為東北是龍興之地，具有風水價值和軍事戰略意義，因此順治皇帝下令，沿著明代遼東邊牆修

築「柳條邊」，以分隔東北和中原；柳條邊東起遼寧鳳城，西至山海關下，挖土為溝，堆土為堤，在堤

上插上柳條，築成籬笆，並駐兵把守，關內人只能憑官府發的印票出去，而這種印票沒事時並不印發。

即使到了康熙、雍正、和乾隆三個皇帝盛世時，滿清政權穩定下來，但爲了保住東北的滿洲風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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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滿人漢化，依然禁止漢人進入東北。康熙七年（1668 年）推行民族封禁政策，以致造成東北大量的

無人區。 

 

     另一方面，俄羅斯從 16 世紀起大量向東發展擴張。到 1636 年，俄國人到達鄂霍次克海，征服了

西伯利亞全境。這個地區成為了俄國人的殖民地。當俄國的勢力接近中國時便發生了軍事衝突。1652

年（順治九年）俄國人東入黑龍江，「駐防寧古塔（今黑龍江省海林縣）章京海色率所部擊之，戰於烏

扎拉村」。這是中俄之間第一場戰鬥。1657 年沙俄派正規軍在尼布楚河與石勒喀河合流處建立了雅克

薩城與尼布楚城。之後中俄之間發生多次外交和軍事上的衝突。1685 年康熙皇帝於平定三藩之亂後派

將軍彭春於 5 月 22 日從璦琿起兵 5,000 人，5 月 25 日攻入雅克薩。之後清軍撤軍而俄軍捲土重來。1686

年清軍再攻雅克薩並圍城。1689 年 9 月 7 日（康熙二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尼布楚條約》正式簽字。 

 

     問題是清朝為何要急著簽訂此條約？從地理而言，俄羅斯的莫斯科距離此地超過 10,000 公里，

有鞭長莫及的問題。而且，不必然是俄皇認定的絕對利益所在。相反地，對清朝而言，已經取得戰事

的勝利，而且，地理上靠近東北地區，易於取得後勤支援而居於有利位置。但是，康熙皇帝急於簽訂

條約，而被認為是做了讓步的平等條約。 

 

     這涉及中國對外行為的解釋：即使居於有利位置，中國為何在邊界劃定談判上仍然讓步？相關的

問題包括：在何種狀況下中國不會做出讓步，在何種狀況下中國會在邊界談判上讓步？這其實涉及中

國在邊界談判議題的分析，尼布楚條約的研究可以和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90 年代進行的諸多邊界

談判相互對照。 

 

     影響康熙皇帝簽訂尼布楚條約決策的一個關鍵因素似乎是內部問題。雖然清朝擊潰俄羅斯軍隊而

收復了雅克薩城，但是，康熙皇帝才平定「三藩之亂」，穩固了滿清政局，也使整個華南地區完全納入

清廷的統治之下。他需要休息養生。另一方面，和俄羅斯簽訂尼布楚條約使得俄羅斯不再支持使康熙

皇帝要征討的準葛汗國，而利於新疆、清海、和西藏地區的穩定。換言之，如果面臨其他不小的威脅，

康熙皇帝選擇在有利狀況下迅速簽訂了尼布楚條約，以求穩定一邊以便於集中資源因應另一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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