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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俄羅斯駐台代表處
攝影＜ T. V. Timofeenko

今（2019）年可說是台灣與俄羅斯在雙邊觀光往來上豐收的一年。自（2018）年 9 月初起，我國
政府試辦對俄羅斯人民來台免簽證政策，又以今年 5 月俄羅斯皇家航空、西伯利亞航空分別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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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 莫斯科、台北 – 海參崴的直飛航線，大幅縮短台俄之間的飛航時間，從而增加了俄國旅客的
來台意願。另外，俄國政府於 6 月則宣布擴增持「電子簽證」入境海參崴自由港（包括：符拉迪沃斯
托克、外貝加爾斯克、堪察加半島和哈巴羅夫斯克地區、布里亞特共和國、薩哈林地區和楚科奇自
治區等地區）的國家名單，並將台灣列名其中。此項優惠大幅簡化了台灣人民前往俄國遠東地區的流
程，同時也為雙邊合作關係奠定下良好利基。
而為推動台俄雙邊之觀光產業發展，我國飯店業者主動出擊，搭起了台灣與俄國間的觀光橋
樑，不論是與相關業者一同前進俄羅斯參加旅展，或是在台推廣俄式美食，都讓二國的文化透過觀
光而有所交流。俄國首都莫斯科及文化之都聖彼得堡已是國人熟知的二大歐俄城市，而雙邊在直航
後，遠東區的海參崴、庫頁島及貝加爾湖也進而成為我國人民赴俄觀光的亮點地區。
此外，俄國與亞洲國家之互動亦是國際焦點。其與中國、日本、韓朝及蒙古之間的關係發展波
詭雲譎：俄蒙經濟及軍事的合作發展，牽動著俄中關係；日俄則希望就北方四島的問題共同走向和平；
在俄韓、朝關係上，俄國希望可以有別於美、中大國的角色及功能，成為與渠等皆可合作的對象；
而俄中關係在中國所主導的「一帶一路」計畫落實後，二國的外交及經貿發展勢必再添波瀾。台灣鄰
近俄羅斯，觀光交流僅是雙邊來往之一環，而務實的經貿合作則是我國企業關切的重點。另俄國與
我國或是與前揭國家之間的互動，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台俄雙邊各面向的關係，如此種
種，皆值得持續關注。
最後仍感謝各界對本會所出版「台俄經貿」所予以之支持及指教，讓本刊得以持續將最多元豐富
的資訊呈現給所有關心台俄關係的讀者。未來，本刊之出版亦將務求精益求精，更加精進。謹此，
向各篇文章作者、先進及讀者敬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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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參加開幕儀式的貴賓於典禮結束後合照

「圓山大飯店」—
擴大台灣與俄羅斯交流的橋樑
DOI:10.6549/TRM.201907_(25).2

撰文 • 圖片提供＜圓山大飯店

正當台灣觀光界討論台灣觀光業未來發展方向時，圓山大飯店已將眼光鎖定俄羅斯
中、高端來台商機，除了積極邀請該國觀光集團來台踩線外，同時舉行「2019 俄羅斯美
食文化節」
，邀請俄羅斯的主廚及舞團，展現俄羅斯絢麗美食與藝術文化，也讓台灣民眾
對俄羅斯文化與美食多一層了解，為台灣觀光業開拓俄羅斯觀光旅客來台打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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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俄羅斯 2010 年至 2018 年出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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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俄國旅遊市場潛力
據法國市調公司 Ipsos Comcon 針對 2016 年俄羅斯出境旅遊業績調查結查指出，俄
羅斯人在國外旅遊花費比 2015 年成長 40％。俄羅斯人每人在海外平均花費是 1,000 歐
元至 1,700 歐元，換算成新台幣相當於 3 萬 6,000 元至 6 萬 1,200 元之間。
俄羅斯出境旅遊市場克服了近幾年的下降趨勢開始上升，依研究表明，2018 年俄羅
斯出境旅遊市場較前一年增長了 3%。而在過去的 12 個月裡，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的資料顯示，俄羅斯的出境航班正隨著商務旅行的增加而表現強勢。2018 年，俄
羅斯出境旅遊數量相比去（2017）年同期增長 6.1%，累計出境遊數量達到 4,400 萬次（圖
一）
；前往非俄語國家之的俄羅斯人達到 2,000 萬人次，占出境總數的 45.7%，較上年增
長 10.8%。在此之前幾年，由於俄羅斯貨幣盧布的貶值，俄羅斯人更傾向於國內旅遊。
而以 RSouthRead 的調查結果顯示，2018 年度俄羅斯出境旅遊的人均單次旅遊花費較
2017 年度增加了 7%（盧布）
。綜觀以上數字，均顯示俄羅斯極具旅遊市場的開發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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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俄羅斯市場開發之利多契機
俄羅斯的冬天酷寒且長達半年以上，因此安排到溫暖地區度假，是俄羅斯人的重要
旅行規劃。依市場調查消費者行為軌跡的大數據，以及圓山大飯店業務團隊參加俄羅斯
旅展之實地考察經驗，俄羅斯人喜歡陽光、海灘、美食、熱帶水果、壯麗多變的地形、
SUMMER │ NO.25

和善的人民和安全的社會，並且喜歡定點渡假多日，而非多點變換旅遊的渡假方式，台
灣的觀光資源恰恰正符合俄羅斯人旅遊度假的期待。
隨著政府對俄羅斯人民免簽措施的開放，加上 5 月底俄羅斯皇家航空及西伯利亞航
空也將開航台北 - 莫斯科 / 台北 - 海參崴的直飛航班，以上皆能大幅縮短台俄之間的距離，
大幅提升俄羅斯旅客來台意願。俄羅斯中、高端消費族群，絕對是台灣必須積極爭取的
新興旅遊客源。

參、赴俄參加旅展
圓山大飯店在總經理楊守毅親自領軍下，多次率領業務團隊赴俄羅斯參加旅展，至
第一線接觸俄羅斯市場，吸取最正確直接的情報。迄今為止，已參加了二次每年於 3 月
份舉辦的莫斯科旅展 MITT（Moscow International Travel & Tourism Exhibition，世界前五
大旅遊展）及 5 月份舉辦的海參威旅展 PITE（Pacific International Tourism Expo）推廣台
灣觀光，引起旅展現場俄羅斯民眾對台灣旅遊產生熱烈反應和好奇心。
旅展活動之餘，圓山團隊也積極參與觀光局與駐俄羅斯代表處於當地舉辦，和俄羅
斯旅行業者商洽之研討會（Workshop）
。經洽談後，圓山大飯店獨特的宮殿外型、深厚的
歷史底蘊及國賓級的服務專業，再再於俄羅斯業者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紛紛表示是赴
台旅遊行程中必須入住的台灣代表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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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總經理和海參崴旅遊和電子媒體業者

肆、與國內旅遊業者合作
在觀光局與觀光協會支持下，圓山大飯店自 2018 年起積極邀請俄羅斯重量級旅行業
者來台踩線，如來自莫斯科的 Quinta-tour 集團及 China-Travel、KBC Communication
（莫斯科行銷顧問公司邀請之莫斯科及遠東地區旅遊業者、媒體及部落客）和海參崴的
Fregat Aero 等等 ; 除台北之外，足跡更遍布南投、高雄、屏東、台東及澎湖等地之著名
景點，望以這些旅行業者代表們眼中所見、耳中所聞及心中所感，將台灣蘊含之美帶回
俄羅斯，分享給市場上的潛力客群。而這些旅行業者聯盟旗下有動輒數十到上千家旅行
社，推出的精緻赴台旅遊行程將能帶動俄羅斯人赴台灣旅遊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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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總經理及圓山業務人員與俄羅斯旅行社業者會談
SUMMER │ NO.25

▲楊總經理與
China Travel CEO Mr.Sergei Nazarov

除了安排俄羅斯旅行業者實地踩線外，圓山大飯店也和觀光局聯手於飯店內舉辦了
約十多場研討會（Workshop）
，廣邀國內對俄羅斯市場有興趣的旅行業者們參與，讓俄羅
斯和台灣旅行業者們無礙的面對面洽談，了解客群需求，攜手擴大俄羅斯來台市場。圓
山大飯店在開發俄羅斯旅遊市場上的支持與投入，廣受旅遊業界的好評和肯定。

伍、舉辦俄羅斯美食文化節
台北圓山大飯店繼去（2018）年首度推出「俄羅斯美食文化節」後廣受好評，總經理
楊守毅決定今年再度擴大舉辦，持續市場熱度和話題性。
「2019 俄羅斯美食文化節」4 月
19 日在俄羅斯國家級舞團 -Russian Mosaic 的精采演出下，於圓山大飯店盛大揭幕。包
括圓山大飯店新任董事長林育生、外交部次長曹立傑、還有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
員會駐台北代表處代表白樂賢（Mr. Sergey PETROV）等多位貴賓都出席見證這項盛典。
這次「俄羅斯美食文化節」特別邀請到俄羅斯 ATC 集團旗下的 Eco Home Hotel 廚師
團隊來台客座，端出正統而道地的俄羅斯北方美饌，像是超過 10 餘種的俄式烤餅、魚類
料理或莫曼斯克著名的鹿肉料理百匯來滿足台灣饕客的胃。而俄羅斯舞團 - Russian
Mosaic 更是自 4 月 19 日起，展開每日 3 場，混合著芬蘭、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等地的
民族舞蹈和俄羅斯傳統節慶舞蹈，在極地美食和藝術文化的魅力下，吸引了八千人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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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Home Hotel 的客座廚師團隊在現場介紹俄羅斯美食

至台北圓山大飯店享用俄羅斯美食、欣賞國家級舞團的演出，受到賓客熱烈迴響，讚不
絕口。這二屆「俄羅斯美食文化節」除了美食和舞蹈外，現場還有攤位推廣俄羅斯特色產
品及地方旅遊，均吸引大量台灣消費者購買和詢問，激發對俄羅斯文化和旅遊的好奇及
興趣，直接促進了台俄交流。

陸、結語
地處極北的俄羅斯，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是個神秘遙遠的國度；同樣的，台灣對多數
的俄羅斯人也是一個陌生的國家。而圓山大飯店在前董事長張學舜和總經理楊守毅二人
慧眼獨具下，標定俄羅斯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礦產豐富，又為八大工業國的世界
大國為旅遊開發目標，除了市場潛力大之外，更是因為國際旅遊互動，是非常積極且務
實的民間外交，圓山大飯店是台灣文化、觀光、旅遊的重要地標，應當發揮領頭羊的角
色，帶動台灣的國際觀光發展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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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這麼近！
DOI:10.6549/TRM.201907_(25).3

撰文 • 圖片提供＜伍豐科技（股）公司海參崴水晶虎宮殿經理 裴凡強

五月廿四日下午三點，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A7 閘口內，講臺、紅地毯、舞臺背板，早
已佈置妥當，因為在一個半小時後，由中大旅行社代理西伯利亞航空（S7）的【臺北─海
參崴首航記者會】即將隆重登場！
這場盛會除了邀請莫斯科駐臺北代表處副代表康世權，與臺北 101 董事長張學舜前
來致詞，金髮碧眼的航空公司亞太區總經理與其他高管，也特別從北京趕來，而上述所
有人之所以出席這場首航典禮，為的就是不久前才剛從桃園上空徐徐降落的班機，也就
是今天典禮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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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架甫降落的西伯利亞航空飛機，外觀也與眾不同！除了靠近機頭的部分，有個顯
著的俄國白藍紅三色旗標誌，蘋果綠色的機身鮮明亮麗，不僅在雲層偏厚的陰沉天空醒
目亮眼，在停機坪上與其他銀灰色的飛機相較，同樣搶眼奪目。
下午四點半整，首航典禮準時拉開序幕，在來賓致詞的祝福聲，與乘客初體驗的新
鮮感與期待目光下，噴水儀式熱鬧非凡。起先，兩道水柱先由消防車噴向空中，接著，
客機通過水柱形成的拱門飛向天空，作為主持人的我，抬頭看著飛往海參崴的客機，在
天空中留下尾跡，能親眼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讓我感到格外感動。
事實上，早在 18 年前的 5 月 1 日，來自臺灣的 140 多名乘客，就已經從當時還稱為
中正國際機場的桃園機場，直飛海參崴了，那次是臺俄兩地冷戰後的首次直航，更是第
一架降落在臺灣機場的俄國客機；而且其中一個乘客，還是時任總統府副祕書長，動見
觀瞻的陳哲男，他是蘇聯解體後從臺灣赴俄羅斯的最高層級官員。可惜的是，濃濃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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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味掩蓋了直航後原本預期應該出現的觀光熱潮，於是後來這條航線沒了下文，於
是……才又有了今天這趟「再首航」
。
分析 2001 年時，這條航線之所以「雷聲大沒雨點」
，原因就在於「時候未到」
。那時
距離蘇聯解體還不到十年，這得天獨厚的不凍港，過去的蘇聯太平洋艦隊的要塞所在地
海參崴，在解除「太平洋海軍軍港戰地政務」後，俄國中央政府無暇關愛這偌大的遠東與
遠東的第一大城，一切彷彿都停格在蘇聯時代。那個年代的俄羅斯也不是世界盃的東道
SUMMER │ NO.25

國，連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都不受臺灣旅客青睞，更遑論遠東地區，而我們也早就忘了對
於遠東地區最大城市海參崴的第一印象了。
其實，這個特殊的地名，第一次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是在歷史與地理課本內，而
且它還跟讓人暈頭轉向的「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有關。
或許有人會問，海參崴顧名思義，應該盛產海參吧 ? 也可能有人會想到，在清朝末
年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中，海參崴似乎成了中國的失土，但詭異的是，在國外的世界地
圖上，根本找不到海參崴！
原來，海參崴早已經被改了名，這個名稱現在僅存於漢字圈的（）內！
俄文音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底是什麼呢 ? 這個地名是由俄文的「符拉迪」
（宰
制）
，與「沃斯托克」
（東方）組成的複合字，若翻譯成「鎮東」
，就可以讓這個地方顯得既
霸氣又「文青」
。俄語地名十足響亮，企圖心在字面上一清二楚，有跡可循！在沙皇俄國
及蘇聯政府的建設下，的確讓這個清朝時
「寧古塔」
邊緣的小漁村，改頭換面成為大港口。
2012 年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是海參崴邁向國際性都市的轉捩點，為了迎
接這場國際盛會，海參崴市區停滯不前的基礎建設陸續完工，以擴大內需；隨後又通過
設置博弈區，增加外商投資、促進就業，由臺灣伍豐科技與香港合資的「水晶虎宮殿」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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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Tigre de Cristal）
，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資。最後是 2015 年頒布為期 70 年的自
由港法案，正是經過這些醞釀，才讓這趟經由海參崴再接觸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直航成為
可能，並喚起過去的記憶。
過去，臺灣與俄羅斯之間的往返，總給人路途遙遠、不斷轉機的印象，而這架從海
參崴直飛臺灣的班機，航程僅三小時多，短暫的飛航時間正是這條航線讓人期待的主
因。從今往後，所有搭乘臺北——海參崴直航客機的旅客，都會驚訝地發現，原來俄羅
斯離我們這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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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會是一趟至少八天的旅行，直航班機在五月到十月的五個月期間，於每週
五往返臺俄兩地，直飛不用轉機，大大地縮減了飛行的時間，空出來的寶貴時光正好讓
旅客靜下心來，好好享受沿途的美麗景致，否則「誰來賠這一趟好光景」?
以前我們對於俄羅斯的認識，大多來自「歐俄」的部分，但是很顯然的，大家並沒有
注意到，這是個橫跨歐亞、占地球陸地面積 1/8 的大國，它的首都莫斯科位於歐洲，但是
有 80％的國土都在亞洲，而「遠東地區」又占亞洲地區的 45％，海參崴正是這個地區的
最大城市！如今可以從臺北直飛到這裡，從此海參崴將成為遠東地區的圓心，往西通向
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往東則可以到達太平洋上的庫頁島與堪察加半島，這些地方都是
許多熱愛旅遊的人，口袋裡的夢幻名單。
SUMMER │ NO.25

從海參崴向東一小時，是鄂霍次克海海濱的庫頁島。位於北緯五十一度，東經
一百四十三度的庫頁島，同樣不只一次出現在歷史與地理課本上，不過蜻蜓點水的課
文，應付考試或許足夠，一旦考完後，大多數學生都原封不動地還給老師，庫頁島依舊
只是個神祕的名詞，能夠想得起來這座比臺灣大兩倍的島嶼究竟在哪兒的人，絕對是少
數中的少數，等到發現庫頁島原來距臺灣不太遠，與日本北海道隔海相望時，肯定驚訝
不已。
而且庫頁島的南部因為俄國戰敗，簽訂《樸茨茅斯條約》
，將「
『北緯五十度以南』的
庫頁島及其附近一切島嶼，並該處一切公共營造物及財產之主權，永遠讓與日本。」因此
這半壁江山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為止，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都屬於「日據時代樺太庁」
。
走近庫頁島的「薩哈林州鄉土博物館」
，乍看之下是一棟「迷你版大阪城」
，門前還有兩隻
日本特有的神獸「狛犬」
，徒留這座彷彿讓人置身於日本的建築，暗暗地訴說著帝國時代
一去不回的榮光。至於其他的建築也不少見，神道教的「鳥居」
，更因為剷除「日本遺毒」
的理由被拆除殆盡，目前只在荒郊野外留下唯一的一座。
許多地名在今天的 Google 地圖上，還洋溢著濃濃東洋風情的漢字地名：比方像是今
日 的 首 府 南 薩 哈 林 斯 克（Yuzhno-Sakhalinsk）
， 當 時 被 稱 為「 豐 原 」
；柯爾薩科夫
（Korsakov）被稱為「大泊」
；霍爾姆斯科（Kholmsk）叫「真岡」
，甚至連小叮噹的《大雄與
銀河超特急》
，以及宇多田光的歌曲《Heart Station》等，都跟庫頁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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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頁 島 之 東， 是 堪 察 加 半 島， 搭 上 直 昇 機 飛 向 自 然 保 護 區「 烏 宗 火 山 （
」Uzon
Caldera）
，踏在積雪火山的白煙，加上間歇噴發接近沸點的溫泉組合上，頗能感受什麼
叫冰與火交織的土地，時不時還看得到冬眠剛醒的棕熊玩耍覓食。
而由海參崴一路向西，坐上耗時 1/4 個世紀才竣工，總長 9,288 公里，堪稱舉世最壯
觀多變的鐵路線之一的西伯利亞鐵路，自潮濕溫暖的太平洋海濱，途中穿越遼闊無際的
松樹林，在抵達廣袤的西伯利亞凍土帶前，於貝加爾湖附近的伊爾庫茨克下車，換乘堪
稱 20 世紀初葉工程奇蹟的「環貝加爾」
（Circum-Baikal Railroad）列車，放眼窗外，每一
眼都是氣象萬千的湖光山色，哪怕只是湖邊的一匹駿馬、山前的兩隻乳牛，永遠有讓人
驚喜的風景。
海參崴、庫頁島、堪察加或貝加爾湖，它們的位置亙古以來從來未移動，一直距離
你我不遠，俄國簽證的手續正在簡化中，經由直飛海參崴的班機，前往這些地方絕非難
事，一個全新的世界真的就在不遠處。至於過去在課堂上所學的一切，就當成旅途中茶
餘飯後的話題吧，當你履足於斯時，肯定會覺得八天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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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二○一八年經貿關係述評
DOI:10.6549/TRM.201907_(25).4

撰文＜蘇武

壹、前言
2018 年俄中貿易突破千億美元大關，但是兩國貿易的基本結構並未有任何改變，俄
羅斯向中國出口仍以能源和原物料為大宗，並受到國際政治情勢發展和能源漲跌所影
響，至於中國對俄出口項目則較為多元化，而且多屬高科技產品，所以烏克蘭危機、波
斯灣戰爭，甚至美中貿易戰均對俄中貿易產生極大影響，特別是在「一帶一路」計畫推出
後，俄中未來經貿發展和政治情勢的改變非常值得注意。

貳、俄中經貿關係的突破
一、突破千億美元
2018 年俄中貿易達到 1,000 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普丁及梅德維傑夫總理，最近幾年
努力的最大目標。2014 年俄國官方已預測到兩國貿易很快將達到此目標。但由於這年國
18

台俄

產經趨勢

際能源價格暴跌，因此這個目標乃功敗垂成。2018 年中國官方透露，這年前 11 個月，
俄中貿易總額已達到 972 億 3000 萬美元，較上（2017）年同期增長 28%，兩國貿易大幅
增加主要原因是石油價格上升，也是由於這年前 11 個月俄羅斯對中國石油出口大幅增加
之故。
2018 年前 11 個月俄羅斯從中國的進口，較上年同期增加 12%，總額超過 434 億
5,000 萬美元，俄羅斯向中國貿易出口和服務出口增加 44.3 億，達到 537 億 8,000 萬美
元，因此俄羅斯對華貿易呈現出超趨勢。2018 年十一月俄中單月貿易總額達到 100 億美
元，其中中國向俄出口為 40 億美元，而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為 57 億 6,000 萬美元。根據
俄海關總署數據，2018 年一至十月，俄中貿易總額 883 億美元，俄羅斯向中國出口 455
億，俄向中國進口 428 億，中國佔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 16%。
因此可以斷言到 2018 年底，俄中貿易必將超過 1,000 億美元。過去俄國官方及政府
高層都認為，俄中兩國貿易達到 1,000 億美元，將是兩國經貿關係上一項重大的突破。
今年九月普丁總統曾表示，上年俄中兩國貿易已達到 870 億美元，今年雙方貿易一定會
達到 1,000 億美元的目標。事實上俄政府一直希望兩國貿易能加速成長，2014 年普丁總
統曾表示希望是年貿易能達到 1,000 億美元，2020 年再達到 2,000 億美元，但 2014 年
俄中貿易僅有 953 億美元，不過 2015 年卻大幅滑落到 690 億美元，2017 年再回升到
840 億美元。

二、出口仍以能源為主
2018 年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大部分為礦產資源，佔俄羅斯對中國出口 77%，這是俄海
關總署前 9 個月的統計數據。第二大出口項目則為木材和紙漿，佔俄羅斯向中國出口
9%，最近幾年這一部份有減少的趨勢。2017 年俄羅斯向中國的紙漿出口，佔其對華出口
總額 11.3%，俄羅斯向中國食品和農產品出口佔 4.35%，均較 2016 年同期為少。此外，
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機械設備不超過 3%。2018 年俄對華貿易額大幅成長，主要是由於
能源價格上升之故。同年前 9 個月內，向中國出口能源達 300 億美元，而上年向中國能
源出口僅 180 億美元。根據中國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 10 個月內，俄羅斯共向中國出
口 5,800 萬噸石油。
2017 年俄羅斯向中國石油和石油產品出口，價格超過 252 億美元，總計俄羅斯向中
國出口 6,000 萬噸石油。2014 年俄羅斯向中國石油出口達 3,300 萬噸，淨賺 277 億美元
打破俄中能源貿易多年紀錄。然而 2015 至 16 年能源價格大跌，俄對華能源收入亦降至
180 億美元，但向中國石油供應量卻大幅增加，2015 年向中國出口 3,770 萬噸石油，
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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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更出口 5,250 萬噸石油。由此可見，當國際能源價格下跌時，俄羅斯為維持其收
入 穩 定， 不 得 不 增 加 出 口 量。Алор Брокер 分 析 公 司 研 究 員 安 東 諾 夫（Алексей
Антонов）表示，2018 年俄中貿易量增加，是因為國際石油、天然氣，以及石油產品價
格上升之故。不過俄羅斯向中國出口，除能源及原物料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高科技產品。
然而同一時期美國和歐盟向中國的出口，主要項目卻是一些高附加價值的高科技產品。
中國有關方面透露，近 40 年來，美中貿易量增加 200 倍，但俄中貿易量僅增加 130
倍，1979 年中美貿易量僅 250 億美元，但 2016 年兩國貿易量卻增加到 5,196 億美元。
1980 年蘇中貿易量僅 5,000 萬美元。2018 年俄羅斯對中國出口主要貨品就是能源，使俄
羅斯成為中國的能源庫。目前俄羅斯對中國主要出口貨品為石油、天然氣和金屬礦產等
原物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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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俄中經貿關係更上層樓
一、經貿快速成長
2018 年俄中經貿往來將達到俄政府所期望的 1,000 億美元之目標，中國專家亦持相
同看法。其實從 2018 年初便發現兩國貿易有急速上升的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國貿易
量雖有增加，但兩國貿易結構並無任何改變。中國只想得到俄羅斯的便宜原物料，向俄
羅斯提供工業設備、化學成品而已。如果國際能源價格沒有變化，俄中貿易將很快地達
到過去的標準。俄政府多年來一直希望兩國貿易能儘快達到 1,000 億美元。2014 年普丁
總統曾表示：
「2013 年雙方貿易接近 900 億美元，但兩國貿易仍有發展空間，讓俄中貿
易在 2014 年達到 1,000 億美元，2020 年達到 2,000 億美元。」
其實 2014 年，俄中貿易幾乎達到人民幣 1,000 億元（約 953 億美元）
，但由於烏克
蘭危機，西方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以及國際油價暴跌，以致雙方貿易跌到 690 億美元之
譜。2018 年由於俄中貿易表現亮麗及穩定，俄政府官員深信將可達到多年來 1,000 億美
元之目標。2018 年第一季俄中貿易已達到 236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增加 28%，其中中
國向俄羅斯出口較上年同期增加 23.7%，也就是 102 億美元。中國從俄羅斯進口達到
128 億美元，也較上年同期增加 32%，如果持續穩定成長，預料兩國貿易將很快達到
2014 年之標準，也就是 940 至 950 億美元。2017 年俄中貿易較前年同期增加 20.8%，
達到 840 億美元，其中中國向俄羅斯出口增加 14.8% 也就是 430 億美元，俄羅斯向中國
出口增加 27.7%，達到 41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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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貿結構未變
中國財政專家李健民（譯音）表示，未來俄中貿易仍將持續增加，並謂：
「現在正是
兩國貿易增加的最好時機，也是兩國擴大合作，提升貿易品質的最好時機。」但由兩國貿
易的結構來看，便發現俄羅斯向中國的貿易出口，多屬天然資源和原物料，如 70% 是金
屬礦產，10% 為木材，5% 為科技設備；相反的是中國向俄羅斯出口，52% 是科技設備，
7.6% 為紡織品，7% 為礦物產品，6% 為工業成品。由此可見中國並不想真正改變兩國的
貿易結構。李健民強調：
「今年俄羅斯將鞏固其向中國最大石油出口國之地位，今年初中
國正式使用第二條石油運輸線（由漠河到大慶）
，經由這條新管道，俄羅斯將可增加向中
國的原油出口，俄羅斯向中國的石油出口，將可由 1,500 萬噸，增加到 3,000 萬噸。
此外，俄中貿易出口產品將新增穀物、糧食項目。1976 年中國禁止進口蘇聯小麥，
2016 年兩國才開始開放兩國的糧食、穀物市場。中國對俄羅斯的糧食需求量很大，也許
是最近美中貿易衝突所致。目前中國對美國貿易制裁的反應，尚未包含糧食、穀物，但
美國農產品公司已向川普政府表達其憂慮，美國小麥協會和小麥生產者協會共同發表聲
明，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在處理貿易問題時，不得背離 WTO 的規範。他們強調 2016 年至
2017 年美國向中國總共輸出了 6,100 萬蒲式耳（Bushel）小麥，相當 1,660 萬噸，中國是
美國小麥出口第四大國，而且美國是經過很大努力後，才獲准進入中國的糧食市場，美
國各協會警告，他們多年努力正面臨極大危機。

三、歐美制裁的影響
目前俄中貿易規模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比例很小，2016 年中國對外貿易總值為
4.1 兆美元，較前年同期增加 11.4%，出口總值為 2.2 兆美元。目前美國才是中國最重要
的貿易伙伴，2017 年美中貿易總值為人民幣 4 兆元，相當 6,000 億美元。專家分析認為
美中貿易衝突升高，北京將可從中獲利，俄國家經濟及公務員學院教授庫茲涅佐娃
（Галина Кузнецова）教授指出，最近 3 年俄羅斯實施進口替代政策，主要是向中國進口
一些非由本國生產的產品，中國卻趁機提高出口產品價格，包括科技產品、設備受歐盟
和美國制裁的俄羅斯無法向西方採購，只得被迫向中國進口品質不佳價格較貴的產品，
俄中兩國貿易就是在這種不良的情況下發展，這對俄羅斯經濟發展極為不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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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俄羅斯成為中國的能源供應國
一、經貿項目的比較
根據俄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8 年俄中貿易總額已突破 1,000 億美元，達到 1,080
億美元，這也是普丁總統 2014 年以來的目標。上年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為 510 億美元，較
前年同期增加 44%，但其中出口 73.5% 為能源產品，達 410 億美元，其次為木材，僅
35 億美元，佔出口總額 6.3%。俄官方表示，這是近 10 年來，俄羅斯首度對中國出超，
2018 年俄羅斯向中國進口為 570 億美元，對華出超達 40 億美元。
最近俄國官方興奮地表示，俄中貿易已獲得重大突破，雙方並同意增加家禽肉類交
易。俄農業副部長魯特（Оксана Лут）指出，上年俄中已簽署一項有關乳製品、家禽肉品
貿易議定書，並表示從今年開始向中國出口這類產品。農業部長帕特魯舍夫（Дмитрий
Патрушев）表示，最近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農漁產品，包括魚類、海鮮、植物油、大豆
SUMMER │ NO.25

和巧克力等項目，但俄方還希望能增加穀物類、小麥、油脂、糖等產品。
必須強調的是，多年來俄羅斯一直希望能增加對中國農產品的出口，但過去卻一直
未達到這類產品出口之目標。根據 2018 年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農漁
產品，僅佔其對中國出口總額 45%，其中大部分為魚、蝦、介殼等海鮮類。去年俄羅斯
向中國出口的海鮮總額達 15 億美元，但穀物產品僅 2,500 萬美元，佔對華出口 0.04% 而
已。至於中國對俄出口項目則較為多元化，如中國對俄出口 27% 為電機設備及零件，核
能設備佔出口 23%，紡織品、鞋類佔 11%，化學產品佔 10%，金屬產品佔 7.75%。由此
可見中國向俄出口不只多元化，而且多屬高科技產品，而俄羅斯自中國進口，其中手機
為 64 億美元，電腦為 11 億美元。此外，汽車零件、自行車、運動滑板約為 11 億美元。
以上係 2018 年俄中貿易發展概況。

二、產業結構的多元化
莫斯科 Альпари 分析公司主任柯科列娃（Анна Кокорева）表示，過去 20 年來中國
經濟高速發展，而且在各領域均有長足進步，今年中國出口很多外國需要的高附加價值
商品，然而過去 20 來，俄羅斯經濟發展多集中在油氣等能源產業之開發，所以俄羅斯主
要出口也多半為能源設備及石化產品。 此外，Veta 研究中心主任札爾斯基（Дмитрий
Жарский）認為，中國經濟的特色是能源方面不足，因此中國唯一的選擇就是發展製造
業，過去中國政府先搞好投資環境，如此方能吸引大量外國投資者，製造業便成為中國
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過去中國中國政府全力發展出口工業，所有產品皆供出口外銷，
賺取大量外匯收入，嗣再將資金的技術向高智能科技方面進行投資，因而創造出今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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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經濟規模，所以今天俄羅斯應採取過去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但可惜的是俄國政府
卻未能如此。
最近幾年俄羅斯一直依賴能源出口經濟，2000 年初國際能源價格暴漲，俄羅斯得到
大量外匯收入，但俄政府卻未有效利用這筆能源收入，對本國經濟結構進行深入改革，
反而是任意揮霍這筆能源收入，結果導致俄羅斯至今仍得依靠能源收入為生。如果未來
俄羅斯不能將能源收入作為經濟危機的貼補，政府也不採取積極政策，那麼俄羅斯只能
成為他國的能源供應國而已。未來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必須多元化，而且應該生產更多中
國有興趣購買的產品，因此俄羅斯必須向本國工業進行大量投資，但遺憾的是俄國政府
未能如此。柯科列娃認為，最近十幾年，俄國產品根本無法與中國產品相比，而最近 20
年來俄羅斯出口主要項目只有石油和天然氣。此外，未來在俄羅斯能源運輸系統完成後，
其能源生產和出口必將增加，中俄經貿往來架構更須要維持穩定平衡才是。3

伍、結語
根據 2018 年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俄中貿易已突破 1000 億美元之大關，這是普丁
等俄國領袖多年來努力奮鬥之目標。不過儘管俄羅斯向中國出口仍以石油、天然氣、金
屬礦產、木材紙漿價格等石化產品及原物料為主，而從中國的進口貨品，則多屬機械設
備，紡織品、汽車零件等。最近美中貿易戰起，北京對俄雖增加開放穀物及家禽肉品之
進口，但俄中貿易在中國整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例仍屬偏低。未來俄羅斯除非全面
改變其以能源為主軸的經濟結構，增加高附加值商品之出口，特別是商品出口的多元
化，否則很難提升兩國貿易量。
俄中貿易量的多寡和消長，在極大程度上受國際政經情勢所制約，特別是以能源為
主軸的俄羅斯經濟。2014 年烏克蘭危機，西方對俄進行制裁，國際能源價格暴跌，俄中
貿易往來亦受到極大影響。最近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波斯灣戰雲密佈，美國對伊朗進
行全面制裁，國際油價再度上揚，當然莫斯科不僅可有效地利用這項能源收入，對本國
經濟進行全面改革，北京亦可擴大與俄、伊的經貿合作對華府形成壓力。特別是在「一帶
一路」計畫落實後，俄中未來經貿發展和政治情勢改變非常值得注意。

註釋
1.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 добрались до 1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09.12.2018.
2.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ждут нов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04.2018
3.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сырьевой кладовой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1.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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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微型發電之展望
DOI:10.6549/TRM.201907_(25).5

撰文＜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 Chechena Kuular

俄羅斯創新公司 Rosnano 的董事長 Anatoly Chubais 指出，
『就算未來用電增長幅度
不增長，當代電能供應已呈現不可逆轉的態勢，再生能源比例持續增加，而傳統能源使
用率會下降』
。2035 年以前國家能源結構到底會如何改變，是當前俄羅斯最重要的議題。
國家未來將要走哪一條路，俄羅斯政府正面臨重大抉擇：到底是繼續開採有限的天然資
源，保有傳統的發電模式，抑或是加速建設再生能源的電廠。當然，目前俄羅斯仍以傳
統燃料發電廠為主，但再生能源發電廠近十年來也得到顯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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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政府 2009 年頒布的法令（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8 января 2009 года №1-р）
中，擘劃出俄羅斯至 2024 年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藍圖。依據此法令，俄羅斯在 2024 年
前再生能源生產必須達到全國能源生產比例之 4.5%。除此之外，法令又規定俄羅斯再生
能源產業在地化（локализация）的相關細節。
最近五年來，在俄羅斯已建立了數十個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工廠。 俄羅斯使用太陽
能發電的企業年供電量已達到 370 兆瓦，到 2022 年將增加到 600 兆瓦，這證明了俄羅
斯再生能源在地化的初階成效。此一產業蓬勃發展的另一佐證為已通過的關於小型供電
的法律草案：根據俄羅斯能源部的預估，這將支持家庭用戶使用再生能源供電（高達 15
千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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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俄羅斯聯邦幅員遼闊，國家區域供電結構也不同。北方地區因交通不便，
氣候環境惡劣，無法保證此廣大地區居民穩定的電力供應。在此情況下，俄羅斯政府採
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所謂的『北方運送』
（Северный завоз）
。
『北方運送』是一項國
家政策的複合體，旨在提供西伯利亞的北極地區、遠東地區和俄羅斯歐洲部分的偏遠地
區必要的民生物資（主要是食品和石油產品）
，以應付漫長的冬季。
『北方運送』實行的必要性有三：
1. 大多數北部嚴寒地區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受基礎設施的缺乏侷限 ;
2. 工業區主要位於離市鎮數千公里的之遙的蠻荒地區，這使得企業和當地居民即使在
夏季的貨物運輸開銷也非常龐大 ;
3. 北方的大部分地區除了空中或海上交通外，完全缺乏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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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原因是極其困難的自然和氣候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選擇的是從俄
羅斯其他地區集中採購、運輸到北部地區。這項任務必須在國家聯邦預算和地方當局的
力量下進行。
可再生能源在俄羅斯的偏遠地區變得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北極地區。這裡使用的不
是俄羅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電力和天然氣網絡。北極地區居民大多數依賴效能極低的柴
油發電。 這為導入可再生能源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系統諮詢』
（«Системный консалтинг»）副總 Alexander Vorotnikov 認為：
『對北極
的能源供應必須採用新的方法，因為北極圈的太陽日照時數比德國多很多』
。該專家建議
在政府與民間互信互賴的基礎上發展該地區，如此一來可以實施所謂的微電網項目，也
就是地方自主的能源供應系統，這些系統能達到能源供應上的自給自足。
根據最新數據，在俄羅斯替代能源的發電量佔總發電量的 1％以下，小型分佈式發電
（最高 25 兆瓦）的裝機容量估計約為 13 吉瓦，分佈式發電在該國總裝機容量中的份額僅
為 9-10％。但預估在 2025 年之前，發電量會產生過剩，除此之外，國家政府會持續支持
微型發電，如此可以改變這種狀況。譬如，今 2019 年二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修改『電
力工業法令』的法案，增修了『微型發電』的細則及微型發電廠的相關規章。依照此法
案，微型發電項目為 15 千瓦的發電廠，用於滿足私人或工業的需求。與此同時，這些設
施的擁有者將能向有相關證照的業者出售多餘的電力。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之前曾提到，這些主要是利用太陽能電池板發電，人們安裝
在私人家庭中的風力渦輪機。現在，家庭的可再生能源是自主放置的，不包括在一般網
絡中。隨著這項法律的通過，微型發電廠擁有者能夠使用綠色電能滿足其需求。內閣負
責此計畫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家中的高峰時段或無法使用可再生能源時（例如，在夜
間）
，他們將能夠從統一的線纜中獲得所需電力，反之，多餘的電力將釋放到中央供電系
統的網絡中。
總體來說，俄羅斯的可再生能源區域架設已經形成，現在國家需要新的設備來提供
總體供電品質。根據能源部的統計，2018 年已新建了 376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設施，320
個太陽能發電廠和 56 個水力發電廠。

台俄

27

產經趨勢

在此同時，截至目前為止，俄羅斯聯邦境內再生能源發電主要用於西伯利亞偏遠地
區、北極地區或遠東偏遠地區。顯然，對微型綠能發電設備製造商來說，在當代俄羅斯
的條件下，商機就存在於那些根本沒有中央供電系統網路或電能供應不穩定的偏僻村
莊。目前，微型綠色發電在俄羅斯主要用於所謂『北極輸運地區』
。這塊地區傳統上以柴
油發電為主，不過，因為運送的成本過高，交通不佳，多數當地工業與居民勢必走上『綠
色之路』
，選擇太陽能和風能來滿足其需求。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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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ʺ З ел е н а яʺ э н е р гет ик а или к ак обеспечить в России технол 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рыв
https://tass.ru/ekonomika/5664865?fbclid=IwAR2o45DZvf1ay2bM4vtNM8dNICeJNb6hsrood_0N
S6q9Mw_6ng2Wih6zye0
2. http://government.ru/docs/20503/
3. https://neftegaz.ru/tech-library/menedzhment/141843-severnyy-zavoz/
4.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н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стимулов, https://www.
dw.com/ru/%D0%B0%D0%BB%D1%8C%D1%82%D0%B5%D1%80%D0%BD%D0%B0%D1%
82%D0%B8%D0%B2%D0%BD%D0%B0%D1%8F-%D1%8D%D0%BD%D0%B5%D1%80%D0
%B3%D0%B5%D1%82%D0%B8%D0%BA%D0%B0-%D0%B2-%D1%80%D0%BE%D1%81%D
1%81%D0%B8%D0%B8-%D0%BD%D0%B5-%D1%80%D0%B0%D0%B7%D0%B2%D0%B8%
D0%B2%D0%B0%D0%B5%D1%82%D1%81%D1%8F-%D0%B8%D0%B7-%D0%B7%D0%B0%D0%BE%D1%82%D1%81%D1%83%D1%82%D1%81%D1%82%D0%B2%D0%B8%D1%8F%D1%81%D1%82%D0%B8%D0%BC%D1%83%D0%BB%D0%BE%D0%B2/a-39637453
5. «Зеленая» микрогене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удел чудаков или стимул дл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https://www.eprussia.ru/epr/339/3271772.htm
6. ʺ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ʺОб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кеʺ в ча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микрогенерацииʺ (ред., принятая ГД ФС РФ в I чтении 06.02.2019) http://www.consultant.ru/
law/review/207218882.html/
7.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в первом чтении проект о микрогенерации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https://ria.
ru/20190206/1550463727.html

參考文獻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統計資料, https://www.iea.org/statistics/?country=WORLD&year=201
6&category=Renewables&indicator=RenewGenBySource&mode=chart&dataTable=RENEWABL
ES
2. «Зеле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или как обеспечить в Росси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рыв, https://tass.ru/
ekonomika/5664865?fbclid=IwAR2o45DZvf1ay2bM4vtNM8dNICeJNb6hsrood_0NS6q9Mw_6ng2
Wih6zye0

28

台俄

產經趨勢

3. «Зеле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станет конкурентом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к 2020 году, https://www.forbes.ru/
biznes/355735-zelenaya-energetika-stanet-konkurentom-nefti-i-gaza-k-2020-godu?fbclid=IwAR2
o45DZvf1ay2bM4vtNM8dNICeJNb6hsrood_0NS6q9Mw_6ng2Wih6zye0
4. Солнышко согреет, https://rg.ru/2019/04/15/zelenaia-energetika-v-rossii-stanet-deshevlei - d o s t u p n e e . h t m l ? f b c l i d = I w A R 3 B H D 2 U Q a e C I G N 4 t H K r V T X k k 4 O m 0 b 2 O Tu V T C M _
b4kd005WatNq4bzGp_nI
5. В Минэнерго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лась презентац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бзора IRENA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развития ВИЭ в России, https://minenergo.gov.ru/node/7636?fbclid=IwAR3nIRCmI6wxYnc_
ssARwVr6mQeeuO6UnqZhgOKme_wMpridmRQX-UBlEq0
6.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есть ли будущее после 2024 года? https://m.dw.com/ru
/%D0%B2%D0%BE%D0%B7%D0%BE%D0%B1%D0%BD%D0%BE%D0%B2%D0%BB%D1%
8F%D0%B5%D0%BC%D0%B0%D1%8F-%D1%8D%D0%BD%D0%B5%D1%80%D0%B3%D0
%B5%D1%82%D0%B8%D0%BA%D0%B0-%D0%B2-%D1%80%D0%BE%D1%81%D1%81%D
0%B8%D0%B8-%D0%B5%D1%81%D1%82%D1%8C-%D0%BB%D0%B8-%D0%B1%D1%83%
D0%B4%D1%83%D1%89%D0%B5%D0%B5-%D0%BF%D0%BE%D1%81%D0%BB%D0%B52 0 2 4 -% D 0 % B 3 % D 0 % B E % D 0% B 4% D 0% B 0/a-44093476?fbcl i d= Iw A R 3romh lTPxkxlCy6HcVq037koPC-fvQieX7S0Z6BZvhaFQzx2S6rp2kxE
7.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н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стимулов, https://
m.dw.com/ru/%D0%B0%D0%BB%D1%8C%D1%82%D0%B5%D1%80%D0%BD%D0%B0%D1
%82%D0%B8%D0%B2%D0%BD%D0%B0%D1%8F-%D1%8D%D0%BD%D0%B5%D1%80%
D0%B3%D0%B5%D1%82%D0%B8%D0%BA%D0%B0-%D0%B2-%D1%80%D0%BE%D1%81
%D1%81%D0%B8%D0%B8-%D0%BD%D0%B5-%D1%80%D0%B0%D0%B7%D0%B2%D0%
B8%D0%B2%D0%B0%D0%B5%D1%82%D1%81%D1%8F-%D0%B8%D0%B7-%D0%B7%D0%B0-%D0%BE%D1%82%D1%81%D1%83%D1%82%D1%81%D1%82%D0%B2%D0%B8%D1
%8F-%D1%81%D1%82%D0%B8%D0%BC%D1%83%D0%BB%D0%BE%D0%B2/a-39637453
8.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ая энергия стала дешевле нефти и газа уже в 30 странах, https://m.dw.com/ru
/%D0%B2%D0%BE%D0%B7%D0%BE%D0%B1%D0%BD%D0%BE%D0%B2%D0%BB%D1%
8F%D0%B5%D0%BC%D0%B0%D1%8F-%D1%8D%D0%BD%D0%B5%D1%80%D0%B3%D0
%B8%D1%8F-%D1%81%D1%82%D0%B0%D0%BB%D0%B0-%D0%B4%D0%B5%D1%88%D
0%B5%D0%B2%D0%BB%D0%B5-%D0%BD%D0%B5%D1%84%D1%82%D0%B8-%D0%B8%D0%B3%D0%B0%D0%B7%D0%B0-%D1%83%D0%B6%D0%B5-%D0%B2-30-%D1%81%D1
%82%D1%80%D0%B0%D0%BD%D0%B0%D1%85/a-36916469
9. Алексей Текслер провёл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ограмм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ARWE 2019, https://minenergo.
gov.ru/node/14196
10.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несло в Госдуму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микрогенерации, https://rg.ru/2018/11/07/
pravitelstvo-vneslo-v-gosdumu-zakonoproekt-o-mikrogeneracii.html
11.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в первом чтении проект о микрогенерации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https://ria.
ru/20190206/1550463727.html
12. «Зеленая» микрогене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удел чудаков или стимул дл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https://
www.eprussia.ru/epr/339/3271772.htm

台俄

29

產經趨勢

SUMMER │ NO.25

俄羅斯食品出口至中國的現狀分析
DOI:10.6549/TRM.201907_(25).6

撰文＜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 宋文杰

壹、俄國食品出口至中國概況
筆者為了更準確地篩選出至台灣可能有廣大潛在市場的俄羅斯食品，最可行的方
法，是先透過俄羅斯對中國的出口狀況加以檢視。台海兩岸同屬華人社會，就文化特徵、
民情風俗與口味偏好皆應具有高度相似。與台灣有所差異的部分是－由於地緣關係與政
治情勢，中國已與俄羅斯建立較長期且穩定的商貿往來，且現存足量關於食品貿易的統
計數據得加以運用。
首先，中國在俄羅斯出口貿易產業鏈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於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間，向俄羅斯購買全球第六多的食品，在俄羅斯食品出口市場中有高達 3％的
占比（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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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3 年至 2018 年俄羅斯食品對各國出口貿易結構
資料來源：Экспорт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товаров категории «пищевые продукты, напитки, табак»,
Экспорт и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и по товарам и странам,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По
данным ФТС России, (https://ru-stat.com/date-Y2013-2018/RU/export/CN/04) (13 марта
2019)

2013 年至 2018 年從俄羅斯出口至中國的所有類型食品中，以下幾種的數量為多，
自中國賺取高額的外匯收益：可可製品、酒精及非酒精飲料、穀物及麵粉、菸草（圖二）
。
根據圖二，俄羅斯菸草出口自 2013 年以後開始逐年減少，這與中國菸草相關製品的產量
增加有關；與此同時，俄羅斯對中國出口的酒精及非酒精飲料卻在逐漸增加，這樣的現
象係由於中國國內對外國酒精及非酒精飲料的消費量提高所導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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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3 年至 2018 年俄羅斯出口至中國的食品類別結構（領先品項）
資料來源：Экспорт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товаров категории «пищевые продукты, напитки, табак»,
Экспорт и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и по товарам и странам,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По
данным ФТС России, (https://ru-stat.com/date-Y2013-2018/RU/export/CN/04) (13 марта
2019)

貳、出口至中國的食品種類
接著，本文將分析上述的可可、酒精及非酒精飲料、穀物及麵粉、菸草四種食品的
出口總量之份額，查看何者得以從俄羅斯出口至中國的食品中脫穎而出，以篩選出在中
國最為暢銷的商品種類。

一、可可食品
談到可可食品，關注在中國有良好銷路的品牌相當關鍵，以下即為 2018 年俄羅斯在
中 國 最 受 歡 迎 的 八 個 巧 克 力 品 牌：
「巴巴耶夫斯基（
」«Бабаевский»）
、
「靈感」
（«Вдохновение»）
、
「北方小熊」
（«Мишка на Севере»）
、
「小松鼠」
（«Белочка»）
、
「阿隆
卡（
」«Аленка»）
、
「卡拉空（
」«Каракум»）
、
「卡爾庫諾夫（
」«Каркунов»）與「 勝 利 」
（«Победа»）2。其中「卡拉空」與「靈感」屬於近幾年才出現的新穎品牌，而「勝利」
、
「北
方小熊」與「阿隆卡」則為歷史較為悠久的老字號，兩者在中國都有其客群，也因而列入
了消費者選購俄羅斯巧克力及相關產品的品牌首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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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俄羅斯巧克力公司在東進時，為了適應中國消費者飲食習性，將產品成分做
了些許調整，就有業界的俄羅斯專家表示，要成功打入中國市場，必須將產品中的含糖
量降低 25%。除此之外，鑒於亞洲人對養生概念之重視，許多俄羅斯巧克力公司將產品
添加某些維生素或礦物質，例如：Zeya 公司將其產品「小牛」
（«Коровка»）巧克力添加維
生素與鈣元素 4。
價格也是使俄羅斯甜食在中國熱銷的一項重要因素。在農曆新年，華人社會的甜食
市場最為熱絡，於此期間除了各式傳統甜品、年貨及零嘴在國內大量販賣以外，外國的
甜食也將勾起民眾的好奇心，尤其是孩童收到壓歲錢，能夠輕易觸及的購買標的便是甜
食，此時新奇多樣的外國糖果便得以大行其道，當中國商店的「紫皮糖」
（«Крокант»）每
公斤價格最低 35 元起－比許多當地糖果便宜，如此低廉的價格更有效地增加買氣 5。

二、酒精及非酒精飲料
第二種食品類別為酒精及非酒精飲料。
「啤酒」為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間中國消費者
需求最大的該類別產品種類（佔了該酒精及非酒精飲料對中國出口額的 51.4％）
，之後的
排名為「加糖礦泉水及碳酸水」
（22.5％）
、
「鮮葡萄酒」
（8.8％）
、
「不加糖的礦泉水及碳酸
水」
（7％）
（見圖三）
。
簡而言之，俄羅斯出口至中國的主要飲料是啤酒，中國消費者對於外國飲料的接受
度高，且樂於嘗試新品項；另外，中產階級的崛起也是顯示該國購買力加強的一項指標，
其數量甚至已超過俄羅斯聯邦的人口數總和 6，龐大具有消費能力的人口從而導致了中國對
進口啤酒的消費量處於逐年增長的態勢，這也就是俄羅斯啤酒在中國市場上能有良好表
現的主因。
0.7%

0.2%

不加糖礦泉水及碳酸水

0.3%

加糖礦泉水及碳酸水

9.2% 7.0%

0.0%

啤酒

8.8%
22.5%

鮮葡萄酒
苦艾酒或添加香料的葡萄酒
發酵飲料（蘋果酒、蜂蜜酒）
濃度高於80 ％的乙醇

51.4%

濃度低於80 ％的乙醇
醋

圖三：2013 年至 2018 年俄羅斯「酒精及非酒精飲料」食品類別出口至中國的產品種類結構
資料來源：Экспорт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продуктов питания категории «напитки алкогольные и
безалкогольные», Экспорт и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и по товарам и странам,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По данным ФТС России, (https://ru-stat.com/date-Y2013-2018/RU/export/
CN/0422) (15 февраля 2019)
台俄

33

產經趨勢

在中國，最受歡迎的俄羅斯酒精及非酒精飲料品牌主要有：
1. 啤 酒：
「波羅的海（
」«Балтика»）
、
「老米勒（
」«Старый Мельник»）
、
「北極熊」
（«Белый Медведь»）7；
2. 鮮葡萄酒：克拉斯諾達爾葡萄酒，其主要品牌是「方娜歌利亞」
（«Фанагория»）8，俄
羅斯著名的克里米亞葡萄酒品牌在中國也很受歡迎；順帶一提，它也在台灣銷售 「瑪桑德拉」
（«Массандра»）9；
3. 加糖的礦泉水及碳酸水（根據淘寶網站銷售排行）
：
「圖拉納克瓦斯」
（«Туран»）10、豐
收牌克瓦斯」
（«Хлебный край»）11、
「克羅什卡克瓦斯」
（«Крошечка»）12、
「巴克克瓦
斯」
（«Барк»）13、
「麵包克瓦斯」
（«Хлебный»）14、
「安德烈奇克瓦斯」
（«Андреич»）15 與
「琴諾格洛夫加」
（«Напитки из Черноголовки»）16 等；
4. 礦泉水：
「拿桑」
（«Нарзан»）17、
「摩納斯蒂勒斯卡亞」
（«Монастырская»）18、
「貝加
爾湖」
（«Байкал»19）
、
「斯拉夫達」
（«Славда»）20 等品牌。
俄羅斯在酒精及非酒精飲料這個類別的產業發展長期以來頗富聲望，至今也很受歡
迎，在全球各地均有一定的知名度。這意味著該類別產品不僅俄羅斯國內市場表現強勢，
SUMMER │ NO.25

在國際市場上也保有競爭力－於中國熱銷的情況即為一例。

三、穀物及麵粉
2013 年至 2018 年，俄羅斯出口穀物及麵粉類別的主要產品種類是「麵包、蛋糕與
餅乾」
（佔穀物及麵粉類別中產品出口額的 88.6％）
，也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烘焙製品，它同
時代表著該類別產品的主要收益（圖四）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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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麥芽精、麵粉或其調製食品
麵條
樹薯粉或其代用品
膨潤或焙製穀類之調製食品

88.6%

麵包、糕餅、蛋糕、餅乾及其他
焙製食品

圖四：2013 年至 2018 年俄羅斯「穀物及麵粉」食品類別出口至中國的產品種類結構
資料來源：Экспорт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продуктов питания категории «продукты из круп и муки»,
Экспорт и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и по товарам и странам,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По
данным ФТС России, (https://ru-stat.com/date-Y2013-2018/RU/export/CN/0419) (15
февраля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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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烘焙產品製造商也為了打入中國市場，積極調整自己的產品。首先，它們將
烘焙食品調整為較小的體積，主要是由基於中國消費者將烘焙製品置為餐後點心來食用
的習慣；再者，因中國消費者越加地重視健康飲食，它們因而將麵包添加許多天然食材，
如堅果與水果乾等 21。
據統計，俄羅斯「麵包、蛋糕與餅乾」產品出口領先的廠商為；糖果協會「最愛的土
地」
（«Любимый край»）22、西伯利亞麵包公司 23、«Grain Holding» 集團、弗拉基米爾麵
包工廠 24、
「契爾基沙巴」麵包公司（«Черкизово»）
、
「馬可法」
（«Макфа»）
、
「甜品產銷集
團」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кондитеры»）
、
「米拉陶格」
（«Мираторг»）25。

四、菸草
在本類別中，最主要出口至中國的產品種類為屬「菸葉原料及廢料」
（佔該類別出口額
的 98.7％）
（見圖五）
。俄羅斯菸草原料在中國的熱銷主因有二：其一，俄羅斯菸草原料相
對便宜；再者，是中國吸煙人口眾多，在 2017 年就有將近 4 億的香菸、雪茄或其他菸草
製品的經常性使用者 26。

1.2% 0.1%

菸葉原料及廢料
雪茄
其他加工菸葉及菸葉代用製品
98.7%

圖五：2013 年至 2018 年俄羅斯「菸草」食品類別出口至中國的產品種類結構
資料來源：Экспорт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продуктов питания категории «табак», Экспорт и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и по товарам и странам,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По данным ФТС России, (https://ru-stat.com/date-Y2013-2018/RU/export/CN/0424) (15 февраля 2019)

參、俄國食品出口貿易前景
綜上所述，中國可說是是現今俄羅斯食品對外貿易的重要夥伴。中國在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間進口俄羅斯食品的貿易額名列全球第六；中國對俄羅斯食品的進口量增長不
僅得益於中產階級人口的興起，他們更多地選擇外國商品，而較不偏好國內生產商，同
時間盧布也不斷在貶值，使得他們得以付出更低的對價以獲取相同品質的俄羅斯產品 27。
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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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若比較俄羅斯食品對世界各國出口最為熱銷的類別，以及對中國出口最
為熱銷的類別，兩者結果大致相符，如菸草、穀物及麵粉產品、酒精和非酒精飲料等類
別，均列於兩者向俄羅斯進口最多的食品名單。這也表示該些俄羅斯食品類別不僅僅在
範圍放大至全球時具有競爭力，若限縮在如中國這般的亞洲國家同樣也能夠獲得消費者
青睞，同樣的結構也可能包含其他有相近環境與民情的國家，如台灣、越南或韓國。

肆、結論：聚焦台灣
從俄國食品出口至中國的類別及經驗出發，可回頭以台灣食品進口結構的角度來進
行分析，並歸納出最有發展前景的俄羅斯食品種類。本文作為參考的依據，是在中國最
受歡迎的菸草、穀物及麵粉產品、酒精及非酒精飲料等三個俄羅斯食品類別。台海兩岸
的消費者飲食與風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得以借鏡過去中國大陸進口俄羅斯的食品
種類結構，以觀察來台可能同樣得以具熱銷潛力的食品種類主要有以下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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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麵包、糕餅、蛋糕、餅乾及其他烘製食品；
2. 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
3. 咖啡或茶之萃取物或濃縮物或以其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
4. 啤酒；
5. 巧克力及其他含有可可之調製品；
6. 葡萄酒；
7. 不加糖的礦泉水及碳酸水；
8. 冰淇淋；
9. 預包裝堅果。
然而，選定俄羅斯食品以引進臺灣，還僅僅是成功的一半，持續堅持並能夠在台灣
蓬勃發展俄羅斯食品進口貿易業務更為重要，也是台灣業者更需努力的一塊。

註釋
1. Экспорт спиртных и безалкогольных напитков, Экспорто.рф, (http://экспорто.рф/proekty/
eksport-alkogolya-i-napitkov) (13 марта 2019)
2. 2018俄羅斯巧克力品牌排名一覽 2018俄羅斯巧克力品牌排名介紹,(http://www.southmoney.com/
shuju/lsysj/201803/2065166.html) (2019年3月15日)
3. Лучшими шоколадными конфетами России в 2018 году стали 4 известные марки, Свободная трибуна, (https://triboona.ru/exclusive/151659-luchshimi-shokoladnymi-konfetami-rossii-v2018-godu-stali-4-izvestnye-marki.html) (15 февраля 2019)
4. Шоколадные короли в Китае, или Самый сладкий экспорт, Chinologist, (https://chinalogist.ru/
articles/shokoladnye-koroli-v-kitae-ili-samyy-sladkiy-eksport-14980) (15 февраля 2019)
5. Шоколадные короли в Китае, или Самый сладкий экспорт, Chinologist, (https://chinalogist.ru/
articles/shokoladnye-koroli-v-kitae-ili-samyy-sladkiy-eksport-14980) (15 февраля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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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Спрос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иво резко вырос в Китае, Ассоциация крафтовых пивоварен, (https://
old.craftdepot.ru/news/spros-na-rossiyskoe-pivo-rezko-vyros-v-kitae/) (15 февраля 2019)
7. 網評俄羅斯最火的4款啤酒，但是最后一種，多數中國球迷卻不敢喝, (http://baijiahao.baidu.com/
s?id=1603215445062723710&wfr=spider&for=pc) (2019年3月15日)
8. 俄羅斯進口紅酒冰酒冰白冰紅葡萄酒一瓶冰酒由8斤葡萄釀造,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
item.htm?spm=a230r.1.14.212.27027018qmIvLK&id=588195869502&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15日)
9. 意想不到的俄羅斯美酒, 中國酒業雜志, (http://wemedia.ifeng.com/81088655/wemedia.shtml) (16
февраля 2019)
10. 俄 羅 斯 Tu r a n 牌 新 款 格 瓦 斯 汽 水 飲 料 , 塔 城 邊 貿 商 城 , ( h t t p s : / / d e t a i l . y o u z a n . c o m / s h o w /
goods?alias=ebieufar&v2/goods/ebieufar) (2019年2月15日)
11. 列巴州格瓦斯俄羅斯進口純正格瓦斯液体面包健康大桶飲品,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
item.htm?spm=a230r.1.14.161.7a1d585bxFUCEA&id=559634240002&ns=1&abbucket=3#)
(2019年2月15日)
12. 俄羅斯進口格瓦斯碳酸飲料正宗液体面包發酵飲品1.5升*3瓶包邮, Taobao, (https://item.taobao.
com/item.htm?spm=a230r.1.14.136.7a1d585bxFUCEA&id=572450434226&ns=1&abbucket=3#d
etail) (2019年2月15日)
13. 俄羅斯進口格瓦斯碳酸飲料正宗液体面包發酵飲品1.5升*3瓶包邮, Taobao, (https://item.taobao.
com/item.htm?spm=a230r.1.14.136.7a1d585bxFUCEA&id=572450434226&ns=1&abbucket=3#d
etail) (2019年2月15日)
14. 俄羅斯進口格瓦斯飲料面包大列巴發酵釀造飲品液体面包,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item.
htm?spm=a230r.1.14.265.7a1d585bxFUCEA&id=564050975235&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15日)
15. 12瓶包邮俄羅斯進口原裝格瓦斯飲料安德烈伊牌面包發酵飲料, 全球購, (https://item.taobao.com/
item.htm?spm=a230r.1.14.77.7a1d585bxFUCEA&id=573842585350&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15日)
16. 俄羅斯大白梨飲料果味碳酸汽水原裝進口老式味道,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pm=a230r.1.14.16.7a1d585bxFUCEA&id=569556287302&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
15日)
17. 俄羅斯進口納爾贊NARZAN天然含气礦泉水(金標)气泡水,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
m?spm=a230r.1.14.16.5f59be44XxkosB&id=571934707340&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
月15日)
18. 礦物質水俄羅斯修道院蘇打水气泡水,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
.22.5f59be44XxkosB&id=556972592282&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15日)
19. 俄羅斯Baikal貝加爾湖儲備天然含气礦泉水玻璃瓶裝, Taobao,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spm=a230r.1.14.77.1f0a6eeeAPeCpn&id=556114875317&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
15日)
20. 俄羅斯進口蘇打水紅S弱鹼水純淨礦泉引用水无糖飲料正品保證, 全球購, (https://item.taobao.com/
item.htm?spm=a230r.1.14.45.5f59be44XxkosB&id=575460987932&ns=1&abbucket=3#detail)
(2019年2月15日)
21. «Любимый край» начал экспорт овсяного печенья в Китай, Ведомости, (https://www.
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16/09/23/658183-lyubimii-krai-kitai) (15 февраля 2019)
22. «Любимый край» начал экспорт овсяного печенья в Китай, Ведомости, (https://www.
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16/09/23/658183-lyubimii-krai-kitai) (15 февраля 2019)
23. Сибирский хлеб в Китае, Континент Сибирь, (https://ksonline.ru/216168/sibirskij-hleb-v-kitae/)
(15 февраля 2019)
24. Продукцию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хлебокомбината признали одной из лучших в России, Рамблер,
(https://finance.rambler.ru/economics/35494139-produktsiyu-vladimirskogo-hlebokombinatapriznali-odnoy-iz-luchshih-v-rossii/) (15 февраля 2019)
25. Теперь «Русский хлеб» можно будет купить и в Китае, Торговая площадка «Grain Business»,
(http://www.grainbusiness.ru/news/teperi-russkiu-xleb-mozhno-budet/) (15 февраля 2019)
26. Ученые назвали самые курящие и некурящие страны мир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https://ria.
ru/20170406/1491581584.html) (15 февраля 2019)
27. Китай стал крупнейшим импортеро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дук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2016 года, РБК,
(https://www.rbc.ru/business/01/03/2017/58b59b3f9a79476034e16c28) (15 февраля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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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俄中關係的特點與進展
DOI:10.6549/TRM.201907_(25).7

撰文＜台灣斯拉夫研究學會秘書長 康世昊

2019 年是俄羅斯與中國建交 70 週年的紀念性年度。在近 20 年來，俄國與中國的官
方交流順暢發展，兩國高層認可的戰略夥伴關係不斷提升。雙方關係的進展對世界政治
格局旣有短期也有深遠的影響。今日的報告捨棄雙方官方文本的分析，簡略回顧兩國從
共同解決了原本存在的疆域問題、移民威脅，再到經貿投資、能源供給以及最後的遠東
合作和一帶一路夥伴關係等，回顧並解析當前俄中關係中的利益基礎以及相對應的特
徵。相對應的，俄中兩國實質的關係仍面對數個來自基層民眾或區域意見領袖的質疑（主
要來自俄國）
，更不用說兩國區域實力的消長。至於兩國在國際戰略上的對應發展策略，
將留待後續的報告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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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關係：地緣政治 vs 國際秩序
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 3 月就任後，積極營造中俄雙邊密切友好關係，
2017 年 在 習 近 平 三 次 訪 問 俄 羅 斯 的 背 景 下， 普 欽 的 國 際 事 務 助 理 烏 沙 柯 夫（Yuri
Ushakov）
，高舉俄中關係已是有史以來最佳（the best in history）
。兩國在歷史與政治變
遷、地緣政治和國力強弱的因素上，彼此都是合作關係上的主要變項，互相難以割捨。
俄羅斯著名民意調查機構社會輿論基金會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近半俄羅斯人認為中國
是俄羅斯最重要的經濟夥伴。而針對俄羅斯民眾對友好國家的印象的調查來看，在俄羅
斯人認為最為友好國家的名單中，中國僅僅比白羅斯低一個百分點（二者分別為 58% 和
59%）
，位居第二。就這樣來看，兩國的友好基礎有物質又有精神上的基礎，足以定調有
史以來最佳的說法。
要掌握俄中關係的發展進程，應該掌握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1. 疆域邊界爭議。
2. 中國因素 / 中國威脅論。
3. 經貿投資 / 能源合作。
4. 開發遠東。
5. 一帶一路（BRI）與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的競合。
2005 年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通過，俄羅斯與中國兩國間的領土爭議導致的雙邊
關係進展限制大為下降。換句話說，因為領土劃分引致的主權尊嚴議題不再是兩國關係
的主要障礙。然而俄國社會自蘇聯解體以來一直對移民問題抱持政策開放，但心態封閉
的疑懼，連帶的導致儘管近年民調顯示俄國民眾同意中國是最友好的國家，但同時又對
中國人移入俄國領土有高度疑慮（見圖一）
。這樣又愛又拒的矛盾心態反映出雙方官方宣
傳下既有的成功又有難以成就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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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性的緊張

吉普賽人
中國人
越南人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高加索人
烏克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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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

整體對外族疑懼程度

圖一：列瓦達研究中心對俄國社會對外族疑懼程度調查

不少觀點都反映出，類似對中國的矛盾感情是一種俄國民族尊嚴的普羅大眾版（有別
於官方的外交戰略辭令）
。但其實可以更具體的整理出俄羅斯民族作為區域（中亞與東歐）
霸權的優越感，以及對於人口移入威脅的防衛心。但以後者來說，這種領土佔領威脅並
非針對全面性的移入俄國，而比較是區域性的敏感議題引發俄國民眾的普遍情節。換句
話說，一度出現過西伯利亞與遠東可能會被兩百萬中國人移入的謠傳而產生的恐懼，並
不是中國人將大量散居俄羅斯各城鎮，而是針對遠東的開發是否失去領土與文化自主性。
另外一個俄國民眾對生活品質威脅的質疑：兩個明顯的例子首先是「劣質中國農產
品流入市場」
，其次是貝加爾湖的土地出售與開發。有好多年的時間，俄羅斯新聞媒體喜
歡「扒糞」中國移工於俄羅斯境內種植和販售有害健康的農產品，藉以反射中國人素質低
於俄國人的優越心理。於此同時，雙邊政府繼續完成了《中俄遠東地區合作發展規劃
（2018-2024 年）
》和《中國東北和俄遠東及貝加爾地區農業發展規劃》
，看來中俄在遠東
地區的合作還在繼續前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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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Левада Центер, ‘МОНИТОРИНГ КСЕНОФОБ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https://www.levada.ru/2018/08/27/monitoring-ksenofobskih-nastroenij/

www.levada.ru/2018/08/27/monitoring-ksenofobskih-nastroenij/]

https://

圖二：您認為是否應限制以下族群在俄羅斯領土的居住（複選）
。

「向東轉」與單方投資的不平衡貿易關係
普欽總統執政以來受惠於石油與天然氣價格的上漲，累積了國家的財富，但在國際
貿易的質與量上，仍難以與中國的全面快速又穩定的增長相比擬。俄國得到的外國直接
投資（Foriegn Direct Investiment）與中國相比更是落差極大（2018 年中國 FDI 金額為
1,440 億美金，俄國則大幅下降 93%，只達到 19 億美金）
。尤其自 2014 年來因為爆發烏
克蘭危機和俄羅斯併入克里米亞，2014 年被認為是俄羅斯同西方關係的轉折點，迄今俄
國仍要承擔遭受經濟制裁後的資金緊縮，對於任何可能的直接投資需求更為強烈。於是
2014 年後，俄羅斯更加面向中國，試圖依靠與中國走近來彌補與西方交惡造成的損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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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貿關係上，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俄雙邊貿易額達到 972.4 億美元，同比增長
27.8%。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已是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俄羅斯是中國的第十大貿易
SUMMER │ NO.25

夥伴。中國對俄羅斯直接投資達到 22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 72%。俄中貿易額增長
20.8％，達到 840 億美元，中國連續 8 年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也已經是俄羅
斯遠東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外資來源國。至於原本被認為可能會互別苗頭的中國一帶
一路與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也在 2018 年 5 月，正式完成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共同
體簽署合作協議，至少在官方層次上化解雙邊競合上的疑慮。2 迄今最具代表性的「俄中
合作投資開發計畫」可以北極圈內的雅瑪爾（Yamal）液化氣項目完成來說命。該項目自
2017 年起投入生產，而中資公司透過取得俄國開發公司 20% 的股權，因此可視為直接的
項目投資者。中國成功涉入俄羅斯所擁有的極地資源開發計畫，也配合了「一帶一路」的
中俄合作開發政策。通過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俄羅斯東方經濟論壇等展會平台，推動
兩國地方和企業深度對接。同時，中俄地區合作發展投資基金正式成立，目標資本規模
達 50 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 230 億元）的投資基金，用以支持俄國和中國的金融、工業、
交通、旅遊和基礎設施計劃。
但是中國的龐大資金並非無底洞，該國的總體經濟情勢也可能出現停滯甚至下滑，
連帶就會影響到中國對外承諾的資金到位。例如美國媒體就注意到隨著川普總統堅持美
中貿易上的調整，
「俄羅斯中央銀行幾天前所發表的一份最新報告說，今（2018）年頭半
年，在俄羅斯的中國直接投資規模急劇縮小，減少了 24%，目前中國在俄羅斯的直接投
資額已下降到了 31 億美元的水平。」3 根據同一份報告的資料，中國連續 4 季度地減少在
俄羅斯的直接投資。與 2014 年之前相比，中國在俄羅斯的直接投資規模縮小了三分之
一。美國媒體的觀點估且視為是要在俄中關係上見縫插針，俄羅斯政府甚至能夠體諒中
國本身正經歷的經貿戰壓力，不至於因為某些承諾合作項目的沒有到位而改變對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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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畢竟俄羅斯政府在國家投資建設項目上出現反覆也不是少見）
。更何況，在中國對
俄直接投資減少的同時，又因為美中貿易戰的衝擊，中國轉向向俄羅斯大量採購黃豆等
農產品，促使俄羅斯頓時成為農產品出口大國，幫助了俄國長久期待的出口產品結構轉
型。但無論如何，俄國期待中國資金，中國資金尋找俄國市場以外的資源配置考量，大
型項目的變動後續都會影響到兩國在國際戰略上的決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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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政府相當成功的在官方關係上保持緊密，甚至配合中國政府
的呼籲，令一方面卻又有意地在特定個案上順勢允許「民間力量」扮演制衡者，俄羅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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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謹慎地順勢表態從上位反映民意，表現俄羅斯政府並非一位順從中國崛起。從 2000 年
初期的聖彼得堡「波羅的海明珠」項目到現下的莫斯科 - 喀山段高鐵的建設計畫，都足以
反映俄中之間合作關係的表裡不一。尤其「莫斯科 - 喀山」高鐵作為「莫斯科 - 北京」高鐵
項目中的重要一段，反應了中國的資金與技術承諾不足以讓俄羅斯完全跟著北京當局的
計劃走。是否因為中國的資金充裕就應該投入可能不符成本效益平衡的投資，加上當地
的抗議聲音，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官商勾結的問題。
俄國與中國的不同調，除了有政府部分的「部門不協調」
「貪污」
，另外就是俄羅斯政
府刻意讓中國懷疑論者的民間聲音得以釋放。可以說，
「一帶一路」儘管願景美好，但在
一個不透明的投資機制，加上接受方的原有政治沈痾，尤其像俄羅斯這樣還有地方官員
的介入的情況之下，導致實質上的變動屢有所聞。

俄中合作願景：俄羅斯能夠接受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框架 ?
自冷戰解體以來的盛行一時的「全球化」是兩面的意涵：一方面，是國際上各個政治
實體進行政治合作、經濟融合、文化等多層面的交流。另一方面，這個帶有濃厚新自由
主義特色的全球化意謂強勢資本的流動與擴張，區域資源控制，地區的主權反彈。意味
資金的跨域流動與控制。挾帶其龐大的政府與國家具影響力的企業資金，中國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在 2019 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也宣告了中國對「一帶一路」計畫的構
想就是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更高層次的建構。展現了中國對世界經濟格局的企圖心，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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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已無法與之比擬。伴隨著當前美國持續制裁俄羅斯，美中貿易戰的新格局連動著未來
俄中經濟關係的可能挑戰與契機。綜合來看，俄羅斯的角色更像是是中國領導的全球化
的首席參與者之一。4 本文據此提出以下兩點結論：
1.「中俄是否只會是因一時之利結成的盟友」? 的確！然而可以明確的說俄中關係會是
依賴結構上長久的利益盟友。只要俄羅斯仍然具有在能源主權上的優勢與穩定，俄
中在互相依賴的結構上結合為盟友的利益基礎也就相對穩固。
2.「未來俄國在目前由中國主力撐起的全球化框架下，是否能繼續作為實力平等夥
伴，還是隨著中國的影響力擴大，俄國不免要讓出地區主控權的二當家 ?」其中一
個最根本的面向取決於中國的資本擴張危機的衝擊程度。未來進展還可以觀察工業
4.0 的技術主導權，由誰掌握。能源輸出尚可以有主權，但其他天然資源開放卻可
能喪失主權。在上述前提下，目前合作與投資可能因國際環境變化或中國的經濟成
長趨緩而有下降，但並不會徹底翻轉。

註釋
1. 美國之音的報導。Daniel Schearf, Russia Seeks Investment, Trade Links on China’s New ‘Silk
Road’. Accessed (01/06/2019): [https://www.voanews.com/a/russia-investment-trade-china-silkroad/3850402.html]
2. 2015 年 5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欽在莫斯科簽署《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
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經過三年討論，2018 年 5 月雙方再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歐
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議》，同年六月普欽訪問中國時，也完成《歐亞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簽署。
3. 美國之音的報導。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ese-Direct-Investment-In-RussiaReduced-20181211/4697228.html。
4.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9/04/2019。[http://big5.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904191028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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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關係新動向
DOI:10.6549/TRM.201907_(25).8

撰文＜台灣東北亞學會秘書長 李明峻

眾所周知地，日俄關係一直不太順遂。不說百餘年前發生過日俄戰爭到二次大戰的
交戰國，戰後的冷戰格局也是潛在敵對關係，日本在北海道佈署 90 式坦克等新型武器，
預設俄國可能出兵日本，直到冷戰結束後雙方關係才有所緩和，但日俄間的交流還是不
太密切。再加上兩國針對南千島群島（日本稱本方領土）問題尚未達成統一見解，使得根
據民意調查指出，只有 22％的日本人對俄羅斯的印象較好，72％的日本人不認為俄羅斯
很親切。兩國二次大戰是交戰國，但日蘇（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問題一直未有進展，
雖然 1956 年簽署《日蘇共同宣言》
，雙方先恢復外交關係，但迄今尚未簽定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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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來日俄關係開始新的轉變。自日本安倍晉三首相第二次上臺以來，已經
與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 25 次會談，並親自訪問俄羅斯四次，普丁也訪問過日本一次。日
俄雙方的貿易額年年增長，根據俄羅斯聯邦海關署數據，2017 年日俄貿易額為 182.61
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 14%，2018 年俄羅斯和日本的貿易額增長 20%，全年達到 210220 億美元，從這種增長速度來看，2019 年日俄貿易額將超越美俄貿易額。再加上俄方
表示南千島群島中的兩島可以有談判空間，而原本堅持四島返還的日本也開始有所鬆
動，因此日俄和平條約的簽訂已經出現實現的可能性。
近年，俄羅斯對於遠東、西伯利亞的東部地區的開發非常重視，並積極加強與世界
經濟成長中心的亞太地區各國維持良好的關係。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日俄兩國能夠在亞
太地區維持一個很好的夥伴關係，不僅僅對日本有很大的助益，對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也
有很大貢獻。再者，日本與俄羅斯，在政治、國家安全、經濟、文化、人的交流以及其
他領域上，不斷的在突破與發展。但，阻礙日俄關係發展的最大關鍵在於：兩國間存在
的北方領土問題。日本政府的高層與兩國間外交部，非常重視彼此間的信賴關係，解決
北方領土問題後，致力期待能夠進而締結兩國的和平條約。日俄如能解決領土問題，簽
訂和平條約，將使東北亞情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為何近年會出現日俄關係改善的跡象呢 ?
一、外交情勢
首先，在外交情勢方面，最近美日兩國外交出現疏離的現象，美國政府正在忽視日
本，川普對日本的態度促成莫斯科與日本的和解。安倍晉三一直非常關注朝鮮半島問題，
但現在最擔心的是華盛頓認為日本在外交上只是個無足輕重的角色。目前的美國領導層
把日本對美國的承諾視為理所當然，對北韓問題的處理幾乎沒有重視日本的意見，甚至
經常沒有事先告知。同時，川普政府強徵關稅的做法（如對鋼鐵徵收 25% 的稅率、對鋁
徵收 10% 的稅率）影響到許多美國盟友，其後由於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白宮列出可得
到關稅豁免的國家名單（如歐盟和韓國）
，但日本不在名單之中。美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
市場之一，新關稅對日本的經濟構成嚴重威脅，川普政府卻似乎並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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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日本外交皆依賴美國，但川普政府對日韓兩國盟友政策的轉變，再加上
中國實力快速提昇，中美在東北亞之影響力此消彼長，致使日本必須改變以往處於極為
被動的狀態。以目前東北亞局勢而言，中日方面雖然 2018 年兩國關係得到一定程度修
復，但目前合作有限，亦無法預期今後的發展。朝鮮半島方面，日本基本完全成為局外
SUMMER │ NO.25

人，對半島走勢毫無著手空間；日韓方面更是處於相當險惡的局面，韓國在最近發表的
防衛白皮書中，更在交流順序倒轉中日兩國的次序。特別是 2018 年下半年起，日韓關係
因韓國大法院判決兩起日本企業賠償二戰強徵韓國勞工事件；韓國政府解散和解與治癒
基金會，迫使《韓日慰安婦協議》實質性凍結，以及韓日火控雷達爭端逐漸惡化。
與此同時，在目前美朝分歧的問題上，中韓朝三國配合愈發默契；中俄亦逐步落實
戰略合作的趨勢，再加上美國在該地區日益消退的角色，東北亞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
變化，日本必須尋求突破愈發孤立的局面。因此，審視自身前景和周邊情況之後，日本
與長年忽視的俄羅斯建立關係，實為日本必須推進的「改變外交策略」行為。因此，縱然
安倍不可能放棄歸還四島的主張，在至少歸還兩島的堅持上也不會作出讓步，卻也再不
能坐視日俄關係因此而停擺。

二、經濟方面
其次，就經濟方面的考量而言，日本長期缺乏能源，因而尋求加深與俄羅斯的能源
合作。東京有意避開從動盪的中東地區進口能源，而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能源就是日本
的最佳選擇之一，三菱集團等日本大公司早在俄羅斯庫頁島進行天然氣投資。2014 年烏
克蘭事件後，國際間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日本為平衡對西方國家的承諾也加入制裁，但
這些制裁似乎有限，並不會對俄羅斯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是顧及在俄利益的微妙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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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 裴凡強

另一方面，由於以武力合併烏克蘭領土克里米亞半島，使其與歐美的對立加深，
2014 年下半年國際原油價格的下跌，再加上歐美各國的經濟制裁，造成俄羅斯經濟不論
是在盧布、股價都受到大幅影響，2015 年經濟成長率為 -2.8％。2016 年，油價的上漲，
讓盧布停止繼續貶值，通貨膨脹也趨於緩和，俄羅斯經濟稍微回緩，但生產效率尚未改
善，消費與投資前景也未被看好，2016 年經濟成長率為 -0.28%，俄羅斯的經濟似乎需要
一段時間才有機會恢復。
由於醫療資源不足、收入偏低，遠東地區人口的預期壽命低於俄羅斯全國平均水
準，甚至蘇聯解體後至今，遠東地區人口外流嚴重，從原本 800 多萬的人口減少約 200
萬。如何遏制人口問題，解決遠東地區人力短缺問題，是現行政府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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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遠東地區主要來自於私人投資，政府預算資金主要用於基礎設施，不超過總
體預算 10％，俄國發展遠東地區重點就是尋求日本合作，包括吸引日資投資新的基礎設
施。遠東地區基礎設施發展投資的經濟決策取決於與該地區各國的合作程度，理論上日
本有錢可以投資，但是必須先解決領土爭端。若領土問題得以解決，遠東各地將在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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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下成為人力、物力、資金匯集的門戶。
俄羅斯在海參崴（Vladivostok）召開「東方經濟論壇」
（Eastern Economic Forum）
，
邀請中國、日本，南北韓、蒙古、英國、美國等 60 多國官方、企業代表參加。出席者除
了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親自出席外，還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韓國總理李洛淵、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Haltmagiin Battulga）等，會議目
的是吸引外資投資遠東地區，促進與區域國家合作。

三、安全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日俄之間正在深化安全合作，日俄自 2017 年 3 月開始進行外長、防
長「2+2」會談。對日本和俄羅斯而言，持續舉行「2+2」會談象徵著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
建立，應該將其稱為良好日俄關係發展的里程碑。
會談中雙方同意持續緊密合作促成北韓去核化，日俄都同意朝鮮半島問題必須全面
性加以解決，東北亞各國的利益也必須考慮在內，但對彼此防衛部署仍充滿不滿，日本
要求俄羅斯縮減北方領土軍事部署，要求俄羅斯對軍機在日本周邊活動日益頻繁一事自
制，縮小軍演規模；俄羅斯則對日本擬添購陸基神盾系統則再次抗議。俄羅斯在日俄仍
存有主權糾紛的北方領土部署新型飛彈防禦系統，並計畫建設海軍基地，2018 年 2 月又
追加部署軍用機，此舉與日本擬採購美國陸基神盾系統不無關係，雙方關係一度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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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資料照片）

不論安倍謀求與莫斯科建立良好關係的目的到底是為瞭解決北方領土爭端還是為確
保日本的能源供應，安倍肯定是在力圖站在普丁一邊。對俄羅斯來說，加深與日本的合
作為外國投資和開發西伯利亞油氣資源提供一個絕佳機會，俄羅斯嘗試「兩手戰略」
，區
別對待美國及其盟友。美國對日本的忽視不會打破日美同盟，但將削弱兩國關係，使俄
羅斯成為日本另一個有吸引力的替代者。
但在實際操作上，安倍在與普丁的二十多次會談中，每談必提解決領土問題。目前
日俄間信任程度並未提升，經濟合作原地踏步。為了能在任內收回北方四島，安倍放棄
「經濟換政治」的舊模式，提出政、經分離的新思維，即經濟合作與和平條約談判平等進
行，而合作不再受到簽署和平條約的影響。日俄關係現狀反映雙方關係不平衡的尷尬。
在地緣政治上，俄羅斯幾乎不需要日本，或至少不像日本需要俄羅斯那樣需要日本。因
此，安倍在與普丁打交道時，始終未能擺脫「俄主日從」的處境。
2018 年 11 月普丁與安倍在新加坡會晤中，雙方商定在 1956 年簽署的《日蘇共同宣
言》基礎上加快談判進程，兩國應該先簽署和平條約。安倍考慮若能約定移交齒舞群島與
色丹島，就可望締結和平條約，但這在日本國內不容易做到。這個和平條約仍然卡在北
方四島主權爭議，安倍希望 2019 年 6 月普丁出席在大阪召開的 20 國集團（G20）高峰會
時，至少能達成基本協議。就東北亞和平而言，我們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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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在韓半島議題上的國家利益
與對應政策 1
DOI:10.6549/TRM.201907_(25).9

撰文＜台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 董思齊

壹、前言
自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俄羅斯在面對西方國家對其採取制裁的「新常態」狀
況下，為解除國際孤立，開始逐漸調整其戰略重心。一方面，俄羅斯與英、德、法、義
等歐洲強國在能源議題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又同時向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東方重
要國家出售武器。透過獲得內部群眾支持以及與其他國家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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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確保其對內統制的正當性與對外關係的獨立自主性。而自 2015 年起，俄羅斯每年在
海參崴舉辦東方經濟論壇（Eastern Economic Forum）
，我們亦可看出，俄羅斯再度將目
光投向亞洲，並視遠東地區為俄羅斯通往亞太地區的重要樞紐。
積極面向東方的俄羅斯，自然對近來東北亞地區圍繞著北韓非核化議題為中心的韓
半島安全、外交與經貿課題，產生極大的興趣與關心。與此同時，來自中國、北韓與南
韓對俄羅斯在韓半島經濟與外交議題上合作之邀請，促使俄羅斯必須以地緣政治和地緣
經濟的角度，重視韓半島局勢之變化與發展。本文將透過整理 2018 年俄羅斯與韓半島相
關之事件，探討俄羅斯在韓半島議題上相關之安全、政治，以及經濟的國家利益，同時
提出俄羅斯政府可行的政策目標與方向。

貳、2018 年與俄羅斯相關之韓半島議題
2018 年 1 月 11 日，俄羅斯總統普丁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
「我認為金正恩很明顯地
贏了這一回合。他完成了戰略任務：擁有遠程彈道飛彈，射程達到 1 萬 3000 公里，幾乎
能夠到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他稱讚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是個「能幹又成熟的政治人物」
，
因為他在西方國家近期對北韓的核武和飛彈計畫施壓中勝出。這顯示出俄羅斯對同受國
際制裁的北韓，表達出高度的肯定與善意。
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為合力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於 2018 年 1 月 16 日，在溫
哥華舉辦了關於韓半島安全與穩定外長會議，邀請包括：韓國、日本、印度、英國、法
國等韓戰參戰國的外長參與。會議由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和美國國務卿提勒森發表摘
要，強調說服北韓實現無核化與需要以制裁為外交解決創造條件的急迫性。2 儘管會前加
拿大總理 Trudeau 表示，中國和俄羅斯「在韓半島邁向和平的過程中絕對會扮演重要角
色」
，但事實上該次會議並未邀請俄羅斯參與，僅向兩國提出會議內容之簡報。對此，俄
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對此項會議安排表示「不能接受」
，同時不預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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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以達成甚麼「有建設性」的成果。而其在 1 月 15 日回顧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面對美國及北韓因後者發展核武形成的緊張局勢，俄羅斯提出願意主動提供
幫助，促成美國與北韓的直接會談。
2018 年 4 月 5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赴俄羅斯訪
問，在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莫斯科會談後表示，王毅表示必須要以政治來解決韓半
島核問題，首先要堅持無核化，二是堅持「雙軌並進」
，三是堅持分階段進行。2018 年的
SUMMER │ NO.25

4 月 10 號，剛結束中國訪問的北韓外交部長李勇浩亦訪問莫斯科與俄羅斯與拉夫羅夫會
談，商議兩國合作與韓半島局勢，並討論俄朝高峰會的可能性。拉夫羅夫並表示將前往
平壤參訪，與北韓發展「良好的睦鄰關係」
。2018 年的 5 月 31 日，拉夫羅夫應邀訪問平
壤，與北韓外長李勇浩和金正恩會談。會談中金正恩重申，北韓追求韓半島無核化的意
願堅定不移，希望透過對話，分階段解決朝美關係和半島無核化的問題。拉夫羅夫表示
支持韓半島和平，亦支持南北韓達成的《板門店宣言》
，不過對於北韓棄核安排，他認為
不能一步到位。拉夫羅夫同時還轉達普丁的親筆信，邀請金正恩出席 9 月在海參崴登場
的 2018 東方經濟論壇。
有趣的是，南韓亦開始表現出對俄羅斯在韓半島事務上之高度期待。2018 年 6 月 22
日，南韓總統文在寅訪俄與普丁總統會談，協議開展雙邊共同研究推動韓朝俄三國之合
作計畫。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共有三十二項內容，其中包括：制定「9 座橋」合作計畫；
合作開展電力、燃氣、鐵路領域研究；合作推動「羅津 - 哈桑鐵路」共同使用工程；擴大
醫療保健領域合作等項目。此外，兩國還簽署高速網路合作、北極液化天然氣（LNG）產
業合作等領域的備忘錄（MOU）
。兩國在交換的聯合聲明中也寫入儘快啟動國內相關程
序、促進雙方開展服務與投資領域自貿協定（FTA）談判的內容。文在寅總統亦表示：
「希
望圍繞自貿協定的談判可以儘快擴大到商品領域，早日簽署綜合互惠的自由貿易協定」
。
而 2018 年的 8 月 15 日，北韓官媒《朝中社》報導，為慶祝光復 73 周年，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及俄羅斯總統普丁互相交換賀電。賀電中普丁期待盡早舉行兩國高峰會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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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將以鐵路、道路及天然氣管線，串聯俄羅斯及北韓、南韓。普丁同時也向金正恩表示：
「我們兩國關係的特色是友好且有建設性的，我對此非常滿意。為商討緊迫的雙邊關係問
題及重要的地域性問題，我已經準備好在近期與您會面。」他亦提到，相信透過俄羅斯、
北韓與南韓齊心協力，能夠實現三邊計畫，發展互惠的合作關係。與此同時，南韓總統
文在寅在光復節 73 周年致詞時則表示，在南北韓建立永久和平機制後，將在跨南北韓的
京畿道與江原道設立跨境經濟特區，提議構建「東北亞鐵路共同體」
。他同時強調，兩韓
離統一很遠，但「和平就是經濟」
。2018 年的 11 月 15 日，正在新加坡訪問的南韓總統文
在寅與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會談，雙方商討韓半島和平進程問題。俄羅斯總統普丁表示，
俄羅斯與北韓目前正就金正恩訪俄日程進行協商。普丁認為，有關各方應在北韓無核化
取得進展時，採取相應措施。文在寅總統亦藉此呼籲俄方發揮積極作用，促進北韓更加
果敢地採取無核化措施。
透過 2018 年俄羅斯與南、北韓之間互動的回顧，已可見俄羅斯樂於透過經濟合作，
在韓半島議題上做出貢獻的態度；同時，南北韓也顯出邀請俄羅斯更積極參與韓半島事
務之興趣。事實上，對韓半島的議題，俄羅斯一直抱持應採取類似過去「六方會談」那種
多邊體制的想法，並未有希望靠一己之力影響北韓之念頭。而除了傳統上朝中俄的三邊
合作機制之外，韓朝俄三邊關係的進展，亦成為近來俄羅斯所看重的目標與焦點。以下
將嘗試從安全、政治與經濟三大國家利益的角度，探討俄羅斯對韓半島政策的發展方向。

參、俄羅斯對韓半島議題的國家利益與政策推動方向
從上述回顧中，我們可清楚看出不僅俄羅斯更加關注韓半島議題，南、北韓亦同時
表現出拉攏與看重俄羅斯角色的態度。若從至關國家利益重大的「安全」
、
「政治外交」以
及「經濟」的三大國家利益面向來看，對俄羅斯來說，在韓半島議題上，其所欲爭取的國
家利益至少有三個：1. 韓半島的和平與穩定；2. 創造出對俄羅斯有利的勢力平衡；3. 強
化與韓半島的地緣經濟的連結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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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俄羅斯在韓半島上的國家利益與政策推動方向
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核心政策目標

細部政策

韓半島的和平與安定 1. 抑制韓半島軍事力過 • 透過增進與南北韓之軍事合作擴大安全影響力
度的集中
• 預防韓半島偶發之武力衝突
2. 防止韓半島發生戰爭 • 誘導北韓廢核
• 誘導北韓重新加入 NTP 體制
• 韓半島非核地帶化
• 阻止大規模殺傷武器之開發與擴散
• 誘導南北韓加入俄羅斯主導的 GCS 體制
• 阻止韓國配置 THAAD
• 抑制駐韓美軍軍事力的增加
• 建構針對美日同盟的安全防疫線
•
•
•
•
•
•
•
•

強化與韓半島的地緣 1. 將韓半島做為進出亞
經濟的連結性
太地區的橋頭堡
2. 將韓半島做為新輸出
商品市場
3. 將韓半島做為西伯利
亞極東地區開發的經
濟源泉

針對北韓：
• 參與北韓稀土金屬之開採
• 參與北韓鐵路現代化事業
• 參與北韓核電市場
• 以盧布經濟圈吸引北韓
針對韓半島：
• 參予廣域圖門江開發計畫 (GTI)
• 執行韓朝俄鐵路、瓦斯管線、電力網絡聯結事業
• 推動與擴大韓朝俄三角合作
• 與南北韓交易和競合
針對南韓：
• 獲得韓國的尖端產業技術 ( 造船、汽車、IT 與
奈米科技等 )
• 誘導和擴大韓國企業參予俄羅斯的經濟特區
• 進入韓國武器市場
• 擴大韓國跟 APEC 和 ASEM 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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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對俄羅斯有利 1. 擴大韓半島問題利害
的勢力平衡
當事者俄羅斯之角色
2. 強化對南北韓排他性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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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南北韓的反俄羅斯化
支持南北韓問題的當事者解決原則
誘導北韓體制的安定化
援助北韓的改革與開放
擴大對北韓的包容政策
北核問題的和平解決
北核六方會談的再開與仲裁
以韓半島和平體制的「國際保障者」身分參與韓
半島事務
• 將北核六方會談引導為東北亞東方安全合作機制
• 緩和與裂解韓美同盟結構
• 抑制美國與中國獨佔對南北韓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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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俄羅斯在西方受到 NATO 擴張之威脅，加上與烏克蘭之間的衝突，使得俄羅斯
極不願意在東、西兩面都出現戰事，而西伯利亞遠東區域的開發計畫以及對於東方經濟之
重視，亦使得面對與俄羅斯國土有連結的韓半島議題上，俄羅斯對韓半島政策之最優先順
位，當屬確保韓半島之和平與安定。因此，俄羅斯必須增強對南北韓軍事合作之影響力，
誘導韓半島實現無核化以防止衝突之發生，同時避免美國透過韓國與日本擴大其在此區域
之軍事影響力，方能在確保韓半島穩定與安全的同時，最大化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為確保韓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俄羅斯具體的作法有：1. 透過增進與南北韓之軍事合作
擴大安全影響力、2. 預防韓半島偶發之武力衝突、3. 誘導北韓廢核、4. 誘導北韓重新加入
NTP 體制、5. 韓半島非核地帶化、6. 阻止大規模殺傷武器之開發與擴散、7. 誘導南北韓
加入俄羅斯主導的 GCS 體制、8. 阻止韓國配置 THAAD、9. 抑制駐韓美軍軍事力的增加，
以及 10. 建構針對美日同盟的安全防疫線。
韓半島議題對於俄羅斯來說有多重要，我們可從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教授 А.
Возненский 的一段話看出。Возненский 教授指出：
「韓半島情勢並不僅是單一的政治問
題，而是決定日後亞太區域與世界軍事、政治、外交、經濟之潮流的座標。因此，與韓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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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問題無所相關之國家，未來將被排除在東北亞區域的活動之外。」這顯示俄羅斯不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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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俄羅斯被排除在韓半島事務之外，而俄羅斯必須扮演更積極之角色，在韓半島上創造
出對俄羅斯有利的勢力平衡。一方面，俄羅斯必須抑制美國與中國獨佔對南北韓的影響
力；另一方面，俄羅斯必須透過增加對南、北韓的吸引力來獲得在韓半島議題上的話語
權。具體的做法，則包括：1. 防止南北韓的反俄羅斯情緒、2. 支持南北韓問題的當事者
解決原則、3. 誘導北韓體制的安定化、4. 援助北韓的改革與開放、5. 擴大對北韓的包容
政策、6. 北核問題的和平解決、7. 北核六方會談的再開與仲裁、8. 以韓半島和平體制的
國際保障者的身分參與韓半島事務、9. 將北核六方會談引導致東北亞東方安全合作機制、
10. 緩和與裂解韓美同盟結構，以及 11. 抑制美國與中國獨佔對南北韓的影響力。
不過對俄羅斯來說，在東北亞區域的發展空間其實有不少的限制。在此區域中，俄
羅斯與日本雖有經濟合作，但仍有未能解決之領土衝突問題；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時，
亦必須考量政治與安全上的後果。因此，在此區域中與韓國之合作，成為其發展遠東地
區時的機會之窗。為了讓韓半島成為俄羅斯進出亞太地區的橋頭堡，俄羅斯必須強化對
北韓、對韓半島，以及對南韓的經濟聯結性。針對北韓，俄羅斯可推動的包括：1. 參與
北韓稀土金屬之開採、2. 參與北韓鐵路現代化事業、3. 參與北韓核電市場、4. 以盧布經
濟圈吸引北韓；針對整個韓半島，俄羅斯可積極推動的事業則包括：1. 參予廣域圖門江
開發計畫（GTI）
、2. 執行韓朝俄鐵路、瓦斯管線、電力網絡聯結事業、3. 推動與擴大韓
朝俄三角合作、4. 擴大與南北韓之交易和競合；而針對南韓，俄羅斯可推動的項目則包括：
1. 獲得韓國的尖端產業技術（造船、汽車、IT 與奈米科技等）
、2. 誘導和擴大韓國企業參
予俄羅斯的經濟特區、3. 進入韓國武器市場、4. 擴大韓國跟 APEC 和 ASEM 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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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代結語：俄羅斯在韓半島議題上的特殊角色
北韓議題對俄羅斯而言仍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過去冷戰期間，蘇聯視北韓為衛星
國，給予一切物資的相關補貼，但 1991 年蘇聯瓦解後，對北韓的金援也就跟著結束。雖
然俄羅斯不再向舊蘇聯一般，擁有掌握北韓命脈之能力，但今日的俄羅斯仍舊對北韓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其不僅 2012 年解決北韓在前蘇聯時期積欠的 110 億美元債務，目前
還與中國並列為北韓的最大食物捐助國。不過，面對美國指控俄羅斯僱用北韓勞工以及
違反國際經濟制裁北韓的禁運令，讓俄羅斯在烏克蘭、敘利亞和毒殺間諜案之外，又多
了一個外交政策的難題與危機。
出於俄羅斯在韓半島議題上的國家利益之考量，在舉世為北韓核武問題傷透腦筋之
時，為了不被排除在韓半島議題之外，俄羅斯必須展現其對於推動韓半島和平之意願與
能力，同時亦需要吸引南、北韓兩國積極爭取俄羅斯對南北韓合作之支持。而對南、北
韓來說，兩韓都希望能夠透過雙方的合作，來主導韓半島的和平與安全，而透過多邊合
作的模式，亦希望能提高自身對於韓半島事務的主導權力，從而降低美、中、日、俄等
大國單獨對韓半島事務的影響力。事實上俄羅斯很明顯地無單獨主導韓半島事務之意願，
從而大幅增加了俄韓朝三邊合作的意願與可能性。這也使得俄羅斯在韓半島議題上，出
現了有別於美、中兩國的角色與作用，成為兩韓同時能接受，亦積極爭取共同合作機會
的區域大國。

註釋
1. 本文原文發表於台俄協會、台灣東北亞學會主辦「俄羅斯與東北亞國家經貿座談會」。2019 年 1 月
25 日。為配合刊物篇幅，字數經過刪修調整。
2. 參 見 加 拿 大 政 府 作 成 之 會 議 聲 明 文 “Co-chairs’ summary of the Vancouver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3. 參見홍완석 (2015), 한반도에서 러시아의 국가이익과 정책목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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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蒙中關係的新面向：
政經分離下的競合態勢
DOI:10.6549/TRM.201907_(25).10

撰文＜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連弘宜

一、前言
近年來俄中關係發展迅速，雙方在政治、經濟及軍事層面密切合作，達到前所未有
境界。然而俄中關係並非僅有合作面向，中國崛起後政治經濟實力大增，連帶引起周遭
國家之疑慮，例如俄遠東地區之黃禍論等是。蒙古於清代時曾為其疆域之一部，對於中
國之崛起更是戒慎恐懼，地理上蒙古夾於中俄之間，與兩大強權關係之平衡為其外交上
重要課題。冷戰時期蒙古採行一面倒外交政策，蘇蒙關係密切，成立同盟關係，雙邊經
貿活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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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獨立初期採取親西方外交政策，並緊縮與蒙古間的經貿關係，
使其頓失政經依靠。國際局勢之變遷迫使蒙古改變政治體制與外交政策，對內採取多黨
制，對外則採行「等距與全方位外交政策」
，1994 年蒙古通過「蒙古外交戰略構想」
（Concept of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1，將在俄國與中國之間謀求平衡，不偏向任何一
方，並與日本、美國及西方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等距與全方位外交政策提出後，便成為
蒙古長久以來的外交方針。本文觀察俄蒙中三國近期於經濟與軍事合作發展，藉以釐清
當前三國競合關係以及蒙古外交政策的變化，並提出未來觀察之重點。

二、俄蒙中經貿關係發展
（一）蒙中經貿合作：
「一帶一路」與「草原之路」對接
2013 年蒙中簽訂「蒙中戰略夥伴關係中長期發展綱要」
，翌年簽署「蒙古國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關於建立和發展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確立蒙中關係發展基石。蒙中
兩國在經貿上呈現互補關係，中國向蒙古出口以民生用品、工業產品與設備為主；蒙古
對中出口則以原物料、畜產品為主。2013 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翌年蒙古亦提出
「草原之路」與之呼應，企圖藉由自身之地緣優勢，與俄中兩國共同建設國內石油與天然
氣管線與鐵路、公路等交通路線。2「草原之路」共分為五大項目：天然氣與石油管線、連
接中俄之高速公路、電氣化鐵路及跨蒙古鐵路，總投資需求達 500 億美元。蒙古駐中大
使蘇赫巴特爾（Tsedenjav Sukhbaatar）表示，
「草原之路」係為對接中方之一帶一路倡
議，打造蒙俄中經濟走廊而生。3
2014 年 9 月，俄蒙中三國領導人於杜尚別（Dushanbe）會晤，習近平表示中俄蒙於
戰略發展上高度契合，三方可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跨歐亞大鐵路」及蒙「草原之
路」進行對接，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4 蒙俄中經濟走廊可分為兩條路線，其一是從北京、
天津及河北地區至呼和浩特，再到蒙古與俄國；其二則自大連、瀋陽、長春及哈爾濱到
滿州里與俄國之赤塔（Чита, Chita）
。5
2015 年 3 月，中國通過《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
行動》
，該文件詳細闡述一帶一路之重要原則、思想框架、合作機制與項目。由於蒙中經
貿關係互補，於一帶一路與草原之路對接前，每年雙邊貿易額皆呈現穩定及大幅成長（請
參見表一）
，自 2009 年之 24.2 億美元成長至 2014 年之 73.2 億美元，已增至 3 倍之多，
中國成為蒙古第一大貿易夥伴。2015 年為對接後之首年，雙邊貿易不增反減，萎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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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億美元，翌年更減至 46.1 億美元。其主因在於中方經濟發展趨緩，對蒙古之礦產與
能源需求降低所致。2017 年蒙中貿易已止跌升至 64 億美元，雙邊貿易回溫。此外，中
國對蒙古之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亦同樣受到 2015 年經濟成長趨緩影響。自 2014 年之
11.4 億美元跌至 2015 年之 9.3 億美元，2017 年再度回升至 10.7 億美元。從長期觀察，
近十年來蒙中經貿合作關係成長迅速，雖受中方經濟成長趨緩影響，於 2015 年大幅下
降，然在一帶一路、草原之路及蒙俄中經濟走廊的發展下，雙邊經貿關係迅速回溫。
表一、2009-2017 年度蒙中貿易總額
單位：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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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貿易總額 242,900 400,183 643,271 660,121 595,914 731,847 536,608 461,124 640,293
資料來源：「指標：對外經濟貿易」，中國國家統計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8 年）。

（二）俄蒙經貿合作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獨立初期採取親西方外交政策，蒙古則推行等距外交，亦不再
一面倒向俄國，雙方經貿合作關係低迷。1993 年蒙古總統奧其爾巴特（Punsalmaagiin
Ochirbat）訪 俄 並 簽 訂《 蒙 俄 友 好 互 助 條 約 （
》Agreement on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Mongolia）
，然由於兩國外交政策路線
仍難趨同，雙邊經貿關係仍無法有效改善。1999 年 2 月，俄外長伊萬諾夫（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 Igor Ivanov）訪蒙，使雙邊關係發展出現新契機。翌年 11 月，甫當
選總統之普京訪蒙，與蒙古總統巴嘎班迪（Natsagiin Bagabandi）會晤，並簽訂《烏蘭巴
托宣言》
（Ulaanbaatar Declaration）
，雙方確立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互相尊重主權等
往來之政治原則。
2002 年 3 月，俄總理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 Михаил Касьянов）訪蒙，表
示俄蒙兩國根據《俄蒙友好互助條約》及《烏蘭巴托宣言》兩項重要文件，發展睦鄰友好
關係，並加強雙方邊界、經貿、文化等領域之合作。自此俄蒙經貿關係再度活絡，然俄
蒙間經貿上互補性不若蒙中，兩國皆為原物料與能源出口大國，經貿發展存在侷限性。
2007 年蒙古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國占 51.7%，俄國則僅占 19.5%；2014 年中國仍占
52%，俄則減至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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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蒙中軍事合作發展
蒙古 1990 年代採行等距與全方位外交政策，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係為取得美國及西方
國家經濟上之援助，藉此挽救國內凋敝之經濟局勢。是以此時期俄蒙兩國無法進行軍事
層面之交流與合作，1996 年 6 月，蒙古與美國甚至簽訂《蒙美軍事交流與互訪協定》
（Agreement on Military Exchanges and Visi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其中第 2 條規定雙方之軍事合作活動之
五種基本型態：聯合演習（Joint Exercises）
、人員交流（Exchanges of Personnel）
、教育
與培訓（Education and Training）
、進一步交流與互訪（Further Exchanges and Visits）
、
設備的獲得與使用（Access and Use of Facilities）
。7 該約奠定了日後蒙美軍事合作基礎，
911 事件後，蒙古支持美反恐行動，雙邊關係更為密切。然而蒙古亦不能不考慮其夾於中
俄兩大國間之地緣位置，當中俄國力衰微之際，與美國保持密切之軍事合作於己有利；
2000 年以後，俄中國勢日盛，中國崛起、2008 年俄出兵喬治亞與西方反目，使蒙古重新
省思對外政策。
2011 年蒙古更新《對外政策構想》
，其中一項重要修正便係提升與俄中間之關係（戰
略夥伴關係）
，拓展與第三鄰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層面之合作。8 此外，2001 年上海
合作組織成立後，俄中兩國透過幾乎每年一次之聯合軍演，開啟多邊架構下的軍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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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012 年，俄中軍事合作逐漸自多邊走向雙邊，舉行「海上聯合─ 2012」軍事演習，
此後成為每年常態性機制之軍演，2017 年更將演習區域擴及波羅的海，引起西方各國憂
慮。蒙古面臨俄中軍事上的準同盟態勢，一方面於 2018 年 9 月加入「東方 2018」俄蒙中
聯合軍演；同年 10 月，又與俄舉行「色楞格」
（Selenge）聯合軍演，此為俄蒙自 2008 年
以來之定期雙邊聯合軍演；另一方面，蒙古與美國每年之「可汗探索」
（Khaan Quest）軍
SUMMER │ NO.25

演亦未曾中斷。由此可知，蒙古利用俄中美之矛盾，將聯合軍演當作求取自身戰略地位
之工具，然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雖與中國於經濟上緊密合作，卻未與之舉行雙邊聯合軍
演，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或許是避險戰略之實施。
蒙古在經濟上倒向中國，以「草原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軍事上則與俄
美兩國雙邊合作，求取自身戰略利益，此為分散風險使然。此外，中國崛起亦使鄰國感
到憂心，單是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便已激起合作國國內之恐中情緒，例如哈薩克對於
中國移民的厭惡。92017 年 10 月，蒙古新總統巴特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就
任，一般認為新總統藉由國內之反中情緒贏得大選。10

四、中俄蒙關係的未來發展（代結論）
在中國崛起與西方國家制裁下，俄國採行東向政策，將政治、經濟與外交重心移至
東亞，使俄中關係發展密切，而俄中關係亦不僅止於合作面。近年來俄國於東南亞動作
頻頻，與東南亞各國發展雙邊軍事合作關係，經濟上則是透過歐亞經濟聯盟與之簽訂自
貿區。蒙古夾於俄中之間，攸關俄中自身戰略利益，於研究俄中關係之競合面別具意義。
蒙古於冷戰後便實施等距與全方位外交政策，與第三鄰國─美國發展密切之軍事合作關
係；俄中兩國國力提升後，亦與之發展軍事合作，然蒙古僅與中國發展三國架構下之軍
事合作。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中國崛起下，鄰國對其之防範與憂慮，俄國為了自身戰
略利益，遂與之發展雙邊軍事演習，一方面與美國「可汗探索」軍演抗衡；另一方面則
利用鄰國之憂慮，提高己身區域戰略地位。而蒙古利用地緣戰略優勢，與俄美進行雙邊
軍事合作，符合自 1990 年代以來等距與全方位外交方針，並達到分散風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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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觀察之重點可分為以下三點，其一，蒙古之避險戰略與等距外交是否失衡，可
透過蒙美與俄蒙在雙邊聯合軍演上的實質內容、規模及軍事技術合作加以觀察；其二，
俄蒙中經濟走廊的發展，是蒙中經濟合作關係檢證之重要項目之一。倘若蒙中經貿之重
要數據停滯，表示蒙古經濟倒向中國之策略已出現問題；其三，俄蒙密切之雙邊軍事合
作，顯示出俄中關係中的戰略利益競爭面向，可作為觀察俄中關係未來走向的重要指
標，俄中關係是否因此受到影響，都是未來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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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 NO.25

台俄協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DOI:10.6549/TRM.201907_(25).11

撰文＜台俄協會秘書處

台俄協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於本（2019）年 1 月 25 日，假中華民國職訓研發中
心 1103 會議室舉辦，由本會黃清晏理事長主持該項會議，鄭良瑩秘書長報告去（2018）
年全年度協會之會務營運狀況、活動紀要、財務決算，以及本年度工作計畫與財務預
算，並提請與會會員討論決議。
本會黃理事長首先向本會理監事及各位會員致意，感謝渠等對協會活動的支持及指
導。其表示，去年本會圓滿執行諸多專案，如開設商用俄文班、舉辦俄國與東北亞國家
議題座談會，並與相關單位合作辦理研討會等活動；另最為重要的莫過於「俄羅斯經貿參
訪團」及在莫斯科所舉辦的「台俄企業論壇」
。黃理事長亦強調，今年將持續辦理相關活
動，並推動協會各工作委員會之業務，另亦計畫出版《台俄經貿推廣與產業合作之商機》
報告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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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中，亦有會員表達由本會代為爭取免簽入境俄國或簡化申辦俄簽手續之期
望，盼藉此促進台俄之間的觀光發展；另外，俄羅斯西伯利亞航空預計在今年 5 月 24 日
至 10 月 11 日每週五增開海參崴至台北的直飛航線，此將大幅縮短二地的飛行時間，故
盼本會未來能運用此航線至海參崴進行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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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 NO.25

俄羅斯與東北亞國家經貿座談會
DOI:10.6549/TRM.201907_(25).12

撰文＜台俄協會秘書處

本會於今（2019）年 1 月 25 日與台灣東北亞學會擔任共同主辦單位，假中華民國職
訓研發中心 1103 會議室，舉辦「俄羅斯與東北亞國家經貿座談會」
。該會議由台俄協會鄭
良瑩秘書長擔任主持人，另邀前駐俄羅斯代表處姜書益副代表擔任專題演講人；台灣斯
拉夫研究學會康世昊秘書長、台灣東北亞學會李明峻秘書長及董思齊副秘書長，以及國
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連弘宜主任等四位學者擔任論文發表人，向與會來賓說明俄羅斯與
東北亞國家經貿關係及未來情勢之發展。
本次會議主席黃清晏理事長致詞時指出，俄國多年來高度依賴能源產業的出口，貿
易夥伴包括中國、俄國周邊國家及歐盟國家，尤其以歐盟國家為最大宗；近年來由於歐
美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導致俄國將進出口重心慢慢移往亞洲地區，因此本次會議特邀
長期研究此領域的專家就俄日、俄韓朝、俄蒙及俄中的經貿合作進行與談，並討論如何
加強台俄之間的經貿關係。
俄羅斯駐台代表處康世權副代表表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幾項地緣政治計劃，包括
印太區域、中日韓三國以及台灣的外交戰略，都將發展重心轉向「南方國家」
；然而東北
亞地區也僅有二個區域合作計畫，且幾項針對北方國家的發展戰略、歐亞經濟聯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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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及韓國「新北向政策」等，似乎均不在台灣政府的考量之中。渠期盼透過本次的
座談會讓與會來賓更了解俄國與東北亞國家的經貿情勢走向，並和與會來賓進行寶貴的
意見交流。
前駐俄羅斯代表處姜書益副代表以「回顧台俄關係的發展」為題，提出台俄關係的未
來展望。渠首先表示，台灣與俄國的關係具有三大性質：首先，就「歷史性」而言，台俄
關係必須追溯至 1945 年的蘇中關係；再者為「法律性」
，早在台蘇關係時期，台灣加入
聯合國及各種國際組織等，甚至是台灣駐俄代表處的註冊，都牽扯到法律的問題；第三
則為「政治性」
，台灣和俄國在雙方的對立、衝突到接觸、關係建立及推動，直到未來發
展均有強烈的政治和戰略性色彩。
再者，台俄關係的回顧可分為「對立年代」
（1945-1968）和「接近年代」
(1968-1988)。
在對立年代時，台蘇之間因聯合國代表權和外蒙古入會案發生衝突及冷戰；在接近年代，
由於蘇中關係逐漸冷卻，蘇聯當局亦漸進開放與台灣接觸，也因陶甫斯油輪案（топс）
，
讓台俄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台俄關係在蘇聯解體後，因俄國外交政策轉變，開始和台
灣發展彈性外交，兩國開始正式接觸，民間交流也逐漸興盛。
最後姜副代表提出了對台俄關係的展望，俄國漸漸將經貿中心轉移至亞洲地區，尤
其台灣距離俄國遠東地區甚近，更應把握此優勢加強與該區的合作，除了能源科技和經
貿的往來，學術教育的交流也極為重要。雖然「一帶一路」使俄中關係更為緊密，台灣依
舊有許多機會加強與俄國的經貿往來，並以此作為未來推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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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誠摯邀請您的參與
為豐富內容，展現台俄交流多方觀點，
「台俄經貿」誠摯邀請您惠賜大作。來稿經
採用者，將致贈薄酬及當期雜誌。基於編排所需，本刊對於來稿保有刪改編輯權；
恕不退稿，敬請見諒。此外，亦歡迎企業廠商刊登廣告。
稿件請寄「台俄經貿」編輯委員會
10656 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1 樓
或電郵：tra.tra@msa.hinet.net

台俄協會係非營利組織，在有限的人力及財力之下，
會務之發展亟需仰賴您的積極參與及經費的支持。

如何捐款支持我們
銀行匯款 / 轉帳捐款

聯繫方式
電話：(02)2755-2991

臺灣企銀復興分行（銀行代碼：050）

傳真：(02)2755-2870

戶名：台俄協會黃清晏

電子郵件：tra.tra@msa.hinet.net

帳號：070-12-07511-6

地址：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1 樓
聯絡人：杜先生、趙小姐

※ 敬請於捐款後與本會確認，俾利開立捐款收據。捐款依所得稅法之規定得列為所得稅之扣除額。

農用 ! 家用 !
都好用 !

黑旺特 1 號

黑旺特 4 號

黑旺特 43 號

20-5-10-60

11-5.5-22-45

15-15-15-4-50

高氮配方 = 長葉肥

品目 (6-05)
肥製 ( 複 ) 字第 0792034 號
1. 硝磷基黑旺產品，易溶解、吸收
快。
2. 含作物必須次要元素硫與鈣。
3. 含有機質可改善土質，添加泥炭
增進地力及保肥力。
4. 高氮素比例，適於需氮肥較高之
作物或營養生長期施用。

高鉀配方 = 結果肥

均衡配方 = 通用肥

品目 (6-05)
肥製 ( 複 ) 字第 0792035 號

品目 (6-05)
肥製 ( 複 ) 字第 0792033 號

1. 硝磷基黑旺產品，易溶解、吸收
快。
2. 含作物必須次要元素硫與鈣。
3. 含有機質可改善土質，添加泥炭
增進地力及保肥力。
4. 高鉀素比例，適於需鉀肥較高之
作物如香蕉、甘藷、果樹結果中
後期及根莖類蔬菜施用。

1. 硝磷基黑旺產品，易溶解、吸收
快。
2. 含作物必須次要元素鎂及鈣。
3. 含有機質可改善土質，添加泥炭
增進地力及保肥力。
4. 三要素含量均衡，適於多種作物
如一般果樹、瓜果蔬菜及土栽切
花等全期施用。

家庭園藝使用肥料小撇步：( 內附一匙肥料量約為 15 公克 )
1. 盆栽植物： 5 吋盆約 2 公克、1 呎盆約 5 公克；施用於盆緣並覆土，約每 1 個月施用 1 次。
2. 葉菜類：每次每平方公尺均勻施用 40~50 公克，視生長周期長短可追加施用 1~2 次。
3. 草皮：每平方公尺均勻施用約 50~60 公克，約每 1 個月施用 1 次。
4. 庭院花木：1~2 年苗木每株約 10~20 公克、3 年以上成株每株約 20~40 公克；施用於植株四周
並覆土，約每 1 個月施用 1 次。

服 務 電 話：0800-883300
技術服務電話：037-269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