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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美國與中國外交戰略的角度，分析兩國軍事交流之
發展與限制。目前美中整體雙邊關係，既非「敵人」，也非「盟
友」，在此背景下，雙方的軍事關係同時呈現出「競爭」與「合
作」的特質。近年來中國持續推動軍力現代化，已升高美國對
來自中國潛在軍事挑戰的關切。美中在發展軍事交流的同時，
政治與軍事互信仍顯不足。雙方的軍事合作關係在本質上屬於
「消極性戰略合作」，目的在避免發生軍事意外、防止兩國軍
事對抗態勢升高。目前美中雖已建立起越來越多的軍事對話與
交流管道，但在各項安全議題的合作卻面臨無法深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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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期以來，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軍事交流，一直是觀察兩國政治
氣氛友好與否的重要指標。近年來，隨著美、中在區域安全與經貿
議題的對話持續增加，兩國軍事部門之間的交流與接觸也逐漸展
開。目前美、中高層軍事領導人之間的互訪相當頻繁，雙方已經發
展出定期的國防對話機制，包括「國防諮商會談」(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 簡稱 DCT) 以及根據「軍事海上諮商協定」(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簡稱 MMCA) 所召開的年度會議
與工作小組會議。此外，兩國海軍船艦也在二○○六年舉行首度的
戰術通訊與海上搜救演練，雙方的國防部並在二○○八年正式設立
軍事「熱線」(hotline)。
然而，在美、中軍事交流日漸頻繁之際，雙方的軍事競爭關係
卻也因為中國軍力快速發展而逐漸浮現。美、中雖然已開始針對各
種功能性安全議題展開對話，但因在結構面上逐漸出現軍事競爭關
係，導致雙邊軍事交流的深化面臨了限制。
為了了解美、中軍事交流的本質，本文將從美國與中國外交戰
略的角度切入，探討美國與中國如何界定彼此的雙邊關係，進而分
析美國與中國推動雙邊軍事交流的目的與限制。本文的研究時期集
中在二○○四至二○○七年期間，美國與中國軍事交流的實際狀
況，以及雙方在推動軍事交流過程中所面臨的障礙。研究內容主要
包括四個部分：第一、探討美、中對彼此的外交戰略，並且分析雙
方推動軍事交流的主要目的；第二、討論雙方軍事交流的發展現況
以及雙方推動合作的主要範圍；第三、分析美、中進行軍事交流所
面臨的障礙；最後，評估美、中軍事交流的本質與安全意涵，並做
出本文的研究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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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中外交戰略及雙方推動軍事交流之目的
一、美中外交戰略比較
在二○○四至二○○七年期間，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軍事交流逐
漸升溫，反映出雙方對推動軍事交流的高度興趣。美、中之間的雙
邊軍事交流，為雙方各自外交戰略的一環，因此欲了解美中推動軍
事交流的目的，必須掌握雙方的外交戰略設計。
美國學者羅維爾 (John P. Lovell) 針對國家的外交戰略設計，
曾提出一個分析架構。根據羅維爾的外交戰略分析架構，一個國家
在設計對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戰略時，必須對該國的「意圖」與「能
力」進行審慎評估。在評估的過程中，假如 A 國認為 B 國的戰略意
圖符合 A 國的利益，在 A 國能力大於 B 國時，A 國會採取「領導」
(leadership) 戰略，尋求透過說服與討價還價的方式，與 B 國進行
外交交往，使其行為符合 A 國的利益；但在 A 國能力小於 B 國時，
A 國會採取「協同」(concordance) 戰略，以較低的姿態，尋求與 B
國之間的合作 (Lovell, 1970)。
另外，當 A 國認為 B 國的戰略意圖威脅 A 國利益時，假如 A
國能力大於 B 國，則 A 國會採取「對抗」(confrontation) 戰略，透
過強制的手段，迫使 B 國修正其外交政策路線，使 B 國的外交行為
不至於威脅 A 國的利益；但是假如 A 國的能力小於 B 國時，則 A
國會採取「和解」(accommodation) 戰略，調整 A 國本身的政策，
盡量避免激怒 B 國 (Lovell, 1970)。
透過上述外交戰略分析架構，觀察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W.
Bush) 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戰略，可發現目前美國的「能力」整體上
仍大於中國，但布希政府對於中國近年來能力的提升，尤其是軍力
的現代化，已經越來越關切。至於中國的「意圖」，布希政府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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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做出最後的判斷。因此，目前布希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戰略兼採
了「領導」與「對抗」兩種途徑 (參閱圖 1)。

美國能力大於中國

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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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意圖

中國意圖

威脅美國

未威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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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

美國能力小於中國

圖 1 美國對中國外交戰略選擇
在軍事「能力」上，美國自從一九九一年波灣戰爭後，積極推
動所謂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簡稱
RMA)，尋求發揮資訊革命的潛能，對美軍的情報、運作、組織、
準則與技術等領域進行全面整合，讓美國在 RMA 領域居於世界領
導地位；相形之下，中國在相關領域的發展，明顯落後美國 (Ross,
1999)。美國近年來十分關注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度，認為中國正
尋求發展反制美國優勢軍力的戰略與軍力，包括研發高科技武器系
統、不對稱軍力、電子戰、反太空武器、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空
防系統、戰略武力與戰場無人飛機等，而相關武器系統的發展對美
國具有高度的針對性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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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的戰略「意圖」，布希政府在二○○六年出版的《四
年時程國防評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簡稱 QDR) 與《國
家安全戰略》(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中，將中國定位為「處在戰略十字路口的國家」(country at
strategic cross-roads)。布希政府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戰略意圖不明，
「中國崛起」可能為區域情勢帶來正面影響，但也可能帶來負面影
響，因此美國必須採取具體行動，引導中國朝正面方向發展，並且
「防範」(hedge) 中國朝負面方向發展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b)。
根據布希政府在二○○六年公布的《國家安全戰略》，美國對
中國的政策主要包括兩部分：一方面，布希政府必須與中國「交
往」，透過說服與協商，引導中國與國際社會進行整合，進而改變
中國的國際行為，使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但另一方面，布希政
府也對中國採取「防範」戰略，透過必要的外交與軍事準備，嚇阻
中國威脅區域安全、挑戰美國利益 (The White House, 2006)。
在中國方面，其對美國外交戰略的選擇，也可從中國對美國「能
力」與「意圖」的評估，予以觀察。在「能力」上，中國了解不論
在政治、軍事、經濟與科技領域，目前中、美之間仍有一定程度的
差距。在「意圖」上，中國面對美國的霸權地位與軍事優勢，一直
抱持質疑的態度，但為了維持國內經濟發展，又無法與美國全面決
裂。因此，中國對美國的外交戰略兼採「和解」與「協同」兩種途
徑，一方面發展自身的綜合國力，拉近與美國之間的國力差距，另
一方面管理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防止雙邊關係惡化 (參閱圖 2)。
在軍事「能力」上，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超強，在軍事科技
領域的發展程度，遠遠超越世界其他國家。面對美國擁有的軍事優
勢，中國軍方了解無法在短期內全面趕上美軍的高科技作戰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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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能針對美軍的關鍵性弱點，發展出新的作戰準則與作戰能
力，引進「不對稱」戰爭的概念，達到「以弱擊強」的目標 (Dod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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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國對美國外交戰略選擇
針對美國的戰略「意圖」，布希政府在二○○六年版的《國家
安全戰略》中，表示願意協助中國整合進入世界經貿體系、鼓勵中
國成為美國的「負責任的利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與
中國合作因應全球化帶來的挑戰、合作處理北韓核武問題等，均符
合中國的國家利益，中國也願意在相關領域上與美國發展合作關係
(The White House, 2006)。
但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霸權主義」表達高度的關切與不滿，
一再地譴責「強權政治」與「集團政治」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
主要根源 (Young, 2001; Dumbaugh, 2008)。中國方面認為，美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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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主義」已在國際體系中發揮重要影響力，並且具體地表現在美國
對國際金融、區域安全與外國內政的干預。面對美國「霸權主義」
的持續擴張，中國軍方領導人認為，中國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過程中，勢必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矛盾與鬥爭 (熊
光楷，2003: 9)。
在軍事層面，中國軍方對於美國利用軍事優勢地位，設法遏制
競爭對手的作法，感到相當不安。根據解放軍領導人的分析，美國
在擴展國際霸權地位的過程中，主要是以中國為假想敵。冷戰結束
後，美國的主要戰略構想是「以美洲大陸為依託，以北約與美日軍
事同盟為兩大戰略支柱，從歐亞兩大陸向全球進行新的戰略擴張，
把美國的領導作用拓展到世界各地，同時將防止新的全球性與區域
性競爭對手出現視為重要任務，以確保美國唯一的超強地位」(張萬
年，1999: 29)。
整體來看，美國與中國對彼此的外交戰略，反映出雙方的安全
關係同時存在著戰略競爭與戰略合作。美國面對處在「戰略十字路
口」的中國，仍然強調必須和中國進行交往，鼓勵中國朝正面道路
發展，成為美國的經濟伙伴與「負責任的利害關係人」。中國面對
美國的「霸權」，強調必須發展自身的綜合國力、推動軍事現代化、
提升中國國際影響力，但也要管理美中關係，避免雙邊關係的惡化
衝擊到中國發展綜合國力的整體外在環境。

二、美國推動美中軍事交流之目的
在美、中各自外交戰略的設計之下，雙方對於推動兩國軍事交
流各有考量。在美國方面，推動美中軍事交流可達到的政治與軍事
目的，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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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雙邊軍事關係
近年來，布希政府針對中國提出所謂的「防範」戰略，具體作
為包括：(1) 調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力部署；(2) 加強美國與區域
盟友間的安保合作關係；(3) 強化美軍在關島的兵力部署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6)。1 五角大廈在亞太地區執行「防範」戰
略的同時，認為有必要建立起美軍與解放軍之間的對話管道，對雙
邊安全關係進行管理，以防止軍事意外發生。二○○七年三月七
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 (Robert Gates) 指出，美國並未將中國視為
「戰略對手」(strategic adversary)，中國在「某些方面是美國的伙伴」
(a partner in some respects)，「某些方面是美國的競爭者」(a competitor in other respects)，而推動軍事交流將有助於建立起雙方之間
的互信 (Garamone, 2007)。
短期來看，美國希望透過和中國的軍事交流，一方面防止中國
低估美國維護亞洲安全的決心，另一方面與解放軍共同討論包括台
海情勢、戰略核武、太空武器、反恐、北韓核武與防止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擴散等議題，並且影響中國對相關問題的政策立場；長期來
看，美國希望利用軍事交流，說服中國不要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建
立的安全秩序，並且成為一個尊重國際體系的「負責任利害關係人」
(Weith, 2006: 7)。

(二) 防範軍事意外事件
根據五角大廈的分析，近年來中國的海、空軍投射能力，已經

1

二○○六年五月一日，美、日公布「美日兵力部署調整執行準則」(U.S.-Japan
Roadmap for Realignment Implementation)，確定駐日美軍調整的計畫，包括調整美
軍在琉球與橫田空軍基地的駐軍、重新部署美軍航母空軍聯隊、與重新配置美軍訓
練設施，提升美軍在此地區的機動性與打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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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超出台灣海峽的地理運作範圍。目前解放軍正加強潛艦部隊在
西太平洋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周邊海域的活動。二○○六年十月與
二○○七年十一月，中國的「宋級」柴油動力攻擊潛艦曾兩度在日
本沖繩附近水域，和美國「小鷹號」航空母艦發生近距離接觸，並
且在「小鷹號」進入其魚雷攻擊範圍後才主動浮出水面，幾乎釀成
軍事意外事件 (Gertz, 2006；Kyodo News Service, 2008)。面對解放
軍海、空軍逐漸具備境外投射能力，五角大廈擔心雙方機、艦在西
太平洋地區遭遇的機會大為增加，因此有必要發展進一步的「信心
建立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防範軍事意外事件發生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a：2)。
在冷戰時期，美國曾和蘇聯簽署「一九七二年海上意外事件協
議」(1972 Incidents at Sea Agreement) 及「一九八九年美蘇防範危
險軍事意外事件協定」(1989 U.S.-Soviet Prevention of Dangerous
Military Incidents Agreement)，當年美、蘇便是根據這兩項協定，建
立起美軍太平洋司令部與蘇聯遠東司令部在危機時的對話管道，讓
雙方的軍事關係獲得改善 (Campbell & Weitz, 2005-06)。美國一直
希望將美、蘇在冷戰時期防止軍事意外事件的經驗，引進美、中安
全關係。一九九八年一月，美國與中國簽署 MMCA，目的在建立
雙邊溝通機制，避免兩國海軍在近距離接觸時出現誤判。然而，較
之美、蘇的「一九七二年海上意外事件協議」，美、中簽署的「軍
事海上諮商協定」，條文過於模糊且缺乏運作細節，因此未能防止
二○○一年海南島 EP-3 軍機擦撞事件的發生 (Weith, 2006)。
有鑑於此，美方希望加強與中國協商海上軍事安全議題。二
○○七年四月二十四日，美軍太平洋司令部司令季亭 (Timothy
Keating) 在出席參院聽證會時便指出，美國與中國必須效法美、蘇
在冷戰時期的經驗，加強防範「海上意外事件」的對話，防止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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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水面艦艇在蒐集情報時出現對峙，引發意外衝突 (2007)。

(三) 推動中國軍事透明化
一九九○年代柯林頓政府推動美、中軍事交流，曾遭美國國內
批 評 相 關 交 流 活 動 缺 乏 「 透 明 」 (transparency) 與 「 對 等 」
(reciprocity)，認為中國在軍事交流過程中，並未向美軍做出同等程
度的開放。由於美方認為提升軍事透明度是避免誤解與增加互信的
重要手段，因此在與中國進行軍事交流時，一再表達對於中國軍事
透明度的關切 (Campbell & Weitz, 2005-06)。
五角大廈在二○○六年公布的 QDR 中，延續國防部長倫斯斐
(Ronald Rumsfeld) 在二○○五年六月提出的質疑，認為中國目前並
未面臨其他國家的直接威脅，卻在軍事上進行大規模投資，已經引
發區域內其他國家對中國軍力現代化的不安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b)。二○○七年六月十三日，美國副助理國防部長勞
利斯 (Richard P. Lawless) 在眾院聽證會指出，未來中國將具備與
美國進行軍事競爭的潛力，但中國領導人仍試圖隱藏中國的軍力發
展，讓外界無法得知中國的動機、決策以及軍事現代化的關鍵能力
與方向，因此美方希望能和中國針對核武政策與軍事戰略，進行廣
泛的對話 (Lawless, 2007)。

(四) 達到軍事嚇阻效果
自從解放軍受一九九一年第一次波灣戰爭影響開始推動海、空
軍現代化以來，中國軍文領導人對解放軍的戰力越來越有信心，並
且相信「台灣問題」不是美國的關鍵利益，只要能升高美軍傷亡或
戰爭代價，便能讓美國打消介入台海情勢的念頭，這種想法引發一
九九六年台海危機的發生 (Christensen, 2001)。有鑑於此，柯林頓
政府在台海危機發生後，和中國進行軍事交流的目的之一，在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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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行「嚇阻」，避免中國低估美國防衛亞洲與台海安全的決心
及能力 (Campbell & Weitz, 2005-06)。
擔任柯林頓政府副助理國防部長的坎培爾 (Kurt Campbell) 曾
指出，一九九○年代後期美國對中國的軍事交流活動非常成功，中
方不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繼續對抗的原因，在於美軍在一九九
九年空襲科索沃的軍事行動，讓解放軍體認到美軍事優勢，並開始
避免和美國出現軍事對抗 (Campbell & Weitz, 2005-06)。而美國為
了避免中國誤判情勢，在進行美中軍事交流時，常邀請中國代表團
參觀美軍重要設施，刻意向中國展現美軍的現代化戰力，藉以達到
嚇阻解放軍的效果 (Pollpeter, 2004: 83)。

三、中國推動美中軍事交流之目的
至於在中國方面，其推動和美國的軍事交流，也有其外交戰略
的考量。目前美國在許多方面仍被視為中國安全利益的潛在威脅來
源 (Shambaugh, 1999-2000: 62)。推動中、美軍事交流涉及中國在
政治與軍事層面的利益，其中較重要者包括：

(一) 降低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慮
根據解放軍領導人的分析，美國在擴展國際霸權地位的過程
中，一直把中國視為假想敵。尤其近年來，美國五角大廈在其公布
的《中國軍力報告書》(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中，一再表達對中國軍事能力發展的憂心。五角
大廈在二○○六年公布的《中國軍力報告書》中便提出警告，認為
中國的軍力成長不僅對台灣構成威脅，長期來看，終將衝擊整個區
域的軍力平衡。換言之，五角大廈擔心中國的軍事能力發展將會影
響亞洲地區的穩定，並開始將中國軍事發展定義為區域性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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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a: 10)。
北京方面認為，美國雖然開始擔心「中國崛起」的效應，但截
至目前為止對於該如何因應「中國崛起」與中國軍事發展，美國國
內仍有許多歧見。因此，推動中、美軍事交流與互訪，將有助於讓
美國把中國視為一個對等的伙伴，緩和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慮
(Campbell & Weitz, 2005-06: 172)。另外，美國軍方對於美國的安
全政策形成，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因此推動中、美軍事部門交
流，將能鼓勵華府在台海問題、武器出口管制與對台軍售等問題，
採取對中國較為有利的立場 (Weitz, 2002)。

(二) 了解美軍現代化進程
美軍在一九九一年波灣戰爭後，開始推動 RMA，在情報、運
作、組織、準則與技術等領域，進行全面的創新與整合，建立全天
候運作與精準打擊能力 (Metz, 1997)。由於美軍擁有最先進的軍事
理論與武器裝備，中國透過與美國的軍事交流，對解放軍的現代化
帶來至少兩方面的意義 (Pollpeter, 2004)：
1. 解放軍承受來自中國領導人要求推動軍事現代化的壓力，透
過和美軍的軍事交流，將能吸收美軍現代化的經驗，確立解
放軍未來推動軍事改革的方向。
2. 解放軍推動和美軍的交流，可觀察美軍在指揮管制、作戰編
成、部隊演練與武器裝備的現況，此將有助於解放軍發掘美
軍在運作上的問題，進而研擬出反制美軍的戰法。

(三) 對美台軍事交流施壓
長期以來，美國是台灣最主要的武器供應者與軍事合作對象，
因此中國希望透過和美軍的對話，說服美方降低對台灣的安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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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減少對台軍售。二○○六年五月，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在會見
美軍太平洋司令法倫 (William Fallon) 時，便要求美國停止與台灣
的軍事交往，並終止出售台灣先進武器 (蔡明彥，2006)。
二○○六年七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在訪美期間，也
呼籲美國恪守中、美簽署的三項聯合公報，停止出售先進武器給台
灣。在郭伯雄訪美的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劉建超針對美國出售
台灣 66 架 F-16C/D 戰機一事，向美方提出抗議，認為美國出售戰
機給台灣，將損害中、美關係 (蔡明彥，2006)。中國在與美國進行
軍事對話之際，已設法將美、中軍事交流與美、台軍事交流掛鉤，
藉以對美方施壓，要求美方對美、台軍事交流設限。

參、美中軍事交流發展現況
在美國與中國各自利益的考量下，雙方的軍事接觸與交流活動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現階段美、中軍事交流已從高層互訪，發展出
交流型態越來越多元的軍事接觸活動。在二○○四至二○○七年期
間，美、中軍事交流活動的內容，大致包括以下幾個重點；

一、推動軍事官員互訪
二○○四至二○○七年期間，美、中軍事高層之間的互訪十分
頻繁。二○○四年一月，美國參謀長聯席會議主席邁爾斯 (Richard
Myers) 訪問中國，成為布希政府上任以來美軍出訪中國層級最高
的將領。二○○五年一月，美國國防部長倫斯斐訪問中國，應邀參
觀解放軍二砲司令部，成為首位參訪該單位的外國軍事領導人。此
外，美軍太平洋司令部前後任司令，包括法戈 (Thomas Fargo)、法
倫與季亭每年幾乎都會出訪中國，並和解放軍領導人進行對話。尤
其法倫在擔任美軍太平洋司令部司令時，更在二○○六年內兩度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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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中國。同時，美軍前後任參謀長聯席會議主席佩斯 (Peter Pace) 與
邁爾斯，也分別在二○○四與二○○七年訪問中國，與解放軍領導
人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國防部長曹剛川與解放軍總參謀長
梁光烈等人會晤。
美國與中國在一九九七年十二月成立的 DCT 機制，雖因二○○
一年 EP-3 軍機擦撞事件一度中斷，但已在二○○二年恢復運作。
在二○○四至二○○七年期間，美、中舉行了 DCT 第六至第九回
合的會談。其中第六與第七回合會談，分別由美國國防部次長費斯
(Douglas Feith) 與解放軍副總參謀長熊光楷主談，而第八回合會談
則因熊光楷退休，改由美國助理國防部長羅德曼 (Peter Rodman)
與解放軍總參謀長助理章沁生主談。第九回合會談則由解放軍副總
參謀長馬曉天與美國國防部次長艾爾德曼 (Eric S. Edelman) 負責
主談 (Kan, 2007)。
至於美、中在 DCT 中協商的安全議題，內容十分廣泛。雙方
在六回合的會談中，觸及有關雙邊軍事交流、熱線、北韓核武與台
灣安全等議題；在第七回合會談中，討論軍事交流、熱線、加強海
空安全、解放軍現代化、與美國兵力部署調整等問題；在第八回合
會談中，則討論軍事交流、武器非擴散、反恐與奧運安全，同時美
方還提議邀請解放軍二砲司令靖志遠訪美；在第九回合會談中，雙
方討論軍事交流、全球與區域安全議題、反恐與飛彈防禦等問題
(Kan, 2007)。
除了前述雙邊定期軍事對話機制之外，美國與中國也透過區域
性多邊對話機制，討論雙方關切的安全議題。例如由英國「國際戰
略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簡稱 IISS) 在
二○○一年六月建立的「亞洲安全高峰會」(Asia Security Summit)，
便提供美、中軍事領導人另一個對話平台。二○○七年在新加坡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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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第六屆「亞洲安全高峰會」，便有來自美國、日本、中國、印
度、南韓、印尼、巴基斯坦、孟加拉、斯里蘭卡等二十六個國家的
國防部長與國防代表與會，美國與中國分別由國防部長蓋茲與解放
表 1 二○○四至二○○七年美中軍事高層互訪一覽表
年份

二
○
○
四
年

二
○
○
五
年

二
○
○
六
年

國防部官員互訪

高級將領互訪

DCT

▓ 美軍參謀長聯席

▓ 美國國防部次長費
斯訪中，參加第六回
合 DCT，與解放軍副
總參謀長熊光楷舉行
會談。

會議主席邁爾斯
訪中。
▓ 美軍太平洋司令
部司令法戈訪中。
▓ 解放軍總參謀長
梁光烈訪美。
▓ 美 國 副 助 理 國 防 ▓ 解放軍廣州軍區
部長勞利斯於一月 司 令 員 劉 鎮 武 訪
訪中，討論二○○五 問夏威夷。
年 軍 事 交 流 計 畫 與 ▓ 美軍太平洋司令
海上軍事安全問題。 法倫訪中。
▓美國國防部長倫
斯斐訪中。
▓美國副助理國防
部長勞利斯於十二
月再度訪中，討論二
○○ 六 年 軍 事 交 流
計畫與海上軍事安
全問題。
▓ 美 國 副 助 理 國 防 ▓ 美軍太平洋司令
部 長 亨 利 (Ryan 部 司 令 法 倫 兩 度
Henry) 訪中，向解 訪中。
放 軍 副 總 參 謀 長 葛 ▓ 中共中央軍委副
振 峰 說 明 美 國 新 版 主席郭伯雄訪美。
▓ 美軍太平洋艦隊
QDR。
司 令 羅 格 納 德
(Gary
Roughed)
訪中。

▓ 解放軍副總參謀長
熊光楷訪美，與美國
國防部次長費斯舉行
第七回合 DCT。

▓ 美國助理國防部長
羅德曼訪中，與解放
軍總參謀長助理章沁
生舉行第八回合
D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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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蓋
茲訪問中國。

二
○
○
七
年

▓ 解放軍副總參謀

長葛振峰訪問夏
威夷。
▓ 解放軍總參謀長
梁光烈訪問太平
洋司令部。
▓ 美軍參謀長聯席
會議主席佩斯訪
中。
▓ 解放軍海軍司令
員吳勝利訪美。
▓ 美軍太平洋司令
季亭訪中。
▓ 美軍太平洋司令
部空軍司令赫特
茲 (Paul V. Hester) 訪中。
▓ 美國海軍參謀長
穆 倫
(Michael
Mullen) 訪 問 中
國。

▓ 解放軍副總參謀長
馬曉天訪問華府，與
美國國防部次長艾爾
德曼舉行第九回合
DCT。

資料來源：整理自 Kan (2007: 56-64)。

軍副總參謀長章沁生與會，並且在會中針對美國與亞太安全、中國
與 印 度 、 核 子 挑 戰 、 保 護 區 域 水 域 安 全 等 議 題 進 行 討 論 (Eyal,
2007)。
此外，美國也希望與解放軍進行中低階軍官與資深士官的互訪
活動，但是相關提議卻一直受到解放軍方面的擱置。美軍認為，軍
事交流的重點在於建立雙方人員的接觸，尤其必須先在運作層級建
立基本互信，才能進一步在戰略層級發展出相互了解。但是解放軍
認為，軍事交流應採「由上而下」的方式進行，以戰略層級的對話
優先，簽訂具體的合作協定，藉以奠定雙方互動的基礎。解放軍擔

美國與中國軍事交流之發展與限制 (二○○四～二○○七年)

549

心美國推動中低階軍官與資深士官的交流活動，真正目的在於影響
解放軍年輕軍官的觀念與想法，進而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
(Pollpeter, 2004)。由於雙方對於推動中低階軍官與資深士官交流的
必要性，抱持南轅北轍的觀點，導致雙方在此領域的軍事交流活動
進展相當緩慢。 2

二、美國邀請解放軍觀摩軍事演習
二○○六年五月，美軍太平洋司令部司令法倫訪問北京時，邀
請解放軍派員觀摩六月在關島舉行的「勇敢盾牌」 (Valiant Shield)
軍演。中國方面也首度同意接受美軍的邀請，在二○○六年六月十
九至二十三日派出由解放軍海軍副參謀長張磊愚率領的十人參訪
團，赴關島觀摩美軍演習。
美軍首度邀請解放軍觀摩軍演，可視為信心建立措施中的「透
明化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對於加強兩軍之間的互信，具
有正面意義。但另一方面，美軍在這場「勇敢盾牌」軍演中，似乎
有意向中方展現美軍戰力。在訪問行程中，美軍邀請解放軍觀摩團
成員參觀美軍新近部署到關島的 B2 戰略轟炸機與 AGM-86 型巡弋
飛彈，並且登上美軍最新型的「雷根號」(USS Ronald Reagan) 航空
母艦，參觀工作狀態中的航管室和作戰指揮室。根據中國官方媒體
「新華社」的分析，美軍刻意展現在同時間結合各軍兵種進行多重
軍事任務的動員能力，目的在於展示強大戰力，讓解放軍知道兩軍
的差距，達到嚇阻的效果 (「中國軍事代表團」，2006)。
2

直到二○○八年十月一日，解放軍才由總參軍務部長鍾志明少將率領一個十二人的
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成員包括三名士官、九名軍官，此為解放軍首次派遣中低階
軍官 (士官) 出訪美國。但在此次出訪活動後，由於美國在二○○八年十月三日宣
布對台灣高達六十五億美金的軍售計畫，導致中方宣布終止二○○八年底之前中美
兩國之間的軍事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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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行兩國海上搜救演練與海上安全協商
防止軍事意外事的發生，是美方推動與解放軍交流的重要目的
之一。為了避免兩國海軍發生海上意外事件，美軍與解放軍根據一
九九八年簽訂的 MMCA，舉行雙邊海上安全諮商對話，並開始進
行海上聯合搜救演練。
在海上安全諮商方面，美、中定期召開 MMCA 的年度會議與
海空安全工作小組會議。此外，美、中根據 MMCA，在二○○五
年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召開首次的「特殊政策對話」(Special
Policy Dialogue)，由美國副助理國防部長勞利斯訪問北京，與中方
討論有關海空安全政策問題 (Kan, 2007)。二○○六年十二月七至
八日，美、中根據二○○五年一月「特殊政策對話」的提議，由美
國副助理國防部長與解放軍外事辦主任在華府另外召開「國防政策
協商會談」(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 簡稱 DPCT)，討論
兩國在經濟海域的活動權利。
二○○六年八月七至十一日，美、中在夏威夷召開 MMCA 的
海空安全工作小組會議時，雙方提出溝通備忘錄，規劃兩軍進行通
訊演練與兩階段海上搜救演練相關事宜。依照雙方的規劃，解放軍
「青島號」驅逐艦於二○○六年九月訪問美國，並在珍珠港與美國
「鍾雲號」(USS Chung-Hoon) 驅逐艦進行首度的戰術訊號演練，
並在加州外海與美軍艦艇舉行首度海上聯合搜救演習的第一階段
演練。二○○六年十一月，美、中海軍艦艇在中國附近南海海域舉
行海上聯合搜救演習的第二階段演練。演習想定為中國船隻在南海
海域遇險，中方請求航經該水域的美軍艦艇協助搜尋與救援。演習
過程由中方指揮通訊演習和聯合搜尋遇險船隻，美方則負責指揮雙
方艦艇在海上實施船隻救援。
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副主任錢利華在評論此次演練時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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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雙方經過長達八年的海上軍事安全磋商達成共識，決定舉行首次
海上聯合搜救演練，此為兩軍進行交流合作二十多年來的重大務實
性交流 (「中美舉行首次海上聯合搜救」，2006)。

四、設立軍事熱線
二○○四年二月，美國國防部次長費斯提議美、中兩國應該協
商設立軍事「熱線」，用以防止危機時雙方的緊張情勢升高，但是
這項提議遭到中方的擱置。二○○六年五月，美軍前太平洋司令部
司令法倫訪問北京時，再度提及設立熱線的建議，但遭到中國軍方
再次擱置。雙方對於設立軍事熱線的主要歧見，在於美方認為「熱
線」可在危機時提供雙方溝通管道，但是中方則認為在出現軍事對
立時，應該管制雙方的軍事對話 (Weith, 2006)。
解放軍一直到了二○○七年六月在新加坡召開第六屆「亞太國
防安全論壇」時，才正式回應美方有關「熱線」的提議。二○○七
年九月，解放軍副總參謀長章沁生再度表達解放軍願意與美軍討論
「熱線」的意願。二○○七年十一月六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在訪
問中國時，與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會晤，針對設立兩國國防部之間
的熱線直通電話達成初步共識，雙方同意未來將在業務部門解決技
術問題後，簽署一項有關熱線的協議 (「中美將就兩國國防部」，
2007)。二○○八年四月十一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與中國國防部
長梁光烈正式啟動兩國軍方之間的熱線電話，兩人透過直通電話進
行了大約三十分鐘的對話。
然而，中國在同意設立美、中軍事熱線後，仍然主張不應將軍
事熱線與「台灣問題」掛鉤，強調熱線的設立是讓美、中國防領導
人就雙方關心的重大問題，特別是緊急情況進行溝通。中國方面刻
意排除透過軍事熱線協商「台灣問題」的可能性，目的在防止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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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發生緊張情勢，美國可能透過熱線對中國施壓，屆時將限縮中
國處理「台灣問題」的行動自由度 (「國防部」，2007)。

肆、美中軍事交流的主要障礙
美、中雙方的軍事交流近年來雖有明顯的成長，但是軍事交流
關係的推展，仍然受限於若干因素，包括整體政治關係、法規限制、
「透明」與「對等」爭議以及軍事競爭關係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對
未來美、中軍事交流關係的發展與深化，帶來不確定的因素。

一、政治關係
自從一九八○年美、中開始推動軍事交流以來，雙方的軍事交
流與合作一直受到雙邊政治關係的影響，兩國軍事交流活動多次因
為政治事件宣告中斷，包括一九八九年天安門事件、一九九六年臺
海飛彈危機、一九九九年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拉夫大使館事件，以
及二○○一年海南島上空軍機擦撞事件。相關發展顯示美國與中國
政治關係的脆弱本質，同時反應軍事交流對鞏固雙方政治關係的有
限功能。
目前美、中雙方仍存在政治互信不足的問題，猜忌對方的政策
目標與政策行為。美國方面十分關切中國的軍力發展，因此希望透
過軍事交流，與中國針對核武問題、軍事戰略與作戰準則等安全議
題，進行對話。儘管中國領導人胡錦濤表示中國願意與美方討論前
述問題，但是中國政府至今仍未與美國針對相關問題進行實質的討
論 (Lawless, 2007)。
美、中政治關係能否持續穩定，是影響未來兩國軍事交流的最
大變數。目前美、中之間較具敏感性的政治議題，包括「台灣問題」、
人權議題或美日安保等，都可能對美、中軍事交流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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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前副助理國防部長坎培爾的說法，美國國內不論是保守派
或是自由派人士都曾提出對美、中軍事交流的批評，認為美國行政
部門只想跟解放軍交往，卻忽略中國在人權與非擴散議題上的不良
紀錄 (Campbell & Weitz, 2005-06: 179-180)。未來美國與中國政治
關係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導致雙方以終止軍事交流做為報復手段，
使得軍事交流成為兩國政治關係的「抵押品」(hostage) (Campbell &
Weitz, 2005-06: 180)。
一個明顯的例子發生在二○○七年，美國小鷹號航空母艦戰鬥
群原本計畫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訪問香港，讓艦上官兵在當地度過感
恩節假期，但小鷹號訪港的申請，卻未獲中方批准，引發美方的強
烈抗議。美國白宮發言人培里諾 (Dana Perino) 批評中國拒絕小鷹
號停靠香港是項「錯誤決定」。中國駐美大使楊潔箎被迫在第一時
間向美方提出澄清，指出此次事件完全是「誤會一場」，希望這次
不愉快的事件能儘快落幕。但是中國外交部卻隨後否定楊潔箎所謂
「誤會一場」的說法，指出美國布希總統公開接見西藏精神領袖達
賴喇嘛，而且同意出售台灣「愛國者二型」改良式防空飛彈，才是
中國拒絕小鷹號前往香港的主因，並且批評美國的「錯誤舉動」已
經損及美中關係 (The White House, 2007; Greenlees, 2007)。雖然
中方後來改變主意，同意小鷹號停靠香港，但小鷹號已經決定返回
日本橫須賀母港，並在十一月二十六日晚間刻意途經台灣海峽，向
中國展現美方的不滿 (Pomfret, 2007)。整起事件充分反映美中軍事
互信基礎薄弱，雙方的軍事交流活動常因政治因素出現變化。

二、法規限制
一九九○年二月，美國國會通過「外國關係授權法案」(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1990-FY1991)，該法案後來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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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P.L.101-246 號法律。該項法律在第 902 (a) (4) 節中，限制美國
對中國的軍售與其他軍事合作計畫，除非相關合作符合美國的國家
利益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04)。一九九九年五月二十
五日，美國眾議員寇克斯 (Christopher Cox) 公布一份調查報告，
指稱中國政府正透過各種軍事交流活動，竊取美國新一代的核武技
術，引發美國各界的嚴重關切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99)。在「寇克斯報告」公布後，美國國會隨即通過
「二○○○年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 2000, P.L. 106-65 號法律)，要求美、中軍事合作與交流，不
能涉及協助解放軍提升作戰能力。
「二○○○年國防授權法案」在第 1201 節中規定，美國國防
部長不能授權同意可能傷害美國國家利益的美、中軍事交流。該法
案也限制美軍不可與解放軍在以下十二個領域進行接觸，包括：(1)
武力投射運作；(2) 核武運作；(3) 先進聯合武器與戰鬥運作；(4) 先
進後勤運作；(5) 化學與生物，或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防範運作；
(6) 偵察監視運作；(7) 聯合戰略實驗與其他與戰爭轉型的活動；(8)
軍事太空運作；(9) 先進武裝部隊的作戰能力；(10) 軍售或軍事相
關技術的轉移；(11) 提供機密性或限制性的資訊；(12) 接觸美國
國防部實驗室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0)。
二○○六年，美國國會又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 2006，P.L. 109-63 號法律)，該法
案在第 1211 節中規定，中國軍火公司不得購買羅列於美國「軍需
物品清單」(Munitions List) 上的設備與服務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c)。
二○○六年三月九日，美國眾議員史耐德 (Victor Snyder) 曾在
聽證會中指出，為了加強美、中軍事交流，應該檢討鬆綁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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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行性 (Kan, 2007)。然而，是否解除針對美、中軍事交流的相
關法規限制，不僅是項法律問題，還涉及國防政策問題。布希政府
在考量美、中整體關係後，目前仍傾向不修改現行法規。二○○七
年六月十三日，副助理國防部長勞利斯在眾院聽證會指出，目前有
關美、中軍事交流的法律限制，沒有調整的必要 (Kan, 2007)。

三、透明與對等
自一九九○年代以來，美方一直抱怨缺乏「透明」與「對等」
是美、中推動軍事交流的主要障礙。基本上，美國與中國針對「透
明」存在的不同認知，連帶地引發雙方軍事交流中「對等性」不足
的問題。
美、中軍事交流缺乏透明與對等是公認的事實，連解放軍也坦
承此一問題的存在。根據解放軍的說法，中方無法增加軍事透明度
的理由在於：(一) 中國某些軍事單位仍然十分落後，對外完全開
放，將會暴露解放軍的軍事弱點；(二) 中國傳統軍事思想強調戰略
欺敵的重要性，必須讓對手摸不清底細，才能在戰場上達到嚇阻的
效果；(三) 解放軍宣稱由於經費不足，中方無法全面推動各項交流
活動；(四) 中方不希望外界將關注焦點，鎖定在中國的軍事發展
(Pollpeter, 2004: 55-56, 83-84)。
中國方面對於「軍事透明」的觀念向來十分保守，正如《人民
日報》在二○○六年六月二十六日評論美、中軍事交流時指出：
「中、美軍事交流的問題，是美國一味指責中國軍事發展『不透
明』，其實根本不存在絕對的透明」(〈台灣問題〉，2006)。但是
美國「藍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在二○○四年發表研究報
告，針對美、中軍事交流提出警告，認為在進行軍事交流的過程中，
美國強調「開放」，中國強調「神秘」，這將是一種「危險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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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ous mix)，這樣的交流將讓中國掌握美軍現況，並且發展出
反制美軍的戰法 (Pollpeter, 2004: 57)。
「美中經濟暨安全評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也在二○○六年公布的年度報告中指
出，美中軍事交流缺乏對等性，將讓解放軍在交流過程中單方獲
利。美軍必須審慎評估和解放軍的交流活動，防止解放軍取得美軍
的技術與運作經驗。同時，美軍也應加強對解放軍的情報蒐集，掌
握解放軍的目標、準則、戰略、現代化計畫與資源分配狀況，以防
在 未 來 威 脅 美 國 的 安 全 利 益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131)。
美、中對於「透明」與「對等」的不同見解，導致美、中軍事
交流雖然越來越熱絡，但對於增加中國軍事透明度，效果十分有
限。例如：中國軍方在二○○五年八月與俄國軍隊舉行「和平任務
2005」聯合軍演時，便拒絕美軍希望派員觀察的要求，讓美方頗有
微詞 (Kan, 2007)。另外，根據美國國防部官員在二○○七年五月
提出的分析指出，中國的軍事透明度在近年來並無改善的跡象。雖
然中國在近年來公布的國防白皮書中，一再解釋中國的國防政策，
但是內容大多在闡述中國的善意，並未針對中國軍隊實際運作狀況
提出詳細的說明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b)。

四、軍事競爭
美國五角大廈在近年來公布的《中國軍力報告書》與 QDR 中，
多次表達對中國軍事能力發展的憂心，並且警告中國的軍力成長不
僅對台灣構成威脅，長期來看，終將威脅整個區域的軍力平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a: 10)。
中國為了縮小與美軍在軍力上的差距，目前正積極發展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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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武力。在「洲際彈道飛彈」(ICBM) 方面，中國已研發出「東
風 31」與「東風 31A」兩型新式飛彈，前者射程達 7,250 公里以上，
後者射程達 11,270 公里以上，可對美國本土進行攻擊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a: 42)。美軍戰略司令部司令卡特賴特
(James Cartwright) 在二○○六年五月表示，美國希望邀請中國加入
「美俄核武聯合預警中心」，並就核武戰略與開放軍事設施參訪等
問題，與中國交換意見 (「美國邀中國」，2006)。二○○六年六月，
美國助理國防部長羅德曼在美、中第八回合 DCT 中，邀請解放軍
二砲司令靖志遠訪美，但該項提議至今仍遭中方擱置 (Kan, 2007:
23)。
二○○七年六月十三日，美國副助理國防部長勞利斯在眾院的
聽證會上，表達對中國發展新一代核武的憂慮，認為解放軍戰略核
武的能力已大幅提昇，但解放軍卻一直拒絕與美方針對核武政策、
核武戰略與核武準則，進行對話 (Lawless, 2007)。
另外，在太空安全議題方面，美國也要求與中國進行對話。美
國長期以來都將太空安全視為重要的國家安全議題之一，認為一旦
喪失太空優勢，美國國家安全將遭受威脅，軍事優勢地位也會受到
挑戰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b: 55-56)。近年來解放軍積
極發展反衛星武器，尋求建立打擊敵人衛星網絡的能力，引發五角
大廈的高度關切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a: 20-22)。二
○○六年十月，美軍戰略司令部司令卡特賴特便指出，美國希望能
與中國針對太空武器進行對話，對衛星攻擊行為進行界定，防止兩
國發生衛星互撞與干擾的事件，但是美方的提議一直未能獲得中方
的回應 (Kan, 2007: 23)。
二○○七年一月十一日，中國軍方首度成功測試反衛星武器，
利用中程陸基彈道飛彈擊毀一枚距離地表八百多公里的「風雲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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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氣象衛星，向外界展現中國的反衛星能力。在中國積極發展
太空戰能力之際，美國卻一直無法透過美、中軍事交流管道，取得
相關的資訊。二○○七年五月，美軍太平洋司令部司令季亭向郭伯
雄質疑中國測試反衛星武器的動機，認為中國測試反衛星武器的舉
動向美國與外界送出一個「混淆的訊息」(confusing signal) (Mulvenon, 2007: 10)。二○○七年四月十二日，美國空軍參謀長莫斯利
(Michael Moseley) 也指出，中國測試反衛星武器已經危及美國國家
安全，面對此一威脅，美國的太空系統必須提升戰備狀態 (Wolf,
2007)。
中國發展的新一代核武與太空武器，對美國具有高度的針對
性，凸顯出雙方在軍事領域存在競爭關係，未來雙方能否針對這些
問題發展出對話或管理機制，將是觀察兩國政治與軍事互信程度的
重要指標。

伍、結論
本文透過對美國與中國外交戰略的觀察，發現目前美、中雙邊
整體關係，既非「敵人」，也非「盟友」，在此背景下，雙方的軍
事關係同時存在著「競爭」與「合作」的現象。尤其近年來隨著中
國軍力的現代化，美國對於來自中國潛在的軍事挑戰，已經越來越
關切，讓雙方在軍事上的競爭關係逐漸浮現。因此，美、中兩國之
間的軍事交流在最近幾年雖然日漸熱絡，但仍遠不如雙方在區域安
全與經濟領域發展出的合作關係。在觀察二○○四至二○○七年期
間美、中軍事交流關係的發展狀況後，本文提出以下幾項綜合分析：
首先，從美、中軍事交流的本質面來看，美國與中國推動軍事
交流，主要是為了管理雙邊安全關係，雙方的軍事合作基本上屬於
「消極性戰略合作」(nega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因為美、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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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軍事交流雖然涵蓋許多面向，但是仔細分析雙方的合作內容，
可發現兩國間的軍事交流，並非如同美國與其他亞太國家例如日本
的軍事合作一般，目的在強化雙方的軍事整合，並且建立起共同維
持區域安全的軍事合作機制。相反地，美、中之間的軍事交流，主
要是為了避免雙方發生軍事意外事件、防止兩國軍事對抗態勢升
高。因此，美、中發展軍事交流與合作的重點，在過去幾年之間一
直是以海上安全諮商、海上搜救演練與軍事熱線等信心建立措施做
為雙方合作的主要內容。
另外，從美、中軍事交流的運作面來看，美、中對於雙邊軍事
交流的推動，存在著不同的政策目標。在交流過程中，「解放軍在
意『看到誰』，但美軍在意『談些什麼』與『看到什麼』」(Campbell
& Weitz, 2005-06)。解放軍在推動與美軍的交流過程中在意「看到
誰」，希望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經由軍事高層領導人的接觸，
緩和雙方對立氣氛，化解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慮，因此積極推動高
層軍事領導人間的互訪活動。
然而，美軍在軍事交流過程中，則在意雙方能「談些什麼」，
尤其基於對中國潛在軍事挑戰的關切，美國在和解放軍進行交流
時，希望能將具有敏感性的安全議題包括核武安全、海上安全與太
空安全等，引進兩國軍方的安全對話議程中。同時，美軍十分在意
在交流過程中能「看到什麼」，希望解放軍基於「透明」與「對等」
原則，開放更多重要的軍事設施供美軍參訪，以達到提升雙方軍事
互信的目的。
整體看二○○四至二○○七年之間美國與中國的軍事交流與
合作關係，與二○○一年 EP-3 軍事擦撞事件發生初期做比較，確
實出現明顯的進展。然而，隨著中國軍力快速發展，美、中在推動
軍事交流的過程中，雙方的政治與軍事互信仍顯不足，導致雙方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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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經建立起越來越多的對話與交流管道，但在各項安全議題的合
作卻面臨了無法深化的困境。
觀諸未來，只要美、中軍事交流持續推展，雙方的對話與合作
勢必進一步牽涉更敏感的軍事安全議題。屆時雙方能否對逐漸浮現
的軍事競爭關係，進行更有效的管理？能否針對核武安全與太空武
器等問題，發展出更積極的對話？能否化解雙方對軍事透明的歧
見，取得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點？這些結構面與運作面的問題能否
妥善解決，將會是影響未來美、中軍事交流廣度與深度的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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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foreign strategy.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is neither that
of enemies nor alli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feature a mixtur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Given
China’s efforts to promot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Washington has
shown increasing concern over the potential military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 While both powers seek to advance bilateral military exchange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mutual trust has remained weak. Thus,
the nature of U.S.-China military exchanges has been one of “nega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imed at the avoidance of military accidents
and confrontations. Although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ave built multiple channels for military dialogue and exchanges, the two countries
nonetheless find themselves in a predicament over how to deepen
their cooperation on various securit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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