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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夫賽局與影響國際地緣政治
的關鍵戰爭

 懦夫賽局(The game of chicken):

Ⅰ：雙方對撞，玉石俱焚。

Ⅱ：一方轉彎，贏者全拿。

「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代表性例証:1962古巴飛彈危機(持續13天)；
2022俄烏戰爭；裴洛西訪台。

回顧影響中美俄三角關係至為深遠的1969年珍寶
島戰役(持續半年)、1979年中共懲越戰爭(持續
13天、)。



修昔底德陷阱VS新三國演義

修昔底德陷阱：解釋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
是崛起強權和既有強權之間結構性的壓力
，和三個主要動態因素：利益、恐懼、
和榮譽。

世界將進入中、美、俄的「新三國演義」
時期，臺灣距烏克蘭甚逺，但已發生「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的連鎖反應。臺灣應
如何因應？強敵環伺中的以色列和新加坡
如何在夾縫中生存發展？



國際地緣政治的巨變

俄羅斯以「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特別軍事行
動」為名，於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堪
稱為繼2001年911恐攻後，本世紀第二起讓全
球地緣政治改觀的重大事件，也是二戰後歐陸
最大的軍事衝突。

俄國與西方撕破臉、美國將中國視為全球頭號
眼中釘，中俄共戰略同盟勢必更加緊密，今後
世界恐重回到類似冷戰兩大陣營對立、競合的
老路，影響既深亦遠。



俄烏戰爭何時了?

 近代政治學之父馬基維利:「戰爭在你願意時開始
，卻並不在你樂意時結束」。聯合國大會9/20第
二次以141票贊成、5票反對、35票棄權，通過譴
俄案。

 普丁9/21宣布:啓動二戰以來首次《部分動員令》
，將徵召30萬兵員;解放頓巴斯全境目標不會改
變;支持頓內茨克、盧甘斯克、札波羅熱及赫爾松
四州的公民自決;詡言將盡一切手段保護國家與人
民，絕非【虛張聲勢】。

 俄國防部長紹伊古同日表示:兵員將首先用於控制
1000公里的接觸線和解放區，俄羅斯擁有2500

萬人規模的可動員資源。



俄烏戰爭的遠因:
千年競逐＆普丁野心

※俄烏系出同源:俄烏歷史連結上溯至西元九世紀，
當時東斯拉夫民族曾在基輔建國。

※1917年10月列寧將頓巴斯送給烏克蘭；二戰後史
大林將併吞自波蘭、羅馬尼亞及匈牙利之領土移
交烏克蘭。

※1954年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國。2014年2

月普丁下令佔領，公民投票後併吞，招致制裁。

※烏克蘭取自蘇聯的土地包括:盧甘斯克、頓內次克、
哈爾科夫、扎波羅熱、赫爾松等。

※ 1991年烏國獨立前就是蘇聯的成員國。



美國及烏克蘭忽視俄羅斯的
霸權野心

 2008年北約峰會有人提及烏克蘭應成為其正式
成員的可能性，令普丁態度丕變。時任美國駐
莫斯科大使伯恩斯（Bill Burns）當時發密電給
白宮稱，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俄羅斯菁英最亮的
一道紅線，即使普亭的批評者，也認為這是對
俄羅斯利益的直接挑戰，俄羅斯將有所回應。

 後來歷屆美國政府皆無視伯恩斯警告，而普丁
確實做出回應。他在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然
後在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Donbas）煽動分離
派叛亂；最後便是在今（2022）年2月揮軍入
侵烏克蘭。



《明斯克協議》

 頓巴斯戰爭爆發後，烏克蘭與東部的頓內次
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代表，在2014年9月
5日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訂的停火協議
。2014年中，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同意和烏
克蘭東南部新俄羅斯聯邦的代表簽訂停火協
議；該協議簽署後，烏國同意給予東南部兩
州的自治權，但兩州仍留在烏克蘭領土內。
但東南部地區領導人仍不放棄爭取獨立，即
便擁有自治地位的法律。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0%93%E5%B7%B4%E6%96%AF%E6%88%B0%E7%88%AD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3%8F%E5%85%8B%E8%98%AD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9B%A7%E7%94%98%E6%96%AF%E5%85%8B%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99%BD%E4%BF%84%E7%BE%85%E6%96%A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6%AF%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1%9C%E7%81%A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D%8F%E8%AE%A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3%8F%E5%85%8B%E8%98%AD%E7%B8%BD%E7%B5%B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C2%B7%E6%B3%A2%E7%BD%97%E7%94%B3%E7%A7%9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6%B0%E4%BF%84%E7%BE%85%E6%96%AF%E8%81%AF%E9%82%A6


俄烏戰爭的原因:
戰略考量＆北約的進逼

 能源與安全關係密切:烏克蘭擁有龐大農牧
業、以及核武器與高端軍工製造業，亞速海
至黑海係俄羅斯重要的軍事戰略廊道。

 1991年北約曾對蘇聯承諾不向德國以東擴張
，但1999年波蘭、匈牙利、捷克；2004年斯
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立陶宛；2009年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
2017年黑山共和國，2020年北馬其頓先後加
入北約，五次東擴令俄羅斯憤狠不安。



俄烏戰爭的原因:北約的進逼

 事實上，烏克蘭自2008年起即為北約台下的盟友，接
受軍援和訓練;美國中情局自2014在烏克蘭設立秘密基
地。

 2019年2月烏克蘭國會以334/385高票通過加入北約
與歐盟案入憲。

 2021.7.12普丁在克宮官網表示略以:俄烏係出同源，
烏國1991獨立是民族共同的不幸與悲劇，不能接受烏
國加入北約。

 在美國參院於1998年5月2日通過北約東擴後，有「冷戰
之父」之稱的肯楠（George. Kennan），即預言這是一
埸「新冷戰」的開端，俄羅斯必將有所反應。



俄烏戰爭的爆發:
美俄談判失敗

 2021年秋季，俄羅斯在烏國邊境部署了十
萬軍力，旋於同年12月17日宣佈擬與北約
簽署兩項條約，即：1.北約停止東擴、不接
受新國家入盟，尤其是烏克蘭；2.美國不得
在東歐、南高加索、中亞等前蘇聯國家部署
軍事設施。美國繼於2022.1.26回覆俄方略
以:不能接受北約停止東擴，以及拒絕烏克
蘭入盟的要求。但同意與俄方就部署在歐洲
的戰略飛彈及核武透明化進行談判。



普丁開戰前的政治部局

 2022年2月15日，俄羅斯國會以351票贊成，16
票反對，1廢票通過承認頓內次克和盧甘斯克人
民共和國的法案，並要求總統普丁即刻簽署該
法案。烏克蘭外長稱此舉是對明斯克協議的重
大破壞。2月21日晚間，普丁宣布承認兩個分離
地區為獨立國家，並提供安全保障，三天後隨
即開戰。

 事實上，從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的親歐派尤
申科聲勢高漲後，俄羅斯即欲介入干預，卻益
逾引起大部分民眾之反彈。



普丁的戰略目標
 由於美俄談判失敗，普丁遂於2022年2月24
日下令入侵烏克蘭，其戰略目標是：利用美
國國立的衰退、歐洲政經不穩的現況，趁勢
回復過去蘇聯時代的勢力範圍，建立新的東
歐秩序成為區域霸主，擺脫2008年以來美國
經濟制裁的壓力。

 值得關注的是烏克蘭可能只是第一步，摩爾
多瓦、喬治亞、亞美尼亞以及亞塞拜然，均
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烏克蘭意欲加入歐盟＆北約現況

 戰爭爆發後，烏克蘭除重申加入北約外，更
表達欲加入歐盟的強烈意願，但歐盟在2008

年金融危機後元氣大傷，而且入盟條件嚴峻
，以烏克蘭之政經司法現狀，勢必無法取得
所有成員國的同意，事實証明，最後僅取得
歐盟候選國之地位，北約則不得其門而入。

 從目前俄羅斯堅拒不退兵的事實來看，應該
屬於普丁謀劃多時的一場戰爭，與烏國意欲
加入北約及歐盟似無直接關聯，而是恢復昔
日榮光大戰略的佈局。



俄烏開戰迄今的得失分析

 俄壓制烏克蘭、阻止加入北約、占領東南，
盧布挺過制裁、能源、糧食成了戰略武器，
是得;但軍方、財力、生產元氣大傷，是失。

 歐洲面對能源短缺、物價膨脹、歐元貶值、
難民充斥、軍費增加及失去俄羅斯市場，明
顯「戰爭疲乏」，是最大的輸家。

 美國則激活了北約、綁架了歐洲、賣出更多
軍火及天然氣、中斷北溪二號工程；卻也面
臨巨大通膨壓力，並影響11月期中選舉。

懷



普丁的得益與失算之處
 從15世紀以來，由沙皇、彼得一世及凱撒琳二
世等，均以對外侵略擴張贏得功名，成為橫跨
歐亞，面積1,700萬平方公里的全球最大國。

 儘管戰況互有勝負，俄軍表現不若預期，經濟
民生因受制裁而損失慘重，但對新沙皇普丁而
言，這都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必要成本。

 幾百年來，俄羅斯在對外戰爭中一直敗多勝少
，但其他國家軍事上失敗，往往會導致國家版
圖萎縮或消失，而沙俄卻靠着民族韌性與斯拉
夫民族的大量犧牲，總能把對手先拖倒拖死，
最終以慘痛代價，達成領土擴張目標。



普丁的得益與失算之處
 一.高估俄軍的戰鬥能力，同時低估了烏克蘭軍民的抵
抗意志。

 二.低估美歐的軍事介入力度，喚醒了歐洲數百年形成
的對俄歷史的深度恐懼，唇亡齒寒的危機感而加大對烏
克蘭的軍經援助，而俄羅斯軍隊的脆弱也給了他們更多
介入機會和膽量。美國更是看到伺機削弱俄羅斯這個競
爭對手的難得機遇。

 三.低估美歐的經濟與金融制裁的力度。俄羅斯對制裁
並不陌生，從2008年格魯吉亞衝突開始，西方的制裁
就沒有停過，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後，歐美更加制裁
，目前制裁程度超出了普京的戰前預期。

 四.低估對世界地緣政治結構的衝擊，招致了更大安全
威脅，並加速世界進入新冷戰狀態。



俄烏戰爭對全球的四大影響

 一、糧食短缺:俄、烏都是全球重要的糧食生產
國，分別輸出全世界第二和第一的葵花油，第
二和第六位的大麥，第十和第六位的玉米，以
及30％的小麥。俄烏戰爭重挫兩國的農業生產
和輸出，導致全球糧價高漲。

 二、能源危機:俄羅斯是能源大國，天然氣和原
油輸出，分列全世界第一及第二，每日出口全
球14％的天然氣以及近500萬桶原油。烏克蘭則
是俄羅斯天然氣出口歐洲的重要管道。西方的
制裁，俄羅斯的報復，烏克蘭的殘破，嚴重影
響俄羅斯天然氣出口，致使天然氣價格大漲。



俄烏戰爭對全球的四大影響

 三、通膨壓力:在疫情肆虐、海運大亂、港口
癱瘓以及工廠產能減少的情況下，全球正經
歷近十年以來前所未見的通貨膨脹，現在更
因烏俄戰爭引發的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揚而更
形惡化。

 四、政治動蕩:糧食、能源、通膨危機接踵而
至，直接衝擊政經社會韌性較脆弱的第三世
界國家，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甚至暴動，
進一步動搖當地政權。



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的得失分析

 中國堅守中立立場，勸和而不促打、普丁同
意建設已延宕25年的中吉烏鐵路、承接俄歐
對抗相互失去的市場、中國將在俄烏停戰協
商中擔負關鍵角色，戰後並派出維和部隊。
中國亦因俄羅斯出兵哈薩克，逼迫親中派的
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下台，而滋生心結。

 中俄共當前是利益的結合，而非志同道合的
夥伴，但美中交惡則促使中俄交密。美歐雖
有分歧，但同屬民主價值與基督教文明。



烏俄戰爭能避免嗎?大國發動戰爭理
由多，但目的只有國家利益

 專門研究烏克蘭的政治學者庫茲優（Taras Kuzio
）認為，西方必須認識到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並正視他的內容與邏輯。俄羅斯民族主義主張
「大俄羅斯」，而烏克蘭是其中之一，這也是
今日烏克蘭危機的根本原因。

 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夏摩（John Mearsheimer）則
認為，如果美歐盟邦把烏克蘭當成與俄國的緩
衝中立國，根本不會有這場戰爭，如果沒有妥
協餘地，則有核戰危機。季辛吉也持這樣的論
述。



1979「懲越戰爭」與2022「懲烏
戰爭」之比較

 一、開戰藉口:1979年中共以維護「領土主
權」和「保護華僑」為名出兵越南；2022年
俄羅斯則在宣布承認烏東兩個親俄共和國獨
立後，立刻進軍烏克蘭。

 二、戰略考量:在中共發動對越戰爭前，越南
和前蘇聯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讓中共有腹背
受敵之苦，另也藉此向美國示好；俄羅斯攻
擊烏克蘭的最大理由，是反對北約東擴。莫
斯科擔心烏克蘭倒向西方陣營，甚至引起連
鎖效應。



1979「懲越戰爭」與
2022「懲烏戰爭」之比較

 三、外交斡旋:中共發動戰爭前，鄧小平曾出訪
東南亞和美國；普丁在出兵烏克蘭前，也和美
法德等國進行外交協商。普丁出席北京冬奧和
習近平發表聯合聲明，聲稱中俄戰略合作「沒
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

 四、內政需求:中共在「文革」結束後發動對外
戰爭，有助鄧小平鞏固政治權力；因共同「制
蘇」取信美國，使中共經濟改革獲得美國協助
；普丁任期將於2024年屆滿，他因2020年7月通
過修憲公投，有望繼續競選連任至2036年。普

丁希望藉對外戰爭，抬高自已在國內的聲勢。



俄烏戰爭未來的可能發展

 俄烏主要戰爭結束後，可能零星局部的戰事
不斷，亦即「阿富汗化」 、 「伊拉克化」
，打打停停，延宕經年。隨後變成一場低強
度、沒有明確結局的長期戰爭。

 俄羅斯的目的是「准許改嫁、收回嫁妝」將
烏東頓巴斯和烏南黑海沿岸佔領區納入俄羅
斯聯邦，打通到克里米亞的的陸地走廊，迫
使烏克蘭中立，不加入北約，成為緩衝帶。



俄烏戰爭未來的可能發展

 俄羅斯為因應萬一與美歐北約開戰，故僅投
入有限兵力，但依然會維持最初戰略方向，
即全面占據烏東、烏南地區，消滅烏軍主力
，達成「去軍事化、去納粹化」，讓基輔政
權只剩烏西，既無力重整軍備也不能加入北
約，但也不會進入烏西，以免陷入阿富汗式
的泥沼。

 未來可能將烏克蘭從第聶伯河一分為二，整
個烏東納入親俄勢力範圍，烏西留作與北約
的緩衝。



俄烏戰爭未來的可能發展

 俄羅斯地大富含天然資源，且從2014年就開始
經濟轉型，判不會因這次的制裁「傷筋動骨」
。8/27 《經濟學人》報導:迄仍有100個國家未
參與制裁，佔世界經濟產值40% 。國際貿易是
否以盧布結算，以及取得貸款管道，對俄羅斯
軍經後續發展事關重大。

 俄羅斯擁有百萬部隊，投入烏克蘭戰場僅佔
15% ；而烏克蘭卻投入了150%的兵力。此外，
烏克蘭的槍砲彈藥幾乎全賴美歐支援，又無空
優，可持續力有限，考驗烏國及美歐的耐性。



俄烏戰爭未來的可能發展

 北京航天大學教授王湘穗指出：俄烏戰爭延
宕將導致歐美矛盾加劇，反觀中俄合作因俄
國被迫轉投東方而深化，歐亞大陸的重心進
一步倒向亞洲，製造業大國的中國與資源豐
富的俄羅斯高度互補，形成相互保障的「背
靠背」關係，甚至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英國權威傳記作家蕭特（Philip Short），
在《衛報》撰文指出，俄羅斯正試圖證明北
約（NATO）無力阻止它，而俄國能否成功
，取決於能源價格飆漲情況下西方的政治意
願。



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未來趨勢

 國際政治將走向集團對抗—美國與西方集團對抗
中俄集團。前者含北約、歐盟、五眼聯盟、日、
韓、台等;後者包含由俄羅斯、伊朗、巴基斯坦、
北韓、印度等九國成立的上合組織(2001.06.15成
立，面積佔歐亞大陸60%，佔世界人口40%，全
球GDP30%)。該組織現有白俄等3個觀察員，及土
耳其、沙烏地等9個對話夥伴，石油及天然氣蘊
藏量龐大。

 俄烏戰爭下的歐洲新冷戰與進行中的美中新冷戰
戰略安全與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將會主導兩大集
團對抗的主軸。集團對抗不是零和關係，經貿持
續合作，鬪而不破但益增管制與制裁。





烏克蘭國會外委會主席、駐北約代表團副代
表的烏克蘭伯布羅芙絲卡（Solomiia
Bobrovska)給台灣的建議:(以下摘自報導者)

 「請你們看著這場戰爭，並且不要忘記歷史
，從歷史中學習，尤其是在你們旁邊的那個
國家，它的本質是不會變的。請為會發生的
事情做好準備。當清晨4點有人轟炸你的家
園，你已經準備好該怎麼做。」

 她在訪談中直言，在北約會議現場看見了國
際現實、國際組織的沉痾，以及國際安全體
系面臨的考驗。



烏克蘭國會外委會主席給台灣的忠言

 目前在烏東，已是兩國間砲彈的對抗，他們
每發射30發，我們的反擊大概只能1發，這
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用挑戰形容了，而是災難
。烏克蘭在沒有足夠的軍事援助之下，不可
能用雙手打這場仗。武器的援助必須更快。

 戰爭的關鍵不在外交場域，外交途徑主要的
目標是尋找盟友，「戰爭疲乏」是正常的，
包括烏克蘭在內，人們已經累了。

）



烏克蘭國會外委會主席給台灣的忠言

 我們沒有料到俄羅斯會對全境同時展開攻擊
，畢竟烏克蘭的領土如此廣闊。所以千萬、
絕對不要低估你的敵人，不要小看他們發動
攻擊的決心跟能力，尤其對極權國家而言──
包括俄羅斯、中國、北韓──他們與一般國家
不同，是不同世界的邏輯，對民主國家來說
，他們的行事邏輯是無法預測的。我們能夠
做的，就是隨時準備好，如同以色列一樣，
我想那會是最好的策略方針。



烏克蘭國會外委會主席給台
灣的忠言

 英、美、俄在1994年與烏克蘭（及白羅斯、哈
薩克）簽訂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以保證
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換取烏克蘭放棄
世界第三大核武力量的核武器（白羅斯、哈薩
克亦放棄蘇聯解體後留在其境內的核武器）。
俄羅斯卻可毀約不認，一切的規則已經無用，
這不只是關於烏克蘭人的事，我們必須要誠實
、清楚看見現況：世界秩序已經沒有什麼效用
了，原本的國際規則不再提供安全或是任何秩
序的保證。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5%B8%83%E8%BE%BE%E4%BD%A9%E6%96%AF%E5%AE%89%E5%85%A8%E4%BF%9D%E9%9A%9C%E5%A4%87%E5%BF%98%E5%BD%95


結語
 普丁能否成功將取決於戰場局勢，而這又取

決於西方在秋冬季節支持烏克蘭的程度，屆
時能源短缺和飆漲的生活成本可能使烏克蘭
的西方夥伴承受巨大壓力。

 事實上，莫斯科業已取得烏克蘭五分之一的
領土，不必取得很大進展，普丁便能宣告勝
利。俄羅斯控制整個頓巴斯和通往克里米亞
的陸橋就夠了。俄軍若占領奧德薩（Odesa
）和黑海沿岸，將使烏克蘭淪為附庸國。



結語
 歐盟內部存在分岐:部份國家極右黨派伺機而起，美

國11月8日期中選舉，堪稱拜登首的「期中考」，
其結果均將影響對烏克蘭的支持。

 地緣政治開始轉型:當俄羅斯在歐洲挑戰美國主導的
安全秩序時，中國也正在亞洲挑戰這一秩序。

 核武威懾大國摶弈:俄國核武數量略勝美國，各自
擁有五千餘枚的核彈頭，俄烏開戰迄今，幸仍有所
節制，暫時避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惟美俄
GDP(23兆vs1.78兆美元)及軍事預算(7400億
vs660億美元)差距甚大，祈不會有擦槍走火的情
事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