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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A的前世今生和最新發展
歷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菲律濱和美國於

1951年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奠定了菲美軍事聯盟關係。隨著美

國維持在菲律濱的多個軍事基地，以及菲律

濱參加韓戰和越戰，菲律濱成為美國在北約

以外最重要的盟友。

雖然菲律濱軍事力量薄弱，但地理位

置處於太平洋戰略地點，被視為通往亞洲大

陸的門戶之一，因此美國在遏制中國的島鏈

中，包括了菲律濱。而歷屆菲律濱政府可說

都是極端親美的，在菲律濱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交之前，菲律濱甚至是極端反共的，隨

著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歷史性訪華後，菲

律濱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才開始軟

化，並開始接觸。

1991年菲律濱彬那杜霧火山爆發，火

山灰摧毀了美國兩大軍事基地克拉克空軍基

地和蘇比克海軍基地，1992年，菲律濱參議

院否決了美國提出的延長軍事基地租約，美

國在菲律濱的軍事基地正式終結並分階段撤

離。菲律濱政府接管了美國前軍事基地並開

發成工業園和經濟特區，希望吸進世界各國

投資。

隨著美軍撤離菲律濱，菲美關係跌入谷

底，美軍陷入中東戰爭，也就無暇顧及菲律

濱。1999年，菲美訪問部隊協議（VFA）獲

菲律濱參議院批准正式生效，規範了美軍在

在菲期間的行為和活動，也開啟了菲美一年

一度的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Balikatan）。正

式為美軍重返菲律濱奠定基礎和法律依據。

隨後在2014年，菲美又簽署加強防禦合作協

議（EDCA），進一步放寬美軍在菲律濱的活

動範圍，包括開放5個菲律濱軍事基地讓美軍

使用，包括儲存武器和軍事物資，但不得儲

存核武器，因為這違反菲律濱憲法中禁止核

武器的規定。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美軍撤離菲律濱

後，菲美兩國軍事合作和軍事聯盟關係，被

綁定在這三大條約/協議上，隨著歷任總統

的加持，已經變得牢不可摧，軍事演習規模

也越來越大，美軍駐紮在菲律濱已成為公開

的事實。就連平時宣稱痛恨美國的杜特地總

統，在任內的菲美軍事演習規模非但沒有縮

小，甚至在他卸任前的最後一次軍事演習，

堪稱史上規模最大。

2022年5月，一直被視為「中國人民的老

朋友」的老馬科斯的獨子小馬科斯當選菲律

濱總統，本以為他會繼續執行前朝政府的親

華政策，但上任半年，其言行動作，都表明

他跟美國非常親近，菲律濱新屆政府甚至在

和美國政府討論擴大EDCA，將5個軍事基地

擴充到10個。

EDCA簽署後的有效期是10年，也就是

2024年，因此菲美有2年時間來談判如何續

約。

EDCA允許美國在不收取租金或類似費

用的情況下進入協議地點。然而，美國將支

付自己的運營費用。

另外，該協議還規定，美國將通過雙邊

安保機制，對建設活動的約定地點擁有運營

控制權。它還授權美國對這些領域進行改造

和改進。

「菲律濱指定當局」及其授權代表可進

入這些地點。

EDCA表示，菲律濱將保留協議地點的

所有權。美國將必須歸還任何商定的地點，

包括根據EDCA不再需要的永久性建築。

美國建造的永久建築成為菲律濱的財

產，但美軍在菲律濱停留期間由美軍使用。

EDCA的初始任期為10年。此後，本協

定將繼續有效，除非美國或菲律濱提前一年

書面通知終止本協定。

 EDCA將為菲律濱帶來什麼災難？
 要知道，日本侵略菲律濱，是因為菲律

濱是美國在其本土以外最大的軍事基地，因

此要摧毀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勢力，就必須

佔領菲律濱。

現在南海局勢仍然緊張，美國千方百計

挑起事端，菲律濱歷屆政府跟著美國起舞，

EDCA的擴充只會讓菲律濱進一步陷入潛在的

中美衝突漩渦之中，這也是很多菲律濱學者

和媒體的觀點。

無論是台海或者是南海發生衝突，由於

美軍的這些軍事設施，將讓菲律濱陷於非常

被動的局面，在法律和國際協議的允許下，

美軍可利用菲律濱作為對華作戰的跳板和軍

事物資補充地點，就好像越戰和韓戰時期一

樣，這無疑是在玩火，也與禁止外國駐軍的

法律背道而馳。

若不廢除這三個充滿冷戰思維的軍事

協議，任何「獨立外交政策」都只是空談。

菲律濱仍然無法擺脫美國的控制和擺佈，但

話說回來，菲律濱民眾支持和信任美國仍然

佔大比數，菲律濱人仍然以移民美國，圓美

國夢為目的。杜特地總統曾公開承認，菲律

濱軍方多數是親美的，從將領到普通士兵，

他們也習慣用美國武器，許多技術也是美國

派人來菲律濱傳授和培訓的，包括反恐，偵

查，情報搜集，災難反應等。

 最新進展
 菲律濱國防部2022年11月15日宣佈，菲

律濱政府將加快執行EDCA。

菲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描加洛說，EDCA

擴充的新地點包括鄰近台灣的菲北部省份加

牙鄢省（2處）以及巴拉灣、三描禮斯和伊莎

迷拉各一處。

菲國防部透露，這些是菲國防部今年9月

在夏威夷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會談時討論

的。

菲國防部說，這些新設施計劃在2023年

開始建造，但強調不會儲存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或核武器，只是用於訓練和儲存物資。

以前公佈的地點包括巴拉灣的安頓紐

卯智斯沓空軍基地、邦邦牙省的巴薩空軍基

地、蕊描伊絲夏省的麥獅獅堡、宿務的墨

丹——敏尼道伊文空軍基地和鄢市的倫比亞

空軍基地。

再加上5個新基地的位置，可看出美軍在

菲律濱南北都有駐點，這比以前擁有軍事基

地的面積和地點更加廣泛。

新增加的5個地點還未公佈具體軍營的名

稱。

但據菲媒體報道，其中兩個新地點是加

牙鄢省Lal-lo鎮的一個空軍基地和三描禮斯

省蘇比克的一個海軍基地。蘇比克很近黃巖

島。

（本報資料室）

週日，身穿紙糊服裝的男子列隊穿過黎剎省安戈諾社的街道，參加巨人節。兩年後，隨
著新冠疫情措施的放鬆，該社恢復慶祝該節日。

菲頻繁遭颱風侵襲 團體助裝太陽能板
本報綜合報道：氣候變遷導致極端天氣

事件頻繁，菲律濱頻頻遭受強颱侵襲，強度

也日趨猛烈。2022年10月，奈格颱風重創菲

律濱，災後綠色和平與當地青年團體為受災

地區安裝再生能源，協助盡快復原，同時要

求化石燃料企業承擔加重氣候危機衝擊的責

任。

根據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報告發現，

過去50年來因氣候變遷衝擊，極端天氣事件

平均每天都會發生。災害發生的頻率不僅正

在增加，造成的死亡與經濟損失也越來越嚴

重，累積超過200萬人喪生，而其中發展中國

家就佔了超過91%。

2021年12月超級颱風雷伊（Rai）重創菲

律濱南部，世界百大景點著名衝浪勝地錫亞

高島（Siargao）高達95%的區域受到破壞，民

宅、醫院和學校滿目瘡痍，超過38萬人被迫

撤離，災情十分慘重。

超級颱風諾盧（Noru）2022年9月在菲律

濱北部計順省（Quezon）登陸，歐美氣象單

位都以「前所未見」形容6小時內迅速增強的

風速，其帶來的強風暴雨肆虐馬尼拉北岸武

六干省（Bulacan），導致多處淹水、停電，

陸海空交通大亂。

緊接著10月尼莎颱風（Nesat）劇烈的暴

雨造成北部嚴重災情，而當月底的奈格颱風

（Nalgae）肆虐菲律濱，超過86萬人逃離家

園，280個城鎮電力供應中斷，農損金額高達

13.3億披索，是2022年死傷第二高的風災。

威力越來越強的颱風不斷侵襲菲律濱，

強風掀翻屋頂、吹倒樹木和混擬土電線桿，

猛烈雨勢引發洪水泛濫與土石流，村莊農田

淹水、作物全毀，災民失去所有家當，生活

陷入困境，甚至無家可歸。許多城鎮還因為

缺乏基礎建設而通訊中斷、停電、停水，受

災影響程度也越來越嚴重。因此菲律濱被聯

合國列為「最受氣候變遷衝擊的國家」之

一。綠色和平菲律濱辦公室聯合布拉干省當

地青年團體，共同向菲律濱政府呼籲，必須

在災後復原計畫與長期經濟復甦策略中，確

保使用再生能源。綠色和平帶頭示範，於

2022年9月在受災社區安裝太陽能板與太陽能

充電燈，協助災後重建。

其實早在2022年初，綠色和平就曾與

合作夥伴，為遭受超級颱風雷伊侵襲的武運

島（Bohol）受災地區提供太陽能板，展示

了再生能源不但可以作為風災後的有效重建

設施，也能停止依賴助長氣候變遷的化石燃

料。太陽能板的電力容量為300Ｗ，除了提供

電燈與手機所需電力，也能保持通訊管道暢

通，有助於協調救援工作。

2022年4月29日，綠色和平菲律濱辦公室

為遭受超級颱風雷伊侵襲的武運島，裝設太

陽能板，電力容量為300Ｗ，為電燈與手機提

供電力，保持通訊暢通幫助救援工作。當地

居民手舉「污染大戶應負起責任」布條。

「減緩災難危機管理的青年團體」團長

藍布伊說：「身為救災志工，我們發現颱風

造成的破壞程度不只是短期影響而已；長遠

來看，大大衝擊了社區的生活方式。所以我

們渴望學習新的方法，盡快讓民眾從災後復

原，更容易重建他們的生活。」

青年氣候倡議者也呼籲即將上任的政

府，必須將氣候正義視為首要處理的官方議

程，以加速災後重建經濟與人民生活。

回顧2013年，菲律濱「海燕」風災導致

嚴重損失和傷亡。2015年開始，綠色和平與

眾多在地團體努力促請菲律濱人權委員會，

對水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等碳排大

戶展開調查。2017年菲律濱人權委員會開始

提出人權投訴，並於2019年底公開結果。在

眾人倡議與努力之下，多年訴訟終於獲得人

權法院判決：化石燃料企業必須負責。

這份報告歷時數年，調查針對47間石油

企業，包括殼牌石油（Shell）、全球最大綜

合礦業公司必和必拓（BHPBilliton）、英國

石油（BP）、雪佛龍（Chevron）、康菲石

油（ConocoPhillips）、埃尼集團（ENI）、

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奧地利石油天

然氣集團（OMV）、西班牙國家石油公司

（Repsol）、法國道達爾（Total）等。

2022年5月菲律濱人權委員會發布《國家

氣候變遷調查報告》最終結果，指出化石燃

料企業製造大量碳排，加劇氣候變遷，導致

災害頻繁發生，大幅影響民眾生命與財產安

全，進而侵害基本人權，這47間碳排大戶企

業必須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這個調查結果

不僅確立法律基礎，也成為其他地區的參考

依據。

2018年5月24日，菲律濱人權委員會舉辦

第二場公聽會，邀請連署團體、受災社區代

表，針對47個碳排大戶企業的氣候責任，進

行陳述。

因此，菲律濱經歷2022年多次風災後，

綠色和平再次呼籲菲律濱政府以具體行動應

對氣候危機，必須提供長期且具系統性的解

決方案。綠色和平東南亞執行總監沙紐說：

「各國政府必須採取緊急行動，排除所有不

切實際的解決方案，加快再生能源的發展進

程。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影響，必須傾聽氣候

脆弱族群的聲音，追究碳排大戶與各國政府

的責任，以及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儘管數個菲律濱社區與地方政府一直努

力提高應變能力，並施行減少災害風險與有

助災後復原的措施，然而極端氣候的嚴重程

度已變得難以承受。真正的氣候行動應該是

由高碳排的富裕國家，為遭受極端天氣事件

影響的國家，提供財務資金與技術支持，碳

排大戶更須為他們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

第27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7正在埃及

展開，討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損失和損

害」，各國資金援助也是重點議程。綠色和

平以觀察員的身分到場，為氣候脆弱的地區

爭取人權正義，爭取補償與資金，並呼籲各

政府必須積極減排、提升氣候韌性，建立損

失與災害融資機制。

環保組織抗議中國承包商
為納卯薩馬爾橋項目鑽孔

本報訊：環保組織抗議薩馬爾島—納卯

市連接橋的中國承包商第二次嘗試在哥斯達

馬里那海灘度假村海岸的橋樑擬議著陸點鑽

孔。

位於亞典耀大學納卯分校的環境倡導組

織Ecoteneo和可持續發展卯運動（SDM）於日

前得知一艘駁船和一艘拖船上的三名中國公

民已停靠在哥斯達馬里那海岸，試圖在未經

度假村業主同意的情況下鑽孔時，便立即抵

達薩馬爾島。

Ecoteneo行政主任仙道斯表示，這是中

國承包商第二次嘗試在擬建的橋接處鑽孔，

即使這些團體仍需要向納卯市議會提交將橋

接處遷至另一個不會威脅到珊瑚礁的區域。

然而，納卯地區公造部發言人奧里茨在

另一份聲明中表示，公造部不再考慮團體和

受影響土地所有者的提議，也就是不考慮重

新調整將連接薩馬爾島至納卯市的3.98公里

大橋的著陸點的提議。

奧里茨在回覆菲律濱詢問者日報的查詢

時說：「在這個階段，重新調整不再可行。

這不在貸款範圍內。」

他說，改變該項目的設計將需要另一

個繁瑣的可行性研究過程，而且成本也會更

高。

奧里茨淡化了環保組織的主張。他說，

公造部是首先尋求納卯地區環境部辦事處的

許可，以確定擬議橋樑附近的受2018年擴大

的國家綜合保護區系統法所涵蓋的保護區。

他們還向市級環境資源辦事處和省級環境資

源辦事處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他表示，他們獲得了一份證明，表明擬

議的著陸點在擴大的國家綜合保護區系統之

外，而且，他們將證明提交給環境管理局進

行評估。他說，保護區管理委員會於2020年

10月8日發布了對薩馬爾島—納卯市橋樑項目

的批准和支持證明該項目在薩馬爾島的受保

護景觀和海景之外。

土地所有者提議的替代著陸點位於日本

政府經濟產業省於2016年提出的區域附近。

盛情難卻？

馬科斯將訪問所有亞太經合組織成員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透露，亞太經合

組織的所有成員都邀請他訪問各自的國家。

小馬科斯在11月19日星期六參加亞太

經合組織後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哪些國

家邀請了我？全部。我會接受哪些國家／地

區？全部。」

總統點名了一些邀請他訪問的國家。其

中包括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新西蘭、越

南和中國。他對中國的訪問已經得到證實。

這將於明年一月進行。小馬科斯說：「我想

在某個時候全都走訪一遍。但是，你們都知

道日程安排問題，我必須回馬尼拉，我們有

很多事情要解決。」

他說：「這總是非常有用。例如，法

國、加拿大，這些都是遙遠的國家，但他們

都來了。甚至俄羅斯，美國都來了，因為眾

所周知，亞太地區仍將是全球經濟的驅動

力，而全球經濟已經重新開始。」

陸軍將增加導彈和防空能力
本報訊：菲陸軍正著眼於增強其導彈和

防空能力，以證明其在應對各種威脅方面的

全面、直接的承諾。

上週末在陸軍炮兵團能力發展研討會閉

幕式上強調了這一點。

負責行動的助理參謀長呂宋上校在活動

中擔任主賓嘉賓和演講者。

他表示，該演習將「有助於確保陸軍能

力的主導地位，這是值得菲武裝部隊其他主

要部隊效仿的。」

在陸軍炮兵團能力發展研討會能力發展

研討會期間，與會者討論了陸軍導彈和防空

能力的非物資發展，並從制定陸軍2025-2030

年中期計劃開始。

陸軍發言人特立尼達上校11月20日說：

「目的是制定包括導彈團、近程防空炮台和

極近程防空炮台在內的火力、防空和反蜂群

的方案。」

導彈團、短程導彈炮台和反短程導彈

炮台將進一步增強陸軍的防空能力，幫助他

們實現捍衛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使

命。

炮台是指火炮在戰術意義上的分組。

2020年，陸軍啟動了第2防空炮兵連和第

2野戰炮兵連，作為其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

發展的一部分。

炮台設計用於為陸軍部隊、地區和設施

提供防空，對抗無人機或遙控車輛以及固定

和旋轉飛機。

同時，野戰炮兵炮兵連通過火力支援機

動單位，幫助部隊進行殲滅、中和、壓制敵

人的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