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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總統哈里斯訪問巴拉灣的影響
安娜·馬仁樂-黃教授（Anna Malindog-Uy）

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定於2022年

11月20日（星期日）至11月22日（星期二）

訪問菲律濱。迄今為止，哈里斯將是拜登

政府訪問菲律濱的最高級別美國官員。

我想，鑒於菲律濱和美國之間的良好

友好關係，美國第二高級官員的這種訪問

在菲律濱和美國間是相當普通、典型和常

規的。 

迄今為止，一個國家的高級官員對另

一個國家進行國事訪問被認為是對兩國良

好關係的最高級別的國際肯定。 通常，其

目的是確認有關國家之間的良好關係。

然而，哈里斯即將對菲律濱進行的

訪問有一點奇怪，也不太常規，那就是她

即將訪問根據《美菲加强防禦合作協議》

（簡稱EDCA）在巴拉灣公主港安頓紐·卯智

示沓空軍基地建立的設施， 這裡是菲律濱

軍事指揮部的總部，負責保衛和巡邏南沙

群島，也是EDCA或美國軍事基地之一的所

在地。

就像任何關心菲律濱的人一樣，他

們非常關心菲律濱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因為兩國都是菲律濱的好朋友，從我的角

度來看，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即將訪問巴

拉灣，這是一個非常挑釁和煽動人心的行

為。 這將再次使菲律濱在面對北京時陷入

危險和尷尬的境地。 哈里斯即將訪問巴拉

望是一種挑釁和欺騙行為。 這類似於以菲

律濱為代價激怒北京。

在我看來，哈里斯即將訪問巴拉灣，

這將在菲律濱和北京之間造成不必要的、

毫無根據的緊張和爭議。 這將使菲律濱與

中國陷入新一輪可能不必要的緊張局勢，

這是徒勞的，也是可以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菲律濱最大的

貿易夥伴、最大的進口來源國、第三大出

口目的地和第二大外國投資來源國。 中國

是菲律濱在經濟領域的堅實夥伴，這種關

係對菲律濱至關重要。

此外，將哈里斯訪問巴拉灣島作為拜

登政府承諾與菲律濱作為軍事盟友站在一

起，從而維護南海基於規則的秩序的一種

姿態，是有點可笑和荒謬的。 我想菲律

濱人應該對這樣的推論持保留態度。 事

實上，美國在備受爭議的南海問題上有利

益，因為它的重心是亞洲外交政策。

但想想看，美國是南海的局外人或外

部力量。 它是一個位於太平洋彼岸的國

家。 它不是南海爭端的一方。 它在南中國

海沒有一寸領土，在南中國海上也沒有合

法的海洋利益，除了它聲稱“航行自由”

和南中國海的其他合法用途，包括根據

《聯合國海洋法》無害通過外。 然而，南

海中的“航行自由”是包括中國和菲律濱

在內的亞洲及其他地區所有國家的共同利

益，而不僅僅是美國。

我不認為中國反對南海諸國的航行自

由，主要是出於貿易等經濟原因。 但我

想，中國感到衝突和焦慮的是美國及其西

方盟友在南海的“炮艦外交”，以及美國

將利用南海在軍事上遏制和包圍中國的可

能性。

這種情況不僅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和生存，而且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種

情況類似於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和

生存的存在威脅。 這是討論地緣政治和南

海問題的關鍵所在。

真正的對話表明，菲律濱必須不惜一

切代價避免和防止成為任何超級大國包圍

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棋子。

另一方面，美國與菲律濱雙邊關係

的主要支柱顯然是：首先，兩國的安全聯

盟，菲律濱是美國在《共同防禦條約》下

的條約盟友，以及菲律濱長期以來， 在菲

武裝部隊的現代化和外部安全及資金方面

嚴重依賴美國的。

現在，假設哈里斯即將到來的訪問

有點類似於美國方面對兩國軍事同盟的肯

定。 

在某種程度上，在這種情況下，這在

更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加强菲律濱和美國之間

的軍事同盟意味著再建立五個美國軍事基

地，新增軍事資產，並在地面上部署更多

美軍靴子，我認為這不是菲律濱的前進方

向。 這類似於菲律濱的軍事化。 這將導致

以菲律濱為代價的超級大國之間爆發戰爭

的可能性。

如果事情出了問題，印太地區爆發戰

爭，菲律濱將最終造成附帶損害。 我不認

為在與中國的地緣政治較量中充當美國的

棋子或代理人是菲律濱最高國家利益的一

部分。 我不這麼認為。

菲律濱現時需要的不是新增五個EDCA

（美國）軍事基地，而是建立更多的經濟

和工業區和園區，中國能够並且願意幫助

菲律濱。 現在，如果美國想介入經濟援

助，為什麼不呢？ 它可以自由地這樣做，

而不是試圖說服菲律濱現任政府讓位於更

多的美軍基地。 

菲律濱的未來之路是加强與中國的經

貿關係，如果可能的話，加强與美國的經

貿關係以及與歐盟及其東盟鄰國等中等強

國的經貿關係。這將使菲律濱及其人民切

實受益。 地緣政治代價高昂，損害國家和

地區的福祉。

菲律濱絕不能站在一邊，奉行真正和

有意義的獨立外交政策。 它不能選擇其中

一個。 菲律濱必須堅持做所有人的朋友，

不做任何人的敵人。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

的利益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與中國和美國的

良好關係。

關於有爭議的南海問題，我認為，只

要菲中兩國的海上關係穩定，菲中關係的

大局就會穩定和安全，菲中友好合作務實

關係就會蓬勃發展。

菲激進份子叫哈里斯滾蛋
<上接頭版>

抗議者高舉標語牌，上面寫著「廢除加

強防務合作協議」、「美國滾」、「哈里斯

滾蛋」等。與此同時，警察在集會區確保抗

議行動是和平的。

抗議者試圖前往馬拉干鄢附近的孟簍

拉，但警察阻止了他們。

在通往門孟簍拉的勒道大街因集會而暫

時關閉後，駕駛者被建議採取替代路線。

抗議者在上午10點過後結束了他們的活

動。

美國大使館週一表示，菲律濱和美國將

在哈里斯訪問期間討論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和

聯合國人權聯合計劃。

菲安全專家：

中國密切關注哈里斯訪菲
本報訊：一位安全分析師表示，中國正

在密切關注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對菲律濱的訪

問，特別是對巴拉灣島的訪問，由於巴拉灣

靠近有爭議的南沙群島，到訪巴拉灣的舉動

可能會加劇緊張局勢。

菲情報與安全研究協會主席班樂義昨天

告訴CNN菲律濱：「中方對哈里斯副總統的

訪問非常感興趣並密切關注，因為美國大使

館，甚至美國國務院在較早前發布的新聞稿

稱，哈里斯副總統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是重

申美國對菲美安全聯盟的承諾。」

哈里斯和其丈夫道格拉斯．埃姆霍夫於

週日晚上抵達馬尼拉。預計哈里斯在訪問公

主港期間，將與當地的居民和民間社會團體

會面，以促進海洋保護。

雖然她的訪問也被視為美國承諾根據

《互防條約》保衛菲律濱的保證，但班樂義

表示，兩國「在處理這次訪問時非常謹慎，

以避免中國做出不必要的反應。」

專家指出，菲律濱和中國正在通過友好

協商解決分歧，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G20峰會期間重新開放了兩國的溝

通渠道，以防止未來發生武裝衝突。

班樂義說：「雖然我們的總統說哈里斯

副總統訪問巴拉灣公主港不會造成任何政治

緊張，當然，中國很關注我們，因為中國有

興趣看到這次訪問的結果以及這次訪問是否

完全是為了環境保護，或者背後有更深層次

的原因，在美軍印太戰略方面是否更具戰略

性和可操作性。」

班樂義還表示，他預計哈里斯的訪問將

根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敲定在菲國的另外五

個設施。

菲軍方官員在較早前表示，美國正在考

慮建立更多的臨時設施。根據加強防務合作

協議，美國可以為其部隊和設備儲存建造臨

時結構。

提議的其他地點包括三描禮斯、加牙

淵、伊沙迷拉和巴拉灣——這些都面向中國

大陸、台灣和朝鮮半島。

圖為菲律濱珍寶小姐日前在馬尼拉舉行初賽，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佳麗參加。

哈里斯勉菲女性成各領域開路先鋒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正在菲律濱訪問的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昨日邀集菲國女性代表舉

行講座，談「婦女和女孩賦權」。她勉勵與

會女性在身為各領域翹楚的同時，「制定好

軌跡，讓其他人可以遵循」。

哈里斯昨日先後與菲國副總統莎拉．杜

特地和總統小馬科斯會談後，又會見菲國人

權與社運人士，接著出席這場由美國駐菲律

濱大使卡爾森主持的講座。

哈里斯說，走遍世界各地，她相信可以

依據婦女和女孩在一個國家的地位，來判斷

這個國家的民主狀態。

「因此，如果我們想衡量我們做得如

何，就讓我們看看，在我們的社會中，婦女

和女孩過得怎麼樣」？

針對女性創業家面臨性別偏見和不平

等之際如何增加女性創業成功機會，哈里斯

說，全球女性，尤其是創業家時常面臨如何

獲得資金的問題。

她表示，「我們必須衡量和評估女性是

否有獲得資金、接觸銀行體系和獲得金融知

識的平等機會」，這些對於女性能否成功創

業非常關鍵。

哈里斯說，關於婦女的經濟福祉，數據

顯示，只要提高女性經濟地位，她的家庭將

受益、社區也會受益，最終將造福社會。而

保障女性經濟地位的同時，也能使她們免於

恐懼或受暴力，保障她們的人權。

身為美國首位女性副總統，哈里斯說，

她的母親是一位乳癌研究人員，終其一生都

為婦女在醫療保健體系的健康和尊嚴而努

力。對她的母親來說，人生目標除了終結乳

癌，就是好好扶養2個女兒。

哈里斯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母親經常

告訴她，在很多事情上，她可能都是第一個

做到的人，但「要確保妳不是最後一個」。

她勉勵與會的菲國女性代表，無論在

民選政府、企業界或其他領域，雖然目前她

們可能是第一個或唯一一個達成某項成就的

人，「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的責任是不要

成為最後一個，並制定好軌跡，讓其他人可

以遵循」。

菲3100萬劑新冠疫苗報廢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菲律濱有超

過3100萬劑新冠疫苗報廢，總計156億披索。

衛生部負責人維吉爾告訴無綫廣播電

台，在報廢的總劑量中，約有2400萬劑由於

保質期短而過期。

她補充說，剩餘的700萬劑是由於溫度偏

移而被報廢，而其他則是小瓶已打開但未使

用。

維吉爾說：「在3100萬劑中，近70%是

由私營機構和地方政府採購的。」

她指出，較早的新冠疫苗自裝瓶之日起

的保質期僅為6個月。

維吉爾補充說，菲律濱人對新冠疫苗的

猶豫在今年下半年也有所增加。

衛生部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17日，約

有7360萬菲律濱人完全接種了新冠疫苗。

只有2080萬人接種了他們的第一劑加強

針。

在上週的參議院全體會議預算審議中，

參議員皮婭．加耶沓諾透露，報廢的新冠

疫苗僅佔政府收到和採購的2.5億劑疫苗的

12%。

世界衛生組織已將疫苗報廢的門檻設定

為10%。

但加耶沓諾指出，世衛組織發現中低收

入國家的報廢率高達30%。

在採訪中，維吉爾重申了衛生部將在12

月進行為期2天的特別新冠疫苗接種活動。

被 稱 為 「 全 國 接 種 疫 苗 二 期 」

（Bakunahang Bayan II）的特別疫苗接種日將

在12月5日至7日進行。

針對5至11歲的兒童。

美將投資500萬美元
擴菲疫苗接種覆蓋率

本報訊：美國第二先生道格拉斯．埃姆

霍夫昨天宣布，美國將投資500萬美元來擴大

菲國的疫苗接種覆蓋率。

埃姆霍夫在加洛干市某一所小學發表演

講時說：「這項援助支持為兒童和成人分發

疫苗，以配合菲律濱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工

作，加強菲國的免疫屏障。」

埃姆霍夫是正在訪問菲國的美國副總統

哈里斯的丈夫。

根據援助計劃，美國將提供衛生用品

包、設備、藥品和其他新冠防疫用品，作為

兩國在疾病預防和提高對新冠肺炎、肺結核

和其他疾病的認識方面的雙邊夥伴關係之

一。該投資將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進行，並

通過美國救援計劃提供資金。

埃姆霍夫說，自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以

來，美國已承諾為菲律濱的應對新冠疫情工

作提供總計5100萬美元的資金。

馬加智華人被搜出無牌槍彈
本報訊：執法人員於上週六突擊搜查了

位於馬加智市一名男子及其同伙的房子後，

當局沒收了一把無牌槍械和彈藥。

奧林匹亞警察分局的警員於上週六凌晨

4點20分，對47歲小曼努埃爾．王（音）位於

奧林匹亞描籠涯的房子。

在他向國都區警署區域主任埃斯托莫

提交的報告中，南部警區主任卡拉夫表示，

王氏在較早前被馬加智警方監視，此前他因

涉嫌參與盜竊該市鋼製柵式進水口而受到監

視，據稱他持有用於犯罪的0.38口徑左輪手

槍，促使當局向法院尋求搜查令。

卡拉夫說，當馬加智市的奧林匹亞警局

的行動人員執行搜查令時，他們從王氏的住

所中繳獲一把裝了5顆子彈的0.38口徑左輪手

槍。

王氏的同夥，被確認為46歲的卡斯塔尼

奧也被逮捕，當局在他的包裡搜到了一把裝

了5顆子彈的0.9毫米口徑手槍。

埃斯托莫說，這將作為對繼續從事非法

活動的犯罪嫌疑人的嚴厲警告，因為警方不

會停止追捕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