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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的概況與展望 

蘇起 董事長 

台北論壇基金會 
 
本文收錄於蘇起、童振源主編《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台北：五南，2013)，頁 3-26 

 

一、前言. 

 

自 1987 年至今的 20 多年間，兩岸關係從無到有，走了很長又很曲折的一段

路。正由於台海是當前唯一可以讓美中兩個核子大國爆發軍事衝突的地方，所以

兩岸關係的變化，不管大到政府間的談判或小到民間社團的往來，從來都不只是

兩岸之間的事，而是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對象。 

本文將先簡述馬總統 2008 年就職前的兩岸關係，再較深入探討馬政府執政

至今五年內兩岸關係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的發展。在檢

討這五年關係的特色後，最後再試析影響未來的主要因素。 

 

二、數度翻轉的兩岸關係 

 

自 1987 年 11 月蔣經國總統下令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從而開啟兩岸

關係新紀元以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的變化。這些變化

不是一般國際關係的「起伏」兩字可以形容，而必須用「翻轉」兩字才可以形容，

因為它的變化常常涵蓋好幾個面向。如表 1 所示，兩岸關係大體可分為政治、軍

事、外交、經濟及文化等五個面向。其中軍事與外交屬於硬的面向，其主導權多

半在政府及執政黨手上。經濟與文化屬於軟的面向，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調節它

們的起伏。至於政治面向則有硬有軟、可硬可軟，可以形軟實硬，或形硬實軟。

這五個面向不同的組合，就決定了那個時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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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兩岸關係五面向示意圖 
軍事        外交        政治         經濟       文化  

 
 
                                                 
1987-1995 
（李登輝） 
 
1995-2000 
（李登輝） 
 
2000-2008 
（陳水扁） 
 
2008-2013 
（馬英九） 
 
 

第一時期，也就是自 1987 至 1995 年的兩岸關係，如表 1 箭頭所示，全部

指向軟的方向。換句話說，這段時期不僅經濟與文化交流趨軟趨熱，而且連鬥爭

將近四十年、甚至流血衝突的軍事與外交面向都由硬變軟。這表現在許多方面。

政治面，兩岸公開協商達 18 次之多，而秘密協商根據公開資料至少也有 9 次。

除了 1992 年 11 月兩岸第一次的政治妥協（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以外，

還有 1993 年 4 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這在以前是完全不能想像的。1 

外交上，台灣跳出「漢賊不兩立」的舊思維，廣結善緣，邦交國由 21 國增

加為 31 國。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還曾訪問不少非邦交國，包括星、馬、菲、

泰、印尼、阿聯、約旦等七國。21991 年台灣加入「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並參與每年一度的峰會。 

軍事上，台灣於此階段成功地向美國購買了 F-16 戰機，並向法國採購了拉

法葉艦、幻象戰機，繼續維持軍備上「質」的優勢。 

經濟文化交流極為熱絡。兩岸貿易佔台灣貿易總額的比重迅速由 1988 年的

2％爬升到 1995 年的 10％。人員往來也大幅躍升，連陳水扁、呂秀蓮、謝長廷

等民進黨檯面人物都紛紛訪問大陸尋根或開會。 

                                                 
1 蘇起，《危險邊緣》（台北：天下文化，2003），頁 13。 
2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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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李前總統的康乃爾訪問終結了兩岸和解，開啟了五個面向同時翻轉

的第二時期。李在 1996 年 9 月提出「戒急用忍」新政策，使兩岸關係連經濟面

都往硬的方向發展。邦交國數字由最高潮的 31 國減為 28 國。這時期有兩項發

展對後期影響至為深遠。第一是台灣內部的認同開始轉向，大陸熱開始退燒。如

本書多位作者指出，「中國人認同」自此開始下降，而「台灣人認同」開始爬升。

此一趨勢在馬總統任內也沒有終止。3 

第二，在李登輝於 1999 年 7 月突然宣布「兩國論」後，中共戰機大批出海，

甚至數度越過海峽中線。自 1949 年起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裏，台灣海峽幾乎是中

華民國的內海，因為中共軍機極少飛出大陸沿海、進入台灣海峽。但驚爆兩國論

後，這個現狀立刻被打破，兩岸軍機從此以虛擬的台海中線為界，各自巡邏飛行。

由於台海寬度在最窄的地方只有 130 公里，一切為二以後，高速飛行的兩岸軍

機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就大為提高。對台灣而言，不但空軍飛行訓練的空域從此大

幅縮減，飛官的素質受到影響，而且台灣的國防安全也遭到削弱。這個現象立即

引起美國的注意，隨即派六批專家來台全面體檢台灣的軍力。這是美國與中華民

國斷交二十年以後第一次恢復雙方的軍事合作，也象徵兩岸關係更往軍事化及國

際化的方向。4 

第三時期的兩岸關係出現一個前所未見的新面貌，那就是「硬的更硬，軟的

更軟」；表 1 箭頭乃同時指向左右。也就是說，由政府主導的政治、軍事與外交

面向，兩岸對立對抗益加尖銳，兩岸兩會商談完全停擺；而由市場主導的兩岸經

濟與文化交流完全不受政府影響，反而變得越來越密切。2000 年政黨輪替後上

台的陳水扁總統起先以「四不一沒有」穩住局勢，但在 2001 年 4 月的南海撞機

事件後改走法理台獨路線，陸續推出正名、制憲、公投、時間表（即 2006 年通

過新憲，2008 年實施新憲）、以台灣名義入聯（合國）等政策後，兩岸政治、

軍事與外交的對立鬥爭越來越尖銳，逼得美國也數度出手干預，一面警告台北不

要破壞現狀，一面希望北京不要動武。 

                                                 
3 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  
4 Shirley A.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4 
March, 2013), p. 3. See <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L30957.pdf>.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
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L309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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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兩岸經濟與文化交流反而逆勢劇增。貿易由 2000 年的 312.5 億美元，增

加到 2008 年的 1053.98 億美元，增加了 3.37 倍。同期兩岸投資由 26.07 億美

元擴增到 106.9 億美元。兩岸民眾互訪由 322 萬人次增加到 467 萬人次，大約

增加了 1.45倍，其中台灣赴陸的增加 129萬人次，大陸來台的增加 16.6萬人次。

這個分裂趨勢把台灣社會從中一分為二，台灣政治也出現了「藍」與「綠」的新

名詞，而不像政黨輪替前多以政黨區分屬性。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岸軍力對比的變化。李登輝康乃爾訪問激起北京暴怒

而對台灣外海發射飛彈時，中共佈署瞄準台灣的飛彈只有「個位數」。5據李登

輝當時透露，這些還是「啞巴彈」。6美國為展現維護台灣民主選舉的意志，特

別派了兩個航母艦群來到台灣附近海面。而中共當時的偵測科技竟然落後到需要

從國外媒體上獲知美國航母抵達的消息。7但自 1998 年中共中央下令全力推動

軍事現代化後，中共戰力快速全面提升。美國國防部主管東亞的助理部長羅德曼

（Peter W. Rodman）在 2006 年 3 月的一篇國會證詞中就不諱言，如果 1996

年的台海飛彈危機在今天重演，「我們根據中共現在擁有的新戰力與科技，來計

算軍事行動的挑戰後，美國的反應不會與九五、九六年一樣。」8 

尤其讓華府憂慮的是，北京在 2004 年夏季已經展現它可能動手的決心。9

月初，也就是在胡錦濤接掌軍委會主席後，共軍大批各型戰機多次越海而來，最

多時同時三十餘架。擔心其「空軍一號」可能被「斬首」的陳總統不但大幅提升

總統府及官邸的警備，而且兩次正式呼籲台海雙方建立「海峽行為準則」。9一

般公認對台相當友好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甚至在該年年底

公開警告台灣，「台灣關係法規定我們在太平洋必須保有足夠武力以嚇阻攻擊，

但並沒有規定我們必須防衛台灣。」10至 2008 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止，美國一

直高度憂慮，中共的軍事能力與決心，受到台北趨獨路線的刺激，極可能釀成台
                                                 
5 Harold Brown, Joseph W. Prueher and Adam Segal, Chinese Military Pow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3, p. 61. See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China_TF.pdf> 
6 黃玉振，〈李登輝即興用語，摻了不少情緒〉，《聯合報》，1996 年 3 月 8 日，第 3 版。 
7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0. 
8 Peter W. Rodma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Export Controls,” Remarks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rch 16, 2006), p. 8. See 
<http://www.dod.mil/dodgc/olc/docs/TestRodman060316.pdf> . 

9 Su Chi, Taiwan’s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A tail wagging two dog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259-265. 
10 中央社，2004 年 12 月 21 日。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China_TF.pdf
http://www.dod.mil/dodgc/olc/docs/TestRodman0603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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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武裝衝突的大災難，而屆時美國的選擇會極為困難。這個態度在 2008 年大選

後私下的場合，幾乎毫無保留的表示出來。11 

 

三、馬政府時期的兩岸關係 

 

馬蕭陣營的勝選讓華府與北京方面都鬆了一口氣，不必再擔心兩岸會不小心

走到必須攤牌的險境。馬英九與胡錦濤都在第一時間把馬政府就職視為「歷史機

遇」。12兩岸關係也再度翻轉，進入五個面向全部趨軟的新時期。 

其中經濟交流持續上一時期的溫度，即兩岸進出口貿易與台灣赴陸投資都穩

步增加（如表 2）。文化交流受到兩岸直航及北京放寬大陸民眾來台觀光的影響，

成長更是快速。表 3 顯示雙方人員往來的統計；至 2010 年，大陸觀光客來台人

數首次超越長期居首的日本觀光客。13另據了解，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一現在或曾

經領有大陸官方發給的台胞證14，意即他們曾經訪問大陸最少一次。此外，根據

台灣官方資料，兩岸聯姻至 2012 年已有 30 萬 9 千對。15很明顯兩岸社會的聯

結至此已到前所未見的程度。為節省本章篇幅，經濟文化的詳細分析請參閱本書

相關章節，在此不再贅述。16  
 

表 2、兩岸貿易與台商赴陸投資統計 

類別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進口總額 314.16 245.04 359.5 436.0 409.1 

出口總額 739.82 620.91 769.4 839.6 807.1 

貿易總額 1,053.98 865.95 1,128.8 1,275.6 1216.2 

                                                 
11 多位美國官員私下向筆者及其他台北高層坦承。 
12 馬總統 2008 年 5 月 20 日就職演說，見 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就職演說〉，

2008 年 5 月 20 日，《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FeaturesSection/Other-feature-articles/2008_0520p/speech.htm
l>;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舉行會談〉，《新華網》，2008 年 5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8-05/28/content_8273062.htm>。 
13 林紳旭，〈陸客觀光亂象，政府把關改善〉，《中央社》，2013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cna.com.tw/Topic/newstopic/393-1/201301200011-1.aspx> 
14 劉馥瑜，〈持台胞證赴港，30 天免簽〉，《工商時報》，2011 年 8 月 11 日，A5 版。  
15 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16 另見童振源與曹小衡編，《兩岸經貿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新銳文創，2013)。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FeaturesSection/Other-feature-articles/2008_0520p/speech.html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FeaturesSection/Other-feature-articles/2008_0520p/speech.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8-05/28/content_8273062.htm
http://www.cna.com.tw/Topic/newstopic/393-1/201301200011-1.aspx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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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核准投資 

金額 
106.9 71.4 146.2 143.8 198.3 

資料來源：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單位：億美元 
 

表 3、兩岸人民往來統計 

類別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大陸人民來台 28.8511 106.4999 158.0099 172.7294 253.6934 

台灣人民赴陸 

旅遊 
438.6 448.4 514.1 526.3 534.2 

資料來源：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單位：萬人次 
 

馬時期兩岸關係最特殊的部分是政治、軍事與外交面向的互動，其中又以政

治面向最為核心。論者常把馬時期的兩岸和解歸功（或歸罪）於「九二共識」，

彷彿它像「芝麻、芝麻，開門來」，是個通關密語，有就進得去，沒有就進不去。

不喜歡「九二共識」的人大概有兩種。較消極的只集中力量否定這個名詞或任何

共識在 1992 年的存在。較積極的會設法提出一個新的名詞，希望有一天也能夠

達到兩岸關係緩和的目的。 

事實上，「九二共識」既沒有壞到該被罵為「賣台共識」的程度，也沒有好

到可以獨攬兩岸和解功勞的程度。再怎麼說，它只是一個名詞。如真要比喻，它

比較像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真正促成兩岸和解的，是隱藏在水面下、國共兩黨

之間自 2005 年以後建立起來的政治互信。這個互信在 2008 年雖然存在，但仍

是初步的、薄弱的、模糊的。「九二共識」因為被痛批了八年而累積了相當的知

名度，加上它本身的模糊性，就被選來表達這個初步的政治互信。 

陳總統任內的最後三年間，國共兩黨的領導階層與工作幹部進行了大量交流，

彼此深入了解對方。國民黨部分，尤其是過去不曾去過大陸的人，接觸到與早年

國民黨宣傳完全不同的「改革開放」後的共產黨，也認識到北京雖然沒有放棄和

平統一的大目標，但現階段並沒有急於統一的緊迫感。因此雙方有很大的空間可

以維持現狀，共生共榮。共產黨方面也透過深入交往，確信國民黨的和解思維是

真實的、而且是全黨的，而不是個別領導人或派系的主張。換句話說，它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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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力十分穩固。北京因此不必擔心馬英九會像 2000 年的陳水扁那樣，在公開

承諾「四不一沒有」的一年後變臉改推法理台獨。 

馬政府就職前後的若干互動對建立兩岸互信也極有助益。第一是馬蕭陣營

「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這個主張等於向國內外宣布馬的基本政策就是維

持現狀：擔心兩岸要統一的人不必擔心，憂慮台灣會搞獨立的人不必憂慮，害怕

兩岸會動武的人也不必害怕。至於現狀維持以後的下一步是什麼，馬並沒有交代，

而當時國內外也沒有期待。所以「不統、不獨、不武」提出後各界反應良好。中

共內部極可能有人對「不統」不滿，但在當時民進黨政府繼續衝「入聯」的氣氛

下，北京聽到馬陣營「不獨」的清楚宣示，應該已經非常滿意。上任後「不統、

不獨、不武」變成馬政府經常重申的基本方針。北京受限於「不統」兩個字，所

以從來不曾公開肯定這六個字，但起碼在馬的第一任內，極少聽到北京方面反對

的雜音。 

第二就是「兩岸直航」。這是自 1979 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後就一直強力主攻的對台政策要項。17北京的基本思維是「以通促統」，認為只

要通起來，台灣就獨不了。所以早在 2000 年 7 月，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就表示「三

通可以不必談一個中國的意涵」。182002 年 10 月，也就是陳水扁 8 月宣布「一

邊一國」後，錢仍展現彈性，把兩岸直航定位為「兩岸航線」，以迴避「國內航

線」或「國際航線」的爭議。19至 2008 年時，陸委會民調顯示在台灣支持有條

件開放三通的支持率已高達 89％。20馬上任後立即快馬加鞭推動兩岸直航。看

在北京眼裏，這已不只是善意，也是誠意。 

第三就是馬上任後兩岸關於北京奧運台北派出隊伍中文名稱的交鋒。自

1984 年洛杉磯奧運以來，台灣參加四年一次奧運的隊伍一直用英文的Chinese 

Taipei做為正式名稱。中文部份，台灣用「中華台北」、而大陸用「中國台北」。

雖然中文名稱不同，但由於兩岸官方及媒體均各自使用，雙方沒有直接碰撞，所

                                                 
17 《告台灣同胞書》，人民網，2011 年 8 月 4 日，

<http://tw.people.com.cn/BIG5/83207/227858/15331936.html> 
18 〈錢其琛：一中不是非彼即此〉，《聯合報》，2000 年 7 月 14 日，1 版。 
19 〈錢其琛：三通定位為「兩岸航線」〉，《聯合報》，2002 年 10 月 17 日，1 版。 
20 〈陸委會：近七成民眾期待未來兩岸關係會變得比較緩和〉，見陸委會，〈近七成民眾期待未

來兩岸關係會變得比較緩和〉， 2008 年 3 月 28 日，《行政院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3255&ctNode=5652&mp=1&xq_xCat=2008> 

http://tw.people.com.cn/BIG5/83207/227858/15331936.html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3255&ctNode=5652&mp=1&xq_xCa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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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直相安無事。不過北京奧運就讓兩個中文名稱第一次狹路相逢。如果中共仍

循往例使用「中國台北」，它隱含「中國的台北」的意思就會讓新上任的馬政府

相當難堪。經過國共平台的溝通，北京同意讓步，首度改用「中華台北」，台北

隊伍乃能順利成行。21這讓馬政府也體認到胡錦濤領導層的務實與善意。 

第四，國際空間的追求是台灣內部幾乎不分黨派的共識。1993 年李登輝首

次派代表參加 APEC 的高峰會，得以與包括美、日、及中國大陸在內的諸多元

首一起會面，一直被台灣內部視為重大突破。不過 Chinese Taipei 的代表只能

是不具官方身分的企業家，如辜振甫或張忠謀，或部長級人物，如蕭萬長、江丙

坤。馬上台後許多國家並不看好他能提升代表層次。但後來事實證明，馬成功地

派出前副總統連戰出席年度峰會，顯示在多邊外交場合北京也釋出善意。 

選前的初步互信，加上前述馬就任初期的良性互動，再加上兩黨高層透過多

個管道（如 APEC 峰會、博鰲論壇、國共年度高層會見、國共經貿文化論壇等）

持續交換意見，兩岸政府間的互信就不斷累積，逐步加深。反映在兩岸兩會的談

判上，就出現進展快速的協商，以及 19 項經濟類協議的迅速簽訂（見表 4）。 

 

表 4、兩岸兩會九次協商成果一覽表 

名稱 時間 成果 

第一次

江陳會 
2008/6 

「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 

「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第二次

江陳會 
2008/11 

「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第三次

江陳會 
2009/4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 

第四次

江陳會 
2009/12 

「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協議」 

「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 

「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 

第五次 2010/6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21 見中評社，〈大陸釋出善意 國共平台大功一件〉，《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 年 7 月 25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0/4/1/10070415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
0415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0/4/1/10070415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0415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0/4/1/10070415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0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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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陳會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第六次

江陳會 
2010/12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第七次

江陳會 
2011/10 「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 

第八次

江陳會 
2012/8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 

兩岸兩

會第九

次高層

會談 

2013/6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資料來源：海基會網站〈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06&CtUnit=2541&BaseDSD=21&mp=19〉 
 

兩岸交流在馬政府的第一任更出現新的突破。其中最特殊的是大批中共省市

級領導幹部訪問台灣。表 5 顯示，至 2013 年 5 月止，已有 26 位來自 19 個不同

省市的省市委書記或省市長來過台灣，範圍涵蓋所有沿海省份及四個直轄市。這

些人雖然是地方領導，但他們多半來自與台灣經濟文化關係非常密切的地方，而

且好些還在持續向上攀升（像北京市長郭金龍在十八大升任北京市委書記及政治

局委員），因此他們的來訪對中共中央理解台灣絕對有實際的助益；對兩岸政治

互信的累積也有一定的作用。 
 

表 5、大陸省（市）級首長來台名單 

時間 成員 

2009/5 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 

2009/11 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 

2010/4 上海市長韓正 

2010/4 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 

2010/4 福建省長黃小晶 

2010/5 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 

2010/6 浙江省長呂祖善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06&CtUnit=2541&BaseDSD=21&m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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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 廣西壯族自治區委書記郭聲琨 

2010/8 廣東省長黃華華 

2010/9 陝西省長趙正永 

2011/1 重慶市長黃奇帆 

2011/2 遼寧省長陳政高 

2011/4 安徽省長王三運 

2011/4 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 

2011/5 四川省長蔣巨峰 

2011/5 浙江省長趙洪祝 

2011/6 河南省長郭庚茂 

2011/7 山東省長姜大明 

2012/2 北京市長郭金龍 

2012/3 福建省長蘇樹林 

2012/5 湖北省長王國生 

2012/6 湖南省長徐守盛 

2012/7 天津市長黃興國 

2012/8 江西省長鹿心社 

2013/4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 

2013/5 貴州省長陳敏爾 

2013/5 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而言之，支撐馬政府第一任兩岸和解的力量絕不只是「九二共識」或其他

單一宣示，而是雙方領導人及黨政高層間的信任關係。國共高層不少人親身閱歷

過兩岸關係的幾度翻轉，深知兩岸關係的基礎仍屬脆弱，互信易說不易做，易失

不易得，所以在處理相關細節時多能謹小慎微，力求雙贏。這才逐步推進其他四

個面向的關係一起趨軟趨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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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社會，軍事交流一向最敏感、進展最慢。兩岸也不例外。同時，兩岸

軍事面幾乎百分之百由政府直接掌控，所以最能反映政治面的冷熱。其中最具指

標意義的就是中共瞄準台灣的短程飛彈的數字。在 1990 年代初期，兩岸處於和

解狀態，中共雖已生產短程飛彈，但多半出售到中東地區，佈署在台灣對面的屈

指可數。李登輝的康乃爾訪問後，中共對台飛彈才開始爬升。（見表 6）到扁政

府時期大約以每年一百枚的速度增加。至馬上台時，已超越 1,000 枚。馬的第一

任內，這個數字幾乎沒有改變，不再上升，但也沒下降。這準確反映了 2008 年

前北京對台北的深刻疑慮。2008 年後，疑慮消失，飛彈數量立即停止上升，但

也沒有降低到更早以前的狀態。 
 

表 6、中共對台飛彈部署數量 

年份 台灣統計 美國統計 

2012  短程彈道飛彈約 1100+枚 

2011  短程彈道飛彈約 1,000-1,200 枚 

2010 戰略飛彈：180+枚 

戰術飛彈：1400+枚 
短程彈道飛彈約 1,000-1,200 枚 

2009  短程彈道飛彈約 1,050-1,150 枚 

2008 短程戰術彈道及巡弋飛彈：1300+ 短程彈道飛彈約 1,050-1,150 枚 

2007 短程戰術彈道及巡弋飛彈：1300+ 短程彈道飛彈約 990-1,070 枚 

2006 短程彈道飛彈：780 短程彈道飛彈約 900 枚 

2005 短程彈道飛彈：784 短程彈道飛彈約 710-790 枚 

2004 短程彈道飛彈：610 短程彈道飛彈約 650-730 枚 

2003 短程彈道飛彈：610 短程彈道飛彈約 500 枚 

2002 短程彈道飛彈：490 短程彈道飛彈約 350 枚 

2001  短程彈道飛彈約 350 枚 

2000 短程彈道飛彈：400+  

1998 短程彈道飛彈：290+  

1997 短程彈道飛彈：19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美國國防部中共軍力報告 
 

美台軍購提供另一個觀察指標。正因它具有主權意涵及國際意涵，所以自季

辛吉最早密訪北京以來美中雙方就為此不斷爭吵。幾十年來，台灣重大軍購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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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過一次，那就是 1992 年向美法採購的 F-16 及幻象戰機。扁政府時期，軍

購被炒作成國內政治甚至全民公投的議題，以致軍購始終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

來。 

馬政府上任後，立即向美國重啟軍購議題。北京雖然不悅，但只對華府施壓，

而不曾向台北進行任何遊說，顯然不願為此與台北翻臉。馬的第一任內，總共完

成三批軍購的協商，包括F-16 A/B型戰機升級案等項目，初估總價約 188 億美

元。22每次軍購交易宣佈後，中共都會抗議，但強度都不高。若深入分析，除了

兩岸關係考量外，北京的自信應該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說，中共對台軍事策

略是「圍點打援」，那麼到 2008 年時，北京重點已經轉到「打援」，也就是美

國所說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簡稱A2/AD)。23「圍

點」既不是問題，就不必過度反應了。 

兩岸軍方在其他方面可說完全沒有交流。現役軍人固然不可能接觸，即使是

偶有所聞的退役將領訪陸行，中華民國國防部也始終採取既不背書、更不指導的

堅定立場。2009年美國有鑑於東亞海域發生多起牽涉到中共公務船的海上摩擦，

為了避免波及台海海域，突然採取主動，鼓勵台北與北京進行建立軍事互信的對

話。24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及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處長司徒

文（William Stanton）都有相關公開發言。25但台北方面基於時機尚未成熟，始

終婉拒。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當時台北對台海安全與安定的信心還高於美國。 

自北京於 1979 年改採「和平統一」方針以來，兩岸衝突最高的領域就不是

軍事，而是外交。1995 年終止兩岸和解的也是兩岸在國際上的衝突。當時台灣

內部對李登輝訪問美國的支持幾乎是全面的，而大陸內部的反對聲浪也是全面的。

這清楚表示兩岸對所謂「國際空間」的立場幾乎針鋒相對，而且雜有很高的情緒

成分，稍微不慎就可能影響大局。 

                                                 
22 Shirley A. Kan, op. cit., p. 2. See <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L30957.pdf>. 
23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s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Se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 p. 22-23. 
24 蘭寧利，〈兩岸軍事互信，才能同心救難〉，《聯合報》，2009 年 10 月 7 日，A15 版。 
25 James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 See 
<http://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 “Stanton supports CBMs,” 
Taipei Times, March 26, 2010. See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0/03/26/2003468960>. 

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L30957.pdf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
http://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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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高難度除了因為兩岸各自的利益、尊嚴考量外，還因為它不可避免地牽

涉到別的國家，因此複雜度更高。在 1990 年代初期，北京對台灣的國際活動可

能不以為意，也可能由於自身孤立而無力阻擋，所以台灣在兩岸和解的同時，不

僅提升了邦交國數量、多邊參與、重大軍購等，也讓中華民國總統順利訪問多個

無邦交國。1995 年後，如前所述，台灣國際空間日益侷促。最壞的時刻是 2006

年陳總統得罪了美國，負氣刻意不過境美國本土甚至關島，最後演出一場前所未

見的總統專機「迷航記」。 

馬總統上任時，中共領導層已更能體會台灣對「國際空間」的強烈民意需求。

因此，台灣方面在競選階段提出的「外交休兵」很快就得到北京的默認，並配合

實施。「外交休兵」最明顯的成功表現在中華民國 23 個邦交國的維持上。隨著

大陸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與台灣經濟的停滯，不可否認的，這些邦交國的維持變

得越來越困難。雖然大陸也有極少數邦交國與台北眉來眼去，但整體態勢明顯不

利於台灣。邦交國得以維持不墜，彰顯了大陸方面的善意。 

不僅如此，台灣還突破「外交休兵」的默契，於 2010 年在日本札幌成功地

增設了新的辦事處。由於北海道一年吸引二十八萬台灣觀光客，北京的容忍反映

了它對台思維務實的一面。 

在無邦交國方面，台灣的空間也有擴增。如所周知，國際空間的本質原有很

大的灰色地帶。雙邊關係好時，灰色地帶可能開綠燈；關係不好，灰色可能就是

紅燈。在各國考慮對台開綠燈或紅燈時，有時固然有中共的壓力在背後作祟，有

時卻完全是第三國自己在衡量台北與它的互動會影響北京與它的互動到什麼程

度。對它們而言，兩岸關係的好壞提供了關鍵的環境因素。這就是為什麼扁政府

時期兩岸關係惡化，對外關係也全面惡化的根本原因。 

馬總統時期兩岸關係改善，減輕了許多國家處理對台關係的心理壓力。馬過

境美國的待遇因此大幅提升。過境國家的選擇也更多樣化，如印度。無邦交國高

層官員的訪問也相當頻繁，譬如，美國能源部副部長、商務部次長、主管經濟的

助理國務卿等。台灣的免簽國由 2008 年的 54 國爆增為 2012 年的 129 國。日

本先於 2011 年主動請求與台灣洽簽投資保障協議，後於 2013 年再完成台日漁

業協議的簽署。這些進展的每一項可說都與整體兩岸關係的和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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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邊場合，馬政府的成就更是突出。前述 APEC 峰會改由連戰每年出席

是一顯例。此外，2009 年起台灣每年 5 月由衛生署長以"Minister"身分出席世界

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大會」，並與大陸衛生部長及其他國家首長會面。2009

年 6 月，還克服多年未解的文字迷障，讓台灣加入「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簡稱 GPA）。依據此協定，每年四十餘會員國政府公

開招標高達一兆美元的採購項目，我國廠商都可參與競標，享受與其他會員國一

樣的權利。這給我國廠商開啟了一扇新的商機窗口；在美歐市場萎縮後，意義尤

其重大。 

但兩項因素侷限了「外交休兵」的發展。一是中共國力的大幅提升與台灣的

相對衰退。1990 年代初期李總統及連副總統能夠出訪好幾個東南亞甚至中東地

區的無邦交國，主要因為當時「台灣錢淹腳目」，對相關國家都有大量民間投資。

但現在時移勢遷，馬總統與蕭吳兩位副總統在五年間，除了過境，對無邦交國可

說寸步難行。 

二是兩岸尚未進入「國際空間」問題的政治談判。前述休兵例子因此全屬個

案處理。雙方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但始終沒有坐下來進行通案協商。反映在許

多實際情況，就出現參差不齊。譬如，雙方外館相處之道的差異就非常大。有的

地方依舊相競如兵，有的地方卻可以相敬如賓。26再譬如，在國際組織會議上，

有的地方雙方繼續爭吵，有的地方卻可以相互聲援。27但整體來說，兩岸關係的

改善讓台海雙方都在「國際空間」的問題上節省了大量的寶貴資源。 

 

四、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的特色 

 

 過去五年的兩岸關係大致有以下三個特色： 

第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五個面向全部向軟的方向發展，但

幅度並不相同。經濟文化的交流可說大幅提升至前所未見的程度，遠遠超過台灣

與包括美日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政治關係的升溫也很明顯，但熱度不如

經濟文化關係。至於軍事關係進展最有限，大概只能用「止跌」兩字來形容。而

                                                 
26 筆者任職國安會期間（2008-2010）的實際閱聞。 
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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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空間」的進步，不論雙邊或多邊關係，都比軍事關係好很多，但也有很大

的侷限。 

這個不均衡的圖像可以批評的地方當然很多。尤其國際空間的不足在台灣內

部經常遭致相當大的責難。但如果與過去六十餘年的兩岸關係相比，除了 1990

年代上半期外，這五年是「和平紅利」最多的時期。若與同時間其他東亞國家之

間波濤洶湧的雙邊關係來比，台灣海峽不但不再是各國擔心的兩個「熱點」之一

（另一是北韓），甚至還可說是唯一寧靜無波，而且是美中兩大強國同時細心呵

護的地方。或許這是為什麼民眾評價最高的馬政府政績始終是「兩岸關係」，而

不是其它。 

第二，馬政府延續了過去李陳兩位總統執政時期兩岸關係的一個罕見的特色，

那就是「尾巴搖狗」。這句西諺的意思是：一般只見狗搖尾巴，大的指使小的；

不太可能看到尾巴搖狗，讓小的推動大的。仔細檢視過去二十餘年的兩岸關係，

就可發現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當政時，美中兩個大國固然不時出手主導局勢（譬如

北京與華府都在康乃爾訪問後及陳水扁連任後變更了它們的對台政策），但台北

作為最小的一方居然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同時牽著美中兩個大國走，逼得它們不

得不應變。美國學者卜睿哲（Richard C. Bush）最近公開承認，美國台灣研究

的「盲點」之一就是沒有預料到台灣會在李、陳、馬任內搶回美中台關係的主動。28

台灣這樣做，已不只是「尾巴搖狗」，而是「一條尾巴搖兩條狗」。 

主要的例子有：李登輝時期的海基會與海協會的白手套設計、事務性談判而

不是政治性談判、康乃爾訪問、兩國論等；還有陳水扁時期的一邊一國、正名、

制憲、公投、時間表、入聯等。每一個主動都讓兩大強國忙得手忙腳亂。 

或許兩大國在馬英九時期鬆了一大口氣，所以它們樂於配合馬的和解作為，

甚至願意付出超過馬的對價，來維護這個得來不易的「歷史契機」。因此我們看

到馬任內提出的「九二共識」、「不統、不獨、不武」、「先經後政、先易後難」、

「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外交休兵」等政策主張，全都得到北京的公開呼應

或默認，也得到華府多次公開的肯定與鼓勵。在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談判中，北

                                                 
28 Richard C. Bush,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Taiwan-China Relations,”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 Think Tanks in Transition,”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主辦, April 11, 2013,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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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片面讓利更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一條尾巴搖兩條狗」儘管罕見，馬的五年可

說延續了這個「傳統」。 

第三個特色是兩個相互矛盾的趨勢出現。趨勢之一就是雙方實力對比及依賴

關係越來越有利於中國大陸。總體 GDP 的對比由 1990 年代初期的一比三下滑

到現在的一比十幾（依不同計算方式而定）。軍力與國際影響力的對比下滑幅度

更大。依賴關係亦然，如林文程教授所言，兩岸貿易只佔大陸整體貿易的 4％，

但卻佔台灣的四分之一（不含香港），或高達四成（含香港）。投資與人員往來

亦復如此。 

趨勢之二就是台灣內部的認同越來越向「台灣人認同」傾斜；「中國人認同」

跌到個位數，而「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則降到四成以下，歷來最低。本

書多篇文章對此有深入分析。 

這兩個趨勢中，前者對大陸有利，可能讓北京決策者更有信心及耐心來處理

對台關係；追求兩岸統一的緊迫感也會較低。但後者卻對大陸不利，輕者感到困

惑，不明白為什麼「讓利」贏不到芳心；重者可能不耐，不願長期等待。這兩個

趨勢相互激盪，結果如何，很難預料。但長遠來看，實力失衡趨勢的影響遠遠較

大，因為它可以直接衝擊台灣的經濟、安全、兩岸關係、國際空間，甚至國內政

治。而認同傾斜的趨勢主要影響台灣的國內政治（尤其是選舉），對經濟、安全、

國際空間幾乎沒有影響。即使它對兩岸關係的衝擊也屬間接，而不是直接。換句

話說，對北京，它還要透過北京對它的悲觀或不悲觀解釋才有政策影響力；對台

北，則要透過台灣民眾對「統一、維持現狀、獨立」的選擇。起碼至今天為止，

相當多認同「台灣人」的民眾不必然就支持「台灣獨立」，反而支持「維持現狀」。

因此不論在北京或台北，認同趨勢都很可能被折射，絕不能想當然耳的跳躍到某

個政策結論。 
 
五、影響未來的因素 

 

未來幾年的兩岸關係一如既往仍然將由台灣、大陸、國際等三大因素主導。

但三者比重會大不相同。過去「尾巴搖狗」的台灣將陷於被動，淪為次要；過去

善意配合的中國大陸將重掌主動，成為最重要的推力；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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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基本旁觀、偶爾出手。 

    大陸因素的轉變有幾個主要成因。第一，十八大以後的中共領導層出現了全

新的面貌。新的總書記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明顯高於當年剛就任的胡錦濤。首先，

習是 2007 年 6 月高達四百多人的黨政軍高層票選（官方稱「民主推薦」）出來

的最高領導人，絕對是史上第一次。29第二，胡錦濤漂亮的「裸退」留給習近平

更大的自主空間。第三，政治局常委人數由 9 人減為 7 人；尤其政法委退出常

委會，也讓總書記權力大增。第四，習的出身及特殊經歷（尤其與解放軍的關係）

賦予他更大的「政治人」性格，而不是「公務員」性格。他的應對進退因此展現

更大的自信與自在。第五，七常委中有 4 人（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

曾是下鄉的「知青」。這對他們的人格形成及意志鍛鍊應有極大的影響。30這個

權力組合及性格表現在政策上，包括對台政策，應該是更明快、更主動、更自信

的作為。 

第二，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已經毫無疑義。今年 6 月習近平具體向美國歐巴

馬總統承諾合作完成北韓的去核化，充分展現他對平壤的影響力。連帶提升的將

不只是美中關係，還有北京與東京及首爾的關係。從全球的角度看，所謂 G-2

的說法仍然言之過早。但在東亞地區，G-2 似乎越來越成形，而台灣相對的分量

自然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自然不會願意再讓台北隨意牽著走。 

第三，民族主義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是主導內外政策的重要力量。十八大以

後，中共黨中央宣示要在黨成立一百週年的時候，也就是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31「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變成最新最強的基調。今年 2 月「連

習會」後新華社發表的新聞稿不長（約 1,600 字），但這八個字被用了五次之多。32

                                                 
29 〈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形成始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 年 6 月 8 日，見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608/c85037-21793787.html>。 

30 在 2013 年 6 月的加州歐習會上，歐巴馬曾好奇地詢問習近平有關文革對他的影響。可見這經

驗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見 Rancho Mirage, “Barack Obama presses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on 
cybersecurity”,National Post, June 9, 2013,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3/06/09/barack-obama-presses-chinese-leader-xi-jinping-on-cyberse
curity>; 朱建陵，〈茅台乾杯！聊運動讓歐巴馬笑翻〉，《中國時報》，2013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8%8C%85%E5%8F%B0%E4%B9%BE%E6%9D%AF%
EF%BC%81%E8%81%8A%E9%81%8B%E5%8B%95%E8%AE%93%E6%AD%90%E5%B7%B4%
E9%A6%AC%E7%AC%91%E7%BF%BB-20130610000306-260102>。 
31 〈胡錦濤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深化改革開放目標〉，《新華網》，2012 年 11 月 8 日。見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1-08/4312234.shtml>。 
32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連戰一行〉，《新華網》，2013 年 2 月 25 日。見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608/c85037-21793787.html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3/06/09/barack-obama-presses-chinese-leader-xi-jinping-on-cybersecurity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3/06/09/barack-obama-presses-chinese-leader-xi-jinping-on-cybersecurity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8%8C%85%E5%8F%B0%E4%B9%BE%E6%9D%AF%EF%BC%81%E8%81%8A%E9%81%8B%E5%8B%95%E8%AE%93%E6%AD%90%E5%B7%B4%E9%A6%AC%E7%AC%91%E7%BF%BB-20130610000306-2601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8%8C%85%E5%8F%B0%E4%B9%BE%E6%9D%AF%EF%BC%81%E8%81%8A%E9%81%8B%E5%8B%95%E8%AE%93%E6%AD%90%E5%B7%B4%E9%A6%AC%E7%AC%91%E7%BF%BB-20130610000306-2601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8%8C%85%E5%8F%B0%E4%B9%BE%E6%9D%AF%EF%BC%81%E8%81%8A%E9%81%8B%E5%8B%95%E8%AE%93%E6%AD%90%E5%B7%B4%E9%A6%AC%E7%AC%91%E7%BF%BB-20130610000306-260102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1-08/43122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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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海協會還邀請連戰夫婦去看了北京航天城，明顯是想向台灣民眾傳達中華民

族復興的訊息。最近幾年東亞地區的領土爭議不斷，也大大刺激了大陸民眾的民

族主義情緒。這個氛圍自然不利於台灣內部台獨的傾向。未來幾年大陸內部的問

題勢將層出不窮。領導高層恐怕必須竭盡心力處理這些內部問題。但這不表示台

獨就會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相反的，如果台灣被視為再度企圖走向分離的道路，

大陸民眾可能比政府更激動，而大陸政府的反應自然可能比以前更強烈。內部的

種種困難不但不會讓黨中央分心，反而讓它更需要轉移內部注意力到外部的台

灣。 

總之，中共的新領導、國力、思想會使北京在對台政策上既能大開，也能大

闔，既能更軟，也能更硬。過去不敢給的，可能會給；不敢拿的，可能會拿。台

灣將來可以發揮影響力的是促使它往軟或硬的方向發展。至於如何軟或硬、在哪

個面向上更軟或更硬、軟硬到什麼程度，恐怕多半操之在北京了。 

相對於大陸因素的上升，台灣主導自己大環境的能力卻是日益流失。自 2000

年起長達十幾年的台灣經濟頹勢在馬政府五年內並沒有明顯好轉。貿易與投資對

中國大陸的依賴反而逐漸加深。這個態勢似乎是結構性的（包含國際經濟因素），

不容易因為馬的經濟政策改弦易轍甚至政黨再輪替就會立竿見影地改善。兩岸經

濟懸殊如此，台灣更不可能與大陸從事軍備競賽，也不可能在未來幾年扭轉現今

兩岸軍力的不利對比。 

如果經濟停滯的部分成因操之在人，那麼操之在我的台灣內部政治更是導致

台灣向下沉淪的最主要因素。十幾年來台灣的民主化明顯走到民粹的極端，以致

代表權威的所有公權力，不論總統、政務官、事務官、立法院、政黨、媒體，都

失去社會的信任與尊敬。相對的，它們服務公共利益的熱忱與能力也就逐漸下降。

對兩岸關係而言，最嚴重的是台灣社會的一分為二。藍綠相視如寇讎不說，連兩

大政黨內部也都人心各異，紛擾不斷。結果不僅政黨之間始終無法達成和解以共

同面對困難的國家處境，甚至連政黨內部都很難形成大陸政策的共識。這個大分

裂中有小分裂的現象讓台灣根本無力因應中國大陸崛起後的新局勢。「尾巴搖狗」

的時代因此必然一去不復返。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5/c_114794281.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5/c_1147942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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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能掌握自己的前途，台灣政黨必須三步走，先形成每個政黨的「黨內共

識」；再跨政黨營造「台灣共識」；最後與大陸協商，尋求在政治定位、國際空

間、與軍事互信等敏感議題上的「兩岸共識」，以維持兩岸關係的長期穩定。33

不此之圖，台灣因素的分量還會再降低。 

就像國際社會經常誇大中共的實力或擴張意圖一樣，大陸方面也傾向誇大國

際（尤其是美國）因素在兩岸關係的比重。事實上，兩種說法都被簡單化了。西

方國際關係理論多半是以歐洲歷史或冷戰時期為研究範本，所以強調的多半是權

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但東亞地區的基本結構遠比歐洲複雜。它不但民

族、文化、語言、宗教比歐洲多元，而且有（超）大國、（超）小國；有民主國

家、有共產國家；有共和國、有君主國；有富國、有窮國。這個複雜結構加上彼

此歷史恩怨及不同的外交利益，使得東亞區域整合遠遠落後於歐洲。今天歐洲整

合已經從 1950 年代的煤鐵聯盟一路演進到關稅同盟、經濟共同體、歐盟、單一

歐元，以及正在進行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但東亞連最基本的自由貿易區

都還沒有實現，更不要說建立共同管理安全問題的機制。 

更不利的是，維持東亞和平穩定的一直不是靠強權間的權力平衡，而是靠弱

勢平衡（balance of weaknesses）。換句話說，四大區域強權在此地區都力有

未逮，不足以主導全局。美國政、經、軍實力固然雄厚，但它距離遙遠、備多力

分，實際投注有限。中國大陸長期軍經皆弱，近年才和平崛起。日本強經弱軍。

俄國（或蘇聯）則政軍經三者皆弱。在這種情況下，大國之間的戰略關係本質上

就不夠穩定。大國對小國的節制力也較有限。小國也有較多「尾巴搖狗」的空間。

因此，只要大大國、大小國、小小國之間的關係處理不當，就可能給東亞局勢帶

來動盪不安，甚至軍事衝突。最近幾年，中國大陸、日本、北韓、南韓、菲律賓、

越南、乃至台灣都陸陸續續捲入跨國紛爭，雖然流血不多，但熱鬧程度絲毫不遜

於中東地區，恰好證明東亞安全的脆弱性。在這種情況下，唯一「鬧中取靜」的

                                                 
33 筆者於 2010 年 12 月即提出「台灣共識」概念，呼籲朝野協商，請見 Ko Shu-ling, "Su Chi Urges 
DPP to Talk with KMT," Taipei Times, Dec. 7, 2010, p. 3。2011 年 7 月再提出「台灣共識」作為三步

中的第二步，請見：蘇起，〈兩岸關係的新階段〉，《聯合報》，2011 年 7 月 3 日，A4 版。不約而

同地，蘇貞昌與蔡英文亦分別於 2011 年 2 月與 8 月提出「台灣共識」概念。請見：李欣芳、陳

璟民，〈台灣共識，蘇兩點堅守兩岸底線〉，《自由時報》，2011 年 2 月 16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feb/16/today-p1.htm>； 李欣芳、吳政庭，〈蔡：無 92
共識，推台灣共識〉，自由時報，2011 年 8 月 24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aug/24/today-t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feb/16/today-p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aug/24/today-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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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是各國（尤其是美中兩大國）幾乎一致肯定的領域。歐巴馬在與習近平

的加州峰會上，就當面向習表達「美國政府強烈支持過去幾年中國與台灣關係的

改善，並希望這過程會以雙方都接受的方式繼續下去。」34 

這個「弱勢平衡」的基本架構並沒有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美國「再平衡」

策略的出現而改變。美國與中國大陸雖漸有東亞 G-2 的架勢，但仍只是東亞地

區的相對強國，而不是可能片面主導東亞局勢的絕對強國。其他國家仍有不同的

成事或敗事能力，而美中兩強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因議題而不同。在兩岸關係上，

與其它東亞難題比較，國際因素的分量顯然不如大陸因素。首先，台灣對兩強的

價值以及兩強對台灣議題的意志力，差異不可以道里計。再者，論實力，美國的

「再平衡」雖然增加了美國投注在東亞的心力，但「再平衡」的前景一方面取決

於美國本身的整體實力以及可能分配到東亞的力量，一方面還要看區域其他國家

的意願。這個意願當然就牽涉到北京與它們的關係。換句話說，北京對外政策的

軟硬度可以直接影響這些中小國家，同時也間接影響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因素。如

果中共對台政策趨硬，國際因素轉硬的可能性也會升高。如果中共政策較溫和，

國際因素亦會溫和。 

目前看來，東亞國家應會樂見「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持續下去。它們

會個別或集體介入以改變這個現狀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如果台灣想片面改變「不

獨」的現狀，那麼因為中共實力比以前更強大，台灣會比以前更不容易得到其他

國家的支持或同情。如果中國大陸想片面改變「不統」的現狀，尤其是用武力的

方式，那麼即使最有實力的美國反應一時不夠堅強，整體東亞國家的長期反應卻

一定是非常負面的，也相當不利於北京建構長期的睦鄰環境。所以兩岸關係的和

平發展不只是「雙贏」，還是「三贏」的保證。 

 

六、 結語 

 

放在歷史的長河中，馬政府時期的兩岸關係最少有兩個突破與兩個不足。第

一個突破是兩個社會的全面連結。自 1895 年清廷割讓台灣以來，兩岸只有短短

                                                 
34 “Obama reiterates U.S. obligation to Provide Taiwan with arms,” Central News Agency, June 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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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並不算愉快的「統一」時間。其他一百多年的兩地分隔，再加上清朝時期海

上交通的險阻，不但讓兩岸人民的情感疏離，甚至因為彼此曾經長期流血敵對而

產生一定程度的歷史創傷。馬政府完成海空直航，使兩岸民眾得以便捷往來，突

破了歷史與地理的禁忌，並開啟療傷止痛的過程，在兩岸關係史上絕對是件大

事。 

第二個突破就是讓戰爭遠離而和平開花。幾十年來武裝衝突的陰影一直籠罩

在台海的上空，揮之不去，甚至好幾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現在兩岸的和平紅

利不但是馬政府的驕傲政績，胡錦濤任內的亮點，也是各國稱許的「化干戈為玉

帛」的案例。 

至於兩岸關係的不足，第一，表現在彼此對對方制度持續的不信任。原來國

共兩黨都是深受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及思想影響的難兄難弟。但台灣民主化後，雙

方制度明顯開始走不同的道路。馬政府時期兩岸成功地達成了和解，但制度的差

異仍是一條極深而且不易跨越的鴻溝。台灣民眾普遍誠摯地相信自己的民主制度，

縱然有不少缺陷，仍然是比較好甚至應該適合全體中國人的制度。大陸方面的主

流意識則認為大陸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縱有缺點，但在歐美資本主義暴露它的

種種問題及台灣民主日趨民粹以後，仍然是最有利、最可行的制度。這個重大差

異使台灣民眾越接近大陸，就越怕受傷害。雙方因為價值觀不同而衍生的摩擦也

層出不窮。 

第二個不足表現在雙方對台灣「國際空間」的爭執。這個問題照說應該像天

底下的任何問題一樣，只要有意願，就可以解決。但目前根源仍是雙方的互信不

足。經過長年的溝通，大陸方面似乎越來越了解這是台灣民眾不分黨派的尊嚴需

求，但仍然擔心放得越開，就越收不回來，尤其在如果政黨再輪替以後。台灣方

面則認為大陸越不放開，就越暴露它的誠意不足。 

不管怎樣，經由兩岸雙方共同的努力，馬政府前五年的兩岸關係翻開了歷史

嶄新的一頁。但有鑒於過去這個關係一再翻轉，我們在稍感安慰之餘，仍需保留

一定程度的戒慎恐懼。馬政府未來幾年如果能夠繼續維持突破之處，逐步縮減不

足之處，兩岸各方應樂見現狀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