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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voters are overconfident in US defense support. This overconfidence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voters’ beliefs about Taiwan’s military capabilities on risky 

policy preferences. This paper examines public opinion data in Taiwan from 2003 to 

2019and shows that optimistic beliefs about Taiwan’s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a war with 

China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willingness to fight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these optimistic beliefs on voters’ willingness to be 

aggressive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among those who are overconfident in US defense 

support. The effect of optimism on aggression among the overconfident is sizable,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ose in the population who are overconfident in US defense and 

falsely optimistic about Taiwan’s military chances is non-trivial.  

 

Introduction  

 

Public opinion polling in Taiwan shows that a sizable majority belie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fend Taiwan if China and Taiwan fight a war. Such confidence seems not 

to correspond with public opinion in the US, where only about 1 in 4 support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aiwan. Does overconfidence in the U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 

of voters’ optimism about Taiwan’s defense capabilitie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ursue 



independence even if it doing so results in war? Optimistic beliefs in war-fighting 

capabilities increases support for fighting for independence especially among those that 

are overconfident in US defens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argument that optimism leads to greater foreign policy 

aggression and an increased risk of war. We examine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from 

2003 to 2019 to see whether Taiwan voters hold unsubstantiated beliefs about the US 

defense commitment and Taiwan’s chances of prevailing in a war with China. We show 

that voters are overconfident about the US defense commitment compared to the actual 

preferences of US voters. We also show that many Taiwan voters are falsely optimistic 

about Taiwan’s military chances in a war with China. There is non-trivial percentage of 

overly confident and falsely optimistic voters in the population. 

  We then analyze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optimism about Taiwan’s military and 

overconfidence in US defense on support for independence even if it means wa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optimism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upport for un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Over the entire period from 2003 to 2019, optimism about Taiwan’s 

capabilities among those who are overconfident in US support increases aggressive 

support for independence by 21% points. In 2018, optimism among the overconfident 

increased aggression 29% point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policy prescription. 

Uncertainty about the US willingness to defend Taiwan mutes the dangerous effects of 

false optimism about Taiwan’s own capabilities.  

 

Optimism and War 

Misperception about one’s chances of winning a war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a leading 

cause of war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Fearon, 1995). Scholars have long 

discussed the risk of war that ensues when governments are uncertain about their 

opponents’ capabilities and make optimistic assessments of their own chances to prevail 



in a conflict (Blainey, 1988; Fearon, 1995;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1999; Johnson, 2004)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account, optimism risks 

causing war when uncertainty gives rise to incentives for governments to overstate their 

capabilities. When both sides hold conflicting beliefs about the others’ capabilities, then 

disputants are mutually optimistic. Scholars have long believed that mutual optimism 

is a leading cause of war. 

  Recent work on mutual optimism has clarified the logic of the mechanism that 

resultsin war (Fey and Ramsay, 2007; Slantchev and Tarar, 2011). Mutual optimism is 

not a necessary or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war, but it is correlated with war and only 

one side of a crisis needs to be uncertain (Fey and Ramsay, 2007). Applied to the case 

of China and Taiwan, for optimism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war between the two sides, it 

is sufficient for only Taiwan to be optimistic about its chances of winning. There is one 

main scenario in which Taiwanese optimism might lead to war. Taiwan may be falsely 

optimistic about its chances, in which case it is uncertain about the true and lower 

probability that it can win. In this case, Taiwan might be overly-aggressive in 

bargaining and China may then calculate that it can do better by fighting a war with 

Taiwan than conceding to Taiwan’s aggressive demands. While false optimism in 

Taiwan is neither a necessary no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war with China, it may 

indeed increase the risk of war.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a country might be falsely optimistic.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allies may bolster a country’s confidence. Overestimating the commitment of an 

ally may lead a country to be falsely optimistic about its chances of winning. War, in 

this case, 3 occurs if false optimism leads the country to behave too aggressively. 

  Figure 1 depi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ism and support for policies that 

enhance the risk of war. Optimistic Beliefs increase support for Risky Policies. This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Z, which is the belief that a third party will intervene and 



defend. Optimistic Beliefs among those that believe in Third-Party Defense increase 

Risky Behavior controlling for relevant covar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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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的內政與外交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 

王維正  

（美國紐約州綺色佳大學政治學教授） 

「美中台的戰略新局」研討會 

台北論壇基金會主辦   

2019 年 4 月 8 日台北市 

 

2019 年將是美中台關係發展值得未雨綢繆 , 謹慎應對的一年.  本文謹就美國川普政

府的內政與外交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 提出幾個簡單的觀察. 

 首先, 今年是選舉前熱季. 台灣四年一度的大選 ( 包含總統, 立委, 及公投) 將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舉行.  兩大主要政黨 -- 民進黨及國民黨 – 均將在未來數週產生自己的總統候

選人, 選戰隨即進入熱季, 主要政黨候選人的兩岸政策主張, 勢將引起大陸及國際之注視.   

 美國四年一度的大選 ( 包含總統, 33 席聯邦參議員, 所有 435 席聯邦眾議員, 11 州及

2 屬地的州長) 將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舉行. 但有志於總統大位的已積極展開行動. 在民主黨

方面 , 至目前為止, 已有 14 人正式宣布將爭取黨提名 , 2 人已成立籌備委員會, 1 人訂下週

宣布, 這還不包括曾公開表達興趣但尚未宣布的至少 8 人. 共和黨方面 , 現任的川普 總統

(Donald Trump) 將爭取連任. 現在尚不知是否黨內有其他人會挑戰他.1  

 假設川普出線 , 成為共和黨候選人 , 他連任的機會頗高 , 至少有五個原因 . 第一是現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Senate_elec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House_of_Representatives_elections, 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gubernatorial_elec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Senate_elec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House_of_Representatives_elec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gubernatorial_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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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優勢 ( the incumbent advantage ) : 現任總統爭取連任者 , 約有 74%的成功率. 自從 1900

年以來 , 有 19 位現任總統爭取連任, 14 位成功 , 只有 5 位失敗 (美國歷史上共有 10 位連任

失敗者 , 最近的兩位是 1992年的老布希 George H.W. Bush及 1980年的卡特 Jimmy Carter ).2  

 第二 是選舉經濟週期理論 (election-economic cycle): 大選前數月的經濟走向對選舉

結果頗有影響 ; 選民回報帶來繁榮的執政者 , 懲罰帶來蕭條的政客; 選舉前數月在職者常會

實施短期經濟奮揚措施 . 這可以解釋為何通常大選年的經濟狀況都比較好 . 反而言之, 若大

選年經濟不好 , 將對爭取連任的現任總統不利 . 雖然離大選還有一年半 , 美國目前經濟表

現不俗 :  2018 年第四季 GDP 成長率 2.2% , 第三季 3.4%; 物價平穩 .3 川普政府主張這與

2017 年的稅改 (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 有關 ,4 也認為若能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 , 結

束關稅戰 , 會對股市有好處 . 

 第三 , 由於美國人口結構及遷徙趨勢與決定總統選舉結果的選舉人團制 (electoral 

college) 差距愈來愈大 , 贏得人口普選 (popular vote) , 卻輸掉總統大選 (因為輸掉選舉人團 ) 

的情形可能出現頻率會增加 . 在 2016 年的川普和 2000 年的小布希 (George W. Bush) 之前, 

上一次發生這種情形是 1888 年的 Benjamin Harrison.5 這種情形在 2020 年還會發生嗎? 應

不太可能, 根據 Emory 大學 Alan I. Abramowitz 教授的研究 : 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的 11 次現

任總統連任成功的例子 ,每一個贏得普選票的 , 也都贏得選舉人票 , 且兩者的關聯率高

                                                 
2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the-five-incumbent-presidents-who-lost and 
https://presidentialhistory.com/2015/05/can-you-name-the-10-presidents-who-were-defeated-for-
re-election.html  
3 https://www.bea.gov/news/glance  
4 Pub.L.115-97.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s_in_which_the_winner_lost_t
he_popular_vote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the-five-incumbent-presidents-who-lost
https://presidentialhistory.com/2015/05/can-you-name-the-10-presidents-who-were-defeated-for-re-election.html
https://presidentialhistory.com/2015/05/can-you-name-the-10-presidents-who-were-defeated-for-re-election.html
https://www.bea.gov/news/gla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s_in_which_the_winner_lost_the_popular_vo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s_in_which_the_winner_lost_the_popular_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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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95.6   

 第四 , 一直糾纏他的 “通俄門” , 在特別檢察官穆勒 (Robert Mueller) 調查兩年多後 , 

在三月底將調查報告交給司法部長巴爾 (William Barr ). 巴爾提供了結論摘要給國會 , 基本

上認為查無川普競選及部屬與俄羅斯有所勾結 , 但亦無法證明開脫他沒有阻礙司法 . 7  雖

然民主黨及許多人士要求巴爾提供全部報告 , 假設結果不變 , 川普連任之路少一障礙 . 維

吉尼亞大學 Larry Sabato 教授認為 : 川普總統職位的命運，應可順利在選票中決定，而不

是法庭或彈劾程序．8 

 第五，川普在外交上奉行＂美國第一＂的民族主義，削弱了美國與盟友之關係及美

國在全球事務之影響力，但他有些外交政策措施，例如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並終於

對長久以來的智慧財產權盜竊及強迫科技轉移等行為做出反擊；徹底擊潰伊斯蘭國最後據

點；試圖讓北韓非核化；對台灣表達較多的支持等，都不但沒給民主黨炒作的機會，且確

定其外交政策之成就可能為其連任加分． 

 綜上所述，川普總統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之機會甚大．至於 2020 年大選，仍有諸多

變數，例如川普的受歡迎度與工作認可度，民主黨推出的候選人等．但可預期是一場很激

烈的選戰，目前看好川普連任． 

 第二個影響台灣的趨勢是友台／親台的法案可能還會通過．今年是台灣關係法 

                                                 
6 Alan I. Abramowitz, “Assessing Trump’s Chances: Forecasting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Sabato's Crystal Ball, 4 April 2019, 
http://crystalball.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assessing-trumps-chances-forecasting-
the-2020-presidential-election/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_Counsel_investigation_(2017%E2%80%932019)  
8 Larry J. Sabato and Kyle Kondik, “Trump’s Fate Now Even More Squarely in Hands of the 
Voters,” Sabato's Crystal Ball, 25 March 2019, 
http://crystalball.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trumps-fate-now-even-more-squarely-
in-hands-of-the-voters/  

http://crystalball.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assessing-trumps-chances-forecasting-the-2020-presidential-election/
http://crystalball.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assessing-trumps-chances-forecasting-the-2020-presidential-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_Counsel_investigation_(2017%E2%80%932019)
http://crystalball.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trumps-fate-now-even-more-squarely-in-hands-of-the-voters/
http://crystalball.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trumps-fate-now-even-more-squarely-in-hands-of-the-vo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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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elations Act) 頒行四十週年．作為一個規範美台非官方關係的美國國內法，台灣

關係法照顧到了台灣的實質利益（或裡子）：經濟，安全，人權等，但許多人認為不夠給

予台灣足夠的尊嚴（面子）：台灣的國際空間及美國過時的限制．9 這麼多年來有不少

試圖強化台灣關係法的立法行動都未成功（國會議員提出法案 bill , 若無法在同一會期內

走完參眾兩院所有立法程序，並由總統簽字成為法律 law，就必須下會期再來，許多也就

無疾而終了）．但 2018 年卻通過了三個有關台灣的法律，打破了上述歷史規律：國防授

權法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台灣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TTA),  及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ARIA)．其中有些主張，例如允許台美高

級官員訪問交流，加強軍事合作，允許美國軍艦停泊台灣港口等，固然是針對台灣關係法

實施多年來的不足而做加強，但也引起中共的強烈抗議． 

我在另文分析了為何這些友台法律能夠達陣，10 最基本的原因是行政與立法部門

關係（congressional-executive relationship）在對台灣的政策上漸趨一致．由於國會裡向有

友台力量，而行政當局（尤其是國務院及國家安全會議）因為負責執行政策，並作為北京

抗議的對象，對於台灣多採消極或負面的態度，對於這些友台的法案漠不熱衷，基本上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近年來美國朝野精英普遍對中國許多行為感到失望，逐漸了解到採行

了四十年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未能誘導中國更加開放自由，中國還對外輸

出它的＂功績＂挑戰美國在亞太的地位，並利用西方開放社會的特點，輸出＂銳實力＂．

所以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國會或行政當局，媒體輿論，甚至商界，學術界，對中共的

                                                 
9 Vincent Wei-cheng Wa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t 30: Enduring Framework of 
Accidental Success?” Taiwan Review, vol. 59, no. 4 (published 1 April 2009),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4,29,31,45&post=4360. 
10 Vincent Wei-cheng Wa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t 40: New Dynamics of an Enduring 
Framework,”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ink.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4,29,31,45&post=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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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改變．在此背景下，國會兩黨都有共識要加強對台灣的支持，而行政當局也不像過

去那樣的怕事（2016-18 年共和黨控制了白宮與國會兩院，形成少有的聯合政府．但 2018

年期中選舉過後，民主黨控制眾議院之後，並未與參院共和黨或行政當局，對台灣議題有

所對抗．畢竟如何執行像 TTA 這樣的法律還是行政當局的權責，但立法與行政當局在加

強台美關係的合作，應該還會持續及增加，本會期（2018-19）仍有數項對台灣友好的法

案已經被提出或宣讀，至於多少案能成為法律還有待觀察． 

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探討政策之演變，可以分析誰走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以歸納出實證規律．11 

在李登輝任內晚期（發表兩國論）及陳水扁 2002 年以後（發表一邊一國論），台

灣走第一步（民主化之後要求自決），中國的強烈反應（文攻武嚇）是第二步，美國的介

入，恢復＂現狀＂，才是第三步．上述的互動模式對台美關係並無實益，不但讓美國處於

被動地位，也使台灣持續挫折，累積下次第一步的能量． 

馬英九時代的第一步似乎是採取與陳時代相反的方向，試以＂九二共識＂作為對大

陸和解的政治基礎．大陸採的第二步是＂和平發展＂，對台較為溫和的政策．這時美國政

府的第三步是鼓勵兩岸對話． 

到了蔡英文時代，它宣稱＂維持現狀＂，所以沒有走第一步（但從北京的角度來看：

蔡不接受＂九二共識＂是改變了現狀），反而是強勢的習近平採取了改變現狀的第一步

（機艦繞台，奪取台灣邦交國，剝奪台灣參與 WHO, ICAO 觀察員，強迫各國公司改變其

對台灣的稱呼），所以這導致美國所採的第二步，是壓制中國，以重回現狀． 

                                                 
11 Vincent Wei-cheng Wang and Jacques deLisle, “U.S.-Taiwan Relations: Do Past Patterns 
Persist in the Era of Tsai and Trump?”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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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以模型來觀察：今年(2019)雖看來是對台灣情勢很好的一年，台北應謹言慎行，

避免不慎淪為破壞現狀的第一步，而成為被壓制的一方．例如，如果蔡總統以為可以援引

台灣旅行法到美國華府正式訪問，以為其艱困的連任競選注入活力，必引起北京最強烈的

反應，甚或動武，屆時若美國不來馳救，而把台灣當做與北京談判的籌碼交換（川普的交

易式外交 transactional diplomacy），則台灣危矣！ 



 1 

美中在東亞的安全困境 

王元綱 

（美國西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 

 

        美中關係的演變將是本世紀對國際關係最有深遠影響的事件。強權之間的競逐，自

古以來常常爆發軍事衝突。美中之間目前正進行一場危機重重的權力轉移，若處理不慎，

後果將不堪設想。兩國之間存在一個難解的安全困境，任何一方所採取的安全舉措，將被

對方視為威脅，進而採取反制措施，其結果是戰略互不信賴，甚至導致軍備競賽。美中兩

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大相逕庭，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崛起將挑戰美國霸權，美國

為了維繫主導地位，勢必採取反制措施，未來美中在國際上的安全競爭將日趨白熱化。 

 

國際關係難解的安全困境 

 

        由於國際上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可以維持秩序，當一國為了自保而增強國防力量時，

將威脅到他國安全，如此便產生「安全困境」。例如，當印度於 1998 年取得核武之後，

雖然增加了自身國家安全，但此舉威脅到巴基斯坦，巴國為了自保，不久之後也進行核試

爆，取得核武。冷戰後北約東擴雖然增加新成員國的安全，但北約防衛前線延伸到俄羅斯

家門口，威脅到其安全，結果導致俄羅斯 2008 年在喬治亞共和國用兵，2014 年在烏克蘭

併吞克里米亞，這些都是反制措施。 

 

        安全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國家意圖不確定。一國的戰略意圖他國難以得知全貌，

而且即使有辦法得知對手目前的戰略意圖，也難保未來不會改變。所以與其依賴別國的善

意，不如增強自身國防力量，才是自保的最佳手段。 

 

        安全困境會產生兩個後果。第一、國家彼此難以建立戰略互信，一國所採取的安全

措施，將被另一國解讀為威脅。第二、為了不受制於他國，國家彼此將努力增強國防力量，

於是產生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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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關係目前受到安全困境的制約，不可避免地將處於競爭狀態。中國大陸雖然不

斷聲稱其國防建軍純粹是防禦性的，但在美國眼裡，總是會懷疑，認為強大的解放軍會對

區域安全造成威脅。同樣地，美國聲稱在東亞的駐軍巡航是為了維持區域穩定保障安全，

但在北京眼裡，則認為美國別有居心，實際上是想圍堵中國，不讓中國崛起。這是典型的

安全困境，兩國缺乏戰略互信。 

 

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 

 

        美國在東亞的首要戰略目標就是要維繫美國在區域事務的主導權。白宮每四年一度

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一再指出，美國尋求維繫東亞的權力平衡，不讓任何其他國家

取得主導權。例如在 2017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川普政府表示將致力於「提倡對

美國有利的權力平衡」，其本質就是要維繫美國的霸權地位，避免另一區域霸權的崛起。

關於保持美國在國際事務的主導權，這點在美國各界都頗有共識，不論是政府、國會、學

界、和民間，大家都一致認為維持美國在全球排名第一的地位，是美國必須尋求的戰略目

標。前國務卿季辛吉曾表示「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就是要抗拒任何強權試圖宰制亞洲」。1 

 

        美國軍事干預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就是要避免歐洲受到德國霸權的宰制，因為如果

歐洲（或亞洲）出現一個區域霸權，美國國家安全將受到威脅。目前由於歐洲沒有任何一

國有潛力成為區域霸權，美國的戰略重心將會朝東亞移動，因此中國崛起將是美國極力關

切的重點。 

 

        可見未來，美國將執行維繫東亞權力平衡的戰略部署，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

戰略與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皆異曲同工。美國打算將百分之六十的海外軍力部署到印

太地區，其目的都是避免亞洲出現一個區域霸權挑戰美國。 

 

                                                       
1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n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135. [emphasis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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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東亞的戰略目標 

 

        中國大陸在東亞的戰略目標主要是富國強兵。這目標等同現實主義對權力的追求，

因為在國際關係中，國強則國安，國弱則人欺，權力是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鴉片戰爭後

中國近代史上飽受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就是最好的教訓。不論是「中國夢」或是「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其本質都是希望國家強盛，也是一種在國際政治上對權力的追求。為了國家

安全必須追求權力，中國夢就是強軍夢。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表示，要加強軍

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中國崛起原本是採取和平發展的韜光養晦戰略，其手段是藉由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

環境，以便專注於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國防現代化。在這和平崛起的戰略指導下，中國大陸

於是加入各式各樣的多邊國際組織，與多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建立如上海合作組織的

國際機構。韜光養晦的戰略邏輯是在羽翼未豐前，中國應極力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因為

在單極的國際體系下，與強大的美國公開較勁，等於是不自量力自找麻煩，倒不如等到羽

翼豐滿時再說。 

 

        富國強兵之後的戰略目標就是建立亞洲版的門羅主義。沒有一個國家會願意對手的

軍隊駐紮在自家門口，或是插手區域事務，美國如此，俄羅斯如此，中國也如此。中國大

陸的領導人曾表示，亞洲的事務由亞洲人自己管，而解放軍將領也公開表示不喜歡美軍在

自家們口蹓躂。毛澤東在 1950 年 1 月表示：「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

應由美國來管」。周恩來在同年 3 月也說：「亞洲人民自己的事情，應當由亞洲人民自己

來處理」。但當時國力不強，心有餘而力不足。六十多年後國力大增，習近平在 2014 年

5 月亞信峰會的主旨演說強調三個「歸根結柢」：「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

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

維護」。北京不希望美國介入亞洲事務的戰略意圖是明顯不過的，而增強國力則是實現該

戰略意圖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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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安全競爭的結構性矛盾 

 

        顯然地，美中兩國的戰略目標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大陸富國強兵的戰略目

標最終將打破東亞的權力平衡，挑戰美國維繫區域權力平衡的戰略目標，甚至取代美國的

主導權。美國國防部 2018 年的《國防戰略報告》述說：「隨著中國持續經濟與軍事崛起，

藉由傾全國之力的長期戰略來聲張權力，它將繼續追求軍事現代化，以便在近期之內尋求

印太的區域霸權，並在未來取代美國全球的卓越地位」。美國視中國為潛在競爭者，勢必

採取反制措施，以保全美國的霸主地位。 

 

        另一方面，自 2010 年以來已有跡象顯示，北京已逐漸偏離韜光養晦而轉向「有所作

為」的戰略，在國際議題上變得積極強勢。北京在領土爭端上採取強硬立場，在南海廣泛

建立人工島礁並設立軍事設施，同時在釣魚台附近巡航。中國大陸走向海洋的戰略也將加

重與美國的安全競爭。胡錦濤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表示：「堅決維護國家海洋

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習近平 2017 年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

海洋強國」，並表示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大陸想成為海洋強國，勢必與美

軍在東亞競逐制海權。可以預期，未來美中安全競爭將日趨白熱化。 

 

        美國過去對中國大陸採取「接觸」的政策，主張藉由貿易和經濟自由化，同時協助

中國加入國際機構，來轉化中國的國際行為，冀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然

而，二十幾年下來，美國越來越多人認為這項接觸政策已失敗，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如

同 2017 年的《國家安全報告》所言：「大部分而言，這項前提結局是假的」。美國指控

中國竊取智慧財產權，強迫外商轉移科技，操縱貨幣以獲取貿易順差。美國貿易代表署在

2017 年甚至表示：「美國當初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是錯誤的」。美國近來

已開始檢討中國政策，越來越多的聲音主張應採取較強硬的態度。雖然目前尚未形成共識，

但政策走向競爭層面愈來愈明顯。 

 

        美中的安全競爭目前已經體現在經濟戰和科技戰。川普政府對中國產品大量課徵關

稅，並對華為進行制裁，目的是在打壓中國經濟，減緩對美國的挑戰。然而經濟戰不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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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到對手，也會傷到自己。德國 1870 年統一後，英國國內曾辯論該如何應對這一崛起強

權，得到的結論是如果對德國進行經濟戰，由於經濟相互依賴的關係，英國經濟將受到很

大的傷害，於是作罷。美國今日如果對中國進行經濟戰，也可能遇到類似情況。 

 

        所以美國較可能採取的措施是在中國周邊建立起一道圍堵網，限制中國崛起對美國

霸權的挑戰。川普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基本上是沿襲歐巴馬「亞洲再平衡」的戰

略思路，要藉由強化既有的同盟和夥伴關係，來平衡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國力。 

 

        但是川普政府政策搖擺不定，常常不按理出牌，美國的中國政策究竟會如何進行，

目前尚不明朗。川普一上台就退出 TPP 的多邊貿易協定，對友邦課徵鋼鋁關稅，這種把

朋友得罪光的作法，究竟能否建立有效的制衡聯盟，尚未得知。 

 

        此外，美中彼此的國內因素也不可忽視。在國際關係中，當一國面臨國內政經社問

題時，就有可能藉由挑起外在糾紛來轉移注意力，凝聚對內向心力，提昇對領導人支持度。

美國國內目前兩極化嚴重分歧，2020 年總統大選將至，川普有可能藉由在外交戰場上取

得勝利，來贏取選民支持。同樣地，中共也面臨國內因素的考慮。當前中共統治的基礎來

自兩大支柱：經濟成長與民族主義。已有徵兆顯示，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需靠減

稅來振興經濟。但當經濟成長遲緩時，北京就有可能運用民族主義的力量來凝聚向心力並

增加對政府的支持。然而民族主義是道雙面刃，若運用不善而失去控制，也可能傷到自己。 

 

        總之，美中關係的緊張，主要是雙方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陷入難解的安全困境。

如果中國大陸國力繼續增長，雙方的競爭將日趨白熱化。兩國雖有可能在某些國際議題合

作，如北韓核武，但整體而言，競爭將大於合作，國際體系將日漸多極化，甚至朝兩極化

體系發展。 

 



                     

2019 年台美關係走向評估：突破、變數與影響 

李大中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自 2016 年 520 就任以來，蔡英文總統對外戰略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於「穩中、

向南與依美」，也就希冀(至少消極性)維繫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以南向突圍，

大幅增強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靠攏與依賴，尤其是看重與「理念相同」國家間之

協調與合作，而此戰略基調在川普政府於 2017 年底拋出印太倡議，華府對中政

策的壓制力道日趨明顯，以及隨著美中間的矛盾於 2018 年春因貿易戰逐漸浮上

檯面後，台灣「依美」色彩也更為濃厚，台美政治關係亦隨之升溫。但與此同時，

蔡政府仍小心翼翼不挑戰北京底線，包括對於聯合國運動以及制憲公投等議題，

刻意保持距離，在兩岸政策方面，蔡政府高舉「維持現狀」，強調在中華民國憲

法與兩岸關係條例下處理兩岸關係，但拒絕九二共識以及附帶任何前提的兩岸協

商，面對北京的施壓，包括接二連三的外交拔樁在內，蔡英文多次重申所謂的「四

不」，也就是「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走對抗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同

時也不忘向習近平呼籲，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努力，共同尋求兩岸互動的新模式。

然而結果事與願違，北京與台北所走的道路，不但沒有相向而行，反而猶如無交

集的兩條平行線，兩年多來，雙方缺乏共識與交集，官方關係急凍，政治互信基

礎流失殆盡。但另一方面，北京方面不僅沒有減緩與台灣民間的交流，反而加深

兩岸的文化、經貿與社會互動，並積極透過各項政策措施，希望增強對台灣社會

各階層的吸引力。本文的主要宗旨在於評析今年台美互動的走向、變數與其複雜

影響。 

 



二、台美關係進展 

    自川普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入主白宮以來，共批准兩批對台軍售，第一次為

2017 年 6 月，美方宣布對台灣 14.2 億美元的軍售案，內容包括 MK-41 垂直發射

系統、MK48 重型魚雷、MK46 魚雷性能提升、高速反輻射飛彈、遠距遙攻精準

彈藥、標二飛彈以及其他電戰設備與系統。第二次則是於 2018 年 9 月，內容涵

蓋台灣 F-16、C-130、F-5、經國號(IDF)等軍機之相關零附件，總金額約 3.3 億美

金。從表面觀之，川普上任才不到兩年，即迅速批准兩批對台軍售，但持平而論，

單就軍售的總金額而言，僅達 17.5 億美金，仍遠不及歐巴馬總統八年任的 138.3

億美金(即便美國對台軍售曾於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出現罕見空窗期)。 

    在軍售內容方面，至 2019 年 4 月為止，雖然尚未出現耳目一新的主要裝備

系統。美國對台軍售議題方面的升級，其一為國國務院於 2018 年 4 月正式公告

台灣自製潛艦方案的行銷核准證，此舉對於台灣的潛艦國造計畫的成敗具有關鍵

意義，意謂美國的國防合約廠商在獲得此通行證後，可透過商售途徑，與台灣相

關廠商洽談潛艦製造的關鍵技術與裝備。其二則是軍售程序正常化，2018 年 10

月，美方包括助理國防部長與在台協會主席莫健等人均公開提及，美方不再依循

以往的包裹式軍售模式，而改採所謂的取個案審查與個別通告之方式，一般認為，

此改變有利於對台出售武器裝備的速度與彈性。2019 年 3 月，台美兩地媒體廣泛

報導台北已向華府提出購買 66 架 F-16V(bloc 70/72)的「發價申請書」（LOR for the 

Letter of Offer and Acceptance, LOA）但此項軍售(包括價格)尚未獲台灣官方證實。 

    除軍售面向外，美國 2019 年度《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中有關台鼓勵美軍艦互訪的敏感內容，引起各界關注。不過真正最重

要的友台法案，莫過於 2018 年 3 月生效的《台灣旅行法》。《台灣旅行法》的主

要重點有三，首先是美國「應該」(should)鼓勵與所有層級的美方官員，包含內

閣級國家安全官員、將領以及其他行政部門官員訪台；其次是美國應該鼓勵台灣

官員在獲得適當尊重與尊嚴的情況下進入美國，會晤包括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內的

美國行政部門官員；最後則為美國應該鼓勵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與所有台灣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7%90%E7%BE%8E%E5%9C%8B%E8%87%BA%E5%8C%97%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4%BB%A3%E8%A1%A8%E8%99%95


美國設立的機構在美國洽公，接觸美國國會成員、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官員以及

台灣高層官員。此外，參眾兩院均認為，1979 年制定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為美台關係與西太平洋穩定的基石，但因長期以來美方的自我受限，

壓縮美台高層互訪的空間，導致美台高層溝通嚴重不足，上述的考量為《台灣旅

行法》的立法宗旨。 

   《台灣旅行法》的達陣再度證明美國國會中的傳統友台力量不可小覷。但重

點在於「實踐」，至於能否真正落實，而落實的程度與幅度可到哪裡，則取決於

川普國安團隊的政治判斷(很大程度掌握在川普自己手上)，而且退一萬步而言，

就算沒有上述的友台法案，只要總統有心(夠強的政治意願)推動，就可達到所謂

的突破。例如在台美高層互訪方面，自《台灣旅行法》於 2018 年 3 月生效迄今，

無論是國務院或五角大廈，美方高階官員來台層級，都尚未出現真正突破，美國

行政部門是否有可能打破過去台美高層官員於互訪方面的若干禁忌(台美間不成

文默契)，有待觀察。  

    

三、蔡政府對外政策走向 

    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在 2018 年九合一大選慘敗後，即便蔡聲望與支持度重

挫，但連任意志強烈，即便面臨賴清德的強力挑戰，但在黨內初選勝出的機率仍

大。故在可預見的未來，蔡政府的對外戰略如何重整步伐，也將成為台灣 2020

總統大選前的最大變數之一  

    如前所述，現階段蔡政府對外戰略的機會之窗，正在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

職的美國總統川普。自 2016 年 12 月初川普上任前夕至 2017 年 2 月上旬，川普

政府針對一中議題上反覆操作，其後反覆祭出台灣牌，希望以此為籌碼向北京施

壓，在美中間的其他議題上進帳。然而，川普政府在對台政策上所展現的熱絡與

友善氛圍，包括《台灣旅行法》等拉攏台灣之作為(如同美國版的「惠台」措施)，

基本上仍是著眼於北京，華府對台灣所釋放的政策善意，雖可望逐步突破以往台

美高層互動之約束與框架，並可有利於台灣在軍售與技術移轉上取得重要突破。



但由於美中戰略競合的樣貌日趨複雜，再加上川普政府在外交施政即興式色彩揮

之不去，不確定性極高，在川普的思維中，儘管台灣是情感上應支持的對象，但

台灣也更像是談判桌上的籌碼，因此台灣牽制中國大陸的角色將益加明顯，故為

避免淪為美中競逐的犧牲品，並防範未來美方的反覆無常，台灣理應步步為營與

謹慎因應，努力維持某種程度的戰略平衡為上策。  

   至於在兩岸互動方面，從去年(2018)雙十國慶的演講內容可判斷，蔡英文總統

的意志堅定，展現抗壓的決心，故兩岸幾乎宣告正式分道揚鑣。然而，在九合一

大選後，民進黨政府對外戰略的走向是否會出現新局？此問題頗耐人尋味，理論

上答案有三種可能，關鍵在於兩岸政策的變或不變。  

   第一種選項是「維持現狀」，也就是依循目前「穩中、南進、依美」的既有路

線，主因是目前距總統大選僅 9 個月，民進黨在大方向上難以輕易轉舵，故維持

現狀機會最高，也最合理，其優點在於可保有穩定性與一致性，再加上如果決定

在兩岸政策上改弦易轍，就證明先前所採取的路線徹底失敗，但維持現狀選項的

其風險也在於，如果仍以不變應萬變，可能被批評過於保守與被動，也讓那些寄

望於以改善兩岸關係引入經濟活水的民意失望。第二種選項可稱為「政策調適」，

也就是調升兩岸關係在台灣對外戰略中的位階，不再只是消極性的「穩中」，而

是積極謀求兩岸互動回暖，再視北京的回應接招。政策調適選項之優點在於，民

進黨政府可重新掌握兩岸議題的主動權，也能令選民耳目一新，但風險在於恐將

引發獨派與深綠民意的不滿，導致進退失據，另外也必須注意美國因素與影響力

的無遠弗屆，尤其在當前美中對峙浪頭上，如果蔡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朝中間修正，

勢將引發川普政府對於台灣動向之疑慮，而由目前形勢觀之，蔡政府採取修正路

線的跡象趨近零。至於第三種選項是「劍走偏鋒」，也就揚棄三年多來的謹慎自

制及維持現狀的宣示，鎖定台灣主權敏感議題，挑戰北京核心利益，採取直接碰

撞或打擦邊球的極端策略，激起北京的反制與打壓(例如進一步壓縮的台灣國際

參與空間或邦交國拔樁)，或是選前藉由在台美關係尚的重大突破。如果兩岸緊

張情勢陡升，不僅可塑造台灣社會同仇敵愾的氛圍，更將凝聚基本盤的支持，可



能有利於總統大選，但此選項的缺點在於風險偏高，此途徑恐將面臨反噬後果。  

 

四、結論 

    以北京角度觀之，影響兩岸關係的最大外部變數向來是美國因素，但以蔡政

府而言，目前台灣對外戰略的機會之窗正在於川普政府，川普上台後所不吝展現

的親台與友台傾向，包括在政治與安全層面的表態加碼支持台灣，以及美國國內

(包括民意與跨黨派菁英)目前高漲的「恐中」與「敵中」氛圍，再加上日漸成形

的印太戰略與啟動對中貿易(科技)戰等強勢作為，在在具備遏制中國崛起的明顯

意涵，針對性不言而喻，故台北方面認為此大環境有利於台灣，由於台美在戰略

目標上契合，更增強目前蔡政府對美一邊倒的意願，故以民進黨政府方面的估算，

美中角力有助於台美關係更上一層樓，乃千載難逢之契機，如果情勢所逼，台灣

最後被迫必須在美中間選邊站，其答案非常清楚。 

 2019 年是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40 週年，展望美中關係，可能將持續受

制於貿易戰的紛擾，處於起伏不定狀況，川普對北京祭出極限壓力策略，即便美

中雙方能達成共識與協議，都可能僅是暫時性解套。至於在兩岸關係的發展方面，

無論從習近平主席於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促統談話，或是蔡英文總統對

於兩岸關係的強勢回應與表態，可看出針鋒相對，毫無交集，兩岸互動也可能進

一步惡化與探底。 

    台美關係的動向亦值得觀察，在台灣方面，隨著總統大選迫近，台灣內部政

治的任何風吹草動，對美中台三邊關係都將牽一髮動全身，主要的變數之一，蔡

政府可能將台美關係的重大推進與兩岸情勢的關鍵變化(尤其是台海的突發軍事

狀況)，視為挽救民進黨選情低迷的特效藥，例如假設的情境如下，如果在總統

大選前，蔡英文能突破以往總統過境美國的相關限制(甚至直接踏入華府)，對於

民進黨而言就是關鍵加分，關鍵在於目前台北方面是否有類似盤算？而當面對台

灣的試探與請求，川普在權衡輕重後的政治拍板為何？但一旦此假想情況成真，

必激起千堆雪，兩岸關係與美中關係將隨之大幅震盪。 



    總結而言，2019 年的美中台互動將是不平順的一年，台灣淪為夾心餅乾，

同時承受美中兩強更龐大壓力，所以應格外謹慎，我方上上之策應在於，在盡可

能保有台灣的自主性之餘，「既能贏取華府信任，又能讓北京安心」，此可謂高難

度挑戰，但千萬不要因為美中的對峙態勢的升高而沾沾自喜，自認為掌握千載難

逢的戰略機遇而有操作空間。  

  



亞太變局中的日本：四點觀察 

杜進 

（日本拓殖大學教授）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這次研討會，同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和專家進行交流。

我認為在深刻變化的亞太局勢中日本的動向值得關注。我想簡要地陳述一下我的

四點觀察。 

 

觀察一：日本以「四面作戰」應對川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 

 

    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迄今為止日本還沒有直接應戰；但是在維護自由貿易

體系的旗幟下，日本展開了 「四面作戰」：一，拯救美國退出後的 TPP，以前所

未有的積極姿態完成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漸進協定」 (CPTPP, 又稱 TPP-

11)；二，通過艱苦的談判，快速締結了「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J-EU EPA)；

三，在完成上述兩個全球最大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日本試圖在推進亞洲

經濟整合方面發揮領頭作用，變現為積極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CJK FTA）,

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談判；四，試圖用巧勁化解來自美國的

貿易談判壓力。針對川普政府以汽車等產業為標靶要求日本消減對美貿易赤字的

巨大壓力，日本表示將在 WTO 和 TPP 的框架下應對，啓動以下調關稅為目的的

TAG（貨物貿易協定）談判，而不採取報復措施。 

    另一方面，日本同美國和歐洲一起，要求中國改變「不當」貿易措施，並針

對產業補貼等問題，聯手歐美提出 WTO改革方案。 

    以上事實表明：在保護主義強勢抬頭的局勢下，日本正以空前積極的姿態致

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並試圖在制定貿易規則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以牽制中美兩個大國的「任性」。 



觀察二：為實現「戰後外交總決算」而實行「四面出擊」 

 

    川普政府的「美國第一」政策，引發或加速了日本外交的一系列變化。一，

安倍首相決心在任期內解決日俄間的戰後遺留問題，事實上改變了「四島一並歸

還日本」的一貫立場，並表示認真考慮俄國的安全關切，保證不會允許美國在北

方領土駐軍。目前這一艱難的談判已經開局；二，探索改善日朝關係的現實途徑。

在川普政府的對朝關係發生戲劇性轉變的新形勢下，日本逐步軟化對朝姿態，表

示在解決核導和綁架問題的基礎上，日本可予以朝鮮經濟援助，安倍多次表示願

意同金正恩舉行首腦會談。兩國外交官之間的秘密交涉正在進行之中；三，自

2017 年以來安倍政府推行了一條有別於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路線，表明在滿足一

定條件的前提下，支持和參與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建設。安倍表示在歷史認

識和臺灣問題上，日方將堅持兩國政治文件中確定的原則立場，妥善處理好中日

之間的敏感問題。在增進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實現首腦定期互訪，並在促進民間友

好交流和共同開展協力廠商市場經貿合作，以及加強安全防務交流等方面達成共

識。中日關係正在走向正常軌道；四，日本繼續推行原創的「印太戰略」（現改

稱「印太構想」），在增強同有關國家（越南，印度，澳大利亞等）的經貿合作的

同時，積極拓展雙邊和多邊的安全合作。 

    安倍在成功連任自民黨總裁後，正在問鼎日本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首相。在

「擺脫戰後體制」和「突破國難」的旗印下，安倍推動修憲，著力改革社保和財

政等國內制度，而實現「戰後外交總決算」，擴大外交空間，強化日本在亞太秩

序建構中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也是安倍積累歷史遺產，以求青史留名的重要舉措。 

 

觀察三：日本正在探索一條牽制中美兩個大國的戰略性外交的途徑 

 

    尋求日本外交的主動性和獨立性，是日本對變化中的國際和地區形勢的研判。

在追求「戰略性外交」的過程中，日本相繼拋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價值觀



外交」，「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的和平主義」，「印太戰略構想」等外交政策口

號，其重要組成部分既有對崛起中的中國的「圍堵外交」，同時也有政府試圖改

變日本外交滯後的意圖。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成為不爭的事實，印太戰略中抑

制中國的部分也在逐漸減弱。 

    日本的政策研究圈普遍認為，隨著全球化進展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亞

太地區秩序將發生深刻變化，而中美兩國將在規範和規則方面，爭奪地區秩序的

主導權。可以想像，中美博弈的結果不外乎以下四種可能性。第一，冷戰結束後

出現的以美國一強為特徵的自由和開放的秩序持續下去的可能性；第二，在這一

地區中逐漸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秩序」，即恢復到 19世紀以前的中國霸權

的時代；第三，霸權國的美國與新興國的中國進行「大交易」，在亞太地區實行

「中美共同管理」，即 G2的局面；第四，考慮到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及社會價值觀

的不同，兩國之間的戰略猜疑揮之不去，因此中美兩國很難協調，相反，圍繞著

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兩國間可能展開激烈競爭甚至對抗。另一方面，考慮到中美之

間緊密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兩國不至於徹底決裂和走向戰爭。最有可能的局面

將會是：中美之間是在一部分領域中保持協調和合作，然而在大部分領域不斷出

現不至於到達決定性對抗的緊張和對立的關係。 

    圍繞著印太地區的秩序變化和可能的對應方略，日本的政策研究者從事了大

量的研究。2012年以來，受日本外務省的委託，外務省管轄下的社團法人日本國

際問題研究所，緊鑼密鼓的開展了相關的政策研究，併發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政

策研究報告。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在美中兩大勢力的博弈中，這一地區的中小國家

採取何種策略與大國相處。首先，這些國家可以從同大國的參與（engagement）

中獲利，具體說，可以通過同中國增強經濟關係以增進本國經濟利益；同時，由

於美國提供了為穩定的地區秩序這一公共產品，所以增強同美國的關係可以使這

些國家獲益。然而，積極參與是伴隨風險的。中國的經濟波動可能會深刻影響中

小國家的經濟，中國也可能會通過行使經濟力量來尋求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

美國很可能要求中小國家負擔公共產品的費用，或者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因此，



中小國家為了防止大國主宰自身命運，必須準備避免風險的手段。即在加強參與

的同時，為了防止對方行為的不確定性對本國的影響，需要同時準備平衡和牽制

的手段，使大國之間互相牽制，以減少大國對本國行使權力的可能性，就是一種

可能的對衝政策（hedge）的手段。在安全保障方面，研究者們也討論了日美同

盟關係中存在的同盟內部固有的「牽連(entrapment)—拋棄(abandonment)」困

境，也就是說，日本既有被捲入大國衝突的風險，也有被大國遺棄的風險。 

    在討論中美博弈中日本的對應問題時，出現了一種中小國家抱團，共同牽制

中美兩個大國的政策思路。一部分學者認為，流行的權力轉移論或權力轉換理論，

過分重視霸權國與新興國之間的關係，而忽視了對夾雜於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的

研究。這些學者特別重視印太地區的「中堅和搖擺勢力」（ secondary 

powers/swing states）的動向。根據這些學者的定義，「中堅和搖擺勢力」是指：

一，本身無法成為地區秩序形成的主體；二，擁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和軍事實力；

三，今後有很大的增強國力的潛在能力；四，佔據重要的地理位置；五，尋求擴

大在本地區和世界的影響力；六，迄今為止外交政策的方向尚未確定。符合以上

定義的主要有印度、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以外的東盟各國。通

過增強同「中堅和搖擺勢力」的合作，形成有別於中美的第三勢力，日本可以引

領這種第三勢力，在中美之間周旋，以減輕大國的任性行為對日本帶來的消極影

響，回避日本在大國對抗中被迫選邊站的尷尬局面。隱藏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背後的這種追求外交獨立性的動機，很值得我們認真關注。 

 

觀察四：來自美國建制派的規勸和牽制 

 

    自 2017 年以來，安倍政府將改善對華關係作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

尤其是 2018年實現了兩國領導人的互訪, 雙方領導人就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及

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並就推動雙方務實合作、建立突發風險管控

機制、開展協力廠商市場合作等達成一系列共識。安倍總理多次強調發展中日關



係，有人將安倍關於「將中日關係引向新時代」的意見概括為所謂的新對華政策

三原則：即引導兩國關係「從競爭走向協調」，「從威脅走向合作夥伴」，以及「發

展自由公正的貿易體系」。在美國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鷹派呼籲全面對抗中國

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則在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方向上邁出了一大步。這不能不說

是日本外交謀求自主性的一個標桿性突破。問題是日本外交在謀求戰略自主性的

路上能走多遠？ 

    從政策研究的角度看，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最近美國建制派戰略研究者

和日本的主流學者密切合作，強調日本外交必須以美日關係為軸心，對日本政府

的自主外交提出直接或間接的批評。並對強化美日同盟和兩國合作關係提出的建

言。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對追求外交戰略自主性的日本來說，美國的政策將成為

重要的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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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與中國文化復興 

周曉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自由民主和全球化處於挑戰之中。 在美國幫助建立之後的七十六年，這個全球自由

民主聯盟，制度和規範體係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攻擊。在美國國內，大量高薪藍領工人失

業，高福利和社會主義秩序正在與日益增長的傳統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作鬥爭。 

 

特朗普與美國創始人的外交政策原則的比較 

    以下是美國先（國）父建國的一些關鍵外交政策原則，以及關於特朗普的想法如何與

之匹配的評論 

1.美國沒有永久的朋友或敵人：我們公民對美國的忠誠，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美國第

一）。 我們尋求與所有國家建立富有成效的關係，特別是互惠貿易關係。我們沒有基於

過去的偏見，但會根據他們目前對我們的行為來判斷外國。 特朗普認為可能與俄羅斯建

立一種不那麼敵對的關係（由於虛假的勾結敘事，他因為純粹的政治原因而被迫與俄羅斯

建立更為敵對的關係 - 這對國家不利）。 

特朗普願意根據美國的利益重新設定兩個方向的關係。 他願意與任何國家的領導人會面

以解決問題並重新建立關係，因此特金會議也是如此。 談判比打仗更好，儘管如果我們

必須戰鬥，我們將確保我們足夠強大以在戰爭中佔上風。 

2.我們盡可能以最好的條件尋求貿易：我們以前所謂的“自由貿易”協議是管理貿易協議

是損害美國的利益的。早在 1990，特朗普對美國向世界大開門戶但卻受約他國限制感到

不滿“如果這個國家面對外來侵門踏戶，而一再讓步，或一再不作為，它將走向滅

(Playboy,1990/03)。“當政後，特朗普最終說“夠了”。 雖然他誇大了這個問題，但我

們的貿易夥伴，特別是（但不僅僅是）中國的互惠關係存在問題。 每個人都抱怨他使用

關稅，但我們不能允許我們的鋼鐵和鋁工業死亡，我們也不能允許近幾十年來嚴重不平衡

的貿易逆差，而不採取一些行動來刺激貿易協定條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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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暫時只是出於防禦目的：特朗普實際上已經問過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北約。美國將國內

生產總值的 3.5％用於國防。北約條約義務是 2％。我相信只有西歐主要國家的英國才能

履行這一義務。德國承諾特朗普到 2024年將達到 1.5％，明年將達到 1.3％左右（我相

信），但近幾年似乎有所回落。此外，西歐最富有的國家軍事是一個笑話。這就像福利國

家的情況那樣--依賴會導致無能。歐洲在美國納稅人支付國防費用的背景下建立了自己的

福利國家。美國繼續支付北約 70％的費用，儘管遠離俄羅斯和中東的危險。特朗普需要

進一步質疑北約對美國的價值。其他北約國家如果真的擁有軍隊，對美國可能更有價值。

如果他們知道他們不再能夠依賴美國，他們實際上可能擁有軍隊。至少美國應該堅持每個

北約國家在合理的時間內確定或者退出北約。共和黨艾森豪威爾總統在 20世紀 50年代曾

說過，當歐洲恢復時，它應承擔其自身防禦的主要成本。 

4. 我們希望保護自己，而不是壓迫別人：我們並沒有尋求成為殖民大國。 即使我們作為

“明顯的命運”的一部分擴展到整個大陸，它始終認為領土將成為聯盟的國家，充分參與

我們的共和國，而不是被剝削的殖民地。 這點毛澤東與鄧小平也佩服。 

5.雖然我們是一個特殊的、道德的國家。我們是世界各地的愛好自由的人的朋友。但我們

通過榜樣傳播我們的理想，而不是通過海外幹預和武力。我們不出國尋求殺死魔鬼。唯一

的例外是門羅主義：我們警告歐洲大國試圖重新殖民新近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儘管我們

無法強制執行它。英格蘭由於其自身的商業原因加緊協助執法）。拉丁美洲認為這是有利

的，我們認為這是一種防禦性措施，因為我們不希望在我們的半球出現歐洲陰謀。特朗普

本能地是一個不干涉主義者，這使他與共和黨中的新保守主義者交火。新保守主義曾是共

和黨主流。他們希望將傑裴遜主義民主帶到世界上每個"下三濫"（shithole）國家，無論

人們是否為此做好準備。特朗普對此有時提出異議有時又支持。這種政策搖擺變現成採納

約翰博爾頓和林賽格雷厄姆（John Bolton and Lindsey Graham）的建議，因此美國在敘

利亞留下一支小部隊，我們可能會在某些時候在軍事上介入委內瑞拉。特朗普會不會讓自

己被談到老布希（GW Bush）的一些重建國家項目。儘管如此，我確實相信特朗普一直被

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保持更多軍隊。而不是他想要的。 

    特朗普感到舒服的一個乾預領域是國際上適用的經濟制裁，但只有當他認為美國人的

利益受到侵犯時才會這樣做。 因此，他對朝鮮，俄羅斯，伊朗和現在的委內瑞拉實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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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當被迫將其用作對更廣泛的侵犯人權行為（例如針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處罰時，他

傾向於抵制使用制裁（並不總是成功）。 

6. 特朗普外交政策與美國進步主義的觀點是不同的。進步主義 （民主黨為主）認為國家

需要為各種目的進行幹預。最初，我們有責任“承擔白人的負擔”，並在從西班牙解放某

些地區的同時，在關島，波多黎各和菲律賓建立“保護國”，併吞並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

夏威夷群島。這些新領土沒有憲法地位，必須由最高法院（非法人領土）發明，以區別於

之前存在的憲法領土，並期望最終建國。泰迪羅斯福確立了門羅主義的必然結果，即美國

將介入拉美國家的任何不法行為，以排除歐洲列強的行為。這基本上使美國成為“半球員

警” - 我們首次接受這種國際角色。 （不幸的是，不是我們的最後一次 - 拉丁美洲對

門羅主義的延伸並不那麼滿意。）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乾預了“讓世界安全地實現民

主”，而不一定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在二戰中再次進行幹預以完成這項工作，然後在冷

戰期間發現自己是自由世界的主導力量。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期，進步的外交政策的主要

思想是：通過各種幹預手段加速全球自由和自由文明的歷史趨勢，通過美國領導的多邊國

際機構網絡實現，有時通過臨時實現由美國領導的國家集團。這是兩黨的觀點，民主黨人

和共和黨人。它不時分裂，特別是對越南戰爭的祛魅。像建國一樣，它以道德為基礎。有

一些偏離它：（1）尼克森/基辛格緩和（不道德的現實政治，不成功，不受歡迎，被人口

誤解）。 （2）後進步（美國沒有道德上的幹預 - 奧巴馬的“後面的領導”是對此的建

議，就像他最初的道歉之旅一樣）。對特朗普的本能而言進步幹預主義的共識，現實政治

和後進步主義 

是會削弱美國。 

    在國際政治舞壇，美國面臨來自一個靠美國幫助下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的壓力和

挑戰。對美國而言，“利害攸關的不僅是秩序本身的生存，還有它所培育的前所未有的經

濟繁榮與和平。”
1 修昔底德的著名言論是“正是雅典的興起以及它在斯巴達的灌輸使得

戰爭不可避免”的恐懼。我在普大導師，Robert Gilpin，很清楚論證了強權國家變弱導

致時局不穩的依據。2 艾利森重申，“已建立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是美國，受到中國人  

格化的崛起大國的挑戰，認為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幅增加“ 3 

    當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為 3700億美元時，特朗普又提出美國優先(2016年 11月 8

日總統勝選口號)。 特朗普認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從美中貿易中獲得了成倍增長的利益,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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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 50億美元增加到 2017年的 7, 100億美元。學生和文化交流、體育和旅遊激

增。中國作為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 已經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推動者: 這有助於促進亞太地

區和其他地區的和平. 但在最近的兩年來，習近平主席變得自信起來, 與美國新總統特朗

普競爭, 以確定支撐國際秩序的價值觀和規範。按中國的一句老話。 風水輪流轉：十年

河東、十年河西? 這可沖幢了特朗普的底線。他當選的部分原因是美國權力的相對衰落和

一大批藍領工人失去工作。 

 

中美價值觀的共性和差異。 

    開始緩和緊張局勢的唯一方法是有意識地列出美國和中國的相似之處（共同價值觀）

和差異。三個前提，我們要清清楚楚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我們活在同一個世界上就這麼同

一個地球。過去還沒有沒有全球化的時候，說同一個地球沒有啥意義。現在這個包括互聯

網，包括這種各種交流在一起，大家在同一個地球上，這是一個物理空間已經限定。 

第二條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人之間都是平等的。現代生物學的規律，告訴我們地

球上任意兩個人，它們之間的基因差異就小於 1‰。川普和習近平的差異和馬英九的差別

這麼大，和你這個蔡英文的差異也是，和非洲的一個人也是這麼大，這就是人生的平等的

一個最基本的科學依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有這個人生的平等的科學依據你就沒法

交流。 

    第三點，讓交流順暢要這基於我們的政治學者叫 常識 也就是所謂的西方的邏輯，而

且是形式邏輯，而不是什麼辯證邏輯 （毛和馬克斯的辯證邏輯，不是邏輯，是詭辯）。 

我們說的 常識，同美國湯瑪斯 潘恩 的 常識相同 (Common Sense於 1776年出版，挑戰

了英國政府和皇家君主制的權威。 潘恩使用的簡單語言與美國老百姓交談，是公開要求

從英國獨立的第一部作品。) 

美國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已經挑戰美國所宣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特朗

普要通過貿易制裁來逼中國的政治秩序。 

    由於中美精英對中美文化不深入分析導致一整代中國專家對中國夢幻崩滅。2018年

11月 29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與紐約亞洲協會共同發佈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

益》，批評中國在美國的滲透與影響，參與撰寫報告的正是這批曾經的“親中”人士，包

括美國前駐中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羅德)、奧巴馬幕僚麥艾文(Evan Medeiros)，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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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葛來儀(Bonnie Glaser)、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夏偉(Orville Schell)等。這份

報告表達了對美中關係的悲觀態度。 

    過去儒家和墨家是平等的，韓非子裡頭這個顯學裡頭叫世之顯學，辱沒也。董仲舒之

後，這個整個墨學就消亡了。消完了以後，它就變成了一個民間的俠客。當然從文學藝術

來講，它是一種很美好的東西。但是從民族性分析來講，俠確實是一種取代宗教的一個自

我安慰，而且是一種靈魂止疼片。而且有時候是自我麻醉！  

    我們既然開頭講說人同此心，這個心同此理說明我們古代的這個信仰和西方基督教的

信仰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聖經創世紀講一大堆。而中國人八個字：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在詩經裡頭，然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這是魯頌裡頭的。翻開詩經有一百多處在講的

昊天上帝，而且這個號天也像舊約裡的這個一樣，他會出來跟你說話的。  

宗教必須是開放的，如果他不開放。如果這個宗教和某個東西勾連在一起的話，是非常可

怕的。就會走向恐怖主義。伊斯蘭那凱爾。  

    唯物主義的信仰是什麼呢？管子有一句名言，民以食為天。直截了當。基督教裡頭也

把這個話講得很清楚，有一句話叫做這種人以自己的肚皮為上帝，就是自己的食欲和性

欲，就這兩個東西成為他的上帝。他以自己的肚皮為上帝，你不要認為他們什麼唯物主義

高尚，它是以肚皮為上帝的。只要把這個東西一旦勾起來，那就是走向極端，都是一種非

常可怕的東西。然後你要是把這個基因擱在一起，那就是一個基因主義，那就是種族主

義。它就優化，別的人就該死。  

    希特勒就幹這種事情。再有一個所謂的再勾的這種欲望主義，那就更不用說了。物欲

橫流的徹底的那種功利主義了。這種唯意志論的這種東西。然後情感主義也是這樣，這種

情感勾在一起也不行。然後科技主義也不行，你認為科技主義也能解釋一切也不行。為科

技視同那不行，他畢竟要召集到人的這種各個層面。所以說這七層沒有高下之分。但是這

個信仰構築哪個層次？你依然封閉了，就會走向極端的原教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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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們中國人在中美之間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個東西很可怕，在中國，中國和美國

產生衝突的時候，最可怕的一個事情就是中國再有三個東西把它宗教化了，一個就是所謂

的民族主義。只要他那個民族主義，那義和團煽動起來，那種感情，那種種族一致的東西

就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絕對正確的。就是民族綁架。民族感情綁架。你是個政治學教

授，你是哪個國籍，你是黃皮膚什麼全都沒了。這個世界就剩下兩種人，要麼就是夷狄之

辯，一下子，要麼都是野蠻人，要麼就是我泱泱文明，要麼就是鬼子，要麼全都成敵我

了。  

    這個世界就非常可怕。可是中國這些年的最近這一年變化苗頭。中美之間的衝突的一

個大的一個導火索。回到清朝那時候。義和團，當時你仔細研究一下，那個八國聯軍去打

仗的時候，那宣戰的時候是慈禧這個老年婦女向一個又一個國家宣戰。它不止八國，它宣

戰了十個國家。那這個東西它煽動起來這麼一個民族情緒，這就是民族主義非常可怕的宗

教化。第二個宗教化的東西，就是國家主義，而且中國人不講邏輯的，它被這個辯證法被

那個墨子滅亡之後，中國就沒有邏輯了。  

    一直到近代都沒有邏輯了，分不成什麼是國，什麼是家，什麼是社會，什麼是法制。

而且那些統治者利用這些東西，從你一進學堂會說話開始，就給你洗腦了。他最後隱含的

那個目的什麼國家主義什麼，最後還是政績國家，最後是政。你代表什麼黨代表國。過去

國民黨也講當過，你直接給了他們什麼党高於國什麼，最後還是搞來搞去又成了個陣。所

以說中國產生各式各樣的皇帝，這個東西不剷除的話，在邏輯上理不清什麼是國，什麼是

家。如不剷除的話，還會出各式各樣的皇帝土皇帝。  

    所以中美之爭實際上是袁世凱和華盛頓之間的差別，衝突是根本性的。所以中國把國

家社會主義這種東西設計成宗教化。因為中國人一談設計談國家的時候就送人情。你人跪

下了，就讓你自覺地喪失理性了。皇帝們都大力提倡千字文。千字文裡有兩句話很有名

的，孝則盡力。中張晉命。你要是盡孝的話，你要盡你所有。窮你所有物品花錢，別捨不

得花錢。你要忠於皇帝的話，你要捨得為她獻身，為他盡命，命都不要了。就是死忠愚

忠。皇帝怎麼都願意寫千字文，你就會發覺他在你開始學文字的時候，那個基因已經種進

去了。文化洗腦一點鐘，他把這種東西國家設計的東西宗教化，所以一旦他把這個東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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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國家的，它就會造成一種極端不平等的競爭。以國有銀行為後盾的大企業太巨無霸

了.類似日本的“財閥族~企業族”屬於“不公平”競爭。當然不一定是國有企業，用主權

基金來加持任何一個企業。華為是政府支持的國際大企業。可以這麼簡單，隨便在深圳拉

一個鄉鎮企業，國家給一大筆主權基金，這個小企業可以把美國蘋果給它買下來。這個就

是不平等了。這就是特郎普說的不平等。所以它就是中美之間的競爭。  

    你加入這種國家主義的時候，你中國人自以為是，但是整個對整個人類文明來講，這

種自由世界的發展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了。造成了對自由世界是一

個巨大的威脅，這是在制度上的一個東西。制度上觀念上讓他背著，而且被宗教化，那中

國人他就不去思考這些東西了，全部變成龍泰。龍泰太監。然後就被這種不講邏輯的這種

家國觀念都弄走了。然後第三點，這個的宗教化的一個東西實際上是一種偷樑換柱，該宗

教化的該這種神聖化的地方，它沒有神聖化，就是法制。  

    對法治精神。這個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而且是被偷樑換柱。我們古代的時候，他都這

個人就講王法、家法。它這個東西它高於國法.美國那憲法不是想修就修。從費城都到那

討論多少個月多少年，最後達成最基本的共識。美國憲法是非常獨特的，與許多成文憲

法不同，它自 1789年批准以來一直保持根本不變，並繼續作為美國政治舞臺的主要權威

來源。 實際上，前十項修正案是最初的憲法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在過去的兩百年

中，只有十七項修正案。 美國法治精神是政治穩定的基礎。這個基督教希臘精神，兩希

精神，西方文明兩希：一個希臘一個系，這個希伯萊希伯來人。  

    中國憲法一個法律在這麼幾十年之內改了多少次，N遍，這是笑話。這次中美之間乃

至整個西方文明衝擊的衝突就是修改憲法的開始。憲法是個導火索，說白了，你把這個法

律當成擦屁股紙一樣，可以隨便丟棄。對法律這種神聖的東西，不加尊重變成了個意識形

態的東西，個人的東西，又重新回到政教不分的老路上去了。  

    政教分離，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進步。現在要重新搞政教合一的話，那就是一個退

步。跟美國衝突的這幾個國家，全是政教合一的。伊朗。北韓。這些都是搞政教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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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國大陸批評西藏不解放農奴，搞政教合一。而現在政教合一是一個體制。所以瞭

解了這七個層次以後，中美之間的衝突是全面的分層的衝突。  

    全面的分層不同。這個投資絕對不是可以一場貿易戰，簽訂一個協定結束而結束的。 

重建中美文化秩序的根基 

    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該指出傳統普世價在中國文化也是有的。而不是將其美國文化擴

展到中國。關於美國對中國關係的戰略的辯論傳統上被描述為和雄心勃勃的擴張主義之間

的選擇。 我們提供了第三種方式：中華文藝復興和基督教文化聯盟。 這是一種謹慎的選

擇。 

    大家意識到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不是鐵板一塊。比如說我們都講所謂的這從古代到今

人性論裡頭中國講人性善，但是荀子就講性惡論，他就和西方基督教是一致的。自由或

自由的漢字是兩個字元組合可以大致翻譯為“從自我中散發出來。”該詞的第一個書面記

錄出現在一首詩中匿名撰寫於西元 200年左右，其標題被翻譯成英文：“為焦仲卿寫的

一首古詩”之外（Barnstone and Chou 2005,45-56。
4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倡導自由經濟秩序的管子。 管仲是西元前 7世紀的前期  

齊國的大臣命名。他對於自由經濟價值觀，有兩個部分是有意義的。 第一，作者預期甚

至延伸了 18世紀亞當史密斯的論點--回報率趨於平衡： “城鎮和國家爭奪居民; 家庭

和公眾倉庫爭奪貨物; 黃金和糧食爭奪價值; 農村和法院爭奪權力“。5 

    “管子”的另一個主題是商人真正的經濟角色基本而不僅僅是衍生（注意與後者的對

比，持懷疑態度描述上面概述的商業活動）：“商人觀察到缺乏和飢餓的爆發，仔細檢

查變化  

    國家的命運，研究四季的模式，並註意每個地方生產什麼貨物有了這個價格的知

識。 在市場上，他們收集貨物庫存，裝上牛車和貨物 和 馬，並在四個方向循環。估計

了什麼是豐富的，什麼是稀缺的，併計算什麼是珍貴的，什麼沒有價值，他們用他們缺乏

的東西交換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買便宜。奇妙而神奇的東西及時到來;罕見不尋常的商品

隨手聚集。。。商人指導他們的兒子和兄弟，說出利潤的語言，教導他們及時的優點，並

培養他們如何識別商品的價值。（引自 von Glahn 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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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前一世紀，也與古典自由主義價值觀略有重疊。 道家的深沉的哲理：世界事物

生存就有它的道理。道家思想也提倡不受阻礙的個人創造力。 從那個意義上，道家類似

於自發秩序的一些西方現代觀念。 弗朗索瓦·奎斯奈稱中國是一個  “建立在自然規律的

基礎上的國家。” （Feng， 2017）。 

    中美文化是可以溝通的。就說和美國這種衝突雖然是制度各個層面的，但是各個層面

都有溝通，都是可以溝通的，可以有和平的可能的。近代以來，從梁啟超到胡適，大家都

推崇墨子。實際上普世價值是相通的。而且特別是儒家裡頭。儒家裡頭說白了就缺乏兩個

最要命的東西：它是缺乏民主，它是從家出發的。家長制這個單元開始思考。第二，它缺

乏科技，它是一種人文科學，現在科技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第三，這個傳統儒家缺少的女

性的參與，它整個把這個這一半都沒有了。傳統儒家不知道孔子的夫人是幹什麼的。那是

他們對女性的忽視。現在這個不可能的。  

    馬克思主義這套東西一旦有人去反省的話，他害怕的。馬克思信仰的第一條是什麼？

他的座右銘是什麼？懷疑一切。它是與科學打通的。所以在這個物質交流科技交流文化交

流各個層面都可以溝通的。宋代有個哲學家叫張載，張橫渠還有四句教。我們知識份子要

幹什麼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他這個東西是創造了這個知識份子的一個使命。而且在這個基督教的這個新約裡頭，

馬太福音裡頭有八幅什麼虛心的人有福了，致力於和平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這些這

個東西都是是相通的。大家都有這麼一個願望，所以說我們就要致力於溝通。致力於和平

的人有福則為萬世開太平的人有福了。所以說我們搞這種政治交流會的本身就是個很好的

溝通。讓大家一起努力去做。不要讓這種衝突演化成戰爭。非公致力於和平。  

    美國宗教協會的主席就是致力於重建宗教和儒家的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臺灣對這種運動的重要作用。 

    中國文化的復興是可以促進與美國文化交流。臺灣對這種運動應該是起重要作用的。

首先這運動是蔣總統在 1966反對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文化破壞而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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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的運動。這是國民黨第一個結構化的臺灣文化發展計畫。蔣介石本人是運動促進委員

會的負責人。總統李登輝也參與了這一運動, 並擔任了文化復興的總統。 

中華文化復興應從簡單的開始。比如，繁體字應用在正式的公文裡。 

臺灣的中小學課本應被採用。 

    臺灣問題要放在中美大框架（趙全勝）。臺灣應走出小島心態為中華文化復興和世界

和平做貢獻。提出了文化復興必須聯通以上七個要素, 這些要素可以為世界和平服務。 

 

 

 

1 Jennifer Lind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Order 
Is Conservative。“ March/April 2019 Issue Foreign Affairs 
 
2 Robert Gilpin ，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987)。  
3  
4 Xingyuan Feng1, Weisen Li2, and Evan W. Osborne，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China:Some 
History and Prospects。“ ECON JOURNAL WATCH 14(2) 
May 2017: 218–240。  
5 Xingyuan Feng1, Weisen Li2, and Evan W. Osbor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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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共輿論與兩岸關係 

胡少華 

（美國紐約市瓦格納學院政府及政治系教授） 

 

     本文分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籠統談談美國公共輿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第二部

分具體涉及到兩岸關係。最後一部分分析美國民眾對兩岸關係瞭解甚少的具體原因並強調

不可忽視公共輿論的重要性。 

1. 

        美國公共輿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有限。 這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輿論對外交影響不大

舉世皆然。 民眾對國際事務的興趣相當有限，因外交通常與日常生活不密切相關。 政府

有意無意加以限制， 因為外交可能涉及國家機密和統治者的利益。美國也不例外，或者

說更是如此。 美國地理得天獨厚。 東有大西洋， 西有太平洋， 北鄰加拿大， 南鄰墨西

哥， 這為美國提供了天然屏障。 國際強權，如歐洲和東亞，遠離美國； 國際事務對美國

的影響，特別是消極影響，有限。  

        儘管美國民眾對外交無太多興趣， 但美國媒體， 如報紙， 電臺， 電視， 網路， 對

國際時事多有跟蹤分析。 智庫和利益集團對外交興趣濃厚，瞭解頗深。我在九十年代就

參加過華府智庫（CSIS 和 USIP）組織的蔣緯國和施明德先生的講演。 執掌外交的是美

國聯邦政府。國會負責授權，撥款，和立法。 總統制定和執行具體外交政策。  

2. 

        現在我要分享我的個人經歷和我接觸到的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民調。 我在 1989 年的多

事之秋來到美國華盛頓 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此後

我曾在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擔任研究助理數年。 拿到學位後在紐約上

州的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和緬因州的科爾比學院 (Colby College)全日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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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各一年。自 2001 年 9/11 那個月，我一直在紐約的瓦格納學院 (Wagner College) 執教。 

據我在美國近三十年的經驗，可以說美國公眾對兩岸關係知之不詳，且興趣闕如。 

 

        受過教育的美國民眾對兩岸分治有所瞭解。 九十年代初臺灣的繁榮與自由與大陸的

匱乏與威權對比明顯。 偶與人聊天，他們會問我來自臺灣還是大陸。 言下之意兩岸有別。 

李登輝先生 1995 年訪美和隨後的台海危機對兩岸人民乃頭等大事，但一般美國民眾並無

特別感覺。1999 年同在科爾蓋特大學當訪問教授的歷史系同仁， 一位臺灣女婿，邀請彭

明敏先生講演。晚餐時我們談及大陸對台用武的條件。演講有很多聽眾。在問答期間，一

位臺灣或台籍女士呼籲支持臺灣，但聽眾無人回應, 場面略顯尷尬。2014 年太陽花學運期

間，美國媒體也有報導。我系一位臺灣女生與我的美國同事有交談，此後他和我也有提及， 

但並無深談，且側重點是佔領立法院而非兩岸關係。 

        在主辦單位要我談美國公共輿論這個題目後，我在 1 月 24 日對我的一班學生做了一

個極其簡短的調查。因我從未做過調查，而且學生剛開始上課，我對調查結果並無厚望。

這門“國際政治”入門課有 22 名學生。兩位請假，兩位曠課。他們不都全是美國人，有的

來自法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我的調查有三個問題。 第一，臺灣是獨立國家嗎？5 位回答說是； 10 位說不是； 3

位不知道。第二，你對臺灣印象如何？0 最壞，100 最好；50 居中。10 位選 50； 3 位選

70； 選 75， 60， 33，30 和不知道的各一位。大多數選 50，我猜可能表示不確定。 一位

學生後來說她選 70, 因為說對外國印象負面不好。第三個問題是：如果臺灣遭攻擊，美國

是否應派兵支援？我有意未提中國，因為不想影響他們對前兩個問題的回答。他們可能有

些知道或猜到我來自大陸，儘管他們知道我尊重言論自由，而且回答是匿名的。5 位說應

該； 1 位說不該； 11 位說不知道。在調查開始前我告訴他們：如果需要背景知識，他們

可以在回答第三個問題前暫停。但沒有人停下聽我簡介。  

        回答說應派兵的理由如下。1. 取決於誰進攻臺灣。如果美國不幫，其他國家恐會效尤。

美國需要幫助那些無法自助的地方。保持中立並不總是最佳選擇，因為這會給進攻者以力

量或信心。2. 幫助打通到中國的貿易通道。3，美國當年在聯合國承認臺灣代表中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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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前為臺灣合法性辯護，現在不做就奇怪了。但這會激怒中國，所以這不是最好的主意. 

4. 為何不？什麼樣的進攻？5. 原因是我們可以成為臺灣的盟友。他們可能會提供我們國家

和政府所需的東西。  

        回答說不因該出兵的理由是：我認為美國應停止介入其它國家的事務。 

        說不知道有 11 位. 原因如下。1. 我們是否援助取決於臺灣是依附的還是獨立的。但我

認為如果美國有能力，而且此進攻有損人民利益，那麼派兵可能是必須的。2. 我不知道幫

助臺灣是否對我們有利。3. 我不瞭解美國與臺灣的關係。4. 我不太瞭解臺灣和美國的關係

是好是壞，所以不知道在他們被攻擊時我們是否應該支持。5. 我不知道我們與臺灣是否為

盟友，或者我們是否有協防的約定。如無，我們不應介入；如有，我們應介入。6. 美國根

本不應該接入。7. 這是一個獨立國家嗎？保持中立可能符合美國的利益。8. 我對台美關係

不太瞭解。9. 美國與臺灣有良好關係嗎？我們是盟友嗎？而且還要看誰進攻臺灣以及進攻

的理由。10. 根據我們的法律，我們應該，但中國也是強國。這可能對我們產生重大影響。

11. 一人未回答，但寫道：這取決於誰進攻臺灣。但是若非為了更大的利益，我傾向於反

對過度軍事介入。  

        調查結果發人深思。我的學生也許對兩岸關係不太瞭解。但他們不缺外交常識，而且

提及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諸如經濟利益，條約義務，力量對比，國際秩序，民眾利益，

和是非曲直。 

        那麼美國民眾如何看待兩岸關係？與民調發達的臺灣相比，美國似乎民調較少； 與

國際事務有關的民調更少。我這裡有三個民調。第一個較老，但跨度大，似乎對臺灣不太

熱情。很多主張支持臺灣的人喜歡援引民主這一價值觀。但 Ole Holsti 教授認為美國民眾

和輿論領袖對海外民主擴張的支持相當有限。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在 1978 和 2002

年每四年一次的調查，美國人對亞洲國家的感情是穩定的--既不熱情又不冷淡。除了一個

53 外，對臺灣的平均溫度介於 48 和 51 之間。對中國的溫度在 40 度中間或偏上，這與對

民主印度的溫度沒有太大區別.1 第二個民調相當新，對臺灣較為熱心。2018 該委員會的

最新民調問及美國如何應對中國入侵臺灣。百分之 35 的受訪者贊成派兵支援。自 1998 年

                                                            
1 Shaohua Hu/胡少華, Foreign Policies toward Taiwan (London: Routledge, 2018), 第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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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此問題以來，此百分比為最高。即便在 2015 年，也只有百分之 28 的受訪者作此

回答. 2 第三個是 皮尤研究中心 2018 五到六月的民調。兩點于本文直接有關。其一，美國

人對大陸的好感度聰 2017 年的百分之 44 降到 2018 年的百分之 38，但 30 歲以下的年輕

人好感比例較高，達百分之 49。其二，在所有八個涉及經濟，安全，人權，和國際問題

中，兩岸緊張關係令人擔憂程度最低.3 

3.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三點。 第一，美國民眾對兩岸關係知之不多興趣有限。 第二，

即使在美中陷入貿易戰，修昔底德陷井說甚囂塵上之際，也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支持

美國出兵援助臺灣。第三，美國人對亞洲國家態度相對穩定，政體民主與否關係不大。 

        美國民眾對兩岸關係關注有限有更具體原因。第一，搞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區別已非易事。過去兩岸爭相代表中國。在我完成了調查且講解完兩岸關係後，一為曾

參加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澳大利亞學生依舊不解地問：那臺灣是獨立國家嗎？

第二，與衝突不斷的中東和劍拔弩張的朝鮮半島不同，兩岸關係危機不多。所以美國民眾

關注不夠也屬自然。第三，臺灣關係法並無協防臺灣的義務；一中政策更未把中國當敵人

把臺灣當盟友。第四，美國歷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 誠然獨立戰爭使民眾同情民族

自決，但美國內戰使民眾理解國家統一的願望和決心。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的崛起是

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有些美國人特別是精英有意用臺灣遏制中國；另一方面，為臺灣

而與一個核大國兵戎相見似乎是本末倒置，匪夷所思。  

        話雖如此，美國公眾輿論對兩岸關係也非無足輕重。以下幾點似可成立。第一，民主

政府不能置民意於不顧；發動戰爭必須爭得民意支持。為臺灣而與中國這一核大國在遠離

美國本土鄰近中國大陸大打出手，更會如此。第二，可以預見美國民眾即使有疑慮，也會

支持，起碼不會強力反對。因為民眾通常相信政府的決定符合國家利益，不會假定他們比

政府高明。更重要的是，世人不應低估政府操縱民意的決心和技巧。第三，可以肯定民意

                                                            
2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ccs18_america-
engaged_181002.pdf , 第 20 頁。03.06/2019。 
3 http://www.pewglobal.org/2018/08/28/as-trade-tensions-rise-fewer-americans-see-china-
favorably/ 03/06/2019.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ccs18_america-engaged_181002.pdf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ccs18_america-engaged_181002.pdf
http://www.pewglobal.org/2018/08/28/as-trade-tensions-rise-fewer-americans-see-china-favorably/
http://www.pewglobal.org/2018/08/28/as-trade-tensions-rise-fewer-americans-see-china-favor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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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戰爭的變化而變化。如果戰事順利，代價小，收穫大，勝算高，民眾一般會持續支持。 

如果代價昂貴，傷亡嚴重，民眾必有反彈。爆發像越戰後期持續不斷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

也可期待。畢竟美國不是為生存而戰。 



美中的亞太政策及其對台灣的影響 

孫  雁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及皇后學院教授） 

 

    上面是我收到的討論題目。總的來說，美中各自的亞太政策形成了“安全上靠美國，

經濟上靠中國”的二元區域格局。美國政策集中於維護和鞏固其地緣政治上的主導地位，

並制衡中國；而中國則致力於將不確定的地區秩序演變為有利於中國議題和大國地位的秩

序。對夾在其間的臺灣來說，二元競爭的加劇有弊有利，而穩定的二元格局利大於弊。這

裡衡量利弊的前提是, 自主是臺灣的最高利益。本文首先對比美中總的區域秩序以及對臺

灣的意義，最後具體談談對臺灣的影響。 

 

安全為導向  vs. 經濟為導向的亞太秩序  

    美國的亞太秩序以安全為基本導向，以雙邊同盟體系作為制度支撐。從歷史原因看，

二戰後美國在打造地區秩序時，安全是最主要的問題。從現實來看，安全是美國力量的優

勢所在。一些亞太國家在安全上需要以不同方式依靠美國，因此接受美國的主導地位。安

全作為秩序的基本導向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國主張的亞太秩序觀，以經濟為基本導向，通過各國的經濟發展和地區經濟合作推

動地區秩序的構建或重構，是以夥伴關係為特徵的鬆散多元的地區共同體。經濟上的亞太

自由貿易區和多層次、複合型的地區安全架構將是該秩序的主要制度支撐。 

 

    儘管美國亞太戰略會有調整，包括選擇性地退 （如 TPP），但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會

持續存在。在“美國優先“的“零和博弈”思維下，川府重視提升軍力的地位。在亞

太地區，美國將確保其軍事優勢地位，新增的艦船等軍事裝備將大多部署在這裡，

到 2020 年美國 60％的海軍軍力將聚集在亞太地區。加上日本和印度等國的軍力現代

化和軍事重新定位，削弱了中國主導亞太秩序的前景。 

 



    對臺灣來說，美國亞太秩序的持續對海台局勢的穩定有象徵及實質的意義。由

於大陸對海台局勢主導權的自信和能力的上升，美國的牽制力變得更為重要。 

 

同盟體系 vs 經濟夥伴的區域構架 

 

    在安全導向下，美國締造的同盟體系是亞太地區歷史悠久、制度安排嚴密、運作常態

化的安全架構。以它作為地區秩序的基礎確保了美國在該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美國體系包

括正式的聯盟——從東北亞的日本韓國，延伸到東南亞的菲律賓泰國，再南至澳大利亞—

—以及一些非盟國的夥伴關係，如與新加坡、印度，乃至越南的合作夥伴關係。   

    中國的區域構架，以經濟外交為中心及手段。如“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基行及

RCEP。中國對經濟夥伴也有親疏格局，用經濟上的強制手段獎勵那些服從其利益的國家並

懲罰那些反對其利益的國家。通過經濟獎勵或經濟報復的威脅，阻擾區域內形成反華陣營。

儘量把鄰國拉進中國經濟軌道，依賴中國經濟的發展。 

 

    對臺灣來說，以“交易主義”對待盟友關係的“摳門”川府，會不會對美國的

威懾力打折扣？何況與臺灣沒有正式的盟友關係，對美國來說戰略價值也不大。然

而對當今美國的兩黨來說，對臺灣的支持涉及中國這個主要戰略對手。對中國軟弱

會影響到美國掌控世界秩序和亞太區域秩序的信譽，削弱“實力保和平”的可信度。

美國國內的臺灣支持者也會引用“臺灣關係法”給當局施加壓力。 

 

排他性 vs 多極/多元的區域秩序 

    美國的亞太秩序觀具有選擇性，排他性及等級結構。各國的地位以美國的親疏關係而

定，美國為中心，其次為日韓，澳等盟國，再次為合作夥伴，新，越，印尼。對手則是被

美國視為異類的國家，如朝鮮或民主化之前的緬甸，甚至中國。美國的主導地位及其秩序

的等級結構意味著單極世界。同時，美國也主導規則的制定，選擇那些在政治制度、價值

觀，經濟模式和規則上與美國認同的國家作為盟國或夥伴，或希望他們與美國趨同。 



    中國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2017 年白皮書）。中國的秩序

裡，希望美日放棄遏制大陸的政策，尊重中國在此的核心利益，共同維護區域安全，不能

犧牲其他國家的安全以謀求自身的絕對安全。一方面中國強調美國之外還有“極“和”

“元”，另一方面又暗指美國是域外國家，不宜參加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立。即有意排除

美國對次區域安全事務的干涉，尤其是南海主權議題。 

 

    美國排他性區域秩序的持續，對臺灣更有利。安全上臺灣是被保護的物件，政治制度，

價值觀，經濟模式和規則等方面是都是美國認同的同類。而大陸宣導的“多層次”安全

框架，旨在平衡或削弱美國的亞太秩序，因而對維持海台現狀更為不利。 

 

守勢 vs攻勢 

 

    由於美中力量差距在縮小，長遠地看中國難以接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持續領導地位。

而中短期內，阻擾中國主導區域秩序的最大障礙仍是美國。針對美國的亞太秩序與盟友體

系，中國強調經濟投資與合作是亞太安全合作的重要手段，繼續用經濟和基建等手段拉攏

和剝離美國的亞太盟友。 

 

    軍建上中國認為其武力發展的程度，應該與其中華復興的目標及國際地位的上升相稱。

與復興相關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發展。由此中國將繼續建

設強大的國防和推進軍隊現代化，特別關注海軍和第一島鏈的防禦，堅持在東海和南海的

主權主張，準備在臺灣問題上的應變計畫；為阻擾美國可能的干涉或威懾，尋求大幅限制

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力量投射和自由行動能力。美國努力保持在太平洋特別是在西 

太平洋的軍事力量優勢，中國則致力於提升對美可靠的軍事威懾力。       

    

理論上說，大陸的攻勢狀態不利於臺灣的自主。然而，大陸的攻勢也在相當程度上限

制了其在區域內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超出近岸防禦的軍力投射能力，咄咄逼人的領

海主張，“不可談判”的國家核心利益，對東盟的“分而治之”，對鄰國的經濟強制行為，

等等，既強化了“中國威脅論”，也削弱了中國領導區域秩序的感召力。亞太地區的三大



強國之二，日本及印度，已把中國當作安全對手或威脅。近鄰韓國以及東南亞的幾個主要

國家，越馬印尼菲，也對中國的外交目標或戰略也有不同程度的擔憂。任何對臺灣的武力

行為，不能不考慮周邊的焦慮與長遠的內政外交利益。 

 

對臺灣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政策取向是“中國強勢論”及美國的強勢應對。中國的亞太政策原

則上是消除“中國威脅論”，降低諸鄰國的疑慮及排斥，1 實質上則是掌握亞太經濟及主

權問題上的主導權。兩國的亞太政策對臺灣的正反面影響皆有，但正面更多。 

 

    從負面影響來看，中美戰略博弈之際，臺灣若成為美中談判、交易和較量的籌碼，或

臺灣乘機“倚美抗中”，在政治上，經濟上及外交上可能受到大陸更多的打壓。而且美國

越支持，大陸越打壓。由於中國沒有有效的對美反制措施，只得懲罰第三者或弱者。如孟

晚舟事件裡的加拿大，薩德事件裡的南韓。近期在打壓臺灣外交空間，打擊臺灣為獨立國

家的國際印象與認同上，大陸已有諸多積極措施，如擴大邦交，阻止臺灣參加國際會議，

要求外國航空公司換國名等。高層關於統一的話語也越來越強硬。 

 

    從正面影響來看，川府以“實力”對中國“強勢”的政策對大陸在臺灣問題上的冒進

或打壓有牽制作用,足以維持海台局勢的穩定。奧總的亞太政策是從亞太看中國，尚未

把中國看成對美國的全球威脅。而川府政策則是從中國看亞太，認為中國的真實戰

略意圖是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且把美國趕出亞洲。當今及以後的美國亞太

戰略必定圍繞中國，加大對中國的壓制。在臺灣問題上，這就增加了大一統中國夢

的代價和不定因素。 

 

    大多數臺灣人民的利益，在於維持現有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而外部的美中二元格局

與內部的兩黨輪流執政，是對此利益的保障。“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二元格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2017，1月 11日。 



局交替輪換地提醒臺灣民眾，兩者他們都需要。而藍綠兩大陣營也在島內與此遙相呼應，

從美中兩方各取所需。當天平往一邊傾斜時，選舉市場則傾斜另一黨，以持平衡。更大的

“輸家”可能是大陸百姓。大陸對臺胞的優惠政策在投資，入學，落戶，就職機會上，使

其成為“上等國民”。相反，陸胞在台不但沒有同胞待遇，而且是相當次等的待遇。 

 

    長遠來說，美國國力的衰落是否會打破這種平衡？前景的可能有多種：（1）盟國更

多地輔助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2）臺灣選舉日漸成熟，不再需要打“獨牌”或“認同

牌”，如近年第三股勢力人選的獲勝，大陸也沒有必要急於改變現狀，（3）大陸朝野最

終成熟，認識到（並接受）大多數臺灣民眾並不想統一，因而在提高軟實力及自我吸引力

方面多做努力（4）大陸的政治制度最終演變,使臺灣民眾可以認同與接受。 



兩肋插刀還是袖手旁觀？從民意看美國的兩岸策略 

翁履中 

（美國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要： 

    美國總統川普自從上台之後，積極落實縮小美中貿易逆差的競選承諾，華府政治圈一

改過去樂見中國崛起的立場，將中國視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雖然美國在處理美中台關

係上，仍維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且以維持台海現狀為目標，但是隨著美國國會通過各項友

台法案，讓台灣對聯美抗中的外交戰略充滿信心。然而，華府政治菁英支持台灣一方面是

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要為美國在談判桌上增加籌碼，只不過，

華府的決策究竟能不能反應美國民意，而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又會向前推進到何種程度，都

值得台灣社會審慎思考。從台灣的角度來說，民進黨重新執政之後，兩岸官方交流受阻，

許多事物性協商因而停擺，雖然民間經貿往來受到的影響有限，但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卻

陷入了僵局。為了切割對中國的依賴，保障台灣的安全，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不僅推動新

南向政策，也更積極追求台美關係的發展，不過，台灣如果要獲得美國全力支持，就不能

只依賴與華府菁英交流，更應了解美國民意對台灣的態度。 

 

壹、 前言  

    自川普就任以來，為了達成縮減中美貿易逆差的重要競選承諾，所以華府上下對中國

的態度都有了極大的改變，從白宮到國會參眾兩院，甚至是媒體和智庫學者，都不再樂觀

的僅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反以具有威脅的競爭對手來看待。隨著華府對中國產生戒心，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力道也在政府和旅美台僑的推波助瀾下，順勢被推到了高峰。先是在

2018 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台美高層政府官員互訪的「台灣旅行法」，同年底，又通

過「亞洲再保證倡議」，強調會加強對台灣的軍售，而在 2019 年三月，參議院再由跨黨

派的議員們共同提出「台灣保證法」，打算更進一步落實與台灣的軍事安全交流，實質提

昇台灣防衛中國的能力。雖然各項友台法案都向台灣釋出美國願意保衛台灣的善意，但是

這份善意究竟能落實到何種程度，實在很難預測。不過，就算知道全面依賴美國有其風險



存在，民進黨政府在沒有與中國溝通的管道下，主張聯外制中，積極向美國靠攏，希望能

運用國際社會的力量，反制中國的打壓，進一步爭取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發聲的機會。這樣

的外交操作能否成功，關鍵還是在於美國願意為台灣承擔多少風險。面對中國武力威脅，

台灣從政府到民間都因為華府更加支持台灣而振奮，並且因此樂觀的相信如果台灣遭到中

國攻擊，美國一定會出兵協防，可是台灣真的應該試著了解，美國民意究竟是不是與華府

同調？美國是民主國家，政治人物要做出決定，當然就不得不考慮民意的走向，就算是不

按牌理出牌的川普也不可能為所欲為。想要了解友台法案是否能落實，甚至推斷美國協防

台灣的決心，就必須先瞭解民意支持美國派兵海外有哪些原因。根據政治學者對戰爭與民

意之間的關係所做的研究，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四個影響民意支持美國對外國採取軍事行

動的關鍵因素。 

一、 軍事行動對美國的重要性； 

二、 軍事行動是否有清楚的目標及勝算； 

三、 軍事行動的成本與人員傷亡風險； 

四、 決策者的領導力及民意變化 

 

    根據現有的民調資料和實證研究結果來檢視以上的四個面向，本文認為聯美抗中並非

不可行，但是其付出的成本或許遠比想像中大得多。即使台灣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美

國會基於台灣關係法，在兩岸發生戰事時保衛台灣，可是如果美國民眾看不見台灣的重要

性，恐怕依賴美國保護台灣只是過分樂觀的假設。 

 

貳、關鍵因素一：協防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 

 

    對美國而言，兩岸現況穩定比對抗更符合美國利益，在現行一個中國原則下，如果單

純只是為了捍衛民主價值而出兵，恐怕師出無名也無法說服民意支持，但如同蔡英文總統

在 2019 年初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專訪中所言，由台灣承受第一波的攻擊，或許

就能讓美國願意出兵協助。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介入台海爭端就不僅是在維護民主

價值，而是對台灣進行人道援助。不過，台灣願意做出多大的犧牲來讓國際社會有感？有

機會引起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台灣需要的不僅是公開言論對入侵者發出譴責，還要真正願



意出兵相挺，因此，台灣所要承接的第一波攻勢，恐怕程度必須比想像中還要嚴重。回顧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海外出兵歷史，不論軍事行動的結果為何，在出兵的當下，必

定都有明確的出兵動機。從越戰，韓戰，到兵援索馬利亞，科威特，以及近年的伊拉克及

全球反恐戰役，沒有一次是單純緣起於人道主義的救援目的。不同於其他任何形式的援助

計畫，軍事行動事關重大，政府必須考量現實的各種情況才能做出決定，如果沒有明確的

戰爭意義，恐怕很難有出兵的可能。 

 

參、關鍵因素二：協防台灣的勝利目標與勝算難以判斷 

 

    理論上來說，向來捍衛民主的美國，為了鞏固民主化的發展，當台灣民主面對存亡關

鍵時刻，出兵協助捍衛亞洲民主並不為過。只不過就算有了出兵的正當性，美國對於協防

台灣的軍事行動勢必會比其他的軍事行動更為慎重，因為對手是已經崛起的中國。從勝算

推估的角度來看，回顧過去美國的海外出兵行動，規模大小或是目的雖各有不同，但在決

定派兵的當下，必然是認定有充分的勝算。雖然後果也許出乎預測，但是美國從來沒有不

顧後果冒險出兵的紀錄，畢竟，沒人願意打沒有把握的仗，何況是面對實力強大的對手。

如果再從美國民意對出兵海外的態度來分析，不難發現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民眾雖

然始終支持美軍維持戰力，但支持的強度和對美軍的期待卻大不相同。冷戰時期的美國，

社會普遍支持以建立世界唯一軍事霸權國家為目標，但是現在卻只希望美軍維持穩定優勢

就可以了。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公開資料，美軍的編制員額，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之間大幅

裁減，從越戰時期超過三百萬的美軍戰力編制，裁減到二零一六年的一百三十萬（見圖

一）。雖然國防工業和軍事科技的發展，有助於打造量小質精的部隊，但是員額編制的縮

減，也反映出美國政府和民間，已經重新定義美國軍事力量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將會從

在大小衝突中都不缺席的世界警察，轉變成非到必要，絕不出手干預的調停者。正因為民

意的轉變，使得美國對於出兵協助外國的勝算估計更為謹慎小心。換言之，面對中國，美

國如果沒有壓倒性的勝算，恐怕很難取得民意支持輕易出手。 

 

肆、關鍵因素三：軍事成本跟人員傷亡的風險 



除了勝算之外，出兵海外的另一個考量關鍵因素就是成本，軍事行動要耗費的成本，無論

再怎麼節省，都會是一筆可觀的數字。然而，根據美國政府的財政報告，截至二零一八年

底，美國的國債數字已經超過了二十二兆美元，每年的債務都超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Ｇ

ＤＰ）。換句話說，美國政府當前的最大挑戰，就是要想辦法開源節流，降低負債。因此，

期待美國為了馳援友邦，大幅增加軍費預算來支付發生在海外的衝突，未免太過樂觀。再

者，軍事行動所耗費的成本，還包括因為軍事行動而造成的經貿損失。以目前美中貿易一

年超過六千億美金的規模，為了台灣與中國交惡，幾乎不可能獲得美國社會和企業界的支

持。此外，中國除了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還掌握了超過一兆美金的美國國債，一

旦發生衝突，就算美國有勝算，所付出經濟上的代價，絕不是美國願意面對的。 

 

 

圖一：美軍編制人員總量(1954-2016) 

 

資料來源：美國國防部年度軍事報告 (DoD Annual Report, 1954-2016) （作者自行匯整） 

 

    如果再從人員傷亡的可能性來評估，美國民意一向對美軍的傷亡有很敏感的反應。根

據研究，美軍傷亡人數與民眾支持派兵海外的態度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也就是說，當美國

民眾得知美軍在海外傷亡人數增加，不論戰爭有多重要，民意對軍事行動的支持程度都會

開始下降，這也代表政府對軍事行動的選擇將受到限制。美國民眾對於戰爭成本的判斷或



許並不精確，但是他們對於戰爭的對手卻不是完全無知。根據美國芝加哥商會針對美國民

意與外交爭端所做的長期追蹤民調，當美國民眾被問到是否支持美軍涉入海外潛在軍事衝

突，介入台海爭端所獲得的支持始終低於其他地區（見圖二）。以 2018 年的調查為例，

當美國民意超過六成願意力挺日本對抗中國，只有三成五願意支持美國為台灣與中國對抗。

很明顯的，美國民意並不認為保護台灣符合美國利益。 

 

圖二：美國民意對出兵海外衝突區域的看法 （1986-2018） 

 

資料來源：芝加哥全美商會年度調查 （作者自行匯整） 

 

伍、關鍵因素四：華府決策者需爭取民意支持 

 

    雖然從出兵的目的，勝算和成本來分析，都無法得出美國必定會協防台灣的推測，但

是，因為政治領袖往往扮演關鍵的人為因素，而根據台灣關係法第三條Ｃ款當中提及，

「當台灣遇到安全威脅時，美國總統與國會理應按照情勢發展，採取適當的行動。」其中，

對於所謂的適當行動並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也使得如何解釋台灣關係法以及要採取多強

烈的支持行動，很可能取決於華府政治菁英對台灣的支持程度，也因此讓人相信，美國出



兵保衛台灣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回顧歷史，八零年代雷根總統就曾扮演守護台灣的關鍵角

色。在中國與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後，美國社會普遍傾向與中國增加接觸，但在雷根

總統的堅持下，台灣得以獲得關鍵的六項保證，在台灣關係法之外多了一分保障。不過，

像雷根這樣堅定反共的美國總統並不多見，尤其對於戰後嬰兒潮世代之後出生的美國政治

人物，他們眼中的台灣，是民主國家也是貿易夥伴，卻不是什麼反共盟友，自然也沒有共

患難的情誼。要把協防台灣的可能性，壓注在新世代的美國政治菁英身上，恐怕是過於冒

險。事實上，即使川普挑起了中美貿易大戰，甚至不惜挑動一個中國原則的敏感神經，但

是如果仔細觀察川普對中國的態度，就會發現川普的策略其實只是為了換來談判桌上更多

的籌碼，並不是真要跟中國撕破臉。而根據民調，美國民眾願意支持川普的最主要原因，

不是他的外交政策，更不是因為他對中國很強悍，而是因為在川普任內美國經濟前景看好。

既然川普連任的主要賣點在經濟，就算他再怎麼不喜歡中國，也知道與中國對抗會產生龐

大經濟損失，善於算計的川普豈有做虧本生意的可能？ 

 

小結：除了華府，美國民意的支持更重要 

    

    從台灣看天下，台灣民眾總以為全世界都關注著臺灣，可是真實的情況可能剛好相反。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不清楚台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當然也不會知道出兵協防台灣有什麼

意義。不論台灣想要跟中國正面對抗，還是要回歸九二共識與中國和平相處，都不可能沒

有美國的支持。但是從美國的民調結果來看，一般美國民眾並不關心台灣，當然，也就沒

有協防台灣的意願。民意對友邦的態度當然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這一點從目前有超過

六成美國民眾支持協防南韓就可以得到答案。透過大量的經貿以及民間交流，南韓政府成

功扭轉美國民眾對韓國的態度，將南韓的正面印象扎根在美國社會，進而讓美國民眾認定

保護南韓符合美國的利益。政府的外交決策當然不可能完全符合民眾的期待，但卻也無法

背離主流民意。台灣需要美國的支持，但是支持的力量來源必須更為全面，除了官方持續

與華府的智庫、學者以及政治人物保持良好的關係，爭取菁英階層的認同之外，如何能讓

更多美國民眾願意支持台灣，讓美國政治人物沒有藉口，也更有理由為台灣發聲，台灣的

安全才可能真正的獲得保障。 



東南亞國家在美中競爭態勢下的經濟戰略 

荊柏鈞 

（倫敦國王學院博士生 、ASEAN Plus 南洋誌創辦人） 

 

前言 

 

        在當前美中兩國競爭加劇的全球環境中，具有顯著地緣政治重要性與高度經濟成長

動能的東南亞，無疑為兩大強權競爭最激烈的區域。習近平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以

及川普主打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皆將東南亞國家以及東協（ASEAN）組織視為

關鍵角色。當大國積極競逐區域經濟與戰略影響力時，東南亞小國如何回應？ 

 

        本文聚焦於經濟面向，先比較中國「一帶一路」與美國「印太戰略」在東南亞的經

濟佈局發展，接著探討東協國家的整體與個別回應；最後，將分析美中貿易戰與大國投資

貿易競逐下的東南亞經濟趨勢走向。 

 

「一帶一路」與「印太戰略」在東南亞的經濟佈局 

 

        習近平自 2013 年秋季先後於哈薩克與印尼宣布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後，輸出大型基礎建設工程如鐵路、公路、港口、油氣管等，以及增加區

域互聯互通即成為中國外交重點工作，總體規模約 1 兆美元。雖尚未有明確官方資料統計

「一帶一路」的項目金額，但根據倫敦政經學院 2018 年 10 月出版的報告，在東協十國的

「一帶一路」規劃總金額超過 7 千億美元，其中前五名為印尼（1,711 億）、越南（1,517

億）、柬埔寨（1,040 億）、馬來西亞（987 億）、新加坡（701 億）。而在「一帶一路」

原設定的「六大經濟走廊」裡，有兩項涉及東南亞，包括「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與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其中後者的緬甸更在 2018 年 9 月與中國簽署「中緬經濟走廊」

協議，為繼巴基斯坦之後第二個中國單獨針對特定國家設定的經濟走廊。北京投入龐大資

金與開拓重點經濟走廊，除呼應東協力推的《東協連接整體規劃 2025》（MPAC 2025），



也對準了區域內的發展資金缺口。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東協區域在 2016 年至 2030 年

間，基礎建設投資需求總額約為 2.8 兆美元至 3.1 兆美元。 

   

        「一帶一路」以中國官方投資為主軸，透過提供貸款的融資方式興建大型工程，民

間投入的資金不到一成。此外，開發資金主要來自於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絲路基金等，融資機構主要包含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外匯

儲蓄、中投公司等。以興建中的中寮（中老）鐵路為例，中國在近 60 億美元的總造價中

負擔七成（42 億美元）、寮國負擔三成（18 億美元），且其中四成需以現金投入。而在

寮國的 7.2 億美元現金負擔中，2.5 億由寮國國庫支出，剩下的 4.7 億則以 2.3%的利率向中

國進出口銀行貸款。 

 

        相對於中國以政府主導投資的模式，美國的「印太戰略」則強調私部門帶頭與市場

導向的機制，而非與中國競爭政府支出金額。自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亞太經合會拋出「印

太戰略」後，相關經濟政策與預算陸續於 2018 年出爐，例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7 月於首

屆印太商業論壇宣布將投入 1.13 億美元，在印太區域協助美國廠商與相關國家發展數位

經濟、能源產業及基礎設施。此外，川普於 10 月簽署參眾兩院通過的《善用投資導引開

發法》（BUILD Act），預計於今年底前成立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USIDFC），提供上

限 600 億美元的開發貸款，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基礎建設與市場經濟。新成立的單位由原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與部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合併，除了資金規模相較

於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的 290 億美元上限成長一倍多外，相關貸款與資金運用規定也更加寬

鬆，例如貸款對象不再僅限於美國投資者、並將開放股權投資以及提供技術支援等。另外

一項部分涉及經濟議題的法案為 12 月國會通過且總統簽署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ARIA），該法主要授權美國國務院與國際開發署 2019 至 2023 年期間每年 15 億美元預

算，在印太區域內促進安全與經濟發展，以迎接包括「中國特定擾亂活動」帶來的挑戰。

在當前「印太戰略」下，可預期美國開發資源的投入，將著重於印太區域內國家，尤其是

被副總統彭斯以及國務卿蓬佩奧皆公開表述為「印太戰略」中心角色的東協十國。 

 



上述美國法案與政策，明顯為華盛頓反制北京「一帶一路」的積極措施。彭斯去年 10 月

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即大力抨擊中國提供的基礎建設貸款條件不透明，且目的在以

「債務外交」擴大影響力。而後他更在 11 月的亞太經合會企業領袖峰會上，暗指中國的

「一帶一路」為「束縛帶與單向道路」，其提出的基建案「經常不具永續性且品質低

落」，並可能讓借貸國負債累累而被迫在主權上讓步妥協。彭斯釋放的競爭訊息很清楚，

他認為美國能夠提供印太國家比「一帶一路」更公平公開的有利選項。 

 

東協與東南亞國家的回應 

 

        面對中美兩國提出的兩大外交政策選項，東協十國在區域組織的層次上強調「東協

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與中立性，在大國角力的鋼索上走得格外謹慎，尤其從官

方文件的字裡行間就可看出端倪。以每年舉辦兩次的東協高峰會為例，直到最近一場於去

年 11 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 33 屆東協高峰會主席聲明文件，才出現「一帶一路」的文字。

該文件提到東協十國同意在「東協中心性」的基礎上，將探索可與「一帶一路」與「印太

戰略」產生協同效益與互利的合作方式。 

 

        但在「東協加一」平台上，東協基於經濟利益以及鄰近中國的地理事實，早已透過

東協—中國高峰會表態支持「一帶一路」。習近平 2013 年 10 月初在印尼發表海上絲路計

畫後隔幾天，東協即在汶萊舉辦的第 16 屆東協—中國高峰會主席聲明上表示「重視」

（appreciate）亞投行案，並於隔年在緬甸舉行的同場合表明「重視地注意到」（noted with 

appreciation）海上絲路計畫。往後三屆的相關表述雖調整為偏中性的「注意到」

（noted），但在新加坡的第 21 屆東協—中國高峰會又聲明「歡迎」（welcome）持續研究

「一帶一路」與《東協連接整體規劃 2025》的協同關係。 

 

        東協國家也各自與中國發展「一帶一路」計畫，東協十國皆已和中國簽署諒解備忘

錄或是相關計畫協定，並全數加入亞投行 57 個創始會員國的行列。北京於 2017 年 5 月舉

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參與的 29 國元首中東協就佔 7 國，除了當時可

能因中泰鐵路計畫耽擱以及中新關係緊張而未參加的泰國總理帕拉育與新加坡總理李顯



龍，以及國家規模較小的汶萊蘇丹哈山納包奇亞。至於即將於今年 4 月下旬舉行的第二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次缺席的三國皆已收到北京正式邀請，如無意外本屆東協十國

元首應會全員到齊，包括上任後對「一帶一路」計畫批判最多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也

已表明將應邀出席。 

 

        至於美國的「印太戰略」，至今東協以及東南亞國家尚未公開表態支持。在去年 11

月新加坡舉辦的第六屆東協—美國高峰會主席聲明中，僅表明東協領導人「注意到」

（took note of） 美國「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概念。雖然該文件也表示期待美國執行蓬佩

奧於去年 8 月宣佈達 3 億美元的印太區域安全合作計畫，但目前東協對於「印太戰略」的

態度仍在討論階段。至於個別國家層次，美國在區域內的唯二正式盟友泰國與菲律賓，分

別在軍人總理帕拉育以及總統杜特蒂強勢掌權後，明顯往北京靠攏，並對華府政策採保留

態度。此外，就連與美保持緊密夥伴關係的新加坡，也尚未表態支持「印太戰略」。 

 

        東協國家對於「印太戰略」態度保留可歸納為四點原因，首先「東協中心性」可能

因為「亞太」擴大到「印太」而被稀釋。東協雖然歡迎印度的「東向政策」，但美國主導

的「印太」如將重心放在美日印澳的「四國聯盟」（QUAD），東協可能逐漸失去對區域

議題設定的主導性。第二，當前「印太戰略」對中國的針對性與敵意性高，將可能逼迫東

協國家選邊站，直接挑戰東協的中立性與包容性，這也是為什麼李顯龍多次公開表達對

「印太戰略」擔憂的重要原因。第三，雖然川普政府過去一年加強闡述「印太戰略」內

涵，但其概念是否仍空洞、川普是否可預測、政策是否會永續、以及「印太」使否過度著

重安全大於經濟而導致對區域基礎建設的貢獻有限？這些疑慮都是東協支持「印太」的障

礙。最後，要在不太自由與開放的東南亞大張旗鼓響應「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加上

「東協模式」（ASEAN Way）強調的共識決，東協國家應不太可能集體或個別加入華盛

頓主導的「印太」陣營。 

 

        雖然「印太戰略」在東協區域推廣不易，但其對北京「一帶一路」為「債務陷阱外

交」的批判在東南亞引起不少迴響。2015 年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因無法清償債務而被迫

租給中國後，國際輿論對「一帶一路」的質疑聲浪高漲，也使得東協國家對於相關建設項



目是否帶來債務陷阱與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更加小心。最受矚目的發展莫過於馬哈迪上任

後即暫緩成本約 200 億美元的東海岸鐵路（東鐵）計畫，以及 25 億美元沙巴及馬六甲天

然氣管道計畫。馬哈迪政府以東鐵成本太高將巨幅增加大馬財政負擔、以及前首相納吉政

權讓中國交建承包的過程不透明為由，多次宣布將取消東鐵計畫。不過今年 2 月馬國外長

賽富丁透露中國可能降價，中馬雙方目前正協商中，或為該項「一帶一路」指標工程保住

一線生機。其它「一帶一路」重點項目遇到的阻礙，包括進度嚴重落後的印尼雅加達—萬

隆高鐵和中泰鐵路計畫。2016 年 1 月動工的雅萬高鐵確定今年無法如期通車，而 2017 年

12 月動土的中泰鐵路，則連第一階段僅 3.5 公里的測試段鐵道完工進度都不到五成。該兩

項建設面臨的阻力包括土地徵收不順、融資困難、以及中國勞工參與建設衍生出的相關議

題。對於北京在東南亞的鐵路佈局來說，少數值得期待的建案為 2016 年 12 月動土、預計

2021 年底完工的中寮鐵路，以及準備今年 4 月通車的首條越南河內捷運吉靈—河東

（2A）線；儘管後者從 2011 年開工後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不僅 2013 年預定完工拖延到

今年，建設資金也從 5.5 億美元膨脹到 8.7 億美元，其中 6.7 億美元為中國貸款支撐。 

 

逆風高飛或下行？美中貿易戰與大國投資貿易競逐下的東南亞 

 

        去年 6 月至 9 月川普政府前後三次宣布對價值共 2,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

（前兩次分別為 340 億美元和 160 億美元商品）與 10%（第三次 2,000 億美元商品）的關

稅後，衝擊東亞區域產業鏈的佈局。雖然貿易戰可能會有部分東協國家因貿易轉移效應而

得利，但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指出，美中貿易關稅戰仍可能犧牲

0.2%至 0.3%的東協總體國內生產毛額，對區域整體來說弊大於利。根據今年 1 月新加坡

東南亞研究所（ISEAS）的報告，東南亞因貿易戰得利的國家與產業可能包括新馬的海洋

運輸業、大馬化工產品製造業、泰國汽車與洗衣機製造業、柬埔寨與越南的紡織成衣業

等；而貿易戰傷害的產業最主要為新馬越等機械與電子零件生產商，因為這些大多屬於出

口至中國的中間財。不過整體來看，目前還很難精準判斷貿易戰實際帶來多少貿易轉移效

應，但能夠肯定的是，泰馬等國央行考量美中貿易戰以及全球經濟擴張力道趨緩等下行風

險影響，已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這也是為什麼包括馬哈迪與李顯龍等領導人在內，

公開表示不樂見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溫。 



 

如單就外人直接投資（FDI）數據來看，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今年 1 月統

計，2018 年湧入東南亞的 FDI 金額為歷史新高的 1,450 億美元，比 2017 年成長 11%，兩

項數值皆超過投入中國大陸的 1,420 億美元與 3%成長率。東南亞的年輕人口結構、相對

便宜的工資與土地成本、以及高速經濟成長等因素，皆是吸引 FDI 的拉力，如今加上美

中貿易戰不確定因素，或將加速外資從中國大陸等地轉佈局東南亞。 

 

        東協秘書處資料顯示，2017 年 FDI 投入東南亞的最大外部來源國，依序為歐盟（249

億美元）、日本（134 億美元）、中國大陸（114 億美元）、南韓（51 億美元）、美國（ 

43 億美元）。美國雖然以存量來說仍是東協 FDI 最大來源國，但可能受到 2017 年川普減

稅政策的影響，美資似乎開始回流，使其在東南亞 FDI 流量從 2016 年的 188 億美元大幅

下滑至隔年的 43 億美元，排名也從第二名下滑到第五名。至於貿易夥伴關係，2017 年東

協前三大貨品貿易夥伴依總貿易額排序為中國大陸（4,410 億美元）、歐盟（2,614 億美

元）、美國（2,343 億美元）。如沒意外，未來中國大陸將持續作為東協區域最大貨品貿

易夥伴、掌握經濟談判籌碼。至於整體地緣經濟的演變，除了美中貿易戰後續效應外，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能否在今年談成、北京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政

策方向、以及華府依《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規定須於今年 6 月前提出具體與東協互動的策

略架構報告之內容等因素，也將左右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勢力版圖發展。 

 

 
 
 
 
 
 
 
 
 
 
 
 
 
 



美陸政經衝突對中華民國國際空間之影響 

黃奎博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政治互動，在建交 40 年之後突然急轉直下，連經貿關係

這種過去曾被稱為雙邊關係的「壓艙石」都出現劇烈變化。 

 

簡單而言，目前看到的美陸政經衝突呈現三個特點。首先，短期內，政治衝

突可能是經濟衝突的表面手段，亦即美國川普（Donald J. Trump）政府主要想減

少高達約 4190 億美元（2018 年統計）的貿易逆差，降低美國企業在進入中國大

陸市場時的關稅與技術障礙，所以在若干政治領域議題彰顯出與中共當局的歧異。

其次，政經衝突可能是雙方霸權優勢爭奪戰的開端，亦即川普政府明顯感受到在

經貿、軍事、科技、多邊外交等領域，中國大陸逐漸已非吳下阿蒙，所以在這些

領域議題突出了與中共當局的不同。第三，中共當局已從判斷美國只是打假球，

變成認知到美國想趁勢將中國大陸趕出國際政經領頭羊之一的地位，而且是共和

黨及民主黨多數共識；中共當局對此一局面低調以對，但長期而言，顯然川普政

府想擴大戰線，從經貿議題之外的人權價值、增進善治與公民社會、印太區域及

次區域安全、商業與科技間諜和「中國製造 2025」對美國相關產業所帶來的國家

安全威脅等等包含政治性質的議題下手，壓制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 

 

如此的美陸政經衝突為近 40 年少有，中華民國在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政

府的領導之下，所採取的對應策略或可分成兩時期概述如下。第一時期是民進黨

政府 2016 年 5 月甫上任至 2017 年底川普政府尚在拼湊成型時，民進黨政府一方

面在試探川普政府對台灣的看法及可能政策，另一方面持續以否定「92 共識」、

宣稱維持兩岸現狀、推動「新南向政策」等作法，試圖減緩兩岸關係的正向發展。



2017 年 12 月白宮公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將中國大陸定位成想要修正現狀的「競爭對手」以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挑戰」，

讓蔡政府認為或許有機可乘。 

 

第二時期便是 2018 年之後迄今。2018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國防戰略

報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以及 2 月的《核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除了繼續視中國大陸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挑戰」外，後者還稱中國

大陸是美國「主要核威脅」。同年 3 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鼓勵美國與台灣官方之間有不受限制的高層官方交流，以及在川普簽署備

忘錄宣布將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約 600 億美元商品徵收額外 25％的關稅之後，

民進黨政府雖擔心美陸經貿衝突對於台灣地區進出口及製造相關產業的影響，但

似也逐漸摸索出美國目前的台海兩岸政策是由一個非典型的川普政府加上從「疑

『中』」轉向「拒『中』」的國會在共同運作，整體形式有利於民進黨政府的主張。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是否受到影響？本文擬將「國際空

間」的指涉範圍限制在邦交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參與，以在有限篇幅中分析美陸

政經衝突對我國國際空間之影響。 

 

 自從蔡英文主政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目從 22 快速下跌至 17，不到 3 年

時間，聖多美普林西比（2016 年 12 月）、巴拿馬（2017 年 6 月）、多明尼加（2018

年 5 月）、布吉納法索（2018 年 5 月）與薩爾瓦多（2018 年 8 月）紛紛轉與中共

當局建立外交關係，而且這些國家拒絕我國原大使館改以「代表處」的形式繼續

存在。巴拿馬、薩爾瓦多政府曾公開宣布終止與我國在陳水扁政府時代所簽署的

自由貿易協定，薩爾瓦多更於本月宣布停止居住在該國周邊國家的我國國民入境

免簽待遇。 

 



薩爾瓦多與我國斷交後的第 3 天，白宮新聞秘書桑德斯（Sarah Sanders）史

無前例的以干涉他國自主的方式，對我國與他國的斷交案發出書面聲明表示： 

中國明顯干涉西半球國家內政，美國嚴重關切薩爾瓦多政府

對此的接受程度，且將導致美國重新評估與薩爾瓦多的關係。 

一些國家尋求建立或拓展與中國的關係，吸引國家主導的投

資以刺激自身短期經濟成長和基礎設施發展。長期而言，這些國家

可能會失望。世界許多政府正意識到中國經濟利誘的方式，將促成

經濟依賴和宰制，而非夥伴關係。 

 

此外，時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娜爾特（Heather Nauert）則於 2018 年 9 月

上旬發出書面聲明表示，美國已召回（recall）駐多明尼加大使、駐薩爾瓦多大使

與駐巴拿馬代辦，藉以諮詢在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美國應如何支持台灣這個

堅強、獨立且民主的經濟體。亦有消息指出，原本有「共榮聯盟」（Alliance for 

Prosperity，包括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 3 國）成員國參與的第二屆「中

美洲繁榮與安全會議」（Conference on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n Central America），

因此被美國延期舉行，但因為該會議目的之一是處理美國的中美洲非法移民問題，

所以在沒有任何進一步動作的情況下，這些被召回的大使或代辦於同月下旬各自

回到駐地，而前述會議在 2018 年 10 月中旬於華府召開。然另有報導稱無法證明

前述會議延期與美國要力挺台灣的中美洲邦交有關，而是美國與會官員的行程衝

突所致。 

 

巴拿馬總統瓦雷拉（Juan Carlos Varela）則因為上述娜爾特的書面聲明，在

隨即要求美國尊重巴拿馬的國家主權：「我們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決策，我們也

將永遠要求其他國家尊重我們的決策。」 

 

美國還有幾位聯邦參議員分別在去年 9 月及今年 1 月兩屆會期中，聯合提出



《台北法案》（Taipei Act），希望加強台灣在世界的地位，並授權美國國務院採取

降級外交關係或改變外援措施等懲罰性作法，防止我國的邦交國轉投北京懷抱。

去年提案未通過連署門檻，今年則仍須觀察。 

 

 以近期而言，美國對我國的邦交問題逐漸出現更大的支持，但似未造成根本

性的影響，兩岸關係的良莠以及我國願對外國政府援助承諾的多寡或許扮演更大

的角色。 

 

至於我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情況，川普政府一如往常對於我國「有意義

的參與」（meaningful participation）甚為支持，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國際刑

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等，美國的支持基本上沒有差

異。但因為台海兩岸已無過去政治對話的基礎，在中共當局堅決反對下，美國對

我國的支持又似只見行禮如儀的宣示，少見更進一步的積極作為，所以過去曾在

馬英九政府時期「有意義的參與」過的幾個國際組織均對我國關上大門。 

 

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方面，我國與美國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合作順利，然因美國選擇退出了蔡英文政府視為國際經濟

合作首選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所以美國至多僅能協助我國在此案「敲

邊鼓」，無法或無心成為主要推手。 

 

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給予蔡政府若干參與或協助多邊合作機制的機會，

但目前只限於民間性質的智庫對話交流，或者在如反恐、宗教自由等若干特定議

題上，我國較有參與的空間。雖然這些不是正式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至少在某種

程度上藉由美國的牽線促成，擴大了我國的國際空間。 



 

在國際參與、國際間政府組織等方面，美國政府歷年來對我國的支持雖沒有

到一個極致，但相較於其他非邦交國而言已屬難得。但因為川普政府掀起對中國

大的政經衝突以及因為蔡政府已無法應付惡化的兩岸關係，導致好像川普政府動

動口、做些外交動作，就讓蔡政府找到理由對美外交持續加碼，甚至有可能成為

美國為了防制中共當局影響力擴張的一個籌碼，而且還負責支應因此所增加的許

多（行動）成本。 

 

精於計算和交易、不完全依循過往政治遊戲規則的川普及其政府，正高舉壓

制中共政權的大旗，試圖從各方圍堵或削弱日漸崛起的中共政經及軍事勢力，而

美國支持我國的國際空間又沒有太多成本，甚至成本或衍生成本由我國支應，對

川普而言不會不划算。中共當局則因為蔡政府明顯改採向美國「一面倒」的政策，

疏離兩岸關係，號稱維持現狀但實則偏台獨或「去中（華民國）化」的小動作不

斷，所以在國際上打壓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又回到過去一點都不手軟的態度。由

此可見，這一年多來的美陸政經衝突很可能將我國國際空間的問題更加複雜化，

恐怕我國最近將無法有任何重要突破，甚至會進一步捲入美陸衝突之中，既只能

仰仗美國有限的、計算過後的、有時容易變動的支持，而且無益於緩解漸凍的兩

岸官方關係。 

 



中美競合關係與臺海問題 

趙全勝 美國美利堅大學 

（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兼亞洲研究理事會主席） 

 

    中美博弈自2018年起進入全面短兵相接，幾乎涉及到雙邊關係的所有領域，

包括經濟（貿易戰）、軍事（艦巡南海）、政治（臺灣牌）、和文化（科技戰）

等。幾個月以來打得如火如荼的華為事件比 1987 年美日貿易衝突中的東芝事件 

(「Toshiba Disclosure」) 有過之而無不及。中美貿易戰和美國的臺灣牌已經成為

當前中美關係何去何從的一個風向球, 所以我們應該首先界定中美關係發展現

在處於什麽樣的階段。 

中美長期競合狀態的出現 

    2019 年 2 月我在首爾開會時有韓國學者問我，如果中美關係可分為三種的

話，即：一是重回冷戰；二是通過妥協、慢慢走向 G2；三是長期復合型競爭合

作共存，我怎麼看。 我的回答是：「前兩種模式都不符合現實，復合型目前最

符合中美狀態。」關於復合型中的競爭與合作——中方強調中美合作，美方則強

調中美競爭，兩邊的強調點不同，但其實都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不過從大趨勢

來看中美雙方競爭因素大於合作因素，中美對峙會呈現出長期的狀態。但是對峙

狀態發展的時間點和走向尚不確定。 

    川普對付中國的最新調整是高調提出印太戰略。從美國主觀上來講，是想搞

「美日+1」框架，即美國為主帥，日本為副帥，然後再搞「抓手」也就是 「+1」——

韓國首當其衝、印度、澳大利亞、菲律賓、越南、臺灣都在其列，但至於是否能

夠實現則要另說。例如如果「臺海有事」，日本會和美國一起介入，但韓國表示

「不會介入」。對於菲律賓和越南，中國則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印太戰略沒



有一個完整機制，但思路大致如此。 在美國的印太戰略裡，當然離不開臺灣牌，

希望臺灣成為其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抓手」。 

美國的臺灣牌 

    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有三個基本考量：第一，戰略考量：早在朝鮮戰爭一開始，

麥克亞瑟就把臺灣稱作「不沈的航空母艦」，冷戰結束後臺灣又成為遏制中國崛

起的重要棋子。第二，外交考量：臺灣是中美博弈中最方便的籌碼，成本低，效

果顯著。第三，政治考量：一方面可以推行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過在臺海挑事來轉移其國內政治紛爭的視線。總之，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是不可

能拱手相讓的，將繼續盡其可能對臺灣「實施保護」；而臺灣長達 70 年之久的

偏安一隅靠的也是美國。 

    對美國來說，「臺灣牌」成本低，效益高，打了似乎也沒關係。但怎麼能讓

美國成本高一點則值得大陸認真思考。多年來，美國對臺政策有變亦有不變。美

國對臺政策不變的部分是一個中國政策框架，但一個中國政策框架是否有空心化

現象還尚待討論。要看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雖然不變，但卻在很多具體做法

上有了很多變化，衝擊著一個中國的底線。 

    我在早些時候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就中美關係和臺海局勢來説，有一個「四

個不會改變」的現象值得注意：第一，美國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的共識不會改變，

在相當長時期中國會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第二，蔡英文「臺獨」傾向不會改

變；第三，特朗普打臺灣牌的做法不會改變；第四，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主權立

場不會改變。如果沿著這四個不會改變發展下去，中國國內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可

以退讓了。而且現在美國已經在掃除周邊的障礙，比如去年夏天拉美的幾個國家

與臺灣斷交，美國直接對這幾個國家施以顏色。美國在國際範圍內為臺灣站臺，

中美則有可能在臺灣問題上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對峙。 



中國的應對和今後的發展 

    我們還應該看到，從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三箭齊發」 （貿

易戰，臺灣牌，南海挑釁），中國在對美戰略的認知方面是有滯後現象的，其中

不乏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中國有時傾向於把自己提出來的口號當成對方的思維，

但美方並不接受。從大陸的角度來看，可以把臺灣問題的解決歸納成四句話：和

統是目標，武統是威懾，民心是關鍵，障礙是美國。如何解讀美國這個最重要的

外部因素呢？ 事實上，大陸內部對美國打「臺灣牌」的動力和決心以及方法有

時會有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希望不與美國發生衝突，多與美國合作，希望美國

內部友華力量超過友臺力量，但希望不等於現實，要看到美國做法（例如 2018

年初通過的臺灣旅行法）的嚴重性。 

    首先應該承認中美關係既有競爭又有合作。而中美競爭的局面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裡要大於合作的成分，所以要做好長期戰略相持的準備。其次也需要深層

次的關注美國國內政治發展和社會輿情的變化，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拉鋸鬥爭，

以及麥卡錫主義可能出現的苗頭。如果出現中美對峙的局面，美軍的動向也是值

得注意的。 

    在中美軍力比較方面，美方有一種普遍的看法，目前來看中美差距還是很大

的，但是中國軍隊的更新換代進展神速，雙方的差距正在快速縮小，尤其是在海

空軍方面，因此，美國必須在其本身還佔有優勢的情況下（特別是軍事實力和高

科技方面），盡快出手，否則“時不我待”，日後再無良機。如果要確保取勝的

話，“晚打不如早打“，那最好的戰場就是南海或者臺海地區。在哈裡斯（現任

美國駐韓國大使）當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的時候，第七艦隊的口號就是「今晚就

開仗」！充分反映了美軍內部求戰的呼聲。當然，美軍一直在美國總統的領導下，

也要尊重國會和政府部門的意見，但美軍內部的情緒和意見，也可能導致出現

“脫繮行動”。 



    總的來看，當前中美間的對抗還沒有脫離正常國家的紛爭，兩國之間尚不會

有全面熱戰的爆發。但是如果特朗普一味挑戰極限，跨過紅線，局部的衝突就有

可能發生。 因此，中美之間的危機預防和危機管理將變得十分重要。 

    但這並不是說，中美關係今後就只有對峙。對峙不是戰爭，我們還要看到合

作的一面。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兩國不但有很深的相互依存，

而且對我們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承擔著共同的責任。所以北京方面目前努力爭

取的還是儘量維持多年來“鬥而不破”的局面。兩國最高領導人還是要見面的，

見了面還是要握手的。這樣不但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有利，也可以給中國的

進一步發展爭取到寶貴的時間。無論是臺海問題還是朝鮮半島問題，首先還是要

爭取和平解決。面對當前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捩點，中國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

以他人意志為轉移。應該看到，兩國民間理性的聲音還是占上風的。 作為世界

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美之間共同的東西很多，互補性很強，“和則兩利、鬥

則兩輸”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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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美國友台政策的形成及演變 

嚴震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今年是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四十周年，而這

一兩年美國國會仍然不斷釋出許多的友台法案，與美台斷交前期，僅有在一九九

二年雷根政府公布與北京的《八一七公報》(Communiqué of August 17)後，行政

部門提出口頭的《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與一九九四年柯林頓政府為了改

善台美關係所推出的《一九九四年台灣政策檢討》(1994 Taiwan Policy Review)、

或稱《美國對台政策八項調整》(Eight Adjustments of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相

比，有很大的差異。 

 

    在二十一世紀一開始，美國眾議院由德州眾議員 、也是共和黨黨鞭的德雷

(Tom DeLay)所提出的《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首

先在二○○○年通過。該法案共有來自八十一位跨黨派眾議員（五十四位共和

黨、二十七位民主黨）的連署，包括幾位長期支持台灣的共和黨眾議員杭特

(Duncan Hunter)、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夏波(Steve Chabot)等。不過儘管

該案獲得三百四十位眾議員的支持，但沒有獲得參議院的通過，因此未能成為正

式的法案。 

 

    二○○三年，北京通過《反分裂法》(Anti-Secession Law)時，美國眾議院適

時作出回應，外交委員會的海德(Henry Hyde)眾議員提出第九十八號決議案—《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近通過反分裂法表達國會的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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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ng the Grave Concern of Congress Regarding the Recent Passage of the 

Anti-secession Law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表達美國的立場。此法獲得包括現任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內

的十二位議員連署（十位共和黨、兩位民主黨），最終以四二四對四票的壓倒性

票數，在短短兩天內獲得通過。此決議案中，多此引用《台灣關係法》的條文，

包括「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

事務」、「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臺灣的前

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

舉 —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

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

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等條文。 

 

    近十年來美國國會更是動作不斷，長期支持台灣的佛羅里達州眾議員、也是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及主席的羅斯─蕾婷南(Ileana Ros-Lehtinen)曾在二

○一一年九月提出《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獲得三十一位眾議員連署，

但並有後續的行動。一年半後，她又在二○一三年一月再度提出此案，獲得二十

七位眾議員的連署，但也胎死腹中，相當可惜。兩個《台灣政策法》都強調《台

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的重要性，但也擔心在執行三十多年後，有需要強化之處。 

 

    過去雷根總統任內口頭提及的《六項保證》，也在二○一六年五月，經眾議

院第八十八號決議案的通過後，訴諸文字。這個由長期支持台灣的共和黨俄亥俄

州眾議員夏波所提出、並獲得十七位眾議員的連署的決議案，明白表示當年亞太

助理國務卿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在一九八二年的一場聽證會上，代表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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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說明《六項保證》的細節。這項名為《重伸台灣關係法暨六項保證為美台關

係基礎》 (Reaffirm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s 

Cornerstones of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的決議案，引用兩位相關事務官員

在聽證會上對《台灣關係法》的讚揚：曾任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與美國

在台協會處長的梅建華 (Kin Moy)及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顧問麥艾文 (Evan 

Medeiros)。 

 

    前者表示「在《台灣關係法》下的雙邊長期關係，代表美國一項資產，也是

在區域影響力的一個重要的加乘關係」(Our enduring relationship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represents a unique asse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an important 

multiplier of our influence in the region)，並認為《台灣關係法》「在過去三十五年

於亞太地區保障台灣行動自由及美國利益方面，扮演了關鍵的角色」(played such 

a key part in protecting Taiwan’s freedom of action and U.S. interests the last 35 

years in the Asia-Pacific area)。後者則認為《台灣關係法》「是一個我們長期表達

對台灣人民福祉、安全、經濟自主、及其國際空間的承諾」 (an enduring expression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their well-being, their security, their 

economic autonomy,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space)。由於有這項決議案，共和黨全

國黨代表大會順勢在二○一六年的黨綱中，將其納入。 

 

    二○一七年七月，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提出《台

灣安全法》(Taiwan Security Act)，獲得同黨科羅拉多參議員賈德納(Cory Gardner)

及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的連署。眾議院則是由德州眾議員麥考

爾(Michael McCaul)在十一月提出，僅獲得另一位德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畢廷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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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Pittenger)的連署，兩個提案都沒有後續。倒是在先前同年一月由夏波眾

議院提出的《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不僅獲得跨黨派八十一位議員的

連署，同時還在次年二月參眾議院通過、川普總統三月簽署後，成為正式的法律。

《台灣旅行法》同樣在內容中一開始就介紹《台灣關係法》為美台關係的房角石

(cornerstone)，但認為在《台灣關係法》通過後的三十多年間，台美關係的高層

溝通不足(insufficient high-level communication)，因此希望透過《台灣旅行法》讓

雙方高層官員有更多互訪的機會。 

 

    在《台灣旅行法》通過的同年五月，參眾兩院各有一個友台的法案推出，眾

議院是由共和黨籍的伊利諾州眾議員培根(Don Bacon)所提出的《台灣國防評估

委員會法》(Taiwan Defense Assessment Commission Act)，參議院則是由賈德納參

議員《台灣國際參與法》(Taiwa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ct)，前者未獲任何眾

議院連署，後者則是僅有麻塞諸塞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馬基(Ed Markey)一位連

署，兩個法案最終都沒有後續的發展。《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提到《台灣關

係法》及《六項保證》，指出它們是美台雙方協助增強台灣自衛能力的基礎。《台

灣國際參與法》雖然是強調台灣有權參與國際組織，但法案的條文仍是從《台灣

關係法》做為起點。 

 

    二○一八年或許可以被視為美國國會推出對台灣友善法案最多的一年，除了

《台灣旅行法》、《台灣國防委員會評估法》、及《台灣國際參與法》外，還有兩

項與台灣息息相關、但名稱上沒有台灣的法案，一個是《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另一個則是《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事實上，《國防授權法》是連續兩個年度的法案，二○一八年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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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是在二○一七年底通過，不到半年的二○一八年四月，則再通過二○一九年

的《國防授權法》，兩法案都針對美國與台灣的軍事合作及國安人士互動，但前

者不僅在法案中提到《台灣關係法》，同時還包括《六項保證》，且涵蓋的層面與

細節都是前所未有的。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雖然與《二○一八年國防授權法》一樣，不是針對台

灣而來，但是同樣有相當的篇幅，和台灣有關。《亞洲再保證倡議法》不僅說明

《台灣關係法》、三個公報、及《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的基石，也提到剛通過

的《台灣旅行法》。這個法案的眾議院版本是由當時擔任多數黨領袖的麥卡錫

(Kevin McCarthy)提出，台灣之友夏波及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眾議員游賀(Ted Yoho)

是四位連署者中的兩位。參議院的版本則是由賈納德提出，共獲得跨黨派十一位

參議員（六位共和黨、五位民主黨）的連署支持，包括魯比歐與馬基兩個熟面孔

在內。參眾議院在去年十二月分別通過此提案，川普總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簽

署，讓其正式生效。 

 

    去年九月，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與我國斷交後，嘉德納參議員又再提出《台

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簡稱《台北法》(TAIPEI Act)，獲得了馬基、魯比歐、

新澤西州民主黨籍參議員梅南德茲(Bob Menedez)、及德州共和黨參議員柯寧

(John Cornyn)的跨黨派連署。這個法案同樣引用《台灣關係法》作為其立論的基

礎，可見《台灣關係法》不僅適用於美台的經貿、教育、文化關係，還可擴及到

台灣外交國係的層面。不過，這個表示中華民國的友邦若是切斷或將及與台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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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或經貿關係、將會受到美國減少對其外援的懲罰之《台北法》，目前尚未有

所進展。 

 

    今年三月底，在《台灣關係法》生效四十周年的前夕，美國國會再度提出《台

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參議院的版本是由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梅南德

茲所提出，獲得同黨的德拉瓦州參議員孔斯(Christopher Coons)及新墨西哥州參

議員馬斯托(Catherine Cortez Masto)、與共和黨籍的魯比歐、科頓、及德州參議

員克魯茲(Ted Cruz)的連署。眾議院的版本是由共和黨籍的麥考爾提出，獲得四

位民主黨眾議員及兩位共和黨眾議員的連署，包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恩格爾

(Eliot Engel)及亞太事務小組主席游賀在內。 

 

    不僅如此，恩格爾主席還提出了一項名為《重新確認美國對台灣及對執行台

灣關係法之承諾》(Reaffirm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Act)的決議案，連署者除了增加夏波外，其他

六位與《台灣保證法》雷同。當然這項決議案文如其名，就是針對《台灣關係法》

四十周年而來，因此當然要強調此法對美台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納入《六項保

證》，並提及《台灣旅行法》。此外，這項決議特別引用二○一五年雙方簽署的《全

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備忘錄，見證美

台的合作關係。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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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會在《台灣關係法》通過後的前期，並沒有對美台關係有太多的著力。

但自二十一世紀開始，無論是透過決議案或是法案的提出，美國國會關切台灣的

頻率極力道顯然是快速增加中。儘管決議案不具約束力，許多法案的提出最終並

未通過，且通過的法案如《台灣旅行法》是否能夠具體執行也有疑問，但不可否

認地是，幾乎所有的提案都是以《台灣關係法》為其法理根據，也強調《台灣關

係法》是美台關係的重要基石。後者是大部分國人所熟悉的部分，但前者則是二

十一世紀美台關係繼續強化的法源基礎。 

 

我們也可以從這些決議案及法案的提出與通過，看到許多一再出現的熟悉名字，

證明真正關心台灣安全、且在國會內有一定份量的友台議員，絕對是這些決議案

及法案的最重要推手。去年的期中選舉中，我們失去了幾位加州長期支持台灣的

共和黨眾議員，如何建立與新一代國會議員的互動、遊說其重視台美關係、並進

而支持這些決議案及法案，或許是紀念《台灣關係法》通過四十周年最應當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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