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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新政局下美中台三邊形式座談會」問答稿 

美國組 

包宗和：非常謝謝嚴教授，我想我們還有一點時間，看看現場來賓有

沒有什麼問題或意見可以提出來，然後最後我會再請幾位發

表人做回應。現場有媒體朋友或同學，都歡迎你們提出來。 

 

Q1. 媒體：你好，我是新唐人亞太台的記者，我想請教台上各位老師

對於歐馬第二任期還沒有就任，就即將前往緬甸訪問的事

情，對於美中的競爭還有戰略意義上，可不可以請老師幫我

們分析一下，謝謝。 

Q2. 蘇起：以嚴教授對美國的觀察，美國現在藍、紅分裂的很厲害，

跟我們國內的藍、綠的分裂異同何在？ 

 

包宗和：其實剛剛蘇老師提到這個問題，美國通常選舉的時候就會比

較藍，選後就會比較紅，這次會不會同樣情況發生。先請剛

才幾位發表人做初步回應，首先我們請林老師。 

 

林正義：我就回答第一題關於緬甸的。當然我們都知道緬甸在過去近

兩年有很大的變化，美國也改變它的政策，包括駐緬甸的大

使 Derek Mitchell 是一個台灣人的女婿，包括 Kurt Campbell

也到緬甸訪問，包括國務卿希拉蕊也到緬甸訪問。當然歐巴

馬總統他親自利用「東亞高峰會」到亞洲來，這對於美國跟

緬甸之間的關係有相當大程度的改善，因為這已經是幾十年

中斷關係的延續。美國總統的到訪，我覺得對緬甸的多元改

革是很大的鼓舞，從某種角度來講也是一個獎勵，這個獎勵

包括美國與歐洲聯盟對緬甸的一些制裁取消，然後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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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始。另外美國也把緬甸納入「下湄公河流域倡議」，過

去是沒有的。湄公河的上游就是瀾滄江，在亞洲開發銀行有

一個「湄公河次區域的 GMS 計畫」，是由中國大陸比較主

導的。歐巴馬政府在整個重視亞太、重視東南亞，最主要的

就是「下湄公河倡議」，本來是越南、寮國跟柬埔寨還有泰

國，並沒有把緬甸包括在裡面，不過現在是把緬甸納入了。

所以對緬甸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還包括密松水壩，大家也都

知道緬甸政府後來決定暫時把它擱置。所以歐巴馬總統訪問

緬甸，對美中之間的關係應該這麼講，就是說美國不太像過

去一樣忽略東南亞這個地區，現在變成美國對它的重視，不

僅僅重視緬甸，也重視寮國、柬埔寨，這會讓中國大陸面臨

到一個競爭者。對這些國家來講，當有競爭者，多多少少在

兩個大國之間他們要想出對他們最有利的，不管是外交或是

國家發展的政策。所以中國大陸從過去比較有主導性，現在

面臨到比較大的挑戰。 

 

嚴震生：謝謝蘇老師，我現在正在做有關美國政黨是不是「極化」的

情形。如果我們看這次選舉，歐巴馬在全國大概贏了 2.7％，

跟 2.7％相差最接近的是 Virginia，大概只有差 0.3％，Ohio

大概差 0.8％，就是這個州最反應全國的投票狀況。跟 4 年

前 2008 年比，當年歐巴馬是贏 7％，所以贏 7％，你這個州

跟歐巴馬贏的數據最接近，當然最代表你是反映了整個國家

的狀況，那你差別越大就越離譜。現在我看了確實有這個問

題，就是說有些州它的差距這一次歐巴馬是比上次少了 4.3

％，如果跟上一次比哪些州是不是平均降 4.3％是合理的，

有一些沒有降那麼多，有一些州還多一點。所以政黨極化的

狀況確實有蠻大的影響。另外就是在選後美國人有人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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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歐巴馬每次都講 there is not blue states or r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 i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就有人現在說我

們要推 divided states。要分裂了，就是紅州講說，不是只有

在紅州，藍州都有喔，有人說我們乾脆把它分裂出去。事實

上美國憲法現在是不允許你能夠像過去南北戰爭那樣自己

宣布要獨立，這是沒有辦法的。但也凸顯了這個狀況，我隨

便舉個例子，當然 D.C.不算，因為 D.C.本來就是非洲裔比

較多，支持民主黨。猶他州可能也不能算，因為羅姆尼是摩

門教，這一次猶他州羅姆尼拿了 7 成多，歐巴馬大概不到

1/4，這個差距比較大。但很多州都是差距在 10％以上，差

10％以上，但他們兩個人的總票數差不到 3％，所以這個差

距就擴大了，擴大以後才會讓美國人覺得說為什麼只有幾個

州 matters，就是那幾個所謂的搖擺州算是比較要去選。這

個制度選下去的結果，我認為會越來越讓美國的選民挫折感

很大；我是紅的選民，我在紅州、藍州，那個強的州都是挫

折感很大，因為我在紅州我的州一定會贏，那我的候選人也

不理我，因為理我沒有用，不需要再理了。那藍的候選人更

懶得來了，說我今天從 35％突破到 40％還是輸，所以也不

理。所以兩個黨的候選人廣告都不會理深紅州或深藍州，所

以只有在那 10 個州左右去做廣告，我覺得這會讓選民覺得

越來越不舒服，覺得美國的民主制度怎麼搞到最後只有那些

人在做決定，那這些人是不是能真的代表美國還很難講。現

在我們大家每次都說佛羅里達州決定，確實也是，常常也是

佛羅里達州最能反應美國，但是為什麼就讓佛羅里達州決

定？而且很有可能就讓佛羅里達州那些藍領的汽車工人就

決定了這個選舉。所以美國政黨極化之後，變成那個關鍵少

數越來越關鍵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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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宗和：謝謝。其實我想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臺灣其實也有類似

的問題，這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不是好，變成視為當然。當

然最近也有些人因為美國最近的選舉普選票跟選舉人票越

來越接近，就有人說選舉人票制度到底好不好，是不是應該

要像台灣一樣用普選的，變成將來是不是變成少數總統的憂

慮會越來越多。剛才一個問題就是說，通常在選舉的時候都

會拿中國大陸做文章，攻擊對手等等，那麼在選後又跟中國

大陸採取比較和解的政策，通常過去美國的領導人都有這樣

的政策。這次看歐巴馬立刻到緬甸去訪問，似乎這種態勢有

點被打破，這個情況有沒有可能再發生，還是說這個情況是

有改變？ 

 

黃介正：歐巴馬總統一選完就跑去，絕對不是開票結果以後就跑去召

開會議緊急做的安排。剛剛林老師已經講了，Derek Mitchell

米德偉是我們台灣女婿，我過去在美國 CSIS 跟他同一個辦

公室，那個時候他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他的辦公室

裡就放著翁山蘇姬的照片。我因為跟他同事所以常有時間吃

飯，他個人對翁山蘇姬有很長期的崇敬，在臺灣打工念書的

時候他就對這一位民主鬥士非常崇敬。而米德偉又是歐巴馬

在民主黨黨內初選宣布要參選，但是大家都不看好他、看好

希拉蕊會贏得總統提名的時候，跟 Jeff Bader 總共 4 位率先

鐵桿的加入歐巴馬陣營。所以米德偉我們不要一直去看他台

灣女婿背景，他是最早加入歐巴馬亞洲政策團隊的 4 個人之

一，而他又去緬甸做大使，圓了他從年輕時候的心願要去見

翁山蘇姬。他現在就是大使，所以我覺得他會用力的安排。

我們駐外代表安排元首訪問都是很正常的家常便飯，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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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大家第一個不要把希拉蕊跑跑寮國或是蒙古共和國，大

家就認為好像這是新圍堵。但是美國現在整個面向亞太我個

人認為它是以經濟利益為考量，而這個經濟利益考量它過去

忽略了。剛才林老師講非常正確，過去美日安保、美韓、美

澳它都有長期的安全合作關係，雙邊關係都很緊密，但是多

邊關係美國在 90 年代冷戰後都沒有經營。所以加大力度，

對東南亞或東協國家加強關係，這種對於美國站在華府的人

來講是很自然的事情，它並沒有要圍堵誰，只是要做很多的

生意，所以我覺得大家看歐巴馬到緬甸千萬不要想是他選贏

之後突發奇想，是老早就有安排，他選輸了他也會去。另外，

這兩個人都拿過諾貝爾和平獎，所以兩個和平獎得主見面也

是新聞一條，謝謝。 

 

包宗和：我想其實的確，美國其實歐巴馬在第一任的時候他整個外交

思維，緬甸就是很重要的一環，特別緬甸的民主化，他是有

非常深層的考慮，不是一個突發奇想。其實剛才 4 位老師談

的內容我想很值得我們去密切觀察，就是美國目前不管是叫

pivot 或再平衡 rebalancing 的政策，它是一個 engagement 還

是 containment。大陸方面有學者說如果美國要用圍堵的話

是徒勞。當然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就是美國如果有做出某種

圍堵的態勢的話，那大陸民族主義情緒就會起來。所以未來

亞洲的局勢，民族主義跟理性主義當中哪一種會比較抬頭，

是一種情緒性還是經過理性考慮，這也是值得我們觀察的。

當然我想美國跟中國之間它是一個現狀或反現狀，如果是這

樣一個態勢的話，它對未來的局勢會不會造成不穩定的影

響。我們臺灣要靠我們自己，這當中在面對美中局面的改

變，我們是不是要有大的戰略思維，我們如何去想我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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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我們臺灣未來要怎麼走，怎麼在這兩大之中爭取我們國

家的利益。剛才嚴教授也提到從美國國內政治來講也是很有

趣的，民主政治很多不同的制度可以做對比，包括他們的少

數族裔未來影響力會越來越大，華裔未來在這當中會扮演什

麼樣角色，美國會不會因為少數族裔的抬頭而造成政黨的

realignment，一種政黨實力的重組，包含美國的選制會不會

又引起更多的討論，我想這都是美國在個案上面，對我們探

討民主國家制度上很值得我們更多的觀察。歐巴馬第二任任

期當中的整個作法，我想也會對台灣牽動非常深，我們可以

繼續保持後續性的觀察，看未來的發展是如何，今天我們這

一場就到這裡結束，謝謝。 
 

中國大陸組 

Q1. 黃介正：綜合兩位發表的書面意見還有口頭報告，我特別有興趣

的是關於兩岸政治協商壓力的部份。如果寇老師的言論後面

稍微隱含中國大陸，其實我們常跑大陸的人有些感覺，透過

您寫的部份來講，你覺得中國大陸對於未來一年、一年半，

就是比如到五都或七合一選舉以前，你覺得中國大陸在促

使、加強或鼓勵兩岸接觸協商、政治接觸協商，或是探討這

問題的力道，您覺得如何？如果是從 0 到 10 的話，可以比

較 18 大前大概是多少，18 大後大概是多少？同樣這問題我

想請問陳教授，在您講的涉台系統，當然我同意您的觀點。

那後面的人事安排，現在猜測這是另外一個局。我倒是看，

就是說您看到涉台系統在整個權力移轉中間，或是未來 18

大主要決策結構中間沒有占很大聲音的話，寇老師或是童老

師剛剛有提到所謂不會「只經不政」的趨勢方向，就涉台系

統角度來講，您有什麼評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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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春山：針對這個問題，我們馬上回答，我怕等一下您們不會忘記，

我會忘記。所以馬上回答。 

 

寇健文：我想簡單來講，我覺得在一個前提，如果中國大陸官方覺得

國民黨可能會選輸，我想未來一兩年慢慢會看到五都這會是

一個很重要的訊號。如果他覺得國民黨會選輸 2016 年總統

寶座的話，我覺得他去強化政治協商的壓力會增加。基本的

計算是在國民黨下台之前，先撈一票，先收。如果可以先定

政治框架的話，將來民進黨當然就不容易去做變動。另一方

面，中共當然會強化和民進黨的互動、個人間的互動。他也

希望民進黨上台之後，對整個大框架不會產生太大的變化。 

 

陳德昇：我想「只經不政」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個政是怎麼政法，

我覺得是說如果用個三角形，基礎結構如果是經濟、社會的

話，政治可分為低政治、中政治和高政治。高政治當然是主

權。屬於低政治的、屬於研究性議題的，早就談了，是不是。

這個東西就是非政治性的對話，不要斷了，大家要有創意性

的思考。這應該是無所謂的。其實我覺得大陸過度、急於做

政治上的接觸，或高階上的政治談判，對雙方都是不利的。

為什麼呢？我認為台灣整個社會對於中國大陸政權的基礎

信任還有結構的認同還有很大的差距。貿然的走向這一步，

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兩岸長期的友善互動是不利的。所

以我認為有些事情是要打底的，還要打的紮實，給台灣人民

更全面的信任。因為兩岸的互動不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說了

算。其實台灣有更多的老百姓，包括中間的選民，他們有很

多的看法。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低政治或者非

政治類的基礎結構，尤其是他們雙方的共同利益，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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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形成更多共同的價值。在這個基礎之上，漸進式的發

展，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另外一個講到人事的問題，比如鄭

立中，看起來國台辦主任也升不上去了，肯定要走向民間團

體，他可能會到海協會，坦白來講他對台灣的了解是非常熟

悉的。如果照報章上來講，吉炳軒是接國務委員，分管涉台

工作的話，坦白來講吉炳軒他的專業性絕對是有很大的差

距。所以即使不了解涉台、不常處理涉台，但我認為鄭立中、

王毅的意見應該會得到更多專業人士的重視。謝謝。 

 

趙春山：林鈺祥林委員。 

 

Q2. 林鈺祥：我們看到 7 個常委裡面，張高麗是福建晉江人，他是讀

廈門大學。福建晉江是不是懂閩南話？剛剛講鄭立中他是台

灣走透透，大家從來都沒有注意到他懂閩南話，而且張高麗

要接副總理，對於兩岸的經貿關係是不是有關係呢？我想聽

聽各位的意見。 

 

陳德昇：沒問題，張高麗他長期在廈門，他是讀廈門大學，他在山東

當省委書記的時候，把富士康拉到煙台，富士康就是鴻海集

團郭台銘的。郭台銘他媽媽是煙台人，所以他那個廠，我當

時去那個廠看過，當時是全力拉攏台資去投資。他們對於天

津和台灣的互動也很多，只是因為當時他是書記不方便來，

但是你看黃新國也上去了，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台語，台灣

的了解不是問題，問題是說基礎的信任不能被打破，我認為

這是核心問題。 

 

趙春山：各位還有沒有？沒有的話，我看我們還能準時下課。我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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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很多同學，站在主持人的立場講幾句話，當主持人有個優

點就是不用講話，但缺點是有話不能講。今天幾位教授都是

在國內這方面問題是非常好的。有幾點供大家參考。第一

點，這陣子我們看到報紙有太多的評論，針對的是 7 個人或

9 個人，裸退不裸退。我常常喜歡引用一句話，「事後揭曉

猜對的人，當然就是很得意，猜錯的人，頹廢喪志。」其實

不必要這樣。我和蘇起老師當時都是研究俄國的，當時戈巴

契夫上台以前，哈佛大學有個很有名的教授，他 90％都猜

錯，但是他還是照樣教書。當然後來我就得了一個結論，現

在很多記者都叫我預測，我都拒絕。你要我預測 30 年以後

的事情，我願意，因為當時我不在了。你要我預測一兩個禮

拜的事情，我絕不預測，因為我預測錯的話，學生都不來修

我的課了。其實沒關係，因為大陸問題，我記得 George 

Kennan（喬治‧坎南）講過一句話，我常常引用他的話，不

管蘇聯也好，大陸也好，某種程度對我們還是有神祕的色

彩，一個黑盒子。所以對他來講，研究共產黨的問題，沒有

專家，只有不同程度的無知，所以沒有關係。我覺得最重要

的是，「勢」的問題。毛澤東常常講一句話，我也常常引用，

他講「客觀形式的轉移、客觀形勢的變化，不是個人主觀意

志所能轉移的。」你不管是誰上來，這個「勢」很重要，形

勢比別人強。所以我們今天研究大陸問題，坦白講，人當然

很重要，因為某種程度來講，人事色彩比我們多，整個環境

因素才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所以我想國內不同政黨要建立

共識，我覺得有這個必要，共識要建立在哪裡？就是對於客

觀形勢的認知，這方面的判斷不要差太遠。我們對於我們面

臨的外部環境的認知、了解，我們對於中國大陸形勢的認知

和了解，甚至我們知己，我們對於自己的了解，如果我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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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研判差太多，底下戰略也錯、策略也錯，那就一盤皆輸。

我覺得形勢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點，就是我必須強調

的，我們看中國大陸，剛剛幾位教授都有提到，像紅樓夢講

的，我最近在家沒事看紅樓夢，現在看紅樓夢和年輕時看紅

樓夢的感覺不一樣。就像現在看三國和年輕時看三國也不一

樣。我看了以後發現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難處。今天我

們面臨中國大陸，我們多想想他的難處，那麼我們小，我們

也希望大陸多想想我們的難處，也就是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

問題，這樣才助於雙方的互信、理解。從這些點出發，我想

內政是最重要的。我想每位老師觀察中國大陸，優先課題基

本上在我來講的話，內政是第一優先，外交關係排第二，對

台政策除非觸及到陳德昇老師提到的底線的話，否則對台政

策基本上是在全球戰略底下作為一環。鄧小平講過一句話也

很重要，「只要把我們（大陸）自己事情做好，只要對美國

的工作做好，尤其是遵守三個聯合公報的話，台灣問題就迎

刃而解。」你從他這個說法，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對美國事

情做好，這兩句話最後放在中共政府對台工作白皮書，表示

他把內政擺第一、對外關係擺第二。只要認為這樣做好，台

灣問題就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