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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論壇基金會訪問大陸報告 

107.5.1-9 

壹、引言 

 

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雖然曾提出兩岸「維持現狀」主張，

宣示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及「兩岸關係人民條例」原則下處理兩

岸關係事務，但中國大陸認為蔡政府實際採取種種「改變現狀」、實

質走向「漸進台獨」的作法，在內部「去中國化」、限縮交流，在外

部連結美日、力抗北京，因此關閉兩岸協商管道。台灣行政高層多次

「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說法，更被北京當局視為已逐步接近台獨底線。

最近，中國大陸軍機、軍艦繞台次數愈發頻繁，並實施多次針對性軍

演，頓時升高兩岸緊張情勢。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卻也端出所謂惠台

31條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為台灣人民

赴大陸就業、就學大開方便之門。 

在去年的中共十九大暨今年兩會召開後，中國內部政治情勢及國

際格局均出現巨幅變化。中美在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競爭態勢

升溫，但中國大陸與東亞周邊國家的關係卻同步獲得改善，北京的戰

略自信愈發充分。台灣處於這樣一個多變的國際環境以及冷冽的兩岸

關係格局中，應如何自處？中國大陸又是如何看待當前複雜的兩岸關

係？這些都是國人非常關切，卻因兩岸對話中斷及交流限縮而理解不

足的重大議題。 

前年二月在台灣第三度政黨輪替的大選後，台北論壇曾經首度組

團訪問北京與上海。去年六月則組團東飛紐約與華府，與美國官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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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深入交換意見。兩次訪問結束後都公布了中英文的見聞實錄1，

以期增進各界對相關議題的認識。 

今年 5月 1日至 9日間，為求深入了解當前中國大陸對國際與兩

岸關係的思維，台北論壇再度籌組以本會常務董事為主的跨黨訪問團 

，前往北京及上海兩地，會晤主要涉台機構及智庫。不料在大陸的短

短九天，竟然連逢多明尼加與我斷交、美中在北京的首輪貿易談判、

北韓首領金正恩與習近平的大連會晤、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的武漢

會談、習近平與川普通電話，以及大陸總理李克強訪日並與日本首相

安倍、韓國總統文在寅三方會談等六件重大國際事件，主客討論自然

加倍熱烈，絕無冷場。這份報告期能提供各界先進更深入認識中共對

若干國際及兩岸議題的思考。訪團及大陸受訪單位的名稱及人士的名

單均臚列於文後。 

 

貳、本團表述及提問重點 

     

    首先，訪團出發當日清晨，即接獲多明尼加與中華民國斷交之訊

息。團員在會見大陸學者時表示，類似事件在台灣透過媒體的不斷報

導，會傷害到台灣人的自尊心，進而反對兩岸統一。大陸不能不了解

                                                      
1
 2017 年 6 月 5-9 日訪美報告，中文版< 

http://140.119.184.164/file/%E5%8F%B0%E5%8C%97%E8%AB%96%E5%A3%87%E8%A8%AA%E7%BE
%8E%E5%A0%B1%E5%91%8A.pdf>、英文版< 

http://140.119.184.164/file/Taipei%20Forum%20Foundation%20Report%20on%20U.S.%20Politics%2
0and%20Asia-Pacific%20Policy%20under%20President%20Trump.pdf>。 

2016 年 2 月 23-27 日訪陸報告，中文版< 

http://140.119.184.164/file/%E5%8F%B0%E5%8C%97%E8%AB%96%E5%A3%87%E8%A8%AA%E5%95
%8F%E5%A4%A7%E9%99%B8%E5%A0%B1%E5%91%8A.pdf> 、英文版<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Taipei_Forum's_Mainland_Trip%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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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的心態。 

    其次，對於大陸表示蔡英文政府未完成「答卷」，甚至已經逐步

接近「底線」，訪團對所謂答卷的「答案」以及「底線」到底在哪裡，

也都提出來做深入的探討。 

    第三，對於中國大陸近期提出的「惠台 31條」，訪團成員認為，

大陸這種做法將會吸引台灣的菁英往大陸發展，長此以往，將造成台

灣菁英「離土」的情況，導致台灣內部未來的社會發展呈現發展差距

擴大現象。如此，那些未能到大陸來的人，可能對大陸以及能到大陸

來發展的人產生敵意，這將無益於兩岸關係的正向發展。因此呼籲大

陸要更謹慎、細緻的處理惠台 31條措施。 

    第四，訪團成員認為，兩岸因官方交流中斷，導致蔡英文政府即

使想釋出善意亦缺乏有效溝通管道，更遑論討論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

的符合「九二共識」內涵的表述。這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無濟於事，

因此呼籲大陸開放二軌交流，授權智庫學者與台灣官方智庫交流對話，

化解當前兩岸僵局。 

    第五，對於中共 19 大以及兩會召開之後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革、

戰略目標、中美關係、韓半島問題、兩岸政策，訪團也都分別提出討

論。 

     

叁、大陸訪談紀要 

 

一、兩岸關係 

從北京到上海，大陸當前對台政策，大致可以總結幾點印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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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共十九大報告對台政策的「定海神

針」。第二，「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第三，對台保持壓力是為了防

範蔡政府「觸碰底線」。第四，所有的壓力針對的是台獨，不是台灣

人民。第五，已把蔡英文政府定性為「漸進台獨」。但大陸的門沒有

完全關上，台灣當局「隨時可以答卷」。 

總體來說，大陸認為當前兩岸像「黎明前的黑暗」，形勢特別嚴

峻，鬥爭也相當激烈。而造成此一嚴峻形勢，蔡政府要負全部責任。

因此，十九大報告中已刪除十八大報告中一整段呼籲協商的字句。蔡

的「漸進台獨」具體表現在去中國化、向美國靠攏、文化台獨，乃至

於賴清德的「務實台獨工作者」說法等作為。大陸認為這些言行是發

出台獨信號，破壞 2015年 11月「馬習會」建立的現狀。尤其在中美

競爭態勢升高，貿易摩擦劇烈之際，蔡英文政府卻寧可傷害台灣經濟

利益，也要幫美國籌謀畫策打「台灣牌」對付大陸，讓北京當局感到

不滿與不解，不但使雙方的戰略互信蕩然無存，還使得兩岸的敵意快

速螺旋上升。 

大陸專家也提醒，美國的對華政策雖有調整，但絕不會放棄它的

一中政策。因為美國的一中政策是有利於美國，服務於美國利益。台

灣當局如果想趁中美關係調整的當下，利用美國打擊中國大陸，或是

進一步推進台獨，將會使兩岸關係更為惡化。 

即便如此，大陸專家認為北京當局迄今仍然相當克制。十九大前

「武統」聲浪確實上升，但後來仍決定採取「和統」方針。雖然以軍

演、機艦繞台、挖走邦交國等手段對台保持壓力，但對蔡政府並未完

全將門關上，也沒有將答卷收回，「隨時可以答卷」。對於我團提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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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可能傷害台灣人民情感的說法，大陸專家強調，他們都是被蔡政府

趨獨作為逼出來的，台灣人民終究會理解這點。有人甚至認為，大陸

施壓反而是「好事」，因可讓台灣民眾比較馬蔡時期的兩岸關係。除

了多明尼加外，台灣其他十九個邦交國目前均與北京交往中。大陸學

者建議，蔡英文既然已經說到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為何不進一步說出其法理基礎？或者是公開說明兩岸關係不是兩國

關係? 

大陸專家分析，大陸是從中華民族的高度來看台灣，不幸現在只

看到去中國化及形形色色的台獨作為。他們強調統一是唯一選項，而

台獨是死路一條，絕不容忍。雖然如此，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來說是

重要但不急迫的問題。所以，要害是不要逼大陸感覺到有處理台灣問

題的急迫性。北京現在最不願見到蔡政府走極端，繼續逼進大陸的底

線。所以當前對台採取的一些壓力措施，主要是針對台獨，任何形式

的台獨，而不是針對台灣人民。更深一層的目的是防止蔡政府去碰觸

底線。這是一種預防性的措施。對於我團問到最近大陸對賴清德院長

「務實台獨工作者」的批評是否針對賴本人，大陸相關人士表示並非

針對個人，而是針對「台獨」。 

至於大陸的底線思維到底為何？北京專家詮釋，底線的觀察是一

層一層累積起來的。舉例來說，雖然美國通過了「台灣旅行法」，但

大陸並未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應，仍保持克制，持續觀察。但若美方派

高層官員訪台，或是美台軍艦互訪，或派陸戰隊著軍裝進駐美國在台

協會台北辦事處，這就是觸碰了大陸的底線，大陸必將做出強烈反應。

所以，大陸對於蔡政府仍然保持聽其言、觀其行，對於台灣的「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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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嚴密的關注與評估。 

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作為兩岸談判的政治基礎，這是大

陸絕對不會改變的根本性原則。學者強調，如果大陸不堅持這個基礎，

一則無法對兩岸長期以來堅持九二共識的同胞有所交代，二則大陸將

失信於國際社會。中國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若失信於普遍接受「一

中原則」的國際社會，「帶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更何況任何談判都

是有前提的。北韓金正恩訪問北京時首度公開承諾「無核化」後，才

有接下來的「文金會」，這就是前提。再說，「沒有前提也是前提」。

他們表示，民進黨政府雖然口稱「善意」但公開做的都是「惡行」，

大陸因此很難相信所謂善意。此外，台灣也應該理解到北京當局面對

大陸近十四億的人口，所承受的民意壓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因此在這

個政治基礎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大陸不會重啟任何官方形式或是官

方智庫的對話。 

大陸專家強調，惠台 31 條不是中共中央自作主張的政策。而是

集合馬政府時期台灣民眾在不同場合向大陸反應的想法與建議，大陸

方面第一次聚集跨部會二十九個單位一起研究討論才推出的。現在各

省市正陸續推出因地制宜的施行細則。他們表示，31 條的宣布反映

的是大陸的自信，願在兩岸關係如此惡劣時仍然採取主動。過去大陸

講的是相互融合，現在認為也可以「單向融合」。 

對於團員關切惠台 31條是否會造成台灣社會出現「離土」現象，

進而因此呈現各種差距、矛盾，反而不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大

陸學者認為，大陸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台灣同胞提供了很大

的助力。如今大陸是以回饋的心態希望與台灣同胞共同分享成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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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認為台灣當局沒有看清楚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台灣如果繼續把中

國大陸往外推，未來面臨的危機不只是會被排除在大陸快速發展的進

程之外，更可能被新的全球化調整邊緣化。不幸迄今看到的仍然是台

灣當局以種種恫嚇、限制的措施阻止台灣人民到大陸發展，把自己人

逼上絕路。只要台灣方面的歸路是順暢的，就不會有人聚集在大陸不

回去。台灣人民到大陸發展就不會有「離土」的問題，所以，關鍵還

是在蔡英文政府身上。但如果台灣繼續實行「推出去」的政策，大陸

不排除考慮改變政策，改變對台灣人身分認定。 

    整體觀察，大陸在對台政策上已將蔡政府與台灣人民做了具體的

切割；對台灣人民會越來越軟，持續維持「兩岸一家親」的基調。更

重要的是，將不藉助任何中間團體，而是直接從中央或地方向台灣民

眾伸出手來，蔡政府如果繼續向台獨方向前進，大陸將會施加越來越

硬的壓力。大陸學者說，總結歷史規律，解決兩岸問題是兩岸綜合實

力較量的過程。當挑戰到達極致，大陸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

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大陸對於台灣向獨的方向邁進的

每一個步驟，都做好了相應措施。 

 

二、中國大陸自身發展 

 

    十九大以後，中國大陸集中全力向「兩個百年」的目標推進。今

年兩會期間，大陸提出了三大攻堅任務作為未來五年的主要施政目

標。 

    第一，如何防範國際金融風險衝擊中國大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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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如何在 2020年之前完成脫貧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第三，如何兼顧生態環境治理。 

    上述三項攻堅任務，相互關聯，總體而言還是以經濟建設為優先。

但在經濟發展，提升人民經濟能力的過程中，要同時兼顧生態環境治

理。在十九大報告中，就以「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

充分、不平衡之間的矛盾」這句話把大陸當前的發展目標做了總結。 

    在具體論述上，中國大陸從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建構

發展理念，以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為具體施政方針。大陸學者認

為，中國不僅已經從農業國家走向工業國家，而且已經從大國轉向為

一個強國，從過去世界的邊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大陸對世界的

影響力越來越大，但首先還是必須要把自身的事情辦好，「才是對世

界最大的貢獻」。 

    目前為止，大陸仍有超過 3,000萬的人口仍處於貧困狀態，距離

2020年不到二年的時間，要完成這 3,000萬人的脫貧，大陸學者坦言

壓力非常大。脫貧必須發展經濟，但不能因為經濟發展而犧牲生態環

境。因此，大陸現在非常重視發展與治理並進，這是中國大陸當前內

政問題的核心。 

    大陸希望未來能維持中速(6%)成長，在 2020 年達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的新目標後，大陸規劃在 2035年完成「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

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未來 30年的戰略布局有四點：一是

同時推進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套文明的提升。二是實

現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三是強化綜合國力，使國

際影響力獲得更大提升。四是與世界達成共同富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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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強調，發展事實上就是一個結構的優化調整。所以大陸不斷

的在調整經濟結構，現在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靠出口為經濟導

向，現在則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成長。同時，國家機構也已進行優化

結構的調整，其目的有二：一是為了保障社會民眾的權利，二是防治

官員濫權，約束官員不能濫用權力。 

    一位北京學者對於大陸未來的發展展現高度的自信。他說，在可

預見的未來，很長時間之內，中國依然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但中國會繼續改變自己、提升自己，希望每五年上一台階。但中國不

會只追求自己繁榮，也要設法帶動世界繁榮，所以才有「一帶一路」

的構建。 

 

三、美中關係 

 

    從北京到上海，訪團所接觸的所有大陸專家均一致同意，美國對

於大陸現在瀰漫一種集體性的焦慮。這種焦慮情緒漸漸成了不滿、憤

怒，導致了許多原本的溫和派人士也不願為中國大陸緩頰。但是對於

焦慮的來源，各方則有不同的觀察。 

    一位長期研究美中關係的權威大陸專家認為，美國集體性焦慮是

來自於看見了中國的崛起。他將這情況分成了四個 Dis的論述： 

第一， Dismiss American power。覺得中國現在已經不尊重美國

的老大地位。 

第二， Discredit American democracy。認為大陸否定了美國的民

主制度，反把中國的制度抬的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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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Dismantle American order。認為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及亞投

行等方式企圖瓦解美國建構的戰略國際體系。 

第四， Disin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認為大陸醜化美國文

化，刻意突出其負面形象。 

    此外，中國大陸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也引起了美國的集體

不滿。這位學者引用一位美國學者的話說：「修憲之前，我們幾乎忘

了中國還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這事反而提醒了我們。」所以，看到川

普在前面對中國衝鋒陷陣，他們也樂觀其成。 

    也有學者則認為，中美關係之所以面臨結構型調整的階段。主要

來自於兩個因素。首先，是中美力量平衡已經（或正在）被打破，所

以發生衝突是正常的。其次，兩國在經貿與安全兩個領域上的競爭與

合作同時在加強。美國為了維護他的老大地位，於是對中國設了很多

障礙，阻止中國彎道超車。 

    也有學者從歷史的脈絡觀察美國近期的對中舉措。他指出，當年

蘇聯與日本的經濟總量分別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時，美國隨即本能的

祭出經濟制裁措施，逼得蘇聯最終瓦解，及日本經濟泡沫化。2017

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恰好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所以美國是本能的對

中國大陸下手，深怕自己的老大地位受到挑戰。 

    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造成美中當前關係緊張的因素，專家咸認為，

美國現在對中政策仍以「防範」為主，還沒有到「全面對抗」的程度。

在這個戰略平衡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必然會有摩擦甚至衝突，但雙方都

會有一定的管控措施，不會陷入冷戰的局面。況且，美國現在對中國

崛起的判斷是一種「誤讀」，一旦明白中國不會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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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國處理國際事務必須得到中國的協助，那麼雙方關係很快就可

以獲得改善。 

    北京某位權威專家就指出，當前美中關係完全不同於冷戰的美蘇

關係。因為現在美中關係是全面的，包含戰略、政治、外交、經濟及

大量人員往來，實際的合作遠大於競爭。譬如在聯合國的決議案中，

美中有 9成以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即便是那一成有不同的看法，雙方

都不走極端，最後也都能妥協。所以，中國大陸領導人很清楚，中美

關係不能走向冷戰的狀態，也不會掉進修昔底德斯陷阱（Thucydides's 

trap）中去，發生劇烈衝突。雙方都能理解，兩個核大國的關係必須

要穩定，要建構新型大國關係。 

    在美國對台政策方面，訪團發現，在此次訪問過程中，大陸關切

台美關係的程度，遠高於台灣內部的變化。尤其對「台灣旅行法」、

美艦泊台、內閣官員訪台、陸戰隊進駐美國在台協會新辦公處等，更

加戒備並予警示。多人表示，如果美艦泊台或陸戰隊進駐成真，那麼

一九七九年美中建交時美國作出自台「撤軍」的承諾豈不成了空話？

一名上海學者就不諱言，要徹底解決兩岸問題，必須先排除美國因素。

另一方面，大陸權威專家也提醒，蔡政府不要以為向美國靠攏就可以

萬事大吉。他強調，美國決不會把自己跟台灣綁在一起，也絕不會為

了台灣而犧牲自己更重大的利益。 

    另一名權威專家也指出，大陸已高度警惕美台在打「組合拳」。

大陸認為這是美國在打台灣牌，目的還是為了服務於美國自身的利益。

另外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對中國不滿的情緒。但是，美國國內也有一

些理性的人提醒川普不要以打台灣牌，衝撞美國的一中政策作為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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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籌碼，因為那將有害於美國的利益。不論如何，大陸學者

都認為，美如打台灣牌，傷害最重的一定是台灣。 

    另一名學者則是以美中軍力對比觀察台美關係的發展。他指出，

中國大陸的總體軍力當然無法與美國相比。但是，美國的強在於他是

全球性的，而中國在東亞地區則有自己的優勢。如果中美因為台灣開

戰，大陸會傾全國之力來對付美國。所以，一旦北京因為蔡政府碰觸

台獨底線而被迫動武，美國是不是要以軍事力介入台海，恐怕還會深

入考量。 

 

四、中國大陸周邊情勢 

    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前幾年，大陸周邊局勢曾經呈現出「四海連

動」的緊張局勢。即黃海的朝鮮半島，東海的釣魚台爭端，台海的漸

進台獨，以及南海爭議，再加上 2017 年中印在洞朗的對峙。大陸在

極短時間內同時面對周邊的多方挑戰。與此同時，大陸還要進行內部

政治、經濟、軍事、政風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可說內外情勢交迫，

北京當局因此面臨極大壓力。但是十九大以來，大陸周邊情勢已獲得

大幅改善。 

    首先，就北韓核問題。一名曾在北韓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指出，

金正恩亡父金正日早在 2010 年就已指定金正恩接班。北韓也早就想

要搞改革開放。但因種種因素，無法達成目標。現在金正恩表態願意

棄核，反映的是北韓在各方面都已趨於穩定，所以敢大膽地走向國際

社會。但是他也指出，北韓在改革的過程中必須獲得安全的保障，這

個保障只能依靠自己。所以，他不認為北韓會徹底去核，只是暫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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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以及關閉少數的核設施。另一名北韓問題專家則指出，朝鮮半島

的事務，中國的主要地位從來沒有變。基於自身的利益，中國不會希

望北韓擁有核武。但無論如何，北韓核問題的緊張態勢已趨緩。 

    在中日關係方面，釣魚台領土爭端現在已不再突出。在美國喊出

印太戰略時，日本也並不積極。尤其最近中美貿易爭端，日本並未選

邊站。種種跡象顯示，日本樂於與中國改善關係，而隨著中共總理李

克強的訪日，中日關係也必將獲得改善。 

    「南海的競爭情勢也在趨緩」。權威專家指出，俄國的基本對外

策略是「以攻為守」，大陸則是「以守為攻」。大陸近年來致力於改善

與南海領土聲索國的關係。不久之前，已經與越南劃定北部灣的海上

邊界。與菲律賓的關係也獲得大幅改善。另外，大陸也努力在推進「南

海各方行為準則」的談判，希望能盡快獲得落實。所以，大陸現在在

南海的政策是「維穩」與「維權」併行。大陸不會在南海再退一步，

但是也不會挑起爭端。「我們把自己守好了，就是最大的進攻。」 

    致力中印關係改善也是大陸十九大以來的外交重點。專家指出，

隨著川普政府喊出印太戰略，意圖聯合印度與既有的第一島鏈、第二

島鏈圍堵中國，大陸更積極於改善與印度的關係。不久之前，中印兩

國領導人在武漢「無議題」會談，就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專家認為，

中印兩國是世界兩大文明，如果能聯手發展，不僅有助於改善區域的

關係，甚至於有可能將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 

    因此，多位學者提醒，所謂的「四海連動」中，黃海、東海、南

海都已趨於穩定。中印的對峙局面也已緩和，唯一相對不安定的地區

就是台海。台灣必須要認清自身所處的國際環境，不要讓自己成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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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甚至世界的火藥庫。同樣的，大陸也會有耐心的等待蔡英文

政府共同來完成兩岸人民以及歷史所交付的這份答卷。 

 

肆、結論 

    大陸涉台官員及智庫學對於當前的兩岸僵局有憂慮，但也具備高

度的自信處理兩岸問題。憂慮在於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且逐

步向台獨底線接近。自信則來自於大陸的總體國力日益強盛。如果蔡

政府真的觸碰底線，大陸不僅有信心可以用更細緻的手法處理，必要

時也有能力排除外來力量的干預。 

    「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流互動的政治基礎，大陸堅持這是自馬

英九政府以來一貫的政策，並未調高門檻，也不會降低門檻。但眼下

看來，蔡政府似乎也不會願意跨過此一門檻，或是重新建構一個兩岸

都能接受的「一中原則」共識。同時，大陸認為兩岸現狀已經改變，

所以對台灣政府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但是對台灣民眾的開放措施將

會越來越多。如此「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直接訴諸於台灣人民的

作法，是大陸認為可「操之在我」的主動性兩岸作為。北京當局對蔡

政府雖然並未關門上鎖，但基本上已不抱持任何希望。 

   大陸國家發展進程已進入發展與治理併進的思維路徑。大陸以全

球化布局帶動自身發展，同時透過自身發展進程去影響、改變全球治

理體系。大陸雖強調自己仍是發展中國家，但這種戰略布局已是先進

大國格局。在訪談過程中，大陸學者也提醒，大陸現行政治制度的發

展，就是當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近 30 年前所提出的「新權威主

義」。這套政治制度的發展，是否會顛覆西方社會建構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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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觀察。 

    美中關係的結構性調整，將會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道路，但大陸

對前景是保持樂觀態度。大陸堅持不走英法殖民主義以及美國霸權主

義的老路，而主張以中國王道思想走出自己的路。大陸認為王道思想

可以海納百川，包容一切。以合作發展代替對抗競爭。美中在取得新

的戰略平衡之後，將攜手打造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台灣應注意此一發

展趨勢，不要把自己推向新全球化進程的邊陲。 

 

訪問團團員名單 

姓名 訪團身分 現職 

錢  復(僅參加北京) 團長 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台北論壇常務董事 

蘇  起 團員 台北論壇董事長 

程建人 團員 台北論壇創辦人、常務董事 

洪奇昌 團員 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 

台北論壇常務董事 

張五岳(僅參加北京) 團員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 

華志豪 團員/行政主任 台北論壇行政主任 

 

 

拜訪單位(北京) 

 

國務院台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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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劉結一 

聯絡局局長  劉軍川 

聯絡局副局長  孫升亮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所長   楊明杰 

副所長 朱衛東 

對外關係室副主任  汪曙申 

政治研究室主任  曾潤梅 

科研合作處處長  程紅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 

副理事長 李寧 

秘書長  吳榮貴 

學術委員會主任  張沱生 

人民大學教授  黃嘉樹 

研究部主任  呂德宏 

研究員  邱旭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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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蘇格 

副院長  榮鷹 

研究員  滕建群 

副研究員  朱中博 

 

中共中央黨校 

副校長  黃起憲 

科設部主任  秦剛 

副院長  高祖貴 

副主任  李清泉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院長  季志業 

副院長  袁鵬 

涉台研究中心主任  郭擁軍 

研究員  程宏亮 

研究員  楊首國 

研究員  李軍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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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楊潔勉 

副院長  嚴安林 

戰略所所長  吳蒓思 

研究員  張哲馨 

研究員  童立群 

 

上海台灣研究所 

所長  俞新天 

兩岸關係研究室副主任  張笑天  

 

上海東亞研究所 

所長  章念馳 

副所長  王海良 

副所長  胡凌煒 

副所長  鍾焰 

研究員  莊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