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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前後之我國的處境 

 

俞劍鴻 

國立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馬英九的 8 年總統任期即將結束。在

他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之下， 中

華民國勉強地維持了 22 個邦交國。1今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將就任第 14 屆的總統。 

 

法理上，兩岸中國的內戰尚未結束;

故，我國的外交仍然處於危險與惡劣的環

境之下。2本文先就一個比喻評論那個邏輯;

之後，筆者建議要打出一系列、超越國家界線的敵對

(adversarial)和非敵對的 regimes 來面對北京和國際社會。 

 

Mary E. Kissel 的比喻 

 

2012 年 11 月 6 日，華爾街日報評論人 Mary E. Kissel 就

美國軍事戰略家 Edward N. Luttwak 的新書，崛起中國對抗

戰略邏輯3，寫了一個書評。她談及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
4對大陸地區的衝擊，以及台灣地區從美國華府的雷達螢幕中

的消失。52015 年 12 月 21 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則標題

                                                 
1 2013年 11月，位於西非的甘比亞伊斯蘭共和國主動和我們斷絕邦交。前者並沒有和北京建

立邦交。 
2 大陸學者金燦榮透露說 2015 年 3 月初到他哥倫比亞開會時，曾與巴拿馬總統交談 40 分鐘，

「他說他們緊盯著台灣選舉，蔡英文上台，可以(跟大陸)建交」，作為台灣重要邦交國，北京

會策動巴拿馬開出第一槍。“參閲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9000410-

260102, accessed on January 19, 2016. 
3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Boston: Belknap Press, 2012). 
4
 2011年 10月，美國國務卿 Hillary Clinton 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論文，

率先揭露勢不可免的「重返亞洲」政策。The first (the late 1800s), second (after 

WWII), and third (late 2011) Asia pivots, according to John F. Copper. 
5 Taiwan “dropped off Washington’s radar screen.”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9000410-2601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9000410-260102
http://www.hup.harvard.edu/results-list.php?search=Belknap%20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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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輕忽台灣的安全」6的讀者投書。其内容談到說美國方面

的最近一次對我國的軍事銷售案，不足以保衛台灣。7 

 

其實，Kissel 所言充其量只是一個理論。須知，「台灣

從美國雷達螢幕消失」只能反映出部分的事實而已。換言之，

只要找出漏洞，每個理論都是可以被戳破的。 

 

第一， 1936 年 1 月英國 Robert A. Watson-Watt 和一些

科學家在 Felixstowe, Suffolk 海岸架起了英國的第一個雷達

站。radar(雷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揮了作用，是英文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無線電偵測和定距）的縮寫及發音的

翻譯(transliteration)。8如果被干擾的雷達無法(有別於進行自

動修正誤差)反制亦即被覆蓋，台灣就無法被美國雷達掃瞄到，

也就是消失了。 

 

第二，如果遭受到小行星(asteroid)或者彗星(comet)的巨

大撞擊，9台灣是可以從所有美國雷達螢幕消失的。 

                                                 
6 Punting on Taiwan’s Security. 
7 2012年 11月 6日的 8天之後，中華民國(台灣)駐紐約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新聞組的主任蘇瑞仁投書“華爾街日報”指出說台灣與美國關

係良好，沒有所謂「台灣從美國雷達螢幕消失」的問題。總統馬英九就任 8 年期間，過境

美國 17 次。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研究人員「擔憂」，美國總統 Barack H. Obama 提出美國對亞洲的利益「再平衡」政策，可能

不足以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被歸類為「棄台論」的學者和專家有美國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史文（Michael D. Swaine）和芝加哥大學的 John J. 

Mearsheimer。後者出版了很多的專書,例如 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ranslated into Albanian, Chinese 

(both simplified and complex characters), German, Greek, Japanese, Korean, Polish, Portuguese, 

Romanian, Russian, and Turkish. 
8 它「將電磁能量以定向方式發射至空間之中，藉由接收空間內存在物體所反射之電波，可以

計算出該物體之方向，高度及速度，並且可以探測物體的形狀。以地面為目標的雷達可以用於

探測地面的精確形狀。」參閱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B%B7%E8%BE%BE, accessed 

on January 17, 2016. 
9 歷史上，小行星或者彗星的確有撞擊過地球。科學家說，大約 6,500 萬年前，一顆直徑 10公

里大小的小行星或彗星，墜落在墨西哥的境內，引發全球氣候的改變，也造成恐龍以及大約

75%生命絕跡。根據估計，目前在地球附近約有 2,000顆直徑大於 1公里的近地物體 （Near 

Earth Objects；簡稱 NEOs）。然而，目前世界上只有數個研究小組專門負責搜尋這些危險的物

體。這些小組的總共人數還不到 100 人。換言之，世界上超過 75億的人口與其他生物就靠這不

到 100人來保衛。See http://neo.jpl.nasa.gov/ and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42904809, accessed on January 17, 20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Watson-Wat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lixstow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ffolk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B%B7%E8%BE%BE
http://neo.jpl.nasa.gov/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4290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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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若干雷達是需要定期維護與修理的。所以，在此

期間，台灣是可以從部分的美國雷達螢幕消失的。 

 

第四，人類具有視而不見的負面本能。易言之，台灣明

明出現在華盛頓的雷達螢幕中，美國官員卻可以仍然漠視它。 

 

第五，2012 年 12 月，  一家加拿大公 Hyperstealth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聲稱，美國軍方支持研發一種隱形

織品，這種所謂的「量子隱形」（quantum stealth）偽裝材料

可以折射周圍光波並且有朝一日可以讓士兵完全隱身。這種

材料之所以非常寶貴在於它能夠讓特種部隊在大白天下執

行突襲行動，而不會被偵測到。又這種材料也能協助創造出

下一代連雷達或者肉眼也看不見的隱形飛機並且還能讓潛

艇在敵人船艦附近浮出水面時隱匿起來。10美國媒體證實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低頻雷達確實有可能偵側到美國目前最

具指標性的 F-22 隱形戰機，只不過礙於精確度，無法導引飛

彈進行攻擊。 

 

第六，假如有一天台灣與大陸變成了一個實體， 具有戰

場敵我識別能力的綜合雷達系統將無法派上用場。這種情景

有一點像在 2008 年底大三通之前我方軍事專家研究與判斷

只是一架中國內地的民用航空機從內地飛到台灣，而緊跟著

這架大飛機的卻可能是一架體積比較小的殲-15 型重型戰鬥

機。11 

 

                                                 
10 http://udn.com/NEWS/WORLD/WOR4/7559549.s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12, 2012. 
11 2012年 9月 25 日，大陸的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交接入列。官方新華社於 2012年 11

月刊發大陸航空母艦「遼寧艦」順利進行殲-15 飛機起降飛行訓練的照片。這架是大陸自行設

計研製的首型艦載型多用途戰鬥機。「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產權，可遂行制空、制海等作戰任

務，飛行性能良好，配掛多型精確制導武器，具備遠程打擊和晝夜間作戰能力。」See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21125/ca70849p.htm, accessed on November 25, 2012.  

http://udn.com/NEWS/WORLD/WOR4/7559549.shtml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21125/ca70849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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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美國和澳大利亞於 2012 年 11 月 14 日首次聯合

宣布說美軍將在澳大利亞安置功能強大的空軍C波段雷達和

太空望遠鏡，作為其戰略轉向(pivot)亞洲的一部分。根據美

國高級官員透露這是美國首次在南半球部署 C 波段雷達。這

將使美國更好地追蹤空間碎片及大陸空間發射。簡言之，在

此之前，澳大利亞無法提供給美國完整、24 小時(含台灣)的

資訊。12但是，從 2011 年 11 月起，台灣有可能是一直被監

視與控制的，亦即不會消失。 

 

第八，美國有可能干擾其他國家的雷達。換言之，美國

的雷達隨時可以識別到中華民國。 

 

第九，我國擁有很多的民用航空飛機和商用船隻。這些

交通工具等於是國土的一部分；所以，如只要接近美國國土，

就會被美國的雷達識別到。故，中華民國不會消失。 

 

總而言之，Kissel 把雷達當作一個比喻，是很有意思並

且具有創意的。她的「有消失」理論代表一個極端，而「非

消失或者沒有消失」理論則代表另外一個極端。在這兩個極

端之間，吾人可以看到灰色地帶。根據一位專家13的轉述，如

果使用毛筆畫畫，等同於光譜的灰色地帶會呈現出 27 種不

同程度的顏色或者色調(shades)。本文所提到的 9 點有 5 種支

撐 Kissel 的理論，而 3 種是吻合「沒有消失」這個極端。明

顯界於兩者之間的則是第五點。 

 

                                                 
12 自 1970 年代初，菲國控制南海島嶼的第三大島中業島，距離渚碧礁（ Subi Reef）不

遠。 2016年 1月，菲律賓民用航空局副局長  Rodante Joya 說南海這個區域是菲國空

域的盲點 /死角之一。他們將針對在島上安裝民航安全設備進行工程勘測並且安裝一套價

值 100 萬美元的衛星系統，以幫助追蹤民用飛機動態，增進安全。不過，當他們搭

乘的 Cessna 小飛機在降落中業島前收到兩條來自中國海軍的語音信息：「外國軍用飛機，

這是中國海軍，你們威脅到了我們站點的安全。」不過，菲律賓飛行員忽略了中方的警告，仍

然在中業島上著陸。

http://hk.crntt.com/doc/1040/9/2/0/104092061.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4092061&mdate=

0119084406, accessed on January 19, 2016. 
13 孫穗芳。 

http://hk.crntt.com/doc/1040/9/2/0/104092061.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4092061&mdate=0119084406
http://hk.crntt.com/doc/1040/9/2/0/104092061.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4092061&mdate=011908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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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馬和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如果當選的蔡在

可預見的未來向大陸挑釁，不背書「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或者「92 共識」的話，習是否會下令拔掉那些和我國有

邦交的國家?筆者認為在 21 世紀沒有邦交國沒有多大關係，

因爲每個國家和地區必須要加入某一個和經濟有關的重要

國際組織才能夠真正地生存；14要不然的話，我們迫切需要的

是當治理台灣海峽時要能夠制定、維持和永遠持續經營一系

列的敵對和非敵對的 regimes。 

 

啓動一系列的敵對和非敵對的 regimes 

 

97 年 5 月，馬第一次成為總統。同年 7 月 4 日，象徵著

台北和北京統一的首次直接航行包機使得兩岸中國的緊張

情勢緩和不少。但是馬卻在 7 月 1 日首次對國家軍隊說大陸

當時仍然部署有一千多枚中、短程飛彈瞄凖著台灣。15 

 

在雙方尚未簽定和平協議以結束軍事對歭狀態之前，台

北和北京的關係仍然是敵對的。也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把雙

方所應該運作的一系列國際 (泛 )領域暨議題 (international 

regimes) 稱之為敵對和非敵對 regimes，尤其是當在被客觀環

境所逼迫/激發之際。 

 

翻開報章、雜誌，我們時常看到很多有關於國際 regimes

的報導。只是絕大多數的中、外記者先生、小姐加上總編輯

不知道說那些報導的內容、故事等等是可以被歸類在國際 

                                                 
14 東南亞國家協會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於 2015年 12 月 31日正

式成立，可望在 2030年成為世界上的第 4 大經濟體。 
15 中國時報，97年 7月 2日，第 A5版。台灣地區大選揭曉後的 4天，大陸官媒首度發佈中國

人民解放軍駐紮在直屬東部戰區（前南京軍區）的廈門市同安區的第 31集團軍/31 Army 的例

行性的小規模演習消息。不過，大陸的國防部新聞局表示說媒體的相關報導是對部隊去

年組織演習訓練的綜述，不必過度聯想和解讀。參閲

http://udn.com/news/story/9263/1462719-

%E4%B8%AD%E5%85%B1%EF%BC%9A%E5%B0%8D%E8%BB%8D%E6%BC%94%E4%B8%8D%E5%BF%85

%E9%81%8E%E5%BA%A6%E8%A7%A3%E8%AE%80, accessed on January 24, 2016. 

http://udn.com/news/story/9263/1462719-%E4%B8%AD%E5%85%B1%EF%BC%9A%E5%B0%8D%E8%BB%8D%E6%BC%94%E4%B8%8D%E5%BF%85%E9%81%8E%E5%BA%A6%E8%A7%A3%E8%AE%80
http://udn.com/news/story/9263/1462719-%E4%B8%AD%E5%85%B1%EF%BC%9A%E5%B0%8D%E8%BB%8D%E6%BC%94%E4%B8%8D%E5%BF%85%E9%81%8E%E5%BA%A6%E8%A7%A3%E8%AE%80
http://udn.com/news/story/9263/1462719-%E4%B8%AD%E5%85%B1%EF%BC%9A%E5%B0%8D%E8%BB%8D%E6%BC%94%E4%B8%8D%E5%BF%85%E9%81%8E%E5%BA%A6%E8%A7%A3%E8%A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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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s 之下的，例如當發生 206 南台大地震之後，只有非台

南人像是馬英九、蔡英文、那些來自臺灣省將近 300 多位的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隊員16、大陸人、美國人、日本人等等才能

夠說他們是一群要協助救助災難的台南人；在同時，台南人

也要心繫非台南縣市，才等同於浮現出一個完整的、全球的

救災 regime。17 

 

同樣遺憾的是，很多國內的學者、專家對國際 regimes 也

是一知半解。18例如新台灣人人文基金會和瑞典的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於 97 年 1 月在台

北共同舉辦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Successful Ca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Taiwan 

Strait。然而， measures 的中文翻譯是機制。這是錯誤的，因

為當我們談國際 regimes 之際，我們也要談另外的兩個較低

的層次，分別為 mechanisms (機制)和 measures (措施/手段/辦

法)，以取得一個全部的面貌。易言之，每個層次的翻譯都應

該不同。重點在於，如果沒有先把國際 regimes 搞清楚，如

何進行研究並且合乎邏輯地推論下去? 

 

須要知道的是，每一個 regime 在國際社會對每一個國家、

政治/經濟實體和每個人來説都是好的一樣東西。如果運作的

100%成功，其結果就是共善(common good)。這個能夠對抗

或者打破每個國家、政治/經濟實體和每個人都是自私的理論，

亦即非常類似動物界或者機器人19的成群/群集/密集地移動

(或者飛行)理論(swarm theory)。 

 

依照吾師熊玠的分類(classification)，international regimes 有
                                                 
16
 全數隊員於 105年 2月 11日晚間 7 時許收起隊伍、離開場地。部分隊員擁有國際重大救助災

難的他們說，救災遭受到百般阻撓，他們只能忍痛決定「離場是最後的選擇」。一位成員說他

們是非政府組織，不接受政府補助外，出勤費用全數由隊員自己掏腰包。參閲

http://udn.com/news/story/1/1497922, accessed on February 12, 2016. 
17 It seems to be a local issue, but has nationwide, regional, and global impact. 
18 也不等於非傳統 (non-traditional). 
19 Swarm behavior of robots.  Swarm robotics.   

http://udn.com/news/story/1/1497922


7 

 

兩種 :「國家的統治權（ imperium group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這是和主權(sovereign rights)以及國家組成 (state-

organized)有關]；和「所有權或者佔有權（dominium group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這是和財產權(property rights) 以及實

踐(practices)和組織組成(institution-organized)有關20。當然，

有些有關乎軍事，而另外一些則無關乎軍事。 

 

就 國 家 的 統 治 權 類 ， 我 歸 納 的 有 ： 21 外 交

regime(diplomatic regime)22；國家安全 regime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人類安全 regime [(human) security regime];反戰爭 

regime (anti-war regime)23；武器控制、裁減軍備和核子武器

不擴散 regime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regime)；反對恐怖主義 regime (anti-terrorism/counter-terrorism 

regime)；人類權力 regime (human rights regime)；國際保護

regim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egime)；24國外援助 regime 

(foreign aid regime)；全球難民 regime (global refugee regime)；

環境保護 regime (environmental regime)；飛行安全 regime 和

                                                 
20 To Donald J. Puchala and Raymond F.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are attitudinal phenomena that 

exist primarily as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s, expectations or convictions about legitimate, 

appropriate, or moral behavior, and they can be classified as formal and informal.  Formal regimes are 

“legisla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aintained by councils, congresses or other bodies, and 

monitored by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See their article,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pp.245-275. 
21 For more international regimes,參閲筆者的 Ocean Governance, Regim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A One-dot Theory Interpretation (Singapore: Springer, 2015), chapter 8. 
22 According to LEE Seng Giap who worked at the Singapore court system, “[s]ince as of now there 

seems to be no Chinese translation capable of doing what the English original term can do, you may,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until there is such a Chinese coinage, consider the “dichotomy” approach of 

separating the “software aspect” from the “hardware aspect” in term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外交國際(泛)領域暨議題,” in the “software aspect,” you can call it “外交

國際泛制”or “外交國際範制” or “外交國際規制” or whatever suitable term you can think of.  In the 

“hardware aspect.” you may call it “外交國際組織/機構/聯盟/中心” or some other suitable 

nomenclature.  In this instance, the Chinese language seems to be more “specific,” less 

“embracing” and less “liquid” than the English.  The “dichotomy” approach may hopefully show you 

the way out of this “Chinese linguistic rigidity or bind.”  Email from him, dated December 14, 2006. 
23 This regime has been developed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ugust 1927 Kellog-Briand Pact in Paris, 

providing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However, it failed.   
24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to protect clearly defined classes of people such as religious 

minorities, ethnic minorities, and refugees within sovereign states.  The common good is a value that 

represents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a collectivity and its in many ways at the core of its raison d’etre.  

See Bruce Cronin, Institutions for the Common Good: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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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行安全 regime；保障各自在對方的辦事處25的運作

regime 等等。 

 

就所有權或者佔有權類，我歸納的有：全球海洋 regime 

(global ocean regime)；深海床 regime (deep seabed regime)；

外太空 regime(outer space regime)；反海盜 regime (counter-

piracy regime)；國際企業政策 regim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regime)；貿易和商業的障礙之減少 regime (barrier-

reduction trade and commerce regime)；進口 /出口  regime 

(import/export regime)；國際自由和公平的碳儲存服務 regime 

(free and fair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arbon storage services 

regime)；外國投資 regime (foreign investment regime)；外匯

存底/外匯儲備 /彈性匯率 regime (foreign exchange/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反洗錢 regime (anti-money launderers 

regime)；智慧財產 regi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國際

電信 regim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regime)；鯨魚

regime (whaling regime)；熊貓保護 regime(panda protection 

regime)等等。 

 

當然，台海在某些時間/空間環境之下並不需要運作所有

的國際 regimes，例如啓動排除掉海上強盜 regime，因為例如

在馬六甲海峽或者南海出現的海盜問題在過去幾十年並沒

有在台灣海峽26形成一個和國際 regimes 有關的議題。 

 

由於篇幅的限制，筆者只指出 3 個和台海有關的國際 

regimes。除非每個都失敗，每位讀者將能夠體會到說這些國

際 regimes 可以減少在台海的無政府狀態、雙方的緊張情勢、

                                                 
25 服務性機構具有經濟與貿易、文教、交流、聯繫、急難救助等綜合性業務功能. 
26 根據我的一個學生的指出，早期，小金門有海盜。35年 12 月，“抗戰勝利後，金廈海域交

通的私人輪船金興輪，掌舵的船老大黃牆，人稱牆伯。1946年，牆伯載了三十多名旅客，開金

興輪從後浦同安渡頭前往廈門，航行到烈 嶼海面，船中冒出五名偽裝成旅客的盜匪，露出真正

身分，制伏隨船的軍警，掏出駁克槍搶劫旅客錢財，得逞後搭乘小船揚長而去。”參閲 103 年

9 月 26日和 105年 1月 20日的金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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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上的)不確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雙方的不信任感 

(mistrust)等等。 

 

1. 假設台灣海峽突然或者刻意的被污染了，雙方的有關人士

（和國外人士）在環保 regime 之下就不得不接觸和合作

以便清理乾淨這條海峽。換言之，是否有主權、「大陸、台

灣同屬一中」、「92 共識」、「他們的憲法」27、中華民國等

同於臺灣（含金門、馬祖和太平島）、民主、鬥爭/爭鬥、

文化等等就會被絕對擱置、不管用、靠邊站在那個 area[領

域；範疇；空間；範圍；區域; 地方及異度(cyber)]一段時

間了。 

 

2. 1954 年 12 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六條界定中華民國是

應該只指臺灣與澎湖群島；換言之，美國並沒有義務協助

我國來防衛外島，例如金門、馬祖和太平島。 

 

1980 年代中期，筆者參與中華民國國防部的「旭光計畫。」

之後不久，我們的研究團隊就被問到說，如果劃定了海峽中

線，28如何解釋說我們仍然擁有金、馬？當時，無一人能夠回

應這個尖銳的問題。 

 

我方的如意算盤，就是中線以東由我們來治理，而以西

則由中共來統治。問題是：如何化解邏輯上的不通順？換言

之，我們必須要先說服自己，才能夠進一步地說服對方，不

能夠說 100%的好處都由單方面也就是我方享有。1991 年 2

月的國家統一綱領提到對等(reciprocal)；之後，我方也一再提

醒中共另外一個概念，也就是平等(equality；parity)。當時擔

                                                 
27 105年 2月 25日，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國際場合表示說北京希望也期待 5月 20 日之後

的執政者「願意接受他們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是大陸官方首次

提到「台灣的憲法」。 
28 93年 5月，時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李傑在記者會上透露有關先由我國海軍所劃定的數據

為:北從 26°0'N，121°23'E（甲點）至 24°50'N，119°59'E（乙點）再南至

23°17'N，117°51'E（丙點），所連結的一條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圓弧形。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9%98%B2%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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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郁琦，在 103 年 2 月拜會大陸的

國務院臺灣辦室處主任張志軍之前，強調我方秉持必須符合

對等、尊嚴的原則堅守中央政府的立場。29如果真的要對等與

平等，北京不也可以提出一個非常有道理的要求，亦即讓它

取得由 90 座島嶼所組成的澎湖縣的其中兩個島嶼？ 

 

絕大部分的觀察家推出「默契(tacit agreement)」為理論

來描述、解釋和推論雙方，特別是在 68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

言語與行動。其實，更加接近事實的理論應該是國際 regimes。

當臺北與北京對立、矛盾和不相容時，這個理論能夠幫助我

們解釋，為何我們的空軍和民用航空業者的飛機以及戰艦和

私人輪船公司的船隻可以順利地到達金、馬兩地。30是的，是

飛行安全 regime 和海上航行安全 regime 起了真正的作用，

讓雙方和其他國家認識到說，只有維持和永遠持續經營特定

的這兩個 regimes 並且以例如自 104 年 12 月 31 日正式生效

的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來支撐這兩個

regimes，大家（含外國）才能夠分別在金、馬那兩個區域的

海上和空中得到 100%的共同好處。 

 

3. 就臺北與北京，雖然不能夠使用外交 regime，但是我們可

以應用一個類似的學術上的用語並且強調說這只是地方

性(local)31的 regime，例如保障各自將在對方要成立的辦事

處的運作 regime。 

 

總之，很客觀的說，我國不會消失。只要雙方都存在，

台北和北京絕對無法排斥一些國際 regimes，特別是敵對

                                                 
29 「王郁琦:王張會對等尊嚴」(2014 年 1 月 28 日)，2014 年 1 月 28 日下載，《聯合知識

庫》，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N1/8454611.shtml。 
30
 2016年 1 月，伊朗革命衛隊 (Revolutionary Guards) 證實，他們在波斯灣 Farsi 島附近

拘留了 2 艘闖入伊朗領海的美國戰鬥船隻和船上的 10名人員。 
31 之後就是要把經驗區域化、國際化、全球化等等；否則就不等同於國際 regimes.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N1/84546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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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因此，兩岸四地的朝野人士加上平民32均應該深入了

解並且啓動一系列的敵對與非敵對 regimes，以及公佈機制和

措施/手段/辦法，因爲只有國際 regimes 才能夠真正地拉近彼

此之間的距離。這就是吊詭(paradoxical)之處。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32 105年 1 月，大陸國家統計局昨天公佈了 2015 年度經濟資料，人口數已達十三億七千萬四百

多萬人。從性別結構看，男性人口七億零四百一十四萬人，女性人口六億七千零四十八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