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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十八大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召開，習近平接替胡

錦濤擔任總書記的位子，成為「第五代接班人」。因此未來

中共的對台政策，不但影響著兩岸關係，更影響台灣內部的

政治局勢發展。 
 

一、習近平短期內將冷處理對台工作 
許多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都發現，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

接班後，兩岸關係似乎出奇的「冷」，特別是迄今他幾乎未

曾針對兩岸關係與對台政策發表過重要談話。 
 
（一）習近平短期內以內政工作為主 

習近平接班後，面臨不斷湧現的政治改革與打擊貪腐壓

力，加上民眾對於憲政法治與言論自由的要求，都使得「網

路揭貪」與「南方週末」等事件方興未艾。另一方面，則面

臨經濟增長趨緩、產業轉型困難、社會矛盾激增與抗爭維權

事件不斷的巨大挑戰。至於對外關係方面，中日之間因釣魚

台問題瀕臨開戰邊緣，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未見抒解，加

上美、日的圍堵中國的戰略逐漸成形。都使得除非台灣出現

重大變化，否則習近平實在無暇處理涉台事務。因此對於習

近平來來說，即便完全掌握握黨、政、軍大權，如何「穩定

過渡」成為首要任務，兩岸關係的處理，目前暫無急迫性。 
而中共十八大召開完後，2013 年 3 月又召開第十二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由於此次會議將會產生新一屆的國家領

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國家中央軍委會主席，並且必須任命新的國務院總理，以及

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各部委、國家中央軍委會等機

構的組成人員，因此又會掀起新一波的人事競逐。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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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台問題而衝突不斷，美國、南韓與日

本都將進行國內大選，使得中共對外關係也面臨相當的不確

定性。在這一波波的權力更迭與對外關係變動下，習近平勢

必採取「安內為先」的政策，只要台灣內部情勢沒有重大變

化，兩岸關係維持穩定，自然暫時無暇顧及涉台事務。 
 
（二）習近平難以在兩岸關係上得分 

與胡錦濤相較，習近平所處的兩岸情勢截然不同。胡錦

濤雖然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接任總書記與之後接任國家主

席，但直到 2004 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才接任中央軍委

會主席而完全掌握大權。胡錦濤深知，江澤民任內最大的遺

憾，就是在 1996 年對台文攻武嚇後，反而使得李登輝的台

獨路線更為明目張膽，2000 年更造成民進黨獲得政權。而他

若能在 2008 年終結民進黨此一台獨政權，就能在掌權之初

即立下超越江澤民的政績。因此，他一方面在 2005 年 3 月

發表了重要對台方針「胡四點」，另一方面通過了「反分裂

國家法」；此外，4 月邀請了國民黨主席連戰訪陸。所以，

當國民黨在 2008 年重新執政，2012 年連任成功，使得屬於

台獨勢力的民進黨無復辟，證明了胡錦濤對台政策的成功，

更使他獲得歷史定位。2008 年 12 月 18 日，在紀念 11 屆三

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的大會上，胡錦濤總結任內對台工作所

取得的三大政績：「兩岸政黨交流成功開啟、兩岸三通邁出

歷史性步伐、反對台獨分裂活動鬥爭取得重要成果」，1顯示

其就任以來對台政策的正確性。 
由於習近平要在短期超越與取代並不容易，加上兩岸在

胡錦濤任內已經完成十八項經濟協議的簽署，在「先經後政」

的情況下，未來要面對是甚為棘手的政治議題，在中共內部

對於台灣的政治定位仍是「有討論而無結論」的情況下，短

期內習近平的對台工作仍會以胡錦濤的框架作為依歸。 

                                                 
1「胡錦濤：30 年來中國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中國網，2008 年 12 月 18 日，

http://big5.china.com.cn/news/2008-12/18/content_16970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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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關係將進入溫水期與盤整期 
近來若干大陸涉台機構與學者，釋放出兩岸應針對政治

協商進行準備，或強調兩岸簽署文化協議的急迫性等議題，

恐非習近平之本意，而是基於機構利益或凸顯個人影響力的

發言，我國各界實在毋須自亂陣腳，甚至是隨之起舞。我們

仍應堅持「先經後政」的立場，強化兩岸的經貿交流，深化

兩岸的互信基礎。因此短期來說，兩岸關係將會進入「溫水

期」與「盤整期」，難以產生過去四年一波波的重大突破，

而是針對目前所發生的諸多問題，進行深入的檢討。 
 
（四）台灣 2014 年選舉牽動中共對台政策 

台灣將於 2014 年進行五都首長、縣市長與立法委員之

七合一大型選舉，使得習近平在就任初期而一切尚在接軌的

狀態時，對台工作將是「一動不如一靜」，因此採取「胡規

習隨」的方式，繼承胡錦濤執政時期的路線與政策，將是最

為穩妥而安全的方式。其中，兩岸兩會互設代表處將會是主

要政績。而從 2014 年以後，才會比較明顯看出習近平的對

台政策。 
 

二、兩岸簽署文化與政治協議仍有相當困難 
兩岸的經濟合作協議，已經在胡錦濤任內完成，習近平

要有所突破，恐怕就只有文化交流協議。但由於文化是屬於

「上層建築」，仍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特別是大陸可能在

開宗明義上強調兩岸「同為中國人」、「同為中華民族」等

文化認同議題，而非僅是文創產業交流、藝術團體互訪等「經

濟基礎」議題，此勢必造成台灣內部藍綠的攻防。在民進黨

的強力批判下，兩岸此一談判恐怕困難重重，甚至可能衝擊

2016 年大選，因此馬政府的態度顯得意興闌珊。 
對於馬總統來說，第一任期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

以展現與民進黨執政時的差異性，因此當連任之後，「兩岸

關係改善」的歷史定位已經確定。倘若繼續加大力度的推動



兩岸關係，不但大陸要求兩岸簽署文化協議的壓力會增加，

也恐會遭致台灣內部「傾中賣台」的批評，因此將兩岸關係

維持在經貿層面，將重點放在兩岸互設辦事機構，以維持「溫

而不熱」的兩岸關係，不但可減少非議，更能全心投入台灣

內部的改革工作，以建立其他之歷史定位。另一方面，如果

台灣把「新聞自由」、「宗教自由」、「表演自由」等納入

協商議題，中共不可能因此「對台讓利」，則文化交議恐會

難產，如此將凸顯兩岸之間的差異性與矛盾性，這是北京不

願意樂見的。 
至於難度更高的兩岸政治性協議來說，馬政府的態度則

更為消極。因為在 2012 年總統大選時，當時馬總統僅僅是

提出兩岸應就十年後可能簽署和平協議，進行初步準備的構

想，即遭致民意的強烈反彈，而不得相繼提出「公投說」與

「十大保證」來止血。這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兩岸政治談判的

強烈排斥心態，以及對於對岸政權的缺乏信任，更是對兩岸

統一的極度恐懼。 
同樣的，中共也很清楚，目前兩岸若要討論政治議題，

包括簽訂和平協議或是結束敵對狀態，都必須面對台灣政治

定位的問題。但中共內部對於「中華民國」與「國軍」仍是

「有討論而無結論」；而台灣內部對於中華民國的認同卻有

增無減，對於兩岸政治談判的疑慮迄今甚深。特別是過去以

來，中共始終不承認中華民國，但若兩岸要進行政治協商，

則必須面對與解決此一問題。因為倘若是國共兩黨領導人的

談判，國民黨不過是台灣的一個民間團體，不但代表性不夠

全面，也會遭致反對黨的批評。但若是兩個「政府」的談判，

「台灣當局」這個名詞台灣不可能接受，所以除非中共內部

能夠對於「中華民國」的承認產生共識，否則兩岸政治協商

幾無可能。 
 
三、中共希望「以民制國」仍有相當的侷限性 

2012 年 10 月謝長廷受邀前往大陸訪問，首站是廈門；



2013 年 1 月，立委許添財也接著登陸，首站是上海。看得出

來，大陸地方涉台部門彼此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較勁氛圍，

但卻又不約而同的把邀請對象放在民進黨。由此可見，民進

黨成為當前中共對台工作的主要目標。 
 
（一）中共對國民黨期待的落空 

中共在對於台灣政黨的好惡上，一直以來是偏好國民黨

的，因為民進黨的台獨屬性已被北京定性，而從 2000 至 2008
年的執政時期，陳水扁頻頻的挑釁行為，更使得兩岸關係低

迷而緊張。因此，2005 年胡錦濤邀請連戰訪問大陸，揭開了

國共論壇的序幕，北京不斷向台灣民眾傳達國民黨在改善兩

岸關係上的絕對優勢，最後的選舉結果也符合了北京的期待。

2012 年的大選，中共表面上對於國、民兩黨是採取等距而中

立的態度，但從選前幾天重量級台商的紛紛表態支持國民黨，

就可看出北京「不能輸」的決心與意志。 
事實上，與其說中共支持國民黨，還不如說「不得不」

支持，因為北京沒有其他的選擇。也因此對於馬政府來說，

北京的支持是必然的，也是應該的，因為民進黨迄今不承認

有九二共識，還存在著台獨黨綱。兩岸在馬政府的第一任期，

展開了綿密而緊湊的經貿往來，陸客來台、兩岸直航、ECFA
與十八項協議的簽署等，都讓兩岸關係迅速的回溫與改善。

但北京所期待的並非只是經濟，而是政治。但國民黨的表現

與態度，卻逐漸讓北京感到失望。 
首先，國民黨在「親美、友日、和陸」的大戰略下，美

日關係的順序始終擺在兩岸關係之上；而「不統、不獨、不

武」當中的「不統」，卻是居先，此讓北京頗不以為然。雖

然兩岸目前都堅持九二共識，但台灣談「各自表述」的力度

與強度，總是高於「一個中國」原則，更遑論句句不離「中

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特別是馬政府始終堅持「在中華民國

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台海現狀」，但北京

卻期待國民黨能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有更明確之表態。



因為從 2008 年馬政府執政以來，中共發現雖然不斷對台讓

利，但台灣民眾卻不領情，各種民調都顯示，台灣民眾支持

兩岸統一的意願沒有增加，拒絕統一的態度卻難以改變，顯

示並未根本改變台灣民眾的統獨態度。相對的，台灣民眾在

國家認同上正逐漸趨近，也就是「中華民國」成為藍綠的最

大公約數。 
其次，誠如前述，在「先經後政」的基礎上，國民黨始

終只強調「先經」，對於兩岸政治性協商則缺乏興趣；而兩

岸文化交流協議的簽署，台灣也是意興闌珊。這使得中共認

為，國民黨似乎是以「九二共識」作為護身符，來獲得兩岸

經貿上的紅利，卻不願意在政治議題的協商上有所表示，這

顯然是「拿得多，給得少」。 
而在釣魚台問題上，台灣在拒絕「兩岸聯手保釣」上態

度之堅決，則讓北京覺得台灣「不顧民族大義」。甚至連民

進黨時期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教育，也未見國民黨的「撥亂

反正」，以增加台灣民眾對於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 
 
（二）中共透過與民進黨接觸製造對國民黨的壓力 

基本上，中共將上述對台工作難以突破的責任怪罪在國

民黨，認為是馬政府不夠積極改變與主導台灣民意所致。這

使得中共開始透過與民進黨的接觸，希望讓國民黨感到威脅。

藉由「以民制國」，讓國民黨瞭解其並非中共唯一選項，以

形成更大之壓力與增加對台工作的靈活性。而對於民進黨高

層來說，則希望藉由民共交流，讓台灣中間選民瞭解民進黨

也能處理好兩岸關係；雖然民、共之間沒有黨對黨的正式往

來，但已有綿密的個人交流與暢通的溝通管道，此將有利於

2016 年大選。在此主客觀情勢下，促成了謝長廷的「開展之

旅」。 
但由於民進黨內部的派系矛盾，加上獨派勢力的強力反

撲，造成謝長廷訪陸之後鎩羽而歸。不但備受黨內批判，蘇

貞昌的中國政策重新回到保守。這從許添財此次訪陸期間態



度之低調，絕不碰觸政治議題，就可看出其中的「寒蟬效

應」。 
另一方面，中共的「兩手策略」，也被其部分內部人士

質疑，擔心外界會誤認為九二共識並非鐵板一塊，民進黨即

便不承認九二共識與維持台獨黨綱，北京仍能容許此一模糊

的存在。這勢必與把九二共識寫入中共十八大正式文件的立

場產生對立，更會對於台灣民眾釋放出錯誤的訊號。 
由此可見，當前的民共交流，都面臨各自結構性的瓶頸，

那就是在彼此互信不足與長期醜化敵視對方的情況下，各自

保守勢力仍然是主流。在領導階層固然有心，但基層群眾卻

無意的態勢下，短期內要有所突破恐不容易。 
 
（三）中共從高度期待「以民制國」到最終失望 

這使得中共對民進黨的期待，從希望到失望。2013 年 2
月 3 日蘇貞昌前往日本訪問，對於釣魚台問題避重就輕，不

但未伸張主權，反而提出陳水扁時期藉由「台日民主同盟」

來共同對抗中共的論述，結果遭致中共新華社「媚日、賣台、

反中」的嚴厲批評。2這使得蘇貞昌上台後希望與北京改善關

係的想法，幾乎面臨破局。另一方面，謝長廷申請的大陸新

浪微博帳號，由於其發表了有關言論自由的看法，在 2 月 20
日遭到註銷。3由於謝長廷在微博上的發言並不激進，因此是

否是中共當局對於民進黨所表達的一種不滿，值得觀察。 
 
四、習近平的對口仍會是馬英九總統 

2013 年 2 月 24-27 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所率領的「台

灣各界人士訪問團」，成為中共十八大召開後習近平首批會

見的台灣訪客。或許因為習近平就任總書記迄今，未曾針對

兩岸關係發表過重要談話，使得連戰行前被外界賦予過多的

                                                 
2王銘義，「新華社批蘇貞昌：媚日、賣台、反中」，中時電子報，2013 年 2 月 9 日，請參考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50207540/112013020900142.html。 
3朱真楷，「謝長廷開微博，一天就被封殺」，中時電子報，2013 年 2 月 21 日，請參考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30221000965。 



期待。有人認為習近平可能會藉此機會對外宣布新的對台政

策，甚至可能透露未來的對台工作人事布局；也有人認為「連

習會」將成為日後的兩岸領袖高峰會談。但如今看來，大家

似乎都寄望過高。 
事實上，連戰此次訪陸，雖說是首先見了習近平，但這

是基於體制，因為習以中共總書記的身分邀請國民黨榮譽主

席，符合黨對黨的立場，而胡錦濤已無此身分。而此行最主

要的，還是與胡錦濤的見面。特別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將在三

月召開，胡錦濤將卸下國家主席，權力完全交棒。而在胡的

十年任期內的諸多政績中，兩岸關係應算是值得驕傲的。而

連戰此行，訪問團成員涵蓋黨政、工商、宗教、社團與傳媒

等不同領域的負責人，就是帶領台灣「各界別人士」，與即

將卸任的胡錦濤，共同為兩人所創下的兩岸關係成果進行總

結，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但這也顯示，從 2005 年迄今的

「連胡時期」，將正式走向歷史，另一個「馬習時期」即將

展開。 
因此，習近平要打交道的對象已經不是連戰，而是馬總

統。當馬總統 2 月 22 日會見了即將赴陸的連戰，會後府方

強調馬總統對連戰以「民間身分」登陸樂觀其成，並強調「未

託付特定任務」，等於直接否認連戰將為馬總統傳話。這使

得習近平也無須透過連戰來傳話，「連習會」中習近平除重

申「會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外，內容並無新意。 
當前兩岸關係，在海基、海協兩會的制度性協商已經步

上正軌，兩岸官員已經坐上談判桌，兩岸兩會即將互設代表

處之際，兩岸關係逐漸進入「制度化」，這使得個人因素的

影響層面正逐漸降低。當馬總統提名從未去過大陸的林中森

擔任海基會董事長，就可看出此一端倪。 
不可否認，連胡時期在兩岸關係的發展史來說，的確扮

演了里程碑的角色，連戰家族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連接，他本

人的民族認同立場，都使得在與中共互動時彼此都充滿著信

賴與默契。但這一切隨著連胡時期的結束，都將畫下句點，



新時期的馬習時期，恐怕會展現截然不同的互動模式。 
 
五、習近平是否改變對台灣選舉之態度值得關注 

中共對台工作重要智庫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

2012 年我國總統大選前夕撰文指出「台灣是個選舉社會，各

種選舉，周而復始，誰輸誰贏，自有原因，切不宜將勝負與

兩岸關係掛鈎。贏輸與兩岸關係雖有關係，但不可將贏看成

兩岸關係的成功勝利，輸則是兩岸關係的失敗」，「選民則成

了政客手中的工具。這樣的選舉與我們何涉？又與兩岸關係

何關？」，4似乎道出中共對於台灣選舉的態度有所改變。 
對於 2016 年的台灣大選，習近平也可能一改過去將成

敗責任過度看重的心態。也就是不論是國民黨繼續執政，還

是民進黨重新執政，都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方面是大

陸發現要影響台灣選舉的困難度仍相當高，2012 年的總統大

選國民黨得票數是 689 萬，竟比 2008 年減少了 70 萬，而民

進黨卻從 544 萬增加到 609 萬。5另一方面，把選舉結果與對

台政策的成敗相聯繫，也造成壓力過大與患得患失。倒不如

更「淡定」的看待台灣政局發展，反而能增加自身的迴旋空

間、決策彈性與可操作性。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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