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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如何應對美國優先戰略組合拳 
 

曾復生 博士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顧問 

 

一、 前言 

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及軍事強國，但是川普總統在 21 兆美元國債

巨大壓力下，決定採取「美國優先」單邊強勢保護主義，把「中｣、日、

歐盟、俄羅斯等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祭出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以

及對俄羅斯經濟制裁，東征西討打破自由貿易與多邊協商架構，還進一步

針對「中｣、日、墨、加、歐盟等主要貿易逆差國，強勢要求重談貿易協

定，毫不留情只為讓美國強大，卻讓「中｣、日、俄、歐盟等國心生警惕，

台灣位處美「中｣戰略競逐夾縫更是戒慎恐懼。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9 月間到俄羅斯海参崴，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

論壇」，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峰會，達成兩國強化合作對抗美國保護

主義共識。同時，習近平還與日本首相安倍見面，取得兩國共同推動「一

帶一路」發展默契。習近平並邀請安倍於 10 月間訪問北京。安倍亦表達

期盼習近平參加明年大阪 G20 會議時，能夠順道訪問日本，為「中｣日關

係健康發展鋪路。「中｣、日、俄三國領導人在海參崴集會，已經逐漸發展

出「打群架」戰略縱深，應對美國總統川普單邊強勢保護主義衝撞，但是

安倍受制於美日同盟條約，必須在軍事上配合美國行動，讓美「中｣俄日

大國競逐博弈邁入詭譎新格局。 

近來，川普政府的經貿保護主義火力四射，已經對「中｣、日、加、

歐盟等國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俄羅斯則是隔山觀虎鬥，趁機對土耳其、印

度，以及北京出售先進 S-400 防空飛彈，意圖牽制美國在歐亞部署的 F-35

隱形戰機，並向「中｣、日、兩韓等國招手合作開發西伯利亞，還向中東、

南亞與東協國家積極推銷軍火。俄羅斯還於 9 月間進行 30 萬大軍「東方

2018」演習，向全世界秀肌肉並有向美、「中｣、日、北約等宣告，俄羅斯

已經重回強國行列。 

川普政府為營造對美國有利的印太局勢，正積極規劃「印太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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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運用中國大陸周邊國家擔心被「中國崛起」支配的不安氛圍，先鞏固

美日韓軍事同盟，強化與東協國家的經貿安全合作，拉攏印度與澳洲成立

安全合作架構。但是，包括日本與印度在內的多數印太地區國家，普遍認

為美國仍然強大得罪不起，卻又擔心川普善變交易性格，隨時可能出賣合

作夥伴，因此發展出細緻平衡策略，想在美「中｣俄等大國間開闢戰略縱

深，不願意明確選擇站在美國這邊，讓川普布局「印太戰略」基礎出現鬆

動跡象。 

 儘管川普曾經一再強調，歐巴馬政府制裁俄羅斯只是把莫斯科推向

北京，讓北京在美「中｣俄三角關係得利，是嚴重的戰略錯誤。川普認為

「聯俄制中」符合美國利益，有助美國發揮針對「中｣、日的貿易戰，加

速國內經濟社會建設，逐步解除巨額國債壓力以利恢復國力。但是，川普

上台後即陷入「通俄門案」糾纏，不僅無法著手改善美俄關係，還要對俄

羅斯增加經濟制裁力道避嫌，反而讓「中｣、俄合作夥伴關係越走越近，

讓美國的「聯俄制中」盤算落空。 

    習近平曾經認為川普上台是改善「中｣美關係契機，期待與川普發展

健康競合關係並有效管控分歧。不過，川普吃定習近平不願把「中｣美關

係搞壞，不僅祭出科技戰狠招遏制「中國製造 2025」計畫，還要求北京配

合美國的半島無核化策略，並大幅削減對美貿易順差，擴大開放金融服務

業市場，停止政府補貼與強制在陸美企轉移技術等，讓習近平備感壓力甚

至左支右絀。目前，中共應對美國咄咄逼人的關稅戰與科技戰，已經逐漸

回過神來並冷靜採取加強溝通措施，先穩住周邊鄰國友好互惠關係，並透

過美國金融業領導高層，協力化解「中｣美貿易戰僵局，避免「中｣美兩國

落入「修習底德陷阱」。 

    不過，美「中｣在印太地區政治目標的衝突，已經成為兩國戰略競逐

關鍵促動因素。川普政府規畫在印太地區強化軍事部署，以確保當美「中

｣關係惡化時，美國仍然可以壓制中共威脅。儘管中共在 10 年間可能改變

印太地區軍力動態平衡，但是川普政府認為「印太戰略」若能吸引多數印

太國家成為夥伴，美國還是可能贏得印太區域優勢地位。現階段，川普政

府將在國會同意撥款後，設置「美國國際金融開發公司」，每年投入 600

億美元擴大海外投資基礎建設案，準備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計劃抗

衡。 



3 
 

    美國務卿蓬佩奧 8 月初在「東協外長會議｣推銷「印太倡議」，提供 1.13

億美元促進東南亞發展數位經濟市場，並推出 3 億美元「東協新安全種子

基金」，敦促東協在人道救援暨災難救助、網路安全，以及海上安全等領

域採取聯合措施，以達到鞏固盟邦並分擔成本目標。同時，美國決定把 F-35

戰機的印太地區維修基地設在日本，鼓勵日本在印太地區領導軍工聯盟，

讓日本在解除武器技術出口限制後，在南亞與東協進行軍事科技合作。另

美國與菲律賓、澳洲、印度等國，分別簽署《提升國防合作協議》，執行

美軍在印太地區輪調駐防制度，並規劃把越南、印尼納入「美軍印太司令

部」聯合軍演，建構制衡中共軍力擴張能量。 

    近來，美國不斷增強牽制中共姿態與動作。國務卿蓬佩奧強調中共已

經是頭號競爭對手，也是未來國安戰略大難題；國防部長馬提斯則向日、

韓、菲、泰、澳洲等盟國及東協國家承諾，將致力應對中共擴張威脅與壓

力；中情局長與聯邦調查局長更同聲強調，中共已經成為美國的頭號情報

威脅。9 月 6 日，美國與印度在新德里舉行外交國防首長「2+2」會議，意

圖搞定以美、日、澳洲，以及印度等 4 國合作為主軸的「印太戰略」架構。

但是，美國強烈反對印度引進俄羅斯 S－400 防空飛彈，要求印度配合美

國制裁伊朗政策，停止向伊朗購買石油，並對莫迪總理與習近平主席，今

年 6 月初「武漢會談」協議內容有疑慮，讓美印「2+2」會議埋下分歧利

益伏筆。會後，美印兩國雖簽署「通訊相容與安全協議｣，為強化軍售與

軍事科技合作關係鋪路，但是印度方面對於外交政策自主相當堅持，恐讓

美國的「印太戰略」出現破口。 

    川普的國安外交團隊曾經強調，美國在印太地區若無政治、軍事影響

力，經貿商業利益也將不保，美軍必須加強與印太國家合作，拉攏印太國

家牽制「一帶一路」將成為美國戰略目標。美國防部主管東亞安全助理部

長薛瑞福還表示，美國雖尋求與中共建立正面、以結果為導向的軍事關係，

但美國也會在必要時與中共對抗競爭；東協國家雖不願在美「中｣選邊，

但在中共日益嚴重的國家經濟掠奪下，這個選擇不是哪一個陣營，而是兩

種不同的願景，也是夥伴與獨霸的選擇。薛瑞福強調在國會預算支持下，

川普政府現在有充足資源與新方法，維持在印太地區領導地位，因此建構

「印太戰略」是可行策略；同時，美國亦將強化日本、澳洲、印度、東協

國家，以及台灣在印太地區合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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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白宮發言人 8 月下旬宣布川普總統將缺席 11 月 APEC 峰會，

以及東協與東亞峰會，前往法國巴黎參加活動並訪問愛爾蘭。這種「棄亞

親歐」態度已讓印太國家心生疑慮，並對川普落實「印太戰略」決心有所

保留。同時，川普總統對印太地區不夠重視的態度，無異打臉薛瑞福強力

推銷的「印太戰略」，更讓印太多數國家質疑，美國牽制「一帶一路」的

「印太戰略」，還能撐多久？台灣若一廂情願擁抱美國的「印太戰略｣，恐

將得不償失。 

 

二、 警惕川普政府讓子彈亂飛狠招 

  美國總統川普認為世界的未來，將是美「中｣俄三大強權競爭格局。

近年來，美國府會通過為企業減稅法案，吸引外國投資與製造業回流美國

創造就業機會。此前，川普政府啟動智財權調查與反傾銷等措施，單邊強

勢要求「中｣、日、德、加、墨等對美貿易順差國改善失衡問題。這種「一

拉一推」的經貿策略，配合川普接連在東北亞、南亞、中東等地區，運用

「震撼主義」挑釁衝突所構成的組合拳，倒逼區域主要國家的資金、技術、

人才等，加速選擇流向相對穩定的美國，為振興美國經濟創造優勢條件，

讓美國再度擁有領導世界的經濟實力。 

    8 月下旬，川普總統簽署《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同意支出 7160

億美元國防預算。8 月 9 日，副總統彭斯向國會提交籌組太空軍計畫書，

意圖建構第六軍種，應對中俄太空軍備競賽，保持美國主控太空優勢地位，

並結合美國在全球主要戰略要衝約 30 多萬駐軍，共同鞏固美國的全球優

勢能量，成為支撐美國外交政策的堅實後盾。儘管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嚴正警告，美國國債已經攀高到 21 兆美元，而且聯邦政府預算赤字不減

反增，勢將危害全球經濟健康；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寇茲亦在國會強調，巨

額國債已經成為國安最大威脅。但是，川普總統還是支持大幅舉債增加軍

費，協同國會通過高達 7160 億美元國防預算，還要建立太空軍顯然有其

深謀遠慮。 

    當前，川普總統推動遏制中共大戰略，並從朝核危機、貿易逆差、投

資與關稅壁壘、人民幣匯率、對台軍售、東海與南海島礁軍事化爭議、「中

｣印邊界衝突、片面取消伊朗限核協議、執法與網路安全、投資中東歐與

非洲，以及智財權問題等，測試中共政策底限為後續談判交易墊高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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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還可能會對北韓採取強勢手段，讓日本與南韓必須緊抱美國，並向美

國增購軍備。川普也可能刻意挑釁「一個中國」政策，把台灣推上火線為

東亞埋下衝突火種，進而刺激各國軍備競賽，動搖印太地區經濟穩定發展

基礎，塑造「可管理的不穩定」環境，把印太地區資金、技術與人才加速

趕到美國，打亂習近平推動強國戰略布局與節奏，讓中共無力撼動美國領

導地位。 

    川普政府精心設計的外交戰略組合拳，一方面提升美日軍事同盟質量，

堅持美韓合作部署薩德飛彈，強化美台軍事交流，維持與東協軍事合作，

同時還持續推動美艦南海航行計畫，對北韓強力制裁，發展美、日、印度、

澳洲等四國聯合海上軍演，協助印度軍事現代化，增兵阿富汗，拉攏以色

列與沙烏地阿拉伯單挑伊朗，均凸顯美國正加速建構「印太戰略」能量，

企圖遏制中共在黃海、東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以及中亞與中東的影

響力，並牽制「一帶一路」經濟發展。 

    美國商務部宣布從 6 月 1 日起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輸美鋼、鋁產

品，分別徵收 25％和 10％關稅。加、墨兩國立刻祭出報復措施，歐盟也

揚言反擊讓世界經濟體瀕臨貿易戰。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美國

以鄰為壑，讓子彈亂飛，不具建設性。德國聯邦政府認為這項單邊行為違

法，援引「國安因素」不足支撐此決定。法國總統馬克洪強調歐盟將以「符

合比例原則方式」回應。西方媒體認為川普「以對待敵人方式對待盟友」，

不僅愚蠢還將削弱聯合對抗中共能量，為北京營造拉攏貿易夥伴有利機會。

當世人皆知全球貿易戰損傷嚴重，為何川普還要一意孤行？有人認為川普

盲動善變不計後果，但卻忽略川普強調「美國優先」謀略深。近來，川普

接連對「中｣、日、歐盟、墨、加等國，發動單邊強勢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看起來像「讓子彈亂飛」，其實隱藏「讓美國再度強大」密碼，只是代價

須由世界各國承擔。 

    川普的「美國優先｣策略鼓勵生產製造發生在美國，為勞工與中產階

級增加就業機會已見成效。年來美國失業率頻創新低，川普總統支持度更

達上任以來最高。川普全面翻轉美國外交政策，主動促成「川金會」，強

勢重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開發美國新能源創造就業機會，恢復對

伊朗禁運制裁；同時，川普認為美國總被盟國「揩油」，要求北約國家、

日本、南韓等負擔美國駐軍多數費用；此外，川普政府劍指中共科技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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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對北京發動關稅戰，並聯絡英、德、法、日管制高科技流入中國大

陸，甚至立法阻止華為、中興電信設備侵入美國第 5 代網路通訊體系。川

普政府把「中」、日、歐盟、加、墨等國當成競爭對象，接連祭出減稅措

施吸引約 2 兆美元跨國企業資金回流，擺脫對中東石油依賴，揚棄多邊貿

易協商政策，改以雙邊公平協商強勢策略，降低美國貿易赤字並增加政府

關稅收入。 

    川普政府刻意拉攏歐盟與俄羅斯意圖孤立中共，但仍要求北約等盟國

為安全支付主要成本，美國不但可以節省開支轉為新武器研發經費，還可

以乘國際局勢動盪，讓美元、美債與美製武器需求增加，而且美國也將成

為國際資金、人才避風港，反而讓巨額國債壓力獲得喘息時間。川普政府

推動美國優先政策，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不惜舉債維繫美軍與美元共生關

係，看似矛盾實則暗藏謀略，主要玄機是藉維持美軍的全球優勢，讓美元

與美債擁有投資、貨幣儲備龍頭地位，而川普政府舉債強軍就是要替美元

與美債撐腰。川普總統國際政經戰略「故意讓子彈亂飛」，把歐、亞資金

技術人才趕到美國，還祭出單邊強勢保護主義，阻撓中共科技產業升級，

限制中國大陸經濟能量擴張，延緩人民幣國際化速度，讓其難以跟美元競

爭儲備貨幣龍頭地位。川普認為只要美軍夠強大，美元自然成為全球金融

體系交易基礎，美國發行國庫券也將「毫無風險」，根本不用擔心賣不出

去，同時美元國際流通性與信用就能夠撐住，讓債多不愁的川普政府，能

夠繼續印美鈔賣國庫券過好日子, 並為振興美國經濟爭取到緩衝時間。 

     目前，川普在美國民調支持度居上任以來新高，國內失業率亦創下

近年新低點，儘管民主黨政敵與媒體對川普狂轟猛攻，但是川普顯然已經

鞏固住中西部選民基本盤。川普在 11 月期中選舉前還會再加碼演出，強

烈要求「中」、日、德、加、墨等國對美減少貿易赤字，劍指中國大陸將

近 5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逼迫日本、南韓與北約盟國増加分攤安全

成本，並推動拉攏俄羅斯從親「中」轉向親美政策。面對川普單邊強勢國

際政經與安全政策，中共、日本與歐盟等國現正疲於應付，還沒有找到有

效反制脫困良方，只好繼續看著川普發揮「美國優先」狠招，為鞏固政權

及爭取連任總統鋪路。 

 

三、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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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戰略競逐激烈化讓台灣面臨選邊難題。不過，台灣朝野都必

須認清美「中｣關係大局，目前雖然處在「競爭面大於合作面」結構，但

是還沒有邁入「全面敵對」狀態；同時，美「中｣基於長遠國家利益，在

經歷「邊打邊談｣相互折騰後，終將會在新利益平衡點達成協議，不太可

能蠻幹到底。當前，台灣主流民意希望兩岸和平穩定發展，而不是走向對

抗衝突路線。川普政府強調「美國優先｣，對中共貿易戰與科技戰壓力節

節升高，若為「敲打中國」強化對台軍事合作質量，勢必會要求台灣增加

國防預算及對美軍購。不過，川普總統若通過 11 月期中選舉難關，繼續

由共和黨主控國會參眾兩院後，將可能為照顧科技零組件企業與農牧出口

產業利益，以及美國消費者權益，讓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降溫，甚至

著手改善美「中」競合關係。 

     當前，美國對台政策目前有 3 種不同看法，一是主張美國應將對北

京與對台北政策分開，改善美台關係時不必擔心北京反應；其次是認為美

「中」關係開始惡化，美國應增強第一島鏈防禦能量，並把台灣納入軍事

同盟體系；第三則是強調要有效對付北京，華府必須把許多議題掛勾與北

京談判，讓中共付出代價，而台灣則可以做為交易籌碼。不過，美國在兩

岸議題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再加上美「中」軍力消長變化趨勢，讓美軍

對應共軍的主場優勢已難有絕對勝算，也讓台海軍力動態平衡傾向對北京

有利。川普政府若提升美台軍事合作質量，把台灣綁在戰車前端與北京對

幹，恐為台海軍事危機埋下火種，並替大陸支持「武統論」勢力提供師出

有名藉口，恐為台灣人民帶來經濟與安全災難。 

    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包道格曾經坦言，美國府會雖展現對台灣力挺善

意，但是，美國是否能夠長期保護與促進台灣利益，才是真正的考驗。現

階段，美方若祭出友台大動作，恐將刺激北京加強對台施壓，反而讓台灣

陷入內外交逼困境，屆時美國的遠水將難救近火。此外，一旦北京對華府

的戰略利益明顯超過台北時，台灣可能面臨被川普交易掉的風險。 

    近來，美國府會親台人士正積極推動美台國防合作，但是都還沒有找

到「親台不反中」(pro-Taiwan but not anti-China)方法，讓行政部門決定執

行美台國防合作措施時，都必須考量北京反應瞻前顧後，或挺而走險。因

此，台灣面對詭譎多變的「中｣美競合關係，以及兩國節節升溫的貿易戰

角力，除了產業界要多元布局未雨綢繆，蔡總統更須站穩「友美和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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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戰略高地，促進兩岸關係回歸理性，才能擴大「自由民主台灣」

生存發展空間，並避免被善變的川普吃定或交易掉。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