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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北京對台工作所出現的七個憂慮 

范世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隨著 2013年 3月，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一職後，開始

調整對台工作人事。其中，國台辦主任王毅升任外交部

長；原職則由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志軍接任。顯示新時期

的對台工作開始展開，而發展迄今已近半年，卻似乎並不

順利，使得當前中共對台工作出現了以下七點憂慮。 

 

一、 對民進黨工作難有具體突破的憂慮 

2008年民進黨成為在野黨後，中共開始積極與該黨政

治人物與學者進行聯繫，並邀請他們訪問大陸，以建立溝

通橋樑。 

 

（一）謝長廷訪陸後反使民進黨之中國政策趨於保守 

其中比較重大的突破，是 2012年 10月 4-8日，民進黨

現任中常委謝長廷前往大陸訪問，由於他曾經擔任過行政

院院長，又曾在 2008年代表民進黨參選過總統，因此被視

為民進黨內「登陸」最高層的政治人物。 

原本外界認為，謝長廷回臺後，可能引發黨內對於臺

獨黨綱的辯論，甚至能將「中國事務委員會」改名為「兩

岸事務委員會」。但在黨內「寧左勿右」的氛圍下，卻是

困難重重。謝長廷此行不但受到黨內人士的強力批判，該

委員會也未改名為兩岸事務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委員會

成員仍是派系分配，包括獨派人士也包含在內，這使得該

委員會幾乎處於停擺狀態。 

 

（二）民進黨政治人物訪陸後無法改變黨內立場 

今年 6月 30日謝長廷前往深圳訪問，國台辦主任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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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立即南下與其會面；8月 10日陳菊前往天津訪問，張志

軍也前往會面，這充分顯示中共非常重視民進黨高層的訪

陸。但另一方面，這些人回到台灣之後，並沒有在黨內掀

起改變中國政策的波潮。 

例如在蘇貞昌的主導下，民進黨中央黨部從 2013年 7

月開始陸續舉行了多場「華山會議」，希望凝聚黨內中國政

策的共識。但黨內人士參加意願低落，從與會者對於九二

共識仍持完全否定與拒絕接受的態度來看，短期內難有改

變的可能。 

 

（三）民進黨基層與政治人物對中國事務的無感 

當前，民進黨的縣市首長與政治人物對中國事務並不

熱衷。特別是面對 2014年的七合一地方選舉，只著眼於鞏

固好自身的深綠地盤，對於敏感而吃力不討好的中國政

策，則是敬謝不敏。 

 

（四）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調整的困難性 

在 2014年臺灣的「七合一」大選之前，因屬於地方性

選舉，中央層級的中國政策將暫時被冷卻。而 2014年選舉

結束後，民進黨不論勝敗，是否能在短期內建立中國政策

的共識，並獲得中共方面的「諒解」，以因應 2016年的大

選，則是一大挑戰。特別是如果民進黨大勝，挾著勝選的

自信與氣勢，要調整當前中國政策的合理性，恐怕會更

低。 

 

（五）謝長廷的「憲法共識」難成為「民共共識」 

謝長廷在 2012年 11月訪陸時，曾提出所謂的「憲法

各表」與「憲法各表」；2013年 6月 29-30日，由謝長廷所

領導的台灣維新基金會，於香港舉行了「兩岸關係的發展

與創新」研討會，再度主張以「憲法各表」來作為兩岸互

動的基礎。但同樣參加會議的大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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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則表示，謝長廷的憲法各表有很強烈的主權意識，大陸

很難正式同意或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

克禮也表示，在兩岸還沒有進行政治談判前，大陸沒有一

個領導人敢公開承認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憲法。 

由此可見，中共為了與民進黨建立高層的接觸管道，

對於謝長廷所提之「憲法共識」與「憲法各表」暫不表

態，是不希望破壞當前互動的氣氛。但從大陸學者的口

中，已經證明「憲法共識」仍無法成為「民共共識」，更

無法取代九二共識。 

 

二、 對兩岸交流出現瓶頸與倒退的憂慮 

近來，在有關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與兩岸簽屬服務

貿易協定方面，出現了相當大的瓶頸與阻礙。 

首先，在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上，我方希望海基會

之駐陸代表處，能對於被大陸公安機關逮捕拘禁之台灣民

眾行使「探視權」，以及具有「核發旅行證件」之功能，

但兩者均未獲陸方同意。結果相關法案在 2013年 6月 20

日不但遭到在野黨的強力杯葛，連執政黨立委也不買帳，

造成法案難以通過。另一方面，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在今年 6

月 21日完成簽屬，雖然大陸的讓步空間較大，對台灣大企

業的登陸具有正面意義。但由於簽約之前國內溝通不足，

使得台灣民眾擔心，當台灣服務業登陸之後，是否會裁減

在台灣的企業規模，甚至出現裁員潮。 

而當大陸國營企業進入台灣後，台灣屬於中小企業的

服務業是否會被其殲滅。特別是服務業對於台灣的就業幫

助甚大，將使得基層民眾對於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有一種

「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的憂慮。加上反對黨的刻意渲

染，與媒體的大幅報導，使得民眾感到高度擔憂。 

這將使得兩岸從 2008 年以來的關係發展，會因為兩岸

互設辦事機構的法案與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在立法院的審議

難以通過，而出現首次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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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白衫軍此一新興政治力量的憂慮 

2013年 8月 3日的 25萬人「白衫軍」遊行，表面上

是民眾表達對洪仲丘在軍中死亡案件的不滿，與希望改善

軍中人權的期待。但更重要的是，這代表台灣已經進入公

民社會。 

 

（一）白衫軍成為台灣新興政治勢力 

這次白衫軍遊行，沒有政治人物與政黨的介入，由一

個名不見經傳的「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發起，但竟能

發揮超越政府與政黨的力量，快速整合人民與各種資源。

另一方面，此次活動完全是民眾自發串連，透過網路進行

聯繫，而參加者都不是政治狂熱者，而是一般的「鄉民」

與素人，而且多為 3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第三，參加者相

當理性、守秩序與團結一心。第四，這次活動雖有蘇貞昌

等政治人物參加，但都刻意低調；反而是藝文人士扮演了

領導的角色，例如作家九把刀。 

不過，台灣所有的媒體沒有敢不報導，所有的藍綠政

黨沒有人敢輕忽，因為這股台灣的中間力量，可能轉換為

選票，成為左右選舉的關鍵力量，他們將決定 2016年大選

的誰勝誰敗。 

這些「白衫軍」平常或許對政治冷漠，但不是漠不關

心，也不是沒有思想，只是時機未到；但只要讓他們覺得

政治人物或政黨的行為，會讓台灣的利益受損，會讓台灣

沉淪，會讓台灣目前的現狀出現改變，他們就會挺身而

出，並引發巨大的連結與反彈。 

 

（二）大陸對台工作仍相信「由上而下」 

對於大陸來說，迄今還是相信「由上而下」的控制，

只要掌握住幾個領袖或高層，就能對下產生控制。所以每

個行業、每個界別都有條條塊塊的所謂「社會團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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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中共對其控制的渠道。只要掌握了這個行業與界別

的重要人物，就能控制這整個行業與界別的一切。至於最

底層的個人，並不受到重視。 

而這種思維也在對台工作上屢見不鮮，例如邀請謝長

廷來大陸，就能把他的子弟兵一網打盡；拉攏立法委員或

市議員，就能掌握旗下的支持者。但事實上。台灣已經是

「由下而上」的社會，從這次「白衫軍」遊行就可看出。 

 

（三）大陸尚未對白軍做好準備 

過去以來，大陸始終認為，台灣社會非藍軍即綠軍，

但目前看來，還有一大片的白軍。藍軍與綠軍比較好處

理，因為有具體的組織，所以容易找到具體的對象來聯

繫。但是白軍猶如「快閃族」，平時不出現，也很難找到，

但他們對大陸的觀點將會影響台灣的輿論與民意走向，更

會影響兩岸關係。然而，大陸一方面對白軍認識不足，另

一方面也找不出好的對應方式，因為總不可能邀請「公民

一九八五行動聯盟」，參加海峽論壇。 

事實上大陸始終認為，國民黨應該可以引導民意，採

取更積極的大陸政策，而不能被民意牽著鼻子走；但從

「白衫軍」遊行可以看出，政黨根本無法主導，更無法對

抗。2016年的大選，藍綠的兩岸政策都必須接受這群白衫

軍的檢驗。 

 

四、對台灣民眾之大陸負面印象難以扭轉的憂慮 

根據旺報在 2013年 8月所公布的民調指出，雖然兩岸

從 2008年交流密切，但台灣民眾對大陸仍持高度的負面態

度，並有相當高的擔憂與疑慮。這將使得兩岸關係的持續

推動，出現更多的阻礙。 

 

（一）台灣民眾超過六成對大陸政府與對台政策無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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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民眾對大陸政府的好感度方面，僅有 19%的受

訪者表示有好感，高達 63%沒有好感。而雖然大陸不斷對

台灣「讓利」，但只有 18%的台灣民眾滿意大陸目前的對

台政策，63%表示不滿意，19%未表示意見；與去年相較，

滿意與不滿意均增加了 2%。 

 

（二）超過五成對大陸民眾無好感、六成對陸客無好感 

對於大陸人民方面，29%的台灣民眾表示有好感，沒

有好感的比例為 51%。而去年有好感者為 32%，今年下降

了 3%；沒好感者，去年為 46%，今年上升了 5%。兩岸人

員互動雖然增加，往來更為便利，卻反而使得好感下降，

無好感增加。 

此外，陸客來台人數不斷增加，但僅有 20%的台灣受

訪者表示對陸客有好感，63%的表示沒好感。與去年相較，

好感度由 21%下降了 1%，沒好感的比例則增加了 5%。這

顯示陸客開放越多，台灣人越擔心陸客的素質不高，會影

響到自己的生活。 

 

（三）六成認為大陸對台影響重大但有五成擔心依賴過大 

有 64%的受訪者肯定大陸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覺得大陸影響力無足輕重者，僅有 15%。不過也由於兩岸

依存性愈來愈高，因此 49%的人認為台灣經濟太過依賴大

陸，覺得台灣尚能維持平等自主者，為 32%。 

去年有 63%的人認為大陸具關鍵角色，今年為 64%。

相對地，去年有 12%的民眾認為大陸不重要，如今增加

3%，成為 15%。與往年的調查數據相比，可發現憂心台灣

經濟太過依賴大陸的民眾明顯增加。前年與去年調查時，

認為太過依賴者比例為 44%，今年增加了 5%。相對的，認

為台灣經濟仍能保持平等自主者，比例則持續減少。前年

為 37%，去年降到 35%，今年則滑落到 32%。這顯示台灣

人的矛盾心態，既覺得大陸經濟對台灣影響重大，但又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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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台灣太依賴大陸，顯示台灣人在主觀上還是擔心與排拒

大陸。 

 

 

五、對美國積極介入台灣問題的憂慮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3年 7月 12日簽署了支持台灣

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 1151號法案，宣布支持台灣

入會。美國國會於 6月間通過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柯瑞

應促使 ICAO在 9月於加拿大蒙特婁所召開的大會時，給予

台灣觀察員資格。歐巴馬的簽署，象徵美國行政與立法兩

部門都同樣支持。 

 

（一）美國在台灣加入 ICAO搶了頭香 

由此可見，在台灣加入 ICAO這件事上，美國可說是搶

了頭香。但美國當然知道大陸的態度非常重要，因此歐巴

馬表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迄今無變，並強調美國

全力支持台灣在不要求以國家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中取得

會員資格。顯示台灣不是以主權國家的身分參加，則大陸

不應該反對。特別是台灣在 2009年 4月才以這種模式加入

了WHA，而當時大陸也是支持的。 

 

（二）大陸對美國的行為表達高度不滿 

美國搶了頭香，對大陸來說非常不是滋味。因此，13

日國台辦發言人楊毅表示，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

中一台」前提下，可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

排。但他也強調，「外國勢力的介入於事無補，只會讓事

情複雜化」，顯示大陸對美國的力挺不以為然。16日大陸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台灣同胞參與國際組織，包

括國際民航組織活動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中方堅決反

對任何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插手」。她說，美國國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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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案嚴重違反「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

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這可以說是兩岸關係從 2008年改善以來，大陸針對台

灣問題所發表過最強硬的講話，更顯示美中台三邊關係發

展迄今，已經面臨了新的瓶頸。首先，從大陸來說，台灣

在 2009年 4月加入WHA，是兩岸先談起來的，但如今卻

是美國先發球，讓大陸支持不是，不支持也不是。支持了

等於拿香跟著拜，台灣人感謝的是美國；不支持的話，台

灣人又要說大陸在外交打壓。其次，台灣加入WHA時，基

本上是先獲得大陸的首肯，是「中國人自己的家務事」，

外國人沒有置喙的餘地，如今美國卻是越殂代庖。 

第三，台灣加入WHA的過程中，美、日、歐等國家也

都表達強烈支持，但因大陸反對而失敗。如今大陸怎能被

美國牽著鼻子走，失去在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主導權？第

四，去年９月 APEC會議時，連戰就曾向胡錦濤表達台灣

參與 ICAO的期待，胡錦濤則回應，將認真研究台灣以「適

當方式」參與。但大陸迄今並未真的「認真」研究，除了

忙於與民進黨交流與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外，覺得這個

問題可以「擱一擱」，並沒有急迫性。更何況，大陸釋出

台灣加入WHA的善意，台灣民眾卻似乎不領情，認為是應

該的，對大陸的親近感也未見增加，因此 ICAO成為大陸對

台的另一籌碼。如今美國卻要先發制人，讓大陸少了張

牌。 

第五，這次是由美國國會提案，而從歷史來看，國會總

是在關鍵時刻，扮演親台的角色，包括 1979年中美建交時

所通過的「台灣關係法」，1995年通過邀請李登輝總統訪

美。如今又是國會出手，讓大陸產生不好的回憶與聯想。

第六，當前美日兩國對大陸進行外交包圍之勢，雙方競爭

大於合作，如今連台灣問題也要步步進逼，意圖「見縫插

針」的離間兩岸，把台灣拉入「反中制中」的陣營。特別

是當前美國的再平衡戰略與重返亞洲政策，中美之間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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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態勢日益明顯，從這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雙方交火即

可看出。美國此時力挺台灣，對大陸來說會覺得美國在討

好台灣與分化兩岸。 

 

 

 

（三）處理不好將使兩岸關係雪上加霜 

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台美雖然沒有外交關係，卻是「盟

邦」。台灣希望加入 ICAO，爭取美國的支持是自然的；而

美國的相挺，台灣不可能拒絕。其次，長期以來，台灣人

認為美國是友善的，特別是給了台灣人免簽之後；而大陸

則是打壓的，如果這次真的阻攔台灣加入 ICAO，這種印象

將更強烈。第三，台灣人認為能夠加入WHA或是 ICAO，

本來就是台灣應有的權利，只是因大陸反對而無法如願。

何況台灣是用觀察員參加，不是以主權國家的身分，這已

經是很委屈了，大陸何須再阻攔。第四，台灣在 2009年以

同樣模式加入了WHA，當時大陸是支持的，如今只是因為

美國提案，大陸就反對，是否氣度不夠恢宏。 

 

六、對兩岸政治對話無法展開的憂慮 

兩岸在胡錦濤任內已經簽署了十八項經貿協議，在

「先經後政」的情況下，習近平要面對是甚為棘手的政治

議題。 

 

（一）大陸顯露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期待 

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針對兩岸政治關係，首

次提出了「兩岸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

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看法。2013年 5月

21日，新任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接受聯合報專訪時指

出：「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談到建構國家尚未統一前的兩岸

政治關係、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商簽和平協議等，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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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但處理起來哪有那麼容易？然而，

不談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至少要坐下來交流探討，談談

自己的想法，尋求解決之道，才是正確的途徑」。 

 

（二）張志軍希望在政治對話上能有所突破 

因為兩岸經貿談判已經在王毅任內完成，張志軍若要

在對台工作上有所突破，就只剩下政治談判。雖然目前兩

岸政治談判仍有許多障礙，但「先談起來」的透過民間政

治對話來展開，至少是開了個頭，也算是「達陣成功」，這

可降低張志軍在對台工作上的業績壓力，也可立下了超越

王毅的歷史地位。因此近來，國台辦透過許多台辦體系的

涉台學者，不斷釋放出焦慮的發言，強調台灣不應繼續

「蹉跎與逃避」，必須儘快面對政治對話；或者透過台灣報

紙的社論與學者投書，形塑台灣必須面對政治對話的迫切

性。 

 

（三）台灣有人提出國共先簽署和平協議 

2013年 8月，中國時報董事長蔡衍明公開提出，既然

兩岸間無法簽署和平協議，就由國民黨與共產黨先簽署。

這個構想雖然極具創意，但確實也有一些困難需要解決。 

眾所周知，大陸是個以黨領政的國家，黨大於國。另

一方面，共產黨是永遠的執政黨，地位絕對超越其他的八

大民主黨派。但是台灣早就已經黨政分離，國民黨不過是

一個民間政治團體，他與其他一百多個政黨平起平坐，中

共與國民黨簽屬和平協議的實質意義，是跟台灣一個民間

政治團體的約定，即便國民黨是今天是執政黨，這個協議

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拘束力，幾乎是零。而如果今天國民

黨的主席，不是總統，不是馬英九，也可能會出現黨主席

跑去簽了，總統不買帳的尷尬情況。 

其次，中共與國民黨簽了之後，台灣一百多個其他政

黨是否也可要求比照辦理，也可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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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大會堂見上見一面，否則是厚此薄彼。那習總書記

與負責政黨外交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恐怕日後將應接

不暇。 

第三，國民黨與共產黨簽訂和平協議，似乎是國民黨

與共產黨之間現在沒有和平，必須促進和平，這大概與實

際情況大相逕庭。中共當前，應該是要與民進黨與台聯黨

簽訂和平協議才是。 

第四，全世界應該沒有兩個國家的政黨簽訂和平協議

的前例，否則中共也應該與日本共產黨先簽訂，這或許對

解決中日的釣魚台爭端有幫助。然後逐一與日本其他政黨

簽訂，最後讓執政的自民黨感受到巨大壓力。 

第五，民進黨肯定會批評國民黨想走過去威權時期以

黨領政的回頭路，這是反民主的；其次，國共兩個兄弟黨

又在搞密室政治，搞第三次國共合作，以和平之名搞統一

之實，密謀出賣台灣；三，國民黨無法代表台灣人民；

四，兩岸現狀就是和平，無簽署必要；五、中共簽署之目

的，只是想把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共內戰狀況的延續，因此

外國勢力不可介入，美國更不應賣武器給台灣；六、民進

黨拒絕簽署。 

事實上，會產生國共和平協議這個提議，主要還是因

為兩岸和平協議屬於政治談判，影響層面甚大。一方面在

當前台灣政治生態下對此難有共識，恐掀藍綠大戰；另一

方面，大陸也無法確定台灣的政治地位，兩岸究竟要用甚

麼身分談判?對於台灣所堅持的中華民國，大陸尚無法接

受。因此短期之內，兩岸和平協議恐怕遙遙無期。因此想

出了透過政黨簽署的方式，既繞過了藍綠對抗，也不須面

對中華民國，又能達到簽署和平協議的成果與「績效」。但

這樣的和平協議，恐怕是空有形式，而無實質，似乎是為

簽而簽；此外也會引發更多紛爭。至少國民黨內，就會掀

起不同的聲音，面對民進黨的可能批判，面對當前低迷的

支持，可能會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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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如何看待 2016年台灣大選的憂慮 

如果中共對於臺灣 2016年大選的結果，仍如過去般地

與對臺工作之成敗相聯繫，仍認為國民黨的勝利就是對臺

工作的成功，則對於國民黨來說，將有利於其選情；而對

於民進黨來說，則壓力增加。另一方面，若習近平「看

淡」台灣的選舉，以「平常心」面對，不把國民黨失去政

權看作是對台工作的失敗，不把籌碼全押在國民黨上，不

私底下支持國民黨，則對民進黨將較為有利。 

 

（一）與民進黨加強接觸反助該黨 2016年大選 

2016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為了降低民眾對其兩岸政

策之疑慮，可以告訴中間選民，雖然民共之間沒有黨對黨

的互動關係，但早有密切溝通管道。其實對台灣一般民眾

來說，也並不在乎所謂的黨對黨交流，吳伯雄雖然能與習

近平見面，但這不過是形式意義。民共之間如果有實質交

流，這對於中間選民來說比較安心。因為這與 2000年陳水

扁當選之前，民共之間缺乏高層互動的情況，不可同日而

語。 

因此，民進黨會強調，倘若執政之後，兩岸關係不會

倒退，目前所簽署的兩岸協議仍會繼續，不會像 2000年陳

水扁當選後兩岸關係所出現的低迷與緊張。這也正是部分

大陸人士的擔憂，認為民進黨會利用當前的民共合作來增

加選票，使得中共反而幫了民進黨解套。另一方面，外界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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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民黨是否值得繼續支持成為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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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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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根據旺報在 2013年 8月所公布的民調指出，21%的台

灣民眾滿意國民黨的兩岸政策，61%表示不滿，17%的人表

示難以判斷。至於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僅獲得 13%民眾的肯

定，56%的人表達不滿，還有 30%的民眾，不知道民進黨具

體的兩岸政策，因此無法給予評價。由此可見，國民黨雖

然自認為兩岸關係是其強項，但卻有高達六成的民眾是不

滿的，甚至超過民進黨。 

這也使得中共對於是否邀繼續力挺國民黨，產生了猶

豫與憂慮。如果 2016年繼續力挺，國民黨卻是下台，將代

表中共對台政策的挫敗。事實上，過去以來中共總把台灣

選舉結果與對台政策的成敗相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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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