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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可稱為新現實主義的實踐者。在1970年代美國藉由透過拉攏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共)形成戰略三角來維持國家安全的最佳位置。蘇聯解體後，中共成為威

脅美國的新興強權。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於1990年代提出了攻

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米氏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制下，權力極大化

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中共勢必也將會為了國家安全，擴張其軍事實力，成為具區

域影響力的強權，掌握亞太區域事務的主導權。 

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在2009年順利執政後，其任命的國務卿希拉蕊•

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Foreign Policy發表了一篇《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文中定調亞太地區為未來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經營以及全球戰略的核

心，為歐巴馬的亞太政策鋪路，隨後歐巴馬在2012年公佈《維繫美國全球領導地

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的戰略報告，正式宣告將全球戰略佈局重心移至亞太地區，即是現今國

際間熟知的「亞太再平衡」(Asia Pacific Rebalancing)戰略，而此一戰略的目標就

是對中共在亞太地區進行新世紀的區域圍堵。中共與美國競合的過程中，中華民

國(臺灣)扮演著關鍵第三者，臺灣執政當局在歐巴馬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期

間所扮演的角色與立場，也將會影響兩岸關係的現狀與未來發展。 

關鍵字：新現實主義、亞太再平衡、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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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called Neo-Realism practitioners, and in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best place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by forming a strategic 

triangl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PRC became an emerging power threatening the United States. 

John J. Mearsheimer, who introduced Offensive Realism in the 1990s, argues that 

state’s power should be maximized, in order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anarchist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PRC is also seeking its own safety positio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vel. Therefore, PRC has to expand its military strength an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influence regional affairs. The end state of PRC, is to mast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affairs of the initiative. 

After the Barack Obama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n 2009, hi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published an article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on Foreign 

Policy websit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center of gravity of U.S.’s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global strategy in the near futur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an announcement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in 2012. And it became a well-known strategy “Asia-Pacific 

Rebalance”, and the goal of this strategy is to create a strategic containment for PRC 

in a new era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lays a key role 

during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Roles and behaviors of Taiwan's administration 

will affect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when Obama’s administration execute the strategy 

of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Key Words：Neo-Realism、Asia-Pacific Rebalancing、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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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稱中共)於 1978 年在鄧小平採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

的經濟發展策略後，在 2010 年已經成為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也在軍事武

力上繼美國與俄羅斯之後，成為第三大武器輸出國。1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

林頓(Hillary Clinton)2011 年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數位期刊網上發表了

一篇《America’s Pacific Century》2，文中定調亞太地區為未來外交、政治以及戰

略的核心，為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鋪路。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於 2011

年成功狙殺賓拉登後，隨後在 2012 年 1 月公佈《維繫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

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的

戰略報告，旨在於全球戰略佈局重心移至亞太地區，即是「亞太再平衡」(Asia 

Pacific Rebalancing)戰略，等於向世界與中國宣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權力不容

挑戰，其利益更不容其他潛在強權瓜分。3世界面對中共經濟成長帶動軍事現代

化所帶來的「中國威脅論」更是日益發酵。雖然美國大張旗鼓地推行「亞太再平

衡」戰略，被視為戰略目標的中共在回應卻是相當的平淡，相關回應如後： 

首先是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 2012年 2 月 14日會晤美國總統歐巴馬

後，「中」、「美」雙方共同發布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經濟

對話議定的《關於加強中美經濟關係的聯合情況說明》4來當作聯合聲明的開場。

這是美國正式公佈「亞太再平衡」戰略後，第一次的中共官方聲明，並且可從聲

明中看出中共刻意淡化美國的戰略意涵。 

                                                           
1 李潔宇、鄒立剛，「從”權力轉移”到”權力共享”-中國南海戰略的理論定位」，中國外交(北京)
，2015年10月(第10期)，頁90。 

2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1 October, 2011, <http://foreig
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09 August 2016). 

3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2 Janurary, 2
012, <http://www.pacom.mil/Portals/55/Document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09 August 
,2016). 

4 「《關於加強中美經濟關係的聯合情況說明》發布」。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年2月15日，<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102011613>(2
01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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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 2012 年 11 月 17 日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中，胡錦濤的發

言並未對美國「再平衡」政策有特別著墨，僅僅於談話中強調與已開發國家建立

長期發展，並進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5此舉不僅巧妙的避開敏感的「中」、「美」

競合問題，也同時向美國釋出善意，讓美國了解中共是積極尋求和平，而並非要

與美國競逐世界龍頭。 

隨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於 2012 年 11 月 19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

美國亞太戰略相關問題表示中共已經注意到美國發展「亞太再平衡」戰略，然而

中共將會就經濟合作、區域安全合作以及參與國際事務等方面尋求與其他國家共

同努力，再度地向美國釋出善意，並且保持中共外交政策的一貫性 6。 

就上述發言內容中可以發現，中共刻意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官方

回應上進行冷處理，不願意隨著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起舞。但是，中共在習近

平的領導之下，無論是在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推動上，先後強調「中國夢」、「兩

個百年」願景與「一帶一路」戰略，並積極籌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期能藉建立中共和平崛起的形象並積極協

助開發中國家完成基礎建設，進而拉攏亞太地區週邊國家來突破美國、日本與南

韓等亞洲國家共同進行的圍堵政策。無論中共的反應與態度為何，美國持續透過

「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軍事、政治、外交與經濟等方面積極深化亞太地區的影響

力，藉由各類型的雙邊及多邊軍事演習來展現其先進的軍事科技與多元化的作戰

能力。 

中華民國(以下稱臺灣)位處第一島鍊中央，面對中共經濟成長所造成的軍事

力量不對稱，臺灣未來必須更加積極應對未來的發展可能帶來的直接和間接衝突。

臺灣對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看法一直保持樂觀其成。2014 年 11 月 13

日，前總統馬英九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表態支持美國的「亞洲再平衡」

政策並且樂見「美」、「中」兩國出現新的互動關係。7 

                                                           
5「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2年11月17日，http://ne

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12.htm(2016年6月19日）。 
6 孫奕，「20分鐘回答10個問題外交部新發言人獲讚"反應快"」，中國經濟網，2012年11月20日
，<http://big5.ce.cn/gate/big5/intl.ce.cn/qqss/201211/20/t20121120_23862237.shtml>(2016年6月19
日)。 

7 仇佩芬，「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馬英九表支持”」，風傳媒，2014年11月14日，<http://ww
w.storm.mg/article/24586>(201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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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第十四屆總統蔡英文女士的就

職演說在針對兩岸問題部分：「1992 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

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8，

蔡英文在最敏感的兩岸關係議題上採取了迂迴戰術，雖然使兩岸關係並未如預期

的緊張，然而在後續的兩岸執政黨的各項交流與對話卻因為雙方在以往交流的

「九二共識」基礎上沒有取得共識，造成兩岸關係現況形成「三個沒有」與「三

個緊繃」。
9 

在美國方面，眾議院與參議院在總統交接典禮前持續針對關於臺灣的議題表

達更多善意。美國眾議院於 2016 年 5 月 16 日通過決議案，重申《臺灣關係法》

以及美國對臺「六項保證」。參議院接著於 5 月 20 日提出參院版的『臺灣關係

法與六項保證是「美」、「臺」關係的重要基石』共同決議案。10此外，美國眾

議院在2016年5月18日通過2017年「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授權邀請臺灣擔任美國環太平洋軍演的觀察

員。11當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直接威脅到中共的利益時，中共勢必會有所

反制。筆者認為在「中」、「美」雙方若均以「一個中國」政策來作為交流的前

提下，臺灣的國際地位不比戰略地位來的重要。不論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

略或者是中共的崛起，對臺灣的長久利益來說，兩岸關係能保持和諧穩定才是關

鍵。 

二、研究目的: 

自 1949 年以來臺灣一直為「美」、「中」關係角力的熱點，兩岸關係深受

影響。在外交空間上，「美」、「中」共同發布的三個公報，使「一個中國」政

策開始在國際間發酵，就如鐵籠般限制住臺灣在外交的空間，尤其是臺灣退出聯

合國後，世界各國紛紛與臺灣解除正式外交關係，使得外交困境雪上加霜。中國

                                                           
8 劉麗榮，「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中英文全文」，中央社，2016年5月20日，<http://www.cna.co

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12-1.aspx>(2016年5月20日)。 
9 林克倫，『蘇起：現在兩岸「3 個沒有、3 個緊繃」』，聯合新聞網，2017 年 1 月 25 日，<ht

tps://udn.com/news/story/7331/2250936>(2017 年 2 月 1 日)。 
10 廖漢原，「支持對台六項保證美參院提共同決議案」，中央社，2016年5月20日，<http://www

.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0008-1.aspx>(2016年5月22日)。 
11 廖漢原，「美眾院國防授權法邀台參與環太平洋軍演」，聯合新聞網，2016年5月20日，<htt

p://www.cna.com.tw/news/aopl/201605200404-1.aspx>(201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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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讓中共國力快速增長，使其得以透過外交手段壓迫臺灣的國

際空間，使臺灣的國際地位逐漸邊緣化。在經貿上，在亞太地區，面對三個東協

加一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誕生，使得臺灣在經貿上的競爭力減弱。在主權議題上，近來炙手可熱

的的南海主權爭議自二次大戰後便開始增溫，菲律賓向國際法庭提出的黃岩島的

仲裁案，使臺灣及太平島登上國際版面，臺灣前總統馬英九為確保太平島在南海

的主權地位，主動登島與召開記者會來證明。此舉，雖然引來美國的關切之意，

但卻成功地將臺灣再次受到關注。不論是中共主張的九段線還是臺灣主張的十一

段線，都將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中成為一個具參考價值的事實依據。在軍事上，美

國對臺軍售與擴大軍事交流也是「亞太再平衡」戰略之一，雖然使臺灣在國防與

軍事上獲得更有力的保障，但是也再次觸動了中共對臺實施軍事行動的想法。歐

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僅為「美」、「中」及「美」、「臺」關

係帶來新的篇章，也牽動了美」、「中」、「臺」三方的互動。馬英九政府執政

期間以及現任蔡英文政府的未來對於「亞太再平衡」的態度，可以找出兩岸關係

發展的脈絡以及未來走向。因此本論文研究目的與重點如后： 

(一)分析「亞太再平衡」戰略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二)分析「亞太再平衡」戰略對「美」、「臺」關係之影響。 

(三)分析「美」、「中」、「臺」三方未來的競合關係。 

(四)分析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與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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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從歷史觀點來看，美國自二次大戰結束後，便積極介入亞太地區的各項事

務，可以從美國直接或間接參與中國內戰、南北韓戰爭與越南戰爭等。美國在

1970 年代年尼克森當政期間，中共經濟改革開放的想法也正開始萌芽，美國認

為中共態度之轉變也許是能夠扭轉或緩和冷戰期間「美」、「蘇」兩強戰爭一觸

即發的關鍵因素。1972 年 2 月，尼克森接受周恩來之邀請前往中國訪問，並且

會晤了毛澤東。尼克森希望藉由訪問中共，在其建立正式外交之前先建立友好關

係，並使中共能夠配合其牽制蘇聯的戰略。12美國在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與中

共建交，並與臺灣斷交，正式啟動了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更在 1980 年美

國國防部長布朗(Harold Brown)訪中後，揭開了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序幕，雙方的

互動與合作一直到 1989 年天安門事變後，「美」、「中」因理念不同，導致合

作破局後才告一段落。 

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美國在面對中共與臺灣問題主要依據「中」、「美」

簽定「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等三個聯合公報以及美國國

內通過的「臺灣關係法」。據此，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首先必須考量

到在亞太地區於其匹敵的對手-中共的反應與反制作為，以及臺灣對此一戰略的

態度，兩者的態度與作為勢必影響到兩岸關係。不論此一戰略是否僵化「美」、

「中」關係或是深化「美」、「臺」關係，均會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為了能夠

完成本論文的研究，文獻參考必須著重在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同時，

就「美」、「中」、「臺」三方的態度不同角度來分析並且預判未來亞太地區與

兩岸關係局勢發展的走向。各方學者針對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意圖進

行諸多研究。筆者就「亞太再平衡」戰略對「美」、「中」關係、「美」、「臺」

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影響進行文獻回顧與探討，最後依據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

與川普上任後的百日新政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回應與發展來預測「美」、「中」、

「臺」三方互動以及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 

  

                                                           
12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 1962-1972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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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太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首先就「亞太再平衡」戰略對「美」、「中」關係之影響進行回顧與探討。

大陸學者顧煒認為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目的在於利用複合型的離岸平

衡手段來遏止中共崛起，依地緣政治與歷史文化背景影響下而產生的複合型的離

岸平衡，主要施力點就在於臺灣與日本。13顧煒認為臺灣在中共地緣上與歷史的

使命感上的意義極大，更是「美」、「中」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尤其是臺灣的

問題若無法解決，將會影響中共未來發展與安全。而臺美關係的發展將會直接影

響「美」、「中」關係。顧煒也分析，美國必須加強對臺灣的控制，一方面避免

臺海局勢的失控，一方面要提供臺灣強而有力的支持，才足以平衡中共的實力。14

金燦榮等學者認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以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個方面

來推動，並認為其對中共未來國家利益的影響甚鉅。金燦榮文中引用了北京大學

牛軍教授的說法，認為「中」、「美」關係定位於“相互依存不斷上升的競爭關

係”。15對於中共來說臺灣和南海主權議題是核心利益並且牽動「美」、「中」

關係的平衡。同時，美國推行戰略，不僅激化了東海跟南海議題也藉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在經濟上減弱中共在東亞的影

響力。若美國加重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力道，將會使「美」、「中」關係

出現失衡。對於中共而言美國是否能夠持恆順利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與TPP

將會是中共未來應對雙方關係變化的依據。16 

王緝思在「“兩個秩序”下中美如何共同進化」文中提到，「美」、「中」關

係的核心問題在於“兩個秩序”或“兩個領導權”，文中所提的秩序，其內涵包含了

力量格局與規則。以美國推動TPP為例，雖然TPP追求的是制定世界貿易、投資

與金融的規則，但是在中共眼中卻極具針對性。由於兩造對於規則的看法不同，

因此未來「美」、「中」的博弈更會體現在規則之爭。王緝思認為，「美」、「中」

兩國在追求政治上的秩序，因其目標不同，所以對於政治秩序上的認知與態度也

                                                           
13 顧煒，「美國的“亞太再平衡 ”是複合式離岸平衡戰略」，東北亞學刊(天津)，2013 年 9 月(第

5 期)，頁 55-59。 
14 顧煒，「美國的“亞太再平衡 ”是複合式離岸平衡戰略」，東北亞學刊(天津)，2013 年 9 月(第

5 期)，頁 60。 
15 金燦榮、劉宣佑、黃達等合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東北亞論壇(吉

林)，2013 年 9 月(第 5 期)，頁 6。 
16 金燦榮、劉宣佑、黃達等合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東北亞論壇(吉

林)，2013 年 9 月(第 5 期)，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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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17 

王帆認為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係造成美中的戰略分歧加大的原因之

一。為了要避免「美」、「中」關係惡化，王帆主張美中之間要堅持戰略性共識

與強化兩國相互尊重的態度。再者，「美」、「中」必須強化戰略性的有效溝通

與針對性的交流。其三，以戰略穩定促進戰略信任。其四，強化非零和的新型戰

略思維。其五，深入分析「美」、「中」競合關係的特性與實質意義，來消除惡

性競爭，推展雙方合作。最後，運用科學的戰略評估，促成相互制約與糾錯之機

制來解決雙方的問題。18 

張仕榮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及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文中認為，中共

必須運用經濟合作與政治鬥爭的兩手政策，在經濟上尋求與美國合作，在政治上

面對美國的打壓應該合理的競爭，達到鬥而不破並用競爭促進合作。同時，張仕

榮認為中共目前不可能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因此，中共必須在非傳統安全領域

上謀求「中」、「美」合作。19 

楊仕樂於「解析中共觀點的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文中，統計並分析了

中共官方媒體與學者針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報導與看法，大部分的評析文章

與報導為負面的看法。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的資源無法支撐其亞太再平衡戰

略，換言之，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同時也點出美國國內部份學者對於歐巴

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抱持著反對的態度。20 

張登及認為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為了維繫其霸主地位，然而此

一戰略持續進行中，未來發展仍有待觀察。張登及分析美中之間實力尚有一段差

距，而且中共週邊的國家便成為測試中共戰略底線的棋子，即便「美」、「中」

                                                           
17 王緝思、徐方清，「“兩個秩序”下中美如何共同進化」，中國外交(北京)，2016 年 1 月 (第 1

期)，頁 38-39。 
18 王帆，「中美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分歧與化解」，中國外交(北京)，2016年1月(第1期)，頁46-5

0。 
19 張仕榮，「"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及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20

12年7月(第4期)，頁33。 
20 楊仕樂，「解析中共觀點的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國防雜誌(臺北)，第28卷2期(2013年

3月)，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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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關係緊張，但不至於引發雙方的軍事衝突。21 

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認為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是具全面性的，

而並非針對中共或是任何一個單一國家。同時，「美」、「中」關係未來的發展

應該保持良性競爭，目標為追求雙贏，並非傳統的零和遊戲。在面對突發狀況之

下，「美」、「中」應該通力合作，解決問題。同時「美」、「中」兩國必須盡

到大國的責任，維持國際體系的運作並且朝向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目標前進。22 

懷特(Whitten)等學者認為，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核心目的在於維

護其國家在亞太地區之利益，尤其是在南海部份，更是海上交通的樞紐。而關於

「美」、「中」關係部份，美國期藉由此一戰略，邀請中共共同參加國際事務與

軍事交流來提升中共的軍事透明度並且建立起雙方合作的管道，如：環太平洋軍

演(Rim of the Pacific, RIMPAC)。23 

哈洛德(Scott W. Harold)認為美國推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面臨五大挑戰，

進而影響戰略的推行。第一：與美國友好的亞洲國家面臨中共與北韓的軍事威脅

時，美國無法保證其安全；第二：美國的重要友邦要求美軍自境內撤離；第三：

美國在檯面上或檯面下將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交付給中共，並且形成兩個對立的

集團；第四：TPP 協商破局；第五：國防資源與預算不足以支撐「亞太再平衡」

戰略。24排除美國自己本身國內的問題，「美」、「中」之間的關係與角力關鍵

在於亞太地區的國家的態度，尤其是東協成員國。就其觀察，「美」、「中」兩

國目前不至於發生衝突。 

二、「亞太再平衡」對「美」、「臺」關係之影響 

在「美」、「臺」關係方面，大陸學者黄日涵及張華於《美國研究》2015

年第 4 期中所載《臺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角色及影響分析》中主要針

對臺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對「美」、「中」關係與兩

                                                           
21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

，第14卷第2期(2013年4月)，頁85-88。 
22 Phillip C. Saunders,“The Rebalance to Asia: U.S.-China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St

rategic Forum,INSS, SF No. 281(Aug 2013)：1-16. 
23 Gregory H. Whitten and Erum R. Jilani, E. R.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Kennedy Sch

ool Review, 14 (2014)：10-14. 
24 Scott W. Harold, “Is the pivot doomed? the resilience of america's strategic 'rebal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7(4), (2014)：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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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關係等影響進行分析。在臺灣角色定位部分，區分為美國歐巴馬政府觀點，臺

灣馬英九政府觀點以及「美」、「臺」學界觀點，有助於進行客觀的分析。筆者

認為，大陸學者對於「美」、「臺」關係的了解也有助於判斷未來「美」、「中」

關係及兩岸關係的發展。 

黃日涵等認為美國配合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執行期程，自 2011 年起，透

過對臺政策聽證會、香格里拉論壇以及美國在臺協會等管道強調臺灣對美國在亞

太進行經貿活動及維護區域和平穩定任務的重要性。文中同時指出美國考量中共

的壓力與觀感等因素下，未具體將臺灣納入美國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亞

太安全防護鍊。但是，文中預判，當臺灣由民進黨政府於 2016 年主政後，同時

「美」、「中」又於南海發生摩擦，美國將會提升臺灣在其「亞太再平衡」戰略

中的地位。25筆者認為美國處理國際關係事務係基於現實主義的理論以追求權力

來維持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未來美中在亞太地區競合趨於白熱化的時候，臺灣

將扮演關鍵第三方。 

哈洛德（Scott W. Harold）認為美國對於臺灣來說，是執行「亞太再平衡」

的重要關鍵之一，因此就美國對臺灣持續軍售的動作以及處理克里米亞事件失敗

的前車之鑑，美國不會將臺灣當作與中共談判或是交換條件的籌碼。26 

忻懌與朱衛斌也認為臺灣是中共的國家核心利益，同時也是美國與中共博弈

過程中關鍵的棋子。然而，兩岸關係在馬英九政府的努力下有長足的進展，使得

兩岸關係較為和緩。雖然美國樂見臺海的穩定，但是，一方面卻擔心雙方交流過

於頻繁，進而使臺灣這個關鍵的棋子失效，因此使歐巴馬政府必須更加深化「美」、

「臺」關係。27 

林岡認為「美」、「臺」關係自受到「美」、「中」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影

響而有所限制。林岡認為美國內部在對臺政策上最少有三大派系。第一為維持臺

海不統、不獨、不武的主流派；第二為是臺灣遏止中共崛起的冷戰派；第三為認

                                                           
25 黄日涵、張華合著，「臺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角色及影響分析」，美國研究(北京)

，2015年7月(第4期)，頁131-132。 
26 Harold, S. W. “Is the pivot doomed? the resilience of America’s strategic 'rebal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7(4), (2014)：85-99. 
27 忻懌、朱衛斌合著，「“ 亞太再平衡”戰略與美臺防務關係新進展」，遼寧大學學報(遼寧)(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7月(第4期)，頁16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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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實力拉進後，臺灣的戰略影響力降低的棄臺派。就林岡分析，倘若「美」、

「中」關係逐漸良好，美國將會在臺灣問題上收手，而中共可以在面對臺灣問題

時減少外力的干預。28 

黃日涵等也認為馬英九政府對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保持著支持的態度，

並且表達美國的政策在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看法，馬政府也持續強調臺灣在

其戰略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馬英九政府在 2012 年 12 月與美國前助理

國務卿希爾(Christopher Hill)表達希望美國協助臺灣加入 TPP，在 2013 年時任臺

灣民進黨主席的蘇貞昌亦希望臺灣在「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並且期待美國協助臺灣加入 TPP，藉以强化「臺」、「美」之間與週邊國家的合

作關係。29馬英九政府認為，美國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時空背景與數十

年前美國採取的圍堵政策時期不同之外，仍然期盼持續改善兩岸關係並維持海峽

間的和平穩定，因此在兩岸關係、東海與南海問題上均不願意挑釁中共，更不會

加入圍堵中共的軍事聯盟。 

黃日涵等提出美國部份學者如：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

(Richard Bush)和已故美國在臺協會前理事主席白樂崎(Nat Bellocchi)的觀點，均

認為臺灣是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受益者。但是，黃日涵也引用美國馬

里蘭大學凱斯特纳(Scott L. Kastner)教授之看法，臺灣為了要能夠持續從美國「亞

太再平衡」中獲取利益，前提必須是不能挑釁中共，且中共不走民族主義之道

路。30據文中分析，美國學者也普遍認為，「美」、「臺」依據「亞太再平衡」

戰略的目標下，存在著非公開與非官方的雙邊互動，而美國也持續提供鉅額軍售

與積極協助臺灣加入國際組織來釋出善意。 

黃日涵等更指出在 2012 年，時任美國在臺協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在演講時承認美臺之間很多事情不能說。美國保守派學者則是認為臺

灣與中共具有實戰經驗，且設置於臺灣的長程雷達有助於協助美國培訓情報與偵

察的專業人才。此外，臺灣能配合美國推動災難救援與人道主義援助的任務。美

                                                           
28 林岡，「美國涉臺政策的變化趨势」，浙江社會科學(浙江)，2015年11月 (第11期)，頁：17-

18。 
29 黄日涵、張華合著，「臺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角色及影響分析」，美國研究(北京)

，2015年7月 (第4期)，頁133-134。 
30 黄日涵、張華合著，「臺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角色及影響分析」，美國研究(北京)

，2015年7月 (第4期)，頁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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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學者對於美國政府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是否要清楚指出臺灣的角色定位，

抑或是持續採戰略模糊均有不同看法。但是多數認為美國政府必須透過軍售、軍

事人員交流以及邀請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等作為強化「美」、「臺」關係並且提升

整體作戰能力。筆者認為，黃日涵等係以中共角度來剖析「美」、「臺」學界對

於「亞太再平衡」戰略對臺關係之影響，也間接可以了解「美」、「臺」學者對

於中共面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看法以及「美」、「中」關係未來發展之趨勢。

張華認為中共位在臺灣海峽的另一端，若海峽兩岸採取的是對立姿態，臺灣的優

勢便是中共的弱勢，而「美」、「中」關係的緊張將會促使「美」、「臺」關係

的緊密，臺灣具有以下三種角色：31 

一、 穩定可控的兩岸關係的維護者。 

二、 「美」、「臺」實質關係的提升者。 

三、 亞洲海洋爭端低調的聲索者。 

就臺灣身為穩定可控的兩岸關係的維護者而言，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對

於「美」、「中」、「臺」三方來說是最好的現況。一方面可以使美國「亞太再

平衡」戰略順利推展，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中共與亞太國家推行各項交流與促進國

內經濟發展。在臺灣方面，可以從在軍事與經貿議題上從「中」、「美」雙方獲

得必要的利益。就筆者分析，臺灣在 2016 年政黨輪替後，在不同的政黨理念的

領導下是否能夠繼續成為穩定可控的兩岸關係的維護者將值得「中」、「美」雙

方列為重點觀察項目。 

其次，就「美」、「臺」實質關係的提升者方面， 2012 年 7 月薄瑞光在演

講時提出，美國過去視臺灣為一個議題來面對，而現今則是以一種關係來進行交

流，範圍涵蓋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層面。32而美國也利用此一關係，透過高於市

價的軍售項目來平衡臺灣對美貿易順差並要求臺灣開放美國牛肉來換取「貿易暨

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的商談基礎。

筆者認為「美」、「臺」關係的維持與提升不僅僅在於美國重返亞太政策，而是

在 2008 年至 2016 年馬英九政府推行的兩岸政策順暢，並且與大陸簽訂多項雙邊

                                                           
31 張華，「台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三重角色。」，領導文萃(福建)，2014 年 11 月(第

21 期)，頁 48-51。 
32 張華，「台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三重角色。」，領導文萃(福建)，2014年11月(第2

1期)，頁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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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有關。美國為避免臺灣在經濟上與過度依賴中共，進而使中共有機會開創政

治統合的契機。若是兩岸最終走向統一，將對美國在推動「亞太再平衡」的戰略

造成極大的阻礙。因此，美國必須對臺釋出更多協助與雙邊交流的利多來維繫與

提升「美」、「臺」關係，避免兩岸走向統一之途。 

最後，臺灣身為亞洲海洋爭端低調的聲索者部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

中，透過東海與南海海洋爭端持續對中共施壓，使海域內國家，包含日本、菲律

賓以及越南等國與中共產生對立。33然而，臺灣在釣魚臺與南海主權問題上也是

主權聲索方，因此立場將會與中共較為相近。因此，黃日涵等認為臺灣大概會扮

演以下三種角色：一、放棄對爭議海域的歸屬權的訴求；二、做一個言行上低调

的聲索方；三、與中共聯手。 

就黃日涵等學者認為，上述第一與第三選項均不符合「美」、「中」、「臺」

三方的利益，在多方利益考量下，臺灣一定會做一個言行低調的聲索方。因此馬

英九政府當政時期，提出了南海與東海和平倡議，使得亞太地區在緊張的海洋爭

端氣氛中稍感緩和。筆者認為，近來因菲律賓針對黃岩島提出國際仲裁，並使臺

灣所屬之太平島納入黃岩島仲裁案的依據之一。對此，臺灣當局維護太平島主

權，不得不高調發聲與進行實質宣告行動，仲裁結果出爐後，無論中共承認與否，

將會使得南海海洋主權爭議持續延燒。 

三、「亞太再平衡」對兩岸關係之影響 

在兩岸關係方面，李偉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一文中提及，美國在臺海的政策上採取較為保守的動作。美國對於兩岸「不統、

不獨、不武」的基本立場並沒有改變。因此，依據此分析可以洞悉美國的心態，

兩岸只要維持著對峙的現況，美國就可以從中介入，一方面從中共當局取得談判

的籌碼，一方面從臺灣當局取得各項軍售與經貿利益。因此，無論是兩岸統一還

是臺灣獨立，都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 

隨著臺灣當局執政黨的輪替，從1995年至1996年間的臺海飛彈危機的發生，

美國首重「不武」。然而，在2002年至2008年間因為前總統陳水扁提出的「一邊

                                                           
33 黄日涵、張華合著，「臺灣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角色及影響分析」，美國研究(北京)

，2015年7月(第4期)，頁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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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正名」或是「修憲」的偏向獨立行為時，美國改變成以「不獨」為主

要訴求。美國雖然讚許馬英九政府在2008年執政後，持續與中共維持良好互動，

但避免改變兩岸的現狀，美國的主要訴求變從「不獨」改變成為「不統」為首重。34

李偉也認為，若是美中兩國積極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深化兩岸協商成果以及強化

兩岸關係的獨立性，將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35隨著臺灣執政黨的輪替，

對中共的交涉也持續地改變，然而這種持續改變的路線使美國有了操作三方關係

的空間。 

張孟湧認為在希拉蕊•柯林頓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後，等同正式宣告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外交政策與決心，而兩岸

關係取決於「美」、「中」關係所帶來的影響。36因此臺灣在面對兩岸關係的發

展與走向，勢必會受到「美」、「中」兩大國之間互動的影響。 

林紅在2013年於觀察雜誌中發表了一篇「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與台灣的地

位」，文中提到中國的崛起和美國重返東亞兩大因素，進而牽動「美」、「中」

關係與「美」、「臺」關係，同時也是影響兩岸關係的外部因素；文中同時引用

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的報告，臺灣問題仍然具有導致兩個大國直接衝突的影響

力。37由這段分析可以看出「美」、「中」關係影響兩岸關係之外，臺灣也會影

響兩個大國的互動，就如同一個迴圈，不斷地影響三方之間的互動以及國與國之

間的關係發展。 

邵宗海在鏡報撰寫了一篇「美國「亞洲再平衡」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文中

針對兩岸關係的議題中提到，臺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核心問題，而在

兩岸關係上，臺灣應採取的立場應是：兩岸關係應容許歧見，但卻不容兵戎相

見。38這段分析可以看出，臺灣的角色是「美」、「中」關係的重心，而兩岸關

係也因「美」、「中」關係的影響產生變化。 

                                                           
34 李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中央社會主義學報(北京)，2014 年

2 月(第 1 期)，頁 82-83。 
35 李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中央社會主義學報(北京)，2014年2

月(第1期)，頁84。 
36 張孟湧，「美國重返亞洲後兩岸關係的發展與走向之研究」，國家發展研究(臺北)，13卷1期(

2013年12月)，頁161。 
37 林紅，「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與台灣的地位」，觀察(臺北)，2013年9月(第1期)，頁58。 
38 邵宗海，「美國「亞洲再平衡」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鏡報文化(香港)，2014年12月22日。<

http://www.themirror.com.cn/article_x.asp?id=452> (2016年7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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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三方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2012年美國正式宣告執行「亞太再平衡」戰

略後，在馬英九政府期間，兩岸關係發展穩定和諧，使得兩岸關係十分熱絡。同

時。美國避免臺灣與中共的交往過從甚密，也頻頻運用軍售及高階官員訪臺的機

制替兩岸關係降溫。然而2016年5月20日後，臺灣政權由民進黨主政的新政府接

任，美國也於2017年1月20日後由共和黨的川普接任。因此在新的國家戰略與新

的外交政策影響之下，「美」、「中」、「臺」關係與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與轉

變將是值得關切的議題。 

綜合分析因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後相關的「美」、「中」、「臺」

三方研究文獻，可以見得，兩岸關係除了受到「美」、「中」兩國之間的互動影

響之外，臺灣執政當局的兩岸政策與對美交流的態度也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

及兩岸交流互動的活躍度。同時，執政黨的政黨理念以及領導人的企圖也將會影

響外交政策與國家戰略的發展。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論文將運用國際關係中的新現實主義理論作為研究途徑。坎尼斯•沃茲

(Kenneth N. Watlz)為首的學派提出了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因其強調透過國

際體系結構進行國際政治的研究與分析，因此又稱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其理論結合了以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為首所主張的霸權穩定

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強調權力是確保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39。在現實

主義中，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而國家為主要的行為者，由於基於國家意圖未

定論，因此在理性的前提下，國家必定會擴張自己權力來確保國家安全，而權力

平衡理論以及霸權穩定論為新現實主義中最重要的兩項論述。美國推行「亞太再

平衡」戰略意涵，符合了新現實主義內的攻勢現實主義，主要是在於國家為了求

生存與利益，必須藉由權力最大化來保障自身安全，而當前中共是美國當前的威

                                                           
39 Gilpin, Robert.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NO.4 

(1988): 59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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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為了要弱化中共就必須採用積極的圍堵戰略。同時，兩岸關係的互動則是符

合新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臺灣在無法追求權力最大的環境之下，必須

從「美」、「中」之間取得利益來求取兩岸關係的穩定，進而保障臺灣的生存與

利益。因此，筆者希藉由新現實主義之論點為來分析「美」、「中」、「臺」三

方的互動模式。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將透過文獻研究來了解「美」、「中」、「臺」三方對歐

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正面與反面看法，以及透過「美」、「中」關係、「美」、

「臺」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等論著來分析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走向與可行之建議。

筆者將當前所有與本論文相關之專書、新聞、報章雜誌、研究論文與期刊等進行

研究，從各階段歷史的角度來了解「美」、「中」、「臺」三方在亞太地區的競

合關係並且就近期發展現況來了解三方在外交與戰略的意向，重點置於美國「亞

太再平衡」戰略分別對臺灣與對中共之影響，進一步探討兩岸關係與「美」、「中」、

「臺」三方之外交與戰略關係。文獻來源除了新聞與各類型電子與網路期刊外，

亦包含政治大學館藏專書、報章雜誌、各類型期刊與學報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之範圍主要區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 2009 年歐巴馬就任後，任

命希拉蕊•柯林頓擔任國務卿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歐巴馬

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背景與發展以及對於亞太地區週邊國家的影響，

進而探討「美」、「中」關係、「美」、「臺」關係與兩岸關係。第二階段為蔡

英文政府執政後，先後面臨歐巴馬任期尾聲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與充滿變數的

川普百日新政，這些因素將會影響「美」、「中」關係、「美」、「臺」關係以

及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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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臺灣與中國大陸僅僅相隔一道臺灣海峽，但兩岸關係的演進卻受到位處東太

平洋的美國影響。2009 年迄今，針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相關研究文獻與資訊

不在少數，不論是針對「美」、「中」關係、「美」、「臺」關係還是兩岸關係

均有正反兩面的看法，但是此一議題的研究仍受到諸多限制，相關的限制如后：

首先，影響兩岸關係的要素眾多，且美國歷年來的對中與對臺政策均因為時空不

同有所修正。在中共的崛起與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交互作用上，本論

文將重點聚焦於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對於主要的亞太地區國家所造成的

影響，以及此戰略對美中、美臺以及兩岸關係互動帶來之影響。其次，對於本論

文限制因素在於文獻本身的立場，部分「東」、「西」方學者所著作的文獻均會

受到政治立場與出版著作的時空因素所影響，在分析「美」、「中」關係、「美」、

「臺」關係與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可能過於主觀或偏頗。因此，在整理文獻與研

究分析的過程中必須保持客觀的態度去分析各方看法。2016 年 5 月 20 日後，由

於臺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又 2017 年 1 月 20 日後美國總統由川普當選，因此

針對兩者之外交政策與國家戰略尚未成熟，且尚待修正，因此相關研究論著較為

稀少。因此，筆者將依據 2016年 5 月 20日後各項重大事件與新聞實施分析論述。

最後，研究國際關係的學派眾多，分析的角度也不盡相同，本論文主要以新現實

主義來進行論述與分析，因此將無法涵蓋所有的國家行為與國家政策推行的目

的。 

三、預期結果: 

本論文預期結果將以文獻分析與未來趨勢分析來獲得，找尋未來兩岸關係發

展的脈絡並且提供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建議。中共屬大陸型國家，地大物博、

人口眾多且具有龐大的市場；臺灣則是島嶼型國家，必須仰賴貿易、精緻農業、

科技發展與精密科技代工來增加經濟實力。臺灣受制於「美」、「中」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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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在政治上長期以來受到中共藉文攻武嚇之手段打壓。

另一方面，美國為貫徹「一個中國」的政策，且受制於中東戰事，長期以來僅視

臺灣為非官方的合作夥伴。然而，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政策推動後，使得臺灣

的地位再度提升。歐巴馬政府多次在公開演說上提及臺灣是美國的盟友。美國為

了能夠制衡中共的崛起，與臺灣的合作關係上必然會更加積極與緊密。從現今的

條件下來看，短期內亞太地區局勢和平與戰爭就在一線之間，朝鮮半島、南海以

及臺灣海峽便是區域和平關鍵的重要指標，而兩岸關係絕對是最重要的關鍵。所

幸，中共崛起的同時，內部仍有疆獨、藏獨與香港民主意識抬頭所帶來的隱憂。

中共在內部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將不會輕易地對外挑起戰端。美國則是甫將重心

轉移回到亞太地區，自中東戰場所耗損的國力也尚待恢復中，短期之間也會避免

發生大規模的區域軍事衝突。因此，臺灣要如何從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以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中國夢」中取得最大利益並且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穩定，

以及後續面對川普新政所主張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政策以及移民政策等，

是否會導致「美」、「中」、「臺」三方之間的關係生變，進而導致兩岸關係重

回到 1949年兩岸對立分治的緊張情勢，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本論文所預期的研

究結果。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研究架構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為途徑，針對美國推行「亞

太再平衡」戰略的目的與動機進行研究與分析，另一方面依據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歷史背景與「美」、「中」關係與「美」、「臺」關係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探討兩岸關係發展的脈絡。本論文第一章，主要在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回顧相關

文獻對於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後對「美」、「中」關係、「美」、「臺」

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分析與未來趨勢的預測。第二章針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

略推動的起源、戰略背景以及對於「美」、「中」、「臺」三方的影響。第三章

針對美國歐巴馬與中共習近平的國家戰略進行分析與比較，找出雙方戰略利弊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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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進而探討「美」、「中」關係的走向。第四章針對臺灣馬英九政府與蔡英文

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兩岸政策以及面對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相關作為進行

分析比較，進而探討馬英九政府與蔡英文政府在兩岸關係立場的差異。第五章針

對川普當選後的百日新政對與兩岸關係之影響實施分析與探討，最後於第六章結

論部分，分析整體「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川普百日新政對於「美」、「中」、

「臺」三方關係的影響，且著重在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趨勢，最後依照研究發現

提出合宜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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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演進與現況 

第一節 首位「太平洋」總統 

歐巴馬於2008年總統大選勝利後，成為了第一位非美國本土出生的總統，又

其出生地在夏威夷州，當歐巴馬於2009年11月14日出訪日本時，於演說的中發表

強調自己是美國第一位的「太平洋」總統，同時也暗示美國未來將視太平洋地區

的領導地位為未來戰略重要的目標。1 

國家的外交政策除了受到時空與政治及經濟因素外，也會受到領導者的生平

背景與個人特質所影響。歐巴馬不僅僅是第一位出生於太平洋地區的總統，因為

家庭的因素，歐巴馬曾經到過印尼就學，使其更具備亞太色彩。同時，他也是第

一位美國的非裔總統。這兩個先天的因素，使得亞洲地區的國家降低了與美國的

距離感，這使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具有其天生的優勢。 

歐巴馬當選時的美國，不論是在經濟、軍事以及外交上都面臨了新的挑戰。

在經濟表現上，美國甫歷經了次貸危機以及遭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2008

年跟 2009 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0.30%以及-2.80%，但是中共挾帶著舉辦北京

奧運的利多，其經濟成長率於 2008 年 2009 年分別為 9.60%以及 9.20%。2亮眼的

經濟成長率以及其廣大的市場更在 2010 年使中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緊追

在美國之後。在軍事上，美國仍然陷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泥沼，一直無法完全自

戰場中撤軍。在外交上，由於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執政期間不斷在中東地

區窮兵黷武，在區域安全問題上又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這個部份從小布希執政

期間邀請中共成為六方會談主辦國，以「美」、「中」兩國為首邀請俄羅斯、北

韓、日本及南韓共同進行談判，以達到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的。然而經過了六輪

的六方會談依舊沒有達成共識，為歐巴馬政府留下了一個需要解決的燙手山芋。 

                                                           
1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The White House,19 

Nov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
y-hall>,(30 Oct 2016). 

2 中華民國行政院經濟部統計處，「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2016年10月30日，<http://dmz9.mo
ea.gov.tw/GMWeb/common/CommonQuery.aspx> (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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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了解到中共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因此他必須任用一位具有

外交經驗的資深官員，成為他的亞太外交政策的推手，並且為朝鮮半島的核問題

找出解套方案。因此，歐巴馬相中具有豐富的外交經驗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然而，在希拉蕊•柯林頓還沒來的及解決北韓的核武問題，北韓先於

2009 年的 4 月 14 日宣布退出了各懷鬼胎的六方會談。3 

六方會談的促成，最早源自於北韓於 2002 年宣布發展核武而導致的核武危

機，北韓求與美國進行雙邊會談。然而美國不願意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單獨面對，

因此邀請中共等其他四國一起加入會談。筆者認為而中共願意接受邀請與美國共

同主導六方會談來解決北韓核問題的原因有三： 

一、 北韓是中共鄰國，發展核武未來對中共也有所威脅。 

二、 藉由主導六方會談，展現中共追求和平與發展，對於區域安全有貢獻。 

三、 利用六方會談，在各國談判當中獲取一定的外交利益。 

中共的經濟發展快速，也使其軍事實力與區域影響力大幅提升，「中國威脅

論」不斷地使區域內國家備感不安，然而美國的反恐戰爭以及「中」、「美」主

導的六方會談讓中共藉機推廣其一直秉持著五項原則與區域內國家和全世界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臚列如下：4 

一、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二、 互不侵犯 

三、 互不干涉內政 

四、 平等互利 

五、 和平共處 

六方會談讓中共可以將這五項原則付諸於實際行動，以和平崛起的態勢來取

代「中國威脅論」，來拓展與區域內國家交流合作的空間。歐巴馬就任後，不論

要面對的是中共的和平崛起還是中共的威脅，都將需要一個全面性的戰略來因應，

來維護美國長期以來的領導地位並且維護其國家核心利益。希拉蕊•柯林頓如何

為歐巴馬擘劃此一全面性的戰略，將於第二節中進行敘述。 
                                                           
3 趙元穎，「北韓試彈／北韓退出六方會談，驅逐核檢人員」，TVBS新聞網，2009年4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4/14/content_11184071.htm>(2016年10月30日)。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2000年11月7日，<http://www.fmpr

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87.shtml＞（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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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柯林頓的「第一次」亞太行 

前第一夫人希拉蕊•柯林頓為美國第四十二任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

之妻子，於第一夫人期間，除了隨同比爾·柯林頓出席國際場合的外交活動外，

在內政部分也積極參與各項政策與措施的推動。於2000年褪下第一夫人的光環後

，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並投身競選紐約州參議員，順利當選後成為第一個具有公

職的前第一夫人。但是，希拉蕊•柯林頓的野心不只於此，希拉蕊•柯林頓在2007

年表態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雖然於初選敗給了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但其政治

生涯並未因此結束，因為歐巴馬於2008年12月1日提名希拉蕊•柯林頓擔任國務

卿5 

希拉蕊•柯林頓於2009年1月就任國務卿後，其幕僚團隊就開始著手規劃2

月份前往亞洲進行參訪，使其成為自1961年以來第二位以國務卿身分的美國官員

以亞洲國家為首站進行參訪，受訪的國家計有日本、印尼、南韓及中國大陸。6筆

者認為，此次出訪的規劃深具意義，因為有別以往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選擇亞

洲成為出訪的第一站，代表歐巴馬政府的確計畫將其外交重心調整至亞洲地區。

相對地，各方也期待希拉蕊•柯林頓本次走訪亞洲所帶來的紅利。 

希拉蕊•柯林頓這次亞洲行的第一站設在日本，也許能讓日本在小布希時期

以及六方會談時所受的委屈，得以獲得平復。7同時，對於日本而言，美國長期

在國際合作議題上為了借重中共的影響力而採取「親中疏日」的作法。日本方面

在歐巴馬當選後，也正在聽其言、觀其行。美國的亞太政策一定要有具體的行動

才有可能贏回日本人民的心。 

第二站是印尼，最具指標性的東南亞國家，因為印尼不但與歐巴馬的童年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外，同時也是影響力日增的東協會員國。1976年在印尼舉行的

首屆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高峰會，會

                                                           
5 蔡筱雯，「希拉蕊任國務卿，歐巴馬「豪賭」」，蘋果日報，2008年12月2日，<http://www.ap

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81202/31191782/>(2016年10月30日)。 
6 “Hilrary says hello to Asia”, The Economist , 19 Feburary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

node/13145069> (30 Oct 2016). 
7 劉必榮，「希拉蕊到亞洲面面俱到」，天下雜誌(臺北)，2011年4月28日，<http://www.cw.com.

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9330 >(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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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奠定了東協會員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原則。8

希拉蕊•柯林頓的訪問，除了向印尼招手之外，也等同於向所有會員國打開歡迎

之門，展現出歐巴馬政府的友好態度。然而，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美

國甫自中東戰場離開，而美國在戰場上的敵人也是穆斯林同胞的一個分支。因此

，美國是否能夠依靠宣布與印尼成為全面夥伴關係來贏得印尼人民的心，是歐巴

馬政府必要下的功夫之一。9 

第三站為南韓，希拉蕊•柯林頓走訪的目的不外乎是針對六方會談中的朝鮮

半島無核化的問題與「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FTA）的受阻而來。南韓為美國在東北亞最為依賴的盟友，因為南韓

不僅是六方會談的談判方之一，同時也是面對中共跟北韓的最前線。無論在軍事

合作還是經貿交流，南韓都比其他國家來的積極與配合。因此，希拉蕊•柯林頓

的到訪，除了穩固美、韓關係外，也希望透過表達善意將北韓拉回六方會談的談

判桌上，來解決現在東北亞潛在的核武危機。 

希拉蕊•柯林頓亞洲行的最後一站為中國大陸，這也代表歐巴馬政府視中共

為重要競爭對象與合作夥伴。自「中」、「美」於1971年進行秘密外交後，中共

於這數十年內成為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最大核心利益與關鍵。不論是冷戰時期的

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透過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牽線

而形成的聯「中」制「蘇」戰略三角，繼而後之的就是「中」、「美」透過三個

公報來確立了國際政治上「一個中國」的地位，拉抬了中共的聲勢，同時種下臺

灣爾後退出聯合國以及與美國斷交的前因。而近年來不論是在美國遭受911攻擊

之後的反恐議題、北韓核武問題、全球經濟復甦問題、氣候暖化以及解決非傳統

安全議題上，美國都需要尋求中共的支持與合作。因此，與中共建立起一個戰略

對話的管道或是成為全面性的夥伴關係，都是歐巴馬政府掌權後首要的任務。 

綜觀希拉蕊•柯林頓的「第一次」亞太行，訪問的國家包括了美國在外交、

政治、經濟、軍事以及非傳統安全合作議題上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在地理上，「

日」、「韓」是「中」、「美」兩國在東北亞的緩衝區與角力區；在經濟上，是

                                                           
8 臺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發展簡介」，2014年3月31日<http://www.aseancenter.or

g.tw/ASEANintro.aspx> (2016年11月4日)。 
9 威廉森，「希拉蕊訪印尼受熱情接待」，BBC中文網，2009年2月18日，<http://news.bbc.co.uk

/chinese/trad/hi/newsid_7890000/newsid_7897900/7897959.stm>(201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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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也是主要的貿易夥伴；在外交上，為使朝鮮半島無核化，六方會

談上「日」、「韓」與「美」也被視為同一陣線；在軍事上，「日」、「韓」一

直與美國交流密切，無論是軍事交流或演習，強度跟頻率都遠超過其他亞洲國家

，因此，「日」、「韓」絕對是歐巴馬執政後的重點出訪國家。 

印尼之所以被納入，在地理上，其領土的分布使其具有「千島之國」的地理

特性外，其廣大的領海與領土成為其經濟發展的優勢；在經濟上，印尼不但是東

協成員國中的骨幹外，也將會是協助美國搭上東南亞經濟發展列車的關鍵，來與

中共在經貿上競爭；在外交上，美國可以運用印尼在宗教與種族的和解上使力，

降低美國在亞太地區穆斯林的敵意；在軍事上，印尼的軍事實力也因為與美國跟

南韓採購武器，成為一方之霸，對於未來海上及陸上的軍事合作都有發展性。如

此一來，美國可以透過位居東北亞的「日」、「韓」兩強以及東南亞的印尼形成

一個左右合擊的態勢。 

中共在西方世界的「中國威脅論」下成為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但是，中共

所在的中國大陸具有龐大的市場與天然資源，除了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十分亮

眼，中共也積極地將其軍事實力透過厚實的經濟基礎來培植，成為足以左右亞太

地區情勢的一方之霸。尤其是中共成立了東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的上海合作組織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後，更使其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大增，也等同為中共未來的區

域戰略及全球戰略奠定基礎。美國歷經了使其元氣大傷的兩場中東戰爭，依當前

的國力並無法同時兼顧亞太地區的利益或是避免區域性的衝突發生，才會有小布

希執政時，邀請中共一起來主導六方會談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中共近年也藉著

六方會談及北京奧運，打造出其愛好和平、追求經濟發展、承擔世界責任的形象

，這些行為讓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共日益壯大的事實。美國也十分清楚，依照世界

追求和平發展的共識下，中共的發展與茁壯已經是不可逆的，要如何減緩或是限

制其發展的速度與範圍，便是需要靠歐巴馬政府來擬定一個兼顧經濟發展、軍事

交流以及國際合作的全面性戰略，而這個戰略在希拉蕊•柯林頓訪問亞洲的同時

，已經悄悄的在歐巴馬與希拉蕊•柯林頓的幕僚團隊中成型，也就是爾後的「亞

太再平衡」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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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重返亞太」到「亞太再平衡」 

雖然歐巴馬政府的國家戰略於上任後就藉著出訪亞洲及積極參加亞太地區

各項會議等方式來修正與調整，但是並沒有非常明確地賦予一個代名詞。無論是

歐巴馬2009年11月出訪亞洲四國(日本、新加坡、南韓及中國大陸)時所發表的演

講中，還是2009年2月希拉蕊•柯林頓出訪亞洲四國(日本、印尼、南韓及中國大

陸)所發表的談話，均在在表示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合作以及維護區域安全是美

國的外交核心。直到希拉蕊•柯林頓在2011年10月11日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數位期刊網站上所發表的《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發表後，「重返亞太

」(Pivot to Asia)一詞開始被各界學者關注，也是未來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

(Asia Pacific Rebalancing)的前身。1希拉蕊•柯林頓這篇文章是自歐巴馬政府上

任之後，第一次清楚地闡述美國未來全球暨外交戰略的方向，也明確指出亞太地

區是未來國際政治的重心，不論是外交經濟、或是軍事戰略都會一併調整。因此

，美國與亞太地區的學者們開始研究此戰略未來對全球情勢與區域安全所帶來的

影響，其中研究最多的莫過於「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 

「重返亞太」一詞具體化了歐巴馬政府整體的經濟、外交以及軍事戰略方針

，這也足以稱為歐巴馬政府國家戰略的三叉戟。這三個面向，歐巴馬首重的就是

外交戰略，國際關係是人際關係的延伸，外交戰略的成敗將會影響歐巴馬政府在

世界的領導地位，軍事以及經濟戰略便是輔助其外交戰略的重要因素。歐巴馬與

希拉蕊•柯林頓兩人都深知美國在小布希執政期間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發動的兩場

戰爭，其所耗費的成本大於國家利益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並且嚴重影響到國家

經濟實力。 

在軍事戰略的調整上，美國軍隊士氣因為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上陣亡與傷殘

的人數日漸攀升而受到重挫，使得美國人民開始浮現越戰時期的陰影。因此，中

東地區對歐巴馬政府來說，就像是一個滿佈政治地雷的危險區域，稍有不慎就會

讓歐巴馬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丟掉政權。歐巴馬上任不久後，美國國內以及伊

拉克當地政府開始出現了要美國撤軍的聲音。但是歐巴馬政府為了不被國際看笑

                                                           
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1 October, 2011, <http://foreig

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04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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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苦尋為中東戰場劃下完美句點的關鍵，直到2011年5月2日美國海豹部隊突襲

奧薩瑪•賓拉登(Usāmah bin Lādin)在巴基斯坦藏身處並將其擊斃後，歐巴馬政府

妥善利用這個強而有力的理由，開始著手將駐守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軍隊開始分

批撤離，不僅使歐巴馬政府在得以從軍事戰略上的難題中解了套，也能配合其國

家軍事戰略的轉變，進而將軍事部署的重心移至亞太地區。 

在歐巴馬於2012年公佈《維繫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中明確的指出美國

現在屬於一個戰略機遇期，是調整美國政府長期的重「歐」戰略與政策的絕佳時

機點，並強調美國的軍事力量一直為了維持世界安全而努力，然而亞太地區的區

域安全面對的挑戰與困境日益增加，美國樂意且願意為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提

供協助。這也是歐巴馬首度將「再平衡」(Rebalance)一詞運用在此篇文章中，更

定調了歐巴馬政府未來的國家戰略方向，就是「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Pacific)。其中在軍事上最強而有力的證明就是在美國國防預算逐年縮減的窘境

中，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下轄的陸軍指揮部指揮官編階，自2013年前的三星上將編

缺擴編成為四星上將編缺，不論是在象徵上還是實質上的戰略調整都展現出非常

強而有力的決心，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總共有了三位四星上將，讓歐巴馬政府在

亞太地區的軍事曝光率大為提高。 

由於軍事戰略的限制因素較多，相形之下經濟戰略較容易形塑與調整，因此

歐巴馬政府上任後就開始積極著手國內與國外的經濟戰略，無論是振興國內經濟

還是要與中共競爭極具潛力的亞太市場，都是當務之急。當歐巴馬首次於2009

年11月14日訪問日本時所發表的演說中，除了將重心放在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安全

合作外，其餘主題均環繞在經濟貿易的合作以及協助全球與亞太地區經濟復甦，

無論是全球性的二十國集團(Group Twenty, G20)還是區域性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都是可以促進經濟合作的平臺，

同時也強調與中共的經濟競爭與合作的不是零和遊戲，經濟的成長也不需要藉由

損害他國利益換取，而最具亮點的部分就是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來強化區域經濟合作為目標。2 

                                                           
2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The White House,19 

November,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
suntory-hall>,30 October 2016. 



 

26 

由歐巴馬的主張中可以了解，美國既然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就必須與亞太地

區的國家與組織進行整合，並且同時呼應其在2009年11月在日本提出致力於推動

美國加入TPP3的宣言。因此，在2010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領袖宣言中表達，

建立起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Pacific, FTAAP)的基礎將建立於

東協加三(日本、南韓及中國大陸)，東協加六(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洲、紐

西蘭及印度)或者是類似TPP的區域經貿組織與自由貿易協定。4無論是東協加三

或是東協加六，均沒有美國的一席之地，因此對於歐巴馬政府2010年當時的亞太

經濟戰略來說並無實質的幫助。歐巴馬政府的經濟戰略若需要與亞太區域接軌，

除了APEC以外，就是美國長期以來興趣不高的TPP。同時，由於TPP的成員國中

並沒有中共，因此歐巴馬政府可以藉由TPP的締約與推行可以使美國自成一派，

與躍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共保持經濟上的競爭，甚至可以拉開兩國之間的距

離。 

從希拉蕊•柯林頓親手擘劃的「重返亞太」到歐巴馬團隊修正後所提出的「

亞太再平衡」，雖然在用詞上有了改變，但是戰略意涵同樣是將美國的外交、經

濟以及軍事重心移回亞太區。筆者認為，相較於希拉蕊•柯林頓的「重返」(Pivot)

，歐巴馬的「再平衡」(Rebalance)在用詞上顯得比較柔性，也比較不會使中共產

生被威脅感。同時，「再平衡」一詞可以一語雙關，可以代表美國政府在歐巴馬

的領導之下，將歐亞大陸上的外交關係定義出新的平衡點，不再是重歐輕亞；另

一方面則是要平衡美國政府長期失衡的亞洲政策，因為自二戰結束，美國雖然在

日本、南韓以及菲律賓均有駐軍。但是，自美國在1992年從菲律賓全面撤軍之後

，美國的亞洲政策往往都是重日本以及韓國為首的東北亞而忽略東南亞地區的國

家，這種情形也將不利於歐巴馬政府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無論是歐、亞兩區

的戰略平衡還是亞洲區域內的戰略平衡，歐巴馬都希望在他領導的美國能夠保持

其世界的領導地位，讓日益壯大的中共能夠在國際政治中多擔負大國應有的責任

，而非無限制地發展軍事力量，造成區域的動盪與不安。 

  

                                                           
3 TPP 的起源係來自於 2005 年 5 月 28 日，汶萊、智利、紐西蘭及新加坡四國協議發起泛太平洋

夥伴關係，發起國與其他五國正進行磋商，其中包含澳洲、馬來西亞、秘魯、美國及越南。 
4 APEC, “2010 Leaders' Declaration,” 13 November, 2010, <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

/Leaders-Declarations/2010/2010_aelm.aspx>(12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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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反應 

柯林頓以及歐巴馬的亞洲行以及兩者先後提出的「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

衡」戰略皆會對亞太地區境內的國家造成正負兩面的影響，而歐巴馬的「亞太再

平衡」戰略是否能夠奏效，也端賴亞太境內國家的支持與配合。本節的主要論述

內容係彙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競爭對象(中共)與美國二次大戰後重要合作

的盟(友)邦國家(日本、南韓、臺灣)對於歐巴馬政府所採行的「亞太再平衡」戰

略之態度。 

一、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和平崛起」使得世界各國開始對於其存在以及壯大逐漸有感，不同

於美國將自己定位為世界警察的身份介入各國事務，中共致力於發展經濟、開發

市場、吸引外資以及拉攏週邊國家，以經濟力量來擴展軍事實力。柯林頓在2009

年2月第一次以亞洲國家為首訪的最後一站就是中國大陸，同時讓歐巴馬政府開

創「中」、「美」雙方競合的新篇章。2009年正好也是中共建立政權的第六十週

年以及「中」、「美」建交的第三十週年，使得柯林頓以及歐巴馬的出訪更具戰

略意義。雖然歐巴馬政府在2012年1月才正式定調了「亞太再平衡」。但是，歐

巴馬政府在亞太的一舉一動都看在中共的眼裡，筆者列舉了中共官方自2009年歐

巴馬亞洲政策初創以及正式宣告「亞太再平衡」戰略後，中共在這兩個時期重要

的回應。 

中共對歐巴馬亞洲政策初期的回應，首度回應係在柯林頓於2009年2月訪中

行程結束後。雖然中共官方並無立刻針對柯林頓訪問期間的言論進行評論與發表

看法，但是從2009年3月13日，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的楊潔篪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

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努力推進

21世纪中美全面合作關係》中可以明白中共對於美國亞太戰略的期望是合作大於

競爭。文中不僅僅強調和平發展，更提及基於「中」、「美」面對重大與急迫性

的問題時，擁有更廣泛的共同利益與合作基礎，秉持互相尊重的原則提升雙邊關

係，攜手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遷、能源環境、反恐、朝核以及臺灣問題，

在演說的最後用「和則兩利，鬥則俱傷」來作為結語，彰顯「中」、「美」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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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共同謀求面對全球性與區域性議題時的合作，創造雙贏的局面。5 

希拉蕊•柯林頓高調的在2011年10月定義「重返亞太」的戰略後，緊接著歐

巴馬隨即在2012年1月在白宮宣告「亞太再平衡」戰略，不論是區域安全、經濟

合作部分使中共成為了一個明顯標靶。然而中共也不甘示弱，採取先禮後兵的態

度來面對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201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於訪問美國

前夕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訪問，過程中重申「中」、「美」雙方應秉持著互相尊重

及互利共贏的原則來進行合作，隨後又強調「寬廣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夠空間容納

中美兩個大國」，來暗示美國不要將中共視為競爭對象。6而在2月15日訪問華盛

頓期間，於美國的歡迎午宴中，習近平發表了《共創中美合作伙伴關係的美好明

天》演說，雖然沒有正面回應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但是從字裡行間可

以看出習近平用「飲水不忘掘井人」暗批美國政府在戰略合作上忘恩負義，引用

美國總統華盛頓說過的話「衡量朋友真正的標準是行動而不是言語」嘲諷美國在

處理國際事務與兩國之間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言行不一，希望美方恪守三個公報精

神，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獨，同時要求履行反對西藏獨立的承諾。7中共

對歐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從初創的樂觀其成轉變成現今的針鋒相對，此時，中共

認清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係以中共作為戰略目標，並且極具針對性。 

二、日本的態度 

小布希執政期間，日本在「中」、「美」雙方共同主導的六方會談中，在北

韓脅持日本人質的問題上遭受到背棄，使得日本對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打下了問

號。雖然歐巴馬上任，卻也無法立刻讓甫遭受美國背叛的日本感到安心，直到柯

林頓 2009 年的首次出訪，將位於東北亞的日本定為第一站，才讓日本內心的擔

憂一掃而空。在希拉蕊•柯林頓訪日行程結束後，時任日本駐美國大使藤崎

(Fujisaki)在當代日本的期刊中針對希拉蕊•柯林頓的訪日行程表達了正面的看法，

                                                           
5 楊潔篪，「努力推進21世纪中美全面合作關係」，中共外交部，2009年3月13日，<http://www.

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542115.shtml>( 2016年11月13日)。 
6「習近平接受美國《華盛顿郵報》書面採訪」，新華網，2012年2月13日，<http://news.xinhuan

et.com/politics/2012-02/13/c_111519203.htm> (2016年11月13日)。 
7 習近平，「共創中美合作伙伴關係的美好明天」，中共外交部，2012年2月16日，<http://www.

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905507.shtml>(201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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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希拉蕊•柯林頓的亞洲行給日本帶來了三個第一(First)：第一個第一就是日

本是希拉蕊•柯林頓的亞洲行的第一個訪問的國家，第二個第一就是邀請時任日

本首相的鳩山成為第一個會晤歐巴馬的外國領袖，第三個第一(FIRST)則是取用

友善(Friendly)、緊湊(Intensive)、穩固(Robust)、實質(Substantive)以及出訪(Trip)

等英文語詞的第一個英文字母來象徵。8從上述文章中不難看出，日本對於美國

的依賴與期待，2009 年的美國與日本分居世界第一大與第二大經濟體，2008 年

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國際金融風暴造成全球性的災害，身為當時世界經濟龍頭的美

國以及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的日本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且透過經貿合作來振興國

內經濟也共同扮演火車頭的角色來帶動國際經濟的復甦，然而日本身為亞洲經濟

龍頭地位的態勢已經在 2010 年被中共取而代之，使得日本在安全與經濟議題上

對於美國更加地依賴。由於日本身處「中」、「美」兩強之間，加上民族性鮮明

的特質，絕對不會向曾經進行過部分殖民的中共低頭或靠攏。所以無論日本當局

的執政黨是否輪替，對於歐巴馬的亞太政策均會採取樂觀其成與積極配合的態度，

來鞏固其在亞洲的地位並且期許自己能夠重回亞洲龍頭的地位。 

三、南韓的態度 

南韓與日本均是美國在東北亞的重要盟友，但是南韓是美國對北韓與中共外

交政策的第一道長城，無論是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還是北韓人權與女權問題，南

韓跟美國是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雖然美國於 2009 年甫經歷了政黨輪替，執

政黨從共和黨改為民主黨，但是，美國在朝鮮半島的議題上，立場沒有進行太大

的改變。然而，希拉蕊•柯林頓 2009 年 2 月的亞洲行，前往南韓訪問期間所要

帶去的重點議題就是環繞在人權與朝鮮半島無核化上。對於時任南韓總統李明博

而言，歐巴馬與希拉蕊•柯林頓的亞太政策與處理朝鮮半島問題的態度，成為提

升「美」、「韓」關係與區域安全的重要關鍵。 
                                                           
8 Ichiro Fujisak, “Secretary Clinton's "Triple Firsts"”, Japan Now, Vol 5, No.4, February 20, 2

009, <http://www.us.emb-japan.go.jp/jicc/japan-now/EJN_vol5_no4.html#Article3>, 13 Novembe
r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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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霍普金斯研究院國際關係研究的兼任教授金佟(Tong Kim) )2009 年 2 月

22 日在南韓時報(Korea Time)以「History Repeats on N. Korea」為題，呼應希拉

蕊•柯林頓訪問南韓後所發表的專文中，提及美國自從北韓於 1993 年 3 月宣布

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後，一直到 2009 年 2 月的希拉蕊•柯林頓來訪，美

國從老布希、比爾•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期間，美國對韓政策的立場改變與

調整。然而，除了小布希執政期間所秉持的「反柯林頓政策」ABC(Anything But 

Clinton)使得美韓雙方的夥伴關係出現了裂痕外，其餘時期，美國對身處朝鮮半

島兩國的態度與立場是很鮮明且一致的。9尤其是歐巴馬政府上任後，特別強調

日本跟南韓的夥伴關係，再加上希拉蕊•柯林頓的來訪，使得李明博在面對北韓

問題時，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而在 2012 年 1 月歐巴馬連任之後，金佟也於 2012 年 11 月 25 日在南韓時報

以「Obama's Asia policy and Korea」為題，針對歐巴馬連任後的亞洲及對韓政策

發表專文，雖然 2012 年 12 月即將進行南韓總統大選，依據金佟的推論，無論是

朴瑾惠還是文在寅當選，都必須在「中」、「美」兩強競合的空間中取得兩面交

好的有利戰略位置，進而有效處理北韓的核武問題，並且要適時調整李明博執政

時期對北韓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降低朝鮮半島發生衝突的機率。10由於南韓長

期關注朝鮮半島無核化議題與人權議題，加上中共逐漸展現出大國的影響力而影

響到區域的安全與平衡，因此對於歐巴馬所提出的亞太政策，保持樂觀且支持的

態度。 

四、臺灣的態度 

2009 年歐巴馬上任後，大張旗鼓的推動亞太戰略，與希拉蕊•柯林頓先後

到訪亞太地區，使國際間的焦點都聚焦於此。然而，臺灣在陳水扁政府執政期間

                                                           
9 Tong Kim, “History Repeats on N. Korea”, The Korea times, February 22, 2009, <http://kore

atimes.co.kr/www/news/opinon/2009/02/137_40031.html >,(2 December, 2016). 
10 Tong Kim, “Obama's Asia policy and Korea”, The Korea times, November 25, 2012, <http:/

/koreatimes.co.kr/www/news/opinon/2009/02/137_40031.html >,(2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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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國小布希政府視為「麻煩製造者」，在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眼中則是成為兩岸

關係的破壞者，尤其是在陳水扁 2007 年的元旦演說中表示臺灣主權屬於 2300

萬臺灣人民，而不屬於中國，挑戰了三個公報中「一個中國」原則，此舉不僅使

得「臺」、「美」關係更為冷淡，也使兩岸關係再度陷入緊張的局面。11 

馬英九於 2008 年上任後，透過就職演說，對於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使

得為兩岸關係得以獲得緩衝並且使先前冷淡的「臺」、「美」關係逐漸獲得加溫，

更讓小布希親筆寫信恭賀馬英九政府，並且看好未來正向的「臺」、「美」關係

發展。12雖然在 2009 年就面臨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的時機，但是，修補殘

破不堪的兩岸關係比去響應歐巴馬的政策還來的重要。馬英九上任之後所主張的

「活路外交」，不僅為了重建兩岸關係打通了一條活路，也間接使得歐巴馬不需

要為了兩岸關係傷神，得以專注於建構美國的整體亞太戰略布局。馬英九政府雖

然主打活路外交，極力修補兩岸關係，更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的第五次「江陳會

談」與中共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13。但是歐巴馬政府仍有自己的算盤，避免臺灣與中共過從甚

密。因此，歐巴馬政府不僅於任內同意對臺軍售的金額遠超過於小布希政府，更

拋出 TPP 議題來平衡臺灣在兩岸關係與與「美」、「臺」關係之間的利益天平。

馬英九政府為了避免刺激中共，導致兩岸關係的再度緊張，一直對於歐巴馬的「亞

太再平衡」戰略沒有正面或官方的回應。直到 2014 年 11 月的「歐習會」後，馬

英九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才明確地說出支持歐巴馬亞洲政策的言論。14

可見得馬英九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與臺美關係上的謹慎程度。 

                                                           
11「北京強硬回應陳水扁元旦講話」，BBC中文網，2007年01月02日，<http://news.bbc.co.uk/chi

nese/trad/hi/newsid_6220000/newsid_6223800/6223857.stm> (2016年12月10日)。 
12「布希親筆信-對臺灣新政府“振奮”」，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05月21日，<http://hk.crntt.com

/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100651605>(2016年12月10日)
。 

13《第五次「江陳會談」於大陸重慶舉行，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官方網站

，2010年6月29日，<http://www.ecfa.org.tw/Event.aspx?pagenum=12&nid=26>(2016年12月10日)
。 

14 仇佩芬，「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馬英九表支持”」，風傳媒，2014年11月14日，<http://w
ww.storm.mg/article/24586>(201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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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自中共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扶搖直上的21世紀，迫使美國必須犧牲傳統的

重歐輕亞政策，讓三分之二的軍事部署調整至亞太地區。中共身為一個發展中的

大國，雖然不能輕忽美國所帶來的區域影響，但是也須避免與美國有任何的衝

突，成為中共發展中的絆腳石。在現實主義的觀點下，「中」、「美」雙方絕對

視對方威脅國家生存與利益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共採用的是一貫的一邊合作，一

邊鬥爭兩手策略來面對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而美國則是不斷的透過正

面挑釁的方式，包含積極擴展亞太地區雙邊與多邊的軍事演習規模、介入南海主

權與航行自由問題、推動 TPP 、部署薩德 (Theater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系統、擴大對臺軍售以及強化「美日安保條約」，使得中共必

須在尋求快速發展的同時放慢腳步。 

日本跟南韓雖然為美國的傳統盟友，但是在不同議題上屢屢遭到美國政府的

背棄，因此對於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動的初期，均深怕自身會為了背

書美國的戰略行為而陷入新的東北亞危機，也破壞與中共的外交關係，因此實質

的作為遠小於言論上的支持。而身居「中」、「美」兩強角力的臺灣，在處理兩

岸關係與「美」、「臺」關係上也不宜太多表現出過於鮮明的支持或反對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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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亞太夢」遇上「中國夢」 

第一節 歐巴馬的「亞太夢」 

歐巴馬自詡是美國史上第一位的「太平洋」總統，最主要之目的就是能夠順

利地推動不同於美國傳統重歐輕亞的政策-「亞太再平衡」戰略。筆者認為歐巴

馬所主張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係為了確立美國於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亞太夢

」。然而，在「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動的初期，看似威風八面且振奮人心，美、

中、臺在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們也都紛紛地興起了研究此戰略對「美」、「中」

關係以及各自對於亞太地區內各國的戰略、外交與經濟影響，而不論是針對雙邊

關係還是多邊關係，都有正反兩面的分析與研判。 

筆者認為歐巴馬在 2007 年 2 月 10 日宣佈參加 2008 年美國總統選舉，打著

「改變」的競選口號於 2008 年 11 月 4 日當選第 45 任美國總統。1他的口號不僅

讓他當選了總統，也使得歐巴馬在任期內對也改變了小布希政府的對中共採行的

外交政策。歐巴馬的「改變」其來有自，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執政期間，

美國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受恐怖攻擊後，將重心轉向中東地區，同時北韓 2002

年宣稱發展核武，美國因對反恐戰爭上需要世界各國的支持以及需要靠中共主導

解決北韓核武危機，促成了 2003 年在北京舉行的六方會談 2。小布希的「反柯

林頓政策」ABC(Anything But Clinton)、911 恐怖攻擊、六方會談以及 2008 年的

北京奧運與金融海嘯，這一連串的關鍵事件讓中共在 2001 年到 2008 年間於亞太

地區的影響力大增。而小布希的外交政策重心放在中東地區，更使得中共在這段

期間等於是亞太地區的實質操盤者。而中共的日漸壯大，使得深陷中東泥沼中的

美國倍感威脅，歐巴馬不得不在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上進行調整，大舉地回防亞

                                                           
1 Gilbert, Debbie. "Residents relate the personal significance of this election," Gainesville Time

s. 10 November, 2008,< http://www.gainesvilletimes.com/archives/10876/> (4 December, 201
6). 

2 俞錚，「蕴涵希望的北京握手--六方會談開幕侧記」，新華網，(2003年8月27日) 。http://news
.sina.com.cn/c/2003-08-27/14321628165.shtml，(201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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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而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就是他亞太及對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舵

手。 

美國前腳剛離開中東地區，正準備要重新回防亞太地區，然而伊斯蘭國(Isl

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的恐怖活動與在世界各地所製造的動亂

打亂了美國的如意算盤。美國不願意因為伊斯蘭國這顆絆腳石，只好把世界各國

全部都拉進全球反恐的行動之中，除了美國本身之外，歐洲、西亞及中亞境內的

法國、比利時、伊拉克、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等國家遭受到嚴重的恐怖攻擊，難民

潮更是打亂了歐洲的秩序。美國將爛攤丟給歐洲與西亞地區國家後，還嘗試把俄

羅斯與中共拉進來分散風險，一方面讓其重返亞太的佈局可以順利完成。雖然俄

羅斯因為克里米亞問題遭到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制裁，但是俄國為了自身利

益，仍然向伊斯蘭國發動了多次的攻擊，成為對抗伊斯蘭國最強的打手。反觀中

共，保持著坐山觀虎鬥的態勢，即便有國內人質遭受恐怖分子殺害，中共當局也

不願意冒著風險去幫美國背書，一起來收拾這個爛攤子。3筆者認為歐巴馬想要

藉由「亞太再平衡」的戰略，維繫往昔亞太區域霸主的地位，其戰略主要的構成

內容有三：第一是全球的軍事部署調整成「重亞輕歐」；第二是在經濟上，通過

TPP獲取對亞太地區與美洲地區經濟整合的主導權；第三就是藉由軍事演習、軍

事同盟及維和行動等來強化雙邊或多邊同盟關係。用成語來說就是「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而套用在歐巴馬身上則是「重返亞太，劍指中共」，美國「亞太再

平衡」戰略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制衡中共在亞太地區的崛起。 

軍事部署方面，太平洋司令部下轄的軍事將領，從兩個四星上將變成三個四

星上將(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陸軍指揮部及美軍駐韓部隊指揮官)，透過擴增編

制來強化軍事重心的調整，並且加強與亞太地區週邊國家的軍事互動與演習頻繁，

                                                           
3 許哲瑜，「ISIS嗆歐巴馬台灣也被點名!」，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25日)，<htt

p://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1511/201511251686084.html#.VwpE2Pl97IU>(2016年04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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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聯合演習都可以說是針對中共而來，美國與日本、南韓及菲律賓等國的各項

海上、陸上及空中的軍演，讓中共、北韓跟俄羅斯都心生不滿。 

經濟戰略上，歐巴馬政府將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興趣缺缺的TPP納為強化「

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經濟支柱，來成功地鏈結東協與亞太地區，再加上日本這

個世界第三大的經濟體，可以對中共形成合圍之勢，限制中共的經濟發展速度。

另一方面中共當然也不會讓歐巴馬的如意算盤稱心如意，因此中共順勢也推出了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為因應之道。 

強化同盟關係部分，美國自 2012 年起，邀請亞太地區各國前往夏威夷參加

太平洋地面部隊論壇(Land force Pacific, LANPAC)，邀請亞太地區除了中共以外

的周邊國家參與，包含軍事將領、安全議題研究專家以及國防工業的代表等，針

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與軍事議題進行研討與交流，多數議題都把矛頭指向中共。4同

時，因應中共問題，美國前國防部長卡特任命前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指揮官布

魯克斯上將(General Vincent Brooks)接任駐韓美軍指揮官，希望藉重他對亞太地

區的瞭解，進而就近監控與牽制中共的東北亞活動，並達成部署薩德系統的重責

大任。5 

筆者認為即使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卸任後會因

為川普執政產生變數，但是歐巴馬努力編織的亞太夢已經為川普打下了一個足以

在軍事層面且運用軍事同盟合作的機制來制衡中共在亞太區域影響力的堅實基

礎。 

第二節 習近平的「中國夢」 

在習近平於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落幕後正式接班，旋即於201

2年11月29日參訪中共國家博物館時發表了其對「中國夢」的重要談話，其中包

                                                           
4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LANPAC,” (10 April, 2016), <http://ausameetings.or

g/lanpac/>(10 Dec 2016). 
5 Michelle Tan, “This Army general is on deck to take over all U.S. forces in Korea” Army 

Times,( 21 March, 2016) <http://www.armytimes.com/story/military/pentagon/2016/03/21/army-
general-vincent-brooks-commander-us-forces-korea/82087592/>( 10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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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中國夢」以及「兩個百年」的願景。習近平所指的「中國夢」就是實現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兩個百年」則是中共「建黨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與「建國百年」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6筆者認為，

中共的領導核心雖有派系，但是在中共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驅動下，無論是何

人擔任總書記，均將中共的國家利益擺在第一，而胡錦濤與習近平在十八大中針

對中國夢與兩個百年的發言，其實也就是為後來習近平於國家博物館參訪時的談

話埋下伏筆。習近平之所以選擇國家博物館，則是運用國內外媒體的宣傳手段，

透過博物館中文物與文獻的陳展並藉由文化與歷史來凸顯中華民族長期受到列

強欺凌，中共在建黨與建國過程中篳路藍縷，而現在所要實現的中國夢與兩個百

年願景，則是不同於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列強運用船堅砲利來達成，而是以中國夢

中的民族光榮復興為遠程目標，成為富強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為中程目標，而

全國民生品質提升為近程目標。習近平的發言不但具有感召力，同時也是秉持著

中華文化先禮後兵的態勢，來預告其走向新世紀改革的道路。 

中共舉辦十八大期間，正逢美國歐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但是

中共的經貿實力與國力已經躍身成為世界第二大國。即便與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實

力上仍有差距，但是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部分，已經透過軍事外交、經貿合作與

文化交流的管道下，影響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尤其在主權議題部分，

不論是南海的填海造陸、東海建立防空識別區還是軍隊部署與國際維和任務的參

與，都可以顯示中共對於全球國際體系的運作帶來重大的影響。 

正所謂弱國無外交，中共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由於歷經了文化大革命

以及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下，走向改革的路線一直不被世界看好，甚至有中國崩

潰論的論點出現，然而中共在改革開放期間遵循著鄧小平的「二十四字箴言」：

                                                           
6 「習近平：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繼續朝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網，2012年1

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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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觀察、站穩腳根、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7逐漸

拓展其國際空間，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尤其在美國於2001年遭受911恐怖

攻擊後，亟須尋求共同反恐的國家，使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地得以修復。在美

國應付反恐戰爭的同時，中共持續加強週邊的軍事交流以及經貿合作，提升區域

的影響力。最後，中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堅實的軍事實力也足以撼動區

域安全。中共外交的角色已經從尋求國際支持的中型國家，演變成主導世界舞台

的大國，而中共的國際觀也從一個保守態度轉換成積極面對與參與的態度。筆者

認為，任何的戰略與政策的推動與制定不外乎環繞著六個字，「行動、反應與反

制」，而習近平為了帶領中共走向光榮的中國夢，「一帶一路」就是反制歐巴馬

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項作為。 

在美國歐巴馬政府藉由各項軍事演習與軍力部署使得中共想與美國在太平

洋和平共處的美夢破滅。而中共也不願意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與任何中型以上國家

產生摩擦或衝突，導致其中國夢與兩個百年的願景無法實現。因此，現任中共國

家主席習近平掌權後，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期間，接續在中亞提出建設「絲綢

之路經濟帶」以及在東協提出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完成

了「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藍圖，「一帶一路」係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

上絲綢之路」，其英文名稱縮寫為 OBOR（One Belt and One Road）。8「絲綢之

路經濟帶」，連接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經貿帶，形成連接亞太及歐洲地區的交通

運輸網絡其範圍涵蓋 40 多個國家。「海上絲綢之路」則能串連東南亞國家臨海

港口城市串連起來，打造亞歐非三個大陸聚合之一體化經濟體。整體而言，「一

帶一路」所涵蓋的範圍介於東起西太平洋，西至東歐波羅的海，概估總人口約

44 億人，為中共現有人口三倍，其經貿可帶來的效益約 21 兆美元。9若中共可

                                                           
7 劉坤原，「五角大廈：中國戰略不脫鄧小平24字箴言」，大紀元新聞網，2007年5月26日，<ht

tp://www.epochtimes.com/b5/7/5/26/n1722891.htm>(2016年12月14日)。 
8 薛健，「一帶一路：大時代大布局大戰略」，中國戰略新興產業(北京)，2015年4月(第1期)，

頁：50。 
9
 薛健，「一帶一路：大時代大布局大戰略」，中國戰略新興產業(北京)，2015年4月(第1期)，
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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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妥善運用此龐大的經貿效益，即可完善其國防政策轉型與軍事現代化所需的資

金與資源。「一帶一路」之國家戰略，沒有意外地在中共於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召

開時通過，正式對於「亞太再平衡」戰略做出大規模的反制行為。習近平催生「一

帶一路」戰略的原因大致有三點。首先，美國針對性之重返亞太戰略與其大力推

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經濟策略限縮限縮了

中共發展的空間。倘若「一帶一路」能夠順利執行，將讓中共能夠抗衡美國的亞

太再平衡戰略與讓中共窒息的合圍經濟策略。再者，改善東西部城鄉差距，達到

人民均富的目標，繼而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最後，使中共得以成為「歐、亞、

非」三個大陸的經貿中心，將可使中共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重現中華文化

歷史以來的天朝地位。 

依據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在不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時，國家尋求其最安全

的位置來維持生存的最有利環境，為確保其國家安全與利益，必須要有一定的軍

事實力來固守自己的安全位置，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正好可以帶動其國防武力

發展及提升其軍事實力。中共即將邁進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五年，也將於其任內

遇到中國夢的第一個節點-2020年，而在習核心的領導下，如何運用「一帶一路

」引領中共在和美國交手的同時，筆者認為「中」、「美」之間的「中國夢」與

「亞太夢」的瑜亮之爭，將會隨著時間的進展越演越烈。 

第三節 「美」、「中」亞太角力戰 

中共「和平崛起」使得世界各國開始注意到中共這個潛在的強權。不同於美

國將自己定位為世界警察的身份介入各國事務，中共改革開放後，致力於發展經

濟、開發市場、吸引外資以及拉攏週邊國家。然而，美國因應中共崛起，必須在

亞太地區中尋求多方的經濟與軍事的合作，但是一方面又必須與中共角力，因此

不論東北亞、東南亞、南海以及位居南亞地區的印度都有「中」、「美」兩國角

力的蹤影，而雙方角力也間接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筆者後續將就「中」、「美」

雙方在亞太地區的角力現況與未來發展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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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北亞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北亞地區是中共與美國在軍事、經濟與外交上競

爭的主要熱點之一，尤其是朝鮮半島上同時存在著主張共產主義的北韓與主張民

主自由的南韓，南北韓隔著板門店的 38 度線，成為「中」、「美」角力最主要

的東北亞戰場；日本為處東北亞，同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雖然在軍

事上受到戰敗的後的條件限制，但是在經濟上仍有極大的影響力。美國為了能夠

鞏固日本與韓國在亞太的安全，美國積極的拓展其軍事觸角，美國太平洋司令部

軍事組織中，更是下轄美軍駐南韓司令部與美軍駐日本司令部，此外美國也在離

亞太地區最靠近的關島與琉球部署軍隊，可針對突發性狀況作出應變行動。 

當前「中」、「美」在朝鮮半島最重要的角力點除了北韓金正恩政權在核武

發展與飛彈試射議題之外，就是在於歐巴馬政府計畫於南韓星洲部署「薩德」系

統。依據薩德系統的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官方介紹，此系

統於 2005 至 2013 年 11 次系統實地測試，針對來自短程與中程導彈的攻擊時，

攔截率均為 100%。10這項數據代表中共、俄國與北韓的各項導彈均會受制於「

薩德」系統。對此，中共與北韓多次發表反對的言論，尤其是北韓的金正恩更多

次揚言要讓南韓陷入火海，但是，除了一直進行核試爆與飛彈試射之外卻沒有更

激烈的軍事動作。2016 年 5 月 5 日的國際商業時報(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報導指出，中俄於 5 月底在莫斯科進行反導彈的聯合演習，主旨在於對抗外來的

導彈威脅，此外也透過聯合軍演向美國與南韓於朝鮮報導部署薩德系統乙案表達

抗議。11此外，中共不但在經濟上對南韓祭出「限韓令」，中共針對南韓在中國

大陸經營的商人，運用法律以及工廠查核等手段，造成南韓商人頻頻遭受裁罰，

並且嚴格檢驗南韓進口到中共的貨品，此外在文化交流上也限制韓國明星團體前

                                                           
10 Lockheed-Martin, “Product”, <http://www.lockheedmartin.com/us/products/thaad.html>, (22 Oct

ober, 2016). 
11 Vishakha Sonawane, THAAD In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China To Conduct Defense Drill

 As US, South Korea Mull Missile System Deploym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5 M
ay, 2016) <http://www.ibtimes.com/thaad-korean-peninsula-russia-china-conduct-defense-drill-us-
south-korea-mull-missile-2364438 >(22 Ma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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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國大陸表演或進行宣傳，使南韓在民生經濟上受到挫折，同時更是在軍事交

流上拒絕南韓艦艇靠港停泊。12 

對照「美」、「中」、「韓」關係與兩岸關係，由於「中」、「韓」關係因

為南韓捨棄了與中共合作的機會，反而與美國在軍事合作上過從甚密並且幫美國

設置薩德系統，不僅導致朝鮮半島關係緊張，也使得已經如履薄冰的「中」、「

韓」關係加速惡化。在臺灣部分，因為在歐巴馬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期間，

馬英九政府仍然與中共保持經貿、文化以及學術的良性互動，降低了美國對臺軍

售所帶來的衝擊，因此兩岸關係在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尚未走向具破壞性的惡

化。 

在日本部分，安倍晉三於 2012 年第二度勝選執政，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安倍記取了第一次掌權時失敗的教訓，不再與中共進行過於緊密的外交互動。歐

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時在 2012 年期間堪稱最高峰。此外中共在 2010

年已經躍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把日本擠落第三名的位子。因此安倍晉三於

2013 年 2 月份的訪美，被媒體稱為是帶著「強烈對抗中國意識」前往。13然而，

歐巴馬在敏感的問題上，如尖閣諸島與沖繩駐軍的問題，並未給安倍任何明確的

承諾，也並未達成實質共識，這項結果反倒是讓中共當局譏笑安倍晉三是白宮一

日遊，認為這次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出訪。14但是，這次出訪可以明顯看出，2013

年的安倍已經與 2006 年的安倍的對中共施行外交政策走向大為不同，尤其是

2013 年 3 月 15 日宣布加入 TPP 後，更是將中日之間的界線清楚地劃出。15 

                                                           
12 林庭瑤，『「限韓令」後北京再出招 南韓軍艦訪青島遭拒』，聯合新聞網，2016年12月15

日，<https://video.udn.com/news/612732>(2016年12月18日)。 
13
 童倩，「安倍帶「強烈對抗中國意識」訪美」，BBC中文網，2013年2月21日，<http://www.bb
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2/130221_japan_us.shtml>(2016年12月4日)。 

14 成路，「安倍會見歐巴馬更像白宮“一日遊”」，新華網，2013年2月24日，<http://big5.xinhua
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24/c_124380028.htm>(2016年12月3日)。 

15 楊明珠，「日本宣布加入TPP協商」，中央社，2013年3月15日，<http://www.cna.com.tw/news
/firstnews/201303150079-1.aspx>(201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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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雖然在眾多主權以及敏感議題上沒有得到美國的背書，但是與美國

站在同一戰線的決定，使安倍可以放心在中共的各項政策舉措上大聲反彈，尤其

是中共在 2013 年 11 月 23 日針對性地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造成「中」、

「日」關係的緊張，安倍更是發表言論要求中共撤回這個決定。16安倍自從挑起

了與中共對抗的戰火，讓安倍似乎無法於任內大幅度轉變他的外交政策，從尖閣

諸島、南海以及 TPP 等議題，但是，介於「中」、「美」之間的角力，安倍晉

三看出了歐巴馬政府並沒有真正有意願在實質上支持日本對抗中共，或者是解決

尖閣諸島的問題，TPP 可能也在川普執政後告吹，在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

岌岌可危的狀態下，安倍晉三可能已經開始盤算如何從兩強之中取得平衡。 

在「美」、「中」、「日」關係與兩岸關係影響部分，馬英九執政期間，提

出「東海和平倡議」後，在「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理

念上，與日本簽訂了「臺日漁業協定」，以經緯度劃定漁船作業海域，使臺灣漁

民得以受惠，此項協定乃是受惠於兩岸關係之間的良好互動，造成日本必須與臺

灣保持著部份合作，避免未來在「中」、「美」角力過程中，臺灣與中共在經濟

議題上合作，而同時美國跟日本的經貿合作不如預期時，進而造成日本利益的傷

害。相對地，筆者認為馬英九政府與日本簽訂此漁業協定，多少會讓中共與臺灣

之間產生「仇日」與「友日」的分歧。17 

二、東南亞及南海部分 

美國自 1993 年於菲律賓撤軍後，雖然重心放在東北亞地區，但是也不願意

完全忽視東南亞，因此在 1998 年與菲律賓簽訂《訪問部隊協定》，又於 2014

年 4 月達成美菲雙方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此項協議，在中共觀點看來，應

                                                           
16 陳亦亭、張薇譯，「安倍稱中國設防空識別區不可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年11月26
日，<http://m.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31126/c26japan/zh-hant/>(2016年12月4日)。 

17
「臺船可進釣島海域捕魚」，蘋果日報，2013年4月1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

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411/34944453/%E5%8F%B0%E8%88%B9%E5%8F%AF%E9%80%B
2%E9%87%A3%E5%B3%B6%E6%B5%B7%E5%9F%9F%E6%8D%95%E9%AD%9A>(2016年
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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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美國歐巴馬政府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其中一環。18巧合的是菲律賓與

美國簽訂本協議前，菲律賓就向國際法庭提出位於南海的黃岩島仲裁案。筆者認

為，若是菲律賓沒有打算與美國簽署此一協議，相信不會向國際法庭提出仲裁。

在中共方面，中共寧願安靜地進行南海島礁填海造陸的工程，也不願意花時間與

菲律賓在黃岩島上的問題去周旋，直至 2016 年 7 月仲裁案的結果出來後，中共

在國際間的各項作為顯示其對於判決結果置之不理。19然而，筆者認為菲律賓現

任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 2016 年 5 月大選中脫穎而出後，為「中」、

「美」在菲律賓的軍事角力的勝負上增添變數，在不確定的變數下，使得美國必

須在東南亞地區另覓合作夥伴，造就了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6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第十次訪問亞洲期間，使越南變成了此次出訪的重點國家，歐巴馬更進一

步同意解除越南武器禁運的條款。20在近幾次「中」、「美」、「菲」三方的隔

空喊話可以看出「中」、「美」為了要在南海角力中取得菲律賓的支持，不論是

杜特蒂個人對歐巴馬與美國的負面言論，還是對習近平與中共的諂媚與讚揚，從

「中」、「美」兩方的反應都可以看菲律賓的確是兩國在南海角力的首要據點。 

「中」、「美」在南海的角力頻頻，尤其是於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

期間。「中」、「美」最近較為激烈的摩擦在於 2016 年 5 月 17 日於南海周邊發

生了美國 EP-3 偵察機遭中國兩架 J-11 戰鬥機攔截，「中」、「美」雙方各說各

話，這是自 2015 年 12 月 10 日美國 B-52 轟炸機誤入華陽礁之後所發生的第二起

空中飛越行動產生「中」、「美」衝突的事件，而「中」、「美」在南海周邊空

域最早的摩擦始於 2001 年 4 月 1 日的「中」、「美」撞機事件，本起事件造成

中共飛行員死亡，美偵察機降落於海南島，而美國機組人員於同年 4 月 12 日搭

                                                           
18 劉琳，「軍報：美菲加強防務合作不要影響南海穩定」，中國新聞網，2016年1月22日，<htt

p://big5.chinanews.com/mil/2016/01-22/7727582.shtml>(2016年12月18日)。 
19 辜樹仁，「南海仲裁結果 改變不了的事實」，天下雜誌(2016年7月19日，<http://www.cw.c

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497> (2017年2月1日)。 
20 小山，「歐巴馬第十次亞洲行啟動」，蘋果電子報，(2016年5月22日)，<http://www.appledail

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22/868042/>(201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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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返國。21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政府於 2001 年撞機事件並未正式提出官方道歉，

但是卻在 B-52 轟炸機飛越華陽礁事件後發表正式的道歉聲明。筆者認為，美國

運用此手段劃出海上航行自由權以及空中飛越自由權的界線，試圖凸顯拉森號

(USS Lassen)以及勞倫斯號(USS William P. Lawrence)近來執行海上航行自由的

正當性，拉森號與勞倫斯號等美國船艦巡航的主要目的不僅僅是宣揚海上航行自

由，而是藉由此一行動，打探中共海軍艦隊與潛艦的虛實以及島礁軍事部署的相

關情資。 

「中」、「美」的南海角力已經從海、空、地三維進展到太空的角力。依據

2016 年 5 月 26 日的報導，中共「吉林一號」商用衛星公布了美國在越南金蘭灣

軍港的衛星照片，可以清楚見到美軍航母停泊在港口的影像以及各類型船艦靠港

的動態。22美國更利用衛星鎖定中共在南海地發展動態，近期更藉由 CSIS 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發表了中共在南海島礁設立軍事設施的動態，並且公布中共疑似於

島礁上建設武裝力量的照片，更為南海風雲增添了更多的火藥味。23 

在「中」、「美」南海角力與兩岸關係部分，中共和臺灣均為南海島礁主權

聲索國之一。面對美國推行南海航行自由權的主張與中共持續主張南海島礁的主

權產生歧異時，臺灣擁有太平島主權，所以在「中」、「美」於南海主權與自由

航行權的角力上，不願意去碰觸這個敏感議題，除了避免破壞兩岸之間的良好互

動，也可以避免造成自己在太平島主權聲索的過程中產生巨變。 

三、南亞部分 

                                                           
21 “Chinese jet 'snapped in two,” BBC News, 13 April, 2001,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

cific/1275404.stm> (22 May, 2016).  
22「南海緊張！中國高調公布美軍港照震懾意味濃」，聯合新聞網(2016年5月26日)，<http://udn.

com/news/story/7331/1720644-%E5%8D%97%E6%B5%B7%E7%B7%8A%E5%BC%B5%EF%B
C%81%E4%B8%AD%E5%9C%8B%E9%AB%98%E8%AA%BF%E5%85%AC%E5%B8%83%E
7%BE%8E%E8%BB%8D%E6%B8%AF%E7%85%A7-%E9%9C%87%E6%87%BE%E6%84%8F
%E5%91%B3%E6%BF%83>(2016年11月26日)。 

23 CSIS, “CHINA’S NEW SPRATLY ISLAND DEFENSES”, 13 December 2016, CSIS Websit
e,< https://amti.csis.org/chinas-new-spratly-island-defenses/>(18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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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地區，較具有軍事實力的國家僅有印度與巴基斯坦，因此「印」、「巴

」兩國分別依賴美國與中共。「中」、「印」之間一直存在邊境領土問題，因此

美國極力拉攏印度。而中共方面，持續對巴基斯坦進行各項經濟援助以及與其進

行軍事交流與合作。筆者在 2010 年至 2011 年美國受訓期間，與巴基斯坦籍的軍

官聊天，得知中共的高階軍事院校均會付費讓巴基斯坦軍人前往參加深造教育與

學習中文，同時也得知中共藉由提供巴基斯坦各項軍武裝備來與印度抗衡。中共

在 2015 年 10 月份更是提出對巴基斯坦約 50 億美元的軍售案，內容包含了常規

動力潛艦。24同年 11 月 11 日，巴基斯坦同意出租瓜爾達港（Gwadar Port）給中

共，租約長達 43 年，使中共的影響力直驅印度洋，並且使中共推行「一帶一路

」的策略更向前一步。25 

印度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且天然資源豐富，雖然面對其國內貧富差距過大的

劣勢，仍對國際間大國外交關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印度一直以來採不結盟政策，

持續於大國之間周旋，取得最大的利益，然而，中共與巴基斯坦保持緊密的外交、

軍事與經貿關係，迫使印度必須要有反制作為。因此，美國在考量自身利益與印

度的國家利益，便積極謀求與印度合作。然而，筆者認為印度僅希望透過「美」、

「印」兩國的合作抗衡「中」、「巴」合作對於印度所帶來的威脅與衝擊，並且

自美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各國中獲取到利益，並非實際與其他國家進行結盟。印

度所主張的東向戰略，藉由 2016 年 5 月 18 日發航的艦隊執行，沿路將經過印度

洋、南海、東南亞各國及東北亞，並與美國及日本共同進行海上聯合軍演。26「中」、

「美」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角力，在馬英九政府的執政下，並未帶給兩岸關係實

質的影響，最主要係在於臺灣與南亞國家的經貿和軍事合作幾乎沒有重大的突破，

再加上文化與地緣關係，較觀察不出顯著的影響。「中」、「美」自東北亞、東

                                                           
24
「中國最大武器出口交易 對巴軍售價值逾千億」，蘋果日報，2015年10月13日，<http://www

.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013/710889/>(2016年5月22日)。 
25
 鄭凱榕，「中國前進印度洋 租巴基斯坦瓜達爾港43年」，新頭殼 ，2015年11月12日，<http:

//newtalk.tw/news/view/2015-11-12/66663>(2016年5月22日)。 
26
「印度東部艦隊駛向南中國海」，美國之音，2016年5月19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a

/india-sends-eastern-fleet-for-depolyment/3337251.html>(2016年5月22日)。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11-12/66663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11-12/6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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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南海與南亞一連串的角力，均可以用新現實主義的理論來解釋。在無政府

狀態下的國際社會，中共口中宣達的和平崛起理念與其實際行動並不吻合，因此

中共的行為並不能被美國認同。「中」、「美」兩國均不能明白了解對方的意圖，

只能無限追求權力來保障國家安全，但同時影響到對方的安全地位，「中」、「美」

兩國之間形成的安全困境，使得亞太地區各國在無法單獨與「中」、「美」相抗

衡的情況下，必須在「中」、「美」兩強之間找尋自己最安全的位置，這個前提

造成了「中」、「美」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角力誘因。新現實主義的理念下，美國

就是世界強權，而中共就是未來挑戰美國的區域強權。無論中共打著創建和平富

強的口號，但其大張旗鼓的擴張軍力、大興軍事建設與具侵略性的軍事外交，迫

使美國內心的恐懼不斷提升。 

第四節 當「再平衡」遇上「一帶一路」 

無論是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習近平政權的「一帶一路」戰

略，從戰略角度還是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都有其軍事與經濟效益。而臺灣在「中」、

「美」兩強競合與角力的過程中，必須要從中去掌握有利的契機，同時要避免可

能產生的風險，才能夠維持發展的動能並且使災禍遠離。而對於臺灣來說，如果

能夠透過「中」、「美」角力來獲取與其他國家合作與交流的機會，將會是有利

於臺灣擴展國際政治與外交的空間，後續將針對歐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

的利弊與習近平「一帶一路」戰略的各種面向，做出綜合分析。 

從外交觀點看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歐巴馬不僅用口號來改變美國

政府「重歐輕亞」的外交政策，依歐巴馬出訪亞洲的紀錄，從 2009 年 11 月 13

日第一次以總統身份出訪日本、南韓、印尼以及中共，一直到 2016 年 9 月 2 日

開始最後一次造訪中共與寮國的行程來看，歐巴馬 11 次的亞洲行，不但充分展

現歐巴馬以行動來具體支持他大力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更是以行動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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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明白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轉型成為「重亞輕歐」。27此外，希拉蕊•柯林頓 2009

年到 2013 年在擔任歐巴馬國務卿期間，出訪亞太地區的總次數更多達 62 次，堪

稱亞太國務卿。28 

另一方面，從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後，便成為了

中共外交策略的核心。中共當局視「一帶一路」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將自 2014

年至 2049 年之間的 35 年稱為中共的新 35 年，對照中共在 1979 年至 2014 年的

35 年之間，中共均以鄧小平的理念與路線來打造新中國。因此，筆者認為習近

平的地位與影響力足以媲美 35 年前的鄧小平。29 

就外交層面來分析，美國捨棄了二戰之後在歐洲西方國家的經營，轉而加強

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但是經過了長年的戰爭與經濟衰退，美國的國力已經無

法模仿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大量的運用資金來援助或投資亞太地區國家，

「亞太再平衡」戰略很明顯地在資源與資金上面對著不言可喻的挑戰，僅僅能依

靠著強大的軍事力量與核武戰力成為亞洲國家的保護傘。30而中共所提出的「一

帶一路」，最主要是運用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龐大資金，打通與西部地區與歐洲

大陸的連結，將過剩的產能找尋新的出口，讓中共的影響版圖擴增。31在跨國佈

局的觀點來看，中共身為亞太地區的地主國，對週邊國家影響力足以與美國抗衡，

然而「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幫助中共串連起「歐、亞、非」三個大陸，連結歐亞

境內的開發中國家和非洲境內未開發國家為主體的第三世界，提升對於世界的影

響力。 

                                                           
27 曾敬豪，「歐巴馬：美國將留在亞洲」，聯合新聞網，2016年9月6日，<http://udn

.com/news/story/5/1944066>(2016年12月18日)。 
28 Catherine Putz and Shannon Tiezzi, “Did Hillary Clinton’s Pivot To Asia Work?”,Fivethirtye

ight.,14 April,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did-hillary-clintons-pivot-to-asia-work/>
(18 Decemeber, 2016).  

29 張燕生，「“一帶一路”戰略推進我國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中國幹部學習網，<http://zt.c
cln.gov.cn/xxxjp/jzjd/jj3/9613.shtml>(2016年12月18日)。 

30 大衛·埃爾伍德，「馬歇爾計畫：行之有效的戰略」，美國國務院電子期刊，2006年4月，<ht
tps://www.ait.org.tw/infousa/zhtw/E-JOURNAL/EJ_ForEvents/ellwood.htm> (2016年12月18日)。 

31 王信賢、邱韋智，『「一帶一路」：戰略意涵與內部資源爭奪』，戰略安全研析(臺北)，2015
年2月(第118期)，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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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美國擁有世界第一強的國力，舉手投足之間都能影響國際關係，

但美國長期以來追求的都是自身的國家利益，並沒有妥善經營國際之間的夥伴關

係，甚至連同屬北美洲地區的加拿大及墨西哥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常常因為貿易

與移民問題發生摩擦與糾紛。雖然在歐巴馬上任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前，美

國一貫採取「重歐輕亞」的政策，在歐洲的影響力不在話下，然而美國在伊拉克

與阿富汗的戰爭期間，並沒有帶給歐洲國家和平與繁榮，而是造成一連串影響歐

洲及中東國家安全的恐怖攻擊報復與難民潮。即便「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大張

旗鼓地在廣闊的亞太地區進行，歐洲與中東國家仍在收拾著美國留下來的殘局。 

從軍事發展趨勢來觀察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與習近平的「一帶一路」，

美國利用精簡組織與減少國防預算開支等手段，嘗試著恢復因為反恐戰爭所消耗

的國力。而中共雖然也在習近平上任後進行組織精簡與裁軍，但是公開的國防預

算卻是逐年的上升。依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的數據(表 3-1)，可以

明顯看出「中」、「美」兩國在軍事發展的差距會越來越小，但是，依據 2015

年的數據，美國在軍費支出上約為 5954 億美元，而中共約為 2144 億美元。32而

在軍事總體力量部分，依據全球火力網站(Global Firepower, GFP)之統計，美國在

全球 126 個評比國家中仍然位居第一，而中共位居第三，但是在現役軍人的數據

上，中共的 233 萬人約為美國 140 萬人的兩倍，為世界上軍隊數量最為龐大的國

家。33 

  

                                                           
32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 1988–2015”, 18 December, 2016, < https://www.sipri.org/s

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USD.pdf > (18 December, 2016). 
33 GFI, “Military power comparison results for China v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FI Webs

ite, 21 Janurary, 2016,< 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comparison-detail.asp?form=f
orm&country1=china&country2=united-states-of-america&Submit=COMPARE>(18 December, 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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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共與美國軍事支出統計表(2012 年到 2015 年) 

（單位：百萬美元) 
年度 

國家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美國 706082 650081 609914 595472 

中共 169321 182930 199651 214485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本表由筆者自行彙製。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USD.pdf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亞太再平衡」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對「一帶

一路」沿線的國家而言，能與經濟成長率與貿易總額居於領先地位的中共接軌，

絕對是一大利多。「一帶一路」所創造出的廣大「歐、亞、非」市場也能夠幫中

共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尤其是中共在內的21個國家於2014年10月24日在北京簽

訂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更加強了習近平擴展「一帶一路」戰略的動能。34

在世界各國紛紛向中共表明加入亞投行的趨勢之下，亞投行在2016年1月16日正

式開業，並且於2016年5月4日宣布首宗融資案，接受融資的國家為中共的南亞盟

友-巴基斯坦。35依據亞投行官方網站資料，截至2016年12月16日，亞投行核准的

投資案已有7個，受惠國家包含印尼、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以

及阿曼等五個國家。36 

歐巴馬花了將近八年時間塑造並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將隨著其總統

任期而結束，美國第 45 屆總統川普是否會於就職後接替執行，又或者是打造屬

於川普風格的亞洲政策，但可以確定的是川普已經正式簽屬行政命令退出 TPP，

                                                           
34
 「21國在京簽約決定成立亞洲基設施投資銀行」，新華網，2014年10月24日，<http://news.xin

huanet.com/fortune/2014-10/24/c_1112965880.htm>(2016年12月19日)。 
35
 戴瑞芬，「亞投行融資 巴基斯坦搶頭香」，聯合新聞網，2016年5月4日，< http://udn.com/ne

ws/story/7333/1671130 >(2016年12月19日)。 
36 AIIB, “Approved Projects,”16 December, 2016, < http://www.aiib.org/html/2016/PROJECTS_1

010/161.html >19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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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17 年 1 月 30 日正式函文通知其他參加國 37。另一方面，習近平所打造的

「一帶一路」戰略，預計將在 2017 年十九大召開後走向新的里程碑。雖然中共

在國力上以及經濟實力上還是落後給美國，但是，中共倘若能夠善用「一帶一路」

與亞投行所創造出的商機，將會加速中共追趕美國的腳步，倘若 RCEP 能夠達成

共識，中共在亞太的經濟地位與投資市場上，將會比美國佔有更多的優勢。筆者

認為，「亞太再平衡」與「一帶一路」戰略在經濟上的交鋒已經告一段落，而軍

事發展與外交合作部分仍然擁有廣大的角力空間，且看川普在接任美國總統，如

何在軍事、外交以及經濟上實踐「美國優先」的口號。 

                                                           
37 王嘉源，「美通知11參加國 已退出TPP」中時電子報，2017年2月1日，<http://www.chinatime

s.com/newspapers/20170201000060-260202>(2017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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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第一節 馬英九時期的外交政策 

在陳水扁執政末期，提出了「四要一沒有」，其內涵分別是：「臺灣要獨立、

要正名、要新憲法以及要發展」，而所謂的一個沒有則是：「臺灣沒有左右路線

問題，只有國家認同分歧與統獨問題」。1隨後大陸學者李家泉就陳水扁的言論

在中國評論新聞網發表了其看法，認為陳水扁的「四要一沒有」是要追求「法理

臺獨」，一方面除了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外，並且暗示美國對於陳水扁的激化臺

獨意識的言論輕描淡寫，並且採取明批暗保的態度。2而 John Hopkins 國際關係

研究院的 David G. Brown 針對陳水扁「四要一沒有」口號撰擬了專文，文中提

及小布希政府得知相關與論述後，友善地提醒陳水扁，在 2007 年 1 月份出訪得

以過境美國是因為陳氏信守華盛頓方面所開出的條件，不在元旦文告中觸及修憲

議題或是提出造成兩岸緊張的言論。此外﹑小布希政府不斷地運用在發表兩岸政

策的言論時，反覆提醒陳氏要信守當初對美國的承諾。3自陳水扁 2007 年 3 月發

表「四要一沒有」言論之後，兩岸關係可謂是劍拔弩張，直到馬英九於 2008 年

3 月 22 日，以 765 萬票擊敗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當選中華民國第 12 屆總統後，

藉由 2008 年 5 月 20 日就職演說中強調，將秉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及

未來將以「九二共識」的基礎與中共恢復協商，進而改善兩岸關係；處理對外關

係與爭取國際空間則採行「尊嚴、自主、務實、靈活」原則，搭配上馬英九執政

前所提出的「活路外交」理念，成為了馬英九政府面對兩岸關係的主要核心。4  

                                                           
1
 林楠森，「陳水扁'四要一沒有' 追求獨立」，BBC中文網，2007年03月04日，<http://news.bbc

.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410000/newsid_6417400/6417453.stm>(2016年12月19日)。 
2
 李家泉，「“四要一沒有”與“法理台獨”」，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年3月10日，<http://hk.

crntt.com/doc/1003/2/4/5/100324519.html?coluid=41&kindid=834&docid=100324519&mdate=09
11123624>(2016年12月19日)。 

3 David G. Brown, “China-Taiwan Relations: To Be Concerned or Not?”,Comparative Connecti
ons, (April 2007)：83-84. 

4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2008年5月2

0日，<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2015&ctNode=5628&mp=1>(201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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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所奉行的「活路外交」理念雛型可以追溯至 2006 年 3 月 23 日在哈佛

大學的演講，內容提及「暫行架構」（modus vivendi）的概念，此概念的主要內

容廣泛，可以為兩岸之間的交往關係得以保留各自的發展與解釋空間。5馬英九

更於 2007 年 6 月 1 日於利用參加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舉辦「模擬聯合國」會議的

時機，提出了「4E」的外交模式，分別為：Engagement(交往)、Economy(經濟)、

Elasticity(彈性)及 Equality(平等)，奠定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活路外交」政策理

念。6 

「活路外交」政策中，最常被研究的就是「外交休兵」的概念，主要是因為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時向中共呼籲的「和解休兵」，時任大陸全國臺研會副會長許

世銓於《中國評論》月刊發表專文呼應馬英九的兩岸與外交政策，其專文主題為

「兩岸關係中的臺灣「國際空間」問題」，其中提到了中共面對臺灣處理國際空

間問題的三大原則：「一個中國、個案處理、以誠相待」。7筆者認為，許氏所

要表達的就是，針對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推動的過程中，只要在不破壞或僭越

「一個中國」紅線，所有國際的交往空間都可以用「個案處理」的模式來交涉，

而交涉的重點則是要重「誠信」，此外在呼應馬英九「和解休兵」的內容部分，

許氏提出了四點原則，包含：被動原則、政經分離原則、通氣原則及同胞利益至

上原則。依據這四點原則，其所要表達的是海峽兩岸均不要主動與對方同盟國進

行締結同盟的接觸或是以經濟誘因來促使政治上的建交，並且在基於兩岸同胞利

益的情況下，在外交狀態有所改變時，應該相互通知，避免傷害彼此之間的互信

。8 

                                                           
5
 嚴安林，「論馬英九“外交”理念與主張、特點及其影響」，臺灣研究集刊(福建)，2009年 3

月(第 2期)，頁 14。 
6
 嚴安林，「論馬英九“外交”理念與主張、特點及其影響」臺灣研究集刊(福建)，2009年 3

月(第 2期)，頁 16。 
7
 許世銓，「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三大原則」，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9月1日，<http:/

/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3&kindid=13&docid=100734519&mdate
=0902232824>(2016年12月19日)。 

8
 許世銓，「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三大原則」，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9月1日，<http:/

/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3&kindid=13&docid=100734519&mdate
=0902232824>(201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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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馬英九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於2009年12月24日召開記者會中，不但透露

出臺灣的外交處境是「三大之間難為小」，面對前述的外交處境下，馬英九考量

過去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地緣政治以及歐巴馬上任後的亞太政策等因素後，將「

和中」、「友日」及「親美」視為馬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軸。9 

「和中」政策放在第一的原因其來有自，在陳水扁執政期間主張的「烽火外

交」政策，雖然使臺獨的意識形態如烽火般地激化，進而使兩岸關係不僅是相敬

如「冰」，在政治互信上更是如履薄冰。馬英九面對前朝在兩岸關係上所造成的

裂痕，為避免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兩岸之間的「和」就成為重中之重。 

「友日」部分，係由於日本搭上了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順風車，透

過美國的加持，日本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也慢慢地提升。此外，臺灣與日本在經

濟、政治與文化的交流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不論在產業型態或是貿易取向都十分

類似，更為重要的就是釣魚臺主權以及臺日經濟海域重疊的問題，若先擱置主權

議題不談，最重要的就是解決經濟海域重疊的問題，前述問題就必須透過談判跟

協商找出解決的方法。因此尋求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未來才有可能創造臺日雙

方談判的空間與機會。 

「親美」雖然被放在第三順位，但是其重要性大於「和中」與「友日」，在

「中」、「美」共同簽署的三個公報中，「中」、「美」交流的默契就是依據中

共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然而臺美之間的關係也有「臺灣關係法」作

為交流的法源依據。就筆者看來，美國與中共一樣善於操作競合併存的兩手策略

，臺灣想要從「中」、「美」兩國競合的過程中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或是利益，

便要小心翼翼地去經營兩岸關係與臺美關係。不論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是否平衡「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馬英九政府都必須在利益天

平中伺機而動，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危害。  

                                                           
9
 「蘇起：建構「和中、友日、親美」格局」，今日報導，2009年12月24日，<http://www.heral

d-today.com/content.php?sn=1090>(201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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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岸關係的「再平衡」 

兩岸關係自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便開始運作，一直到1987年，時任總

統的蔣經國同意開放兩岸探親後，雙方才正式展開以探親為名義的民間交流。然

而，無論在外交、經濟以及軍事上，兩岸之間都已經是個不對稱的狀態，而維繫

兩岸平衡的關鍵因素，除了依靠臺灣海峽所構成的地理屏障外，莫過於「臺灣關

係法」中的美國對臺政策，尤其是條文中的第二條與第三條，除了賦予美國對臺

軍售的法源依據，同時也是臺灣面臨任何武力侵犯時，美國經由國會同意後得以

動用武力來協助防衛臺灣的尚方寶劍。10 

而在馬英九政府執政之前，無論是因為國際形勢的轉變，還是第一次政黨輪

替後陳水扁為兩岸之間所帶來的衝撞，兩岸關係是外在看似冷若冰霜，但內在卻

是暗潮洶湧。直至馬英九政府上任後，將兩岸政策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為進行

交流與對話，並利用「活路外交」策略與中共劃清各自的外交底線，依靠著底線

內的模糊地帶來發展各自的國際空間。筆者認為將兩者結合起來，就等同於雙方

相互默許「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另外，馬英九在就職典禮上所提及的「不統

」、「不獨」、「不武」用以維持臺海之間的現狀，除了向中共表明其希望和平

共處的意願，同時也向影響兩岸關係甚鉅的美國政府傳遞訊息，透過發言來說明

未來不會以統獨話題造成兩岸關係緊張或是利用各種軍事手段達成個人政治目

的。11 

馬英九於2008年上任後，為穩定臺海和平並且修復兩岸關係，重啟兩岸對話

機制，尤為首重。據此，馬英九政府於2008年5月26日由臺灣方面踏出了雙方互

動的第一步，得到中共善意回應後，隨即在同年的6月11日至14日，由臺灣海基

會董事長江丙坤率團前往北京，與中共海協會長陳雲林進行1998年後第一次的兩

                                                           
10 美國在臺協會，「臺灣關係法」，2016年12月20日，<https://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

-act.html>(2016年12月20日)。 
11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2008年5月20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2015&ctNode=5628&mp=1>(201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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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談，隨後於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江陳會談」一共舉行了八次，而兩會高

層會談共計有十次，為兩岸關係建立起了良好的對話管道與機制。12在兩岸共同

簽署的協議部分，依據海基會網站統計，自2008年6月13日起簽署的海峽兩岸關

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至2012年8月9日簽署的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

議、海基會與海協會有關「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

共識，兩岸共計簽署了23項協議，其中對於兩岸經貿合作最為重要的協議便是雙

方在2010年6月29日簽訂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又稱為ECFA。13 

然而兩岸自2008年至2012年藉由會談以及簽訂各項協議，使彼此之間的關係

從破冰到增溫，不但沒有使長期關注兩岸關係發展的美國感到安心，反而讓美國

得以運用軍售機制來冷卻兩岸之間互動的熱絡程度，同時也可用來作為跟中共尋

求合作過程中較為侵略性的協商籌碼。依據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在2010年2月11日發布之「美國對台灣軍售概要說明」新聞稿中，揭露美

國2008年10月以及2010年1月的軍售通知書內容，軍售項目包含愛國者三型防空

飛彈及AH-64E阿帕契攻擊直升機等11項，金額高達128億美元。14若以2008年10

月小布希執政末期所同意的軍售項目以及2010年歐巴馬政府上任一年後所同意

的軍售項目，筆者分析兩個政府的軍售目的卻各有不同，但是臺灣卻能夠因此間

接受益，其目的分析如下： 

首先，於小布希政府執政末期，於2008年3月公布「各國人權報告」後，中

共亦準備在北京舉辦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然而美中在人權議題上未達成共識

前，中共變本加厲地對西藏抗議事件大舉鎮壓，更於京奧舉行前夕驅趕及逮捕部

                                                           
12
 財團法人海峽基金會，「第一次江陳會談」，<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12&ct

Node=3809&mp=19>(2016年12月20日)。 
13
 財團法人海峽基金會，「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2010年6月29日，< http://www.sef.or

g.tw/ct.asp?xItem=154882&ctNode=3810&mp=19>(2016年12月20日)。 
14
 美國在臺協會，「美國對台灣軍售概要說明 - 在2010年與2008年分別宣佈了大型軍售案，金

額皆為64億美元」，2010年2月11日，<https://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

.html> (201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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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持西藏的美國公民，使得小布希政府甚為不滿。15而馬英九上任之後，首先

修補兩岸關係，但是美國雖然對於兩岸朝和平穩定發展保持樂觀態度，不過為避

免臺灣與中共之間的交往過於密切，因此以對臺灣軍售來報復中共，同時為兩岸

之間的交流投入緩衝劑。 

然而就2010年1月歐巴馬政府所同意的對臺軍售，雖然大部分均是小布希政

府期間就進行審核批准的項目，但是筆者認為在戰略層面最主要是讓歐巴馬運用

對臺軍售來呼應其推行之「亞太再平衡」，而在「美」、「中」、「臺」三方關

係之間則是利用對臺軍售來平衡日漸失衡的兩岸軍事力量，並同時利用此議題讓

日漸頻繁的兩岸對談降溫，避免臺灣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過度向中共靠攏。中共

當局針對歐巴馬的對臺軍售的官方反應比前次小布希政府宣布對臺軍售時的更

為激烈，官方單位不斷地針對此一議題發表言論，並且向美國表示可能暫停現有

的交流規劃或是推遲現有的軍事合作計畫。16 

以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中共與美國如果不相互對話，必定不能了解對方

的盤算，中共雖然針對歐巴馬政府宣布對臺軍售表達不滿，但是卻必須屈就於現

實，維繫起雙方的對話管道。自從2009年7月27日於華盛頓舉行第一次「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就成為「中」、「美」雙方互探底線以及互相溝通的最佳平台。

17即便歐巴馬在2010年1月旋即宣布對臺軍售案，第二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仍然在2010年5月24日於北京順利舉行，一直到2016年6月6日「中」、「美」總

共舉辦了8輪的對話。18據此，筆者認為美國對臺軍售的議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屬於「雷聲大、雨點小」，因為美國可以透過軍售從臺灣獲取經濟利益，並且消

                                                           
15 陳鴻鈞，《大國的衝突與合作──小布希政府時期的美中關係》，臺北：至知學術出版社，

2014年 12月，初版，頁 181。 
16 張發嶺、李兆誼，「中國強硬回擊歐巴馬對臺新軍售」，思想政治課教學(北京)，2010年2月(

第2期)，頁78。 
17「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新華網，2009年7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

d/2009-07/28/content_11782821.htm>(2016年12月21日)。 
18
「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0年5月24日，<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24/c_12135646.htm>(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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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美國國會對於歐巴馬對中共採取忍讓與妥協政策的質疑，而中共則可以透過反

對美國對臺軍售的立場來換取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馬英九執政的第一任期間，歐巴馬不斷地運用與中共交往的「三個公報」以

及與臺灣交往的「臺灣關係法」等依據，積極介入兩岸之間的交往，歐氏與其執

政團隊如同前幾任總統，巧妙地運用兩岸之間的微妙關係，達成其戰略與政治目

的。不論是在對全球反恐、「中」「美」經貿合作、對臺軍售以及支持臺灣參與

國際組織等議題，都可以看見美國運用「亞太再平衡」戰略所留下的足跡。然而

，美國也有部分學者對於在與中共交涉期間還必須顧及對臺政策的因素感到反感

，因此有保羅•凱恩(Paul Kane)、查理斯•格拉澤( Charles Glaser)以及約翰•米爾

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學者發表主張「棄臺論」的相關文章。19據此，

筆者認為馬英九政府原本的「和中」、「友日」及「親美」的外交關鍵順序也是

從「棄臺論」發酵後才轉而把「親美」納入首要目標。 

在馬英九政府順利於2012年5月20日連任就職後，由於「親美」牌奏效，AI

T於官方網站公布參加馬英九就職典禮的美國代表團，代表團團長係前歐巴馬白

宮幕僚長威廉•戴利（William M. Daley），此次擔任團長對臺美關係具有重大

意義，且隨行團員還包括美國國務院前副國務卿史坦柏格（James B. Steinberg

）、國務院政策計畫處前處長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時任AIT主席薄

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及前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等人

，更顯示出臺美關係的熱絡。20此外，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不僅僅重申其兩岸政策

係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

和平發展，在其第一任的任期內已與中共簽訂了高達16項的協議。此外，馬英九

                                                           
19 張建，「亞太再平衡戰略視角下的歐巴馬政府對台政策」，現代臺灣研究(福建)，2015 年 3

月(第 2 期)，頁 23。 
20 美國在臺協會，「美國在台協會宣布參加台灣總統馬英九就職典禮之代表團」，2012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ait.org.tw/zh/pressrelease-pr1225.html>(2016 年 12 月 21 日)。 



 

57 

於演說中提出未來加入TPP的意願。21筆者認為此段言論是希望以當前兩岸已經

簽署了ECFA的條件，希望歐巴馬於未來完成TPP簽署程序後支持臺灣加入，避

免臺灣於亞太區域內喪失經貿競爭力。 

在馬英九的第二個任期中，雖然因為其兩岸政策與服務貿易協議等因素，使

得在2014年3月18日由學生發起了為期長達近一個月的反服貿活動，又稱為「31

8」學運。22不但激起了臺灣人民的反中情緒，後續更導致國民黨在2014年的九

合一的地方選舉大敗，美國主流媒體CNN更於選後以「臺灣的黑色星期六大選

：反中的結果」 (Taiwan's 'black Saturday' election: A rebuke to China)為標題

，來敘述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大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其兩岸政策不被人民所信任

。23筆者認為，國民黨敗選，不僅僅是當時的最大在野黨-民進黨感到興奮，也讓

歐巴馬政府不用擔心臺灣未來與中共有太過深入的交流與合作。 

雖然國民黨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慘敗，等同讓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遭受重

擊，然而，即便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一敗塗地，但是並不會影響「中」、「美」

兩個大國之間的交流互動與競合。習近平於2015年9月22日至28日前往美國訪問

，並且參與聯合國成立70週年峰會，其目的不只再一次利用兩方領導者的會面機

會來探「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底線，並且積極展現中共已經不再只是國際事務的

參與者，更是國際事務的領導者。24國民黨在2014年地方選舉大敗後，馬英九並

沒有放棄繼續經營其兩岸政策，馬英九與習近平兩人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飯店進行會晤，不僅讓雙方領導人在兩岸分治歷經66年後，得以面對面

                                                           
21
「馬總統就職演說內容全文」，蘋果日報，2012年5月20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

timenews/article/new/20120520/123575/>(2016年12月21日)。 
22 林楠森，「民進黨就服貿將發動”全民包圍立法院”」，BBC 中文網，2014 年 3 月 18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18_taiwan_china_service_demonstrate.s
html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3 J. Michael Cole, “Taiwan's 'black Saturday' election: A rebuke to China”, CNN, 3
 December, 2014, < http://edition.cnn.com/2014/12/02/opinion/taiwan-opinion-cole/>(21 Dece
mber 2016). 

24
 魏艾，「習近平訪美的成果及其政經意涵」，海峽評論(臺北)，2015年 11 月(第 299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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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更寫下兩岸交流歷史新頁。25雙方晤談過程中，馬英九提出5點主張：一

、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兩岸和平現狀；二、兩岸應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

爭端；三、擴大兩岸交流，增進互利共贏；四、設置兩岸熱線，處理緊急重大問

題；五、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26在馬習會結束之後，國臺辦主任張志

軍於記者會中轉述了習近平的4點堅持：一、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二

、堅持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三、堅持為兩岸同胞多謀福祉；四、堅持同

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7筆者認為習近平利用「馬習會」來達成三個目的，

首先就是「馬習會」放在「歐習會」結束後舉行，能向國際與兩岸人民傳達訊息

，而其要傳遞的訊息如下： 

一、無論是哪個政黨執政，「九二共識」是最基本的交往條件。 

二、海峽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屬於家務事。 

三、「中國崛起」是以和平為出發點，國際間不應認為是威脅。 

四、「馬習會」領袖對話，足以弱化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 

再者，基於國際局勢的演變與「中國崛起」的趨勢，「馬習會」的召開帶給習近

平正面國際形象遠高於對馬英九政府兩岸政策的加分。最後，主要是肯定馬英九

執政期間以「九二共識」為基礎致力於推動兩岸政策與交流，同時向以「臺灣獨

立」為黨綱的民主進步黨暗示，有「九二共識」未來才有機會得以展開對談。 

歐巴馬政府得知「馬習會」後，雖然在評價上都給予肯定，但是卻擔憂兩岸

真的有統一的一天，也避免下一個執政的政府會落入「一個中國」的陷阱。因此

歐巴馬政府在「馬習會」後，同時也是臺灣總統大選前最後一個月宣布同意對台

軍售，總金額達18.3億美元。28筆者認為這次軍售的政治意涵應有三點： 

                                                           
25 楊毅、陳柏廷、王揚宇，「馬習會登場馬英九習近平開場發言全文」，中時電子報，2015年1

1月7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07003702-260401> (2016年12月22
日)。 

26 姜新立，『「馬習會」開啟兩岸新時代』，海峽評論(臺北)，2016 年 1 月(第 301 期)，頁 50。 
27 白德華、楊毅，「閉門會談習提九二共識等 4 個堅持」，中時電子報，2015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08001139-260102>(2016 年 12 月 22 日)。 
28 鄭崇生，「美正式宣布對台軍售含派里艦兩棲突擊車」，中央社，2015 年 12 月 16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12160510-1.aspx>(2016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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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馬習會」所提升的兩岸交流熱度降溫。 

二、比起在2016年臺灣總統大選後執行，對臺軍售所帶來的衝擊較小。 

三、測試中共對於美國對臺軍售的態度。 

然而，馬英九任內的兩岸關係已經大致以「馬習會」的召開與結束劃下了句點。 

第三節 蔡英文時期的外交政策 

中華民國第十四屆總統大選於2016年1月16日舉行，民進黨提名的總統候選

人蔡英文，挾帶著2014年地方選舉勝選的氣勢以及臺灣人民對於馬英九政府期間

施政的不滿，順利地擊敗國民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朱立倫，當選中華民國第十

四屆總統，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29 

蔡英文政府有別於馬英九執政期間明確地定出首重兩岸關係的修補與對話

機制的建立，並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為原則與「

和中、友日、親美」為方向的「活路外交」，蔡英文政府所採行的兩岸政策與外

交政策顯得沒有重心。在關於區域以及兩岸關係的談話，是以偏重區域性的東協

與印度為首，發表「新南向政策」願景，然而關乎兩岸人民至深至切的兩岸關係

卻被輕描淡寫的帶過，尤其是在兩岸交流中最重要的「九二共識」議題上，蔡英

文於總統就職典禮中僅以「尊重歷史事實」來帶過，並沒有實質表態去接受「九

二共識」。再者，在外交與全球性的議題上，也僅僅提及未來深化與美國、日本

和歐洲之間的關係還有氣候暖化的議題，卻沒有勾勒出一個明確可行的外交政策

。30中共國臺辦對於蔡英文就職演說中的兩岸關係部分，以「未完的答卷」作出

回應，可以見得中共方面對於蔡英文是否接受「九二共識」非常在意。31 

蔡英文的外交政策一直到2016年6月24日至7月2日前往中南美洲邦交國訪問
                                                           
29 林子桓，「神奇的 689 萬票！蔡英文當選台灣首位女總統」，東森新聞雲，2016 年 1 月 16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116/632275.htm >(2016 年 12 月 22 日)。 
30
 劉麗榮，「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中英文全文」，中央社，2016年5月20日，<http://www.cna.

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12-1.aspx>(2016年12月22日)。 
31
 『國臺辦回應蔡「未完的答卷」』，蘋果日報，2016年5月21日，<http://www.appledaily.c

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0521/37227258/>(201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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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才正式定調為「踏實外交」，而出訪的主旨除了鞏固就任前斷交風聲頻

傳的中美洲邦交國，與提升國際能見度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過境美國的行程來

強化臺美關係。32然而，蔡英文就任前所發生的中共與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與臺

灣斷交的甘比亞建立外交關係，以及臺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邀請函遭受刁難

等事件，已經顯現出中共先就蔡英文往昔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態度上，用外

交手段來報復。33當蔡英文勉強將其外交政策定調為「踏實外交」時，無法也無

力能夠挽回國際間外交關係在中共的壓力下，勢必在兩岸關係與國際外交中間進

行取捨。 

蔡英文政府上任後雖然是主打以美國、日本及與歐洲國家的交往至上，東協

及印度等國家為次要。但是，就準新加坡代表江春男的酒駕風波、民進黨籍立委

攜眷參加僑宴以及外交使館裁撤等議題，都突顯蔡英文團隊在外交的經驗與敏感

度不足。後續，蔡英文政府在外交上持續受到中共的打壓，臺灣未獲國際民航組

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的邀請函以及臺灣媒體被

限制採訪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34此外，蔡英文外交上的策略錯誤也導致了內

政的危機，親美跟友日雖然在馬英九政府期間即已奉行，但是，馬英九執政期間

的美牛議題即是蔡英文所屬的民進黨念茲在茲的抗爭議題。當蔡英文選擇了與中

共保持距離的決定，親美所必須面對的進口美豬的議題與親日所必須面對的進口

福島週邊縣市產品的議題就造成了內政問題。 

在2016年12月21日，臺灣友邦之一的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與中共建交，同時

與臺灣斷交，再度重創了蔡英文以「親美日、疏中共；近東協，疏兩岸」的外交

政策與宣揚平等互惠為口號的「踏實外交」。35由於時機過於敏感，這個斷交的

                                                           
32 任冬梅，「蔡英文: “踏實外交”難”踏實”」，世界知識(北京)，2016 年 8 月(第 15 期)，頁 60。 
33 李正修，「檢驗蔡英文政府的外交政策」，國政基金會網站，2016年12月6日，<http://www.n

pf.org.tw/3/16389>(2016年12月22日)。 
34 胡玉立，「ICAO大會全面封殺台灣媒體採訪」，中央社，2016年9月26日，<http://www.cna.c

om.tw/news/firstnews/201609265006-1.aspx >(2016年12月23日)。 
35 王鼎鈞，「聖多美普林西比與台灣斷交總統府聲明全文」，今日新聞，2016年12月21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6/12/21/2346825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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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很難不與2016年12月3日，蔡英文致電恭賀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且川普稱蔡

英文為「臺灣的總統」的事件聯想在一起。36 

中共宣告將於蔡英文於2017年1月7日起為期9天8夜的「英捷專案」出訪期間

舉行遠航訓練，其最受人矚目的就是象徵中共海權擴張的「遼寧號」航空母艦即

將從臺灣海峽中線北返，此舉使得蔡英文的「踏實外交」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

的前車之鑑以及中共戰機多次繞臺訓練的壓力下，讓這次的出訪於心理層面上並

無法如同口號般地踏實。37其次，由於出訪的時機正好在美國新任總統川普2017

年1月20日就職典禮前夕，因此無論是在美國政府方面還是臺灣政府方面，為了

避免造成「美」、「中」、「臺」三方的擦槍走火，因此「美」、「臺」雙方在

過境美國議題上，顯得都相當的低調，其中前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司徒

文(William Stanton)更在2017年1月6日出席新臺灣和平基金會活動時表示在北京

當局的壓力下，「美」、「臺」雙方都想避免麻煩，就算有跟川普的準執政團隊

會面，也將會以秘密的方式進行。38 

隨著川普即將就任，在其選舉過程期間以及當選後的各種言論與主張也即將

受到世界的矚目，不論是否是選舉語言還是言出必行，都將會使得「美」、「中

」兩強的競合產生新變化，此外，無論是兩強合作或是兩強衝撞，勢必都會影響

兩岸關係，而蔡英文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會因為川普的新政進行修正，將會是未

來值得關注的重點。筆者認為，「美」、「中」之間無論是經貿、軍事還是外交

方面，競爭的可能性將遠大於合作，而在蔡英文與民進黨的「反中國政策」ABC

(Anything But China)下，將會趨使臺灣政府尋求與美國建立起更深入的合作關

係，在經貿上除了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36 張詠晴編譯，「與蔡英文通話-川普就是狂？」，天下雜誌網站，2016年12月3日，<http://ww

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9715>，(2016年12月23日)。 
37 王烱華，「首次！中國航母將沿海峽中線北返 完成繞台武嚇」，蘋果日報，2017年1月4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104/1027503/>(2017

年1月15日)。 
38 鍾辰芳，「蔡英文過境美國，各方矚目」，美國之音，2017年1月7日，<http://www.voachines

e.com/a/3666433.html>(2017年1月15日)。 



 

62 

Agreement,TIFA)與美國豬肉進口的議題外，軍事上也有可能突破1979年以後的

合作層面，同意美軍在臺灣本島或是外島駐軍或是部署薩德系統，就近對中共進

行軍事監控與圍堵。雖然可以明確的界定出蔡英文的「聯美抗中」政策，但也將

會使兩岸和平共處的願望變成遙不可及的幻想。 

第四節 蔡英文與歐巴馬的「再平衡」 

蔡英文於2016年1月16日勝選之後，臺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歐巴馬政府

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仍然持續地推動。共和黨於2016年4月20日提出的88號共

同決議案，重申「臺灣關係法」及將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對臺灣提出的「六

項保證」訴諸文字，同時在2016年5月16日蔡英文就職前夕經由美國聯邦眾議院

以「無異議」通過，繼續交付參議院審核。39蔡英文上任後在經營對美關係上非

常的積極，不僅利用2016年6月24日至7月2日前往中南美洲訪問的期間過境美國

，更預先錄製恭賀影片於美國在臺協會2016年6月29日於君悅酒店辦理的國慶酒

會中播放，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梅健華(Kin Moy)還特別向參加的賓客

介紹蔡英文是美國國慶酒會的「神秘嘉賓」。40蔡英文利用過境美國邁阿密時與

親臺的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會面，而盧氏同時也是於參

議院非常活躍的政治人物，透過他的努力，使得以「對臺六項保證」為主體的3

8號決議案在2016年7月6日順利地在參議院通過，為臺美關係加溫。41 

第38號共同決議案的通過，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但是由於國會在對於臺美交

流事務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第38號共同決議案的影響力不亞於「臺灣

關係法」。另外，此決議案的通過，不僅僅讓美國可以透過「臺灣關係法」與臺

灣進行「被允許」的交流，亦可透過訴諸白紙黑字的「對臺六項保證」來將其對

                                                           
39 鄭崇生，「美眾院通過對臺六項保證訴諸文字」，中央社，2016年5月17日，< http://www.cn

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170017-1.aspx >(2016年12月23日)。 
40 戴雅真，「AIT國慶酒會蔡總統是神秘嘉賓」，中央社，2016年6月29日，<http://www.cna.co

m.tw/news/firstnews/201606290206-1.aspx>(2016年12月23日)。 
41 鄭崇生，「美參院通過六項保證訴諸文字」，中央社，2016年7月7日，<http://www.cna.com.t

w/news/aopl/201607070091-1.aspx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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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軍售合法化，並且在「中」、「美」關係採行的「一個中國」政策中，得以讓

美國在論及臺灣主權議題時保有自己解讀的空間。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蔡英文

政府在國防上的目標是「國防自主」以及「機艦國造」，未來將會成為美國長期

藉由對臺軍售中獲取利益的阻礙。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是在政策角度上追求「國

防自主」，還是在務實層面檢視臺灣是否有足夠軍事武力與裝備足以面對未來發

生軍事衝突，進而有效地抵禦進犯的敵人，這些能力並無法由臺灣自行認定，而

是必須依據「臺灣關係法」與甫通過「對臺六項保證」所呈現的美國視角來檢驗

。在美國相關智庫以及學者持續評估兩岸軍力失衡的狀況之下，臺灣未來還是必

須提高國防預算並且透過向美國進行軍購來補強國防戰力。42 

蔡英文政府的「親美」政策，不同於馬英九執政期間的「親美」政策，因為

馬英九「親美」政策的出發點係先以有良好的兩岸關係為基礎，進而去擴展國際

空間，而國際關係中的多極體系，除了中共以外，對於臺灣影響最大的國家便是

美國。因此，馬英九可以藉由歐巴馬政府對臺灣側重中共的疑慮，操作臺美關係

與兩岸關係，讓歐巴馬政府對臺灣釋出利多或者是同意更多的交流案與軍售案，

同時也可以建立起兩岸經貿管道，打開廣大的中國大陸市場。然而，筆者認為蔡

英文的「親美」政策的出發點是建立在反對馬英九「和中」政策與「九二共識」

的立場上去向美國靠攏，蔡英文並未仔細權衡「中」、「美」、「臺」三方之間

的利害關係，刻意放棄維持臺灣未來外交地位與國際生存空間的兩岸關係，並將

所有的雞蛋放在美國這個籃子裡，讓歐巴馬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去與中共競逐。

但是，在中共具有足以挑戰美國的前提下，忽視兩岸關係經營所帶來的傷害，將

會遠超過於陳水扁在執政時主打的「一邊一國」或者是「四要一沒有」。 

全球眾所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於2016年11月9日舉行，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

選人川普擊敗了選前被看好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美國總統大選

                                                           
42
 林芳如，「台海危機出兵 五角大廈：由美總統決定」，中時電子報，2016年12月14日，<htt

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214001810-260408>(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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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不僅僅激起美國國內大多數選民反對川普的抗議活動與反川普活動，也

為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增添了一項難以預測的變數。而川普當選對臺灣最直接的

影響莫過於馬英九政府與蔡英文政府均尋求加入的TPP，不僅川普於競選期間就

已經反對TPP，使得其前景已經一片黯淡，未料歐巴馬更是宣布於任內放棄推動T

PP，無疑是為TPP宣告終結。43在經濟戰略上，「臺」、「美」在經濟議題上未來

只剩下於馬英九執政任內復談的TIFA這條管道，而川普是否會研擬新的經濟戰略

以及未來經濟戰略的走向，需等川普上任後的國安與經濟團隊的組成來判斷，然

而臺灣是否會納入其中，端看「美」、「中」、「臺」三方關係的發展。 

另一方面，歐巴馬於2016年12月23日簽署「2017財務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Fiscal Year 2017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Y 2017 NDAA)，順利突破

「臺」、「美」軍事交流現況，其中第2943號法案(S.2943)中的第1254節(Sec 12

54)為「美國與臺灣之間高級軍事交流」(Sense of Congress on military exchang

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條文中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推動「臺

」、「美」高階軍事將領(現役將領)及資深國防官員(助理部長及以上)的兩地交

流，不僅使得「美」、「中」、「臺」三角關係的重心再度向美國傾斜，更為歐

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後一哩路，在「臺」、「美」關係創下突破性的紀

錄。44 

雖然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將於2017年1月20日劃下句點，而

川普是否會延續歐巴馬的戰略走向，還是會有研擬新的亞洲政策，都尚待觀察。

由於美國總統大選勝出的不是「亞太再平衡」推手的希拉蕊•柯林頓，使得蔡英

文過境訪美期間及在美國大選前的苦心經營打了折扣。搶在歐巴馬卸任之前，蔡

英文的外交與國安團隊規劃了新的一波出訪專案，於2017年1月7日至15日動身前

往中南美洲進行訪問，由於川普與蔡英文的熱線挑戰了牽動「美」、「中」、「

                                                           
43 賀桂芬，「歐巴馬政府放棄TPP」，天下雜誌，2016年11月13日，< http://www.cw.com.tw/art

icle/article.action?id=5079387 >(2016年12月23日)。 
44 鄭崇生，「台美軍事交流入法歐巴馬簽署生效」，中央社，2016年12月24日，<http://www.cn

a.com.tw/news/aopl/201607070091-1.aspx >(201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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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三方關係長久以來保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使得中共近期開始挖角臺灣的

邦交國，先不論川普是否已經就任，但是挑戰「一個中國」的相關言論都對兩岸

關係有所影響，而中共是否會針對蔡英文出訪的國家進行外交戰，「烽火外交」

是否再現將會是未來值得關注的事件。45

                                                           
45
 楊舒媚，「蔡普熱線後，蔡英文１月出訪中南美」，TVBS新聞，2016年12月20日，<http://n

ews.tvbs.com.tw/politics/694526>(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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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川普百日新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第一節 川普的貿易政策與經濟戰略 

川普競選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就不斷地聲稱要終結對美國不利的TPP，並且

重新檢視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此

外更要所有在海外設廠的美國品牌均要將生產線移回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上述

的各項政策與競選口號，在選前就已經引起軒然大波。
1然而在川普於2016年11

月9日順利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後更是利用各個場合來重申其兌現

競選承諾的決心。川普新政包含了六大面向，主要包含貿易政策、能源政策、行

政政策規範、國家安全、移民管制與政治革新等六項。雖然川普的經濟戰略與貿

易政策幾乎是與全球為敵，但是其中廢止TPP以及生產線移回美國對於中共與臺

灣的影響最大，因此本節將針對前述兩項政策來分析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一、美國退出TPP對臺灣的影響 

川普於當選後，立刻簽署行政命令退出TPP，此舉不但將歐巴馬努力近四年

的成果付諸流水，更毀掉了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半壁江山。2然而此舉不但

讓TPP的參加國頓時失去動力，更讓積極爭取參與TPP的臺灣喪失了與在經貿上

與世界第一大與第三大經濟體接軌的機會。 

臺灣在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就積極地表達參與TPP、RCEP與亞投行等國

際組織與跨國貿易協定的意向。然而，在中共秉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無

形之間就形成了臺灣加入RCEP與亞投行的最大障礙，而ECFA中的服貿與貨貿也

遲遲未有進展，更使臺灣沒有籌碼可以與中共談判。在無從選擇的情況下，臺灣

只能將希望放在TPP上面，雖然有美國與日本兩大經濟體當TPP領頭羊，但是各

個參加國卻有國內的障礙要一一排除，曠日廢時的國內程序更使臺灣加入TPP的

時程遙遙無期。 

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後，雖然也向美國表達積極參與TPP的意向，並且希望美

                                                           
1 廖漢原，「美國史上最分歧總統大選 政見比一比」，中央社，2016年7月31日，<http://www

.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7310022-1.aspx>(2017年2月2日)。 
2 賀桂芬，「歐巴馬政府放棄TPP」，天下雜誌，2016年11月13日，< http://www.cw.com.tw/arti

cle/article.action?id=5079387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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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協助臺灣加入第二輪的協商，但是卻忽略了經營對臺灣生存與發展最為重要的

兩岸關係，還轉而發展中共已經布局多年的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稱為其「新南向

政策」，更是使得臺灣加入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路更為遙遠。3無論是TPP還是

RCEP，都是因為中共的存在而顯得更為重要。TPP進程的大幅躍進就是在於歐

巴馬政府任內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透過美國與日本為其注入強大的動能，

並藉由TPP來對中共進行經濟圍堵。而RCEP原本也僅僅是東協十國所發起的區

域經濟整合，然而美國積極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與TPP後，使中共也必須拉

攏週邊國家來因應TPP可能所帶來的衝擊。因此，中共對於RCEP的推動表現得

十分積極，其經濟動能跟積極程度更讓外界視為RCEP是由中共主導。4另一方面

，在TPP被川普正式終結之後，頓時群龍無首，但是TPP對於其他參加國家而言

仍然有極大的經濟效益與吸引力，因此參加國都希望能夠有其他國家來補足美國

離開所造成的缺口。身為TPP參加國之一的澳洲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

在川普廢除TPP後表示，中共未來取代美國來主導TPP的機會的確存在。5筆者認

為，在TPP與RCEP未來有可能均由中共主導的情形之下，臺灣因為兩岸關係緊

繃以及在中共在國際間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之下，與其他國家簽訂FTA的機

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因此，川普簽署廢止TPP的行政命令後，不僅使得臺灣的

經貿環境更為嚴峻，更大幅降低未來參加TPP與RCEP等區域經濟貿易協定的機

率。 

二、美國退出TPP對中共的影響 

美國簽署退出TPP的舉動，筆者認為對於中共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瓦解了美國

歐巴馬政府任內對中共採行經濟圍堵的戰略。其次，就是使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區

域經濟整合上失去美國這個強大的夥伴，更使中共未來在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議

題上有著更多的談判籌碼。 

                                                           
3 管婺媛、呂雪彗，「蔡英文：盼美助加入TPP「第2輪」協商」，中時電子報，2016年5月23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23000303-260102>(2017年2月2日)。 
4
「令人眼花撩亂的TPP、RCEP和FTAAP」，環球網，2016年11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

com/editorial/2016-11/9689558.html>(2017年2月2日)。 
5 古莉，「澳洲為救TPP向中國招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7年1月24日，<http://trad.cn.rfi.f

r/%E4%B8%AD%E5%9C%8B/20170124-%E6%BE%B3%E6%B4%B2%E7%82%BA%E6%95
%91tpp%E5%90%91%E4%B8%AD%E5%9C%8B%E6%8B%9B%E6%89%8B>(2017年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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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掌權之後，除了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之外，其籌建之亞投行也藉

由成員國基礎建設發展的資金需求逐漸地發揮功效。筆者認為，中共積極推動的

RCEP將會受惠於美國退出TPP的舉措，使RCEP未來能夠在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地

位上立於不敗之地，進一步能讓中共主導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中共可以利用

亞太自由貿易區帶來的經濟動能降低美國於亞太區域的活躍度，在經濟戰略上贏

得勝利，並且靠著強大的經濟力來拉攏週邊國家，成為一方之霸。倘若川普政府

重行孤立主義，預料將讓習近平的「中國夢」與兩個百年的願景得以如期實現。 

三、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對臺灣的影響 

川普的當選之後最令人關心的就，就是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川普於就職演

說更是明白地說出「保護將會帶來偉大的繁榮和力量」，來強調美國的貿易保護

政策將會徹底的執行並且引領美國重回過去的光榮時刻，此外也說明其執政團隊

的貿易原則就只有兩條：「購買美國貨和僱用美國人」，並且以美國的利益為優

先。6這番就職演說，不僅僅昭告全球美國未來的貿易保護政策並且宣示讓美國

在全球的代工生產線大舉地移回美國境內，以符合「購買美國貨和僱用美國人」

的原則，消除美國以往被高失業率與貿易逆差所困擾的因素。 

然而，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若是全面執行，對於臺灣長期負責產品代工的企

業而言將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舉凡大立光、鴻海以及台積電等，無一不是臺灣

科技業代工的知名企業，尤其是鴻海的蘋果供應鏈、台積電的核心處理器與大立

光的精密鏡頭，都是當前品牌智慧型科技產品或是品牌相機最主要的核心零組件

。筆者認為，一但代工生產線從中國大陸或是自臺灣移至美國，上述產業不論要

配合美國政府政策提高勞動成本，或是承擔美國的高關稅，就是要選擇放棄代工

，將代工生產線讓美國自行負責。如果不選擇美國品牌，臺灣的代工企業便需要

退而求其次尋求其他的代工市場來維繫企業的生命與深耕許久的生產線，或是透

                                                           
6 「川普總統就職演說全文（英文+中譯對照）」，天下雜誌，2017年1月21日，<http://www.cw.

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582>(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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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創新與突破來自創品牌，無論哪一個選擇都對相關企業來說是一大傷害。如果

想要轉型成為臺灣製造的自創品牌，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必定要經過很長一段

的陣痛期，而對於臺灣在國際空間與缺乏亞太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困境下，將會

使陣痛期更長。 

四、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對中共的影響 

川普的保護政策，雖然對臺灣的影響甚鉅，但是對於中共內部的就業問題與

經濟成長也帶來一定的影響。中國大陸素有世界工廠之稱，然而川普的貿易保護

政策即將讓帶領中共經濟快速的「中國製造」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7美國與中

共之間的貿易差額就是來自於「中國製造」的產品價格低廉，能夠成功地打入美

國市場，而美國引以為傲的汽車工業與科技產業卻無法成功地打入中國大陸市場

，因此造成了巨額的貿易差額。而川普的保護政策，就是要針對「中國製造」所

進口到美國的產品課以關稅，以縮小貿易差額。8 

筆者認為，倘若在中國大陸境內的美國品牌生產線大舉移回美國國內，包含

臺灣代工企業在中國大陸境內所設的工廠，將會使中共在短期之間因為生產線停

擺或是轉移而面臨大量的失業潮，將會直接衝擊到中共的經濟成長率與內部的穩

定。 

五、小結 

筆者認為，無論是川普簽署退出TPP還是大力推行「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

政策，同樣都對中共與臺灣帶來影響。但是，缺乏市場與自有品牌的臺灣，在面

對川普新政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遠高於中共所面臨的挑戰。中共在美國退出TPP

之後，可以妥善運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缺乏領導者的條件，來取得領導地位。另

                                                           
7 村山宏，「川普將讓中國告別「世界工廠」？」，日經中文網，2016年12月5日，<http://zh.cn.

nikkei.com/china/ceconomy/22602-2016-12-05-04-59-44.html?start=1>(2017年2月2日)。 
8 林璟昕，「中國經濟成長26年來最差 川普恐帶來難以預測的2017」，風傳媒，2017年1月23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216217>(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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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沒有美國與日本的干擾下，將可以順利推展RCEP的進程與擴張亞投行的

規模，進而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這些因素將可以使中共得到的正面效益減

緩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所帶來的衝擊。即便美國能全面施行貿易保護政策，在勞工

成本上，中共還是比美國具有優勢。在自由市場的選擇下，美國的民眾是否會捨

棄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產品而選擇代工技術不純熟且勞動成本高的「美國製

造」產品，將會成為影響川普推動貿易保護政策的因素之一。相形之下，臺灣雖

然在代工的技術與基礎十分穩固，但是一旦喪失了美國品牌的市場，想要爭取其

他先進國家的品牌代工，在勞工成本上又比不上印度與東協國家，未來為了爭取

代工市場，印度與東協將視臺灣為競爭對手，更遑論要在產業上進行合作與拓展

，如此一來，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勢必雪上加霜。此外，中共未來失去了鴻海等大

廠的投資，更讓兩岸之間的聯繫更為薄弱，將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第二節 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 

美國在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執行過程中，藉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來促

進亞太區域安全合作與拓張其軍事能見度，雖然歐巴馬在經濟戰略上未竟全功，

但是在外交政策上與軍事戰略上，仍然在亞太區域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然而川普

在競選期間要亞洲盟國必須承擔更多的防禦責任，支付更多的駐軍經費，此舉讓

歐巴馬長期經營的日本與韓國產生了極度的不安，因此川普政府的新任國防部長

馬蒂斯(James Mattis)走馬上任隨即安排前往韓國與日本訪問，除了要就亞太區域

安全、薩德系統部署與南海問題取得共識外，最主要是透過面對面的接觸與對談

來安撫日本與韓國這兩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軍事同盟。9 

川普的外交政策正如同其貿易政策，以「美國優先」為主軸，為了保護美國

的人民，不僅僅計畫於「美」、「墨」邊界構築高牆。川普舉用雷克斯•蒂勒森

                                                           
9 吉野直也，「美國新防長訪日無意就亞洲政策做出重大變動」，日經中文網，2017年2月2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3508-2017-02-02-10-27-50.html>(2017
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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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 Tillerson)擔任國務卿，不僅期待蒂勒森能夠扛起對外的外交重責大任，也

希望蒂氏能貫徹上任後造成美國境內的企業反彈，同時也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的移民禁令。10 筆者認為，無論蒂勒森是否在外交的態度上因為經商的關係而

較為親俄，或是川普真的打算利用蒂氏來執行「聯俄抗中」的戰略，任用毫無公

職經驗的蒂勒森來擔任國務卿，應該就是想要打破常規來整頓美國在歐巴馬政府

執政期間讓川普詬病的外交體系。川普執政仍在初期階段，其外交政策的拓展與

革新尚未有明顯的指標，能夠納入未來觀察的重點。筆者認為川普未來要正面與

中共進行對抗，相信蒂勒森的出訪國家應該會是俄國與印度，如此一來就可以對

中共形成南北合圍的態勢，箝制中共的外交發展，並且阻礙其「一帶一路」戰略

推展的進程。 

從另一個層面來比較，川普政府與歐巴馬政府的外交取向截然不同。歐巴馬

政府是利用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當先鋒前往亞洲國家訪問，順勢將美國「重歐

輕亞」的政策調整成「重亞輕歐」；而川普政府上任之後，反倒讓國防部長馬蒂

斯當先鋒，運用其鮮明的個人風格與強勢作風，首先安排訪問南韓與日本，一方

面來安撫盟邦，另一方面可以傳達川普的亞太戰略將置重點在東北亞。相形之下

，臺灣、東協以及紐澳地區將不比歐巴馬政府執政時來的重要。此外，馬蒂斯的

出訪可以使川普政府藉機向中共展現其不同於歐巴馬政府的作風，利用國防部長

的槍桿象徵代替國務卿的筆桿象徵，以強硬取代柔軟，在東北亞劃清界線，將壓

力置於中共與北韓。筆者認為，川普政府未來不論在外交、經濟還是軍事議題上

與中共與北韓交涉，將會較歐巴馬政府執政時期的態度更為強硬，進而導致東北

亞的區域衝突。 

雖然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目前對兩岸關係未有顯著的影響，但是

川普是否藉由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來制衡中共，或者藉由提供臺灣先進的軍事

                                                           
10 施施，「聯合國促盡快解除移民禁令」，中時電子報，2017年2月2日，<http://www.chinati

mes.com/newspapers/20170202000216-260119>(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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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來迫使中共進行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將會是未來研究與觀察的重點。 

第三節 川普政府亞太戰略的挑戰 

歐巴馬政府費盡心思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2016年執政的末期面臨到許

多新的挑戰，撼動了其戰略布局，這些挑戰也將是美國在川普就任後與中共爭奪

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關鍵。本節將於探討美國歐巴馬政府執政末期與新任川普(

Donald J. Trump)政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就其對於「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後

續發展影響進行分析。 

川普上任後第一個挑戰就是美國前後任政府的亞太戰略不同調。歐巴馬政府

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面向就是TPP，然而隨著歐巴馬執政的結束，TPP

也成為了被川普祭旗的首要政策。川普當選後，立刻在媒體上公開的百日新政內

容中所要扼殺的是TPP。11隨後，更於2017年1月20日正式走馬上任後，於三日之

內就簽署了行政命令廢止TPP。12由於TPP係在歐巴馬任內極力推動「亞太再平

衡」戰略中的經濟板塊，也是為了抑制中共快速經濟發展的戰略之一。因此筆者

認為，TPP的終結已意味著結束了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核心。美國的

典型兩黨政治通常都會在政黨輪替之時反對前朝的政策，最為典型的就是小布希

政府的「反柯林頓政策」ABC(Anything But Clinton)。TPP成為2017年美國第45

任總統川普就職典禮後的第一個祭品，雖然全球，對於這個結果不感意外，但是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日本盟友變成為了川普百日新政中受傷最嚴重的國家，也讓先

前積極促使國會通過加入TPP的安倍晉三備感壓力。此外，川普還要配合將美國

品牌的海外工廠撤回國內，筆者認為此舉將使美國與中共在經濟競爭的環境上雪

上加霜，更有可能使中共能更快取代美國的亞太地區經濟主導地位。 

第二個挑戰就是南韓總統朴槿惠在2016年12月9日因為其與崔順實干政的醜

聞遭國會彈劾而被停權，後續將使得薩德系統部署是否能順利完成以及朝鮮半島

的安全情勢將成為新的焦點。薩德系統部署的成功與否將會影響美國在東北亞戰

                                                           
11 吳慧珍，「川普百日新政上任首日宣布退出TPP」，中時電子報，2016年11月22日，<http://w

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22005539-2604102>(2016年12月10日)。 
12 鄭崇生，「川普簽署命令 美正式退出TPP」，中央社，2017年1月24日，< http://www.cna.c

om.tw/news/firstnews/201701240010-1.aspx>(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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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防禦的布局。13筆者認為南韓在朴槿惠被停權後，為了自身安全與利益，南韓

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必定將重新檢視「中」、「韓」關係與「美」、「韓」

關係。尤其是中共一直針對薩德系統的部署甚有微詞，加上中共針對南韓發布一

連串的禁韓令外，近來也針對提供部署美國薩德系統用地的南韓樂天集團進行相

關的報復。14面對中共的經濟報復與美國川普利益至上的重商主義將會使得南韓

的經濟與安全上面臨抉擇。倘若美國不願意繼續介入朝核問題，將會使得南韓投

向中共懷抱，導致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東北亞的軍事布局以失敗告終，

川普主義也有可能使朝鮮半島上南、北韓戰火一觸即發。 

第三個挑戰是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上任後，因為國內掃

毒問題遭到國際人權組織的詬病，此外杜特蒂的非典型言論突顯出美國在菲律賓

駐軍期間所產生的怨懟。菲律賓不再像以往對美國言聽計從，更不願意在人權讓

步，迫使美國在必須顧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大局下對於杜特蒂的言論百般容

忍，而杜特蒂料準了美國需要菲律賓，且在黃岩島議題上需要跟中共談判，給了

杜特蒂能夠操作外交手段的空間。川普上任之後，杜特蒂更批評美國在菲律賓的

各項軍事活動係在建立其永久軍火庫，杜特蒂為了避免捲入未來「中」、「美」

在南海爭端與戰事，更揚言要廢止與美國的各項條約。15筆者認為美國倘若要確

保菲律賓這個盟邦不會倒向中共，不僅必須犧牲部份的國家利益，來金援菲律賓

，更要在人權問題上視而不見。然而，在川普「美國優先」的口號下，應該不會

讓菲律賓予取予求，進而把菲律賓這個燙手山芋交給中共，讓中共去做賠本的外

交投資。 

第四個挑戰是越南僭越了美國在南海推行的自由航行戰略紅線，在南海大肆

的填海造陸。美國在2016年5月份解除了對越南武器禁運，但是其目的係為了鞏

固越南在南海政策上支持美國，但是越南卻背道而馳，使得南海局勢更為緊張，

美國智庫CSIS評論此舉為危險的遊戲。16筆者認為，越南與中共不僅在湄公河上

                                                           
13『「人民勝利」朴槿惠停職』，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0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

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1210/37480774/hotdailyart_right>(2016年12月10日)。 
14「陸禁韓令擴大-樂天遭查」，蘋果日報，2016年12月6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

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61206/37475564/hotdailyart_right>(2016年12月10日)。 
15 何鴻儒，「控美建永久軍火庫 杜特蒂揚言撕毀條約」，2017年1月30日，< http://www.cna.co

m.tw/news/aopl/201701300105-1.aspx>(2017年2月2日)。 
16 江飛宇，「越南填海造陸規模大美評：危險遊戲」，中時電子報，2016年11月30日，<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30002882-260417>(201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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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地緣政治的利害關係，更有南海爭議島嶼主權的問題存在，按理來說應該完

全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與南海主張，但是越南政府改選後，如同菲律

賓一般，想要從「中」、「美」競逐的過程中獲得最大利益，反而使得越南行為

更無法預測，並且會為南海這個海上火藥庫帶來擦槍走火的危機。 

最後的挑戰就是臺灣的兩岸關係處理，首先是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上任

後，其主導的政府在兩岸政策不承認「九二共識」，將馬英九政府時期經營的兩

岸關係紅利消耗殆盡，不僅造成兩岸關係冷凍，也使得臺海的安全局勢更為緊張

。近期，川普更於大眾傳播媒體「推特」(Twitter)公開了與蔡英文的通話概要，

並且稱蔡英文為「臺灣的總統」，使得國際媒體鋪天蓋的的報導，此舉再度挑戰

了三個公報中的「一個中國」原則，為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臺灣定

位投下了震撼彈，更讓兩岸關係更為緊繃。17其次，臺灣仰賴高科技代工與出口

貿易，在面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臺灣負責美國品牌的各項代工業將面臨挑戰

。倘若未來爆發「中」、「美」貿易戰，將會使臺灣的代工業與出口貿易一蹶不

振，更遑論要臺灣克服兩岸軍力失衡的情況下的各項國防支出。筆者認為，歐巴

馬政府的亞太戰略從東北亞的日本與南韓進行布局，在東南亞部份則是從東協這

個極具區域影響力的組織著手。整體而言，歐巴馬政府在軍事戰略的布局上刻意

跳過臺灣來避免刺激中共，僅僅運用軍售機制來維繫兩岸軍力平衡。未來川普政

府依循「臺灣關係法」持續對臺軍售，但是不考慮整體的亞太戰略與臺灣的經濟

內涵，執意推動貿易保護政策與其「美國優先」的政策。此舉將會使臺灣失去經

濟支柱，更讓國防武力沒有經濟力來支撐，未來不僅令兩岸的軍事實力的差距以

倍數成長，更有可能讓中共的軍事影響力與部隊投射能力直指太平洋。 

第四節 兩岸關係的現況與未來 

無論是現存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未來川普以美國優先的基礎上所建構

的新亞洲政策，蔡英文的當務之急就是必須重新檢視現行的兩岸政策，並且試圖

找尋出修補兩岸關係的最佳切入點。未來「中」、「美」兩國之間的競合，由於

川普的行為難以預測，臺灣難以從中獲取更多的國家利益。因此，蔡英文不但必

                                                           
17 張詠晴編譯，「與蔡英文通話-川普就是狂？」，天下雜誌網站，2016年12月3日，<http://ww

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9715>，(201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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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找尋值得依賴的合作夥伴，同時也要透過良性的交流與互動來減少潛在的對手

或敵人。透過新現實主義中的觀點去觀察「中」、「美」兩國的互動與行為，均

是以國家利益與生存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礎。筆者認為中共宣揚的新型大國關

係不過只是中共將在抗日戰爭期間用來對付國民黨的手段，從黨對黨提升成國對

國的交往行為。如同人際關係，在國際上任何形式的交流，最基本的條件就是雙

方達成都能接受的交往共識，而在馬英九政府期間與中共交往的共識就是「九二

共識」。筆者將於本節就蔡英文當選總統後，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互

動以及依據國際間發生的重大事件來探討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 

一、蔡英文模式的「兩岸政策」 

蔡英文當選之後，最受到「美」、「中」、「臺」關注的議題莫過於蔡氏未

來對於兩岸關係發展至關重大的兩岸政策，以及對臺灣國際關係未來發展舉足輕

重的的外交政策。回顧馬英九時代的兩岸關係之基礎，莫過於維持兩岸和平穩定

發展的「九二共識」，然而這份「共識」卻是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長期不願意

正面回應的議題。18 

在「九二共識」的議題上，中共先於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贏得總統大選後

作出反應，當時中共針對蔡英文接受媒體採訪，對於兩岸政治基礎的發言作出回

應，並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其核心意涵是兩岸同

屬一個中國。』。此番言論可以看出中共對於蔡英文接受媒體訪問所回應的答案

不甚滿意，並且透露出中共方面對蔡英文未來的兩岸政策不具信心。19 

接著，2016年3月17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與前臺灣邦交國甘比亞外交部長

蓋伊於北京簽署《聯合公報》，內容包含甘比亞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18 趙國材，「兩岸和平穩定也是民進黨的利益」，海峽評論(臺北)，2016 年 2 月，第 302 期，

頁 46。 
19 陳君碩，「回應蔡英文發言國台辦重申九二共識」，中時電子報，2016年1月21日，<http://w

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121005205-260401>(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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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為中共領土的一部分。20中共與甘比亞的建交，間接宣告馬英九政府的「

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在中共對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不滿意下而終結，同時也

利用此一機會告知蔡英文，兩岸之間若沒有「九二共識」，臺灣就不會有邦交國

和國際的發展空間。21 

蔡英文於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說內容中提及兩岸政策的部分，中共方面以

「未完的答卷」對蔡英文作出回應，一方面表達中共對於「九二共識」的堅持，

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共願意給予蔡英文在「九二共識」上補答的機會。 

中共與菲律賓在國際的版面上吵得沸沸揚揚的南海仲裁案於2016年7月12日

告一段落，雖然主角是中共與菲律賓，但是這宗仲裁案的邊際效應帶給臺灣的不

僅僅是在南海島嶼主權上吃了悶虧，而且又讓太平島被認定為礁岩。從裁決的結

果來看，國際間仍然普遍認定中共是「一個中國」下的合法政府。22蔡英文於20

16年7月22日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媒體又再度向蔡英文提及「九二共識

」與兩岸交流困境的議題，然而蔡英文回應給媒體的答案還是迴避成份居多。23 

中共國臺辦發言人安峰山以「否認九二共識，煽動兩岸對抗，切割兩岸經濟

社會和文化聯繫，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等言論回應蔡英文於2016年10月10

日國慶典禮演說，因為蔡英文的演說內容不但不承認「九二共識」，並以「新四

不」-「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屈服於壓力、不會重回對抗老路。」暗批中共

以「九二共識」來威脅臺灣。24 

臺灣在2016年12月21日接獲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的聲明後，這事件係繼中共

                                                           
20
 徐尚禮，「陸和甘比亞建交 馬總統表達強烈不滿」，中時電子報，2016年3月17日，<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17006656-260401>(2016年12月23日)。 
21 藍孝威，「大陸學者：小英不說清九二共識邦交國減少遲早來臨」，中時電子報，2016年3月

17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17007106-260401>(2016年12月23日)。 
22 林河名，『「南海仲裁案」立場總統府：不具法律拘束力！』，聯合新聞網，2016年7月12日

，< http://udn.com/news/story/1/1824084 >(2016年12月23日)。 
23 林敬殷，「蔡總統：限期接受九二共識可能性不大」，聯合新聞網，2016年7月23日，<http://

udn.com/news/story/9263/1847351>(2016年12月23日)。 
24
 彭媁琳，「國臺辦批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煽動兩岸對抗」，今日新聞，2016年10月10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6/10/10/2267185>(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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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甘比亞建交後，第二處被燃起的外交戰火，更激起了新一輪的「烽火外交」。

中共環球時報發表「聖普斷交只是開始，臺獨喪鐘敲響」之社評，同時批評川普

與蔡英文政府挑戰國際間所承認的「一個中國」格局，並且告誡蔡英文今日「臺

」、「聖」斷交之主因就是臺灣方面不承認兩岸交流基礎的「九二共識」。25 

綜觀前述關於蔡英文與中共在「九二共識」的歧見上所產生的重大事件與中

共的回應，似乎可以預測在蔡英文執政期間，兩岸交流的空間將會十分狹窄，而

唯一的通道就是中共念茲在茲，但是蔡英文抵死不從的「九二共識」。筆者認為，

中共當前足以影響亞太地區，甚至是整個全球戰略局勢，依照中共現有國力，臺

灣問題只是中共眾多問題中的問題之一，是否當成優先問題進行處理，端看蔡英

文政府在兩岸關係的態度與主張。 

在經貿層面上，目前中共仍然是臺灣第一大的貿易對象與進出口市場，然而

在區域經濟整合與參與區域經濟組織的部分，臺灣面臨了尊嚴與麵包的選擇。26 

臺灣在「318學運」結束後，兩岸簽署的 ECFA在服貿與貨貿協議的進程面臨重

重關卡，導致兩岸之間的 ECFA協議並不完整，不利於未來的經濟發展，另一方

面，臺灣申請加入亞投行跟 RCEP的機率亦可能因為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的情況下降低，最主要是因為 RCEP的加入與否係採共識決，而中共在 RCEP當中

具有絕對的影響。27 

在兩岸官方交流部分，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5月20日掌權後，並未延續馬英

九政府建立起來的兩岸對話機制，導致兩岸關係急速冷凍，除了蔡英文指派臺灣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擔任APEC特使，代表臺灣前往秘魯參加APEC，並利用會議

期間空檔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進行交涉外，在其他領域部分，目前兩岸的執政黨

                                                           
25 社評，「聖普斷交只是開始，臺獨喪鐘敲響」，環球時報，2016年12月21日，<http://opinion.

huanqiu.com/editorial/2016-12/9841697.html>(2016年12月24日)。 
26 中華民國行政院，「進出口貿易量」，2016年4月23日，<http://www.ey.gov.tw/state/News_Co

ntent3.aspx?n=1DA8EDDD65ECB8D4&s=8A1DCA5A3BFAD09C>(2016年12月24日)。 
27
「兩岸為ECFA重新加溫的時機來了」，中時電子報，2016年12月6日，<http://www.chinatime

s.com/newspapers/20161207000034-260202>(201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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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僅只限於隔海喊話，並未有實質的交流。28 

二、川普效應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在 2016年 11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川普的出線

對中共而言，是其實現兩個百年願景以及中國夢最大的變數，尤其是 2020 年之

於中共的意義，不僅是所代表建黨百年，更是其達成第一個百年願景的關鍵節點，

然而習近平與川普的個性與作風都屬於善變且善用兩面手法，「美」、「中」角

力過程中無論是軍事競賽或是貿易戰所激起的火花將足以傷害週邊的國家。而習

近平所領導的中共以及蔡英文執政的臺灣，無論在川普眼中是合作夥伴還是競爭

對手，相較於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勢必對兩岸關係帶來更大的衝擊。  

川普在商言商的個人風格，使得任何事件與動作都可以有個價碼，川普當選

之後對於兩岸關係衝擊最大的事件莫過於 2016年 12月 2日的「川蔡熱線」，不

僅僅打破了 1979 年以來不與臺灣總統直接對話的慣例，並且讓美國對臺軍售的

敏感政策與領導人的通話視為單純的商業利益交換，此舉不僅挑起了中共的怒火，

並且把「美」、「中」、「臺」三方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視為可以交易的籌

碼，不僅讓如履薄冰的兩岸關係更無轉圜的餘地，也提前響起了「美」、「中」

新一輪角力的號角。29 

在戰略層面來看，奉行現實主義的美國在 1972 年推行「聯中制蘇」後，直

到蘇聯解體，三角戰略變成為國際關係角力的主流。筆者認為此現象在於當兩個

強權在競逐的過程中，只要掌握關鍵第三者，其中的可變數較小，也易於掌控整

體局勢。自蘇聯時期開始，不論是前蘇聯還是現在的俄國依舊是中共在區域內不

可或缺的戰略夥伴，然而川普在競選總統期間不斷地對俄國釋出善意，更自當選

                                                           
28
 伊原健作，「習近平與台灣APEC代表宋楚瑜交談」，日經中文網，2016年11月21日，< http:

//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2434-12-tpp-2.html>(2016

年12月24日)。 
29 湯紹成，「論川蔡通話的政治意義－川普上台後的兩岸關係」，海峽評論(臺北)，2017年 1

月(第 313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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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頻頻傳出川普向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招手的消息，川普欲修補美俄

關係，進而舉用親俄的蒂勒森擔任國務卿，此舉讓外界猜測川普是否會一反冷戰

期間「聯中制蘇」的政策，而採取「聯俄制中」的政策，這也是中共當局必須考

量的外部因素。30同時，蒂勒森在 2017 年 1 月 11 日的參議院針對美國國務卿被

提名人的聽證會過程中，被問及關於新政府對臺政策，蒂勒森重申美國政府未來

應該重視「臺灣關係法」以及「對臺六項保證」，但是被問到對於「一個中國」

相關問題時的態度變得有所保留。31從蒂勒森對臺與對中政策的應答過程中，不

難看出川普政府重視臺灣在「美」、「中」角力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CSIS 資深研究員暨亞洲事務議題顧問葛來儀(Bonnie S. Glaser)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以 “What Is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and Why Does it Matter?”為題，

呼應蒂勒森於聽證會的聲明，並且針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美」、「中」、

「臺」三方關係提出了七大關鍵問題。筆者譯為『美國觀點的「一個中國」政策

與其之重要性』，其七大問題如后：32 

（一）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之內涵為何？為何有此政策 

（二）美國在臺灣主權的立場為何？ 

（三）「臺灣關係法」的內涵為何，它如何影響美國對臺政策？ 

（四）「對臺六項保證」的內涵為何？ 

（五）臺灣為何對美國來說很重要？ 

（六）美國對於防禦臺灣的責任和義務為何？ 

（七）為何中共懼怕臺灣獨立？ 

                                                           
30
 楊幼蘭，「普丁證實川普將修補美俄關係 歐巴馬警告」中時電子報，2016年11月21日<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21000990-260408>(2016年12月14日)。 
31 鍾辰芳，「蔡英文過境美國，各方矚目」，美國之音，2017年1月7日，<http://www.voachines

e.com/a/3666433.html>(2017年1月15日)。 
32 Bonnie S. Glaser, “What Is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and Why Does it Matter?”, CSIS,

13 January 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us-one-china-policy-and-why-does-it-matt
er/?block2>(15 Jan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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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問題，葛來儀於文中引用三個公報、臺灣關係法以及對臺六項保證等來

說明美國在「一個中國」政策與美國面對兩岸關係時的立場。前六個問題都是依

據「三報、一法、六保證」來進行論述，而針對第七個問題，葛來儀認為臺灣是

歷屆中共領導人的核心利益，倘若有任何一位領導人於任內默許臺灣獨立或是針

對臺獨勢力不加以遏止，將會影響其領導威信，且臺灣獨立將會使習近平復興中

華民族光的美夢破滅，更遑論成為一個和平富強的大國。33 

在經貿層面解讀「川普經濟學」，川普百日新政的第一刀就終結了歐巴馬努

力推動四年的 TPP，同時也揚言要美國品牌在世界各地與中國大陸地區所設的製

造廠遷回美國境內，否則要課以重稅來懲罰川普眼中不愛國的企業與商人，實現

其競選承諾。34此舉，便會造成美國於中國大陸地區進行大額投資的廠商離開，

其造成的失業潮與經濟虧損將會嚴重影響中共的發展腳步，也撼動習近平與中共

當局念茲在茲的「中國夢」與兩個百年的願景。川普政府未來要執行的各項措施

與政策將迫使習近平提前思考如何面對「川普經濟學」對中共經濟體與民生需求

所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臺灣高科技代工業的支柱就是以鴻海集團、和碩集團

為首所建立起的蘋果供應鏈，因此，「川普經濟學」不僅僅衝擊到中共，也將會

對臺灣相關科技主力產業造成不可避免的傷害。35在臺灣方面，蔡英文政府同時

面對 TPP 破局以及兩岸關係冷凍的局勢下，加入 RCEP 跟亞投行的機會已經是微

乎其微，目前能夠依靠的就是跟美國完成 TIFA 的簽訂，讓臺灣可以藉由 TIFA

去爭取更多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創造將臺灣從經貿邊緣化窘境中脫離的契機。 

三、兩岸三方的新格局 

                                                           
33 Bonnie S. Glaser, “What Is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and Why Does it Matter?”, CSIS,

13 January 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us-one-china-policy-and-why-does-it-matte
r/?block2>(15 January 2017). 

34
 吳慧珍，「川普百日新政 上任首日宣布退出 TPP」，中時電子報，2016年 11月 22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22005539-2604102>(2016年12月10日)。 
35 魏艾，「川普上台後台灣經濟何處去？」，海峽評論(臺北)313期(2017 年 1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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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於 2016年 5月 20日完成政權交接後，蔡英文政府對於「九二共

識」刻意冷處理以及「反中國政策」ABC(Anything But China)導致兩岸的關係緊

張，同時，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與親美抗中的對抗路線，將使兩岸的交

流瀕臨冷凍。但是讓兩岸關係雪上加霜的事件莫過於美國總統川普於社群媒體推

特(Twitter)中發布 2016 年 12 月 2 日與蔡英文的通話消息，在社群媒體具快速

傳播的特性下，吸引了所有國際媒體的目光。川普的直言不諱踩上了「一個中國」

政策的地雷，尤其是稱蔡英文為「臺灣的總統」，更讓已經擔憂臺獨意識抬頭的

中共，更增添不滿與不安。因此筆者認為中共對於臺灣採取文攻武嚇的老路將會

歷史重演。36 

筆者認為，若是蔡英文政府未來仍然不願意在「九二共識」上讓步，即便歐

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或者是未來川普執政的亞洲政策對臺灣帶來利多，

臺灣也無法從中獲取較多的利益。綜合中共對於蔡英文兩岸政策的相關發言來分

析，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主要取決於蔡英文對於「九二共識」的表態以及對「一

個中國」政策的解讀。但是，國際情勢變化與反全球化浪潮仍在方興未艾。蔡英

文未來在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發展的選項應該只剩三項：第一，蔡英文在川普上

任後，依據川普的政策，找尋承認「九二共識」的時機，進而重新修補兩岸關係，

並從「美」、「中」兩強新一輪的競逐中獲取邊際利益；第二，蔡英文消耗臺灣

的經濟成長機會，繼續保持戰略模糊，等待川普上任施行新的亞太戰略或是推動

新的經濟戰略，加強對中共的圍堵與箝制，使中共無暇處理臺灣問題，讓兩岸維

持現狀，而尋求與川普政府任內簽訂 TIFA。第三，依靠「臺灣關係法」與「對

臺六項保證」，依附在美國陣營，隨後蔡英文藉由行動尋求突破「一個中國」框

架下的「臺」、「美」交流，進而打破「九二共識」的框架，在「兩個中國」或

者是「一中一臺」的格局下順勢點燃兩岸的外交爭奪戰，或是在軍事上仰賴美國

的支撐，進而決戰於臺海，讓兩岸之間的關係演進為南、北韓現存之對立模式。

                                                           
36
 張詠晴編譯，「與蔡英文通話-川普就是狂？」，天下雜誌網站，2016年12月3日，<http://

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9715>，(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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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主要係探討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兩岸關係之影響，主要動機

係在於歐巴馬上任後，一改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並且依靠各個公眾場合透

過演說不斷地重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貢獻與領導地位，來應對中共在鄧小平採行

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策略所成就的「中國崛起」；中共自1979年至2017

年歷經了近四十年的努力與成長，躍身成為國防預算支出第二，經濟體第二以及

貿易總量第一的大國，經濟的成長不但帶動了軍事實力與總體國力的成長，更使

中共在參與國際事務上更加地積極與活躍。中共的崛起造成亞太週邊國家與美國

的不安全感，尤其是中共國際影響力日趨茁壯，更有能力透過「一個中國」的主

張壓縮臺灣的國際空間，由於歐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僅會影響中

共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同時也會牽動複雜糾葛的兩岸關係，「亞太再平衡」戰略

在「美」、「中」、「臺」三方互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川普上任之後，

旋即簽署廢除TPP的行政命令，使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經濟圍堵策略

宣告失敗，而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與「美國優先」將使得「美」、「中」未來面

臨經貿上的全面性競爭。而川普除了在經濟上走向貿易保護政策之外，其軍事戰

略也將會成為影響兩岸維持和平還是另啟戰端的主要因素。 

一、「亞太再平衡」的戰略目的 

本論文先從歐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背景跟始末來分析其戰略目的，

主要有經濟、軍事與國家安全等三項。 

首先是經濟，美國歷經中東十數年的征戰，加上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

造成美國總體國力下降，迫使美國必須削減國防預算並且進行組織改革。美國在

面對整體貿易總量上已經被中共所超過的事實，中共仍然積極地參與區域性的經

貿組織，中共將可透過廣大的區域市場來加快使其經濟成長之腳步，進而帶動整

體國力的成長。據此，歐巴馬政府必須遠離中東戰場這個錢坑，並且開拓跨區域

的經濟市場，而亞太地區正是在地理上以及總體市場上最佳的選擇，進而衍生出

美國積極推動TPP的事實，期望透過TPP連結日本、東協與美洲市場，來強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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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進而對中共實施經濟圍堵。 

再者，軍事方面，美國在軍事上雖然必須離開中東地區，但是基本國力與軍

隊數量仍然需要維持。因此，歐巴馬將軍事部署比重進行調整，透過組織變革與

駐地調整，提升亞太地區的軍事領導階層並增加軍事能見度，同時讓日本、南韓

與菲律賓負起分擔美國軍費的責任。朝核問題尚未解決，北韓又頻頻以軍事挑釁，

歐巴馬利用東北亞區域局勢的不穩定，藉機於日本跟南韓建構薩德系統，就近可

以用雷達監看中共、北韓以及俄羅斯。另一方面，歐巴馬任內大力推動對外國之

軍售案，此舉將能使美國從龐大的軍售案中獲取經濟利益，去填補伊拉克與阿富

汗戰爭時對於美國所帶來的損耗。 

最後，在國家安全方面，依照美國的國家行為來判斷，是屬於新現實主義的

奉行者，中共的崛起已經造成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無論是廣大的亞太地區，甚

至東海與南海地區，都已經威脅到美國冷戰時期佈下的第一與第二島鏈。尤其是

中共持續打造以航空母艦為主體的海上戰力，並且在南海島礁進行填海造陸，進

而擴張其南海地區的海權，不但限制了美國自由進出南海的權利，並將軍事觸角

延伸到中共以往較為忽視的東南亞與南亞，這對於美國進出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安

全與整體性的國家安全均產生了高度的威脅。 

二、中共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應處作為 

在中共的反應部分，由於「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歐巴馬第二個任期內對於中

共的針對性大增，迫使中共不得不研擬相關對策與戰略來因應。中共在十八大順

利地完成胡錦濤與習近平的交棒，更把實現「中國夢」與達成兩個百年願景的重

責大任寄託在習近平肩上。據此，習近平不僅在中亞地區闡述「一帶一路」的願

景，更在歐巴馬幼年成長的印尼宣揚了「一帶一路」的理念，使得「中」、「美」

對抗的局勢更為明顯，只是中共不同於美國的包圍及圍堵戰略，反而是透過廣大

的絲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來進行兩面迂迴作戰，透過「一帶一路」的總體戰

略逆襲美國以往「重歐輕亞」的歐洲地區，並且鞏固亞太週邊地區。 

面對美國經濟戰略與軍事戰略並行的壓力之下，中共也進行軍事現代化以及

組織變革來因應未來的海空為主的聯合作戰模式，一改過去七大軍區的大陸軍思

想，而改為重聯合作戰、走精兵路線的戰區模式。改制後，習近平不但能夠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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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一手掌握，更能使中共軍力投射依據戰區的劃分以及區域局勢的改變行彈性運

用，增加其作戰靈活度。 

由於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使中共必須同時面對美國、日本及南

韓三重軍事部署的壓力，更需要提防東協國家向美國靠攏的可能性。因此，筆者

認為中共在南海主權的問題處理上，必須讓適度的安撫週邊的聲索國，避免未來

「中」、「美」在南海出現區域性衝突時，週邊國家成為影響戰局的關鍵第三者。 

三、臺灣的態度與「亞太再平衡」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在歐巴馬「亞太再平衡」影響兩岸關係的部分，由於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

主打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活路外交」政策，並且在兩岸「外交休兵」的理

念下來拓展國際空間。此外，針對兩岸現況部分，主張「三不」-不統、不獨、

不武的理念，讓美國與中共不用擔心馬英九政府會在兩岸與外交政策上暴衝。然

而，歐巴馬不願意見到兩岸關係過於熱絡，因此在兩岸交流開始熱絡的時間點，

利用軍售議題來澆熄兩岸關係的熱度，尤其是在2010年宣布的對臺軍售案，正是

馬英九政府利用兩岸會談機制建構起的江陳會後，兩岸交流頻繁的時刻。 

歐巴馬政府宣布對臺軍售後，歐巴馬與中共的關係只有短暫的緊張，隨後又

繼續與中共展開對話，讓「中」、「美」關係再度恢復熱度。臺灣在兩個大國競合

中，逐漸又失去了關鍵性，後來更引起2011年廣泛討論的「棄臺論」。雖然馬英

九政府於第二個任期內，強化親美的態度，同時積極表態加入TPP的意願，向歐

巴馬政府示好，希望能夠重回到影響「中」、「美」關係的關鍵地位，隨後馬英九

政府也向中共遞出參與亞投行的意向書，更能確認馬英九政府了解遊走在「中」、

「美」兩國之間能夠獲取的利益大於偏重任何一方。 

在國際反恐行動部分，處於國力耗弱的美國必須藉由全球反恐以及「亞太再

平衡」戰略拉攏其他國家來分擔風險，在反恐議題上，中共與臺灣雖然都是其拉

攏對象，不過臺灣無法像中共一樣提供軍隊協助，只能就人道救援部分作出貢獻，

然而臺灣在面對國際反恐的潮流下，也只能默默的接受歐巴馬政府單方面的宣言，

成為反恐聯盟的一員，最少在這方面臺灣與中共是在同一陣線上。 

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積極推動南海航行自由權面臨了嚴峻挑戰。

「中」、「美」在南海的交手頻頻不僅在軍事上產生摩擦，在軍事行動上也觸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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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紅線，美國不但吃了中共的虧，連一向在南海主權上少有發言的馬英九，

也利用登太平島的行動來宣示主權，此舉更是讓歐巴馬政府的南海策略雪上加

霜。 

歐巴馬在2015年9月與習近平會晤的時機互相探測對方底線與意圖後，加上

臺灣境內反中情緒日漸高漲，原以為兩岸關係將面臨惡化，但是「馬習會」的促

成，使得兩岸之間的交流又產生了新火花。歐巴馬不願意看到臺灣未來新政府將

「馬習會」模式變為常態，影響到美國居中的利益，因此再度於「馬習會」後宣

布對臺軍售，來影響兩岸之間的關係，也等於斷了兩岸之間於臺灣2016年總統大

選再互動的可能性。 

四、兩岸關係未來可能的發展 

蔡英文於2016年1月16日於臺灣總統大選中勝出，成為臺灣的新任總統，而

蔡英文的外交政策除了親美、友日及強化與歐洲互動外，同時主打「新南向政策

」，刻意淡化中共與臺灣之間的關係，然而歐巴馬政府趁勢將臺灣從向中共靠攏

的方向拉回靠攏美國的方向，運用重申「臺灣關係法」、「對臺六項保證」具體化

以及提升臺美國防軍事交流層級等作為，使得兩岸關係從戰戰兢兢走向如履薄冰

，加上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美國就能夠不用擔心兩岸關係過於

熱絡，進而能夠操作從中獲利的機會。 

經由本論文研究也發現，川普上任的時間正好是蔡英文當選總統滿一年的時

機，由於川普的百日新政以及對於因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的事件曝光後，激起川

普對中共的在南海填海造陸與操縱匯率的行為作出批評，並且放話挑戰「一個中

國」原則，不但使中共轉而責難臺灣政府頻頻挑戰「一個中國」，也引起中共鷹

派的反彈與激進的言論，更導致臺灣與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的重大外交事件。因

此，只要是屬於危及「九二共識」以及「一個中國」利益的任何行為與言論，都

是等同於觸及中共的紅線，兩岸想要維持現狀並且保持長治久安，兩岸領導人必

須要捨棄成見，在謀求兩岸人民共同的利益與福祉之下，達成交流的基本共識，

應該避免把「一個中國」當成是非題或選擇題，而是能夠就和平共處的優先條件

下，建立文化、教育與經濟的交流管道，避免因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兩岸人民關係

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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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美」、「中」兩國邁向新一輪的強權競合，雖

然「亞太再平衡」戰略對與兩岸關係的影響力在歐巴馬政府執政結束後已經逐漸

削弱，但是「亞太再平衡」戰略奠定了美國「重亞輕歐」以及將中共視為未來的

頭號競爭對手。同時，也間接影響了兩岸關係與三方交流互動的模式。然而，國

際環境與世界潮流不會因為歐巴馬的任期結束宣告終結。川普上任之後的百日新

政將已經引起新一波的「中」、「美」競爭，無論是在貿易還是貨幣政策上，川普

已經充分的表現出「美國優先」的理念，並且運用貿易保護政策來穩固美國以往

經濟強權的地位。不論川普是否會延續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單就經濟

戰略議題上的TPP，已隨著川普的行政命令宣告終結。TPP的終結意味著「美」、

「日」共同領軍圍堵中共的策略被徹底瓦解，此舉將有助中共未來在亞太區域發

展。然而中共成為是否能夠取而代之成為TPP的主導者，或者是成為亞太自由貿

易區的整合者，將取決於川普政府未來的經濟戰略。然而就兩岸關係發展而言，

中共得以運用RCEP、亞投行甚至是改版後的TPP來穩固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發

展，進而透過經濟力擴展其區域影響力。對於臺灣來說，不但少了可以接軌東協

市場的TPP，與中共的交惡也使未來加入RCEP跟亞投行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在川普百日新政中，經濟戰略是否納入「中」、「美」雙邊貿易協定、參與區域經

貿組織或者創建跨區域的經貿組織都將值得全球關切，更會影響臺灣未來經濟發

展的走向。據此，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未來可以依據川普政府的國安團隊與經濟團

隊的組成，進行相關的研究，進而提供可行性的政策，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 

在「中」、「美」整體國家戰略部分，依據美國歷屆總統就任後的往例，川普

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後，美國國家戰略報告書在沒有任何重大國安事件發生的

情形下，預計於半年內會完成並公布，同時，中共的十九大也預計於2017年召開

並且訂出新的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可以預見的是在2017年「中」、「美」的國家

戰略的推出勢必會牽動國際權力分配的走向與兩岸局勢的發展。雖然蔡英文政府

要求臺灣國防部於2017年出版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書，但是，在中共與美國國家戰

略不明的情況下，將使臺灣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書的國際性與整體性上略嫌不足，

尤其是「中」、「美」的國家戰略對於臺灣未來戰略與國家安全地位甚為重要，因

此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即使於2017年完成臺灣的國家戰略報告書，仍需就川普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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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共十九大後的發展進行研究與完成政策建議，並於2018年依據國際關係現況

與未來國家安全條件修訂臺灣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書。 

最後，在兩岸關係部分，基於「九二共識」一直是中共當局作為兩岸交流的

先決條件，沒有前述的基礎，兩岸交流現況將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蔡英

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缺乏誘因與動力，RCEP、TPP、FTAAP或者是亞投行

未來可能都是由中共主導或者是掌握話語權，若是臺灣為了要激起民族意識的對

立，來中斷與中共的經貿、文化或是教育交流，轉而投入東協各國經營多年的東

南亞市場以及排外性極強的印度南亞市場，實為不智之舉。因此，筆者建議政府

相關單位未來應就不損及國家主權以及國家安全的前提之下，研擬雙方都可以接

受的兩岸新共識，如此才能暢通兩岸經濟、文化與教育的交流管道，有利於兩岸

人民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並追求共同的利益與福祉。無論是歐巴馬的「亞太再平

衡」戰略還是川普的新亞洲戰略，在「中」、「美」競合並存的情況之下，建議政

府也必須研擬未來「中」、「美」兩強進行貿易戰時，臺灣要如何突破兩強夾擊的

困境，打出一條活路，否則貿易依存度極高的臺灣將受到嚴重的間接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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