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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經過以上各章節的研究，以下將本文所研究的某些內容做一個綜合性的整

理，加以比較，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以使所研究的理念能夠清楚的表達。本

文的主要重點綜合整理如下。 

就 16、17世紀而言，歐洲為世界新興的權力中心。在東亞方面的權力中心

則是中國–明帝國。17世紀在中國明朝的統治已逐漸式微，日本進而想要侵佔

中國與朝鮮，期合中國、日本、朝鮮之力，以取代中國在東亞的權力中心地位。

再加上歐洲人東來，使得東亞以中國為權力中心的傳統國際關係架構，受到挑

戰。正因為台灣此時處於海、陸權交鋒情勢的變化之下，基於其地理上的重要性，

貿易與交通的需要，而為海權強國所重視。 

17世紀東亞主要貿易的地區有大陸東南沿海、日本及東南亞。而台灣正好

位於這三大區域的中央位置，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海上，與福建僅一水之隔；其東

是太平洋，恰好位於黃海–東海與南海的接觸地區，是亞洲東部千島群島–日本

群島–琉球群島與菲律賓群島兩條島弧的聯接點。向東北經琉球群島可到日本、

韓國；向南經巴士海峽可到菲律賓和東南亞，地理位置至為優越，不論是由南洋

對中國東南沿海、日本，或由日本對中國東南沿海、南洋，中國東南沿海對日本，

都必須經過台灣，充份顯示台灣是當時對中、日貿易的轉運站與基地。故歐洲人

為對中國及日本貿易，自然必先取得台灣做為一個重要據點。反倒是明朝因受以

中土為中心的天朝陸權思想影響，對台灣一直不予以重視。明鄭時期，是台灣第

一次有主體性政權的統治，但在地緣政治上鄭氏政權在台灣所採取的一切措施，

只是為了要「反清復明」，為了要回到大陸，恢復明朝江山。但因要維持一個龐

大的政府組織與軍隊，必須以台灣為根據地，並有效利用台灣在海權上有利的位

置，實施海外貿易，籌措所需之經費。直到清廷獲得了台灣，卻仍如明朝般的以

中土為中心的天朝陸權思想，以大陸的眼光來看台灣，把台灣視為邊陲地區而不

加以重視。在清代雖將台灣正式納入版圖，但未能有效運用台灣的海權之利對外

發展貿易。台灣在當時的主要貿易對象是大陸，直接對外國的貿易為數甚微，這

是因為過去台灣是大陸與日本、南洋貿易的中轉地，自從清朝開放海禁以後，廣

州、廈門則成為國內商人的海上貿易中心，連接成為沿海的貿易網。外國所需中

國的絲、茶等貨物，不需通過台灣轉口。這說明了台灣在大約百多年的時間裡，

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其他方面，幾乎中斷了與外國的聯繫，相反的，台灣與大陸

卻始終保持密切的關係。至清代後期，受了列強的侵擾，被迫進入國際體系，才

漸漸重視台灣的地位，將台灣提升為清朝建制上的一個省，是清廷的海疆重地。

雖然如此，但仍脫離不了以大陸為主的陸權思維，未以台灣的有利位置，利用發

展海權與貿易來建設台灣，卻僅以台灣作為屏障，來保護大陸東南沿海的安全，

殊為可惜。導致清廷於甲午戰敗，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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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被日本佔領初期，台灣人民根深蒂固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大清的

臣民，不是日本臣民更不是日本人，因此有抗日及獨立的舉動。台灣雖經日本統

治 50年，但台灣人民的中國意識，一直是日本所無法消弭的，與中國在意識上、
文化上、情感上、歷史情結上的臍帶是無法切斷的。迫使日本對台灣採取皇民化

政策，企圖消弭台灣的中國意識。且日本也一直不把台灣人民視為其國民，對台

灣的建設，僅針對日本有利的經濟利益加以運用與開發，藉以獲取台灣的資源（尤

其是在農產品的米、糖及發展一些有關民生的輕工業，藉以資助其本土發展重工

業）。在 1905年以前對台財政的補助以及在 1919年以前將砂糖消費稅撥給台灣，
兩項合計僅 8641 萬圓，而台灣上繳給日本的財政撥款（主要是戰費負擔）卻高
達 5億 9684萬圓，兩者相較台灣人民對日本帝國的無償貢賦就有5億 1043萬圓。
僅此一項日本每年就要從台灣同胞身上榨取 1千餘萬圓，而戰爭後期將大量戰費
公債送到台灣強迫認購的金額尚未計算在內。在對日貿易方面，佔台灣對外貿易

總額的 90﹪。所有對日貿易活動中，從出口品的收購、加工、運輸、發售到資
金融通，完全為日本壟斷資本所獨佔。在吸收零散資金方面，日本一方面禁止台

灣同胞組織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卻經常出動警察以「勸說」為名，對廣大台灣

同胞施加壓力，強制派購日本政府公債和日本公司股票，強制向日本銀行、郵局

儲蓄存款。根據 1926 年台灣銀行存款帳目顯示，存款項下：台灣佔 39.1﹪，國
外佔 30.5﹪，日本國內佔 30.4﹪；放款項下：台灣僅佔 22.7﹪，國外 10﹪，而
日本國內卻大到 67.3﹪，由此可見，該行在台灣和國外所吸收的存款，至少有三
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被調往日本國內貸款放給日本壟斷資本所經營的企業。故日本

在佔領台灣後，隨著日本追求東亞霸權，及台灣理想的地理位置，使台灣成為日

本搾取資源支助本國及進犯東南亞的基地。 
    冷戰時期，在1946、47年美國開始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因此在1949年春

國共內戰時期，國民政府接連播遷，美國駐華使館雖隨我中央政府遷移，而美國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卻滯留南京，並於當年6月底與中

共代表黃華接觸，基於圍堵蘇聯的需求，欲與中共建立關係。但因當時中共的對

外政策為「一邊倒」的親蘇政策，並強調反帝國主義，處處表現出「親蘇反美」

的姿態，使得美國此時與中共的接觸無任何結果，狼狽而去。中共政權成立後，

美國認為台灣陷共是遲早的事，美國此時期對台政策以主張放棄台灣為主。且杜

魯門總統於 1950年 1 月 5日發表美國對台灣地位問題政策談話中，提及「台灣
不是獨立的，是中國政府治下之一部，而美國是繼續承認中國政府的」。其國務

卿艾奇遜由於相信中、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結合只是暫時的，其傳統利益的衝突

卻是永遠的，乃於1950年1月12日在公開演講中宣佈美國將防衛阿留申群島，

日本及菲律賓一線，有意地不提南韓及台灣，美國此舉即有意準備放棄中華民

國，卻期望中共能像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Tito）一樣，不受蘇聯控制，甚至

能與蘇聯產生罅隙與矛盾，以便能在亞洲自然阻止蘇聯勢力的蔓延，俾使美國全

力協助歐洲。因此在冷戰初期美國並未將南韓及台灣納入其圍堵線內，若北韓不

向南韓進犯，美國僅需自阿留申群島，日本及菲律賓一線構築圍堵線，即可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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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共產集團向西太平洋的擴張。就地緣政治角度與戰略言，若南韓與台灣陷入

中、蘇共產集圍手中，中、蘇共便在東北亞及在東南亞與東北亞中央部取得向海

權發展之基地，直接可威脅美國在日本、琉球和菲律賓基地的安全，並可向東北

亞及東南亞擴大共產勢力，瓦解美國在西太平洋從阿留申群島以下西太平洋防線

的防禦島孤，台灣的淪陷則將使美國的防禦島孤形成一個重大缺口，除對美國的

戰略態勢會產生甚為不利之影響外，亦破壞了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且台灣的存

在可牽制中共，使得中共為防範台灣反攻大陸，而不致將軍力完全轉用至朝鮮半

島，使朝鮮半島方面作戰有利。基於上述的思維及體認到台灣在對中共地緣政治

的重要性，才將台灣納入其圍堵鏈中。台灣雖被納入了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圍堵

鏈中，但整體而言，仍是以封鎖大陸陸權向海洋發展的一種圍堵陸權的思維。自

國民政府遷台後，台灣雖有了主體性的政權統治，在地緣政治上亦有了自主性，

卻因受中共武力威脅及大一統的中國傳統思想影響，擺脫不了陸權的思維，因而

一直未重視台灣在海權上有利的位置及重要性。而當時在台灣地緣政治上一切的

努力，是為了要運用外國勢力協助確保台灣安全，準備反攻大陸，台灣只是一個

暫棲之地，一切作為仍以大陸為主體。 

    在冷戰時期，台灣的人口從民國35年（1946年）的609萬860人，至民國

79年（1990年）冷戰結束時，已高達2040萬1305人，人口年增率平均在10﹪

以上（65年前則為20﹪以上），人口排名為世界第27位。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由民國65年時的85.03﹪到79年時的92.42﹪，高等教育在學率，由民國65年

的 15.7﹪至 79年的 34.13﹪。在經濟方面，國民生產毛額及平均個人生產毛額

由民國 40年的 12億美元及 145美元，提升至民國 79年的 1602億美元及 8111

美元。1民國 75年時台灣已成為世界第 7大資訊工業國，國民所得達 7237美元

居世界第 25位，貿易額為世界第 13貿易國，79年時貿易出超 125億美元，已

有 724.41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顯示經濟力量雄厚。並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

基金」對開發中國家實施經濟援助、技術合作、投資設廠和財政支援等，增加了

外交運用的籌碼。在國防方面，經一系列的整編調整，民國61年（1972年）時，

國防人力已降至54萬人。民國74年時再降至44萬4千人。民國40年時國防支

出佔國家總支出的49.4﹪，民國79年時已降至19.2﹪。民國72年時國防經費

支出從佔國民生產毛額的6.5﹪（為亞洲地區第四名，次於蒙古、北韓、巴基斯

坦），降至80年（1991年）時的5.4﹪。在外交方面，民國39年（1950年）世

界87個國家中僅有37個與我有邦交，民國52年在當時世界127個國家中邦交

國已達 63個，是我國邦交國最多的時期。我退出聯合國失去美國的支持後，在

世界 147個國家中與我有邦交的國家為 42個，爾後逐年遞減。中美斷交後，在

民國78年時當時世界164個國家中，僅有22個與我有邦交，且邦交國中多為中、

小型國家，世界主要大國均與我無任何外交關係，在東亞地區除韓國外，已無任

何一個正式邦交國。同時亦相繼退出國際間政府組織及主要的國際間非政府組

                                                 
1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台灣地區經社觀察表–年資料。

http://www.dgbas.gov.tw/dgbas03/stat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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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經檢視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在退出聯合國及與美國斷交後，由於國人強固的

凝聚力與共識，並未因在外交與國際上遭遇挫折而氣餒，反而更加的為發展國家

而奮鬥，因此在民國60年至70年間是國力提升最迅速的一個階段。冷戰時期台

灣在人口及素質與經濟實力方面不斷的攀升，而國防經費的支出則是逐年減少
2，戰力卻更加堅強。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的地緣政治要素不斷的增強，

在國際間國力的排名在 20名以內，區域內亦僅次於日本，合理而言在國際間應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在外交上則是最弱的一項，在國際上不斷受到排擠。這

是因為中共在 1979年改革開放後正逐漸崛起，在國際間利用其影響力處處壓縮

台灣的生存空間，且在美國降低對台灣的支持下，使得台灣在國家間之地緣關係

及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漸下降。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與經濟逐漸趨於整合，以亞太地緣政治的態勢而

言，台灣不僅位於亞太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接觸的交鋒線上，同時也是

這一線上南、北交通網絡的中介點。因此，台灣在亞太地緣政治中的地位，

必須從這樣的亞太政經脈絡中來掌握。從美、日等海洋國家的立場來看，台灣是

海洋國家向亞洲大陸叩關的重要橋頭堡。從以中共為主之陸地國家來看，台灣

不僅是其走向海洋尋求經濟發展與合作重要的出口，也是牽制海洋國家連線圍堵

亞洲陸地主要的突破點。因此台灣應動態地在亞太地區海洋與陸地的戰略結構

中，透過突顯台灣戰略地位的自主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現實挑戰，才能適時地

拉開台灣在亞太地緣政治上所需的空間。由於世界地緣政治及亞太地緣政治形勢

的變遷，經濟全球化、新科技的發展、民主與人權的抬頭。台灣應利用此一機會，

可不必然的依循著海、陸權的思維模式，確立國家主體位置，重新規劃與定位台

灣在全球的角色。運用民主的普世價值與中國的王道精神，為台灣價值取得戰略

制高點，發揮台灣海洋性格，彰顯台灣主體性特色，以充實台灣的實力。 

台灣在民國 73年起即以「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經濟自由化」三種改

革同進行。至冷戰結束後，台灣在政治、經濟、高科技方面已有了驚人的成就。

人口已由民國79年的2040萬1305人，增加到民國91年時的2252萬776人，

人口排名仍為世界第27位。3在文化素質上，至民國91年15歲以上具有高中學

歷人口佔33.8﹪，大專以上學歷佔26﹪，高中以上學歷人口比民國79年時增加

了15.6﹪。在民國85年時，高等教育人口已達世界排名第14名。在經濟方面，

民國85年時台灣進口金額1160億美元、出口1030億美元及貿易總額2190億美

元，均排名世界第9名，在民國89年時國民平均所得已近14000美元，對外貿

易進、出口額均突破1400億美元，總額達28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達1067億美

元。民國90年台灣電子資訊產業有14項產品市場佔有率為世界第一位，同時也

是世界第 4大積體電路生產地區，晶片產值占了全球的 70﹪，資訊產業值一度

                                                 
2 國防經費的支出佔政府支出比例，由民國 49年的 49.4﹪，逐年下降至 80年時為 17.8﹪，90
年為 10.9﹪，至 93年為 10.8﹪。見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台灣地區經社觀察表–年資料。
http://www.dgbas.gov.tw/dgbas 03/statn.htm。 

3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我國重要經社指標居世界排名表。
http://www.dgbas.gov.tw/dgbas03/stat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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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第4位（曾一度居第3位），到了民國92年國內生產毛額已達2868億

美元。另根據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2003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初稿指出，台灣

在世界 30個二千萬以上人口經濟體之世界競爭力總排名為第6名，在經濟表現

方面為世界第11名，政府效能為第6名，企業效能為第4名，基礎建為第7名。
4軍事力量在亞太地區則僅次於俄羅斯、中共、日本、南韓，顯現冷戰後台灣的

實力正不斷的提升。 

由於中共在既有的基礎上崛起，在國際間已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並相對的壓

縮了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衝擊了中華民國的主權。使得中華民國的對外邦

交逆轉，邦交國一直不超過 30個，而邦交國又以中南美洲及非洲的小國為主，

在東亞地緣區域內卻無任何一個邦交國。且不能以國家的名義參加任何國際間政

府、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活動。在區域地緣經濟上，亦因中共的運用其在國際上的

影響力，使得台灣無法參與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任何政府組織間的經濟活動。

在區域經貿關係上，在中共的強力阻撓下，台灣在東亞區域的政府組織會議中除

亞太經合會外，台灣幾乎被拒絕於區域經濟整合運作之外，對外經貿活動一直受

到擠壓，尤其在東協與中共、日本協議建立自由貿易區構想，將台灣排除在外，

使得台灣有被邊緣化的危機。對未來發展中的東亞經濟圈，亦可能失去重大的經

濟利益與優勢。使得台灣具有優異的世界競爭力，優越的地理位置，在國際空間

上卻受到擠壓，無法取得與現況相對稱之地位。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共崛起在國

際間的影響力、權力日增，且進入大國之列，相對的擠壓了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

亞太各國則在地緣關係、大陸廣大的市場潛力、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等諸因素

環繞下，避免與中共為敵，並在中共睦鄰政策下與中共建立良好關係，自然對台

灣產生排擠效應。 

就目前而言，中共一方面是使我國外交陷入困境、國際地位發展受限的始作

俑者與軍事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它方面卻也是近幾年來台灣最大的出口貿易市

場及海外投資主要集中區域，成為台灣近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相對於以往

全面對抗，兩岸間目前則呈現「政治對抗」、「經濟合作」的複雜弔詭的互動狀態。 

就地緣政治而言，兩岸自 1949年以來所呈現的是一連串爭端、國際競逐與

軍事對峙，無不肇因於兩岸間中國主權與正統之爭。兩岸和則對兩岸皆有利，兩

岸若處於敵對狀態，只是不斷消耗彼此的資源。因此中華民國在民國 80年5月

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顯示台灣正視兩岸分裂、分治的事實。停止在國際社會

中與中共進行中國主權與正統之爭，務實的看待兩岸現況，承認中共擁有對中國

大陸的統治權及事實主權的政治實體，不再以叛亂團體來看待中共，並相繼成立

了國家統一委員會、大陸委員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專責處理國家統一

與兩岸事務。同時在現有基礎之上營造符合現實情境的大陸政策，並開始與中共

展開事務性的談判，辜汪的新加坡會談即是明顯的例子，此一舉動表示兩岸間已

在尋求和解之道。由於兩岸間經濟來往過密，於是又有「南向」政策的產生。南

                                                 
4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我國重要經社指標居世界排名表。

http://www.dgbas.gov.tw/dgbas03/stat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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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策是於民國 83年初推動，雖然政府提供了許多的優惠政策，鼓勵台商到東

南亞投資，但效果卻不如預期，這也是因為地緣政治的因素。西進大陸除了經濟

利益外，主要因為兩岸是同文同種，有著相同的語言、風俗、習慣，只因政治上

爭端造成兩岸的分離。因此在經貿投資上要比在不同的風俗、語言、習慣的東南

亞容易得多。另一因素是因為中共利用其令人無法忽視的經濟實力、廣大的市

場、發展潛力，拉攏東南亞國家，並加強政治、經濟上的關係。因此東南亞國家

在與台灣發展經濟所帶來的政治效益是有其侷限性的，而與中共加強關係其所產

生的效益，則遠遠超出與台灣發展關係所帶來的效益。 

民國90年時兩岸間貿易總額278.5億美元，台灣對大陸出超160.5億美元，

為期降低生產成本及佈局中共加入WTO之市場商機，近三年國內廠商赴大陸投資

再掀熱潮，91年核准赴大陸投資38.6億美元，較90年增加38.6﹪占我國海外

投資比重之53.4﹪，91年全年兩岸貿易初估已近300億美元。5 

    比較冷戰前、後台灣的地緣政治，我們可看出台灣因其所處的位置，在世界

地緣政治及亞太的地緣政治變遷中，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曾易手於各強權間。

在歷史上曾控有台灣的政權或足以影響台灣的權力，亦因自身「能力」條件的不

同，對台灣地緣政治有不同的考量，即使是同一政權或權力，亦因世界及區域地

緣政治的變遷，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階段，台灣在地緣政治上亦會有不同的考

量與地位。 

在主權上，台灣在冷戰前並無自主性的地緣政治，一切均以有效統治台灣政

權的地緣政治與利益為主，也就是台灣對當時的地緣政治不具有主導權，而主導

權是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清朝的北京與日本的東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

主權雖回歸中國，此時台灣仍並未受到中國與世界的重視。至中共叛亂據有了整

個中國大陸，國民政府被迫遷來台灣，台灣此時主權仍然是歸屬中國，只是其主

體性已不在南京，而是台灣自己，亦就是自此之後，台灣得以有其自主性的地緣

政治思維，此一思維仍侷限在「反攻大陸」的政策指導下，一切卻是以台灣的安

全與發展為主。在這一系列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特質來看，台灣地緣政治變遷

過程，大多受到強權體系地緣政治運作的影響。 

在權力與影響力方面，台灣的實力雖然不斷的增長，卻未因此而增加台灣在

區域或世界的權力與影響力。主要是因為冷戰時期有美國基於其圍堵的地緣政治

考量，而強力的支持台灣。因此，台灣在美國強力支持下，再配合本身的自立自

強積極建設與發展，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面均有長足的進步，在世界與區域

間得以有其一定的影響力。隨著強權地緣政治需要的改變，台灣雖仍然不斷的發

展與進步，但因中共的崛起，挾其強勢的地緣政治力量，並進入大國之列，在國

際間的權力運用與影響力不斷的增強，相對擠壓了亞太地區之權力結構空間。使

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及中共週邊國家無法忽視其存在。亞太各國則因地緣關係，

選擇轉向中共，以維護其安全與利益，故在某些共同利益上不得不重視中共的影

                                                 
5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我國重要經社指標居世界排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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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進而壓縮了台灣的生存空間。不是台灣不夠努力，不是台灣的實力不強，而

是中共在地緣政治要素方面，具有多項的優勢，如有眾多的人口，強大的經濟發

展潛力，廣大的領土與資源，軍事力量與科技能力不斷增強（如國內生產毛額由

1998年的 78345億元人民幣提升至 2002年的 104791億元人民幣，貿易總額由

1999年的3239億美元提升至2002年的6208億美元，貿易出超由1999年的292

億美元提升至2002年的304億美元）6。這些是台灣所無法與之相比的，在同一

時空下，雙方同樣的努力發展，中共挾其所具有的優勢，發展自然比台灣快，自

然受到國際間的重視，其所產生權力與影響力自然與日遽增。且在中共一個中國

政策的指導下，台灣在國際間生存的空間自然受到擠壓，權力與影響力自比不上

中共。 

在長期的變動與不變的因素影響下，應以動態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地緣政治。    

在 20世紀前的西方殖民時代，因影響地緣政治要素中的科技與交通尚不發達，

海運航行是以近海航行為主，在西方需要中國這個廣大市場與貿易的需求下，台

灣自然成為其重要據點。但此種據點形式所呈現的是南、北海運航道上的需要，

因貿易需求必須經過台灣，由台灣再向北至日本、中國北方，從事貿易活動。此

階段台灣由無主之地，到由同一政權統治，即使是被視為邊陲地帶，亦無明顯之

海、陸之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技與交通技術發達，航海不再是靠近海

航行，可深入海洋航行，此時由南向北可經由巴士海與台灣東側海域，不必然要

經過或停靠台灣，台灣據點的重要性因而降低。台灣此時在地緣政治上的所呈現

的重要性，則由南、北轉向以東、西為主，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兩岸

已分由不同的政權所統治（中華民國與中共），台灣亦具有主體性的政權，再加

上世界的海、陸權之爭增加。台灣又正好位於海、陸交鋒的邊緣地帶，「是陸權

走向海洋的門戶，是海洋進入陸權的跳板」，台灣控在何方手上，將對其戰略佈

局有重要影響。且自1990年後中共崛起，台灣對中共而言，是中共能否順利「出

海」之關鍵；對美國而言，是能否圍堵中共於大陸，使其無法航向海洋之要地。

能否控制台灣具有對成為海、陸權，對其能否伸張或抑制海權與建立強大海權力

量的戰略意義。 

中共崛起，目前雖尚未以強勢手段佔領台灣，但就目前中共發展趨勢看，在

討論台灣問題時，仍是無法擺脫中國傳統民族思想。對台灣的思考上是否會再次

回到19世紀清帝國時代，賦予台灣再次作為大陸東南海疆重地，是值得深思的。

值此時期，台灣內部不知是毫無警覺或是別有用心的人士，一再對台灣主權提出

質疑，甚至思考要如何更改國號、國旗等，彷彿台灣再次回到 16、17世紀時期

的無主之地，等著列強再次入主台灣。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經由地緣政治的發展與冷戰前、後台灣地緣政治比較研

究發現，人權、環保議題與經濟、科技發展，已超越國家主權，成為地緣政治要

素下的一項。就全球化的地緣政治而言，給予台灣在地緣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操作

                                                 
6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近五年大陸地區經社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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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台灣或許無法擺脫因地理位置，成為強權體系在地緣政治運作上佈局的歷

史宿命，但卻可掌握台灣的特殊地理位置與在東亞地緣上中轉的重要性，利用政

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自我定位，在強權體系的地緣政治運作上成為互利的

中介，而非其運作的工具。因此，在全球化發展下的地緣政治，台灣具有何種機

會，則應從地緣政治的要素上加以觀察。 

首先在安全上，於全球化的體系中，台灣雖不是「中心」，但也不是「邊陲」，

而是全球化體系下的一員。全球化的環境因彼此間互賴加深，使得安全重於一

切。台灣正好可利用此一趨勢，利用地緣政治上的因果關係，凸顯若台灣的安全

受到威脅，對世界安全所受的危害不可能倖免。因此愈重視全球安全，就愈不可

忽略台灣的安全。 

在經濟上，全球化下對外經貿往來越密切，越有助於國內經濟發展，越有利

於國家安全。但對台灣而言，因台海兩岸的特殊性，在清朝時，當清朝開放海禁，

台灣的主要貿易對象是大陸，直接對外國的貿易為數甚微。如今台灣對大陸開放

貿易後，台灣的對外貿易主要對象仍是大陸地區，可見此一地理上的不變的因

素，相對的影響了台灣與大陸的經貿往來，這一現象數百年前是如此，數百年後

亦復如此，這是在地緣上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就現今而言，對大陸貿易雖有助

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但就兩岸現狀來看，雙方各具有不同的主體，並未在同一政

權下運作，彼此間敵意與衝突，並未因經貿往來密切而減少，反而在經貿往來上

被賦予了政治內涵。這點在地緣上的關係，並未因全球化而改變，實是一個值得

深思的部份。 

在對外關係上，若不能在兩岸關係良性發展下，台灣雖增加了在國際間出現

的機率，但不必然會增加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台灣在中共打壓下，以「非

主權國家」身份於國際間出現，在外交上固然有助於增加台灣的能見度，但長久

下來台灣將愈來愈難以逆轉此一形勢，卻反而可能加強了「去國家化」的深化效

應。在此狀況下若經濟組織功能擴大至具有政治意涵時，台灣並不能因此而獲

益，反而有被孤立之危機。在對美國關係上，台灣在東亞地區並無任何一個邦交

國，對台灣的安全而言，美國是唯一可以依賴的對象，但在地緣關係上美國卻離

台灣最遠。在反恐需要下，美國面對多變的世局，為維護其國家利益，是否會調

整其對外政策，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因此，台灣在此一轉變下能夠依賴美國

的空間則相對受到壓縮。 

在軍事力量上，台灣的國防工業並未因全球化而達到自給自足之地步，若想

要強化國防武力持續現代化，唯一的選擇即是向國外採購。此一採購將可能使得

財政的負擔更日益加重，且軍事採購主動權操之於人，西方國家是否願出售武器

給台灣，完全取決於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考量與佈局。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極不

安全，卻又極度無奈的現象。 

在權力運作上，因台灣的特殊國際地位，若一昧的追求國家主權，並不是一

個正確的思考與選擇，台灣亦有可能因此而失掉更多的機會。在面對兩岸關係

時，兩岸如果陷入主權之爭，不論爭的是何種主權，其結果都可能對台灣不利。



第六章  結論 

 119 

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能力的表現不僅只限於軍事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穩定等都是國家能力的重要指標，在此狀況下給予台灣累積「能力」的機會，也

給予台灣擁有「權力」的機會。因此宜暫時擱置主權之爭，爭取台灣的「權力」，

因為「主權」需要有「權力」才能彰顯，而權力又需要實質的國家「整體能力」

作為基礎。「權力」可超越「主權」並能形成強大的影響力，台灣的權力增長後，

其影響力自然增加，則主權之爭自可能有水到渠成之勢，而迎刃而解。 

因此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台灣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地緣政治，為了國家的安

全、生存與利益，要採取何種地緣政治作為？中共未來的發展及其地緣政治作為

又是如何？兩岸地緣政治的發展，對中國未來發展會有什麼影響？則是個人未來

研究的規劃與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