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身為中華民國台灣的一份子，個人體會到國家在面臨對岸防獨促統之政軍壓

力、國際逆境夾縫中求生存的種種艱辛與難處。在邁向新世紀、更新觀念的同時，

應該擺脫舊時代的思維與歷史包袱，無論是「一個中國原則」亦或是「台灣主體

優先」，均應將人民的生存與國家的發展放在首位，去戰求和、永續經營，落實

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如何在兼顧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意願、中國大陸民眾的

歷史情感與民族感情的情況下，營造和平穩定的台海局勢，共創雙贏，是為本文

主要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由於兩岸關係具有千絲萬縷、錯綜複雜的特點，再加上超強美國的涉入，故

而進行本研究之前有必要設定具體研究方向，以下先提出幾點作者個人的看法以

為鋪陳： 

第一、美中台三邊「國家」均是國際社會的單元理性行為者，為遂行國家利

益與主體目的而進行博弈互動。1

第二、三方都避免兵戎相見，但軍事準備工作從未放鬆，台海是世界上可能

發生戰爭的地區之一，是冷戰遺留問題的歷史延伸。2

第三、由於中美兩國都是聯合國安全理事會常任理事國之一，因此在兩岸問

題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3與國際解決爭端機制4難以發揮作用，「兩岸問

                                                 
1 博奕理論談判學者賴發Raiffa認為博奕理論適用於實際特殊個案是很困難的，原因是很難在個

案中找到完全相符模型條件的案例，台灣與中國雙方所談判的協議，不管過程如何，內容的執行

最終仍有賴雙方的誠意，而非依賴第三者提供的獎懲機制。參見Raiffa, Howard. The Art and 
Science of Negotia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97. 
2 美中兩國對彼此的政策研判、特別是軍事部署也往往是以冷戰思維為主導。 
3 Stephen D. Krasner指出國際建制是在某國際關係範疇內一套明顯或潛在的原則、規範、規則以
及決策程序，參見Stepha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 Stephan D. Krasner ed. (Ithaca: Cornell, 1988), p. 
1~21.由於台灣並非正常化國家，中國視兩岸問題為內政問題，美國政府平衡政策的各項客觀條

件下，所謂國際勢力介入就僅僅是指美國一方而已（必要時可加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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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相當程度上就是「三邊問題」，三邊問題附屬於美中大戰略之下，台灣的

立場與角色逐漸邊緣化，台灣領導人的言行有必要取得美中雙方的基本信任。 

第四、美中台三邊各自內部政治的發展在相當程度上對兩岸問題起著關鍵性

作用，尤其是在領導階層大幅度更迭的情況下。小布希連任以及台灣總統大選則

是顯著例子，不管誰執政都會影響到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升降。 

第伍、兩岸和平共處是可能的。台灣問題是美中互動的重點項目，若能取得

共識，三方均樂見和平局面以謀求利益最大化。 

第六、兩岸走向談判桌是實現和平共處的第一步，也是美國所樂見，但不能

排除兩岸對話轉機的出現是因為危機的發生5。台灣不太可能逕自與中國進行雙

邊談判，一般認為只有美國有此份量，美國也不會輕言放棄其在西太平洋戰略佈

局當中相當重要的一著。 

綜合以上六點，本論文研究目的，是希冀從歷屆台灣總統大選當中的政策變

動與事件發展所造成的影響，來整理歸納出影響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因素，並進而

提供對於台灣選舉的基本認識與省思。 

三、預期研究成果 

在國際上，美國的國家安全戰略是擴大與盟邦（包括台灣）的協防範圍及合

作，以維繫塑造美國身為全球霸權所主導下的區域均勢穩定之格局，「霸權穩定

論」仍有其價值6。值得注意的情況是，美國係以「台灣關係法」此一國內法作

為與台交流的政策基礎，美台雙方關係友善，即始因為出軌言論而造成雙方關係

出現裂縫，溝通管道依然倡通，關係可從友好到冷淡等階段，屬於「壞也壞不到

                                                                                                                                            
4 如區域國際組織或是聯合國，由於「國內管轄權」(domestic jurisdiction)與「不干涉原則」

(non-intervention)這兩項源自國家主權概念的重要國際關係與國際法原則，所以除非發生大規模

滅絕性戰爭，「第二代維持和平」(second-generation peacekeeping)或是「多國行動」multinational 
operations)等解決國際爭端機制將不會主動發生作用。參見Alan James, "Peacekeeping in the 
post-Cold War e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L No. 2, Spring 1995, p. 247. 
5 危機的處理可分兩種：一是動武型，以先發制人攻擊或造成既定事實為主要考慮，對手國很快

可以了解；一是未動武型，需要較長時間和利用不同的溝通方式讓對方明白力量的所在，以及可

能面對的挑戰。參見林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北：五南出版社，1997 年），頁 385~411。 
6 邱坤玄，「霸權穩定論與冷戰後中（共）美權力關係」，東亞季刊（2000 年夏季刊），第 31卷
第 3期，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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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裡去」的伙伴關係；中國則視台灣為地方政府，只要台北政府稍有偏離現狀之

言行，兩岸即刻面臨緊張，交流中斷，關係可從緩和、冷淡到軍事對峙等階段，

屬於「好也好不到哪裡去」的政治上之競爭關係。台灣內部各方面，不論是政治

社會制度、意識形態、自由民主價值觀、法律規章甚至武器裝備均屬美制，政治

上更是處處仰仗美國。不需要台灣鬧獨立，只要中國持續武力恫嚇即可給與予美

國理由介入兩岸事務，以維持美國定義下的現狀。 

兩岸互動在現實當中難以實現「國內政治」（台灣無法接受）或是「國際政

治」（中國無法接受）層面的協商互動。美國在兩岸對峙中，顯然具有化解危機

的「安全瓣(safety-valve)」功能，近來並表達了支持第二軌道的準官方或非官方

的兩岸會談，能否助於破除兩岸冰封的局面尚有待評估，然自二十一世紀伊始，

國內政權的轉移，勢將形成對過去施政的檢討與未來政策方向的改變，意即所形

成任何形式的協議，均不能保證下屆領導的徹底執行，如何抓住歷史機遇，成為

各方領導人的必修功課。美中關係為新世紀國際關係當中的熱點，台灣問題也將

影響世界兩大強權的競合，三方關係的變化係緣於根本利益的衝突與合作？還是

各自發展長期戰略的需求？亦或僅為針對性之戰術運用？本論文將嘗試釐清美

中台三邊關係的歷史沿革，並從台灣領導階層更迭的情況下研究分析現階段三邊

關係當中的政策選項與可能局勢發展，提供可行之兩岸和平共處建議，進而有效

觀測台灣在未來全球化國際社會中的生存之道，為台灣前途略盡棉薄心力。 

四、概念釐清 

    由於本論文將涉及許多敏感的名詞與概念，故有必要先就此進行釐清。 

1. 本文當中所論及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政府」、「台北當局」原則上

屬同一概念：「中華民國」指涉的是台灣政治上的法理地位，並依據現行之「中

華民國憲法」而實現法理存在。「台灣」指涉的是地理概念。「台灣政府」與「台

北當局」則為現行的執政黨。 

2. 「中國」、「中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中國政府」、「北京當局」、

「中國大陸」原則上屬同一概念：國際社會多認為「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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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即指「中國方面」。「大陸」指涉的是地理概念。「北京當局」即「中共」。

「中共」即為「中國政府」，也就是執政黨。 

3. 「美國」、「華盛頓」、「美方」均指涉同一概念，也就是美國。 

    由於在行文當中為求流暢，以及符合語境，故會有不同名詞上的個別使用，

當然本文將力求齊一用法，但所涉之政治概念實在複雜，恐力有未逮，特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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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為主，「歷史研究法

（historic research）」、「比較研究法（comparable research）」為輔，對相關文件資

料進行歸納整理以及比較前後時期之政策演變。本文寫作資料蒐集上首先以各政

府歷年來所發佈的官方文件、相關官員發言談話、歷史談判文件、相關法令公報

資料，以及學術著作、期刊論文、媒體政策分析、報章資料等作為論文寫作的資

料來源。重點研究方向為冷戰結束後新世紀之初美中台三邊的關係消長與外交政

策互動，並以台灣總統選舉為核心。研究對象以美中台三邊關係各自領導階層為

主。主要內容係探討三邊政府對於兩岸政策當中的變化與延續性，以及政策宣示

之詳細意涵與內容，並進行比較分析。作者著手進行相關文獻的廣泛蒐集並逐一

分析，盡力將研究範圍界定在各自外交政策與內政影響方面。研究限制方面，由

於本論文主題的特性，加以客觀環境以及技術上的問題，並不擬採取問卷訪問、

或是田野調查等方式來蒐集資料，所涉及的作者主觀意識方面唯有求取各方說法

交叉驗證以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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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論文在時間範圍上限定在1996年到2005年，研究對象限定為美中台三方。 

1995 年李登輝訪美母校康乃爾大學並發表題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

演講，直到 1996 年李登輝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任民選總統的這兩年間，中共發

動多次大規模軍事演習以及試射飛彈，引發台海危機，兩岸關係嚴重惡化。1999

年 7 月李登輝接受「德國之聲」錄影專訪，談及「1991 年修憲以來，已將兩岸

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亂

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指記者）

提到北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離的一省』，這完全昧於歷史與法律上的事實」的

兩岸「特殊國與國關係」，並拋出「七塊論」（主張揚棄大中華主義，認為中國應

該分為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北、華北、華南七個區域，以便分而治之），

陳水扁政府在此基礎上更於 2002 年 8月提出「一邊一國論」，7造成兩岸政治立

場越離越遠。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國民政府播遷來台之後，國共兩府均宣稱自

己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 1971 年 10月 25日聯合國大會通過決

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在聯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所謂「一個中

國」指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8雖然兩岸會談曾經達成「九二共識」（一中各表），

意即兩岸政府均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這「一個中國」所指的是哪一方，則雙方

各自進行表述。但是「一個中國」原則受到了挑戰。李登輝自 1996 年以來逐漸

遠離兩岸一中原則默契的路線，強化自當年所採取的對大陸「戒急用忍」政策，

最終以「特殊國與國關係」來對抗對岸的「一個中國」論述。2000 年台灣總統

                                                 
7 陳總統於 2002 年 8月 3日以視訊會議方式對在東京集會的世臺會成員致詞時提出三點呼籲：
一、要走「我們台灣自己的路」。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

要分清楚。三、大家要認真思考公民投票立法的重要性和迫切性。並於 8月 6日民進黨中常會後
透過秘書長對外表示：「有人把阿扁的三點談話內容簡稱為所謂的一邊一國論⋯可能會造成誤

解⋯個人認為主權對等論應該比較符合完整的意旨。因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名稱叫做

中華民國。」參見周志偉，「從華府、北京、台北三角關係 檢視陳水扁總統的一邊一國論」，國

家政策論壇，創刊號（2002 年 10月），http://www.npf.org.tw/monthly/0201/theme-001.htm。 
8 張亞中，兩岸主權論，台北：生智文化事業公司，1998 年 11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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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能夠實現政黨輪替，從 1995 年開始李登輝對於一中原則的挑戰形成相當關

鍵的因素。且自九六台海危機之後，美國在台海扮演的角色越來越吃重，雖然政

策宣示上表示遵守「三項公報」，以及表明不介入的中立立場，事實上華府仍不

斷透過影響力以敦促兩岸自制與對話9，在美國反恐議題優先的情況下，針對台

海雙方所可能的片面改變現狀行動，在未來將會施加更大的壓力。因此本論文選

定 1996 年為研究起始年份，以迄美中台三邊各自產生出新任領導階層的 2005

年，作為本論文的研究範圍。 

 

 

 

 

 

 

 

 

 

 

 

 

 

 

 

 

 

                                                 
9 高朗，「後冷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不變」，政治科學論叢，第 21期（2004 年 9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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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美中台三邊關係是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熱點議題之一，不僅牽涉到美國西太

平洋的重要戰略利益，更加上綜合國力不斷上升、並且尋求相應國際地位的崛起

中的中國。處於美中兩強激烈的競合關係之下，中華民國台灣生存不易，外交政

策上一方面要配合、符合美國的意向，一方面在國家定位上又必須保持獨立自主

性、避免過度刺激中國，無論政策調整幅度多大均動見觀瞻，選項相當有限。本

論文一開始將從美中台三邊關係、以及台灣內部政治變化這兩部分的相關文獻進

行探討。 

一、美中台三邊關係 

台灣問題一直是美中關係核心，甚至主導了後冷戰時期美中關係的升降，兩

大國關係發展的重要關頭幾乎都與台灣問題緊密相關，10近年來由於台灣內部政

治環境的劇烈變動，台灣主體意識逐漸抬頭，衝撞兩岸現狀的言論與行動均引起

美中兩國極大的不安與外交辭令上的嚴重警告。藍綠衝突趨於白熱化，兩次總統

大選前後都造成社會動盪、族群割裂、對峙情況嚴重，台灣當局欲維持國內秩序

尚屬不易，對外方面面對美中兩強更是動輒得咎。 

由於台灣選舉問題等因素影響，2004 年的兩岸政治關係處於一種冷淡、緊

張、僵持，但未發生衝突的局面，美國由國務卿包威爾、副國務卿阿米塔吉、亞

太副助卿薛瑞福以降，多次發表對台非友好談話，當前中華民國外交所面臨的挑

戰主要來自：11(一)中共方面；(二)國際社會；(三)台灣本身三方面，在政策方面

謹言慎行，台北並非一無可為。過去 25 年來，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是堅持「美

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主要支柱為「三公報一法」，在此一架構下美國對台海地區

的基本立場是維持現狀，反對任何一方企圖片面改變現狀，在小布希第二任期

                                                 
10 唐希中等著，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1949--2002)（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頁

160。 
11 蔡  瑋，「從中共對台外交圍堵看美中台三邊關係及台灣自處之道」，展望與探索，第 3卷第 1
期（2005 年 1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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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也不會輕易改變對華政策。12冷戰結束以來美中台各自的意識型態以及對三

角關係的運作存在著雙重狀態，三方都未形成單一共識及一定的戰略方針，原因

在於後冷戰時期國際結構、兩岸互動關係及內部發展明顯轉變，使賴以作用的典

範都有所不同，包括「一個中國」原則爭論在內，都源自於此。13

台灣安全的主要屏障係仰賴美國，不過林文程主張台灣必須清楚、正確地認

知美國的外交思維；美國的外交思維固然常兼具理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但是當理

想主義與現實國家利益相衝突時，總難逃被犧牲的命運。台灣仍然擁有相對上較

有優勢的籌碼，諸如美台雙邊貿易關係（台灣是世界上第 14大經濟大國、美國

第 7大貿易夥伴）、台灣直接民選總統政治民主化的完成，使台灣成為美國鼓吹

民主化的模範，再加上美國對一個崛起的中共會在歐亞陸塊尋求霸權而最終挑戰

美國感到疑慮，與美國重視日本的安全，乃至於台灣的安全關係到日本，則台灣

的繼續存在就符合美國的國家利益。14然而美中雙方的反恐合作已經在江澤民訪

美之後有了更進一步的加強，15中國的存在對於美國而言就已經不再是全然負面

的因素，形成北京、台北均與華盛頓之間有著利害關係，台灣方面要是一昧認為

美國會基於道義，於危機產生之時一定會協防台灣，而在政策主張上大幅調整，

將可能因錯估形勢而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布希調整美國對外戰略，主要在於維

護美國國家安全利益，謀求在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致力平衡海峽兩岸軍事，防

止衝突，面對中共強大武力，台灣仍有賴於運用智慧，贏取兩岸和平共存，乃為

長久之計。16

柯林頓政府時期，美國內部也就針對台灣領導衝撞現行體制、挑戰兩岸框架

進行激烈爭論。從奈伊(Joseph Nye)建議的以戰略清晰取代戰略模糊、李侃如

(Kenneth G. Lieberthal)提出台灣不獨、中共不武，以及前任亞太助卿羅斯(Stanley 

                                                 
12 李登科，「美國對華政策新趨勢」，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11期（2004 年 11月），頁 1~3。 
13 林濁水，「中美台三方的雙重加碼」，中國事務，第 3期（2001 年 1月），頁 23。 
14 林文程，「美國大選與美國之台海兩岸政策」，中國事務，第 3期（2001 年 1月），頁 18。 
15 陳一新，「從江澤民訪美及亞太經合會之行看美中台三邊關係」，共黨問題研究，第 28卷第 11
期（2002 年 11月），頁 2。 
16 周祉元，「析中共五十年來的外交及其未來走向」，收錄於中國大陸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建

政五十年（台北：正中書局，2001 年 7月），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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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提出的中程協議構想(interimagreement)，最後總結是強調兩岸政策不變。布

希政府雖然對台灣友善，但自九一一事件之後國際情勢改變，兩岸政策天平也隨

之發生傾斜，台灣挑戰現行美中兩岸政策框架並不符合美國戰略利益。2003 年

底布希接見中共總理溫家寶就公開反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狀，並質疑陳水扁於總

統大選前推動公投的意圖，認為將對台獨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表示強烈反

對，北京雖然歡迎美國的反應，但後冷戰時期雙方關係可說是既合作又競爭，所

以現階段美中在防止台獨立場基本上是利害與共的。17

小布希上任之初，聲稱「竭盡所能協助台灣自衛」，清晰化對華政策，但歷

經九一一恐怖攻擊、朝核危機、台灣護照加註「台灣」、推動公投正名制憲等活

動後，布希在兩岸政策上從原來的向台灣傾斜、再度轉為主張台海兩岸互不挑釁

的和平維護者，布希政府仍然會堅持對台灣的安全承諾，但隨著美中關係的改

善，美國對於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與國家地位，將採取更為緊縮的態度。整體評

估，美國對台海兩岸的政策已明顯向中共傾斜，台灣當審慎以對。18向中共傾斜

的一點重要原因是，在國際場域上美國需要中國的支援，而胡錦濤新上任，在台

灣問題上的處理必須小心翼翼，布希發表壓制台灣當局的言論，相當程度上是作

球給胡錦濤，於布胡關係大有助益，19美中雙方各取其利。其次，台灣總統以及

立委選舉過程中，統獨立場衝撞，中國固然擔心台灣走的太遠，美國也不願台海

擦槍走火，布希政府對台政策的冷回應也是「預防外交」的重要一步。美國助理

國務卿凱利於 2004 年 4月 21日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就有關台灣關係法 25

週年的聽證會上，指出：「美國將堅決支持台灣民主，…但不支持台灣獨立，台

灣片面邁向獨立的舉動可能招致中共危險的反應，這種反應可能摧毀台灣大部分

成就。」20其內容重要原則如下： 

                                                 
17 高  朗，「後冷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不變」，政治科學論叢，第 21期（2004 年 9月），
頁 40~41。 
18 邱坤玄，「布希總統連任後美國與中共關係之展望」，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11期（2004 年

11月），頁 7。 
19 社論，「布希新論：客觀的必然與表述的藝術」，聯合報，2003 年 06月 20日，A2版。 
20 「美助卿凱利作證全文摘譯上」，聯合報，2004 年 4月 2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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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仍信守「一個中國」原則，並依循三公報一法。 

(二)美國不支持台灣獨立，也不支持會改變現狀的片面行動(the status quo as we 

define it)。 

(三)對北京而言這表示不得對台灣動武或威脅，對台北而言這表示應該要謹言慎

行，對兩岸而言這表示不得發表任何聲明或採取改變現狀的行動。 

(四)美國會遵照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軍售適當的防禦性武器。 

(五)因為嚴重關切任何對台動武行動，美國會維持戰力抵抗任何對台訴諸武力或

其他形式的強制行動。 

由此可見，現階段美國兩岸政策上會持續堅守三公報一法之外，也會關切兩

岸和平穩定、保衛台灣民主、將中國拉進國際社群。21而在胡錦濤於 2002 年訪

美之行，小布希明白告訴胡錦濤美國政策很明確，「美國說話算話，不支持台獨、

不鼓勵台獨勢力發展」，陳一新並且認為，布希政府對台灣的支持，並非毫無節

制的，並且曾警告陳水扁政府在政治本土化與政治社會化方面不要做的過頭，以

免引起中共緊張。美國對台政策是美國全球戰略部署的一環，也是後冷戰時期的

必然發展，只有美中台三方都能審慎面對此一情勢，才有可能談到深化合作，創

造三贏局面。22美國有本身的國家利益考量，台灣只有在與美國國家利益一致

時，或認真說服台灣的利益與美國的利益相符，美國才有可能全力挺住台灣，這

是台灣必須深切體認的關鍵問題，而非一昧仰仗美國。23

北京方面，胡錦濤於 2003 年 9月取代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集

黨政軍三權於一身，確立了日後的胡溫體制。以過去數年胡錦濤與布希多次對

話，並於APEC領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行會晤，對雙方「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已取得進展，中共認為今後四年是美中關係發展的「重要時期」。24不過美日於

                                                 
21 陳克難，美國小布希政府的東亞安全戰略(2001-2004)，台北：政大行管碩士論文，2004 年 9
月，頁 89。 
22 陳一新，「胡錦濤訪美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8卷第 5期（2002 年 5
月），頁 3。 
23 吳釗燮，「美國新政府之下美中台關係的展望」，中國事務，第 3期（2001 年 1月），頁 108。 
24 周祇元，「蠡測 2005 年的中共外交取向」，展望與探索，第 3卷第 3期（2005 年 3月），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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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2月 19日於華盛頓舉行的「2+2安保諮商會談」則清楚將台灣海峽安全

列為美日安保共同的戰略目標，表達了美國對於台海雙邊軍事逐漸失衡的憂慮，

並點明「如果台灣海空軍戰力無法於 2005 年大幅提升，台海空優將朝中共傾

斜」，與過去美方強調的「中共不具犯台能力」大不相同。25美中關係當中的台

灣因素始終是難以避免以及突破的問題，吾人當有所體認。 

1978 年底美中建立正式外交關係，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以改革開放

作為國內經建方針，強調「和平與發展」是世界未來趨勢，26標示中共正式揚棄

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識形態鬥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

革開放兩個基本點」來處理國家事務，對台政策上也就不再強調「武力解放、血

洗台灣」。1979 年元旦美國結束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

約」。同日中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結束金門砲擊並提出和平統一

祖國方針，兩岸局勢開始了長達十數年的冷和時期。台灣方面則於 1987 年在 1990

年初成立三個不同層次的機構來處理規劃大陸事務（包括國家統一委員會、行政

院大陸委員會、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三者關係為國統會是總統有關兩岸決

策的諮詢機構，陸委會負責大陸事務之協調與決策，海基會是負責處理許多政府

不便出面之兩岸交流所衍生的問題與事務）27。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共對

口單位--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所舉行之「辜汪會談」，是兩岸分治五十年來僅有的

準官方級對話，不過隨著李登輝的 1995 年訪美行程與 1999 年「兩國論」而中斷

至今。（歷年兩岸會商可參見附錄一） 

以下就裘兆琳主編之《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2~1994》、《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8~2000》以及林正義主編之《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5~1997》三本專書，將

1992~2000 年期間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予以增補並列表

如下： 
                                                 
25 蔡增家，「美日 2+2安保諮商的政治意涵及其影響」，展望與探索，第 3卷第 3期（2005 年 3
月），頁 2。 
26 柳金財，「中共對台政策：和戰兩手策略之分析」，收錄於中國大陸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建

政五十年（台北：正中書局，2001 年 7月），頁 621。 
27 海基會編，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台北：海基會，200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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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92~2000年間美中台重大政治事件 

日期 相關方 事件 主要影響 

1992.09 美台 老布希宣布出售 150 架 F-16 戰機與台灣 美國依 TRA 持續對台軍售 

1994.05 美中 柯林頓決定續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人權與經貿脫鉤，美國正視中

國巨大經貿活力 

1995.01 中國 江澤民提出「江八點」 
李登輝以「李六點」回應，為

當年七月的辜汪會談鋪路 

1995.05 美台 
柯林頓決定李登輝參訪美國康乃爾大學 

台灣進行「務實外交」、「元首外交」 

中國取消美中軍事交流、閣員

互訪、中斷飛彈管制及禁止核

子擴散談判、召回駐美大使、

推遲第二次與台辜汪會談 

1995.07 中國 
在彭佳嶼海岸附近舉行試射飛彈爆發持續到

1996 年的台海危機 

隔年美國派遣航空母艦戰鬥

群到台海附近監測維護台灣

的第一次總統直選 

1996.10 美中台 美國民主黨政治獻金疑案 

1.美中全力維護逐漸改善的

美中關係 

2.傷害到台灣對美的外交遊

說工作 

1997.10 美中 江澤民訪美與柯林頓舉行高峰會 
1.雙方建立熱線 

2.美國重申遵守三公報原則

1998.06 美中 柯林頓回訪與江澤民舉行第二次高峰會 柯林頓提對台「新三不」 

1999.05 美中 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中國反美情緒高漲、內部民族

主義情緒逐漸上升、美中「戰

略夥伴關係」名存實亡 

1999.07 中台 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提出「特殊國與國論」兩岸協商全面斷絕 

2000.05 美中 美眾議院通過對中「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 美中關係寫下新頁 

2001.04 美中 南海軍機擦撞事件 
「戰略夥伴關係」正式結束，

「戰略對手」態勢已然成形

2001.09 美中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 
美中在防恐議題上有共同利

益與合作空間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2~1994》、《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5~1997》、《中美關

係專題研究 1998~2000》。「南海軍機擦撞事件」與「九一一事件」為作者增補之。 

從表中可以歸納出一個趨勢，就是美中關係隨著經貿部份的日趨緊密而逐漸

加深，美台關係則在中國的壓制下匍伏前進，每一個重大事件都是一個轉折點，

美國的兩岸平衡政策天平逐漸傾向中國，這樣子的趨勢似乎隱然就出現在民進黨

執政之前，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的一些政策與宣示，更促成了這趨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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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正義談到，1996 年台海危機對美日、美中加強戰略合作關係，發生了催

化的作用，台灣對被納入日本「週邊有事」地區雖多了一層安全保障，卻又因美

中致力於建立「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而擔心自

己利益受損（而布希上任後就放棄使用此一名稱）。至 1999 年中共駐南斯拉夫大

使館被炸事件以前，台灣處於美中日三強所建構的新戰略關係下，面臨美國同時

與中日改善關係，也受到柯林頓對台「新三不政策」談話的衝擊。28

在軍機擦撞事件上，美中兩方一開始處理態度不同，布希一開始便明示要以

快速處理為原則，並將事件侷限於小範疇，與美中關係脫勾，但中共則採緩和策

略，並意圖將事件擴大到整體美中關係上面，例如江澤民便明白要求美方道歉，

並停止其長期以來在中國沿海的偵察行動。林正義認為，美中關係未來一段時間

可能會趨於不穩定，而台灣作為主要波及國家，短期來看不見得有利，但台灣長

期受到中共威脅，將會被美方重視，從長期來看對台灣是有利的。顯見在美中之

間的結構性競爭當中，台灣是不能自免於外的。 

而在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平和落幕後，美國即有檢討中國政策之議。2001 年 7

月份美國務卿鮑威爾訪問中國後表示不再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九一一事件的發

生更改變了美國的全球戰略，美國未來最優先的國家安全目標是反恐怖戰爭，要

建構全球反恐怖組織之體系，而美中關係的改善也出現契機，美國若要在聯合國

架構下推動反恐行動，需要中共的合作。不過中共協助美國對抗恐怖主義並不會

影響美國的對台政策，包括對台軍售在內，因為北京希望將恐怖份子和西藏、新

疆等問題相提並論，將打擊疆獨合理化，但美國不為所動，布希並強調反恐戰爭

不應作為壓制少數民族的藉口，顯然亦在警告中共。29台灣應促使美國對兩岸的

個別關係進行平行發展，而不要完全受限於零和的思維。 

                                                 
28 林正義，「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裘兆琳主編，中美關係專題

研究 1998~2000（台北：中研院歐美研究所，2002 年 12月），頁 1。柯林頓在 1998 年訪中時口

頭表示「不支持台灣獨立、不支持兩個中國或一中一台、不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成員之國際組

織」，一般稱之為「新三不」，另見蔡東杰，「中共『大國外交』的實踐及其對台灣之影響」，全球

政治評論，第 5期（2004 年 1月），頁 14。 
29 傅亞蘭，「九一一事件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8卷第 1期（2002 年 1
月），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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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內部政治變化 

美國、中共、台灣所構成的三組雙邊關係牽動範圍既廣且繁，各方皆有本身

的利益考量與政策盲點，亦各自存在長久積累的歷史、地緣、經濟及安全等因素，

使得互動中的決策難度與風險很容易就超出穩定的基線。中國大陸與台灣同文同

種，卻是我國最大安全威脅來源；美國對我國經常頤指氣使，卻也是我國唯一有

效的安全屏障。唯有充分瞭解與診斷美中台的未來可能發展，才有可能在現階段

施政上避免誤判形勢、錯用資源，也才能尋找出符合最有利的對美以及大陸政策

的方針。而民主選舉或政府更迭本為常態，但是選舉的過激言行與國內事務的優

先考量，卻極容易造成各造間的誤解與誤判，美中台三組雙邊關係隨著政治日程

表，在不同的時間點都恰巧難以展現善意與彈性，30選舉期間的選舉語言成為台

海緊張的不定時炸彈。台灣必須要重塑在美國政策圈的形象，理解美國稱許陳總

統的五二○就職演說及雙時談話的背後意涵，尤其在競選造勢場合仍然維持慎言

的心情，以降低任何引發雙方誤會的可能性。31

台灣內部方面，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在進行，它快速的民主

發展並未導致明顯的經濟衰退、社會的不安或是嚴重的政治紛擾。322000年 3 月

第二屆民選總統的選舉結果，更首度產生了西方民主政治中政黨輪替的現象，而

被人們視為是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在民主實質意涵上的一個劃時代里程碑。

台灣首度發生的政黨輪替，理論上應該對於威權體制的徹底解體具有積極的功

能。從政黨體制的角度而論，則為打破了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之一黨優勢的政黨

體制，使得政黨影響政治過程的競爭，是在於取得總統職位或是參與政府之組

成，而更加穩固了競爭性的政黨體系。33而國民黨下野的原因，在於李登輝時期

                                                 
30 黃介正，「美中台二○二○：戰略情勢淨評估」，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8期（2004 年 8月），
頁 3。文中並整理出美中台內部各自重大政治日程，並認為三方的重大政治日程已經滿檔。 
31 黃介正，「緊縮的鳥籠：布希總統第二任期之台海政策」，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11期（2004
年 11月），頁 8~11。 
32 劉淑惠譯，田弘茂，「台灣民主鞏固的展望」，載於田弘茂等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
北：業強出版社，1997 年），頁 245。 
33 相關競爭性政黨體制的意義，參見任德厚，政治學（台北：自版，1993 年），頁 186~187。 

 15



(1988~2000)力行國民黨本土化政策，相當程度改變了內部組織性質。34李登輝在

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的就職演說中，明確的宣示「希望在一年內宣告終止動

員戡亂時期，兩年內完成憲政改革」，35正式為我國的憲政改革工作拉開序幕，也

因此引發了國民黨內部分裂： 

（一）1993年一批黨內異議分子出走另組「新黨」36

（二）2000 年台灣舉行總統直選，國民黨分裂，分為連戰、宋楚瑜兩組候

選人，結果被民進黨總統參選人陳水扁擊敗，宋楚瑜於支持者簇擁下脫黨另組「親

民黨」37

國民黨分為三個政黨，許多人皆認為藍皮綠骨的李登輝強力排除異己、成功

分化瓦解國民黨的黨政軍派系，李最後也被迫出黨，由其支持者另組「台灣團結

聯盟（台聯）」，強力主張正名、台獨建國。國民黨兩岸政策立場傾向中立、與大

陸尋求和解，民進黨由於 2004 年底立委選舉與台聯黨搶食深綠票源受挫之後而

逐漸往中間移動。台聯黨主張台灣正名、公投制憲、台灣獨立路線，民進黨雖然

                                                 
34 民進黨的執政之路，要靠國民黨的分裂，參見彭懷恩，台灣政黨論（台北：米羅文化，2005
年），頁 106。 
35 陳守國，「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時代－李總統就職演說，揭櫫大政方針：最短期間宣告終止戡亂

時間、兩年為期修訂憲法、兩岸對等溝通研討統一事宜」，中國時報，1990 年 05月 21日，1版。
1991 年 8月 27日國民黨內第二階段憲改策劃小組對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所研擬的修憲方案，自
始即以「委任直選」為規劃方向，甚至於二屆國代選舉國民黨的文宣訴求就總統選舉方式以「委

任直選」對抗民進黨的「公民直選」。但黨內仍有不同聲音，且「委任直選」與「公民直選」支

持者平分秋色，最後只好兩案並陳於國民黨十三全三中會提出，導致主張「委任直選」的李煥等

人出走，幾將國民黨推到瀕臨分裂的邊緣。民進黨方面，1990 年的「民主大憲章（草案）」或是

1991 年的「台灣憲法（草案）」，均明白揭示「總統公民直選」的基本立場。1992 年 4月二屆國
大修憲期間，民進黨由於國代席次不足以否決國民黨所提修憲案，於是發動「四一九總統直選」

大遊行，並退出修憲。有關本次修憲的過程，可參閱：周世輔、周陽山，中山思想新銓：民權主

義與中華民國憲法（台北：三民書局，1992 年 4月），頁 342~344。吳文程，台灣的民主轉型：
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北：時英出版社，1996 年 1月），頁 279~286。李

炳南，憲政改革與國民大會（台北：月旦出版社，1994 年 6月），第 3章。林水吉，憲政改革與

民主化：寧靜革命的歷史見證（台北：揚智文化，1998 年 4月），頁 179~229；齊光裕，中華民
國的憲政發展：民國 38 年以來的憲法變遷（台北：揚智文化，1998 年 11月），頁 121~144。劉

庶寶，總統直選方式之研究－兼論對憲政體制之衝擊（台北：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4 年 6月），第 3章；葉淑媚，我國憲政體制之選擇：一九九○到二○○○（台北：台灣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4月），第 3章；張聖時，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變遷之研究（台
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 6月），第 4章；湯雲騰，李登輝主政時期憲政

改革之研究（台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1月），第 3章。 
36 彭懷恩，台灣政黨論（台北：米羅文化，2005 年），頁 129~132。 
37 彭懷恩，台灣政治發展與民主化（台北：風雲論壇，2005 年），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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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台獨黨綱，但身為執政黨必須契合民意以求政權延續，政策立場上不若台聯

激進。新黨主張一個中國政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主張「一中屋頂」，符合中國

方面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謀求未來兩岸統一的可能性。 

李登輝執政 12 年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影響深遠，功過依不同的角度有不同

論斷，就國民黨分裂這角度來看，有人認為是李登輝在國民黨內搞獨裁、分化、

排除異己所致，亦有人認為這是時勢所趨，與李登輝無關，並且認為真正讓台灣

內部反威權主義涓流發展成分離主義波濤的，不只是民進黨歷屆領導，反而是策

動大陸政策變遷轉型的國民黨高層。甚至認為如果不是李登輝毅然採取本土化，

國民黨政權大概早就易手，不致讓民進黨建黨 13 年才得以執政。美國政治因民

主、共和兩黨的輪流執政所產生的民主政治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共同典範，台灣過

去一黨獨大的政治現象和平消除，符合西方民主價值的政黨政治正在萌芽，這跟

李登輝的執政與國民黨內部的分裂有很大的關係。
38

李登輝進行國民黨的本土化，進而與民進黨爭食台灣優先的支持群眾，並透

過群眾基礎進行黨內鬥爭，逼走了堅持支持中國優先的政治菁英，形成國民黨政

權的弱化，反對力量得以大量集結發展。雖然在 1979 年美麗島事件受到挫折，

但終於能在 1986 年成立民進黨，台灣優先主張逐漸浮出，39最終於 2000 年實現

政黨輪替。我國自黨禁開放之後，選舉競爭已成為政黨責無旁貸的任務，贏得選

舉更是民主國家中政黨與候選人的首要目標。40

民進黨上台以後，在兩岸政策上，台灣方面以陳水扁總統的「四不一沒有」

41為政策中心主軸，國統綱領與中華民國憲法其精神皆是主張「一個中國」，也

就是「憲法一中」，所以並非沒有法條去捍衛「一個中國」，而是在政策落實面上

的問題。民進黨政府雖在相當程度上對於中華民國憲法不具備絕對認同感，然則

                                                 
38 石之瑜，兩岸關係概論（台北：揚智文化，1998 年 7月），頁 121。 
39 田  欣，「務實地看待兩岸關係」，中國事務，第 3期（2001 年 1月），頁 114。 
40 黃德福，「政黨體系與民主政治之鞏固：以臺灣和南韓為例」，收錄於田弘茂等主編，鞏固第

三波民主（台北：業強出版社，1997 年 10月），頁 230。 
41 「不會宣佈獨立、不會更改國號、不會推動『兩國論』入憲、不會推動改變現狀的統獨公投、

也沒有廢除國統綱領與國統會的問題。」但是在中共放棄對台動武的前提下遵守「四不一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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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總統亦公開宣稱他是「依中華民國憲法選出來的總統」，42相反的中共在台灣

解嚴之後仍不願視中華民國為一政治實體，在國際上堅稱中華民國已然消滅，台

灣民眾未先感受到中國的善意就已先被圍堵恫嚇的政治壓力嚴重壓制，中共更進

一步於 2005 年 3月 16日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在必要關頭採取「非和平手段」

以解決台灣問題，似已開始要維護並防止台灣方面任何「變更國體」或「主權獨

立」的分離主義式行動。台灣當局必須冷靜務實的看待該法，真正具體落實「四

不一沒有」的承諾，43台灣有權也有必要表達不滿，但反應力道的輕重拿捏必須

準確。44

三、小結 

在環西太平洋地理戰略地位上，台灣是從阿留申群島到馬里亞納群島形成的

弧形島鏈中的「一艘不沉的航空母艦和潛水艇供應艦」，一般認為是美國遏制中

國崛起的重要地理位置以及戰略安全樞紐。45由於美國國家利益至上，將威脅美

國的任何力量均視為可能的威脅，綜合國立不斷上升、崛起中的中國正是蘇聯瓦

解、冷戰結束以後唯一可能挑戰美國超強地位的國家。實際操作面上美國對兩岸

政策的基調是不統不獨，維持現狀。從這個意義上說，兩岸處於分裂狀態、維持

兩岸關係的適度緊張是最符合美國的國家利益的，但這並非意味著美國樂見台海

發生一場主權獨立戰爭，由於美國涉入兩岸事務的程度、國際政治的詭譎與國際

輿論的影響之下，美國縱使不會全力介入兩岸戰事，卻也不會袖手旁觀，46台灣

                                                 
42 參見葛維新，「民進黨的『憲法一中』」，國家政策論壇，第一卷第十期（2001 年 12 月），頁
18~20。文中表示「2001 年 8月 10日陳水扁接見美國聯邦參議員邦德時，公開而明確的表達出

他對『憲法一中』的立場，他說：『兩岸問題要進一步解決，一定要依中華民國憲法的思維來定

調，如此才能化解兩岸歧見，這也是兩岸政府與人民所能接受一個中國的答案。』又表示 10月
上海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他將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參加，因為他是中華民國人民選舉出

來的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不接受他，等於否定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一中』至此

成為扁政府回應一個中國-的基調。」 
43 楊開煌，「《反分裂國家法》對兩岸關係之影響」，展望與探索，第 3卷第 4期（2005 年 4月），
頁 5。 
44 蔡  瑋，「對中共《反分裂國家法》的分析及國際反應」，展望與探索，第 3卷第 4期（2005
年 4月），頁 9。 
45 張也白，「台灣問題上的美國因素」，盧曉衡主編，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台北：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3 年），頁 55。 
46 台灣是否處於日美防禦新指針的適用範圍之內一直是中共學者批判的焦點，新指針則是對周
邊事態模糊處理，強調非地理上的概念，中共認為模糊處理正是為了掩飾美日的真正意圖。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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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倚靠的也就是這種微妙的軍事對峙，47然而畢竟兩強開戰的結果是難以想像

的。現階段保持現狀是對美國最有利的，這也正是美國在保護台灣實質獨立立場

的同時，對民進黨當局的冒險行為與激進言論進行約束的主因。48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對中外交政策有著很大的不同。2000

年美國新任布希政府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曾表示台灣如遭攻擊，美國將協防台

灣，2001 年 4月美中發生軍機擦撞事件，進一步強化中共是美最大威脅的印象，

另一方面對台友好，積極對台軍售、禮遇台灣領導人過境。49九一一事件之後反

恐成為美國首要的國家安全戰略目標，在許多議題上包括反恐與朝核問題上美國

需要中國的支持與不反對，也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對台政策在近期當中都作出

了相應調整，在對中國的定位由「戰略競爭對手」調整為「建設性合作夥伴」，

積極改善對北京關係，同時間也對台灣問題的政策目標也由強化對台灣的支持調

整為重視保持台海局勢的相對穩定。 

中國方面為爭取發展機遇期、以穩定壓倒一切為基本國策、爭取一個有助於

推動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國際大環境的同時，50力求維持內部與外部環境穩

定，以儘快達成基本富裕與基本安全兩大目標的基調，51不願兩岸發生戰爭致使

沿海經濟遭受到嚴重破壞。隨著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不斷擴大，中國就台灣問題

與美國搏弈的籌碼也越來越多，可從陳水扁最初提出「公投、制憲」到後來不斷

修正公投內容，就是北京方面對美國及國際社會施加影響力的結果。因此可預見

                                                                                                                                            
邱坤玄，「中共對冷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卷第 2期（2004
年 7月），頁 11~18。 
47 學者並認為當台海兩方的列車對衝的時候，美國是坐在台灣的車上的，如果北京還有理智，

應該不會和美國攤牌，然而阿米塔吉的「地雷說」、「不必要防衛台灣」則是美方擺出要下車的姿

態。參見吳玉山，「美中台可否下車談談」，中國時報，2004 年 12月 30日，A15版。 
48 美方表示「不支持台灣獨立」，而不是「反對台獨」的立場，雖未明言「反對台獨」，但明確

指出「台灣領導人的言論與行動顯示他可能已經決定要片面改變現狀，我們表示反對」，這是近

年來美國對於台灣舉行公投提出最明確與強硬的立場宣示。參見邱坤玄，「布溫高峰會後的中美

台三角關係」，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1期（2004 年 1月），頁 1。 
49 高  朗，「後冷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不變」，政治科學論叢，第 21期（2004 年 9月），
頁 38~41。 
50 李登科，「冷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略之研究」，收錄於中國大陸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建政五

十年（台北：正中書局，2001 年），頁 397~398。 
51 時殷弘、宋德星，「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度、外交哲學、和根本戰略思考」，戰略與管理（北

京），第 32卷第 1期（2001 年 1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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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隨著中國國力繼續發展，中國和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日本的共同利益也

會越來越大，戰爭的代價將直線攀升，形成一種「現狀就是好的」、「拼經濟不要

拼政治」的國際氛圍。 

過去是中國恫嚇打壓試圖主導台灣國內政治發展，現在則是台灣屢屢出現不

為北京樂見的政治版圖變動與過激言論，被迫因應的北京兩岸政策決策班子有感

於對台工作的嚴峻情勢，體認到兩岸之間的最佳距離是透過華盛頓，「聯美制台」

政策逐漸成形，北京經常向美國展現對台政策的善意，以爭取美國支持大陸對台

立場，同時敦促美國施壓台灣對大陸做出政策讓步；52台灣尋求獨立地位、國際

承認、排除中國強力抵制的同時，美國的支持與安全保證是不可或缺的；美國為

防範自冷戰後維持的單極體系局面被中國所挑戰、甚至被取代，在兼顧西太平洋

戰略利益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情況下口頭支持兩岸和平統一、實際維持台灣不明

國際地位以及特殊獨立性有利於美國長期國家利益，53這也是二戰後美國兩岸政

策上「三公報一法」54的實質意涵。美中台三邊關係就是在這樣子既鬥爭又合作、

時而溫和時而激進的競合架構下在戰爭邊緣蹣跚前行。 

美中台三邊關係處於一種天平狀態：美國扮演平衡者角色，中國與台灣隨著

情勢發展而升降不定，台灣問題擺脫不了美中互動關係的框架及影響。美中台三

方互動，基本上立基於「三公報一法」架構上。台灣陳水扁總統提出在 2003 年

完成公投立法、2004 年實施公投、2006 年制憲、2008 年實施新憲等重大憲改議

題，逐漸偏離「中國不武、台灣不獨、美國保證」的維持現狀默契，對岸視之為

台獨時間表，美方視之為片面改變現狀的舉動，隨著台灣島內政治生活的進展，

兩岸態勢有逐漸明朗化的趨勢。一般觀點是，美中兩國即使政權更迭或繼續主

                                                 
52 童振源，「中共『十六大』後對台政策分析」，中國大陸研究，第 46 卷第 2期（2003年 3、4

月），頁 50。 
53 中國學者也認為維持兩岸不戰不統的狀態對中國國力發展和對外影響的擴大起著長久的牽制

作用，符合美國對華總戰略的需要。參見王緝思、李曉崗，「美國的世界戰略與台灣問題」，收錄

於盧曉衡主編，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年），頁 39。 
54 三公報：1972 年《上海公報》、1979 年《建交公報》、1982 年《八一七公報》），一法：1979
年《台灣關係法》。三公報全文參見韓念龍主編，當代中國外交，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年，頁 419~431。美國認為是對兩岸關係的平衡政策，然而上個世紀所制定的舊式架構是

否能夠框限住充滿活力的台灣內部政局變動則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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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在兩岸關係上向來都是維持基調，美方是遵守「三公報一法」、主張維持現

狀以維護國家利益、反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狀，中方是堅決反對分離主義勢力之

餘主張穩定壓倒一切、爭取經濟發展機預期、一個中國原則、防獨大於促統等，

美中雙方現行政策均不會出現重大轉向，因此台灣是事實上持續變動、不斷挑戰

現存秩序的一方。吳玉山認為，美國並不是自願的扮演兩岸間的樞紐角色，華盛

頓所希望的是三邊家族型的三贏局面，55因此被動因應的美中兩國，政策面上展

現出更多的不耐與強硬。 

美國共和黨在 2004 年的總統大選與國會期中選舉均大獲全勝，是自 1934

年羅斯福總統執政以來在任總統所屬政黨第二次在期中選舉中同時贏得兩院的

主導權。有了國會民意的背書，奉行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布希政府在新任期當中

將更著重於霸權地位的追求，在優先處理反恐議題的情況下不願見到台海局勢生

變，以戰略清晰取代過去戰略模糊策略來維護國家利益，不再提竭盡所能防衛台

灣，而是強調維持美國所界定的台海現狀，逐漸以政治約束的手段防止台灣朝向

獨立的道路前進。56

中共於 2004 年 9月十六屆四中全會江澤民宣布辭去軍委主席一職，再度確

定第四代集體領導核心的胡錦濤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一般預料胡錦濤將在短期

間內施行集體領導廣泛整合，而要能全盤掌握軍權核心，仍有一段長路要走，有

待人事改組後始能加強鞏固其權力基礎，對台政策仍將維持既定路線，對台工作

上也將採「江規胡隨」的態度。57不過近來胡錦濤加大對台動作，「反分裂國家

法」的提出與通過對北京而言是胡溫體制制定未來對台政策走向的重要試金石，

胡錦濤在涉台事務方面似欲擺脫江澤民的政策遺留，並據以安撫軍方鷹派，以主

導議題論述的方式逐漸淡化江澤民的影響。情勢的演變與中共中央權力的移轉有

                                                 
55 吳玉山，「非自願的樞紐：美國在華盛頓—台北—北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論叢，第 12期
（2000 年 6月），頁 219。 
56 邱坤玄，「布希總統連任後美國與中共關係之展望」，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11期（2004 年

11月），頁 7。 
57 黃秋龍，「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與對台海情勢之影響」，展望與探索，第 2卷第 10期（2004
年 10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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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而北京對兩岸行為明確法律化的作法對中美關係會產生什麼

影響仍有待觀察，相同點是美中兩國對台事務上都轉向採取更為清晰、強硬的手

段。 

台灣自政黨輪替以來，兩岸的僵持與對峙和台灣內部主體意識有很大程度的

關聯性，從李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開始，直到 2000 年台灣第一次總統

直選由民進黨陳水扁繼承了李登輝路線，兩岸之間互信基礎一直都是非常薄弱。

美中雙方對於台灣問題上的政策立場有其延續性，不管政權如何更迭均不會出現

太大幅度的政策轉向，也因此最具不確定性、不可預測性、最具變動性的台灣現

行政治，可說是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當中最具有政策活力的一方。危機也就是轉

機，如果能在挑戰現行秩序當中突破重圍，為中華民國台灣爭取明確國際地位，

並在國內族群議題、政治整合上達成一定程度共識，即使未來兩岸情勢驟變，台

灣還是可能握有選擇權。 

2004 年 12月的台灣立委選舉泛藍過半勝選，陳水扁宣布辭去民進黨主席以

示負責，美中對於台灣島內政治發展得以鬆一口氣，國際環境緩解、國內藍綠對

峙緊張局勢也獲得舒緩，台灣前景如何化暗為明，端賴各方領導人的智慧與族群

間的寬容。2005 年上半年度，兩岸關係上依序發生扁宋會十點共識（2月 24日）、

中國制定「反分裂法」（3月 14日）、連戰赴大陸與胡錦濤會面（4月 29日）、宋

楚瑜赴大陸（5月 5日）等重大事件，對台灣而言，對外如何突破兩岸的僵局，

進而拓展國際空間、促進經濟發展、對內凝聚民意、整合共識、化解內部的國家

認同問題以開創新局，將是新世紀任一執政團隊必須積極面對與因應的重大課

題。兩岸關係一方面構成了台北—華盛頓—北京「戰略小三角」的一部分，一方

面又是附著於整個國際體系大架構當中，為因應未來美中兩強的新任領導班底的

對台政策，面臨時間逐漸不站在台灣這一邊的情況下，台灣應預先做好準備，包

括預防措施、對話機制等，瞻前顧後，以迎接未來國際外交格局的變動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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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根據前述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以及相關的美中台三邊關係互動的概念意涵，

謹將本論文的基本架構分為六章： 

第壹章是導論，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文

獻回顧以及章節安排。 

第貳章是分析美中台三邊關係之影響因素，內容包括美國對華政策、中共對

台政策、以及台灣內部之政治發展。 

第參章是分析李登輝時期的三邊關係，內容包括九六台海危機與台灣第一次

總統直選、1999 年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李登輝路線與第二次總統直選。 

第肆章是分析民進黨初次執政後的三邊關係，內容包括 2000 年大選當中的

焦點爭議、2004 年大選當中的焦點爭議，以及選舉前後的兩岸政策走向。 

第伍章是展望新時期美中台三邊關係互動，內容包括第二任布希政府的兩岸

政策，以及第二任陳水扁政府的兩岸關係前景。 

第陸章是結論。 

文中並提出個人淺見與分析，期盼使這一篇論文不只是畢業論文，更是一篇

有參考價值的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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