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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四代領導人在對台政策上，有著迥異於第三代領導人的風格及作風，那
就是「軟的更軟，硬的更硬」，其所依據的即是 2005 年 3 月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反
分裂國家法」
，該法的制定極受台灣政府和民眾及國際社會的矚目，並且討論很多。
總的來看，
「反分裂國家法」的通過意味著兩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中共而言，
「反分裂國家法」是將對台政策法律化，一方面彰顯出胡錦濤所提「依法治國」的
精神，另一方面將中共有關對台事務各機關的權責以法律律定之，也有依法行政的
意涵 1 。

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
，這是一項極具爭議性的立法行動，不但受到台灣朝
野的強烈關注，也引起國際社會的矚目。究其實，
「反分裂國家法」十條條文憑藉的
不是法理而是暴力。兩德統一是在基礎條約和人民自決的原則上進行，但中國卻想
以一個片面制定的國內法作為兩岸統一的「法律基礎」。因此，「反分裂國家法」的
本質是企圖否定台灣憲政民主，戕害台灣人民自由人權的暴力工具 2 。

第一節

胡錦濤主政下對台政策新思維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於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接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中共第
四代領導人完成權力接班，也全面掌握對台事務的決策權。而所謂輿論戰、心理戰
及法律戰的「三戰」觀點在江澤民時代被提出，由第四代領導人擬定為新的對台策
略。對於中共國家戰略的優先順序，其第四代領導人雖然在外交上已從過去的「韜
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積極介入北韓核武等區域問題，但基本格局仍然延續
穩定內部及發展經濟為優先的戰略，並以穩定周邊形勢作為內部發展的基礎。基於
內部穩定及發展經濟的優先戰略，再加上軍力仍有不足及國際形勢等因素的制約，

1

朱新民主編，胡温主政下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兼論中共《反分裂國家法》
（台北：財團法人兩岸
交流遠景基金會，95 年 9 月），序。
2
李明峻，
「中國『反分裂國家法』之法理問題」
，律師雜誌，第 309 期（民 94 年 6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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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中共對台策略之目標在於進行圍困與蠶食，即中共所謂的「反獨促統」，作
為上則擺出「爭取談、準備打、不怕拖」的姿態。

中共目前處理內部事務之優先性高於台灣問題，胡錦濤固然會在技術性作為上
加強保障台商安全與權益，但對台政策仍將維持既定之路線，在對台工作採「江規
胡隨」態度。至於對台政策上，應該會就有關兩岸人民利益之事項，採取較務實與
寬鬆的作法 3。胡錦濤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標誌著中共進入第四代領導時期，
也正式進入胡錦濤時代。胡錦濤在任內很難解決的就是台灣問題。承擔著重大的歷
史責任，胡錦濤開始從國內決策到國際外交對台灣問題進行精心部署，即以鐵腕又
靈活的風格，向世人展現胡時代的對台思維。

壹、胡錦濤的對台新思維

胡錦濤於 1942 年出生，祖籍安徽續溪，被譽為「十室之村不廢誦讀」的文化之
鄉，曾出過胡適等著名知識分子，胡錦濤在這種環境薰陶下，也具有濃厚的文化氣
息，胡錦濤本人熱愛哲學和藝術，和北京的學術界、文化藝術界的知識分子來往頗
為密切 4 。胡錦濤比起同齡人和同樣家庭背景的人，算是時代的大寵兒，於 1964 年
加入中國共產黨。

鄧小平當初在選擇胡錦濤作為隔代接班人時，主要是著眼於胡具有清華大學的
教育背景，並且曾在基層單位歷練過，同時又有貴州省和西藏自治區獨當一面的歷
練，作為領導人是夠條件的 5。胡錦濤不僅曾是中共最高決策圈內最年輕的領導人，
在 2002 年 11 月中共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總書記。在接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前，就已經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十年，擔任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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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3
年 10 月）
，頁 4。
4
蔡學儀，
「解析中共新領導人胡錦濤」，展望與探索，第 1 卷第 6 期（民 92 年 10 月），頁 94。
5
同上註，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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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三年、國家副主席五年 6 。

胡錦濤自 2002 年上台以來，於 2004 年台灣總統大選後推出「517 聲明」，於
隔年 2005 年推出「反分裂國家法」，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國際動作減少，甚至仰賴美
國反台獨的力量也遞減。主動出招的原則，就是「軟的更軟，硬的更硬」。硬的部
分包含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持續強化對台軍事威脅，以更強硬態度反獨
促統；軟的部分包含開放台灣農產品等具體優惠及籠絡措施 7 。

以往中共處理對台事務，係以領導人的講話和政策指導的文件為主，例如葉九
條、江八點、《告台灣同胞書》等，從未以法律規範北京的對台作為。在十六大報
告有關台灣問題上，仍是標舉原則性的「一個中國原則」及「一國兩制」的對台基
本方針 8，而自第四代領導人正式接班，即標榜「依法治國」的施政理念，此舉被外
界解讀成這一代領導人具法治觀念。而 2005 年可謂有一新的轉折，2005 年 3 月 14
日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以法律形式律定中共當局如何處理兩岸關係與對台政策，
這是中共前所未有的作法 9 。

貳、胡錦濤對台的主張

胡錦濤曾向美國建議廢除「台灣關係法」，並主張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進行
三通，也曾提出「台海的未來是戰爭或和平是由台灣人民決定」，可見中共對我國
國際空間之打壓從未減緩，我們不可能期望胡錦濤一定扮演對台灣採取温和立場，
以中共政治文化而言，對台採取強硬比温和的立場，較易獲得內部認同與支持 10 。
胡錦濤堅持「一國兩制」、不承諾放棄對台使用武力及反對台獨的說法。2002 年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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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3
年 10 月）
，頁 4。
7
朱新民主編，胡温主政下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兼論中共《反分裂國家法》
（台北：財團法人兩岸
交流遠景基金會，95 年 9 月），頁 67。
8
同上註，頁 1。
9
同上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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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3
年 10 月）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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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胡錦濤訪美時更明白指出，中共比任何人都更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但不能容忍台獨，不能容忍對中國主權和領土完整的損害。台獨勢力是和平解決台
灣問題的最大障礙，台獨勢力的分裂活動，是對台海地區和平的最大威脅。如果任
其發展，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11 。

胡錦濤曾說：「中國要強盛，中華民族要振興，第一要發展，第二要統一，實
現了祖國的完全統一，大陸和台灣地區就都能更好地發展。」胡錦濤還說：「我們
大陸和台灣本來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嘛，有什麼不同的看法，不同的意見，都可以
通過對話和談判來解決。但是有一條，不能分裂中國。我們中華民族歷來有一個傳
統，就是分裂國家的人是歷史的罪人。」 12

中共在 2002 年 11 月 8 日召開十六大，又在 2003 年上半年召開了國家的第十屆
人民代表大會，人事佈局可謂基本定案。2002 年 11 月胡錦濤當選中共總書記，因
此「十六大」政治報告中對台部分的論述必然包括了胡的意見在內。2003 年 1 月 1
日，胡在元旦祝詞中說：「在新的一年裡，我們要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平統一、一
國兩制』的基本方針和江澤民主席關於現階段發展兩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程的八項主張，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推動恢復兩岸對話與談判，加強兩岸同胞相
互往來與交流，積極推進兩岸直接『三通』，堅決反對任何『台獨』分裂活動。我
們堅信，通過包括廣大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女的共同努力，祖國完全統一就
一定能夠早日實現 13 。」

2003 年 3 月 12 日，胡參加十屆人大台灣代表團審議會議時，聽取了台灣代表
團的代表發言之後，他就做好新形勢下的對台工作發表了四點意見：一、要始終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二、要大力促進兩岸的經濟文化交流；三、要深入貫徹「寄

11

何亮亮，
「探索胡錦濤的對台政策理念」
，投資中國（民 91 年 10 月），頁 24。
王健民，
「胡錦濤反台獨刪柔並濟」，亞洲週刊（民 93 年 11 月 28 日），頁 13。
13
胡錦濤，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推動恢復兩岸對話與談判，在全國政協新年茶話會上的講話」
，
新華網北京 1 月 1 日電，2003 年 1 月 1 日，http://gptaiwan.org.tw/-cylin/China/2003-01-01.ht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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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四、要團結兩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復興 14 。
除了四點之外，胡還提出三個有利於，即只要有利於台灣百姓的事情，只要有利於
兩岸關係穩定的事情，只要有利於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事情，大陸都願意積極推動
15

。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4 年 11 月 14 日在里約熱內盧會見華僑
華人時說：
「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没有人比我們更希望用和平方
式決台灣問題。我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力爭取和平統一。但我們堅決反對台
獨。我們絶不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 16

以胡錦濤和温家寶分別擔任黨政最高領導人的領導班子正式浮現。胡錦濤提出
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的四點意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絶不動搖；爭取和平統一
的努力絶不放棄；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絶不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
方針絶不改變；反對台獨分裂活動絶不妥協。」「胡四點」是胡錦濤於 2005 年 3
月 11 日出席全國人大台灣團時所提出的。胡錦濤表示，凡是有利祖國統一的事；凡
是有利於中華民族偉大復興的事，就應該積極去做，努力把它做好 17 。

參、胡錦濤對台政策

胡錦濤時期對台政策是以武制獨、以談促統，相較於鄧小平與江澤民時期的對
台政策，胡錦濤時期最大的變化，則是中國大陸在全力奔小康的國家目標下，極需
和平穩定的國內外發展環境，藉以處理中國在加入ＷＴＯ之後所面臨的種種經濟體
質調的問題，以及全球進入反恐時代後，中共國家安全所面臨的威脅與挑戰。因此，
雖然穩定與發展是中共現階段的國家目標，但同時也意味著對現狀不穩定與倒退的

14

富權，
「對台政策江規胡隨堅持原則下有霊活調適」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312d.htm。
周明偉，
「析兩岸關係大背景-解讀胡錦濤「四點建議」，2003 年 8 月 6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8-06/26/332531.html。
16
王健民，
「胡錦濤反台獨刪柔並濟」，亞洲週刊（民 93 年 11 月 28 日），頁 13。
17
「胡錦濤對台思路初探」
，大陸情勢雙週報（民 94 年 3 月 9 日）
，1456 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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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反映在對台政策上，胡四點與「反分裂國家法」的提出後，使兩岸關係進入
了新階段，一方面首次以法律明定大陸以武制獨，以談促通的的決心與條件，日後
大陸領導人都必須依循與遵守；另方對台政策中強調交流與對話的部分，則是採用
更多柔性手段主動爭取台灣民意的支持，更加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對台方
針 18 。

可以說。胡錦濤是在陳水扁總統加快台獨步伐、台海局勢日益惡化、兩岸關係
空前緊張的形勢下，接任這個中國大陸最高軍事職位的，也接過了台獨問題 19 。他
在政協成立五十五周年大會上指出，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基本方針和
現階段發展兩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江八點」
，積極開展同台灣同胞各界人
士的聯繫，加強同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的聯繫，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
這表明在可見的時段內，大陸對台政策的基本方針將維持不變 20 。部分學者的解釋
是，大陸對台工作目前的提法是，要「盡一切可能爭取實現和平統一」
，和過去的提
法「盡最大努力爭取實現和平統一」略有不同。但由於台獨勢力的挑釁升級，大陸
的主要對策是九個字「爭取談、準備打、不怕拖」 21 。

2003 年 7 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正式接掌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小組長，
其成員尚包括副組長為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賈慶林。胡與賈接替了於 2002 年 11
月十六大後從政治局退休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前副總理錢其琛。中央軍委副主席
郭伯雄將軍 22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參謀長、主管情報工作的熊光楷將軍、國務委
員唐家璿、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劉延東、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和台灣事務辦公室
主任陳雲林等，並發表對台政策三優先 23 。首要的是排除美國的影響，没有美國的
支援，台灣獨立的事不會發生。他要求美國總統布希遵守不支持台灣獨立的承諾。

18

朱新民主編，胡温主政下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兼論中共《反分裂國家法》，頁 175。
唐滬生，
「對付台獨 胡錦濤比江更鐵腕」，中南海動向（2004 年 10 月 16 日－11 月 15 日）
，頁
14。
20
同上註，頁 15。
21
同上註。
22
文匯報，
「披露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成員名單中没有郭伯雄」
，2003 年 12 月 24 日。
23
林和立，
「胡錦濤主導中國對台政策」
，http://home.kimo.com.tw/snews1965/china/china01/00128.ht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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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讚揚布希在八國集團峰會期間向他重申不支援台灣獨立，這顯示美國準備尊重中
國的國家利益，與中國發展非衝突的合作關係，加強兩岸交流爭取民心。胡呼籲北
京的對台和對美政策同步化，並指示外交部參與對台政策的決策，這與過去通常由
國務院台辦做類似決策的作法不同 24 。第二項優先是加強兩岸交流，胡抱怨過分重
視台灣當局，對台灣人民重視得不夠，他指出：「因台灣當局傾向搞分裂，我們應
該轉向台灣人民，我們應該爭取台灣民意和民心。」胡指出，第三項優先工作是加
強軍事準備，軍隊的改革應該與加強軍事準備聯繫起來，倘使用武力是不可避免的，
為了強調軍隊的重要性，中共對台領導小組納入了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副總參
謀長熊光楷 25 。這樣的安排可以清楚地顯示出胡的對台政策中堅持的部分和核心的
原則所在，此即反對台獨。

胡的對台政策與兩岸政策大體都表現有「江規胡隨」的部分，但也有是胡自己
的想法和做法。進一步而言，大抵在原則上、基本價值上是江規胡隨，如堅持「一
中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堅決不放棄武力等大家耳熟能詳的論述，這一部分胡也
是十分堅定的堅持，不可有絲毫的動搖 26 。以下謹歸納胡錦濤對台政策特點如下：

一、台灣問題是首要挑戰

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是時代的要求，人民
的要求。「我們黨要帶領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
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歷史任務，必須大力加強
執政能力建設。這是闗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執政能力建設。這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
事業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
戰略課題。」而與加強執政能力直接相關的則是如何處理台灣問題，這是直接考驗

24

楊開煌，
「中共第四代領導對台政策之預測」，中華歐亞基金會（民 93 年 1 月）
，頁 11。
「胡錦濤強調對台政策三優先」
，民 92 年 6 月 20 日，
http://www.dyee.com/news/shownews.asp?newsid=526。
26
楊開煌，
「中共第四代領導對台政策之預測」，中華歐亞基金會（民 93 年 1 月）
，頁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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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領導人、關係中國主權與領土完整的核心問題 27 。

中共第一代領導人毛澤東多次試圖通過武力與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未能
實現；第二代領導人鄧小平對台政策進行了歷史性的調整，提出「和平統一，一國
兩制」的基本方針，開創了兩岸關係發展的新時代，但台灣問題也没有解決；第三
代領導人江澤民任內，面對台灣「台獨」勢力的發展與兩岸關係形勢的惡化，提出
發展兩岸關係與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但收效不大，兩岸關係持
續惡化。到了胡錦濤時代，台灣問題變得更加嚴峻，台海危機日益加深，台灣問題
成為胡錦濤面臨的最大挑戰。如何處理台灣問題，是在維護國家主權與領土完整的
前提下將台灣問題的戰線拉長，為戰略機遇期創造條件，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然
而再解決台灣問題，還是採取果斷手段，該出手時就出手，一舉解決台灣問題，掃
清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大障礙，直接考驗著中共新一代領導人胡錦濤的決策能力和執
政能力 28 。

二、一手軟，一手硬，交互運用

中國主席胡錦濤上台後，北京學界揣測過去的行事作風，認為對台將採取「軟
的更軟，硬的更硬」的兩手策略，一開始，台灣並不以為然，尤其在「反分裂國家
法」立法過程中，台灣朝野甚至認為北京將一面倒地對台強施硬措施，「台灣將有
立即性」的危機 29 ；不過隨著北京在立法之後，給予台灣人民的務實政策。北京認
識到兩岸冰封已久，要想驟然破冰顯非易事，胡錦濤現在做的是融冰，包括向扁政
府柔性喊話，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識，不管是什麼人、什麼政黨，
也不管他們過去說些什麼，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兩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
然中共認定台獨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威脅，必須堅決反對和遏制；通過「反
分裂國家法」正是體現硬的一手，讓台獨找不到任何操作空間，讓台獨言論没有市

27
28
29

文久，「胡錦濤對台有新思維」，中南海動向（民 93 年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頁 16。
同上註，頁 17。
林濁水，
「時諭廣場 兩岸政策的軟與硬」，中國時報，民 95 年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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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進而使兩岸議題理性討論空間增大。

自從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接任對台指導工作之後，即開始對台政策進行總結，大
致檢討的結果是政策太軟，壓力不足，同時對台灣民心、民意理解也大大不足，所
謂「武不能壓獨、文不能收心」，所以對台政策確有調整之必要。而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莫過於在理解台灣 2004 年總統大選後，內部政治結構與勢力變化所進行的政
策調整。然而，必須說明的是，此種策略在之前即已存在，只不過在此時期，中國
自身實力的增強以及兩岸與台灣內部客觀情勢的變化，讓北京當局有更大的操作空
間，並運用更靈活的政策。

相較於江澤民，胡錦濤主政與處理危機能力確如陳總統所說的是個厲害角色。
例如，胡錦濤自 2002 年 3 月接任國家主席，隨即碰到SARS的風暴的考驗，胡錦濤
以透明（要求疫情透明）
、負責（衛生官員負責下台）
、法制（立法規範）
、親民（親
赴廣東）等作風；相較於外界認為江澤民任用軍醫、到上海避煞，胡的確化危機為
契機，SARS挑戰反而初步奠定權力基礎。另外，胡錦濤在 2004 年 9 月才接任中央
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自然必須一肩挑起。由於
2005 年年底立委選戰投票前夕，在泛藍不被看好，加上政府高層疾呼正名、新憲。
台灣立委選後，胡錦濤抛出制定「反分裂國家法」
，不僅成功轉嫁了台灣問題對其權
力基礎的挑戰，又更藉由連、宋到大陸參訪與會談，成功的在台灣內部建立起共同
反對台獨的兩岸關係。中國大陸民眾認為江澤民主政十餘年，兩岸關係漸行漸遠，
台獨勢力高漲。胡錦濤一出手，台灣問題對胡不但不是挑戰，反而是進一步強化權
力的基礎 30 。

在外界的印象中，胡温兩人在台灣問題上不像江澤民與朱鎔基強硬，態度比較
温和，可以說到自前為止，胡温多以正面的態度與方式論述台灣問題，展現了更多
的柔性的彈性，未有強硬的言詞表現。但在柔性之外，也展現了「柔中帶剛」、「文
30

張五岳，
「從反分裂法檢視中國對台政策法律化的困境與兩岸新挑戰」，律師雜誌，第 309 期（民
94 年 6 月）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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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武」的堅決與亳不猶豫的一面。在中台辦與國台辦授權就當前台灣海峽兩岸關
係問題表的「五一七聲明」
，應是胡時代第一個最重要的對台政策指導原則，提出了
兩個「最大」，即「我們有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決心來反對分裂，反對台獨」。可
見，
「剛柔並用」將是胡處理台灣問題的基本策略，但目前胡的對台政策尚不夠明顯，
仍在尋找新的論述之中 31 。

學者林中斌認為，對中國政府來說，現階段的施政重點首推內政；在外交方面
則強調與鄰國化解矛盾，並在鄰國推動安鄰、睦鄰政策，以及與歐盟建立友好關係。
林中斌進一步分析，基本上台灣問題排在這些優先政策之後，而且北京打的算盤是
「不戰而屈台灣」，不動一兵一卒就解決台灣問題，提出「反分裂國家法」就是以
軍事以外的手段，向民進黨政府逐漸的法理獨立步驟施壓 32 。從胡錦濤近年有關兩
岸關係的談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立場是「軟中帶硬」，一方面以親情呼籲兩岸統
一的可貴，特別強調爭取台灣民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及反
台獨立場。

「反分裂國家法」的公佈施行，標誌中國軍事戰略從防禦到擴張的重大轉折 33 。
胡錦濤初執政時，給國內外的印象是比江澤民務實、理性，提出「以人為本」、「科
學發展觀」、「2020 年全面小康」，重心放在解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不平衡。執政
第一年軍費增長率從江澤民時期的兩位數降至一位數（9.6%）。對台政策，2003 年
12 月温家寶訪美時贊同「不片面改變現狀」。布希相信了他，判斷中國戰略重心在
內部發展與穩定，而非對外軍事擴張 34 。

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31

文久，「胡錦濤對台有新思維」，中南海動向（民 93 年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頁 17。
林中斌，
「面對反分裂法 台灣不要目亂陣腳」
，中央社（民 93 年 12 月 19 日）
。
33
李登輝等人，民主台灣ＶＳ.中華帝國－面對反分裂法及中國熱危機，（台北：財團法人群策會，
民 94 年）
，頁 28。
34
同上註，頁 3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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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多次涉台場合發言時，也強調只要不違背「一中」原則，台灣可以有
寬鬆環境。例如 1994 年 4 月間，胡錦濤在訪問日本時，向在日本的台胞表示，只要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哪怕是其他方面有分歧、有不同看法，大家都應該團結。
胡錦濤在訪美時也曾指出，「實現國家的統一事關台灣同胞的切身利益，大陸政府
一定會認真傾聽台灣同胞的意見，尊重並照顧台灣同胞的意願與利益。只要提出的
是合理的意見，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什麼問題都可以提出來討論商量 35。」
胡錦濤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兩岸關係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中國是
兩岸同胞的中國，任何旨在製造台灣獨立、兩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行，兩岸同胞
理應堅決反對，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兩岸對話和談判就可以
恢復，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務實、平等地進行協商，妥善處理台灣方面
關心的問題，使兩岸關係得到改善和發展。

面對陳水扁總統 2000 年的當選、2004 年的連任及台灣「台獨」勢力的發展，
中共對台政策在大陸內部引起很大的爭議，民間公開與不公開的，強烈的與温和的
批評不斷，認為中央對台政策失誤，應當認真檢討。台灣政治社會局勢的發展，
「台
獨」勢力的掌權，原因相當複雜，不是中共對台政策所能決定或左右的。因此胡錦
濤時代，中共對台政策不會有大的調整，
「和平統一，一國兩制」仍是中共對台的基
本方針政策，在盡最大努力爭取和平解決的同時，絶不承諾放棄武力這一政策。胡
錦濤在政協成立十五周年大會上指出，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基本方針
和現階段發展兩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
，堅持反對和遏制「台
獨」分裂勢力，顯示胡錦濤會延續中共對台基本方針政策 36 。

中共對台灣法律定位建構之論述—中共為了建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強調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不容外國勢力干涉的立場，於是不斷透過史實、國際

35
36

何亮亮，
「探索胡錦濤的對台政策理念」
，投資中國（民 91 年 10 月），頁 24。
文久，「胡錦濤對台有新思維」，中南海動向（民 93 年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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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協議、國際法、領海和領空37等方面進行系統化的研究，以充分說明台灣及其
外島是中國固有的領土，絕不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分離出去。

利用兩岸交流、協商落實其「一中」原則及國內事務之主張—中共在兩岸互動方
面，常運用民間交流的機會與場合，不論在稱謂、相關文件、交流活動名稱或語言表
達上不斷突顯「祖國」或將台灣視為其地方政府，以落實其所謂的「一中」原則。在
兩岸協商方面，則強調以承認「一個中國」為前提，兩岸方能展開協商。在擴大開放
兩岸交流政策方面，如三通、開放大陸人士來台觀光等則要求以「國內事務」方式處
理，意圖在台灣內部從各個領域坐實「一個中國」原則的象徵性意義。

以「一個中國」原則貫徹其涉台外交作為—自中共建政以來，
「統一祖國」即為
其重大的國家目標，不論在兩岸軍事對峙時期(1949-1978)、和平對峙時期
（1979-1986）或「和平共存」時期（1987~迄今）
，中共在國際上一向堅持只有一個
中國，也要求與其往來的國家及國際組織接受並採取此一立場，在國際上對台灣的
打壓一向不手軟。因此，中共不斷向其邦交國「宣示」其「一個中國」原則，同時
要求其邦交國表態支持；對「侵犯其對台灣主權」的外國政府行為也不厭其煩的抗
議，以避免造成「默認」的法律效果。在兩岸同為會員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貿易組
織，則不斷以顯示「一國內部」及「港澳式」的「中國台北」、「經濟貿易處」等稱
呼「台澎金馬個別關稅領域」；當其他會員國不經意使用「台灣」，中共會立即打斷
會議，提出糾正；當我政府向 WTO 提出的法律文件中出現「中華民國」字樣，中
共也提出抗議，等於向全世界表達其「一個中國」的堅定主張。

四、針對台灣人民而擴大交流

1996 年 3 月全國人大通過「九五」計劃，談到台灣問題，没有表述。2000 年台

37

1958 年的台海戰役，中共即發表「關於領海的聲明」
，宣布中國的領海寬度為 12 海哩，
「一切外國
飛機和軍用船舶，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許可，不得進入中國的領海和領海上空」
。中共在一九
九二年實施的《領海及毗連區法》
，規定中國的領海寬度為領海基線起的十二海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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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權輪替，2001 年 3 月通過的「十五」計畫有兩處談到台灣問題；一是在國防部
分，指出「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利益」
，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基
本方針，堅決打擊台獨分裂勢力，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一是在結尾部分，要求
「加強港澳台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及交流」。

2004 年 9 月胡錦濤在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當選軍委主席到人大當選國家軍委公
佈施行「反分裂國家法」
，是中國共事戰略從防禦到擴張的歷史性轉折。在中國人大
審議「反分裂國家法」時，軍隊代表公然宣稱「拿下台灣，是中國突破第一島鏈向
海權國家邁進的必由之路」 38 。賈慶林在紀念江八點發表十週年的談話中將此一政
策轉變做了清楚的剖析，首先，他強調大陸當前國家政策重點在抓住戰略機遇，加
快發展，而台獨勢力的分裂作為卻阻礙中華民族的復興，因此使中共政府不面對，
這是不得不以「反分裂國家法」反制的原因 39 。他同時也勾勒出了部分「反分裂國
家法」的內涵，強調這部即法律是在「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基本方針以及江八
點之基礎上，將「二十多年來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法律化」
。它的內容
涵蓋：一、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方針；二、規範兩岸人員往來、經濟文化交流、促
進直接三通、保護台胞利益；三、規範兩岸在一中原則下的協商與談判；四、表明
反台獨，捍衛主權與領土完整的決心 40 。

中共對台工作重點由「反獨」與「以通促統」並重，2006 年 1 月係「江八點」
11 週年紀念，除大陸全國性組織如台盟、民盟、民革、台灣研究會等團體，各省市
如福建、廣東、浙江、山東、上海、天津、海外如美、加、俄、德、法、日、泰、
菲等僑界均依往例配合舉辦相關紀念活動外，中共中央不僅未如去年 10 週年舉辦盛
大座談，並由政協主席賈慶林發表對台談話，亦不同於過去至少由國務院副總理以
上層級主持的慣例（「江八點」週年紀念活動，1 週年由時任國務院副總理的李鵬發
表談話，2 至 9 週年前皆由副總理層級主持，僅由台辦及國台辦舉行紀念座談會。
38

南京軍區前政委温宗仁上將坦承：
「控制台灣，才能擴展海洋戰略，中國才能真正崛起」。足以證
明中國軍方充分認識此法在軍事戰略上從防禦到擴張的轉變，同前註，頁 30。
39
張麟徴，泥淖與新機－台灣政治與兩岸關係，（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民 94 年），頁 193。
40
同上註，頁 193。
67

中共制定「反分裂國家法」後對台交流策略之分析

顯見「江八點」在中共對台政策的指導性上已達階段性任務，
「胡四點」已在實質上
成為對台政策的主導方針。

2006 年 1 月 12 至 16 日，胡錦濤先後前往連城、永安、廈門及福建進行視察，
此係渠第 3 次前往福建視察（前 2 次為 1995 年及 1999 年）
，也是擔任總書記後第一
次前往福建視察。從時間點來看，似有以下 4 點意涵：一，2006 年是福建「海峽兩
岸經濟區」列入「十一五」規劃文件的開局之年，尤其福建為對台工作重點地區，
胡以行動表達重視；二，胡到廈門海滄台商投資區視察，並提出加強閩台經濟技術
合作，歡迎台灣民眾參加北京奧運會建設，顯然係針對陳總統元旦「積極管理、有
效開放」的政策談話予以反制；三，胡並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視察隸屬南京軍區的
第三十一集團軍，頗有對台警告意味；其四，胡除發表積極推動兩岸民間組織協商
「三通」的例行談話外，在會見來自台南的廈門台協會長吳進忠時，更以温和的口
吻請其轉達對台南鄉親的問候，足見胡對台灣內部形勢的掌握。整體而言，胡錦濤
的視察動作勢必進一步加快福建對台工作的腳步。

胡在手段上更加細膩靈活，在硬的一手祭出了「反分裂國家法」，體現北京不惜
反獨的決心；軟的一手則積極與台灣各政黨各團體接觸，又是達成共識，又是主動釋
放若干善意，如贈送熊貓、開放台灣農產品銷大陸、準備開放大陸人民來台觀光等等，
希望台灣民眾看得到、吃得到以體現新的對台政策 41 。

近來中共對台策略的運用幾乎令人目不暇給，包括「軟」的一面，也包括「硬」
的一面，出現各種政策「多管齊下」的現象。 2004 年 9 月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
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三合一」的權力，然而，在距離十七大召開
也只剩不到幾年的時間，若胡錦濤要做出立即而明顯的政績，就必須「趕進度」，
而目前將火力集中於「台灣問題」至少有兩項效益，一方面可解消內部強硬派的壓
力，另一方面為即將於 2007 年召開的十七大做好鋪路的政績。而一個明顯的事實
41

張五岳，
「從反分裂法檢視中國對台政策法律化的困境與兩岸新挑戰」，律師雜誌，第 309 期（民
94 年 6 月）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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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十多年來兩岸關係的發展，明顯與「一國兩制、和平統一」以及「江八點」
所期待的方向漸行漸遠。因此，胡錦濤除依循傳統外，也必須有所積極的作為，雖
不致強求「加分」，至少力保不「扣分」。 隨著中國綜合國力的提升，以往中共對
台多被批評為「『硬的』多做少說，『軟的』多說少做」，但從最近的趨勢看來，
「軟的」不僅多說且也做了不少。此亦是胡錦濤與江澤民對台政策的主要差異之處
42

。

42

王信賢，中共對台政策的類型與聯結策略分析，
http//www.ntpu.edu.tw/pa/news/94news/attachment/94121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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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反分裂國家法」之內容

2004 年 12 月 25 日至 29 日，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以全數投
票通過了關於提請審議《「反分裂國家法」草案》的議案，並決定將《「反分裂國家
法」草案》提請 2005 年 3 月 5 日召開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查。3 月 14 日，會
議通過了「反分裂國家法」。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 34 號主席令，公佈了這部
法律。
「反分裂國家法」共 10 條，約 1300 字。國務院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就「反分裂
國家法」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
「反分裂國家法」是一部促進兩岸關係發展、推進兩
岸和平統一的法律，一部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維
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法律，一部符合中華民族根本利益的法律。簡言之，其要點
是：
「反分裂國家法」具有完全的民意基礎；由於「台獨」分裂活動的嚴重威脅，制
定「反分裂國家法」是完全必要的；
「反分裂國家法」是實行依法治國的法律規範 43 。

壹、「反分裂國家法」之立法經過

自 1995 年後，中國大陸學者及部分「全國人大」代表開始陸續提出制定類似「促
進國家統一法」、「統一促進法」、「國家統一法」、「反分裂法」、「國家統一綱領」及
「台灣基本法」等建議，但並未受到中共高層的重視。

2004 年 2、3 月以來，大陸內部出現密集式討論制定「統一法」的現象，中共
相關領導人士及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均曾公開對外表示，不排除以制定法律方式明定
兩岸關係之走向。大陸內部對制定統一法，是否符合中共對台政策，有持贊同的，
也有持疑慮的立場。

2004 年 5 月，温家寶總理在倫敦對華人華僑代表提出有關制訂「統一法」的建
議時表示，「關於祖國統一思想意見非常重要，我們會認真考慮」，從此有關大陸訂

43

政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反三戰後列之一－中共對輿論戰（台北：民 95 年 4 月）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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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統一法」的問題在海峽兩岸引起高度關注與討論，也顯示法律問題在兩岸統一
問題上的重要性與敏感性 44 。

要實現台灣與大陸的統一，除和平呼籲與不放棄武力兩種手段外，其實法律手
段也有著重要地位。大陸目前最擔心的就是台灣「公投制憲」為主的「法理台獨」，
而民進黨也擔心大陸「統一法」制定對台灣獨立的法律與國際制約。陳水扁多次公
開強調，中共制訂統一法對台灣產生嚴重威脅，認為「統一法」的「真正意涵是以
軍事武力併吞台灣」
，顯示陳水扁總統對「統一法」有一種恐懼感，也充分顯示法律
手段對「台獨」的有效遏制功能 45 。

2004 年 12 月 17 日，大陸新華社發佈將於第 10 屆 13 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審議
「反分裂國家法」草案，經審議通過提交今年 3 月全國人大會議審議，自此「反分
裂國家法」正式進入中共立法程序。自 1995 年後，中國大陸學者及部分「全國人大」
代表開始陸續提出制定類似「促進國家統一法」
、
「統一促進法」
、
「國家統一法」
、
「反
分裂法」
、
「國家統一綱領」及「台灣基本法」等建議，但並未受到中共高層的重視。

「反分裂國家法」草案原先由人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在 2005 年 3 月 8
日作說明之時，共計十一條，經過分組討論審議之後，在結構與條文文字上作了部
分修正。正式通過之後，條文調整為十條 46。中共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許崇德認為，
「反分裂國家法」的英文譯名是Anti-Secession Law 而非Anti-Separation Law，這有
助於國際上的認同。其打擊目標是台獨分裂勢力，而對普通平民及在台外國人的正
當權利則盡最大可能予以保護。該法雖明文規定不排除「採取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
措施」
，但仍處處展現出和平姿態，是一部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和平法 47。北京大學
國家法研究所所長饒戈平對「反分裂國家法」的訂頒，充滿信心地說：
「我們堅信隨
著時間的推移，廣大台灣同胞終究能夠明辨是非，不受分裂勢力的欺騙和誤導，瞭
44
45
46
47

文久，中南海動向，胡錦濤對台有新思維．民 93 年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p19。
同上註。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41。
許崇德，
「反分裂國家法的立法依據和性質探析」
，中州學刊（中國大陸）
，2005 年 5 月，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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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反分裂國家法」是一部反獨促統、維護穩定、謀求和平的法律，從而會歡迎和
贊同這部法律 48 。」從上述中國大陸學者的樂觀談話來看，訂法的期待顯然是落空
的。因為，國際與台灣國內，包括大部分泛藍民眾的反應實際上是負面的 49 。

國務院總理温家寶在人大會閉幕之後，與採訪大會的七百多名中外記者見面並
回答記者的提問，說明「反分裂國家法」是一個加強和推進兩岸關係的法，是一部
和平的法，而不是針對台灣人民的，也不是一部戰爭法 50 。

「反分裂國家法」有許多條款與草案在 2005 年 3 月 8 日首次曝光之前五天的胡
錦濤對台政策四點意見 51 （以下簡稱胡四點）有許多重疊與交集之處。我們檢視胡
錦濤的四點看法，實際上是在重述北京過去對台政策的立場與原則，如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絶不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絶不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
民」的方式絶不改變、反對台獨分裂活動絶不妥協，這些說詞都曾經被中共歷屆領
導人與政策白皮書一再提及 52 。

在「反分裂國家法」草案公布之前，胡的政策性談話被外界視作是為「反分裂
國家法」定調，而草案曝光之後，也證實其中許多條文的內容與精神是與胡四點的
看法非常接近。所以把胡四點視為「反分裂國家法」事先定調的說法其實也並不為
過。更重要的意義是，胡四點的意見反映到「反分裂國家法」的條文之後，更確定
了幾個重要意義：對台政策奪回了主動解釋權，終結了江澤民時期只是被動回應台
灣單方挑釁，譬如北京對兩國論與一邊一國主張的對付方式就是一例；另外，則是
回應了大陸內部鷹派的強硬立場，將反獨的優先順序置於最上方 53 。

48

徐遙，
「反對台獨絶不妥協：專家學者解讀反分裂國家法」
，黨建（中國大陸）
，2005 年 5 月，p12-13。
軍事社會科學叢書編輯部，反三戰後列之一－中共對輿論戰（台北：政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民 95 年 4 月），頁 65。
50
「國務院總理温家寶答中外記者間（實錄）
」，人民網，（民 2005 年 3 月 14 日）
。
51
邵宗海，
「反分裂法，名稱勝內容」
，聯合報，（民 93 年 1 月 29 日）
，A15 版。
52
邵宗海，兩岸關係（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95 年 4 月），頁 248。
53
同上註，頁 24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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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而論，制定「統一法」對中共而言係弊多於利，而制定「反分裂國家法」，
就中共方面而言，從「促統」到「反獨」這一步，可說是徹底拉緊了美國的步伐。
畢竟，美國反對台海雙邊採取片面改變現況的手段，不論統一或是獨立，都可說是
現況的改變，但相較之下，美國雖然未必贊成兩岸統一，但華府反對台獨的立場卻
是無庸置疑。中共採用「反分裂國家法」之舉可說一舉兩得，對外從戰略高度上與
美方站在同一立場，聯手共同遏制台獨；對內可藉此使民眾對未來的武力犯台奠定
心理及思想的準備，並同時能展現第四代領導人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 54 。

貳、「反分裂國家法」之全文內容

中國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於 2005 年 3 月 14 日表決通過「反分裂國家法」
。獲
通過的「反分裂國家法」有十條，全文如下 55 ：
一、為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
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益，根據
憲法，制定本法。
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
分割。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不允許「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
把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
三、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留問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
部事務，不受任何外國勢力的干涉。
四、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
最符合台灣海峽兩岸同胞的根本利益。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力，實
現和平統一。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行不同於大陸的制度，高度自治。
54
55

朱新民主編，胡温主政下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兼論中共《反分裂國家法》，頁 174。
反分裂國家法，國台辦網站，2005 年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gwytb.gov.cn/flfg/fl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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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國家採取下列措施，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兩岸關係：
（一）鼓勵和推動兩岸人員往來，增進了解，增強互信；
（二）鼓勵和推動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切兩岸經濟關係，
互利互惠；
（三）鼓勵和推動兩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流，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
優秀傳統；
（四）鼓勵和推動兩岸共同打擊犯罪；
（五）鼓勵和推動有利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兩岸關係的其他活動。
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利和利益。
七、國家主張透過台灣海峽兩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協商和談判可
以有步驟、分階段進行，方式可以靈活多樣。台灣海峽兩岸可以就下列事項進
行協商和談判：
（一）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
（二）發展兩岸關係的規劃；
（三）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
（四）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
（五）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
（六）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
八、
「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實，或者
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
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 依照
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和
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九、依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組織實施時，國家盡最大可能
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益，減少損失；
同時，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權利和利益。
十、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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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反分裂國家法之內容分析

中共「全國人大」於 2005 年 3 月 14 日表決通過「反分裂國家法」（贊成 2,896
票，棄權 2 票，3 人沒有按表決器）
，全文共十條（約 1300 餘字）
，其中前條主要強
調立法目的在反台獨、促進統一，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將兩岸問題內政化，扭
曲為中國內戰的遺留，排除外國勢力的干涉，並隱含「一國兩制」的安排，另羅列
中共所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措施，及兩岸可進行協商、談判事項，內容大體未超過
中共既有對台政策、方針 56 。

「反分裂國家法」的主軸是「反對國家分裂」
，而且針對分裂行為要採取制裁的
措施。中共堅持以「非和平方式」遏制台獨，但動用「非和平方式」的標準或前提
會是什麼，這才是台灣人民所關注。「反分裂國家法」是提到三項前提：「台獨分裂
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形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
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實，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這三項前提由於
受限於法律條文必須簡短而且通則性，因此所呈顯文句的「抽象性」與「模糊性」
勢將不可避免 57 。

「反分裂國家法」條文內容共十條，其中對我國影響較大的是第八及第九條，
依據該法的內容，無疑是給予共軍動正武的備書支票 58 。第八條則提出模糊的三項
前提（「台獨」分裂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分裂出去的事實，發生將會導致
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授權中共國務院和
中央軍委會得採取非和平方式（使用武力應是主要選項）解決兩岸問題，對台海和
平現狀具不可確定性的高度威脅。
「反分裂國家法」有著對台、對內與對外 3 個層面
的戰略目標。對台在於「促統反獨」
，表現不惜使用武力的決心與意志；對內是安撫
強硬派、滿足高漲的民族主義；對外戰略目標則是以國內法方式確認「一個中國」

56
57
58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大陸情勢（民 94 年.4 月），頁 18。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51。
藍天虹，中共制定「反分裂國家法」之研析（台北：陸軍月刊，95 年 7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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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並不受外國干涉的嚴厲警告 59。從提出「四點意見」60，到堅持制定「反分裂
國家法」，除展現胡錦濤強勢決斷的作風 61 ，亦顯示胡已逐步確立在對台政策上的主
導權。

大體而言，中共的「反分裂國家法」可以區分為：由第一條到第五條是宣示性
條文，而第六條至第十條為執行性條文，宣示性條文的用意在於表明立場，此類條
文的功能在於強化此一立場，顯示其立場的不變性與堅定性而已。以法律條文的方
式來宣示立場，當然也意味此一立場對中共政權的嚴肅性，亦即一般所謂「紅線」。
換言之，也就是不容挑戰，不會妥協的立場。而執行性條文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
一部分是如何維護兩岸關係的和平與發展；第二部分是如何促進國家的統一；第三
部分是針分裂國家的具體情況及分裂情況發生後的處置。三種情況的執行條文在邏
輯上，只要第一部分的交流不中斷，第二部分的協商就必然是有希望的，因此，第
三部分的情況其實也就無從發生 62 。

「反分裂國家法」中規範台灣一旦有法理台獨走向時中共可以動用「非和平手
段」
，被台灣學者認為是有「授權行政」的「法制化」效果，或產生「合理攻台」的
籍口。 63 「反分裂國家法」訂定三項非和平手段處理台獨的規範，也正限制了北京
可用「自由心證」或「個人好惡」來處理台灣問題的可能性。 64

但是，政治大學教授林碧炤也有不同看法。他說，中共通過「反分裂國家法」
之後依法處理涉台事件固是件正面的發展，但對台灣來說也不見得一定有「正面」
的結果。因為兩岸之間是政治問題，不完全是軍事衝突問題，如果完全依據法律來

59

中國時報，民 94 年 3 月 15 日。
「四點意見」係胡錦濤於 2005 年 3 月 4 日在接見全國政協民革、台盟、台聯團座談時，提出「新
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4 點意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不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絕不放棄、
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絕不改變、反對台獨分裂活動絕不妥協。
（新華社，2005.3.4）
。
61
中國時報，民 94 年 3 月 13 日。
62
朱新民主編，胡温主政下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兼論中共《反分裂國家法》，頁 86。
63
陳水扁在透過視訊會議與歐洲議會與歐洲議會議員及新聞謀體對話全文，總統府新聞稿，民 94
年 3 月 1 日。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
64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7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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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恐怕空間與彈性都被限制。 65

其實，「反分裂國家法」已經制訂，也已公布為法律，這畢竟是個事實。也是
個現實，正如同前面所述，北京今後不同能再有法律迴轉的空間，而台北也不可能
再有迴避法律規範的事實，即使對美國而言，當必須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局面作政
策解釋之時，也無法完全忽視「反分裂國家法」的存在事實。 66

65

林碧炤教授是 2005 年 10 月 1 日在中國政治學會舉辦「2005 年中國政治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給予的意見。
66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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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制定「反分裂國家法」之意涵

2004 年 5 月，温家寶總理在倫敦對華人華僑代表提出有關制定「統一法」的建
議時表示，「關於祖國統一思想意見非常重要，我們會認真考慮」，從此有關大陸訂
定「統一法」的問題在海峽兩岸引起高度關注與討論，也顯示法律問題在兩岸統一
問題上的重要性與敏感性 67 。中共方面認為要實現台灣與大陸的統一，除和平呼籲
與不放棄武力兩種手段外，其實法律手段也有著重要地位。大陸最擔心的就是台灣
「公投制憲」為主的「法理台獨」
，而民進黨也擔心大陸「統一法」制訂對台灣獨立
的法律與國際制約。陳水扁總統多次公開強調，中共制定「統一法」對台灣產生嚴
重威脅，認為「統一法」的「真正意涵是以軍事武力併吞台灣」
，顯示陳水扁總統對
「統一法」有一種恐懼感，也充分顯示法律手段對「台獨」的有效遏制功能 68 。

中共如何面對「中華民國」地位的問題。所謂法理台獨，就是改變國號等具體
作為，然而，中華民國早已存在，其成立時間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中華民國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並存，也確實是內戰遺留下來的問題。陳雲林 2005 年 2 月中在《求是》
雜誌的文章，

壹、反獨而不促統

胡錦濤提出四點意見，以及通過「反分裂國家法」
，有幾點可以觀察：１、以武
力反獨變為以法反獨。長期以來，中共一方面表示和平統一，但強調絶不放棄使用
武力，凸顯武力威懾。而「反分裂國家法」的出爐，把廿多年來對台方針政策法律
化，且上升為國家意志，有助規範兩岸關係，使反分裂、維護國家主權領土完整有
法可依。當前中共的「反獨」政策是配合國際戰略，為其「和平崛起」創造穩定的
週邊環境，以「爭取談、準備打、不怕拖」作為「反獨」的最高原則。因此，我們
可發現，近兩年來中共對台是以「底線清晰、彈性務實」與「軟硬兼施、分而治之」
67
68

文久，「胡錦濤對台有新思維」，中南海動向（民 93 年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頁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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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導方針。

中共此次所制定的「反分裂國家法」
，是將過去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政策與立
場轉化為法律宣言的作為，其目的是防止台灣逐漸去中國化的漸行漸遠，維持住一
條虛擬的臍帶；中共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同時宣稱該法是「和平的法」
，不是「戰爭法」
。
並聲稱是防止台灣走向獨立才祭出的法律行動，主要目的便是制裁或懲罰「分裂中
國或破壞、阻撓中國統一的行為，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
；69 另外也能對國內分
裂勢力產生警告作用（如藏獨、疆獨等）
；對台灣而言，根據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內法」
，實際上已將台灣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同時也表示中國現在的
對象已經不是特定的政黨與勢力，而是對台灣整體社會及政治路線發展充滿懷疑，
引發兩岸關係的緊張關係。因此，針對這樣的情況美國眾議院在 3 月 16 日下午以
424 票贊成、4 票反對的壓倒性多數通過第 98 號共同性決議案，對中共的《反國家
分裂法》表達嚴重關切，並重申台灣問題應和平解決 70 。

貳、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對於台灣當局不抱寄望，僅要求遵守「四不一没有」承諾和不搞法理台獨，傾
全力爭取台灣人民。胡錦濤列出新階段對台工作包括：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售的問
題；兩岸客運包機常態化；兩岸貨運包機可由民間行業組織交換意見；只要是對台
灣同胞有利的事情，都會盡最大努力去做，並一定做好，
「這是對廣大台灣同胞的莊
嚴承諾」
。胡錦濤直言，台獨勢力越是想把台灣同胞同大陸分開，就越是要更緊密地
團結台灣同胞。

69

上述說法為中共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時，在記者會中所陳述，但值得注意的
是溫家寶同時也語氣強硬的表示：
「解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不容外國干涉，我們不希望外國
干涉，但是也不怕外國干涉」
，以上詳見，彭志平，北京十四日電「溫家寶刻意低調：反分裂法，非
戰爭法」，工商時報，94 年 3 月 15 日。
70
決議案的四項主張是：1.國會認為，中共的《反分裂法》為對台動武而改變現狀立下法理正當性，
美國嚴重關切。2.美國總統應指示各級官員向中共表示嚴重關切。3.美國政府應重申政策，即「台灣
前途應和平解決，且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
。4.美國政府應繼續鼓勵兩岸對話。以上詳見「美嚴重
關切反分裂法－424：4 美眾院壓倒性通過」，中時晚報，94 年 3 月 1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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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對台政策，其基本的目標是了解民意，爭取民心，因此更落實寄希望
於台灣人民的方針。胡在接任對台工作領導小組長之時，就曾對以往過分重視台灣
當局的作為提出反省，特別指出：「在台灣當局傾向分裂時，我們更應該把對台工
作轉向台灣人民」。至於具體的作法，以目前來看，還不外是經貿、文化和人員互
訪。我們以為胡的政府今後若無特別意外，則對人員互往、經濟和文化的交往等應
當會抓住所有的機會，大力推動，以便強化理解台灣民意，爭取台灣民意的效果 71 。

胡錦濤認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完全統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要爭取廣大台
灣同胞理解和支持「我們」的方針政策，共同推進兩岸關係和和平統一進程。國務
委員唐家璇在 2004 年 1 月 19 日紀念江八點九周年時提出，要急台灣同胞之急，想
台灣同胞之所想，盡一切幫助台灣同胞排憂解難；對居住在台灣的本省籍同胞和外
省籍同胞一視同仁，對那些目前對發展兩岸關係尚持觀望、疑慮甚至消極、牴觸情
緒的同胞，也不另眼相待，願意與他們接觸、交往，增加瞭解，培養共識 72 。國台
辦副主任在 2004 年１月訪美期間，也表示中國大陸新一屆政府非常關懷台灣同胞，
尤其是中南部地區的同胞，長期和大陸分離，對大陸有些情況不是非常了解，而且
在當局誤導下有時還會表現一些情緒化的東西，要理解與諒解 73 。因此可知其對台
灣同胞一視同仁，尢其對中南部同胞因當局誤導的情緒化表現，要理解和諒解。中
共對台政策原本有兩個寄希望，寄希望於台灣當局，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然而胡
四點凸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未提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看來北京領導人對台灣當局
已丟掉幻想。

現階段中共為達成所謂「反獨促統」的目標，採取同時升高軟、硬手段的操作，
即軟的更軟、硬的更硬，更軟的是全面昇高「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統戰策略，強
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統戰策略：在 2000 年台灣出現政黨輪替執政後，中共將「寄
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兩個寄希望」策略調整為「寄希望於

71
72
73

楊開煌，
「中共第四代領導對台政策之預測」，中華歐亞基金會，
（民 93 年 1 月）
，頁 14。
中國評論新聞，2004 年 1 月 19 日，http://www.chinareviews.com。
華夏經緯網，2004 年 1 月 14 日，http://big5.huaxia.com/xw/tbfbh/20040114/001660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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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的「一個寄希望」策略，第四代領導人上台後全面升高這個策略的力度。
近期中共透過對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等在野黨領袖的高規格邀訪接待，並推動政
黨協商與黨際論壇，強化對台灣反對黨的拉攏，企圖形成包圍我方政府的統一戰線，
近期台灣政黨政治出現僵局，某種程度是受到中共的操弄；另中共也擴大對我各級
民意代表、地方政府、部分族群、民間團體、南部民眾、農民、學生等的工作，企
圖升高拉攏民間、孤立政府、包圍政府、突破政策的連環套策略。中共分化我政府
與民間，製造朝野對立，除對我政府進行孤立、包圍的目的，更企圖操控兩岸關係
的走向。

參、和戰兩手

中共在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將「底線」劃清楚後，對台策略展現更加的靈
活度與自信心，同時進行「孤立化」、「碎裂化」、「空洞化」與「邊緣化」等「四
化」策略，其中不僅運用強力的政經壓制，也端出一系列的「利益」吸引，此亦是
「軟硬兼施，硬的越硬，軟的越軟」的來由。

中國「反分裂國家法」前五條具立法宣示、定義性規定，企圖以法律主張將台
灣歸屬定調，但此種片面的主張當然在法律效力上備受質疑，而「反分裂國家法」
第六條以下則具有動武與懷柔的雙重授權，中國一方面授權可以「非和平手段」處
理台灣問題，但另一方面亦以「糖衣」展開懷柔策略，只是中國制定的「反分裂國
家法」有其法理上的困境，反而造成暗示台灣現狀的特殊性 74 。

就中共而言，以武力解放台灣的政策，在屢試屢敗之後，1978 年中共對台政策
在手段上做了很大的調整，賈慶林在上述談話中用了很大的篇幅強調，1978 年底由
鄧小平拍扳定案的「和平統一、一國兩制」
，就是調整之後中共對台政策的核心戰略。
這個核心戰略歷經無數海峽波濤，始終沒有修正、改變，未來也不會動搖 75 。由此
一核心戰略出發，江八點的出台既是回應當時的兩岸關係，也是落實此一政策的具
74
75

李明峻，
「中國『反分裂國家法』之法理問題」
，律師雜誌，第 309 期（民 94 年 6 月），頁 37。
張麟徴，泥淖與新機－台灣政治與兩岸關係（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民 94 年）
，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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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手段。北京認識到兩岸冰封已久，要想驟然破冰顯非易事，胡錦濤現在做的是融
冰，包括向扁政府柔性喊話，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識」，不
管是什麼人、什麼政黨，也不管他們過去說些什麼，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兩岸關係，
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然中共認定台獨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威脅，必須堅決
反對和遏制；通過「反分裂國家法」正是體現硬的一手，讓台獨找不到任何操作空
間，讓台獨言論没有市場，進而使兩岸議題理性討論空間增大 76 。

軟的部分，中共將針對台灣人民而擴大交流，回應台灣在野黨而與之加強對話，
但對於民進黨政府，則堅定以「體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識」為前題，才願
恢復談判。其整體策略是全面孤立台獨勢力，並以「反分裂國家法」向台獨勢力發
出「踩線就打」的通牒。目的在國際上孤立我國，其所採取的手段包括「爭取我邦
交國」、「阻止我國參與國際組織與活動」以及「聯合其他國家打壓我國」等。拉
攏台灣邦交國向來是中共對台外交孤立的一個重要策略，一來可以減少台灣在國際
社會的友邦，二來又可以打擊台灣推動外交工作的士氣，邦交國爭奪戰一直是兩岸
角力的重要場域。總體而言，其經濟援助和國際政治地位的運用，是中共爭取台灣
邦交國最主要的策略運用工具。目前在台灣僅存的 20 多個邦交國中，中共依然全面
啟動各項策略拉攏台灣邦交國，尤其是近兩年來，中共國家領導人不斷出訪佔我邦
交國絕大多數的非洲與中南美洲，對台灣形成極大壓力。此外，近年來中共更強化
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公開與非公開方式，強力動員外交系統，阻止台灣參與聯
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正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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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大陸情勢，民 94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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