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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能否改善，一方面取決於結構性的變化，另方面取決於氣氛的改變。

兩岸間的結構問題，包含了台灣的統獨認同、中共的政權性質、美中台三邊關係、

亞太區域問題等等。結構能改變的幅度不太，特別是結構變遷能力往往取決於大國

政治的互動，因此台灣在結構層次上能作的並不多。過去十多年來，台灣以本土化

或去中國化來衝撞兩岸結構，是極少數能夠發生效果的主動行為。但統獨爭議無法

定奪，顯示統獨爭議的本身帶有多元複雜性，同時統獨議題又受到美國態度與中國

發展的雙重影響與建構，在本質上仍欠缺撼動結構的能力。台灣身處美中兩大強權

間，所能作的就是極力爭取對話、溝通、協商，藉此獲取最大的戰略利益。硬碰硬

的結構衝突，最終只會帶來以身卵擊石的毀滅性後果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中共在制定「反分裂國家法」後，除加強對台交流外，並釋放多項優惠措施。

其實，中共之所以向我釋出「善意」，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存在。就政策層面來講，胡

錦濤上台後，對台的策略已圈定於「國際加重打壓，國內儘量放寬」的範疇之中。

在外交及國際交往的場合，中共對我的箝制絶不手軟。非洲塞內加爾的易幟，就是

中共不惜投注大把鈔票得來的結果。至於其直接對台的政策，截至目前為止，仍然

是採取懷柔的策略，從允許台灣水果免稅進入大陸銷售，贈送兩隻貓熊供我豢養，

對台灣訪客的各種禮遇等，都是這一原則下的措舉2。 

 

    總體觀察，胡錦濤的對台政策與策略還未完成，仍在醞釀與形成之中。由於台

灣問題充滿複雜性、廣泛性與敏感性，並不容易解決，儘管胡錦濤對台思維逐漸清

晰，但預計仍難以找到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兩全之策，台灣問題依舊將長期困擾大

陸。如果在胡錦濤時代果真解決了台灣問題，胡錦濤將在中國歷史上享有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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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6。 
2 從春節包機定案看兩岸交流遠景，民眾日報，民 94 年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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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地位3。 

 

壹、對如何因應「反分裂國家法」，民眾多贊成兩岸交流 

 

    台灣「國策研究院」在 2005 年 3 月 9 日至 12 日委託柏克市場研究顧問有限公

司，以電話訪問台灣地區 20 至 69 歲民眾，了解台灣民眾對大陸制定「反分裂國家

法」的看法，共完成 1076 份有效樣本。結果顯示，面對大陸制定「反分裂國家法」，

有 30.5%民眾認為當局推動兩岸交流的速度應該加快，39.6%民眾認為應該維持不

變，20.6%認為應該放慢，9.4%的民眾無反應。上述民調題目結果顯示對如何因應

「反分裂國家法」，民眾多贊成加強兩岸交流4。 

 

    中共對台策略包括運用軟、硬兩種手段，硬性手段主要是透過外交封鎖等進行

打壓，在中共綜合國力及國際地位提昇之際，我方的挑戰將越來越大。軟性手段則

是運用輿論戰或統戰策略企圖在國際及兩岸間形成「一中」原則及「台灣是中國一

部分」等的有利法理認知。中共透過特意包裝的論述或拉攏手段來推動其對台策略，

很容易為台灣民眾及國際人士所疏忽。 

 

貳、中共對台策略出現微調 

 

    大陸學界與民間甚至中央內部有一種強烈的觀點，認為台商在大陸投資與兩岸

經貿發展，台灣從中獲取巨大利益，甚至用從大陸獲得和巨額貿易順差採購武器，

從事「台獨」活動，要求中央調整兩岸經貿政策，不再給台商提供任何優惠待遇。

這種聲音在大陸內部越來越強烈，給中央很大壓力，如何對這種壓力及兩岸經濟關

係發展與政治衝突出現的突出矛盾，也考驗著胡錦濤的執政能力。從兩岸關係總體

形勢來觀察，胡錦濤不會刻意限制兩岸經貿關係的往來，仍會繼續推動兩岸經貿關

係的發展與經濟合作。2003 年 12 月底，胡錦濤主席在會見台資企業協會會長時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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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民眾多贊成加強兩岸交流，澳門日報，2005 年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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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個只要」，「只要是對台灣同胞來大陸投資經商、興辦實業有利的事情，只要

是對兩岸經濟、科技和文化等領域的交流與合作有利的事情，只要是對兩岸關係發

展和祖國統一有利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的努力加以推動」5。 

 

    不過，胡已明顯在思考兩岸經貿關係發展與兩岸政治關係的背離問題。從中共

的表態觀察，中央在「三通」政策上趨於保守，堅持兩岸通航是「國內航線」，強調

不歡迎支持「台獨」「綠色台商」的政策主張，顯示中共面對民間的壓力開始不再完

全採取「政經分離」的政策，而是思考兩岸經貿關係與政治問題的關聯性，側面反

映出經濟因素對「台獨」的制約作用，預期未來兩岸經貿關係發展雖會持續，但政

治因素對兩岸經濟關係的干擾將越來越大，大陸不會再以犠牲經濟利益發展兩岸經

貿關係。也許在胡時代，大陸以經濟手段遏制「台獨」的作法可能會愈來愈明顯，

大陸民間提出的「經濟制裁」口號，是否會成為中共的政策主張。未來不能完全排

除。 

 

在胡錦濤之前，中共對台政策多以領導人談話作為政策依據，例如毛澤東的解

放台灣、周恩來的一綱四目、鄧小平的一國兩制、葉劍英的葉九條、江澤民的江八

點等，均未見以法律來規範其對台政策。胡錦濤上台後，在揭櫫「依法治國」的理

念與原則後，更將此一理念落實到其對台政策，藉由制定「反分裂國家法」作為與

台灣的「公投法」及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相抗衡的法律戰工具6。 

 

參、兩岸交流互動更多 

 

    台灣應體認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現實，隨著中共國力崛起與影響力增強，中美戰

略關係改為利害關係人考量，兩岸關係的發展必須是開放而非自我設限，經貿利益

優於政治利益，應維持原有的「模糊一中」的務實考量，恢復兩岸會談，避免中共

啒起後主導一切，但台灣國內政治情勢影響此一發展走向甚鉅。更重要的是，要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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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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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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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謀處理兩岸關係與台美關係，暴虎馮河之言語及行動都無利於台灣發展，唯有發

展才能確保生存而能等待中共體制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轉變7。 

 

    對於政府而言，中國的經濟崛起與軍事擴張已經對台灣造成長程安全的威脅，

因此即使在野黨赴中國大陸舉辦研討會，也應該藉機向北京當局表達我之關切與不

滿。對於泛藍部分人士而言，台灣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没有

經濟發展就没有台灣安全，因此藉由兩岸經貿議題之討論或許可以為台灣的未來經

濟前景打開一條活路，而不宜以高層次政治問題阻礙我國可能在兩岸關係中間所獲

得的利益。對美國政府而言，兩岸舉辦經貿論壇並進行某種高層會晤，固然可以減

緩兩岸之間的緊張氣氛有助於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但是對於兩岸關係是否因經貿

合作而影響到台美之間的安全利益仍然保持高度的關注8。 

 

    在「該硬則硬，該軟則軟」的靈活外交努力下，中俄、中法關係等取得重大發

展，中日關係出現改善跡象，中美關係對抗性明顯減少、合作關係增強。在中法關

係進入歷史上最好時期的同時，中俄關係也取得重大進展。最近，俄羅斯在台灣問

題上提「五不政策」，承諾不支持任何形式台獨，不接受兩個中國、一中一台的立場，

反對台灣加入聯合國及其他只能由主權國家參加的國際組織，不向台灣出售武器，

不允許外來勢力干涉解決台灣問題。這是胡錦濤時代一次重要的標誌性外交勝利。

此外，中俄在邊界問題上亦實現歷史性突破，徹底解決了四十多年的糾紛，有分析

認為，中國此舉旨在穩定北方，為日後全力解決台灣問題打下基礎9。 

 

    基本上，北京、華盛頓都以維持現狀為基本原則，但是，私底下華盛頓是希望

以時間換取主動，或期望中國大陸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出現質變，而北京則同樣希望

透過中國大陸的發展，以時間來爭取和平統一。近年來中國大陸經濟的崛起，雖然

對台灣經濟產生磁吸的作用，但是這與台灣人民的統一認同仍然不能劃上等號10。 

                                                 
7 莫大華，「胡錦濤訪美後對美中台三邊關係影響」，中共研究，40 卷 5 期（2006 年 5 月），頁 118。 
8 黃介正，「胡錦濤訪美後對美中台三邊關係影響」，中共研究，40 卷 5 期（2006 年 5 月），頁 1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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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 魏艾，「胡錦濤訪美後對美中台三邊關係影響」，中共研究，40 卷 5 期（2006 年 5 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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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中共對內漸漸接受中華民國，但對外仍不會承認中華民國，因此台灣要有自主

的國際空間，仍處處存在問題。儘管如此，台灣還是可以在「中華民國」存在的背

景下，擱置與對岸無止息的「國名國號」爭執，但要求中共正視承認中華民國「政

府」存在的事實。台灣要爭取的是政府與政府間的兩岸互動。而非僅是黨對黨間的

架構下商談改善兩岸關係，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兩岸回到這個基點，才可重新審

視、溝通、對話兩岸彼此間異與同，並且讓兩岸的政府與人民重新認識，理性和平、

互相尊重的兩岸政策，才是兩岸人民最大與共同的利益11。  

 

壹、台灣的立場與因應 

 

    面對中共在兩岸及國際的統戰策略中運用法律戰，對台灣進行一場看不見煙硝

的戰爭，台灣不能掉以輕心，除應警覺中共透過統戰在台灣內部瓦解台灣主體意識、

主權地位外，在進行兩岸交流時，應注意中共混淆台灣人民認同的圖謀，在國際間

也應適時說明台灣立場以維護國家主權。對於中共的法律統戰，台灣在兩岸或國際

間可採取下列立場： 

 

一、不斷強調「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基於台灣內部對兩岸定位有不同意見，台灣宜兼顧中華民國與台灣，不斷強調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如此，可建立內部共識，反制中共分化，也能讓國際社會認

識到「中華民國就是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區隔，且台灣要不斷強調，中共治

權從不及於台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兩岸間沒有所謂「台灣問

題」，只有「中國問題」、「中國威脅問題」，而兩岸問題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問題，是國際問題，更是亞太區域安全問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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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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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中共對內願意接受中華民國，也認同《中華民國憲法》是中華民國的

基本憲章，就應該尊重我憲法中的基本人權、參政權、自由平等權，不得以完全對

立的中共憲法內容來干涉之。同時中共也該尊重我憲法中的政府形式規範，與該部

分的修憲權力，不應以不相符憲政原則的中共憲法凌駕之。由此觀之，2005 年「盉

宋會」十點共識的第一點「兩岸問題最高原則是遵守憲法」，在中共能夠默認接納中

華民國的情況下，就已能夠保衛住我方的基本自主性與生存權。中共任何透過改善

兩岸關係來試圖動搖我憲法大憲章的作為，都應視為改變現狀之舉。換言之，中華

民國憲法是台灣的護身符12。 

 

二、不斷強調台灣人民的自決權利 

 

    預設兩岸統一或任何前提，都是剝奪、限制台灣 2300 萬人民自由選擇之權利。

「國統會」之終止運作及「國統綱領」之終止適用，不涉及現狀的改變，而是基於

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只要符合民主的原則，尊重 2300 萬台灣人民自由意志的選

擇，兩岸未來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我們都不排除；也堅持任何人不得為台灣人

民的自由選擇預設前提或終極目標。此一民主核心價值必須加以維護確立13。 

 

台灣應不斷強調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沒有任何國家、政黨或人物

可以決定台灣的未來前途。中華民國是個民主國家，台灣的定位如有任何改變，應

由全體台灣住民透過公民投票的程序決定。在國際及兩岸間強調，期望透過協商解

決爭議，但兩岸協商應在不設前提下舉行。我方絕不接受在「一中」原則或所謂的

「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識」下啟動兩岸協商。 

 

三、不斷宣導公權力事項只有政府有權處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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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13 同上註，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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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推行自由民主、本土化台灣優先的道路，並没有白費。今日的台灣，實際

上也爭取到了相當的籌碼。中共內部開始默認中華民國存在即是一例。但我們還是

需要有高度危機意識，因為中共雖未否認「中華民國」此一名稱，並不足以說明中

共已接受「中華民國」此一主權政府。對此，未來我執政黨與中共接觸時，仍應強

調官方身分，以確保事實主權不受侵犯14。 

 

中華民國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任何兩岸涉及公權力事項都必須政府出面或授

權。任何涉及兩岸協商或商談之問題，也都必須由政府主導、出面或授權，任何政

黨、團體或個人擅權，都必須受到法律制裁。 

 

貳、建議作為 

 

    面對中共全面展開法律戰的形勢，我方在國際間應加強國際參與以凸顯兩岸區

隔、鞏固與邦交國及大國的關係、建構一套台灣自我定位的論述、不斷強調台灣人

民對兩岸關係的自決權利、不斷強調兩岸關係已非中國內戰的延續、不斷強調兩岸

問題不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建立中共對台動武係侵略行為的法理論述、不斷強調中

共「反分裂國家法」是戰爭授權法及強調台灣享有國際法賦與的自衛權等。 

 

    在台灣內部應預擬一套兩岸若發生戰爭或非和平狀態的國內外因應方案、應建

立一套平戰相結合的法律體系、建立各種衝突或非和平狀態型式的法理配套及演練

等。而在兩岸間應避免兩岸交流協商內國化、民間化等。面對中共的法律戰策略，

台灣應時時警惕，堅持立場，不能有所動搖。台灣內部必須團結，避免分化，縝密

因應中共的法律統戰攻勢。同時應加強國際宣導，全力面對中共日益增強的外交挑

戰，以維護國家主權地位。 

 

歷次民調均顯示八成以上民眾主張台海兩岸維持現狀，此「維持現狀」乃給予

                                                 
14 同上註，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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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在時機成熟時作出選擇之要件；兩岸之間應維持現狀並經由對話和平解決

歧見亦係國際社會之主流意見。惟中國於 2005 年３月通過「反分裂國家法」，明訂

統一是台灣人民的法律義務與神聖職責，並使用非和平手段達成統一，將政策變成

更僵硬的法律，意圖片面改變現狀，破壞民主台灣生存權之態勢更為明顯15。 

 

一、加強修補對美關係 

 

    在美國調整全球軍力部署之後，未來對中兩國關係的走向之一，雙方的衝突可

能隨著全球反恐的需要而化解，兩國關係仍然會不時出現一些磨擦，美中兩國之間

的戰爭矛盾不但無法化解，而且日益深化，終致兵戎相見。對於前者，我國無力挑

起矛盾。至於後者，我國即使挑起美中矛盾，卻很可能為兩國提供暫時化解的契機，

甚至將我國定位為「麻煩製造者」，把台灣當作共同的出氣筒。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強

化自己的經貿與科技，在美中兩國之間，一方面加強補對美關係、爭取美國的安全

承諾，另一方面在中國大陸市場爭取一席之地16。 

 

陳水扁總統發表 2006 年元旦文告雖引起美、中不快，但兩大國基本上都採「冷

處理」態度。美、中因應國際局勢的改變，已各自調整對台海戰略，台灣宜認清現

實，調適新局。陳水扁總統發表 2006 年元旦文告顯示兩岸關係將朝「緊縮」方向前

進，美方官員在第一時間得知內容，除要求台灣解釋外，還破天荒的接受台灣媒體

聯合報專訪，將美方立場清楚告知台灣人民。據AIT官員表示，台灣當局應該知道

美方的用意，也就是確認「一中」政策，台海地區保持和平，避免戰爭，並創造一

種可以導致台灣問題最終解決的兩岸交流氛圍。美國希望台灣問題能解決，但方式

必須是和平的17。 

 

                                                 
15 朱新民主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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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16 陳一新主編，美台總統大選與國際情勢展望，台北：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民 94 年 6
月，頁 305。 
17 岳浩天，「美、中都不想在台灣問上耗太久」，Political Ayalysis政情索隱（2006 年 2 月 1 日），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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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胡錦濤的反應，並未如預期般對元旦文告展開批判，顯然是以「冷處理」

方式來看待陳水扁總統。台灣將兩岸政策朝「緊縮」方向發展，但胡錦濤仍大力鼓

吹「三通」的必要性，說明北京當局在取得美國保證的狀況下，對台政策的運作已

從「戰和兩手」轉為「和主戰從」，以此圈住台灣18。 

 

    從美、中對陳水扁總統文告處理的態度可知，台海平靜無波的關鍵在於美國立

場。與美國在伊拉克、反恐、朝鮮核武危機與伊朗核武危機相比，台灣問題並不是

迫在眉睫的威脅，因而台海安全問題在美國全球戰略部署中的緊迫性已有所調整，

何況兩伊、反恐、朝核的問題叢生，也使美國難以應付一場突如其來的戰爭，如美

國對伊朗核武危機立場一再擺盪，說明美國武力的運用仍有其局限。如果台海有事，

必然會打亂美國全球戰略部署19。 

 

中共除期待美國可以提先預防與防止台灣走向獨立的可能外，並由中共國家主

席胡錦濤直接提出要求，呼籲美國不要給台灣錯誤的訊息，讓台灣方面錯誤解讀，

甚至呼籲美國終止實施廿五年之久的台灣關係法，試圖與美國拉鋸台灣籌碼。而美

中關係的改善，對台灣的漠視，在美中台戰略三角關係終將是對台灣最壞的結果；

最壞的結果是台灣在不知情的情況下，在美中交易的過程中被犧牲。所以兩岸關係

與美中台的三角關係更值得日後觀察及研究的重點。 

 

對中共而言，布希於 2005 年 11 月 16 日在日本京都讚揚台灣民主，認為值得中

共參考。表面上，他好像只是想藉台灣高唱民主自由，希望中共見賢思齊。但是，

台灣問題也攸關美國國家利益。從這裡就可以看出，美國已逐漸警覺到華府在台海

問題的發言權，在中共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後」，已被北京所取代。因此，這次布希

打台灣民主牌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奪回台海問題的發言權與主導權20。 

 

                                                 
18 同上註。 
19 同上註，p111。 
20 朱新民主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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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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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安排扁宋會、推遟反「反分裂國家法」的遊行、處理江丙坤登陸雷聲大

雨點小，以及促成連扁電話對談等問題上，處處可見美國的斧鑿痕跡。美國不僅大

力干預台灣內政，而且也不改以往不希望兩岸談得攏的立場。因此，若說美國對於

近來兩岸關係的發展「失控」，較貼切的說法應是，的確有許多的發展「出乎美國

的意料」，但應該還不致於到「全面失控」的地步。若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能夠體察

美中台三方關係的質變，未始不能因勢利導，在面對華府與北京時，不僅不致完全

受制於人，更可在國內多數共識的基礎上，取得改善兩岸關係與設定議題的相對主

導權21。 

 

二、以務實思維，推動兩岸經貿與文教交流 

 

    「反分裂國家法」雖然被視為是對台和戰兩手並用的策略，但只要台灣不走法

理台獨並持續推動兩岸交流，則中共當局就可以解釋為兩岸統一仍有可能，便失去

其對台動武的法律依據。換言之，「反分裂國家法」雖然明確了中共反台獨的底線紅

區，但也間接承認及接受兩岸分裂的現狀，這就給兩岸關係帶來了「時間戰略」的

契機；同時，中共中央各對台機構依「法」有義務推動對台交流，否則便是失職。

這也表明了胡温對台政策的重點在和台灣「交流」與「交心」，以及如何「讓利於民」

爭取台灣民意，而不只是在威脅與嚇阻。因此，「反分裂國家法」對兩岸關係的發展

究竟是危機還是轉機，完全取決於兩岸領導人未來如何走下一步22。 

 

兩岸交流比較而論，台灣地區民間團體的自主性與豐沛活力，無疑是我方推動

兩岸交流值得重視與發揮的資源。換言之，由於民間團體多為自發性的交流行為，

且多無意識形態之限制，因此此類交流有助於雙方溝通與資源互補，並彌補政府部

門從事兩岸交流之不足。然而，畢竟民間團體的資金與行政支持難以長期負荷。因

此政府大陸事務部門如何寬籌經費，更有效率與公平分派交流資源，提供便民措施，

                                                 
21 同主註，頁 57。 
22 朱新民主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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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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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交流工作之推動，始能在兩岸交流互動的過程中奠立主動與優勢地位23。 

 

不論台灣對大陸的經貿策略是所謂的「戒急用忍」，或是「積極開放，有效管理」，

「積極管理，有效開放」都無法影響大陸市場在國際分工體系的角色，因此我們有

必要以務實的思維與邏輯來為台灣的產業尋找利基。因此當前我們應積極規劃全球

佈局，兩岸產業分工之外，更重要的是強化台商的資金回流，提升我產業科技，加

強與歐美日先進國家之對資訊、生技、軟體、設計等高層次的產業進行合作，才能

扭轉我對大陸經濟過度依賴的結構所帶來的弊病。 

 

    至於文化交流部分，加強兩岸中華文化為基礎之交流，中華文化由兩岸共同繼

承，在我方已匯集海洋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精髓，在大陸則保有眾多的傳統文化，如

何透過資訊、學術、文化、科技等多元化、多層次的領域，以質量並重的方式推動

交流，當是兩岸各界共同效力的工作。兩岸關係的發展是長期性的問題，其走向不

是單方所能控制，因此兩岸關係的發展，應該以開創全體人民福祉為優先，以建構

和諧穩定的環境為要務，務實從事協商才能化解兩岸僵局，營造可長可久的良性互

動關係。 

 

陳總統兩次就職演說及重要講話皆宣示，願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放寬並且擴

大兩岸新聞、資訊、教育、文化、經貿交流的相關措施，推動兩岸恢復對話與溝通

的管道，拉近彼此的距離，建立互信的基礎24。由於新政府在兩岸關係互動中缺乏

互信基礎，且犯錯的空間有限。因此，如何避免兩岸誤判、增進相互了解溝通，實

為重要課題。  

 

另外，兩岸應秉持「平等互惠」原則，透過交流為兩岸關係創造出新局面，但

我台灣也不能忘記中共對我們外交上的封殺以及軍事上的威脅，甚至在兩岸交流過

                                                 
23 陳德昇，兩岸學術交流之發展與評價－台灣地區學者觀點的調查研究，遠景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2001 年 1 月 5 日），頁 99。 
24 因應中國近期拉攏在野黨之說帖 94.4.22，陸委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940422.htm。 

 141



中共制定「反分裂國家法」後對台交流策略之分析 

程中，還經常刻意貶抑我們的主權，造成兩岸交流的困境。台灣除將持續與大陸進

行必要溝通外，還應透過國際間的交流表達台灣的立場，讓國際社會對兩岸關係有

更多認知及參與，以確保台海現狀的維持。另一方面，透過持續的溝通希望台灣能 

與大陸逐漸建構出政府間的實質對話，以對話解決爭端已經是國際主流，也是兩岸

政府無可迴避的責任。在新的一年如何建立兩岸政府間的實質對話，並從對話中尋

求爭議的化解，才是兩岸要確保和平最實質有效的方式25。 

                                                 
25 劉德勳，「2007 兩岸經貿互動前瞻－兩岸關係展望」，和平論壇，http://www.peaceforu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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