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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全球區域提供

安全與經濟的公共財。在亞洲方面安全上駐軍

東亞，提供安全承諾，在經濟上自由貿易協定。

1991 年冷戰結束後，美國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確立於冷戰後時期維持美國全球

霸權地位，原由美國與蘇聯「兩極結構」蛻變

成「一超多強」結構的新局面。歐巴馬（Barack 

H. Obama）政府的「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戰略基於美國政策與戰略傳統，

並因應中共的快速崛起，2010 年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 5兆 8,790

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此速度，

中共將會在 2030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

經濟體。1

歐巴馬政府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安全

上將美軍 60% 的海空軍力部署在亞太地區，

圍堵中共；經濟上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以下簡稱，TPP）主導下一世代自由貿易規

則，對抗中共支持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 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以下簡稱 RCEP），並將中共排除

在 TPP 之外。

過去美國在全球乃至於亞太地區所建構的政

經秩序，均面臨重大的衝擊與變化，綜觀川普

提出的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

川普政府會以美國內政、經濟、投資、就業、

社福為主，外交、國際、安全為輔。同時，由

於川普在外交政策上傾向孤立主義，在經貿政

策上傾向保護主義，川普政府亦可能意味著美

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所建立世界政經秩序即將

走到盡頭或將發生重大變化；另讓「讓美國再度

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成新政府的治國核心理念，無疑迫使亞太及世

界各國重新調整現有國家資源配置，以因應與

美國互動所產生變化。

二、研究目的

川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以政治素人背景，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先後簽署多項備忘錄及

簽署多項行政命令落實競選政見，2017 年 3 月

17 日在德國舉辦 G20 部長級會議在川普「美國

優先」雲罩頂，深恐他的政策將顛覆全球既有

的經濟秩序。2007 年就任後立即退出 TPP，且

揚言要對將工廠設於海外地區的跨國企業課徵

懲罰性關稅（penalty tariff），抨擊中共為

「操縱貨幣」（currency control）。本研究

將在上述發展前景的預判下，分析川普當選對

美「中」臺未來政治、經濟與安全關係的可能

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所謂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

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

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

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

種歷程。2  

（二）文獻分析法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試從現實主義理論
探討美國川普政府與中共關係發展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第 45 任總統，川普政府以「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新經貿政策，重視「公平貿易」（Fair trade）並強化製造業回流相關政策， 2017

年上任後立刻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提出重談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並陸續提出稅制改革以吸引對美投資

等。美國總統川普以政治素人與世界領導人試探與磨合，增加不確定性，在國際關係中小國通

常觀察多於行動，透過靈活手段與大國周旋，仍可在在某種程度中，捍衛國家利益（national 

benefit）。

2013 年中共推動「一帶一路」及籌建由中共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一個向亞洲各國家和地區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

設施建設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中共將試圖以漸增的影響力，重塑國際系統的制度與規則來服

務於自身利益，反觀美國在實施保護主義下，這些因素發展的結果將帶來緊張、不信任與衝突

等狀況。

本研究從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理論下，探討美國、中共、臺灣三邊關係中，如何看待與對

待「中共的崛起」？美「中」關係最大障礙之一為「臺灣問題」，而「臺灣問題」涉及中共核

心利益，這將美「中」關係的敏感「議題」或「槓桿」！

如何在美國、中共、臺灣在「兩條平行線下」！各方皆遵守「國際規範」，三方都能接受的

有利選項，這個「平衡」點亦即美國、中共、臺灣「三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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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蒐集美國、中共與臺灣文獻後，

進一步深入了解並分析其運作的方式。文獻分

析法是一種傳統的探索性研究方法，即是根據

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獻研究，進而分析其結果與

建議，加以參考運用。3  

貳、理論探討

一、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學科中影響力最強的一

個典範，現實主義解釋事件的「現實」情況，

而不是「理想」情況它關懷的核心問題是這個

世界真實情況是如何，而不是這個世界應該如

何。由於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的現實境況及外

交政策有強烈直接的關聯，因此它受到眾多政

治家與外交決策者的青睞。4

根據現實主義的論點，國際社會為無政府

狀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完全不同於國內

政治，在國際體系之中，不存在一個高於整個

體系之內主權國家的政治單位，有充分的正當

性合法性與權威，來制定實施法律建立秩序。

在這樣的情況下，衝突、暴力及戰爭是自然

現象。在無政府狀態的理論前提下，國家將

面臨來自他國的安全威脅，在「無政府狀態」

（anarchy），各國為求自保，加強軍備則是一

個國家試圖維繫國家安全或重建國際均勢的重

要方法。5 而當國家與國家在落入戰略競爭或軍

備競賽的同時，它們不只是在惡化自己的安全

環境，也是在「打破」（失衡狀態）與「修復」

（平衡狀態）彼此間之權力平衡。

（一）安全保障

在平衡的國際體系裡，國家基於對現狀的不

安全感而欲比其他國家獲得更多的力量，於是

它會藉武力擴張以尋求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此

非但惡化本身的安全困境，同時也「打破」原

有的權力平衡（失衡狀態）。6 

（二）安全困境

在不平衡的國際體系裡，位處較低階的弱小

國家，會藉由武力的擴張以求與位處較高階的

強大國家平起平坐，此即是在「修復」（平衡

狀態）權力。當然位處較高階的強大國家，也

會藉武力的加強以保持其領先的優勢，維持既

有的權力不平衡，但也就在這同時間惡化其本

身的安全困境。7 

（三）權力平衡

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

不同結構型態下的國際關係會有不同的遊戲規

則，各國在國際權力結構所處的位置將決定其

在國際關係的角色和地位，若發生偏離，會遭

致懲罰並付出重大代價，強調相對權力的重要。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被視為西方國際關

係理論的奠基人，也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現實主

義的代表人物，他在 1948 年所出版的「國家

間的政治 : 為權力與和平而鬥爭」（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權力、利益爲核心概念來理解國際關

係的現實主義，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對「權

力均勢」的分析。「平衡」（equilibrium）的

觀念，任何時候當這個平衡受到外力或因內部

組成分子的變化而遭到干擾時，體系總是顯示

一種重建其原有平衡或一種新的平衡的傾向。

所有這些平衡狀態的目的，就是要保持體系的

穩定，確保體系內各成員的存續。當權力平衡

無法避免戰爭時，權力平衡也許仍然可以限制

戰爭的後果，並維持各個共同構成該政治體系

的國家存在，不論這些國家是大是小，體系的

平衡必須要阻止任何一個成員獲得壓倒其他成

員的優越地位。8 

（四）軍備競賽

冷戰時期美國、蘇聯展開軍備競賽，代表美 

國的「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與代表蘇聯的 

「 華 沙 公 約 組 織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WTO）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1945）到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Soviet Union）解體（1991）前，展開的長

期軍備競賽。以下以美國、蘇聯兩國之間說明，

假設 X、Y 代表兩國軍備水準為ａ和ｂ，當 X 國

首先增加軍備水準 Δai 至 ai 時，Y 國軍備水準

也相對回應提升增量 Δbi 至 bi，這又導致 X 國

再提升軍備增量 Δai+1 至 ai+1，接著又是 Y 國

的反應增量 Δbi+1，如此循環相互競爭，雙方

不斷地提升國防預算，即形成了所謂的軍備競

賽。9  

二、新現實主義

1960 年代「行為主義學派」（behaviorism）

興起，提出若干觀點解釋國際社會出現的

新現象，使「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的論述遭到挑戰，融合了行為主義的

結構與系統觀等新方法論，對體系結構、權力

分配、安全認知與國家利益等觀念提出完整的

理論體系。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其重要論點

為國家應用各種手段來因應世局變化，「權力」

永遠是最直接的目的。擺脫了傳統現實主義「道

德」的困境，同時讓「權力」（power）與「國

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成為所有外交

決策者奉行不悖的行為準則。10 

1995 年 肯 尼 思• 華 爾 茲（Kenneth N. 

Waltz）所出版「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國際關係包含，個人、國家及

國際體系。第一，個人層次的部分著重於人性

與行為，消除戰爭的辦法就是從人的心理與道

德層面做改善；第二，國家層次的部分，則是

注重國家的內部因素，即一個國家以何種屬性

參與國際政治決定在內部「政治、經濟、社會」

等；第三，國際體系層次，純粹從國際體系的

觀點來解析國際現象，其基本的假設則是世界

處於「無政府狀態」。11 本研究採以肯尼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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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茲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之核心概加以

印證。

（一）安全認知

肯尼思•華爾茲認為國內與國際政治之差異

在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與「層級節制」

（hierarchy），由於國際社會呈現無政府狀

態。因此，在此狀態下的國家必須以自助來保

障國家安全，相反的國內法令應有一定的規範

與層級節制，如憲法、司法、政府機構等，國

家藉由這些法令規範與機構來維持國家內部的

正常運作。此外，肯尼思•華爾茲也提到國家

在制定政策時所考慮的不只是國家間的互動關

係，還需考慮整個國際情勢，而國際情勢的變

動往往也會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而每個國家

亦將為本身的獨立與生存堅持到底，導致沒有

任一國家能在國際間建立一套層級節制的規範，

12 因此有學者認為，國際關係須直接從國際體

系層次分析著手，而非從國家內部向外解釋。13 

肯尼思•華爾茲認為當體系結構解釋國際現象

時，將扮演著規範的腳色，使國家行為無法超

越某種限度，原因在於國家與政治人物的行為

都是隨機應變不確定的，若無體系結構之規範，

在不確定的基礎上理論將難以形成。從新現實

主義的觀點來說，體系理論解釋的是體系之間

的變化，非體系之內的變化，簡約理論說明為

何處境地位相似，體系理論則是解釋為何不同

的單元會出現類似的行為，造成類似的結果。14  

（二）權力平衡 

肯尼思•華爾茲認為權力平衡理論來自他對

國家所作的假設：國家是一個團結的整體，他

的政策至少要能維持本身的生存；最好能主宰

整個世界。為了達到此一目標，國家將採取合

理之行動，並運所有能掌握的資源來支持此行

動。

1. 國家資源區分 : 在國內的部分，增加國內

可以從發展經濟、擴張軍力以及運用適切策略

等方式；在國外的部分，則是從增加盟邦的數

量與實力、削弱敵對盟邦實力等方式。

2. 權力平衡區分 : 肯尼思•華爾茲提出「權

力平衡並非假設國家的行為一定是理性的，但

如果國家因為能力不足，而無法形成平衡對強

者制約，便可能遭淘汰」，在一個由國家所組

成的無政府國際體系中，且國家處於須自力救

濟的情況下，只要兩個以上國家為了生存而競

爭，權力平衡就會周而復始的不斷出現。15 從權

力平衡理論可以得知，國家行為將導致權力平

衡，有時國家會聯合起來平衡某一國家或國家

集團的威脅，而有時會投靠實力較強的一方藉

以維持國家的生存發展。16 肯尼思•華爾茲認為

「平衡一旦達成，將會維持；如果平衡瓦解，

將會以一種或其他方式恢復」，也就是說權力

平衡理論並非主張權力平衡的狀況能維持長久，

而是如果權力平衡受到破壞，將會以另一種形

式或面貌重新出現。17 

（三）無政府狀態

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首先強調

國際間呈現無政府狀態。因此，國家為達到目

的，必將採取自力救濟之行為，然而整個國際

體系亦將對國際間各國家產生影響，認為當國

家行為者為了達成某項國家利益或目的，抑或

是維護國家自身安全時，則必須仰賴其自身所

能運用的各種能力，例如：軍事、經濟、文化

等。在國際體系間則非如此，由於國家之間主

權互不干涉，國與國之間基本上是互為平等、

無從屬關係，彼此間的事務必須透過協調方式

來處理。因此，在世界呈現無政府體系的前提

下，肯尼思•華爾茲認「為國家追求生存是首

要目標，而國家礙於結構的制約下，將被迫在

關鍵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場合中向成功者學習，

作為避免受損與淘汰的生存之道，國家自助才

是國家生存的共同行為準則」。 18 

（四）國際權力分配

從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來說，權力本身所強調

不是所追求之最終目的，而是實現國家目標的

手段，安全才是國家所追求的最終目標，而不

是權力，權力的概念被視為結構的根本特點，

權力應是國家的「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NP）。肯尼思•華爾茲認為

影響整個國際政治體系的變動就在於權力分配

情形，藉由國際間權力分配的情形，進而分析

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並對整個國際政治結構

與結構的變化加以定義與解釋；另強調權力是

國家達到安全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且為使國

際間安全穩定，國家亦將尋求權力上的平衡而

非極大化，這都強調了權力的工具性。由此觀

察美「中」關係，從兩大強國的角度來思考，

在某種程度上兩強所在意的是如何維持地位而

非去擴張其權力，同時因權力平衡不斷的形成，

所以對於國際體系而言是較穩定的狀態。

三、恐怖主義的類型與特點

（一）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terrorism）是指一種會造成其所

有者做出，為了達成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識形

態上的目的而故意攻擊非戰鬥人員（平民）或

將他們的安危置之不理，有意製造恐慌的暴力

行為之思想。19 

（二）恐怖主義類型 20

1. 意識形態：依其分類標準來看，恐怖組織

可以區分為民族主義型，左派、右派、宗教型

與無政府主義型等幾類。依其分類標準來看，

恐怖組織可以區分為民族主義型，左派、右派、

宗教型與無政府主義型等幾類。

2. 地域性質：此種分類方式是依據恐怖主義

的活動範圍或攻擊對象來加以區別，若以活動

範圍來看，有全球性、區域性、本土性等。

3. 組織性質：國家恐怖主義是由國家所實施

的恐怖主義，由於國家擁有強大的資源，所以

使得這類的恐怖主義活動危險性更大，支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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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恐怖主義作為國家政策的國家被稱為恐怖主

義國家。非國家恐怖主義則是指非國家組織所

從事的恐怖主義活動，這類的恐怖主義是最常

見的。

四、制度與進程的共同決定過程

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

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與國家之間可

以超越自我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感，

彼此才能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

力」。21

在制度與進程的共同決定過程中，提供簡單

認同及利益形成模型適用於合作制度，亦適用

於競爭制度，自助安全體系由不斷的相互作用

發展而來，在這種體系中，任一方都感到另一

方的行動方式對自身是一種威脅，這就創造了

一方不受信任的預期。競爭或自私的認同是由

不安全感所引起，另一方是威脅，自己就會被

迫在自我與它方關係中反映這種行為。如自我

被視為滿足他人對象，那麼這種想法就會阻礙

集體安全所必須的。反之，己方被按照自我安

全方面有移情作用方式來對待，則允許積極認

同形成（如圖 1）。

參、對美「中」關係的影響

一、過去美「中」關係發展現況

1980 年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擴增

儼然成崛起的區域強權（regional power），

美國國內有關「中共威脅論」的討論，顯示美

國內部應如何看待中共崛起，已成為後冷戰時

代，美國制定對中共或對臺政策的主要考量與

前提既衝突又互利的特質，美「中」關係被美

國學者形容是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221996 年「臺海危機」發生後，

美國前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指出，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共在型

塑亞洲的未來扮演更重要角色，美國與大陸擁

有共同利益，如解決北韓核武計劃、禁止核試、

反恐、反毒等。因此，美國的政策應提供中共

予以重要利益，使中共領導者有誘因與美國維

持良好關係。23 

美國國家戰略均以安全、經濟及民主為核

心價值，川普政府上台延續過去核心價值，在

政治層面，自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

政府將中共定位為「建設性戰略略夥伴」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小布希

（George W. Bush） 政府，外交理念係以國際

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為基礎，以美國安全

與商貿利益為中心，強調軍事同盟（collective 

security）、 自 由 貿 易（free trade）。 將

中共定位成「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後將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

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歐巴

馬政府先以中共為合作夥伴，希望雙方發展務

實而有效的關係，隨著中共崛起彼此互視為「戰

略競爭」對手的趨勢明顯，導致戰略互疑加劇，

後以「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並推動「亞

太再平衡」戰略，將中共視為競爭者與潛在敵

人，將美國軍力的重心轉到亞太，再輔以經濟

和外交作為，遏制中共的發展。

根據2016年「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所做的「亞太再平衡 2025，戰力、部

署 與 夥 伴 」（Asia-Pacic Rebalance 2025 

Capabilities, Presence, and Partnerships）

報告，美方評估中共在 2020 年以前，應該仍會

將主要的焦點放在處理國內的經濟與維穩問題。

預估「成為優秀的亞洲強權」（To become the 

preeminent Asian power） 。24

二、當前國際環境

（一）北韓核武危機

2002 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將北韓列為「邪惡

軸心」（axis of evil）為核打擊對象之一。

2002 年 10 月，美國透過偵察機構掌握了北韓

秘密研製核武器的證據，由於北韓當局拒絕

美國提出的先停核項目，北韓核危機正式爆

發。2003 年 1 月北韓宣布退出「核武非擴散條

約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2006 年 10 月 9 日不

圖 1制度與進程的共同決定過程

資料來源：秦治來譯，《國際關系理論批判》， 2003 年 2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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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國際社會的反對，進行了核試驗。2006 年 10

月 14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通過第 1718 號決議要

求對北韓實施經濟和商業制裁。2012 年金正

恩（Kim Jong-un）就任「朝鮮勞動黨第一書

記」上台才五年無視國際壓力，逐步按照核武

目標進行導彈試射與核試爆，執行的飛彈試

射跟核子試爆，就比過去 30 年總和還多，技

術也越來越純熟。2016 年 9 月 9 日北韓進行

第五次核試爆，威力至少有一萬噸黃色炸藥也

是歷來最強。2016 年 8 月 24 日北韓試射「北

極星 1 號」（Pukkuksong-1, KN-11）潛射中

程彈道飛彈（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首次飛入日本「防空識別

區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2017 年 2 月 12 日北韓試射「北極星

2 號」（Pukguksong-2, KN-15）導彈落入日本

海。2017 年 3月 6 北韓發射四枚「飛毛腿 -ER」

（Scud-ER），三枚落在日本「專屬經濟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是距離日

本本土最近的一次。以「高彈道」（lofted 

trajectory）與多彈齊落方式試射，顯示北韓

在飛彈控制與資訊傳輸有極大進步。2017 年新

任南韓總統文在寅 5 月 10 日就職，北韓即在 5

月 14日發射代號「火星 12型」（Hwasong-12）

中長程彈道飛彈，及 5 月 21 日北韓再度試射中

程彈道飛彈，飛行約 500 公里後墜海。25 為因

應北韓再次試射飛彈與進行核子試爆，川普政

府正研議對北韓實行更強硬的經濟制裁，川普

政府派遣航母戰鬥群航向朝鮮半島，並對北韓

提出嚴正警告。目前拉攏中共制裁北韓。根據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

葛萊儀指出，中共極不可能切斷北韓的油源，

這是對平壤最嚴重的經濟制裁，可能只會減少

石油供給量，或在一、兩周內停止供油。如今

中共開始減少對北韓進口燃煤，從 2017 年 2 月

進口 123 萬噸後 3 月不在進口北韓煤礦，制裁

後續效應路擴大。262018 年 4 月 21 日，朝鮮對

外宣佈停止核子試驗和洲際彈道火箭試射，廢

棄北部核子試驗場。2018 年 6 月 12 日在新加

坡聖淘沙召開美朝峰會（2018 North Korea–

United States summit），簡稱川金會，並共

同簽署了聯合聲明。

（二）美國對敘利亞直接軍事干預

2011 年起阿拉伯世界爆發一連串自由民主運

動，敘利亞內戰在阿薩德（Asad）政權持續殘

酷地鎮壓敘利亞人民時，伊朗和真主黨均持續

向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支援。引發 500 萬難民逃

亡，導致 32 萬人死亡，中東地區四處散布恐怖

主義及伊斯蘭國崛起，掠奪大量土地與資源殘

殺異教徒及反抗者向歐洲等地發動血腥攻擊，

川普多次呼籲時任總統歐巴馬不要對當年的化

學武器襲擊事件採取軍事行動，並警告稱，攻

打敘利亞只會給美國帶來麻煩。川普政府態

度上轉變，2017 年 4 月 5 日美國第六艦隊發

射發射 59 枚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cruise 

missile）攻擊敘利亞，這是川普政府首次對敘

利亞政府目標採取軍事行動，也是敘利亞內戰

爆發 6年多來美國第一次進行直接軍事干預。

（三）恐怖主義入侵全球

遜尼派穆斯林極端武裝組織（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S）， 2006 年 1

月伊拉克與幾個較小的伊拉克叛亂組織合併形

成傘式組織「聖戰者協商委員會」（Mujahideen 

Shura Council）以真主的名義，恢復伊斯蘭

的榮耀。2014 年 4 月 30 日，美國國務院依照

法律要求向美國國會提交了 2013 年度《各國

反恐怖主義形勢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3）報告中指出，伊朗通過伊斯

蘭革命衛隊 - 聖城旅（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Qods Force）、伊朗情報和安全部

（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及德黑蘭（Tehran）的盟友真主黨（Hizballah）

對恐怖主義的支援明顯加劇。ISIS 跟蓋達組

織暗地裡都在相互競爭想要在世界各地擴展伊

斯蘭激進教義開始對世界採取恐怖攻擊行動，

如 2015 年 11 月 15 日法國巴黎在巴塔克蘭劇

院、法蘭西體育場等多處地點，發生連續攻擊

事件，造成數百人死傷。272016 年 6 月 13 日美

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知名同志夜店「脈動」

（Pulse），凌晨爆發重大槍擊事件，造成至少

五十死、五十三人受傷。282016 年 12 月 19 日德

國首都柏林驚傳卡車高速衝撞廣場人群的慘劇，

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 48 人受傷等地發生，29 

恐怖攻擊行動層出不窮。

（四）南海的戰略競逐

美國華府智庫新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於 2012 年 1 月公

佈的一份南海研究報告（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中，開宗明義的標示出因為

中共經濟和軍事的崛起，美國在南海的利益已經

逐漸受到威脅。囿於 2016 年 7月 12日國際常設

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根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組

成的在菲律賓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

的仲裁庭的仲裁（An Arbitration before an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under Annex 

VII to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Law of the Sea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共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九

段線」（nine-dash line）的歷史性權利。30 

仲裁庭還裁定中共在南海的填海造陸給環境造

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並要求中共停止在南海

的活動。31顯見在主權、海洋權益的爭議中，「科

學說」已取代「歷史說」，中共加強對增加南

海駐軍，2017 年 2 月 18 日美國卡爾文森號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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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艦（Carl Vinson）戰鬥群，前往中共在南海

填造的人工島礁附近展開例行巡弋；32 另 3 月 1

日與南韓舉行擴大軍演，參演兵力達 30 萬名官

兵，33 針對美國各項行動中共對外表達關切，形

成美「中」在南海的戰略競逐。　

三、當前美「中」政策

（一）現在美「中」關係與政策發展

川普政府以「美國優先」原則下，在經濟上

採取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要求美國製造

業回流、表明將強化美國基礎建設，外交上採

取孤立主義（Isolationism），並退出 TPP，在

軍事上，增強美國軍事實力、加強邊防建築美

國與墨西哥邊境興建高牆以阻擋非法移民、減

少對外援助，在經濟上，簽署讓所有美國人受

惠的貿易協議若無法增加其經濟成長、降低貿

易逆差或對薪資成長有貢獻，川普政府就計畫

終止或重新談判；另在「美國優先」下，要求

聯邦部門研擬修改簽證計劃規定，確保只有領

高薪的外國高階專業人才可利用此簽證在美工

作，避免外國勞工用低薪搶美國人工作。然由

此觀之，川普政府至今仍在「美國優先」大旗

下推動外交，變的只是策略。

（二）亞太再平衡對抗一帶一路

美國的亞洲戰略數度變換，從「重返亞洲」

（Pivot to Asia），到 2011 年 10 月「亞太再

平衡」，主要將美國軍力的重心轉到亞太，再

輔以經濟和外交作為，遏制中共的發展；然中

共 2013 年開始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經

濟合作概念連接亞太地區及歐洲與「海上絲綢

之路」發展中共和東南亞、南亞、中東、北非

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34 中共透過「一帶一

路」全球化下計 65 個核心國家（包含 G-20 核

心國家 14 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歐

亞大陸經濟融合，並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這也是中共最高國家戰略的包容性體

現，此舉動勢必提升中共在「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一旦中共轉向成功，繞過美國勢力範

圍，對美國很可能是「夢魘」。

（三）中共經濟崛起

中共在全球經濟、政治、軍事及科技等方面

實力的增長，由於中共擁有眾多的人口及快速

增長的經濟和軍事支出，因此經常被視為是一

個潛在的超級大國，並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中占有一席；另根據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資料，2014 年美

國國債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71.2%）全球第 24

高，美國政府帳目持有的債券為 6.2 萬億的國

債由外國投資者持有，截至 2017 年 2 月，兩個

最大債權國是日本 1.1 兆美元和中共 1.04 兆美

元。 其經濟快速發展並挹注國防軍費支出，致

力解放軍的裝備和現代化科技，軍隊已經可以

與歐美西方匹敵，打造遠距航天、航母作戰能

力使得美國不得不注意中共後續發展。

（四）一個中國

一中政策出現動靜之時，臺灣、美國及中共

三方仍應在上述架構下思考。亦即，應將目前

可能出現的發展仍制約在「一個中國和平解決」

的範疇之中。然而在 2017 年 4 月 6 日在佛羅里

達州海湖莊園，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

統川普會進行了備受各界矚目的「川習會」，

川普則一改先前說法，將中共剔除在匯率操縱

國名單外，甚至表示中共並沒有操縱其匯率；

另美國在安全牌遵循下信守「信守我們的一

個中國政策」（President Trump agreed, at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Xi, to honor our 

“one China” policy.），表面上對中共友好，

維護中共統一的態度，實際上仍維持典型的新

現實主義，這就是美國「一中政策」真正的內

涵。

五、未來美「中」關係發展

川普施政先內後外，首重經濟與就業，預料

不至於政治上過於強硬，2017 年在川習會中稱

讚「中共是偉大和重要的國家」雙方同意成立

「美中全面對話」（US-China Comprehensive 

Dialogue）機制，擺出樂見美「中」合作的姿態。

中共官方則對未來美「中」關係採取在川金會

後是否保持合作狀態，未來雙方既競爭又合作，

惟競爭與合作孰重，發球權在川普政府手中。 

（一）經濟方面

未來美國對中共的貿易、匯率及其他經濟問

題將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川普揚言當選後要將

中共列為貨幣匯率操縱國。為在面對國際間競

爭與合作關係中，對外宣稱中共未操縱匯率，

未來美「中」經貿關係是否惡化及其惡化程度，

端視川普政府與中共對北韓影響力。不過，由

於川普已確定退出 TPP，將使美國日漸失去在亞

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並讓中共擴大其在亞太

的經濟影響力。

（二）安全方面

在內先於外的前提下，川普政府為避免南海

問題與中共升高衝突與對立、北敘利亞國內動

亂，不排除會適時向北京遞出橄欖枝，共尋東

北亞的安定，此舉將緩和美「中」因前美國總

統歐巴馬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所形的關係。

肆、美國與中共關係對台灣之影 

響

一、小國對大國依賴

在政治上，臺灣與美國在兩岸關係有著共同

特徵，介於官方與非官方（非政府組織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交流，就

目前川普 2017 年 7 月共和黨黨代表大會中，

首次將美國對臺六項保證列入黨綱，此外，由

於「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係屬美國國內法，對行政部門有約束力，

除非國會同意修法，川普無法改變，故在政治

上短期內不需擔心「棄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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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方面

美國是臺灣的重要經貿夥伴，同時，由於

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本想藉由加入 

TPP 來突破此一困境，但川普決定退出 TPP，勢

必對臺灣產生更為不利的影響；另川普保護主

義的傾向，不利貿易自由化、全球化，增加「臺

美貿易暨投資協訂」（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的談判阻力，未

來要求臺灣開放美國豬肉進口，因應操縱匯率

國及改善貿易赤字等強硬要求。

（二）安全方面

臺灣長期依賴美國軍售來確保臺海安全，川

普未來是否持續對臺灣的安全承諾，對臺灣至

關重要，然而由於川普要求盟邦承擔更多的軍

費與責任，未來美方考量與臺灣戰略合作，將

取決於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與美方付出的

成本。美方會要求臺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因

此增加臺灣防衛成本。

二、退出 TPP 對臺影響

（一）囿於資源有限

臺灣市場內需不足，對外需仰賴簽署經貿協

定擴大市場與維持成長，中共主導RCEP會員國，

臺灣無法加入 RCEP。此外，中共是臺灣最大貿

易夥伴，大部分臺商在中共生產比例超過九成，

其中八成為通訊與電子產品，臺灣目前有 35%

的貿易是與 TPP 協議的參與國家進行，一旦能

夠順利簽署 TPP，臺灣才能擁有更佳的對外經

貿條件。若退出 TPP 可能造成高關稅貿易壁壘

（trade barrier）；另美國製造業回流，美「中」

臺產業鏈變化，後續影響尚待觀察。

（二）美「中」潛存貿易風險

美國商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17 年發布 2016 年 12 月經貿報

報告，中共仍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國，其次為

日本及德國，川普政府在 3 月 31 日簽署兩項行

政命令，要求美國商務部於 90 天內提報將貿易

逆差弊端，以便採取措施。36 未來，美「中」貿

易摩擦升溫，將影響我國經濟發展。

三、對兩岸關係之影響

（一）國際發展空間

在中共阻撓下，臺灣參與多邊及雙邊合作與

談判均不得其門而入，未來只會更加困難，如

2016 年 9 月，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沒有發

函邀請中華民國參與該屆大會，同時也拒絕發

出採訪證給前往採訪 ICAO 大會的臺灣媒體，

2017 年第 70 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WHA）打壓我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經濟方面

兩岸受臺美關係，長期臺灣為中共最大威脅

來源，在經濟上，中共為臺灣第一出口國，此

現象已造成經濟安全威脅，在川普政府美國優

先政策下，勢將抑制中共產品輸美，臺灣亦間

接受害，使中共對臺灣施壓空間增大。

（三）政治方面

中共堅持在「九二共識」，兩岸已關閉溝通

管道，臺灣將處於經貿孤立，目前兩岸官方及

半官方連繫均已中斷，在川普政府受到國際環

境影響，已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面，談論合

作相關事宜，一旦美軍退出亞太，將造成戰略

真空，臺灣將承受更大中共壓力。

（四）安全方面

在南海部分，美國立阻中共在南海勢力擴張，

挹注 75 億美元於亞太軍費支出，以重建美國實

力，抗衡中共。 

伍、結論

總體來說，現在美國川普政府以「美國優先」

為核心理念，先內後外，經濟採取保護主義，

外交採取孤立主義，隨著美國退出 TPP、減少海

外軍費支出，從 2017 年川普主動致電習近平談

及 2018 年川金會，突顯合作的必要性；反觀中

共推行全球化「一帶一路」，美國逐漸退出亞

太戰略實數必然，美「中」關係，在美消中長

勢必影響對臺灣支持力道。

目前川普政府雖採用官員均已政治素人，如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脈絡

必然可循，未來可能發展應持續關注 2017 年中

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美「中」

關係中試探與磨合，小國通常觀察多於行動，

建議多於決定，透過靈活手段與大國周旋，仍

可在在某種程度中，捍衛國家利益。

一、現實主義觀點

以現實主義國家層次的部分來觀察，美鞏固

並強化日本與韓國外交合作，以強化南海巡航，

力圖保持對南海影響力，牽動日本與臺灣神經。

從 摩 根 索「 權 力 均 勢 」（balance of 

power）發現，美「中」關係中（隱藏著臺灣問

題），雙方為了認同與利益，共同找到建設性

的方式或議題來化解雙方之間的緊張，在制度

與進程的共同決定過程，建構社會行為者的認

同和利益，可預見未來，美「中」仍將主導亞

太經貿及安全情勢，臺灣則可能是兩國互動中

潛在變數，川普政府在「臺灣問題」中，突顯

非一個中國政策。

在中共崛起後，美「中」亞太暨全球競合

中日趨明顯，我應在兩強之中尋找符合我國

家利益方式；另從權力分配（division of 

powers）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

同結構型態下的國際關係會有不同的遊戲規則，

川普政府在亞太目前仍具備有絕對的主導權，

但在中共「一帶一路」新全球化思維下，抗衡

美國川普政府保護主義，且面對國內諸多政策

與宣示遭遇限制，衝擊川普政府對外施政效能，

增添亞太國家不確定因數，進而牽動區域安全

情勢變化。

二、以新現實主義觀點

國家重視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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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並且依循自助的原則，運用權力作為手

段來追求國家利益的極大化，保障國家的生存

與安全之論點，從新現實主義來說，那就必須

將體系與結構納入考慮的變因。因此，川普政

府在面對東海釣魚台，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

時，需要考慮的層面除了經濟層面的亞太經貿

關係外，也都大大的牽制美國與中共在亞太區

域的各種作為。

中共排除我在國際體制或區域整合或經濟整

合體制之外，囿於兩岸關係與美「中」關係密

切連動，然美「中」關係牽動到國際間競合，

在非「九二共識」基礎上，勢必與其他國家結

盟或合作。

美國在國家利益上明確支持「美日安保 

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適用釣魚台，美「中」在國家利益不論

是採取「競合策略」（co-opetition），或是「零

和賽局」（zero-sum game policy）勢必加深

美「中」兩國戰略猜疑，是否單方面傾向日本

結盟或合作追求國家利益的極大化，尚待觀察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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