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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攻武嚇台灣心防何

在》座談會紀要 
 

■李山仁／記錄整理 

 

時間： 1999年 8月 7日 (星期六 )上午 10時

至12時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A室  

主辦單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陳隆志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與談人：（按姓氏筆畫序）  

一、吳新興副秘書長（海峽交流基金會）  

二、許如亨上校（國防部）  

三、顏萬進主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四、蘇進強主任（南華管理學院和平戰略

研究中心）  

題綱：  

一、從「兩國論」所引發的文攻武嚇看北

京對台心戰策略  

二、從「汪道涵訪台」的不確定性看北京

的策略運用  

三、從「全台大停電」看台灣社會對中共

武力犯台的疑慮  

四、台灣社會如何建立心防  

五、心防與全民國防的關係  

六、其他  

 

 座談會一開始，南華大學戰略中心蘇進

強主任首先提出自中共文攻武嚇以來所觀

察到的一個現象：許多媒體與政治人物均

要求政府公佈台海危機的「真相」，但當

國防部等情報單位說明相關狀況後，卻遭

全盤否定，似乎不符合他們的預期即非

「事實」。其次，許多人將最近的危機歸

罪於李總統所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說法，而中共則是運用汪道涵訪台的不確

定性製造神秘主義的氣氛，加上軍機跨越

台海中線、軍事演習等，形成變相的恐怖

主義。蘇進強進一步指出，中共對台統戰

策略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

「一個中國」。而國與國的戰爭在戰略上

有五大目標：一、軍隊vs軍隊；二、政府

形象；三、社會人心；四、重要設施；

五、國家元首。目前，兩岸氣氛緊張，中

共軍機跨越台海中線，但真正爆發戰爭的

機率則微乎其微，因為作戰需要準備，陸

上、海上均有癥候可供觀察，近期美國及

我方國防部均表示中共並無進一步的動

作，應非虛言。再者，中共近來強烈批評

李總統，亦有其戰略上的考量。須知，李

登輝總統在台灣社會具有凝聚人心的一定

指標意義，中共將其抹煞，即能對台灣予

取予求。同時，藉此勒索台灣，並向美

國、日本及亞太國家施壓。  

 陳隆志教授接著指出，自從李登輝總統

於 7月 9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發表所謂

「兩國論」，將台灣與中國關係定位在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以來，澄清再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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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解釋再解釋，就是無法改變「台灣，

中國，一邊一國」的事實。兩國論是真實

的陳述，也是台灣的「自衛行為」，以免

墮入中共「一個中國」的陷阱，而不可自

拔，投降自滅。中共不但不願面對真實，

更對台灣進行了一連串文攻武嚇的行動。

不僅透過各媒體發表武力恫嚇的聲明，對

美國施壓，退回海基會對此事的解釋函，

更增加東南沿海軍機起降次數及迫近台灣

海峽中線。凡此種種，無非企圖施展其慣

用的心理戰術，想用威嚇手段在台灣人民

心目中製造恐怖心態。然而，中國這種挾

核武及強大軍力為後盾的飛彈恐怖行為，

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台灣人民不

可不認清其面目。  

  陳教授說自從冷戰結束後，恐怖主義

已愈來愈成為維持世界和平的難題之一。

「恐怖主義」這個名詞雖然學術界有很多

種定義，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無辜

的大眾，用恐怖手段，造成普遍恐懼的心

理，以達成政治勒索的目的。恐怖主義的

行為者，有個人，也有團體；國家也可能

實行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施行的範圍

超越國界，將一國的軍事、經濟、外交、

宣傳等力量集結用於向國外對象進行恐怖

威嚇，以期達到政治勒索的目的。中共長

期以來不僅對內鎮壓迫害異議份子，侵犯

人權，對外更持續對台灣人民進行文攻武

嚇，使用飛彈及其他恐怖手段，中國正是

一個國家恐怖主義者。  

 他表示，我們必須確切認清國家恐怖主

義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人權法典的國

際不法行動，國際社會應該群起而攻之。

當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從事恐怖主義活動

時，美國及其他國家對之採取制裁行動，

但對破壞力更大，野心更狂妄的中國，大

家卻因為貪圖其廣大經濟市場及害怕其武

力，反而視而不見，無所作為，放任中國

長期以恐怖手段，剝奪台灣人民免於恐懼

的自由。我們必須大聲疾呼：一定要讓中

國遵守國際法，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恐怖不

法行為絕不可再縱容姑息。但在受害最深

的台灣島內，卻也有人對這個現象認識不

清，進行許多違反台灣人民利益的行為。

「兩國論」要脫離國民黨政權過去自掘自

挖的「一個中國」陷阱，尋求島國台灣今

後生存發展之道。在兩國論的衝擊下，台

灣竟有一小撮人敵我不分，「比中共更中

共」，當年極力主張要消滅「共匪」的

人，如今卻從事「和平反戰大遊行」之類

的活動，實質上為中國進行宣傳，願做中

國文攻武嚇恐怖的工具。此外，中國對台

灣的統戰活動，除了軍事之外，特別強調

心理戰。國內有些媒體敵友不分，在這次

事件中報導發表一些虛虛實實、危言聳

聽、製造人民恐懼的消息，有意無意成為

中國統戰恐怖的工具，為虎作倀。  

  他認為中國的國家恐怖主義，身為受

害者的台灣人，除了要加強國防、外交、

政治、經濟、社會等力量外，最重要的是

要認清敵我，了解敵國的策略戰術，加強

人民對台灣的國家認同，加強防衛國家的

決心與信心。建立起台灣人民強固的心防

後，我們就能期望日後逐漸對中國的恐嚇

行為免疫，讓中國的統戰戰術不再能發揮

作用。而台灣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希望能

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我們不會挑起戰爭，

但也不畏懼防衛戰爭。面對這次事件中國

的種種反應，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幫助

建立台灣社會的心防，徹底瓦解中國心戰

策略，讓台灣人民重獲免於恐懼的自由。  

  陳教授最後提出有效擴展台灣國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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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間的幾個努力重點，包括：  

 1.促使美、日及其他國家瞭解，台灣不

是「麻煩製造者」，中國才是麻煩製造

者。中國不但是麻煩製造者，更是破壞世

界和平、違反國際法的國家恐怖主義者，

國際社會不可再縱容、姑息，而應採取必

要的制裁行動。  

 2.台灣應以「台灣」的名份，加強參與

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努力，這是做為

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應有的努力，是一個長

期持續發展的過程。為避免中國的否決

權，可申請加入為聯合國的觀察員，正如

台灣申請要做WHO觀察員一樣。  

 3.台灣應透過不同方式，參與以美、日

為中心的亞太集體安全機制。  

 4.採取以島國台灣為本位的睦鄰、友

好、民主人權外交政策。  

 國防部心戰專家許如亨上校則從「香港

在此次中共對台心戰攻勢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中共對台心戰策略」兩方面

加以剖析。他指出，香港東方日報8月3日

曾報導「福建沿海進入二級戰備，海軍戰

機頻頻調動，以熟悉台灣空域」；同一天

香港大公報報導「共軍導彈在福建前線佈

防，駐閩部隊進入二級戰備，要塞部隊進

入一級戰備」；東方日報 7月11日亦報導

「共軍打算8月上旬在福建廣東等地舉行

演習」。然而，大陸福建、廣東沿海地區

的一般百姓，仍過著正常生活，並無異

狀。據深圳等地台商表示，附近地區亦均

正常。  

 他並就前述報導重點有關的共軍進入二

級戰備、演習，提出具體數據加以說明。

他說，中共對台作戰的主力——南京戰區

有3個集團軍（第1、12、31集團軍），日

前第1、12集團軍正在太湖、鄱陽湖一帶

抗洪救災，預計數月才會結束任務。而若

欲攻台所需之三棲登陸作戰，至少需40萬

人，除南京軍區3個集團軍外，仍需 10個

師左右的兵力，以最有可能支援的廣州軍

區第 42集團軍而言，此際亦正在抗洪救

災；此外，空降第15軍也是在協助抗洪。

因此，他認為香港媒體報導中共正進行戰

備，準備犯台等訊息，均經不起探究與查

證。  

 他說香港自回歸中共後，角色已與過去

有所不同，部份媒體則自甘淪為中共喉

舌；反觀台灣的媒體則不應人云亦云，因

為目前進行心理戰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共手

上，這一點國內媒體須加以斟酌。  

 至於如何建立心防，他認為台灣的民眾

應建立對國家及自己的自信心。他指出台

灣海峽是台海安全的重要屏障，中共要跨

越台灣海峽，必然需付出極高代價，祇要

台灣內部能夠團結，並具有信心，才是國

家安全的最佳保障。如果全民有國防至上

的共識，一流人才能進入軍中服務，提高

素質，則人民才會感到安全，國家未來才

有保障。  

 隨後，蘇進強主任補充說道，若以攻防

6：1的比例估計，攻台所需軍隊人數絕不

止40萬，需更多的數目，目前中共運輸船

艦有限，能夠載運之兵力恐仍不超過 2

萬。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顏萬進進一步說

明，目前台海情勢表面上雖緊張，但中國

尚未急著以武力方式出手。國際上需顧及

美國的反應，國內則有江李體制是否已然

穩固、洪水、蝗災、國企改革……等重大

問題有待解決。而在9月APEC開會之前，

透過對美施壓，保持一種持續加溫的狀

態。雖說兩岸擦槍走火的情況不能完全排



兩 國 論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期／1999.09.30 43 

除，但國人毋需過度緊張。他強調，認清

當前情勢方能有正確的判斷。我們固然不

必粉飾太平，亦毋需危言聳聽。  

 此外，他認為就兩岸心理戰所處的戰場

環境而言，台灣必然處於絕對劣勢。原因

有三：1.媒介單向。中國得以運用媒體等

各種方式對台進行心理戰，台灣卻無法如

法炮製。2.兩岸社會結構不同。中國是一

封閉社會，台灣卻是資訊高度流通，因

此，台灣社會的抗壓力相對較低，且脆弱

性相對較高。3.台灣由於資源集中，加上

高度資本化，所以承受風險的能力也就相

對較低，一有風吹草動，立即會對金融、

財政、產業形成重大影響。  

 針對如何提高全民心防問題，他則認為

不能僅是呼籲國民安全教育的養成或灌

輸，需有更積極的作為。他指出要提升國

家安全，應使軍隊、國防力量與社會這兩

個過去以來一直呈現分離狀態的系統，逐

漸融合。因此，如何讓「社會軍事化、軍

隊社會化」，是一重要課題。首先，軍隊

在物資運用、管理方面應與民間充分結

合，善用民間力量進行軍民合作，促使更

多人民參與國防事務，進而使得全民認識

到自身具有防衛、遏阻力量，以形成保家

衛國不惜一戰的意願與決心，如此，才能

凝聚真正的內部共識。而共識的形成，才

是安全的最佳保障。  

 海基會副秘書長吳新興談到最近的兩岸

關係情勢時說道， 1992年 11月兩岸曾就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達成口頭共識，

那就是「一個中國」的定義內涵暫不討

論，雙方保持各自詮釋的空間，可是事後

大陸方面卻翻臉不認帳。1993年辜汪會晤

所達成的四項協議之一為有關兩岸兩會定

期協商制度，兩會副秘書長層級 3個月會

面一次、秘書長層級每半年會面一次、會

長或董事長原則上每年會面一次，大陸亦

片面毀約，不予履行。大陸台商也有相同

感受，「筷子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

放，答應全忘」。他說兩岸以和為貴，但

部份國人認知錯誤，以為大陸、台灣兩邊

力量差距懸殊，台灣必定不堪一擊，顯示

民眾對國防極不瞭解，且心防脆弱。  

 吳新興認為，未來大陸將會觀察情勢的

演變，持續保持對台壓力。發展不外下列

幾方面：1.不斷「文攻」，批判我政府領

導人；2.繼續利用香港媒體放話，恐嚇台

灣； 3.觀察明年 3月新總統選出之後台灣

社會的情勢演變； 4.大陸內部的問題

（如：洪水、下崗工人……）需中共費

心、費時處理；5.美國柯林頓總統對台政

策三大支柱之一為「和平解決原則」。在

1982年美、中簽署八一七公報後，美國曾

向我提出六點保證，美國簽署八一七公報

減少對台軍售有一前提條件，即中共向美

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如有

違反，八一七公報即無效。此次柯林頓重

申「和平解決原則」，某種程度會對中共

的對台政策產生約制力量。  

 此外，他覺得未來中共會向美、日、西

方主要國家施壓，要求各國重申「第四

不」——不承認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

而實際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本容

許各自表述的空間，否則如何說明美國一方

面與中共發展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係，另

一方面又與台灣密切交往，對台軍售。  

 最後，他強調特殊兩國論提出後，中共

要求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給個說法，顯示

中共一向挑撥分化的手法，企圖挑撥李總

統與辜董事長的關係，此一作法亦充分顯

示中共不瞭解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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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萬進接著發言指出， 9月以前台海不

可能發生戰爭，事實上， 9月之後發生戰

爭的可能性也極低。因為中國若欲發動對

台戰爭需考量當前南北韓緊張、印巴衝突

升高，以及亞太地區的國際戰略形勢等問

題，如發動戰爭，將使中國在此一地區陷

入完全孤立。  

 他又說，台灣內部對「兩國論」所建立

的共識，不應被解釋為等同民粹主義的行

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由總

統提出一全新的國家利益界定、國家發展

目標的策略與方法，而全國如此平靜的。

因此，民眾對兩國論的高度共識，絕非民

粹主義下的盲動行為。反倒是，運用民粹

方式反對「國與國關係」，才是不該。  

 此外，他認為面對外來壓力，內部一致

非常重要。而除了全民共識不應輕易否定

外，國家內部對政策立場的解釋與立場的

陳述，亦需非常清楚。他批判陸委會在兩

國論提出後所做的五次解釋，說法均不相

同：第一次強調揚棄「一個中國」政策；

第二次提出「一中兩國，德國模式」；第

三次說「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第四次

講「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陸委會的

說帖則除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外，

還加上「一個分治的中國」。陸委會的說

法令人困惑。他質疑如果是「一個分治的

中國」，何來「未來式的統一」？到底是

以李登輝總統還是陸委會主委蘇起的說法

為準？此一說帖不但毫無用處，徒然惹來

羞辱，更證明我們的政務官在壓力下不斷

退卻的窘狀！  

 許如亨上校則補充說明，中共目前的對

台心戰仍非真正有效的威懾心理戰。他指

出，按照中共自己關於有效的威懾心理戰

應包含兩項要素：一要有實力；二要有決

心、可信性。目前，大概連中共都不相信

已有對台決定性攻擊的實力；而決心靠自

己，可信性卻是敵對一方相不相信的問

題。因此，威攝心理戰完全取決於對方的

心防，若我們自己暴露心防脆弱的弱點，

則予中共可趁之機。  

 他接著說明，在中共目前仍無力對台進

行決定性攻擊之情況下，中共可能採取

「不對稱作戰」之作法：1.先期生產、儲

備攻台飛彈，適當時機以飛彈突襲本島主

要機場，爭取短暫空優。2.以空降部隊空

降突襲，配合滲透共諜，奪取台北等戰略

要地。3.若台灣社會如其預期產生不穩、

動盪現象，則海上正規部隊將順勢登陸。

此一戰略架構係以台灣人心不穩為前提要

件，若台灣民眾心防堅強，部隊上岸一段

時間仍會被殲滅。如一舉奪下政經戰略要

地，人心禁不起憾動，自然土崩瓦解。因

此，他再三強調，我們不應祇注意持續進

行的宣傳統戰，反倒是沒講出來但夾在軍

事行動中的心戰，如「不對稱作戰」，反

而才是最需提防的。  

 蘇進強主任接續針對我方國軍戰力問

題，提出看法。他說，或許有人質疑台灣

的部隊能否作戰，但據他研究，國軍整體

戰力約為全世界第12名，亞洲地區排名第

3或第4。因此，如果攻台那麼容易，中共

不會等到現在還不下手。國人應對台灣的

國防戰力有信心！  

 再者，他提到中共對台發射導彈，亦變

相鼓勵北韓運用飛彈威脅自由世界，在亞

太地區造成顛覆性的破壞，針對此點，我

們應向自由世界提出。  

 最後，陳隆志教授在作總結時認為，很

多人以為中共 vs.台灣像巨人 vs.小孩，然

而，事實上台灣具有有效的嚇阻力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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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何有效運用，我們需有堅強的自信才

行！台灣應向全世界表明，有力量防衛自

己的國土，並使中國武力犯台前不得不估

計所需付出的龐大代價。  

 陳教授亦認為美、日、台及其他亞太國

家具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維持西太平洋

的和平安定。目前，對外關係已成為台灣

安全相當重要的一環，他主張我們應積極

讓國際社會瞭解中國對台文攻武嚇已違反

聯合國憲章，中國正是國家恐怖主義者，

而且是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  

 座談會在熱烈討論中結束，事後並獲國

內各電子媒體及主要報紙媒體之顯著報

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