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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人代會通過反分裂國家

法的緣由與意圖？ 

 中國所以要在此時制定所謂的《反分裂

國家法》，表面的理由是要遏止台灣走向

「法理上的台獨」，實際上則是在搶奪兩

岸議題的設定權及主導權。自從公元兩千

年民進黨贏得台灣總統大選，結束長達半

世紀的國民黨威權統治，北京領導人江澤

民在一陣錯愕後，不知如何應付這個新局

面，只好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對台

觀望政策。任由民進黨政府在兩岸關係上

創造新的議題，或設定方向與調門，例如

「統一」只是台灣人民的一個選項，北京

當局聽起來著實很刺耳，但也只有大聲警

告台灣當局要「懸崖勒馬」，而沒有進一

步的行動。隨著中共十六大的召開，胡錦

濤順利完成接班，取代江澤民成為中國的

新國家領導人，胡顯然對江的「聽其言、

觀其行」對台政策很不滿意，不只一次跟

身邊的人表示，今後絕不再聽任台灣方面

在兩岸關係設定議題與方向調門。果然去

年國台辦發表「五一七」授權聲明，就是

趕在陳總統五二○發表連任就職演說之

前，搶先「嗆聲」。現在又來搞反分裂國

家法的制定，也是要把兩岸的焦點吸引到

北京的一方，由其來控球。  

 北京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另一項用意，

是在挑戰美國在兩岸議題的主導權，以及

維護台海現狀的政策。長久以來美國的兩

岸政策，簡單來講就是「台灣不獨、中國

不武」，反對台海任何一方片面地改變現

狀，特別是反對中國以非和平的手段達到

統一台灣的目的，因為這將嚴重破壞亞太

區域的和平。兩岸應該和平解決爭端，但

美國不逼迫任何一方走上談判桌，不當調

人或仲裁者，也不提供解決爭端的方案，

僅提供和平解決所需要的環境。這是美國

對台灣及中國所劃定的「紅線」，美國則

扮演糾察隊的角色，海峽兩岸的任何一方

誰要是逾越了這條紅線，美國就會有針對

性的動作，例如1996年中國對台灣試射飛

彈，美國即出動兩艘航母。  

 最近一兩年，中國對於民主化後的台灣

所進行的國家重建以及政府改造工程，一

直抱持著高度的懷疑與敵意，認為這是在

搞「漸進式台獨」，不斷地向美國指控台

灣逾越了紅線。對於中國的指控，美國剛

開始並不覺得台灣的作為有什麼不對或逾

越之處，但是中國鍥而不捨，不斷地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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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違反紅線的清單，搞得美國實在不勝

其煩，再加上在反恐議題以及北韓、伊拉

克問題上，美國極需要中國的合作，因此

不得不偶而指責一下台灣，或要求台灣信

守「四不一沒有」的承諾，最後總在台灣

作出解釋或回應後，化解中國指控的風

波。  

 中國對美國一再「袒護」台灣的作法顯

然非常不滿意，決定自己要來對台灣劃

「紅線」，透過《反分裂國家法》的制

定，明白界定台灣的哪些方面行為是超出

了中國的紅線，例如公民投票改變國號或

制訂新憲法，中國將以非和平的方式加以

解決。這樣的做法不僅侵犯了台灣兩千三

百萬人民所擁有的主權，粗暴地干涉了台

灣的內政，更挑戰了美國所劃定的紅線，

以及美國在台海扮演和平現狀維護者的角

色，也就是不把美國當作亞太區域的「老

大」來看待，因為「老大」無能，管不了

「老三」，所以他們要自己「動手」。這

對美國來講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因此

無論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親赴美國，如

何就《反分裂國家法》向美方政府進行解

釋，美國仍然認為這項立法並無必要，且

對改善兩岸關係並無助益。  

二、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對

台、中雙邊關係的影響？ 

 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對台、中雙邊

關係的影響可以說是結構性、立即性、長

效性以及非和平性的。  

 就結構性而言，北京當局企圖以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國內法落實長久以來其對台、

中雙邊關係本質的片面主張，並以非和平

手段（包括武力但比武力的範圍更寬廣）

作為落實此項片面主張的後盾。從法案的

名稱叫《反分裂國家法》即可瞭解北京這

項企圖的深層意義，因為何謂「分裂」？

「誰」要從那個「國家」分裂出去？要回

答這項質疑，北京當局在立法說明中，開

宗明義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言所

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

的一部分」作為立法的依據。問題是這樣

的說法不僅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國際社會

特別是美國和日本也從未承認台灣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草案說明

只好進一步界定「台灣問題」的本質，認

為所謂的「台灣問題」是上個世紀四十年

代後期中國內戰遺留的問題，由於種種複

雜的因素，兩岸迄今尚未統一，但台灣是

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

中國的事實並未改變。換句話說，北京當

局認為上一個世紀的國共內戰，國民黨戰

敗，國民黨所創設的中華民國，已經被共

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或取

代，而台灣在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由當

時的國民黨政府接收，納入中華民國的管

轄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取代了中華

民國，因此「順理成章」台灣成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所以反分裂國家法

所要反對的是台灣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

裂出去。這是相當嚴峻的事，絕非國內有

些人士幸災樂禍，認為這項法律是針對

「台獨分裂勢力」而來的，他們並不主張

台獨，甚至也反對台獨，所以與他們無

關，他們可以安心「在家裡睡大覺」。此

點其實連台灣部分的「統派媒體」也警覺

到，在其社論中為文，認為：「檢視全部

的十一項條文內容，就不難發現其中最大

的盲點，就是將事實上一直存在的『中華

民國』完全視如無物。這種在文字表述上

故意的塗抹，很容易讓人不經意的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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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後是以「和平統一」的方式統一

台灣，則「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

度，高度自治」（該法草案第五條），如

果以「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則只在推

進的過程中承諾「盡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

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益」（該

法草案第十條），至於以「非和平方式」

統一後的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無人知

曉。  

略。」所以反分裂國家法對台、中關係的

影響是結構性的，也就是無視於台灣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管其國號叫什麼，

「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中的一

個地區名詞（見諸於中國外長李肇星日前

的講話），以此推論該法草案第七條中說

要跟台灣平等協商談判，根本就是莫大的

謊言。  

 就立即性而言，該法將在3月14日通過

後立即公佈實施，可以說對台、中關係帶

來立即的衝擊。在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主權和完整」大目標下（該法草案

第一條），以軟硬兩手策略達成上述的目

標。軟的一手是「和平統一」，其方法是

一方面擴大兩岸交流，發展兩岸關係（該

法草案第六條），另一方面是誘使台灣坐

上談判桌，進行統一談判，但台灣必須先

接受北京當局所界定及堅持的「一個中國

原則」，也就是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至於協商及談判統一可以有步

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協

商談判的主題有：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

態、發展兩岸關係的規劃、和平統一的步

驟和安排、「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

「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

活動空間，以及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

他任何問題（該法草案第七條）。硬的一

手是「非和平方式」，該法草案第八條首

先界定採取「非和平方式」的三個情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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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者發

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

變；3.或者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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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草案第八

條）。  

 就長效性而言，未來的台、中關係將長

期籠罩在《反分裂國家法》的陰影下，北

京當局將持續上述軟硬兩手策略，直到統

一台灣為止，但此並非無限期，只要北京

當局認定「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

就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統

一台灣，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該法草案第八條），這項認定權及著手

實施的主動權，完全操控在北京當局手

裡。  

 就非和平性而言，其內容不僅僅只有武

力攻台而已，舉凡貿易報復、經濟封鎖、

經濟制裁、外交壓制、在靠近台灣離島如

金門馬祖舉行軍事演習、佔領外島，甚至

衝撞海峽中線、鎖定空軍一號、斬首行動

以及中國所發展的「超限戰」都可以發生

對台灣的威嚇效果，影響台中關係的和平

與穩定。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反分裂國家法》，

絕對是一項要以武力併吞台灣、改變台灣

現狀、破壞台海現狀的「對台戰爭授權

法」。  

三、中國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對

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為何？ 

 如前文所述，北京當局此刻所以要制訂

《反分裂國家法》的另一項用意，是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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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對在中國做生意的台商而言，將陷

入如何兼顧個人利益（在中國賺錢）與集

體利益（台灣的國家安全甚至存亡）的困

境。這已經不是以一句「政治歸政治、經

濟歸經濟」、或「生意人不懂政治或不管

政治」所可以帶過，當北京以「非和平方

式」強迫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

時，「台商」的特殊意義就不存在了，

「台商」而在中國所賺取的「價差」利益

也將無所保障。  

戰美國在兩岸議題的主導權，以及維護台

海現狀的政策；將前述的三個情境設定成

其對台灣的紅線，企圖取代美國在台灣海

峽兩岸所設定的「台灣不獨、中國不武」

紅線。這樣的作法不僅折損美國在亞太地

區的領導威信，造成亞太地區的不安與戰

爭威脅，同時逐步實現北京作為亞太地區

崛起中的強權此一大國角色，對亞太地區

和平穩定秩序的影響極其深遠。  

 美國對中國的這項企圖與作法當然無法

接受，日前美日安全諮商會議，發表聯合

聲明，將台灣海峽議題列為美日的共同戰

略目標，可以說是美日洞見這項深遠影響

的預防性措施。但是美日的這項預防性的

反制作為，當然會激起中國的反彈，或在

外交議題上（如北韓議題的六方會談）予

以杯葛，或強力遊說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

器禁運，以便從某些歐洲國家獲取先進武

器，強化其軍備戰力。如此美日與中國將

陷入「反制與反反制的循環」，對亞太區

域的安全可以說極為不利。  

 另外，《反分裂國家法》一旦通過實

施，對台商在中國的種種言行，包括做生

意行為或非做生意的行為，都將立即受到

這項法律框架的制約，除了隨時可能會被

迫表態支持這項《反分裂國家法》外，更

有台商被差別對待的隱藏標準，政治正確

成為影響經營獲利的一項重大變數，「政

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已不可能。  

 再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兩岸經貿交流的

腳步勢必因為北京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而放緩。正如美國主管兩岸事務的副助理

國務卿薛瑞福，日前在接受台視專訪時表

示，近來兩岸春節包機順利直航，北京方

面也派「雙亞」赴台向故海基會董事長辜

振甫致唁，兩岸出現難得的良性互動契

機，值此重要時刻，北京卻提出十分負面

的《反分裂國家法》，是在重要時刻送出

錯誤訊息，是個負面舉動，「犯下錯誤，

破壞氣氛」。連美國官員都有此強烈感

受，如何寄望台灣方面繼續放寬兩岸的交

流政策，如何談直航、談包機（不管貨運

或客運）；而《反分裂國家法》中所提出

的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在該法立法

目的的大框架下，又如何教台灣方面「合

作」，這些都是不利於台商在中國做生意

的重大因素，除非如薛瑞福所言，北京當

四、反分裂國家法一旦通過，對

台灣人民的啟示與大陸台商

的影響為何？ 

 以目前的情勢發展，北京通過《反分裂

國家法》的立法工作已成定局。台灣人民

必須清楚的認知，這項法律絕非僅針對

「台獨分裂勢力」而來的；同時，誰是中

國所界定的「台獨分裂勢力」，也非我方

所能自我認定，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中，

誰要是不願意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

灣，誰都有可能被打成「台獨分裂勢

力」，國內部分人士絕不可以有幸災樂

禍、事不關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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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要負起責任加以修補，使兩岸交流回到

原來的正確方向，否則近期內台商所盼望

的放寬兩岸經貿交流政策，台灣方面實難

有突破的空間。  

五、台灣如何凝聚內部共識，並

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以抗

衡中國犯台的野心 

 從前文的分析，吾人應可明白中國制訂

《反分裂國家法》真正的意圖與所欲達成

的戰略目標，台灣社會內部實不宜再陷入

「台獨」與「反台獨」之爭，如此實中了

中國分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詭計，或

所謂北京所以會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是

台灣逼出來的，與北京當局所謂「近一個

時期以來，台灣當局加緊台獨分裂活動」

唱和，錯誤的歸因只會影響台灣內部的團

結，對台灣整體國家利益毫無好處。兩千

三百萬台灣人民應該不分藍綠團結起來，

嚴正駁斥北京所宣稱的「台灣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神聖領土」，反對北京以《反分

裂國家法》併吞台灣，以「反併吞、保家

園」作為團結台灣的共識基礎，才能抗衡

中國犯台的野心。  

 在國際宣傳上，應該向國際社會傳達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

的明確訊息，台灣人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國民，台灣有自己的國家，不管國號

叫什麼，兩千三百萬台灣人不會也無意去

「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應該平起

平坐，合作共生。而陳總統在其連任就職

演說中也承諾，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

意，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

擇」的環境，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或者台灣與中國之間，將發展任何形

式的關係，只要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同

意，我們都不排除。如此才能文明地解決

兩岸長久以來所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創造

兩岸和平的新世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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