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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美台關係之展望 
 
●裘兆琳／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未來美台關係之發展將因美中互動、美國總統大選、兩岸關係，以及台北是否有一

套強化自身安全之戰略指導方針等因素影響，茲分述如下： 

壹、美中有矛盾、爭議，但亦有合作、共同管控分歧之意願 

  2016年5月31日，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表示，美國「不會以和諧之

名粉飾分歧，也不會為了實現在國際事務的合作，而對分歧讓步」。1 2016年6月5日至7

日，第八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召開，雖然美中在南海、東海交鋒升溫，但彼此

仍達成一百二十項具體成果清單，2內容雖泛泛，但卻有象徵意義。2014年以及2015年歐

習高峰會前，美中達成「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與「海空相遇安全行為

準則」則是另一例。近年來，中方在阿富汗問題、南蘇丹、伊朗與北韓核武問題、敘利

亞使用化武、伊拉克重建、反恐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曾與美國合作。羅素助卿強調，

歐巴馬對中政策的一大政績，就是「建立起一個既能應付重大摩擦，又能在全球範圍合

作的雙邊關係」。3我方必須了解美中關係錯綜複雜，南海爭議並不影響美國爭取中共在

其它全球性、區域性、功能性重要議題合作的意願。美台關係要能提升，還得兼顧美國

在全球的戰略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美中台互動具以下之挑戰： 

 美國要求建立地區的遊戲規則與運作機制，敦促中國成為區域負責任的秩序維

護者；我方的挑戰則為如何參與規則、機制之制定？ 

 美中雖然達成「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但是未必能具體落實。2016 年 5 月、

6 月中共戰機在南海、東海二度近距離危險攔截美國海上偵察機，五角大廈表示

中方此舉違反雙方政府 2015 年簽署的協議。 

 中共在東海宣布防空識別區（ADIZ），在南海填海造陸，促使美國強化與日

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的安全同盟，進一步發展與越南、緬甸與印度之關

係。美中在亞太的矛盾衝突，凸顯了民主和平台灣的重要性。 

 2016 年 7 月 12 日「常設仲裁法院」就菲律賓提告的南海仲裁案作出判斷，認定

中國在九段線內海域對資源主張歷史性權利「沒有法律依據」，並將我擁有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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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島降格為「礁」，不得主張兩百浬專屬經濟區。我政府強調絕不接受，不具

「法律拘束力」。未來我方該如何因應南海爭議之嚴峻挑戰，美中台三角關係如

何互動，將具重要的戰略意義與影響。 

貳、美國總統選舉增加不確定因素 

  目前民主黨由柯琳頓、共和黨由川普擔任總統候選人的態勢已明朗。柯琳頓曾擔任

美國國務卿，2011年首度提出台灣是美國「重要安全與經濟夥伴」，對歐巴馬「亞洲再

平衡」政策知之甚詳，如果贏得選舉，幕僚群又重返政壇，其亞洲政策與對台政策將較

具延續性與可預測性。 

  川普為非典型政治人物，我應加強對其政策、幕僚全面了解，讓川普陣營了解、同

情並支持民主台灣繼續成長、茁壯的重要性，以便進一步提升美台關係。競選期間川普

表示如果當選，將縮減美國在亞太的駐軍規模，並要求日、韓等國增加軍費負擔。川普

反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柯琳頓亦曾表示對TPP之內容存有疑慮，可以預期

的是，不論是柯琳頓或川普當選，如果美國國會未能在歐巴馬卸任前通過TPP，未來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生效之日期將會延後。 

  多年來，美國不斷要求我方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自我防衛的決心；不僅行政當局如

此，美國國會亦共同關切增加預算的議題。川普如果當選並推動減少美國在亞洲之駐

軍，將具震撼性效果，不僅美國友邦擔心其意義與影響，我方更應早研擬因應之道。 

  2016年6月12日在美國佛州奧蘭多發生夜店恐怖攻擊之後，川普表示他曾呼籲禁止穆

斯林入境，其言論再度引起爭議。美國選前如果再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如何處理國家安

全、經濟、貧富差距、移民、槍枝政策以及同性戀婚姻等議題，皆可能是選戰主軸，左

右選舉結果。我宜與民主、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保持良好暢通管道，全面了解其外交、

經濟、國防與抗恐政策。在此同時，我方亦須兼顧以下考量： 

 柯琳頓的民調雖仍領先川普，但未來變數仍多，我應同時研擬因應對策。 

 台北不應選邊，保持中立，並嚴守不介入美國國內選舉之立場。 

 不要低估暴力恐怖事件可能對美國選舉帶來的另類結果。 

 非典型總統候選人川普，即使未獲勝，亦可能造成美國選民對當前歐巴馬政府

之外交、國防、美國海外駐軍、移民和抗恐政策疑慮，其激進的言論，亦可能

使美國人民、國會更加對立，而影響美國國內政局之穩定。 

 中共若在美國選舉期間言行過激，在南海、東海造成擦槍走火不幸事件，歐巴

馬將強硬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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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關係穩定，有助於美台關係之提升 

  蔡總統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強調： 

「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對

於東海及南海問題，我們主張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1992 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

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92 年之後，二十多年來

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

並在這個既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新

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

事務。」 

「我所講的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

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第二，中華民國現行

憲政體制；第三，兩岸過去二十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台

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蔡總統呼籲「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

民。」 

  由過去美台關係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兩岸關係與美台關係並非零和性質。台灣處於

美中兩大之間，生存之道大致有二。一為冷戰期間，東西壁壘分明，我方屬美國主導之

民主陣營，共同對抗中、蘇為主之共產陣營。九○年代初期，前蘇聯解體，進入後冷戰

時期，在此同時，兩岸成立海基、海協會，進入新的協商時代；台灣一度與美國與中共

同時維持友好關係。在九○年代中期李總統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之前，美台關係曾有諸

多進展：例如美國支持我方申請加入「關貿總協」（「世界貿易組織」之前身）、成為

「亞太經合會」（APEC）成員、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戰機給我方，並且首度派遣閣員級

官員貿易代表奚爾斯（Carla Hills）女士來台訪問等等，兩岸與美台關係同時並進。 

  2016年5月，中共雖不滿意蔡總統未明確說出「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之立

場，但是也以成熟之方式處理兩岸在日內瓦「世衛大會」（WHA）首次之互動，雙方衛

生部長面帶笑容，握手寒暄，但迴避了記者拍照。兩岸關係目前進入「冷和」之觀察

期，亦是雙方重建互信之關鍵期。蔡總統曾反覆重申維持兩岸之和平穩定現狀；根據

2016年3月18～22日之民調，台灣人民希望維持現狀的比例高達86.7％（其中有31.8％表

示維持現況再決定統獨，26.5％希望永遠維持現狀，19.8％表示維持現狀日後再獨立，

8.6％維持現狀日後統一）。4 

  未來蔡總統應善用此八成以上台灣百姓希望維持現狀之優勢，在藍綠之間以及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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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尋求維持現狀平衡之道，日後才可以民意為籌碼，和中方對話、談判，共創互利、

雙贏之和平坦途。在此同時我亦應讓中共了解： 

 蔡總統以「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九二歷史事實」，以及「既

有政治基礎」四項關鍵元素回應中方的關切，已充分展現善意，未來北京若進

一步施壓蔡總統將適得其反。 

 我應讓中共認知 1895 年至今，兩岸只有四年的短暫結合（1945～49），其餘一

百一十七年皆為分治狀態，歷史自然演變是形成今日台灣人自我認同的主因。

此外，中共對台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亦是促成台灣有將近六成百姓自認只是台

灣人。雖然如此，目前台灣仍有三分之一的百姓認為同時為中國人與台灣人。 

 台灣目前有八成六的百姓支持「維持現狀」。中方若加強外交、軍事施壓，並配

合經濟方式懲罰台灣百姓，只會加快台灣自我認同的速度。 

 未來美台關係之發展，首重美、台雙方能否以機智、彈性、創新之思維，建立

和中共的穩定關係，兩岸關係穩定可以促成美台進一步提升關係。 

肆、美國正視台灣的角色，美台實質關係提升 

  近年來美中在東海、南海爭議不斷，我方以穩健之政策處理美台與兩岸關係，美台

實質關係不斷地提升。國務卿凱瑞表示台灣為美國「重要的安全及經濟夥伴」， 是美國

「亞洲再平衡」政策「關鍵構成部分」。亞太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亦表示台

灣是美國亞洲政策「重要夥伴」（vital partner），美國除了口頭強調台灣的重要性外，

美國並以具體行動提升美台關係。以 2014年為例，美國環保署長麥卡馨（Gina 

McCarthy）來訪，為十四年來首次訪台之美國閣員級官員。此外，該年副助卿以上層級

之政策官員訪華亦有十二位。 

  近年來美國國會對台關係的提升亦不遺餘力；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支持我參與「國

際民航組織」（ICAO）以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兩項法案，歐巴馬總統並

已正式簽署。2016年5月眾院院會一致通過第88號共同決議案，重申《台灣關係法》及

「六項保證」同為台美關係的基石。 

  2014年12月，美國國會無異議通過參院第1683號《海軍艦艇移轉法案》（Naval 

Vessel Transfer Act），授權美國總統依據《台灣關係法》移轉四艘派里級飛彈巡防艦予

我國，歐巴馬總統於12月18日簽署正式生效。國會並於2014年12月通過《2015會計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NDAA），要求美國國防部提交報告，說明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包括

我水下及水面作戰能力），並且申明美國應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RIMPAC）之人道援助與災害防救等多邊演習。2015年美國國會通過《2016會計年度

授權法案》，支持台灣在整合創新與非對稱作為之努力；建議邀請台灣軍方參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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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等各項訓練及演習活動；並要求推動台美資深官員之軍事交流。 

  在經濟層面，我已成為美國第九大貿易夥伴，而美國亦提升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

伴，雙方除繼續透過「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平台推動經貿合作外，美國

官員並多次公開歡迎我方參與TPP之意願。 

  此外，我亦深化與美方就多邊議題之合作。例如台灣被納入為「全球反制『伊斯蘭

帝國』（ISIL）聯盟」夥伴，積極投入人道救援，成為該聯盟六十一個夥伴成員之一；

我亦與美國積極合作，對抗伊波拉疫情。2015年6月美方倡議台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

構」（GCTF）、「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EP）機制，讓台灣在區域與全球發揮更多建

設性的影響力，並擴大台、美在民主、反恐、人道救援、氣候變遷、傳染病防治、能源

安全與婦女賦權等議題之合作。5 

  要進一步提升美台關係，我方應嚴肅思考以下挑戰： 

 如何「貢獻」「亞太地區原則性的安全網」？ 

  2016 年 6 月 4 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

演說提出美國支持「亞太地區原則性的安全網」（“a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願景，

並誓言仍會繼續擔任未來幾十年亞洲安全的主要保證者。卡特提到日本、台灣、南韓以

及新加坡的「奇蹟」（“miracle”）；他亦提出「任何國家或軍隊—不論其能力、預算或經

驗—皆可貢獻安全網」。「安全網」為開放性並且不排除任何一位（“It is open and excludes 

no one.”），美國也歡迎中國加入。6我方應如何「貢獻」此一「安全網」倡議？其細節內

容又如何？未來我方應展開與美國之戰略安全對話，提出具體合作之道。 

 面對不對稱的兩岸情勢，我方戰略新指針為何？ 

  兩岸軍事、經濟、外交力量日漸失衡，我方若能提出一套強化自身安全的新戰略指

針，應有助於和美國以及對岸談判的籌碼；其中應包括如何因應不對稱作戰、增加國防

預算、加入TTP、強化與日本、韓國、印度與東協國家關係，並跨越傳統與非傳統議

題，多面向合作與交流。此外，如何管控日益嚴峻的網路安全議題，國內的組織架構為

何？如何深化與美、日、歐盟等先進國家的合作，共同打擊管控網路攻擊、竊密與犯罪

問題，亦為刻不容緩的挑戰。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我方如何塑造內部共識？ 

  蔡總統必須把握時機同時與綠營內部以及泛藍陣營溝通，找出維持和平穩定現狀的

共識，才能和中共對話、談判。要提升美台關係，首重強化自由、民主、繁榮台灣的

政、經、軍實力；歐巴馬表示中共是八百磅的大猩猩，7小小的台灣要能與日漸崛起的中

共談判，勢必得廣結善緣，結合各方友我勢力，美台關係則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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