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2期／2018.06.30 22   

媒體報導 
 

 
 
 

AIT新館將啟用 陳隆志：促台美關係正常化 

（中央社記者呂欣憓台北10日電）AIT台北辦事處新館即將啟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陳隆志今天表示，這項重大改變，不僅代表台美關係的重新定義，也促成台美

關係朝向正常化發展。 

  陳隆志今天下午舉行「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新書發表

會，陳隆志在記者會中談到台美關係時表示，「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在1979年通過後，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民主社會的自由開放有不可抹滅的貢

獻。 

  陳隆志說，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新館即將要正式啟用，具有重要的意

義，因為台灣關係法，美國才在台灣設置AIT，和台灣保持非正式關係，但這非正式關

係非常重要，代表1979年以來，美國繼續在台灣有實質上的大使館。 

  陳隆志認為，AIT台北辦事處新館啟用，取代自1978年以來美國大使館關閉之後倉

促改建的AIT台北辦事處辦公處所，可以看出美國對台灣的重視，這項重大改變，不僅

代表台美關係的重新定義，也促成台美關係朝向正常化發展。 

  陳隆志的書中提到，台灣應該繼續朝向正常化國家這一條路走，有好幾個發展的模

式可以參考，一個是放棄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和過時的憲法，這個方向需要國際支持且會

引來中國嚴酷的批評；台灣可以建設為「亞洲的瑞士」，在亞太地區採取永久中立的策

略，成為亞洲國家的緩衝國。 

  陳隆志並提出多個可能性，包括台灣「芬蘭化」，和強大的鄰國保持密切的關係；

台灣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被中國併吞；一個極端的可能性是台灣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台

灣人也可以選擇維持現狀，但是代價是策略平衡會傾向中國，若沒有及時澄清台灣的國

際法律地位，台灣有一日會發現對未來的選擇極為有限。（編輯：黃國倫）1070610 

資料來源：呂欣憓，〈AIT新館將啟用 陳隆志：促台美關係正常〉，《中央通訊社》，2018

年6月10日，<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80610012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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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s opening represents improved ties: foundation 

POWER TO THE PEOPLE:：To counter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aiwan should hold referendums 

to bolster self-rule, Taiwan New Century Foundation chairman Chen Lung-chu said 

By Jason Pan / Staff reporter 

  The opening tomorrow of the new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compound in 

Taipei’s Neihu District (內湖) represents an improvement in bilateral ties and a move toward 

the normalization Taiwan-US relations, chairman of Taiwan New Century Foundation Chen 

Lung-chu (陳隆志) said yesterday. 

  Chen made the remarks at a book launch in Taipei for the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his 

book 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美國、台灣、中國

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 

  Chen said both developments, while advocating that Taiwan hold national referendums on 

sovereignty issues, but urged legislators to enact an “anti-China annexation” (反中國併吞法) law. 

  In the book—first written in English and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2016— 

Chen details Taiwan’s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out history, with an assessment of the nation’s current situation. 

  He then looks toward the future for Taiwanese striving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ties.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is on the US Congress’ enactment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in 1979.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TRA has been integral to guarantee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vital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democratic 

society with protection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Chen said. 

  The book also focuses on a discussion of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s statu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best way to counter China’s military threat of invasion 

is to hold national referendums to achieve “eff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and propose that the 

Legislature to pass an “anti-China annexation” law. 

  He urged Taiwan to strive to change its political status by abandoning the anachronistic 

framework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outdated Constitution, Chen said. 

  Other people have suggested that Taiwan should become “the Switzerland of Asia” with a 

policy of permanent neutra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ut Chen said the way to go is by 

eff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for Taiwan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government seems to be fixed o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Chen said, adding that it is up to Taiwanese and civil society to demand that 

Taiwan become a normal sovereign country. 

資料來源：Jason Pan, “AIT’s opening represents improved ties: foundation,” Taipei Times, Jun 11, 

201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print/2018/06/11/2003694696>,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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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新館 明落成典禮》美助卿抵台 將推美台教育文化合作  

〔記者彭琬馨、林良昇／台北報導〕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瑪麗羅伊斯昨日抵台，明天

將代表美國政府出席美國在台協會（AIT）新館落成典禮；另外，美國聯邦眾議院國會

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哈博一行人也將出席落成典禮。AIT表示，瑪麗羅伊斯此次訪台也將

推動教育和文化合作計畫。 

羅伊斯見證台美關係嶄新里程碑 

  外交部表示，此行是羅伊斯助卿本年3月擔任現職後首度訪問台灣。羅伊斯助卿不僅

曾在大學任教、擔任民間企業高階主管，更對教育、文化及女性創業等議題有長期深入

的了解及實務經驗，此次訪台期間將拜會我國政府相關部會，就台美關係、兩國教育文

化交流及創業環境等議題交換意見。 

  外交部說，羅伊斯助卿這次專程代表美國政府來台，親自見證台美關係嶄新的里程

碑，不僅彰顯台美間長遠深厚情誼，也將有助於雙邊友好關係更加鞏固深化。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隆志昨在新書發表會上表示，台灣關係法發展到今

日，AIT在內湖的落成，代表美中不只是競爭，而是有相當對抗。在國際上，美國和台

灣有共同的利益，維護西太平洋安全，需要雙邊密切合作。 

  前AIT副處長酈英傑內定接替梅健華出任AIT處長，民進黨立委羅致政表示，這對已

經往上走的台美關係是加分作用；酈英傑是知台派，有台灣朝野政黨的人脈，未來有忠

實反映台灣意見的機會。 

資料來源：彭琬馨、林良昇，〈AIT新館 明落成典禮》美助卿抵台 將推美台教育文化合

作〉，《自由時報》，2018年6月11日，頁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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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志新書發表會 洞悉美中台三方關係 

（民視新聞／張孟琦、沈培智 台北報導）大力推動台灣入聯的陳隆志博士，將長期下來

對美、中、台三方動態關係的觀察，集結成書，出版中文版，他主張台灣人民要自己決

定，走向正常化國家，也向政府喊話，通過反併吞法，對抗中國。 

  新書發表會還沒開始，書迷就圍著作者，長期推動台灣入聯的陳隆志博士，要簽

名。 

  其實早在兩年前，陳隆志就交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過《美國、台灣、中國的

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英文版，這回特地和太太盧千壽，一同翻譯成中文版，要讓

更多台灣人，了解美、中、台三方的動態關係。 

  厚達四百多頁，分成十二章節的新書，大談台灣的國際法律定位，和美國「台灣關

係法」對台政策的功能與貢獻，面對近來中國對我方強勢打壓，陳隆志喊話要政府硬起

來。 

  不只把政策觀點集結成書，陳隆志也強調台灣人要天助自助，團結一心，繼續往正

常化國家的方向前進。 

資料來源：張孟琦、沈培智，〈陳隆志新書發表會 洞悉美中台三方關係〉，《民視新聞》，

2018年6月10日，<https://news.ftv.com.tw/news/detail/2018610P10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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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新書發表會 

學者陳隆志發表新書 洞悉美中台三方關係 

【林宜瑩台北報導】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隆志，6月10日在《美國、台灣、中

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華文版新書發表會上直言，面對中國傲慢聲勢，台灣沒

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台灣人民唯有展現自立自強決心、持續推動內部民主深化與改

造經濟體質，朝國家正常化方向邁進，才能抵擋中國排山倒海而來的威脅。 

  《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英文版在2015年完稿、2016年4月

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該書是以《台灣關係法》在制訂與執行美國對台灣政策所

扮演的功能與貢獻，並以新港國際法學派（New Hav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政

策科學研究方法，強調世界共同體的人性尊嚴與人類安全需求、人民自決、捍衛人權、

和平解決領土及其他爭端等根本規範原則，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共同利益。 

  《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一書共分五編、十二章，從歷史

與當代事實、目標與政策考慮的闡明、發展趨勢與相關因素、未來可能發展的推論、政

策選擇的建議等五大編，再從歷史背景、台灣當代景觀、共同利益的闡明、台灣國家地

位的進化、《台灣關係法》的美國憲法問題、美國與台灣的關係、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發展中的美中競爭對抗、台灣未來可能的發展、政策選擇與建議、

讓台灣人民決定台灣的將來細分成十二章節來細談。 

  該書強調台灣經由「人民有效自決」，已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陳隆志也肯

定美國《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功能與貢獻，強調台灣將來是由人民公投決定；若要詳

知該書內容，可逕洽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資料來源：林宜瑩，〈《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國際法與政策觀點》新書發表會〉，

《台灣教會公報》，2018年6月13日，<https://tcnn.org.tw/archives/37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