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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與美台關係之提升：
中共咎由自取？還是台灣「挾洋自重」？
●裘兆琳／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壹、前言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總統獲得超過八百一十七萬台灣人民的支持獲得連任，民進
黨也在國會再次取得六十一席過半數的勝利。1月15日，美、中長達十八個月的貿易談判
亦在華府簽署第一階段的協議。原本以為可以平穩地渡過2020農曆新年，沒想到卻在武漢
爆發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截自3月29日疫情遍佈全球二百零一個國家
地區，確診人數破六十六萬，死亡人數超過三萬人以上，美、台、中關係也邁向新的挑戰。
德國著名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曾經指出「對真象而言，
信念是比謊言更危險的敵人。」（Convic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enemies of truth than
lies）。對兩岸關係而言，尼采的名言，具有特殊啟發的意義。
中共從建國以來，對中華民國及台灣有以下的「信念」：（1）1949年中華民國已滅
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2）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代表全中國；台灣將以「一國二制」的方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行政
區；（3）此外，中共對「槍桿出政權」深信不疑，亦是其「信念」之一。多年來中共發
展經濟並不斷加強其軍事能力，應對台灣的一貫伎倆則是外交全面孤立、打壓，經濟上
誘之以利，並以武嚇促統，希望有朝一日實現統一，並躋身為世界強國，完成習近平主
席的「中國夢」。
然而，中共對台灣的「信念」卻建立在不實的基礎上：（1）1949年中華民國並沒有
滅亡；（2）台灣從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亦不支持「一國二
制」；（3）中共政權的確是在槍桿子下取得，但其對台在外交、軍事以及經濟上施壓，
台灣不會屈服，反而強化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友邦支持台灣的力道。
2020年1月11日蔡總統以史上最高的八百一十七萬選票贏得連任，說明了台灣人民支
持蔡總統「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兩岸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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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共咎由自取？還是台灣「挾洋自重」？
過去多年來，中共經常以台灣「挾洋自重」美國「打台灣牌」來批評日漸強化的美
台關係，卻毫不自知其扮演「咎由自取」促成美台關係提升的幕後推手。
1970年代研究三角關係的專家，塔圖（Michel Tatu）曾深入分析，美、中、蘇關
係，並指出「三者之一如展現過度侵略性，必會激起另兩方同謀」。以1969年中、蘇共
在珍寶島的武裝衝突為例，當時蘇聯的軍方強硬派一度主張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主要
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並曾試探美國的反應。蘇聯展現過度侵略的舉止，結
果促成美、中關係逐步解凍，走向正常化。中共當時是否因蘇聯威脅而「挾洋自重」，
值得吾人玩味。如今時移境遷，換成中共對台加緊力道全面武嚇、孤立與威脅，根據塔
圖的理論，美、台合作因應變局是自然的反應。

中共武嚇台灣，促成美台軍事合作
1954年9月3日，中共砲擊金門，結果促成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2月2日簽訂《共同防禦
條約》，為中共始料未及。1996年中共再度展現過度侵略行動，在台海試射飛彈，結果
美國派遣二艘航母戰鬥群到台海，就近監視，穩住了兩岸緊張的局勢。此後柯林頓政府
著手強化美台軍事合作，主動提出美台召開「蒙特瑞會談」（Monterey Talks）。小布希
政府在2001年4月把進行了二十年的年度「美台軍售會談」，改為「依需要」而召開，以
正常、例行之方式考慮台灣的防衛需求。2001年4月，美國派遣現役軍人來台觀摩漢光軍
事演習。2002年開始，每年由美台商會在美國舉行「台美國防工業會議」。1999年台灣
發 生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 2004 年 艾 利 （ Aere ） 颱 風 以 及 2009 年 8 月 台 灣 發 生 莫 拉 克
（Morakot）颱風時，美方皆曾派軍機來台進行人道救援。
2017年8月、11月及12月，中共多次派遣轟6、運8等戰機繞台。根據「國防安全研究
院」出版的《2018年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中共戰機繞台
共二十次。1此外，中共「遼寧號」艦隊自2013年11月首次跨海區訓練後，至2017年11月
共繞台七次。2 2019年3月31日，共軍兩架殲11戰機甚至穿越台海中線，此為1999年「兩
國論」後，共機首度穿越台海中線。
為了因應中共戰機與軍艦頻頻在台海武力展示，自2018年7月至年底，美國驅逐艦曾
三度自由航行，通過台灣海峽。2019年，美艦幾乎每月派遣艦艇通過台海，國安局副局
長陳文凡於2019年5月2日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美軍出動的艦艇多以水面作戰為主，也
逐漸形成常態巡航模式。 3此外，法國於2019年4月通過台海；加拿大也在6月與9月二度
派遣巡防艦通過台海。2019年11月美國巡洋艦再度通過台灣海峽，此為該年第九次通
過。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2020年2月9日與10日二度派出轟六及殲11等戰機繞台，甚至
逾越海峽中線，引起世人關注。在武漢肺炎延燒全球之際，中共竟然依舊對台武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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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也相對地做出回應，2月12及13日，美國派出MC-130J特戰運輸機、B-52轟炸機以及P3C反潛機繞台。美國神盾級飛彈巡洋艦亦於2月15日經過台海周邊，美國的第七艦隊還
在臉書發文，公開裝設神盾級作戰系統的昌塞勒斯維號軍艦（USS Chanollorsville, CG62）通過台海的畫面，這是美國軍艦2020年第二次穿越台海，前一次是2020年的1月17
日。
美國國務院呼籲，中國停止對台脅迫行為，鼓勵兩岸恢復對話。令人遣憾的是中共
軍機在2月28日再度出海演訓，甚至進入我防空識別區，我空軍持續廣播四次警告共軍，
要求「立即迴轉」，脫離我防空識別區；在此同時，美國海軍亦派出一架EP-3電偵機在
西南空域巡邏。中共對台的軍事武嚇愈頻繁，美台的軍事合作就愈緊密。
此外，美國對台軍售亦相對提升，美國於2019年7月9日批准售台二十億美元的
MIA2T艾布蘭（Abrams）戰車；同年8月國務院批准軍售台灣總額約八十億美元戰機，
包括六十六架F-16V戰機，七十五具奇異公司發動機及其他系統。中共以槍桿子威嚇台灣
不成，卻咎由自取，促成了美台軍事進一步合作，這豈是中共樂見的結果？中共的領導
人應當重新審視其「槍桿子出政權」的「信念」，為了維持台海的和平，美台皆不能掉
以輕心，預防中共誤判，對台蠢動。台海維持和平，不但對美、中、台三方有利，亦對
亞洲其它國家同等重要。

中共挖牆腳，美國府、會進一步協助台灣
2016年蔡總統上任以來，我方陸續失去了七個邦交國，鑑於中共對我外交打擊不斷
積極改變現狀，美國府會採取了諸多措施協助我方，今列舉數項：
 2018 年 9 月 7 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召回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以及巴拿馬的使
節，就「最近決定不再承認台灣」一事進行協商。國務院表示，召回的使節
「將與美國政府領導人討論如何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支持強大、獨立且
民主的機制和經濟。」2018 年 8 月 21 日薩爾瓦多與我斷交後，白宮發表聲明指
出，美國嚴重關切薩爾瓦多接受中國對西半球事務的干預，美國反對陸方破壞
兩岸關係的穩定。
 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華府哈德遜智庫（Hudson
Institute）演說時指出，北京對台灣的外交打壓，已說服三個拉美國家與臺灣斷
交，轉向承認北京，這些行為威脅台灣海峽穩定，美國予以譴責。彭斯說，雖
然川普政府會繼續尊重美國之「一中政策」，誠如美中「三個公報」及《台灣關
係法》所示，「但美國『始終相信』，台灣擁抱的民主制度，為所有中國人民展
現一條更好的道路。」4
 2019 年 3 月 27 日，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Pompeo）在國會指出，美國正
運用所有工具，例如使用經濟工具企圖說服他國（與台斷交），並非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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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用外交政治工具說服他國，告訴他們此事對美國而言重要。
 美國參議員賈德納（Cory Gardner，共和黨，科羅拉多州）與共和黨籍眾議員匡
希恆（John Curtis，猶他州），在 2019 年 5 月與 10 月領銜提出參、眾院版本
「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簡稱「台北法案」（Taipei Act）。法案要求美國行政
部門以實際行動協助台灣鞏固邦交，參與國際組織，並增強美台經貿關係。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參議院以「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方式通過「台
北法案」
。2020 年 3 月 5 日，美國眾議院亦以 415 票贊成，0 票反對的壓倒性票
數通過。3 月 11 日參議院亦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過修正版的參院「台北法
案」
，川普總統在 3 月 26 日正式簽署生效。
 2019 年 10 月 7 日，美台在台北舉行首屆太平洋對話，國務院亞太副助卿孫曉雅
（Sandra Qudkirk）代表美國參與此會，她指出川普總統與龐培歐國務卿啟動此
次對話，強調台灣是太平洋及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國堅定支持台灣與其太
平洋友邦維持外交關係。
 2019 年 10 月 24 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智庫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
演說，公開支持台灣是中華文化與民主的燈塔。他指出國際社會必須謹記與台
灣往來並不會威脅和平，反而確保台灣與區域的和平，美國始終相信台灣對民
主的堅定，提供所有中國人民一條更好的道路。5
此外，美國政府亦加強力道，強化美台經貿關係。2019年10月17日，美國國務院、
商務部以及農業部共同聯名寫信給美國前五百大公司的執行長，鼓勵他們透過共同價值
觀，與台灣建立強有力的雙邊關係，提供台灣更多業務機會。同年11月上旬，台灣和美
國並首度共組商務代表團，訪問我友邦聖露西亞（Saint Lucia），了解當地投資與經商環
境。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2017年美國來台投資較2016年成長51.6％。
2018年增至二點六五億美元，成長23.6％，2019年前三季幾乎已追平2018年紀錄，累計
約二點五億美元。美台經貿往來熱絡，歷年來美國對台投資總額超過兩百四十五億。
美國近期來台灣的重大投資案包括Amazon AWS、Google、微軟、Facebook以及美
光等。2020年2月8日，美國在台協會（AIT）表示，自2019年以來美台貿易增長12.5％，
台灣重回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我應掌握時機，要求 「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對話，探討達成美台經貿各項協議之可能性。

參、未來美、台、中關係展望
今年是美國總統的選舉年，川普在連任的壓力下，絕對希望美國的經濟強勁、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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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外交上有和平協議的捷報。但是年初的新冠狀病毒疫情不但橫掃全球，並對美國
經濟及股市帶來重創。未來的美、台、中三角關係將面臨各種考驗，並具有以下的特
性，我應及早準備應對之道。

美國感同身受將繼續穩定台海和平
2017年12月18日，川普總統發表任內首份以「美國優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
告，內容直指「中國與俄羅斯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與國家利益，企圖削弱侵蝕美國
的安全與繁榮。」中、俄補貼企業，強制科技轉移，並且扭曲市場，挑戰美國的經濟安
全。美國所面臨的挑戰者及對手並不是短暫的趨勢，也不是瞬間的問題。他們是纏繞的
長期挑戰，需要美國持續的國家注意力與承諾。此外，「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一再提
及美國要「保護」、「防衛」以及「強化」其「主權」，並且擔心亞太地區多國的「主
權」受到中國威脅。
2018年1月19日公布的「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報告再度強調中國
運用軍事現代化、影響力和掠奪式的經濟（predatory economy）脅迫鄰國，試圖改變印
太地區的秩序。「國防戰略」報告指出「預防戰爭最確定的方式即為準備迎戰。」
多年來，中共不斷在國際間窒息我生存空間，篡改我國號，打壓我國旗、國歌，以
經濟利誘我友邦，散布不實消息，分化我内部，其手法印證了美國「國安戰略」報告之
憂慮。過去數年來，美國國會陸續通過《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法》，以及每年
之「國防授權法」，皆包括了提升美台政治、經濟以及軍事關係，旨在強化台灣在兩岸
之談判籌碼，防止中國對台動武。2019年1月17日，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將2020的主
題設為「真朋友，真進展」，他表示美台之間擁有相同的本質，是真誠投資彼此，力求
「共同得益」的未來。近年來，川普政府感同身受，府、會齊心，協助我方因應中共的
威脅，有其歷史背景。
未來美台除了可以進一步在傳統軍事、經濟、參與國際組織、網路安全、能源等議
題合作，亦應加強在非傳統議題，如近日美台決定共同研發疫苗對抗武漢冠狀病毒，即
為一例。

落實美中經貿協議充滿不確定性
2020年1月15日，美中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其要點如下：
1.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指出：「中國從主要的智慧財產權使用國轉為生產
國，已意識到建立和實施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執行的全面司法體系的重要性。」
美國旨在使識別和懲治此類竊取行為更加容易，要求中方禁止下列三事項：網
路竊盜、越權披露貿易機密和運用竊取來的貿易機密。協議要求創建機制來解
決藥品專利方面的爭議，讓美國企業商業機密遭到竊取的時候，更容易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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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賠償。
2. 擴大對美國採購。中國承諾從2020年1月至2021年年底，購買和進口美國產品，
包括能源、農產、服務與製造業產品金額，比2017年的基準至少高出兩千億美
元。
3. 採取措施，解決強迫技術轉讓：協議指出鑒於科技和技術變革對世界經濟的深
遠影響，締約方已意識到採取措施解決強迫技術轉讓的重要性，將技術轉讓基
於自願和市場條件進行的重要性。
4. 匯率操縱：美中雙方承諾遵守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各項原則，避免操縱
匯率。兩方承諾將致力達成由市場決定的匯率，並避免競貶本國貨幣。匯率政
策或透明度的問題，應由美國財政部長或中國央行行長根據「雙邊評估與爭端
解決辦公室」來解決。如未能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美國財政部長或中國
央行行長可能提請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進行嚴格監督或發起正式磋商並酌情提
供意見。2019年8月6日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緃國，2020年1月30日美政府正式
將中國移出匯率操縱國名單。
5. 金融服務：中國應允美國金融服務商申請資產管理公司牌照；但是並非等同進
入中方市場。2020年4月1日，中國將取消壽險、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領域的外
資持股比例上限，允許美國獨資保險公司參與證券基金管理和期貨領域。
6. 爭端解決機制：新協議設立了一個名為「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辦公室」的機
構，來接收和評估上訴，並包括一個上訴程序，問題可以從中層官員一直提升
到美國貿易代表和中國副總理辦公室。如果任何一方認為對方背信，則其中一
方可以發出書通知並退出協議。川普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他將對中國進口商
品加稅，二國重返貿易戰。6
眾所周知，川普上任以來，對中國「不公平」貿易主要爭議主要內容為：中國強迫
外商技術轉移；竊取知識財產權；補貼國營企業；匯率操縱以及網路竊密等等。如今第
一階段協議，處理了若干議題，但是結構性問題如補貼國營企業仍有賴第二階段的談
判。第一階段取得的協議是否能真正落實仍有待觀察，武漢肺炎的疫情延燒已對美、中
經濟帶來重創，將影響協議的落實。
2019年中國不再是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名列第三，在墨西哥與加拿大之後。紅色供
應鏈面臨重組嚴重挑戰，中國國營企業已減少全球性大型投資，一帶一路也面臨新的挑
戰。中國失業人口增加，外資出走，也帶動台商新一波返國投資的意願，在此時我應研
擬下一階段的美中貿易談判以及如何在武漢肺炎疫情重創中，提升台灣與美國互利互補
的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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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將使美、中關係雪上加霜
根據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報導第一位患武漢肺炎的患者發病為
2019年12月1日 7 ；同年12月30日，武漢市内部文件通知稱武漢出現「不明原因」的肺
炎，並與該市的華南海鮮市場有關。
2020年1月20日，中國醫學專家鍾南山在官方媒體首度確定該病毒可以「人傳人」。
1月21日美國確診第一例冠狀病毒病例，台灣亦發現首宗確診病例。1月23日武漢黃岡、
鄂州等多個湖北城市陸續宣布「封城」，湖北感染的病例亦不斷飆升，國際輿論譁然。1
月26日，美國宣布關閉武漢領事館，並安排飛機撤離外交人員。
中國延誤疫情通報在先，2月27日鍾南山聲稱「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是發
源在中國」，想要推卸責任的意圖十分明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博伊爾（ Francis
Boyle），過去曾起草美國《生物武器法》，在接受《地緣政治與帝國》（Geopolitics &
Empire）專訪時，指出在中國武漢爆發的冠狀病毒是當地的「生物安全4級實驗室（BSL4，中國民間稱P4病毒實驗室）」洩漏出去的，並非源於野味市場。這種病毒具有潛在的
致命性，是一種具有功能性的基因改造生物進攻性武器，或兩用生物戰武器。
博伊爾認為，這就是中國政府最初試圖掩蓋這種病毒的原因，中方現在也正採取嚴
厲措施加以遏制消息傳播，武漢「生物安全4級實驗室」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專
門指定的研究實驗室，博伊爾強調，世衛組織完全了解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8 3月5日，
著名專家何大一博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出他對病毒起源於中國「毫不懷疑」。
2020年2月3日中方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共早在1月3日起，共三十次向美國
通報疫情。只是，中共在尋求美國援助之同時，亦應即時向世人公布實情，才能掌握時
機，防範全球疫情的擴散。美國疾病預防中心（CDC）早於2020年1月6日向中國提出派
遣美國專家赴中，但直到2月中旬才被允許進入中國境內了解疫情，但行程卻不包括發源
地武漢，而被安排去北京、廣東和四川考察。
眾所周知，川普總統對任何國家使用化學武器深惡痛絕，猶記2017年4月7日，美國
總統川普在海湖山莊宴請習近平主席，在享用「巧克力蛋糕」時，川普向習近平表示
「我們剛發射了五十九枚導彈」，懲罰敘利亞總統使用化學武器對付該國平民。中國外
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在襲擊開始後發表談話，說中方「反對任何國家、任何組織、任
何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出於任何目的使用化學武器。」中方還敦促美國和敘利亞通過外
交手段解決分歧。如今中國武漢P4病毒實驗研發兩用生物戰武器，如果屬實，將對美中
關係以及中國全球形象造成重擊。
3月28日美國確診人數為全球第一，超過十二點三萬人，死亡人數二千二百二十七。
美國軍方在2月27日研判武漢肺炎「可能」在未來三十天演變為全球大流行。3月9日美國
股市受到疫情蔓延以及油價崩盤的影響，道瓊指數暴跌2013點，為2008金融海嘯以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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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單日跌幅。當晚川普總統表示會發布一整套刺激經濟方案；次日美國三大期指雖然漲
了1,167點，但是11日又跌1,464點。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宣布疫情為「全球大
流行」（global pandemic），市場不安情緒持續擴大。3月13日川普總統宣布「國家緊急
狀態」並禁止來自歐洲的旅客入境美國三十日。美國股市大跌，帶動了全球股災一發不
可收拾，台股也失守萬點。
對川普而言，其最感驕傲的是上任以來美國經濟表現亮麗，失業率也降到歷年最
低。如今武漢肺炎疫情已引起美國人民恐慌，再加上全球油價暴跌，對尋求連任的川普
造成莫大的壓力。3月11日美國國安會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指出中國「掩蓋
了疫情，導致國際社會晚了兩個月才做出回應。」3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卻在
推特發文：「可能是美軍把這個流行病帶到武漢」。此言不但造成美、中就疫情源頭爭
論，更加深了彼此的互疑。川普政府原本就對中國沒有信任感，如今將更雪上加霜，未
來美中外交、軍事與經濟等全面關係將受到更嚴厲的挑戰。

兩岸對等、對話是唯一出路
2017年川普政府上任之初，北韓發展核武問題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金正恩不斷以
核武威脅美國，川普總統則以「烈火與怒火」（fire and fury）回應。在此同時，中共卻
不斷勸和，倡議以對話取代對抗。2017年4月，中共外長王毅表示，「歷史一再證明武力
解決不了問題，對話是唯一出路」。「一旦真正發生戰亂，結局只會是多輸，沒有贏
家。」他強調，「只要是對話，正式或非正式，一軌或二軌，雙邊或三方、四方，中國
都會給予支持」。
令人遺憾的是中共對北韓發展核武爭議，不斷強調「和平」與「對話」，但是對兩
岸的議題卻繼續以不符現實的「信念」嚴厲對待台灣。在中共不斷打壓之下，台灣早已
領悟出應對之道。令人引以為傲的是此次台灣在新冠狀病毒疫情之初，就已進行各項超
前部署，3月29日確診病患二百九十八人，死亡人數三位。被中共打壓慣的台灣，永遠存
在危機感，也不相信中方公布的數據，只有靠自己即時從嚴應對，卻意外贏得多國政府
和包括CNN、NHK在內的國際媒體公開讚揚台灣為疫情防範的「模範生」，值得學習。
2020年3月10日，延宕了一個多月之後，第二波武漢專機將滯留在湖北的台灣同胞送
回台灣的爭議，終於獲得解決，兩岸關係似仍可能有新的生機。未來兩岸以「和平、對
等、民主、對話」解決雙方歧見是唯一的出路。北京的領導者應重新認清其對台政策已
造成兩岸種種負面效應，如果繼續打壓台灣，將咎由自取進一步促使美台關係的提升，
正如同尼采的另一句名言「不能毀滅我們的，都能使我們更加堅強茁壯」（That which
does not kill us makes us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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