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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來，兩岸因存在許多的矛盾與結構上的差異，而一直

處於敵對的狀態。兩岸關係的好壞，非但攸關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更加牽動

美中台三方的關係；不但影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亦將影響的範圍擴

及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和繁榮。中共的對台政策因 1966 年到 1976 年的文化大革命

(以下簡稱文革)，致使毛澤東在處理「台灣問題」上不得不調整原有的方針，文

革激化了兩岸的對立，也加深了兩岸在各方面的差異及距離。中華民國在此期間

開啟了世人所矚目的「經濟奇蹟」，卻也失去了在聯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壓縮

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生存空間及減少在國際中的能見度，增添了中華民國在國際

政治中不利的因素，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替代中華民國取得了在聯合國中的

席位，兩岸在國際政治實力的此消彼長，正代表中華民國發展的困境。 

中共政權的對台政策一直以來是以「一個中國」(one china policy) 為其政策

制定的主要基調。文革後，1978 年中共在政治上推行改革開放政策(Open＆ 

Reform policy)，北京方面的對台政策，隨著鄧小平的上台而有別於在毛澤東時代

的對台政策，以緩和的方式來面對處理兩岸關係。中華民國在 1987 年開放台灣

居民到大陸探親，1991 年正式宣告終止動員戡亂時期，啟動了兩岸民間的交流，

中共方面在江澤民時代的對台政策繼承了鄧小平的「一國兩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思想，採取的是較鄧小平更為務實的政策，加上 90 年代兩岸關係是一個

新的變化。兩岸關係已經不再單純只關乎雙方的問題，兩岸之間的進退帷幄還得

加上國際因素，國際因素對兩岸關係的影響如：一、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二、美

國等外國勢力對台灣的影響(楊榮華，1997：1)；兩岸關係在 1993 年舉行第一次

「辜汪會談」，兩岸之間的關係呈現樂觀的情況，儘管期間曾經發生中共飛彈試

射危機，兩岸關係尚有曙光，直至 2000 年台灣大選之後，兩岸關係僵化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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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民間熱、官方冷」的情形。 

中共在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制定過程中，影響政策制定之因素，不單

只是中共本身的國內因素還必須考量到國際政治環境對中共的影響。中共自 1978

年改革開放以來，一共歷經了三位領導者，一位是鄧小平，一位是江澤民，而另

一位則是現任的總書記胡錦濤。以鄧小平的對台政策來說，是延續毛澤東時期的

對台政策，致力讓香港、澳門、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在對台政策制定理論

上應較缺乏彈性，然而鄧小平因為主張改革開放，強調將權力逐步下放以發展中

國為主要政策，因此在對台政策制定上出現彈性的做法，直到 1989 年八九民運(即

「天安門事件」)發生，鄧小平才又將權力集中。鄧小平之後，主政十三年的江

澤民是中共執行對台政策的主要關鍵時期，在鄧小平交出政權之後的中國，江澤

民仍沿用鄧小平的「一個中國」政策為主軸，兩岸在經濟上接觸日益頻繁，可由

(圖 1-1)得知台灣對大陸的出口金額逐年上升，在兩岸的貿易額度上也是逐年增

加。 

圖 1-1 兩岸貿易概況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兩岸經濟統計月報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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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圖 1-2)得知兩岸貿易的估計，臺灣對大陸貿易占我外貿之比重仍呈增加

之趨勢。2004 年 1 至 11 月台灣對大陸貿易占我外貿比重 18.06％，與上年底 17.07%

相較，增加 0.99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占我總出口比重 25.90％，進口占我總進

口比重 9.85％。 

 

圖 1-2     1998-2004 年台灣經濟出口大陸佔台灣貿易比重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兩岸經濟統計月報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兩岸之間政治上的氣氛原本是處於安穩的狀態，卻因李登輝主張「兩國論」，

引發台海之間的危機，在 2000 年的總統大選後，兩岸的關係更加的不安與緊張。 

對中共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制定而言，除受當時的中共內部因素影響，台

灣的因素也成為影響中共制定政策的一環。另外，國際因素以美國來說，美國一

直以來對台灣、中共政策的制定皆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儘管中共再三聲明，不希

望兩岸之間的問題有其他國家的介入1。美國的對華政策卻一直是主要的一個考

量。在江澤民時期美國經歷了三位總統，分別是布希(George H. Bush)、柯林頓

                                                 
1 一直以來中共都認為台灣問題為中國內政問題，既然是內政問題自然不希望有其他外國勢力介

入，一旦外國勢力如：美國干涉台灣問題，那麼台灣問題將變成國際之間的問題，更形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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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J. Clinton)、小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八年的柯林頓政府所推行的中

國政策，是牽動江澤民制定對台政策的因素之一。台灣原本寄望有四次來台訪問

紀錄的州長柯林頓2，在選上總統後會對台灣給予較友善的政策，然柯林頓政府

與中國的「全面交往政策」(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policy)所留給台灣的是「三

不政策」的震驚
3。美國主張與中國維持交往，希望將中國納入國際社會，讓中

國負起該有的國際責任；而江澤民也樂於將中國帶領進入國際社會，藉此扭轉國

際社會對中國的印象。 

中共制定對台政策過程中，除了必要考量的美國因素之外，台灣內部的因素

也成為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原因。自台灣民主化以來，台灣意識伴隨逐漸抬頭，

在李登輝先生執政時，曾經因訪問美國的康乃爾大學以及「兩國論」的言論，造

成中共對台政策的緊張。兩岸關係在互信不足、共識不同的情形下，中共制定對

台政策一直是以「一個中國」為原則，台灣內部卻未對「一個中國」達成全民一

致的共識。自 1991 年黨禁開放後，「民主進步黨」一直以來也是強調台灣主體性，

尤其在 1991 年「台獨黨綱」正式通過後，更加引起各界及中共高度關注，即使

當時民進黨尚未執政，然而這樣的輿論正在醞釀成一股主流價值，這為中共制定

對台政策增添了許多變數。 

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之中，其宏觀的規劃包括有：在政治上，華府希望透過漸

進方式的和平演變，使中共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制度；在經濟上，美國希望讓

中共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迫使中共採取自由市場導向的經濟制度；在安全事務

上，美國希望透過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及區域對話(regional dialogue)的方式，

去規範中共的行為，積極的使中共成為國際，或至少是亞太地區穩定的力量。消

極的是，至少不至於令中共成為安定的負面因素(蔡瑋，1994：24)。事實上，自

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總統以降的美國總統，在制定對華政策

                                                 
2 柯林頓來台時間分別是 1979 年、1985 年、1986 年、1988 年擔任阿肯色州州長時到台灣訪問。 
3 傅建中，〈「三不」無名有實〉，《中國時報》，2001 年 3 月 21 日，版四。三不政策即是美國不

支持臺灣獨立，不支持臺灣參加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不支持「兩個中國」或「一中一

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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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是以中共方面的反應做為考量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是在美蘇對抗的局勢

中，中共的立場占了相當重要的位置。一個得罪中共領導人的對華政策，可能將

中共推向蘇聯的陣營，間接損害到美國的戰略利益，在「後冷戰」的國際關係中，

美國對中共的考量則由戰略地位轉而對美國經貿利益的影響，中國大陸經濟的快

速成長及龐大的市場，促使美國不得不將中共視為經濟重要夥伴(王得裕，1994：

35)。在國際關係中，因中國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美國在許多國際場合中都需

要中國的支持。儘管如此，美國卻未完全將中華民國的利益棄之不顧，美國政府

不斷強調「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的重要性，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台

灣問題，所以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這也直接或間接的顧及到台灣方面的利益，

因此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過程中，必須將美國的因素納入考量。 

江澤民主政時期的中國，便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即有國內及國際因素

的交互作用下來制定對台政策，欲研究中共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必須考

量中共本身國內的各種問題，也必須衡量美國所制定的對華政策，更需要將台灣

的政治環境、人民之期待加入政策制定的環節中，了解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制

定，可以鑑往知來，避免誤判，此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文將探討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然中共政權

在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是變化最多的階段，不論是國際間的因素或者是中華民

國本身的因素，在在都牽動著江澤民等制定對台政策的考慮因素，因此本文將焦

點放在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的分析。 

在初步文獻所及上，江澤民執政初期的對台政策上，因為鄧小平仍是政策定

調的主要依據，對台政策以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一個中國」為江澤民執政初期的

政策基調。江澤民執政初期上有權力過渡的問題存在，儘管江澤民欲建立屬於自

己的政策理論，仍舊不敢將政策作出大幅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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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在鄧小平死後，在黨內的權力趨於穩固，中國的經濟成長亦穩定攀

升，美國柯林頓政府顧及中國龐大經濟市場，又值美國柯林頓政府發生誤炸南斯

拉夫中國大使館事件，美國政府欲修補與中國關係以維持經濟的優勢，以美國國

家安全及利益的考量，在柯林頓與江澤民 1998 年二次柯江會後，在上海提出對

台「三不」政策，美國已由原先只是「認知」中共的立場，轉變成為將中共立場

納為美國政策中(林正義，1998：5)，在中國制定對台政策中是一個有利的因素。 

對於中共對台政策的制定，兩岸之間的互動歷史演變，關係著兩岸政策的制

定，兩岸關係的變遷一般而言，可從歷史的角度來切入。兩岸關係變遷的歷史解

釋，由 1949 年分裂起始，從最初的軍事對峙時期、法統爭執、經過交流緩和時

期，直至目前的對立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其固有的時代背景，同時也表現出兩岸

當時所面臨的狀況，及其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標(邵宗海，2003：4)。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探究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其對台政策的主軸在於

「一個中國」及「江八點」，以「一個中國」及「江八點」為其制定對台政策的

原則，目的一藉由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台政策制定的研究，以及對台政策的執行實

況，解析政策執行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以及台灣政治對其政策所造成衝擊及影

響，提出檢討及建議。 

面對國際環境的變動，國家需要適應(adaptation)、調整(redirection)、甚至重

構(restructuring)其外交政策，發展與研擬新的指導原則與有效的行動策略，如此

才可以維護國家的利益。中共處在一個轉型的時期，在不斷嘗試與國際交往的過

程中，接觸最頻繁的即是美國。居世界超強地位的美國與國際體系中成長最快的

中國，能否保持和平關係，攸關台灣的生存發展、東亞區域穩定與全球安全。中

共在制定對台政策時，必須考量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看法，過去數十年來，美

國與中共之間存在著許多重大的分歧，兩國之間呈現著一種亦敵亦友的「脆弱關

係」。 

在中共與美國雙方關係進程中，「台灣問題」是雙方重要的議題之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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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沈大偉(Shambaugh David)認為台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關鍵之一。中共與美國

在台灣問題上，各有其戰略的考量，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時，企圖利用美國制約

的壓力，迫使台灣早日回歸「一個中國」；在台灣不願淪為俎上之肉，以及台灣

的民主化及經濟發展，企希在某種程度上爭取美國的同情與支持，來抗拒中共的

制約，目的二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在美中台三方關係中，找出中共制定對台政策

的因素，以降低與中共交往的危險因素。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途徑 

歷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使用歷史研究途徑的主要目的，是為了要了解中共在江澤民時期對台政策的

轉變，必須在特定的有限時空範圍中，了解並解釋在江澤民時期所發生的各種事

件與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連貫性與因果關係，歷史研究途徑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

發覺某一個特定時空發生的事件，根據事件的前因後果，重建過去現象的工作，

若以國力當成考量的因素，那麼就得討論到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不論是在戰

略的角度或者是合作的角度上，都會成為兩岸三邊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吳東

林，2002：36-45)，使用歷史研究途徑的目的在於，希冀藉由過去的歷史及資料

文件以做出分析，貫穿過去的歷史，分析影響江澤民時期對台政策制定的因素，

形成背景、制定政策的關鍵，做一個歷史回顧，找出相互之間的關係。 

 

二、研究方法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分別是： 

(一)文獻研究法 

透過引用原始文件引美國、中共及我國討論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相關專書、期

刊論文、學位論文等文獻資料作資料的來源與分析基礎，加上中共對台政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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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發言、國家主席的發言，做為理論分析的立論點，並予以歸納整理。 

(二)歸納法 

整理各種對中共制定對台政策影響因素的文章，歸納出影響中共制定對台政

策所可能出現的各種影響因素，中共本身政治的因素，國際環境對中共制定政策

的影響。 

(三)政策分析法 

分析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形成，藉由中共對台政策的政府發言、政府文

件，在公共政策研究領域，「政策的實質包括三大部分，政策目標、政策過程與

政策評估。」(曹俊漢，1990：61)，政策分析在政治系統決策過程中，是不可或

缺的一個環節，這裡使用政策分析並非為了政策的制定，而是去理解政策制定的

過程、目標，去進行分析。 

(四)演繹法 

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過程中，會出現各式各樣足以影響政策的因素，分別歸

納出各種可能影響中共制定對台的因素，再推演各種未來影響政策制定的可能。 

 

三、研究架構 

為能理解論文發展結構，將論文章節，以圖 1-3 方式呈現，說明論文架構中

影響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因素，歸納繪製影響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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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論文架構圖 

 

本文的章節安排共分七章，分別為 

第一章緒論，是針對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前提

與假設、研究範圍與限制作一個簡單扼要的說明，以釐清研究架構及在研究時所

受到的限制。 

第二章，主要在探討中共對台政策所產生的相關背景、成因，以及探討相關

的文獻資料、形成的理論架構。 

第三章，要探討的部分在於中共對台政策制定的一個演變過程，分別由毛澤

東時期、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制定做為江澤民時期制定政策的一個大方向著

手，以及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核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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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主要在探討江澤民剛接任國家主席之際，鄧小平的影響力依舊存在

時，江澤民在制定對台政策的主要核心策略為何，除受到中共本身的因素所影響

之外，尚有其他的環境因素影響政策的制定。 

第五章，所要探討的是在鄧小平死後，江澤民真正握有政策制定權力的時

期，儘管中共是以集體領導成為政策形成的方式，然而個人的意志卻也左右政策

的形成，即使江澤民的權威性不足以和毛澤東、鄧小平相抗衡，其個人的主張仍

然是形成對台政策的主要原因，加上當時的國際環境、台灣本身的因素都是中共

制定對台政策的考量因素之一。 

第六章，要探討的是在江澤民主政後期，中共所面對的國際情勢，中共本身

內部環境，以及台灣方面的發展，都形成影響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因素。 

第七章，結論主要在綜合前述章節所探討，提出研究的發現及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鎖定在江澤民主政時期的中共對台政策制定的探討，以 1989~2003 年

間為時間範圍的探討，在研究中會涉及美中台三方面的戰略關係，亦會探討到國

際環境的因素對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影響，國際因素主要還是以美國為主，不論

美國執政是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時期與中共的交往，以及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基本

架構。江澤民時期的中國是承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儘管中共不願意在政治權力

上有所放權；在經濟上，雖不願明白承認是朝資本主義方向修正，然而卻也漸漸

地遠離計畫經濟。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使其成為耀眼的商業必爭之地，此時的中

華民國在政治上卻是難得的自由與開放，言論上的自由使民主深植民心，卻也為

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上帶來困境，這些都是研究的主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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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中共的對台政策制定所牽涉的範圍甚廣，除一般有關的外交與軍事層面之

外，還需考量到雙方民間的經濟與文化的交流，以及人民的心理層面。中共本身

在制定對台政策時，所需考慮的因素還有其內部政治上的角力、民間一般民眾的

輿論、不同的利益團體、領導人的風格及主觀價值意識，在此處因受現實因素之

限制恐將無法通盤一一討論，部分因素難免會有掛一漏萬之憾，猶待日後一一分

析補強。 

要研究中共對台政策的制定，最好的方式乃是取得官方文件，來做第一手資

料加以分析。礙於中共官方資料透明度的不足，加上官方文件取得不易，只得轉

而求助網路上的資料，然因網路的資料多因未附上日期及出處，將造成檢索與查

閱的困擾，同時也出現引用上的不確定，難免有遺珠之憾，且外文書籍因翻譯與

用字的精準度未臻圓融，恐形成一些困擾，這將成為研究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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