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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對台政策的理論與文獻回顧 

對中共來說，在實行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的快速成長促使國家發展與競爭力

躍居世界大國之林。經濟的成長也加強了中共本身的民族自信心及愛國心，因而

在對台政策的制定上由昔日相互不加以往來，到現今的幾乎已全面開放兩岸交

流。中共在對台政策的策略不再堅持過去僵化的模式，而改變成靈活的運用其本

身的優勢及廣大的市場，然這卻非代表中共在對台政策上會改變其一貫的原則

「一個中國」，加上國際之間都相當矚目台海兩岸之間的關係，因此台灣問題該

如何解決、應不應該立刻解決即成了中共高層領導所不得不正視的問題。 

 

第一節  文獻回顧 

對於研究有關中國大陸(以下簡稱中共)決策對中共及外界都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特別是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方面因在兩岸分治的情況之下，中華民國在制定

兩岸交流政策之際必須考量到崛起的中國，不能夠忽視中國的力量，卻也不必太

過恐懼中國。如果能夠加以客觀研究、分析出一些規律，可以有助於對中共過去、

現在政策形成的了解，有助研判、推估中共在未來政策的可能走向。因此，可藉

由過去中外的相關研究，來進行驗證，而在研究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過程中可以

得知多半以政策研究為研究的面向。 

研究中共對台政策制定的文獻上，美國學者的學術著作不論在質或量上都有

很重要的地位。事實上，長久以來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的領域上仍舊扮演重要角

色，中共或中華民國不論在制定對台政策或是制定大陸政策都與美國息息相關，

在相關學術研究上會參考美國學者的意見，然而近年來，研究中國的趨勢在中國

大陸與台灣已漸趨普遍，台灣與中國大陸的學者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性已經有凌駕

美國的趨勢。在早期有包大可(Doak Barnett)教授的《中共外交決策：架構與過程》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Structure and Process)、巴伯若(Davis B. 

Bobrow)等三位教授的《理解外交決策：中國的個案》是針對外交政策的面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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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共決策過程的(許志嘉，2000：5)，早期多以外交政策的內涵、對外關係的

互動、影響因素當成主要研究面向，這樣的分析會有單一面向的缺失，只著重於

外交政策、國際之間的因素，易造成忽略中共當時的國內問題，以西方國家的觀

點來看中共政策制定的思維，會產生霧裡看花的現。近期則是以外交官李潔明

(Lilly James)的《李潔明回憶錄》、藍普敦(David M. Lampton)所著的《同床異夢》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III)的 《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以一個外交人員親自參與決策過程的制定第一手

資料，將美國對中國政策作一詳細的分析，已經非單一外交決策模式來敘述。西

方的研究著作較注重分析架構與理論概念的建構，同時因為與中共有正常的國與

國關係得以與中共高層決策領導直接面對面訪談、與中共官員與學者交流的方

式，用以彌補研究中共政策時所遇到的限制即資料來源取得的困境。即便如此，

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共時所擁有的第一手資料及架構的新穎、理論建構的完整性都

是研究的優勢，不過在閱讀中文資料、和中國傳統文化與語言的隔閡、意識型態

的不同都會讓西方學者出現難以全面性的剖析、過度以西方觀點解釋中國的情

況，這是西方著作所呈現的不足處。 

在國內研究中共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的學者，在科技發達、資訊流通迅速的

今日，已經不像以往國內研究中共因為兩岸意識型態的不同互相不往來，幾乎是

閉門造車的情形，無法窺探中國真正的發展狀況；如今，電腦的出現世界上再無

不可得知的事情，六四天安門事件藉由大眾傳播媒體與電腦傳送至全世界中國集

權不人道的鎮壓方式一幕幕透過衛星傳播到全世界。兩岸之間因為暫時的擱置政

治爭議，在 1987 年台灣開放探親之後兩岸開始有了互動交流，加上語言上並未

有太多的隔閡，令國內研究中國及兩岸關係的著作逐漸受到矚目。早期在台灣的

中共研究基本上是屬於「匪情」的研究，在國內客觀的政治環境制約之下，對中

共的研究具有政治性也有其侷限之處，要能夠建構客觀的理論基礎相對西方學者

而言比較不容易。然而台灣早期研究中共的學者仍舊從意識型態、毛澤東個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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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主導及中共高層權力鬥爭的研究方法(許志嘉，2000：7-8)。鄧小平實行改革開

放之後，中共已不再似過往的共產主義封閉的社會型態取而代之的是實行開放政

策，兩岸開始交流後對中共的研究不是單純的只有批判，也有了政策深入性的分

析與實地到中國之後的研究，國內的學者以邵宗海的《兩岸關係：兩岸共識與兩

岸歧見》、李英明的《全球化時代下的的台灣和兩岸關係》、張亞中的《兩岸統合

論》對中共制定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有深入的分析，加上前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主

委蘇起的《危險邊緣：從兩國論到一邊一國》以政府官員實際接觸到對大陸政策

制定過程所寫出，有其一手資料及實務經驗來驗證。 

至於在大陸方面，研究對台政策制定的著作多以中共官方文獻為主要研究及

分析對象，一直以來中共國家統治的行為模式及意識型態所致，正式的政策一但

公佈之後已經是不容有其他意見出現，因此以官方公佈的政策為主，學者們所做

的相關研究著作早期較少討論分析到政策形成過程，通常是對政府公佈的政策一

片叫好聲不會有雜音出現，改革開放後學者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會參與

意見扮演諮詢角色，可以將政策形成過程中不同意見的討論出版，分析政策制定

的原因，許多涉台機構在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過程中會參與，在中共外交部所出

版的個人著作是屬於較權威的，如蘇格的《美國全球戰略與台灣問題》、潘銳的

《冷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從老布什到小布什》，分別以中共的角度去分析大陸

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雖然不脫意識型態之宣傳，然而卻也充分傳達中共當局對台

政策的觀點與立場。 

下面筆者按國外、國內、大陸部分的順序，分別介紹各部與本論文相關之專

書： 

一、國外著作的部分 

（一）李潔明（James Lilly）著《李潔明回憶錄》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3 年。 

李潔明的著作是敘述其眼中所見的中國和台灣，李潔明出生在山東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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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曾經任職美國駐中國與美國駐台灣最高機構，在其擔任公職的期間正好是中

國要走入世界的一個關鍵時期，他以比較貼近中國與台灣的觀點真正的去參與美

國對「華」政策的制定，特別是李潔明出任 CIA 局長時還身兼布希總統的中國及

亞洲事務顧問，不過書中李潔明特別提及「六四天安門事件」，有一手詳實的資

料，見証了中國由封閉到對世界開放的歷程。除了在美國與中國關係上有所著墨

外，他也曾任美駐台辦事處處長，致力於雙軌交往的模式，讓美國對中國和台灣

的關係上，維持均衡發展，對美中台三方的關係的觀點作最直接的敘述。本書缺

點在於過於敘述作者生平事蹟，在政策性探討上較缺乏完整論述。對本論文可以

提供美國早期對華政策的觀點，在寫作中在於提供美國資料的佐證。 

（二）藍普敦（David M. Lampton）著《同床異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年。 

藍普敦的著作是其在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十年期間，通過非政府、

非黨派機構深入中國社會各階層，實地的去了解中國如何看待美國，藍普敦將中

美關係中幾個重要的轉折點(1988-1997)，特別是 1989 年「六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中美關係陷入低潮，美國如何在對華政策上的調整、中共領導人在政策制定上所

扮演重要的角色，中美關係之下的對台政策如何制定方可符合雙方利益最大公約

數，都是藍普敦在任職期間所遇之事件，全書在對華政策觀點上的論述，太過以

美國觀點出發，書中將焦點放置 1989 年之後中美的交往，對筆者在寫作論文上

可以提供美國對中國、台灣的政策分析，讓筆者能夠更有系統的歸納出美國在兩

岸之間的關鍵作用。 

（三）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著《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Armonk，N.Y.：M. E. Sharpe，2004 年 

卜睿哲的著作內容是其擔任柯林頓政府公職期間，參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

過程的敘述。書中將美國對華政策做一個完整脈絡的介紹。文中提及美國、中國

大陸、台灣三方面的關係，也提及美國國會對台灣政策制定的影響性，與其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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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國或台灣的專書所不同的是，他特別深入的探討美國自 1947 到 1979 年間與

國民黨之間的關係，作者本身在對華政策上有其專長，並且實際參與了對台政

策，及擔任美國駐台辦事處官員的實務經驗，是本專書值得參考之處。但本專書

將時間設定於 1942 年開始，在時間的設定上過於冗長，不容易將焦點放在近期

的美台關係上，在寫作論文上提供柯林頓對中國、台灣政策制定過程的一個實務

觀點。 

 

二、 國內著作的部分 

（一）邵宗海 著《兩岸關係：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台北：五南圖書，1998 年 

本書是以兩岸關係為主要探討的主題，書中分別討論中共的對台政策、台灣

的大陸政策，在二者之間的相互關連性，並且特別著重在兩岸之間的談判過程、

兩岸之間的共識問題，也論述到兩岸在政策、交流上最大的歧見焦點在於「一個

中國」原則上，雙方不願意在原則上稍做讓步與妥協，雙方的交流恐怕只能停滯

在非官方的層級，對中共而言隨著綜合國力增加，台灣的經濟優勢不再吸引大

陸；對台灣而言，對大陸的經濟依賴日益增長，一旦兩岸動武甚至不須中共動武，

只要做出經濟上的斷然措施，台灣是否能夠繼續有著經濟上的優勢。在政治上的

地位未定之際，是否應該擱置政治上的爭議，本書中有一個清楚的論述，然本書

卻較少探討到中國大陸、台灣本身的內部環境因素對兩岸發展的關係。書中所探

討的共識與歧見部分正是形成中共制定對台政策的關鍵因素之一，釐清筆者在論

文寫作過程中部分不清楚的觀念。 

（二）張亞中 著《兩岸統合論》台北：生智文化事業公司，2000 年 

本書是以兩岸統合為前提之下，探討一連串的兩岸之間存在的問題，更以德

國統一為借鑑，希望藉由德國統一的模式來尋求兩岸之間的一個解決方案；加上

歐洲統合經驗的成功是否可以替兩岸帶來一線曙光？在本書中卻未深入討論到

中國大陸內部的問題，中國大陸內部的問題不僅僅是其內部問題，與對台政策的



 
中共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台政策之研究(1989~2003)

 

 18

制定有著莫大的關聯，大陸內部政治問題一旦處理不妥當，恐將引起大陸政權的

不穩定，中國國內的政策或許會有調整，直接受到影響的將是台灣的經濟，還可

能在對台政策上也會更加緊縮。本書缺乏對大陸內部政經的探討，恐為此書不足

之處。書中的統合觀點可以成為論文中解決兩岸爭議的觀點之一，能在異中求同

的基礎下共同發展兩岸關係，爭取雙方的和平是兩岸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最重要

的。 

（三）蘇起 著《危險邊緣：從兩國論到一邊一國》台北：天下遠見出版公司，

2003 年 

本書是作者擔任政府公職期間有關政府在制定對大陸政策的著作，特別是作

者曾任陸委會主委，也曾任新聞局局長和總統府副秘書長，可以親自參與政策制

定的過程，特別是在「兩國論」發表後更負起向美國解釋的責任，即使本書以半

學術性的方式出版，仍舊在書中清楚說明台灣在國民黨執政之際對大陸政策的方

向，也將時間延伸至非國民黨執政之後的大陸政策的探討，對兩岸關係提供了一

個較全面性的描述與思考，不過本書並沒有將會影響政策制定的因素作深入分析

探討，本書不足之處。本書特別提供了在「兩國論」提出後的情勢，切合江澤民

主政時期對台政策制定的中期環境因素的資料。 

關於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台政策的專門著作，目前國內並沒有直接的專門著

作，只有一些相關的著作，例如：王紹光所著的《江澤民面臨的挑戰》、鄭永年

所著《江澤民的遺產》，其中只有以極少篇幅介紹江澤民對台政策，並沒有一個

詳盡敘述。 

而有關於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的論文，目前有淡江大學中國大陸研究所的

黃馨慧所撰寫的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1989-2001)，但是論文中並沒有詳細

說明江澤民剛主政時中國國內的政治狀況、以及派系上的傾軋，之後也沒有詳述

中國在面臨經濟開放之後，國內所產生的三農問題等社會上所出現的危機以及中

國政權的問題，因為中國在面臨這些問題之下所做出的政策考量勢必也會牽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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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策的制定。 

 

三、大陸方面的著作 

（一）蘇格 著《美國全球戰略與台灣問題》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 2001 年 4 月 

蘇格以美國全球戰略的觀點來觀察美中台三方面的互動關係，美國的全球戰

略是國家安全、經濟發展、擴展民主為其三大支柱，冷戰之後的中美關係更是依

循這樣的戰略來發展雙方的關係。小布希上台後，對於台灣問題所呈現出的是四

個議題，也就是美台軍售與戰區飛彈防禦、美國所討論的加強台灣安全法案、台

灣參與國際組織問題、民主與人權這四項議題所衍生的其他相關問題都成為美中

關係在發展之際的新波瀾，本書清楚的說明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度，然加入太多

的意識型態看法，是本書的缺點。書中明白指出中國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四個

議題，點出中共對台政策制定上亦是將這四個議題納入考量。 

（二）潘銳 著《冷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從老布什到小布什》北京：時事出版

社，2004 年 

潘銳是以冷戰之後國際局勢與美國自冷戰之後三位總統(布希、柯林頓、小

布希)的外交政策為分析對象，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以保守主義為戰略主軸，強調

美國本身的國家利益，向外傳遞屬於美國本身的價值觀、文化觀、意識型態，也

因美國的經濟實力與綜合國力持續成長領先各國，經濟因素也成為外交政策上可

靈活運用的棋子。在保守主義為主的思維下，美國在制定對「中」、對台政策上

勢必以本身國家利益為優先考量，特別是在柯林頓上台之後，一連串新政策的實

行特別是在對華政策的改變，主張遏制與接觸都會影響中美關係，是本書值得引

用之處，書中在論述上依舊有為中共政策辯護的意味。書中由「國家利益」的觀

點分析政策的制定，正是筆者在論文中所強調政策制定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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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理論探討 

眾所週知兩岸關係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政治性的問題最後必須以政治的方

法來解決。在國際關係的理論中有不少可以套用在兩岸關係的研究，不過國際關

係中的理論並不能夠全然的解釋兩岸之間的互動，本文只是希望透過相關的理論

探討來驗證分析中共對台政策制定之因素。茲就下列的理論來探索中共對台政策

制定的模式： 

一、博弈理論(Game Theory) 

博弈理論，可將其視為決策理論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它原為數學中的一種

工具和方法，後來經過國際關係學者拉波波特(Anatol Rapoport) 和謝林(Thomas 

Schelling)4等人把它引用到國際關係及外交決策的領域中，可以將問題適度的簡

化，透過數學和邏輯的推論，用以分析國際衝突和評估衝突之後的結果，是一種

特殊的決策分析方法，然而理論本身有其侷限性與爭議之處(倪世雄，2003：

395-396)。其爭議之處在於博弈者得到的資訊是有限的，卻往往要在有限的資訊

中去制定最佳策略，有可能因此做出錯誤戰術的決定。 

主張博弈理論的學者認為，決策機構以及個人在某些情況下在做決策時會受

感情和心理因素影響，未必全然的處於理性狀態，以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時若領

導階層是存著零和競賽的心態來制定政策，即意味著一方得分就是他方的失分，

並不會出現灰色地帶；在非輸即贏的狀態下，勢必出現最不可能有討論空間的政

策。北京方面認為賽局的基本原則就是「一個中國」，並且要台灣在承認這個原

則之後，雙方才能有所發展、改善的空間；台北方面卻對「一個中國」的定義有

所爭議5，不願意正面的去回答「一個中國」的意涵，強烈衝撞之下的兩岸關係，

勢必讓北京方面更不願意鬆手對台政策。 

                                                 
4 拉波波特著有《囚犯的困境》，謝林著有《博弈：衝突策略》，在一系列有關博弈的著述中以卡

爾‧杜意奇的《國際關係之分析》和莫頓‧卡普蘭的《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他們強調博弈

論既是研究國際衝突的策略理論，又是處理國際關係的現實手段，其目的是為行為者在面臨衝

突和危機時設計各種合理的選擇和理性的行為。 
5 台北方面，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自 2000 年民進黨執政之後開始有了轉變，民進黨對於「一

個中國」的定義，認為台灣並不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可由其台獨黨綱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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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制定對台政策的思維而言，雙方對國家主權的爭議都不肯讓步，也對彼此

在國際上有其代表權的議題爭執不下，並且都主張自己的合法性，雙方沒有讓

步、妥協的意願和空間。中共當局和台灣當局都希望將我方利益擴張到最大極

限，更希望迫使對方退出賽局。事實上，兩岸之間的關係不必然是零和賽局，即

使理論上非得是零和賽局，雙方卻也可以找出一個合作的方式，擱置對雙方都敏

感的爭議，與對方進行非官方、非正式的交流，透過這樣的合作了解彼此促使雙

方在制定政策之際找出一個對雙方都有利的政策。除了零和賽局之外，兩岸在制

定對台政策或大陸政策時，可以使用非零和賽局模式如囚徒困境遊戲(prisoner＇s 

dilemma)，在這樣的情形下必須雙方有相當的共識存在，否則雙方可能都會傾向

互不信任和背叛，雙方害怕一旦讓步會失去本身擁有的優勢，要雙方面同時讓步

卻又在缺乏互信基礎下而舉步艱難，只能任由雙方關係停滯，兩方面都陷入一定

的困窘中。 

 

二、整合與相互依賴理論(Integ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Theory) 

整合理論的運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種形式國際整合進程加快腳

步，各種類型的國際組織，有經濟的、軍事的、官方的、民間的紛紛出現，國際

之間的組織表現出多樣性、繁雜性，其中有些組織較為鬆散、廣泛，有的則以專

業、嚴謹著稱，例如：北大西洋、華沙公約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到近期的東

協十加一都是整合的例子。整合論是以功能主義的論點提出科技與通訊快速發

展，將使各國產生共同的經濟、環境與社會問題，如此將加速國際間合作的壓力。 

英國學者米特藍尼(David Mitrany)指出一個技術領域的合作，可以增加另一

個領域合作，如此更可以擴散到政治領域之上，而經濟的整合可以成為政治協調

的基礎，如歐盟(劉金質、梁守德、楊淮生等主編，1994：80)。但是要一個擁有

主權的國家讓渡部分權力以求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合作甚至整合，那必須得先在各

國中取得人民的共識、消除敵我之間的矛盾沒有國家安全之虞後才可能實現。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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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之間民間、經濟、文化的交流十分蓬勃，然而一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雙方便堅

持各自立場，該如何化解歧見進一步的有正式的官方合作？正是在制定政策時所

必須考量的。後來，美國學者哈斯(Ernst Hass)則以新功能主義的觀點承繼米特藍

尼的觀點，其核心部分是外溢(擴散)(Spill-over concept)。他認為整合能否成功的

關鍵在於能否推動通過外溢，即由一個部門進入另一個部門，形成共同利益，共

同利益的增加將會促使良性的互動；一旦要由經濟、文化或其他領域跨進政治領

域，就必須考量到成員相互間的實力大小、背景、社會結構以及成員之間能否在

政治上讓出部分權力、結盟的形式整合之後各國在危機處理上的決策單位，都是

成為整合成功與否的因素(劉金質、梁守德、楊淮生等主編，1994：80)。台灣對

大陸政策，中共的對台政策剛開始都有整合的精神存在，雙方希望以和平、漸進

的方法逐漸發展兩岸關係，藉由菁英份子的鼓吹，由技術領域、經濟層面的合作、

交流漸漸擴展到政治上的合作，台灣一直主張由簡單而複雜的合作形式，由事務

到政治的談判策略，想將雙方爭執的焦點由分歧、零和的政治問題轉移到非政治

問題之上，企圖營造一種雙贏的局面。然而中共當局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

上，台灣出現不同的意見，使中共當局堅持兩岸必須在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之

下，雙方才能夠繼續展開政治性的談判後，再回歸處理技術性的問題，讓中共出

現對台政策上的緊縮(周志懷，1997：112)。兩岸交流的政策應該在雙方建立一個

最大公約數的共識下，尋求雙方人民都可以接受的合作模式達到真正整合的目

的。 

相互依賴理論被視為「現代國際體系的根本特徵」(倪世雄，2003：435)，基

歐漢及奈伊(Robert Keohane＆Joseph Nye)在《權力相互依賴─過渡中的世界政治》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中指出相互依存是指「敏感

性」(sensitivity)(回應外在變化的能力)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反映在承受外在

環境變化時可能遭到傷害的能力)，國際社會中不同角色之間互動表現在政治、

經濟、社會、軍事以及意識型態上，當雙方相互依賴程度越大，彼此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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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更高，體系間也就越加複雜(蔡瑋，2000：191)。台灣方面曾經提出的西進政

策就是試圖由經濟的合作相互依賴，來促成政治上的合作，後因政治上的意識型

態不同，台灣放棄西進政策，推行南向政策，主張戒急用忍，強調中共敵意一日

不除，台北就不會開放三通；在大陸方面則企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來迫使台灣

政府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依目前的形式而言，雖然中共內部仍有許多棘手的問題存在，但不可忽視的

是中共的綜合國力還在不斷增長中，北京方面在經濟上的成長看到豐碩的成果

後，開始經營對外的關係，在國際社會上重塑中國的國際形象同時也找回中國應

有的合理地位(rightful position)，更重要的是尋回自鴉片戰爭之後所喪失的民族自

信心。中國正在崛起之中，如何不讓台灣的優勢繼續流失，成為一個邊陲

(periphery)，避免雙方在互賴的天平上失衡，這對台灣政府當局形成了嚴峻的考

驗。 

 

三、分裂國家模式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際政治上出現了德、越、韓、中四個著名的分裂國家

(divided nations or divided countries)。這四個分裂國家相對於其他因種族、宗教、

殖民而分裂國家，有其共同存在的特色： 

1. 在國家分裂前，雙方原來共同擁有相同語言、歷史、文化與長期統一經驗的

國家社會單位；分裂之前，國民意識與國家權力結構，都是一個完整的單位。 

2. 國家的分裂不管是國際安排或者內戰所導致，皆未經過雙方人民同意而產生。 

3. 分裂雙方(至少一方)不斷明白宣示，以結束國土分裂，追求國家再統一為其國

策。 

4. 分裂雙方各自信奉不同的意識型態，採行互異的政、經、社會體制，使得雙

方各項發展截然不同。 

5. 分裂雙方各由於國際強權的介入，使得雙方的互動與統一均涉及到權力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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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6. 分裂雙方所衍生的各項重大問題(如主權、領土、繼承…)不僅在傳統國際政治

上所未見，國際法亦無法可依循(包宗和等，1999：79)。 

分裂國家的概念與模式出現於韓德遜(Gregory Henderson)、李鮑(Richard Ned 

Lebow)、史多辛格(John G. Stoessinger)在 1974 年所著的「分裂世界中的分裂國家」

(Divid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提出分裂雙方從初期分裂階段的高度敵意互不

承認、武力為主；到中期的默認或正式接受共存，降低意識的對抗抑制軍事衝突，

開始進行人員交流；最終達到鬆散政治整合象徵性的統一(包宗和等，1999：80)。

雖然兩岸和兩韓及兩德都是分裂國家的形式，可是其分裂的原因卻各有所不同，

一般而言兩岸的分裂是因內戰所致；兩德與兩韓是外力所起，二者不能做一完全

的比照。 

兩德的統一模式未必能符合兩岸的狀況，兩德的統一是因國際上的政治現實

環境，以國際條約的約束力，令西德的人民不再對與東德的合併有安全上的顧

慮，但是在此之前兩德的存在方式分別是透過國際協約，兩德遵循聯合國憲章原

則，尤其是國家主權平等，領土完整、尊重獨立等原則；兩德完全以和平方法解

決爭端，並重申現有疆界在現在及將來均不可侵犯；兩德任何一方均不得在國際

上代表他方，或以自己名義採取行動；雙方尊重任何一國在其內政及外交事務方

面的獨立與自主(包宗和等，1999：92)。 

在兩岸互動的模式上，在北京的堅持之下除非台灣能夠承認「一個中國」原

則，否則雙方很難有一個正式的官方交流；在台灣方面卻因為本土意識逐漸抬

頭，對北京的「一個中國」定義實在難以認同，不願意正面去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能否以談判替代對抗，建立起一個有機制的談判管道，讓兩岸之間的交流制度

化，像兩德在統一之前，相互交往的原則相互尊重對方的差異性，在異中求同，

這些都是制定政策之際所必須考慮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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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略三角 

冷戰時期，美、蘇、中共戰略三角成為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中的一項主

題，一般將之是為大戰略三角(great triangle)。美國、中共與台灣之間的三角關係

則被視為小戰略三角(mini-triangle)。在分析三角關係時，多從政策面加以分析。

臺灣在冷戰時期受到小三角內外因素的雙重制約，使得以戰略三角模式來觀察台

北、北京、華府間的互動，受到若干限制。所謂小三角內部因素指的是兩岸之間

存在著意識型態的對立，關係較為僵化；外部因素則是指「大三角」互動往往先

決定了美「中」關係，使之不易被臺灣所影響，因為蘇聯的重要性遠非臺灣所能

比擬。 

國內學者羅致政引用結構平衡理論來解釋戰略三角關係，結構平衡的要求是

「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

在戰略三角關係中以正號(＋)來代表友好關係，以負號(－)來表示敵對關係，在

三角結構中有偶數個負號時，就夠會呈現平衡穩定；反之則不平衡也不穩定(羅

致政，1995：39)。冷戰於 1990 年代之初結束，國際政治局勢出現變化並且影響

到美國的全球與區域利益，而柯林頓於 1993 年初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在外交政

策上也逐漸有不同的思維。兩岸分裂四十多年後最高層級的「辜汪會談」恰好也

在 1993 年 4 月舉行，顯示出小戰略三角已經進入全新的局面。 

此時台灣及中國大陸內部在這段時間內也都有所轉變。1987 年臺灣開放民眾

赴大陸探親，國內政局開始民主化；1990 年 5 月 20 日李登輝總統在就職演說中

宣示：「如果中共當局能夠體認世界大勢及全體中國人的普遍期盼，推行民主政

治及自由經濟、放棄在臺灣海峽使用武力，不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開展對

外關係，則我們願意以對等地位建立雙方溝通管道、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

與科技交流，以奠定彼此間相互尊重和共榮的基礎」。1991 年終止動員戡亂，並

成立海基會與大陸的海協會進行交流。臺灣的大陸政策不再以意識型態為優先考

量，國家安全與經濟利益回到主導地位。而大陸則在內部改革開放以及外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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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的影響下，對台政策較以往更具彈性(儘管仍然不放棄使用武力解放臺灣)。

因此，小三角擺脫了兩岸僵持的第二層制約，出現更靈活的合作與對抗選項，以

戰略三角來探討美、中、台的互動便顯得更有意義。 

 

五、系統論 

影響力最顯著的系統派學者他們的研究多在國家行為者身上。如華爾茲

(Kenneth Waltz)的政治系統論，華爾茲嘗試去解釋為何不同政治系統的成員會出

現類似的行為，造成類似的結果。這樣的論點暗示了系統結構對國家與個人所造

成的壓力，決策的過程中會因為各種不同的因素而導致不同的結果出現。在制定

對台政策的過程中，中共會出現影響政策的原因除了中共內部的因素之外，尚有

外在的因素來影響中共制定政策，例如美國的因素，台灣的因素，都會令中共在

制定過程中產生變數。 

 

第三節   兩岸關係理論的探討 

要將兩岸間的互動過程與未來的發展用理論加以詮釋，首先必須找尋適用於

兩岸關係的理論。在找尋理論時，要先釐清兩岸之間的關係，兩岸關係究竟屬於

哪一類的關係，有何種他例可以類比？這些問題帶出探討兩岸關係的理論： 

一、權力均衡理論 

兩岸之間的權力均衡理論，主要的探討的依據是現實主義。國際間的局勢自

冷戰開始，即講求權力均衡，東西兩陣營間武器的相互較量，美蘇兩國各自有其

依附的國家，為的就是要增加國家的力量，主張現實主義者認為在國際關係中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權力(Power)，權力本身即是一種利益之間的衝突，國際政治就是

奪取權力和財富的關係。 

1949 年兩岸關係就開始了權力均衡的競賽關係，在外交上的權力均衡，以台

灣而言主要是有了美國的支持；在中共方面，則有了蘇聯的支持。雙方各有美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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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可以說形成一種外交上的權力均衡。韓戰的爆發，將台灣和大陸正式切

割開來，美國第七艦隊的協防，讓雙方相互不能越雷池一步，國際的因素夾雜在

兩岸關係中，卻也造成兩岸之間的互動不可能以單純的兩岸關係來交往。  

 

二、嚇阻理論(Deterrence Theory) 

「嚇阻」是一個古老的概念。嚇阻就是說服敵人，他若採取行動，將得不償

失。軍事演習、互派軍事觀察員、軍事透明化、軍事交流都含有「嚇阻」因素。

「核嚇阻」是在國家決策者是「理性人」的假定下，設法說服敵人主動挑起核戰

會得不償失，因而放棄發動核戰。「嚇阻理論」當然不適用於「非理性政府」，也

不適用於那些不惜一切代價以達到外交目的的國家。 

兩岸關係理論中，因為中共不斷的恐嚇以武力犯台。1949 年後一連串對台動

武情況，毛澤東喊出「血洗台灣」口號，1954-1955 年以及 1958 年兩次的台海危

機，出現的都是嚇組的情形。在 1979 年鄧小平和緩了兩岸之間的關係，將「武

力解放」微調到「和平統一」概念，美國要求中共在台灣問題放棄使用武力，中

共至今仍未放棄武力犯台。中共改變策略為的就是要嚇阻台灣不要有挑釁行為，

特別是在 1995、1996 年兩次飛彈試射，都是要警告台灣不要實行漸進式台獨，

更不能更改領土範圍。 

兩岸關係可以推至國際環境面向中，兩岸之間的互動，不能將國際環境的因

素排除在外。在國際上與兩岸關係最密切的莫過於美國，對美國來說也會使用雙

重嚇阻方式，同時對中國與台灣兩邊。在對台灣方面，則告訴台灣領導人美國支

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要台灣不可以宣布獨立；對中共方面，則是重申「一法

三公報」(台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並要求中共撤除沿

海飛彈，美國不希望中共片面改變台海狀況。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始終保持一個天

平的作用，完全是基於美國本身的國家利益(包宗和，2002：34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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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與社會途徑(state and society) 

這個理論的探討是在《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一書中冷則剛所提出，他認

為傳統的東亞國家在發展上的四項特點在台灣民主化的背景下無法繼續存在6。

台灣在民主化後，政治、社會、經濟結構有了變化，政治上不再是威權體制，開

放黨禁，民主進步黨的成立讓國民黨在政策制定上有了制衡；社會的轉變在於本

土意識的崛起，讓人民重新思考「統一」、「獨立」的需求，政治上的價值觀逐步

的在改變，讓中共意識到台灣由中國分裂出去的可能性大增；經濟上，即使「台

灣經濟奇蹟」讓台灣不至於深陷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中，然而無庸置疑的是中

國的經濟發展正快速超越台灣，許多台灣的企業到大陸投資，商人勢必以企業獲

利為優先考量，這樣形成兩岸互動上中共一個有利的因素。 

另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民主化後的台灣，人民希望政府在職能上更趨專

業，卻不希望政府太過限制人民的自由。官僚體系在從前給人民很大的權威感，

但經過多次民主洗禮後的台灣，人民普遍認知到官僚體系是人民的公僕，應該依

照多數人民的期望來制定政策。尤其在兩岸關係上，人民期望政府在和中共交涉

過程中展現台灣主體性；相對的，中共在經濟起飛後，人民民族自信心的增強，

在對台灣問題上，中共所採取的策略是手段更加柔軟，態度轉趨堅定(包宗和，

2002：18-22)。在雙方對兩岸互動沒一個共識的前提下，兩岸互動的發展必會隨

時空背景的不同而改變，甚至也因領導人的更迭而改變，會使兩岸關係更顯混沌。 

 

四、大小政治實體模式 

這裡所提出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實力大小差距必須取決北京的堅定態

度。在權力不對等與大國在主權完整的要求下，大國意志是堅定的，那就是要小

國屈服於大國，不管大國做出任何手段，就是要小國屈服。小國只能夠選擇「抗

                                                 
6 東亞發展國家的四個特點分別是：一是一個團結而有效率的官僚體系。二是威權或權力集中行

的政府體制。三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強力干涉。四是國家影響力的幅度源於特殊的儒家文化，

強有力的國家機構也進一步型塑以發展為主體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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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的策略選擇，可以看出中共對台政策始

終「堅持戰略」的主要原因。大國的基本政策是一個常數項，所以決定大國和小

國之間關係的主要變項就是小國的策略，也就是小國到底選擇是抗衡或者是扈

從，這也說明兩岸之間的關係，中共制定對台政策時，會隨著台灣的認知和政策

做出調整(吳玉山，1997：18-19)。 

在兩岸實際互動的經驗中，有許多問題可以藉由上述的理論得到一個解釋，

然而卻不是每一個理論都適合現今多變的兩岸關係。兩岸之間是走向「困局」抑

或是「新局」，雙方的政策制定者必須更有智慧的去選擇一個最適宜兩岸之間的

理論，才不會讓兩岸之間的發展成為一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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