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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江澤民主政時期自 1989 年開始到 2003 年中共十六大江澤民交出權力之際，

是兩岸關係變化最快、最多的一個時期。一個國家的環境因素，對這個國家的政

策制定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時勢必將環境因素考慮進去。這

個環境因素包括內部環境因素與外部環境因素，內部環境因素是指國內政治與各

方面的變化，外部因素所指的則是國際情勢的變化。 

中共本身的轉變讓世界各國都刮目相看，中國經濟上的持續發展，讓各國資

金紛紛投入中國市場，卻也在經濟開發的同時讓中國社會面臨過去未曾有過的問

題。中共在對台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本身內部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層

面上的變化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對台政策的制定；國際上，儘管中共一向都強

調「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不希望有外國勢力加以干涉，然而美國在

兩岸關係中一直以來所扮演的角色讓中國不得不將美國因素考慮進去。另外，台

灣在政治、經濟上甚至對「一個中國」認知的變化也會牽動中共對台政策的制定

與態度。本論文特別根據這些因素在江澤民主政的這個階段，在中共對台政策的

制定過程做一分析與探討，可以發現這些因素確實在中共對台政策制定上產生相

當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中共對「台灣問題」一直以來都是抱持著統一的立場，自中共 1949 年建政

以來，因為意識形態、歷史因素、生活方式的不同與台灣分屬兩個不同的政治實

體，因此中共在對台政策上會隨著主政者的更迭而有所不同。 

一、毛澤東、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 

在本論文研究中，是以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為探討的主題，然而中共

在制定對台政策時，必然會延續前一個時期的政策萬變不離其宗，成為中共制定

對台政策的主要基調。因此必須先提及毛澤東、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這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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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民主政時期在制定對台政策上有其延續性。 

1. 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特色在於，初期對台政策，毛澤東對於台灣問題的處

理態度是以意識形態為主在制定政策的思維上，當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

對抗，毛澤東選擇站在社會主義陣營。儘管當時的台灣並不能稱得上是資本

主義陣營的一方81，卻因為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台灣本身也並非實行社會主

義，而與中共政權分屬不同陣營中。 

2. 毛澤東晚期的對台政策：毛澤東曾對台灣展開多次的軍事行動，引起美國關

切之後，毛澤東對台政策也開始有了轉變。中國國內因素，毛澤東忙著處理

中國內部的意識形態問題，因為中共推行了一系列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在「三

面紅旗」中的「大躍進」。農業上在各級幹部的逼迫下，廣大農民只好虛報產

量；工業上，下令在全國搜集一切鐵器，發動全民「大煉鋼鐵」。由於對工農

業政策作出錯誤的判斷，引起了黨內外人士之懷疑與憂慮，彭德懷向毛澤東

提出「意見書」，毛卻認為他是向黨進攻，對之展開批判，此後展開一連串的

反右傾鬥爭。 

3. 基於各項因素，毛澤東深知在處理台灣問題時，中國無法在軍事行動上取得

絕對優勢，因此將對台政策由武力解放台灣轉變成和平解放台灣，甚至提出

了「一綱四目」的具體對台政策，成為日後鄧小平時期制定對台政策的胚胎。 

4. 鄧小平時期，鄧小平務實的個性也展現在鄧小平制定各項政策中展現出務實

的一面，在政策中相對的減少許多意識形態，甚至在對台政策亦是如此。鄧

小平時期的中國因為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動亂，中國內部不論在政治、經濟、

                                                 
81 台灣經濟在日據時代，日本為了方便統治台灣人民，日本在台灣建立了嚴密的警察制度與保

甲制度，緊密的控制台灣的行政事務。除了在行政上的控制之外，進而在徵稅、修路等方面

都經由政府機構統籌管理，甚至到了國民政府時代，台灣依舊有部分的政策模式與日據時代

相近。國民政府到台灣之後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在 1951-1960 年代，台灣當局實施所謂「以農

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工業」的策略時，即加強關稅保護和進口管制，同時也實行外匯配

額和複式匯率與資本主義主張完全放任的經濟型態有一段差距，因此不能夠算是資本主義。

加上當時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因為各國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暫時多不願發表一

個明確的看法，而使得台灣在當時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是模糊的。段承璞等著，《台灣戰後經

濟》，台北：人間出版社，1992 年，頁 6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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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方面亟待休養生息而後再重新出發，鄧小平實行改革開放政策，讓中

國在各方面都開始有了改變。 

5. 首先，鄧小平實行改革開放政策，讓百廢待舉的中國開始恢復了生機；在發

展經濟方面，鄧小平開放各國資金與先進技術進入中國，使中國開始向「錢」

看，國際上也藉由投資中國市場而將中國引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彼此之間產

生相互的制約。 

6. 其次，鄧小平基於國家發展的需要，在對台政策上已經有所轉變，不希望再

以意識形態主導對台政策的制定，那與中國國家發展策略是背道而馳的。因

此在制定對台政策上，開始減少武力、軍事等威脅性的字眼，轉向和平的訴

求而提出「一國兩制」政策，希望藉由這個政策的提出可以讓台灣人民在保

有原來生活方式的情況下不再排斥與中國的統一，特別是在香港回歸在即，

鄧小平對於中國領土與主權的完整認為必須要盡快達成。 

7. 原本是希望藉著解決香港回歸的「一國兩制」政策，同時也成為解決台灣問

題的範本，卻因為台灣方面台獨意識的抬頭，令中共在推動「一國兩制」政

策時備感困難，特別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知上，雙方出現了歧見，在

不願意相互妥協情形下，官方之間的接觸遲遲沒有下文。 

 

二、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 

江澤民在經過鄧小平幾經考慮和周折下，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第三代領導人，

江澤民時期所領導的中國與鄧小平時期的中國是更加的開放；在國際上，江澤民

時期的國際社會對於追求世界和平比鄧小平時期來的更加強烈，更不願意發生戰

亂。因此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制定過程中，更是不輕易的去開啟戰端，以休養

生息為主，傾全力的去發展中國為主要策略下，利用文攻武嚇來達到降低台海戰

爭的可能性被認為是必要的。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特色在： 

1. 在江澤民主政初期時，必須高舉「鄧小平理論」的旗幟，如此才可能穩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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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政權，也才能掌握大陸外交和兩岸關係的發展。因為鄧小平在處理對美

關係上，有著「不搞對抗」的指示，這有助於江澤民確立「增進瞭解、擴大

共識、發展合作、共創未來」的對美外交方針。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

兩制」的基本方針和香港的順利回歸，更加確立江澤民所提出的「江八點」

在中共對台政策中的指導地位，對台政策的主軸發展出一套新的和平攻勢。

另外，「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改革開放環境，亦給台商提供了誘人的投資機

會，即便在台灣方面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卻仍是無法澆熄台商對大陸

的投資熱潮，台灣面對北京的「以商圍政」策略，欲振乏力，只能處於被動

地位。 

2. 江澤民主政時期，的確中國在各方面政策的制定上已經不再受到意識形態所

左右，意識形態在中共的外交和對台政策中逐漸被抽離，取而代之的是走向

務實的一方，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龐

大的資金投入，也需要先進的技術來做基礎，江澤民必須在發生「八九民運」

後積極爭取解除各國對中國所做出的制裁，這也是基於中國國家發展策略所

需。改革開放對中國來說是一條不歸路，江澤民不但要堅持走改革開放的路，

還要進一步的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將中國帶入國際社會中，因此中國不可以

亂，不論是在內部或者是在對外關係上。江澤民主政時期恰逢冷戰結束，國

際社會對和平的維護不遺餘力，中國也必須顧及到國際社會的觀感以及重塑

中國的國際形象，所以在對台政策的制定上必定不再以武力為其主軸。 

3. 因此對於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成為江澤民首要的工作。中國在面對台灣問題

上的態度，一直以來都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內政的一部分，不容許外國勢力

的干涉。中共認為，台灣問題的形成及其久拖未決，固然有深刻的內部原因，

但外國勢力的插手、干預也是重要因素。外國勢力主要是指美國，亞洲地區

的日本雖然與美國組成「安全保障條約」，實際上一直是以美國的態度為處理

台灣問題的準則。日本在地緣位置上與中國接近，中國的崛起對日本來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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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潛在的威脅性，日本對中國有著恐懼的心理，卻又不得不在重視中國市場

的情況下，對於台灣問題日本政府一直不願意做出與中國產生衝突的政策。

因而對中國而言在台灣問題上涉入最多的外國勢力就是美國。 

4. 冷戰時期，在東西方兩大集團的對抗下，中國和美國在大部分的時間上都維

持著敵對關係，也因為台灣特殊的地理位置，美國基於戰略考量，必須協助

防衛台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會隨著時間的而有所轉變，當然中國與美國之

間的關係也隨之而有所調整。對中國而言，對台政策是國家發展與軍政外交

整體策略中的一部分；在外交上，中國努力發展良好的中美關係，主要是希

望在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下，進而透過美國束縛台獨勢力的發展。中國經濟迅

速發展除了幫助中國走向經濟大國之林外，經濟成果也成為中國外交上可應

用的資源。大陸在處理台灣問題始終無法擺脫美國，特別是在李登輝訪問美

國，中國體認到台灣能夠拓展國際空間的主要關鍵在於美國。在防止台灣獨

立的問題上，北京儘管不願意正面承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重要性，但實際

上中國卻默認這樣的一個現實，並且積極在中美關係上下工夫，將台灣問題

寄希望於美國。 

5. 在江澤民主政時期，國際上的局勢處在冷戰結束、前蘇聯解體、東歐巨變，

是美國在世界戰略上的勝利，卻也使美國實力耗損嚴重，特別是在經濟上，

不斷的增強軍備以期達到國家安全與對抗蘇聯。國家財政與經濟發展相繼投

入軍事方面，對於美國經濟是一項沉重的負荷，經濟上開始出現財政赤字。

因此，柯林頓上台後，將政策重心放在振興美國國內經濟，開始一連串的振

興經濟措施，積極的擴展世界市場以促進經濟增長。基於提振經濟政策，美

國無法忽略中國的廣大市場，也由於美國逐漸意識到中國作為安理會常任理

事國，在全球議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中國的政策由剛開始的「遏制政

策」到「全面接觸」政策。美國力求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而不是將中國排

除在世界的體系之外，藉此促進美國價值觀深根於中國價值體系中，以增進



 
中共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台政策之研究(1989~2003)

 

 196

美國在中國的利益。江澤民在爭取國際上對中國資金、先進技術挹助的同時，

必須面對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誘發了中國人民想要爭取其他方面改革的需求，

中共高層意識到人民對中共執政能力與正當性上出現質疑聲浪。尤其是中國

社會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國有企業的倒閉、下崗工人的增加、

以往未曾出現的貧富差距加大、三農問題等，開始讓中國人民走上街頭，開

始撼動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地位。 

6. 中國認知到美國橫梗在兩岸之間，不希望美國的態度過於傾向台灣，因此要

求與美國建立正常化關係的同時，美國必須在台灣問題上做出明確的表態。

過去，因為中國與美國的意識形態相左，美國在中美台三邊的關係上一直是

較支持台灣方面，然而隨著時間與外在條件、環境的不同，美國開始改善與

中國的關係。在與中國建立正常化關係時，美國強調堅持「一個中國」立場

不會改變，並且說到不希望看到台海之間出現戰端。在李登輝訪問美國之後，

中共一連串的抗議行動，不論是對中國、美國來說都是一項傷害，中美關係

陷入低潮。中美雙方必須開始修補惡化的中美關係，在雙方經過多次的高層

會談、磋商之後達成共識：中美不應該成為敵人，而應該共同致力於建立建

設性的戰略夥伴關係。江澤民在處理台灣問題上，除了以鄧小平的「一國兩

制」為基礎外，為了建立屬於自己在對台政策上的權威性，於是提出「江八

點」，內容雖不脫鄧小平的一國兩制，文字上卻是更具體的說明江澤民對台政

策的核心重點。 

7. 江澤民因為台灣內部的因素，必須在對台政策上轉趨強硬在「2000 白皮書」

上，特別去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尤有甚者，中國更因為台灣在一個中

國原則上的認知不同，而關閉與台灣之間的正式通話管道。江澤民在對台政

策上所使用的兩手和戰策略，可以在「江八點」中看到江澤民身段柔軟的一

面，也同時可以看見江澤民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的堅持，自始至終，中共

在制定對台政策的過程中，並未宣布放棄武力犯台的手段。中共高層一直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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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的形勢是制定對台政策的關鍵因素，中共對台灣內部情勢的重視，特

別反應在對台灣領導權力轉移的關注，因為中共認為台灣雖在大陸政策上有

所調整，但是其本質仍是「台灣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趙春山，2003：43)。

台灣內部情勢的轉變成為了中共制定對台政策所要考慮的一個變數，特別是

在「一個中國」的認知上，自蔣介石開始台灣對於一個中國的態度是堅定的，

儘管在韓戰爆發後，台灣意識到統一中國已非易事。 

8. 蔣經國的逝世，李登輝的繼任開啟了台灣民主的歷程，台灣在解除「動員戡

亂時期臨時條款」後，黨禁的解除使得台灣民眾真正有了參與民主的感受，

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開始培養本省籍的政治菁英。這使得台灣在國家認同上

出現了不同的聲音，對於一個中國的認知更是出現了歧異，讓中共意識到台

灣問題的嚴重性，在處理台灣問題上，無法放棄以軍事方式當成最終手段，

認為唯有以軍事力量才可以讓中國的主權與領土統一。中國認為台灣在李登

輝執政下有漸漸走向台獨的傾向，台灣藉由經濟上傲人的成就將台灣推進國

際社會上。在李登輝執政時期，台灣開始推動務實外交，李登輝也藉由務實

外交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甚至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做「私人」性質的參訪。

台灣在外交上的這些大動作，已經違反中國處理台灣問題的原則了，中國在

處理台灣問題上一直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內政問題，台灣既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不可以有獨立自主的外交活動。1999 年在李登輝提出「兩國論」時，美國

鑒於如果台灣一旦爆發危機，或者發生一場美國無法防止的軍事衝突時，必

將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利益帶來衝擊，甚至可能波及美國本土(謝文波，

2001：452)。因此美國基於國家利益，在第 54 屆聯合國大會上首次公開表示

不支持台灣加入聯合國，美國的態度無疑的對台灣在外交上的努力重重的給

予打擊，有著警告台灣當局的意味，不希望台灣當局有逾越「一個中國」挑

釁的言論出現，更希望減少兩岸關係間的變數。美國認為台灣在外交上的大

動作與台灣方面數次在兩岸關係脫軌的談話，使得中國方面出現激烈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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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影響區域安全的變數，美國主動的將立場說明，就是為了要減經北京

的不安。 

9. 柯林頓政府在對台政策上做出傾斜於中共最大幅度的政策即是「一個中國」

所衍生的「三不政策」，內容中特別強調美國在處理台灣問題上遵守「一個中

國」的態度不會改變。儘管「三不政策」是美國對兩岸關係做出政治性的允

諾，也透露出柯林頓政府對兩岸關係的立場，但三不政策只是當時美國總統

的一種政策聲明，它並不具法律意義，在兩岸關係上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在

對台政策上，柯林頓政府由模糊走向清晰，台灣已經失去了可以緩轉圜的空

間。中國方面在制定對台政策上出現軍事上的威嚇，因為其已認定台灣在李

登輝的領導下逐漸走向台灣獨立，若不適時的以軍事加以警告，主張台灣獨

立的勢力會更加明顯，這是企圖分裂中國的行為。 

10. 2000 年，台灣總統大選讓台灣體現了民主的果實，即出現了首次的政黨輪替，

但這卻使得兩岸關係雪上加霜，台灣在 2000 年總統選舉中選出民進黨籍的候

選人陳水扁，中國對於這樣的結果認定不利於未來的兩岸關係。因為民進黨

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比李登輝時期的國民黨來的更低，這使得中國要求

必須承認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的條件之下，才可能重新開啟正式的對話；

停止了正式關係的交流，卻不斷在民間交流上大開方便之門，企圖利用「以

民圍官」、「以商圍政」的策略，迫使台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重新回到談判

桌上。 

11. 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轉變是依循鄧小平的政策基調(初期)─手段、態

度日趨強硬(中期)─尋求外部勢力壓制台獨聲勢(晚期)。江澤民在主政初期必

須依循著鄧小平對台政策上的思考模式；漸漸的等到江澤民權力逐漸穩固之

後，開始發展出「江八點」，並且對於日益成形的台獨聲浪加以強勢的撻伐；

到了江澤民主政晚期，開始認知到中國的文攻武嚇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並未有

實質效應，必須藉由外部勢力對台獨勢力施加壓力，因而江澤民掌握這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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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開始對美國施加壓力，希望藉由美國壓制日益上漲的台獨聲浪。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上，必須考慮到許多的因素，不論是在中國本身的權力

結構上、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或者是國際上的因素特別是美國的因素，甚或是

台灣情勢的轉變都是成為中國制定對台政策中變數。中共所制定的對台政策必定

會影響兩岸關係的發展，而在未來兩岸關係的發展中必將牽動台灣本身的國家發

展、中國國家的發展方向、亞太區域安全的發展情況，甚至影響到太平洋另一邊

美國的國家利益發展。中共制定對台政策上會隨著上述的變數而不斷的改變，兩

岸關係也不斷的隨之出現變化，截至目前為止兩岸之間仍有相當多的影響變數正

在進行中，兩岸之間的關係無法以簡單的「統一」或者「台灣獨立」的選項加以

判斷，所涉及的變數會不斷出現。以下各點即為今後研究者所必須注意之相關因

素： 

一、研究資料的蒐集。 

在本論文研究初始，對於相關資料的蒐集，必須兼顧到美國、中國、台灣三

方面的資料。 

1. 研究本論之主題，在資料蒐集上，因為時間必須推至毛澤東時期，因而

在蒐集資料上備感艱辛與繁雜，然而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筆者仍舊覺

得有所不足之處。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的相關資料，因為近年來在中國

大陸各界中掀起一片討論風潮，不論是在毛澤東時期的思想、政策上的

相關資料研究都相繼出版，甚至連文革時期那一段中國隱晦時期的資料

都相繼出版，因此未來研究者必須留意新公佈之資料。 

2. 鄧小平時期的相關資料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一國兩制」政策上的資

料出版的相當詳盡，蒐集起來相對是方便的，只是在眾多資料上會出現

版本判斷的困難，這是毛澤東、鄧小平時期資料蒐集上的一項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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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談到江澤民時期，因為本論文寫作時間限定於 1989-2003 年，此時期的

資料蒐集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江澤民尚未退出中國政治舞台，若是直接

出版有關江澤民時期的書籍或者著作，必定涉及對江澤民的功過評價，

那是中共中央所不允許的。因此在作者即將完成論文之際，中國出版了

《江澤民傳》，作者礙於時間上的緣故，並無法詳盡的閱讀完畢，中國在

此後會開始出版江澤民時期的著作，建議日後欲做相關題目者可以在資

料蒐集上加進有關江澤民時期的相關著作，以做佐證。 

4. 一手資料上的搜羅不易，本論文因為涉及較多政策部分，而在一個政策

由制定到形成，都事關一個國家的國家利益。因此要取得一手資料是比

較不容易的，特別是中共的「紅頭文件」，更是必須等待中共官方的解密

與公佈，所以在資料的引用上可能無法貼近最核心的看法，這是需要補

強之處。 

 

二、學科上訓練的加強。 

因為作者本身的學科訓練所限，因此在經濟、社會上的學科專業知識尚嫌不

足，無法真正觸及中國內部經濟、社會面上的變項說明，在文中探討的只是較粗

淺的經濟、社會方面的分析，未來研究者能補強經濟學、社會學方面的專業訓練，

再論本題時或許能有較不同的觀察研究心得。 

1.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的問題已經不再只是滿足日常生活上的需要。

中國經濟在轉軌後，開始產生許多的問題，這些都是影響中共制定對台政

策的因素。 

2. 中國在經濟上所產生的問題，連帶的在社會上也會出現相關的問題，例如

人口問題、貧窮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都是日後研究相關題目者可以利

用其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專業去更加深入探討的。 

3. 另外，本論文之研究恐將有太過站在台灣角度來探討中國制定對台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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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見，無法真正的以中國的角度去探討當時形成對台政策的氛圍究竟為

何，這是研究中所碰到的盲點，也是有待外界予以批評指教之處。 

三、持續的關注兩岸關係的新發展。 

雖說 2004 年之後的兩岸關係發展，江澤民的影響力已經逐漸消退，然而中

國在胡錦濤上台之後，其所制定的對台政策部分仍是延續江澤民時期的政策，甚

至可以說中國現在社會、經濟上的問題仍是江澤民時期所遺留下來至今未解決的

問題。因此日後研究相關題目者，可以現今中國發展的狀況進一步來印證江澤民

時期所做政策為何？以及他的政策對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是有效還是無效

的。總而言之，這個題目的研究在實質上仍是一個待進一步做研究分析的論題，

關心海峽兩岸關係發展有志之士，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本論文僅能作為筆者對

這個論提初步探討的結果，這個論題猶待同好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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