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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行路，宛如流水，時而奔放雄奇，時而蜿蜒曲折。看似波瀾壯闊者，

驚濤裂岸風雲無際，沈浮其中，卻是浪花淘盡泥沙俱下；看似幽咽泉流者，一脈

清淺將到盡處，幾番轉折，卻是堂堂江水直出前村，即使萬山攔阻不許一溪奔赴。 

 

我的論文寫作，亦復如此。曾經胸有成竹、意氣風發，在歷經琢磨之後才知

這是多麼淺陋的天真。多少崎嶇躓踣披荊斬棘，學得生命功課，方識未經寒徹，

難有梅香撲面；幾度錘鍊，終得劍底龍吟。 

 

深深感謝這一路以來指導教授陳延輝老師的包容關懷、張五岳老師多次的指

教點撥，以及林正義老師與范世平老師在口試之時給予的寶貴意見。尤其，明居

正老師以他嚴謹的治學態度與豐富的學養內涵，在論文寫作過程當中予以深度的

指導與反覆的辯證，這本論文裡諸多饒富深意的洞見來自明老師的啟發，在此謹

致以無上的謝忱。 

 

此外，我的母親、先生、眾多親友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是陪伴我走

過這段艱辛歷程的絕美力量，讓我在沈吟不已、搜遍枯腸的漫漫長夜裡，猶能身

心安頓，感受與思辨搏鬥的幸福。 

 

回首人生行路，依然宛如流水。雖姿態各易，情境有別，然此中的綿延不息，

涵納萬方，而今體會，竟是見水不是水的別有幽微。再走下去，依傍思維的錘鍊

與刻骨經驗的教誨，我衷心期待，再次歡喜相逢生命中的柳暗花明、雲開月現。 

 

那時，會否隨眸望去，迎入眼界的，俱是見水又是水的剔透。 

 

那是真懂得了。 

 

但，在此之前，謹先讓我將此論文獻給，所有愛我的與我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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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二０００年總統大選，代表民進黨參選的陳水扁、呂秀蓮在泛藍陣營分裂

的情況下贏得最終勝選，台灣完成首度的政黨輪替。以民進黨鮮明的「愛台」

本土形象，更挾以新勝之師的氣勢與執政位置掌握的權力和資源，陳水扁原本

擁有絕佳的歷史機會，對內改變台灣政壇生態重整政治版圖，對外免於背負「賣

台」的包袱而能大開大立擘畫兩岸新局。然而，「核四」停工事件的粗率操作，

使得原已士氣渙散的國民黨、親民黨同仇敵愾重新集結成「在野聯盟」，藍綠

自此失去互信合作的機會，並從而開啟陳水扁兩任任期間朝野無止境的對抗。 

在兩岸關係上，則陳水扁上任之初雖刻意採取「新中間路線」，從「四不

一沒有」到「大膽講話」一再遞出和平橄欖枝，然而北京當局緣於對台戰略的

考量，復加以對陳水扁卻乏信任，竟在陳水扁就任民進黨主席的就職典禮上以

挖走台灣的邦交國諾魯做為回應，備感羞辱的陳水扁在兩岸關係上處於進無法

得寸功，難以爭取中間選民認同更飽受深綠支持者質疑的尷尬境地，遂轉向退

而固守深綠路線，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制憲，一連串帶有強烈彰顯台灣主

體意涵的政策主張與作為，雖然滿足深綠支持者的期待，但於此同時卻也每每

被解讀為有改變現狀之虞的冒進舉措，民進黨政府成為美、中、泛藍眼中的「麻

煩製造者」，這使得陳水扁第一個任期並未能拉近與國共間的關係，卻更與美

國的關係不斷惡化，兩岸僵局遲遲無法打開的困境，可以說也為「連宋登陸」

提供了一個有利的空間。連胡甚至倡立了兩岸經貿論壇。 

連戰、宋楚瑜高調訪問中國大陸，並分別與中共最高領導人胡錦濤簽訂「連

胡公報」、「宋胡公報」，面對此一明顯違背「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的觸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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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政府既未予以事先強力的遏止，更欠缺事後執行法律規範的處罰，錯失先

機的陳水扁政權由是自陷於不利的被動境地，只能眼見連宋登陸後紅藍的擴大接

觸與合作，帶動兩岸民間社會與經濟更蓬勃的交流，兩岸「紅藍綠」小三角關係

逐漸發展形成「紅藍制綠」的新結構，民進黨落入勢孤的一方。面對此一態勢，

陳水扁決定在經濟上以「積極管理」取代「積極開放」，試圖減緩並降低中國大

陸對台的磁吸效應，然而，從國會殿堂泛藍以過半優勢結合輿論造勢挑戰民進黨

政府的兩岸經貿政策，到「兩岸經貿論壇」眾多台灣工商鉅子不避形跡地出席與

表態，在在顯示民進黨政府的「積極管理」政策在因應新局方面的力有未逮；政

治上，陳水扁以「終統」扳回向中傾斜的天平，卻招來美國、中共和泛藍強烈的

不滿與反彈，華府、北京、泛藍對反獨採取一致立場，而民進黨成為對立的一方。

民進黨在兩岸三邊四角的歷史舞台更見遠離，在整體結構上由「紅藍綠」小三角

連動到「美中台」大三角，民進黨政府雙雙落入陷孤立與邊陲化的命運。由此結

構發展趨勢觀察，連宋登陸一事，雖然只是歷史上小小的一個動作，但其對於「向

中趨近」的動力，卻多少起了「轉轍」（switch）或「推進」的作用。 

 

關鍵字：連宋登陸、兩岸關係、現狀、兩岸經貿論壇、邊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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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d Vice President Annette Lu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0 thanks to the split of the pan-blue camp. With a Taiwan-born party, 

President Chen was given unusual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to change domestic 

political ecology and to foster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refraining from the burden of 

selling Taiwan out. Nevertheless, the rush and rough policy process for ceasing the 

Fourth Nuclear Project had antagonized the disorganized Kuomintang and the 

People's First Party and coincidentally pushed them to reunite together, fighting 

against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Since then, Chen administration had 

lost confidence and got involved endless boycotts from the pan-blue opposition 

parties.  

 A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ijing authorities, excepting for its strategic 

concerns, had been highly suspicious of Chen's independence position even though 

Chen tried very hard to reach out his olive branch to Beijing. Beijing even grasped 

Taiwan's diplomatic ally Nauru away during Chen inaugurating his DPP chairmanship. 

Being humiliated by Beijing and, in addition, suspected by the green camp for his not 

earning much support from the middle-liners over China policy, Chen turned back to 

the dark-green line by putting forth a series of pro-independenc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proposing “One country on Either Side, ” “Referendum, ” “Rectification of 

Names,” and “ Rewriting the Constitution ” etc. Nevertheless, Chen's radical 

approaches appeasing his green supporters were interpreted as a move toward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as was opposed to the US position as well as China and the 

pan-blue's political interests. Chen became a trouble-maker for the temporarily 

strategic triad. Apparently, the cross-strait stalemate and the deteriorating US-Taiwan 

relationship offered an advantageous space for Lien-Soong's visits to China. Lien and 

Hu Jintao even initiated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Forum. Lien and Soong signed 

with Hu respectively “ Lien-Hu Joint Announcement” as well as “Soong-Hu Joint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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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ically, Chen administration seemed helpless and pale in dealing with 

Lien-Soong's visits to China before and after, as were obviously opposed to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From then on, the ruling DPP had been further marginalized while the closer 

cooperation and contacts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CP had brought about more 

vibrant soci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Red-Blue 

alliance to constrain the Green is emerging. In coping with this trend, Chen decided to 

alleviate China's economic magnetic effects by replacing “Active Opening” with 

“Active Management”, but his policy was severely challenged by the KMT's triumph 

at the legislature as well as the strong presence of tycoons' business interests. Chen's 

another move to abolish both the Unification Guidelines and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also encountered fierce protests and strong backfire from the pan-blue camps, 

China, and the US. The ruling DPP become the opposite party against the triad of 

anti-independence. The DPP then was pushed to the corner of the quadrangular 

rela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Lien-Soong' China visits, though a small 

step in the histor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do play as a significant switch or facilitator 

to make Taiwan lean toward China.  

 

 

【Key Words】: Lien-Soong's Visits to China,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atus Quo, 

Cross-Strait Economic Forum , Margi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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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回看二０００年台灣總統大選政黨輪替迄今的政治發展史，一向以來，民主

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高舉台灣主體性與台灣本土意識，在國家定位上，依

據該黨一九九九年五月於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宣

示，主張台灣是一主權獨立國家，依憲法稱為中華民國，其主權領域僅及於台澎

金馬與其附屬島嶼。兩岸的相互定位是一邊一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

不隸屬。對於台灣的未來，民進黨主張任何有關現狀的更動，都必須經由台灣全

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樣的宣示與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一

貫主張的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台灣與全中國大陸，兩岸只是暫時分裂，未來是要追

求「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新中國有著明顯的區別。正因為兩黨在國家認同、

兩岸定位與國家前途選擇的主張有別，1兩黨的兩岸政策也因而由政治到經濟呈

現不同的路線取向。 

基本上，民進黨傾向將中共視為意圖併吞台灣的敵意政權，因此，政治上不

接受「一中原則」與「九二共識」，認為如此將導致自陷於中共設定的框架陷阱，

最後淪入「一國兩制」；經濟上，二００一年八月份召開的經發會，對於兩岸經

貿的發展原則獲致「台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雙贏、風險管理」的結論，2而

對於兩岸經貿及投資方面，則適度地鬆綁了李登輝執政時代所採行的「戒急用忍」

政策，而改之以「積極開放，有效管理」，在一些經貿投資政策上做出調整，朝

                                                 
1 台灣自啟動民主化、本土化的改革工程以來，國家認同的歧異始終是台灣內部政治的重大爭議

課題。一言以蔽之，民進黨主張現狀是「中華民國是台灣」，國民黨則認為應是「中華民國在
台灣」。準此以觀，就國家定位的現狀主張而言，民、國兩黨實有「中華民國」此一共同交集。
故而，台灣內部不乏有論者以為，民、國兩黨在現階段於國家認同的爭論上，其實並沒有不可
化解的重大分歧，而是有更多地方具有政治宣傳與獲取選票的策略考量，可謂是「口號」上的
不同遠大於「本質」上的不同。而更深層來看，對於舞台上角逐權力的政治人物而言，往往「權
力之爭」才是藍綠鬥爭的最核心關鍵。 

2 總統府，「總統出席『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閉幕典禮」新聞稿，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economic/index-91.html，200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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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更大幅度的開放。 

至於國民黨方面，李登輝執政前期，兩岸對「一個中國原則」並無爭執，但

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中共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則是以「一中各表」的方式，主張「一個中國」是「中華民

國」。換言之，中共是「一中不表」，而國民黨是「一中各表」。然而到了李登輝

執政後期，其逐步調整意識型態由「大中國意識」漸次走向「台灣意識」，其中

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定位與論述來標示現狀可謂代表。到了一九九九年七月

李登輝更發表了「兩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震撼性言論，重新界定了兩岸的

關係定位，引起中國激烈的抗議。 

及至二０００年總統大選，李登輝因敗選辭去國民黨主席後，接任的連戰開

始調整李登輝路線，從「特殊兩國論」的立場上退卻，重新回到「一中各表」的

主張，3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法理主

權涵蓋全中國大陸與台灣，但現今行使有效管轄的事實主權則限定於台、澎、金、

馬，對於國家前途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國民黨主導下的國家統一，建立一個「民

主、自由、均富」的新中國。因此，國民黨對於由前陸委會主委蘇起所發明的「九

二共識」一詞，不只接受，並認為這是以一種創造性模糊的方式包裝「一中各表」，

藉以迴避敏感的「一中」字眼，從而促使兩岸雙方可藉此「互不否認」的方式，

擱置主權爭議，並引以為基礎展開兩岸由經濟到政治的各項合作與交流。國民黨

因而經常以此要求執政的民進黨應該回到「九二共識」的原點，以發展兩岸的政

治與經濟關係。 

然而，雖然以民進黨為代表的綠營與以國民黨為代表的藍營4在兩岸政策主

                                                 
3 二００一年七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擔任國民黨主席的連戰在大會開幕
式上宣示，兩岸應恢復「九二共識」、「一中各表」，自此在連戰的銳意扭轉路線下，國民黨由李
登輝主政時的「特殊兩國論」又走回「一中各表」、「國統綱領」的舊路線。 

4 台灣劃分政黨板塊與立場，一般咸以顏色為區分，本文亦採取相同判別標準，「泛藍」指涉對
象為國家認同統獨光譜上偏統的政黨、社團與人民，以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為主要代表；「泛
綠」指涉對象為國家認同統獨光譜上偏獨的政黨、社團與人民，以民進黨、台聯黨為主要代表；
另，「紅色」指涉對象為意識型態持共產主義主張的政黨、社團與人民，本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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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上呈現藍綠對抗的情勢，但整體的政經氛圍於二０００年民進黨勝選之後呈現

微妙的變化，兩岸關係呈現「政冷經熱」的現象。在政治上，民進黨政府一手透

過政策導引深化台灣本土意識，「台灣優先」、「愛台灣」成為主流的政治符號。

另一手操作「去中國化」，從意識型態上弱化台灣和中國大陸之間在歷史、文化

的連結，而於現實政治實務中，則視北京為意圖吞併台灣的敵意政權，故而兩岸

的政治關係始終呈現僵持與對立的態勢；在經濟上，兩岸的貿易往來日益密切，

二０００年民進黨執政第一年，台灣對中國大陸包含進出口的全年貿易總額為三

百二十三億美元，到了二００四年台灣對中國大陸的全年貿易總額已大幅成長為

六百五十七億美元，5而政府核准企業赴中國大陸投資的金額，二０００年全年

為二十六億美元，到了二００四年整年遽增為六十九億美元，6
而中國大陸對台

與日俱增的磁吸效應影響了台灣內部經濟的發展。 

更加以二０００年全球網路泡沫的衝擊，二００一年台灣的經濟表現大幅衰

退，以經濟櫥窗的股市而言，從陳水扁就職總統到二００一年底「三合一」選舉

前一個禮拜，股市的市值縮水了將近新台幣五兆元，7經濟成長率更由二０００

年的百分之五點八，下降到二００一年的負百分之二點二，8創下有史以來首度

的負成長，而失業率則更是由二０００年的百分之三攀升到二００一年的百分之

四點六。9 

如此的執政成績理應重創選情，然而二００一年大選結果揭曉，在縣市長方

面，標榜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囊括九席的縣市長寶座，國民黨則取回了台中以北的

大部分縣市；在國會議席方面，國民黨的席次大幅衰退，從上屆單獨過半的一百

                                                 
5 經濟部，（我國對大陸地區貿易統計），經濟部網站，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reports/C12.xls，2004/12。 
6 海基會，（兩岸經貿統計表-核准赴大陸投資），海基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pdf/eco/statist/st-3.pdf,2004/12。 
7 二００五年五月十九日台灣股市加權指數為九千一百一十九點，市值十三點二兆，到了二００
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台股加權指數為四千五百一十九點，市值八點二五兆。見鈕則勳，（傳播科
技與競選策略：以二００一年選舉民進黨為例），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50.htm，2002/5/9。 

8 經濟部，（主要國家-經濟成長率），經濟部網站，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reports/A01.xls，2001/12。 

9 經濟部，（主要國家失業率），經濟部網站，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reports/A14.xls，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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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席敗落至本屆的六十八席，只再加上親民黨的四十六席後，勉強維持泛藍

在國會剛好過半的席次，而執政的民進黨則由上屆的七十席成長至本屆的八十七

席，躍居國會第一大黨。10此何以故？箇中原因儘管錯綜複雜，然而「台灣意識」

的發酵應佔有重要地位：民進黨贏得地方執政的縣市幾乎都集中在台中縣市以

南，以農業為主、本土意識濃厚的地區；而立委選情方面，新成立的台灣團結聯

盟以壯大本土力量為號召加入選舉，配合陳水扁所提「國家安定聯盟」的訴求，

整個選舉期間「本土」、「非本土」，「愛台灣」、「不愛台灣」，「統派」、「獨派」的

政治符號處處可見，藍綠兩大陣營的對決透過「台灣意識」與「中國意識」的選

票動員達到白熱化。 

類似的情景也反映在二００四年的總統大選。依據研考會在二００四年一月

選前所做的民調，對於政府在穩定經濟發展的表現上，包含不太滿意與一點也不

滿意仍有高達百分之四十八點一的民眾感到不滿，11經濟上的施政評價低落一直

是民進黨執政以來的最大痛處。在這樣的政經情勢下綠營避弱就強，訂定了「相

信台灣．堅持改革」的文宣主軸，強攻「台灣主體性」此一傳統上屬於民進黨的

意識形態強項，透過舉辦有史以來最多參與人數的「二二八百萬人手牽手活動」

與「三二０和平公投」，藉以主導選戰議題、凝聚支持者向心力、激發選票動員

能量。藍營方面，雖在選戰初期嚴厲批評民進黨執政失當與經濟不彰，然而，到

了選戰後期由於民進黨對於有關國家認同的議題比重愈形加重，藍營也因之步入

意識型態的主戰場，而在台灣意識瀰漫之下，藍綠雙方比拼「愛台灣」，連戰與

宋楚瑜甚至以全身趴吻土地的姿勢，表達對台灣的土地認同（余莓莓，2006：

143）。 

換言之，對於藍營與綠營而言，在此次選舉過程中，意識型態仍比經貿更能

                                                 
10 中選會，（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政黨席次統計表），http://210.69.23.140/pdf/B2001006.pdf，

2001/12；中選會，（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政黨席次統計表），http://210.69.23.140/pdf/B2004 
006.pdf，2004/12。 

11 此一民調數據，乃根據行政院研考會在二００三年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所做的（民眾對政府
施政滿意度）所做的調查結果。研考會網站：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12241&ctNode=2483，20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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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選舉的動員基礎與議題焦點。選舉結果揭曉，尋求連任的陳水扁與呂秀蓮，

以百分之五十點一一的得票率贏得勝選。12雖然有人認為大選前夕爆發的正副總

統槍擊案（以下簡稱三一九槍擊案），是影響大選最後結果的關鍵變數之一，但

無可否認，「台灣意識」成為選戰熱點，藍綠雙方分別以各種方式向選民傳達「愛

台灣」的意念，確實是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的重要現象。 

民進黨雖然在總統大選贏得過半選票，但選後懷疑槍擊案真實性，無法接受

敗選事實的泛藍選民聚集在凱達格蘭大道進行整整一週的示威抗議活動，對內引

得政局動盪、股市暴跌；對外，則中共甚至透過國台辦宣稱「如果台灣局勢失控，

大陸將「不會坐視不管」。13按理以泛藍新敗之師，其部分激進選民的激情作為又

頗引起一般冀望政局安定的中間選民不滿，且在立法院方面執政黨復因為受困於

朝小野大的事實，許多關乎施政的重要法案在國會因居於少數而屢受杯葛，更加

上二００四年經濟成長達到百分之六點一，14是民進黨執政以來的最佳表現，情

勢應是一片大好，該年年底民進黨文宣主軸「立委過半數，改革大進步」的訴求

便展現了民進黨爭取國會過半的企圖心。然而選舉結果揭曉，民進黨獲得八十九

席，台聯取得十二席，泛綠陣營總共贏得一百零一席。而藍色陣營的國民黨、親

民黨與新黨相加則獲得剛好過半的一百一十四席，綠營總得票率為百分之四十三

點五，藍營為百分之四十六點八。15藍綠票數的比例顯示，此次選舉結果仍是藍

大於綠，由此看來民進黨二００四年總統勝選的票數並沒有順利移轉到本屆的立

委選舉。  

孰令致之？事後許多的分析皆指向民進黨與台聯在選戰後期主攻「制憲」、

「正名」以求開拓選票，然而最後證明是類的策略與議題並未發揮預期功效，甚

                                                 
12 中選會，（第十一任 總統(副總統)選舉 候選人得票概況），中選會網站，

http://210.69.23.140/vote3.asp?pass1=A2004A0000000000aaa，2004/3/20。 
13 國台辦，（國台辦發言人就台灣選務機構發佈公告發表談話），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806，2004/3/26。 
14 經濟部，（主要國家經濟成長率），參見經濟部網，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reports/A01.xls，2004/12。 
15 中選會，（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政黨席次統計表），參見中選會網站，

http://210.69.23.140/pdf/B2004006.pdf，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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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適得其反。16或謂這是因為台灣多數民眾希望政局安定、兩岸穩定，不但厭倦

朝野對抗，也不支持破壞台灣現狀的激進路線。然而，事後如斯的分析是否接近

真實？若否，則真實又是如何？若為肯定，則是否意味台灣意識的高漲並無法完

全支撐「制憲」與「正名」的訴求？其理何在？ 

更弔詭的是，二００五年三月十四日中國人大通過「反分裂國家法」（詳附

件三），根據陸委會委託國策院於二００四年三月九日至十二日的民意調查數據

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三點四的民眾不同意「反分裂國家法」中「對於台灣和大

陸主權爭議的問題，中共可以使用非和平的手段來解決」的作法。17若依照台灣

主要政黨一貫的政治邏輯操作，在中共強硬打壓台灣的時刻，對於任何可能與北

京當局產生連結的作為與聯想，基本上都是屬於應予迴避的範疇，以免流失民意

支持。然而，就在二００五年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林會見國民黨

副主席江丙坤率領的大陸參訪團，雙方並達成包括：包機節日化、農產品登陸行

銷、簽署台商投資權益保障協議、兩岸新聞交流等「十二項共識」（詳附件四），

為四月份國民黨主席連戰的登陸訪問預先鋪路。二００五年四月，中國共產黨以

超高規格的禮遇接待國民黨主席連戰登陸訪問，在連戰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

後，雙方並發佈「兩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新聞公報」（以下簡稱「連胡公報」），

就中提出了五項願景（詳附件五）。 

緊接著五月份，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繼踵親訪中國大陸，同樣在與胡錦濤總書

記會面後發佈了總共六點結論的「會談公報」（以下簡稱「宋胡公報」，詳附件六）。

連戰與宋楚瑜宋二位主要在野黨的主席，不僅不以過去動輒擔憂被戴上「紅帽子」

為懼，媒體甚至以「搶頭香」為題，形容泛藍政黨熱切登陸訪問的情境。相較二

                                                 
16 二００四年十二月十三日《自由時報》報導，針對立委選舉結果進行檢討，民進黨副秘書長

李應元表示，「提名策略」、「議題營造」、「配票」是檢討的三大方向。其中在「議題營造」方
面，台聯的正名、制憲大遊行讓民進黨被迫接招、應戰，打亂了民進黨的節奏。加上美方對外
館正名的回應，民進黨未做好宣導。其後民進黨中央政策會送交中常會的檢討報告中亦指出此
次大選主打議題設定為「正名」、「制憲」，確有失當之處；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助
理研究員陳朝政亦為文表示，這些議題的設定重政治而輕經濟，重台灣意識而輕民生議題，票
房不如預期，見：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IA/093/IA-R-093-011.htm，2004/12/29。 

17 陸委會，（「台灣民眾對中共制訂反分裂國家法的看法」民意調查初步數據報告），陸委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200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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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四年三月十三日，總統大選前夕連宋兩位以身體趴吻土地作為對台灣土地認

同的極致表現，藉以傳達「愛台灣」的意念，短短一年的時間，箇中差異竟是如

此巨大。這究竟是不是行動者主觀認知的改變?或是對部分的人而言，「愛台灣」

與「發展兩岸關係」並不必然有內在邏輯上的衝突？ 

就在連戰與宋楚瑜兩位主席相繼登陸訪問後，泛藍陣營不僅不再視與中共當

局的交往為畏途，其不同層級的黨公職人員更是往訪中國大陸不絕於途，甚而在

某些經貿交流議題上，例如台灣水果免關稅登陸，繞過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直接

帶領與其親近的民間團體與中共有關當局協商。其後支持兩岸經貿應更加開放的

聲音持續傳出，輿論造勢奏效，扁政府被迫在部分的兩岸經貿政策上提前開放，

二００五年六月十四日，陸委會主委吳釗燮即公開指出，政府將在建立完整配套

的基礎上，優先推動「貨運包機」、「台灣農產品輸銷大陸」及「大陸人士來台

觀光」三項兩岸協商議題，18這是國共交流合作形成政治壓力，推使政府不得不

調整部分政策步伐的典型代表。 

而為了減緩台灣日益明顯且快速向北京傾斜的態勢，陳水扁於二００六年一

月一日發表的元旦祝詞中表示，「積極管理、有效開放」將是未來兩岸經貿政策

的新思維與新作為，19其意義在於更凸顯「管理」的重要性。緊接著一月二十九

日，陳水扁在台南縣與鄉親歡聚新年團圓餐敘前致詞時表示，台灣應認真思考是

否要廢除國統會、廢除國統綱領此一嚴肅的課題。此語一出，國親兩黨強烈抨擊，

泛藍陣營內部甚至傳出要在國會提出對陳水扁的譴責案，甚且揚言要推動罷免。

此一議題更引起美國的高度重視，認為可能導向改變現狀的舉動，台美雙方在幾

經溝通之後，陳水扁於二月二十七日藉由主持國安高層會議時裁示，「國家統一

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國家統一綱領」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    

而面對民進黨政府對兩岸經貿強調管理的作法，國民黨則採取更加開放的對

                                                 
18 陸委會，（兩岸大事記-二００五年六月），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5/6。 
19 中樞舉行中華民國九十五年開國紀念典禮暨元旦團拜），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issueDate=&issueYY=95&issueMM=1&
issueDD=1&title=&content=&_section=3&_pieceLen=50&_orderBy=issueDate%2Crid&_desc=1&
_recNo=1，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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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示區隔。例如二００六年四月份國共論壇首度召開，名稱為「兩岸經貿論

壇」，會議總計提出七項共同建議（詳附件七），近兩百位台灣企業家的與會，震

動台北民進黨執政當局。中共更利用論壇閉幕之機宣布十五項對台優惠政策，特

意彰顯論壇的意義與價值。第二次國共論壇定名為「兩岸農業合作論壇」，於二

００六年十月在海南博鰲舉行，鎖定兩岸農業的合作交流為主題，總共提出七項

共同建議（詳附件八），20中共循例於閉幕式上發佈十五項利多措施，加持之意不

言可喻，可以看出紅藍兩大陣營在連宋登陸後，在國共平台的基礎上快速進行全

方位的交流合作。顯然地，在國民黨的計算中，國共的攜手既可凸顯國民黨在處

理兩岸事務上的能耐，更認為兩岸經貿政策的開放與突破是其擴大民意支持的利

基所在。相對地，民進黨政府將國家安全置於兩岸交流往來的優先考量，在追求

經濟利益的同時，更是強調風險的意識與經濟自主性的維護，故而在兩岸經貿政

策的取向上，相較於泛藍的主張，自是顯得謹慎而保守。 

由二０００年到二００六年的台灣的選舉與政治態勢的消長看來，很顯然，

藍綠陣營在選舉過程皆同時一方面強調對台灣意識的忠貞，另一方面則強調對台

灣經濟能力的信心。但很明顯地，雙方對於「意識」與「經濟」這兩個範疇的定

義與評價有很大的差異，各自操作民意支持的策略與視角也非常不同。有趣的

是，「國共擴大接觸」這一歷史插曲不僅在時機上正是民進黨處於選舉得票率下

滑之勢，卻同時也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基於針對-民進黨-此一帶有台獨傾向的政

黨，拋棄半世紀仇恨，走向和解的一個新起點。這種變化所牽引出「紅藍綠」三

角互動關係的微妙發展，對於兩岸關係的影響不可謂不大。再進一步思考：這樣

劇烈的轉變，是否會直接連動了台灣內部藍綠政治版圖的座標移動與兩岸關係的

互動？同時，這些變動是否也會進一步在兩岸三邊（美、中、台）四角（美、中、

台灣內部的藍、綠陣營）的結構框架中激起新的變化？這些問題乃是本論文加以

探索的核心課題。 

                                                 
20 第二次國共論壇的名稱是「兩岸農業合作論壇」，主題設定為「加強兩岸農業合作、實現兩岸

農業互利雙贏」，該一主題乃延續第一次國共論壇七大共同建議事項中的第三項「促進兩岸農

業交流與合作」，由此可見出國共論壇的舉行，在主題上有其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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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浩瀚的大千世界無量無邊，歷史現象的考察與認識，終究只能是片面

的捕捉。就方法學的觀點來看，歷史是過去發生的事件，其原初狀態已不復存在，

因此歷史學不過是一種對於過去的理解與建構，並企圖與事件的未來產生關連。

於是，我們也只能做部分的重建。同時，歷史往往是事後諸葛，所以不免切入點

都以事件的效應為出發（Leff,1969：24-25）。在這種認識下，就二００四年到二

００六年的這一段兩岸關係發展史，本文企圖以「國共擴大接觸」為觀察切入點，

作為認識與分析的結點，並深入探究以下的問題：（1）在經驗上，連宋登陸、國

共擴大接觸的結果對於民進黨（綠）、國民黨（藍）、共產黨（紅）三方所形成的

「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產生了何種影響與衝擊？其對於「美中台」大三角關係，

21
又產生了何種影響與衝擊？連宋登陸所呈顯的意義與後果又是為何?此一歷史

結構探索是否可能指出哪些方向，以作為預測兩岸關係未來發展的參考依據？

（2）在理論上，二００四年到二００六年這一段歷史發展過程，兩岸關係的內

涵是什麼？兩岸關係如何運作？兩岸關係的秩序與變遷又是如何？透過經驗與

理論的探索，作者期待能對於這段的歷史進行重構。 

 

 

第二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兩岸關係的演變極為複雜，遠非單一理論所能完全處理。同時，對於政治黨

派或人物權力的消長變化以及策略之運用的具體描述，也不可或缺。換言之，「整

體」與「個體」或「物質」與「理念」，皆是研究對象的構成部分，在分析上，

二者更細膩與更動態的結合，正可以互補短長。而聚焦到本論文的研究主題，也

                                                 
21 本文研究主題為二００四-二００六年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這段時間台灣由民進

黨執政，故而本文將此一時期美國、中國與台灣之間官方的三角關係，界定為「美中台」大三

角關係；將兩岸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紅營、以國（國民黨）、親（親民黨）、新（新黨）

三黨為主要代表的泛藍、以民進黨和台聯黨為主要代表的泛綠，三大陣營其政黨之間的關係界

定位為「紅藍綠」小三角關係。「大」、「小」乃相對而定，一如冷戰時期學者的研究將美、蘇、

中三者所形成的三角關係間界定位為大三角關係，將美國、中國、台灣之間的三角關係視為小

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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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二００四年到二００六年連宋登陸後所展開的國共擴大接觸一事，國內研究

至目前顯然仍流於零星與片段。仔細深入議題，將發現在這樣一個綿密的互動過

程，相當複雜，既涉及行動者間的互動，又涉及權力運作過程中各種利害的考量、

情勢之研判與策略選擇的考慮，要釐清其中的互動與因果關係，非兼具整體與個

體、結構與動態的描述與分析不為功。 

 

 

壹、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理論上來說，資料是難以窮盡的。因此對於任何研究而言，問題的發現與選

擇是最原始的起點，沒有先選擇問題，資料的有效選擇也不可能，資料的有意義

解釋也無從獲得。為了有效滿足研究目的與提問探索的問題，研究者必須選擇一

適當的研究途徑（approach）來進行資料的篩選、解釋與歸因。而所謂的「研究

途徑」，便是指研究者對於研究現象從某個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去

進行觀察、歸納分類與分析（朱浤源，1999：182）。基本上，本論文所參考的理

論觀點將安置在歷史的研究途徑，希望根據問題意識，透過歷史事件與資料的探

索，綜合運用各種不同的研究方法，透視事件發展背後事態的結構性面貌，並從

而釐清其中的脈絡、因果與規律，而得出對問題的一個較全面與整體的捕捉。 

傳統上，所謂歷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是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或

活動的一種方法。透過有系統地蒐集及客觀地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

料，以考察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

釋現況以及預測未來的一種歷程（王文科，1996：259-260）。歷史學家就是藉助

那些殘存下來的過去的斷片，努力復原沒有保留下來的那些歷史面貌；一方面，

要恢復一個失去的過去，一方面要把歷史看作歷史學家所特有的一種文本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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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Giddens,1984：355-356；李康、李猛譯，2002：373），而絕大多數的社會

科學研究和歷史學一樣，也都是藉助文本和其他「二手」資料完成的

（Giddens,1984：357；李康、李猛譯，2002：374）。約略而言，從事歷史研究

應遵從幾個步驟：（一）歷史問題與背景的界定；（二）蒐集相關問題的資訊；（三）

問題意識的提出；（四）資料的篩選與組織；（五）進行分析並下達結論。22 

不過，傳統上歷史學的研究多數僅集中在歷史事件或歷史人物的記載描述，

純粹以歷史方法研究國際關係也有其侷限性，因為歷史學的研究途徑多半以人、

地、事、物本身的記載與敘述，而僅僅描述事件之間的關係並不能令人滿足，很

容易淪於「見樹而不見林」的侷限。過去的作法基本上總帶有一項未明說的預設，

認為「歷史」乃是一門純蒐集材料的、或甚至只是純「描述性」的學科，頂多只

能將「事實」呈顯出來，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材料。這種論點也主張「歷史

的」研究工作在某種性質上不同於「科學的」的研究工作，因為「概念」與「規

則」和歷史「毫不相干」。 

但從五 0年代以來，歷史與社會科學即已逐漸靠攏。歷史學家傾向注意到社

會科學所強調的概念的清晰，而社會科學家則聚焦於歷史學對於經驗資料的人、

事、時、地、物等內涵的掌握。一般而言，社會科學強調以通則方式呈顯，而歷

史則強調表意的（idiographic）。23多數的社會科學分析都是比較的、概括的，而

缺少時間內涵的，他們多半從事個案間的邏輯比較。而敘事史學則本質上是時間

的、歷史的，充滿著各種的偶發(contingency)、時期或時機(conjunctures)，故其

表現方式乃在於揭發故事的前因後果。透過敘事法，我們可以看到事態的累積性

效果對於未來行動如何產生一定的限制。24 

                                                 
22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Research ,” 

http://rmc.ncr.vt.edu/wp-content/uploads/2008/05/q7-historicalmethodsinforesources.pdf. 
23 Mathieu Deflem, “ON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see: http://www.cas.sc.edu/socy/faculty/deflem/zhistory.htm,1997/10/30. 
24 Larry J. Griff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and Event-Structure Analysis: Fifteen Years   

Later,” see: http://www.sociologica.mulino.it/journal/articlepdf/index/Article/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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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歷史學的敘事法，「林相」的分析是社會科學的長處，如果我們能將

社會科學所強調的概念性工具加以採用，那麼，理論化的語彙將使分析更加明

晰，也更有說服力。同樣地，歷史的分析也使得理論的概念與推論得以有經驗的

指涉與對應而不至於抽象與空洞。25換句話說，社會科學的理論概念與歷史學的

方法，可為研究提供更爲廣泛的類型分析，這種的歷史研究將會更多面、更豐富，

解釋力也更強，而補足傳統歷史研究的缺憾。歷史學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的研究

方法之間，值得彼此借鑒。  

對於歷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濟，法國歷史學家，也是年鑑學派( Annales 

School)的鼻祖布洛克（Marc Bloch）的說法頗發人深省。他對於事件史與敘述史

研究取向的批評是，缺乏社會科學的分析角度與概念。他認為歷史分析也應強調

因果關係的解釋，也就是對於所觀察的事件應建立一個全面、整體的理解，同時

更需要把人類各種活動之間的互動連結關係進行分析與解釋。他認為歷史所探究

的是人類社會群體的活動，若僅僅注意到個人，將無法掌握歷史發展過程中深層

而多元的因素。同樣地，若只是關注政治、軍事的事件，而無法從社會群體的整

體角度去探究歷史，如此也將表象而膚淺。傳統的歷史學家只注意到過去歷史發

展的表面，卻未觸及歷史事實中深層的整體社會結構。26 

作為一個歷史學家，布洛克反省到應以社會科學為師。而作為布洛克的繼承

人布勞岱（Fernand Braudel）的著作可謂範例。不過，他的作品儘管在「新史學

家」中贏得了廣泛的讚譽，但在「社會學」界卻仍是知者寥寥。布勞岱的著作體

現了社會學，特別是由「社會學年鑑」群體所傳播的社會學對法國歷史學的發展

所產生的早期影響；布勞岱是研究長時段的歷史學家，但他也很關注如何將偶然

的、短期的因素和歷時久遠的制度聯繫在一起（Giddens,1984：362；李康、李猛

譯，2002：378-379）。 

                                                 
25 崔建樹，（歷史學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國際在線，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448，2007/1。 
26 潘宗億，（布洛克歷史思想的核心概念與方法），歷史：理論與文化網， 

http://htc.emandy.idv.tw/newsletters/003/article01.html，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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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此理，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似也可以歷史學為師，截他人之長而

補自己之短。誠然，著實而言，在政治學的文獻中，歷史時空的分析常常被忽視。

不過，可喜的是，來自全球化、區域化和多層治理等議題出現後，時空因素已受

到政治學更多的注意。將時空觀融入社會科學理論的核心，意味著重新思考隔斷

社會學與歷史學、地理學的學科分野之不當（Giddens,1984：XXI；李康、李猛

譯，2002：XXII）。更多人相信，對於社會與政治關係的時空因素的分析，將有

助於我們對於政治變遷現象有更完整與精確的分析（Bates & Smith, 2008：

199-204）。 

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要述說一個有說服力的故事不僅情節要連貫，還要對

於行動的場景、環境和起因有所理解（Giddens,1984：360；李康、李猛譯，2002：

376-377）。社會科學家尋找概念，以便將各種不同的特定描述範疇歸入不同的概

念；而歷史學家則一定要專注在實際發生的事實，避免做出不當的陳述。而二者

的分離是徒勞無功的（Giddens,1984：361；李康、李猛譯，2002：378）。換言之，

應該要予以善加結合。 

在此，社會科學的分析確實為歷史研究注入一全新的視野，尤其是對於行動

者與行動者的互動關係、制度性的安排、乃至於外在人為或自然環境對於行動者

所產生的制約與支持等等的結構現象，有了深刻的描述與掌握。然而，同時地，

歷史學也以其對於時空與變遷的獨特敏銳度，豐富了社會科學的理論思考。事實

上，如何結合雙方之特點並兼而有之，「事件-結構」的分析方法，已廣為社會科

學界所接受。27而事件與結構的關係就像是敘事與情節間的關係。講述故事必須

符合事實證據的要求，但是將故事的各個部分貫穿起來，並贏得讀者的心儀，是

情節的連貫，以及彰顯故事中的人的活動與場景。而使一個敘事成為有說服力的

故事的，不僅僅是情節的連貫，還包括對行動的「場景、環境和起因」的理解。       

誠然，歷史是事件通過能動作用和結構之間連續不斷地相互作用，在時間和

空間中實現的結構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與跨越時空的制度形式之間的相互關

                                                 
27 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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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Giddens,1984：355,362-363；李康、李猛譯，2002：372，379）。透過「事

件」的鋪陳與「結構」的捕捉，在歷史學與社會科學互補短長的配合下，歷史結

構的分析取向無疑地提供我們一個兼及整體與個體、宏觀與微觀、靜態與動態等

面向的掌握。 

職是，本論文企圖以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此一事件，作為研究的切入點，

並透過此前與此後諸多相關的歷史事件的編撰與解讀，來勾勒在此一歷史過程中

之諸面向所呈現的結構特質，透過歷史與社會科學的對話，讓「事件」在結構脈

絡中得到安置，而「結構」因事件的陳述得到具體的描繪而不致流於抽象空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企圖藉由歷史事件或人物以及其所立足的時空位置的分析，進行因果

解釋與推論。而在時間序流中，歷史研究法強調歷史解釋必須立基在充分的史料

上，而歷史資料的種類繁多，本研究採用其中的文件、口頭證詞和數量記錄。28其

中口頭證詞部分，本論文寫作期間，作者對從事制定兩岸政策的官員、重要學者、

朝野政黨人物、相關利益團體負責人進行有系統的訪談，將訪談所得資料進行內

容分析，期能更精確地理解兩岸的執政當局、主要政黨領導人、產學界菁英階層

對兩岸政策的思維觀點與路線主張，掌握兩岸關係發展的框架與脈動。  

在訪談中，作者分別選擇具代表性人物進行訪談，包括政府主管兩岸政策之

高層官員、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主要朝野政黨主管兩岸政策之人員與政策顧

問、中國大陸專研兩岸關係的學者專家等。由於兩岸關係諸多涉及敏感，為表尊

重受訪者以及進行深度訪談之必要，作者以英文字母代號取代直書受訪者之姓

名。有關受訪人員簡要背景、政黨或政治立場屬性等相關資料，見表 1-1。 

 

 

                                                 
28 參見周尹，（歷史研究法），http://www.1493.com.tw/upfiles/skill011013739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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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訪談人員資料表 

代號 職稱 政黨屬性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 扁政府主管兩岸政策高層官員 民進黨 2006.11.2 受訪者辦公室 
B 扁政府主管兩岸政策高層官員 無 2006.11.1 受訪者辦公室 
C 國民黨中央兩岸政策高層主管 國民黨 2007.3.13 受訪者辦公室 
D 兩岸與國際關係智庫前主管 民進黨 2006.10.30 受訪者辦公室 
E 廈門大學教授 不詳 2006.10.16 Relex 餐廳 
F 台灣學者/親民黨兩岸政策顧問 國民黨 2007.7.25 受訪者辦公室 
G 澳門理工學院教授 不詳 2007.6.24 Relex 餐廳 
H 澳門媒體兩岸線資深記者 不詳 2007.6.26 誠品書店 
J 人民大學教授 不詳 2007.6.27 Relex 餐廳 
Z 前立委 國民黨 2006.10.24 受訪者辦公室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貳、研究架構 

本論文將「美中台」定位為「大三角關係」，兩岸的共產黨（紅）、國民黨（藍）

與民進黨（綠）之間的關係定位為「小三角關係」，大、小三角關係是互動的。

本論文的重點在描述連宋登陸開啟國共擴大接觸後，對「美中台」大三角關係與

「紅藍綠」小三角關係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據此提出研究架構圖（見圖 1-1）。

再依照時間序列將二００四年至二００六年，連宋登陸前至連宋登陸後，有關兩

岸三邊四角的重要事件（見表 1-2），安置在整個分析的論述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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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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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傾斜的兩岸關係 

連宋登陸前之兩岸關係 

探究連宋登陸對兩岸關係的發展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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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連宋登陸前後重要事件序列：2004-2006 年 

（前）            連宋登陸            （後） 

 

美 

 

 

 

 

 

中 

 

 

 

 

 

 

台 

 

 

                            新安保 

（2005.2）

美日批 

（2005.3）

反歐盟解禁 

                            （2005.3）

和平發展            

（2004.4）             

五一七聲明            胡四點 

（2004.5.17）           （2005.3.4） 

反分裂法 

（2005.3.14）

                         

反「反分裂

法」遊行    

（2005.3.26）

         負責任利害關係者             

（2005.9.21）       

民主轉型 

（2006.1.18） 

              美施壓廢統 

（2006.2） 

 

和諧世界 

（2005.9） 

和諧社會 

（2006.10） 

 

終統 

積極管理 

（2006.2） 

紅 

 

 

 

藍 

 

 

 

 

 

綠 

 

 

 

 

 

 

連宋敗       立委藍勝   

（2004.3）      （2004.12）             

                          

       扁宋會 

      （2005.2.2） 

    扁上台 

（2004.5） 

連胡會 

2005.4.29 

宋胡會              兩岸經貿論壇 

2005.5.12                      （2006.4）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 

                         （2006.10）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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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論文主要藉由歷史結構的研究途徑進行研究。本論文在分析上的策略是:

在結構面方面，以二００四年-二００六年國共擴大接觸為起點；在行動者方面

以中共、台灣內部朝野主要政黨與產業界為首的重要團體與社群，以及在兩岸關

係上扮演重要制約與平衡角色的美國為對象，探究在國共擴大接觸前後各行為體

彼此間交會、互動，從而形成新的模式化關係之過程與後果。 

本論文之所以選擇以「連宋登陸」為分析的事件主軸，主要在於這是國共最

高層領導人在兩岸長期分隔後的第一次面對面接觸，紅藍兩大陣營以此為起點，

展開全面交往，國共的政黨交流成為中共對台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此為切入，由

兩岸政策、政黨競爭到拉攏台灣不同族群、行業與階層的民心，北京當局全面對

台撒網佈線，搶佔先機。另一方面，國民黨也致力於與共產黨的合作互利，導致

兩岸的發展似有逐步向中趨近的趨向。紅藍合作形成對綠營的擠壓，美國居中動

態調節，已然形成兩岸三邊四角一個新的模式化關係，並且開創了更多的變數與

想像。 

    為了分析「連宋登陸」的意義，本論文認為應將此一事件放在歷史的脈絡中

看待，因此，由連宋登陸前的歷史背景、連宋登陸的過程發展乃至連宋登陸後所

造成的後續影響，必須有一整體連貫之認識與研究，本文乃選擇以二００五年前

後的二００四-二００六年為論文分析的時間架構，並希望透過由宏觀到微觀的

觀察，透視並理解兩岸關係發展的動力與阻力、規律與變化，深入內涵，從中理

絡出歷史的不變與變。 

    

貳、研究限制 

    兩岸關係研究在性質上帶有時事性、政治性、政策性。時事性意味了結果的

不確定，過程之中時有偶然因素的干擾難以掌握，從而使得發展的變動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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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後來的研究者很難將先前已發生的經驗現象所得的理論框架，恰如其份地

套用於新的事實之上；政治性的干擾，主要是因研究者潛意識的政治立場每每易

對所研究的兩岸關係課題造成干擾，從而影響到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理解與詮

釋；政策性的限制，則在於兩岸關係不可避免地受到不斷釋出的政策的影響，研

究者於解讀政策本身之際，難免對政策進行肯定或批判，甚至希望自身的研究具

有影響政策，甚或成為政策形成過程當中的重要參考依據，這將使得研究者本身

不僅是兩岸關係研究的互動者，甚至自覺或不自覺地成為兩岸關係研究的潛在參

與者（楊開煌，2005：20）。同時，研究者的推論往往立足於其所能獲得的片段

資訊，因此，新的事實的出現也每每對於研究者原先的看法產生衝擊。再者，歷

史是已發生的事件，站在這個基礎去討論行為者過往的互動過程的動機、意圖與

策略選擇，有時也不免失之事後諸葛，這是社會科學研究上的困難，也同樣是研

究兩岸關係學者所面對的難題，這也是因何兩岸關係研究多年來，帶有極強的實

用性但卻難以用傳統嚴格的學術規範行之。為了減少這些偏誤，本文在分析不同

立場行為者的互動過程時，將盡可能忠於其原意，而在對於行為者進行詮釋時，

也會在語意上予以區別。 

本論文既屬於兩岸關係研究的領域，實亦難以免除上述時事性、政治性、參

與性的特質。為力求不同面向的周延觀照與學術研究的中立客觀起見，本論文採

取了歷史分析的研究途徑，企圖從更多的角度與面相的觀察與對比，以及更多樣

的資料蒐集方法，讓事實的描述更完整。而由於時間點設定在二００四年-二０

０六年新近的發生時期，有些剛發生不久的事實，時間的沈澱不夠，尚難定論，

凡此皆為作者從事本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挑戰與限制。 

此外，中國大陸在資訊的公開度與透明度上顯然較為封閉，不易蒐集。同樣

地，在兩岸菁英的訪談上，對大陸菁英的界定與篩選所採取的判別標準，以及進

一步對欲訪談菁英們意見的採集與其願意開誠布公的解析也勢必比國內菁英們

困難，這將構成日後本文蒐集訪談資料上的另一項挑戰。不過畢竟中共在政策的

運作上多屬由上而下，至於學者的論述也大都環繞在政策的主軸上發揮，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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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判斷中共官方說法並對照較權威的詮釋，則不難跳脫一些主觀與片面的資訊

而從中梳理出政策的脈絡。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壹、本論文相關的經驗研究之評析 

本論文針對連宋登陸後所開啟的國共擴大交往，由此而產生的衝擊效應，對

於「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乃至「美中台」大三角關係，所帶來的影響與變化加

以分析。觀諸目前已出版之文獻資料，其中固然不乏有關「連宋登陸」此一歷史

事件之分析與評論，然多屬短文或零星的附帶章節，且屬單一時間點、個別事件

與片面角度之觀察，未見貫穿此一歷史事件之前因後果、衍生效應與結構變化的

全面性探討，就此而言，本研究之取材可謂首例。而過去在政治學的文獻中，時

間與空間的面向常常被忽視，然則自全球化、區域化和多層治理等議題出現後，

時間與空間面向的重要性已受到政治學更多的注意。而實際上，對於社會與政治

關係的時空面向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對於政治變遷現象有更完整與精確的分析

（Bates ＆ Smith, 2008：199-204）。準此以觀，作為國內論文第一本全面性與系

統化探討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歷史事件，且著重其中的時間與空間的變化，

允為本研究的特色之一。    

此外，為豐富論文之內涵，在詳蒐資料文獻藉以完整呈現歷史發展脈絡之

外，本研究由歷史分析的研究途徑切入，試圖探討歷史過程中，事件與事件之間

的連結，以及行動者與行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是之研究方法與寫作策略不同

於一般相關之文獻資料，此乃本研究特色之二。而為深入探索與掌握「連宋登陸」

對兩岸關係所帶來之衝擊，本研究擷取相關文獻依層次做出對事件、小三角關

係、大三角關係的回顧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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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層次之分析與評論 

　　搜尋以「連宋登陸」為主題之文章資料，今日所見者多屬零星短文，散見於

報章、雜誌與期刊，概如上述。而以相關主題作為論文者，則目前尚未見，至多

於少數博碩士論文中或有觸及。就中，沙鵬的碩士論文「台灣政黨輪替後大陸政

策變遷之研究」論述到，二００四年陳水扁當選連任，由於再無連任壓力，民進

黨政府在台灣內部致力於「本土化」及「去中國化」的路線，在大陸政策上也相

應更為限縮。而中共方面對於民進黨政府也是抱持更加緊縮的態度。同時，中共

當局為遏止台灣內部台獨力量的擴張，更於二００五年三月十四日通過「反分裂

國家法」，明文規範兩岸同屬「一個中國」，不可分割，更且以法律授權「非和平

手段」的方式，宣示反獨的決心，至此，台灣的獨立建國之路更顯艱困與渺茫。 

　  沙鵬的觀察以為，陳水扁面對了台灣人民無法接受「一國兩制」，民進黨也

無法接受兩岸統一的意識型態，而宣佈獨立建國卻又勢必面對內有民眾意見紛

歧，外有中共與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反對，正是「『統』之不可行，『獨』又

不可能」的兩難局面，處境尷尬進退維谷。更加上陳水扁的施政面臨政績不彰、

朝野惡鬥、經濟疲頹、家族與親信弊案不斷，在在動搖陳水扁的統治威信，形成

政權治理的危機。陳水扁幾經思索後，於二００六年元旦文告上提出兩岸經貿政

策的路線調整，原來的「積極開放，有效管理」，一變而為「積極管理，有效開

放」。緊接著，又在稍後的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領」，

如此的政策作為已打破「四不一沒有」的框架，帶有向中國與世界各國宣示，台

灣立意走自己的道路，邁向建立一個獨立自主新國家的意涵。 

　  就中，沙鵬的論文提到，二００四年陳水扁連任總統後，中共對民進黨政府

更加緊縮，並將政府與民間嚴格區隔，中共對連宋高規格接待，對陳水扁卻置之

不理。他判斷陳水扁於其內心實已對改善兩岸關係完全死心，只想重回基本教義

派的懷抱，然而實際上兩岸的交流與互動卻是抵擋不住（沙鵬，2007：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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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論述不能說沒有道理，然似有過度簡化，只看到問題的一面，卻也忽略問題

的另一面，而致有因果關係不明之處：陳水扁之所以重新擁抱基本教義派，中共

的態度固然為原因之一，然而，國內選舉因素的考量恐怕是更關鍵的所在。畢竟，

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這一役，公投綁大選獲致了策略性的目的。自此而往陳水扁

持續採取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的深綠路線操作選舉，不論是正名、制憲、申請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等主張或作為，這些政治動作無一不與國內選舉有關，也使得兩岸

關係更加嚴峻，北京當局因而對民進黨政府採取更為緊縮的態度。可以看出這是

一個兩岸執政當局相互解讀對方行為後，一來一往回應而發展出來的結構，並且

是在連宋登陸前即已成形，並非如沙文所述，陳水扁單方因中共的惡意所以選擇

走回基本教義路線。換言之，箇中的因果歸屬尚涉及互動過程中，參與之行動者

的意圖與行為在其中起了很大程度的作用。 

至於北京為何高規格接待連宋兩位黨主席登陸訪問？在簡永裕的碩士論文

「台海兩岸政治關係之探討-以『九二共識」』為例」，論及了他的觀察。簡永裕

的研究論述引用學者的意見，認為中共邀請連宋兩位黨主席訪問北京的目的，其

一是利用與台灣在野黨領袖會晤，傳達北京願意與台灣「理性」的政黨領袖會談，

但不與「不理性」的台灣政府官員接觸。其次，希望藉由連胡會面直接討好台灣

人民。第三，中共希望在政治上使民進黨政府處於困境。最後，讓美國挑不到毛

病，因為不是中共不開啟對話，而是台灣設立障礙（簡永裕，2007：112-113）。 

以上立論，就中亦頗有數點有待商榷之處。首先，由中共官方的資料披露，

北京在連宋參訪大陸的過程中，不斷釋放願意與所有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

獨」的團體、政黨、政治人物、有代表性的個人對話交往，包括民進黨在內，重

點在於堅持「九二共識」與「反對」台獨，所謂「理性」、「不理性」的意象未必

與此二者能連結。其次，美方固然樂見連宋登陸能帶給兩岸情勢和緩的效果，但

美國官方的正式發言則更是一再強調，中國應與台灣的民選政府對話，就此看來

兩岸不能復談的原因，北京方面至少須負相當的責任，而非台灣單方面設下障礙

所致。最後，中共當局邀請連宋登陸，當中亦有藉此傳達大陸民眾，「台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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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台灣主流民意的用意。同時更重要的是，純就北京的策略目的看來，我們不

能排除北京確有這種主觀的想法，但僅止於這樣的動機的分析，意義不大，無法

讓我們對於過程有一整體的捕捉。畢竟，有關動機與目的的解析，是不能脫離某

一特定時空之下的結構脈絡而存在，其間的細膩變化，仍必須安置在行動者長期

的互動過程中來觀照。 

    相對地，連宋二位為何願意在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之後的敏感時機，

甘冒大不諱接續跨海登陸訪問？在瞿毓峯所撰述的「胡錦濤主政後的對台政策及

其對兩岸關係之影響」碩士論文中亦有所論述。 

　  瞿毓峰在其研究中指出，胡錦濤上任後，初始尚以「鄧小平精神」與「江八

點」作為其對台政策的主軸。隨著權力的穩固，二００五年三月四日，胡錦濤在

參加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時，就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提出四點原則，是為外界一

般通稱的「胡四點」（詳附件二），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的立場。

同一月份，中共制訂「反分裂國家法」，條文中的第八條提到對台使用「非和平

手段」，顯現胡錦濤政權對台政策強硬黷武的一面；另一方面，胡錦濤在「反分

裂國家法」通過後，立時分別邀請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主席至大陸訪問，並藉

機釋放對台經貿優惠政策，發動軟手攻勢，探究胡錦濤此一政策選擇，除了「以

經促統」的戰略考量外，亦著眼於促進中國大陸內部經濟發展的利益。 

依照瞿毓峰的觀點，他認為，總體而言胡錦濤的對台政策是在「一個中國」

的原則下，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為主軸，透過「經濟牌」的操作，「以經促

統」、「以民逼官」，孤立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而在硬手部分則通過「反分裂國家

法」的制訂、持續增加對台飛彈的部署，強化反獨的力道，充分顯示出其政策「軟

的更軟，硬的更硬」之主要特色。 

　 瞿毓峰的論文中對胡錦濤邀請台灣泛藍陣營領袖訪問大陸的動機與意圖之剖

析概如上述，但對連宋二位黨主席為何與中共當局一拍即合，願意在中國通過「反

分裂國家法」之後的敏感時機點上登陸造訪，依據瞿毓峰論文中的觀察，他認為

是因為連宋兩位已察覺到台灣社會的民意趨向，所以敢於無所顧忌地訪問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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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反是政府部門未能體察民意，一開始先予貶抑其後才肯定，此正顯示政府昧

於情勢的轉變（瞿毓峯，2006：146）。 

只是，如此的觀察恐怕失之嚴重的疏漏與違誤。依據作者個人之研究分析以

為，連戰與宋楚瑜大陸行的原因並不盡相同。連戰方面一則由於個人的「中國意

識」，且認為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台灣應參與其間，開創兩岸的雙贏，內心深處

早有登陸訪問的想望；二則二００四年底立委選舉結果帶來信心；三則對應「扁

宋會」對國民黨的夾擊，奮力一搏藉由兩岸的場域跨越國內藍綠對決的格局。相

反地，宋楚瑜除卻其個人同樣懷抱「中國意識」外，更兼有對內，透過「扁宋會」

排擠連戰力爭泛藍盟主地位；對外，意圖作為陳水扁與胡錦濤的中間橋樑，內外

兼顧合併考量佈局，其動機和意圖正是與連戰針鋒相對。很顯然，這是一個綿密

的互動過程，既涉及行動者的目的與手段，又涉及權力運作過程中各種利害的考

量、情勢之研判與策略的選擇，相當複雜，要清楚箇中的互動與因果關係，我們

務需有一整體與動態的探索與分析。從而瞿毓峰在論文中以「連宋登陸」係順應

民意為前提，反證民進黨政府對連宋訪中採取先貶抑後肯定的態度乃未能體察民

意所致，自然也就落入前提假設有誤導致後續推論偏差的結果。事實上，陳水扁

政府對連宋登陸態度的轉變，係在美國國務院公開表達美方樂見連戰登陸訪問的

發言之後，美國因素的作用可見一斑，瞿毓峰的論文研究卻未見及此，顯有誤失。 

兩岸關係在政治層面的互動，有關國家認同的探討至關重要。它很大程度上

決定了對於互動的起點、過程與結果的詮釋。美國學者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的研究即指出，在缺乏「以階級為分界的政治」的情況下，台灣政黨之

分際沒有一個議題比兩岸關係更為清楚，這也是為什麼，兩岸議題在選舉中總是

那麼重要（Tucker, 2005:39）。而也誠如國內學者林正義、林文程兩位所聯合發表

的 Democracy, Divid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一文所指，

台灣雖已高度民主化，但民主卻無法減輕社會的分裂與政黨間的衝突，主要的問

題就出在國家認同的分歧，民主反成為無法整合台灣社會的因素，而內部的分裂

將成為危及台灣的生存安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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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林正義與林文程兩位教授的大作對於連宋登陸訪問一事所提出的觀察，認

為台灣朝野政黨之間的對立與衝突，給了北京當局用以見縫插針的機會，胡錦濤

在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之後，立即邀請台灣反對黨的領導高層訪問中國大

陸，如此一來不僅有效減低了台灣民眾對「反分裂國家法」的負面觀感，在連宋

訪問歸來之後，台灣的輿論界不乏給予正面評價，民意調查也顯示了，台灣民眾

對於中國對我敵意的認知也呈現降低的傾向。在林正義教授與林文程教授的文章

中，兩位學者一致認為正因連宋兩位黨主席拒絕與執政的民進黨溝通協商，卻寧

願選擇在非常不利的時機點與胡錦濤對話，這幫助了北京透過統戰策略的運用，

鬆懈了台灣人民的心防，同時也改變了台海的政治局勢（Lin & Lin, 2005：

69-87）。 

    的確，連宋登陸訪問可謂掀開了歷史新的一頁。由中國學者張幼文與黃仁偉

等人所著的「2006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指出「連胡會」後雙方簽訂的聯合聲明，

等於是首次宣告了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在野黨將聯手克「獨」，同時，不論陳水扁

的想法為何，連戰及宋楚瑜的大陸之行正在改變兩岸棋局（張幼文，黃仁偉等，

2006：330）。這樣的觀察，從一定程度來說，應是認為連宋登陸的結果將為兩岸

帶來結構性的變化，紅藍的攜手可能逐步導致民進黨政府被邊緣化的命運，此一

分析與作者的觀察若合符節。著實，當連宋訪問中國大陸並分別與胡錦濤達成各

項共識與協定後，民進黨政府未能依據「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的規定予以處罰，

那麼日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紅藍聯手繞過民進黨政府推動各項的合作與計畫，29

而逐漸發展出「紅藍制綠」的新結構，民進黨政府在這動態的過程中，似乎已由

主要的對陣者逐步遭擠壓陷入棋局的邊陲角落。 

  

                                                 
29 依據「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五之一條第二項：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除

依本條例規定，經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或各該主管機關授權，不得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關 (構) 簽署涉及台灣地區公權力或政治議題之協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違反第五
條之一規定者，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嚴重或再為相同、類似之違
反行動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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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之分析與評論 

連戰與胡錦濤的破冰一晤，穿越了國共兩黨六十年來的風雨，雙方並在共同

簽訂的公報當中規範了諸多合作與交流的事宜，不僅大大緩解了因中國通過「反

分裂國家法」而顯得嚴峻緊繃的台海情勢，甚至在台灣內部形成了一股「大陸

熱」，兩岸關係剎時之間似乎由高度緊張到鬆弛緩和，就此，李佩忠的碩士論文

「兩岸互動策略分析：賽局理論之應用」，提出了他的看法。 

　　李佩忠由歷史的角度觀察兩岸關係，發現兩岸的互動經常是在和緩與緊張的

兩極間擺盪，而且當中似乎有著一定的規律：當兩岸的互動良好，彼此的關係呈

現和緩時，往往利於啟動各種形式的談判與協商；反之，如兩岸關係緊繃，則兩

岸當局每每傾向採取強硬的政策對應，而此似與雙方政府所面臨的內、外環境，

呈現高度的正相關。 

　　在李佩忠的論文中，其分析到，當台灣處於分裂型態，而中共因國內經濟、

美中關係的良好發展，以及國際關係呈現向中共傾斜的態勢時，中共在對兩岸問

題的處理乃處於自信型態，此時，台灣若採取非善意表達，則在台灣政府的弱勢

下，中共可以運用其他管道，甚至與主流民意或最大的在野黨進行大規模的交

流，藉此達到孤立台灣合法政權的目的，從而讓中共從台灣的分裂態勢中得以尋

找出最有利的切入點。如此一來，台灣非但無法擁有足夠的力量尋求並捍衛本身

的利益，同時，更將因政黨各自的利益考量而使得國家的整體利益受到損害（李

佩忠，2006：78）。觀諸中共高調邀請連宋兩位登陸訪問，又以雙方的政黨交流

作為其對台工作的重要部署，確然是一種在賽局分析下可以預判的決策行為。而

而賽局的結果呈現了「紅藍制綠」的新結構，更是顯現出中共的對台政策由此獲

得了高度的報酬效益。不過，何以紅藍得以聯盟，綠的困難何在，箇中權力的運

作如何開展，以及過程當中，美方的角色為何，都必須一起討論，才稱完整。 

楊開煌教授則從另外的角度得出完全不同的解讀。楊教授的大作「出手-胡

政權對台政策初探」一書中，他指出「連胡公報」當中有關建立黨對黨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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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景，讓國共第三次合作得以具體實踐，而透過這樣平等互惠的合作，國共兩

黨可以互相瞭解並且採取符合雙方政黨與人民利益的策略。並且，此次的合作是

為了雙方的需要，不同於以往的兩次合作都是基於打倒共同敵人的目的，且這次

國共合作的最終目標是為了更高層次的建構兩岸和平，而非較低層次的「反台

獨」。他更認為，連戰的訪問中國大陸，透過大陸媒體全程的轉播，讓大陸民眾

看到一個有別於以往的全新印象，而只要台獨不是大陸民眾對台灣的唯一印象，

兩岸的交流就能持續擴大，「反分裂國家法」的第八條自然而然將成為虛設的條

款（楊開煌，2005：8-9）。 

看來，楊教授是高度評價了連宋登陸的成果。然而，有幾個面向恐值得探究。

首先，此番國共的擴大交往，初始更大的成分是連戰在總統大選敗選之後尋求政

治空間，而共產黨也樂於借力使力，見縫插針。換言之，國共基於利益而相互利

用各取所需，實大於對和平的追求，並非如楊開煌教授所論述，最終目的只是為

了建構兩岸和平。而連宋登陸後產生了很多非預期的結果，也非始料所及。對於

國民黨來說，透過國共合作獲得好處，以利其在與民進黨的政黨競爭中取得優勢

早日重返執政，恐怕是最優先的考量；對於共產黨而言，顯然是要以「反獨」為

先，就這兩個目的來說，國共確實是相互幫襯了對方，更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發

展出「紅藍制綠」的新模式化關係。然而，從歷史結構的觀點來看，這是一個行

動者間以及行動者與結構間不斷的互動過程，行為者的主體意圖與行為是故事解

說的重要起點，那麼，當隨著馬英九當選總統後，連宋的角色在起變化，國共的

合作的框架與內涵，也在變化當中。這是楊文中缺乏看到的面向。                           

  　不可否認地，「連宋登陸」對台灣所帶來的衝擊與影響，確然是多面而複雜。

「連胡公報」在開宗明義的共同體認中提到：堅持「九二共識」、反對「台獨」；

促進兩岸同胞的交流與往來，共同發揚中華文化。可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

意識」上有著共同的認同。就此，朱俊豪的「從我國大陸政策比較國民黨與民進

黨執政時期之國家利益觀」碩士論文，主題鎖定探索「國家利益」與國家政策之

間的因果關係，頗值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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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朱俊豪的論文中，其對於國家利益的意識型態分析多所著墨，他認為國民

黨與民進黨兩黨的社會認同對於國家安全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在中共看來，「中

華文化」或「中國文化」較諸「台灣本土文化」更符合其國家利益。而國民黨與

共產黨對於「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態度至少是一致的。據此，國民黨在

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推動有關國家定位或國家前途目標的政策時，就「國家安全」

所受到的威脅，將比民進黨的主張來得小（朱俊豪，2006：128）。 

誠然，連胡兩人所簽訂公報當中的第二點就是結束兩岸敵對狀態，達成和平

協議，建構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的架構，包括建立軍事互信機制，似乎朱文的論述

言之成理。然而，如證諸事後的發展，如此論述卻顯然失之於片面和簡化，與事

實大有違背。在泛藍陣營的認知中，既然不論是國民黨或是親民黨，在與共產黨

所簽訂的公報之中既已有了建立兩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共識，則對於三大軍購案更

是不能輕易放行，一路杯葛到底。但於此同時，中共方面仍持續增加對台飛彈部

署，對於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打壓力度更是甚於從前，這樣的封殺行為即使國民

黨執政也不會有所改變，因為中共從來不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在「主權」立場

上中共始終抱持「零和」的思維。連宋的大陸行雖然讓紅藍兩大陣營之間開啟了

良好的互動往來，但戰術上的調整並不代表戰略的改變，有朝一日將台灣收回，

完成中國的統一，終究是中共的三大歷史任務之一，不容動搖。 

相對地，台灣方面不論是軍購案在國會的受阻，抑或是台灣民眾在連宋登陸

就中共對我敵意的態度認知，認為不友善的比例大幅下降，乃至從經濟到文化各

類民間交流呈現一片大陸熱，長此以往甚或可能鬆動台灣對於北京當局圖我之心

防，反而不利於台灣的國家安全。特別是，中共與泛藍擴大接觸並展開各種合作，

卻不願與民進黨政府對話，透過「區隔對待」的方式對台統戰，民進黨政府恐將

落入邊緣化的危機。尤有甚者，一旦台灣的公權力機構自身被邊緣化，那已不只

是民進黨被邊緣化的問題，將來任何政黨執政都可能必須面對台灣公權力在處理

兩岸事務時走向被弱化的境地。 

顯然，胡錦濤的對台政策大大超越過去江澤民主政時期，不論是文攻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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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不僅無法獲得原先設定的政策目標，反落得徒惹台灣反感，島內分離勢力日

益成長的不利局面。胡政權的對台政策由思維到具體的策略操作，相較之下細緻

與精確許多。韓進忠在其「十六大中共對台政策之研究」碩士論文中，即有全面

與周詳的論述。然他提到連宋登陸訪問後，二００六年國共雙方藉由「兩岸經貿

論壇」的舉辦，連胡又再會，北京加強與台灣主要政黨交流與合作對話的目的，

是希望透過國共平台搭建兩岸未來的政治對話架構，他判斷中共認為國民黨將於

二００八年重新執政，所以期待藉著國共之間政黨合作對話機制的建立，可作為

兩岸復談的試金石（韓進忠，2006：191）。 

這樣的觀點恐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姑不論北京在歷經二０００年與二００四

年台灣兩次總統大選，國民黨候選人最終鎩羽而歸的意外經驗後，對於台灣總統

大選的結果已學會用更謹慎的態度看待，這樣的慎重也反映在作法上。面對民進

黨政府連串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的作為，北京雖然極其焦慮並憤怒台灣在民進黨的

主政下似乎正跨步向「法理台獨」邁進，但在檯面上中共早已捨棄強力「文攻武

嚇」的方式，而是以對國際社會借重美國之力「經美壓台」；面對台灣內部，北

京則透過紅藍合作的架構，讓利並加持泛藍以壓制綠營。觀諸國共的交往合作是

多面向、多渠道、多層次，不斷持續發展當中的全面佈局，透顯了這是胡錦濤「寄

希望於台灣人民」策略的重要依託，斷非韓文所說的，只是著眼於二００八年國

民黨勝選後兩岸復談的奠基，如此單一面向的分析與看待顯然流於表面與簡化。

事實上，將連宋的登陸訪問放置在兩岸關係演變史的歷史結構中觀察，可以發現

它其實是紅藍綠連串歷史過程的一個重要起點，而這樣的歷史過程不只在「紅藍

綠」小三角關係間進行，它也連動催化了「美中台」大三角關係的變化。 

 

三、「美中台」大三角關係層次之分析與評論 

美方對於連宋登陸訪問，官方的公開發言表達了樂觀其成的態度，認為兩岸

開啟對話有助於緩和台海緊張，美國並念茲在茲地表示希望台海維護現狀和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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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立場與原則。依照邵宗海教授大作「兩岸關係」一書中所提出的觀察，他認

為北京當局對之顯然是心領神會的，而且政策方向上與華府較為合拍。邵教授指

出，胡錦濤的對台政策採取「和平統一進程」與「和平談判」，比較能與美國期

望台海爭端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的立場有所交集。連宋大陸行之後中共當局透過政

黨交流，採取一連串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措施，包括水果登陸、台灣學

生學費優惠等惠台政策，對小布希來說，其顯然樂見胡錦濤在台海問題上抱持務

實的態度，是以他會在二００五年十一月十九日訪問中國前夕，藉由接受香港鳳

凰衛視專訪時表示，對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感到樂觀。30邵教授在其大作中更推

斷，不論下次美國總統大選是由何黨獲勝，美中在共同反恐基礎上所展開的戰略

合作，將使得北京與華府的交往更加積極。如此一來，北京恰可利用這樣的機會，

除借重美國以達「防獨」的戰略目標外，更積極地往「促統」層面發展，鼓勵美

國參與解決兩岸爭端事務，這可能是胡錦濤的另一努力方向（邵宗海，2006a：

233-240）。 

邵教授的觀察與推斷，值得參考，但亦有需再斟酌之處。委實，通過連宋登

陸，國共兩黨在堅持「九二共識」與「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展開交往與合作，而

其並未抵觸美國的一中政策，且雙方對反獨採取一致的立場，更與美國希望台海

維持現狀和平的基調吻合，切合美國的利益需要。相對地，連宋登陸後民進黨政

府進行「廢統」，繼之並持續推動正名、憲改、入聯公投等等作為，在華府眼中

可謂是一個不折不扣的「麻煩製造者」。美國對民進黨政府操作含有台灣主體意

識的政治動作多所壓抑，對陳水扁政府給予冷落的同時，卻對時任國民黨主席的

馬英九赴美訪問特意予以高規格的接待，讓馬英九會晤包括副國務卿佐立克在

內，民進黨高層期望見到卻始終不得其門而入的美國政要；此外，對於國民黨跟

進民進黨所提出的「返聯公投」，美中雙方罕見公開表達疾言厲色的態度，卻對

民進黨政府推動的「入聯公投」不遺餘力百般施壓。中共的態度本在意料之內，

                                                 
30 關於小布希於二００五年十一月八日接受香港鳳凰電視台的訪問全文，詳見美國白宮網站，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11/print/20051108-7html,20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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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方的反應是否除卻表達對於民進黨政府的不滿外，同時也意含著華府已逐

步向紅藍合作的一端靠攏？果如是，是否意味著民進黨政府繼「紅藍綠」的小三

角關係面臨被邊陲化的危機後，在「美中台」的大三角關係也遭遇了相同的難題？ 

 只是無論美方如何樂於見到兩岸攜手維持台海現狀的和平穩定，其底線終究

是台海必須維持「和而不統，分而不獨」，藉以確保美國的戰略利益。準此以觀，

邵教授所推論的，胡錦濤在借重美國「防獨」的戰略目標外，鼓勵美國作為解決

兩岸爭端的參與者，以更積極地往「促統」方向發展，作者認為似有推斷過度之

嫌。畢竟，對於美國來說，崛起的中國正走在十字路口，未來動向不明，是蘇聯

解體後需要完成「民主轉型」的頭號大國。在確定中國最終「和平演變」之前，

美國無論如何是無法對於中國寄予全然的放心，不會樂見兩岸走向「統一」的終

局。故而，美國即使基於反恐、北韓、伊拉克、能源、防止武器擴散等問題的需

要，必須與中國展開全球性的戰略合作，從而使得台灣將面臨國際形勢向中國傾

斜，國際空間更被壓縮的不利情境，美國委屈台灣遷就中國的作為恐怕會更加明

顯，然而，即令如此，這些大三角關係內容上的變化，料不致改變「美中台」三

邊既定的戰略結構位置。更何況，就政治的現實來看，在「美中台」大三角關係

的互動架構中，毫無疑問地，美國仍是主要的行動者。比起中國而言，美國在更

大的程度上主導著三角的互動關係。 

　 當然，歷史有其不可測性。根據人類過去的經驗，歷史的長期發展軌跡從不

以個別個人或個別國家的意志為轉移。正如馬克思所說的，「人類創造歷史，卻

不是依照他們所希望的那樣」，行動者與外在環境是互動的，歷史的發展本身就

是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在張幼文與黃仁偉等人所著的「2006 中國國際地位報

告」，即指出不論是「連胡會」或「宋胡會」，在雙方所簽訂的公報當中，都達成

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並促進恢復兩岸協商後優先討論「兩岸共同市場」的共

識。該文中更進一步稱許泛藍菁英在東亞的大格局之下思索新型的兩岸關係，批

評民進黨當局因為堅持兩岸敵對政策，反對「一中原則」，導致無法參與東亞區

域整合的進程，長此以往台灣的經濟地位將被一路帶向邊緣。文中並引國民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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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蕭萬長的相關倡議，認為兩岸四地的經濟整合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步

驟（張幼文，黃仁偉等，2006：337）。 

誠然，這樣的分析目前並無法檢證，但值得注意的是，蕭萬長是馬英九搭檔

參與二００八年總統大選的副手，經濟領域交付倚重的對象，選舉期間，蕭萬長

所倡議擘畫的「兩岸共同市場」甚且成為選戰後期藍綠兩大陣營的攻防焦點。尤

其，綠營強烈質疑「兩岸共同市場」的結果，將使得大陸的勞工、農產品與商品

大量來台，嚴重衝擊本地的市場與就業機會，這使得馬英九除一再端出不開放大

陸農產品進口、不准許大陸勞工來台等「六大保證」外，甚至更反覆宣示，所謂

「兩岸共同市場」必須歷經數十年以上的長期過程才可能達成。而選戰結果「馬

蕭配」贏得勝選，以馬政府對於簽訂「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所展現的熱切期

待，其立足於「連胡公報」的共識基礎，快馬加鞭推動前進的態勢愈益分明，如

此一來兩岸的經濟整合勢必更加速與加劇地進行，兩岸將會產生什麼樣的結構性

變化？甚至是否將牽動東亞區域政經秩序的改變？ 

依據東華大學大陸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在「出手-胡政權對台政策初探」

一書的論點，他便認為「兩岸共同市場」的構想一旦付諸實現，台灣將因而重返

亞洲社會，讓台灣的市場得以由美日兩國的惡質操作下獨立出來，開闢一條經濟

自主的道路（楊開煌，2005：6）。楊教授的見解顯然對於「兩岸共同市場」抱持

肯定的態度，此一論點亦近似於「馬蕭配」所主張的，避免台灣的經濟落入邊

陲化，將「兩岸共同市場」的建立視為挽救台灣經濟的重要依託。 

然而，於此同時，台灣內部卻同時另有一派抱持針鋒相對的見解，認為一旦

「兩岸共同市場」建立後，不僅商品貿易零關稅，更須允許包括勞工、技術等生

產要素跨境自由移動，屆時台灣社會與勞動市場如何能承受？其結果更可能導致

大量失業、勞工薪資下降、農民生計受威脅、產業加速空洞化。更況且，沒有一

個國家是將自身經濟的發展完全寄託於對另一國家的想像與期待之上，這將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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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濟前景喪失自主性。31特別是，「共同市場」的前提，必須建立在雙方

對於彼此管轄權的相互承認，立基於和平、對等、民主、互惠的原則之上，但兩

岸卻不似歐盟各國俱為民主國家，地位對等且無主權爭議，中國卻是極權體制，

北京當局更始終不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視台灣為其尚未收回的一部份，中

共方面只是希望藉由兩岸經濟合作機制，由經濟統合走向政治統合，最終目的是

實現中國的統一。 

然而，北京如無法理解台灣歷經近三十年來本土化、民主化的洗禮，台灣意

識的勃興與民主價值的內化已成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重要質素，而只是站在己身

立場出發，以中國民族主義強加，則兩岸再多有心之士欲追求永久和平之實現，

恐亦只是緣木求魚。即便如邱垂正的博士論文「台海兩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構」，

結合「經濟互賴」、「制度整合」、「民主價值共享」三者試圖建構海峽兩岸和平整

合模式，別具新意，深具參考價值，惟所遺憾者，卻也在於本研究似乎欠缺對兩

岸既存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問題的深刻探索，所以模式的建構恐難以抵擋

現實的沖刷，而邏輯的推演上也不免容有混亂之處。 

例如論文中作者對於「連宋登陸」一事，亦認為北京透過邀訪這兩位主要在

野黨的主席，一方面解除了「反分裂國家法」出台後所引發的國際社會的壓力，

另方面也藉之順利達成分化台灣內部與孤立民進黨政府的目的。同時對於連宋登

陸後，國共建立起平台，北京一方面藉由國共論壇的平台與泛藍的政策配合，逼

迫民進黨政府在兩岸政策上對中國做出調整與讓步；另一方面透過論壇的舉辦釋

出多項惠台政策，除了給國親加分，更分化台灣社會，使台灣內部更加紛擾不安

（邱垂正，2007：152-153）。作者更在研究當中直指國民黨偏重看待兩岸關係經

                                                 
31 二００八年三月十一日，由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林向愷主持的「兩岸共同市場對台灣基層民

眾的衝擊」研討會，邀請產、學界代表與會，出席的台灣勞工陣線協會理事長吳玉祥舉香港與
中國大陸簽訂「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為例，結果造成香港產業空洞化與去技術化、
勞工薪資水準下降、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只有佔總人口不到一成的資方與專業經理人絕對所得
上升，廣大勞工實為受害者。與談人之一的中興大學名譽教授、台灣農業產學聯盟理事長吳明
敏舉數據資料指出，國共農業合作擴大農產品銷售中國大陸，實際的結果是二００六年台灣對
中國大陸的農產品貿易逆差一點三億美元，二００七年逆差增加為二點八億美元。而會議主持
人林向愷表示，兩岸共同市場的法律架構建制，台灣還未建立，而陸委員會歷次民調顯示，台
灣民眾過半要求政府對台商投資大陸要管理更嚴格，以免對基層勞工、薪資所得等造成重大的
負面影響，如果兩岸制度在仍然差異那麼大時強行統合，勢必造成嚴重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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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互賴的面向，卻忽略中國在外交戰場上對台灣無情的打壓，也忽略對中國民主

化催生的民主策略與義務（邱垂正，2007：200）。上述的分析可謂一針見血，精

闢透徹。但弔詭的是，何以作者洞見如斯，卻認為結合「經濟互賴」、「制度整合」、

「民主價值共享」可建立兩岸和平整合模式？ 

畢竟一個高懸民族主義以統一為至上，卻欠缺民主素養與認識的中國，兩岸

的經濟互賴對其意義而言，毋寧是和平併吞台灣的最佳途徑。而所謂制度的整

合，揆諸現實卻正是如同作者在論文中所描述的，中國對台灣在國際建制上不斷

打壓與矮化台灣。作者顯然見到癥結所在，是以在研究當中有論述到，「民主價

值共享」才是兩岸「經濟互賴」、「制度整合」正常化的前提要素。作者最後以協

助中國民主化，讓更多的中國領導人與人民能理解台灣民主化，拉近雙方價值差

距作結（邱垂正，2007：207），但對於如何拉近卻沒有具體的主張。 

誠然，共產黨素以統一價值高於民主價值固不待言，中共更是以其民族主義

的觀點污名化台灣的民主，將台灣的民主實踐解讀為台獨，藉以抵銷台灣的民主

攻勢。處此情境，期許民進黨對中國的民主化發揮作用，未免不切實際；而處於

相對有利位置的國民黨，自從連宋登陸開啟國共合作後，姿態上即積極向北京示

好。面對中共，國民黨閃避「民主」議題，以免碰觸北京此一敏感脆弱神經之所

在，如何能期待其協助催生中國之民主化。況乎國民黨標舉「統一」願景作為台

灣前途的最終選擇，而非以台灣兩千三百萬住民的自由意志決定為依歸，這實已

凸顯了國民黨「民族主義」高於「民主主義」的本質。問題至此又再繞回兩岸死

結的原點：主權之爭以及民主人權對抗共產極權的價值觀之爭。 

國民黨顯然不願再因這樣的爭議而使得兩岸關係停滯不前。競選期間，馬英

九即不斷表示，當選之後將在「九二共識」的基礎上推動兩岸之間的各類協商，

其後，馬英九就在贏得勝選後的一週，於拜會國民黨榮譽主席連戰之際，以總統

當選人的身份公開表示，兩岸協商未來會透過海協會與海基會進行，「國共論壇」

過去已談成、需要雙邊同意的，將由兩岸兩會完成手續。準此以觀，連宋登陸的

意義與作用在歷史結構中是有其「歷史地位」的，但「現實」和「未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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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如何？從中共的角度，國共平台是以胡錦濤為核心的共產黨所建構的，然由

馬英九的角度，其作為台灣民選的總統，他不能將政務委於黨，因此，他拜訪連

戰時特別突出海基、海協兩會的角色，是否意味著在他的主觀認定中，連戰的歷

史地位已盡，而連戰又是如何看問題，這些都是必要放在歷史發展的過程中，才

能看出其動態與變化。而在國民黨於二００八年連續在國會選舉、總統大選贏得

重大的勝利，集行政權權、立法權於一身，實現「完全執政」的此刻，本論文的

出現或適可提供歷史的索引與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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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連宋登陸前兩岸三邊四角權力生態的構成與變遷 

 

連宋登陸前，美、紅、藍、綠四角所構成的關係原本就不利於綠。陳水扁二

０００年五月就任總統後，一度試圖走出原有位置向中間移動，就職演說中揭櫫

「四不一沒有」是陳水扁向中共釋放善意的具體表徵，更以之為穩定兩岸關係的

基本框架。二００二年五月陳水扁更於金門大膽島提出兩岸三通是必走的一條

路，並公開邀請中共領導人胡錦濤來台訪問，中共卻於當年七月將台灣的邦交國

諾魯挖走。一再向北京遞出和平橄欖枝，卻始終無法獲得中共正面回應的陳水

扁，在內有藍營的掣肘，外有中共因素的逼迫，往中間移動的舉動不僅沒有擴大

和解空間，甚至導致自身陣營的質疑，深怕兩頭落空之下，選擇退回既有的位置。

陳水扁的動作引起美、紅、藍三方的關切與不滿，雖然美、紅、藍三者反對陳水

扁所立足的想法與利益不盡相同，但陳水扁確實已成為眾矢之的。陳水扁往回頭

走，固有其自身之考量，但卻必須面對內部「藍大綠小」、「朝小野大」的困境，

以及台灣對中國經濟依賴後，北京在兩岸較勁過程中籌碼的增加與美國尋求現狀

不被破壞的要求，陳水扁面臨進退維谷的兩難。二００五年二月，陳水扁和宋楚

瑜曾想過利用「扁宋會」將國民黨排除於外。但扁宋脆弱的聯盟在連宋登陸後土

崩瓦解。連宋登陸經過共產黨的成功操作後，原先美、日、歐盟對於中共在三月

份通過「反分裂國家法」的批評聲浪也隨之被移轉開來。自此，歷史走向一個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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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藍綠對立與勢力的消長 

壹、陳水扁第一任期「新中間路線」的操作與挫敗 

二０００年三月，台灣舉行總統大選，代表民進黨參選的陳水扁、呂秀蓮，

在國民黨因前省長宋楚瑜出走另行創立親民黨的分裂態勢下，以些微的差距贏得

最後勝選，台灣完成第一次的政黨輪替。對內，民進黨由在野黨一躍而為執政黨，

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則交出執政權，成為主要的在野黨，而新成立的親民黨則挾其

黨主席宋楚瑜在總統大選的高得票數，隱然形成國、民兩黨之外另一股重要的政

治勢力。這一次總統大選的結果，不僅使得朝野政黨角色易位，牽動台灣內部政

治生態的變化與版圖重組，更由於執政的民進黨並未在國會佔有過半數的席次，

形成了台灣政黨政治史上首度面臨了朝小野大的情境。原本即需調整磨合的朝野

關係，更因為陳水扁在與國民黨主席連戰會晤，聽取國民黨對於核四爭議的立場

與建議後，竟於會面結束後即刻由行政院長張俊雄宣布停建核四而愈益緊繃。對

於在野陣營，特別是國民黨主席連戰而言，民進黨政府此種舉措毋寧是極度的不

尊重，甚至帶有羞辱的意味，立時之間，原來各有盤算已呈鬆散狀態的國民黨與

親民黨再度凝聚向心力，於國會組成「在野聯盟」，甚且醞釀提案罷免陳水扁，

朝野之間呈現劍拔弩張的對峙態勢，台灣政壇自此開啟了經渭分明的藍綠對抗，

爾後在朝野幾近永無止境的抗爭中，藍綠對立的結構愈形穩定。32藍綠雙方的對

立已不只是意識型態、權力、利益，甚至帶有情緒上的憎惡與仇視，而這種觀感

在彼此的互動過程中，乃益加朝著負面方向前進。這使得二０００年台灣實現政

權和平轉移，雖然號稱為台灣民主的勝利，但藍綠的互動品質卻是往惡質化的方

向而行。 

                                                 
32 在民進黨政府宣布核四停工之後，泛藍多次醞釀對內閣提出不信任案，更以國會多數抵制民

進黨政府提出的諸多重大政策與法案，甚至包括國民黨時期所延續下來的重大軍購案也在立法
院程序委員會遭遇數十次的封殺與阻擋。藍營在杯葛法案之外，尚採取凍結政府預算、拒絕行
使監察院正副院長與委員人選同意權等等抵制作為，顯現積極的對抗姿態。而面對泛藍屢屢以
國會多數杯葛，民進黨政府則不斷以「扯後腿」指責在野黨，藍綠相互攻訐指責，朝野惡鬥不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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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在兩岸關係上，陳水扁在就任之初曾嘗試努力以較傾向中間路線的思

維與作風，發展兩岸的正向關係，此所以陳水扁在其就職演說中宣示，在中共無

意對台動武的前提下，保證在其任期之內：不會宣佈獨立，不會更改國號，不會

推動兩國論入憲，不會推動改變現狀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領與國統會

的問題，簡稱為「四不一沒有」，被視為陳水扁就任之初，在兩岸關係上深具里

程碑意義的重要政治框架。陳水扁提出「四不一沒有」，實乃出於內外環境制約

與壓力下，兼有短期、長期；內部、外部的多重戰略考量。蓋此框架一出，短期

而言可望立即舒緩民進黨政府面臨統獨爭議的壓力，長期來說，則更可為陳水扁

主政下的兩岸關係奠定以和平穩定為指向的規範準則；對內，劃下「四不一沒有」

的紅線，將一舉預先阻斷深綠期待陳水扁上台後推動激進台獨路線的期望，33
並

同時削弱統派對其未來兩岸路線取向的疑慮。對外，應對中共視民進黨為「台獨

黨」，安撫北京心理以穩定兩岸關係。尤有進者，此實乃向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

會所做出之政治表態，宣示民進黨政府在兩岸關係上將行走中間路線，遵守國際

政治的遊戲規則，扮演合宜的區域秩序穩定者角色。果然，陳水扁苦心孤詣所提

出的「四不一沒有」，獲得國際社會與台灣內部多數的正面評價。中共方面則以

「聽其言，觀其行」的中性反應回應，顯現了北京當局審慎中保有彈性，審時度

勢以待未來的思維。而證諸日後一些由民進黨政府所推動，足以影響兩岸關係發

展的重要政策，包括公投、憲改、廢統、入聯等，過程當中不論美國、中國與泛

藍陣營對於陳水扁政府無不一再以「四不一沒有」相繩，更可見「四不一沒有」

的份量與意義。 

陳水扁深知，「一個中國」可謂是兩岸關係中最核心、也最難解的結構性問

題，故而在「四不一沒有」之外，他也在就職演說中，拋出以「未來一中」議題

替代「現在一中」原則，向對岸顯現一定程度的善意。到了六月二十七日的記者

會，陳水扁更公開表示，願意接受海協、海基兩會九二年的共識，即「一個中國，

                                                 
33 陳水扁提出「四不一沒有」，當時即引起台灣內部一些本土社團的強烈不滿。時任總統府資政

的辜寬敏可謂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根據報章報導，辜寬敏曾當面質問陳水扁：「四不一沒有」
的內容，並非總統職權範圍，怎可承諾？懷抱獨立建國願景者就此之反彈與失落可見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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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表述」，雖然隔日陸委會主委蔡英文就陳水扁的談話予以澄清，陳水扁從此

不再提起「一中各表」與「九二共識」，但隔月的七月三十一日，陳水扁又說兩

岸要本諸「九二精神」，建立兩岸良性互動。所謂「九二精神」，就是對話、交流、

擱置爭議，找出彼此能接受的共識。八月十四日在總統府成立由中研院院長李遠

哲擔任召集人的「跨黨派小組」，34目標是「凝聚全民共識、促進族群和諧、維護

台海和平及發展兩岸關係」。其後，陳水扁並於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的跨世

紀談話中提及「統合論」。「統合論」的概念勾勒了兩岸由經濟、文化到政治統合

的前景想像，此實已大大突破帶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其一向以來的規範與框

架，民進黨內也只有陳水扁能以總統之尊所具有的實力與能量，踏出如此跨越性

的一步，而猶能維持民進黨內水波不興的局面，這更堅定了他繼續往中間路線邁

進的心意；相對地，北京當局也曾嘗試以較彈性、柔和的姿態，試圖開創兩岸關

係的新貌，就中又以二０００年八月中共副總理錢其琛，提出「一個中國」的「新

三段論」，並在二００二年三月九屆人大會議中，載入「政府工作報告」，成為

官方正式文件，備受注目。對於一向講究形式規格的中共當局而言，將作為兩岸

關係指導原則的「一個中國」內涵表述重新定義，刻意凸顯兩岸對等的精神，已

經是極具善意的讓步。 

然而，雖然兩岸執政高層在形式上皆顯現了於面對歷史新局的當口，尋求突

破政治上僵滯對立的局面，並自認都向對方做出相當程度的調整，但卻也正因為

兩岸當局皆懷抱唯一、絕對的「主權」觀，而雙方又缺乏互動溝通，無法產生互

信與理解，從而使得個別拋出的友善行為之間，無法形成行動與行動間正面意義

的聯繫。北京方面基於民族主義的大一統價值觀，更基於「台獨黨綱」的存在本

身即相當程度表徵了台灣民主體質的意涵，中共當局在戰略需求上必須刻意詆毀

與誇大「台獨黨綱」的存在，利用民族主義抵銷台灣的民主攻勢，故而雖說民進

                                                 
34「跨黨派小組」定位為總統整合民意、制訂有關兩岸關係政策之諮詢機構，邀請夙負聲望的學

者專家、社會賢達、政黨推薦代表等各界人士參與。成員包括李遠哲、蕭新煌、明居正、白光

勝、朱惠良、沈君山、吳豐山、吳東昇、林明成、林濁水、林子儀、范光群、洪冬桂、梁丹丰、

陳添枝、曹興誠、黃崑虎、黃昭元、曾貴海、趙永清、蔡同榮、顏建發、沈富雄、郝龍斌等共

二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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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早在一九九九年五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提出依憲法台灣的國號為中華

民國的主張，但卻仍無法去除對岸中共的疑慮。在這樣不信任的氣氛，又缺乏正

常的接觸管道之下，陳水扁的兩岸政策乃始終處於北京「聽言觀行」的嚴密檢視，

而難以進展。 

此何以從「四不一沒有」到「統合論」，陳水扁持續向中國發出善意的宣示

與舉措愈益加溫，但北京始終反應冷淡。到了二００二年五月，陳水扁更於金門

大膽島提出：「兩岸三通是必走的一條路」、「三通談判可以考慮委託民間」，他並

且公開宣示，希望邀請對岸領導人來台訪問，樂見兩岸進行協商談判，此即著名

的「大膽講話」。35觀察該一談話對兩岸往來所釋放的訊息，首先在形式上，發話

的地點刻意選在戰地金門，而表述的內容涵蓋了由高政治領域的兩岸領導人政治

對話與協商，到低政治領域兩岸三通談判模式的安排與建立，其背後蘊含了以進

取發展精神為導向的兩岸戰略，從某一角度來看，也許我們可以說，如果當時北

京方面能把握機會之窗，兩岸關係的發展與走向極可能因而能有重大的突破，受

激勵的陳水扁或將更有餘裕與力量深化擴大「新中間路線」的佈局和操作，兩岸

關係有望自此導入嶄新的歷史階段。  

遺憾的是，中共當局冷淡以對未給予正面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隔

了一週之後，才於五月十六日表示，「台灣領導人最近一方面作出所謂改善兩岸

關係的姿態，並聲稱有談判的誠意，另一方面，又支援台獨分子組織策劃所謂『獨

立國家』。因此台灣領導人所謂的『誠意』根本不可信」。36質疑之意溢於言表。

中共對陳水扁的不信任或其來有自，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陳孔立教授即曾指出，

陳水扁在發表『口頭上的善意』的同時，還經常顯示出挑釁的談話。37然則亦正

                                                 
35 依據受訪者 G 在作者訪談時表示，陳水扁的近身智囊陳淞山，曾於二００二年四月初前往福

建省漳州市詔安縣陳水扁的老家探訪，並為陳水扁的祖居拍照並影印其族譜，返台後將之交
給陳水扁。在廈門逗留期間，時任國台辦主任助理兼研究局長、海協會副會長的孫亞夫與陳
淞山曾進行會面。之後陳淞山於回程經過澳門時，在 G 的陪同下，分別拜會澳門中聯辦台灣
事務部部長劉綱奇、副部長唐建，及海協會澳門辦事處主任張曉布、副主任袁祖德。陳淞山
此行最後促成了陳水扁當年五月九日發表「邀請江澤民主席前來喝茶」的「大膽講話」。 

36（北京回應陳水扁“大膽講話＂ 無誠意不可信）， 　 　 　 　 　 　  
　  http://www.yzsl.gov.cn/old/shownews.asp?id=298，2002/5/17。 

37 陳孔立，（兩岸關係僵局下的變化），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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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雙方執政當局欠缺互信與溝通，難以形成正面的心理基礎，一方行為者的話語

符碼，即使是出於真實的善意，但另一方接受訊息時，亦每每容易趨向負面的思

考與認知，致使北京反向解讀，認為扁欲藉由釋放表面的華麗語言牟取政治利

益，故而絕不能隨其節拍起舞附和以免反遭利用。 

北京的冷漠甚至帶有批評之意的負面反應，除去上述緣於對陳水扁與民進黨

的不信任之外，更因這樣的不信任而衍生了負向思考：北京如做出正面回應，萬

一陳水扁或民進黨方面敢於一搏，在與胡錦濤會面時開出巨額的籌碼交換中共當

局難以承受的讓步或回報，如此一來北京將無可避免陷入被動困境而進退失據，

不如維持冷淡，至少可避免上述非可操之於己的不確定風險發生，此其二也；更

進一步而言，北京如給扁正面回應，等於是幫陳水扁和民進黨加分，而現階段綠

營為共產黨的主要敵人，所謂敵人之所得，正是我方之所失，豈有加持主要敵手

致削弱己方籌碼之理？反之，以統戰的觀點來看，藍營不過是眼前的次要敵人，

是可以聯手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對象，北京如以負面手法回應陳水扁，等於是間

接做球給國民黨，透過「區隔對待」的方式分化台灣內部，又可保有策略的主動，

更符合北京的利益，此其三也；更況且，扁上任以來諸多作為既顯示有心向中間

路線移動，何妨繼續聽言觀行冷漠以對，以探測陳水扁與民進黨的真實意向，甚

至透過進一步的負面回應，測試扁政府的底線，或可因此拉開戰略縱深，由扁與

民進黨處取得更多的妥協與讓步，此其四也；尤以，中共政權對於官方的政策發

佈與定調素來謹慎，特別是有關最高領導人的部份，由形式規格到實質內容更是

必須格外注重拿捏規劃周全，而兩岸關係如此紛擾敏感，台灣的執政當局陳水扁

及其背後的民進黨帶有台獨色彩，到台灣訪問更是走入對方的地盤失去主場優

勢，豈能貿然從事，此其五也；最後一個深層的謀略計算是，北京不給予陳水扁

善意的回應，在新中間路線難以為繼下，扁或將只能停留在台獨的位置，北京恰

可利用此來削弱扁，對美訴求扁是區域「麻煩製造者」，離間台美關係；對中國

內部，將「台獨」塑造為民族的共同敵人，藉此抹黑台灣的民主機制選出台獨路

                                                                                                                                            
　  http://www.unn.com.cn/BIG5/channel2567/2608/3412/3413/200212/26/236204.html，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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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領導人，以民族主義抵銷台灣的民主攻勢；對台灣社會，則利用「反獨」與

「反反獨」兩股力量的激烈對抗，進一步分化台灣、耗損台灣。 

無論如何，北京基於種種的考量與算計，對於陳水扁的「大膽講話」終究選

擇以負向表述的方式回應。尤有進者，中共對局甚至刻意選在二００二年七月二

十一日，陳水扁就任民進黨黨主席的當日，宣佈與諾魯建交，藉機羞辱，此一事

件的發生，宣告了陳水扁嘗試的中間路線以失敗告終，讓自認一直向對岸遞出和

平橄欖枝卻竟然受到難堪對待的陳水扁轉而擁抱深綠路線。在數日後的八月三

日，陳水扁藉由與世台會的視訊會議中宣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對於

中國而言，這是較諸李登輝「特殊兩國論」更嚴重的倒退與挑釁，自此而往，兩

岸之間的關係急轉直下。雖然陳水扁一再強調「一邊一國」是台海現狀的詮釋，

不涉及現狀的改變，然而北京方面顯然認定這是往「法理台獨」方面邁進的關鍵

一步，並且加以明確定性，紅與綠原先存在的一點模糊的想像空間至此消失殆

盡，互動過程中，紅綠之間遂朝零和方向逼近。加上美國方面對於陳水扁舉措的

嚴重關切，使得中國以及台灣內部泛藍陣營對於陳水扁走中間路線的希望徹底破

滅，認為其深綠的基本教義路線本質已暴露無遺。在這種多方行動者的詮釋之

下，雖然陳水扁做了很多的澄清與解釋，但顯然無濟於事。 

到了二００三年下半年，民進黨政府開始加溫推動「公民投票法」（以下簡

稱「公投法」）的制訂，過程之中，北京經由華盛頓不斷給予台北壓力，希望能

對之加以遏阻。然而台灣藍綠兩大陣營由於競逐選票的考量，特別是，一向對於

「公投法」的立法採取反對立場的泛藍，在眼見民意所趨的態勢下，決定予以放

行，十一月二十八日，國會通過「公投法」，中共當局將之視為台灣更接近「法

理台獨」。緊接著，十一月三十日陳水扁更宣布，將於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日合

併舉行「防禦性公投」，此語一出引起各方強烈關切，十二月一日，小布希派遣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門資深主任莫健（James F. Moriarty）以總統特使

的身分帶來其親筆信函，信中明確表達美方「反對海峽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

海現狀」，不願見到也不支持台灣舉辦走向獨立的公投的立場（劉屏，200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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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陳水扁推動「防禦性公投」的意志並未因此有所動搖。其後美國國務

院即首度公開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會改變台灣現狀或走向獨立的公投。美方

壓力愈升越高，十二月九日，小布希甚至利用與中國總理溫家寶面晤之際公開表

達反對之意，民進黨政府面臨台美關係滑落、兩岸情勢嚴峻的重大考驗。至此，

台美雙方的蜜月期告終，這不僅影響台美間的相互建構，也影響美中之間的相互

建構。二００四年民進黨政府利用總統大選，啓動防禦性公投，更被斥為是「公

投綁大選」，台中與台美兩兩關係同步惡化。復以美國在反恐、伊拉克與北韓議

題上需要中國合作，遂有所謂兩岸關係往中國傾斜的印象。在此節骨眼，擁有國

會多數又反對台獨的藍營，在兩岸關係上，朝美中的共有默契而靠攏，乃是極其

自然不過的事。於是，在「反獨」的共有觀念上，38
美、紅、藍更趨一致，而綠

營則往相反方向推進。 

從歷史的角度來看，在陳水扁第一任期內，從開始到結束，其過程是：逐步

脫離了原有中間路線的軌道，而與其他互動關係結構裡主要的行動者--紅與藍以

及美國--的關係更進一步疏遠。接下來，二００四年三月的總統大選與十二月的

立委選舉，可以說正是立足於這樣的歷史結構的前景而開展。而其後的發展，非

但沒有將陳水扁拉回中間路線，相反地似乎又進一步與其他參與的行動者遠離，

歷史的新轉折點似將來到。下面節次將透過具體歷史事件的分析呈顯「紅藍綠」

與「美中台」的互動過程的內涵、樣態與因果關係，乃至於兩岸關係發展過程裡

大小三角關係的秩序與變遷面貌。 

 

貳、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綠營的險勝與挑戰 

    二００四年三月二十日總統大選結果，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呂秀蓮，以不

到三萬票的差距，險勝國民黨與親民黨共推的連戰、宋楚瑜，其結果頗出於多數

                                                 
38 本論文所指的共有觀念（a shared idea），其概念主要來自溫特的社會建構主義，意指個體之

間共有的和相互關聯的觀念和知識，既包括信念(belief)，也包括意願(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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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前預期。特別是，由於選舉前夕爆發的「三一九槍擊案」疑雲重重，被視為

影響選舉勝負的最關鍵因素之一。泛藍陣營及其眾多支持者，幾乎都認為該一槍

擊案係民進黨陣營為求勝選自編自導的騙局，拒絕接受敗選結果。連戰與宋楚瑜

不僅透過法律途徑提起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同時更在選後的一週於總統府

前凱達格蘭大道帶領群眾進行全天候的抗爭，台灣政局陷入動盪不安的情勢，後

來甚至傳出，在此一期間有軍方的退役將領要求現役的軍中高層，以集體稱病請

假的方式給予政府壓力，此即陳水扁在日後為民進黨立委選舉造勢時所提及的

「柔性政變」（林晨柏、李文輝，2004：A5），雖然後來陳水扁因「柔性政變」

的發言而被法院宣判誹謗罪敗訴，但仍可想見當時局勢的危殆。可以說，這一次

的選舉結果並未得到藍營的承認，民主的共識出現空前危機。同時，選舉結果既

讓北京大失所望，卻也找到矛盾點而得以見縫插針。這樣的立足點與氛圍所彼此

建構出來的兩岸關係，在「紅綠間」與「藍綠間」都存在無法弭平的鴻溝，這種

認知上的鴻溝配以現實權力與利益的考量，不自覺地形成紅藍結盟的更強大誘

因。 

三月二十六日中選會正式公告陳水扁、呂秀蓮當選總統，國台辦隨即於三月

二十七日零時發佈：「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盪，危及台灣同胞的生命

財產安全，損害台海地區的穩定，我們將不會坐視不管」的恫嚇言論39，顯現北

京當局對於台灣局勢的騷亂始終保持高度的關注與警戒。畢竟，台灣內部如陷於

失控與動亂，對於北京不啻立即形成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的困擾，因此，待中

選會公告之後，中共當局旋即公開發佈上述聲明，表達立場，以防止情勢惡化蔓

延。 

美國方面，雖然在選後的七日當中，呂秀蓮副總統曾不止一次公開呼籲，美

國政府應該拍發電文表達祝賀，但美方在表面的形式上始終保持沈默，直到中選

會依照法定程序發佈陳、呂二人的當選公告，白宮賀電隨後也在淩晨兩點以白宮

                                                 
39

 國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就台灣選務機構發佈公告發表談話），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806，200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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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秘書的名義發出，恭賀陳水扁、呂秀蓮當選連任，此意味著承認民進黨政府

的正當性，對民進黨政府的政權穩定而言，有著相當的意義。 

尤其，電文中出現了：「我們高度肯定台灣人民相信既有法律機制，拒絕以

法律途徑以外的方式解決他們的分歧。我們拒絕號召暴力之舉，這種號召威脅了

我們和台灣人民所承諾信守的民主原則本身」、「台海的穩定及台灣人民的福祉，

攸關美國的重大利益，為達此一目標，美國會履行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的義務。台

灣和北京都有責任透過所有的既有管道展開對話，並且避免採取會改變台海現狀

的片面措施，為雙方的和平與安定奠定必要基礎」，40從電文內容中強調維持兩岸

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重申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協防台灣的義務，可以看出

華府方面實已帶有向中國以及台灣在野的國親等泛藍政黨示警，不得聯手以製造

動亂的方式，推翻民主選舉的結果，陷台灣於不安境地的用意。 

果然，針對北京國台辦表示台灣情況若失控不會坐視不管的談話，美國國務

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在例行記者會上回答媒體提問如何看待中共

發佈的官方聲明時，他雖未直接予以評論，但卻同時透露了美方一直持續和北京

保持密切聯繫的訊息。而對於台灣反對黨在街頭持續進行示威抗議，包潤石表示

支持人民透過和平示威表達意見的權利，但反對任何的暴力。41看得出來，在此

一關鍵時刻，美國表態的意義自然是出於美國自身利益，但不能被視為結構上向

綠傾斜。美國的基本認知與利益仍是現狀不能被單方片面改變。 

三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政府出動公權力清理街頭現場，國內秩序逐漸恢復穩

定，台灣渡過了選後的震盪危機，但由此所引發的朝野間嚴重對抗與互不信任，

以及衍生的藍綠兩大陣營選民對立態勢壁壘分明，實嚴峻更甚於以往，而這樣的

不信任感在往後四年陳水扁的任期當中始終盤據於一部份泛藍選民的心中，在認

知上一貫對於民進黨政府的合法性與權威性抱持否定的態度，遑論落敗的連戰與

                                                 
40 “Statement on Taiwan Elections,” Statement by the Press Secretary , Announcement of Election 

Results on Taiwan,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3/20040326-6.html,2004/3/26. 
41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Richard Boucher,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4/30837.htm, 

200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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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及其背後的龐大政黨力量，對之實難以釋懷與接受，種下往後四年藍綠不

斷惡鬥的惡因。 

總體而言，民進黨雖艱苦贏得總統大選，然而，由於「三一九槍擊案」的陰

影始終揮之不去，對於陳水扁的領導威望實已構成一定程度的傷害，且由於藍綠

雙方陣營選舉結果差距甚微，更顯現了雙方旗鼓相當的政治實力。是以，民進黨

固然贏得勝選，卻難以因勝利的到來而一舉大幅擴張版圖與聲勢。相對地，同屬

泛藍陣營的國民黨與親民黨，雖然大出其原先的預料之外，未能重新奪回執政

權，選前高漲的氣勢一時為之頓挫，但選舉結果雙方之間些微的差距顯示其仍絕

對具有與綠營相抗衡的資本與實力，一來一往間，藍綠仍是維持平盤，並未形成

此消彼長之勢。事實上，亦有論者指出，連宋的敗選乃出於候選人個人的因素，

而非陣營的實力遜於對手，假如當時藍營推派其他的人選，例如馬英九與王金平

搭配參選，也許有機會獲勝（Muyard,2004：45-46）。 

由上所論得知，槍擊案這一事件因涉及政權與路線的利益，其影響可以說既

深且廣：（一）此一事件導致藍綠之間的互信全面崩解，更加深了難以縫合的裂

痕。姑不論統獨路線與國家認同歧見，藍營支持者已對綠營執政的合法性起了質

疑、甚至否定，這關係著爾後台灣政局的不穩定與惡鬥的局面；（二）紅綠之間

在統獨議題沒有交集，槍擊事件所導致的社會不安與混亂，觸及北京所認定之武

力介入台灣事務的要件，兩岸之間緊張的態勢更進一步升高；（三）在大小三角

關係趨向惡化之際，美國力求穩住現狀，同時對三邊重申民主、法治與穩定的呼

籲。美國企圖以大國的能量穩住兩岸三邊四角所共構的既有關係於不變。無論如

何，大選結果終告塵埃落定，美國的努力穩住了舊有結構的維持。 

 

參、二００四年立委選舉「藍大綠小」形勢底定 

對於藍綠兩大陣營而言，二００四年底的立委選舉，是繼總統大選之後另一

個攸關政黨生態變化的重要戰役。執政的民進黨長期受制於朝小野大，亟思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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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勝選氣勢趁勝追擊，力爭泛綠陣營國會過半；在野的國民黨與親民黨則首

要目標在於確保國會繼續掌握多數。選舉結果顯示，原先被預期有不錯機會突破

過半席次的泛綠陣營依然無法達陣，執政的民進黨獲得八十九席，相較上一次二

００一年底立委選舉的八十七席，大致持平，其友黨台灣團結聯盟本次選舉獲得

十二席，相較上屆的十三席亦無明顯變化，兩黨相加仍無法跨越二分之一的門

檻，而各自政黨的選票基礎也呈現一種穩定的狀況；反觀在野的國民黨則獲得七

十九席，親民黨三十四席，加上新黨的一席，總共一百一十四席，剛好過半，顯

現藍綠兩大陣營的基本盤未有改變。 

從表面的數字看來，藍綠兩大陣營總體的國會席次，與上一屆相較，幾無變

動，國會仍是維持藍大綠小、朝小野大的格局。然而，席次的數字是靜態的，但

三年來國內政經情勢的動態發展卻是變化巨大。選前整體大環境明顯有利於執政

的民進黨，為何無法反映於選舉結果？箇中訊息耐人尋味。 

如以個別政黨的選舉結果觀察選票流向，可以發現微妙的態勢變化：泛綠陣

營的民進黨和台聯黨與上屆席次相較固無明顯差異，但同屬泛藍的國民黨與親民

黨則呈現了分明的此消彼長之勢。國民黨獲得七十九席，較上一屆的六十八席增

加了十一席，然而親民黨卻由四十六席減少至三十四席，可以看出親民黨失去的

選票大致是流向國民黨，何以致之？這樣的選舉結果可能會對各主要朝野政黨未

來的路線選擇、政黨間的合縱連橫，以及整體的政黨版圖趨勢帶來怎樣的衝擊與

影響？在其後的政治發展過程中，答案已盡在其中。 

對於執政的民進黨而言，八十九席的當選席次，毋寧是沈重與失敗的。選前

的評估，整體環境大有利於執政的民進黨，由經濟數據來看，二００四年台灣的

經濟成長率達到百分之六點一，是民進黨執政以來最好的成績，失業率由二００

三年的百分之五下降到二００四年的百分之四點四，同樣是表現進步，更遑論國

民黨與親民黨的部分支持者在選後一週盤據於凱達格蘭大道的激情演出，諸多亂

象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二十四小時的播放，理應造成為數眾多的沈默中間選民反

感，而剛贏得總統大選的民進黨，挾新勝之軍又掌握執政資源的優勢，天時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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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都指向民進黨有極高的機會協同台聯一舉取得二分之一以上的席次，結果卻是

大出預期，泛藍艱險贏得過半，執政的民進黨必須繼續面對朝小野大的事實。 

事後的檢討結果，除了部分原因歸結於賄選猶存，以及民進黨自信太過，提

名策略失誤，高額提名形成僧多粥少，激烈的同室操戈分散票源，然最重要的因

素卻大致皆指向陳水扁所主導的「制憲」、「正名」的認同牌主張。長遠的觀點來

看，這樣的訴求對於核心深綠支持者此一基本盤的鞏固與成長確有強固作用，但

卻同時嚇跑了一些中間屬性的選民（Muyard,2005:52），並且更激發了泛藍陣營

群眾的高度危機感，進而凝聚選票，這是民進黨本次立委選舉成績不如期待的主

要原因。42這樣的觀察，在選戰結束之後的民意調查中獲得證實。依據聯合報二

００四年十二月十二日的民調顯示，對於陳水扁在選戰中提出「正名」、「制憲」

的主張，五成的民眾不支持這樣的訴求，只有二成九認同。 

這是否意味著，「台灣意識」雖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流價值，但「台灣意識」

並不等於「台獨意識」，「台灣意識」的內涵較之更為寬廣與多元，所以在實踐方

式上，綠營所強調的「正名」、「制憲」，除卻傳統深綠基本盤外，一般大眾仍傾

向將之視為激進、危險的策略或作法，因而，「正名」、「制憲」所得的支持並不

能等同於對「台灣意識」的支持。此種心理基礎的由來，有論者以為這是由於中

國當局將之定位為「法理台獨」，並一再表達絕不容許之意；或謂在某些民眾的

認知中，當前之際推動「正名」、「制憲」的時機並不成熟；或謂民進黨政府應將

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立運動加以適當區隔，以爭取美國的支持與中國的安心

                                                 
42 雖然「正名」、「制憲」的訴求在本次立委選舉中無法獲得普遍共鳴，但陳水扁政府在第二任

任期期間仍持續推動相關政策與活動。在「正名」方面，包括外館正名、國營事業正名;「制

憲」方面，由於綠營囿於整體政治實力以及在國會居於少數難以實現目標，故而扁政府以推動

「憲政改造」為途徑，希望完成陳水扁於連任總統就職演說時所揭櫫的：二００八年卸任前交

給台灣人民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台灣新憲法。扁政府旋即部署從事兩階段的憲改工程：

二００四年在總統府內設置「憲政改造工作推動小組」，二００五年六月完成第一階段憲政改

革，廢除國民大會以「公投入憲」代之；二００五年八月在總統府內設置「憲改辦公室」的任

務編組，作為民間與政府之間關於憲政改造方面的規劃、溝通與協調之平台，體現陳水扁所強

調的，憲改工程運動的推動必須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內」且「民間主導」的精神，並且一

定程度地帶動社會參與。而由筆者與諸多中國大陸涉台學者的接觸過程當中，深刻感受中國方

面對於台灣憲政改造工程如捲起巨大能量，是否將導引台灣一舉走向「法理台獨」確實倍感憂

心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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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estan,2005：43）。無論何者，都可以歸納出多數台灣民眾內在心理對於「生

存安全」的看法與重視。 

另一個可供觀察的重點，二００四年台灣的經濟成長雖然寫下百分之六點一

的優異成績，但經濟上的亮麗表現卻沒有同等反映在選票上。此何以故？是否意

涵著經濟成長的果實並未平均分配到各個階層，而只是由少數位居社經地位頂端

的族群所囊括？觀察台灣歷年來的貧富差距等級，以可支配所得戶數分為五等分

法計算，二０００年最高所得組可支配所得為最低所得組的五點五五倍，到了二

００四年，這一差距拉大到六點零三倍，顯示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惡化。43而

潛藏在經濟成長數字表象下的，是整個社會底層民眾生活的失落與挫折，這種感

覺反射到人們對於執政黨的不滿與憤怒，並反映到投票行為上，就中更有部分人

因經濟上的挫折，喪失對於原有「台灣意識」的死忠支持。於是，雖然二００四

年春天民進黨驚險贏得中央執政，但二００四年底的立委選舉過程，在上層的意

識型態結構與下層的物質結構，皆欠缺強力支持的條件下，綠營無法獲得預期的

成績，也就並不令人意外了。 

而一般來說，台灣民眾具有重視安全、物質等現實利益的務實性格，在兩岸

互動中，更是歷歷可證。以陸委會所公布的歷年來民眾認知大陸當局對我敵意態

度的民意調查，對照當時我國對大陸地區的貿易總額為例即可引以為證：二００

０年五月，陳水扁就任總統之時，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六點五的台灣民眾認為大

陸當局對我政府不友善，百分之五十五點六的民眾認為大陸當局對我人民不友

善，而當年台灣對大陸的貿易總額達三百二十三億美元；到了二００四年十二月

民眾認知大陸當局對我政府敵意態度創歷年之最，高達百分之七十九點四的民眾

認為大陸當局對我政府不友善，百分之五十四點八的民眾認為大陸當局對我人民

不友善，而當年台灣對大陸的貿易總額上升至六百五十七億美元，與二００三年

的四百九十三億美元相較，年增率達百分之三十三；及至二００六年十二月，百

                                                 
43 主計處，（重要經社指標速報-所得分配差距倍數），主計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73291721071.xls，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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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十九點五的民眾認為大陸當局對我政府不友善，百分之四十五的民眾認為

大陸當局對我人民不友善，而是年台灣對大陸的貿易總額再創七百七十一億美元

的新高。44兩岸持續維持「政冷經熱」的格局。但也正因為民間自經貿以降的各

類交流不斷，使得兩岸的官方雖然並無正式的交往，但民間密切的互動往來卻使

得兩岸之間得以持續再生成穩定的模式化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往往又會回饋到決

策過程，而對於兩岸經貿政策的持續開放形成壓力。 

委實，總統大選前一般輿論民調大致皆看好連宋有望贏得勝選，然「三一九

槍擊案」後陳呂最終獲得連任，但雙方差距極其微小，一直到該年底立委選舉綠

營盤面仍然小於藍營看來，這個結構發展的趨勢實已透露，陳水扁執政所仰賴的

社會資源並不豐碩與紮實，以致於政權運作的權力基礎並不穩固。基本上，資源

是權力運作與支配結構再生產之所賴（Giddens,1979:91），因此，陳水扁運作權

力過程所能起到的轉化性能力（transformative capacities）乃受到一定的拘限。45在

陳水扁自身的內在實力有限、兩岸交流所涉及的中國大陸這一區塊的資源非其所

能問津，以及美中長期對陳水扁所加諸的外在牽制等等多重的結構限制下，陳水

扁要跨海處理兩岸關係，發揮積極與主導的支配力，自然是捉襟見肘而窘態畢露

了。從紅藍綠互動所形成的小三角關係來看，如前所言，看似有利於綠色執政的

經濟成長上升的大環境，卻因為選舉策略與佈局的誤失，尤以「制憲」、「正名」

等人為因素的操作失當，導致「藍大綠小」、「朝小野大」的格局無法突破，綠色

執政多所掣肘，後繼無力。 

另一方面，兩岸「政冷經熱」矛盾的擴大所伴隨而來的，卻是經濟利益與國

家安全孰重孰輕進退維谷的困頓。而民進黨政府兩岸政策的窘境，適巧提供了國

                                                 
44 本段所引用「歷年來民眾對大陸當局對我敵意態度」的民意調查，見陸委會網站「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民眾對兩岸關係的看法(統計圖表(九十五年十二月)」，http://www.mac.gov.tw/，
2006/12；我國對大陸地區進出口總額，見經濟部網站「我國對大陸地區貿易統計」，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reports/C12.xls，2007/11。 

45 在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一書中，紀登斯討論到「權力」，認為權力可以被理解為是
一種行動者得以企及實踐之成果的轉換性能力(transformative capacity)。對於權力而言，當資源
涉及「支配」事宜且為權力運用所依恃，那麼，資源將被視為社會系統的結構要件。此外，紀
登斯也認為，將「權力」自身等同「資源」是一種誤解。資源只是權力賴以運作以及支配結構
賴以再生產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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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開展兩岸關係的一個結構性良機。國民黨透過連戰登陸善用兩岸交流的需

求，以及共產黨急需尋求突破「反分裂國家法」出台後的困局，國共雙方乃有效

轉出新的結構形勢，並在箇中找到了一個有利的戰略位置。 

 

肆、「扁宋會」的操作與反作用力 

本次立委選戰的失利，不僅使得陳水扁的個人聲望受到重挫，滿意度跌到三

成四，創下上任以來的最低點，同時也連帶促使他決定辭去黨主席的職務，以示

對選舉的成敗負責。另一個輸家親民黨，席次由四十六席遽減為三十四席，為親

民黨的未來發展埋下重大的陰影，而這樣的結果其實是有跡可尋。遠溯自二００

０年總統大選，雖然泛藍陣營分裂為國、親、新三黨，但支持者並沒有嚴格的政

黨分際，尤其是經過「連宋配」在總統選舉中的合作後，基層支持者已基本上完

成融合。 

泛藍陣營在挑戰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功敗垂成之後，支持者要求三黨合併，

以凝聚力量對抗泛綠的呼聲高漲。再以國會改革「席次減半」、「單一選區兩票制」

的訴求頗見迴響，一旦成真，勢將嚴重壓縮小黨的生存空間，而有利於大黨的擴

張，因此以國民黨為主體的國親合併似已是大勢所趨。同屬泛藍的新黨率先宣

佈，該黨提名的立委參選人將以國民黨的名義登記參選，泛藍支持者繼續向國民

黨聚攏，對親民黨立委選情產生重大衝擊，親民黨內部要求在立委選前完成合併

的聲音四起。雖然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以先組政黨聯盟再合併作為對應，但選戰的

結局卻是現實的，親民黨選票大幅流向國民黨，國民黨進一步站穩了正藍盟主的

位置。 

本次選舉結果，國親兩黨相加的國會席次共一百一十四席剛好過半，仍可繼

續擁有國會多數的優勢，提供泛藍陣營一個可大展身手的重要政治舞台。此次選

戰更讓國民黨獲得一個重整旗鼓、再度出發的契機，而放眼未來，在國內的政黨

競爭之外，兩岸關係的經營是另一片更為開闊的政治場域所在，二００五年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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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日國民黨主席連戰赴中國大陸訪問的信心基礎，就在此次大選的勝利中奠

立。 

躊躇滿志的國民黨、繼續面臨朝小野大困局的民進黨、席次滑落憂心被國民

黨一舉吞併的親民黨，該如何重新整裝出發，迎接下一回的賽局？政治權術的合

縱連橫在這裡發揮了奇妙的作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企思突破國會少數的戰略

思考下，推動「扁宋會」的進行，意欲藉此拉攏親民黨、邊緣化國民黨，一舉裂

解泛藍，形成國會多數的穩定結構，以利共識的凝聚與政策的推行。更況且，如

「民親合」真能水到渠成，民進黨對支持者自當可以宣稱，為穩定國家政局和化

解國會的杯葛和阻礙，與親民黨的結盟有其必要，在政黨合作的基礎上，部分政

策必須妥協，政黨合作的內容必須履行，藉由親民黨解套一些受限的兩岸政策，

開出新的道路。 

相對地，親民黨看到自身政黨選票的減少，主要是流向國民黨，基於政黨的

主體性與發展性，親民黨必須突破與國民黨同屬泛藍陣營，卻可能最終落入「大

藍吃小藍」的不利結構，從而，與民進黨合作夾殺國民黨是一條可思考的戰略選

擇。親民黨雖然一方面冒著泛藍支持者不諒解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卻也是讓自身

立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有利地位。畢竟，如果在兩岸政策上親民黨能夠成功

地將民進黨拉向中間走，親民黨即可成就其歷史功業；反之，如民進黨與親民黨

雙方在兩岸政策的立場上最後仍是南轅北轍，則「民親合」破局，至多就是國會

生態重回原點，親民黨並沒有在實質上蒙受席次減少的損失，對支持者仍可以兩

岸政策理念不合作為交代，在利害關係的權衡上確實是求取政黨生路的可行途

徑。 

這樣的推論在作者對學者 F 的訪談中得到證實。F 表示，「扁宋會」的由來

與二００四年立委選舉的結果，親民黨選票大幅流向國民黨，造成親民黨極大的

壓力有關。在此情形下，宋楚瑜必須尋找出一條新的政治出路，一個超越藍綠對

決的政治格局，而不能再自陷於「國親合」的框架中，逐步被國民黨稀釋，否則

未來的親民黨將會步入新黨的後塵。在這樣的思維下，與陳水扁合作，適可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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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為助力，擺脫在泛藍陣營裡總是屈居於老二的命運。 

另一方面，F 指出，在宋楚瑜的盤算中，他已預料到與陳水扁的會面，勢將

在泛藍內部引起支持者的反彈，所以他必須同步佈局拉攏中國，只要北京當局對

其表示善意，透過他的作用能令兩岸關係改善，那麼宋楚瑜在泛藍支持者心目中

即能擁有一定的歷史定位，不會被視之為叛徒。然而宋楚瑜的登陸訪問，如何能

受到中國的重視？此實有賴於陳水扁的背書與加持。所以，宋楚瑜精心策劃的一

盤棋局：在台灣內部，經由與陳水扁會面，實現民親合作，既超越既定的藍綠格

局，又可藉之為未來的訪中增加籌碼與份量；在台灣外部，親民黨積極安排訪問

中國大陸的「破冰之旅」，宋楚瑜不只成為泛藍領導者登陸的第一人，同時由於

是帶著台灣執政當局的訊息而來，宋楚瑜的大陸行將具有象徵上與實質上的非凡

意義。 

此所以民進黨、親民黨這兩個看似難有交集的政黨，在現實情勢的需要下，

卻能展開史無前例的合作。這是由於國會改選後新結構的誕生，對藍綠雙方形成

巨大的制約與影響，陳水扁基於突破國會少數的理性策略考量，決定向親民黨主

席宋楚瑜招手，期能促成聯合陣線突破困境。宋楚瑜同樣緣於對自身政治前途與

所屬政黨利益的追尋，欣然回應陳水扁的邀請，雙方自此開啟以合作代替對抗的

互動往來，彼此間的身份關係定位也轉型成為階段性的同盟夥伴關係，在弱化國

民黨已成共同的利益目標下，不僅催生了「扁宋會」，並且達成了內容涵蓋廣泛

的「十項共識」（詳附件一）。 

「十項共識」包括了以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國家定位、四不一沒有、推動兩岸

和平發展、推動兩岸貨運包機、購買必要武器、建構台海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消

弭族群對立等內容。就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國家定位與軍購問題。就採買武器而

言，美國對於台灣遲遲未能通過對美的三大軍購預算深感不耐，宋楚瑜在二００

五年初於美國華府會見美方官員後，對於軍購問題從原先的堅決反對調整為：不

反對軍購，而是反對凱子軍購。再觀諸此次「扁宋會」的共識，其中之一的協定

就是希望軍購案能在國會過關，就此如再銜接前此不久美日聯合發佈的「二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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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聲明」，將台灣海峽列為兩國共同的戰略利益目標來看，「扁宋會」不排除

是美國東亞戰略安全棋盤下的一個落子，目的在於確保台海不發生戰爭。 

而為了防止戰爭，「十項共識」的首要便是以「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國家的

定位，同時再一次重述「四不一沒有」，這背後實有美國的壓力存在。此由宋楚

瑜在會後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表示：「如果沒有美國，你認為陳水扁會與我會談

嗎？」，可見端倪。宋楚瑜並在專訪中透露，美方十分關切中共制訂「反分裂國

家法」和四月份台灣要進行修憲，並認為台海情勢非常脆弱（夏珍、陳重生，2005：

A2）。如此看來，陳水扁高舉「中華民國憲法」與「四不一沒有」，向各界宣示

往中間路線移動，不只是著眼於國內的政治版圖與生態，更兼而有向國際喊話，

特別是針對美、日、中三方，連結美日安保機制，形成「美日台」三邊聯防，以

此對應中共「反分裂國家法」來勢洶洶的強大攻勢。 

然而「扁宋會」的背後雖有對應國內外政治情勢與壓力的深層戰略考量和謀

畫，但對意識型態尖銳對立的兩黨基本教義派支持者而言，在感情上卻恍如面臨

了不可承受的背叛，不約而同對於「扁宋會」的舉行與其共識內容提出強力的質

疑與抨擊。在深藍一方，以新黨主席郁慕明為代表，其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兩

岸和平發展不是屬於哪個政治人物、或者某個政黨的私人權力」，他並反問宋楚

瑜，朝野和解能忽略民進黨的意識形態？陳水扁的支持者能放棄台獨黨綱？46 深

綠陣營則反應更是強烈，前總統李登輝感嘆「抓鬼的被鬼捉」，台聯黨立委在立

法院，群起痛批「扁宋會」結論背叛「台灣主體意識」，並揚言要發起「公投」

罷免陳水扁，47辜寬敏、金美齡、黃昭堂等高知名度的台獨人士，紛紛向總統府

遞出辭呈，辭去他們擔任的資政、國策顧問等職位，原因都是不滿「扁宋會」所

簽訂的「十項共識」（陳重生、吳典蓉、林晨柏，2005：A2），認為陳水扁背

                                                 
46 大紀元時報，（新黨：團結泛藍 扁宋會前連宋先會），大紀元新聞網，

http://tw.epochtimes.com/bt/5/2/21/n818910.htm，2005/2/21。 
47 東森新聞報，（不滿扁宋會 台聯揚言發起公投罷免阿扁），ET today， 

http://gb.ettoday.com.tw:6060/2005/02/25/10844-1757736.htm，20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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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台灣認同」和「台灣主體性」兩項基本原則，懷疑其是否向統獨光譜的另一

端移動，由原本的「台獨」立場靠向「憲法一中」。 

　　面對深藍與深綠支持者的強烈反彈，扁宋兩人在啟動政黨合作的列車後，仍

繼續依照共識內容的軌跡前行。陳水扁方面，除透過多重管道積極與獨派大老和

相關人士溝通尋求諒解，於此同時，在三月一日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與歐盟議員

及媒體對話時，卻又特別指出，無法變更國號與制憲，因為支持執政黨的立委席

次不到半數，「不能騙自己也不能騙別人，做不到就是做不到」，再一次表態由

「公投制憲」的路線退讓妥協；至於宋楚瑜方面，除積極展現處理兩岸關係的條

件與能力，對外重述其「憲法一中」的立場，指派農業出身的立委組團訪問大陸，

同時更於三月一日親民黨立院黨團所進行的幹部交接典禮中，對於包括「行政院

組織法」、「國大職權行使法」、「兩岸和平法」、「族群平等法」，以及兩岸

經貿法案和許多重新檢討的民生法案，都抱持較正面的態度，表達親民黨願和執

政黨理性溝通，「應支持的不會吝嗇」。48一時之間，國內的主流政治主張似乎

已走向扁宋合構的「新中間路線」，當中排除了國民黨主席連戰的角色。 

面對此種劇烈變化的新政局，國民黨為避免遭民進黨與親民黨聯手夾殺走入

邊緣化的困境，迅即將原本即已構思的登陸計畫提前安排布置，而擬定了「兩岸

破冰」的三個步驟。首先由國民黨立法院黨團立即組團赴大陸商談「節日包機直

航」、「貨運包機直航」及「開放農產品登陸」等三大議題；其次指派副主席江

丙坤於中國「兩會」後，赴大陸展開「緬懷之旅」，該一參訪行程並著有深意地

安排赴南京中山陵謁陵、廣州拜祭黃花崗七十二烈士；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戰略規

劃就是連戰本人親訪大陸，展開國共領導人相隔六十年來的首度接觸，為兩岸和

解做國際性的宣示。 

至此，「民親制國」的新結構似將呼之欲出，國內的政黨生態與板塊看似即

將改寫與重組，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出乎扁宋兩位決策者原先的想定之外，而此與

                                                 
48 李鴻典，（扁宋會成效 有待立院檢驗）， 新台灣新聞週刊， 第四百六十七期，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67&bulletinid=21476，2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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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在國家認同上的重大歧異具有重大關連，並且這樣的分歧早在「扁宋會」舉

行之前即備受質疑。事實上，為化解外界的質疑，陳水扁和宋楚瑜雙方幕僚事前

歷經十餘次的會談溝通，在「扁宋會」登場時端出國家定位以「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雙方最大的公約數為依據，但從「扁宋會」後記者會上宋楚瑜強調「憲法一

中」，而陳水扁則提出了國家定位的三段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台灣前途任何的改變，只有二千三百

萬台灣人民才有權利，做最後的改變」，可以看出兩者的巨大差異。在宋楚瑜的

認知裡，「中華民國」的主權與領土範圍依憲法的規定涵蓋中國大陸與台澎金馬，

而陳水扁的表述既然將「中華民國」的領土範圍框定在台澎金馬，亦即「中華民

國是台灣」，故而雙方雖然在文字上暫以「中華民國憲法」帶過，但深層的認知

與觀念卻是天差地別。 

而由事後深藍和深綠兩邊不約而同的惡評與反彈，更可看出「扁宋會」這樣

謀略式的戰略合作，雖然在短線操作上符合各自的現實利益需要，然而由於行動

者在意識型態上缺乏共同一致的價值觀，無法形成身份上的集體認同，而這樣價

值與認同的歧異，如果無法在日後經由互動的實踐逐步轉化合致，雙方觀念根底

的「意識結」仍舊衝突對立，一旦此一結點浮出，過往相互定位帶有敵意的「他

者」身份定位再現，則行動者受此身份影響而做出的行為與現存結構相互交會

後，只能是維持甚或強化固有的結構。49 

從「扁宋會」的個案觀察，我們就可發現不管「扁宋會」的結果如何，純就

策略運用來說，我們不得不指出，扁與宋對於政治氛圍的高度敏感。只是，兩岸

事終非國內事，有大半非操之在己。對於宋楚瑜而言，這是窮途邊緣的一線生機，

無得失可言（nothing to lose）。但對於陳水扁來說，在兩岸紅綠沒有共識且相互

敵視的狀況下，而其又無法現身於對話場域之中，只能仰賴缺乏共同認知而脆弱

                                                 
49 作者在此援引了溫特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概念，人們經由「互動」形成「共有之觀念」，「觀

念」形成「身份」，「身份」決定「利益」，「利益」決定行為，透過行為的往來實踐形塑了行
為者之間的模式化關係，以此透視何以「扁宋會」最終走向破局。由於該一概念與理路對於
詮釋行為者與行為者、行為者與結構之間的相互建構，有其獨到之處，作者於本論文某些具
體案例（如「連胡會」）或結構現象（如美藍聯手反獨）亦有所參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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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扁宋會」，至此，陳水扁所能運用的社會資源之薄弱、零星與有限，已是不

待多言。 

此外，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到，在政治人物權力考量之外，所謂的「終極獨立」

與「終極統一」的意識型態尖銳衝突，也對雙方關係的發展起了一定程度的影響。

果不其然，當宋楚瑜肩負著扁宋會「十項共識」登陸訪問，卻簽下定位兩岸關係

為「兩岸一中」的會談共識之際，亦正是「扁宋會」結果最終破局之時。說到底

這正是民進黨與親民黨在國家未來前途選擇的深層意識型態上，有著「終極獨立

vs.終極統一」的根本歧異。而同一事態的另一面卻是，作為泛藍意識型態上可

謂「叛徒」的宋楚瑜，卻可以一夕倒戈而融入「紅藍制綠」的聯盟。在此，歷史

逆轉，原先扁宋兩方所設想的「民親制國」模式，在架構雛形的階段即因雙方欠

缺共同觀念與認同的支撐，最終只能落得無疾而終。反是後發先至的國共接觸，

竟爾站在歷史的機緣上別開新局，最終將「扁宋會」破局後的宋楚瑜也吸納進來，

形成「紅藍制綠」的新格局。 

而由抽象到具象的層次，我們通過對於「扁宋會」前因後果與發展過程的研

究與考察，不難發現，在特定的歷史結構脈絡中，涉入戲局的諸行動者基於各自

策略性的選擇，付諸行動，從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彼此發展出新的結構關係。原

具有雄厚社會基礎的國親合併，在標舉「民親制國」的「扁宋會」的謀略下，令

泛藍幾近裂解，此一態勢強化連戰登陸的決心。而「連戰登陸」意味著國共決裂

半世紀以來的重合。連戰的大陸行令隔海的兩大勢力快速黏合，舞台焦點頓時移

至中國大陸，共產黨佔盡主場優勢，並享有兩岸議題上最廣大與豐沛的社會資

源，這是探討權力互動與運作必須面對的殘酷卻現實的課題。而後繼的「宋楚瑜

登陸」在各種主客因素的作用下，其結果是宋楚瑜被吸納進「紅藍」的合作架構，

反是「扁宋結盟」及早告終。在這過程，美國並未顯現過強的主導態勢，依舊只

關心其利益所繫的台灣島內安定與台海和平現狀的確保而已。美國近乎中立的態

勢，無損紅藍，對於綠而言卻是不利的。中國共產黨作為利害相涉的行動者，可

以說更取得主導規則與資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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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軟硬兩手的對台政策 

壹、從「五一七聲明」到「胡四點」 

從中國的立場來看，二００四年春天台灣總統大選結局底定，民進黨繼續保

有中央執政權，北京對於「和平統一」目標的實現愈感悲觀（Wang,V.W.,2005：

34）。二００四年五月十七日，中台辦與國台辦就當前兩岸關係問題發表聯合聲

明（以下簡稱「五一七聲明」）。通篇文稿硬中帶軟，在強硬的部分透過「五個

決不」：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立場決不妥協；爭取和平談判的努力決不放棄；與

台灣同胞共謀兩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決不改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的意

志決不動搖；對台獨決不容忍。全文釋放強烈的阻獨訊息。同時，聲明中又以極

其嚴厲的措辭表述：「『台獨』沒有和平，分裂沒有穩定」、「大陸人民不怕鬼、

不信邪。在大陸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更為

重要、更加神聖」、「如果台灣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製造『台獨』重大事變，

大陸人民將不惜一切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裂圖謀」，在在顯示北京

當局強硬的「反獨」意志。 

在軟手部分，「五一七聲明」中強調「未來四年，無論什麼人在台灣當權，

只要他們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摒棄『台獨』主

張，停止『台獨』活動，兩岸關係即可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光明前景」，接著在

「一中」的前提下，提出了包括：恢復兩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

對狀態，建立軍事互信機制；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建立緊密的兩岸

經濟合作安排互利互惠；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

活動空間問題等，而上述主張都是台灣方面頗為需要且十分欠缺的政治安排。這

是一種既堅持了己方原則又考慮到對方需求，以現實為導向的對台政策，展現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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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務實面。這份聲明也顯示了中國在面對民進黨繼續執政的客觀

事實基礎上，其對台政策採取「軟硬兩手」、「反獨先於促統」的策略，確立了

現階段對台政策是以「反獨」為內容，以「和平」為目標，將過去中國總是將對

台政策直接服務於「國家統一」的戰略目標，轉向服務於現階段的國家利益，抓

住戰略機遇期和平崛起。 

此外，該一聲明的發表又特地選在陳水扁五二０就職演說前夕，意在採取主

動，先發制人，北京甚至還刻意在半夜十二點發佈，以佔據台灣隔日平面媒體版

面，搶佔輿論空間，胡政權對台政策操作手法之細膩精準由此可見，其遠非江澤

民時代可以比擬。回顧江澤民主政時期，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在李登輝主政下，在

兩岸關係與兩岸政策上頻頻出招，北京當局每每陷於被動因應的情勢，而此一景

況到了胡政權時代，氛圍為之丕變，「五一七聲明」的出手，顯現了北京以胡錦

濤為首的新領導班子，「硬的更硬，軟的更軟、主動出擊、彈性務實」的對台政

策新思維與新作風。這樣的轉變，固然對於以堅持台灣主體為核心價值的民進黨

政府帶來倍增於以往的壓力，但卻相對地，對意識型態傾向統一，與民進黨之間

又處於政權競爭零和關係的國民黨與親民黨而言，則不啻具有微妙的想像空間。 

特別是，這份聲明並不單單只是對台灣政府與人民的喊話，它更兼具對中國

大陸人民闡述今後處理台灣問題的原則與立場的意義，就中對於反獨意志的強烈

傳達，亦有安撫黨內強硬派以及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作用；此一聲明也同時向美

國傳達了中國堅決反獨的決心，以及對台獨容忍的底線，並進一步為將來的「經

美壓台」策略預先鋪路，提供美方今後在遏止台獨的作為上，繼續對台施壓的本

錢和理由。 

繼「五一七聲明」之後，同年底的台灣國會改選，立院多數席次仍由泛藍陣

營掌握，這應是北京方面較樂見的結果。特別是，二００四年九月胡錦濤接掌中

共中央軍委主席後，這位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第四代領導人，50其所面對的台

                                                 
50 中共在不同世代各有其具代表性的領導核心，第一代領導核心為毛澤東，第二代為鄧小平，

第三代為江澤民，第四代為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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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執政當局是意識型態偏獨的民進黨，而島內自李登輝執政後期開始甦醒的台灣

主體意識，經過民進黨政府第一任的執政更形強化鞏固，現在民進黨又贏得另一

個四年的執政機會，初掌大權的胡錦濤如何出招對應，他是否能超越江澤民時期

與國民黨政府鬥爭結果，每落於被動守勢，且文攻武嚇未收成效之後，反落得「文

攻不足以收其心，武嚇不足以降其志」的低落評價？51事實證明，由「五一七聲

明」、「胡四點」到「反分裂國家法」，胡錦濤上台後中共方面的對台政策，固

然在戰術上確有所改變，戰略上依舊是講求「以我為主」。52 

從胡錦濤的角度來看，其對台政策以「反獨」為先，遏阻台灣的領導者欲透

過推動「漸進式台獨」的方式逐步走向「法理台獨」，是應對台灣內部獨立意識

愈形高漲下的必然選擇。畢竟，對中共當局來說，如果台灣真正走向所謂「法理

台獨」的永久分離，那麼其對中國所帶來的戰略安全威脅，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解體、中國陷入分崩或動亂，國民經濟全面衰退、阻礙中國的民族復興與崛起等

等災難性的後果，都是任何一個領導者所無法承受的（閻學通，2004：1-2）。53 

二００五年三月四日，胡錦濤在參加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時，就新形勢下發展

兩岸關係提出四點意見（胡四點）：「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不動搖；第二，

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決不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不改變；

第四，反對『台獨』分裂活動決不妥協」。由這四點內容看來，胡錦濤延續其一

貫的對台政策思維邏輯，且四點之間環環相扣：「一個中國」為核心原則與基本

立場，然而，目前的「一個中國」是法理上的統一，但事實上兩岸卻是處於分治

的狀態，因此要爭取國家統一的終極目標，貫徹「一個中國」最終的落實；然則

                                                 
51 參見劉曉波發表於二００五年五月《觀察》雜誌（在盛裝“胡連會＂的背後）一文中，對於

中共當局過去一向以來對台慣用「文攻武嚇」的攻勢，卻始終未見功效，而給予如此用語。
其後國內學者如翁松燃等在相關論述文章中，亦多所引用。 

52 趙建民，(2006 年兩岸情勢與未來展望)，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204，
2007/1/1。 

53 閻學通現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CSCAP）中國委員會委
員，為中國著名的涉台研究學者，其論述常為國際與港台媒體引用。而類似見解亦散見在中
國大陸內部其他的評論當中，其中主要的觀點認為， 以漢族為主導的台灣若獨立，一定會帶
動西藏獨立，而藏獨立又會引發新疆、寧夏、內蒙古等地的分裂主義。可以預料的是，西方
一旦支援台獨成功，他們一定會得寸進尺地支持其他分裂主義傾向。在這種衝擊之下，中央
政府很快就會失控，見 http://www.joxue.com/paper/zzlw/zzlw02/200511/2151.html，20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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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統一雖是目標，但過程之中要盡最大的努力以和平的手段促成；因此，作法

上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以各種方式爭取台灣民心，最終能使得和平統一水

到渠成。在此，北京方面不同於過去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更寄希望於台灣人

民」，而今只鎖定台灣人民，顯示其有意避開台灣執政當局而欲直接拉攏台灣民

眾；最後，要確保過程之中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有效性，對於會破壞和平統一的台

獨分裂活動就一定要嚴加遏止，決不可能有絲毫妥協。 

審視「胡四點」，其內容基本上仍延續了「五一七聲明」的政策思維，將現

階段的首要任務設定在「反獨」。判斷上極可能是民進黨政府的推動公投、催生

新憲，中共當局為防止台灣走向所謂的「法理台獨」，真正將台灣從法理上永久

分離出去，所以突出對反獨的迫切性與堅決意志。此由「五一七聲明」中，對於

台獨定位為「旨在分裂大陸的台灣獨立」，以及「胡四點」中所言的「反對台獨

分裂活動決不妥協」即可一窺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胡四點」的發佈時間為二

００五年三月四日，距離「反分裂國家法」草案於二００五年三月八日的首度公

諸於世僅短短五日，在該草案公布之前，胡錦濤的政策性談話每每被外界視作為

「反分裂國家法」定調，而草案曝光後也證實了「胡四點」的內涵與精神充分體

現在「反分裂國家法」的條文之中（邵宗海，2006b：11）。由此看來，以「胡

四點」與「反分裂國家法」的出台為標誌，胡錦濤政權以「四個決不」、「一部

法律」為核心的對台政策已初具雛形（周志懷，2005：1）。 

 

貳、「反分裂國家法」的立法意圖與內涵 

在北京的判斷中，二０００年之後台北當局已有台獨實質走向的跡象，二０

０四年後更有法理上走向台獨的可能，尤其民進黨政府對「公投」、「制憲」的積

極鼓吹，都讓中共感受到台灣內部台獨聲勢的日益高張。北京的焦慮感與急迫感

一日比一日加劇，深感制訂一項法律以為反制的必要（邵宗海，2006a：242）。

再者，將「反獨」置於最上方，中共當局亦可據以回應中國大陸內部鷹派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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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反分裂國家法」的制訂，將「反獨」上升為國家意志，條文當中授予

對台動武的法源基礎，宣示中國強烈的反獨決心，作為北京遏止台獨手段上的極

致表現。更由於「反分裂國家法」是以國內法的方式立法，其意在針對美國同樣

以國內法形式通過的「台灣關係法」不言可喻。胡錦濤刻意擺出強硬的姿態，以

應付內部的鷹派勢力，然實質上則設定使用非和平方式的前提要件，而是否符合

該一前提是由執政者詮釋與決定，確保「反分裂國家法」服膺於執政者意志，為

其所用。最後，通過「反分裂國家法」的制訂，中共的對台政治方針進而法律化，

北京當局企圖以此單方面界定、規範與處理兩岸關係的發展，使中國在對台政策

上由過去的被動轉為主動，更一躍而成為兩岸關係的主導者與仲裁者。可以說，

中國制訂的「反分裂國家法」，是對美、中、台一個再一次角力的結點（沈有忠，

2006：105）。 

綜觀「反分裂國家法」通篇的內容，呈現了「軟硬兼施、剛柔並濟」的兩面

性。軟手的部分主要表現在第五、六、七條有關發展兩岸關係的各類事項，包括

人員往來、經濟、文化等各類交流，乃至兩岸平等協商關於和平統一的政治談判，

呈現「軟的更軟」。相關條文體現了胡四點中的兩個決不：「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

決不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不改變」，北京當局並以之作為

日後開展對台軟手策略的指導規範；硬手方面主要表現在第二、三、八條有關維

護主權與領土完整的政治性議題，呈現「硬的更硬」。這些條文體現了胡四點中

的兩個決不：「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決不動搖」和「反對台獨分裂活動，決不

妥協」。特別是該法第八條將「非和平方式」明載於法條之中。依據該條規定：「台

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

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

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這樣的法律用

詞缺乏精確的界定，實屬政治用語，賦予中共當局相當大的解釋空間，顯然中國

欲一手掌握詮釋權，可以隨時依其需要做出解釋，兩岸「和」或「戰」完全取決

於北京當局片面的解釋。而進一步深究該一條文字裡行間，實則大有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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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謂以「任何名義、任何模式」，推斷其目的可能在於嚇阻台灣用公投

的方式完成台獨的事實；其次，「發生台灣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包括的範圍甚

廣，正名、制憲皆可屬之，只需中國單方面的認定即可（沈有忠，2006：128），

而中共當局正可利用這樣廣大模糊的空間介入台灣內部的政治進程；最後，所謂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擺明台灣未來前途命運的選擇只能是中國設定

下的「和平統一」，沒有統一之外的其他選項。特別是，中國將「非和平方式」

明載於法條之中，此已遠遠有別於過去「不承諾放棄對台動武」的政治宣示。因

為以法律授予動武的法源基礎，不僅使該一法律本質上已帶有戰爭授權法的性

質，同時，由於中共近年來一再強調「依法辦事」、「依法治國」，將對台使用「非

和平方式」的前提列入法律條文，意味中國已劃下了此一「紅線」，未來台灣方

面任何可能越線的行為，都極可能必須承擔中國對台動武的結果，藉此預先拉住

台灣，不致走向最終的「法理台獨」。 

由上分析可知，中國方面，從「五一七聲明」到「反分裂國家法」，北京適

時對台灣採取「硬的更硬，軟的更軟、主動出擊、彈性務實」的政策新思維與新

作風，這是北京對台政策展現積極取向的表徵。在權力作為轉化性的能力的意義

上，規則的制訂與資源的動員得當，皆使得胡錦濤得以搭建具有共享觀念的紅藍

平台，得以獲致其實踐所欲企及的目標，北京這樣的轉變，無疑地更撐大了兩岸

「紅藍勝於紅綠」的社會預期格局，這對於經貿高度依賴中國卻又以堅持台灣主

體為核心價值的民進黨政府，帶來倍增於以往的壓力。這種對於兩岸關係發展的

社會預期的格局，在綠營無法於策略上扭轉頹勢的狀況下，不啻為紅藍的攜手合

作留下一個微妙而充滿憧憬的想像空間，為連宋登陸後「紅藍聯盟以制綠」的戰

略環境鋪設了一個有力的歷史舞台，也預告了兩岸關係新的結構變遷方向。 

同時，為避免國際社會的反彈，北京在「反分裂國家法」正式出台之前派遣

高層官員四處遊說，54宣稱該法的制訂並非戰爭法，而是為了遏止台獨，防止台

                                                 
54 中共為減少國際社會對「反分裂國家法」的制訂的反彈與壓力，北京當局特別在該法出台之

前派遣國台辦主任陳雲林赴美就審議中的「反分裂國家法」與美方溝通，意圖爭取美國的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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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一意孤行，避免因情勢失控導致戰爭的發生，其目的在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

現狀，促進區域的安全。北京雖然如此解釋，但實則「反分裂國家法」的制訂就

已帶有對台灣警告和向國際宣示的意涵（Taipei Times,2005：3）。觀察「反分裂

國家法」條文的起點，可說是一個「狀態描述」，是依照大陸所認定的台灣「現

狀地位」。中共顯然認為對當前兩岸現狀進行明確的定義，關係到掌握反台獨鬥

爭及兩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胡錦濤認為的兩岸現狀是：「一九四九年以來，儘

管兩岸尚未統一，但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兩岸關係

的現狀」。55北京當局對兩岸關係現狀的詮釋，把一九四九年以來兩岸尚未統一的

狀況明確限定在非主權和領土的層面，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並沒有因為兩岸尚

未統一出現割裂，這完全符合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留問題的客觀現實。中共以

其內戰史觀認為兩岸目前為國共內戰存續的狀態，因此，中國要爭取「現狀」的

詮釋權，否則萬一美國定義的「維持現狀」長期固定化後，台灣的長期分離，將

成為「中國領土完整」的挑戰（楊志誠，2005：35），而透過「反分裂國家法」

的立法，將使中國成為現狀的定義者、立法者、裁判者與執法者。中共當局深沈

的立法動機在穿透條文表面文字深入剖析之後實可一覽無遺，此斷非北京以「遏

止台獨，維持區域和平穩定」之詞即足以全然障蔽國際社會之視聽。事後的發展

也顯示，中國的遊說顯然未竟全功，包括美國、歐盟與日本等國際強權，皆持反

對的態度，關鍵的原因在於對中國可能片面破壞台海現狀的疑慮。 

 

 

                                                                                                                                            
解與認同。陳雲林該次華府行無論會晤即將出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哈德利或副國務卿阿米

塔吉，均表明該法不會明訂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亦將模糊處理「紅線」問題，而美方對

之表達「關切」之意，重申兩岸均勿片面改變現狀，期盼兩岸盡速復談，見潘錫堂，（反分裂

法與美中聯手反獨），http://paper.wenweipo.com/2005/01/14/WW0501140011.htm，2005/1/14。

之後中共並在「反分裂國家法」通過後，中國外交部透過外交照會方式，向國際各國施壓迫

使萬那杜、坦桑尼亞、古巴、亞塞拜然、馬達加斯加等六十多國，表態批評台灣、支持該法

的制定。 
55 此段談話為二００五年三月四日胡錦濤出席全國政協會議與民革、台盟等團體座談時，對於

兩岸關係的現狀所做出的明確表述，代表中共當局就此一問題的定調。見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hj0.asp?zyjh_m_id=1046，2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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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在三角權力結構的支配性角色 

壹、美國「兩岸任何一方不得片面改變現狀」的主張 

何謂「現狀」？以美國的角度觀察，過去幾年來小布希政府一再強調台海維

持「美國所定義」的「現狀」、「反對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56美方的說法

大有可堪探究的玄機。首先，美國強調「現狀」是由美方所界定，意指只有美國

有權界定台海現狀，北京與台北任何一方都不能單獨對之下定義。然而，於此同

時，美國對於現狀的內涵卻從不明確表述，始終維持一種模糊的態度，只依據各

種不同的情況，做出是不是會改變現狀的判定（李鵬，2006：21）。 

美方刻意的模糊顯現華盛頓欲掌握「現狀」的詮釋權，以利於政策作為上的

彈性與主動。故而，在現實的情境中，所謂「現狀」每每因事件的發生而呈現動

態的情狀，但基本原則不出美方立於戰略制高點，操作兩岸關係的動態平衡，以

維持台灣與中國雙方「不統不獨不武」，此既能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又能保有

並發揮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力，最是符合美方的國家利益。 

雖然美國始終未對台海的「現狀」做出明確的定義，但國內學者林正義先生

提出了「一二三四五六」的架構，用以解析美國如何透過此一架構以確保現狀，

維持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而放在現實的考察中，這套架構也確然符合華府操作

台海兩岸的動態平衡與現狀維護，殊值參考。所謂「一二三四五六」架構指的是：

「一個中國(政策與原則)、兩個前提(台灣不獨、中國不武)、三個支柱(一個中

國、對話、和平解決)、四個文獻（三項「聯合公報」加上「台灣關係法」）、五

個期待（台灣是和平演變中國的橋樑、兩岸任何協議需由其人民同意、台灣有基

本防禦能力可獨自撐一段時日、兩岸任何進展須漸進式而非革命式、台灣經濟繁

                                                 
56 美國官方多次公開宣稱台海「現狀」由美國所定義，並反對台海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

二００四年四月二十一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理國務卿的凱利在國會的報告，其曾就此公
開宣示美國的立場，可為著例。尤其該一報告深入而廣泛地論述美國對台政策及兩岸關係，頗
具參考價值。參見美國國務院網站，James A. Kelly, “Overview of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4/31649.htm,20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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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並支持美中永久性正常貿易關係）、六項保證（未同意設立終止對台軍售時間、

未同意對台軍售之前與中國磋商、不扮演台北與北京之間的調停者角色、未同意

修改「台灣關係法」、未改變有關台灣主權的立場，不施壓台灣與中國談判）」（林

正義，2002：72-73）。 

　 由此看來，美國所認知而未言明的「現狀」概括意指：海峽兩邊存在一個中

國、一個台灣，美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一個中國，不承認在台灣的中

華民國是主權獨立國家，但也不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中國的一部

份，兩岸雖因主權上的爭議而產生重大的爭執，但此一爭執必須以經過兩岸人民

同意的和平方式解決（邱垂亮，2004：5），在最終和平解決兩岸問題之前，台灣

應該享有事實上的獨立（de facto independence）。57
故而美國依據美中三公報，向

中國保證台灣不獨立，另一方面依據「台灣關係法」，向台灣保證不容中國武力

侵犯台灣。 

其次，所謂的「片面」，由字面上看來，應是意指不論是中國或台灣任何一

方，未經與對方以及美國溝通或協商獲得共識，即自行決定採取任何足以改變現

狀的行為，並付諸實施謂之。然而如更進一步地探究則可發現，在華府的認知中，

「現狀」既然只有美國有權定義，台北與北京任何一方不得單獨行之，在此前提

條件下，現狀是否有被「片面」改變的可能或者已然被「片面」地改變，當然是

依照美國的標準，而非任由台灣或中國界定。以民進黨政府推動制訂「公投法」

為例，台北方面雖然一再強調這是台灣內部深化民主的政治改革工程，不涉及台

海現狀的改變，然而，在華府的眼光看來，何謂「現狀」既然只能由美方定義，

則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投立法，事先既未取得美國的同意或認可，過程之中

又不理會美國的警告，單憑己方意志強硬推動，顯然有必要予以強力遏止。二０

０三年十二月中國總理溫家寶訪問美國，在與小布希總統會談後的記者會上，小

布希回答有關台灣推動「公投法」一事時，公開表示「反對」台灣領導人可能導

                                                 
57 Ted Galen Carpenter, “Conflicting concepts of Taiwan's status quo,”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GD28AD01.html, 2005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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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片面改變現狀的言行，即為明顯例證。58 

　 同樣的道理，一如「現狀」與「片面」的認定概依美方的標準，何謂「改

變」，當然也只能依據美國的界定為憑。從而，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反對兩

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其內在的核心概念與一貫的邏輯就是強調美國在維

持台海現狀上的主控性，讓美方得以擁有最大的戰術操作空間，依隨情勢的發展

與需要，管理並維持台海的動態平衡，以促進美國的國家利益。而正如同美方對

於現狀的認知是隨著現實的情態而浮動，對於何謂「改變」，美國同樣也是審時

度勢採取動態管理的方式。在不同的時空下，從美方看來任何可能導致或指向中

國動武抑或台灣獨立的行為，美國將對之預先警告並遏制，以避免台海發生戰

爭，而這些政策背後的思維邏輯都是以美國的東亞戰略作為最高的指導原則。 

長期以來美國就是這般操作海峽兩岸「和而不統，分而不獨」的動態平衡政

策，反對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因為這將不僅破壞亞太區域的和平，同時

也有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略利益。故而美國雖主張北京與台北應和平解決

爭端，但並不逼迫任何一方走向談判桌，也不當調人或仲裁者，僅提供和平解決

爭端所需的環境，而「台灣不獨，中國不武」正是美國對兩岸所劃定的紅線，美

方扮演糾察隊的角色，台灣與中國任何一方若是逾越了紅線，美國就會有示警反

制的動作。59例如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雖然北京屢屢對外解釋，這是為了

防止台灣當局逐步走向台獨而制訂的法律，目的正是要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但

這樣的說法顯然不能說服美國，從華府的角度來看，這毋寧是一種通往改變台海

現狀的挑釁與威脅。中國如此的作為被美國視為挑戰其戰略利益，美國對中國的

潛在威脅感又會再度竄升，並反映在具體的政策與作為。 

 

                                                 
58 The White House (2003), “President Bush and Premier Wen Jiabao Remarks to the P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2/20031209-2.html, 2003/12/9. 
59 陳明通，（中國制訂反分裂國家法的意圖與影響），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20050312/20050312-4.pdf，200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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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美、日、歐盟反對「反分裂國家法」 

自中國釋放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反分裂國家法」的訊息後，美國官方

在二００四年十二月該法草案尚未曝光之際，即表達反對「反分裂國家法」的立

場，表明華盛頓不希望看到北京制訂該法，時任國務院發言人的包潤石表示「我

們鼓勵兩岸對話，不鼓勵會導致另一種發展的行動」，而當被問及美國要如何勸

阻中國不要制訂「反分裂國家法」時，包潤石回應「美國認為，任何一方都不應

片面改變現狀，此時應尋求對話，而非使立場更強硬」；60二００五年三月八日，

中國將「反分裂國家法草案」正式列入人大審議議程，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雷蘭

（Scott McClelland）也指出「美國反對任何用和平以外的方式決定台灣未來的企

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國務院記者會時亦是採取相同的說法。61 

三月十四日，中國人大審議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後，美方的發言溫和地升

高了反對的態度，第一時間由白宮發言人麥克雷蘭對外表示「『反分裂國家法』

的採行令人遺憾；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既不幸（unfortunate），對維持台海

和平及安全的目的也毫無助益，我們認為此法與近年來兩岸關係的進展背道而

馳」。62「不幸」兩個字可說是美方在有關「反分裂國家法」的表態上，迄至當時

為止最強硬的措辭；三月十六日，美國眾議院以四百二十四票對四票壓倒性多數

通過決議案，該決議案指出，「反分裂國家法」授權使用武力對付台灣，已「改

變地區現狀」（alters the status quo in the region），要求小布希政府對中國通過「反

分裂國家法」表示「嚴重關切」（grave concern）。63三月二十一日，國務卿萊斯

（Condoleezza Rice）訪問中國時表示，「反分裂國家法」無助於降低台海緊張，

並使兩岸對話更加困難，是一項不受歡迎的發展。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明確

                                                 
60 Richard Boucher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Richard Boucher,”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4/39934.htm,2004/12/17. 
61 Richard Boucher,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Richard Boucher,”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3149.htm,2005/3/8. 
62 Scott McClellan, “Press Briefing by Scott McClellan,”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3/20050308-15.html#8, 2005/3/8. 
63 “U.S. house passes resolution against china law,” Agence France Press, 

http://taiwansecurity.org/AFP/2005/AFP-180305.htm,20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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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變，美方反對任何一方以言語或行為片面改變現狀，敦促雙方繼續擴大走向建

設性關係的步驟；為了和平穩定的利益，美國堅守「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並

希望中方立刻採取降低兩岸緊張的措施。64萊斯的說法呼應了其於此番亞洲行在

東京上智大學演說中的重點：「美國對即使用言語，或是欲以行動改變台海現狀

皆表示反對」的立場。65 

上述說法顯現了美國有克制的反對。到了四月十四日，美國對中國發言的力

道再增強，當天新任美國國務院主管政治事務的次卿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

在眾議院口頭證詞表示，「反分裂國家法」已違反和平解決兩岸爭議的精神，美

國強烈反對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並指「反分裂國家法」讓中國當局「自

食惡果」，66
此一用詞與過去國務院常用「沒有幫助」或「升高兩岸緊張」的語彙

相較顯然強烈得多。而除了美國的公開批評之外，包括日本、歐盟等強權也都於

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後表達關切與反對之意，關鍵的原因在於對中國可能

片面破壞台海「現狀」的疑慮。 

中共當局由於欲藉由制訂「反分裂國家法」一舉搶奪對台海「現狀」的定義

權，憑一己的規則與標準對台海劃紅線，這樣的作為不啻冒犯美國在兩岸議題的

主導權，挑戰美國所劃定的紅線與所扮演的台海和平維護者的角色，更是幾近無

視於美國在亞太區域的領導地位，這已觸犯美國全球戰略所強調的，在世界所有

區域不容有地區強權挑戰美國在當地的霸權，美國豈能袖手旁觀置之不理。更況

乎「反分裂國家法」的內容涉及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法律授權，已一定程度形

成對現存以美國為主導的東亞區域秩序的挑戰。對於東亞另一關係國日本來說，

由於地緣位置的鄰近，更是對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大感緊張。日本首相小

                                                 
64 外交部，（美國務卿萊斯訪問亞洲期間重申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下之義務以及對中國制訂反分裂

國家法之異議，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與歡迎），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6193&ctNode=94&mp=1，2005/3/22。 

65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at Sophia Univers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19, 2005,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43655.htm, 2005/3/19. 

66 R.Nicholas Burn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rms Exports to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by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4, 2005, http://www.state.gov/p/2005/45146.htm, 20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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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純一郎於三月十四日中國人大甫通過「反分裂國家法」的第一時間發表談話，

小泉表示這項法案對台海的和平與安定帶來負面影響，日本政府十分擔心台海的

變化，他強調日本的一貫立場是，反對以和平方式以外的任何手段解決台海爭端

（楊珮玲，2005：A2）。三月十五日，日本東京新聞社披露，防衛廳將在距離台

灣不遠處的島群派駐自衛隊監控中共的軍事動態，更加證明日本對中國的對台軍

事企圖提升了警戒（楊念祖，2006：13）。日方的憂慮可以想見，因為一旦台海

發生戰爭，日本勢必無法坐觀局外不受波及，而設若台灣果真落入中國之手，台

灣海峽從此可能成為中國內海，如此一來不只中國將有能力一舉扼住日本運輸原

油與其他重要原料物資的海上生命線，嚴重威脅日本的國家利益，同時，中國的

海軍將可藉由台灣這塊跳板，東出太平洋，更容易成為海權國家，與美日在西太

平洋地區爭勝，挑戰美國在此一區域的霸權地位，讓日本在東亞居於更不利的境

地，嚴重衝擊本地區的權力平衡。 

從而，「美日同盟」作為亞太穩定與安全的保障，尤其當中國的長期戰略觀

仍不明朗，更顯重要（Wang,V.W.,2005：38-39）。尤以，中國不顧美國事前的勸

阻強勢通過「反分裂國家法」，更是引起美日的疑慮，在該法通過前夕，兩國聯

手發佈「二加二聯合聲明」，明確宣示將台灣海峽劃為美日兩國的共同戰略利益

區，透過美日安保機制防堵中國，確實是戰略思考下的必然。而由時間點的接近

度來看，其針對「反分裂國家法」而來實不言可喻。於此同時，美國並與日本加

強雙邊的軍事同盟與合作，美日之間的聯合軍事演習愈來愈具有針對性，尤其是

海空軍聯合演習逐漸貼近西太平洋與東海附近島嶼與海域。美日並且共同發展以

海基為載台的反飛彈系統，意在反制中共的戰術導彈部署（楊念祖，2006：14）。 

歐盟方面，原本對於解除對中國武器輸出禁令，出現正反兩極的意見，但主

張解禁派佔上風，原先預計在當年的五、六月間有可能解除此禁令，卻因該法的

制訂，使得歐盟原來反對解禁的一方，重新佔上風。在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反分

裂國家法」之後，歐盟發表的聲明中提到：「如果通過這項提及要使用『非和平



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 年 

 72

方式』的法律會抹煞台海兩岸新近出現的和解跡象，那麼歐盟將感到憂慮」。67美

國更以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為由，傾全力施壓，68在國務卿萊斯的主動介

入之下，國務院發動了數波的預防性外交措施，密集奔走歐盟主要國家如英、法、

德、荷蘭，軟硬兼施，說服歐盟不要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規定（楊念祖，2006：

13）。美國最後成功阻擋歐盟對中國的武器輸出，使得解禁胎死腹中。這是一個

重大的發展，原本歐盟以其自身的利益出發，著眼於全球戰略及經貿利益的考

量，欲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然而一旦此一構想計畫成真，對美國而言，不只高

科技武器轉移的風險增加，更意味了歐中之間的戰略接近，歐中關係的發展可能

改變的不僅是美歐傳統夥伴關係的本質，也改變了美中歐盟三邊互動的結構，甚

至威脅後冷戰時期以來，美國亟欲維持的國際體系單極架構的穩定。如今藉由中

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的機會，阻擋歐盟與北京當局進一步發展友好關係，對

美國來說，可謂具有戰略佈局上的重大意義。 

在兩岸三邊四角的互動格局中，無疑地，美國是分據在四角的行動者裡頭的

主角。在四角互動的格局裡，美國是最強勢的行動者，也是調節大小三角關係的

主控者。由前面的分析可以理解，在紅藍綠充滿權謀的互動過程中，兩岸關係已

有不少新的變化與新的結構產生。然而對照來看，美國核心的關懷，與其說是「紅

藍綠」的互動模態與內涵，不如說是「美中台」的發展格局，也就是對於大三角

關係的關心更勝於小三角關係。同時，也如前所言，美國所關心的是台海的和平

穩定與現狀依其所定義般地維持。而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心態，美國顯現出無力也

                                                 
67 大紀元，（歐盟對反分裂法表態 籲兩岸避免使緊張升高），大紀元新聞網，　 　 　  

http://www.epochtimes.com/b5/5/3/15/n849218.htm，2005/3/15。 
68 小布希總統於二００五年二月下旬訪歐期間，即曾公開表示，他對歐盟欲解除對中國武器輸

出禁令的憂慮與關注，見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ppeal to the European Union to Maintain Its Arms Embargo on China,” 
http://www.mofa.gov.tw/public/Attachment/65715541253.pdf，2006/5；相對地，歐盟方面，依

據二００五年三月十六日的外電報導，歐盟外交政策主管索拉納私人代表安娜莉莎．詹內拉

所率領的歐盟代表團，在「反分裂國家法」甫通過之後仍持續在華府進行遊說，試圖勸使美

國同意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但在行政部門及國會拜會時，美方都指出中國在全球反對

下，仍堅持通過允許以武力犯台的「反分裂國家法」，嚴肅表達美國對歐盟欲解禁武器輸中的

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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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阻擋「紅藍綠」小三角關係在所謂的「維持現狀」下的結構性變遷。從而在

美國與紅、藍的互動過程中，小三角關係也會在一定的程度上影響大三角關係的

走向。而究竟大小三角關係之間如何相互牽引影響，乃至再生成新的模式化關

係，在往後的章節中將有所論述。 

 

 

第四節　小結 

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現任的陳水扁、呂秀蓮以不到三萬票的差距險勝代表

在野陣營的連戰、宋楚瑜，驚險贏得連任。然而大選前夕發生的「三一九槍擊案」，

為大選的結果蒙上陰影，更將藍綠雙方的決勝戰線拉長到該年底的立委選舉，結

果揭曉，泛綠陣營的民進黨和台聯黨維持平盤，但同屬泛藍的親民黨與國民黨則

呈現了此消彼長的態勢。親民黨的立委席次大幅減少，其失去的選票大致皆流向

國民黨，在民進黨政府欲突破朝小野大困局，親民黨為避免被國民黨吸納的考慮

下，「扁宋會」成形，而國民黨則因立委選舉奠定信心，更復以亟欲破解「扁宋

會」民親合力夾擊的壓力，國民黨以開發兩岸關係作為其日後大展身手的舞台，

欲一舉超越國內藍綠對抗的格局。 

相對地，北京當局面對陳水扁連任的新情勢下，為避免台灣愈益走向「法理

台獨」的終局，剛完全掌握執政權力不久的胡錦濤積極出招，由「五一七聲明」

作為其對台政策的起手式，通篇文稿軟硬兼施，在釋放善意的同時更著意散發強

烈的「反獨」訊息，其後的「胡四點」的發佈，仍不脫這樣的基調，最終「反分

裂國家法」的制訂，可謂是北京在遏止台獨手段上的極致表現。 

該一法律正式授予對台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法源基礎，同時該法的制訂由

形式到內容，在在顯示北京欲一舉爭奪對於兩岸「現狀」的詮釋權，以作為兩岸

關係的主導者與仲裁者。此舉果然引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反彈，從美日聯手

發佈「二加二聯合聲明」，首度明示將台灣海峽劃為美日兩國的共同戰略利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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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趁勢阻擋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輸出的禁運，「反分裂國家法」的出台不僅

衝擊了兩岸關係，同時也對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形成挑戰，在台灣的強烈反彈與

美、日、歐盟等世界強權的反制下，國民黨主席連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反

分裂國家法」甫通過之際，先後登陸訪問，不僅大幅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非難，

其後續之發展更使得台灣內部的政治氛圍、政黨發展策略與政黨間互動形勢為之

一變，產生新的結構；外部環境方面，美中台（藍綠）三邊四角彼此之間也因連

宋登陸所帶來的新情勢，起了微妙的變化，因行動者相互主觀的不同產生出新的

模式化關係，形成了新的秩序。 

而回顧這一段過程，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深入探索：國民黨欲一舉跨越國內

藍綠對抗的格局，積極以兩岸關係作為其日後大顯身手的場域，但這恐怕不是一

個單純的高層訪問便可企及。同樣地，中共欲藉由「反分裂國家法」主導兩岸「現

狀」的詮釋權，也絕非片面對外宣布即可成就，這中間需有個機制與過程作為媒

介，而非憑空轉化，此有賴於權力的運作，而作為結構的規則與資源則是權力得

以遂行所依憑的媒介（Giddens,1979：91）。由此看，在「連胡會」或「宋胡會」

之前，箇中的過程，可想而知應是經過一連串綿密的作業與規劃，方為可能。實

際上說來，在此之前，尤其自二０００年國民黨失去政權之後，國民黨的黨官或

曾任國民黨政府要職的黨員，便絡繹不絕於兩岸之間，並與大陸台商以及中共高

層，架構了不少定期性的平台。其中，自二００一年以來，每年的十月中下旬由

科技部海峡兩岸科技交流中心、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和昆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的「海峽兩岸產業合作與發展論壇」，便是一個結合兩岸產官學人士的交流與招

商的平台。69可以說，以「連胡會」為核心的國共擴大接觸，並非起於零，並非

                                                 
69

由海峽兩岸科技交流中心、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和昆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海峽兩岸產業
合作與發展論壇」，自二００一年以來一直是台灣與昆山兩地學術界、科技界、工商界交流互
動的重要平台。台灣方面的政黨人物以國民黨為主，由實踐的經驗來看，幾乎可以說該一論壇
也是個統戰平台，它並且應可視為國共合作的最早雛形。中方曾出席過的重要人物有：國務院
台辦常務副主任李炳才、全國人大常委會科教委副主任委員朱麗蘭、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國
務院體改辦副主任李劍閣、海峽兩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唐樹備、海峽兩岸關係協會副會長王富
卿、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唐煒、江蘇省副省長王榮炳、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劉震濤、昆山
市市長管愛國。台灣方面曾蒞臨與會者包括台灣玉山科技協會理事長劉兆玄、台灣華邦電子董
事長焦佑均、台積電上海辦事處首席代表吳旭東、台灣威盛電子總經理陳文琦、台灣英業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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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中生有，而是奠基於既有的結構條件上。 

然而由於紅藍兩大陣營在連宋登陸前，始終欠缺最高領導人之間相互的往來

互動，缺乏充分的行為實踐的支撐，自然不易形塑國共之間新的模式化關係。但

連宋登陸後，雙方的決策高層開啟了公開化、制度化的交往，這是一個關鍵的發

展契機，因為主觀能動性要創造一個新的結構，亦需到達一定的位階，不同位階

的行動者，所能施展的能量不同，所謂最高層領導人間的互動因而顯得相當重

要。因為領導者擁有權力，而「權力」必須置入行為互動的脈絡，其中「規則」

（制度）與「資源」都是不可或缺的構成內涵。在權力作為轉化性的能力的意義

上，規則的制訂與資源的動員，皆使得連戰與胡錦濤得以搭建各取所需共享利益

的紅藍平台，透過實踐獲致其所欲企及的目標。而有趣並值得玩味的是，「反分

裂國家法」的通過，正好發揮了作為從國共恩怨冰溶前到連宋登陸這兩個時間點

之間的一個介面的角色。這一規則的設定以及從而帶引出來的資源，也為胡錦濤

爾後主導兩岸小三角關係的發展做了鋪路工作。 

特別是，對北京而言，連宋兩位黨主席的相繼來訪，負有代表全台灣半數民

意的意涵，不惟可化解各界對其強硬通過「反分裂國家法」的批評與壓力，更可

透過政黨交流的平台，一步步遂行依據該法所規範的軟手策略，拉攏台灣人心，

孤立民進黨政府。而事實也果然證明，在往後國共聯手舉辦的「兩岸經貿論壇」、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等大大小小的活動當中，中共當局一再片面地宣布可操之

於己的利多政策，企圖收攏台灣人心，並且為泛藍政黨加持。尤其，以戲局內的

行動者來說，中共顯然是擁有最強實力與最多資源的優勢一方，在共產黨「軟的

更軟，硬的更硬」以及「區別對待」如此有力與有序的操作下，新的支持更是源

源不斷地湧現，並進而拉大藍綠之間的矛盾。就此而言，中共綿密而有耐心的統

                                                                                                                                            
司副董事長溫世仁、全球華人競爭力基金會董事長石滋宜。二００六年，兩岸共同市場基金會
董事長蕭萬長也出席論壇並發表演講，代表歷屆論壇台灣方面參會嘉賓的最高層級。二００七
年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二００八年經濟部次長施顏祥、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皆曾親
臨出席。參見王力、馬杰，（海峽兩岸業界人士江蘇昆山共話光電產業合作），新華網，
http://www.ks.gov.cn/rdzt/30163_500_view.html，200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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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作為，確實形成了堅韌的結構；相對地，藍營方面也是積極投入，連戰與宋楚

瑜兩位在高調訪問中國、分別簽署公報、搭建雙方政黨間的合作交流平台後，泛

藍規劃啟動日後一連串各式大型論壇、人員訪問，並且試圖在國會內藉由席次優

勢屢屢試圖以立法指導行政以貫徹公報上所揭櫫的願景。70在泛藍陣營決策高層

看來，紅藍之間既然打破歷史的藩籬，不再視對方為舊歷史情境下的生存鬥爭對

手，而外在的環境結構又顯示，雙方一定程度的攜手合作其實是符合政黨與國家

的利益，自然樂於改變過去紅藍高層不相往來的模式，甚而在某些政策與行為選

擇上，走向相互的合作與呼應。 

在連宋相繼登陸事件之後，雖說紅藍綠基於既有的分際所構築的舊關係猶

在，但深入探究，卻可發現紅藍綠各方行動者已漸次產生了結構性的位移，原先

台灣內部的藍綠競爭，因為紅色陣營的隔海加入，形成紅藍攜手而綠營孤立的新

關係。在此一新模式化關係下，綠營雖然身為台灣的執政者，卻是因腹背受敵而

倍感吃力；而紅藍雙方相互利用各取所需，藍色陣營固然因其本即擁有台灣半數

的民意與國會過半的優勢，其力量原即差堪足以與執政的民進黨抗衡，而今在共

產黨的加持下，更可援引外部資源壯其聲勢與實力。而紅色的共產黨則由於本身

的大國優勢，其所擁有的豐厚籌碼與制訂規則的能力在泛藍的協力配合下，透過

中共的對台軟硬兩手策略更見淋漓盡致地發揮。 

在此，歷史走向一個新局面，過去藍綠同在台灣內部進行政黨競爭，並未與

對岸的中共產生互動聯繫的舊結構，而在二０００年政黨輪替，國民黨失去政權

後，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開始紛紛西進，紅藍的接觸，在各個層次逐步展開更緊密

的交流與互動，特別是連宋登陸後，紅藍兩大陣營自最高領導人以降建立了多層

                                                 
70 連宋返國後，國親立委立即利用國會舞台頻頻出招，試圖影響兩岸經貿政策的提案可謂不勝

枚舉。單單以修正「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為例，國民黨、親民黨立院黨團提案修正第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條，要求推動直航；李紀珠提案修正第三十六條，要求開放金融保險業赴大陸；

蔡正元、劉憶如等提案修正三十八條，要求建立貨幣清算機制；賴士葆、劉憶如、李紀珠、謝

國樑等人提案修正第三十五條，要求修正企業投資中國上限。此外，國民黨立院黨團與親民黨

馮定國提出離島建設條例第十八條修正案，要求全面開放小三通中轉等。見立院網站，

http://lci.ly.gov.tw，20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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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多渠道、公開化、制度化的往來網絡，兩岸之間慢慢蛻變出一種在民進黨感

受中認知為「紅藍制綠」的新結構。在這樣的新結構下，「紅藍綠」三方乃至於

「美中台」三邊如何看待彼此與進行互動，留待之後章節的詮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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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連宋登陸的過程與意涵 

 

連戰計畫登陸訪問原已有痕跡可循。連戰濃烈的中國認同，更復以中國大陸

綜合國力快速提升促使連戰認為台灣應與中國大陸尋求共存共榮、和平雙贏的歷

史契機。江丙坤啟程赴大陸為連戰訪中探路前宣稱，許多政府不能做或不方便做

的事，可以由國民黨出面推動，由政府完成。而正由於在「反獨」與「促進兩岸

經貿交流」上，國共雙方有強烈的共識與共利，且對於北京而言，連戰登陸訪問

也可成為移轉「反分裂國家法」出台後遭到國際社會與台灣泛綠陣營撻伐的策略

性出路，機不可失。中共同時也表示歡迎並邀請宋楚瑜主席率領親民黨代表團訪

問大陸。只是在宋楚瑜登陸訪問期間，北京無法接受宋楚瑜作為陳水扁與胡錦濤

中間橋樑的構想，尤有甚者，宋楚瑜與胡錦濤會晤後，雙方還發佈了公報，並以

「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識」，扁宋結盟正式破裂。自此，「紅藍聯手以制綠」

的結構雛形初見端倪。至於美國方面，由於國親一再對之強調連宋大陸行有助降

低兩岸緊張，同時也表達兩岸不會就此越走越近，也不致對軍購案造成更負面的

影響，因此美國的態度由原來的疑慮逐漸變化朝向正面與肯定發展。畢竟，兩岸

如能經由溝通對話，促進台海和平穩定的情勢，確是符合美國的國家利益。而揆

諸整個連宋登陸的過程，北京將主場優勢發揮得淋漓盡致，陳水扁與美國的互信

基礎卻因已遭破壞難以獲得美國的積極奧援，而美國官方對於連宋登陸採取的正

面看待，更侷限了陳水扁施力的空間。陳水扁被孤立與邊陲化的命運，已清晰可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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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一個基本的實踐上的關切是：兩岸經貿與人員交流的日益密切，使得

兩岸的實質利益的互賴關係越來越緊密，而台灣民進黨政府方面基於國家安全的

考量，傾向管制的作法遭遇中國大幅開放的策略，其結果是有更多的資本單向流

入中國，並由於群聚效應，已難以脫離中國市場而獨立運作，進而造成台灣對於

中國的依賴甚於中國對於台灣。這種情況的發展已使得中國因素對於台灣經濟發

展所扮演的角色日益重要。在這種狀況下，一個順暢與平和的兩岸政治接觸，成

為台灣方面尤其是商界所殷切期盼者。至於中國方面，胡錦濤上任以來大力提倡

和平發展，對此需求甚殷，也寄望於平順而熱絡的兩岸關係，能有助於其和平發

展政策基調的開展。至於美國方面，由於陷入伊拉克重建過程的泥淖，北韓與伊

朗問題的發展並不穩定，因此中國的和平發展為美國所樂見。在「美中台」三角

關係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律的氛圍下，原本就形成一種對於陳水扁尋求台灣主權

獨立的制約作用，這使得亟思突破困境的陳水扁必須想盡各種辦法來表現意志，

屢屢出現「驚奇之作」。而反過來說，這樣的「驚奇之作」卻也致使紅藍與美國

三者之間獲致「反獨」的共同語言。這種存在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共通期待，

乃成為一種制約不合於此規範的行動者的力量。在此狀況下，陳水扁政府遂遭到

擠壓而往邊陲的方向發展的命運。 

然而，在扁以操作深綠路線彰顯其台獨理念的表象之下，實潛藏著一個耐人

尋味的問題：作為台灣的最高領導人，陳水扁果真是台獨理念的真誠信仰者？抑

或者「台獨」對其而言毋寧更是一種可藉以獲取政治利益的工具？事實上由陳水

扁第一任期就職典禮高舉「四不一沒有」，其後接續發表「統合論」、「大膽講話」，

陳水扁一往直前向中間路線靠攏的步履，最終卻因反遭中共的冷目以對與深綠陣

營的動搖反彈，在進退失據下才轉而操作深綠路線，由此看來實難令人無法不對

扁內在的台獨真實性產生懷疑。相對地，中共當局的對應卻是更耐人咀嚼：在扁

奮力向中間位置移動的過程當中，北京卻態度消極甚且是反向操作負面回應，逼

使陳水扁重新擁抱深綠陣營，中共當局如此作為除卻緣於對扁的不信任與前述的

謀略考量和算計外，是否尚且潛藏著更巨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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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北京的確是不遺餘力地塑造扁的「台獨」形象，對中共而言，如此的

操作背後實存有極其深沈的戰略意圖。首先，北京深知，「民主」是台灣與大陸

競爭的最大利器。為了壓抑台灣的民主攻勢，中共當局透過將陳水扁與台獨連

結，向大陸民眾宣傳，台灣就是因為實行民主選舉，結果選出了一個台獨的阿扁

壯大了台獨，北京藉此抹黑民主，誤導大陸人民曲解民主，不敢擁抱民主；其次，

削弱陳水扁符合中共戰略上的利益。北京當局透過將扁的台獨形象標籤化，對美

國強化扁是不折不扣的「麻煩製造者」，離間台美關係，並在「反獨」上美中採

取一致立場，藉此壓縮台灣的戰略空間。對台灣內部，同樣以「反獨」為平台，

不僅可與泛藍聯手反對台獨，更可藉此激起台灣社會「反獨」與「反反獨」的對

立力量，透過民族主義的巨大能量分裂台灣。而這樣的民族主義同樣可在大陸內

部發生奇妙的作用，既可鞏固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更能藉以轉移內部壓力。而

在中共當局如此有心的操作下，「連宋登陸」將有助於支解台灣的內部團結，並

迎合中共大一統的政治藍圖。從而「連宋登陸」對於兩岸更全面而深入的交往，

尤其是政治上的接觸，也就是「紅藍聯手制綠」新結構的形成，起了一個助勢的

關鍵性角色。 

 

 

第一節  紅藍行動者各自的意圖與策略 

壹、以中國「反獨先於促統」為軸心的紅藍互動 

胡錦濤自二００三年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來，對台策略呈現了軟硬兩手的鮮

明特色：軟的更軟，硬的更硬。硬的一手用以「反獨」，軟的一手兼收「反獨」

與「促統」之效，並且是「反獨先於促統」。故而北京當局在「五一七聲明」對

於台獨嚴詞恫嚇、「胡四點」中首要提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不動搖，到「反

分裂國家法」中授予「非和平手段」法律基礎，將「反獨」上升為國民意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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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是硬手策略的最高形式表現。  

中國在以「反分裂國家法」確立了反獨的紅線之後，又依據該法的規範，開

始一連串軟手策略的運用，而邀訪國民黨主席連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登陸訪

問，則更是佈局裡的重中之重，對於北京當局而言，其中揉雜了外在環境、中國

大陸內部與胡錦濤個人因素的動機與目的。然而不管是「反分裂國家法」的出台

以及邀訪連宋，都意味著胡錦濤意欲主導兩岸關係的意志與意圖。他企圖扮演建

立與轉化兩岸關係的主導者。 

由外在環境而言，「反分裂國家法」的通過，包括美、日、歐盟給予嚴厲的

譴責與非難，邀請連宋登陸訪問，等於向國際昭告北京已開始尋求與台灣內部對

話，既符合美國一貫的要求，也可以向國際社會塑造兩岸情勢緩和的形象，順勢

化解外部壓力。尤其國際社會分不清國民黨、民進黨等藍綠差別的問題，連宋兩

大在野黨領袖往訪中國，直接感受上就是台灣與中國已經開始坐下來談了的印

象。 

而從北京的角度來看，以國民黨為主導，結合親民黨與新黨的泛藍陣營，是

台灣島內反獨勢力的鬆散聯合體，兼具穩定性和不穩定性。自民進黨執政以來，

中國方面雖與泛藍陣營之間有溝通與合作，但總體上並未形成堅強穩固的協力關

係，從而客觀上給予了台獨勢力進可攻、退可守的契機。特別是，台灣內部以選

舉為中心的政情發展，更是讓泛藍在面對選戰壓力下不僅不敢攖其鋒，甚至從旁

助長了台獨力量的壯大，形成脫韁之勢。二００三年十一月台灣國會通過「公投

法」、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期間，「連宋合」高舉「愛台灣」的大旗與民進黨比拼，

迴避談「九二共識」，正是最顯明的例證。 

因而如何拉攏泛藍陣營聯手合作，是北京方面必須深刻思考的課題。畢竟，

對中共而言，其視泛藍陣營與統一事業為共生合體，泛藍是全球華人反獨促統聯

合戰線中的關鍵部分，而中共與泛藍的合作成敗則是此一戰線的關鍵環節。換句

話說，泛藍陣營的生存態勢、泛藍與中共的關係狀況，對兩岸是否能實現「和平

統一」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徐博東，馬淑明，2005：89）。特別是，中國官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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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養成的過程中，系統化地接受了共產主義理論的訓練，其中在有關統戰的部

分，毛澤東的名言「團結可以團結的一切力量，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被奉為

圭臬，而連宋兩位所帶領的台灣在野黨，正適合作為可團結的力量。 

依據作者訪問一位來自中國，專門從事台灣研究，其本身與其單位同事亦曾

多次接受北京當局諮詢對台政策意見的學者 G 表示，中共因看到二００四年國

民黨敗選，認為在未來相當一段時日國民黨可能執政無望，在民進黨可望長期執

政的情況下，北京方面必須思考要不要與民進黨接觸？是否要調整對台政策？即

使要調整又該如何調整？ 

G 指出，中共當局經過考量之後決定與台灣接觸，但選擇泛藍，一方面可以

向各方表態，表示中國願意與台灣談，且是選擇國民黨這樣的大黨來對話。這是

因為外界一直認為民進黨執政下兩岸必定是一個無解的僵局，但如果國共雙方能

夠開始展開對話，至少表示兩岸的氣氛仍有和緩。更何況，透過連結泛藍鉤住台

灣，有助穩定情勢，至少可以部分穩住台海。尤其，北京選擇與泛藍交流展開合

作，卻拒絕與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對話協商，除了可以在過程之中達到孤立民進黨

政府使其流於邊緣化的作用外，也同時可在台灣內部營造泛藍陣營較有能力處理

兩岸關係的印象，為國親兩黨加分，而且又可以把球再拋回給陳水扁，讓台北方

面思考到底要不要與中國大陸互動，做出讓步。這是中共典型的統戰手法運用，

透過「拉一派，打一派」、 「聯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慣用伎倆，以

達到裂解台灣內部，削弱台灣整體對抗實力的目的。 

另一方面，G 也指出，中國已考慮到如果民進黨在二００八年之後繼續執

政，則先邀請國民黨來，可以為將來與民進黨的接觸預先鋪路。在北京的盤算裡，

有了國共兩大政黨接觸的經驗後，未來可能先邀民進黨個別黨員對談，之後則推

進到對民進黨政黨本身的接觸，但民進黨政府方面則仍不在考慮之內。這是因為

民進黨政府不接受「一個中國」，認為兩岸是「一邊一國」，所以如果真與民進

黨政府開啟對話協商，毋寧就坐實了承認兩岸是兩國的關係。但無論如何，與國

民黨展開正式的接觸談判，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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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作者訪問另一位熟悉兩岸事務與人脈的人士 H 表示，連宋登陸

的時間點，剛好是在「反分裂國家法」通過，民進黨政府於三月二十六日發動「反

『反分裂國家法』大遊行」的時點上。透過邀請連戰、宋楚瑜兩位台灣主要在野

黨主席訪問中國，等於昭告世人，台灣內部只存在一部份人反對「反分裂國家

法」，另外一半的民意是支持的，邀請連宋登陸訪問，等於取得了為「反分裂國

家法」背書的效果；其次，透過連宋大陸行，雙方建立了往後制度化的互動往來

管道，同時亦可藉由公報的簽訂，作為在台灣落實「反分裂國家法」的力量。 

誠然，連戰、宋楚瑜兩位台灣主要在野黨領袖的到來訪問，對中共當局來說

可謂是正逢其時的天大賀禮，既能緩解國際社會非難的壓力，面對台灣更是作用

無窮，不僅得以削減台灣社會的反對力道，同時更可讓「反分裂國家法」分化台

灣的效果得以延續。原本「反分裂國家法」的通過已使得台灣社會出現兩種截然

不同的反應，一派強烈反彈，認為中共的作為是對台灣的國家主權與生存安全的

嚴重挑戰，另一派則質疑正因陳水扁政府操作深綠路線太過，以致引來中國制訂

「反分裂國家法」的禍端，而連宋兩人在「反分裂國家法」甫通過之後即大張旗

鼓高調受訪，甚且簽訂「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更是讓這種對立的情緒激

化蔓延。原即強烈反對中共者，視連宋登陸的行為可謂是「為虎作倀」，如同「賣

台」，然而持陳水扁操作台灣意識才是兩岸關係的挑釁者與麻煩製造者觀點的一

方，對於連宋走訪大陸則不乏肯定與支持，認為有助和緩兩岸緊繃的情勢。由民

間到政壇，同在一個台灣，卻是兩個難有交集的世界，以藍綠兩大勢力為代表，

雙方的尖銳對立，昭告了藍綠之間無法團結合作對外，其結果正可提供中共一個

見縫插針、借力使力的大好良機。可以看出由「反分裂國家法」的制訂到邀請連

宋登陸，中共有計畫地分化台灣，拉藍、攏橘、打綠，使得台灣朝野的對立與猜

忌更形惡化，整體力量自我削弱，這是中共一貫強調「由敵人內部瓦解敵人」的

貫徹與實踐，更是中共「內攻」台灣策略的具體展現。 

最後，從中國大陸內部與胡錦濤個人的角度來看，江澤民時期對台政策雖說

是反獨與促統並進，並且對台灣文攻武嚇不斷，但事實的顯現卻是，對台工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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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低落，台灣似乎正一步步遠離中國，逐漸往永久分離的「法理台獨」邁進。然

而接任的胡錦濤，他在對台政策上所呈現的務實、細膩、彈性與精確，實遠遠不

同於江澤民主政時期。從相當程度來說，如果二００五年春天，不是胡錦濤已然

執掌大權，在對台政策上握有絕對主導權，則連宋登陸或者無法如此順利地成

局，更不會有其後國共平台的建構，北京據而倚之為落實「反獨促統」戰略的重

要管道。從另一方面來說，胡錦濤透過邀請連宋登陸訪問，拉近兩岸距離，對大

陸內部也能有所交代，此正可顯現中共當局確實已經跟台灣主要的政黨有所接

觸，相較過往已有進步。尤其，鄧小平與江澤民都未能實現國共和談，如果胡錦

濤能實現國共談判，將有利於其歷史定位。 

在綜合了由國際、兩岸到決策者各個不同層次的考量後，北京當局選擇以邀

請連宋登陸訪問做為歷史的跨越，並由此更大程度地開啟了一連串針對台灣各行

各業不同族群的優惠政策，對台灣展開了另一波的統戰攻勢，兩岸關係自此來到

一個新的歷史轉折。 

 

貳、以泛藍「和平雙贏」
71
為軸心的紅藍互動 

一向以來，同屬泛藍的國民黨與親民黨由於長期予人「親中」的形象，因此，

對於與中國的交流往來大致多採取檯面下、非公開的方式進行，深怕被泛綠陣營

戴上「聯共反台」的「紅帽子」。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中國人大通過「反分裂

國家法」，條文當中明文授權「非和平方式」，引起台灣民意強烈的反感，為何在

這樣的敏感時刻，連宋兩位主席卻甘冒大不諱相繼登陸訪問？就中尤以連戰的出

訪中國，由於其表徵了國共最高領導人六十年來首度會晤的高度政治意涵，更是

倍受各方關注。 

基本上，連戰計畫登陸訪問原已有痕跡可循，其中同樣也牽涉到外在、台

                                                 
71 中國國民黨主席連戰於二００五年四月二十六日至五月三日赴中國大陸訪問，期間於四月二

十九日在北,京大學發表演講，主題為「堅持和平 走向雙贏」，揭示其此行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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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內部與連戰個人的因素。首先就外部環境，特別是兩岸關係而言，依據時任國

民黨中央政策會副執行長、國民黨大陸事務部主任張榮恭，於二００六年五月二

十七日應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邀請發表專題演講時指稱，兩岸在國民黨執

政的時代，尚有足以代表雙方領導人的密使進行接觸溝通，因此，兩岸之間不容

易有因誤判而發生重大危機的風險。然而，民進黨政府執政後兩岸不僅沒有正式

的協商管道，也不存在獲得雙方領導人確認的密使人選，兩岸彼此間因誤判而致

生風險的可能性陡然提升，甚至在二００四年陳水扁連任總統後，國際上許多著

名文章普遍的觀點認為，二００五-二００八年是台灣與中國最有可能爆發戰爭

的時間點。國民黨自認應該在「和解」的基礎上推動大陸政策，國民黨若能提供

中國方面「台獨不是台灣的主流民意」的下台階，兩岸較可能避免衝突。由此，

國民黨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展開黨對黨的接觸。特別是，二００四年底的立委選

舉，泛藍陣營訴求過半，選舉結果也果真過半，國民黨因而認為這正是推動大陸

政策的基礎。第一步就是選擇兩岸並無爭議並且過去已有先例的「春節包機」議

題與中國展開接觸，希望透過此次成功的經驗繼續推動兩黨高層的互訪。 

事實上，誠如張榮恭所言，對於兩岸安危情勢的判斷，在當時確然有部分

人士抱持相較不表樂觀與猶疑保留的看法。這些立論大致傾向認為陳水扁藉由釋

放挑釁性的語言或政策以吸引國際社會對台灣處境的關心。例如：二００四年總

統大選合併防禦性公投的舉行、爭取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觀察員、宣示二０

０六年制訂新憲等等，在在被視為是邁向台獨的作為，同樣地，也促使北京產生

反台獨的迫切感，而這些兩岸關係的議程多半為台北單方所設定，由此看來，二

００六年到二００八年之間，台海危機都將存在（Mattlin,2004：33）。 

然而，張榮恭在演講中也強調，國民黨深知連戰訪問時間點的敏感性，因

此對於連戰的大陸行國民黨內部曾事先做過多次民調進行評估，這就牽涉到國民

黨對於台灣內部民情的判斷，以及國內政黨競爭的考量。民調的結果顯示了，台

灣民眾對於「反分裂國家法」雖多有不滿，但另一方面也認為兩岸之間應該建立

可以緩和衝突與緊張的管道，舒解對立的情勢，在看到這樣的民意反應之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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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二００四年底立委選舉國民黨取得不錯的成績奠下信心，國民黨於是更加積極

安排連戰訪問中國大陸的計畫。 

最後，由連戰個人的意識型態來說，連戰不僅始終反對台獨，在其心底深

處的情感認知，更可能埋有深厚的中國情懷。此由連戰在二００一年元月中旬新

台灣文教基金會所主辦的「新世紀兩岸關係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提到「我們從

來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的祖先絕大多數來自中國大陸，我們可能生養於

台灣，孕育於本土，在民族認同上不會捨本逐末，自我作賤」；二００二年十月

訪美之時，在華府親口說出「感謝上帝，我是純種的中國人」，在在可看出其深

層情感裡濃厚的「中國意識」與「中國人」身份認同。在這樣的認同下，民進黨

政府主張一邊一國、制憲，推動正名、調整史地教科書加重台灣比例縮減中國比

重等等的訴求與作為，在連戰的眼中毋寧是實現「去中國化」、「台獨化」。從民

族大義來說，這已是「數典忘祖」的背叛；從現實的國家生存與發展而言，民進

黨執意推動帶有台獨意涵的政策，勢將一步步把台灣帶入險境。無怪乎連戰在「新

世紀兩岸關係研討會」的該次演講中，痛斥民進黨執政下不僅形成了對中國歷史

與文化認同的雙重疏離，甚至還對之刻意予以否定，這既造成國家認同的危機、

使文化傳承失去依據，也造成兩岸關係持續緊張，直接傷害到政經發展，畢竟「分

裂的房子不能久立」。而類似的言論在連戰爾後諸多的公開發言中也決不乏見。

同時，亦正由於連戰深心之內濃烈的中國認同，更復以中國大陸綜合國力快速提

升允為有目共睹之事實，連戰始終認為在中國大陸崛起的過程中，台灣應該善加

利用、參與其間，尋求兩岸共存共榮、和平雙贏的歷史契機。這樣的思維並且持

續貫穿在連戰的實際作為中。 

早在一九九六年連戰擔任行政院長之時，即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該

計畫的最終目標，是以大陸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腹地，結合一九九七年之後的香

港，使「華人經濟圈」的構想逐步實現。雖然連戰的政策構想日後因李登輝宣示

「戒急用忍」政策而導致無疾而終，但在二００一年七月二十四日，連戰掌舵國

民黨之後，在國民黨召開十六全大會前夕，他首次公開批判李登輝主張的兩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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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國與國關係」，沒有一個中國、統一目標、國統綱領精神和九二共識。緊

接著，二００一年七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連戰在大會開

幕式上表示，兩岸應恢復「九二共識」、「一中各表」，並指責「戒急用忍」政策

不當，72該次大會並通過「團結人民 救台灣」的大會宣言，宣言中有關兩岸關係

明示：政府應務實面對「國統綱領」，在「九二共識」的基礎上回復兩岸協商，

以全球經貿戰略的大格局處理兩岸問題，創造和平互利雙贏的新局。其後，國民

黨即一再要求民進黨政府在「九二共識」的基礎上與北京當局展開復談，推進兩

岸關係。 

到了二００三年三月三十日，國民黨十六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連戰於

致詞時提出了國民黨執政後在兩岸政策方面將推動的五項工作，其中之一即為：

「二００四年贏得總統大選後將即刻訪問大陸，展開『和平之旅』」，73顯見在連

戰心中始終懷抱著訪問中國大陸的想望，他並且深信兩岸經貿的共榮共利是台灣

經濟發展重心之所繫。更何況國共兩黨領導人自一九四五年之後從未曾握手言

和，如果他當選總統之後能親訪大陸，為國家、為個人都將寫下歷史的新猷。故

而，連戰訪問中國大陸原本即是國民黨亟欲推動的重大計畫。 

然則雖說國民黨內隸屬或親近連戰系統的人馬亟欲落實黨主席登陸壯舉，

但國民黨內部對於是否要在那麼早的時機就訪問中國大陸其實是有歧見的。依據

作者訪問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政策諮詢顧問，在宋楚瑜訪中時也曾隨行前往的一位

學者 F 即表示，持穩健保守態度的一派認為，貿然跨過台灣海峽訪問對岸可能必

須擔負相當的風險，F 並指出，馬英九就是持如此意見的其中一人。然而，由於

國民黨在之後由北京方面獲悉親民黨宋楚瑜主席已著手安排訪問大陸，欲拔得泛

藍陣營領先登陸的頭籌，對此，國民黨在心態上難以忍受國民黨代表的「正藍」，

竟然要落在親民黨此一「鑲藍」之後，於是加緊腳步與北京方面接觸，雙方取得

                                                 
72 張雷，「國民黨：脫胎換骨  重出江湖」，中華網，

http://news.china.com/zh_cn/hmt/1004/20010824/10087790.html，2001/8/24。 
73 參見中國國民黨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連戰「活力台灣 希望未來—中國國民黨

的莊嚴承諾」演講稿，二００三年三月三十日。 



第三章 

 89

默契，宋楚瑜的登陸訪問必須後於連戰。 

F 表示，中共的安排實可理解。因為從史觀的角度，國民黨才是共產黨的歷

史性對手，雙方必須先透過會面化解歷史的恩怨，解除了「敵人」的身份定位後，

才能進一步談到未來的相互合作，發展成「夥伴」關係。更何況中國的人民一般

也只對國民黨較有印象，所以共產黨先與國民黨會面，就北京的立場而言，是理

所當然的安排。 

而如單純由此一面向來看，連戰在中國甫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之後就急

於前往北京訪問，固然為中國因該法所產生的各方國際壓力順勢解了套，但相對

地，對於兩岸當時山雨欲來的嚴峻情勢卻似也起了一定程度的舒緩作用。然，短

期的舒緩無法解決雙方根本的矛盾衝突所在，卻可能造成長期對敵意識的警戒鬆

弛，更遑論「連胡會」後國共兩黨簽訂公報，並據而展開後續的連串作為，無論

從象徵面到實質面皆對兩岸關係乃至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與政策操作，產生一定

程度的衝擊與影響。就此來看，連宋登陸本身有人為的謀略設計，但其後續的發

展卻也大有出乎一般所料之處，顯見人類行為的發展往往並非必然出於理性預

期，而是預期之外的非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Giddens,1982：28）。

中共原先只想透過連宋登陸化解「反分裂國家法」的壓力，並藉機統戰，而國親

只是想開創兩岸關係的舞台，卻未料到連宋登陸鋪設紅藍交流的平台後，卻造成

了紅藍合作而綠邊緣化的新結構。準此以觀，連宋登陸的效應確然是多面而複雜。 

 

 

第二節  連宋登陸紅藍高層互動的序曲 

壹、江丙坤的「緬懷之旅」 

二００五年二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主席連戰宣佈委任副主席江丙坤率團赴

大陸訪問，主題鎖定兩岸經貿，而這也是國民黨第一次由黨主席委請副主席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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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陸參訪。74二００五年三月，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率團往訪中國大陸，展開定

名為「緬懷之旅」的訪問，行程中並特意安排前往廣州黃花崗、南京中山陵與北

京等地。這是一場精心規劃的參訪之旅，從團體名稱到行程規劃處處賦予充滿歷

史感的想像。蓋二００五年適逢中國同盟會成立一百週年、廣州黃花崗起義九十

四週年、中華民國國父，同時也是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先生逝世八十週年，國民

黨特意彰顯此行對孫中山緬懷與紀念的意義，藉此傳達與中國大陸在土地與歷史

上的連結（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39）。 

江丙坤啟程赴大陸前宣稱「許多政府不能做或不方便做的事，可以由國民

黨出面推動由政府完成」，江丙坤並表示，「針對經貿交流議題，民進黨做不好的，

國民黨願意來做」，75
由此可以看出，江丙坤此行的目的主要是為連戰登陸訪問先

行探路以及推展兩岸的經貿交流合作。依據受訪者 H 透露，江丙坤一行在廣州

黃花崗拜謁完畢後，江提出希望安排國民黨主席連戰登陸訪問，這個消息很快地

傳到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耳中，他在評估後十分肯定這樣的構想，立即建議胡錦

濤採行，而胡錦濤素來倚重曾慶紅在政治謀略上的判斷，果然同意邀請連戰來

訪，並且將這樣的決定很快地傳遞給江丙坤，為四月份連戰訪中打下基礎。在這

裡，很明顯地，在「反獨」與「促進兩岸經貿交流」上，國共雙方有強烈的共識

與共利，江丙坤象徵性的動作已釋放出極善意與有利的訊息。而另一方面，對於

共產黨而言，除了基於共識與共利的滿足外，此刻也是北京移轉「反分裂國家法」

出台後遭到國際社會與台灣泛綠陣營撻伐的策略性出路，可說是機不可失。 

國共雙方對於連戰登陸訪問一拍即合，檯面上的理由依據中台辦及商務部、

農業部、海關總署等有關負責人，在與國民黨大陸參訪團會談後記者會的新聞稿

內容，國民黨發言人張榮恭在答問時談到，中國國民黨主席連戰一直懷抱著來大

陸訪問的理想和目標，但目前尚無這方面的具體規劃，「不過這個理想和目標很

有意義，值得推動」。現場中台辦經濟局局長何世忠就此表示，對於台灣所有認

                                                 
74 此一資料係由作者訪問國民黨負責兩岸事務的高層主管時由其親口講述。 
75 許惠安，（江丙坤拜謁黃花崗飲水思源），大紀元新聞網，

http://news.epochtimes.com/gb/5/3/30/n871249.htm，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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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黨派、團體和知名人士，都

歡迎其前來大陸訪問，共同溝通對話，促進兩岸經貿與兩岸關係的發展。76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表態歡迎所有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

發展兩岸關係的黨派、團體和知名人士訪問中國大陸，類似的發言在其後接續反

覆地出現。包括中台辦主任陳雲林在隔日接受新聞媒體專訪時，面對記者詢問，

有消息指稱民進黨主席表示不排除來大陸訪問，陳雲林的回答是，只要承認一個

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識」，不管是什麼人、什麼政黨，也不管他們說過什麼、

做過什麼，都願意同他們談發展兩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而民進黨只要

放棄「台獨黨綱」，停止台獨分裂活動，大陸也願意做出正面回應，與之接觸交

往。77
緊接著次日陳雲林於接受台灣 TVBS 記者專訪時，又再度重申此一立場。

78

中共著意散發這樣的訊息，基本上是典型的統戰策略的運用，而邀請連戰來訪也

應放在同一脈絡下思考。  

 

貳、江陳「十二項共識」的簽訂 

對於北京當局而言，既然與國民黨接觸本就在中國原先的規劃佈局中，對

於江丙坤的來訪，中共當然更要把握機會，推展反獨促統的工作。中台辦主任陳

雲林在三月三十日晚間，於釣魚台賓館設宴歡迎江丙坤時即首先表示，江丙坤副

主席奉黨主席連戰委派率團來訪，「開啟了貴我兩黨之間黨與黨對話的先聲」。79陳

雲林並藉由與江丙坤晤談的機會，會後立即宣佈雙方達成以經貿交流與合作為主

軸的「十項共識」。從江丙坤登陸訪問的行程安排與所獲得的結果來看，江丙坤

的訪問有三層重大意義：第一，國民黨代表團的廣州和南京之行表明了國民黨本

                                                 
76 陳斌華，（歡迎台灣所有認同“九二共識＂黨派人士來訪），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47，2005/3/30。 
77 國台辦，（中台辦主任陳雲林就江丙坤率團來大陸參訪答問），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51，2005/3/31。 
78 國台辦，（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林接受台灣 TVBS 記者專訪），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54，2005/4/1。 
79 陳斌華、張勇（中台辦：中國國民黨來訪大陸開啟了兩黨對話先聲），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50，,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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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中國政黨」身份；第二，為連戰的來訪先行探路；第三，兩岸的經貿交

流在國共兩黨之間達成共識（張幼文、黃仁偉等，2006：329）。 

而細看「十二項共識」所提的交流內容包括：促成兩岸節日包機常態化以

及貨運便捷化；對台灣農產品銷往大陸提供優惠政策與便利措施；歡迎台灣農民

到大陸創業發展；贊同簽署台商權益保障協議；準備開放大陸民眾赴台旅遊；研

議對台灣業者開放大陸金融、保險、運輸、醫療市場；促成兩岸媒體互派常駐；

研究與制訂兩岸資訊產品標準；同意恢復對台漁工輸出；推動兩岸縣市鄉鎮間對

等交流；對台灣學生在大陸求學與大陸學生採相同學費標準；研擬台胞往來大陸

的便利措施；推動兩岸共同打擊犯罪等。合作項目從農漁、航業、觀光、金融、

醫療、運輸、資訊、媒體、教育，乃至縣市鄉鎮交流、台商投資、入出境管理、

司法合作等。目標對象則包含士、農、工、商各業別群體，並涵蓋了兩岸民間交

流的絕大部分面向。 

由中國接待江丙坤來訪的過程與雙方共同簽署「十二項共識」的結果審視，

可以看出中國落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指導方針，主打台灣「民意牌」的策

略逐漸完整成形，而更大的手筆就在邀請國民黨主席連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破

冰登陸訪問。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全國政協主席賈慶林在會

見江丙坤一行時表示，國民黨主席連戰已表達到大陸訪問的意願，其歡迎並邀請

連戰主席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訪問大陸（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

30）。而就在賈慶林做此表示後，中台辦主任陳雲林也在記者會上針對賈慶林邀

訪連戰是否為一正式邀請的提問，回應表示，賈慶林係代表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歡迎並邀請連戰主席訪問大陸。80此語一出，引起各界高度的好奇與關注，因為

此一邀訪如能成真，那將是自一九四五年八月國共在重慶會談以來，兩黨領導人

首度的會面，形式上表徵了豐富的歷史意義，內涵上更可能透過兩黨最高領導人

的晤面與對話，開啟國共雙方制度化的交流管道與進行多面向的互利合作。其

                                                 
80 同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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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在北京宣佈邀請連戰來訪後的半個月，四月十八日，中台辦主任陳雲林藉

由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的機會正式宣佈，中共中央和胡錦濤總書記歡迎並邀請親

民黨主席宋楚瑜率親民黨代表團來大陸參訪。81台灣接連兩位主要在野政黨的領

袖受邀前往中國大陸進行訪問，一為破冰，一為搭橋，剎那之間似乎兩岸的政治

天空頓時撥雲見日。所謂思維創造形式，「連宋登陸」就是新思維的啟動指標。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江丙坤的「緬懷之旅」基本上屬探路性質，而由於國共

雙方存在共識與共利，因此一拍即合。然而從過程來看，如受訪者 H 所描述，

江丙坤一行是在廣州黃花崗拜謁完畢後，向大陸方面提出希望安排國民黨主席連

戰登陸訪問的要求，被曾慶紅得知，從而向胡錦濤建議，起了一個穿針引線的關

鍵角色。因此若說江丙坤試探之行是因，胡錦濤的同意則是果，那麼這中間還存

在很多的助因，並且更重要的是，基於共識與共利的基礎，雙方有了正面的互動

基礎，而導致這樣順利的因果關係的發展。換言之，若無共識與共利，彼此對於

利益的界定，一旦存在懷疑或不信任，那麼其間一連串的助因，恐怕也難起臨門

一腳的作用，而表面因果關係底下或背後所蘊藏的內涵，也將大有不同。 

 

 

第三節  連宋登陸紅藍互動的過程 

 壹、連戰的「和平之旅」 

   連宋登陸訪問，北京可以說佔有主場優勢。而先前江丙坤具有原鄉情結的「緬

懷之旅」，讓雙方得以面對面共同擁抱「中國意識」，這促使國共雙方的互信與共

識更進一步深化，而有助於彼此在互動的過程中，增加積極與正面的成分。胡錦

濤拍板定案下的國共接觸，其起點自是積極而順遂。有了這種互信基礎，雙方對

                                                 
81 國台辦，（國台辦宣佈：胡錦濤邀親民黨主席宋楚瑜來訪），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61，2005/4/18。  
  



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8 年 
 

 94

於彼此相互回應的動作，自然趨向善意解讀。善意解讀也導致後續善意的因果發

展。 

二００五年四月二十六日，國民黨主席連戰率團前往大陸訪問，首站抵達

南京，在機場下機後的第一刻，連戰在停機坪發表演說，連戰道出：距離他上次

到南京來「整整晚了六十多年」，「實在有一種相見恨晚的感覺」，他並表示，南

京對中國國民黨來講，是一個具有歷史連結、感情連結的地方。而面對數百名中

外記者的採訪，連戰指出：如何能夠營造兩岸互惠互利，和平雙贏的未來，是大

家共同關心的話題，中國國民黨願意為這樣一個目標盡棉薄之力（海峽兩岸出版

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50）。 

到了四月二十九日，連戰大陸行的最高潮，「連胡會」在眾所矚目中展開，

國民黨主席連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北京人民大會堂會面，胡錦濤首先致

詞表示，連戰的來訪是國共兩黨關係史與兩岸關係中的一件大事，兩黨共同邁出

了歷史性的一步。這一步，標誌了兩黨的交往進入新階段，也體現兩黨共同推動

兩岸關係發展的決心。胡錦濤並再次重申，歡迎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

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台灣各政黨、團體和代表性人士，同大陸開展交流和對話，

共同推動兩岸關係的改善和發展。82而連戰的回應談話則表示，一九九二年，經

過雙方努力，終於建立基本共識，並在此一基礎上實現了「辜汪會談」。今日國

共兩黨的會見，超越以往格局，從兩岸人民的福祉和中華民族的利益出發，謀求

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會見結束後，連胡二人隨即舉行正式會談（海峽兩岸

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82）。 

會談中連戰表示，國民黨反對台獨，反對「台灣正名」、「制憲」、「去中

國化」、「一邊一國」、「台獨時間表」等主張和活動。國民黨認為應在「九二

共識」架構下進行溝通，進而推動簽署兩岸和平協議，期望兩岸關係能夠從當前

對抗的惡性循環扭轉成為合作的良性循環。連戰並指出，兩岸在市場、人才、技

                                                 
82 國台辦，（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見連戰歡迎辭），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69，200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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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資金各有優勢，彼此互補，加強在這些領域的合作，可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

綜合效果。當前的兩岸交流可以經貿合作為主軸，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逐步

形成互依互惠互補的關係。可以先建立一個民間性質的經濟合作論壇，邀請兩岸

財經界重要人士討論重要的合作議題，然後促進落實。83 

胡錦濤的接續回應除強烈表達台獨之為害與遏止台獨的強烈意志外，他並進

一步指出，兩岸關係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胡錦濤提出了四點主張：第一，

建立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異。其中訴求重點在兩岸於「九二共識」

的基礎上恢復對話和談判；第二，加強經濟上的交流合作，互利互惠，共同發展。

強調兩岸談判一旦恢復，大陸願意儘快同台灣方面就建立兩岸緊密的經貿合作安

排進行磋商；第三，開展平等協商，加強溝通，擴大共識。胡錦濤同時再次聲言，

歡迎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代

表性人士，同大陸進行交流和對話；第四，鼓勵兩岸民眾加強交往，增進瞭解，

融合親情。胡錦達最後並表示，希望這次會談成為國共兩黨交往的一個新起點。

84而「連胡會」後雙方更對外公佈了連胡二人所簽訂的公報。 

該一公報是國共一致以堅持「九二共識」，「反對台獨」為前提，在此基礎

上推動包括：兩岸儘速恢復平等協商、促進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促進

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協商台灣民眾參與國際活動的

問題，以及建立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此一公報可謂連戰此番大陸行最重要的印

記，它不僅只是國共兩黨關係史上的重要文件，更標誌了依據該一公報，國共兩

黨的互動模式與內容深度從此邁入新的階段。而當國共兩黨根據該份公報做出決

策與行為後，又將更進一步形塑「紅藍綠」乃至「美中台」兩岸三邊四角的新的

模式化關係。     

　  連戰在大陸的訪問過程中，安排了兩場重要的演講，一在北大，另一在與上

                                                 
83 陳斌華、張勇，（胡錦濤和連戰在北京舉行正式會談），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67，2005/4/29。 
84 同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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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台商的餐會。連戰於北大的演說定名為「堅持和平 共創雙贏」，通篇演說環繞

此一主題。連戰由自由主義作為北大與台大的連結切入，闡述知識份子的歷史責

任，簡言之，在當今之世就是兩岸之間必須要「堅持和平 共創雙贏」。連戰雖在

演說中委婉點出中共的政治改革仍有相當空間留待發展，但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

則是不假辭色地痛批，認為是以民粹主義取代民主思想，並宣示不能夠讓「『制

憲』、『正名』、『去中國化』、武斷的『台獨』時間表來打破我們整個幸福的基礎」

（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102）。整篇講詞滿佈中國民族主義情

懷，反對台獨，期許兩岸共創和平發展的願景。 

　　另一篇對上海台商的演說，內容除了闡述兩岸經濟合作的重要性外，也論及

要深化兩岸的經濟合作關係就必須建立經濟合作機制，連戰並以歐盟的經濟整合

作為兩岸經貿前景的範例。此外，他在演說中更提出了，國民黨將率先推動舉辦

兩岸經貿論壇，作為兩岸的經貿平台，該一論壇除國民黨人員之外，並將邀請學

者、專家與工商企業界共同參與，連戰並對之表達殷切的期望（海峽兩岸出版交

流中心研究部，2005a：166-167）。果然，其後二００六年首屆國共「兩岸經貿

論壇」在北京隆重登場，連戰帶領眾多台灣企業家聲勢浩大地與會，充分呈現了

政黨政治力結合民間經濟力「以商圍政」的政經實力，兩岸的態勢愈益往紅藍合

作的一方傾斜。 

連戰大陸行臨別前的最後高潮是國台辦主任陳雲林於五月三日在上海宣

佈，大陸將送台灣一對大貓熊、有關方面將於近期開放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擴

大開放台灣水果准入並對其中十餘種實行零關稅。對於貓熊來台，陳雲林表達希

望連戰和國民黨、宋楚瑜和親民黨以及台灣社會各界共同促成此事，台灣主管部

門能予以同意；有關開放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陳雲林表示，大陸的旅遊主管部

門和相關團體歡迎台灣旅遊業民間組織，儘快與之磋商相關問題，做出安排；至

於台灣水果的登陸銷售問題，陳雲林指出，這是中共與國民黨、親民黨達成的共

識之一。經過評估大陸方面決定：第一，將檢驗檢疫准入的台灣水果由十二種擴

大到十八種；第二，將對十餘種台灣水果實行零關稅措施；第三，對從台灣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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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果，大陸將在通關、檢驗檢疫等方面提供便利措施。希望台灣主管方面儘快

同意台灣農會等行業組織與大陸就相關事宜進行磋商。85 

此外，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行的記者會上也再度提

出，歡迎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代表性人士，與大陸開展交流和對話，並且只要是

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人，大陸方面都樂於與之接

觸對話。對於民進黨，他表示歡迎廣大的中下層民進黨人士以適當的身份到大陸

參觀訪問。至於與陳水扁、民進黨之間進行對話協商的條件就是，承認體現「一

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識」，廢除「台獨黨綱」，停止台獨分裂活動，如果能做

到這幾點，雙方可以進行對話協商。面對記者提問有關兩岸「三通」問題時，王

在希回應，在目前形勢下，希望由兩岸的民間組織出面協商航空、航海的問題，

希望儘快實現「三通」。此外，王在希並表示，台商春節包機已首度實現雙向對

飛，未來計畫努力推動朝向「節日化」、「常態化」的方向發展（海峽兩岸出版交

流中心研究部，2005a：184-185）。 

　  連戰本人則是在啟程回台之日的五月三日上午，接受了人民日報、新華社等

大陸主要媒體專訪時，自我評價此次的大陸行意味著兩岸交流新世紀的開始，邁

出了歷史性的一步。連戰強調兩岸不要再重複過去的對峙與對抗，要面向未來，

走和解對話的道路，攜手致力於兩岸的和平與穩定。他並談到大陸改革開放有

成，當全世界都前進大陸藉以提升自己的競爭力，台灣沒有理由自我排除在外。

同時，對於記者提問如何推進兩岸包機的節日化、常態化？連戰表示，國民黨希

望能盡快完成相關的推動作業，訪問團回去後會再派人前來協商，如協商有結果

將會送給台灣當局作參考，推動完成技術層面的作業。連戰同時並對中共當局在

他臨別前宣佈的贈送貓熊大禮、開放大陸居民赴台旅遊，肯定這是中共方面的積

極善意，而對於十餘種水果零關稅登陸，連戰認為此一政策對台灣中南部的農村

農民具有重大意義，回台後會促進台灣當局以及各地農會促使此事儘速落實，記

                                                 
85 陳斌華，（陳雲林受權宣佈大陸同胞向台灣同胞贈送大熊貓），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71，20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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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的最後，連戰以兩岸和平雙贏的期待做結（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

2005a：184-185）。 

至此連戰的「和平之旅」劃下句點。從這樣的發展來看，我們不難理解，對

連戰來說，其深藏心間，欲成為國共內戰致兩岸分裂以來首位破冰登陸的國民黨

領導者，歷史的第一人，此一人生大夢在連戰踏上中國大陸土地的一刻終於實

現。而連戰內心之中深刻懷抱的中國意識，以及其一貫以來所認知兩岸必須共存

共榮追求雙贏的概念，不只成為促動連戰此番大陸行的關鍵因素之一，更在往後

的參訪過程中，透過與自胡錦濤以降的中共領導高層的接觸互動、精心安排如外

國元首規格的接待禮遇、所到之處民眾夾道歡迎的熱情盛況、中外媒體從頭至尾

全程跟隨的密集報導、舉目所見大陸經濟建設發展下的巨大變化，在在愈形強化

了這樣的觀念認知，更讓連戰堅定以兩岸領域作為淡出政壇後繼續耕耘的所在，

以力保交棒後在國民黨內猶能發揮兩岸政策的影響力和貫徹路線被遵行的意

志；共產黨方面對於深具中國情懷的國民黨主席連戰，自然也樂於與之建立良好

的互動管道，希望能透過連戰對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與國民黨的兩岸政策走向產

生一定的影響與制約。可以說，在連戰與中共當局既擁有相同的大中國意識型

態，雙方的交往又符合各自的需要，一旦連戰與胡錦濤突破過去領導高層不相往

來的格局，「連胡會」的第一次接觸在有心造就之下，順理成章能譜就一個和諧

的開始，從而牽引出往後的良性互動，並逐步發展出國共之間新的模式化關係。 

這樣的新模式化關係，其內涵實已含括制度的建立。而制度的建立是實作

（practices）的常規化（regularized）的一種後果（Giddens,1982：35-36）。其作

用力是持續的，穩定而深遠的。尤其是，參與此公報簽署的中國代表是集黨政軍

大權於一身的胡錦濤，其一言一行皆代表中方最高指揮，其簽署的意義與內涵，

自是一言九鼎，也預示了爾後北京方面對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與內容。而就台灣看

來，當時的連戰不過是一個即將退休的在野黨主席，其政治主張的重要性毋寧是

形式大於實質，因此，「連胡公報」在中方與台方各自的解讀與份量，自是不能

相提並論。實則當「連胡公報」簽署完成的一刻，連戰的角色身份已不僅僅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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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的榮譽主席，不僅僅在台灣擁有強大的政治實力與台商經濟力量為後盾，同

時，更重要的，他已與胡錦濤建構了相互期望，在此脈絡下，連戰的角色身份乃

不宜小覰。而連戰的主張一旦依附於胡錦濤的政策框架上，其效力卻是雙邊的，

尤其是當台灣日益往中國傾斜的當下。準此以觀，連戰破冰訪問所開啟的國共擴

大接觸，以及其對兩岸關係帶來的衝擊，可以說正要開始。姑且不去評價連戰個

人對於台灣利益的功與過，但連戰登陸確實對於既有「紅藍綠」的格局扮演了微

妙變遷的觸媒的角色。 

 

貳、宋楚瑜的跟進登陸與「扁宋會」的破局 

二００五年四月十八日，中台辦主任陳雲林於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政協主席賈慶林於三月三十一日在會見來訪的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時，已明確表

達大陸歡迎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台灣其他政黨主

席來大陸訪問，當時所意指的就是歡迎親民黨宋楚瑜主席率團來訪。經授權，他

正式宣佈，中共中央和胡錦濤總書記歡迎並邀請宋楚瑜主席率領親民黨代表團訪

問大陸，希望親民黨方面儘快派員前來，就宋主席來訪有關事宜的安排進行磋

商。
86
同一日中午，親民黨舉行記者會表示，親民黨對這項正式邀請表示「欣然

接受、積極規畫」。親民黨秘書長秦金生並將率領工作團隊前往北京，為宋楚瑜

訪中之行的時間與細節問題與對岸磋商，其中議題小組將研擬「宋胡會」的會談

內容。該小組負責人張顯耀強調，「扁宋會」的「十項共識」將是「宋胡會」的

重要基礎，而這「十項共識」與胡錦濤在今年人大會議前發表的「胡四點」有其

交集之處（朱建陵、黎珍珍，2005：A1）。緊接著，五月三日中台辦副主任王在

希召開記者會說明，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將於五月五日至十三日來訪，並將與總書

記胡錦濤等中共中央領導人進行正式會談。王在希指出，堅持和認同「九二共

識」，反對台獨分裂，是中共和國民黨、親民黨進行對話和交流的重要基礎。在

                                                 
86 同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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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礎上，雙方能否進一步發展尋求更大的共識，要看宋楚瑜訪問的具體情況。

對於記者提問，大陸方面是否願意聽陳水扁請宋楚瑜轉達的資訊以及做出回應？

王在希答以，中共和宋楚瑜之間的交流及對話性質上屬於兩黨之間，所以協商對

話主要的內容也是圍繞兩黨之間（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b：29）。

由王在希的表態看來，中共對於宋楚瑜持「扁宋會」共識而來，希望一舉成為陳

水扁與胡錦濤中間橋樑的構想，檯面上是以高度保留的姿態對應。 

五月五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率團前往中國大陸進行訪問，宋楚瑜到達首站

西安時於機場發表談話表示，他選擇西安作為大陸之行的首站，有兩大意義，一

是要尋「血緣之根」，二要搭「未來之橋」。他指出，在台灣無論是稱河洛人，客

家人或外省人，祖先都來自於黃土高原，大家都是炎黃子孫，「我們是中國人」。

言談之中他更以離開台北時寫的對聯「兩岸子孫不忘本，兩岸兄弟一家親」表達

心境。宋楚瑜強調，此行親民黨的目的就是：瞭解、諒解、和解「三個解」；共

識、共生、共榮「三個共」。在「三解」、「三共」之上，親民黨堅持：反對台獨；

支持「憲法一中」、「九二共識」；主張兩岸和平的三個基本立場。他進一步表示，

親民黨反對台獨，從來不認為「台獨」是台灣的選項，這個立場比台灣任何其他

政黨都來得堅定。而親民黨不但反對台獨，也反對「兩個中國」，反對「一中一

台」，更反對「兩國論」；親民黨最堅持的是「憲法一中」、「九二共識」，他要爭

取用這個立場為基礎，讓兩岸和解（黎珍珍、張瑞昌，2005：A3）。而為了彰顯

「不忘本」的意涵，五月六日宋楚瑜一行特地前往黃帝陵祭拜，宋楚瑜表示，親

民黨此行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慎終追遠，不忘根本」，只要找到根、不忘本，兩

岸間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b：49）；五月

六日如同連戰的行程安排與規格，宋楚瑜前往南京中山陵謁陵。 

五月八日，宋楚瑜拜會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汪道涵在會晤時表示，大陸和台

灣都是中國的領土﹐兩岸同屬一個中國。一九九二年兩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

述「海峽兩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識，這是兩會對話與談判的基礎。宋楚

瑜則回應，過去所談的「一中各表」，就是承認中華民國的「現實狀況和歷史狀



第三章 

 101

況」，台灣人民期盼在「尊重現在我們存在的事實基礎上」，共同追求兩岸最終的

整合。但汪道涵不置可否，表明很多細節，需要宋楚瑜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商談

（黎珍珍、薛孟傑、張瑞昌，2005：A4）。對此，民進黨立法院黨團解讀為，即

使國民黨將「九二共識」說成「一中各表」，但中國頂多不回應，因為中國主張

的九二共識是「一中原則」、「一中不表」、「一國兩制」（陳重生，2005：A4）；

五月十一日，宋楚瑜在清華大學發表演說，過程當中他強調不要把「台灣意識」

跟「台獨」劃上等號，台灣意識是在長期的歷史脈絡中自然形成的一種認同台灣

人跟地的一種情感，台獨則是要把台灣與中國大陸徹底割裂的一種企圖，台獨從

來不是親民黨和台灣應該有的選項，有人為了台獨而扭曲歷史，是既丟了根，又

拋了本，所以是「根本不對」，他並以「世界有多大，中國的機會就有多大」為

題，呼籲一起攜手迎接一個兩岸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

究部，2005b：119）。綜觀該一講詞，實處處洋溢著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懷。 

    五月十二日，宋楚瑜此行焦點所在的「宋胡會」正式登場。一開始宋楚瑜即

表達了親民黨堅持「九二共識」、反對台獨，不認為「台獨」是台灣選項、兩岸

要和平的基本立場。接著宋楚瑜進一步指出，希望能促進兩岸經貿交流、兩岸農

業合作、大陸居民來台觀光旅遊，期盼兩岸在互惠合作、創造雙贏的基礎上開創

兩岸關係良性互動的新局面。胡錦濤的回應除了強調遏制台獨的堅定意志，兩岸

合則兩利，分則兩害外，並就當前改善和發展兩關係提出四點看法：第一，堅持

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識」，作為確立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政治

基礎；第二，推動兩岸「三通」，可由兩岸民間行業組織磋商「三通」的問題，

包括貨運包機、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皆可採此方法；第三，早日恢復兩岸平

等對話和談判，求同存異，擴大共識；第四，增進相互理解。胡錦濤並表示大陸

會採取實實在在的措施，增進兩岸同胞的交往（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

2005b：7-10）。而依據國台辦所發佈胡錦濤的書面歡迎辭，胡錦濤在會談中再次

重申，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識」，不管是什麼人、什麼政

黨，也不管他們過去說過什麼、做過什麼，大陸都願意同他們談發展兩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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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87宋楚瑜與胡錦濤兩人在會晤後，雙方並且發佈了公報。

該公報中對於「九二共識」的問題以還原一九九二年兩岸兩會表述的方式呈現，

並以「兩岸各自表明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識」。

除了有關「九二共識」的議題外，還包括「堅決反對台獨，共謀台海和平與穩定」；

「推動結束兩岸敵對狀態，促進建立兩岸和平架構」；「加強兩岸經貿交流，促進

建立穩定的兩岸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

題」；「推動建立『兩岸民間菁英論壇』及台商服務機制」等六大共識。 

五月十二日晚臨別前夕，宋楚瑜接受大陸主要媒體聯合採訪，談話中他提及

與胡錦濤的會談當中，有一些具體的問題達成一致看法，例如將逐步促成在二０

０六年開始全面、直接、雙向通航，此外並就兩岸自由貿易區、台胞權益保障、

台灣學生在大陸就學的學費問題進行了討論。宋楚瑜並表示，回台之後，會就與

胡錦濤所簽訂公報中的重點持續推動。特別是，「三通」是兩岸最好的出路，否

則台灣將被邊緣化（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b：136-137）；五月十

三日在宋楚瑜結束參訪行程準備離開中國大陸的時刻，中台辦主任陳雲林宣佈，

將進一步採取便利台灣居民入出境的措施、對在高等院校就讀的台灣學生按照大

陸學生標準同等收費、鼓勵人才交流，逐步放寬台胞在大陸就業的條件限制。88陳

雲林並在此三大利多政策之下提出了諸多的配套措施，作為宋楚瑜離開中國大陸

前的臨別大禮，為宋楚瑜此行劃下一個風光的句點。 

  相較連戰四月份的登陸訪問，宋楚瑜此番的「搭橋之旅」從重點行程規劃、

所受接待規格、與胡錦濤會談所簽訂公報之內容，種種相關事宜的安排與設計，

與連戰的「和平之旅」在精神與內涵上可謂幾無二致。就中較為引人注目者，莫

過於「宋胡公報」當中首創以「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識」，此表述一經公佈

立刻引起一陣騷動，海內外各方並紛紛提出各式各樣不同的評價與解讀，這或許

                                                 
87 張勇、陳斌華、陳鍵興，（胡錦濤會見親民黨大陸訪問團），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76，2005/5/12。 
88 陳斌華、張勇，（陳雲林宣佈將進一步為台灣居民入出境提供便利），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75，20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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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為日後人們記憶宋楚瑜大陸行當中的一個亮點。只是這樣的一個亮點，在尚

未經執政者陳水扁的事前理解與認可下，終究只能是曇花一現。不過，從宋楚瑜

五月五日在首站西安機場發表「反對台獨、支持『憲法一中』、『九二共識』」的

主張，可以說已然表徵了扁宋結盟的破裂。而如對照「宋胡會」舉行前的氣氛，

五月三日中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對於宋楚瑜持「扁宋會」共識，希望成為陳水扁與

胡錦濤中間橋樑的構想的高度保留，實已反映出紅綠之間存在的共識與共利極

低，甚至不存在。這種互動的起點自然會影響爾後因果發展的方向。而在紅藍合

作的過程中，連戰固然是台灣方面的主推手，但有了宋楚瑜的適時加入，乃使紅

藍合作的關係更加增色。同時，這也意味著陳水扁結盟謀略的失敗，並在結構關

係上更進一步邊陲化。 

  而回頭檢視宋楚瑜此番大陸行的脈絡發展，其心中的百感交集想必是複雜萬

端。由「扁宋會」到登陸訪問，宋楚瑜精心擘畫的一盤棋，同樣也是融合了外部

環境、台灣內部政黨競爭與宋楚瑜個人政治事業的通盤考慮。作為親民黨主席的

宋楚瑜，原先為避免親民黨逐步走入被國民黨弱化、邊緣化，最後被整併的命運，

對內，與民進黨聯手，透過「民親合」夾擊國民黨；對外，佈局安排登陸訪問，

不僅可為個人的歷史定位留下高度，同時，更能一舉藉由與陳水扁的合作，讓自

身一躍站在胡錦濤與陳水扁中間的位置，在兩岸關係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

至可以在兩岸政策的方向上發揮難以估量的影響力，如此一來，泛藍的支持者對

於「民親合」將由反彈轉而支持，宋楚瑜個人的政治生命可望再創高峰。 

  只不過，宋楚瑜原本井然有序的落棋佈子，未料半路殺出國民黨，竟然後發

先至捷足先登，與對岸談好了四月份邀請連戰來訪。形勢至此急轉直下，首功為

國民黨奪去，縱使登陸成真，光彩亦大為減損。更由於連戰與胡錦濤雙方同持「中

國情」的意識型態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完成國家統一與民族的偉大復興是

共同的終極目標，而在國家統一前經濟上追求富足繁榮、政治上反對台獨、軍事

上避免兵戎相見，都是國共雙方的共同利益，故而「連胡會」的實現之日正是形

塑紅藍合作新關係之始；相對地，陳水扁與宋楚瑜之間原本即互信嚴重不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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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定位的意識型態上更有著天淵之別，因此雖說宋楚瑜宣稱帶著「扁宋會」的

「十項共識」前來中國大陸訪問，並將此行定名為「搭橋之旅」，欲成為陳水扁

與胡錦濤的中間橋樑，然而宋楚瑜卻出其不意地在與胡錦濤會面後所簽訂的「宋

胡公報」中，將「兩岸一中」作為「九二共識」的內涵詮釋，而在台灣的陳水扁

立即面臨了一個進退維谷的處境：被宋楚瑜拖著走，步入「兩岸一中」的框架；

或者劃清界限，切斷關係，但卻被排除在共產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互動圈之外。

最後，陳水扁選擇了堅守一貫立場，不接受「一中原則」，「扁宋會」至此留下一

個難堪的結局。 

  委實，統獨之結的無法解開，注定了「扁宋會」只能走向一個苦澀的終結。

宋楚瑜自認透過「兩岸一中」還原了「九二共識」的原貌與精神，將「九二共識」

的概念做了明確的定位，這是第一次，中共當局願意以「兩岸各表一中」簡稱「兩

岸一中」的方式，正式在文字上接受「各表」，在「兩岸一中」、「不獨不武」的

基本原則下，使雙方可以尋出交集平等復談，他呼籲陳水扁抓緊契機，因為「不

可能再有其他的機會」。可見在宋楚瑜的觀念裡，他所談的「兩岸一中」、「台灣

不獨，大陸不武」，正是開創兩岸和平的關鍵，一片用心良苦全是著眼於台灣的

整體利益；相對地，陳水扁卻將「兩岸一中」視為中國在「一中原則」上的毫無

讓步，還製造新的問題，「九二共識」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部份，這已全然違背台灣人民的利益，他絕不可能答應。 

  歷史的弔詭，在此充分顯現，宋楚瑜視之為解套之鑰的「兩岸一中」，在陳

水扁的思維裡卻是置台灣於不利處境的陷阱。如再回顧二００五年二月，宋楚瑜

在多方因素考慮下，堅決地由原有的「連宋合」走入「民親合」，則此刻的宋楚

瑜也處在類似的結構位置，他不顧當時「扁宋會」背後偌大的「真誠」兩字的背

景劇照，毅然與陳水扁割袍斷義，由「民親合」走向往「紅藍合作」靠攏的選擇，

導致「紅藍綠」的三角互動關係的發展，也多少因而受到一些影響，「紅藍聯手

以制綠」的結構雛形初見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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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方行動者對連宋登陸的解讀與評價 

壹、藍綠的分歧 

一、泛藍的正面解讀與評價 

國民黨中央對於連戰的「和平之旅」給予高度的肯定，認為有效緩解了兩岸

的緊張。以國民黨政策會副執行長張榮恭的意見為代表，其認為在連戰成功登陸

訪問後，中國大陸內部的民意開始發生變化，認為台灣內部仍有相當數量的人民

並不贊成台獨，因而不再要求北京當局加速處理台灣問題，國際社會原先眾多對

兩岸將爆發戰爭的臆測與看法，也在連戰訪問中國後大幅降低，連戰「和平之旅」

的貢獻可見一斑。89 

更值得重視的是，「連胡會」後雙方簽訂了公報，其內涵已成為國民黨在兩

岸政策上的指導方針與實踐規範。在連戰大陸行於上海舉行的記者會上，連戰即

談到，國共兩黨高度重視建立兩黨溝通平台，除了「加強兩黨各級各層幹部平日

交流之外」，已確定將建立兩個論壇，一是和平發展論壇，一是經濟貿易和文化

論壇。連戰並表示，這兩個論壇將對如何促進兩岸和平以及經貿文化相關事宜，

分別進行意見溝通並凝聚共識，提出具體意見，供給兩岸當局參考與落實（海峽

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160）。而在連宋登陸返國後，泛藍陣營開始

藉著國會過半的優勢干預政策，同時並透過國會議堂製造民意和輿論上的壓力，

促使政府部門執行其與北京當局所簽訂的共識與協定。國民黨顯然認為，兩岸政

策特別是經貿交流，走向開放對台灣較為有利。 

   然而，並非國民黨內部所有人都贊成黨主席連戰於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

                                                 
89 盧浩文，（張榮恭：兩岸和平格局有望維持到 08 年），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0/0/6/6/10000664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
006646，20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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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相隔如此近的時間下竟率爾赴中國大陸訪問，持反對意見者認為此實屬有

失審慎。曾擔任過國民黨主席的李登輝於二００五年四月二十一日，連宋大陸行

前夕召開記者會，嚴厲批評即將前往中國訪問的連戰、宋楚瑜「聯共賣台」。李

登輝指出，中國以「反分裂國家法」將台灣設定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當前

是國家生存關鍵問題，談不得，連宋登陸要與中國談，將重創台灣主權，這是原

則不對；再者，連宋兩人是在野黨主席，未經政府授權不得對外行使公權力行為，

故而身份不對；況且，連宋竟選定中國制定「反分裂國家法」打壓台灣之時前往

大陸訪問，製造台灣人民不在意「反分裂國家法」的假象，讓「三二六反『反分

裂法』大遊行」的效果完全被打消，同時混淆國際視聽，幫助中國在國際壓力上

解套，這是時機不對；最後，台灣國家主權一定要維持，台灣人民絕對不接受黨

對黨談判，連宋只是在野黨主席，不是代表中華民國，不是代表台灣，也不代表

政府，連宋與中共的對談，台灣人民不會承認，這是對談方式也不對。李登輝質

疑連宋二人訪中在原則不對、身分不對、時機不對、對談方式及地點也都不對的

情況下，如果執意訪中，將助中國達成統一台灣的陰謀，成為台灣千古罪人（李

欣芳、施曉光、王寓中、黃維助，2005： 2）。 

李登輝對於連宋登陸訪問的批評可謂鞭辟入裡、一針見血，但李登輝畢竟已

遭國民黨開除黨籍漸行漸遠，然而如若連國民黨內實力派人士亦有疑慮的聲音出

現，則連宋登陸的爭議可見一斑，時任台北市長兼國民黨副主席的馬英九其意見

可為代表。在連戰啟程訪中前的四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常會上，副主席馬英九提醒

連戰作為反對黨領袖，應該「謹守反對黨分寸」，同時應適當表達台灣優先及台

灣國際空間的議題。他並建議連戰在北大發表演講時應利用此一機會，提出自

由、民主、人權、法治的理念，這是中華民國立國根本（王寓中，2005：3）。從

馬英九的談話中，不難看出其對於連戰此行的保留態度。畢竟，連戰展開「和平

之旅」的時機點，確實十分敏感，在外界觀感上不免會令台灣社會相當一部份群

眾感到，連戰身為台灣最大的在野黨主席，卻不顧「反分裂國家法」悍然授予解

放軍武力犯台的法律基礎而仍執意前往，形同為「分反裂國家法」的正當性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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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讓中共原本所面臨的國際社會壓力順勢就此解套，連戰登陸訪問的舉措可謂冒

然且失當。90 

但類似馬英九這樣的聲音，在國民黨對外公開的發言裡終究並非主流，國民

黨中央仍是高度評價連戰大陸行的意義與成果。由此看來，在國民黨內部的權力

與政策結構上，當時的連戰處在一個主流的位置，並藉此積極地推動台灣與中國

大陸進行更大幅度與大動作的交流與接觸，而使得舊有結構出現走往新的結構變

遷的一個契機。 

至於國民黨對於宋楚瑜登陸的評價，顯然是有所保留的。國民黨文傳會主

委，同時也是連戰兩岸政策的核心幕僚張榮恭即表示，「宋胡會」所達成的共識

結論，其框架都不脫先前的「連胡會」、「江陳會」所達成的共識，並無特殊的新

義。至於「宋胡公報」裡所表述的「兩岸一中」，張榮恭更指出，國民黨對於「九

二共識」的內涵，從一九九二年以來就是一貫主張「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簡

稱「一中各表」。他說，看到宋楚瑜與胡錦濤會面時創造了「兩岸一中」的新名

詞，國民黨非常關切這個「兩岸一中」裡的「一中」究竟能否各自表述？而如果

一中不能各自表述，台灣的生存空間將受到很大的侷限（李祖舜，2005：2）。 

針對這些批評，親民黨政策中心主任張顯耀表示，「兩岸一中」隱含雙方承

認兩岸當前的分治現實，並允許各自表述一中，正因如此，對岸在磋商過程中一

度要求拿掉這個名詞，但在親民黨堅持及反覆折衝下，最後是由胡錦濤拍板定

案，這是直接得到中共最高領導人的「背書」，意義重大。張顯耀還指出「兩岸

一中」的共識有三大突破：一是對「九二共識」的內涵做出兩黨皆可接受的解釋；

二是北京首次接受「兩岸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立場；三是對岸接受以新名詞「兩

岸一中」定位兩岸關係。其中「兩岸」用語等於承認兩岸處於平等地位的分治狀

態。這是北京首次接受「各表一中」，堪稱大突破（黎珍珍，2005：A2）。 

                                                 
90 依據台灣智庫於二００五年一月五日所做的民調，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五的受訪者贊成連戰以

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問大陸及其重要官員，另一方面，也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一的民眾對此表示不
贊成。見台灣智庫網站，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ttt/servlet/OpenBlock?Template=Article&lan=tc&category_id=28&
article_id=550&BlockSet=，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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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本人則在返國當日立即對「兩岸一中」的內涵進行說明，他表示「兩

岸一中」就是「兩岸各表一中」與「憲法一中」，符合「扁宋會」共識和兩岸實

際狀況。宋楚瑜並認為，「宋胡會」最大的善意在於將「台灣不獨、中共不武」

的理念形諸文字，化解衝突（江慧真，2005：A2）。數日後宋楚瑜在接受「中國

時報」專訪時更進一步指出，「宋胡公報」是要創造一個在「兩岸一中」、「不獨

不武」的基本原則下，使雙方可以在交集中進行平等的復談。因此，他要再度呼

籲陳水扁抓緊這個機會，因為「不可能再有其他的機會」。宋楚瑜強調，這是中

共重大的調整，胡錦濤還得去說服內部，如果沒有他的魄力，恐怕很難達成。「未

來就是這個調子」，如果再不做，「辜汪會談都將成為歷史名詞」（張瑞昌、黎珍

珍，2005b：A4）。從宋楚瑜與張顯耀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即使外界對於「兩岸

一中」的評價不一，但親民黨自身對於此行成果則高度肯定，認為這是突破兩岸

過去癥結、面向未來發展，使兩岸得以恢復談判的重要里程碑，宋楚瑜則是那創

造歷史轉折點的重要推手。 

   無論如何，紅藍兩大陣營的最高領導人，於歷經六十年的隔絕之後，終究在

連戰踏上中國大陸土地的那一刻起，跨越禁忌的高牆，實現了領導階層的破冰接

觸。在連戰與胡錦濤握手言歡的一刻，國共兩黨的歷史新頁就此展開。值得注意

的是，雖然兩岸經貿的需求是客觀事實，但其意義如何，仍取決於行動者互動過

程的相互評價。連宋登陸前除了泛藍內部不乏阻力外，海內外以一場「政治秀」

視之者，亦大有人在。91但如果以後續的發展看來，連宋登陸的意義與效應，實

不宜小覷。準此以觀，「連胡會」所帶動而起的結構變化，顯然是預料之外的，

非初始國共擴大接觸的預期所能概括。在兩岸發展的歷程中，其形式與內涵歷經

轉折，確有行動者所始料未及之處。是以，在歷史的天平上，我們也許不能以過

高的法碼加諸於其上而給予過重的份量評價，但也絕不宜以單一、個別、無足輕

                                                 
91 除了台灣內部有人抱持這樣的論調外，包括香港《開放雜誌》於二００五年六月號，刊登海克

所寫的「胡錦濤小計謀冒充大格局」一文，就中對於連宋登陸與胡錦濤會面，認為不過是一場
熱鬧的「政治秀」。中國民主運動海外聯席會議亦發出評論，認為以國民黨在野黨的身份，不
能代表台灣政府做出任何決定，故而國共會談只能是形式大於內容的一場政治秀。見大紀元時
報網站，http://news.epochtimes.com/b5/5/5/1/n906446.htm，2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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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事件看待而低估其影響。 

 

   二、泛綠的負面解讀與評價 

民進黨政府就連宋登陸及其衍生的相關效應，大致而言抱持相當負面的看

法。據作者訪問一位政府主管兩岸事務的高層官員 B 表示，在二００四年以前，

國民黨本就盤算連宋當選後以兩岸議題作為其未來執政的重要舞台，國民黨原即

有訪問中國的規劃，但此一計畫未料卻因總統大選敗選而打亂，在選後的短暫時

間，國民黨先行整修內部，二００四年底立委三合一選舉，國親兩黨維持在國會

的過半優勢，更堅定了國民黨安排黨主席連戰登陸訪問的意志。二００五年三月

下旬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先跑了一趟中國大陸，為連戰訪中預先探路，當時國民

黨自己也沒把握是否能做得成？能做到什麼地步？而事後的發展證明，中共會同

意連胡會、宋胡會，這與當時的時空環境有關，中共也自有其文宣上的需要。 

官員 B 進一步表示，更讓民進黨政府不能諒解的是，在連戰要成行之前，

政府方面想向連戰簡報相關的法令與應注意事項，及瞭解他們可能要談的主要方

向與內容，結果被拒絕。第二次要向連戰的幕僚簡報，也被拒絕。政府方面原本

希望如有重要的訊息，能藉此機會請連戰帶過去，起碼與對岸可以有個善意的起

點，但國民黨方面卻完全不願意。唯一一位願與政府溝通的國民黨高層，是不具

有決策權的副主席江丙坤。然而政府仍把握此一機會向其說明，國共如若簽署任

何契約，則依照「兩岸人民關係條例」，即有可能觸法，此所以後來國共雙方調

整為不發表聯合公報，而改為各自宣佈的由來。 

另一位接受作者訪問，主管兩岸事務的高層官員 A 則表示，國會不同政黨

或在野人士，到其他國家去之前都會跟政府事先有所討論，出去時跟政府口徑一

致，因為國家利益只有一個。但台灣的在野黨卻反其道而行，甚至出去罵政府，

有違一般民主政治最基本的精神與規範。尤其，國民黨拒絕與政府接觸，如此一

來，就算與中國建立再好的管道，對於台灣的利益又有何用？國民黨沒有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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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管道，政府的公權力要去落實在對台灣人民的利益上就沒有立基。更何況各

個民主國家的政黨與政治人物都會遵守國防、外交、安全議題，應由總統處理，

不應該由反對黨領袖扮演主導的角色，國民黨與親民黨的作為實已有違民主政治

的常理與規範。 

A 並說明，就連戰訪問中國，並與對岸當局達成五點共識而言，其問題不在

於共識的本身，而是在過程之中是否符合「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的規範。依據該

條例，我國人民不可以與中國有任何商談或協議，因此，基本上連戰訪中整個過

程與該一條例確實有所抵觸。但在連戰行前，政府部門內部已就此討論過，盡量

避掉這一塊，主要是因為台灣屬於新興的民主國家，民主體制尚稱脆弱，如果政

府以法律的力量制裁反對黨領袖，可能掀起風暴，因此政府避開法律上的追究。 

檯面上的理由如此，但觀察陳水扁對於國民黨發佈黨主席連戰訪問中國大陸

後，初始表現了強烈批判的態度，但其後卻在連戰登陸前夕，表達了希望連戰的

大陸行能帶來「投石問路」的效果，展現和緩的姿態，甚至委婉地表示預祝此行

順利，前後態度差異之大，判若兩人，推斷上應與美國希望兩岸恢復對話的壓力

有關。因為就在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厄立（Adam Ereli）於四月二十九日的記者

會上，首度表達美國政府對於連戰登陸訪問的肯定立場，支持並鼓勵兩岸進行對

話後，92陳水扁的態度隨之開始轉變。 

上述的分析似乎會給人一種陳水扁決策失算的聯想。然而實際上紅藍雙方在

「聯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謀略運作上，早在二００四年選舉之前即已

有此潛因與潛能，只不過由於「連宋合」的選舉敗選而延遲了這個謀略的實現。

紅藍雙方行動者欲將綠營排擠孤立，使得即便拖延到二００五年四月底到五月初

連宋登陸才得以果成，但卻也再次說明「反獨促統」的共同願景之規範力量的作

用，從而「紅藍合作以制綠」的格局終究成型。同時，「反獨促統」的威力也十

足表現在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對於國共雙方所構成的互動規範的內容與發展，

                                                 
92 Adam Ereli（2005）,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 Apr.29,2005, ”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5441.htm,200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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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揮到更主導與穩定的作用。更何況，藍營當時在台灣的政治份量並非少數

或弱勢，復挾以多數台商對於發展兩岸經貿的強烈需要，更加強了兩岸交流與合

作的結構性需求。準此以觀，如將陳水扁重新擺入紅藍合作的架構中來看，很顯

然地，陳水扁縱有多大能力，恐也難以逃脫此一「反獨促統」、「紅藍合作以制綠」

的結構性框架的限制。 

至於宋楚瑜登陸一事，外界咸以其肩負著陳水扁欲傳達對岸訊息的重任視

之，與「連胡會」的意義自是不可同日而語。然孰料其竟在與胡錦濤會面後所簽

訂的公報中，談出了一個以「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識」的結論。親民黨參與

幕僚磋商的政策中心主任張顯耀甚至表示，宋楚瑜和胡錦濤兩人為「九二共識」

討論相當多的時間，最後宋胡二人認為必須對「九二共識」的意涵予以明確化才

拍板定案。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人知道公報內容，而親民黨參訪團此次訪問大陸，

從沒有跟總統府方面有任何聯繫（張瑞昌、黎珍珍，2005a：A2）。 

針對宋胡會的「兩岸一中」共識，民進黨政府的震驚與不滿可以想見。民進

黨立法院黨團於「宋胡會」落幕的當日晚間發表了七點聲明，表達強烈的反對（何

榮幸、王銘義、林淑玲、陳嘉宏，2005：A3）；陸委會也發佈新聞稿表示，不會

接受以「一中」為內涵，由中共所單方設定的對話或協商前提；93至於陳水扁則

以親上電視接受專訪的方式，對於宋楚瑜此行違反「扁宋會」的共識，特別是「兩

岸一中」的問題，予以火力十足的批判（江建璋、呂雪彗，2005：3）。 

難堪的是，即使如此不滿，民進黨政府的因應之道似乎也只能差堪以「束手

無策」來形容。回顧民進黨政府對於連戰登陸，由事前的嚴厲批判到態度柔軟，

到面對「連胡會」後，國民黨竟然可以不遵守「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相關的禁止

規定與北京當局簽下白紙黑字的共識協定，卻仍然始終不願以法律規範追究相關

的責任，已自損政府的統治威信。事實上，在相隔數月後的八月二十六日至二十

八日，由陸委會委託國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調，其中當提問到是否

                                                 
93 陸委會，（在野黨不應自我限縮人民有決定自己前途的基本權利），陸委會新聞稿， 
  http://www.mac.gov.tw/，20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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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國內各政黨與中國大陸進行交流時，應遵守政府的法令，並且優先維護台

灣整體的利益」的說法時，高達百分之八十一點四的民眾表示贊成，僅有百分之

九點一的人表示不贊成，94更可看出民進黨政府不敢當機立斷對於在野黨做出符

合法律規範的處分，似乎是錯判形勢，貽誤先機。不過，恐怕也如前所言，對於

行政制裁一事，實非不為，而是不能也。然而問題是，當政府不敢祭出行政手段

或政治手段來懲罰在野黨時，最後也只有坐視自己日漸邊陲化的困局。日後泛藍

陣營倚仗國會過半的優勢，不斷要求政府部門遵行國親兩黨主席與中共總書記胡

錦濤所簽訂的協議共識，企圖以立法指導行政的作為，從一定程度來講，正是民

進黨政府當日選擇放棄依法執行公權力，致種下了往後無盡困擾的惡因。 

從上面的描述可知，長期以來台灣在國家認同、統獨立場、政黨認同上的分

歧，使得社會大眾對於國共擴大接觸呈現兩極化的反應，執政黨與泛藍在野政黨

在因應的作為上顯現巨大的反差，由是產生了強大的內在張力。而事實上早在二

００四年底國民黨立委選舉獲勝後，連戰便已有登陸的決心，紅藍合作的態勢已

呼之欲出。然再回看這段歷史的轉折，我們也可以理解，民進黨政府雖是行政資

源的擁有者與規則制訂者，卻一方面投鼠忌器於兩岸民間確有強烈的交流，而另

一方面又出現一連串的錯估形勢與決策猶疑，從而加深其結構上的弱勢之處境，

並埋下其更進一步邊陲化命運的因果。 

 

貳、中國的正向解讀與評價 

北京當局對於連宋的大陸行，從事前刻意透過媒體密集宣傳以製造輿論熱度

與民意期待、到連宋登陸後各項精心安排的行程規劃與佈局，乃至連宋結束參訪

後官方對於整體成果的讚揚稱許，在在說明北京當局對連宋登陸訪問實懷抱高度

的期待與肯定。特別是，對於胡錦濤與連戰的會見和正式會談，在中共官方的說

                                                 
94 陸委會，（民意調查【民國九十四年八月二十六日至二十八日】「民眾對當前兩岸關係之看法」

結果摘要），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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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始終是將之置於歷史的高度，認為這是自一九四五年國共重慶會談之後，

相隔六十年來，兩黨最高領導人首度的歷史性會晤，是國共關係史的一頁大事，

對推動和促進兩岸關係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和歷史意義。 

中共官方對連戰大陸行成果的公開看法，以中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於五月三日

記者會上的談話為代表，其評價連戰此次的訪問獲得圓滿成功。評量的指標，就

體現在連胡會後所發佈的公報中，概括起來，就是公報中所明載的「三項體認」

和「五個促進」。95  

由王在希的談話看來，雖然共產黨與泛藍在「一個中國」與「一中各表」的

問題上仍存在歧見，但在「求同存異」與「抓大放小」的戰略考量下，雙方確實

在邁向兩岸終極統一的過程中，找到了以「九二共識」為對話基礎的模糊空間。

由中共當局的角度來看，「連胡會」的首要成果，應是達成了堅持「九二共識」

與「反對台獨」作為雙方所簽署公報的基礎與前提要件。連戰與宋楚瑜兩位黨主

席的背書，符合中國的原則立場，同時更代表了其背後所隱含台灣半數民意的肯

認，這無疑是北京最期待的結果。而在「九二共識」與「反對台獨」兩大前提下，

國共雙方建立了黨對黨溝通平台，在北京當局的目光中，這應是十分重要且具體

的一步，透過這個平台，國共雙方得以開展公開化、正式化、多層次化的交流與

往來，進行由政治到經濟各領域的廣泛合作。只是國共雙方在看似和諧一致的雙

重奏下，仍不免時有些許雜音出現，例如連戰在北大演講時，以「自由主義」切

入，委婉闡述民主的理念，此實已為北京當局所不樂見，果爾在該次演講之後，

連戰在接續的行程中再未就此更有所發言，連戰的委曲求全與對北京的一廂情願

已不待言，而中共之主場優勢由此更可見一斑。 

至於宋楚瑜的登陸訪問，在五月十二日的「宋胡會」結束後，中共中台辦新

聞發言人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對於「會談公報」的評價與看法。他指出，此

次會談對於加強兩黨交往，促進兩岸關係發展具有重要的歷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95 陳鍵興，（中台辦副主任王在希談連戰大陸行成果），參見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072，20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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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公報反映了會談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雙方都主張：堅決反對台獨；促進

在「九二共識」的基礎上儘速恢復兩岸平等談判；推動結束兩岸敵對狀態，促進

建立兩岸和平架構；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推動建立「兩

岸民間菁英論壇」及台商服務機制（海峽兩岸出版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b：112）。

其中，雙方共識以「兩岸民間菁英論壇」，作為兩黨今後交流的一個重要平台更

是重要的成果。 

誠然，由表面上看，「宋胡公報」的簽訂意味了彼此間的合拍一致，然而，

如果仔細審視宋楚瑜在參訪過程中說出「中華民國」國號，然此四字卻在大陸媒

體的轉播中被刻意消音，以及宋楚瑜於會晤汪道涵時，汪強調「九二共識」即是

「兩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識，卻對於宋楚瑜表述「一中各表」，就是承

認中華民國的「現實狀況和歷史狀況」，不置可否，即可看出親民黨自認「兩岸

一中」即「兩岸各表一中」，是北京首次接受「兩岸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立場，

實也未免距離現實太遠，最終流於自欺欺人式的虛妄期待。 

    從整個事件的發展來看，北京顯然是精於算計的。自連戰踏上中國大陸土地

的一刻起，中共方面即不斷在過程之中，釋放歡迎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

獨」、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台灣各政黨、團體和代表性人士，同大陸開展交流和

對話的訊息，並且強調不論這些政黨或這些人士過去說過什麼話、做過什麼事，

即使是民進黨，只要其願意放棄「台獨黨綱」，中共方面願意與之對話與交往。

北京將「台獨」與「反台獨」區隔對待，擴大統一聯合陣線、孤立縮小打擊對象

的統戰手法，在此一覽無遺。而連戰登陸訪問，展開國共的接觸交往正是最好的

範式。在處理連宋登陸上，北京當局的態度顯現了積極拉攏台灣泛藍陣營的用

心，並以此為起始點陸續提出多項的配套措施與作為，在台灣內部造成巨大的影

響。這一連串的政治操作，究其實乃服膺於胡錦濤對台戰略思維的指導，背後有

極其深沈的戰略意圖與戰略目標。 

委實，對北京而言，「反獨」毋寧是當前對台政策的最優先與最重點所在。

北京深知，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只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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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不走上「法理台獨」，中國就不必對之兵戎相見，不會破壞中國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的國家總體發展目標。而時間是站在有利於中國的一方，只要中國持續壯

大，北京即可透過經濟力量和平吸納台灣，完成最終的國家統一，這是戰略選擇

的最上策，也最符合中國的國家利益。而透過連宋的登陸訪問，國共得以搭建合

作平台，中共的「反獨促統」戰略據此獲得重要依託，其意義與作用之深遠，對

北京來說，實已點滴盡在其間。 

 

參、美國的認知與回應 

美國政府如何看待「連胡會」？自國民黨方面傳出黨主席連戰將於二００五

年四月下旬赴中國大陸訪問後，美國在初始的立場上雖未持以負面的態度，但卻

顯得似有所遲疑與保留。四月十九日，主管亞太事務的助理國務卿薛瑞福（Randall 

Schriver）即對外公開表示三點看法：有關台灣政黨領袖訪問中國大陸一事，「任

何形式的對話都比沒有對話好」；希望最近的發展不會導致台灣內部各政黨間出

現更大的分歧；北京當局最終仍須與台灣的民選政府領導人展開對話，才能真正

有利於各方。96這樣的談話雖然未見否定，但卻似又隱隱點出中共邀請連戰訪問，

卻不與民進黨政府對話，其實是「統戰」策略的運用，既無法真正促成台海穩固

的和平與安全，同時也可能反促成台灣內部政黨間更深的裂痕與歧見。四月二十

日國務院發言人厄立在國務院例行記者會上，即有記者針對薛瑞福的談話提問：

國務院官員曾表達對於北京只願與台灣的在野黨接觸，這將使得台海的情勢更加

複雜，究竟國務院對於兩岸近來發展的通盤看法為何？厄立僅回以，美國一貫的

態度是樂見兩岸藉由對話增進雙方的理解與降低台海緊張，此外沒有其他政治上

的評論。97 

美國的顧慮主要是針對美國的利益，但同時也顧慮到台灣自身的利益。從美

                                                 
96 曹郁芬，（美不願見台灣因連宋訪中分裂），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apr/21/today-fo2.htm，2005/4/20。 
97 Adam Ereli,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4967.htm,20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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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國家利益來講，美方擔心萬一兩岸越走越近，將美國排除在兩岸未來解決台

灣問題的協商之外，台海情勢的演變將超出美國的掌控。此外美國也擔憂國共接

觸往來後，對台軍售會不會因而胎死腹中。在攸關台灣自身利益的部分，例如有

鑑於多年來台灣鮮少有與中共直接對話的經驗，反是美國與中共多次交手後留下

諸多不愉快的記憶，因此美國官方的談話裡，一定程度地傳達了提醒台灣要慎重

的訊息。 

而為了打消美國對連戰登陸的憂慮，國民黨特地派人向美方做出說明。依據

「中國時報」引述華府消息人士的說法，四月十九日前後的廿四小時，在台北，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包道格（Douglas H. Paal）等人會見了連戰及宋楚瑜；在華府，

副助理國務卿薛瑞福會見了國親駐美代表袁健生。在這些會談過程中，由於國親

的態度極為清晰，因此美國的態度也逐漸變化朝向正面與肯定發展。國民黨向美

方說明連戰曾經擔任多項要職，包括外交部長與大使，「不會在對話中失去立

場」。尤其是十多年前王錫爵駕駛貨機投共一事，經由「兩航談判」，台灣順利取

回波音七四七飛機，當時連戰就是以交通部長身份主導談判，這經驗是台灣其他

人所無，而國民黨這種說明自然也令美國較放心（劉屏，2005a：A2）。  

  報導當中又提到，在薛瑞福與袁健生的會談中，美方突出三個核心關注的問

題：首先是「兩岸會不會愈走愈近？」，面對這個疑問，據瞭解，國民黨明確地

向美方表示：連戰反對「一邊一國」，也反對「一國兩制」。這樣的回答剛好符合

美方希望兩岸維持「和而不統，分而不獨」的立場；其次，美國也擔心台灣內部

的歧見。就此，國民黨給美方的說法是，內部辯論乃民主常態，重要的是循民主

機制處理歧見。尤其，國民黨再三強調，連戰此行赴大陸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有助

於維護台海和平的現狀，這一點說到美國的心上；最後，則是有關軍售的問題。

國民黨方面就此向美方保證，連戰不會與中共討價還價。而且國民黨並非對軍售

問題採取完全否定的態度，而是支持「有意義的對美軍事採購」，美國對此實無

需過慮（劉屏，2005a：A2）。 

也正因有了這些溝通，美國的態度出現轉折，採取更明確的正面態度。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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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發言人厄立在四月二十九日的例行簡報會上回應媒體提問時表示，連戰的登

陸訪問對兩岸達成對話而言是一扇機會之窗。由此可見，情勢發展至此，國民黨

與美國之間尋找到了共識與共利，並立下雙方所能接受的有關兩岸關係發展的規

範。當然，美方同時也再三強調，中共應與台灣經由正常民主程序產生的民選政

府對話。厄立指出任何有關台海長期分歧問題的解決，必須建立在北京與台灣民

選政府的協商之上。而當記者問及，中共伸出觸角與台灣反對黨領袖接觸，這樣

的新發展已超出美國的控制，成為美國關注的事務時，他的回答首先表明，國共

接觸並非在美國現在的掌控之中，但美國支持、鼓勵並願意嘗試幫助兩岸進行這

樣的對話過程，但這需要雙方有意願，並且在跨出第一步後持續進行，這不是美

國可予以控制或強制。他同時也認為國共兩黨領導者進行對話可望有利於緩解兩

岸的緊張。厄立並表示，美國希望能看到一個兩岸人民都可接受的結果產生。98事

實上這可說是自國民黨傳出黨主席連戰即將前往中國大陸訪問的消息以來，美國

國務院首次對兩岸政黨領袖的對話，對外公開明確表達肯定的態度。白宮發言人

麥克雷蘭也於同日在白宮例行記者會上，就「連胡會」一事表達類似的看法，他

表示維持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是美國的目標，而兩岸能展開對話應能有助於此。

然而，他也反覆重申，北京當局應該與台灣的民選政府展開對話。99可以看出，

美國官員們的說詞與美國一貫的期待與規範是一致的。只不過，美方的規範性要

求僅止於道德勸說，並沒有相應之獎懲，效果也僅止於口水，而中方的策略性拖

延，對於美國此一規範性期待也構不上扞格，因此自然難以起關鍵性的作用。 

由美國官方的發言看來，美方對於「連胡會」，基本上是採取樂觀其成，認

為至少可緩解兩岸嚴峻的態勢。畢竟「一中政策、兩岸對話、和平解決」是美國

在台海政策上的三大支柱，對於美國來說，兩岸如能經由溝通對話，促進台海和

平穩定的情勢，確是符合美國的國家利益，而現階段台海兩岸如何能在中國通過

                                                 
98 Adam Ereli , “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 ,”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5441.htm,2005/4/29. 
99 Scott McClellan,” “Press Briefing by Scott McClellan,”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4/20050429-6.html,200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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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分裂國家法」之後降低緊張情勢，實為美國所注重關切。同時，美方亦鼓勵

北京應與台灣的民選政府進行對話，畢竟，執政者才能決定國家政策的走向，兩

岸之間要真正降低台海的緊張，避免誤判導致危機的發生，甚至進一步採取積極

的作為促進兩岸的良性發展，以達成長期的和平穩定，最終仍必須有賴於北京與

台北當局的重啟對話。 

對於宋楚瑜的大陸行，美國也是採取同樣的態度。依據「中國時報」引述要

求匿名的美國官員的談話，其表示美國一向大力鼓勵兩岸直接對話，而且是各種

管道、各種層面的對話，因為這符合台灣人民的利益，符合中國人民的利益，也

「符合整個亞太區域－包括美國－的利益」。這位官員並說，美國一方面鼓勵對

話，一方面也提醒北京當局必須和台灣的執政當局談，因此如果真能促成「扁胡

會」，美國將十分歡迎。然而該一官員也同時強調，美國的一貫立場是不在兩岸

之間扮演調人，因此無意介入兩岸和解的進程（劉屏，2005b：A2）。這位官員

的說法與厄立回答美國政府對於連戰登陸訪問的看法顯然一致。由此可判斷，美

國用於樂見國共交流所展現的力道，實強於用以推進北京與台灣民選政府對話

者。 

　  只是，美方對於中共當局應與台灣的民選政府展開對話，基本上仍維持著一

定程度的關注。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是，德國銷售量最大的報紙「南德日報」在

五月十日的國際版以整版刊出陳水扁的專訪，訪談中陳水扁提到，反對黨無法代

表政府，真正「下棋的人」是雙方的執政者，美國小布希總統還打了一通電話，

促請胡錦濤和台灣民選的總統展開會談（張筱雲、林淑玲，2005：A4）。陳水扁

的談話很快地得到證實，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例行記者會上公開表示，美國希

望北京與台灣經由合法程序選出的執政當局對話，「這是總統日前向胡主席表達

過的」。100只是，美方並沒有說明，中方是否允諾，同時美國表面上極力維持「中

立」的模樣，反使力道的後勢無以為繼。 

                                                 
　100 Richard Boucher ,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Richard Boucher ,”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6239.htm,20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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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如回顧厄立在記者會上，談到目前國共的接觸與交往已經超出美國的

掌握之中，似又隱隱然顯露出美國一絲的不安。同時，美國也憂心，國共雙方如

果過度的戰略接近，長此以往恐將削弱台灣在兩岸問題上的議價空間與能力。準

此以觀，美國對於連宋登陸訪問，基本上是多方考量，既有正面與負面的角度，

也有長期與短期利益的思考。而就作者訪問中國學者 G 的看法，他認為美國對

於國共接觸並不會感到如何緊張，因為國民黨並非執政黨。美國著眼未來所提防

的是，二００八年若國民黨勝選成為執政黨後，是否會私底下與中國達成交易，

而台海繼續維持「不統不獨」的和平穩定狀態，才最符合美國在東亞的戰略利益。

由此可見，在國共接觸一事上，美方出現了猶疑。但由於美國自身已因深陷伊拉

克戰後重建泥淖傷神不已，而在全球戰略上有求於中國合作者亦所在多有，更加

諸兩岸關係緊張台海屢起波瀾，此一情勢已為連宋的登陸訪問架設了一個有利的

背景。同時，國親適時向美方表達，連宋的大陸行不會讓兩岸因此而愈走愈近，

軍購案也不會因此而多生影響，更是有效化解了美方的疑慮，華府最後遂轉而顯

現出樂觀其成的態度，這其中實多半出於短期權宜的考量。只是如再以事後諸葛

的角度來評估這一段歷史片段，我們似乎也可以斷言，美方對於連宋登陸後的效

應發展，恐怕也沒有精準的預估。 

　  確然，對於連宋相繼前往中國訪問，雖然美國官方顯示了正面的態度，但學

界一些抱持疑慮或負面的聲音亦不乏見。學者 William Jones 即為文表示，在美

國行政體系的一位中國通當時曾預測，連宋登陸的結果，將使得兩岸關係和緩，

而有利於胡錦濤對陳水扁提出新的倡議。同時，在中國大規模的反日抗爭之後，

日中彼此深知關係惡化的代價，此一態勢驅使雙方政府有必要進行外交斡旋，而

日中關係逐漸解凍回溫，這也使得那些常常修理中國的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

與傳統基金會的學者，批評中國或打日本牌來對付中國的力道也隨之減弱。再加

上連宋登陸後所形成的和緩效果，雙重作用下可說在一時之間顯然挫敗了美國一



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8 年 
 

 120

些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的學者。101 

　 傳統基金會資深研究員譚慎格（John Tkacik）也指出，美國十分關注連宋登

陸。連戰行前曾與美國駐台代表包道格會晤，國民黨還特別向美國對此行的支持

表達感謝。譚慎格認為，陳水扁自制的態度大部分歸因於美國的壓力。跡象顯示，

美國期待陳水扁採取一種柔軟的姿態，因為美方正鼓勵中國方面與台灣民選的領

導人對話，而北京似乎也透過管道暗示其將改變對台的強硬政策。但連宋訪問中

國期間對台獨的強烈批判，卻同時也顯示了連宋並無意與陳水扁對話。相對地，

陳水扁的沈默也引來李登輝的批評以及綠營內部的分歧意見，使得陳水扁腹背受

敵。102這恐怕也更加速或加深了陳水扁被邊緣化或邊陲化處境的結果；此外，美

國國會內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於二００五年年報中明文指出，連宋登

陸獲得胡錦濤的保證，台灣如果沒有追求獨立，台海威脅不會存在，從而美方研

判，泛藍將無意讓軍購過關。事實上，前美國國防部台灣科科長卜大年( Dan 

Blumenthal)亦曾在證詞中提到，台灣的反對黨對軍購案的破壞與嘲謔極其明顯，

準此，台美與美國的國家安全利益都將碰上麻煩（U.S. Congress, 2005：134）。

但雖說一些負面說法間或傳出，然總體而言，對於連宋登陸一事，美國官方基本

上還是抱持了正面的態度。顯然，在利弊皆有，而無法清楚抉擇時，美國採取看

似中立但傾向支持的立場。這樣的立場自是有利於國共聯盟關係的互動與發展。 

總結二００五年四月底、五月初連宋相繼登陸前兩岸所發生的事件，可以

說，美國一直扮演著大、小三角關係小心翼翼的調控者。長久以來，以美國為首

的國際社會，固然樂見兩岸政黨領袖透過對話，緩解兩岸的緊張情勢，促進台海

的和平穩定，但美國官方卻也不忘一再強調，希望中國當局與台灣經由合法程序

產生的民選政府展開對話，以促成兩岸長期的和平穩定。然美國提出「任何形式

                                                 
　101 William Jones, “ China-KMT Visit Judoes ‘Taiwan independence’ Ploy,”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2005/2005_10-19/2005_10-19/2005-19/pdf/58-60_19_int.
pdf,2005/5/13. 

102 John Tkacik , “Do-gooders make things worse for Taiwan,”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1592878220432027.html?mod=opinion%255Fmain%255Feurop
e%255Fasia, 20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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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話都比沒有對話好」以及「北京當局最終仍須與台灣的民選政府領導人展開

對話，才能真正有利於各方」的說詞，在形勢上雖沒有不利於綠營，卻更有助於

紅藍強力的合作結構。除此之外，北京更在此回贏得了另一個重要的成果：連宋

兩位主席的登陸訪問，是共產黨、國民黨以及親民黨，第一次在完全排除美國的

角色與干預下，實現了政黨領導人的直接面對面接觸與溝通，中共透過這種不露

痕跡的方式，在此番棋局中取得了兩岸關係的主導權。 

相形之下，民進黨政府成了最大的輸家。首先，在諸方皆界定經貿交流為兩

岸發展之主軸的觀念下，勢頭顯然在有利中國的這一方。更況且，在美國與中國

於許多國際議題有更多合作需求之時，陳水扁政府在選舉期間推動公投，主張正

名、制憲等一連串彰顯台灣主權獨立的政治動作，不只使得兩岸關係陷入緊張，

台美關係也因而屢見驚奇與傷害，民進黨不在乎外在環境解讀的逆勢操作，反將

自身推向互動格局的邊陲，也讓泛藍陣營以「開啟對話有利緩解兩岸緊張」的理

由說服美方支持連宋登陸。至於華府方面處理此一事件，似乎也僅以短期情勢的

穩定和緩為優先考量，卻低估連宋登陸開啟紅藍交流後可能帶來的衝擊效應。而

陳水扁的判斷恐怕也如華府一般，同樣小看了紅藍一旦開始合作後所產生的一連

串的化學反應。 

在囿於美方對連宋登陸的支持、避免國內紛爭的考量下，民進黨政府最終放

棄對連戰與宋楚瑜兩人登陸後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簽訂公報的違法行為，施以公

權力的制裁。試想如當日陳水扁站在法律的高度、政治的高度、道德的高度，依

法處分連宋的違法行為，即使連宋抗拒、藍綠紛爭再起，然而民進黨政府在正當

性、權威性、合理性齊備具足的條件下，標舉恪守法治、呼籲團結對外，自能獲

得台灣社會廣泛的認同與支持；而對於美國，民進黨政府除說之以道德與法治，

更可動之以政治現實的利害，畢竟紅藍過於密切的親近合作，並不利於美國在西

太平洋地區的戰略利益，對其操作台海現狀的動態平衡，恐將形成干擾與掣肘。

而美國在眼見台灣內部在連宋登陸後掀起一片大陸熱景象，加諸泛藍陣營依循

「連胡公報」、「宋胡公報」簽訂之共識內容，透過國會多數優勢結合媒體造勢，



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8 年 
 

 122

意欲壓迫並指導民進黨政府的兩岸政策，如此景況若再不遏止，則台灣可能走向

日益對中傾斜，華府自能理解並支持陳水扁政權對連宋登陸的違法行為進行究

辦。很顯然，陳水扁所著眼者唯短線的政治操作，對於中長期的戰略思考與大局

判斷有限，以致於徒然錯失其居處結構性位置的優勢，而未善加投入規則與資

源，捨棄行使權力此一轉化性的能力，任令態勢向不利的方向發展，歷史最終以

背影相向。 

 

 

第五節  小結 

為了讓大陸之行能夠圓滿順利，泛藍陣營可謂煞費苦心，事前做了多方的功

課，其中最重要的為對美與對中的佈局安排。在對美方面，國親在台北安排連戰、

宋楚瑜會晤包道格；在華府由國親駐美代表袁健生向薛瑞福進行溝通，說服美國

支持連戰訪中，取得美國的認可以有效防範陳水扁政府的出手阻撓。而「連胡公

報」、「宋胡公報」的簽訂，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識」的前提下，盡是

描繪兩岸攜手構建和平共榮未來的願景揭示，看似有望為遲滯困頓的台灣經濟環

境帶來出路。綜合來看，對美國的成功疏通、降低兩岸關係緊張緩解對立壓力、

為台灣經濟找出希望與新機，是連戰掌握在手的三張王牌，藉此陳水扁政府不敢

輕易對之作出制裁，所謂「賣台」訾議的殺傷力也終將為正面效應所抵銷。故爾

連戰在「反分裂國家法」通過之後敢於無視眾聲沸騰依然執意前往，其理在此，

其利亦在此。 

至於宋楚瑜則更進一步，透過與陳水扁的合作與加持，有望以陳水扁特使的

身份穿梭兩岸，則其作用與份量豈是國民黨連戰所能望其項背？而陳水扁此廂亦

同樣希望藉由與宋楚瑜的合作分裂藍營，並且透過宋楚瑜作為特使，充分掌握兩

岸關係的發牌權與決策意志的貫徹，不讓國民黨與連戰透過國共接觸，而有操作

與介入影響兩岸政策之機。說到底，這仍是現實政治利害的角力與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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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連戰的登陸一事由起心動念，到陳水扁阻擾不成轉而順勢操作，雖說

其本質實乃「權力之爭」，然而從連戰大陸行的過程看來，對於兩岸主張終極統

一的人士而言，其所產生的效果卻是出人意料。而這種發展部分歸因過程中一些

重要的決定，構成一種關鍵性的轉折。江丙坤「緬懷之旅」特意安排前往廣州黃

花崗、南京中山陵與北京等地，除了一方面傳達中國國民黨自孫中山先生以降中

華民國正統的傳承與延續外，也藉以體現對「一個中國」的認同。而過程之中江

丙坤釋放出連戰有意登陸訪問的訊息，這個消息很快由素負政治謀略，且在對台

政策上具有相當發言份量的曾慶紅所接收後，立即獲得最高決策者胡錦濤的支

持，使得連戰的「和平之旅」獲得一個很紮實與有利的環境。更何況，北京也正

亟思如何化解「反分裂國家法」制訂後，以美日為首的國際社會的撻伐。同時，

北京也見到機不可失，多次釋放歡迎「所有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

發展兩岸關係的黨派、團體和知名人士，前來大陸訪問，共同溝通對話，促進兩

岸經貿與兩岸關係的發展」的訊息，作為統戰的誘餌。這為後續的宋楚瑜登陸、

以及郁慕明的大陸行，建立了一個完整的戰略架構，而「連胡公報」的內容不僅

為國共兩黨的互動模式與內涵，立下了典範，也使得其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與胡

錦濤所簽訂的「會談公報」，以及新黨主席郁慕明與胡錦濤共同發佈的「建議事

項」，皆有所準繩與依循。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發展過程中北京將主場優勢發揮得淋漓盡致，而由上

述的過程描述亦可多少預知陳水扁面臨被孤立與邊陲化的命運；相對地，紅藍的

互動過程當中，以胡錦濤為核心的共產黨除了掌握主場優勢，同時不管論述的形

式、內涵或位置都站在有利的制高點。也就是「紅藍」的建構固不失各自之主體

性，但「紅」確實是處於紅藍互動關係中的核心地位。不過，作為互動過程的另

一方，連戰也扮演不可或缺的助勢之角色。沒有連戰這一端，此供作權力揮灑的

平台亦無從架起，而規則與資源所繫之結構也無以存在。 

其次，「紅」以啟動兩岸政治接觸始，過程之中主導了規則、資源與兩岸互

動的框架與內容，包括：促進兩岸在「九二共識」的基礎上盡速恢復平等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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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

機制；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建立黨對黨定期溝通平

台。這些被明文寫入國共兩黨推動的工作，無一不是北京當局念茲在茲致力落實

完成的對台政策內涵，當然，箇中的內涵亦有不少為藍營所認同與分享者。有了

這種共同的認知基礎，雙方的互動乃更加順暢。而一旦雙方互動過程所形成的結

構關係愈趨穩定時，這種模式化的關係便朝制度性的方向成形，從而對於雙方權

力的運作，起更紮實而積極的作用。制度使得權力成為可能，缺少制度性的捲入

的權力只是曇花一現或如海市蜃樓的幻影（Giddens,1979：8）。在中共統戰策略

與政策的精心擘劃與持續的努力作為之下，夾帶國民黨榮譽主席的威望與資源，

連戰的加入，使得紅藍互動的結構更加牢固，而權力運作乃更為順暢，其轉化性

的能耐也隨之加大。至此，「藍」被正式納入其軌道而行，至於「綠」，則是被

排除於戲局之外。一個紅藍結盟而綠被邊陲化的新結構應運而生。  

處在此情境下，理論上而言，有兩種情況是陳水扁可以採取的選擇：適應其

規則或顛覆而破其局。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發現，陳水扁當時對於國共擴大接觸的

態度是處在一種游移不定的狀態，而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對於記者提問，是否願

意聽陳水扁請宋楚瑜轉達的資訊以及做出回應時，採取高度保留的姿態，顯示胡

錦濤要將陳水扁排除在外。更不利的是，陳水扁與美國互信基礎破壞，扁不僅難

以獲得美國的積極奧援，美國官方對於連宋登陸採取的正面看待，更侷限了陳水

扁施力的空間。 

在內外環境的種種考量下，陳水扁最後未能援引行政資源加以制止，自失了

主控的戰略位置，他甚至反向操作「扁宋會」，結果卻是宋楚瑜倒戈加盟國共陣

營，使得紅藍結盟更加穩固成形。這些事件所產生的後果是：在紅藍合作的過程

中，胡錦濤充分掌握了劇場與劇本，而連戰固然是台灣方面的主推手，但有了宋

楚瑜的適時加入後，乃使紅藍合作的關係更為增色，同時，美國的正面態度，也

使紅藍交往減少了阻力。在這種氛圍下，陳水扁被完全隔離於戲局的高牆之外。

陳水扁企圖與宋楚瑜結盟的謀略面臨失敗，並不令人意外，只不過，宋的割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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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徒讓扁的孤立與邊陲化，更加難堪罷了。 

由此角度看，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的意義在於紅與藍雙方陣營利用兩岸

經貿與社會交流日益密切的趨勢，透過孤立泛綠而建立國共交往合作的基礎與框

架，從而營造兩岸全面而多層次的綿密交流，深化了兩岸的社會經濟整合。而在

「紅藍合作以制綠」的格局上，中國共產黨與泛藍陣營也聚集了更多的能量與籌

碼，而得以各自在大陸與台灣的內部拓展民意支持的空間。紅藍皆以「和平發展」

為基調的戰略選擇，穩住了兩岸關係，無疑地，也表面上符合了美國的區域利益，

形成一種默契的聯盟關係。準此，「連宋登陸」也在大三角關係上間接幫助了美

中關係營造出進一步交往的氛圍，但相對地，執政的民進黨與美國的關係並未回

溫，甚至還夾雜其他驚奇，而每下愈況。 

而在此一過程當中，以連宋為主的藍營雖與以胡錦濤為主的紅營在「主權」

的問題上仍存在分歧，最後紅藍雙方卻也找到以「九二共識」作為合作的基礎平

台，並且，在紅藍擴大交往的過程當中，連宋獲取到胡錦濤在「和平發展」框架

下，優惠台灣經濟與一定程度國際參與的承諾。這使得在台灣政治舞台已逐漸淡

出的兩位政治人物，在此歷史機遇上，營造了自身的結構性角色與價值。 

此外，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上一章也提到過，連胡所搭起的平台，其所立足

的是自二０００年國民黨失去執政權之後，在兩岸經貿交流的浪頭上，其黨職要

員積極經營兩岸產官學關係與平台的基礎，是立基於既有的結構基礎的一種累

積，並非始於零的一種作為。我們務需從歷史的觀點去掌握，才能理解其力道的

紮實與強勁。另外，從政治現實來看，馬英九選上總統後，這個平台所發展出來

的共識是馬英九所必須認可與支持，即便馬英九的兩岸政策未必與連戰全然同

調，在兩岸互動無法完全操之我的現實制約下，馬英九恐亦也只能以另闢蹊徑、

迂迴前進的方式與對岸交手，尋求政策與路線的實踐。否則，可想而知，雙方的

關係必然會嚴重受挫。畢竟，不管「連胡會」或「宋胡會」，以及其所立下之任

何約定，對於胡錦濤所具有的形式或實質意義並非一般，那畢竟是國家統戰政策

的一環，在「以黨領政」的政治傳統下，用黨總書記名義與會的胡錦濤不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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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視為一場會議或大拜拜，而是賦予制度性的意義，北京當局不會任令其流於

曇花一現。而進一步來看，由於政治現實的限制，馬胡無法會面，為了接續過往

的努力與成果，可以想見，連戰仍將扮演一個不可或缺的要角。至於連戰在台灣

的歷史評價為何，恐怕需等到蓋棺而後才能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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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連宋登陸後「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的變遷 

 

二０００年民進黨贏得政權，藍綠之爭激烈，但仍屬內部競爭，在公開的檯

面上猶未出現國共交往，「紅藍聯手制綠」的態勢。二００四年陳水扁成功連任

的第二個任期期間，兩岸原來的基本格局與架構發生變化，國共的互動往來步入

公開且制度化的交往，「紅藍合作制綠」的新模式化關係，逐漸成形，而二００

五年「連宋登陸」正是催化此一新結構的關鍵起手式。自此，兩岸關係的發展似

來到歷史的轉折處。在連宋登陸後，北京更連續釋放諸多惠台經濟政策，胡錦濤

對台政策的出手，使得「反分裂國家法」的單向佈局，轉入更細緻與更精密的雙

向架構，透過邀請連宋來訪，國共建立政黨合作平台，北京當局藉由此一管道突

破民進黨政府制約兩岸交流的瓶頸，大力投放各項優惠措施滲入島內，以落實其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統戰策略。特別是，在台灣選舉政治中，經濟力主導的

社會資源之龐大，無人敢忽視。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固然與企業有一定的關係，但

畢竟無法在兩岸經貿關係上發展出大開大閤的政策，而國民黨卻無此困擾，這方

面國民黨佔優勢。更何況共產黨的讓利，表面是中華統一大業，實質是「扶國民

黨上馬」的作為。北京盤算著，透過國共合作平台，一方面對台建立島內「反獨

統一戰線」，釋放利多新聞以聚焦造勢，企圖藉此影響台灣內部選舉；另方面藉

此箝制泛藍，期使國民黨於二００八年總統大選重新取得執政權後，不能背離「連

胡公報」與「宋胡公報」的共識結論。從整體「紅藍綠」的三角關係上來看，北

京確然是掌握了權力運作所賴之規則與資源的主導優勢。相形之下，民進黨政府

顯得邊緣化與勢孤力弱，而後期陳水扁又透過「廢統」與兩岸經貿上「積極管理」

的操作，期以奮力在美、中各欲主導界定「現狀」的現實上多撐開一些空間，卻

也相對在「維護現狀」的角力點上，付出站在美、中、泛藍對立面，而遭受日趨

邊陲化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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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兩岸自一九四九年隔海分立以來，雙方最大的爭議與敵對，始終都是因

為主權問題。兩蔣主政時期，兩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爭奪正統，「三不」

政策下雙方互不往來，直到一九八七年蔣經國離世之前開放台灣人民赴大陸探

親，從此，開啟民間經貿、文化、社會的密切交流，但官方政治上的對立依舊。 

李登輝主政前期，雖率先於一九九一年廢除「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例」，正

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設立「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領」，兩

岸且各自由官方授權分別成立海基會與海協會，作為正式的事務性協商管道，並

因而促成兩次的「辜汪會」，雙方關係似乎進入相對緩和期，但政治上，主權的

爭議依舊，各自寸步不讓。尤以李登輝執政後期，國家認同路線逐步調整，愈往

台灣主體性靠攏。 

一九九九年七月李登輝接受德國媒體專訪，拋出兩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的主張，更使得兩岸關係的定位從此邁入新局，在野的民進黨對此大表歡迎，更

加堅定地站在執政的國民黨左翼的位置。如倒帶歷史的場景，則吾人可以發現，

執政的國民黨由兩蔣到李登輝，在野的勢力由黨外到民進黨，雖然因國家認同、

意識型態的不同，分別立於統獨光譜的右、左兩端，但在國家主權獨立的主張與

堅持上，則顯然一致，共同攜手對抗中國的意圖併吞。 

即使二０００年台灣發生首次的政黨輪替，民進黨贏得中央執政權，其堅持

台灣主體、深化台灣意識的路線雖與連戰掌舵下的國民黨「一中各表」主張有別，

但基本上，藍綠之間的競爭仍是屬於內部競爭，在公開的檯面上猶未出現國共交

往，「紅藍聯手制綠」的態勢。 

然而，二００四年陳水扁當選連任後，長期以來兩岸互動的基本格局與架構

被打破，國共走向公開、正式、制度化的擴大交往，超越原先的內、外界線，隱

然浮現「紅藍合作制綠」的新結構，兩岸的互動從量到質產生具體、根本的變化，

而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正是催化此一新結構的敲門磚，它不僅是單一的歷史

事件，更是牽動「民國共」此一小三角關係變化的樞紐，自連戰以國民黨主席身

份踏上中國土地的一刻起，歷史的腳步來到新階，北京的對台政策由政黨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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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進而全面啟動對台灣不同階層、族群、行業、地域的統戰，兩岸關係的發展

似又來到另一個歷史的轉折。「紅藍綠」小三角互動呈顯的結構關係，無疑地進

入一種新的境界，同時，兩岸小三角關係的變化是否會牽動「美中台」大三角關

係的走向，抑或是，前者仍終究受制於後者，無不耐人尋味而值得觀察。 

 

 

第一節  兩岸互動結構由緊轉鬆的變遷 

  壹、台灣民眾對兩岸關係趨向正面觀感的變遷 

中共透過邀請台灣在野黨領袖訪問中國，不斷藉由釋放各類有關兩岸交流訊

息的「善意」，從江丙坤與陳雲林簽訂的「十二項共識」、「連胡公報」到「宋胡

公報」，中共操作對台議題，並且配合相關的政策與作為。在國親兩黨主席訪中

之後，中共的接觸網絡由在野黨黨公職與民間同步交織進行，諸如邀請與國民黨

關係密切的省農會、國親兩黨農業交流團、工總…等團體陸續登陸訪問，台灣社

會頓時呈現一片大陸熱的氣氛，對於兩岸問題的態度，台灣內部從政黨到民間，

也開始有了微妙的變化，  

首先，中國以超高規格的禮遇接待連戰、宋楚瑜兩位黨主席，並透過精心的

規劃設計，從安排總書記胡錦濤以黨魁對黨魁的方式與連宋會晤，小至其他細情

小節的佈置，在媒體鏡頭前刻意凸顯平等、尊重與情意，通過這個舞台，中國當

局的正面形象首次成功地實現了大規模的「入島入戶入心」（徐博東，馬淑明，

2005：88），隨之而來，就中國對台敵意的認知上，台灣的民意在連宋訪問中國

之後開始有了明顯的變化。 

依據國策研究院委託柏克市場研究公司在「反分裂國家法」通過前夕的二０

０五年三月九日至十二日所做的民調顯示，認為大陸政府對我政府的態度不友善

（含不友善與非常不友善，下同）的比例，高達百分之七十九點一。對台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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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友善的比例，亦高達百分之六十二點八（詳表 4-1）。103在連宋相繼訪問中國後，

陸委會委託政大選研中心於二００五年五月四日至六日所做的民意調查資料顯

示，有百分之四十五點四的民眾認為大陸當局對我政府不友善，有百分之三十七

點三的民眾認為大陸當局對我人民不友善，與前述二００五年三月之調查結果比

較，認為對我政府不友善的比率遽降百分之三十三點七，認為對我人民不友善的

比率亦下降百分之二十五點五，均為歷年以來調查結果的最低點（詳圖 4-1）。104 

 

表 4-1：「台灣民眾對中國制訂反分裂國家法的看法」民意調查 

初步數據報告（2005/3/9-12）， 

、請問，您認為大陸的政府對我們政府的態度是友善，還是不友善？ 

非常友善 友善 不友善 非常不友善 無反應 總計 

0.4 8.5 50.2 28.9 

8.9 79.1 
12.0 100.0 

 

二、請問，您認為大陸的政府對台灣地區人民的態度是友善，還是不友善？ 

非常友善 友善 不友善 非常不友善 無反應 總計 

0.6 24.5 45.6 17.2 

25.0* 62.8 
12.2 100.0* 

 

資料來源：陸委會105 

 

                                                 
103 同註 17。 
104 陸委會，（民眾認知大陸當局對我敵意態度民意調查【民國九十四年五月四日至六日】結果

摘要），詳見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5/5/6。 
105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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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民眾認知大陸當局對我敵意態度（1998/8-2005/5） 

　資料來源：陸委會106 

 

 

此外，依據「中國時報」於二００五年四月三十日的民調，有百分之五十的

民眾認為「連胡會」對兩岸關係有正面影響。同一日，「聯合報」公佈的民調，

百分之五十六的民眾肯定「連胡會」的進行有助於兩岸的和平發展，感受兩岸關

係趨於緩和的受訪者也達到百分之三十一，這是「聯合報」相關民調自一九九八

年辜汪會談後七年來的新高。而在該報稍後於五月十三日所公布的民調更顯示，

感覺兩岸關係趨向緊張的人，從「反分裂國家法」通過後的四成七、連戰訪問大

陸後的一成七再降至百分之九。覺得兩岸關係趨於緩和的人，由連戰大陸行之後

的三成一增為三成六，三成二的人認為沒有太大變化；電子媒體所做的民調也顯

現類似的結果。根據 TVBS 電視於五月二日所做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五的

民眾認為連戰訪問大陸有助改善兩岸關係。107而年代電視所做的民調中，有百分

之五十四點七的受訪者認為連戰訪問大陸，對台灣社會和未來兩岸關係有所幫

助。108以邀訪連宋為突破口，透過媒體成篇累牘大篇幅的報導，北京當局成功地

降低了台灣人民認為其對台不友善的觀感。 

                                                 
106 同註 104。 
107 研考會，（「連戰結束中國大陸訪問」民意調查），參見研考會網站，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15826&ctNode=5692，2005/5/2。 
108 研考會，（「連戰赴陸評價、大陸三禮、府院黨兩岸政策等」民意調查），參見研考會網站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15831&ctNode=5692，2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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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方面，連戰的登陸訪問，同樣有效地提高了國民黨與連戰個人的民

意支持度。依據「中國時報」於四月二十九日的民意調查結果，知道連戰大陸行

的民眾當中，有百分之五十六對連戰此行的表現感到滿意。無獨有偶地，依據「東

森新聞報」委託輔仁大學統計學系於二００五年四月三十日所做的民調

也顯示，對於連戰訪問大陸有百分之五十六的民眾表示贊成，而對連戰與胡錦

濤會面的表現，也有百分之五十二的民眾表示滿意。109甚至，連民進黨自己所公

布的民意調查也透露出幾許耐人尋味的訊息。依據民進黨中央在連戰登陸相關報

導密集曝光的四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所做的民調結果顯示，民進黨於任務型國代

選舉的政黨支持度從百分之四十點三下滑到百分之三十三，國民黨則從百分之二

十九點八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國民黨的民意支持度超過民進黨。就此，民進黨

秘書長李逸洋即表示，影響民眾國代選舉的投票因素並不在於憲改的內容，政黨

訪中帶來的政治議題才是影響投票傾向的決定因素。110 

過去，兩岸之間因為北京不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台灣追求擴大國際生存空

間的努力，被簡單化約為製造「兩個中國」、「一中一台」。但這樣的簡單化約，

無法說服台灣民眾，反而幫助創造以台灣為中心的本土認同，以及所謂「去中國

化」的訴求。111中共並且年年增加對台灣的飛彈部署，更以「反分裂國家法」明

訂在一定前提要件下可以對台灣施加「非和平方式」，種種強硬的作為讓台灣民

眾對北京當局的反感日深，兩岸關係屬於比較單一的「對抗狀態」。然而連戰的

登陸訪問，國共兩造歷史當事人營造和解風潮，讓兩岸關係由原來的「對抗」狀

態轉變為「對話互動」的狀態，112特別是連戰演說中所揭櫫的「雙贏論述」，迥

異於一向以來瀰漫於台灣的「賣台／愛台」、「本土／非本土」，以及「統／獨」

                                                 
109 研考會，（「 台 灣 及 大 陸 民 眾 對 連 戰 訪 問 中 國 大 陸 的 看 法 」民 意 調 查 ），研 考 會 網 站，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15825&ctNode=5692，2005/4/30。 
110 民進黨，（民進黨第十一屆第三十二次中常會新聞稿），民進黨中央網站，

http://www.dpp.org.tw/，2005/5/3。 
111 趙建民、許志嘉，（民進黨執政後中共對台外交孤立策略及其效果），和平論壇網站，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064&webitem_no=648，2005/11/28。 
112 薛翔，（連宋“大陸行＂後台灣民意分析），中國台灣網，

http://big5.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5266668/Uyyping/A95499.html，200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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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籤化運動，其強調「兩岸可以藉著良性互動，擺脫歷史恩怨糾葛」，讓雙方

在和平穩定的發展過程中取得雙贏。這樣的說法出現在兩岸之間日益對立的嚴峻

情勢，甚至中國透過「反分裂國家法」將對台用武授予法源基礎的當口，台灣的

民意顯現了希望能在緊繃的兩岸關係中尋求另一個可以緩解的出路，連戰的「雙

贏論述」提供了一個新的方向，從而也讓連戰在國內一向低迷的聲望，因「連胡

會」的成局達到了過往從未有的境界，更使得國民黨重新獲得了自信。 

顯然地，民調資料多少說明了，國民黨透過政黨交流過程對於兩岸交流所起

到的正面與積極作用，而民間社會經濟的支持作為一種社會資源，乃因國民黨所

主導的海峽兩岸政黨交流在政治觀念上的突破與帶動，也跟著在不同的階層、族

群、行業、地域與中國大陸展開了更廣闊與更綿密的交流，從權力運作的角度來

看，國民黨可以說搶奪了這一龐大資源的意向與流向的主導權；反觀，執政的民

進黨受制於與對岸在意識型態與政治利益的對立以及在安全把關上的責任，處處

顯得被動與保守。在兩岸交流環境鬆弛，而執政黨卻操作易於引起兩岸緊張的政

策工具時（包括一邊一國、制憲的主張，推動正名、憲改等等的政策作為），自

然地成為主動將「交往」這一區塊的詮釋權讓渡給國民黨。所謂執政黨扮演踩煞

車的政治分工，乃更加使得民進黨無法在兩岸的三角關係變化中扮演積極與主導

的角色。 

 

貳、國共擴大交流促使台灣民眾對中國敵意的降低 

中共欲透過制訂「反分裂國家法」遏止台獨，然而對於堅持台灣主體，認為

台灣與中國本是一邊一國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它的相對作用力卻是加強了台

灣抗拒中國視台灣為其一部份的共識（Cabestan,2005：42）。除此之外，中國也

必須面對台灣朝野各界的質疑與批判，以及國際社會關切這項立法對台灣主權國

家地位的侵犯與存在可能片面改變台海現狀的危險。 

北京當局為轉移國際輿論的焦點、解消台灣內部的反彈壓力，以及舒緩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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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持續緊張的對峙氣氛，中共方面在第一時間即促成國民黨立院黨團訪問北

京，隨後並迅速宣佈將邀請國民黨主席連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登陸訪問，營造

兩岸和緩、對話的情勢，並藉此向台灣民意、美國、日本、歐盟等表示，「反分

裂國家法」僅僅是針對扁政府所代表的台獨勢力，以彌補「反分裂國家法」的負

面影響。北京的作法似乎在透過交往的善意行動來化解或掩蓋「反分裂國家法」

所呈顯的負面觀感。這種作為雖然不等於「反分裂國家法」的消失，但在兩岸政

治文化中一般人「實勝於名」的心態而產生的觀感，至少是正面的。 

而國民黨方面，對於共產黨的邀請，的確是有著高度的意願且積極回應，這

可謂是客觀情勢條件下一個合理的決策行為。蓋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國民黨再度

失利，對於代表參選總統的國民黨主席連戰而言，外在不利的政治環境固然一方

面逼使其必須在競爭執政權未果後整頓國民黨內部，尋找新的政治舞台，但於此

同時卻也給予其擺脫國內選舉因素制約的機會，而得以一圓選前即計畫登陸訪問

的夢想，顯現其跳脫國內藍綠爭鬥的框架，敢於大開大闔創造歷史，可望成就更

大的政治能量。特別是在中國適正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之際，連戰的往訪如能

舒緩兩岸的嚴峻情勢，則更能顯其必要與可貴。由是，連戰受邀中國大陸，北京

方面予以高規格的接待，可說是雙方恰逢時機下各符所需的決策選擇。 

二００五年春天，連戰、宋楚瑜兩位黨主席先後登陸訪問，掀起各界的高度

關注，繼之而來的場景展現了連宋登陸所帶給國際社會的宣示意義，相當程度給

予外界台灣並不排斥與對岸進行政治層面往來的印象，幫助中國因通過「反分裂

國家法」所引起的國際與台灣的反彈順勢解套。僅僅以世界龍頭，在兩岸關係中

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美國而言，其官方立場便多次表達樂見因連宋登陸開啟兩岸

的對話，認為有助於兩岸的和平。甚至在二００五年九月十三日召開的聯合國大

會總務委員會議，針對我國友邦提出的「和平案」，中國代表以台灣的在野黨領

袖訪問中國受到兩岸民眾的支持，作為有力的宣傳，藉以反駁「和平案」，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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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稱「反分裂國家法」的制定是在維護兩岸的和平，遏制台灣的分裂行動。113 

尤有進者，中共邀請連宋登陸訪問，另一個重大的成果則是加強反獨的作

用。依據作者訪問國民黨黨務主管 C 與大陸研究台灣事務的學者 E，兩人共同的

解讀皆認為，連戰訪問中國的「和平之旅」，成功地向中國大陸民間傳遞了「台

灣仍有相當一部份人不贊成台獨」的訊息，緩和兩岸劍拔弩張的情勢；E 更進一

步指出，過去北京當局鮮少有機會在台灣的媒體報導中展現正面形象，但連宋訪

問中國，透過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取得相當良好的宣傳效果，可望降低台灣人民

對中共政權的反感，弱化台灣內部對台獨的支持力量，這是意料之外最大的收穫

之一。中共區別對待的敵我分化，無疑地，引導了台灣內部觀念的歧異化，它既

一方面吸納了統戰對象中的共鳴者，也在統戰對象中進一步激化了內部的分裂。

委實，共產黨善於統戰與分化，其一貫的名言與手段：從敵人的內部瓦解敵人。

透過「拉藍、攏橘、打綠」的「剝蕉法」，拉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而一旦

今日的主要敵人泛綠陣營未來走向弱化，次要的敵人藍營卻重新執政再度強大之

時，中共的策略很可能轉變為在泛藍內部「拉一派、打一派」，拉攏非主流勢力

削弱執政的當權派，如此層層剝下，直到台灣徹底瓦解爲止。114 

委實，北京透過與泛藍的聯手，成功地在台灣島內構建了「紅藍反獨聯合陣

線」，從深層結構來看，中共當局顯然深諳民族主義乃是最能挑動人們深層情感

的話題，中共對台的拿手戲碼莫過於「反台獨」，因爲只要「反獨牌」一出，台

灣內部總是會環繞著「反台獨」與「反反台獨」而竭力相鬥，乃至忘卻當前的共

同大敵。115故而泛藍與中共攜手反獨，實已踏進北京的陷阱，為胡錦濤創造了一

個對台統戰鬆懈台灣人民心防的機會，同時帶給民進黨政府壓力（Lin & Lin，

                                                 
113 二００五年我國推動參與聯合國一事，透過友邦在聯大總務委員會提出了「參與案」及「和

平案」兩大提案，詳細情形請參見外交部網站，（「第六十屆聯大總務委員會審議相關友我提
案」新聞說明會紀要），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6846&ctNode=1099&mp=1，2005/9/14。 

114 明居正，（明居正：國民黨勝選對於泛藍陣營的啟示），大紀元新聞網，
http://www.epochtimes.com/b5/5/12/15/n1154851.htm，2005/12/15。 

115 同註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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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3）。中國方面即有學者就此做出剖析，認為只要國共之間透過政黨交流

所建立的管道維持暢通運作的功能，北京的影響力就可以持續不斷透過此一管

道，直接滲透到台灣內部，弱化民進黨政府長期以來對中國不利形象的塑造，削

弱其帶有敵意與仇視的論述，從而影響台灣的民意趨向，逐步達成孤立台獨勢力

的目的。116 

更積極而言，兩岸政黨交流熱絡，從戰略面看，有利於開拓反「文化台獨」

新渠道，而讓中國「大一統」文化更進一步深入與擴張。當中國大一統文化取得

台灣內部主導權，原有主張台獨的觀念逐漸式微，兩岸新的集體認同將對紅藍合

作產生正面與積極的作用。而此一新的兩岸的集體認知，將有助於北京與支持統

一的政治勢力有效吸取台灣內部新的社會資源與認同，從而孕育結構性的轉化能

量。 

尤其是，在連宋登陸後，北京更連續釋放諸多惠台經濟政策。看來胡錦濤對

台政策的出手，已由制訂「反分裂國家法」的單向佈局，轉入更細緻與更精密的

雙向架構，透過邀請連宋來訪，國共建立紅藍聯手的政黨合作平台，北京當局藉

由此一通路打破民進黨政府制約兩岸交流的瓶頸，大力放送各項優惠措施滲入島

內，以落實其「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統戰策略，為長期的「反獨促統」奠定基

礎。發展至此，很顯然地，連戰的登陸訪問讓國共雙方營造和解風潮，此一舉措

雖仍未化解兩岸因為主權僵局所形成的「對抗性結構」，但無疑地，卻使辜汪會

時期的「對話性結構」重新浮出。這裡也透顯出這種新的狀態對於往後的「紅藍

綠」小三角關係與「美中台」大三角關係，在在形成了一定的衝擊效應，從而產

生新的發展與變化。 

 

 

                                                 
116 朱松嶺，（兩岸政黨交流機制：影響力投放的新管道），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71/3474814.html，20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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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紅藍聯手制綠」結構的變遷 

壹、中國以利誘為主導的對台統戰策略 

深入探究「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北京當局最大的成果莫過於得到了

「九二共識」的承諾，由親民黨處更獲得了「兩岸一中」的結論，北京方面在原

則問題上絲毫未讓，卻在上述的基礎上擘劃了國共擴大交往的各種圖像。這是中

國對台政策的新突破，中國此番在處理與台灣泛藍政黨的共識時，採取了「政經

分離」的策略：掌握「承認九二共識」和「反對台獨」的前提，在不討論「一個

中國」內涵為何的情況下，仍可進行兩岸經貿、社會與文化的交流。總計二００

五年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訪問中國，談出了六十三項議題，分別是政治類十三

項、經濟類三十四項、社會類六項、文化類十項，除卻政治類的主張難以推進外，

其他領域的議題都是可能推動或可望實現的，這已可視為北京當局在「一個中國

原則下，什麼都可以談」的切割處理（董立文，2007：114）。 

以國共擴大接觸為起點，中共推出了一系列以「利益」為導向，瞄準台灣各

階層的政策與措施，單單二００五年即推出一個又一個令人目不暇給的新措施，

試舉其中的犖犖大者如下：六月十五日宣布簡化台灣民眾出入境大陸簽證，同時

並宣布放寬台灣民眾到大陸就業的限制；七月三十一日宣布即日起對十五種台灣

的進口水果實施免關稅；八月二十四日宣布台灣學生學費減收與設立台灣學生獎

學金；九月二日宣布批准長榮、中華、立榮與華信航空飛越大陸領空；九月二十

七日宣布向台資企業提供首五年三百億美元的開發性貸款融資額度。到了二００

六年三月五日，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在對全國人大的政府報告中，提出支持「海

峽西岸」的經濟發展，福建省旋即開始積極推動相關的建議案，明確提出將福建

省重新定位為「對台特區」，而中共的「十一五計畫」，更進一步規劃以福建省為

主體，涵蓋台灣在內的「海峽西岸經濟特區」，將台閩關係納入中國國家發展綱

領與區域整合，以推動海峽兩岸的「經貿統一」（吳瑞國，2006：A4）。 

面對中國綿密拋出的政策風向球，伴隨這些政策議題透過媒體傳播在台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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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的聲勢與熱度，陸委會在二００五年五月份即接受交通部建議，把大陸居

民來台觀光和兩岸貨運包機合在一起和對岸談判，且不排除增加海運直航的議題

（中共研究雜誌社資料室，2005：178）。二００五年六月陸委會主委吳釗燮宣布，

政府將在建立完整配套的基礎上，優先推動「貨運包機」、「台灣農產品輸銷中

國大陸」及「中國大陸人士來台觀光」三項兩岸協商議題。 

到了二００六年四月，國民黨由榮譽黨主席連戰領軍，帶領包括黨公職與企

業家在內的四百多位團員登陸中國，出席首屆國共論壇（兩岸經貿論壇），達成

多項共同建議。中共方面更在該一論壇閉幕前，由國台辦主任陳雲林親自宣佈「促

進兩岸交流合作、惠及台灣同胞的十五項政策措施」，這又是一次國共聯手端出

的政治大餐。率團來訪的連戰，其既然已經從現實的政治舞台淡出，不再掌有黨

機器，以共產黨素來重視與實權對象交往的性格，原本實難以期待北京方面會如

同二００五年連戰登陸訪問時的超高規格禮遇，但為了促成連胡再會，國民黨費

心思量地安排設計，號召了台灣近兩百位的企業家出席參與，就中不乏動見觀瞻

的工商鉅子，其產值總和相加竟達台灣年度國民產值的近半數，聲勢驚人可見一

斑，眾多台灣知名企業家不避政治敏感與會，對民進黨政府而言，確實是一個不

容輕忽的警訊。畢竟，企業界的熱情參與，一定程度上反映了對泛藍陣營政治實

力介入支持的期待。 

尤其，台灣實行的是立基於選舉的民主政治，經濟力主導的社會資源之龐

大，無人敢忽視。在此之際，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固然與企業有一定的關係，但畢

竟其基本理念與路線具有反中性格，在兩岸經貿關係上也尚未發展出大開大閡的

政策。反觀，國民黨不僅沒有此一疑慮，甚且已透過行動逐步開展出兩岸交流的

規則與制度，並有主導立法院與縣市執政的優勢的保證，兩相比較之下，此一小

三角關係的變遷更有利於國民黨而非民進黨。而就開放的邏輯-強愈強，弱愈弱-

看來，此一資源所蓄積的潛能顯然是往支持國民黨的方向釋放。 

就中共當局的角度來看，長期以來，兩岸處於「政冷經熱」的格局，如能經

由政黨交流促使兩岸各項交流進一步發展，甚至形成政治與經濟相互結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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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機制，兩岸原先的格局有望改變，這是北京所樂見的。更由於這一次論壇在中

國舉行，中共充分掌握主場優勢，並以「軟的更軟，硬的更硬」的分流作法，勾

畫出「以民逼官」和「以商圍政」的戰略目標，其內涵充分展現在論壇閉幕式上

國台辦主任陳雲林所宣佈的十五項惠台政策措施，涵蓋了農業、漁業、旅遊、教

育、醫療和中國海關等各層面。其重點顯然以台商、農漁民、醫師、青年學生為

主要目標，不僅統戰從業人員且及於事業主，就選票的結構而言，更具有鬆動綠

色票倉同時拉攏中間以及年輕選民之效。 

在經貿領域之外，農業領域是中共另一個對台統戰施力的重點。首先，中國

方面以實際的作為，強化對台農業及經貿交流的策略主軸。二００五年三月十

日，中國農業部部長杜青林於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所舉行的「農業、農村和農

民問題」記者會中表示，將進一步推進海峽兩岸的農業合作，解決合作中遇到的

一些問題，特別是要落實好胡錦濤所提出的，要為台灣的農產品銷往大陸創造條

件。三月十四日，中國人大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國務院總理溫家寶於會後記

者中提及，要授予台灣農產品銷往大陸市場一些優惠待遇，北京的宣布顯示其有

意借此利多政策的發佈緩和台灣的負面反應，並進而施行其對台農業統戰策略。

中共當局劍及履及在二００五年四月於國務院成立「台灣農產品輸入工作小

組」，由副總理吳儀出任組長，統籌處理相關事務。四月下旬連戰登陸訪問，離

去前北京趁機送出十餘種水果零關稅登陸的惠台政策，配合媒體報導的炒作，中

共的對台農業統戰獲得十足的宣傳效果。 

緊接著在連宋結束大陸行訪問後，包括天津、廈門、上海等地自五月份開始

提供台灣水果快速檢疫、通關的服務，積極為之「開綠燈」。二００五年六月，

國台辦記者會宣布將對十五種水果實行進口零關稅，台灣水果登陸的話題持續熱

炒，中共並趁勢舉辦「海交會」、「廣交會」、「農產品交易會」等多項展售活動，

擴大規模並加大對台灣重要民間團體的邀請力度，使得台灣農產品登陸與兩岸農

業合作等議題再度成為兩岸交流的焦點（李圴、李桂英，2008：24）。中國的國

台辦、商業部、農業部更於同年七月十八日聯合宣布，自七月起設立「海峽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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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建）農業合作試驗區」，目標是建成吸納台灣農業外移之「四大基地」、構築

兩岸人員、科技與訊息交流等「三大平台」、提高整合資源優勢等「三項能力」，

117顯現中共計畫性、系統性地透過各類的交流與合作，落實對台的農業吸納。 

中共選擇以「農業交流」作為對台政策的主攻項目之一，除了擴大統戰對象

的目的外，同時也是要瞄準民進黨執政根基所在的綠色票倉，藉以鬆動民進黨的

支持基礎。然而，畢竟中國單方的作為效果有限，為發揮對台農業統戰更大的戰

力，北京當局將眾多有關兩岸農業交流的優惠政策，透過紅藍聯手舉辦的大型論

壇釋放發佈。 

二００六年十月，第二次國共論壇於海南博鰲揭開序幕，會議名稱定為「兩

岸農業合作論壇」，主題是「加強兩岸農業合作、實現兩岸農業互利雙贏」，該一

主題乃延續第一次國共論壇七大共同建議事項中的第三項-「促進兩岸農業交流

與合作」而設定，更進一步深化對台灣農民的工作。會中主要的成果為通過七項

共同建議，其中大部分都是中國單方面可採行的措施，只有少數需雙方合作的事

項，且基本上限定在民間團體，不受台灣政府的公權力拘束。會後中國循例在閉

幕式上宣佈二十項擴大和深化兩岸農業合作的新政策措施。 

綜觀這二十項措施之內容，仍然圍繞在「台商投資」及「台灣農產品登陸銷

售」此兩大主軸，主要是大陸單方向釋出優惠政策，創造有利經營環境以吸引台

灣的資金與技術。然而，若考慮到台灣水果在銷中議題熱炒前，是以日本、美國

等高價水果國家為主要市場，中國僅是很次要的市場，而即使在中國開放十五種

水果零關稅及快速通關的優惠後，台灣水果銷往大陸的銷售金額雖有增加，但較

諸日本等國仍遠遠不及，118且銷售價格遠低於在其他經濟發達國家市場的定價，

                                                 
117 (中共籌建「海峽兩岸（福建）農業合作試驗區」)，《海峽兩岸關係紀要-民國九十四年七月》， 

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5/7/19。 
118 二００四年台灣水果銷往日本、美國的金額分別為一千四百二十二萬美元、七百六十三萬美

元，銷往中國金額僅為三十四萬美元，相差懸殊。二００五年開始，雖然台灣水果銷往中國
的金額增加至一百六十七萬美元，但與當年外銷到日本的一千四百八十五萬美元相比，仍差
距甚大，此後數年台灣水果銷中的金額一直維持在兩百萬美元左右，然而銷往到日本的金額
卻成長到兩千萬美元上下。見李圴、李桂英，（水果銷中 中看不中吃），《看 雜誌》，第二十
一期，二００八年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九日，頁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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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水果銷中對於農民可產生的利益與媒體的大幅報導熱度顯然落差甚大。更何

況，台灣以個體戶在中國大陸投資設立的農業合作試驗區或是創業園區，運用投

資生產農產品的方式進軍中國農業，短期內既不會促進台灣農業結構因應自由化

競爭而做轉型（雷立芬，2006：57），更可能讓台灣先進的農業技術外移流失至

中國，在未來形成對台灣農業的強力競爭。尤以，北京當局片面與台灣泛藍在野

黨達成農業合作的共識，卻刻意繞過執政的民進黨政府，兩岸公權力未協商、介

入的情況下，難以期待由上而下透過整體規劃的大型農業計畫，真正為兩岸農民

帶來農業的轉型、發展與提升，究其實，紅藍兩大陣營的深層考量還是在於透過

合作改變現存結構的戰略佈局。 

委實，從第一次「連胡會」後，北京安排在連戰離去前，送上部分水果零關

稅銷中與貓熊來台的贈禮，到兩次國共論壇的閉幕式上，中共合計釋放了三十五

項的對台經濟優惠措施，北京為國共平台大力加持的用心充分流露，而且其中不

乏精密的算計。蓋仔細推敲起來，北京所提供的這些片面優惠政策當中，有許多

並不是國共論壇的主要議題或共識，中共不過是藉由國共論壇的場合宣布其惠台

措施，以擴大對台灣人民的統戰與宣傳效果（邱垂正，2007：112），同時更藉此

巧妙地為泛藍塑造形象，助勢加分。 

                                                 
119 例如台灣水果在美國的售價每公斤約二點二四美元，在韓國約二點一五美元，但在中國僅零

點五四美元，利潤極其微薄。上述數據乃依照時任民進黨立法院黨團幹事長的陳景峻委員，

在二００六年四月十五日，國共「兩岸經貿論壇」閉幕前，國台辦宣佈十五項對台優惠政策

後，召開記者會所提資料。參見中央社，二００六年四月十五日（中國對台新措施 民進黨團：

糖衣毒藥）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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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第一次、第二次國共論壇比較表 

次別 第一次 第二次 

名稱 兩岸經貿論壇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 

召開日期 2006 年 4 月 14 日至 15 日 2006 年 10 月 17 日至 20 日 

舉行地點 北京 海南博鰲 

參加人數 500 400 

論壇主題 兩岸經貿交流與直接通航 加強兩岸農業合作、實現兩岸農

業互利雙贏 

 

 

 

共同建議 

1.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符合兩

岸同胞的共同利益和期望。 

2.積極推動兩岸直接通航。 

3.促進兩岸農業交流與合作。 

4.加強兩岸金融交流，促進兩岸

經貿發展。 

5.積極創造條件，鼓勵和支援台

灣其他服務業進入大陸市場。

6.積極推動實現大陸居民赴台旅

遊，促進兩岸人員的往來和經

濟關係發展。 

7.共同探討構建穩定的兩岸經濟

合作機制，擴大和深化兩岸經

濟交流與合作，促進兩岸關係

發展，實現共同繁榮。 

1.促進兩岸農業交流與合作，實

現雙贏。 

2.歡迎台灣農民、農民企業到大

陸投資興業。 

3.採取措施，保證台灣農產品輸

入大陸快速通道順暢。 

4.繼續幫助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

售。 

5.維護農產品貿易的正常秩序。

6.推動構建兩岸農業技術交流和

合作機制。 

7 推動建立兩岸農業安全合作機

制。 

資料來源：唐永瑞，＜國共經貿論壇對兩岸關係影響分析＞，《展望與探索》，

第 5卷第 8期，頁 114-116。 

 

 

故而，共產黨的讓利，表面是中華統一大業，實質是「扶國民黨上馬」的作

為。對台灣可能產生的不利影響是：究竟共產黨是敵是友？或者是友亦是敵？從

紅藍交往合作後的行為軌跡來看，其共識應是：以兩岸和平與雙贏共榮的大中國

為依歸，將現階段基於政治利益下的共同敵人指向走台獨路線的綠色陣營，國共

兩黨是台海和平的維護者，而陳水扁則是麻煩製造者。著實，台灣的民主機制已

因泛藍陣營的跨海行動而面臨困惑，國共所樂見的景象是：推進兩岸早日實現直

接「三通」，加強兩岸的農業合作，推動兩岸的教育交流，促進早日實現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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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居民赴台旅遊，並且擴大台胞尤其年輕人在中國大陸的就業範圍。紅藍構想一

旦落實，相信兩岸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於政治的整合可望再進一步前進。 

北京當局清楚認知，影響兩岸關係的變化情勢，取決於兩個「大三角」與「小

三角」的互動關係發展而定。「大三角」--美、中、台三角互動型態，決定了兩

岸關係未來走向的外部架構；「小三角」--民、國、共的三角操作模式，卻可以

成為影響台灣內部朝野互動的關鍵變數（王銘義，2007：101）。自胡錦濤主政後，

政黨交流對話正是中國對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北京的度量中，對台灣採取敵意

的作為，不利於中國與世界經濟日益增加的連結，有害於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

係，也妨礙了中國對台政策的主動性；然而，從另一個角度觀察，中國的領導人

也不可能接受台灣獨立，所以中國當局需要「阻獨」、「反獨」，避免與台灣走向

兵戎相見（Kuo,2005：131）。是以，透過國共合作平台，北京方面既可對台建立

島內「反獨統一戰線」，釋放利多新聞聚焦影響台灣內部選舉，又能藉此箝制泛

藍，如其能於二００八年總統大選重新取得執政權，則不能背離前此國共政黨對

話的前提要件，換句話說，國共之間的政黨合作正是中國藉以「反獨促統」的理

性戰略選擇（張五岳，2007：102）。 

再進一步分析，又可發現中國在推動上述交流時，秉持的是「民間」原則，

包括航運方面由民間行業組織協商、農產品銷售由農業民間團體協商、漁工勞務

輸出由兩岸民間漁業組織對口、台商投資權益保障由工商團體推動簽署。這樣的

安排顯示了中國方面著眼於民進黨政府不可能接受以「一中原則」作為前提的官

方往來，在堅持中國與台灣是中央對地方的定位，又亟思透過各類交流以拉攏台

灣民心的考量下，繞過民進黨政府，改以由台灣在野黨作為後盾的民間交流模

式，正所謂「透藍看綠、借藍引綠、靠藍促綠」（徐博東，馬淑明，2005：91），

這是典型的統戰策略，也是中共據以操作且效果上最符合其利益與需要的模式。 

總的來說，中共是將泛藍陣營當作認識台灣政治的放大鏡，是有效落實「寄

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橋樑。透過力行「寄希望」的策略，利用以「利益」為導向

的政策施行，讓台灣民眾對兩岸經貿合作的前景更加憧憬，進而拉攏、聯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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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團結的對象，由下而上，形成對中國傾斜的推力，不只使得台灣內部的藍綠生

態產生變化，更漸次位移兩岸的互動軌道，形成兩岸新的模式化關係。 

顯然地，北京當局的佈局是以「經濟吸納」為主軸，透過兩岸經貿往來、民

間交流的方式進行。藉由經貿的力量在台灣社會內部形成「以民逼官」、「以商圍

政」、「以通促統」的形勢。其針對台灣各個不同行業、階層、族群釋放符合其個

別利益與需要的優惠政策，甚至在經濟利益之外將交流的範圍延伸到兩岸縣市、

鄉鎮之間的對等交流，尋求「入島入心」的效果，最後在不動用軍事武力下和平

消化台灣，達到統一的最終目標。 

而設若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一直延續這樣的思維，則兩岸之間對於「民意」的

競逐，可望在未來兩岸政治角力的舞台上扮演愈形重要的角色。事實上，為了有

效拉攏台灣民心，北京當局不僅在政策上推出多項惠台措施，甚至在人事上也特

意佈局。二００五年七月，中共調整對台工作領導階層，擢升鄭立中、葉克冬等

在不同地區、領域、階層具有對台實務工作經驗者，以增加對台灣民心意向的瞭

解。120如此一來，過去在兩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居於較為次要、弱勢地位的民間，

可望擁有越來越充沛的能動，由下而上，在台灣形成對中國傾斜的推力，一改過

去兩岸政策幾乎是完全由上而下、執政黨主導而在野黨制衡、官方擬定而民間遵

行的政策決策模式。在這樣不斷發展的過程中，存於兩岸政治舞台各方行動者之

間綿密而錯綜複雜的互動，勢將進而形成某種新的結構，同時，遊走於其間的行

動者也勢必被迫在某種程度調整其結構位置與策略作為。 

 

貳、「紅藍聯手制綠」結構的逐漸浮現 

中共著眼於與代表台灣另一半的民意主流先交往、對談，而台灣的泛藍陣營

也樂見在跳脫島內的競爭之外，援引外力開創另一個全新的政治舞台，紅藍兩大

陣營從此開啟密切交往，並對往後台灣內部政黨政治的發展與兩岸政策走向帶來

                                                 
120 同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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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衝擊，兩岸間的互動不只出現量的改變，也出現了質的變化，特別是表現

在紅藍擴大交往，甚至隱然形成結盟的態勢上。顯然，國共彼此構建的新舞台，

已成為新規則與資源的一個孕育所和交流互動的新核心。而共產黨是集黨、政、

軍、特於一身一言九鼎的玩家，國民黨則儼然成為兩岸交流中台灣方面權力的代

理者。 

就在連宋訪中之後，為落實胡錦濤與連戰在「連胡公報」中關於「建立黨對

黨定期溝通平台」的共識，國民黨組發會主委廖風德在二００五年八月二十三日

率團前往中國大陸進行訪問。中共中台辦副主任鄭立中在會見廖風德一行時表

示，此次國民黨組團來訪是兩黨基層交流的「首航之旅」，意義重大。鄭立中並

指出，在接下來的幾天，深圳市與台南市、青島市與彰化縣、蘇州市與新竹市、

寧波市與基隆市、福州市與高雄縣之間的政黨交流工作也將逐步展開。共產黨和

國民黨兩黨的政黨交流將結合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各界人士，進一步密切兩岸人

員交往和強化經貿、文化等各種聯繫，121紅藍兩大陣營的各級黨公職人員自此之

後即公開地、集體地展開各類交流往來，互動熱絡頻繁。總計至二００六年底，

國共雙方除了已聯手舉辦過兩次的兩岸經貿論壇外，此外尚舉行了兩次的台商權

益保障工作會談、三次的產業標準化論壇，以及婦女、青年、產業等全方位的交

往，並進一步帶動擴大了兩岸民間的交流。122 

就泛藍而言，中共願意與之交往卻不願意與民進黨政府對話，恰可展現其處

理兩岸事務的能力遠優於民進黨，擴張泛藍在台灣的政治能量。更況且，兩岸由

和解、交流走向共榮雙贏，本就是其路線主張與願景目標。就北京當局而言，政

黨交流可以使大陸的政治影響透過交往物件，迅捷進入島內發揮影響力，這種操

作有利於大陸製造和利用矛盾：一方面，可以在台灣內部爭取到利益相同的力量

                                                 
121 楊伏山，（鄭立中會見國民黨中央組織發展委員會主委），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122，2005/8/24。 
122 自連宋登陸國共展開交往後，其帶動民間交流的效果立即顯現，單單在二００五年下半年的

七月到九月間便舉行了多種類型的會議：七月，在南京舉辦了以「兩岸合作共同發展」為主

題的「雙百論壇」；八月，國台辦邀請台灣駐大陸銀行、保險與證券業代表出席在雲南舉辦的

「台灣金融業者座談會」、召開「二００五年兩岸財經研討會」；九月，中國大陸黨史專家首

度表示赴台共同研究抗戰歷史等，民間交流密度之頻繁與多樣，可謂前所罕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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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另一方面又可以反向弱化台獨的能量。前述紅藍兩大陣營以政黨交流為切

入口，建立平台，透過聯手舉辦「兩岸經貿論壇」、「兩岸民間菁英論壇」、「兩岸

產業標準化論壇」等大型會議，釋放各種以利益為導向的優惠政策，就是典型的

範例。 

以中國全國政協主席賈慶林在二００六年四月「兩岸經貿論壇」的開幕致詞

為代表，賈慶林表示當前可考慮在相互尊重和保障對方經濟利益的前提下，以「區

域對區域、民間對民間、行業對行業」的方式，靈活處理有關事宜，並在「九二

共識」基礎上恢復兩岸對話和談判後，雙方可以協商建構長期穩定的兩岸經濟合

作機制。分析賈慶林的談話可謂是計畫周全有備而來，所謂「區域對區域」，中

共在論壇召開前夕，提出建立「海峽西岸經濟特區」，便是此一思維的具體落實。

而連戰帶領諸多各行各業的重量級企業家與會，一定程度上不也隱含了「民間對

民間、行業對行業」的表徵與意涵，反映了國共雙方的協力實踐？ 

顯然，中國有意避開官方對話，並得到台灣在野泛藍陣營的支持與合作，令

台灣的執政黨陷入兩難：緊縮，不思民間疾苦；放鬆，更坐實公權力的邊緣化。

觀諸各自的利益盤算雖異，也很難遽斷其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如何，但其集體效

應卻已在泛藍政治團體的加持下，嚴重地打擊了民進黨政府兩岸政策的合理性。

尤有進者，北京運用「區隔對待」的策略，技巧地透過讓利予與之合作交往的對

象，利用與泛藍政黨擴大交往為軸心，一步一步將力量深入台灣內部各行業、各

階層、各區域與各族群，欲藉以擴大對於選票的影響力，於此同時孤立與邊緣化

強硬的台獨勢力支持者，以分化其與民眾之間的利益聯結，從而促成政治生態與

政治版圖的改變。而泛藍在台灣內部面對與民進黨的政黨競爭，自然是樂於援引

此一助力，從這個角度看，中國始終是台灣進行選舉時不露面的參選方。123 

而相對於軟手策略的靈活彈性，中共在硬手的一面對台灣卻是毫不放鬆甚而

更加強硬。北京企圖一方面不斷增加導彈威脅與軍備擴張來恫嚇台灣，另方面則

在外交上透過層層的圍堵與打壓，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面臨緊縮，尤其在主權

                                                 
123 同註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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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上寸步難行。尤有甚者，中國更在非洲、拉丁美洲與太平洋島國積極擴張，

挖台灣牆角，對於台灣的邦交國的維繫產生很大的威脅。124而在台灣的經貿與其

他實質空間之重地-亞太地區，則給予綿密的封鎖與排擠，就中阻擋台灣進入「東

協加三」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可說是最典型的例證。這種層層的圍堵與打壓讓台

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面臨嚴重的壓縮，並有利於中國主導兩岸關係的發展形勢，從

而使得北京當局在兩岸關係上，恰可迎合國際上和平穩定的主流價值，並賦予中

國得以使用武力來對付台灣追求獨立的合理化與合法化基礎。 

尤有甚者，紅藍基於相互利用而攜手合作後，泛藍政治團體大舉登陸，台灣

與中國之間的界線為之洞開，兩岸交流已超越原先侷限於經濟的範疇。此一趨勢

讓泛綠陣營憂慮主權與國家安全將受侵蝕與傷害，尤其，國會的多數為泛藍陣營

所掌握，透過法案的主導、預算的阻撓等方式已帶來實質的影響。例如不顧中國

節節高升的軍備擴張而在立法院有了超過數十次的杯葛軍購行動。國親兩黨更企

圖侵犯行政權，推動「兩岸和平促進法」以及「兩岸人民關係條例」中「直航條

款」的立法，這將形同變相強迫台灣接受「反分裂國家法」當中的基本原則與主

張，而這正是北京當局所希望達成的效果。 

                                                 
124 目前台灣共有二十三個邦交國，最大的邦交區域是中南美洲（加勒比海為主）的十二國，其

次就是太平洋區域的六國，再其次為非洲區域的四國。在中南美洲方面，中國近年來與中南

美洲國家的雙邊貿易大幅成長，二００四年突破四百億億美元，到了二００七年一月至十月

中國與中南美洲國家貿易總額已達八百二十一億美元，這樣的情勢發展使得台灣與中南美洲

邦交國的經營越來越困難。而除了雙邊貿易的增長，中國更透過金援外交的攻勢鬆動我國在

中南美洲的外交根基，就中尤以建交長達六十三年的哥斯大黎加在二００七年六月七日宣布

與台灣斷交，引起震撼，事後哥國總統承認與中國建交是因為考慮到中國提供四億三千萬美

金的援助；至於非洲地區，其富產石油和其它自然資源更是促使中共對該區域著力甚深。查

德是非洲大國又盛產石油，對中國具有不凡的吸引力，二００六年八月六日，在時任行政院

長的蘇貞昌出訪查德前夕，我國宣布與查德斷交，這是繼二００二年諾魯斷交事件後，中共

刻意對台灣外交打壓的另一羞辱對待，台查斷交背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查德與蘇丹邊境的叛

軍問題難解，中國在後對蘇丹給予強大軍備奧援和金援資助是重要關鍵，透過中查建交，中

國官方承諾協助查德介入斡旋邊境的籌碼。到了二００八年，北京對台灣外交的擠壓與羞辱

更加變本加厲，一月十四日就在陳水扁進行元首外交的出訪時刻，馬拉威宣布與中國建交，

終止與台灣長達四十二年的邦交，我國外交部對此公開表示，二００七年下半年中共即開出

六十億美元天價利誘馬拉威；至於太平洋島國部分，依據澳洲重要智庫羅威研究所副研究員

佛格‧漢森所發表的「中國對太平洋援助的檢驗報告」，就中提到中國日益重視太平洋島國，

二００五年中國對太平洋保證的援助預算為三千三百萬美元，二００六年提高到七千八百萬

美元，二００七年則達二點九三億美元。北京透過給予高額的秘密援助和優惠貸款，並藉著

「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論壇」提高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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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來看，自胡錦濤上台以來，中國一方面集中全力封殺台灣的外交空間，

以強硬的作為挫折台灣；另方面則對台灣內部展現善意，以柔軟陷阱套籠台灣，

遂行「以商圍政、以民逼官、以通促統」。北京當局意圖透過胡蘿蔔與棍棒的交

互作用，達到併吞台灣的目標。這種「軟硬兩手」的手段一直是中共統戰台灣的

傳統策略，但相較過去的領導者，胡錦顯然應用得更為務實、細膩與精確，獲得

各界「軟的更軟，硬的更硬」的綜合評價，而且是硬的多做少說，軟的少做多說，

並且在軟硬手段的運用上，可發現一貫的邏輯準則：「框架」上，中國採取越來

越硬的立場，而在「內容」上，則採取更彈性與開放的作為。中國政府希望透過

對於台灣從經貿到外交的戰略性包圍與孤立，將台灣編入其體系而對它進行主

宰，這是北京對台政策動機的發韌，也是最終目標的依歸。從整體「紅藍綠」的

小三角關係看來，北京確然是掌握了權力運作所賴之規則與資源的主導優勢。 

反觀，自連宋登陸以來，小三角關係的變遷確實令民進黨陷入較為不利的處

境。自二００四年底三合一大選綠營當贏未贏，出現民意警訊之後，執政的民進

黨支持度一路走跌，二００五年十二月三日「三合一選舉」結果民進黨失利，內

部紛爭迭起，也造成了綠藍氣勢此消彼長的現象。到了二００六年上半年開始，

綠色陣營在環繞總統府高層弊案、總統女婿及親家牽涉內線交易被起訴與判刑等

連串的醜聞糾纏下，執政當局形象受到嚴重打擊，期間由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所

發起的紅衫軍「倒扁」行動，聲勢驚人，引發政局動盪不已。二００六年十一月

三日第一夫人吳淑珍因國務機要費案遭起訴，則更是如同晴天霹靂的一擊，不僅

使得泛綠陣營面臨內部失和、信心幾近崩盤的重大危機，民進黨內更傳出所謂「逼

宮」、「開放民進黨十五席立委進場支持贊成第三度罷免」的種種傳聞，一時之間，

陳水扁的政權可謂風雨飄搖岌岌可危，最後是在陳水扁出面提出，如「一審第一

夫人判決有罪就下台」的政治承諾下，危殆已極的情勢方稍稍緩和。但執政當局

的統治權威與正當性已受到重大傷害，在內顧猶自不暇，外部更有藍軍氣盛進逼

的情勢下，中國乃在某些方面，取得主導兩岸發展的先機。 

至此，從形式上看，輪廓似已日益明顯，但真實內涵卻又不是如此絕對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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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聯手制綠」的新小三角結構逐漸成形。中共方面毫無疑問地，自始至終以「統

戰」戰略對付台灣。現階段北京的對台政策既然是「反獨先於促統」，以此標準

看來，具「台獨」傾向且執政的民進黨自然是首要敵人，而將「國家統一綱領」

列為黨綱的國民黨則為次要敵人，依照中共「聯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

統戰邏輯，國民黨背後既有代表台灣半數民意的基礎，更與民進黨有著高度的競

爭關係，因此自然是現階段最佳的合作對象，中共的本意就是要利用紅藍聯手壓

制泛綠；反觀國民黨內部，未必所有的意見都是支持與共產黨聯合壓抑綠營，但

在連宋登陸後，與中共方面由接觸進而擴大交往再到多層次的合作，彼此間經由

不斷的互動、交會、回饋與生產的循環過程，逐漸慢慢浮現出一種在泛綠感受上

可謂為「紅藍制綠」的新的模式化關係。 

尤有進者，在透過所謂的「區域對區域、民間對民間、行業對行業」模式的

建構，兩岸民間的經濟與社會關係網絡可望進一步深化，這將為「紅藍制綠」的

政治互動提供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此一基礎將形成一種結構，對於未來紅、藍、

綠三方行動者對彼此的認知與對待，形成一種制約作用，而影響其後續事件的因

果的發展方向。然而，再從行動者反思性的角度來看，往後紅、藍、綠各自陣營

的主要操盤手在認知、觀念與利益上是否能「從一而終」、是否會起變化，這對

於暫時固定下來的互動結構而言存在著變數。例如，在藍營內部，馬英九與連戰

在兩岸政策的路線、主張與角色扮演也會有所差異，馬與連的互動、馬與胡的互

動、乃至於綠營自身的變化，都將牽一髮而動全身。 

 

參、連馬於兩岸政策主導權的爭奪與矛盾 

回顧國民黨自連戰擔任主席以來，逐步帶領該黨脫離「李登輝路線」，回歸

向「一中」靠攏，卸任前的大陸行則是總其大成，奠定了國共兩黨日後各層次公

開往來的管道與基礎。更重要的是，連戰期能透過此一平台繼續推動其兩岸政策

主張，維持在國民黨內部兩岸政策的影響力。雄心勃勃的連戰乘勝追擊，在交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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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棒之前，透過國民黨中央安排兩位黨主席候選人馬英九與王金平於中常會報

告參選理念，以確保繼任者繼續遵循其兩岸政策的路線。 

由當時見諸於報端的報導，部分擁連立委相信，「連胡會」公報是否能夠被

馬英九延續，這是連戰最在乎的問題，馬英九團隊成員的立委吳育昇則認為，「連

胡會」的結論都是國民黨的當前思維，也是馬英九的強項，馬英九只要回答延續

連戰路線即可（范姜泰基，2005：2）。果然，日後當選黨主席的馬英九在中常會

上即強調，自從連戰訪問大陸與胡錦濤達成五項共識後，兩岸已露出曙光，他完

全支持，也會繼續推動這項協議（劉添財，2005：A4）。問題是，馬英九擔任主

席後其兩岸政策確實是「連規馬隨」，完全繼承連戰的路線主張嗎？同時，作為

國民黨內二００八年最有力的角逐者的馬英九而言，連戰所謂的「路線的延續」，

更重要的恐怕是戲局參與者的退與進的現實抉擇，而這又關乎權力之分配。進一

步來說，連戰與馬英九又將如何對待彼此，從而界定利益與權力？這已涉及人性

與利益等複雜因素的糾纏。 

依據作者訪談一位曾擔任國內某專研兩岸且與國民黨關係親近的智庫前主

管 D 表示，一個明顯的事實是，連戰雖仍擔任國民黨的榮譽黨主席，但黨機器

已由馬英九控制，而連戰只能運用擔任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董事長一職，透過掌

握國民黨的智庫，繼續耕耘其在國民黨兩岸領域的版圖；相對地，馬英九則利用

接受媒體專訪的時機，拋出他在兩岸政策上的理念，欲爭回在兩岸議題上的主導

權，衝破「連胡會」共識所加諸於其上的束縛。 

D的觀察是以事實為根據出發的。D認為，馬英九以其資歷而言，他在海外

留學時期主編「波士頓通訊」時，就有豐富的與匪鬥爭經驗，回國後又擔任特地

為他量身定作的陸委會特任副主委，其豐富的兩岸關係資歷在國民黨內可謂排在

眾人之前，在兩岸議題的領域自然有其理念與定見。二００六年一月二十一日，

馬英九接受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國際版專訪時提出「終極統一」論，

就是馬英九針對兩岸關係發表主張所丟出的第一個震撼彈。 

D進一步指出，當馬英九提出「終極統一」論之後，連戰就不悅地表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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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黨主席這麼多年都沒有講過「統一」兩個字，類似的說法在台灣的媒體報導

中亦曾披露。而由「終極統一論」為起點，馬英九開始架構體系，二００六年三

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二日馬英九訪美期間提出了較為完整的論述，包括定義兩岸

現狀的「五不」：亦即陳水扁「四不一沒有」的再次宣示；解決兩岸問題的「五

要」：促進兩岸在「九二共識」、「一中各表」基礎上儘快恢復平等協商；達成三

十年至五十年和平協議；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包含全面直接雙向三通；兩岸

發展國際參與的「暫行架構」，讓台灣有合理的國際空間；建立文化教育交流。

馬英九不斷釋放出一些具符號性但內容空泛的東西，以此凸顯他與連戰在兩岸政

策上的不同，這些概念也一部份超越了「連胡會」的公報內容，與連戰的路線主

張並不必然具有一貫性。然而，有趣的是，連戰何以不悅？是對「終極統一」的

不悅？還是對馬英九想大步跨越搶奪兩岸政策主導權的疑慮？後者恐怕應是較

合理的推論。 

確然，對於兩岸經貿交流，連戰方面顯得雄心勃勃。D 表示，「連胡會」與

後續年年舉辦的國共論壇就是連戰影響力範圍內的操作成果。第一次「連胡會」，

胡錦濤大談「一個中國」原則就是要講給馬英九聽的，而「連胡二會」乃是首屆

「兩岸經貿論壇」召開之時，連戰當時已卸任黨主席，以共產黨的現實主義性格，

要促成胡錦濤仍願意出面與連戰會晤，國民黨方面非得準備豐厚的籌碼不可，因

此連戰與其兩岸政策的幕僚竭盡所能將台灣近兩百位企業家帶過去，促成「連胡

再會」。另一方面，雙方也想以會面的共識繼續牽制馬英九。對於中共來說，馬

英九如不願進來此一互動結構與平台，過去所投資的諾大資源形同虛擲，孰可

忍，孰不可忍？而如果馬英九想積極介入，又將如何處理作為老朋友的連戰，這

恐怕也是北京頭疼的事。  

然而，當作者再以同樣的問題訪問國民黨內熟悉並著力於兩岸事務的人員 C

與 Z 時，兩人皆否認上述觀察，並強調連戰與馬英九之間在兩岸政策的主張上，

路線是一致的。C 表示，馬英九提出的「五要」，前四要都與「連胡會」公報中

所提的未來願景相同，只有公報裡的第五點，「建立國共的黨對黨溝通平台」目



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8 年 
 

 152

前已在進行中，所以馬英九才會更改第五點為建立文化教育交流。。 

至於馬英九提出兩岸之間簽訂「暫行架構」，Z 指出，該一架構限定在外交

範圍，主要針對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而 C 則認為，馬英九的「暫行架構」帶

有「權宜」的意思，性質上偏向「中程協議」，但又不等同於之前美方李侃如等

人所倡導者。馬英九提出此議的目的，是想由台灣的角度出發，找出一個模式讓

台灣可以有更好的國際參與地位。 

雖然國民黨方面否認連戰、馬英九之間在兩岸政策的主張上有重大的分

歧，且堅決表示兩人的路線具有連貫性，但只要詳細觀察連戰在中國通過「反

分裂國家法」後登陸訪問的決定，馬英九對之採取保留的態度，並提醒連戰在

北大演講時多講述人權與民主的觀念，乃至於馬英九本人年年在六四紀念日提

筆為文，呼籲中共平反「六四天安門事件」，而連戰就此不曾贊一詞，到此刻為

止，馬英九對民主與人權的注重看似遠高於連戰。特別是，二００五年八月五

日，馬英九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甚至提到「六四不翻案，統一不能談」

（張景為、石文南、劉添財、蕭旭岑，2005：A4），就此以觀，「六四」對馬英

九而言，不只是一個個案，而是整個中國大陸是否能轉換民主的指標，同時更

是兩岸統一的前提。而對「民主」的信念甚至是否衝擊了馬英九在統獨思維上

的認知，而顯示其與連戰的主張大相逕庭之處，亦值玩味。　 　     

根據國民黨在二００六年二月十四日於「自由時報」所登的廣告當中提

及，「中國國民黨堅決主張，本於民主的精神，台灣的未來有很多的選項，不論

是統一、獨立或維持現狀，都必須由人民決定」，馬英九旋即在訪問愛爾蘭的途

中接受「聯合報」專訪時補充說：「國民黨不會把台獨作為選項，但對台灣人民

來說，我們還是尊重他們」（邵宗海，2006a：167），馬英九這種為統一設下「民

主」前提的說法雖然符合了連戰擔任國民黨主席時所揭示的「國家統一綱領」

的原則，但卻違背了該一綱領以「中國統一」為唯一選項的立場。同時更本於

民主的精神，馬英九認為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包括「台獨」的選擇在內。

這與「連胡會」簽訂的公報當中開宗明義將「反對『台獨』」作為前提，確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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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明顯的差別。125  

此外，馬英九顯然並不以「連胡會」的路線框架為滿足，而是刻意導入更多

國際因素的考量，標舉要讓台灣成為亞太區域的「和平製造者」，此點固然符合

美國的利益與要求，但弔詭的是，馬英九所提出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暫行

架構」，其主張過程之中由兩岸直接協商，排除美國的參與，如此一來是否將引

起美方的反彈？雖然受訪者 C 表示，美方應不致於有太大的反對意見，因為美

國在意的是兩岸情勢變得緊張，國民黨主張維持現狀，緩和兩岸，對美方而言，

長期來看，只要不涉及要與對岸統一即可。但如觀諸美國多年來在兩岸關係上力

求位於戰略制高點，以確保兩岸關係的發展在其可控制範圍內，並在美國的動態

平衡操作下維持兩岸「和而不統，分而不獨」的狀態，則過程之中，兩岸走向親

近，甚至排除美國的角色應是華府所不樂見。 

準此以觀，雖然國民黨方面否認連戰、馬英九之間在兩岸政策的主張上有重

大的分歧，且堅決表示兩人的路線具有連貫性，但只要詳細觀察連戰在卸任國民

黨主席後，其與馬英九之間有關兩岸政策方面從未有過共同一致的主張或宣示，

反而是各自透過管道在己方的戰場上力求表現，簡單地說，連戰和馬英九之間，

在兩岸政策不僅沒有溝通，甚且極可能在後續有關兩岸議題的主導權之爭仍將有

一番起伏周折。畢竟，以國民黨重視政治上排資論輩的傳統，連戰以退休的「榮

譽黨主席」之尊，即使對馬英九不足以構成現實政治權力上的挑戰，卻仍可藉由

其威望影響力形成一定的掣肘，遑論馬英九的權力來源來自於選票的民意基礎，

權力遊戲的合縱連橫非其所長亦非其所喜，設若有朝一日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大幅

下滑，抑或其兩岸政策備受質疑否定，難保連戰、王金平等馬英九執政團隊以外

                                                 
125

 當然，我們也不能排除，馬英九做此論述，更根本的著眼點，乃是基於爭取選票的考量，
為二００八年的總統大選鋪路。畢竟台灣的未來應由兩千三百萬人共同決定，已是民意的
主流，而之前馬英九有關「終極統一」的發言，亦引起了以民進黨為首的各方強烈批判，
陳水扁更於二００六年元月拋出「廢統」的政治主張，其主要的說法就是基於馬英九的「終
極統一論」，已侵犯了台灣人民選擇未來的權利，必須有所澄清。為反制民進黨的攻勢，更
為避免二００八年總統大選，「國家認同」的問題成為被強力攻擊的罩門所在，馬英九遂做
出「台灣的未來有很多的選項，不論是統一、獨立或維持現狀，都必須由人民決定」的立
場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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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民黨重量級人士，不會集結串連形成另一股抗衡的力量與馬英九進行政治上

的拔河與角力。 

進一步而言，馬英九作為一個台灣方面後繼權力戲局中的有力參與者，既有

的框架與規則如何容納這位後進新參與者？馬英九與胡錦濤之間如何看待彼

此？胡、連、馬三角關係又如何互動？同時，民進黨方面後繼的參與者在這過程

中將如何看待與被看待？這些後繼參與者擁有資源的多寡與藉之所發揮的影

響，透過各方行為者的互動，是否又將形成一個新的結構？凡此種種都將成為值

得觀察的新課題。 

 

 

第三節  民進黨政府的挑戰與因應 

壹、民進黨政府的政經挑戰 

一、政治結構的壓力 

（一）從「九二共識」到「兩岸一中」的壓力 

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連宋登陸在政治層面最大的衝擊，莫過於陷入與中國

主權之爭的糾纏。依據官員 A 表示，連胡會達成的共識，在連戰回台之後，利

用藍營在國會的多數壓迫行政部門執行，其中最嚴重的當屬「九二共識」的問題。

連戰往訪之前，中國要求連戰方面，訪問大陸後要公開講出承認「九二共識」，

承認「一中原則」，反對台獨，連戰答應了，他去對岸後就此不斷地說，也不斷

地闡述，卻不講「中華民國」。回台後，這些反對黨的議員在國會壓迫政府最力

的，就是要政府承認「九二共識」，這等於是國共聯手壓制政府。 

A 進一步說明，「九二共識」究其實是前陸委會主委蘇起在二０００年四月

二十三日，政黨輪替下台前拋出的說法，意欲要藉此掐住新政府。深入追究該一

共識，並不是要開創一個平台讓兩岸的對話啟動，而是要創造一個概念讓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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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無法接受，以此來框住兩岸關係，讓兩岸關係無法進展；另一方面，國民黨

又跑到中國遊說對方接受「九二共識」，中共也答應了，但民進黨政府無法接受，

如此一來，兩岸關係就很難繼續往前走，由此證明民進黨政府對於處理兩岸關係

的無能與無力。而國民黨自二０００年民進黨執政以來，一直採取這樣的模式，

在立法院內杯葛法案，讓經濟難以繼續成長。 

誠然，回顧一九九二年海基、海協兩會在香港會談過程的資料，雙方並沒有

獲致書面的一致共識，而是透過傳真往來各說各話，最後達成一種便宜行事的默

契，各自對「一個中國」以口頭的方式進行不同表述。中國強調的是，在事務性

協商時擱置一中內涵的爭議，但一貫主張國際社會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就是「一中不表」；台灣方面則主張，一個

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尊重兩岸各自對於一個中國內涵的定義，也就是「一中各

表」。二００一年十一月六日，前陸委會主委蘇起召開記者會表示，他提出「九

二共識」，意在以模糊性的概念讓各方解釋都有交集，以便兩岸關係解套與發展。

兩岸達成「九二共識」的重要性在於，它開啟了兩岸在長期對抗對立後的和解之

門，他認為，民進黨政府否定「九二共識」的核心問題是要推銷「台灣不是中國

的一部分，是主權獨立國家」的意識形態。二００六年二月二十一日，蘇起再次

透過媒體公開解釋，以「九二共識」取代與包裝「一中各表」，主要是基於中共

不喜歡「各表」，而即將執政的民進黨無法接受「一中」，自創「九二共識」，是

為兩岸在「兩國論」後的關係解套，為民進黨執政後的繼續交流溝通營造雙方均

可接受的共同點。顯然地，對泛藍陣營來說，「九二共識」就是「一中各表」，而

「九二共識」具備很高的可操作性，它開啟了一個創造性模糊的空間，透過「互

不否認」的方式，讓兩岸在其中尋求到各自需要的詮釋，以此突破僵局，締造雙

贏，對台灣的主權地位沒有影響。 

然而，如觀察綠營、共產黨各方行為者就「九二共識」的認知與實踐來看，

我們當可以發現，國民黨將「九二共識」與「一中各表」劃上等號，恐怕只是流

於自說自話，有違真實。因為對北京當局來說，所謂「一中各表」，是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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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兩岸各自表述」，「一中各表」實已隱含著兩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立場，並且中國默認此一事實。基於中國抱持唯一、絕對的主權觀，

難以想像中國能夠接受「一中各表」。至於綠營，則無法接受「九二共識」，對於

「宋胡會」以「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識」更是義憤填膺，因為在綠營的認知

裡，所謂的「九二共識」即「一中各表」，這根本是國民黨一廂情願背離事實，

在中共定義裡的「九二共識」等於「一中原則」，不存在「一中」之下的各表空

間。接受「九二共識」不啻就是將台灣導向地方化、邊緣化、香港化。126 

由於各方對此並無共同的認知，「九二共識」存在的本身即足以成為台灣內

部藍綠爭議不休的所在。而如再深究爭論背後的深層意涵，吾人又可發現「國家

認同」的分歧恐怕是核心的因素。前述蘇起所言「民進黨政府否定『九二共識』

的核心問題是要推銷他們『台灣不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主權獨立國家』的意識形

態」，此實已充分體現「九二共識」爭論的內核包藏著統獨的對抗。是以，中共

在「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中以「九二共識」、反對「台獨」為前提，除了

符合其一貫的「確定原則，再談細節」的談判策略，同時，透過操作「九二共識」，

也可如同其操作「反獨」、「反『反獨』」一般，只要與藍營聯手經營此一平台，

綠營必然竭力相抗，表面上藍營壯大了，而綠營走向邊緣化，但整體台灣卻是處

於分化與虛耗的不利情勢。待得綠營明顯弱化，而藍營卻因為北京不斷釋出籌碼

引誘，一步步走入中共的柔軟牢籠，最後只能接受被中國吸納整編的安排。是以，

牢牢把握契機，藉由連宋兩位黨主席到訪，一部到位將「九二共識」列為紅藍合

作的前提準則，定下基調、設好框架，使後繼者遵行，這是北京方面的重要佈局，

而「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也的確反映了北京的戰略思維。 

緊接著「連胡會」登場的「宋胡會」，從接待規格、公報內容到利多政策的

釋放，中共幾乎是依照同樣的模式與腳本進行。據學者 G 表示，中共如此刻意

                                                 
126 陳水扁在二００一年選戰助選時即曾公開表示，接受「一個中國」，就是接受「一國兩制」、「香

港化」、「地方化」，就是等同於「中華民國的滅亡」。類似這樣的言論在往後多次的受訪中亦
時有所見；「宋胡公報」以「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識」的內涵，陳水扁隨即於電視訪問中
痛斥此一作為，他同樣也是再次以接受「九二共識」就是將台灣地方化、香港化，成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故決不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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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處處彰顯對國民黨、親民黨的平等看待，主要並不著眼於宋楚瑜能帶來何

等的正面效應，反而是擔心如果大陸方面萬一稍有處置不慎，流露出不公平的痕

跡，如此一來恐怕會導致泛藍內部的爭執甚至造成分裂，這完全是由防止負面效

應的思考切入。畢竟比較起連戰，北京對於宋楚瑜相對無法放心，認為宋楚瑜難

以捉摸掌握。 

這是否與二００五年二月間，陳水扁與宋楚瑜合力推動「扁宋會」有關？實

耐人尋味。因為連戰、宋楚瑜各自的大陸行，兩者之間最大的差異點就在於宋楚

瑜之前曾與陳水扁會晤，達成包括「兩岸和平」、「國防安全」與「族群和諧」等

主題的「十項共識」（李祖舜，2005：2），外界一般也解讀，這是陳水扁透過

宋楚瑜的大陸行向北京當局「投石問路」，宋楚瑜的往訪北京，背後其實有著陳

水扁的身影，具有政治的象徵性以及實質上的功能性和影響力。 

而就在四月十八日，中共宣佈胡錦濤總書記邀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來訪後，

親民黨秘書長秦金生即致電總統府，明確告知宋楚瑜在五月登陸時，將會和胡錦

濤就扁宋會「十點共識」進行商談，希望以此為基礎，進行兩岸的正常往來與復

談，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就此於請示了陳水扁後，回覆親民黨，「十項共識」是

政府的既定立場，這個部分不會超過政府的政策（鄒景雯，2005：2）。 

　　然而，事情最後的演變發展，卻是宋楚瑜在與胡錦濤會面時即表示親民黨始

終堅持三個基本立場：第一，堅持「九二共識」；第二，反對「台獨」，從來不認

為「台獨」是台灣的選項；第三，兩岸要和平，是兩岸中國人最大的期盼（海峽

兩岸出版交流中心，2005b：7）。至於「宋胡會」所簽訂的公報，則更不只接受

了「九二共識」，且以新創的「兩岸一中」名詞作為對「九二共識」的詮釋。依

據宋楚瑜於五月十三日返國記者會上對「兩岸一中」內涵的說明，他表示，「兩

岸一中」就是「兩岸各表一中」與「憲法一中」，而且「也與扁宋會第一項共識

及實際狀況完全相符」（江慧真，2005：A2）。然而，由陳水扁方面的反應看

來，其顯然完全無法接受宋楚瑜的講法，認為這根本違背了「扁宋會」的「十項

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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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在當時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中國對於「一中」原則的堅持一點都沒

有讓步，不但未讓步，還製造「兩岸一中」的問題。陳水扁指出，「宋胡會」很

清楚地顯示，胡錦濤明確表示「九二共識」就是「一個中國原則」，兩者是劃上

等號的，而包裝「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識」，就是將台灣香港化、地方化，

成為中國的特別行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不但他不能接受，台灣人民

也不會接受。陳水扁強調，他堅持台灣主權的立場，且站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

最大利益的立場，這兩項立場不可能讓步（江建璋、呂雪彗，2005：3）。 

陳水扁也批評宋楚瑜此行違背「扁宋會」的部分共識，他說，當初「扁宋會」

的「十項共識」，第一項就是中華民國主權現狀得到兩岸與國際社會承認與尊重，

宋楚瑜當時也同意了，然而到了中國遭到消音，就不敢繼續說出中華民國。陳水

扁並指出，扁宋會第六點所說的即為「住民自決」的精神，可是，宋楚瑜卻說台

獨非台灣選項，台獨是走不通的死路，他可以尊重連宋的主張，但不能阻止人民

的決定（高有智，2005：A3）。 

此外，陸委會也正式發佈聲明強調，在兩岸沒有經過協商並達成彼此可以接

受的結果前，政府不會接受任何以「一中」為實質內涵，由中國所片面設定，包

括「九二共識」等在內的說法，作為兩岸恢復對話與協商的前提。127民進黨立法

院黨團則發表了七項聲明，包括：堅決反對以「九二共識」、「一個中國原則」為

談判前提；堅決反對剝奪屬於台灣人民的制憲、正名、公投基本權利；堅決反對

不撤除飛彈前提下進行經貿統戰；堅決反對在野黨未獲政府的授權下私與中國當

局決定任何時間表；堅決反對中國未放棄反分裂法中的非和平手段（何榮幸、王

銘義、林淑玲、陳嘉宏，2005：A3）。 

                                                 

127 陸委會，（游副主委盈隆主持例行記者會記錄，二００五年五月十三日），陸委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20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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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民進黨執政當局與黨籍立委的發言可以看出，民進黨政府對於國家主

權、兩岸定位的重視，這背後反映了民進黨長期以來所主張的台灣和中國「一邊

一國，互不隸屬」，因而不接受「一中原則」，也不接受被視為包裝「一中原則」

的「九二共識」，遑論連「一中各表」的「各表」空間也無的「兩岸一中」，這是

民進黨政府兩岸政策的核心底線，不容動搖的根本。親民黨行前聲言「宋楚瑜帶

著『扁宋會』的『十點共識』到大陸」，在一定程度上形同是陳水扁與北京當局

另一種形式的「間接接觸」，其結果卻是簽訂以包含「兩岸一中」詮釋「九二共

識」的六項共識，對民進黨政府來說，這恐怕是比「連胡會」更令人難以接受的

事實。   

委實，「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的前提是堅持「九二共識」與反對台獨，

甚至「宋胡公報」裡更出現了「兩岸一中」的結論，北京方面在原則問題上絲毫

未讓。不只如此，在「連胡公報」、「宋胡公報」列出的共識，除了建立黨與黨的

定期溝通平台、推動建立兩岸民間菁英論壇及台商服務機制外，包括恢復兩岸談

判、達成兩岸和平協議、加強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與促進

台灣國際參與空間，這些建議全部出現在「五一七聲明」當中。從民進黨政府的

眼光來看，「連胡會」與「宋胡會」所簽訂的公報內容，等於是為中國的「五一

七聲明」背書。陳水扁政府這樣的反應與觀念，實際上已形同中途退出此一戲局。

但退出戲局並不意味退出戰場，國共之間的合作以此出發，民進黨未來勢將面臨

紅藍聯手下一波接一波的攻勢與挑戰。 

 

（二）軍購波折加深台美關係的疏遠與惡化 

連宋登陸後在政治層面上另一個影響重大的議題，是對美軍事採購問題。連

宋登陸前，國親對於軍購一貫杯葛與反對。檯面上的說詞是反「凱子軍購」，但

深究其間，藍營的阻擋與掣肘毋寧是基於藍綠政治鬥爭下的為反對而反對，同時

國親在立法院藉由阻擋美方高度重視的軍購案過關，既可破壞民進黨政府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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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亦可藉此向美方展示泛藍實力，拉抬己身的地位與份量。而在連宋返國

之後，泛藍於民進黨政府力推的「軍購案」更是極力阻擋。表面上最主要的理由

雖仍是基於政府預算有限，鉅額的武器採購勢將排擠其他部門預算，但國親兩黨

也多次表示，台海和平的根本解決之道是兩岸關係的緩和，以大筆金額購買武器

是排擠預算、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助長兩岸的軍備競賽。這些說法背後的思維是，

除非民進黨政府計畫宣布獨立，北京斷無攻打台灣的理由，因此也就不需浪費民

脂民膏於軍購。所以，邏輯上來看，軍購的動機無非是為了追求形式獨立罷了

（Chan,2006：66）。然而，如果對照「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均可見到

「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建立軍事互信機制」的內容，則不難

理解國親兩黨在連宋登陸後，不斷聯手阻擋軍購案通過的原因，箇中恐更帶有尊

重「連胡會」、「宋胡會」共識，以及不願意傷害連宋登陸之後與中共之間已建

立良好互動關係的考量。 

國親聯手阻擋軍購，對中共來說，毋寧是一項重大的收穫。多年以來中國以

軍事恫嚇台灣的主要方式包括武力部署及軍事演習等作為。中國在台海對岸部署

大量的短程導彈，並且以每年增加約一百枚的速度威嚇台灣，這些導彈可以對台

灣空軍基地、雷達站、導彈及通訊設施等實施飽和攻擊。此外，專研人民解放軍

的一些研究者提出，共軍同時亦加緊強化對台作戰的精確空中打擊能力，包括對

台灣領導人實施「斬首」行動，利用電磁脈衝癱瘓台灣島內的通訊與電力設施等，

以摧毀台灣的作戰能力；透過電腦網路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及目標進行攻擊，影

響台灣民眾對政府領導的信心；在衝突爆發前，在台海實行海上封鎖等等不一而

足的手段（孫國祥，2006：167）。 

中國軍方不斷進行攻台的各種模擬、研究，為設若有朝一日對台用武做好準

備，美國方面則對於中國近年以來不斷擴增的軍費與加強軍事現代化，顯然亦極

其防備，不論是依據美國國防部公佈的「中國軍力報告」，或是小布希以降，主

管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的高層官員的談話，都顯示了美方就此的疑慮。特別是，

自二００一年小布希批准三項重大對台軍售，但台灣方面卻因為立法院在野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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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遲遲無法通過軍購預算，美國官方對此頗有不滿與不耐。 

二００五年七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副助理國務卿薛瑞

福，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就有關中共全球策略聽證會的證詞表示，台

灣應認清中國的威脅，加強國防防禦能力，如果台灣不重視自我防衛，美國可能

重新評估是否介入台海衝突。128同一年度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中國軍力評估報

告中即直言以為，中國年年大幅增加軍事預算，台海軍力逐漸失衡，而台灣的在

野黨卻一直在國會阻擋軍購，令人質疑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37）。129二００六年二月，美國國務卿萊斯甚至在國會聽證會上表

示，美國對台灣一直無法對自己所提出的防衛現代化有所進展深感失望（U.S. 

Congress, 2006：46）。這不只是官方的立場，官方之外，美國國內也始終存在台

灣不應存有「搭便車」（free ride）心態的聲音130。而民間也有類似的態度傾向，

當年美國的一項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反對美國介入台海戰爭，但又認為

華府如不能協助台灣自衛，將減損美國在此地區的信用與影響力（Shirk, 2007：

265-266）。 

二００六年十月二十六日，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特別召開記者會，提出

了軍購必須在該年秋天解決，並表達對若干政治人物「倒扁」與「反軍購」的作

法不以為然。楊甦棣的舉措固然有違外交慣例，但卻也顯現出小布希政府的焦

慮，因為，一旦共和黨在二００八年敗選，屆時親中的民主黨極可能會重新檢討

                                                 
128 Randall G. Schriver, “Before the U.S.-China Ecom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China’s Global Strategy and U.S. Policy Reponses,” 21 July 2005,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5_07_21_22wrts/schriver_randall
_wrts.pdf, 2005/7/21. 

129 有台灣評論者指出，解讀阿米塔吉的談話除了需觀察美國在台海是否發生「戰略變化」之外，
他的談話也可能是與台灣立法院遲遲未通過新台幣六千一百零八億元的對美採購軍事武器預
算案有關。見楊孟瑜，（美國在台協會新址定案租期九十九年），BBC 中文網，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110000/newsid_4117600/4117673.stm，2004/12/22； 
另依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金會的台海軍事專家史文分析，阿米塔吉擺脫以往的戰略模糊，把
話挑明了講，目的是要公開提醒台灣，展現自我防衛的誠意以及克制挑釁的行為。見樊冬寧、
陳依秋，（阿米塔吉談話 史文：明確警告台灣莫改變現狀），
http://www.nownews.com/2004/12/22/334-1731060.htm，2004/12/22。 

130 美國學界認為台灣不應該在購買武器上存有「搭便車」的心態者亦不乏其人，例如 Ted Galen 
Carpenter 的意見可謂典型代表，見“ Taiwan's Free Ride on U.S. Defense,” 
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203,200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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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軍售政策，如此美國目前在亞太的戰略部署，將會因台灣防衛能力不足而出

現一道缺口，嚴重影響美國的戰略利益（吳明杰，2006：A3）。131 

綜合以觀，依照「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的精神與內容，在硬權力的層

面，由主權、軍事到外交，北京的對台政策由兩岸定位、軍購乃至國際空間參與

的問題，確實有越來越硬的傾向：從「九二共識」到「兩岸一中」，中共當局想

方設法欲將台灣牢牢限縮於「一個中國」的框架；軍事上不斷增加對台飛彈的部

署，於此同時又以「兩岸簽署和平協議，建立軍事互信機制，避免兩岸軍事衝突」

的協定內容，促使泛藍陣營不斷在國會杯葛軍購預算；至於在外交上，繼續積極

推動所謂的「三光政策」，除了持續利用各種籌碼與資源不斷試圖挖走台灣的邦

交國外，對於台灣參與國際組織，從「世界衛生組織」到其餘大大小小的政府間

組織，甚至是非政府組織，無不極盡所能遏止台灣的加入。由此看來，胡錦濤的

對台政策在硬手策略上並未因為國共擴大接觸，簽署協議公報，而有任何的鬆動

與改變，甚至有切割與分流處理的跡象，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種表

態之意。 

反觀泛藍陣營方面，卻是由於國共擴大接觸與交往形成了新的認知，過去歷

史上生死存亡的對抗俱往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雙方

再不是你死我活的仇敵關係，而透過國共平台的互動交往，彼此之間可以「既合

作又競爭」，甚至有朝一日邁向統一於「民主、自由、均富」的新中國的美好願

景。這正是國民黨黨綱的「國家統一綱領」所勾勒的圖像，相當程度反映出國民

黨的主流想法，也可說是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 

國民黨對於中共認知的改變帶來了政策的改變，包括將「九二共識」界定為

以雙方「互不否認」的妥協方式，代替兩岸因主權爭議所產生的對立，並確信以

「九二共識」為基礎，可促使兩岸啟動各層次的交往，為兩岸帶來真正的共存與

                                                 
131 即使美方一再對軍購案在國會受阻表達關切，但泛藍仍繼續在立院程委會阻止軍購案列入議

程。軍購案在立院面臨在野黨六十餘次的阻擋，對於這樣的情形美國國會中國專家簡淑賢說，
美台兩邊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差距愈來愈大，許多台灣人似乎重視兩岸關係更甚於美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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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榮；期待兩岸應簽訂「和平協議」，以徹底終止敵對狀態。同時，在保衛台灣

國家安全的觀念上，更是認為並非必須以大量武器採購為前提，因為只要「連胡

公報」與「宋胡公報」有關兩岸建立軍事信心機制的共識能落實，則軍購的規模

與內涵便可相應進行調整，台灣不需因大筆國防經費的支出而排擠其他預算，所

以阻擋軍購有其必要性與合理性；至於外交方面，台灣面臨外交生存空間的緊

縮，主要是由於中共的打壓，因此，台灣如欲有效開拓國際生存空間，與中共協

商取得共識乃是必要的前提，從而，繼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更進一步提出所謂

的「活路模式」與「暫行架構」。 

可以看出，自連宋登陸後，泛藍陣營基於於對中共當局善意的期待，由國防

到外交的硬權力領域採取全面的「戰略退讓」，其本意乃是因其認為與中國改善

關係，才能正本清源釜底抽薪，為台灣圖得一個休養生息，資源合理配置以福國

利民的機會。然而，從綠營的思維看來，將期待寄託於一個根本意圖上欲併吞己

身的對手，這實已脫離現實，自陷於被動與險境。更況乎歷史的經驗在在顯示，

和平絕非乞求可得，和平之所以獲得充分保障，每每必須以實力為後盾。此所以

冷戰時期，美蘇兩大強權同時採取「相互保證毀滅對方」的戰略，透過「恐怖平

衡」而得以擁有穩定的和平。反是兩邊對壘，若實力懸殊，孱弱的一方適足以引

誘對手攻擊，歷史的教訓比比皆是。綠營的觀點相信，台灣若無法充實國防力量

有效固守，豈非自暴其短於敵手之前，給予對方蠢動之機？更何況中共始終不敢

輕易武力犯台，固然主要肇因於改革開放以來，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亟需一

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若貿然侵台必然破壞其國家發展進程，自毀其苦心經營之

「和平崛起」形象。然而，中共迄今為止對台灣不敢以武力相向，背後美國因素

的作用，當亦為另一重要原因所在。如若台灣一再推遲軍購，使得美國認為台灣

只圖坐享免費的保護，卻不願承擔自我防衛的責任，恐將影響美國協助台灣保衛

自己的決心，同時也對台美關係形成一定程度的傷害。 

實際上說來，民進黨政府贊成軍購，而泛藍在野陣營反對軍購已是不爭的事

實，但畢竟在野黨既有為人民看緊荷包的理由，又不需承受外交上的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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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此一壓力最後又回到執政的民進黨身上。陳水扁政府一方面苦於朝小野大，

無法突破國會泛藍陣營的杯葛掣肘，另方面又無法獲取美方的信任；美國則在軍

購上既對泛藍抱怨，也對於民進黨政府遲遲無法處理朝野問題，讓軍購案在國會

順利過關，難以諒解與同情。自然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所遭受的苦果必遠多於

泛藍在野陣營。由是，在陳水扁操作深綠路線而迭有「驚奇」之作下，原已日益

疲軟的台美關係，此際更因軍購案不斷的受阻愈益雪上加霜，台美關係乃從而更

見疏遠與惡化。 

 

二、 經濟結構的壓力 

（一）國共聯手壓迫民進黨政府經貿開放 

自連戰與宋楚瑜接連登陸訪問並分別與胡錦濤簽署公報後，中共當局雖在硬

手策略上毫不放鬆，甚至更加強硬，但北京更刻意著力的，卻是公報當中有關經

貿政策的軟手策略的執行。中共透過各類利多政策的釋放，在台灣內部形成了由

國會到民間，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化學效應與衝擊，給予民進黨政府重大的政策

壓力。 

首先，北京在連宋登陸訪問後，送出的第一份大禮就是擴大部分農產品免關

稅銷中與貓熊來台。根據作者對官員 A 的訪談，其指出國民黨不斷掏出農產品

登陸免關稅、農業交流採購等等惠台政策，配合 TVBS 電視台持續放話抨擊政府

不願開放農產品銷中，不考慮農民死活，但實際上政府對此並無干涉與阻撓，因

為當時就已有農產品銷往中國。站在民進黨政府的立場，如果兩岸的農業交流要

更加迅速且更能確保台灣農民權益，則包括檢疫、通關、入境等都涉及到政府公

權力，相關主管機關必須介入協商。且政府早已快速回應，指派輔導農產品外銷

經驗豐富的外貿協會作為對口單位，但中國方面不願意，堅持要我方指派實際上

是國民黨樁腳的省農委會前往協商，132在民進黨政府看來，這正是國民黨利用此

                                                 
132 惟據《聯合報》二００五七月三十日，A3 版報導，有中共對台官員表示，國民黨秘書長林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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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不斷擠壓政府，是典型的「聯共制台」。然而台灣的部分媒體卻將政府指

定外貿協會作為台灣水果登陸的統籌協調單位，指為是「政治」干預，實際上北

京指定由商務部轄屬的海貿會與省農會接觸，暗示台灣為中國的一省，更是機關

算盡充滿政治的算計。 

同理，「貓熊來台」也是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政治操作。A 表示，國親兩黨不

斷在國會質詢責難，質問政府為何阻擋貓熊來台？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如何

能接受中國利用「國內貿易」的方式，由一個省運到另一個省的定位來進行相關

事宜？中國與泛藍陣營交流熱絡達成多項合作協定，卻拒絕與執政的民選政府進

行協商，其目的就是要在過程之中達到對民進黨政府的孤立化、邊緣化與虛級

化。民進黨政府的兩岸政策在國共聯手夾擊下，確實倍感艱辛。 

而在水果銷中、貓熊來台議題之外，兩岸經貿政策開放的程度與速度，更見

政府與工商界在認知上的鴻溝與落差。基本上，民進黨政府基於國家整體利益的

考量，必須在國家安全與經濟利益求其平衡，惟部分民間業界純以個別的商業利

益為導向，故而官方的政策作為在民間看來難免流於保守與被動，未符期待。回

顧多年來政府部門雖然有時因迫於台商及工商團體的壓力，不得不逐步調整放寬

一些限制，但這畢竟是業界個別的、分散的力量，不足以形成根本撼動政府對兩

岸經貿政策做出根本性的翻轉或改變。然而，這樣的情況在連宋登陸之後起了微

妙的變化。連宋大陸行開啟兩岸政黨交流的新面貌，特別是泛藍在國會擁有多數

的席次，基本上已具備推行自身政治主張的實力，民進黨政府感受的壓力倍於從

前，這時，如果泛藍的政治力伸入民間工商團體給予支持，則兩者力量的加總，

對於民進黨政府一些限制兩岸經貿關係的政策將構成巨大的挑戰，甚至有望改變

政府的政策取向。133 

                                                                                                                                            
正、政策會執行長曾永權等人曾勸阻省農會赴大陸洽談水果登陸事宜，但曾永權否認，並表

示，當初就是國民黨向大陸推薦省農會作為窗口。該一報導並指稱，國民黨高層希望將水果

登陸拿到國共平台，主要是著眼水果登陸帶來的政治效應，應由黨來主導，才能收到政治利

益；伴隨而來的，也是相當的經濟利益。 
133 鄧利娟，（黨際交流為兩岸經貿發展帶來新契機），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71/3447886.html，20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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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攸關台灣資訊產業前景發展的技術標準制訂為例，二００五年七月五日第

一屆「海峽兩岸資訊產業技術標準論壇」盛大召開，兩岸代表達成以華聚基金會

134與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協會，作為未來兩岸溝通的總視

窗。這是以國共平台機制為基礎，牽動了兩岸產業合作積極性的範例。 

而包機直航更是另一個國共聯手壓迫民進黨政府兩岸經貿政策的例證。二０

０五年春節包機確立了「民間協商模式」，中國方面強調在不具備官方溝通條件

的情況下，由「民間」就實現兩岸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大陸人民來台觀光

等議題進行協商。其中，客貨運包機「一併協商，達成共識，同步實施」，為兩

岸直航開啟新契機。但在「反分裂國家法」通過後，台灣官方認為中共仍然堅持

其刻意迴避與我方政府間之互動，企圖排除我政府公權力的介入，並對特定兩岸

交流議題協商進行點的突破，以展開對台灣「去政府化」、「去公權力化」的攻勢，

進而達到「兩岸議題國內化」、「台灣地位港澳化」的策略目的，對相關議題的協

商轉為更加審慎與保留（蔡宏明，2006：25-26）。135 

然而，在連宋登陸後，「連胡公報」與「宋胡公報」中明載推動兩岸直航、

台灣農產品登陸銷售，中共方面更趁勢釋出部分水果免關稅銷中的優惠政策，國

親兩黨在立法院內就此展開強力的質詢，媒體熱炒該一議題表達工商界與農漁業

界的殷切期望，陸委會在二００五年五月份隨即接受交通部建議，將陸客來台觀

光和兩岸貨運包機綁在一起和對岸談判，同時不排除增加海運直航的議題（中共

                                                 
134 華聚基金會的成立乃是緣於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於二００五年三月赴大陸展開「緬懷之

旅」並與陳雲林簽訂「十二項共識」，其中有關兩岸合作信息產業標準的研究及制定
一項，江丙坤回台後透過成立民間基金會之形式，作為兩岸共訂產業標準的窗口，與
大陸相關單位和企業展開攜手合作。江丙坤並擔任該基金會董事長一職。 

135 事實上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於兩岸直航議題亦是從各個層面廣泛思考衡量，嚴謹對待。例如，

一九九三年二月，時任陸委會特任副主委的馬英九，在其主筆撰寫之「兩岸直航的問題與展

望」，當中明白指出，「兩岸若要直航，尚有中共所設置的政治、法律與安全三個關鍵性障礙

要排除」，文中更點出直航後將使兩岸相互經濟依存度增加、走私偷渡的取締更為不易、鬆懈

台灣地區民眾的心防、影響國際及華僑社會對兩岸關係的認知。馬英九對於兩岸直航的衍生

影響顯然採取高度審慎的態度，並且強調兩岸直航應在有安全、有秩序與有尊嚴的情況下進

行。相較當年國民黨主政時期對於兩岸直航議題的全面思考步履謹慎，國民黨在野後於其當

年所提的「政治、法律與安全三個關鍵性障礙」仍未排除的情況下，對於兩岸直航議題卻是

催逼躁進，並且試圖透過泛藍在國會過半的優勢以立法干預行政。連宋登陸後，國親陣營更

以「包機直航」為著力點，壓迫民進黨政府在直航議題上大幅讓步妥協，更可看出國民黨與

共產黨聯手合作對付民進黨，究其本質實為赤裸裸的權力之爭勝於政策理路上的歧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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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雜誌社資料室，2005：178）。二００五年六月十二日，行政院長謝長廷宣佈，

政府將委請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外貿協會，協助聯繫安排協商兩岸貨

運包機與農產品銷中等議題。針對謝長廷院長的指示，陸委會主委吳釗燮強調，

這是目前兩岸「最適當的權宜性安排」，但對於涉及公權力事項，仍堅持政府主

管官員「實質參與」的過程，惟對參與的形式與名義，可採取務實彈性的作法處

理。而所謂政府主管官員「實質參與」兩岸貨運包機協商的方式，應是如同二０

０五年初兩岸以「澳門模式」推動的春節包機協商經驗，我方的基本立場就是堅

持民航局主管官員應「實質參與」。二００五年六月陸委會主委吳釗燮更宣布，

經過審慎評估後，政府將在建立完整配套的基礎上，優先推動「貨運包機」、「台

灣農產品輸銷中國大陸」及「中國大陸人士來台觀光」三項兩岸協商議題。緊接

著在二００五年八月三日，政府調整對於兩岸包機直航協商應「先貨運、後客運」

的設定，行政院長謝長廷宣布，同意兩岸貨運、重要節日客運包機直航等事宜，

授權與大陸展開同步商談。 

到了二００六年首屆「兩岸經貿論壇」開議前，民進黨政府搶先發佈開放中

國大陸居民赴台旅遊。行政院長蘇貞昌在四月十八日答覆立委質詢時，宣稱：「要

談就談大的，不要對中國觀光客人數設限也不要晚點名制度；要就完全不開放，

要開放就不要限定人數」（李孟洲，2006：87），上述這些兩岸政策的調整與開

放氣魄的比拼，判斷上應不出政府在面對連宋登陸後，中國連續出招、台灣在野

黨利用國會多數的優勢以立法影響行政，以及媒體擴散議題熱度的態勢下所做的

政策回應，其結果也逼使了民進黨政府在部分的兩岸經貿政策上位移了原先設定

的時程與軌道。 

 

（二）「兩岸經貿論壇」以商圍政的壓迫 

二００六年四月「連胡再會」，國共攜手盛大合辦「兩岸經貿論壇」，連戰率

領了近兩百位，總共約占台灣國民總生產毛額一半產值的重量級企業家與會，北

京方面更是充分掌握主場優勢，大手筆地片面宣佈實施各類可操之於己的經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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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措施。尤其，這些政策不須與台灣協商，實行的結果可能造成台灣政府的壓

力，或者透過政策的發酵形成各類效應。例如部分漁貨可不須取得台灣證書，直

接到中國銷售，這將衝擊政府的監督控管機制，也會影響台灣漁貨供需；開放台

灣民眾參加中國的報關員考試，透過此一政策利多的釋出，吸引廣大專精或有心

於此一行業的台灣人民前進中國，同時可一舉提升中國報關業的素質；歡迎和鼓

勵台灣醫療機構與中方合資合作興辦醫院，並讓取得在中國行醫許可的台灣醫師

可以在中國接診，削弱傳統上偏向民進黨的醫界的支持力道。 

在北京當局的盤算裡，上述的優惠政策可能引發更多台灣民眾到中國發展，

對民進黨政府構成一定程度的壓力，其他再如中國正式認可台灣高等學歷此一政

策，更將對台灣認證中國學歷構成輿情上的牽制。而總的來看，中國這些開放性、

實用性、積極性的對台政策與便利措施，精確瞄準台灣現階段不同行業族群的現

實需要，胡錦濤如此重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究其實應可推斷為北京

當局已捨棄與台北打交道的想法，而改為直接向台灣民眾訴求（邵宗海，2006a：

228）。 

特別是，第二次的「連胡會」，顯然是一場紅藍聯合，經過精心規劃的政治

戲碼。中國對台的十五項優惠措施的提出並非純經濟意義，而台灣大企業爭相前

往露臉，更涉及了中國「以商圍政」策略的運用，其間的指標性象徵意義，實帶

有為泛藍選情加持的意味，在在具有高度的政治意涵。這其中有幾個現象是民進

黨政府當局不容低估的。第一，國民黨透過兩岸經貿對話所打開的論述空間，已

經跨越「賣台說」或「紅帽子」的壓力；第二，大企業負責人不再避諱而選擇親

自出席國共論壇，是否暗示了開始選邊站，看好國民黨二００八年總統大選的選

情？抑或這正反映出業界對中國市場的注重與嚮往，意味無論扁政府未來要對這

些大企業如何積極管理，恐已擋不住其西進佈局的步伐，甚至因為眼見北京對國

共論壇的特意助勢釋放利多，進而抓住機遇，加大投資力度；第三，隨著國共經

貿對話的次第展開，紅藍合作下對若干措施的推進已經逐漸不再理會台灣行政部

門的政策把關，直接繞過而行，長此以往會否導致民進黨政府在兩岸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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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愈形邊緣化？ 

無論如何，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兩岸經貿論壇」能一舉邀得如此多重量

級的台灣企業家與會，可謂為嚴重警訊，如此的效應牽動了扁政府後續的政策作

為，民進黨政府擔心，如果不在兩岸經貿議題上抓回主導權，將無法贏得在大陸

投資台商的支持，這種政策需求乃影響了隨後在八月份召開的「經濟永續發展會

議」。民進黨政府為有效掌握兩岸政策的主體性、開放性與主動性，多項有關兩

岸經貿的開放政策，例如各界所深切關注的「放寬企業赴中國大陸投資百分之四

十的上限」，即使因為會議採共識決無法列為一致的共同意見，但在幾經行政部

門的協調與折衝後，終於做出些許的讓步，改列為結論當中的其他意見，以作為

行政當局未來的施政依據或重要參考，為日後部分兩岸經貿政策的調整與開放預

先奠定基礎。 

從表面上來看，民進黨政府這種讓步應是受到「兩岸經貿論壇」後續效應的

影響，但如更深入的探究即可發覺，扁政府的妥協只是為回應國民黨與民間業界

財團政經聯手的壓力，做出了姿態上的退讓，但在實質層面上，民進黨政府對於

企業赴中國大陸投資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上限的規定，自始至終未有絲毫的鬆

動。只不過即令如此，深綠陣營的批評聲浪仍所在多有，而扁政府在如斯質疑與

詰難聲中的微調姿態，136亦正也顯現出「連胡會」後一連串以商圍政操作下，民

進黨政府的兩岸經貿政策確然遭逢一定程度的壓力與挑戰。137 

                                                 
136 在經續會將「放寬登陸投資上限」列入其他意見，原本參與會議的台聯黨代表以集體退席表

達抗議。台聯秘書長羅志明表示，經續會是騙局，台聯未來在立法院會嚴格監督行政院。他

並公開質疑，行政院長蘇貞昌與工商團體密會後，原本欲退出經續會的工商團體又出席會議，

可能與蘇貞昌有「密室交易」。見台視新聞網站，

http://www.ttv.com.tw/095/07/0950728/095072890267098.htm，2006/7/28。 
137 所謂歷史如同一面明鏡，照出政治人物的昨是今非，實良有以也。一九九七年八月九日，時

任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長的連戰在接受《工商時報》專訪時表示，「政府之所以採取戒急用忍政

策，乃是不得已的謹慎作法，也是回應多數民眾對於我們經濟發展及政治安定的期待。因為

中共到今天，在政治上仍昧於事實不承認我方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在軍事上又一直維持極不

友善的態度，不放棄武力犯台。在此客觀情勢下，對於有利於大陸卻有害於台灣的投資類型

加以適度規範，確是有必要而妥當的」；至於蕭萬長，在國民黨執政時代，更是先後歷任過陸

委會主委、行政院長，對於兩岸經貿政策同樣也是採取政治與經濟安全並重的思維。在其於

一九九七年九月一日就任行政院長後首度舉行的閣揆記者會上，蕭萬長就記者提問「戒急用

忍」政策，蕭萬長回以「兩岸經貿發展十年來，快速發展的結果，已出現『政治冷、經濟熱』

的現象，若繼續下去，則經濟投資勢將受政治風險過高影響，這時候就需要檢討兩岸經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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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紅與藍的合作實有其各自的動機與利益的考慮。中國的作為顯然是依

照「反分裂國家法」的軟手策略，體現馬列主義唯物史觀，經濟基礎的下層建築

決定上層建築；抓住主要矛盾、打擊主要矛盾；聯合次要矛盾、統戰次要敵人的

辯證邏輯。共產黨的利益在於反獨，不讓台獨再進一步即可。國民黨方面則是順

勢而為，除了可收反獨之效外，更要藉此邊緣化、弱化民進黨政府，凸顯民進黨

政府在處理兩岸關係上的無能與限制。相形之下，國民黨才是真正有本事能跟中

共打交道的政黨，有能力帶領兩岸關係走出新局，藉此在與執政黨的競爭中取得

優勢。而民進黨政府在面對紅藍聯手制綠的不利態勢下，究竟要如何對應才能扭

轉局勢，接下來就看陳水扁的出手。 

 

貳、民進黨政府的反制操作 

一、「積極管理」取代「積極開放」 

為了避免台灣過度地向中國傾斜，二００六年一月一日，陳水扁在發表元旦

祝詞的講話中表示，不論未來兩岸關係如何發展，都必須符合「主權、民主、和

平、對等」的四大原則。並強調兩岸經貿政策所追求的不是個別或企業本身的經

濟利益而已，台灣能夠永續發展才是所追求的最大利益。具體而言，政府的角色

必須「積極」負起「管理」的責任，才能「有效」降低「開放」的風險。換言之，

政府的兩岸經貿政策將由過去的「積極開放，有效管理」，走向「積極管理，有

效開放」。同日，陸委會發佈的新聞稿也表示，「積極管理」是為了確保台灣的

自主性和經濟的永續發展，也是作為「有效開放」的堅實基礎。隔日陸委會主委

吳釗燮在立法院指出，未來兩岸政策仍秉持原來的大方向，但有關西進投資可管

                                                                                                                                            
策，針對特定對象、特定範圍進行檢討」。對照連宋登陸後，前述連戰口中所言的中共對台由

政治、軍事到經濟的威脅依然客觀存在並無改變，蕭萬長所擔憂的「政治冷，經濟熱」現象

愈益加劇，但國民黨卻由利用國會多數結合輿論造勢到透過「兩岸經貿論壇」的盛大舉行，

國民黨聯合企業界展開「以商圍政」的壓迫，欲逼使民進黨政府早日大幅鬆綁開放對大陸投

資的設限，今昔對比差異之大實令人感慨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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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部分，必須加強管理。138 

二００六年三月二十二日行政院發佈「積極管理，有效開放」的配套機制，

闡明該一政策的目標是推動有秩序的兩岸經貿開放政策，改善因經貿開放衍生的

負面影響，確保台灣經濟的主體性，以及落實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的策略

目標，降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該政策由人員、投資、農業、金融等面向，加強

對中國投資申請案件事前審查與事後追蹤管理。其中最主要的措施為增設對中國

投資的「政策面審查」，亦即在原有的審查機制上增列「重大投資案」等級，當

投資超過一定金額、金額龐大、或涉及敏感科技等「重大投資案」，增列「政策

面審查」的新程序，也就是在提送投審會審查之前，須先邀請企業負責人及經理

人，針對財務計畫、技術移轉、輸出設備、在台相對投資等要項進行協調，以確

定業者的具體承諾，並由業者出具同意接受必要時進行中國投資事項「實地查核」

的承諾書，再提送經濟部投審會開會審查，以確保投資案對國內經濟之利益。 

顯然地，民進黨政府雖然在連宋登陸後受限於國會席次朝小野大的弱勢結構

與媒體炒作大陸熱的壓力，而必須在兩岸經貿政策上有所因應，但觀察其政策的

調整其實只在有限的局部內，而非全盤的改動，可見執政的民進黨仍然十分憂心

兩岸經貿互賴的結果，不只會使台灣產業空洞化，而且還可能會導致中國透過經

濟手段「不戰而屈人之兵」，實現對台灣的併吞（李英明，2001：118）。而這

樣的政策思維與事後所做的相關民調結果對照，確實並未違背民意的趨向。 

依據陸委會於二００五年八月委託政大選研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其中針對

「兩岸協商過程中，中共常常要求我方接受他們所指定的人或團體作為台灣的代

表」，高達百分之七十六點二的民眾認為中共的要求不合理，僅有百分之十點九

的民眾認為合理。對於「兩岸協商的事項大多涉及公權力的問題，所以需要由政

府主導，才能維護台灣整體的利益」的說法，有百分之五十八點五的民眾表示贊

成，139到了十一月時類似的題目問及「兩岸協商的問題由政府主導，才能更全面

                                                 
138 陸委會，（兩岸大事記-二００六年一月），參見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6/1。 
139 同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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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量台灣整體的利益」，也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九的民眾對之表示贊同，兩次的

調查都顯示贊成由政府主導的民意佔了半數以上；同樣在十一月所做的民調當

中，關於兩岸直接通航問題，高達百分之七十六的民眾認為應「有條件開放」，

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九的民眾認為應「無條件開放」。至於開放的時間，有百分之

四十八點五的民眾認為應該「慢慢來」，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二的民眾認為應該「愈

快愈好」。對於政府對台商去大陸投資的限制，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八的民眾認為

應「較嚴格一些」，認為應「較鬆一些」的比率只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五。140  

上述的民調顯示了，台灣民眾對於兩岸經貿的前景可說是「既期待又怕受傷

害」，雖然對於經貿利益懷抱嚮往，但國家安全的考量尤其不可輕忽。特別是，

在有關兩岸事務的協商上，台灣民眾相信政府比個別的政黨更能維護台灣的利

益。而民進黨政府對於兩岸經貿政策的思考與推動，是堅持依循國家主體性、政

府主導性與政策開放性並重，整體利益大於個別利益的原則。準此以觀，這樣的

決策原則雖然不見得能完全滿足企業界的期待，但的確符合台灣民意的主流想

法，自有其政策的合理性。然而，受制於「紅藍制綠」的格局，民進黨對於「準

執政黨」的國民黨無計可施，既不敢大方地踏進兩岸互動戲局，也不敢破釜沈舟

地否定紅藍聯手所架構與營造的規則與資源，半調子的作法等於是默認國民黨對

中國的交往政策，同時，安全的憂慮變相為無力處理的無能形象，其所能掌握的

民意資源，也就充滿漂流特質，而無法使基本盤因而擴大。 

 

二、從「廢統」到「終統」的努力與波折 

連宋登陸的效應，不只在「紅藍綠」小三角，同時也在國民黨內部權力鬥爭

上產生了發酵的作用。躊躇滿志的連戰欲繼續保有其在兩岸關係上的路線與戰

果，然而接任黨主席的馬英九，現實上既握有黨機器，資歷上又曾擔任陸委會第

                                                 
140 陸委會，（民意調查（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民眾對當前兩岸關係之看

法」結果摘要），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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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特任副主委，豈堪在其治下的國民黨兩岸政策只是「連規馬隨」？事實證明，

馬英九接掌黨主席後，幾乎是迫不及待地利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機，拋出他在兩

岸政策上的理念，欲爭回兩岸議題的主導權，衝破「連胡會」共識所加諸於其上

的束縛，而「終極統一論」就是馬英九所丟出的第一顆震撼彈。141此語一出震動

各界，其後座力之強，甚至引發了陳水扁決定廢止「國統會」與「國統綱領」。

二００六年一月十六日，陳水扁於接見美國民主黨政策菁英團團員時表示，所謂

「終極統一論」完全違背主權在民的民主精神，台灣的前途、未來與命運只有兩

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142二００六年一月二十九日陳水扁在台南縣與鄉

親歡聚新年團圓餐敘前致詞時表示，台灣應該要走自己的路，並應認真思考否要

廢除國統會、廢除國統綱領此一嚴肅的課題（林淑玲、陳易志，2006：A1）。  

二００六年二月九日立法院長王金平轉述與陳水扁會面時的談話表示，陳水

扁對馬英九向國外媒體宣稱「兩岸統一是終極目標」的說法相當介意，認為如不

有所宣示，就會形同為馬英九的言論背書，這將誤導視聽，也侵犯人民選擇未來

的權利（何博文，2006：A2）。二００六年二月二十七日，陳水扁於主持國安會

議時裁示：「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國家統一綱領」終止適用。外界一

般的解讀普遍以為，陳水扁「終統」的決策，主要的導火線就是針對馬英九的「終

極統一論」而來，目的在拉回台灣內部日益向中國傾斜的天平，以維護台海的現

狀。 

而在陳水扁決定「終統」的過程中，美方的因素發揮了一定的牽制作用。在

台灣報導陳水扁考慮「廢統」之後，華府方面在中國官方正式回應之前，就表達

了強烈的關切與壓力。美國國務院於一月三十日發表書面聲明表示，重申美國不

支持台獨及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狀，支持和平解決分歧，美國也敦促兩岸進行

實質的對話。143國台辦發言人李維一則在二月八日的記者會上將「台灣當局領導

                                                 
141 “Conditions Aren't Ripe” ,Newsweek International,  Dec. 26, 2005 - Jan 2, 2006 , p29  

http://www.msnbc.msn.com/id/10511672/site/newsweek/#storyContinued,2006/1/2. 
142 同註 138。 
143 U.S Deperment, of State , Press Statement,January 30, 2006, “ Taiwan –U.S. Policy, ”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0047.htm,200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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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位為兩岸關係、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和破壞者。緊接著於二月

九日的記者會上，「感謝」美國對「台灣當局領導人」廢除國統會等談話的強烈

回應，並重申中國將以「胡四點」對台方針，繼續推動兩岸關係朝和平穩定的方

向發展（中共雜誌社資料室，2006：191）。二月中旬，中國副外長楊傑箎前往

華府訪問，他在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海德利（Stephan Hadley）與副國務卿佐立

克（Robert B. Zoellick）會面時，均宣讀中國強硬反對陳水扁廢統立場的書面稿，

並要求美方必須做處理（Glaser,2006：38）。可見北京當局已越來越習於不直接

與台北激烈對抗，而是透過華盛頓壓制台北的政治操作方式。 

在「廢統」一事上，美方給予民進黨政府的壓力可謂立即而強烈，期間曾傳

聞小布希派遣國安會亞太資深代理主任韋德寧(Dennis Wilder)前來台北，表明美

方反對該案的立場，希望陳水扁改口不提「廢統」，然而雙方未獲共識（崔慈悌、

薛孟傑，2006：A4），事後即傳出陳水扁表示「來自美國的壓力很大」。144此外，

包括國務院副發言人厄立在一月三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以及國務院

發言人麥考馬克（Sean McCormack）在二月七日的國務院例行記者會上，連續

公開表示希望台灣方面自制，不要採取任何會引起台海緊張或被視為片面改變現

狀的行動。145剛卸任國安會亞洲部門資深主任的葛林（Michael Green）甚至發表

專文，指陳水扁「對脆弱的美台關係、兩岸關係、藍綠關係擲出了手榴彈」。葛

林一向被視為對台灣頗為友好，其說出如此重話，可謂頗不尋常。146 而由美方

對於「廢統」案想方設法的制止，從小布希特地派遣專使來台勸阻、政府官員表

                                                 
144（廢統內幕：台美斡旋 美一度感到大勢已去），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1/0/3/2/100103232.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
0103232，2006/2/28。 

145 Ereli 在多次國務院例行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有關美國方面對於陳水扁計畫「廢統」一事
的看法時，每次都會提到美國反對兩岸片面改變台海現狀、鼓勵兩岸進行對話以降低台海緊
張，請參見美國國務院網站：Adam Ereli,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Ereli,” Jan30,2006,”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0060.htm,2006/1/30;Adam Ereli,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Ereli, February 21, 2006,”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1817.htm,2006/2/21;Adam 
Ereli,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Ereli, February 22,2006, ”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1908.htm, 2006/2/22; Sean McCormack 在二月七日的國
務院例行記者會上，有關「廢統」案，亦再次重複上述內容，詳見美國國務院網站：Sean 
McCormack,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Sean McCormack , February 7.2006,”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0618.htm, 2006/2/7. 

146 同註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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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反對立場的高發言頻率與強烈措辭用語，實已在在顯示美國對於此案的重視與

對陳水扁的不滿，扁的堅持廢統，讓自己又一次成為美方眼中的「麻煩製造者」。 

北京牢牢把握機會，加大施壓力度，二月二十六日，北京方面再一次出手，

由主要的官方媒體新華網刊登中台辦、國台辦領導人對於台灣欲推動「廢統」一

事的談話全文，其中談到：「他（陳水扁）把『國統會』和『國統綱領』視為推

動『台灣法理獨立』的一大障礙，邁出『廢統』這一步後，將進而徹底背棄殘存

的『四不』承諾，力圖加緊通過『憲改』實現『台灣法理獨立』」。147國家主席胡

錦濤更在二月二十八日會見瑞士國防部長施密德時表示，台灣當局決定終止「國

統會」、「國統綱領」，這是對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台海和平穩定

的嚴重挑釁，是在走向「台獨」的道路上邁出的危險一步。三月二日，國家副主

席曾慶紅於會見俄羅斯聯邦內務部部長努爾加利耶夫時表示，台灣當局公然決定

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領」，是對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台海

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同一日，國務院總理溫家寶與德國總理默克爾通電話時強

調，對台灣當局加緊「台獨」分裂活動的危險性，必須保持高度警惕。短短不到

三天的時間，中共領導班子對「廢統案」連續強力批判，北京對此的重視可見一

斑。而其非難的焦點在於台灣「廢統」之後，可能通過憲改進行法理台獨，且在

國際上藉由「廢統」公然挑戰一中原則，148這是北京難以忍受的。針對「反獨」，

北京當局再一次施展「聯外制台」的策略，大力訴諸國際社會，指控民進黨政府

的作為乃是對現狀的挑釁。 

在此可以看出是否會因「廢統」而導致「改變現狀」，成為各方最核心的關

注與角力的結點所在。而所謂「現狀」，依據當時美中台三邊的官方發言來看，

應是以陳水扁二０００年就職演說中所揭櫫的「四不一沒有」為判定標準。149在

                                                 
147 國台辦，（中台辦、國台辦就陳水扁推動“廢統＂發表談話），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186，2005/2/26。 
148 張五岳，（反分裂法後的兩岸關係），和平論壇網站，

http://www.peaceforum.org.tw/%2Ffilectrl%2F20060313con_03.pdf，2006/3。 
149 此由中國中台辦、國台辦聯合聲明中嚴厲譴責台灣「廢統」乃是毀棄「四不」承諾；Ereli 在

一月三十日記者會上，首先表明美國奉行立基於美中三公報、台灣關係法之上的「一個中國」
政策、Sean McCormack 在二月七日記者會上除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外，並公開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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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與北京的認知中，他們擔憂一旦「四不一沒有」中的「沒有」被拿掉，則

台灣是否會有一天連「四不」也撕毀，如此一來台海的現狀就會被改變。 

為了避免直接破壞「四不一沒有」的框架以留有各方的迴旋空間，美台雙方

在幾經反覆折衝協商後，決定以「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

「國家統一綱領」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作為最後的結論，雙方各自保留

表述空間。當日白宮與國務院方面同聲表示，陳水扁已重申二０００年就職典禮

所宣示不改變現狀的承諾，且已確認未廢除（abolish）國統會，沒有改變現狀，

美國非常重視這樣的承諾，並希望北京與台灣的民選領袖展開對話。150國民黨方

面雖然因陳水扁宣布「終統」，黨主席馬英九立即緊急召開擴大高層會議，決議

在野聯盟結合所有反對力量，全力推動罷免總統案（蕭旭岑、劉添財、林諭林、

黎珍珍，2006：A1），但最棘手的美方既已接受民進黨政府將「廢統」修正為「終

統」，事情到此似乎應可落幕，未料數日後又有餘波蕩漾。 

美國國務院以副發言人厄立的名義在三月二日下午發出一份聲明，全文刻意

翻成中文刊登在美國在台協會（AIT）的網站上。該一聲明表示，美國從台灣報

導中得知，台灣資深官員說，就國統會而言終止國統會與廢統無異，「廢除」與

「終止活動」沒有區別，台灣政府的政策效果就是要廢統。雖然台灣方面告知美

國，那些報導是錯誤引述台灣官員的話，但美國仍期待台灣當局公開更正此一紀

錄，並且明確肯定地表示，二月二十七日的宣布並未廢除國統會，並未改變現狀，

且各項保證依然有效。聲明中且強調，美方由台灣方面所告知的是，以「終統」

代替「廢統」是為了不改變現狀而設計，廢除一項保證就會是改變現狀，美方相

信台灣維持其保證對維護現狀極為重要。聲明的最後，美國並再次重申，美方堅

                                                                                                                                            
美國不支持台灣獨立，以及 Ereli 在台北宣布「終統」後，在二月二十八日的記者會上宣稱，
美國的認知是，台灣方面並未廢除「國統會」，其仍繼續存在，且陳水扁仍維持就職演說時的
承諾「四不一沒有」的發言（見美國國務院網站，Adam Ereli,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Ereli, 
February 28, 2006,”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2260.htm,2006/2/28.）；台北方面，陸
委會也公開宣稱此與「四不一沒有」無關，可見「四不一沒有」在當時確實是被美中台三方
視為台海「現狀」的最大公約數。 

150 Adam Erelir,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r, ”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2221.htm,2006/2/27；McClellan Scott,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McClellan Scot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6/02/20060227-1.html#o, 20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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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政策就是現狀不應被片面改變。151 

事實上，正是由於美國一直將「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掛在嘴邊，因

此，當陳水扁提出「廢統」時，其衝擊不可謂不大。不過，幾經斡旋，陳水扁終

究還是將「廢止」譯成「終止運作、終止適用」，美國國務院仍將此視為勝利

(Herschsohn, 2006:158)。在此也可以看出，美國基於避免任何一方改變現狀之

舉，在必要之時，華府勢須採取更多清楚而介入的行動（Saunders,2005：991）。 

由美中兩國的反應看來，陳水扁「四不一沒有」的宣示，確然是美中台三邊

所默認用以維持台海現狀和平穩定的基本架構。無怪乎，台灣每有任何在美中雙

方看來可能指向「法理台獨」的舉動，包括一邊一國、制訂「公投法」、正名、

制憲、廢統等等的政治主張或政策作為，北京與華盛頓總是一再要求陳水扁應信

守「四不一沒有」的承諾，而陳水扁方面也都以「四不一沒有」的立場沒有改變

加以回應。 

然而，就在「終統」事件落幕後的極短時間內，美方迅即邀請台灣最大在野

黨黨魁馬英九往訪，並安排多位實際決策台海事務的高階主管與之晤面，其中甚

至包括了國務院副國務卿佐立克，層級之高震動了民進黨政府。美方此舉固有摸

索馬英九兩岸政策的態度與立場的考量，但更重要的是，藉由在藍綠之間遊走以

取得平衡牽制。同時，可能也意在一方面警告陳水扁勿踩「片面改變現狀」的紅

線，並對陳水扁的行為表示不滿；另方面也對於「統派」釋出美國並非「兩岸統

一」干擾者的訊息，以表明美國只是希望兩岸和平對話，卻無意介入兩岸終局安

排的態度。不管如何，「敵人之失，便是我方之得」，當陳水扁與美國方面產生矛

盾，便使得中共從中獲利。這種「美共合流」的印象一旦在國際上定型與流傳，

則對於執政的民進黨勢將產生不利的影響。而所謂「麻煩製造者」的烙印便深刻

地附著在陳水扁所領導的民進黨政府身上。 

由「廢統」到「終統」，可以看到各方行動者激烈角力的過程，較勁的焦點

                                                 
151 美國在台協會（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埃雷利聲明 台灣資深官員有關國統會評論），AIT 網站，

http://www.ait.org.tw/zh/news/officialtext/viewer.aspx?id=2006030301，2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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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對「台海現狀」的認知。台北方面，陳水扁公開表示由於對國民黨主席馬英

九「終極統一」論的憂慮，所以必須「廢統」才能將台灣拉回中線，不至於過度

向中國傾斜，這是為了確保台海現狀。行政院長蘇貞昌向立法院提出政府做成「終

統」決策的報告案時，也是強調終止「國統綱領」的適用不涉及現狀之改變，意

義在於尊重兩千三百萬人民的意志，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及台海的現狀，保護台

灣人民對未來的自由選擇。152 

北京方面則是一如既往，認為不論是「廢統」或「終統」，都是台灣當局為

了逐步走向「法理台獨」所採取鋪平道路的舉動，所以不僅多次在官方的公開發

言或聲明中表達激烈的反對，並且將之視為台灣方面逐步升級推動台獨分裂活動

的過程，這樣的行為不僅引發台海和平的危機，更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153  中共以「和平牌」對抗台灣的「民主牌」，希望以維持區域秩序穩定的理由

援引美國力量的介入，壓迫民進黨政府屈服。由是，我們看到「一個現狀，各自

表述」，民進黨政府認為「廢統」是為了維持現狀，中共則認為這是意圖改變現

狀。在此，中共有個強而有力的訴求，「廢統」已經違背「四不一沒有」的承諾，

而這正是美、中、台三方所認同用以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狀的框架。 

顯然從美國的面向觀察，其應是認為北京的說法言之成理，況且華盛頓在此

之前，對於台北任何由美方看來可能指向單方片面改變現狀的舉動，幾無例外地

總是祭出「四不一沒有」的承諾要求陳水扁遵守，更遑論台灣內部，泛藍陣營也

強烈反對陳水扁「廢統」的決策。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下的民進黨政府，最後選擇

以「終止」替代「廢止」的下限尺度低空飛過。從爭奪「台海現狀」詮釋權的角

度來看，二００五年三月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似乎搶得「現狀」定義權

的先機，相隔一年台北藉由「終統」又似悄悄扳回一城，然而於此同時，卻也促

成了日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訪美，美方刻意以高規格接待，令民進黨政府介意萬

                                                 
152 陸委會，（兩岸大事記-二００六年三月），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6/3/6。 
153 同註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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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結果。事態的發展到此地步，可以多少透顯出陳水扁政府與美國政府的關係

已到難以恢復的境地。尤其，美國政治崇尚現實，美國是否在兩岸三邊四角的互

動中也逐漸向紅藍共有的認識方向傾斜，值得我們於下一章「美中台」大三角關

係加以留意與考察。 

從「廢統」乃至「終統」，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中台三邊四角行動者，在其

中不斷地拔河、角力、互動與穿梭，而過程裡，各方行動者又將其自身立場與策

略考量落實於此來彼往的互動之中：北京強調台北所為已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以此為由再度運作「經美壓台」的策略；華盛頓對台北多方施壓阻擋，幾經折衝

接受以「終止」代替「廢止」，以此作為「四不一沒有」框架仍存的表徵。但美

方的不滿稍後藉由高規格接待馬英九作為回敬；民進黨政府看似以字面上「廢止」

代替「終止」的妥協，奮力在美、中各欲主導界定「現狀」的現實上多撐開一些

空間，卻也相對在「維護現狀」的角力點上，付出站在美、中、泛藍對立面，日

趨邊陲化的代價。而美中台三邊四角就在這樣持續互動、回饋、生產的循環過程

中，不斷建構出新的模式化關係，型塑了兩岸關係的新樣貌與新變化。 

 

 

第四節　 小結 

以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率團赴大陸訪問為起點，接續而來，連戰與胡錦濤

跨越歷史的障礙，實現了國共兩黨領導人六十年來的首度會面，繼之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等泛藍主要政黨領袖亦相繼登陸訪問。檯面上，北京當

局以超高規格的禮遇接待，風光極盡賓主盡歡，檯面下則各有政治圖謀與盤算，

各取所需各有所獲，唯有民進黨政府此番卻是在「紅藍綠」三邊關係中，陷入邊

緣化的困境。 

在國民黨的觀念認知裡，國共擴大接觸可緩解兩岸的緊張，讓台灣在民進

黨政府主政下兩岸呈現的高度對峙態勢中開闢另一條出路，更何況在現實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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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計裡，兩岸議題是國民黨一個可充分大展身手的舞台，可藉之凸顯其比民進黨

更具處理兩岸事務的經驗與能力，國共的擴大交往同時符合了國家與政黨的利

益；至於共產黨方面，透過國共的交往合作弱化民進黨政府在兩岸關係上的作用

與影響力，一來可牽制台灣當局不致走上「實質台獨」，再者又可藉由紅藍聯手，

將其欲統戰台灣的物件透過國共平台的管道投射進島內，達到「入島入戶入心」

的效果。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共產黨基於統獨的意識型態，國民黨則是除了基於意識

型態，更基於國內政黨政治的競爭，在國共雙方的相互主觀認知裡，彼此透過「九

二共識」平台的架設，技巧性地迴避主權的爭議，使得雙方暫時不再是歷史上生

死存亡的敵人關係，而是走向競爭與合作並存的對手關係，反是民進黨政府成了

雙方共同的首要敵人。此所以在連宋登陸，開啟紅藍擴大接觸交往後，泛藍陣營

依據「連胡公報」、「宋胡公報」的內容，憑藉在國會過半數的優勢，藉由立法影

響行政的方式，逼使政府部門執行「連胡會」與「宋胡會」所簽訂的共識與協定，

而這當中又以壓迫政府接受「九二共識」，以及促使政府更大程度開放兩岸的經

貿交流更是重點所在。 

而中國方面則是最大的贏家。在「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上，中共當局將泛

藍陣營當作有效落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槓桿支點。北京利用以「利益」為

導向的政策，在立法院內向有泛藍政黨的呼應協力，在民間則鎖定不同階層與族

群進行拉攏與聯合，由下而上，形成對中國傾斜的推力，不只使得台灣內部的藍

綠生態產生變化，更漸次位移兩岸的互動軌道，生成新的模式化關係；在「美中

台」大三角關係上，則更是國親共三黨，首度在完全排除美國的參與下，實現政

黨領導人的直接面對面溝通，無形中暗合了北京當局一向所聲言的「『台灣問題』

屬於中國內部事務」，「中國人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的立場與主張。而國共

之間的關係一旦越趨清楚與穩定，其通過規則、規範與制度形式，投入資源所能

發揮的加乘效果，乃隨之倍增。 

相形之下，民進黨政府在這一回的棋局裡顯得邊緣與勢孤。原先寄望「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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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達成的共識與默契，在宋楚瑜登陸訪問時能作為兩岸執政當局的溝通橋

樑，削弱連戰登陸訪問的力道，並對國民黨產生一定的抗衡作用。未料，宋楚瑜

在與胡錦濤簽訂的「會談公報」裡竟得出了「兩岸一中」的共識，此已大大超出

了民進黨政府的底線，公報簽署之日亦正是「扁宋會」破局之時，民進黨政府的

兩岸政策在紅藍聯手夾擊下可謂荊棘滿佈。而在兩岸經濟日趨緊密但政治日趨分

離，以及兩岸衝突與和平力量同步升起的雙重矛盾態勢之下，民進黨政府如何掌

舵兩岸政策，委實是一大考驗（Hickey,2006：475）。而從這個歷史的發展脈絡看

來，顯然，民進政府高層並沒有充分認識到此一結構性的發展趨勢，對於國共接

觸的意義有所低估，更未對於宋楚瑜因素做好有效而前瞻性的權變措施，致使陳

水扁成為此役的大輸家。 

尤以，國共建立雙方合作平台之後，在紅藍攜手的新結構關係下對民進黨政

府從國安、外交、兩岸到經濟政策，形成更嚴峻的牽制與挑戰。而因連宋登陸所

帶來的「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的改變，是否將進而衝擊到「美中台」大三角關係

的形式與內容？當我們把「紅藍綠」的小三角關係進一步安置在「美中台」大三

角關係的框架中來看時，又將可勾畫出何種的風貌與寫照？下一章我們即將進入

相關主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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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連宋登陸後「美中台」大三角關係的變遷 

 

就兩岸三邊四角看來，綠營受制於自身政治能量的不足、也受制於藍和紅的

聯手，同時，更受制於以美國為主導的「美中台」三角關係。而無可諱言自九一

一事件發生後，直到小布希第二任尾聲這段期間，美國與中國處在一種共生互利

的戰略態勢當中。故而當美中一致以穩定、和平、維持現狀為策略聯盟的價值時，

民進黨政府所打出的「民主牌」，包括防禦性公投、正名、制憲、廢統等等的政

治主張或政策作為，美方視之為陳水扁政府爭取選票的手段，徒然製造台海緊

張，反成為美國眼中「不利與不必」的片面挑釁。畢竟，美國的對中政策是放置

於全球戰略大架構下來思考，台海關係只是其制訂對中政策的考量之一。而相對

於陳水扁常給予美國的驚訝，紅藍聯盟所強調的和平與交流，應較符合美國在維

持現狀上的要求與願望。表面上美國駕馭與利用了中國，實質上卻是中國藉助於

美國和平與穩定的大旗作為其暗地擴張、靜默前進的掩體。正當美中關係較大程

度朝向正面，台美之間卻出現較多挫折的發展方向時，「連宋登陸」一事對於台

灣的向中傾斜，多少起了「轉轍」或「推進」的作用。相對於中國，過去以來美

國在「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的介入薄弱許多，因此，當兩岸關係往有利於中國的

方向趨近時，以世界警察自許卻受困於內憂外患的美國，是否有能耐與餘裕將兩

岸關係的發展安置在其所預期的軌道上，抑或是美國轉而樂見紅藍更進一步合作

的發展，而願意加以調適，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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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的演變深受不同結構層次的內、外環境因素所作用，並由此形成各

自的結構秩序，深深影響了兩岸關係的發展。由小至大，從「紅藍綠」所構築的

小三角關係到「美中台」所營造的大三角關係，彼此乃相互建構、相互影響。回

顧前章所論，就小三角關係的層次來看，連宋登陸著實在一定程度上擔綱了「起

承轉合」的歷史角色。根本而言，紅藍的接觸看似平等，甚至是中共對於國民黨

的一種禮讓，畢竟，胡錦濤所代表的是中國統治十三億人口的執政黨，而連戰或

宋楚瑜不過是台灣的在野黨主席，同時也是兩次總統大選的失敗者。然而，就綠

營而言，從終極目標、體系運轉、權力運作的角度來看，紅藍的接觸卻是泛藍被

以中國為中心而遭共產黨進一步整編的過程。「藍」的行為主體仍在，尚並未被

「紅」所化約或吞噬，但其行動卻是隨「紅」的規律而運轉。在紅藍互動的過程，

「紅」掌握了主導優勢，紅藍綠三邊所開展的關係多半是依著「紅」的意志與策

略方向而行。在國共兩次會談中，其內容充分體現了「反分裂國家法」軟的一手，

國民黨看似得到實惠，共產黨卻得到議題與策略佈局的主導權。不可否認，台灣

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已成北京施展對台政策的槓桿。此一藉經濟力作為槓桿的成效

在過去或許不彰，然一旦時機成熟了，它就可以發揮效力（Yu,2006:26-27）。同

時，某種意義而言，連宋登陸了，但另種意義來說，共產黨也透過此一網絡與管

道將其觸角逐步伸入台灣島內。在民進黨執政進入第二個任期的尾聲，台灣政治

生態藍大於綠的格局更見突出，台灣未遠離中國，反而在趨近當中，甚至又更進

一步被系統性地整編進入中國的旋律之內。由此觀之，綠營多次選擇炒作國家認

同或國家安全議題，並帶有急迫感，這雖非為好的策略，卻有不得不然的苦衷。 

理論上來說，綠營是執政者理應握有台灣方面的主導權，然而台灣的民情溫

和，又是民主體制，選舉頻仍也是事實，故而綠營的炒作終究有其自制的內在需

求。此一特色證諸於綠營以嘉年華會而非激進示威來面對中國「反分裂國家法」

的頒佈，以及陳水扁在「積極管理，有效開放」與「終統」案釋出之後的一定程

度的微妙轉彎與讓步，可見梗概。再加上，共產黨在胡錦濤只做不說、多做少說

的策略之下，對於綠營的炒作以冷處理的方式對應，更使得綠營難以借力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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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紅」在自家的陣地原本即擁有主導的客觀優勢，再加以策略運用得宜，

以及「藍」的助勢，這使得「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的營造過程裡，「紅」掌握了

全場的主導優勢。在行動者不斷互動的過程當中，截至目前為止，結構發展的方

向多半順著「紅」所設定的方向前行。 

 再者，綠營營造小三角關係既受制於自身、也受制於藍和紅，同時，也受制

於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大三角關係。當拉高到「美中台」大三角關係的層次來看，

我們看到既有的參與者也進入大三角關係的戲局，綠營原有的制約因素固然不

變，卻是多了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因素的強力制約。在現實上，綠營可以對紅藍採

取不理會的態度，卻不能對以美國為主的因素不納入考量。而無可諱言，中國崛

起的過程中，自二００一年九月十一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直到小布希第二任尾

聲這段期間，可以說很巧妙地與美國處在一種共生互利的戰略態勢當中。而對應

於美國對中國「負責任的利害關係者」的期待，中國以「和平發展」為基調的戰

略選擇，無疑地，既支撐了面對政經情勢內弛外張的美國在國際霸業上的庚續，

又為中國自身圖得一個休養生息的大環境。加以，中共善用靜默的迂迴戰略，充

分運用美國對其有所需求而對台施壓，故而當美中皆強調維持現狀，力主區域的

和平與穩定時，民進黨政府訴求一邊一國、制憲，推動防禦性公投、正名、廢統

等等的政治主張或政策作為，便被美方視之為陳水扁政府的選票操作，而此操作

將引發台海緊張，是美國視為「不利與不必」的片面挑釁（許紹宣，2007：2），

由是，「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也牽動衝擊了「美中台」大三角關係，朝向不利於

民進黨政府的方向發展。台灣作為大三角關係的營造者的一方，其主動的能動性

也因此大受制約。欲瞭解這種態勢與現象，則必須對於連宋登陸前後的「美中台」

大三角關係的發展有所理解與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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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益加溫的美中關係 

壹、美國「圍合兩手」策略 vs.中國「和平發展」理論 

二００五年二月十九日，美日兩國的外交及國防首長在「美日安全諮商會議」

（以下簡稱「二加二」會議）後發表共同聲明，列出美日未來在亞太地區與全球

的戰略目標，其中在台海問題上，鼓勵中國「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爭端」，這

是美日安保體制自一九六０年建立迄今，首次將台海問題明文列入「共同戰略目

標」，突破過去以往保守、隱誨的態度，將「周邊有事」的「事件」概念，予以

明確的「地理位置化」，在台海安全問題上則由過去的「戰略模糊」轉趨「戰略

清晰」，這其中的轉變推敲起來，與中國當時即將於三月召開的人大可望通過「反

分裂國家法」一事，應有相當的牽連（余莓莓，2005：69）。美國小布希政府的

戰略清晰在於：台海現狀由美國界定，台灣與中國維持「不統不獨不武」的狀態。

如此，美國既能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又能保有並發揮其在東亞區域的影響力。

美國不願意中國以武力來解決台灣問題，是華府的一貫立場。更何況，美國一旦

讓步，勢將動搖周邊國家對於其在亞太甚至國際所扮演角色的信心。看來，小布

希政府確然相信，唯有採取「戰略清晰」可以讓美國避免捲入衝突與麻煩

（Kuo,2005:139）。 

向來，美國對於中國的軍事成長始終抱著防範的態度，未曾稍歇。特別是對

於中國每年劇增的國防預算，及擴增軍備全力推動解放軍現代化的積極作為，始

終寄予高度的質疑與關切，在安全戰略上對中國多所防備。這也是因何我們可以

看到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一方面在形式上改善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包括啟

動元首熱線、推動高層互訪、肯定中國反恐、支持中國申奧。尤其在美國揮軍攻

打阿富汗、伊拉克後，又逢北韓核武危機升高，美國不想同時打三場戰爭，就更

加依賴中國協助處理北韓問題，美中之間更密切地合作；但另一方面，美國卻於

實質上在中國的週邊環境強化部署圍堵的架構，包括以反恐名義實現在中亞的軍

事存在、改善與俄羅斯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強化與日、韓、澳、紐、台、菲、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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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等亞太海洋國家的關係，影響所及使得中國先前努力在亞洲大陸建構的「上海

合作組織」、「中俄夥伴關係」以及「中巴制印」等戰略受到抑制，也使得中國向

海洋擴張的「深藍戰略」面對新的圍堵（林佳龍，2002：42）。由此可以看出，

美國在政策層面上逐漸明確其對中國的態勢，即正視兩國關係中的各項歧異，不

隱藏美國對中國的防範意圖，也不排除兩國間的交往與合作（董立文，唐開太，

2003：172）。美國的對中政策既然是放到亞太戰略的層次考量，「連宋登陸」在

美中關係的天平上的實質份量可謂十分有限。但有趣的是，也許正因為如此，美

國企圖影響「紅藍綠」的互動內涵與方向的斧鑿不致太深，而連宋登陸後與胡錦

濤聯手進行的「紅藍制綠」的建構，也較有自在發揮的餘裕。 

同於此理，「連宋登陸」也在北京方面取得積極的回應。畢竟，對於全力發

展經濟的中國而言，美中關係的穩定前進得來不易，發展美中關係是其外交政策

的重中之重。此一心理因素更驅動中國避免更多激烈的政治對抗，而願意全力以

發展經貿交流來作為兩岸關係的主軸。誠如北京某一專研國際關係兼及台灣研究

的教授 J於接受作者訪談時所言，中共當局目前以政治穩定、經濟發展列為施政

的首要，而這有賴於外部和平穩定的環境為依託。特別是在對美關係上，絕對不

能走向破壞，因為這將對中國帶來十分不利的影響。北京當局深知，美中之間存

在著全球、區域、雙邊層次的許多衝突，相當根深蒂固，包括美國對中國的鉅額

貿易逆差、中國對流氓國家或潛在衝突地區國家輸出飛彈和飛彈技術、保護智慧

財產權不力、台灣問題，以及中國積極整軍經武等問題，都是雙方關係的深層矛

盾所在（林文程、林正義，2006：145）。 

為了減低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強權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方面殫精竭慮提

出「和平崛起」的論述，力陳中國不會走從前大國崛起的老路，其根本目的在創

造中國穩定發展的國際和平環境。首先提出「和平崛起」概念的中共中央黨校常

務副校長、胡錦濤的重要幕僚鄭必堅，在二００五年於重量級的政論刊物「外交

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文章，更深入地闡述「和平崛起」的理念，他

指出，中國最重要的戰略選擇就是擁抱全球化。文中著意強調，中國指向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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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路徑可謂是「通往和平崛起的發展途徑」，這是一種經由和平手段取得資本、

技術和資源的驅動（Zheng,2005：20）。同時，不管在安全或經濟上，北京需要

華府來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Zheng,2005：24)。根本上，胡錦濤上台後在外交

戰略改採「和平崛起」的觀念，並加強向國際宣傳「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略選

擇（王逸舟，2004：1），其用意就是避免衝突並尋求健康的經濟與技術的交流。

換句話說，就是一種「妥協政策」（policy of accommodation）（Roy,2003：66）。

如此一來，中國不但可以免於直接衝撞美國勢力所可能導致的困窘境地，並且可

以與美國繼續維持其對話關係，且能有別於美國熱中於「權力政治」，凸顯中國

標榜理想主義的「道德政治」旗幟（王崑義、蔡裕明，2006：310-311）。 

然而由於「崛起」一詞在外文翻譯中，容易令人聯想到武力征服的意味，與

北京當局的本意相背離，為了避免「和平崛起」一詞不僅無法抵銷「中國威脅論」

的意象，甚至帶來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於是提出「和平發展」的觀念作為取代。

而為了讓「和平發展」的內容更加充實，二００四年秋季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首

次提出建設「和諧社會」，這主要是針對中國內部。之後中國繼續把這個概念向

外擴展，二００五年九月胡錦濤在聯合國成立六十週年的高峰會上提出建構「和

諧世界」的新理念（胡錦濤，2005：01），接著胡錦濤又陸續拋出共建「和諧地

區」、共建「和諧亞洲」，從「和諧地區」、「和諧亞洲」到「和諧世界」構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和諧外交」的概念，並以「和諧外交」作為實踐「和平發展」的重

要工具。154中國的學者更在國際刊物上大肆批評傳統零和觀的謬誤而提出中美合

則雙贏，分則兩害的主張（Wang T.,2005：47）。 

總的來看，胡錦濤政權「和諧外交」的提出，更有著眼於長期發展的戰略意

涵。「和諧外交」以多邊主義為主導，強調「和平」與「和諧」的價值，相對於

美國小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並且在世界各地推展美式價值觀，以推動「民

主」為名進行對他國的干涉，顯然中國當局有意透過「和平主義」的論述塑造「愛

                                                 
154 王崑義，（中國新外交戰略及其作為），王崑義部落格，新浪網，

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gid=22448&entryid=69501，200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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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平」的道德形象，一來減低各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為國家邁入現代化提供

穩定發展的背景；二來逐步形成抗衡美國「單邊主義」的另一種格局，隨著中國

的國際地位不斷的上升，為其影響國際秩序的將來鋪路。155 

準此以觀，美中之間既競爭又合作、既聯合又鬥爭，和鬥兩手的策略與態勢，

在美中彼此相互摸索適應的過程中，一直是雙方互動往來的重要基調。美中始終

無法免除愛怨情愁的糾纏，兩國在一些議題上談判、交換與合作，但於此同時，

雙方卻也深深存在不信任感，彼此會積極動員外交與軍事資源，以備未來對抗之

需（Friedberg, 2005：44）。這樣的一種情境誠如美利堅大學東北亞問題專家趙全

勝（Zhao Quansheng）所描繪的，美中關係是一種小心翼翼的互賴（wary 

interdependence），也就是一個是既存的強權，一個是崛起的強權，而必須共存於

一個穩定與繁榮的環境，彼此以一種不安的眼神注意彼此（Zhao,2006 : 514）。而

這樣的合作與防範並存的情態，說到底，仍是根源於美中兩國迥異的意識型態與

價值觀，使得彼此之間無法形成集體認同，是以，摸索與調適仍將會不斷地在雙

方的互動中產生，並不斷給予對方新的期待。佐立克所提「負責任的利害相關

者」，適足以提供吾人確切的觀照。 

 

貳、從「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到「民主轉型」 

二００五年九月二十一日美國副國務卿佐立克就美中關係發表演講，首次提

出了促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156標誌了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開啟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新思維。佐立克在演講中

提醒中國應開始採取具體的步驟，向美國及其他國家說明中國的發展方向與意

願。佐立克並表示，中國已經崛起並加入這個世界，但此刻美國應該更進一步呼

籲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白宮與國務院對中國的定性稱謂

                                                 
155 同註 154。 
156 參見佐立克於二００五年九月二十一日在「美中關係委員會」發表題為“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演說，首次提出了「負責任的利益相關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這個概念，見 http://www.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200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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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戰略合作夥伴」也非「戰略競爭關係」，而是中性的「負責任的利害相關

者」來期待中國。「stakeholder」這個字在美國一般的認知上，意味國際通用的具

有「同志」意思的名詞，推斷佐立克希望中國變成國際體制中的「stakeholder」，

是要讓中國和美國一道擔當起維護國際正常秩序的責任。從美國自身的利益來

看，美國固不樂見中國對它的挑戰，但美國也深知在現階段對中國採取敵視，將

中國推向不可測的方向，對於美國的國家利益更是有損。兩害相權取其輕，對美

國而言，將中國納入可控制的行為軌道，並加以適當利用，符合其眼前的戰略需

求。 

美國以「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定位中國，顯示出一種有別於過去看待中國

的眼光，真正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美國看出，中國持續高速的經濟發展，累積

了雄厚的經濟實力，透過將經濟力量轉化為直接的政治資源，中國在亞太以及全

球區域得以擁有更大的操控能力，使其政治影響力倍於現有的經濟實力。同時，

經濟的成長也使北京更有能力進行軍事擴張與軍事現代化，而今中國已儼然逐漸

成為美國之外另一股影響全球戰略趨勢的關鍵力量（賴怡忠，2006：214-215）。 

如今的狀況已是，美國即使基於自身安全與利益考量想對中國加以「圍合」，

但畢竟中國已經強大到美國不能小視的境地。何況美中之間的互賴日深，經濟交

流愈趨緊密，兩國的經濟利益已經深度捆綁，誰也離不開誰，彼此之間已然是「利

害攸關」。尤其自二００一年十二月中國加入 WTO 後，美中經貿關係的輪廓逐

漸改變。二００五年，美中貿易額已經達到二千一百一十六億美元；中國是美國

第四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來源國，第三大貿易夥伴；美國是中國最大貿易夥

伴，最大外匯來源國；美國累計對中國投資超過五百一十億美元。157到了二００

六年，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達三千四百九十六億美元，佔美國國債總額的百分之八

點一，僅次於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對美國貿易逆差高達二千三百二十五億

美元，佔美國全球逆差的百分之二十七點八，158中國已是美國最大的貿易逆差

                                                 
157 劉建飛，（從中美戰略經濟對話看美國對華政策），學習時報網站， 
  http://big5.china.com.cn/xxsb/txt/2006-12/18/content_7524998.htm，2006/12/1。 

158 劉力，（摩擦日益常態化），學習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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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然而，美中之間密切的經貿往來，固然成為維持雙方共同基礎的重要鈕帶，

但其中也不乏嚴重的摩擦與矛盾，美國不滿中國者，包括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形成

貿易上的不公平競爭、中國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不力等諸多問題。 

對於中國而言，也同樣面臨一些矛盾的情境：一方面，中國當局認為只有當

美國的經濟下滑，才會減弱華盛頓包括軍事武力在內的綜合力量，並且放鬆對北

京的戰略壓力；另一方面，美國經濟的下滑，卻也同時傷害中國的經濟，且會引

起美國的不安，如此一來可能造成一些不利於中國的結果（Wang,T.,2005：48）。

二００六年十二月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率領代表團訪問中國，展開首輪的「美中

戰略經濟對話」，團員包括美國聯邦儲備局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以及多

名小布希政府的重要內閣首長，規模之大與層級之高顯示了經貿往來在美中雙邊

關係的重要性與複雜性，甚至需要兩國高層以戰略性的眼光與對話機制來共商相

關領域的原則、規範和行為準則（楊潔勉，2006：2）。 

美國理解，中國外交得以進行「和平轉型」的一個主要趨動力正是中國本身

的經濟發展。近年以來中國憑藉令人驚訝的經濟成長速度和經濟總量的不斷增

加，擴大了中國的戰略空間與戰略選擇（郭震遠，2003：3；Murphy& Shada,2004：

26），而今的中國正走在「轉型」的道路上中，是一個處在「戰略十字路口」的

大國。事實已顯示，美國的對華戰略已逐漸修正，與其說要將中國作為潛在的敵

人，毋寧是希望借重它的力量實現自己的戰略目標，同時在合作中塑造它，促使

它轉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159 

這是否會改變美中底層的結構關係，有待探討。至少在外交辭令上，美國即

做了相當程度的修飾，例如佐立克稱，「美國尊重中國在這地區的利益，以及其

在亞洲多邊外交中的有用角色」、「不擴大合作，美國將無法維持開放的國際經濟

體系」、希望中國奉行「和平崛起」等言詞，代表了美國既尋求美中雙方當前的

                                                                                                                                            
http://www.studytimes.com.cn/txt/2007-03/26/content_8015156.htm，2007/3/26。 

159 同註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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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又著眼於未來的防範。美國一方面企圖勸服中國，哪種發展才是符合美中雙

方共同利益的方向，鼓勵中國走向民主；另一方面也重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合作

關係，以便在中國如與美國對抗時，華府能有所準備。美國並力圖重振這幾年被

中國蠶食鯨吞的亞洲版圖，華府近年來同時與亞洲大國、美國傳統盟邦以及中國

週邊國家，増加安全合作關係，就是最好的檢證。 

然而，在完成「和平演變」此一終極目標前，崛起的中國是否能繼經濟自由

化之後，成功地進行政治自由化的轉型？抑或中國整體國力的提升，反將促使恢

復自信的中國更進一步向偉大民族復興的道路邁進，直到最終回復中國天朝歷史

的榮光，擴張勢力範圍建立現代朝貢體制？然則不論是前者或後者，過程之中美

國都面臨中國的不確定未來的挑戰，美國必須有戰略上的對應，就此而言，美國

國務卿萊斯所提出的「轉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提供了適切的

回答。 

    二００六年一月十八日，美國國務卿萊斯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發表題為「轉

型外交：塑造美國二十一世紀的外交態勢」的演講，正式揭開了「轉型外交」的

面紗。160依據「轉型外交」的核心精神與內涵，其「新前線」是像中國、印度、

巴西、印尼、埃及和南非這樣的新興大國以及非洲、拉美和中東的轉型國家，重

點是新興大國。這既反映出小布希政府主政下的外交重心向「二十一世紀新興地

區」轉移，又呼應美國副國務卿佐立克所提出的，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利害

相關者」的理念（譚中，2006：14）。 

                                                 
160 「轉型外交」的基本精神是為貫徹小布希政府在全球推進「民主」此一戰略任務，萊斯在演

講中指出「轉型外交」的重點主要有五項：第一，布希總統連任就職演說中所揭櫫的在全球
支持民主運動與民主機制的成長，以追求終結全球專制獨裁政局的終極目標，而為達成此一
大膽的任務，美國需要大膽的外交；二、要試圖改變世界，而非只是報告世界現況，這是轉
型外交的任務所在；三、美國轉型外交的目標在於與全球許多夥伴，經由相互的合作建立與
支持民主、良善的體制、回應人民的需要，並培養這些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負起責任；四、美
國的外交力量將用來協助外國人民擁有更好的生活；五，基於上述「轉型外交」的理念與精
神，美國須重新部署外交資源，將美國駐外人員的外交職缺調整配置，增派在中國、印度、
奈及利亞、黎巴嫩等國家，要重視這些新興與區域與妥善跨國策略，包括加強外交人員的訓
練、外交姿態在地化、將外交人員派往艱苦地區等。請參見美國國務院網站：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January 18,2006,”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20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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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的「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小布希政府是希望中國與美國分享共同

利益並且分擔對世界的責任。小布希總統第二個任期的大戰略，顯然是要在世界

各地推廣與行銷民主制度，而其核心思考就是要將自由市場的思想引入地緣政

治，亦即將既有、舊的國際秩序加以動搖，使各國基於私利而自動形成一種有益

於美國利益的新秩序（Gaddis,2005：14-15）。這其中，特別是中國，可謂是美國

高度關注的焦點所在。 

因而，從表面上看，由「戰略競爭關係」到「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乃至「轉

型外交」，美國的中國政策似乎調整得較為朝向合作與軟性，但美國在強調合作

的同時，也通過東亞地區的戰略佈局制約中國；在強調軟性外交之際，更是堅持

「民主」、「人權」等方面的硬手段。對照佐立克「從成員到責任：中國向何處去」

的演講，同樣指責中國的經濟、能源政策，指責中國的政治封閉、不民主，可以

看出從「負責任的利害相關者」到「轉型外交」，它是邏輯一貫連續，二者相互

為用的概念與策略，儘管表面上緩解美中之間的爭鬥程度，但卻不能改變雙方角

力的實質。當然，反過來說，我們固然不宜忽視美中之間暗鬥的現實，卻也必須

面對美中之間因著利益驅動而彼此不斷擴大交流面與合作面的需求事實。尤其

是，各種跡象很清楚地顯示，美國在此區域的戰略盤算是期待和平與穩定的現

狀，而非衝突。這使得總體的大環境有益於眼下紅藍合作的互動與進展。而同樣

地，至少相對於陳水扁常給予美國的驚訝（surprise），紅藍聯盟所強調的和平與

交流，應較符於美國在維持現狀上的要求與願望。 

 

參、競合並存下的美中關係 

無疑地，美國對中國的戰略上一貫維持著既交往又制約、既合作又防範的雙

面性。這樣的雙面性並且是後冷戰時期歷經老布希、柯林頓至小布希始終不變的

主旋律。故而美國對中政策的基本方針，實可以用十六個字來概括，即：「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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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雙邊交往、台海平衡、和平演變」（黃昆輝，1993：4）。 

而如此的雙面性，在過程之中，每每雖緣於國際環境的變化，或因重大事件

的發生，呈現不同的情狀，有時是「接觸大於遏制」，有時卻又是「接觸小於遏

制」；時而「合作大於競爭」，時而「合作小於競爭」，這些高低起伏的變化，

可謂是雙方關係的小間奏，但大體而言，美中關係仍是在兩極之間的擺動中持續

前進。 

由上述的分析看來，美國在無法確定掌握中國何去何從、是敵是友之前，美

國自然將中國視為一個競爭之中有合作、矛盾之中有利益的對手，因而美國的中

國政策一直在「遏制」與「接觸」間擺盪，並時而因國際環境的變化而呈現重心

的不同。當美中之間因衝突或矛盾使得雙方敵意升高時，美國就會傾向以較為遏

制與防範的思維與作法處理美中關係，更多地欲納中國於國際框架內以制約中國

的對外行為，促使中國安於國際結構的現狀，不去挑戰美國的利益。例如中國通

過「反分裂國家法」前，美日「二加二」會議將台灣海峽明文列入雙方共同戰略

目標區，即為著例；反之，當雙方的敵意降低，特別是雙方的利益或需要大於矛

盾或衝突時，則美國就會傾向以較友好的姿態對待中國，從而在雙方的互動中，

就較有機會進行合作交流的往來，甚至是合作機制的建立，以促進雙方的共同利

益。比如「中美戰略經濟對話機制」的建立，允為範例。 

由此看來，美國的對中政策是放置於全球戰略大架構下來思考，台海關係只

是其制訂對中政策的考量之一。目前來說，兩岸之間只要能維持美國操作下的「和

而不統，分而不獨，動態平衡」，就能符合美國的國家利益，甚至也有不少的論

者認為美國努力維持台灣的實質獨立來牽制中國的崛起（Kennedy,2007：268），

但長期目標來看，美國對中政策的終極理想目標是實現中國的「和平演變」。而

由美國對中政策上操作軟硬兩手、圍合並進的策略來看，可以說，美中關係並非

定於「一」，也非止於「定」，基本上是多樣與變動不居。而這種變化或許正突

顯出崛起中的中國其歸向與發展仍充滿不定，而美國的對中政策在清晰中也常見

猶疑。此誠如美國前在台協會理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所言，在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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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中，未來會發生何種狀況，難以逆料，因此，美國政策制訂者無疑地將

自身安置在清晰與模糊的連續光譜當中，究竟政策重心是放在清晰或模糊，端視

美國當時所處的環境。但無論如何，不可能有完全清晰或完全模糊的事，而美國

的選擇也總在公開宣示與私下外交之間，交互運用（Bush, 2006:47,52）。 

一如美國對中國政策之所以清晰與模糊交互採行，除了美國本身政策運用彈

性的考量外，更多的成分恐在於美國對於中國的未來究竟何去何從難以掌握，故

而美國的對中政策不論是「交往-圍堵」抑或「合作-制約」總帶有強烈的雙面性，

中國對於美國又何獨不然，從「既聯合又鬥爭」，到「既合作又競爭」，中國對

美國同樣也是以「兩手對兩手」的戰略因應，其間反照的正是美中雙方的互不理

解與缺乏信任，這源於各自擁有不同的歷史經驗與認識。置放在現實狀況，即是

一個已然成熟的霸權與一個崛起中，並且是互不信任的強權，彼此如何對待的問

題。而這也正是當前美中總體關係的困難之所在：中國將來如何對待美國要根據

美國將來如何對待中國來確定，而美國將來如何對待中國又需根據中國將來如何

對待美國來確定。 

美中雙方正是處在這樣相互摸索、相互定位的歷程，其結果將決定美中未來

對他方的政策與行為選擇。由於身份是建立在行為體的「自我領悟」上，而此種

領悟的內容，每每依托於其他行動者對此一行動者的認知再現與此一行動者的自

我領悟相一致的結果（Wendt,1999：224），因此，不論是美國目光裡的中國，

或是中國看待自身，其身份都是全球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這也注定了美中之間

是以一種「他者」的身份認同凝視對方，無法形塑集體認同，從而也難以發展出

真正的夥伴關係，而是在聯合之中有對抗，在合作之中有競爭的對手關係。美中

之間未來究竟會指向原有結構的強化，抑或走向結構的轉型，發展出新的文化模

態，端看未來美中雙方大戰略的佈局與具體的互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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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益降溫的台美關係 

　 壹、民進黨政府與美國在台獨問題上的拉鋸與齟齬 

美國的對台政策乃是依附在其全球戰略架構之下，九一一事件前後，美國戰

略重心的轉變充分說明此一事實。九一一前，美國視中國為主要的潛在競爭對

手，台灣的民主價值、地緣位置，對美國來說正是牽制中國的最佳戰略前緣；九

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調整戰略建構全球反恐網，需要中國的大力合

作，更何況隨後的伊拉克戰爭、伊朗、北韓核子問題，美國更是有賴於中國，因

此對於中國多所遷就，而對於台灣方面諸多試圖衝撞底線突破框架的作為，無一

不盡量壓抑，幾乎是寸步不讓地制約台北當局的行動，導致與中國由外向內聯手

反民進黨政府的後果。 

美方態度的轉變顯現在當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投法」立法之後，華府開始不

斷重申「不支持台獨」，並對民進黨政府主張一邊一國、制憲，推動防禦性公投、

正名等作為，視作可能導向「單方改變現狀」的舉動，不斷提出警告，美台關係

走入低迷。然而二００五年三月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引起美、日、歐盟

等國的表態反彈，因為對美國來說，兩岸間的核心問題已不是「如何統一，能否

獨立」，而是怎樣「維持現狀，確保和平」，但中國訂定此法卻已「潛在地」衝擊

了現狀秩序。反觀台北方面雖然舉辦了大型的「反『反分裂國家法』」大遊行，

數十萬台灣人民走上街頭表達對中國的抗議，但除此之外並未見其他公開而激烈

的反制動作，台北的克制獲得美方的讚賞，美台關係再次回溫，「美中台」三邊

關係的天秤似乎慢慢又從傾向美中關係的一方逐漸回擺，難題換成在北京這邊。 

但旋即而來的連宋登陸訪問，卻即時化解了中國的國際壓力。美國官方基本

上對連宋訪中樂觀其成，認為有利於兩岸情勢的緩和，但美國仍不斷呼籲北京當

局應與台灣的民選政府展開對話。只不過，前者是實的而後者是虛。因為連胡二

者自身很積極在運作，美方的樂觀其成，其助力是錦上添花，而美方對北京與台

灣政府對話的鼓勵，是很消極的，美國對北京的呼籲也僅止於口頭的期待，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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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束力。 

　  事實上，為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美方除了積極面的鼓勵兩岸對話降低緊張

情勢外，消極面上更是高舉「兩岸任何一方不得片面改變現狀」的原則，以糾察

隊長的姿態，克制北京與台北雙方不得超越紅線，透過動態平衡的操作，力圖維

持台海的和平穩定。故而，美國一方面緊盯台灣可能超越「現狀」的言行，一再

重複美國不支持台灣獨立，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要求陳水扁信守「四不

一沒有」的承諾，其目的旨在避免台海發生戰爭；另一方面，美國也不斷催促台

灣盡快通過軍購，強化自我防衛能力。美國固不希望民主的台灣為極權的中國所

統治，卻也不願為台灣冒戰爭風險。基於此，美國持續對台軍售的立場但沒有安

全擔保的政策，反應了現實（Carpenter,2005:174,178-179）。 

自二００一年小布希批准對台軍售，直到二００四年五月行政院通過軍購預

算案，送交立法院審議，軍購案在立法院迭遭在野黨封殺，始終無法邁出國會的

大門。美方對此頗有不滿。二００四年十二月十日，美國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專訪，其回答主持人提問時表示，在中

國崛起過程中，台灣是美中關係的「地雷」。阿米塔吉並說明，「台灣關係法」並

未規定美國捍衛台灣，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是否出兵防衛，必須由美國國會

決定。161以阿米塔吉長期友台的立場，這樣的言論內容顯得突兀，但深究其間，

實亦有脈絡可循。畢竟，阿米塔吉希望軍購能快速通過，但又不至於對台灣釋出

錯誤訊息，導致台灣為所欲為，並避免中國誤解美國軍售台灣的針對性，故而使

用台灣是美中關係的「地雷」如此強烈的措辭，仔細推敲，阿米塔吉的話是同時

說給兩岸聽，其動機與目的還是著眼於美國的利益。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固然重視台灣的戰略安全，然而不可否認地，對

於美國而言，「民主」與「安全」一直是美國希望同時掌握的戰略利益。故而，

美國對於台灣推動各種彰顯主體性的政策，或是任何可能帶來意識型態聯想的政

                                                 
161 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專訪的內容請參見美國國務院網站， 

http://www.state.gov/s/d/rm/39973.htm,200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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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操作，雖不能說完全反對，但如果一旦其安全遭受威脅時，便會祭出斷然措施

加以阻止。然於此同時，美國卻相對忽視台灣歷經政治改革工程的洗禮，逐步由

外來政權統治的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體質的國家，過程之中伴隨民主化、本土化

的腳步，台灣自我的主體意識已被喚醒，對於民主深化的要求已內化成為台灣社

會的共同價值。而陳水扁以其個人與民進黨一貫的形象和理念為基底，將台灣主

體意識與人民當家作主連結，透過各類帶有彰顯台灣主權獨立意涵的政策作為，

號召群眾支持擴大選票基礎，實為可理解之舉。由此角度看，陳水扁對於連宋登

陸後台灣興起一片大陸熱，紅藍密切交往合作，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甚至公開主張

兩岸「終極統一」的目標，在憂心台海現狀不斷向中國傾斜的態勢下，斷然宣示

「廢統」，自也符合決策上正當性與合理性的考量。 

然而由於台灣最重要的盟友美國，視民進黨政府尋求體現台灣主權獨立的行

為乃政治操作，而採取一連串的反對態度，導致台灣在外交與安全上最關鍵的台

美關係遭受嚴重挫折，從而使得民進黨追求台灣主體性的路線缺乏外在的支持

力。在政治現實上，無可諱言，當內在合法性缺乏外在合法性的奧援時，其理念

的立論基礎與推動的力量就相形減弱，其結果甚至會反過來形成對於內在合法性

所依恃的內聚力的一種傷害，此時行動者便須進行危機的控制與損害的彌補。陳

水扁政府宣示「廢統」，過程中即因為美國強烈遏止的態度，被迫妥協由「廢統」

走到「終統」，以交換美方的諒解、降低泛藍的攻擊聲勢，進一步爭取民眾對該

一政策的認同與支持，可算是典型代表。 

然則此一經由台美協商所獲得的「終統」結論，雖說被控制在台灣未正式宣

佈獨立的現狀框架之內，但由於美國作為世界強權，且喜於合乎規範與可預期的

政策行為，對於陳水扁不斷的「意外」之舉自然是格外的不安與不悅了。因而，

「終統」案無疑地對於美台的互信基礎進一步造成了斲傷，也影響了台美雙方在

互動過程中對於彼此行動的解讀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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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美國「揚馬抑扁」的平衡操作策略 

「終統」風波不止導至民進黨政府與華府之間關係受挫，兩岸關係也為之倒

退，在此狀況下，美國對於兩岸情勢的動態平衡有更進一步的期待，同時也對於

台灣內部的政治勢力持同樣的策略與手法，這表現在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訪美之

行。二００六年三月下旬馬英九出訪美國，當時台灣各界便以到美國「面試」形

容。而過程之中，由出訪的時機、美方的接待規格與關切議題、馬英九有關兩岸

政策的闡述等面向的觀察，當可理解美方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的佈局與操作。 

首先，馬英九的來訪受到美方創紀錄的高規格接待，並與包括美國副國務

卿佐立克在內的幾位華府主管中國政策的重要官員直接接觸，層級之高令台北當

局大為關注。美方的作法可謂「一石四鳥」：其一，展現美國對馬英九未來政治

潛力的高度重視。作為可能成為台灣下一任的國家領導人，美方關切馬英九的軍

購立場，更重要的是馬英九的兩岸政策思維，其中「統獨問題」是首要關鍵；其

二、美國嘗試由台灣在野黨另闢管道，意欲在難以掌握的台灣政局中求取「平衡」

槓桿的新策略；其三、顯示美方對於二００六年一月陳水扁宣示「廢統」的不滿，

兼有一舉向北京當局示意，陳水扁的「廢統」言論，純為台灣單方面所發動，美

國並未與之唱雙簧；其四，力促軍購問題早日過關。美方深知，對台軍售遲遲未

有進展的關鍵阻力來自立法院，馬英九身為國民黨主席，如能就此給予美方允

諾，P3-C 反潛機、愛國者飛彈、潛艦此三大軍購預算才有成功放行的可能。 

觀察馬英九的美國行，他提出了定義兩岸現狀的「五不」與解決兩岸問題的

「五要」。馬英九意在表述，國民黨要協助美國安定東亞區域，而台灣會是東亞

區域的「和平製造者」，非「麻煩製造者」（蕭旭岑，2006b：A2），同時向美方

釋放「國民黨主張維持現狀」的訊息。其中，所謂的「五不」，包括台灣不會宣

布獨立、不會變更國旗、國號、不會在憲法中列入所謂國與國之間的特殊關係、

不會製造統獨麻煩、不會有廢除國統會的爭議產生。馬英九並允諾，此一承諾到

二００八年若執政後，十年內仍然有效（蕭旭岑，2006a：A2）。可以看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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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九企圖將陳水扁的「四不一沒有」（Five No ’s）定位為美中台的最大公約數，

將台灣通往台獨的道路堵死，然後在立足於此一基礎之上，馬英九進一步提出「五

要」，以作為對中國大陸的積極交往政策。「五要」包括：要在「一中原則」、「九

二共識」基礎上與大陸對話；要簽署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機制；要建立兩岸共同

市場，推動直航，幫助台灣企業提升競爭力；要擴大台灣國際參與；要強化兩岸

文化與教育交流等。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的「五要」之中，「促進兩岸在九二

共識、一中各表基礎上儘快恢復平等協商」、「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包括全面

直接雙向三通」、「建立文化教育交流」等三項主張大體不出「連胡公報」的共識；

然而，五要中的另兩要-「兩岸發展國際參與的『暫行架構』」、「兩岸達成三十年

至五十年的和平協議」，則已超出該公報之內容，可視為馬英九在兩岸政策上的

新主張。 

馬英九的「暫行架構」的前提，簡單概括而言，可說是「大陸同意的台灣參

與國際事務的新模式」。162只是，馬英九提出該一架構的立意，雖說是著眼於台

灣國際空間的困難主要來自於中共的打壓，故而尋求北京當局能同意的模式，以

作為台灣擴展國際參與的正本清源之道，然而，建立此一架構的行動者僅限於兩

岸執政者，過程之中全然排斥美國的角色與作用，以美方在兩岸關係上始終將自

身定位於三角關係的制高點，以力求隨時掌控兩岸情勢的發展，美方又豈會甘於

在兩岸互動過程中缺席？ 

然而，無論如何，馬英九向美方如此著意強調「維持現狀」、不做「麻煩製

造者」、「四不一沒有」，在在無不明示其與美方的觀點一致。同樣地，美國對馬

英九給予如此高規格與慎重其事的安排，除了前述平衡扁馬的策略運用外，恐怕

也意在未來馬英九果真取得二００八年總統大位後，執政的國民黨能繼續維持親

美路線。顯然地，美國在意的，是台灣未來不管由哪一政黨執政，美國都必須仍

保有關鍵影響力，立足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制高點，以確保美國利益。163 

                                                 
162（馬英九“活路模式＂的三詞一義），星島環球網，

http://www.singtaonet.com:82/op_ed/taiwan_forum/t20060414_190697.html，2006/4/14。 
163 二００八年台灣總統大選結果，代表國民黨參選的馬英九、蕭萬長贏得勝選。觀察馬英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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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美國維持台海現狀動態平衡的權力操作作為 

壹、雙重勸阻與鼓勵對話 

觀諸兩岸關係近年來的發展，美國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站在戰略位置上

的高點，對台灣與中國當局發揮重大的影響力。Richard Bush 和 Michael E. 

O’Hanlon 以一九六二年的「美蘇古巴」三角關係和當前的「美中台」三角關係，

做了一番有趣的比較後，得到一種看法：今日美中關係不似當年美蘇關係之惡

劣，但在某種意義上，台灣問題卻更複雜，將比古巴更易引起飛彈危機。理由是：

中國將台灣視為核心的國家主權和領土問題，不惜一切阻止台灣獨立；而對美國

而言，防止台灣被中國取走，以保護一個有價值的民主台灣以及確保保護盟友之

信用，對於美國建構世界安全體系亦為重要 （Bush & O’Hanlon,2007：121,123）。

然而，正因為如此，在台海問題上，美國經常陷入需要中國於全球戰略層次的合

作與支持台灣的兩難。北京和台北雖然都不願見到台海爆發戰爭，但於此同時，

卻又時而採取升高風險的政策，這使得美國必須以「台灣不獨，中國不武」的原

則周旋於雙方之間（Lieberthal,2005：53），採取的是一種「雙重勸阻」政策

（Duchatel,2006：53）。 

然而揆諸政治現實，相對而言，政治多半是短期的在發聲；現今政治參與者

的生命多半是短期或暫時的。因此，行動者的短期的權力與利益之考量往往成為

大小三角關係孕育過程的關鍵與顯著的因素。於是，相較而言，台灣的民主化固

                                                                                                                                            
府的新政顯然將兩岸關係作為治國藍圖的上位概念，兩岸政策成為其施政的主軸。而從政治
上主張「九二共識」、「一中各表」、外交上提倡「外交休兵」、經濟上大幅鬆綁並開放兩岸經
貿，海基、海協兩會最高領導人江丙坤、陳雲林更在二００八年兩度會談，簽署協議，兩岸
正式進入三通年代。在馬政府主政下，兩岸關係呈現快速發展，但於此同時，馬英九總統卻
備受是否過度「親中」的質疑。美國方面，最為顯著的例證就是美國對台軍售一事。二００
八年六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萊斯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表明當台灣強化與中國關係時，
也別忘了美國仍是台灣的重要盟邦，萊斯的談話顯示了美國一直在注意馬英九對軍購的態
度，因為這關係到美國的東亞戰略和部署，而美國對於馬英九向中傾斜的擔心在此明顯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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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和平演變中國長期戰略之必需，但，其重要性在某些情況下反而遜色於中

國所能提供美國解決短期燃眉之急所需的國際政治利益。而北京擅於適時掌握有

利於己的情勢，在「反分裂國家法」通過後，藉由邀請連宋登陸以化解國際壓力，

並進而營造國共協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表面意象後，中共當局開始對其認定為

「法理台獨」的台灣民主宣示立場，施加壓力，如扁政府推動的憲改、廢統等，

北京都採取先向美國告狀，實施「經外制台」、「聯外制台」的作法（賴怡忠，2007：

25）。 

相對地，美國有賴於中國，因此對於台灣諸多操作邊緣策略試圖撐大台灣自

主空間的作為，無不竭力遏止，於是在現實的效果上儼然成為美國與中國由外向

內的聯手「反獨」，但對於「台獨」紅線的劃定卻是逐步朝向台灣逼近，包括正

名、憲改、廢統等政策作為，華府每每接受中國的觀點，與中國同一口徑要求台

灣不得採取「片面改變台海現狀」的行為，有利於中國再三遂行「經美壓台」策

略。反觀美國對於中國，除了「反分裂國家法」通過之際，美國官方表達反對的

態度，並趁機施壓歐盟遲延對中國武器輸出解禁外，對於中國其餘諸多具體威脅

台灣的作為，包括年年增加的飛彈部署、對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無所不在的打壓等

行徑，一逕保持沈默，這使得「雙重勸阻」策略亦朝向中國傾斜。其結果是表面

上美國駕馭與利用了中國，實質上卻是中國藉助於美國和平與穩定的大旗作為其

暗地擴張、靜默前進的掩體。 

美國為了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除了消極的「雙重勸阻」政策外，小布希政

府也從積極面上不斷鼓勵兩岸進行對話，華府相信這是通往和平的鑰匙，對於連

宋登陸訪問，美國官方即是抱持這樣的態度。二００六年十一月，小布希訪中之

前，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訪問時表示，他對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感到樂觀，之所

以感到樂觀是因為看到兩岸之間已經開始進行對話。他並呼籲有關各方持續這樣

的對話，相信經由對話和善意，最終有可能和平解決台海問題。164 

                                                 
164 (布希訪華前接受鳳凰衛視記者專訪（訪談摘要）)，中國新聞網， 
   http://www.cns.hk:89/news/2005/2005-11-09/8/648849.shtml，2006/11/9。 



第五章 

 203

然而，雖說美國樂見兩岸藉由開啟對話與經貿往來，以增益和平的成分，降

低衝突，但不能否認地，於此同時，美國卻也不樂見因為紅藍的太過親近，減弱

台灣在三角關係上的地位與份量，畢竟台灣獨立自主的生存與發展，對美而言，

不管在地緣戰略或意識型態上，都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另方面，美國固然樂

見泛藍與中共展開對話，使得兩岸嚴峻的情勢能因而有所緩和，卻也不願意紅藍

雙方過度接近，而影響美國在兩岸的角色份量與作用。 

只是，對於兩岸關係的發展，很明顯地，美國的關切主要是放在大三角關係

而非小三角關係。因此，連宋登陸訪問的後續發展，雖然並未影響美國對中政策

的基本方針與作為，但在內容與方向上，美國的作為卻間接地在為中國的戰略利

益服務。美國顯然在反獨立場上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民進黨政府正名、憲

改、廢統等一切在美中看來是以擦邊球的方式逐步走向改變現狀的危險舉動。這

是緣於美國深知，台灣在短期間不可能捨美國就中國，而短期內，美國最需要的

是來自中國的合作與配合。從而，台北方面推動任何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的政策，

只要在華府眼中看來，帶有指向「法理台獨」的成分與可能時，美國總是予以強

力壓抑，認為這可能導致單方破壞現狀的結果，「終統」案的風波就是明顯的例

證，在美國全力介入協調折衝下，陳水扁政府以「終統」替代「廢統」，表徵「四

不一沒有」框架依舊，兩岸現狀未被片面改變，美國對於維護台海現狀的關注與

重視，由此可見一斑。 

 

　 貳、維持台海現狀的兩難 

然而，美國雖念茲在茲對於「現狀」的維護，對於何謂「現狀」卻又刻意不

賦予清楚的定義，既關心卻又不願明顯介入，這種作法雖說目的在維持戰術上的

彈性，但卻也因各方對於「現狀」的定義不同，徒增混淆。尤其是，台灣與中國

先天處在名分與實力不對稱之下，美國擔心秩序出現動盪而力主的維持現狀，反

讓受困於中國國際包圍與封鎖的台灣，更見被動，而中國得以利用「維持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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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字眼來界定台灣種種推動民主的政策是一種挑釁作為，並藉以增加北京對台

政策的影響力。美國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理國務卿薛瑞福便曾表示，中國反對

台灣的任何民主進程，而美國只是一味讓中國指控台灣這個選舉挑釁、那個公投

挑釁，卻自己沒有想法，指責台灣基本的民主作為是改變現狀，但卻排除中國的

軍事威嚇以及對台擴軍，認為不算是改變現狀，這是根本上的錯誤。他認為，如

果美國過於執著使用「現狀」的用語，會給北京更多影響力來反對台灣的任何事，

這才是片面改變現狀，不符合美國的利益。165
  

薛瑞福的言詞其實道盡了民進黨政府的憂心，只是，這類的說法終究是出自

退休官員口中，並未能成為政策內涵。不過，反向來思考，如果美國採取了清晰

的定義又如何？美國將被迫選邊，不見得對於現狀的解決有利。事實上，從過去

美國官員對於台海的發言，美國一再清晰地強調「現狀」是由其所界定，但卻不

對於「現狀」的形式與內涵予以具體的界定，因此可以說美國的政策操作，並非

全然在「模糊」與「清晰」間做單一選擇，而毋寧是「模糊中有清晰」而「清晰

中有模糊」。畢竟，台海只是美國全球戰略的一環，而美國希望一切發展能在其

掌控之下，自然不希望它走向無法預知的失控狀態。 

的確，北京的領導人與策士對於華府「維持現狀」的立場與態度，確實是體

會入裡，因此，不同於過去直接壓迫台灣的作法，他們企圖一方面積極爭取與美

國共同利益的最大交集點，另方面運用媒體戰與外交戰將民進黨政府塑造成區域

的「麻煩製造者」，於是，在民進黨積極推動公投、憲改、正名與廢統等政策時，

撻伐之聲四起，「聯美制台獨」遂成為北京戰略的首選。自二００五年下半年到

                                                 
165 中央社，（薛瑞福建議 停用「現狀」一詞定義台海），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30504+1320080
32701183,00.html，2008/3/27。該研討會由卡內基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主持，邀請
來賓除薛瑞福外，另有多位有關「美中台」問題的重量級專家與會，包括現任傳統基金會高級
研究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委員，並曾任美國國防部東亞事務副助理部長的彼得· 布
魯克斯(Peter Brookes)，美國在台協會前台北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亨利·史汀生中心
資深研究員、東亞項目主任容安瀾(Alan Romberg) 。有關該一研討會各專家發言重點摘要，參
見王雅平，（台灣選舉之後的台海形勢與政策含義），王雅平主編《卡內基中國透視月刊》，二
００八年第三期，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InsightMonthly/Articles/march08.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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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六年上半年胡錦濤與小布希總共有六次的會晤，166只要談到台灣問題，胡

錦濤均會表達對華府堅守「一個中國」、「三個聯合公報」、「反獨台獨」立場的讚

賞。這樣的訊息除傳達了美中之間在遏止台獨上趨於一致，同時，如此高頻率的

晤面，其所能增益雙方的熱絡程度，恐將使得民進黨政府在「美中台」三角關係

上逐步被邊陲化（邵宗海，2006a：264）。 

回顧民進黨執政以來，美國強力標舉「兩岸維持現狀」，使得兩岸關係維持

在一個雖時而嚴峻但美方猶能掌握的狀態，然不可否認地，維持現狀的政策也出

現了困窘。不能迴避的事實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國不僅在經濟影響

力，同時在軍事的擴張與外交的延展，皆有驚人的發展。其綜合國力不斷地上升，

已使得所謂的「台海現狀」的表面形式雖仍維持在美國的需求之下，但相對於過

去而言，底層的關係已出現不小的變化。令綠營人士甚至國際上中國威脅論者所

擔心的是，一個輪廓已逐漸浮現：中國突破現狀的實力在增加，而台灣拒統的能

力在減弱。在此消彼長的狀況下，未來一段時間之後，美國是否還有維持兩岸現

狀不變的能力或意願，恐將面臨更嚴酷的挑戰。當現狀的實質默默地在變化時，

令他們憂慮的是，現狀的形式也終將會被迫改變。而很弔詭的是，美國維持現狀

的初衷可能未能如預期獲致，而其所高聲倡議的維持現狀，卻因缺乏更完整與前

瞻的政策配套而落得反將成為促使現狀改變的助因。 

 

 

第四節  小結 

無可諱言，在「美中台」三邊所構築的大三角關係上，美國扮演一個最主導

性的角色。雖然過去十年來中國的綜合國力大幅提升，但從國際全局的角度來

                                                 
166 小布希與胡錦濤在二００五年分別於法國紀念終戰六十週年、英國 G8 會議以及在聯合國成

立六十週年典禮上共晤談三次；此外小布希於該年十一月在韓國釜山舉行的高峰會上與胡錦
濤會晤之後，立即進行訪問北京的行程，再加上胡錦濤於二００六年四月訪問華府，一年之
內就會面了六次，參見邵宗海著《兩岸關係》，第二百六十四頁，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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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在處理兩岸關係上，仍不得不將美國的立場與利益納入為重要的參考。

同樣地，台灣長期依賴美國，其對外關係，則莫不以美國馬首是瞻。這說明了，

我們在探討台海政治的大三角關係時，必須優先以美國的角度與立場來思考和探

索。 

總體而言，「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演變深受不同層次的內、外環境因素的影

響，有所謂的大三角關係與小三角關係之分的比喻。就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的

利益與期待而言，「維持現狀」是主流價值。然而何謂「現狀的維持」？如果我

們以「形式 vs.內容」來看，毫無疑問地，在「形式」上，「美中台」的大三角

關係保持不變，但由於美國對於中國的合作的需求在增加之中，因此目前正往有

利於中國而不利於台灣的方向演變，而連宋登陸後的兩岸「紅藍綠」小三角關係

又有向中國趨近的改變，這又將強化大三角關係向中傾斜的演變態勢；在「內容」

上，「美中台」大三角關係亦大致不變，但美中關係在安全與經貿等實質內涵在

日益強化中，同時，兩岸的小三角關係也正朝向北京所設定的若干目標前進，包

括國共所達成之兩岸交流的共識與協議、兩岸更頻繁的經濟、社會、文化的互動

往來等等，可以說在在起了不小的變化，使得兩岸「政冷經熱」的格局更加凸顯，

在「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中，自從紅藍聯手合作後，從「形式」到「內容」，可

以看出，「綠」更見邊緣化與孤立化。 

同時，美國所謂的「不得片面改變現狀」，充其量不過是在「形式」上的要

求，實際上，美國由於現階段有求於中國者多，其對現狀的「內容」之詮釋每每

向中國傾斜。再加上經貿彈性的需求也在某種程度上對於大、小三角關係的「內

容」產生了化學效應。因此，現狀並非處於不變的靜止狀態，而是在變動之中。

準此，長期而言，「現狀」是否真能維持不變，實不無疑義。從這個角度看，無

疑地，正當中國崛起而美中關係較大程度朝向正面，台美之間卻出現較多挫折的

發展方向時，那麼，在這種結構的發展趨勢上，連宋登陸一事，雖然只是歷史上

小小的一個動作，但其對於「向中趨近」的動力，卻多少起了「轉轍」（switch）

或「推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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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歷史的動力是向中靠攏或反向發展？抑或是兩者的混合？仍留待

進一步的觀察與探索。畢竟，國際的權力與利益是變動不居的。尤其從美國利益

的著眼點來看，一個崛起中的中國，以及社會經濟交流不斷強化的台海兩岸，使

得美國在主導兩岸關係的發展上所能著力者，難度相對提高。固然，從國際政治

的現實經驗來看，國際權力結構的變遷過程中，大國擁有較多主導結構的能量，

美國有可能會基於自身利益與權力遭受挑戰，而做出反制的動作，但由於過去以

來美國在「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的介入相對薄弱許多，因此，當小三角關係的「形

式」與「內容」，往有利於中國的方向趨近，那麼，身兼世界警角色日理萬機的

美國，是否有能耐與餘裕將小三角關係的發展安置在其所預期的軌道上，抑或是

因中國自身的變遷或美中在互動的過程中有新而正面的發展，進一步導致美國樂

見紅藍更進一步合作的發展，而願意加以適應紅藍所構築的互動方向，值得觀察。 

須注意的是，在兩岸經濟與社會交流處於只進不退的態勢下，又有紅藍雙方

的相互加持時，「紅藍制綠」的結構乃更趨穩定，綠營要扭轉或拆解的難度將更

高，其後續所要支付的成本也會更高。而當小三角關係日益往中國傾斜時，兩岸

關係更緊密了，於此同時，台美關係卻因美國與綠營存在互信的不足，美國與藍

營之間，又因為資源的投入與支持以及互動的默契與密度不若紅藍聯盟的綿密，

而在未來的趨勢發展上，有可能走向台美關係的強度與緊密度弱於兩岸關係，時

間拉長來看，其對於「美中台」大三角關係的影響或衝擊不能說微小或不存在，

這是研究「美中台」三角關係者所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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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海大小三角關係的互動與發展 

 

在兩岸關係不斷的爭議過程中，美國始終處於中心的位置。在兩岸當局採取

高風險政策的同時，不論是北京或台北當局，總是以「維持現狀」為檯面上的理

由，並藉以爭取美國的支持，而美方亦從不明確定義何謂「現狀」，俾利於美國

在台海政策上保有彈性與主動。在連宋登陸後的三邊四角互動架構中，「紅藍制

綠」的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民進黨則有被進一步邊陲化的趨向。民進黨政府曾

企圖透過強化美國對「民主台灣」的認同，塑造台美「民主同盟」的集體認同，

視中國為台美的共同敵人與威脅。然而，美國在攻打伊拉克之後，逐漸陷入戰爭

的泥淖，需要來自中國更多的合作。美中關係有了朝向正面發展的微妙轉變。因

此當民進黨政府致力於防禦性公投、正名、憲改、廢統等政策作為時，北京從而

發動國際輿論，形塑民進黨政府為「麻煩製造者」，並施展「經美制台」的策略，

迫使美國表態，終至台美關係出現裂痕，「美中台」三角關係很大程度地往中國

傾斜。民進黨政府所倡議以中國為對抗對象的「民主同盟」路線乃搖搖欲墜。不

過，北京以唯一的主權觀對待台灣，其結果也將使得紅藍雙方在現實政治的運作

過程，不免矛盾，紅藍之間的關係，也充滿著易變性與不確定性。此外，中國固

善於運用此態勢，然畢竟美國對中國存有戒心。美國為了維護其區域利益，未來

將被迫投入更多關注與心力於兩岸關係，並動態地調整其在「美中台」三角關係

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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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０年台灣實現首度政黨輪替，被中國認為具有台獨傾向的陳水扁就任

總統後，北京當局提出了「聽其言，觀其行」的對策，調整對台政策，盡量適應

台灣政治生態的變化（Liu,2003：8）。中國轉而以耐心自制的態度取代對台主戰、

迫和的戰略，中國放棄了訂定統一時間表，也降低了口頭宣示軍事威脅，而改以

更多的經貿利益引誘台灣（Medeirous, & Fravel, 2003：26）。為了實現此一目標，

北京方面採取了「內外兼施」與「軟硬兩手」的策略。所謂「內外兼施」指的是

「分化內部」、「聯外壓台」（童振源，2003：320）。前者以邀請連宋登陸最具有

關鍵性的指標意義；後者則是聯合外在力量箝制台灣。然而，中國竭力欲逼使台

灣國際處境孤立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造成台灣內部獨立的聲勢上揚

（Wu,2005：47）。可以看出面對民進黨執政的事實，「促統」雖仍是必須持續進

行的長程工作，但「反獨」卻已成為北京當局對台政策的首要考量。從而，中國

對台政策的一般性原則就是使用不同的手段，阻止台灣政府與人民走向法理（de 

jure）的獨立，防止其他國家承認台灣作為獨立國家的地位，同時，也要讓美國

不願承諾協防台灣的安全（Suettinger,2004：2）。 

在兩岸關係不斷的爭議過程中，美國始終處於中心的位置（Bush,2005：245；

Clough, 1999：113），北京與台北承認美國扮演決定性的角色（Tyler, 1999:15）。

隨著中國的崛起，台海兩岸的執政當局無不相當重視華府的政策走向以及對美關

係的維繫（Sun,2006：57-81；Friedman,1995：E.11；陳水扁，2001：212）。然而，

對美國而言，一個是國力日漸崛起，未來動向不明，卻又在由安全到經濟等全球

戰略層次有賴其合作的中國；另一方，卻是美國亞太地區的長期盟友民主台灣，

在民進黨政府主政下雖然採取對美「一邊倒」的政策，但卻又每每因意識型態的

堅持與內部選舉的考量，再三進行各種有片面改變台海現狀之虞的作為。而兩岸

當局更在各有利益與盤算的考量下，時而採取一些高風險的政策，例如連宋登陸

前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連宋登陸後台灣執行「終統」，凡此種種在在考驗

著美國的戰略選擇。而耐人尋味的是，在兩岸當局採取這些高風險政策的同時，

不論是北京或台北當局，總是以「維持現狀」為檯面上的理由，並藉以爭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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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而美方亦從不明確定義何謂「現狀」，俾利於美國在台海政策上保有彈

性與主動。 

一直以來，維持台海現狀的和平穩定，始終是美國台海戰略的指導原則。

特別是，美國必須集中心力處理棘手的伊拉克、伊朗以及北韓等問題，一個穩定

的兩岸關係是華府之所需。為此，對於陳水扁的壓制成為關涉美國利益之需求的

必要舉措，於是，在那種情境下，連宋登陸相對地成為一種被樂觀其成的作為，

也因此，在連宋登陸後的三邊四角互動架構中，民進黨有被進一步邊陲化的趨

向。另方面，「紅藍合作以制綠」的結構也有更進一步的發展。當然，這種的互

動架構具有高度的暫時性，互動過程的參與者，也不得不隨著台灣或美國選舉的

情勢而調整或改變。在台灣方面會有政黨或領導人的更迭，美國方面亦然。而當

新的參與者進場後，彼此之間自然會產生新的認知與新的互動，從而形成新的結

構。而究竟透過行為的實踐，美中台三邊四角產生了何種的互動關係，這些關係

又蘊含了下一階段新的結構發展何種的可能，值得檢視與探究。 

 

 

第一節 　從紅藍綠看兩岸關係的發展 

壹、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交集與分歧 

如前所述，美、中、台（藍綠）各方行為者雖然在維持台海現狀與維護地區

和平穩定的認知上有著共同的交集，然而，卻也因各方對「現狀」的內涵定義殊

異，彼此共享的是一個在核心的「主權」問題上沒有交集的立場，由此使得「紅

藍綠」小三角乃至「美中台」大三角，行動者與行動者以及行動者與結構之間的

相互建構，充滿不穩定性，並可能導致不同態樣的結構發展。 

從北京的角度看，基於國家主權之全面繼承與獨享觀，其主張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國際揭櫫「一個中國」原則，否認中華民國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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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此一史觀下，胡錦濤於二００五年三月四日出席政協會議時特別談到，「自

一九四九年以來，儘管兩岸尚未統一，但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

變，這就是兩岸關係的現狀」，胡錦濤以國家領導人身份做此發言，代表了中共

當局對於「現狀」的定義。而既然「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

此意味著台灣任何在北京當局看來帶有分離或獨立傾向的政策或舉措，就是破壞

現狀，必須遏止。中共更將完成國家統一列為三大歷史任務之一，自鄧小平以降，

「和平統一，一國兩制」始終就是中共對台戰略的一貫基調。 

相較起來，國民黨主張「一中各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內涵各自表

述。在國民黨的觀念裡，「一中」指的是「中華民國」，凸顯的是誰能代表中國的

正統之爭，而中共的「一中」顯然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不具有各自

表述空間。由此看來，「一中」與「一中各表」之間的歧異與落差，是國民黨與

共產黨之間最關鍵的矛盾所在，說到底，這仍是雙方對於「主權」此一問題上的

觀念不同所致。是以，由「高政治」、「低政治」167的角度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

在著重原則性、意識型態等高政治領域的層次，對於國家未來應走向統一、中國

人的身份認同等皆抱持同樣的觀念，只除了最上位極小部分的主權正統之爭所牽

涉的「國號」問題，以及因之衍生而出的，未來國家統一應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抑或中華民國主導完成，有所差異外，其他部分都具有相當的共識。遑論側重技

術性、經濟性事務的低政治領域，更是容易在其間達到相互的合作。故而紅藍雙

方在包括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反對台獨、直航、強化經貿往來等議題上，紅藍兩

大陣營的立場與主張極為接近，聯手空間寬廣。而為避免因「主權」爭議導致紅

藍的攜手之路難以為繼，「九二共識」此一帶有創造性模糊的名詞，遂成為國共

兩黨現階段藉以調和「一中」與「 一中各表」衝突的平台基石，「連胡公報」與

「宋胡公報」正是以「九二共識」作為前提基礎，展開紅藍之間的交往與合作，

                                                 
167 西方一些學者將國際範圍內的合作或事務根據性質區分為兩大類，第一類屬於「高政治」事

務(high politics)，第二類屬於「低政治」事務（low politics)。前者包括和平與安全等重大政治

事務，後者涉及經濟、社會、環境、人權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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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藍之間乃出現傾向尋找發展的交集（C+K)，而非分歧（C-K）168。

 

 

圖 6-1：由「高政治」到「低政治」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交集與分歧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高政治 

一中  vs. 一中各表   九二共識 

C－K             C+K 

低政治 

強化經貿往來 

C＋K 

直航 

反獨 

終極統一 

中國人身份認同 

 

 

貳、民進黨與共產黨的交集與分歧  

對於民進黨而言，民進黨與共產黨在高政治領域可說是幾乎毫無交集。依據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依憲法國名為中華

民國，主權領域僅及於台澎金馬與其附屬島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

邊一國」的關係，雙方互不隸屬。從民進黨的角度來看，這已是向中間移動的一

大讓步，但視「台灣」為主權獨立國家的立場並無鬆動。對於北京而言，這種說

法基本上與台獨的主張無異，因此中共自始未給予「台灣前途決議文」肯定的評

價。即便是作為國共迴避主權爭議的「九二共識」，也不存在於民進黨與共產黨

                                                 
168 作者在圖 6-1、6-2、6-3，以政黨名稱開頭的英文字母縮寫代表該政黨。在此，C 代表共產黨、

K 代表國民黨、D 代表共產黨；「＋」表示雙方立場或利益較一致；「－」代表雙方立場或利

益較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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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而迄今為止，兩黨關於主權的爭執仍是解不開的死結，並因之相互敵視。 

在高政治領域上，民進黨與共產黨難以對話，影響所及即使在偏重經濟性質

的直航問題，民進黨也因為兩岸定位、國家安全與經濟依賴上的多重考慮，所以

多所保留，最後以包機直航的變通方式代替。只在敏感性更低，經濟效益更明顯

的陸客來台觀光與農產品銷中，雙方能取得較大的共識（請參見：圖 6-2）。而

基於民進黨擁有執政資源，民進黨與共產黨之間在一些經貿或技術性議題仍可展

開合作，兩岸包機直航、陸客來台、農產品登陸正是典型例證。由此可見，台灣

仍不是中國最為緊迫急於處理的問題，而避戰又是台灣首要之戰略選擇，那麼，

對於雙方而言，這便為兩岸的經貿與社會交流暫時找到了共存的交集。 

高政治 

 

 

 

 

 

  

 

 

 

台灣 vs.中國 

台灣人 vs.中國人 

台灣獨立 vs.終極統一 

九二精神 vs.九二共識 

D－C 

包機直航 

陸客來台觀光 

農產品銷中 

D＋C 

 低政治 
 

圖 6-2：由「高政治」到「低政治」民進黨與共產黨的交集與分歧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參、民進黨與國民黨的交集與分歧 

然而民進黨與共產黨能夠對話或合作的機會之窗畢竟如此侷限，因此，民進

黨對兩岸關係有抱負難伸之窘，而當民進黨與共產黨面對衝突的議題或政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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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的台灣前途終極選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九二共識、直航等問題，民進

黨採取與中國抗衡的立場，勢將使民間需索經濟交流的力量轉而投射到國民黨與

共產黨聯手夾擊民進黨的壓力之上。 

只是，另方面，在兩岸分治的政治現實上，面對中國侵吞台灣的壓力，民進

黨與國民黨雖然在台灣前途的終局選擇上大異其趣，但為了現實的選票考量，必

須在台灣優先、推進民主以及維持台海現狀上採取近似的立場，在某種意義上把

共產黨放在對立面。例如民進黨與國民黨皆主張中華民國（台灣）現狀為主權獨

立國家，國名叫「中華民國」，雙方在此一議題雖仍存在互信不足的困難，但畢

竟「中華民國」是民進黨、國民黨兩黨的最大公約數，而中國共產黨卻始終否認

「中華民國」的存在（請參見：圖 6-3）。 

 
    圖 6-3：由「高政治」到「低政治」民進黨與國民黨的交集與分歧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綜合上述的分析可知，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三邊的相互對待與所呈顯的

文化模態以及所構成的結構網絡並非一致的、同質的，這其中的癥結點，仍是在

國家認同的問題。回顧歷史，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雙方對於主權的堅持寸步不讓，

在對於「主權」的認知完全迥異的情境下，兩岸官方的互動往來幾近於零，紅藍

高政治 

中華民國 

D＋K 

台灣人 vs.中國人 

台灣獨立 vs.終極統一 

九二精神 vs.九二共識 

直航以國家安全為前提 vs.儘速直航 

D－K 

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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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呈現敵我對立的態勢。即便當年李登輝主政的新加坡「辜汪會談」，國共試

圖進入較為和解的狀態，但也一樣卡在主權問題無法突破，雖然過程中，雙方有

頗多試圖突破敵對僵立態勢的想像與招式，但最後也落得功敗垂成。而藍綠彼此

雖在國內政治上相互較勁，但畢竟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在攸關中華民國

國家主權的立場上，藍綠則是態度一致，咸認中共為敵意政權，在其時「紅藍綠」

小三角關係呈現「藍 vs.綠」 /「紅」，互動結構極為微弱。 

即便二０００年台灣換黨執政，帶有偏獨色彩的民進黨政府上台，國民黨在

新任主席連戰掌舵下逐漸回歸向「一個中國」的路線靠攏，但「藍 vs.綠」 /「紅」

的結構依舊。此種模態直到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後才出現變化，爾後，藍已越界

而與紅攜手合作了。連戰登陸進行「和平之旅」，「連胡會」締造兩黨最高領導者

破冰接觸的歷史新猷，雙方在「連胡公報」中揭櫫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識」

的前提，其後並在公報規範的內容上快速展開各個層面的交流與合作。緊接著宋

楚瑜的「搭橋之旅」，在「宋胡公報」內更是以「兩岸一中」表述「九二共識」。 

至此，紅藍雙方難解的「一個中國」vs.「一中各表」，透過「九二共識」創

造模糊空間得到各自表述上的突破，紅藍在互有需要下互動頻繁，透過過程之中

結構與行動者的互動，紅藍彼此開始呈現微妙的轉變，過去歷史上因主權之爭而

形成的敵我關係不再，逐步走向結盟的態勢。而堅持台灣主體意識，拒絕「一個

中國」，否認「九二共識」的泛綠，因與紅藍雙方就此的觀念不同，於「紅藍綠」

的三角關係中落入孤立的一方，也使得紅藍綠原本穩定的「藍 vs.綠」 /「紅」

結構，由形式到內容逐步發生轉變與位移，呈現「紅＋藍 vs.綠」的格局，一種

在內涵上帶有「紅藍聯手制綠」成分的新結構。由此亦可見，「情境」的轉換雖

在於行動者雙方的意願與期待，但一些根本性的理念與利益的結必須解開，在形

成共同認知的基礎上，行動者雙方動員各自可支配的支持性資源，透過權力此一

轉化性能力的運作，互動情境中的雙方才能在結構上進行根本性的「轉化」

（transformation）。 

回頭來看，「連胡會」、「宋胡會」的成局無疑是紅藍合作新模式化關係的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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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而「連胡公報」、「宋胡公報」的簽訂則是催生此一新結構的鎖鑰，就中，

連戰、宋楚瑜與胡錦濤各具有的黨主席身份，在結構之中更顯得意義非凡。在胡

錦濤以執政黨主席之尊，再加上「以黨領政」的政治傳統，北京當局投入各種可

支配運用之資源，其效力乃非同小可，加以連戰與宋楚瑜領導下的國親，在立法

院聯手擁有過半席次的結構性優勢，當雙方動員可操作之資源與規則，「紅藍綠」

此一小三角結構由形式到內涵的轉化自然應運而生。 

國民黨與共產黨雙邊正向良好的交往，除凸顯了國民黨比執政的民進黨更具

有突破兩岸僵局的能力的印象，同時也一舉超越國內政治結構的格局，而得以尋

求由更大的兩岸關係領域找出更寬廣的政治舞台，發揮政治能量，有利國民黨的

政黨競爭。但終究當時國民黨因非執政黨，所以並不具有全面的政策主導權，其

與共產黨所簽訂的各項協定，至多只能透過立法影響行政的方式，而得以片面、

局部的落實，現實的兩岸關係操作上仍深受限制。 

反之，共產黨雖然在現階段與國民黨可以因相互的合作，一方面聯合反獨，

另一方面更因泛藍陣營在台灣的國會具有席次上的過半優勢，透過立法干預行

政，促成雙方部分協定的落實，甚至位移民進黨政府一些兩岸政策的既定進程與

軌跡，但由於國民黨畢竟並非執政黨，其與共產黨所簽署的協定或共識，亦無法

獲得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背書，所以中共當局在其格外關注或是必須兩岸具公權力

機構介入的政策或事宜上，例如兩岸直航等議題，無法獲得實質的突破時，就必

須思考怎樣才能與台灣的民進黨政府取得某種程度的共識，達成政策上的一致。 

然而，正由於中國始終不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因此，在牽涉主權議題的政

策或事務上，如何予以技巧地處理，避免造成形式上的承認，又能促成真正的落

實，成為考驗智慧的現實課題。包括台港航約續約、169客貨運包機直航、170大陸

                                                 
169 二００二年台港航約續約，台灣與香港民航業者在雙方政府授權下進行航約談判，「台北市航

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擔任我方白手套，與港方代表國泰航空、港龍航空、華民航空談判，
最終並共同簽署新的航約，但我方背後參與、介入並主導談判議題者，實則為由時任民航局
長的張國政所率領包括陸委會、民航局人員以公會顧問名義與會的官方。 

170 由於兩岸直航牽涉航線定位、航權問題等有關國家主權的敏感議題，因此以客貨運包機便捷
化的方式替代，達到一定程度的直航目的，但檯面上同樣也是由政府授權的白手套進行協商
與談判，我方為「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中國方面則為「海峽兩岸航空運輸交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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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來台171等政策，無一不是此種思維下的產物，透過形式上民間接觸，但實

質則由兩岸官方在背後主導、監督的「半官半民」方式進行。這種經由公權力介

入的經貿事務，透過「半官半民」的模式，另闢蹊徑逐步邁向政策目標，雖然間

接而迂迴，卻成為兩岸關係未正常化的結構限制下一種開創性作法。於此同時，

卻也巧妙地為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與中共當局之間創造一個模糊、灰色而彈性的空

間與非制度化的互動關係。相當程度而言，這也是中共方面著眼於擴大兩岸交

流，以落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策略，而民進黨政府則是基於回應民意期待，

以擴張選票基礎的需要，雙方在各有考量下，立足於現實條件轉化而出的創新設

計。只不過，也正由於台灣選舉頻繁，民進黨政府在第二任期下半出現很多執政

績效不佳的指責，而馬英九的選舉行情一開始就看漲，因此北京究竟是要真正落

實此一模糊空間裡所搭建的非官方互動機制，抑或是一種觀望會否變天的幌子，

頗值玩味。 

 

肆、紅藍綠的三角互動關係 

在兩岸政治關係的發展過程中，根本上，不論北京當局在言詞的表述何其的

巧思變通，身段多麼的彈性柔軟，以及提供的經濟誘因如何龐大，但其內在政治

意涵上卻始終堅持以絕對、唯一的主權觀對待台灣，其結果自然是卡在主權問題

而徒勞無功，一切的政治動作又被迫歸零，回到原點。回想當年李登輝主政的新

加坡「辜汪會談」，國民黨與共產黨試圖進入較為和解的狀態，但也一樣卡在主

權問題無法突破，雖然過程中，雙方不乏試圖突破對峙僵立態勢的想像與對策，

但最後也落得功虧一簣。由此亦可見，「情境」的轉換雖在於行動者雙方的意願

與期待，然而，一些涉及意識型態、國家認同等根本性的理念與利益的結一旦無

                                                                                                                                            
員會」，表面上為民間對民間，但真正的主導者實乃隱身於幕後的官方。 

171 兩岸協商大陸觀光客來台，台灣方面由政府捐助成立「財團法人台灣海峽兩岸觀光旅遊協
會」，由觀光局長擔任董事長，專責處理與對岸協商推動開放中國大陸居民來台觀光事宜，而
中國方面則成立「海峽兩岸旅遊交流協會」作為對口單位，由國家旅遊局長出任會長，兩岸
政府官員以民間協會身份坐上談判桌擔任主談人，主導開放大陸觀光客來台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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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開，雙方往前走的動力便嘎然而止。於是，這種互動情境中的雙方，欲藉由

行為的實踐，通往彼此所能接受的方向，而能在結構上進行根本性的「轉化」

（transform），是不可得的。 

順著上述大、小三角關係的分析，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三邊的相互對待

以及它們各自與美國的相互對待，所呈顯的文化模態以及所構成的結構網絡並非

一致的、同質的。連宋登陸後中國對泛藍在策略上採取介乎對手與夥伴的關係定

位，雙方雖不乏往來合作，但就中時而也隱含著競爭的成分，而中國最終目的卻

是指向對台灣進行零和的壓制與併吞；相對地，泛藍對中國雖亦採取兼具夥伴與

對手的定位，彼此之間合作中有競爭，但卻因中國對主權完整的堅持以及其對「中

華民國」不承認，使泛藍的處境是：在承認對方生存權利之下，進行正常競合互

動的理想與期待，卻身陷中國所設下的最終指向併吞與消滅的情境。固然，雙方

在「一中原則」、「反對台獨」與「國家統一」的立場上可謂一致，但在現實運作

過程中卻不免產生矛盾。 

然而，若與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相較，則紅藍之間顯然是次要矛盾，運用在

統戰策略上，便是聯合次要矛盾，打擊主要矛盾，拉攏國民黨、親民黨此一次要

敵人，打擊民進黨這個主要敵人；另一方面，國民黨與親民黨，也可藉由與共產

黨的接觸交往，另外開拓一個超越島內政治格局的舞台，透過紅藍的合作與相互

的加持，進而在與民進黨的競爭中取得更有利的戰鬥位置。中共與國親雙方之間

因有共同的利益與需要，在連戰和宋楚瑜相繼登陸後，日益發展出傾向合作互利

的夥伴關係。  

至於中共與民進黨之間，由於意識型態的激烈對立，雙方明顯地處於一種敵

對關係。卡在主權問題的無法突破，雖然過程之中，雙方實有機會可據以創造出

突破對立僵局的想像與作為，但最後也只能落得功敗垂成無疾而終，雙方關係不

僅無法進展，甚至每每因各自對主權的堅持而更加惡化。然而，不管如何，一旦

「紅藍綠」三角互動關係成形，參與者也有意在其中進行互動，那麼，紅藍之間

即擁有類似結盟的意象。相對地，民進黨與紅藍兩大陣營在國家認同上存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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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鴻溝，這使得民進黨在兩岸的小三角關係裡，缺少結盟的客觀機會，相形勢孤。

而一旦民進黨走進此一三角互動關係的軌道，欲於其間求取政治利益與資源，知

其不可為而為，那麼，邊陲化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後果。 

   由上述的分析得知，就台灣內部的權力分配而言，藍綠之間的矛盾是現實而

立即的，這種先天的特質雖為民主競爭，但實際上卻有著零和的關係，因此，彼

此看待的觀念與方式基本上是敵對的。而紅綠之間由於雙方各據執政黨的身份，

因而在主權、國家安全與外交上，相互間的關係也是零和而對立。在這種狀況下，

綠營一方面在內部面對藍營的敵對，另一方面，在外部面對紅營的敵對，呈現腹

背受敵之勢。再加上，紅藍之間在以「九二共識」為基礎的「一個中國」問題上，

具有高度的共識，因此，突出了紅藍攜手合作的結構性空間，同時，也益加彰顯

了綠營在紅藍綠互動格局上的結構性限制。 

而從權力運作的觀點來看，紅藍之間因為享有高度的共識，而能量大的中共

一方，又具有強化兩岸關係的高度政治意願，故而雙方於互動過程中所能帶動的

結構性轉化的力道，也就更紮實而強勁；相反地，藍綠在國家認同與現實政治利

益出現難以彌合的鴻溝，雙方的共識基礎極為薄弱，因此，難以啟動結構性的轉

化力量朝向共同的政治目標；而紅綠在「主權」與「一個中國」問題上，缺乏交

集，雙方的觀念大相逕庭，由是，雙方轉化現實政治困境的動能更加欠缺。 

從紅、藍、綠三者所具有的先天條件，我們可以看得出來，綠營在「紅藍綠」

三角互動格局裡的困境，這種先天的、結構的處境，也往往遭致綠營承受更多來

自國內與國際的責難。所謂的「麻煩製造者」放在這樣一個格局與情境脈絡來看，

不免讓人有同情的理解。相反地，撇開國家認同的角度，紅藍互動所能發展的空

間與資源，相對多了很多。然而，如果我們再從人類特有的「反思性」的概念來

看，反思性會導致行動者重新定義其身份和利益，而導致結構產生變化

（Wendt,1999：339）。那麼，以此推論，即便紅藍出現合作與結盟的機率較高，

但在以選票決定政權的台灣政治生態下，紅藍之間的前景仍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

台灣選民的意向。因而，紅藍之間的關係，究實而言，也充滿著易變性與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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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只不過，在兩岸關係上，中共一方所能掌握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資源，都相

對地龐大與集中，因此，它在掌控互動結構的發展方向上，具有較高的能耐，而

倘若台灣的政治生態仍朝向「藍大綠小」的格局方向走，那麼在紅藍的聯手下，

綠營的空間將更難突破與擴大。就此而言，這種結構態勢還是可以看出行動者大

與小、強與弱的對比差距，乃至於看出不同份量的行動者在結構發展過程當中所

起到的作用力。 

     

 

第二節 兩岸三邊四角關係的發展 

    在影響兩岸關係互動與發展的美中台大三角架構上，美國無疑居於其中的

樞紐地位，發揮著關鍵的作用。自二０００年五月台灣實現政黨輪替，主張台灣

主權獨立而不見容於中共政權的民進黨政府執政，隔年美國共和黨上台，小布希

總統在國情諮文中提出具有敵對中國意涵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與戰區

飛彈防禦系統（TMD）的部署，一時之間兩岸關係似呈顯美國「新保守主義」

的框架。然而，在歷經九一一恐怖攻擊、美軍攻打阿富汗與伊拉克等事件，美國

逐漸陷入戰爭的泥淖，而中國卻在申辦奧運成功之後，順利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全力發展經濟。在美軍勢如破竹的攻勢下，中國自忖對美戰略需回到鄧小平的「韜

光養晦，不搞對抗」的基調上，而更進一步地實行經濟開放政策並高舉「和平發

展」大旗，既有利於中國自身的發展，同時也是美國專心處理恐怖主義與伊拉克

乃至於伊朗、北韓等問題所需要和樂見，自此，美中關係有了朝向正面發展的微

妙轉變，美國需要來自中國更多的合作。更由於伊拉克戰後重建之路坎坷，小布

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路線」備受質疑，於此同時，台灣的民進黨政府致力於公

投、正名、憲改、廢統等政策之推動，導致中國的緊張與不安，北京從而發動國

際輿論，形塑民進黨政府為「麻煩製造者」，並施展「經美制台」的策略，迫使

美國表態，終至台美關係出現裂痕，「美中台」三角關係很大程度地往中國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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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勢嬗變之下，民進黨政府所倡議以中國為對抗對象的「民主同盟」路線乃

搖搖欲墜。 

相形之下，隨著中國綜合國力的進一步提升與「和平發展」策略的靈活運用，

北京主導兩岸關係的態勢乃益加突顯。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脈絡下，二００五年連

宋的登陸訪問，乃為此發展發揮了助勢的作用。同時，在內外條件與策略操作不

順的狀況下，民進黨政府遂出現日益被邊陲化的趨向。自二０００年以來，有關

兩岸三邊四角關係的變遷與發展，以下做一析述與鳥瞰。 

 

壹、小布希第一任任期（二０００至二００四年） 

「民主」、「自由」、「人權」是美國立國的傳統價值。一向以來，不論是民主

黨或共和黨執政，美國的對外政策，總是不斷呈現理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交錯的色

彩。小布希政府的對外政策雖然承襲了共和黨傳統的外交政策路線，以現實主義

思維為主，但小布希總統第一個任期的外交與國安團隊中，包括副總統錢尼、國

防部長倫斯斐及副部長沃弗維茲等小布希政府核心幕僚，無一不是具有濃厚的新

保守主義色彩，倡言要將民主的價值推廣到世界各地，美國決定出兵攻打伊拉

克，小布希政府團隊中的新保守主義力量在其中發揮了關鍵性的作用。而依據新

保守主義的戰略思考，美國與台灣同為民主國家，雙方的合作恰可形成「民主同

盟」抗衡中共政權。 

誠然，在新保守主義者的思維中，台灣對於美國在安全夥伴上的意義不言可

喻。消極而言，台北免於受北京的控制，以及確保台灣國防自衛能力以避免台灣

成為美國之負債，符合美國的利益（Tkacik, 2007：47-50）。積極來說，美國對

中國的終極戰略目標，是希望通過把中國納入至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中來改變中

國。以美國的視角來看，台灣是華人世界第一個舉行直接選舉的民主國家，實行

市場經濟，實現社會多元化、言論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亞洲「美式民主」的標竿

國家，而美國以政治和軍事力量鼓勵和維護台灣的民主制度，對中國恰能發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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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燈塔」的垂範效應，牽制中國並伺機促使中國出現轉型。畢竟從美國國家利益

的角度出發，台海兩岸一邊是與美國長期友好，同為民主陣營的盟友台灣，另一

邊是國力不斷上升，未來動向不明的社會主義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樣的結

構條件下，美國必須捍衛美台之間的民主同盟陣線，美國既以之捍衛其國家利

益，又藉之和平演變中國，主導中國的發展趨向。 

至於小布希本身對於「民主」、「自由」同樣也是抱持著堅強的信念。小布希

在其第二任就職演說中，以「自由」的理想作為貫穿其講詞的主軸及核心價值，

通篇演說中「自由」一詞出現的頻率竟然超過四十次以上。小布希將自由與美國

的國家利益相連結，並將推廣自由與民主制度，作為其第二任內外交政策的目

標。小布希指出「今後美國的政策是在每個國家與文化中尋找並支持民主運動及

民主體制的成長，終極目標則是終結世界上的暴政」。為能使自由民主遍佈世界，

小布希除了以近乎宗教信仰的態度，宣示美國的決心外，演說中他也反復強調，

全球的民主推進要靠國際社會共同努力來實現，小布希這種在全球推動民主改革

的新視野甚至有了個名稱，被謂為「務實理想主義」（practical idealism），指的就

是此一政策的主要前提：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的年代，美國已將國家安全議題與

在全球各地推展民主、開放社會之目標直接綁在一起。可以看出小布希不只將自

由與民主當成普世價值，更將之視為行銷全球的無形利器，以及一旦採取干涉行

動時的道德論述依據（余莓莓，2005：70）。在新保守主義主導小布希政府國安

與外交路線的情形下，「美中台（藍綠）」的關係正如圖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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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政權 中國：共產政權 

 

美國 

民主同盟 

台灣 

綠 

藍 

圖 6-4：美國新保守主義的立場：民主同盟 vs.共黨政權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因推動建立全球反恐聯盟，需要各國的合

作，特別是中國，不只地緣上接近基地組織大本營所在的阿富汗，又一向標榜外

交上的獨立自主，爭取中國的支持對於華府的反恐大業允為重要，因而美國一舉

將中國由戰略競爭者的定位調整為建設性合作關係，而北京當局也把握契機改善

美中關係。但於此同時，小布希政府並未因此而降低對台灣的支持，美台之間依

然親密互動，小布希除了於二００一年批准三項對台重大軍售之外，美台雙方每

年主管國安事務的高層官員都會舉行年度軍事會談，促進台美的各項安全防衛合

作與交流，目的在於確保台灣的自我防衛能力。可以看出，美國對於中國與台灣

乃是採取雙邊平行交往的策略，並不特別向任何一方傾斜。 

對於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而言，如台灣能與美國並肩構築「民主同盟」陣線，

共同對抗專制獨裁的共產主義中國，保障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當是最理

想的戰略選擇。陳水扁在二０００年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說中即一再強調「民主」

的作用，通篇講詞裡「民主」一詞出現了三十一次之多，「民主外交」成為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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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重點。172二００四年陳水扁當選連任之後，亦多次宣稱，台灣與美國的友

誼基礎不僅在維護共同的利益，更重要的是建立在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之上

的「價值同盟」體系（信強，倪世雄，2006：25）。 

民進黨政府透過強化美國對「民主台灣」的認同，塑造台美「民主同盟」的

集體認同，台美相互界定對方為朋友，而共產主義專制體制的中國則被視為有別

於「民主同盟」的「異類」，是台美的共同敵人與威脅。 

不惟如此，在民進黨的論述導向裡，如圖 6-5，國民黨、親民黨等泛藍政黨，

懷抱「大中國意識」情懷，主張兩岸最後走向統一，其顯然是台灣內部中國利益

的代理人，因而美國與綠營應攜手合作構建「民主同盟」陣線，對抗中國及其盟

友，以維護亞太地區的民主與自由、和平與穩定。 

 

 

 

 

 

 

 

 

 

中國 

綠 美國 

藍 

  

圖 6-5：民進黨的戰略論述：民主同盟 vs.中國及其在台灣的友好政黨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然則，雖然民進黨的戰略論述中，竭力將美國與綠營劃歸為「民主同盟」， 

將中國與泛藍陣營歸類為敵對的另一方，坐實「聯共制台」的指控，但真實情況

是否果然如此？國親果真向中國「一邊倒」，讓自己站在美綠「民主同盟」的對

立面？或者，美國是否願意被動地為民進黨所劃分而與中國為敵，答案恐怕並非

                                                 
172 田弘茂，（外交部當前外交政策），

http://www.mofa.gov.tw/webapp/fp.asp?xItem=10709&ctnode=68，20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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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然。對於美國來說，國家利益始終是放在對外政策的第一位，美國攻打伊拉克

後的情勢發展適足以說明之，它並且牽動影響了「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變化。 

 

貳、小布希第二任任期前半（二００四至二００六年） 

二００三年春天，美國揮兵攻打伊拉克。美軍雖以秋風掃落葉之姿迅速推翻

伊拉克海珊政權，但在戰後重建伊拉克的過程中，卻遭逢了艱辛的挑戰，伊拉克

境內複雜的種族與教派問題難解，各類大小衝突不斷，而駐守於伊拉克的美軍也

不斷遭受各式各樣的突擊。美國付出了子弟兵人命與高昂軍費的代價，卻並沒有

因為戰爭的勝利而擁有更多的安全感，事實是，更多棘手的對手出現了，全球範

圍內針對美國人的襲擊事件頻繁發生。不惟如此，北韓問題、伊朗問題，在區域

間所造成的緊張情勢，亦使得已深陷伊拉克境內泥淖的美國困擾不已，美國不想

在攻打阿富汗、伊拉克之外，再因北韓問題同時打三戰爭，爭取向來與北韓親近，

對於北韓擁有可觀影響力的中國協助處理朝鮮核武危機，遂成為戰略的優先選

擇。在此態勢下，中國對於美國的戰略價值而言，其地位與份量又更進一步得到

明顯的提升。 

然而，於此同時的台灣，卻因國內選戰的先期布陣已悄悄開打，民進黨政府

強打「台灣意識」牌，以「公投法」作為選戰的主要攻堅訴求，國民黨方面由於

不願在此議題上陷於被動弱勢一路挨打，在經過一番角力拔河後，一改向來杯葛

阻攔的態度，反向競標加碼，在朝野無人扮演煞車皮的情勢下，推動「公投法」

通過的呼聲與力道越推越高，「公投法」最終於二００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於國

會通過立法，該法第十七條甚且還賦予總統發動「防禦性公投」的權力，十一月

三十日陳水扁即表示，將在二００四年三月二十日總統大選之時合併舉辦「防禦

性公投」。對於北京而言，這無疑是夢魘降臨，在中共的眼中，「防禦性公投」實

已潛藏實踐「台獨公投」的可能，它將成為台灣逐步走向「法理台獨」的關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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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73尤其，長期以來阻擋「公投法」，憂慮有一天公投會被用來確認台灣獨立

更改國名，一貫扮演攔截者角色的泛藍，此番為了選票考慮竟然改弦易轍不再攔

阻，看來北京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寄託在美方身上，希望通過美國壓制台灣，逼迫

陳水扁撤回「防禦性公投」，顯然在中共當局的思維裡，從北京到台北，經由華

盛頓是最近的路。 

北京的焦慮伴隨態勢的演變同步不斷上升，在中共的認知當中，「公投法」

的過關，可能是台灣邁向「法理台獨」的第一步，接下來扁政府還會有更多包裝

「台獨」的政治操作，而每一個步驟的進行都是為了靠向最終的「法理獨立」。

北京決定將原先的「借美壓台」方針調整為「逼美壓台」。中共擺出將被迫動武

的強硬姿態，警告台灣若走向「獨立」，會造成使用武力「無法避免」。這是北京

自二０００年台灣大選以來首次表示動武。同時，解放軍進入戰備狀態。大批精

銳部隊分別由廣西、安徽和浙江，向江西、福建兩省目的地集結。174這些舉動迫

使美國加大對台施加壓力，出手制止民進黨當局，避免擦槍走火。 

北京的強硬策略奏效，美國對台灣施壓的力度大幅升高，十二月一日，美國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門資深主任莫健以「布希總統特使」之身分帶來小布希

的親筆信函。小布希在信函中明確表達美方「反對海峽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

海現狀」的政策立場，針對台灣推動敏感與挑釁意味的公投，更明確表達美國不

願見到，也不支持台灣舉辦走向獨立的公投（劉屏，2003：A2）。然而，陳水扁

不為所動，無意撤回「防禦性公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例行簡報會上

公開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會改變台灣現狀或走向獨立的公投。過去美國官方

的態度一貫是「不支持」台灣舉行傾向「獨立」的公投，而此番包潤石的發言是

美國政府首次公開表示反對獨立公投。由「不支持」轉為「反對」，箇中深意實

值玩味，至少由表述上看來，這已一定程度地意味著對於「台獨」空間的限縮。

                                                 
173 中國國台辦於二００三年十一月十七日日發佈（正告台當局停止借“公投立法＂搞分裂 ）新

聞稿，文中著意強調「堅決反對陳水扁當局通過“公投立法＂和“台獨公投＂進行分裂活
動」，見國台辦網站，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700，2003/11/17。 

174（大陸「逼美壓台」方針奏效），華夏經緯網引自香港《成報》報導，　 
   http://big5.huaxia.com/la/mtcz/00154082.html，20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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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美方反對台灣實行「防禦性公投」的表態，在小布希與中國總理溫家寶的會後

記者會來到最高點。二００三年十二月九日，小布希與中國總理溫家寶進行會談

後，針對記者提問「台灣是否應該取消公投」時，小布希表示「我們反對中國或

台灣片面改變現狀」；「至於台灣領導人任何的言詞或行動，顯示他有意要片面改

變現狀，對此我們反對」（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decision by either China or 

Taiwa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omments and actions made by the leader of 

Taiwan indicate that he may be willing to make decisions unilaterally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hich we oppose.）。小布希以美國最高領導人的身份公開表達反對台

灣推動「防禦性公投」，這種明確的宣示姿態無疑是台美關係生變的關鍵警訊，

台美之間的互信遭受嚴重斲傷。 

以公投事件為標誌，台美關係開始走下，其後民進黨政府推動正名、憲改、

廢統等政策，無一不引起中共的強烈抨擊，譴責陳水扁違背「四不一沒有」的承

諾，破壞台海的和平穩定，而美國也總是呼應中國的說法，一再對陳水扁政府耳

提面命遵守「四不一沒有」的承諾，反對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有改變現狀之虞的任

何行為。然而由民進黨政府的角度來看，自推動「公投法」開始，連串帶有彰顯

台灣主體意識的政策作為，確然是順應了民進黨的核心價值、配合了選戰的中心

策略，以及對抗紅藍聯手之下台灣向中國日益傾斜的考量。特別是後者，陳水扁

政府的確掌握到美國不願紅藍太過接近的戰略心理，所以對美國採取「一邊倒」

的策略，試圖與美日的「民主同盟」對抗紅藍合作的架構。 

                                                 
175 美國反對台灣推動公投的壓力確實是逐步提升。初期僅是溫和表達關切，依據《聯合報》於

二００三年六月二十一日的頭版報導，就中引述匿名的「美方消息來源」，指出美國在台協會
(AIT)台北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在日前拜會陳水扁總統時，「非常清楚地告訴陳總統，美國反對
台灣進行任何議題的公民投票」。同一日《台灣日報》報導，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包
道格、副處長蘇佩秋和政治組組長唐若文前往拜會陳總統，事後與會的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
強調，在他擔任行院秘書長時，美方就曾對台灣是否於二００一年舉辦核四議題的諮詢性公
投，表達過「關注」之意，而這個「關注」是針對「公投」而來，而非針對「核四」議題。
三年來，美方的政策一直沒變，在許多場合裡，他們都曾表示過，公民投票的議題相當敏感，
對台灣是否舉辦、何時舉辦公投的態度，非常「關注」，也希望瞭解這對於兩岸關係的影響。
但陳水扁要辦公投的立場三年來也都沒有改變，「四不一沒有」就是我方公投立場與對方「關
注」間的「一條底線」。緊接著，二００三年六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表示，陳
水扁總統在二０００年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說上，已承諾不推動統獨公投，「我們珍視陳總統
的保證，同時非常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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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美國雖說基於其國家利益，看中並支持台灣「民主燈塔」的角色，卻

是希望台灣能夠知所節制、恰如其份地扮演，而非一味地為凸顯自身的主體性，

依著一己的遊戲規則辦事，超出美國的預期之外而帶來困擾與麻煩。因為不管美

國對於台灣如何同情，美國必須面對其台灣政策與中國政策之間的連結。也就

是，美國必須向北京一再確認：美國既不追求也不支持台灣獨立，並且維持在此

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符合美國國家戰略利益。美國固然支持台灣即是支持美國價值

在海外發皇，但民主終非美國國家利益的全部，而毋寧只是其中的一環而已

（Romberg, 2004:134, 136）。是以，美國強調反對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

不支持台獨；但同時美國也反對中國以武力解決兩岸問題。美國正是立足於「民

主同盟」與「維持現狀」的兩大思考上，確保兩岸的發展在其可掌控與主導的範

圍與狀態。 

但陳水扁終究是以國內選票的競逐作為最上位的思考。在其一貫「先鞏固基

本盤，再向外擴張」的選戰思維下，愈來愈走向往深綠靠攏的路線，逸出了美國

原先所想定的軌道之外；相對地，陳水扁希望藉由以邊緣策略的作法，謀求台灣

主體意識的彰顯與台灣主體空間的擴張，以滿足綠營選民的期待，其結果卻是付

出了在「維持現狀」的普遍要求上，落入孤立一方的代價，不僅在「美中台」大

三角關係方面成為美、中、藍一致持反獨立場的對立面，在「紅藍綠」小三角關

係上也陷入「紅藍制綠」的不利結構，由大三角關係到小三角關係，民進黨政府

雙雙落入邊陲化的因果。以事後諸葛的觀點來看，陳水扁實未能善加掌握執政的

機會與優勢，無法有效區分「戰略」與「戰術」的運用，否則如陳水扁政府能緊

緊把握戰略上以美日台的「民主同盟」對抗紅藍的聯手合作，戰術面配合戰略需

求調整運用，民進黨不僅不致落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上焉者甚至能游刃於台海

大、小三角關係之間，充分展現自身的能動性。然也正因陳水扁政府戰略與戰術

上的紛亂，使得國民黨猶有發揮的餘裕。 

由國民黨傳統的立場觀之，在執政時期該黨一直帶有親美政權的屬性，竭力

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視美國的支持為台灣國家安全的最重要屏障。這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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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雖主張與中國最終要走向統一，但依照國民黨大陸政策的指導綱領--「國

統綱領」，其所追求的統一是在中華民國主導下建立「民主、自由、均富」的新

中國，該一綱領並設定了國家統一的短、中、長程步驟與條件，再依據連戰在二

００二年二月二十七日於國民黨中常會中的談話，其表示「本黨所依循的國統綱

領，其要旨簡而言之，就是『不台獨、不急統』」，176易言之，在兩岸達成「民主、

自由、均富」的統一前，國民黨主張維持「不統不獨」的現狀，這一點恰恰符合

美國現階段的台海戰略。  

國民黨將「民主」與「統一」掛勾，不只表現在遠程的國家前途選擇上，也

將之視為過程之中保衛台海安全的防護傘。二００二年六月連戰於出訪美國的公

開演講中談到，「藉由致力於改善台灣的民主政治，台灣將能對大陸產生相當正

面的影響。相反地，假如我們持續地朝向分離與排他性的台灣認同前進，可能讓

中國覺得民主不是一件好事。屆時，不只將危及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同時也加深

了台灣與大陸間的斷層，首當其衝的台灣一定受害最深」。177連戰更在二００五

年四月的大陸行中，於北京大學的公開演講，以北大為近代「自由主義」引入中

國的溯源地作為演說的切入點，對於「自由」的精神多所闡述，演說中並提到「在

很多基層，所謂定點的民主選舉制度…都是正確的歷史的方向」、「整個的政治改

革，無論是腳步，無論是範圍，在大陸還有相當的空間來發展」（海峽兩岸出版

交流中心研究部，2005a：99），顯現國民黨亦重視「民主」與「自由」的價值，

並將之視為一種推動中國往正確方向改變的有力武器，這種思維與西方「和平演

變」中國的戰略確有若合符節之處。國民黨深入中國體系是否真能帶來中國內部

的和平演變，或者美國有否類似期待而加以運用，抑或是「和平演變」的力量竟

來自中國內部自身而非外部，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178 

                                                 
176 連戰在二００二年七月十七日國民黨十六屆中常會第三十七次會議講話。 
177 連戰於二００二年六月二十一日在美國洛杉磯世界事務協會演講，。 
178 台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後期，隨著人民經濟條件提升、國際接軌程度增高、社會自主意識抬

頭等政經情勢的變化，民眾開始籲求政府在言論、集會以及政治組織上予以開放，最後蔣經
國終於同意解除黨禁、報禁，開啟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總統的李登輝賡
續致力深化台灣的民主，逐步完成台灣的民主轉型工程。這種在台灣實現的和平演變，各界
以「寧靜革命」稱之。對照中國大陸自一九七九年確立改革開放路線以來，人民經濟生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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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棒連戰擔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他在二００六年三月的出訪美國之

旅，對美方釋出最重要的訊息是「國民黨主張維持現狀」，馬英九並以美國一再

要求陳水扁遵守的「四不一沒有」（Five No ’s）的承諾作為「現狀」的定義。就

此看來，國民黨儼然欲以台美間友好夥伴關係為基礎，對中國採取合作中有競

爭，介乎對手到夥伴之間的關係對待。在此，看出得來至少在暫時上，國民黨與

民進黨在對美立場上的近似與對中國立場上的岐異。 

只是，在維持台海的現狀上，為了在策略上防止陳水扁政府跨越紅線，導致

兩岸關係的惡化與區域的不穩定，美國對台施壓的結果，卻有意無意地使得美

國、泛藍與中國一致站在反獨的立場，而態勢上民進黨變成站在對立面「破壞現

狀」的一方。值得思考的是，以藍綠兩大陣營而言，彼此之間無論如何競爭，畢

竟應只是一國內部的人民矛盾，在「主權」的爭奪上，紅藍之間卻是屬於敵我的

對抗，理論上外部矛盾的鬥爭性應遠大於內部矛盾，為何國共卻能跨越敵我之別

攜手反獨？又為何在民主價值與地緣戰略上將台灣視為親近盟友的美國，同樣對

於民進黨政府諸多彰顯台灣主體性的政策作為，視作「導致片面改變台海現狀之

虞」，絲毫不假以辭色？其中的核心關鍵究竟何在？ 

在此，我們必須解析兩岸三邊四角各方行為者對於「主權」的認知差異，才

能釐清問題的梗概。對於北京而言，其基於國家繼承原理，認為中華民國於一九

四九年即已滅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只是一個尚

未收回的地方；對於華府來說，雖然長期以來，其與台灣的政府維持友好同盟關

係，但美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一個中國，不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

主權獨立國家，但也不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現狀是海峽兩岸在

主權上的重大爭執未解，而此一爭執必須以經過兩岸人民同意的和平方式解決；

對於台灣內部的藍綠兩大陣營而言，則顯然在國家「主權」的意涵上觀念相異。

                                                                                                                                            
顯改善，於此同時，中國逐漸融入國際政經秩序，面向世界與全球接軌，已成不可逆轉之勢。
是否未來有朝一日，中國共產黨也會步入如同國民黨在台灣的後塵，在經濟自由化之後走向
政治自由化，開放黨禁、報禁、實行民主選舉，走入「和平演變」的歷史軌道，的確是一個
值得思考與期待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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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主權觀認為，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年以來屹立迄今，它是代表中國的正

統合法政府，主權範圍依憲法規定涵蓋台灣與中國大陸，目前的現狀是「中華民

國在台灣」，未來的願景是實現由中華民國主導下的中國統一。故而，在泛藍陣

營的觀念裡，兩岸或可視為分裂國家但並非「一邊一國」，更不允許「台灣共和

國」或其他代表永久分離意涵的「法理台獨」存在空間。民進黨政府則是認為依

據「舊金山和約」，台灣主權未定，然而，經由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透過

主權在民的實踐，台灣已是主權獨立國家，只是依照憲法國名叫「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兩岸是「一邊一國」。因此，

推動制訂「公投法」、正名、憲改、廢統等等的政策作為，不過是為了深化民主、

鞏固台灣主體意識，其結果恰恰是為了維持台海「一邊一國」的現狀。 

然而，畢竟「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國家」只是民進黨政府堅持的主張，在美

國、中國與泛藍的觀念裡，台灣並非國家，在這樣的認知下，自然也引出各方視

陳水扁「一邊一國」的行動選擇是導致兩岸關係惡化與區域不穩的原因，或者說，

陳水扁政府反現狀的主張會導致兩岸關係的惡化與區域的不穩定的後果。 

過去中國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訴求就是「一中原則」，但此一原則終究只

是中國的個別原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個特殊原則，然而，台灣對美國的訴

求卻是「民主」的普世原則，故而反使得中國對美國在台灣問題的要求形成逼使

美國的特殊原則服從其普遍原則，自陷於不利的境地。因此，中國開始尋求轉變

其論述的方式，以特殊原則對特殊原則，普遍原則對普遍原則，前者是以一中原

則的訴求和美國利益原則相掛勾，美國維護自己的「一中政策」，就是維護美國

自身的利益；而後者的作法就是以地區的「和平牌」對抗台灣的「民主牌」（楊

開煌，2005：142-143）。因為對美國而言，中國的崛起已成事實，中國在區域的

影響力日益強大，亞洲地區和平的建構與維護，中國扮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美

國也越來越需要中國在此方面的合作，而「和平原則」正是用以維持現狀的作法。

在此，「維持現狀」成為一種戰略，而不只是一種利益而已（請參見：圖 6-6）。

不過，話說回來，既然「維持現狀」是為利益服務的一種戰略，也就同時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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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可能性。當中國大到足以威脅美國的利益，或美國無法在兩岸密切交流與

互動中獲得較大的利益時，美國有可能改變「維持現狀」的立場，或是對於其內

容做新的修正與調整。 

 

中國 

綠 

美國 

藍 

 

維持現狀：

台
獨 

破
壞
現
狀
： 

反獨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圖 6-6：國民黨、中國與美國政府採取一致反獨的立場 

 

由圖 6-5、圖 6-6 對照看來，在「維持現狀」議題的操作下，綠營推動防禦

性公投、正名、憲改、廢統等等的政策作為，產生了邊緣化自身而將美國推向另

一邊的後果；但另一方面，中國固善於運用此態勢，然畢竟美國對中國存有戒心。

長期而言，美國並不樂見統一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形成更大的威脅，從而使美

國與中國的關係所蘊含的競爭對手的特性，因共產黨或國民黨的追求統一，而有

推向最後面臨攤牌的危機。在這種狀況下，可以想見，美國為了維護其區域利益，

未來在面對台灣內部的藍綠之爭不斷劇烈化以及兩岸的發展日趨複雜化的狀況

時，將被迫投入更多關注與心力。美國想要一貫維持自身在此區域的利益，卻又

要保持不介入的一定距離，恐怕會越來越不切實際。畢竟，作為小三角關係的兩

岸關係在結構發展過程中若更形糾纏，而大三角關係如仍要維持不變，顯然有其

困難。特別是，未來兩岸小三角關係可能隨著三通的開放而有大的變化，美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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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墨守三通前對於「維持現狀」的界定。美國如果對於現狀的「形式」仍主張維

持現狀，那麼，至少必須在「內涵」上有某種改變，也就是放寬新的詮釋，包括

「台灣關係法」適用範圍與時機的擴張性解釋，如此，才能既維持其自身利益，

又維持區域的穩定。 

委實，「維持現狀」雖說是美、中、台三方共同的交集，然而，姑不論所謂

「現狀」的定義既無放諸四海的共通標準，美、中、台各方行為者亦無不由自身

利益與策略的考量，各自進行有利於己的詮釋，使得「現狀」呈現浮動的狀態。

就中，台灣藍綠兩大陣營，更是基於競爭選票的考慮，呈現出複雜與多變的面向。 

泛綠陣營會繼續「去中國化」、強化「台灣意識」的政策導引與政治操作，

主張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互不隸屬，不接受「一中原則」、「九二共識」的

立場不會輕易動搖。然而綠營終究無法迴避中國的實存，面對中國的國力日益強

大，其所擁有的籌碼和輻射的影響力與日俱增，泛綠除卻堅持台灣作為主權國家

的立場與中國抗衡外，台灣與中國大陸之間存在著經緯萬端的複雜關係，泛綠又

要如何拿捏才能顯示出其既能堅持主權，又有處理兩岸事務的能耐，這是綠營必

須嚴肅思考的課題。 

反之，泛藍方面則顯現了針對不同族群而有不同論述的雙面性格。在面對泛

藍支持者，特別是深藍基本盤時，堅持「一中各表」，這個「一中」指的是「中

華民國」，未來的理想是要追求國家的「終極統一」；然如面對的是淺藍本土派、

中間選民時，則強調「維持現狀」，並在「台灣優先」的前提下，以「九二共識」

為基礎，開展與中國包括政治、軍事、經貿等各項合作協定，達成雙贏共榮，而

這種作法實已是朝向以「統一」為目標的方向而設計。179 

                                                 
179 這裡所謂的「以『統一』為指向」，並不單指「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尚包括連戰在擔任國

民黨二０００年總統候選人與其後接任黨主席時皆提過的「邦聯」，以及馬英九擔任黨主席
時，曾在二００六年二月十三日，於倫敦政經學院發表「跨越對立：東亞和平的新願景」專
題演講，提出「東亞的開放型區域主義」。其中談到「東亞人民應可從歐盟的經驗中汲取寶貴
的教益，以進行和解的試驗，並思索主權共用與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可行性」、「兩岸人民間
的進一步交流，本質上亦屬於東亞人民間邁向東亞共同體的一環」，似有意參考「歐盟」模
式作為兩岸終局安排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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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一個中國 

藍：一中各表 

藍；台灣優先

綠：一邊一國 

美：任何一方不得

片面改變現狀 

圖 6-7：藍、綠在「終極統一 vs.反統一」的分歧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尤其，值得觀察的是，隨著國共在「九二共識」上的確立以及國共政治接觸

的擴大，紅藍的模式化關係日益穩定與綿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在拉近當中，但

相對地，台美並未更進一步拉近，甚至因軍購的延宕而有所齟齵。未來一旦中國

與台灣有更進一步的發展，而美國仍維持其「維持現狀不變」的淡然態度，在一

密一疏的差距下，美國倘若仍不有所調整，轉而積極介入，那麼，美國想要維持

其在亞太地區第一島鍊的戰略作為，勢將在台海這個環節上出現問題，以致於導

致美國圍合中國，使中國走向「和平演變」的道路，增添主客觀上的難度；另一

方面，如果中國統戰策略運用得宜，而得以扶植親中反美勢力，那麼，美國對中

國「和平演變」的策略之難度，將為之加深。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未來一旦美國

發現台灣向中傾斜已無法逆轉，勢不可為之時，美國是否會轉而尋求與中國妥協

合作，並從中瓜分其在台灣的利益，值得深思。畢竟，雖說歷史經驗的啟示，「和

平演變」在中國複製確有其高度可能，但這必須經過一段持續發展的歷程，而中

共在民進黨執政期間飽嚐台灣主體意識高漲，支持獨立力量不斷茁壯之壓力，在

換黨執政之後，是否將給予其「統一」之急迫感，使得北京一方面不斷對綠營進

 235



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 年 
 

行威嚇與招安並濟，對藍營則採取柔軟手段，釋放籌碼以誘使泛藍無法擺脫對中

國之依賴，遂行其計誘台灣一步步被整編納入中國體系的統戰策略，以圖在民進

黨再次執政之前鋪平通向統一的道路，指向最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導的統一

框架，這是台灣不能不思考與防範的課題。 

 

　  

第三節  小結  

連宋登陸是國共最高層領導在兩岸長期分隔後的第一次面對面接觸，打破了

紅藍之間原本楚河漢界不相往來的禁忌，在兩岸關係史上別具意義。尤以，其背

後的場景，更是在大三角關係與小三角關係剛好累積到一定的能量，致使此一事

件儼然起了「決堤」的效用，讓國共得以聯手，創造了更多的變數與更大的想像

空間，並在權力與利益算計的過程中，導致了民進黨的邊緣化。由是觀之，連宋

的登陸訪問不是一般事件，而是特殊的、顯著的，是「紅藍綠」打破舊結構，形

成新的模式化關係的開始。並且，連宋登陸訪問一事的意義不在於事件自身，而

是它既依附在兩岸民間日益綿密、頻繁與飽滿的社會與經貿交流的歷史進程上，

同時，又適時給予一股啟動進一步擴張與推進的強勁力道。 

　 　然而弔詭的問題是，在連宋登陸後看來密切交往的國共兩黨，是否這種平

等互惠的對待可能成為一種永久的事態?抑或它只是反映了雙方出於短期策略考

量而相互利用的情態？放在較長遠的時空框架來看，事實上，只要中國仍舊視台

灣為未收回的一省，不承認台灣的國家生存空間，那麼，終有朝一日泛藍仍是必

須面對中國對於台灣進行壓制與併吞。只不過，「權力」自身具有主動性與自主

性，權力雖然被觀念所界定，然一旦成型之後，權力本身即會有自主的生命次序，

它反過來會對兩岸進一步整合的認知產生影響，在某種意義上，「權力」的運作

邏輯也確保了結構的穩定性。固然，當行動者基於反思性而重新定義其利益時，

結構就可能因而發生變化，以「藍」為主導的台灣面對中國固亦有自身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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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制度性捲入一旦過深，結構關係更穩定，其轉變的自由度也就更低，尤其是

中國作為大國，更具有實力，可以較少受規範環境的制約，也有更大的轉化能力。

而一旦情勢如此發展，未來中國能運用的籌碼更多，或許有一天，中國甚至不需

動武、不費一兵一卒而足以逼迫台灣就範。從這角度我們亦可理解，綠營對於台

灣主權獨立日益受損的深沈憂慮。 

　　而美台之間，雖然小布希認為美國必須在世界上促進政治民主，美國將因此

而獲利，美台的合作恰可形成「民主同盟」抗衡中國政權，牽制中國並伺機促使

其出現轉型，民進黨政府也極力要塑造這樣的「民主同盟」關係；但另一方面，

美方的利益是全球性的，兩岸終究只是一角，因此可以理解，美國的兩岸政策僅

以「反對兩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狀」作為海峽紅線，以確保兩岸的發展在其可

掌控與主導的範圍與狀態。在「維持現狀」的前提下，美國不支持台獨，但同時

卻也反對以武力解決，透過「雙重勸阻」的方式維護現狀的和平穩定。概括地講，

美國的兩岸政策保持在一方面維護和平，另方面倡導民主，兩手並重的戰略觀。

而對照兩岸關係在國共擴大接觸後的不斷進展，加諸中國在國際政經實力上對於

美國重要性的增加，很顯然，美國對於兩岸關係的發展，已有日漸疏遠的態勢，

而美國在兩岸議題上，施壓中國的力道也在減少當中。美國的兩岸政策今後何去

何從，值得觀察。 

　 　 至於中國方面，北京顯然採取以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為訴求，用「和平牌」

對抗台灣的「民主牌」。對北京而言，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強，又是台北背後最

大的支持力量，透過「經美壓台」乃至「聯美制台」遏制「台獨」，當是戰略選

擇的首選。北京顯然企圖擴大與深化和平議題，以此與華府建立良好關係並反向

藉由將民進黨政府欲突破現狀的激進舉措加以污名化，而導致美國對於台灣就民

主的範圍與定義進行制約。 

從兩岸關係發展的現實看來，新保守主義的「民主同盟」與「和平演變中國」

之主張，隨著小布希政府調整「新保守主義」路線與美中關係的大幅改善，也連

帶地顯現出民進黨欲以「民主同盟」的論述，對抗紅藍的聯手制綠，有其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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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紅藍制綠」的成型正是連宋登陸後，紅藍聯手合作的最高潮狀態，也讓民進

黨政府苦嚐被形勢給邊陲化的處境。但終究國共會談非屬兩岸的政府行為，其效

力缺乏公權力的基礎，故該結構仍有不確定性，然其即使被迫向後折回，但最終

不至於回到民進黨的「民主同盟」框架，而是朝向藍綠在「終極統一 vs.反統一」

的嚴重分歧之方向調整，這是民進黨執政時期的結構樣態，然而在馬英九於總統

大選重挫民進黨而取得執政後，馬政府的政策與策略，都有明顯的向中國傾斜的 

趨向，因此，此一樣態恐無法完全描繪現實，而究竟會朝那個方向發展，不在本

論文的處理範圍，但值得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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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鳥瞰上述諸章節的論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全面性的發展圖像：由於民進黨

與國民黨、共產黨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皆存在無法妥協的困局，因此陳水扁於

二０００年上台之初雖致力於往中間路線移動，但政治立場的認知不同，導致彼

此的詮釋相左，再加上國共對於陳水扁的兩手策略極不信任，使得彼此間的關係

始終無法改善。結果是，陳水扁開展兩岸關係的成績乏善可陳，既無法得到中間

選民的青睞，同時，也遭致深綠群眾對其走中間路線必要性的質疑，在左支右絀

的狀況下，陳水扁被迫再回到深綠路線，藉以鞏固其執政基礎，避免兩頭落空。

這是緣於現實情境制約下一個當下的判斷與選擇的結果。而為了滿足深綠路線的

期待，陳水扁推動一連串在美國看來有改變現狀之虞的舉措，使得美方感到震驚

與不滿，也令台美關係逐漸疏遠。相反地，美中關係卻因彼此在多方面戰略利益

的相互需要的增強而屢有提升。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陳水扁陷入不利的處境。

總體而言，陳水扁的第一個任期對內既無能裂解也無力招降泛藍，對外亦無法與

中國達成政治上的妥協，更難以獲得美國的信任。到了第二任期他甚至無法阻止

國共的接觸與合作，在對應之策上也選擇了較為激進的作為，導致其與藍、紅、

美間的裂痕更進一步擴大，而終至於迫使自己在「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乃至「美

中台」大三角關係上，雙雙深陷孤立與邊陲化的命運。 

從歷史的觀點來檢視，作為近代兩岸關係進程裡的重要歷史事件，「連宋登

陸」即令不具有扭轉兩岸基本結構的決定性作用，但短期而言，卻一定程度地影

響行動者與結構的互動內容與態樣。就「美中台」大三角關係來看，維持台海現

狀雖是三方的共通說詞，但因為三方無不意圖爭取對「現狀」的主導權與詮釋權，

以利於導引兩岸情勢朝向己身設定的目標與方向發展，在動態的互動過程中，新

的模式化關係也不斷地被生產出來。至於「紅藍綠」小三角關係方面，共產黨作

為中國的執政黨，其可動員支持性資源之豐富，固不待言，而以國民黨、親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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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的泛藍陣營，不僅在全台擁有足以與執政的民進黨相抗衡的半數民意，更

在國會具有過半席次的優勢，這使得連宋登陸後所開啟的紅藍合作得有發揮的餘

裕，在「紅藍聯手制綠」的新結構下，兩岸小三角關係呈現相對顯著的變化。就

此以觀，可以說「連宋登陸」在兩岸關係演變史上，實具有一定的位置與份量，

不能只以個別單一或孤立的事件的角度小視之。而這段歷史發展的回顧，讓我們

對連宋登陸、國共擴大接觸的結果，對於「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乃至「美中台」

大三角關係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歷史結構的發展方向、兩岸關係的秩序與變

遷，以及兩岸互動過程中各方行動者的謀略計算與得失等方面，有了進一步的省

思：  

 

  一、「連宋登陸」對大小三角關係結構與內涵的衝擊 

（一)「紅藍制綠」的發展與「紅藍合作」的限制 

原本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之間無論如何的爭鬥畢竟只侷限於台灣內部的

藍綠之爭，紅色的中國共產黨大致維持隔海觀望。然而，連宋的登陸訪問，促動

了國共兩黨更密切與熱絡的交往，黨政最高領導人面對面的互動，以及由之而帶

動底層在突破禁忌之後的綿密交往，使得小三角關係的模態與內涵有了巨大的變

遷。連宋登陸前原為「藍 vs.綠」 /「紅」，紅藍之間互動結構極其微弱，及至連

宋大陸行之後逐漸演變而成「紅＋藍 vs.綠」相對明朗與堅實的格局。於是，一

種在性質上帶有「紅藍制綠」成分的新結構，大大出乎各方行動者事先的設想逐

漸成型。事實上，在過去的歷史研究上，此類「非預期結果」是歷史發展過程常

見的重要面向。然而無庸置疑，連胡的會面是有經過一番策劃與醞釀的。連胡雙

方顯然期待透過政治力的操作，落實國共平台的作用，這是朝常規化、制度化，

最終構成體系的作為，其結果對行動者的約束力自然不能等閒視之（Giddens, 

1979：35-36）。  

然而，從民主台灣的角度來看，黨與黨或領導人與領導人之間所搭建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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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畢竟屬正式體制之外，不管陳水扁執政或其接任者的馬英九都無法允許它

無限制地膨脹與發展。就資源與規則的角度來看，權力缺乏了規則與資源為媒介

恐難以運作，這是連戰與宋楚瑜缺乏官方身份的政治人物的限制。而對於台灣而

言即便對於具有官方身份的領導人，其政權來自民意，而民意卻有其不確定性，

因此，在兩岸的政治關係上，國共平台的作用毋寧只能扮演引導或催生的角色，

其效力既必須取決於是否執政，同時，也要看民意之趨向。尤其，四年一次的總

統選舉勢將對於既有的權力與政策的架構和內容產生洗牌作用，這是否會對原有

的秩序產生衝擊而導致變遷，吾人無法逆料，只能靜待後續觀察。而就中國方面

來看，雖然其民意的穩定度比起台灣來說，相對高很多，但其溫和派是否能持久，

其民意是否長期支持對台政策的基調，也是變數。準此，兩岸政黨間平台建構過

程實具有先天性的不穩定與不確定。尤其是，中國大陸與台灣人民對於黨的領導

人的講話與作為，其認知與期待實有天壤之別，這也將成為往後兩岸進一步協

商，尤其在有關安全與利益的敏感議題時，很可能會出現的扞格與困擾。此一現

象說明了，結構的發展並非一成不變，也非必然朝向決定論的方向而行。當然，

不可否認地，在時間的累積下，除非有重大意外因素或事件的衝擊，否則結構發

展的方向與內涵也會有一定的穩定性。就此而言，身處舞台邊緣的綠營難以短時

間內改變此一態勢，殆無疑義。 

 

（二）由「紅藍綠」小三角的變遷看民進黨的邊陲化 

「紅藍綠」小三角關係在內容上的變化包括「人」與「事」兩大部分。從

人員的交流往來觀察，過去隱晦、個別、伴隨禁忌色彩的國共交往，在連宋登

陸後，丕變為公開、正式、多層次與多渠道的互動往來，國共平台的搭建，更

提供了雙方順暢的溝通與合作管道。而受到國共政黨交流的帶動，台灣民間各

行各業集體絡繹於途往來兩岸，幾乎蔚為風潮，就中「兩岸經貿論壇」的首度

召開，國民黨主席連戰竟能邀集近兩百位具份量的企業家與會，打破台灣企業

主一貫對於兩岸敏感事務保持低調的慣例，浩浩蕩蕩於北京和中共領導高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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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言歡，變化之大深深震動民進黨政府。 

特別是，中共當局透過國共合作平台發佈各項政策利多，使得民進黨政府

不僅失去了若干政策的主導性，甚至被迫調整了部分兩岸政策的開放時程與軌

道，包機直航、大陸觀光客來台、農產品銷中此三大議題被列為優先開放的對

象，就是最明顯的例證。民進黨政府深受「紅藍制綠」結構的影響，面臨座標

位移滑向邊緣化的困境。由此論斷，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有關大陸觀光客來台

或包機直航的談判，北京無法繞過民進黨政府，但北京卻可策略性地拖延，這

符合現實的策略考量。畢竟，在台灣政權來自選舉，將協商延後到選舉之後可

保持策略上的彈性。而當民進黨在國會極度弱勢，總統大選又失利時，未來在

兩岸的制度性協商上，民進黨角色的邊緣化恐將更見徹底。 

而回顧這一段歷史，我們可以說，紅藍互動在連宋登陸前，已有一段時間

的累積，而綠營一直都在軌道之外，紅藍互動所形塑的結構其韌性可見一斑。

這一透過時間累積而形成的結構特色，恐怕是陳水扁政府所未察覺或低估的地

方。而值得注意的是，陳水扁對待國共接觸固然初始採取反對的態度，但在其

後連宋醞釀登陸的發展過程當中，他也曾經有過想藉由宋楚瑜為特使與中國進

行某種對話或接觸的念頭，顯現了陳水扁對連宋登陸一事的立場反覆、進退猶

疑。放在歷史脈絡中來看，陳水扁雖是台灣的執政者，卻囿於外有美國對連宋

登陸抱持樂觀其成的態度，內有藍營代表台灣半數民意的抗衡力量，更復以低

估連宋登陸之後可能帶動結構轉型的衝擊效應，陳水扁未能積極運用-「權力」

-此一具有轉化性的能力，阻擋連宋的大陸行，只是順勢因應，而這樣的對應行

動在面對紅藍聯手時，終究顯得被動而無力。歷史發展的方向在未見轉化性的

能力的介入下，依紅藍合作的牽引力量而行，遂自然不過。而尤有甚者，民進

黨失去二００八年總統寶座之後，也更加速了遭遇被邊陲化的命運。除非民進

黨在未來能有效聚合各方支持力量，並進而充分擴張其間蘊含的動能，擺脫其

過去僵硬的政策，再輔以巧妙的策略運用，在關鍵時刻，扮演攸關能否成局的

關鍵少數，民進黨或有可能在往後兩岸協商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而不致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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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排除於戲局之外。 

 

（三）「紅藍綠」小三角與「美中台」大三角的連動 

如前所述，由於連宋登陸後國共合作的新情勢發展，民進黨政府在與中共

的對奕過程中，顯然地已漸次流失兩岸政策的主動性與主導權。而紅藍合作的

結果壯大了藍營的力量，加以自二００四年底立委選舉泛藍維持國會優勢席次

的戰果、二００五年三合一選舉泛藍大贏，一舉囊括雲林縣以北所有縣市長寶

座，地方執政版圖大幅擴充、二００六年首都市長選舉依舊由國民黨獲勝，綠

消藍長態勢分明。國民黨民意基礎不斷擴大的結果，也牽動美方更加重視國共

聯手的立場與實力，對於民進黨政府任何在北京與泛藍陣營看來通向「法理台

獨」，危害兩岸和平穩定的舉動，不論是公投、正名、制憲、廢統等等的政策推

動或政治宣示，美方一逕不假辭色地反對。美、中、泛藍站在一致的反獨立場，

相對地，民進黨政府所有彰顯台灣主體性的政治意涵作為，則一再被視為是破

壞現狀的「麻煩製造者」。而總統大選敗選之後，民進黨的地位更見滑落。值得

觀察的是，國民黨在台灣重掌政權後，上述美、中、泛藍一致反獨的結構是否

持續？對於紅藍，此一持續殆無疑義；而美國如持續加入反獨陣營，則既有路

線不變的民進黨，其空間之受限，可想而知。不過，美國立場與策略的改變也

不無可能，畢竟，「兩手」與「平衡」一直是美國對待外國內政問題的慣有策略。

這些都是未來值得密切觀察的地方。 

上述在連宋登陸後所逐步形成的「紅藍綠」小三角關係乃至「美中台」大

三角關係的變化，最明顯的特徵便是民進黨的逐漸落入「孤立化」與「邊緣化」。

究實而論，兩岸關係維持和緩、和平、穩定與正向發展，應是台灣、中國、美

國三方共同的期待，然而在民進黨政府主政下的兩岸關係無法分別取得中國與

泛藍認同的結構性制約下，嚴峻與緊張自是秩序的構成部分，且每每連動影響

美台關係的起落。尤其，不管是台灣企業的大舉移入中國，抑或美國突如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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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逢恐怖攻擊以及後續的軍事行動，確實提升了中國對待台灣問題的籌碼；相

對地，國民黨基於意識形態的特性與在野身分的便利，同時與中共及美方交好，

自是站在中間的有利位置而能左右逢源。除非台灣內部反中情緒升高而綠營政

治版圖擴大、中國內部自身出現不利於中共統治的變化，或者外在客觀的國際

情勢有大的變遷，否則對於民進黨而言，委實有著巨大的結構性限制。尤其是，

敗選後的民進黨一直無法振作起來，兩岸政策的新論也尚未完整出爐，恐怕也

是美國與綠營想維繫合作的困難所在。而從美國務實的國家利益出發，它必須

在意執政黨的政策，從而美國的台海政策難免會受國共的發展框架的影響。 

 

（四）主權爭議仍將成為大小三角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 

由歷史結構的觀點來看，各方行動者因互動往來所形成的歷史過程雖說不

斷進行，並帶來各種結構轉型的可能，然而並非所有的結構與行動者互動交會

之後必然令既有結構產生變化，某些結構與行動者互動之後卻是更形強化原有

的結構，行進於始終不變的軌道之上。證諸於紅藍之間，雙方雖有共通的終極

願景，卻也存有難以跨越的鴻溝，紅藍綠三方各自對於「主權」的觀念與認知

的歧異，構成了行動者間迥異的認同，由此進而形成利益內涵與行為選擇的策

略性差別。準此以觀，除非紅、藍、綠任一行動者對於「主權」的觀念改變，

達成一致的認知共識，否則由「紅藍綠」小三角到「美中台」大三角，仍存在

著無法突破的模式化關係，紅、藍、綠三方仍將繼續在原有的結構中行為。 

只不過，在互動的過程中，大國有實力制約它者，而少受它者制約。紅藍合

作的進一步發展倘若讓中國大陸磁吸更多台灣的社會、經濟，甚至政治資源，那

麼，北京作為行動者掌握規則與資源的主導力將更強。在作為大國一方的中國，

除非內部面臨巨變的挑戰或台灣方面出現激進對抗中國的政治運動，否則一旦它

持續不斷施展其既有剛柔互濟的對台政策時，勢將使支持兩岸整合的共有認知與

權力運作，更趨積極與穩定的發展，從而環繞在其中的資源將透過制度性機制而

有更廣而多的捲入。由是，小三角關係會趨於系統化，並在某種程度上抗衡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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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大三角關係變遷的方向與內涵。特別是，二００八年國民黨連續於立委選

舉、總統大選獲得壓倒性的勝利，全盤掌握行政權與立法權，國共的互動合作愈

益強化且持續進行，此將產生積極牽動「美中台」三角關係的力量，並在很大的

程度上導致美國在「美中台」三角關係的位置與角色的變化。 

 

二、陳水扁操作反中戰略的誤失 

（一）操作「台灣意識」的侷限性 

陳水扁在就任的初始操作「台灣意識」每每能獲得不錯的迴響。例如二００

三年扁政府力推「公投法」的制訂，由於其本質屬於深化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

工程，在台灣社會的支持度與共識度極高，更因其內在主權在民、直接民主的意

涵吸引人心，陳水扁透過公投合併總統大選極力動員選票，配合在此之前成功號

召百萬人參與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愛台氛圍瀰漫全島，再加上選前爆

發「三一九槍擊案」，最終陳呂配一舉衝破五成得票率，連任成功。 

然而，自陳水扁第二任期開始，在這方面的操作便出現困窘。二００四年底

立委選舉，陳水扁主導以「正名」、「制憲」為主要的訴求，當時即因台灣社會內

部缺乏共識，中間與溫和路線選民視之為危險激進路線，而外部又有中共與美國

對之採取反對的態度，指責台灣的作為是片面改變現狀，選舉結果揭曉，綠營成

績不如預期，這是陳水扁自就任總統後，首度在選戰中操弄「台灣牌」失靈。 

到了二００五年，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其首要的動機就是為遏止台

獨，透過該法對台劃下「紅線」。其結果固然引起台灣社會普遍的反彈，但也有

相當一部份人認為中國之所以制訂「反分裂國家法」，主要還是肇因於民進黨政

府在「台灣意識」上過度操作，挑釁對岸所致。其後二００六年元月陳水扁提出

「廢統」，雖說目的是為了平衡台灣日益向中國傾斜的態勢，但過程之中民進黨

政府面臨了內有泛藍強力反彈甚至醞釀提案罷免總統的紛擾，外有中共嚴詞批

判，認為陳水扁「廢統」的目的是為將來的法理獨立預作鋪路，北京並透過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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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民進黨政府，最後雖然台北方面妥協以「終統」作結，卻仍無可避免加深了

台灣民眾在歷經公投、正名、憲改乃至終統，一路行來兩岸情勢緊張愈升愈高的

不安感。 

至此民進黨政府連串刻意體現台灣主權獨立的政策作為，雖然有效鞏固了深

綠基本盤，但卻無法感動中性選民，甚至帶來疑慮與反感，認為扁政府為了政黨

利益一再操弄台灣意識，卻無視於因而在兩岸關係上所造成的風險與代價。不只

「台灣意識」內在的神聖性被嚴重耗損，同時對它的動員能量也只能是日益疲

弱，每況愈下。 

 

（二）失去美國支持的代價 

在華府的認知裡，陳水扁以選舉為先的考量，不惜一再挑釁中共，其結果將

造成兩岸同步向「紅線」趨近，稍一不慎萬一擦槍走火引爆兩岸衝突，這將是美

國最感棘手的難題。在互信基礎受損後，民進黨政府任何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的政

策作為，在華府、北京的認知中每每成為「破壞現狀」的一方，從國際關係的現

實看來，這是挑戰大國所定下的規則，逆勢而為的結果自是倍感吃力；相對地，

任何在美國與中共眼中有助緩和兩岸緊張、增益兩岸關係的舉措，由於合於大國

的規範與期待，自然容易獲得鼓勵與支持，因而對於連宋登陸，中共基於對台統

戰與分化，對之大表歡迎自不待言，而美方雖說原本對於連宋登陸有所疑慮，然

而在國親的成功疏通後，美國基於兩岸對話有助穩定台海情勢的思考，對之大致

亦抱持正面肯定的態度。在此情況下，雖然美國對於紅藍擴大接觸、國共平台的

建立與運作，不免懷抱戒心謹慎觀察，然而只要紅藍的接近在姿態上突出維持台

海和平穩定的訴求，同時在實質內涵上又不致因過於密切而引起美方對於兩岸將

走向「統一」的疑慮，則美國的因素或將不再成為紅藍交往的阻力，紅藍的合作

可望更見穩固，更有發揮的餘裕；相反地，陳水扁因不斷釋放善意卻迭遭中共冷

面以對，一路以來心力付出卻是徒勞無功甚且橫遭反噬，既無法獲得深綠基本盤

諒解又難以有效開拓中間選民，復加以臉面喪失惱羞成怒之下，陳水扁選擇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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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發聲「一邊一國」作為反擊，從此走向深綠路線並且愈走愈激進難以回頭。 

實際上說來，中共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雖然不斷強調「和平發展」的美麗

口號，但只要其獨裁政權窮兵黷武的本質未變，它終將成為世界和平重大的威

脅，此為美國所深警惕者。從謀略的觀點來看，設若陳水扁能洞燭美國、華人世

界以及中國內部對普世民主化的需求與期待，而利用執政地位與資源，以北京推

行民主體制作為兩岸政治談判的前提，那麼陳水扁將可以以「民主」為利器，在

民主與極權之間拉出一條敵我界線，藉由「民主同盟」擴大戰略空間，北京反將

成為被制約困窘的一方，而陳水扁更斷不至於一再被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

陷入孤立無援的邊陲化窘境。退一步而言，扁政府在面對中共以台海的「和平牌」

對抗台灣的「民主牌」之際，既未能向國際社會做出有力的論述，180
也未能在作

為上恰如其份地發揮台灣在華人社會中「民主燈塔」的角色與作用，而當原本應

是立意良善的民主深化工程如公投、憲改，因選舉操作而與統獨問題深度掛勾而

迭遭爭議時，台灣被曲解的民主在中共虛假的和平面具前只顯得蒼白無力。 

 

   三、中共反台獨策略與對台統戰計謀的操作 

（一）中共反台獨策略的操作 

如前所述，陳水扁過度操作深綠路線的結果，將自己推向美國、中共與泛藍

的對立面，成為「破壞現狀」的一方，這樣的發展正與北京對「反獨」戰略的操

作若合符節。事實上，長於謀略的中共當局，在面對「台獨」既然無法消滅它，

                                                 
180 史鑑未遠，民進黨政府如能以德國納粹的歷史為借鏡，透視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對於國際

社會應能有相當的說服力。回顧一九三八年英相張伯倫與法國總理達拉第為避免戰爭爆發，

與德國希特勒、義大利墨索里尼簽署「慕尼黑協定」，犧牲捷克斯洛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當時

的張伯倫深信他的綏靖政策帶來「一代人的和平」。然而，歷史的發展卻是，一九三九年德國

吞併了捷克全境，繼之德國納粹的鐵騎蹂躪了整個歐陸，直到納粹覆亡歐洲才能再度享有真

正的和平，易言之，當日被視為催生和平的「慕尼黑協定」，竟是滋養危害和平的沃壤。對照

今日，中共雖然不斷強調「和平發展」，但其專制殘暴的本質始終未變，對法輪功的嚴加迫害、

對西藏地區的無情鎮壓，乃至對民主台灣的矮化與擠壓，其種種背離民主、人權，倒行逆失

的作為一再呈顯於世人眼前，除非有朝一日中共政權土崩瓦解，或者實現最終的「和平演變」，

否則它都會是世界和平的重大潛在威脅。畢竟，姑息無法換取和平，謬誤的想像卻可能帶來

重大的災難，德國納粹的歷史經驗如是，面對當今日益崛起的中共，實亦應由歷史明訓中獲

取認識與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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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轉而順應它、利用它，從中獲利。而該一戰略在針對美國、中國國內、台灣內

部皆分別有不同的設計與運作，並相互為用。 

對於美國，中共以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為號召，而民進黨操作台灣主權獨立意

涵的作為，就是意圖透過「漸進式台獨」的手段最終走向「法理台獨」，故而必

須予以預防、加以遏止，否則將導致片面改變台海現狀，破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北京據此與美國一致反獨，對於民進黨任何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的政策皆定義為台

獨，不斷透過「經美壓台」的策略，遏阻台獨、反制台獨。   

對於中國內部，在民族主義教育下，「台獨」被塑造為數典忘祖大逆不道的

敵人，故而「反獨」是國家與人民共同的責任。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共甚至可藉

以進一步倚之為轉移內部壓力、抗拒民主化要求的工具。中共深知，民族主義的

情緒最容易挑動人心凝聚共識，是以當國內社會矛盾叢生民怨不已之際，透過對

外找尋共同敵人可一舉兼收團結內部與轉移壓力之效，而「台獨」恰可提供這樣

的空間與作用。此外，中共更可藉由扭曲台灣的民主化造成台獨聲勢高漲的說

詞，形塑大陸人民的錯誤認知，進而援引為拒斥民主改革的依據。 

對於台灣，中共更是利用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分歧作為切入點，在「台獨」

的議題上煽風點火，如此一來，台灣內部主張台獨與反對台獨的兩造就會環繞著

「台獨」與「反台獨」而爭鬥不已相互敵視，因為民族主義總是最能撩撥人們深

處的情感。而透過反獨戰略，中共即得以不斷對台灣進行統戰與分化，長此以往，

台灣內部將因此等內耗而日益虛弱，最終成為砧板上的魚肉，北京不戰而屈人之

兵，台灣只剩下完全扈從的出路與選擇。 

總體而言，在此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只要中共併吞台灣的野心一日不消

滅，其透過「反獨促統」的統戰手段內攻台灣，分化台灣的內部團結，同時孤立

台灣的國際處境，讓台灣因極度內耗而只能扈從北京的動作一日不會停止。今日

民主台灣最大的困境正是由民間到政壇，同在一個台灣，卻是兩個難有交集的世

界，這更給了中共遊走兩端、上下其手的機會，這也是民主台灣的脆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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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對台統戰的本質與操作 

中共在實務上一貫以「拉一派，打一派」的統戰手法，團結一切可團結的對

象，結合一切可結合的力量，聯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等到主要敵人消滅

了，原來的次要敵人就成為必須全力打擊的主要敵人。181在中共的字典來說，沒

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從策略的目的出發，昨天的敵人可以是今天

的朋友，今日的朋友也可能是明日的敵人，在不同的歷史條件下，不斷變換結盟

的對象，以實現最終的目標。 

更由於中共從不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始終懷抱併吞台灣的意圖與野心，故

而台灣的執政黨便是他的主要敵人，是其全力弱化打擊的對象。套用在現實上，

我們便可發覺當陳水扁執政時，連宋登陸後所建構的國共平台，即為中共滲透統

戰力量的最佳管道，在「紅藍制綠」的結構態勢下，民進黨政府一步步走入孤立

化、邊陲化，綠營的力量日漸削弱。然而，待得台灣再次完成政黨輪替，國民黨

重新執政，主要敵人將不再是民進黨而換成國民黨內的當權派，中共的策略就會

轉而在泛藍內部見縫插針，拉一派、打一派，以制衡弱化當權者，對於民進黨也

會適度招手，伺機營造聯合民進黨、國民黨內非當權派共同協力削弱國民黨主政

者的氛圍，如此層層剝下，直到台灣徹底瓦解。這正是中共「剝蕉法」的典型手

段，也是中共名言「由敵人內部瓦解敵人」的具體實踐，同時更是中共內攻台灣

的重要策略。 

 

四、兩岸的機會之窗與人為限制 

在內有政黨鬥爭不已，外有中共虎視眈眈的嚴峻情勢下，如何穩健掌舵帶領

                                                 
181 依據中國統戰部對於統戰內涵的定義：統一戰線就廣義而言，是指不同的社會政治力量（包

括階級、階層、政黨、集團乃至民族、國家等）在一定的歷史條件下，為了實現一定的共同

目標，在某些共同利益的基礎上組成的政治聯盟。簡要地說，統一戰線就是「一定社會政治

力量的聯合」見中國統戰部網站，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lilun/200804/t20080430_373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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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航向新局，為國家開創最佳利益，深深考驗著領導者的膽識、智慧與氣度。

而以成敗論英雄，或許往往失之膚淺，政治人物的歷史定位與評價，也不可能短

期內為之。然則即便如此，本論文仍擬在結論的尾聲，本於這一路的研究，對於

兩岸領導人的政策做一些暫時性的評價。 

無疑地，陳水扁曾試圖往中間路線靠，就任之初以「四不一沒有」作為穩定

兩岸關係的框架，其後他持續向中共當局加碼釋放善意，二００二年訪視金門時

更發表著名的「大膽講話」，其內容實已帶有建構兩岸新局的戰略積極性。然而

中共不只對於陳水扁的「大膽講話」語多批評，甚至反向操作，在陳水扁就職民

進黨主席時以「諾魯斷交」羞辱對待。從事後諸葛的角度來看，北京如此作為固

然粗魯無文，然而，陳水扁以「一邊一國」強力反擊，從此走向深綠路線，其反

應卻也難脫粗糙與躁進。尤有甚者，以北京一貫的老謀深算，倘若中共的無理對

待乃是為了在策略上誘使扁因遭受反挫而無法向中間路線邁進，轉而困處台獨一

端，北京又可藉之遂行其「反獨」策略，則陳水扁的回應恰恰步入了中共的陷阱。

而無論如何，兩邊執政當局已然是硬生生流失難得的歷史機會。 

    試想如果兩岸的最高領導人當日能以正面的對待往來互動，兩岸關係的前景

或可能改寫。因為以中共的威權體制，領導高層本即享有寬廣的決斷空間不受民

意的拘束，ㄧ旦其確定未來的路線方針，全面調動資源，透過制度性的捲入則兩

岸關係必能有重大的突破；而陳水扁政府方面，雖說台灣實行民主體制，在野政

黨與民意的制約遠高於中國，但扁政府得天獨厚之處在於其鮮明的本土印記，這

樣的標誌適足以支持其能夠大破大立，而不致被「賣台」的紅帽束縛綑綁。是以

如果陳水扁能有足夠的識見與謀略，即使「大膽談話」未能獲得北京正面回應，

他仍可加以吞忍，並藉由美國因素在兩岸關係中的顯著作用，透過管道向美方表

達希望其能協助促成「扁胡會」，以建構兩岸的和平架構，在美方維持現狀和平

穩定的原則下，美國可望支持。進而陳水扁更可透過與胡錦濤的歷史性會晤，提

出兩岸結束敵對狀態、簽訂和平協定，甚至是全面關係正常化的建交要求。 

    當然北京方面不可能照單全收，然而談判的藝術正在於高昂的出價之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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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以務實的妥協達成雙方都能接收的次佳選擇，或許在那樣的情勢下，台灣即

使不能立即取得中共對中華民國的承認，然而兩岸拋棄零和思維，透過適當的安

排，台灣與中國大陸在聯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分別保有席次，互利合作，亦非絕

無可能之事。果爾，歷史的行進軌跡將改變，兩岸關係的面貌又會是另一番景象。 

再者，陳水扁採取激進的深綠路線，固然有效穩固基本盤，卻使得兩岸關係

益發嚴峻，反給予國共以和解交往有利兩岸為由而遂行合作。這同時也讓北京得

以充分利用「維護台海現狀」的訴求，在「反獨」策略上一再「經美壓台」。至

此，只要紅藍聯手未呈現出積極的促統姿態，美國可望不致成為「紅藍制綠」結

構的干擾因素。反觀陳水扁方面卻因採取更強烈的深綠路線反制，其結果使得民

進黨政府在台海大、小三角關係中雙雙落入邊陲化的困境。而歷史的發展也證實

了，陳水扁因其才具有限、忍性的素養欠缺且歷史的認識不足，坐失八年執政的

大好良機，不知善用權力讓己身成為平衡者游刃於各方，反而因為誤用權力在兩

岸三邊四角關係中落入孤立。回望史頁，此或可為陳水扁其人其事做下註解。 

總結二００四至二００六年這一段兩岸關係的發展，居處於如此的歷史情境

與過程，我們或能以下述的歷史命題，做一結尾： 

民主可以是負債，也可以是資產。前者分裂台灣，消耗台灣，後者保護台灣，

壯大台灣。過去數年台灣在資產與負債的兩極間遊走徘徊，不夠成熟的民主，其

脆弱的本質在面對內外環境的風險時，不只難以發揮強大的防禦力量，甚至其本

身就是一個風險。台灣只有不斷的省思蛻變，步入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結合民

主同盟對抗共產中國，才能發揚民主燈塔的垂範效應，共同完成和平演變中國的

大業。畢竟，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將是兩岸前景的較佳解決之鑰，更是兩岸關係發

展較為各方所接受的歷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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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擴大接觸對兩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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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記 

 

二００六年後迄今，台灣的政經情勢出現重大的轉折，牽動影響了兩岸關係

的發展。尤以，二００八年的兩次大選至關重要，元月份的立委選舉，在首度實

施的「單一選區兩票制」下，國民黨大獲全勝，國會席次大幅成長達三分之二強，

民進黨則落居成為不到四分之一席位的弱勢小黨。到了三月的總統大選，代表國

民黨參選的馬英九、蕭萬長挑戰成功，至此國民黨實現「完全執政」，台灣政治

情勢與政治生態從此邁入一個嶄新的局面，特別是兩岸關係的前進發展，其變化

的速度之快、幅度之大，與民進黨政府時期相較，呈現了另一幅全然不同的圖像。

從未來研究者的眼光來看，這一段政權更替前後的歷史發展，可謂曲折豐富意義

深遠，殊值進一步的探究。在此作者謹就此段歷史過程，做一簡單回顧與描述，

以供後繼研究者參考。 

一、民進黨政府的最後考驗 

二００七年民進黨政府持續推動憲改、正名，182尤其力推「以台灣名義加入

聯合國」一事，更是引起美中高度的關切與壓力。北京發動強烈的遏制攻勢，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更嚴厲警告，台灣的「入聯公投」即為推動法理台獨的表現，

危害台海和平，他並強調二００七、二００八年是台海局勢的高危險期。183在「維

護現狀」的大旗下，北京再次積極施展「經美壓台」的策略，美國反對入聯公投

一次比一次強烈。 

                                                 
182 有關憲政改造工程，民進黨政府於二００五年八月，在總統府內設置「憲改辦公室」的任務

編組，作為民間與政府之間關於憲政改造方面的規劃、溝通與協調之平台。該一辦公室至二

００七年底總共推動一千八百多場憲改座談及論壇、協助民間團體憲改活動推展、促成十五

個民間憲改版本的形成與彙整分析；在正名運動方面，民進黨政府主要聚焦於外館正名、國

營事業正名，例如中華郵政正名為台灣郵政即為著例。 
183 依據《人民日報》二００七年九月七日於 APEC 會議期間的報導，胡錦濤在與小布希會面時

強調，今明兩年是台海局勢高危期。對台灣當局提出「入聯公投」、「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聯

合國」，中國必須對之提出更加嚴厲的警告，絕不容許任何形式的台獨分裂活動。小布希則表

示，副國務卿內格羅龐特已代表美國政府表明反對台灣當局「入聯公投」的立場。美方將繼

續關注這一問題，願同中方保持密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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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國務院副國務卿內格羅龐特（John Negroponte）指出，入聯公投是台灣

邁向獨立、改變台海現狀的一步；繼而國安會議亞洲部門資深主任韋德寧（Dennis 

Wilder）提出更震撼性說法，強調台灣或者說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並不是國家，

184此外，國務院主管政治事務的次卿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亞太事務助卿

希爾（Christopher Hill）、國務院東亞副助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等，

皆明確表示不支持或反對台灣推動「入聯公投」，重申反對台海兩岸任何一方改

變現狀的立場。185繼「終統」之後，民進黨政府因推動「入聯公投」，又一次遭

美中同聲指責改變台海現狀，危害地區和平， 

面對重重壓力，陳水扁不斷向外界強調，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不違

背「四不」承諾，更不涉及到所謂的國號的更改。只是在北京眼中，民進黨政府

宣示一邊一國、制憲的政治主張，推動「公投法」、憲改、正名、廢統、入聯等

等的政策作為，這一切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一步一步靠向「法理台獨」。而顯然地

華府也認同北京的看法，認為民進黨政府的連串操作，將導致現狀被破壞，對台

北方面予以強力遏阻。然而由於民調清楚顯示，台灣七成以上的民眾贊成以台灣

名義加入聯合國，186國民黨基於民意的趨向與壓力，積極謀劃對策，最後提出「推

動我國以務實、有彈性的策略重返聯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的「返聯公投」

對應，以藉此削弱綠營「入聯公投」對總統大選的選票動員能量。北京當局的焦

慮可以想見，即有報導指出，中共不滿國民黨推動「返聯公投」，透過連戰轉信

給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表達不宜推動「返聯公投」的立場，因為這已踩到

                                                 
184 韋德寧於二００七年八月底向白宮媒體簡報有關小布希總統九月出席雪梨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的相關事宜時，有記者問及台灣「入聯公投」問題。他回以美國不支持台灣加入需要以國家

地位為資格的國際組織，所以美國不支持台灣加入聯合國。他並表示台灣或者說中華民國不

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其談話原文為：Taiwan,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85 為阻止民進黨政府推動「入聯公投」，北京當局積極施展「經美壓台」策略，國台辦主任陳雲

林於二００七年九月中旬赴美訪問，分別與美國國務院主管政治事務的次卿伯恩斯、亞太事

務助卿希爾會面，鎖定台灣「入聯公投」為唯一議題，向美國表達中方反對的態度。 
186 依據陸委會二００七年兩度委託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所做的「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聯合國」相

關民調顯示，在三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的民調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七點三的民眾贊成，僅

有百分之十一點的人不贊成。在八月十日至十二日的民調，則有百分之七十三點四的民眾贊

成以台灣的名義加入聯合國，百分之十七點二的人表示不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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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的底線187。 

然而國民黨為大選計，並未撤回該一版本，但隨後平面媒體即披露國民黨副

主席關中赴大陸與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林會晤，說明並爭取對岸當局的理解（鄒

景雯，2007:A2）。188而證諸後續的情事發展，中共並未持續對國民黨推動「返聯

公投」一事予以掣肘壓力，此不啻顯現了紅藍雙方就此的理解與默契。委實，對

於北京而言，既然無法阻擋民進黨在總統大選合併舉辦「入聯公投」，不如對於

國民黨所提的「返聯公投」順勢旁觀，一來既可藉著雙方各自動員支持者的結果，

讓兩個版本皆無法通過公投門檻而胎死腹中，又可避免民進黨因操弄「入聯公投」

而得利，致傷害國民黨的選情。同時，也或因北京對於國民黨所提的「返聯公投」

並無明顯反彈，美國對之亦是雲淡風清地放過。 

表面上看來，民進黨政府似乎因「入聯公投」再次於「紅藍綠」小三角關係

和「美中台」大三角關係中，雙雙落入孤立的困境，然而，雖說美國不支持民進

黨政府諸多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的政策作為，擔心因而導致現狀被片面改變，但也

正因美國念茲在茲「現狀」必須依美國的定義被維護，故而當聯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就台灣申請加入聯合國一案，援引聯合國大會二七五八號決議文，主張「中國

政府是唯一且合法代表全中國的政府，聯合國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

對潘基文的言論立即表達反對的立場，國務院並致函潘基文表達不接受該一說

法。對於美國來說，其固然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一個中國，不承認中

華民國是主權獨立國家，但也不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在最終和

                                                 
187 依據台灣平面媒體在二００七年九月三日的報導，連戰辦公室主任丁遠超證實確有這封信，

只是連戰不可能去當信差。連戰對此事並無公開聲明與回應，但巧合的是，連戰在隔日的九
月四日就要到大陸進行私人旅行，是否將針對「返聯公投」和對岸交換意見，引發諸多聯想，
由此亦可見連戰自二００五年登陸訪問與中共領導人接觸後，確實與北京當局建立一定程度
的信任與情誼，而其以國民黨退休榮譽黨主席之尊在政治上仍保有一定的威望影響力，可以
想像北京對此寄予期望。特別是，二００八年國民黨實現完全執政，而連馬又有內在矛盾，
從而連戰在往後兩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所能起到的作用實可堪玩味與觀察。 

188 二００七年十月三十日《自由時報》同一報導中引述國民黨內部贊成「返聯公投」人士的談

話，其指出中共沒有必要對返聯公投有所誤會，因為只有返聯公投存在，才能阻止另一個有

改變現狀之虞的入聯公投過關，也可以藉此降低民進黨以此操弄選票獲利，基於勝選的大局，

國民黨絕對不可以撤案。上述說明具體呈現國民黨推出「返聯公投」的策略性思維，關中是

否以同樣理由向對岸溝通不得而知，然而觀察之後的事實發展過程，中共對民進黨「入聯公

投」的反彈與非難顯然遠遠大於對於國民黨「返聯公投」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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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解決兩岸問題之前，台灣應該享有事實上的獨立。189 

故而美國在多方遏止台灣逐步走向「法理獨立」的同時，卻也並未放鬆對中

國「不武」的要求，就在美中台各方對於「入聯公投」展開激烈角力之際，同一

時間，美國五角大廈宣佈價值二十二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包括十二架 P－3C 型

反潛巡邏機和防空導彈等先進武器，引起北京激烈反彈。美方的作法顯示其在台

海政策所一貫秉持的「和而不統，分而不獨，動態平衡，求取利益」之操作原則。

準此以觀，「美中台」大三角關係又有其持續的不變性與規律性。 

另一方面，北京雖然在硬手策略上愈趨強硬寸步不讓，但在軟手策略上卻是

更加積極地進行各項對台工作。二００七年一月全國台辦主任會議在北京舉行，

國台辦主任陳雲林傳達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對台政策方針，除了強調，涉台部

門最重要的工作是堅決遏制台獨分裂活動外，對於軟手攻勢更是詳加規範，包括

地方台辦如何加大與台灣各項經貿發展；擴大兩岸人員往來，拓展兩岸各項交流

與合作的深度、廣度；包機直航爭取突破；促成開放大陸居民赴台旅遊等諸多內

容。190其中，有關客貨運包機與大陸居民來台觀光兩項，由於兩岸皆有共識促成

實現，故而在師法台港航約、春節包機的「半官半民」談判模式基礎上，就相關

安全管理及配套措施，進行了多次技術性磋商，看似頗有進展。耐人尋味的是，

二００七年四月第三次國共論壇（兩岸經貿文化論壇）在北京舉行，就中議題的

安排與中共相應配合的發佈利多，同樣是以陸客觀光與包機直航為主要關切，其

間意涵頗值推敲。 

本屆「兩岸經貿文化論壇」主題為「直航、教育、旅遊觀光」，表面上看這

是延續第一次國共論壇共同建議當中的「推動兩岸直接通航」、「推動實現大陸

居民赴台旅遊」所做的設計。會議總共達成五項共識，其中在促進兩岸空中直航

與航空業交流合作上，提出就包機的周末化、常態化儘早作出安排，包括增加包

機地點，擴大乘客範圍，增加班次密度，並建議包機週末化與大陸居民赴台旅遊

                                                 
189 同註 57。 
190 陸委會，（兩岸關係大事記二００七年一月），陸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20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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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安排、同步實施。這對於期盼透過包機直航、陸客來台觀光提升經濟的眾多

台灣民眾來說，上述建議確然具有相當的吸引力。而北京更是利用論壇閉幕之際

藉機釋放相關利多措施，宣布開放成都、杭州、南京、深圳、大連、桂林作為第

二批直航包機地點，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共論壇的特意加持。 

只是不論包機直航或陸客觀光等交流議題，無一不涉及公權力事項，理應由

雙方政府同意授權及主導。而既然兩岸亦已就此進行多次磋商，自當循此途徑積

極進行，以求目標早日達成。然而北京卻橫生枝節，透過國共論壇此一不具公權

力性質的體制外管道發佈利多政策，如此作為對於協商議題的落實毫無助益，甚

至帶來阻礙。觀察北京所為還是希望利用與國民黨的聯手，針對協商中的議題進

行政治操作，北京可藉以宣示對台立場、分化台灣內部，而泛藍則再次顯現其體

察民意期待，且在兩岸事務的處理上遠比民進黨更能獲得對方善意回應的能耐。

說到底，第三次國共論壇的操作模式，仍不脫「紅藍制綠」的格局與思維。 

然而無論紅藍如何攜手合作，終究國民黨並非執政黨，因而即使多次國共論

壇的舉辦提出眾多的共同建議事項，並且透過國共平台機制的運作，經由制度性

的捲入，對民進黨政府的兩岸政策產生一定的壓力與影響，但真正能實現者畢竟

有限，這是由於國民黨作為在野黨的結構性位置使然。然，一旦國民黨重回執政

地位，重新掌有政策主導權，則國共平台的角色功能是否將因而調整轉型，過去

國共論壇所得出的結論與共識在國民黨政府主政下是否將因而落實，乃至於這些

兌現的共識與主張可能為台灣的未來、兩岸的前景帶來如何的影響與想像，深值

進一步的探索。以下即為作者對馬政府就任迄今，在兩岸政策與兩岸關係上一些

重要作為的觀察。 

 

二、從馬英九的兩岸政策看國共平台的今昔 

觀察馬英九自當選總統後的發言乃至就任迄今具體的施政作為，可以發現其

以兩岸關係為治國理念的最上位指導，希望藉由兩岸關係的和解與開展，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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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體發展尋找出路開創新局。相對地，中共當局面對這難得的歷史機會更是善

加把握，以加大對台影響力度。北京積極回應國民黨政府以「開放」為導向的兩

岸經貿政策，讓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成為北京施展對台政策的槓桿。兩岸當局

在各有戰略意圖卻又相互需要的情況下展開密切的交往合作，更實現了一九九八

年之後海基、海協兩會最高領導人的再次會談。這不只讓中斷十年的兩岸協商機

制從歷史斷點重新接合，尤以竟能在短短半年之內在北京、台北進行了兩次的「江

陳會」，過程進展之快速大異於當年李登輝主政時期。此固然與歷史機緣大有關

連，然若非馬英九在「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中國人」等問題上，獲得胡錦濤的

信任，則兩岸關係之發展是否能既廣且深又迅速地發展，恐尚在未定之天。這也

正是綠營擔心國民黨出賣台灣的最深刻憂慮。同時，回過頭來看，不可否認地，

若非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開啟紅藍接觸，進而藉由國共平台的機制，展開全方

位、多渠道、制度化的交往，則兩岸關係能否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呈現如此巨大

的前進與變化，恐亦是大有疑義。說連戰扮演兩岸關係發展的轉轍器或推手的角

色，亦不為過。 

尤以，兩次「江陳會」的會談議題與內容實深受國共論壇的影響。第一次「江

陳會」的結果，兩岸兩會正式簽署「海峽兩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兩岸關於

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協議」，而此兩項議題與第三次國共論壇中的「空中直航」

與「觀光旅遊」乃直接關連。第二次「江陳會」簽訂了四項協議，其中的「海峽

兩岸空運協議」及「海峽兩岸海運協議」兩項，同樣也與第三次論壇中的「海上

直航」、「空中直航」建議有關。而第四次國共論壇主題為「擴大和深化兩岸經濟

交流與合作」，設定「兩岸金融及服務業的合作」、「促進兩岸雙向投資」與「經

濟交流制度化安排」三大議題，論壇舉行之時全球集體處於金融海嘯風暴當中，

中國政協主席賈慶林提出就建立兩岸金融業監管合作機制和貨幣清算機制盡快

進行商談，爭取儘早簽署相關協議。國台辦主任王毅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本

次經貿論壇討論兩岸金融合作，即是下一步海基、海協兩會可能觸及的議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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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預計明年上半年兩會協商有望簽署 MOU。191由兩次「江陳會」談判議題設定

的脈絡來看，可謂大部分都植基於國共論壇的共識，態勢上大有「共產黨一軌＋

國民黨二軌」，而形成「國共平台先行-兩會協商簽訂-國民黨以國會優勢強勢過

關」的模式（賴怡忠，2008：A15）。 

不惟如此，檢視馬英九自二００八年五月上台後至該年底馬政府進行調整、

開放的兩岸政策，亦幾乎皆曾出現於國共論壇的共識中。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二００八年五月二十三日，陸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兩會復談將以周末包機

和大陸觀光客來台為優先協商的議題，五月二十六日並正式授權海基會就此與海

協會展開協商。六月十三日，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林會晤，兩

人並共同簽署「海峽兩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兩岸關於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

協議」。二００八年七月四日，首批大陸觀光客搭乘週末直航包機來台觀光，象

徵馬英九大選期間有關包機直航與陸客觀光兩張競選支票的兌現。  

此外，二００八年六月份行政院會通過放寬兩岸金融往來之相關措施；192七

月份開放人民幣在台兌換、通過「海外企業來台上市鬆綁及適度開放陸資投資國

內股市方案」193；十月份通過「『小三通』正常化推動方案；194十一月三日至七日，

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林率團來訪，進行第二次「江陳會」。這是兩會領導人首次

                                                 
191（台海新形勢下的國防戰略願景芻議），  

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W9lzbVJ6E_IJ:www.kmt.org.tw/download.aspx%3Fattach%
3D8d91bf0f-db08-4672-a55d-d62a04cf4cb1+%E6%92%A5%E9%9B%B2%E8%A6%8B%E6%97
%A5%E7%8F%BE%E5%85%89%E6%98%8E%EF%BC%9A%E5%9C%8B%E5%85%B1%E8
%AB%96%E5%A3%87%E4%B8%8A%E6%B5%B7%E7%99%BB%E5%A0%B4&cd=2&hl=zh-
TW&ct=clnk&gl=tw 

192 該一措施之主要內容為：一、基金型態之外國機構投資人免出具聲明書，不再要求外資提出
資金非來自大陸地區之聲明；二、開放台港 ETF(指數股票型基金)相互掛牌，開放國內業者
募集之 ETF 可至香港上市，同意香港 ETF 來台上市交易；三、開放香港交易所掛牌企業得來
台第二上市(櫃) 暨發行 TDR(存託憑證)等有價證券；四、開放證券商直接投資大陸基金管理
公司、期貨公司及間接投資大陸證券公司，並開放期貨商直接、間接投資大陸期貨公司，以
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直接、間接投資大陸基金管理公司；五、放寬基金投資涉陸股之海外投
資限制。 

193 該方案之中心要旨為放寬海外企業來台上市資格及籌資限制，並適度開放大陸機構投資人來

台投資證券期貨。 
194 該方案之主要內容為（一）適度開放大陸人民也能運用「小三通」管道進出台灣；（二）因應

金門、馬祖與對岸廈門、馬尾及福州一帶逐漸發展成為生活圈，將在人員入出、貿易、航運

往來提供較大的方便，特別是在行政程序上的簡化及時效的加快；（三）實施澎湖常態化「小

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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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舉行會談。雙方就兩岸空運直航、海運直航、郵政合作、食品安全等四項

議題進行協商並簽署協議；195十二月四日教育部宣布在「三限六不」原則下開放

招收陸生來台就讀大專校院與放寬大陸學歷採認；196十二月十五日中華郵政公司

公告，開辦兩岸直接通郵業務，開啟兩岸郵政業務合作。同一日，第二次「江陳

會」簽署的海、空直航協議正式生效，兩岸邁入「大三通」年代，實現中國自一

九七九年葉劍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標舉兩岸三通的政策目標。197  

由馬政府推動兩岸關係發展的軌跡來看，我們可以勾勒出一個輪廓清晰的路

線圖：以周末包機與大陸觀光客來台為起手式，接續則為推動海空直航及兩岸經

濟關係全面正常化，再進一步為有關兩岸國際空間的協商，最終則是兩岸和平協

議的簽訂。198
上述的協商議題之設定，完全符合「連胡公報」當中的願景揭示，

規劃方向乃秉持「先易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由此推斷，兩岸關係

下一步的重要里程碑應是「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署。此一協定一

旦落實，兩岸勢將走向經濟整合，屆時中共可望以經濟整合為依託，推動兩岸逐

步進入政治整合，最終完成和平統一的歷史大業。 

然而無論國共平台過去曾為紅藍合作發揮多少的功能與作用，而今國民黨再

                                                 
195 第二次「江陳會」除簽署四項協議外，並對促進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合作應對國際金融危

機、加強兩岸經濟交往開展對話。 
196 所謂「三限六不」原則為：「不加分優待」、「不會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不編列獎助學金」、

「不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不會有就業問題」、「不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限制採認之高

等學校」、「限制來台陸生總量」、「限制醫事學歷採認」。 
197 二００八年十一月四日，海基會會長江丙坤、海協會會長陳雲林於台北舉行第二次「江陳會

談」，雙方並就海運、空運、郵政、食品安全等議題簽署四項協定，該四項協定在未經立法院

決議通過而「自動生效」的情況下，二００八年十二月五日，兩岸大三通正式啟動。 
198馬英九在多次接受國際媒體專訪時亦皆做出類似的表述，包括二００八年六月五日接受日本

「讀賣新聞」專訪時表示，未來與對岸協商的議題，是先經濟、後政治，所謂政治可能包括軍

事議題在內，如果是要真正達成和解的話，將來勢必要談兩岸的和平協議；二００八年六月十

八日接受「紐約時報」專訪時，其表示在一、兩年內快速開展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經貿關係，在

經濟議題獲得解決之後，才會討論其他方面的問題，包括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及台海的安全問

題。並重申在兩岸的和平談判之前，有必要先撤除飛彈以結束法理上的敵對狀態；二００八年

十月八日接受日本「世界雜誌」專訪時指出，改善跟大陸的經貿關係，目標是希望經貿關係正

常化，然後進一步緩和雙方在國際上的摩擦，讓台灣能得到合理的國際空間，最後希望跟大陸

簽訂和平協定，終止兩岸的敵對狀態；二００八年十月十八日接受印度英文戰略學術季刊「印

度暨全球事務」專訪時除表達前述主張外，並強調台灣與大陸建立軍事互信機制或和平協議沒

有時間表；二００八年十二月三日於出席外籍記者聯誼會座談時指出，兩岸協商的進程是先易

後難、先經濟後政治，兩岸和平協議不是最急迫的議題，政府會堅持對岸先撤飛彈，才會簽所

謂的和平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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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成為執政黨，國共平台的角色與定位，或將面臨調整抑轉型。早在馬英九剛贏

得二００八年總統大選之際，他在第一時間立即以總統當選人的身分召開國際記

者會，在回答媒體有關國共平台問題時，馬英九強調，有關兩岸交流部分應該制

度化，儘速恢復海基與海協兩會協商機制，以政府管道作為兩岸協商的正式管

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該一報導中又引述某位國民黨內曾參與建構國共平台過程

的高層表示，國共平台是當時國民黨主席連戰與共產黨最高領導人、同時也是中

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依照「連胡會」共識所建構的兩岸交流機制，不是馬英九一

個人說了算，「這是雙方意願的問題」（唐孝民、黃國樑，2008：A2）。如此談話，

顯然是向馬英九示意，未來不能任由其壟斷國民黨兩岸政策的路線與方向，馬英

九必須相當程度尊重「連胡會」的共識。三月三十一日，馬英九於拜訪連戰後表

示，開展兩岸關係應透過海基、海協兩會落實，國共兩黨溝通平台可繼續存在，

因平台和政府角色不同。故而「國共論壇」過去已談成，需要雙邊同意的事項，

將交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完成手續（林諭林，2008：A5）。分析馬英九如此談話，

其亟欲掌握兩岸政策的主導權實意在言外，而果然後續事態的發展顯露了耐人尋

味的端倪。主要的觀察重點在於北京對「國共平台」特意加持。 

二００八年四月下旬，連戰宣布將前往中國大陸展開訪問，並安排會見中國

國家主席胡錦濤。此語一出之後，媒體隨即傳出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亦預定於六月

初出訪中國，且將此行定位為「正式」的「國共平台」，同時也確定將與胡錦濤

會面（林諭林、林淳華，2008：A2），言下之意頗有與連戰一表苗頭的意味，而

當時即有消息傳出，吳伯雄此行背後有馬英九的授意。緊接著就在四月二十八

日，帶有獨派色彩的前台聯黨立委賴幸媛被發佈擔任陸委會主委一職，當日正是

連戰訪中會晤胡錦濤的前夕，各界解讀此一人事任命案咸認為是馬英九欲藉賴幸

媛擔任煞車皮，澆息國民黨過熱的登陸熱潮，也意在向國民黨內部與對岸宣示，

兩岸政策由他主導。 

而相較於馬政府對於連戰出訪中國的表面冷淡以對，實則暗中較勁，北京卻

是刻意提高連戰訪中的規格待遇。連戰的大陸行雖號稱「私人行程」，卻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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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錦濤晤面，胡並表示希望遵循三年前連胡會承諾，在「九二共識」基礎上恢

復兩岸協商（田士昊，2008：A2）。解讀胡錦濤談話的內容與場景，北京或有意

藉機向馬英九釋放以下訊息：第一，兩岸的互動往來前景發展必須立基於「連胡

公報」的框架與內涵，北京期待「連規馬隨」；第二，馬政府應正視且踐行「連

胡公報」的共識與承諾，否則北京大可加持國民黨內部其他的勢力來制馬。  

然而馬英九繼續貫徹其主導兩岸政策的意志，五月二十四日，馬英九與國民

黨吳伯雄主席等訪陸團成員茶敘時表示，未來與大陸官方的溝通管道是陸委會透

過海基會與海峽會進行協商，這是政府委託的民間團體所建立的管道。國民黨與

共產黨於三年前所建立的平台是第二管道，可以輔助第一管道在推動兩岸政策上

所做的努力。五月二十七日在吳伯雄訪中的同時，由陸委會正式授權海基會，再

致函對岸海協會告知授權海基會協商的事項，這是馬政府刻意顯示官方對等，以

及海基、海協兩會才是兩岸正式協商機制的意涵。五月二十八日吳伯雄與胡錦濤

會面取得兩岸在「九二共識」基礎上早日恢復兩會的制度化協商，以及儘速促成

兩岸週末包機與大陸居民來台旅遊的共識後，五月二十九日陸委會即發佈新聞稿

強調，兩岸回歸制度化協商，是我方長久以來堅持的政策立場，未來兩岸的協商

互動將依法行政，回歸制度面的規範，使兩岸關係逐步朝向有利於雙方建立互信

的方向發展。文中並重申，海基會是政府唯一授權與中國大陸協商涉及公權力議

題的機構。 

由上述的事態發展可以看出，馬英九以總統的身份欲積極掌握兩岸政策的全

面主導權，不容其他的人與事插手干擾，然而國民黨內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以外

的實力人士則希冀透過國共平台的機制，與對岸的北京當局進行某種程度的連

結，期能藉此在黨內的權力鬥爭中占得先機，取得地位，這同時就給予了中共在

國民黨內部見縫插針、借力使力，遂行其「拉一派，打一派」統戰手法的有利空

間。由此看來，爾後「國共平台」的作用，雖無法如國民黨在野時期充任紅藍合

作的主要中介橋樑，但也絕非盡如馬英九所言，只是單純退居「二軌」、「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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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而已，199中共可望充分利用國共平台的工具性，在馬英九的言行表現與政

策方向獲得北京相對信任時，國共平台的地位與功能或將隱而不彰相形減弱，然

而一旦北京對馬英九產生疑慮，或者攸關「一個中國」原則等重大議題時，國共

平台又會被凸顯角色，當作制衡馬英九的管道。 

尤以，北京始終不承認中華民國，利用「黨對黨」凸顯國共平台的重要性，

可間接降低兩岸兩會復談所表徵的政府對等地位。更況且以共產黨「以黨領政」

的體制，如果政府與政府間的軌道被定位為一軌，要「黨」聽從海協會的領導指

揮，這可說是遠遠背離中國大陸的現實。即有媒體報導指出，國民黨秘書長吳敦

義透露，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曾當著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及陳雲林的面反問：「我什

麼時候反而變成第二軌道了？」。200
而就在兩岸執政者各有考量之下，無怪乎證

諸實務上的運作，馬英九初上任時，對於他最在意的「週末包機」與「陸客來台

觀光」兩張競選支票的兌現，以及海基、海協兩會恢復協商的安排，會選擇在五

月下旬國民黨主席吳伯雄透過國共平台訪問北京時，授意吳伯雄就此與胡錦濤溝

通，而吳胡兩人獲得相關共識後，果然上述政策得以如期落實。又如中共政協主

席、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副組長賈慶林，刻意選在第四次國共論壇開幕式上，對馬

政府高度重視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首度正面回應，表達願意認真

研究的立場。從賈慶林的談話，不難看出大陸有意透過國共平台來主導未來一段

時間的兩岸經貿情勢發展。又再如奧運會前，北京推翻國際奧委會一向的作法，

把台灣在奧運的出場，排在中（C）字隊出場，非如往例排在台（Ｔ）字，就是

在二００八年八月份的國共平台協商中拍版定案，馬政府只能照單全收。 

準此以觀，吾人即使無法據此即推斷國共平台是事實上真正的一軌，馬政府

和陳雲林不過為其下的執行單位，但國共平台的存在，以及國民黨內由此衍生而

出的權力鬥爭，確實是北京可藉以援引運用作為牽制馬英九的重要工具。 

                                                 
199 馬英九在二００八年五月二十一日的國際媒體記者會中表示，黨對黨接觸可作為兩岸關係之

第二軌道，而此一軌道不致於與現有軌道（海基海協）衝突。 
200 紀碩鳴，（專訪：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胡錦濤認國共是第一軌），亞洲週刊網站，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2390863282/24ag1.cfm， 
200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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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小三角關係的變遷 

（一）「紅藍綠」小三角關係的變化 

以中共精於統戰的本質，馬英九執政後北京勢將持續分化台灣、內攻台灣，

直到台灣極度耗弱為止。北京除了可望在藍營內部尋找得以結合抗衡馬英九的勢

力之外，更嘗試將統戰的觸角伸向綠營。陳水扁執政時期，民進黨是國親與中共

的共同敵人，「紅藍制綠」符合兩大陣營各自的需要與利益。但隨著台灣二次政

黨輪替，國民黨成為執政黨，依照共產黨一貫的統戰思維，主政的馬英九成為其

主要的對手，民進黨反而是次要敵人，按照中共「聯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的統戰邏輯，今日的民進黨既已不再執政，又是台灣內部最重要的在野勢力，這

代表民進黨不僅不是共產黨現階段的主要敵人，更可以是攜手聯合的對象。 

是以，胡錦濤在二００九年一月一日發佈的「胡六點」中的第四點，特意向

民進黨喊話，「只要民進黨改變台獨立場，大陸願做出正面回應」。 這是胡錦濤

就任中共總書記以來，第一次公開指名民進黨，並且是在對台綱領「胡六點」裡

提出，其意義非比尋常。這等於是北京當局間接承認民進黨在台灣有其群眾基

礎，而只要民進黨願意放棄台獨，中共即可與之交流合作，正如同當年國共交往

一般，其間存有無限的可能性。 

著實，胡錦濤的此番表態意在同時說給民進黨、國民黨聽，兼收「一石二鳥」

之效。對於民進黨方面，此一談話或可在民進黨內部發揮分化的效果，進一步更

加弱化台獨的力量；對於國民黨方面，胡錦濤藉此向其暗示，北京並不以國民黨

用「一中各表」詮釋「九二共識」為滿足，中共當局期待國民黨向「一個中國」

趨同邁進。否則，只要民進黨停止台獨分裂活動，北京也可轉向加持民進黨，幫

助民進黨與國民黨競爭，重返執政之路。一如陳水扁執政時共產黨可以拉藍打

綠、聯藍制綠，今日馬英九執政，共產黨照樣可以策略上營造一種拉綠打藍、聯

綠制藍的可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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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藍綠之間，由於政黨競爭和意識型態的分歧，馬英九上任後兩大陣營對

立的態勢依舊。然而由於民進黨已落居為國會席次不到四分之一的在野黨，政治

實力大幅滑落，如僅僅固守於議會殿堂的抗爭勢必難以發揮制衡的力量，更加諸

馬英九陣營在競選期間以「拼經濟」為主要訴求，強調國民黨已做好執政準備，

更時而藉機展現對台灣意識的忠貞，然而在當選上台後，卻呈現施政效能低落、

執政績效不彰，尤以經濟表現上，則更是交出了「兩高一低」--高物價、高失業、

低成長，且在亞洲四小龍的競爭表現中敬陪末座的難堪成績。201至於競選時念茲

在茲的「台灣」此一政治符號，在選後不僅束之高閣，馬政府甚至透過諸多政策

作為予以去化。202 

如此巨大的對照反差，給予民進黨思考重拾社會運動路線，回到在野黨時期

以「社運路線」與「議會路線」並進的方式，與國民黨展開政治上的競爭。包括

八三０「顧腹肚、護主權」嗆馬大遊行、一０二五「反黑心，顧台灣」大遊行、

一一０六針對抗議陳雲林來台的「圍城」大遊行，動輒數十萬人走上街頭，表達

對馬政府執政無能的不滿與過度傾中的焦慮。民進黨藉由群眾運動匯集能量，為

低迷的政黨聲勢帶來新機，黨主席蔡英文即在遊行場合中公開宣示，日後民進黨

                                                 
201 依據官方公布資料顯示，台灣二００八年經濟成長率第一季為百分之六點二五、第二季為百

分之四點六、第三季負百分之一點一、第四季負百分之八點四；韓國經濟成長率第一季百分

之五點八、第二季百分之四點八、第三季百分之三點四、第四季負百分之三點四；香港經濟

成長率第一季百分之七、第二季百分之四點二、第三季百分之一點七、第四季百分之零點一；

新加坡經濟成長率第一季百分之六點七、第二季百分之二點一、第三季百分之零點九、第四

季負百分之三點七。換言之，二００八年上半年經濟成長率排名：香港百分之五點六、台灣

百分之五點四、南韓百分之五點三、新加坡百分之四點四，在亞洲四小龍當中台灣位居第二。

但到了二００八年下半年排名變動，香港百分之零點七、韓國百分之零、新加坡負百分之一

點四、台灣負百分之四點七，政黨輪替後台灣平均經濟成長率在亞洲四小龍的排比中敬陪末

座；失業率方面，二００八年上半年平均失業率為百分之三點八七，到了二００八年下半年

馬政府執政後，失業率呈現節節高升。七月份百分之四點零六、八月份百分之四點一四、九

月份百分之四點二七、十月份百分之四點三七、十一月份百分之四點六四、十二月份來到百

分之五點零三；至於物價指數則顯現上下波動的變化，二００八年第一季為百分之三點五八、

第二季百分之四點一九、第三季百分之四點七四、第四季百分之二點五八。 
202 民進黨執政時期，國民黨、共產黨經常以「去中國化」抨擊民進黨，以同一標準來看，馬政

府上台後諸多政策作為似亦可謂為「去台灣化」。僅僅以處理「台灣」此一政治符號而言，馬

英九在當選總統後不到一個月，便表示反對使用「台灣」名義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主張用「中

華台北」；外交部網站改名為「中華民國外交部」，去掉原先（台灣）的加註，且訓令部駐外

人員在公文書上記載外賓來訪時，以「訪華」代替「訪台」；另，「台灣郵政」改名恢復為「中

華郵政」；青年日報的口號「為台灣的國家生存發展而戰」被改為「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

凡此皆為明顯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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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台灣人民經常在街頭相見。這是否預告台灣社會可能重回九０年代藍綠對抗

的政治景象，有待觀察。然而，無可諱言地，而今的民進黨不僅落入在野地位，

國會更是居於絕對少數的劣勢，地方執政版圖退至濁水溪以南，政治實力嚴重削

弱。復以國民黨發動司法攻勢，積極追查前第一家庭弊案及扁政府時期其他貪污

醜聞疑雲，結合親政府媒體積年累月長篇累牘的報導，民進黨一貫以來標榜的清

廉道德形象嚴重受損。更加以面對馬政府幾近全面向中國靠攏的政策作為，民進

黨雖每每予以強烈批判，但除卻表述反對立場之外，卻又無法進而提出一個新方

向與新出路的論述，這使得雖然諸多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馬英九及馬政府的支

持度大幅下滑，並持續於低檔盤旋，然而此一不滿的情緒卻大半無法轉而成為支

持民進黨繼續成長的新動力。203
無怪乎歷次由民進黨發起的街頭運動雖然聲勢浩

大，但其效果卻猶如曇花一現，繼而復歸原點，無法持續積累結構轉換的動能。

而在現實政治實力、道德理想層面、未來願景描繪皆無力突破現狀展佈新局的困

境下，民進黨所能發揮的政治動能與制衡力量乃每況愈下。 

由此一視角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在民進黨政府時期「紅藍制綠」的格局，

隨著馬英九的執政，實已逐步由內容到形式產生變化，綠營在兩岸政策上更形弱

勢與邊陲固不待言，然而虛弱且在野的民進黨既已不再佔據結構性的位置，紅藍

實無須持續聯手以制綠，反而是北京站在國民黨主流勢力的對立面，伺機團結一

切可團結的力量，對馬英九政府進行「和中有鬥」的兩手策略，以一步步將泛藍

整編進入紅營的體系之中，實現其最終和平統一台灣的戰略目標。 

 

                                                 
203 依據遠見雜誌長期民調顯示，二００八年五月份，民眾對甫就任總統的馬英九的施政滿意度

為百分之五十八點三、不滿意度為百分之十一點九；六月份滿意度下滑至百分四十六點二、

不滿意度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七點八；七月份滿意度更遽降至百分之二十七、不滿意度則急速

上揚到百分之六十點四；八月份滿意度回升至百分之三十六點一、不滿意下降到百分之四十

七點六；十月份則滿意度又暴跌至百分之二十四點九、不滿意度升高到百分五十點六。顯現

民眾對馬政府的執政表現持續維持於低檔的評價。但對照政黨支持度，民進黨並未因此而呈

現此消彼長之勢。二００八年五月份國民黨政黨支持度為百分之四十一，此後逐步微幅下滑，

到十月份約為百分之三十五。反觀民進黨的政黨支持度，五月份為百分之十八，其後數月呈

現微幅的上下起伏，但始終未上升突破至兩成的支持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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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台」大三角關係的變遷 

實際上，馬英九所面臨的三角關係變化，不只上述的「紅藍綠」小三角結構

的變遷，「美中台」大三角關係上，馬政府也面臨了考驗。從美國的角度看，「維

持平衡，美國主導」一直是華府操作台海政策的原則，然而馬政府以開放、合作、

和平為主軸的兩岸政策，雖然對於台海情勢的和緩帶來明顯的正面效果，但另一

方面，馬政府以兩岸關係的發展作為治國藍圖的最上位思考，對於中國懷抱高度

的期待與想像，這使得馬政府在處理兩岸的互動往來上，呈現了過度的迎合與軟

弱，長此以往，兩岸關係勢將愈來愈向中國傾斜。對於美國來說，這是必須高度

注意警覺的，甚至在必要時出手予以干涉。軍售案可謂為明顯例證。 

二００七年十二月二十四日，延宕多年的三大軍購預算終於在台灣立法院審

議通過。依理此一軍售案自此應能加快腳步進行，然而二００八年六月間，美國

國務卿萊斯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公開表示，美國歡迎兩岸關係緩和，但

台灣不應忘記美國這個盟友，緊接著就傳出美國將暫緩對台軍售。當時有分析指

出，美方凍結軍售乃是藉此警告馬政府，在改善兩岸關係的同時，不能一味瞻前

不顧後，忽略美台關係的重要性。204而此案在歷經波折之後，直到二００八年十

月三日美國國務院終於通知國會六項對台軍售案，全案才終告塵埃落定。 

事實上，在三大軍購案終局確定之前，美國另一件對台軍售即已放行，其間

意涵值得深思。二００八年八月美國國防部官員證實，將另行向台灣出售六十枚

「魚叉」反艦導彈，軍售金額達九千萬美元，美方連續大動作對台軍售，頗不尋

常。有論者以為，隨著馬英九上台，兩岸軍事對峙情勢逐漸消減，特別是馬英九

                                                 
204

 在馬英九就職前，美國政府就已經察覺到馬對軍售問題的曖昧，例如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
會訪問團於二００八年五月九日會見馬英九時，美方提到軍購議題，但馬英九不但未給予明
確回應，而且事後馬陣營還否認雙方有談到此事。到了六月十二日，「華盛頓郵報」刊出有
關對台軍售延宕的報導，但馬政府亦並未回應。接著六月十四日國務卿萊斯接受「華爾街日
報」專訪時，特意提醒台灣不要在發展兩岸關係的同時忘了美台關係，仍未引起馬政府的警
覺。十餘日後，美國前國防部長培里拜訪馬英九又談到軍購問題，馬英九才表示會提高國防
預算。隔天就發生美國助理國防部長辛恩在國會作證，美國暫緩軍售乃是應台灣的要求。我
方國安高層隨後即循正式管道，向美國國務院表達「無意暫緩軍購」，經過多次溝通之後，
二００八年十月三日美國國務院終於通知國會六項對台軍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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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主推動「建構兩岸軍事互信機制」，恐將使得美方在台海的優勢地位日益受到

削弱，美方急欲通過強化軍售來提升美台軍事合作關係，避免台灣過快靠向中

國，損害美方利益。205 

委實，台灣的地緣位置在安全戰略上殊關重要。因為以台灣處在上海長三角

跟香港珠三角的中間，更位居中國海軍東出太平洋的咽喉之地；同時以現代軍事

科技的發展趨勢來看，對美日來說，台灣適正位於一個可對中國軍事動態實施情

報、偵查、監視的絕佳地利位置。206兩岸關係融冰時，美國一直在注意馬政府對

軍購的態度，因為這關係到美國的東亞戰略和部署，而這也正是美國對於馬政府

向中國傾斜的最大憂慮所在。 

     確然，在美國內部，有一部分較右派的人士十分擔心台灣在國民黨執政下，

兩岸融合的速度會加快，並憂心如此一來將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根本利益，因

此，對於國共之間的接觸與國民黨的執政，基本上傾向負面與憂慮。另一部份的

人，雖然樂見馬政府就任後兩岸關係和緩，台海可望維持和平穩定的情勢，但在

見到國民黨執政下兩岸愈走愈近，也會產生疑問與憂慮，究竟國民黨政府會不會

堅定地站在美日安保的陣線？兩岸政策會不會淩駕在美台關係之上？ 

故而對於馬政府而言，未來盡力維持平衡，一方面在經貿上加強與中國大陸

的交流，另一方面在安全跟軍事上改善和加強跟美國的合作，可能已不只是關乎

戰略的選擇，也考驗著馬政府的智慧與能力。207特別是，隨著中國國力的快速成

長，美國對於來自中國的潛在挑戰，也越來越關切。依此推斷，為避免兩岸關係

大幅強化與合作的結果，導致破壞台海的動態平衡，損及美國在東亞的戰略利

益，美台的軍事關係應會持續的加強，而只要中國的國防越現代化，美台的軍事

關係就會越緊密。但如若馬政府以國家安全、外交空間、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的

                                                 
205（美國提前解凍對台軍售 意欲何為？），中國評論新聞網，引自北京《環球時報》報導，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3/5/4/100735492.html?coluid=4&kindid=19&docid=
100735492, 2008/8/31。 

206 （黃介正：美台關係的現狀與問題），中國評論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6/3/6/100563658_3.html?coluid=19&kindid=0&doci
d=100563658&mdate=0205160239,2008/2/5。 

207 同註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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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有賴於中國的合作，而在強化兩岸關係的過程當中，過度地以中國馬首是

瞻，將有可能因此失去美國對台灣的信任，導致美台戰略疏離，讓台灣在兩岸互

動過程中，失去美國此一重要的戰略籌碼與「安全閥」，208這是馬英九政府在兩

岸政策大踏步向前的同時，必須戒慎以對之處。 

 

四、馬英九未來的歷史功課  

誠然，面對中共當局這樣長於謀略算計的政治老手，馬政府理應更加謹慎以

對步步為營，充分掌握自身的籌碼爭取對台灣最有利的空間。然而，遺憾的是，

觀察馬英九就任總統以來，在其以兩岸關係的和解與推進作為最上位指導原則的

執政思維下，顯然將台灣的經濟發展、外交空間、和平安全乃至於未來前途，一

廂情願地寄望於中國的善意之上，對北京採取全面退讓的戰略。 

在兩岸定位上，馬政府由民進黨時代的「一邊一國」，倒退到馬英九所宣稱

的--兩岸關係非「國與國關係」，是「地區與地區關係」--兩岸關係走入國內化，

輕易、快速、大幅自行讓步，嚴重壓縮了民進黨政府好不容易掙來的戰略空間；

國防上，與對岸建立「軍事互信機制」成為優先目標，國防戰略以守勢為導向，

對於軍事武器採購趨向保守，戰備也由以海空軍退到以陸軍為主導。同時，規劃

未來採行「全募兵制」取代「徵兵制」，但由於預算有限，必須對國軍進行大規

模的裁軍。然而對照中共解放軍年年增加的軍費開支，發展遠洋航母，提升武器

質量，台海軍力失衡向中國傾斜的狀況日益嚴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甚

且於二００八年七月三日會見日本自衛隊訪問團時表示，海峽兩岸雙方的敵對關

係並未解消，中方還不會降低對台灣的軍力。209台灣的國防實力令人憂心；外交

上，採行「外交休兵」的主張，兩岸政策優先於外交政策，將台灣的國際參與交

                                                 
208 蔡明彥，（「外交休兵」的本益分析），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61&Itemid=117， 
2008/8/30。 

209 陸委會，（兩岸大事記-二００八年七月），http://www.mac.gov.tw/，2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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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兩岸之間內部解決。如此作為雖可避免兩岸互挖牆角造成無謂的資源浪費，但

卻也承擔了喪失開拓外交的主動性與積極性，若中共依舊極度打壓台灣的國際空

間，台灣將自陷於非常不利的境地。 

最明顯的例證是，馬政府上任後一改扁政府執政時期極力推動加入聯合國的

作法，自行退讓到僅申請加入聯合國的專門機構。然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對此卻強硬表示，聯合國及其專門機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世

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甚至譴責為台灣提案的友邦，指諾魯、

甘比亞等國提出「台灣參與聯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提案，是企圖製造「兩個中

國」、「一中一台」，侵犯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干涉中國的內政。看來北京對

台灣的國際打壓與外交孤立，並未因馬政府標舉「外交休兵」而有所鬆動。而揆

諸現實的國際關係，當國家面對帶有敵意的他國，為保障國家安全計，執政者所

採取的對策不外乎增強己身軍事實力，或者尋求與其他國家結盟以保持「均勢」，

但台灣的「守勢國防」、「外交休兵」戰略卻是與前述作法背道而馳。 

至於經濟上，馬政府大力強化台灣與中國的經貿連結，以之作為台灣經濟出

路與希望的所在，故而短期之內大幅開放與鬆綁兩岸經貿政策，未來則將積極推

動兩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兩岸將逐步邁向經濟統合，完成

一中共同市場的建構。而以中國規模大，台灣規模小的結構條件，屆時台灣的經

濟發展只能依附於中國而運轉。綜觀之，在馬政府全面向中國傾斜的執政總路線

下，不論就主權尊嚴、國家安全或者經濟發展等面向，台灣可說是面臨了前所未

有的危機。 

反觀對岸中國，二００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紀念『告

台灣同胞書』三十週年講話」（簡稱「胡六點」，下同），這是胡錦濤總結過去三

十年來大陸對台政策，同時面向未來的對台工作方向指導，具有承先啟後歷史地

位的對台政策指導綱領，殊值國人重視。210「胡六點」所揭櫫的對台政策乃是以

                                                 
210「胡六點」內容涵蓋一中原則、經濟合作、中華文化、政黨交流、涉外事務、和平協議等主張，

其主要的內涵為：一、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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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的框架為基礎，未來的目標為兩岸復歸統一，而在統一前的過渡階

段，兩岸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

議，構建兩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顯示中共當前的對台策略，已由民進黨政府時

代的「反獨先於促統」，逐步走向「一中促統」，更趨向於「統」的一端。看來，

「胡六點」是以「一個中國」框住台灣，全面鋪設「終極統一」的法理、政經、

文化與社會基礎。 

這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所提兩岸「復歸統一」，顯示中共當局將

兩岸目前分立的現狀，定位為國共內戰的歷史遺緒，最終目標是實現國家的統

一，但這樣的「統一」 不是主權和領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立。進一步思索，

這乃意味著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統一，不可能存有聯邦、邦聯、國協等等帶有「統

中有獨、獨中有統」的模式，而只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導的「一國兩制」

模式。甚至於即使連過渡階段的「和平協議」，因牽涉到兩岸的政治定位與政治

關係，以「胡六點」揭櫫的精神，也不可能會接受一個造成兩岸永久維持現狀的

「不獨不統」和平架構，或者以兩岸相互獨立為基礎，未來追求統一的「先獨後

統」和平框架。211委實，「胡六點」的談話顯露了中共當局對處理台海問題的高

度自信，這樣的自信顯然來自於對馬政府上台後的情勢研判。綜觀馬政府的兩岸

政策，其內涵、路線、取向甚至在兩岸談判的形式安排與議題內容，大致無不配

合中國的要求，符合中國的期待，這將會讓北京認為，以台灣內部和國際局勢的

變化，「一個中國」原則將更形穩固，兩岸統一前景更為可能。這也不禁令人憂

心，相較於中共當局有力有序、軟硬兼施、全面並進的對台方略，馬政府在與中

共過招時所顯露的急迫操切與欠缺謀略，正如同新加坡資政李光耀所評論的，馬

英九的兩岸政策太快亮底牌，甚至把好牌都出光（李交綸，2009：32）。這不由

                                                                                                                                            
兩岸可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紐帶；四、加強人員往來，

擴大各界交流。繼續推動國共兩黨交流，只要民進黨改變台獨立場，大陸願做出正面回應；

五、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台灣參與國際組織活動可協商；六、結束敵對狀態，達

成和平協議。兩岸可探討未統一情況下的政治關係，也可探討建立軍事互信機制。 
211 （張亞中：胡六點目標 建立和平框架），中央日報電子報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0647576，200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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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懷疑，究竟是馬政府認識不清，才具有限，過多一廂情願情期待的結果讓己

身籌碼流失，戰略空間頓減？抑或所謂「不統不獨不武」的現狀，究其實，只是

一個階段性的訴求，用以掩飾「終極統一」的指向目標？而即便「不統不獨不武」

只是階段性的安排，然而以馬政府的全面退讓戰略，所謂「不統不獨不武」的現

狀又能維持多久，也讓人不敢樂觀期待。212 

事實上，為了有效促統，北京提出具體的主張，包括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

協定」、建立軍事互信機制、協商台灣參與國際組織活動、簽訂和平協議，將兩

岸的經濟、國際空間議題和政治定位綁在一起談，這已是將兩岸全方位談判提到

日程表上。問題是，馬政府準備好了嗎？台灣人民準備接受了嗎？美國又甘於被

排除於兩岸統一的進程之中，讓事態的發展逸出其掌控之外，危害美國在西太平

洋地區的戰略利益嗎？對於國民黨來說，設若華府因台灣向中國靠攏而給予壓

力，國民黨政府將如何居處與選擇？選擇壓單邊，在靠向美國或靠向中國之間做

一個終極的選擇？或者採取「均勢」的作法，在美、中兩大勢力間遊走力求平衡，

以此維護自我的空間？抑或，適正相反，國民黨政府雖欲以等距方式游刃於美、

中之間，卻因現實上操作的困難，最後淪入遭美中雙邊施壓的窘境？而不同的情

境態樣下，美、中、台三方行動者又可能再互動生產出何種新的模式化關係？ 

然而不管如何，兩岸關係在國際強權與兩岸內部各方政治的交互影響下，在

在對兩岸關係的前景構成不確定的變數。兩岸究竟要走到、會走到什麼樣的未

來，有些部分是操之在人，也有些則看形勢變遷，有些是如人飲水，冷暖自知，

有些則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更有些是知易行難，有些是知難行易。個人撰寫

這篇論文的心得是：複雜而變動不居的兩岸關係，其未來的發展實存在著各種可

能的軌跡與圖像。透過這份研究，對於環繞二００五年「連宋登陸」此一歷史事

件的前因背景、過程發展與後續衝擊有了不同於以往的理解與掌握，更對事件表

                                                 
212 馬英九在就職總統的第二日的國際記者會以及其後多次接受國際媒體專訪、接待外國訪客等

公開場合屢屢公開宣示，在總統任內落實「不統不獨不武」的政策：「不統」，亦即在總統任
期內，不會與中國大陸談及兩岸統一議題。「不獨」，意指不會支持推動法理台獨。而「不武」
即兩岸不發生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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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背後所蘊藏的深層意涵有了更深刻的體悟。而歷史認識的可貴在於有助鑒往知

來，帶著這份歷史認識所給予的啟迪與訓練，筆者誠摯地希望在往後兩岸關係的

研究之路上，能找出更多關於過往史實的發現，從中汲取靈感，提供未來的探測

與前瞻。 

看來一份並不輕鬆但絕對有趣的歷史功課已在前方招手，那將會是富饒奇

趣，也充滿想像的尋跡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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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件一 

扁宋會「十項共識」 
 

2005.2.24 

一、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所示的國家定位，兩岸應在事實與法理上確認此主權現況

此一現狀必須受到兩岸與國際社會承認與尊重。  

二、現階段兩岸關係的最高原則就是尊重憲法、維持現況、共創和平，而在兩岸

和平的前提下，陳水扁承諾在任期內絕對不會宣佈獨立、不會更改國號、不

會推動兩國論入憲、也不會推動改變現狀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領

和國統會的問題。  

三、未提升國家競爭力與政府管理效能，有必要進行憲政改革，而陳、宋兩人共

同承諾將共同推動縣政改革，而此憲政改革將不涉國家主權、領土及台灣現

況改變，並依憲法所規定的程序進行修改。  

四、武力威脅或是壓縮台灣國際空間，將不利兩岸關係的改善。為促進兩岸關係

的正常化，並建立一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雙方將凝聚朝野共識，共同推

動有關兩岸和平機制與法制化。  

五、加強推動兩岸經濟、文化、教育與學術交流，並以春節包機成功模式，儘速

與對岸談判，逐步推動貨運便捷化，乃至於全面三通。針對影響產業發展及

國家競爭力的管制。將儘速檢討修正，以落實生根台灣、佈局全球的經發會

共識。 

六、任何台灣現狀的改變，必須獲得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同意，並在兩岸善意

的基礎上，不排除兩岸之間未來發展任何關係模式的可能。  

七、台灣必須有足夠的國防力量，才能確保台海安全，未來在國家安全、區域和

平與穩定的戰略目標下，全面充實符合國防戰備所需的武器裝備。  

八、無意與對岸進行軍備競賽，以緩和台海緊張局勢，並積極推動建立兩岸軍事

緩衝區，並建構台海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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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憲法民族平等精神，任何對於族群具有歧視或攻擊的言論或行為均應受到

法律制裁與約束。雙方將共同推動保障各族群權益及促進族群和諧的法制。  

 十、陳、宋兩人均承諾致力消弭族群對立，積極促進族群和諧，政府應在政治、

經濟、教育、文化與社會、考試上，確保各族群享有公平的權利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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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胡錦濤二００五年三月四日對台「四點意見」 

2005.3.4 

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不動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兩岸關係和

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石。1949 年以來，儘管兩岸尚未統一，但大陸和台灣同

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兩岸關係的現狀。這不僅是我們的立場，也

見之於台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既然台灣和大陸同屬一個中國，就不存在所謂大

陸和台灣誰吞併誰的問題。當前兩岸關係發展困難的癥結，在於台灣當局拒絕一

個中國原則，不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識」。解鈴還需系鈴人。只要

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識」，兩岸對話和談判即可恢復，而且什麼問題都可以談。

不僅可以談我們已經提出的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和建立軍事互信、台灣地區在

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

展的框架等議題，也可以談在實現和平統一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所有問題。對於台

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力，我們都歡迎。只要

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識」，不管是什麼人、什麼政黨，也不管他們

過去說過什麼、做過什麼，我們都願意同他們談發展兩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

問題。我們希望台灣當局早日回到承認「九二共識」的軌道上來，停止「台獨」

分裂活動。只要確立了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我們對任何有利於維護台海和平、發

展兩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意見和建議都願意作出正面回應，也願意在雙方共

同努力的基礎上尋求接觸、交往的新途徑。 

  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決不放棄。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

都熱愛和平，真誠希望維護和享受和平，更希望自家骨肉兄弟能夠和平解決自己

的問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兩岸同胞的根本利益，符

合中華民族的根本利益，也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流。這是我們始終堅持

為實現和平統一而不懈努力的根本原因。和平統一，不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

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實現兩岸和平統一，是兩岸同胞之福，是地區和世界之福。

兩岸和平統一了，可以彌合兩岸因長期分離而造成的隔閡，使兩岸同胞增進一家

親情；可以結束兩岸在軍事上的對抗，使兩岸同胞共同致力於和平建設；可以使

兩岸經濟更好地互補互利，使兩岸同胞攜手共謀發展；可以使兩岸一起共同促進

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使兩岸同胞共用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譽；可以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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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使兩岸同胞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復興。人民期盼

和平，國家需要穩定。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行百倍努力。我

們真誠希望台灣有關人士和有關政黨嚴肅思考這個重大問題，從民族大義出發，

從兩岸同胞的福祉出發，為保持台海和平、發展兩岸關係、實現和平統一作出正

確的歷史性抉擇。 

  第三，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不改變。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

弟，是發展兩岸關係的重要力量，也是遏制「台獨」分裂活動的重要力量。“台

獨＂分裂勢力越是想把台灣同胞同我們分隔開來，我們就越是要更緊密地團結台

灣同胞。無論在什麼情況下，我們都尊重他們、信賴他們、依靠他們，並且設身

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益。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

售的問題，事關廣大台灣農民的切身利益，要切實解決。如果兩岸客運包機實現

了「節日化」，還可以向常態化發展。兩岸貨運包機問題，也可以由兩岸民間行

業組織交換意見。我們將進一步陸續出台解決台灣同胞關心的問題、維護台灣同

胞正當權益的政策措施。只要是對台灣同胞有利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兩岸交流

有利的事情，只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利的事情，只要是對祖國和平統一有

利的事情，我們都會盡最大努力去做，並且一定努力做好。這是我們對廣大台灣

同胞的莊嚴承諾。 

  第四，反對「台獨」分裂活動決不妥協。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是國家

的核心利益。任何人要危害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13 億中國人民堅決不答應。

在反對分裂國家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決不會有絲毫猶豫、含糊和退讓。“台

獨＂分裂勢力必須放棄「台獨」分裂立場，停止一切「台獨」活動。我們希望，

台灣當局領導人切實履行 2月 24 日重申的「四不一沒有」的承諾和不通過“憲

改＂進行「台灣法理獨立」的承諾，通過自己的實際行動向世人表明這不是一句

可以隨意背棄的空話。中國是包括 2300 萬台灣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的中

國，大陸是包括 2300 萬台灣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的大陸，台灣也是包括

2300 萬台灣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的台灣。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領土完整的

問題，必須由全中國 13 億人民共同決定。我們相信，廣大台灣同胞一定會同我

們一道，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堅定地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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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反分裂國家法 

2005.3.14 

中國大陸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周一上午正式閉幕，並且以二千八百九十

六票贊成，零票反對，兩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針對台獨的《反分裂國家法》。

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表示，人大以高票通過反分裂法，將中央關於解決台灣問

題的大政方針以法律的形式固定下來，充分體現出大陸努力爭取兩岸和平統一的

一貫主張，同時也表明了全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絕不允許台獨分

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共同意志和堅定決心。 

  另外，吳邦國也指出，這部重要法律的頒布實施，對推動兩岸關係發展，促

進中國和平統一，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

定，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益，具有重大的現實作用

和深遠的歷史影響。而在全國人大通過反分裂法之後，國家主席胡錦濤隨即簽署

第三十四號主席令，公布《反分裂國家法》自即日起正式實施。 

  根據昨天上午所通過的《反分裂國家法》，其條文共計十條，內容如下：第

一條為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

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益，根據憲法，

制定本法。 

   第二條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

完整不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

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不允許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

式把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 

  第三條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留問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

中國的內部事務，不受任何外國勢力的干涉。 

   第四條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神聖職責。 

   第五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以和平方式實現祖

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兩岸同胞的根本利益。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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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實現和平統一。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行不同於大陸的制度，高度自

治。 

   第六條國家採取下列措施，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兩岸關係：（一）

鼓勵和推動兩岸人員往來，增進瞭解，增強互信。（二）鼓勵和推動兩岸經濟交

流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切兩岸經濟關係，互利互惠。（三）鼓勵和推

動兩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流，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四）

鼓勵和推動兩岸共同打擊犯罪。（五）鼓勵和推動有利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

穩定、發展兩岸關係的其他活動。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利和利益。 

   第七條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峽兩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協商

和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行，方式可以靈活多樣。台灣海峽兩岸可以就下列

事項進行協商和談判：（一）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二）發展兩岸關係的規

劃。（三）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四）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五）台灣地

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六）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

問題。 

   第八條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

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

依照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

和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第九條依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并組織實施時，國家盡

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益，減少

損失；同時，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權利和利益。 

   第十條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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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江丙坤、陳雲林簽訂國共十二項共識 

2005.3.30 

   一、儘快推動實現兩岸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增加航點，擴大

搭載對象，以滿足廣大台商、台生和兩岸航空公司的要求。中共中央台辦歡

迎國民黨繼續前來磋商並積極促成台灣有關部門同意派出民間行業組織前

來協商，獲得具體成果。兩岸貨運包機，關係在大陸投資的電子資訊類等台

資企業的實際利益。可推動兩岸有關民間行業組織，本著“共同參與、合作

經營、利益共用、互惠雙贏＂的原則，交換意見。  

二、加強兩岸農業合作。大陸方面歡迎台灣農民到福建、海南、山東、黑龍江、

陜西等地的海峽兩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及其他地方創業發展，為他們提供實實

在在的支援和幫助，依法保護他們的正當權益。  

 三、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售問題，關係到廣大台灣農民特別是中南部果農、

菜農等的切身利益，應儘快推動解決。大陸方面正在擬定解決這一問題所涉

及的通關、檢驗檢疫、物流等優惠政策和便利措施。歡迎國民黨繼續前來磋

商並積極促成台灣有關部門同意派出農業民間團組與大陸有關民間行業組

織充分協商，儘快就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售的相關問題作出安排。  

四、恢復對台輸出漁工勞務合作業務，是台灣漁業界的迫切要求。應推動兩岸民

間行業組織，儘快就漁工人身意外和醫療保險、漁工風險保證金、漁工工資

水準、漁工投訴制度、轉船制度、雙方通報機制、雙方分別指定經營公司和

使用統一合同文本及大陸漁工上岸休息場所等問題，進行協商，作出安排。  

五、鼓勵和推動兩岸金融、保險、運輸、醫療等服務業的合作，加強兩岸資訊產

業標準的研究和制定，促進兩岸經濟合作深入發展。  

六、大陸方面已制定、實施了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等一系列法律、

法規和政策，依法保護台灣同胞在大陸投資的正當權益。贊成在互惠互利的

基礎上，商談並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益的民間性協議。  

七、促進兩岸縣市之間、鄉鎮之間對口交流，建立相對穩定、長期的交流機制，

加強區域合作，增進往來，相互幫助，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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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過適當民間管道磋商，促成早日實現兩岸媒體互派記者常駐，促進兩岸新

聞交流。  

九、實施台灣學生與大陸學生同等收費標準、設立台灣大學生獎學金的辦法，大

陸有關方面正抓緊研擬，爭取及早實施。  

十、大陸方面瞭解台灣旅遊業者期待大陸居民赴台旅遊的願望，正在積極做好各

方面的準備。同時，希望台灣方面為實現這一目標創造必要的條件。  

十一、大陸方面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研擬台灣同胞往來大陸的便利措施。  

十二、推動兩岸共同打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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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兩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新聞公報 
 

2005.4.29 

五十六年來，兩岸在不同的道路上，發展出不同的社會制度與生活方式。

十多年前，雙方本著善意，在求同存異的基礎上，開啟協商、對話與民間交流，

讓兩岸關係充滿和平的希望與合作的生機。但近年來，兩岸互信基礎迭遭破

壞，兩岸關係形勢持續惡化。   

目前兩岸關係正處在歷史發展的關鍵點上，兩岸不應陷入對抗的惡性循

環，而應步入合作的良性循環，共同謀求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機會，互信

互助，再造和平雙贏的新局面，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爛的願景。   

兩黨共同體認到：   

──堅持九二共識，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兩岸關係發展，

維護兩岸同胞利益，是兩黨的共同主張。   

──促進兩岸同胞的交流與往來，共同發揚中華文化，有助於消弭隔閡增

進互信，累積共識。   

──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的潮流，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兩岸同胞的

共同利益，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利益。   

兩黨基於上述體認，共同促進以下工作：   

一、促進盡速恢復兩岸談判，共謀兩岸人民福祉。促進兩岸在九二共識的基

礎上盡速恢復平等協商，就雙方共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問題進行討論，推進兩岸

關係良性健康發展。   

二、促進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促進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達成

和平協議，建構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立軍事互信機制，避免兩

岸軍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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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兩岸展開全面

的經濟合作，建立密切的經貿合作關係，包括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放海

空直航，加強投資與貿易的往來與保障，進行農漁業合作，解決台灣農產品在

大陸的銷售問題，改善交流秩序，共同打擊犯罪，進而建立穩定的經濟合作機

制，並促進恢復兩岸協商後優先討論兩岸共同市場問題。   

四、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促進恢復兩岸協商之

後，討論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論參與世界衛生組

織活動的問題。雙方共同努力，創造條件，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   

五、建立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建立兩黨定期溝通平台，包括開展不同層

級的黨務人員互訪，進行有關改善兩岸關係議題的研討，舉行有關兩岸同胞切

身利益議題的磋商，邀請各界人士參加，組織商討密切兩岸交流的措施等。   

兩黨希望，這次訪問及會談的成果，有助於增進兩岸同胞的福祉，開闢兩

岸關係新的前景，開創中華民族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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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宋胡會」會談公報 

2005.5.12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於二 00

五年五月五日至十三日率親民黨大陸訪問團正式訪問大陸。這是中國共產黨與親

民黨之間首次進行兩黨交流對話，具有重要意義。五月十二日，胡總書記與宋主

席在北京舉行正式會談，雙方就促進兩岸關係改善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及兩黨交往

事宜，坦誠、深入地交換了意見。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

記曾慶紅會見了親民黨訪問團全體成員。兩黨認為，當前兩岸關係發展正處於重

要關鍵時刻，兩黨應共同努力，促進兩岸關係的緩和，謀求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增進兩岸人民福祉，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利益。 

    一、促進在「九二共識」基礎上，盡速恢復兩岸平等談判。 

  一九九二年兩岸達成的共識應受到尊重（一九九二年兩會各自口頭表述原

文：海基會表述——「在海峽兩岸共同努力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

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不同。」；海協表述——

「海峽兩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力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兩岸事務性商

談中，不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 

  在前述兩岸各自表明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九二共識」（「兩岸一中」）

的基礎上，盡速恢復兩岸平等協商談判，相互尊重，求同存異，務實解決兩岸共

同關心的重大議題。 

  二、堅決反對「台獨」，共謀台海和平與穩定。「台獨」主張傷害兩岸人民

情感，不利台灣與大陸發展正常的互利合作關係，更嚴重破壞台海及亞太地區的

安全與穩定。雙方對任何推動「正名」、「公投制憲」等破壞台海現狀的「台獨」

活動，均堅決反對。希望台灣當局領導人切實履行二月二十四日重申的「四不一

沒有」的承諾和不通過「憲改」進行「台灣法理獨立」的承諾。只要台灣沒有朝

向「台獨、發展的任何可能性，才能有效避免台海軍事衝突。 

  三、推動結束兩岸敵對狀態，促進建立兩岸和平架構。兩岸應通過協商談判

正式結束敵對狀態，並期未來達成和平協定，建立兩岸軍事互信機制，共同維護

台海和平與安全，確保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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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強兩岸經貿交流，促進建立穩定的兩岸經貿合作機制。兩岸合則兩利，

分則兩害，通則雙贏。雙方願促進加強推動兩岸經貿等實質性交流；在互惠合作、

創造雙贏的基礎上，開展兩岸關係良性互動。 

  ——積極推動兩岸通航。促進以二 00 五年春節包機成功的模式，實現客運

包機節日化、常態化，並逐步推動貨運便捷化，逐步促成二 00 六年開始全面、

直接、雙向通航。 

  ——促進實現兩岸直接貿易和直接通匯，進一步實現兩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促進兩岸恢復協商後，就建立兩岸貿易便利和自由化（兩岸自由貿易區）

等長期、穩定的相關機制問題進行磋商。 

  ——加強兩岸農業合作，擴大台商在農業領域的投資，增加台灣農產品在大

陸的銷售。大陸方面提供通關、檢驗、檢疫便利和部分農產品（水果）零關稅等

優惠待遇，以協助解決台灣水果豐收季節之滯銷問題。台灣方面落實農產品（水

果）的直接運輸。 

  ——促進實現兩岸企業雙向直接投資。推動兩岸銀行、保險、證券、運輸、

醫療等服務業的具體合作。促進兩岸展開全面經濟交流，進而建立穩定的經貿合

作機制。 

  ——促進兩岸在互惠互利基礎上商談解決保護台商投資權益的問題；商談處

理避免對台商雙重徵稅的問題。 

  ——擴大兩岸民間交往，為兩岸人員往來提供便利。大陸方面進一步簡化台

灣同胞往來大陸的入出境手續。 

  ——大陸方面儘快實施在大陸就讀的台灣學生與大陸學生同等收費標準，並

爭取於年內設立台灣學生獎學金。 

  ——擴大兩岸人才交流。大陸方面逐步放寬政策，鼓勵和促進台灣同胞在大

陸就業。 

  五、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促進恢復兩岸平等協商

後，討論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論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活動的相關問題。雙方共同努力，求同存異，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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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推動建立「兩岸民間菁英論壇」及台商服務機制。彙集兩岸專家學者及

各界傑出青年之智慧與經驗，籌設「兩岸民間菁英論壇」，集思廣益，研討兩岸

關係發展的各項政策性建議。雙方共同推動建立和完善為台商服務的機制。 

  兩黨相信，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符合兩岸人民的共同利益，也符合亞太

地區和全球的利益。兩黨領導人的會談成果，將有助於增進彼此互信，對促進兩

岸關係改善與發展產生重要的積極影響。兩黨願為兩岸同胞福祉和中華民族整體

發展共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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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兩岸經貿論壇共同建議 

2006.4.15 

  

  依據2005年4月2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

席連戰會談新聞公報中關於「建立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的共識，由中共中央台

灣工作辦公室海研中心與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金會共同主辦，海峽經濟科技合

作中心與兩岸和平發展基金會共同承辦的兩岸經貿論壇，於 2006 年 4 月 14 日至

15 日在北京舉行。  

 

  本屆論壇之主題是「兩岸經貿交流與直接通航」。與會人士就「在全球化浪

潮下，兩岸經貿交流對兩岸經濟發展的影響」、「兩岸農業交流與合作」、「兩

岸直航對產業發展策略」、「企業全球佈局的影響」、「兩岸觀光交流對雙方經

濟發展的影響」、「兩岸金融交流與兩岸經貿發展」五項議題，進行了廣泛而深

入的研討。 

 

   會議認為，去年 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

席連戰就促進兩岸關係改善和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了意見，取得廣泛而重要

的成果，其中在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推動兩岸實現

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加強兩岸農業合作和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售、

推動大陸居民赴台旅遊等涉及兩岸經貿合作方面達成的共識，對於維護兩岸同胞

的利益和福祉、改善和發展兩岸關係、實現兩岸雙贏和共同繁榮，有著重大意義。 

 

   論壇積極評價去年以來兩黨在推動兩岸經濟關係發展方面所做的各種努

力，並就進一步落實兩黨領導人會談成果、在新的歷史發展機遇面前加強和深化

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提出以下共同建議。 

 

   一、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符合兩岸同胞的共同利益和期望。面對經濟全球

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各種機遇與挑戰，兩岸同胞應當在兩岸經濟關係持續發展之

基礎上，更加緊密地攜起手來，全面深化和擴大經濟交流與合作，相互扶持，優

勢互補，實現兩岸共同繁榮，推動兩岸關係朝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造福兩岸同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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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積極推動兩岸直接通航。共同推動兩岸民間航空行業組織儘快按既有模

式，就兩岸貨運包機便捷化和客運包機節日化、週末化、常態化的相關問題進行

協商，作出安排，儘早實施。為便於包機的協商和實施，可以根據兩岸航空業者

和市場的需求，務實、靈活處理相關事宜。大陸「海峽兩岸航空運輸交流委員會」

與「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應儘早就兩岸空中通航的航路進行協商，爭

取建立最為便捷的直達航路。積極推動大陸「峽兩岸航運交流協會」與台灣民間

航運行業組織按 2005 年春節包機澳門協商的模式，就海上直航相關事宜進行溝

通，務實推進兩岸海上直航的進程。繼續擴大福建沿海和金門、馬祖海上客貨運

直航的功能與範圍，推動福建沿海與澎湖的直航及兩岸貿易貨物經金門、馬祖、

澎湖的中轉。  

 

 三、促進兩岸農業交流與合作。兩岸農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兩岸應結合雙

方的農業優勢，強化研發、技術管理及行銷的能力，互惠雙贏，擴大兩岸農業技

術交流與合作的平台。大陸方面將進一步擴大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的準入品種，

對其中部分農產品實行關稅優惠政策。雙方共同努力促成兩岸民間團體就有關台

灣農產品輸入大陸所涉及的原產地認證、檢驗檢疫等技術問題進行協商，並採取

措施防止假冒台灣農產品。大陸方面積極提供方便條件，歡迎台灣農民、農業企

業到大陸投資、興業。推動兩岸農業組織本著互利互惠的原則，加強經驗交流，

相互合作，振興農村經濟。呼籲台灣方面同意農產品採直航方式經高雄等港口銷

往大陸，以爭取時效，減少損耗。 

 

   四、加強兩岸金融交流，促進兩岸經貿發展。鼓勵和推動兩岸金融行業組織

就監管機制的建立開展研討。鼓勵兩岸金融行業的業者和組織就雙方金融機構相

互準入有關業務技術性安排進行進一步的研究。鼓勵和推動兩岸金融業者採取多

種形式、通過多種渠道開展人才培訓和學術交流，共用經驗，共同發展。大陸方

面將進一步創造條件，為廣大中小台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融資需求提供方便。

呼籲台灣方面儘快同意大陸金融機構在台灣設立代表處。  

 

   五、積極創造條件，鼓勵和支援台灣其他服務業進入大陸市場。開展兩岸產

業合作研究，實現優勢互補、互惠互利和共同繁榮。加強兩岸在通訊、資訊(資

訊)領域的交流與合作，共同推動資訊產業標準的制定。大陸方面進一步鼓勵和

支援海峽西岸及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與台灣的經濟交流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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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積極推動實現大陸居民赴台旅遊，促進兩岸人員的往來和經濟關係發

展。開放大陸居民赴台旅遊，是海峽兩岸同胞和業者多年的期盼，有利於推動台

灣地區旅遊業及相關服務業的發展與繁榮，有利於穩定和振興台灣經濟。建議大

陸方面儘快公佈大陸居民赴台灣地區旅遊管理措施。呼籲台灣方面參照 2005 年

春節包機澳門協商模式，同意台灣民間旅遊行業組織與大陸“海峽兩岸旅遊交流

協會＂儘快進行協商，作出安排，建立健康有序的兩岸旅遊交流合作機制。 

 

   七、共同探討構建穩定的兩岸經濟合作機制，擴大和深化兩岸經濟交流與合

作，促進兩岸關係發展，實現共同繁榮。要努力推動兩岸經濟關係實現正常化、

規範化、穩定化，消除在兩岸經貿關係中的各種障礙。推動兩岸學者專家、工商

界人士就更緊密的兩岸經貿合作關係、兩岸共同市場的相關問題進行研討。 

 

   大會與會人士共同認為，在經貿發展全球化的浪潮下，兩岸經貿的進一步推

展與合作，必能產生互利互補的效果。因此，除了透過民間力量將大會所做的結

論認真推動外，並呼籲透過兩黨溝通平台所建立的機制，將大會結論運用各種管

道積極研商付諸實施的辦法，同時將建議轉達兩岸有關方面重視並獲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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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共同建議 

  2006.10.17  

  由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海研中心與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金會共同舉

辦的兩岸農業合作論壇，於 2006 年 10 月 17 日在海南省博鰲舉行，兩岸農業合

作論壇的舉辦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繼續開展政黨交流與對話的一次重要

活動。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連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賈慶林出席論壇開幕式，並

發表演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儀、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人士、兩岸農

業企業家人士、專家、學者和農民團體代表 400 餘人出席了會議。  

  本次論壇的主題是「加強兩岸農業合作‧實現兩岸農業互利雙贏」。與會人

士就加入 WTO 以後，兩岸農業合作面臨之機遇與挑戰，當前兩岸農業合作模式之

探討，兩岸農業合作發展之問題與對策三項議題，進行了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會議認為，去年 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

連戰就促進兩岸關系改善和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了意見，取得了廣泛而重要

的成果。其中，在加強農業合作與發展，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售等方面涉及

兩岸經貿合作方面達成的共識，對於維護兩岸同胞的利益和福祉，改善和發展兩

岸關系，實現兩岸雙贏和共同繁榮有著重大的意義。 

  論壇高度評價了今年 4月兩岸經貿論壇召開以來，兩黨在推動兩岸經濟關系

發展方面所做的各種努力。 

兩黨在推動兩岸經濟關系發展方面所做的各種努力並就進一步的落實兩黨

領導人會談成果，在新的歷史發展機遇面前，加強和深化兩岸農業交流與合作，

提出以下共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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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促進兩岸農業交流與合作，實現雙贏。兩岸農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面

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各種機遇和挑戰，兩岸應結合雙方的農業優勢，

相互扶持、互惠互利、共同發展，造福兩岸同胞。  

  二、歡迎台灣農民、農民企業到大陸投資興業。大陸方面支持台灣農民，台

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台資農業企業參與大陸海峽兩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和台灣

農民創業園的建設，在項目審批、面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財政支持、通關檢

驗檢疫便利等方面完善扶持政策，努力提供優良的生產和經營環境。對兩岸農業

合作項目提供融資支持。  

  三、採取措施，保證台灣農產品輸入大陸快速通道順暢。大陸方面將進一步

的完善輸入台灣農產品的「綠色通道」。同時，呼籲台灣方面建立農產品營銷大

陸的快速通道，採取直航方式以縮短運輸周期，爭取時效，減少業者的損失。 

  四、繼續幫助台灣農產品在大陸銷售。大陸方面將進一步的研究並及時宣布

擴大開放台灣農產品的准入政策。對其中部分農產品實現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的優

惠政策，採取有效措施予以推動。加強和規範進口台灣農產品的渠道，減少台灣

出口企業的風險。 

  五、維護農產品貿易的正常秩序。大陸方面將加強市場結構管理，對假冒台

灣產地水果進行銷售的行為依法予以查處。大陸方面歡迎台灣農產品生產商和經

銷商在大陸按規定註冊商標，對於假冒台灣農產品註冊商標的行為依法予以處

罰，維護台灣業者的利益。  

  六、推動構建兩岸農業技術交流和合作機制。雙方努力促成兩岸民間團體就

有關台灣農產品和農業技術輸入大陸所涉及的貿易、糾紛、知識產權及智慧產

權，保護原產地認證、檢疫檢驗技術標准等問題進行協商。 

  七、推動建立兩岸農業安全合作機制。支持兩岸民間農業組織就傳統病蟲

害、重大病疫、基因食品與農產品污染等農業安全問題進行探討。 

  大會認為，兩岸農業在人力、土地、資金、市場及技術方面優勢互補，為加

強兩岸農業合作交流有助於促進兩岸農業及整體經濟的長遠發展，惠及兩岸同

胞。對本次論壇所形成的共同建議，除通過兩黨溝通平台所建立的機制積極研

究、付諸實施的各種辦法以外，也要通過民間力量認真推動。同時，將本建議轉

達兩岸有關部門、有關方面，予以重視並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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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兩岸關係大事記：2004-2006 年 

 

日期 事件 

2004.1.1 陳水扁總統發表元旦文告，強調「四不一沒有」承諾，秉持「立

場堅定、務實前進」，持續推動兩岸文化經貿及政治的良性互動。

2004.1.1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政協新年茶話會上重申，堅持以和平統

一、一國兩制方針和江八點，促進台海兩岸人員往來和經濟文化

交流，進而實現國家統一。並表示將以最大誠意，堅決反對任何

形勢的台獨，絕不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將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

2004.1.6 為進一步促進三通，大陸成立「海峽兩岸經貿交流協會」。 

2004.1.7 陳總統水扁接見「美日台三邊戰略對話」與會外賓時指出，要片

面改變台灣現狀的不是台灣，而是中共，而舉辦公投就是為了避

免台灣現狀被改變。. 

2004.1.16 陳水扁總統就公投發表電視談話，提出公投的兩個問題：「台灣人

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不撤除瞄準台灣的飛

彈、不放棄對台灣使用武力，您是否贊成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

備，以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力？」、「您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

協商，推動建立兩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以謀求兩岸的共識與

人民的福祉？」。並強調在連任後，願意最短時間內邀請中國代表

與台灣代表針對兩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協商，包括兩岸直航和台

商權益等事項找出共識，共同建立永久和平長期穩定的台海新局。

2004.1.19 中共國務院主管對台事務的國務委員唐家璇，在紀念「江八點」

九周年座談會發表講話，針對陳總統推動的三二零公投提出警告

說，台灣推動公投是對兩岸關係的挑釁，加劇兩岸關係緊張。同

時表示，大陸仍將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盡力爭取兩岸的和平統一。

2004.1.28 中共國務院主管對台事務的國務委員唐家璇，在紀念「江八點」

九周年座談會發表講話，針對陳總統推動的三二零公投提出警告

說，台灣推動公投是對兩岸關係的挑釁，加劇兩岸關係緊張。同

時表示，大陸仍將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盡力爭取兩岸的和平統一。

2004.2.3 陳水扁總統召開中外記者會說明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內容包含一個

原則、四大議題，一個原則是確立和平原則，四大議題包括建立

協商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防止軍事衝突。陳總

統強調，320 之後願意主動邀請中共指派代表磋商推動兩岸協商

的方式，以便依循「一個原則、四大議題」進行正式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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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6 陳水扁總統接受美國洛杉磯時報專訪時保證，台灣議題不會成為

美國的負擔。未來四年，台灣一定會繼續維持現狀，而且也會繼

續努力避免目前現狀受到片面改變。 

2004.2.9 陳水扁總統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指出，無法接受「一國兩制」，

也不可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並強調 320 公投的意義，就是

維持台灣現狀，避免台灣的現狀被片面改變；所以，現在台灣不

會改變現狀，未來四年在個人的任期內，也不會改變現狀。 

2004.2.23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在會上首度指

出，「要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的主

權和領土完整，堅決維護國家的安全和根本利益。」 

2004.2.27 中共國務委員唐家璇在《中美上海公報》發表三十二周年紀念會

上表示，妥善處理台灣問題是保證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關鍵。並

指稱「和平統一，一國兩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希望

美方堅持對台灣公投已表達的立場。 

2004.3.14 中共總理溫家寶在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中外記者會提出對台政策

四個「最大努力」，強調「將以最大的努力維護台海的穩定，以最

大的努力促進三通，推動兩岸經濟、文化交流和人員往來，以最

大的努力推進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早日恢復兩岸的對話和談判，

以最大努力推進兩岸和平統一。」 

2004.3.20 陳水扁總統發表總統大選當選感言，呼籲對岸的北京當局，正面

看待台灣總統大選及公投的結果，接受台灣人民民主的選擇。 

2004.3.20 中共國台辦就台灣舉辦公民投票發表簡短聲明，重申中國大陸反

對公投的立場。聲明指稱，三月二十日台灣舉辦和平公投，「試圖

挑釁兩岸關係、分裂國家，公投結果無效。」 

2004.3.26 中共國台辦針對台灣總統大選後情勢發表聲明指出，「如果台灣局

勢失控，造成社會動蕩，危及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損害台

海地區的穩定，我們將不會坐視不管」。 

2004.4.1 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陳水扁總統接受該報專訪時明確指出，無

意在第二任期內改變目前台灣與中共交往現狀。最重要的工作，

是塑造兩岸的和平關係以及亞太地區的穩定和安全。同時呼籲美

國在促進兩岸對話中，採取更積極及建設性的角色。 

2004.4.1 陳水扁總統接受日本讀賣新聞專訪指出，「台灣人民難以接受一中

或一國兩制，並再度重申在二００六年舉行公投、二００八年實

施新憲法的構想。 

2004.4.14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李維一在記者會上批評陳水扁總統的 2006 公

投制憲時程是「赤裸裸的台獨時間表」，必將造成台海地區的緊張

與危險。並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兩岸對話與談判的基礎，大陸不

會改變立場，只要承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兩岸協商隨時可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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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23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海南博鰲論壇會晤美國前總統老布希時重

申，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堅決反

對台獨，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與「中」美關係的發展十分重要。

2004.5.7 陸委會宣布兩岸海運便捷化措施，境外航運中心的適用港口由高

雄港擴及台中港與基隆港，並開放兩岸權宜輪與外籍輪承攬國際

貨，不限兩岸轉運貨，以促進兩岸海運便捷化。 

2004.5.12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李維一在記者會上表示，有關制定「統一法」

的建議，中共將會認真考慮並予採納。並稱對台方針政策不變，

兩岸應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進行平等協商談判。 

2004.5.17 中共國台辦授權就當前兩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表示當前兩岸關

係形勢嚴峻，並提「七項主張」、「五個決不」立場。 

2004.5.20 陳水扁、呂秀蓮正式宣誓就職第十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總統隨即發表「為永續台灣奠基」就職演說。在兩岸關係方面強

調善意與和平發展，並重申公元二千年五二０就職演說所揭櫫的

原則和承諾，過去四年沒有改變，未來四年也不會改變。 

2004.5.31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指出，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在記者會中表

示不歡迎在大陸賺錢又回到台灣支持台獨的台商，其所指的就是

「綠色」台商，而談起綠色台商，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許文龍。

2004.6.1 行政院長游錫(方方土)報告施政方針時強調，政府將持續放寬及

擴大兩岸經貿交流，優先推動「兩岸貨運便捷化措施」，並防止台

灣經濟過於向中國大陸傾斜，維持台灣經濟發展的主體性與主動

性。 

2004.6.30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李維一在例行記者會上強調，三通是兩岸中國

人內部的事務。錢其琛以往講話的核心內容就是三通是「國內事

務」，在此前提下，在業務性、技術性商談中可不涉及一中政治含

義。如果台灣方面確有誠意，同意錢其琛有關三通問題的全部立

場和主張，大陸隨時歡迎台灣授權民間團體或行業組織洽談三通。

2004.7.8 中共外交部長李肇星在北京與到訪的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萊斯 會談時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離開「一個中國」原則

一切都無從談起。並提出強烈要求美方停止美台軍事聯繫、官方

往來、支持台灣參與主權國家才能參加的國際組織等「三個停止」。

2004.7.13 陸委會發言人邱太三呼籲對岸儘速與台灣簽訂旅遊協議，保障旅

客安全，並重申政府希望能盡早恢復制度化協商的意願。至於協

商形式，各種談判形式都可接受，只要對方有意願，複委託機制

相關辦法隨時可以公布，完成複委託。 

2004.7.20 陸委會主委吳釗燮表示，北京當局應儘速與台灣就實質性議題展

開協商。我方立場是「不設前提、不限議題」，並提出貨幣清算、

投資保障協議、金融監理、智慧財產權保護、空運便捷化等數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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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議題，希望以此為海峽兩岸合作的基礎，達成兩岸和平的目標。

2004.7.30 針對中共國台辦提出兩岸三通可比照台港往來模式的構想，陸委

會表示這是「可能選項之一」，政府對三通議題抱持彈性跟開放態

度，但任何涉及公權力事項須先經立法院同意。並強調只要中共

能秉持先前所提「三通是經濟事務，不需涉及任何政治原則及意

涵」的認知基礎，我方隨時願就三通等重要議題與對岸展開協商。

2004.8.29 針對美國共和黨新黨綱草案中涉及兩岸內容的部分，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孔泉在表示，妥善處理台灣問題是中美發展建設性合作伙

伴關係的關鍵。中美三個聯合公報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任何

違反中美三個聯合公報原則的言論或行動，都是中方堅決反對的。

2004.9.15 台灣參與聯合國的提案再度被以 94 票反對, 21 票贊成的比數 而

遭到否決, 無法排入大會的議題。 

2004.9.20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解決

台灣問題，要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力實現和平統一，但絕

不能承諾放棄使用武力，這是一項重大政治原則。軍隊必須抓緊

做好軍事鬥爭準備。軍事鬥爭準備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有可能爭

取到和平統一的前景。 

2004.10.10 陳總統在國慶大會致詞時再次重申，五二０就職演說所宣示的內

容在阿扁任期之內不會有所改變。兩岸可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

礎」，尋求方案，做為進一步推動協商談判的準備；兩岸應該正式

結束敵對狀態，並且透過協商談判，建立兩岸軍事互信機制、同

步檢討兩岸軍備政策，甚至共同研議形成「海峽行為準則」，做為

台海永久和平的具體保障。目前行政部門正在擬訂兩岸「人貨包

機」的便捷方案，希望儘快與對岸展開協商，為兩岸三通的政策

尋求進一步的開展。在年底立委選後，將邀請朝野政黨領袖，共

同籌組「兩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一起推動憲政改造工程。 

2004.10.13 行政院長游錫堃表示，行政部門將就擬訂的兩岸「人貨包機」便

捷方案，儘快與對岸展開協商，為兩岸三通的政策尋求進一步的

開展。發言人陳其邁表示，兩岸春節包機雙方可就「雙向對飛不

落地」進行協商。 

2004.10.27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表示，兩岸「三通」可參照台港通航的

辦法。兩岸「三通」是經濟事務，但絕非國與國之間的事務。對

於台商「春節包機」，只要把兩岸航線的談判視作國內事務，就可

以採取民間對民間、行業對行業、公司對公司的辦法談。並表示，

除極少的堅持「台獨」的分子外，歡迎廣大民進黨員到大陸參訪。

2004.10.28 中共軍總參謀長梁光烈在華盛頓會見美國國務卿鮑爾等人時強

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關係到

中國的核心利益。中美兩國兩軍關係能否繼續保持平穩發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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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是要處理好台灣問題。 

2004.11.20 大陸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APEC 會議期間會見美國總統布希時指

出，台灣當局正謀求通過所謂「憲政改造」搞「法理台獨」，企圖

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是中國的核

心利益。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願盡一切努

力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完全統一。但絕不容台獨，

絕不允許任何人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只要台灣當局承認體現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識」，兩岸對話與談判可立即恢復。

2004.12.3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在華盛頓會見美國國務卿鮑爾等人時指

出，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是中國的核心利益，要求美方切實

履行向中方作出的各項承諾，不做任何助長台獨勢力的事情，特

別是要停止售台先進武器。美方表示理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重

申美國將堅持奉行一個中國政策，遵守美中三個聯合公報，反對

台灣獨立，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現狀的言行。 

2004.12.17 中國第 10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行第 26 次委員長會議，聽取「反

分裂國家法」草案。預計將在第 10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13 次會

議中進行首次審議。 

2004.12.27 中國國務院發表「2004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其中提及，制止

台獨勢力分裂國家，是中國武裝力量的神聖職責。繼續堅持「江

八點」。只要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停止台獨分裂活動，兩

岸雙方隨時可就正式結束敵對狀態，包括建立軍事互信機制進行

談判。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裂活動，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外來干涉，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向台灣出售武器或與台灣進行任何

形式的軍事結盟，決不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

去。如果台灣當局鋌而走險，膽敢製造重大台獨事變，將不惜一

切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裂圖謀。 

2004.12.31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新年賀詞指出，堅持以「江八點」，促進

兩岸人員往來和經濟文化等領域的交流，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

最大的努力爭取和平統一。並願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盡早

恢復兩岸對話和談判。但絕不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

國分割出去，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及其活動。 

2005.1.1 陳總統發表元旦祝詞表示，將繼續秉持「立場堅定、務實前進」

的政策路線處理兩岸關係，並籌組「兩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凝聚

台灣內部的共識，積極推動並建立兩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 

2005.1.2 大陸國台辦發言人就 2005 年台商春節包機表示，希望採取「共同

參與、多點開放、直接對飛、雙向載客」的方式，並可由兩岸航

空公司就春節包機有關技術性、業務性安排直接溝通，達成共識，

作出安排，各自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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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7 大陸新華網轉發「半月談」2005 年第 1期文章，題為「中央對台

工作三大新動向」，包括：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擺到更突出地

位；嚴詞警告陳水扁；以法制獨，啟動反分裂國家法立法程式。

2005.1.15 兩岸春節包機協商在澳門舉行，雙方並達成共識。 

2005.1.24 大陸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墨西哥表示，反分裂國家法的立法目的

就是強調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同時，

這也是反對台獨的一個法，絕對不允許把寶島分裂出去。 

2005.2.19 美日安全諮商聯合會議結束，兩國發表聯合聲明，首度將「通過

對話和平解決台灣海峽問題」列為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略目

標之一。 

2005.2.24 陳水扁總統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晤面，達成「扁宋會」十項共識。

2005.3.1 陳水扁總統指出，「反分裂國家法」是一項明顯且片面破壞台海和

平現狀的作為，因為它將賦予中國對台海現狀的法理定義權，讓

北京同時成為仲裁者與制裁者。此舉不但斲傷台灣人民追求兩岸

關係正常化的苦心，更嚴厲挑戰亞太區域的安全、和平與秩序。

2005.3.4 立法院針對中國大陸即將制定「反分裂國家法」作如四點決議。

2005.3.4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提出了四點意見：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不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決不放棄；貫

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不改變；反對「台獨」分裂活動決

不妥協。胡錦濤並表示，1949 年以來，儘管兩岸尚未統一，但大

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兩岸關係的現狀。

2005.3.14 中共第十屆全國人代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共九條

條文。其中第八條規定：「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

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

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

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 

2005.3.26 民進黨主導發起「反反裂法大遊行」，參與群眾估計數十萬人。 

2005.3.28 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率團訪問中國大陸，展開「緬懷之旅」。 

2005.3.30 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與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林簽訂「十項共識」。

2005.4.26 中國國民黨主席連戰出發前往中國大陸訪問，展開「和平之旅」。

這是 1945 年 8 月重慶會談以來，國共最高領導人首度會晤。 

2005.4.29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連戰會晤後發表「兩岸

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新聞公報，在堅持「九二共識」、反對「台

獨」前提下達成五項共識：一、促進儘速恢復兩岸談判，共謀兩

岸人民福祉；二、促進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三、促進

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四、促進協商台灣

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五、建立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

2005.5.3 連戰結束「和平之旅」行程，國台辦主任陳雲林於連戰離臨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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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贈送一對大貓熊；同時宣布，大陸有關方面將於近期開放

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擴大開放台灣水果准入並對其中 10 餘種實

行零關稅。 

2005.5.3 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宣布，大陸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之間的交流

與對話，定位是黨際交流。王在希並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

上，雙方優先討論結束敵對狀態的問題。只要是大家能夠在一個

中國原則基礎上坐下來談，什麼問題都可以談，包括導彈的問題。

不論是哪個黨，只要認同「九二共識」、反對「台獨」、主張發展

兩岸關係，都願意與之接觸、對話。只要民進黨承認「九二共識」，

放棄「台獨」黨綱，停止「台獨」分裂活動，都歡迎前來大陸訪

問、對話、交流。亦歡迎廣大中下層民進黨人士，以適當的身份

來大陸參觀訪問，但陳水扁不屬於中下層民進黨人士。 

2005.5.4 陸委會吳釗燮主委表示，連戰此次訪大陸，中共提出同意台灣加

入世衛等國際組織，但是前提必須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共也向國民黨提議簽署 CEPA（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更是以

「一國兩制」為前提的矮化作法，政府不能接受。 

2005.5.5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前往中國大陸訪問，展開「搭橋之旅」。 

2005.5.11 中共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表示，中共和民進黨接觸的基礎是一個

中國原則和九二共識。在九二共識問題上，就是雙方都承認一個

中國，但對具體含義認知不同。九二共識從大陸來看是兩岸各自

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兩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國民黨認知的

九二共識則是「一中各表」，即兩岸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內涵。

2005.5.12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舉行正式會談。胡宋

會後發表會談公報，主要達成內容如下：一、促進在「九二共識」

基礎上，盡速恢復兩岸平等談判；二、堅決反對「台獨」，共謀台

海和平與穩定；三、推動結束兩岸敵對狀態，促進建立兩岸和平

架構；四、加強兩岸經貿交流，促進建立穩定的兩岸經貿合作機

制；五、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六、推

動建立「兩岸民間菁英論壇」及台商服務機制。 

2005.5.13 親民黨主席結束「搭橋之旅」。國台辦主任陳雲林於宋楚瑜臨行前

宣佈，將進一步為台灣居民入出境提供便利；對在高等院校就讀

的台灣學生按照大陸學生標準同等收費；逐步放寬台灣同胞在大

陸就業的條件。 

2005.5.17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表示，按照聯合國憲章和 WHO 組織法與議

事規則規定，WHO 只有主權國家才能成為正式成員；兩岸未復談

前，大陸願意單方協助台灣參與世衛組織的資訊交流活動，兩岸

要恢復協商後，再討論台灣加入 WHA 等問題。 

2005.5.19 中共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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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社會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及社會活動的空間問題

可以討論，也可以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至於「兩岸一中」

與「九二共識」並無太大不同，「兩岸一中」是說兩岸都屬於一個

中國，「九二共識」的核心也是一個中國，區別只是措詞上的不同。

2005.5.19 中國常駐日內瓦聯合國代表團代表沙祖康表示，備忘錄是為解決

和推動台灣衛生專家參與世衛組織的技術交流活動而作出的一項

特殊安排。是在兩岸恢復協商前的一項特殊安排。 

2005.6.1 中國商務部表示，大陸方面授權的磋商機構—海峽兩岸經貿協

會，向台灣省農會、台灣區農業合作社和青果合作社發出正式邀

請，歡迎上述民間機構盡快組團訪問北京，就台灣水果實行進口

零關稅的技術問題進行磋商，待雙方達成共識后，即可實施零關

稅的措施；希望能比照 2005 年台商春節包機的商談模式，由兩岸

對應的民間機構就所涉及到的技術問題進行直接的溝通，達成共

識，做出安排，然後各自執行。 

2005.6.13 行政院長謝長廷宣布，政府將委請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

協助聯繫安排協商兩岸貨運包機，就「雙向、對飛、不中停」模

式進行規畫；委請外貿協會協助聯繫安排協商台灣農產品銷往大

陸；並透過適當組織安排協商大陸人民來台觀光事宜。 

2005.6.14 針對行政院長謝長廷前日宣布政府將委請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

業公會與外貿協會，「協助聯繫安排協商」兩岸貨運包機與農產品

銷大陸，陸委會主委吳釗燮強調，這是目前兩岸「最適當的權宜

性安排」，但對於涉及公權力事項，仍堅持政府主管官員「實質參

與」，但對參與的形式與名義，可務實彈性處理。陸委會並宣布，

政府將在建立完整配套的基礎上，優先推動「貨運包機」、「台灣

農產品輸銷大陸」及「大陸人士來台觀光」三項兩岸協商議題。

2005.7.7 中共國務院副總理吳儀會見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時透露，國台辦

將增設「投訴協調局」，專門處理台灣人在大陸受到不平待遇及糾

紛事宜。吳儀並證實擔任中央對台經貿小組組長。為推動兩岸經

貿實質交流，中共新制定九大對台工作方向包括，一、推動兩岸

客、貨運包機節日化、週日化到常態化；二、繼續做好台商投資

保障；三、鼓勵和推動兩岸金融、銀行、運輸等服務業合作；四、

加強兩岸農業交流；五、建立台商服務機制；六、在國台辦下增

設投訴協調局；七、促進台商在大陸直接投資，而不是以第三地

名義轉投資；八、擴大兩岸人才交流；九、加強兩岸人員往來。

2005.7.12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見新黨主席郁慕明一行，對當前兩岸關係提

出四點意見：第一，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復興。第二，堅持

一中原則。第三，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第四，切實照顧和維

護台灣同胞的切身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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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28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宣布，為擴大台灣水果在大陸的銷售，將於 8

月 1日起正式對原產台灣地區的 15 種水果實施進口零關稅措施。

2005.8.2 陳水扁總統提出「中華民國四個不同演進階段」，即中華民國在大

陸；中華民國到台灣；前總統李登輝時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二千年民進黨執政後，就是「中華民國是台灣」。 

2005.8.3 行政院長謝長廷宣布：同意兩岸貨運、重要節日客運包機直航等

事宜，授權與大陸展開同步商談。 

2005.8.24 國台辦、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的宣布：一、調整對台灣

學生收費政策。二、設立「台灣學生獎（助）學金」。三、對招收

台灣學生的大陸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給予專項補貼。 

2005.8.29 國台務主任陳雲林在北京表示，有關兩岸客貨運包機直航，可按

今年兩岸春節包機澳門協商的方式，由中國民用航空協會海峽兩

岸航空運輸交流委員會與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儘早進行

商談，就有關技術性、業務性安排達成共識，作出安排。 

2005.8.30 海基會正式成立台商服務中心。 

2005.9.2 大陸民航總局有關主管部門批准台灣長榮、中華、立榮、華信 4

家航空公司飛越大陸空域的申請。 

2005.9.14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紐約出席聯合國成立 60 周年首腦會議開

幕式，並宣布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 39 個最不發達國家部分商品

零關稅待遇等支持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優惠措施，並刻意排除與

台灣建交的國家。 

2005.9.14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聯大第十三次拒絕台灣參與聯合國等提

案表示，世界上祗有一個中國，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不能加

入由主權國家組成的聯合國。 

2005.9.29 行政院長謝長廷裁示，將兩岸共同打擊犯罪列入兩岸協商重要議

題，要求大陸人民來台均應按捺指紋，以解決兩岸跨境犯罪問題。

2005.10.3 金門、馬祖地區開放人民幣兌換。 

2005.10.18 中國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的建議中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不動

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決不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

針決不改變、反對「台獨」分裂活動決不妥協。 

2005.10.25 中國外與塞內加爾，簽署復交公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策，台灣再減少一邦交國。 

2005.11.2 國台辦副主任李炳才、鄭立中與國民黨台商服務中心訪問團舉行

工作會談，形成「兩岸客運包機節日化、週末化、常態化」、「構

建台灣水果的採購、銷售通路和平台」「促進兩岸旅遊業者儘快就

大陸居民赴台旅遊相關問題進行協商」、「鼓勵兩岸金融業者就加

強兩岸金融合作進行協商」及「鼓勵兩岸新聞業者就兩岸媒體互

派記者常駐問題進行協商」等 5項共同意見。就保護台商投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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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 項意見。 

2005.10.28 中共國家旅遊局長邵琪偉應我方觀光協會邀請，前來台灣訪問並

考察觀光景點。 

2005.11.16 兩岸航空運輸企業聯誼會在澳門舉行，共同磋商 2006 年春節兩岸

包機直航事宜。 

2005.11.18 委會宣布兩岸同意在今年春節包機的基礎上，將繼續開辦春節包

機，航線仍會飛越香港。 

2005.11.18 陸委會發佈新聞稿指出，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林及國台辦官員受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邀請來台參加「兩岸經貿文化論壇」

一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所召開「大陸專業人士來台

參觀訪問聯合審查會」審查，基於「兩岸關係現況」、「國際慣例」

和「改善兩岸關係的目的」三項因素決議不予許可。 

2005.11.20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來訪的美國總統布希重申，中國政府和人

民致力於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力

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前景，但絕不容忍「台獨」。 

2005.12.9 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林表示，支持海峽西岸和台商投資相對集中

地區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大陸對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

分」，中共中台辦和國台辦，將積極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 

2005.12.31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06 年新年賀詞中表示，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兩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不動搖，爭取

和平統一的努力決不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不改

變，反對「台獨」分裂活動決不妥協，積極促進兩岸的交流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推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業。 

2006.1.1 陳總統發表元旦祝詞表示，「積極管理、有效開放」將是未來兩岸

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 

2006.1.6 立法院三讀通過國際金融業務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達成協

助台商加強運用 OBU 成為海外及大陸台商資金調度中心之政策目

標；而指定銀行（DBU）開放協助此類業務之處理。 

2006.1.12 中共首次發表「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中指出，中國多年來給與

非洲大量無私援助，非洲國家也在人權、台灣等重大問題上堅定

支持中國。 

2006.1.14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表示，要切實加強兩岸人員往來和經濟文

化交流，推動兩岸經濟技術交流合作取得新進展，促進兩岸直接

通航出現新局面，推動兩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要創

造更好的條件支持和鼓勵台灣企業來大陸投資創業，歡迎台胞參

加奧運會建設和有關活動。要支持兩岸民間行業組織依照既有的

協商模式儘快就兩岸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和貨運包機問題一

併協商，同步實施。要促進兩岸各種形式的文化交流。兩岸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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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加強交流、相互促進，共同擔負起民族復興的重任。 

2006.1.16 陳總統接見美國民主黨政策菁英團團員時表示，所謂「終極統一

論」完全違背「主權在民」的民主精神，台灣的前途、未來與命

運只有 2300 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 

2006.1.18 中共全國政協主席賈慶林強調，要進一步加強兩岸人員往來和經

濟、文化交流，進一步陸續出台解決廣大台灣同胞關心的問題、

維護台灣同胞正當權益的政策措施。歡迎更多的台胞來大陸投資

興業。希望兩岸民間行業組織儘快就兩岸客、貨運包機相關事宜

一併協商，達成共識，同步實施。不斷推進實現兩岸全面、直接

「三通」的進程。要全面落實共產黨與國民黨、親民黨達成的共

識，繼續推動在「九二共識」基礎上恢復兩岸對話和談判。 

2006.1.23 國台辦表示，將認真貫徹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關於推動兩岸經濟交

流與合作的指示和與台灣國、親、新三黨領導人達成的共識，維

護台商權益，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 

2006.1.24 陸委會吳釗燮主委表示，中國仍然堅持刻意迴避與我政府間的互

動，企圖排除我政府公權力的介入，並對特定兩岸交流議題協商

進行點的突破，以展開對我「去政府化」、「去公權力化」的攻勢，

進而達到「兩岸議題國內化」、「台灣地位港澳化」的策略目的。

2006.1.24 國台辦表示，為促使直接「三通」盡早實現，主張由兩岸民間行

業組織就「三通」問題進行協商。同時，雙方有關業務主管部門

人員可以民間名義參與商談。並歡迎中國台北奧委會屆時組織台

灣運動員前來北京參加體育盛事。在奧運聖火傳遞的路線設計

上，北京奧組委將充分考慮台灣同胞的願望。  

2006.1.28 台灣爭取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提案，遭中共圍堵，世界衛生組織秘

書處以不符合執委會議事規則為由，未列入執委會議程。 

2006.1.29 陳水扁總統表示，台灣應該要走自己的路，並應認真思考否要廢

除國統會、廢除國統綱領此一嚴肅的課題。 

2006.2.6 陳總統指出，未來政府將進一步透過法規、稅制、土地、勞工、

資金及技術等方面的協助與配合，強化台灣投資與經營的環境，

全面推動招商活動，吸引更多的外資，包括台商的資金在內，積

極回流台灣、投資台灣。 

2006.2.8 中共海峽兩岸航空運輸交流委員會副理事長浦照洲表示，希望兩

岸有關民間行業組織盡快按既有模式就兩岸客運包機的節日化、

周末化、常態化和貨運包機問題一併商談，達成共識，作出安排，

同步實施。 

2006.2.8 國台辦指出，台灣當局領導人鼓吹加緊進行「憲政改造」，其核心

目的是力圖通過「憲改」實現「台灣法理獨立」。說明他是兩岸關

係、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和破壞者；希望台灣旅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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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的民間組織能盡快和大陸旅遊的行業組織進行具體的商談。

2006.2.21 陸委會劉德勳副表示，我方已於 2002 年開放第二、三類大陸地區

人民來台觀光，並公布相關政策方案及許可辦法；反觀大陸已公

布其人民可以赴境外觀光之國家（地區）已達到 81 個，但迄今仍

未將台灣列為准許大陸居民觀光之地點，也未公布相關辦法，因

此，無論在法規或申請程序等技術面，大陸方面顯然尚未準備好。

2006.2.22 中台辦主任陳雲林表示，希望兩岸民間航空行業組織能夠儘快按

既有模式，就兩岸客運包機的節日化、常態化和貨運包機問題進

行商談；願與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民進黨人士，就兩岸客貨運包

機和大陸居民赴台旅遊交換意見，共同推動；國家旅遊局等部門

研擬的《大陸居民團體赴台灣地區旅遊管理辦法》將於近期公佈 。

2006.2.26 中台辦、國台辦負責人就陳水扁推動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

領」發表談話指出，陳水扁一再聲稱要廢除「國統會」和「國統

綱領」，全盤推翻「四不一沒有」承諾。特別是要為通過所謂「憲

政改造」謀求「台灣法理獨立」鋪平道路。大陸絕不容忍「台獨」，

絕不允許「台獨」分裂勢力把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 

2006.2.27 陳總統主持國安高層會議，發表七點聲明，並裁示：基於中國持

續以軍事威脅及《反分裂國家法》等非和平手段意圖片面改變台

海現狀，作成「「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國家統一綱領》

終止適用，並依程序送交行政院查照。」之決議。 

2006.2.28 中台辦、國台辦受權就陳水扁決定終止「國統會」運作和「國統

綱領」適用發表聲明表示，這是企圖借終止「國統會」和「國統

綱領」，加速推進「台獨」活動，卻謊稱「不涉及現狀之改變」。

2006.2.28 國家主席胡錦濤會見瑞士國防部長施密德時表示，台灣當局決定

終止「國統會」、「國統綱領」，這是對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一個中

國原則和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是在走向「台獨」的道路上

邁出的危險一步。 

2006.3.2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會見俄羅斯聯邦內務部部長努爾加利耶夫時

表示，台灣當局公然決定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領」，是對國

際社會普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 

2006.3.2 國務院總理溫家寶與德國總理默克爾通電話時說，對台灣當局加

緊「台獨」分裂活動的危險性，必須保持高度警惕。  

2006.3.2 中國常駐聯合國代表王光亞緊急約見聯合國秘書長安南與第六十

屆聯大主席埃利亞松，轉達中國政府對陳水扁終止國統會和國統

網領的嚴重關切。 

2006.3.3 陸委會吳釗燮主委表示，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領符合維持現狀，

「終統」後無論陸委會的角色以至台灣的兩岸政策都不會改變。

外界指台灣在「終統」後會緊縮兩岸政策是錯誤的，包括中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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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到台觀光、兩岸貨客包機以至媒體的交流，台灣都會繼續推動。

2006.3.4 中共全國政協主席賈慶林出席表示，政協委員應利用條件與包括

泛綠在內的台灣人士進行廣泛接觸，鐵桿泛綠有機會也可以接觸。

2006.3.7 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表示，現階段把反對和遏制「台獨」，作為最

緊迫、最現實、最重要的任務，同時，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把

爭取台灣民心作為我們各項對台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2006.3.9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針對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稱台灣是一個國

家，日本與台灣應保持兩國關係的說法感到震驚並表示強烈抗議。

2006.3.13 陳總統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表示，台美雙方都清楚，所謂

維持現狀，是指維持台灣民主、自由、人權的現狀，及台海和平

穩定的現狀。對國統會終止運作、對國統綱領的終止適用，無涉

於現狀的改變。根據各項的民調，超過八成主張，台灣的前途應

交由台灣的住民自由選擇、決定。所以終止國統會的運作、國統

綱領的適用，是要把決定台灣前途的自由權利還給台灣人民。 

2006.3.14 中共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不可分割的神聖

領土」，明確列入「十一五」規劃綱要。 

2006.3.21 中俄簽署聯合聲明稱，俄方不同台灣建立官方關係和進行官方往

來，不接受兩個中國、一中一台，反對台灣加入聯合國及其他只

能由主權國家參加的國際組織，不向台灣出售武器。 

2006.3.22 政府宣布兩岸經貿「積極管理，有效開放」配套機制。 

2006.3.23 中國政府網公布「國務院 2006 工作要點」指出，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兩制」和「江八點」，貫徹「胡四點」。堅決反對和遏制「台

獨」分裂勢力通過「憲改」進行「台灣法理獨立」活動。擴大兩

岸經濟、文化交流和人員往來，推動全面、直接、雙向「三通」

進程。支援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

加強與反對「台獨」、主張發展兩岸關係的台灣各黨派、團體和各

界人士的對話與交流。繼續爭取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恢復兩岸

對話與談判。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 

2006.3.28 農委會「大貓熊案專案審查小組」決議，現階段無法依野生動物

保育法施行細則規定發給供申請人向中國申請輸出國之出口許可

證之文件。 

2006.4.3 陳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會面，並就軍購、兩岸關係、九二香

港會談、終統等議題進行意見交換。陳總統指出，「四不一沒有」

最重要的精神在「維持現狀」。對岸的九二共識並沒有接受一中各

表，而是堅持一中原則才是九二共識。陳總統亦強調兩岸關係未

來如何演變，只有 2300 萬的台灣人民才有權力決定，不夠預設前

提，也不能預設結論，所以整個過程是為了推動台灣的民主。 

2006.4.12 陳總統接見外賓時表示，台灣的在野黨追求的是兩岸終極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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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則堅持民主自決，台灣的前途、兩岸關係，只要經過台灣

人民同意，不排除任何的可能。 

2006.4.14 陳總統接見外賓時表示， 此次「國共會談」、「連胡再會」，是在

即將舉行的「布胡會」前刻意排定。這是中國大陸領導階層企圖

混淆國際視聽、製造和平假象，目的在減輕來自美國表示中國大

陸應該與台灣民選政府對話的壓力。 

2006.4.14 針對國共「兩岸經貿論壇」，陸委會發表聲明表示，兩岸互不隸屬

才是真正的現狀。對包括大陸人民來台觀光、客貨包機、農產品

輸銷大陸、刑事犯及經濟犯遣返、台商投資保護及智慧財產權等

議題均持開放態度，並願與中共就所涉問題進行協商，這些議題

涉及公權力，依法必須由政府主導協商。中共應儘速採取正面積

極態度，與我政府進行對話與協商，開啟兩岸正常的往來與互動。

2006.4.14 首屆國共經貿論壇在北京舉行，50 家以上的台灣企業參與。 

2006.4.15 國共經貿論壇閉幕，提出七大共同建議。閉幕式上中共中央台辦

主任陳雲林受權宣佈和通報大陸將進一步採取的「促進兩岸交流

合作、惠及台灣同胞的 15 項政策措施」。 

2006.4.16 中共國家旅遊局、公安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聯合發佈《大

陸居民赴台灣地區旅遊管理辦法》。 

2006.4.17 陸委會主委吳釗燮表示，對於大陸人士來台觀光，將沿襲農曆春

節兩岸包機直航的協議方式，以接受觀光業界等民間委託的方

式，由兩岸有關當局人士上談判桌直接交涉。 

2006.4.18 陳總統表示，「公投入憲」、終止國統會運作和終止國統綱領適用，

均是把台灣未來以及兩岸關係未來的決定權，全部交給人民有自

由意志選擇的空間，這一切，都是台灣民主鞏固深化的一部分，

絕對不是中國所謂的走向「法理台獨」。 

2006.4.19 行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國共論壇的共識，只要對台灣有利可以全

盤考量推動，但仍要依據台灣主體性的原則；對於國民黨與共產

黨的兩岸經貿論壇，政府視為兩個政黨的民間交流活動，對於政

府的政策無法律效力，但相關部門仍要依法行政，主動規劃推動。

2006.4.19 國台辦表示，開放台灣的銀行在大陸設立分行，兩岸要先簽署金

融監理諒解備忘錄 (MOU)，無法由大陸單方面宣布開放，必須經

過雙方協商。兩岸金融監理諒解備忘錄也可採『澳門模式』處理。

2006.4.20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同美國總統布希舉行會談時表示，中美在反

對和遏制「台獨」、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方面有共同戰略利益。他讚

賞布希總統和美國政府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

個聯合公報，反對「台獨」。並強調，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

上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絕不容忍「台獨」。

2006.4.24 中共國台辦表示，未來兩年推動「公投制憲」可能成為「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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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裂活動主要內容。中國繼續將「反獨」作為最緊迫的任務，進

一步採取措施擴大兩岸民間的交流，反對各種「台獨」分裂活動。

2006.4.27 陸委會及經濟部同步宣布開放低階半導體封測及小尺寸面板赴大

陸投資。 

2006.5.1 中共國家質檢總局公告，台灣水果檢驗檢疫准入大陸市場的品種

由 18 種擴大到 22 種，開放 11 種台灣主要蔬菜品種檢驗檢疫准入

並實行零關稅。允許台灣漁船自捕的水產品輸往福建，參照中國

大陸自捕漁船做法，不再要求提供台灣主管部門出具的衛生證書。

2006.5.5 甘比亞等友邦聯名致函聯合國協助轉達我「終統」立場後，中國

駐聯合國常任代表王光亞亦致函聯合國重彈「一中」，指責我國「終

統」為加速推動台獨，挑釁台海和平，製造兩岸緊張關係。 

2006.5.8 教育部發表新聞稿表示，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學歷迄尚未開放檢覈

及採認，也未受理報備。 

2006.5.17 國台辦表示，台灣陸委會和海基會人員不宜參加兩岸民間團體就

台灣農漁產品輸入大陸實施零關稅相關技術性問題進行的協商。

2006.5.17 國台辦宣布：開放台胞參加報關員考試、台灣農產品進入大陸採

取檢驗檢疫便捷措施、海峽兩岸經貿交流協會邀請台灣農漁業的

民間組織和台灣主管部門委託的民間機構，就農產品進口所涉技

術問題進行協商。並提出推動開放大陸民眾赴台旅遊三階段說明。

2006.5.19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劉建超表示，中國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資格成為世衛組織的成員或觀察員。

2006.5.20 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在世界衛生大會指出，少數國家的涉台提案，

以關心台灣民眾健康問題為藉口，提出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

席只有主權國家才能參加的世界衛生大會，其實質不是衛生問

題，而是政治問題，是為台灣當局的「台獨」主張謀求國際空間。

2006.5.22 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否決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參加世界衛生大會的

提案。但美國對台灣參與世界衛生大會與防疫機制表示支持。 

2006.5.24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劉建超表示，中方對美國國防部公布 2006 年度

《中國軍事力量年度報告》強烈不滿和反對。台灣是中國領土不

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絕不容

忍「台獨」，絕不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

敦促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聯合公報、反對「台

獨」，停止售台武器，不向「台獨」分裂勢力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2006.6.5 中國交通部決定開放台灣農產品運輸「綠色通道」，凡台灣區生產

的農產品，在大陸通過公路運輸至銷售地，符合大陸鮮活農產品

「綠色通道」運輸規定的合法運輸車輛，全部享受「綠色通道」

優惠及便利。 

2006.6.14 陸委會表示，為推動兩岸貨客包機協商，雙方主管部門已同意先



 330

實施四項專案包機：專案貨運包機、節日客運包機機制化、緊急

醫療包機，以及急難救助與殘障（疾）人士等特定人道包機。 

2006.6.20 陳總統發表「向人民報告」講話時表示：政府處理兩岸關係有四

個原則，就是「主權」、「民主」、「和平」與「對等」，不能被矮化、

邊緣化、地方化、去政府化、去主權化。2000 年所宣示的「四不」，

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四不」沒有改變。 

2006.6.22 台海兩岸就大陸毛巾進口特別防衛措施舉行雙邊諮商，這是 2002

年底以來，兩岸在 WTO 架構下的第一次正式諮商。 

2006.6.23 WTO 公佈「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單獨關稅區」加入 WTO 以來

首份有關台北貿易政策的審議報告，該報告稱，台灣當局有必要

進一步放鬆對兩岸交通的限制，以促進兩岸貿易增長。 

2006.7.6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見台灣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時強調，北京

當局將加大對台商的優惠措施，鼓勵台商進一步對中國投資。 

2006.7.12 中共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北京舉行。中共中央總書記席胡錦濤強

調，要加強對台灣人民的工作，加強同台灣同胞的團結，擴大和

深化兩岸人員往來和經濟文化交流合作。 

2006.7.21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劉建超表示，中方已就美國同意向台灣出售戰

鬥機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美方恪守三個聯合公報特別是「八

一七」公報的規定，不向台灣出售上述戰鬥機，以免給台海和平

穩定和中美關係造成嚴重損害。 

2006.7.27 陳總統參加「經續會」開幕典禮致詞指出，兩岸經貿只是全球佈

局整體的一環，並強調不「台灣優先、投資台灣優先」的基本思

維與架構下，擬定兩岸經貿政策。 

2006.7.28 「經續會」針對「全球佈局與兩岸經貿」分組達成 58 項共同意見。

陸委會吳釗燮主委表示，兩岸經貿本於「投資台灣」及「全球佈

局」之思維，以國家安全及總體利益為優先，在有效管控風險前

提下，持續進行兩岸經貿政策調整。 

2006.8.2 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基金會宣佈，10 月 13 日到 18 日在台北召開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並邀請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林來台與會。

2006.8.3 陸委會表示，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林來台，涉及兩岸政府高層

交流，政府會以「事前磋商」、「相互尊重」的原則，依法審理。

2006.8.6 外交部宣布因獲悉查德密謀與中國建交，我國正式終止與查德外

交關係，行政院蘇院長原訂訪問查德的行程也被迫取消。 

2006.8.12 陳總統表示，應該認真檢討是不是應以台灣名義，直接申請加入

聯合國。 

2006.8.25 陸委會發佈新聞稿表示，為落實推動開放大陸人民來台觀光政

策，政府決定成立「財團法人台灣海峽兩岸觀光旅遊協會」，以利

與大陸方面進行後續溝通聯繫及協助安排雙方協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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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8.27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大陸方面將由「海峽兩岸旅遊交流協會」與

台灣旅遊民間組織展開商談。 

2006.9.7 針對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林等官員申請來台，內政部入出境管理

局審查決定不予許可。 

2006.9.13 聯合國大會第 61 屆常會裁定，台灣申請參與聯合國案，不列入本

屆聯大正式議程。 

2006.9.14 陳總統表示，用「台灣」來加入聯合國，將有助澄清兩岸是兩個

不同的國家，也表明無意挑戰聯合國 2758 號決議。 

2006.9.18 台辦副主任鄭立中與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舉行保護台商合法

權益工作會談，達成 10 項共同意見。 

2006.9.19 中共國務委員唐家璇在會見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時強調，要

高度警惕台灣當局領導人企圖通過「憲改」謀求「台灣法理獨立」。

2006.9.27 對於陳總統提議真思考處理現行憲法的領土範圍，國台辦表示，

這是「公然背棄四不承諾」，並說這是進一步發出「透過憲改謀求

台灣法理獨立的危險訊號」，北京對這種企圖「絕不容忍」。 

2006.10.4 行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只要不涉及國家安全與兩岸之間的公權

力，政府絕對從寬、從速辦理；在大陸的投資，銀行在大陸設分

行，可以開放，但是相關應該有的監理制度，應該要由政府來談。

2006.10.4 海基會董事長張俊雄表示，海基會新一年未來的重點工作是協助

台商回台投資，以行動響應蘇揆的「大投資」施政理念。 

2006.10.15 行政院金管會副主任委員張秀蓮表示，是否可允許金融業赴中，

需要留意國家安全等問題；陸委會吳釗燮主委指出，目前兩岸尚

未簽署「金融監理備忘錄（MOU）」，不宜貿然開放。 

2006.10.17 國民黨與共產黨聯合主辦「兩岸農業合作論壇」，在海南博鰲舉行。

2006.10.18 「兩岸農業合作論壇」閉幕，國共兩黨提出 7項共同建議。 

2006.10.18 中共十六屆六中通過「關於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若干重大問的

決定」指出，貫徹「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基本方針和「江八

點」、「胡四點」；圍繞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加強兩岸人員往

來和經濟文化交流合作，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

地區的經濟發展，推進兩岸直接「三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2006.11.3 陸委會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所謂「不獨換不武」之立場說明指出：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立國家，兩岸互不隸屬是目前的現狀，兩者間

並不存在「獨」或「統」的問題。中國國民黨倡議「台灣不獨、

中國不武」，將兩者並無直接關聯的情況做連結，將兩岸現狀發展

做了倒退性的詮釋，完全漠視台灣 2300 萬人民之權益與台灣人民

對台灣未來發展之決定權。 

2006.11.14 經濟部成立「促進台商回台投資專案小組」，以統籌整合政府各部

會之行政資源，作為台商投資資訊提供、投資機會開發、投資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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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排除等高效率服務品質之協調窗口。 

2006.11.20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APEC 領袖與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表

示，歡迎台灣加入大陸的能源開採合作計劃。 

2006.12.13 行政院陸委會吳釗燮主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建議中國政

府與台灣政府直接對談，而對談不排除政治議題。 

2006.12.14 經濟部發布新聞稿指出，修正「在大陸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

查原則」，並增訂「在大陸地區重大投資案件政策面審查協調作業

要點」，明定重大投資案件之定義、重大投資案件之審查程序、審

查項目、與投資人協調項目、投資人應承諾事項等項。 

2006.12.15 國共兩黨舉辦兩岸青年論壇，並發表《兩岸青年論壇共識》，包括：

加強交流，共同肩負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任；積極推動兩岸經

貿互利雙贏；努力促進兩岸科技發展進步；擴大合作，竭誠服務

兩岸青年成長成才。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