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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與美中競逐

從經濟及軍事實力來看，

中共即將與美國在世界上並列前茅。

處在美國、中共兩隻較勁的大象間，除了小心謹慎，

臺灣又該如何跳出自己的圓舞曲？

地緣政治　美中競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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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林賢參

川普於去（2017）年 11 月首次出訪亞洲期間，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
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讓「印度太平洋」的地緣
政治學概念頓時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避險中共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日印兩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與印度總理莫迪（右）。

（Photo credit: narendramodiofficial, https://www.flickr.com/
photos/narendramodiofficial/28917624003/in/datep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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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批評中共利用經濟或軍事的威脅利誘以屈服他國，企圖限制美國進入印太區域。

川普拋出新地緣戰略概念：

印度太平洋

美國總統川普於去年 11月進行就任以
來的第 1次亞洲行，在訪問日本、韓國以
及中國大陸後，出席在越南舉辦的亞太經

合會議，以及在菲律賓舉行的東亞峰會。

川普於期間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

談，確認兩國將主導建構印太區域的自由

與開放，並採取以下三項措施：（1）法治
與航行自由等基本價值的普及與生根；（2）
透過區域「連結性」（connectivity）的提升，
以追求經濟繁榮；（3）支援相關國家的海
洋執法能力建構，以確保海洋安全與穩定。

12月 18日，美國發表 2017年版《國
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
告，批評中共利用經濟或軍事的威脅利誘

以屈服他國，並且積極致力於南海島礁的

軍事據點化，企圖限制美國進入印太區域。

該戰略強調，為因應中共的挑戰，美國將

增加與日本、澳洲、印度等國的合作。不

過，由於川普的決策風格，導致美國對外

政策的不確定性升高，其印太戰略之虛實

仍有待觀察。

從戰略角度來看，印太概念受到重視，

最大原因在於中共與印度的崛起。追求發

展海權強國的中共，企圖由南海穿越麻六



6 清流雙月刊

地緣政治與美中競逐

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或者是由雲南穿越泰

國、緬甸，分別進入安達曼海、孟加拉灣

以連結印度洋，串聯成為商船隊或海軍艦

隊的「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中繼基地，
威脅到印度在印度洋的影響力、甚至國防

安全。相對於此，印度提出「東進政策」

（Act East policy），積極挺進西太平洋。
其次，從經濟角度來看，印度洋連結西太

平洋海域，是全球貿易不可或缺的經濟大

動脈，其穩定關係到印太區域經濟發展。

其中，位於印度洋西岸、連接紅海和亞丁

灣的曼達布海峽與進出波斯灣的荷姆茲海

峽，以及位於印度洋東岸、連結西太平洋

（南海）的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龍目

海峽、望加錫海峽等，都是全球能源與貿

易海洋運輸的咽喉要道。

日印建構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

2010年以來，中共持續快速擴大軍備，
對外姿態日益獨斷專行，壓縮日印兩國的

戰略空間。具體而言，中共海空軍頻繁地

擴大在西太平洋活動空間，不但在東海壓

縮日本防衛的戰略空間，在南海島礁上建

構軍事據點化，甚至挺進印度洋，在沿岸

建構可提供其船艦停泊的中繼基地，足以

對日本連結中東波斯灣海洋運輸線構成威

脅，也對印度形成包圍態勢，升高日印兩

國對中共崛起的警戒心。

2014年 8月底，印度首相莫迪以日本
為其上任後出訪南亞區域外國家之首站，

與安倍發表將日印提升為「特別戰略性全

球夥伴關係」之共同聲明，表明將繼續深

印太區域是全球能源與貿易海洋運輸的咽喉要道。（Photo credit: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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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兩國外長、國防部長、國安顧問間的戰

略對話，以及兩國外交與國防次長聯席會

議（2+2會議）；其次，在經濟合作方面，
雙方提出「日印投資促進夥伴關係」概念，

雙方設定在今後五年內，將日本對印度直

接投資總額以及日本企業投資印度家數增

加一倍的目標，為此，日本政府將提供包

括政府開發援助（ODA）在內約 3.5兆日
圓的官民投融資，以協助印度民生基礎設

施、特別是印度本土連結東北地區之基礎

設施相關投、融資，而印度將積極改善包

括稅制與金融管制等相關行政措施的投資

環境。由此可知，新時代的日印關係發展，

不僅著眼於安全防衛戰略層面的發展，也

包括經貿投資層面的經濟夥伴關係發展。

2015年 12月，安倍赴印度訪問，與莫
迪發表《日印願景 2025》共同聲明，表明
日印兩國將共同致力於印太區域的和平與

繁榮，揭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新時代。

在安全防衛領域方面，安倍與莫迪簽署日

印兩國《防衛裝配品技術移轉協定》與《秘

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進一步穩固雙方的

戰略與防衛合作關係，並且承諾要採取確

保印太及更廣泛區域的和平、開放、依據規

範的秩序，以及遵守和平解決紛爭、民主與

法治、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航行與飛航自

由等原則；除了日印兩國海軍自 2012年以
來每年定期實施共同訓練之外，莫迪邀請

日本繼續參與美印兩國定期海軍聯合演習

「馬拉巴爾」（Malabar）。其次，安倍與莫
迪為提升與強化印度國內、以及印度與周

邊國家間的連結，將致力於讓印度的東進

政策與日本的「高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政策構
想發揮共振的效果。該構想是安倍於 2015
年 5月發表，表明日本將與各國政府、亞洲
開發銀行（ADB）等國際機關合作，在今後
五年內提供亞洲地區總額約一千一百億美

元的基礎設施投資。

日印建構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往來頻繁。（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右：印度總理莫迪）（Photo credit: 
narendramodiofficial,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arendramodiofficial/22801000568/in/dateposted; https://www.flickr.com/
photos/narendramodiofficial/15099220931/in/datep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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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印共同推動「亞非成長走廊」

2016年 8月，安倍晉三在第 6屆「非
洲開發會議」（TICAD）發表演說，提出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構想，強

調亞洲與非洲兩個大陸、印度洋與太平洋

兩個大洋將是掌握國際社會穩定與繁榮的

關鍵，期待提升介於印太兩洋的亞洲與非

洲的連結性，使其成為帶動成長與繁榮的

經濟大動脈。11月間莫迪訪日，與安倍達
成將日本的印太戰略與印度的東進政策相

結合的共識，強調日印兩國共同主導印太

區域的繁榮與穩定，以及與國際社會合作

以促進亞洲與非洲的產業走廊與網絡之開

發。11日發表的日印共同聲明，勾勒出
日印兩國將推動「亞洲與非洲成長走廊」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建設之
構想。2017年 5月，非洲開發銀行（AfDB）
首度移師在印度召開年度大會，莫迪在開

會致詞時表示，印度將與美日等國合作以

協助非洲開發，並發表日印兩國將共同推

動總額達四百億美元，從東南亞到非洲沿

線建構產業基礎設施的 AAGC構想。

在此會議期間，相關政府智庫發表

AAGC願景文件指出，將透過高品質的基礎
設施整備，把非洲與印度、南亞、東南亞、

東亞、大洋洲等地區加以連結，以改善非

洲經濟，而其重點在於人力資源開發與基

礎設施整備等發展經濟的能力建構，以及

擴大亞非兩洲的製造業基地與貿易。AAGC
是日印兩國將日本的經濟力與技術力，結

合印度連結亞洲與非洲的地緣政經優勢所

研擬的政策構想，從其發表的時機、內容、

以及涉及的地理範圍來看，顯然是為亞非

地區新興國家提供整備基礎設施的另一選

項，對日印兩國而言，在經濟貿易領域上，

可以與中共主導的「一帶一路」與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競逐亞非區域基礎
建設大餅，在政治外交領域上，可以稀釋

中共藉由基礎設施投資而取得對沿線國家

的影響力。

結語

日印兩國合作建構印太戰略，具有戰

略與經濟的意涵。新世紀以來的日印關係，

初期著眼於兩國經貿合作，以及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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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成為改革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席位。但是，隨著中共對外獨斷專橫姿態

日益明顯，特別是中共企圖在印太沿岸建

構船艦中繼基地，威脅到日印兩國在印太

的海洋安全，因而促使以經貿合作為主軸

的日印關係，開始將強化以中共為對象的

安全與防衛戰略合作，做為日印關係發展

的另一項主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印兩國的目

的在於避險（Hedging）中共，而不是單純
地「平衡」（Balance）。近期日印兩國不
約而同地摸索與中共改善關係，企圖透過

對中共「交往」（Engagement），以活絡
日「中」、印「中」經濟關係，畢竟中國

大陸的龐大市場與豐沛資金，是印度發展

成為經濟大國，以及日本經濟擺脫「失去

二十年」夢靨所不可或缺的對象。因此，

筆者認為，日印兩國並非單純地採取平衡

措施，而是結合平衡與交往的避險戰略，

當中共對外姿態趨向獨斷專橫時，日印兩

國的對應措施就傾向平衡的硬避險，當中

共態度柔軟趨向協調時，日印的對應措施

就傾向交往的軟避險。

由相關政府智庫發表的 AAGC願景文件指出，「亞洲與非洲成長走廊」包括四個主要組成部分：能力和技能的提高、高品
質基礎設施和機構連接、發展與合作專案、人與人的夥伴關係等。（Source: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Vision Document, http://
www.eria.org/news-and-views/eria-attends-africa-development-bank-group-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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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政府亞太戰略分析─

劍指中共
■ 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胡聲平

美國川普政府上任已近一年半，其國家安全戰略設計的全貌也日
益明確。從其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觀察，這份揭櫫美
國優先的戰略報告，內含四項主軸，分別為捍衛人民與國土、促進
美國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擴大美國影響力。換言之，川普政府
「美國優先」的意涵，乃從經濟面入手重新壯大美國國力，以鞏固
美國霸主地位。為達此一目標，在亞太區域方面，美「中」雙邊貿
易中被川普認為占盡便宜的中國大陸成為主要開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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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政府亞太戰略分析─

美國亞太戰略的理論分析 

國際關係理論具有提供分析架構與指

引之作用，幫助我們在複雜多變的現實國

際政治中了解真相，不流於新聞式之評論。

從理論而言，川普政府的戰略設計有其西

方深厚的學術理論依據。根據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金德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觀點，國際體系中之霸權國
家可以提供商品、市場、資金與安全等公

共財，並懲罰破壞規則者，故而維繫了國

際體系穩定，此即為「霸權穩定論」。然

而，一旦霸權國家衰落，崛起強權與霸權

國家實力接近時，崛起強權便可能意圖改

變現存國際體系之財富與權力分配結構，

並進而與霸權國家產生衝突，戰爭隨之發

生，這便是以《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

修昔底德命

名 的「 修 昔

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美國耶魯

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保羅‧

甘迺迪（Paul 
Kenndy） 在

《霸權興衰

史》一書中

指出，大國

必須有可使國家不斷發展的經濟基礎。從

近代史來看，西方國家在過去將近五百年

的時間裡成為世界的支配力量，其基礎就

是強大經濟力量。總體而言，經濟實力是決

定霸主地位的根本因素，軍事實力亦具關

鍵性，地理因素也有其作用。

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與川普的國安戰

略設計的關聯是：美國政府驚覺美國政學

界於 1990年代提出的「中國威脅論」已惡
夢成真，中國大陸已具備挑戰美國霸權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一部最早的學者式歷史

作品，「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源自書中對雅典和

斯巴達「不可調和」矛盾的記述，後引申為守成

大國與新興大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

美國 2017年版《國家安全戰略》。
（Sourc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
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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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軍事實力，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在地緣戰略

上於東南亞、南亞及東歐地區嚴重威脅美

國的國家利益，並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中所稱的「修正主義強權」。

美國亞太戰略的外部政策考量

從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歷史軌跡觀

察，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 1895年成為世
界第一，接著美國和德國聯手逐步消解了

英國經濟霸權；其後在教育科技

方面急起直追，建立美國優勢，

消除了英國霸權的重要實力基

礎；隨後建立海軍優勢，迫使英

國簽約承認美英海軍力量對等，

進而取得海上霸權；最後是在二

戰後建立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奪取了經貿及金融
霸權；同時，美國利用反對殖民

主義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澈底

瓦解英國的全球殖民霸權。易言

之，美國在取得世界霸權歷經六

個階段，一是在國內生產毛額取

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分別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此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體，在地緣戰略上嚴重威脅美

國的國家利益。（Photo credit: Tart,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ne_
Belt_One_Road.png）

美國取得世界霸權的六階段

國內生產
毛額取得
世界第一

消解原霸
權國英國
經濟優勢

深植
科技實力

取得
軍事優勢

建立有利於
自身的經貿
及金融體系

澈底瓦解
英國霸權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第六階

取得世
界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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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世界第一；二是消解原有霸權國英國的

經濟優勢；三是深植科技實力以厚植霸權

基礎；四是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五是建立

有利於自身的經貿及金融體系；最後則是

在全球範圍內澈底瓦解英國霸權。

以古鑑今，從美國的歷史經驗來看中

國大陸，吾人可發現，首先，截至 2017
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方面已達美國的

60%，許多國際機構預估最慢在 2026年將
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若以購

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
算，中國大陸早在 2014年成為世界第一大
經濟體；其次，自 1990年代起的近二十
餘年間，中國大陸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

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美國的經濟優勢；第

三，中國大陸已設定「2025中國製造」目
標，大力提升其科技實力；第四，中國大

陸自 1990年代以降，除少數幾年外，其國
防經費均是二位數之成長，其軍事力量已

在西太平洋地區取得與美軍勢均力敵的態

勢甚至享有局部優勢；第五，中國大陸為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創設亞投行，並積極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帶一路各國推行

以人民幣進行國際貿易清算，即在逐步建

構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國際經貿及金融體系；

最後，中國大陸在全球範圍內運用銳實力

（sharp power），利用民主國家體制上的脆
弱性，以文化、經貿等各種強制手段來推

銷中國價值，並貶抑美國引以為傲的自由

民主體制及資本主義制度。

因此，川普在其國安戰略中，除了將

中國大陸視為「修正主義強權」外，在政

策層面，則是在經貿上採取壓迫式談判策

略，自 2018年 3月起對中國大陸採取一連

中國大陸運用銳實力，以文化、經貿等方式來推銷中國價值，在全球大規模興建孔子學院就是其手段之一。（圖片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http://io.ruc.edu.cn/school/displaynews.php?id=1002844；上海外國語大學，http://www.shisu.edu.cn/global/confucius-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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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嚴厲措施，例如對中國大陸國營的中

興通訊電子零組件禁售令，並在 2018年 5
月由美財長率團赴陸談判，提出包括減少

對美逆差 2,000億美元等多項要求。雙方雖
曾一度達成暫停貿易戰的協議，然美國政

府又於 6月下旬考慮對大陸加碼 2,000億美

元的關稅，大陸商務部表示將以「等價」

反擊，未來美中齟齬仍難避免。總體而言，

美國川普政府的一切作為，均意在打擊中

國大陸經濟及科技發展，延緩中國崛起的

速度。此外，美國推出「印太戰略」以抵

銷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美國政界及學界

美國推出「印太戰略」抵銷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此圖為戰略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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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逐步針對中國大陸在美國以孔子學院

來推展其「銳實力」進行反制。

美國亞太戰略的內部政策考量

在內部考量上，川普當然是著眼於期

中選舉勝選與競選連任。與歷史上存在的

霸權相比，美國應稱得上是「善霸」，因

為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同時在二次

大戰後，為了貫徹其對共產政權的圍堵政

策，開放國內市場給同盟國家，冷戰結束

後更形塑「華盛頓共識」推動經濟全球化。

然而，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全球化，固然使

得美國的跨國公司得以在全球進行最有利

的生產資源配置，但亦造成美國製造業外

移，中西部各州中下階層白人生活困頓，

這便是川普崛起並當選總統的背景。

是以川普「美國優先」政策的第一要

務，便是為中西部的中下階層選民創造工

作機會，這亦是川普以低企業稅賦政策吸

引海外美商回流的原因。這種內部考量反

映在川普政府的對外政策上，則是美國不

願再承擔「善霸」的角色，不願再無償提

供公共財，故而他就任第一天就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並在經貿談判
上改採雙邊談判方式，利用美國優勢地位

壓迫小國，取得更大的經貿利益。

川普退出 TPP並不是美國政府在二戰
後第一次食言而肥，美國在戰後建立的布

列頓森林體系採取金本位制度，固定美金

與黃金的兌換率，但 1960年代中後期美國
大量印製美元以支持越戰，造成美元泛濫，

美國黃金儲備不足以支撐金本位制，故尼

克森政府便在 1971年單方宣布廢除金本位
制；至於川普政府要求同盟國家承擔更多

美軍駐紮各國的軍費支出，這在 1960年代
甘迺迪政府亦曾做過。

對臺灣的啟示

總之，在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情況下，

美國川普政府的政策是以國內優先，在戰

略及政策上優先提振美國國內經濟，打壓

並減緩中國大陸崛起的速度，且暫時從「善

霸」此一提供公共財的角色上退卻；在此

情況下，恐不能過度依靠美國。此外，美

國南加大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David C. 
Kang）在 2017年 10月出版《美國大戰略》
一書中指出，東亞區域內中國大陸的鄰國

並未組成聯盟去制衡中國大陸，反而選擇

與美中同時交好的策略，此一現象完全違

反國際關係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期。臺灣下

一步棋該如何走，實須審慎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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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戰略競爭

「新時代」是華府與北京的共同語言，

但是，川普與習近平卻各自賦予不同的戰

略意涵，對川普而言，「新時代」代表「美

國優先」的時代。首先華府在《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大陸為修正型

的強權，企圖挑戰華府的價值與利益，美

國將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確保美國

創新生態系統的優勢，同時，強調經濟安

全就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成分，未來要以優

勢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實力，確保美國在

全球的戰略利益；另一方面，華府的《國

防戰略報告》清楚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

略競爭對手」，確定美「中」兩強的競爭

格局。

接著，習近平在 19大的政治報告中強
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對北京當局而言，「新時代」不只象徵著

國家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更要積極對外

展現中國特色與風格，其中，透過「中國

大談判新時代下的美「中」
戰略競爭與對臺灣的影響

■ 新竹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組長　陳國暉
　 臺灣經濟研究院二所助理研究員　林家逸

川普發起的「貿易戰」，表面上看似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美「中」兩
強的貿易紛爭，不過，深層意涵卻是現有強權與新興強權的戰略競爭，臺灣必
須審慎以對，避免成為美「中」兩強利益交換的籌碼。

虛　之間：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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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2025」的部署，打造具競爭力的製造
業，帶領中國大陸往製造強國之路邁進，

再透過「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提高「紅

色供應鏈」在海外市場的占有率與能見度，

不只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延伸北

京的影響力。

為了確保「兩個百年大計」能夠順利

實現，北京當局積極主張建構「新型大國

關係」，爭取穩定的戰略發展空間，避免

直接與美國對撞，不過，川普的「美國優

先」卻將北京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

明確指出要以軍事、經濟與政治實力來確

保美國利益，其中，透過「貿易戰」干擾、

抵銷，甚至箝制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更是主要手段。 

不只是貿易戰　更是地緣戰略競爭

川普發起的「貿易戰」，表面上看似

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美「中」兩強的

貿易紛爭，但是，華府卻將目標鎖定北京

的頂層戰略「中國製造 2025」。美國商務
部長羅斯（Wilbur Ross）明確指出，「中
國製造 2025是個可怕的計畫」，白宮貿
易顧問納瓦洛（Peter Navarro）也警告，

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中明確指出以美國

優先，並強調經濟安全

就是國家安全。（Sourc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 tps:/ /www.whitehouse.
gov/articles/new-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new-era）



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帶」
是指陸地，包含三個走向

海上絲綢之路 「一路」
是指海上，重點方向為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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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 2025，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

成威脅」，華府官員一系列將「中國製造

2025」議題「國安化」的發言，引起北京

當局的戒心。

就地理上來看，「一帶一路」貫穿歐、

亞大陸，其中，「海上絲綢之路」更與美

國的「印太戰略」重疊，「一帶一路」是

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環節，而「中國製

造 2025」是支撐、引領北京「一帶一路」

戰略的主要驅動引擎，因此，打擊「中國

製造 2025」就等於打擊「一帶一路」，打

擊「一帶一路」就等於打擊習近平的全球

戰略布局，也就等於要粉碎「中國夢」的

實現，對此，北京學者趙錫軍明確指出，

「限制中國製造 2025，無法答應」，向華

府傳達北京無法退讓的底線。

對臺灣的影響

依據美國貿易代表署特別 301調查結

果，美國將就銷往美國價值 500億美元的

產品課徵 25%的關稅，並且直接鎖定被「中

國製造 2025」列為戰略性產業的項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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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路線圖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其中，「海上絲綢之路」

更與美國的「印太戰略」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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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資通訊、機械與航太等，企圖干擾、

箝制「中國製造 2025」的進度。

接下來，華府宣布禁止美國企業向中

興出售零組件，由於中興通訊關鍵性零組件

100%仰賴美國，華府的禁令瞬間使中興通
訊的業務停擺，另一方面，宣布啟動對華為

違反伊朗制裁措施的調查，而北京受到這

一連串措施的刺激之後，也啟動課徵農產

品進口關稅作為反制，貿易戰一觸即發。

除此之外，「中國製造 2025」設定在
2025年以前要達成晶片自製率 70%的目標，

不過，現階段中國大陸無論是關鍵技術，

或者是零組件都處於受制於人的階段，甚

至缺少關鍵技術人才，因此，北京除了持

續提供低廉的資金，鼓勵企業「走出去」

收購海外的指標企業，並且透過商業間諜

的手段，竊取關鍵技術與專利，甚至採取

挖角等方式，確保目標順利實現。

由於「中國製造 2025」受到華府的干

擾與箝制，北京當局積極轉向瞄準臺灣的

半導體技術與人才，同時，加快引導「中」

資企業將經營重心轉移到新興市場，例如

美國聯邦參議院於 2018.6.18以 85票贊同、10票反對通
過恢復對中興通訊（ZTE）的制裁。（Photo credit: Conxa 
Rod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5730976@N06/8514275716; 
United States Senate,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
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cfm?congress=115&session=2&vote=0
0128#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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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與東南亞等，此舉，不只衝擊我國的

經濟安全，更將造成「一帶一路」與「新

南向政策」在該區域的激烈碰撞，抵銷我

國「新南向政策」的執行成效，甚至降低

區域的戰略穩定性。

美「中」大談判時代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新興強權的崛起

過程，將會挑戰現有強權所打造的國際制

度與秩序，而現有強權也會針對崛起的新

興強權採取相應措施，鞏固其霸權地位，

因此，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中國大陸，被

華府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是歷史

的必然。

美「中」兩強的戰略競爭看似難以迴

避，不過，川普的「美國優先」是以利益

為核心，如同，川普說過的「萬事皆可談

判」（Everything is negotiable），未來，只

要是對美國有利的，華府將會持續透過「競

爭」來施加壓力，爭取「談判」的空間，

實現美國利益。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和中國副總理劉鶴於 6/4結束最新一輪談判，以無結果告終。（Photo credit: VOA, https://www.voacantonese.
com/a/us-china-latest-trade-talks-end-with-no-agreement-20180604/4423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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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而言，在高舉「美國優先」的

新時代，美國總統川普的目標是要透過「競

爭」來迫使北京上談判桌，並且在談判桌

上施壓北京讓步，並非要與中國大陸進行

全面且長期的對抗。

對北京而言，型塑有助於實現「中國

夢」的穩定戰略環境，是對外關係的重中之

重，因此，中國大陸持續倡議「建構新型大

國關係」的主張，對於美國一系列的針對性

措施，保持高度的「戰略耐心」，除了清楚

傳達中國大陸「核心利益」不能交換的底線

之外，更派出高層級的代表前往華府進行

磋商，顯示，中國大陸也認知到，除了核心

利益之外，其餘領域也可以透過談判來找

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結論

臺灣位處東亞戰略要衝，地理位置重

要，對臺灣而言，雖然美「中」兩強競爭

有助於提升臺灣的戰略地位與價值，不過，

在美「中」大談判時代的來臨，臺灣要清

楚自己的角色與定位，避免成為美「中」

利益交換的籌碼，近期美國學者藍普頓

（David Lampton）就警告，「川普的印太戰
略，臺灣已經成為被考慮的議題，這點讓

人擔憂」，我國必須審慎應對美「中」大

談判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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