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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峰會與台海有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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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張榮發基金會 6 樓
（台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 6 樓 R602）
議程表
th

April 19

09:00-09:20

Registration 報到

09:20-09:30

開幕致辭
田弘茂（國策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

09:30-11:00

場次一：美日同盟與大國博弈

主持人：田弘茂（國策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
引言人：賴怡忠（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引言人：蘇紫雲（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長）
引言人：宋文笛（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
引言人：洪耀南（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引言人：林穎佑（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人：羅致政（立法委員）
11:00-11:20

Coffee Break 休息

11:20-12:50

場次二：兩岸關係與台海有事

主持人：郭育仁（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引言人：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引言人：范世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陳冠廷（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引言人：王智盛（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引言人：馬振坤（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張其祿（立法委員）
12:50-13:00

閉幕式
田弘茂（國策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

美日峰會共同聲明、美日同盟與台灣
賴怡忠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一份將美日同盟「再全球化」的共同聲明

四月十六日美日峰會發表共同聲明「新時代的美日全球夥伴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由於事前已經有不少報導提到這次聲明會將台海安全列入，是五十二年來的
首次，自然這個聲明是否涵蓋台灣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但細看這個聲明，可以發現這個聲
明除了談到台灣之外，涵蓋面也是包山包海，內容更是遠遠超越一個月之前的美日安全保障
協商會(二加二會議)的共同聲明，不再只是「美日二加二會議」的延續或對其主張的再確認
而已。從內容來看，這個美日峰會聲明的重要性，可能不會亞於 1996 年四月克林頓總統與
橋本龍太郎首相重新確認美日同盟的聲明，當時那個聲明是確立的後冷戰時代美日同盟的地
位，具體終結了所謂後冷戰時代美日同盟無用論的主張，更啟動了一系列美日同盟在後冷戰
時代的改革。我們 應該可以這麼說，2021 年 4 月 16 日美日峰會聲明，類似「美日同盟再
全球化」，或是「美日同盟全球化 2.0」的合作議程。
延續並增加「美日二加二聲明」的內容

觀察美日峰會聲明的結構，可以發現這篇聲明的結構是先從雙邊關係開始，再談到對印太區
域議題的主張，之後就是全球性議題的關注。在雙邊關係與印太區域的部分，不少已經被涵
蓋在美日二加二聲明中，但也有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峰會聲明有關全球性議題的部分，是
二加二聲明並未觸及的範圍，因此可以說是新的東西。
提到如何處理雙邊關係，重申既有主張(例如表示釣魚台被涵蓋在美日安保條約中)，以及解
決部分長期存在於同盟的問題(例如普天間陸戰隊的飛機基地向邊野谷轉移、將部分陸戰隊
從沖繩移到關島等)，之後立即指向中國的威脅。不僅提到反對中國在東海「改變現狀」的
意圖，也重申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非法主張 unlawful maritime claim」。接著強調台海維持和
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兩岸爭議。之後再提到美國與日本對新疆與香港人權議題
的關切。美日承認與中國進行坦誠對話的重要性，以及重申當面表達關切的意願，也承認在
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與中國展開合作的必要。
談完中國之後就是北韓議題，美國在此也強調會關注日本被綁的人質問題。之後談的是四方
安全對話以及尊重東協的重要性。也不忘了談到與韓國形成美日韓三方同盟合作的重要性。
之後就是對緬甸議題的立場。
在全球議題部分，觸及的領域包括全球疫情問題、朝向建構具競爭及韌性回復能力的美日夥
伴關係( launched a new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數位基礎建設上
提到建立「全球數位連結夥伴 Global Digital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要在雙邊合作，也

要共同 G7 與 WTO 等會議或組織上，針對導致貿易扭曲的種種作為採取共同對應(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bilaterally, as well as within the G7 and the WTO, to address the use of
non-market and othe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including viol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excess capacity issues, and the use of trade distorting industrial
subsidies.)。並啟動美日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夥伴合作(Launch US-Japan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以及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改革，以及針對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起始原因的調
查。
這段顯示美日同盟已經變成針對不管是在數位基建、重整貿易秩序、氣候變遷、全球疫情、
與衛生改革等全球性議題的合作夥伴。在這個意義上展現了美日同盟邁向全球化的 2.0 版。
2005 年美日二加二會議讓美日同盟從先前同盟指針上有關周邊有事的討論掙脫，開始朝向
一個會對區域性與全球性議題關注的同盟。這次的峰會聲明則是進一步將關注的議題範圍擴
大，不再只是地理的涵蓋，還包括對全球性議題的主張與立場。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說是
「美日同盟再全球化」，或是「美日同盟全球化 2.0 版」。
對中國維持強硬姿態，對台海情勢發表聲明更是劃時代之舉

美日峰會聲明可看出對中國的態度十分強硬，不管對東海議題說中國意圖改變現狀，或是直
接說中國對南海爭議的主張是非法主張(unlawful maritime claim)，直接表達對新疆與香港人
權問題的關切。比較起來，對台海只說強調和平與穩定，以及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美
日峰會聲明在涉台部分對中國的批評，反而是比較少的。
但不管這個聲明涉台部分對中國的態度如何，台灣進入美日峰會的共同聲明，絕對是重要的
大事。畢竟上一次美日峰會提到台灣是在 1969 年 11 月 21 日，是美國尼克森總統與日本佐
藤榮作首相。當時美、日都沒還與中國建交，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關係，美國與台灣還有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此論及台灣並不是美日外交上的禁忌。而當時會談及台灣不是因
為台海出現衝突，而是與沖繩返還日本一事有關。美國準備將沖繩歸還日本，可是駐沖繩美
軍是美國全球圍堵戰略的重要成分，更與支援還在戰火連天的越戰有直接關係，因此美國希
望確保沖繩返還日本後不會對駐沖繩美軍造成行動上的困擾。日本就是藉由對台灣及其他議
題的公開表述以平撫美方的疑慮，使其不會對沖繩返還的時程帶來變數，特別沖繩返還是佐
藤榮作是為自己最重要的任務，希望在自己擔任首相時可以達成讓日本領土重新完整化的目
標。
但在五十二年後的今天，台灣再度在美日峰會聲明中出現，顯示的不僅是對台灣地位與台海
情勢的關注，也代表美、日對中國行為的高度疑慮，認為需要透過同盟的共同表達。而先前
傳出日本會因為擔心與中國經濟交會受到影響而不願在共同聲明放入台灣，特別是中國外長
王毅還特別致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警告共同聲明放入台灣的後果。但最後日本沒有因為經
濟利益，或是中國外長的威嚇而臨陣抽腿，顯示了大家對中國在台海挑釁行為的高度憂慮，
也顯示中國靠經濟威脅與政治恫嚇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

由於在美日二加二聲明以及美日峰會共同聲明都將台灣放入，峰會聲明還在既有二加二聲明
的涉台文字上，加上「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明顯是針對中國近幾年來以軍事威嚇甚至
威脅以武力解決台海爭議而來。可以看出從 316 到 416 這一個月內中國軍事擴大對台威脅的
力度，已經引起美方相當嚴重的關切。
對台灣部分的發言之可看出有經過特殊處理

這次美日峰會在涉台部分的處理可見其細緻性。首先，即便來自日本與英文媒體多次報導這
次峰會共同聲明會列入台灣，在美日峰會的記者會上，拜登一字不提，菅義偉也沒說什麼，
是在記者會上日本產經新聞記者詢問後，由菅義偉回以台灣議題有討論，講到美日對於台海
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已有共識，這次會議對此也再度確認。(there is already an agreed
recognition over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reaffirmed on this occasion. )。意指台海和平與穩定早就已經是美日同
盟的共識，指是在這次峰會再度給予確認而已，不是這次峰會的新發明。
如果細看峰會的涉台文字(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並與一個月前的二加二聲明
文字(The Minister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相比，
可以發現這次峰會文字多加了「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這句話。但如果與 2005 年美日二
加二會議的涉台文字相比較，又可以發現 2005 年提到的是鼓勵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議題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而這
次峰會「只」提到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沒提到透過對話。但到底這個差異是否真的有其深
意，還需要再觀察。
美日聲明涉台文字的比較
2021.3.16 美日二加二聲
明

2021.4.16 美日峰會聲明

2005.2.19 美日二加二聲
明

The Minister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

WHO 改革與武漢肺炎疫情源頭追查，是否會形成新的「美日 vs.中國」爭議
這次峰會聲明出現美日要共同改革世界衛生組織，以及要對武漢肺炎疫情源頭展開調查等主
張。(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refor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y strengthening its ability to
prevent pandemics through early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detection, and response to potential
health emergencies, and by increasing its transparency and ensuring it is free from undue influence.

We will also support a transparent and independent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free from interference
and undue influence, of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for investigating outbreaks of
unknown origin in the future. )
這段聲明文字顯示美日對於世衛組織的現狀及很不滿意，不僅談及世衛組織本身的能力問
題，還特別提到需要增加透明度，以及確保世衛組織不會受到不當影響。更提到對武漢肺炎
疫情之源頭(及其他不知源頭的疫情)，需有不受阻擾與不當影響的獨立評估與分析。顯然拜
登政府與菅義偉政府都非常不滿世衛組織至今的表現，似乎認為先前世衛組織的武漢肺炎疫
情調查顯示其受到不當影響的程度，因此降低對世衛組織的信任感。
雖然沒在峰會文字直接提到，但所謂不當影響指的就是中國對世衛秘書處的影響，或是世衛
秘書處如何屈服於中國的「說服力」。日後所謂改革世衛一定會牽涉到世衛秘書處與中國的
關係。
此外，美日顯然不太相信世衛對於武漢肺炎疫情起源的調查結論，日後對這個起源的調查勢
必會再度出現，而認為妨礙對起源調查，甚至不願交代武漢肺炎成為疫情過程的就是中國，
美日及其他國家對追查武漢肺炎真相的要求，很可能日後會成為與中國關係的重大爭議，激
烈性部會亞於南海問題。如果美日會進一步談到究責，那爭議必定更大。
菅義偉要到了美國支持暑假辦東京奧運，但未來發展為何？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日共同聲明的最後，出現了一句「拜登總統表示支持日本菅義偉首相在
今年暑假舉辦安全東京奧運之努力(President Biden supports Prime Minister Suga’s efforts to
hold a safe and secur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his summer. )」。這似乎顯示美國願意挺
日本在暑假辦奧運，也顯示菅義偉希望還是照計畫在暑假將奧運辦出來。當然能否舉辦還要
看屆時疫情的發展而定，這也顯示暑假辦奧運可能會成為菅義偉首相的政治罩門，這如呵影
響日本在涉中議題的態度，以及舉辦後日本會如何發展，包括九月底的國會大選之狀況與結
果，也都會有連帶效應。
美日同盟與台海議題的可能互動發展

這次美日峰會聲明破天荒的提到台海之和平與穩定，引發了美日同盟與台海安全關係之討
論。也表示未來談到台海議題，不會停留在美中台三角關係，而會是美日同盟-中國-台灣的
「新三角關係」，不是美日中台的四邊關係。
當美日同盟開始涉入台海議題後，有關台海議題的戰略分析，就圍繞在所謂的「雙重模糊
Double Ambiguity」問題上，包括美國是否援台的「戰略模糊」，以及同為日美同盟一分子
的日本，是否會支援美國的「支援模糊」。前者的清晰是啟動後者的關鍵，但即便美國已經
支援台灣，也不必然表示美日同盟就會被啟動。例如美國動員兩支航母戰鬥群來應對 1996

年三月的台海危機，但美日同盟就完全沒被啟動。而當時日首相橋本龍太郎對於台海危機首
要想到的不是對日本的威脅，而是撤出在台日僑的問題。
1996 年三月出現台海危機，但美日同盟的再定義聲明是在四月的美日峰會發布，顯示在沒
有美日同盟再定義的發展下，美國很難動員美日同盟來處理台海危機，加上自身能力尚可，
因此乾脆自己來，一次動員兩個航母戰鬥群，其軍事動員都是在沒通知日本的情形下發布。
但是現在不太一樣，經過二十多年在「反介入 anti-access」與「區域禁止 area denial」的努
力，以及過去十多年像下水餃一樣拼命投入新式飛彈護衛艦、導彈潛艦以及航母等，中國的
軍事實力的確大幅提升，即便還沒被測試過。但這也使得華府行事更為謹慎，也認為美國光
靠一國之力面對中國可能就會有些吃緊，因此在區域危機出現時，華府有意啟動同盟的期待
就會變高。也因此當美國採取戰略模糊而對協防台灣有所遲疑時，自然會形成其盟友對台反
應的變數。
在這裡，美國在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時如果反應不夠清晰，就無法期待身為美日同盟的日本
能有清楚的同盟回應。
雖然日本有非戰憲法的限制，使其對同盟回應有一定的限制，但過去日本從設置自衛隊，到
海外和平任務的派遣，甚至還出動軍艦去印度洋支援反恐任務，這些一開始都可說與非戰憲
法不容，但日本卻以種種「務實作為」使其成為可能。更中意的是，推動日本逐步走出非戰
憲法限制的主推手，就是美日同盟，特別是透過「美日同盟防衛指針」的修正，導致日本國
內相關法規的調整與對憲法提出新的解釋，以逐步鬆綁過去的限制。因此預測美日同盟在台
海有事時的可能作為，就要分析美日同盟防衛指針的內容及其演進了。
美日同盟防衛指針是在 1978 年第一次設立，當時剛好發生美蘇的冷戰再度白熱化，美日同
盟防衛指針是以此確立對抗蘇聯從北邊入侵日本時，美日軍隊之角色與任務分擔，擊之後所
謂美軍擔任反攻的茅，日本擔任防守的盾之角色。日後所謂日本美日同盟是「專守防衛」之
說，也與此有一定關係。
但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蘇聯從北方入侵日本的威脅消失，反而是北韓發展核武，以及日本
也開始執行以聯合國為主的海外維和任務，既有的指針不再適用後冷戰環境，加上中國在
1996 年以飛彈威嚇台灣的總統選舉，日本週邊的問題反而比擔心蘇聯入侵變得更迫切，因
此有 1997 年第一次防衛指針的修正，當時所謂「周邊有事」問題，就是針對後冷戰時代蘇
聯威脅不再，但以北韓為首要，中國次之的區域不確定性快速升高，可是既有的針對是冷戰
時代對付單一敵人而設計者，無法對應後冷戰時代的區域不確定性，因此出現第一次的指針
修正。
到了 2015 年出現了第二次防衛指針修正，這個修正一方面是 2001 年的 911 反恐，以及
2004 南亞海嘯救災的經驗，發現日本必須回應包括諸如中東、南亞等區域的恐怖主義以及
大型天然災害等挑戰性議題，1997 年的「周邊有事」概念顯然沒涵蓋到上述區域。此外，

中日從 2012 年開始出現釣魚台爭議快速惡化，中國持續派遣機、艦騷擾，甚至進出釣魚台
海域，日本固然感受到中國軍事威脅，但最直接的問題是中國的灰色地帶作戰問題，這對於
清楚區分戰時與平時的美日同盟來說，顯然出現新的挑戰。
第二次的修正甚至暗含對日本憲法的再定義，包括日本不再僅限於擔任後方支援，對於周邊
事態會影響日本國安者，美日同盟 2015 新指針清楚界定日本會需要優先展開反應，也包括
敵人攻擊非日本與美國的第三國時，日本在何種狀況下角色，以及可以採取的對應做為等。
在第一次修正依然存在「美國可以保護日本，但日本在本身未受到攻擊下，不能挺身保護美
國」的問題，在第二次修正後就逐漸走入歷史。
美日同盟防衛指針修正的歷史過程
1978

1997

2015

要處理的問題與

冷戰時代預防蘇

冷戰結束蘇聯解

美日同盟責任與

威脅

聯從北方入侵(美
日同盟從東方圍
堵蘇聯)

體，但北韓核武
與飛彈威脅，中
國對台武力恫嚇

義務不對等、中
國威脅、反恐、
灰色地帶衝突日
烈

角色與任務分擔

日本專門防守為
盾，美國負責反
攻為矛

日本不再專守日
本，而是擴大到
周邊有事。日本
提供後方支援

當確認日本國民
生計會受到重大
威脅，不用等日
本受攻擊，日本
在無其他選項下
可武力回應

重要發展

1981 年日本開始
負責超越日本本
土的反潛作業，
其反潛作業延伸
到菲律賓以北

周邊有事不是地
理概念，是狀態
概念，台灣被含
括其中

灰色地帶衝突回
應，網路攻擊視
同戰爭，當日美
以外第三國受攻
擊時，日本自衛
隊可以基於國益
受威脅而給予回
應

坊間談到美日同盟對台海有事時可能的反應，往往集中在日本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情。有人
說日本只能擔任美軍的後方支援，有人說日本連出動自衛隊都不行，只能加派警力與保安維
持駐日美軍的基地安全。這些批評或是認知都沒有將 2015 新指針的修正帶入考量。這個新
指針修正除了企圖解決 1997 指針將平時與戰爭時期進行截然劃分，導致其無法回應中共展
開灰色地帶作戰的問題，同時也想要讓日本具有更多同盟協助之能力。
在 2015 指針修正上，台海事態很明顯是被計入在 2015 防衛指針修正的 D 部分，「對日本
以外國家的武力攻擊之回應 Actions in Response to an Armed Attack against a Country other

than Japan」。因此日本並非沒有法源導致其在台海有事時無法出動自衛隊，2015 防衛指針
的修正，以及當年下半年通過的新安保法，構成了日本作為美日同盟的一部分，如何回應台
海危機的政策基礎。
當知道指針修正往往與針對的威脅回應有關，現在日本明顯認為北韓與中國構成對日本安全
的兩大威脅，日本更無法接受台灣落入敵對日本勢力之手。早在 1997 年的指針修正，東京
就特別對於「周邊事態法」的討論與定義過程中，保留了在台海有事時的介入空間，即便可
能無法派自衛隊參戰，但這也表示日本在台海有是不會袖手旁觀，而且其主要介入的方式，
應該會是透過美日同盟來處理。
由於 1997 的指針修正，台海事態適用於美日同盟周邊有事的處理範圍，在 2015 的新指針修
正中，不管是灰色地帶作為，或是根據 D 款「對日本以外國家的武力攻擊之回應」，都有
介入的空間。因此當防衛大臣岸信夫在二加二會議中提到要討論自衛隊如何支援美軍的扮演
角色時，到底他腦中想的根據是 1997 指針修正出現的周邊有事條款，還是 2015 年指針再修
正後出現的灰色地帶衝突，或是 201 指針修正內的 D 款，外界無從得知，但顯然所謂日本
自衛隊在台海出現衝突時什麼事都做不了(不管這是低強度的灰色地帶衝突，或是高強度的
區域戰爭)，應該與事實有出入。
因此有關美日同盟在台海有事會做什麼，在這次美日峰會聲明出現後，已經給予可能會扮演
某種角色的清晰訊號，差別在於可以做多少。這也讓台美日關係以及未來要探討的合作議
題，會出現某種微妙變化。

附件，歷屆美日峰會、二加二聲明等涉台文字的整理
一、三月十六日的美日二加二聲明之涉台文字
The Minister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二、在四月十六日美日峰會的共同記者會上
菅義偉在記者會的說明
We also had serious talks on China’s influence ove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at large. We agreed to oppose any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intimidation of others in the region.
日本產經新聞在峰會記者會詢問菅義偉首相以及菅義偉的回答
Q (As interpreted.) Thank you very much. My name is Sugimoto of Sankei Newspaper. The
summit — I believe that China policy was one of the central agenda items, so my question is on
China policy. Both governments consider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aiwa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that had been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at kind of exchange of views were conducted on this matter at today’s meeting? In order to
deter contingency in the Straits, what can Japan do? And what can Japan do, when actually, a
contingency occurs in the Taiwan Straits? Did the Prime Minister explain to President Biden what
Japan can do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nd also, were there discussions o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human rights
issue? Grave concern is shared by the two countries, but Japan is the only G7 country that has not
imposed sanctions on China. Were you able to gain President Biden’s understanding towards such
position?
PRIME MINISTER SUGA: (As interpreted.) As we engaged in an exchange of views over the
regional situation, we also discussed the circumstances in Taiwan and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s well.
I refrain from mentioning details since it pertains to diplomatic exchanges, but there is already an
agreed recognition over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reaffirmed on this occasion.
I also explained Japan’s position and initiatives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to the President, who I think understood my points.

三、2021 年 3 月 16 日美日峰會共同聲明的文字
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四、2005 年 2 月 19 日美日二加二會議涉台文字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
五、1969 年 11 月 21 日尼克森與佐藤榮作記者會涉台部分文字
4.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specifically noted the continuing tension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rime Minister deeply appreciated the peacekeeping effo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area and stated that the securit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as essential to Japan's own security.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shared the hope that Communist China would adopt a more
cooperative and constructive attitude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The President referred to the treaty
obligations of his countr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uphold.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area was also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security of Japan.

美日峰會之評估
蘇紫雲
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長

1.戰略結構
美 國 總 統拜 登（ Joe Biden）與 日 本 首 相 菅 義 偉 舉 行 峰 會，兩 國 聯 合 聲 明 確 立 聯 手
抗 衡 中 國， 強化 日本 國防 、應 對氣 候變遷及 5G 通訊 等領域合 作，其中最 受矚目的 當
屬 台 灣 安全 的聲 明。
正是北京促成了美日安全合作深化，也使華盛頓的台海政策由戰略模糊轉為清晰。ao 美
日峰會主 要 之戰 略意 義可 分 3大 區塊 10重點敘 述如后。

1.1建設性清晰
聯合聲明明確提及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可視為以往台海政策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轉變，筆者以為或可稱為「建設性清晰」(constructive clarity)。主要目的在反制中國

武力改變現狀，但以「台海和平與安全很重要」的外交用語間接呈現，戰略層級表達台海安
全是美日共識的政策準則，也包括日本防衛大臣岸信介則同歩公開表示 「台灣安定對日本、
區域安全都很重要」的訊息。
而拜登政府早先3月3日發布<國家安全戰略綱要>（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便明確指出，美方將支持台灣這個主要的民主政體、關鍵的經濟與安全夥伴，符合美國長期
承諾。
前 國 安 顧 問 歐 布 萊 恩 (Robert O’Brien) 於 2021 年 0112 日 將 < 美 國 印 太 戰 略 架 構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 Pacific)提早解密，文件明確表明將防衛台灣與第一島鏈，此
一提早公開的文件也可視為戰略清晰的調整之一。
台美安全關係法律化。已經將台灣的軍事、外交事務以美國國內法的型式予以強固化，包括
著重台美高層互訪的《台灣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協
助台灣外交空間的《台北法案》(全名為「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依 全 名 起 首 字 母 簡 稱 為
TAIPEI Act）
、以及強化台灣軍事防衛的 《台灣保證法案》(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
皆為走向戰略清晰的重要步驟。

1.2北京促成美日合作
正是北京促成了美日安全合作深化，也使華盛頓的台海政策由戰略模糊轉為清晰， 戰略
目標與手段相違悖是最大悲劇，中共正掉入這樣的自我困境。可以預期，拜登政府的軍事外

交將如高鐵時刻表精準運作，美日峰會後的五月，美韓峰會將接著登場，美國為主的抗共同
盟逐步集結，形成軍事、外交、科技乃至經濟的複合圍堵。中華民國德不孤必有各方相助，
台灣也居印太戰略中關鍵的地緣位置，值此戰略機遇期，政府秉持「遇到壓力不屈服、得到
支持不冒進」的戰略原則。

1.3 共同價值區隔敵我
美日聯 合聲明 也指 出，美日基 於對普 世價值和共 通原則的 承諾，以及 促進包容 性
經 濟 繁 榮的 精神，提出關 於自 由開 放的 印太地區 共同願景。台灣 的民主價 值也因此 凸
顯，包 括 年 初蕭美琴大使於2021年初獲得正式邀請，以外交使節的身分出席美國總統就職典
禮，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民主價值獲得美國跨黨派的肯定與支持。前國務卿彭培奧任內取消「對
台交往準則」（Guideline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候任國務卿布林肯也承諾遵守台灣保證法的情
況下， 台美民主共同價值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走向法律結構的具體保障，也是台灣民

主與地緣戰略結合的具體指標。

2.美中大國關係轉變
2.1制衡北京成為安全主軸
美國在上世紀的90年代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對北京的基本方針為
協助發展經濟包括延長零關稅的最惠國待遇(MFN)，以促成政治的 「和平演變」(peace
evolution)、進一步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大國，如此有利於國際社會的長久和平。「美
國國家安全戰略」(NSS)所明文敘述。但2021年包括拜登總統，以及主要的國安團隊，特別是
國防、外交、情報、國土安全、財政部長，皆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挑戰與威脅。

2.2 陸海權競爭
印太的地緣戰略，結構問題在於陸海權(land/ sea power)的衝撞。中國作為陸權國家並走
向海洋，對周邊國家形成威脅，同時也對第二島鏈進行政治準備以影響南太島國，而在印度
洋緬甸開闢出海口、非洲吉布地設立前進基地，此都說明北京海洋戰略。但過度強調軍力的
運用，且挑戰既有國際法與規則，對既有海權國家自然造成衝突。

2.3 北京「發展利益」強化中國威脅論
同時北京標舉的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也為未來衝突埋下伏筆。種國過去
20年藉美國的經濟讓利享有具大的貿易順差(8成順差來自美國市場)，將經濟紅利轉為擴張軍

備，藉由西方科技提升軍備、地緣戰略則積極的海外擴軍。而針對新疆、內蒙、西藏，以及
香港的政治壓迫則證明中共政權違反人權、基本人性的本質。這都證明中國威脅論的事實，
北京若不調整其政治體制，回復中國民眾的人身權益，勢必面臨更嚴峻的情勢。

3.印太安全的未來評估
3.1民主的共同價值
美國、日本、台灣享有共同的民主價值，尊重人性的尊嚴。此為人類文明的基本，一應的
家庭、社會、經濟活動的最根本保障。也是確保個人、商業獲益的絕對安全，不受威權政府
的剝奪。因此，民主自由就是自由市場的最佳保證，也就是連結國家安全的基礎。

3.2 中國「綠水海軍」2025轉型藍水海軍
中國目前擁有的兩艘航艦，受制於原始設計無法起降預警機，獨立作戰能力有限仍須岸
基飛機支援，無法遠海作戰只能稱為「綠水海軍」
，此為中共航艦打擊群、台海周邊共機若干
戰術組合訓練的主因。但中共在建的第三艘航艦將是正規航艦擁有彈射氣，預估將於今年下
水，2025年服役。屆時共軍將擁有藍水海軍的入門票，真正擁有超越第一島鏈的遠海戰力。

3.3台灣更謙卑維持科技信賴
美日峰會也強調半導體、AI、5G/6G 通訊技術的重要，台灣在半導體享有生產技術優勢，
但仍應更謙卑看待。台美日的半導體合作可以 F1 賽事類比，台灣是最優異的駕駛，車輛裝備
則來自美國、機油、電子化學等材料部品則來自日本，共組成冠軍隊伍。因此台灣應更謙卑
看待科技優勢，並盡速強化科技安全的法體系，以維持信賴才能繼續享有優勢。

3.4強化國防才有話語權
美國、日本、乃至加拿大高階官員都公開支持台灣安全，情勢整體對台灣有利，但在國
際體系的結構下，實質的防衛能力才是話語權的保證。因此，台灣需嚴肅看待國防資源的投
入，以人員維持費為基準，則台灣國防預算應在4,500億台幣的規模方為最小且合理之投資(約
GDP2.5 %)。
對照以色列、乃至新加坡將國防預算視為政府支出的最高優先，台灣的政治文化應重行
思考。不對稱戰力是正確方向，但其核心為 「不對稱成本交換」(asymmetric cost-exchange)。
主要為兵火力的投資，面對共軍享有的數量優勢以及祝漸增加的質量優勢，因此成本較低的
精準導引彈藥，可以快速獲得、大量部署、提升防衛戰力的「彈藥先於載台」的不對稱兵力
整備途徑，相當適合戰略守式的台灣便是值得思考的方向。如此可使台灣充分發揮自我防衛
能力，進而提高盟邦對台灣的信心，將可在總體戰略態勢形成建設性的正面發展。

美日同盟與 QUAD
宋文笛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
美日同盟為美國歐亞大陸戰略的核心基石；有美日同盟，則四方安全對話有了槓桿，而美國
打造的廣義西方聯合統一陣線便有發展的基礎。以美日同盟為基礎，來看四邊安全對話的未
來發展，依然是正數多於負數。負數乃 Quad 內部成員對於面對中國挑戰的不均速，包含
美日之間依然呈現美國積極性略強於日本的格局。然而正數是，即便如此，在美日同盟堅不
可摧的堅實基礎上，其他各國便有更多實質和直接或間接參與四邊安全對話的信心
(confidence) 和管道 (channel)。
美日峰會，台灣提與不提，都不妨礙台灣是重點

日本首相菅義偉 4 月 16 日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峰會，成為拜登入主白宮後，首位迎接的外
國領袖。拜登一方面是成全即將面臨選舉的菅義偉，二方面美國也藉由此人情，誘引日本政
府在台海議題和印太安全的戰略參與，走向更加主動而清晰。
訪美之前，各界施壓日本，希望菅義偉更加大膽地在和拜登的會談議程中，討論台灣，甚至
希望進一步在會後的共同聲明中納入日本將台海安全穩定視為嚴重的關切等詞彙。
果如此，誠然將是錦上添花，然而即便最後選擇意會而不言傳的方式處理，亦無礙於日本在
印太戰略和四方安全對話中的足跡日益擴大。
三月中旬的美日 2+2 會後的聯合聲明中其實明示，日本早已經走出其周邊。聲明指出，美日
同盟乃屬於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安全及繁榮的基石 (“U.S.-Japan Alliance remains the
cornerstone of peac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言下之意，美日同盟
的潛在有效範圍並不僅限於東海或西太平洋。
美日同盟的理論適用範圍和實際適用範圍

既然美日同盟對於整個印太地區適用，則一來，這解釋了為何聲明中明確表達了「美日雙方
的外長以及防長皆強調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而無須迴避台灣的潛在敏感性
(“The Minister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二來，美日同盟的適用程度 (applicability)，到底是指日本會做到戰略動作三部曲中的「嚇
阻、防禦、強迫」 (deter, defend, and compel) 中的全部，還是只適用於一二者？這難免會影
響到日本對於台海安全乃至於印太戰略的參與方式。然而即便日本只意在參與「嚇阻」潛在
修正主義國家，一旦嚇阻失效而戰火不幸點燃，依然很難想像日本能夠置身事外。

即便日本現階段內部畫下紅線，只準備對美軍提供後勤支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潛
水艦 U-Boat 主動攻擊 (表面上維持中立實際上暗助協約國的) 美國的補給船隻亦可知，一
旦發生戰事，在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的迷霧」 (fog of war) 以及軍事升級螺旋 (escalation
spiral) 的雙重影響之下，恐怕難免面臨「樹欲靜而風不止」局面。
美日同盟和 The Quad 的實質擴大潛力

以美日同盟為基礎，來看四邊安全對話的未來發展，有正數亦有負數。從正面看，其他夥伴
國中，根據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指出，澳洲社會對於北京觀感持續向下修正，中高
層軍事交流多有中斷，而由於中方對澳洲貿易制裁越演越烈，澳洲商界共識亦逐漸和政界走
向合流，包含原應依賴中國原物料需求的澳洲礦業大亨 Andrew Forrest 的 Minderoo
Foundation 亦發出對中國批評。
另一邊廂，印度相對進展慢。新德里堅持自冷戰以來的第三勢力「不結盟運動」傳統其來有
自，新德里參與四方安全對話的同時亦不妨礙它參與金磚國家峰會 (BRICS Summit) 和上海
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等北京主導的多邊機制。在美中之間拉一派抗
一派，審時度勢靈活轉向，似乎是印度的方略。
即便是回頭看日本，東京距離北京最近而地理上戰略縱深亦最缺，以至於對於對北京聯合避
險方面，日本依然稍微不如美國和澳洲積極和直接。
四方安全對話：不完美，不妨礙

然而這些並不妨礙大局。美日同盟本身的堅定，使得四邊安全對話即便內部並不均速，卻依
然有足夠的內核以及資源存在。進一步言，四邊安全對話的多邊形式，又為其他不願意直接
刺激中國，又意圖以低調形式為西方聯合對華避險陣營做出貢獻的價值觀相近國家，提供了
掩護。
舉例言之，英國自去年底便屢屢釋出希望加入四邊安全對話的信息。 4 月 5-7 日，法國海
軍主導，組成了相當於 The Quad Plus One 的「拉佩魯茲」五國聯合海軍演習 (La Perouse)
於孟加拉灣，除了美國、澳洲、日本之外，印度也首度參加。這些跡象又進一步對於美日同
盟和東亞價值觀相近國家的互動，提供了信心和契機。4 月 2 日，被原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
主任車維德 (Victor Cha) 稱為「同邊而不同盟」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的日本和
韓國，在美方主導之下，舉辦了美日韓的國家安全顧問級三方會談，促進戰略互信和議題同
步化。其次，日本又於 3 月 22 日，和歐盟之首德國簽署「情報保護協定」，並且方於 4 月
14 日舉辦日德雙邊 2+2 會談，一方面深化上述協定精神，二方面亦為中共海空演習大幅活
躍於東海及南海之際，為四方安全對話打氣。
總上所述，美日同盟是美國歐亞大陸戰略的核心槓桿。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經濟體的結盟，其
本身的可信性以及豐沛資源，為成員之間對於中國議題大致「同心而不同速」的四方安全對

話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四方安全對話雖然本身成員出力不均，其多邊形式卻又為引入印
太區域之外的外援，尤其是歐洲民主國家，提供了極佳的平台。古諺曰「君子不責人所不
及，不強人所不能」，四方安全對話的現狀雖不完美，卻依然能在在戰略層次對於設定議
題、集中資源、建立合縱陣線方面發揮積極功能，而美日同盟便是其核心基石。

中美對抗下周邊國家的選擇
洪耀南1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一、

前言

2021 中國與美國位於阿拉斯加的外交會談，美國與中國在外交會談上針鋒相對，美國展現
強硬的措辭與外交手法，使中國備感壓力之下憤怒發言，在外交會場以毫不修飾的語言強硬
回應。美國利用外交場合激怒中國外交官，中國代表楊潔篪的發言中，”美國有美國式的民
主，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對抗對美國沒有好處，我們中國是挺得過來的”充滿民族主義
的內容，證實美國所激怒與挑起的，其實是源自於中國歷史上興盛與衰敗過後的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維繫政權重要基礎，從毛澤東到現任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都利
用民族主義解面對國內施政與國際外交。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提出民族統一戰線，就是民族主
義的濫觴。建政後民族主義，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合法長期統治中國的基礎，超英趕美與中國
人民站起來，都是民族主義的口號。習近平上任後，效仿毛澤東大力推行民族主義，中國夢
就是民族主義的包裝，而中國夢也成為中國現行的民族主義。
二、習近平的民族主義

習近平接任中國國家領導人以來，國內政治實施民族主義以中國夢與強國夢，搭配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使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發展有榮譽感與使命感。國際外交也以民族主義外交手段，
以中國回復過往歷史大國定位的外交手段，強調平等外交與中國式外交。習近平在理念與制
度上，遵行毛澤東思想甚至完全一致，奠定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定位與權力合法性。毛
澤東思想已是 70 年的思維，中國此時的國內局勢與國際情勢已大不相同。但現任中國領導
人還是遵循思想，使中國至今仍採用老舊的政治思維，領導一個新世代的國家。以老舊的思
想價值，面對一個新時代的國際社會。衝突與誤解，往往來自於彼此的陌生。習近平奉行的
思想，使得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更加的陌生與不理解，使中國國際形象越來越模糊。毛澤東思
維之下，中國內部權力鬥爭不斷，以黨領國、以黨領軍的現象更加明顯。
中國外交在國際突發事件之下，習近平思維與毛澤東的一致性，也讓中國領導人的決策與判
斷，更容易猜測與識別。毛澤東思維的剖析與探討，可以成為研究中國共產黨施政與走向的
重要依據。習近平的思維建構，則是建築於毛澤東之上。這樣的治理思維不但欠缺原創性，
也容易陷入固守與僵化，在執政不穩之下，中國會走向獨裁與極權，以保衛習近平權力核
心，習近所稱之改革，在延續老舊思維之下，更是顯得遙遠與不切實際。習近平窮極一切，
力圖成為中國史上現代的毛澤東。但毛澤東終究成為歷史上的毛澤東，而習近平則難以成為
中國夢上的習近平。美國在經歷多次國際事件的交涉之後，對於中國在國際事件中利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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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宣揚中國國家形象已習以為常。中國利用民族主義，用以應對國際的壓力，而失控的
民族主義時常會演變成民粹主義，帶有強烈排外與仇視感。
三、美國操作中國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

從過去經驗當中，中國在國內操作民族主義，就會把一些國外企業或人趕出中國，近期新疆
棉事件或反韓反日造成抵制韓貨貨日貨。而中國官方公開操作，就會令其他國關係生變，尤
其是對鄰國的海域和領土主張、加上中國每年以二位數成長的軍備、對台灣不斷升級的威
脅，對周邊國家都產生壓力，所以無論在領土上或經濟上的衝突就會加大，敵意就會上升。
過往美國極力避免與中國的國際事務協議，演變為民族情感介入的政治事件。但中國領導人
多次利用，使美國在最近的國際事件中，不但不會避免中國領導人操弄民族主義，反而利用
中國操作民族主義時，所演至負面觀感作為使用的工具。中國民族主義演至的民粹主義，從
國內內政到國際外交，都具有強烈侵略性以及破壞性。美國面對中國的民族性，採行放任與
漠視，讓中國的本質顯露，使亞洲各國對於中國的不信任感提升，對中國防備心加深。美國
從防備中國民族主義到放任中國民族主義發展，使中國歷經多位領導人所經營的形象毀於一
旦。中國和平崛起的外貌，與一帶一路政策下的形象，都在習近平跟隨毛澤東的民族主義下
徹底失敗。中國現在所展現的是，一個帶有侵略本質的社會主義極權國家。對於國際秩序的
干擾與威脅，正隨著習近平的權力集中而增加。
四、周邊國家

1、日本 2021 年十月國會改選，除了奧運是菅義偉連任的重大指標以外，首相過去甚少提起
的台灣問題，如今因日本國內反中氛圍增加，菅內閣目前頻頻提起台灣。
2、韓國 2022 年四月總統大選，今年四月份的補選，執政共同民主黨大敗，除了內政以外，
親中也成為失敗的原因之一。
3、菲律賓總統大選 2022 年五月，反中成為各組候選人競爭的籌碼。
4、馬來西亞的反中成為選戰主軸。
5、斯里蘭卡大選過後。
五、結論

拜登放棄川普的單邊主義，重返國際組織，透過聯盟形成對中國的包圍或對抗，如何刺激中
國的民族主義，自然成為美國拉盟友的方式之一。中國越操作民族主義，中國人仇外與排外
性越高，自然就是把周邊國家推向與美國結盟，如日本、越南、澳洲都成中國的敵人，成為
美國的盟友。
習近平需要民族主義穩固政權，拜登需要中國民族主義來獲得盟友，中國民族主義成為中美
的共識，也是順勢而為，更是拜登上台對中國打出第一張王牌。

近期印太軍事動態與中共演訓概況觀察
林穎佑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l

前言

隨著 2021 年春季的到來，共軍的相關演訓行動也持續增溫，對我國影響最大的便是在周
遭空域的飛行以及隨著 055 萬噸級驅逐艦的陸續成軍，許多的海空操演都陸續進行（如近期
中共航艦的操演），也造成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特別是在我國與美國所簽訂台美海巡合作
備忘錄後，其背後象徵的意涵是否有可能更進一步衍生其他合作與外交突破的可能，都會有
許多想像空間，自然會是中共關注的目標。
l

近期共軍空中武力行動觀察

需注意的是，無論中共對台政策是否有調整，軍事威脅始終未曾停止，即便無利用軍機
直接飛越中線，但在我國西南防空識別區的飛行，無論是在架次或是機種上都與過去有所不
同，最明顯的就是在機種的搭配上，殲擊機、轟炸機、電偵機、電戰機與預警機的編隊飛行
也代表了解放軍空中武力從過去的「國土防空」逐漸轉變成為「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外
向型部隊。這些都可從近期的軍事行動中觀察。
而在共機的飛行中也可以注意到，這些機種來自不同機場，但不同機種與掛載的裝備不
同都會對空速有所影響，如何在固定的時間與空域集結並完成操演科目的要求，這些可能才
是共軍近期空中武力展示的主要目的，至於空中兵力與地面的指揮，以及不同機種間的互動
與整合，這些都須持續關注。此外共機所飛行的地點，也正好多在東沙島與台灣本島中間，
其飛行路線也與共軍一直以來強調的「圍點打援」有關，甚至是在控制東沙島之後，配合台
灣北部與東北部的共軍航空母艦（自北部戰區南下）對我國展開包圍。
l

近期中共海軍行動之觀察

而在 2021 年 4 月初，解放軍的航艦航空母艦戰鬥群也有許多動作，需注意的是這次納編
的軍艦，不完全都是北部戰區軍艦，也有部份是來自於東部戰區（太原艦及黃岡艦），原先
共軍的航艦戰鬥群並不屬於任何一個艦隊，未來應也是會採取此種策略，以任務地區為導向
納編其他戰區的艦隻以特混編隊的方式進行作戰任務，而由於航艦的特殊性，航艦平時則是
直接由共軍海軍管轄，未來隨著其他航艦的陸續成軍，航艦編隊是有可能更以常態化的方式
出現在印太區域。
在近期共軍海軍的活動中，055 萬噸型大型驅逐艦都有伴隨出海，對於共軍海軍來說 055
的意義除了御前帶刀護衛之外、其也能發揮長弓手的作用，此次與遼寧號組成戰鬥群，最大
的意義應在遼寧號本身就是以訓練為目的的訓練艦，是以俄國舊船體為基礎加上中共自製的
電子系統所建造的拼裝船，這次的航行主要目的還是在於演練與 055 的搭配戰術演練。畢竟
由於先天航艦設計的限制，共軍航艦無法與美軍一樣作為對海陸的攻擊主力，而是做為直接

掩護艦隊的空中兵力。而 055 其在作戰系統上，與航艦的整合程度，特別是在與其他軍種的
系統整合是否能達到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要求？在 2016 年的軍改後，共軍依循「戰區主戰、軍
種主建」的指導原則，在經過數年的操演之後，是否真能成為現代化能打仗、打勝仗的部隊，
都是外界觀察之處。如在 2021 年 2 月中共海軍編組的「175 編隊」其中便納編了空軍、火箭
軍及戰略支援隊部隊，這也說明未來共軍作戰在聯合作戰上是會以戰區聯指中心為主。
l

共軍軍演的政軍意涵

需注意的是共軍的行動往往成為中共對外表態的主要工具，特別是對美台互動的反應。
其中有可簡單分為：1.政治大於軍事的飛越中線。2.軍事意義大於表態的 ADIZ 附近的飛行。
3.單純作為外交回應的近海火砲射擊。戰機飛越中線最具體的就是在美國現役官員來台以及
賴清德訪美時，對於中共而言，此為挑戰其底限之作為，必然需要有回應。但事實上，台海
在兩岸防空系統的監控戰機的飛越多半是政治效益大於實質軍事效益，甚至在作戰上不如在
西南空域的飛行。共機近期密切的飛行應已常態化，透過這些飛行來經營周遭的戰場環境，
並持續對我國進行騷擾，藉此消耗我軍戰力。這些飛行應已經在共軍的先前規劃中，但在對
特定事件時（如美方發言或是台美的互動），有可能會藉由架次與飛行路線的調整來表達對
事件的反應，是作戰與宣傳都能兼具的行動。至於單純發出航行警告通告的近岸火砲射擊，
其則是單純的對內宣傳與對外回應的行動。
l

小結：超越印太地區的新戰略？

可觀察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為應對共軍的行動的互動，已經超越印太國家的範圍，英、
法、德。有別於過去川普的作為，當前拜登政府傾向透過區域合作的方式來維護印太地區的
穩定。特別是在聯合軍演中，可看到美國與其他國家航艦的演練，以及與印太周邊國家的海
空軍力進行演訓，其中的假想敵自然便是共軍，過去中共強調的打航母，自然也會是現今美
國與印太盟軍所套用的作戰模式，若能在戰時能重創共軍航艦自然能對共軍造成沈重的打擊，
自然也能將共軍勢力封鎖在特定區域。可以觀察到美軍核子潛艦在日本整補、共軍演訓時美
軍與他國部隊的聯演也從未停止，如美菲的「肩並肩」聯合演習、美日印法的多國聯演習可
看出其對印太的重視。但這些演習是否會成為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常態化運作？在美日韓高
層的互動後，美國的對中戰略方針是否會調整？或是即便在雙方都不願升高緊張局勢之時，
若雙方各自內部的政治盤算下（如習近平在其後第三任期的問題上，勢必要掌握軍權或是以
解放軍的行動做為其穩定內部的籌碼），不得不以對外較為強硬的態度來作為對內表態的作
為？但在雙方互動之時，如何避免誤判情勢，或是對中共的軍事行動做出過度的解讀，反而
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畢竟，如同孫子兵法所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我們不能奢望
敵人會犯錯，但唯有作好最壞打算與最好的準備，才能臨機應變。

中共對台空中威脅
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共機「遠海長航」從 2015 年開始，2017 年十九大之後共機擾台的次數增多，共有六條
路線，擾台為實，共機不見得是全面「繞島」。該階段共機不是每個月都擾台，有時幾個月
不來，但來時可能連續。共機從台灣西北東部戰區機場或西南南部戰區機場起飛，或循原路
返航，或局部擾亂台灣東部空防。中國對台灣空中威脅屬於逐步序列行動，確保戰略優勢，
不致造成台灣「比例性報復」，或美國及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然而，中國發動此種衝突的
性質是蓄意的、算計的，在一段時間之後，將取得台灣周邊空域明顯的牽制力。中國雖具侵
略性或傾向使用武力特色，但偏好屬性模糊的，不是接觸性的戰爭，從 0（平時）到 1（開
戰）的光譜，但避免兩端。中國最終目標是「擾台」、「耗台」，雖少有越過海峽中線，但
超過 70 年的台海中線默契被打破，是否會在政治想要「可控」，卻發生「不可控」的軍事
意外，兩岸均面對同樣的軍事風險。
中國的「灰色地帶衝突」採取一步步、漸進方式，逐漸改變現狀，避免升級到武力作
戰，跨過早已建立的紅線，既改變現狀，又讓己方不必承擔被武力、經濟制裁、國際羞辱的
風險。「灰色地帶衝突」本質上是強制、侵略性本質的行動，但蓄意不跨過傳統軍事流血衝
突的門檻，釀成國與國或台海兩岸的戰爭。修正主義強權如中國、俄羅斯最傾向使用「灰色
地帶衝突」，在爭議領土獲得利益，取得不必透過戰爭，就可取勝的目標。中國運用「灰色
地帶衝突」的實例，頻繁出現東海、台海、南海。2020 年，63%日本戰機緊急升空以攔截共
機，次數雖較 2019 年減少，主因是針對共機特定機種才升空攔截。2020 年 10 月前，共機
跨越海峽中線 49 次；6 月起頻密出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西南角，國軍空軍在 2020 年可能出動
超過 4000 架次戰機，因應共機的消耗戰。
2019 年 4 月 15 日，共機空警 500、轟 6K、運 8、蘇愷 30 及殲 11 等各型機多架，由中
國南部陸續出海，飛經巴士海峽朝東南航向西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航」訓練，除轟 6K 續
向北經宮古水道飛返駐地外，其餘共機循原航線飛返駐地。2020 年，共軍將「繞島巡航」
改稱「戰備巡航」，9 月 18-19 日，轟 6K 兩天進出台灣西南角防空識別區，殲擊機則在海
峽中線來回誇越，明顯將西太平洋想定拉近到台灣海峽上演。2021 年 1~4 月，共軍多種殲
擊機搭配轟 6K 的大機群（最高一次達 25 架次），有 4 次進出台灣防空識別區。值得注意
的是，超過 80%擾台的共機機種是運 8 不同類型的反潛、技偵、遠干或通信對抗機。
共機擾台的原因有多重，北京樂於看到外界找出的各種理由，發揮心理戰的威脅。日本
在東海緊急升空攔截，台灣在西南角攔截反制、防空飛彈追監，美國除關切呼籲之外，軍機
也增加到台海周邊、東南海的次數。國軍在空軍攔截、廣播驅離、戰艦與防空部隊，以經常
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捍衛台海上空，應是全世界極少數任務最繁忙的海空軍部隊，
需要立法委員認真看待。

2021-22 兩岸關係趨勢
范世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一、

習近平恐對台「動手」造成美國挺台更具體

3 月份有三件事都與福建有關，而福建與台灣僅有一海之隔，距離僅 470 公里，所以似
乎是劍指台灣。首先，是習近平於 3 月 22 日至 25 日訪問福建，這是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後他
第一個出訪的地方，所以別具意義。雖然習近平此行主要是遊山玩水，包括南平市的武夷
山、星村鎮燕子窠茶園、朱熹園等，而且只巡視了武警部隊而沒去解放軍，但仍有濃濃的政
治味。
其次是王毅在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於武夷山下的福建南平市與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
（VivianBalakrishnan）、馬來西亞外長希山慕丁（Hishammuddin Hussein）、印尼外長勒特
諾（Retno Marsudi）、菲律賓外長陸辛（TeodoroLocsin Jr.）見面。「人民日報」的一則貼
文說：「別忘了，只要從福建穿越海峽就到台灣，他們向台灣展現有這麼多國家支持中
國」。為什麼王毅不在北京見面，卻選擇了福建，也是南平市？
4 月 3 日王毅與南韓外長鄭義溶的廈門會談，也是福建。因此，王毅是否特意選在福建
傳達這些各國外長，如果中國對台有所軍事動作，希望他們不要介入，作壁上觀，則值得進
一步觀察。
特別是當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在 4 月 5 日從宮古海峽穿越，在台灣附近海域訓練，
共機也頻頻擾台，使得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提早在 4 日經麻六甲海峽進入南
海。這也是「羅斯福號」今年以來第三次進入南海活動；而美國軍艦「麥凱恩號」驅逐艦
（DDG-56）在 7 日「例行」通過台灣海峽，顯示對台灣安全的高度關注。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7 日也對中國強硬的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石，美
方注意到且高度關切中國在區域內的持續脅迫作為，包括針對台灣。在支持如「台灣關係
法」所反映的美國長年政策下，「美國仍保有能力，能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灣人民安全、社
會或經濟制度的武力或其他脅迫行動」。普萊斯強調，美方會持續與盟友夥伴合作，支撐彼
此在印太區域共享的繁榮、安全與價值，這也包含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由此可見，中國對台灣的蠢蠢欲動，美國已經有所警覺，動作也越來越多；只是對於台
灣來說，如果中國不再只是軍艦或軍艦繞台，而是有更進一步的作為，美國還只是美艦或美
機繞台？還是停留在口頭上宣示要保衛台灣？美國必須超前部署的是習近平可能忽然頭腦發
燙的突擊台灣或離島，則美軍是否來得及馳援？美艦與美機駐守台灣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

特別是當王毅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 3 月 20 日與布林肯、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進行對話，結果不歡而散後，王毅馬不停蹄的從 24-30 日走訪了中東六
國，包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聯酋、巴林和阿曼。可見中國正在佈局東南亞與中
東，這當然是針對美國。
二、

拜登派特使陶德來台凸顯對台保證

美國前聯邦參議員陶德（Christopher Dodd, D-CT）、兩位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
（Richard Armitage）與史坦柏格（James Steinberg）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於 4 月 14 日來台
訪問三天。
一開始大家只知道陶德與總統拜登的交情匪淺，所以應該是受拜登所託來台；加上因為
他沒有任何官銜，卻搭乘行政專機，讓外界覺得這不是單純的「私人行程」。
果然陶德在 15 日與蔡英文在總統府會面時說，台灣是美國的重要夥伴，今天應他的老
友拜登總統請託。由此可見，陶德果然是銜拜登之命來台的「特使」。這可以說是 1979 年
台美斷交後的第一次，凸顯台美關係的深厚。事實上，國務院亞太局台灣協調處白丹利處長
也隨團而來，凸顯此訪問團絕非所謂的「非官方」。
陶德指出，前來重申美國對臺美關係的承諾，也顯示美國跨黨派對台灣的支持。因為阿
米塔吉曾經是小布希擔任總統時的副國務卿，屬於共和黨；史坦柏格是在歐巴馬擔任總統時
的副國務卿，屬於民主黨。
陶德特別指出「拜登政府是值得信賴的朋友，我有信心拜登會協助臺灣拓展國際空間，
並支持臺灣積極投入自我防衛，拜登政府也會尋求進一步深化美臺之間既有的強健經濟聯
繫」。由此可見，因為川普政府相當挺台灣，所以台灣人多數支持川普連任總統；甚至認為
拜登擔任副總統時與習近平互動熱絡，所以當選總統後會親中而與台灣疏離。拜登顯然非常
瞭解台灣人的這種心態，因此特別透過陶德表達台灣人應該信賴他，不要誤會他。
當天晚上，蔡英文在官邸宴請陶德訪問團成員，我方出席人員包括副總統賴清德、總統
府秘書長李大維、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外交部長吳釗燮、國防部長邱國正及的行政院政務
委員鄧振中。
從這個名單來看，邱國正參加顯示晚宴主題是有關台美軍事合作與台灣國防安全；鄧振
中參加則顯示台美的 TIFA 與 BTA 談判正在積極推動，因為他負責對外貿易談判。
就在 14 日陶德率團訪台當天，中國海事局 宣布從 15 日到 20 日，要在台灣海峽近廣東
南澎列島進行實彈演習。這個時間點忽然宣佈演習，凸顯中國對於陶德率團訪台的不滿。

美日介入台海衝突之可能性
陳冠廷
台灣世代智庫執行長

美國與日本介入中國對台侵略的可能性，與台海衝突實際發生的機率呈現反向連動的關
係。換言之，美日對中的應對能力越強，中國發動侵略行動的可能性越少。反之，缺乏有效
對台海衝突的應對能力及意願，將降低北京發動侵略所將面臨的風險，促使中國單方面創造
既成事實，並藉此避免與美日發生直接衝突的情況下，短期內併吞台灣。正因如此，儘管
美、日、台越趨公開的合作立場，在防禦立場上扮演關鍵角色，但為提升此立場的可信度，
三方都需要加強自身在此區域對於台海衝突的應對能力。有三種作為，能在實現上述目標的
同時，避免加劇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透過增加海上執法合作、增加台軍、美軍與自衛隊的協同作業能力，以及隨時保持三
方擁有一清楚且一致的底線。同時，在執行這三個作為時，保持與中國軍隊的熱線溝 通渠
道，以免誤判情勢。關鍵的是，軍事的協同作業能力、海上執法合作與清楚持守 的底線，
並不需要被公開強調-一方面留給北京顏面使其有足夠空間進行政治操作;一方 面清楚地向其
傳達美、日、台的三方合作，是有效且真實的。
增加美日介入可能性並減少中國侵台行為的可能性，其實是一體兩面。增加公海的執
法合作，特別是在台灣附近與周邊的海島，是影響中國戰略計算的方法之一。三方海 岸巡
防隊的存在與執法機關的行動不但向北京釋放明顯的訊號，且得以震懾北京單方 面創造既
成事實的意圖。最近，中國使用其漁船隊大舉入侵「灰色地帶」的漸強攻 勢，為此海域帶
來了新的現實，即中國之有效佔領。在此情況下，若美日台能深化其 在海上執法的合作，
便意味當中方海上行為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現場反應的友 方船艦會更多，進而防止
中國以蠶食鯨吞的方式，逐漸獲取對此海域的控制權。
3 月 23 日由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蕭美琴與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 Ingrid Larson 成
立 的海巡工作小組，就是適當的反制措施。該備忘錄必須盡快配套預算和執行方案來實
踐，使台灣可以盡快派出船艦，開始(或繼續)對海上非法行動進行阻絕。屬台灣管轄範 圍
內的離島或者是日本的沖繩島，均可作為此些海上行動合適的集結、整備點，並須 將反制
目標鎖定於抽砂船與非法漁船等類似的灰色地帶行動者。針對這些船隻一致、 有效且反覆
的阻絕行動，將促使中國反應。考量到中國新的出台的海警法，它不僅允 許中國海上執法
單位解除外國組織興建的構築物(有可能在南沙群島)它還賦予其強 迫驅離外國政府船隻的
權力(第 21 與 22 條)，因此，與中國清楚表達此些行動的本質 與目的，是至關重要的。美

國、日本與台灣必須成為該區持久存在的力量，而非只是 公開宣示支持遵守現有規範，但
缺乏手段及效果。
允許海岸巡防隊使用武力手段，並非是特殊的情況，然而第 21 與 22 條卻威脅中國周邊
鄰國的專屬經濟海域，大幅度提高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為防止實際的海洋掌控，國際 社會
必須增加地區的海警行動(CSIS, 2021)。權力有向真空的趨向性，同樣的論點可 用於中國海
軍，它可以表示他此些對他國海域具脅迫性的作為，只是在填補勢力的真 空。表面上屬於
民用的船隻跟中國海上民兵與人民解放軍海軍船隻的組合，呈現特殊的地區安全挑戰，牛軛
礁便展現這一點。中國透過佔領改變現狀，從而混淆國家主權與專屬經濟區，合作夥伴能以
增加的執法行動，減少中國能力擴張的負面影響。中國的例子顯示，「在場」的存在是關鍵
的，甚至決定性的。這樣的存在不用公開強調，否則會引起中方不滿。然而，這個立場可是
海洋現狀的改變，需要與中國跟周邊國家的互動策略融為一體。
台美日之間增加的軍事協同作業能力也是創造防止中國使用武力干涉台灣事務的必要
成分。國務院發言人 Ned Price 最近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十分堅定的」，並且 美
國將「維持由來已久對台灣的承諾」。他進一步「勸告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 交與經
濟所進行的打壓手段，反而建議與台灣的民選代表進行具有意義的對話」。美 國這樣公開
的支持很重要，但北京不但時時刻刻在評估美國能否保護台灣的能力跟意 圖，也分析美國
同盟有沒有類似的能力。
由於對台灣模糊的策略，實力更加重要。早在 2010 年，美國決策者與分析家提倡中美
之間所謂的「大交易」，意思是美國為了中國在南海的讓步而放棄台灣(Glasser, 2010)。儘
管此種論點是極端的，但這類的策略性討論在民主制度下出現並不意外， 不管政治環境，
提高持續存在的應對能力，是極為重要的。日本自衛隊、美國軍隊與 中華民國國軍的合作
是影響中國評估海洋戰略時的力量乘數。由於這個原因，最近美 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奥斯
丁與日本岸信夫在東京的會議，便是提供兩國執行威慑力量的重要步驟。雙方同意若發生跟
台灣有關的危機，美國與日本應配合行動協調。不公開配合的細節，不等於沒有適當地準
備，只要在這些在檯面下進行的準備行動持續進行，中國便會持續意識到美日同盟的實力跟
意願。重要的是，在擴大軍協同作業能力的同時，於合作時不可完全扼殺中國的外交行動空
間，不然過於強調合作的本質，反而有害三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在危機之下保護美國利益的
自衛隊是合適的例子，不用在公共領域強調這一點。
日本戰略研究論壇研究員 Grant Newsham 為台美日未來的軍事合作勾勒出絕佳的藍
圖，並描繪了在未來幾年後，台美日軍事合作的情形。此視角從聯絡官的交流開始， 也可
以包括在關島共訓空軍或於該地區的海軍。賑災與防災是有利於多方的中立領 域，因此三
國可以追求在此些領域上的合作。這樣的協同作業能力，將成為防止中國勢力的絕對關鍵。

若無這樣威攝勢力存在，中國就有可能認知到自身在此區域擁有較 為集中的軍事力量，而
美國與日本支離並遲鈍的反應，不足以影響中國的行動，屆時 公開呼籲國家合作，支持台
灣的宣言，反而會被中方視為空洞的威脅。
值得提出的是，美國與日本討論應對大規模的台海危機是必要的，但小規模摩擦、衝
突事件是每天都會出現的。3 月 23 日共機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就包含可以使用核武器的
轟-6 轟炸機。台灣也已在評估後決定，由於無法應對每次的侵入，派出戰機監控前 來騷擾
的中共軍機，因此優先選擇使用反空導彈來驅離。此例顯示，北京要投石問 路，改變台灣
空軍於海峽行動的現狀。台灣與美國空軍針對入侵的共同反應將會成為 兩國已準備好共同
防禦決心之重要展示。倘若美國想要知會中國，美國有能力且將會 保護台灣，便應該與台
灣共同應對低強度的威脅。
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最近表示，台灣安全是日本安全的紅線。他的說法是對的，不
但是對於日本，而且對美國、澳大利亞與其他位於印太地區的國家而言，一個友善、民主自
由的台灣，是此區域一個重要戰略資產，若失去台灣，就會完全顛覆東亞的權力平衡，從而
為美國、日本與其同盟國造成戰略上顯著的缺陷。在創造對中威慑力量的策略選項中，除了
一般的海上執法與軍事協同作業之外，明確溝通、界定底線，是台美日防禦立場的原則之
一。這些聲明要儘量在中國得以管理國內輿論的前提下表達。
美國介入台灣危機「是否誘發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義務」的問題已經存
在，也涉及到美國、日本與台灣的總體能力(Taylor, 2020)。由於台灣、澳大利亞與 日本互
相依靠海洋貿易，使得避免台灣海峽爆發衝突，成為上述國家的共同利益。許 多國家，包
括日本與澳大利亞在內正在面對的艱難抉擇。宣示跟台灣有關的底線，是 否會導致來自中
國經濟報復的擔憂?這個概念很有可能是對的。然而，這樣的聲明也 屬這些國家的長期利
益，以免進一步加劇海上貿易線遭受威脅的情況。這些聲明可以 與中國私下提出，再加上
與中國軍隊的溝通，進而避免誤判或讓中方丟失顏面。對於 中國海洋政策的反制策略應該
強硬但私下進行，並且要有理念相同國家的支持。若可 以透過私下管道對中國進行施壓或
倡議合作，那麼就能得到比可能加劇中國民族主義 的公開聲明更為有效的結果。
清楚的底線也可以阻止台海的兩岸發生有仇必報的零和競爭關係。針對中國的行動採
取更加強硬的應對方法，也帶著將威慑關係變成中國動機的風險(Chen et al., 2017) 若台、
美、日能釋出清楚且在目標和認知上團結一致的訊號給中國，那便能降低誤判情勢的可能
性。

若要各國一致地配合關於「台灣紅線」，那麼便存在許多需要處理的地緣政治現實。
中國透過暴力兼併台灣的情況，不危害美國最關鍵的國際利益(因應自身生存促使美 國必須
反應)，然而對於日本並非如此，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屬於美國關鍵的利益 (Blackwill,
Zelikow, 2021)。在這個架構之下，無論是向台灣提供設備、孤立中國經 濟還是具備共同應
對戰爭的能力，美國與日本應維持應對升級衝突的能力。雖然美國 可能不用定義需要保衛
的兩岸問題底線，但仍需要中國理解到，地區的勢力平衡是美 國的關鍵利益，美國也願意
與地區同盟國一同保護權力平衡。
美國與日本應對台灣海峽與附近海域危機的能力，跟實際發生類似情況的可能性，有
著反向連動的關係。除了呼籲團結的公開宣示之外，增加海洋執法的合作程度、軍事
協同作業、操演能力及私下的底線與策略目標的聲明，都是向中國創造實質威慑力量
的必要條件。實際的能力與作為，而非僅僅表達意圖，才真正得以維持地區的和平與
秩序。

Potential for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aiwan
Strait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Taiwan NextGen Foundation, CEO Chen, Kuan-Ting
The potential for US and 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case of Chinese aggression towards Taiwan
has an inverse relation to the chance of the attack actually happening — that is to say, increased
response capability and readiness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Chinese aggression. Likewise, a lack of
credible response capability decreases the perceived risk that Beijing faces and encourages the
pursuit of a fait accompli, whereby Taiwan is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C without conflict
with the US and Japan, or aggressively incorporated in short notice. Therefore, while public
statements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ar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US-Japan-Taiwan defense
posture, all three nations need to increase their region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lend credibility to
their position. They can do so without escalating tensions with China through increased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ncreasing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US, Japanese and Taiwanese military
and self-defense forces, and by conveying clear and consistent red lines for all three nations
privately. All three of these options need to be paired with increased military to militar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 in order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Crucially, increased military
interoperability,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clear red lines do not need to be publicly
emphasized — leaving room for Beijing to save face and maneuver politically, while also receiving
the signal that tripartite cooperation is a credible reality.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US-Japanese intervention and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Chinese
aggression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 increasing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n the high
seas, particularly around Taiwan and its surrounding islands, is one way of influencing the strategic
calculus of China. The presence of tripartite coast guard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will not only
send a clear signal to Beijing, but increase the overall presence in the region, deterring a fait
accompli. Recently, the increased assertiveness of the PRC’s grey-zone fishing fleet has flooded
regional waters with a new reality, that of effective Chinese occupation. Increased cooperation
means more hulls on the scene when illegal seagoing operations break UNCLOS, thus preventing
minor “gains” by the Chinese in maritime control.
The Coast Guard Working Group, signed March 23rd by Taiwan’s TECRO Representative BiKhim Hsia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IT Managing Director Ingrid Larson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needs to be followed up by a coherent budget and
mode of operation, so as to to put hulls in the sea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begin (or continue)
operations.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perhaps Okinawa could serve as good mutual staging points
for these operations, which need to target gray-zone actors such as sand dredgers and illegal
fishermen. Consistent, effective, and repeated interdiction of these ships will evoke a response from
the PRC — and given its new Coast Guard Law, which allows for not only the removal of
structures built by foreign organizations (perhap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but forceful removal of

foreign government vessels (Articles 21 and 22,) clea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 about the
nature and objectives of these operations is crucial. The US, Japan, and Taiwan need to be an ever
present force, rather than one that merely reacts with calls for obeying the rules based system
publicly, but has no effective presence in the actual territory of concern.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force by a coast guard is not unusual, however Article 21 and 22 do
pose a threat to the PRC’s neighboring EEZ’s and great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To
prevent de facto control and policing of these seas,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needs to have more
maritime police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CSIS 2021). Power abhors a vacuum and the argument
could be made that the PRC naval forces are simply filling in a power vacuum. The combination of
ostensibly civilian vessels with Chinese maritime militia and PLAN ships presents a unique
challenge to regional security — as is being demonstrated at Whitsun Reef. The ability of China to
obfuscate violation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by changing the de facto
situation through maritime occupation is one that can potentially be negated through increased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by partner nations. As the PRC has shown, presence is crucial, and at times,
decisive. This presence need not be emphasized publically — a stance that would likely agitate
China. Rather, it can be a de facto change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on the high seas that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to China’s strategy in engaging with its neighbors.
Increased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US, Japanese, and Taiwanese armed forces is also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reating the real deterrence necessary to stave off an armed intervention by the PRC
into Taiwan’s affairs. As recently stat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Ned Price,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the US will “maintain it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s to
Taiwan.” The statement further “urge(s)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and instead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aiwan’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State 2021). This public support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important — but
Beijing is analyzing whether or not the US and its allies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efend Taiwan as
much or more as they are analyzing the will of the US to do so.
Capability is even more important given the ambiguous doctrinal policy towards Taiwan — as
recently as 2010, US policymakers and analysts have advocated for a “grand bargai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PRC, whereby the US gives up its support for Taiwan in return for conces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lasser 2015). While radical, these types of policy discussions are not surprising
in a democratic system — which makes an ever present response capability,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climate,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cooperation of the Japanese Self-Defense Force, the US
Armed Forces, and the ROC Armed Forces is a force multiplier that changes the calculus for the
PRC in its surrounding maritime environ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US
Defense Secretary Lloyd Austin and his Japanese counterpart Nobuo Kishi in Tokyo is a step
towards providing a credible deterrent — the two agreed that the US and Japan should coordinate in
the event of an incident surrounding Taiwan (Nikkei 2021). The fact that the specifics of how such
coordination would happen were not aired publicly is not necessarily a sign of unpreparedness — as

long as these preparations are happening in the background, the Chinese are surely maintaining a
level of awareness of US- Japanese capabilities. It is important that while military interoperability is
expanded on, the US- Japan-Taiwan cooperative group does not leave China no diplomatic space,
thus overemphasizing the nature of the cooperation could be detrimental to all three countries’
interests. A Self-Defense Force capability to protect US maritime assets during the event of a crisis
is an example of a route to heightened capacity that does not need to be emphasized in the public
domain.
Grant Newsham, Research Fellow at the Japan Forum on Strategic Studies makes an excellent
outline of what US-Japan-Taiwan military to military cooperation could look like in the coming
years, a vision that starts with exchange of liaison officers, but could also include joint air training
in Guam, or naval training anywhere in the region (Newsham 2021). Disaster relief and prevention
is a domain of mutual interest that is also politically neutral and could be pursued. This
interoperability is absolutely crucial to providing a credible deterrent to China — without which
China may decide that it has greater force concentration in the region and that a fragmented,
fumbling, and delayed response by either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a reliable chance
of impacting Chinese operations, at which point public calls for cooperation and commitment to
Taiwan will be ignored as saber rattling.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ile discussions on US-Japanese cooperation in the event of a full scale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necessary, coercion on a smaller scale is happening on a daily basis
already. On March 23rd, the largest air incursion by China yet took place, which included nuclear
capable H-6 bombers. Taiwan has already decided that it cannot respond to every air incursion with
a fighter escort and so has opted to target these fighters with anti-air missiles instead. Clearly, this is
an example of Beijing both testing the waters and also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of air opera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 joint response to these incursions by Taiwan and the US Air Force would be a
significant demonstration of readiness for mutual defense.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convince
China it has the will and capability to defend Taiwan, it should do so by responding jointly with
Taiwan to relatively low level threats as they arise.
Yasuhide Nakayama, Japanese State Minister for Defense, recently called Taiwan’s safety a red line
for Japan. He was right to do so — not only for Japan, but for the US,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Indo-Pacific, a friendly Taiwan is a strategic asset who’s loss would trigger a complete
reordering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which would put the US, Japan, and their allies at a
significant disadvantage going forward. In a separate but related effort to create meaningful
deterrence, alongside gen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military interoperability, the clear statement of
red line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n effective US- Japan-Taiwan defense postur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these statements should be made in a forum that preserves China’s ability to manage
internal public opinion.

There is already a question of whether US involvement in a Taiwan crisis “would trigger
Australia’s obligations under the ANZUS alliance,” which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as to the total
capacity of forces aligned with the US, Japan and Taiwan (Taylor 2020). Taiwan, Australia, and
Japan are also mutually reliant on sea trade and therefore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avoiding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onundrum faced by several nations, Japan and Australia included, is the
perception that an official statement of red lines on Taiwan would trigger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repercussions from the PRC. This is likely correct. However, it would be in the long term interest of
these countries to make such statements, so as to avoid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the stability of these
shipping lanes. These statements could be privately addressed with the PRC, in conjunction with
military to militar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 to avoid both miscalculations and loss of face.
Policy towards PRC maritime behavior should be stern but private — and backed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like minded nations. Both pressure and cooperation can be advocated privately to more
effect than public statements which exacerbate nationalism.
Clear red lines may also prevent a tit-for-tat dynamic that is seemingly developing surrounding
Taiwan. The tougher response to allied actions by the PRC carries the risk of transforming a
deterrence relationship into one of compellence for the PRC (Chen Et Al. 2017). Sending a clear
and united signal about tripartite objectives and standards for contingencies related to Taiwan can
prevent miscalculation.
Several geopolitical realities exist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 order to coherently coordinate red lines
on Taiwan. The violent takeover of Taiwan by the PRC is not a threat to the US’s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ones in which the US would be compelled to respond for existential reasons,) however
this is not true of Japan — and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the PRC does fall within US vital
national interest (Blackwill, Zelikow 2021). In this framework, the US and Japan should maintain
the ability to escalate the conflict as necessary, whether that be through resupply of Taiwan,
economic isolation of China, or even the capability to jointly respond in the event of general war.
While the US may not need to draw a bilateral red lin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hat it is
absolutely obligated to defend, it must first make China aware that the overall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gion is a vital threat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at it is prepared to act in concert
with its regional allies to defend this balance of power.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o respond to a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surrounding seas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likelihood of such a contingency taking place. Beyond
public statements of solidarity —increased coordination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military
interoperability, and private statements of red lines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credible deterrent to the PRC. Actual capacity, rather than stated intentions, will maintain peace and
order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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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美日安全合作
馬振坤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一、美日首長會談與中共反應

日本首相菅義偉日前訪問華盛頓並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談，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強
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聲明並且提到，「雙邊就中國的
行動影響印太與世界和平繁榮交換意見，關切中國不符合國際規範的行動，包括經濟與其它
脅迫行為」，「美日認知到威懾以維持區域和平的重要性，反對任何單方面破壞東海現況的
行動，對中國聲索南海主權表達異議，重申基於國際法的航行與飛越自由。
拜登和菅義偉並在會談結束後的聯合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均提及美日將共同應對中
國帶來之挑戰。菅義偉表示，美日領導人在會議中彼此就中國對印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的影響
力有嚴肅對話，雙方都反對任何試圖以武力或脅迫手段改變東海與南海現狀，以及對區域內
其它地方進行恐嚇的意圖。另外，菅義偉也提到，他跟拜登談到區域的情勢時，有談到台
灣，美日兩國均同意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拜登則強調，美日將致力共同合作應對中
國帶來的挑戰，包括東海、南海與北韓，以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在拜登和菅義偉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隨即前往位於台灣花蓮外
海 110 公里的與那國島視察，並且在視察時表示，「對我國安全保障來說也好，對更加安定
的國際社會來說也好，台灣的安定很重要」，透露出日本與美國合作共同牽制中國在此區域
擴張之立場。
中共則在美日聯合聲明公佈後，隨即由中共駐美大使館回應稱，台灣、香港和涉疆問題
是中國的內政，東海、南海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這些問題關乎中國的根本利益，
不容干涉。中方對美日聯合聲明相關言論「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必將堅定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共同時批評，美日上述的相關言論，「已經完全超出雙邊關係正常
發展的範疇，損害第三方的利益、損害地區國家相互理解與信任、損害亞太和平與穩定。明
明是企圖在亞太地區搞分裂、搞針對別國的『小圈子』，卻冠之以『自由開放』，實在是莫
大的諷刺」。
中共對美日首長會談批評不假辭色，顯露出中美關係在拜登總統就任至今並未改善川普
政府時期惡化的情況。在與菅義偉會面同時，拜登總統同時派出特使分赴台海兩岸訪問，一
方面由拜登的好友前參議員陶德率團搭乘專機訪問台北，與蔡英文總統及相關國安高層進行
閉門會議，獲得台灣方面熱誠歡迎接待；另一方面拜登派遣美國氣候特使凱瑞前往大陸訪
問。但凱瑞一行人未能獲允前往北京，僅被安排飛往上海與中共氣候變遷特別代表解振華會
晤，且是在下塌飯店中以視訊的方式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面。中共
如此安排到訪的美國總統任命的氣候特使，無異是刻意貶抑凱瑞此行之重要性，展現出中共
中央並不企求儘速與美國改善關係的態度。中共官媒對於凱瑞的到訪亦極為低調，強調凱瑞
訪問的規格僅至中共國務院生態環境部，包括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凱瑞到訪一
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僅說「沒有可以提供的資訊」，還強調凱瑞是受生態環境部邀請，
要記者自行向生態環境部詢問。大陸官媒同一天則是報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與法國總統馬克
宏、德國總理梅克爾舉行三國領導人氣候視訊會議。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對於美日聯合聲
明則是大加撻伐，宣稱美日聯合聲明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原則。中方

要求美日嚴肅對待中方關切，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立即停止損害中
國利益。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更警告，美國不要打台灣牌，這是一張危險的牌。台灣問
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和退讓的空間。一個中
國原則是中國的紅線，中國絕不允許「跨線」行為。
有趣的是，在中共刻意冷落凱瑞及譴責美日聯合聲明後，卻仍與代表拜登總統的凱瑞達
成共識發表聯合聲明。宣稱中美將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以及中
美兩國堅持攜手並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此顯示中共雖刻意淡化凱瑞到訪並
抨擊美日聯合聲明提及台灣、香港及新疆問題巷，但仍希望能藉由國際事務合作來改善兩國
關係。
二、台海情勢

台海緊張情勢上升的情況依然不變，美中、兩岸間軍事角力之頻率有增無減且強度增
加。美國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與中共遼寧艦編隊同時出現在南海北部區域，雙方最近時距離
僅約 400 公里，皆處於對方火力攻擊範圍內；共機持續常態性侵擾台灣 ADIZ 西南空域，共
艦活動亦增多，共軍機艦呈常態性在台灣周邊海空域活動，且愈趨接近我國領海外緣。
共軍在台海區域依然無主動製造事端之意圖，在美軍機艦接近時，並未採取強勢驅離手
段，與以往在東海、南海應對美軍機艦經常採取的空中、海上近距離接近之危險動作操作模
式不同。但共軍機艦卻藉美軍機艦接近機會，更頻繁且以貼近實戰方式操作對美軍作戰之實
戰化演訓，例如日前羅斯福號向南海北部海域移動時，共軍出動大批機艦於我國 ADIZ 西南
方海空域進行模擬對美航母編隊進行海空聯合打擊之演訓，當日共有 25 架次共機侵入我方
ADIZ，包括可攜帶攻艦飛彈之轟 6K、殲 16、擔任空中護衛之殲 10C、擔任空中指管平台之
空警 500、以及執行反潛任務之運 8 等。
美軍機艦較以往更密切監視共軍在台灣周邊區域活動之情況，展現確保台海安全秩序穩
定之立場，以平衡中共在此區域軍事擴張之舉動。但是美軍亦針對共軍機艦活動採取更趨近
實戰之應對措施，包括 4 架由沖繩基地起飛的 F16 戰機在 KC135 提供空中加油下飛至巴士
海峽後返回沖繩基地之演練等。
國軍本諸不挑釁不畏戰原則應對共軍機艦侵擾，日前亦明確表達將以領海基線向外 30
浬之距離作為我國空防之底線，共機侵擾我周邊空域若不聽警告持續接近我方領空至 30 浬
處，國軍將依規定採取具體反制措施確保我國空防安全。
由上可知，在台灣周邊區域活動之美、中、台三方皆無引戰意圖，但三方卻逐漸升高應
對衝突之軍事準備，顯示三方皆存有衝突可能在無預警情況下出現之預期心理。在此預期心
理下，美中台三方在台灣周邊海空域之軍事活動皆提升警戒層級至可因應隨時爆發衝突之備
戰層級，台海局勢緊張更趨惡化之惡性螺旋依然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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