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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與會學者，每位與談人有 15 分鐘時間發表文章，而後有 15 分
鐘 Q&A 時間。該場次主持人保留縮短或延長每位學者講評時間之權
力。

l 會議進行中，請勿隨意起身走動，並關閉您的手機，或轉為振動模式，
以免打擾到會議的進行。

l 吸煙有害身心健康，本會場以及大樓全面禁止吸煙。

l 若對主辦單位國策研究院以及今日會議有任何疑問以及指教，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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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荊元宙（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王智盛（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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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中國政策預測
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2011 和 2012 年，美中兩國副領導人拜登與習近平至少會晤八次。2011 年 8
月，習近平陪同拜登前往四川，在四川的一所高中一起打籃球。2012 年 2 月，習近平
訪美，拜登陪同前往洛杉磯。2013 年 12 月，拜登訪問北京，習近 平已是中國國家領
導人，提到希望美國軍機不要飛越中國在東海劃設的「防空 識別區」，拜登回覆依據
國際規則，美國 B52/B1 轟炸機可照常穿越。拜登提到 「新型大國合作」(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cooperation)需要建立在信任之 上。根據被任命為印太事務協調官坎博
(Kurt Campbell)的回憶，拜登對習近 平的評斷是「強硬、講究實際，質疑美國的權力，
且堅信共產黨的優勢，將會 讓美國有得忙的」。
拜登認為外交重於軍事，對中國的政策(對中國高關稅維持與否、對中國 制裁與
否)，不能以美國一己之力，而是儘可能聯合友盟的集體立場的呈現。拜 登對中國的政
策思維是競爭與合作(coopetition)並存。2019 年 9 月，坎博與 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
的蘇利文(Jake Sullivan)共同撰文，主張美國與中國可 維持既挑戰又共存的關係，必要
時對抗但要避免災難性的結果。他們主張加強 美中的危機管理、強化美國的嚇阻能
力，需要更多的溝通機制來避免衝突，以 讓雙方在意外事件發生時，得以迅速澄清對
方的意圖。北京官員與專家看法 是，未來四年中美關係是「合作式競爭」，期待兩國
「維繫在『可控競爭』狀 態」。
拜登與中國合作勢必透過對話、協商機制，恢復過去小布希、歐巴馬時代 年度的
「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有高度的可能 性。拜登反對美
國在海外的單邊軍事行動，為武力使用設立多項前提，國內的 條件是需涉及重大生存
利益、目標清楚可達成，美國民眾知情、國會批准等， 國際條件則需要外交與盟邦、
聯合國的支持與參與。這些前提，若無拜登政府 的危機預防與管理，將會給中國有潛
在冒險與挑釁的空間。
拜登認為即使在中國國力威脅下，美國仍能繼續領導世界。他以美國加上 其他民
主國家的 GDP 超過全球 50%，加上中國內部的腐敗、人權迫害、高科技 威權主義，
美國在全球環境、勞工、貿易、科技、透明度制定與形塑規則，完 全是有可能的。但

是，拜登也認為中國在高科技上投資可能領先美國，在能 源、基礎設施、科技上的能
力建構，將使美國瞠乎其後。面對比前蘇聯更具威 脅的中國挑戰，集聚威權主義、消
費主義、全球野心和高科技等要素，拜登呼籲恢復美國重新領導、重建美好之外，坎博
與蘇利文提到美中若能管理風險，並不需要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軍事主導地位，提到中
國對美國的挑戰，若能促使美國超越自我，放下黨派惡鬥，則可使美國免於衰退。這些
看法顯然有些樂觀。
拜登與習近平均期待美中能進入合作的面向，氣候變遷可能是兩國的切入 點，這
也讓北京找到有利的籌碼。凱瑞(John Kerry)成為談判的特使，他與拜 登同為參議院同
事、擔任過國務卿，成為新政府超級的閣員，能否受到現任國 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
顧問蘇利文、印太事務協調官坎博的更宏觀的協調，將 是一項不確定因素。
拜登任命人選絕大多數有聯邦政府的行政經驗，且多是歐巴馬政府前任官員。這屬
於建制派的思考，不像川普政府任命閣員較為反建制。拜登的閣員任命速度極快，要就
定位進入施政軌道也比較順利。若拜登政府要回歸領導地位，就必須著眼以能見度高、
能有明顯效果的政策，少強調「自由國際秩序」的抽象理論，多展示有解決切身問題、
預防危機的能力。
雖然拜登與坎博過去主張因應台海緊張時，採取「戰略模糊」的立場，但台 灣周
邊的情勢變遷，顯然有需要思考此一政策能否繼續有效。「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與研究員塞克斯 (David Sacks)在 2020 年
9 月「美國對台灣支持需更明確」(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
一文，主張放棄「戰略模糊」的政策。隨後 引起網路的一連串辯論。
哈斯與塞克斯的答覆是「戰略明確」有其前提:美國避免表達對兩岸分歧 解決最終
方式的立場;強調必須是和平且雙方同意的方式;遵守它的「一個中 國」政策(避免對台
灣主權問題持有立場，且不贊成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部分，但也不支持台灣獨
立)。他們建議的步驟是，由於在台海危機發生時分 秒必爭，美國總統可事先要求國會
的授權，使其採取行動的權限變得很明確。 「戰略明確」只靠聲明是不夠的，美國必
須加強嚇阻的手段，在印太地區增派 海空軍部隊，加強分散軍力的部署，加劇中國因
應計畫時的複雜程度。拜登要 改善美中關係，但首先要做的是，不能讓他的首場外交
危機來自中國。

中國如何看待拜登政權
范世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2016 年 11 月 8 日美國總統投票結束，「選舉人團」於 12 月 19 日投票，確認共和
黨的川普正式當選。由於 12 月 2 日川普與蔡英文通上電話，造成中國高度憤怒，因此
川普與習近平直到 2017 年 2 月 9 日才首次通上電話。
而去年 11 月 3 日美國總統大選投票落幕，民主黨的拜登當選，12 月 14 日「選舉
人團」投票，確認拜登正式當選，但習近平與拜登在一個月後的今天仍未通話，顯示中
美之間的矛盾並未因為川普下台而改善。

ㄧ、中國大打崇美者顯示中美關係不樂觀

「新華社」在去年 12 月 16 日發布一篇署名「辛識平」的評論文章，題目是「崇美
跪美的軟骨病得治！」，據了解這是習近平身邊文膽所寫文章，代表習近平的立場。
該文指出：「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散布種種崇美跪美論調：或艷羨美式民主自
由，或吹捧美國人權現狀，或誇大美國制度的修復能力。更有甚者，竟然大開腦洞讚嘆
美國的抗疫能力」；「崇美跪美者，往往是逢美必捧、逢中必貶…信奉外國的月亮比中
國圓，對自己的父母之邦卻極盡詆毀唱衰之能事」；「説到底，一些人在精神上還沒有
站起來…思想上患了軟骨病，在鬥爭中甘當投降派」；「一些人天真地認為，以利益換
安全，靠妥協求自保，只要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就能換來相安無事…哪裏還有一
點中國人的氣節和血性！」；「對那些數典忘祖、助紂為虐的《跪族》，必須堅決鬥
爭，戳穿其畫皮，消除其影響，不讓錯誤價值觀蠱惑人心」；「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
事，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子不會彎」。
這篇文章是在拜登確定當選總統之後發表，表示習近平幕僚在與拜登幕僚接觸之
後，發現並不如中國許多高官的期待，就是拜登會停止川普執政時期對中國展開的「貿
易戰」與「科技戰」、限制中共黨員訪美與清查這些黨員在美國的財產。因為中共黨員
越是高層，越多子女在美國，越多財產放在美國，他們期待中美關係和緩，但習近平要
告訴他們不要天真了，中美還是尖銳對立；幫美國講好話就是「崇美跪美」。

二、解放軍在南海軍演凸顯歐巴馬路線復活

解放軍海軍從去年 12 月 30 日起舉行三場為期 10 天的軍事演習，地點在中國南部
沿海水域；包括中國自主設計製造的「山東號」航母和「075 型兩棲攻擊艦」都參加這
次大型海上演習，這場演習也是拜登確定當選總統之後。
根據解放軍的內部人士對香港「南華早報」表示，此次演習已計劃了一個多月，除
了顯示習近平並不想向拜登「示好」而暫停演習外，也顯示拜登會遵循歐巴馬的「重返
亞洲」政策，特別是在南海的積極作為，特別是 2015 年美國支持菲律賓在「國際海洋
法公約常設仲裁法院」，針對中國所強調的「南海九段線」以內為中國領海之主張提出
仲裁；2016 年 7 月仲裁出爐，結果是中國的主張無效。由於拜登的國安與外交幕僚，
很多都是在歐巴馬擔任總統時也在相關單位工作，所以未來拜登的國安與外交政策也很
可能依循歐巴馬的路線，特別重視中國在南海擴張的問題。所以中國在南海軍演，也等
於是向拜登叫板。

三、「抗中挺台」仍是美國政策與主流民意

1 月 14 日媒體報導，拜登將任命資深外交政策專家坎貝爾（Kurt Campbell）擔任
白宮國安會新設的「印太事務協調總監」（Coordinator for the Indo-Pacific），這個位子
不但高過國安會的亞洲資深主任，反而將領導中國事務、南亞事務、東亞暨大洋洲事務
等三位資深主任，直接向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負責。
坎貝爾在克林頓總統時期擔任國防部的亞太副助理部長，親自參與 1996 年的台海
危機；歐巴馬總統時期則擔任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參與「重返亞洲」政策，由於他
對於亞洲事務相當熟悉，因此被稱為「亞洲事務沙皇」（Asia tsar）。而他是民主黨中
少數公開支持對中國強硬的外交界人士，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談及台灣，強調拜登政府將
延續川普的作為，持續強化台美關係。
而他與蔡英文有超過 20 多年的交情，因為早在李登輝總統在 1995 年於國安會成立
的美、日、台三方對話平台：「明德小組」時，坎貝爾就曾參加，而蔡英文當時擔任國
安會諮詢委員也參加。蔡英文在 2015 年 6 月訪美時，於重要智庫 CSIS 發表演講時，坎
貝爾就是擔任與談人；2016 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坎貝爾在 4 月來台會晤蔡英文。坎
貝爾去年 12 月 8 日曾透過視訊會議方式參加在台北舉辦的「2020 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
對話」，並發表演說，蔡英文也參加。

另一方面，拜登的政權交接網站 1 月 14 日更新訊息，將提名候任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的前幕僚長羅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出任前述的國安會新設的
中國事務資深主任（Senior Director for China）；過去國安會的中國事務主管位階僅是
主任，拜登政府此次提升至資深主任，顯示更重視中國問題。
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明確將台灣事務排除在中國事務資深主任的業管範圍之
外，而是交給「東亞曁大洋洲事務資深主任」，將台灣與中國事務區分開來，這顯示與
川普政府目前的作法如出一轍。準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1 月 19 日出席聯邦
參議院外委會召開的國務卿任命聽證會，許多議員都把焦點放在台灣議題，布林肯強
調，拜登政府將延續美國的對台承諾，確保台灣自我防衛能力，若中國膽敢對台動武，
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布林肯還說，認同川普對中國的強硬；美國新政府維持反
中路線；準財務部長葉倫（Janet Yellen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也表示，將用所有工具對
抗中國。由此可見，拜登上台後的中美關係難以看到曙光。
特別是，拜登在 1 月 20 日的總統就職典禮，原本外界以為台灣沒拿到邀請函，國
民黨更是狂酸蔡英文被拜登拋棄，台美關係將走向低潮。沒想到就在典禮開始前夕，我
駐美代表處忽然表示，駐美代表蕭美琴將代表政府出席在美國國會西草坪舉行的就職典
禮。而且這是 1979 年台美斷交以來，我國第一次獲得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籌備委員
會」的正式邀請，台灣是以「外交使節團」的身分出席。因為過去美國總統的就職典
禮，我駐美代表或「祝賀團」都是透過美國國會議員提供給選區選民的入場券來參加，
座位也是一般民眾的觀眾席。
由此可見，蔡英文政府與川普政府創下了台美關係在 1979 年兩國斷交後的最高
峰，在拜登上台後台美關係沒有峰迴路轉，因為「抗中挺台」早是美國超越政黨的共
識。

拜登時代的印太戰略前景
賴怡忠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

拜登競選時不提印太戰略
觀察拜登時代的印太戰略前景，會問的問題是拜登是否會採用印太戰略，以及如果
會，這個印太戰略與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會有何差異。會有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拜登在
競選時，以及拜登團隊主要成員在論述時，都沒提到印太(Indo-Pacific)這兩個字，往往
還是沿用過去的亞太(Asia-Pacific)。這當然使人懷疑拜登對於這個區域的想法，會比較
接近當年歐巴馬政府時代的政策作為，還是川普政府的做法。
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很重要，是因為這與對中政策有關。拜登一方面說他會對中國強
硬，支持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強競爭策略，也認同供應鏈重組、科技競爭等議題，但拜登
又公開表示美中關係不是新冷戰，反對川普政府對中國的貿易戰，俄羅斯才是美國的敵
人，以及美中關係有競爭也有合作，並提到雙方合作之處在大規模傳染病疫情、非核擴
散、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因為中國對於「印太戰略」採取非常負面的態度，認為這是
圍堵中國的策略，更對位於印太區域的「四方安全對話」參與國採取各種強硬措施，因
此拜登政府是否會沿用「印太」一詞，一方面成為各國觀察拜登對中國強勢擴張是否會
有強硬回擊的指標，另一方面，各國也是以此衡量拜登對印太區域的政策與川普的印太
戰略的距離有多遠。

中國在武漢肺炎後反而更有自信，對外時程表開始提前且展開部署
此外，武漢肺炎固然改變世界的動態，但中國看到西方民主國家深陷疫情，而北京
宣稱能夠有效控制，使其更增添自身的制度自信，並有將原先中國崛起稱雄世界的時間
表提前的跡象。
中國以內循環為主的的雙循環經濟發展策略，固然一方面是認為美國無論誰執政，
與中國的經濟衝突已經是結構性沒有解消的跡象，因此自己也提出自身的與西方經濟脫
鉤/降鉤的策略，並深信以自身的大型經濟體量為支撐，可以達到中國的下一階段經濟
發展的目標。

至於提出 2027 解放軍建軍一百年，除了是針對建黨一百年之後，在建國一百年之
前，先有個短期百年目標以聚焦國內共識外，也暗示其 2035 的建軍目標可能會提前。
並開始在這個階段，透過對日本、印度、澳洲等參與四方安全對話的印太國家積極施
壓，希望可以裂解 QUAD 使美國的印太戰略崩解。這是為何從去年上半年開始，中國
開始在釣魚台、中印邊界，以及對澳洲的經濟制裁會這麼快速與嚴厲的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更是利用武漢肺炎的疫苗製程為外交武器，展開對東協、中亞、南亞、
非洲及拉美等國的拉攏與打壓。在西方國家因身陷疫情危機，使其疫苗供給須要優先滿
足自身需要，這使得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面對疫情時更顯得力量吃緊，這也讓中國利
用疫苗的銳實力外交變得更具威脅性。中國疫苗的療效真正狀況並不重要，反正有世界
衛生組織官員的背書，使其作為對外武器十分有效。習近平並趁機提出「健康絲綢之
路」以及所謂的健康碼，意圖結合科技以順道輸出中國的監測機器，藉此一步步建構環
繞全世界，以中國為中心的人類生活全覆蓋之環球數位監測體系。
當拜登說要與中國合作抗擊疫情，但面對中國的數位健康監測構想時，拜登團隊是
否會接受，也會是大家觀察的重點。

坎貝爾的任命讓印太國家感到安心
正因為拜登先是不提印太，繼而面對中國可能對外輸出的健康數位監測機制，以及
其疫苗銳實力外交，拜登團隊還是主張與中國在武漢肺炎疫情合作，而這格主張也意味
著拜登團隊不會重視對於武漢肺炎的檢討與究責。由於包括澳洲在內就因提出檢討建議
而直接被中國經濟制裁，因此這些態度是使很多印太國家對拜登團隊的疑慮加深。
也正是有這樣的疑慮，所以當拜登任命坎貝爾(Kurt Campbell)為位階僅次於國安顧
問，等同於國安副顧問的國安會印太協調官時，不少印太國家對此高度肯定。認為以坎
貝爾過去在歐巴馬政府設計「重返亞洲」戰略的背景，以及他長期餐與美國亞洲同盟再
建構的工作，也是歐巴馬政府資深官員第一個公開支持川普政府國安戰略對中強硬政策
者，多對坎貝爾的任命有信心。
由於拜登團隊一直沒提出印太或是亞太戰略的想法，而坎貝爾的角色也需要再釐
清，但以國安會設計印太協調官，也把中國資深主任與亞洲資深主任分立對待，似乎顯

示有不同的戰略設計。至於未來的趨勢可能還要再看其餘的人事任命，以決定拜登團隊
是復辟者(restorationist)，還是改革者(reformist)居多，並據以分析可能的政策傾向1。

台灣的處理是被擺在印太戰略還是美中關係，會是觀察重點
對台灣來說，與其直接進入美中台關係的討論，還不如在戰略架構上觀察未來拜登
政府是透過美中關係來指導其與台灣的關係，還是在泛亞戰略/印太戰略之下指導美台
關係。如果是前者，就會類似歐巴馬政府初期強調美中關係，把美台關係視為建構平穩
美中關係的變數，台灣因此被以「可能的麻煩製造者」看待。如是這樣，則與川普時代
的台美關係相比，未來的台美關係可能會變得非常辛苦。
如果是後者，就會類似歐巴馬中期重返亞洲政策時，甚至是川普政府 2018 時，台
美關係剛進入新的黃金期般，在新南向政策、支持台灣維繫邦交、協助台灣的國際參
與、供應鏈重組、對中國對台灣的國際霸凌、與針對老共對台灣內部滲透的反擊等，就
可能會有比較主動的表示與作為。
拜登政府雖然不可能全面與中國對抗，而疫情問題也使拜登剛上台時會更著重於內
政復興，但拜登要回到歐巴馬對中綏靖是不太可能，也無所謂美中戰略夥伴。主要的問
題在於其印太政策的內容會是什麼，與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之差異在哪裡。既然川普易
經將其印太戰略指導原則提前解密，也在去年公布其對中戰略取徑，因此一旦拜登發佈
其政策，真正的差異就可以被發現。
這是否就是川普國安隊積極解密的理由之一呢？因為知道印太國家對拜登的疑慮，
因此以這個做為迫使拜登團隊不會採取與川普印太戰略差異太大的政策以使印太國家安
心。我們就拭目以待。

1

Thomas Wright, “Between Restoration and Change”, Order from Cha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October 1st,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10/01/between-restoration-and-change/)

美國拜登政府的可能政策路線
蘇紫雲
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暨資源所長

美國拜登政府對中政策仍在形塑中，筆者評估將其稱為「韌實力」(tenacity
power)，且採「彈性圍堵」(flexible containment)。除了突顯拜登政府就任後的戰略路
線，且對台的政策也受到跨黨派重視因此相對持穩。但最重要的是，台灣方面需落實不
對稱戰力也彰顯安全靠自己的戰略思考，避免成為「搭便車」(free rider)的錯覺，才能
獲得盟邦的尊重與協助，特別是現實主義學派的負面論述。

壹、拜登政府可能動向
1.1 韌實力
相較於川普政府剛性政策的「硬實力」，以及歐巴馬政府的「軟實力」，隨著北京
政權的軍力擴張，以及對香港、新疆、內蒙等的人權打壓，拜登政府的對中路線明顯將
介於兩者之間，筆者暫以「韌實力」形容。
其特色是符合民主黨對國際觀、安全觀是比較傾向自由主義，主張國際事務的多邊
參與、對話為主。但實際操作上又需部分採用現實主義的手段，因此在政策、路線上對
歐盟、北約、印太盟國將擴大合作，而對北京則展現韌實力，也就是人權立場強化、軍
事維持強硬、經濟部分放鬆。
如此，可在大國競爭的趨勢下，維繫美國立場與競爭力，基本上維持鬥而不破的實
力與能力，以將戰爭的風險降到最低。

1.2 彈性圍堵
另一實際的區域戰略，則是維持印太戰略的框架。在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之前，
歐巴馬時期先於 2008 年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重點在強化中國週邊國
家的交往與合作。特別是 「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SEAN Defense Mininster
Meeting Plus, ADMM Plus)，甚至與越南建立 「全面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s)，東協十國中只有緬甸、汶萊、柬埔寨三國尚未與美國建立夥伴協議。

其後再於 2012 年 1 月則更進一步提出「再平衡」（Rebalance）戰略，歐巴馬在
「國防戰略評估報告」（Defense Strategic Review）的發布會上公開宣示美國將會增強
在亞太地區的軍力。
可以看出華盛頓的太平洋政策呈現持續性，但拜登可能做出調整。主要在於將部分
國際事務重行切出，尋求北京方面的參與及合作。例如氣候安全、能源議題、甚至疫病
等「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事務，不再與北京進行「漢賊不兩立」的對撞，也就
是退出相關的國際組織。但相對的，在軍事議題上則會持續與盟國、戰略夥伴合作，反
制中共的擴張。簡單說，可以用傳統安全(conventional security)、非傳統安全
(inconventional security)兩大面向加以觀察未來的美國對中的彈性圍堵範圍以及可能議
題。

貳、台美關係持穩
2.1 法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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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政治面
由政務系統觀察，前國務卿彭佩奧將廢除「對台交往準則」（Guideline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國安顧問歐布萊恩將《美國印太戰略架構》的內部文件予
以解密，證明美國會保衛台灣、以及「第一島鏈」的盟國。
立法系統對台灣的支持更是明顯，前述的友台法案，皆獲得美國會的跨黨派支持與
善意，且眾院議長裴洛西更是堅定的反共派，因此不可能坐視拜登對中軟弱。
部會的行政系統，軍售程序由「常態化」進一步走向「正常化」。所謂的正常化，
除了程序上更為靈活外，也等同賦予美國務院、國防安全合作署（DSCA）、美國各軍

種在審議對台軍售時，可以有更大法定授權的評估空間，而非僅抽象的將北京視為變
數，也就是軍售的進一步法制化。減少政治干擾。

參、學術系統的長期觀測
觀察美方學術、智庫等政策學者對政策的形塑具高度影響，目前對於中國、台灣議
題主要分為交往、壓制兩大論述。

3.1 交往路線
以學者艾立森(Graham T. Allison)為代表，艾氏提出「美中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屬於避戰派，長期認為美中可能觸發大戰的兩個熱點為北韓、台灣問
題。甚至類比如同阿拉斯加之於美國一部分，「台灣想成為獨立國家的企圖會造成宣
戰」，此一觀點也招致魏思(Gerrit van der Wees)等其他學者批判，認為台灣從未屬於
PRC，艾立森的類比恐有盲點。

3.2 圍堵路線
另一則是主張 「實力維持和平」的 「圍堵路線」。以提出 「美中百年馬拉松」
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為代表，則是屬於圍堵路線。認為應對北京的經濟與軍事擴
張做出壓制，才能必免戰爭。

3.3 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碰撞
美國學界對中大路線之爭，或許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主要為民主黨向來傾向自由主
義，因此拜登政府主張國際組織參與、連結反中夥伴等，而艾立森等則為「現實主義」
的論述者，更強調權力的現實、以及單一國家為核心的訴求，雙方對國際體系的運作不
盡相同。
但即使是艾立森本人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接受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訪問，也認為
「拜登政府對中國不會軟，而是巧。」因此，也可佐證拜登政府中短期內對北京的路線
將不會是卡特政府的低盪（Détente）、綏和路線。

美國新政權下的兩岸未來互動
張國城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拜登上台之後，對於未來兩岸互動的影響，觀察重點仍在於台灣自己如何發展兩岸關
係。蔡總統於 2020 年雙十節談話，已為未來政府的兩岸政策主軸定錨，就是逐步促成重啟

和平對話。(「...台海和平是兩岸彼此共同責任，台灣無法單獨承擔...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
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我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在
此原則之下，預計台灣的兩岸政策將是「經貿為主、善意為先」，並且尋求於各方面、各類
議題上對話的可能。美國不會過多地代替台灣政府決定台灣應有的兩岸政策。美國對中各項
談話，預判也將避免直接詆毀中國，而會以「拉清單」的方式，提醒中方曾做出哪些承諾，
或在哪方面應該和美國進行對話、合作，以符合彼此最大的利益。
對拜登當局來說，若能在任內發生兩岸間的和平對話，必定會樂觀其成。因為美國需要
時間面對疫情，先求逐步緩解，再求恢復經濟成長。因此在這段時間內，絕不會樂見兩岸爆
發衝突。對於可能引發衝突的熱點議題，如南海航行自由問題，恐怕也會以更多談判和協商
來因應，力求不走上軍事衝突的道路。然而，應作的軍事準備還是不會鬆懈。日前一份據稱
是機密的文件被公布，聲稱美國亞太戰略目的是維持地區的「主宰」地位，「支持活動和改
革力量」，營造一個抗衡中國「一帶一路」、促進地區同美國經濟整合的局面。除了披露美
國在政治、外交、經濟和軍事領域對北京遏制策略，文件還涉及美國在潛在戰爭中如何行動
的構想，以及美國凖備部署兵力防衛包括台灣在內的第一島鏈國家的內容。
文件提及要在衝突中防止中國在海上和空中「主宰第一島鏈」。文件強調要維持美國在
地區和更廣闊地區的主宰以及對中國形成威懾，阻止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開展軍事行
動。目前看來，這應該還是拜登政府的基本政策路線。2
有人預期拜登政府可能是歐巴馬的「第三個任期」，至少在軍事上不會如此。因為歐巴
馬擔任總統的重要訴求就是結束反恐戰爭，從中東撤軍，但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也不是歐
巴馬一上來就停止，如何處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綏靖問題仍然是歐巴馬政府的重頭戲。
如今反恐戰爭基本已經結束，拜登政府不需再面臨此一問題。因此「重返亞太」將不會是未
來拜登當局所排斥的。但是，拜登政府會強化與盟邦的實質聯繫，重視區域內既有建制(如
<美國印太戰略：幫助印度崛起 聯合抗衡中國>，BBCNEWS，2021 年 1 月 15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68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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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的角色。類似「反中共不反中國」之類的言論和態度，基於無操作性，應該不會再
有。

另一個需要觀察的重點是美國「一中政策」的未來。2020 年 8 月 17 日舉行的民主黨全
國代表大會除了提名拜登和賀錦麗為正副總統候選人以外，更通過本次大選的黨綱，刪除了
「一中政策」的字眼，相當出人意表。在這份 92 頁黨綱中，相較於 2016 年黨綱提及「恪守
一中政策和台灣關係法」，只剩下「恪守台灣關係法」。黨綱雖然是不具法律或約束力的象
徵性條文，但仍能代表民主黨的政策總結，尤其在大選前夕，向選民傳達了民主黨未來著力
的方向。3其實，民主黨繼續維持舊說法沒有任何難度，也不會招致任何抗議。特別拿掉了「一
中政策」，顯然一定有其目的，未來，美國可能以此作為和中方折衝時的籌碼。如果中國在
其他方面不予讓步，美國就會將「後一中政策」具體化。

展望未來，兩岸關係暫時可能維持現今「經貿熱、政治冷」的狀況，各項交流、往來在
疫情沒有緩解以前，不會恢復熱絡，這點和拜登當局無關。美方應該也不會對我方有促談、
促交往的壓力。然而，雙方當局仍可能就可以合作的事務性議題尋求對話機會。這和拜登政
府的亞太政策也是相合的。同時，由於我方不斷釋出和平對話意願，中方也可能不斷用「和

平邊緣」策略(如軍機繞台、干擾東沙...)等方式，讓台美感受到兩岸關係「不和平」的一面，
製造危機意識，以利「兩岸和平協議」的早日誕生。這對未來兩岸互動，將可能有關鍵性的
影響。

<美國民主黨黨綱刪除「一中政策」，川普如何接招？>，聯合新聞網，2020 年 8 月 24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480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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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局與亞太安全動態--共軍動態
馬振坤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中美關係背景﹕

1. 中共在拜登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後，一方面採取避險作為，冷處理川普政府在剩餘任期
內對中國可能之挑釁行為﹔另一方面運用戴秉國、楊潔箎、傅瑩等中共對美工作人員
與美國政界之人脈關係，對拜登團隊進行遊說以影響其相關人事安排。中共在拜登勝
選至今對於中美關係之操作可謂成功，亦避免了過去兩個月解放軍與美軍在南海、與
國軍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可能持續升高之軍事對峙甚至爆發衝突。
2. 美國國務卿被提名人布林肯（Antony Blinken）19 日出席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任命
聽證會提到對台政策時表示，拜登政府會信守台灣關係法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對台承
諾，確保台灣有抵抗侵略的自我防禦能力，
「這項承諾絕對會持續，我們會確保台灣有
能力做到這一點」
，若中國武力犯台，製造世界動蕩，
「將是嚴重錯誤」
。布林肯此語指
出拜登政府在回歸民主黨傳統之一個中國政策，對於台灣主權問題將回歸戰略模糊時，
在台灣安全問題上則走向戰略清淅。
共軍可能動態﹕

1.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 1 月 4 日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簽署發布中央軍委 2021 年 1 號命
令，向解放軍發布 2021 年開訓動員令，要求全軍要聚焦「備戰打仗」，確保「全時待
戰、隨時能戰」
。此動員令乃是習近平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在歷次對軍隊發言時必然提到
之建軍目標和對軍隊之基本要求，並非要求軍隊準備對外動武，而是一般性要求部隊
要具備隨時投入戰場的能力。習近平在軍隊年度開訓時提出此語，是正常且合乎常理
之發言，並無對外挑釁意圖。
2. 習近平在開訓動員令中要求軍隊要「實戰實訓」
、
「聯戰聯訓」
，可預期解放軍在 2021 年
將持續以貼近實戰之想定及場域施訓，符合習近平「仗在哪裡打、就在哪裡訓」之實
戰實訓總要求，解放軍在中國大陸沿海及第一島鏈周邊海空域之演訓頻率將增加，艦
隊深入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訓、戰機編隊穿越第一島鏈實施空中加油訓練以從事遠海巡
航等項目亦會納入年度計畫施訓。
3. 2021 年解放軍會持續鞏固 2020 年在東海、台海、南海擴張獲取之活動空間，並持續建
設在此區域從事軍事行動之優勢軍力，以便建立依托地緣條件之戰場優勢。
4. 2021 年解放軍會持續高頻率侵擾台灣 ADIZ 西南空域從事反潛、電偵、技偵、遠干等
實戰化訓練，此外亦會有戰機越過海峽中線進行實戰化訓練，以鞏固其在 2020 年將台
灣 ADIZ 西南空域納入其軍機訓練空域、以及否定海峽中線等對台從事軍事威懾並壓
縮台灣軍事安全空間之戰果。

5. 2021 年解放軍於侵擾台灣 ADIZ 西南空域時，若遭遇我空軍跟監警戒，可能會對我在
空機採取反制舉動，包括無線電示警要求我戰機離開其訓練空域停止干擾，甚或派遣
戰機對我戰機進行警告驅離等，以突顯該空域已屬解放軍訓練空域之事實。
6. 2021 年若美中、兩岸關係再生波折，解放軍應會再採取大規模海空機艦侵入台灣西南
海空域且更接近台灣領海外緣、亦可能會採取多架次戰機越過海峽中線逼近台灣領空
等舉動，以進一步對台軍事壓迫。
7. 2021 年解放軍對於進入台海、南海之美軍機艦，應會採取更嚴密之跟監措施，以傳達
此等海域屬於解放軍活動控制區域之明確訊息給美方。由於解放軍在此等海域可依托
陸基火力支援作戰，將具備愈趨明顯之戰場優勢，美軍進入此等海空域將面對日趨嚴
峻之挑戰，亦將日趨謹慎。
我方之因應﹕

1. 如何處理 ADIZ 西南空域已被解放軍劃為訓練空域之現實﹖
2. 如何面對解放軍否定海峽中線之現實﹖

近期東海安全局勢與未來展望
荊元宙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一、前言
東海為中國大陸東岸與太平洋之間的一個半封閉海域，東邊鄰接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島，
北臨黃海和南韓的濟州島，南經臺灣海峽與南海相通，總面積約 70 餘萬平方公里。在地緣
上中國與日本兩國是東海的主角，同時雙方在此海域中也有著釣魚臺領土（日本稱尖閣諸
島）及油氣資源之爭議，受到中國民族情緒及現實經濟利益的雙重制約，中國對於東海問題
始終以堅持主權為名採取強硬態度，中日間因此矛盾衝突不斷，尤其是在 2012 年日本將釣
魚臺收歸國有化之後，更激化了雙方衝突關係，東海問題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因
素，也成為印太區域安全環境中的未爆彈。

二、近期東海情勢

簡略而言，日中關係的糾葛主要存在於領土及歷史等二大問題上，其中領土部份都集中
於東海，主角就是釣魚臺列嶼。中國在釣魚臺問題上的立場多年來說法一成不變，即「釣魚
臺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誰也無法動搖中方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
海洋權益的決心和意志」。然而釣魚臺列嶼現在實質控制者為日本，但為彰顯主權，近年來
中國不斷派遣海警艦艇進入釣魚臺海域，在 2020 年時還曾出現中國海警船在釣魚臺海域連
續巡航超過 100 天的狀況。此外，在 2013 年日本宣佈釣魚臺列嶼國有化後，中國隨後宣佈
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主要目的即在宣示在此區域之島嶼主權及海洋資源利益。對於中國的
作為，日本官方雖然提出抗議，但事實上卻皆未能阻止中國的行動。
另外近年來，中俄曾分別於 2019 年 7 月及 2020 年 12 月兩度聯手派遣轟炸機組成編隊
（中方為轟-6K，俄方為 Tu-95）在東海、日本海進行聯合戰略巡航，日本航空自衛隊戰鬥
機皆因此緊急升空因應。中國國防部聲稱，兩國展開聯合空中戰略巡航，旨在進一步發展
「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兩軍戰略協作水平和聯合行動能力，共同維護
全球戰略穩定。而日本方面則認為中俄兩次巡航都選擇日本海、東海空域，說明這些區域是
中俄兩國共同關切的地方，這些行動是向日本進行軍力展示，並也是對美日同盟關係的挑
戰。

由於釣魚臺列嶼屬於領土主權問題，而中國在此區域海空活動不斷，因此也成為中日最
可能肇生衝突的引爆點，故釣魚臺的安全保障問題，特別是美國對保障釣魚臺的態度，是日
方極度關心並不斷確認的議題。在歐巴馬政府時代曾明確表示日本施政下的所有領土適用美
日安全保障條約第 5 條，釣魚臺當然也包含在內。在日本首相菅義偉向拜登總統確認此一問
題時，拜登也表示同意釣魚臺屬於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 5 條適用範圍，此一答覆有效消弭了
日本政府的疑慮及不安。

三、拜登新政府後東海情勢展望

（一）美日同盟方面
川普為商人出身，商人重利的慣有思維貫穿於所有的政策空間之中，當然也包括在安全
議題上。川普政府所揭櫫「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在安全上的表現就是所謂「使用者付
費」原則，受美國保護國必須棄絕「搭便車」的僥倖心態，在此原則下，美方要求大幅增加
日方負擔駐日美軍軍費的比例，已造成日方極大壓力，談判目前仍在進行中。同時，川普經
常執行的「退群」工作，也包括退出日本苦心經營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川普
似乎重利甚於盟邦關係的表現，直接、間接造成日本政府對美日同盟關係信心的動搖，這也
促成日本開始先後安排中國總理李克強及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就是提
升中日關係以分散安全風險。
東海問題是中日關係問題的縮影，當然也受到美國印太戰略的影響。美國新政府未來的
印太戰略雖然還未見具體內容，但由拜登發言等各種資訊來看，基本上強化雙邊或多邊聯盟
關係，並以聯盟為架構處理區域安全問題應是沒有疑問。在此前提下，往昔影響美日同盟關
係的變數應會消失，雙方關係不但將會回到以往常態，並且因為要面對中國威脅而更加提升
與穩固。

（二）軍備方面
日本為了應對來自中國及北韓的威脅，加大了擴建軍備的力度，此由國防預算的增加可
以看出。在前首相安倍晉三執政以來，日本的國防預算年年創新高，新上台的首相菅義偉也
採取同樣作法，2021 年國防預算高達 5 兆 4,898 億日圓（約新台幣 1.5 兆元），再創新高，
與 2020 年度預算相比增加 3.3%。日本提高國防經費主要是為建立多次元統合防衛力，也就
是包括太空、網路、電磁波等所謂跨領域作戰能力。但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專守

防衛」模糊概念上，日本開始低調發展具攻擊性的遠距(stand-off)能力。依據日本防衛裝備
廳文件，日本正發展兩項「高超音速武器」，分別是「高超音速巡弋飛彈」（Hypersonic
Cruise Missile, HCM）以及「超高速滑翔彈」（Hyper-Velocity Gliding Projectile, HVGP）。
這些武器的主要設計目的是為使用於「攻擊環日本海域島嶼附近的戰艦與戰車」，此顯示其
發展的目的在使日本能夠壓制中國入侵東海島嶼的行動，當然釣魚臺列嶼是其主要標的。另
外，日本大手筆引進共計 147 架的 F-35 隱形戰鬥機，其主要目的也是要和中國正在量產的
殲 20 進行抗衡，東海已成為中日使用最先進武器進行軍事抗衡的場域。

（三）聯盟對抗方面
2014 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後，被美國及其盟友視為對西方的最大威脅並給予嚴厲經
濟制裁。而中國在崛起之後所帶動的中國威脅論已讓中國成為美國頭號對手，這是川普政府
對其進行經濟、外交及軍事全方面遏制的主要原因，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中關係更
是降至冰點。中國與俄羅斯號稱擁有「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由於雙方在地緣及安全
利益仍有矛盾之處，實際上難以提升為同盟關係。話雖如此，由於美國一直將中俄視為潛在
假想敵，並大力推進「印太戰略」，營造「民主聯盟」圍堵「專制集團」的態勢。於是中俄
在「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戰略思想指導下，遂先行抛棄彼此矛盾，大力進行
合作，而在包括聯合軍演、聯合戰略巡航及戰略對話等軍事上的合作程度的確變得更廣更
深。合作的目的之一當然在反制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而最鄰近的對象自然就屬「美日
同盟」。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安全政策是影響中俄關係強固與否的直接影響因素，而從拜登
的說法來看，他認為當前對美國的最大威脅是俄羅斯，而中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因此在拜
登政府上任後，可以確定在來自美國的敵意不減之下，中俄的夥伴關係將呈現持續強化的趨
勢，而直接的表現方式就是提升聯合軍演及巡航層次，在此情況下，中俄對東海的聯合巡航
可能由不定期轉變成為常態化工作，其結果將促使日本尋求美方協助投注更多資源於東海及
釣魚臺的安全維護工作，日本向新任拜登總統確認釣魚臺屬於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 5 條適用
範圍，就是一個序曲。

拜登上台後的中美關係與南海局勢
王智盛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一、

短期內中美局勢的三大變數

拜登政府上台後，短期內不會改變川普主義遺留下來的相關政策路線，中長期來看，未
來美國與中國對抗的大結構也無法改變。
至於 2021 年上半年，個人評估會有三個變數制約中美關係：
1. 根據 2008 年歐巴馬、2016 年川普上台的經驗，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磨合與確認。因
此拜登對中政策在 2021 年上半年可能仍待摸索：因為人事未能完全底定、政策尚待磨
合。換言之，短期內「川普遺產」還是會一定程度影響著明年上半年的美國對中政策。
2. 全球範圍內的反中集結：從美、英、奧、加，甚至日本、印度等國家（以五眼聯盟或所
謂「亞太小北約」為主體）反中敵對情緒短期內不會消退，拜登政府也可能因勢利導，
集結民主同盟國家反中的力量，形成集體安全的制約。
3. 疫情的變數始終未能確定，制約美國經濟復甦與美中關係發展，也限制美中恢復經濟與
貿易互動的空間。面對國內嚴峻的新冠疫情和經濟衰退，以及激化的自由派與右翼民粹
衝突，「先安內後攘外」本應是拜登的施政首，若執政首 100 天諸如疫苗注射、派錢紓
困、安撫敵對各派等措施未能奏效，則也會外溢到美中關係的變化。

二、

2021 年的南海可能局勢

1. 台海爆發衝突的風險大於南海？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日前發布報告，雖然美中為台灣爆發嚴重危機登上
全球潛在衝突中最高級別，為歷來首；但與此同時卻也預期，美軍與中共解放軍在南海
爆發武裝對峙從第一級風險降為第二級，是報告列出 30 個潛在危機或衝突因素中，唯
一一個被認為未來一年發生機率降低的事件。
進一步分析，2020 年的美中在亞太熱點衝突的風險，由於動因在於美國總統大
選，基本上是一個「美攻中守」的格局，而由於台海兩岸關係政治定位的特殊性，美國
不宜公然介入，相較於南海可以強調「航行自由」、可以強調中共違反國際法、可以強
化美國於南海各聲鎖國或關係國的連結，美國選擇在南海不斷加碼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至於 2021 年，由於美選落幕、新政府尚待磨合，而北京面對 2021 年「建黨一百年」的
民族主義壓力，若轉向「中攻美守」也不讓人感到意外。但對北京來說，若真的需要帶
有民族主義式的侵擾，台海才會是首選，一方面可以證明對台主權的正當性，一方面又
可以鼓動國內小粉紅的民粹情緒；至於南海，由於涉及到多國政經利益，中國必然不敢
貿然主動挑釁。

2. 歐美各國介入南海形塑集體安全？
川普過去 4 年不曾出席東協峰會，也沒有派駐東盟大使；取而代之的是強硬的態
度。如國務卿蓬佩奧 7 月痛斥大陸在南海的主張非法，侵犯東南亞諸國在自己海域內取
得資源的權力。與此同時，在 2020 年的年末，遠在歐洲英國、德國、法國已相繼宣布
2021 年將投射相關軍事力量到亞太地區，咸認劍指南海和中國的野心擴張。換言之，
隨著拜登政府的上台，既有延續性的印太戰略，又有新加入的歐洲盟國，在南海進一步
形成對中國的圍堵態勢與集體安全，可能是其發展趨勢。

三、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
拜登已提名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為新設的印太事務協調官，此人正

是當年再平衡戰略的倡議者。為求有效壓制中國，美國未來更可能會在較為遠離中國腹
地的南海周邊，建構新的對中包圍圈。
雖然拜登的南海政策要等到他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後（通常在上任後的 150 天
內）才能有較清楚的輪廓；但根據媒體報導澳洲國防大學越南軍事專家塞爾(arl Thayer)
卻大膽預測，拜登的南海政策不會產生根本性變化，從而延續增加在南海的演習、航行
自由行動(FONOP)；甚至對北京在爭議水域中的主張，採取更強有力的外交立場。

筆者也認同這樣的立場，基本有幾項政策趨勢的研判：
1. 延續川普政府時祺美軍在南海常態化、高頻率、強烈度的「航行自由行動」及密集抵近
偵察。特別是 2016 年川普上任以來，白宮已將美軍「航行自由行動」決策權下放，五角
大樓擁有更多的靈活性和自主權。此為拜登政府撐開了更多的靈活戰略選擇。因此，可
以預見未來美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將越發頻繁，針對性及政治性也更為強烈，
甚至日本、澳洲、印度英國等國也都有可能群起配合。

2. 重拾歐巴馬時間「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政治遺產，強化法理上的正當性。拜登在擔任
歐巴馬政府副總統期間曾多次公開表態，要求中國接受菲律賓仲裁裁決。拜登上台後勢
必再打南海仲裁牌，重申裁決的有效性和拘束力。這樣一方面可站穩在國際法上的正當
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進而鼓勵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向中國在南海議題上挺身而
出。
3. 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將可望再度熱絡。從拜登披露的施政綱領看，其入主白宮後對外
政策重心將聚焦重返國際多邊框架、修復與盟友及夥伴關係，重新扛起全球領導者大
旗，而對華政策難以推陳出新。因此，美國在亞太地區與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南
海域內國家的互動頗為值得關注。其中特別是越南。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視越南為其
在東南亞的重要夥伴，全面解除對越南的武器銷售禁令，擴大防務合作。近年來中越雙
方因海上問題時常發生摩擦乃至對峙事件也屢見不鮮。拜登政府可能有效延續過去政
策，尋求越南開放金蘭灣和峴港的支持，以此作為美軍深度介入南海的重要戰略支點。

東北亞安全局勢
陳冠廷
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前言

在拜登（Joseph R. Biden）就職美國總統之後，他將面臨與四年前截然不同的東北
亞之政治、經濟及安全保障形勢。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政權四年來，對同盟國家
接近蔑視的態度，以及其政權領導下，對於多邊交流的輕視，破壞了美國作為該地區
「穩定力量」的長期影響。其次，國際學者也觀察到，川普的孤立主義－「美國優先」
政策，加重了主要地區參與國之間的分歧，並引發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所提
的「地緣政治衰退」。這可謂是一段加劇大國競爭、國際規範和準則崩潰、貿易保護主
義加劇以及對先前外交承諾疏忽的不確定性時期（Bremmer 2020）。
因此，上述狀況導致了領導層權力的架空，也加劇了東北亞地區各國間原本就
有的歷史敵意及不信任感，以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這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大國
──甚至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國家行為更具侵略性。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完全恢復現狀是有挑戰的，但現階段美國內閣的更替會替東北
亞內部和區域合作帶來新的動力。美日、美韓雙邊同盟以及美日韓三邊合作構成了地區
穩定的基礎。因此，積極地與盟國交往，以重置這些關係並促進戰略合作，符合了美國
的國家利益。
我認為，為了實現此戰略目標，拜登政府將有兩項關鍵任務。首先，必須要先反制
川普外交上的單邊或「狹窄交易方式」(Narrow transactional approach)。他的繼任者需要
重回雙邊和多邊主義，積極和其他國家合作來重申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區域信心。
再來，鑑於東北亞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激增（Non-Traditional Security)，新任政
府必須放棄新-現實主義傾向，並重新認識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東北亞夥伴的關係，以
支持地區穩定。中國和俄羅斯積極通過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和經濟夥伴關係，加強與東
北亞兩個主要國家──韓國和日本的互賴。「與其互相挑撥離間，應該反向地來鼓勵我
們的盟友之間建立信任，加強與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該地區主要盟友的聯繫」，民主
黨需要承擔對安全關係採取整體方針，減少關注國家和衝突，並適當考慮以人為本的威
脅。

俄羅斯因素

俄羅斯與美國-印度-太平洋的周邊關係，儘管是構成東北亞穩定結構的重要元素，
但卻常被忽略。自 2012 年普丁總統（Vladimir Putin）推出「轉向東方」（“Pivot to the
East”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政策以來，克里姆林宮就開始著手擴大其在亞太地區的足
跡。在此我們可以列舉七個領域：（1）削弱美國的戰略優勢 （2）地緣政治平衡；
（3）投射力量於東北亞，讓俄羅斯確立為全球大國；（4）重申國家主權；（5）管理
核武（ 6）減輕與俄國有關的直接安全威脅（例如在日本和韓國部署之美國導彈系統）
（7）名聲的紅利──彰顯俄羅斯作為「西方」良好區域公民的形象。
國際社會應特別注意這些目標，因為儘管「事實上」該地區的主要安全決策角色，
仍由中國、日本、韓國和美國扮演，但東北亞現已成為俄羅斯的重要安全議題的舞台。
不過，許多學者對克里姆林宮轉向東方願景的可行性，仍提出了諸多質疑。首先，
莫斯科政治精英對東北亞議題並不熟悉。儘管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
義，但對於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精英階層來說，它缺乏像烏克蘭這種，地緣上位於其
核心之西部邊疆，在情感上的直接相關性（Lo 2020）。第二個重要質疑則是俄羅斯與
韓國的關係。俄國對於該地區，與扮演區域重要角色韓國的關係相對不成熟。莫斯科直
到 1980 年代後期，才與首爾建立正常關係（Rinna 2020）。最後，國際社會必須考慮到
西方對俄羅斯所實施之經濟制裁的副作用，這可能會導致疲軟的俄羅斯，進一步融入中
國的經濟懷抱（Gvosdev 2019，34）。
儘管首爾和東京與莫斯科的關係，遠不及與北京或華盛頓的關係，但俄羅斯和美國
之間的大國的緊張氛圍，對該地區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隨著俄羅斯和韓國之間的關
係進展，以及菅義偉總理與普京總統之間更緊密的合作，這些複雜且多元角色的互動，
挑戰的不僅僅是拜登政府在其政權與俄羅斯之大國關係，也包含其在印度太平洋戰略中
東北亞區域的佈局。
在俄朝關係對美國在東北亞存在影響的背景下，文在寅總統的「新北向政策」值得
進一步的檢視。儘管從表面上看，該政策旨在促進韓國、俄羅斯和北韓之間的經濟和後
勤聯繫，但實質上該政策具有強大的安全意義。例如，能源基礎合作是一種非傳統安全
合作的示例，旨在實現能源供應的多樣化和安全。因此，這種機制讓美國對朝鮮半島的
政策構成了一種挑戰，美方的政策一直以來都被視為單邊的強硬政策。民主黨曾公開譴
責川普將普丁的俄羅斯視為戰略合作夥伴，而不是戰略競爭對手。然而，考慮到首爾和

莫斯科目前採納的「新北向政策」的相關政策措施，美國對東北亞和俄羅斯的現階段政
策是相當短視的。
日俄關係中，拜登政府應明確界定美國政府在千島群島爭議中的立場。自二戰結束
以來，這種數十年來的外交僵局實際上已使日本和俄羅斯無法簽署和平條約長達 70 年
之久。在快速發展的亞洲地緣政治中，俄羅斯和日本現在都認為改善雙邊關係是對中國
關係的對沖，因此將解決領土爭端放在各自議程的首位。成功解決千島群島爭端所產生
的三方安全和政治結構可能成為亞太穩定的支柱，並因此有利於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
當然，我們必須認知說，如果美國想緩和並且使雙方跨越目前所面臨的瓶頸，將需
要敦促雙方採取相關的讓步並且反制國內反對派的異議。這也會給華府帶來聲譽上的美
名。川普擔任總統的這幾年，讓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變成不可靠的伙伴。為了扭轉這種局
面，拜登政府需要回應約瑟夫·史迪格里茲的號召，並說：「將美國例外主義真正地服
從於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國際制度以及美國不能免除的法治形式」。而千島群島可以作
為美國重新參與東北亞局勢的出發點。
除了在該地區主要美國盟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外，還必須考慮，在美國移交權力之
後，大國競爭會如何影響東北亞的安全。當然，鑑於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實力，以及其
對於它投射力量和影響力方面的自信，東北亞的「安全議題方程式」中的中國因素，引
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
儘管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權力投射受到約束，但我們不應該忽視莫斯科當局重新燃起
對遠東的興趣和利益部分上的影響，畢竟這是俄美大國競爭的一個部分。鑑於本文的範
圍有限和現有文獻的侷限，本文並沒有討論北京的區域影響力，而是將重點放在討論俄
羅斯地緣因素上。以俄羅斯為切入點，我希望為此辯論帶來更詳細的分析。

日韓雙邊關係之惡化

在試圖了解東北亞的安全情勢，特別是談到美國在其中的影響時，必須要評估該區
域兩個主要「中等強國」──日本和韓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因此，東京與首爾關係的
「下滑軌跡」，將成為拜登政府在尋求重建美國在東北亞信譽的主要挑戰之一。
兩國關係惡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2018 年韓國最高法院對於戰時賠償的裁決。
2018 年 10 月 30 日，最高法院發布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該判決裁定日本製
鐵（原新日鐵住金）（Nippon Steel＆Sumitomo Metal），必須為其在日本殖民統治期

間，強迫勞動韓國人民負責，並命令該公司向四名倖存的受害者支付賠償金。隨之而來
的外交僵局，擴散蔓延到經濟和安全領域。在 2019 年夏天，日本內閣突然宣布了一項
決定，要求加強出口管制措施，並將韓國從其首要貿易夥伴的「白名單」中除名。在對
世貿組織的裁決提出質疑之後，青瓦台隨之威脅要終止日韓軍事情報共享的雙邊協定，
除非日本取消其出口管制措施，而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的終止，可能會
成為推倒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的骨牌。
儘管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最終並未解散，但我們不能忽視這一系列舉動潛在的後
果。這項協議使兩個盟國和美國之間能夠就朝鮮在該地區的活動進行相互並且無縫的情
報共享。一旦終止，鑑於過去的國內政治因素，尤其是在韓國，該協議將的重啓將困難
重重。雖然此舉本來是針對日本，但由於它從根本上削弱了這三個國家之間的三邊合
作，將會影響和削弱美韓同盟。這將對反對美國聯盟體系的國家（包括朝鮮、中國和俄
羅斯）有利。因此，拜登政府必須確立和盟友的共同價值並且使兩個盟國同步化戰略方
面的利益和方向。拜登政府應該朝著共同戰略發展共識，統一維護東北亞內部的民主，
和共同價值觀的國際秩序。
此外，美國應積極努力通過雙邊和多邊安全機制並與日本和韓國接觸，最終加強美
日聯盟和美韓聯盟的安全與聯盟管理是符合華府的最大利益的。通過共識，拜登需要優
先解決國防費用分攤問題。再來，分擔區域安全上的責任、進行多邊演習，以防止空中
和海上的意外──例如日本和韓國海軍於 2018 年 12 月發生的事件就是例證，並努力解
決入侵東亞防空識別區的問題。盟國應在外交和國防兩邊加強三邊合作的機制，以保護
夥伴關係不受政治干擾。

小結

同時，按照本文所提出的論點，將區域安全直譯為傳統安全議題（如戰爭）是不精
準的。比如說，經濟關係在塑造安全動態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日本將韓國從其
首選貿易夥伴中除名之後所證明的，經濟上的策略也會在安全領域帶來外部性的影響。
出於這種原因，美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計劃的缺席越來越引起世人的關注。由於特朗普
的孤立主義政策，美國既不參與地區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CEP），也不參與跨太
平洋合作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議（CPTPP）。拜登對於是否加入任何一項協議一直不表
態，美國的缺席必然會削弱華府在印太的地位。而世界不會一直等待美國。

東北亞安全局勢（英文版）
陳冠廷
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As Joseph R. Biden, Jr. assumes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encounters a very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landscape in Northeast Asia than the one he left four
years ago. First and foremost, the four years of disdain for alliances and virtual absence from
multilateral engagement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undermined the established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tabilizing force” within the region. Secondly, it ought to be observed that
aforementioned isolationist “America First” policies of Donald J. Trump have sown division among
key regional players and given rise to what Ian Bremmer referred to as “geopolitical recession,” or a
period of heightened uncertainty marked by intensifie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grow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negligence regarding prior
diplomatic commitments (Bremmer 2020). Consequently,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s given rise to
leadership vacuums which exacerbated regional distrust, historical animosity,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n Northeast Asia and enabled more assertive behavior from regional powers, including
China and - to a lesser extent - Russia.
While a complete reversion to the status quo ante may be unfeasible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leadership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viding a new source of momentum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 and with - Northeast Asia. The U.S.-Japan and U.S.-ROK bilateral
alliances, along with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constitute the bedrock of regional
stability. It is thu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ively engage its allies with the
aim of resetting these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I argue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faces two pivotal tasks. Firstly, to counteract Trump’s
“narrow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Stiglitz 2020), his successor needs to re-engage
in multilateral efforts. Secondly, given the proliferation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NTS)
across Northeast Asia (see Cao 2017, Choo 2014, Nagy 2013),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relinquish (neo-)realist tendencies an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strong and equitabl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its Northeast Asian partners in the quest to buttress regional stability. As
demonstrated in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per, China and Russia have actively sought to bolster their
economic ties with Northeast Asia’s two major middle powers - South Korea and Japan - by
focusing on NTS issues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s. To fully deliver on their promise to “rather than
denigrate our partners and encourage tensions between our allies, strengthen ties with and between
our key allie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Democratic Party 2020) the
Democrats need to assum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security ties, with less focus on the state and
conflict, and due regard for human-centric threats.

THE DECLINE OF JAPAN-ROK BILATERAL RELATIONS
As one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security landscape in Northeast Asia - and, in particula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in - it becomes imperative to evaluate the stat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main middle powers in the region, Japan and ROK. Consequently, the downward
trajectory of Seoul-Tokyo ties will constitute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s it seeks to rebuild US reputation in the region.
The origins of the downward spiral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2018 Korea’s Supreme Court ruling pertaining to wartime reparations. On October 30,
2018, the Supreme Court issued a landmark verdict finding Japan’s Nippon Steel & Sumitomo
Metal guilty of exploiting forced labor during Japan’s colonial rule and ordering the company to
pay out compensation to four surviving victims. As a result, an impasse over economic and security
issue arose.
In the summer of 2019, the Japanese Cabinet suddenly announced a decision to tighten export
control measures and delist South Korea from its so-called “white list” of preferred trading partners.
After challenging the verdict at the WTO, the Blue House threatened to terminate the bilateral
Japan-South Ko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haring agreement unless Japan rescinded its export control
measures. Had Seoul and Tokyo

proceeded with the annulment of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 the trilateral U.S.-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cooperation could have been unraveled.

Even though GSOMIA was, at the end, not dissolved, one cannot overlook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such a move. This agreement allowed for more seamless intelligence sharing
among the two all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the North Korea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Once
terminated, the agreement would be hard to reconstitute given domestic political obstacles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in South Korea. While this action would have been vindictively directed at Japan,
it would weaken the U.S.-ROK alliance as it weakens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No policy action of this type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This development is beneficial to
countries opposed to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cluding North Korea, China, and Russia (Cha
2019).
Consequently, it will be imperati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herited by Joe Biden to assume an
assertive role in promot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resting on the bedrock common
values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between the two allies.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mote consensus and unity toward a common strategic direction to maintain democracy, shared
values, and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in Northeast Asia.
Moreover, the United States ought to actively strive to explicitly engage with Japan and the
ROK throug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s. Ultimately, it is in Washington’s best
interest to re-strengthen US-Japan and US-ROK alliance security and alliance management.
Through consensus, Biden needs to prioritize the resolution of defense cost-sharing issues.
Moreover, regional burden-sharing, multilateral exercises, prevention of incidents at air and sea incidents like those in December 2018 between the Japan and ROK navies serve as a case in point and efforts to address intrusions into the East Asi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should also be
addressed (Cha 2019). The allies should reinvigorat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t
diplomatic and defense levels to protect their partnership from undu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 following the argument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paper - it would
be futile to construe regional security as mere responses to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active
warfare. Economic relation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security dynamics; as evidenced by the
aftermath of Japan delisting ROK as its preferred trade partner, projection of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economic statecraft can bring about externalities in the security realm as well. In light of
this reasoning, US’ absence from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chemes becomes increasingly

concerning. Due to Trump’s isolationist policies, the US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either,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Joseph R. Biden Jr. has been noncommittal on whether he
would join either of the agreements. The lack of US presence in these agreements clearly weakens
Washington’s standing in the Pacific region. The world will not wait arou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RUSSIA FACTOR
Aside from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US allies in the region,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ider
how great-power competition may affect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following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urally, given its expanding economic prowess and growing assertiveness in
projecting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equation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to Russia’s power projection in the region, one should not ignore the impact
of Moscow’s rekindled interest in the Far East as an element of Russo-American great-power
competition. Given the limited scope of this paper and the state of the extant literature, I forego a
discussion of Beijing’s regional influence and instead focus on discussing the Russia factor; by
doing so, I hope to bring some nuance to the ongoing debate.
Russia’s peripheral relevance to US-Indo-Pacific relation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albeit
largely overlooked component of regional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Pivot
to the East”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2012, the Kremlin has embarked
on a quest to enhance its footprint in Asia-Pacific. Seven primary areas of interest can be
enumerated: (1) undermining US strategic dominance, (2) geopolitical balancing, (3) establishing
Russia as a global power through power projection, (4) reaffirm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5)
managing nuclearization, (6) alleviating direct security concerned (e.g. the deployment of US
missile systems in Japan and the ROK), (7) and reputational dividends - projecting the image of
Russia as a good regional citizen in the West (Lo 2020). Wha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about
these objectives is that Northeast Asia now emerges as a critical security theater for Russia, despite
the fact that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in the region had largely remained the purview of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mittedly, scholars have raised doubts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Kremlin’s eastward
aspirations. One of the issues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familiarity with Northeast Asia among
Moscow’s political elites. While the Russian Far East is of key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a Moscowcentered elite it lacks the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immediacy of Western borderlands
such as Ukraine (Lo 2020). The second issue that can be cited is the relative immaturity of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ROK, a major player in the region - Moscow has not normalized its relations with
Seoul until the late 1980s (Rinna 2020). Last but not least, one has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on Russia,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drive weakened Russia further into China’s
embrace (Gvosdev 2019, 34).
Yet, even though Seoul’s and Tokyo’s relationship with Moscow is not nearly as strong as
their ties with Beijing or Washington, great-power tens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vertheless exert a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region. Continued rapprochement between Russia
and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he promise of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reates a nexus that might for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simultaneously confront challenges both in its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in the Northeast aspect of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impact of Russo-Korean relations on U.S. presence in Northeast
Asia, President Moon Jae-in’s “New Northern Policy” merits further consideration. Although at
face value, the policy is aimed at facilitating economic and logistical ties between the ROK, Russia,
and the DPRK, it also exhibits strong security overtures. For example, projects related explicitly to
energy infrastructure constitute a textbook exampl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imed at
diversifying and securing energy supplies. Consequently, such mechanisms constitute a challenge to
heavy-handed U.S. policies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have long been defined by
unilateral projections of American economic statecraft. Currently, the Democratic Party openly
condemns Donald J. Trump for “see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s a strategic partner—not a
strategic rival.” Nevertheless, such a black-and-white approach towards Russia in Northeast Asia
may prove to be short-sighted given such policy initiatives as the “New Northern Policy” embraced by both Seoul and Moscow.

With regard to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ught to clearly define its
role in the ongoing Northern Territories/Kuril Islands dispute. This decades-old stubborn diplomatic
stalemate has actually precluded Japan and Russia from signing a peace treaty for 7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geopolitics of Asia, both Russia and Japan now view
improving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s “a hedge against China,” putting the resolution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at the top of their respective agendas (Allison, Kimura, and Sarkisov 2016, VII).
A trilateral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emerging from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Kuril Islands dispute could become a pillar of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by
extension, be beneficial for the U.S. strategy in the region.
Certainly, it needs to be recognized that were the US to undertake a serious initiative to move
both parties beyond their current posture, and to serve as the honest broker, this would require
urging each to take actions that will be opposed by forces both in Japan and in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US involvement in the dispute could yield tangible reputational benefits for Washington. The
years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rendered the United States an unreliable partner. To reverse this
dynamic,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Stiglitz (2020) and “genuinely
subordinat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o common interests and valu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 form of rule of law from which the US is not exempt.”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Kuril Islands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test ground for this new dynamic of U.S. engagement in Northeast Asia.

CONCLUSION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ctive engagement with Northeast Asia - driven by
isolationist “America First” policies of Donald J. Trump - has alter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landscape of the region. 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2003, 4) have long warned of the
potential for regional instability stemming from the “low politic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East Asia. The absence of US leadership has rekindled the extant tensions and
insecurities of Washington’s major allies. Additionally, as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well-aware that power vacuum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truly ephemeral phenomena Trump’s idleness towards the region has thus buttressed Moscow’s and Beijing’s ventures into the
region.

Consequentl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aces the mighty task of restoring the reputation of the
US in the region. Biden needs to prove himself as a capable facilitator, equally dextrous in
navigating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restoring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participating in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as a reliable ally and honest broker. There are many lingering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Biden’s ability to stand up to this task. His silence on issues such as joining RCEP or
possibly exaggerated rhetoric towards Moscow are potential concerns for the future of US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to restor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ever, whether the incoming American
president is truly up to the task.

歐洲對印太區域的安全關切：以英、德、法為例
王宏仁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長
美國新總統拜登上台之後，勢必對於印太安全局勢內的權力角力、夥伴關係、軍事
合作等，產生新的變化與影響。過去，大部分的觀察家都將焦點集中在美、中兩國的權
力博弈與衝突，但事實上，傳統西方歐洲大國—如英、德、法—也對印太地區的局勢變
化相當在意，早在川普時期美、中於印太地區搏鬥時，歐洲國家就已經開始進行印太部
署。整體而言，歐洲國家從廣泛的亞太區域內的利益考量，慢慢聚焦在印太區域的利益
考量，最終在意的是中國在此區域的軍事擴張行為。即便歐洲國家在地理上遠遠不汲於
印太地區，但是憑藉與澳洲、日本、印度、美國的合作，對於印太地區的發展的在意程
度，已經遠甚於過去任何時候。
首先，以英國為例，其對於印太地區的介入，主要受到脫歐之後欲重新尋找新的影
響力據點所致。儘管英國官方還沒有正式的印太戰略白皮書的出台，但是在脫歐之後，
英國智庫於 2020 年底先發表了一份很詳盡的政策說明匯集—A Very British Title，其中
表明：「英國應該在其脫歐之後向印度太平洋地區傾斜，將軍事、金融和外交資源投入
到建設主要的民主力量。」該報告得到加拿大前總理 Stephen Harper 的認可、現任澳大
利亞總理 Scott Morrison 的支持，甚至獲得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同意撰寫前言介紹。4
由於目前受到英國疫情的衝擊，英國外交政策的戰略可能還需晚些才會正式公佈，但有
證據顯示，英國對於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發展、和貿易政策已經有實質性的定
位。例如，英國外交大臣 Dominic Raab 2020 年底於 Telegraph 撰文表示(“Let’s Look
forward and Embrace, as a United Country, Global Opportunities”)，隨著英國和歐盟敲定協
議，如今將尋求與澳洲、美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達成貿易協定。5英國最著名的外交政

智庫報告全⽂參見：https://policyexchange.org.uk/publication/a-very-british-tilt/. 其中具體表示：“To fully
globalize Brita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etching from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to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Oceania, must become a priority.” “Britain recognizes 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competing visions of regional order, offer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K does not seek any new
cold wars, but it will defend its interes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port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UK
government cannot take a value-neutral posi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nor should it see itself as
leading a new ‘non-aligned’ movement of smaller states in opposition to the two great powers of the region.”
“Britain should defend global cooperation, openness, respect for law and adherence to accepted norms of
behaviour in concer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ke-minded n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and beyond.”
5
全⽂參見：https://www.telegraph.co.uk/authors/dominic-raab/.
4

策智庫 RUSI 也在 2021 年 1 月中呼籲，「隨著拜登的上任有望重塑印太政策，剛脫歐
的英國應該抓住這個時機，跟隨美國得到更多的機會。」(“The UK Should Align with
Biden in the Indo-Pacific,” 14 January 2021)6 不過，印太國家的反應中，以日本最為積
極。據報導，日本防衛省在 2018 年 4 月 29 日就主動宣布，日本海上自衛隊與英國海軍
在關東外海進行了聯合演習。這裡傳達的訊息是，英、日首次舉行聯合海上演習。從日
本的角度來看，有壓制北韓的作用。7但是從英國的角度來看，這是英國軍事影響力正
式(重新)進入印太區域的象徵。英國 BB 新聞在 2018 年 7 月的一篇報導中指出，英、澳
兩國外交與防務官員正在討論部署英國最新航母行使亞洲的計畫，這裡也有「制衡中
國」的目的。8英、澳原本的親密合作關係，加上英、日近期的合作，形成一個相當堅
實的三角合作關係：特別是在海權方面的深化。根據日本共同社在 2021 年 1 月初的報
導：「日本政府相關人士（1 月）5 日透露，英國海軍最快明年初將向包括沖繩縣等南
西諸島周邊在內的西太平洋，長期派遣以最尖端航空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為核心的
航艦打擊群」。9根據中央社的轉述報導，「背後原因在於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以及
英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強烈關切」。10
德國對於印太地區同樣也有相當大的利益關切。德國對於印太地區的介入，主要基
於對於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信仰理念。德國外交部於 2020 年 9 月 1 日正式發表了《印
度太平洋方針》(Leitlinien zum Indo-Pazifik)。11該方針指出，德國觀察到目前新的政治
與經濟平衡狀態已經傾向於印太地區了，不只包括傳統的中、美、日權力變化的問題，
還有澳洲、印度的日漸重要角色。「作為一個國際上積極的貿易行為者以及推動國際秩
序基於法治的支持者，德國對於參與亞洲的成長以及形塑印太區域的面貌有相當大的利
益需求，遑論堅持國際規範在該區域的扎根…這就是為何德國(外交部)要撰寫這份方針
的理由」。12德國外交部同時在隔日宣示：「印度-太平洋地區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

6

全⽂參見：https://rusi.org/commentary/uk-should-align-biden-indo-pacific

7

報導參見：https://www.nownews.com/amp/news/20180430/2745069/

8

報導參見：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911615

9

報導參見：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2060002.aspx

10

同上。

全⽂參見：https://rangun.diplo.de/blob/2380824/a27b62057f2d2675ce2bbfc5be01099a/policy-guidelinessummary-data.pdf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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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今天的內閣決定為我們與這一部分的未來關係設定了方向。我們的目標是加強我們
與這一重要地區的關係，擴大我們在多邊主義、減緩氣候變化、人權、基於規則的自由
貿易、廉潔性、數位轉型，特別是安全政策領域的合作」。13該宣告最後指出：「印太
區域對我們而言是無比重要的！不只是對於德國人，也包括全歐洲人。這也是為何我們
正與歐洲的夥伴共同合作，特別是法國。我們一同提出歐洲版的印太戰略，藉此可以指
導各項原則與價值。我們必須團結，才能主張我們的相關利益與價值」。14德國期刊
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uy 在 2020 年 12 月發表了 Frederic Grare 的一篇分析文章表
示，德國正追隨法國的腳步，對於「印太」這個概念有新的認知，試圖發展出對於印太
地區新的接觸手段。其中指出：「(德國外交部的)印度太平洋政策指南反映了過去幾個
月中、德關係的消極變化，也反映出歐洲對於北京處理 COVID-19 大流行的不滿情緒，
以及對於關鍵商品供應日益增加所衍生出的依賴問題有所擔憂。他們還更深層次表達了
對經濟交流中缺乏互惠的挫敗感，以及北京對國際法的系統性扭曲、隨後施加的國際秩
序改變等等的憂心」。15
雖然德國目前還沒有直接派出軍艦至印太地區，但在 2020 年 11 月，德國國防部部
長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表示，印度太平洋已經成為世界福祉的關鍵。她在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的採訪中表示，「我們認為德國需要標示其在該地區的地位…德
國軍官將與澳洲海軍一起部署，根據柏林處理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影響力的計畫，德
國護衛艦將在印度洋巡邏」。16雖然軍事行動在德國目前的政策中並不是主要接觸印太
地區的手段，但是在上述的《印度太平洋方針》中仍提到會透過各種手段來維持在印太
地區的「規範秩序」，並將更近一步與區域夥伴在安全與防衛上面合作，包括戰略對
話、幹部交流與培訓、增加雙邊訪問頻率，或是，派遣聯絡武官、港口訪問、演習合作
等等多樣化的國防政策聯繫。在合作對象上，除了澳洲之外，日本也被視為可以密切合
作的印太夥伴。德國國防部部長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在 2020 年 12 月 15 日在與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視訊會議時候表示，「德國在印太地區有安全利益，打算增強在此
區的存在角色，例如向多邊組織派遣德國聯絡官、參加軍事演習或是對海軍部隊進行港
13

全⽂參見：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indo-pacific/2380474

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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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參見：https://ip-quarterly.com/en/germanys-new-approach-indo-pacific

全⽂參見：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germany-refuses-to-turn-a-blind-eye-to-china-teams-upwith-australia-20201102-p56apf.html
16

口訪問。德國有在考慮於印度太平洋部署一艘德國海軍艦艇的可能性…德國有興趣與日
本在網絡防禦和武裝部隊數位化轉型領域以及數位政策事項上進行合作」。17
相對於英、德，法國可以說是最早重視印太戰略的歐洲大國。在馬克宏的推動下，
主要是法國的印太戰略建立在「價值外交」(民主)、人權問題(與英、德相似)、以及武
器販售之上。法國政府官方對於印太區域的關心，始於 2013 年所發佈的《國防與安全
戰略白皮書》（White Paper on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3）。這份文件開始提
到亞洲─太平洋區域對法國國家安全與戰略的重要性。法國防部在 2016 年進一步發佈
《亞太區域的法國與安全》（France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報告書，明確將焦
點放在亞太區域的範圍之內。2019 則是稍做修正，將報告書改名為《印太區域的法國
與安全》（France and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強調印太地區軍事環境的變化，以
及法國武裝部隊在印太地區將採取的態度與立場，這包括避免與中國進行直接的對抗，
或是保持多邊夥伴關係。18
法國在印太地區的實際軍事作為，從 2019 便悄悄開始。2019 年 4 月，兩位匿名的
美國官員透露，法國一艘巡防艦「葡月號」(Vendemiaire)於 4 月通過台灣海峽，這表示
美國的盟友越來越重視中國附近航道的航行自由權問題，也可能讓日本、澳洲也考慮跟
進。19 2020 年 12 月，美國海軍已經證實，美國的飛彈驅逐艦「馬侃號」與法國的核動
力潛艦「翡翠號」、支援輔助艦「塞納號」、日本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護衛艦「日向號」
共同於菲律賓海執行反潛操演，目的在於維護印度太平洋區域的海上安全與航行自由。
20

不過，更早之前，在 12 月初，日本媒體已經先披露，

2021 年 5 月日、美、法將

會首次在日本西南方離島進行陸上、海上聯合軍演，而且目標明確，將針對中國在東
海、南海的活動做出應變措施，制衡中國可能的軍事威脅。
除了與美、日的合作外，法國與印度也積極建立起夥伴關係。考量到中國不斷在印
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擴張和政經影響力，歐洲國家其實也感受到利益受損的威脅。印度
也趁此機會，儘管印度穆斯林對於法國總統馬克宏的不滿，仍向法國尋求軍事上的協
全⽂參見：https://www.bmvg.de/en/news/germany-intends-to-strengthen-security-cooperation-with-japan4918446
18
參見：http://www.andrewerickso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France-Security-in-the-IndoPacific_2019.pdf;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0/21/france-other-indo-pacific-power-pub-83000
19
參見：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4250011.aspx
17

參見：https://www.stripes.com/news/pacific/uss-john-s-mccain-trains-with-french-and-japanese-navies-inthe-philippine-sea-1.655975
20

助，在 2020 年 7 月與法國政府達成協議，獲得法國加速飆風(Rafale)戰機的支援，以強
化印度空軍的實力。21 2020 年 11 月，印度 Economic Times 報導，印度外交大臣 Harsh
Vardhan Shringla 在訪問法國之後，雙方已經決定透過外交部、國防部、民間單位來強
化印、法於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雖然在公開的媒體報導上印度、法國雙方並沒有說明
雙方的強化合作是否針對中國日漸擴張的威脅而來，但是印、中長期的邊界武裝衝突以
及中國在南海設立多個島礁和軍事設施的行為，無疑是印度歡迎法國進入印太地區進行
軍事合作的重要原因。
小結

歐洲國家對於印太地區的關注不可小覷。英、德、法可能根據自身不同的國家利
益，對於印太地區有不同的介入，表現在與不同區域國家的合作上面。但我們漸漸發現
到的是，英、德、法都無法坐視不管中國在東海或是南海的擴張行為，這是與美國在印
太地區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過，英、德、法對於美國將來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並沒有明
顯的看法或勾勒，這也端賴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後的作為而定。據報導，白宮新幕僚長
Ron Klain 透露，拜登上台後會簽署十幾項行政命令，主要牽涉疫情、經濟、氣候、種
族等議題上面。至於拜登的印太戰略會如何進行，目前還需觀察新任的白宮「印太事務
協調官」坎貝爾會如何與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國防部長等人進行合作，提出更有效
的執行政策。對於台灣而言，英、德、法在印太地區的關注是透過與澳洲、印度、日本
等國的合作獲得實現。台灣近幾年與澳洲、印度、日本的關係深化，透過此機會，或許
能藉此與歐洲國家一同合作，進行雙邊、甚至多邊的交流，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與穩
定，以及捍衛民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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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https://edition.cnn.com/2020/07/30/asia/india-france-rafale-jet-fighters-intl-hnk-scli/index.html

田弘茂院長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於 2001 年 8 月 6 日與夫人
款宴拜登伉儷所率領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參訪團，
團長拜登當時係外交委員會主席。

田弘茂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職

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兼院長
總統府資政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最高顧問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顧問
三三會顧問
經歷

外交部長
中華民國駐英國代表
總統府國策顧問
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
張榮發基金會董事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顧問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顧問
九0年憲改「國是會議」籌備委員，主席團主席
學術著作（書與文章）甚多，皆以英文出版
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校友全球成就獎」

王宏仁
學歷

德國杜賓根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長
台南市政府兩岸小組諮詢委員
台南市政府族群主流推動委員
經歷

美國傅爾布萊特 2019-2020 資深訪問學者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GW East Asia NRC 訪問學者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Sigur Center 訪問學者
比利時布魯塞爾 CUNCR 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美國 Stimson Center 訪問學者
德國漢堡大學 GIGA 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德國 Duisburg-Essen 全球治理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王定宇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現職

第十屆立法委員
經歷

立法委員施明德辦公室主任
台南麗來百貨公司商場規劃暨行銷顧問
新青年工作隊總監
國民大會代表黃昭凱辦公室主任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執行長
台南市第十五屆市議員
台南市第十六屆市議員
第一屆臺南直轄市議員
第九屆立法委員

王智盛
學歷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現職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復興廣播電台「兩岸脈動」節目主持人
大陸委員會研究員

林正義
學歷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現職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經歷

林正義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主題為國際關係、
美台中外交關係及國家安全政策，曾任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後研究、中
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國立政治大
學國關中心主任、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執行
長。

范世平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法學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碩士、博士
現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兼任教授
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顧問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
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理事長
經歷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事務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金門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僑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訪問學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荊元宙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陸軍司令部軍事情報處處長
日本智庫防衛研究中心(DRC)國際研究員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資深研究員

馬振坤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經歷

2019 年 10 月馬振坤博士受邀至美國華府「台美國防工業會議」，以「中
共對台軍事行動與國軍之因應」為題發表演講。並於 2012~2016 年三度受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邀請，赴夏威夷以解放軍現代化相關議題進行講座。此
外馬振坤博士也已發表多篇期刊論文，最近一篇為「尋求恢復歷史現狀之
中國軍事擴張與對台威脅」。

張國城
學歷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系博士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副主任
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監察人
會計師
經歷

高雄市政府顧問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研究委員
行政院反恐辦公室

研究員

國防部副部長室

秘書

郭育仁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碩士英語學位學程主任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
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The JIIA)訪問研究員
日本防衛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中華民國外交部招聘研究員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招聘研究員
日本交流協會招聘研究員
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冠廷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學士
現職

台灣世代智庫執行長
以色列資安暨科技協會副理事長
經歷

台北市政府主任研究員兼副發言人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訪問研究員
日本交流協會招聘研究員
國家安全會議研究助理
台灣世代智庫副執行長
野村總合研究所 助理顧問
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助理

賴怡忠
學歷

美國維琴尼亞理工學院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研究員
現職

遠景基金會執行長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經歷

民主進步黨駐美代表處辦公室主任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室主任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
民主進步中國事務部主任
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台中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執行長

羅致政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 碩士、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學士
現職

第十屆立法委員
民進黨國際部主任
立法院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經歷

政黨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國際自由政黨聯盟副主席

政府與學術機構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系主任

民間社團/智庫
國策研究院 執行長
台俄協會 秘書長
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
臺灣民主基金會 董事

蘇紫雲
學歷

華沙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班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
現職

淡江大學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執行長
凱達格欄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諮詢委員
經歷

民主進步黨政策會研究員
國安會研究員
國防部諮委
美國務院訪問學人
綠能服務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