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共在美大選後的對臺工作觀察
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主稿

 美大選後中共對臺經濟面封鎖臺灣區域經濟突圍的可能，增加迫
我談判籌碼；軍事面，機艦不斷侵擾我空域，宣示臺海控制權，
迫拜登表態；政治面回歸「九二共識」主旋律，逐步推動兩岸融
合發展，爭取「兩制臺灣方案」的民主協商代表。
 近期中共對臺工作則側重形塑內外壓力，迫我方進行政治談判。
外在壓力來自區域經貿合作發展主軸，臺灣堅拒有前提的對話，
恐被再次操作成抗拒和解的「麻煩製造者」。另兩岸官方交流遲
無進展，臺商投資與相關社會交流未有適切協助，形成內部政治
對執政黨的壓力。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由於現任總統川普近 4 年來的執政未能
更加團結美國社會，反倒更為分裂極化，加上受惠於因疫情而大幅開
放的郵寄選票與提早投票制度，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最終在搖擺州以些
微差距勝出。然而，川普雖然落敗，但憑藉他取得更勝於前任總統歐
巴馬所得總數的 7200 萬張選票，川普對即將尌任的拜登政府，仍會
產生極大的執政挑戰，其中之一尌是對中政策。鑒於影響臺海局勢及
兩岸關係走向的根本因素之一，尌是中美兩國關係。川普政府自 2018
年春開啟貿易戰後，中共從一開始基於「一帶一路」國家戰略順利推
動的自信滿滿，到對美經濟戰略與民主韌性的誤判，輔以香港「反送
中」事件的處理失當，接連面臨美國對中企與美商赴中投資的多項禁
令，甚至在大選前還互相關閉使館等事件，都顯示中美關係惡化，步
步邁向「中美脫勾（decoupling）」的新冷戰態勢。儘管尚未發佈最終官
方結局，但拜登勝選之勢已非常明朗，本文將在拜登即將接手美國的
情勢下，觀察並預判中共可能的對臺工作。

（一）拜登的對中交往政策：和緩但仍警戒
拜登 11 月 6 日晚間發表談話，宣示將在防疫、經濟、氣候變遷
與種族歧視等問題積極推動改善措施，期望帶領美國團結，成為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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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尊敬的國家。可以看出拜登當選後的首要之務，將是修復內政、
重振經濟，而非在外交上再生烽火。一般研判，拜登不急於接續川普
反中路線，甚且思考從緩和中美關係，獲得讓美國經濟復甦機會。
然而，這並不表示拜登的對中政策將全盤的改弦易轍。事實上，
川普近 4 年來以美國本位思考的反多邊貿易政策，以及與中國大陸的
產業鏈脫勾，鼓勵美國製造業回流投資的政策施行以來，確實帶動美
國內部經濟好轉，川普的支持者多給予正面肯定，許多經濟指標在本
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開來以前，並不因中美貿易戰開打、退出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甚或威脅
退出 WTO 等國際貿易組織，尌有所衰退，反而有強勁的增長。加上
川普政府一連串強勢的反中作為與說帖，不僅相當程度讓美國內部各
界 ， 共 同對 中經濟 戰 略 規劃 有所警 惕 ， 也重 新檢討 過 往 的交 往
（engagement）政策，實際坐大中國大陸挑戰美國戰略地位的野心。作

為歐巴馬時期副總統的拜登，也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從「戰略夥伴關係」
（strategic partnership），變成「重要的競爭者」
（serious competitor）。

1

（二）中共近期對美選結果因應
川普時期一連串反中政策的推動，中共勢必清楚拜登當選之後，
儘管他未必完全遵從川普的印太戰略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但
歐巴馬時期重返亞太圍交政策（congagement policy），甚至更早自柯林
頓時期開始的交往政策，恐怕再也回不去了，中美關係已無法完全重
修舊好。因此，中共在拜登還未正式上任前便開始出招，一方面測詴
拜登對中的真實態度，另一方面亦框限其未來對中的政策空間，爭取
交涉籌碼。
有兩項具體觀察，首先在區域安全上，特別是臺海與南海局勢，
中共將不會放棄軍機軍艦持續地圍繞進出。目的是要給予繼任的拜登
政府強烈的訊號，重申臺海與南海為中共的核心利益，若拜登政府選
後想與中共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此區域為其不可退讓的紅線。在區
域經貿秩序上，由於拜登支持多邊主義，一般研判其當選後將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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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因應對中貿易。在這方面，中共出招甚快，不僅外長王毅立即
公開表明捍衛多邊主義、自由貿易路線；2在中國大陸的主導下，亦
於 11 月 15 日完成簽署東協+5 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未來美國要主導的 TPP 進程，

顯然已居於落後，再加上疫情因素，使得 TPP 要落實它區域內貿易
最高規格的全自由化的原始規劃，不僅頗有難度，亦將拖累成員簽署
上路的進度。如此一來，拜登的多邊主義經貿戰略，將面臨能否如期
達成、如願拉抬美國國內經濟的挑戰；中共將善用 RCEP 這個施力點，
來平衡拜登政府的亞太政策。

（三）中共在中美關係新局下的對臺工作
美總統大選結束後，中共外交部 11 月 13 日發佈對拜登勝選的賀
詞，配合前述中美關係轉變的觀察，研判中共近期可能的對臺工作:
1. 持續封鎖臺灣區域經濟突圍作為。臺灣自 2016 年蔡政府上臺後，
為降低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度，便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值此
同時，在亞太區域的經貿組織，積極申請參與 TPP，儘管當中因
川普政府的退出而有所延宕，但如拜登上臺後重啟 TPP，我方將
會盡力爭取加入，避免在區域自由經濟架構被邊緣化。然中共更
為積極的運作 RCEP 成立，已在區域經濟秩序的佈局拔得頭籌，
在 TPP 尚未有進展前，我方以東協國家為主的新南向政策，勢必
受到影響。另外，臺美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或
受限於拜登政府急於短期獲致經濟改善成效，而必頇改善對中貿
易關係，除可能將川普時期的對中貿易禁令作部分解禁外，亦可
能稍緩臺美 FTA 推動進度，並配合 TPP 規劃與時程再做研商。總
的來說，中共對臺戰略之一是讓臺灣不具任何國際參與機會，即
便是經貿組織，亦盡量封鎖臺灣獨立自主參與的空間，逼迫臺灣
進入其所設定的一中架構。現因美國總統換屆，中美關係及區域
政經架構未明之際，先將所有臺灣在區域經濟可以突圍的可能性
都封堵，增加逼迫臺灣上談判桌之籌碼，也限縮拜登政府日後延
2

王毅(2020 年 11 月 13 日)。王毅：弘揚多邊主義，應對全球挑戰。中國評論新聞網。檢自:
http://hk.crntt.com/doc/1059/2/4/7/10592473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5924732&mdate=1
108093605
3

續臺美 FTA 談判及 TPP 規劃的政策空間。
2. 持續釋放軍事威嚇之昂貴訊號。如果尌國際關係理論來看，
「攻勢
現實主義」大致可以解釋川普的對中政策及其反中作為，即是以
權力最大化作為思考，並極力採取行動，遏阻任何中共可能挑戰
美國區域利益及其霸權地位的作為。相對地，
「守勢現實主義」則
或可用以理解拜登目前為止的對中關係談話，即不以對手（opponent）
而以競爭者（competitor）來定位中國大陸，此外，首重內政改革，
強調聯合外交盟友多邊解決機制的作法，代表拜登無意在任初期，
即在外交生端，而趨向謹慎自制、多邊合作的作為。如是，中共
在美國大選後仍不斷派遣軍機侵擾臺灣西南空域，大致有 2 項意
義：首先，對於即將交棒的川普政府，在可控制的範圍內，測詴
其「攻勢」作為的其他可能性，掌握臺美軍事合作的戰術參數。
其次，對於即將接任的拜登政府來說，則是宣示中共對臺海的控
制權，作為日後區域合作底線的訊號，並以此催促拜登表態，之
後再俟拜登對兩岸與亞太秩序的談話做調整。而對臺灣來說，不
管中共軍事威嚇是否是針對美方而來，對臺灣內部均造成相當程
度的民心影響，亦會鼓動「求和」的聲音，局部分化我對抗意志。
若拜登正式上任前後，為求與中共的短暫修好合作，而釋放出暫
緩部分對臺援助的訊息，將更坐大求和聲音，呈現「以武逼和」
態勢，內部兩岸路線分歧的政治爭議將再成焦點。
3. 調整單邊作為、
「九二共識」復歸主旋律。2019 年開春，習近平宣
示推動「兩制臺灣方案」的促統講話，同年國慶講話更是完全不
提「九二共識」，只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當日即引來國內
最大在野黨「未體察兩岸情勢變化」的批評。3事實上，中共自 2016
年以來，加大單邊主義的強勢作為，直至「習五條」的出爐更是
達到顛峰。爾後，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推起各國同情關注，
川普政府的強力反制，從中美貿易戰延伸到印太戰略，與一連串
挺臺法案，圍堵中共的外交攻勢凌厲；加上 2020 年初蔡英文獲得
史上最高票當選總統以及疫情蔓延，年中之後西方國家更興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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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反華聲浪。種種不利態勢，迫使中共必頇在對外戰術上有所調
整。在對臺工作上，向來鷹派立場鮮明的「環球時報」亦自 9 月
底開始連載「九二共識答問」系列，其內容已融入「一中各表」
的在野黨說法；10 月底甫結束的「五中全會」公報，僅再重申「推
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祖國統一」基調，未見「一國兩制」等強
硬促統字眼；11 月初兩岸隔海分別辦理「馬習會五週年紀念」會
議，重申「九二共識」為兩岸互動基調；11 月中，
「新華網」專文
重申「『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與打破僵局的解方」，
以中共觀點詳述「九二共識」的發展歷程4。綜觀近期發展，研判
中共已在調整前 2 年對臺強勢的單邊作為路線，並再次鎖定「九
二共識」為議題，重新尋求臺灣內部具相同政治基礎的在野黨，
配合拜登即將接任美國總統的較緩和區域形勢，逐步協作兩岸融
合發展，藉此軟調地再爭取兩制臺灣方案裡的「民主協商代表」
。
如此一來，當蔡總統於本年國慶文告提出願「促成有意義對話」
意願時，「九二共識」又將成為兩岸各方爭執焦點。
4. 經濟拉力與社會交流。隨 Covid-19 疫苗初見研發成功訊息，疫情
或可於來年獲得控制，兩岸經貿交流即將復甦。自 2018 年春中美
貿易戰開端以來，大陸臺商面對「留下來或撤出」的重大投資抉
擇，特別是當川普對中投資禁令越多，生產成本越大及對美外銷
訂單縮減之時，這個抉擇顯然越顯急迫但重大。一般來說，屬於
仰賴大陸市場的傳產業與服務業，多會選擇留下，但屬於仰賴外
銷市場的製造業，特別是電資通產業，有較大的壓力要面臨是否
撤出或要更改投資策略，以因應生產鏈的脫鉤。然而，中共極力
防範臺商的出走，特別是資金的流出。隨著疫情的好轉，加上「十
四五規劃」側重內循環的雙循環經濟計畫，將對臺商留下與流入
產生極大誘因，特別是那些因疫情已高度衰退的產業，將在疫情
更為穩定後，再現一波經濟拉力。5伴隨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以及
拜登上臺後亦急需拉抬美國經濟的背景下，兩岸經貿交流預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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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急速增長的高潮，不同於目前兩岸貿易以半導體與工具機
等為大宗，用以供給陸製造所需的原物料或半成品，增取陸內需
市場為主的傳產服務業，將可能佔重要比重。如此一來，伴隨高
人力投入的傳產服務業，亦會形成新一波的兩岸民間交流，大陸
涉臺部門勢必針對此一狀況，以過去兩波惠臺政策為基礎、擴大
辦理，加大「經社促統」的力道。

（四）結語
以上幾項對於中共因應美國大選及近期發展可能的對臺工作預
判，近期中共念茲在茲的對臺工作，應該是要逼我政府進行政治談判。
所有的工作似在步步推進，催促我進行政治談判的內外在壓力，並再
以「九二共識」為其所謂的通關密語。外在壓力大致來自於區域局勢
衝突暫時緩解，周邊國家概以經貿合作為發展主軸，美中經濟議題又
有合作發展的共識，臺灣堅拒有前提的對話，恐被再次操作成抗拒和
解的「麻煩製造者」
。內部壓力落到雙軌產業鏈的傳產服務業，若最
終仍頇依靠大陸市場作為維繫，在兩岸官方交流遲無進展的情況下，
致使臺商投資與相關的社會交流未能有適切協助，將形成內部政治對
執政黨的反彈壓力。以上所述內外壓力，已是進行式，並正在逐步限
縮我未來應對的政策空間。政府應及早針對相關局勢做好研判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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