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兩會」後中共對臺動向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主稿

 「兩會」後舉辦「反分裂國家法」15 週年座談會、美中蓬楊會，
中共涉臺談話兼具內外效果。
 中共強調對臺政策一貫，重申反獨促統、一中原則等政治基礎；
並以法制反獨促統，展現推進統一戰略自信；另凸顯以武反獨，
威懾臺美，並積極防範臺美關係發展。
 中共對臺大政方針不變，可能續推單邊作為，加大同等待遇惠臺，
但要求臺胞承擔反分裂責任。

（一）前言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今年中共「兩會」延後到 5 月 21 日
與 22 日召開。由於今年中共「兩會」召開，又適逢 520 蔡總統連任
就職演說之後，是以，
「兩會」期間暨會後中共各領導人涉臺的談話，
自然備受各界關注。綜觀今年「兩會」召開後，中共領導階層重要的
對臺政策談話主要有四項。其一，5 月 21 日政協開幕時汪洋主席所
提報告，與 22 日人大開幕時李克強所提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涉臺政
策。其二，汪洋、栗戰書、王毅等中共領導人在「兩會」期間，以及
李克強在人大閉幕舉行中外記者會的重要發言。其三，在「兩會」閉
幕後 5 月 29 日中共在北京召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週年座談
會，全國人大、黨、政、軍、政協（社團）等五套班子齊聚一堂，並由
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等發表重要講話。其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
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 6 月 16 到 17
日在夏威夷會談 7 小時。

（二）李克強、汪洋「兩會」書面報告涉臺內容解析
由於今年政協主席汪洋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兩人在 5 月 21 日
與 22 日的書面報告都沒有提及「九二共識」與「和平統一」
，故而引
起外界過度解讀，認為北京已經不再堅持「九二共識」，甚至只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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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統一」而放棄和平。一般認為中共對臺政策有其變與不變，這
種明察秋毫，不見輿薪（對臺工作大政方針）
，完全忽略北京在對臺政策
上簡化處理，也不瞭解中共對臺政策要作重大轉折一定要由最高領導
人習近平親自拍板並對外宣示，而非透過不分管對臺工作的李克強或
是一年一度位階不高的「政府工作報告」來呈現。事實上，5 月 23 日
下午，汪洋參加民革、臺盟、臺聯界委員聯組會，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栗戰書 25 日在工作報告，都再度重申今後一個階段仍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三）李克強、王毅「兩會」記者會強調和統、美中臺關係
一般認為，今年中共「兩會」期間涉臺政策較具代表性的發言厥
為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26 日在記者會上，透過陸媒提問的發言。
由於王毅不僅曾經擔任過國臺辦主任，且目前也是國務委員並身兼中
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加上近期來在美中對抗下，中共更
是將臺灣議題視為美中大國關係制約下的產物，中共透過王毅在「兩
會」中表達對臺政策，自然有其政策宣示意涵。以王毅謹慎細膩的性
格，加上中共官場上不踩線的慣例，王毅的談話旨在藉此宣示中共對
臺政策。王毅首先談 2300 萬臺灣民眾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其次談到，
臺灣當局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自行關閉兩
岸協商處理涉外問題的大門。再則，強調中共堅決反對以防疫合作為
幌子與臺灣開展官方往來。最後則是高調宣示，中共敦促美方充分認
清臺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正告美方不要試圖挑戰中國的底線，不要誤判 14 億中國人民捍
衛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王毅的談話凸顯在中共對臺政策中，美國因
素扮演著重要關鍵角色，乃至美臺關係的強化為現階段中共對臺政策
最為關注的焦點。
除了王毅的談話外，在中共「兩會」閉幕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中外記者會上，針對中國時報的提問，也明確表示現階段中共對臺
政策，首先表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陳述對臺的大政方針一貫，要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持「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臺獨」
。其次，在
這個政治基礎上，願同臺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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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話協商，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從來都反對外來干涉。最後，
視臺灣同胞為手足，血濃於水，始終高度重視臺灣同胞的福祉。從李
克強的回應可以清楚看出，現階段中共對臺政策在大政方針與作為上，
仍然是以和平統一為主軸。

（四）
「反分裂國家法」座談會及蓬楊會重申涉臺立場
個人認為在今年 520 蔡總統就職演說暨「兩會」後，中共領導階
層與主要媒體，在對臺政策上最為重要的場合，即是在 5 月 29 日在
北京舉行的「反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週年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人
大委員長栗戰書強調，「反分裂國家法」以憲法為依據，貫徹黨中央
對臺工作大政方針，是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制度體
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反獨促統政治責任和使命要求的重要遵循。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發言指出，第一、「反分裂
國家法」是一部反「臺獨」反分裂的法律。第二、
「反分裂國家法」是
一部促進和平統一的法律。第三、「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切實管用
的法律，在此次「反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週年座談會上，中共也罕
見特別安排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發言。
李在會上強調，按照「反分裂國家法」規定，如果出現「臺獨」分裂
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如果發
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如果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完全喪失，人民軍隊將與全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一道，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堅決粉碎任何分裂圖謀和行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勢力干涉。
在中共媒體報導上，個人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與權威性的解讀
乃是 5 月 29 日新華社所發表一篇題為「震懾『臺獨』分裂、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的法制利劍——寫在「反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週年座談
會召開之際」的時評。該文開宗明義指出，「在當前臺海形勢波詭雲
譎，各界對兩岸關係前景備感憂慮之際，這次座談會的召開特別是栗
戰書委員長的講話釋放清晰明確的信號」。該文並以座談會上具有 3
個信號作為觀察：信號之一是充分展現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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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話精神，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戰略自信；信號之二是劍
指當前日漸升級的「臺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加大插手臺灣問題的
圖謀，這是對「臺獨」分裂分子發出的嚴正警告；信號之三是發出呼
籲兩岸同胞共同反獨促統的號召。
眾所皆知，自從 2005 年 3 月中共通過反分裂法以後，因為連戰
與宋楚瑜等政黨主席登陸，開啟所謂的和平之旅，因此北京在過去 14
年當中，未曾舉辦過任何一次的座談活動，就算是 2015 年逢十年中
共也未曾有任何的活動，此次 15 年來首度舉辦座談會自有其意義與
目的。但此次座談會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並未出席，甚至習近平在
今年「兩會」期間既沒有在 5 月 23 日政協的三個涉臺組織的聯組會
發表講話（今年由汪洋出席），也沒有如 2016 年以來在曾經兩度在人大
上海團或是福建團發表重要講話。凡此凸顯出，中共對臺大政方針並
未因為蔡總統再度高票連任與民進黨完全執政有重大的改變。個人認
為，依照目前中共對臺決策機制的運作觀察，只有習近平出面發表講
話，中共對臺政策才有殊值重大宣示與更弦的可能。
綜觀「兩會」後中共除舉辦「反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週年座談
會，也在 6 月 16 到 17 日由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政
治局委員兼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赴美國夏威夷和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舉行會談，根據新華社報導，楊潔篪針對臺灣議題聲稱，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
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國捍衛自身核心利益的核心和意志堅
定不移，美國應確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慎重妥善處理臺灣議題。是以，觀察「兩會」後中共對臺政策，可以
清楚看出，當前中共對臺政策仍然以「習五點」為指導方針，以和平
統一為主旋律，但基於臺灣內部反中與獨立呼聲高漲與美臺關係強化。
因此，中共高調舉辦「反分裂國家法」座談會的目的，主要在對中國
大陸內部宣示，縱使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形勢嚴峻，但中共對臺大政
方針和平統一的主軸，並沒有任何改變。因為北京在法律上與軍事上
已經做好準備，外界無須過度憂心。除對內宣示交代，對臺以武防獨
威懾外，也積極與美國交涉並防範美臺關係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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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對臺政策具對內安撫，對臺美武力威懾效果
根據個人觀察，「兩會」後的中共對臺政策，首先，除對中國大
陸內部交代安撫外，其次，藉此高調對美國與國際上表明中國對於維
護國家主權領土不惜一戰的決心；再則，希望藉此對臺灣政府與民眾
強力打「輿論戰」
、「法律戰」
、「心理戰」，希望我方在美臺關係與憲
改議題不要碰觸北京的「底線思維」。一般認為，雖然現階段北京即
使認為還沒準備好對臺武統，也可能開始推動不同程度的軍事施壓
（如加大軍機繞臺力度）
，一方面藉此考驗美國介入兩岸的決心，並揣摩

各種可能的接戰模式，另一方面也藉此考驗臺灣政府的領導因應、臺
灣經濟的抗壓底線、以及臺灣民眾的團結虛實。一般認為中共對臺政
策在和平統一為主軸下，臺灣仍應高度防範中共另外一手各種武嚇形
式的施壓。這種對臺施壓雖然不到動武程度，更不到直接登陸，但希
望能夠對臺灣產生有效的威懾與嚇阻，這也是與中共解放軍退役少將
喬良所說的「非戰爭的軍事行動」大同小異。

（六）中共可能加大同等待遇惠臺，但要求承擔反分裂責任
評估未來中共對臺政策，個人認為在兩岸關係欠缺互信中，未來
中共對臺政策恐將秉持「單邊立法」
、
「單邊作為」
、
「底線思維」三大
策略手段。在短期內中共對臺政策，可能一手加大給予臺商、臺灣民
眾在中國大陸的同等待遇，除了如在今年 520 前夕的 5 月 15 日公布
「關於應對疫情統籌做好支援臺資企業發展和推進臺資項目有關工
作的通知」
（11 條）
，未來在兩岸投保協議無法深化落實下，加大臺商
投資保護法施行細則，透過立法或頒佈各種所謂惠臺措施，給臺商、
臺青、臺灣民眾享有「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同等待遇。另一手也可能
將透過立法與單邊作為體現強硬的底線思維，以貫徹「一個中國原則」
，
防範並制裁「臺獨」分裂活動，讓臺灣民眾在享有與中國大陸公民同
等待遇的權利之際，也承擔維護國家安全反對分裂的責任與義務。

（七）結論
評估 2020 年下半年與短期內的兩岸關係，第一，美中大國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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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日益對立，以及 11 月 3 日美國即將進行大選，美國基於自身利
益考量必打臺灣牌。第二，北京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
，暨爾
後的人大常委會立法，與香港將在 9 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香港議題
持續發酵。第三，兩岸領導人都各都有歷史使命感與底線思維，加上
欠缺互信與溝通管道；兩岸人民各項互動交流日益弱化，又各自秉持
「民主反中」與「民族反獨」。此三大因素的制約促使兩岸關係也充
滿著較多不確定因素。是以，如何繼續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基本格局
不至於生變，未雨綢繆做好危機管控，並有效防範兩岸關係因為意外
與誤判而生變，乃是兩岸執政者與各界亟需務實面對與思索的重要課
題。
兩岸關係欲正常發展必須尊重過去歷史事實，正視兩岸目前政治
分歧，本諸求同存異精神，共謀符合人民期待的未來。當前兩岸如果
一時無法建立起良好溝通管道，也應積極思索如何不讓兩岸關係繼續
惡化到無法逆轉的格局。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一方面取決於執政者間
理念與互信，另一方面更繫諸於兩岸人民的相互認知與理解，兩岸高
層或許對政治存有歧見，但兩岸人民卻不應有仇恨與對立，當前任何
旨在製造雙方人民對立與仇恨的言行，都不應當被縱容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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