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8 年「第 3 屆亞投行年會」會議概況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李志強主稿

 各國政府無力承擔公共投資增加的債務負擔，吸引私部門資金投
入基礎建設成為必要選項。
 印度對基礎設施需求龐大，已成為亞投行最大借款國和獲益者。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加強全球和區域合作倡議以及借
款國發展戰略對接，滿足成員國多元化的發展需求。
 亞投行信用評比高，計畫年內發行債券，擴大貸款規模以增加國際
影響力。
由中國大陸倡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第 3 屆
理事會年會於今年 6 月 25 至 26 日在印度孟買舉行，包括成員國的代
表團、國際組織代表、全球財金界人士等約三千多人參加。印度總理
莫迪出席開幕式致辭，大陸方面則由財政部副部長鄒加怡率團出席。
本次年會選出盧森堡理事為第 4 屆理事會主席、新加坡理事和埃及理
事為副主席；並決議第 4 屆理事會年會將於 2019 年 7 月 12 至 13 日
在盧森堡舉行。亞投行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從最初只有 57 個創始
成員國增加至今年 6 月的 86 個，規模已超過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
開行）的

67 個成員國；本屆年會通過黎巴嫩加入亞投行，成為第 87 個

成員國，目前七國集團（G7）中只有日本和美國還沒有加入。這次年會
的焦點和未來動向包括以下四項：

（一）要吸引更多私部門資本
今年年會主題為「助力基礎設施融資：創新與合作」
， 並首次舉
辦亞洲基礎設施論壇，探討如何吸引更多私部門資本投入基本建設，
早在開幕式舉行的前一天，年會就已安排多場相關議題的對話會議。
據亞投行估計，目前亞洲基礎設施仍有數兆美元的資金缺口；交通領
域除港口外，將來還要投資鐵路、機場等項目，尤其是在能源方面，
發電、輸變電工程對於改善亞洲落後國家的貧困生活很有幫助。但僅
依靠各國政府和多邊銀行的投資仍然是不足夠的，這也是此次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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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聚焦在動員私人資本參與基本建設的原因。很多亞洲發展中國家嚴
重缺乏基礎設施，但如果動用大量公共資本來投資，可能會增加這些
國家的債務負擔，因此調動私人資本參與就顯得非常必要。

（二）印度已成為最大借款國
由於對基礎設施需求龐大，印度已經是亞投行最大的借款國和獲
益者。亞投行成立的前兩年，在基礎設施項目上的貸款總額已達 40
億美元，其中對印度的貸款金額最高，6 個投融資項目共計 12 億美
元，占亞投行貸款總額近 30%。在今年年會上，印度作為主辦國也召
開多個研討會，強調印度推動基礎設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亞投
行將進一步對印度貸款 2 億美元，用於道路、住房和城市發展。第一
期 1 億美元已經獲得亞投行董事會批准，第二期 1 億美元投資也將進
入討論階段。

（三）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關係將更密切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都是在中國大陸倡議下推動的，亞投行行
長金立群在年會上還特別提到兩者的關係，認為亞投行作為國際機構，
要按照國際機構準則運作，但「一帶一路」在促進國際合作上提供亞
投行發展機會，兩者可以相輔相成，所以亞投行要理所當然的支持「一
帶一路」
。亞投行開業以來，所有的貸款項目都貸給「一帶一路」的
沿線國家，在本屆年會期間，亞投行特定安排與「一帶一路」對接的
互聯互通主題研討會，今年亞投行也支持首個非亞洲國家—埃及的太
陽能投資項目。作為最大的出資國，中國大陸財政部副部長鄒加怡在
年會中也表示，亞投行應更加注重與「一帶一路」等全球和區域合作
倡議以及借款國發展戰略相對接，以滿足成員國多元化的發展需求。

（四）未來會發行債券拓寬集資管道
從成立以來，亞投行的貸款項目不斷快速增加，至今已批准的貸
款總額達 53.4 億美元，共帶動各種公共和私人資本 300 多億美元投
入基礎建設。亞投行大約三分之二的貸款是與世界銀行或亞開行等其
他國際金融機構一起進行的聯合貸款，對項目審查的慎重態度得到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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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錯的評價，因此 2017 年國際三大信用評等機構包括穆迪、標凖
普爾和惠譽都先後給予亞投行「AAA 級」最高信用評等，巴塞爾銀
行監管委員會也評定亞投行零風險權重。在成員國數目已超過美日主
導的亞開行的形勢下，亞投行要擴展影響力就必須進一步擴大貸款規
模。目前亞投行主要是利用自有資本進行融資，在極佳的信用評等下，
將計劃年內首次發行債券，作為籌措資金的額外管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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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近期友臺法案通過及後續可能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盧業中副教授主稿

 年初「臺灣旅行法」獲參眾兩院無異議通過，川普簽署，希促成美
臺高層互訪；參眾議員後續亦提出類似提案，雖對行政部門無拘束
力，但具高度政治象徵意義，美臺關係實質進展。
 「2019 年國防授權法」等多項法案提出，擴大美臺軍事交流合作，
確認對臺軍售重要性，亦凸顯美國對中國大陸軍事、貿易等實力成
長疑慮加深。
 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受阻，美參眾議員提案要求總統、國務卿或
其代表支持臺灣參與多項國際組織，相關法案尚在參眾院討論。
 美中貿易戰仍激烈，預期美國會將持續推動友臺法案反制中共；臺
灣應持續注意美國行政部門執行情況，並因應中共報復行動。

（一） 前言
年來美國與臺灣關係呈現正面成長，除了美國在臺協會新址於 6
月 12 日落成，另美國會自 1 月以來通過多項友臺法律、法案及決議
案等。美國國會的友臺舉動，原因包括臺灣與美國的經貿往來密切，
我國是美國的第 10 大貿易夥伴及第 14 大出口市場。
此外，對照中國大陸近期加強控制內政，美眾議員 Brad Sherman
（加州民主黨籍）等認為臺灣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民主盟友（democratic ally）
，

具有燈塔效應，也是美國繼續在區域間推動民主價值不可或缺的要角。
中國大陸對臺灣國際參與限制以及軍事恫嚇等舉動，也成為美國會通
過相關法案的助力。當然，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雙邊關係、尤其是
經貿關係的惡化，更是促成華府政策圈對中國大陸觀感大幅改變的環
境因素。當前華府政策圈的主流意見大致已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競
爭者與現狀挑戰者。
對我國而言，我們應當對該等法案之支持表示感謝，同時亦需留
意法案討論之時機並區隔象徵與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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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面向：「臺灣旅行法」及共同決議
在政治面向之法案方面，2018 年 2 月底由參眾兩院無異議一致
通過並成為法律的「臺灣旅行法」
（Public Law: 115-135）最值得關注。此項
法案原先由長期友臺的眾議員 Steve Chabot

（俄亥俄州共和黨籍）與其他

81 位眾議員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提出（H.R. 535- Taiwan Travel Act），後經過
院內討論並送交參議院。參議院於今年 2 月底無異議且無修正地通過
該法案並成為法律，於 3 月 5 日送交總統簽署。正值國會開議期間，
美國總統有 10 天的期限可以退回或簽署該法案，若超過此期限未簽
署，則法案自動生效。川普總統選擇在期限最後一天，也就是 3 月 16
日簽署，凸顯其個人對於此法案之態度以及對臺灣之支持。
這項法案之重點，可以由參、眾兩院在法案審議期間的各項發言
記錄看出。多位對我友好的眾議員強調，美國透過「臺灣關係法」及
雷根政府以來的「六項保證」維持兩岸及區域的穩定和平，但臺灣已
歷經民主化，美國理當放寬對於美臺高層官員互動的限制，並希望能
促成美國內閣官員訪臺，以及臺灣民選總統、外交及國防部長等訪問
華府。
另一發展是國會提出的共同決議案。此類決議案對於行政部門並
無拘束力，多屬國會為特定議題而表達其立場。在 5 月間臺灣連續失
去巴拿馬與布吉納法索兩個邦交國後，眾議員 Dana Rohrabacher（加州
共和黨籍）於

6 月 20 日提出呼籲美國與臺灣恢復外交關係的決議案

（H.Con.Res. 124）
，目前正提交眾院外交委員會。6

月 14 日，美國在臺協

會（AIT）內湖新館落成後，參議員 Cory Gardner

（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籍）

提

出承認美臺緊密關係及 AIT 強化該關係之重要角色共同決議案
（S.Con.Res.40）
，目前在參院外交委員會。

此等法案與決議案，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眾議員 Ed Royce（加
州共和黨籍）即指出，自

1979 年以來，美國總計僅有 6 位內閣級官員訪

問臺灣，與緊密的臺美關係似乎不成比例。然在此同時，我們可以看
出美臺關係在經貿互動、民眾往來、乃至軍事交流等方面仍有實質進
展。

（三） 安全面向：「2019 年國防授權法」等
「2019 年國防授權法」
（NDAA 2019）可說是美國國會近期試圖強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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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臺軍事關係最重要的法案。4 月 13 日，眾議員 Mac Thornberry（德
州共和黨籍）提出此法案（H.R.5515）
，試圖強化臺灣國防力量、擴大美臺軍

事訓練合作與軍售、以及美臺軍事高層人士之交流。眾院及參院雖接
續於 5 月與 6 月通過此法案，但對於內容仍有部分歧異。就 7 月下旬
公布之版本看來，雖然刪除參院版本的要求美軍參與臺灣漢光演習等
內容，但強化美臺軍事合作的精神持續存在。參眾兩院就對此法案之
差異協商完成後，將再送交美國總統完成立法程序。
「2018 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是第二項重點，係由參議員 Cory
Gardner（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籍）與其他 9 位參議員於 4 月 24 日所提出（S.2736）
，
希望美國能反制北韓與中國大陸影響亞洲穩定的各項作為。法案內容
主要是希望發展出長期戰略視野，以及更為全面性的美國對印太區域
的政策。依據該法案，未來 5 年美國將有 15 億美元之預算要配置在
此區域，以強化聯盟關係以及如南海等區域關鍵航道，以符合川普政
府對於維持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之戰略構想。其中與臺灣有關
的部分在於再次確認「臺灣關係法」及軍售對臺灣的重要性，並呼籲
總統應執行「臺灣旅行法」。
第三項法案是「臺灣安全評估委員會法案」
，由眾議員 Don Bacon
（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籍）

於 5 月 7 日所提出（H.R. 5680），要求國防部成立臺

灣安全評估委員會，以評估臺灣的國防實力並提出幫助臺灣建構自我
防衛實力的建議。有評論認為，此項法案的提出是對中國大陸施壓以
迫使其在貿易議題上讓步。
此等法案與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疑慮至為相關，美國會近期也討
論了許多與中國大陸貿易作法相關的法案並多所譴責。
「2018 年亞洲
再保證倡議法案」於 5 月 15 日進行聽證時，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
務局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表示，國務院對於北京近期要求企業界
必須依中國大陸之法律與政治正確行事等發展應受到譴責，並表示若
中國大陸仍執意擴張其「政治正確」，將影響中美關係，這使得臺美
安全關係受到關注。

（四） 臺灣的國際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重點
我國於今年 5 月間仍未能獲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及 20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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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於邀請函中所加註的「一個中國原則」相關字
樣，引起美國國會關注。2017 年 7 月 19 日，眾議員 Ted Yoho（佛羅里
達州共和黨籍）提出法案（H.R.3320）
，要求國務卿提出策略，以協助臺灣重

獲 WHA 觀察員地位。本年 1 月 9 日，眾議院口頭表決通過該法案，
並提交參議院。參議院於 4 月 19 日由 James Inhofe（奧克拉荷馬州共和黨
籍）等

4 位參議員提出近似法案（S.2716），目前正送交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審議。值得注意的是，兩院版本相當雷同，特別在先前通過法案
（Public Law 108-235）之基礎上，要國務卿就臺灣重獲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

地位之策略進行報告，直到臺灣重獲該地位為止。此外，兩院版本在
臚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歷程時，除提到各國協助與努力之外，
均提到是「在兩岸關係增進之際」
（during a period of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
臺灣自 2009 年起得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未來若參議院
通過自己的版本，則兩院將討論出一共同版本並重新表決，再送總統
簽署。
2018 年世界衛生大會開議後 4 天，參議員 Cory Gardner（科羅拉多
州共和黨籍）與

Edward J. Markey（麻薩諸塞州民主黨籍）5 月 24 日共同提出

「2018 年臺灣國際參與法案」
（S. 2962）
，回應中國大陸歷來打壓臺灣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
該法案並要求美國總統及其代表，就臺灣參與相關適當國際組織，向
中國大陸提出質疑，並指示各國際組織中的美國代表應利用發言機會
與投票權，確保臺灣的聲音被聽見。目前該法案已呈交參院外交委員
會。

（五） 未來可能發展
近期美中之間因為貿易戰的可能性增加而呈現高度不確定，而向
來對我國友好的美國國會於此期間所討論或通過的各項法案，也都有
高度的反制中國大陸的因素在內。未來，在中國大陸沒有具體改變其
行為之前，這樣的趨勢可能持續下去。
對於我國而言，此等法案有助我強化實力，且顯示國會對我仍為
跨黨派的支持，應當表示歡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法案在國會討論
時用字遣詞多較強烈，如對行政部門的要求以具強制性的「應」
（s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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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但最後成為法律的版本通常以建議性質的「得」（should）呈現。
相關法案行政部門如何執行，仍待後續觀察。與此同時，北京方面對
美國會此等作為如何解讀、是否持續言詞恫嚇或對臺施以報復，也是
我們無法迴避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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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中共對臺青年交流政策之評析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曾于蓁主稿

 太陽花學運後，中共意識到對臺青年工作重要性，近年推出多項針
對臺灣青年就學、實習、就業到創業的措施，已成為對臺政策重要
環節。
 兩岸交流在許多層面皆放緩，惟青年交流在就學、實習、就業到創
業等層面更深入、頻繁及具持續性，可謂「青年交流 2.0」。
 中共對臺青年統戰手腕更新，不再只是短期人際交流，而是著重經
濟利益，希冀藉此產生對中國大陸長期依賴和認同。
 臺灣仍具青創優勢，應對本身制度、文化、社會有信心，持續推動
友善青創的政策。

（一）中共對臺灣青年交流梗概
中共「十九大」後，對臺政策趨向「原則清晰、戰術靈活」軟硬
兩手並進策略。原則部分，中共堅持兩岸官方互動需在「九二共識」
政治基礎下才能持續開展；但在官方互動呈現僵局的同時，中共開始
強調兩岸需融合發展，意在擴大兩岸民間在經濟、社會、教育等交流，
尤其在對臺青年工作上，更為此波融合發展的重中之重。
中共加大對臺青年交流工作，始於 2014 年臺灣社會爆發「太陽
花學運」
，其意識到對臺青年工作存在盲點，有必要創新交流方式，
爭取臺灣青年族群的認同。因此，可見到近期中國大陸開展對臺青年
交流工作舉措頻頻，如 2015 年初中國大陸「兩會」在涉臺政策內容
上，首度特別強調要為臺灣青少年多做工作，加強青年交流是未來對
臺工作重點；2016 年 6 月在福建廈門舉行的第八屆海峽論壇上，更
加聚焦「青年」主題，並且結合近年來大陸主打之「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旋律，新增青創先鋒匯、海峽青年論壇、兩岸青年企業家對話
等活動，爭取更多臺灣青年赴中國大陸創業。2017 年 3 月，俞正聲在
「兩會」期間提及：「加強與臺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
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
。2018 年「兩會」開幕前夕，中共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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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辦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即我方所稱之
「對臺 31 條措施」
）
，大陸各省市在此政策基調下亦接續研擬相關實施細節

與政策配套，例如位於福建的廈門市政府，其作為對臺政策的主要「試
點」重要省市，推出總計 60 條包含各種領域的對臺措施，涵蓋範圍
甚至超越中共中央所訂立的 31 條內容。其中，在對臺灣青年的相關
作為上，從就學、實習、就業到創業等一系列過程，均訂定相關配套
措施。由此顯示，做好臺灣青年工作，已成為中共對臺政策之重要環
節。

（二）近期政策的總覽
在兩岸交流諸多層面降緩速度、停頓的同時，青年這一塊未曾放
緩速度，甚至，青年交流還邁向更深入、頻繁更具有可持續性之趨勢
前進，可稱之為「青年交流 2.0」時代。
在吸引臺生赴陸就學方面，諸多重點高校調整分數，過去在臺學
測需達到前標（前 25%）始能申請大陸高校。2017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印
發「教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依據臺灣地區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
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有關事項的通知」指出，自 2018 年起，臺灣
學測分數達均標（即達參考人數總數的前 50%）的高中畢業生即可免試申請大
陸大學就讀。
另外，吸引臺青赴陸實習就業與創業，則是建立制度平臺，推出
優惠政策讓臺灣青年自主創業或是與陸青年共同創業，包括提供創業
基金、導師、辦公室租借補貼以及企業落地相關法律服務等。此外，
也透過與高校、臺商協會、臺灣青年聯合會等團體組織結盟的方式，
組成青創聯盟、投資共享中心，為臺灣青年赴陸創業提供資訊推播、
市場媒合以及籌集資金等服務。2018 年 5 月，大陸國臺辦釋出新設
立的 22 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青創基地）和相關示範點，加
上過去已設立之 53 個，累計共 75 個青創基地。同時，亦有政策支持
臺灣大學生赴陸實習，企讓其融合在大陸市場當中。

（三）分析與評估
綜合而言，現階段大陸對臺青年工作，已不再只是簡單的人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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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接觸，而是更加突出了經濟利益。過去中共對臺灣青年的統戰，主
要是圍繞在擴大兩岸青年的接觸與交流，這種形式的群際接觸，或許
在短期內可以增加臺灣青年對大陸的好感，但由於欠缺實質的誘因或
獲利，因此這種效應很難長久持續。近年來，中共透過更新的統戰手
腕，其中以青創基地為代表，希冀透過該基地的運作，讓赴陸臺灣青
年獲得利益，而產生對大陸的長期性依賴與認同。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下，人才競逐與流動，本屬正常現象，惟大
陸推出的青創基地等政策具政治目的，但臺灣在制度、社會環境或政
府效能上，有一定的水準，如 2018 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評比，臺灣位居全球

18 名，遠高於中國大陸的

43 名。換言之，創業並非給予資金即可獲利，還與創業地的諸多因素
息息相關。我們對臺灣的制度環境具備信心，若能強化我國對世界人
才吸引政策條件、鼓勵青年創業政策更加友善，持續與業界產學合作
讓有意者學用合一，相信在比較兩岸在制度、文化與社會的差異後，
我方有條件吸引更多優秀青年投入創業與建設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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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近期陸卡車司機串連罷工事件觀察中國
大陸維權行動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王占璽主稿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不公平管理、貨運司機薪酬及工作環境不佳，引
發聯合罷工行動；陸方勞工權益缺乏保障，罷工運動漸增。
 中國大陸勞工權利意識及行動能量快速增長，試圖透過更大範圍
的集體行動維護合理權益，對中央政府造成壓力。
 電商服務平臺崛起壟斷市場資訊，對司機薪酬及勞雇關係造成不
利影響，其他產業亦有類似事件，勞工權益惡化。
 中國大陸政府採取社會管控和社福推動的軟硬兩手策略，仍無法
解決社會矛盾及不穩定；勞工維權運動的強大生命力或衝擊中共
統治權威和社會穩定。

（一）前言
中國大陸各地卡車司機因工作條件日趨惡劣，在 6 月上旬發動全
國性的聯合罷工行動。據悉，這次罷工以 6 月 10 日作為全國統一罷
工日，而自 6 月 8 日起各地的零星罷工事件便開始出現，範圍涵蓋江
西、山東、四川、安徽、湖北等 12 個省市，集結參與罷工的司機達
到數萬名。各地卡車司機反映，貨運行業持續面對地方政府不公平的
管理，包括各地公路胡亂收取過路費、交警隨意攔截及罰款。另一方
面，近年來以電子商務為基礎的貨運服務平台興起，並在壟斷貨運市
場資訊後開始持續壓低司機的運費，使卡車司機的工作條件雪上加霜。
而罷工司機除了要求調整薪資、改善工作環境外，也呼籲全中國大陸
3,000 萬名卡車司機共同加入罷工行列，向中國大陸政府表達訴求。
這次卡車司機罷工以改善工作條件為訴求，是典型的勞工抗爭運
動。依據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統計，近年來中國大陸勞工罷
工運動的數量持續增加，公開報導的罷工事件在 2011 年不到 200 件，
2017 年已增加至 1,256 件；而在 2018 年的前十週內，罷工數量已經
超過 400 件，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在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加強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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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媒體控制的氛圍下，實際的罷工事件恐怕為數更多。此一趨勢說
明了勞工權益的缺乏保障，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持續存在的不穩定
因素。
然而，這次卡車司機罷工並非只是眾多罷工事件中的一個案例，
在其組織模式與抗爭訴求中，呈現出當前中國大陸勞工維權運動的一
些重要變化。

（二）全國串連：新型態的勞工抗爭模式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勞工抗爭運動層出不窮，而在大規模的勞工
罷工事件中，雖然亦可見到動輒上萬人參與的案例，但絕大多數仍未
超出一廠（如 2016 年沃爾瑪員工聯合罷工）或一地（如 2016 年黑龍江雙鴨山市礦工罷工）
的範圍，說明罷工運動主要的動員機制仍受限於地理條件，而訴求的
對象也聚焦在特定工作場域中的資方或地方政府。然而，此次罷工在
行動的範圍上跨越十數個主要省分，發動罷工的卡車司機群體也在一
開始就強調各地將同時發動集體的抗議行動。此種集體行動模式呈現
出不同區域的勞工已經產生共同的利益認同，並且能透過緊密的橫向
聯繫進行動員及協調。同時，罷工的訴求對象也不在僅限於某地政府，
而是在全國層次上要求改善行業內的工作條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開
始對中央層級的政府部門產生壓力。
事實上，類似的罷工型態在今年來已經連續出現。在 4 月底，中
國大陸各地塔吊司機已經開始策劃「五一大罷工」的抗議行動。各地
塔吊司機表示，他們長期處於高危險、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工資
停漲的惡劣工作環境中，而基本勞動權益也未能獲得政府重視與保護。
因此在 18 個省份 40 多個城市中的塔吊司機，陸續以拉橫幅，喊口號
等方式提出加薪與改善工時等訴求。而在 5 月 1 日當天，雖然在各地
政府的嚴密監控下，各地實際上並未出現大規模的罷工，但已說明全
國大罷工的抗爭型態已經在不同產業出現。而此一現象也說明當前中
國大陸社會內部，勞工的權利意識及行動能量正在快速增長，並且試
圖透過更大範圍的集體行動維護合理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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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商務平台壟斷市場下的勞工權益
卡車司機罷工的另一個特點，是在其訴求中直指目前在中國大陸
貨運行業中壟斷市場的電子服務平台「滿幫集團」是造成運費持續被
壓低的元兇。各地卡車司機指控，
「運滿滿」
、
「貨車幫」兩家公司（2017
年底合併為「滿幫集團」）
，以

APP 軟體作為平臺，在貨運行業中扮演消費企

業與卡車司機間的仲介服務。但在壟斷市場資訊後，滿幫集團持續以
各種手段壓低司機運費來提高自身的利潤，導致卡車司機入不敷出卻
又無力抗拒，最終只能採取罷工手段凸顯問題。
滿幫集團的作法，其實是近年來電子服務平台在中國大陸社會盛
行下的普遍現象。在計程車行業中的「滴滴出行」
、在餐點外送領域
的「美團」及「餓了麼」
，都是以「分享經濟」名義出現的新興營運模
式。然而，這些電商服務雖然為消費者帶來便利，卻將自身的利潤基
礎建立在對從業人員的剝削上。同時，在這些以新科技為載體的領域，
由於勞資關係並非依循傳統的合約聘僱形式，也使勞工的權益難以獲
得合理的保障。在此趨勢下，各地的「滴滴」司機以及「美團」的快
遞員，也都在今年以來陸續投入罷工抗爭的行列。
整體而言，這次卡車司機的罷工行動，既是中國大陸社會新型勞
資關係下的產物，也在動員機制與規模上超過了傳統的罷工抗爭模式，
呈現出中國大陸勞工群體在維權運動上的強大生命力。與此同時，相
關現象也說明雖然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強化其社會控制手段，並且試圖
藉由各項社會福利保障的提高來換取支持，但仍無法有效的化解各類
社會經濟發展矛盾及其引發的不穩定。在此情況下，勞工運動仍將不
斷發展，並且持續衝擊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及政府的統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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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推動「印太戰略」觀察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馬振坤主稿

 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安全對話，倡議自由開放繁榮的印太地區，旨在
因應中國大陸日益強勢的海洋軍力擴張。
 「印太戰略」重視印度的角色扮演，惟內涵混沌不明，四國對話無
以為繼。
 「印太戰略」搭配南海軍事行動和美中貿易戰，針對中國大陸明
顯；惟各國對美中競爭保持距離，
「印太戰略」未成區域共識。

（一）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呼應川普「印太戰略」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訪問亞洲之前，提出要建立「自由、
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並且欲以此替代前任歐巴馬政府時期的「亞
太再平衡」戰略。川普雖然提出此戰略概念，但是卻未有具體內容與
落實方法，即便其在原本亞太的概念上增加印度洋，看似擴充了歐巴
馬總統界定的亞太範圍，其實早於 2012 年以前，時任歐巴馬政府國
務卿的希拉蕊在出席在新加坡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時，就已經明確表
達美國對於亞太的認知包括印度洋。
隨著川普總統拋出「印太戰略」後，隨之而來的是呼應此戰略概
念之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對話或稱四國同盟（QUAD）。在川普前來
菲律賓馬尼拉參加東協暨東亞峰會之際，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四
國官員亦同時舉行四方會議，強調各方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之共同
利益。會後印度外交部公開表示，參加會談的美日印澳四國都同意，
自由、開放、繁榮且包容的印太地區符合世界及所有區域國家的長遠
利益。
在東協暨東亞峰會於菲律賓馬尼拉召開之際，與會的美國、日本、
印度及澳洲官員首度舉行四方會談（2017.11.12），以爭取各方在印度洋–
太平洋地區的共同權益。印度外交部表示，四國官員均同意，自由、
開放、繁榮且包容的印太地區符合世界及所有區域國家的長遠利益。
外界認為，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旨在因應中國大陸日益強勢的海洋
15
大陸委員會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8.7

軍力擴張。

（二）「印太戰略」強調自由、開放概念
但此時川普總統之「印太戰略」仍然模糊，直到美國國務院亞太
事務助理次卿黃之瀚應記者提問，對「印太戰略」之內涵作了較為詳
細之說明。黃對印太戰略之內涵特別強調「自由」與「開放」此二概
念，其指出川普總統的認知中，自由的含義可分為兩個層面，「在國
際層面，美國希望印太地區的國家不要受到強制威懾，可以按照主權
國家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道路。在國家層面，美國希望印太地區國家，
無論從政治、基本權益、從透明和反腐敗方面來說，愈來愈自由」。
而美國對於開放的界定，則是指「開放的海上通道和空中通道」
，這
些開放的海上通道是該地區的生命線，開放的海上和空中通道對印太
地區以及全球都非常重要」
；另外，開放之意義還在於基礎設施建設，
印太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差距，需要更大的區域融合，更大的經濟
增長。美國希望以正確方式協助區域各國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此類建
設為真正能夠促進區域融合且提升國民生產總值的基礎建設設施，而
不是增加區域國家的負擔。黃並明指，川普總統將「亞太」改為「印
太」原因有二：一是印度在太平洋、東亞和東南亞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是對美國的利益及印太地區的利益來說，印度也扮演著愈來愈重要
的角色。印度為民主國家，存在著自由及開放秩序，印度將成為印太
地區自由及開放之基石。美國的政策就是要確保印度之角色與作用愈
來愈重要。
但「印太戰略」自川普總統去年 11 月提出至今，除了美國外，
日本、印度、澳洲仍不充分了解此一戰略之具體內涵，以及對於相應
而生之四國安全對話（QUAD）之定位究竟為何，仍有歧見。印度總理
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發表演說時，並未提及四國同盟，而是強調印度
之「印太戰略」是以印度與東協為核心，並且範圍擴及到非洲東岸。
美國作為四國安全對話之首倡者，但國防部長馬提斯在香格里對話之
演講中亦未提及此一名詞。可見川普總統倡議之「印太戰略」
，由於
內涵仍混沌不明，導致相應而生之四國安全對話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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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與評估
雖然川普並未明言，但從「印太戰略」係取代歐巴馬總統之「亞
太再平衡」政策視之，「印太戰略」具明顯的對中國大陸之針對性。
雖然此一戰略內涵未明，但川普政府確實對中共採取較前任政府更為
強硬之政策。除了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擴充為印太司令部外，美軍機
艦增加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任務頻率、以及拒絕解放軍參加在夏
威夷舉行的多國海軍環太平洋演習。除了軍事層面較歐巴馬政府強硬，
對中共發動貿易戰，在與北京進行貿易談判失敗後，川普政府宣佈對
中共採取總值 5 百億美元之貿易制裁，並且在中共採取等值貿易報復
措施後，再宣佈增加 2 千億美元之制裁，最新消息則是川普總統揚言
美國打算對中共實施 5 千億美元的制裁，此數額等於是中共 2017 年
對美貿易的總額。
中美貿易戰自 7 月 6 日正式展開至今，並無其它區域國家跟隨美
國腳步採取對中貿易制裁措施。相反地，各國甚為擔心會遭到中美貿
易戰波及，導致自身經貿利益受損。中美貿易戰乃逐漸形成中美兩國
爭鬥、周邊國家切割置身事外之格局。
美國「印太戰略」在安全層面相伴而生之四國安全對話，未能形
塑出明確有效之四國對話機制，在經貿層面衍成中美爭鬥之格局，其
它國家皆避免被捲入。可知「印太戰略」之發展到目前為止，仍止於
美國單方建構及具體操作機制之階段，尚未發展成為區域各國具有相
同概念內涵、接受共同運作機制之印太區域安全機制。由此視之，川
普政府之「印太戰略」能否繼自杜魯門總統之「圍堵」政策到歐巴馬
總統之「亞太再平衡」政策之後，成為建構印太區域安全秩序之依循，
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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