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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共達成「一個中國」共識
理論上，我們可以從「結構 vs.行動」這個概念出發來透視中國如何施
展其對台統戰大戰略:一方面強化兩岸一體化的「結構」，另方面，在「行
動」上，加以充實與固化。在實際操作上正是所謂的「軟硬兩手」。軟的
一手，即是從系統的角度看，試圖藉兩岸的社會與經濟交流將台灣納入其
系統，也就是「以經促統」；硬的一手，除了輔以最後武力解決最為威攝
而以政治力來進行「以商圍政」
。
1992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30 日的香港會談以及 1993 年 4 月 27 日至
4 月 29 日在新加坡舉辦的辜汪會談，奠定了兩岸分別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展開官方授權的非官方之交流與協商。而從北京來看，
後來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所提出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以及 2000
年 3 月 8 日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大選的獲勝以及「一邊一國」的主張，是兩
岸關係上的一種中輟。一直到 2008 年 3 月 22 日國民黨馬英九當選，兩岸
不僅恢復關係，甚至交流突飛猛進，有所謂的「兩岸大交流」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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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三月在台灣的總統大選中，國民黨的馬英九勝出，兩岸政策
全盤改變。馬英九總統於當年七月 4 日開啟兩岸大三通，兩岸關係的演化
進程乃更進一步開展。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
書》三十周年的場合，提出了六點的台政策方針。從中，很清楚可以看到
胡錦濤與馬英九的相應性:「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vs.「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
；
（2）
「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vs.「開
放三通直航與簽屬兩岸經貿合作協議」
；
（3）
「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
帶」vs.「深化兩岸文化交流並刪除教科書中的台獨色彩」
；
（4）
「加強人員
往來，擴大各界交流」vs. 「放寬陸生、陸配來台」
（5）
「維護國家主權，
協商對外事務」
，
「外交休兵以及與大陸協商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空間」
；
（6）
「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vs.「改變過去境外決戰為固守防禦」。
馬英九雖堅持中華民國主權，但戰略上是「兩岸」高於「外交」；兩
岸並非國與國關係。在對外關係上，馬英九主張外交休兵，表達了不與北
京爭鋒的姿態。習近平上台後，台灣鑲入中國系統的狀態又更明顯。2013
年 10 月 10 日，馬總統在國慶文告宣稱「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
係不是國際關係」
。2014 年 2 月 18 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見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時重申，兩岸關係應在「一中架構」下進行，主張堅持九二共
識，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2015 年 5 月 4 日，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至北京
與習近平會談，朱立倫定義九二共識為「雙方達成兩岸同屬一中，但內涵
定義有所不同」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馬習會」的開場致詞時，馬英九說，
「海峽兩岸在 1992 年 11 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簡稱「九二
共識」，是兩岸推動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正因雙方共同尊重「九二
共識」
，過去 7 年半來，我方才能獲致包括達成 23 項協議在內的豐碩成果
與和平榮景，讓兩岸關係處於 66 年來最和平穩定狀態。」至此，「九二共
識」與「一個中國」之間劃了等號。馬英九執政七年半，國民黨在兩岸論
述上全面繳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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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民意質疑一中原則
然而，所謂的「九二共識」畢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共識，民進
黨從未接受。因此，當 2016 年 1 月 16 日民進黨贏得立委選舉與總統大選，
意味著，台灣的政治生態藍消綠長，在政治的結構與行動上，台灣在往遠
離中國體系的道路上漂流。而以國民黨潰敗與不得民心的狀況來看，一旦
不當黨產被充公後，國民黨要重回政壇，恐怕十分困難。依此看，「一個
中國」勢將暫時被冰凍起來，除非哪一天國民黨再奪回政權，但那天恐遙
遙無期。而這也正是何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焦躁的理由，而至今仍不斷利用
各種場合，軟硬兼施，欲迫使蔡英文吞回國共所建立的一中共識。
1 月 21 日蔡英文利用自由時報專訪回應道，「這次大選的結果，顯示
我所主張的『維持現狀』，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維持台海和平以及兩岸
關係的穩定與發展，是各方共同的期待，但這不是單方面的責任，兩岸都
要一起努力，來建立一致性、可預測、可持續的兩岸關係。」
；「將會根據
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秉持超越黨派的立場，遵循台灣最新的民意和最
大的共識，以人民利益為依歸，致力確保海峽兩岸關係能夠維持和平穩定
的現狀。」
；
「兩岸都應該共同去珍惜與維護，在這個基本事實與既有政治
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
『既有政治基礎』
，包
含幾個關鍵元素: (一)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
存異的共同認知；(2)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3)兩岸過去二十多年來協商
和交流互動的成果；(4)台灣的民主原則以及普遍民意。

參、北京堅持兩岸同屬一中
2 月 25 日中國外長王毅在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指出
「她 （蔡英文）既然是按照目前『他們的憲政』所選舉出來的，就不能
違反他的憲法的規定，也就是大陸和台灣是一個國家，這是非常清晰的」
就文義而言，王毅並未脫離一中原則，但「憲法說」卻引發內部爭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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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後來的態度變得畏縮，並無在華府那般地瀟灑自若，不管其內部歷經了
甚麼過程，吾人不得而知，但顯然一切又回到原點。
3 月 5 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
表示，「『九二共識』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關鍵。承認『九
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礎，
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習與蔡的講話顯然在九二共識作為「歷史事實」
這件事有達成共識，但習還要蔡進一步回應「認同其『核心意涵』」這句
話。那麼，核心意涵究竟要填進甚麼，北京才會滿意?目前各界仍在猜測。
不過，7 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政
協工作報告」及 7 日出席全國人大台灣團活動中，也都強調「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
，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3 月 8 日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則更強硬地指出，「不承認『九二共識』
、不認同『兩岸同屬一
中』，就是改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習近平講得較
寬，他以下的官員，越下層越緊，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寬與緊之間，顯
然沒有民進黨能夠揀選的素材而足以填滿北京的需求。
眾所周知，北京向來最關切的是兩個概念：中國人與一個中國。如要
滿足北京的答案，至少一定要與這兩個概念中的任一個掛勾得上。問題是:
那又是甚麼，而即便找到了詞彙，那也非終點的答案。中國討價還價的政
治手法都是「無底洞」的，也就是，答應一件，後面會繼續需索，直到它
要到的兩岸統一與一國兩制。

肆、兩岸一中的虛幻
問題是，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那一刻起，兩岸一直各自以
獨立的國家體系在運作；九 0 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後，台灣更飛躍為亞
洲民主典範，自此，在台灣期盼兩岸成立一個國家的追夢者就越來越少
了。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缺乏根據，在
台灣沒有民意基礎。更何況，往前回溯歷史，中國共產黨根本缺乏和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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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緊密的淵源。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前，中共是中國的在野
力量，一邊困在國共內戰，一邊壟罩在抵抗日本對其本土侵略的大環境，
其與台灣的關係是很微弱的。而把日本殖民者從台灣趕出去的，主要是美
國，連中國執政的國民黨角色都很微薄，更不用說在野的中國共產黨。而
越過了漫長的 66 年多的歲月，來到了 2016 年，台灣已成亞太政經秩序的
一個重要環節，台灣要成為中國一部分，將是一件天翻地覆的結構性改
變，目前看來沒有發生這種可能性的環境與氛圍。
由此看，儘管國共至今還在對蔡英文進行恐嚇，希望她在五二 0 就職
典禮能進一步有善意的回應。問題是，蔡英文畢竟是民選的總統，她又如
何能阻止或反轉台灣在結構與行動往綠化的大勢?
北京最大的思維盲點是：這個領導班從沒想到，對於民主體制，這種
疲勞轟炸式的逼迫效果並不大，只是徒增台灣民眾的反感，甚至會製造出
更多反中的力量。此非危言聳聽，香港反中人士的增加就是個活生生的例
證；事實勝於雄辯。以平等和真誠對待台灣，大家基於很多共通的特質與
連帶，才會創造出更多的雙贏；靠著語言魔術與心戰，要台灣人對主權繳
械，是低估台灣人的政治智商，也忽視了台灣人捍衛主權的決心。事實上，
台灣目前對北京的無理尚無反彈表現，並非無感，只是時候未到罷了。而
這種反中氛圍也會擴散到亞太周邊國家，甚至國際社會，對中國修飾國際
形象不僅無助，反更添增負面因素。
依此看，民共至此已無法再往前進了。但問題並不在民進黨而是共產
黨。共產黨是需索方，民進黨是防衛者。自衛是基本生存權。關鍵問題在
於北京錯誤的戰略設定，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錯誤
基礎上投入再多資源，也是枉然。畢竟，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起，不管台灣外交上叫什麼名字，它一直以一個完整國家的認知與獨立體
系在運作，兩岸一邊一國，各自在不相互隸屬的狀態下生活著。北京對台
統戰政策建立在一個沒有事實又缺乏正當性的基礎上，自然難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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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國成被強權扼制中的孤鳥
接下來，要看美日因素了。而面對當前美日與中國的關係，習近平除
了粉飾與隱忍外，別無選擇。在兩岸關係上，中國比台灣強勢，但再放大
視野，美日聯盟則比中國更強勢。最近一年來，美國利用北韓與南海議題，
不斷地加碼進逼中國，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對中國形成一種南北夾擊的態
勢；日本則對美國的行動，亦步亦趨。中國對美國在朝鮮半島擴張的憂慮，
道出中國在東北亞遭受美國掐住咽喉的困境。而美韓越走越近。
在東南亞，美國的軍事活動越來越積極，偵察機與驅逐艦不絕於南
海。美國對東南亞的外交工作也積極而直白。今(2016)年 1 月 25 日美國國
務卿凱瑞訪問寮國，已獲同意幫助制衡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寮國也在
越南和中國之間選邊，支持越南。而在美國這戰略架構下，日本因素高度
配合。自從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以來，日中緊密的夥伴關係不復存在。日
本已不需遮掩地在地緣戰略上結合那些面對中國挑戰的國家。安倍給予寮
國 66 億美元官方發展援助，日本已成寮國最大的援助國。幾個月前日本
也宣布提出 1100 億美元支持亞洲的基礎建設。在中南半島，美國有越南
與日本的助勢，中國越來越勢孤。
而面對美國的進逼，北京的回應又是如何呢?中方「遇弱則強，遇強則
弱」的決策風格，常見於其對美關係。當美國極力找理由扼制中國崛起，
且值美國大選，捋美國的虎鬚是不智之舉，習近平不得不繼續遂行「小局
（對北韓）服從大局（對美韓）
」的戰略思維，再度展現了對美「不衝突、
不對立」的戰略準則。
更何況，習近平政權尚需防範那些被其打貪整肅的力量的反撲，同時
也需應付海內外民主運動世代在自然凋零前爭取推倒共產黨契機的焦
慮，以及港獨、藏獨與疆獨的躁動。此刻的北京正面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
險境。習近平上台以來既已破壞了集體領導的權力格局與默契，逐漸往強
人領導方向集權，表面看似任性的自由度更大，但政敵與敵對勢力都在
看，要看他崩塌。集權後會讓他更需小心翼翼、穩步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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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外環境不善的狀況下，習近平最想要的狀態當是穩定。中國
學者與官僚的利益未必就是習近平的利益。習近平要的是歷史定位；其他
人要的是保官位與利益。在決策過程，習近平處於後發位置，且天威難測，
因此，其下屬為了政治正確，將寧左勿右，對民進黨會傾向嚴苛與強硬。
然習近平要面對的是以美國為主的壓制力量。習近平既要「不衝突，不對
立」，那麼蔡英文即便不接受九二共識，但卻低調而不挑釁，那麼，習近
平又將如何對台灣施展辣手?這是個難題。

六、台灣無法根除而只能管控騷擾
更何況，打壓或騷擾換來的是台灣人更加的遠離。問題是，不給予不
聽話者懲罰，將對下屬系統散發一種錯亂的訊息，也著實會令其進退維
谷，不知該軟或硬的困境。久而久之，系統也將面臨自我癱瘓的危機。關
鍵在：中國這套「以商圍政」
、
「以民逼官」的策略是「國共內戰」思維的
產物，理想上是逐漸形成支配性的結構力與政治力，統一台灣，但它的前
提是「內國狀態」方有效，當台灣主權意識一旦確立後，民主化的台灣已
逐漸自成體系，不管客觀結構上或主觀政治上，勢將逐漸往去中國化的方
向前行。中國與台灣已自成兩個系統；北京越鬆，台灣獨立的空間越大；
越緊縮，則台灣客觀上的獨立空間雖受限，但主觀的反彈也越來遠大，會
往更多實質的空間去掙脫；美日的因素將更進一步催化此一狀態的發展。
未來，蔡英文有可能冷處理兩岸，而一方面積極投入內部事務、另方
面開拓新的、實質的國際空間。北京將面臨「抓，怕弄死；放，怕飛走」
的兩難處境。在意者是弱者。當北京念茲在茲將統一當作一場神聖使命
時，既不願打，也不能打，北京註定要自嘗苦果。短時間內，兩岸發展的
關鍵在經濟，但隨著台灣國家認同與民主意識高漲，經濟已非誘因，台灣
人追求新市場的心會隨著被打壓而更堅定。蔡英文如能搞好內部問題，台
灣獨立的士氣會更昂揚；如果不好，問題固將旋踵而至，但那也是領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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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被質疑的問題，不必然與中國因素掛鉤。隨著太陽花世代的成長，北京
的統一觀如果不變，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將越走越遠。北京應是看到憂慮，
才會特別將新的統戰方向瞄準年輕族群。但錯誤的思維與錯置的戰略，注
定兩岸越走越遠。對於台灣而言，中國因素將一如恐怖主義對美國的騷擾
一般，問題不會解，但需要靠智慧去處理。定力、耐心與智慧將成為處理
兩岸關係最需要的政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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