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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 2020 年 1 月 23 日中國政府宣布武漢封城以對抗新冠肺炎傳染疾病開始，
到 5 月 23 日整整四個月，全球確診病例達到 530 萬、死亡人數達 34 萬。1 這其
中除了帶給全球人民實質的死亡、心靈的恐懼、生活型態的改變、經濟收入
的巨幅下降，也帶來世界強權之間敵意投射的劇烈化、普遍化與深入化。未
來的日子，如果我們抗疫得宜、努力研發出疫苗、人體建立抗體、甚至幸運
地遇到病毒自身的衰退，這場世紀瘟疫會過去。死者不能復生，而我們的恐
懼會逐漸消失。如果沒有了傳染病，大家當然會脫下口罩，生活型態會回復；
經濟的衰退可以透過刺激經濟政策挽救，畢竟人類社會沒有真正失去成長動
能，我們活下來的人依舊要消費要成家立業要養生送死；但是最後一項，如
果放任國際關係平衡體系惡化，卻是無法回復的結構問題。
政治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這是在歷史上帶來災害的真正原因；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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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霍亂與掠奪式資本主義所帶走的人命沒有高過帝國主義在全球發動各種
戰爭造成的傷亡、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人數遠遠高於同時間的
西班牙流感以及大蕭條的經濟困局。疾病與經濟，目前全球最在乎的兩個主
題，都不是真正撼動人類社會穩定的主因，而是由斯而產生的或者從而加劇
的強國之間與代理人國家之間的仇恨與衝突。
當下針對由新冠肺炎導致的霸權衝突之相關政治經濟研究以及局勢分析
汗牛充棟，由此，本篇評論稿，嘗試新路徑，對於未來數年的中美發展給予
預測，並由此導向本文結論部分，闡述國際結構中美國是絕對霸權，而解決
或者舒緩國際衝突的鑰匙只在美國手上。
目前（完稿時間為 2020 年 6 月 8 日）中國疫情暫時獲得控制而美國尚未
越過高峰，兩國在處理疫情工作有四個未來可能性，第一，中國美國都輸，
中國第二波疫情再現而美國不見好轉；第二，中國美國都勝，中國與美國都
成功控制疫情；第三，美國勝中國輸，中國發生第二波疫情而美國逐漸好轉；
第四，中國勝美國輸，中國成功控制疫情而美國持續惡化。在這四項可能性
裡，只有最後一項，會導向中美衝突。以下分項說明。

貳、中國美國都輸
「中國人民尚未對新冠病毒免疫，面臨第二波潛在疫情的巨大挑戰。中國
目前面臨的考驗不比外國來得好。」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2020 年 5 月 17 日

經過將近三個月的交通、經濟、公務停擺之後，中國武漢市在 4 月 8 日
解除封鎖，象徵了中國度過了第一波疫情，開始復工、刺激經濟的同時也防
止疫情再度興起。然而，四月到五月之間，中國由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不絕，
境內確診病例也在吉林省、武漢市、黑龍江省出現。為了提振經濟，中國政
府積極推動復工復學以及各種商業活動、大型活動，這些都是第二波感染的
可能來源。至今疫苗遲遲未見蹤影，夏天過去冬天再來，溫度環境適合的時
候，新冠病毒的感染爆發機率將再度上昇。中國的抗疫權威鍾南山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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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多數民眾沒有抗體，而全世界疫情依舊嚴重，中國仍然面對危機。 2 如
若中國第二波疫情再起、感染人數增高、死亡人數再啟，中國方面當然必須
專注於國內局勢，無餘力援外或者與美國做宣傳戰。美國方面如果繼續炒作
中國議題，例如要求中國賠償、追查「中國實驗室」
、斷航、升高關稅等等，
都容易引發落井下石的公議。即使美國不在意公議，但也需要考量是否打中
國牌依舊有用與否。
美國的川普團隊目前忙碌於半年內就會到來的總統連任選舉。過往數
月，川普以及其核心團隊人員如副總統彭斯與國務卿龐貝歐等人利用抨擊中
國（China Bashing）來提振選情的做法對選情成效不彰，以五月底各家民調
結果觀察，川普大致上依舊落後挑戰者民主黨的拜登大約 5-10 個百分點。3 過
去兩次的總統連任選舉，現任者選前民調都以 3-5%以上領先挑戰者並且實質
以 2-3%差距獲勝，由此觀察，川普連任之路岌岌可危，已經反覆使用三年之
久的中國牌效果明顯的有其極限。由此，美中關係將會在兩邊焦頭爛額於疫
情、政治不穩定、經濟復甦前景不明的多重困局下，維持現狀。

參、中國美國都勝
「疫苗第一階段臨床試驗，獲得積極中期結果。疫苗似乎在 8 名施打對象
體內產生免疫反應，且免疫程度與在武漢肺炎感染者體內觀察到的相同。」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 2020 年 5 月 18 日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薇及其團隊對一種新冠病毒疫苗開展了 1 期臨床試
驗，結果顯示這種疫苗是安全的，且能夠誘導人體快速產生免疫應答。這
一進展是前所未有的。」
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 2020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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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疫苗研究方面聚集資源與人才，依賴國家隊。美國疫苗研究屬於
自由市場競爭，為了巨大的全球商業利益，頂尖實驗室紛紛加入疫苗競速研
發活動。目前中美方面都有疫苗研究的正面發展，即使預估都要數月到數年
的光陰，才有辦法證實疫苗的普遍有效性，進而對大眾施打疫苗，將新冠病
毒的危害轉變為曾經的歷史，正如人類在歷史上對抗眾多疾病的最後結果。
以美國生物科技產業之高端、以中國集體力量之龐大，最後疫苗的產出幾乎
是必然，只是需要時間。無論數月或者數年，疫苗一出，疫情逐漸消失，兩
國的關係會再度回到 2020 年 1 月簽訂停止貿易戰的時刻，有合作有競爭，但
是失去了加大加劇政治對抗的動力。
或者，如果只有其中一國研製出疫苗，是否美國或者中國會拒絕分享？
這個可能性極低，如果美中任何一邊要以疫苗作為武器去控制彼此，那他們
就得要考量美中以外的國家是否能夠得到疫苗。中國如果有而不給，旋即失
去其長久宣揚的和平崛起理論。美國如果有而不給，這個現任霸權則失去聲
望。總之，把疫苗當武器，必須發生在政治衝突之後，而非之前，目前的局
勢尚未極度惡化。

肆、美國勝中國輸
「我們遇到了這個時刻，而我們勝利了。」“We have met the moment, and
we have prevailed. ”
川普 2020 年 5 月 12 日

延續上面的可能性，我們問，美國隊與中國隊在疫苗研發上，誰會較快
取得上風？中國在 2003 年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之後，國家
隊沒有研發出疫苗，疫情自行消散。而美國在 2009 年爆發的 A 型流感病毒
（H1N1）
，西方世界多家公司皆研發出疫苗與解藥。比較這兩種病症並非適
當的科學方法，但是這裡我們觀察到的是西方自由市場的科學研究積極性以
及基礎科學的領先度，美國整體的科學成果比中國要更進步，這是基本定論。
到五月底為止，根據美國疾管局資料指出，未來三個月的在美國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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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上昇曲線會趨緩，但是依舊在上昇，但是，死亡人數會降低並且逐漸趨
近於零。 4 這樣的數據顯示，美國人口中容易受創的老年、疾病與極貧窮人
口已經在這半年之內被疫情摧殘殆盡，接下來的疫情確實會好轉，如果在此
正面變化之際，中國傳出第二波疫情、或者中國隱瞞真實疫情的證據被西方
媒體發現、或者中國疫情始終在低數目字但是持續數年，這些美國在長期抗
疫中展現科學強國的實力並且超越中國的現象，將不會導致美國更加劇烈的
對中國投射政治敵意，原因就是在於，美國保全了面子與裡子，再無理由對
中國苦苦相逼。

伍、中國勝美國輸
「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
習近平 2020 年 2 月 12 日

截至目前 2020 年六月初，以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球感染人
數多達 675 萬，死亡 39 萬人。美國感染人數 188 萬死亡人數為 11 萬，中國
感染人數 8.4 萬死亡人數為 4645 人，美國的感染與死亡人數大約占去全球的
1/4，是中國的二十倍以上。5 計算與定義感染與死因等等標準各國或有差異，
但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差別，讓中國不得不得意於這半年的抗疫成果。在 2020
年四月中之後，中國官媒資訊日日報導抗疫取得勝利、復工復產順利開展、
醫療團隊與物資援助友邦。中共中央將文宣主力移動到脫貧成果、將新冠肺
炎的局勢完整的定位為是已經完成的任務。
這種觀點不被西方所接受。美國官方對于中國疫情的基調有三，一是對
中國提供的疫情數據表達懷疑，認為其隱瞞真相、操弄數字、暗指中國的傷
亡與感染人數遠遠超過官方宣稱。二是指責其製造病毒、散播病毒，即使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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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ases in the U.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une 4 202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ases-updates/cases-in-us.htm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 June 7
2020, https://covid19.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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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證明以上說法，依舊控訴中國疏於防備造成世界重創，未來必須在經
濟上補償各國。三是疏離那些在防疫上同意或者支持中國的國家與組織並且
加強盟國抗中團結。川普總統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惡言與實質的撤款與退
出、以及五眼聯盟聯手發起調查中國疫情真相就是其中的代表。
甚之，美國五角大廈於 2020 年五月宣布在亞太地區大量佈署長程反艦地
基巡弋飛彈，直指消解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優勢。 6 五角大廈的海軍發言
人在同時間指責「中國利用疫情來擴大在區域的軍事與經濟影響力」
，並且指
出「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國有能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帶來全面性的火力攻
擊」
，最後強調「美國正在將 B-1 轟炸機由本土移防到關島」
。7 這些超越政
治語言成為軍事行動的敵意升高現象，並非中國實質的對美國全球或者區域
地位產生重大威脅，尤其是在全球疫情時期，中國何由挑起南中國海、台灣
海峽或者東海局勢的緊張？這些美國的主動挑釁，就是由中國防疫相對成功
所帶給美國的尷尬感覺所造成。

陸、 結論
在此，本文申論，中國與美國的疫情狀況對比的四種狀況，只有中國防
疫成功而美國防疫失敗之下，才會有兩國政治軍事的高度緊張狀態，並且導
致世界權力結構的震盪。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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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評論之研究方法的問題在於，如何清楚的定義防疫的成功與失敗？時
間點如何決定？今日寫就這篇文章的時間點或許沒有給予筆者公平的立場去
評論成敗，即使中美抗疫數字天差地別，我們還是可以為美國尋找理由他沒
有真的失敗。這個定義的模糊性與流動性，事實上幫助了我們理解要如何去
解決中美之間的可能衝突，就是，兩國應該試圖不要讓成功與失敗這兩個概
念壟罩對抗疾病的過程，更清楚地說，中國應該放緩其夸夸其詞於抗疫成功
的文宣、美國的川普團隊應該收斂用政治動作來抗疫的壞習慣，勿讓已經重
創人類社會的新冠肺炎疾病，連帶再創已然脆弱的全球政經局勢。

責任編輯：梁庭瑋

28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71, July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