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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16 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後，美中臺關係出現大
幅變化，部分評論認為這組三邊關係有重回 1971 年美中關係正常化前的
冷戰狀態，即美方對中方對抗圍堵，臺灣加入美方與中方抗衡，作者同意
此種看法，本文將重點敘述美中臺三邊關係的變化，並分析驅動此種變化
的因素及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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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中臺三邊關係的變化
在美中關係方面，自 1979 年美中建交後的四十年，美國對中國的政
策是「交往與促變」，1美國政學界認為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遵守國際
規則，中國的政經濟體制最終將走向自由民主。但現實是中國不但在政治
上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更在經濟上利用全球化的機會，快速提升國力，
並進而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2
川普政府因而改變了美中建交後歷任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改變對中
國戰略的定位、並在經濟及科技層面全面開戰。在戰略上，2017 年 12 月
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定中國是有意改變現狀的強國及美國的競爭
者，3只差沒有明白指出中國是美國敵人；川普政府並在安全戰略上提出「印
太戰略」，結合亞太地區的印度、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等盟邦及東
南亞國家，明確的對中國進行圍堵與制衡。在經濟上，川普在競選總統時
便嚴詞批評中國在雙邊貿易上占盡美國便宜，自 2018 年 3 月起，對中國
展開貿易戰，至今戰火未歇；美國亦劍指「2025 中國製造」
，針對中國華
為及中興等多家科技公司展開科技封鎖戰。
至於中方對美方的挑戰並非始於川普總統任內。早在 2012 年 2 月歐
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任內，中方便對美方提出了建構雙方「新型大
國關係」的倡議。這是擺明要和美方平起平坐的挑戰性提法。此後至川普
就任，中方在南海問題上，在釣魚臺等軍事與安全問題上，均與美國針鋒
相對，毫不退讓，在經貿與科技上，亦是與美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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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臺關係方面，臺灣顯然成為美國打擊中國的重要籌碼。中方不斷
強調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川普政府卻在臺灣問題上大做文章。在政治
上，川普就任總統前，於 2016 年 12 月 2 日與蔡英文總統通話，挑動美中
關係最敏感的神經。2018 年 3 月 17 日，川普總統簽署《臺灣旅行法》
，鼓
勵雙方官員互訪，針對中方挖走臺灣中美洲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及巴拿馬
等三個邦交國，美國亦召回駐三國大使表達抗議中國與支持臺灣之態度，
2019 年 5 月，美方更透過三個政治作為來強化美臺關係，一是將北美事務
協調委員會改名為臺灣美國事務委員會，二是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與美國
時任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Robert Bolton）見面，這是美臺斷交後首次，
三是李大維與波頓共同會晤臺灣邦交國大使；在軍事上，川普政府已對台
灣進行四筆軍售，分別在 2017 年 6 月軍售 14.2 億美元、2018 年 9 月軍售
3.3 億美元、2019 年 7 月軍售 22 億美元，其中包括 M1A2T 坦克及針刺導
彈等，以及 2019 年 8 月軍售 80 億美元，決定售予台灣 66 架 F-16V 戰機。
美國國會更是堅定支持臺灣，在 2018 年 4 月至 5 月間接連推出《2019 國
防授權法案》
、
《2018 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2018 年臺灣國防評估委
員會法案》
，其中《2019 國防授權法案》並於 6 月 20 日通過，此外，為支
持臺灣的國際參與，反制中國大陸在國際間對臺灣的壓制，美國國會亦在
2018 年 5 月提出《2018 年臺灣國際參與法案》。
在兩岸關係方面，蔡總統在大陸政策上是以「維持現狀」為短中程目
標，然而大陸方面並不滿意此種論述，在蔡總統當選後，中方即要求其回
答是否承認「九二共識」，北京在始終未得到其滿意的答案後，即在政治
外交、軍事安全及經濟三個層面加大對臺施壓。在政治外交層面，主要是
封鎖臺灣國際參與，如排除臺灣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及「國際民航組織」
大會的權利，挖走我邦交國，包括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巴拿馬、聖多美
普林西比、布吉納法索及索羅門群島等六國先後與臺灣斷交；在軍事安全
層面是透過軍機繞行臺灣，增加艦隊通過臺灣附近海域的頻率及在東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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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規模之軍演，對蔡政府及國軍施加心理壓力；此外，2018 年 1 月 4 日
中方單方面啟用 M503 南向北航路及 W121、W122、W123 航路等四條航
線，亦增加臺灣的軍事壓力；至於在經濟層面，中方則是在蔡政府上臺後
便嚴格控管並減少大陸觀光客來臺，並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宣佈自 8 月 1
日起全面暫停大陸 47 個城市居民來臺觀光自由行，在此之前亦已停止對
臺契作收購及減少農產品採購，大陸對臺的經濟施壓，已使臺灣長期擔心
的大陸經濟安全威脅成真。

參、驅動改變的因素
究竟是什麼因素改變了美中臺三邊關係，本文認為，美中相對物質力
量的改變、美中臺三方戰略思維與領導人的改變，及三方國內政經因素的
變化，是造成三邊關係改變的主要因素。

一、物質力量的改變
中國崛起無疑是廿世紀末至廿一世紀初人類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據世
界銀行（World Bank, WB）的資料，1979 年中國的 GDP 為 1,782.81 億美
元，美國的 GDP 為 2.63 兆美元，美國為中國的 14,752 倍；但至 2018 年，
中國 GDP 為 13.61 兆美元，美國的 GDP 為 20.49 兆美元，美國僅為中國
的 1.5 倍。中國經濟力量之高速發展，也反映在中國的軍費成長上，根據
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數據，1992 年中國的軍費支出為 432.3 億美
元，美國軍費支出為 4,147.68 億美元，美國為中國的 9.60 倍，2018 年中
國的軍費支出為 2,500 億美元，美國為 6,490 億美元；美國僅為中國的 2.6
倍。
此種美中相對物質力量的改變，一方面顯示美國的綜合實力明顯下
降，並影響了美國維持現有國際秩序的能力與意願；另一方面，則是代表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實力快速上升，具有挑戰甚至改變現有國際規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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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能力。川普政府對中國政策的改變，以及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對美國
的挑戰，均是此種相對物質能力變化所導致的結果。

二、領導人及戰略思維的改變
「美國優先」及「使美國再次偉大」是川普競選時的口號，這兩句口
號反映了川普政府清楚認識到美國物質力量相對下降的現實，不願意多花
成本負擔國際責任，同時，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則欲將這兩句口號落
實在政策面。川普的中程目標是 2020 年總統大選獲得連任；維持美國霸
權、並壓制其他崛起強權，則是中長程均要達成的目標。質言之，川普認
為過去美國推動的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已無法使美國獲益，因此在經
貿議題上不願再採多邊主義，改採單邊主義，希望用美國仍享有的優勢地
位壓迫對手就範，改善美國經濟與中西部民眾的就業，故而在雙邊貿易中
享有鉅額順差、並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中國，自然成為川普施壓的頭號目
標，若能成功，則一舉達成其內外政策與戰略目標。
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下，拋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低調做法，提出
「中國夢」的口號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長程目標，中程則是以「2025
中國製造」為標的，習近平並先後對美國歐巴馬政府及川普政府提出建立
「新型大國關係」的訴求，且提出「帶路倡議」，西向發展以避開美國在
亞洲東部的戰略圍堵，但川普政府並不買單，依舊以懲罰性關稅對付中國
大陸，迫使中國大陸「做出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強有力反制」。
至於臺灣則是在蔡英文政府上臺後，改變了馬英九政府時代「親美、
友日、和中」的戰略設計，改採「傾美、拉日、抗中」的戰略思維。使得
臺灣在政策大幅度傾向美國，而美國在美中對抗的情況下，也利用此機
會，強化對臺灣的關係做為牽制中國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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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政經因素
自 1970 年代以來，美國政學界始終有親中與反中兩派，然而在川普
上臺兩年多後，將中國視為美國頭號挑戰者已成國內政學界、民主及共和
兩黨的跨黨派共識，這當然反映了美中相對實力的變化、亦反映了美國國
內 民 眾 的 想 法 。 無 論 是 哈 佛 大 學 已 故 政 治 學 者 韓 廷 頓 （ 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
、或是現任哈佛大學教授艾
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均成被政治人物做為
美中終究難以避免衝突之理論依據。故而在美國政學界及民眾均有共識的
情況下，川普改變對中政策有其必然性。
對中國而言，歷經多年經濟高速成長，再加上習近平上任後高舉中華
民族復興的大旗，使得中國自信心上升、民族主義高漲，面對川普政府的
強大壓力，習近平若示弱，必將損及其領導威信及統治地位，故而也只有
強硬回應的選擇。
至於對臺灣而言，由於自 1994 年以來中小學教科書降低對中國的了
解與認同，逐漸改變了台灣目前四十歲以下世代之國族認同，「反中」在
國內有其一定的市場，故而蔡政府戰略上選擇「反中」，有其政治及意識
型態上的理性基礎。而美中對抗之勢、中國對蔡政府的打壓及香港「反送
中」的長期示威，更使得「抗中」成為蔡政府的最佳選擇。

肆、結語
美中臺三邊關係中，以美中關係最為重要。美臺及兩岸關係均受美中
關係的影響。從結構現實主義來看，當前美中對抗實則為國際體系因物質
力量分佈改變引起的結構性變化所造成，這是權力轉移產生的根本性矛
盾，故而不論美中最終在貿易問題上採取何種政策，均無法改變美中結構
性矛盾之本質。換言之，貿易對抗暫時緩解或某方暫時讓步，只是延後雙
方對決的時間點，只要美國不改變對中國的定位，從歷史及理論來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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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未來衝突似難以避免。
總結而言，目前在美中臺三邊關係上，的確有朝向冷戰時期的三邊結
構發展趨勢。在臺美關係上，臺灣對美政策是從馬政府時代的避險政策朝
扈從方向發展；在美中關係方面，美國川普政府強化圍堵與制衡中國的政
策；在兩岸關係上，大陸對臺政策朝強化施壓方向發展，臺灣對大陸的政
策則朝抗衡方向發展。對小國的利益而言，夾在兩大強國之間的最佳政策
選擇應是避險，除非萬不得已，小國應避免選擇對大國抗衡或扈從的政
策。環顧亞洲各國，都在美中之間採取避險政策，對美中兩邊下注，故臺
灣應思考避免選擇扈從美國並抗衡中國大陸之對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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