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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說明其實⾃自⼰己過往⼀一直都不是⼀一位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甚⾄至還有些政治冷漠。或許
是因為家族背景的緣故（祖⽗父原先是⼭山東省省長，⺠民國38年年跟隨國⺠民政府來來台，後來來因為國
⺠民政府追究張學良⻄西安事變之責任，認為我祖⽗父與其同屬⼀一個家族，必然也有反叛國⺠民政府
之⼼心，因此將我祖⽗父抓去關。雖然⼀一個⽉月後證明其為冤獄，並且釋放，但是從此以後，家族
便便禁⽌止後代接觸政治相關事務），我直到上了了這堂通識才開始強迫⾃自⼰己去接觸政治相關議題。
⼀一開始也多少有點排斥，或者是跟不上⼤大家討論的進度，但慢慢的在查了了很多資料以及跟同
學討論相關議題後，我漸漸的比以前更更能跟上政治近況，偶爾也能跟關⼼心政治的⼈人說上個幾
句句。這次有幸能參參加這種活動，可以算是⼀一個很好⽤用來來提升⾃自⼰己對於政治⽅方⾯面的理理解以及擴
充政治相關視野的機會。藉由這次的講座，我能夠聽到老⼀一輩的專家仔細分析出台灣現況，
也能夠聽聽不同族群的想法思維，畢竟每次和我討論政治的⼤大多是⾎血氣⽅方剛的青少年年，老⼀一
輩的⼈人應該會比年年輕的後輩更更有⼀一些政治的⼿手段，也更更沉得住氣、耐得住性⼦子。那接下來來，
我就挑選幾點我印象特別深刻或是有些質疑的部分進⾏行行分享。


  ⾸首先，我想針對楊進添秘書長的分享進⾏行行⼀一些評價以及⾃自我反思。在秘書長的分享中，我
最有印象的部分是開頭時對美國⼤大選的⼀一些評論還有最後的總結部分——「親美、和中、友
⽇日」。對於美國⼤大選的部分，其實這次我也很認真在關注這個議題，想起那時候我也是徹夜
未眠，⼀一直到凌晨四點還在跟同學討論選情。⼀一開始我非常擔⼼心拜登當選後會開始實施親中
政策，因為這對台灣⽽而⾔言是相當不利利的。其實從新冠疫情各國領導對話中就可以看出，台灣
是非常樂⾒見見中國與美國不睦的，因為唯有兩兩國的不睦才可能拉近我國與美國之間的距離，也
才可能使得美國向我們靠攏，成為同⼀一戰線。在我印象中，拜登⼀一直被定義為⼀一位相當親中
的參參政者，畢竟收受中國幾⼗十億美⾦金金，很難讓⼈人把他與中國脫鉤；再加上拜登兒⼦子的各種醜
聞，實在是很難相信他能有⾜足夠能⼒力力治理理如此泱泱⼤大國。不過楊秘書長卻給我⼀一個非常另類
的⾒見見解。演講中有提到，其實不論是川普當選亦或是拜登當選，兩兩者對於中國的態度都不會
太過親密。原因有兩兩點，⼀一是因為在上⼀一任任期中，川普已逐漸挑起了了藍藍領階級反中的情緒，
⽽而⾄至今仍有多數⼈人認為是中國⼈人搶了了他們的⼯工作機會，⼀一時之間這種反中情緒是很難被熄滅
的。雖然拜登比起川普在⾏行行政⽅方⾯面會採取比較和平的政策，但在於反中政策⽅方⾯面也仍舊不會
放軟，畢竟多少受制於所謂「川粉」，因此拜登是不能說親中就親中的，否則他會因為不符
合多數美國⼈人之反中情緒⽽而喪失選⺠民的⽀支持。這個部分其實對台灣相當有利利，因為可以藉此
與台灣的反中情緒連結，也才會出現所謂「台灣⼈人⼤大都⽀支持川普當選」的現象。第⼆二點是拜
登也非常珍視台灣的⺠民主制度，這是我國與美國的共通價值，美國也不會輕易易放棄，因此雖
然⽀支持美國與中國建交，但同時也是⽀支持與台灣維持非官⽅方關係的。聽完楊秘書長的話，我
也算放下半個⼼心中⼤大⽯石，畢竟之前⼀一直覺得中國是與拜登串串通，故意製造⼀一連串串的假票消息，
引發美國全國⾼高度關注此次選情，再趁美國無暇管他國事務時進犯台灣。楊秘書長也同時從
不同國家⾓角度去設想中國之於台灣、美國之於台灣的利利弊關係，例例如他有提到其實無論如何
中國都會盡量量避免與美國開戰，因為其軍事實⼒力力是比不上美國的，到頭來來必定會有不少的損
失，況且損失後打不打得贏也是⼀一個問題。不過單就這點，我想提出⼀一個疑問是，就我的了了
解，美國是每隔⼗十年年更更新⼀一次國防武器，⽽而中國是每年年不斷推陳出新，那麼照這樣的速度，
其實很難說中國的國防武器比美國差吧，畢竟即使起步再晚，只要⼀一直窮追下去總有⼀一天還



是會超越的。況且胡添盛執⾏行行長也有提到說，雖然中國以前晶圓和科技類的技術相當薄弱，
但近幾年年在他們不斷的開發下，其實已經有約六項技術是領先全球的，由此可⾒見見中國的研發
技術是不容⼩小覷的。秘書長也提到了了美國助台的利利益層⾯面，其實這點也很值得我們去省思，
畢竟多數台⼈人都認為中台正式開打後，美國⼀一定會出頭幫我們以維護他防堵共產勢⼒力力的島鏈，
但其實美國真的有必要出兵幫助我國嗎？雖說不打表⽰示美國的獨強地位遭受嚴重的挑戰，但
是打了了萬⼀一是⾃自⼰己低估中國武⼒力力⽽而輸了了那怎麼辦？況且從美國派兵⾄至台灣這個離他們那麼遠
的地區作戰，伙食費也是錢，運輸費也是錢，這場戰爭必定耗費不少，如此⼀一來來，對於美國
到底是利利還是弊，也是個很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最後我想提的是關於楊秘書長所謂「親美、和中、友⽇日」的外交⼿手段。坦⽩白說這個部分我
不是特別認同，當然我相信楊秘書長⼀一定有他長遠的考量量，不過我個⼈人是認為「友⽇日」這⼀一
點我無法理理解。以作戰層⾯面來來看待「友⽇日」，雖然說多⼀一位朋友比多⼀一位敵⼈人來來的好，但是
我認為多了了⽇日本這張牌並不會對於我國有太⼤大的幫助。因為⽇日本⾃自從⼆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
就被限制不可以有國⽤用軍隊，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兩兩岸開戰，即使⽇日本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對
於我們這邊的戰⼒力力也並不會有所提升。如果是以經濟層⾯面來來看待所謂「友⽇日」，⽇日本的市場
真的⾜足以讓台灣將經融⽅方⾯面的損失降⾄至最低嗎？⽇日本的供需市場是否已呈飽和？我覺得有太
多部分需要特別去考慮到了了，不論是少⼦子化或是⾼高齡化，⽇日本經濟⼤大不如前是事實，當然我
並不是要說必須跟⽇日本翻臉，⽽而是真的有必要特別去「友⽇日」嗎？再來來是「和中」的部分，
秘書長有提到不要⼀一味地說什什麽⼀一中各表那類的，要想出另⼀一個溝通⽅方式，維持抱中國⼤大腿，
但是⼜又有國家獨立性，與中國建立溝通的管道，維持現狀狀。其實我覺得這⼀一點聽起來來是相當
合理理的，畢竟我們若若是想武⼒力力反抗，也打不出什什麼成果來來，還不如退⼀一步、與其交友，建立
良好關係，⼀一來來中國可以從我國吸收各式技術以及⼈人才，⼆二來來我國也可以借助中國這個偌⼤大
的市場彌補本⾝身市場過⼩小過飽和的缺陷。不過事實通常不會這麼順遂。中國對台的核⼼心態度
歷年年來來都沒什什麼轉變——「⼀一中」，他們想要收復我國已經不是⼀一兩兩天的事了了，因此如果今
天我國態度趨軟，中國可能⼀一開始會展現出有好的經貿交流態度，但久了了必定會露出其本意，
開始要求台灣簽訂各式表⾯面上看起來來惠台，實則是加深台灣受其掌控幅度的條款，久了了台灣
就會漸漸喪失⾃自主能⼒力力⽽而必須賴中國為⽣生，最後中國也將藉此機會併吞台灣，回到「⼀一中」
時代。


  以上純屬我對於此次講座的⼀一些⾃自我反思，或許內容⼤大有漏洞洞，但卻是我當下最直覺的反
應。還是很感謝這次有機會參參與這個講座，若若不是這個講座，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正視台灣在
國際上的困境，也不會⾃自⼰己主動去分析各國對台的利利弊，希望以後通識中⼼心能多半此類型的
講座，讓我繼續思辨下去。


（以下為當⽇日講座隨記筆記）




 
公⺠民與法治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略  通識課筆記


（楊祕書長）

• 15個邦交國，與其他國亦有實質合作

• TIFA / BTA / FTA 與美國的合作

• 拜登 ～ 美國再強⼤大，獨強地位受到挑戰

• 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兩兩黨策略略的，共同⽬目標⼀一致，但使⽤用的⽅方法不同

• 雷根星戰計畫（搞垮蘇聯聯）

• 川普挑起美國藍藍領階級對反中的情緒，⾄至今仍有相當⼤大的影響（認為中國搶了了他們的⼯工
作機會）～ 與台灣反中情緒相當配合（台灣是全球最多⼈人⽀支持川普的地區）


• 拜登⽀支持美國與中國建交，但⼜又⽀支持與台灣維持非官⽅方的關係，⽽而且也非常珍視台灣的
⺠民主制度（共同價值）


• RCEP含跨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台灣已經錯過了了加入的時機，因此開始可慮與美國簽
BTA & FTA，但美國基於國家利利益必定⽄斤⽄斤計較


• 進⼝口美豬議題（不太可能再談判，關係國家利利益）（應該在意當初為什什麼不事先與台灣
⼈人⺠民談判）


• 八⼀一七公報（承認⼀一中）隨後⼜又發表了了六項保證（不修改台灣關係法，不減少對台軍售，
美國不作為兩兩岸調解⼈人，不要求我國與中國談判，對於台灣的歸屬，並不認為屬於中國）

• 拜登會採⽤用比川普更更為和平的政策，但是對於反中的政策仍不會放軟（注意到此次投給
川普贊成反中的⺠民意⼒力力量量）（川粉）


• 拜登採取多邊主義的做法，與歐洲各國稍加友好（不像川普那麼頤指氣使）

• 拜登將繼續對台軍售（但以防衛性武器為主），傷害性武器會審慎考慮，因為礙於國際
關係


• 中國與美國其實並不想與彼此開戰（中國軍⼒力力不比美國好，⽽而美國認為跑到這麼晚的地
⽅方打仗，最後對⾃自⼰己的國家利利益有何增損）


• 習近平：處理理台灣的問題是決定國⼒力力⼤大⼩小的評量量標準

• 台灣最好的策略略就是避免戰爭，因為最後台灣⼀一定會變成⼀一個戰場（因為不可能在美國
打啊），我們要親美（只有他能對台灣提供具體協助），但是美國的國⼒力力其實已經不像
從前⼀一樣⼤大了了，無法再號召⼀一堆盟軍，所以最重要的還是要靠⾃自⼰己


• 台灣⽬目前對外的權⼒力力全都集中在北京了了，以WHO來來說美國這次號召讓台灣嫁入，但最後
礙於中國，所以作罷（在沒搞好兩兩岸關係以前，⼀一切對外關係都會把阻撓


• 為什什麼要這麼強求友邦？這樣才可以象徵國家的主權性

• 我們可以採合中⽅方式，與中國建立溝通的管道，維持現狀狀

• 不要⼀一味地說什什麽⼀一中各表什什麼的，要想出另⼀一個溝通⽅方式，維持抱中國⼤大腿，但是⼜又
有國家獨立性


• 台灣對外政策：親美、合中、友⽇日


（胡添盛執⾏行行長）

• 貿易易戰 科技戰 輿論戰 外交戰 輿論戰 法律律戰 ⾦金金融戰 經濟戰 媒體戰

• 中美兩兩邊正處於地震式政盪時期




• ⼀一個世界，兩兩個體系？

• 中國華為和抖⾳音⽅方⾯面的科技戰，牽涉到法律律與貿易易的部分

• 中國於2017八⽉月左右開始慢慢地展開了了科技戰（依301條款調查美國，進⾏行行侵犯）

• 2018（301調查報告控中國強迫美國企業技術轉讓）

            （禁售中國零組件七年年）

            （華為公主孟晚⾈舟加拿⼤大轉機被捕）

• 2019（ 華為列列入實體管制名單）（BIS對中國企業設定更更多實體清單）

• 2020（BIS限制全球使⽤用美國S/W技術設備的公司，禁售產品給華為）

            （美國內部認定華為及多家公司為解放軍所屬相關企業）

            （簽署禁令～抖⾳音的部分）

            （中芯國際禁令SMIC）（因為台積電不可以賣東⻄西給華為了了）

              11/16 COVID 19疫苗成功

• 因為美國禁售零件給中國，因此開啟了了台積電的市場

• 中國有六項技術是領先全球的

• 5g 在中國已經量量產化、市場化( 華為、Ericson、 Nokia為龍頭），但美國相較起來來稍嫌
薄弱


• IOT+ BIG DATA ＝ Unprecedented value

• ⼀一個地球，兩兩極世界，多重體系

• 競爭～勝出～權勢～利利益

• 中國⼤大陸千⼈人計劃（美國有特別在關注）


（張建⼀一經濟研究院院長）

• 經貿圖為：台灣如何走出去

• 1960獎勵投資條例例（台灣⼤大圖資時代）

• 1900⼤大貿易易：台灣⼤大量量出⼝口米糖給⽇日本（⽇日治時期）

• 圍這個字有個內圓。內圓台灣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突破，外圓台灣無法決定，有時候會
是他國⾃自動來來突破


• 政府的⽤用途是為了了來來提⾼高⼈人⺠民福祉的，但是福祉的部分要怎麼定義？（相比他國，今年年
的台灣是幸福的？）


• GDP越⾼高，理理論上⼈人⺠民應該要越幸福，但是芬蘭蘭就不是（⾃自殺率仍⾼高）

• 明年年預估⼈人均GDP 28000（韓國是三萬）

• 台灣這麼⼩小，⼀一個病毒打敗不了了台灣；美國這麼⼤大的經濟體，⼀一個病毒就把它打垮成這
樣，所以GDP 真的那麼重要嗎？


• 投資與出⼝口往下掉，代表經濟雙重打擊

• 我們的出⼝口與經濟成長相關係數越來來越⾼高（台灣越來來越依賴出⼝口）

• 台灣過去的經濟呈漲率為10~15%，現在卻在5%左右擺爛

• 世界上只有四家航空業賺錢，有兩兩家在台灣（這是台灣的韌性，企業的不服輸）

• 台灣是儒家⽂文化最深耕的地⽅方，所以相當有韌性

• 台灣的企業在國際認爭中是第⼀一名（ICT）供應鏈管理理

• 臺灣近年年的政府比較有靈活性？

• 台灣再2020年年要⼤大轉型！投資率要突破




• 台灣經濟成長率0.0%~1.91%(2020) /  2.9%~4.2%(2021預估）

• 半導體晶圓市佔率佔七成（中國與美國會⾃自動靠過來來，因為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不需要
選邊站！）


• 未來來的供應鏈會變成短鏈，⽽而且多鏈；不像現在是單⼀一條但是長鏈

• 因為疫情體會到了了穩定供應鏈的重要

• 是不可能去中國化的因為中國供應鏈非常的完善，台灣只要做好⾃自⼰己的ICT供應鏈就好

• 未來來重視供應鏈的任性（資訊安全）（加速全球供應鏈改變）

• 美中貿易易戰促使供應鏈分流

    美中互爭關稅

    美國強化⾼高科技出⼝口管制

    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 內含趨勢不會變，不管國家政府打了了多不⼀一樣的⼝口號

• 邁向數位化經濟

• 長期⽽而⾔言，經濟結構性已經改變了了；短期的疫情加速了了結構性的改變

• 在⼤大渾沌時代確定性與隨機性（entrophy)

• 在控制疫情和經濟成長，台灣是第⼀一名

• RCEP即使沒有了了印度，規模仍逾25兆元，仍是全球規模最⼤大、涵蓋⼈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易
協定


• 台灣在⽇日本要⾯面臨臨與中國的競爭，在中國要⾯面臨臨與⽇日本的競爭

• 台商應掌握趨勢進⾏行行真正的全球化

• 習斷短鏈、適應多鏈、避免斷鏈

• 經濟走向2.0：創新成長～投資就業～青年年分配

• 數位轉型與設計加值（展現出⾃自⼰己的價值，品牌設計，從幕後走向幕前）


軍售：台灣有那個財⼒力力、能⼒力力操作美國給予我們的尖端、攻擊性武器嗎？不是不設計軍事武
器，⽽而是財政⽅方⾯面是不是能夠負荷。況且向他國⼤大量量購買軍事武器，真的會⽤用得到嗎？政治
上親美是必然的，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共享價值，互相符合國家利利益，做任何事前都須先考慮
國家利利益。我們與中國這麼密切的關係也不是說斷就可以斷的，所以現在台商才會慢慢移回
台灣（我們與中國的距離太近了了，個事務上都比較⽅方便便）

在⾯面對國家利利益的⽅方⾯面上，美國對於我們的⽀支持⼒力力便便會減弱。在討論事情⽅方⾯面，必修先注意
國家利利益、現實主義，以及不可以有太多意識形態。美國可能將台灣作為⼀一枚⽤用來來對付中國
的棋⼦子（華盛頓報）


5g：台灣對於中美的5g戰爭可以努裡的三⼤大部分：加值性研發（base on 現在中國5g的研
發，例例如5g＋AI）、創新應⽤用研發、供應鏈的原先⾓角⾊色。


中台關係：九⼆二共識台灣不可能接受。雖然香港和澳⾨門都順利利的回歸中國，但是畢竟他們是
「殖⺠民地」⽽而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因此我們要統⼀一就更更不易易了了。九⼆二共識是定海海神針，是
讓中國與台灣對話溝通的管道，但是我們避免去提他，反⽽而會讓兩兩岸間沒有溝通管道。「你
可以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但是九⼆二共識是過去國⺠民黨與中國交流的⼀一種形式，因此現在⺠民
進黨想創立新的⼀一個想法及溝通管道。」（中國最在意的其實是台灣不願意承認有九⼆二共識
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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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體系下，台灣的地位除了自己還受兩方勢力影響—中國與美國。先談 

論美國，美國兩黨一直對於國際關係的制衡，是做法不同，但是方向相同：然 

而近年川普上任了，其行事作風相當商人、所有事以利益為優先，導致路線與 

以往的美國漸行漸遠；在來看看近期「理應上任」的拜登，拜登長年在美國政 

治圈努力奮鬥 對人權極度重視，也在 2009~2017年間擔任美國第 47任副總統 

，對於外交事務相當老練，處理事情起來也會比較圓滑。國家與國家之間最重 

要的是國家利益，其實不像朋友與朋友之間會有私情；外交不是過家家，必須 

採取絕對現實的手段，所以美國基於國家利益 拜登上任後不太可能改變已經做 

的美萊豬進口台灣，因為其實輸出自家產品一直是美國治理於執行的事所以既 

然已經由雙邊總統親自拍板定案(川普-蔡英文)，那麼就不太會改。 

 

    拜登上任(暫定)後，應該還是會遵守過往簽訂的 3個公報、6項保證，主 

要還是 3公報中的 817公報(限制武器出售至台灣的量與質)和雷根六項保證( 

1982宣布 2016通過)中的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不更改出售武器品質 不會壓迫

台灣談判。這幾項條文對於台灣沒有主權的直接傷害，而傷害主要還是來自於

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手段上的直接壓迫，而也因為六項保證，美國對於雙方

主權角力採取中立的態度。 

 

    然而自 2017年開始川普上任以後，尤其是近期，一連串的政策實行後，成 

功挑起部分美國人民反中的情緒(以川普在 2020大選得到史上最多共和黨候選 

人得票得知)，而這個對台灣的影響是值得觀察的。拜登上任後，可能會優先疫 

情、經濟復甦和民族分裂等等，因為這是川普過去所忽視或沒有做好的方面， 

而大選中雖然沒有過半但是為數眾多川粉可能會是拜登復興的阻礙；拜登可能 

採取多邊主義的作法，去改變以前川普對歐洲各國頤指氣使的情形，修復美國 

在國際上的關係，這方面台灣能不能「撈」到好處也一樣值得觀察。武器輸出 

方面，受限於 3公報，應該一樣不變，只會販售防禦性武器，更高等級的武器 

輸出會破壞中美原先的平衡。 

 

    台灣就現實來說，最好的國際策略就是不要戰爭，因為肯定會對各方面造 

成很大的傷害，因為戰場一定會在台灣，這是即便美國來了，也無法減少的傷 

害，所以最好是能夠拖住現在的關係，避免發生戰爭。而現在只有美國能幫台 

灣制衡，但是美國沒有以前那麼呼風喚雨，所以近年台灣在國際組織的地位頗 

低，甚至是不得門而入，只要中國想要 台灣很可能就損失邦交國，近年台灣所 

受的困境其實是有跡可循的。說道邦交國，邦交國的數量會導致國際對於你主 

權的觀感，算是一種象徵，像是香港沒有邦交國，就不會有人認為香港是國家  

跟中國的摩擦就屬內務，所以邦交國對台灣來說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單單 



像大家認為的「錢太多，花錢養邦交國」。回到台灣的現況，的確是能避免戰爭 

就避免，只要拉好自己的底線就好。對中國 盡量採取「和中」的方式，因為對 

等立場建立不易，但是必須想辦法，而不是一味地去挑戰，如果對話窗口崩掉 

了，台灣的立場可能會馬上變得很危險，必須「親美」、「和中」、「友日」，務實 

作法、多邊主義，盡量不要太多意識形態為治國方針，因為對於台灣來說，戰 

爭絕對是最不想遇到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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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體系下，台灣的地位除了自己還受兩方勢力影響—中國與美國。先談論美

國，美國兩黨一直對於國際關係的制衡，是做法不同，但是方向相同：然而近年川

普上任了，其行事作風相當商人、所有事以利益為優先，導致路線與以往的美國漸

行漸遠；在來看看近期「理應上任」的拜登，拜登長年在美國政治圈努力奮鬥 _對

人權極度重視，也在2009~2017年間擔任美國第47任副總統，對於外交事務相當老練，

處理事情起來也會比較圓滑。國家與國家之間最重要的是國家利益，其實不像朋友

與朋友之間會有私情；外交不是過家家，必須採取絕對現實的手段，所以美國基於

國家利益 _拜登上任後不太可能改變已經做的美萊豬進口台灣，因為其實輸出自家

產品一直是美國治理於執行的事所以既然已經由雙邊總統親自拍板定案(川普-蔡英

文)，那麼就不太會改。 

 

拜登上任(暫定)後，應該還是會遵守過往簽訂的3個公報、6項保證，主要還是3

公報中的817公報(限制武器出售至台灣的量與質)和雷根六項保證(1982宣布2016通過)

中的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_不更改出售武器品質 _不會壓迫台灣談判。這幾項條文

對於台灣沒有主權的直接傷害，而傷害主要還是來自於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手段

上的直接壓迫，而也因為六項保證，美國對於雙方主權角力採取中立的態度。 

 

然而自2017年開始川普上任以後，尤其是近期，一連串的政策實行後，成功挑

起部分美國人民反中的情緒(以川普在2020大選得到史上最多共和黨候選人得票得

知)，而這個對台灣的影響是值得觀察的。拜登上任後，可能會優先疫情、經濟復甦

和民族分裂等等，因為這是川普過去所忽視或沒有做好的方面，而大選中雖然沒有

過半但是為數眾多川粉可能會是拜登復興的阻礙；拜登可能採取多邊主義的作法，

去改變以前川普對歐洲各國頤指氣使的情形，修復美國在國際上的關係，這方面台

灣能不能「撈」到好處也一樣值得觀察。武器輸出方面，受限於3公報，應該一樣不

變，只會販售防禦性武器，更高等級的武器輸出會破壞中美原先的平衡。 

 

台灣就現實來說，最好的國際策略就是不要戰爭，因為肯定會對各方面造成很

大的傷害，因為戰場一定會在台灣，這是即便美國來了，也無法減少的傷害，所以

最好是能夠拖住現在的關係，避免發生戰爭。而現在只有美國能幫台灣制衡，但是

美國沒有以前那麼呼風喚雨，所以近年台灣在國際組織的地位頗低，甚至是不得門

而入，只要中國想要 _台灣很可能就損失邦交國，近年台灣所受的困境其實是有跡

可循的。說道邦交國，邦交國的數量會導致國際對於你主權的觀感，算是一種象徵，

像是香港沒有邦交國，就不會有人認為香港是國家跟中國的摩擦就屬內務，所以邦

交國對台灣來說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單單像大家認為的「錢太多，花錢養邦交

國」。回到台灣的現況，的確是能避免戰爭就避免，只要拉好自己的底線就好。對



中國盡量採取「和中」的方式，因為對等立場建立不易，但是必須想辦法，而不是

一味地去挑戰，如果對話窗口崩掉了，台灣的立場可能會馬上變得很危險，必須「親

美」、「和中」、「友日」，務實作法、多邊主義，盡量不要太多意識形態為治國方

針，因為對於台灣來說，戰爭絕對是最不想遇到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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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有深度的座談會，在參加之前其實我最期待的是楊進

添秘書長的演講。一來是因為我對政治、外交及國際局勢本來就有濃厚的興趣，

二來是我高中時曾經聽過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學長演講，讓我對這次前外交部長

的座談內容有極高的期待。我認為作為一位國民黨黨員及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外交

部部長及總統府秘書長，他的論述還是不脫國民黨的傳統基調，即「親美友中」。

不過很明顯的這次的總統大選已經證明國民黨的兩岸論述是沒有市場的，儘管有

人將敗選歸因於香港反送終運動時中共的「拉票」和候選人本身的特質問題，然

而不可否認的是國民黨的論述已經不合時宜，極其容易被歸類為「親共」甚至「舔

共」。楊進添副秘書長及國民黨一直批評民進黨沒有敞開和中共的溝通平台，而

且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就算了，也沒有辦法開創一個新的論述作為和中共聯繫的基

礎。我認同兩岸要有交流，而交流需要有基礎，但是很遺憾的國民黨這樣批評民

進黨的論述方式，只會被民進黨操作成自己才是所謂的台灣守護者，而國民黨彷

彿像是吳三桂一般，為了交流低聲下氣，甚至有損國格。這樣的氛圍對國民黨是

不利的，而國民黨在江主席上任之後一度想要改善這種情況，不過似乎遭受到黨

內龐大保守派勢力的反對，很可惜在演講中我沒有機會針對這個議題向楊副秘書

長請教。不過我對於楊副秘書長的學識涵養和頭腦清晰的程度相當感到佩服，儘

管年事已高，但是仍然對重大歷史事件以及自己從政時發生什麼事的日期瞭若指

掌。此外，他也透漏了一些外交工作的內幕。包括建立邦交國，甚至在卸任之後

和小布希碰面時感謝他為一個中國的表述問題留下紀錄等等。 

 

此外，台經院院長張建一院長的演講也非常有趣，之前我對於台經院的認識

僅限於每次記者都會引用台經院及主計總處的數據來推估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還

有其他經濟數據等等。那天聽他的演講我才發現張建一院長其實是個非常風趣的

人，雖然我知道他的簡報背後都有堅強的學術基礎支撐，很可惜他沒有辦法跟我

們分享數據背後的計算過程還有理論依據，只能以結果(即最後的計算數字)告訴

我們台灣的經濟狀況如何。不過很高興有專業人士以經濟的角度出發，檢視疫情

下的台灣經濟狀況、中美貿易戰的突圍及台商加速回流皆有很不錯的成果，讓我

對台灣的未來更有信心。 

 

這次的演講可以說是獲益良多，儘管胡天盛執行長的演講可能是我資質愚鈍，

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感覺什麼都有講又什麼都沒有講，是稍嫌可惜之處，然

而依然不改我對這場通識講座的高評價，希望通識中心之後仍能多多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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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完講座之後我有幾個想法，首先是不論明年 1月 20號是誰進入白宮，

台灣比須持續去維持和美國的友好關係，這不只是因為美國是近年來最勇於出手

援助的國家，台灣在科技技術和國防上都仰賴美國的傳授和銷售，因此為了維持

台灣在國際上重要樞紐的角色，「選邊站」是台灣必須面對的不爭事實。 

 

次之，則是在面對中國不斷的威脅和騷擾，我們必須隨時維持警覺，觀其言，

查其行，補上國安漏洞之外還要將中國的資訊戰勢力阻於境外。這要做到不容易，

但勢在必行，畢竟在我們周遭長期對我國有威脅和侵略意圖的就只有中國，再加

上有鑑於這次肺炎疫情的關係，國際上長期結構性的轉變也對台灣有利，對中國

不利，我們除了要維持自身的防疫成果之外也要小心當進入冬季，疫情再起時中

國有無對我們更多威脅或侵略的動作。 

 

台灣現在處於世界商業和政治競爭的交叉口，時勢的轉變帶給了我們機會，

但未來仍充滿了未知，我們能做的就是維持住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藉此身分來

讓世界各國必須熱可和正是我們存在和重要性。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 107022207 林宗彣 

 
首先，講者特別提到了美國大選，並且特別提到了對美國來說，不管是誰當

選，都會對中國有所防範，並且因為去年川普以仇中為主題，贏得了大量的選票，

顧名思義，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美國還是有著大部分的人民都是仇中的，

所以接下來即使拜登當選，也會對中國有所防範，而只是相對於川普，拜登會更

傾向於以合作的方式，跟中國合作。而在同樣都仇中的狀態下，為什麼川普會輸

了這次的選舉呢？因為，他認為川普是一個商人，他會為了利益，有很多的話會

跟原本講得不一樣，相對於拜登而言，他比較兒戲。 
 
然後他又提到，美國在以前跟現在都非常的重視台灣民主的價值，並且又提

到拜登之前參與的相關會議，也表示非常重視台灣的價值。但是在我們要開放美

豬美牛的部分，基本上是沒辦法改變的，因為從以前，美國就想要將美豬美牛開

放進來，因為這部分涉及到了國家利益的層面，所以美國依舊會針對這部分斤斤

計較。 
 
雖然就個人來想，這部分有很多的疑點可以思考，拜登意外的勝利，然後馬

上就跟中國喊說要共同度過這部分，講真的，這沒有陰謀論我還真的不信，現在

的兩大世界霸權，又沒有戰爭，頂多是假想敵，而在現在的狀態下，雙方又要保

持交易的部分，必定對中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發展，因為他們在現在的保持交易

的狀態下，他們可以發會他們最大的優勢：人多又廉價，他們完全在現在根本就

是乘風飛翔，只要談到利益，他們就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這次的總統大選

牽扯到的那麼多的利益，沒有中國的影子在後面簡直就是不可能。甚至突然的翻

盤，就連這次的拜登當選，中國甚至過的都快要跟國慶一樣了，我整個傻眼，這

怎麼看都不太妙吧。 
 
而在台灣甚至是在川普的當選前夕的部分，台灣通過了美豬美牛案，明顯就

是站隊了川普的部分，所以即使最後拜登贏，即使沒跟我們在明面上翻臉，我們

後面的東西的一些方便，也會明顯的沒那麼容易，雖然我們現在跟美國還是有一

些不少的合作，但總能感覺到，可能不太妙，尤其其實當時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時

候，預估台灣人民的大部分支持還是支持川普的。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心得 107061223 陳煜清 

 
這次的通識演講讓我有機會去關注到自己平時沒有機會關注到的部分，平時

都是在理工領域的人身邊，很少有機會去聊到這麼深刻的政治問題，所以這次的

演講讓我有機會去思考一下自己身處的國家正面臨著什麼樣的困境，楊秘書長分

析了美國在拜登當選之後對台灣的政策會如何，還有台灣在中美兩強的相爭之下

該如何生存，他提到兩岸必須要維持一個和緩的關係，要避免戰爭，而這也是我

所希望的，戰爭受到傷害的擁有只有人民，戰爭一旦發生最後只會生靈塗炭，對

人民沒有半點好處，還有祕書長有提到台灣邦交國的問題，如果台灣再繼續丟失

邦交國，將會導致國際上沒有人承認台灣，我們也就會失去國家的主權，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秘書長還有提到台灣應該要親美、和中、友日，而我認為和中是最重

要的，兩岸應該要建立理性的對話，花時間坐下來冷靜的討論兩岸問題，而不是透過戰

爭等方式去解決。 

 

接下來的講者胡執行長講的題目正好與我的專業領域有關係，胡執行長先將

近兩三年美中科技冷戰的時間線梳理了一下，讓我看到了其實即使是在科技領域，

也會出現政治的角力與鬥爭，還有近代的一些尖端科技的發展背後其實也有國家

之間軍事能力的角逐還有權力的較量等等，這些事我在學習工程相關知識時所沒

有想過的，最後這次的中美科技戰爭究竟會發展成怎樣呢，我想我正在見證一段

歷史的誕生。 
 
最後張院長所講的主題是台灣要如何在經貿中突圍，而經濟這一塊議題我正

好感到有些興趣，張院長先介紹了台灣近幾年的經濟發展狀況，有提到台灣的經

濟發展主要是依靠出口貿易，台灣越來越依賴出口貿易來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

而之後張院長就逐漸帶到了台灣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產業，還有台灣與其他

國家間的比較利益在是什麼，未來的產業供應鏈重組，COVID-19疫情對產業的影

響，美中貿易戰，要邁向數位化經濟，台商要掌握的趨勢，台灣未來的投資等等，

在張院長講解完過，我多認識到關於經濟這方面是有哪些議題是可以去關注跟了解

的，也讓我知道台灣的產業優勢在哪邊，未來產業應該要往哪個方向發展。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演講心得 107099026 陳以臻 

 
演講一開始，主持人嚴震生教授以“Seismic Shifts”來破題，指明台灣目前處

於的國際情勢，動盪程度之大，就像是地震一般的規模。雖然演講題目是全球大

變局下的台灣策略，但目前國際中的強權除了美國不外乎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這兩大國對於台灣各方面都會帶來重大的影響，所以內容也多半聚焦在中、美、

台三者間的相互關係。本次演講的主題也被分為戰略、科技以及經濟等方面，讓

我們不再像以往常常只以政治角度來看待兩岸關係以及美中、美台關係，而是能

夠以不同角度來作出更深入的探究。 
 
第一位講者楊進添前秘書長，以目前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為背景，分析未來美

國對台及對中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目前大選結果為拜登當選，所以未來美國對

台應該不會像川普那樣與台友好，而且美國應該會對中保持著盡量不起衝突的態

度，因此台灣能做的就是也盡量和中國維持和緩的關係。的確，做為一般人民，

最不樂見的就是實際發生軍事衝突，而且若是台灣與中國真的發生武力上的較勁，

台灣本土絕對是主要戰場，光是用想像的就很恐怖，而美國也未必會千里迢迢以

維護和平的名義派兵支援。也難怪許多人傾向「維持現狀」這樣的說法，雖然兩

岸時常在網路上互相叫囂，但是雙方實際上受到的損害絕對比真正的武力衝突來

的小。而每個國家所追求的並不是「族群平等」、「公平正義」等等好聽的理想，

每個國家所真心需要的其實只是各自國家的利益，在國家利益面前其餘理想都不

重要，因此我們在國際上互動時也應想想如何才是能對我們的國家人民帶來最大

利益的選擇。 
 
第二位講者胡天盛執行長，所講主題為我們平常只有模糊概念的美中科技冷

戰。不過由於網路興起，美中科技戰的範疇除了傳統的科技零組件，也漸漸延伸

到手機軟體、5G 網路訊號等等我們日常生活中熟知，在實際生活中也能被一般

人所運用的科技產物。胡天盛執行長以錢、權、拳等三方面來做為美中雙方所擁

有的資本指標以及對於特定科技元素所有的支配程度，我覺得是很簡潔明瞭的分

類方式。從錢與拳的方面來看，中國與美國實力不相上下，但錢的部分也較難以

實際衡量。從權，也就是政治外交的角度來看，中國比較占上風，因為美國在換

川普上任總統後，美國的國際形象一直有大幅度的變動，與國際間的關係比起和

平共處更像是挑起了許多大小程度不一的爭端。 
 
第三位講者張健一院長，對於台灣在疫情期間的經濟表現有很高程度的評價，

台灣的經貿突圍實例有台灣的航空公司長榮及華航，在疫情期間仍是有在賺錢，

以及台灣人不論是政府、企業及人民都相當的有韌性；像是在說明雖然有美中兩

強權的威壓，我們台灣人也是有足夠能力在國際上發光發熱。聽完張院長準備的



內容，對於台灣的未來感到十分有希望，而台灣的產業鏈若是日後能朝向數位轉

型以及設計加值的方面發展，盡量不再受限於只是提供高品質的代工商品，而是

以發展品牌的方向前進，會更有「錢」途。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心得 108042017 外文系大二-曾子芸 

 
台灣在全球的局勢下，一直都屬於一個尷尬的位置，我們在國際上不斷受打

壓，尤其在蔡總統上任後，不斷的出現邦交國斷交的消息，抑或是台灣在防疫方

面即使做得好，也無法在國際衛生會議上發表意見。台灣的情勢受著中美兩方的

情況影響，彷彿是在拔河，台灣在中間，被中美拉來拉去，因為歷史因素，有人

會支持親美，但美國對台灣的措施並不像是要把我們當做戰友，而只是把我們當

做棋子，舉開放萊豬為例子，台灣為了維持與美國的關係，不惜開放含有來多巴

安的豬肉進入台灣市場，但美國也並沒有因為台灣的讓步，承諾給予台灣特別多

的優待，讓我感覺台灣就是個小弟，拼著命去抱美國的大腿。但因歷史因素，台

灣若是要親中，會帶給人民一定程度的恐懼，有一種說法是說台灣會成為下一個

香港，台灣的自由民主被認為是非常可貴的，若是台灣真的被中共統一，那我們

是否還能保有我們的自由？ 
 
過度傾向哪一個國家都會讓台灣的未來動蕩不安，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堅持住

台灣的立場，不能輕易地成為哪個國家之下的棋子，對於美中兩國的溝通都是必

要的，不能因為政治或政黨的堅持，就一昧地拒絕與哪一方溝通，任誰都不希望

台灣不斷的受到其他國家的政治影響，人民心也會因此動盪，如今拜登當選美國

總統，他對於中國、台灣的政策都還不明確，最好的情況，還是希望台灣政府可

以和雙方都進行良好的溝通，不要為了一時的堅持而賭上台灣的未來。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演講心得 108070005 林谷晏 

 

2020 年全球都在共同對抗新冠肺炎，航線停飛、封城鎖國似乎讓一切在日

常不過的事變成一種奢侈，有些人說這場大改變讓一切都停擺了，但我覺得這場

疫情雖然導致了很多悲傷離別，但卻也同時讓這個世界有一部分重新整理了，讓

我們意識到生命的脆弱無常、相聚的珍貴，身在台灣的我們比起大部分國家確實

幸福很多，這都歸功於防疫機關、醫護人員和我們自身高度的自覺，才得以有此

等幸運。我們也在這場大變局下，貌似在國際上稍微露出了一些光亮，但這些其

實並不足以影響到我們整體的位置，將眼光拉遠拉高後，發現事實上並沒有如國

內媒體說的如此誇張，從這場演講中我得到了很多眼界高遠的分析，從戰略選擇、

美中科技冷戰我國該有的應對到我們該如何突破經貿困境都被討論到了，許多內

容都是經過專業人士的說明我才了解，這場演講額外的的收穫就是意識到自己缺

乏國際的視野和高遠的思維這些未來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我很喜歡第三位講者台灣經濟研究所張建一院長在演講中特別強調的觀念，

這不僅適用於當今的臺灣，更適用於任何時刻的自己，那就是「盡好自己的本分」，

面對大局和未來有很多是我們無法預測更無法決定的，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和無力

感，不應該一昧地抱持著悲觀的態度，應該要更加站實腳步，腳踏實地的努力，

盡當下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任何努力，才有資格去期盼機會的出現。「韌性」是這

場演講中我特別有印象的一個單詞，臺灣的政府、企業、人民都有著這個難以被

模仿的特質，這應該是因為長時間應對政治上的打壓、經濟上的孤立，多次在狹

縫中全力伸出自己的手，只希望對方能看到我們的誠意，讓時勢有所改善。經過

一次次的嘗試，不論成功或者失敗，都增強了我們的韌度。國際局勢之難測，對

於當下的國際情勢目光不該太過短淺，不變的策略是我們無論何時都該持續努力，

才能掌握每次得來不意的機會，擁有成功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的可能。 

 

 

 

 

 

 

 

 



全球大變局下的台灣策略 109020008 籃堅峰 

一開始楊進添秘書長，分析的台灣的處竟，他的分析破了我以往所認知台灣

情勢，原來台灣對美國的依賴(比我想像的還要高)，確實只有美國能對台軍售或

者具體的協助，因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但是在面對一些 FTA或者利益衝

突時，美國真的就會盡可能爭取對他的利益，並部會因為你的價值觀關係而有讓

步，我從小就認為，美國會幫助台灣是因為有利可圖，而台灣也需要知道自己的

存在價值，在談判中獲取更多空間。 
 
而美國對兩岸關係，並不插手，我認為這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上的

崛起，與美國的政策因素，且幫助台灣獨立，對美國所帶來的利益卻遠小於付出，

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新總同拜登上任，對於川普(反中、氣後協定)，卻要處

理反中氛圍，與歐洲的外交修復，雖然這全球大變局沒有提到(中東地區的關係)
重談伊核協議，美國還是會對台軍售(防衛性武器)，但是不會有攻擊武器，我認

為誰都不會想要戰爭。美國影響力大不如以前，而中國的影響力卻日益漸增，而

台灣擁有國際團體或者邦交國，都是中國給的，這句話讓我回想起國中時公民所

說的一樣，老共只是還不想拔台灣邦交國，如果他想，台灣一定沒有邦交國且任

何一個國際組織皆無法參加。 
 
而在美中冷戰中，感覺美國法律無遠弗屆，能夠管的範圍真的是只要有關美

國就可以管，然而川普卻掐著中國脖子，禁止出口電子零件給中國，且中國要自

行設計，卻沒有設計工具。且台積電不能賣給中國晶片!為了封鎖中國繼續發展，

美國怕中國成為新的老大，大國競爭，小國遭殃，希望台灣能夠好好走出條路。 
 
聽完台灣經濟結構分析，台灣有兩層膜(裡面我們可以打破，但是外面那層

卻不能自行突破)。台灣政府的政策，對台灣的發展方向卻是影響重大，且台灣本

來對貿易依賴度很高，但是近幾年台灣出口降低，結構改變，對外出口額降低，

但 GDP 還是成長，代表內部 GDP 有增加。 
 
台灣人很有韌性，因為在國際環境及國家受到老共的壓力下，台灣可以堅持

下去，而台灣最重要的產品是晶圓代工，我認為老共不太可能攻打台灣，因為有

台積電對世界影響很大。韌性也展現出在這次 Covid 19 台灣是全球少數安全國

國家。 
 
未來的產業發展，為在地化，短鏈化，分散風險，而台灣在裡面的角色，應

該是代工出口，但我認為台灣可以往品牌或服務的方向去，且真的台灣的政策卻

命中這些發展方向，且未來最重要的綠能，未來很多出口產品製造中，應該使用

綠能，才有國外大公司的訂單。 



最重要的還是兩岸政策，我認回台灣真的要親美有日和中，美國能給台灣實

質幫助，日本距離台灣很近可以當作近水而中國我們不要挑釁他們的底線，像是

服貿協議刺激到中國當局(政治操作)，老共預測未來民進黨會當選，所以老共對

台灣就緊縮，以往 92 共識是在模糊空間，但是現在卻與一中各表結合，而台灣

卻把其當成政治操作，且拒絕承認 92 共識，然而卻找不到新的共識，我希望政

府能夠找到對老共的溝通新管道，避免我有可能要上戰場(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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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在美中強權競爭下的戰略選擇」 

   
其實世界上也存在著這種需要選邊站的問題，比如中亞的國家等等。而中小

國家的外交特色就是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但其實台灣然從人口、發展程度及文

化的完整性都不輸其他國家，之所以會稱自己為小國家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中國

大陸。而我覺得，在中美強權競爭下我會選擇投靠離我們不管是文化或是想法較

接近的美國。 
「台灣不是特例，歷史、當前多數國家的處境都和我們一樣艱辛，被迫夾在

兩個大國間選邊站。」若由此思索台灣的生存之道，理論視野就能變得更開闊，

不只侷限台、美、中。我們和多數國家有著共同的煩惱、苦水，得以牽繫起外交

經驗。 
「避險」是不想承受高風險，也不願完全和誰綁在一起，同時與兩強交往與

防範。雖然明顯親近其中一強，但也和另一強交好、改善關係。好處是保持一定

獨立性，壞處是沒有絕對的安全保證。 
「夥伴」（partner）完全與一強權同陣線，扮演好麻吉。大國會罩小老弟，

因而有最大的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因為已經「死會」，失去斡旋籌碼，很可能

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遭到不僅政治觀念較為自由也對台灣的歷史有一定影響力。

這是網路上蒐集到的資料。中小國家多半希望採取「避險者」的策略，更符合自

身利益，但在強權壓力下未必能如願。 
 
二「一個世界、兩個體系」？ 美中科技冷戰的發展及影響 

   
資訊戰是近年廣被討論的議題，資訊戰是政府國家利用媒體科技等等控制人

民思想及作為。進而影響整個國家大局。而台灣也正在被牽連當中，平常網路上

的報導文章都可能是中共的假情報。我們必須批判思考來確定接收到的訊息是否

完整正確。全球 15家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中，出售至中國大陸的產品銷量甚至超

過美國。由於目前全球疫情已逐步趨緩，預計在最壞的情況下，資本支出僅小幅

下降，記憶體供應商則可能降幅最大，而漲幅最大的是晶圓代工。陳明煇表示，

一旦經濟復甦，聯網產品和應用市場將保持可觀成長。此外，疫情可能加速低附

加值製造業移至距離中國大陸較近的東南亞。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受惠於其龐大

的內需市場，仍是亞太乃至全球的重要消費市場。 
 
三 經貿突圍：台灣如何走出去？ 

   
不和中國友好，就限制經濟進出口，這是我們經貿的危機，至於如何走出這



個困境，就必須用一定的手段條件來談判，勢必對於我國楚瑜比較弱勢的情形，

但這也沒辦法，相較人口我國就已經輸了一大截了，但我相信運用一些外交政策

我國還是可以順利走出這個困境的。台美經貿關係持續升溫！我方與美國國務院

20日首度展開「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並簽署至少 5年的備忘錄；於此同時，

以東協為主的亞太 15 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也正式簽署，並首次

納入中、日、韓，可能使台灣的產業受到衝擊。面對國際經貿二波新變局，本刊

採訪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經濟部長王美花，進一步解析台灣在這一波國際經

貿變局中的角色、布局及因應之道。就像網路上的資訊，簽訂一些外交組織對我

們經濟有非常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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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勢力逐漸崛起，他們透過各項科技發展、學術研究、

太空發展等等，試圖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霸主，過往，英國將霸主的地位傳給

了美國，而現在中國的崛起便成為了一個值得人深思的議題。過去有很長的一段

時間，美國是世界上的獨強，雖然過去有蘇聯對於美奪隊的挑戰，但美國還是成

功透過雷根的星戰計畫將蘇聯瓦解，而繼蘇聯過後，歐盟、日本……等國也陸續

挑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而過去美國一直不斷地向外征戰，以至於國力逐漸衰弱，

所以在川普競選期間就有試圖引起藍領階級的白人反中、抗中、仇中的情緒，因

為勞動人口多，且勞工的成本低廉，導致許多工作機會都流往有世界工廠稱號的

中國，在這兩大強權的競爭之下，我認為台灣應該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去探

討到底該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生存，我們必須採去務實或現實主義的看法去處理在

大變局下的國際事務，所以台灣必須要去了解美國跟中國之間，勢力的消長情形，

並採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及損失最少的策略。若真的發生戰爭的話，從事時層面來

看，中國軍事實力非常強大，而援助台灣對於美國來說益處不大，台灣必定會成

為兩大強權角逐之下損失最多的一方，所以我認為在世局邊謙的情況下，台灣最

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戰爭，並且保持親美、合中以及有日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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