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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承蒙各界先進不吝指教，各位的意見是驅動我們繼續努力

的原動力，來自您的每一項建議與鼓勵，我們都深表感激。本月通訊專文邀請各界

專家，針對川習會、南海政策、國防政策等議題觀察綜覽。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彥在〈「川習會」的政治意涵〉一文分析，

川普政府重申《台灣關係法》，意謂美國將持續依照該項法律，履行對台承諾。《台

灣關係法》基礎，不僅可壓縮北京在美台軍售、美台交流等問題上和美國議價的空

間，也可凸顯美國「一中政策」和北京「一中原則」差別。美國態度有助於推展台

美關係。

台灣海洋大學法律與政策學院院長陳荔彤於〈南海仲裁案後台灣南海政策因應

之道〉一文分析，由於仲裁庭說，九段線非歷史問題，因中國未有效控制，所以無

專屬排他性，引申至 U 型線並非兩者一致，惟仲裁標的係九段線而非 U 型線，兩者

無干，雖法理上隱涵 U 型線亦無法律依據，但 U 型線並非訴狀標的，因此，並無不

可持續性主張，全其自然靜態持續發展。在時際法原則（Intertemporal  Principle）
下，U 型線似無排除應適用 1982 年之 UNCLOS，如此我國仍可持續主張 U 型線，

必要時適當定義 U 型線法律性質為「島嶼歸屬線」。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張國城在〈台灣當前國防政策淺析〉一文分析，

潛艦國造政策雖無誤，龐大研發經費勢必排擠其他國防建軍項目，台灣過去也曾有

規模龐大的自製軍武計畫，如 IDF 戰機研發、成功級巡防艦建造，但之後帶動的工

業升級效益並不明顯。尤其是成功級巡防艦，在投資了巨額經費的「光華一號計畫」

自行建造 8 艘之後，居然沒有技術儲備，今天台灣還是僅能向美國採購退役的同類

型軍艦來填補海軍戰力。希望此現象不要再重演。

淡江大學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執行長蘇紫雲在〈台灣發展國防經濟的機會與困

境〉一文分析，在先進國家國防預算被視為「國防經濟」（Defense Economic），

由於軍用、安全事務是特殊市場，具備「戰略經濟」（Strategic Economic）的價值。

也因此，裝備生產的本土化也就更為重要，才能實質挹注國家經濟的發展。新政府

若能善用台灣既有的利基與優勢，完善相關法令，並結合與各國的「政府採購協定」

(GPA)，將有極大機會為台灣產業開創新的出路，為重振台灣經濟注入活水。

 
台灣為島嶼國家，在全球化的 21 世紀更應具有宏觀視野，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專文希冀提供國人海內外的重大事件評析，亦提供國際友人來自台灣的觀察視野，

敬請各界先進不吝指教並來信 info@braintrust.tw，謝謝您。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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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習會」的政治意涵

美
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職，在上任不

到 100 天內，便決定和中國領導人習近

平舉行會晤。4 月 6 至 7 日，「川習會」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馬阿拉哥」（Mar-

a-Lago）莊園舉行，成為川普時代美國

和中國領導人首次雙邊高峰會，具有觀

察美中關係的指標性意義。整體來看，

這場「川習會」反映幾項值得觀察的政

治意涵：

一、峰會內容流於形式、缺乏具體成果

會談領導人並未針對兩國整體關

係做出清楚的定調。川普政府在會前曾

主張美、中應發展「建設性關係」，但

此一說法卻未在峰會中明確提出。「川

習會」的最大特點在於安排川普和習近

平雙方家人互動，目的在對外釋放兩國

領導人之間的友好氣氛。然而，和諧氣

氛無法掩飾這場峰會缺乏具體成果的事

實。川、習兩人在這場峰會後既無發表

聯合聲明，也沒舉行聯合記者會。就領

導人峰會的層級來看，「川習會」的內

容及成果可謂相當貧乏。尤其川普在峰

會期間決定以軍事行動懲罰敘利亞使用

化學武器鎮壓民眾，這項決策攻佔國際

媒體版面，明顯降低「川習會」媒體效

應。大體而言，「川習會」雖具有向外

界傳達美、中領導人友好互動印象，卻

未能打造出未來兩國合作具體願景。

二、美中爭議反映雙方根本性矛盾

在「川習會」後，美國國務卿提

勒森（Rex Tillerson）、財政部長穆欽

（Steven Mnuchin）和商務部長羅斯

（Wilbur Ross）舉行記者說明會，介紹

這場峰會的主要內容。在雙邊經貿上，

美國質疑中國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

衝擊美國就業率及產品出口，雙方在未

來 100 天內，將針對相關問題展開密集

磋商。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美、中表達

合作意願，但假如中國沒有採取作為或

中國的作為沒有成效，美國將採取自己

的方式處理北韓問題。在海洋安全議題

上，美國要求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地區遵

守國際規範，並應維持「非軍事化」承

諾。在人權問題上，美國要求中方重視

人權保護，強調此為美方重視的價值。

蔡明彥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4

前述議題是「川習會」的對話重點，也

是未來美、中管理雙邊爭議的主要焦點。

只是這些爭議大多牽涉雙方在經濟體

制、戰略利益和政治價值上差異，想在

短期內獲得根本解決並不容易。

三、美國對中國施壓可能接踵而來

在「川習會」中，川普政府決定將

歐巴馬政府時期的「戰略與經濟對話」，

切割成四個新的對話機制：外交與安全、

全面經濟、司法與網路、社會與文化。

這樣的安排顯示美方希望在處理美、中

爭議時能更加聚焦，不應繼續透過「戰

略與經濟對話」這種「大拜拜」的方式

協商問題，以免爭議遲遲無法解決。川

普政府希望未來美中對話必須取得具體

進展的態度，將讓中國在未來雙方對話

過程中，承受來自美方更大的壓力。

    

四、川普政府無意和中國糾纏「台灣問

題」

 「台灣問題」並非這次「川習會」

的重點，美方官員在「川習會」後的新

聞說明會上，完全沒有觸及台灣。中國

外交部長王毅在「川習會」後表示，習

近平曾在會中重申對「台灣問題」的原

則立場。但美國國務院僅簡單回應表示，

美方對「一中政策」的承諾，主要建立

在三項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的基礎之

上，顯示川普政府無意和中國在「台灣

問題」上糾纏。

美方在「川習會」前舉行的兩次新

聞說明會，曾多次強調「美國的一中政

策」與《台灣關係法》。川普政府一再

重申《台灣關係法》，意謂美國將持續

依照該項法律，履行對台承諾，包括：

提供台灣防禦武器、反對中國利用武力

或經濟手段脅迫台灣，以及持續推動美

台在各領域的交流。川普政府強調《台

灣關係法》的法律基礎，不僅可壓縮中

國在美台軍售、美台交流等問題上和美

國議價的空間，也可凸顯美國「一中政

策」和中國「一中原則」之間的差別。

這樣的政策態度將能為未來台美關係推

展，帶來一定程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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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後台灣南海政策因應之道

中
菲南海仲裁案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出爐，綜觀其仲裁內容，對台

灣有利及不利之裁決內容，觀察所得如

下：

查仲裁庭判斷對中國九段線內之海

域資源主權權利的歷史權利主張並無法

律依據，亦即九段線主張不符 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此對台

灣繼續獨立存在性至關緊要，有利於台

灣提升獨立於中國主權之主權獨立國家

人格；其次，判斷不利於九段線之中國，

則法律上隱含我國主張之 U 型線將遭質

疑，但實質內容不至於排除我國於南海

主張島礁領土主權之效果，拋開 1949 年

九段線國際法繼承之適用糾纏，將肯定

有助於憲法第 4 條固有領土主張之南海

島礁主權強而有力憲改依據。

仲裁庭判斷太平島及其他所有南海

漲潮時海面上之地形地貌是 Rock（岩

礁），並因不符合 UNCLOS 第 121 條

第 3 款之所謂 Rock，不能維持人類居

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不能有 200 浬

之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然而，有利

的部分是仲裁判斷僅不利於島嶼地位判

斷及海洋資源主權權利，非領土主權問

題，且 UNCLOS 第 298 條也排除海域

劃界，因此我國仍擁有太平島之主權，

包括 12 浬領海之主權，所以仲裁案並

未引起台灣主權損失，台灣現行治權亦

無損傷且完整。

仲裁案最不利於台灣，乃法庭無權

且擅自認定台灣是剩餘主權，並十二次

稱呼台灣為中國台灣當局；其二不利判

斷太平島是 Rock，其並未先作島礁分

析，逕行認定其非 Island（島嶼）而係

Rock，再依 UNCLOS 第 121 條第 3 款

之 Rock 得主張 200 浬海域資源主權利，

否定可供居住及經濟自足兩條件而作出

負面結論，可謂係魯莽粗糙。對南沙太

平島及其他西、中沙群島島礁進行未經

同意之審理管轄，法庭並未讓台灣參加

仲裁程序，不顧台灣為聲索國重要成員，

判斷應屬無效不可執行。

針對上述不利判斷內容，我國應

思考如何反駁其論述，第一先向國際聲

明，我國乃主權獨立國家，並非法庭所

謂之中國台灣當局，且海洋法庭無權審

理依傳統國際法規範之領土主權歸屬定

陳荔彤
台灣海洋大學法律與政策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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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本案係海洋法議題，依公約規定

不能作領土主權定位及主權權利劃界之

審議，其判斷應自始無效；第二，逕行

判定太平島係 Rock 而非 Island，再依

Rock 之兩條件否定與定位係枉法仲裁，

難謂合法。

再者另一個重要問題乃仲裁庭對中

國九段線歷史權利之主張採取否定之判

斷，則我國台灣面對的問題及傳統的 U

型線之定義為何？應予以適當澄清。查

九段線被認為是違法則 U 型線是否亦被

認為違法？從而，台灣政府迄今之所謂

U 型線戰略性模糊策略是否得改變，其

至關緊要，殊有必要檢視兩岸 U 型線與

九段線是否為同一線段？

查中國主張變動過，其中國雖沿用

我國政府南海十一條斷續線的劃法，但

在 1953 年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去掉中越

北部灣內兩條，自此之後出版之中國地

圖均改為南海九段線；1992 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 2 條第 22 項之

治理亦引申其九段線。然而，台灣除了

1947 年「南海政策綱領」和 1999 年「中

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

外界線」以外，則未有如上述中國北京

此等實踐，此外，中國對九段線內認定

歷史性權利屬性，台灣亦無此主張。綜

合上述，我國之 U 型線與中國之九段線

並非同一線段，故法律上與事實上，難

謂台灣之 U 型線主張遭受到中國九段線

被認為違法而受影響。

由於仲裁庭說，九段線非歷史問

題，因中國未有效控制，所以無專屬排

他性，引申至 U 型線並非兩者一致，惟

仲裁標的係九段線而非 U 型線，兩者無

干，雖法理上隱涵 U 型線亦無法律依

據，但 U 型線並非訴狀標的，因此，並

無不可持續性主張，全其自然靜態持續

發展。在時際法原則（Intertemporal  

Principle）下，U 型線似無排除應適用

1982 年之 UNCLOS，如此我國仍可持

續主張 U 型線，較不致遭到美國反對，

又為迎合美日等國關切及切割中國九段

線，必要時適當定義 U 型線法律性質為

「島嶼歸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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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台灣再次政黨輪替，迄

今接近一年。在這中間，國防方面

的更張不大，但絕非不重要；因為國防

占據政府資源相當比例，同時更攸關台

灣的安全。

長期以來，台灣國防就面臨中國

巨大的壓力，但由於台灣的政權性質，

對國防政策的重視程度與國防施政的有

效程度極有問題，讓台灣的國防經常出

現缺口。譬如對海上防衛非常重要的潛

艦，在前政府任內，居然長期處於買不

到也不自製的停滯麻痺狀態。蔡英文上

台後，宣示「潛艦國造」才讓情況有了

重大改變。

潛艦國造是蔡政府上台之後最重要

的國防政策之一，就戰略上來說，台灣

長期缺乏水下戰力是事實；目前的兩艘

荷製潛艦只能提供台灣「了解」水下作

戰而非有效「遂行」水下作戰的能力，

因此積極籌建新的潛艦兵力是勢在必行

的。如新加坡那樣的城市國家，尚且擁

有 6 艘潛艦，而且多艘在國內自行裝配，

台灣沒有理由在這方面始終裹足不前。

然而，潛艦國造是大方向政策雖無

誤，但如何執行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首

先，武器裝備不是僅靠本身就能發揮戰

力，還必須仰賴操作者確實的訓練以及

妥善的保養，因此在擴增潛艦兵力的同

時，也必須擴建人才教育和訓練的設施，

這些都必須編列相當龐大的資源，更重

要的是及早開始規劃，因為人才培育需

要時間；以海軍來說，要培訓符合標準

的人員需要有足夠的載台，所以國造潛

艦能夠發揮戰力的時間還在前數艘服役

若干年後。在這段時間內是否有需要採

取若干措施來應急，是需要考量的部分。

其次，潛艦國造的龐大研發經費勢

必排擠其他國防建軍項目，如果沒有妥

善規劃，那麼對於國防戰力的整體影響

是很大的。台灣過去也曾有規模龐大的

自製軍武計畫，如 IDF 戰機研發、成功

級巡防艦建造，但之後帶動的工業升級

效益並不明顯。尤其是成功級巡防艦，

在投資了巨額經費的「光華一號計畫」

在台自行建造 8 艘之後，居然沒有技術

儲備，讓 21 世紀的今天台灣還是僅能向

美國採購退役的同類型軍艦來填補海軍

台灣當前國防政策淺析

張國城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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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這樣的現象希望不要在潛艦國造

這一計畫後重演。

除了潛艦國造之外，蔡政府的另一

項重要國防建設或許是來自於本身的政

治態度。台灣國防的主要屏障在於美國

的支持；若台灣和中國過於接近，本身

就容易引起美國的疑慮，當然不會供應

台灣先進的軍事裝備以防止從台灣外洩

中國。而台灣若得不到美國提供先進的

軍事裝備，戰力的衰弱還是其次，這行

為的本身就會是刺激中國對台發動軍事

攻擊的一大誘因。不過蔡政府至今仍不

願意接受在台灣已無民意基礎的「九二

共識」，也無和中國討論「和平協議」

的規劃，在過去幾年因台灣的逐漸傾中，

令東亞成為「中朝台」和「美日韓」兩

大陣營對峙的局面將為之改觀。這對台

灣的國防安全是絕對有利的。

無論台灣與中國簽訂再多的協議，

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改變其國策，

仍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就面

臨中國併吞的壓力，而武力絕對是最

後的手段，更是其他手段的增益器。

若美國認為台灣已經沒有抵抗的決心

和意願，而僅在統一的時間、方式和

之後的安排和中國有所爭議，台灣絕

不會有真正的安全。因此「確立立場」

是外國決定是否支持台灣的最主要原

動力。如果台灣決定親中，則外國自

無必要出售武器或提供安全保障給台

灣以免開罪中國；台灣在本身防衛能

力日減的情況下，當然更只好採取親

中的態度，結果終將形成遭到併吞的

惡性循環。所以蔡政府目前在兩岸關

係中採取的立場較之前政府，對台灣

安全更有保障，應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總結起來，蔡總統本身雖無軍事經

驗，上任以來對國防政策的處理應無太

大問題。當然是否能針對國軍本身的管

理、訓練與運作上的積弊予以革新，相

信全台 2300 萬人和國際間都寄予厚望。

因此在決策機制和人才上再行充實強

化，應該是下一階段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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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科技、經濟三合一

軍用科技經常領先民用科技，但需

承擔高成本。相對的，目前由於民用科

技的市場需求帶動快速研發，因此軍用

科技往往可取自民用科技的現貨市場。

以軍事科技史來說，軍用裝備源自民用

裝備，並獲得成功的例子甚多，最具代

表性的例子就是戰車，1916 年英軍在索

姆河戰役首次投入戰車，其便是將民用

的拖拉機結合裝甲防護所產生的革命性

產品。

因此，在民用產品市場中，發掘

出具有軍事價值的技術、裝備並加以評

估、改良，就成為提昇戰力，並可減少

成本。甚至於，藉由軍事科技的研發來

帶動產業升級與工作機會，這也是美國

防部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 的

政策精神、北約提出「智慧國防」(smart 

defence) 的原因。經典例子就是歐盟共

同研發的「颱風」戰機。1990 年代歐盟

各國尋求新一代戰機時，也曾針對像美

採購 F-15、F-18 戰機，或自主研發兩項

方案發生爭辯。最後採取自主研發方案，

研發生產的總成本達 540 億歐元，但相

較於外購美製戰機，歐盟自製戰機產生

的經濟效益 (economic benefits)，直接

節省向美軍購外匯 450 億歐元，創造外

銷 95 億歐元、科技勞工技術升級，轉用

於其他市場也創造出 80 億歐元產值。間

接效益則是給歐盟國家創造十萬個工作

機會，同時除了主製造商外，也額外支

撐 400 家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與科

技勞工後續又將戰機科技轉用於電子產

業、電動車、以及巨無霸客機 A380。

改善法規制度才能促進發展

在先進國家所謂的國防預算不再

被視為「消耗型」，而是被視為「國防

經濟」（Defense Economic），由於軍

用、安全事務是特殊市場，具備「戰略

經濟」（Strategic Economic）的價值。

也因此，裝備生產的本土化也就更為重

要，才能實質挹注國家經濟的發展。

如美國「第三抵消戰略」（The Third 

Offset Strategy），以及北約的「智慧防

衛」（Smart Defence）等是追求技術優

勢，將重點置於後資訊時代的無人載具、

人工智慧、戰場機器人、網域攻防科技

台灣發展國防經濟的機會與困境

蘇紫雲
淡江大學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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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時，也是著眼於民用科技的發展。

北約自 2013 年開始啟動「智慧防衛」

（Smart Defence），主軸是強調防衛預

算的最佳化運用，並結合未來 20 年的安

全需求，包括精準彈藥、網路防禦、飛

彈防禦、以及聯合情監偵系統等。

相形之下，台灣還停留在「國防工

業」的認知，國防預算與經濟發展一樣

掉入降低成本 的陷阱，絕大多數的採購

都以「價格標」作為基本考量，例如台

灣軍隊的軍靴採購，得標廠商竟是越南

生產的成品，此對技術領先的台灣製鞋

工業不啻是極大諷刺。不僅國軍難以得

到適用裝備，就宏觀經濟而言，不敢投

資也就失去更多的回收機會。造成此一

現象的主要原因，並非台灣的研發技術、

工業水準等領域，而在政治文化。主要

包括：

一、防弊大於興利：台灣是全世界少數

有圖利罪的國家之一，且圖利的定

義最為寬鬆，檢察官可輕易起訴採

購官員，即便是沒有貪汙、對價關

係的證據。其結果就是《採購法》

雖有「最有利標」的規範，但多數

機關寧可採用最低價方式進行採購，

明哲保身。這使得俱優質產品的廠

商難以在內需市場取得有利競爭。

二、風險承受能力低：台灣對於新興技

術、產品的風險承受意願極低，主

要來自國會、媒體的壓力。任何新

型態的裝備，在研發或服役初期只

要出瑕疵，負責機關將面對輿論苛

責，乃至國會、監察院的行政調查，

主事官員在問題明朗前可能便需將

精力耗在各種政治責難，甚至遭到

彈劾。這可說是國軍對國造武器採

用意願低落的最重要原因。

在國際經濟情勢持續低迷情況下，

特殊市場的需求卻穩定成長。新政府若

能善用前述利基與優勢，完善相關法

令，並結合與各國的「政府採購協定」

（GPA），將有極大機會為台灣產業開

創新的出路，為重振台灣經濟注入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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