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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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台灣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李明哲案、兩岸關係與認同最新民調、韓半島局勢、日本經濟議題等時

事觀察綜覽。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執行長林世嘉在〈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終將開花結果〉一

文分析，面對中國強勢打壓台灣參與 WHA，台灣應提出參與國際組織的國家立場論述，政

府與民間必須積極動員，嚴正地向各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 (WHO) 表示：任

何的政治妥協都不應是我國參與此一全球衛生盛會的先決條件。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智庫應

在知識經驗與基礎上，強化國際網絡、深耕專業能力並傳承衛生外交技巧。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在〈李明哲案與中國人權問題〉一文分析，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 11條第 2款之規定，「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因此台灣人被拘留機率高，台灣要讓全世界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的都是共產黨自訂的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每個人都可能會是下一個李明哲，值得警惕。

新台灣國策智庫編輯部於〈兩岸關係與認同最新民調〉一文分析，2017 年 4 月 21 日新

台灣國策智庫公布一份台灣民眾對於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與九二共識、台灣自我認同等民

意調查。民調顯示，約 41.8% 民眾認為發展兩岸關係不需要先承認九二共識；64.8% 民眾並

未因兩岸關係轉變而經濟上受到影響；至於目前兩岸關係的轉變，36.5% 認為是中國政府要

負的責任較大，高於台灣政府的 30.9%。本次民調結果值得當前政府在兩岸政策上參考。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郭育仁於〈韓半島危機與日本戰略操作〉一

文分析，過去四年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蓄積豐沛的國內外政治能量，更視半島危機為戰略機

遇期，積極進行五大戰略因應區域緊張情勢，包括：一、日本對半島局勢的話語權；二、美

國更強硬的半島政策；三、美國明顯且針對性的戰略部署與美日韓同盟的成形；四、施壓並

縮限中國的戰略選項；五、美日密集協商半島共識操作，以逆轉過去被動因應北韓與中國挑

戰為戰略主動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兼主任李世暉在〈川普衝擊下的「安倍經濟學」〉

一文分析，經濟發展對於尋求任期延長的安倍晉三來說很重要，在對內經濟部分，日本國內

生產總值（GDP）若要成長至 600 兆日圓（2020 年前），必須打破通貨緊縮現況，讓民間

消費增長 40 兆日圓。在對外經貿部分，日本可望成為歐盟與美國，或是東協與美國之間的

貿易仲介國家。因此，安倍將會加速日本與歐盟的經濟夥伴協定（EPA）簽署，以及深化日

本與東協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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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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終將開花結果

2017 年 5 月 22 日，包括筆者在內

的台灣民間團體至世界衛生組織

（WHO）總部排隊領取世界衛生大會

（WHA）旁聽證，WHO 官員 7 時開門

表示：今天僅開放 50 個名額且已全數預

約完畢。WHO 不但中斷對台灣連續 8

年的觀察員邀請，開放台灣人旁聽更是

有史以來最少，台灣媒體全部不准進會

場，我國參與 WHA 活動受阻史上最慘。

中國的打壓步步緊逼，用盡手段

封殺台灣在 WHO 的參與活動，甚至於

開幕前夕致函 WHO，要求「台灣省」

不得參加今年大會，霸道蠻橫又無理。

WHO 聽命行事，任由中國將健康人權

作為政治遊戲的籌碼，令人無法苟同。 

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並不存在一中

政策。聯合國 2758 號決議與 WHA25.1

號決議是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不僅無

關台灣的與會權利，更無法成為排除台

灣參與 WHO 的法律基礎。2007 年聯合

國秘書長潘基文錯誤引用 2758 號決議

文，逕自將該決議解讀為台灣為中國的

一省，遭到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

及澳洲等國家嚴正抗議，潘基文最後正

式承認解讀錯誤。因此，聯合國及其相

關機構應以此為警惕：沒有任何一個聯

合國機構能片面決定台灣主權歸屬。 

面對如此艱難的外交情勢，在相關

部會的共同努力下，22 日我國友邦仍極

力為我提案及發言，大會採取正反雙方

「二對二辯論」的方式審理台灣入世衛

案。最終雖叩關失敗，然此提案策略，

是承續 1997 至 2008 年作法，為我國維

持未來推案量能；同時，透過提案與辯

論，強化台灣國際參與的「去中國連

結」，並作為世界主要國家處理中國事

務的槓桿支點！這是我國國際參與擺脫

2008 年以來馬英九政府「犧牲主權並與

中國連結」的重要一步，亦是 G7 國家

對台灣國際政治角色的期待。

 

強化國家立場論述

今年我國雖在參與 WHA 受挫，但

未來的推案並非從零開始。G7 國家從未

如此公開聲援台灣參與 WHO，這是台

灣過去 20 幾年來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

建構在 2003 年因 SARS 受難的台灣人民

的犧牲上，這些都不容小覷。這樣的基

林世嘉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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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讓我們得以勇敢向前、樂觀面對未

來台灣入世衛案。

面對中國強勢打壓，台灣應有參與

國際組織的國家立場論述，否則就任由

中國在國際上以「一中原則」、「九二

共識」混淆視聽。今年的 WHA 已成定

局，返國後應盡速啟動跨部會小組研議

中長程推動策略。在政治層面，政府與

民間必須積極動員，嚴正地向各國、國

際非政府組織及 WHO 表示：任何的政

治妥協都不應是我國參與此一全球衛生

盛會的先決條件。在醫療衛生專業層面，

則不因未受邀參與 WHA 而氣餒，無論

是政府或是民間智庫，更需要在過去 8

年連續參與 WHA 所累積的全球衛生知

識經驗與基礎上，強化國際網絡、深耕

專業能力並傳承衛生外交技巧。 

中國打壓反成響鐘

今年入世衛案受中國打壓史上最

慘，但所獲國際支持卻是史上最多，國

內對此公共議題的認知更創歷年最高。

筆者參與推動台灣加入 WHO20 幾年

來，中國越趨蠻橫的打壓反給台灣及國

際一記響鐘；特別是 SARS 之後，不論

是醫療衛生防護網更趨健全，或台灣人

民國家主權意識的建立上，也都在此推

案中一磚一瓦更精實的構築起來。過去

的努力從來不曾白費，乘著眾人之志與

長年的奮鬥，台灣加入 WHO 終能在逆

境中開花。 

（原文刊載於2017年5月23日蘋果日報）



5

 第 53 期

李明哲案與中國人權問題

2017 年 3 月 19 日，台北市文山社

區大學學程經理李明哲，由澳門入

境廣東省珠海市拱北口岸後失蹤，家屬

懷疑李明哲係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逮

捕。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沒有必要把台

灣人對於李明哲案的反應認為是在刻意

破壞兩岸關係，問題的根源在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人權和《刑事訴訟法》離國

際人權標準、人類共同的觀念與價值太

遠了。

當年中國共產黨曾參與制定的《中

華民國憲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人

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

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

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

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

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

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這一條文源

自 1931 年公布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

法》第 8 條：「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

拘禁者，其執行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於

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

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

審。」請記著，舊中國從訓政到憲政，

《中華民國憲法》在提審制度上所增加

的，就是「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

之親友」，台灣《提審法》第 2 條因而

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

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

時間、地點及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

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

不得逾二十四小時。本人或其親友亦得

請求為前項之告知。」

台灣提審法制的水準，因為有時限

和通知的規定，甚至超過聯合國的《公

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第 9 條第 4 項

之規定：「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

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

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

釋放。」

新中國建立後，廢除了國民黨的六

法全書，歷經無法無天的前三十年後，

終於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之制定，該法第 83 條第 2 款規定公安機

關在「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

的情形」下，是可以不必在二十四小時

內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的。在立案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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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安依法對於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

最長可關押三十七天，含刑事拘留三十

天和逮捕批准期間七天，批准逮捕後始

由人民檢察院接手羈押與偵查。《中華

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關於刑事拘留、

提審的規範對象為公安機關，但如果是

國家安全機關辦理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刑

事案件，依該法第 4 條規定：「國家安

全機關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危害國家安

全的刑事案件，行使與公安機關相同的

職權。」國家安全機關卻只有權力，沒

有對其權力的限制。該一條文，另又在

《反間諜法》第 8 條中加強表述：「國

家安全機關在反間諜工作中依法行使偵

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以及法律規

定的其他職權。」一樣不受法律的限制。

台灣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國安或

國保拘留數日的機率很高，因為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 11 條第 2

款之規定，「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

容侵犯和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

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台灣人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可能一不小心就

觸法。而最令人擔心的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擺明不願依照兩岸之間的海峽兩岸

關係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兩會機制對

台灣進行通報或連繫，一旦有台灣人僅

僅因一般刑案而被公安關押，中華人民

共和國都可以藉口無法通知在台家屬為

由為而不通知，無限期關押和身心虐待，

外界想要了解他們的安危，只能透過各

種關係打聽，而不會有任何正式的管道，

在正式被提起公訴之前，可證實人在哪

裡、涉嫌何罪、能否聘請到律師。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刑事拘留和逮捕制度，包

庇和放任國家東廠鷹犬到這種程度，實

在是很不像話。

援救李明哲，不是私了就好，要

讓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知道，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這種法律水平下，任憑中

國如何高喊依法治國，依的都是共產

黨自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

律，每一個人一踏進中國，都可能會

是下一個李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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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台灣國策智庫於 2017 年 4 月 21

日召開「兩岸關係與認同最新民

調」趨勢調查發佈記者會，本次記者會

公佈台灣民眾對於蔡英文政府兩岸政策

與九二共識、兩岸關係趨勢、台灣自我

認同等看法。

在發展兩岸關係是否需要先承認

九二共識，有 41.8% 民眾認為發展兩

岸關係不需要先承認九二共識；在新政

府上台後，有 64.8% 民眾並未因兩岸

關係轉變而經濟上受到影響；至於目前

兩岸關係的轉變，有 36.5% 認為是中國

政府要負的責任較大，高於台灣政府的

30.9%。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副教

授蒙志成分析民調幾點結果如下：

一、美中新型關係下的統獨民意：

2016 年 12 月初與蔡英文總統的一通電

話，碰觸了美中台關係的敏感神經，儘

管中國方面嚴詞抨擊台灣施耍小伎倆，

並於川普 2017 年 1 月就任前夕，派遣中

國遼寧號航母艦隊繞行台灣，但隨即引

來川普於 2 月初川習熱線中重申美方堅

守含括「臺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以

及稍後美日同盟下共同防禦安保條約的

再確認。這些情勢演變，使民眾充分感

受出「聯美抗中」政策氛圍，也振奮支

持台灣獨立的民意，因此，相對前次的

統獨立場調查，表態偏向獨立者回升到

29.3% 的預期水準。

然而，這不代表台灣整體支持台

灣獨立的民意有所擴充，僅僅是反映部

分原先持保守觀望並退縮到維持現狀態

度的民眾，在此氛圍下敢於由隱性台獨

轉為顯性台獨。所以在沒有維持現狀選

項下，受訪者選擇台灣獨立的比例為

62%，與前次的 60% 相去不遠，但與

2015 年的相同調查，卻少了近一成。兩

岸之間自蔡總統上任以來的僵局仍未突

破，恐為主因。另提醒注意的是，4 月 7

日甫登場的川習會，似乎透露出一項共

同治理區域安全的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成

形，這將不利台灣在區域裡的自主地位。

惟美中合作的新局勢似乎還未在台灣民

意中發酵，仍待稍後的觀察是否影響民

眾的統獨立場。

二、九二共識的邊際效用遞減：

九二共識內涵經由中國方面對其「一中

原則」核心意涵的宣傳強調，再加上洪

「兩岸關係與認同最新民調」解析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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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柱領導下的國民黨對其具有「一中各

表」詮釋的拋棄，在前次調查即已顯現

多數民眾不支持以九二共識開展兩岸關

係的必要性。本次調查，九二共識的支

持度再次下修，有兩點可供解釋為何

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已漸

喪失效用 : 首先，經歷去年 11 月底，前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志懷所提「在

九二共識之外，建立體現一中原則的兩

岸新共識」，以及本月 1 日海協會長陳

德銘所提之「一中分治」的概念，都展

現出中國方面正在探詢可替代九二共識

的新方案，以便於與蔡政府接口的調整

思維。

此外，儘管中國方面一再恫嚇不承

認九二共識將「地動山搖」，然而民調

資料顯示，64.8% 的民眾並不因為蔡政

府未以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

而感受到經濟有所影響。顯見過去在

九二共識基礎下，所創造出來的兩岸紅

利，並不是台灣民眾普遍共享，於是不

支持也無損其利。

三、台灣人認同的絕對性與挑戰：

蔡英文總統表示：「台灣人就是自由人、

民主人」，詮釋了台灣人認同中，隱含

著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國家認同，不管它

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或台灣。此項觀點，

在本次調查中，對比於單純排他的中國

人認同，顯現多數台灣民眾絕對的認

同感（83.5%）。然而，相同的問項在

2015 年 3 月的調查中，卻有高達 90.6%

的受訪者具有台灣人認同，而今卻少了

7 個百分點，整體呈現下滑的趨勢。這

其中恐與中共普遍推動「青年邀訪交流」

與「國民化待遇」政策有關；台灣民眾

在中國地區的生活、就業、居住和學習

等都可以取得與當地居民相同的優惠待

遇，中國政府也針對青年人創新創業、

貸款融資都給予政策照顧，如此一來，

相對在台灣因經濟成長停滯、年輕人普

遍低薪學用落差的情況下，可能對台灣

人認同中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價值認

同，產生鯨吞蠶食的侵蝕作用，值得當

前政府提出作為，防堵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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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6 日到 4 月 18 日北韓試

射導彈期間，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確認應對北韓三原則的一個半月

之中，可視為安倍主動外交的展現，也

為日本第二波國家安全改革與凝聚修憲

共識提供基礎。

對日本而言，韓半島戰略優先性僅

次日本本土。在美日尚未形成具體半島

共識前，日本必須避免三種戰略情境：

第一、中國利用北韓問題與美國進行交

易，或中美俄談判決定半島局勢。第二、

北韓或美國單邊行為導致武力衝突，進

而演變成中美俄軍事大國協商半島解決

方案。所以在 4 月 6 日通話中，安倍極

力請求川普動用武力前必須事先與日本

磋商。第三、南韓再次出現親中、單獨

對北韓緩和、或對日不友善政權。南韓

新總統將牽動韓半島局勢與中美日俄博

弈。4 月 3 日韓國共同民主黨推舉文在

寅為候選人的同時，日本外務省旋即宣

佈長嶺安政（Yasumasa Nagamine）大

使返韓赴任。便能看出安倍急於與新政

權建立人脈、溝通北韓共識，並在過程

中建立互信的企圖。此外安倍也積極進

行五大戰略：一、日本對半島局勢的話

語權；二、美國更強硬的半島政策；三、

美國明顯且針對性的戰略部署與美日韓

同盟的成形；四、施壓並縮限中國的戰

略選項；五、美日密集協商半島共識操

作，以逆轉過去被動因應北韓與中國挑

戰為戰略主動。

此次半島局勢緊繃不同以往的煙火

效果，在川普執政風格與安倍主動操作

下已實質改變亞太戰略結構。過去四年

多安倍蓄積豐沛的國內外政治能量，更

視半島危機為戰略機遇期。從目前情勢

發展可得到六點暫定結論：

第一、日本將加速自主國防建設與

安保法制改革。2013 年〈大綱〉項目已

逐步落實，剩餘與新增項目將在 2017 年

底新增預算加速完成，以銜接 2019 年

〈大綱〉規劃。此外自 2016 年 3 月 29

日實施新安保法制後，日本積極透過國

際維和、演訓兵推、美日共同任務、與

此次半島危機等案例做為安保法制改革

基礎。

第二、2019 年將標誌日本脫離戰後

韓半島危機與日本戰略操作

郭育仁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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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的出發點。日本正規劃特例法讓明

仁天皇於 2018 年「生前退位」，2019

年將有新天皇的時代象徵。安倍也利用

半島危機加速凝聚日本社會與政治菁英

的修憲共識，2019 年將成為啟動修憲的

關鍵年。換言之，安倍的歷史定位將為：

帶領日本脫離戰後體制邁向國家正常化

的關鍵推手。

第三、美日一體化應對北韓威脅與

中國挑戰的進程也將加速，尤其在擬定

因應半島、東海、台海、與南海局勢的

共同作戰計畫。日本的同盟角色將持續

擴大，加大美國亞太戰略對日本的依賴。

相對而言，安倍也視川普的執政風格為

修改《美日地位協定》的契機。

第四、美日韓同盟的成形。終端高

空防禦飛彈薩德（THAAD）部署已成定

局，文在寅上任後將面對韓國外交尷尬

期也是重要調整期。陣營內自由與務實

派將有短暫廝殺，文在寅雖可能試圖平

衡自由派的要求緩和對北韓關係與對日

強硬，但外在局勢將大幅縮限新總統的

外交選項。換言之，美日韓同盟會穩定

成形，並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美日韓防

衛合作指針》等綱領文件的規劃。

第五、美國不會坐視北韓成為真正

的核威脅。中國也不樂見北韓從戰略資

產變成負債，給予美國更多藉口進駐戰

略性武器。預料中國將持續約制北韓，

並以多邊機制扭轉局勢。

第六、中國將開始緩和對日關係，

以釋放壓力與專心應對北韓與美國。預

料兩國將在今年 7 月 G20 元首會面後，

下半年重啟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安全

對話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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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與川普衝擊

美 國 新 任 總 統 川 普（Donald 

Trump）在就職前強調要退出「跨太

平 洋 夥 伴 協 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抨擊日本是匯率

操縱國、將減少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負擔

等政見，導致日本將川普的當選視為

一個重大衝擊事件。川普上任後，雖然

修正了部分政見主張，但信評機構惠譽

（Fitch）依舊認為，日本是受川普經濟

政策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

從短期來看，川普強調透過減稅、

增加基礎建設預算等財政擴張政策，會

讓美國市場出現相對樂觀的發展。加上

美國聯準會的升息政策，日圓的匯價應

會維持相對的低價。日圓的貶值可望持

續推動日本企業的輸出，也會增加外資

對日本的投資，直接為日本經濟帶來正

面的效益。

然而，從中長期來看，川普經濟政

策中的保護主義色彩，將會使美國經濟

走向內需市場主導的方向，全球經濟將

會受到負面影響。加上持續的財政擴張

政策帶來的財政惡化，將可能導致美國

出現「債券、股票、美元」的同時貶值。

而日圓將有可能再度成為避險工具，導

致日圓匯價急升。

在全球景氣、美國景氣惡化的情況

下，日圓的急升將會為日本經濟帶來更

大的衝擊。以「安倍經濟學」獲得民意

支持，取得權力基礎的安倍晉三（Shinzo 

Abe），自然高度關注此一可能的情勢

發展。

二、「安倍經濟學」的因應措施

對尋求任期延長的安倍來說，必須

採取對內與對外的因應措施，才能延續

「安倍經濟學」的效果，並在未來的選

舉中取得優勢。

在對內經濟部分。日本的國內生產

總值（GDP）若要成長至 600 兆日圓

（2020 年前），安倍內閣必須打破通

貨緊縮的現況，讓民間消費增長 40 兆

日圓。因此，持續對內進行財政擴張政

策，對外維持日圓的貶值，即成為的唯

一選擇。換言之，安倍將會加大「安倍

經濟學」的力道，以提升日本民眾的消

費信心。

川普衝擊下的「安倍經濟學」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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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經貿部分。安倍在過去的五

年任期中，透過「安倍經濟學」以及「俯

瞰地球儀外交」的推動，成功地在國際

間塑造下述印象：「日本經濟正在改

變」、「日本將在國際經濟承擔更多的

責任」。而美國在區域經濟整合上的消

極作為，反而給予日本經貿外交上的另

一個空間。亦即：日本可望成為歐盟與

美國，或是東協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仲介

國家。因此將會加速日本與歐盟的經濟

夥伴協定（EPA）簽署，以及深化日本

與東協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

三、日美經貿的未來走向

受到川普震撼的影響，未來「安倍

經濟學」中的對外貿易，應會將重點放

在日美經貿互動上。而影響日美彼此經

貿關係發展的關鍵議題，主要有下列三

個面向：

1、美國貿易赤字與日本的直接投資議

題。1991 年，美國的貿易赤字中，

日本占了其中的 58%，其後赤字規

模日漸縮小。2000 年時，中國取代

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來源

國。2015 年的美國貿易赤字中，中

國占了 47%，日本僅占 9%。另一

方面，日本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占美

國外資總金額的 1/3，是美國最大的

外資來源國。貿易赤字與直接投資

的認定，是影響兩國未來經貿關係

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2、TPP 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議題。川普上台之後，立

即宣告美國政府不會簽署 TPP，同

時也要求重新檢討 NAFTA。這使得

日本欲藉由 TPP 來強化日美經貿關

係，以及透過墨西哥的工廠來維持、

擴大日本企業在美國市場版圖的構

想無法實現。川普對區域經濟整合

的想法與做法，是日美經貿關係發

展的關鍵因素之二。

3、公平原則與日本汽車產業的議題。日

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市占率約為 4

成，而日本市場的外國進口車市占

率只有 1 成，而外國進口車的 80%

為德國進口車。川普政權認為日本

汽車市場的封閉性，導致美國車在

日本市場的銷售不振。川普如何看

待美國汽車在日本市場的發展，以

及日本汽車大廠如何因應川普提出

的「美國生產」政策，是日美經貿

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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