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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張靜芸
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學助理、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助理、台灣
國際法學會辦公室主任，現為智庫助理研究員。本人表示沒有專長，只有關懷，兩岸議題、
國內政治、國族認同、青年世代議題。
專文（節選）
港台學運的深層意涵
因應食安危機台灣仍處前現代社會
國民黨崩盤的關鍵是階級
統獨已經不是藍綠的切割線
關於《愛琳娜》的世代隨想

黃惠華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曾任台灣智庫助理、國防部智庫籌備處副研究員，現為智庫助
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國際衝突與合作、城市發展等議題。
專文（節選）
俄羅斯遭制裁轉向拓展亞太市場
中俄戰略合作對美中俄三邊關係的影響
朴槿惠的北韓政策與朝鮮半島局勢觀察
越南新的對外政策：覬覦南海之心

安倍晉三的戰略意圖

王悅年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學士，該校法學院國際法暨外交事務學分學程結業，曾任海岸巡防署小
組長（司法警察第210期結訓），現為後備軍法少尉、智庫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防
戰略與政策、軍事、以及海巡議題。
專文（節選）
東亞水下艦隊競賽
區域戰略上看不見的手
從皇家海軍建軍模式看英國戰略轉變
請給海巡合理的對待
建立台灣國民兵

紅色買辦代理人：連戰的表態

張靜芸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不顧馬總統所定調的政府立場與勸誡，超越藍綠共識與多數民意背道而
馳，執意出席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兵，並將會晤中共總書記習近。

連戰首於2005年「連胡會」後共同決議建構國共論壇平台，也同時開啟了紅色買辦的大時
代。國共論壇未經民主程序與民意授權，兩黨的決議卻可以成為台灣政策走向的方針，不僅
是一畸形產物，更是中國的統戰工具，ECFA的催生與服貿快速闖關的壓力都源自於此，兩
岸交流的利益卻只屬於少數親近國民黨的財團與權貴們，據新台灣國策智庫四月民調顯示，
有近六成的民眾認為兩岸關係十年來的發展，形成兩岸新權貴階級，寡占所謂的兩岸紅利，
並未涓滴到一般民眾上，也就是普羅大眾並沒有實質獲益，其中青壯世代更有高達七成的民
眾認同這樣的現象。但經濟傾中的惡果與風險反撲卻是全民共同承擔，國安方面的危機更是
難以數計，連戰開啟的國共論壇就是這樣一個對台灣社會有害的怪胎，而這卻也是他引以為
傲的兩岸歷史定位。連戰汲汲營營爭奪兩岸買辦代理人，卻不知道台灣民眾對買辦集團有多
反感，也難怪連戰自始自終難理解連勝文為何會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慘敗。
國際潮流面對終戰的態度都是懷抱深切反省，珍惜世界和平得來之不易，唯有中國這樣威權
專制的政權才會選擇以反民主思潮的思維，「慶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藉閱兵展示該國精
銳武器威嚇其假想敵，其中當然包含飛彈對準的台灣。綜觀民主國家各國元首，對於受邀出
席中國閱兵，無一不審慎以對，甚至避免以元首等級出席，而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元
首多半將會參與。易言之，此次閱兵無疑是中國與各國關係的總體檢視，因此連戰的出席格
外引人非議意味，恐將對國際社群釋放、傳達錯誤訊息。
然而，連戰會成為習近平的座上賓並不令人意外，過去不管是「連胡會」或「連習會」連戰
的發言完全符合中國對台政策所需，甚至與中國為台所擘劃的統一路徑圖互相呼應。面對輿
論反彈，連戰絲毫不為所動不計毀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是要持續穿
梭兩岸，其中不僅為了維繫鞏固自身利益，更要證成連家兩岸買辦代理人的正統性，最重要
的是，這是服膺於習近平的一種忠誠度表態，習近平得了面子，連戰要的是裡子，而習近平
將如何回饋連戰，這是值得我們觀察與警戒的，絕不能再讓連習利益所需犧牲了台灣。

自由評論網）

（原文刊登於2015年9月1日

年俄中「海上聯合—2015（Ⅱ）」的意涵

2015

黃惠華

2015年8月20日至28日俄中在彼得大帝灣及日本海海域舉行第二階段「海上聯合—
2015（Ⅱ）」（第一階段在地中海）。本次演習目標是開發技術、反潛作戰、防空、反水面等。內容包括測試兩軍在海上、
空中和陸地上的聯合行動力。此次演習背後突顯出俄中落實「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決心及傳達「俄中聯合對抗美日」的訊
息。

2015年中國九三閱兵活動，多數國家元首已表態不參加，但俄羅斯總統普欽不但親自出席
2015年中國大陸93閱兵活動，還會與習近平會面，展現出兩國深刻的友誼。而普欽訪期間，
兩國將達成20多個協議，內容涵蓋天然氣、金融投資等，政治意涵相當濃厚。
近年來美國推動「亞洲再平衡」政策，中國視美國為主要威脅。加上俄中目標是追求「多極
化」世界格局，不願意被美國壓制，雙方都在思索如何削弱美國的勢力。西方國家非常關注
俄中是否會成為軍事同盟，進而改變世界權力平衡關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表
示，「俄中聯盟相當不利於美國安全」。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李輝表示，「俄中沒有計劃建立
軍事聯盟，但兩國的軍事技術合作將繼續下去，因為這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一部分」。
從俄中關係脈絡來檢視，俄中現仍無構成軍事聯盟的條件。例如俄中參與的國際組織，如金
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這些都非軍事集團。俄中各自有獨立的政策及發展目標，俄中戰
略合作前提建立在「國家利益」及「雙方互利」，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
友好合作條約》為基礎之下發展對等關係。只是在普欽執政時期，可發現一個規律，也就是
每當俄中面對外來威脅時，往往會進行合作，而這種關係稱之為「遏制霸權的協調體系」而
非「準軍事聯盟」關係。
俄中選在日本海海域軍演，而演習期間，俄羅斯總理梅德偉傑夫竟登上日俄爭議的北方四
島--擇捉島宣示主權，此舉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日前日本決定增加國防預算，解除武器出
口限制等作為，恐怕會使得日本與有衝突的鄰國關係更加緊張。另一方面，雖然大部分日本
民眾反對安倍的防衛政策，但只要俄中不斷強化合作製造衝突氛圍，日本民眾態度可能會隨
之改變。

阿帕契案不起訴之後

王悅年

沸沸揚揚的「阿帕契打卡案」，在上週由桃園地檢署作出不起訴處分後看似劃上句點，但後
續引發與暗藏的國安危機卻尚未解決。
〈要塞堡壘地帶法〉第18條與〈陸海空軍刑法〉第78條中，不論前者「要塞堡壘地帶」或後
者所謂「國防秘密」的認定責任，均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由國防部以命令定之。此一硬性規
定，讓桃檢得據之作出不起訴處分。
檢察官不起訴一事，讓大家驚覺這個國家竟然無法追究本案荒謬行為及其所引伸的國安危
機。舉例而言，當中國能從墜毀的F-117殘骸以「逆向工程」研發其軍備時，勞乃成攜出AH64E飛行頭盔數日期間，僅純然「跑趴」而已？或是否有嚴重的國安問題，絕非檢察官不起
訴書可以證明者。
既然此事關鍵在現行法律規範有明顯缺陷，亡羊補牢的重責大任便落在立法院。在此嚴正呼
籲朝野立委勤跑選舉之餘，應在下個會期一開議就立刻全面檢討相關法律並予以修法，將國
防部以命令認定的「要塞堡壘地帶」與「國防秘密」改以法律定之，再採負面表列形式擴大
解釋較為謹慎。若立委有不顧國家安全的怠惰，相信會受到全民最強烈的唾棄。
面對中國無時無刻對台灣展現侵略野心時，國安影響乃重中之重，絕不容任何人一絲疏忽怠

惰。

（原文刊登於2015年8月24日自由評論網）

Economics belies Ma’s notions of well-being

張靜芸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Ever since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took office, he has always made a point of talking
about how much he has achieved, and how he has put all his efforts into creating a sense of wellbeing among Taiwanese. Unfortunately, if this sense of well-being really exists, it does so only in a
parallel universe.
The first to throw cold water over these dreams was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Early this year, Ma said that the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rates would be
the highest among the four Asian Tigers (Taiw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However, not only is the growth rate unlikely to reach 2 percent this year, it is likely to be the lowest
it has been since 2010 and the lowest among the four nations.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Ma administration has proven itself to be helpless in the face of a
whole range of falling indicators, with little idea of how to turn things around. All it does is come up
with empty slogans such as “all-out for the economy.” Does anyone recall the “Economic Power-up
Plan”? There are many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Unfortunately, any substantial plan or national
vi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s conspicuous only by its absence. The plethora of slogans and sound
bites means little more than a dearth of strategy. The fewer ideas it has, the more it relies on slogans;
the more it talks of substance, the more fantastical it all is.
Eve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the Ma administration is so proud of has
only borne the bitter fruit of closer ties with China that have exposed Taiwan’s economy to high
degrees of risk. Taiwan has yet to receive any benefits from this agreement, but has certainly had its
fill of drawbacks. With huge capital flows to China, there has been a crowding out effect for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Taiwan, leading to a hemorrhaging of jobs. In addition, export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a single region: If China experiences economic difficulties, or structural changes
occur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re, Taiwan’s trade structure would be put at extreme
risk.
This can be seen from DGBAS statistics as well as how a decreasing GDP is due to China’s
declining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ed supply chain, making China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of Taiwanese suppliers.
Despite a weakening economy, the Ma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accumulate government debt. In
the almost eight years he has been in office, Ma has seen the legal debt limit rise to NT$1.84 trillion
(US$55.96 billion). The economy is in trouble, the government is allowing state finances to go
further and further into the red, ordinary people are finding it harder and harder to get by, salaries
are falling in real terms and workers in the 30-to-39-year-old bracket are earning less now than they
were 18 years ago.
An economic growth rate below that of other Asian nations, the burgeoning wealth disparity and
low salaries for younger generations — all of these issues should serve as a wake-up call for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all invol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stability. Still, the Ma
administration has no clue what to do and just tries to hide behind massaged statistic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report on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ir
current quality of life shows that people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arsh realities. The trouble is, people have no way of knowing whether the figures were
just cooked up by the Ma administration, or if Taiwanese really are enjoying their live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by Taipei Times on 26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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