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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張靜芸Ching-yu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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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i-hu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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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h-ni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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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媒恐嚇牌破功

張靜芸
 
 聯合報日前刊載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來儀，發表對歐習會看
法，以「葛來儀：下任台灣總統須接受九二共識」為標題，引發葛來儀強烈不滿與抗
議，儘管該媒體已針對該報導標題“不夠準確”發出致歉聲明，但傷害早已造成。

 

審視葛來儀發言，其原意為推測習近平於歐習會將釋放的訊息，包含會要求美國扮演
更積極的角色，確保兩岸關係穩定，另為獲得穩定的兩岸關係，一定會要台灣的下一
任總統接受九二共識，還有更重要的是「一個中國」。「葛來儀：〈表示〉下任台灣
總統須接受九二共識」，這樣的標題無疑是出於政治訴求，惡意扭曲原意，予以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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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擷取放大不利綠營的論述，甚至捏造事實，向來是統派媒體的慣用伎倆，每到大
選年類似的情況就特別容易湧現，統派媒體不計聲譽寧可葬送專業，也要製造假新聞
實在令人感到悲哀。

 

同為葛來儀的觀點，另一媒體也曾於7月17日以「蔡英文勝選恐掀台海危機」此等帶威
脅又聳動的字眼為標，報導其在國家利益雜誌所發表的「習近平的大遊戲：兩岸走向
麻煩嗎？」專文。但該文僅持平論述中國關注民進黨可能重返執政，並提醒各界不宜
低估習近平對蔡英文勝選的回應。是的！又一次地，所有關乎政治立場，特別是涉及
兩岸論述的報導，到了統派媒體的編輯台，總是容易變調又走味。

 

過去在資訊相對不發達的年代，這種一味強調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恐」陷冰點，
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衝突「恐」難避免，兩岸協商「恐」中斷、台灣「恐」鎖國等
等的「恐」嚇牌，或許尚有壟斷輿論與塑造社會氛圍的效果。一來隨著統派媒體的無
限轟炸，台灣民眾早對這種了無新意的把戲麻木倦膩。再者，現今訊息取得便利化，
絕非單一媒體可以肆無忌憚操作與寡占。

 

媒體有其信仰的價值與立場，但這些前提都不應凌駕於新聞專業之上，事實的報導與
呈現應遠高於意識形態的灌輸，統派媒體甘於將專業工具化，不僅悖逆專業道德與社
會責任，充分體現其媒體霸權的傲慢，更是對台灣閱聽者的侮辱與輕蔑。

  
 
（原文刊登於2015年9月21日臺灣時報） 

  
  

蒲亭訪「中」 鞏固戰略夥伴關係
黃惠華

 
 2015年9月俄羅斯總統蒲亭赴中國大陸訪問，除出席所謂「抗戰閱兵」活動外，並與中共簽
署20多項協議，內容涵蓋天然氣、金融投資等。蒲亭表示，「俄『中』在政治上高度互信，
在維護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立場一致。雙方關係目前達到歷史最高水
平，並繼續向前發展」。顯見此次蒲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鞏固俄「中」全面性戰略夥伴關
係。

  
 鞏固「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

 2014年俄羅斯總統蒲亭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雙方簽署《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
聯合聲明（簡稱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內容包含確認雙方關係、政
治、軍事及經濟合作項目等。2015年「海上聯合軍演」、蒲亭的訪「中」及其他領域合作，
都是協議的一部分。

  
 2015年蒲亭與習近平「禮尚往來」參與各自的閱兵典禮，係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觀相
同，並以「共同慶祝反法西斯」活動，來見證歷史及肯定戰略夥伴關係。

  
 西方國家相當擔心，俄「中」強化合作關係可能朝向「軍事同盟」邁進，挑戰美國霸權地
位。北京駐俄羅斯大使李輝表示，「中共沒有與俄羅斯建立軍事同盟計畫，但雙方的軍事技
術合作將繼續下去，因為這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因此，必須注意的是，如果俄
羅斯與歐洲國家在軍事技術領域合作因制裁而中斷的話，俄「中」的軍事技術合作可能會更
緊密。俄對「中」出售S-400地空導彈系統恐將改變區域地緣政治平衡及美國的軍事布局。

  
 俄「中」現仍無構成軍事聯盟的條件。例如俄「中」各自有獨立的政策及發展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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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對等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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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蒲亭執政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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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關係稱之為「遏制霸權的協調體系」並非「軍事同盟」關係。

  
 俄「中」關係發展瓶頸

 2014年俄羅斯原本打算藉升級「俄『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警告美國制裁俄羅斯必須要
三思。但美國官方表示，「不擔心俄『中』合作，也看不出俄『中』關係有重大突破」。實
際上，這一年來雙方經濟合作領域上相當不樂觀。近半年來，俄羅斯經濟嚴重衰退；中國大
陸面臨股市崩盤衝擊，不少專家預測，2016年兩方皆會面臨更嚴峻的經濟危機。

  
 若從2015年俄「中」雙邊經貿與投資成果來檢視，俄羅斯因遭受歐美制裁，導致兩國貿易投
資規模大幅減少，據俄羅斯海關統計，2014年俄「中」貿易額約985億美元。依據中共海關
總署統計，2015年上半年俄「中」貿易額約為311億美元。中國大陸對俄羅斯出口的貿易額
衰退36%，為146億美元。俄羅斯對中國大陸出口額衰退24%，為165億美元。預估2015年雙
邊總貿易額約700億至750億美元，無法達到1000億美元的預期目標。因盧布貶值、西方制裁
及俄羅斯聯邦法律制度的限制，使得中國大陸的投資者望之卻步，據統計中國大陸對俄羅斯
直接投資減少25%。

  
 能源合作部分，2014年俄「中」簽署4000億天然氣協議及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合約，引
發外界關注。實際上中國大陸至今仍未支付預付款項，若再加上能源價格持續低迷，未來俄
羅斯恐怕也無利可圖。

  
 儘管如此，蒲亭仍樂觀認為：「雖然西方國家看衰俄『中』關係。但這會激發俄羅斯國內企

業與中國大陸建立可持續的商業關係。中國大陸是俄羅斯主要貿易夥伴，2014年雙邊貿易額
約884億美元。雙方都意加強金融合作，計畫擴大區域交流、邊境合作及交通基礎設施」。

  
 近年來美國推動「亞洲再平衡」政策，中共視美國為主要威脅。加上俄「中」都不願意被美
國壓制，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多極化」世界格局，雙方都在思索如何削弱美國勢力。整體而
言，俄「中」合作雖然為各自帶來一些經濟、技術、軍事合作的利益，或多或少削弱美國一
些影響力，但難以突破美國還是單極霸權的現實。俄羅斯只想依靠中國大陸改善經濟，效果
有限，俄羅斯應該思考如何拓展其他國家經貿關係，才是最佳的戰略選擇。



限 他 是
  

 （原文刊登於2015年9月20日青年日報）
  

  

「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公投

王悅年
 
 眾所注目的蘇格蘭獨立公投於2014年9月18日順利舉行，投票率接近85%，最後反對方以
55.3%對44.7%的比例，讓蘇格蘭繼續留在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以下簡稱英國)中。這次的公投，在憲政秩序下平順進行，未見大規模流血
抗爭，讓世人見證英國這個老牌民主國家的傲人風範。

  
 力推獨立公投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雖在獨立公投敗北，該黨黨籍的蘇
格蘭首席部長(First Minister) Alex Salmond辭職下台。但在2015年英國國會選舉中，因為選制
設計的因素，讓SNP斬獲56席，席次成長接近10倍，不僅拿下約95%的蘇格蘭席次，更一舉
躍升為英國下議院第三大黨。

  
 2016年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ilament)即將進行選舉，2011年SNP在129席中贏得過半的69
席，首度取得蘇格蘭政府(Scottish Government)執政權，去年的獨立公投即是該黨重要政見之
一。就歷次民調顯示，蘇格蘭民族黨的支持率雖然名列第一，但皆在五成上下徘徊，惟自
2015年開始，SNP普遍取得穩定過半的態勢，甚至在近期民調出現60%的表現。若無意外，
明年改選過後的蘇格蘭議會仍將由蘇格蘭民族黨一黨執政。

  
 早在2014年獨立公投談判過程中，Salmond便表示公投是”Once in a generation”，倫敦亦表示
贊同，況獨立公投曠日廢時，這樣的不確定性牽涉範圍廣泛，若舉辦頻率過高，對蘇格蘭，
乃至於英國，皆是「弊『遠』大於利」的情勢。然現任首席部長Nicola Sturgeon卻在日前表
示，明年蘇格蘭議會改選後將再次舉辦獨立公投，Salmond也一改先前的態度表示第二次獨
立公投將不可避免(inevitable)。對此，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認為，至少在2020年國會選舉
前，沒有任何再次舉辦公投的理由。

  
 蘇格蘭與英格蘭原本為不同的國家。1603年蘇格蘭王James VI繼任英格蘭王位，使得兩國組
成共主邦聯(Personal union，仍然是兩個國家，僅由同一君主統治)。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的通過，兩國正式由共主邦聯關係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雖然美其名合併，但實際狀況基本上卻是蘇格蘭被併入英格蘭的模式。

  
 過去三百年來，蘇格蘭獨立運動的呼聲從未間斷。1998年時任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基於
1997年權力下放公投(Scottish devolution referendum, 1997)的結果宣布蘇格蘭法案(Scotland
Act 1998)，恢復蘇格蘭議會，成立自治類型的蘇格蘭政府，下放諸多地方事務權限與局部稅
務調整權。但舉行獨立公投的權力歸類在憲政事務中，並未於該法案由倫敦下放至愛丁堡，
因此，取得英國政府的授權，仍然是獨立公投合法舉辦的一大前提。

  
 2014年9月18日的開票結果，十足跌破眾人眼鏡。各大民調機構顯示雖然贊成方普遍未領
先，但落後的比例均在5%以內，實際開票卻以10%的比例落敗。惟值得關注的是，據統計，
16-17歲年齡層的選舉人中，居然支持獨立者高達71%，相較之下，65歲以上的民眾則有73%
反對獨立，這點在未來的獨立運動中或許將扮演重要的關鍵。

      
 綜其原因，多數人認為政策利多仍然是倫敦能夠給予的保證，畢竟脫離英國後，蘇格蘭要如

何在近年經濟不確定性過高的國際社會中單獨生存，無法繼續使用英鎊，在歐債危機仍處不
定時炸彈的年代，都是一大挑戰。預計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SNP，似乎也無法說服蘇格
蘭民眾在失去這樣的保護傘後要怎麼應對。因此，雖然蘇格蘭擁有自成一格的歷史與文化，
再再讓蘇格蘭人驕傲、凝聚人民情感，許多人也深信來自高地的風笛聲與聖安德魯十字
(Saint Andrew’s Cross，蘇格蘭王國國旗與現行蘇格蘭旗)，在未來終將飄揚，但理性的現實
最終仍然戰勝。2012年英國舉辦廣獲世人好評的倫敦奧運，除了讓全世界看見其巧實力
(Smart Power)外，也讓Cameron成功操作”FAMILY”與”ONE NATION”的感性訴求。

 

其實，討論公投題目時，就曾有論者提出在贊成與反對獨立外的第三個選項，”Devolution
Max”，這個主張可以讓蘇格蘭幾近在國防、外交、憲政議題外取得最大化的自治空間。公投
結束後，Cameron也承諾將研議給予蘇格蘭更大的自治空間，這點在2015年5月27日國會開議
時由女王再次陳述(Her Majesty’s most gracious speech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at the State
Opening of Parliament 2015.)。雖然SNP明年應可於蘇格蘭繼續執政，但獨立議題的民調仍然
由反對方領先約三至五個百分點，與前一次公投前的民意並無顯著變化。

  
 獨立與否牽涉到的面向非常廣泛，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且從議題醞釀開始，到開票結束後
的期間，會置蘇格蘭、整個英國，乃至於國際社會於一種高度不確定性狀態。影響不單單只
是國防、外交、國際金融投資等等總體層面，對於一般老百姓而言，小至銀行存款、電視廣
播、公醫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類似英國的健保概念)、貨幣、學制等等「柴米油鹽醬
醋茶」，均無法置身事外。2014年合法、和平進行的獨立公投，讓世人見證英國這個老牌自
由民主國家的巧實力與驕傲，但若幾年內反覆舉辦，或許就不再是那樣的美談了。。

  

（原文刊登於2015年8月28日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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