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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時序進入春暖花開、萬象更新的季節，再次

在此向各位讀者拜晚年。年初國內政局漸趨穩定

後，區域政治安全仍然風波不斷，國際與兩岸局

勢則波瀾起伏；國家安全的強化已是全民共識，

但是募兵制成效仍然有待釐清；高雄的青年學生

發起拒絕放榜新聞的創舉，值得社會各界加以贊

許；香港呈現一國兩制的敗象，大灣區的建設更

使香港的政治經濟雪上加霜；今年以來的國際政

治熱點就是川金二會，匆匆落幕迴映出區域國家

利益以及各國戰略盤算。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張國城教授，認

為募兵制此一新制度之實施具有民意基礎，且為

朝野主要政黨所一致同意，因此所需要努力的是

如何精進此一制度。在推動「待遇、尊嚴、出路」

以外，對於志願役進入軍中之高成本人力（指士

官兵之維持成本），國軍應有強化「訓練」之相

關配套，方不辜負實施募兵制之本意。目前陸軍

連以下小部隊戰訓和過去義務役時期相比，相去

不大，應參酌先進國家新頒準則與訓練方式予以

精進；過去因人數較多導致訓練資源不足的問

題，已不應再任其存在。 

  本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傑指出，炒作

放榜「新聞」的直接原因還是在於被當作是社會

或文化資本轉化的觸媒，也就是被用來強化分數

（落點）、名校、學歷、知名度貫穿累積所形成

的社會階級效果，教育成就本來不過是一種抽象

的象徵與個人成長，但是經過社會資本的形成過

程，就可以轉化成具象的社會地位與資本利益。

從宣揚教育成就可以看到利益牽扯與牢不可破

的社會價值與惰性，但是年輕學生可以跳脫傳統

的包袱與拘絆，勇敢而大公無私的要求取消放榜

新聞，他們以行動展現回應教育改革這一個希望

與願景工程，也清楚折射出大人們的麻木不仁與

保守無為。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蘇世岳分

析，「一國兩制」的大灣區規劃對台灣的啟發是

什麼？事實上，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並非抵

制兩制，因為現行台灣和中國現實上就是施行兩

種制度，現階段大多數台灣人民反抗的是「一國」

這個概念。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構想卻透

露出，「一國」和「兩制」間，可能透過某種經

濟整合與人民需求的推動，自然地由「兩制」向

「一制」演進，最終促成「一制一國」的結果。

倘若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所擘劃的「台灣方案」內

容，當前陷於兩岸是否要簽訂和平協議的國內政

局，或將冷靜思考重新思索兩岸發展的新可能。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林

彥宏研究員評論，川普的政績壓力使他一往無前

要達成韓半島非核化，金正恩則有經濟破產與政

權崩潰的危機，但是川金會因此一拍即合嗎？沒

有。周邊國家的因素-或干擾將是變數，朝中撲朔

迷離的特殊利益關係，美韓與美日深厚但移動中

的盟友關係，尖銳而難以逆料的美中貿易戰；最

大的障礙還是在於雙邊協定是不是可能落實，以

及如何關照參差不一的周邊國家立場，甚至進而

化解各國的利益分歧與矛盾，這將是一個艱鉅的

任務；中國在這個複雜的多邊博奕棋局中，可能

扮演了隱晦而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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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兵役制度之淺議 

 

張國城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前國軍已逐漸改為志願役，非志願役而達

到役齡的常備役男性則改服 4 個月軍事訓

練役（訓期改前 5 週新兵基本訓，後 11 週初級

至中級專長訓，無須下部隊，仍會抽籤分配至外

島受訓）。對此，論者或有批評之聲。而政府對

此之政策態度，可以 2015 年 10 月 6 日，當時的

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專訪國防部長高廣圻，討論

募兵制議題的發言為代表。 

  高部長當時表示:政府推動募兵制除了可以

大幅增加服役和訓練時間，提升國軍戰力，且 83

年次以後役男只要完成 4 個月的軍事訓練，即能

儘早投入職場或繼續深造，有利役男生涯規劃，

既可降低整體社會成本，也可減少頻繁退補及重

覆訓練，節約國防整體資源，符合世界兵役制度

轉型趨勢。目前國防部在行政院支持及相關部會

協助下，分別在「待遇、尊嚴、出路」三方面，

積極推動多項配套措施，期能穩健完成兵役制度

轉型。 

  由於此一新制度之實施具有民意基礎，且為

朝野主要政黨所一致同意，因此所需要努力的是

如何精進此一制度。 

  首先，在推動「待遇、尊嚴、出路」以外，

對於志願役進入軍中之高成本人力（指士官兵之

維持成本），國軍應有強化「訓練」之相關配套，

方不辜負實施募兵制之本意。目前陸軍連以下小

部隊戰訓和過去義務役時期相比，相去不大，應

參酌先進國家新頒準則與訓練方式予以精進；過

去因人數較多導致訓練資源不足的問題，已不應

再任其存在。 

  根據媒體報導，美陸軍計畫在 2019 年把新

訓時間從 14 周延長至 22 周，並增加戰鬥射擊、

車輛操作、近身格鬥以及 40 小時的戰鬥救生員

認證課程，除外，也將增加日間與晚間的操場訓

練，更打算提高演習和儀式訓練（閱兵分列式）

的重要性。眾所皆知美軍有強大的空中及地面火

力支援，尚且要求單兵戰鬥力需不斷提高，國軍

不可能有美軍如此優渥的火力支援和精良裝

備，強化單兵戰鬥技能應是當務之急。 

  事實上，軍人接受越嚴格的訓練，越能凸顯

其與未服役的平民之區別，反而是增加自豪感、

培養士氣的最好方法。然而，根據監察院 2018

年 1 月出爐的調查報告顯示:依國防部擬定之驗

證指標，國軍部隊總體戰力似未隨志願役人力比

率遞增而提升，依現況尚未能判明募兵制確實優

於徵兵制；三軍亦缺乏可資證明推動募兵制後，

戰力確有大幅增益的具體事實。國防部實不可等

閒視之。 

  其次，要注意志願役實施之後，精英人力不

願進入軍中的問題。過去義務役制度下，高素質

青年也需進入軍中服役，可減低管理困難並提升

訓練效率。因此，國軍或可招募年齡較高但體能

仍滿足需要的退役人員（無論志願役、義務役或

現在的軍事訓練役）重新進入軍中服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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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對於軍事訓練役，是否會排擠國軍既

有的訓練能量，結果造成不上不下的情況，也就

是接受軍事訓練役的人員，戰鬥技能因快速退伍

而歸於浪費，卻又排擠志願役人員所需使用之訓

練能量和資源，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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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終結放榜新聞」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老師」、「長江後

浪推前浪」這些陳腔濫調，再一次被實例

證明可以成真；這次的「終結放榜新聞」運動，

顯示學生比老師、比家長更有見識有膽識；高雄

女中學生在大學學測成績放榜前，破天荒的發起

「終結放榜新聞：拒絕『成功模板』，停止製造

神話」連署活動，不但引起青年學子的熱烈認同

與連署反應，包括教師、學校與教育行政機關的

教育界人士，普遍都有正面支持與迴響，總統在

內的眾多政治人物也都發聲贊同。 

  天真的學生為什麼反對放榜新聞？到底有

沒有道理？除了個資、炒作、宣傳與虛榮等問題

外，迷信「金榜題名」甚至以科考為職志的社會

大眾，也可藉此事件深思放榜的意義與價值觀。

很少人會否認文憑主義與升學主義的禍害，但是

國人卻對放榜與放榜新聞樂此不疲，尤其是補習

班、家教班與部分師長、家長的推波助瀾，使得

取代聯考而建立的學測制度不但沒有發揮教育

鬆綁的功能，反而使學測成績公布似乎回到了科

舉狀元的時代。許多望子成龍的家長難以擺脫菁

英主義與線性、封閉發展的一元價值觀，教育主

管部門的政策也陷入人力資本或競爭力導向的

功利目標，因此放榜新聞會成為年度大事也就不

足為奇了。 

  教育當局與許多老師長期以來的教育分流

與多元化努力，希望建構一個獨立思考、適性發

展與公平開放的學習環境，雖然社會對教改的發

展與成果的評價是毀譽參半，學生的活潑、獨立

與理想性思考與行動能力，卻呈現在包含社會運

動的各個領域以及這次的終結放榜新聞訴求

上；要評價放榜新聞與做為一種儀式或過程的

「放榜」，還是要回到教育目的或性質-包括教育

的社會功能檢視，才能夠洞悉熱鬧的放榜活動背

後的意義。 

  台灣歷來的教育社會學經驗研究普遍發

現，教育促進社會公平-也就是社會流動的說法是

有問題的，長期以來各界人士普遍肯定台灣教育

的促進社會公平功能，事實上國人習慣把對循環

流動的主觀認知誤認為結構流動，也就是認為教

育成就可以改變個人社會地位及社會公平，這個

教育的迷思奠定了台灣教育正當性的基礎，也掩

飾了威權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與族群歧視

問題，解嚴後則是淡化金權霸權與既得利益不公

現象。這個教育迷思的蔓衍攀附堅不可摧，很大

的原因是來自放榜儀式及其背後的權力支配，放

榜新聞恐怕只不過是其浮面表象而已。 

  除了依附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作為訴求，炒

作放榜「新聞」的直接原因還在於被當作是社會

或文化資本轉化的觸媒，也就是被用來強化分數

（落點）、名校、學歷、知名度貫穿累積所形成

的社會階級效果，教育成就本來不過是一種抽象

的象徵與個人成長，但是經過社會資本的形成過

程，就可以轉化成具象的社會地位與資本利益。

「 



 
 
 

5 
 

從宣揚教育成就可以看到利益牽扯與牢不可破

的社會價值與惰性，但是年輕學生可以跳脫傳統

的包袱與拘絆，勇敢而大公無私的要求取消放榜

新聞，他們以行動展現回應教育改革這一個希望

與願景工程，也清楚折射出大人們的麻木不仁與

保守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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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近了，一制還會遠嗎？ 

 

蘇世岳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019 年 2 月 18 日，中國國務院發布《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大灣區

規劃），正式將港澳兩地區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拉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於北京政府而

言，大灣區的規劃不但要理順珠三角地區，多城

市間資源重置或錯置的發展脈絡，也要進一步夯

實與豐富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的實踐經驗。因

此，大灣區規劃並非單純的經濟整合與城市群開

發議題，也是「新時代」習近平政權下「四個自

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

信）的另項展現。大灣區的落實究竟將鞏固「一

國原則」，又或者將深化「兩制差異」，台灣顯然

無法輕鬆置身事外。 

  首先，大灣區規劃是習近平主席百年大計的

難中之難。大灣區的構想雖然來自紐約、舊金山

與東京灣區，但其困難與複雜度卻遠甚於此，相

對於習近平主席就任以來所著意關注的幾項大

型開發案，包括雄安新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

三角一體化以及海南自貿區等，大灣區存在著

「一二三三」的結構現實。所謂的「一二三三」

是指，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與資本主義）、三個關稅區（中國、香港和澳門）

以及三種法制（中國的共產法治、香港的普通法

與澳門的大陸法系），未來在逐步落實的過程中

所可能產生的爭端，目前僅在國務院設有「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做為協調折衷的機構，

但這是否有能力處理，在整合過程中自然產生

「落敗者」的不滿，將再一次拉鋸中國中央高度

管治權與港澳自治權的對立。 

  其次，大灣區規劃最大的亮點是落實「人與

訊息的自由移動」和「標準的看齊」。事實上，

港澳地區與大陸地區的經濟整合早已經啟動多

年，以香港為例，藉由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香港與中國內地已經基本實現貨物

與服務貿易的自由化，而藉由「深港通」、「滬港

通」，以及做為人民幣海外交易的中心，香港和

中國內地間的資金流動也有一定的基礎。因此，

大灣區的終極目標是將目前的九市二區（包括廣

州、東莞、深圳、惠州、佛山、中山、珠海、肇

慶和江門九市，以及港澳兩區）「同城化」，相互

吸納成為一個特大城市群，讓大灣區人民在就

學、就業、工作、創業、生活諸方面可以融為一

體，具體措施例如「一試三證」（即通過一次考

試即可取得陸港澳三地的認證）、取消粵港澳手

機長途和漫遊費等；除此之外，中國內地和港澳

間因為發展層次不一，自然形成的各種標準差

異，例如檢疫、環保等規範，也將逐步看齊。簡

言之，兩區與九市將逐步的達成「一制化」。 

  最後，「大灣區人」意識或將激發身份認同

的重塑。歷經香港雨傘革命，困擾北京政府落實

國家整合的最大阻礙，來自於香港在地的認同意

識：究竟回歸後的「香港人」是不是直接等同於

「中國人」，成為香港內部以及香港與中國內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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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最大的爭點。長期以來，北京政府試圖透過廿

三條立法、香港教科書的審查、國旗國歌法的制

定等，試圖將大一統的中國意識強加於香港人腦

中，不料卻激發香港本土的獨立情緒與懷殖氛

圍。顯然，中國的富與強並不必然促成港澳人民

的「中國情」。大灣區的規劃發展提供了另一種

想像可能，也就是從「香港人、澳門人」到「中

國人」的過程中，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種過渡性

的身份認同：大灣區人。大灣區人既是中國人，

也可以彈性的解釋成不是中國人，這種模糊性所

具有的包容性，是否會進一步壓縮香港泛民主派

人士所冀求的國家想像，恐將成為大灣區規劃下

意料外的發展。 

  「一國兩制」的大灣區規劃對台灣的啟發是

甚麼？依據國內不同機構、不同時段的調查顯

示，一國兩制在台灣並沒有太多的政治市場。事

實上，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並非抵制兩制，

因為現行台灣和中國現實上就是施行兩種制

度，現階段大多數台灣人民反抗的是「一國」這

個概念。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構想卻透露

出，「一國」和「兩制」間，可能透過某種經濟

整合與人民需求的推動，自然地由「兩制」向「一

制」演進，最終促成「一制一國」的結果。倘若

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所擘劃的「台灣方案」內容，

當前陷於兩岸是否要簽訂和平協議的國內政

局，或將冷靜思考重新思索兩岸發展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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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金二會的側面觀察 

 

林彥宏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金二會已經黯淡落幕，留下了一片懸疑與

錯愕。金正恩此次搭乘火車經由中國順利

抵達越南，與去年川普高調指責中國藉由大連的

「習金會」破壞「川金會」，兩者形成尖銳的對

照。繼川普聲稱完全成功的 2018 年 6 月新加坡

會談後，2019 年 2 月的越南河內川金第二次會

面，不但像往常一樣的引起周邊國家的騷動，也

引來國際社會的矚目眼光，會談地點的河內充滿

了政治歷史意涵，此次會談的熱點還是聚集非核

化（denuclearization）問題，以及是否同意簽訂

停戰協定，朝鮮會不會願意轉換經濟體制，此

外，複雜的區域政治糾結更值得關注。 

  韓半島及周邊的利害關係者中，中國的首要

利益在於維護朝鮮這個小老弟，作為中國東北與

黃海的屏障並可牽制韓日，其次則是抑制或消除

如芒刺在背的駐韓美軍的存在，再次是降低區域

的不安與不穩；俄羅斯的利益主要在避免韓半島

部署反彈道飛彈，並能發展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

的社會經濟；日本的目標則在於減少來自朝鮮的

軍事與安全威脅。區域的和平穩定應該是周邊國

家的最大公約數，但是在川普乾綱獨斷的動作之

下，川金二會的背景下最尷尬的應屬日本，因為

川普把安倍政府幾乎完全邊緣化，而原本應該是

當事者的韓國政府的立場也不好受，這個氣氛也

表現在俄羅斯外長拉夫若夫（S. Lavrov）的不滿

及公開批評，他說華盛頓要求解除核武的強硬態

度是不會有效果的，任何對半島事務的介入者都

應該多聽取與尊重兩韓的意願。 

  美國版與中國版的非核化是針鋒相對的；儘

管美國國內與國際上的雜音不少，但是此次會談

的焦點卻很清楚的是非核化，非核化問題存在著

兩個不同的版本-大非核化與小非核化的落差，美

國要求朝鮮銷毀核彈與彈道飛彈並停止核子試

爆，這是小的非核化，大的非核化是朝鮮在中國

支持下提出的，要求美國撤除半島核子武器、美

軍撤出駐軍、停止軍事演習與移除戰區反飛彈系

統等。川普希望達成非核協議並不困難，關鍵的

是通過的是哪個版本的非核化，以及廢核協議的

執行機制的設立。 

  美國國務卿稱讚川普的韓半島非核化計

畫，如果完成將是可以比擬 1989 柏林圍牆倒塌

的偉大成就；但是非核的代價是什麼呢？川普拿

什麼跟金正恩交換或說服呢？韓國前總統李明

博認為金正恩是可以妥協的，因為雖然消除核子

武器，他仍然可以保有核子武器材料、技術與知

識；韓國專家也同意金正恩有達成協議的意願，

因為他可以藉此一舉解決朝鮮的諸多困境，例如

化解國際孤立、獲得政權安全保證、簽訂和平條

約、要求美軍撤退與結束美韓軍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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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核子與經濟兩者之間的抉擇，可能是川

金雙方會談的主要難題，但是此次的會談地點河

內使得歷史與象徵因素不容忽視；金正恩在越中

邊境的同登（Dong Tang）火車站下車，這是 1979

年中越戰爭時中國軍隊侵略越南的門戶，也是血

流成河的戰場，在之前的越戰時期則是朝鮮結合

中國支援北越的管道，1978 年越南佔領柬埔寨並

罷黜施亞努國王，北京與平壤則聯手收留流亡的

施亞努；金正恩將拜訪的北江省（Bac Giang）有

朝鮮陣亡空軍墓園，北江省南邊的北寧省（Bac 

Ninh）則設有韓國三星電子的大型手機工廠，韓

國現在也是越南的第四大貿易夥伴，金正恩有可

能藉此宣示經濟開放與改革。 

  川普的政績壓力使他一往無前要達成韓半

島非核化，金正恩則有經濟破產與政權崩潰的危

機，但是川金會因此一拍即合嗎？沒有。周邊國

家的因素-或干擾將是變數，朝中撲朔迷離的特殊

利益關係，美韓與美日深厚但移動中的盟友關

係，尖銳而難以逆料的美中貿易戰；最大的障礙

還是在於雙邊協定是不是可能落實，以及如何關

照參差不一的周邊國家立場，甚至進而化解各國

的利益分歧與矛盾，這將是一個艱鉅的任務；中

國在這個複雜的多邊博奕棋局中，可能扮演了隱

晦而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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