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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馬偕護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周耿生

指出，能源領域被看成是對歐盟共同外交政策以

及對外關係高級專員的最佳測試，因為對外能源

政策發展就是能源領域的重頭戲。莫斯科－也就

是歐－俄關係為代表的歐盟對外能源關係和政

策，凸顯的不僅是歐－俄特殊關係的重要和複

雜，也代表情勢錯綜複雜國際角力對歐盟國家造

成的巨大壓力，能源國際場景對歐盟的挑戰大致

有：（1）諸如中國和印度等新行動者能源需求暴

增帶來的競爭壓力；（2）能源生產國（談判）力

量上升和歐盟市場地位的相對衰落；（3）對政治

不穩定和潛在動盪地區的能源依賴日增；（4）能

源生產大國日漸以政治安全而非經濟市場定位

能源產品。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傑

認為，美國大選激情和爭議逐漸塵埃落定，權威

的政論媒體「國會山」則在最近指出總統當選人

拜登的「五大挑戰」，包括疫情、經濟、國會、

極化與總統自己，拜登政見訴求模糊與施政藍圖

不清必須儘速澄清；拜登競選時承諾將團結美國

恢復「國家的靈魂」（the soul of the nation），現

在看來拜登是有機會實現他的諾言，然而，這也

是一項艱鉅、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次大

選暴露的極化（polarization）問題，不但是美國

政治經濟的深刻分裂對立，也是民主國家一個根

深蒂固的老問題。 

  新台灣國策智庫外交研究小組「美大選結果

與美中台關係發展」圓桌論壇會議討論，拜登對 

中政策相對於川普可能趨於和緩，美中是嚴肅競

爭關係而不是對抗關係是基調，美國的主要敵人

是俄羅斯，美中是有競爭又合作，武漢肺炎的處

理可能將與中國合作，也不會啟動武漢肺炎的究

責問題，對中貿易戰將回歸美中互惠關係，但關

稅的取消或降低將視狀況彈性處理，高科技、金

融、一帶一路的競爭會延續，但美國將會結合盟

邦並與盟邦協調一致對中，東海、台海、南海的

區域緊張情勢，但是印太戰略似乎不是拜登的選

項，應有回歸 Obama 亞洲再平衡 2.0 版的趨勢，

印太戰略的前景似乎蒙上陰影。 

  新台灣國策智庫衛環研究小組「疫後的公衛

問題之因應」圓桌論壇研討，未來公共衛生問題

的考驗，除開封時機與穩固醫療體系之外，還要

繼續注意避免社區流行，疫苗發展順序與接種的

秩序安排，加強 ICT 科技防疫的投資運用，生技

產業的紮根發展，推動數位應用與遠距醫療，以

及增加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支持；包括從精準醫療

到精準健康的大健康產業發展，從論量計酬到論

人計酬、投資預防及未來的健保制度改革等；醫

療保健的全民「新生活運動」也值得推行，民眾

非必要少去醫院、減少出國旅遊、少去人多擁擠

密閉場所、養成常洗手與避免觸摸眼口鼻習慣、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與戴口罩等。 

  在全球化時代台灣的國際防疫形象以及防

疫能力也要提升，加入 WHO 是最好的努力方

向，WHO 的腐敗需要台灣加入帶動改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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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條約」下的歐盟共同能源政策 

 

周耿生 

馬偕護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源和金融被認為是歐盟統合的兩大難題，

也是作為歐盟核心的共同市場統合後所殘

存的兩大障礙，希臘債信危機引發的歐洲

金融風暴引起掀然大波，其實能源政策隱藏的尖

銳對立和政治糾葛並不下於金融問題，能源領域

是歐洲單一市場實施四大流通後亟待解決的一

大難題，如未妥善因應將形成歐盟存亡絕續的考

驗，2009 年通過實施的「歐洲聯盟運行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or Lisbon Treaty；通稱「里斯本條約」，本

文簡稱「里約」），第 21 篇能源篇第 194 條能源

條款的訂定實施可說意義重大。 

  里約能源條款的規定，是歐盟歷來條約中首

見的能源規範，這項創新性條約反映出歐盟機構

過去長期以來的消極地位與無力感，透過此次立

法的權力分享、共同決策引導能源領域發展的趨

向歐洲化（ Europeanization ）、布魯賽爾化

（ Brusselisation ），亦即歐盟執委會（ EU 

Commission）可以藉由里約取得能源領域的正式

授權和決策地位，爾後可以共同能源政策介入共

同體能源內部市場，並以歐盟（的超國家）法規

影響會員國的偏好與行為，以及主導、改變歐盟

（和會員國的）對外關係和能源合作形態，結果

將可能造成歐盟統合路徑、深度、廣度和發展願

景的位移，因此，我們在探討條約的規定對歐盟

未來發展的影響與問題之外，也有必要了解這項

條約創新的動力、脈絡及緣由。 

  里約能源條款的要旨可說在於將能源事務

納入單一市場，規定內部市場建立與運行的情境

下，為顧及保護與改善環境的需要，規範會員國

間團結精神下的聯盟能源政策目標在於︰ 

  1、確保能源市場運行； 

  2、確保聯盟能源供應安全； 

  3、促進能源效率、節能以及發展新式與再

生能源； 

  4、促進能源網路的相互連結。 

  以上是里約第 194 條的主要規定，將能源政

策首次明定在歐盟的條約中，里約的主體沿襲自

「歐洲聯盟條約」（即通稱的「馬斯垂克條約」），

但能源條款卻是前所未有的新增規範。 

  長期以來歐盟能源政策的法規體系與法律

授權雖不甚明確，其政策藍圖和政策目標卻日益

成熟具體－可歸納為「能源政策配套」（The Third 

Energy Policy Package）提出的三大目標，學者或

亦以「三城記」來名之，里斯本所代表的競爭與

效率，以莫斯科為代表的供應安全，以及京都所

代表的氣候變遷與永續能源議題，能源條款不僅

率由舊章更綱舉目張隱含三城記的具體政策意

涵。 

  歐盟的能源多樣化雖與日俱增，三城記三大

議題的交集正是在於天然氣問題，其原因不僅在

於天然氣是節能減碳政策之命脈，因其遠較石油

潔淨而有效率、供應和使用更為靈活多元，更因

為天然氣正是歐洲近年能源安全與爭議的「管線

政治」（pipeline-politics）標的之所在，觸及歐盟

機構和各會員國能源利益、經濟安全和供電網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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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神經，也是歐盟諸多市場規範和對外關係

的重心，歐盟多數能源政策和作為都與天然氣密

切相關，本文的討論也以天然氣相關政策、議題

為主，尤其是供應安全更是政策目標聚焦的核心

（central focus）。 

  能源領域也被看成是對共同外交政策以及

對外關係高級專員的最佳測試，因為對外能源政

策發展就是能源領域的重頭戲。莫斯科－也就是

歐－俄關係為代表的歐盟對外能源關係和政

策，凸顯的不僅是歐－俄特殊關係的重要和複

雜，也代表情勢錯綜複雜、板塊快速移動的國際

角力對歐盟國家造成的巨大壓力，能源國際場景

對歐盟的挑戰大致有：（1）、諸如中國和印度等

新行動者能源需求暴增帶來的競爭壓力；（2）、

能源生產國（談判）力量上升和歐盟市場地位的

相對衰落；（3）、對政治不穩定和潛在動盪地區

的能源依賴日增；（4）、能源生產大國日漸以政

治安全而非經濟市場定位能源產品；能源競爭

性、政治性的升高，形成挑戰壓力迫使歐盟國家

必須收斂傳統的單打獨鬥、雙邊關係，不得不藉

助共同體的集體、多邊力量以求自保，也使得歐

盟必須結合對外行動與內部關係，建構「安內攘

外」的全面性能源戰略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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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團結」考驗即將開始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國大選激情和爭議逐漸塵埃落定，進入檢

討選制問題和檢視選舉政見階段，保守派

媒體「聯邦黨人」發表大選的「五大不思

議」評論，包括競選連任失敗的總統得票居然激

增，總統連任失敗但所屬政黨國會版圖擴張等，

這些前所未見的異常現象；權威的政論媒體「國

會山」則在最近，指出總統當選人拜登的「五大

挑戰」，包括疫情、經濟、國會、極化與總統自

己，拜登政見訴求模糊與施政藍圖不清必須儘速

澄清，否則拜登將淪為只是出來扯川普後腿的鬥

爭工具；拜登競選時承諾將團結美國恢復「國家

的靈魂」（the soul of the nation），現在看來拜登

是有機會實現他的諾言，然而，這也是一項艱

鉅、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次大選暴露的

極化（polarization）問題，不但是美國政治經濟

的深刻分裂對立，也民主國家一個根深蒂固的老

問題。 

  分裂問題將是下任總統的一場噩夢，因為政

治黨派的對立激化只是表象，社會文化的深層分

裂已經蔓延幾十年，經過社群網站和數位、平面媒

體的擴大渲染，加上經濟困頓與政治人物的推波

助瀾，造成遍地烽火的族群與社會對立現象；明

尼蘇達州非裔死亡引起的族群暴動，是馬丁路德

金牧師被殺事件以及「1968 革命」以來，最嚴重

的騷動與破壞事件；截至目前仍有 80%共和黨人

和 45%獨立選民，不願接受拜登勝選的正當性，這

是經濟學人／你的政府（Economist-YouGov）民調

的最近發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賓士（M. 

Spence）總結這次大選，結論是超高的投票率是

黨同伐異的「負向黨意」（negative partisanship）

的結果，也就是投票動機只是在於企圖阻擋、打

壓對手，完全只想達到為反對而反對，史賓士以

郡為單位的詳細分析顯示，深入僵化的黨派分化

界線的存在；顯然，在強烈對抗、對立、質疑的

互不信任情況下，拜登的團結訴求有其急迫的現

實意義，但是最後恐怕難免流於只是空口白話的

打高空。 

  2000 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高爾（A. Gore）

以「不希望國家分裂」為理由承認敗選；美國面

臨的分裂困境也是民主國家面臨的普遍威脅，最

大的徵兆就是 21 世紀以來各先進民主國家，民

族主義、民粹主義、與甚至強權政治的蠢蠢欲

動，這也是特立獨行的川普，在大選中遭受建制

派與大財團、大企業圍剿的原因；2008 年雷曼兄

弟引發的金融危機，可說是美國社會分裂的噴

發，震盪波及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產階級的崩

毀、藍領階級的失落，背後的產業空洞、財富集

中與貧富懸殊問題及人口老化等問題，顯示全球

自由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危機，以及民主主義價值

與民主國家體系的癱瘓蒼白。 

  傳統盟國普遍對川普作風不以為然，就像法

國智庫領袖莫瓦西（D. Moisi）所說「在川普的

領導下，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民主主義的支

柱」，人類社會進入 21 世紀的 20 年來，歷經 911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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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攻擊以及 COVID-19 武漢肺炎兩大劫難，考

驗民主體制的風險管理與自由理念，在川普可說

是非戰之罪；疫情爆發使美國的分化雪上加霜走

向極化，族群對立、疫情管理、經濟安全、移民

問題、中國挑戰等將考驗，美國未來的執政團隊

與決策者，與聞國政半世紀的華盛頓老人拜登，

是不是能夠收拾川普殘局整合美國社會，終止像

雪崩一樣蔓延了 20 年的分裂趨勢，甚至重振美

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同樣是民主陣營的我們

應該衷心祝禱並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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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選結果與美中台關係發展景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 2020 年 11 月 24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外交研究小組「美大選結果與美中台關係發展」圓

桌論壇會議摘要。 

 

 

 
  

普總統雖然不承認敗選，但法律訴訟沒有

明顯勝利以資翻盤，12 月 14 日以前應有

確定的選舉人票出爐，可以確認選舉結

果；川普目前的動作一方面可以團結川粉，一方

面可以延續對共和黨的影響力，同時施壓民主黨

和共和黨建制派，因此川普即使沒有勝選的情況

下，他的發言權仍然獲得強化，相反的，拜登從

領先到險勝使其政治資本下滑，拜登的選情表現

不如預期，威信大減可能淪為弱勢總統，加上共

和黨在眾議院大有斬獲，從 197 席挺進到 209

席，共和黨在參議院也繼續維持優勢，等喬治亞

州開票之後，共和黨在參院可望擁有 52 席的多

數地位；共和黨選情的上揚歸功於川普的共伴效

應，因此川普的黨內影響力可以提升，共和黨的

聲勢也將擴大，川普與拜登光環的對比將會牽動

以後拜登政府的施政推動。 

  一般預期拜登政府對台政策不會有太大變

動，但是執行方式與策略或將改變，大選雖然即

將落幕，川普政府對台政策並未鬆懈，反而積極

釘樁前進部署，大選當天又再度公佈對台軍售

MQ-9 無人機，國務卿 Pompeo 親口說出台灣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還刻意把講稿正式公布在國務

院網站上，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

也適時在 11 月 20 日舉行，簽訂為期五年的備忘

錄（MOU），每年舉辦部/次長級對話，環保署長

大仗陣來訪臨時喊卡，更敏感的印太司令部情報

署長低調來台視察，國務院在投票前公佈中國政

策文件彙編等；川普政府的這一系列強勢作為，

顯然與選後政治有關，可說是超前部署的為後續

政策定調鋪路，台美政策即使有所變動，將有一

段相當時間的過渡期。 

  拜登對中政策相對於川普可能趨於和緩，美

中是嚴肅競爭關係而不是對抗關係是基調，美國

的主要敵人是俄羅斯，美中是有競爭又合作，雖

然拜登在競選期間說習近平是流氓，新冷戰的可

能性並不存在，武漢肺炎的處理可能將與中國合

作，也不會啟動武漢肺炎的究責問題，對中貿易

戰將回歸美中互惠關係，避免美中經濟交惡兩敗

俱傷，但關稅的取消或降低將視狀況彈性處理，

高科技、金融、一帶一路的競爭會延續，但美國

將會結合盟邦並與盟邦協調一致對中，東海、台

海、南海的區域緊張情勢，美國仍然不得不回

應，但是印太戰略似乎不是拜登的選項，在競選

期間只提亞太顯示拜登政府，應有回歸 Obama

亞洲再平衡 2.0 版的趨勢；川普的印太戰略普遍

受到區域國家的支持，因此拜登政府的調整將引

起各國憂心，特別是拜登最近與日韓澳領袖通電

話時又重提亞太，印太戰略的前景似乎蒙上陰

影。 

  台海緊張局勢前景並不樂觀，因為中國對台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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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動作將會持續，不可能因拜登當選而緩

和，特別是拜登團隊有些成員認知錯誤，主張台

海緊張是川普失策的結果，認為軍售應降級回到

「防衛性」武器以緩和局勢緊張，美國海空軍台

海巡弋頻率與強度可能減低，中國對台外交封鎖

可能被定位為兩岸事務而不是價值問題，中國對

台經濟封鎖與假新聞破壞民主，是不是會被視為

安全威脅而受到重視，拜登團隊可能將台海議題

的性質等同台海維和，要如何面對現在肆無忌憚

的「灰色地帶衝突」；台灣在拜登時代可能要接

受不少棘手問題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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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摘要。 

 

 

 
  

球 目 前 已 經 多 達 5000 萬 人 感 染

COVID-19，台灣有 200 多天沒有本土病例

報告， 因此台灣可以說疫情已經過了，可

是歐美國家正面臨疫情再度爆發的威脅；在疫情

中台灣的整體死亡率不但沒有惡化，還下降

3%，肺炎感染則下降 15%，可見台灣的醫療實力

與成果，可惜的是台灣人總體死亡年齡有三成不

到 65 歲，總體平均死亡年齡比鄰近的日韓低五

歲，這是必須注意與努力的問題。公共衛生以人

口為對象，是一門保障及促進人群及社區健康的

科學，透過促進生活健康以及傳染病的研究預

防，達到保護全體人口的目的；公共衛生的宗旨

是預防勝於治療，預防醫學的防治策略一般可分

為三段五級，第一段是預防或延後疾病的發生，

形式是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第二段在使患者症

狀改善、縮短病程並延長生命，形式是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第三段是避免或降低疾病所造成的影

響以延長生命，形式是限制殘障與復健，還可加

上第四段的臨終醫療照護。 

  依照中國 COVID-19 病程進展數量模型分

析，COVID-19 的感染率在 20-80%之間，但死亡

率不到 3%；目前防治 COVID-19 可以分為兩大

模式，韓國是群聚爆發後迅速控制的代表，台灣

則是成功控制不使疫情爆發的代表；針對全球蔓 

延的 COVID-19 傳染，台灣的應對與決策可說是

成功典範，除了主管機關與當局高度快速專業決

策，以及成熟的健保醫療及行政體系的良好基

礎，台灣的防疫成功策略的第一步就是不讓病毒

進來，也就是迅速果斷的邊境封關及隔離檢疫，

其次就是高效率的醫院管理杜絕院感及早期發

現，SARS 推病人及隱匿病情的慘痛經驗，促使

醫院及醫護全面提高警戒及專業訓練，發燒門

診、快速篩檢、發燒病人動線、負壓隔離病房、

工作人員訓練、限制陪病家屬，最重要的就是落

實不推病人及快速通報，再來就是全面推動減害

計畫，停班停課以減少集會避免接觸，追蹤社區

接觸及強制配戴口罩等，建構台灣成為防疫抗疫

的成功典範，不但自救還可以援助國際協助救

人。 

  疫情爆發後口罩國家隊與口罩外交成為媒

體焦點，排隊購買實名制口罩與戴口罩也成為台

灣人生活的日常，依照目前的經驗，戴口罩可以

達到降低 70%感染風險的防護效果，如果當事人

雙方都戴口罩可以降低 95%的感染機率，因此願

意戴口罩的台灣人是相對安全的，而已經大半年

沒有本土案例的台灣，表示沒有社區傳染的存在

而非常安全；但是面對歐美疫情再度爆發的危

機，台灣也必須有所作為而不能大意，首先就是

開封解禁的時間與方法，在實施抗原檢測與健康

聲明表的條件下，台灣可以適當時機縮短自主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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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為七天；討論多時的大普篩則不需考慮，

因為台灣應該沒有社區感染源的存在，診療設備

人力與資源的不足需要克服，最好要全民動員防

疫健康，以群體免疫避免無症狀感染者的社區散

佈。 

  未來公共衛生問題的考驗，除開封時機與穩

固醫療體系之外，還要繼續注意避免社區流行，

疫苗發展順序與接種的秩序安排，加強 ICT 科技

防疫的投資運用，生技產業的紮根發展，推動數

位應用與遠距醫療，以及增加對公共衛生體系的

支持；公衛專業受疫情影響而變成大熱門，據稱

今年台大公衛系申請報名逾千人，1314 人的報名

人數是去年的 14 倍之多，比頂尖的醫學系或電

機系還多，可見公衛專業的受到重視與支持，在

民氣可用下可以前瞻性的趁機推動相關產業與

政策，包括從精準醫療到精準健康的大健康產業

發展，從論量計酬到論人計酬、投資預防及未來

的健保制度改革，延長退休或退而不休與長照制

度改革，不吃活體野生動物減少新興傳染病的生

態保育；醫療保健的全民「新生活運動」也值得

推行，民眾非必要少去醫院、減少出國旅遊、少

去人多擁擠密閉場所、養成常洗手與避免觸摸眼

口鼻習慣、保持安全社交距離與戴口罩等。 

  在全球化時代台灣的國際防疫形象以及防

疫能力也要提升，加入 WHO 是最好的努力方

向，WHO 的腐敗需要台灣加入帶動改善革新，

台灣 CDC 有能力處理已知病名疾病及疫情，但

是對未知的新興傳染病仍然需要依賴全世界的

通力合作，台灣加入 WHO 可使眾多國人在全世

界旅遊經商不致成為全球防疫破口，WHO 的正

式管道有利台灣幫助其他國家，因此應該成立正

式的平台積極推動加入 WHO；投入更多醫療衛

生軟實力協助友邦以及國際交流，與美國和各國

CDC 合作建立健康資訊交流平台，以及在日內瓦

建立常設的台灣館對國際醫界發聲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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