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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台灣經濟研究院四所所長劉柏立評析，行政

院會已拍板成立數位發展部，業務內容將統整資

訊、資安、電信、網路與傳播等五大領域暨相關

前瞻型任務，定位為落實蔡英文總統揭示「邁向

國家數位轉型」政策的專責機關，扮演國家數位

發展領航者角色，最快可在 2022 年首季掛牌運

作，主要施政重點包含：確保國家資通安全、促

進數位經濟發展、加速國家數位轉型等三大任

務，於此 5G 時代別具重要意義。資訊（data）、

資安（cyber security）的議題，實際上都是在電

信、網路和傳播的基礎上所衍生。就此觀點而

言，未來數發部的成立，抑或可期待從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原初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功能，

進一步轉換為增進「數位轉型」功能性變化的結

構改革。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

祥硏究，為穩定南海地區局勢，東南亞國家協會

致力於打造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

則」，此乃冷戰結束迄今東協在南海問題上的原

則性目標。為此，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倡導針

對南海問題的「行為準則」，到 2018 年開啓南海

行為準則單一談判文本草案（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Negotiating Text, 

SDNT；簡稱「單一談判文本草案」）的實質性談

判，東協尋求制定「南海行為準則」的努力持續

了 30 年，基本上貫穿了冷戰後南海問題及東協 

與中國關係起伏動盪的歷程。惟相關實務界都同

意的一件事是，在未來五年內達成行為準則的可

能性很小。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張人傑指

出，拜登撤軍有利於中國擴張的發展趨勢，顯然

對民主價值共同體的國際秩序不是好事，對美國

維持全球平衡穩定的努力不是好事，對維護民主

自由體制與開放經濟的台灣也不是好事；幸好美

國為了區域安全以及防止中國誤判，在媒體的質

疑中被迫一再發聲並行動堅定支持台灣安全與

發展；阿富汗倉促撤軍對美國與全球恐怕是弊多

於利，對印太戰略關鍵並直面中國的台灣可說是

利害參半。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研

究員林彥宏認為，阿富汗撤軍顯然是必然的，能

夠選擇的只是時機與形式，我們看到的結局卻是

美國正面臨一場全球信用與信任危機；單極世界

的落幕，後美國世界秩序，拜登學說的結束，都

說明阿富汗撤軍是美國的重大挫折，對奉行多邊

主義合作協商的拜登外交更是一大敗筆；拜登如

果不能重建美國國際形象與信任，提升國際多邊

組織影響力並與盟國強化溝通與互信，蘇聯瓦解

世界秩序重組的殷鑑不遠，中國正虎視眈眈伺機

而動，希望拜登不要意外的讓阿富汗，成為美國

和平（Pax-Americana）秩序解體的第一張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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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日乃孚，革而信之 

 

劉柏立 

台灣經濟研究院四所所長 

 

  

政院會已拍板成立數位發展部（以下稱數

發部），業務內容將統整資訊、資安、電信、

網路與傳播等五大領域暨相關前瞻型任

務，定位為落實蔡總統揭示「邁向國家數位轉型」

政策的專責機關，扮演國家數位發展領航者角

色，最快可在 2022 年首季掛牌運作，主要施政

重點包含：確保國家資通安全、促進數位經濟發

展、加速國家數位轉型等三大任務，於此 5G 時

代別具重要意義。 

  首先從 5G 的技術應用可知，5G 就是超高速

行動寬頻，可創造大流量，流量大者恆具競爭優

勢；在網路流量的大數據中，如何兼顧個資與資

安的前提下有效應用大數據，本質上就是數位經

濟的核心價值，也是進行數位轉型的核心概念，

更是資安政策的核心焦點。其次，5G 就是泛用

技術，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及服務品質；

5G 催生無線大連結、萬物聯網時代的到來；未

來頻譜資源需求將更為擴大、應用更為多元；5G

的價值可定位在創新市場、新產業的新契機。為

掌握此新契機，制度上我們需要有前瞻性與彈性

戰略高度的頻譜政策主管機關，蓋無線電頻率係

發展電波產業最根本的經濟資源，而頻譜資源相

對不足，各國普遍存在頻寬缺口，如何有效規

劃、整備充裕的頻譜資源提供產業經濟應用，攸

關國家競爭優勢至巨。 

  2000 年以降，在寬頻網路（含固網寬頻與行

動寬頻）的基礎上發生數位匯流，打破電信事業

與傳播事業的既有籓籬，出現跨業競爭，進而出

現 OTT，諸如：通訊類之 Skype、LINE；視訊類

之 Netflix、YouTube；商務類之 PayPal、Amazon；

社群媒體類之 Facebook、Twitter；平台類之

Google、Apple 等新型網路創新應用之問世。

Apple 市值總額已破兩兆美元，約為 AT&T 的十

倍，GAFA 等網路巨人規模驚人。相對於傳統之

通訊傳播產業，OTT 基本上未受到監理面之規管

束縛且可提供全球規模之相關服務，一方面固然

凸顯其創新應用之時代性意義；另一方面則嚴重

衝擊傳統通訊傳播產業之既有市場，進而出現

「數位破壞」的現象：電信事業服務營收逐年遞

減、有線電視剪線潮與日俱增、數位廣告在整體

媒體廣告之投放比已然超過六成，趨勢難擋。為

期永續發展，傳統電信、網路與傳播三大領域必

須尋求變化，數位轉型實乃當前產業發展之重要

課題，勢在必行，不行則退。 

  前述資訊（data）、資安（cyber security）的

議題，實際上都是在電信、網路和傳播的基礎上

所衍生。就此觀點而言，未來數發部的成立，抑

或可期待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稱通傳

會）原初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功能，進一步

轉換為增進「數位轉型」功能性變化的結構改

革。然而，通傳會自 2006 年成立以來迄今，一

貫依據其組織法所賦予之「確保公平競爭與消費

者權益」為施政主軸，於消費者權益之保障以及

因公平競爭而達成的資費水準與網路速率等市

場績效，確實名列前茅，卓有貢獻；惟就「增進

5G 創新應用與數位轉型」之時代性命題，則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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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逮。蓋此原非通傳會之職責任務，固不可企

求，而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頻譜資源不足問題、

行動空間統計之商務應用、乃至於有線電視運用

數據資料精準掌握收視率等問題，始終無解，遑

論數位經濟、數位轉型等前瞻性產業輔導政策之

推展。 

  一般而言，數位經濟的概念就是運用網際網

路所有經濟活動之總稱，是由 OTT 等網路企業

所成就；網路型企業則具有規模經濟、互補性及

網路效應等三大特性。為因應 5G 整合所有通訊

網路之時代到來，國際上已見有通傳媒體跨業整

合發展趨勢，旨在確保 5G 時代寬頻網路大流量

優勢地位之策略布局，更是數位匯流下必然之整

合發展趨勢。是以「數位匯流→互補整合→規模

優勢」三關鍵字可作為數位經濟之特色定位，此

亦係通訊傳播產業落實數位轉型不可或缺之關

鍵要素，且國際上相關主管機關多以正面態度處

之。因此就「增進 5G 創新應用與數位轉型」之

政策命題而言，我們存在專責機關之制度性缺

口。 

  我們一貫積極倡議迎向 5G 時代的典範轉移

應引進「軟體重於硬體；制度重於技術」的策略

思維，並具體提出五要建議：「要明確定位 5G 價

值納入國家級經建戰略體系、要支持企業展開長

期投資與研發的友善環境、要引導 5G 生態系統

整合暨公私部門合作空間、要確保監理規管思維

與 5G 的時代需求相接軌、要積極引進監理沙盒

機制進行制度改革設計」，以利 5G 的應用服務真

正能夠在「新市場、新產業的創新開發」做出貢

獻，裨益我國在數位經濟發展新契機之掌握。此

時此刻，欣聞數發部之拍板定案，我們願引用「己

日乃孚，革而信之」來寄語期勉數發部。 

  原來，古人以干支紀日並賦予深意：己於天

干排序第六，其下接庚、辛，意味己日已窮，窮

則當變；庚辛意同「更新」，意喻改變現狀，謀

求創新。是以「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就是說窮

則變，信孚於人之日已然到來，此時推動變革維

新，容易為人們所信服，或消極接受或積極支

持。從整體國家競爭優勢觀之，我們亟需發展數

位經濟，積極進行數位轉型。數位經濟的核心價

值是數據資料之應用；數位轉型的核心概念也是

數據資料之應用；有效應用數據資料的基本前

提，則是如何兼顧個資與資安的大原則而應用

之。因此，當前我們亟需有統籌資通安全、數位

經濟以及數位轉型的專責機關，扮演國家數位發

展領航者角色。是以數發部之籌設，符合社會期

待，可謂得時得宜，己日乃孚，此言得之。 

  至於「革而信之」，主要表現在兩個面向，

首先在制度面，最大的挑戰當在於移撥業務所涉

部會之配套調整，其中尤以通傳會之影響為最。

因此，組織法制定作業宜公開透明，權責均衡合

理，以昭公信。其次在功能面，數發部雖已明確

定位資通安全（如確保數位服務安心使用等）、

數位經濟（如創造軟體服務兆元產業等）、數位

轉型（如深化智慧政府數位國力等）三大任務，

但我們特別關心如次三項根本而具體的功能願

景之提示：數發部產業政策與通傳會監理政策互

補關係願景之提示（因兩部會在電信/網路/傳播

領域重疊性高）；中長期頻譜政策願景之提示（如

頻譜整備與共用機制等）；增進大數據應用願景

之提示（如去識別化後可用個資等）。明確改組

後兩部會互補關係的重要意義自不待言，頻譜則

是攸關電信、網路、傳播暨其他電波相關產業發

展最根本的經濟資源，而去識別化後可用個資問

題若不正視解決，則難期待數據資料之加值應

用，遑論數位經濟之發展乃至數位轉型之落實。

要言之，數據資料源自於網路，去識別化後可用

之個資亦屬資安政策之一環，前述三大功能願景

若得昭然闡明，誠必將革而信之，大業可期。（編

按：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第 44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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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程與評估 

 

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穩定南海地區局勢，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致力於打造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 for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行為準

則」），此乃冷戰結束迄今東協在南海問題上的原

則性目標。為此，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倡導針

對南海問題的「行為準則」，到 2018 年開啓南海

行為準則單一談判文本草案（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Negotiating Text, 

SDNT；簡稱「單一談判文本草案」）的實質性談

判，東協尋求制定「南海行為準則」的努力持續

了 30 年，基本上貫穿了冷戰後南海問題及東協

與中國關係起伏動盪的歷程，可謂探討南海問題

的一條關鍵線索。 

  2021 年 7 月，中國仍在南海標記自己的領

土，長期穩定的跡象並不明顯，聲索國之間的「理

解」也逐漸消退。7 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宣布，「中國和東協國家…積極推動『南海行

為準則』磋商取得重大進展。」這不是東協外交

部的共同觀點。迄今為止，東協和中國的談判代

表就行為「宣言」（2002 年）、「落實宣言指導方

針」（2011 年）、準則的「框架」（2017 年）以及

「單一的談判文本草案」（2018 年）達成一致，

但最終的行為準則仍然像以往一樣難以捉摸。 

一、各方對談判進程的悲喜交疊 

  2021 年 8 月 3 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指出，

重新開始的行為準則談判—包括就其序言達成

一致。2021 年 6 月，雙方舉行了疫情爆發以來首

次資深官員會晤，商討行為準則的進一步進展。
1 一些觀察家認為，中國多年來一直在拖延行為

準則的談判，以作為「邊談邊做策略」（talk and 

take strategy）的一部分，意味中國參與（或退出）

談判，同時採取行動控制有爭議的地區。2 

    隨著有爭議的航道緊張局勢升級，北京與其

鄰國之間關於南海活動行為準則的談判面臨更

多不確定性，一位觀察人士表示，談判「甚至可

能以僵局告終」。北京推動行為準則獲得通過，

一再呼籲加快進程，被一些人視為阻止美國涉入

資源豐富水域爭端的努力，其中大部分中國聲稱

是自己的。來自中國和東協10國的外交官於2019

年 7 月完成了對準則「談判文本草案」的一讀，

但此後沒有取得重大進展—主要是因為大流行

使得更難舉行面對面的會談。 

  但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表示，對中國

在該地區日益自信的態度也使越南、菲律賓和馬

來西亞等對立聲索國「不太願意」推進談判。吳

士存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中國在南海的

硬實力上升並沒有導致軟實力的同步上升，」「此

外，沿海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和敵意仍然存

在，所以他們仍然擔心中國是否透過行為準則談

判尋求地區規則制定的主導權。」他說，美國在

南海增加的軍事活動也可能使有關行為準則的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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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複雜化。吳士存說，「這可能使中國和東協

國家越來越難以就行為準則文本達成協議，談判

甚至有可能陷入僵局或至少難產。」 

  新南威爾士大學名譽教授塞耶（Carl Thayer）

表示，中國與東協之間的正式談判「極有可能」

恢復。塞耶表示，「中國向東協施壓，要求其完

成（行為準則）談判，以此作為阻止美國入侵南

海的合法策略，」「東協成員國希望恢復談判，

以此來限制中國的堅定自信。但很明顯…東協並

不急於完成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塞耶說

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塞耶表示，「在達成協

議之前，至少有四個主要問題需要解決…地理範

圍、（行為準則）的法律地位、執法措施以及當

前草案中未提及的第三方的角色。」3 

二、談判進程漫漫長路 

  南海行為準則談判是外交界最長的醞釀期

之一。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起草，問題仍然存在。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史托里（Ian Storey）表示，

一直存在三個癥結點：「第一，協議的地理範圍

應該是什麼？它是否應該包括西沙群島，誠如越

南想要但中國不想要，或是黃岩島，誠如菲律賓

想要但中國不想要。其次，行為準則是否應包括

一份可為和不可為的清單？北京不會因為同意

禁止這些活動而自綁手腳。第三，行為準則是否

具有法律約束力？大多數東協成員國似乎支持

這一點，但中國反對。」認為談判在過去四分之

一個世紀中一直在持續是錯誤的。 

  直到 2013 年 1 月菲律賓在國際仲裁庭對中

國提起法律訴訟時，北京才突然重新開始關注。

同年，中國開始將其在南沙群島佔據的七塊礁石

變成巨大的軍事基地。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資深分析師

黎依芯（Huong Le Thu）指出，「中國已經利用行

為準則的前景作為吸引該地區的聖杯。在北京推

進其戰略目標的同時，曠日持久的過程轉移了他

們的注意力。」 

  許多東南亞外交官認為，結果不如過程重

要。前新加坡無任所大使考斯坎（ Bilahari 

Kausikan）表示，「行為準則是雙方，不僅僅是中

國用來管理關係的工具。當關係緊張時，我們不

討論行為準則。當關係改善時，我們假裝討論行

為準則。」預定的會議為東協國家與中國交換意

見提供了一個架構，這已經足夠了。但在東協內

部甚至沒有一個單一的立場。…簡單地說，與其

他東協國家相較，與南海接壤的五個國家的利害

關係要大得多。 

  華盛頓中美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的常駐高級研究員古普塔（Sourabh 

Gupta）表示，北京面臨三個關鍵問題。一是行

為準則的地理範圍。其他兩個也同樣有問題。古

普塔表示，北京認為，「外部企業不應在海洋經

濟合作的關鍵領域，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發領

域扮演角色，也不應與區域外國家進行任何聯合

軍事演習。」北京同樣反對外部任何一造—諸如

法院或仲裁庭—參與裁決爭端。古普塔說，北京

堅持「所有爭端都必須以協商一致方式解決，或

許可以訴諸領導人峰會作為最後的手段。這對北

京來說是一個紅線問題。」 

  越南和其他沿海國家同樣堅持《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應該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在南海制定

規則。然而，並非所有東協成員國都如此固執己

見。馬來西亞國防大學國防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哈姆扎（B.A. Hamzah）認為，「泰國、緬甸、

柬埔寨和寮國對中國在海上的管轄權沒有異

議。他們對東協在南海問題共識的支持是人為

的—充其量是冷淡的。每個東協成員國都有自己

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要追求。」 

  最終，東南亞國家想要一個行為準則，因為

他們相信這會限制中國的行為。另一方面，中國

認為沒有理由同意限制自身的行為。相反，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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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行為準則能夠約束美國。在哈姆扎看來，「北

京希望行為準則限制美國在南海和該地區其他

地方的軍事冒險。中國的邏輯是，如果行為準則

不能阻止美軍，北京為什麼要批准它？對中國而

言，東協一直是華盛頓的代理人。所以，門都沒

有。」限制美國、日本和其他外部海軍航行自由

的行為準則的想法在華盛頓或大多數東南亞國

家都行不通。 

三、結語：「行為準則」談判艱難，實質成效

不樂觀 

  相關實務界都同意的一件事是，在未來五年

內達成行為準則的可能性很小。誠如新加坡外長

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表示：「每個人都希

望看到進展。我不確定我們是否會出現以犧牲雄

心或談判質量或最終協議為代價，取得進展的情

況。我認為我們不會把自己鎖定在最後期限內，

但我們將不得不看看未來幾個月事情的進展情

況，包括東協與中國關係協調機制的變化，以及

結果如何。我想說的是，存在著取得進展的政治

願望，但這不是倉促的進展，也不是以犧牲一項

最終不如其應有的實質性和有效性的協議為代

價的進展。儘管如此，我認為中國在這一點上繼

續與東協接觸這一事實本身就是積極的。保持對

話總是更好，即使在分歧和分歧中，而不是整個

過程停止，或者更糟的是，政治關係和溝通破

裂。我的底線是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我們希

望在對進展速度的總體評估中保持謹慎和現

實。」4 因此，由於無論是東協還是其他任何人

都無法強迫或誘使中國妥協，達成協議的前景看

起來與 1996 年一樣遙遠，未來兩年達成行為準

則仍是高度艱難的任務。 

【註釋】 

1. Laura Zhou, “Beijing and Asean’s Long-Awaited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nches 

Forwar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4, 

2021. 

2. 舉例而言，參見“China and ASEAN Declare 

Progr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conomist, May 25, 2017; Lee YingHui, “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s Real 

Progress Possible?” The Diplomat, November 

18, 2017; Huong Le Thu,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MTI)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July 13, 2018. 

3. Laua Zhou,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Talks ‘May End in Stalemate’ as Tensions Ri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7, 2021. 

4. https://foreignpolicywatchdog.com/singapore/tra

nscript-of-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dr-vivian-

balakrishnans-doorstop-interview-with-singapor

e-media-via-zoom-on-the-sidelines-of-the-54th-

asean-foreign-ministers-meeting-and-r.  

 



 
 
 

7 
 

 

阿富汗大撤退的戰略移轉與機會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登政府倉促撤軍阿富汗造成混亂，飽受各

界質疑與抨擊，但是拜登恐怕也是滿腹委

屈，畢竟他不過是順應撤軍民意，收拾過

去三任總統留下來的爛攤子；進一步說，拜登不

過是落實川普時期的既定撤軍政策，並延續川普

的單邊路線風格；再往前就是歐巴馬政府的戰略

移轉，重心聚焦亞太及管控大國競爭；還有小布

希總統發動的反恐怖戰爭，面臨戰略環境轉變下

的戰略設計與資產調整；顯然拜登的決策其來有

自，有美國長期整體的戰略架構與思維作為支

撐，因此我們要評價拜登撤軍決策的利弊與影

響，也必須回歸決策脈絡與戰略環境，才能夠對

拜登的決定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 

  在討論拜登撤軍決策的利弊得失之前，我們

不妨先理解美國的整體戰略思維；首先，我們必

須認識美國基本上是一個海權國家，對阿富汗這

種典型的內陸國家的興趣及影響，有其限度而且

也較為力不從心；其次，二戰以後美國是一個建

立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上的世界強權，崇尚開放自

由的經濟與民主自由的價值；第三，冷戰結束後

美國獨霸成為單極世界，進入 21 世紀則以技術

及財力結合國際組織及各國，在全世界推動反恐

行動與建制，伊拉克戰爭與此次阿富汗撤軍，都

是全球反恐行動的一部份；第四，在美國全力投

入全球反恐的戰役時，中俄等修正主義國家趁機

崛起，且與阿富汗有密切地緣與歷史關係。 

  阿富汗撤軍使拜登政府威信盡失，美國拉中

國當墊背可說是一個假議題；中國在 20 世紀末

期已經凸現在美國的戰略雷達幕上，美國卻因為

反恐戰爭聚焦流氓國家、失敗國家與非國家行動

者，相對的，中國利用反恐戰爭掩護逆勢操作，

積極投入部署戰略安全能力與資產，加上趁著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擴大政治經濟實力，現在美

國已經面臨中國反噬的「大國競爭」困境；中國

做為美國的最大挑戰甚至生存威脅，阿富汗撤軍

的軍力與財政餘裕是否得以移轉對付中國，對美

國的勝負與利益恐怕無關宏旨，這是戰略意志與

決策選項的問題，誠如 Matt Pottinger 在 2021 年

9 月號的外交政策雜誌所說，中共掌控全球及侵

占台灣的野心非常清楚，而且北京發動的政治戰

恐怕連美國都難以招架，但是華爾街與矽谷業者

還是執著於「自殺任務」，搶著跟北京做生意賺

錢，堅持數十年來的美中金融與科技的交往合

作，華盛頓只能繼續將美中經濟合作列為優先政

策。 

  相對於美國政府撤軍移轉槍口的解釋，中國

反而可能是撤軍的最大受益者；美中的影響力在

阿富汗撤軍前後此消彼長，塔利班領袖最近拜訪

中國會晤外交部長，美軍在撤退的亂局中還要致

電解放軍副部長求援，美中實力在阿富汗的變化

可說一葉知秋；雖然塔利班能不能完全掌控阿富

汗安定還有待考驗，但是阿富汗是與中國接壤的

內陸國家，中國的「鐵桿兄弟」巴基斯坦也對阿

富汗和塔利班有巨大利益與影響力，阿富汗的另

一個鄰國伊朗也與中國關係深厚緊密，我們可以

預見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建設與經濟投資，很快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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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拓展到阿富汗境內，加

上周邊國家可說都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阿富汗勢

必像其他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一樣，與中國建立

密切的政經及戰略夥伴關係。 

  駭人的撤軍悲劇能不能止血，重建美國形象

與信任，還是一個未知數；美國能不能戰略移轉

壓制中國，也是一個未知數；我們實際看到的是

美國的盟國人人自危，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加

速萎縮破敗，中國則順勢進駐填補美軍撤退後的

戰略真空，中亞的專制威權國家得到蔓延擴大的

機會，中國的後花園與勢力範圍大大拓展；這些

有利於中國擴張的發展趨勢，顯然對民主價值共

同體的國際秩序不是好事，對美國維持全球平衡

穩定的努力不是好事，對維護民主自由體制與開

放經濟的台灣也不是好事；幸好美國為了區域安

全以及防止中國誤判，在媒體的質疑中被迫一再

發聲並行動堅定支持台灣安全與發展；阿富汗倉

促撤軍對美國與全球恐怕是弊多於利，對印太戰

略關鍵並直面中國的台灣可說是利害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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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空運行動」帶來最大的信任危機 

 

林彥宏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富汗撤退是一場悲劇，對 1989 年的蘇聯如

此，對 2021 年的美國也不例外，差別在於

蘇聯佔領 10 年（1979-89）後撤退，美國

佔領 20 年（1001-21）後撤退，蘇聯垮台解體了，

美國正面臨巨大的中國壓力；白宮新聞秘書回答

記者詢問喀布爾機場的亂象時説：「我們正在進

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美國空運行動」，最大規模

的行動將帶來巨大的震波與外溢效果，使拜登政

府的內外政治處境更為艱難。 

  這次的阿富汗空中撤退行動規模確實極為

可觀，北約盟國自行撤離的人數不計在內，據統

計涉入的盟國多達 36 國之多，如英國宣布半個

月之內已經撤離 1 萬 4 千人，德法土耳其等國也

都有各自的撤退作業；僅僅美國從八月 14 日算

起的兩個禮拜，已經累計從喀布爾機場撤出 11

萬多人，如果加計先前半個月撤離的人數，合計

已經達到 12 萬人；這場驚悚的戲劇化空中撤退

行動，不僅顯示阿富汗政府不堪一擊，更證明美

國的阿富汗政策一敗塗地， 決策程序的粗躁與

行動作業的疏漏，引起世界各國一片譁然與全球

輿論的批評。 

  雖然據稱有中國之外的 114 個國家協同美

國，要求塔利班維護喀布爾機場安全並允許人員

繼續撤離，並不表示美國決策的正確及周延，也

不表示美國的決策獲得國際社會支持；盟國對美

國拜登政府的撤兵決策，質疑與不滿的聲浪越來

越高，美國國內對決策草率與倉促的批評也極為

嚴厲，例如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可康納（M. 

McConnell），公開擔憂眾多美國平民與阿富汗盟

友陷入絕境，特別是阿富汗是一個陸封型國家，

塔利班要迫害這些美國的棄子如同甕中捉鱉，所

以他認為拜登的撤兵決策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的

外交決策之一」。 

  依據民調顯示美國民眾並不反對撤軍，畢竟

佔領阿富汗是一個大錢坑，已經讓美國耗費一兆

美元預算，而且打擊賓拉登的反恐怖行動早已結

束，並沒有繼續駐軍阿富汗的必要，所以美國專

家笑稱是「一場打了 20 次的一年戰爭」，財務負

擔以及必要性的考量，是拜登總統毅然決定撤退

的理由，也是川普 2020 年與塔利班簽訂和平協

議的動機；撤離阿富汗確實有經濟及軍事合理

性，但是單邊、獨斷的撤軍決策衍生人道及政治

危機，使眾多盟國懷疑美國情報失靈以及戰略評

估錯誤。 

  阿富汗戰爭「以自殘結束」（ ended in 

self-defeat），這是川普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

馬斯特（H. R. McMaster）的評語，他認為拜登

的撤軍決策實際上是投降及不負責任；著名的大

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則以「這不是西貢，比

西貢更糟」，這樣的標題表示對喀布爾撤退的痛

心；國際社會的反應更為直接，歐盟（EU）官員

表態批評撤軍，認為此舉削弱北約（NATO），並

給歐洲安全帶來陰影；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譴責拜

登決策「低能」，因為美國放棄阿富汗是「悲劇

性的」和「不必要的」；連協助這次撤軍行動提

供轉運站的卡達等中東地區國家，都表示考慮以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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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美國保持距離，加強戰略安全自我防衛能

力。 

  撤軍顯然是必然的，能夠選擇的只是時機與

形式，我們看到的結局卻是美國正面臨一場全球

信用與信任危機；單極世界的落幕，後美國世界

秩序，拜登學說的結束，都說明阿富汗撤軍是美

國的重大挫折，對奉行多邊主義合作協商的拜登

外交更是一大敗筆；拜登如果不能重建美國國際

形象與信任，提升國際多邊組織影響力並與盟國

強化溝通與互信，蘇聯瓦解世界秩序重組的殷鑑

不遠，中國正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希望拜登不要

意外的讓阿富汗，成為美國和平（Pax-Americana）

秩序解體的第一張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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