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第四十八卷第四期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513-547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http://euramerica.org

中美競逐影響力下的臺灣避險策略*
0

吳崇涵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治與國際關係系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唐家灣金同路 2000 號
E-mail: charleswu@uic.edu.hk

摘 要
當東亞地區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美國的持續影響力
時，決策者可以選擇使用避險策略，不在兩大強權之間選邊。
自從歐巴馬政府時期的「重返亞太」 (Pivot to Asia)，到川普
2017 年訪問亞洲時的「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充分顯
示北京與華盛頓除了經濟上的對峙外，軍事上亦相互較勁。有
鑑於此，臺灣蔡英文政府試圖採取「避險」政策。本文主要對
避險 (hedging) 加以討論，並以馬英九與蔡英文時期的政策為
例，探討避險的定義與應用。期盼藉由文獻回顧及實證分析，
在避險政策上，討論臺灣如何謀求經濟利益與地區安全的雙重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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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亞國際關係除了討論新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和扈從政策 (bandwagon strategy)，近幾年來更加重論述「避
險」(hedging)。學者認為在傳統抗衡與扈從兩個選擇外，現今許多
東亞國家偏好採用務實的避險策略。此一策略概括了東亞地區在政
治與經濟上不偏重任何一強權，維持自主性，並且以和平穩定發展
為目標。簡言之，避險是一個混合抗衡與扈從的務實策略，且隨時
調整對外政策。現今東亞地區在美中兩國競爭與合作的態勢未明朗
前，避險遂成為策略選項之一。 1
作者在本文試圖提出幾個基本論證，說明現階段區域間採用避
險策略與理論論述不謀而合。主要透過對避險定義的全面探討，闡
述避險模式與動機。 2 研究方法是比較馬英九與蔡英文任期的相關
資料，並分析臺灣在中美兩大強權競合下，如何運用避險找出生存
之道。目的是希望藉由一系列對避險的討論，為東亞國際關係學界
帶來不一樣的思考模式。本文試圖打破傳統以「抗衡」與「扈從」
為主導的論述，討論臺灣如何務實發展。

1 東南亞國家國協 (東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長期以

來對避險著墨甚深。早在九○年代時，國關學界開始借用避險來形塑大國在冷戰後
的關係，或是國際間策略結盟行為。相關論述請見 Kuik (2016a)。對於東亞地區採
非抗衡中國大陸政策的討論，請見 Kang (2004, 2007); Ross (2006)。而 Amitav
Acharya 認為亞洲國家能維持和平穩定，除經濟互賴外，制度與國際組織扮演重要
的角色，參見 Acharya (2003/2004)。
2 避險有幾種形態。一種為兩大強權間的避險，另一種為非強權在強權間的避險。本
文主要採用後者，而非討論兩大強權間的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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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避險的定義、動機與內外部條件
關於抗衡與扈從的研究，Kenneth Waltz 認為在國際現勢上權
力平衡 (抗衡) 比扈從更為頻繁，國際社會主要還是以抗衡為主
(Waltz, 1979)。Stephen Walt (1987) 也指出抗衡比扈從更受歡迎，
而扈從只會在某些特別的情況下發生。Walt 認為只有當一個國家遇
到外來威脅時，該國才會採行扈從政策。然而，Randall Schweller
(1994) 補充了 Walt 在威嚇平衡 (balance of threat) 論述上的不足。
認為除了一些真正受到脅迫的國家會採行扈從政策之外，其他並未
受到威脅的國家，會因為利益的因素而跟著採行扈從政策，放棄傳
統的抗衡。畢竟抗衡比扈從較昂貴，而扈從比起抗衡更節省成本與
預防衝突發生。
此外，扈從會發生在領導國與附庸國 (subordinate) 之間。
David Lake (2007) 認為扈從政策是從屬國臣服與接受支配國之武
力與指揮。我們必須確定一點，在扈從策略下，在國與國之間有一
個領導與從屬的關係，而此等從屬關係就是連結兩國最主要脈絡。
Robert Ross (2006) 相信次級國家 (secondary states) 對強國的權力
變化較為敏感，他強調小國對於強權較易順服，並非採用權力平衡
與之對抗。Ross 進一步指出，某些東亞國家對於中國之崛起，開始
偏好扈從而非傳統的抗衡。
有別於抗衡與扈從，避險在國際關係學界具系統性的討論相對
較少。自二十世紀以降，許多學者逐漸對避險開始更深一步闡釋與
應用。3 Amitav Acharya (2003/2004) 運用東協多邊外交政策，試圖

3 國關學者認為，東亞國家目前所採行是一種兩邊投放的套利行為 (arbitrage)。鄭敦

仁與徐思勤論述東亞國家不僅僅使用靜態的避險 (hedge)，而是更積極的兩邊套利
作為 (Cheng & Hsu,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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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東協國家主要是借用避險來確保國家安全與生存。此外，Even
Medeiros (2005) 討論中美之間的相互避險，和 Denny Roy (2005)
討論東協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都是將避險定義為一方面從事內部與
外部的抗衡，一方面與強權交好，努力爭取其好感 (吳玉山，2012:
41)。在歸納非強權的外交政策時，避險和抗衡與扈從並非完全不相
關，而是介於兩個政治光譜間的策略 (Goh, 2005; Kang, 2007: 5455; Kuik, 2008; Roy, 2005: 306)。Evelyn Goh 認為避險是「一系列
針對國際間抗衡、扈從或中立時，因為無法立刻做出決定而採行的
措施」(2005: 2)。Denny Roy 則廣泛的定義避險為「面對未來安全
威脅的可能選項」(2005: 306)。Kei Koga (2017: 5) 更進一步闡述，
吾人必須用抗衡與扈從的光譜來理解避險，但仍無法跳脫以「抗衡」
為主的概念。國關學者將避險視為除了抗衡或扈從之外，第三種可
行的策略。避險並不是單一策略選項，而是由多種策略組合而成。
避險是在兩強權間的等距離政策，為了保有彈性，不隨意加入兩大
強權的聯盟當中。
有鑑於對避險的論述與定義仍處於百家爭鳴的階段，本文特別
針對避險的定義、避險的動機，以及避險的內部與外部條件依序作
論述。期望藉由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來對此一概念有更清楚的認
識。

一、避險的定義
第一類對避險的定義是將國家或地區的軍事安全與經濟策略
納入考量。避險代表非強權在經濟上可以依附在一個強權 A 之下，
但軍事安全上對另一個強權 B 示好。避險因此概括經濟交往 (economic engagement) 與 軟 平 衡

(soft balancing) (Kho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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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ugall, 2012; Roy, 2005)。4 在東亞國際關係，一個較明顯的避
險者代表其可以和中國大陸建立緊密的經貿往來，但同時在軍事
上，與美國展開某種低強度的軍事合作 (Roy, 2005)。以此為避險定
義的論述者為馬來西亞的郭清水 (Kuik Cheng-Chwee)，他主要將避
險定義為一種融合了安全與經濟，且介於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一種選
項。並且依據國家對風險的評估，來衡量其較偏向抗衡或是扈從。
郭清水的研究指出，這些工具包括了限制扈從關係、約束保障、經
濟實用主義、否定主導和間接平衡 (Kuik, 2008)。簡言之，避險是
一種混合了安全與經濟，多面相的混合策略。 5 此定義在目前學界
上為多數共識。
第二類定義，是將避險定義回歸到結盟行為 (alignment behavior) (Chung, 2004; Ciorciari, 2009; Goh, 2005, 2008; Kuik, 2008,
2016b; Lim ＆ Cooper, 2015; Tessman, 2012)。學者認為，為了有
助於案例與實證上的討論，避免概念過分擴張與扭曲 (Collier &
Mahon, 1993)，我們必須將這個重要的定義簡約化，以便在驗證與
測量上獲取有效的成果。因此，學者採用上述對避險的解釋時，認
為避險是結盟行為。其中，以 Darren Lim 和 Zeck Cooper 對此定義
做的闡述較佳，他們認為避險是：「對強權結盟做出模糊的承諾，

4 硬平衡有別於軟平衡，在於其定義上的不同。Le Hong Hiep 歸納現實主義對這兩者

的區別，認為：「硬平衡通常是指小國的策略以『建設和提升軍事能力，以及創造
和維持正式 (或非正式) 同盟與反同盟的締結』去抗衡強國的力量｣。參見 Le Hong
(2013: 336)。關於硬平衡與軟平衡的深入探討，可見 Paul (2005); Pape (2005)。
5 此定義固然較為明確，但在進行實證研究時，仍稍嫌複雜。比如將避險歸類在抗衡
與扈從之間，會造成難以區分國家什麼時候採用抗衡、扈從或避險。此外，對於影
響避險的原因，與避險在實證討論時的變異 (variation)，甚至操作上的量化指標，
將難以找到確切的解答。本文並非進行量化操作避險的指標，且此定義在目前學界
上為多數共識。為了維持定義上的一致，本文仍採第一類定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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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換取在結盟與獨立自主間的最佳利益」(2015: 703)。這解釋主要
是關注非強權在與強權結盟上的安全承諾，認為若能在安全上維持
某部分的自主，不要太過依賴與大國的同盟，則較能掌握自身國防
與安全的自主權。相反地，若太過依賴強權的軍事保護與結盟，反
而無法維持在安全上的自主性，進一步喪失對風險的掌控。簡言之，
與強權結盟較深的非強權，採取避險策略的機會將越少。反之，與
強權採取若即若離的行為者，越能實現避險策略。對強權的安全要
求與反饋，遂成為衡量在避險上的有效指標。

避險 (臺灣)

圖1

美中臺三邊關係

本文採用避險的第一類定義，認為避險是在強權之間所採取的
保險措施，避免將所有的籌碼全放在某一強權上。為了讓避險這個
概念更為清楚，除了參照第一類的避險定義外，本文亦加入吳玉山
對避險的解釋來增加概念的清晰與可測量度。吳玉山以臺灣的避險
策略所例，認為此策略是混合了軍事上與美國的「低強度」合作
(low-intensity balancing)，但經濟上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臺灣的避
險遂變成一種在強權間兩邊投放的行為。軍事上與美國保持一定程
度的來往，而經濟上與中國大陸產生依賴 (吳玉山，2012; Roy,

中美競逐影響力下的臺灣避險策略 519

2005)。6 如圖 1 所示，避險即是在兩個實力相當的強權之間維持中
間的地位 (Goh, 2016; Koga, 2017; Kuik, 2016a, 2016b)。 7 不論對
強權 A 或強權 B，所做出的策略必須是相同且等距的。在面對美中
關係時，若臺灣方面往某一強權靠攏時，同時必須與另一強權保持
等距的關係。8 不在美中兩強之間做出承諾，選擇在美中之間擺盪，
並且不在安全上選邊站，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避險精髓所在。

二、避險的動機
除了定義避險的概念之外，相關文獻也就避險的動機進行討
論。首先，避險的動機實為一種「求保行為」(insurance-seeking)。
在國際現勢上，一個強權可以運用本身軍事或經濟實力，給予非強
權所需要的資源。然而，強權也可以運用軍事上的威攝或經濟上的
誘迫，使此非強權「屈從」在其影響力下。這時候所面臨的困境即
是，當強權國一旦產生某種安全威脅時，非強權必須對威脅做出反
應。然而，決策者很難立即判斷來自強權的影響力，是否大到足以
影響安全。並且，當影響力是模糊且多面向時，決策者很難立即做
出必須抗衡或扈從大國的政策。這時避險便成為保護自身利益的可
行政策。
在討論避險動機時，吾人必須對安全與自主之間做更深入的討
6 除了吳玉山外，鄭敦仁與徐斯勤也採用相似的論述，不過他們採用這種兩邊投放的

政策是比避險更深一層的「套利」行為。他們以美國與日本、韓國，還有東協為例，
明確的指出東亞國家在兩大強權間的互動並不落入抗衡或扈從的分類 (Cheng &
Hsu, 2005)。
7 Goh 亦稱此為「三角避險」(Triangular hedging)。
8 作者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特地指出避險角色與戰略三角中的「樞紐」(pivot) 角色相
似。在羅曼蒂克型三角中提到的樞紐角色，居中的國家是其他兩方的好友，其他兩
方是敵對狀態。採取避險的國家是現狀的維持者，任何改變現狀都會被另外一方拒
絕。詳情請見包宗和 (2012: 345-347)；吳玉山 (1997: 177-178,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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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例如，若對某強權國提出軍事結盟上的需求，一旦強權答應，
那勢必要融入以此強權為首的軍事體系，因而在安全自主上喪失某
部分的獨立性。若將此應用在東亞的避險情況，指的是非強權不在
中美兩強之間做結盟的承諾，維持現狀 (status-quo)，以謀求自身國
防與安全的自主性 (Kuik, 2016b; Lim & Cooper, 2015)。簡言之，
避險的動機在與中美兩國保持等距 (equidistance)，不加入任何以兩
強為首的軍事結盟 (Kuik, 2016b)。
更精確一點，避險是指當非強權在面對抗衡或扈從產生的風險
與不確定性時，所產生的一種模糊策略 (Koga, 2017: 6)。在面對強
權的競爭與合作時，執政者會依據所得到的資訊，將損失降低最小。
並且避免做出軍事承諾與太過明確的結盟需求。較務實的作法是在
兩強之間保持等距，並且不在安全上選邊站，以謀求自主與安全最
大化。畢竟，當兩大強權在權力競合還沒完全明朗之前，東亞國家
不會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在面對混沌不明的國際結構
時，每一位領導人都會積極去尋求務實的外交政策。
面對中國大陸的大國外交，東亞各國莫不積極加入以其為首的
國際金融新秩序，然而在安全上仍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證。因此東亞
國家必須認知，一旦宣示加入以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體系，勢必要
在安全上接受美國指揮與干預，本身的自主權將受到嚴重挑戰。東
亞許多國家已經面臨這種在軍事上依賴美國的幫助，而須聽從美國
的指揮。比如，當新加坡政府面對中國在南海的作為時，不只一次
宣布並不會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體系」。新加坡政府也多次強
調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與演習，並非針對任何國家在南海所造成
的威脅。此外，與新加坡為鄰的馬來西亞也是避險的奉行者。納吉
政府 (Najib Razak) 不斷重申與中美兩強的友好關係，但不在兩國
之間選擇軍事安全同盟，同時維持良好的雙邊關係 (Kuik,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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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取避險策略的內部與外部條件
國際關係學界目前對於避險的動機討論還不夠完善。 9 相關文
獻並沒有討論具有類似處境的案例，採取不同型態避險策略之原因
與時間點。針對此問題，我們可以首先運用對結構 (structure) 與極
(polarity) 的討論。藉由對系統 (system level) 的分析我們可以分辨
出國家採用何種避險策略，與採取避險時的各種內部與外部條件。
舉例來說，在單極體系 (unipolar system) 下，次級國家較容易
採用避險。因為在單極體系下，單一的超級強權會竭盡所能的擴展
國力，這時次級國家將避免抗衡此一超級強權，而採用扈從或避險。
九○年代中國經濟起飛時，中國大陸對美的政策主要就是避險為
主。此外，雙極體系 (bipolar system) 國家較不容易採用避險，因為
兩強會明確地要求其他國家表態支持或加入自己的陣營。舉例來
說，在冷戰時期雖然有許多不結盟運動 (Non-Aligned Movement;
NAM)，但是當時的國際情勢展現了對此保留的態度。次級國家較
不容易維持中立態勢或避險措施。比方說菲律賓、北韓，或是寮國
在冷戰時期多被要求表態或被迫加入鄰近戰事 (proxy wars)。最後，
在多極體系 (multipolar system)，因為權力較為分散，決策者可以自
由地選擇想要採用何種外交政策或手段。因此，避險所帶來的成本
大大下降，而強權與非強權都能採用所謂的避險 (Koga, 2017: 7)。
目前我們能確定的是，非強權得以採用避險，通常是在大國容
9 Stephen Walt (1987) 相信地緣政治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他主張強國國力之展現將隨

地緣因素而下降。距離越遠的兩個國家，將更難互相造成威脅。因此兩國的相鄰
(proximity) 與否將影響扈從的產生。此外，Harvey Starr (2013) 也提出相關的假設，
認為在地理上越接近的兩個國家，兩國的交流與互動將增加。吳玉山 (1997) 分析
了前蘇聯 14 個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之間關係後，發現各國對莫斯科的態度基本上
受到兩個條件左右。第一是各國和俄羅斯相關經濟發展程度，第二是各國在西方所
獲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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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情形之下。一旦大國要求選邊，則此非強權便失去兩邊同時討
好的能力，而必須在抗衡與扈從中間擇一。郭清水 (Kuik, 2008: 164,
2016a) 曾在研究中指出，影響決策者採取避險的時機點是：(1) 缺
乏立即的外在威脅；(2) 國際現狀缺乏明確的意識型態分立；(3) 世
界強權缺乏敵對狀態。
以上研究大多是針對外部因素來檢視避險的成因。然而，內部
(domestic level) 因素亦是影響避險的另一個分析層次。執政者在國
際環境仍不明確的情形下，因衡量自己最大利得和風險，理性計算
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因為領導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會依據國內的
支持度來決定較有利的外交政策。郭清水以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的
雙邊關係為例，指出馬來西亞政府持續地降低國內民眾對中國大陸
崛起帶來的負面觀感，並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的機會。這種兩手策
略在中美關係日益複雜化的今天，為馬國的外交空間帶來正向作
用。他認為馬國領導人充分運用本身的國內因素，巧妙地展現避險
策略 (Kuik, 2015, 2016b: 174)。
對於避險這個選項，還有許多疑惑等待解答。國際關係或比較
政治學者可以採取比較分析方法，尋求一個有效的解釋模型。在接
下來的篇幅中，作者將運用臺灣為實證案例，分析前馬英九與蔡英
文當局，在因應中美兩大強權競爭與合作的態勢尚未明朗之前，如
何採行有效的避險策略。本文主要建構於對臺灣避險策略的初步探
討，試圖在眾多的相關研究當中，替避險找到一個較為合適的定義
與方向。

參、臺灣避險模式分析
東亞的避險模式呈現多元豐富的樣貌。主要是面對中國大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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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的快速成長，各國為經濟紅利而加入以中國大陸為首的經濟體
系。因此，在國際關係上遂很難採用傳統的抗衡或扈從的模式。學
者 Le Hong Hiep 指出，越南在面對中國大陸的強大壓力下，已經拋
棄傳統冷戰的抗衡或扈從策略，取而代之的是「多邊、全面的避險
策略。這項策略有四個主要的要素：經濟實用主義；直接保證；硬
平衡；和軟平衡」(2013: 335)。由此可以看出，東亞主要是運用在
經貿上與中國交往，軍事問題上仍然依靠美國在亞洲的積極部署，
來形塑避險策略。這種經貿與安全的兩手策略為避險策略的主要精
髓所在。
吳玉山 (1997) 在其著作《抗衡與扈從》中曾說明，臺灣對於
中國大陸只有抗衡與扈從兩種選擇，這是在權力不對稱和大陸對臺
灣提出主權要求的情況下必然產生的結果。此外，臺灣內部的不同
政治勢力，分別主張不同的兩岸政策，有些偏向抗衡，有些偏向扈
從，這些政治團體與政治勢力的相對應「反應了臺灣社會受到經濟
和國際因素影響後所呈現的狀態」(2012: 43)。因此，若用傳統冷戰
時期的思維來解釋臺灣所採行的策略，會產生解釋上的誤差。然而，
以上的解釋似乎可以看出，臺灣在面對中國大陸的壓力時，其實並
沒有完全地採取抗衡或扈從的「單一」政策選項。簡言之，這種游
走在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不穩定狀態，再加上臺灣內部不同政治角
力，支持了避險在臺灣執政者心目中的地位。至於臺灣對風險的評
估在於考量到兩岸之間因為「經濟不對等」帶來安全上的隱憂。若
是因為此經濟不對等，造成一種被威迫的不安全感，則臺灣必須對
此做出反應。此外，中美之間仍存在許多的不確定性，若貿然加入
任何以兩強為首的聯盟集團，可能在未來中美發生經濟或軍事衝突
時，臺灣也會被牽連在內。是否要把所有的籌碼一次放在中美任何
一方上，或是必須重新檢視整體戰略，以保全臺灣的安全，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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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運用避險策略時所做的評估工作。
臺灣自從馬英九上任後，也加入了東亞避險的陣營，所以可以
視為東亞避險的新成員。這一方面也有不少論述支持，例如 Tse‐
Kang Leng 和 Nien‐chung Chang Liao (2016) 與 Charles Chong-Han
Wu (2016) 等。對於這種混搭政策，吾人必須加以明確的定義與探
討。以下藉由對馬英九與蔡英文的政策做出比較，來分析歸納臺灣
主要的避險策略。

一、馬英九時期的避險策略
抗衡是指非強權藉著增強本身的實力 (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 或是透過與其他國家結盟來對抗更強的國家 (外部平衡，
external balancing)。 10 而扈從是加入勝利的一方，以便獲取勝者所
分下來的利益。以臺灣與中國大陸為例，雖然臺灣兩大政黨的兩岸
政策差異甚大，但我們實難將臺灣完全歸類於「抗衡」(內部平衡或
外部平衡) 或「扈從」的任何一個面向。特別在前馬英九執政時期，
避險成為一個具有理論依據的最佳選擇。事實上，我們從以下各點
來論述避險如何形塑馬時期的政策。包括緊密的兩岸經貿關係和美
國軍事與安全承諾。 11

(一) 緊密的兩岸經貿關係
在馬英九贏得 2008 年大選之後，兩岸關係逐漸開始和緩。在
經貿上兩岸展開更為緊密的合作與交流。其實在陳水扁執政時期，
兩岸貿易業已經歷了飛躍式的成長。兩岸貿易總額從 2000 年 1 月
的 70 億美元上升到 2007 年 12 月的 900.7 億美元。以進出口數字
10 關於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的討論，參見 Walt (1987); Waltz (1979)。
11 關於運用經濟和軍事兩個層面來分析避險模式，請參考 Kog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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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2007 年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總值達 640.8 億美元，進口總值
是 250.9 億美元。12 但若要細數兩岸經貿的主要合作，仍以馬英九
時期的經貿政策為兩岸帶來前所未有的合作契機。主要的經貿合作
從 2010 年 6 月底在重慶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開始，涵蓋了
十二項在石化、機械、紡織品和相關經濟產業上的合作計畫，替臺
灣廠商在中國大陸開展了更多投資與貿易的機會。事實上，臺灣的
商界人士早已瞄準中國大陸在租稅、廉價勞力成本、和相關對臺友
善措施推行後的投資環境。在馬英九時期，臺商越發積極地進駐中
國大陸。因此，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提供了臺商投資中國大陸的有
利環境。北京當局其實對臺在陸投資也深具信心。認為更多的經濟
紅利有助於臺灣人民改善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加深兩岸人民的合作
與交流，進一步影響臺灣的政治人物與北京交涉時，避免落入傳統
冷戰時期的對抗，而用溫和的經濟交往 (economic engagement) 來
取代不友善的對陸政策。
兩岸的經貿往來在馬英九執政時期有著相當緊密的互動。在
2010 年 ECFA 簽署的前後，臺灣與中國大陸貿易總額 (包含進口與
出口) 達到 112.8 億美元，而 2010 年前八個月投資大陸的貿易額也
達到 90 億美元。若以臺灣出口中國大陸來看，2010 年也達到 76.9
億美元，進口總值是 35.9 億美元。兩岸緊密的商業與投資貿易往
來，是促成 ECFA 簽署的主要原因。然而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也間接地影響臺北，必須審慎的考量傳統兩岸戰略上的思考模式，
放棄一昧的抗衡，轉而採用較為彈性的避險策略。因為不管是地方
利益團體，或是在兩岸投資的商業團體，都會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

12 資料來源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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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對執政當局在兩岸關係上施加壓力。一方面希望臺灣能採更
開放的兩岸政策，降低意識型態的對抗，以維持基本的兩岸和平。
因為唯有穩定的投資環境，才能讓投資人在進行商業行為時無後顧
之憂。另一方面，任何潛在的軍事衝突與戰爭，都會對兩岸的經貿
往來設下毀滅性的後果。是故，馬英九時期不管是民間或公家單位，
儘量避免與北京有大規模意識型態或國際上的衝突，以保全兩岸之
間投資與商業的利益。

(二) 美國軍事安全承諾
緊密的經貿往來是避險政策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當非強
權面臨強權的經貿紅利時，因為自身的考量，必然不會輕易抗衡其
在經濟上所必須依賴的大國。然而，若非強權遭受此大國的威脅，
便會藉由與其他強權結盟，或尋求短期軍事協助 (包括軍購)，來降
低所面臨的威脅。這種藉由與其他大國的「軟平衡」(「默契的短期
正式聯盟」與「有限的軍力建構、特殊合作演習或是區域和國際機
構的整合」) 來保障基本的安全與利益，我們可以定義為避險策略
中的一個重要戰略選項。 13
臺灣一方面採取與北京經濟交往策略，另一方面寄望取得美方
軍事支援，這種混搭式的策略就是避險的主要特徵。因為臺灣在軍
事方面缺乏足夠保衛能力，必須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以現有的軍
事力量將無法有效抵抗來自外在威脅。因此，相關研究單位不斷地
鼓吹，在既有的臺灣關係法之上，深化對美軍事交流。這類的軍事
依賴美國政策，遂變成馬英九避險策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從圖 2

13 有關軟平衡的定義，請看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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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7)。

圖2

美國對臺軍售 (1995-2016) (單位：百萬美元) 14

我們可以看出，馬英九的第一任期 (2008-2012) 對美軍購雖然比李
登輝與陳水扁時期明顯少了很多，但自第二任期開始，軍購數字明
顯攀升。
然而，若要判別馬英九時期對美軍購是否符合本文對避險的探
討，則必須仔細審視軍售的內容和過程，來發現其代表性與意義。
舉例來說，2014 年的軍購數量比起馬執政的其他時期更高，主要是

14 數字代表當年美國對臺軍售的數量，包含當年運抵臺灣的軍購總數 (單位：百萬美

元)。軍售項目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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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購買的武器裝備陸續在當年運抵。從附錄可以看出，包括愛國
者三型飛彈、AGM 地獄火反坦克飛彈、AH648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UH-60 黑鷹直升機，和沱江艦方陣近迫武器系統都是陸續在 2014
年左右完全運抵臺灣。這些武器部分是在馬第一任期簽約購買。這
也證明了馬英九執政期間，希望利用更多的對美軍購，沖淡來自中
國大陸經濟方面的壓力，並提高臺灣在國防上的能力。這種經貿依
靠大陸，安全上續加強與美合作，符合了本文對避險的定義。 15
然而，這樣的避險策略卻引來美國對臺專家不同的意見。許多
觀察家指出，華盛頓若想跳脫美中臺的安全困境，必須在臺海一旦
發生危機時謹慎擔任調停者的角色；不然將捲入不可避免的衝突。
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Bill Owen (2009) 建議，不必要的對
臺軍售將危害臺海安全，他並且提倡修改臺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Chas Freeman (2001) 亦警告，臺灣關係法會迫使
美國必須在「長久以來的禁錮」中做出選擇。更有研究指出，美國
為了自身利益，一旦臺海發生危機，華盛頓方面不能提供太過明確
的軍事承諾給臺灣。16 這一類的論調，主要是保護美國在美中臺關
係上，避免刺激中國大陸，並陷入戰爭的泥淖。
華盛頓亦謹慎小心地審視對臺的軍售項目。此舉不但可以幫助
華盛頓與北京方面遠離爭議衝突，並進一步改善雙邊關係。因此，
歐巴馬政府便拒絕了臺灣採購新型 F-16 C/D 型戰機的提案，轉而
提出對 1992 年購買的 F-16 A/B 型戰機進行升級。美國降低對臺軍

15 陳水扁第一任期對美軍購數目逐年遞減，且在經濟上喊出了「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的政策口號。主要擔心臺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所以在高科技等產品上仍保持
控管。相關論述請見邱垂正、童振源 (2008)。
16 對於美國必須減少對臺軍事承諾，並避免陷入與中對抗的軍事衝突，請參見 Glaser
(201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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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考量，恰巧提供臺灣進行避險策略的有利環境。因為太過的軍
備輸出會讓臺灣往傳統抗衡中國大陸的路線移動。而適度的調整軍
備輸出，一方面可以加強臺灣的基本防禦能力，一方面也不會讓北
京當局升高對臺的武統政策。當美國需要介入亞太事務時，臺灣便
可適當地調整避險策略。簡言之，若美國提供的軍事安全承諾越多，
則臺灣較無法採取彈性的避險策略，必須轉向傳統的抗衡路線。相
反地，若美國降低對臺灣的防衛與軍事承諾，臺灣在避險上可以著
墨的空間將提高，戰略上更具靈活空間。

二、蔡英文時期的避險策略
蔡英文在 2016 年贏得選舉。兩岸過去通話管道，包括官方的
陸委會與國臺辦、非官方的海基與海協兩會、甚至許多民間交流的
智庫已中斷。這形成了一種「冷和」的形態。但在策略上，實無法
將臺灣完全歸類於「抗衡」中國大陸的光譜之中。主要因為臺灣雖
然自二次大戰後就受到美國在經濟與軍事上的支持，意識型態與傳
統勢力影響甚深。但是，臺灣在經貿上已經過度依賴大陸的市場，
使其在經濟上很難跳脫出大陸的主導地位。這種「經濟合作，政治
疏離」的悖反發展，在兩岸關係上是有跡可尋的。李登輝時期的「戒
急用忍」和蔡英文「新南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鼓勵臺商不
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必須分散經濟上的風險。這
一類的論述，持續提供臺灣運用避險策略的空間。簡言之，經濟過
度依賴中國大陸，是蔡英文不斷想要規避的主要風險，即是其避險
主要的宗旨所在。
在避險的運用上，蔡英文的對美策略與馬英九有幾點不同之
處。第一，民進黨執政初期欲強化對美溝通管道，並尋求美方更多
的安全與國際支持。特別是蔡英文於美國總統川普剛上任時，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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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道賀川普政府。這對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帶來不
小的波瀾。雖然川普在 2017 年隨即拒絕了蔡的第二次熱線要求，
但第一次「川蔡熱線」已經在國際間造成不小的震盪。第二，川普
政府在 2017 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包括 14.2 億美元的軍售武器給臺
灣。 17 據了解，這次軍售武器的後續維修、人員訓練等計畫，多是
臺灣於歐巴馬政府時期所提出的需求。但在蔡執政初期，仍然需要
美國依據約定售予臺灣相關軍事裝備。這顯示臺灣仍然希冀華盛頓
在安全上面的支持。然而，這些軍售表面上看似龐大，其實只是美
國在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上所規定的防衛型武器銷售，並不違反
美國長久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這些軍購亦沒有將臺灣納入美
方對抗中國大陸的體系。第三，臺灣在 2017 年底出版的《106 年國
防報告書》中，將臺美軍事合作檯面化。並在書中提到「夥伴關係」
的軍事合作項目，包括美國持續供售臺灣所需的防衛性武器，確保
臺灣維持足夠防禦能力，並建立全方位軍事交流。這也是第一次臺
灣將對美軍事交流公布在官方文件裡。
在臺灣一系列拉攏美方的動作後，中國大陸祭出對臺強硬措
施，希望將美中臺三邊關係，從蔡英文一上任時的臺美聯合「軟抗
衡」中國大陸政策，拉回到「維持現狀」(status quo)。這些強硬措
施包括：西非聖多美普林西比 (Sāo Tomée Príncipe) 終止與臺灣的
關係。隨後在 2017 年 6 月，中美洲極具代表性的友邦巴拿馬 (Panama)，也宣布與臺灣終止長達 107 年的友誼。論者認為，從巴拿馬
這 幾 年 對 臺 灣 的 論 述 轉趨 低 調 ， 包 括 連 續 三 年在 聯 合 國 總 辯論
(General Debate) 中沒有替臺灣發聲。接著是 2017 年十一個國家要

17 這次的軍售內容，包括預警雷達、HARM 高速反輻射導彈、MK48 魚雷、聯合距

外武器 (JSOW) 空對地飛彈、SM-2 導彈部件、MK54 輕型魚雷轉換套件、4 艘紀
德級驅逐艦的電戰系統的技術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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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把「邀請臺灣以
觀察員身分參加 WHA」提案列入議程，亦未見巴拿馬支持。可見
臺巴關係在中國大陸的影響下，已經有所動搖。以上的衝擊並不是
中國大陸面對蔡英文所做出的唯一反應。北京當局除了終止兩岸在
國際上的合作外，更對臺外館名稱及地點施壓，還有派遣航空母艦
及戰機在臺灣附近進行環島之旅，宣示主權意味濃厚。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外援的有無對非軍事強權是否採取避
險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吳玉山，1997)。若強權給予明確的安全承諾
與軍事支援，會進一步加強這些非強權避險的意願。但若全盤接納
強權的支援，反而不利其避險策略的推展。假使強國的軍事安全承
諾不那麼明顯，則非強權在軍事的自主與獨立性上，將有更大的發
揮空間。例如，川普在 2017 年的軍售提案並沒有售予臺灣長久以
來一直想要購買的新型戰機 F-35B 與柴油潛艦。雖然從歐巴馬政府
時期已成為熱門議題，但考慮對中關係，川普並沒有大幅修正歐巴
馬的對臺軍售政策。因為出售新型隱形戰機或是柴油潛艦不但破壞
目前臺海所擁有的安全平衡，亦非北京所樂見。參議院在 2017 年
通 過 的 國 防 授 權 法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CAA
FY2018) 的討論中，期望特別允許美國海軍軍艦例行性停靠高雄港
及臺灣其他任何合適的港口。18 但即便如此，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莫
健 (James F. Moriaty) 認為美國軍艦停泊在臺灣港口相當危險，不
但會引起中國大陸不必要的軍事回應，而且這是行政部門的決定，
不是國會能置喙的。19 最重要的，若美國軍艦停泊在臺灣港口，這

18 美國參議院對國防授權法的提案，見參議院第 115 次會議 (2017-2018) H.R. 2810

號議案 (6/28/2017)。這項授權法已經在 2017 年 12 月為川普批准。請參見 Legislation of the U.S. Congress (2017)。
19 有關莫健的講話，參見曹郁芬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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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一種軍事上的「置入性」行動，臺美之間的軍事系統必然會
有所接觸。臺灣在面對美國軍事的強大介入下，便難以跳脫美國的
軍事指揮體系。這樣對蔡英文的避險政策增添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也會使臺灣在防禦與對外能力上喪失獨立自主的能力。
蔡英文自 2016 年上任後，最大的區別在於對美關係上較馬英
九更為主動。從川蔡熱線始，遊說美國會授予臺灣軍售，並發表最
新版國防報告書，臺灣展現其對華盛頓更緊密的關係。此外，參議
院於 2017 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重啟美國海軍軍艦定期停靠臺灣
高雄港或其他適當港口，以及允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接受臺灣進港
停泊要求，拉高了臺美軍事合作關係的層級。再者，2018 年的臺灣
旅行法在美國參、眾兩院皆以無異議方式通過，川普也在收到法案
後立即簽署生效。雖然川普仍保留了許多裁量空間，但在法案簽署
後仍清楚可見蔡政府在對美事務上試圖拉高戰略高度。此外，2018
年六月美國在臺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的新館落成典
禮， 國務院指派 主管教育文 化的助理國 務卿羅伊斯 出席 (Marie
Royce)。適逢川普與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峰會，美仍派遣羅伊斯出
席落成典禮並公開致詞。這反映了臺美夥伴關係的重要性與雙方非
官方關係的廣度與深度。臺灣在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爭取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美眾院 172 名議員致
函世界衛生組織敦促允許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在面對
習李體制的對臺工作，臺灣仍希望藉由與華盛頓的合作，來穩固緊
張的臺海關係。這也符合了對避險的定義，即是臺灣與兩強之間，
關係要保持等距，策略要維持彈性。
雖然經貿上仍然強調與中國大陸有著緊密的關係，在此同時民
進黨也不斷強化「新南向政策」，期望藉由分攤中國大陸投資風險
至其他東南亞國家上。其實早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臺灣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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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東協部分國家的主要外資來源，而臺灣也為擴展政治上的影響
力，開始推動產業投資往東南亞集中。此即所謂的「舊南向」政策。
在 2016 年時，行政單位依據當年 8 月 16 日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通過
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新南
向政策推動計畫包括了「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
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除了預計將專項投入 42 億新臺幣資
金外，還將新南向政策的實施範圍除了原有的東盟十國、澳大利亞
和紐西蘭之外，進一步擴大至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
泊爾、斯里蘭卡、不丹等六國 (行政院，2016)。20 蔡英文政府主要
是希望在資源的注入後，全面推動臺商到東南亞國家投資。另外也
希望臺灣學生未來到東南亞實習就業與發展，並且推動臺灣既有的
東南亞外籍配偶，利用「語緣、親緣和地緣」的優勢，作為臺灣「新
南向」和其母國的連結 (王正，2016)。
在金融貿易方面，新南向政策在每個國家設立「臺灣投資窗口」
(Taiwan Desk)，協調目標國家和協助投資臺商。同時臺灣也提出針
對新南向政策配套的「貸款及保證方案」和「輸出保險優惠措施」。
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
立「經濟共同體意識」。這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利多，再搭配對東南
亞國家宣傳，遂串起蔡英文的主體「新南向政策」(王正，2016)。
川普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時的口號「美國優先」，使臺美關係
似乎出現了一些不穩的信號。面對中國大陸的巨額貿易逆差達將近
400 億美元，蔡英文希望把臺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貿易，及從中所
能取得獲利順差的現實與機遇，移轉到東協國家。蔡英文的「新南
向政策」其實是對美中臺關係的基本微調，是臺灣在中美間維持等

20 關於新南向的具體內容，請參見行政院新聞局與新南向政策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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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關係的一種輔助措施。 21
綜合以上所述，蔡英文政府現階段的兩岸政策，基本上仍可視
為避險的應用。首先，在經濟上雖然提出新南向，但對大陸的廣大
市場和經貿產生依賴後，無法在短時間找到替代方案。2017 年臺灣
第一大出口市場仍為中國大陸，占整體出口比重 41%，出口金額較
2016 年增加 16%；2018 年上半年對中國大陸出口占整體比重 41%，
出口金額較 2017 年增加 15.1%。 22 在總體進出口貿易量上，以中
國大陸為最大貿易夥伴。圖 3 顯示在馬英九時期，除了 2009 年與
2015 年對陸總體貿易小幅下降外，其餘的貿易依存度都相當高。蔡
英文執政後，對陸進出口總值達 1,389 億美元為歷史新高，2018 年
前五個月的貿易總額也有 605 億美元。以上數據我們發現，經濟上
雖欲藉新南向政策分散投資大陸的風險，但實質上仍無法有效解決
現階段對大陸貿易依存度過高的問題。面對北京在 2016 年後更高
壓的對臺工作，企圖縮短兩岸之間的距離，迫使蔡政府積極拉攏美
國勢力，這就是所謂的避險。 23 其次，避險策略的定義中，包含了
軟平衡這個項目。蔡政府進行一連串的「外部抗衡」與「內部抗衡」
，
表面上是加強了抗衡中國大陸這個面向，實則仍在進行避險策略中
「軟平衡」的戰略選項。24 只是其軟平衡的力度較馬政府高一些，

21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量為對東協國家的一倍。臺灣和東盟十國之間的貿易占比

約為 15%，與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貿易占比合計約為 3%。而兩岸貿易占比
則約為 30%。請參見王正 (2016)。
22 請參見行政院 (2018)。另參閱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2017 兩岸經貿中國大
陸經濟情勢分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23 北京欲縮短兩岸之間的距離，而臺北方面也欲拉近與華盛頓關係。這就是等距離的
觀念。
24 蔡英文政府多次在重大兩岸關係報告中不斷重申「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並且於
一些官方場合開始使用「中國大陸」的稱謂，遂可見蔡也在調整其大陸政策，緩和
緊張關係。請見邵宗海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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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金額 (2008-2017) (單位：億美元)

但總體戰略思維與大方向仍跳脫不出避險範疇。往後，臺灣能否繼
續獲得華盛頓足夠軍事與安全上的承諾，就變得弔詭且棘手。
該如何巧妙運用避險策略？相關論者提出以下幾點以供東亞
國關學界參考。第一，在面臨兩大強權未知的競爭與合作前，切勿
明確地選邊站。而最佳的戰略選擇就是左右逢源，特別是當兩大強
權在競爭又博奕的初期，選邊站是不明智的策略。新加坡前駐聯合
國大使馬凱碩 (Kishore Mahbubani) 曾經公開指出，以新加坡的例
子，地緣政治一個永恆的規則是「新加坡必須像小國一樣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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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bubani, 2017)，所以新加坡應該以中東卡達與其他中東國家交
惡為前車之鑑，謹慎行事，對大國事務必須非常克制。此論點與郭
清水的論述不謀而合。郭清水認為，與在競合中的大國保持距離，
不但可以採用彈性的外交政策，也避免當兩大強權進入生死相搏的
時候，不必要地跟著陷入戰爭的泥淖 (Kuik, 2008)。
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 (Vivian Balakrishnan) 在 2017 年 7 月發
表的一篇外交談話裡指出，新加坡的外交核心是；一，必須要有蓬
勃的國內經濟與穩定團結的社會，否則會被國際社會邊緣化；二，
新加坡必須捍衛自己主權，不能成為他人的附屬國；三，廣交朋友，
不樹立敵人；四，新加坡必須不斷促進建立一個法治與習慣基礎上
的國際社會，因為在強權政治下，小國很難生存；五，新加坡必須
秉持一個平穩不偏頗的外交政策，讓各大國了解新加坡的價值觀，
並公開公正地與各國打交道 (“Full speech,” 2017)。從他的發言裡
可以看見，小國的外交政策必須奠基在一定的實力，有價值的看法，
懂得在大國之間游走。精細的外交技巧和充分了解中美兩國關係，
將小國的外交「巧實力」徹底運用在國際社會，效果也會遠遠超過
預期。
避險策略第二個重點是，面對強權在競合的期間所釋放出來的
政治或軍事承諾必須更加小心。David Lake (2009) 在他的層級結構
(hierarchy) 專書中提到，過度的扈從 (bandwagoning) 會使一個國
家的主權被犧牲。 25 國際社會上仍有一些國家是美國的附庸國

25 Lake 認為在二次大戰過後，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即是一個近似帝國體系的

「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此體系具有一個由上而下分散權力的層級體系。
Lake 主張，即使國際社會是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下，層級體系仍能與無政府結構同
時存在。參見 Lak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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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orate)，例如在南太平洋的馬紹爾共和國 (Republic of Marshal Islands)。這些國家有形無形地受到美國在安全與經濟的影響，
必要時得尊重或讓渡部分國家的主權來換取強權的保護。避險策略
具有扈從策略某部分的特質，亦即非強權必須接受強權國在軍事與
安全上的主權干預，來換取保護。若是這樣，必將在軍事與安全主
體性上受到強權的制約。
臺灣未來在接受美國軍事援助與安全承諾上，必須保有一個富
有彈性與議價空間的戰略。當美國提議在臺部署「戰區高空防衛系
統」(Terminal High At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時，主要目的是
將其納入其亞太戰區防衛體系。並進一步與日韓結合，成為美國戰
略部署的一部分。若臺灣真的納入此體系，則未來在防空安全與電
戰雷達系統上，勢必要聽從華盛頓指揮。這對兩岸關係並不會有多
大實質的進展，且在臺灣的戰略上，會把臺灣從避險的光譜上，慢
慢退向抗衡，這對兩岸關係不但沒有助益，反而是相當危險的。
避險策略最後一點是運用地緣政治學上的戰略地位。臺灣位處
第一島鏈，此戰略位置串起以歐美為首的政經文化戰略上的「利益
線」。雖然美國早期有所謂「棄臺論」主張，認為美國放棄臺灣這
個防禦戰略位置，往後退數百海浬以關島為第一島鏈的樞紐。一來
可以避免因為臺海問題陷入與大陸的衝突，二來亦可繼續維持第一
島鏈在防堵大陸擴張的效用。但這個論點正好凸顯了臺灣在傳統地
緣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文臺灣的案例對避險的實際應用增強了可驗證性。不管是
馬英 九 或現 任 的蔡 英 文 ，都 是 在中 美 兩國 之 間 試圖 製 造等 距 離
的關係。臺灣一方面維持並加強兩岸的經貿關係，促進商業往來
與人 員 交流 ； 但另 一 方 面也 同 時積 極 與華 盛 頓 保持 暢 通的 對 話
管道 。 臺灣 要 維持 對 大 國的 等 距關 係 並非 易 事 ，面 對 未來 的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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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臺灣方面勢必要對避險策略做更細微的調整與全盤的規劃。
首先，臺灣在國防支出上必須維持一定的預算。如同東南亞
國 家 一 樣 ， 2005 年 到 2014 年 間 東 協 各 國 的 國 防 經 費 增 加 了
45%，如越南調整了 128%和印尼 122% (Goh, 2016)。依據蔡英
文在競選時的《國防政策藍皮書》第 7 號「振興臺灣核心國防產
業」，明確承諾當選後會努力把國防預算提升到 GDP 的 3％。
然而綜觀這幾年臺灣的國防預算，從馬時期 GDP 占比的 2.4%，
逐年下降到 2015 年的 2.03%。2017 年與 2018 年也分別為 1.86%
與 1.84% (晏明強，2017)。這樣的預算是否能面對未來的挑戰仍
值得討論。
此外，臺灣在避險的議題上，必須加強與東協各國的討論。包
括學者間的互訪，亦或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與共同發表期刊論
文。目前各大主流國際期刊對於避險的接納度已慢慢提升。但大多
還是由東協或西方的學者發表。未來在更細微的論述上，臺灣或許
可以試圖增加更多能見度，但這還有待相關領域學者繼續研習。

肆、結語
本文主要依循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架構與權力結構的觀
點，輔以國際政治上的現況，提出對於避險定義的探討與應用。避
險政策適當地解釋非強權如何在艱困的國際環境下生存與發展。避
險政策並非搖尾乞憐，而是提供決策者在安全上的另一個考量。當
決策者能摒棄過去聯合其他國家對抗具侵略性的強權同時，轉變思
考策略，採用合作代替對抗，以最小的成本維護主權與尊嚴。本文
並非完全否定採用「權力平衡」，而是解釋決策者在制訂對外政策
的同時，能依據實證理論所得出的結果，在國際安全的各項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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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採行避險策略。一個適當且富彈性的策略，並且與競合中的強
權間保持等距關係，將是減低國際衝突最有效的良方。
東亞地區在面對大陸的快速崛起，與美國川普政權「美國至上」
主義的競爭與合作態勢下，未來勢必面臨更嚴苛的挑戰。當兩大強
權在東亞仍不願放棄其傳統利益，避險遂變成此區域一個務實且富
有彈性的選項。臺灣如何在兩大強權間尋找中庸之道，避免成為大
國博弈中的棋子，考驗執政者是否能夠細微地調整戰略與戰術。臺
灣的處境已經比過去更為艱難，如何在美中臺關係游刃有餘，避險
概念提供決策者一個具有戰略高度與深度的架構。期望未來東亞國
際關係學者可對避險的定義與因果關係做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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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美軍售品項與內容 (2007-2016)

No.
Weapon Description
Designation
2
Osprey Minehunter

Year of Years of
delivery delivered
(2007) 2012

12

P-3CUP Orion ASW aircraft

(2008) 2012-2015

(32)

(2008) 2013-2016

(144)

RGM-84L Harpoon-2 Antiship MI/SSM
RGM-84L Harpoon-2 Antiship MI/SSM
Standard Missile-2MR SAM

(235)

60

182
171
(25)
264
4
3

(1000)
30
(17)
(122)
(2)
(9)

Comments
Second-hand but modernized before
delivery; $30 m deal; Taiwanese
designation Yung Jin
(12) $664 m deal (offsets 70%) ;
second-hand P-3C rebuilt to P-3CUP
(32) UGM-84L version for Zwaardvis
(Hai Lung) submarines; delivery
(60) $90 m deal; AGM-84L Block-2
version; for F-16 combat aircraft
(144) SM-2 Block-3A version

2008

2010-2012

2008

2010-2012

AGM-65 Maverick ASM

2009

2011-2012 (235) AIM-65G2 version

FGM-148 Javelin Anti-tank
missile
FIM-92 Stinger Portable
SAM
FIM-92 Stinger Portable
SAM
MIM-104F PAC-3 ABM

2009

2011

2009

2009

2012-2014 (171) $45 m deal; for AH-64E
combat helicopters
2012
(25) $9.9 m deal; Stinger Block-1
version
2011-2014 (264) Part of $3.2 b deal

Patriot PAC-3 SAM/ABM
system
Patriot PAC-3 SAM/ABM
system

2009

2014-2015 (4) $1.1 b deal

Patriot PAC-3 SAM/ABM
system
T-700 Turboshaft

(2010)

2009

(182) $21-29 m deal

2009

2011-2012 (3) $600 m deal; Taiwanese Patriot
SAM systems rebuilt to Patriot-3
version
AGM-114K HELLFIRE Anti- (2010) 2012-2014 (1000) AGM-114L version for AHtank missile
64E combat helicopters
AH-64D Apache Combat
(2010) 2012-2014 (30) $2 b deal; AH-64E version
helicopter
APG-78 Longbow Combat
(2010) 2012-2014 (17) For AH-64E combat helicopters
heli radar
MIM-104F PAC-3 ABM
(2010) 2015
(122.00)

2010

2013-2014 (9) Spares
helicopters

for

AH-64E

combat

中美競逐影響力下的臺灣避險策略 541

No.
Weapon Description
Designation
Mk-15 Phalanx CIWS
(12)
4

S-70/UH-60L Helicopter

(45)

S-70/UH-60L Helicopter

APG-83 Combat ac radar
SABR
2
AAQ-33 Sniper Aircraft EO
system
36
AAV-7A1 APC

Year of Years of
delivery delivered
(2011) 2014
2011

(2015)

Probably second-hand
BGM-71F TOW-2B ARF version;
selected but not yet ordered by end2016
Selected but not yet ordered by end2016
Selected but not yet ordered by end2016

BGM-71F TOW-2B Antitank missile

(2015)

208

(2015)

13

FGM-148 Javelin Anti-tank
missile
FIM-92 Stinger Portable
SAM
Mk-15 Phalanx CIWS

2

Perry Frigate

(2015)

(140)

1 For 12 Tuo Jiang corvettes
produced in Taiwan
(4) UH-60M version; $49 m deal

(2012) 2014-2016 (22) UH-60M version; delivery
2014-2019
For modernization of 144 F-16
(2014)
combat aircraft; delivery from 2017
2015

769

250

2014

Comments

2015
(2015)

AIM-9X Sidewinder SRAAM (2016)

Second-hand but probably
modernized before delivery; $175190 m deal; delivery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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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of East Asian strategies towards a rising China and the
existing U.S. influences, unless the dominant powers insist, decision
makers have enough space hedging without leaning to either side.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by the previous Obama’s administration and
Trump’s “Indo-Pacific” policy in 2017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not only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but the continuous military competitions also need our attention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powers. Thus, Tsai Ing-wen’s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
more practical position that is best described as “hedging” yields with
more flexible op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e comprehensive studies in decisions by Ma Ying-jeou and Tsai Ing-wen to adopt hedging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aiwan has contiunuosly managed its policy by using hedge over the current reg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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