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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結構下兩岸經貿互動關係的思維
袁鶴齡＊

摘要
自從兩岸正式開放以來，彼此的經貿交流的數量使持續的增加而並
無受到兩岸政治關係緊張的影響。針對兩岸經貿互動關係的採究，本文

乃屬一規範性的研究，其目的在於企圖從系統的層面說明兩岸的經貿交

流受到國際體系結構影響的事實及理由。從對國際體系特徵的描述開
始，並由此而刻劃出後冷戰時期的體系特質，本文進而說明後冷戰時期
的體系結構如何影響到兩岸的超貿闇係。在指出我國當前對大陸經貿政
策思維上的誤謬之後，本文隨後便依據國際合作的理論架構提出台灣在

兩岸經貿互動中如何立於不敗之地，並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利

益極大化的單邊、雙邊及多邊的策略，以做為思考兩岸經貿關係之參

考。

＊中興大學 共同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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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以降，兩岸閱（系的發展歷經了五 0 年
代的軍事衝突對抗時期、六 0 以及七 0 年代的冷戰僵持對峙時期、以及

隨後逐漸開放的交流時期 1 。自兩岸開始交流以來，在 1979 年鄧小平上
台採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以及 1987 年我國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之後更

是形成快速發展的局勢，尤其是在經貿、文化、以及學術上的交流。至
於兩岸政府的官方互動雖仍無頭著進展，但「準」官方形態的「辜汪會

談」無疑叉開啟了兩岸政治接觸的新頁。在向一時期，從國際政治的層

面觀察，自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冷
戰對峙局面。此一對

直維持至八 0 年代末期才隨著蘇聯的瓦解、東

歐的民主化，而進入了「後冷戰 J 時期，屆此，國際間的互動因而展開

了另一種新的模式。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通常會因？采取的研究分析層次 (level

of analy-

sis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問題設定，假設前題，研究對象，邏輯論證的過

程，以及研究結果。一般而言，根據圈際政﹔台學者 Kenneth Waltz 說法，
國際閱（系的研究可分為決策者個人（ individual

家內部組織結構（ state

level • second image)

level , first

image ），國

，以及國際體系（ system

level • third image）等三個分析層次 2 。決策者個人的分析層次是以微觀
角度出發，而以決策者本身為研究對象〔或稱作分析單位﹔ unit

sis

of analy-

〕，以期了解其決策過程及決策產出。其次，國家屬性或組織結構的

分次，則是著重在國內政冶或制度特聲，並依此以了解圍內政治或制度
對一國外在行為的影響。換言之，其假設命題是一圓的對外行為常是圍

內政治組織間互動的結果，或者是國票制度本身的特徵便決定了其外在
的行為。最後，在國際體系的分析層次上，其研究對象是國家，其研究
的焦點是在於探討，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

外在行為 所 造成的影響 。 無論兩岸的闇係及地位雙邊的政府 如 何認定，
兩岸政府 皆 是擁有特定領土與人民的政治實體則是無擁置疑 的 事實。因

此，在兩 岸 互動關係的研究上，自然包含上述的三種分析層次 3

QUQM

。如學

後冷戰結構下兩岸經貿互動闖餘的思維 3

者 David Singer 所言，任何一種的分析層次皆有其必然的盲點，其解釋

力亦是有限而無法完全的解釋被解釋項的變異程度。然而，此一現象並
不妨礙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在此一領域中從事知識累積的工作以及抹殺

對事實真象探索的興趣，且事實上，三者彼此之間亦有互補之功能 4
本文並不企圖建構一個能涵蓋三種不罔分析層次而具周延性的

(comprehensive ）理論架構，以解釋兩岸的互動關係，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妄想。本文僅企圖從國際體系的層次來理解後冷戰的國際結構究竟會對
兩岸互動關係產生何種的影響。本文並非否定其他兩種分析層次的重要

牲，亦非認定國際體系的分析優於其他二者，實是有感於台灣內部在理
解兩岸關係及制定所謂「大陸政策」或「中國政策」時似乎有意無意的

忽略了圈際體系對其所產生的制約效果。國民黨政府近來所採取的「戒
急用忍」政策，以及在東南亞風暴後先是對台幣自行貶值，再對人民幣

做必然貶值的宣告，而在「李六條」屆滿三年之際提出與中共共同攜手

穩定亞洲經濟的呼籲，以及民進黨在本年二月進行的「中國政策」大辯

論的議題 5 及爭議 6 等皆反映出其對國際體系因素的刻意忽略或無知。因
此，本文最重要的目的是釐清對國際體系持徵的誤解，描述後冷戰時期
的國際體系特徵，以及其對兩岸徑貿互動開係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換言

之，本文較偏向於政策取向（ policy oriented ），或規範愷討論（ normative
discussion ），以期望在了解國際體系結構的變遷及對兩岸經賀互動的可能
影響後，能使政府在制定兩岸政策時，將團際環境的影響納入考量。
以下童節將分別就國際體系不變的特徵做一描述且說明一般容易為

人所誤解的概念、說明並比較冷戰及後冷戰期間在結構上的改變、而後
再將體系結構因素納入考量而歸納出兩岸在政經互動上的必然性並依此

做為思考未來兩岸經貿交流關係的參考。

二、國際秩序與穩定
在蘇 聯 所領導的共產集團解體而造成冷戰的結束之後，追 求所謂後

冷戰時期 國 際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的呼聲似乎頓時之間響 徹雲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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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議之處在於若是後冷戰時期所進求者為「新 J 秩 4字，則在冷戰 1
期間所追求首勢必為「舊」秩序 c 但問題是秩序本持如何會有新舊之

分？此外，問：奈之間的各國互動，其目的真的是在於追求快序？或者哲
說是追求穩定才較符合實際。

存在於 週際政治領域研究中的各派學說星空然對國法街突與合作的益嘲

~＂；~

項議題有不同的邏輯論證及解釋，但彼此之問對諸園所處的國際環境郤

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前提，亦即它是一個混 i屯的（ anarchic ）、無政府狀態的 1
（口O

common

g忱m叫枷

干 lj 益、及兔 7令它國暴力的威脅（ the threat of violence ），各圓在武力使涓 1

(the use of

f 吋ce ）上自，＇J 合法 i生 (legitimacy ）巴不 容置疑。而在各國 之上並 ？

不存有一個 ﹔j~ 夠合法使用武力的起國家組織。反說 ，在國內政﹔台的範喝 ：

中，為了保 ＂蔓人民免 .~~暴力威脅的恐懼 ，政府 玟焉唯一可以合法 使用賞 ？
力的組織。換言之，圍內及國漂政治主要的區別在於武力使用的合造

性，或是如 Kenneth Waltz

所言在快使用武力的過織模式的不同（” The

difference bd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es not in the use of ;!
force but ir the different modes of
about

organi叫on

for doing something

;

it.811 ） 。因此，再進一步探索可知 ，秩序 的時其背後所依靠 的 剛

是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試想，如果在一圍之內，除政府之外尚有其他j

「合法的 j 武力使用者（例如幫涼），買iJ 圍內供午又當如何維持？而其！﹔
又與團際政台之區別何在？如果園內政府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來自於被

轄者的同意及授權，則在國際上因缺乏一個為各團所共同同意及願意

予管轄權的迢主權政府的存在， E 此在國漂政，台的範峙中實無所謂秩
可言，更遑論有新、舊秩序之別。如果國際之高造有秩序可言，國際

力政﹔台（ power politics ），則在無政府的混沌情境下，國際之
立非無一日寧靜。但這又似乎與現實有所出入，畢竟在過往的歷史中

平的時期仍舊是多於衝突的時期。在國際互動的作用了，如果一圓的＂，，［i

外行為是 決定於它國對該國行動所採取反制的一種「反」反 制措施~ ~1~
則各國欲 維護其主權利益的前提條牛便應是降哇軍與國之間 互動的不明

定性（unce巾inty ），或者說是增加對它國行為的可讀測1生（ p叫ictabil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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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理體系的穩定與否決定了國家問互動的 F 確定程度，而這又

一盟在維護其利益所必煩付出的吃！買。因此，在國際街突與合作
城中，學者所試探究的間題焦點是在－＠無政舟的狀態下國家之間

1日何 15 位達成以確持體系的穩定 10 ，而非問際秩序何時才會出
:i. 試之立他們企圖理偎在何種的體系結構或機制下，國際之間才

p 產生以追求共同的利益（ common interest ）及遊兔共同的厭惡

雖持盟際體系中行為者行為的可預測陸投需確保體系穩定的重要

，則下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便是那些結構也因素拘束了國際行為
品？雖然國際政﹔台的研究者彼此之間對如何推持國際體系穩定的
結構特拉與穩定之悶的關保有迫真的看法， m＿可以確定的是權力

'power distribution ）、極（ polarity ）、經濟的個互依賴（ economic
ndence ）、及核子嚇沮（ nuclear deterrence ）等皆是決定體采是否

接定的重要結構性白素 12 。如果上述的結惜，（主因素決定了體系的
否，則在後冷戰時期，這些結構性因素展到 cB 何種有別於冷戰時

說則！直做進一步的說明及比較 c

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特徵
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區際體系可以美蘇兩強對峙之有無區分為冷

冷戰時期， ffij 兩者在結構因素之所呈現的主異可由表一說明。

.~表一得知，冷戰時期是一個以美、蘇為主她的兩極對峙局面，而
，的分配上顯現出極端的不均衡的現象﹔反觀， 1美冷戰時期則是－
1勢力相對均衡且多~相互競逐的局面。在南極對峙的態勢了，其

軍求自保而尋求結盟的選擇對象相當有限〔不是與美國結盟，便
永薛酥的奧援〕，因此團家行雋的可預測！生相當的高。反之，在

期間， 蘇聯的瓦解、美國實力的相對衰退、以及群雄 而起的局
快而 使 得其他團家在聯盟的選擇上變得較有彈性，因而， 亦使得圓

的為 變 得較難以預測。如果如前述，穩定是意指行為的可 預測性，

~ 9 :~

t主冷戰結構下兩岸經質互動關後的思維 7

經濟實力上日漸升高，而美國霸權的地位相對掉落之際，美國不但喪失
掉原先所真有的優勢能力（ capability ），而且本身更沒有意願（ willingness)

獨自擔負起維持體系穗定的重責大任 13 。因此，在後冷戰時期的多極體

系中，國際機制反而扮演起指霸權之後維持全球穩定的重要角色 14 。聯
合國在訶解國際衝突及維持區域安全上的企圖，或是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在促進全球質易自由化的努力皆是國

際機制企圖以團體的力量促成國際合作的最佳範例。

如果罐持秩序的方式是透過武力使用的合法性，貝U 穩定的維持便須
透過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當前者能透過合法使用武力的方式來拘束其

成員時，後者則必須趨之以利來誘使各國合作。換言之，其合作的前提
必須是合作的獲利必須大於不合作的結果。至於促使國際合作的機制則
會因體系桔構的不同而有差別。在冷戰時期，國際合作的機制建立在霸

權的宰制（domination ）。霸權國不但可藉由其在軍事、政﹔台上的優勢提供
其聯盟國安全上的保障以確保兩極在軍事權力上的均勢，同時亦可藉由

其在經濟上的優勢來設定一自由開放的國際經貿體系 15 。反之，在後冷
戰時期，由於霸權的實力相對衰退，因此促使國際合作的任務則由強調

協調（ coordination ）的國際機制所取代 G 由於機制的運作對其成員並無拘
束刃，因此欲達成國際合作的目標仍有賴強國的領導 (leadership ）。換言
之，此種強權領導與霸權作為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強調的是協調功能，
而後者則強調的是宰制功能。而相對而言，在強調協調功能的情況下，

國際社會的諸國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及其可選擇的頃目皆大於在強調以
宰制功能為主的國際社會。

當後冷戰時期展現出如上所述的結構性特徵及其對國際行為者行為
的影響，則在此結構之下的兩個行為者，大陸及台灣，彼此之間的互動
閱係自然受此結構的影響，因為兩者的行為皆無法自外於此種結構的拘

束之外。在下節中，本文便將針對此點做進一步的分析及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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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冷戰與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特徵差異之比較
時期
•/.>..

("TJ

戰

期

時

f妥

1%

戰

時

期

體系特種

東西對時的態勢瓦解

權力配置

相當不均衡，以美、蘇超強

{ power distribution)

為首的東西陣營相互對峙

，美、 f我勢力相對衰
退，而德、日、甚至

中共等國之權力相對
提升

極

南極〔英、黃某〕體系（ bi

(polarity)

larity)

po-

聯盟問（ inter-alliances ）的

經濟互賴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經濟互輯捏直相當低，甚至
有括制或制裁的行為﹔而經

濟互賴大部份集中於聯盟內
話團﹛ intra-alliances)

接武競賽！墓存在於美穌之間

，在懷武的「相互保證毀滅

核子磁阻

(nuclear deterrence)

多極體系﹛ multi polar-

ity)

(mutual
assurance
destruction) 的持徵下形成
(balance
7 「恐怖平衡」
of terror)
」

不 f旦聯盟內詰圈，而
且聯盟問各國在彼此

的程 j齊互賴程度上皆
有顯著的增加

檳武的擁有不再是美
蘇兩國的持懼，按武
的擴散已使團際社會

的安全受到要嚴重的
間脅

則冷戰時期反而較後冷戰時期來得穩定。事實上，若綜觀自二次大戰結

束至今的圓際現勢，則不難發現在美蘇對立期間國際衝突發生的次數似
乎並沒有較後冷戰時期來得多。在兩極對立期間，為避免衝突的升高而

造成兩強在軍事上的直接衝突，美蘇兩霸權國對於任何可能造成此種結

果的爭端管會強力介入，如韓戰、以阿戰爭、以及兩伊之戰等，因此反
而對聯盟內諸圓的行為有所節制，而穩定了國際體系。當冷戰因蘇聯的

瓦解促使美蘇原先對峙的緊張關係消失之後，國家之間的軍事結盟關係

反而為經 濟合作所取代，各圍之間經貿往來的程度日趨緊密， 而在經濟
互賴的程 度 上亦日漸升高。由此，經濟議題的重要性相對上巴 超越了軍

事安全議 題 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當德、日、甚 至中共在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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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冷戰結構下兩津經貿互動發展
兩岸之間的互動關係自 1979 年大陸採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及 1987
年我國開放大陸探親之後便蓬勃的展開。雖然交流的範團包括文化、體

育、學術等各領域，但兩岸之間的互動仍以經貿交流最為頻繁，亦最為
國家及社會所關切。兩岸之間的經貿交流究竟始於何時實難以考證。然
而，可以確定的是自 1979 年鄧小平宣布實行政革開放的經貿政策之後，

兩岸的經貿活動才有較積極的接觸。兩岸的經貿互動在中斷了三十年之
後又重新的恢復，從大陸方面觀察，乃正如鄧小平的指示，真希望儘速

與台灣進行經貿交流之目的乃在於希望引導台灣資金流入大陸以有助於

其內部四個現代化的行，並使祖國的統一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的。基
於此一指示，大陸官方遂於同年五月訂定「關於開展台灣地區賀易的暫
行規定」以做為引進台商的主要依據。反觀台灣，早期在「三不」的原

則之下，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合法性一直無法落實，因此在大陸廣大市場

的吸引之下，透過第三國而赴大睦投資的行為早已在暗地中展開。此種
「非法性 J 的貿易往來一直到 1987

年政府宣布開放二十九項大陸農工原

料的間接進口及開放探親之後才逐漸的變成合法。此後，在台灣經濟、
政治、與社會三方面結構因素的推恥之下，使得台商的赴大陸投資已成

為風潮，而對於諸多在台灣巳成夕陽工業的產業，又因此在大陸尋找到

了第二春 17

。但縱然如此，政府對於完全開放兩岸直接通商一事至今在

政冶考量之下仍採相當保留的立場，尤其是在 1995 年大陸飛彈試射及軍
事演習之後，「戒急用忍」的保守政策更是成為政府處理兩岸經貿關係

的主軸。
此一保守的政策作為似乎並無法有效的過阻台灣的「大陸投資熱」。

事實上，兩岸的投資與經貿交流的互動不但有日益增加的現象，且雙方

在國際化的程度上更因內部經濟的擴張，對外貿易的成長，以及國際投
資的大量 進 入而明顯的提高。表二所顯示者即為自 1979 年至 1 995 年，台
商赴大陸 投 資的數量及金額的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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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商赴大陸投資統計表
單位： E 萬美元

言之空

經

濟

部

核

准

7
貝
與之

料

f牛數 金額 單位金額

(A)

(B)

(C=B/A)

大
f牛

0

數

對

外

宣

『-f口
戶－

了貝
魚之

料

協議金額 實際金額 單位金額
(E)
(D)
(G=E/D>

22.4

96

431.7

152.5

80

1103

890.0

222.4

8

466.4

80
86

79-88

227

218.7

89

539

90

正』

陸

91

237

174

73

1735

1388.5

92
93

264
9329

247
3168

94
34

6430

5543.7

1050.5

10984

9964.9

3138.6

91

94

934

962

103

6247

5394.9

3391.0

86

95

490

1093

223

3052

2797.9

2250.0

91

96

383

1229

321

97

728

1614

222

8487

萬）

30281

26630

10693.8

88 （萬）

計

12369

68(

資料來源：台灣部份：經濟部投審會，〈中警民國警 1喬及外國人投資、技 f符合作、

對外投資、對外按計tj 合作、對大陸間接投資月報〉。六隍部份：中國對外經濟貿易
年鑑’時引自加藤寮二茗，「發展中的兩層經濟交流 J

四期（民團八十五年 〕

’〈台灣研究欒刊〉’五十

，頁八七。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的資料顯示，赴大陸投資之台商在數量、金額、
以及單位金額上皆有顯著的增加。截至 1997 年，台商赴大陸投資之件數

總計有 12369 件，總金額為 84.87

億美元，而平均單位投資額為 68 萬美

元。從其趨勢上看，在 1991 年台商赴大陸投資者計有 237 件，而其金額
僅 1.74 億美元，但到了 1997 年，核准者有 728 件，但其金額卻有 16 憶美

元之多。至於投資的規模亦有日漸擴大的現象 y 在 1991 年平均的投資規

模僅 73 萬美元，但到 1997 年，其平均規模巴達 222 萬美元。但由於台灣
當局禁止諸多產業直接赴大陸投資，且相當多的台商是透過其他名義或

管道赴大陸投資，因此在大陸方面的資料統計上，其所接受的台商投資
件數及金額實遠遠超過台灣當局的統計。例如在 1991 年，大陸所接受的

台商投資 案就有 1735 件，而金額亦達 13.88 億美元，且此數據 在 1995 年

更是分別 達 3052 件及約 28 億美元 18 。除了投資之外，雙方的 貿 易流量亦
是在數量 上持續的增加。在台灣對大陸開放之初的 1989 年， 兩 岸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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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僅有 38.3 億美元，但到了 1997

年其總額則增加到了 244 億美元。透

過香港而輸往大陸的產品金額，以及大陸產品經香港而輸入我國之金額

更是有顯著的增加。依據香港海關統計，在 1997 年兩岸經香港轉口的貿

易總額已達 114 億美元凶。在兩岸經貿投資如此頻繁的狀態下，其彼此
依賴的程度自然與日俱增，尤其是台灣對大陸的依存度。事實上，台灣

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巳從 1979 年的 0.25% 持續的增加至 1995 年的 9.8%

而大陸對台灣的賀易依存度亦從 1979

'

年的 0.27% 增加至 1995 年的 4.45%

20 。至於兩岸與其他國家在投資及貿易往來上亦是展現出無比的竭力，
1993 年中國犬陸更是躍居世界第二大直接外人投資（ Direct For~ign

Invest-

ment, DFI ）的接收國（receiving country or host country）訕。依據大陸官
方資料，在 1995 及 1996 年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金額分別達 31.65 億及 34.82

億美元，是除香港〔投資額分別為 201.85 億及 208.51 億。美元〕之外最大
的投資來源地，甚至高於美國〔投資額分別為 30.83 億及 34.44 億美元〕
22 。
事實上，兩岸之間經貿互動的深化及國際化現象僅是全球經貿互賴

特徵下的一種反應。後冷戰時期經貿互賴的結果不但造成了「民族國家

的終結 23 」﹒更改變了國家間經貿互動的行為模式，此即國家之間的經
貿行為已從昔日的雙邊關係演變成多邊關 f系。任何兩個國家的經貿行為
皆會影響到與其二者有經貿關 ﹛系 的其他第三國的互動行為。因此，各國

間的合作或衝突的解決似乎亦必須藉由某種自所有相關國家所形成的機

制來完成。早期的 GATT 及隨後的 WTO 其組成的目的即是企圍藉由各國

在經貿上的合作來但成全球的自由化、擴大全球的實質所得、並視本身
為一多邊質易談判的論壇（ a
尋求解決貿易爭端（resolve

forum for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以

trade disputes)

。 WTO 自 1995 年 l 月 1 日成

立至 12 月底止，其成員巳包括美、日、紐、澳、歐盟國家等 112 個會員
園，而其合計的賀易量約佔全球總貿易量的 90% 。且根據 GλTT 的估

計， WTO

成立後，若能落實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協定， 則至公元

2005 年，全球實質所得將增加 5,100 億美元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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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上的論述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 (1 ）在一個經濟高度互賴的國際

體系中，國家領土的界限已完全無法有效的拘束資金的流動及貿易的進

出：｛ 2 ）國家之間原有的雙邊關係已為多邊關係所取代：（ 3 ）國家對外貿
易行為的風臉及成本可因加入國際機制而降低且實質收益亦可因而擴
太﹔以及（ 4 ）國家之間的經貿爭端可透過圈際機制的仲裁而獲得較公平的
對待。

五、兩岸經質互動關係的另類思維
在兩岸經貿交流的議題上，無論是「戒急用忍」、「強本漸進 J

、

或是「大膽西進」的政策主張，其本身不但是巳承認雙方經貿互動的事
實與必然性，更因雙方與國際經貿社會的密切連繫，而使兩岸政府在制
定其經貿政策時無法忽略了第三國或整個體系的影響。因此，在經濟互
賴的全球化趨勢中，我國當然無法自外於此一結構。且我國若欲在國際
的經貿網結中佔有一席之地，不但無法一廂情願的忽略結構所展現的拘

束力而制定其政策，亦無法排除與大連及其他經貿伙伴間直接或間接的

互動及其影響。基本上，我國政府的政策考量在於擔心－.§＿完全開放台
商赴大陸投資可能會遭受中共的「以民逼宮」及「以商為政」的技倆，

而使台灣陷落於一個政治及經濟皆不利的局面而完全受制於中共。其實

此種將經貿依存與政治影響力做無條件式必然連結的對外關係〔外交及

兩岸〕思考模式早已存在於政府對外政策制定訥過程中 25 。然而此種經
貿實力必然可以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邏輯推理卻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26 。
第一，從遊戲理論的角度觀察，政冶互動與經貿往來兩者乃具有完

全不同的選戲結構。經賀的往來或可促進兩岸的經濟發展而造成雙贏的

局面，但在政治議題上，由於雙方對主權的堅持而演變成零和的局面。
由於真有不同的結構，因而雙方在兩種領域中所受到的圍內限制自有不

同，因此在政策考量上自然亦會有所差別。基於此，強將兩種賽局連結
而企圖以某 一領域的優勢強迫對方在另一領域中屈服的想當然 爾 的邏輯

推理實屬不 當。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第一任總統期間曾企圖以最 惠 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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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脅中國大陸改善其人權狀況，不但沒有受到國內社會的支持，更是

遭受到大陸採取以牙還牙的措施以對，則是最佳的例證。
第二、雖然經貿實力或市場實力是可以與政治影響力連結，但其間

必須要透過所謂的議價程序（ bargaining process ）的交易行為方可為之。
換言之，一國若企圖想獲有他圓的政治效忠，則其必須要以其經濟利益

來做為交換，而非以其在經濟領域的優勢來脅迫對方。至於若要使交易

的目標達成員iJ 必須要使進行交易的雙方皆認為其交易之後的所獲得的效
益會比不做此交易所分別獲得的效益來得高。在 1950 及 1960 年代，美國

並按有以其在經質上的實力來宰串lj 台灣的經濟並同時強迫國民黨政府對
其效忠，相反的，美國政府為了遂行其在亞洲的「圍堵政策」，不但容

忍台灣的對內保護、對外擴張的貿易政策，更是以經濟援助的方式〔美

援〕使國民黨政府能很快的穩住台灣內部的經濟局面，則是一例。
第三、在經貿不對稱的結構中，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若企圖以中斷
彼此間的經貿關係做為威脅依賴程嘎較高的另一方在政治議題上就範，

其本身亦須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而此並不見得是真所願意犧牲的利益。
當台商紛紛在大陸熟的潮流中移師中原而使台資在大陸佔有相當程度的
比率之後，？是另一個角度觀之，大陸反而是「依賴」於台灣。如此，在
考量到對其他外商的影響﹒以及在將經濟改革及加速吸收外資列為重點

工作的今日，大陸方面實無理由會輕易的以片面中斷兩岸經貿交流的方
式以迫使台灣在政治議題上就範。如果吾人接受兩岸程賀的往來不但受

到國際環境的影響，會影響到其他經貿伙伴的事實，則吾人實無法想像

中國夫陸會不考量中止兩岸經貿交流對其他國家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在
對外投資國際化的趨勢中，產業間的橫向擴張以及產品製造的縱向深化

結果，貿易往來巴從昔日的最後商品 (final products ）交易演變至今日的
半成品（ semi-products）的買賣。其影響所及，使吾人分不清商品究竟在
向國製造完成，因此誰會是中斷經貿交流的受害者實難以區分。

第四、 在不對稱經質結構中依賴程度較高者，其主要考量 者是一旦

中斷其關 係 所可能造成的後果，換言之即是要考量到其在互賴 閱係中的

脆弱性（ vulnerability）、願意承受損害的程度（degree of wiJJing to s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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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尋求替代的可能性（availability

of

substitution ）。如果依賴程度較高

的一方其願意承受損害的程度相當高，或是有其他替代或選擇的市場存

在，則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便無法遂行其以迎濟優勢達成政冶脅迫的目

的。在波灣戰爭中，美國總統布希曾企圖以徑濟封鎖的方式迫使伊拉克
屈服的策略因伊拉克願意承受損害的程度相當之高，且有其他阿拉伯國

家支援而無法達成。此外，中共在堅持「一個中國 J 的原則下，對於台

灣在國際外交空間的打壓可說是不遺餘力，但是其所採用的方式並非是
以中斷兩岸經貿的方式做為手段，而是採取與台灣相同的方式為之，即
金援外交。縱使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大陸方面願意犧柱其經貿成果而片
面的中止兩岸經貿交流，但是如果政府能在兩犀經貿往來頻繁的現實
上，務實的早日改變本身內部產業結構，擺脫掉勞力密集的夕陽產業，
並朝高科技、科技密集的產業移動，則當來自真正須要面對此一事實所

必須付出的調適代價（ adjustment costs）亦不致過高。此外，如果政府能
協助台商開拓東南亞、拉了美洲、甚至東歐等其他區域做為可能的替代

市場，而台商亦以多元投資做為策略，則大﹝達方面的策略則自然無法得

逞。

六、後冷戰結構下我國對外經貿政策的內涵
後冷戰時期所展露特徵在短期之內是不致於改變，尤其是各國相互

依賴的程度更會因國際分工及投資的全球化而持續的增加。至於兩岸之
間的經貿交流一旦開始便似乎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分離而不相往來的局
面，且此種關係亦會隨著大陸市場的開放及自由化而迅速的擴張。在這

些現實的環境之中，我國應如何的在不損及國家安全的前提考量之下，
不但順應國際趨勢，更思利用體系特徵以追求國家安全及統濟發展的利

益極大化則成為值得探究的議題。依據體系結構的特質及兩岸統貿交流
的現實，吾人可透過單邊、雙邊、以及多邊的策略來達到兩岸雙贏的局
面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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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單邊策略上，我國應儘可能的降低對中共的敵意〔當然此處
並非是要台灣放棄主權的宣示），並且不要在言語或是行為上激怒中共

政權，以對中共示好，並期望中共予以善意之回應。例如在軍備的購買
上可以防禦性武器取代攻擊性武器，如此不但能向中共宣示不會主動出

擊，更可因此而降低彼此的敵意，還可將節省下的經費用於其他圍內建
設及教育之上。此外，台灣亦可先擺脫掉務實外交中以建交數目做為成
效的標準，而以發展經貿關係做為思考的主軸。如此亦可使本身無須再
為了無意義的建交數目而浪費人民的民脂民膏，畢竟在金錢外交的戰場

上，中共不但有比台較高的能力（金錢），更有較強的意願為之，因此，
與其彼此相互的做金錢外交的競賽，倒不如先放棄此種受制於締約圓的
外交策略。長期下來，兩岸之閉的敵對意識或可因台灣本身的宣好而降

低。
除了向大陸方面主動示好之外，台灣單方面所能做的便是使台資國

際化的程度擴大，以及加強團際資本本土化。透過協助並鼓勵台商赴大
陸以外的地區投資，不但可以分散投資風險，更可能再提昇自身科技水

準和學習西方的高級管理技術。如此一來，便可落實分散台資以降低台
商萬一受中共牽制對台灣造成損害的程度，以及增加轉換市場的機會。

至於積極的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建立外商對台投資的信心及意願，以

加強吸收外資進駐台灣，不也有助於台灣的產業轉型及經濟成長，更可

藉此連到與國際社· ..~

~結的目標。如此一來，一旦台灣遭受到中共的攻

擊，這些在台外商定基民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要求其本國政府介入並保障

其權利，如此無形中，台想亦可獲得來自國際社會的支持。
第二在雙邊的策略上，雙方政府一定要儘快的建立正式的溝通及對
話的管道，以維護台商在大陸的權益。如前所言，經貿實力或依賴程度

與政治影響力問並沒有直接而必然的關連，市場的實力（ market

power)

亦不等於是議價的實力（bargaining power ），因此擺脫掉兩者必然連結的
思考模式 反而更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透過雙邊溝通、對話 的 建立，不
但可以使 彼此對對方有進一步的理解，更可避免因錯誤的認 知 所造成的

不必要誤 會。此外，亦可透過此種管道保障台商在大陸的權 益 ，例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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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府簽訂台商的投資保障協定，而使台灣能在國際產業分工及產業

轉型的策略下順利增強本身的國際競爭力， f吏經濟效益能極大化。當

然，一般在雙邊策略中常採取的「以牙還牙」的措施，並不適用於兩岸
闊的經貿互動，其王要原因乃是台灣對大陸的依賴程直高於大陸對台灣

的依賴程壞，且如前所言，大陸實無片面中斷開係的動機，至於台灣方

面，即使政府採取入「戒急用忍 J 的政策作為，但卻無法達成此一作為
的政策目標。
最後在多邊策略上，既然兩岸經貿往來無可兒，且兩岸經貿關係

「必然」圈際化，則積極的加入 WTO 及其他國際性的經貿組織會有助於
台灣的生存與安全。國際機制的兩大功用是 1)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lower

ing

tran臼ction costs ）﹔ 2 ）可以透過加強對不願合作者的懲罰（ facilitating

the punishment of cheaters）以確保成員國對未來的經貿交流具正面的期
望。因此，一旦兩岸政府皆進入 WTO 成為正式會員國之後，在必須遵重
其所規定的原則、規範等的限制之下，雙方不但能對等往來，更可增加

對對方行為的可預測程度，而降低了產生錯誤認知（ misperception ）而引

發木必要爭端的機會 c 若一旦台商在大隨或其他貿易伙伴國遭遇不公平
待遇（例如毫無理由或以政冶性理由中斷經貿關係〕或造 成 爭議事件
時，我國政府則無須直接與大陸交涉而可透過 WTO 的機制要求保護、補
償、或尋求合理的解決。如此，或可減少彼此直接面臨衝突而無縫衝地

帶的尷尬場面。此外，一旦兩岸政府皆加入 WTO 之後，在許多的議題上
定有合作的可能及空間以追求共同的利益，如此一來不但會改變彼此互

動的模式，更可能因此增加彼此相互信賴的程度，而使兩岸進行和平談
判解決兩岸政治問題的時機早日到來。這正是在後冷戰結構下，當國際

機制取代了霸權維持體系穩定的角色，且國際問經濟互賴的程度升高之
後，我圍得以維持國家安全及經濟繁榮的最佳企機。

~

101 ~

16 興大人文社會學報（第七期）

七、結論
針對兩岸經貿互動關係的採究，本文乃屬一規範性的研究，其目的
在於企圖從系統的層面說明兩岸的經貿交流必然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影
響。從對國際體系特徽的描述開始，並由此而刻劃出後冷戰時期的體系

特質，本文進而說明後冷戰時期的體系特徵如何可能影響到兩岸的控貿

關（系。在指出我國當前對大陸經貿政策思維上的誤謬之後，本文隨後依
據國際合作的參考架構提出台灣如何在兩岸紐貿互動中立於不敗之地，

並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利益的極大化。換言之，以正的論述僅
是企圖解構若台商持續投資大陸而不予以節制則會使台灣處於一較不利

的地位而喪失談判籌的迷思。政府對台商投資大陸之態度實無須過於保

守，而愿增加信心以更積極的心態面對。對內，加速改變產業結構的速
度，以達產業轉型之目標﹔對外，積極設法為台商開拓更多元、更廣泛
的市場，並與他國簽訂有好互惠的投資保障協定，協助並輔導台商從事

海外的投資以分散市場。此外，政府更應積極的準備加入 WTO ，排除及

化解來自圍內的障礙，如此才能使台灣在兩岸經貿互動中的利益獲得更

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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