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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Abstract
   When political analysts talk about the US-China relations, they tend to present a complicated, fuzzy, 
and dangerous picture. Therefore, some US citizens would resign to a position promoted by mainstream 
media that China is a threat to the U.S. but not understanding why. Some citizens would be skeptical 
about 'China threat' but not able to repudiat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hina is rising fast,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2. China is causing US 
domestic problems, taking away her jobs, 3. China holds a big US debt making her poor and 4. China is 
influencing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diminishing her world leadership position. In addition,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by currency exchange rate have been 
viewed as two knots in the US-China contention. In this column, we will argue that the above points do 
not pose a threat to the U.S. and the trade-currency problems are not Gordian knots at all.  *For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日前應中評社記者及中評智庫
副執行長宋楷文之提問談今後的美
中關係。

1）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到底是什

麼？特朗普希望在美中關係中得到

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必須談
特朗普革命的意義和他執政的最大
動力和目標。 他的中國政策必將
服從于他的世界觀和執行他的世界
觀的全球戰略上。

從二戰以來美國逐漸拋棄自掃
門前雪的傳統保守主義政策，變成
世界的超強，也給美國帶來繁榮和
輝煌，在 1960 年代中期達到頂
峰。其後由於陷入越戰的泥沼，美
國入不敷出國債開始飄升，為了扭
轉不利的態勢，尼克森總統做了扭
轉乾坤的兩件大事：a. 中美合作
共同牽制蘇聯 ; b. 美元與黃金脫
鉤及石油以美元定價。這些戰略的
實施促成1991年東歐共產政權和前
蘇聯的解體。 

在1991年東歐各國共產政權垮
臺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
強，為加大對全球的控制，金融寡
頭支持下的美國精英階級依賴三個
支柱：1. 論述了全球化理論，藉
由強大的美元貨幣與自由主義貿易
思想，弱化各個國家的主權管理強
度，建立美國主控的經濟世界。 
2.透過非政府組織，智庫，高校和
媒體宣揚美歐的自由主義政治的
"共同價值觀"，以便發動顏色革
命。3.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將
反對上述兩個支柱的國家摧毀。 
然而，最大的傲慢就會帶來最大的
失望，過去25年的不受牽制的濫用
上述三種力量造成今天世界各地的
動亂，貧富差異和普遍不滿。 

特朗普革命和英國的脫歐就是
歐美核心地區人民的覺悟。這些人
民的訴求就是對美國過去所鼓吹的
全球化的反思和挑戰，希望強化民
族國家的獨立性以保護當地人民的
利益。特朗普因此提出了許多違反
他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在這個意
義上他們與中國近代許多革命者的
經歷多麼相似！ 

我親身觀察了美國四十多年來
的沉淪，能感受到美國百姓的失望
挫折和無奈！他們曾寄希望于小布
希，也寄希望于奧巴馬，但是都失
望了！許多感受到自己生活品質的
被迫下降，也看到國債、財政赤
字、金融、教育、醫療、福利、邊
界管理、反恐無力、貧富兩極、政
府無能，等等問題。而兩黨的精英
人物還是老調重彈，講的冠冕堂皇
而事實上是為幕後的金融寡頭服
務。就在這個時候草莽英雄特朗普
出現了，他無視許多傳統政治精英
的政治正確套話，指出問題的本
質，就像在枯乾的原野上點起燎原
大火，燒遍美國內陸大地。 

特朗普的首要目標是明確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透過各種政策使
美國更安全，使得中產階級的生活
改善，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為此
目標服務。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將和過去五
十年以來的所有總統不同： 

1. 他反對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
化理論，反對TPP，重新談判北美
自由貿易區協定等等，更傾向於加
強民族國家的主導力量。

2. 他拋棄"共同價值觀"反對在
世界各地透過援助所謂的"非政府
組織"發動顏色革命。 

3. 反對違反美國人民利益的對
外軍事干涉行動，例如過去十幾年
間發生的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
戰爭。 

4. 主張加強美國軍事實力做為
保護美國利益的屏障。

5. 他的對外頭號打擊目標就是
伊斯蘭恐怖力量。 

6. 明確的聲明希望和中國及俄
羅斯基於發展共同利益的和平繁榮
友好關系而非戰爭和破壞。 

特朗普對中國沒有意識形態的敵
意，他的要求是中國能在安全領域
及美國經濟復蘇方面提供有價值的
合作。然而，從美國精英階級的立
場看對美國的最大威脅有三：俄羅
斯，中國和伊斯蘭極端主義。 
911之前，中國就被認為是將來最大
的競爭對手，小布希也曾對普金表
達過極大的善意，但是911的發生轉
移了焦點。 如今，美國陷入對三方
面的緊張關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
益，所以特朗普政府必須厘清輕重
緩急，2017年是定義美國將來對中
關係的決定性的一年。 

2）特朗普中國政策轉變的根源

特朗普當選後的兩個多月時間，
在大陸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間發出了
許多與過去美國政策不同的表訴，
令許多觀察家感到憂心，然而，對
我而言我從不擔心川普會放棄"美國
的一中政策"，因為：

1. 該政策的模糊空間對美國是有
百利而無一害的。

2. 拋棄該政策將迫使中國採取不
可估量的反制措施，而川普是務實
的，不可能在面臨重大內部挑戰的
此時，過度的操縱這議題。

3. 中美的實力和緊密的經濟聯繫
以及衝突對世界的影響都令全面攤
牌不可能發生。 

然而，戲劇性的一刻發生，就在
特朗普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剛完成對
韓日的訪問，重申對在韓部署薩德
（THAAD）反導系統，協防釣魚臺列
島及加強美日韓同盟關係等中國關
注的問題做出強勢而清晰立場，和
二月十日日本安倍首相將與川普舉
行高峰會談的前夕，二月九日晚間
中美雙方發佈了特朗普和習近平的
電話會談：特朗普同意恪守"美國的
一個中國"政策。二月十日在和安倍
的記者招待會中回答日本女記者以
攻擊中國南海政策和貨幣匯率為主
軸的提問中主動提到與習主席的積
極談話，預期良好的中美關係，並
強調這也符合日本利益。 整個的過
程和時機的掌握充分顯示了特朗普
的理智和卓越領導能力。 

特朗普團隊中有對華不友好的重
要人物如白宮首席戰略家 Steve 
Bannon和 主 管 貿 易 的 Peter 
Navarro，然而也有務實的如川普女
婿Jared Kushner和國防部長James 
Mattis。這次特朗普的適時表態是
團隊中務實力量的作用，也是中國
細緻，耐心和綜合實力外交的展
示。特朗普是一個有能力有精力的
強勢總統，透過這次事件可以更直
接的瞭解特朗普將來的對華政策。 

3）特朗普亞洲政策和美中關係

特朗普的具體 亞洲政策將立足于
如何支撐他的"美國優先"政策。美
國的東亞政策在2009年以後發生了
質的變化：奧巴馬和希拉蕊啟動了
亞太再平衡政策，加深南海國家的
矛盾，鼓勵以安倍為首的右翼勢力
改變日本對和平憲法的解釋以便給
美國更大的支援來牽制中國。 這個
政策是獲得美國兩黨建制派的共同
支持，他們的勢力遍佈美國的智庫
界，軍界和學界，因為它反應了美
國精英階級對中國走向全面復興的
深切不安。特朗普將延續這些政
策，但是他會拋棄"價值同盟"的旗
幟而追求現實的利益。 

美國亞太利益的主要威脅有二：
1.朝鮮加速核武和導彈的發展。 
2.南海的"自由航行權"。它們的

共同特點就是威脅到了美國的地緣
政治利益！ 

美國在東北亞的安全支柱就是利
用日本和韓國牽制中俄，透過與兩
國的協防條約保障兩國的安全，並
控制兩國軍力的發展使得兩國不能
擺脫美國的主導。朝鮮為了金家王
朝的生存不顧聯合國的反對和制裁
發展核武，直接威脅韓日的安全，
如果不處理，將加速日韓的核武

◎張文基 化。從Mattis的首次出訪就是韓
日，可看到此問題對美國的重要
性。不排除特朗普將以更嚴厲的採
取先發制人的手段解決問題，但也
可能先用恩威並濟的手段謀求與金
正恩的直接對話。強化與韓日的關
係將是特朗普亞洲政策的基石。 

人盡皆知南海"自由航行權"是美
國的一個藉口，因此越來越多的相
關國家不願隨著美國起舞。美國在
南海的直接利益是有限的，但是南
海的水道是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
的生命線，因此如果中國成為南海
的唯一有實力的控制者，一旦有
事，美國就會失去對日韓及區域各
國的控制，這是美國所擔心的。 

特朗普沒有意識形態包袱，也沒
有意願顛覆中國，他的對華政策是
改變他所認為的因為美國過去政府
的無能所造成的對美國不公平的貿
易規則。以一個成功實業商人，他
要調動一切有利條件來減輕美國的
貿易逆差和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 
美台關係包括軍售問題都是可以談
判的，他關心的是他的讓步能讓美
國得到多少利益回饋。 

4）特朗普政府對未來中國發展

的可能影響

特朗普是美國幾十年來非常特殊
的一位總統，他的上任將給中國帶
來許多機遇。 首先，他的世界觀給
中國路線的實踐可能減少許多外在
的理論挑戰和現實阻礙。 在意識形
態上他沒有過去美國政治人物的優
越感，做為一個實業經濟的提倡者
他對中國的成就是欽佩的。 

特朗普已上任 一個月 ，從他的
就職演說和政令發佈都顯示出與過
去政治人物截然不同的特質：言行
一致，雷厲風行，強勢領袖，敢於
直面各種問題，同時不受框框條條
束縛提出解決辦法，敢於任用特立
獨行的悍將，絕對是訂立大方向和
大原則的人。特朗普政治一個最大
的特點是不談虛的價值同盟，強調
美國不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
人，而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用自己
做表率來領導其他國家。他認為任
何一個國家的領袖都應該追求以本
國利益為優先的政策。因此，美國
領袖主張「美國第一」，大陸主張
「中國第一」和台灣政治人物主張
「台灣優先」都是正確的，問題是
具體政策上如何達成彼此能接受的
共贏路線。在這些方面特朗普與中
國的對外政策有基本共同點：不以
意識形態干涉他國內政。 

中美問題有許多內在衝突的本
質，例如經貿領域，安全顧慮等。 
與其像過去講些不著邊際的大原
則，或者講一套做一套，不如攤開
來講彼此具體的關注更好！與特朗
普交往必須目標清晰，不害怕矛
盾，這期間必定會有碰撞，但是只
有面對問題照顧各自的具體利益，
才能不會誤判，才能有更穩定的雙
邊關係。如果中美領袖在基本的國
與國相處原則上有共識，加上中美
有廣泛的利益基礎，大部分問題是
可以解決的。

中國是正在迅速上升的階段，掌
握機遇，靈活應對，完善自己，利
用外力來促成中國解決許多內部積
累的矛盾將加速中華復興的進程。 

今天世界的最大危機是思想混
淆，在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後，過去
西方的"普世價值"正在遭受普遍質
疑，特朗普的突起，更彰顯了"普世
價值"需要注入新的內涵，中國的歷
史遺產和近代中國所走的歷程可以
為世界新的"道"的建立做貢獻，這
也是爭取台灣民心的政治號召。

2017年特朗普面臨的最大挑戰是
兩黨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制，最近白
宮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辭職事件就顯
示鬥爭的激烈， 而這些階層正是中
美矛盾以及世界不安的製造者。 我
認為特朗普將會成功，而他的成功
有助於世界新"道"和新秩序的建
立。 

 

特朗普的對華和亞太政策：特朗普的對華和亞太政策：
回答中評社記者提問

去年十一月美國大選，一位政
治素人川普，利用美國中下層白
人選民對現狀的不滿，提出一連
串討好這批自認是"根正苗紅，純
正美國人"的民粹口號：反窮人，
反社會服務，反移民，反回教，
反少數民族，獨尊美國。不料這
些口號竟然管用，將他推上了總
統寶座。這使性格上本就狂妄自
大的川普更深信自己"天縱英明
"，決心將一些原本用來騙選票的
口號付諸實施，豎立威信。

他一接任，便下了兩道極具爭
議性的行政命令。第一道是在美
墨邊境築牆，並聲稱由墨西哥出
錢。為了這個他與墨西哥總統尼
艾托在電話上大吵，尼艾托不但
拒絕付錢，還取消了原定的訪美
之行。川普則下令對墨西哥的進
口貨品抽稅20%。在墨西哥人眼
中，川普蠻橫地以強凌弱，行徑
如同流氓。

川普的另一道行政命令爭議更
大。一月十七日，他下令禁止中
東和非洲七個信奉伊斯蘭教國家
的公民入境美國，連持有綠卡者
亦不例外。當川普在電視機前簽
署這道行政命令時，他絲毫不認
為此舉有傷人權，一副"權在我
手，你奈我何"的神態。有些媒體
諷稱他為"川普大帝"。

可是沒過幾天，川普的萬丈火
焰便被一位不見經傳的聯邦法
官，用一盆冷水，熄滅得乾乾淨
淨。該法官名為洛巴特（James 
Robart)，管轄區在華盛頓州。當
川普發佈禁止七回教國公民來美
時，華州立即興訟，一月三十日
將總統告上法庭。華州的理由是
華州為科技大州，雇用了很多外
籍科技人員。總統的禁令，不僅
影响那七國的公民，對其他外籍
科技人員，也造成了不安。因此
華州請求法官，將華州置於禁令

之外。洛巴特的判決快速而明
確，二月三日，他宣佈總統對七
國的禁令不合法，它不僅不适用
於華州，它也不适用於任何一
州！順便提一句，洛巴特法官是
共和黨總統小布希提名任命的。

川普冷不防挨了一悶棍，盛怒
之下口不擇言，痛罵洛巴特不懂
法律。同時他向位於舊金山的第
九巡迴上訴法庭求助，希望該法
庭能推翻洛巴特的判決。上訴法
庭接到總統的案子，不敢怠慢，
三位法官緊急開會。二月九日，
三人一致駁回川普的上訴。一周
之內被法官們兩次打臉，川普慢
慢明白，不是洛巴特不懂法律，
而是自己太不懂憲法，不懂何為
"司法權"。

話說1781年美國終於打敗英
國，取得真正獨立後，有幾年日
子並不好過。為了長治久安，
1987年開國先賢們在費城開會，
制定憲法。當時重中之重的議題
是如何防止暴君和暴政。一位來
自維吉利亞州的代表梅迪生建議
採用法國政治學家孟德斯鸠的分
權理論，將政府權力分為立法，
行政，司法三大塊，三者互不統
屬，互相監督。在這種制度下，
無人擁有絕對權力，也不會產生
暴君和暴政。大會接受了梅迪生
的建議，三權分立乃成為美國憲
法最大特色。

在現實政治中，聯邦法官是由
總統（行政）提名，參院（立
法）同意後任命的。一旦上任，
除了死亡，辭職，或被參院罷
免，法官們的任期是終身的。因
為不受權力干擾法官們可用學術
和良知來監督和銓釋法律，

川普似乎有不服輸的性格。但
他如果想鬥贏司法權，做夢吧！

◎張紹遷

Are Trade and Currency the Gordian Knots in US-China Contention?

Abstract
   Issuing White Paper on an issue especially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is a positive step for any 
large country to show candidness and define core interests so that the world will not have 
surprises and react in unexpected irrational manner. Since Asia-Pacific (AP) is an important 
region holding 6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nd GDP and 50% of the world trade, AP's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eace, is of ultimate importance not only to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ut also to the 
world. Reviewing China's white paper on AP Security, it reveals a lot about what are the security 
issues that do exist and what is the prospect of AP's security in the future.  After reading China's 
white paper and realizing that it has offered lots of facts and no rhetoric, this common world 
citizen felt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security in AP and would like to share his views and 
conclusions in this column.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China's White Paper on Asia Pacific Security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權力制衡"防亂政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四

近年來習總書記外訪世界各國，主持亞太經合
會， G20峰會，創設亞投行，開展一帶一路建
設，顯示中國實力及地位上升，可謂是中華民族
最輝煌的時期，全球華人均以為榮。 但在台灣香
港卻看到反常現象：許多年青人逢中必反，甚至
聲言要獨立。 

這一異象源自歷史，時間及教育因素。 現實的
原因則是經濟因素及沒有發展機會。 美國的貨幣
寬鬆政策令民生物價及房價高漲，居住條件惡
劣，又看不到前途，遂造成一批年青人上街宣洩
不滿情緒，騷擾遊客，鬧事暴動。 而現有對台港
的各項優惠政策卻令當地同胞感受如同菲印保姆
的待遇被視作外人，難以扭轉逆勢。

若台港年青人也得到與國內民眾均等機會擔任
公務員及參軍，則會改變情況。 有了參與當自己
人的感受實例，如德國統一之完美順暢是當年科
爾總理培養了東德背景的默克爾接班。 另去年美
國黑人被白人員警多次誤殺，卻未發生如六七十
年代的城市暴動，與奧巴馬擔任總統至為關鍵。

台港同胞是自己人，得到均等機會也是理所當
然，而海外同胞回國參加抗戰及建國均未受到歧
視。 將來有台港同胞當領導或參與參與做國事訪
問將令台灣人民感到驕傲，產生共同記憶，認同
國家，也消除所謂尊嚴，國際地位的爭議。

由一位村官到省級幹部，通常需要近廿年。 開
放均等機會給自己同胞效果肯定，又無成本，應
儘早啟動。

機會均等 共同記憶 國家認同

◎吳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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