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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



美中爭霸
• 美國和中國的敵對競爭與過去美國和蘇聯的冷戰經驗類似，屬於權力

和意識型態的對抗，特別是目前美國尋求與中國的經濟脫鉤

（decoupling），減少經濟的互依，凸顯軍事對抗和霸權爭奪的優先

地位（Khong, 2019: 229, 231）。

• Kroenig（2020）分析過去的歷史經驗指出，威權國家尋求世界支配，

最終會功虧一簣，而民主大國比威權大國更能夠取得世界領導的地位，

因為民主大國會運用信用舉債代替稅收的方式來增強經濟實力、民主

大國會形成聯盟來增加正當性、分擔責任以及利用盟國的支持來進行

權力投射以及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嚇阻敵國的威脅，以維繫和平

（Kroenig, 2020）。



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地圖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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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須賀軍港 (YOKUSUKA)



美國海軍艦隊分布圖



尖閣群島(釣漁臺列嶼)



尖閣群島(釣漁臺列嶼)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9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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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國海航道



南海勢力分布圖



南海九段線



太平島



太平島的戰略位置



拉法葉艦停泊太平島



空軍運輸機C130



太平島水井



內政部長喝水



太平島生活



太平島觀音堂



太平島生態



綠蠵龜



釘子島礁



中國南海島礁



過去的美濟礁



目前的美濟礁



美軍基地
（美麗的軍事基地）



南沙群島第一大島
美濟礁



目前美濟礁



目前永暑礁



目前渚碧礁



黃岩島



黃岩島

• 2013 年菲律賓將黃岩島爭議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進行國際仲裁。

2016年7月12日國際仲裁結果出爐，中國主張的九段線的排他性歷史

性權利（historic rights），被常設仲裁法院認定為違反《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且中國所占領的部分海洋地物，也被認定為不可產生領海

的低潮高地，或不能產生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權利的岩礁

（rocks）；同時，仲裁庭亦認定中方吹沙填海所建立的人工島礁設

施，已經侵害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 與大陸礁層之主權權利（蔡季

廷、陳偉華，2019: 59-60）。中國方面則認為仲裁結果是無效的、沒

有拘束力、不接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



中國在南海的灰色地帶戰略

• 中國並沒有因為南海仲裁案後就此收手，在拜登總統任期中仍然繼續運用軍事和非

軍事的手段企圖奪取菲律賓所控制的南海島嶼。2021年3月20日，220艘中國漁船停

泊於菲律賓外海175海浬由菲律賓控制的牛軛礁（WHITSUN），中國方面宣稱這些

船隻是為了躲避風雨，但當時的海象很正常，菲律賓方面認為牛軛礁位於菲律賓的

專屬經濟海域，菲律賓可以主張開發和保育的排他性權利。圍繞在牛軛礁附近的這

些中國船隻，很多並不是真正的漁船，而是海上民兵的船隻。2021年5月3日，菲律

賓外交部指出，中國漁船分布在菲律賓外海的中業島、黃岩島、楊信沙洲、牛軛礁、

五方礁和黃岩島，同時中國海警船跟蹤、封鎖、危險操作和電波干擾菲律賓的海巡

船。2021年11月28日，3艘中國海警船16日在南海攔截兩艘菲律賓補給船，並發射

水砲，迫使補給船無法運送食物給駐守在仁愛礁的菲律賓國軍之軍人（陳妍君，

2021）。



中國在南海的灰色地帶戰略

• 中國在南海島嶼所採取的戰術是漸進式的切香腸戰術，擴大中國對於

南海島嶼的控制，但沒有出現軍事對抗，這樣的灰色地帶的戰略讓對

手國家很難用軍事手段來回應（SAUNDERS, 2020: 192-193）。中國

對於菲律賓的強勢作為讓原本對於中國採取綏靖政策的菲律賓總統杜

特蒂改採軟抗衡政策：一、轉向尋求美國的協助；二、與日本建立軍

事合作夥伴關係；三、推動東協國家建立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DE CASTRO, 2020）。綜觀之，中國在拜登總統時期，

擴大南海的佔島和巡弋行動，同時對中國採取友好態度的菲律賓，得

寸進尺，毫不退讓，逼使菲律賓總統只好進行政策轉向，尋求其他盟

國的協助來抑制中國。



禮樂灘



牛軛礁和中國船隻



灰色地帶的策略

•灰色地帶的策略（Gray-zone strategy）

•國家不願意冒著升高全面性戰爭的冒險主義，採取

漸進式的方式來確保戰略影響力。這種策略也可以

稱之為軍事上的先佔策略或造成既定事實（Fait

Accompli）（MAZARRA, 2015）。



第一島鏈



突破第一島鏈



越南與美國的關係



越南與中國的關係



菲律賓與中國的關係



菲律賓與美國的關係



印度和中國的關係



中印之間的衝突



美日澳印民主鑽石聯盟



美日澳印民主鑽石聯盟

• 美國拜登總統上台之後積極推動聯盟外交，強化四方戰略對話的架構。

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個國家的元首舉行視訊會談，發表共同聲明，指出

四個將會持續優先考慮海上範圍的國際法的角色，特別是國際海洋法公約

的部分，同時會促進合作，包含海上安全，以迎接以規則為基礎的東海和

南海的海上秩序所面臨的挑戰。雖然這段聲明並沒有明指中國，但文中提

到東海和南海海上秩序的挑戰，主要還是針對中國對於亞太秩序的強勢作

為。



美日澳印民主鑽石聯盟

•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2022年在澳洲舉行四方會談的前夕接受訪問提到，

中國戰略的野心已經持續地擴大，目前的目標是以軍事和經濟來支配

全世界。

• 2022年2 月11 日，美國、澳洲、日本、印度的外交首長今天在澳洲墨

爾本就深化「四方安全對話」（QUAD）聯盟展開會談，希望削弱中

國在亞太地區不斷擴張的勢力。



群島防禦飛彈系統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愛國者三型飛彈防禦系統



愛國者飛彈基地



雄風三型飛彈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BVUKRG4Q4



台灣的飛彈防禦



台灣的豪豬戰略



台灣的毒蛙戰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717868



台灣的毒蛙戰略
東沙群島



擁抱熊貓



美中貿易戰



Trump and china
https://www.ft.com/content/16929ec2-c646-11e7-a1d2-6786f39ef675



TAIWAN TRAVEL ACT



美援



台灣航空母艦



近期美國軍售台灣的武器
F16V, Himars, Sea Guardian, MQ-98 Drone, and M109 A6



Airsea Battle
空海一體作戰策略



Airsea Battle
空海一體作戰策略

•所謂空海一體戰略是指利用相關聯的飛彈系統、感測器、導航

和其他科技來抑制敵對國家在其鄰近空域和海域的行動自由；

美國使用空海一體戰略的主要目的是癱瘓中國的反介入與區域

拒止的能力（Cunningham, 2020: 731）。



中國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
http://cdrsalamander.blogspot.com/2018/02/see-westpac-from-chinese-shore.html



中國在西太平洋的優勢

•美國軍事分析專家指出：

•中國到2040年時還無法在西太平洋地區維持支配的優勢，

既使美國沒有執行空海一體的戰略（Biddle and Olerich,

2016 : 12）



Integrated Deterrence
整合性嚇阻

•美國國防部目前執行所謂的整合性嚇阻策略。美國助理國防部

長Melissa Dalton 指出所謂的整合性的嚇阻是指美國不會只單獨

依賴美國自身的軍事力量來防止敵對國家的攻擊，而需要與其

他盟國、夥伴和國家權力的工具更進一步的整合來執行嚇阻策

略。

•整合性嚇阻的實質意涵是延伸性嚇阻，保護國和被保護國需要

進行合作來嚇阻攻擊國的入侵。



大範圍的海上封鎖

•大範圍的海上封鎖指的是美國海軍在東亞海域的咽喉點

（chokepoints）攔截中國商船，藉此破壞中國的經濟、抑制

中國領導者使用發動戰爭的重要資源、最終迫使中國領導

者來談判協商結束衝突（Cunningham, 2020: 732-733）。。



US Naval Blockade to China
http://warnewsupdates.blogspot.com/2013/03/can-us-impose-naval-blockade-on-china.html



美援



美中台三角關係理論



戰略三角關係理論

• 美國國關學者羅德明(Lowell Dittmer)指出，戰略三角關係要能夠運作，必

須滿足三個條件：

• 第一，每一方與第二方的經營關係中，會經由權變計畫和相應行為來考量

第三方可能的反應；第二，假如任何一方的政治軍事力量足夠大到可以從

三角關係中的一邊變節叛離到另外一邊時，則這個國家是三角關係的主要

組成成員；第三，任何一方 與其他兩方的關係，都不是穩定和持久的聯盟

關係。

• 換言之，戰略三角關係是動態變化的模式，隨著一方國家與他方國家結盟

行為的轉變而在結構層次上有所變遷



戰略三角關係理論

• 美國國關學者羅德明(LOWELL DITTMER)指出，戰略三角關係要能夠運作，

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 第一，每一方與第二方的經營關係中，會經由權變計畫和相應行為來考量

第三方可能的反應；第二，假如任何一方的政治軍事力量足夠大到可以從

三角關係中的一邊變節叛離到另外一邊時，則這個國家是三角關係的主要

組成成員；第三，任何一方 與其他兩方的關係，都不是穩定和持久的聯盟

關係。

• 換言之，戰略三角關係是動態變化的模式，隨著一方國家與他方國家結盟

行為的轉變而在結構層次上有所變遷



戰略三角關係的不同模式

• 戰略三角關係的交換關係模式可以分成以下幾種：

• 第一、三人行關係（MÉNAGE À TROIS），三個國家之間都是友善的關係；

第二、羅曼蒂克型三角關係，樞紐（PIVOT）國家和兩個側翼 （WING）

的國家是友善的關係，而兩個側翼的國家彼此是敵對的關係；第三、穩定

的婚姻關係，兩個國家是友善的關係，但是他們個別與第三方的國家都是

敵對的關係；第四、如果三個國家都是敵對的關係，會形成單位否決

（UNIT VETO）的關係。



戰略三角關係的不同模式

• 首先，三人行的關係可以讓三方國家以最小的成本來合作，但是對於個別

國家來說，三人行的關係並不是最確定的關係，因為個別國家對於另外兩

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不是也符合她的利益通常是不確定的。其次，在羅曼

蒂克型三角關係中，當樞紐國家公平地對待兩個側翼國家時，其可以在與

這兩個側翼國家之間的關係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但是羅曼蒂克型三角關係

也可能會讓個別的側翼國家擔心樞紐國家和另一個側翼國家可能會形成一

個敵意的聯盟來排除她。



戰略三角關係的不同模式

• 再者，穩定的婚姻關係奠基於對於第三方的相互敵意，但是當雙方的關係是不對稱的關係

時，第三方國家可能會說服較弱勢的一方脫離原本的婚姻 關係，而建立一個新的、更有

利的平衡關係。

• 羅曼蒂克型三角關係的分析框架運用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上會出現一些結構性的限制和特徵。

因為美國作為世界霸權，不需要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中擔任樞紐的角色來說服中國或臺灣依

循其意志，美國也不需要為了從臺灣獲得一些利益，而向中國傾斜，美國也不會把臺灣當

成是其迫使中國讓步的籌碼，真正影響美中臺三角關係變化的驅動因素是美國國內的選舉

循環，以及中國和臺灣的改變。換言之， 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雙層賽局影響了美中臺

三角關係演變的路徑依賴。



美中台的歷史沿革

• 1972 年 2 月 28 日，美國尼克森總統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 《上海

公報》，其中有關美國對於臺海問題的立場是美國的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的源起和內涵。美國在《上海公報》中提到，美國認知(acknowledge)

（而不是用承認，recognize）臺灣海峽兩邊的中國 人都主張一個中國、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不挑戰那樣的立場，美國重申希望由兩岸中

國人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卡特總統與中國簽訂

《美中建交公報》，展開雙方的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廢止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美中台的歷史沿革

• 1979 年 4 月，美國國會擔心總統或行政部門過於向中國傾斜，忽視臺灣的

安全，因此選擇透過立法的方式如制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來保障《臺灣的 安全》。臺灣關係法中有關臺灣安全的

規定指出，任何以非和平手段包含杯葛或禁運來決定臺灣未來的行動，將

會被視為是對於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之威脅，美國將會表示嚴重的關切；

美國會提供臺灣防 衛性質的武器；美國會維護自己的能力去抵抗任何訴諸

武力或其它形 式的強制，因而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是社會經濟制度的行

動（《臺灣關係法》第二條）。



美中台的歷史沿革

• 臺灣關係法中有關臺灣安全的規定指出，任何以非和平手段 包含杯葛或禁

運來決定臺灣未來的行動，將會被視為是對於西太平洋 的和平和安全之威

脅，美國將會表示嚴重的關切；美國會提供臺灣防衛性質的武器；美國會

維護自己的能力去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其它形式的強制，因而危及臺灣人

民的安全或是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臺灣關係法》第二條）。。



美中台的歷史沿革

• 雷根總統時代，美國與中國於1982年8月17日簽署《817公報》， 公報主要

內容是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以 及認知中國有

關只有一個中國，以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立場；在 這樣的脈絡下，雙

方同意美國將持續與臺灣人民維持文化、商業和其他非正式的關係。



美中台的歷史沿革

• 雷根總統在簽署《817 公報》之前，向臺灣提出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

第一，美國不贊成對臺軍售設定期限；

• 第二，美國不在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作調人；

• 第三，美國不會施加壓力要求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

• 第四，美國對於臺灣主權的長期立場沒有改變；

• 第五，美國無任何計畫修改臺灣關係法；

• 第六，《817 公報》的內容不應該被解讀成美國對臺軍售前會 徵詢北京的

意見。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是讓臺灣確信美國並沒有放棄臺灣。



US, China and Taiwan



美國導致中國軍機繞台



美中台情勢發展
2015 2018 2019 2020



川普總統對美中關係的診斷



戰略模糊策略



戰略模糊策略



Strategic Ambiguity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1/04/21/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china-taiwan-u-s-war/

Samuel Ramani



戰略清晰策略



戰略清晰策略



戰略清晰策略



戰略清晰策略



北風和太陽的故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美國出兵或協防台灣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Open Door Policy



Trump and china
https://www.ft.com/content/16929ec2-c646-11e7-a1d2-6786f39ef675



Biden and China
https://socialistproject.ca/2021/03/biden-continues-usa-conflict-with-china-through-quad/



美國的一中政策



Strategic 

Ambiguity

Taiwan’s 

Democracy



South China Sea
https://behindthelines.moadoph.gov.au/2016/the-more-they-stay-the-same/backstroke-in-the-south-china-sea



South China Sea
https://twitter.com/stephffart/status/659687003085115392?lang=zh-Hant



一帶一路
https://www.sohu.com/a/139852938_731021



一帶一路
https://rebelpeppercartoons.com/blog/%E6%88%91%E8%A6%81%E9%80%80%E8%B2%A8-

%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6%98%AF%E6%8A%95%E8%B3%87%E9%82%84%E6%98%AF%E7%89%
B9%E6%B4%9B%E4%BC%8A%E6%9C%A8%E9%A6%AC%EF%BC%9F/



吉布地港、瓜達爾港和
漢班托塔港



所羅門群島和中國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325/china-solomon-islands-security-pact/zh-hant/

https://read01.com/zh-hk/4nK2Kk7.html#.Yj74fXpByUk



中國和人權理事會
HTTPS://WWW.RFA.ORG/ENGLISH/CARTOONS/CHINA-HUMANRIGHTS-CARTOON-11082018112738.HTML

HTTPS://UNWATCH.ORG/LATEST-UN-WATCH-CARTOON-UNHRC-MEMBERS-AND-THE-PEOPLE-THEY-CRUSH/



美中衝突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15949715579587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