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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與寧靜
34年來「台灣關係法」的見證

▓李本京

前言

34年前的4月10日，美國國會正式通

過了「台灣關係法」，中華民國與美國

的關係自此即為民間來往，正式關係不

再存在。回憶終是件令人不悅之事，然

而卻也不能不為之，這段回憶就從民國

初建開始。

辛亥革命成功後，美國在1912年仍

拿不定主意是否應馬上承認新的革命政

府，直到1913年5月2日，威爾遜總統才

正式承認由袁世凱領導的北京政府。這

遲來的承認是否就是未來中美外交關係

上處處荊棘的預兆？

事實上，美國在1912年確實陷入一

種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擬承認這一方

始脫離封建桎梏的新中國，一方面又覺

得中國離美國過於遙遠，並非美國外交

上的主要關係國家，所以承認這一「還

不能履行政府功能」的中國政府，自然

就變得不緊要了。那麼到底什麼樣子的

政府才算緊要呢？

在功利主義影響下的西方政治家

衡量某一「政府」是否緊要，純視其是

否對本國有所幫助，這完全是站在國家

利益的立場說話。當美國官員討論是否

應該承認這一初生的亞洲國家時，也完

全以「承認」能為美國帶來什麼利益為

依據。曾擔任過駐瀋陽總領事的司戴德

（Willard Straight）即肯定地認為：承認

以袁世凱為首的政府可以用國際銀行團

的錢來「改造」中國。故為了美國的利

益，威爾遜總統終於承認了中國政府。

時隔65年，美國又因為同樣的理由而撤

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

白雲蒼狗，世事變幻，歷史讓我們

看到今天，也讓我們預知了未來。1978

年12月15日卡特總統的聲明，不但中斷

了兩國長達65年的外交關係，也喚醒了

我們一向對美關係的幻覺。我們為了這

一教訓付出了太多的代價，然而我們若

真能徹底地認清國際政治的精髓與現實

外交的真面目，為未來歲月而努力，則

雖然這一代價頗大，也是值得的。

一個時代的結束

中美外交關係的中斷說明了一個時

代的結束，一個充滿懸疑、友誼與妥協

時代的結束。在這65年中，中美兩國曾

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爭論過，也曾為了共

同的利益而攜手並肩過。然而最令人覺

得無可奈何的一段時間，則是過去的34

年來西方功利主義的現實外交毫無掩飾

地，像一片黑壓壓的陰霾籠罩在本已就

波折重重的中美外交關係上。

事實上，這重重疊疊黑壓壓的陰

霾顯現於中美外交關係上早有記載。從

1945年抗戰勝利到1949年大陸撤退期間

中美關係已經佈滿了烏雲，雖然由於韓

戰爆發使這烏雲暫時消散，最後導致了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協定的締訂。然而

兩國之間的陰影卻仍然存在。諺云冰凍

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外交關係之生變

確是「非一日之寒」所「凍」成的。

尼克森在1971年後一面積極與中共

連繫談判建交，一面又不時地向我國作

出各種保證及諾言，不知是我們有關人

士真不知道美國人的心態，還是不想知

道他們的心態，其結果是我們在1978年

嚐到了苦果。在卡特宣佈承認北京政府

後，台北的人們才認識到這位扼殺兩國

關係者之真相。他在上任之初就積極為

承認北京政府而多方努力。

季辛吉之影響

尼克森之首席策士季辛吉曾輕視

台北，作出對中華民國極大之傷害。季

辛吉自從在1969年出任白宮國家安全顧

問後即大權在握地負責了外交政策之研

擬，直到卡特在1977年上任才離去。他

在這段時期對「中共牌」外交策略的設

計及運用，直到今天還是美國對中共外

交政策之基石。事實上不拘白宮主人是

誰，國務卿是哪一位，這一既定政策是

不容易更變的，唯一有伸縮性的就是在

技術上的作法，而不大可能有原則性的

改變。當時我駐美大使沈劍虹曾與季多

次會晤，然而卻無法完全探明季辛吉的

腦子裏真正的想法，季氏一方面言不由

衷地與沈大使敷衍，一方面則暗中以全

力爭取尼克森的支持來完成其與中共建

交的行為。

1973年二月，季辛吉再度前往北

京，他在離開華府前告訴沈大使此行他

不會討論承認建交的問題，結果「他卻

邁出關係正常化的半步，同意互設聯絡

處。」沈大使對此一現象當然很關懷，

於是再與季氏晤面，而季氏則認為「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和一切關係維持到1974

年底。」雖然他後來又補充一句說：

「……這未必表示1974年以後關係就會

改變。」

由此可知，季辛吉的如意算盤是到

1975年就要承認中共，可能因為水門事

件及尼克森不名譽下臺的關係，季辛吉

未能親自與中共完成建交。這或許不是

他當初所希望的。然而我們有否意識到

中美邦交發生變化只是遲早的問題。

季辛吉的地位遠超過他的後任如范

錫等人。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政黨，然

而其持續玩弄「中共牌」的政策都是一

脈相承的。季氏一手導演了1972年2月

28日的尼周「上海公報」，卡特則繼續

其意向，在1979年元旦與中共建交而發

表了建交公報；到1982年8月17日，美國

雷根政府與中共又發佈了第三次聯合公

報，這一次公報也被新聞媒介稱為「上

海公報第二號」。

這三次公報可以說都有尼克森、季

辛吉的陰影，那就是排除兩個中國的可

能性，繼續玩「中國牌」，又要維持與

中華民國的實質關係。而這一既定美國

國策是屬於兩黨同意的，這就是為什麼

卡特在1977年5月底在聖母大學畢業典禮

上就公開地表示了「……與中共正常化

是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這一聲

明正式地宣告美國之必會承認中共。而

季辛吉之「曾試圖向中共保證，不論美

國政府的人事更迭，它與中共政權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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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的長期政策都不會改」的這一番話

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石了。

歷史的教訓

我們在二次大戰後常以為自己已名

列四強，國際地位崇高，然而中華民國

之所以得到這個榮譽，一般美國人出於

「禮貌」的因素尤勝於承認中國對盟軍

作戰的貢獻。

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一長串矛盾

與妥協所產生的紀錄，在中日戰爭初起

時，美國之對華政策就是一個理想與現

實主義的綜合體，一方面怕日本軍國主

義過份地擴張，一方面又怕失掉與日本

的貿易，而國內也是言戰者有之，大聲

疾呼欲採孤立者有之，莫衷一是，一直

到珍珠港事變才逼得美國動手。由此可

見二次大戰之中美併肩抗日並不是來得

那麼容易，戰時美國亦不見得就真的將

中國當作一個平等的國家對待。這裡面

有少辛酸是不為人知的。錯在我們不

瞭解美國當時的心態，更不瞭解當時美

國人對我們的想法。然而，我們有沒有

得到教訓呢？從過去情況觀之，顯然其

答案是否定的。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

智。但願我們的外交當局在經過這麼多

事後能有所長智才是。

「台灣關係法」之法律基礎

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的美國對

華政策，重點大致有三：（一）美國因

在台灣有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和平

解決台灣問題對其較屬有利；（二）假

設中共對台灣採取經濟制裁、禁運以及

封鎖策略，將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

的利益；（三）一旦台灣的國際安全或

社會經濟制度受到威脅，因而波及美國

利益，總統應立即通知國會，並依照憲

法程序來決定採取適當的行動。

中美雙方在「關係法」規範下的

關係並不順遂，這是因為此法並非兩國

間訂的條約，而僅係一方之國內法，不

論就實際及表面以觀，均有其脆弱之一

面，就因為其僅係一方之國內法，故在

理論上而言，有可能會被修改，當然從

現實以看，這一可能性並不太大，因為

「關係法」是兩黨之共識結晶，任何一

黨是不太可能單獨主導「關係法」修改

的，然而這並不是說「關係法」就毫無

瑕疵。事實上，「關係法」的權威時常

遭到三項公報之挑戰。中共曾在過去不

斷以三公報為基礎抨擊美國之對華政

策，認為美國一直在有意地破壞華府與

北京的關係。

對美國以「關係法」來維護其與

台北之交往，中國大陸學者多認為「這

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不正常關係」，而聲

言這種關係「並未維持到安定台灣海峽

的長遠利益」。此種對「關係法」執行

時的壓力，使得美國在過去34年當中，

一直想在其對台北及北京之間取得一個

平衡點，這一工作當然是艱困萬分的，

而北京方面則稱此法為「與台灣關係

法」。

就中共而言，華府與北京的關係

奠基在三項公報上，而認為任何與台北

關係的發展，均有違三項公報的精神，

於是一遇有機會，就大肆抨擊，並向

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而國務院亦一直

以低姿態來面對來自北京的抱怨。然

而若深一層地來審視三項公報與「關

係法」的法律基礎，就可瞭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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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有其適法的基礎，前眾議員伍

爾夫（Lester Wolff）即明白地表示這

三項公報僅為「行政通報」（executive 

communications），為「單方面宣示的文

獻」（unilateral declarative statements）。

中 共 方 面 則 認 為 「 關 係 法 」 不

但有傷「中美關係」，並且違反了國

際法，同時也與「一個中國」政策相

違 背 。 由 於 北 京 方 面 與 華 府 官 方 對

（acknowledge）一字作了不一樣的解

釋 ， 以 致 雙 方 迄 今 仍 在 此 問 題 上 歧

見連連。這是因為中共將acknowledge

譯 成 「 承 認 」 ， 而 認 為 在 英 文 應 為

（recognize），而強以為美國已「承認

了」「一個中國政策」。儘管中共無時

無刻不祭出三項公報予美政府以極大之

壓力，台北與華府之關係如甘迺迪參

議員（Edward M. Kennedy）在其1979年

參院聽證會中宣稱，應「擴大及加強」

（expand and strengthen）發揮了實質關係

的精神。

在過去34年中，中共對美國施以壓

力最徹底的一年是1982年。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在元月份時即在海格國務

卿（Alexander Haig）的主導下，公開宣

稱拒絕售予台北FX戰機，雖然之後以通

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主導幫

助台北設計「經國號」戰機，然而此機

之性能不良確是不爭之事實。

雷根並於1982年夏天與中共發表了

「八一七公報」，這一事實說明了不論

雷根在1980選舉年作了多少欲改進與台

北關係的諾言，強大的中共壓力在1980

至1982年發揮了最大之效用。「八一七

公報」之發佈並未令中共悅服，反倒對

美再施壓力，也就是說「八一七公報」

是中共自與華府建交，即頻施壓力之結

果，而今北京再以「八一七公報」為起

點，再興起第二波的壓力，例如北京政

府即在1983年嚴重抗議美國之售予台北

15億8000萬美元總數之軍火，認為已超

過了1979年的5億9800萬美元的上限。

「台灣關係法」之精神所在

「台灣關係法」的精神所在，即

在其第二及第三兩款中之「台灣安全條

款」。這兩條款註明了有關維護台灣安

全之方案，可以說是「關係法」中最重

要的款項，也成為華府、台北與北京三

方面注意的焦點，而成為公報與「關係

法」孰重孰輕之角力場所。值此「關係

法」擬訂實施三十四年之後，應對此一

問題有進一步瞭解的必要。

在對台灣安全問題上最為三方面關

切的二大焦點是：其一，何種情況會形

成對台安全的威脅，其二是「八一七公

報」與「關係法」孰先孰後，由於「關

係法」及公報均未以最明確文字來規範

此一問題，以致時至今日仍發現漏洞處

處，矛盾叢生的現象。「關係法」是目

前台北對外實質外交中最具規模者，而

其以明文規定台灣安全更是該法的精神

所在。伍爾夫也曾公開聲明「關係法」

之擬訂就是針對中共不放棄以武力進犯

台灣的反應，事實上，美國朝野兩黨議

員也均反對中共以武力來解決台灣海峽

兩岸的問題。

結語

1979年4月頒佈實施的「台灣關係

法」，至今日已經屆滿34年，在過去這

一段不算短的時日中，這一法律成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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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台北交往的準繩，可以說是已提供

了它所能發揮的功用，問題是這一功用

是否有時代性？假如答案是正面的，那

「台灣關係法」的「階段性功能」何時

宣告完成；下一步面臨的將是對其予以

某種程度的調適。假如答案是否定的，

那「台灣關係法」在未來亦將如過去一

般，仍將發揮其「功能」。

國際生態現在有了極大的變化，尤

其是美國在地球村所扮演的角色今非昔

比，也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在這樣子的

一個全盤有變的國際關係中，單獨地要

保持住「台灣關係法」不變，是相當困

難的。由於「台灣關係法」的制訂，華

府北京的關係不時出現了爭論，當然雙

方的爭論不全然是因為有了「台灣關係

法」，例如貿易、人權、販售軍火等均

成為不睦之來源。眼看與中共貿易赤字

上升之餘，美國政府乃一次次地對北京

發出警告，美國不可能對中共「無條件

地提供最惠國待遇」。

「台灣關係法」無疑地成為華府與

北京「心結」難解之處。在經濟不景氣

之下，美國國防工業生產商，眼見應該

到手的生意被歐洲商人搶去，極思爭取

中華民國這一塊大餅，而結合了國會中

親台議員們，要求重新評估「台灣關係

法」與「三公報」之間的優先順序，儘

管華府官方斷然明確地表示出目前沒有

重新再排順序的必要，然而這一波要求

將不會消失。「台灣關係法」如果不予

調適，則行政部門新的措施，也會在對

台關係上出現，這種情況如果發生，是

不是就可顯示聲稱「關係法」的精神有

變？要回答這一問題，確不容易，然而

可以預見的是「台灣關係法」將不僅仍

會發揮其「功能」也將適度地在此一國

際社會新秩序中作些調適。34年的台美

非官方關係走來不易，也有風雨也有寧

靜，這就是國際強權與我之編排，只有

心酸地接受，委屈地配合。（作者為本

會理事）

從佳聯妙對談文字之美
▓鄧蔚林

撫今追昔悵然若失

新正初九，筆者在僑協總會與幾

位同仁茶酌，談及休閒娛樂，話題首涉

影視，對時下一些外語片譯名，不獨未

晉信、達、雅的要求，以今視昔，深覺

以往滬、港、穗老一輩的譯筆，意趣神

韻，於遣詞方面，尤具達、雅功力，如

「美人如玉劍如虹」「妾似朝陽又照

君」「一劍光寒四十州」「寒夜琴挑」

「翠堤春曉」「遊龍戲鳳」「魂斷藍

橋」「黃昏之戀」「日正當中」「原野

奇俠」「戰地忠魂」「格蘭米勒傳」等

等，使人一望而知影片屬性，乃至直譯

「羅馬假期」「環遊世界八十天」，都

能引人入勝，對白字幕，意涵精準，而

無錯別字連篇之弊病；把「北非諜影」

取代原文「卡薩布蘭加」尤見高明。台

灣早期引進電視影集「虎膽妙算」（原

文為「不可能的任務」）和「赴湯蹈

火」都可謂傳神佳構，當今職場一些國

學根基不夠紮實的文宣，把社會大眾也

帶入「俗」境，我們並不樂見優美的中

華文化因而步入式微。

  個人當年甫入高中，英文課本的第

一課，即為都德的名著〈最後一課〉－

Ｔhe Last Lesson，以一個上學遲到小學

生的第一人稱，寫法國亡於普魯士的前

一刻，教師叮嚀學童要緊記法國文字之

美；中國大陸自推行漢字簡體化，弄到

字無字樣，去膊削足，義亦不倫，美感

形意全失，只能說是劫數。

二戰時，抗日軍興，胞姐時為熱

血青年，毅然以鄧超別名，請纓入第四

集團軍余漢謀部服役，先君業安公擅測

字，認為身在戰地，以刀口走為名，其

風險可想而知，因而引以為憂，逾月如

無家書，便與命理同好「猜示」，藉拳

指動問行止，依「大安、流連、速起、

赤口、小吉、凶亡」屈指起占，即知人

在何方，書信何時動念到達，大致都頗

靈驗，是否即為諸葛術數「馬前課」，

個人因未及冠，未知從學而告失傳，於

今引以為憾，而傳統文化之奧妙，其浩

瀚也殊值我們發掘傳承與光大發揚。

古趣不滅國之瑰寶

綜觀寰宇，未見那一個國家的文

字，能從如中文的可以以簡馭繁，自博

而約，稍通古今，便不難信手拈來，可

成神來之筆，而奇趣橫生於靈活運用，

其功能之廣，令人擊節稱賞，單說妙聯

佳對，即是各國文字結構所難望項背。

古趣當中，蘇小小於洞房之夜三難

新郎，曾以「雙手推開窗前月」隱喻闗

窗閉戶囑對，秦相公在湖邊沉吟徘徊，

苦不得句，幸虧大舅子蘇東坡於湖中投

下一石，觸動靈機，得以「一石擊破水

中天」過關，若非具此頓悟功力，也只

好見拒於「蓬門」之外，喝一夜西北風

了。

30年前讀一掌故，迄今仍然記得，

大致說某巨富年逾花甲，膝下僅一掌

珠，嬌養特甚，幼聘名師教讀，不僅博

舊金山灣區分會訪邁阿密分會

舊金山灣區分會吳毓苹會長(左五)與吳睦野副會長(左四)2月12日赴佛羅里達州
拜會邁阿密華僑協會, 與邁阿密分會王雲福會長(左一) 、彭慰黎(左二) 、于文孝
僑務諮詢委員(左三) 、僑教中心李定勇主任(左六) 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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