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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關係法」35週年
議員與總統大決鬥

▓李本京

前言
「臺灣關係法」完成迄今已35週

年，從一開始面對華府新政策的無奈及

憤怒，到如今的安然與接受，我們對此

新關係有著千百種思緒。在毫無選擇

下，美國的國內法卻規範我與華府關

係，在國際社會上是異數。如今我們卻

衷心盼望此法能長長久久保佑臺灣。因

為「上天保佑臺灣」這句話太過抽象，

而「關係法保佑臺灣」則比較實際。

這一情緒上之演變是因我們太過現

實，還是別無選擇？也許兩者都是。因

此法對我國之安全有著極大之關係，條

文中明白地列出保障台灣安全之道。這

一點我們都清楚，然而對「關係法」為

何成了今日我們的護身符，卻不見得瞭

然。本文有鑑於此，將此法在國會中討

論時之實況倒帶說明，就可知曉，今日

此法有關我安全之條款是得來不易的。

卡特之版本：錯失及誤導
卡特在1979年12月15日宣布與我斷

交後，立即有一個現實問題亟待解決，

那就是斷交是否代表放棄？就像1949年8
月5日國務院發表之「白皮書」一般，全

然放棄中華民國。儘管卡特對我極不友

善，然而衡量大局，這斷交不能就是放

棄，於是乃思及要用一個美國之國內法

來規範雙方之交往。

卡特因此於1979年元月26日匆忙

中向國會提出「綜合法案」(Omnibus 
Legislative Bill)。以便將臺灣在法律上取

得地位。然而此一匆促草就之法案，因

準備不週而錯誤百出，引起了國會參、

眾兩院議員們強烈抨擊。自此時到4月
初，歷經2月及3月之激辯，才能將『臺

灣關係法』成形出爐。卡特即在是年4月

10日簽字溯自元旦生效。

知識分子之反擊
由於此一「綜合法案」不足之處太

多，負面抨擊隨之而至。雖然國務院強

詞辯解，然而終不為國會大多數議員們

所認同，反對之聲遠大於卡特最初之想

像。事後以觀，也多虧議員們之反對，

此一法案最後的版本才給予了臺灣應得

之待遇，也有了較為妥適之安全保障。

事實上，這一修訂本不但「有效地維護

了中華民國之利益，也兼顧到美國的國

家利益。」

在此法案送至國會前，甚至在卡

特宣佈與中國建交前，有幾位國會中重

量級議員已經注意到未來臺灣之安全問

題。就在1978年10月10日，以高華德

（Barry M. Goldwater）參議員領銜之

提案堅稱未來之任何對臺政策應有國會

議員參與核定。這一由25位議員簽署之

提案並未受到卡特重視。另外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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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關係良好之克萊恩（Ray Cline）
則認為卡特政府對北京政策是自取其

辱（self-defeating）。杜南則認為卡特不

應將兩岸政策綁在一起（…our policy 
toward the PRC and Taiwan）。然而事實上

卡特不但將兩岸政策綁在一起，並且故

意地將北京與臺北變成從屬關係。在此

一法案送至國會後，約有三方人士大肆

抨擊。首先作重炮轟擊者為一般輿論，

例如名評論家威爾（George Will）即認為

「這種安排對臺灣人民自會造成傷害」。

素扛保守主義大旗的《國家紀事

（National Review）》雜誌對卡特的無禮

手段不客氣地予以攻擊，認為卡特此舉

有抵觸美國憲法之嫌。不過由於「建交

公報」已然簽訂，部份保守主義份子知

道再怎麼反對也不可能改變既成事實，

只好轉而批判「卡特之挫劣手法」，而

這種「手法」才真正傷害到中華民國老

友們的友誼。

也正由於卡特之「拙劣手法」致

令自由派人士也有所不滿，咸認為較為

「緩慢點的步驟以與北京建交較可維持

兩岸之平衡」。所以說卡特對台灣之做

法已引起了美國保守及自由二派輿論界

之抨擊，卡特可能也感到意外。

保守派之反擊
第二類批評卡特者則來自保守派

國會議員們。一如預期，這些摰愛中華

民國的美國友人多已年長體衰，雖然有

些曾與蔣介石夫婦交好之美國友人仍在

政壇活動，然而終因年歲不饒人而漸形

凋零，因年老而不再聞問世事，為維護

國府利益之所謂「國府說客」（China 
Lobby）已不復當年勇矣。參院中最負

盛名的友人則有高華德、赫姆斯（Jesse 
Helms）、史東（Richard Stone）、杜爾

（Robert Dole）、葛倫（John Glenn）、

邱池（Frank Church）等人，眾院則有伍

爾夫（Lester Wolff）等人。原則上他們

多反對與北京建交之同時，一定要甩掉

台北。如今大勢已定，唯有竭盡全力，

以維護台灣未來之安全為要。在如此形

成之思維中，這幾位在修改卡特送來

法案上做了甚多貢獻，使得「台灣關係

法」能夠較為詳盡，也落實了維護台北

安全之期盼。

自由派之反擊
第三類的抗議則來自國會中一些民

主黨自由派重量級議員，他們堅決反對

卡特漠視國會之無禮舉動。

參院中有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Te d  K e n n e d y）、克蘭斯頓（A l a n 
Cranston）等。他們反對聲浪過大，卡特

隨之「或多或少地採取了妥協的態度，

而做了些實質的讓步，於是就此法案做

了些必要之修正。然而所有這些修正也

沒有可能將『臺灣關係法』變成為一個

完整無缺之大法。」

「『臺灣關係法』是一項結束一個

舊有國際秩序的重要文件，也是一項規

範新國際事務交往的規則。」

他們覺得卡特在12月15日宣佈與

中華民國斷交前三小時才被通知，心中

甚難平衡，而形成了反對卡特有力的聲

浪。卡特被迫接受批評，願意做些讓步

也是不得不為之，別無選擇。而這些修

正條文也對執行「關係法」及維護臺海

安全自有正面意義，值得一提。

自卡特於元月26六日將此「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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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送至國會兩院後，反對之聲遠超過

行政部門之預測。於是從此刻起，行政

與立法二大部門一直爭議不休，直到3月

30日才將修正案之版本送交卡特。

「臺灣關係法」誕生
這一段經過對卡特政府之形象及卡

特個人之尊嚴均有所傷害，是以在以後

對臺之舉措多有不近情理的不宜行為，

環顧近代史，還難找到一個相似的例

子。首先是參院兩黨議員異口同聲抨擊

卡特政府之草率，毫無對臺灣提供安全

之設計及誠意。

這一「綜合法案」給國會「黃金機

會」來堅實及擴張其權限。這一點恐怕

也非卡特所事先可以預測的，也可以說

國會自此一役後，顯然佔了上風。民主

黨國會中諸大老們反對民主黨的卡特政

府，對民主黨並不利，這對於1980大選

年民主黨大敗也許有些相關。

所有反對草案之主要點就在美方

未得到北京不侵略臺灣之保障，除國會

有此排山倒海之聲浪外，輿論界、前政

府官員等均有所譴責。在卡特政府沒能

對此問題提出解答前，此一難題就成為

雙方爭論焦點，而國會則被迫急思尋找

補救方策。1978年年中，也就是在卡特

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已有不少參議

員認為一旦華府與北京建交，則必會負

面影響到中華民國之安危，於是在保守

及自由兩派議員聯手下達成共識，此即

著名之「史東─杜爾法案（Stone-Dole 
Act）」。這一修正案即是在強調臺海安

全之必要性，其主旨在「任何因政策改

變而影響上述防禦條約之持續，行政部

門應事前諮詢國會之意見。」

對此極具敏感之議題，甘迺迪聯

合另外27位參議員及由眾院亞太小組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Subcommittee）
主席伍爾夫與百餘位眾議員合作推

出甘迺迪─伍爾夫聯合決議案（Jo in t 
Resolution on Taiwan of S.J. Res. 31）。這

一議案之主旨在「以非官方方式提供（臺

灣）持續性之安全領域」（provides for 
substantial continuity in the vital security 
sphere, also on unofficial terms）。甘迺迪

自1962年即任參議員，稱得上是位大老，

人稱「參院之獅」，任何議案要出參院大

門，沒有這位守門神點頭是不行的。甘

氏最終逝世於2009年。最後在行政與立

法二大部門妥協下，此案中絕大部份均成

為「關係法』修正本之一部份，對未來臺

灣之安全領域提高了相當紮實的面相。

除了甘迺迪最後臨門一腳外，另

外有數位參眾議員對「臺灣關係法」

修正過程有甚多貢獻，例如查布勞基

（Clement J. Zablocki，眾院外交委員會

主席）、邱池（參院外交安全委員會主

席，以公正著稱，與卡特不睦，為參院

重量級議員）、賈維茲（Jacob Javits，
資深參議員，討論會中強力要求行政部

門有保障臺灣安全之義務）、克蘭斯頓

（Alan Cranston，加州參議員，以抨擊

我政府知名，曾應淡大美研所邀請來

台，在本案中認為為維護臺灣安全，而

主張明文保護，也應繼續軍售於我）、杜

爾（為杜爾─史東修正案提案人之一；

資深參議員，曾於1976年爭取黨提名為

副總統人選，也曾三度於1980、1988及

1996年爭取過總統大選提名，然均告

失敗，屬溫和保守派；曾於參院議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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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同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

華民國」兩名並存遭到行政部門斷然封

殺，認為與「一個中國政策」相違背）。

結語
卡特簽署「臺灣關係法」後，臺

北、華府、北京三方關係生變。自此

後，北京政府一直對該法十分不滿，爭

議由是而起；第一個引起爭議的是美與

臺之間是否就僅限民間往來。就這一點

而言，北京非常在意，例如北京將「臺

灣關係法」譯為「與臺灣關係法」，事

實上此法之英文版為「Taiwan Relations 
Act」，字面譯文應為「臺灣關係法」，

沒有「與」這個字在，然而北京卻自

行加了一個「與」字。這是北京的中文

版，並不是美方發表之中文版，然而美

方對中方之加了一個「與」字，也沒抗

議過，因為這是美國之國內法，外國人

之譯本當然不需美國同意。而中方則認

為「臺灣關係法」這一名詞有凸顯台灣

之獨立主體性之意涵。

「臺灣關係法」簽訂20年後，亞太

助卿陸士達（Standy Roth）在參院聽證

會中頌揚簽署該法是美國所能對臺灣問

題之「最佳途徑」（best possible path for 
an issue…）。他繼續聲稱北京、華府、

臺北三方關係不是「零和遊戲」（Zero 
Sum Game）；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這

三方關係「最為複雜、重要及具有日後

挑戰性之課題」相對於北京之全然反對

此一法案，臺北方面的表現則溫和得

多，頗有雖不滿意但也可接受之意。事

實上經過國會議員們力爭，此法較卡特

之草案詳盡許多。固然仍有很多地方不

夠清楚，含有一些具彈性之用語，而受

到某些人不滿，然而也是迴避中方抗議

之道。整體而言，法律是人所規範的，

而執行也是人為的，而執行者之取向作

法就會影響到法令條文之結果，是以美

國行政部門在推動執行此法才是導向與

北京、臺北關係之核心。（作者為淡江大

學國際研究學院前院長）

▲五十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出席國會紀念臺灣關係法立法35週年紀念酒會。
右為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