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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美邦交始於1913年之袁世凱政府

及威爾遜總統。至1978年底，中華民國

共被出賣過兩次。用「出賣」二字可能

過於直接，不過筆者始終想不出還有什

麼字彙才能真實地反應出當時之情境。

這兩次被出賣是為1949年8月國務

院出刊之「白皮書」，以及1978年12月
卡特宣佈與台北斷交。這兩次事件如一

定要論斤稱兩而言，則1949年之「白皮

書」最具殺傷力，華府完全以「放棄」

盟友為目的。而1978年之與台斷交則是

降格，而未「放棄」。翌年元旦適用之

「台灣關係法」，就在法律層面上給予

國府之安全規格。

就「白皮書」刊行之宗旨而言，卻

也簡單不過，就是昭示世人華府再也不

會插手中國內戰了，也就是說全然「放

棄」與我之盟友關係。要不是1950年5月

26日韓戰爆發，華府與我簽訂「1954年
中美協防條約」，則世事難逆料，中華

民國是否仍能存在？是一個不好說的問

題。

不過，有一句話卻是不爭之事實，

那就是此一國務院之出版「白皮書」是

最為重擊中華民國的一記狠拳。也就應

了一句相當切實的話：「這不是出賣？

什麼才是出賣？」

這不是出賣，什麼才是出賣?
美國「白皮書」發表65週年

▓李本京

美國與國共內戰
二次大戰後，最引人爭論的亞洲國

際問題就是大陸的失陷於中共之手。雖

然國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這段時間犯

了不少錯誤，而引致中共佔據大陸，這

卻不是僅有唯一的原因，另外尚有其他

因素釀成中共的得勢。

西諺云：「有爭論必有不同之說

詞」，每當翻閱有關1949年國共爭戰，

美國之政策搖擺不定時，均感此說之不

謬。儘管國人可以輕易地責備美國對華

政策是我失去大陸的原因之一，然而不

少國際人士也會很自然地認為我政府當

時之腐敗、貪污、無能才是失去大陸的

真正原因。

事實上，另有一項必須提的是美

國戰後所持之心態。美政府在衡量歐洲

及亞洲孰重時，總是挑選了歐洲，這一

事實就說明了美國傳統上之重歐輕亞政

策。美政府認為不值得為了中國而陷自

己於另一次武裝戰爭。一直到韓戰爆發

後，美政府才改變了對華政策。不幸的

是，這種援助來得太少也太晚，對整個

亞洲安全穩定而言是無何助益了。

某些歷史學家則認為，美政府已竭

盡全力援助國民政府，不論是軍援或經

援，美方均已盡力而為，大陸之失落於

中共乃係國民黨的腐化、無能，未能為

廣大群眾謀求福利故。是以大陸之為共

產黨控制非美政策不逮之故，乃係國民

政府之失落人心所致。

這種單方面的指責是不公平的，然

而卻可以客觀地說，美國對二十世紀中

國悲劇之形成多少是有所相關的。抗日

戰爭後至韓戰爆發這一期間，對華影響

最大的兩位美政府外交政策制訂人為馬

歇爾將軍及國務卿艾契遜，要了解白皮

書，就要先了解這二人。

馬歇爾及艾契遜
相當多的現代中國史專家認為，馬

歇爾之使華及其擬訂之對華政策，不可

避免地，或多或少影響到中共在1949年
的勝利。魏德邁將軍認為，馬歇爾將軍

「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來研究共產主

義的理論，而就深信老友史迪威的報告

指稱蔣委員長應負中國所有的問題。」

1947年元月，當馬歇爾將軍離華返

美之際，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提出美

國對華政策不外乎下列三項原則，其一

是向國民政府提供足夠之軍事援助，以

期有效地擊敗中共；其二是採取聽其自

然政策，對國民政府不以全力支持，而

僅給與有限度的支援；其三是完全退出

大陸，不再對國民政府作任何支持，也

就是袖手政策。從歷史上的發展，可看

出美國採取了第二項方策。

美國政府之所以選擇第二項方策，

不外下列因素：大戰後美國人極端厭

戰，再加上與蘇聯交惡，迫使美政府執

行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畫。

除了美國民間反對政府介入國共爭

鬥外，國務院內有些中國專家也不是十

分瞭解中共本質。這種錯誤，係由於對

中共的最終目的及國際共黨擴張能力的

缺乏認識。是時任職於國務院中者如柯

拉布、戴維思等人，甚至「不以為中國

共產黨員即是共產黨員。」

從1945年對日戰爭勝利到1947年
元月，馬歇爾調停國共失敗返回美國為

止，美國可以說是積極地希望在中國組

成聯合政府。而對促成此事最熱衷者，

莫過於當時在國務院中工作的一些中國

通了。這些人之中，以謝偉志及戴維思

特別令人注目。他們都會中文，戴氏並

曾一度出任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

他們對中共的說辭多深信不疑，並

且深信中共是農村改革者，美國應該對

其友善，而指國民政府反對共黨是不應

該的。他們這些言論在二次世界大戰末

期就開始唱，直到1949年「白皮書」的

發表才算開花結果，達到了對國府不友

善的目的。

另外一個打擊中美合作的是馬歇爾

的使華，馬氏來華的目的在聚集國共兩

黨於聯合政府之內，結果失敗了，國共

內戰不但未停止，反到在1946年變得更

大規模，馬歇爾亦只好在1947年元月返

回華府，之後他仍就任國務卿一職。在

他出任國務卿的兩年中（1947-1948），

中美兩國政府的關係日形疏遠，國民政

府在外交上不但很難得到物質上的軍經

援助，就連道義上也缺少足夠的支柱。

事情糟到這種地步，馬氏個人對國府的

不諒解也是原因之一。

「白皮書」的推手－艾契遜
另外要提的是新任國務卿艾契遜，

他是一個極端聰慧、溫和的自由派知識

分子，有效地掌握了國務院外交政府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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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方向。原則上，艾氏遵循馬歇爾的

重歐輕亞政策，也重視馬氏的對華政

策，艾氏於1949年初為杜魯門總統任命

為國務卿後，即認為中共終必佔據大

陸，只是時間早晚而已。簡言之，艾契

遜及他的主要助手們，對援助國民政府

一事，並不熱衷。

他們未對國民政府採取積極的支

援，事實上等於是放棄了美國對中國大

陸的影響力。這種「基於事實上的需要

而採取的政策」當然有其進一步探討研

究的必要。事實證明，從1945年到1950
年韓戰爆發的這一段時間，美國政府方

面根本缺少一個明顯及決斷的中國政

策，而每次面臨抉擇時，都是選擇了在

短期能勉強應付的近程對策，沒有一個

全面性、長期性的計劃。這種不合需要

的政策最後留下了一些無法克服的後遺

症。

當時在國務院影響力僅次於艾卿

的，是他的好友傑賽普（P. Jessup），在

其進入國務院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執

教過，傑氏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國際法專

家。他主張用和平的方法再加上經過法

律的途徑來解決一些問題，並反對利用

軍事武力以作為手段來解決紛爭。

在亞洲事務方面而言，傑塞普與

太平洋關係學會有一段淵源，由於這一

段經歷令致他自信有處理中國問題的能

力。事實上，艾契遜總會找傑氏以詢問

關於中國問題的意見，這一事實當然令

傑塞普成為國務院內制訂中國政策的主

要人士之一了。

另外一位重要幕僚是喬治．肯南

（George Frost Kennan）。他是著名之

蘇聯問題專家，其對戰後美國對蘇政策

之擬訂影響深遠，成為近代美國外交史

上最具舉足輕重之政策制訂人士之一。

他是一個標準主張國家利益至上的外交

官，深信中共將佔據大陸。為了向公眾

及世界解釋國民政府失去大陸，肯南建

議國務院應專文公諸於世，對美國之中

國政策作一通盤性之說明及解釋、他的

這一建議，就成了日後白皮書發行的原

動力。

還有一位「中國通」就是戴維思（ 
John P. Davis），認為蔣中正是時領導的

國民政府既「未完成任務，也未聽從華

府之指示。」他想像中認為，中共在未

來總有一天會完全依賴美國。由於他在

中國工作的經驗，戴維思很容易地成為

美國在華機構的主要中國專家之一，而

直接負責最基層的中國政策之擬訂。

除了戴氏，其他引起人們爭議的尚

有謝偉志（John Stewart Service）等人。

1951年夏，他們均因安全的理由而被國

務院解職。在其名著《遠東是如何遺失

的》書中，顧見克指出，在韓戰前美國

對華外交政策的方針及作法是來自不正

確的情報及不妥當的建議。（顧氏曾於

淡大美研所八十年代中期任教）

國務院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

制訂一項長程有效的對華外交政策，他

們要尋找一個和平及安定的方針以完成

他們的責任。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無法

完成這一任務，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找到

一項可以行得通的辦法，而根本的原因

則是國務院中部份高級人士的親共態度

所致。

「白皮書」之發表
中華民國政府那時真是處境困難，

今試引一段美軍參謀長魏德邁將軍的話

來看。魏氏於1947年9月19日致杜魯門總

統的報告中謂：「我們的困難在於我們

政府一定要滿足當年在雅爾達密約中對

友邦所提供的特殊利益，另一困難則是

未能有效地支援國民政府。」他同時也

相當直率地對國府之腐化作了批判，此

一報告上達馬歇爾後卻遭到擱置，並列

為機密，不准外洩，而最後的白皮書也

未曾列入。

事實上，中國問題一直是國會保

守、自由二派議員在外交政策上爭議的

焦點。就這一點，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

在其著作《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持不同

的看法，費氏認為共和黨議員利用中國

問題作為「攻擊執政黨的火器」，純為

兩黨間的鬥爭。事實上這不僅是黨派之

爭，因為民主黨中亦有不少議員同情國

府而主持正義。對國府最具傷害力的是

1949年二月，艾迪遜與傑賽普向杜魯門

建議在戰況未好轉前，暫停對國府軍

援。一時之間，右派人士譁然。

1949年6月時，國務院遭到一個最難

以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平息國會中

支持中華民國議員們的憤怒，同時又不

得罪中共。最後國務院自以為找到了答

案，答案就是白皮書的發表。國務院瞭

解到這一文件的發表不會受到國會的聲

▲國共內戰期間，江西廬山美廬是美國調停特使馬歇爾晉見蔣公之所。圖為美廬及馬歇爾八上
廬山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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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與制裁，事實上是國會一直到白皮書

快發表時才知曉此事。國務院認為，中

共不久就要正式建立其政權，而中華民

國政府將不復存在。

白皮書的發表將製造機會使得美國

與中共能有相互交往的機會。艾契遜及

其國務院其他高級官員們多相信設若中

華民國政府不再存在，則美國親國民政

府的勢力亦將失去重心而不再會有任何

力量，當然也少了一個攻擊民主黨政府

的一個藉口。

總而言之，1949年初夏，中共未能

有效阻止國民黨領導的政府移駐臺灣。

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是繼續而有

效地執行一個政府所應作的事。這一事

實使得支持國民政府的美國友人們有了

一個團結的中心。通過這些友人，蔣中

正乃得將其意志表示於美國公眾之前，

這些當然都變成了對國務院的壓力。

1949年7月30日，國務卿艾契遜在

其「傳遞信函」中對國民政府再一次兇

猛地攻擊，這可謂是8月6日國務院發表

「白皮書」的前奏曲。「白皮書」中指

出國府之失敗悉在中華民國政府之腐

敗、無能，且認為蔣不適宜再領導中

國，這對國府聲望之打擊頗大。全書分

上下冊共一千多頁，後來史坦福大學的

出版社也曾發行。

此書之發表即在於要證明美國「政

府中制訂中國政策者及駐在中國之代表

並不同情中共」。從這句話可看出，白

皮書的公佈就是要公佈「某些事情的真

相」。杜魯門心中的兩個要求，其一是

客觀，其二是公正。白皮書之發表是否

滿足這兩項條件呢？事實上卻是既不十

分客觀，也很難令人信服。國務院一直

希望與中共和解，同時又要美國大眾同

情及瞭解國務院的中國政策，但結果是

兩項目的一樣都未達成。

北京之反擊
中共當局對白皮書之發表反應激

烈，因而掀起了一次規模頗大的反美運

動，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冊最後幾節

即以攻擊美國為中心，並對白皮書大

加抨擊。中共認為這種反美的攻擊是

要「暴露美國對華帝國主義政策的本

質」，並稱「此一抨擊是要消除對美國

帝國主義的幻想」。此一大規模的反美

運動，追溯至1844年的「望廈條約」，

對當時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予以最嚴厲的

批評。

至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應則不似中

共那般激烈。當七月來臨，白皮書之發

表已不是一椿秘密時，駐美大使顧維鈞

曾要求美政府延期發表白皮書，當然美

政府對此請求置之不理。間接地來說，

白皮書的發佈也可能多多少少地激發了

國民黨本身的革新。

事實上，白皮書正式地宣佈中華民

國政府已打輸了內戰。為了避免提及美

方的錯誤，白皮書將中共之佔據大陸歸

咎於國民政府，其結果是美國不再對中

華民國政府施以任何援助，也再不負任

何國際責任了。從此明顯看出，美國政

府是在藉白皮書之發佈而意圖洗清其本

身之任何職責。

《紐約時報》記者吳烈對此一現

象有一非常深入的批評。他指出白皮書

的發佈「明顯地是要蔣委員長作替罪羔

羊，不但要承擔所有國民政府的錯，也

要承擔美國政府方面犯的錯，同時也為

杜魯門總統之不援助中華民國政府這一

事實，作了最好的辯護。」

結語
今日道來這一段65年前的陳年往

事，仍感覺到有一絲辛酸。美國的選邊

站非常清楚。當國府自二戰結束後，面

對中共之升起，除了節節敗退外，作為

大戰期間之盟邦，美國不可能再永無止

境地揹著重擔繼續對國府援助，然而也

不能對國府說一聲「別了」就割袍斷

交。「白皮書」就在這樣的一個特別的

時刻誕生了。

國務院之此一舉措容或太過以本

位主義為準，然而站在華府看世界之立

場，這一動作似乎也是必然的。當時民

主黨招架不住國會中扛著「中國說客」

牌子的共和黨大老們，似乎也祗能如此

來消除已身之重責。

說白了，這次「白皮書」之發行具

有下述二項重大意義，其一是強權政治

（power politics）就是現實。國際間不會

有情義，祗有利害關係，自當年大陸局

勢以觀，這一發展也就理所當然了。

其二是美國國內政黨鬥爭。國務院

為爭得主動將敵黨之噪音消聲，「白皮

書」就是武器。這一出賣國府之舉措完

全符合美國之國家利益。由此也應瞭解

到這種出賣盟友之舉有機會還是可能發

生的。事實上，卡特在1978年12月15日
突然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可以說是華

府出賣台北之第二波。

最近美國又傳出「棄台論」的聲

音，一時之間台北方面則感到此為空穴

來風，也許是投石問路：若然，投石後

必有聲。不管結論如何，識者不妨先整

理一下思緒再來看此問題。有人認為

「不會啦，現在連外交關係都沒有，

還有什麼出賣問題，還會比現在更壞

嗎？」

不過，假如換個方式問，這問題是

「你相信美國政府對我們的情義嗎？是

真的嗎？」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可能就比

較難了。當年這「白皮書」一經發表，

立即引起國際間之重視。更在中華民國

政府已是痛徹心扉之傷口上撒了一把大

鹽，也看到了中華民國在華府政治人物

們心中是毫無地位的，這就是現實的國

際政治世界生態。（作者為本會理事）

▲《中美關係白皮書》一書約一百多萬字，
自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說起，迄1949年5
月李宗仁致杜魯門書為止，歷述105年的
中美關係。圖為主導《中美關係白皮書》
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