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法「志同道合」，乃先後向李總統請

辭，以表同進退。

時隔七年，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

當時身為外交部長的錢復，強調兩岸關

係高於外交關係，大陸政策高於外交政

策，並不贊成李登輝去康乃爾大學，也

不願為他安排行程。國安會秘書長丁懋

時在開會時引述錢復講的話，說一句就

被李登輝打斷一句，不過他還是理直氣

壯地把話說完。

但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還是由劉泰

英透過他所主導的台灣綜合研究院的名

義，私下以三年450萬美元的天價委託美

國卡西迪公關公司（Cassidy Associates）
在美國政界、商界、新聞界、民間團體

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所勉力促成的，造

成了美國白宮、國務院及國會的重大摩

擦，並成為當時兩岸關係急劇惡化以致

斷裂的關鍵點。

當年，李登輝與北京尚維持密使過

從，李透過密使，希望北京支持其康乃

爾之旅，藉此衝高他次年總統直選的得

票率，並保證他將大幅改善兩岸關係。

但北京卻因李登輝對康乃爾之旅幕前幕

後的兩手操作，對李失去信任，當時即

以台獨定調此事，謂李登輝「已經在台

獨深淵裡滾得連泥帶水」，甚至發出

「武力保台」之論。北京與李登輝建立

在密使上的私密關係，就此反目破裂。

接下來的幾個月，北京與李登輝不

斷惡言相向。次年1996年總統大選，發

生飛彈危機及美國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

峽等一連串事件，而李登輝亦因北京的

「文攻武嚇」而贏得大選，但兩岸關係

已急轉直下。至2000年因李鋌而走險倡

「兩國論」，又發生宋楚瑜出走，使國

民黨輸掉總統選舉，台灣政黨第一次輪

替。卒至李登輝被逐出國民黨，轉身為

台獨旗手。這一連串變化，關鍵皆在康

乃爾之旅。

各界評論康乃爾之旅
李登輝的康乃爾之旅，套一句名記

者陸鏗的話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陸鏗不是一位坐在書齋馳騁思想的論政

書生，而是一位四出採訪，到處結緣也

隨時結怨的典型記者。

關心台灣政治和前途的陸鏗，

受香港《信報》之命，飛赴綺色佳

（Ithaca），親自採訪李登輝的康乃爾

母校行。他近身觀察了李登輝此行的全

部過程，感受到政治新焦點的脈動。綜

觀此行，他認為李登輝訪美有「八得二

失」，茲扼要說明如下：

▲陸鏗在康乃爾大學校園。

迢迢密使路之十四

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衝擊兩岸
▓舊庄居士

條條道路通北京
有人把李登輝看成是具有「爭議

性」或者「傳奇性」的人物，他的一生

好謀善斷，野心勃勃。知李甚深的王作

榮，對李登輝的評語是具有「做事專

注，心胸狹窄，工於心計」三大特性。

在他主政的十二年期間，分別與對岸兩

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始終維持一條

溝通聯繫的秘密管道，直到卸任。

在1988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時，代表

大陸開明派的趙紫陽曾拍電報致意，這

個善意的動作，李登輝在多年之後猶津

津樂道。不幸，1989年6月，大陸發生了

天安門事件，趙紫陽一派遭到整肅，負

責牽線的這位親信因而逃亡國外，失去

了進一步聯繫的價值與功能。

這一年，由高雄市長卸任的蘇南

成，也同樣傳來楊尚昆希望與李登輝建

立對話管道的訊息，蘇南成當時是透過

其紅粉知己陳舒珊的安排，走了一趟北

京，歸來後立刻求見李登輝。蘇南成向

李登輝展示了他與楊尚昆合照的照片，

暢談其被招待於釣魚台賓館的禮遇，李

登輝默不作聲。

企業界的老友張榮發，基於在中國

經商建立的人脈，當時非常慎重的向李

登輝獻計，他有辦法安排兩岸的領導人

見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公海上神不知

鬼不覺的會晤，交換意見化解歧見，而

他旗下的豪華郵輪可以發揮作用。唐樹

備也證實兩岸領導人在海峽中線的船上

面會談一事，江已同意，李卻在最後時

刻退縮。

對於張榮發的提議，李登輝認為根

本行不通，首先保密絕對有問題，就算

把船開到公海上，也要搭直升機前往，

直升機一起飛，所有的行動都會曝光；

其次，在公海上的安全將如何維護？是

個非常大的問題；更別談對岸是否接受

同意。

康乃爾之旅綜述
1995年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在母

校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民之

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說，八面風光。

話說李登輝總統於1988年1月因蔣經國病

逝而繼任總統後，急思藉出訪而打開台

灣外交出路。適這年春天，我駐新加坡

代表胡炘卸任歸國，其於離職前依例晉

謁新國總統辭行，曾蒙李光耀表示囑問

候李登輝總統，並歡迎往訪。

李登輝得知此事後，即命外交部

研擬訪新事宜。但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

認為，元首出訪，茲事體大，在諸多細

節尚未釐清前，不宜草率進行，為維護

國家和總統的尊嚴與利益，尚須從長計

議，於是簽報總統，暫勿主動。據聞

層峰因此甚為不悅。「道不同不相為

謀」，副秘書長張祖詒與沈昌煥對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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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爾之行影響重大，論事者談

及責任，必有爭論。最常見的說法似乎

是，中共責怪美國不該發簽證給李登

輝；美國責怪台灣「製造麻煩」；而台

灣責怪中共「無情打壓」。事實真相，

並非如此簡單。

撰《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曾

擔任馬英九政府時代國安會秘書長的蘇

起認為，美國、中共、台灣應該都有責

任，而責任的根源都在各自的內部。

康乃爾之變，讓美國印象深刻。兩

艘航母的出動，是美國從越戰結束後20
年來，在東亞地區最大規模的一次軍事

調動。相關高層普遍認為，這個下滑的

趨勢必須停止，甚至扭轉；對中共與對

台灣的政策必須改變。基於這些考慮，

美國開始調整它對中共的政策，把重心

放在高層領導人的互訪、戰略對話以及

互信的建立，希望由上而下建構一個較

為穩定的關係。

康乃爾之訪問對中共的衝擊，遠

大於對美國的影響。對美國，它影響的

只是外交政策領域中的中國政策。對中

共，除了心理的震撼外，更促使北京當

局針對更大的範圍做出更深刻的反省。

針對台灣，中共痛苦地認識到「台灣

問題是個長期的、艱鉅的、複雜的問

題」，如果錯估了李登輝，是不是也低

估了李登輝現象在台灣的社會基礎？針

對美國，中共學到的最大教訓就是，美

國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對美

工作與對台工作必須動態地統合起來。

總之，從康乃爾到文攻武嚇，從

出動航母到總統選舉，這一切證明台灣

在兩大之間雖為小，但已經大到足夠牽

動兩大的政策與相互關係的地步。而台

灣的民主化，使它的動向比以前更難掌

握。這就促使美國與中共必須積極尋求

新的方法以為因應。文攻武嚇與出動航

母，都只是臨時性質的危機處理。康乃

爾之變的真正影響才要開始。

曾任李登輝時代新聞局長的邵玉

銘，在擔任國關中心主任期間，對美國

在台海危機前未能採取「預防性外交」

致中共鋌而走險，甚不以為然，綜合其

意見如下。

對美國做法之批評：
1.美國在李登輝提出訪美要求後，

國務院不應事先貿然向大陸承諾不發給

他簽證，這種違背美國國會、媒體及民

意的決定，是一大錯誤。假如美國當時

能事先派遣高層特使（如國務卿或國家

安全顧問）前往北京，向中共當局解說

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美國媒體對政府政

策的影響，以及一位尋求連任的美國總

統不能無視於國會與民意等情事，並說

明美國行政部門固然願意儘量尊中共立

場，但如此一立場遭遇重大挑戰時，恐

將無法堅持，請求大陸諒解。

2.美國派遣航母一事，也因事先未

知會中共高層，可能會使雙方陷入兵戎

相見之危機。事實上，美國海軍情報部

門，2月初已經向美國政府提出報告，

中共正開始調動導彈，並有1萬名部隊

轉往福建。這時美國應該由高層特使前

往北京，明白告訴中共，假使它在台海

有任何軍事行動，美國根據「台灣關係

法」，將無法坐視而必須有所因應，包

括出兵台海。但是美國亦未採取這種

「預防性外交」。

「八得」是：
1.突破外交困境，一吐1979年美國

與中華民國斷交16年來的悶氣。單是看

看美國參眾兩院35位頗具影響力的議員

輪番在電視上對李登輝的推崇和對台灣

奇蹟的讚頌，便可說明通過此行已經突

破了外交困境。

2.強化國家定位，起碼使台灣在國

家認同問題上產生的困難得以化解。李

登輝在演講時一連提了17次中華民國。

3 .兩岸政策明確。李登輝此次演

講，明確宣示了在經濟上建立亞太營運

中心，而在政治上願意和江澤民見面，

但排除與江澤民在北京或台北見面的可

能。

4.台灣經驗清楚。除了經濟發展之

外，台灣已大步邁向政治民主化。

5.促使中共反省。中共過去的兩岸

政策和外交政策蠻橫僵化，不得不被迫

反省。

6.迫使美國改轍。美國過去對台灣

外交採施壓手段，制定對華外交政策的

國務院不得不逐步改弦易轍。

7.累積選戰資本。李氏此行，不僅

為明年的總統直選增加了政治資本，對

今年立委選舉保衛政權之戰也會起到好

的作用。

8.提升傳媒責任。李氏此行，受到

全世界傳媒的關注播報，其本人對傳媒

的尊重同樣提高了傳媒的社會責任。

「二失」是：
1.打破了中國大陸、台灣、美國三

方面的靜態平衡。

2.在李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的演講稿中，從頭到尾沒有提到華僑。

海外相當一部分的華僑讀了這一篇講稿

之後不無失落感，認為李登輝會走向台

獨。

▲李登輝與陸鏗在康大校園碧湖石橋上不期而遇，寒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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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水暖我先知：
僑協兩岸交流實錄》序

▓陳三井

談兩岸交流，早期真是疑雲重重，

充滿諜對諜的攻防心態，而且因為事涉

敏感，可以說困難橫阻，真有如天塹之

難以飛渡；如今雖然春江水暖，輕舟已

過萬重山，成為不可逆轉之盛事，但

在少數有心人眼中，仍難不被貼上「傾

中、賣台」的標籤

在兩岸關係融冰後至二十世紀末，

本會開始與大陸涉僑單位進行交流，可

分為三個時期扼要回顧：

一、開拓期

在張希哲先生擔任理事長期間

（1993-2000），強化華僑

華人研究，並以之為平台，

與大陸首先開展學術交流。

從1996年8月開始，與大陸方

面共有以學術研討會為主軸的

四次交流。

二、試水溫時期

在伍世文先生擔任理事長期間

（2005-2012），與中國僑聯之間，

透過個別或非常態化的性質，與大陸

方面亦進行若干次的交流。

三、深化期

在本人擔任理事長期間（ 2 0 1 2 -
2016），秉持「走出去，迎進來」的原

則，積極推動兩岸常態化、體制化的交

「再造會史 鮮活記憶」叢書之三

流，同時深化交流的內容。除定期組團

出席一年一度極具規模的廈門海峽論壇

外，並曾應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之邀，組

團訪問北京及華北地區。此外，中國僑

聯暨各省市歸僑聯合會之來會訪問，亦

較前頻繁熱絡，大有兩岸僑界龍兄虎弟

一家親之概。

本會與大陸涉僑單位之交流互訪，

可視為兩岸僑務團體交流的重要一環，

其豐碩成果與兩岸和平關係發展至為密

切。故特將歷年相關資料做一有系統之

整理並加出版，至盼關心兩岸和平發展

之海內外華人不

吝指教。（作

者為本會理

事長）

對中共作法之批評：
1.中共對美國政情不了解，反認為

柯林頓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是在打

「台灣牌」，對中共有所制衡。事實

上，柯林頓是在國會及輿論壓力下才允

許李登輝訪美，與打「台灣牌」毫無關

係。

2.中共對台灣政治認知錯誤，將主

張「台灣意識」和「台灣獨立」劃上等

號。其實，約有80%的台灣民眾主張維

持現狀。但中共認為主張「台灣優先」

及不贊成統一者，均是台獨。

3.中共對國際社會不了解。當台灣

在舉行總統大選時，世界民主國家都樂

觀其成，而中共卻以飛彈和軍事演習相

威脅，這必然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及國際

社會的譴責。

弔詭的是，在台海危機發生前後，

被視為「麻煩製造者」的李登輝，在選

舉時卻告訴大家，中共的飛彈是「啞巴

彈」，他有「十八套劇本」（事實上高

達28、29項計畫）可以應變，以一副

沾沾自喜的態度，周旋於中美兩大國之

間，置台灣安危於不顧，令人擔心而又

覺得幼稚！

俗云：「治大國，如烹小鮮！」

我們已退休的治政人物卻不甘寂寞，喜

歡走偏鋒，發怪論，創奇招，最後留下

「出賣台灣，羞辱人民，作踐自己」，

甚至「不忠、不義、不仁」的歷史罵

名！（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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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爾大學校園（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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