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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兩會觀察與
中共對台政策評析
◆文／張五岳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今（2018）年是中共「十九大」後的開局首年。大陸兩會召開最受外界關注焦點有三：首先，在
修憲議題上不僅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納入憲法，同時刪除憲法上「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開啟了習近平定於一尊與長期執政的時代。此外憲法第
一條也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將中共一黨專政正式納入憲法中。
其次，在政府機構重大變革上，除了修憲新增國家監察委員會外，並將國務院重整為 26 個部委機關。
最後，在高層重要人事佈署上，則選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總理李克強、人大委員長栗戰書、政協主
席汪洋、常務副總理韓正、副總理劉鶴、國監委主任楊曉渡、國務委員王毅…等人。
面對今年北京兩會在修憲、機構變革與人事部署，特別是重要涉台人事佈局到位，與兩會期間所
發表的重要對台政策講話，究竟對今後的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有何影響？自然備受我方關注。

李克強提「政府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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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上講話，只簡單

觀察今年兩會期間有關重要對台政策宣示，

提及「廣大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要攜起手來，支

可以從 3 月 5 日第 13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

持、維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

當天，李克強總理所提的「政府工作報告」與張

胞福祉，共同開創中華民族新的前程」。此次，

志軍「部長通道」對媒體發表對台講話，以及 3

面對兩岸關係與美國總統簽署「台灣旅行法」則

月 20 日人大閉幕，習近平在閉幕會議發表的重

是加大篇幅與力度。一方面強調，「堅持一個中

要講話，以及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所

國原則，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發表的講話看出。其中，尤其以習近平在閉幕會

展，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同台灣同胞分

議的講話最為重要。相較於 5 年前，習近平在

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推進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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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平統一進程。」；另一方面強調，「一切分

其次，在今年的對台工作會議，汪洋首度

裂祖國的行徑和伎倆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偉大祖

提出以「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作

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

為對台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這不僅是中

分割出去」，表達堅定反獨的決心與立場。

共首次在對台工作會議中提及，從今年對台會議
內容中也多次提到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可

四面向解讀中共對台的戰略思維與策略
方法

以清楚看出習近平思想在對台政策中的位階的主
導性與重要地位。該會議針對兩岸關係格局則以

雖然習近平在人大閉幕會議上，發表措辭強

「主導兩岸關係大局」取代「牢牢把握發展方

烈的堅定反獨宣示。吾人認為解析中共對台政策

向」。表明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也是中

步驟有三 : 首先必須先確立頂層設計的路線方針

國大陸自身的發展進步，取決於中國大陸自身的

作為指導思想；繼而經由對台幹部統一認識與人

節奏與佈局，北京將採取「單邊作為」。對於今

事部署，最後才是具體政策執行與落實，等三方

年的兩岸關係情勢研判，特別強調「面臨風險挑

面綜合觀察。是以，要精準全面掌握習近平對台

戰」，而非只有「複雜嚴峻」，主要認為美、中

政策思想，必須以（1）去年中共「十九大」報

關係的矛盾可能升高，美、台關係可能強化，加

告（2）2018 年 2 月 1 日到 2 日召開的對台工作

上美國有期中選舉，台灣有「九合一」選舉與公

會議（3）2 月 28 日由國台辦、發改委與 29 個

投議題的發酵。面對兩岸關係的嚴峻與風險，北

部門，發布 31 項《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京除了堅持硬的一手「一中、反獨」外，今年對

合作的若干措施》與（4）3 月 15 日兩會期間中

台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軟的一手，則大力倡導

共黨內理論刊物《求是》，刊載一篇署名「中共

「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逐步為台灣

中央台辦理論學習中心組」撰寫，題為「以習近

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

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領新時代對台工

同胞同等的待遇」。

作」文章，這 4 個部分加以綜整，再配合習近平

第三是軟的一手，最具代表性厥為中共在兩

的談話，方能精準掌握中共對台的戰略思維與策

會召開前夕的 2 月 28 日，所發布的對台 31 項

略方法。

措施。該措施基本上分為兩部分，一是 12 項給

首先是在去年中共「十九大」報告。習近平

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二是 19 項為

首度把對台政策放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台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

思想」十四項基本方略的戰略目標。一般認為，

大陸民眾同等待遇。吾人認為，中共此次推出的

把實施「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放到建設

對台 31 項措施，基本上是呼應中共總書記習近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四大基本方略中，這

平在去年「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願意率

是在中共黨的報告中首次如此呈現。此一政治宣

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

示，乃意涵著中共已經明確的把對台政策與兩岸

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

關係的推動，作為未來推動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

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

環節。

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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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人認為，在中共「十九大」後僅四個月左右時間，

其特色乃將台灣問題放到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發

包括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在內的 31 個

展略中一個重要環節。主要強化單邊立法與單邊

黨政相關部門就整合出 31 條最新對台措施，能

作為，並加大「反獨」與「促統」力度。是以，

有如此強大跨部門統合能量，毫無疑問，絕對是

習近平不僅強調以往鄧小平時代「一國兩制」

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意旨。

下，會尊重台灣地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如

第四個部分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

今更強調率先讓台灣人民分享中國大陸發展機

要思想」。在 3 月 15 日的《求是》雜誌，提出

遇。強調擴大經濟文化交流，逐步為台生、台商、

四大關鍵核心。第一，「從根本上說，決定兩

台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就學、創業、就業、生活

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

與中國大陸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習近平的「新

第二，「台灣問題的解決，是兩岸綜合實力較

一國兩制」目標，不僅強調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

量的過程，根本上取決於我們自身發展進步」。

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也號召兩岸

第三，「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耐心細緻、持之

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通過兩

以恆地做台灣人民工作」。第四，「鄭重宣示六

岸文化交流互動，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實現

個任何，強調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

心靈契合，而不像當年鄧小平只單純追求形式統

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習近

一。因此，在中共對台政策上，相較於一中反獨

平在今年人大閉幕會議上，雖然高舉民族大義

的底限思維，涉台部門更是側重以耐心與恆心細

表明堅定反獨，但在其對台政策仍然秉持「一

膩來推動兩岸社會經濟文化融合，以促使「一中

中反獨」的底限思維，與秉持「兩岸一家親」

促統」的水道渠成。

以恆心耐心推動兩岸社會經濟交流，以達到「心
靈契合」。

兩會後對台政策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
評估兩會後對台政策對兩岸關係發展可能

習時代的兩岸社會經濟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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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可以從（1）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權力

根據吾人長期觀察，習近平自 2012 年中共

定於一尊後，其人格特質、決策風格與歷史使命

「十八大」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13 年 3 月

對兩岸關係可能的影響；（2）當前美、中新型

兩會當選國家主席並擔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

大國關係的博奕與競合，特別是美、台關係的強

小組，並在 2013 年 3 月第 12 屆全國人大閉幕

化，在美、中關係的互動中，台灣究竟是作為槓

會議上，首度發表重要涉台講話以來，到今年 3

桿亦或棋子；（3）兩岸既無政治互信又欠缺良

月 20 日人大閉幕講話，習近平總共發表的第 21

好溝通對話管道，面對可能重大變數的挑戰如何

次有關涉台的談話中。綜觀習近平 21 次談話的

避免誤判與危機管控，這三項可能存在的風險挑

內容語意分析，吾人認為習近平在對台政策思想

戰審慎因應。

上，與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追求和平統一

首先，就習近平的人格特質與歷史使命而

最大的不同在，習近平旨在推動「新一國兩制」。

言，一般認為以習近平過去五年對內大力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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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世代交替的慣例，打破派系政治集體領導的

關注與審慎因應。

格局，推動解放軍大力變革，積極推動修憲…等

再則，面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可能面臨到的

在內政上一連串重大的變革。在對外關係上，高

內外諸多風險與挑戰，吾人認為自從 2016 年台

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經貿上不斷倡導互利

灣政黨後迄今，兩岸關係發展最具隱憂乃是，兩

共榮全球化，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在軍事上

岸的執政當局在欠缺良好溝通管道與政治互信的

不斷突破第二島鏈，建設南海島礁並開始海外駐

情況下，當一方所釋放的善意，經常在對方的等

軍，並積極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過去五年

待與疑慮中不斷的流逝與無法積累（一方的善意

在對內與對外，都做了重大的變革，可以預期習

只有在對方也能善意回應下，才能夠加碼釋放，

近平的對台政策不太可能維持以往以不變應萬變

形成正循環）。正因為雙方自認為都得不到對方

的戰略與策略。是以，在習近平主政下，台灣必

的善意回應，因此，有時候必須對內部交代以化

須務實面對一個對於台灣一貫強調的自由、民

解內部不滿的強硬呼聲，這些對內交代的言語與

主、人權、主流民意或是西方的普世價值…等，

作為，卻因兩岸雙方欠缺事前溝通與諒解，自然

沒有任何好感與認可；但對於台灣政府與民眾普

被對方視為惡意與挑釁。這種明察對方敵意之秋

遍接受不高，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毫，卻不見善意之輿薪，形成當前之兩岸關係有

夢」卻有無比堅持的習近平，與中國大陸內部日

可能步入「敵意螺旋」的日益惡化趨勢。

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當民主多元的台灣面對民族
主義高漲的中國大陸，台灣究竟應該如何審慎面
對與有效因應可謂重中之重。

結語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一方面取決於兩岸領導

其次，不論中共對台政策，或是兩岸關係

階層的理念與高層的互信，當前只有兩岸雙方領

的和緩與嚴峻，有相當一部份也取決於中、美新

導人都有新論述、新思維、新作為，才可能產生

型關係的競合。在北京對台政策仍然保持高壓狀

新的互動模式。另一方面更繫諸於兩岸人民的相

態下，美、中雙方在安全戰略與貿易上的紛歧，

互認知與理解，只有兩岸人民沒有對立與仇恨，

加上美台關係的強化，也促使得兩岸關係面臨到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有可能。兩岸高層或許對政

若干變數考驗。雖然面對美、中關係的可能挑

治可以有歧見，但兩岸人民卻不應有仇恨與對

戰，北京不僅在高層人事佈局上強化了王岐山、

立，任何旨在製造雙方人民對立與仇恨的言行都

劉鶴、楊潔箎、王毅等經貿與外交戰略等四大金

不應當被鼓勵。面對兩岸未來的挑戰與機遇，究

剛。連涉台人事的安排上，從汪洋、王毅、劉結

竟是應該盡一己之力抓住任何可能的機會之窗，

一、戴秉國等也體現了史上對美國最了解的涉台

型塑一個可能的良性互動；抑或坐等對方一步到

團隊。未來美、中競合下，美國不僅將成為中共

位善意回應，一再錯失良機徒呼奈何？不同的思

對台政策的重要著力點，面對美、台關係的強

維、作為與不同道路選擇，也會決定未來兩岸關

化，中共亦有可能透過對台強硬作為，藉以對內

係不同的前景。

交代、對外宣示與對台施壓，凡此亦須我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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