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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於 4 月 15 日正式成為民進黨提名之總統參選人，

並將兩岸政策定調為「維持現狀」後，黨中央隨後緊鑼密鼓的安排蔡英文

赴美訪問，以爭取美方認同。 

蔡英文訪美行定名為「點亮臺灣、民主夥伴之旅」，為期 12 天的行程

走訪洛杉磯、芝加哥、華府、紐約、休士頓及舊金山等 6 大城市，不僅與

各地臺僑互動，闡述臺灣現狀、兩岸政策、經貿發展等，並拜會美方行政

高層，與多名重量級參眾議員會晤，甚至走進白宮國安會以及國務院等重

要行政機構，與美方商談臺美關係、軍售等各項議題，不僅享有高規格禮

遇，亦創下臺灣總統參選人之首例。 

蔡英文此行與 4年前訪美相比，可謂做足準備，不僅出訪前多次闡述

兩岸政策為「致力維持臺海的和平與穩定的發展」，抵達首站洛杉磯，在

臺僑晚宴中即進一步說明兩岸「維持現狀」的兩訊息為「維持臺灣民主現

狀」與「確保臺海局勢穩定」。在轉往華府訪問的第一時間，蔡英文也投

書當地華爾街日報，說明自己的對外政策「四支柱」，更在華府戰略暨國

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講中，強調將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依循普

遍民意，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可謂蔡英文首度最完整的兩

岸政策論述。 

蔡英文此行訪美不僅完整闡述兩岸政策，也表達積極加入區域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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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企圖，並不斷對美喊話，盼執政後能與美方加強軍事合作。另外她也

向舊金山的科技產業取經，希望用於她所提出的新經濟模式；同時蔡英文

也向青年招手，允諾提供籌措資金的創業平臺，呼籲青年返鄉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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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中華民國即將在明年舉行總統大選，會否再次政黨輪替，深受海內外

矚目，其中美方的態度也被外界認為是重要影響力之一。隨著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再度獲得黨內提名問鼎總統大位，加以民進黨去年 9 合 1選戰成績

亮眼，均讓蔡英文實力大增。 

 然而，蔡英文最受外界關切的問題，莫過於其「兩岸政策」是否能為

各方接受且信任。4 年前蔡英文提出「臺灣共識」赴美訪問，不僅未能得

到美方支持，甚至遭到美方強烈質疑。4 年後，民進黨重新闡述兩岸政策

為「維持現狀」，是否能成功說服美方、進而獲得支持，值得觀察。因此，

身為國家廣播電臺記者，有必要隨行採訪，記錄民進黨能否翻轉總統大選

的過程與關鍵。 

 

二、 過程 

5 月 29 日(五)： 

1) 蔡英文「點亮臺灣、民主夥伴之旅」訪問團成員晚間搭乘長榮航空班

機前往首站洛杉磯訪問。 

2) 蔡英文於行前在機場受訪時表示，期能與美方針對經濟、貿易、外交

以及外界高度關注的兩岸政策與美方交換意見；並強調，相較 4年前，

她準備更充分，相信成果也更為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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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六)： 

1) 訪問團班機深夜降落洛杉磯機場，由我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長夏季昌接機。蔡英文於機場發表簡單談話後，轉往飯店休息。 

 

5 月 31 日(六)： 

1) 蔡英文展開洛杉磯的訪問行程，一早與首位臺裔眾議員劉雲平、華裔

眾議員趙美心等人進行政要早餐會，就臺美關係交換意見。 

2) 蔡英文與當地青年舉行論壇，並鼓勵留學生回臺就業，允諾一旦取得

政權，將提供年輕人就業上的各項協助。 

3) 蔡英文與南加州多名學者座談，會中除了觸及經貿、外交議題外，也

對於兩岸議題交換意見。 

4) 蔡英文在洛杉磯第一場臺僑晚宴中，進一步闡述「兩岸維持現狀」說，

指臺灣有永遠堅持的民主生活方式，這樣的民主現狀絕對不能改變；

而民進黨一旦執政也會致力確保臺海局勢穩定，成為亞太安定的力

量、而非隱憂；蔡英文並強調將以「充實民主」、「創新經濟」及「建

立公益」三個壯大，讓臺灣更有發展。 

 

 

 



6 
 

6 月 1 日(日)： 

1) 蔡英文結束洛杉磯行程飛往芝加哥，這是第一次有民進黨主席及總統

參選人踏上芝加哥訪問，雖僅短暫停留一天，仍受到當地臺僑熱烈歡

迎。 

2) 由於芝加哥當地臺僑多屬客籍，蔡英文此行特別苦練客語，在當地臺

僑演說中還以一段客語闡述自己的理念，以及對芝加哥臺僑的重視。

蔡英文的演說內容還以芝加哥大火為例，強調臺灣應再次政黨輪替才

能浴火重生。 

 

6 月 2 日（二）： 

1) 在芝加哥行程結束前，蔡英文特別拜會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夏摩（John 

Mearsheimer）等人，就兩岸議題交換意見。 

2) 結束芝加哥行程後，蔡英文一行轉赴華府，當地媒體蜂湧至機場採訪，

顯示蔡英文在華府的訪問行程受到當地媒體高度關注。 

 

6 月 3 日（三） 

1) 蔡英文在拜會美方行政官員前，早先一步投書美國華爾街日報，提出

對外政策「四個支柱」，強調一個更加穩定且一致的對中關係，需要透

過與中共領導階層以及臺灣人民，建立開放的溝通管道，她將透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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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交流、合作及對話確保兩岸關係的改善。全文在隔天的華爾街

日報亞洲版刊出。 

2) 蔡英文於華府的多項行程並不公開，事後民進黨以發佈新聞稿方式，

說明蔡英文在華府與重量級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

民主黨參議員李德（Jack Reed）、共和黨參議員蘇利文（Dan Sullivan）

會面，針對臺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軍事合作及未來臺美關係等議題

進行深入對話與交流。 

3) 蔡英文被媒體拍到進入美國貿易代表署，但民進黨不願透露蔡英文拜

會對象。秘書長吳釗燮則選在蔡英文視察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後對媒體

強調，蔡英文訪美行程「非常成功」，透露蔡英文訪美極為順利。 

 

6 月 4 日(四) 

1) 蔡英文於「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說，以「臺灣迎向挑

戰—打造亞洲新價值的典範」為題，闡述自己對於臺灣未來的定位；

對於眾所矚目的兩岸政策，她承諾建立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

兩岸關係。她當選總統後，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

民意，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並強化民主機制，確保人

民的未來選擇權。這是蔡英文至今以來最完整的闡述兩岸政策。 

2) 蔡英文出席美國國會歡迎酒會，17 位議員到場致意。其中，親臺的前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現任佛羅里達州眾議員羅絲蕾婷娜（Ile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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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Lehtinen）特別致贈蔡英文國會大廈圓頂上的華盛頓自由雕像，

希望臺灣永保自由；蔡英文也對美喊話，希望能支持對臺軍售，讓臺

灣永保區域和平。 

3) 蔡英文被媒體拍攝到現身在白宮附近，外界臆測應是進入國安會與國

家安全顧問蘇珊‧萊斯（Susan Rice）短暫會晤。 

 

6 月 5 日(五) 

1) 蔡英文赴國務院與副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進行「蔡布會」。

蔡英文會後也大方於國務院前受訪表示，她與布林肯就兩岸、經貿、

國防、國際參與等臺美議題交換意見。 

2) 蔡英文於晚間的臺僑晚宴中，對於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要蔡英文先得

「通過 13 億中國人的考試」的說法做出回應。蔡英文表示，若要考試，

臺灣人民才是她唯一的主考官，她只需要對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交代

答案。 

 

6 月 6 日(六) 

1) 蔡英文結束華府的行政官員拜會行程後，與媒體共乘遊輪遊波多馬克

河，並針對國內「廢死」、「國民黨總統初選」、「第三勢力」整合等議

題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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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英文在紐約與「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的中國大陸專

家會談。據轉述，美方學者對於蔡英文在 CSIS 及華爾街日報的投書都

持正面肯定；前駐中共大使羅德（Winston Lord）也稱讚蔡英文在 CSIS

的問答表現相當機智（smart）。 

3) 結束華府行程後，蔡英文搭乘火車轉赴紐約，並出席當地的臺僑晚宴。

由於紐約為文化大熔爐，因此蔡英文在演說中也首度提出她的文化政

策。 

 

6 月 7 日(日) 

1) 蔡英文結束紐約訪問行程後，轉赴休士頓參加臺僑晚宴。蔡英文一抵

達休士頓機場，多名德州農工學生手持蔡英文 Q 版的「小英頭」歡迎

蔡英文的造訪。 

2) 蔡英文於休士頓的臺僑演說中，肯定年輕人改寫歷史的勇氣，也配合

休士頓美南地區臺獨意識較為強烈的臺僑喊話，強調 2016 國會不過

半的理念，期盼奪回政權，以及主導下屆國會的力量。 

 

6 月 8 日(一) 

1) 蔡英文結束休士頓的臺僑演說後，隨即飛抵訪美的最後一站－舊金

山，並赴全球最大網路設備商思科(CISCO)總部參訪，聽取思科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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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智慧城市趨勢進行簡報，盼取經運用於民進黨所提出的「創新、智

慧」的新經濟模式。基隆市長林右昌也特別飛抵舊金山一同參訪，爭

取與思科合作的機會，打造基隆為智慧城市。 

2) 蔡英文在返臺前與媒體茶敘，為此次訪美總結。蔡英文說，這次訪美

的行程豐富多元，且與美方進行深度溝通，若民進黨明年能取得執政

權，所建立的臺美溝通管道將作為擘畫國政藍圖的重要參考。 

 

6 月 9 日(二) 

1)  蔡英文繼參訪思科總部後，訪美團在離美前特地赴 Facebook 總部參

訪並打卡留念。蔡英文表示，Facebook 高層給予民進黨利用 Facebook

打選戰的諸多建議，對於資產不多的政黨而言，Facebook 是很好的傳

達訊息的工具，對臺灣民主也是一件好事。 

2) 蔡英文下午參與史丹佛大學的一場「臺美創新與科技合作」論壇。接

著搭機返國。 

3) 蔡英文於深夜抵臺，在機場受訪時表示，此次訪美有達成所設定的目

標，而外交的成果不分黨派，有成果的話其實是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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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蔡英文此次訪美的最大目的，莫過於消除美方對民進黨「兩岸政策」

的不信任感，為此，本次民進黨在整體的訪美安排上顯然做足準備。 

回顧 4年前，雖然也是走訪多個城市，但首站直抵華府，不僅與行政

官員的會晤時間、地點一改再改，訪問團未離開華府前，美方就已透過管

道表達對蔡英文兩岸政策的不信任，讓還在訪美的民進黨身受重傷。 

有了前車之鑑，民進黨本次於訪問前多次與美方先行溝通，充分討論

因應後，交出了一張「維持現狀」的答案卷，不僅安全、甚至拿到高分，

讓蔡英文一舉走進白宮、國務院等重要行政機構，獲得高規格待遇。外界

認為，美方此舉無疑等於認同蔡英文的主張，訪美成果如同民進黨所言「多

元」、「順利」且「達到目標」，與 4年前的遭受美方冷遇大大不同。 

美方的表態給了民進黨很大的鼓舞，蔡英文在華府訪問後的臺僑宴會

演說上，不難看出蔡英文顯得更有自信，臺僑的反應也相當熱絡。 

民進黨先於蔡英文訪美前端出最後一部份的「國防政策藍皮書」，宣

揚與美合作發展本土國防戰力的決心，抵達華府前還先搶一步投書華爾街

日報，提出多元外交對話、確保「一致性、可預測、延續性」等兩岸政策

關鍵字，甚至更主動肯定對岸領導人習近平反腐的言論，讚揚他的勇氣；

看得出民進黨幕僚這 4 年費盡力氣、成就蔡英文端出保守路線的兩岸政

策。即使大陸方面仍不買帳，但這安全的作法至少不會流失既有選票，甚



12 
 

至對於冀望政黨輪替的民眾來說，也是一個新的選擇。 

而蔡英文此次訪美除了對兩岸、經濟、外交國防等政策提出清楚的闡

述外，維安部分也強化不少。多場臺僑晚宴上，安檢滴水不漏，深怕有心

人士混入其中引發衝突，讓蔡英文訪美的成果功虧一簣，就連蔡英文自己

都認為「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過去 4年，蔡英文雖然是民進黨主席，也經歷新北市長及總統大選選

戰，但蔡英文並不熟悉政壇運作，與媒體的互動非常生澀，媒體聯訪中往

往感受不到蔡英文的真正想法。反觀 4 年後的蔡英文不僅懂得體恤媒體，

深知媒體為了捕捉她走進國務院的一刻不惜跟車、留守，因此她選擇步出

國務院後受訪，間接證實自己與副國務卿高層會晤，也會公開讚揚媒體的

辛勞，甚至願意手持自拍棒與媒體合影，與媒體大啖 pizza，遇見鄉親的

擁抱也不再閃躲，大方一一回應；這些改變，均凸顯了蔡英文期盼帶領民

進黨重返執政的企圖心。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隨著蔡英文的訪美，美中臺三角關係也令外界嗅

出微妙變化。由於美中關係日趨緊張，美方試圖以高規格善待蔡英文的方

式回擊中國大陸，讓蔡英文訪美行成為美中角力中的一枚棋。接著，馬英

九總統將在 7 月訪問中南美友邦時過境訪美，9 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

平也可望造訪美國；對於美國這個老牌外交強權而言，會如何操作這三方

關係仍不得而知。因此，雖然截至目前為止，蔡英文的訪美看似成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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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明年元月的大選最後投票日，還有極多變數，值得密切觀察。 

 

四、建議事項 

  由於此次民進黨中央通知出訪日期與申辦出訪手續時間均相當倉

促，令前置作業與準備過程顯得忙亂；再加上訪問團安排前往多個城巿，

且路線迂迴，行程中包括班機確認、轉機等交通成本，與飯店的入房、退

房等手續，均耗費不少時間，日後若有類似行程，宜作更具效率的安排。 

  雖本次行程緊湊，然記者仍充份掌握發稿時效，傳遞第一手訊息回

臺，並透過中央廣播電臺全球頻道放送至海內外。同時，本次休士頓行程

僅開放部份媒體隨行採訪，央廣也是其中之一；建議爾後若有類似機會，

仍應極力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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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次採訪共發出 35 篇新聞稿、1篇專題，央廣連結如下： 

1) 蔡英文將訪美 兩岸主張為關鍵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122 

2) 蔡英文抵洛杉磯 上百名臺僑接機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388 

3) 蔡英文心繫 MERS 籲地方做好防疫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395 

4) 蔡英文會首位臺裔美眾議員 談臺美經貿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445 

5) 蔡英文與洛杉磯青年座談 鼓勵返臺就業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466 

6) 蔡英文與加州學者會談 兩岸主張受關注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476 

7) 闡述維持現狀 蔡英文提「兩訊息、三壯大」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507 

8) 蔡英文首場臺僑晚宴 旅美家人現身支持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519 

9) 蔡英文訪芝加哥 說客語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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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643 

10) 蔡英文：廢死需社會共識與配套 謹慎看待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835 

11) 蔡布會生變？蔡英文不證實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848 

12) 蔡英文投書華爾街日報 談對外關係四支柱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4871 

13) 蔡英文華府首站 拜會美國兩黨參議員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040 

14) 吳釗燮：蔡英文此行驗收民進黨在美成果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089 

15) 吳釗燮：美方對陸擴張南中國海憂心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103 

16) 蔡英文華府演說 推可持續的兩岸關係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324 

17) 蔡英文向美喊話 臺灣已準備好加入 TPP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347 

18) 蔡英文盼習近平對臺展現靈活性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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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眾議員贈自由雕像 勉蔡英文捍衛自由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432 

20) 蔡英文訪美大突破 進國務院會布林肯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571 

21) 蔡英文兩岸論述 美方正面看待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579 

22) 駁崔天凱 蔡英文：臺灣人民是唯一主考官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611 

23) 林義雄批民進黨 蔡英文：可理解但有些難過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788 

24) 訪美成果 蔡英文：感受各界友善是好的過程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787 

25) 蔡英文抵紐約 首度拋文化政策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5811 

26) 蔡英文訪美一天飛兩地 臺僑熱情迎接

http://news.rti.org.tw/news/det ail/?recordId=196005 

27) 蔡英文新讀稿機與希拉蕊同款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027 

28) 前駐中共大使讚蔡英文在美演講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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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015 

29) 蔡英文訪思科 談智慧城市趨勢發展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059 

30) 蔡英文：訪美溝通管道可為國政藍圖參考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067 

31) 九二共識與維持現狀差別 蔡英文：求同存異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082 

32) 蔡英文：返國後優先處理第三勢力整合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130 

33) 賴清德遭約詢 蔡英文：支持對抗黑金決心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093 

34) 蔡英文訪臉書總部打卡留念 訪美劃下句點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96255 

專題： 

蔡英文訪美成果豐 兩岸牌待檢驗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d=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