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C-2 深化學生通識博雅教育 

通識講座課程：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第七講：「民主與民粹：台灣的未來」 

主講人：國立台灣大學心裡學系  黃光國特聘教授 

 

課程參考資料 

天下與歐盟：兩岸關係的突破與願景 

2008 年三月 22 日，台灣舉行總統大選，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馬英九和蕭萬

長以 765 萬對 544 萬的懸殊比例，擊敗民進黨，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屆正、副總

統。四月 11 日，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率領代表團，赴海南島參加「博鰲論壇」，

並和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蕭以「正視現實、開創未來、擱置爭議、

追求雙贏」十六字箴言，期許雙方共同合作，並提出兩岸直航、陸客來台、經貿

正常化、及恢復兩岸協商機制等「四個希望」，胡則以「我們將繼續推動兩岸經

濟文化等各領域交流合作」，提出「四個繼續」，對蕭的「四個希望」作出明確而

善意的回應。 

新華社聲明「內外有別」 

自從 1999 年李登輝前總統宣佈兩岸之間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被解釋成

為「兩國論」，導致兩岸關係陷入僵局之後，胡蕭會是兩岸最高層級領導人的首

次會面，因此蕭自許此行為「融冰之旅」。然而，台北方面對於兩岸關係的未來

並非沒有戒心。胡蕭會後，四月 14 日，馬英九和蕭萬長分別接受港澳與國內媒

體訪問，馬英九形容「冰山只融一小塊」；蕭萬長更是意有所指地說：「冰山很大，

一下次融化了會變成洪水」。他們倆人都同意：「兩岸關係應步步為營，穩步前進，

『走得穩比走得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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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兩位台灣新國家領導人不敢不審慎以對的，便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問

題。台灣總統大選過後，發生過兩件值得注意的小插曲：首先，白宮國家安全顧

問哈德利主動對記者透露：美國總統曾經於廿六日透過熱線，和中共國家主席胡

錦濤連絡。胡表示：中國的一貫立場是中國大陸和台灣應在「九二共識」基礎上

恢復談判。耐人尋味的是：新華社發佈的英文稿卻比中文稿多了一段話：「雙方

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對其定義各自表述」。這是否意味著：對台灣所主張

的「一中各表」，中共的立場已經有所鬆動？這樣的鬆動是否「內外有別」？ 

胡蕭會後的第二天，蕭萬長和中共商務部長陳德銘共同主持圓桌論壇。事後

中方發佈的新聞稿強調：「雙方的共識，包括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儘快建立

溝通協商的平台。」這一點立刻遭到蕭萬長的否認。稍後新華社正式發稿，已經

不見「一個中國」的字眼，商務部的官方網站也作了相應的修正。 

「李登輝路線」復辟？ 

四月廿八日，新政府公佈第二波新內閣名單，其中包括陸委會主委為台聯前

立委賴幸媛，因而引發社會各界的強烈反彈。由於賴幸媛雨前總統李登輝關係匪

淺，許多藍軍支持者強烈質疑：任命賴擔任陸委會主委，是否意味著「李登輝路

線」的復辟？ 

為了回應社會各界的質疑，五月一日，馬英九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專訪時表

示：內定陸委會主委賴幸媛不是「李登輝路線」，而是「馬英九路線」，目的是為

了擴大台灣需要的「社會共識基礎」。所謂的「馬英九路線」，就是「九二共識，

一中各表」。 

由於鳳凰衛視可以在大陸各大城市直接轉播，馬英九此舉頗有向中共喊話的

味道。然而，「馬英九路線」跟「李登輝路線」有什麼本質上的不同？能不能根

本破解兩岸僵局？ 

1992 年海基、海協兩會在香港就公文書認證的問題展開協商。從台灣的角

度來看，九二商談的結果，雙方已經達成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識。可

是，從大陸的角度來看，兩岸雙方確實在「海峽兩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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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識，但從未就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進行過討論。既然沒有討論，根本就沒有

什麼「各自表述」的共識。 

1995 年六月，李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時，多次提到「中

華民國」，使大陸方面大為緊張，要求台灣當局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立場，

停止製造「兩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美國政府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並聲明對台「三不支持」。台灣則是以海協與海基會 1992 年達成的共識「一個中

國，各自表述」，替自己辯解，將「一個中國」表述為「歷史的中國」，而現在則

是「階段性兩個中國」，讓中共極度不滿。 

1999 年 7 月 9 日，李登輝提出兩岸關係為「特殊國與國關係」，被外界解讀

為「兩國論」，兩岸關係更為緊張。8 月 1 日，「陸委會」發表「對特殊國與國關

係書面說明」，在堅持不收回「兩國論」的前提下，進一步引用「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的說法，認為海協會同意「雙方自此就一個中國可以各說各話」，而且

「該項共識適用於國際關係」。大陸方面大為憤怒，兩岸之間的「半官方關係」，

也幾乎斷絕殆盡。 

融冰變洪水！ 

從這段歷史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出：馬英九主張的「九二共識，一中各表」

根本是李登輝主政早期台灣的片面主張，並無新意可言。經過陳水扁執政八年的

折騰之後，胡錦濤在今年三二六的布胡熱線中，主動提到「九二共識」，新華社

還以「內外有別」的方式，在英文稿中提到「各自表述」。然而，明眼人不難看

出：這只不過是誘使台灣坐上談判桌而已。難道馬英九相信：中共會接受「階段

性兩個中國論」，或「特殊國與國關係論」？ 

我認為：在討論週末包機、開放陸客觀光、兌換人民幣等議題上，中共對於

馬英九主張的「一中各表」根本不會表示任何意見。然而，馬蕭在競選期間所提

出的主要政見還包括：建立兩岸共同市場、簽訂和平協定、拓展台灣國際發展空

間等等。當兩岸要在政治、外交、國防等方面展開談判時，請問「馬英九路線」

有何錦囊妙計，可以避免重蹈「李登輝路線」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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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謂的「馬英九路線」僅只是「一中各表」而已，則兩岸關係的發展其

實並不樂觀。2007 年十月，胡錦濤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呼籲在「一個中國

原則」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兩岸和平發

展框架」。更清楚地說，在處理經貿，旅遊等非政治性的事務方面，中共可以暫

時「擱置爭議」；可是，如果兩岸要在政治、外交、國防等方面展開談判，中共

會不堅持「一中原則」嗎？假如台灣的新執政團隊對這個問題沒有全盤對策，兩

岸關係難免要面臨「融冰變洪水」的災難! 

 

一、中華文化的現代化 

用科學哲學的角度來說，對一個問題提出「全盤對策」的意味，便是建構一

個理論，妥善地處理與該一問題有關的各項議題。這項任務跟這次研討會的主題

「中國現代化」又有密切的關聯。我從大學時代，便開始思考「中華文化與現代

化」的問題。從 1980 年代，開始致力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並注意到中、

西文化本質上的差異。1995 年，我出版《知識與行動》，分析「道、儒、法、兵」

的中華文化傳統；藉以說明：西方哲學關注的主要焦點，在於建構客觀的知識；

中華文化的主要內涵，則是在提供「行動的智慧」（黃光國，1995）。社會科學本

土化的主要目的之一，便是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出具有本土契合性

的理論，解決人們在本土社會中所遭遇的各種問題。 

後實證主義的哲學 

在《社會科學的理路》中，我回顧二十世紀中西方科學哲學由實證主義，逐

步發展出來的後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理論等五種主要典範（黃

光國，2001）。其中最重要的「哲學轉換」（philosophical switch），是由「實證主

義」發展到「後實證主義」之後，在本體論、知識論、和方法論等各方面的變化：

實證主義者採取了「經驗主義」的觀點，認為：人類經由感官所經驗到的世界，

才是唯一的「實在」。科學家據此而建構出來的知識，就是「真理」；可以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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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方法來予以「證實」。 

後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提出「進化認識論」的 Popper（1902-1994）。他

認為：科學理論祇不過是科學家為解決問題所建構出來的一種試探性方案

（tentative solution）而已（Popper, 1972），雖然科學家努力地要用它來逼近「真

理」，但它並不代表「真理」。科學理論都建立在某些預設之上，有一定的適用範

圍，能夠讓研究者在某些「先行條件」之下，作出某種預測，並用實驗方法來加

以「否證」。 

理論的錯置 

上個世紀初，五四時期的中國知識份子以為：唯有「德先生」（民主）和「賽

先生」（科學）這兩尊「洋菩薩」才能夠救中國，可是當時中國知識份子所理解

的「科學」，卻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他們不瞭解：所謂的「科學理論」，

都是在一定的歷史環境中形成的，尤其是社會科學理論，更是社會學家在特定時

空中「歷史理性」的產品。相反的，他們相信：從國外進口的西方理論必然代表

著某種「真理」。在 2007 年四月號出版的《往事》中，前中共中宣部長朱厚澤發

表了一篇文章，題為〈關於近現代中國路逕選擇的思考〉，回顧二十世紀初期出

現的四種主要思潮和制度：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

該刊編者在文前加了一段按語，充分說明了盲目套用西方理論，可能造成的嚴重

後果： 

在上個世紀，用以預設中國未來的，卻是源自西方的、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 

「二手」理論，而中國無論從任何方面，都不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結果造成了

心理錯位：自以為是超越了資本主義的先進制度，大夢方覺，回過神來，卻發現

已經嚴重滯後了。回過頭來惡補資本主義，又造成了新的「錯位」：經濟開放和

政治封閉，而此時的政治封閉並不是堅持什麼「基本原則」，而是為了實實在在

的特殊利益。其結果是，既沒有資本主義所宣示的自由與憲政民主，也沒有社會

主義所標識的公平與社會主義。因此，無論是姓「資」姓「社」，它都是最壞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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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將邁入廿一世紀的台灣，即使有些社會科學家已經瞭解到：必須要建構

本土的理論，來解決本土社會所面臨的問題，然而，有些人不瞭解西方理論「系

統配套」的特性，將某些概念從理論脈絡中抽離出來，不顧時空條件的限制，任

意加以套用，結果也可能造成理論概念的「錯置」。 

歷史的錯置 

我在 1995 年曾經出版一本《民粹亡台論》，批判李登輝主政時期的國民黨操

弄「台灣意識」，搞「黑金體制」，此後十餘年，未曾與李先生見面。在 2008 年

元月台灣的立法委員選舉中，台聯黨全軍覆沒之後，李前總統透過其辦公室的安

排，約我於三月 7 日到翠山莊官邸，和他晤談了兩個小時。事後，我在《聯合報》

上發表了一篇「晤談後記」，題為〈李登輝歷史定位與台灣精神〉，提到兩岸關係

發展的一段關鍵性歷史： 

李登輝主政時期主張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並不是台獨。如果是台獨，就

應當說是「一般國與國關係」。「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概念，源自台大政治系教授

張亞中的「一中兩國論」，其理論基礎是「德國模式」，不是「台獨模式」。 

一九九八年國安局的研究報告將這個概念從張教授的理論脈絡中抽離出

來，又拆除掉「一中屋頂」；一九九九年七月，李前總統會見德國記者時，提出

兩岸間是「特殊國與國關係」，立刻被外界曲解成「兩國論」。當時李總統的外交

幕僚不懂得用張教授的理論來澄清，結果便形成了歷史的錯置，讓兩岸關係陷入

僵局。 

2006 年紅衫軍運動發生之後，李登輝一再對外表示：「我不是台獨，我也沒

有主張過台獨」，引起了綠營人士的強烈不滿，有些台獨大老甚至罵他是「投機

份子」。我不是歷史學家，李登輝有沒有主張過台獨，也不是本文所要追究的問

題。在兩岸關係「冰封」九年並開始「融冰」的今天，本文重提這段歷史公案，

祇是要強調：如果我們對處理兩岸關係沒有建構出一套全盤性的理論，反倒以「摸

著石頭過河」的方式處理兩岸關係，走一步算一步，我們便可能重蹈歷史的覆轍，

讓兩岸關係再度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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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兩岸關係的突破，需要什麼樣的「本土性理論」呢？ 

二次大戰之後，人類文明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

的發展。歐盟的發展，是建立在戰後一種新的哲學基礎之上，它讓歐洲國家之間

不再發生戰爭，而得以保持長久的和平。針對建構兩岸之間和平關係一事而言，

歐盟的理念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因此，本文的第二部份，將先介紹歐盟的理念

和哲學基礎。然後，在「九二共識」的背景之下，談李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如何使兩岸關係陷入僵局。接著說明張亞中如何借助歐盟的理念，發展出「兩岸

統合論」。最後，再說明如何用我所主張的「一中兩憲」來建構兩岸間穩定的和

平關係，結合歐盟的理念，來實現中國傳統「天下」的理想。 

 

二、歐盟理念與哲學基礎 

「台灣主體意識」是近年來台灣政客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時髦名詞。然而，

藍綠政客在傳頌這個概念的時候，大多是人云亦云，很少討論蘊藏在這個概念之

後的時代意義，更沒有人思考它對社會可能帶來的後果。 

主體性的魔咒 

「主體性」的概念源自於十六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所提倡的「主／客」二

元對立的哲學：笛卡兒（Descartes，1596－1650）是個極端的懷疑論者，為了追

求嚴密精確的知識，他認為：人類經由感官知覺所獲得的諸般表象，無一具有絕

對確實而不容懷疑的性質。然而，我可以無窮盡地懷疑一切，但我卻不能懷疑正

在進行懷疑作用的「我」是存在的。換言之，我必須存在，並且能夠進行思考，

否則我無法懷疑。笛卡兒因此提出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著名

命題（孫振青，1990）。以此作為基礎，笛卡兒逐步論證有限精神實體的存在、

神的存在、以及物質實體的存在，而建構成「心／物二元論」（mind-body dualism）

的形上學體系。後來許多主張「獨我論」（solipism）的經驗主義哲學家，更因此

而發展出「主／客」對立的哲學，他們認為：自我是認識外在世界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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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世界則是我認識的「客體」，人類必須仔細檢驗自我認識外在世界的每一過

程，才能獲得正確的知識。 

互為主體性的哲學 

西方文藝復興運動發生之後，隨著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主／客」二元對

立的哲學大行其道。人們把自己當作認識世界的主體，想盡一切辦法來掌控、支

配、或宰制外在世界。將「主體性」哲學應用在國際關係的領域，就造成了二次

大戰前「國家主義」勃興的現象：每一個國家都把自己當作是「主體」，其他的

國家則是「客體」，每一個國家都挖空心思企圖支配或宰制其他國家，結果便導

致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和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歐洲哲學家對這種強調「主／客」二元對立的「主

體性」哲學作過相當深入的反省，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國現象學家胡賽

爾。胡賽爾本人是猶太人，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他眼見德國納粹黨崛起，提倡

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不僅迫害猶太人，而且對歐洲和平構成嚴重

的威脅。在大難將臨之際，他出版了《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一書（Husserl, 

1970），指出歐洲文明危機的哲學根源，同時提出了「互為主體性」的概念，認

為人類都是生活在同一個「生活世界」裡，不應當把其他人或國家當作是可以宰

制的「客體」，而應當以「互為主體性」的哲學，和其他「主體」協商溝通，學

習如何與人類社群中的「他者」共同生活。 

二次大戰後，歐洲人以這種「互為主體性」的哲學作為基礎，發展出「超國

家主義」的概念，並據此而建構出「歐洲聯盟」，讓歐洲人得以享受長久的和平

與繁榮。 

歐洲理念的提倡 

歐洲聯盟並不是自然發生的。它是少數歐洲的知識份子，以理性思考不斷對

「國家主義」的侷限進行「否定的辯證」，而逐步構想出來的。在歐盟開創之初，

貢獻最大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後來被尊稱為「歐洲之父」的莫內。莫內（Jean 

Monnet, 1988-1979）出生於法國的科涅克（Congnac），家族經營科涅克白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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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莫內因健康因素，得以免除兵役；但是他決定以其他

方式貢獻國家，而致力於處理戰時的資源供應問題。莫內認為：整合法國和英國

的戰爭資源，是協約國取得勝利的唯一途徑；他因而提出一個協調雙方資源的計

劃，而為法國政府所接受，並予以執行。 

二戰期間，莫內被派至倫敦，監督英法兩國的戰時經濟生產。1940 年八月，

英國政府派莫內以英國供應協會委員的名義，到美國協商，購買戰時所需資源。

他到達華盛頓不久，即成為羅斯福總統的顧問，並說服羅斯福總統，展開一個大

型的武器生產計劃，把美國變成「民主兵工廠」，用來供應同盟國所需的軍事用

品。 

二次大戰後，莫內向法國政府提出一個「全面經濟重建與現代化的計劃」，

1949 年，經戴高樂任命為計劃委員會總長，監督法國經濟的復興。擔任這些職

務的經驗使莫內深刻體會到：歐洲國家間之所以戰爭不斷，都是為了爭奪主要資

源所致。二戰後，德國和法國為控制萊茵河煤、鋼生產區所產生的摩擦，已經逐

漸增強到一種危險的程度，很可能會再次引發國際戰爭。 

化解兩國宿怨 

為了解決法、德兩國的宿怨，莫內刻意迴避法國的行政官僚體系，而直接向

當時的外交部長舒曼進行遊說。他在舒曼的授權下，草擬了「舒曼宣言」，建議

法國和德國成立一個高級公署，將煤、鋼的生產和貿易，以共同控制的方式結合，

並開放給其他的歐洲國家參加，建構出歐洲設立「歐洲煤鋼共同體」的第一步。 

「舒曼宣言」明白昭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目標不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

它企圖「一勞永逸地終結法、德的敵對」。舒曼宣言所構想的「歐洲煤鋼共同體」

不僅在目標上是一項創舉，就是方法上也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性意義。自十七世紀

以來，法國人一直堅信：「德國的虛弱就是法國的強盛」，這個宣言等於向全世界

宣示：法國已經揚棄了「分裂德國」的傳統策略，解決了數世紀來魯爾工業區的

爭議，當然也完滿地處理了有關德國整軍的棘手難題。 

「舒曼宣言」最具創意性的構想，在其達成歐洲整合的功能性步驟。莫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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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體認到，歐洲人民希望有積極可行的整合計畫。如果政治人物、政府官僚以及

既得利益的業者知悉此一計畫，一定會積極介入，最後必然會在妥協下，犧牲具

有創意的「歐洲煤鋼共同體」。越過政府官僚體系，而直接訴諸以法、德為主的

歐洲人民，應當可以獲得更可觀的政治效果。因此，在規劃煤鋼共同體的藍圖時，

他不僅沒有徵詢過政府行政部門，也沒有讓煤礦及鋼鐵生產部門知道。 

1950 年五月 9 日上午十點，舒曼在畢多內閣部長會議，正式提出與德國和

解及成立煤鋼共同體的宣言，同時派他的老友、阿爾薩斯法官 Robert Mischlich

親自送信件到波昂，交給德國總理艾德諾。 

德國在第二次大戰戰敗之後，喪失了近十二萬平方公里的土地，剩餘的部份

則由美、英、法、蘇俄所佔領。在德國參與煤鋼共同體之初，正是東西冷戰最緊

張的時期。由於它是戰敗國，在國境內又有其他國家之駐軍，當時德國人深知，

在東西兩極冷戰體系對抗之下，德國根本無法靠自己的力量，保障本國的安全。 

由於西德政府急著想要脫離被英、美、法三國聯軍佔領的尷尬情勢，艾德諾

在 1950 年月 9 日當天收到舒曼的親筆信函，看到法國政府非常有誠意地提出解

決數世紀來法、德敵對的方案，立即給予熱烈的回應。 

主權讓渡 

1951 年四月 18 日，荷、比、盧、法、德、義等六國在巴黎簽署設立「歐洲

煤鋼共同體公約」，以後又陸續成立「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

經過將近一甲子的努力，才發展成今天的歐洲聯盟。 

「煤鋼共同體」將參與國之間煤和鋼鐵的生產和銷售置在一個「超國家組織」

的管轄之下。這種「超國家組織」的「共同體」，是參與國家之間的「第三共同

體」，所有參與者都可以考慮彼此的利益，視彼此的需求，讓渡出一部份的國家

主權，以建立不同性質的共同體。 

更清楚地說，歐盟並不是一般的國際組織。對其會員國而言，歐盟有獨立的

制度、機構、以及自主性的法律和管轄範圍。國際組織在本質是「合作的組織」

（organizations of cooperation），而不是「整合的組織」（organiz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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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合作的國際組織，只有單純的功能性質，並不影響組成國家內部的

管轄權，也不影響主權國家的基本架構。整合的國際組織，其目的在於統整組成

國家一部分的領土和人民，它擁有國家形式的立法或管轄權，在國家領域內，代

替國家機關，對人民行使權力，因而打破了主權國家領土管轄堅強的排他性。這

種「超國家組織」（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牽動了國與國間的聯盟架構，導

致「主權的重新整理」，而拋棄了「主權不可分」之傳統觀念。 

今天的歐盟常跟美國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其歷史發展過程卻完全不同。歐盟

會員國為了達成整合的目的，如同美國各州那樣，同意讓出部份主權以建立聯邦

共和國。在讓出國家主權的範圍內（例如，農業與貿易），會員國直接與聯盟交

涉。可是，會員國在安全與國防方面則保有主權。在馬斯垂克條約之後，在會員

國一致同意的某些對外與安全政策領域上，也可以採取聯合行動。美國的聯邦模

式鼓舞了歐洲人尋求政治上的整合，可是，歐洲人卻建構出自己的整合模式，以

確保歐洲國家在歷史、文化與語言上的多元性。 

 

三、「特殊國與國關係」與兩岸僵局 

瞭解「歐盟」的理念之後，我們便可以進一步來討論：如何用歐盟的理念來

破解兩岸困境。首先我們要談的是，李登輝所提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如何使兩

岸關係陷入僵局。 

九二共識 

從 1987 年底，國民政府開放探親之後，兩岸人民的頻繁交往，滋生出許多

亟待共同解決的事務性問題。1992 年十月，由兩岸政府授權成立的「海峽交流

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協會」，為海峽兩岸公證書使用如何表述「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在香港展開會談。經過長久的函電協商之後，十一月 16 日，海協會

正式致函台灣海基會表示：「在這次工作性商談中，貴會代表建議在相互諒解的

前提下，採用貴我兩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我會充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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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兩岸都堅

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力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兩岸事務性商談中，不涉及

『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兩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

以妥善解決。」海協會的函後，並附上了海基會最後提供的表述方案。十二月 3

日，海基會回函海協會，對達成共識，不表示異議。 

從台灣的角度來看，九二商談的結果，雙方已經達成了「一個中國，各自表

述」的共識。可是，從大陸的角度來看，1992 年兩岸雙方確實在「海峽兩岸均

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達成了共識，但從未就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進行過討論。

既然沒有討論，根本就沒有什麼「各自表述」的共識。然而，就在這種基礎之上，

雙方展開了兩會間的事務性商談，開始處理兩岸間涉及民眾權益的事務。1993

年，並在新加坡成功舉行了「汪辜會談」，簽下了一系列兩岸交流與合作的協議。 

「一中各表」 

1995 年六月，李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時，多次提到「中

華民國」，使大陸方面大為緊張，要求台灣當局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立場，

停止製造「兩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美國政府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並聲明對台「三不支持」。台灣則是以海協與海基會 1992 年達成的共識「一個中

國，各自表述」，替自己辯解，將「一個中國」表述為「歷史的中國」，而現在則

是「階段性兩個中國」。 

這種表述方式使中共大為不滿，不但對李登輝展開「文攻」、「武嚇」，翌年

台灣舉辦第一次總統直選期間，海峽兩岸並爆發了飛彈危機。結果李、連兩人以

百分之五十四的選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九屆正、副總統，中共反倒「成為李登輝

最有力的助選員」！ 

1998 年六月 30 日，美國總統柯林頓訪問中國，並在上海明白揭示「三不政

策」，即不支持台灣獨立，不支持「一中一台與兩個中國」，不支持台灣參加以國

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使台灣的國際處境更為艱難。 

1998 年國安局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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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因應這樣的局勢，1998 年八月，李登輝要求國家安全局成立「強化中

華民國主權地位」小組，由蔡英文擔任召集人，研究中華民國主權如何與中共的

「一個中國」脫鉤，並於 1999 年五月完成研究報告。在該份報告的「前言」部

份，即明確定位兩岸至少應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研究報告建議：以分階段

的方式，逐步落實修憲、修法與廢除國統綱領三大主軸。修憲的部份，包括：增

修條文的前言改為「因應國家統一前」：訂定增修條文，凍結憲法第四條「中華

民國領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不得變更之」，改為「中華

民國領土為本憲法有效實施地區」。並且增訂公民投票的法源，使有國家前途的

重大決議，皆須經全體國民同意。 

修法的部份，則將所有法律中有關「自由地區」、「台灣地區」、「大陸地區」

等名詞改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例如，國安法、國籍法、著作

權法等，都有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陸地區」的條文，這些都將重新改

正。 

對於有損中華民國國際法定位的法律條文，研究小組也列出了詳細清單，一

一予以檢討，並且主張經由修法加以調整。在現行法律方面，與兩岸關係直接有

關的法規，就有「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及其施行細則、「大陸地

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大陸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定居或居留許可辦

法」等，修正後可以完整地保障中華民國為一主權國家的事實。 

研究報告也建議，政府部門對外文告與國際說帖，應遵從新的定位概念，有

關「中共」、「兩個政治實體」等用語，將通盤修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兩個國家。 

研究小組並指出，類似「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個分治

的中國」、「一國兩府」、「一中各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大陸也是中國的一

部份」，未來應該減少使用，甚至波茲坦宣言、開羅宣言都對台不利，都應加以

迴避。 

研究報告特別指出，台灣經過 1991、1992 年修憲，並於 1996 年由人民選出

總統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於世界，中華民國並不擁有中國大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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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也不及於台灣，未來兩岸的政治談判應該在此基礎

上進行。至於國統綱領等重要的中國政策文件，研究案建議：以數個階段慢慢處

理，先盡量不提國統綱領，未來再廢除國統綱領，改以「兩岸綱領」取代，並以

「終局解決」取代「統一」。 

「特殊國與國關係」 

1999 年七月 9 日，李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告訴來訪的德國記

者：1949 年中共成立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金、馬。我國

並在 1991 年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將憲法的地域效力限縮在臺灣，並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大陸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立法院與國民大會

民意機關成員僅從臺灣人民中選出，1992 年的憲改更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

規定總統、副總統由臺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來的國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

民，國家權力統治的正當性也只來自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陸人民完全無關。 

1991 年修憲以來，已將兩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

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亂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

國」的內部關係。所以北京政府將臺灣視為「叛離的一省」，這完全昧於歷史與

法律上的事實。也由於兩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布

台灣獨立的必要。 

這篇講詞發表後，十一日晚間，中共國務院台辦發言人發表談話，「嚴正警

告台灣分裂勢力，立即懸崖勒馬，放棄玩火行為」，新華社表示：「兩會接觸、交

流、對話的基礎不復存在」，原先預定十月訪台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將訪台行程

無限推遲，兩岸關係十分緊張。美國國務院十三日的記者會以強烈的言詞重申美

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派在台協會理事主席卜睿哲到台灣表示：美國的政策

很清楚是「一個中國」，至於一個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定義，應由兩岸去談，以和

平的方式解決。 

在美國壓力下，李登輝同意將「特殊國與國關係」解釋為「一個中國，各自

表述」的進一步演繹，並派遣總統府秘書長丁懋時前往美國，正式向美方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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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大陸政策並未改變，因此未來不會進行修憲與修法，國統會與國統綱領也

仍將繼續運作。一場風波才暫時告一段落。 

 

四、「兩岸統合論」 

在這段歷史的回顧中，最令人感慨的一點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這個概念，

最早是由張亞中教授提出來的。張亞中是政治大學及德國漢堡大學的雙料博士。

在外交部任職時，曾派駐歐洲維也納、漢堡、與拉脫維亞等地；在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任職時，曾參與大陸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張教授公餘教學之暇，對兩岸相關

問題研究不懈，曾出版專書著作十餘本，其中包括《兩岸主權論》（1998）、《兩

岸統合論》（2000）、和《全球化與兩岸統合》（2003）等三本書，構成他完整的

「兩岸關係思想體系」。 

「整個中國」 

在他的一系列著作中，張教授曾以國際法與憲法的觀點，對德國問題進行法

律面向的研究，並以其研究成果為兩岸的法律定位提出了解決的方案。他在 1990

年即提出以「整個中國」（Whole China）的概念來代表「一個中國」，兩岸都是

「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各在各自的領域內享有完整的管轄權，整個中國的主權

是由兩岸全體人民所擁有，非兩岸任何一方可以獨佔，在對外關係上，兩岸沒有

一方有權利在國際間代表另一方。 

因此，張亞中所說的「兩岸是特殊關係」有個前提，即兩岸都是「整個中國」

的一部分，「整個中國」就像是兩岸的屋頂，兩岸所以才有「特殊性」關係，這

個「特殊性」是建立在兩岸還沒有完成分裂。如果不承認「一個中國」（即「整

個中國」），那麼兩岸之間就不是「特殊國與國」，而是「一般的國與國」，或是俗

稱的「兩國論」，也就是後來陳水扁所說的「一邊一國」。 

至於未來兩岸應該如何發展，張亞中再以他對歐洲統合的專精研究成果，提

出了兩岸統合概念，並從歐盟經驗中的「各為主體、互為主體」借鏡，提出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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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體」與「兩岸統合」說，即兩岸各為一個主體，但是又共屬於「第三主體」，

它是由兩個「具有國家屬性的政治實體」所結合而成的「整個中國」。兩岸接受

「一中」，是指兩岸共同接受「整個中國」原則，但是並不表示「一中」就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兩岸定位上，兩岸共同承認「整個中國」原則，同意兩岸都

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也必須同意，或不否認彼此在各自的領域內享有

完整的管轄權。 

三個主體 

在國際間，可以有三個主體同出現在國際社會，一個是 PRC，另一個是

ROC，「第三主體」是「整個中國」，或是以「兩岸共同體」形態出現的主體。就

像在世界貿易組織（WTO）中，有歐盟各會員國的代表，也有歐洲共同體的代

表，在內部事務上，對於彼此需要的事務，以共同體的方式運作。這種統合的模

式「分中有合、合中有分」，雙方可以從最符合雙方利益之處，開始展開合作，

由淺而深，逐步擴大合作的範圍，這其實是最符合兩岸最大利益的方案。 

在「整個中國」的前提下，張亞中主張兩岸之間的關係可以是「特殊國與國

關係」。更清楚地說，這個概念是張亞中「兩岸關係思想體系」的一部份；作為

其思想基礎的「歐盟經驗」，又是建立在二戰後的歐洲哲學之上。李登輝承襲了

二戰前「國家主義」的發展觀。蔡英文用「去脈絡化」的方式，借用了張亞中的

概念，卻秉承李登輝的意志，撰寫出 1998 年的「國安局研究報告」。結果當然是

牛頭不對馬嘴，讓兩岸關係陷入僵局。 

 

五、「一中兩憲論」 

從本文的析論中，我們可以看出：歐盟經驗中最具有創意的概念是「主權讓

渡」（surrender of sovereignty）。每一個國家把一部份主權讓渡給第三主體，打破

了傳統國家的概念，才能建構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歐盟。 

如果要借重「歐盟經驗」來解開兩岸之間的政治僵局，首先台灣必須要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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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可供讓渡。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

家」「她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然則，台灣（或中華民國）是不是一個主權獨立

的國家呢？ 

主權的意義 

在政治學上所謂的「主權」，可以從「實質主權」和「國際承認」兩方面來

看：前者是以有效統治作為國家存在的要件，包括：用民主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權，

行政命令之執行，擁有司法審判權，保有自己的關稅，發行本身的錢幣，對外簽

訂條約等等。就這個意義而言，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擁有各式

各樣的「實質主權」，可供讓渡。 

然而，一個國家還必須得到「國際承認」，才算是一個正常國家。目前，對

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世界上一百六十九個國家建立有正式外交關係，而中華民

國只跟二十三個國家有外交關係。在這些國家眼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

家；對於不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而言，台灣並不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台灣跟

美國沒有外交關係，所以美國國務卿鮑爾曾經公開宣佈：對美國而言，台灣不是

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 

談到這一點，我們不得不面對當前海峽兩岸客觀的政治現實。自從 1949 年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海峽兩岸便分別各有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兩部憲法都是建立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雙方並各自

據此而建立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兩個政府間並沒

有簽訂任何的和平協定。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是一個「處於內戰局面的既

成事實的地方政府」，是一個有限制地位的政府。因為跟大多數國家沒有正式外

交關係，所以是「不完整的」。她雖然能夠與外國簽署條約，並履行若干的國際

責任和義務，也能夠在她有效控制的領土上承擔一般國家的任務，但並不是一個

正常的國家。 

中國的意義 

更清楚地說，台灣想要借用歐盟的理念，來解決國際參與的問題，必須先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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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談判，在對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上，找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

決方案。如果雙方對「一中原則」的詮釋找不到共識，我們便很難打開兩岸之間

的政治僵局。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先瞭解：「一個中國原則」中，所謂的「中

國」到底是指什麼？在國際政治現實中，「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

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前，

「中國」在國際上曾經一度是意指「中華民國」；甚至到 1971 年十月 25 日，「中

華民國」被排出聯合國之前，仍然是如此。 

同樣無可否認的是：在歷史上，「中國」這個概念出現甚早，它源自兩千多

年前的夏朝。《左傳》記孔子之言：裔不謀夏，罔不亂華。《說文》解釋：「夏，

中國人也」，「中國有禮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由此而有「華夏」

之稱。華夏居中而四周為蠻夷，故夏人自稱「中國」，即「中土之國」。從這個意

義來看，「中國」並不是政治的概念，而是文化的概念，或是地理的概念。在「中

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之前，「中國」早已存在。 

今天兩岸必須處理的棘手問題是：自從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

號稱「中國」的疆土已經分裂成「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雖然

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不願意在國際上承認「中華

民國」的存在。許多台灣人因此覺得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受到打壓，有些人甚至

因此轉而支持台灣獨立運動。 

一中原則的「新三段」詮釋 

當然，中共當局對台灣人民的這種心理趨勢並不是毫無所覺。2000 年五月，

民進黨籍陳水扁就任總統，促使中共領導當局重新思考兩岸關係的定位，並接受

國統綱領中「台灣與大陸都是中國一部分」的觀點，調整兩岸目前歸屬的表述方

式。 

2000 年八月 24 日，中共副總理錢其琛在會見聯合報系訪問團時，首次公開

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的「新三段」詮釋，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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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領土不容分割」，並強調「一個中國是兩岸能夠

接受的最大共同點」。在此之前，中共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傳統表述方式是：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與領土不容分割」。

兩者相較，中共的態度已經呈現出較大的彈性，並給予雙方較大的迴旋空間。 

其後，錢其琛曾數度闡述類似的論點。2002 年三月 5 日，中共總理朱鎔基

在「人大」第五次會議開幕的工作報告中，首次將「一個中國」的「新三段論」

納入「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中新三段論」首次出現於政府的報告。 

2002 年九月 13 日，中共外長唐家璇在第五十七屆聯合大會演講時，說：「世

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陸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

割。實現國家統一，是我們堅定不移的立場和不懈奮鬥的目標」。這是中共第一

次在國際場合宣稱「大陸與台灣同屬一中國」，而非「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從此之後，「一中新三段論」便成為中共標準的官方語言，即使是 2006 年三

月 14 日中共公佈的《反國家分裂法》中，第二條也是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國家絕不允許『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裂

出去。」 

中共一再強調：「台灣和大陸同屬一個中國」，卻又堅決反對「以台灣名義加

入聯合國或其它國際組織」，言下之意，便是希望能夠和民進黨政府坐下來談判，

雙方找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可惜陳水扁卻因為貪腐無能、弊案纏

身，反倒以「正名制憲」作為自我保護的方法，而堅持拒絕和大陸談判。 

「一中兩憲」的主張 

在二次政黨輪替之後，台灣又走到了歷史的十字路口。馬英九當選總統之

後，中共一再釋出善意，國共雙方也再度坐上談判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

解決經貿交流的事務性問題之後，雙方必然要展開政治性談判。國民黨明明知

道：自己所主張的「一中各表」，必然會重蹈「兩國論」的覆轍，而很可能使「融

冰變洪水」，然而面對這樣的難題，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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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05 年十一月出版的《一中兩憲：兩岸和平的起點》（黃光國，2005）

中，很明確地指出：平衡國內外各項因素，「一中兩憲」應當是解決兩岸政治困

局的上上之策。 

所謂「一中兩憲」是指：對岸在大陸實施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

們在台灣實施「中華民國憲法」，這兩部憲法各有其有效統治範疇，卻都建立在

「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由於任何一個政治實體都是以憲法界定的，只要我們

堅持「一中兩憲」的立場，雙方便可以對等政治實體的立場展開談判，不僅可以

建構兩岸間穩定的和平關係，而且可以讓台灣參與國際社會。 

「一中兩憲」並不是中共所主張的「一國兩制」。所謂「一國兩制」的「香

港模式」，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再制定一部「特別行政區法」。如

此一來，台灣將淪為中共轄下的一個「特別行政區」，這種安排，不要說泛綠民

眾不會接受，即使是大多數的泛藍群眾也不會接受的。 

「亞銀模式」與「奧會模式」 

如果海峽兩岸都能夠接受「一中兩憲」的主張，將來雙方要以「政治實體」

的立場，簽訂「和平協定」或其他條約，如果不使用現有的國名，可以使用「台

北中國」（Taipei China） 和「北京中國」( Beijing China)的名稱。在這兩個名稱

中，「台北」和「北京」分別代表兩個「政治實體」的首府所在地，也可以作為

「中國」的形容詞，其意義分別為「台北的中國」和「北京的中國」，代表兩個

對等的政治實體，誰都沒有被誰「矮化」成「地方政府」（黃光國，2008）。 

「一中兩憲」的主張也可以解決台灣參與國際社會的問題。目前我國參加國

際組織有兩種不同的模式，一是「奧會模式」，一是「亞銀模式」。1966 年，台

北參與亞洲銀行，為創會會員國。1974 年，北京擬加入亞銀，台北表示反對。

1983 年，中共正式申請入會，但其前提條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當局必須改名。1988 年四月，亞銀在馬尼拉召開第廿一屆

理事年會，亞銀當局擅自將我國名稱由「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改為「中

國台北」（Taipei, China），當時我方代表「亞銀理事」張繼正雖然提出書面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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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沒有選擇退出。目前我方在亞銀的會籍名稱是「中國台北」（Taipei, China），

中共則是「中國」（China），各自代表實質上互不隸屬的有效統轄領域，造成海

峽兩岸同時加入亞銀的「一國兩席」。 

1989 年，兩岸針對台灣代表團參加奧運的名稱展開協商，最後決定以「中

華台北」（Chinese Taipei）作為台灣參加國際組織的名稱。其後台灣參與 APEC

和其他國際組織，都是援用奧會模式。台灣雖然用「台澎金馬獨立關稅領域」參

與 WTO，英文簡稱仍然是 Chinese Taipei。 

嚴格說來，「中國台北」（Taipei, China）與「中華台北」（Chinese Taipei）都

不是最好的選擇，前者代表台北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部分，沒有憲政秩序主體的

意涵，語意與「中國香港」( Hong Kong, China)完全一致。2007 年四月 26 日，

民進黨政府宣布拒絕奧運聖火入境，主要理由之一是：北京官方人士及媒體，在

提及有關 2008 奧運賽時，一再宣稱我方為「中國台北」，「刻意矮化我為他的地

方政府」，「破壞我們主權」，所以「我們絕不接受」。然而，「中華台北」的名稱

只是從「中華」的文化、民族、歷史層面來定位自己，不但沒有憲政秩序的精神，

連「政治實體」的地位都沒有, 這種不倫不類的名稱對台灣相當不利，有什麼值

得「捍衛」的呢？。 

自我定位的智慧 

根據「一中兩憲」的主張，將來台灣要參與國際組織，如果不能使用中華民

國，名稱也是應當用「台北中國」（Taipei China），而不能使用「中國台北」（Taipei, 

China）。「台北中國」（Taipei China）與「北京中國」（Beijing China）的界定方法，

可以從「一中兩憲」的主張取得正當性，用張亞中教授主張的「整個中國」的觀

點來看，「台北中國」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屬於台北中央政府的一部分，而「北

京中國」則是指「整個中國」屬於北京中央政府的另一部分，兩個都是中國的一

部分，都有其自主的憲政秩序。用這樣的名稱相互稱呼，彼此平等，也等於彼此

同意都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如果中國大陸同意，那麼兩岸就可以達到「一中同

表」的目的，徹底解決兩岸的定位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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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民黨所主張的「一中各表」來看，「台北中國」指的是在台北的「中華

民國」，「北京中國」指的是在北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大家都是中國，

完成符合「九二共識」，一中各表的精神。 

從中共的角度來看，「台北中國」與「北京中國」也符合了中國大陸「一中

不表」的原則。中共不是一再強調：「台灣與大陸同屬一個中國」、「在一個中國

原則下甚麼都可以談」嗎？他有什麼理由可以反對我們用「台北中國」來界定與

中國大陸的關係呢？如果中國大陸拒絕我們以「台北中國」參加國際組織，中國

大陸就等於是要強行把台灣從中國排除，那麼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是中國大

陸，放棄民族主義的也是北京政府。 

因此，「台北中國」（Taipei China）與「北京中國」（Beijing China）應該是

最符合兩岸需要及最符合原則與現實的名稱界定。 

 

六、結論：「天下」理想的實現 

儒家自古便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理想，中國和平崛起之後，

有些學者主張：我們應當超越兩方的「民族∕國家」思維方式，而以「天下」作

為「政治∕經濟」利益的優先分析單位，來思考問題，以世界責任為己任，創造

世界新理念和世界制度（趙汀陽，2004）。 

然而，儒家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質理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它雖

然提供了一種價值和目標，但卻不像西方文明所強調的「形式理性」（formal 

rationality）那樣，提供達成目標的程序和方法（Weber, 1951）。近代歐洲聯盟的

出現，才讓「天下」的理想得以在歐洲實現。 

本文試圖用歐盟理念來破解兩岸僵局，這樣的企圖其實也是東、西文化融匯

之後的一種結果。本文雖然強調「歐盟結合」，但作者並不認為歐盟發展的經驗

可以一成不變地套用到中國。歐盟是主權國家自主的結合，但兩岸關係顯然並非

如此。更清楚地說，「一中兩憲」所界定的兩岸關係不是「終極統一論」，而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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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統一論」。它是建立在憲政自由主義的精神之上，認為：憲法是檢驗兩岸關係

發展最重要的判準。「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

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 1982 年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領導的、以工農聯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制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

社會主義制度。」而其前文又指出：「工人階級領導的、以工農聯盟為基礎的人

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這兩部憲法對國家性質的規定正如油水

之不能相溶，目前兩岸根本沒有統一的條件。 

然而，我們必須認識到，憲法也是人訂的。華人社會制憲、行憲、和修憲的

過程，也可以看做是華人文化現代化的過程。每一個華人社會，都會視自身的需

要，制訂出不同的憲政體制；也會隨著自身社會的發展，對自己的憲政體制作必

要的修改。以往不僅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曾經多次修改；即使是對岸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曾經修改過四次。「一中兩憲」的重要涵義之一，就是以

憲法做為檢驗兩岸關係的判準，雙方各自堅持自身憲法中所宣示的「一個中國原

則」，但也各自保持修憲的權利。目前，我們可以用它建立各式各樣的「共同體」，

來建構兩岸間和平穩定的關係；將來可以借重歐盟經驗，看未來時局的發展，依

民主的程序，決定要不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憲法」之外，

再制定一部「中國憲法」。逐步達到統一的目標。 

用歐盟的概念來看，倘若兩岸根據「一中兩憲」的原則，分別以「台北中國」

和「北京中國」簽訂和平協定，此時所謂的「中國」，仍然是虛擬的「第三主體」，

是由歷史遺留問題所決定的，跟歐盟是由主權國家自主參與形成，有其本質上不

同。然而，隨著兩岸關係的進展，雙方為顧及彼此利益而建立各種共同體，則與

歐盟模式並無二致。 

目前預計在 2010 年開始運作的區域性合作組織「東協加 N」，已經決定往歐

盟的方向發展。如果本文所提出的「一中兩憲」能夠破解兩岸之間的政治僵局，

讓台灣也能夠參與「東協加 N」的運作，則未來的亞洲也可能像歐盟那樣形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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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聯盟」，而逐步達成中國文化中「天下」的理想，這才是全體亞洲人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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