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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民粹:
台灣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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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民主與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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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區論」
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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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3馬英九總統接受墨西哥太陽報
專訪：「台灣與大陸雙方是一種特殊關
係，但不是國與國關係」。

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兩岸關係是「台灣
地區對大陸地區」，「兩個地區是對等地

區」，「每個地區上都有統治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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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峰教授：

「如果馬英九是因為拘泥於「一中憲
法」或是增修條文的條件式前言，那麼
這是天才的宋襄公；

如果因為昧於國際現實，那麼，這是天
真而又無可救藥的阿斗；

如果是要顧腹肚、不顧主權，那麼，這
是與虎謀皮的李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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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進黨立委李文忠 ：

「相互不否認？根本是自我否認」

「扁政府時代是立場正確，操作躁進

盲動，傷害台灣利益及人民感情，

但是馬政府是連國家立場都嚴重退

卻，傷害的是台灣根本的利益及人

民長期的不信任，豈能不鳴鼓而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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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法律系教授蘇永欽 ：

「執政時不敢動，綠營現在盧什麼？」

身為國家元首的馬總統已經「忠實的

表達憲法上的國家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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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文忠 ：

總統府的說法「與馬競選時及五二○就
職演說所揭示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有相當落差。坦白
說，如果馬總統的兩岸思維及政策繼續
如此，那朝野的鬥爭及國民感情的撕裂
將沒完沒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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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論」在法理上雖站得住腳，但兩岸

關係並不純然是法理問題，而是政治問

題。

綠營最擔心的問題是：「地區論」會使

台灣變成香港一樣的「特區」，使台灣

香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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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3

《兌現競選諾言，釐清國家定位》

在總統競選期間，馬英九曾經表示：

總統大選獲勝後，他主張應當由朝野

政黨組成「跨黨派委員會」，共同監

督推展兩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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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4

馬英九總統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

把台灣和大陸定位成中華民國的台灣

地區和大陸地區，是兩岸人民關係條

例定的。在前總統李登輝任內制定，

民進黨執政八年，修改三次都沒動過，

「為什麼他們能認同的東西，現在變成

我的罪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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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5

民進黨大遊行的演說場上，黨主席

蔡英文公開指責：

馬總統處理主權議題「模糊不清」。

馬總統為了讓陳雲林來，竟然把「國與國

關係降成區與區」，「這個總統有權力出

賣我們的主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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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7
陸委會主委賴幸媛接受《聯合報》專訪：

陳水扁早在2003年元旦文告首度提出和平協議 。

陳水扁2004年二月三日更提出「一個原則、四大議題」，
將邀請對岸指派代表磋商，包括建構政治關係、防止軍事
衝突、對等互惠交往、建立制度性協商。

「民進黨當年（和平協議）都有具體內容，甚至還要去簽，
我們都沒有，在野黨反對什麼？」

此次江陳會談將建立「制度化的協商機制」等議題，「不
會觸及政治議題，更不會談和平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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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泰戈爾《漂鳥集》中的兩句話
送給「老是怕犯錯」的馬總統：

「如果你因為害怕犯錯而把門關上，你也

把真理關在門外了。」

「真理是從包含錯誤的渠道中流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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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8

馬總統接見七大工商團體：

這次將陳會談的內容，包括兩岸空運

新航線，包機常態化，增加航點，海

運直航，全面通郵，食品安全，「都

不是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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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中常會五大聲明：

第一、陳雲林在台不能從事協商之外的政治行為

第二、當面向陳雲林要求承諾撤除沿海部署之對

台飛彈。

第三、所有協議必須經立法院同意。

第四、兩會協商必須依循「國與國」的協商慣例。

第五、馬總統應撤回地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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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1馬英九總統接受《聯合報》專
訪表示：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民進黨講什麼「一國兩區，我是區長」，
都是歪曲事實。

台灣與大陸的關係就是「中華民國底下的
台灣地區，與中華民國底下的大陸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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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前立委沈富雄：

兩岸關係的「天花板」是中共的《反分裂國家法》

「地板」是美國的「三公報一法」。

如何在這兩塊「鐵板」之間找出最有利於台灣的生存空
間，才是台灣藍、綠政治人物智慧的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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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中各表

內外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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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學上的「主權」可以從「實質主權」和「國

際承認」兩方面來看：

「實質主權」是以有效統治作為國家存在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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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還必須得到「國際承認」，才算是一個正

常國家。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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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有169個；

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有24個」。

2003年十月廿五日，美國國務卿鮑爾在北京

明確表示：「台灣不享有一個國家的主

權」，「美國不支持台灣獨立」，「美國認

為兩岸關係的最終解決是『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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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而

言，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立的國家。

不論對方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我們都

應當堅持「一中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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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岸關係方面，台灣應當堅持「一中兩

憲」的立場，以「對等政治實體」，展開

「平等的協商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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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觀的政治現實

最能夠描述兩岸政治現實的概念，便是「一
中兩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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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兩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之下，再制訂一部「特別行政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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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政治實體

《反國家分裂法》第七條：「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
峽兩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協商
和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行，方式可以靈活
多樣。」

政治實體就是指國際法人，其中有完整的或不完整
的 。

台灣雖然具備所有成為一個國家的要件，但無法獲
得國際社會普遍的接納，與世界上大多數國家沒
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特別是得不到聯合國的承
認，故為「不完整的國際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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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政治實體都是用憲法來加以界定
的。

台灣地區存在一個由「中華民國」憲法所界
定的政治實體，大陸則存在一個由「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憲法」所界定的政治實體，這兩
部憲法都是建立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

如果海峽兩岸都能接受「一中兩憲」的現
實，雙方便可以「對等政治實體」的地位，
展開「平等的協商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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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則」的「新三段」詮釋
2000年8月24日，中共副總理錢其琛公開提出
「一個中國原則」的「新三段」詮釋，即「世
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與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中國的主權與領土不容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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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中兩憲」與「兩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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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

《詩經》：「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說文》：「夏，中國人也」，「中國有
禮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義，故稱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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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謂的
「中國」，很容易被解釋成為「政治的中
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說「大陸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大
陸」和「台灣」都變成了地理名詞；而所謂
的「中國」，則可以是「文化的中國」、
「地理的中國」、或「政治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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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的定位

這兩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共同事務，可以參
考歐盟的經驗，用建構「共同體」的方式
來加以處理。這樣一來，所謂「中國」，
既包括「中華民國」，也包括「中華人民
共和國」，同時還包括各種有待建構的各
種「共同體」，而形成所謂的「整個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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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等模式」

1988，我國在亞銀的英文名稱被擅改為Taipei, 
China，我方雖強烈抗議，但也沒有選擇退出。

1989，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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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亞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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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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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中兩憲」的主張，將來台灣要
參與國際組織，或兩岸要簽訂和平協定
時，雙方的名稱的「對等模式」為：
「台北中國」(Taipei China)和「北京中
國」(Beijing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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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不是「亞銀模式」：像「中國香港」 (Hong Kong,China)
那樣，被稱為：「中國台北」(Taipei, China) ；

也不是「奧運模式」：自稱為「中華台北」 (Chinese
Taipei) ，但被翻譯成「中國台北」。

其英文意義是「中國的台北」或「中國人的台北」。前者是

自我矮化，後者連「政治實體」的地位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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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活動的空間

《反分裂國家法》第七條：「國家主張通
過台灣海峽兩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
和平統一」，內容包括「台灣地區在國際
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

全世界幾乎沒有國家不承認「一個中國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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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承認」

對於目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大陸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和外國保持大使級
的外交關係，台灣則必須以「台北中國」的名
義，和外國互派官方代表，並建立公使級的外交
關係。

對於目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台灣可以繼
續和對方保持大使級的外交關係，大陸也必須
「北京中國」的名義，和對方互派官方代表，並
建立公使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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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憲政統一論

憲政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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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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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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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中國的力量

以憲法做為檢驗兩岸關係的判準 。

將來可以借重歐盟經驗，看未來時局的發展，依
民主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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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是無條件的「終極統一論」，而是有條件的
「憲政統一論」。

兩岸關係將由統獨之爭轉化為制度之爭，台灣因
此可以取得一種「轉化共產中國」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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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錦濤是否接受

描述客觀現實。

符合「一個中國原則」。

符合《反分裂國家法》反對法理台獨。

《反國家分裂法》

2005年三月十四日，中共《反國家分裂法》，
第八條:「『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
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實，國家得採
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
領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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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樹備:

只要承認九二共識，一百年不統一都沒
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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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盟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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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subjectivity）

笛卡爾：「主／客對立」，以自我為主體，他者
為客體，強調排他性的「自我優先」，認為他人
可以用「工具性思維」來加以宰制或操控。

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胡塞爾：「生活世界」〈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
現象學〉自我與他人都生存在同一個生活世界
裡，彼此互為主體，應互相尊重，平等對待，用
溝通協調的方式，解決雙方共同面臨的問題。

主體 V.S. 互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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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
希特勒：企圖以武力重建歐洲新秩序，在二戰期
間以納粹黨蹂躪整個歐陸。

超國家主義
「歐洲之父」莫內（Jean Monnet, 1988-
1979）：「假如各國都以國家主義的方式重組，
歐洲將永遠不再有和平。歐洲各國必須重新組成
一個聯邦…….」。

法國外交部長舒曼（Robert Schuman），法國阿
爾薩思·洛林人，始終思考如何化解法、德兩國人
民的夙怨。

國家主義 V.S. 超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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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煤鋼共同體

1950年五月九日 舒曼宣言（Schuman 
Declaration）
1951年四月十八日，荷、比、盧、法、德、義
六國在巴黎簽署設立「歐洲煤鋼共同體公約」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

在1955年六月初，在麥星那會議（Messina 
Conference）上，六個會員國的外長認為：要
建立一個強大統合的歐洲，必須以發展原子能和
平用途及建立歐洲共同市場作為目標，進一步建
立經濟領域之合作。

1. 歐盟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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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年三月廿五日簽署「羅馬條約」（Treaty of     
Rome），「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將原子能進一步轉移到和平的
用途上，並成立「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將個別的國家市場合
併成一個單一市場。

1973年，丹麥、愛爾蘭、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
體。

1976年，希臘、葡萄牙、西班牙亦申請加入。

1981年一月，希臘成為正式會員國。

1986年西、葡正式成為會員國，土耳其、奧地利、
瑞典、瑞士、挪威、塞普露斯、馬耳它也陸續申請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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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年一月一日奧地利、瑞典、芬蘭正式加入。

1990年六月十九日，簽訂申根和約（Convention de 
Shengen），旨在漸次消除國境關卡的管制。

1992年二月，馬斯垂克「歐洲高峰會」通過「歐洲
聯盟條約」（the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即馬斯
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2002年十一月十八日，歐盟十五國外長在布魯塞爾
舉行會議，決定邀請塞浦路斯、匈牙利、捷克、愛沙
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馬耳他、波蘭、斯洛伐克
和斯洛文尼亞十個中東歐國家入盟。

2004年五月一日，這十個會議簽署國正式成為歐盟
的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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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的支柱

1992年簽訂的「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很清楚地標示：歐盟是
「歐洲人民間不斷建立更緊密關係之過程
的一個新階段」。

第一支柱：經濟暨貨幣的整合

第二支柱：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第三支柱：司法與內政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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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體」的特色：
1. 它是一種「超國家組織」，是在各參與國家之外的

「第三主體」。在發展各種「共同體」的過程中，
並沒有那一個國家被「統一」掉。

2. 這種「超國家組織」是建立在「主權讓渡」的概念
之上。會員國必須讓出部份的國家主權給共同體，
在讓出國家主權的範圍內，會員國直接與共同體交
涉；在其他方面，各會員國保有主權。當會員國將
部份主權讓渡給共同體之後，彼此的權利並不會因
此縮小，而是因而增大。

3. 「共同體」的建立，是以雙方自身利益的考量作為
基礎。譬如，英國外交奉行的準則是：「英國沒有
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國家
利益」，它雖然加入了歐洲經濟共同體，直到今
日，仍然使用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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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年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成立北美自由貿易
區，為全球最大之自由貿易區，區域內貿易額高
達六千億美元。北美自由貿易區成立之後，三國
經濟走向即趨向一致，尤其對墨西哥之出口及經
濟成長助益特別明顯。

2003年，美國已分別與尼加拉瓜、宏都拉斯、薩
爾瓦多、瓜地馬拉，以及哥斯大黎加等國完全
「中美洲自由貿易區」（CAFTA）的貿易談判。

2005年，美洲國家將成立美洲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涵蓋範圍
包括古巴之外的美

4. 美洲自由貿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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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協加 N
1992年，泰國提倡在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
下組成東協自由貿易區（AFTA），共有馬來西
亞、泰國、菲律賓、印尼、越南、新加坡、汶
萊、緬甸、寮國、柬埔寨等10會員。

自從中國大陸走上「改革開放」的道路，經濟的
快速成長與龐大的國內市場，每年都吸引大量的
外資，使得東協十國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大量
的廉價商品出口，更使東協國家的對外貿易受到
重創。

1997年亞洲金融風暴發生後，東協國家試圖聯合
抵制中國大陸的壓力與競爭。

台灣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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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年的努力之後，東協國家發現：他們無法
抵抗中國的競爭。最後，他們決定改變策略，用
加強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爭取流失的外資，與更
多的出口。
東協在1999年底宣佈：要與中國建立東協加三
（中國大陸、日、韓）的自由貿易區。
2001年11月，中國總理朱鎔基與「東南亞國家協
會」十國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
定」，預計在2010年以前建立自由貿易區。雙方
並已同意提前實施「早期收穫計劃」（Early 
Harvest Plan, EHP），在2004年展開自由化的工
作。
2002年，在金邊舉辦的第六屆「東協加三」的高
峰會議上發表共同聲明，揭示「東亞共同體」合
作內容，除了包含經濟與金融合作之外，尚且擴
及政治、安全、環境、能源、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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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年12月11日在東京舉行「日本與東協建立夥
伴關係30週紀念高峰會」上，日本與東協發表
「東京宣言」，揭示雙方將共同推動「東亞共同
體」（East Asian community），以提升彼此經
貿、政治與安全等領域的合作關係，並在2012年
底前完成日本與東協的FTA。
2003年，在印尼峇里島舉行「東協加三」領袖高
峰會，共同簽署「巴里島協定II」（Bali Concord 
II），期望在2020年前將AFTA進一步整合成「東
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中國總理溫家寶進一步呼應日本
倡組「東亞自由貿易區」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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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三」自由貿易區開始運作之後，依照大
陸加入WTO時承諾的平均進口稅率，台灣產品要
繳納大約9.4%的進口關稅，才能進入大陸市場。

台灣可能會被邊緣化，變成真正的「亞細亞的孤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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