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回應本論文第一章當中所提出的三項研究目的：從魁北克經驗看平行外交的

目的與方法、從魁北克經驗看平行外交下的府際關係、從魁北克經驗看平行外交

對獨立運動是否產生正面功效，筆者將綜合分析各個章節的內容之後，一一加以

檢視並說明研究成果。 

 

第一節 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之目的 

     
    關於這個議題，筆者先從造成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的原因切入探討。在論文

的第二章提到造成平行外交的原因可以分為二大區塊：國內因素與外部因素，其

中國內因素又可以再分為聯邦層次因素與次級單位層次因素。筆者簡單以表 6-1

表示各項因素對魁北克平行外交活動產生的意義。 

表 6-1 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背後成因 

客觀情勢上的分

割、認知上的分

割 

魁北克與其他英裔省分的歷史背景本來就不一

樣，對於自身利益的認知當然也會不同。 

 

區域主義 

或民族主義 

這個原因顯然是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主因，當

然也源自於聯邦政府和魁北克在認知上的分割。

 

 

次級單位 

層次 

 

 

 

次國家政府 

權利不對稱 

 

魁北克一直認為自己應該擁有與其他英裔省分

加起來對等的權利，因為加拿大本來就是法裔族

群與英裔族群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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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上的鴻溝 

 

加拿大缺乏參議院組織，州政府的利益沒有可以

傳達的管道，因而造成各州政府紛紛向外擴展外

交關係，魁北克當然也不例外。 

憲法上的 

不確定性 

魁北克利用這種加國憲政上的不確定性，更積極

地去擴展他們在憲法上的地位，以及最大化其國

內職能的擴張。 

 

 

 

 

聯邦層次 

 

 

 

 

 

外交政策的馴化 

 

加拿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協調結果。地方政府擁

有充足的制訂政策能力，尤其是在低階政治的議

題上面，屬於功能性平行外交的部分。 

 

全球互賴（包含

區域互賴） 

互賴使得國家界線亦趨模糊，次國家政府必然會

受到外國經濟、文化等不同領域的影響。所以在

這樣的情況下，次國家政府必須代表自己去與其

他國家的政府（不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

進行談判，以便能夠取得最大的利益。 

 

 

 

外部因素 

外部行為者 

的涉入 

法國對於魁北克民族運動的支持無疑對魁北克

發展外交關係產生莫大的鼓舞。 

資料來源：筆者的歸納整理 

     

分析影響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成因之後，筆者觀察出，魁北克發展平行外

交的目的是兼具功能性與民族性意義的。從魁北克的歷史得知，魁北克有異於加

拿大其他省分的特殊利益，也就是其獨特的法語文化。自從加拿大從英國拿回屬

於自己的立法權之後，魁北克不斷地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憲會議當中表明要爭取屬

於自身民族的更多權利，但是在一個以英裔民族為多數的加拿大社會裡，魁北克

想要爭取比其他英系省分來的更多權利的願望是不容易被達成的。因此，魁北克

乃希望透過與國際社會接觸的機會，將其民族認同的訴求傳達給更多的國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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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希望在搏得國際輿論的支持之下可以強化獨立運動的正當性，隨著兩次獨立

運動的失敗，魁北克政府更覺得外交上的擴展是勢在必行的政策。 

 

  因此，筆者觀察到魁北克所欲加強關係的兩大目標就是美國和國際法語組

織。美國是世界上目前的單極強權國家，如果能夠取得和美國的友好關係，便能

大大有利於獨立運動的推展。魁北克的想法是認為，雖不強求美國對加拿大獨立

運動的支持，但至少不會採取反對的態勢；至於在國際法語組織這塊，更易於理

解魁北克政府積極參與的原因，因為擁有相同的法語文化，這些法語國家要比世

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來的更能體會魁北克的心聲。尤其如果法國這個重要國家

能夠自始至終都站在支持魁北克的立場上面的話，那麼加拿大政府的阻撓應該能

夠多少減低一些。至於在參與國際會議上，魁北克也不斷地向加拿大政府爭取更

多的代表權，有時看似簡單的會員資格問題其實正代表著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角

逐，一旦魁北克能夠代表自己和其他國家中央政府談判，那麼就等於更朝向主權

國家的地位邁進一步。 

 

  魁北克展開平行外交的原因，從最先開始是因為寧靜革命之後，政府為求加

速現代化，因而開始藉由和國外簽約等方式師法國外，希望能使魁北克的社會發

展步入軌道。也就是說在 1960 年代開始的平行外交是基於功能性的考量，但是

在此之後，獨立運動便一直是魁北克發展外交政策的最大原因，不管是以何種形

式的外交手段，都脫離不了民族認同這環。例如在移民政策上，魁北克政府就希

望能夠吸納更多的原生法語移民，或者是對法語文化擁有濃厚興趣的技術移民，

因為一來可以增加法語人口，再來可以增強魁北克地區的經濟發展，一個強盛的

魁北克省對於獨立運動只有幫助而無損害。 

 

  但是，為什麼說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也具備功能目的呢？筆者認為這亦不難

理解，魁北克人民當然需要三餐溫飽、衣食富足，沒有一個地方會為了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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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罔顧人民的需求，更何況外貿在魁北克的社會當中佔了 16％強，所以魁北克

也努力開放外資進入，加強與區域的貿易往來，成立更多的貿易據點和資訊辦公

室，目的不外乎想要使魁北克擁有更多的經濟資源和富裕的生活。另外，隨著國

際議題分工越來越細，某些專門性的議題已經不是由主權國家出面就能解決，所

以地方政府就扮演起舉足輕重的角色，好比聖羅倫斯河流域的問題就必須由魁北

克省、安大略省和美國的某些州聯合起來共同解決。這種解決問題的形式在現今

世界中已蔚為趨勢，低階政治議題理所當然是屬於功能性平行外交的一部份，只

要攸關魁北克的利益，魁北克政府沒有理由不參與。 

 

  所以筆者歸納出功能性平行外交與民族性平行外交兼有的看法，並且認為在

過去民族性平行外交的成分應多於功能性平行外交的成分。但是從現今的國內情

勢看來，當魁北克舉行的兩次獨立公投接連失敗，主張獨立的魁北克人黨又遲遲

無法在省議會拿下過半的選票，甚至退居第二大在野黨，魁北克政府可能轉而趨

向尋求留在聯邦內尋求擴大自治。因此筆者認為民族性平行外交的成分雖不一定

會減少，但功能性平行外交政策的成分應該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當然這還值得

繼續觀察。 

 

第二節 平行外交下的魁北克與加拿大政府關係 

 

    平行外交的本質可以是非常不同的，若能取得中央政府的同意，那麼地方政

府發展出的外交政策將能夠順利地進行，但是魁北克與加拿大聯邦政府的關係多

半是與此型態背道而馳的。在某些情況下，雖然雙方關係緊張，但最後還能以妥

協的方式取得解決，例如魁北克參與 ACCT 的過程；但有些時候，若情況無法

受到聯邦政府的控制，那麼加拿大與魁北克就會直接槓上，例如 1978 年所成立

的魁北克在華盛頓辦公室，最終因為渥太華的反對，被迫降級為旅遊資訊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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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聯邦政府與魁北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其實可以從修憲過程當中看

出端倪。魁北克政府一再地向聯邦要求更多的權力，而聯邦也或多或少做出了讓

步，但食髓知味的結果反倒導致其他英語系省分起而反對。從早先的歷史得知，

法蘭西民族是最早到達魁北克的民族，但隨著時代的推移，英屬北美十三州居民

的移入，到現今二十一世紀英裔居民已經成為加拿大的主要構成份子。魁北克雖

然有別於其他省分文化背景，但充其量也只是少數，要爭取不管是在聯邦內部還

是從聯邦獨立出去的權力都勢必要費上許多功夫。 

 

    對加拿大政府來說，魁北克當然是屬於加拿大聯邦的一份子，自英國統治魁

北克以來這一直是個不變的事實，更何況其必須保障魁北克省境內居於少數的英

裔居民。但打從寧靜革命開始，魁北克就不斷地向加拿大政府要求擴大自治，甚

至追求獨立公投，雖然兩次獨立公投都以失敗告終，但確實也讓聯邦政府捏把冷

汗。加拿大政府一直不斷設法阻撓魁北克的外交行動，不管是透過強迫降低代表

團的層級，或者對其他國家施壓，無非都希望魁北克可以停止其民族獨立的訴求。 

 

    加拿大政府這種強調外交主權的強硬表現，不管是在聯邦保守黨主政下，抑

或是在自由黨當權時並無二致，只是自由黨政府比較偏好採用控制的手段，透過

制度規範的方式將省的外交權限侷限在一定的程度之內，例如斷絕向魁北克提出

邀請的加彭之外交關係；而保守黨政府則比較喜愛使用協商及合作的方式和地方

政府達成妥協，好比其贊成地方政府在外設立辦公室的願望，但只能附屬於加拿

大代表團內部。但基本上，二者的最終目標一樣，只是手段或軟或硬的差別而已，

並且大部分的時候是軟硬兼施的。 

 

    再來，談到不同政黨主政下的魁北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差異。聯邦派（也

就是自由黨政府）本來就是從聯邦自由黨分立出來，雖然當初分立出來的原因也

無非是希望魁北克的權利能夠受到重視，但是其自始至終都沒打算正面和聯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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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起衝突。所以聯邦派在擴張外交網絡的同時，通常會先知會聯邦政府，甚至是

先設法做磋商協調，ACCT 模式可以說是妥協之下的最大代表，魁北克因而可以

在得到聯邦政府的同意下參與法語系國家為主的 ACCT 高峰會。和聯邦派相反

的是主權派（也就是魁北克人黨政府），主權派除了希望向加拿大政府要求更多

的自治權力之外，更認為只有獨立一途才能真正完成民族主義的使命，此一主張

一開始就已經讓加國政府非常感冒，加上主權派不斷地試圖透過和法國、美國，

甚至是其他國家的直接聯繫來取得更多的國際認同，加拿大政府因此不得不反擊

來確保其至高無上的主權。1985 年 ACCT 模式的轉變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加

拿大政府在進一步考量魁北克可否出席法語國家與政府領袖高峰會時，便表示只

有在魁北克同意加拿大為唯一代表加拿大政治與經濟主權的條件下方能繼續參

與，此舉意圖消減魁北克在國際會當中代表自己發言談判的權利。 

 

    筆者認為，不管是從聯邦的角度還是魁北克省的角度看來，兩者之間的關係

是衝突大於和諧的。這個原因當然不難理解，加拿大政府在面對魁北克政府或軟

或硬的態度時，即便手段不同但是目的不變，也就是要阻止魁北克民族獨立的訴

求成功，既然雙方對於結果沒有共識，劍拔弩張的關係當然難以避免。不過從新

的政治態勢看來，魁北克人黨在新世紀以來尚未入主魁北克政府，在 2007 年的

省議會選舉當中甚至落居第二大在野黨，魁北克民主行動黨這個新興崛起的政黨

勢力直逼魁北克自由黨。更值得注意的是，魁北克自由黨和魁北克民主行動黨二

者都是主張留在聯邦擴大自治的代表，只要魁北克人黨的勢力不再爬升，第三次

獨立公投便會遙遙無期，那麼筆者認為，加拿大政府和魁北克政府之間的關係應

該能漸漸獲得改善。魁北克的經濟與人力資源向來為加拿大政府所重視，所以只

要魁北克政府安於現狀，加拿大政府沒有理由不給魁北克政府更多屬於自己省管

轄範圍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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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有趣的是，加拿大現任的總理哈柏更在 2006 年年底提出了「魁北克為國

中之國」的概念，一舉反擊想要趁亂提案獨立的魁北克集團之訴求，甚至在最後

得到了國會的投票同意。以上作為對於魁北克想要突破政治困境的願景無疑是雪

上加雙。不過自此之後，加拿大政府或許會更願意和魁北克政府進行合作協商，

因為魁北克已經不再是當初 1995 年第二次獨立公投時那個意氣風發不可一世的

魁北克省了。 

 

    當然談到魁北克的外交關係是否對與聯邦之間的關係必為負面效果，筆者認

為並不全然如此。前面章節當中便已經提過，在低階政治的議題當中，加拿大政

府從不介意各省自行發展外交關係，甚至只要是有利於整體加拿大和省民利益

的，加拿大政府更會加以鼓勵和提供資助，魁北克在此部分當然也不例外。因為

加拿大政府已經領悟到，只要無傷聯邦政府主權，關係地方利益的議題由地方自

己來解決更能替該地區謀求更多福利，聖羅倫斯河的整治工作再度成為最佳範

例。所以筆者因而歸納出一個論點，只要不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加拿大政府很樂

意和魁北克分享權力並且進行合作，魁北克的經驗可以類推至其他世界上渴望獨

立的地區，好比中國的西藏、西班牙的加泰隆尼亞地區等都是，只要一天不停止

其民族獨立訴求，就無法和中央政府取得一個和諧的關係。 

 

第三節 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之成效評估 

 
壹、從民族主義來看魁北克平行外交成效 

 

    從民族主義的角度來檢視魁北克外交策略的效果是最有說服力的，雖然魁北

克最早發展外交政策的目的並非是出於政治性的，但是當政府領悟到外交活動能

夠推廣魁北克文化並將之正當化時，外交政策亦越來越朝向宣揚民族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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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走，無論是光明正大的表達訴求，還是隱藏在各種不同議題底下的策略性行

銷，爭取魁北克在國際上的支持乃是魁北克最大的目標。 

 

    在第二章討論到平行外交內容時，平行外交以地緣政治作為分類的依據，可

以分為區域性的平行外交和全球性的平行外交。區域性平行外交比較是屬於次國

家政府之間的跨地域合作，而全球性的平行外交屬於次國家政府和他國中央政府

的連結關係，倘若此種外交行為不具有政治意圖，那麼可以被稱之為功能性平行

外交；至於以魁北克為例，從民族主義的角度出發，自然就會被歸類到認同性平

行外交的範疇之內了。認同性平行外交可以說是「名副其實的平行外交」，因為

獨立訴求明顯，要和向來講求國家統一的中央政府擁有和諧的外交政策幾乎是不

可能，魁北克因而在發展認同性平行外交的過程當中遭遇不少挫折。 

 

    最明顯的例子可以從魁北克在要求進入以法語國家為主的 ACCT 時，加拿

大聯邦政府態度上的反覆未定窺知。先是在 1960 年代末期向該組織內部的其他

法語國家施壓，使加拿大成為唯一代表加拿大的主權國家，魁北克沒有會員資格

而且只能附屬在加拿大代表團下。到了 1970 年代，加拿大政府總算在魁北克自

由黨的掌權下表示，只要魁北克得到聯邦政府的同意就可以以非主權國家的身份

出席 ACCT，這個模式也主宰了 1970 年代到 1980 年代初的聯邦政府與魁北克政

府關係。直到 1985 年加拿大聯邦政府又再度表示，魁北克必須以同意加拿大政

府為唯一代表加拿大政治與經濟主權之國家為條件，才能夠再繼續參與國際會

議，這對魁北克而言彷彿又是一次爭取地位的失敗，但弔詭的是，到了 1989 年

ACCT 後期，渥太華和魁北克在獲得和解之後又出現相互支持的氣氛。現在魁北

克已經可以自由參與國際法語組織的活動（其當然是其中的會員之一），並且在

某些特定議題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對魁北克來說何嘗不是其追求民族地位的一項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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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民族獨立的認同性平行外交在本質上本來就會和中央政府產生衝突，雙

方在你來我往的過程當中亦是摩拳擦掌步步為營。加拿大聯邦政府可能利用勸誘

的手段，提供更多的稅收給魁北克等方式，以爭取那些渴望經濟安定的魁北克

人；抑或透過提供省政府在加拿大駐外使館內設置單位的方式，希望能夠減緩魁

北克外交政策的進展。但是不管是利用控制、協調還是合作的方式，魁北克政府

追求國際活動的腳步並未因此而停下來，目前其外交網絡已經遍及世界各地，共

計有 25 個駐外單位，包含了 7 個主要代表處、4 個代表處、10 個辦事處以及 4

個貿易據點，臺北亦為其貿易據點之一。 

 

    筆者認為，從民族主義的觀點而論，姑且不論魁北克現今的國內民意傾向為

何，至少在國際上的能見度已經大為增加。魁北克自身積極地投入區域夥伴關

係、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活動，試圖增加其在國際會議中的參

與機會，更重要的是能以自己的身份簽署國際性的合約，以及建立屬於魁北克的

專業化外交官僚。魁北克現今的內閣分工十分的細緻，光是與外交政策密切相關

的部門就有包含國際關係部、文化社群與移民部、外貿暨觀光部以及專職處理各

邦間關係和國際法語組織的部長在內。國際關係部更是依照地域的不同再細分，

由此可見魁北克外交部門的制度化已臻於成熟，與一般主權國家的外交部並無二

致。 

 

    其實，魁北克的外交政策可以推廣的如此之好，或者說魁北克與加拿大的憲

政爭議可以國際化，主要都是得力於兩大因素：一個是國際法語組織，另一個則

是魁北克人黨主政下的魁北克政府。國際法語組織確實增加了國際世界對魁北克

的文化認同，法國在其中更是居功最大，這點留待第三點國際情勢的部分再做分

析；至於魁北克人黨主政下的魁北克政府，由於主張獨立的願望強烈，自然會不

惜透過任何管道來增強國際的注目和突破外交困境，所以在兩次獨立公投前夕事

實上也都是由魁北克人黨主政，部長級的國外政治參訪也是在魁北克人黨政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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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於高峰，這並不是說魁北克自由黨政府就不致力於擴展外交，只是說由於魁北

克人黨強烈的獨立訴求，往往能有效且快速地推廣魁北克人的獨特地位。 

 

    筆者因而歸納，魁北克的認同性平行外交成效是趨向正面的，雖然魁北克至

今並未爭取到獨立的目標，但是魁北克的民族訴求已經廣為國際所知，也能出席

更多與自身利益相關的國際會議、簽署國際合約、參加國際活動，甚至在世界各

地都有屬於魁北克自己的專業化官僚和辦公室。簡單而言，魁北克的外交作為已

經和許多的主權國家無異，雖然仍舊會受到加拿大聯邦政府的壓力，但比起寧靜

革命之前，這樣的成果已經向前跨越一大步了。當然檢視過去的資料是不夠的，

魁北克的國內情勢顯示出，21 世紀的魁北克人民似乎傾向於留在聯邦之內，魁

北克也遲遲未推出第三次獨立公投。當然制度化的魁北克外交政策已經成形，但

是現今、甚至是未來的魁北克政府會不會再積極擴展外交網絡，或許還必須留待

更多的時間觀察。 

 

貳、從功能主義來看魁北克平行外交成效 

 

    功能性傾向的外交政策在國際上已經是相當普遍的行為，魁北克當然也不例

外。最早擴展外交的原因也是基於加速現代化的考量，所以自始至終魁北克都持

續地在不同的領域和其他國家的次國家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保持密切的往來。關

於功能性的平行外交其實可以分為兩個面向來討論，第一，區域性的平行外交屬

於次國家政府間的關係，又可再細分為跨國界的區域平行外交與跨區域性的平行

外交。一般來說，次國家政府間的往來不管是具有政治意圖還是全然屬於低階政

治的範圍，多半都不會引起中央政府太大的反彈，就像是臺北市市長去拜訪舊金

山市市長討論有關兩市未來的經貿合作一樣，這樣的舉措不需勞動上級政府，反

而能更順利達成互惠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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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跨區域性平行外交與跨國界的區域平行外交其實差異不大，只是

距離的遠近而已，並且區域性的平行外交雖然可能和中央政府有不一樣的外交政

策，但是多半不會背離中央政府政策的主軸，雙方或有齟齬但卻不至於產生絕對

的衝突，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會願意在經濟等攸關民生的議題上和自己的前途

過不去。魁北克政府在這類的外交活動當中從未缺席，例如先前章節中提到的

2005 年時，由安大略省、魁北克省和美國的八個州簽署了名為「大湖－聖羅倫

斯河盆地永續的水資源協定」，共同來保護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盆地。這就是

基於地緣鄰近性而造成的跨國界區域性外交往來。 

 

    另外，第二個面向則是從全球性外交的層面來探討，全球性外交底下的功能

性平行外交是不具有政治意涵的外交行動，這類的平行外交是由次國家政府和他

國的中央政府產生關係而來，次國家政府藉由影響他國政府的中央政策來替自己

的居民謀求福利。這樣的例子在國際亦越來越明顯，魁北克早先也是透過和法國

巴黎簽署國際教育協定來開啟其現代化的大門，之後陸陸續續更擴展其目標至更

多的國家和領域，在第四章呈現出來的統計圖 1-7，就很清楚地表達魁北克在 1989

年時便已經和世界各地的國家都締結了合作協定，並且其範疇跨及教育、科學、

文化、經濟等不同領域。 

 

    其實不管經濟或者其他政策的目的背後是不是為政治服務，但國內興盛對於

不管是政治還是各種發展都是大有好處的，所以魁北克絕對有理由在民生經濟上

多所著墨。好比魁北克的移民政策無非希望招募更多的技術性移民，使省內的經

濟更加活絡，背後當然隱含著希望法語人口成長的動機，但是經濟因素可能才是

真正的訴求。再來，對於魁北克這樣一個國際貿易佔其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極大比例的國家，1當然希望能夠募集更多的資金來創

                                                 
1 也稱本地居民生產總值，即一國一年內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包括勞務）的市場價值總和，是國

民收入核算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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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更多的財富，所以魁北克不但積極支持簽署自由貿易協定，甚至將許多不同部

門的政策通通整合進入經貿部門的決策裡，因此可以說經貿政策不只是魁北克現

在，也會是將來的主軸，外交政策的目標很大部分會透過經貿政策來達成。 

 

    從功能主義來看魁北克平行外交的成效是無庸置疑的。區域主義和全球化的

潮流促使魁北克有機會能在國際上代表自己發聲，低階政治的議題無疑迫使主權

國家的中央政府必須向地方政府讓步，因為技術性的、地域性的議題無法只由中

央政府出面就能解決，況且沒有一個中央政府能比地方政府更瞭解自己的地區利

益，地方政府當然會擬定出自己的外交政策以使國內福利最大化。魁北克不管是

在國際組織還是在與其他國家的中央、次國家政府往來上，不但致力於幫助其他

國家發展，也希望能藉此提升自己在各項領域上的水準，不管有沒有機會從加拿

大獨立出去，魁北克都瞭解滿足省內人民的基本需求乃是最優先的考量。 

 

參、從國內外局勢來看魁北克平行外交成效 

 

    魁北克今日在外交領域上的成就很大部分必須歸因於國際法語組織，其中又

以法國貢獻最大。法國是最早和魁北克締結國際合約的國家，也是魁北克向來最

重視的國家之一，甚至在國際關係部之下將法國和美國獨立出來成為專門的單

位，法國在加拿大的憲政爭議當中自始至終都對魁北克獨特的民族文化表示支

持，這也是魁北克可以加速外交腳步的最大原因。 

 

    法國對魁北克的支持其來有自，最早來到魁北克土地的是法蘭西人，最早在

魁北克土地耕耘的也是法蘭西人，雖然在後來的貿易戰爭當中法國敗給了英國，

魁北克自此成為英屬加拿大的一份子，但根深蒂固的民族習性已非能一夕改變。

立基於共同的歷史背景，法國人對魁北克自然是「疼愛有加」，從早先魁北克人

為參加 ACCT 一事和加拿大聯邦政府爭得面紅耳赤時，法國政府便站出來力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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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有著相同血緣的小弟兄擁有參加會議的會員資格；並且在加拿大政府出面抗

議表示法國行為是對一個國家主權的干涉時，法國亦表示其只是遵守「不干涉與

不冷漠的原則」罷了，但明眼人都看的出來法國的支持態度。法國確實是魁北克

民族獨立運動的一大推手，魁北克自寧靜革命以來對法國的拜訪逐年增加，除了

共同就某些議題切磋琢磨之外，更重要的是向法國尋求對魁北克在國際上的支

持。 

 

    國際法語組織有像法國這樣的強權國家在內，對魁北克來說是一劑強心針，

但是除了法國之外，國際法語組織確實也在魁北克的外交生涯當中扮演不可或缺

的角色。國際法語組織幾乎囊括了全球所有說法語的國家，擁有完善的組織機

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語電視網（TV5）的建立對於推廣法語文化到全球是

相當有貢獻的，魁北克所嚮往的法語世界在這裡因而可以被實現。魁北克對於國

際法語組織向來強調三個信念：多邊主義、夥伴關係、合作網絡，魁北克政府認

為透過組織內部的多邊協商和合作，將能把所有法語國家的利益最大化，其積極

地參與任何能夠影響到魁北克利益的機構和計畫，並試圖將自己的理念傳達給所

有組織內部的國家。魁北克深刻地認識到一旦其中心思想能夠普遍的獲得多數法

語國家的認同，那麼正當化「魁北克為一有別於加拿大其他省分的獨特社會」將

因此能得到強化，這樣的外交政策確實也隨著國際法語組織的逐漸強大而得以完

成。 

 

    談完法語系國家對魁北克外交政策的深遠影響之後，進一步筆者將分析另一

個對魁北克具有重大影響力的世界強權：美國。美國對當今世界局勢擁有主宰的

特性，任何的國際事件若能得到美國的支持就容易成功，反之則容易遭受毀滅。

魁北克與美國擁有唇亡齒寒的相依關係，魁北克有三分之二的貿易活動是與美國

有關，因此毫無理由會和美國交惡。早在寧靜革命之前魁北克就已經在美國紐約

設立了駐外單位，私人或者商業性質的拜訪更是不勝枚舉，一直到寧靜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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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魁北克才開始有具有政治性質的公開拜訪，到了魁北克人黨主政時期甚至還

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魁北克人不但因為政治因素，經濟因素也是其不斷與美國頻繁往來的原因。

在 1980 年第一次獨立公投前幾年，魁北克試圖向美國宣傳其政治理念，希望能

破除美國人對魁北克民族的刻板印象，並且吸引更多的美國資金進入魁北克投

資。雖然第一次獨立公投以失敗告終，但魁北克在美國的外交佈局並未停下腳

步，駐美辦事處不但在數量上逐漸增加，並且在人員的編制上也越來越多，基本

上魁北克希望透過和美國的互動往來強化民族議題的正當性。 

 

    其實，就次國家政府間的區域性平行外交而言，魁北克在與美國的接觸上可

以說是非常的顯著，尤其在攸關地域性的議題上，像是環保、教育、經濟等等已

經達成多項雙邊或者複邊協議。在關於自由貿易協定的議題上，魁北克甚至比加

拿大聯邦政府要來的反對保護主義，針對這一點，確實引起了美國與加拿大政府

的波瀾，得到了魁北克想要的目的。美國與法國一樣，是魁北克國際關係部底下

唯二成立專門單位的國家，但美國與法國在魁北克獨立議題上的態度迥異，無論

是共和黨執政還是民主黨執政，在對加拿大憲政問題上的立場變動不大。1980

年隨著第一次獨立公投的失敗，美國雷根政府甚至發表了演說表示，魁北克人同

時為魁北克省和加拿大聯邦的一部份，等於間接地承認了魁北克為加拿大一份子

的事實，所以筆者認為，即便不能將美國的行為視為是對魁北克獨立運動持反對

態度，但至少可以說並未表現出支持的態度，魁北克在爭取美國的認同上顯然還

有一段路要努力。 

 

    其實美國對於魁北克獨立運動的不支持是可從其歷史窺探出端倪的，雖然根

源於經濟因素，魁北克和美國有許多貿易上的往來，但是撇開經濟因素不講，魁

北克和美國在歷史上擁有過多次的衝突發生。這個原因或許來自於魁北克人強烈

 110



的民族認同意識，由於周圍全部被英裔民族所包圍，所以他們有不得不保護自身

土地不受侵害的顧慮，美國的獨立戰爭、20 世紀的世界大戰都造成大量的英裔

民族湧入魁北克地區，魁北克人由於害怕法語民族的沒落，起身抵抗而造成的流

血衝突在所難免。筆者因而分析，雖然血緣因素未必是造成美國人不支持魁北克

獨立的最大因素，但就像法國人會支持魁北克民族運動一般，相同的文化背景多

多少少都會對一國的政治意識產生影響，並且加上加拿大其他省分與美國之間亦

擁有許多的利益，在多方考量之下美國決定採取這樣的外交政策。 

 

    不管是國際法語組織還是美國，都對魁北克的外交政策有極大的影響，認同

性平行外交的實行成功與否就是取決於這些大國政府的態度，魁北克在歐洲這一

塊顯然得到了較大的迴響，也更積極繼續突破外交困境，將法語推廣到更多的國

家去。相對而言，面對美國這個對現今所有國家都極具影響力的超強國家，魁北

克並未得到太多的支持，雖然並不意外但是亦有遺憾，如果今天魁北克能取得美

國對其民族文化的認同，那麼我想今天的魁北克絕對不會只是這樣的局面而已。

學者李柯斯在其著作當中提到：認同性平行外交的成功與否與其所處的國內外環

境、原主權國家的中央地方組織型態、次國家政府所享有的行政權力大小，以及

原主權國家的外交關係有關。魁北克身處在聯邦制國家當中，理當在推動地方政

務上是擁有較大權力的，但是很明顯地，處在強勢的加拿大聯邦政府與美國這個

超級強權之下，國內外情勢對魁北克發展認同性平行外交的效果勢必會有所衝

擊。因而，筆者認為以國內外情勢來看魁北克平行外交發展的成功與否，雖然得

到了法語系國家的支持，但是仍舊必須在美國和加拿大這兩股強大勢力中爭取更

多的外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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