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本章主要介紹筆者研究此論文議題的動機與目的，並闡述使用到的相關著作

文獻，當然，研究議題的方法、範圍與限制亦會在本章內容當中一併說明，最後

以簡圖表列論文章節的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次國家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的外交行為是近三十年來新興的國際 

關係議題。1全球化的興起使得「地球村」的夢想不再遙不可及，但毫無疑問地

也使民族國家的主權權限受到削弱。在此種大環境下，次國家政府有愈來愈多的

機會可以躍上國際舞臺，以國際行為者（International Actor）的身分參與許多不

同的國際場合，並為自身的利益發聲。 

 

但令筆者感到興趣的地方在於，次國家政府發展外交關係的目的何在？是單

純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導向，2抑或含有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動機？3當

地方政府以自身的主張參與國際事務時，是否會發生與中央政府政策格格不入的

                                                 
1 本文所探討之次國家政府為省、州級政府。辛翠玲，「從民族主義到認同平行外交」，政治科學

論叢，第 24 期（民國 94 年），頁 112。 
2 功能主義在 1940 年代的歐洲萌芽，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家無力獨自解決發展與重建所

帶來的困難，唯有透過跨國的合作才能解決專門性的技術議題。陳欣之，「國際關係理論」，張亞

中主編，國際關係總論（臺北市：揚志文化，民國 92 年），頁 88。 
3 民族主義的定義一向具有爭議性，較為一般人所接受的定義是由學者葛爾納(Ernest Gellner)所
提出的:「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應該合而為一」。同前註，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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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倘若二者各說各話，那就正如兩條互不相交的平行線，成為名副其實的「平

行外交」（Paradiplomacy）了。4

 

至於選定魁北克作為平行外交研究的案例，主要源自於魁北克的獨立訴求向

來為世人所熟知，但近來的二次獨立公投卻都接連失敗。5魁北克是否以擴展外

交關係做為達成獨立訴求的管道？如果是的話，那麼是否還包含其他動機，筆者

將在之後做一併探討。關於法裔魁北克與英裔加拿大諸省的差異已有許多文獻討

論，因此不再贅述，6本文欲從魁北克的外交關係為切入點，對其在加拿大憲法

下的權利地位與實質對外發展深入研究，以便瞭解次國家政府發展對外關係的實

際動機與具體成效。 

 

貳、研究目的 

 

一、 從魁北克經驗看平行外交的目的與方法。 

 

筆者欲從平行外交興起的背景，瞭解次國家政府發展外交關係的目的以及其

實踐方法。平行外交興起的時間在 1980 年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的互賴

（Interdependence）是否為促成平行外交的導因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課題，
7因為

                                                 
4 最早提出平行外交概念的是索達托司（Panayotis Soldatos），因其認為次國家政府與中央政府的

對外政策無論是作法或目的，越來越無法以規模的大小來區分，雙方雖然可能合作，但也可能各

行其是，如同兩條平行的外交軌道。同註 1，頁 112。 
5 二次獨立公投的時間點分別為：1980 年 5 月以魁北克人黨所主張之主權白皮書訴諸公投；1995
年 10 月魁北克向加拿大提出建立新的經濟與政治夥伴關係要求，再度訴諸獨立公投。參考自：

管麗莉，「魁北克民族分離運動因素之分析」，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88），頁 108-110。 
6 可參考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魁北克民族分離運動因素之分析」，該論  

文從歷史、經濟、社會結構及政治等各個不同面向來分析法裔魁北克人與英裔加拿大人的差異。

同前註，頁 1-140。 
7 關於全球化的定義學界並沒有一個一致的說法，它可能指涉時間與空間的明顯大幅壓縮；也可

能代表社會關係與互動轉型的一套過程。涉及的層面很廣，但都意味著國家間障礙的減少與各個

領域的交流增加。江啟臣，「全球化」，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論（臺北市：揚志文化，民國

92 年），頁 272。互賴的定義為：各國受到其他國家行為及決策影響的一種情況。互賴要考慮敏

感度與脆弱度兩個層面，敏感度是一國政策架構中，面對互賴關係的回應程度。脆弱度是指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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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不僅使國際議題的範疇擴大，國與國之間再也無法單獨解決問題，也促使區

域整合蔚為趨勢。次國家政府在此種大環境下擁有越來越多的機會可以涉足國際

領域，而魁北克當然也不例外。1960 年代以來，魁北克一直尋求更大的自治權

力，甚至希望尋求獨立，此即逐漸形成的魁北克民族主義，以及所謂的「寧靜革

命」（Quiet Revolution）。8魁北克社會的獨特性便在於其向來濃厚的民族主義色

彩，筆者因而欲從魁北克的角度來探討發展平行外交的目的與手段。 

 

二、從魁北克經驗看平行外交下的府際關係。 

 

平行外交對一國的發展究竟是利多於弊，還是弊多於利？因為魁北克個案的

特殊性，筆者欲從兩個層面來探討。第一，若以功能性平行外交來看，魁北克的

對外關係除了促進當地的經濟、文化等各種發展之外，其政策是否能與加拿大中

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相配合，或者兩者政策相互牴觸？第二，倘若以認同性平行外

交來看，基於民族主義的外交行徑是否與加拿大中央政府產生激烈衝突？加拿大

政府如何因應魁北克外交活動帶來的影響？魁北克又是如何回應中央？ 

 

三、從魁北克經驗看平行外交對獨立運動是否產生正面功效。 

 

以魁北克的平行外交經驗，觀察其向來強烈表達的獨立建國訴求，是否因為

外交關係的緣故，得到更多國家的支持。學者李柯斯（André Lecours）在「國際

談判」（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期刊上所發表的文章當中提到認同平行外交的

成功與否與其所處的國內外情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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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而最理想的情況

                                                                                                                                            
承受外在事件施加之成本代價的負擔能力。同註 2，頁 89。 
8 所謂的寧靜革命是指 1960 年代起，自魁北克自由黨人拉維克(René Lévesque)當選魁北克省總

理後所展開的一連串改革稱之，目標是將魁北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的法語社會。改革內容包含：

擺脫天主教會的控制、培養中產階級、發展科技產業，特別是魁北克所需要的水力發電、飛機工

業、生物科技等。 
9 André Lecours, “Paradiplomacy: Reflections o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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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原主權國家採行聯邦制、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行政權力，加以原主權國家

在國際軍事政治議題不享有影響力時，那麼認同性平行外交所能發揮的效益就能

極大化。加拿大是一個聯邦體制，在國際政經上也享有一定的影響力，所以加拿

大的地方分權程度與國際情勢很大部分決定了魁北克的外交關係進展，分權程度

可以從加國的憲政發展歷史來探討，而國際情勢則可由各國對魁北克的回應加以

解釋，這兩個切入點將是筆者極欲探討的部分。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平行外交的內涵 

 

「平行外交」的概念首先由學者索達托司（Panayotis Soldatos）於「聯邦主

義與國際關係：次國家單位的角色」（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一書中提出，他認為次國家政府雖然有可能與中央政府合

作，但卻也可能各行其是，就如同兩條平行的外交軌道。10次國家政府有可能依

照自身的利益參與各種不同的國際組織，更有可能籌措自身的外交資源、擬定自

身的外交政策，幾乎與主權國家的表現無異。這種現象對主權國家至高無上的權

力無疑是另一種挑戰，也反映了 1980 年代以來的國際現象，而「平行外交」這

個辭彙也慢慢被其他研究相關領域的學者所引用。 

 

在同本書當中，學者杜奇克(Ivo D. Duchacek)的文章進一步指出大部分的平行

外交行動多半源自於經濟或者科技因素，只有部分與政治有關，也就是分離主義

運動。11他又以地緣政治為標準，將平行外交區分為三種類型：「跨國界區域性

                                                                                                                                            
Region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17, No.1 (2002), pp. 91-114. 
10 同註 1，頁 112。 
11 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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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外交」 （Transborder Regional Paradiplomacy）、「跨區域平行外交」（Transregional 

and Paradiplomacy Contacts ），以及「全球性平行外交」（Global Paradiplomacy）。12

其中第三類平行外交意指次國家政府與其他國家中央政府的往來關係，可能隱含

有獨立建國的目的，也就與本研究對象－魁北克省的獨立訴求不謀而合。 

 

但是杜奇克只是提出了此種具有民族主義訴求的平行外交類型，卻未就其內

涵做進一步的分析。直到 1999 年「平行外交的實踐：次國家政府的外交關係」

（Paradiplomacy in Acti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一書的

出版，包含阿提克（Francisco Aldecoa）與基汀（Michael Keating）等多位學者研

究出，第三類平行外交依其目的不同又可再細分成兩種次類別：「功能性平行外

交 」（ Functional Paradiplomacy ） 與 「 認 同 性 平 行 外 交 」（ Identity-based 

Paradiplomacy）。13「功能性平行外交」的出發點來自於經濟的考量，希望為地方

爭取更多的資源或權利，對於此種平行外交，中央政府多半不會吝惜幫助。至於

「認同性平行外交」的目的則在吸引國際注意，希望能獲得其他國家中央政府的

認同，分離主義訴求明顯，當然會招致本國中央政府反對。「認同平行外交」顯

然是魁北克外交關係研究的重點。 

 

這個部分的文獻資料將用於探討「平行外交」理論的具體內容，「平行外交

的實踐：次國家政府的外交關係」、「聯邦主義與國際關係：次國家單位的角色」

這兩本書已經點明了「平行外交」的定義和「平行外交」的種類，將會在分析魁

北克外交關係的面向中扮演理論基礎的角色，以便理解魁北克發展外交的目的為

何。 

 

                                                                                                                                            
Relation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5-17.  
12 Ibid, pp. 15-17. 
13 Aldecoa, F. & M. Keating eds., Paradiplomacy In Acti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Poland, O.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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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魁北克的分離主義運動分析 

 

根據「魁北克社會：傳統、現代化與民族主義」(Quebec Society: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Nationhood）一書的分析，歷史背景、社會結構、文化等因素實為

魁北克獨立運動的遠因，而政治、經濟等現實因素才是分離運動的近因。14獨立

建國的訴求其實可以以 1960 年代作為分水嶺，在寧靜革命之前的獨立運動幾乎

可說完全與民族認同問題有關，魁北克人希望法語族裔能夠在各方面獲得一定的

尊重和平等權利。60 年代之後的獨立運動不單單攸關民族獨立，更注入其他因

素，逐漸擁有自信的魁北克人轉而訴諸「聯合主權」（Sovereignty-Association），15

由政治經濟互動的結果來決定進退。 

 

但是聯邦政府在修憲上的退讓是否澆熄了魁北克獨立運動的欲望，這是個尚

待評估的問題。在不同的層面上，我們可以看見魁北克所享有的優勢地位，例如

加拿大政府允許魁北克擁有不同的民法體系，對修憲案享有否決權等等，但自由

寬容的結果似乎使魁獨的聲勢愈益壯大，二次公投的結果雖未成功，但是贊成魁

獨的魁北克人顯有上升的趨勢。16實施文化多元主義對於擁有多種族群的國家而

言當然是一項好的政策，但是如何取得不同族群對國家的認同又是一項難題。經

濟因素是促使許多魁北克人選擇繼續留在聯邦的原因，但是獨立建國的聲浪可否

因此平息仍有待未來觀察。17

 

                                                 
14 Hubert Guindon , Quebec Society: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Nationhood,（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15 為一九六八年成立的魁北克人黨(Parti Québécois, PQ)的核心思想，說明PQ對於魁北克獨立的

決心，但是願意在經濟上，依國際法的平等精神，在主權魁北克的基礎上以國與國的身分，與加

拿大建立特殊經濟聯盟關係。 
16 1980 年 5 月第一次公投結果：40.4％贊成，59.6％反對；1995 年 10 月第二次公投結果：贊成

為 49.4％，反對則為 50.6％。由此數據可觀察到贊成獨立的魁北克人逐年增加。 
17 最新發展為，2007 年 3 月加拿大魁北克舉行省議會選舉，結果親聯邦派「自由黨」以些微差

距勝出，主張獨立的「魁北克人黨」則遭受重大失敗，粉碎了後者欲再度舉辦全民公投，讓魁省

脫離加拿大聯邦而獨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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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獻的價值在於很精準地將魁北克的文化背景做了十分詳細的陳述，使讀

者能夠非常輕易地理解魁北克獨立運動的成因和進程。筆者欲利用此書作為本論

文當中關於魁北克歷史部分的參考來源，相當程度地亦可用來分析魁北克發展

「平行外交」的目的。 

 

參、魁北克的外交政策 

 

在學者諾梭（Kim Richard Nossal）所著的「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Canadian Foreign Policy）一書中，第十二章「魁北克與加拿大外交政策」

（Quebec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內容提及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動機。18和

加拿大其他省分發展外交關係的目的不同，魁北克省想要尋求的是推廣該省的文

化和語言以區隔自身與其他省分的差異，而其動力來自民族主義或獨立建國的宗

旨。19

 

自從 1960 年寧靜革命開始，魁北克政府試圖在國際上推廣其特殊地位（Statut 

Spécial）。在萊沙之（Jean Lesage）取得魁北克執政權之後，魁北克政府開始擴張

省政府的權限，其開始以法裔魁北克人的保護者自居，一連串的行動包含在外設

立省政府辦公室和涉外辦公室，20內部社會亦同時做了相應改變。萊沙之執政下

的魁北克政府開始主張魁北克在外交事務上的特殊地位，最明顯的便是在教育合

約的換文上，一九六五年時，法國和魁北克政府對於教育問題所達成的協議就是

一個最好的例證。但是此種功能性的國際合約已不能滿足魁北克追求民族主義的

慾望，魁北克進一步認為其具備處理國際事務的能力，因而要求屬於省管轄下的

                                                 
18 Kim Richard Nossal, The Politics of Canadian Foreign Policy（Scarborough, Ontario: Prentice-hall 
Canada Inc, 1997）, pp. 315-323. 
19 Ibid, pp. 316. 
20 魁北克至今涉外機構有 26 個，包括 7 個主要代表處、5 個代表處、9 個辦事處、4 個貿易據點、

1 個商業代表單位。“Departmen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ministere/bureaux_etranger/bureaux_etranger.asp＞（23 Oc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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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應交由省簽署合約，並應該允許魁北克在教育或文化議題上得以參與國際會

議。 

 

但顯而易懂地，此種主張與聯邦政府的立場是相牴觸的。當初加拿大聯邦政

府認定魁北克的外交行為只能侷限於簽訂功能性的合約，而不涉及政治議題，但

「英屬北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BNA）裡的第 92 條、第 93 條所賦

予的省管轄權限卻被魁北克政府給擴大延伸，21而加拿大政府處理加拿大外交事

務的獨占慾亦促使該議題趨於政治化。魁北克的政治領袖承認國際活動有助於正

當化魁北克的特殊地位，而此種政策方向亦是魁北克不斷追求的目標。魁北克的

外交政策能否突破加拿大聯邦政府的管轄範圍，尚待筆者稍後更具體的分析和說

明。 

 

諾梭的著作很明白地告訴讀者，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動機很大部分與民族

主義及文化認同有關，更是明確地指出，魁北克擴展外交的時間點是在寧靜革命

之後，這將有助於筆者理解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的起迄時間和具體作為。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所謂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針對一個問題進行有關資料的

收集、評鑑、分析、歸納和統整的工作，其目的為：確定問題的性質、形成待答

的問題，或者是引導研究設計、解釋研究結果並加以充實理論內容。文獻分析的

方法主要是透過客觀地描述各種論點，再進而提出自己的觀點，通常需要對大量

的檔案作整理和分析。 

                                                 
21 英屬北美法第 92 條列舉了 16 項歸屬於各省專有的權利，包含省內的稅收、借貸、內政制度、

公有土地、教育等；法案第 93 條對教育管轄做了具體規定，授權地方政府管理地方教育事務，

聯邦政府僅管理土著居民教育和軍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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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收集的文獻資料主要來自於三方面：專書與期刊、魁北克的相關網站以

及報紙新聞，以表 1-1 呈現。 

 

表 1-1 本論文的文獻資料來源 

專書與期刊 主要是與次國家政府外交關係、平行外交有關的著作或者發表

文章，用來建構論文的理論基礎。 

相關網站 包含加拿大聯邦政府和魁北克政府的網站，以及魁北克參與的

國際組織相關連結，用以理解魁北克外交關係網絡。 

報紙新聞 針對魁北克的歷史和重要事件做一完整回顧，以便瞭解其獨立

進程和最新發展。 

資料來源：筆者的歸納整理 

 

資料收集完備後，開始針對所欲探討的課題做一客觀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本

身的論點。筆者章節鋪排的方式如下：首先探討「平行外交」的內涵為何，明白

其興起的背景和原因，然後進一步闡述魁北克的歷史、獨立運動進程，以對魁北

克發展有一個初步的瞭解。再來，透過對魁北克外交政策、涉外組織的瞭解分析

其涉外目的，並且觀察各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對魁北克向外發展的態度。最後，

歸納出分析結果，總結平行外交行動在魁北克的成效為何。22

 

 

 

 

                                                 
22 此處評估魁北克平行外交成效的方式從三方面入手：民族主義、功能主義和國內外情勢。至

於評估的標準在於歸結出平行外交對魁北克本身的國內社會經濟及民族主義訴求是否產生正面

效果。所謂的正面效果是指平行外交對於魁省的獨立運動及國內民生政經產生幫助，使其國內人

民更富裕，或者能向加拿大政府尋求更多的自治能力甚至朝獨力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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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空間範圍 

 

以魁北克作為單一研究對象。首先透過歷史回顧對其獨立運動有一個概括的

瞭解，但研究的主要焦點則放置於魁北克的次國家行為者身分，以及涉及各個層

面的外交關係。至於外交關係的範圍則以其現行官方網站上所名列的項目為主，

包含在國外設立據點、加入國際組織、參與國際會議以及與他國簽訂合約等等。 

 

二、時間範圍 

 

有關研究的時間範疇有兩個切入點：一個是 1980 年代以來「平行外交」相

關著作開始出現之後至今發展；另外則是魁北克自 1960 年代寧靜革命以來對外

關係至今的發展。間單的說，就是以平行外交理論出現之後的相關著作及魁北克

寧靜革命開始後的文獻作為兩個主要的時間軸，加以研究平行外交理論及作為的

進展。 

 

三、議題範疇 

 

以「平行外交」作為主要的研究重點。透過對相關理論的深入探討，將魁北

克的外交關係與平行外交理論相結合，評估次國家行為者的外交動機與外交政策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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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無法應用法語文獻與實際走訪魁北克。 

受限於自身語文能力之故，沒有辦法閱讀關於魁北克的法語著作，實為可惜

之處。如同大家所熟知的，魁北克乃法裔民族，雖然加拿大政府現已規定法語與

英語同為官方語言，但若要深入瞭解魁北克的相關文化，當然仍以實地探訪當地

做田野調查，以及閱讀法語文獻為最佳途徑。 

 

不過筆者仍舊試圖透過電腦軟體將重要的相關法語文獻轉體為英文，以便能 

理解相關法語文獻內容，並且由於外交所上有魁北克人和嫻熟法語的學長，因此

都成為筆者遇到困難時得以求助的對象。筆者相信在這樣的努力之下，即便無法

親自拜訪魁北克，也能透過文獻資料的幫助大致瞭解魁北克的歷史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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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乃是利用「平行外交」的概念架構來分析魁北克在外交關係上的具體

作為，透過理論與魁北克現勢的結合，筆者將歸納出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的目

的、方法、成效以及與加拿大政府的關係。以下為論文章節的鋪排架構，以資讀

者參考。 

 

第一章 緒論 

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淺揭本研究所欲探討課題的核心內容。 

↓ 

第二章 平行外交之概念 

探討平行外交興起的背景、學者所定義的「平行外交」，以及分述平行外交的種

類及功能。 

↓ 

第三章 魁北克問題 

藉由魁北克的歷史來瞭解其獨立運動的緣由，並簡介二次獨立公投的過程與近來

魁獨的動向。 

↓ 

第四章 魁北克外交政策與主要行為者 

介紹魁北克開始發展外交的背景以及外交政策的主要行為者與政策內容，另外不

同政黨主政時期下的魁北克外交政策亦是筆者比較的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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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的進展與成果 

介紹魁北克的外交關係網絡以及與世界重要國家的往來關係，並且淺揭外貿及

移民政策對其國際關係的影響，最後歸納出聯邦政府對此等外交行為的回應。

↓ 

第六章 結論 

綜合以上客觀資料，歸納出魁北克發展外交政策的目的、外交政策下的府際關

係，並且從功能主義、民族主義和國際現勢三個面向來分析魁北克平行外交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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