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平行外交之概念 

 

    平行外交理論的內容將是本章所欲探討的焦點。先從理論興起的時代背景談

起，進而探討平行外交的本質、造成平行外交的原因，最後列出平行外交的類型

以及解釋各類型的差異和代表案例。 

 

第一節 平行外交興起的背景 

 

    次國家政府參與國際舞臺日漸頻繁，並且主要出現在工業化的聯邦制國家當

中，1例如加拿大就是一個例子，在其聯邦之下，民族認同尚未徹底建立，並且

因為地方分權的緣故，使得更多的省政府、區域政府、甚至是市政府在外交政策

上扮演起更積極的角色。2

 

    有關「平行外交」一詞的出現雖然自 1980 年代之後才出現，相關的著作也

在之後才得到更廣泛的注意，但平行外交的開始其實可以追溯至更早之前，甚至

可以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環境，就已經為地方政府的平行外交作為鋪路

了。因為二戰之後國際經濟復甦，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盛行，

                                                 
1 外交政策當中的分割現象，在政治與社會經濟多元分歧下的國家特別容易出現，因為多元主義

的社會擁有眾多與眾不同的行為者。但是，分割現象仍舊有可能出現在一些其他型態的社會當

中，例如社會主義國家，但其分割的外交決策往往是出於權宜之計，各次級單位並非真正具有自

治的能力。Panayotis Soldato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ederated States as 
Foreign-policy Actor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 pp. 34. 
2 為了能夠更清楚的界定近代聯邦國家在外交決策上的分割現象，因而必須對近代的聯邦主義有

更深一層的瞭解，而D. J. Elazar（1982）所著的「近代聯邦主義、中央集權以及州政府的建立」

（Federalism, Centraliz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Modern Epoch）是一本可以參考的書籍。Ibid., 
p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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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階政治的重要性開啟了平行外交的大門，次國家政府想要、也應該要以自己

的身份去參與某些專門性、技術性的議題討論，平行外交因而興起。到了 1970、

1980 年代，自由貿易臻於成熟，互賴與全球化已蔚為趨勢，國際分工亦趨於細

化，有更多區域性的問題是只有地方與地方磋商才有辦法解決的，甚至平行外交

也被地方的民族主義者用作是突破政治困境的方法之一，平行外交盛行之景況已

不言自證。 

 

    其實，地方政府在涉外關係上扮演積極角色並非是新近的事情，也並非是在

當代才出現，例如魁北克在 1882 年時便在巴黎設有常駐單位，主要是基於魁北

克和歐洲日益密切的經貿關係而建立。然而，觀察當代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尤

其是 1960、1970 年代的工業化聯邦制國家，可以更明顯地看出主權政府對於外

交政策的特權已經受到侵蝕。確實，從許多面向觀察可以發現許多實例：作為一

個超國家的角色，歐盟在涉外經濟關係的發展不容小覷；地方政府在外交政策上

的參與程度越來越大；跨國界或者以次國家政府為資格的國際活動亦蔚為潮流。

這些現象在在顯示新行為者在外交決策上的突起以及中央－地方分割現象的產

生。 

 

    如果要將工業化聯邦制國家下次國家政府的涉外行為視為一種新現象的

話，那麼可以就兩個層面來說明。第一，就「質」的層面來說，這些外交活動具

有相當的自治性，地方政府可以擁有且部署屬於他們自己地方內部的、具有外交

性質的管道，以及控制屬於自己地方內部的金融資源，並且追求他們自己的外交

目標。4第二，就「量」的層面來看，次國家政府的涉外活動前所未有的在規模

上、甚至涉外關係上都逐漸地加快腳步。5這些涉外活動具備了外交政策的構成

                                                 
3 商業自由主義強調貿易自由及市場經濟是邁向和平與繁榮的不二途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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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4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35. 
5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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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6舉凡目標、策略、制度、決策過程以及政策工具、政策輸出等樣樣不缺，

並且他們的呈現方式亦和主權政府的外交活動極為相似，擁有駐外的代表團、代

表處，以及和國外行為者簽訂合約等等。 

 

第二節 平行外交的內涵 

 

    探 討 次 國 家 政 府 的 外 交 活 動 涉 及 一 連 串 的 概 念 ， 諸 如 「 分 割 」

（Segmentation）、「平行外交」（Paradiplomacy）、「平行外交行動」（Paradiplomatic 

Actions）以及「行為者與活動的分割」（Segmentation of Actors and Activities）等，

對於這些概念的釐清有助於我們理解次國家政府的平行外交。 

 

    所謂的分割有兩種類型：「領域上的分割」（Territorial Segmetnation）和「功

能上的分割」（Functional Segmentation）。7「領域上的分割」又可以稱為垂直型的

分割，就好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但二者並非階級關係，他們都直接參

與涉外活動和外交決策，在權力和重要性上兩者並無二致。「功能上的分割」主

要發生在同一層級的政府內，例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內部單位，這些內部單

位直接參與與其領域範圍內相關的涉外活動，例如中華民國的經濟部與巴拿馬經

濟部之間的往來即屬一例，比較屬於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的部分。8筆者以

以表 2-1 來表達「領域上的分割」和「功能上的分割」之差異。 

 

 

                                                 
6 許多的文獻資料通常使用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更甚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Panayotis Soldatos, “ La Théori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et sa pertinence pour l’étud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des Communautés,” Études internationals（special issue）, Vol. 9, No.1（1978）,pp. 7-42.  
7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36. 
8 謂低階政治指的是與公民的日常生活相關的決策，例如經濟、社會福利等等，相對於具有高度

政治性的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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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分割概念的釐清 

活動類型 分割類型 

相同等級政府部門之間的外交活動 功能上或水平式的分割 

次國家政府的涉外關係 領域上或垂直性的分割 

非次國家政府的其他行為者之涉外關係 領域上或垂直性的分割 

資料來源：Panayotis Soldato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ederated States as Foreign-policy Actor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 pp. 40. 

 

    領域上的分割主要是次國家政府涉外行動所談論的重點，包含了四種不同的

層級：9

 

一、客觀情勢上的分割（Objective Segmentation） 

 

    因為各種不同的特徵異化了這些區域單位，也連帶影響這些區域的外交活

動。舉例來說，由於經濟結構、語言、文化、政治、甚至是地理因素，使得領域

上的分割無可避免，這種情形在某些聯邦國家特別明顯，加拿大是典型的代表。 

 

二、認知上的分割（Perceptual Segmentation） 

 

    由於一國的菁英和人民在態度、觀念、忠誠和利益的概念上具有不一致性，

而導致在外交決策上出現了很多不同的聲音，當然這種認知上的分割主要是以客

觀現實的差異作為基礎，再加上某種程度的主觀性。 

 

                                                 
9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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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上的分割（Policy Segmentation） 

 

    主要是上述提及的兩種分割類型所導致的結果，引發了在對外政策上多種不

同的立場出現，例如台灣中央政府和臺北縣政府對發展外交的策略產生歧見。 

 

四、行為者的分割 (Actor Segmentation) 

 

    此涉及一連串的過程，也就是先前提及的三種分割類型可能導致次級單位成

為一個外交政策的行為者，他們可以使用自己的制度機制去發展外交政策。行為

者的分裂可能造成政策上的分割更為嚴重，因為一旦次國家政府涉入外交活動的

次數越頻繁，就可能使他們對國內的利益以及國際關係的看法與中央政府越來越

不一致，另一方面來說，如果次國家政府採取的是合作型的平行外交模式，那麼

政策上的分割程度就能減少到最小。10政策上的分割不一定會導致行為者的分

割，如果次國家政府在聯邦體系中享有強烈的優勢，也就是有機會納入聯邦政府

的外交決策機制當中，那麼他們就不需要直接涉入外交活動，例如，在加拿大的

安大略省，由於其在加拿大聯邦當中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其對於涉外活動就不如

魁北克來的積極。 

     

    行為者和政策上的分割是兩個造成次國家政府實行平行外交的要素。11我們

可以將平行外交分為兩種類型：也就是下節所要介紹的「全球性平行外交」（Global 

Paradiplomacy）以及「區域性平行外交」（Regional Paradiplomacy）。區域性平行外

交又可以再區分為兩種次類型，一個是「跨區域的平行外交」（Transregional and 

Paradiplomaric Contacts），以及「跨國界的區域性平行外交」（Transborder Regional 

                                                 
10 所謂合作型的平行外交指的是地方政府能在外交政策上和中央政府達成共識，避免雙方產生

衝突。 
11 Ivo D. Duchacek在研究分割與外交政策的相關著作中提出此看法，請參考Ivo D. Duchacek,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Subnational Self-Government,” Publius, Vol.14, No. 4 (1984), pp.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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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plomacy）。12簡單的說，全球性平行外交屬於次國家政府與他國中央政府的

連結，區域性平行外交則屬於次國家政府間的相互往來，至於細節則留待第三節

介紹。 

 

    如同圖 2-2 所示，平行外交的本質可以是非常不同的，姑且將其分為兩種類

別。第一種是合作型，也就是說外交上的合作是具有可行性的，只要中央政府能

夠主導協商的進行，或者以一種聯合外交的形式來發展，這種合作型的外交行動

就有可能成功，這種平行外交形式主要是透過聯邦政府的支持來達成。另外一種

是平行式的外交型態，則可能在一種和睦的氛圍下發展，也就是聯邦政府體認到

次國家政府可以在缺乏（或者受到）聯邦政府的控管下，獨立發展他的外交關係，

但聯邦政府當然也有可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次國家政府外交行動，因而產生衝

突。 

圖 2-2 平行外交的本質 

合作型（支持型）的行動 
（Cooperative Action） 

政府主導協商（Coordinated） 

與政府聯合發展（Joint） 

平行式（替代型）的行動 
（Parallel Action） 

在和睦的情況下 
（In Harmony） 

在不和睦的情況下

（In Disharmony）

聯邦政府控制 

不受聯邦政府

控制 

 

資料來源：Panayotis Soldato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ederated 

States as Foreign-policy Actor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12 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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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 pp. 38. 

 

現在筆者更進一步探討平行外交形成的原因。上述提及的領域上的分割，乃

是政策上以及行為者分割所造成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對領土主權和中央政府理

所當然形成一種危機。意識型態的分歧固然是造成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分割的其

中一項原因，但以務實的角度來看，對於聯邦政府外交政策的不滿，或者瞭解到

中央政府無法有效地推廣地方利益，這些因素更可以拿來說明地方政府參與直接

涉外活動的動機。當然，中央政府面對此一情況，自然會尋求協商或者其他策略

來試圖緩和此種危機，但相對而言亦可能因此招致超載政府（Overloaded 

Government）的反效果。13

 

    然而，這種政策和行為者的分割情況是可以獲得改善的，並且導向一個理性

的政策決策過程，只要中央府和地方政府能夠協調他們的對外政策。確實，行為

者的分割如果是協商下地方分權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聯邦政府會和地方政府

一起合作，並且去協調和控制他們外交決策的過程，而地方分權給予地方政府的

權力包含：14

一、可以向國際推廣地方的利益，但此一利益不能與國家的利益相違背。 

二、與中央政府共同分攤外交決策過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與共同分享國家的資

源和武力。 

三、可以向外尋求補充資源。 

 

                                                 
13 政黨或政客在競選時為了贏得勝選而任意開出支票，導致當選後的政府赤字及大量舉債，之

後再將責任推卸給下一任執政者。這種情形會造成國家在功能上和民意上的雙重障礙，因而導致

超載政府的出現。「行政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5%9C%8B#.E6.94.BF.E5.BA.9C.E8. 
B6.85.E8.BC.89＞（民國 96 年 12 月 7 日）。 
14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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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方分權可以加強一國在外交事務上的團結和效率，並且免除主權國

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危機，在這樣一個講究專業化、資源有限的互賴世界裡，兩種

不同層級政府的共同努力，在某些情況下確實能夠對一國的外交政策有所幫助。 

換句話說，政府菁英有能力去適應並且回應行為者分割的情況。解決衝突的機

制，加上利益彙集與計算的機制，便能夠將這種危機化解成理性的過程，行為者

分割將不必然造成政策上的分裂，而次國家政府的外交行動還有助於一國外交政

策的合理化。但這種理性的過程並不是常常受到重視，其原因不外如下：15

一、傳統主權國家的概念指的是國家意志的統一。 

二、主權國家一向不善於向他人展示其在外交政策上的權力分享。 

三、協調各種不同的聲音有其實際上的困難。 

四、聯邦政府無法適應和回應此種分割和地方分權的動機。 

五、意識型態上的不同調伴隨著行為者的分割。 

六、經濟領域和架構的發展、具有權力跨國行為者的出現，需要中央政府對外交

政策有所回應。 

 

筆者以圖 2-3 來表示合作與衝突、危機與理性化的雙重過程，平行外交可以 

以衝突或者合作的形式出現，次國家政府若能和中央政府有效合作，將有助於理

性化整個外交決策的過程；一旦次國家政府和中央政府各行其是，中央政府就有

可能面臨外交決策上的危機。 

 

 

 

 

 

                                                 
15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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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平行外交的理性化過程 

 

反饋 

反饋 

平行外交 

 
中央政府的危機 

合作 衝突 

理性化 

 
資料來源：Panayotis Soldato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ederated States as Foreign-policy Actor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 pp. 44. 

 

    圖 2-4 則說明造成平行外交活動的成因。「客觀情勢上的分割」（Objective 

Segmentation）指的是由於地理、文化、語言、政治等各種因素的差異，而使得

該地方和國家中的其餘省分能夠有所區別，這種分割容易造成一國的中央政府在

追求中央集權的外交政策時，與地方政府產生利益上的衝突，也容易使地方的菁

英和人民傾向於認為他們應該在對外關係上享有更大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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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造成平行外交的因素 

1 客觀情勢上的分割       

2 認知上的分割 

3 選舉因素 

4 區域主義或民族主義 

5 次國家政府的權利不對稱 

6「我也要」主義的成長  

1 聯邦政府的錯誤或缺乏效率 

2 國家建立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 

3 制度上的鴻溝 

4 憲法上的不確定性 

5 外交政策上的協調、馴化 

1 全球互賴 

2 跨國境的小區域互賴 

3 跨區域的大區域互賴 

4 外部行為者的涉入 

國內因素（次級單位層次） 國內因素（聯邦層次） 

 
平行外交 

外部因素 

 
資料來源：Panayotis Soldato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Federated States as Foreign-policy Actor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 pp. 45. 

 

    「認知上的分割」（Perceptual Segmentation）和主觀上的分割其實是互有關連

的，當然，也可能直接肇因於認知上的差異，地方與中央缺乏對政治現勢的共識，

「民意所呈現出來的政治壓力」（也就是所謂的選舉因素）就是一個說明認知差

異最好的實例。16客觀上的或者認知上的分割也會導致「區域主義」（Regionalism）

的出現，也就類似於行為者和政策在外交政策上的分割。這些次級單位，基於客

                                                 
16 例如各個省分選民對於同一個政治議題的看法就有可能不同，並且可以透過諸如投票等方式

對政府產生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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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的事實、或者認知上的差異，總是無法認同中央政府的政策，他們尋求更直

接地參與國際事務來滿足地方利益。再來，客觀或者認知上的差異一樣也有可能

導致民族主義的出現，進而引起平行外交產生。 

 

    另外，分割情況也有可能在「次國家政府權力不對稱」（Asymmetry of 

Federalism Units）的情況下加劇，某些地方省分總會認為，外交政策是操控在那

些經濟上和行政上較具有優勢的省分。舉例來說，在加拿大，西方的省分對於中

央政府的某些外交政策會感到不滿，他們認為那些政策主要是由安大略與魁北克

的菁英所制訂出來的。次國家政府在制度、預算與功能方面都不斷擴大，這促使

了這些地方政府不斷地調整他們的角色，尤其在外交政策的領域也是如此，而這

種地方菁英間的競爭也間接促使次國家政府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由杜奇克在其「國際面向」（International Dimension）一文提及的「我也要主

義」（Me-tooism），17也可以是導致平行外交出現的一個原因，也就是說當有一個

地方政府致力於發展他的外交關係時，其他聯邦內部的省分也會起而效尤，平行

外交因而興盛。舉例來說，魁北克在 1960 和 1970 年代發展起平行外交，並且直

接設立外國代表處，這種行動直接地影響其他的加拿大省分，某種程度來說，甚

至對美國的某些州也造成影響。 

 

    分析完造成平行外交的次級單位層次因素之後，接下來探討聯邦層次因素。

首 先 ，「 中 央 政 府 在 外 交 政 策 上 產 生 錯 誤 或 者 缺 乏 效 率 」（ Federal 

Errors/Inefficiency）可能導致平行外交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包含官僚化、缺乏足

夠的專家、有限的資源、客觀上或者認知上的分割等等因素所造成。次國家政府

試圖透過國際參與來改善現況，並且提供政治系統一個替代性或者支援性的平行

外交。「國家建立過程中的問題」（Problem with Nation-Building Process）也是造成

                                                 
17 Ivo D. Duchacek,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Subnational Self-Government,” op. cit.,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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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外交的原因之一。透過外交政策防衛一國的利益已經變的困難，而次國家政

府加入涉外關係似乎已無法抗拒，舉例來說，加拿大在 1960、1970 年代的體系

危機實際上也是一次外交政策上的危機，魁北克和渥太華在國際角色的議題上產

生了衝突。 

 

    所謂「制度上的鴻溝」（Institutional Gaps），指的是聯邦制度的缺陷導致地方

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享有極大的影響力，也就能拿來解釋平行外交的出現。舉例來

說加拿大聯邦缺乏如同美國一般的參議院組織是造成地方政府積極參與外交政

策的因素，因為代表州政府的參議院不存在，州政府自然沒有可以表達其自身利

益的管道。這種平行外交的傾向，在加拿大國會在外交政策上越來越不具影響

力，以及聯邦政府無法普遍反應每一州的利益時越來越明顯。 

 

    「憲法上的不確定性」（Constitutional Uncertainties）亦會鼓勵次國家政府去擴

張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角色，例如在加拿大，魁北克政府就承認，這種憲法上的

不確定性讓他們更能夠積極去發展他們在憲法上的地位，並且試圖尋求國內職能

的最大擴張。例如，魁北克在教育和文化上的管轄權給予其在 1960 年代擁有與

國外締約的權力。換句話說，這些地方政府試圖透過「事實上」（de facto）在外

交政策的努力來達成「法律上」（de jure）地位的被承認。 

 

    所謂「外交政策的馴化」（Foreign-Policy Domestication）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在一些屬於低階政治的基本議題上達成共識，在此種程度上，地方政府擁有

這個意願和能力去發展其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以便能夠保護他們在憲法中的權

利，以及回應當代國際社會中的挑戰，例如，越來越多有關低階政治的國際關係

是由次國家政府來進行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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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來看造成平行外交的外部因素。逐漸成長的經濟自由化以及先進工業化

國家的互賴（Global Interdependence）加深，對於主權國家產生莫大的影響。在這

種現象底下，國家的界線已經無法保護次國家政府不受到外部的經濟、文化等低

階政治的衝擊，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就是一個明顯的例子，18也

導致這些次國家政府不得不彼此合作，甚至和其他的外國行為者採取多邊協商。

再來，在資金大量流動的全球經濟下，經濟領域的跨國界聯合以及各種不同型態

的互動，都引誘著次國家政府直接訴諸平行外交行動，以便能夠取得屬於他們自

身的最大利益，這種情況尤其在那些中央政府效率不佳的國家特別容易出現。但

從另一面來說，此種經濟環境下亦會使聯邦政府加速中央集權化，以便能夠面對

國際社會中越來越多的行為者，因而會對次國家政府的外交行為產生反制的效

果。19

 

平行外交也可以是外部行為者涉入和影響（Involvement of External Actors）所

造成的結果。舉例來說，戴高樂（De Gaulle）便鼓勵法國和魁北克能夠有更密集

的接觸，20而和法語系國家（Francophone Countries）的往來也促使魁北克在國際

上更具有能見度。區域性的互賴亦是導致平行外交的一項重要因素。這項因素主

要以兩種形式呈現，第一，基於地緣或者人口統計上的鄰近性，環境上的互賴、

文化上的相近、經濟上的互補都會導致跨國界的國際合作與平行外交，加拿大與

美國的往來便足以拿來形容此種情形。第二，這種互補或者互賴的關係也同樣能

夠適用於跨區域的互動關係，例如魁北克和法國就是一例。 

                                                 
18 市場競爭的結果或者是生產技術改變而造成的失業，結構性失業常表示人員需要再訓練或是

遷移才能找到工作。例如，台灣的紡織、製鞋、洋傘等產業外移至東南亞或是中國大陸，台灣製

造業的工作機會便減少；此時取而代之的是電子、資訊及其相關產業。先前失業的工人將失業一

段時間，直到他們遷移到其他地區或者再受訓練，然後在新環境找到一個新的工作為止。

DJFAMILY，＜http://www.moneydj.com/z/glexp_3768.asp.htm＞（民國 97 年 3 月 11 日）。 
19 Panayotis Soldatos, op. cit., pp. 48. 
20 夏爾·戴高樂（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自由

法 國 運 動 ” 的 領 袖 。 1958-1969 年 任 法 國 總 統 。「 戴 高 樂 」， 大 英 百 科 線 上 ， ＜   
http://wordpedia.eb.com.ezproxy.lib.nccu.edu.tw:8090/tbol/article?i=028796&db=big5&q=%C0%B9
%B0%AA%BC%D6＞（民國 97 年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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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平行外交的類別與功能 

 

    次國家政府進入國際關係領域的方式有許多種，在形式上、強度上、目標上

皆有所不同，並且主要展現在科技以及經濟的面向上，只有少部分是具有政治意

涵的，也就是表現在所謂的分離主義運動上。如果以地緣政治作為分析的途徑來

看，那麼我們可以將平行外交區分為三種類型：「跨國界的區域性平行外交」

（Transborder Regional Paradiplomacy）、「跨區域性的平行外交」（Transregional 

and Paradiplomatic Contacts）、「全球性的平行外交」（Global Paradiplomacy）。 

 

    從圖 2-5 可以清楚的呈現出三種不同的平行外交類型的差異。該圖引用了學

者伊斯頓（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模型來說明次國家單位與國際體系的連結，

21民眾的需求與支持藉由中央權威制訂政策而得到滿足，而系統反饋的過程則表

現了政府政策輸出對於形塑新的需求與支持具有一定的影響力。伊斯頓的模型在

此模型中進一步得到修正。第一，外國被當作是一個潛在的行為者，會越過國界

來影響國內大眾的支持和需求，因而對中央政府造成壓力（箭頭 1 和箭頭 2）。

第二，國家內部的次國家行為者，包含了省、州、區域等等，一併納入模型中討

論，外國和國內環境皆無例外。22

 

                                                 
21 採用系統論和控制論的方法，不以國家為對象，而以政治系統為研究對象。注重從宏觀的角

度來考察政治的問題，尤其是政策制訂和執行中的價值分配過程。「政治學」，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F%E6%B2%BB%E5%AD%A6&variant=zh-tw

＞（民國 97 年 2 月 19 日）。 
22 包含各種次國家政府，如加拿大的省（Province）、美國的州（State）、瑞士的州（Canton）、

德國的邦（Länder），以及香港的特別行政區（Region）。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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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不同平行外交類型的外交途徑圖 

          外國 
（小格子為國內 

各個次國家政府） 

國內         
（小格子 
為國內各個 
次國家政府）    1.需求       
                     
大眾媒體         2.支持                           P 政策執行 

利益團體                                            
政黨            (輸入)                           (  （輸出）  
種族團體 

公民                                 反饋 
 

     
 

支援與需求的 
轉換過程 

3 4

5  6  7 

 

資料來源：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7. 

 

    箭頭 3 代表了「跨國界的區域平行外交」，主要象徵省、州和區域跨越邊界

和相鄰國家的次國家政府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動關係。 

 

    箭頭 4 說明省、州跨越邊界和較遠地區的次國家政府產生外交關係，但仍舊

侷限於相近的省和州，像是美國的阿拉巴馬州和德州的外交關係，或者台灣臺北

和美國華盛頓州的往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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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頭 5 說明瞭省、州和外國中央政府或次國家政府的連結關係，主要目的在

於藉以影響他國貿易、投資或者其他的政策和行動。 

 

    箭頭 6 則和箭頭五類似，是次國家政府和外國中央政府的直接連結，唯一不

同之處在於，此種連結是具有政治意涵的，主要是為尋求他國對該次國家政府獨

立運動或者其他政治訴求的支持。 

 

    箭頭 7 就是我們一般常見到的國內中央政府對國外中央政府的的外交途

徑，主要關注的議題領域在於攸關國家安全和地位的部分。 

 

    首先，說明何謂「跨國界區域性平行外交」。加拿大魁北克和美國紐約以及

新英格蘭之間的關係就是跨國界區域性平行外交最好的例證。就以魁北克的立場

而言，基於加拿大國內政治的考量，能夠和其鄰近的紐約和新英格蘭在商品貿易

和能源交換上有所往來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這種互利的關係當然也主宰著貿易

能夠持續不斷的進行。跨國界區域性平行外交之所以產生，住要是歸因於地理上

的相近，導致雙方的次國家政府在經濟、社會以及環境問題的解決上有了合作的

動機，當這種相似性產生的時候，這些鄰近邊界的地方政府便會直接選擇和邊界

另一邊的地方政府直接聯繫，而非透過對方的中央政府。簡而言之，跨國界的區

域平行外交主要是藉由區域性的平行外交建立起來，也就是說在一個跨越國家主

權的區域裡面，允許地方和區域政府，甚至是私人企業和個人，透過溝通管道的

網絡、隱晦或直接的規則，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能夠擁有合作性質的互動

關係。但這種跨國界的合作架構同時包含了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和蔑視，並且反映

了兩個以上的鄰近國家，他們的部分領土所展現的互賴關係。 

 

    再來，解釋第二種平行外交的類型：「跨區域性的平行外交」。跨區域性的平

行外交通常代表著鄰近國家之間非相鄰的次國家政府之間的連結關係。例如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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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各州的加拿大籍省級貿易代表團，在美國德州的加拿大魁北克代表的就是一個

例子。在現今世代當中，有許多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尚未能適應地方政府在國際

上具有地位的事實，自然容易引發一些問題，造成地方政府與代表中央政府的駐

外使館產生緊張關係。跨區域性平行外交所觸及的範圍遠比跨國界的區域平行外

交所橫跨的範圍要來的大上許多。舉例來說，在美國的加拿大省級代表在美國的

法律上是屬於外國單位，該代表必需呈遞一份半年度的活動報告給美國的司法部

門。而亞伯達、多倫多和魁北克在美國紐約的使節團，若將個別的管轄範圍集結

起來，則囊括了中部的亞特蘭大地區、部分的南部地區，以及美國華府，這三個

地方級的使節團甚至擁有高層的政治代表，一個禮拜至少會到華盛頓和聯邦級的

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會面，並且進一步對他們遊說有關該三省的各項議題。 

 

    最後一項，也就是第三種平行外交類型的分類稱之為「全球性的平行外交」。

全球性平行外交是指次國家政府和遠方國家做政治上的或功能上的接觸，這不只

包含了和不同區域國家的貿易、工業或者文化中心有所交流，並且和該國政府許

多不同的單位元及分支亦有所連結，就好比美國紐約市的市長到中國大陸和北京

的中央政府進行貿易談判一般。加拿大和美國大部分的省分已經設立了加總起來

超過一百個的駐外使節團，甚至在美國一些主要的城市，加拿大的省級使節團已

經和加拿大中央政府設立的領事館產生了競爭關係。駐派在外的加拿大省代表以

及美國州代表主要是透過以非政治和非外交途徑來試圖影響外國中央政府的作

為。但很明顯地，他們的活動勢必無法將政治面向排除，因為現今所有的政府都

會將經濟、社會上的責任一併和政治權威結合在一起。全球性平行外交還有另一

個具有民族主義意涵的解釋，也就是次國家政府在國外駐派使節團或發動活動，

主要為了實現將來分離主義的訴求，23藉由和國外中央政府經濟、文化或者社會

的連結，進而傳達其獨立的願景，期盼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加拿大的魁北克就

                                                 
23 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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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一個例證。 

 

    事實上，這三種依據地緣劃分的平行外交分類當中，「全球性平行外交」可

以再細分為「功能性平行外交」（Functional Paradiplomacy）和「認同性平行外交」

（Identity-based Paradiplomacy）兩類。24「功能性平行外交」的目的導向在於發

展地方的經濟建設、促進當地經濟繁榮，抑或爭取更多自身的經濟資源。例如在

環境議題的處理上，魁北克省可能會希望擁有更多的自主權；在對外貿易的政策

上，魁北克政府可能會希望透過直接地和其他國家的中央政府接觸，以爭取更多

的經濟合約，因為即便是中央政府也不會比地方本身更懂得自己的貿易優勢。在

這類的全球性平行外交模式當中，中央政府多半比較能夠釋放更多的權力給地

方，只要地方的利益與中央的利益不相違背，有時甚至會不吝惜大力相助；但倘

若地方政府在功能性平行外交行動當中與中央政府政策未能確切配合，也多半是

源於國內政治等其他因素，兩者的基調大致相同，更不會有中央政府出面阻止的

情況發生。 

 

   「認同性平行外交」顧名思義必定與該地方內部的民族認同息息相關，這也

是功能性平行外交與認同性平行外交最大的不同處。一個地方發展認同性平行外

交的緣故是基於發揚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激烈者甚至隱含有獨立建國的目的，藉

由和其他國家中央政府的往來達成自己民族建立的願望。此類的全球性平行外交

要不就直接透過政治的的手段強力訴諸突破現狀，要不就在功能性外交的包裝之

下，軟性逐步地達成地位正當化的目標，例如魁北克贊成自由貿易區的簽署，希

望可以搏得美國好感；魁北克和法國簽署多項文化教育協定，藉此增強魁北克在

法人心目中的印象。基本上，認同性平行外交強化民族的目的是相當明顯的，不

論是採用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因為最終都可以看出這些地方政府極力希望爭取

                                                 
24 F. Aldecoa & M. Keating eds., Paradiplomacy In Acti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Poland, O.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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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同的努力，想當然爾，涵蓋該一地區的主權國家看在眼裡自然不好受，因

為這等於是一股分離主義的力量想要將原先統一的國家拆散，中央政府自然會用

力阻止這些民族的勢力繼續擴大，也就造成地方和中央的兵戎相見，加拿大聯邦

政府許多次阻撓魁北克在外設立辦公室，甚至透過貶低層級的方式達成目的就是

一例。 

 

    關於認同性平行外交的代表，除了加拿大魁北克省之外，現在得到國際廣泛

注意的還包含了西班牙的加泰隆尼亞地區、比利時Flemish語區、英國的蘇格蘭

地區等等，這些地方都努力增加國際能見度，強調民族認同的重要性，25是值得

加以研究對照的對象。以下筆者以圖 2-6 整理出平行外交的種類，透過此一表列

能更清楚地與之後的章節內容連結在一起討論。 

 

圖 2-6 平行外交的分類表 

 

平行外交 

跨國界的區域性平行外交

跨區域性的平行外交 

全球性平行外交 

功能性平行外交 認同性平行外交 

資料來源：筆者的歸納整理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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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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