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魁北克問題 

 

    本章內容的重點在於藉由對加拿大歷史、修憲過程，以及魁北克兩次獨立公

投的瞭解，以便理解魁北克民族主義的成形和追求獨立的過程，並且透過對近十

年來加拿大及魁北克的選舉結果，觀察最新的魁北克獨立動向。 

 

第一節 魁北克之歷史 

 

西元 1534 年，法國的航海家卡地爾（Jacques Cartier）到達了今日加拿大魁

北克的加斯佩半島（Gaspé），1在當地豎立了一個 30 英呎高的十字架，以示此地

為法國所有，到了次年秋天，他再次造訪此地，訪問了名為Stadacna的易洛魁

（Iroquoian）印地安人部落，其更以易洛魁的語言稱此地為加拿大（Kanada），2這

便是今天加拿大國家名稱的由來，以及有關魁北克最早的紀錄。 

 

    1608 年，法國地理學家尚普蘭（Samuel de Champlain）來到此地，建立了毛

皮貿易商站，用阿爾袞琴語（Algonkians）稱該地為魁北克（Quebec），即狹窄的

河流之意，以新法蘭西（New France）為主的魁北克正式誕生。3後來，尚普蘭又

在聖羅倫斯河建立了三河鎮（Trois-Rivieres），蒙特利爾（Montreal）隨後也發展

出來，以這三個城鎮為頂點所形成的三角形就構成了魁北克人當時活動的中心地

帶，不僅是毛皮交易的重要商站，且成為防禦外敵的軍事據點。城鎮初建時期，

                                                 
1 王曾才編著，加拿大通史（臺北市：五南書局，民國 89 年），頁 53。 
2 Kanada在易洛魁語的意思是「這裡什麼也沒有」。黃鴻釗、吳必康，加拿大簡史（臺北市：書

林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85 年），頁 30。 
3 同前註，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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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法國授權的新法蘭西公司管理，透過莊園的的形式來開發土地。在魁北

克農業興盛起來之後，轉而由法國政府以殖民地的方式直接管轄魁北克，在這裡

建立了類似法國的行省制度，以上便是早期魁北克興起的背景。之後，法國又陸

陸續續地於 1712 年建立了路易斯安那殖民地（Louisiana）以及 1718 年的紐奧良

城（New Orleans），到了十八世紀上半葉，新法蘭西已經由大西洋沿岸擴張至內

陸的心臟地帶，並且法國移民不斷地湧入，這些移民傳承了法國的語言、宗教及

傳統，但他們不再以法國人自居，而發展出屬於「新法蘭西人」特有的民族性格。

4

    談完魁北克形成的歷史之後，便進一步來探究英屬加拿大的出現以及魁北克

分離意識的產生。正當魁北克人盡心盡力地為建立新法蘭西社會而努力時，以英

屬北美十三州為主的英國殖民勢力也悄悄地進入加拿大，兩者便由於爭奪土地和

貿易壟斷權之故不斷地發生衝突，在 17 到 18 世紀之間共發生四次較大的衝突，

5最後法國戰敗，於 1763 年簽訂了巴黎條約（Peace of Paris），從此將魁北克割給

英國，英屬加拿大正式確立。剛開始的英國殖民政府將加拿大分為四個部份，6且

試圖推行所謂的「英國化政策」，鼓勵原英屬十三州的居民移民加拿大，並且欲

將英國的政治制度、語言、宗教在這塊土地上加以推廣，而此舉很顯然地便和新

法蘭西民族的文化格格不入，衝突當然隨之產生。因此，英國議會在 1774 年通

過了魁北克法案（the Quebec Act），該法案放寬了英國化的要求，例如，英國當

局確認魁北克可以施行法國的民法以及天主教具有合法的地位。7

 

    1774 年美國獨立戰爭爆發，大量的北美十三州英裔居民大量移居加拿大，

使得民族的衝突越演越烈，為此英國議會再度於 1791 年通過憲法草案（the 

Constitution Act），將魁北克地區劃分為以英格蘭人為主的「上加拿大」（Upper 

                                                 
4 同註 1，頁 54-57。 
5 此四次較大的衝突為：格斯堡同盟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奧地利王位繼承戰爭以及 1756
到 1763 年的十年戰爭。同註 1，頁 75-80。 
6 此四部分為：魁北克、新斯科舍（New Scotia）、紐芬蘭（Newfoundland）以及魯伯特（Lupter）。 
7 同註 1，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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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和以新法蘭西為主的「下加拿大」（Lower Canada）兩部份，8暫緩兩大

民族之間的矛盾，卻也使兩邊更顯涇渭分明。 

 

    19 世紀之後，大批英國移民湧入加拿大，使得加拿大的人口比例發生轉變，

英裔居民成了絕大多數。此時，加拿大各省相繼掀起改革運動，而此時的英國殖

民政府則採取較為保守的態度，重新將上下加拿大合併為一，並且在新的省聯合

會議當中將原兩省中依照人口比例多寡而分配的席次，改為相等人數的代表數， 

這對原本具有較多代表的下加拿大法語地區無異會產生激化的效果。9合併後的

加拿大實際上是一個東部法裔與西部英裔的鬆散聯合體，省政府領袖不但由兩邊

的代表輪流擔任，並且重大決策還須獲得兩邊各自多數的同意，這樣的省政府在

推行政策上必定窒礙難行。 

 

    1867 年，英國議會通過了「英屬北美法案」，10根據該法，原來由上下加拿

大所合併的加拿大，又被劃分為以英裔為主的安大略省和以法裔為主的魁北克

省，兩邊的心結仍舊持續存在。11到了二十世紀二戰時，魁北克居民甚至表明不

願加入徵兵的行列，因他們認為他們沒有效忠英王的義務。二次戰後，來自世界

各地的加拿大移民逐漸增加，雖然如此，英裔仍然是加拿大人口的絕大多數，法

裔的魁北克人在此種情況下亦跳出來表達爭取其應有權利的訴求，甚至較為激進

者，希望能脫離英屬加拿大的統治而獨立。六○年代時，魁北克人的民族情緒持

續高漲，而加拿大政府為因應此情況而成立了「兩種語言二元文化皇家委員會」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目的在使加拿大成為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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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9 1840 年英國政府推出憲法修正案，根據該案，上下加拿大重新合併為加拿大省（Province of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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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10 英屬北美法案是在加拿大領導人的要求之下，由英國國會於 1867 年通過，法案實施的範圍為：

Nova Scotia、New Brunswick和Vnion of Upper and Lower Canada，以及現行加拿大十省中的其他

六個省和兩個地方。 
11 同註 1，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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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兩種語言、發展二元文化的統一國家，12並且在 1982 年時將「官方語言法」

正式列入國家憲法當中，在各地設立了法語培訓中心，並成立「官方語言委員會」

來監督執行，但沒想到對法裔族群的肯定卻並未收到正面的效果，反而招致魁北

克人更積極公開的抨擊。 

 

    到了 1970 年代，主張魁北克獨立的魁北克人黨（the Parti Quebecois）進入了

省政府，13使得整個緊張局勢更加嚴重，而左翼激進組織「魁北克解放陣線」（1e 

Front de Liberation du Quebec，FLQ）也藉此機會鼓吹暴力運動，聯邦政府對此不

得不採取強硬措施，軍隊不但包圍了蒙特利爾，並且宣佈了戰時條例法（War 

Measures Act），下令解散該組織和逮捕其成員，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十月危機」

（October Crisis），這次的事件無疑對雙方的關係是雪上加霜。關於魁北克的歷史 

筆者在第一節當中淺揭至此，之後的變化留待之後的章節介紹。以下附上加拿大

的地圖（圖 3-1）以便讀者瞭解加拿大的地理位置和發展，另外魁北克現今的省

旗（圖 3-2）和省徽（圖 3-3）除了象徵魁北克省的民族精神之外，14也敘述著魁

北克省融入英屬加拿大的複雜情緒。 

 

 

 

 

 

 

                                                 
12 同註 1，頁 100。 
13 同註 1，頁 102。 
14 魁北克的省旗是藍底白色十字，四角各有一朵鳶尾，鳶尾是魁北克省的省花，早先曾用百合

（法國的象徵）作省花，後來被本地產的鳶尾所取代。這個旗幟是 1948 年被確定為省旗的，藍

底白色十字曾經是法藍西王國的國旗。省徽頂部為三朵黃色百合，象徵法國王室，中部為代表英

國王室的金獅，下部則為代表本地人民的三葉楓樹枝。參考自：「魁北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81%E5%8C%97%E5%85%8B&variant=zh-tw
＞（民國 97 年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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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加拿大地圖 

 

資 料 來 源 ： 「 加 拿 大 」 ， 維 基 百 科 ，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6%8B%BF%E5%A4%A7&va

riant=zh-tw#.E5.9C.B0.E7.90.86＞（民國 97 年 3 月 12 日）。 

 

圖 3-2 魁北克省旗                         圖 3-3 魁北克省徽 

                                               

 

資 料 來 源 ： 「 魁 北 克 」 ， 維 基 百 科 ，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81%E5%8C%97%E5%85%8B

&variant=zh-tw＞（民國 97 年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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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魁北克於修憲過程中的定位 

 

壹、1982 年前的加拿大聯邦 

 

    在 1867 年制訂英屬北美法時，加拿大乃為英國的殖民地，修改憲法的權力

乃在倫敦的國會而非加拿大，也就是說加拿大在 1980 年代之前長期缺乏一套自

行立憲的程序。到了 1931 年「西敏寺條例」制定之後，英國國會對加拿大的立

法始採取被動的方式，須經由加國的請求才能對英屬北美法加以修改。到了 1949

年時，英國則給予加拿大國會更多的修憲權力，也就是攸關聯邦管轄的事項是可

以由加國自行修改的，15但其餘有關聯邦預算、國會任期、聯邦與地方權利劃分、

以及地方管轄的權限仍然都由英國國會掌控。 

 

    但加拿大國會權力擴張的背後卻隱藏著聯邦與省政府之間的衝突，在 1931

年之後，加拿大聯邦兩院共聯合向英國會提出 18 次修憲的請求，這些請求有些

會事先徵求地方的同意，但大部分並未徵詢，也就是說因為修憲程序的不明確，

導致聯邦得直接跳過地方的同意，逕自要求英國國會修改英屬北美法。這項危機

終於在 1980 年爆發，80 年代初期，加拿大聯邦政府的自由黨總理杜魯道（Pierre 

Elliott Trudeau）積極主張自英國收回憲法加以修改，與各省就修改憲法的問題達

成協議，即「維多利亞憲章」（Victoria Charter），但遭到以魁北克議會為首的

強大反對而擱淺。16

                                                 
15 英屬北美法第 91 條賦予了加國中央政府 29 項特別範疇的獨有權限，並加上同享有的剩餘權

利，包含公共債務和財產、商業貿易條例、失業保險、徵稅、借貸、郵政、軍隊與國防、版權、

專利以及刑法等等。參見：Harold Zink著，羅志淵譯，現代各國政府（臺北市：正中書局，民國

58 年），頁 661-665。 
16 Richard J. Van Loon ＆ Michael S. Whittington,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ystem（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87）, pp. 81.  

 38



    當時杜魯道的修憲理念為：加拿大的憲法應是一個保障權利與自由的憲章

（Charter of Right and Freedoms），使在加拿大境內的法語系以及英語系民族都能

獲得保障，也就是說杜魯道希望從人權入手，讓魁北克的法語系同胞去除以往的

疏離感，也藉此強化加拿大的國家認同。但杜魯道的想法顯然與魁北克省的菁英

有所差異，魁北克人認為修憲時應當給予魁北克獨特而有別於他省的特殊地位，

不應按照一般的聯邦主義，與其他加國九省地位相同，他們認為加拿大乃是法系

族裔與英系族裔的結合，而法系族裔應當在聯邦憲法、教育文化與移民方面享有

自主權，並且在修憲程序上享有否決權。17但杜魯道反對任何形式的特殊化，自

然與魁北克省的要求格格不入。 

 

    除了魁北克省之外，杜魯道的改革構想仍然受到其他英系省分的阻撓，例如

西部省分關心的重點是如何從聯邦當中獲取更多的權力，尤其是攸關天然資源的

支配權，權利自由憲章顯然不是他們關心的焦點。18由此看來，杜魯道政府面臨

了大多數省的反對，在此種情勢下，他便選擇繞道而行的方式，先將修憲案送交

聯邦國會通過之後，再交給英國國會，請求其通過。此舉顯然激怒了加拿大各省，

紛紛表示中央枉顧了各省的權益，因而向法院提出申訴，1981 年加國最高法院

作出判決，一方面認為因為英屬北美法並未規定明確的修憲程序，所以聯邦有權

片面通過修憲案；另一方面則表示聯邦的單獨修憲違背了聯邦制的原則，試圖警

告聯邦不能不顧各省的意見。19而這次的判決也促使杜魯道與各省重回談判桌，

繼續協商憲法草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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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88 年），頁 104。 
18 同前註，頁 104。 
19 同註 17，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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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982 年的憲法改革 

 

    1981 年 11 月，聯邦與九省（除魁北克之外）達成協議，憲政僵局打開，人

權憲章與修憲程序獲得英語系省分的認同，而西部省分所關心的天然資源問題也

一併列於憲法，但聯邦體制的變革與魁北克的要求並未列入 1982 年的憲法當

中。201982 年，杜魯道向英國國會提出請求，希望其同意加拿大國會所制定出來

的加拿大憲法，而英國國會隨後通過了該法案，除了同意 1982 年憲法之外，亦

表示今後英國所制定的任何法律都不能成為加國法律的一部分，等於正式的切斷

了英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憲法聯繫。所以加拿大的憲法便正式由 1867 年的英屬北

美法和 1982 年的憲法所組成。21

 

    但此憲法的通過等於陷魁北克進入一個兩難的境地。1980 年的第一次獨立

公投失敗，顯示獨立的路暫且不通，原本希望能夠透過修憲的機會來向聯邦爭取

特殊的地位，沒想到卻也功敗垂成。基本上，魁北克省的政治菁英認為加拿大是

兩種族群的結合，而非各省的結合，所以法語族裔原來就應該享有與英裔各省總

體相等的權利，否則任何議案的推行，只要英語系各省聯合起來勢必成為壓倒性

的多數，魁北克根本沒有任何的勝算可言。再來，魁北克人也認為，杜魯道政府

所提出的聯邦雙語政策只會使法語文化受到更嚴重的威脅，因而正式拒絕簽署該

項協議。22

 

參、1987 年的密契湖憲政協定(Meech Lake Accord) 

   

1982 年加拿大從英國收回其憲法制訂以及修改的權利，從此獲得完整的和

獨立的主權。1984 年，聯邦保守黨取代自由黨執政，當時的加拿大總理穆隆尼

                                                 
20 同註 17，頁 101-102。 
21 同註 17，頁 99。 
22 同註 17，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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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Mulroney）希望透過憲法修正的方式賦予魁北克更多的權利，因而能夠取

得魁北克人對聯邦憲法的認同，但這些努力往往都因為其他省分的反對而作罷。

1985 年，自由黨擊敗魁北克人黨，由波羅沙（Robert Bourassa）出任魁北克省的

總理，重新開啟憲法改革的契機。波羅沙一上任之後隨即要求修憲，其修憲的目

的主要有兩個方向：第一，在聯邦中為魁北克爭取到一個不同於其他省分的特殊

地位，總共有五項要求（five demands）。23第二，關於聯邦與省的關係架構，希

望能夠改變聯邦的設計，提高各省在聯邦中的地位。這個提議引起了加拿大其餘

九省的興趣，各省同意在一律平等的基礎下來討論此憲法修正案，如果魁北克希

望能向聯邦政府要求各種權利，那麼加拿大其餘各省也希望能夠擁有相等的權

利。密契湖協定於 1987 年省長會議中成形，並且規定必須在三年內由聯邦和各

省議會一致通過才能生效。當時，當草案送往聯邦議會時，各黨派幾乎一面倒的

支持，但問題終究在送往各省批准時浮現，許多英語系省分覺得對於魁北克的讓

步過多；原住民則抗議憲法改革忽略了他們的權益；至於支持權利憲章的人則指

責密契湖協定給予各省過多的權力，相對削弱了聯邦的力量。最終，導致密契湖

憲法協議失敗的因素在於地方政治的變化，當初贊成密契湖協議的三省省長於地

方選舉落敗，由於新省長反對該協議，最後在紐芬蘭省（New Foundland）和曼尼

托巴省（Manitoba）兩者議會的反對下付諸流水。24

 

肆、1992年的查洛城協議(Charlottetown Accord) 

 

    密契湖協定的失敗震動了加拿大，各省均認為經由省長會議所通過的協議不

可能招致失敗，省議會的通過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誰都沒想到協議最後居然因此

而告終，魁北克不僅打擊甚大，更覺得修憲的程序需要做修正，並認為應將公民

                                                 
23 要求聯邦承認魁北克為「獨特社會」(Distinct Society)；基於其獨特地位，魁北克有醫療健保稅

收支自主權、限制聯邦預算權；與聯邦共用移民管轄權；對於聯邦憲法有否決權；有派代表加入

聯邦最高法院的權利等五項要求。同註 17，頁 105-106。 
24 同註 17，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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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列為修憲的管道，如果加拿大聯邦政府無法接受此要求的話，那麼魁北克將

決定不繼續參加修憲會議。加拿大總理穆隆尼在各方壓力之下設立委員會，積極

設法化解聯邦危機，最終答應了魁北克的提議，在1992年時提出了新的修憲協議

草案，即查洛城協議，該協議的正式名稱為憲法共識報告（Consensus Report on the 

Constitution）。25查洛城協議保留了密契湖協議的主要部份，原先魁北克要求的

五項條件也保留在新協議裡。該協議不只照顧了魁北克的利益，同時兼顧了其他

各省的利益，包含承認土著民族的自治權等。但最終公民投票的結果仍舊是以失

敗告終，公民投票的結果僅有44.8％贊成，54.2％反對，魁北克省贊成的僅有40.2

％，反對的佔了55.4％，失敗的原因不外乎三點因素：魁北克人對修憲當中魁北

克人的政治地位仍舊不滿、日益崛起的小省威脅到魁北克在參議院中的影響力、

以及許多加拿大公民投下反對票來表示對加拿大總理對魁省的讓步有所不滿。26

 

第三節 二次獨立公投始末 

 

壹、1980 年的第一次獨立公投 

 

第一次獨立公投發生的時間點在 1980 年 5 月，舉行的背景為 1976 年 11 月

魁北克人黨取得了魁北克省的執政權，該黨在上任之後所實行的第一個舉措便是

制訂「一○一法案」（Bill 101），該法案規定法語是魁北克省唯一的官方語言，兒

童都必須進入法語學校學習，所有的商務活動也都必須使用法語，但想當然爾，

該法案受到英裔的抵制，因而最終宣告廢止。第一次公投的要旨其實就是針對「聯

合主權」（Sovereignty-Association）方針舉行公民投票。27所謂的聯合主權是魁北

克人黨的的一項政策訴求，其希望魁北克在政治上能夠享有「主權」，也就是成

                                                 
25 同註 17，頁 107。 
26 同註 17，頁 107-108。 
27 同註 17，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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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獨立的國家，對其內政享有他人無從干涉的排他權利，至於經濟上則與加

拿大成為共同市場，使用加拿大的貨幣，並且在外交和國防上和加拿大採取一致

的政策。 

 

    1980 年的第一次公投，魁北克人黨計畫舉行前後兩次的公投，也就是先就

「聯合主權」議題爭取選民的支持，以便能進一步和聯邦政府談判，之後再就獨

立問題舉行第二次公民投票。在投票前夕，許多的魁北克選民陷入了一種兩難的

情緒，他們一方面希望魁北克人黨能夠領導魁北克獨立，另一方面又擔心，如果

魁北克真的脫離加拿大聯邦，則整個民生經濟會陷入一片愁雲慘霧，所以整個民

間氣氛就在政治民族與民生經濟之間來回拔河，最終投票的結果是 59.5％的反對

票否決了省政府與聯邦政府進行談判的主張，這無疑對魁北克的分離運動是一大

挫敗。 

 

貳、1995年的第二次獨立公投 

 

    查洛城協議失敗後，聯邦政府和魁北克省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英語系

省分不滿魁北克省一再要求比其他省分擁有更多的權利，而魁北克省則認為英語

系省分的不肯退讓為他們帶來了更多的失望與憤怒，轉而認為唯有訴諸獨立，才

能夠得到真正屬於魁北克人的權利和權力。在此同時，魁北克的政治亦出現新

局，魁北克人黨取代自由黨入主省政府，這對魁北克的獨立運動無疑是錦上添

花，而魁北克人黨亦在競選時期就一再保證，倘若當選一定會以舉行公民投票的

方式來決定魁北克的未來。28當時的選舉結果是魁北克人黨以 44.75％的選票些

微勝過自由黨，面對這樣的情勢，加拿大的聯邦政府與魁北克政府各有盤算，聯

邦政府認為支持魁獨的魁北克民眾畢竟未過半，所以不需要刻意表達聯邦政府的

反對之意以免招致反感。而魁北克政府在魁北克人黨主政之後則開始加以宣導魁

                                                 
28 同註 17，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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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的好處，並利用多種管道試圖降低選民對獨立的憂慮。 

  魁北克的第二次獨立公投於1995年10月舉行，公投的主旨為：「就1995年６

月所提出的關於魁北克前途之法案內容，正式向加拿大聯邦政府尋求新的政治與

經濟夥伴關係，並因而獲得獨立。」（Do you agree that Quebec should become 

sovereign, after having made a formal offer to Canada for a n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artnership, within the cope of the bill respecting the future of Quebec and of 

the agreement signed on June 12,1995? Yes or no?）正式向魁北克當地民眾尋求支

持，投票的結果贊成者為49.9％，反對者為50.6％，投票率為93％，簡而言之，

加拿大因此些許差距而避免了加拿大聯邦的分裂，第二次的獨立公投仍以失敗告 

終。 

 

第四節 近來之發展 

 

1995年獨立公投之後，1998年再度由布夏爾（Lucien Bouchard）領導魁北克

人黨取得魁北克省的執政權，布夏爾表示如果他能獲選連任的話，將會在2003

年再次舉行公民投票。2000年3月時，加拿大的眾議院以208票對55票通過了編號

C-20的法案，該法案授權聯邦政府得拒絕魁北克省就該省獨立問題進行表決的結

果，也就是說確保了加拿大政府絕不會就一省的獨立進行談判，除非該省已經清

楚表明要終止成為加拿大的一部份。29這項法案對魁北克而言無疑是一項重大的

打擊，因為等同於他們自行舉辦的獨立公投活動，若未獲得加拿大聯邦的批准，

是不被承認具有法律效力的。當時魁省的總理布夏爾在當年的4月訪問法國時，

就曾經沈重的表示該法案「對魁北克省人民決定自己前途自由」的權利乃是一項

無情的打擊。30

                                                 
29 歐洲日報渥太華電報，「加拿大議會通過反獨立法案」，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 3 月 18 日。 
30 美聯社電報，「席哈克重申支持魁北克」，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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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年5月時，魁北克人黨於黨代表大會結束之後發表宣言，確認一項施政

方針：倘若魁省能贏得獨立公投，將維繫與加拿大之間的政治與經濟聯盟。黨魁

布夏爾表示，法語文化受到嚴重的威脅，而要保護法語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脫離加

拿大而獨立。31由此宣言可知，魁北克爭取獨立的主要目的乃是在於保護法語文

化的環境，而不是政治與經濟的自主權。當時魁北克人黨內其實分為兩派：一派

主張直接獨立並脫離與加拿大的關係；另一派則認為，為了爭取軟性民族主義者

的支持，維持與加拿大的政經關係乃是一項不可或缺的策略，否則缺少這些軟性

獨派的支持，魁獨根本不可能成功，由此態勢看來，已經可以看出當時魁北克人

獨立的訴求是希望能夠積極的保護法語文化。另外可以發現，魁北克省政府積極

地與其他世界各地的法語系國家接觸以尋求支持，例如向法國招募護士、32參與

法文教師國際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Professeurs de Français，FIPF），

33甚至為求魁北克的經濟能有所發展，歡迎法語國家人民移民至魁北克。 

 

2000年年底，加拿大提前舉行大選，結果已經任職總理7年的科雷提（Jean 

Chrétien）繼續領導自由黨三度蟬聯國會的多數政黨，並且在聯邦眾議院的席次

不減反增。34但這次的大選除了表明了自由黨的大獲全勝和政策延續之外，也突

顯出加拿大嚴重的東西對立，也就是說自由黨在東部的省分取得了廣大選民的支

持，但在西部省分卻被才在今年初脫離改革黨而成立的保守小黨「加拿大聯盟」

（Canadian Alliance）所擊潰，就魁北克省來說，自由黨在此地多增加了8個席位，

與主張獨立的魁北克集團37席對37席平分秋色，但實際上魁北克集團的選票要比

自由黨的選票要來的低，這也是自1980年以來，自由黨首度在魁北克省贏得了較

多的選票，似乎暗示著魁北克省境內的居民趨向於留在聯邦的意願逐漸增加。 

                                                 
31 中央社記者張聲肇，「保護法語文化 魁獨最大理由」，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 5 月 10 日。 
32 法新社電報，「魁北克向法招募 94 名護士」，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 6 月 20 日。 
33 法新社電報，「法文教師國際總會」，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 7 月 19 日。 
34 歐洲日報綜合渥太華電訊報導，「加國大選 現任總理三度連任」，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 11 月

30 日，國際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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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年魁北克省議會進行改選，開票結果顯示，主張魁北克獨立的魁北克人

黨重挫，導致其三連莊的願望失敗，反對獨立的魁北克自由黨則在省議會獲得絕

對多數，即將組成新政府。35魁北克自由黨的黨魁夏瑞斯特（Jean Charest）表示，

勝選之後他所要推行的主要政策便是保護魁北克省的利益，向聯邦政府要求更多

的稅收等財源，以支應醫療照護等服務的支出。從此次自由黨在魁北克省的勝出

看來，具有八成法語居民的魁北克省獨立浪潮似乎逐漸退燒，這無疑也是加拿大

聯邦總理科雷提的一次勝利，因為自從其當政以來，反對魁北克從加拿大獨立出

去一直是他的重要訴求。 

 

    2006 年 1 月底，加拿大再次舉行全國選舉，保守黨在此次的選舉當中獲勝，

並且在魁北克省當中有所突破。保守黨的新任總理當選人哈柏（Stephen Harper）

就任之後表示，其會兌現選舉時的競選承諾，給予魁北克省更多的財政補助，而

此舉若真能實現，便能夠有效的壓制魁北克省內部的分離主義聲勢。362006 年年

底，沈寂多時的魁北克問題再掀巨浪，加拿大總理哈柏公開表示，應該把魁北克

省視為是「統一的加拿大中的國中之國」，並且提案要求國會認可魁北克為國中

之國，此舉立刻引起加拿大國內一陣騷動，因為這是第一次加國總理發表類似的

言論。37

 

    當時的背景為，加拿大的獨派政黨「魁北克集團」趁著自由黨即將舉行新任

黨魁選舉而致使黨內意見紛歧時，意圖提案要求國會承認魁北克為獨立的國家，

在他的提案當中並無「在統一的加拿大當中」的文句出現，該議案預定是在當年

的 11 月 23 日舉行辯論，為此，加拿大總理哈柏便採取先發制人的方式，利用公

開發表聲明的方式，表示魁北克乃是加拿大的國中之國，並且永遠都是加拿大的

                                                 
35 美聯社電報，「魁北克選舉 獨派失利」，歐洲日報，民國 92 年 4 月 17 日，國際要聞版。 
36 中央社電報，「對加拿大新政府寄予厚望 魁獨支持率下降」，歐洲日報，民國 95 年 2 月 2 日，

焦點新聞版。 
37「加總理：魁北克為國中之國」，歐洲日報，民國 95 年 11 月 24 日，焦點新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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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藉此粉碎魁北克想要獨立的願望。 

 

    哈柏藉著加拿大眾議院辯論魁北克問題時指出，倘若要問魁北克是否在統一

的加拿大內部自成一國（make up a nation of their own），那麼答案是肯定的，但

若問即魁北克人是否成立了一個從加拿大獨立出來的國家，那麼答案必然是否定

的。38哈柏總理提出的這個臨時動議當中，所謂的邦國（Nation）一詞其實非常

具有爭議性，因為「Nation」可以解讀為國家，也可以解讀為民族，在加拿大境

內的原住民也稱為Nation，所以該詞在語意上是含糊不清的，而哈柏提出此臨時

動議的目的也主要在爭取那些自認為是法語系民族，但又不願從聯邦當中獨立出

來的魁北克人。39

 

    魁北克集團的領袖度塞（Gilles Duceppe）對哈柏的言論當然相當不滿，他

認為哈柏的講法無異是在欺瞞魁北克人，並且剝奪他們日後尋求獨立的機會。40

最終加拿大國會在 2006 年的 12 月 27 日以 266 票贊成對 16 票反對通過了該項臨

時動議，正式承認魁北克為國中之國，在統一的加拿大聯邦境內具有國家地位。

41該項決議案獲得了執政黨保守黨的全力支持，在野黨的自由黨和新民主黨也表

達支持的聲音，而魁北克集團在知道自己孤掌難鳴的態勢下，也只好勉強支持，

該項決議主要是代表象徵性的意義，通過之後不需要修憲更改相關法條。魁北克

集團黨則表示將利用此項決議案要求更多的權力，包含希望魁北克官員能在國際

會議中發言的權力，但很顯然的，哈柏總理此舉已經達到了他想減少魁北克獨立

聲浪的目標。 

 
                                                 
38 夏嘉玲，「加總理：魁北克是國中國 但不獨立」，聯合報，民國 95 年 11 月 24 日，兩岸/國際

版。 
39 哈柏的聲明引發了其內閣當中華裔部長莊文浩的反彈，因為莊文浩負責的職務範疇正好包含

處理魁北克和加拿大聯邦政府之間的關係，而其認為「國中之國」是助長魁獨的壯大，有違「統

一加拿大」的中心概念，最後因此辭職。 
40 中央社電報，「魁北克國中國 加政壇滅火」，歐洲日報，民國 95 年 11 月 25 日，國際新聞版。 
41 陳世欽，「魁北克國中國 加國承認了」，聯合報，民國 95 年 11 月 29 日，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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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 3 月魁北克省舉行省議會選舉，結果親聯邦派的自由黨以些微差距

勝出，主張魁獨的魁北克人黨再度落敗，粉碎了其想要在勝選之後舉辦第三次公

投的願望。此次的魁北克省選舉雖然仍是由自由黨連莊，但其在議會中總席次已

較以往減少，而成為魁北克省 129 年以來第一個少數政府，而在這次大選當中有

所斬獲的反倒是主張擴大自治的「魁北克民主行動黨」（Action Démocratique du 

Québec，ADQ），從上屆選舉的 5 席增加到 40 席，其在 1995 年魁北克舉行第二

次獨立公投時曾表態支持獨立，但近年來的政策已做修正，倡導擴大自治而不再

尋求獨立。42而魁北克省的政治變化顯示，至目前為止，似乎顯示想要留在聯邦

當中的魁北克人日益增加，但未來的動向仍然值得繼續觀察。以下以表 3-4 及表

3-5，分別列出加拿大聯邦與魁北克省境內的主要政黨分類，並附上筆者閱讀完

魁北克相關資料後所整理出來的魁北克歷史年表 3-6，以資讀者參考。 

 

 

 

 

 

 

 

 

 

 

 

 

 

 
                                                 
42 王嘉源，「加拿大魁獨政黨選舉失利 獨立公投擱置」，聯合報，民國 96 年 3 月 27 日，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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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加拿大聯邦主要政黨表 

 

 

 

加拿大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現為執政黨。在第 39 屆國會 308 議席中佔有

125 席，雖為第一大黨，但未能過半，而以少數

政府執政。該黨成立於 2003 年 12 月 8 日 ，

係由加拿大聯盟黨（ Canadian Alliance ）與進

步保守黨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兩在

野黨為了結束自由黨長期獨大之局面，而達成合

併協議，經過兩黨內部整合後成立。該黨主張維

護英裔加拿大人利益。現任黨魁哈柏（Stephen 

Harper）。 

 

 

自由黨 

(Liberal Party) 

 

為國會官方反對黨，1873 年成立。代表工業資

本集團利益並兼顧中、小企業利益、城鄉發展。

在目前之第 39 屆國會下議院 308 議席中佔有

102 席。該黨於 2006 年 12 月 2 日召開黨代表

大會選出新黨魁狄恩（Stephane Dion）。 

 

魁北克集團黨 

(Bloc Quebecois ) 

 

第二大反對黨，1990 年成立。該集團代表魁北

克人的利益，主張魁北克獨立。在目前國會中佔

有 51 席。黨魁為度塞（Gilles Duceppe）。 

 

新民主黨 

(New Democratic Party) 

1961 年由「平民合作聯盟」與「加拿大勞工大

會」聯合而成。該黨屬於社會民主黨性質，代表

中下勞動階層利益，標榜社會主義。目前國會中

佔有 29 席。黨魁為雷頓（Jack Layton）。 

資料來源：大英百科線上，＜http://wordpedia.eb.com.ezproxy.lib.nccu.edu.tw:8090/

＞（民國 97 年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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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魁北克主要政黨表 

 

魁北克自由黨 

（Parti Libéral du 

Québec，PLQ） 

1962 年在萊沙之（Jean Lesage）的帶領下自加拿大聯

邦自由黨分割出來，一方面強調魁北克人的自主意

識，一方面亦強調魁北克人的地位應在聯邦受到尊

重，現任黨魁為萊沙之。 

 

魁北克人黨 

（Parti Québécois，PQ） 

創立於 1968 年，為魁北克民族主義黨，致力於追求魁

北克的完全獨立，魁北克人黨的支持者以青年、民族

主義份子、勞工階層為主，現任黨魁為布夏爾（Lucien 

Bouchard）。 

魁北克民主行動黨 

（Action Démocratique du 

Québec，ADQ） 

在 2007 年魁北克省選舉當中取代魁北克人黨成為魁

北克省的在野黨，並且第一次正式取得政黨地位，主

張魁北克以自治取代獨立，現任黨魁為杜蒙（Mario 

Dumont）。 

其餘政黨：魁北克團結黨（Québec Solidaire）、魁北克大麻黨（Bloc Pot）、魁北

克馬列黨（Parti Marxiste-Léniniste du Québec）、魁北克基督教民主黨（Parti 

Démocratie Chrétienne du Québec）、魁北克綠黨（Parti Vert du Quebec） 

資料來源：大英百科線上，＜http://wordpedia.eb.com.ezproxy.lib.nccu.edu.tw:8090/

＞（民國 97 年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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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魁北克獨立運動年表 

時間 事件 

西元 1534 年 法國航海家卡地爾航行至魁北克，豎立旗杆顯示為法國所有。

 

西元 1608 年 

 

法國地理學家尚普蘭在魁北克建立毛皮貿易商站，並建立了三河

鎮。建立初期由新法蘭西公司管理，興盛之後則改由法國政府以

殖民地的方式直接統治。 

 

此時期法國移民不斷進入魁北克，新法蘭西社會因而誕生。 

西元 1763 年 

 

在經歷四次較大的交戰之後，法國敗給英國，魁北克正式成為英

國殖民地的一員，並開始推行「英國化政策」。 

西元 1774 年 

 

鑑於魁北克居民對「英國化政策」的反抗，英國議會通過「魁北

克法案」，放寬英國化的要求。 

西元 1791 年 

 

 

美國獨立戰爭造成許多英裔居民進入加拿大，兩方民族衝突越演

越烈，英議會再度通過「憲法草案」，將魁北克劃分為以英裔為

主的「上加拿大」與以法裔為主的「下加拿大」。 

19 世紀初期 英國政府再度將上下加拿大合併為一。 

西元 1867 年 

 

英議會通過「英屬北美法」，將加拿大再度分為以英裔為主的安

大略省和以法裔為主的魁北克省。 

西元 1931 年 「西敏寺條例」成立，英國國會開始對加拿大的立法採取被動的

方式，必須經由加國政府的請求才能加以修改。 

西元 1949 年 英國賦予加拿大國會更多的修憲權力，凡屬聯邦管轄的事務可由

加國自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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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60 年代 

 

魁北克開始進行「寧靜革命」，加速現代化。 

 

加拿大政府為因應魁北克人民族情緒的高漲，成立了「兩種語言

兩種文化皇家委員會」。 

西元 1980 年 魁北克人黨主政下的魁北克政府舉行第一次獨立公投，宣告失

敗。 

 

 

西元 1982 年 

 

 

 

將「官方語言法」正式列入國家憲法當中，法語與英語共同成為

加拿大的官方語言。 

 

加拿大政府向英國國會提出要求，希望其能同意加拿大國會自行

制訂出來的憲法，英國國會通過了該提案，自此之後英國和加拿

大正式切斷彼此間的憲法聯繫。 

西元 1987 年 

 

魁北克積極追求的密契湖憲政協定，在二省省議會未能通過下告

吹。 

西元 1992 年 魁北克希望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來追求憲改，但仍以失敗收場。

西元 1995 年 魁北克舉行第二次獨立公投，以些微差距仍未通過。 

西元 2000 年 

 

加拿大國會通過 C-20 法案，授權聯邦政府得拒絕就獨立公投結

果與魁北克談判，除非態勢已經確定。 

 

西元 2006 年 

 

加拿大保守黨總理哈柏發表言論表示，魁北克為「統一的加拿大

中的國中之國」，並將該動議訴諸國會得到通過，遏止魁北克想

要獨立的想法。 

西元 2007 年 

 

魁北克舉行省議會改選，自由黨再度連莊，魁北克人黨甚至退居

第二大在野黨，獨立公投遙遙無期。 

資料來源：筆者的歸納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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