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魁北克外交政策與主要行為者 

 

    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國內外背景為何，是本章開始所要陳述的重點，接

著，筆者將透過歷史回顧的方式介紹魁北克國際關係部的發展史，以及現今政黨

主政下的主要外交政策。最後，介紹魁北克省境內的三個主要政黨，並比較魁北

克不同政黨掌政下的外交政策差異。 

 

第一節 魁北克發展外交的背景與進程 

 

壹、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背景 

 

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的背景，筆者欲從兩個面向來探討，第一，當時大時代

的環境如何，為何有利於魁北克發展外交關係；第二，魁北克擴展外交的動機何

在。首先從時代背景說起，二次大戰之後，國際組織大量興起，不單單是國家間

國際組織，許多非國家間國際組織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隨著許多技術性議題的

出現，專門團體要比主權國家來的更具有影響力和決定性，非國家行為者的重要

性與日劇增。在這股功能主義引領的潮流下，跨國界議題層出不窮，主權國家權

力受到分割，參與國際社會的會員資格形式產生了轉變，侷限於國家條件的入會

資格已不符合國際現勢。因而，魁北克的外交契機就在這股互賴與全球化的洪流

當中露出了曙光，展開一連串的外交行動。1

 

 

                                                 
1 Alain-G. Gagnon, Quebec: State and Society（Ontario: Nelson Canada, 1993）, pp.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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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北克的外交政策開始於 60 年代寧靜革命之時，那也正是魁北克現代化起

飛的時代，所以魁北克擴張外交關係可以說是具備雙重意義的。就實質層面來

看，擴大對外關係意味者向外師法，加速魁北克現代化（State-Building），但就象

徵層面來看，外交關係的擴展表示魁北克的正當性（Legitimacy）得到鞏固，加

強魁北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更促使魁北克政府能有效地確保魁北克的單一利益

與獨特地位，換句話說，其得到了民族建立（Nation-Building）的機會。因此，

筆者認為，魁北克當初積極擴張外交版圖的原因是兼具功能性與民族性的。2

 

貳、魁北克發展外交的進程 

 

打從擁有外交活動開始，魁北克便致力於使其國際活動制度化，而其主要透

過的方式有三：與外國簽署國際合約、建立專業化的官僚、擴張駐外代表處的網

絡，其中，與外國簽署合約（Ententes）在其中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3魁北克簽

署合約的範圍很廣，不只包含簽署所有正式的合約，參與國際會議、換文以及發

佈聯合公報（Joint Communiqués）都含蓋在此一範疇之內，而簽署合約的目的主

要在於加強魁北克的國際地位、給予與他國合作和換文一個正式的機制，再來，

就是希望藉此正當化魁北克政府的行政結構。 

 

關於合約的簽署最早開始於 1965 年的 2 月以及 11 月，這兩份合約都是和法

國簽署的，而內容都與教育和文化相關，但當時的加拿大聯邦政府則以規劃一個

保護傘條約，將法魁關係納入其中作為回應。魁北克究竟有無辦法以自己的名義

與外國簽署合約？而簽署的合約又是否具有法律效力？當年的魁北克政府認

為，這樣的合約是具備真實效力的，立基於省管轄權在國際上日漸擴張的原則，

也就是所謂的Gérin-Lajoie主義（Gérin-Lajoie Doctrine），4但加拿大聯邦政府則一

                                                 
2 Ibid, pp. 259-260. 
3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1. 
4 1965 年，當時擔任魁北克副省長兼教育部長的Paul Gérin-Lajoie在蒙特利爾市對一群外國使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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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強調加拿大外交政策的不可分割性，等於否決了魁北克外交政策的合法性。 

 

    自從 1965 年開始，魁北克政府陸陸續續和外國政府簽署了一個又一個的合

約，這樣的官方網絡擴張，也確實使魁北克從中蒙利。官方網絡的擴張不只反映

在簽署合約的國家數目上，合約的多樣化也越來越明顯，圖 4-1 說明魁北克自

1965 年到 1989 年所簽署的 230 份合約當中，所表現出的合約多樣性以及簽署國

的數目增長。 

圖 4-1 1965 年－1989 年魁北克簽署國際合約的分佈圖 

其他國家

11%

美國

24%

法國

17%

歐洲

17%

拉丁美洲

10%

非洲

21%
非洲

拉丁美洲

歐洲

法國

美國

其他國家

以區域和國家作為劃分依據 

                                                                                                                                            
表談話，他表示魁北克不能僅是加拿大聯邦中的一省，魁北克有北美獨一無二的文化與民族傳

統，凡與魁北克相關的國際議題，魁北克政府是唯一能代表魁北克發言、簽署公約的官方機構。

魁北克省議會於次日討論該言論後無異議通過該案，該主義確認了當代魁北克政府行使外交權力

的首要法源，也讓外交領域逐漸成為魁北克民族認同的一環。資料來源取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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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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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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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約的內容作為劃分依據 

 

資料來源：Alain-G. Gagnon, Quebec: State and Society（Ontario: Nelson Canada, 

1993）, pp. 263.  

 

確實，這些國際合約的簽訂創造了魁北克國際參與的氛圍，外交領域的專業

化官僚也隨之誕生，這批專業化官僚企盼的是以中央集權化的形式取代部門分權

的形式來擴展外交活動。整個外交關係的進程主要由兩種因素所主宰，第一個是

1960 年代開始的寧靜革命，魁北克的政治人物和高級官僚都瞭解，擴大魁北克

進入國際環境的管道有助於寧靜革命所推動的魁北克現代化，第二點，加拿大聯

邦的憲政內容亦加速魁北克政府想要突破外交困境的野心。5以上這兩項因素促

成魁北克政府就算無法控制至少也要試圖指導魁北克涉外環境資源的動機，魁北

克的外交政策因而對省整體或者內部人民都產生了有別於其他議題的重要性。 

 

                                                 
5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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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60 年代初期，當時魁北克的涉外關係乃是由魁北克不同的行政部門分

權管理，並無法明顯地將對加拿大聯邦事務與對國際事務的處理做明顯的區別，

甚至成為不同部門之間相互競爭的目標。到了 1965 年，魁北克政府為了協調不

同部門的對外政策而設立了對外關係的跨部門委員會，到了 1967 年，又進一步

成立跨政府事務部（Ministry of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MAIG，以下簡稱 MAIG），

在這個新成立的中央集權機構內部，開始出現了負責處理國際事務的專門領域，

而不單單處理聯邦與省之間的關係。 

 

    MAIG最早的發展反映出魁政府協調不同領域活動的願景，包含了社會、經

濟、教育等不同領域，直到 1974 年，隨著國際合作事務被併入MAIG後產生了新

的策略，6外交政策隨著地理的差異來做劃分，國際事務的處理被分為四個部門：

歐洲事務部、美洲事務部、非洲、亞洲與大洋洲部以及國際組織部。1979 年，

新的改革法案推出，國際關係事務部之下分出三個各司所職的分支，分別處理政

策評量與發展，另外又有六個區域分支負責處理區域的政策執行與資訊收集。7

 

80 年代中，國際關係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RI）正式成立，

也就是說國際事務與「聯邦－省」之間的關係不再由同一個部門負責，另外，根

據類別來加以區分外交政策的時代宣告結束，所有的外交政策行動都將以地理區

域作為劃分依據。這兩項改變已經使魁北克的外交正式成為由專門單位負責的特

殊領域，等於正式向加拿大內部及全世界宣告其想要掌控外交關係的企圖和野

心。魁北克的國際關係在經濟和政治加以協調的情況下，越來越制度化，這種趨

勢在歷經 1981 到 1982 年的經濟衰退之後更明顯。雖然工業暨貿易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在MAIG成立之後失去了其對海外代表團的控制權，然而卻因

為設立屬於自身的對外關係機構而在魁北克的涉外經濟關係當中扮演一定的角

                                                 
6 國際合作原先是被歸納在教育與文化的政府部門裡面。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2.  
7 法國從歐洲區部門當中分立出來成為新的分支，而美洲國家部門則又再細分為美國與拉丁美洲

這兩大區塊。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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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個機構在稍後成為魁北克第一個國外分支機構，接著成立了對外貿易辦事

處（Bureau of External Trade），最終在 1983 年，一個具有專業影響力的部門誕生。

1988 年，國際關係部和外貿部正式合併成為國際事務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I，以下簡稱MAI）。8

 

MAI 的誕生象徵著其擁有計畫、協調和執行外交政策的絕對權力，同時也是

一個隸屬於魁北克的公民機構。這個新的部門擁有大約 100 億美金的預算，擁有

兩個分支，用來擬定區域及部門的策略，另有六個次分支則用來確保在區域的基

礎之下能徹底地執行政策。這六個分支各分別處理與不同區域的關係，並且會在

細分為更多的次區域分支，只有美國和法國是兩個較為特殊的例外，魁北克針對

這兩個國家各自成立單一的分支以擬定特殊的政策。 

 

    MAI同時也對駐外的長期代表處擁有充足的權力，這個外交網絡主要是由主

要代表團（General Delegations）、代表團（Delegations）、辦事處（Bureaus）所組

成，用來確保魁北克的國際目標能夠持續不斷地進行。早在萊沙之在任時，魁北

克在美國紐約就已經有駐外單位（Agency）了，而在巴黎和倫敦亦隨後設立了代

表團。駐外單位陸陸續續成立，這些駐外單位主要擁有兩個使命：致力於推動魁

北克的經濟與移民目標，9表 4-2 為魁北克 1989 年駐外的專業人員統計圖表（以

區域和活動領域為歸納依據），用以說明魁北克穩定增加的駐外單位和外交政策

範圍的擴張。 

 

 

 

表 4-2 1989 年魁北克駐外專業人員統計表 

                                                 
8 現在的情況為，國際關係事務（MRI）和外貿事務是分別隸屬不同部門負責的。 
9 包含推廣觀光業與農業政策。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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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內容 

 

 

簽署國 

 

行政 

或 

管理 

 

 

文化 

 

 

 

經濟 

 

 

 

教育 

 

 

 

移民 

 

 

政治 

或 

公共 

事務 

 

 

 

其他

 

非洲  

 

 

 

 

 

1 

 

 

 

 

 

 

 

亞洲 2 

 

 

 

9 

 

 

 

9 

 

1 

 

2 

 

歐洲10 5.5  

 

15 

 

1 

 

8 

 

3.5 

 

5 

 

法國 3 1 8 3.5 5 3 3 

拉丁美洲 3  4  3  1 

中東地區     1   

美國 5 1.5 20 1 2 6.5  

總數目 18.5 2.5 56 4 28 14 11 

資料來源：Alain-G. Gagnon, Quebec: State and Society（Ontario: Nelson Canada, 

1993）, pp. 265  

 

魁北克外交權力的逐漸制度化和其省地位的擴張及增強是相輔相成的，在此

同時，民族認同的鞏固也逐步在進行當中。魁北克的積極擴張對外關係雖然不能

說是加拿大聯邦中的唯一代表，但是魁北克的例子是與其他省分不同的。過去四

十年以來，魁北克社會不但完成了現代化，提高國際能見度更是其所欲達成的目

                                                 
10 不包含法國在內。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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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魁北克民族的獨立問題在與渥太華的憲政爭論中受到國際的注意。打從有外

交活動開始，魁北克政府就試圖發展出自己的外交政策，因為他們不相信身為英

裔的渥太華政府會把魁北克人的利益做為優先考量，這也導致魁北克付出了極大

的努力去推廣屬於他們自身的國際利益。不過有趣的是，雖然魁北克外交關係的

制度化歷經了許多的轉變，但這些轉變卻在不同的政黨主政時期產生，所以政黨

利益是否亦主宰著魁省的外交政策，留待筆者下一節作分析。 

 

自從魁北克開始發展外交關係以來，魁北克人的集體共識主要是以其獨特的

文化作為基礎，因此，魁北克對外關係的制度化過程足以說明民族建立和國家建

設兩個面向的交疊。筆者因而認為，魁北克用來在國際上傳達其獨特性的方法確

實是與其他發展國際關係的次國家政府有所不同的。 

 

第二節 魁北克外交決策單位與政策目標 

 

    在揭開魁北克國際關係部的面紗之前，筆者首先以圖 4-3 介紹魁北克的政治

運作過程，由該圖當中，可以看見魁北克的政治是以內閣制的方式來進行。 

 

魁北克的民眾大約 770 萬人，其中具備有選民資格的約有 500 萬人，為加拿

大人口的五分之一，11這五百萬人便在每屆的魁北克議會選舉當中選出國會議

員，原先的魁北克議會應為兩黨政治，也就是由魁北克自由黨與魁北克人黨兩黨

輪流成為議會的多數黨，但以去年 2007 年議會選舉的結果看來，魁北克的議會

生態產生了改變，魁北克民主行動黨一躍成為僅次於自由黨的第二大黨，而勝過

魁北克人黨成為魁北克的第一大在野黨。魁北克的省長便是由國會中的第一大黨

                                                 
11 資料來源為加拿大官方網站上的 2007 年人口統計資料，目前魁北克人口有約 770 萬人，而加

拿大人口則約 3300 萬人。“ Statistics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www40.statcan.ca/l01/cst01/demo02a.htm?sdi=population＞（29 Nov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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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魁擔任，而現今自由黨為大，而省長便是其黨魁夏瑞斯特，黨魁負責組成內閣，

內閣之下在分門別類為許多不同的部門，各個行政首長便負責指揮政務員執行政

策，而行政機關亦有向魁北克國會提出法律提案的權利。筆者以表 4-4 列出魁北

克自由黨主政下現今各內閣單位及行政首長。 

 

 

 

 

 

 

 

 

 

 

 

 

 

 

 

 

 

 

 

 

 

圖 4-3 在加拿大架構下的魁北克政治運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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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來 源 ： 「 魁 北 克 政 治 」 ， 維 基 百 科 ，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81%E5%8C%97%E5%85%8B%E6

%94%BF%E6%B2%BB&variant=zh-tw＞（民國 96 年 6 月 17 日）。 

 

表 4-4 魁北克目前的內閣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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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務內容 

Jean Charest 魁北克省長，負責處理青年議題。 

Nathalie Normandeau 代理省長，負責處理省及區域的事務。 

Monique 

Jérôme-Forget 

金融部長兼政府機構部長，負責處理政府行政事宜。 

Monique 

Gagnon-Treblay 

國際關係部長，負責處理國際法語組織（la Francophonie）。

Philippe Couillard 社會暨健康部長。 

Michelle Courchesne 教育、娛樂與運動部長，另外也身兼家庭部長。 

Jean-Marc Fournier 財稅部長，同時負責國會改革，政府院領導人（Government 

House Leader）。 

Jacque Dupuis 司法與公共安全部長。 

Line Beauchamp 公園、環境與永續發展部長。 

Claude Béchard 自然資源與野生部長。 

Raymond Bachand 經濟創新與發展暨出口貿易部長，另外也身兼觀光部長。

Benoît Pelletier 負責處理加拿大聯邦間事務、原住民事務以及國際法語組

織在加拿大境內的事務，另外其也是民主制度和資訊管道

改革的負責人、政府院的代理領導人。 

Julie Boulet 交通部長。 

Sam Hamad 雇用與工會部長。 

Marguerite Blais 負責處理老人福利。 

David Whissell 勞工部長。 

 63



Yolande James 移民與文化社群部長。 

Christine St-Pierre 文化交流部長，並處理魁省境內女性地位問題。 

資 料 來 源 ： “Members of Cabinet,” Quebec Premier’s Website, ＜

http://www.premier-ministre.gouv.qc.ca/equipe/conseil-des-ministres-en.shtml＞（23 

April 2007）. 

     

魁北克省的內閣職務分類的非常詳盡，有時在一般人看來隸屬於相同範疇的

職務也會被再細分到不同的部門裡面，例如勞工部長和雇用及工會部長的區別就

是一個很好的例證。內閣部會在向國會提出立法的提案之後，就由國會議員進行

投票表決，一旦表決通過之後，魁北克省政府才可以正式推行其所欲施行的政

策。在大致瞭解魁北克政策推行的過程之後，筆者進一步將魁北克處理外交事務

的部門個別地獨立出來討論，以便理解魁北克省政府在處理國際事務上的決策過

程。 

 

    筆者認為魁北克內閣當中有幾個部門是與國際關係接軌的，也就是國際關係

部 （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移 民 與 文 化 社 群 部 （ Ministry of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經濟發展與外貿暨觀光部（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Export Trade；Ministry of Tourism），以及

一個專職處理加拿大各邦間事務、原住民事務與在加拿大境內的國際法語組織事

務的部長（Minister of Canadian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 Aboriginal Affairs, 

Francophones within Canada）。魁北克擁有如此多的對外關係網絡，由此可見魁

北克政府對於國際關係的經營與重視。此章節筆者欲探討由崔柏雷（Monique 

Gagnon-Treblay）所主掌的國際關係部底下，現今魁北克的對外關係政策目標為

何，以便瞭解功能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傾向何者為大，至於移民和外貿等部門的政

策成果，則留待下一章一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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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部（Ministry of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MRI，以下簡稱MRI）是

魁北克處理攸關外交事務的最大部門，當然其最大的任務在於將魁北克的利益推

廣到世界各地，並且致力於在魁北克的國內外努力地協調國際關係。魁北克政府

在境內以及世界各地都設有許多的政府機構，不但藉以提供更多資訊給對魁北克

有興趣的外國人，也希望這樣的努力將來能使魁北克文化在國際上享有更多的能

見度，所以不管是個人、公司行號，甚至是政府機構，都可以透過許多的媒體管

道和合作計畫更加認識魁北克。12

 

    2006 年時，MRI發表了一項新的外交政策：「同心協力」（Working in Concert），

以適應當時不斷變遷的國際環境。13這個新的魁北克外交政策包含了五項目標：

加強魁北克在世界的影響力和行動力、促進魁北克的興盛與繁榮、促進魁北克和

美洲大陸地區的安全、推廣魁北克的認同與文化、促進國際關係的團結。14以下

將對各項目標作進一步的說明。 

 

一、 加強魁北克在世界的影響力和行動力（Strenghtening Quebec’s capacity for 

action and influence） 

 

隨著國際性的會議越來越多，國際規則和規範也越來越多，魁北克社會

因此受到相當程度的影響，所以其選擇以積極主動的方式希望能去影響那些

對魁北克利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際組織，而非坐在原地接受其他國家的決

定，對此其所採取的方法有二。第一，增加魁北克在國際組織的能見度，並

且參與有關魁北克利益問題的討論和協商，就這個部分而言，主要的策略包

                                                 
12 “ Departmen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ministere/mission/index.asp＞（23 Oct 2007）.   
13 魁北克政府認為當今的國際形勢是以新興的經濟結構為特徵，因此魁北克欲調整其政策，去

追求一個繁榮的、和諧的與多邊的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Polic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politique_internationale/presentation/index.asp＞（12 Dec 2007）.  

14 “International Polic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politique_internationale/presentation/index.asp＞（12 De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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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了和聯邦政府談判，找出一個穩定且可接受的架構以方便魁北克參與國際

組織和論壇；更直接地參與加拿大在 WTO 的談判團隊。第二，加強與對世

界經濟和政治具有影響力的國家之關係，以及和魁北克分享利益的地方與區

域之關係，主要的策略包含積極參與夥伴區域的政府領袖會議，以促進教育、

環境、科學與科技的交流等等。 

 

二、 促進魁北克的興盛與繁榮（Fostering Quebec’s growth and prosperity） 

 

國際貿易對魁北克的經濟發展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其出口貿易便佔整

個國民生產毛額的 50％以及市場就業率的 30％，並且有 24.6％的私人投資來

自國外，有此可見其重要性。15但近幾年來，魁北克政府發現，其出口市場

有萎縮的傾向，所以致力於鞏固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貿夥伴關係是外交政

策的重要一環。另外，產品的研發也是魁省新興重視的課題，希望能透過建

立良好的環境、訓練以及改革來吸引更多的國外資金挹注。 

 

魁北克也認為擁有不斷進步的企業家精神與技術勞工，才能在這個日新

月異的國際環境中生存，這將是魁北克近幾年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移民、

職業訓練、專業技術與革新的措施是現階段魁北克促進經濟繁榮的必要措

施。而就此面向來說，國際關係部擬定了三項優先政策，第一，加強與美國

和歐洲的貿易往來，並在各地市場設立據點，以便多樣化貿易的經營；第二，

取得更多關於開發國際貿易的知識、革新與教育；第三，吸引更多的技術移

民並幫助他們儘速整合至魁北克的經濟生活當中。 

三、 促進魁北克與美洲大陸地區的安全（Contributing to the security of Quebec 

and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15 “International Polic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politique_internationale/presentation/index.asp＞（12 Dec 2007）. 

 66



 

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的界線越來越模糊了，全球、國家與區域，甚至是

地方都必須共同合作來防衛安全。魁北克的法律與安全部門在環境和農業議

題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其負責的範圍包含的不只是公共安全的問題，經

濟安全也是國際現今關切的新課題，為此，魁北克認為其對於維護國際安全

所設立的目標包含：保衛位於其境內的魁北克公民、確保貿易的持續進行、

確保國內的戰略基礎建設更安全，最後，保證自己絕不成為其他國家威脅的

來源。 

 

在這個攸關安全的面向上，國際關係部擬定的兩項優先策略為，第一，

確保一個能夠快速進入的資訊通道，並且實地參與非軍事安全領域的國際與

區域工作，具體的行動例如與法國在公民保護議題上加強合作，並且建立一

個國際法語組織的員警訓練措施國際網絡；第二，確保貨品與人員的跨國界

流通能安全且具有效率，並且加強魁北克戰略基礎的安全，其細則項目很多，

而建立夥伴關係、加強控制與移民相關犯罪的措施則是其中一項。 

 

四、 推廣魁北克的認同與文化（Promoting the identity and culture of Quebec） 

 

資訊傳播的流通確實使知識快速地傳送到全世界，魁北克政府因而認為

這對保存法語作為一種永久的國際語言以及確保文化與藝術的生命延續是一

大挑戰，因此魁北克政府認為在國際關係面向上，有兩個目標是應該優先被

完成的。第一，支持對法語認同的推廣，在這方面，促進魁北克語言專家的

國際認同，支持法語教育的世界發展都是一種措施；第二，發展有組織性和

計畫性的專家和方法，以便能夠將魁北克文化與產品行銷出去，這部分依然

有許多更細部的方法，例如發展統計指標，以便能夠追蹤魁北克在國際文化

地位上的變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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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促進國際關係的團結（Contributing to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魁北克並沒有加入一般大型國際援助的行列，因此其提供援助的方式主

要是透過國際法語組織，並且直接參與某些開發中國家的援助行動當中。魁

北克認為參與這類型的援助工作是推廣與保護其利益到世界各地的一種方

式，在這項外交政策上面，魁北克的優先目標為透過人力資源發展與治理能

力的建立，增加魁北克對國際援助的貢獻，具體的行動方案包含確保魁北克

擁有足夠的文化產業專家，特別是能夠透過有關公共政策、統計、與文化產

業的專業人才來幫助開發中國家的文化部門發展；支持非洲國家的教育系統

發展等等。 

 

第三節 魁北克主要政黨與外交政策 

 

目前有三大政黨在魁北克議會當中是較為重要的，包含了魁北克自由黨（ 

Parti Libéral du Québec，PLQ）、魁北克人黨（Parti Ouébécois，PQ）以及近幾年

崛起的魁北克民主行動黨（Action Démocratique du Québec，ADQ），以下簡單說

明各黨的成立背景以及主要的外交策略。 

 

壹、魁北克自由黨 

 

魁北克自由黨在 1962 年時自聯邦自由黨（Liberal Party，LP）中分割出來，

理由為當時主政的萊沙之大力地推動魁北克民族的自主意識，因而和聯邦的自由

主義者發生衝突，最後終於宣告分家。分離後的魁北克自由黨一方面強調魁北克

人的意志，另一方面也希望魁北克能夠得到聯邦應有的尊重與贊助，換句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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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北克自由黨所強調的是一個在不背離聯邦主義的前提下貫徹魁北克人理想的

目標，魁北克自由黨在外交上的路線也因而可以被稱之為聯邦派。16

 

貳、魁北克人黨 

 

    魁北克人黨是一支目標確切的政黨，他們渴望魁北克獨立，成為一個真正具

有主權的國家。魁北克人黨創始於 1968 年，主要由兩股勢力組合而成，一為建

立於 1967 年的聯合主權運動（Sovereignty-Association Movement，MSA），另一

則是民族獨立運動（Rassemblement pour ĺ Independence National，RIN）。聯合主

權運動出自於主張較激烈的魁北克自由黨員，他們在 1967 年所舉行的黨政策會

議上，強烈的表達「在加拿大聯邦內建立主權完備的魁北克」（pour un Québec dans 

une federation canadiaenne, or For sovereign Quebec in a Canadian Federation），但

未被黨所接納，最後在勒維克（René Lévesque）的領導下脫離魁北克自由黨而

成立該運動。至於民族獨立運動則由主張魁北克獨立的一群人所成立，魁北克人

黨就在這兩股勢力之下宣告誕生，成為一個強力訴諸獨立的政黨組織。17

 

    魁人黨在 1976 年的選舉以舉行獨立公民投票為號召，獲得了省議會當中 41

％的選票，正式執掌省政府，他們的一些所作所為都在在顯示魁北克文化的獨特

性，包含了 101 法案（Bill 101）的設立，規定法語乃是魁北克省的唯一官方語言；

125 法案（Bill 125）完成農業劃分條例（Agricultural Zoning Act），用以保護魁北

克的土地。18

 

    魁北克人黨在其執掌省政府的任內兩度推行魁北克獨立投票，第一次發生在

1980 年，但以 40％對 60％宣告失敗，但卻仍舊贏得了隔年的省議會選舉；第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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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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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6。 
18 王曾才編著，加拿大通史（臺北市：五南書局，民國 89 年），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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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公民投票舉行於 1995 年，但終究以些微的差距敗北，時至 21 世紀，魁北克

人黨未能在魁北克省議會中取得多數席位，因而成為在野黨，再度舉行公民投票

的希望也因而遙遙無期。 

 

魁北克人黨和魁北克自由黨在外交政策上的差異可以從對民族主義實踐的

方式來觀察。之前，筆者曾提及自由黨向來重視魁北克省的獨特性，就這點而言，

魁北克人黨和魁北克自由黨並無二致，但兩者對於實現魁北克人自主性的方式卻

大不相同，如果說自由黨是聯邦派的話，那麼魁北克人黨便可稱之為主權派，其

主張魁北克唯有真正從加拿大獨立出去，才有辦法徹底的實現其民族自主的理

想。19

 

參、 魁北克民主行動黨 

 

    魁北克民主行動黨創建於 1994 年，由魁北克自由黨的前議員阿萊爾（Jean 

Allaire）以及杜蒙（Mario Dumont）所成立。成立的背景可以回溯至 1990 年代

初期，當時的自由黨黨代表大會先是通過了阿萊爾所提出的報告，卻在 1992 年

與各省總理召開的夏洛特敦會議上拒絕執行早先在黨大會上通過的決議，阿萊爾

和杜蒙因此憤而離開魁北克自由黨，並於 1993 年 1 月建立「魁北克思考集團」

（Network of Liberals），加以抵制夏洛特敦修憲協議，在同年年底，魁北克思考

集團便決議組成一個新的政黨，魁北克民主行動黨於焉誕生。20

 

 

1994 年魁北克民主行動黨召開成立大會，阿萊爾當選為黨主席，並且在蒙

特利爾設立總部，而同年阿萊爾因病請辭，杜蒙便繼任主席至今。最初，魁北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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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7。 
20 “Jean Allaire,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_Allaire＞（9 Octo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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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行動黨的全省得票率為 7％，雖稱不上一鳴驚人，但卻展現了強大的生命力，

該黨的主要宗旨為：民族的團結、民族的教育程度以及經濟戰略是保障魁北克省

在加拿大聯邦地位的重要因素。如果魁北克全省的民眾能夠團結一致，那麼就能

夠提升其在聯邦當中的社經地位，而全民的利益是超乎個人利益之上的。 

 

魁北克民主行動黨乃是一個右翼政黨，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從早先成立時的

贊成魁北克自加拿大聯邦當中獨立出去，到後來調整路線偏向在聯邦當中尋求更

多的自治權，亦使其支持率在 21 世紀以來逐漸上升，魁北克政壇有朝向三足頂

立發展的態勢。2007 年初的國會大選，魁北克民主行動黨破天荒地從上屆國會

的 5 席遽增至 40 席，雖然仍舊少於執政黨自由黨的 48 席，但已取代魁北克人黨

成為魁北克議會當中的第一大在野黨，亦使魁北克有史以來第一次出現少數政

府。21魁北克國會的一夕變天，除了可能反映魁北克人趨於留在加拿大聯邦的傾

向之外，更表明了一般民眾對於魁北克自由黨執政以來的政績不夠滿意，由此看

來，魁北克民主行動黨將來茁壯的力量絕對是不容小覷的。 

 

    魁北克民主行動黨是魁北克近年來新崛起的一支政黨，其外交政策在近年來

亦已有所調整，成立初期筆者亦將之歸類為主權派的一員，但至近期，民主行動

黨的黨魁杜蒙已將政策方向逐漸修正，從支持獨立轉而贊成擴大自治。魁北克民

主行動黨傾向聯邦派的修正動作是否意味著和政治現實的妥協，還值得後續觀

察。 

 

 

肆、主權派與聯邦派政黨在外交政策上的比較22

 
                                                 
21 2007 年魁北克國會大選，魁北克自由黨獲得的席次為 48 席，魁北克人黨為 36 席，而魁北克

民主行動黨則為 40 席，為該次選舉最大贏家。同註 89，聯合報國際版。 
22 參考自辛翠玲老師的文章：同註 1，頁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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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簡單從不同政黨執政時期下的外交作為來看兩派的差異。 

 

一、1960~1966 寧靜革命時期 

 

當時代表自由黨取得魁北克政府執政權的萊沙之在上任後，開啟了魁北克的

社會現代化，他師法法國，將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套用到魁北克社會，也因而打

開了魁北克外交的大門。當時的魁北克政府與外國接觸的目的主要是功能性的考

量，希望能夠汲取國外的專業經驗，以便能根除魁北克舊時代的缺失，也因此可

以說，魁北克初始的外交目的是傾向功能性的。 

 

1962 年，萊沙之帶領若干人脫離聯邦自由黨，成立了魁北克自由黨，無異

更加強調魁北克文化的獨特性，民族意識亦越加抬頭。1965 年，當時的副省長

更對一群外國使節發表宣言表示，23魁北克不僅是加拿大的一省，其具有北美獨

一無二的文化，凡是與魁北克攸關的議題，都應該由魁北克政府代表參加或簽署

相關的國際文件，此舉不但得到魁北克議會的認同，亦將魁北克的的民族議題正

式帶入國際政治。 

 

二、1966~1970 獨派聯合黨掌政時期 

 

當時的聯合黨在法國的邀請之下，自行出席法語系國家教育部長會議，此舉 

受到加拿大聯邦政府強烈的抗議，也自此開啟了聯邦與魁北克省政府的外交主權

之爭。 

三、1970~1985 ACCT 模式時期 

 

1970 年，魁北克自由黨取代聯合黨重掌省政府，聯邦與魁北克的外交之爭進

                                                 
23 為前文提及的當時副省長兼教育部長Paul Gérin-Laj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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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另外一個層次。如同前文所述，魁北克自由黨本來就是一個希望能在聯邦之下

發揚魁北克文化的政黨，所以在外交攻防戰上自然也比較願意與聯邦政府妥協。

當時的自由黨政府與加拿大聯邦政府達成的協議是，魁北克出席國際會議必須得

到聯邦政府的同意，換句話說，魁北克政府得以在取得聯邦政府的許可下，以非

主權國家的身份參與以法語國家為主的國際文化與科技合作協會（Agency for 

Cultural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ACCT，以下簡稱 ACCT）所主辦之國際會議。 

這個模式即便歷經 1976 年到 1980 年代初魁北克人黨執掌魁省，或許出現較多反

彈的聲音，但仍舊主宰著此一時期的外交途徑。 

 

四、1985 年高峰會模式之後的連鎖反應 

 

     1985 年，加拿大聯邦政府在考量魁北克可否出席法語國家與政府領袖高峰

會（Summits of Francophon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時，提出魁北克需

同意聯邦政府為唯一代表加拿大政治與經濟主權之國家為條件，方能繼續參與國

際會議，這無形中抹煞了魁北克政府有權代表自己民族與他國談判的能力。此舉

當時引發魁北克官方與民間極大的不滿，不論是較有意願與聯邦合作的魁北克自

由黨，抑或是向來冀望獨立的魁北克人黨，都藉由不同的方式向加拿大聯邦抗

議。24

 

 

    由以上四個時期觀之，聯邦派與主權派的差異其實不在於對於自身民族認同 

有所不同，而在於如何發揚魁北克文化的方式上產生了歧見，何種方式對魁北克

有利，尚不足以蓋棺論定。魁北克自由黨認為，在加拿大強大的經濟體包覆之下，

                                                 
24 魁北克自由黨於 90 年代初期曾向高峰會要求，在魁北克尚未恢復平等地位之前，停止任何新

活動的成立；1994 年魁北克人接掌政權之後，更要求高峰會成員於會前召開會議，討論魁北克

的地位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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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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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在聯邦內追求省自治權力的擴大無疑是最佳的選擇；而魁北克人黨自始便從未

放棄從加拿大獨立出去的遠大夢想，認為唯有擁有屬於自身民族的主權才能夠保

障魁北克根深蒂固的法語文化，魁北克人黨執政下的魁北克政府在外交策略上也

必然是採取較為激進的民族主義路線，隱藏在功能性平行外交下的是赤裸裸的認

同性平行外交。 

 

    不過隨著時代的遷移，第三大黨魁北克民主行動黨的崛起，魁北克的政治版

圖開始產生改變。兩次獨立公投失敗之後，魁北克人黨的勢力似乎有下滑的趨

勢，2003 年以來其未能再度取得魁北克政府的執政權，更遑論繼續推動第三次

獨立公投。魁北克民主行動黨從原先的支持獨立，到後來的轉而贊成擴大自治，

無疑是對省內民意動向觀察後的結果，如果未來現任執政黨魁北克自由黨的聲勢

直落，魁北克人黨的黨綱亦不再得到大多數民意的支持，那麼新崛起的魁北克民

主行動黨未來確實有掌政的可能，那麼他的外交政策無疑也是筆者必須仔細瞭解

的重點，以目前的態勢看來，聯邦派的主張在魁北克議會中應是居於主流。以下

筆者簡單引用中山大學辛翠玲副教授所製作的表 4-5 來表達聯邦派與主權派政黨

在外交政策上的異同。 

 

 

 

 

 

 

 

表 4-5 聯邦派與主權派在外交政策上的比較 

  主權派 聯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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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政黨  魁北克人黨 魁北克自由黨（將來的

魁北克民主行動黨？）

動機  傳統民族主義 國家內民族主義 

內政     爭取魁北克為 

    主權國家 

爭取魁北克在加拿大聯

邦憲政當中更大的自主

權 

 

 

目的 

外交 宣示魁北克的主權 凸顯魁北克的自治需要

魁北克作法 繞道渥太華 取道渥太華 

  參與國際 

 會議的方法 

自行參與，爭取法國的

支持 

1971 年 ACCT 模式以及

85 年高峰會模式 

 

 

政府間關係 

 加拿大聯邦 

 的回應 

反擊並阻止 溝通並阻止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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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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