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魁北克發展平行外交的進展與成果 

 

    本章主要在對魁北克的對外關係網絡作通盤的瞭解，並且探討其對魁北克的

外交關係具有何種效果。另外，魁北克的外貿與移民政策是否對其民族鞏固具有

幫助，也是另一個需要釐清的重點。最後，筆者透過對文獻資料的分析來理解加

拿大政府面對魁北克外交行動時所採取的態度為何作為本章的收尾。 

 

第一節 魁北克與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進展 

     
    魁北克的外交網絡遍及世界各地，其目前所擁有的駐外單位共計有 2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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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代

表處（General Delegations）主要是由政府所派遣的駐外代表管理，負責的事項

包括經濟、教育、文化以及移民，主要代表處內有由魁北克政府派遣的長期駐外

諮詢顧問，以及在當地所雇用的助理人員，目前設有主要代表處的國家有布魯塞

爾、倫敦、墨西哥、慕尼黑、紐約、巴黎以及東京。代表處（Delegations）的重

要性或許不如主要代表處來的大，但其主要機能並無太大的差異，只是接觸更多

的公共事務，目前共計在亞特蘭大、波士頓、芝加哥及洛杉磯設有代表處。再來，

辦事處（Bureau）則主要是由國際關係部長所指派的官員負責領導，其所提供服

務的範圍不如代表處來的大，目前魁北克設有辦事處的地方包含巴塞隆納、北

京、柏林、布宜諾斯艾利斯、大馬士革、香港、羅馬、上海、維也納以及華盛頓。

2貿易據點（Trade Branch）則由一位魁北克公民領導，米蘭、聖地亞哥、首爾以

                                                 
1 “Departmen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ministere/bureaux_etranger/bureaux_etranger.asp＞（23 Oct 2007）.   
2 其中大馬士革、香港、維也納三地為移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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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北都有據點。 

 

    上述提及魁北克的外交網絡遍及全球，這當然包含了其鄰近的美洲地區

（Americas）、.歐洲地區（Europe）。隨著全球化的到來，亞洲－太平洋地區

（Asia-Pacific）也逐漸成為魁北克重視的合作夥伴之一，印度近年來已經被魁北

克視為優先發展的地區，3另外，非洲－中東地區（Africa-Middle East）亦是魁北

克積極與其保持良好關係的地區，尤其講法語的國家更格外受到重視，魁北克在

此地區發展的重心在於，提供專業人才給予對於制度和科技方案需要幫助的國

家，而這也有助於替雙方創造出更多不同領域的專才與資源。4

 

    至於在國際組織的佈局上，魁北克政府持續地和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

間國際組織保持良好關係，不但試圖協調其在高峰會以及重要多邊會議中的參與

機會，並且設法讓自己能夠簽署或批准國際合約，增加自身在國際上的能見度。

另外一項促使魁北克和國際組織的關係增加及改善的因素在於，越來越多的國際

組織在魁北克設立了辦公室或代表處，在 1988 年，魁北克的國際關係部提出了

一項友好政策（Hospitality Policy），目的在於向國際組織提出有條件式的鼓勵措

施，希望國際組織能夠在魁北克設立機構和從事活動。5

 

    最後，在魁北克的外交網絡當中，還有一個部分是透過聯合其他地方政府共

同理出更理想的外交策略，現在的魁北克正企圖將這樣的關係網絡擴大。在夥伴

區域（Partner Region）方面，主要是以共同利益來作為結盟的依據，例如魁北克

和巴伐利亞就是這種夥伴區域的共同創辦者，在這個區域內上奧地利、山東、西

                                                 
3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asie/asie.asp?regr=AS＞. 
4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afrique/afrique.asp?regr=AF＞. 
5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organisations_internationale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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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聖保羅以及佛羅里達都是其中一份子。6在歐洲，這種地方政府的聯合

主要是透過區域性的政治論壇來達成，例如歐洲區域立法權會議（Conference of 

European Regions with Legislative Power）以及歐洲區域大會（Assembly of European 

Regions），魁北克在這些政治論壇當中都享有會員的地位，而這也有助於使魁北

克更便利地進入歐洲機構和市場。7

 

    北美地區基於地緣上的鄰近性，勢必成為地方結盟網絡的一部份，例如，身

為大湖管理者議會（Council of Great Lakes Governors）的一員，魁北克就必須和美

國某些州產生密切聯繫的關係，而這個議會的成員主要是基於共同的利益而結合

在一起，他們必須一同經營大湖以及聖羅倫斯河流域系統的管理。在地方結盟網

絡上，在 2005 年有了一項突破性的發展，安大略、魁北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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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Lakes-St. Lawrence 

River Basin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Agreement），這項條約是第一次以兩個國家

的地方單位為基礎簽署而成的國際條約，目的在於保護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盆

地。8魁北克外交關係的發展已經不只是平行式的擴張，亦有垂直式的流通，這

在在說明魁北克外交關係網絡的深廣。以下筆者將對魁北克影響至钜的的兩個主

要對象獨立出來討論，以便說明其在魁北克對外關係發展上的重要性。 

 

 

 

 

                                                 
6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regions_etats_federes/index.asp＞（25 July 2007）. 
7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regions_etats_federes/index.asp#Europe＞（25 July 
2007）. 
8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regions_etats_federes/index.asp#Amerique%20du%20
Nord＞（25 Jul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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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法語組織（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OIF） 

 

    國際法語組織共有 55 個會員國和 13 個觀察國，總計全世界有超過一億七

千五百萬的人口是以講法語和信奉法文價值為主。9國際法語組織主要的目標在

於防止衝突發生、鞏固民主和法律原則，並且推廣和確保人權不受侵犯，其致力

於提升法語和多元文化，並且透過教育和訓練的方式來達成他們的目標，當然，

他們也參與經濟合作，並富有永續發展的精神。國際法語組織的總部在巴黎，並

且由一位秘書長負責領導，其下有一位幫忙協助的行政員，其運作主要是透過四

個單位來進行：法語國家的全球機構（University Agency of la Francophonie）、法

語電視網（French-Language Television Network，TV5，以下簡稱TV5）、聖豪大

學（Unversité Senghor）以及法語國家市長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yors of Francophoneie Cities，AIMF）。10另外，其還擁有一個諮詢性的大會以

及國民議會，這兩者都是屬於輔助性的機構，國際法語組織也常常和其他世界性

的國際組織合作，例如聯合國、阿拉伯聯盟（Arab Leaque）和非洲聯盟（African 

Union）。11

 

    魁北克在國際法語組織當中扮演的角色在於支持其認為重要的某些議題。在

推廣法語方面，魁北克亦致力於擴大說法語的人口，為此，其希望自己境內的

TV5 電視網絡能夠升級，並且能夠增加法語網站的內容。12在保護文化方面，魁

北克支持能促進法語組織夥伴語言發展的計畫，再來，由於魁北克和法語組織的

                                                 
9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25 July 2007）. 
10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25 July 2007）. 
11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25 July 2007）. 
12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quebec＞（25 July 2007）. 

 79



努力，導致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第三十三次集會上通過了保護及推廣文化表達

多元性的條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Expressions），魁北克現在正致力於說服組織內部的其他國家批准該條

約。13

 

    在促進民主發展方面，魁北克致力於推行民主價值，並且保衛他們在法語組

織內應得到的認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馬科宣言」（Bamako Declaration），14

該宣言在 2000 年時開始採用，設立了一系列鞏固民主價值與法律規則、確保自

由與公平選舉、促進人權的義務規範，而這項宣言的促成，很大的功勞來自於魁

北克在組織內的努力奔波。面對現今世界的挑戰，魁北克在發展新的資訊科技與

確保法語在網際網路上的使用方面，可以說是法語組織內部的先驅者與領導者。

在 1997 年，魁北克主辦了資訊流通的領袖高峰會（Conference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Highways ）， 促 成 法 語 國 家 資 訊 流 通 基 金 會

（Francophonie Information Highway Fund）的產生。同時，魁北克也是法語國家

能源與環境學會的所在地，該學會創始於 1988 年。最後，在教育這塊領域上，

魁北克政府則透過資助某些計畫來鼓勵法語文化的持續發展。15

 

    當意識到某些議題對於國際法語組織具有顯著的影響力時，魁北克便義不容

辭的在該組織機構的創造與發展當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當然魁北克的積極不

僅是為該機構的未來著想，也是因為這些議題的發展是與魁北克的未來憂戚相關

的，並且透過積極涉入法語組織活動的方式來增加與其他法語國家的互動往來。

                                                 
13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quebec＞（25 July 2007）. 
14  巴 馬科 宣言 乃 是 在第一 次 的 法語國 家 與 民主專 題 論 壇（Francophonie and Democracy 
Symposiium）中被採用，第二次的論壇已在 2005 年 11 月舉行，標題為「巴馬科＋5」（Bamako+5）。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quebec＞（25 July 2007）. 
15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quebec＞（25 Jul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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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語國家的跨政府合作起源於 1970 年代，伴隨著文化與科技合作機構（ACCT）

的出現而開始，1995 年ACCT重新更名為法語國家國際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of la Francophonie，AIF），十年之後，再整合為國際法語組織的一部份，魁北克

打從ACCT時代就已經是會員國，並且ACCT的第一任秘書長就是一位魁北克

人。17

 

    魁北克參與所有國際法語組織的活動、計畫與會議，並且在 2008 年將會主

辦第 12 屆的法語國家高峰會（Francophonie Summit），追根究底其所欲捍衛的目

標主要有三：18

 

一、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 

魁北克認為國際法語組織就如同一個論壇一般，所有的計畫從策劃、執行到

評估都由所有的會員國一同完成，而且所有會員國的資源都是可以被組織所利用

的。 

 

二、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夥伴關係提供了一個機會讓所有的會員國可以去表達他們的需求，並且實地

參與決定政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夥伴的認同、文化與經濟背景甚至是他

們的貢獻都是被組織所承認的。所有的會員國都必須透過團體的計畫才能實現自

己的利益。 

 

 

                                                 
16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contribution＞（25 July 2007）. 
17 Jean-Marc Léger於 1970-1973 擔任ACCT的秘書長。“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contribution＞（25 July 2007）. 
18 “Relaton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mri.gouv.qc.ca/en/relations_quebec/francophonie/index.asp#contribution＞（25 Jul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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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網絡（Networking） 

魁北克相信合作計畫的進行可以確保所有的會員國都能做出貢獻，不管是合

作計畫的推廣者還是受益人都能夠被涵蓋在內。 

 

    國際法語組織無疑是魁北克擴展外交的潤滑劑，不只法國，整個法語系國家

都對魁北克的外交政策具有絕對性的影響，也使魁北克向外推廣獨特文化得到正

當化的效果。魁北克在法語系國家設有的代表處與辦事處已經超過在其他語系國

家的數量，當然這必然會招致加拿大聯邦政府與魁北克政府在法語系國家的代表

權上產生對抗，在建立和法國與比利時的連結上就是最好的例子。19但這樣的競

爭並沒有使魁北克向外擴展的腳步停下來，其更積極的與法語國家建立雙邊的外

交關係，尤其在對法國上更是如此，自從 1960 年代開始就有一連串與法國簽署

的協定，在教育與文化上的交流十分顯著。20

 

    除了雙邊外交之外，魁北克在多邊外交上的努力也不遑多讓，其在 1968 年

參與了由法國邀請的法語系國家教育部長會議（Conference of Education Ministers 

from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相當程度的使聯邦政府感到不滿並試圖加以阻

撓。1969 年時，魁北克成為加拿大代表團的一部份，並且必須聽從同時來自兩

個政府的命令。1969 年和 1970 年的尼亞美會議（Conference of Niamey I, II）為

ACCT創設以來製造了高潮，21加拿大聯邦政府與魁北克政府的競爭達到前所未

有的白熱化，渥太華希望能夠推動一種對主權能加以限制的制度來壓制魁北克，

但在法國的支持之下，終究使此爭議獲得解決，魁北克得以以參與政府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的資格進入ACCT。1971 年渥太華和魁北克簽署了

一項協定，確認了魁北克進入ACCT的事實，雖然該項協定並未保證魁北克具有

投票權，但其確實承認魁北克具有代表權，能夠適時地表達屬於魁北克自身的觀

                                                 
19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6.  
20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6. 
21 為尼日共和國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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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22

 

1970 年代末期，法語系國家計畫舉行一個法語國家元首高峰會，魁北克理

所當然的認為他們屬於其中的一份子，必須以正式的身份出席，然而與加拿大聯

邦政府背道而馳的立場導致這場會議遲遲無法展開。1980 年，塞內加爾預備召

集各國外交部長討論籌備會議的工作，但也在最後一刻因為渥太華與魁北克的爭

議而告吹。僵局在 1985 年打開，加拿大政府同意魁北克加入法語國家元首高峰

會，該次會議分為兩個主題進行，一個是政治經濟問題，另一個則是合作與發展

問題。但是因為渥太華與魁北克的權力分割爭議，導致問題最後被切割為三個部

分討論，在政治問題層面，魁北克只能以一個觀察員的身份出息；在經濟問題層

面，魁北克只能夠參與諮詢並且還得依據加拿大總理所簽署的協定為基礎；至於

在合作與發展議題上，魁北克則如同在ACCT一般，擁有完全的參與權利。23

 

1985 年的和解確實給予魁北克在法語世界茁壯的力量，魁北克對外政策的

鞏固可以從其對法語國家機構資助預算的龐大得知，並且世界各地對魁北克權利

的認知也促使渥太華與魁北克在憲法上的爭論稍稍獲得緩和，在 1989 年最後一

屆的ACCT會議上甚至可以看見二者相互信任與支援的氣氛，新的夥伴關係似乎

逐漸成形。在魁北克的管轄權擴張之際，因為國際法語組織承認魁北克為一獨特

社會，逐漸使魁北克的身份認同被塑造了起來，幫助魁北克能夠更有效率地去推

廣他們自身的利益。因為國際法語組織之故，魁北克的文化資產能夠被傳播到世

界各地，最著名的就是透過法語國家電視網(TV5)的傳遞。組織內部的國家都視

彼此為文化共同體，會員國更時常舉辦各種領域的會議，相互交流切磋。24

 

 

                                                 
22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6-267. 
23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7. 
24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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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語組織同時也在發展與合作層面上加以指導魁北克，經過一次又一次

的高峰會，魁北克認為其可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他的專業知識，並且從經驗

中得知，透過多邊主義發展國際關係能夠使其獲利甚佳。另外，國際法語組織亦

提供一個政治的平臺，讓魁北克政府可以表達他們在某些戰略議題上的看法，例

如黎巴嫩危機、第三世界的戰債問題等等。國際法語組織確實幫助魁北克將加拿

大的憲政問題加以國際化，魁北克也利用這些外部資源擴大他的自治權。在整個

組織內部，又以法國對魁北克的影響最大，法國與魁北克已經是準官方關係，魁

北克在巴黎設有代表團，法國在魁北克設有領事館。法國在渥太華和魁北克長期

的對抗當中，始終承認魁北克的意圖是具有正當性的，加拿大聯邦政府曾經多次

表示法國此舉乃是在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但對此批評，法國則維持其一貫的政

策，也就是在不違背「不干涉與不冷漠的原則」（Principles of Noninterference and 

Nonindifference ）之下進行外交行動，但無可否認的是，法國的舉動確實是魁北

克今日之所以可以在國際上享有此等地位的原因之一。25

 

    但就經濟層面來說，國際法語組織的潛力仍舊受到侷限，就以法國這個魁北

克最大的出口國來說，其只吸收了魁北克對外貿易的 1.7％，至於組織內部其他

位在非洲的法語國家，其經濟實力根本還不足以負擔進口，不過這樣的情形或許

隨著近幾年來技術資金的挹注而能稍稍獲得改善。26不過從政治的觀點來看，魁

北克確實因為參與國際法語組織而大大地擴展了他的外交關係，在國際上享有能

見度與一定的聲望。隨著魁北克和法國極力的推動法語及其文化到東歐國家甚至

更多的地方，魁北克必然能從中獲得更多擴展外交的機會，因而國際法語組織在

過去、現在及將來都會在魁北克的外交關係上扮演至關重要的一個角色。 

 

 

                                                 
25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8-269. 
26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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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United States） 

 

    美國是除了法國之外與魁北克維持最長關係的國家，雖然大部分的關係比較

是屬於私人領域層面，但是在 1960 年代亦開始增加公共關係上的往來，特別是

與美國各州政府的互動。基於經濟上的動機，魁北克有三分之二的的國際貿易是

與美國有關，並且擁有許多來自美國的觀光客，這些都是魁北克政府重視與美國

關係的緣由，更重要的是，美國文化的大量湧入亦對魁北克民族的價值觀與集體

認同產生深遠的影響。27

 

    複邊關係（Multiple Relationships）是魁北克與美國進行外交的重要方式，28

魁北克會與各州直接簽署協議。魁北克對美國的重視並不亞於法國，他們把這兩

者視為是最重要的兩個夥伴，隨著魁北克致力於外交關係的制度化，雙方的外交

關係也穩定成長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是 1976 年魁北克人黨的掌權，更加

強調魁北克人的民族性與地方的發展，連帶使其在外交決策上更傾向美國。在後

冷戰時期，魁北克先在 1943 年於紐約設立單位，部長級的拜訪也逐年增加，在

魁北克人黨主政時期尤其明顯。在 1960 年代之前，魁北克總理的拜訪多半都是

屬於私人性質的，萊沙之是第一個出席美國公眾場合的總理，也因此將魁北克的

政治議題檯面化，總理和部長的拜訪在魁北克人黨在任的時間內達到高峰。29除

此之外，魁北克和美國從 1960 年代開始共簽署了 57 個合約，其中有一半以上是

由魁北克人黨主政下的政府所發起，值得注意的是，無論是部長拜訪還是合約的

簽署，有大約三分之二是與經濟議題有關，30並且多半是直接與美國各州政府作

接觸而非透過華盛頓。 

 

                                                 
27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9. 
28 一般而言，多邊協定具有強制性，對所有會員有拘束力，而複邊協定則屬於選擇性協定，原

則上不強迫所有會員接受，僅對接受之會員具有拘束力。 
29 在 1976 年到 1985 年之內共有 160 次拜訪。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69.  
30 其餘的協定多為與制度、文化、和教育議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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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北克在紐約的駐外單位在 1961 年成為主要代表處，是魁北克在 60 年代最

主要的與美聯繫管道，另外，在 1969 到 1970 年，魁北克又陸陸續續地建立了三

個代表處與兩個辦事處，311977 年亞特蘭大辦事處成立，1978 年華盛頓辦事處

成立，魁北克政府並試圖將後者作為政治遊說的用途，不過想當然遭到渥太華的

反對，因而被降級成為旅遊資訊辦公室。32從 1976 年開始，魁北克人黨政府試

圖擴大其在美國常設代表處的人員編制與管理範圍，這項政策很大部分與魁北克

在 1980 年欲發動的獨立公投有關，但並未隨著公投的失敗而結束。魁北克向來

認為與美國維持友好的關係能夠維護其特殊的利益，也就是說魁北克將目標放在

透過與美國的互動，達成強化魁北克民族獨特性與政治議題正當性的目的。 

 

    制度化的連結在魁北克與美國各州之間透過多邊與雙邊的形式得以被強

化。就雙邊合作的例子來說，魁北克和麻州及紐約的高級官員有一年一度的高峰

會談，就多邊合作的例子而言，新英格蘭管理者與東加拿大省長的年度會議

（Annual New England Governors and Eastern Canadian Premiers’ Conference）即是

一例，會談的內容包含能源、環境、交通、觀光、森林以及農業、高科技和歷史

等等，魁北克在該會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直到 1979 年 MAIG 的美國分部才正式出現，在 1960 年代和美國的關係

一方面是透過工業與貿易部來行動，另一方面則透過文化事務部（Ministry of 

Culture Affairs）推廣法語文化的普及。到了 1974 年，MAIG 建立了一個美洲部

門，西半球所有國家的外交事務都納入其中管理，1979 年美國部門正式獨立出

來，負責的員工也從 2 個增加為 16 個。 

 

 
                                                 
31 在波士頓、芝加哥與洛杉磯設有代表處，在拉法葉與達拉斯設有辦事處，但達拉斯辦事處在

1987 年已經關閉。 
32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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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北克政府向來希望夠和美國建立起一個制度化的外交管道，並得以正當化

魁北克的獨特性。1976 年之前，魁北克政府主要都透過各種場合向美國表達其

極欲保護法語文化的獨特與重要性，並且希望企業社群能夠支持魁北克政府的理

念。1976 年之後，魁北克政府轉而透過推廣經濟及發展與法語國家、國際法語

組織的方式來追求其民族利益，並且試圖改善魁北克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認知。

當勒維克總理踏入美國的土地時，他在紐約的經濟俱樂部發表了魁北克人黨的計

畫，也就是所謂的「美國行動」（Operation America），這個計畫涉及五個部門，

並且計畫在 1980 年獨立公投舉行前的十八個月，密集地參訪美國。「美國行動計

畫」有兩項目標：第一，此計畫並非希望獲得美國支持獨立公投，但至少不反對；

第二，魁北克政府希望能夠扭轉英裔加拿大人之前所呈現出的魁北克人形象。33

因此，魁北克政府透過諸如清楚地表達他們的政治計畫、對外資的開放態度等方

式向企業社群做再三的保證。魁北克在北美地區一再強調其原始文化的不容被忽

視，並且認為其具有能力透過自己的雙手去發展外交關係。 

 

    1980 年，共和黨取代民主黨成為美國的領導者，並且釋放出對魁北克政黨

更多的善意，但華盛頓態度的改變仍舊變動不大，1983 年 2 月，美國國務院（the 

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發表了一篇斥責當時魁北克省國際關係暨外貿部長

朗德瑞（Bernard Landry）的文章，表示朗德瑞所認為的美國、加拿大與魁北克

可以組成共同市場之言論是不可行的，這當然與 1980 年獨立公投的失敗有關。

1985 年雷根總統在拜訪魁北克時發表了一篇演說，認為魁北克人同時為魁北克

省及加拿大聯邦的一部份。從這些事件上看來，美國似乎是比較傾向於加拿大聯

邦政府這邊的。34

 

 

                                                 
33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1. 
34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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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北克早先是基於經濟需求而和美國建立關係，這兩個經濟體是緊密連結在

一起的，魁北克毫無理由去和美國做對抗。但撇開經濟關係，美國和魁北克之間

其實在過去擁有許多的衝突，甚至可以說比加拿大其餘省分和美國之間的衝突都

來的多。35雖然魁北克人和美國人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和生活的方式，但由於魁北

克人擁有強烈的文化認同意識，認為其有必要保護自己的土地不受鄰國的傷害，

這或許是雙方擁有如此多衝突的緣故。 

 

第二節 外貿、移民政策與國際關係 

 

壹、對外貿易政策 

 

    在今日，外貿的發展對魁北克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在 1960 年代時，

魁北克政府的策略在於確保投資人（大多數為美國人）免除他們心中對魁北克的

干涉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恐懼。到了 1970 年代，因為外界對於魁北克人黨的負面

觀感，導致魁北克政府必須盡極大的努力去募集資金。1980 年代初，隨著經濟

大蕭條的消逝，國際貿易的復甦使魁北克人意識到他們對國際貿易有多麼的依

賴，政府因而開始重視出口的發展，不得不承認的是，魁北克的國際出口量共佔

魁北克商品與服務總產量的 16％，是不容忽視的一股力量。36筆者引用魁北克政

府統計局 2006 年及 2007 年二年度的出口統計資料（表 5-1）為例，說明魁北克

在加拿大聯邦中所佔的出口比例。 

 

 

                                                 
35  關 於 魁 北 克 地 區 與 美 國 的 歷 史 衝 突 請 參 考 ：「 加 拿 大 軍 事 史 」， 維 基 百 科 ，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6%8B%BF%E5%A4%A7%E8%BB%8D
%E4%BA%8B%E5%8F%B2&variant=zh-tw＞（民國 97 年 2 月 15 日）。 
36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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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2006、2007 年魁北克在加拿大總出口量當中所佔比例表 

2006 年魁北克佔 

加拿大總出口比例 

2007 年魁北克佔 

加拿大總出口比例

該二年度魁北克

出口成長率

（2007/2006） 

該二年度加拿大

出口成長率

（2007/2006） 

16.6％ 15.5％ -4.5％ 2.3％ 

資料來源：“Commerce international - Données annuelles,”Institut de la statistique, 

＜http://www.stat.gouv.qc.ca/donstat/econm_finnc/comrc_exter/comrc_inter_inter/ 

exp_pays_2007.htm＞（30 April 2008）. 

 

魁北克國際貿易的制度化是相當新近的事情，透過以省的身份去參與聯邦的

決策過程， 37 這樣的一個「聯邦－省」的合作機制乃是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以下簡稱GATT）東京回合談

判的背景下誕生，而到了烏拉圭談判時則將目標放置在達成與美國的自由貿易協

定上。除了參與國家貿易決策，魁北克政府基於各種不同的動機去影響外貿政

策，例如，國際事務部提供出口發展的訓練，提供市場研究與發展的資金，並且

幫助產業去參與各種不同的國際場合；其他政府部門則提供各種不同的專門計

畫。為了配合政府的決策，文化、交通甚至教育都被整合進入到對外貿易的領域

中，各種部門的各項計畫似乎都在表明國際貿易已經成為魁北克政府擴展外交關

係的一大工具，並且成為整合外交政策的新主軸。 

 

  經濟議題在魁北克的國際關係中扮演越來越重要的角色，其不只是促使地方

繁榮，並且幫助魁北克重新定義該省的集體認同。一般而言，魁北克對外的開放

程度甚至比整個加拿大地區還來的高，尤其是在外國投資方面，魁北克和加拿大

聯邦政府的態度差異在魁北克反對聯邦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時顯現出來，魁北克

政府甚至利用此次機會升高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緊張情勢。38在貿易的議題上，

                                                 
37 聯邦政府之所以願意讓地方政府去參與國際貿易相關政策的決策過程，乃是因為國際協定涉

及的內容範圍與各省的管轄權相關，加拿大政府不希望協約的進行會受到省的阻礙。 
38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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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北克比起加拿大政府要來的支持自由貿易，基於企業社群的支持及對美國保護

主義的恐懼，魁北克政府表達了他們對自由貿易協定的支持態度。 

 

  魁北克的經濟菁英在過去 20 年當中急速的發展起來，這樣的進化過程導致

社會形成一種共識：外貿擴張與經濟福利有絕對的關係。政府也花費了許多的努

力去建立這樣的共識，而該共識也成為 1980 年代初期「世界中的魁北克」（Quebec 

in the World）社經會議的催生劑，該會議主是一個聚集各種利益團體的聯合顧問

會議。總而言之，魁北克對於整合進入世界市場的企圖心在地方認同的與日遽增

下逐漸成長。目前負責外貿事務的是經濟發展與外貿暨觀光部（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Export Trade；Ministry of Tourism），專職處理

魁北克的對外貿易議題。 

 

貳、移民政策 

 

    自寧靜革命開始，魁北克在移民這塊領域著力甚多，移民政策不只是外交政

策的一部份，後續的發展（如社會的整合）亦是國內政治的範疇，為使以法語為

主的魁北克人能夠去適應其他不同的文化，魁北克的移民政策形塑了一個較為具

有包容性的集體認同。 

 

    1965 年，魁北克政府在文化事務部（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之下設立了

一個移民機構，這個機構後來成為省秘書處的一個分支。到了 1968 年，移民部

（Ministry of Immigration）正式誕生，1981 年，其權限擴張，移民部門正式更名

為文化社群與移民部（Ministry of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Immigration）。39當魁北

克的移民政策越來越制度化的同時，政府提供的資源也越來越多，部門裡面的員

工從原先 1969 年的 35 個到 1989 年時已擴充為 600 個，在同一時期，駐外移民辦

                                                 
39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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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的數量也從 2 個變成 14 個，40移民部門甚至希望能夠將他們活動的版圖擴

展至東歐地區，政府在移民政策上所編列的預算也逐漸增長。 

 

    在移民部門剛成立的前十年，他們必須自行監視聯邦政府底下的與自身相關

的運作範疇，渥太華和魁北克後來簽署了一連串的合約，41這些簽署的行動代表

了魁北克的駐外官員如同一個資訊官員，並且意味著加拿大聯邦政府在選擇移民

時必須將魁北克的意見納入考量，給予魁北克自己選擇移民的權力，聯邦政府只

能擁有允許移民進入該國的能力。攸關移民事務的分權化乃是密契湖協定的一項

基礎，這項協定將魁北克人民的需求納入憲法當中，給予魁北克自己選擇移民的

權力，並且可以分享加拿大移民人數的配額，魁北克的移民人口構成整個加拿大

移民人口的約 17％。42筆者以表 5-2 呈現魁北克自 2003 年至 2007 年的移民統計

資料，明確指出魁北克的移民人口約佔加拿大總移民人口的 18％。 

 

表 5-2 2003 年至 2007 年魁北克的移民人口比例表（與加拿大總移民人口比較） 

年度 魁北克移民人數 加拿大移民人口總數 魁北克佔加拿大 

移民人數比例 

2003 39583 221350 17.9％ 

2004 44246 235823 18.8％ 

2005 43312 262240 16.5％ 

2006 44681 251643 17.8％ 

2007 45221 236689 19.1％ 

2003-2007 217043 1207745 18.0％ 

資料來源：“Tableaux sur l'immigration au Québec,” Statistiques sur l'immigration 
                                                 
40 包含歐洲的四個、拉丁美洲的三個、美國的兩個、亞洲的兩個以及中東的一個。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4. 
41 這些合約包含了 1971 年的Cloutier-Lang合約、1975 年的Bienvenue-Andras合約，以及 1978 年

的Couture-Cullen合約。 
42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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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cente,＜http://www.micc.gouv.qc.ca/fr/recherches-statistiques/ 

stats-immigration-recente.html＞（27 March 2008）. 

 

    密契湖協定雖然後來宣告失敗，但並未阻止魁北克在移民政策上的努力，

1990 年底，魁北克政府釋出了一項攸關移民的宣言，這份宣言提出了魁北克移

民整合問題需要得到改善，而移民問題確實也得到了各省政府大量的關注。在該

宣言發表之後不久，加拿大聯邦政府就和魁北克政府達成了與密契湖協定內容一

致的行政協定。 

 

    魁北克政府在移民活動上的權限擴大無疑增強了魁北克對自身地位的認

同。移民部門的成立背景在於當時魁北克出現了語言危機，在當時被認為是主要

族群的法語人口正逐漸減少當中，因而引起了政府大大的關注。除了新移民整合

進入魁北克社會經濟的課題之外，以法語族群為主要的吸收對象亦成為魁北克移

民政策的主要目標，移民政策在某種程度上被用來當作是增強魁北克民族在國際

上團結一致的工具。這種國際主義的精神表現在對移民浪潮的接受度上，有大量

來自智利、越南、海地及土耳其的移民來到魁北克，在 1980 年代，魁北克吸收

了大約一半左右來到加拿大的國際難民。43  

 

基本上，魁北克政府的移民政策等同於打開了地方的邊界，雖然改善移民的

整合問題是一項難題，44但很顯然地，新移民的注入確實提升了魁北克的經濟發

展，並且使民族認同的方向變的更為開放和具有包容性。 

 

 
                                                 
43 Alain-G. Gagnon, op. cit., pp. 275. 
44 就法語的學習面向上，魁北克政府設立了許多的計畫幫助新移民可以透過在國內外、線上等

方 式 學 習 法 語 ， 盡 速 融 入 魁 北 克 社 會 。 Immigration et Communautés culturelles, ＜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index.asp＞（17 Marc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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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拿大聯邦政府對魁北克平行外交之反應 

 

    當法國的行為很有可能會傷害到加拿大的整合，或者說魁北克的外交政策可

能使聯邦政府的主導地位受到威脅時，渥太華的反應是非常迅速的，加彭事件

（Gabon incident）就是一個最好的例子。加彭是一個法語國家，在 1960 年代向

魁北克寄出邀請函，此舉乃引起聯邦政府的震怒，認為這是加拿大有史以來面對

國家整合的最大挑戰，此舉正在破壞加拿大國內的團結一致。當時的杜魯道政府

隨即和加彭斷絕了外交關係，並且同一時間通知其他說法語的非洲國家，表示魁

北克無確切地配合協助聯邦發展的方案。此舉確實奏效，1970 年在尼日首都尼

亞美所舉辦的 ACCT 就職典禮上，這些法語國家果然投票支持加拿大為唯一具有

會員資格的國家，魁北克充其量只能附屬於加拿大代表團內部。 

 

    再來，加拿大政府亦試圖透過轉換外交政策的內容與過程來抵制魁北克的訴

求，例如皮爾森（Lester Pearson）和杜魯道就希望在外交政策上反映出加拿大「兩

種語言與兩種文化」（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Nature）的特質。45當然，國際法語

組織也是功不可沒，由於成為國際注目的焦點，加拿大對該組織的協助也逐漸增

加，駐在世界各地的加拿大法語機構也得到改善，但加拿大政府這些友善舉動的

背後無非只是希望透過一種比較軟性的方式來達成鞏固主權的目的罷了。 

 

    這種「胡蘿蔔政策」包含為了使魁北克在制訂外交政策上能夠趨於制度化，

加拿大聯邦政府提供地方代表能夠隨加拿大代表團出訪世界各地的機會，甚至在

攸關教育的議題上試著讓魁北克成為整個代表團的領導者。在波羅沙擔任魁北克

省總理的時期，由於他的務實主義傾向，與聯邦政府的關係獲得緩和，聯邦政府

                                                 
45 Kim Richard Nossal, op. cit., pp. 327. 

 93



甚至確保了地方政府參與國際事務的機會。到了 1980 年代的中後期，穆隆尼政

府保證魁北克可以參與國際法語組織的高峰會議，並且魁北克和渥太華達成合作

協議，在加拿大某些駐外大使館內設有魁北克的代表團；但相對的，當主權主義

者掌握魁北克的政權時，加拿大政府的態度就會趨於強硬，舉例來說，當巴里屈

（Jacques Parizeau）擔任魁北克省總理時拒絕訪問華盛頓，原因是加拿大的大使

堅持必須要有聯邦級的外交官伴隨在旁才能與美國官員會面。46

 

    基本上，不管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執政下的聯邦政府，都保持一貫的立場：

聯邦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權力是至高無上且無庸置疑的。當渥太華意識到地方活

動的重要性時，他們所採取的措施不外乎三種：控制、協調與合作。自由黨政府

比較強調透過控制為主要的因應手段，而保守黨政府則偏重於後兩種方法。控制

是指利用制度架構來限制地方在海外的活動。1982 年，涉外部門重新改組，加

拿大政府試圖將涉外部門設置為政治的中心來統合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以便更有

效地監視地方的行動。 

 

    有趣的是，聯邦政府忽略了經濟議題的重要性，而這樣的一個機會就被地方

政府利用成為擴大管轄權的方式之一。後來聯邦政府再度透過組織重組的方式加

強控制的效果，在重組後，涉外部門擁有超過 35 個以上正式的機制，這些機制

提供地方政府參加加拿大外交關係的原則與方法，並且表示各省涉外的經濟關係

必須要透過聯邦政府來協調，這意味著涉外部門當中的聯邦－省辦公室將扮演一

個積極的角色。事實上，從這樣的重組經驗當中可以發現，加拿大政府已經意識

到地方政府在未來的國際關係上，尤其是經濟領域當中，將扮演起積極的角色，

因此聯邦政府不得不加以重視。 

 

 

                                                 
46 Kim Richard Nossal, op. cit., p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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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提到自由黨執政下的聯邦政府喜愛以控制的方式來達成抑制地方活動

的目的，但有時候他們會包裝在狀似協調或者和合作的方式下來進行，以 1971

年安大略省要求建立一個獨立辦公室為例，聯邦的回應則是在駐華盛頓的大使館

內部安置一個類似安大略的顧問機構，但實際上所有的對外發言仍是由聯邦在控

制。相對的，保守黨政府雖然宣稱他們強調釋放更多的權力給地方政府，但好比

在某些加拿大駐外大使館內設置省辦公室的提議，提議本身看似是替地方政府爭

取了擁有外交活動的權利，但最後的結果其實是幫助聯邦政府監視地方的行為，

而非真正有利於地方政府。 

 

    在過去，聯邦政府往往都是透過紙本或者是由聯邦層級的官員直接拜訪各省

來傳達國際議題給相關的地方政府機構，隨著時間的進展，這種溝通方式的頻率

和數量也越來越多。在聯邦政府意識到聯邦與地方間的合作是無可避免時，聯邦

政府也扮演起協調的角色，提醒所有的地方政府如何能將政策的效果發揮到最

大。當然這樣的協調的機制不只是發生在外交部門之間，各種不同的議題，舉凡

經濟、教育到文化都是雙方合作的項目，使雙方在政策上達成意見一致是聯邦政

府的主要目的，在這一點上，聯邦與地方乃是互蒙其利的。 

 

    基本上，在非關政治的議題上，聯邦政府願意分權的意願較為明顯。在經濟

議題上，他們鼓勵地方政府擴大程度地參與外貿政策，例如 1986 年在烏拉圭舉

行的 GATT 會議上，代表加拿大出席的代表團當中就有各省的代表。在酸雨問題

上，聯邦政府甚至支持地方政府個別的行動，因為聯邦政府慢慢地發覺地方政府

在環保議題上所能發揮的效用要比聯邦政府來的大，因為他們能更正確地找出問

題的所在，並且更容易地和其他相關國家談判解決問題。再來，聯邦政府發現，

以地域為特徵的議題是適合由地方政府直接出面管理的，因為直接涉入其中的參

與者最能夠順利地解決問題，因此加拿大政府在這方面的態度就會比較「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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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政治不斷地在改變，魁北克仍舊試圖在國際場合當中爭取更多的政治地

位，而加拿大政府也依然盡力阻止魁北克達成他的願望，無論是採用控制的方法

還是包裝在協調與合作政策下的手段，其目標單一且明確，並未隨著魁北克獨派

政府或聯邦派政府的更替而發生轉變。也就是說渥太華在面對獨派政府的強硬與

聯邦政府的委婉配合時，並未改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貫立場，將魁北克出席國

際會議的意義侷限於純功能性的場合或者附屬在加拿大代表團之下。47總而言

之，加拿大政府在低階政治這塊是很樂意和任何一個地方政府（不止是魁北克）

協商和合作的，因為這樣能節省成本並且使社會福利的最大化。相反地，只要觸

碰到政治的領域，魁北克這種強調民族認同的地方訴求就會受到壓制，無論是透

過軟性勸說還是強硬制止的方式，加拿大政府都必須確認其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

不會受到動搖。但隨著整個世界趨勢的轉變，區域的整合、新興議題的出現，聯

邦政府無法直接處理掉所有的問題，地方政府因而有許多參與國際事務的機會，

從低階政治出發這何嘗不是魁北克政府可以加以利用的途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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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