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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比利時與台灣之國情概述 

在本論文從事比利時與台灣的族群衝突比較研究之前，本章將就比利時與台

灣之國情做概要性的描述，指出兩國國情背景相似與相異之處，以及那些因素可

能是影響族群衝突的主要原因。在內容的安排上，第一節將先簡述比利時的國情

概況，第二節再簡述台灣之國情概況。最後，總結兩國國情的異同之處。 

第一節  比利時之國情概述 

比利時的國情概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度來觀察，又可再分為從物理環境因

素與社會環境因素兩方面來加以探討。 

壹、物理環境 

物理環境因素又可分為地理因素、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地理因素包括地質

、地形、地理位置、自然資源、行政區劃等。人口因素則包括族群結構、人口多

寡等。經濟因素則包含產業結構內容、經濟發展程度等。以下將就這幾個因素分

述之。 

一、地理因素 

比利時位於歐洲的西部，北接荷蘭，東邊是德國，東南方是盧森堡大公國，

西面和南面與法國為鄰，西北方則面對北海，海線長 67 公里；全國土地面積約

有 32,545 平方公里。處於東經 2.33°~6.24°，北緯 49.3°~51.3°之範圍內。1主要河

流有默茲河（Meuse）、松布耳河（Sambre）、須耳得河（Scheldt）。 
比利時地處歐洲中心，交通極其便利，有世界一流品質的高速公路網，四通

八達，可自由、便捷的往返西歐各國。從首都布魯塞爾至巴黎、倫敦、法蘭克福

、阿姆斯特丹、盧森堡等均在 300公里左右，開車約三小時左右即可到達。歐洲

聯盟（European Union, EU）和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總部，皆設在布魯塞爾，比利時可謂是歐洲的心臟。 
比利時南北最寬處不過 329公里，地理景觀卻頗多元，約可畫分成三個主要

地理區域：海平面 100公尺以下 的「下比利時」、海平面 100至 200公尺的「中
比利時」、及海平面 200至 500公尺的「上比利時」。「下比利時」是西部沿海地

區，地勢低窪，甚至有低於海平面者，沿海地帶有連綿不斷的沙丘，部分低漥沼

澤地帶已改為良田。「中比利時」指須耳得河以東至默茲河、松布耳河之間，土

地平坦，物產豐沃，可供農耕與畜牧，煤礦盆地在此區之南，冶煉工業高度集中

，是全國最主要的精華區。「上比利時」則指默茲河與松布耳河以東，亞耳丁高 

                                                 
1 比利時聯邦官方網站

http://www.belgium.be/eportal/application?origin=navigationBanner.jsp&event=bea.portal.framewor
k.internal.refresh&pageid=indexPage&navId=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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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比利時行政區及鄰國位置（Boudart & Boudart & Bryssinck，1990：1） 

 
地（Ardennes）山脈斜貫境內，為極低之波狀高原，深谷縱橫，人口較為稀少，

但森林資源卻最豐富，現今已開放做觀光旅遊之用。 
比利時的行政區劃，共有三個自治行政區、十個省、及 589個城市和市鎮。

北部的東法蘭德斯、西法蘭德斯、安特衛普、林堡、及（說荷語的）勃拉邦特五

省是屬荷語區，隸屬於法蘭德斯地區（Flemish Region），為荷語族群的聚居地，
和相鄰的荷蘭有相近的語言及風俗習慣。南部的埃諾、那慕爾、列日、盧森堡及

（說法語的）勃拉邦特五省是屬法語區，隸屬於瓦隆尼亞地區（Walloon Region
），為法語族群，和法國有相近的語言及風俗習慣。東部與德國相鄰地區有少數

的德語族群。首都布魯塞爾及週遭十九個市鎮是屬荷、法雙語區，隸屬於布魯塞

爾首都地區（Brussels Capital Region）。荷語族群、法語族群和德語族群在地理

位置上分別和鄰近的荷蘭、法國、德國相接，因為歷史上的戰爭及疆界的重劃分

，於是形成今天不同族群分佔比利時國境內的不同地理位置。 
比利時位處歐洲西方交通的輻湊，使其成為歐洲最早工業化的國家之一，歐

洲政治、交通的中心，並影響其十九、二十世紀的政治發展與穩定。一八三一年

比利時親王利奧波（Prince Leopold of Saxe-Coburg）在英、法的支持下，宣誓就
任比利時國王，並且宣稱為永久中立國。比利時特殊的地理輻湊位置，政治上的

中立地位可成為列強之間的緩衝地，也使得德、法、荷等國為求比利時的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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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立，不介入比利時境內的族群衝突，列強之間也以相互監督的壓力以維持權力

的均勢。當然，比利時如此重要的地理位置，也為其帶來不少困擾，包括被捲入

歷史上各種大小戰役之中，以及兩次世界大戰的首當其衝，這都是因其地理因素

所帶來的影響。 
十九世紀工業時代，比利時的煤礦盆地使南方冶煉工業蓬勃發展，北方的沿

海低窪地帶發展相對落後。然而，廿世紀煤產量減少，冶煉工業衰退，相對的北

部沿海因交通方便，跨國企業投資新興科技事業，反而促成北方的興盛繁榮。這

種地理資源與地區發展，和比利時的族群政治關係有密切的相互影響。 
 

二、人口因素 

比利時人口主要包括荷語族群、法語族群和德語族群。德語人口居住在東部

的比、德交接處，人口一直僅佔總人口數的 1%而已，因此，在政治舞台上並未
能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力。荷語和法語分屬日耳曼語系和羅馬語系，兩種語言有

明顯的不同，於是兩族群各自形成不同的文化和風俗習慣。 
比利時於一八三○年獨立建國，一八四六年開始有正式官方人口統計資料，

當時總人口數約 433萬人，至二○○二年成長為 1,031萬人。人口雖成長兩倍多

，但人口的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根據官方統計或者學者的估計，荷語族群一

直佔總人口數的 55~60%之間，是最大的族群，法語族群人口僅約佔 40~45%之
間（見表 2-1）。但法語族群在十九世紀居於完全支配的優勢地位，一直到二次大 

 
表 2-1：1846-1985 年比利時使用官方語言人口百分比統計表（Aunger，1993：38） 

年份 荷語人口﹪ 法語人口﹪ 德語人口﹪ 人口總數﹪ 總人口數 

1846 57.0 42.1 0.8  99.9 4,337,196 

1880 53.5 45.3 1.3 100.1 5,520,009 

1910 54.1 44.9 1.0 100.0 7,423,784 

1947 55.1 43.9 1.0 100.0 8,512,195 

1985 60.3 39.1 0.6 100.0 9,858,895 
註：比利時語言人口統計，最困難的地方是布魯塞爾首都雙語區。每十年一次的人口語言統計，
自一九六二年廢止後（請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一節），語言人口的統計資料僅能依靠學者的自
行估算，而無官方數據。 

 
戰前仍相當具影響力，這和以下將提到的制度與文化等因素有密切相關。然而，

在廿世紀民主政治落實到公民普選權，強調人人平等、主權在民的精神，政治權

力的分配應適當及合理反映人口結構時，族群大小（人口多寡）就攸關政治權力

的分配。如何擴大族群人口的增加、或者防止族群人口的流失，成為比利時族群

衝突的焦點之一。 
 

三、經濟因素 



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 

38 

比利時的族群衝突和族群間的權力消長，和地區間經濟發展程度有著密切的

關聯性。法蘭德斯地區的紡織工業，自中世紀以來即為歐陸西北部最重要產業，

這使法蘭德斯成為富饒之地；但自十六、十七世紀以來，戰爭連年，使得紡織工

業大受影響，十八、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更使紡織業大受波及，法蘭德斯地區

因而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與此相對，瓦隆尼亞地區自十九世紀三○年代後，因

工業突飛猛進，持續發展達半個世紀之久，在鐵路、採煤和工業建設等方面均居

歐洲領先地位，成為歐洲最富庶發達的地區之一。瓦隆尼亞地區的繁榮，使得法

語族群得以經濟實力為後盾，掌控政治主導權與文化上的優勢地位。而大約與此

同時，比利時開始向海外進行殖民擴張，一八七六年佔領非洲剛果（Congo），
一八八五年將其變為殖民地；剛果所蘊藏豐富礦產與資源，更加促進工業的發展

，推昇瓦隆尼亞地區的富裕，也強化法語族群在政治上的影響力。 
在兩次世界大戰中，比利時均被德國佔領，經濟蒙受巨大損失。瓦隆尼亞地

區的工業部門及基礎建設，在經過長達一個世紀的發展後，已變得愈來愈過時和

老舊，煤礦和鋼鐵工業日趨沒落，過去的優勢逐漸開始反轉。相對地，法蘭德斯

地區由於安特衛普的復甦----它作為歐洲最主要的港口，新煤礦的開發利用，巴

黎和阿姆斯特丹間的輻湊，和最接近海洋、萊茵河，擁有歐洲最佳的地理位置。

二次大戰後，法蘭德斯地區開始大量吸引國內和國外的投資，它們大部份皆屬新

興產業、輕工業及高科技產業，於是促成該地區的快速經濟發展。在一九六六年

，法蘭德斯地區國民生產毛額第一次超過瓦隆尼亞地區，以後更是逐年大幅度的

超越和領先（Zolberg，1977：113）。 
豐富的資源提供了處理團體間衝突的機會，善用資源得以爭取時間或善意或

和平（Heisler & Peters，1983：327）。大體而言，在廿世紀的前半，剛果殖民地
緩和了比利時國內分配危機的解決，因為比利時的經濟從公、私企業恣意掠奪殖

民地活動中獲益匪淺。對有價值礦物資源的控制和分配，無疑地緩和了社會緊張

和對立，並促進比利時在兩次大戰後經濟的復甦。但一九六○年剛果獨立後，過

去用來緩和衝突的資源從此大幅降低，煤礦原料來源頓減，加上瓦隆尼亞地區的

落後，使經濟情況大受打擊，加速一九六○年代初比利時經濟的衰退，再度促使

地區對立、族群衝突的復活。 
 

貳、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因素又可分為制度因素與文化因素。制度因素包括政府體制、選舉

制度、政黨屬性等。文化因素則包括族群語系、宗教信仰和意識型態等。以下將

就這幾個因素分述之。 

一、制度因素 

在中央政府體制方面，從一八三○年獨立建國後，即採君主立憲制，國王世

襲，立法權由國王、參議院和眾議院會同執行，行政權操於國王和內閣閣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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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閣由國王任命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組成政府，向國會負責。眾議員由人民直接

選出，參議員有人民直接選出、省議會選出及當然參議員三種。在一九七○年之

前，屬中央集權單一政體國家。因族群衝突、權力分配問題日趨嚴重，從一九七

○年起歷經四次修憲，於一九九四年後改為分權的聯邦制國家，國王仍為國家元

首，參、眾議員皆由人民直接選出，立法權主要在眾議院，行政權在內閣政府。 
在選舉制度方面，從一八九九年起採比例代表制，議員由人民投票選出。但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投票權因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財產而有不同的限制和

投票數，並非人人平等、票票等值（董希白，民國 26 年：20）。對公民投票權的
限制，使得法語族群因經濟上較富裕、有投票權的人較多，於是有利於其取得政

治權力的掌控。迨投票權限制逐漸放寬（見表 2-2），每人只擁有一張投票權，政
治職位分配逐漸反映族群人口結構，就換成荷語族群掌握較多的政治權力。 

 
表 2-2：比利時獨立後歷年合格選民統計表（Heisler，1974：193） 

年份 總人口數（千人） 有投票權人數（千人） 有投票權佔總人口數﹪ 

1831 4,080  ±46  1.12﹪ 

1841 4,073   25  0.61﹪ 

1851 4,473   79  1.76﹪ 

1864 4,941  104  2.10﹪ 

1884 5,785  126  2.17﹪ 

1894 6,342 1,355 21.36﹪ 

1912 7,571 1,746 23.06﹪ 

1925 7,812 2,081 26.63﹪ 

1939 8,396 2,338 27.84﹪ 

1949 8,625 5,031 58.33﹪ 

1971 9,670 6,271 64.85﹪ 

 
在政黨屬性方面，政黨多屬內造政黨，政黨領袖通常具有國會議員的身份，

不同的民意與利益代表可同時出現於國會。參與籌組聯合政府的政黨，為使內閣

政策協調一致，不同政黨領袖通常分別擔任內閣首相和副閣揆等重要職位。 
 

二、文化因素 

荷語和法語是不同語系，互不相通，因此各自族群發展出不同的文化和風俗

習慣。十九世紀時，法語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佔盡優勢，導致荷語族群在

政經地位的劣勢，甚至在文化上產生自悲感，有能力者乃移居法語區或學習法語

，以尋求脫貧或晉昇的機會。荷語族群為爭取自身權益、保有自主文化及維護族

群尊嚴，開啟了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法蘭德斯運動（Flemish Movement）。經過不

斷的努力和爭取，從一九七○年開始成立專門主管各族群文化事務的社群。一九

九三年修憲後更明白指出，比利時是由地區（Region）及社群（Community）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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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聯邦制國家，其中社群包括：法語社群、荷語社群及德語社群。 
比利時國家所承認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猶太教、伊斯蘭教，其

中以天主教徒最多、也最具政治影響力；比利時境內也有許多人是無宗教信仰，

泛稱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由於天主教會在獨立建國的過程出力甚多，加

上信眾龐大，因此經常透過影響力涉入政策的決定，最明顯的即是在教育領域。

天主教政黨希望多挹注經費給教會所創辦的私立學校，並在公立學校課外活動中

排入宗教課程。自由思想者主張政教分離，反對以過多的國家預算補助私立天主

教學校、及強迫學生接受宗教課程教育。天主教政黨與世俗自由思想者間的鬥爭

，從十九世紀不斷延續到廿世紀。 
 
 
 

第二節  台灣之國情概述 

台灣的國情概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度來觀察，又可再分為從物理環境因素

與社會環境因素兩方面來加以探討。 

壹、物理環境 

物理環境因素又可分為地理因素、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地理因素包括地質

、地形、地理位置、自然資源、行政區劃等。人口因素則包括族群結構、人口多

寡等。經濟因素則包含產業結構內容、經濟發展程度等。以下將就這幾個因素分

述之。 

一、地理因素 

台灣孤懸海上，為一大海島，全島形狀狹長宛如番薯。距中國大陸最近處僅 150
公里，南北最長處計 384公里，東西最寬處僅 144公里。海岸線全長為 1,140公
里，北與琉球群島相接，南隔巴士海峽與呂宋島相對，東臨太平洋之西緣，西有

狹長之台灣海峽。處於東經 120°~122°，北緯 21.8°~25.4°之範圍內，北迴歸線幾近

穿越本島中心。主要河川，北部有基隆河、淡水河，中部有濁水溪、大甲溪，南

部有曾文溪、高屏溪（荖濃溪、楠梓仙溪）等。 
台灣本島面積計 35,759平方公里，其中山地佔 64.3%，計面積 22,984平方 

公里，丘陵及台地佔 12.2%，約為 4,386平方公里，若將山岳、丘陵及台地之面

積合計，則佔全島面積之 76.5%。平原僅佔全面積 22.7%，為 8,120 平方公里。

沙丘及珊瑚礁佔 0.8%，計面積 269平方公里（陳堅強，1993：66）。台灣本島由
於地盤的隆起，加上侵蝕與堆積作用的旺盛，海埔地不斷擴展，面積一直在增加

中，若加上附屬的島嶼及群島，則台灣地區面積已達 36,103 平方公里（石再添

編，民國 76 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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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脈縱貫台灣本島之南北，高山縱排、峰巒聳立，3,000 公尺以上之高
山有 49 座，其中以玉山 3,952 公尺最高。而溪谷的縱橫，使本島成為一錯綜複
雜的地形，其可區分為東北區丘陵地、北區丘陵地、中區高山地、西南區丘陵地

圖 2-2：台灣地圖（戴國煇，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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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丘陵地及東區丘陵地。至於北部的台北盆地、蘭陽平原，南部的嘉南平原

、屏東平原，東部的縱谷等為平地重要區域，也是台灣大部分人口集中的地區。 
台灣因四面環海，從事漁業活動的人口不少，有遠洋漁業、近海漁業、沿海

養殖、內陸漁撈、內陸養殖等；近年來，內陸養殖業因超限抽地下水，屢有地層

下陷的危機存在，而近海及遠洋漁業則因誤闖外國漁區或違法捕魚，常有國際糾

紛發生。在林業方面，中央山脈因林地廣、植物種類繁多，有多樣性的林業資源

，不過自一九八○年以後因為水土保持、森林復育等考量，已朝保育和森林遊樂

為重的發展目標，不再以砍伐生產為目的。台灣農業耕地面積雖不大，但因位處

亞熱帶適合農業生產，加上生產技術不斷提昇，因此有豐富及多樣性的農作物；

隨著工商業的逐漸發展，從事農業生產人口大幅衰減，加上國際貿易的快速流通

，使得國際農產品源源不斷的從國外進口。至於礦業方面，石灰石分布於竹東和

高雄一帶，大理石分布於東部，原油和天然氣分布於苗栗一帶，煤田分布於西北

部；煤礦自日據時代即不斷開採，產量日減，後因災變不斷，安全因素及經濟上

的不敷成本，已從一九八○年代中期全面停止開採。 
從上述描繪可知，台灣天然資源稀少，農業耕地有限，在地狹人稠的環境下

，為求生存只好向外發展。台灣在經濟上的出口導向政策、蓬勃的國際貿易發展

，以及近十餘年來積極前往大陸投資、生產、貿易，都間接受到台灣地理因素的

深刻影響。大陸腹地廣，人力及原物料成本低廉，語言及文化方面沒有隔閡，加

上距台灣地理位置近，成為台商西進的最佳選擇；但海峽兩岸這麼接近的地理位

置，也成為台灣安全上的最大威脅，不但影響台灣未來政經發展走向，也是島內

不同族群在政治、文化認同上的爭論焦點。 
對原本已潛存的衝突，資源的稀少性通常會加速團體間的緊張關係，藉著增

加或惡化資源的控制與分配（Heisler & Peters，1983：327）。優勢團體利用掌控

權力分配政、經資源，除了回饋支持者、籠絡合作者外，卻也激怒受忽視族群的

利益，而使後者尋求改變分配資源的機會。此外，不同族群是否群居於某些地區

或縣市，則會影響該族群在政治上的代表性或利益，像客家族群群居於桃竹苗及

高屏地區，就容易選出客籍人士的民意代表、甚至是地方首長，而外省族群居住

於中南部比例相對低很多，除了可選出少數民意代表外，地方型首長幾乎不太可

能出線，這也形成晚近有所謂「南綠北藍」的政治版圖之說。 
 

二、人口因素 

原住民族群，目前經政府認定共有泰雅、賽夏、布農、鄒（曹）、排灣、魯

凱、阿美、卑南、雅美（達悟）、邵、噶瑪蘭、太魯閣等十二族，他們是最早居

住在台灣的族群。一九○五年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原住民族群總人口數約

82,000人，佔全台人口（304萬）的 2.7%。其後於一九三五年統計，約增加一倍

為 150,489人。一九六五年調查約有 246,944人，而一九八九年時則再增為 337,342
人（許極燉，1993：8-9）。至二○○二年九月底，增加至 428,440人，佔全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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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數的 1.91%。2 
閩南族群是指從明末清初追隨鄭成功來台的遺民，以及爾後陸續從福建泉州

、漳州等閩南地區移民至台開墾的後裔。由於來台較早，台灣西部平原等肥沃及

重要地方都有其足跡，並且逐漸將平埔族予以漢化。一九○五年時閩南族群約有

249萬人，佔全台人口的 71%。一九二六年閩南族群增為 311萬人（許極燉，1993
：30-32）。至一九九二年粗估約有 1,432萬人（施正鋒，1999：134）。由於閩南
族群與客家族群間的區隔調查統計不易，加上一九九二年戶籍法廢除本籍規定後

，更使族群人口數的推估更加困難，不過學者們粗估閩南族群人口約佔總人口數

的 70~75%之間。 
客家族群是在乾隆廿五年（西元一七六○年）清廷解除渡台禁令後，陸續從

廣東嘉應州、惠州、潮州等地來台開墾。由於比閩南族群晚了近一百年，因此，

台灣西部平原較好的地理差不多被閩南人所占有，客家族群只好移往比較偏僻的

近山之地，或是山區的盆地、丘陵地帶，例如：桃竹苗、高屏以及後山的花蓮。

一九○五年時客家族群約有 40萬人，佔全台人口的 13%。一九二六年客家族群

增為 58 萬人（許極燉，1993：30-33）。至一九九二年約有 305 萬人（施正鋒，
1999：134）。學者們粗估客家族群人口約佔全台總人口數的 10~15%之間。 
外省族群是指二次大戰後來台接收的大陸各省人士，以及一九五○年前後國

共內戰中從大陸各省來台的移民潮。由於他們大多數是軍、公、教人員，加上是

最晚進入台灣的新族群，因此多數居住於北部或都會區，或各縣市的眷村及榮民

之家，形成特殊的居住聚落。根據一九五六年的調查，這波外省族群的移民人數

大約有 133萬人左右，約佔當時總人口數的 14%（許極燉，1993：34-35）。一九
九二年時估計約有 265萬人（施正鋒，1999：133）。戶籍法廢除本籍登記規定後
，學者們粗估外省族群約佔全台總人口數的 12~14%之間。 
族群所處的位置和族群人口多寡無必然關係。但原住民族群人口長期只有佔

總人口數的 2%左右，未能引起執政者的有效關注和資源挹注，和其長時間處於
弱勢地位，應有相當程度的關聯性。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質是代議政治，權力的分

配與資源的運用應適當合理的反映人口結構與民眾需求。外省籍族群以強勢的政

治權力扭曲政經資源的分配，雖然有效的維持一段時間，然而一旦要落實代議政

治的精神時，族群人口的多寡馬上就會發生實際的政治影響力。 
 

三、經濟因素 

一九四九年外省族群大量移入台灣，大多數是軍、公、教、警、特人員及其

眷屬，幾乎是把中國大陸的整套統治機關移到台灣來。為了增加農作物產量，安

定基層農民民心，政府遂以高壓手段強制實施一連串的土地改革，本省多數民眾

遂由佃農轉變成自耕農。隨著經濟的逐漸成長與發展，進口替代政策轉變成出口

導向，農業剩餘扶植工業成長，台灣民間遂開始出現許多中小企業和工廠。因此

                                                 
2 資料來源 http://www.apc.gov.tw/upload/publish/monthly/9206_65/p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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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年以前，除了少數大陸撤退來台的大資本家、政府重點扶植產業以

及國營事業外，農業以及多數工商企業從業者都是本省籍人士（包括閩南和客家

族群）居多。 
當民眾滿足基本的民生需求，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後，台灣的中產階級逐漸成

形，人民開始重視政治上的基本權益。一九七○年代一連串的外交危機，促使本

省籍民眾開始省思，並積極參與反對政治運動（包括在經濟上的支援）。一九八

○年代初，本土資本的投資罷工和社會運動的興起，使執政當局的正當性退縮，

並加速威權政體的轉型（王振寰，1993 年：51-52）。一九九○年代兩岸經貿往來

頻繁、互動密切，企業界要求政府對大陸政策要更積極開放，反對者則主張應嚴

加管制與限制，避免資金、人才與技術的流失或出走，不同族群間對兩岸三通政

策在開放程度上略有不同的看法。 
 

貳、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因素又可分為制度因素與文化因素。制度因素包括政府體制、選舉

制度、政黨屬性等。文化因素則包括族群語系和宗教信仰等。以下將就這幾個因

素分述之。 

一、制度因素 

在中央政府體制方面，我國偏向雙行政首長制，一方面總統為國家元首，另

一方面，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向國家最高立法機關的立法院負責。由於

甫行憲不久，國、共即陷入熾烈的內戰，國民大會乃制定動員戡亂臨時條款，之

後國民政府播遷來台，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包括立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

表）任期屆滿時因大陸淪陷無法改選，只好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權宜繼續行使職

權。中央民代不改選的結果，變成中央政府的預算與立法，由沒有民意基礎的第

一屆民代來行使職權，總統亦由資深國代選出，並且不受連選得連任一次的限制

，中央政府機關在台的治理，可說完全脫離民意的基礎，不但正當性有問題，也

不具主權在民的精神。自一九六九、一九七二年以後雖有中央民代增補選的應變

措施，但增補選的名額相當有限，無法滿足民眾分享政治權力的需求，這成了日

後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 
在選舉制度方面，首長型的選舉採一輪相對多數當選制，在候選人是兩人以

上時，當選者有時並未能贏得過半的選票，使其在當選後政治威望略嫌不足。在

民代選舉方面，採選票不可讓渡複數選區相對多數當選制，其容易造成候選人為

求勝出而採偏鋒走極端，而候選人在依靠自身實力當選後，亦會使得政黨黨紀約

束力相對較弱。此外，在經過總統由人民直選、取消行政院長由立法院同意的修

憲後，總統只向人民、不向國會負責，最高行政機關由國會少數黨（或聯盟）人

士出任的情形增加，總統與國會多數黨可能分屬不同政黨，這使得有社會分裂、

族群對抗的政治結構亦加難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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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黨屬性方面，台灣的政黨都是剛性政黨、外造政黨，政黨的決策都無法

立即或深刻體認民意的走向與需求。因此，當民意要求政黨做更大的改革，或減

少族群的操弄與對抗時，政黨的決策者往往只從一己之私的政治利益做考量，而

未能具體回應民意的要求，形成黨意與民意之間嚴重的落差。 
 

二、文化因素 

台灣民眾有諸多的信仰，民間也存在著不同的宗教，舉凡佛教、道教、天主

教、基督教、回教、天理教、摩門教、一貫道以及各種民間信仰都有。雖然選舉

時，候選人會爭取各宗教團體組織的支持，但基本上並沒有那個政黨標舉著代表

某宗教或是其理念的代言人，也沒有那個宗教團體有鮮明的政黨傾向或政治主張

，甚至推出該宗教團體的候選人來宣揚其信念。族群團體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亦是

如此。沒有那一個族群全都是某個宗教的信仰者，也沒有那個宗教團體的理念或

信仰只為某單一族群而服務。在台灣，宗教與族群、政治的關係，遠低於西方世

界。 
原住民族群屬南島文化，與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外省族群明顯不同，但後

三者基本上同屬漢文化，差異不大。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都經歷過日本的殖民統

治、二二八事件，有相同的過去經驗或歷史記憶，和外省族群有對日八年抗戰、

國共內戰的經驗與記憶不同。不過，閩南族群和客家族群在方言上和生活習慣上

，仍有差異。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和外省族群在一九四九年後，因為國語運動的

推行，以及接受同樣的大中國歷史、思想、文化教育，族群間的差異逐漸在消退

中。近來，因為部份政黨推行正名運動、台灣意識崛起、以及鼓吹台獨運動的需

要，刻意要區分「台灣」與「中國」，因此有各種「去中國化」的運動，同時標

舉著「台灣文化」的獨特性與優先性。只是「台灣文化」的內容究竟是什麼？「

台灣文化」是否能完全自「中國文化」中獨立出來、自成一體？這成了當今台灣

族群衝突的重要課題之一。 
 
 
 

第三節  小結 

從比利時和台灣的國情概述，我們可以得知兩者有相類似的背景、也有完全

不同的地方。在地理因素方面，比利時位於西歐的政治、交通輻湊，也是緩衝地

帶，列強各國為保持比利時中立的地位，因此法國、荷蘭、德國並未介入干涉比

利時的族群衝突。台灣雖孤懸於西太平洋，但因距離中國大陸僅有一百多公里，

島內不同族群對於大陸政策、統獨立場，深受中國大陸的影響。此外，比利時的

荷語族群聚居在鄰近荷蘭的法蘭德斯地區，法語族群聚居在鄰近法國的瓦隆尼亞

地區，德語族群聚居在鄰近德國的東部地區，各族群在地理上的區隔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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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四大族群，在居住空間上屬混居型，並沒有如比利時般涇渭分明。 
在人口因素方面，比利時和台灣都有一過半數人口的多數族群，在比利時為

荷語族群，在台灣為閩南族群。兩者的多數族群剛開始都居於政治上的弱勢地位

，隨著制度改變，政治參與擴大，逐漸取得政治權力上的優勢地位。 
在經濟因素方面，比利時和台灣的族群關係，都受到各自國內產業結構改變

、經濟發展程度快慢的影響，原先的少數族群逐漸喪失其優勢地位。 
在制度因素方面，比利時採內閣制，台灣採雙行政首長制。內閣制的運作必

須多黨籌組聯合內閣，因此較具妥協、協商的精神，有利於族群衝突的解決。此

外，過去比利時與台灣的少數族群能居支配優勢地位，和政治參與管道的限制有

必然關係；隨著政治參與管道的開放，政治權力的分配反映人口結構，少數族群

的優勢逐漸在喪失。 
在文化因素方面，比利時有勢力龐大的天主教徒，也有人數眾多的世俗自由

思想者，他們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意識型態，也各自組成政黨維護自身及族群

的權益。台灣的宗教團體並沒有形成特定的政治勢力，與族群也沒有特別的關係

。此外，比利時的荷語族群和法語族群分屬不同語系，彼此無法溝通，因此形成

各自的文化體系。台灣的原住民族群屬南島語系，和漢民族的閩南、客家、外省

族群在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上有明顯差異，但後三者間的差異並不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