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第二章 爭議的內部糾結－國家認同問題 

 

  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的國家認同爭議與中華民國（或臺灣）外部的國際

地位爭取，可說是一體之兩面。有不同國家認同傾向的人，常常會依其主觀對國

家認同所採擇的立場，作為其形塑認知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法上地位」

的論述重心。因此，在進一步討論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法上地位」之前，

宜先討論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問題。 

 

第一節 國家認同－是法律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一九九三年，立法委員陳婉真等十八人，認為立法院在一九九三年會計年度

中央政府總預算以及「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修正案」之審查中，遇

有中華民國領土範圍的疑義。遂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行使職權，適用憲去發生疑義，或因行使職權與其

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提案聲請解釋，案經立法院院會決議通

過，於同年四月向司法院提出聲請解釋憲法第四條8中所規定中華民國領土之範

圍9。 

聲請人對本釋憲案所持之立場及理由有二：一、外蒙古非屬中華民國之領

土；二、中國大陸（Mainland China）不屬於中華民國之領土10。 

本案司法院大法官於一九九三年，作成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其解釋文為：

「中華民國領土，憲法第四條不採列舉方式，而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規

定，並設領土變更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歷史上之理由。其所稱固有

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不應由行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並於理由書中表示：「國家領土之範圍如何界定，純屬政治問題；其界定之

                                                 
8 該條規定：「中華民國領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不得變更之。」 
9 參＜立法院議案關係文＞，立法院，1993 年 3月 26日。 
10 參全國法規資料庫，網址：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A.asp?no=2D&N1=釋&N2=328
（造訪日期 2004 年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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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學理上稱之為統治行為，依權力分立之憲政原則，不受司法審查11。」 

領土範圍的爭議，是國家認同爭議延伸的具體問題表徵之一。然依大法官之

意見，顯然認為，這是不受司法審查的政治問題12。因此，換言之，也大致可以

從大法官的意見表示中歸納出，「國家認同」問題，更是一個政治意義重於法律

意義的問題13。 

  國家認同問題，既是「政治問題」，不可避免的必須用政治分析的路徑加以

探究，雖然這並不表示全無法律分析的空間，但純法律的探究對這個問題無寧其

幫助是較小的。唯這樣一個法律分析相對較次要的議題，筆者認為仍有略加說明

的必要，因為對這些問題進行討論，將對下一個主題－國際地位問題－的認識有

所助益，關於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問題」，許多學者，是用法律（國

際法）方法加以探究。而國家認同，筆者認為牽涉到了中華民國（或臺灣）國際

地位的內部面向的爭議，因此有必要做一簡單描述。 

 

第二節 「國家認同」的定義 

 

  「國家認同」是結合「國家」與「認同」這二個概念的一個複合的概念。要

了解什麼是「國家認同」就必須先了解，什麼是「國家」與什麼是「認同」。 

壹、什麼是「國家」？ 

首先，筆者試從邏輯方法，來闡釋關於「國家」的概念，茲採用種差加鄰近

的屬概念的定義方法14，加以定義之。這時，我們先找出可以涵括國家概念的較

                                                 
11 ibid. 
12 唯對此解釋亦有反對者，齊光裕認為：「．．．前者，憲法第四條之採概括式，故大法官實不

須用「『為重大之政治問題，應不予解釋』之方式拒絕審查，而可用『憲法對領土範圍既採概括

式，故而不宜以具體、個案律定之。』四兩撥千斤來解釋此一聲請釋憲案。後者，大法官如欲採

明確解釋，亦可以『統治權』與『主權』意涵不同來做陳述。聲請釋憲者對兩岸各有政府，各有

其有效管轄權，此乃為統治權，其與主權不可混為一談，由此分裂國家之學理分析亦可作成相關

釋憲結果。綜言之，本案以政治問題拒審，在憲法理論上，將受到相當程度的質疑和爭議，亦是

傷及憲政體制的。」參齊光裕，《我國違憲審查中「政治問題」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頁 278。 
13 關於大法官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以「政治問題」，對中華民國（或臺灣）的領土問題不予審

查的詳細討論，可參齊光裕，前揭文（同上註），頁 261-278。以及劉宏恩，＜司法違憲審查與

政治問題──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二八號評析＞，《思與言》，第 32卷，第 3期，1994 年 9月。 
14 亦即先找出被定義概念的鄰近的屬概念，然後再找出被定義概念所反映的這一類事物與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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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念（屬概念）是「社會團體」，亦即大體上，國家是社會團體的一種，這時

我們再試著了解「國家」與在同樣屬概念下的其他種類的社會團體，例如：宗教

團體、民間企業、民間社團等其他社會團體等等，有何不同。這時可以發現，國

家與這些社團比較明顯不同的特點主要有二：第一、它擁有壟斷性的武力（軍隊

與警察）；第二、它擁有排他性的空間（疆域）15。但這只是從邏輯方法進行的

定義，但關於國家的定義，可說是眾說紛紜。在此筆者僅從國際法上的角度加以

討論。換言之，套入種差加鄰近屬概念的定義公式，則「國家」可以被描述成「擁

有壟斷性的武力以及排他性的疆域的一種社會團體」。 

惟若要把國家的組成元素進行拆解，則一般會將國家拆分為四個要素，即有

定居的居民、有確定的領土、有一定的政權組織（政府）、與具有主權16。 

若從國際法的角度來看觀察「國家」，1933.12.26「蒙特維多關於國家權利與

責任公約」(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f 1933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17

第一條規定列舉了下列特徵：「國家作為國際法人應具有下列資格：(1)固定的人

群；(2)確定的疆界；(3)政府；(4)與他國交往的能力18。」 

  就國際法而論，第四個要件最為重要，即一個新國家必須獲得他國承認它具

備有與其他國家維持外交關係的能力。這使得國家與組成聯邦的各邦或被保護國

得以區別，因為後者原則上並沒有完全的外交權，其他國家也不承認它們是國際

                                                                                                                                            
屬概念下其他種概念所反映的事物之間的特有本質屬性，即種差，以組成下定義的概念。其形式

為：被定義概念＝種差＋鄰近的屬概念。參吳家麟主編，林文雄校訂，《法律邏輯學》（臺北：五

南，1993），頁 44。 
15 參李蒲，《全球化下的國家體系》，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47-48。
惟李蒲另外加了一項「一組常態性的技術官僚（政府）」做為種差，筆者認為，這種常態性的技

術官僚組織嚴格來說，其他的社會團體亦具備，只是屬性或有不同而已。 
16 王鐵崖編著，王人傑校訂，《國際法》（臺北：五南，1992 年），頁 100-101。亦有論者將民族

主義加進國家要素，成為國家的第五項要素，亦即「指特定的人民對該國所具有的心理上的依附，

願有共享的歷史、文化，而期望文化版圖與政治疆域一致。」才能稱之為國家（參魏嘉男，《國

家認同理論與臺灣經驗論述之研究》，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論文，2003 年，頁 7-8）。惟筆者認
為魏君是把「國家」與「民族國家」的意義混淆了，「國家」的形成不必然必須以「民族主義」

作為基礎，亦即，「國家亦不必要與某特定人種或民族完全一致，雖然這種一致性亦可能存在」

（I A Shearer著，陳錦華譯，《國際法》（臺北：五南，1999 年），頁 121）。以美國為例，其形成，

就不是依通常認知的民族主義而形成的。即便美國人民後來有所謂對「美國」的文化認同感，若

硬要將這後來的文化或歷史認同感解釋為民族主義的話（筆者很懷疑能將之解釋為民族主義），

那也是在美國成立二百多年後才有的東西，至少對「成立當時」的「美國」，是沒有「民族主義」

這項特徵，涵括在內的。又或以瑞士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為例，也不符合魏君的「國家」定義。 
17 主要是由美國及一些拉丁美洲國家所簽署。 
18 The State as a pers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possess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 (a) a 
permanent population; (b)a defined territory; (c)a government; (d)a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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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一個完整的國際法人19。 

貳、什麼是「認同」？ 

什麼叫認同？簡單來說就是「我是誰？」、「我們是誰」？「我是什麼？」、「我

們是什麼」等問題 。 

江宜樺將認同(identity)定義為：一種心靈活動，指的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

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這個自我認識、自我肯定的過程涉及的不只是自我對一

己的主觀了解，也滲透了他人對此一主體之存在樣態，是否也有相同或類似的認

識。亦即主體性(subjectivity)之證成必須透過其他主體對自己的承認與肯定，因

此每個主體與其他主體都必然發生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現象 

20。 

蔡英文則將認同定義為：個體或群體在變動不居的生活經驗中，尋求某種恆

定的特質，就此，以區別自己與其他的人或團體21。 

美國政治學者威廉．康諾立（William Connolly）則說：「認同，若要其成為

認同，必須尋求差別，認同為了確立一自主存在，往往把差別轉化為『異己』（the 

otherness）22。」 

從以上認同的涵義分析裡，可以發現對「認同」的定義，存在著二個看似對

立的認識，卻被共同地涵納在「認同」一詞的定義中：一是強調透過「區別異己」

以「確認我群」的認同定位；一是強調單純贊同、同意，以尋求自身融入群體的

一種認同定位。 

這二種認同意涵在大多數的情況下，都是對「認同」此一概念進行認識的一

種合於邏輯的方法。但強調的方向不同，則會顯出不同的意識形態傾向，強調透

                                                 
19 關於從國際法角度探究國家的定義在此先不深入討論，進一步討論可參趙明義，《當代國際法

導論》（臺北：五南，2001 年），頁 72-82；I A Shearer著，陳錦華譯，《國際法》（臺北：五南，

1999），頁 119-163；許慶雄、李明峻，《現代國際法》（臺北：元照，2001 年），頁 55-61；杜蘅
之，《國際法大綱》上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82-93；王鐵崖，前揭書（同註 16），頁
97-100。 
20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北：揚智，1998 年），頁 8-13。 
21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理論性的反思＞，《政治科學論叢》，第 8期，1997 年 6月，頁
55。 
22 William Connolly, “The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64. 轉引自呂華維，《臺灣的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之研

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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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差異」反證「相同」者，通常較有「特殊主義」的傾向，藉由剔除異己的過

程，來確認留存下來的人是相同的「我群」，其結果是導致一種比較偏向民族主

義式的認同觀23；強調單純尋求「同近」即為「相同」判定者，通常較具有「普

遍主義」的傾向。基本上，單純求同近以確認自我是否可涵納進某群屬的一種態

度，最後結果「有可能」形成與不具同近屬性群屬的「差別」，但這一則並非絕

對，因為在邏輯上來說，很可能結果是所有對比的特定事物，對比得到的結果都

是「相同」，因此，不必然會存有所謂的「相異事物」。而落實在本文後續的討論

中，即會比較偏向自由主義式的認同觀24。 

參、什麼是國家認同 

學者江宜樺結合「國家」與「認同」二個概念，認為國家認同可以有三種不

盡相同的意義：(1)指政府共同體本身的同一性25；(2)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於那一

個政治共同體的辨識活動26；(3)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或甚至

於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27。 

江宜樺並作出一個結論式的精簡定義，其認為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

屬於那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家」的心靈性活動28。 

 

第三節 研究國家認同的重要與不重要 

呂華維君認為：「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我

命名及自我了解的過程。由於『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行動的先決條件，

因此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29。」 

                                                 
23 在分析國家認同課題時，政治哲學已形成兩種理路。這兩種理路如以思想流派的名稱加以定

位，則可說成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兩種論述系統。參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21。 
24 關於「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的內涵，將於後文作進一步說明。 
25 這種「同一性」的認同問題，放在臺灣，即一種對於「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還能不能代表中國」

以及「中華民國如果改名為臺灣，是否還是同一個國家」的爭論。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
頁 10-11。 
26 這種「歸屬辨識」的認同問題，放在臺灣，即一種「我究竟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我究竟屬

於臺澎金馬所構成的國度，還是整個秋海棠所構成的國度」的問題。江宜樺，ibid。 
27 這種「期待選擇」的認同問題，放在臺灣，即一種「我贊成統一？還是贊成獨立？」以及「我

支持自由民主體制？還是支持社會主義制度？」的選擇。江宜樺，ibid。 
28 江宜樺，ibid，頁 11。 
29 呂華維，前揭文（同註 22），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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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倒底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還是一個不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人言

言殊的價值問題。但大體上，筆者能同意呂華維君對於國家認同重要性的詮釋。

先有一種對「自我」是什麼的確認，是之後依其「認定」而採取行動的一個重要

前提。或至少「有助於」行動的採取。 

然而，要用什麼樣的方式來認知「認同」或「國家認同」，基本上有不同政

治哲學傾向的論者，可能會有不同的答案。舉例而言，學者林佳龍認為：「民主

鞏固不可能發生在人民對國家疆界高度缺乏共識的情況下30。」 

所謂「對國家疆界的共識」是臺灣傾向民族主義式國家認同的論者的一項重

要的主張表徵。因為不同的疆界「認識」，通常在臺灣內部，代表的是一種對主

張「中國統一」或「臺灣獨立」者在認識上的直接反射。前者，認為的中華民國

（或臺灣）疆界涵蓋中國大陸（或至少主權及於，僅治權不及於）；後者，則認

為中華民國（或臺灣）疆界不涵蓋中國大陸（不論是主權或治權，或者說其根本

認為區分主權與治權是無意義的）。而通常「統」或「獨」的論述者，較常採取

的論述模式是比較民族主義式的31，「統」所依據的是「中國民族主義」；「獨」

所依據的是「臺灣民族主義」。 

因此林佳龍用來呈現「國家認同」重要性的說法，原則上是採「民族主義式

的國家認同」，而將這「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在邏輯上賦予其先於「民主鞏

固」，類似前提要件的地位。這在民族主義國家認同觀底下進行檢驗是合邏輯的，

但對「自由主義式的國家認同觀」來說，就有問題。因為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觀，

其主要是建立在「制度認同」的前提上，而其中最重要的「制度認同」內涵之一，

就是「民主（鞏固）」，有什麼樣的疆界認同，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是不能脫離

於「民主制度認同」這個問題的。所以民主鞏固反而是疆界認同的前提，甚或是

同一問題在不同面向上的呈現。 

用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所得到的對國家認同重要性的敘述很可能恰巧和林佳

龍的觀察相反，即是：「國家疆界的界定不可能發生在對民主鞏固高度缺乏共識

的情況下。」 

                                                 
30 林佳龍，＜臺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連結＞，《臺灣政治學刊》，第

四期，2000 年 12月，頁 47。 
31 但也非絕對，如果把「統」、「獨」作為透過「制度認同」進行損益分析之後，的一個形式抉

擇，這就會變成一種自由主義式國家認同觀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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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家認同的重要與否，在不同政治哲學傾向的論者中，其看待與認知

的態度是不相同的。如果把國家認同，界定為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對自由主

義者來說，這樣的國家認同，就未必是重要的，甚至部分自由主義者會認為過度

強調，甚至可能是有害的32。 

但若國家認同將之解讀為自由主義式的制度認同觀，則自由主義者就不可能

認為「國家認同」是不重要的。但這樣的自由主義式的制度認同觀，民族主義者

亦不會否認其重要性，特別是對臺灣內部的民族主義傾向的論者言，「民主」這

個制度，亦是其所承認的重要價值。這種相對式的重要性關係，筆者將之歸納為

下圖： 

圖 2-1 國家認同的重要性－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者相對間 

當然重要
民族主義式的
國家認同

自由主義式的
國家認同

對
有
民
族
主
義
傾
向
的
論
者
言

對
有
自
由
主
義
傾
向
的
論
者
言

當然重要
原刖上

亦承認重要

未必重要

甚至可能有害

 
圖表來源：作者整理 

 

第四節 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 

  若從政治哲學的角度來看「國家認同」，其實可以從不同的政治哲學角度，

分類成許多對「國家認同」問題的不同看法，例如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自由主

                                                 
32 陳長文教授即認為「過度將注意力集中在統獨議題」（亦即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上，對臺

灣而會帶來四個危險：一、議題排擠效果所導致的政治怠惰現象；二、造成間接的資源排擠與誤

置；三、「知應為不敢為」的窘境；四、會使得執政者出現「危機成癮症」。陳長文，＜平常心看

統獨 聚焦公共議題＞，聯合報，2003 年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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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國家認同、社會主義的國家認同、社群主義的國家認同。甚至會有一些折衷

的觀點，例如自由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惟在此筆者僅略為介紹筆者認為對臺灣

本身目前在「國家認同」問題上，關係最切的二種思維，即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

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先從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談起。 

 

壹、什麼是民族主義 

  要認識什麼是民族主義，必須先從什麼是「民族」開始談起。 

  什麼是「民族」，這一樣是眾說紛紜的一個名詞，白芝皓(Walter Bagehot)曾

言：「若你不曾問起民族的意義為何，我們會以為我們早已知道答案，但是實際

上我們很難解釋清楚到底民族是什麼，也很難給它一個簡單的定義
33。」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界定為一「想像的政治共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34。 

除此之外，筆者覺得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說法相當值得

參考。他將「民族」這個名詞，分做三種闡述的可能性，第一種是客觀說，即確

立一個客觀標準如：語言、共居地、共享的歷史經驗及文化傳統等等，藉以劃分

民族；第二種是主觀說，用奧地利馬克思主義者(Austro-Marxists)的看法，就是

「民族性」(nationality)乃是個人的特質之一，不管他們住在哪裡或與誰共居，只

要他們聲稱自己是，他們就是；第三種則是霍布斯邦自己所採的權宜說（或權宜

主觀說），他認為對「民族」並沒有先驗（a priori）定義，也就是說，當任何一

群足夠大人群宣稱他們屬於同一民族，那麼就時接納他們的自我認定，視為是他

們對「民族」的暫時假設35。也正因，那只是一種「權宜性的暫時假設」，明顯

表現出霍布斯邦並不打算直接碰觸「民族」的終局定義問題，而他要處理關於民

族的定義和認知的方法，是一種反推的方式，他認為：「『民族』乃是透過民族主

義想像得來的產物，因此，我們可以藉著民族主義來預想『民族存在』的各種情

                                                 
33 Walt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London 1887), pp. 20-1. 轉引自 Eric Hobsbawm著，李金梅

譯《民族與民族主義》（臺北：麥田，1997 年），頁 3-4。 
34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北：時報，

1999）頁 10-11。 
35 Eric Hobsbawm，前揭書（同註 33），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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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36」  

  而霍布斯邦對民族主義的定義相較於他對「民族」定義的猶豫，就顯得簡單

明確多了，他對民族主義採取了和葛爾諾(Ernest Gellner)相同的定義，亦即「政

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是全等的」37。 

總的來說，民族現象應被視為「現代的」（十八世紀以後）人工產物，是國

家與民族主義創造了民族，而非民族創造了國家或民族主義。所謂民族主義是一

種要求「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必須等同一致」的政治原則38。 

筆者將民族主義、民族、與民族國家的關係繪為下圖。 

圖 2-2 民族主義、民族與民族國家的關係 

民族主義 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的同一

民族 安德森：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
霍布斯邦：權宜式的接受主觀認知

民族國家

行
動

基於主觀的民族劃分，實踐民族主
義的內涵

想
像

 

圖表來源：作者整理 

                                                 
36 ibid., 頁 13。 
37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83, p.1.轉引自 Eric Hobsbawm，前揭書（同註
33），頁 13。其他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尚有漢斯．柯恩(Hans Kohn)：「民族主義要求對人民對民族
國家絕對忠誠，不管此國家已經存在或尚待建立。」（參 Hans Kohn, “Nationalism＂,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63. 轉引
自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37。）史密斯「民族主義是一群人民，由於部分成員自認足以
構成一個事實上或潛在的民族，因此起而追求自治、統一及認同。」（參呂華維，前揭文（同註

22），頁 87。）等等，對民族主義的定義，於茲不贅。 
38 楊芙宜，＜民主化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從菁英論述到民眾態度的分析＞，國立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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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認同、統獨爭議、族群問題、省籍問題的概念區別 

  在進一步探究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在民族主義觀點下的「國家認同」

問題之前，有必要對一些相關概念，包括「統獨爭議」、「族群問題」、「省籍問題」

等，加以釐清其與「國家認同」概念的區別與關聯。 

省籍問題、族群問題、統獨選擇、國家認同，臺灣社會大體上並不細分其間

的區分，一直慣以交叉使用。雖然臺灣今日族群間最嚴重矛盾是來自於本省籍與

外省籍族群間，在統獨立場及國家認同議題上所可能存在的差異，但這四個辭

彙，並不是同義詞，有其區別存在。例如：本省籍與外省籍間的省籍問題雖可歸

為族群問題的一環，但今日臺灣族群間的矛盾卻非僅存在「省籍問題」這個面向，

其他諸如原住民、客家人地位與生存亦是臺灣社會所面臨的族群問題之一。至於

統獨選擇與國家認同，實際上兩者的問題層次與問題意識仍是有別39。 

為大體區分這些概念其間的差別，筆者將之整理為下圖： 

 

圖 2-3國家認同、統獨選擇、族群問題、省籍問題的概念區別 

省
籍
情
結

族群
問題

直接外化
統獨
或
國家
選擇直接外化表現

間接外化
國
家
認
同

外化
表現

在民族主義國家認同態度的基礎上

 
圖表來源：作者整理 

                                                 
39 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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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省籍情節與族群問題的關係部分。我們所稱的「省籍情節」，通常指的是

本省籍與外省籍之間的一些隔閡。所謂外省籍，有論者定義為民國３４～３８年

從中大陸來臺，籍貫為中國大陸各省之人民及其第二代、第三代。其他則為一般

理解的本省籍。省籍問題過去它最普通的意義是指，本省籍與外省籍民眾間相處

不融洽、有隔閡甚至相互歧視的問題40。不過現在大多數人均認為本省／外省籍

間的日常生活上的緊張關係已不存，而是存在於政治領域之中41。 

  從邏輯上來說，族群問題是一個範疇較大的問題，族群問題約略涵括了四大

族群間（原住民、客家人、河洛人、外省人）的一些衝突。並可化約為三條軸線。

這三條軸線分別是(1)原住民／漢人；(2) 客家人／河洛人；(3) 外省人／本省人。

由此可知，一般所謂的省籍（外省／本省）情結，只是其中的一個軸線而已，因

此，在圖 2-3中，筆者認為從省籍問題會直接外化成為族群問題的其中一環，但

並不等同於族群問題。 

  再看族群問題與統獨選擇、以及省籍問題與統獨選擇的關係，筆者認為前者

其間的直接關聯較低，而其關聯性的建立，主要仍是因為族群問題涵納了省籍問

題，因此最多僅具有間接的關聯性。而省籍問題由於在後來的演進過程，涉入了

對統獨爭議在傾向上的連結，亦即有人會以外省／統、本省／獨，做為一種連結

42，基本上這種連結並不一定存在，但如果一旦其存在，則就會直接外化成為一

種統獨爭議。 

  至於統獨爭議與國家認同的關係，江宜樺認為統獨立場可說是「國家的選

擇」，即臺灣是否要明確宣布獨立，切斷與中國大陸的主權糾葛，還是應以一中

為原則，使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一種選擇，相對地，國家認同指的是一種

情感的依附與歸屬，是一個人「確認自己歸屬於那一個國家，以及這究竟是怎麼

樣的一個國家」的答覆。二者的不同在於，國家認同是一個內化的心理因素，統

獨選擇則是一個外化的行為表示，雖然國家認同這個內化的心理因素對統獨選擇

                                                 
40 其原因有很多，在政治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二八事件的影響、社會資源分配的不公、國語文

政策的推行等等。參林姮妤，《臺灣國家認同爭議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3 年，頁 81-98。另參呂華維，前揭文（同前註 22），頁 77-80。 
41 張茂桂，＜省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32期，1995 年 4月 21日，頁 8-9。 
42 在吳乃德(1993 年)的研究中，贊成臺獨反對統一的純粹臺灣國家認同者，幾乎全由本省籍民

眾構成，相反地外省籍民眾六成以上分佈在贊成統一反對臺獨的中國國家認同當中。吳乃德，＜

省籍意識、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理論的初探＞，收錄於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

與國家認同》（臺北：業強，1993 年），頁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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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鍵性的影響，但仍屬不同層次的問題43。 

  惟筆者認為，統獨選擇是國家選擇的一種選項，但仍不等於國家選擇，因為

國家選擇包含的可能性並不只有「統」、「獨」二個選項。而且「統」、「獨」實在

是過於簡化的名詞，什麼是統？什麼是獨？必須先予釐清44。 

  筆者將統獨選擇歸納成一張圖表置於第五章，由於第五章中，將另針對統獨

問題進行較深入的討論，因此相關圖表請參考圖 5-1＜統獨光譜表＞，相關進一

步的討論，亦請參考第五章第一節。而根據圖 5-1作一種細部劃分方式，筆者認

為方能較周延地反映「國家選擇」的概念。 

 

參、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 

  一般直斷式的把外省人與「統」連結；本省人與「獨」連結，以形容省籍在

統獨選擇中的作用情形，其實並不周延，因為外省族群未必都主張「統」，而本

省族群更是不能直接與「獨」做等式連結，對本省族群來說，「獨」未必是一個

被明顯多數支持的選項。 

  但若把有「中國民族主義」傾向的人與「統」連結，而把有「臺灣民族主義」

傾向的人與「獨」連結，大致上就不會有太大的出入。 

  所謂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共同的土地記憶、血統與文化作為其論述基礎，並

從而主張兩岸統一的必然性，而做出臺灣與中國在政治上不可分的結論。而臺灣

民族主義雖然也是從種性血緣、歷史記憶等來支撐認同基礎。但較不強調血緣的

依賴，從生活經驗與歷史記憶中尋求與中國的不同。因為臺灣住民中絕大部分乃

自近代來自大陸華南各地的移民，血緣上幾乎都是華人。在傳統文化上與中國華

南差別也不大45。 

第五節 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 

                                                 
43 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4-5。 
44 陳長文教授即表示：「表面上藍綠陣營經常把統獨議題無限上綱成各自的神聖使命，筆者覺得

有趣的是，雙方雖然吵得賣力，但似乎連什麼是統？什麼是獨？這最基本的定義問題，都沒認真

的搞清楚。」參陳長文，＜談統獨，先釐清統獨意義＞，中國時報，2003.08.23。 
45 呂華維，前揭文（同註 22），頁 105-109。關於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細部討論，可

參呂華維，前揭文（同註 22），頁 105-114；林姮妤，前揭文（同註 40），頁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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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什麼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歷史起源，乃是西方宗教改革及其後果的一種反射，其間伴隨著

十六、十七世紀圍繞著宗教寬容所展開的漫長爭論，而我們現在對於所謂的良心

自由和思想自由等問題所構成的現代理解，也是開始於那個時期46。 

  自由主義的意涵是非常廣涵的47，但若限縮在關於國家的議題上，則自由主

義原則上所主張的是一個最小限度的國家，國家的任務只在維內部秩序、抵抗外

來侵略，並在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有所區別48。 

 

貳、自由主義關於國家認同的論述 

在國家認同的處理上，自由主義基本上是採取強調制度認同，而減少文化認

同的作法49。鼓勵一個自由民主體制中的公民多想想自己所要認同的國家，在政

治經濟社會制度上是否具備足夠合理的設計，而不是思索自己所認同的國家是否

由同質性的族群所構成，以及是否反映了自己所喜歡的文化風尚，自由主義抗拒

民族主義的召喚，因為他認為這種虛構的集體認同固然有助於團結，但現實上的

代價太高50，換言之，制度是否進步，才是衡量合理的愛國心與國家認同的最佳

指標51。 

而所謂的「制度認同」指的是一個人基於對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度有所

肯定所產生的政治性認同，亦即自由主義者所關心者，在於國家是否在政治制

                                                 
46 John Rawls著，萬俊人譯，《政治自由主義》（南京：譯林，2000 年），頁 12。 
47 Alan Ryan：「現代西方所繼承的，不是一種自由主義，而是許多種的自由主義，它的定義實在
難以三言兩語交代清楚。」參 Alan Ryan, “Liberalism＂,in Robert E. Goodin and Philip Pettit eds.,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3), p.291. 轉引自呂華

維，前揭文（同註 22），頁 93。 
48 Andrew Vincent著，羅慎平譯，《當代意識形態》，初版（臺北：五南，民國 1999 年），頁 71。 
49 國家認同可分成三個層面探討：「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度認同」。「族群認同」指的

是一個人由客觀的血緣連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一體感。「文化認同」指一

群人由於共享了歷史傳統、習俗規範及無數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制

度認同」指一個人基於對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度有所肯定所產生的政治性認同。由政治哲

學切入，便有三種分類：民族主義－國族認同觀念；社群主義－歷史文化共同體的認同；自由主

義－憲政共同體的認同。參林姮妤，前揭文（同註 40），頁 4。 
50 筆者則認為，這種「民族主義式虛構的集體認同」所追求的團結要達成是非常困難的，因為
團結的前提，是必須在確認要在依什麼樣的民族主義以選擇那一個「集體認同」的問題上，是沒

有爭議的，然而這對處在分歧的意識形態的臺灣來說，幾乎不可能。 
51 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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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經濟社會政策方面提供一套保障生活幸福平安的措施52。只要這些方面做得

好，他就願意認同這個國家，否則的話，自由主義者可能會採取二種作法：一是

遠走他鄉，另尋其所認同的國家；二是獻身於制度改革的工程，做一個社會運動

者，期待透過自己的力量讓生活所居之地，朝向他心目中所認同的制度體系邁進。 

哈伯瑪斯則認為，體現於政治文化的國家認同，其實就是對合理憲政的認

同：一方面公民應透過政治整合而建立對共同政治文化的忠誠，而將憲政合理性

深植到個人信念以及行為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共同基礎上意識到並尊重多

元文化社會中不同的文化社群。換言之，民主憲政較文化社群有優先性53。 

簡言之，自由主義對於國家認同的主張是：一個國家不必以民族，做為建立

其成員共同歸屬認同感的基礎。國家要注意的反而是本身的憲政制度及人權保障

是否完備、合理，只有合理的憲政制度及人權保障，才是一個公民決定是否認同

一個國家的關鍵所在。族群的歸屬，就像性別或階級的分門別類一樣，不應當是

國家過濾成員身分的標準。 

用一句話來表示即是：每一公民都有權選擇所欲認同的國家，而不是每個人

生來所從屬的民族。 

 

第六節 小結 

．．．澄社在宗旨中所揭櫫自由、公平、民主、多元及均富的現代社會，實

在就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社會。但是，我們不是心胸狹窄的地域主義者。我們不僅

要「獨善其身」，也想「兼善天下」。也就是，我們不僅希望在臺灣建立自由主義

的社會，也希望在中國大陸及其他地區建立自由主義的社會54。 

 

澄社的這段話，筆者認為，可以當做我們思索國家認同問題的指南。我們為

                                                 
52 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17。 
53 Jurgen Haberma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ed and trans.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Historians＇ Deb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收錄於 Shephen Eric 
Bronner, ed. 轉引自林姮妤，前揭文（同註 40）頁 16。 
54楊國樞，＜我們為什麼要組織澄社＞，澄社簡介（造訪日期：2004.11.22）。
http://ts.yam.org.tw/brief/brief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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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要認同一個國家，是因為這個國家名字叫「中國」或「臺灣」？還是因為這

國家有一個完善的政治制度，人民自由富足、尊重人性尊嚴、重視民主價值呢？ 

學者江宜樺在從國家認同出發，提出了五個問題，然後分別假設了民族主義

立場與自由主義立場的可能擬答，筆者覺得，可以清楚的描繪出民族主義的國家

認同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有何不同。為使對比顯得較清楚，茲將江宜樺的論點

以列表方式呈現之： 

 
表 2-1 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的區別 

 
問題 民族主義者的擬答 自由主義者的擬答 

什麼是國

家認同？ 
 

國家是維護民族文化、實現民族

使命的制度性機制，而認同是個

別成員認清自己所屬脈絡，從而

產生歸屬感的心路歷程。由於個

人確認了民族國家對自我實現的

關鍵，所以形成了國家認同。 

國家乃是一群人為了保障私人的

利益、防止彼此侵犯的弊病而組

成的政治共同體。國家認同乃是

個別成員從自己的慮出發，確定

國家可以滿足其自保的需要後，

從而認可國家對他的統治權威。

比較強調意志選擇的成分。 
為什麼要

有國家認

同？ 
 

人天生是社會性的動物，在各種

社會群居生活中，國家民族乃是

位階最高、道德作用最大的集

體。對國族產生認同乃是自然而

然之現象。 

現代社會價值分歧，如果要共同

從事什麼事業或防止不同價值之

相互侵犯，就必須在異中求同，

以各方面都接受的方式建立某種

共識，否則此一互利體系無法成

立。因此，政治共同體中的成員

必須對國家有起碼的承認與奉

獻，這些要求通常具現於憲政法

律之規範，遵守它就是展現國家

認同的主要方式。 
國家認同

的標的是

什麼？ 

國族認同是認同於自體生命綿延

不絕的民族文化。這些認同的基

礎都是形成於過去，所以認同主

要表現為一種回溯式、尋根式的

活動。 

認同國家意味著認同產生共識的

基礎，通常這些基礎不能是太特

定而實質的東西，只能是促使不

同背景成員能夠對話溝通的形式

程序。具體地講，認同的基礎在

於憲政制度、程序規則、基本人

權保障以及公平正義原則等等。

國家認同

是否比其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都是集體主

義色彩濃厚的意識形態，它們肯

國家認同只是充實個人自我認同

的途徑之一，其他途徑包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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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集體認

同重要？ 
定國家認同的道德優先性，因為

其餘的集體認同或者指向分裂割

據的部落主義（如政黨、派系或

家族），或者指向空泛不當的世界

主義。這兩種選擇都不能產生延

續民族文化命脈的力量。 

別、階級、家庭、政黨、民間結

社等，都有不容忽視的重要性。

這些集體認同與國家認同交叉發

生作用，沒有理由認為國家認同

是其中最具備道德正當性的一

環。 
國家認同

可否改

變？ 
 

不能輕易改變；即使可能，也會

對當事人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蓋國家宛如生養自己的父母，父

母再怎麼不對或破敗，子女也不

應當棄之而去。同理，國民也不

應任意脫離母國，開放性的的移

民代表道德上的不義或個人生命

意義的斲喪。 

雖然沒有人會鼓勵別人以變換國

籍及國家認同為樂，但我們不能

把國家認同的轉變看成是嚴重的

敗德或缺憾。移民是個人應有的

權利，不是背叛或離棄。同理，

我們對外來移民也應一視同仁，

只要他們確定服膺本國的憲政規

範，沒有理由不賦予他們公民身

分及應有之保障。 
圖表來源：作者整理自，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55 

 

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出自於一種「排他性」的國家認同，要藉由區分「異己」，

來找出「我群」。這個「異己」放在兩岸的格局，就會造成臺灣／中國間的對立

與衝突。放在臺灣內部來看，則會出現統／獨的衝突。由於必須透過「排他」才

能確認「我群」，因此，被排之「他」，與未排之「我」的關係永遠是緊張且零和

的，當這「他」與「我」勢均力敵的時候，則會出現像臺灣目前內部所呈現的被

意識形態所綁架的僵局，意識形態問題優位化，使得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對

制度進步等公共議題的關心度嚴重不足，威脅臺灣的進步乃至於生存命脈。即

便，當「他」與「我」其一方出現壓倒性的優勢時，悲劇也不會消除，優勢方將

可以在「民族主義」的大纛下，用「愛中國」國「愛臺灣」（看那一方取得壓倒

性的優勢）的民族大義，進行對另一方的壓迫，在民族大義下個人的自由與權利

的犧牲將變得微不足道，只要可以達成民族這個集體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理的。 

而且民族主義大多都是訴諸主觀的最終價值判斷，並把其所信奉的「想像的

民族利益」奉為最高價值，任何價值不得與之牴觸，更不用說是和其所信奉的最

高價值如果是一個恰相對立的民族主義的話，那更是會出現一種誓不兩立的仇恨

情緒。例如，在關於臺灣的國族認同問題上，筆者即曾看到二種典型的論說主張。

                                                 
55 江宜樺，前揭書（同註 20），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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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臺灣民族主義式的說法即：「只要任何阻礙臺灣獨立建國者，都是臺灣人

的公敵。56」其二是中國民族主義的說法即：「中國人民不怕鬼、不信邪。在中

國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更為重要、更加神

聖。．．．如果臺灣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製造『臺獨』重大事變，中國人民將

不惜一切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臺獨』分裂圖謀。57」 

對臺灣民族主義者來說，「反臺獨的主張者」不僅是其主觀上認定的「公敵」，

並且還將這樣的主觀「客觀化」，加諸成一種全部「臺灣人」都沒得選擇必須崇

信的信仰，於是「阻礙臺灣獨立建國者」，就變成了「臺灣人的公敵」。同樣的，

對中國民族主義者來說，是沒有任何事情比「反臺獨」（捍衛主權與領土完整）

更重要的、更神聖的事，這個「信仰」只要被違觸了，「中國人」就必須，「不惜

一切代價」地，加以「粉碎」。雙方都用自己的主觀，不留任何退讓立場地將心

中的主觀奉之為「神」時，那麼「當兩個不容讓步的『神』相遇時，就沒有理性

對話的空間了
58。」 

而事實上，民族主義除了訴諸主觀以外，在民族的劃分上，也常常不能自圓

其說。例如：主張「臺灣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人，可曾想過越南、蒙古

國家這些原本也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土地，現在為何已從中國分割出

去；而主張「臺灣是新而獨立的民族」的人，也極少認真思考原住民想不想、能

不能主張自己「是個新而獨立的民族」59，然後宣布阿里山獨立呢？ 

筆者認為，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我們應當訴諸自由主義，從制度面強調認

同，只要是一個有法治、有民主、均富而安樂的國家，就是我們安身立命的國家，

若不是，就不是我們認同或者是我們要催促其改變制度、精進制度的國家。至於

這個國家的「名字」叫什麼，實在是枝微末節的事情。這樣，我們才能有突破意

識形態的僵局的可能。而且，我們建立的自由主義認同觀，也不能僅限縮在臺灣，

而應該如同澄社所主張的，要及於中國大陸，要及於所有地方。在能力所及的範

圍內，去保持這種推己及人的善意，才有可能消解兩岸的不信任。 

而從現實的面向來看，為什麼要從自由主義觀點來形塑國家認同，其實答案

                                                 
56 施正峰，《臺灣民族主義》（臺北：前衛，2003），頁 4。 
57 ＜中臺辦、國臺辦授權就當前兩岸關係發表聲明（五一七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臺灣事務辦公室，2004.5.17，網址：http://www.gwytb.gov.cn/ （造訪日期：2004.7.23） 
58 陳長文，＜改國號 能贏得多少獨立空間＞，聯合報，2003.08.25。 
59 呂華維，前揭文（同註 22），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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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因為民族主義無法解決臺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只會導致國家陷在意識形

態的僵局，不斷空轉而已。 

民族主義者（不管是臺灣民族主義者或者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常常會強調

一種「寧為玉碎，不為瓦全」的執著，但什麼是玉，什麼是瓦，卻全在他自己心

中，全由他心裡的那把尺去衡量。這就形成二個危險，第一，由誰以及憑什麼由

特定人、特定群體、特定政黨來決定那把尺？第二，假設臺灣民族主義者要以他

的尺為準，沒得商量，這是不證明自的東西，不用多說；那好，用同樣的邏輯不

也同樣可以放在中國大陸所主張的「中國民族主義」身上，臺灣民族主義可以是

「天生有理」的，為什麼中國大陸的「中國民族主義」不可以是「天生有理」的

呢？當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天生有理的，沒得商量的時候，特別是衍生自「中國

民族主義」的「愛國（中國）心」與衍生自「臺灣民族主義」的「愛國（臺灣）

心」對撞時，就只剩下一條路可以決解問題，那就是叢林法則下的暴力解決。但

這會是文明人類所希望見到的事情嗎？ 

一九八八年香港記者李怡曾訪問大陸知名的民運人士方勵之教授，二人間有

許多發人省思的問答，茲節取若干段落如下： 

李：「你是否同意愛因斯坦的說法，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嬰兒病？」 

方：「．．．我贊成愛因斯坦『世界公民』的觀點。他說，你不必太在意你

是那一國，要從整個世界來看．．．。」 

方：「．．．我認為愛國主義一詞是有政治含意的，和鄉土感情是兩回事。

講愛國主義，從來就是問你愛的是什麼國，還要把它放在第一位。60」 

而諾貝爾文學獎得主高行健先生也曾表示：「中國知識分子反抗封建倫理和

官僚政權時勇不可擋，可面對國家神話這麼一種現代迷信卻束手無策，原因便在

於這種迷信來源於一個民族集體的潛意識，較之倫理的形態更根深柢固，它訴諸

個體對集體的畏懼，個體生命同龐大的族群倘若形成對立，出於求生的本能，不

能不恐懼。隨著封建帝制的瓦解，以忠君為綱的封建倫理轉變為愛國的民族情

                                                 
60 李怡，＜專訪方勵之＞，《九十年代》，1988 年 10月、1989 年 1月。轉引自孟德聲，《中國民
族主義之理論與實際－一個歷史的、思想的分析與綜合》下冊（臺北：海峽學術，2002 年），頁

43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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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同樣具有道義的力量61。」 

 

上述方勵之與高行健的談話，可說是點出了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的本質。筆者認為，有時要調和不同族群間的意識形態差異，必須承認，自由主

義的「制度認同觀」也不一定做的到，但至少有可能做到，或者說，如果連自由

主義的「制度認同觀」都做不到的話，恐怕就沒有其他方法做得到了。 

 

 

                                                 
61 高行健，＜國家神話與個人迷信＞，《明報月刊》（香港），1993.8，頁 116。轉引自孟德聲，ibid，
頁 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