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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與外交政策作為：中華民國與墨西哥案例之比 
 
 
一、緒論 
 

中華民國與墨西哥雖然分屬於東西兩半球，地理的距離先天上影響到彼此

的各類互動。儘管如此，雙方在政治經濟的發展上有相當的雷同。第一，兩國在

公元二○○○年前一直是「一黨獨大」的體制。第二，兩國都是經濟高度發展的

開發中國家，且都被列為新興工業化國家。 
 
傳統上，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兩國的外交政策都有自我的特色。中華民國長

期在外交政策是強烈與美國維持密切的關係，以對抗中國大陸在外交上的壓迫。

墨西哥政府在政治軍事的互動方面，基本上是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甚至刻意與

美國保持距離。 
 
一九八○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也衝擊到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分別展

開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運動。在台灣的部分，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在民國七十六年

宣布解嚴等一系列的自由化措施，開啟了民主化的契機。之後，李登輝總統、陳

水扁總統踵繼其事，鞏固了民主化的運動。墨西哥則是在薩林納斯總統時，採取

大幅修憲的方式，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和民主化。 
 
目前的狀況，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兩國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

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也將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拱手讓給執政黨，這也使得兩

國的政治民主化進入鞏固的時期。 
 
根據相關的理論，我們假設在二○○○年新民主政府成立之後，由於政治

體制的變動，所以兩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政策作為有所改變，特別是在有關貿

易、區域合作、環境保育、氣候變遷等方面的作為。 
 
 
二、理論架構 

 
過去有關外交關係行為的研究中，學者針對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變遷，提出

了不同的解釋模式。（Hey, 1995; Rosati et al., 1994）其中，最主要的是下列三個

模式：順從（compliance）外交政策模式、共識（consensus）外交政策模式、反

依賴（counterdependence）外交政策模式。 
 

順從外交政策模式（Moon, 1985;Richardson & Kegley, 1980）主張，一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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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要顯示三項特徵：第一，強權國家對弱小國家之外交政策行為有其優先考

慮，而重要到足以要運用財政及外交資源；第二，強權國家有制約的工具－－獎

勵或懲罰，它可用這項工具來誘導弱小國家採取特別的行為；第三，制約的工具

必須有足夠的彈性，強國依弱國順從的程度，可給予適當的報酬或懲罰。第三世

界國家缺乏構成權力要件的經濟及軍事資源，因此他們順從霸權國家的意志。第

三世界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反映出其他全球霸權的利益，較少反映本國的利益。順

從的外交政策是對公開武力相向或是隱然威脅的反應。 
 

共識外交政策模式（Moon, 1985）產生依附共識的主要力量是，使依附國

家與全球體系或優勢國家聯結在一起的依附網路。這些依賴關係主要是透過四個

相互關聯的工具而運作。第一，這些關係成為一個國家在所面對客觀環境的一個

重要因素，其結果是所有政策之評估部份是基於這些政策對此關係存續之影響。

其次，這些依賴互動塑造了依附國家公民的認知及態度，因此有助於界定政策辯

論的基本範圍。第三，這些依賴互動之運作甚至直接關係到精英份子，這些關係

支持了精英，維持依賴現有經濟利益，擴大了其對形成政策的認知及理論的影

響。第四，這些互動傾向於鼓舞精英在決策過程的主導，這些精英特別與現存之

交易有很強的關係。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下，弱勢國家內部買辦階級遊說採取支持

核心國家的外交政策，並強化依賴的關係，以增進彼等的個別之利益。由於這個

階級主導了政治，依賴理論期待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美國及多國籍企業的

利益。 
 
反依賴外交政策模式（Biddle & Stephens, 1989）是共識外交政策模式的變

形，一方面它接受共識模式的基本概念，另外一方面它認為第三世界的菁英和大

眾對於依賴所導致負面之經濟，政治上也造成了受制於人，因此呼籲採取反核心

的外交政策，以抗拒經濟依賴所帶來的結果。依循卡多索為首之依賴理論結構歷

史學派最近之研究，我們主張：1.在國內各階級強而有力的聯盟及國家有充份能

量的情況下，依賴國家的政治精英可能成功地執行與核心國家及跨國公司某些利

益相反的政策；2.在充份的組織及動員下層階級與國家有充份能量的情況下，依

賴國家民主政黨之政治精英在某些案例中甚至可能成功地採取與跨國公司及本

地資本家喜好相反的政策。我們更進一步認為由於依賴模型本身會造成國內反對

發展模式的力量，所以在系統內一定會出現有力的挑戰者。 

 
在前述三種模式當中，前兩者偏向於外交政策的恆常性，只有第三個模式

提及外交政策有轉變的可能，且主要是與政治菁英有關。在有關外交政策的研究

中，也有學者提出政治體制的變動會導致外交政策的改變。 

 

有些學者提及民主化會經過兩階段的因果連結，最終導致外交政策的變動。

（Park et al., 1994）在第一階段，民主化帶來下列的變動：國家意識型態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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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對資源的控制、國家自主性、合法性）、政治結構

和過程（體制的負責能力、體制的團結）、體制的政治利益。上述發展又會影響

外交政策的目標、能力和決策，最終會走向第二個階段，外交政策行為的變動。 
 
另外一些學者主張核心領導群的一位或多位主要行為者發生變動時，我們可

以確認體制變動，而體制的變動會導致外交政策的重構。（Hagan, 1994）至於體

制的變動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最高領袖的變動。例如，美國總統由甘迺迪轉為

詹森；英國首相由柴契爾夫人轉為梅傑等。第二類，主要派系或聯盟的變動。在

民主國家，領袖的變動會影響國內政治力量的均衡，進而有一個主導的派系或政

黨出現。在限制性威權體系下，派系的變動顯得重要，例如在一九五○年代中國

在毛澤東領導下，之後由鄧小平領導。第三類，在相競爭的主流政黨或團體間，

權力定期的交換。大家熟知的情況是，在選舉中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勝過另外一

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第四類的改變源自於三個機制（大眾型政黨，或資深軍職人

員，或反體系、資淺、激進的軍人）起而推翻政治當局。體制變動會導致外交政

策有重大的改變，惟需符合下兩個標準：牽涉的政治行為者對外交事務有不同的

取向；新體制的政治團結力足夠。 
 
從上面的文獻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開發中國家的菁英份子是啟動「政治體

制」（political regime）轉變的主要行為者，可以主導政治民主化的發展。當政治

日益民主化的時候，開發中國家在外交政策上是否有所轉變？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瞭解外交政策是持續？還是轉變？民主化固然影響到政

治體制的變動，但是否因此帶來在外交政策的轉變？外交政策的轉變是全面性

的？抑或是依議題而定？在重大的國際議題上（例如，貿易、環保、氣候變遷），

是否會有自主的立場？以上問題將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根據相關理論，政治體制的變動會造成外交政策的轉變。因此，本研究假

設中華民國與墨西哥的民主化意味政治體制的變化，這連帶導致外交政策及外交

政策作為的變動。 
 

 
三、墨西哥政黨輪替後之後的狀況 
 

墨西哥總統福克斯雖然贏得了總統的寶座，但是在推動相關的政策方面卻

受到國會方面的影響。在眾議院部分（請參見附表一），第一大黨仍然是革命建

制黨（224 席），若加上她的盟友民主革命黨（95 席），他們可以過半數的優勢，

牢牢的控制眾議院。執政的國家行動黨只是不過半的第二大黨。在參議院方面，

情況亦同，第一大黨仍然是革命建制黨（60 席），第三大黨民主革命黨（15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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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國家行動黨處於劣勢。所幸的是，民主革命黨是左傾政黨，和革命建制黨在

許多議題上見解各異。 
 
表一  墨西哥眾議院議席分佈 

 2001 年擁有議席 
革命建制黨 211 
國家行動黨 207 
民主革命黨 51 
PVEM 16 
勞動黨 7 
其他政黨 8 
 
 
 

表二 墨西哥參議院議席分佈 
 2001 年擁有議席 
革命建制黨 60 
國家行動黨 46 
民主革命黨 15 
PVEM 5 
勞動黨 1 
CD 1 
 
 

福克斯總統原本期盼透過稅制改革，增加稅收，以支應教育、基本建設、

貧民救濟及衛生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墨西哥稅收總額僅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

十二，是多數拉丁美洲大國（如，阿根廷、巴西）的一半左右。 
 
自從宣誓就職之後，福克斯總統持續要求立法保障投資，以刺激經濟成長。

然而這些提案每一次都被反對的革命建制黨所封殺。這些提案從允許外國投資進

入能源部門到削減工會的權力以便更容易聘用或解雇員工。 
 
最近的提案是將百分之六的附加稅適用於食物和藥品，部分議員認為這樣

會使的窮人及勞工家庭更艱困。這個提案的目的是防止一般的惡習將其他財貨

（如豪華轎車）歸類為食物和藥品，以規避貨物稅。除了這些惡習之外，在一個

逃稅相當猖獗的國家，消費稅比所得稅更容易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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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稅賦改革的辯論十分激烈已經使得革命建制黨內部出現了分裂。原來

眾議院的議長哥蒂約（Elba Esther Gordillo）和革命建制黨內的分離份子支持賦

稅改革的提案。但是更多革命建制黨的議員（包括黨的總裁 Roberto Madrazo）

在得到民主革命黨的支持下擊敗了總統提案。革命建制黨譴責總統製造其內部矛

盾衝突。 
 
分裂後的革命建制黨仍然是國會中最大的政黨，他們的分裂並沒有使得福

克斯總統從中獲利，因為國家行動黨無法掌握足夠的議席，不可能與反對聯盟達

成協議，遑論通過使任何改革案，也使得福克斯成為跛鴨總統。 
 
1. 墨西哥傳統的外交政策 
 

從墨西哥的歷史脈絡來觀察可更瞭解墨國的外交政策。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因素是其他國家持續侵犯墨國的主權。一八四六年墨西哥因為現今德克薩斯州領

土的爭執與美國爆發戰爭，結果割讓了一半的領土給美國，這個其恥大辱，在墨

西哥人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Ryan & Snarr, 2002） 
 

在二十世紀大半時間，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是尋求防衛國家的主權和持續支

持不干預的原則。例如，墨西哥一九一七年的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墨西哥領土

的所有礦藏都受到墨西哥的控制，墨國政府必要時得以徵收。第五十一條規定，

墨西哥境內各企業一半以上的股權必須為墨國人所有。 
 
歷史上，墨西哥總統是內政和外交政策的主導決策者，這樣權力的集中可

以回溯到十三世紀阿茲迪克王朝。在面對強勢總統的情況下，墨國國會的兩院（參

議院和眾議院）相對弱勢。歷史上，總統提出的法案絕少不能獲得國會通過。有

兩個因素強化了總統在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優勢地位。第一，由於革命建制黨控制

了國會和總統幾十年，國會絕少在外交決策中扮演獨立性的角色。第二，革命建

制黨的結構是組合主義式，換言之，主要社會團體被納入檔的組織之內。這一方

面使得這些團體的獨立性受到相當大的限制，這也進一步擴張了總統對這些團體

的控制。 
 

冷戰時期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和在位的總統有關。例如，馬得

奧斯總統（Lopez Mateos, 1958-1964）在國際社會相當活躍，經常赴國外訪問，

所以他避免和美國、蘇聯有太密切的關係。他的繼任者狄亞士總統（Diaz Ordaz, 
1964-1970）專注於內政，在其任內不幸發生了一九六八年學生示威死傷事件。 

埃切維里亞總統（Luis Echeverria, 1970-1976）在國際社會採取積極的外交

政策，特別是在有關開發中國家的議題。他經常出國訪問，並在聯合國大會拓展

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利益。他的政策還包括支持左翼的領袖，例如，古巴的卡斯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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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利的阿燕德。波帝略總統時期 （Jose Lopez Portillo,1976-1982）的外交政策

不像前任那樣激進。 

 
墨國在內政和外交政策重大的轉折是發生在一九八二年。德拉馬德里總統

（Miguel de la Madrid, 1982-1988）改變了過去政府強烈干預經濟的政策，採取新

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包括國營企業民營化、自由貿易、減少對外資進入的限制等，

在實際的作為方面促成墨西哥在一九八六年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薩林納斯總統（Carlos Salinas, 1988-1994）更致力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九九

三年與美國、加拿大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齊迪約總統（Ernesto Zedillo, 
1994-2000）是第三位親新自由主義的總統，持續前兩位總統的經濟政策。儘管

總統有不同的風格和意識型態，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在革命建制黨執政期間，基本

上是與美國維持溫和的合作關係，關注墨國的主權，強調不干預原則（Ryan & 
Snarr, 2002） 
 
2. 福克斯總統的外交新方向 
 

福克斯總統（Vincent Fox, 2000-2006）在二○○○年成為七十一年以來第一

位非革命建制黨的總統，他可能改變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他在外交方面首要的工

作是在人權的維護方面。 
 
一九九四年元旦，一個人數有限且裝備不良的反抗軍（稱之為薩巴達民族

解放軍）在嘉巴斯州（墨西哥最南部的州，是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是自然資源

豐富）發起暴動，並曾成功地佔領了幾個城市。多數有原住民農民所發起的反抗

運動是在暴露出這個區域的貧窮及貪污腐敗。就墨西哥而言，嘉巴斯州的問題至

少在兩方面顯示出墨國外交政策的困境。第一，武裝反抗運動會嚇阻外來的投資

者。第二，墨西哥必須處理外國對違反人權的批評。墨國國內因為聯邦警察濫權

掃毒引發了騷動不安，這些國內外的因素使得薩林納斯總統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

會（National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敦請著名和受到景仰的民間人士擔

任委員，但是成效不彰。 
 
福克斯總統就任五天之後，向國會提案要求通過四年前政府與薩巴達民族

解放軍簽署的協議，這個協議從未送交國會。這些協定的主要內容：允許印第安

社區透過村議會制訂本地的法律和選舉地方官員；給予他們平等獲取國家財富；

授與他們喪失久矣的土地權。這些措施構成對憲法的修正，需要國會三分之二議

員同意方能生效。 
 

在福克斯總統的默示下，薩巴達民族解放軍經過十九個州的長途跋涉到墨西哥市

宿營，他們的主要目標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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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與墨國民間社會對話，以獲得他們支持在憲法上承認原住民的權利，這和

保障原住民立法案的立意相一致。 
第二，與聯邦國會對話，以主張保障原住民立法案的善良，及憲法上承認原住民

權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雖然獲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社會主流的力量仍然排斥他們，情況的發展

也並不樂觀，因此他們決定終止在墨西哥市的逗留。這一個事件說明了福克斯總

統在推動人權政策的侷限性。 
 
在對外關係方面，福克斯總統一反過去的政策，對於古巴卡斯楚政權的政

策嚴加批判，甚至於一度使得古巴大使被召回國。他也曾經對中共政權的「不民

主、不自由」大加撻伐，但是最終在二○○四年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

上與中共表示友好，繼續發展戰略伙伴關係，並支持中共加入美洲開發銀行。 
 
其實，福克斯總統也信守墨西哥傳統的外交原則：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原則。

例如，對伊拉克問題方面，墨西哥基本上是主張美國應該透過聯合國的多邊論壇

來處理，而且應該遵守聯合國的決議。因此，墨西哥努力與美國協調溝通。而墨

西哥也沒有派遣軍事人員前往伊拉克，參與戰後的安全任務。 
 
 

四、中華民國政黨輪替後之後政治的狀況 
 
在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在二○○一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也獲得勝利，囊

括了八十七席，成為第一大政黨，可是所擁有的議席並未過半。相對而言，中國

國民黨雖然淪為第二大黨，只贏得六十八席，但是剛剛出走的親民黨卻表現亮

麗，贏得四十六席，兩相加起來，在立法院超過半數議席，形成國會多數。 
 
其間一些委員的轉向，目前在立法院議席的實際分佈是民進黨八十八席，

國民黨六十六席，親民黨四十四席，台灣團結聯盟席，新黨一席，無黨團結聯盟

十席，無黨籍四席。從這個分佈來看，泛藍和泛綠都未過半數，所以無黨籍就居

於關鍵的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進黨政府軟硬兼施，遊說無黨籍委員支持政

府的政策。從過去一年的投票記錄來看，執政黨並未能十拿九穩，贏得每一次的

投票。 
 
 
中華民國主要政黨在立法院議席之分佈 

 2001 年擁有之議席 2004 年擁有之議席 
民進黨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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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 68 66 
親民黨 46 44 
台灣團結聯盟 13 12 
新黨 1 1 
無黨團結聯盟 0 10 
無黨籍 10 4 
 

 
民進黨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是賡續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方向，例如，

推動加入政府間國際組織（主要是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加強與美國的關係，

增進與我邦交國間的各種互動。我國從民國八十二年開始爭取加入聯合國，歷經

十二次（截至二○○四年）的奮鬥，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及方法，積極爭取友邦

支持。雖然這個議題在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內有熱烈的討論，媒體也時有報導，但

是加入的工作始終未能有重大的進展（請參閱附表）。在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方面，

儘管在這兩年都獲得美國方面的發言支持，但仍然在今（二○○四）年遭到第九

次的失利。 
 
 
我國爭取加入聯合國提案、討論及辯論一覽表（八十二年至九三年） 

 連署提案支持我國的國

家 

在總務委員會發

言支持我國的國

家 

在大會總辯論中發言支持我國的國

家，或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或

未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 

第四十八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二年） 

薩爾瓦多、多明尼加等十

三國。 

 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薩爾瓦

多、尼加拉瓜、史瓦濟蘭、聖克里

斯多福、巴拿馬、瓜地馬拉、哥斯

大黎加、中非共和國、多明尼加、

海地、聖露西亞、多米尼克、幾內

亞比索、聖文森、格瑞那達、馬拉

威、索羅門群島、尼日、巴拉圭、

巴哈馬。 

第四十九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三年） 

 

 

史瓦濟蘭、尼加拉瓜、索

羅門群島、聖文森、瓜地

馬拉、聖露西亞、中非共

和國、尼日、幾內亞比

索、布吉納法索、多米尼

克、多明尼加、哥斯大黎

加、格瑞那達、聖克里斯

多福等十五國。 

 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尼加拉

瓜、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巴拉

圭、布吉納法索、中非共和國、史

瓦濟蘭、索羅門群島、聖克里斯多

福、多米尼克、聖文森、巴哈馬、

尼日、格瑞那達、幾內亞比索、聖

露西亞、薩爾瓦多、貝里斯、馬拉

威、巴布亞紐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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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四年） 

 

史瓦濟蘭、尼加拉瓜、索

羅門群島、聖文森、瓜地

馬拉、聖露西亞、中非共

和國、尼日、幾內亞比

索、布吉納法索、多米尼

克、巴拿馬、多明尼加、

哥斯大黎加、格瑞那達、

馬拉威、宏都拉斯、聖克

里斯多福等二十國。 

四十一國針對此

案發言（十二國贊

成將有關中華民

國提案列入聯大

議程，二十九國反

對）。 

 

第五十一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五年） 

 

 五十四國針對此

案發言（十七國贊

成將有關中華民

國提案列入聯大

議程，三十七國反

對）。 

 

第五十二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六年） 

尼加拉瓜、布吉納法索、

甘比亞、多米尼克、格瑞

那達、幾內亞比索、塞內

加爾、史瓦濟蘭、所羅門

群島，薩爾瓦多、宏都拉

斯與聖文森等十二國 

 

 

四十七國針對此

案發言（十五國贊

成將有關中華民

國提案列入聯大

議程，三十二國反

對） 

未發言支持台北的邦交國有：南

非、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 巴拿

馬、海地、馬拉威、中非。聖多美

普林西比臨時放棄在總辯論中之發

言權。 

第五十三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七年） 

聖文森、尼加拉瓜、賴比

瑞亞、索羅門群島、塞內

加爾、格瑞那達、史瓦濟

蘭、薩爾瓦多、甘比亞、

布吉納法索、聖多美普林

西比、馬拉威、查德、多

米尼克、巴拿馬等十五

國。 

五十六國針對此

案發言（十六國贊

成將有關中華民

國提案列入聯大

議程，四十國反

對）。 

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塞內加

爾、布吉納法索、賴比瑞亞、史瓦

濟蘭、甘比亞、查德、馬拉威、索

羅門群島、尼加拉瓜、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宏都拉斯、瓜地馬拉、

貝里斯、巴拉圭、格瑞那達、聖克

里斯多福、多米尼克、海地、多明

尼加、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國。 

第五十四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八年） 

聖文森、尼加拉瓜、賴比

瑞亞、索羅門群島、塞內

加爾、格瑞那達、史瓦濟

蘭、薩爾瓦多、宏都拉

斯、馬紹爾群島、甘比亞

及布吉納法索等十二國。

六十八國針對此

案發言（廿一國贊

成將有關中華民

國提案列入聯大

議程，四十七國反

對）。 

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塞內加

爾、布吉納法索、賴比瑞亞、史瓦

濟蘭、甘比亞、查德、馬拉威、索

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宏都拉斯、

瓜地馬拉、貝里斯、巴拉圭、格瑞

那達、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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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尼克、海地、馬其頓、巴布亞紐

幾內亞及密克羅尼西亞等國。 

第五十五屆 

聯合國大會 

（八十九年） 

塞內加爾、格瑞那達、甘

比亞、聖文森、馬紹爾群

島、尼加拉瓜、史瓦濟

蘭、索羅門群島、諾魯、

布吉納法索、馬拉威、宏

都拉斯、多米尼克及查德

等十四國。 

六十六國針對此

案發言（十九國發

言支持，四十七國

發言反對將該案

列入議程）。 

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帛琉、塞

內加爾、布吉納法索、賴比瑞亞、

史瓦濟蘭、甘比亞、查德、馬拉威、

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尼加拉

瓜、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宏都

拉斯、瓜地馬拉、貝里斯、格瑞那

達、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多米

尼克、海地、馬其頓、諾魯、多明

尼加等廿四國。另外，拉脫維亞、

捷克、斐濟以間接方式為我執言。

第五十六屆 

聯合國大會 

（九十年） 

薩爾瓦多、塞內加爾、多

米尼克、甘比亞、布吉納

法索、尼加拉瓜、查德、

吐瓦魯、帛琉及貝里斯等

十國。 

九十一國針對此

案發言（廿四國發

言支持，六十七國

發言反對將該案

列入議程）。 

發言支持我國的邦交國：帛琉、塞

內加爾、布吉納法索、賴比瑞亞、

史瓦濟蘭、甘比亞、查德、馬拉威、

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尼加拉

瓜、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宏都

拉斯、瓜地馬拉、貝里斯、格瑞那

達、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多米

尼克、巴拿馬、巴拉圭、聖多美普

林西比、吐瓦魯、諾魯、多明尼加

等廿六國。另外，捷克以間接方式

為我執言。海地外長說明因國內壓

力，故在總辯論中未發言支持我國。

第五十七屆 

聯合國大會 

（九十一年） 

甘比亞、薩爾瓦多、尼加

拉瓜、格瑞那達、馬紹爾

群島、索羅門群島、聖文

森、史瓦濟蘭、塞內加

爾、布吉納法索、查德、

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十二

原始提案國家。之後，又

加上馬拉威、帛琉及聖克

里斯多福等三國。 

八十六國針對此

案發言（廿二國發

言支持，六十四國

發言反對將該案

列入議程）（支持

包括甘比亞、聖多

美普林西、多明尼

加、查德、史瓦濟

蘭、聖克里斯多

福、巴拉圭、聖文

森、巴拿馬、帛

琉、薩爾瓦多、馬

紹爾群島、吐哇

魯、布吉納法索、

巴拉圭、瓜地馬拉、巴拿馬、聖多

美普林西比、宏都拉斯、多米尼克、

吐哇魯、馬拉威、聖克里斯多福、

貝里斯、索羅門群島、塞內加爾、

查德、哥斯大黎加、海地、尼加拉

瓜、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史瓦

濟蘭、甘比亞、帛琉、聖文森、格

瑞那達、賴比瑞亞、馬紹爾群島等

廿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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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門群島、宏都

拉斯、多米尼克、

瓜地馬拉、格瑞那

達、尼加拉瓜等）

第五十八屆 

聯合國大會 

（九十二年） 

貝里斯、尼加拉瓜、吐瓦

魯與甘比亞等十五個友

邦。 

二十四國發言支

持，賴比瑞亞、宏

都拉斯未發言。 

 

第五十九屆 

聯合國大會 

（九十三年） 

馬紹爾群島、帛琉、索羅

門群島、吐瓦魯、布吉納

法索、查德、甘比亞、馬

拉威、塞內加爾、史瓦濟

蘭、貝里斯、格瑞那達、

尼加拉瓜、聖克里斯多福

及聖文森等十五個友邦。

二十一國發言支

持，惟巴拿馬、海

地、多明尼加三邦

交國並未發言。 

巴拉圭、捷克、瓜地馬拉、聖多美

普林西比、吉理巴斯、宏都拉斯、

多明尼加、吐哇魯、聖克里斯多福、

貝里斯、索羅門群島、塞內加爾、

查德、哥斯大黎加、海地、尼加拉

瓜、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史瓦

濟蘭、帛琉、聖文森、馬紹爾群島、

斐濟等廿三國家。 

資料來源：綜合整理自中華民國外交年鑑、中國外交及新聞報導。 
 
與國民黨政府所不同的是，扁政府（包括外交部、青輔會等政府部門）轉

移相當一部份資源，特別強化有關非政府組織（NGO）的學術研究及相關培訓

工作，並協助國內 NGO 參與國際活動、國際事務及建構處理國際事務能力。換

言之，經由 NGO 可以促進與國際接軌，爭取更廣大的國際空間。 
 
當前中華民國外交工作特別與以往不同的重點是，以「民主人權」、「經濟

共榮」及「和平安全」作為外交施政之三大主軸，與全國各界共同推動外交工作，

爭取並保障國家利益。針對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模仿歐美國家類似的組織，由外

交部主導成立「臺灣民主基金會」，該會與先進國家相關組織建立合作聯繫關係，

共同促進亞太地區民主化。 
 
此外，加強推動經貿外交，積極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以駐外技

術團及海外工作服務團、外交替代役等多軌併行方式，推動國際技術合作，分享

臺灣經驗。我國已經完成了與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的換文，正式生效。目前，我

們正在與數個拉丁美洲的邦交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如，巴拉圭、宏都拉斯

等）。當然，最近我國恢復了與美國在投資與貿易架構協定下的諮商談判，這使

得我國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露出一線曙光。我國政府應該設法積極爭取美國

行政部門的瞭解與合作。 
 
民國九十二年陳水扁總統就任總統三週年前夕，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曾就

陳總統的施政進行民意調查。根據這次調查的結果，我們觀察到民眾對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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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看法。調查發現： 
1. 認為陳總統推展人權外交的工作「有進展」的占 40.2%，表示「沒有進展」的

占 26.1%，「有進展」與「沒有進展」的差距為 14.1%，有進展者略高。 
2. 認為我們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有進展」的占 49%，表示「沒有進展」的占 24.3%，

「有進展」與「沒有進展」的差距為 24.7%，有進展者比較高。 
3. 認為促進我國加入國際組織的工作「有進展」的占 56.3%，表示「沒有進展」

的占 21.9%，「有進展」與「沒有進展」的差距為 34.4%。 
 
儘管從「人權外交」、「對美外交」及「參與國際組織」這三個議題來看，

一般大眾對陳水扁總統就任以來的表現是給予肯定的，但是持不同意見受訪者的

比例不低。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人民晚近我國對外關係的發展有何看法，仍值

得追蹤調查。 
 
 

五、結論 
 
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兩個國家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就名列「新興工業化國家」

的行列，在工業化的發展居開發中國家之首，而且積極爭取能夠擠身工業化國家

之林。就各方面來看，這兩個國家都是中等權力的國家（Middle Power）。在這

樣的情況下，他們在國際社會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這樣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在經歷了長時間「一黨獨大」

的統治之後，出現了政黨的輪替，使民主政治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在輪政之後，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維持前任政府的方向，例如，中

華民國維持爭取加入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而墨西哥仍然堅持主權獨立、不干

涉原則。 
 
不過，不論是台灣的民進黨或是墨西哥的國家行動黨，因為長期在野，從

事社會運動，和國外非政府組織保持較多聯繫，對於弱勢團體以及人權較為重

視，所以在對外政策方面注入對人權和非政府組織的重視。 
 
無論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中華民國和墨西哥對於經貿外交的重視是必

然的途徑，也會投入更多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