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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走出傳統迷思，尋找「國家」新意涵
286
－代結論 

 

法國大哲蒙田曾說：「人們越追逐那些想望的東西和虛幻的圖景，那些東西

逃得越快，跑得越久。他們為追逐而追逐，結果仍是追逐。」 

筆者在研究中發現，當不同的主張者先確立「統」、「獨」的「目標」後，然

後試圖把對「對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的闡述作為服務於「統」或「獨」

這個目標的「工具」時，筆者在研讀之中，常常會出現像蒙田所說的「為追逐而

追逐，結果仍是追逐」的困惑。 

筆者不禁懷疑，把「國際法理論」放在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個案中，片面

地當成一種服務於特定目標的「工具」，這樣的解釋方法是正確的嗎？ 

德國哲學家康德嘗言：「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體圍繞著觀測者旋轉時，對天

體運動的解釋已無法進行下去了，於是他試著讓觀測者自己旋轉，反倒讓星體停

留在靜止之中，看看這樣是否有可能取得更好的成績。」 

當我們試圖用自己心中的「統」或「獨」的那把尺當做中心，然後把「國際

法理論」當成圍繞著心中的「統」或「獨」的意念而轉動的星體時，是否也會發

生和哥白尼把地球當成中心，太陽當成圍繞地球運作的星體時，所遇到的相同的

「解釋困境」？我們也許該試試尋找其他的「中心」，然後反過來把其他的「信

仰」、「認知」當成圍繞這個「新中心」的外圍星體，去尋求一個新的詮釋觀，也

許反而才能釐清「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問題。 

 

第一節 什麼是新中心 

  筆者認為，這所謂的「新中心」有二個內容，一是「新態度」，一是「新價

值」。 

壹、新態度－假設的同情 

                                                 
286 本章的標題「走出傳統迷思，尋找『國家』新意涵」，是援用陳長文教授，2004 年 9月 1日
刊於自由時報的一篇文章的同名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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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哲學家羅素（Russell）曾說：「在我們批判別人之前，先要有一種『假

設的同情』。
287」 

陳長文教授對羅素這段話提出了他的詮釋：亦即，對於不同意見，我們要先

用同理心去理解，在那不同意見中有些什麼東西是可以同意或相信的。只有到了

這個時候，才可以重新採取批判的態度，但這樣的批判必須立足於一種精神狀

態，那就是彷佛我們剛剛才放棄了自己長久以來一直堅持的某項意見，現在我們

所進行的批判，用的是那種回頭批判自己的意見的心態與自謙，因為之前的我

們，已經做了一個「相信」與「認同」的功課，我們曾經試圖用同理心去瞭解過

那些意見為什麼與我們不同並接納那些了不同後，才開始批判的。 

  說的具體一點，假設有一個人，認為臺灣應該立刻無條件的與中國大陸統

一，不論我們如何反對這樣的意見，當我們要對之提出批判時，都應該給自己一

個功課，那就是，先假設自己也贊成這樣的意見，然後想想，這樣的意見到底有

什麼好處值得支持。當想清楚這個意見該被支持的理由後，這時才反過來用批判

自己的那種謙虛態度，把這個意見的壞處一一臚列出來，這時，我們再進一步把

這個意見的好處與壞處做一個對比，最後，把對比的結果轉化成心中對這個意見

究該採支持或反對的一種決定。同樣的，對於不惜以戰爭為代價，也要立刻宣佈

臺灣獨立的意見，反對者也應該用同樣的溫和方式去進行分剖，再下決定288。 

  換言之，對不同的意見，要用平常心將這些意見與意見間的不同差異，視為

一種可以理性溝通的「邏輯辯證」、「政策之爭」，而不是勢不兩立的「信仰抉擇」、

「道德衝突」。 

  然而這一點，卻是兩岸政府與人民相對不足的地方，擁統簇獨變成了一種識

別敵我的標籤，任何有觸於統獨立場的陳論，根本不必經過思維的檢驗，都直接

被視為一種謬論，筆者認為，這不僅有礙於事理的澄清，甚至對「統」或「獨」

的目標實現，亦是有害的。 

 

貳、新價值－制度認同優於國家認同 

                                                 
287 羅素，《西方哲學史》，第一卷第一篇第四章，資料來源：亦凡公益書庫。網址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cnovel.html（造訪日期：2004 年 11月 8日） 
288 陳長文，＜假設的同情＞，自由時報，200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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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辯論學上，有一種「共識檢驗法」，亦即，當不同意見所依據的「上位價

值」是相互牴觸時，為免淪於各說各話，這時，就要向上追尋一個更上位的價值，

直到確立不同意見者均同意的最上位的價值時，也就是達成共識時，再以這樣的

共識，來檢驗不同主張者的主張。 

  當我們把兩岸或臺灣內部的意見做群屬的分類，而分別成為所謂「統」、「獨」

的雙方立場時，會發現，如果擁統簇獨的二方，各自把「統」或「獨」當成最終

地、不容牴觸與挑戰的神聖信仰，也就是最後的上位價值時，基本上，問題就不

再有討論的空間。要決解統、獨爭議，就不再是智慧與理性之神所管轄之事，只

有進入暴力與戰爭之神的場域。詳言之，就是只能倚靠戰爭等暴力方式來解決。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這真的是我們（兩岸人民）要的結果嗎？如果不是，

那麼我們就該問問，是不是有比「統」、「獨」更重要的東西，如果有，那是什麼？ 

陳長文教授即曾表示：「臺灣的獨派追求國家主權『獨立』，大陸的統派捍衛

國家主權『完整』。但有誰想過，誰說『國家主權』是這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

是上帝說的？還是放諸萬古而不易的真理？要知道，『國家』這個名詞，在人類

演進的幾十萬年之中，出現也不過幾千年，而『主權』這個名詞，更是這幾百年

的事情！甚至，在強調全球化、促進地球村的融合共榮的進步趨勢下，所謂『國

家主權』，已一次一次的被『超國家』所削弱，聯合國、世界貿易組織、歐洲聯

盟，這些被喻為世界進步指標、象徵人類幸福希望的超國家組織，就是『國家主

權』弱化的等義詞。還把『國家主權』當成『神話』，只怕快是一個『笑話』了。．．．，

國家主權不重要？那什麼是重要的呢？我的答案是：制度，可以讓人幸福生活的

制度才是最重要的。．．．真正促進人類進步的泉源是『制度』，制度是實，國

家只是實踐制度的手段之一。制度認同，遠比國家認同重要而有意義得多。．．．

若我們能有制度認同的智慧，就會體察到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中國大陸和臺灣

一樣有一個競爭性的民主制度、擁有相同的經濟生活水平，這時，中國大陸還會

反對臺灣獨立嗎？臺灣還需要反對中國統一嗎？統不統，獨不獨，在那個時間點

上，根本是不重要的。因為，不論統或獨，人民都是幸福的。．．．289」 

  由陳教授的文章中可知，對人民而言，「統」、「獨」都只是一個手段與工具，

                                                 
289 陳長文，＜制度比國家認同重要＞，中國時報，200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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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想要透過統、獨實踐的更高目標，其實是「制度」，一個可以確保人民樂業

安居、幸福和融的良好制度。 

  換言之，不應把「統」、「獨」工具「目的化」，然後再以這種被目的化的工

具去檢驗，「中國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應』如何？」就算要帶有目的性

來討論所謂的「中國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這個問題，所帶的目的，也應

該是，期待用如何的方式去解決「中國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將最符合

兩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第二節 對「國家」意涵的新反思 

  當我們確立「新中心」後，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尋求「新反思」，也就是要尋

求有異於目前已處於僵局的「中華民國（或臺灣）國際地位」的詮釋觀。這就需

要先討論「國家」意涵的可能性。 

 

壹、關於中華民國（或臺灣）地位的「特殊」主張 

  目前國際學術界經常援引之國家定義為一九三三年十二月二十六日《蒙特維

多關於國家權利與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而認為國家是擁有(1)永久的人口；(2)確定的領域；(3)政府；(4)與其他

國家交往的能力。然而，這些定義，卻無法說服下列的情形： 

  (一) 一八七○年至一九二九年之教廷(Holy See) 

  一八七○年教皇國(Papel State)被義大利兼併，教廷之世俗主權(Temporal 

sovereignty)被廢止，但宗教主權(Spiritual soverignty)並未貶損，迄至一九二九年

二月十一日義大利與教廷簽訂 Lateran Agreement，教廷取得 Vatican City之領土

主權。 

  (二)以色列 

  一九四七年十一月二十九日聯合國大會通過第 181(11)號決議，批准聯合國

巴勒斯坦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ssion on Palestine)所提巴勒斯坦分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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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將巴勒斯坦分為阿拉伯及猶太兩國。以色列於同日宣布建國，此時以色列尚

無確定之領域。 

  (三)白俄羅斯與烏克蘭 

  前蘇聯加盟共和國白俄羅斯及烏克蘭於一九四五年十月二十四日以國家身

分成為聯合國會員國，其時，並無主權獨立之事實，而是雅爾達會議中羅斯福與

史達林(原要求十六個加盟共和國之席位)妥協的結果290。 

  而對中華民國（或臺灣）的現狀，學者亦有「是」、「否」為「主權獨立國家」，

單純二分法之外的第三項說法： 

  (一) 認為臺灣是「獨立實體」 

  美國學者 Gerhard von Glahn認為從事實觀點而言，中華民國即使僅獲二十

三國承認291，惟仍繼續以獨立實體(Independent entity)存在292。 

  (二) 將臺灣歸為「特類實體」(Entity sui generis) 

  亦即因某種理由，無意將中華民國（或臺灣）定位為國家。包括認為臺灣是

「獨立政權」、「特殊政權」等293。 

  (三) 將臺灣歸類為地方事實政府(政權)或實體 

  英國學者 James Crawford 認為臺灣並非國家，因為臺灣不主張也未被承認

國家地位。雖然如此，臺灣並非沒有任何國際法律地位，就國際社會而言，臺灣

相當於地方事實政府(local de facto government)，有能力從事某類交往294。 

  美國學者李浩(Victor H. Li)教授於一九七九年二月在美國參議院外交委員

會，就美國撤回承認後之臺灣法律地位作證表示：「臺灣為具有國際人格之事實

實體(de facto entity with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雖然中華民國（或臺灣）不再

                                                 
290 陳榮傑，＜中華民國（臺灣）之國際地位－回顧與展望＞，收錄於《國際法論集－丘宏達教

授六秩晉五華誔祝壽論文集》（臺北：三民，2001 年），頁 464-468。 
291 截至 2004 年十月，中華民國對外邦交國數為 26國。 
292 Gerhard von Glahn, The 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92, pp. 62-63. 轉引自陳榮傑，前揭文（同註 290），頁 478。 
293 詳參陳榮傑，前揭文（同註 290），頁 478-479。 
294 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51-152, Cited in Hungdah Chiu,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casional Papers/ 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y, No. 5(199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w School, p.11. 轉引自陳榮傑，前揭文（同註 290），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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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國視為國家或法律政府(de jure government )，臺灣仍然繼續控制一定的領域

及人口，執行通常政府職能295。 

  國際公法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對於臺灣地位有

如下之描述：「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面對有些政權不被承認為國家，但在一

定領域範圍行使有效管領之現象，認為國際法對於這些事實政權(de facto regine)

不能視而不顧，必須將其視為享有國際法權利及義務之國際法主體。296」 

  (四) 認為臺灣是「非國家領域實體」 

  英國學者Malcolm N. Shaw 認為臺灣是非國家領域實體(Non-state territorial 

entity)。認為影響臺灣地位之主要問題在於海峽兩岸咸認各該政府代表全中國。

臺灣並未主張個別國家地位，而且缺乏承認。臺灣該當非國家領域實體。此一實

體法律上雖是中國的一部分(de jure part of China)，但在個別行政管轄下297。 

由上述陳榮傑教授的整理，可觀察出一個問題。當不同統獨傾向的論者從二

分法去堅持中華民國（或臺灣）「是」或「不是」主權獨立國家時。在這些關乎

統獨意識形態的背後，其實對於部分不關心統獨問題的外國學者，他們對中華民

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提出的觀察描述卻可能是獨立於這「是」與「非」選項

之外的其他特殊的名詞主張。亦即，並不能全然將臺灣個案置諸於傳統的「國家

觀」內進行觀察。在某些向度上，也許可以說臺灣是一個「國家」，但在某些向

度來說，也不是沒有把臺灣詮釋為「非國家」的空間存在。中華民國（或臺灣）

的國際法地位之所以有爭議，就是因為其位在這模稜兩可的灰色地帶中。 

 

貳、從「主權讓渡」趨勢得來的未來觀察 

 

從國際法理論發展的軌跡看，否認國家主權的思潮肇始于二十世紀初。第一

                                                 
295 Taiwan,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9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on Bill 245, 
Feb. 5-8 and 2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p.148, cited in Hungdah 
Chiu,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bid, p.8. 轉引自陳榮傑，前揭文（同
註 290），頁 479。 
296 Robert Heuser, “Taiwan”, supra note 85, p. 371.轉引自陳榮傑，前揭文（同註 290），頁 479-480。 
297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K: Grotius Publications, 3rd ed., 1991, pp. 
162-163.轉引自陳榮傑，前揭文（同註 290），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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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公法學家狄驥率先對國主權提出了責難。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著名國際法學家凱爾遜、勞特派特再次否認國家主權。冷戰結束以來，由於

國際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全球化理論的出現，國際干涉增多，否認和弱化國主權

又一次成為歐美理論界的重要趨向298。 

１９９２年湯瑪斯．魏士和賈拉特．喬普拉提出「主權不再是神聖不可侵犯

的」。１９９５年特裏．戴貝爾進一步認為「禁止干涉內政已成為國主權基礎上

的舊制度」。同時，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惡化和環境國際保護需求的上升，一些

生態主義學者在環境保護領域中也提出了弱化國家主權的觀點。他們認為，當前

生態危機是享有主權的民族國家的行為造成的，要切實避免威嚇到全人類的生存

和共同福利的生態災難的發生，必須對某些過去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權力進行約

束。岡薩．漢德爾指出：「為了保護處於危機狀態中的更大共同體的利益，可以

對各國主權進行限制」299。 

聯合國秘書長安南亦於 1999 年 4月 7日在第５５屆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上，

提出建立「新國際準則」，主張「人權高於主權」。他說，雖然聯合國是一個由主

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但聯合國存在的理由是要保護世界人民的權利和理想。

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權躲在國家主權的後面，侵犯其人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一項

反對暴力鎮壓少數人的新國際標準正在形成。儘管進展緩慢，但最終必定形成。

１９９９年５月２５日，安南在瑞典說：「新興的國際法日益清楚地說明，各國

政府決不能躲在主權後面踐踏人民的人權而期待世界其他地方坐視不管」、「如果

一個政府對其人民進行迫害，而同時又辯解說那是自己的內部事務，世界將不會

再袖手旁觀。」300 

  由以上的說法可知，主權的絕對性已不再絕對，「主權」一詞正逐漸面臨來

自各方面的挑戰。或不至於被完全否定，但「國家主權」被持續地削弱應是一個

可以被同意的趨勢。不論是聯合國、世界貿易組織等國際組織，其成立與運作，

就可視為「國家主權」被削弱的同義詞。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例子則是，歐洲聯

盟的成立。 

                                                 
298 楊澤傳，＜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與國際干涉＞，《法學研究》23卷第 4期（北京：中國社會

科學院法學研究所，2001 年 7月），頁 144。 
299 楊澤傳，前揭文（同註 298），頁 144-145。 
300 楊澤傳，前揭文（同註 298），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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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朱景文歸納了歐洲聯盟的幾個特徵301： 

(一) 為了使範圍內資源利用的效率最大化，原來屬於國主權範圍內的某些

權力向國家所參加的歐洲聯盟轉移。 

(二) 在國家的層次上，由於主權的轉移，一個領域一個領域地相對獨立出

來，從金融到環保；從食品衛生到產品標準；從就業到消費者保護，這些領域分

別受到自己領域內的獨立於主權國家的法律制度的管轄，形成一個個分離的「主

權島」，使主權國家原有的國內一元化法律體系「碎片化」，轉變多元化的管制； 

(三) 在全球的層次上，在許多領域分別形成了國際管制網路體系，這種網

路管制一方面以參加者在相應領域獨立於其主權國家的政府為前提，另一方面又

形成了一套以部門為基礎（而不是以政府為基礎）由各個國家部門領域的專家參

加的國際管理系統，其職能在於制定標準、協調各國的立場，對實施的情況加以

監控； 

(四) 在管理模式上，形成了一套獨特的「國際組織－參加國」的連接模式；

在國際組織的層次上，國際組織制定框架式的規則、標準，解釋和監督規則的實

施，解決國際爭端，為國家的執行創造一般的制度條件；在主權國家的層次上，

則為這些規則，標準的實施制定詳細的規則，履行成員國的義務，具體執行這些

規則。 

  由歐洲聯盟的例子，即不難觀察出，它帶給了傳統國家主權理論的新挑戰。

特別是對十六世紀以來形成的以《威斯特伐利亞和約（1648 年）》為代表的國家

主權觀念。該和約第一次確定了以國家領土為基礎的主權觀念，隨著國在其領土

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統一，也形成了統一的一元化法律體系。國家成為在其領土

範圍內沒有任何權力能與它抗衡的、凌駕於任何權力之上的最高的權力。而歐洲

聯盟中出現的「成員國把原屬於自己主權範圍內的權力轉移給共同體」的現象，

使得這種國家主權絕對觀產生了解釋上的一定的困難。若干學者對此並不以為

然。仍堅持歐盟在原則上還是一個「國家間」或「政府間」的組織，而不是超國

家的組織。但亦有不少學者則持不同的態度。有的學者認為，這一現象表明「主

權」正在走向消滅，為一種歐盟式的「半國家」所代替。有的學者提出，由於全

                                                 
301 朱景文，＜歐盟法對法律全球化的意義＞，《法學》（上海：華東政法學院，2001 年第 12期），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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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衝擊，社會結構發生了很大的變化，國家主權的觀念已經過時了，今天世

界正在出現一種新的「轉移」，即國家把自己的主權讓渡給凌駕於國家之上的新

的共同體、「超國家的組織」。還有的學者則認為，國家主權不是一個靜止的觀念，

而是一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概念302。 

  這其實也是一種必然性的歷史變化，如學者王逸舟所言：「主權範疇的進化

趨勢及其價值。國際關係史已經教會我們，像任何一個國際法範疇一樣，主權範

疇並非永恒的、固定不變的，它必須隨著歷史的發展而發展，按照客觀現實的需

要而進化和充實。
303」 

 

第三節 從兩岸共識出發的解決嘗試 

  筆者認為，從各自的統獨需求所建立起的片面式的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

際法地位的論述，似乎都無法真正為這個已爭議數十載的問題提供解答，那什麼

是「真正的解答」，筆者也不敢妄為率斷，但筆者想尋求一種建立在兩岸「共識

上」的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認知，也許會是一個值得嘗試的出路。也

許有人會質疑這樣的共識，是不可能達成的，對此，筆者存疑，來看看德國和法

國的例子，德法自一八七○年代發生普法戰爭後，兩國持續百年的敵意，不也有

戲劇化落幕的一日？當德法體認到共識的重要，攜手共創了歐洲煤鋼組織，並於

爾後演化成為歐洲聯盟，為傳統概念的「國家」注入了一新的可能性的同時，在

剛開始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認為德法這屬世仇的國家會「達成共識」呢？就算真

被悲觀論者言中，兩岸的「共識達成」的努力終將失敗，但為了那一點點「不失

敗」的可能性，難道不值得我們去努力嘗試嗎？要知道，所謂的「終將失敗」其

實踐的形式很可能就是「戰爭」。 

  基於這樣的理念，筆者想引陳長文教授 2004.9.1一篇刊自由時報的文章＜走

出傳統迷思，尋找「國家」新意涵＞做為本文最後的結論。 

捷克文豪米蘭昆德拉在其名著《生活在他方》中曾寫道：「人只有當他完全

處在別人中間，才能成為自己。」這句話也可投射出政府在爭取我國國際地位的

                                                 
302 朱景文，前揭文（同註 301），頁 58-59。 
303 王逸舟，前揭文（同註 28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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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狀態。只有完全處在別人（國）中間，我們「才能成為自己」。這也是為何

政府首長竭慮於創造諸如「Taiwan,ROC」或「ROC（Taiwan）」等名詞的緣故，係

想藉「正名」凸顯臺灣的國際地位。  

不必非難這種「由群證我」的心理情愫，那是人性之常。只是若真的把「處

身他國之中」當成首要，就該省視，我們所選的路徑，真的有助於「處身他國之

中」嗎？  

首先，中華民國（或臺灣）是不是一個主權獨立國家？一九三三年「蒙特維

多關於國家權利與責任公約」（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列有國家的四項要素：人民、領土、政府、與他國交往的能

力。筆者認為，我們無一不合，我們是個主權獨立的國家，已是國際法上不證自

明的事實。或有人會問，為何多數主要國家並不承認遑論與我國建交呢？  

國際法上通說所採的承認理論是宣示說，意即，特定國際法主體構不構成國

家並不依賴他國的承認。這有二層意義：第一，我們是不是國家無待他國承認來

確認；第二，即使我們是國家，他國仍無承認我國的國際法義務，承認與否，所

據者不是法律理由，而是政治利益。換言之，我國不被他國承認，不是因為我們

無法用國際法理說服他國認同我們是「國家」，是因為許多國家認為承認ＰＲＣ

比承認ＲＯＣ要合於其外交利益。這樣的政治考量，即使ＲＯＣ變成了 ROC

（Taiwan），甚至有朝一日宣布獨立變成 Taiwan 也很難改變。  

這樣的外交困境該如何突破？筆者認為，我們該說服的不是基於政治利益擇

中共而棄我們的各國，而是這「政治利益」所從出的本源︱中國大陸。因為，只

要兩岸達成了默契與共識，在該共識的範圍內，各國沒有理由排斥與我國交往。  

  但要如何面對中國大陸呢？可以「對等互待」為核心概念，重新詮釋「國家」

一詞的定義。何謂「國家」？「國家」的內涵是一連串「國際實踐」的結果。換

言之，國家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詞彙。早期的國家，是絕對權力的化身，強調國家

權力（或主權）的最高、不可分割與不可讓渡的特質。但近世以來，這樣的觀念

已漸弱化。國際法的建立，即挑戰了國家的最高性，因為國家必須服從國際法。

而二次大戰後，德國、韓國、越南及中國的分裂，形成「分裂國家」形態，不可

分割的說法也因而動搖。分裂國家意謂著抽象概念上的一國，而實質分治的兩

國，這就是「國家」一詞的新實踐，也賦予「國家」新的樣態與意涵。而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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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讓渡，也在歐洲聯盟整合過程中顛破。例如歐盟各成員國的憲法均有「主權

讓渡」的條款，藉以將傳統歸屬於「國家」的權力，讓渡給超國家組織來行使。  

  換言之，兩岸與其強調最高、不可分、不可讓的「國家權力」，不如創造一

個立基於平等，非最高、暫時可分、可讓渡權力於雙方合意的默許的「未來的」

超國家組織的「國家詮釋」。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邏輯來解釋，就是把

「一個中國」詮釋為「未來的超兩岸組織」，這個超兩岸組織，只要兩岸合意，

可以說它是「新國家」，也可以說它是類似歐盟的「超國家」。而所謂「各自表述」，

則是對現狀的動態描述，雙方在這未來的超國家或新國家期待下，各自保有對現

狀下，自我國家狀態的主觀詮釋權。雙方可協議，在現狀下互相認可對方為「國

家」、「準國家」、「分裂國家」或「政治實體」。換言之，若大陸方面不願承認臺

灣為一個「完整國家」，則相對地變成自己也不是「完整國家」，完整國家的出現，

則留待未來的兩岸合意或結合。設若「分裂國家」是個雙方可互認的「國家詮釋」。

那麼大陸方面就該讓臺灣擁有在「分裂國家」詮釋觀下的國際參與空間。  

  可能有人會預斷地說，大陸方面不會同意這樣的主張。然而大陸不是已從「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帶有隸屬性（中國大陸為主，臺灣為屬）的主張，修正

成「大陸與臺灣同屬中國」的平等主張了嗎？這顯示了「對等互待」的邏輯就算

困難，也比片面衝撞式的「國家堅持」較容易化解雙方的歧見。  

  最後，「國家」是一個實踐的過程。當兩岸共同默許、同意一種新的「國家

形態」，就等於為「國家」在意義範疇上延展了新的可能。兩岸與其拘泥於傳統

的「國家迷思」，何不坐下來，認真思索各合所需的「國家新意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