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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歸納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構的研究成果與相關文獻，有五項研究發

現，重點說明如下： 

一、兩岸三角和平論模式建構的適用 

基於全球化的產業分工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兩岸密切經貿整合的需

要，以及兩岸人民頻密往來的需求等因素，建立兩岸正常化的整合機制已

成為兩岸共同的訴求與利益，但兩岸主要的爭議在於如何建立整合模式彼

此有極大的差異。本文的基本立場是在於追求穩定和平為最首要目標的兩

岸整合關係正常化，那麼要建構台海兩岸和平整合模式，其所要具備最必

要條件有哪些？ 

事實上，影響戰爭與和平的條件無法窮盡，因此，和平沒有充分條件，

只有必要條件，而本文所建構「兩岸三角和平論」便是論證出「經濟互賴」、

「制度整合」，以及「民主價值共享」是最主要的必要條件；而且這三個

主要的必要條件兩兩相互配合與補充，亦即每一角與另兩角具有相互補充

加強作用，共同組成一穩定的平衡體，從幾何的角度而言，就是形成的最

小的多邊形---建構出「兩岸三角和平論」。 

在理論上，Russett and Oneal 提出「三角和平論」，將民主和平論、

經濟相互依存和平論與國際制度和平論等三角共量的加總，可以說是綜合

新自由主義各種主要研究面向的結合（秦亞青，2004：61）。本論文除繼

承以自由主義為主要意涵的「三角和平論」之外，用以轉化成評估兩岸整

合關係的「兩岸三角和平」論，其中在「經濟互賴」與「制度整合」建立

在新自由制度主義立論基礎與假設上，至於「兩岸民主價值與實踐的共享」

上，則吸取建構主義與民主和平論的觀點，強調民主價值認同的對兩岸永

久和平重要性，亦即在兩岸的經濟互賴與制度整合是兩岸關係的物質性結

構，只有在民主觀念結構框架中，才能呈現兩岸永久和平的意義。 

因此，兩岸和平整合的現狀發展固然可以用很多角度與條件來解釋，

但最重要的三個必要條件與變數：「經濟互賴」、「制度整合」與「民主

價值共享」三者，以及這三者變數間兩兩之相互的關係，最能解釋兩岸和

平整合的現狀，以及預測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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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就是以正向善性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取

代反向惡性循環圈「Vicious Circles」 

以歐洲整合的經驗而言，在二次大戰後就是透過民主的提升

（promotion of democracy）、強化國際經濟（bolstering of national）、組

建並參與國際組織的綿密網絡（construction of a thick web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等三項，使歐洲可以消弭戰禍，創造和平與繁榮的新歐洲

（Russett & Oneal, 2001：24-26）。而歐洲整合的經驗模式成功就是能透

過以上三項和平條件相互之間，正向地彼此相互加強與相互補充，形成不

斷的善性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見圖 8-1)，使得原本兩次世界大戰的

火藥庫，成為全球最和平穩定的地區，以「三角和平論」解釋的歐洲和平

整合經驗1足以給兩岸關係的和平整合帶來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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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三角和平論正向善性循環圈圖 

資料來源：（Russett & Oneal, 2001：15-42）；作者自行繪製。 

相對地也可以反證回去，過去歐洲征戰不斷，以「三角和平論」三變

 194

                                                 
1 這裡必須說明「三角和平論」可以說明歐洲整合經驗，也可以帶來兩岸和平整合的啟示，但歐
洲整合理論，如新功能主義、功能主義卻不能適用在兩岸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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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惡性循環圈（vicious circles），來解釋歐洲戰爭爆發與衝突的來源。

而造成國際體系互動惡性循環主要原因為，溯及到 1648年歐洲各國結束三

十年戰爭所逐漸建立起來西發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但西發利

亞體系確定各國擁有對內與對外的主權（Bull, 1977）以解決在國際體系無

政府狀態（anarchy）的互動法則， 「anarchy」 並非是混亂的代名詞，但

西發利亞體系若以現實主義觀點強調國際政治是追求權力競爭，各國必須

對防止潛在敵對國家軍事力量增加，並透過各種同盟關係維持平衡，隨時

保持警戒狀態。這種國際體系就如霍布斯 Hobbes所說的是一種所有國家彼

此對抗的戰爭（a war of all against all），使得西發利亞體系容易轉化為霍

布斯體系（Hobbesian system）。歐洲各國在確立西發利亞體系後，歷史發

展也因為國家間的武器競賽（arms race）與影響力的角逐（competition for 

sphere of influence），導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elimma）使得國際環境更

不安全，甚至醞釀大規模的衝突發生。而這就是原本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

境（ananchy）的西發利亞體系容易受到惡性循環圈（vicious circles）而影

響（Russett & Oneal, 2001：23）。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往往是軍備競

賽下，各國軍事能力的提升，會降低外交與經濟的聯繫，使得互信逐漸減

少，進而導致大規模的戰爭（Choucri and North,1975）。  

    本文主要就是論證兩岸的「經濟互賴」、「制度整合」與「民主價值

共享」三者，在理論與經驗上兩兩相互正向影響，相互補充，進行對兩岸

和平穩定形成正向循環的促進效果，可以形成正向善性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使兩岸和平整合模式成為有希望的未來。 

相對地，兩岸之間的負向惡性循環圈（vicious circles）一樣威脅兩岸

和平穩定，來自傳統主權的堅持、軍事的恫嚇、外交與國際社會的打壓作

為，以及北京當局對台的內部分化等等，這些都使兩岸善性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無以為繼，使兩岸協商出現遲緩或中斷，妨礙兩岸和平整合正常

化的原因。例如從 2003年 12月開始中共中央軍委會於「中國人民解放軍

政治工作條例」中發佈對台「三戰」策略—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展

開對台新戰爭模式，不僅先於軍事行動，並且貫穿整個軍事行動（吳崑義，

2006：1），2005年中國公佈「反分裂國家法」就是「三戰」新攻勢，就

是將兩岸關係引導入新一輪的「惡性負向循環」，幾乎抵銷了兩岸長期累

積的善性正向循環。 

以經濟互賴的角度而言，應屬於兩岸營造善性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

的主要機會，尤其是對兩岸政治、外交、軍事對立威脅的情況下，更可能

是帶來兩岸和解、合作與和平的機會。但在中共刻意的對台經貿統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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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與台灣進行不設前提的兩岸制度化協商，使得兩岸經貿互賴出現台灣

對中國三項不對稱經濟依賴，兩岸經貿整合呈現非正常化、非制度化的整

合關係。亦即兩岸現階段正向的善性循環要素受到負向的惡性循環要素的

嚴重抵銷，或發生善性循環圈倒退或消失，甚至有轉為惡性循環圈等（見

圖 8-2），出現正反循環變形轉向的情形出現。現階段兩岸的經貿整合非

正常化與非制度化其實就是一種「正反向循環變形」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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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兩岸三角和平論反向惡性循環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實際案例而言，2005年開始兩岸政府透過新協商模式，啟動兩岸客

貨運包機、大陸觀光客、大陸漁工來台、大陸砂石輸台、台灣農產品輸入

協商事項這是可算是兩岸整合關係發展的善性循環，這兩岸協商進行有時

進度快速，有時進展緩慢，甚至中斷，大都肇因兩岸在「民主價值共享」

嚴重對立，形成兩岸政治與主權議題的嚴重爭議，尤其是中國對台灣民主

與主權的否定，否定台灣 2300萬人對台灣前途的最後決定權，否定並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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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象徵與作為，例如兩岸外交爭奪、軍事對峙大都

屬形成兩岸和平整合關係的負向惡性循環圈（vicious circles）因素，干擾

且抵銷了雙方好不容易建立正向善性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營造建構機

會，亦即增長兩岸間的「經濟互賴」、「制度整合」，以及「民主價值分

享」的機會。 

然而，兩岸經貿互賴相嵌在於經貿全球化運作新模式之下（可視為更

大的正向善性循環），使得兩岸經貿互賴固然出現三項不對稱經濟依賴現

象，又是非制度化、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但在全球化新經濟分工模式，

兩岸經貿互賴已呈現「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此一運作模式這對兩

岸和平又帶來正面的影響，亦成為台灣國家安全重要的防衛機制。 

雖然，全球化經貿整合互賴新模式的和平形勢可以視為是基於善性循

環圈的康德體系（Kantian system）（Russett & Oneal, 2001：41）。但兩

岸整合關係並非從此和平就可以高枕無憂，Russett & Oneal 曾提醒追求和

平有識之士（Proponent of peace）必須提高警覺，特別是全球持續性的經

濟低迷將會是康德體系（Kantian system）最主要的威脅（the primary threat 

to a Kantian system），歷史證明經濟長期不振將會使民主政權岌岌可危，

導致戰爭與衝突的發生，三角和平論就會出現逆轉（negative spiral），包

括出現貿易下滑、民主治理失效、以及國際組織的弱化無能，康德體系將

轉變成不安全的霍布斯體系（Hobbesian system）（Russett & Oneal, 2001：

42）。  

兩岸整合關係也是一樣，若兩岸共構商品供應鏈出現弱化或消失，兩

岸出現長期的貿易投資銳減，或是中國與台灣民主遭到嚴重挫敗，以及兩

岸協商出現中斷等等情形，都嚴重不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三、從規範性理論 (normative theory)到經驗性理論

(empirical theroy) 
有關兩岸關係理論提出，過去學者、政府與政黨人士大都提出規範性

理論，亦即在現有分裂國家各種互動制度中，或基於政治領導人的創見，

提出兩岸關係應該朝向「聯邦」、「邦聯」、「國協」、「一國兩制」、

「東西德」、「南北韓」、「歐盟模式」、「一中兩國」、「一國良制」、

「大中華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協作區」等各種政經整合模式。上述這

些規範性的整合模式，卻少有以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的理論建構

方式，透過經驗性資料（empirical data）的收集與歸納，提出假設，並透

過科學程序進行驗證，得出經驗性的理論或框架（ empirical theor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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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用來解釋分析現狀的發展，以預測未來。雖然目前台灣學界

已有人透過政治科學方法進行兩岸關係理論化建構（包宗和等，1999）已

經展開，但要發揮一般性理論建構影響力，仍待學界積極重視與投入。 

本文提出以「兩岸三角和平理論」的思考架構，作為「台海兩岸和平

整合模式建構」依據，就是希望建構終極和平的兩岸和平整合關係，提出

經驗性的解釋與預測的理論架構，為建構兩岸關係一般性理論理論，略盡

棉薄之力，希望能拋磚引玉。 

 

   四、關注領域從單面向到多面向 

台灣政黨與社會對兩岸關係的分歧，除了統獨意識型態外，主要來自

對於兩岸關係整合關注面向不同所導致。 

本文提出「兩岸三角和平整合模式」，以「經濟互賴」、「制度整合」、

以及「民主價值共享」等三變數，以及三變數兩兩之間的關係來解釋與預

測兩岸和平整合的關係，「兩岸三角和平整合模式」至少以三種主要面向

的角度，以及這三種面向兩兩之間的關係，三種面向關注兩岸關係完整的

發展，而現階段台灣內部針對兩岸關係發展爭議很大，就是因為只以上述

三項變項之一的變數來作單獨解釋或擴大解釋，以單一因素進行簡化或過

度強調，都容易形成偏差，也因關注焦點偏重不同而產生爭議。 

例如以政黨而言，國民黨過度強調兩岸經濟互賴的事實與對兩岸未來

發展的重要性，而鼓勵加速對中國經濟開放與經濟依賴，卻嚴重忽略兩岸

民主發展的差異，以及兩岸制度整合的懸殊落差，亟待透過兩岸正常化協

商來累積制度整合，並透過民主實踐與價值交流與拉近雙方對民主價值與

實踐的差距。以致於因國民黨偏重強調經濟互賴的重要性，卻故意對中國

在國際社會對台灣打壓以及對台灣民主進行污名化而視而不見，如此的單

面向的關注偏差（focus of bias），自然也會引發爭議。 

而部分主張台灣主權獨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政黨團體，也有相同的關

注偏差的問題，如太集中看待中國對台灣民主打壓與國際地位的矮化，過

度否定與中國經濟互賴的成果，主張中國承認台灣主權，放棄對台使用武

力前，應儘量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甚至完全切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以免危害台灣經濟安全，同樣地犯了關注焦點的偏差。 

 

五、台灣從威權到民主化的國家安全觀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開始至 2007年，正好走了 20年的民主改革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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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經由種種的改革，台灣人民推動民主化結束了國民黨長達 50年的統

治，台灣民主快速發展，不僅是對內人權與自由權益的保障與伸張，另方

面對台灣的國家安全與國家認同方面，由於國民主權的確立，挑戰了過去

威權時代的國家安全觀，建立了民主實踐的國家安全觀。 

    台灣民主化前的國家安全觀是政治強人主導的，專制統治下的政黨利

益高於人民的利益。回顧過去的威權統治國家安全陷入困境，除了中共長

期打壓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強人長期以「一個中國」與北京當局進行代表

權之爭，並採取「漢賊不兩立」零合對抗政策，所導致如今台灣重返國際

社會不幸後果。然而台灣已從戒嚴威權統治，轉化為奠基於人民同意的民

主國家，國家主權概念也朝向落實國民主權的價值與實踐，主體為人民，

而非過去獨裁的統治者或政黨。 

    隨著完成民主化，民主台灣的國家角色與兩岸定位也發生顯著的轉

變。台灣的國家角色從過去與中共爭天下、爭正統框架中，逐漸轉化以「新

興民主國家」做為國家認同的對象，台灣對兩岸定位從雙方領導人的未來

「統一」的唯一選項，到只要台灣人民同意不排除任何的選項2。同時對國

家安全的概念也從傳統的狹義軍事安全威脅，轉變為廣義的綜合安全觀，

另如伴隨民主化，台灣的民主價值與實踐已成為兩岸主要價值衝突的主要

來源，對國家認同的分歧，應該被視為當今國家安全的威脅（陳明通等，

2005：13-17）。另方面「民主」已成為國際社會支持與同情台灣的主要價

值，因台灣民主若被犧牲而遭中國併吞，這是全球民主陣營的極大諷刺與

挫敗（Herschensohn,2006:161-170）。  

兩岸和平整合模式的建構，民主台灣與非民主中國兩造如何互動達到

和平整合的目標，不只是評估未來中國是否可能民主化而已，更重要的

是，台灣民主價值與實踐能否被中國所理解與尊重。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兩岸三角和平論」作為兩岸關係的一般性理論 

本論文提出「兩岸三角和平論」用以解釋兩岸和平整合模式的現狀

                                                 
2 台灣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在現行憲法規定與國統綱領指導下，「一個中國」或統一是兩岸未來
的惟一選項。但民進黨執政後強調 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家，兩岸互不隸屬，任何主權變更必須由全體台灣人民共同決定之；2006年總統將國統綱領
終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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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situation），一方面以三角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之架構，來歸納

所蒐集的資料作為一個資料分析框架，另方面透過三角變數，以及兩兩變

數之間的關係架構來解釋兩岸和平整合現狀，以及預測未來的發展。 

 

（一）作為一個資料收集的框架： 

研究兩岸關係目前最缺乏一般性理論的建構，可以作為累積資料的架

構，為使累積資料具有理論性引導，而不至於使兩岸關係的研究流於粗糲

經驗資料（raw empirical material）收集而已，兩岸三角和平論可以作為一

個蒐集資料框架，以利進一步分析解釋兩岸關係的發展現狀。也是的和平

這項兩岸重要的焦點有一個共同聚焦的研究平台。 

 

（二）解釋兩岸和平整合的現狀發展： 

由於學術的分工，研究兩岸關係甚為支離破碎，研究兩岸民主化、兩

岸經貿、兩岸參與國際組織或兩岸協商等，目前學術分工很難集中在一

起，以至於兩岸經貿研究缺乏政治民主化與兩岸外交爭奪的思考；而專研

中國民主化著作往往缺乏經貿互賴與制度整合對民主化具有深遠影響；兩

岸協商的制度化整合也往往缺乏經貿互賴與民主價值差異的相互呼應的

關照，因而也顯得不夠深入與完整， 

國內對兩岸關係的學術研究的成熟度不足，也反應在政黨對兩岸關係

的現狀發展產生嚴重失焦的對立問題。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差異來說明： 

國民黨偏重看待兩岸關係經貿互賴的面向，認為台灣已經嚴重依賴中

國經濟，因此維繫穩定的兩岸關係有利於兩岸經濟發展，但國民黨卻忽略

兩岸外交戰場上中國對台灣無情的打壓行動，也忽略對中國民主化催生的

民主策略與義務3，將兩岸關係縮小焦點看待是經貿往來，其實嚴重忽略其

他兩個面向，一方面極易與國內的其他政黨關切焦點不同而引發內部爭

論，另方面對於中國進行各式統戰而疏於防備，很難抵禦中國「以經促統」

「以經促政」的經濟吸納戰略。 

民進黨堅持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堅拒接受一中，不接受「九二共

識」，為努力鞏固邦交國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不惜與中共進行外交爭奪

戰，對中共不重視民主罔顧人權則給予嚴厲譴責，並全力協助中國民運與

促進中國民主化。另方面，堅持在兩岸達成制度化協議前，對於中國片面

的經濟吸納採取抵制措施，但台灣的抵制措施常令台商、外資等企業家對

                                                 
3 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赴中國與共產黨展開多次黨際交流以來，國民黨從未透過國共論壇的
管道，宣傳台灣民主價值以及聲援過中國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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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的「保守政策」感到不滿，無法提供台灣企業家一個充

分自由經營環境。 

因此，台灣政府對於中國的威脅與敵意，包括中國於國際社會強力打

壓台灣，北京當局對於兩岸協商牛步化的政治操作化，以及否定台灣主權

傷害台灣民主等有較完整深刻理解，因而拒絕配合進一步經濟依賴的深

化。政府此舉，卻遭到在野黨、工商企業界與外國商會則給予強烈抨擊。 

    面對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紛擾，本文提供一個完整的分析架

構，一個兩岸關係發展現狀的完整圖像（big picture）討論架構，有利於吾

人正確解讀兩岸關係完整的發展，進而真正判斷台灣政黨大陸政策的偏好

（bias），不會被中國部分政黨、特定媒體的文宣所蒙蔽與偏差誤導。 

 

（三）對於兩岸和平整合模式的發展的預測 

兩岸和平整合模式而言，「經濟互賴」已成為兩岸和平的最大保障，

但由於兩岸在外交領域的激烈攻防，以及兩岸民主發展的嚴重差距，而經

濟互賴有無經濟統戰的陷阱，經濟互賴能否獨力支撐兩岸和平大廈？是頗

具複雜與爭論的議題，一方面台灣經貿高度依賴中國，當台灣失去經濟自

主性4，政治自主性也隨之不存，這是台灣經濟安全所嚴重關切的問題，另

一方面，全球化下全球經濟分工下，只要兩岸經濟與全球產業保持連結，

台灣也扮演重要角色，縱然對中國經濟依賴很深，中國要掀起對台衝突依

然會被全球主要經濟國家的嚴重干預。無論如何，有制度整合與民主價值

共享的條件加入，將更有利於建構穩定的兩岸和平，如同 Galtung教授所

說有利於從消極負面和平（negative peace）轉到積極正面和平（positive 

peace），才能真正能消除兩岸間「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才

能預防兩岸衝突（Galtung,1996:1-3），而這兩個方向是台灣政府應長期追

求兩岸和平不可放棄的努力目標。 

 

    二、兩岸從敵對式相對利益（relative interest）到雙贏

式絕對利益(absolute interest)戰略思考轉變 

兩岸關係過去在權力爭奪的現實主義式的敵我決策思考下，兩岸政府

對利益取捨主要以敵我較勁角度，傾向採取「相對利益」式的思考模式，

只要大陸方面獲取利益大於台灣，台灣就不會接受，例如拒絕外交上的雙

                                                 
4 尤其是指台灣方面失去對「兩岸共構商品供應鏈」的主導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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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承認，採取所謂「漢賊不兩立」立場，而這種思維最典型則體現在目前

北京當局對台灣的國際參與對外邦交的立場上，堅持所謂了赫爾斯坦原則

「Hallstein Doctrine」（陳明通等，2005：142）。 

但在自由主義決策思考下，會以本身是否獲益絕對值為思考依據，亦

即傾向「絕對利益」式的思考，不會在乎對方是否獲益超過台灣。明顯地，

台灣已逐漸擺脫過去只從「相對利益」式來思考兩岸關係，例如外交領域

上以不再繼續「漢賊不兩立」或「相對利益」的外交思考，甚至願在國際

社會接受國際社會對兩岸國家的雙重承認5。 

更多的「絕對利益」事例則更多出現在兩岸經貿互賴議題上，在全球

化下兩岸頻密交流產生密切的經濟依賴關係，否則一味以敵我的「相對利

益」政治主權考量兩岸關係互動，堅持一中政治框架立場，拒絕兩岸政府

間直接協商制度化議題，將壓抑兩岸經貿文教交流所產生互利效果，也將

使兩岸政府在經濟互賴基礎上，兩岸將持續展開經貿統戰與反統戰的攻

防。 

兩岸在經貿文教交流方面，顯然有較多的「絕對利益」思考與經驗，

以致於雙方基於「絕對利益」思考，在「共同利益」合作基礎上謀求雙方

的和解與合作，並透過不斷擴大「共同利益」的基礎與空間，讓兩岸整合

關係的有更多獲取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的機會，使兩岸整合關係從

過去「霍布斯體系」（Hobbesian system）過渡到「洛克體系」(Lockean 

system)，甚至是「康德體系」（Kantian system），而邁向「康德體系」過

程需要持續的善意循環圈（virtuous circles）來不斷建構。 

 

三、發展兩岸或台海和平學研究 

   台灣學界對兩岸關係的研究，從早期國共敵仇下敵我意識分明的「匪

情研究」，發展到以科學中立為態度的「大陸問題研究」。隨著兩岸關係

的逐漸開展，所採取的研究取向也從強調軍事、戰略、權力等現實主義概

念為主，逐步發展到研究兩岸交流、合作互助為主的研究取向。 

研究趨勢的轉變，也對應著兩岸關係從過去軍事對抗、漢賊不兩立的

外交零合戰，到兩岸交流所衍生問題的合作解決，甚至是追求兩岸永久和

平的研究。並且隨著實際兩岸交流領域的擴大，台灣學術院所從事兩岸研

究趨勢也從過去只強調中共意識型態與黨政研究，擴展到兩岸各項經貿文

教交流，研究的系所也不再以政治系所、大陸研究所、國際關係、戰略研

                                                 
5 我國展開務實外交不再拒絕邦交國同時也與中國建交，亦即不迴避雙重承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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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為主，而是包含法律、經濟、金融、財稅、勞工、移民、航運等各專

業領域的科際整合研究。 

雖然如此，隨著兩岸交流頻密，以及在中共刻意不願正視中華民國存

在的事實，兩岸關係存在著「政冷經熱」格局，這種格局發展是會導致兩

岸衝突還是永久和平，影響兩岸人民之性福與否與台灣發展未來甚鉅，但

在台灣竟然沒有成立研究和平學或設立專以研究兩岸和平的學術研究機

構或智庫，以致於有關如何促進兩岸永久和平，抑制衝突戰爭發生的學術

有系統的專門研究文獻至為缺乏。 

相對於，西方民主社會學術機關與民間機構，對於全球衝突的和平解

決方式之研究，曾提出針對各地衝突的原因以及各項增進和平的方案6，反

觀台灣身繫台海安危，竟無專門研究兩岸和平的機構，實亟待補強。尤其

是在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在就職演說宣示「民主和平」國家目標之際，台

灣應思考與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結合成民主「價值同盟」，共同推進「追

求並支持全球民主以終結獨裁政權」，「和平最佳途徑就是把民主自由推

展擴散全世界」7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展望  

 
   本論文提出「兩岸三角和平論」的分析架構，以兩岸的「經濟互賴」、
「制度整合」與「民主價值分享」三項變項以及 12 種變項之間相互關係，

作為解釋與預測兩岸關係和平整合發展的一般性理論。而這三項變項在兩

岸和平整合關係的目前與未來發展各具理論意義，在研究展望上可作為學

界研究兩岸和平，觀察的重要參考指標。也可以作為政府有關部門推動兩

岸和平穩定的努力的施政政策重點。   

一、 經濟互賴是兩岸和平的主要屏障 

兩岸經貿互賴緊密，若單從兩岸貿易、投資與人員往來的相關數據來

瞭解兩岸關係，幾乎與兩個正常國家的經貿合作伙伴無異，很難去聯想兩

岸存在有嚴重政治敵對的狀態。 

                                                 
6 全球著名以和平研究的機構包括，美國的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Stimson Center），參見
http://www.stimson.org/；挪威奧斯陸的國際和平研究中心 PRIO（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參見 http://www.prio.no/ 等等。 
7請參見美國國務院網站 http://usinfo.state.gov/specail/inauguration.html.。President Bush 
Inauguration, January 20, 2005. 網頁副標為：Bush Ties Second Term Policy to the Advancer of 
Freedom. Says US will support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institution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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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s 研究 90年代後的全球化經濟整合的生產模式對和平安全的影

響，歸納出兩項結論：第一、生產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如跨國公司生產模式（MNC production strategies），已改變大多數經濟強

權國家的經濟運行結構，不再需要以非和平方式征服他國領土才能獲取所

需經濟資源，現代的全球跨國公司生產模式已能有效率汲取經濟資源，這

種全球化生產模式會防止並降低的強權領導者或野心政客以發動戰爭方

式，搶奪經濟資源的誘因（Brooks,2005:48-50）。 

第二、全球性的區域經濟整合（ regionalism）成長快速主要誘因，有

助於本國對外吸引外資直接投資（FDI），尤其是跨國公司資金。各國基

於害怕被 FDI孤立（isolation from FDI）的龐大壓力，甚至與鄰近長期關

係安全緊張的敵對國家盡棄前嫌8，進行經濟合作與整合，而區域經濟整合

成就不僅在西歐國家如長期宿敵德、法徹底解除敵意，大大提高兩國的安

全關係，創造出兩國的永久和平；就連過去一直在區域經濟整合發展出現

許多問題的發展中國家決策者，也積極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工作，亦即強大

外部經濟壓力促使各國進行密切的經濟合作，而區域經濟整合有助於提高

在發展中國家的和平（Brooks,2005:53-54）。 

而兩岸雖然未簽訂區域經濟整合協議，但兩岸經濟互賴關係密切絕不

遜於任何正常國家之間的經濟整合，並在全球化經濟分工上扮演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第四章詳論兩岸共構商品供應鏈的發展現狀，關係全球經濟的

榮枯興衰，台海的和平穩定為全球各主要國家所關切，「維持台海和平」

也是全球各國政府與兩岸政府最一致性的目標共識，只是對維持和平的方

法與手段不同而已，台海和平的共識目標都是在維繫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

應鏈正常運作。因此現階段兩岸共構的商品供應鏈已發揮了維護和平的功

能，被稱為最重要的台灣防衛機制（Friedman,2005），台灣最堅強的國防

---矽防衛（Addison,2001）。 

在分裂敵對國家的互動歷史，很難找到如兩岸經貿互賴如此密切的實

例，二次大戰前未曾如此，二次戰後的東西德、南北韓、印度與巴基斯坦

之間也都未曾出現如兩岸經貿互賴密切的情形出現。然而，在「政冷經熱」

的發展格局下，兩岸經貿已呈現的不對稱經濟整合關係，提供依賴最小的

的北京當局有能力進行政治操作的條件，就再北京當局刻意的政治操作

下，形成「非正常化、非制度化的兩岸經貿整合關係」（詳見第三章），

造成台灣當局對經濟安全上顧慮以及引發台灣內部對中國經貿關係的爭

                                                 
8 例如印巴兩國於 1999年進行地區性的經濟整合協議，使兩國安全關係大為提升。
（Brooks,20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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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使得現階段因經貿互賴所呈現兩岸和平，也僅算是「敵對行動的停

戰狀態」的層次，而非發展到相互尊重的永久和平關係，但相對於兩岸過

去半世紀的緊張與對立狀態，經貿互賴無疑開啟兩岸和平的機會之窗，因

為全球與兩岸經濟互賴讓戰爭與衝突的代價與成本之高，難以估計。此

外，只要保持經濟互賴的現狀，就會對兩岸「制度整合」保持殷切需求，

也會對持續不斷開啟「民主價值共享」的建構，這些對兩岸穩定和平將持

續產生正面作用。 

 

二、 制度整合是兩岸和平互動最清楚的指標 

兩岸制度化協商過程以及兩岸在國際組織互動攻防，都是兩岸能否建

構積極和平的觀察指標（詳見第五章）。兩岸成立海基、海協交流協商專

責機構已長達 16年之久，但雙方協商的成果對於兩岸制度化的累積甚為有

限，突顯出兩岸政治僵局難以解開。民進黨執政後，北京方面曾一度拒絕

協商，2002年底開始，雙方以授權民間公協會方式於澳門進行協商，達成

2003兩岸春節包機，隨後此一模式又達成 2005、2006、2007年幾項包機協

議，同時以此一模式進行觀光客來台、大陸漁工、台灣農產品輸陸等其他

議題的協商。 

在政治主權、外交軍事等因素嚴重干擾下，兩岸制度化進展雖不順利，

但畢竟出現一些成果，如 2006年 6月兩岸達成四項專案包機的協議。但在

國際場合的兩岸激烈零和攻防仍沒有出現任何緩解的情形。顯示，兩岸制

度化整合在北京當局思考，仍是內外有別，亦即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場

合，北京當局處處封殺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身份加入的國際組織，對於政

府間國際組織設法矮化台灣，甚至連民間參與的非政府組織也出現中共打

壓的事實。但對於兩岸之間的制度化，則在中方充分議題主導下，選擇若

干議題與台灣進行協商。 

兩岸經貿社會交流頻密，因交流所衍生問題，雙方透過制度化協議解

決爭議，以維護正常的交流秩序，但北京當局一方面在國際組織與國際場

合封殺或矮化台灣，另方面也仍不願與台灣在不設政治前提展開協商，因

此目前兩岸制度化相當有限與脆弱，對於兩岸和平並無太大的助益。 

但相對過去兩岸毫無制度化協商成果，如今已開啟有限的協商管道

（limited channel），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累積制度化成果，逐漸突破政治

障礙，如此兩岸制度整合才有可能成為對於建立相互尊重的永久和平的基

礎。雖然如此，能否擴大目前制度化協商議題範圍？以及協商的進程順利

與成果累積與否？以及兩岸制度化能否在國際組織與國際場合展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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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整合的脈動與節奏都是未來影響兩岸和平最容易觀察的指標。而兩岸

「制度整合」也將提供是兩岸「經濟互賴」進一步提升的制度載具，亦能

透過更多兩岸制度化的路徑依賴，有更多能動者的制度化往來，能提供更

多的「民主價值共享」的知識分享的累積，逐漸降低制度化的民主價值障

礙。  

    三、 民主價值共享是兩岸永久和平的最根本因素 

「民主價值共享」已成為兩岸是和平的最根本因素。台灣經過 20年

來的民主轉型與政黨輪替，台灣前途的由台灣 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的主權

在民原則，若能為北京當局所接受，未來兩岸任何的整合模式發展，都將

會是和平過程。若北京當局否定台灣民主，而且罔顧推動中國民主化與人

權的改善，那麼任何北京提出的整合模式，都很難被台灣大多數人接受。 

台灣政界與學界人士經常提出以「歐盟模式」來解決兩岸爭議，但歐

盟經濟模式不只是經濟整合模式的概念而已，從民主價值與實踐角度而

言，加入歐盟的入會條件必須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國家（Thody,2001:19），

同時為了使歐盟後進較貧窮國家的民主轉型得以民主穩固與深化，以確保

其歐盟會員國的資格正當性，歐盟提出「共同區域政策」（Common Regional 

Policy），亦即推動一連串會員國區域發展計畫，目的在於協助歐盟後進

國鞏固民主（黃偉峰，2000：30-31）。 

此外，民主國家處理分裂國家或殖民地的問題，若以民主程序原則加

以解決，發生流血衝突與戰爭的問題，會比非民主國家較少。例如，英國

處理其過去殖民地或北愛問題，尊重當地住民意願的民主原則之適用，為

卻除各種暴力或戰爭的重要工具，更是實施和平方案的前提9。其他如加拿

大處理魁北克獨立，英國處理北愛問題等也是以民主原則來處理，使紛爭

得已和平落幕。 

至於，非民主國家若要以非民主方式或非和平方式來處理與民主國家

整合問題，例如北韓與南韓、中國與台灣的整合問題，雙方民主價值南轅

北轍，透過直接訴諸軍事、外交、政治手段進行整合，衝突在所難免，也

將不利於雙方經貿互賴與制度整合的進一步整合發展（詳見第七章）。 

兩岸主要爭議在於主權問題，北京當局持續以民族主義的觀點抨擊將

台灣民主價值與實踐解讀為台獨，認為台灣憲改是法理台獨。民主價值衝

                                                 
9 世界各殖民地爭取獨立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武裝鬥爭的道路，一條是和平的道路，英國透過殖
民地憲制改革使得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可以選擇一條和平的道路爭取獨立。英國在殖民地撤退過

程中的權力轉移，透過憲制改革方式來實現，一方面可以和平轉移權力，另方面可以保持英國與

後殖民地成立新獨立國家的聯盟關係，維持英國的長期影響力。（張順洪，1997：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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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與落差，也造成現階段兩岸經貿互賴與制度整合出現遲緩，甚至是倒

退，也是兩岸互動中注入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的主要因素，使台海

和平整合出現負面的影響。 

協助中國民主化，讓更多的中國領導人與人民能理解台灣民主化，拉

近雙方價值差距，長期而言，將會使兩岸和平整合模式出現更多的正向善

性循環圈出現（virtuous circle），才能扭轉現階段兩岸「民主價值共享」

仍處於霍布斯文化結構，朝向更多洛克、甚至是康德的文化結構出現。例

如，台灣方面與中國進行「經濟互賴」與「制度整合」之際，不能因擔心

破壞兩岸協商氣氛而忽略「民主價值共享」的積極建構，因為「民主價值

共享」才是兩岸「經濟互賴」、「制度整合」正常化的前提要素，也是締

造兩岸永久和平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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