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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 

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謂發揮了極為強大的力量，從

辛亥革命、北伐時期、五四運動乃至中共政權的成立，中國現代民族主義

這股民族的集體認同與集體尊嚴的力量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今天的中國

大陸似乎並沒有明顯的外在威脅，中共可以說正在獲利於市場經濟的全球

化，然而此時中共卻依然極力推動民族主義的激情，而在台灣方面，近十

餘年來追求台灣獨立的民族主義氣勢亦頗為高漲，導致海峽兩岸間民族主

義的相互對抗，雙方儼然呈現出一股分庭抗禮的態勢，為兩岸政治互動的

未來發展投下巨大的變數，這個嚴重的問題相當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據此，本章將先針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省思分析兩岸政治互動的未

來，指出中國大陸應避免民族主義引發衝突，繼而針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省

思分析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指出台灣應從族群民族主義的狂熱過渡到公

民民族主義的成型，最後則從全球化的觀點分析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指

出全球化下「民族國家論」的欠卻合理性與現代性，期許兩岸的政治互動

能從「民族國家」的追求邁向「公民國家」的建立。 
 

第一節 從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省思論兩岸政治互

動的未來 

展望二十一世紀，民族主義似乎仍將是少數強而有力的意識型態，繼

續影響中國大陸的民族國家發展。或許在中國大陸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

中，中共政權認為民族主義具有必要性（necessities）和必然性，因為沒有
民族主義，中國大陸的國家建設似乎即失去其重要的心理基礎。然而民族

主義實有其雙刃性，它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可以有建設性，也可以有

破壞性，可以成為拉攏的力量，也可以成為分離的力量。它可以成為中國

大陸民族國家建設的基礎，也可以成為中國大陸對外擴張的根源，可以成

為中國大陸積極的建設力量，也可以成為中國大陸消極的破壞力量。在中

西歷史上我們發現，民族主義往往是受侵略、受欺侮或受征服的民族的正

當防衛武器，但一旦越過了正當自衛的界限，它便會立刻轉化成為邪惡的

力量，特別是在集權專制的國家即是如此。因此，今天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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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與變化特別值得兩岸有識之士關注的原因亦在於此。 

 

一、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省思 
時至今日，中共依然積極地推動民族主義的激情並加以利用，但中國

大陸實無明顯的外在威脅，且經濟正受惠於全球化市場，何以然呢？學者

余英時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1：首先是中共的意識型態的危機。因為馬列主

義早已破產，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必須另找基礎，民族主義加社會主義似乎

是最方便的出路，可以繼續壓制人民對民主和人權的要求，因為「民主」

和「人權」已被中共官方解釋為「西方的概念」，而非中國的「國情」。其

次是民族主義對海外華人仍具有廣大的號召力。例如海外所謂中國將在多

少年內達到與美國對等的地位，若干華裔科學家預言「二十一世紀中國將

成為科技大國」等，這種特殊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天朝」意識的復活，在

海外是有市場的。第三是民族主義可以逼使台灣早日就範。對於一部份在

台灣的中國人，民族主義可以產生「認同」的效力，對仍在抗拒或猶豫的

人則可以有鎮攝作用。 
筆者則認為九０年代以來中共操作民族主義的目的主要有三：一、在

內政上：透過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訴求，用以凝聚內部人民對中共政權

的認同，。二、在外交上：透過民族主義來強化國家主權對外的正當性作

為，三：在兩岸統一上：利用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加速實現「一國兩制」

的企圖。事實上我們發現，中共全力追求高科技武器的研究發展，與卓越

揚名於世的體育競技，其目的實不外結合民族主義的激情以蔚為政權所

用，利用民族主義情緒來鞏固和強化其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今天中共口中

常謂的「一個中國」政策與「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等偏執，往往

即在民族主義的激情中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堅持，而過份操作民族主義的

結果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中共內部最高的指導原則，亦導致過度上綱的民族

主義成為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然而中共自始至終即以民族主義的立場來

對兩岸統一作訴求，在一種「朝廷意識」與這種意識互為表裡的「中原意

識」的制約下來處理所謂的台灣問題。 

                                                 
1 余英時（2002），〈「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文〉，載於洪泉湖、

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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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前文第三章中，筆者曾經將民族主義和民主思想結合在一起討

論，以期解開二者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糾結。在此，筆者認為今後民族主義

和民主思想的關係將是中國大陸一項相當重要的問題，一個值得我們深加

觀察的重點。借用歷史學家余英時從民主化角度出發的觀點：在中國大陸，

民主的浪潮終究還是不敵民族主義的浪潮，且中國大陸現今新一波的民族

主義浪潮應該是後共產政權的一般現象。他舉塞爾維亞為例，「在一九八Ο

年代南斯拉夫強人狄托死後的兩、三年間，學術界才剛從共產黨的教條中

解放出來而開始接觸西方傳統知識，但這種現象很快就被新興的塞爾維亞

民族主義所終結
2
。」亦即南斯拉夫瓦解後，許多塞爾維亞的知識份子與人

民從馬克思主義信徒轉變為激進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份子，他認為以上的

現象是非常具有啟示性的。對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而言，特別是較年輕的

一代，在這十餘年中也歷經了相同的精神轉折。此段歷程始於八Ο年代中

期對西方制度極盡嚮往尊崇，而導致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悲劇。

其後九Ο年代民族主義躍然勃興，間接預告了全世界即使歷經三波民主化

之後，在中國大陸，民主的浪潮終究還是敵不過民族主義的浪潮。余英時

並且進一步認為，現階段中共正朝民族主義的方向前進，而非立憲主義或

民主，而且中共正試著將這波新興民族主義浪潮導引至對其政權有利的方

向來發展
3
。 

筆者亦認為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上的失敗讓位，中共面臨有史以

來最嚴重的正當性危機，據此，理論上或實際上，民族主義恐怕遠比民主

主義來的重要，因為前者可滿足中共政權在正當性與穩定性上的需求，透

過民族主義的訴求來解決認同與身份上的危機，而後者卻有可能導致中共

政權一黨專政體制面臨被摧毀的可能性，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政權

對民族主義的利用恐怕將更形加深。然而中共對民族主義過度操作的結果

也將導致自身強烈大中國色彩與以美國霸權為首的西方列強間更加形成對

立，文化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型式表現與亞洲國家間形成矛盾緊張，若再

加上民族主義容易被有心人士炒作，許多事情將容易被無限上綱到民族主

                                                 
2 Chris Hedges, “Student Foes of Belgrade Leader Embrace Fierce Serb Nation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1996, A1 and A8; Mitchel Cohen (1995), “Rooted Cosmopolitanism,” in Mithel Walzer, ed., 
Towar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Providence and Oxford: Berghamm Books), pp.223-233. 

3 余英時（1997），〈從民主的浪潮到民族主義的浪潮〉，載於田弘茂等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
北:業強)，頁 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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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引發對立衝突。據此，一旦中共對民族主義情緒的操弄失去控制管理

而帶來危險，兩岸的政治互動恐將首當其衝而面臨嚴重的威脅挑戰。 

 

二、避免民族主義引發衝突 

對於後冷戰時期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否將使國際間更容易產生衝突，一

般國際關係學者多抱持悲觀看法。相關的論述中主要呈現三大論點：一、

當國家無力滿足國內社會所要求的安全、經濟與有效能的政治制度，就會

利用民族主義轉移焦點。
4
例如不具合法性的政權可能以歸咎外國人的方式

掩飾自己的無能，藉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因而引發國際緊張情勢。
5
二、

一些擴張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藉著宣揚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迷思，讓民

眾支持其狹隘的私利。
6
三、政治菁英可能設法挑起民族主義，讓自己在政

治鬥爭中獲取優勢。民族主義可以讓地位受到威脅的菁英份子重獲支持，

亦可防範對手的挑戰。
7
面臨民主化和自由化挑戰的極權獨裁政府特別需要

利用這種方式，因為該政權並無完善的政治制度可供民眾政治參與以化解

歧見
8
。綜合上述的觀點，政權或政治菁英欲鞏固權力或奪取權力時，民族

主義往往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因而蔚為其用。然而吊詭的是人民群眾的民族

主義情緒一經挑起後，政治菁英往往可能受困於自己的言論而被迫採取具

風險性的政治策略，以免因為無法滿足大眾的民族主義需求而危及其統治

權。然而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或風潮卻有可能被其它國家視作一種嚴重的威

脅，而回應以相類似的民族主義情緒，因而引發國際間或區域間的衝突，

朝鮮半島、中東以及臺海兩岸間都是有可能進一步爆發衝突的例證。 

其次，儘管民族主義情緒具有強烈的排外性質，但民族主義運動的發

展方向卻是有可能改變的，一旦失去管理或控制，這股強烈的情緒即有可

能逆轉針對政府，甚至挑戰政府，因為「人民群眾民族主義」（popular 

                                                 
4 Jack Snyder (1993), “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Post-Soviet State,” in Michael E.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79-101. 
5 Stephen Van Evera (1994),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ring), pp.30-33. 
6 Jack Snyder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 V.P. Gagnon (1994),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pp.130-166. 
8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pp.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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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m）和「政府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間是有可能產
生目標的落差或矛盾的。誠如前文所稱「民族主義的雙刃性」，民族主義固

然能用以鞏固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但若民族主義過於激烈，就容

易導致其它重大的社會運動，形成一種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去傷害政府，甚

至影響政權的穩定性。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一旦操作過

當，都有可能引爆衝突，特別是隱藏其中的漢族文化霸權意識、華夏情結

與大我心態，在政治與文化上可能引發偏執與激情，成為二十一世紀海峽

兩岸前途的一大隱憂。9 

以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為例，相對地來說，中國民族主義追

求的主要是一個在歷史上擁有傳統光榮的強大統一國家，而台灣民族主義

追求的主要則是如何逃離這個強權國家的政治控制，並確保台灣人民作為

一個相對弱勢民族所應享有的民族自決權。就中共而言，台灣問題基本上

是維護國家主權和跳脫半殖民統治最後痕跡的問題，也是對已經在一九四

九年於中國大陸結束的內戰做個了結的問題。或者說，對中國大陸而言，

把五星旗插上台灣，代表的是重建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時失落在西方殖民主

義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最後一步。然而當中共民族主義的訴求在台灣社

會中顯得毫無著力點的同時，中共民族主義也加緊了對台灣形象「妖魔化」

的促統工作。除了對台灣領導人所謂「民族罪人」的大力討伐外，也繼之

以「挾洋人以自重、割裂祖國領土、出賣民族利益」等對台灣社會的責難。

然而這種中共所謂的「反分裂反台獨鬥爭」路線卻也使得兩岸爆發民族主

義衝突的可能性大增，因為兩岸社會的價值觀原本就差距甚大，中國大陸

社會將「富強與統一」視為最高目標，而台灣社會則將「民主與自由」視

為最高價值，兩個社會的價值觀原本就南轅北轍，如今中共更以武力威脅

相向，如此，將更加加深海峽兩岸的對立與敵視，增加兩岸爆發衝突的可

能性。 

學者黃城從孫中山對民族主義的詮釋來觀察兩岸各自發展出的民族主

義思想，認為兩岸之間在血統與文化中的同質性仍然非常高，其關鍵乃出

自於在主觀要素上的民族意識產生認同上的分歧，導致兩岸在民族主義的

                                                 
9 張灝（2002），〈關於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載於洪泉湖、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
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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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上產生差異，進而影響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甚至處理不慎亦可能引

發戰爭。
10
筆者則認為在長期的兩岸政治互動中，中共的國家認同思維惟民

族主義馬首是瞻，中共僅啟用血緣、文化和民族利益的角度（而忽略歷史

記憶或生活經驗的差異），去視中國與台灣為一完整且不可分割的民族，且

以民族為國家構成上的重要基礎，去進行含攝民族考量的國家認同工程。

這種摒除自由主義或其它後現代主義思考而去追求中國統一，或許是最

“自然而然”的方式，但對於兩岸政治互動的和解與增進恐無太大助益。

至於化解兩岸衝突的最根本方式，筆者認為終究仍須擺脫「民族國家論」

的糾結束縛與制約，超越中國人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民族國家認同觀，透

過兩岸政治社會民主化與公民國家的建立來達成兩岸的和平。11 
至於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為中共政權最為鍾愛倚恃的武器，主要還是在

於民族主義可以發揮其它意識形態所無法產生的重要功能，例如在中國大

陸社會缺乏向心力與凝聚力的時候，民族主義可以在廣大人民中形塑彼此

的共同意識；在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受到挑戰時，民族主義可以發揮強

化政權合法性基礎的作用；在中國大陸社會內部產生階級裂痕時，民族主

義可以轉移對這些裂痕差異的關注，而去關注其間既有的同質一致性。特

別是對中共政權而言，在濃厚的民族主義氛圍中，有助於弱化西方國家對

中國事務的干涉，以及對中國大陸人民的影響。因此，現階段民族主義對

於中國大陸可說具有相當重要的任務功能性。 
當然，民族主義也不必然一定是一種具毀滅性或邪惡的力量，它也可

以成為一種具有建設性的力量，一切端視如何控制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

如何建構使其成為一種具積極性和建設性的民族主義。誠如大陸學者尹保

雲研究韓國經驗後指出
12
：「對於落後國家來說，恰當的選擇不是拋棄民族

主義，而是復興民族主義，把民眾的忠誠集中到國家的水平上」，同時「民

                                                 
10 學者黃城認為造成海峽兩岸兩種次民族主義衝突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政治因素造成意識抗衡；二、
歷史因素造成經驗分歧；三、經濟因素造成發展落差；四、地理因素造成交流隔絕。相關論述請參見：

黃城（2004），〈如何避免兩種次民族主義的衝突〉，台北：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
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3-7。 

11 學者黃城則認為化解兩岸民族主義衝突的解決途徑為：一、兩岸應各自排除其政治內需市場對民族主
義的操控；二、兩岸歷史裂痕與情感薄弱須長期以誠意正心來復育；三、兩岸應在經濟上形成高度互

賴之發展；四、兩岸應擺脫意識形態束縛務實面對。相關論述請參見：黃城（2004），〈如何避免兩種
次民族主義的衝突〉，台北：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7-10。 

12 尹保雲（1994），〈民族主義與現代經濟發展〉，《戰略與管理》，第三期，頁 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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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是國家整合的保證，它可以通過制度變革而被引向民族自我圖強、

引向和平競爭」。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大陸首要之務即在於遏制非理性的對

外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對臺民族主義思維，其次將民族主義情緒導入國

家內政建設，導向國內的民族國家建設目標13，避免對國際環境與兩岸關係

做出非理性的反應。 
 

                                                 
13 民族國家的建設即是所謂的「族國建設」，可以概分為兩個層面：包括「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

層面與「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層面，前者要進行以下各項工程：（一）、國內民族歧視的消除；

（二）、國內民族仇恨的化解；（三）、國內民族平等的追求；（四）、國內民族團結的加強；（五）、國內

民族的混合、通婚、同化、融合；（六）、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的建立；（七）、民族文化的尋根與重建；

（八）、民族新文化的創造；（九）、民族品質的提升等等；而後者則可能要進行以下工程：（一）、國家

主權與領土完整之維護；（二）、國家認同之追求；（三）、民主政體之建立；（四）、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之進行；（五）、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之邁向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等。另外

關於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學者鄭永年則認為透過民族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和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三者的適當建構去達成中國大陸對於民族國家的建設。

相關論述請參見：鄭永年（1998），《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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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省思論兩岸政治互動的未

來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民族主義基本上仍是屬於抗日民族主義，

台灣民族主義主要仍在於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解除殖民壓迫，與中國民族

主義之間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從屬性與依附關係，且二者並無明顯的矛盾。

然而一九四六年之後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則與中國大陸漸行漸遠而產

生分歧，其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可說是重要的轉戾點。二二八

事件的悲劇造成了台灣人意識和中國人意識之間的決裂，本省人和外省人

之間的對立，「孤兒意識」也轉化成為了反大陸（反中國）意識。此後，台

灣的民族主義思想即逐漸地與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在認同上產生分歧，甚至

產生對立與對抗。 

 

一、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省思 

坦言之，台灣之所以會出現自決和獨立的運動，實乃近代中國一再上

演歷史悲劇的結果。由於滿清政府的顢頇腐敗，竟輕易將台灣割讓予日本；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無能，台灣回歸後仍發生「二二八」悲劇，亦讓台

灣人民感覺到無論是在日本或祖國大陸的統治下，都同樣要遭受政治災

難，凡此，自決和獨立的意識，即是在這種被迫害的苦難意識中應蘊而生。 
據此，今日的「台灣民族主義」早已不是當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

灣民族主義，而是如何逃離中國這個強大的中央極權國家的政治體制，且

擺脫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統治，以確保台灣人或台灣民族作為一個相對

弱勢「民族」所應享有的集體自決權，並進而致力追求台灣成為一個民族

國家的台灣民族主義。若借用民族主義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的「民族想像」（imagined community）觀點，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

義二者間的衝突實乃民族想像的碰撞衝突，古老的中國民族想像與台灣新

興的民族想像二者間的衝突。以兩岸關係中最具關鍵性的「一個中國」原

則為例，最愛與最恨間，兩個民族想像所牽涉的選擇性記憶與遺忘早已逐

漸不同，甚至日益背離，而主流核心價值亦復大相逕庭、難以相容。尤其

是所謂「台灣受外來政權統治四百年」的受害者民族主義想像與「飽經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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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侵略」的受害者民族主義想像間的相互衝突，特別是中國民族主義

自清末以降便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形象，懷抱雪齒復仇的夙願，因此對台灣

自己所創造的民族想像更加存有仇恨心而全然無法接受。 

台灣意識的形成是過去百年來台灣所有住民集體的歷史記憶與經驗，

筆者認為必須給予深刻的體認與尊重。或許台灣意識不可能與現實的「政

治中國」霸權相妥協，但台灣意識並非不可以與「文化中國」理念相容。

同樣地，筆者認為當前台灣社會的族群意識雖說逐漸鮮明，但從歷史的觀

點來看，每個族群必然會有其不同的歷史記憶，也會有其自我的族群意識，

但當不同族群有相互牴觸的歷史記憶時，最需要的是相互地承認與尊重，

以及共同的溝通與超越。誠然「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立在本質

上涉及的是複雜的身份認同的問題，除了關於過去歷史與未來歷史之爭

外，也包括現實的集體利益之爭，因此，要化解二者的對立衝突，除了前

述的道德呼籲外，恐怕還要面對歷史論述的問題，以及解決現實的權力安

排與制度設計等問題。 
然而在民族國家的建立上，人民往往可能需歷經「拋頭顱、灑熱血」

的流血革命過程，而付出慘痛犧牲的代價，但民族國家建立之後，要如何

鞏固確保其穩定成長與安定繁榮，恐怕又是另一更為艱鉅的工程，這牽涉

到「族國建設」（nation-state building）的問題。所謂「族國建設」，可

以分為兩個層面，在「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方面，至少要進行下列
各項工程：（一）、國內民族歧視的消除；（二）、國內民族仇恨的化解；（三）、

國內民族平等的追求；（四）、國內民族團結的加強；（五）、國內民族的混

合、通婚、同化、融合；（六）、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的建立；（七）、民族

文化的尋根與重建；（八）、民族新文化的創造；（九）、民族品質的提升等

等；而至於在「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方面，則可能要包括下列工程：
（一）、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維護；（二）、國家認同之追求；（三）、民主

政體之建立；（四）、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之進行；（五）、政治、
經濟、社會、教育、文化之邁向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等。14 

事實上，從「大小政治實體模式」的觀點來看，海峽兩岸間權力關係

可謂高度的不對等，同時兩個政治實體間存有潛在的巨大衝突，一旦中國

                                                 
14 楊逢泰等編著（1983），《民族主義論文集》（台北：黎民文化），頁37。 



從民族主義的觀點論海峽兩岸的政治互動：1979-2004年 

 ~１６４~

大陸與台灣這兩個國力大小不同的雙方發生爭執，則雙方的實力差距將會

對於台灣的政策選項產生重大的制約效果，而且會對雙方的互動結果造成

極大的影響。同時，從「國際體系理論」的觀點來看，蘇聯及東歐政權跨

台後的國際局勢已對兩岸關係造成影響，台灣的戰略空間選項恐應落實「立

足於中共與美日之間」的戰略，對大陸必須進行和平演變，且化被動為主

動。
15
職是之故，台灣民族主義若將追求民族國家肇建的目標當作未來可能

的願景，尙需考量當前國際政治局勢與國內情勢，而並非單方面一廂情願

即可躁進達成，因此，當務之急應是共同致力於「族國建設」的工作，例

如淡化意識型態、超越統獨論爭、政黨相互和解、鼓勵多元文化、營造公

民認同、化解族群對立、追求公平正義、提升民族素質、建立民主法制⋯⋯

等，先將內部團結整合、凝聚民意，繼而厚實國力、增強建設，如此或有

利於兩岸政治互動時的自身籌碼。 
 

二、從族群民族主義到公民民族主義 
根據筆者的觀察，時至今日對台灣大多數的人來說，在政治認同上，

認同台灣和認同中國（主要指中共）雖是互赤的命題，但在文化認同上，

認同台灣與認同中華文化顯然可以重疊。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

人」的雙重概念中，許多人逐漸將「中國人」一詞理解成一種文化（華人）

或種族（漢人）的概念，而在政治上，許多的台灣民眾也逐漸認知與接受

中華民國或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政治實體。儘管台灣的國家認同

爭議仍有分歧，但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已能接受用溫和漸進與

民主理性的方式，如溝通協商、和解包容、以及服從多數和尊重少數等民

主素養，來處理國家認同的爭議與衝突。這種有別於過去「族群民族主義」

（ethnic nationalism）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正逐漸成形中。
誠如 Juan Linz所指，在存有認同衝突的分裂社會，民主若要得以鞏固，則
人民所應努力建立的並非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或稱族國），而是
「國家民族」（state-nation）（或稱國族），因為後者是以共同生活的政治社
群作為國家認同的對象，並且容忍甚至欣賞多重相異的民族想像16。 

                                                 
15 明居正（1999），〈國際體係理論與兩岸關係〉，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
北：五南)，頁 380-382。 

16 Juan J.Linz (1993),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n Review 1 (4), pp.3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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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台灣的統獨爭議一時難解，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立亦恐難避

免，但筆者相信台灣民主化的堅持與深化將是解決台灣族群問題與國家認

同爭議的最有效方式。據此，筆者認為「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的觀念在台灣追求民主鞏固的今天特別值得加以參照反省，其要旨如下：

（一）、信奉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如尊重個人權力、肯定多元秩序、反對

專斷權力等；（二）、放棄以種族血緣為建構民族之基礎，要求民族成員身

份之取得乃依據共同遵循的法律架構，人人彼此負有履行權利義務之責

任；（三）、不再著重血緣文化屬性，而是強調公民共同實踐政治權力的集

體意志，因此對國家認同的基礎由血緣文化因素轉變為憲政制度因素

（四）、保障各族群的文化特殊性、鼓勵其多元發展；（五）、以現代公民權

為核心，建立現代的公民意識、國家意識與共同體精神。17 
簡言之，筆者的理解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觀應該是以憲政

制度認同為核心，亦即主張每一個公民有權選擇所欲認同的國家，而非一

生下來就必須認同所謂代表此民族的國家。據此，台灣的公民民主主義一

旦能建立，則對台灣國家認同的方式即有一定的堅持，而非與既有的統獨

立場再次糾結關聯。也就是說在兩岸關係中，「在決定國家體制和歸屬的問

題上，政治生活方式的理想或意識型態應該比民族、文化和歷史因素更為

重要」18，而視政治體制和政治生活方式比種族血緣和歷史文化更為根本。

職是之故，或許我們可以不再用傳統的民族主義思維來看待台灣的國家認

同問題，而是暫時超越統獨，將目光轉移到國家合理性的基本問題上。果

真能如此，如果台灣走上分離獨立，我們並不認為是因為台灣民族主義的

成功，而是因為台灣人民真正落實了民主自治的原則；而如果台灣最後與

大陸統一，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終於實踐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使得同樣自

由民主的台灣願意與其統一。 
最後，筆者想從另一角度思考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而期盼兩岸政

治互動終能打破僵局。誠如美國人民將民族主義的概念具體表現在「愛國

                                                 
17 相關論述請參見：Jürgen Habermas (1996) “The European Nation State. Its Achievements and Its 

Limitation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Ratio Juris 9, pp.127-128. 張茂桂
（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入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頁21。 張
茂桂（1993），《多元融合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民主進步黨的族群與文化政策》（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
黨部）。 

18 陳其南（1987），〈本土意識、民族國家與民主政體〉，《中國論壇》，第289期，頁28。 



從民族主義的觀點論海峽兩岸的政治互動：1979-2004年 

 ~１６６~

主義」（Patriotism）的精神上，建立起他們對美國政治制度與價值的認同（即
民主與自由）。同樣作為一個民主、自由與開放的移民社會，台灣實應將所

謂的「主體意識」植基於對自身政治制度與價值的認同上，具備包容性的

寬闊視野，而非伴隨著對中國的不滿情緒，或是一昧執行所謂「去中國化」

的爭議政策，刻意將台灣主體意識鞏固用以對抗所謂中國意識，甚至是將

台灣的主體性建立在對中國大陸的敵視上。台灣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中台灣

主體意識的追尋不應全然建立在對「中國」這個“敵人”的敵視上，強化

對中國的敵視，只會使兩岸關係更加雪上加霜，同時撕裂台灣社會既有的

政治與文化認同，導致台灣社會人心浮動與意識型態的對立。挑起對中國

大陸的敵對意識以凸顯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所反映的正是缺乏自信心與

包容性的主體意識。對台灣民族主義而言，中國的確是個強大且難纏的敵

人，但面對這個敵人時最好的相處方法不是仇視與排斥，而是更多的瞭解

與理性判斷。將台灣民族主義的主體性建立在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仇視上，

只會矇蔽兩岸關係中台灣理性的視野，最後在面對中國強權的崛起事實

時，台灣民族主義將發現，敵人不是北京，而是自己。當然，最終兩岸民

族主義調和的關鍵仍在於大陸的民主化和台灣的公民民族主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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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全球化的觀點論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 
  

「假如對於出生的地方也可以選擇的話，我一定會選擇這樣一個國家，

人民彼此都互相認識，邪惡的陰謀，或謙遜的美德，都不能不呈現於公眾的

眼前，接受評斷。在那裡人們互相往來，互相認識，人們對祖國的熱愛與其

說是熱愛其土地，毋寧說是熱愛其人民。我情願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在那

裡主權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此政治結構的一切活動，永遠都

只是為了共同的幸福。這個國家一切陳腐古老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都已在

悠久的歲月中逐漸消失，它所遭受過的種種侵害適足以發揚和鞏固居民們的

勇敢和對祖國的熱愛。這個國家的公民，由於久已習慣於富於理智的獨立自

主，他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不愧是自由的。19」       

--盧梭(1712~1778) 

 

如果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能邁向一種民主理性的政治社會建構，我們

將可以借用盧梭在「獻給日內瓦共和國」一文中的讚美來獻給海峽兩岸的

人民。 

誠如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雙刃性，「民族國家論」（ethnic nationalism）

的訴求也不僅在理論上欠缺現代合理性，在實際的運作上也遭逢重大挑

戰。在本節中筆者將嘗試把「民族國家」的概念放入全球化的發展脈絡中

重新加以省思，指出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弱化式微，繼而提出「公

民國家」的觀念來取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以嘗試超越兩岸政治互動中

的統獨爭議與社群認同。 

 

一、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省思 

所謂「全球化」，學者 J. N. Pieterse 認為是指「透過源自西方的技

術、商業與文化的同時擴散，使得世界逐漸地趨於一致化與標準化，而與

現代性聯繫在一起的概念」
20
；學者A. Amin和W.C.H.Yeung則認為全球化

是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跨國廠商、機關團體與制度、行動者與文化霸權

等，所主導的一個多面向的全球整合過程。全球化也是世界系統中，各個

                                                 
19 盧梭（1997），《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頁50。 
20 Pieterse, J. N. (1995),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Featherstone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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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家與社會間，在「把內在的東西往外帶，把外在的東西往內帶」的

過程中，相互關連與交叉連結的一種跨空間層次的多面向發展。英國政治

社會學者季登斯 Anthony Giddens 則認為全球化指涉的是空間與時間概念

的轉變，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而全球通訊與大眾交通系統強化了這種

「對遠方的效應」
21
；文化學者 J. Tomlinson 也認為，全球化是一種隨時

影響現代社會生活，發展快速且日趨緊密，在各個層面相互依存並彼此關

聯的現象
22
；而法國學者Arjun Appadurai亦從人口的流動、跨國公司、國

際貿易與金融流通、大眾傳媒的傳播，以及思想的流傳的面向，來描繪全

球化的內容。
23
知名策略學家大前研一在其《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

興起》一書中，更提出經濟全球化下「經濟重於政治、人民優於國家疆界、

民族國家由區域國家（region-state）取代」的立論，勇敢地批判了傳統西方

民族國家的歷史結構
24
。 

全球化浪潮對民族國家最大的挑戰與影響，是各種跨越國界的力量無

所不在地混淆著民族國家之間的區隔，把民族國家原有的「疆界」給摧毀

了，亦即民族國家越來越難在種族的純粹性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相

關事務上固守其疆界，同時，各種跨國勢力的興起與快速成長，使民族國

家原具有的絕對權威與實力相對地變弱，而且當經濟、文化、疾病、犯罪

乃至生態破壞等事件都已跨國地進行時，民族國家顯得無力單獨去控制與

規範
25
，而必須尋求跨國性地解決或國際社會的援助。從「整合理論」的觀

點來看，國際間政治體系的形式將因應國際社會的功能需求而調整，亦即

在「全球化」趨勢與浪潮下，各民族國家將因經濟、貿易、科技、資訊等

共通問題而促進國際間合作，並促成政治上的結合。因此，民族國家相對

式微了，它必須與政府間組織、跨國非政府組織和跨國企業等力量競爭與

合作，共同擁有世界舞台並與它們分享權力與資源。
26
 

                                                 
21 Anthony Giddens (1999), Jenseits von Links und Rechts (aus dem Englischen von Joachim Schulte) (3. 

Auflage). Frankfurt/M, p.23.轉引自：孫治本（2001），《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挑戰與回應》（台北：巨流），
頁23。 

22 鄭棨元、陳慧慈譯（J. Tomlinson著）（2003），《文化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頁2。 
23 莊明哲（2003）〈全球化與民族認同：以台灣為對象〉，台北：「全球化下的中國文化獨特性兩岸學術
研討會」論文。 

24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1996），《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文化）。 
25 例如跨國企業運作全球化、游資流動全球化、人口流動全球化、犯罪組織行動全球化、病毒傳染全球
化、環境污染全球化等，個別的民族國家越來越難單獨應付這些問題。 

26 孫治本（2001），《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挑戰與回應》（台北：巨流），頁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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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經濟全球化並不會使民族國家的架構消失，跨國經濟勢力僅會

威脅民族國家的架構而使民族國家既有的的權力弱化。跨國企業並不希望

民族國家解體、國家機制停擺，而是希望能蔚為其用。因為各個民族國家

間仍有其經濟、社會、醫療與環保等條件或制度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

是跨國企業據以獲取利潤的空間，特別是弱小的民族國家，可以為跨國經

濟勢力提供更多的服務。此外，由於民族國家的架構，畢竟仍以相當程度

的政治歸屬感與文化認同感為基礎，因此，國際社會成員對於「民族國家」

形式架構的堅持仍是最自然而然的選擇。例如歐盟至今雖已擴充至25個會

員國，形成一龐大的跨國政治經濟體，但仍有不少會員國只願意有條件地

加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擔心自己民族國家的主權或政治經濟利益受到限

制與侵害。 

 

二、從民族國家到公民國家 

在民族國家的肇建上，人民往往可能經過「拋頭顱、灑熱血」的流血

革命，而付出慘痛犧牲的代價。因為就一個民族國家而言，它所強調的無

非是：（一）、國家主權的神聖性和絕對性，它是不可侵犯且不能讓渡的；

（二）、領土的完整性，它也是不容侵犯的；（三）、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光榮，

需要靠國防軍備來維護；（四）、國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特別是效忠國家

與犧牲奉獻的情操。
27
然而這些訴求，若遭致威權政府或野心政客的操弄，

藉口「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民族主義，則該政權即有可能藉口國家安

全或利益而戕害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如此即完全違反了現代民主國家的基

本精神。 

不管是所謂的大中國意識或台灣主體意識，都是緣於無法擺脫「民族

國家論」的糾結與束縛。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差異並不在於民族文化傳統，

也不在於國家政權的代表性，而是在於社會型態與政治意識的差距。不管

是統一主張或分離主張，都應走出虛擬的民族國家統合神話或單一民族國

家建構。由於民族國家往往藉口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戕害個人自由權利等

情事，因此在許多學者面對全球化浪潮，大談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

                                                 
27 洪泉湖（2004），〈民族主義、國家建構與全球化~批判與反省〉，將收錄於「政治學與現代社會」通識
叢書（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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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多元化的同時，筆者認為應提倡「公民國家」的觀念來取代「民族國

家」的概念，以彰顯個人自由權利的主體性，同時超越兩岸政治互動中的

統獨爭議與社群認同。 

所謂「公民國家」，主要包括下述多項概念：(1)、這種國家是由「公

民」所組成，而這些公民具備有自主性、積極參與、民主寬容、理性溝通

和自治自律的素養；（2）、它是由下而上所組成的，亦即由個人而社團，由

社團而社區，由社區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因此這種國家深具民主性，

跟傳統上的專制或威權國家完全不同；（3）、它強調對人權和人民福祉的保

障，因為個人是目標價值，國家只不過是保障人民自由安全的手段；（4）、

它尊重人民的自由選擇，公民對國家或政府的認同或效忠，不再強調歷史

的、民族的、血緣的、文化的身分關係，而強調公民應依“何種社會體制

或生活方式較能照顧大多數人民”為選擇其認同、效忠之標準；（5）、在這

種國家中當然也有各種矛盾和衝突，但解決之方法是靠透過一定的程序，

以公開討論、理性溝通和折衷妥協來尋求共識，而非訴諸權威、民族立場

或歷史恩怨；（6）、這種國家不強調主權的神聖性和絕對性，只要符合公平

對等原則，符合全民利益，主權是可以受限的；（7）、這種國家的疆界空間

流動大，它允許國內外各種移民、資訊、金融、大眾傳播等等的自由流通。
28
 

據此，「公民國家」的觀念比「民族國家」的偏執相對更符合自由化、

民主化與多元化的現代政治社會潮流，也更符合全球化下的國際接軌趨

勢，但又不至導致「國家」的崩解，因此「公民國家」的打造遠比「民族

國家」的創建可說更具包容性與現代性。另一方面，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

由於電腦網路的普及、資訊的大量流通、交通運輸的便捷，以及國際貿易

的頻繁，已的確使得民族國家的疆界洞穿，民族國家的絕對主權受到衝擊。

凡此皆說明，「民族國家論」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合理性與現代性已有不足。

據此，吾人與其傾全民之力，去建構一個以族群身份、歷史文化為準據的

民族國家，不如以公民資格、公民認同去締造一個尊重選擇、自由開放的

公民國家。 

 

                                                 
28 同前註。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 

 ~１７１~

職是之故，理論上無論兩個地方或兩個族群在血緣上或歷史上，彼此

相關或無關至何種程度，在全球化聲浪高漲的今天，實不應成為人民政治

認同與國家歸屬的唯一準據。而企圖從歷史或族群的連繫中去尋找政治歸

屬的「族國建設」（nation-state building），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浪潮中，
更顯得缺乏說服力與正當性。在邁向理性化與現代性的兩岸政治互動中，

兩岸應將既有的歷史文化傳統予以定位為客觀的歷史事實，而對於現實的

政治認同問題也應予以多元包容，容許兩岸人民從事客觀地探索，以尋求

理性平和地問題解決。於是，或許在追求理性的兩岸關係上，我們可以將

民族、國家和政體、政權等概念分開，走出「民族國家」的心態牢籠，擺

脫虛擬的民族國家神話，認知民族與國家的範圍不一定要一致，且不必強

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一個政體」，而在決定國家體制和政治歸

屬的問題上，政治生活的理想形式應該比民族情感和歷史文化等因素更為

優先重要才是，如此進而思考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社會應該採用何種政治安

排才是對於海峽兩岸全體人民最為有利。換言之，兩岸政治互動的未來首

應以人民的福祉與意願為先，同時以民主政治的建立來超越民族情感與歷

史文化的強求。如能接受這樣的觀點，兩岸先各自在全球化的漩渦裡站穩

腳步，進一步據以理性地發展兩岸關係，暫時擱置統獨爭議，兩岸嘗試恢

復對話、展開交流，乃至邁向合作。畢竟以區域合作代替兩岸對抗，才是

符合全球化潮流下的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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