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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論文透過哲學與歷史的研究途徑，採用文件分析、歸納演繹與比較

等研究方法，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去審視1979∼2004年間海峽兩岸的政治互

動，並關注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顯示，民族主義對海峽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主要包

括三個層面：中國民族主義對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台灣民族主義對兩岸

政治互動的影響，與民族主義對未來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透過本論文的

研究發現，確實有助於吾人瞭解過去二十餘年來的兩岸關係演變發展，以

及未來兩岸關係的可能走向。然而本論文的研究仍有少許未盡完善之處，

期能在後續更深入的研究中予以充實補強。據此，本章將先說明本論文的

研究發現，其次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建議與展望。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的研究發現，民族主義對1979∼2004年間海峽兩岸政治互動的

影響主要包括三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一、中國民族主義對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 

（一）、最早期中共的「和平統一祖國」與台灣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二者都是「官方民族主義」的型式，藉由國家來發動愛國主義，以鞏

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且凝聚人民的效忠認同感。「和平統一祖國」的號召

表露了中共民族主義心態下的主觀認知與期待，預設了民族與國家的必然

合一，與建構單一民族國家統合神話的企圖，同時建構一套虛幻的「想像

共同體」，以炎黃子孫相承下的民族大義作號召。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則是以官方民族主義的力量，透過教育、文化、傳播的管道，積極地形塑

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與歷史記憶，一種對於「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

國族想像，使有利於國民黨政府進行光復大陸的國家統一工程與歷史使

命。無論是「和平統一祖國」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都是在意識形態

上受到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文化的影響，力爭「正塑」與「法統」的歷史使

命，以成為中國歷史的繼承者與詮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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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次，中共的「一國兩制」與台灣的「國家統一綱領」基本上

皆出自於民族主義的統合情懷。中共的「一國兩制」以「中國大一統」的

訴求為基礎，訴諸歷史的「大中華民族」性格，強調兩岸人民不希望分裂，

台灣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強調其唯一代表和繼承中國正朔的

政權角色。直指民族主義、國家主權與台灣問題三者之不可分割與關聯性，

並凸顯台灣問題牽涉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而無法妥協退讓。而「國

家統一綱領」中「謀求中國的富強與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而致力於國家的

統一」的宣示，反映出其背後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懷，以及該時期台灣

官方對統合思想的肯定，同時藉此遏制台灣分離主義的聲浪。有別於「一

國兩制」的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思維與民族國家認同，「國家統一綱領」所

透露出對中國統一的認同比較是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認同，一種試圖

超越民族主義的憲政民主認同或市民社會認同。惟「一國兩制」與「國家

統一綱領」即使都出自民族主義的統合情懷，但二者對中國統一的理念卻

已出現目標與手段的落差。 

 

（三）、而關於「江八點」與「李六條」的互動中，雙方都從肯定「中

華文化」的角度出發，以兩岸共同認同中華文化作為雙方交往的基礎。本

是信仰馬列主義的中共祭出中華文化的大旗，顯然是要和台灣爭奪中華文

化的主流與正統，進一步鋪陳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以進行民族主義的動員

及訴求，並加速對臺統一工作的推動。而對台灣而言，國民黨政府長期以

來即自視為中華文化的正統脈承，而視中共為中華文化的破壞者，如今中

共昨非今是地願意改擁中華文化，則台灣自應善用長期擁抱中華文化的

“優勢”作為著力點，去主張以中華文化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從而「提

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培養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懷」，一種對於兩岸統一相

當民族主義式的承諾與呼應。其次，兩岸同時訴諸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文

化認同」，其背後相當程度仍深受中國傳統帝國體系「文化主義」的影響，

一種文化與權力、王道與霸道二者相結合的複合體制的影響，強調文化價

值與影響力，且以「大一統」的普遍主義為其理想。只要接受中華文化，

行儒家之制，便可坐主中國，並享有「正統」的地位。由此觀之，兩岸以

「文化認同」來企圖號召、促銷彼此的「國家認同」其用心可說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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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吾人清晰可知大中國意識影響下的兩岸政治互動，實乃深

受中國大一統思想理念的影響，並彼此擁有共同的民族主義基礎。自秦漢

以後大一統思想理念深入知識份子甚至一般人民心中，成為中華民族的一

種集體潛意識，使得往後任何朝代政權均以追求中國統一為其目標，並據

此衍生出一種傳統的「中國情結」（middle kingdom complex），認為中國

這塊土地上只有一個中國之說。此外，此種大一統的思想理念亦對傳統的

中國政治文化與政治人物產生深刻影響，並進一步造成政治人物的執著與

百姓人民的順服。而在共同的民族主義基礎上，這段時期台灣與中國大陸

之間的分裂與對抗，基本上仍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進行，兩個敵對的政治

勢力雖有各自的政治主張，但對立雙方在兩岸政治互動上的理念主張可說

具有共同的民族主義基礎：強調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

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可分割，中國一定要統一。而彼此的分歧僅在於：中國

應統一在台灣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之下，還是中國大陸所主張的「一國

兩制」之下，以及最重要的是「誰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據此，

我們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兩岸政治互動或許在政治、軍事與外交上相互處於

對立，但兩岸在官方民族主義上的主張卻顯一致，呈現出民族主義性格上

的一致性。惟值得說明的是，儘管兩岸對於國家統一有著共同的民族主義

基礎，但對於統一前的主權觀卻擁有截然不同的認知。中共堅持中國主權

之不可分割性，且兩岸的分裂僅是表現為主權行使上的分裂；而台灣則堅

持主權可以為兩岸所分裂共享，統一前台灣作為一主權國家的客觀地位是

無可否認的。 

 

二、台灣民族主義對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 

（一）、「台灣主體意識」的價值理念，於李登輝執政後期逐漸成為台

灣官方極力推展的一項政策理念，且躍升轉化成為其大陸政策的主軸與中

心觀。這種懷抱強烈本土意識的大陸政策堅持「台灣優先」的理念，斷然

認為台灣人民的利益不能有絲毫的妥協，且強調政治本土化意涵的民主自

決意識，並儼然有凝聚台灣新興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趨

向。一九九五年六月李前總統訪美一事是兩岸政治互動的關鍵轉戾點，與

此同時，中共的民族主義也產生重大質變。九五年之前，中共對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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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主要是以「愛國主義」的方式包裝呈現，強調「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團結共享民族尊嚴與榮譽」等合則兩利的正面訴求，然而九五年之後，

中共對台的民族主義則在一連串文攻武嚇下，轉變成為一種對於凡是損害

統一即屬「民族罪人」的強力討伐，甚至是出現「妖魔化」台灣的負面趨

向。 

 
（二）、李登輝的訪美演說在一定意義上可被稱為「台灣政治實體」誕

生的「獨立宣言」，在相當程度上亦可被視為是「告別一個中國」，甚至是

「告別中國」的重要文獻。而「兩個對等政治實體論」對「一個中國原則」

的修正，其背後正是台灣主體意識影響的結果。這種台灣主體意識政治運

作的最終目的，是企求台灣從一「政治實體」轉變成「對等政治實體」或

「台灣政治實體」（一種「類國家實體」），最終打造「一個新國家」的誕生，

換言之，也就是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直言之，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的

最基本理念，就是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重新建立起一個名實相符的國家，

而李登輝也的確巧妙地透過了台灣民主化與大型選舉的激發淬煉，加上近

似民粹（Populism）式的政治操作，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耕耘建立起一股嶄
新蓬勃的主體意識，特別是讓台灣民眾逐漸建立起一個刻意和中國大陸區

隔的「台灣主體意識」。然而，無論是台灣所堅稱的「對等政治實體」論或

中國大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實乃受縛於各自既有互異的主權觀與

對民族主義的偏執、主觀想像。據此，「一個中國原則」成為海峽兩岸政治

互動上的最愛與最恨。 
 
（三）、其後，李前總統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主張，揚棄了以往

官方對兩岸關係模糊定位的立場，終結「一個中國」作為描述兩岸政治關

係現狀的唯一說法。相對於過去主張彼此是「一個中國內部的『對等政治

實體』」，「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具有將過去所謂「台灣政治實體」進一步

強化定位為獨立的「台灣主權國家」地位的目的與效果。其明確告別「一

個中國」的主張與思維，乃欲具體要求兩岸對等的政治關係，因為台灣內

部的民主化發展已經形成具體的台灣主體意識，而官方的國家定位亦無法

滿足台灣的新興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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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而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政權因為基本上仍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

理想，強調台灣主體意識的建構與對台灣的族國認同，因此在兩岸政治互

動上，陳水扁總統的大陸政策思維便圍繞在如何從「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進一步過渡到「建立台灣成為一個與中國不相干的主權獨立國家」

的目標，而「一邊一國論」與「公投立法」的結合，即仿若目標與手段的

結合與兼俱。然而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敵視也使得陳水扁總統無法跨出

承認九二共識，進而重啟兩岸協商的最關鍵一步，而民進黨政府在大陸政

策上的模糊與搖擺，也使得兩岸政治互動持續停滯，且間接導致台灣的綜

合國力消耗於島內的國族認同與統獨爭議中。尤其是嘗試將台獨理念透過

文化與教育的管道予以漸進實現的作法，正是導致當前台灣內部統獨爭議

與族群對立日趨嚴重的主要原因，同時亦使得台灣的大陸政策欠缺理性討

論的空間，造成兩岸政治互動的僵局更形嚴酷。特別是在選舉頻繁的台灣

社會，執政黨不定期大張旗鼓地宣示台灣的國家主權，讓人民對內政不滿

的情緒藉著民粹的發酵而獲得舒解，這種以民粹式的族群意識來操作兩岸

關係的做法，亦使得兩岸政治互動的僵局更難化解。 

 

（五）、此外，本論文亦要指出中共的武力威脅與台灣的民主化乃是影

響近十餘年來台灣分離主張的關鍵力量。吾人發現中共長期所堅持的「一

個中國」原則，在本質上是一種中國大一統的「官方民族主義」，企圖追求

一種「大一統中國」的想像共同體。然而每每台灣在「一個中國」的政治

框架內尋求主權分享的善意卻被拒絕，於是在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強悍

且具侵略性的壓迫下，台灣官方逐漸不再鼓勵民眾認同其與中國的淵源關

係，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性格形成一種對台威脅侵略的力量。據此，

台灣逐漸發展出一股「海外移民民族主義」分離力量的醞釀形塑，去進一

步強化這種放棄對中國主權分享的爭取，而走向台灣國家主權絕對獨立的

分離主義觀念與訴求。 
 
事實上中共本欲藉武力威脅來恫嚇台獨，但結果卻導致台灣人民對中

共所謂的「一個中國」更加疏離異化，並激發台灣主體意識與台灣民族想

像的進一步發展。自九五年李前總統訪美後，中共所進行一連串打壓台灣

的軍事演習與文攻武嚇，在在都為台灣主體意識累積動能，為台灣分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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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提供正當性的基礎。這種抗拒中共武力威脅與中國大一統所長期蓄積的

心理能量，若借用 Ernest Renan的觀念：「民族的存在是建立在『每日的公
民投票上』（daily plebiscite）」，那麼台灣人民對民族和國家的想像相當程度
是建立在對中共武力威脅的「每日否決」（daily vetoes）上。 

 

政治民主化對於台灣的國族建構也扮演了關鍵性的力量。台灣政治民

主化的過程，特別是人民的政治參與和政黨政治的發展，將台灣人民納入

一個以台灣為疆界的「想像的共同體」，甚至是一個「想像的民族」。套用

Ernest Renan的「民族是『每日的公民投票』（daily plebiscite）」說法，即是
台灣民主化的力量發揮了每日公民投票的效果，加深了台灣人民對台灣民

族國家的想像。透過政治參與，台灣人民對現存政治體制產生相當程度的

認同感，而政黨政治的推動亦使得台灣社會各群體得以進行溝通協商與資

源分享，此二者將台灣人民逐漸形塑成一個命運與共、利害攸關的政治共

同體，而這種公民認同的結果可能是導致台灣作為一個公民國家出現的重

要原因。 

 

三、民族主義對未來兩岸政治互動的影響： 

（一）、民族主義情緒具有強烈的排外性質，且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方

向有可能改變，一旦失去管理或控制即有可能逆轉挑戰政府，因為「人民

群眾民族主義」和「政府官方民族主義」間可能產生目標的落差或矛盾。

誠如民族主義的雙刃性，其固能用以鞏固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但

若過於激烈即易導致其它重大社會運動，形成不穩定的社會因素而傷害政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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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可能引爆衝突而兩敗俱傷。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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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對台民族主義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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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對國際環境

與兩岸關係作出非理性的反應。此外，在中共的民族主義國家認同思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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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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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後現代主義的促統模式或許是最“自然而然”的思考方式，但對於海
峽兩岸的政治互動可說毫無助益。 

 

（二）、或許台灣意識與「政治中國」霸權無法妥協，但台灣意識與「文

化中國」理念並非不相容。當前台灣社會的族群意識雖鮮明，但從歷史的

觀點來看，每個族群必然有其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意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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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主義追求民族國家肇建的當務之急應是致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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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利於兩岸政治互動時的籌碼。另外，台灣應從族群

民族主義的陷阱過渡到公民民族主義的形塑，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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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應該比民族文化和歷史

因素更為重要，政治體制和政治生活方式應該比種族血緣和歷史文化更為

根本。如此吾人將不再用傳統的民族主義思維來看待台灣的國家認同問

題，而是超越統獨爭議後將目光轉移到國家合理性的基本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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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民族主義出

現。 
 
（三）、誠如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雙刃性，「民族國家論」的訴求也不僅

在理論上欠缺合理性與現代性，且在實際的運作上亦遭逢重大挑戰。民族

國家的架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弱化式微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民族國家疆

界的洞穿與毀壞，一個民族的生活空間越來越難與其國家的疆界一致；其

二，跨國勢力的興起使得民族國家的絕對主權與相對實力降低，且個別民

族國家無力處理跨國性的經濟、疾病、犯罪與環保生態等問題，再加上民

族國家往往藉口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戕害個人自由權利，因此，筆者提出「公

民國家」觀念來取代「民族國家」概念，以超越兩岸政治互動中的統獨爭

議與社群認同。無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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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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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據此，吾人與其傾全民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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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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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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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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關於兩岸民族主義的部份，其研究發現亦一併接續說明如下： 

（一）、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面： 

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百年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所發展出來的，

也是中國從傳統的「天下」結構，進入現代的「世界」結構所發展出來的

一種集體認同（民族國家）的新理念與意識。而西方「民族國家」體制對

中國的最大挑戰便是由文化的認同轉變為民族國家的認同。另外，我們發

現，在西方民族主義和民主思想呈現共生的現象，然而在近代中國，民族

主義和民主思想共生的現象卻變調，其原因在於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始終

淹沒了個體的價值，誠如學者李澤厚所指，由於外侮不止、國將不國，因

此「救亡」壓倒了「啟蒙」，從而中國現代的民主政治始終難以建立起來。

這是近代中國在推動現代化過程中非常具關鍵性的因素，也是為何民族主

義深刻影響海峽兩岸政治互動，而民主理念相對無法提供實質惠助的原因。 
 
（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方面： 
九Ｏ年代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和八九年的「六四」天安

門事件以及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垮台有重大關聯。官方大力提倡愛國主義

以求政治社會穩定，知識界亦附和以避免中國社會分裂動蕩與政治解體，

再加上改革開放後與西方國家的利益摩擦等，都是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

抬頭的原因，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當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復興也

是針對國際環境與西方政治壓力的一種回應。另外，中國大陸現今這一波

新的民族主義浪潮也可說是後共產政權的一般現象。從改革開放所帶來的

經濟成果和綜合國力增加此一角度來看，九零年代以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的主題一直圍繞在如何追求富強，而九零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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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則已演變成如何在國際社會間表達其富強，其性質的發展類似於從「原

型的民族主義」過渡到「揚威的民族主義」，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則

可被視為「擴張的民族主義」。 

 

（三）、在台灣民族主義方面： 

台灣民族主義兼採「原生論」與「建構論」的見解，認為台灣（人民）

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或者台灣（人民）有資格成為一個民族。採「原生論」

見解者強調台灣四百年來乃是一個移民社會，擁有獨特的血緣、文化、語

言、地理與宗教信仰等，而如果這樣的見解還不具說服力，則輔以「建構

論」的觀點，強調台灣人民集體的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已使台灣人民的命

運休戚與共，進而形成一「生命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這是無法改變

的事實與決心，也是台灣民族的有力證成。然而不管是基於「原生論」或

「建構論」的觀點，台灣民族主義皆不忘對 B.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
作出最有利於台灣民族形成的積極正面詮釋，或者援引 Ernest Renan「民族
是『每日的公民投票』（daily plebiscite）」的說法，去強調我們都是同一族
人，而至於每日公民投票的結果則其答案永遠都是「願意繼續成為同一族

人」。 

 

（四）、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方面： 

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人意識主要仍在於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解除

殖民壓迫，與中國意識之間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從屬性與依附關係，然而「二

二八事件」的悲劇導致了台灣人意識和中國人意識之間的決裂，促使了台

灣意識走向台獨化。此後，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灣島內政治反對運動的一個

重要象徵，馬關條約後的台灣「棄民意識」與日據時代的台灣「孤兒意識」

也轉化成為今日的反中國意識，這是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最重要原因，也

是今日台灣獨立運動的濫觴。然而無論是「強調在情感上和政治上與中國

大陸的認同聯繫」的「中國意識」，或是「強調具有政治本土化意涵的民主

自決意識」的「台灣意識」，二者都是緣於無法擺脫「民族國家論」（ethnic 

nationalism）的糾結與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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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展望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發現，筆者接下來針對本論文的研究主題與後續研

究（者）提供研究建議與展望。茲分述如下：  

一、對於兩岸政治互動的建議與展望 

誠如民族主義的雙刃性，「民族國家論」的主張看似高舉族國統合之先

聲大纛，但其實亦是民族追求分離獨立之利器，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者）

或台灣民族主義（者）皆應認知其利弊兩面性而不可不慎。 

 

筆者對於未來兩岸政治互動的建議如下： 

（一）、超越民族國家認同 

誠如本論文研究發現所指，「民族國家論」不僅在理論上缺乏合理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其現代性亦遭逢重大質疑。毋論是追求統合的中國民族主

義或追求分離的台灣民族主義，都是緣於對「民族國家論」的偏執。吾人

所應最關心的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在生活方式、政治體制和意識型態上

的差距，以及海峽兩岸人民的意願和福址，而非以民族血緣、文化傳承和

歷史因素等來強求「民族國家」的肇建與其政權的代表性，或是受類似意

識型態的限制而刻意區隔「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不同，這顯然也

是沒能超越民族國家血緣論的思考方式。據此，筆者認為吾人應超越「民

族國家」認同而改以「公民國家」認同來取代對「國家」的舊有概念，如

此方有可能超越兩岸政治互動中的統獨爭議與社群認同。 

另外，對於超越民族國家認同的方式，筆者認為從後現代的觀點亦可

提供一些省思。今日吾人發現在民族國家的體制之上已有新的、較大的構

造單元，例如歐盟甚至地球村的概念，而在民族國家的體制之下也有一些

比較小的構造單元，如地方自治區（local autonomy）或社區部落等構造組
織。進行認同不一定要從國家的層次來談，或用製造、建構的方式來進行，

它也可以是一種比較真實的認同方式，例如平溪的放天燈、東港的祭王船、

或者是如鎮西堡部落社區營造⋯⋯等等層面的認同。換句話說，假如以「國

家」層面作為一水平線，可以往上認同或往下認同，特別是往下認同，而

進行一種多元實質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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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民主化下公民國家的建立 
誠如前文所指，兩岸關係中在決定國家體制和政治歸屬的問題上，政

治生活方式的理想形式應該比民族文化和歷史因素更為重要，政治體制和

政治生活方式應該比種族血緣和歷史文化更為根本。據此，毋論是中國民

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二者都應走出虛擬的民族國家統合神話或單一民族

國家建構工程，從族群民族主義的陷阱過渡到公民民族主義的形塑，兩岸

應先冷靜地落實內部社會的民主化與具體的「公民國家」社會建構，嘗試

將公民意識落實到每個社會成員的身上，培養出正確的社會和國家公民權

利義務觀念，如此兩岸人民經由公民意識的培養建立，共同解決彼此政治

理念的歧異與困境，合作打造華人社會的公民國家。 

 

（三）、兩岸務實交流、理性溝通，以合作代替對抗 

在台灣方面，吾人毋需再去檢測個人的族群認同或國家意識，而應淡

化意識型態、化解族群對立並超越統獨爭議；而在中國大陸方面，則毋須

再去堅守民族國家論下對民族情感和歷史文化傳承的偏執，而應懷抱以大

事小、相對主權觀的胸襟來擱置統獨論爭，雙方以柔性務實的態度恢復對

話，重啟協商交流的管道，理性平和地溝通雙方的歧見並嘗試異中求同，

乃至邁向彼此的攜手合作以取代相互對抗。畢竟以區域合作取代兩岸對

抗，才是符合全球化潮流下的國際政經趨勢。 

 

二、對於後續研究（者）的建議與展望 

在本論文的後續研究上，個人認為可進一步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method），特別是前往中國大陸對相關人士進行深度訪談。充份發
揮訪問者與受訪者的積極性，鼓勵受訪者表達其對兩岸民族主義與政治互

動的觀點，以提供研究者在論文研究時的靈感與啟發，使免於在象牙塔裡

枯坐冥想，猶不能有效掌握研究議題的脈動。舉凡相關問題、現象、事件、

從歷史到今天、原因到結果，從個人到他人及重大社會現象等進行深入廣

泛地交談與討論，從而獲得更大的啟發，使研究者發現研究上新的思路或

問題。 

其次，在後續的研究問題上，個人認為可以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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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包括：(一)、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探討中國大陸的改

革開放—尋求富強至表達富強的轉化；(二)、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探討中國大
陸的愛國主義—政治整合與政治分離的對立；(三)、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探

討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動員；(四)、從民族主

義的角度探討中國大陸的人權發展—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的矛盾；(五)、

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探討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霸權對抗或和平安全的選
擇，這些面向的探討皆有助於吾人進一步了解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並有

利於未來海峽兩岸政治互動時的參考依據。 

最後，個人認為在後續的研究上應注意避免意識型態涉入的問題。研

究者應秉持嚴謹、客觀、獨立的學術立場，力求價值中立，以避免個人主

觀的價值判斷影響研究結果。特別是在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

時，應盡量避免主觀的價值判斷與文化中心主義，以及個人情感與意識形

態的影響。據此，將更為提升論文研究成果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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