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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之後兩岸的和平發展關係 

 

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所長 湯紹成 

 

前言 

今年 318學運之前，兩岸關係發展的問題

好似不大，但學運證明，其實兩岸關係的問題

還真不小。目前，服貿、監督與自經等三法案

還卡在立法院，前途未卜。另外，還有貨貿與

兩岸辦事處案，也狀況未明。因而當前的兩岸

關係正處於一種重整狀態，還有待突破與創新。 

 

其實，學運問題牽涉的層面甚廣，但主要還是以民眾的

恐中心態為重，其餘就是政府領導的問題，其中還包括全球

化的影響等。因為後者乃台灣內部以及全球性的問題，並非

此次研析的主題，故本文將集中在化解恐中心態方面，以便

兩岸的和平發展能夠持續進行。此外，這次張志軍主任訪台，

提出惠台四大利多，其中 RECP與 TPP都是台方長期提出，

此次終於獲得善意回應，因而本文也將結合探討台灣的國際

空間議題。 

 

1. 實情與理論分析 

一般而言，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可概括分為：政治、經貿

與文化三大部分。兩岸之間雖然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但仍可

以參照。依照上述的三分法，台人的恐中心態，大致可分為

幾項來源：不放棄武力、外交圍堵、無法自決(以上屬廣義的

政治層面)，再加上經濟控制與意識形態等方面。 

 

基於當前的僵局，兩岸若要持續發展，以上述幾項議題

觀之，或已經發展(經貿與文化方面)或難以改變(放棄武力、

意識形態與台灣自決)，因而外交的議題可能比較可以發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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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實際與正面的作用。若此，那就必須回到功能(functionalist)

層面，才會有比較大的空間與機會，因為功能的方式政治性

比較低，而效果比較大。本文將以新功能主義為理論基礎，

試圖提出幾個可行性方案，以供參考。 

 

簡言之，功能學派理論主張，國與國之間可以功能性關

係的發展，來避免戰爭的爆發。易言之，國與國之間交往愈

密切，戰爭則愈不可能，而新功能學派則還要加上精英的領

導，也就並非任由發展，而是相關角色積極的來推動，才能

克盡其功。 

 

這對於兩岸關係而言，自然是可以應用的有效理論。同

時，如何將理論與實際情況相互配合，則是本文的主要內涵，

因而除兩岸之外再加上第三方的因素，將更可以改善生台灣

的國際空間。 

 

基本上，台灣的外交空間可分為：邦交國、大國(美、日、

歐)、國際組織與國際活動等四大部分。依台灣的有限能力觀

之，前兩部分較難，因為這直接牽涉到中華民國的問題，後

兩部分相對比較容易，因為有奧運模式可循，但都可從功能

層面切入。 

 

2. 實際可行性操作 

其實，上述政治層面的問題，已經接近一中原則的底限，

若再向前跨越，即將面臨一中原則的翻修，比如將一中原則

由普遍化改為兩岸化，但目前的時機可能尚未成熟，只是張

主任對於 RCEP的回應，給予吾等相當大的想像空間。因而，

在維持一中原則的現狀下，結合上述功能理論，本節將以仿

效空中客車(Air Bus)、籌畫三邊對話以及參與相關組織等三

方面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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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仿效空中客車(Air Bus) 

眾所周知，位於法國的空中客車公司，乃歐盟會員國法、

德、英、西等國家共同組成。原本這些國家都有製造客機的

能力，但為要突破美國的獨占，其中心思想就是：集思才能

廣益，團結就是力量，因而得以與美國的波音等公司競爭。 

 

其實，這也給予兩岸方面一些啟發。當然，若能結合兩

岸的某些有競爭力的公司合力經營，亦可能創造佳績。但是，

為達到拓展台灣國際空間的目的，或可考慮由大陸主導，邀

約比如較為友善的韓國廠商合作，藉此一有限的國際平台，

三方合作研發新產品，不但可能創造國際競爭力，同時可擴

大台灣的國際市場及空間，一石兩鳥，何樂不為。 

 

2.2.  籌畫三邊對話 

在五月中旬，越南反華暴動之際，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曾表示，兩岸應該攜手共同面對外界的挑戰，這當然是一個

很好的契機。但是，在南海問題上，北京反對多邊談判，自

有其理。因而，若能組織一個三邊的對話機制，使台灣成為

聲索方之一，未嘗不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方向。 

 

由於在解決國際爭端方面，其進行的步驟最起碼可分為：

對話、協商與談判，因此對話乃此一程序的最初始階段。況

且，若 2軌先行，其敏感度更低。當各方都認為可行，再向

前發展，否則告吹也不傷大雅。 

 

若此，當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登場(實重於名)，北京也

不會自相矛盾(名重於實)，台灣自然願意提升國際地位，此乃

名與實的辯證安排(名實互用)，而第三方也有可能對台灣有

所期盼，其中美國因素也甚為重要。 

 

2.3. 參與相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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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擇亞歐會議(ASEM)，還有張主任所提的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RCEP)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PP)，以及非政府組織(NGO)為例，企圖探討增進台灣外交

空間的機會，因為這三部份與兩岸的關連性都比較大，同時

也比較容易切入。 

 

2.3.1. 亞歐會議(ASEM) 

自 1996年以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亞歐會議高峰會，乃

東亞與歐盟之間規模最大的洲際論壇。其會員包括歐盟 28國

與東協 10國，再加上陸、日、韓、印度、俄、澳、紐等國，

以及歐盟執委會與東協秘書處代表，規模甚大。 

 

此外，ASEM會議的主要特色，就是由三大支柱所組成，

其中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除每兩年一度的領袖高峰

會之外，期間還有各種高官、專家會議，再加上民間的交流

等，活動頻繁，巨細靡遺。值得注意的是，ASEM是定位為

一個論壇，其決議沒有拘束力。再者，此乃美國唯一沒有參

與的大型國際會議，相對而言，大陸可操作的空間較大。 

 

因此，兩岸可從文化交流方面著手，比如台灣可先與北

京建立博物館連線，並定期舉辦聯合活動，培養默契。之後，

再可將韓國納入，成立三邊的交流，假以時日，再加入 ASEM

的文化交流部份，進而可再視情況向上發展。如此由簡入繁，

先易後難，較不敏感，亦較可行。 

 

2.3.2.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RCEP會員共有 16國(東協加上印度、澳、紐與陸、日、

韓)，其人口約 30億，佔世界貿易的比重約 40％。台灣是外

貿導向的經濟體，外貿依存度約佔整體 GDP 的 60％，其與

RCEP 國家的經貿比重約為 57%，而此協議談判的項目包括

服貿、貨貿、經濟與技術合作等，可見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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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起，RECP已啟動第一輪談判，因而最快也只

能在 2015 年開放新會員加入。但要加入 RECP 的前提條件

是，會員國必須一致決議通過，可是台灣與這些會員國都無

邦交，因而在這方面，兩岸之間也必須要加強聯繫與溝通，

台灣也還必須與這些國家建立溝通的平台，才能及時做好應

有的準備。 

 

2.3.3.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 

2005年由汶萊、智利、紐西蘭及新加坡四國協議發起，

當時正與其他五國磋商，包含澳洲、馬來西亞、秘魯、美國

及越南。2010年之後由美國領導，盼能整合亞太的二大經濟

區域合作組織 APEC與東協(ASEAN)，組成一個統一的貿易

體，成為亞太區域內的小型世界貿易組織。但是，TPP的門

檻較一般的 FTA為高，除了一般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之外，

還有衛生措施與知識產權等項目，台灣若要加入，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 

 

其實，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 TPP來與 RCEP相抗

衡，以便降低大陸的影響力。因為自 911事件以來，美國專

注反恐，因而忽略了東亞的發展，致使以大陸為首的東亞國

家，已經形成了一個緊密分工的經濟圈，帶動了東亞的發展，

而這也是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免喪失在此地區

的勢力。 

 

因此，台灣若能在短期內先加入 RECP，日後再加入 TPP，

將可更加處理好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困境，左右逢源，相得益

彰，而原本的一中原則將可由普遍化向兩岸化發展。若此，

北京先滿足台灣人民部分的要求，做出更加合情合理的安排，

動之以情，順應民意，這必將對於兩岸的和平發展良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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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非政府組織(NGO)  

由於台灣長期被孤立，但在非政府組織(NGO)世界裡，

大陸遠不及台灣，台灣若循 NGO 的管道可以走出邊緣化，

使得 NGO成為台灣與中共較勁的另一個無煙戰場。 

 

2.3.4.1. 發展起源 

台灣數十年來歷經社會變遷、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累

積豐沛的民間資源與能量，促成非政府組織（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的蓬勃發展，這些組織不僅

在國內善盡公民社會對政府的監督角色，近年來更積極進行

國際參與，在國際社會充分展現我國的軟實力，尤其配合聯

合國千禧年八大發展目標，藉著參與各項國際合作計畫，積

極從事國際人道及醫療援助、消除貧窮與疾病、促進民主與

人權及維護永續生態環境，提昇我國的國際能見度與形象。 

外交部為落實「全民外交」的理念，於民國 89年 10月

成立「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簡稱 NGO委員會）」，

以協助國內具活力的多元民間團體參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國際會議及交流活動，強化我 NGO與國際接軌： 

 協助國內 NGO 進行國際參與：支持我 NGO 參與及爭

取在台灣辦理各類 INGO 國際會議與活動，並協助我

NGO解決各項國際參與問題。 

 輔導國內 NGO從事國際合作：配合聯合國千禧年八大

目標，運用我國發展經驗與強項，媒合我 NGO與國際

知名 INGO進行各項國際合作計畫。 

 建構國內 NGO參與國際事務能力：針對青年學生、社

會大眾、NGO 幹部需要，委託國內學術機構及團體辦

理各類國際事務研習營，另選送國內NGO中高階幹部，

赴國外知名學術機構或 INGO實地研習，以建構我NGO

國際參與能力，拓展我 NGO幹部之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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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國內 NGO國際參與交流與聯繫平台：開設並營運

NGO 雙語網站，協調各政府部門並整合民間資源，建

立國內外 NGO 資訊及交流網絡平台，以協助我 NGO

有效進行國際參與。 

 

2.3.4.2. 國際合作 

由國內 NGO 推薦或本部引介重要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或外國 NGO 共同推動各項國際合作計畫，在聯

合國千禧年八大發展目標（MDGs）下，參與人道援助、國

際減貧、消除疾病、促進人權、加強教育、保障婦女權益、

維護永續生態環境等工作，除實際改善當地人民生活外，亦

強化我 NGO與 INGO合作夥伴關係，擴大與國際社會的聯

繫，發揮我國軟實力及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2.3.4.3. 實況發展 

多年來台灣參與 NGO 的層次也非常零亂，有時在大會

露臉一下就算參與，有的只能出席聆聽，因語言能力有限，

鮮少與其他人對話，或有學者志在發表學術論文，未必真的

有心關懷涉及 NGO的各項事務。  

 

台灣各個本土 NGO 開始學習與國際對話，但由於缺乏

向國際取經的習慣，參與情況亦不平均，有的團體人數高達

三、四百人卻不想與國際接觸，有的團體只有少數幾人，卻

已活躍不已。例如終止童妓運動、或是外籍新娘移民現象等

全球性議題，都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展開密切互動。此外，國

際醫療援助近幾年也在台灣蓬勃發展，並與國際 NGO 有了

密切互動。這些專業單位很清楚台灣團體的專業能力，於是

很快就能產生聯結，也會很願意和台灣合作。 

 

但是，以國際 NGO 的名義參加固然不涉及名稱問題，

其他時候則會看到台灣 NGO以「台灣」、「台灣，中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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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台北」的名稱參與，甚至也有人接受「台灣，中國一省」

的名稱，情況非常混亂。 

 

3. 結語 

以張志軍主任的對台利多觀點觀之，若兩岸一切進行順

利，台灣將可在幾年內加入 RCEP，而此次若是加入則必須

是正式會員，其前提更是已經與該組織的成員國都已達成協

議。 

 

這將可分為兩方面來觀察，因為 RECP 將在 2015 年底

開始接收新會員，屆時台灣剛好是 2016大選的前幾個月，若

是可能，當然理想，否則就要等到大選結果之後。若國民黨

連任，那問題不大，可以繼續執行，否則可能就要從長計議。 

 

此外，兩岸若能依照上述先由企業合作並引入國際原素

開始，再從民間的國際合作多管齊下，以便為未來台灣拓展

國際空間做準備，當也是一項可以思考的方向。 

 

最後，為避免兩岸的 NGO 在國際的場合碰撞，雙方當

可研擬出一套可行性方案。其實，台灣的做法可以參考。在

台北外交部的網站上登載，若台灣的 NGO 出國參加會議，

外交部可以酌予補助相關費用，因而外交部可對於接受補助

的 NGO 進行行前輔導，已避免喪權辱國，否則外交部會撤

回補助。 

 

相對的，大陸的 NGO 要出國開會，目前不會經過國台

辦或是外交部，可能由主管的機關加上地方的外事單位批准

即可。因而，若在國際場合遇到台灣的 NGO，則大多寧左勿

右，以便回國可以交代。如此，與台灣 NGO 產生摩擦的可

能性甚高。若大陸方面也參考台灣的作法，當可對於避免爭

議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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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