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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國家定位與主權爭議，不僅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
之法統問題，更包括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對抗、以及美國、日本等
世界列強在亞太地區利益與戰略佈局等因素，而形成錯綜複雜的國際
政治難題，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不放棄以訴諸武力之方式解
決台灣問題，造成台灣人民強烈的不安全感。此種結果，絕大因素來
自於台灣國家定位模糊與伴隨之政治、社會，及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
為確定台灣未來之主權，端有賴台灣人民行使自決權以解決此一爭議。
人民自決權係源於國際法之法律概念，且在現今之國際社會中，
已普遍地被使用，而人民自決權理論實踐方式之ㄧ，即係透過公民投
票。透過對公民投票之行使，人民可以自由地決定政治之型態，甚或
國家主權之歸屬。本研究將藉由對自決權理論與公民投票制度之探
討，並以加拿大魁北克省 1995 年獨立公民投票行使自決權之經驗為啟
示，在了解現今台灣之主權係屬未定後，台灣人民若欲自行決定台灣
國際地位與未來主權歸屬，在現行之憲法及法律架構下，人民該如何
行使相關議題之公民投票提供解決方式，俾使台灣人民可依據國際法
上人民自決權之理論，以投票之方式決定台灣未來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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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透過公民投票來實踐直接民主，係現今民主國家發展的趨勢，而
透過公民投票之方式來決定國家之定位，更是將公民投票直接民主之
精神發展至極致。我國於 2003 年 11 月 27 日，立法院通過訂定了「公
民投票法」，並於同年 12 月 31 日經總統公布全文後施行；其中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
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似
乎，我國新訂之公民投票法，同樣地也賦予了我國的人民得以直接民
主方式，來決定國家未來之定位。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過往歷史因素，導致彼此間對國家定位
問題之認定始終存有極大之差距，亦使得台灣的定位在國際間的討論
從未休止。而環顧舉世曾舉辦公民投票來決定國家定位之國家中，就
以加拿大魁北克獨立公投之背景與台灣最為類似，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因此，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堅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份」時，台灣可否舉辦全民獨立公投？是否可由總統發動？其可能
遭遇之阻力又為何？可能成敗之關鍵何在？又該如何因應？均值得關
注。故本研究將以加拿大魁北克 1995 年公民投票事件之背景及後續效
應做分析，並以此探討未來可能發生的台灣主權公民投票，及可能對
兩岸關係所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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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目的

台灣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分隔 50 餘年後，台灣本土意識日愈
高漲，不可諱言地，因為生活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兩岸人民無論在政
治、經濟、文化，乃至於生活價值，其間差異性極大。而加拿大魁北
克省則是一個以法國移民為主的地區，其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均與
其他英裔為主的其它地區有著明顯不同的差異性。
1995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在舉世注目下舉辦主權公民投票，雖支
持獨立的魁北克黨最終以百分之 1.12 些微的差距功敗垂成，惟該主權
之公民投票，對台灣未來以公民投票決定國家定位仍具有顯著之參考
價值。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比較觀察，即從國際法中對人民自決
理論及與公民投票來做探討，並研究加拿大魁北克省與台灣之主權問
題，最後並以此解釋未來臺灣主權公民投票之相關問題，其主要之研
究目的在於：
一、 暸解人民自決權理論於國際法中之發展、規範、適用範圍，以及
其與公民投票之關係。
二、 瞭解加拿大魁北克省舉行獨立公民投票之背景及其歷史因素，以
及外部國際勢力之干預對於其公民投票之影響，乃至於在其獨立
公民投票失敗後，對於支持獨立之人士爾後尋求獨立之路造成何
種影響。
三、 瞭解台灣之國家定位及主權爭議問題。
四、 藉由自決權理論及公民投票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獨立公民投票之
實踐，檢視台灣未來舉行獨立公民投票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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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於研究公民投票對於解決兩岸主權爭議之可行性，及以
加拿大魁北克省 1995 年獨立公投之背景及過程作為探究台灣主權公民
投票所可能遭遇之國內外制約及影響的因素，並將透過以下方式來進
行研究：
壹、 文獻分析法
將針對有關本研究主題之相關文獻作進行分析的工作。首先，即
是對有關人民自決權於國際法中之演進，及其對國家主權之影響性；
並探討有關公民投票之理論，及我國針對公民投票立法之相關資料。
透國以上相關文獻及資料之分析，將可對人民自決權及公民投票之理
論作一探討，並了解彼此間之關連性。
其次，本研究將針對魁北克分離運動的相關文獻做分析，並探討
加拿大與魁北克省的重要憲法法源、相關公民投票法源基礎，以及有
關魁北克省獨立之相關司法判決等。透過以上相關文獻及資料之分
析，將可對魁北克省之獨立運動有全面性及中立之理解。
最後，本研究將針對台灣主權歷史及定位的相關文獻作一分析，
包括兩岸主權爭議之相關官方文件、學術期刊、論文著作及議題相近
之新聞媒體報導資料進行整理、比對、整理及印證，以期理解台灣主
權之爭議性。
貳、傳統研究途徑方法
本研究另將採取傳統研究途徑(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中
之歷史研究途徑(history research approach)，採用歷史學的角度，運
用其資料及方法，以描述政治變遷之來龍去脈並解釋其中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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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歷史事實有一些什麼

前因後果，其目的在從各種不同的時空蒐集某一類相同的歷史事實，
抽離其特點，以建立通則(generalization)或定律(law)2。
此一研究途徑體現於本研究在於探討魁北克省主權公投歷程中所
遭遇之國內外主客觀環境，及該等因素對於其公投成敗之確實影響，
並從其中整理歸納出其有關時空因素之通則，以作為探討台灣獨立公
投之借鏡，並藉以推論在兩岸關係演進至此時，台灣提出獨立公投可
能面臨國際及國內之衝擊及成敗之可能因素。
參、比較分析法
最後，本研究將採比較分析法，試圖以比較政治與法律之角度，
以魁北克省 1995 年主權公投當時與台灣現時之國內政經環境、民意之
取向、國際間之態度，及相關憲法或法律爭議等主客觀條件作一比較，
並分析其異同優劣之處，以供作探討台灣獨立公投可行性之重要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透過對魁北克省之主權獨立公投之探討，以檢視採主
權公投之方式解決台灣主權爭議之可行性，其主要研究範圍主要如下：
壹、人民自決權與主權公投之理論與實踐
人民自決權係源於國際法之法律概念，其演進過程可分為三個階
段，並直至聯合國時期，始慢慢被提升為法律層次之探討，而成為具
有國際法規範效力之概念，綜觀目前有關之國際實踐，其主要內容包
括主權歸屬、政治型態，或經濟自主等。至於公民投票，則係指公民

1
2

彭懷恩，政治學，(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79 年)，頁 361-364。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6 版(台北：三民書局，92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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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票」以表達其內心之意思，並未透過代議制度，係屬於直接
民主的制度。依此，人民自決權理論實踐方式之ㄧ，即係透過公民投
票，透過公民投票，人民可以自由地決定政治之型態，甚或國家主權
之歸屬。因此本一研究範圍主要係對於人民自決權之理論基礎及適
用，主權自決與國際承認之關係進行探討；其次有關公民投票之理論
與功能，進而在上開理論下探討我國公民投票法制訂通過之後有關台
灣主權公投上之適用。
貳、魁北克省獨立公投運動之探討
魁北克省位於加拿大聯邦東部，係加拿大的第一大省。魁北克省
英裔與法裔長期共同生活，因民族性之差異，導致彼此間觀念難以融
合，故長期間存在著嚴重的民族衝突，而英裔長期間擔任統治階層，
亦使法裔心中有所不平。種種問題，皆導致了魁北克省 20 世紀幾波之
獨立運動，1995 年之公投獨立事件亦因而至。因此，本一研究範圍主
要係探討魁北克省分離運動緣起之歷史背景，以及其 1995 年獨立公投
事件之背景，國際勢力對其獨立公投之影響，其最後失敗之因素又為
何？對爾後魁北克省又將造成何種影響？皆為本一研究範圍探討之對
象。
參、台灣之國家定位與主權問題
自從 1949 年中國國民黨創立的中華民國播遷來台，及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大陸地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兩岸始終存在著不穩定之關
係，其中主權問題更是爭議焦點，因為這不僅攸關兩岸政府主政國家
的國際人格，到底由誰代表中國正統？更直接影響任一方的國際承認
及生存空間，此亦為兩岸問題無法解決的根本癥結所在。
主權係近世專制君主權力的基礎，乃指內部最高，對外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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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的政治權力形式，也就是國家政治決策的最高權力機制，因此，
擁有絕對之主權，亦將是正常國家之基本體現，故本研究範圍擬在有
關國家主權理論發展與變遷的框架下，將有關台灣主權問題之相關資
料作一檢視，最後再回歸國際法之觀點來看台灣主權相關國際協定的
適用與解釋，以期能對台灣主權問題有更進一步之了解。
肆、台灣獨立公投之探討
2004 年 3 月 20 日，台灣合併第十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舉辦第一
次全民公投，雖然最終兩個公投議題3均告失敗4，然而，此舉卻開啟台
灣以公投深化民主的大門。
推動主權公投是未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主要方式選項之一，依 2003
年 11 月 27 日三讀通過之「公民投票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當國
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
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在此之前，加拿大魁北
克省 1995 年曾舉辦主權公投，最終雖功敗垂成，然其歷史經驗將可移
供台灣作為後事之師。因此，本主題之研究範圍在於當台灣主權有改
變之虞時，台灣可否舉辦全民獨立公投？是否由總統發動？可能遭遇
之阻力為何？其成敗之關鍵何在？如何因應？皆為本研究之範圍。

3

4

頁: 6
2004 台灣公民投票二個議案：
第一案〈強化國防〉
：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
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第二案〈對等談判〉
：你是不是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談判，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
構，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
本次總統大選總投票率 80.28%，有效票數 12914422 票，陳水扁、呂秀蓮得票數為 6471970 票，
得票率為 50.11%；連戰、宋楚瑜得票數為 6442452 票，得票率為 49.89%，但和平公投第一案總
投票率為 45.17%、同意 91.8%、不同意 8.2%、無效票 359711 票；第二案總投票率 45.12%、同
意 92.05%、不同意 7.95%、無效票 578574 票，兩案均因投票率未達半數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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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基於以上研究範圍，本研究之整體架構如下：

台灣人民行使主權公民投票之可行性分析

國際法上人民自決權之探討

人民自決權之實踐－公民投票

魁北克 1995 年獨立公投

我國憲法與公民投票之架構

台灣之國家定位與主權爭議

我國獨立公民投票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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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係以魁北克省 1995 年之獨立公投事件為背景，並藉此
探討以公民投票之方式決定台灣主權定位之問題，但有關此一主題之
問題繁多，並非本研究所能及，故為了釐清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仍須
就相關問題採取限制：
一、 因魁北克省屬境外之地，礙於時間及經費之限，本研究將無法親
至魁北克省搜尋當地原始資料，包括相關文獻及訪談相關人員。
因此本研究就魁北克省相關問題之探討，將僅侷限於相關文獻之
分析及探討，至於當地原始資料之搜尋，或相關人員之口述，非
本研究所能及。
二、 台灣主權問題，牽涉著兩岸及國際間論點，亦常因時空背景及國
際間之局勢而產生不同爭議，其中更因各自政治立場不同，而產
生南轅北轍之論點，因此，就此一主題部份，本研究將不及於相
關政治性之論點，僅就相關中立性之文獻資料作一探討。
三、 我國公民投票法制定之初，因各政黨之屬性及意識型態上之差
距，致版本繁多且多次更迭，為符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本研究所
討論之公民投票法將僅限民國 92 年立法院所通過之版本，其餘
相關版本，本研究不擬多為說明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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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人民自決權

欲賦予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對於現狀變更的程序自主同意權，首
要論及者即為國際法上具有人民自行決定國家未來之權利，可謂之「自
決」
（self-determination）之權利概念。然而自決權的內涵究為何？其
在追求台灣獨立之運動上，又能提供一種多大的射程範圍？此乃吾人
首要應探求者。準此，本章將探討自決權的發展歷程以及規範內容，
並研究其與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至高的權力是否存有杆格之處。

第一節 自決權理論基礎及適用
第一項

自決權理論

國際法上關於自決權之發展與演進可分為幾個時點來觀察：第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國際聯盟
時期；第三、聯合國時期。5第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由於國
際政治之因素，以「自己的意思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的自決概念在
國際法層次，僅止於思想、理念之探討，發展相當困難。第二時期（第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國際聯盟時期）
，殖民體制逐漸崩解，然「自決」
仍僅僅在政治思想之層次，尚未被肯認具有國際法上規範之效力。直
至第三時期(聯合國時期)，國際社會進入殖民體制崩壞之階段，自決
之概念才慢慢被提升為法律層次的探討，成為具有國際法規範效力之
概念，並透過許多國際法文件之簽訂及國際實踐的過程，逐漸地進一
步確立「自決權」作為「法律權利」的想法。6
5

6

有關此三時期分類之類似觀察角度，有：曾我英雄，自決權の理論と實現，(東京：敬文堂，1987
年 11 月)，頁 24。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收於氏著
國際法與台灣—歷史考察與法律評估，(台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12 月)頁 134 以
下。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 (台北)，第 23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271 以下。
曾我英雄，自決權の理論と實現，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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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起源

一、法國大革命之主張
多數學者將自決權此一理念回溯至法國大革命所提出「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原則。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以及 1789 年法國
大革命，目的皆係欲終結「人民作為國王的屬民」此一想法，因此，
其主張之內容包含「反對任何基於統治者利益，而在未經人民同意的
情況下移轉領土之行為」，同時亦主張「政府必須向人民負責」
、
「統治
者必須基於被統治者之同意」之想法，在在皆隱含著自決權之思想。
然而即便認為自決權之思想係源於此一時期，但此一時期對於自決權
之探討，與其說是在探討國際法層次的問題，更精確的說法應係在於
強調統治者必須取得被統治者之同意，在發展脈絡上，實較接近國內
法之民主、人民主權之概念，而對於長期以來所謂「王權統治」以及
「君權神授」之反動，7關注之焦點仍偏向國內層次。8
二、列寧之主張
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可謂係將自決權理論提升至國際
層次者。依其主張，處於一主權獨立國家當中之民族，主要可透過分
離（secession）之手段以實現他們的民族自決。但此種以分離為手段
行使之自決權，並不以強制方式作為實踐方法，相反地，依列寧之主
張，分離之行使可透過公民投票表現人民之自由意志。惟須同時注意
者，列寧考量到分離權大量承認之結果，可能造成許多不穩定而分裂
的小型國家出現，因此，其指出民族自決之實現並不以追求獨立作為
7

8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 N
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1-12。
關於自決權此一概念的起源與發展，其思想基礎從何而來，各方說法並不一致，亦包括有認為應
回溯至希臘羅馬時代之民主理念者，蓋在希臘人之城邦中，各人之言論自由、在法律下之平等與
自我尊重等首先被承認為權利，而此一思想遂由個人層次擴大到城邦層次，漸漸產生了希臘民族
間之自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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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最終目標。故他同時提倡聯邦作為民族獨立國家的替代體系，認
為聯邦形式可以樹立一個尊重人民且同時維持集中化的國家結構，並
有助於達成社會主義世界的最終目標。9
以上列寧主張自決權之想法，與其他蘇聯領導人相同，較重視在
各個國家當中屬於工人階級的自決想法，而非屬於全體人民自決之想
法。而此種想法本身即有其矛盾存在，蓋社會主義支持者自始地將民
族自決當作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手段，而建立社會主義世界才是目
標，因此，究竟民族的自決權力與社會主義何者較為優先？對列寧而
言，答案是社會主義優先，故自決權是因有助於階級鬥爭始被提倡，
係被當成一種策略工具來運用。雖儘管列寧所主張的自決權有此特
性，但無疑地，蘇聯對於自決權之重視，使得自決權在日後國際法之
發展產生重大影響。10
三、威爾遜之主張
在列寧為了實踐社會主義理念而大力提倡自決權理念之同時，美
國總統威爾遜亦同時發展其本身有關自決權之想法。威爾遜的自決權
想法，主要係根植於西方民主理念而來，其認為自決權是與「主權在
民」的想法有高度同質性，皆在強調「被統治者的同意」
，強調人民得
以自由選擇 他們的政 府，亦即 所謂的 「自決」，指 的就是「 自治」
（self-government）
。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展，威爾遜的自決權主
張亦轉向外在（external）層面，主張各人民有自由選擇其主權的權利，
換言之，人民不應僅僅是作為國家主權間討價還價的犧牲品。11
在國際層次，威爾遜主張之人民自決有四種不同之態樣：一、人
民有權選擇在任何體制下生活。二、人民自決應作為中歐原有國家，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p.17。
Ibid.，p.19。
11 Ibid.，p.19。

9

10

11

如鄂圖曼（O oma n ）帝國及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n）帝國重新
劃分歐洲版圖時的指導方針。三、以人民自決原則作為判斷領土移轉
時之標準。四、自決在處理殖民地主張時應被列入考量。其在 1918 年
2 月 11 日發表的「四項原則（The Four Principles）
」演說中，曾提及：
「所有在此戰爭當中的領土處置皆須依照各該領域住民之利益作最妥
適之安排，而不應只是一種在敵對國家間的妥協或協調結果」12。然而
觀諸威爾遜之自決權理念多以其在 1918 年在美國國會發表之「十四點
原則（Fourteen Points）」原則作連結，但回告顧該演說，雖有此理念
闡揚，但尚未使用「自決」此一措辭。13故就威爾遜而言，自決權原則
並不具有至高無上指導原則的本質，而是必須與殖民之強權國家的利
益作綜合考量與調和。14
比較列寧與威爾遜對於自決權之想法，論者有謂存有下列之差異
15

：一、理論背景不同：列寧自決權之思想乃以推行社會主義為思想背

景，威爾遜則主要承自西方民主思想之發展。二、面向不同：相較於
列寧之主張，威爾遜之主張乃偏向於內在（internal）面向的自決權原
則，亦即其所較重視者乃為一種提供選擇自身政府體制自由之權利。
三、實踐自決權之方式不同：威爾遜所主張者，乃「有序、漸進的自
由改革」
，在考量賦予殖民地人民自決權之同時，並不能因此根本破壞
強權架構與體制；列寧的自決權則視為一種根本地重新劃分國際間既
有之權力，或由既有主權國家當中獨立的權利。
雖然威爾遜認為在國際聯盟的引領下，原有帝國主義體系可以逐
漸為新的自由秩序所取代，但其所起草的國際聯盟盟約當中有關自決

12
13
14

15

Ibid.，p.19。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71 以下。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p.20-21。
Ibid.，p.20-21。

12

權部分，以及與之相搭配的領土完整原則、領土變動應取得有關住民
之同意等條款，最終由於美國代表本身的猶豫，加上英國的強烈反對，
並未成為文本之一部。16因此，若從第一次大戰後國際實踐整體觀察，
可發現若是相關人民的意志與戰勝國在政治、經濟或戰略上之利益並
不相符時，自決權之想法是會被忽略不提的，亦即若是舉行公民投票
被認為會損及同盟國之利益時，相關住民的意志會是被認為不重要
的。17
綜上而言，儘管列寧、威爾遜等政治人物皆屢屢提及自決權之概
念，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及國際聯盟時期，卻也皆僅僅止於一種
模糊之理論層次，仍只是一政治主張，而非國際法規範內容之一部。
第二款

自決之法律上權利

一、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第 1 條第 2 項揭示聯合國之宗旨，謂：
「在國際間以尊
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方
法，以增強普遍和平」18。同時，第 55 條前段則規定：
「為造成國際間
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
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以下略）」
。19以上對於在聯合國憲章是
否應表明對於自決權之態度，在草擬時甚有爭議，雖然聯合國憲章最
16

17

18
19

MICHLA POMERANCE ， SELF-DETERMINATION IN LAW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Hague：Martinus Nĳhoﬀ Publ i sher s ，1982)，p.7。
當芬蘭（包括阿蘭群島）於 1917 年脫離蘇聯而獨立之後，儘管調查委員會承認若舉行公民投票
時，則該島絕大多數居民將會支持與瑞典合併，然其所提出的結論仍為否定其內部的少數團體
為了和他國合併或宣佈獨立，並擁有自該國分離出來的權利，且將之視為一種絕對性的原則。
蓋若承認語言、或宗教的少數團體、或一國中部分的人可以依其意願或喜好，而永有自其所隸
屬共同生活團體分離出來之權利，則將破壞一國內部的秩序穩定，造成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這將會不利於國家被視為領土與政治統一的觀念。該委員會此種結論乃明顯地從政治角度予以
考量，包括承認芬蘭在逐退布爾什維克式的共產主義貢獻在內，參照：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
究，頁 272-273。
邱宏達，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3 版(台北：三民書局，1989 年 3 月)，頁 10。
邱宏達，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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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闡明「自決權」之想法必須受到尊重，但於憲章當中所規定的「自
決權」究係為法律上權利？抑或僅僅是具有宣示性質的「方針條款」
即多有爭議。多數學者共識為：儘管在政治上憲章之規定具有一定的
象徵意義，然而至少在聯合國憲章起草之時，
「自決」此一概念雖然可
能有提升至法律層次之「行動方針」的意味，然而並未因之提升為自
20

決「權」之層次。 而有關自決權原則之適用，是應被極度限縮的態度
是可以確定。因此，單純引據聯合國憲章之規範，即認為憲章已明確
承認「自決」為一「權利」，其立場是較為薄弱。
但不可以忽略者：此係首次將人民自決概念透過多邊條約之方式
（甚至可謂是國際中最重要的立法文件）行諸文字。21儘管在 1945 年
當時，聯合國憲章當中對於人民自決之態度是傾向於作為組織之「方
針條款」
，而非得以具體適用之權利。但因其後之種種發展，人民之自
決權逐漸成為直接拘束世界各國的標準，而非僅指抽象之原則而言。
二、聯合國之重要決議
1. 1948 年 10 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21 條當中提及，每一個公民有權利經由直接
或自由地被選擇為代表，以參與本國政府。此乃暗指自決的內在
層面，即係對代議政體（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之要求。
22

另外聯合國大會在 1952 年亦曾通過幾個議案，宣布聯合國之會

員國應支持所有人民與民族的自決原則，力勸各國「重視人民及
民族自決的權利」，並建議確保國際重視人民實行自決權利的方

20

21

22

Hurst Hannum，Autonomy，Sovereignty，and Self-Determination (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2)，p.36。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p.43。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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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手段。23
2. 1960 年大會 1514 號決議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
其第二項規定：「一切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
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24。其所揭示之
內容及對於自決權具體化之程度，被認為是對於聯合國憲章的補
充解釋，並對於聯合國時期有關人民自決權之法律效力及其內
涵，有著革命性的變動。
3. 1970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 2625 號決議之「聯合國大會關於各國依
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當中，也一
再提及自決原則及自決權：「、、、深信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
則為現代國際法之重要貢獻，其切實適用對於促進國際間以尊重
主權平等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至為重要、、、鑑於逐漸發展
與編纂下列原則：、、、
（e）各民族享有平等權與自決權之原則、、、
一、鄭重宣布下列原則：、、、各民族享有平等權與自決權原則，
根據聯合國憲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及自決權原則，各
民族一律有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干涉，並追求其經
濟、社會及文化之發展，且每一個均有義務遵照憲章規定尊重此
種權利。」25亦明文提及人民自決作為一各國均有義務尊重之權
利，使得人民自決權在國際法上之定位更進一步強化。
由於聯合國總會「決議」形式之宣言，其法律效力在國際法中仍
有爭論，因此對於自決權是否可因聯合國做出改等決議，即認為自決
權而因此獲得法律上之依據，仍非毫無疑問。
三、重要條約

23
24
25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74。
邱宏達，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頁 284。
邱宏達，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頁 4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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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所通過與國際人權有關之重要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盟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第 1 條規定：
「所有
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
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26，前揭公約，在人民之自決
由法律上原則進一步成為權利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影響。而前揭條
文亦被認為在眾多國家仍堅持將人民之自決權限縮於「非殖民化」前
提時，已將內涵變更為廣泛的人民自決權之具體立法，其重點包括：
1.首先將人民之自決權與民主統治加以連結，成為國際法規則的一部
分；2.仍強調簽約國應避免侵害他國之主權獨立；3.聯合國憲章當中對
於附屬領土之安排透過盟約之具體規定而重生；4.將人民自決權之觸角
伸向經濟領域，推展對於天然資源之控制權為人民自決權內涵之一部
分。27
另一方面，在此時期亦有區域性的多邊條約揭示人民自決權原
則，例如 1981 年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通
過之「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憲章」（Africa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當中於第 20 條規定人民擁有「生存權」
（the right to
existence）
，並言明自決權為「明確不得讓與」之權利，而所有人民得
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依其所自由選擇之政策，追求社會之發展，28
此乃被認為係在地域性國際條約中承認自決權。29
四、國際法院之見解

26
27

28

29

邱宏達，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頁 395。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p.65-66。
參照原文：“All peopl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existence. They shall have the unquestionable
and inalienable right to self- determination. They shall freely determine their political status
and shall pursue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they have
freely chosen. ”摘錄自：h p: //w
ww. hr cr.or g/ docs/ Banj ul /af rhr 4. ht m
l 。
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國際法與台灣—歷史考察與
法律評估（台北），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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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法院方面，雖然過去持續有案件要求國際法院就「自決」
表示見解。但是國際法院多採取迴避而未正面回應之態度。一般認為
國際法院首先針對自決權表示意見，並確認自決權為具有法律權利之
意 義 者 為 1971 年 之 「 納 米 比 亞 諮 詢 意 見 （ Namibia Advisory
Opinion）」，以及 1975 年「西薩哈 拉諮詢意見（Western Sahara
Advisory Opinion）」。1971 年的「納米比亞諮詢意見」中，國際法院
指出：
「有關非自治領土國際法之後續發展，使得高倡於聯合國憲章中
的民族自決原則得對他們【非自治領土】全體適用。、、、此發展之
另一重要階段是【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
、、、就本案程序
相關之領域，過去五十年、、、已有重大之發展。該類發展無疑確立
「神聖寄託」之終極目標乃是有關人民的自決與獨立。就此領域，與
其他【領域】相同，『國際法規範本體（corpus iuris gentium）
』已增
加很多。」30而後於 1975 年西薩哈拉諮詢意見當中，亦表示「民族自
決原則作為民族之權利，且其適用儘速終結所有殖民情勢、、、於一
五一四號決議（XV）明白規定」
，明確地使用「民族自決權」之用語。
而後，國際法院於 1986 年之「邊界爭端案」及 1995 年之「東帝汶案」，
亦於相關文件當中確認「自決權」為國際法上的權利。31
惟必須注意者，國際法院規約對於當事人主體及進入訴訟程序之
管轄限制，使得以人民自決團體作為主體成為當事人而要求國際法院
表示見解，仍有其一定之困難性。因此，上述案件仍係主權國家對於
其本身面臨之爭議（如邊界爭議）
，基於本國利益要求國際法院表示意
見，而非主張人民自決團體於其人民自決權利遭受質疑或否定時，可
透過國際法院裁判已確認其權利與否。32

30
31
32

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頁 155-156。
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頁 157。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
（台
北：台灣大學法學碩士論文，2001 年 6 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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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在第三時期—聯合國時期當中，雖然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大會決
議，相關條約以及國際法院於個案當中所表示之見解，對於個別文件
究竟能夠在國際法上發揮多少之法律基礎，仍有爭論存在，但透過上
述資料之整體解釋，多數學者認為，已可確定「自決權」為國際法上
所承認之權利，惟此「權利」之具體內涵究竟為何，仍有所爭論而已。
33

第二項

自決權之態樣

對 於 「 自 決 」（ Self-Determination ）， 理 解 上 多 著 重 於 外 在
（ external ） 面 向 ， 但 其 態 樣 仍 存 有 其 他 面 向 ， 至 少 還 包 括 內 在
（internal）面向及經濟自決權。
第一款 內在面向—民主自決
內在面向自決權，主要係溯源於自決權之根本理論—統治者之統
治基礎必須源於受統治者之同意而來，而被認為與民主理念有相當之
關係，即所謂民主自決。在此種情況下，自決觀念是側重於強調人民
均有自治（self-government）的權利，其已超越所謂獨特的土地團體
擁有選擇其政府及獨立之權利的自決觀念。
內部民主自決觀念的支持者咸認為政府應代表一塊土地上的全體
人民而無種族、信念或膚色之區別。將內部民主自決予以明文應用的
規定中，最重要者為 1975 年 8 月 1 日由三十三個歐洲國家及加拿大、
美國所供同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Helsiniki Accord）
」
，其中規定：
「基於人民平等權利以及自決的原則，所人民均擁有充分的自由以決
33

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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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內部及外部的政治地位，並追求其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
及文化的發展，而不受外來干涉。」34
內在面向的民主自決，有認為乃主權國家全體人民得以主張抵抗
外來侵略或干涉，並自由選擇其政治體制或政府型態者而言，或是用
以保障人民意志得以透過一定程序的持續表達；亦有主張是在類似南
非實施種族隔離之狀況時，受差別待遇、歧視之人民，據以主張無歧
視的平等對待，或直接將內在面向之自決權指向團體對於自我認同及
文化保護而言。惟無論內在面向之自決權如何作為不同之理解，仍可
指出其共通之處：首先，談及內在面向之自決權，在主體界定上，乃
已暗示屬於主權國家內部可資確定之特定人民作為主體，而決定對象
上，不涉及有關人民在國際法地位之變動與形成，而僅涉及一國內部
體制下之處遇，諸如：公共意志形成、參與程序、該群體之文化、人
種之保存等問題，因此，在結果上僅會涉及主權國家內部之體制設計
或資源分配，在國際層面不生變動既有版圖之效果，35此等面向吾人或
可稱之為民主自決。36
第二款 外在面向—人民自決
外在面向之人民自決，所涉及者多為各該人民之國際地位問題，
而多與國際版圖、疆域之變動有關，但究其本質，主要係認為一程序
性質之權利，而國際法對於行使此種權利之結果並無預設立場。固然
學者指出在國際實踐上，以形成獨立國家、由既有國家脫離之結果較
為常見，亦較易受支持，但在相關國際文件及理論上之推演，皆可得
34

35

36

Louis Henkin and Oscar Schachter，International Law(Paul Minnesota：West publishing Co.，
1987)，p.283-284。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頁
95。
有認為對內自決權並非單純的投票行為，而在於如何適當調整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關係，維持兩
者在政治交涉中地位、機會以及資源動員能力方面的對等性，以防止對少數族群的投票力進行稀
釋。參閱季衛東，”自決權與憲政理論”，政治與法律，第 75 期，200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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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國際法對於人民自決權之實行結果採取一較為開放之態度，結果可
能包括：成為獨立國家、與其他主權國家合併、決定其他國家自由結
合或形成其他政治地位，皆為國際法所容許。37
在自決權之態樣中，理解上係包含內在層次之人民自決權、對於
天然資源之掌握、控制的經濟自決權等。惟內在層次或經濟層次之自
決權，其具體內容較外在層次而言，更為不明確而容有爭論，此部分
並非本文重心所在。而一般論及自決權時，仍將專注焦點集中於外在
面向之人民自決權，本文所著墨者亦在於此。
第三項

自決權之適用範圍

一般 論 及 外 在 面 向之 自 決 概 念 時， 往 往 在 一 開 始 即 企 圖釐 清
「self-determination」中的「self」是由什麼構成的問題。簡單來說，
亦即自決權主體之適用範圍為何？以下討論之。
第一款

自決權「主體」之界定

對於行使自決之主體，究竟應包含何者，一般而言，其包括主觀
內容，即有關的團體必須具有一種與其他團體不同的感覺。此外這個
團體需擁有一些客觀特性，例如血統、膚色、語言、歷史或宗教。從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角度而言，會發現各族裔團體中，其邊界
界定良好者非常稀少。自決主體的認定，其困難往往在對相關族裔團
體邊界的界定。而其另一困難在於對於一個團體的自決往往是對另一
個團體自決的否定。38從聯合國決議來看，1952 年聯合國決議中曾提
及：
「聯合國會員國應支持所有人民與民族的自決原則。」然此處「人
民」及「民族」究何所指，並無明確之界定。而「消弭種族歧視委員
37

38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頁
96。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74，及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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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Commi ee on El im
i nat ion of Ra ci al D
i scrmi nat ion ）自 1919 年
至 1945 年間，認為有五種人民的界定可用運在自決的原理上：一、一
群人完全定居在由另一群人所統治的國家中（例如 1920 年以前的愛爾
蘭人）
。二、一群人散居在許多國家中，而不能擁有自己的國家（例如
1919 年以前的愛爾蘭人）
。三、一群人在某一國中為少數團體，但意識
到其本身是構成臨國的一部份（例如羅馬尼亞中的匈牙利人）
。四、一
群人散居在許多不同的國家中（例如在不同歐洲國家的德國人）。五、
一群人在外國人所統治的領土上構成多數（例如殖民制度）
。391972 年
「司法人員國際委員會」建議決定是否存有一特定「民族」時，建議
將下述因素考慮在內：一、共同歷史。二、種族或族群上之關連。三、
文化或語言上之關連。四、宗教或意識上之關連。五、共同地理位置。
六 、 共 同 經 濟 基 礎 。 七 、 相 當 數 量 之 人 口 。 40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NESCO）認定的特定民族特質：一、共同的歷史傳統，二、種族
或民族的統一性。三、文化共同性。四、語言統一性。五、宗教信仰
或意識型態的連結。六、領土的銜接性。七、經濟共同生活性。41對於
「特定民族」的界定判準觀之，可見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但須
注意解釋者，因為「人民」、「民族」並非為國際法上探究「人民自決
權」之專用名詞，因此諸多單位對於「人民」或「民族」的定義未必
可以直接援用，而有進一步探究之空間。一般來說。對於「人民」之
界定，主要可以三方面來加以界定：一、主觀認同要件：具有一定認
同意識，認定自我屬於一共同團體，而與其他團體相區別而言。二、
血緣、文化、歷史、種族等偏向民族、文化學上「民族」之概念。三、
地理區分及生活聯繫。42
39
40
41

42

Hurst Hannum，Autonomy，Sovereignty，and Self-Determination，p.36。
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頁 182。
陳荔彤，”論台灣的自決權與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中）)”，全國律師（台北）
，第 5 卷 1 期，2001
年 1 月，頁 89。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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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主張自決權主體之限制

對於自決權主體是否需有一定國際法上的地位？則主要以下三種
類型來加以討論：43
一、非自治領土（殖民地、託管地及委任統治地）之人民
1945 年後去殖民化之浪潮下，人民自決之人民最主要被認為是殖
民地的人民，而其連結因素主要繫諸領域連結，至於所謂「民族」要
素，亦即在種族、血緣或文化關連性，並不在考量之列。44而截至目前
為止，構成主張人民自決權之主體，最無爭議之部分，即屬處於殖民
地、外國統治地或託管地等領域之人民。
二、主權國家之全體人民
國家主權概念之存在與承認主權國家內部之全體人民可以作為人
民自決權主體之主張並不矛盾。對於主權國家內部之全體人民而言，
其主張自決權之意義在於維持、強化其獨立之地位，而避免外來之干
涉；當然，屬於主權國家內部之全體人民主張自決權也可能成為與其
他國家合併，而進一步放棄主權之重要手段。此外，另一層之意義在
於免受威權體制統治之權利。45是故，主權國家之全體人民在人民自決
權主張之主體範圍內，殆無疑義。46
三、主權國家「內部」之人民
否定論者認為現今國際法所採取者仍以國家導向為途徑，對於「追
43

44
45

46

此處三種類型主要參考：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
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頁 80 以下。
Hurst Hannum，Autonomy，Sovereignty，and Self-Determination，p.36。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p.59-60。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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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獨立國家的目標」
，可以預見並承認主權國家內部人民得以做為人民
自決主體的想法，然承認主權國家內部人民得以做為人民自決主體之
想法，在國際法的實踐中實難以獲得支持。此種思考主要立基於人民
自決的類型歸於外在自決部分，且將結果限縮於「追求獨立」一途，
因此，若承認部分人民之自決權，可能會破壞主權國家既有領土的完
整，而構成分離權利的賦予。47論者有謂，否定說的看法主要將「是否
可亦被界定為人民自決主體之『人民』」以及「若界定為『人民』，則
該『人民』享有之人民自決權內涵為何」等兩個本屬兩個不同層次的
問題混為一談。48
第三款

小結

對於人民自決權主體之界定，從客觀面來看，相同血緣、文化或
種族可以組成不同之國家；相反地，不同的血緣、文化或種族亦得組
成多元文化之國家。因此在界定上，本研究認為探究順序應將客觀上
的民族、文化的定義作為聯繫因素之參考標準，而仍以主觀上之認同
及地理聯繫作為最主要之考量。若透過地理聯繫已可界定「人民」之
範圍，而人民在文化、生活上又具共通聯繫因素，且有主觀上之認同，
則語言、民族學上「人民」或「民族」概念，應係作為輔助考量之用，
不應作為必要要素。
至於人民自決主張主體限制方面，無疑義者為殖民地、託管地、
委任統治地處於外國統治或類此情形領域內之人民。現時國際法上亦
承認人民自決之主體包括作為主權國家內部之全體人民，以及不處於
主權國家內部之人民。至於有爭議之主權國家內部可資區別之人民，
本文之態度傾向於在界定人民自決主體時，應將人民自決權之內涵作
47
48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83。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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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而不加以混淆。若可界定主權國家內部的確有可資區別之自決範
圍時，肯認其為人民自決之主體或主張範圍，而後界定此等人民應享
有何種程度之權利內涵時，再進一步細緻化界定其所擁有之人民自決
權利內容，諸如國內分離權之承認與否等49。而非在主體論層次即根本
否定其成為人民自決主體之可能性。

第二節

國際法上主權理論與人民自決權之探討
第一項

第一款

傳統主權之概念

主權之最高性

關於主權之最高性，主權若為國際法上的主權或對外主權，則主
權表示國家對外的獨立性（具有最高性，國家權力既係最高，則對個
別權力當然是獨立的）
，這種最高性涵蓋獨立性的意義，即國家除受國
際法之限制外，在其領土範圍內，得獨立行使統治權，而不受個別國
家的干涉或統治。例如聯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1 項規定：
「聯合國組織基
於全體會員國之主權平等原則」
，所謂的主權，則屬此義，若主權為國
內法上的主權或對內主權，則主權表示在一個國家內，得決定國家最
高意思的權力。此種權力在國內是最高的，即比之國內任何權力都屬
於優越的地位，而可以支配國內之一切權力。此種權力便是德國人所
謂「決定一定權限的權力」。如耶林內克所說：「主權是獨立的，最高
的。第一特質是對外的，而表現於國家與個別國家交際之時；第二特
質是對內的，用以比較國家與國內各種團體」50，就因為國內法的主權
具有最高性，則從主權最高性本質可以演繹出其不可分性與絕對性。

49
50

進一步的問題為：關於人民自決權與主權、國家領土完整間之關係，本研究將於以下討論之。
薩孟武，中華民國憲法新論，第 10 版(台北：三民書局，1993 年 8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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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權之不可分性
倘若主權可以分割，則一國之內將同時有兩個以上的主權。兩個主
權同時存在於一國之內，而又同時皆為最高，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
固然，採用三權分立的國家，政府的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
權，個別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行使，但此等權力仍為憲
法所設置的權力，並非主權本身，蓋主權為決定國家意思的最高能力，
而此種最高意思的能力包括憲法制定權在內。因為這兩種權力的位階
不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的分立只可視為政府權限的分配，不能
視為主權的分割。又在聯邦國家，國家權限固然分配於聯邦與各邦，
但此項權限的分配乃根據於聯邦憲法，因此，在聯邦國家依據憲法，
將國家權限分配於聯邦與各邦，但主權是唯一的，並未曾分割於聯邦
與各邦之間。
二、主權之絕對性
主權之絕對性，即主權不受限制，若主權可以限制，則不能謂為
最高。國內學者薩孟武認為主權是絲毫不容減削的，不論因何種理由
都不容絲毫折扣。
第二款

主權之獨立性

所謂獨立，乃對國外而言，絕不隸屬於任何權力之下，即國家的
權力乃獨立於個別國家之外。51承前所述：「主權是獨立的、最高的權
力」
，由於主權具有此兩種特質，因而主權有內外兩方面，主權不受個
別國家的統治，表示主權之對外性質，而稱之為對外主權或國際法上
的主權。主權站在國內任何人和任何團體之上，這表示主權之對內性
質，而稱之為對內主權或國內法上的主權。國家對內是最高的，而在
51

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3 月)，頁 4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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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雖然不是最高，卻可以平等，這就是主權的獨立性。諸如第一次
世界大戰以前有很多附庸國或被保護國，因為此等國家在外交、軍事
及政治面，都由其他國家代為處理，該國自身並無獨自處理的權限，
即使其擁有國家的名稱，亦不屬於主權獨立之國家。
第三款

主權之代表性

就「代表」法理而言，「國民」與「代表」之間必須有同一性或一
致性，代表者的意思是直接被視為全體國民的意思，因此，在事實上，
代表者即可視為一主權國家之代表，但若未加限制，主權仍然容易淪
落於代表者的掌握中。以下僅就主權代表之種類作一說明：
一、君主主權
早期的君主主權理論，即認為君主具有得以行使統治全國與人民
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如法皇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便是將君主與國
家劃上等號。52當然自民權思潮與民主理念發達後，此一觀念已成歷史
灰燼。
二、議會主權
英國憲法學界的議會主權理論認為享有最高立法權的國會實為主
權之擁有者，惟為避免國會濫權，遂有所謂「外在性制約」與「內在
性制約」兩個控制機制，前者係議會在行使立法權限時，民眾的抵抗
可能性作為前提，因此事實上其內容便受到了制約；後者乃根據主權
者所屬時代及包含社會道德之環境，而來自主權者自身性格之制約，
所以議會最高權力並不是絕對會專斷的，議會仍必須尊重人民不可讓
渡的權力。因此當人民發現議會之作為違反人民所賦予之信託時，排
除或變更立法權之最高權力仍存在於人民之手（通常以罷免之手段為
52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10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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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惟雖然「內在制約」與「外在制約」兩種機制可約束國會立法行
為，但確無法保障選民的立場和選民的真正利益，因此有必要適當地
採取直接民主機制，以補救並監督代議體制的弊害，此遂成為往後國
民主權（人民主權）論的理論根據。
三、國家主權
國家主權乃係主權歸屬於具有法人人格之國家本身，其他國家機
關或國民只是國家組成的一部份，並非主權主體。此種論點立基於「國
家法人說」而成立，其認為主權在專制時代為君主所有，由於統治者
必須是主權者，始能有效統治，故統治權與主權的概念合而為一。然
而國家這個法人為主權之擁有者，是為「國家主權」論的國家法人說
刻意避開君主主權與國民主權之爭，乃將主權概念抽象化，用以指示
國家權力的最高獨立性，故謂主權屬於國家。至於形成國家意思的機
關組織，究係君主或國民，常因國家而異，與主權歸屬無關。
此說一方面阻止君權獨佔統治，具有進步色彩，他方面卻妨礙民
主主義的大眾化，帶有強烈的反動性。53國家法人說的目的，在於掩飾
君主主權與民主主權的對立，將君主與人民的權力鬥爭，化作國家內
部的組織與機能的問題。換言之，在國家主權論下，最終由誰決定國
家意思的內容，還是一個必須待處理的問題，所謂君主主權與國民主
權之爭，並未獲得解決。
四、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之原理乃法國在民族解放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理
論。法國鑑於「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對抗產生鬥爭，並
53

許志雄，憲法之基礎理論，(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 年)，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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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階級鬥爭的結果明確地呈現在政治型態上，遂發展而成「國民主權」
與「人民主權」兩原理的論爭，惟需注意者，此處之「國民主權」並
非指一般民眾的國民主權，而是指當年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54
在「人民主權」原理下，每個市民（社會構權成員）皆享有主權；
參政權乃市民各自固有的權利，充作主權行使的方法。此一原理值基
於盧梭的思想，強調國政應取決於人民的一般意思（總意志等於法
律）
，市民皆可參加法律的制訂。據此，法國 1793 年憲法（賈克賓憲
法）注重直接民主制度，堪稱採行「人民主權」原理典型例子。
「人民
主權」以直接民主主義為原則，惟社會規模龐大，運作困難時，可以
變通採用命令委任、罷免、立法契約等方式。55
五、國民主權
國民主權原理，乃現代國家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在國民主權原
理下，憲法制訂權力、國家權力以及政治運作的最終決定，都應該掌
握在國民手中，由國民作最終決定，國家之一切權力行使都應以國民
福祉及公共利益之追求為依歸，否則將使該權力喪失合法性之基礎和
泉源。56國民主權的概念係出於對絕對主權之挑戰，洛克與盧梭依社會
契約理論與自然權力理論，為主權概念給予重新思考，主張所有合法
政府的基礎均來自於人為的安排，人民的意志才是控制政府最終的權
力，以人民的意志取代了君權神授。57 此原則在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
大革命的民權運動中獲得具體實踐，現今世界各國的憲法中，亦大抵
皆揭示國民主權原則。58
54
55
56

57

58

許志雄，”主權論的歷史軌跡”，月旦法學雜誌（台北）
，第 20 期，1997 年 1 月，頁 26 以下。
許志雄，憲法之基礎理論，頁 27 以下。
黃勝興，從國民主權原理論公民投票制度，
（台北：臺北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頁
38 以下。
Julie Mostov，Power，Press，and Popular Sovereign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p.7。
如：我國憲法第 2 條規定：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日本憲法第一條後段：「天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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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國際法上主權理論之轉變

雖然目前國際社會中，主權仍被認為係不可分割、絕對的政治威
權觀念，然隨著時代發展，主權亦正遭受相當大的改變。尤其在民族
主義以及族裔意識高漲的今天，更須對主權有一敏銳的觀察。在一個
各種民族或族裔團體共存的國家中，對其所渴望的自決或自治
（self-rule），也許需要承諾一個部分的、功能的、分裂的或共享的主
權觀念。此外，在一個相互依賴的國與國之間的體系中，也需要更具
有彈性的主權觀念。59
第一款

國際法上國家主權之概念60：

一、所有國家「主權平等」：
1970 年聯合國大會二六二五號決議案揭示各國主權平等之要素
有：1.各國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2.每一國家享有充分主權的固
有權利。3.每一國家有義務尊重其他國家的人格。4.國家之領土完
整及政治獨立不容侵犯。5.每一個國家均有權利自由選擇並發展其
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6.每一國家均有責任並秉持誠信原
則以履行其國際義務，並與他國和平地相處。
二、不干涉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
又根據前開決議：
「任何國家或國家內部之團體均不得以任何理由
直接或間接地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或外交事務。因此武力干涉及

59

60

位，其主權所存之日本國民總意。」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3 條第 1 項：「國民主權屬於人民；人
民透過其代表，及依人民投票行使其主權。」德國基本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所有國家權力
來自人民。國家權力，由人民以選舉、及公民投票，並由彼此分立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行
使之。」另有關國民主權之深入研究，以及是否得以國民主權原理導出公民投票制度，可參閱
黃勝興，從國民主權原理論公民投票制度。
Ved P.Nanda，“United States and Self Determin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66，(April，1972)，p.36。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8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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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種形式的干涉及對國家人格或其政治、經濟及文化活動領域
之一切形式干涉或企圖威脅，皆屬違反國際公法。」然不干涉原
則有一重要之例外，即一國發生嚴重違反人權的情況下，此「人
道主義的干涉權利」（the right t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已
逐漸為國際社會所接受。
三、排他性（exclusiveness）
：
指一個國家對其所轄領土範圍內之人、事所擁有之權力具有排他
性。此種領土管轄權的排他性是關於一國行政、立法、司法事物
不受外國之干涉，亦即一國之內只容許一個最高權力，在法律上
得強制人民服從。
四 、 未 經 同 意 則 判 決 不 具 拘 束 力 原 則 （ no binding adjudication
without consent）：
國際法庭只有當爭執的雙方國家均同意將爭端提交該法庭裁定
時，此種判決才具有約束力。
五、有利於國家權限的認定（the presumption in favor of state’s
competence）：
主權國家所擁有的權力毋須一一列舉，除了要表達對某種權力的
排除外，例如說明對於外國或其外交官並無管轄權。此種觀念之
實質影響為依據此種規則當某項條約之規定會限制到國家的主權
時，應該給予其一種限制性的說明。
六、國際公法的實證理論（the posi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此種理論主張所有國際公法其正當性的來源是國家的自由意志；
反之，在自然法上理論之下，其認為有一些源自於正義、事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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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上帝等觀念，是可超越國家之上。
七、國家可自由訴諸戰爭以解決爭執，此種觀念在過去幾乎是代表毫
無限制發動戰爭的權利。
第二款

主權理論的變遷

雖然國際社會認為主權係受國際公法的限制，然各國仍篤信「不
干涉原則」、「自由使用武力」以及「有權拒絕服從經由自稱有約束力
對第三方爭端之解決」等。從理論面與事實面觀察，主權觀念正逐漸
遭受侵蝕。茲從兩方面敘述如下：61
一、理論面的觀察：
倡導多元主權理論者62認為主權並非僅為國家所獨佔，各種不同政
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宗教的團體支配著每一個國家的政府，
其均為主權者，國家不得違反彼等意志而強行其本身的意志。簡言之
該理論並不反對國家，惟反對萬能國家觀念；不反對主體，惟反神聖
不可侵犯絕對無限的主權。
聯邦論者認為主權可以分割，蓋主權為國家所獨佔，而聯邦國家
之主權則係分立於聯邦其所屬各邦，因此主權並非為國家所獨有。此
外主權之類別若依法律細分，可分為事實主權（de facto sovereignty）
及法律主 權（ de jure sovereignty）；依主權所 在可分 為人民 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國民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
、公理或
正義之主權（sovereignty of reason or justice）
；依效力對象可分為對
內主權及對外主權。故從此些發展以觀，得證實主權並非不可分割。63
61

62
63

Ved P.Nanda， United States and Self Determination，p.36。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88
以下。
如狄驥特（Leon Duguit）
、克拉勃（H. Hugo Krabbe）
、拉斯基（Harold J. Laski）等。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8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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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面的觀察：
(一) 1974 年聯合國大會即重申各國有義務不使用武力剝奪他國人民
自決、自由和獨立之權利，或破壞領土的完整。聯合國安理會亦
認為只有在對和平威脅、破壞和平或侵略行為的情形下，其得以
採取必要之軍事行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顯見國際社會對於
發動戰爭的權力予以嚴厲的限制，業已對主權屬性構成了相當的
抑制。
(二) 隨著各國在今日政治、經濟、戰略的互賴關係增加，使得聯合國
憲章所提及「各國主權平等」的概念漸受侵蝕。
(三) 基於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及人道保護的觀念，使得傳統主權在禁止
干涉他國內部事務之主張，業已遭受嚴重的打擊。換言之，國家
以主權所具有之排他性管理內部人民時必須小心翼翼，以免侵犯
人權之虞。
(四) 各國市場經濟之互賴、跨國性犯罪之打擊，全球性組織已貢獻越
來越多的國際責任，並參加許多國際組織等，而此種過程中已伴
隨著對於主權的限制或主權分裂的意涵在內。
第三項

小結

主權概念在完整的以及不可分割的國家權力古典涵義中，已經因
現代經濟、技術的發展，以及現代憲法、國際公約的一些法則而日漸
遭受侵蝕。由於在溝通、運輸方面的革新，以及各國經濟系統相互依
賴的程度，使得國家邊界已不再是不能滲透的。再加上一些各式各樣
規範性法則（normative rules）的制訂，特別是關於禁止使用武力、
人權觀念以及自決權利的接受等等，皆已嚴重地損害到主權的一些基
本觀念。另外，隨著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此種超國家組織的建
立，亦已暗含著國家主權的削弱。
32

學者拉維斯（Flora Lewis）認為主權是一種變動不居的觀念，其
雖可在混亂的事件中提供某些標準，然而由於各國間互賴之事實，業
已侵害主權之絕對性、至高性。彼等曾引用拉司德諾夫（O o Vo n
Lansdroﬀ ） 觀 點 ， 並 認 為 ： 國 家 主 權 是 一 種 時 空 的 錯 置
（anachronism），他會窄化各國內部的利益，而「民族國家」亦為一
過時的陳腐觀念。此可從近年來跨國性毒品、交通、環境污染等問題，
已成為各國共同棘手問題，並被迫彼此合作及共謀解決之道，於此，
傳統主權之至高性、絕對性亦已不再重要。
大體而言，當一個同質性高的國家，如果其採行自決權，將會強
化國家的主權；反之，在一個異質性高的國家，如果其採取自決權利，
將會危及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有學者即認為，對於分離主義（即主
張自國家內部獨立者）衝突，實有必要對於自決權所要求之自治到獨
立的範圍何者為當，建立一套評估標準，及有效的自我調節機制（an
eﬀect ive sel f-regul at ing m
e chani sm ）
，而能對分離主義者、擬介入衝
突之第三方、中央政府而言形成一個可信的威嚇。64
綜上，本研究認為，必需對「主權」一詞予以較彈性的運用，在
國家權力擴散的個案中，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或自治的政府均為主權的
合法擁 有者 ，而 此種情 況並 未必 導致 國家的 消失 或或 國家的 分割
（dismenberment）
。由於主權並非絕對，各國之主權必須適應國家內
部經由自決運動所提出的擴權需求。

64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頁 29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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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領土完整與人民自決權之探討
第一項

國家領土的概念

自古以來，未有國家不劃定一個空間，以作為行使統治權之範圍
者。縱係古代游牧民族，亦在一定空間內逐水草而居，倘其進入其他
民族所佔領的空間，或其他民族侵入其所佔領之空間，均可能引發戰
爭。由此可知，國家必有領土，所謂「無領土的國家」
，事實上並不存
在。65國家領域在國際關係裡，代表著一種結構上的有效性。有效性被
推論到極致時，即國家權力穩定於既知空間裡的表現。國家的領域，
提供行使權力的範圍：此種權力在主權的名稱下，以排他的方式，對
抗享有相同特權的其他政治個體而行使。1933 年「蒙特維多國家權利
及義務公約」第一條即將固定的領土列為國家做為國際法上的法人必
須具備的要件之一，從而民族獨立運動亦需一個領土的基礎，以作為
立國的根據。
第一款

領土，非以一定領域為要素

領土的概念，早期並不以之為國家的要素，僅以領土為君主的所
有物，認為君主與領土的關係完全和私法上所有人與所有物的關係相
同。迄至 1817 年，學者 J.K Kluber 發表的「德意志公法」
（Öﬀent liche s
Recht des teutschen Bundes ） 一 書 ， 把 國 家 定 義 為 「 市 民 團 體
（Burgergemeinde），而有一定的土地範圍」
，方出現了領土的概念。
66

然在現代國際法中，關於「一定領域」的意義，已有若干國家主張從

寬解釋。1948 年 12 月 2 日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關於以色列申請加入聯合
65

66

此可從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何透過各種方式，皆係在努力尋求以色列將加薩走廊及約旦河西岸
部分城市領土控制權讓渡給巴勒斯坦人，作為其自治，乃至獨立建國的基礎（按以色列與巴勒
斯坦解放組織已於 1994 年 5 月 4 日在開羅簽署以色列佔領區巴人有限度自治的歷史協定，可得
而知）。
薩孟武，”論領土及主權之法律的性質”，法令月刊（台北），第 41 卷第 10 期，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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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問題，其問題癥結在於以色列是否具備國家之構成條件，因為當
時以色列雖有一片土地，但並無確定之疆界，美國代表傑賽普（philip
c. Jessup）主張安理會應會同意推薦以色列入會，他認為以色列之疆界
不確定並不妨礙國家之成立，歷史上已有若干國家在成立之初亦無確
定之疆界。67
第二款

受主權國家包圍不妨礙獨立國家之認定

此外學者 Harry Brean 認為，所謂的領域不得包括「enclave 」
（即
在某國領域內的被包圍領土）之情形，唯獨立乃係一群人組成自己的
政府，是一種權利的運用，既為主權國家，即令被其他某個或許多個
主權國家所包圍亦無妨。故學者 Michael Eisner 主張縱為「enclave」
亦不妨害其獨立的權利。68蓋整個國家均被義大利包圍的梵帝岡即係佐
證。從梵諦岡的例子亦可知，國家所具土地之大小與該國在國際法上
之地位並無影響，僅有一個城市之城國亦不失為國家。此外，倘若自
決領域原係聯邦制，則領土的要件較易具備，例如由六個共和國與兩
個自治省共同組成的南斯拉夫聯邦，主張獨立的 Slovenes 與 Croats
兩個民族（歐洲共同體與美國已於 1992 年 1 月 15 日承認其獨立）
，即
因現今共和國的國界與 1918 年 12 月 1 日宣布成立之 Kingdom of the
Serbs，Croats and Slovenes 時所劃定的邊界相差無幾，而有確切的地
理位置區隔，認為他們應符合自決客觀條件中的領土條件。69
第三款

有效的佔領

即使已占有一定的領域，但在國際法上仍須考慮到另一個重要的
67
68

69

左紀國，國際社會之份子，(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57 年)，頁 2 下。
Eisner, Michael，“A procedural model for the resolution of secessionist disput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3，
（spring 92），p.433-434。
Richard F. Iglar，“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Slovenia’s and Croatia’s right to secede”，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15，（Winter 92），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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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有效的佔領—屬地主權的先決條件。但應注意者，此處所謂的
「 佔 領 」 與 一 般 國 際 法 上 針 對 未 併 入 任 何 國 家 的 無 主 地 （ Terra
Nullius）
，以及從未有任何國家宣稱主權的土地（Unclaimed territory）
的佔領法則（The rule of occupation）並不相同。蓋前者係指對於「既
有主權國家領域內」之部分領域具有「事實上的控制權」
。然另一方面，
所謂「事實上的控制權」也須藉助於國際法上佔領的概念。國際法認
為持有 事實 與行 政權的 運作 係兩 個構 成有效 佔領 不可 或缺的 事實
（ Posession and administration are two essential facts that
constitute an eﬀect ive oc cupa t ion ）70。就自決獨立團體而言，兩種事
實正表現其自決的意願或意圖，亦讓抽象的民族意識有具體的依歸。
在 Namibia 的案例中，法學家 Rupert Emerson 就其觀察結果作出結
論：
「自決權的行使要被（國際社會）視為合法，與其（自決團體）對
領土統欲的認知及確定有密切關係。」
第二項
第一款

分離權的承認

源起

近代兩次舉世撼動的世界大戰，由於戰爭耗費驚人，使得原有帝
國體質削弱，另戰後民族主義勃興，以民族自決為口號，冀希擺脫舊
帝國桎梏，終致帝國分崩離析，如第一次大戰共摧毀四個帝國：俄羅
斯、鄂圖曼、德意志和奧匈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亦瓦解三個軸心帝
國。從而原先受各個帝國所壓抑或統治的民族與殖民地紛紛興起，獨
立建國，而「民族自決」也成為二十世紀以來民族實現獨立建國所不
可或缺的號召與信念。惟值得注意者，係民族國家的大量誣陷，造成
國際社會的高度割裂現象。加上 1960 年代起，既成的「民族國家」或
70

陳荔彤，”台灣領土主權的國際法定位”，中興法學（台北），第三十六期，1993 年 9 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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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國家」本身出現政治、經濟體制的破綻，故不論超級大國或叢
爾小國，皆難逃國內族群的少數挑戰，自治、分離運動之風潮吹遍全
世界，細究其原因約有如下：71
一、民族主義風潮之影響：
民族主義於十八世紀前尚不為人知，但當其從西北歐和北美發跡
後，迅速傳遍舉世，迄至二十世紀中葉，民族主義更成為當代歷史的
主流，許多民族因而受到鼓舞，形成一波波的建國風潮。另依據 1970
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之「關於各國依據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
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第二六二五號決議案），如民族可證明其受
到政府 不平 等待 遇或政 府不 能代 表民 意，則 此民 族有 分離自 決權
（Self-Determination by Secession）
。72在國際實踐上亦不乏其例，如
南斯拉夫為解決所謂「National question」而發生的歷史事件，證明
其受到不平等待遇，有權要求分離。73
二、各國憲法提供分離之管道：
在南斯拉夫之分離運動中，兩民族即曾就因分離所導致的國土變
更，爭引南斯拉夫之憲法條文作為間接支持其分離主張的依據。根據
南斯拉夫憲法第 5 條，國界變更必須在全國共和國、省分的同意前提
下進行，而第 283 條則給予南斯拉夫共和國變更國界的權力。換言之，
若聯邦政府和共和國全體一致贊同，則分裂必無不許之理。74然因其需
全體無異議通過始能進行憲法體制內的分離，故常由於少數會員國的

71

72

73

74

整理自陳世博，國際法上自決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民國 83 年 5 月)，
頁 127 以下。
Richard F. Iglar，“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Slovenia’s and Croatia’s right to secede”，p.229。
Richard F. Iglar，“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Slovenia’s and Croatia’s right to secede”，p.238。
Ibid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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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而遭受反對之命運，基本上屬極難達成的分離方式。
三、種族的差異：
1993 年 4 月 7 日以前「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
，由於與同屬南斯拉
夫民族的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相鄰，故其建國之路坎坷艱困。75反
觀其他種族差異明顯者，不僅不致遭受馬國相同之波折，其凝聚民族
認同亦較容易。
四、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地理界限之不吻合：
羅馬尼亞就內特蘭西瓦尼亞地區，即有為數達兩百萬的匈牙利人
因奧匈帝國解體，而迫於流落異域，常受到羅馬尼亞與人民的壓抑，
因此民族反目之情形日漸加深。76
五、其他如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文化傳統、政治背景與經濟
因素均可能係分離運動之導火線。如原南斯拉夫分裂出來之斯洛
維尼亞共和國(Slovenia)與克羅埃西亞共和國(Croatia)，而原南斯
拉夫聯邦大都信奉羅馬天主教，而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大都信奉希
臘正教；另斯洛維尼亞共和國與克羅埃西亞共和國經濟實力足以
在西方市場容身，而其他邦國尚處於開發中，亟需經濟援助。最
後，原南斯拉夫聯邦信奉共產主義，而斯洛維尼亞共和國與克羅
埃西亞共和國則非共產邦國。77
前揭幾項因素導致民族間彼此傾扎，使民族關係緊張對立，不易
融合為一、和諧共處，積時既久，遂導致分離運動之產生。

75

76
77

洪茂雄，”馬其頓的獨立和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問題與研究（台北）
，第 32 卷 6 期，86 年，
頁 3 以下。
周陽山，東歐民族主義與分離模式的探討，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釋，(台北：正中書局)，頁 28-29。
Richard F. Iglar，“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Slovenia’s and Croatia’s right to secede”，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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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分離權之可行性

國際法上許多學者均主張現行國際法並不承認所謂「分離權」
（the
right to secede），而僅有條件地認可「自決權」
。換言之，民族雖有決
定政治體制，自由追求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之權，但殖民地外，在既
成的主權國家之內，民族並無分離權。78對於分離權應否承認，學說上
素有爭議，茲將其相關見解敘述如下。
一、否定分離權者：
首先，主張此論點者認為自決權之主體應限於「殖民地人民」
，而
少數民族縱遭受不平等待遇，仍無主張分離權之餘地。蓋分立權應用
之結果，必將影響國際秩序之穩定度，妨礙國際合作之進行，從而對
人類福祉的改進與若干嚴重問題的解決，造成某種程度之不利。由於
科技的發展，今日世界人類的關係已日益密切，國際合作的需要大為
增加，不少人因人口激增與工業化帶來之問題，都唯有藉大規模的合
作才能解決，而分離所形成的割裂現象，卻常因成員數的增加與意見
更為分歧，而使達成合作共事的困難度倍增。1921 年關於阿蘭群島案
（Aaland Island）
，國聯匯報委員會（Commi ee of Ra ppor teur s ）的
三位匯報法官即認少數人基於其意願或喜好擺脫原隸屬社區的權利，
將會摧毀一國的秩序與穩定，並會在國際社會中製造出無政府狀態。79
其次，對於自決權行使之效果，有無方法可保證「自決」後之「族
群」能產生自由民主之政府？以及「族群」自決之後是否具備足夠經
濟自立、國防安全之條件而成為一國家（ statehood）？凡此問題並無

78

79

Rupert Emerson，Self-Determination Revisited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ﬀai rs ，p.30。Ruth Lapidoch，“Sovereignty in Transi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ﬀai rs ，vol.45，no.2，(Winter 1992)，p.340。Kent L.Christiansen，“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Summer，vol.1484，p.484。
黃居正，”人民自決權的基本認識”，現在學術研究（台北）第一期，民國 78 年 6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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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答案，則「自決」將僅為國際體系爭執、衝突重生之源頭，並無
助於國際社會之穩定。80
從而，只要在憲法中規定「少數民族權利」條款（minority rights）
予以制度性保障即可。81另按和平之分類，除典型沒有暴力和戰爭的消
極和平外，尚有人類社會政和狀態之積極和平，故分裂狀態並不符合
國際和平的觀念。聯合國駐賽浦路斯部隊依哈瑪紹模式82阻止賽島因土
裔賽人宣佈獨立建國而引燃戰火重起，分隔交戰雙方，協助恢復法律
與秩序並重返正常狀況83，即為例證。84
二、肯定分離權者
肯定分離權論者認為，自決乃一種除殖民化的共通規範，只要某
一民族符合前開分離之原因而產生自決意識，自得行使國際法上確立
之自決權，不因其是否為殖民地人民而有所差異。耶魯國際法期刊的
聯合總編輯 Michael Eisner 在其所著的「A procedural model for the
resolution of secessionist disputes」一文中即指出，
「分離理論」與人
類理念相符合，殆無任何人或任何民族應該違背自己的意願而與某團
體結合，從而，一個團體中的任一部份次團體均有權於任何時刻，為
任何理由而離開其母團體。85
80
81

82

83
84
85

葉明德，”略論「一個中國」”，東亞季刊（台北），第 25 卷第 2 期，頁 9 以下。
例如美國憲法第 1965 年第 13 修正案第 1 項規定：
「然出生或歸化於合眾國管轄區域內，不准有
奴隸制度或強迫勞役之存在。」第 14 修正案第 1 項規定：
「凡出生或歸化於合眾國，並受其管轄
之人，皆為合眾國及其管轄之人，皆為合眾國籍其所居之州之公民，無論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
損害合眾國公民特權豁免權之法律，亦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使任何人喪失其生命、身體或財
產，並不得否定管轄區內任何人法律上平等保護之權利」
。而 1870 年代的憲法第 15 條第 1 項修
正案更明訂：
「合眾國或其任何一州，對於合眾國任何公民之投票，不得以種族、膚色，或曾為
奴隸而否定或剝削之。」
哈碼紹模式乃聯合國秘書長哈碼紹，依據國際環境和需要，以及聯合國以往維持和平的經驗，
所形成的有別於集體安全的新制度。新制度亦即通稱的「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s）
。所謂維持和平行動，即聯合國派遣不具有執行權利之軍事人員，至發生衝突之區
域，協助維持或恢復和平。
周煦，聯合國與國際政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民國 82 年)，頁 269。
陳世博，國際法上自決的理論與實踐，頁 132。
Michael Eisner，“A procedural model for the resolution of secessionist disputes”，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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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個人既為基於社會契約的理論而組成國家，而此締約權又
屬自然權利，則部分團體（即少數民族）自可解除該契約而與其他國
家重新締結新契約。且如該分離權經原附屬國家憲法承認，該解除權
之行使更無疑義，前述南斯拉夫憲法即為例證。
三、小結：
關於否定說或肯定說何者較為有理，似難有定論。其中，肯定說
提出之和平概念，雖具新意，但似乏堅實理論規範來否定自決權；相
較之下，否定說從人類自由的理念與自決之自然權利性質著眼，不僅
有其依據，亦頗符合現代國際保障人權之發展趨勢。
第三款 「國際法上自決原則」與「領土主權完整性原則」適用之優先
順序：
傳統國際法向認為主權具有無限性（Illimitability）與單一性
（Unity），主權不能有任何限制，否則不能擁有一般性的服從，關於
主權的最高性與絕對不可侵犯，已於前有所論及。於此所要探討者，
乃行使自決權以尋求獨立建國之結果，勢將導致原屬國疆界之縮小，
與前述之「領土權的概念」相抵觸，職是之故，分離權之是否許可乃
繫於「自決原則」與「領土主權」完整原則孰為優先之位階比較。
由於聯合國憲章並未對於如何制衡該兩原則有所論及，因此在缺
乏明確的先後適用順序，
「領土完整性」與「民族自決」兩項原則彼此
牽制，無法發揮原有功能。以波羅的海諸國為例，當立陶宛、拉脫維
亞、愛沙尼亞諸國以「民族自決」為名要求脫離蘇聯獨立時，蘇聯政
府即以維持「領土完整性」之理由來反駁波羅的海諸小國之要求。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3，(spring 1992)，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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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該兩項原則之衝突，學者有認為人民自決權之位階應優於領
土主權之完整，其理由為殖民地在歷史上的宗主國，若均有權以領土
完整之理由來阻撓殖民地或非自治領土之自決，則將導致無數的原始
宗主權與疆界問題發生。86此外，若尋求「非殖民地主義」的奮鬥，
「民
族自決」應較「領土完整」來的重要，反之，如與殖民地無關的奮鬥，
則「領土完整」的重要性就高於民族自決87。以非洲國家為例，因種族
混居繁雜，很難發展國家概念，故均認為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原則比
自決原則更加為重要，事實上，絕大多數國家亦採取與非洲國家相同
之看法。
最後，就目前新的發展趨勢與實踐顯示，西方民主國家在面對內
部分離主義訴求時，已經逐漸接受以擴大憲法上的分權自治、經濟補
助，以及加強雙方的政治溝通加以化解。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
義大利、加拿大等國家，都是採取溫和與相當克制的方式解決問題。
當然國際實踐也有極端保守的立場，例如有共產主義傳統的國家，面
對此一分離自決運動的發展，仍堅持國家領土完整與傳統的主權觀
念。這是由於此類國家長期缺乏民主與人權的實踐，以致於與國際政
治的主流發展產生相當大的落差。比較樂觀的發展是，傳統的國家主
權觀念，已經逐漸因為人民主權與合法政府必須經由民主選舉的兩大
概念所改變。面對後冷戰以後族群衝突與分離意識的擴大，國際社會
已經普遍接受得以適當國際人道干預介入主權國家的內政事務，其目
的是避免國際政治衝突與嚴重的人道災難。而維持國際和平與共同發
展，是面對此類爭端唯一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最高方針。88
第四款
86
87
88

小結

黃居正，人民自決權的基本認識，頁 99。
Michael Eisner，A procedural model for the resolution of secessionist disputes，p.411-412。
張顯超，”分離自決的國際法內涵與實踐”，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5 卷第 5 期，民國 95 年
9、10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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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將自決權的主體限定於殖民地人民之見解，就公平
的觀點而言，應有待商榷。各民族雖可能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但其
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與壓迫卻相同，甚至較殖民地人民為多，
「自決權」
既屬基本權利，自無厚此薄彼之理，獨厚特定的少數民族。且聯合國
大會於 1966 年所通過的兩個「國際人權盟約」第 1 條均規定：「所有
人民皆享有自決權、、、」，既曰「所有人民」，自難曲解為僅限於自
決人民始享有自決權利。
此外，今日國際法主權之概念，已經因現代經濟、技術的發展，
以及現代憲法、國際公約的一些法則而日漸遭受侵蝕。由於在溝通、
運輸方面的革新，以及各國經濟系統相互依賴的程度，使得國家邊界
已並非不能滲透的，再加上一些各式各樣的規範性法則（normative
rules）的制訂，特別是關於禁止使用武力、人權觀念以及自決權利的
接受等等，皆業已嚴重地損害到主權的一些基本觀念，另隨著歐洲聯
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此種超國家組織的建立，亦已暗含著國家主權的
削弱。因此，國際法所作之規範既為國際法規範之一部份，是國家主
權之完整性就應受其拘束，且不因受壓迫民族背景而異其結果，如此
方符合國際法上已將自決視為一項基本人權的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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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魁北克省 1995 年獨立公投

第一節

魁北克省分離運動

人類近代史上多數的分離或獨立運動大多發生在被殖民或被強權
壓迫的國家，西方所謂的民主先進國家中，只有加拿大面臨長期且具
有相當規模的分離運動89。然而位於加拿大東部，屬於加拿大第一大省
的魁北克，為何會想要脫離這樣一個被稱為夢土（Dream land）的國
家？一般認為與其歷史上之數個轉折，因而造成法裔族群與英裔族群
間之衝突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以下將以歷史脈絡為主軸，透過探
討魁北克歷史90，藉以說明魁北克人分離意識及 1995 年公投以前的分
離運動。
第一項
第一款

分離意識之產生

原住民階段—新法蘭西階段

魁北克的原始居民其實是散居在遼闊山林之間的印地安土著，91魁
北克（Quebec）這個名詞即是源自印地安語，意指該處為聖羅倫斯河
河面最狹窄處。1534 年法國航海家雅克、卡蒂亞（Jacques、Cartier）
於首次登陸今日魁北克的加佩斯半島時，即以法蘭西國王之名宣示佔
領該地，魁北克之命運自此與法民族聯繫在一起。
不過，早期法國並不重視魁北克，魁北克的真正開發，是在 1608
89

90

91

紀舜傑，”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非族群因素”，台灣國際研究季刊（台北）
，第 1 卷第 1 期，
2005 年 4 月，頁 84。
以下重要事件之年代係參考魁北克官方網站：
h p: //w
ww. m
s p. gouv. qc . ca/ m
s p/ m
s p_ en. asp? t xt Sect ion=mi ni st e&t xt Ca t egor i e=hi stor i q&t xt
NomAutreFichier=historique_en.htm .
Ralph Sarkonak，“A Brief Chronology of French Canada, 1534-1892”，65 Yale French Studies，
1983， p.275、276-277。
今日魁北克人以 First Nations 稱呼印地安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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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航海家薩繆爾·德·尚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成立魁北克城，
並率眾移居與駐紮後，才真正開啟了魁北克歷史的開端。不同於英國
人僅在濱海地區建立農業殖民地，薩繆爾積極的在魁北克建立皮毛貿
易站，魁北克頓時成為當時的商業重鎮。1663 年起，路易十四在此建
立類似法國的行省制度，納入法國王室直接管轄的一個皇家殖民地，
並稱為新法蘭西（New France）
，魁北克正式成為新法蘭西的首都。
第二款

英屬殖民地階段

大約同一時期，以英屬北美十三州為主的英國殖民地勢力也逐漸深
入加拿大，由於佔領地和爭奪毛皮壟斷權，兩國不時發生衝突甚至於
戰爭，在英、法最後一次爭奪戰的「七年戰爭」
（1756-1763）中，法軍
戰敗 ， 英軍 先 後攻 佔了 新 法蘭 西 重鎮 魁北 克 城（1759 ）與 蒙 特婁
（1760）
。1763 年法國簽署「巴黎條約」，將加拿大地區的殖民地割讓
給英國，自此英國掌握該地區之主權，正式終結法國殖民地時代，開
始英屬殖民地時代92。
然而，深深紮根於這塊土地上的新法蘭西人並未消失，英裔與法裔
族群間語言、宗教、文化及制度等差異，使得雙方都有適應上的困難。
在英國殖民者時而強硬時而溫和的政策搖擺下，也逐漸激發了魁北克
人的分離意識，以下乃針對英國統治下，對於魁北克的幾個重要法案
政策，以及魁北克人的反動，作一探討。
一、1774 年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
英國統治加拿大後，於 1763 年頒布一道「皇室公告」 （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
，在加拿大推行「英國化」政策，鼓勵英屬北美
92

吳傳國，”加拿大魁北克的分離問題－民主政治的的異化”，國防雜誌(台北)，第 13 卷第 7 期，
1998 年 1 月，頁 113。管麗莉，”文化衝突與魁北克離合的抉擇”，歷史月刊(台北)，第 129 期，
1998 年 10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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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州的英裔居民移居加拿大，並且促使英國的傳統政治制度、法律、
語言及宗教信仰在這裡紮根發芽，然而此舉卻遭到新法蘭西人的強力
抵抗。1774 年鄰近之美國爆發獨立戰爭，英國預期佔有多數之法裔族
群對於英國皇室並不忠誠，為了避免其暗助鄰居美國，且維持殖民地
的穩定，英國議會遂於 1774 年通過了魁北克法案，該法案允許法裔居
民得保有天主教信仰、使用法語、擔任公職（但不包括天主教徒）
，以
及就民事紛爭適用法國民法的特權93，
二、1791 年憲政案（Constitutional Act，1791）
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北美十三州效忠於英國統治者之英裔居民大
量湧入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南部（今大西洋諸省）
，這些英格蘭人無法適
應魁北克法裔的語言、宗教、文化與民法法律，遂要求英國國會修法
改變。因此，英國國會於 1791 年通過了憲政案，將魁北克地區分為以
英裔為主的上加拿大（Upper Canada），和以法裔為主的下加拿大
（Lower Canada）兩部分。
三、1840 年合併法案（The Act of Union，1840）
然而分而治之的結果，卻使得雙方壁壘更加分明，上、下加拿大雖
有各自的議會、政府，不過議會不具備預算審查權，政府亦不具完全
自主能力，而需聽命於英國政府指派的總督及其下屬的執行委員會，
此在英法裔差距越來越大的同時，愈來愈不能為下加拿大之法裔居民
所認同，主張獨立的呼聲也因此日益高漲，941837 年即連續發生兩次反
叛政府的暴力事件95。

93
94

95

管麗莉，文化衝突與魁北克離合的抉擇，頁 51-52。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台北：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
會，民國 93 年 12 月)，頁 15。
吳傳國，加拿大魁北克的分離問題－民主政治的的異化，頁 113。紀舜傑，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
群與非族群因素，頁 84-85。

46

暴動發生後，害怕失去對殖民地的控制，保守派逐漸主導了英國政
府的處理方式。英國派出杜蘭姆（Lord Durham）到加拿大進行調查，
並接受杜蘭姆之報告，將上、下加拿大合併在一起，此即 1840 年之「合
併法案」
。依據該法案，上下加拿大重新合併為加拿大省（Province of
Canada）
，合併後的上下加拿大都能有平等的發言、立法權與行政權，
甚至實施雙重多數權，即任何議案都需在英、法語裔雙方在議會代表
裡，同時以多數決通過，該法案才具有效力。96
四、1867 年英屬北美法案（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1867）
原本英國期望合併案能讓英法裔加拿大人，在合併管理方式下，成
立聯合政府，共同管理事務，但雙重多數決方式卻使得英國政府、加
拿大英法語裔三方都深感束縛與不便。另一方面，1860 年代中期，美
英兩國關係惡化，1864 年南北戰爭結束，美國可能攻擊英屬北美殖民
地的傳聞甚囂塵上，英國決定改變策略，將分散於美國以北的殖民地
予以統一，成立聯邦（federation），以方便防衛。97
1867 年英國國會通過「英屬北美法案」
，正式成立加拿大聯邦。依
該法案，以法裔為主的魁北克省（第 6 條）
，又從原合併的上下加拿大
中劃分出來，且賦予其某種程度之自治權（Autonomy），其中最為重
要者厥為教育權（第 93 條）及語言權（第 133 條）98。惟除此之外，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頁 16。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政治科學論叢（台北）
，第 7 期，1996 年
5 月，頁 103。
98 §93.
In and for each Province the Legislature may exclusively make Laws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
subject an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 Nothing in any such Law shall prejudicially aﬀect any Ri ght or Pr i vi lege w
i th respe ct to
Denominational Schools which any Class of Persons have by Law in the Province at the Union:
(2.) All the Powers, Privileges, and Duties at the Union by Law conferred and imposed in
Upper Canada on the Separate Schools and School Trustees of the Queen's Roman Catholic
Subjects shall be and the same are hereby extended to the Dissentient Schools of the Queen's
Protestant and Roman Catholic Subjects in Quebec:
(3.) Where in any Province a System of Separate or Dissentient Schools exists by Law at the

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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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重蹈美國獨立之覆轍，該法案毋寧賦予聯邦更多之權限，如制
定稅法、國防法、貿易法，以及其餘為了建立和平、有秩序之加拿大
政府所必要之立法權。又，這部沿用至今的加拿大第一部憲法，當初
在加拿大的請求下歷經多次修改才通過，因此其立法意旨也一直為各
方所爭執，如法裔加拿大人認為加拿大聯邦自始建立在英語系與法語
系居民的協約上，也就是兩個民族的協約，因此魁北克省得主張與其
他英語系省不同之地位，惟英裔加拿大人則主張聯邦下之各省均具有
相同地位，雙方不同的認知反而是造成日後衝突的因素之一99。
第三款

寧靜革命（Silent Revolution）

一、簡介
1931 年加拿大脫離英國統治，成為一獨立國家，然而英法裔之間
的衝突與矛盾仍在。40 年代至 50 年代，多數的英裔加拿大人相信加拿
Union or is therea er establ ishe d by the Le gi sl at ur e of the Pr ovi nc e, an Ap pe al shal l lie to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Council from any Act or Decision of any Provincial Authority aﬀect ing
any Right or Privilege of the Protestant or Roman Catholic Minority of the Queen's Subjects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
(4.) In case any such Provincial Law as from Time to Time seems to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Council requisite for the due Execu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is not made, or in case
any Decision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Council on any Appeal under this Section is not duly
executed by the proper Provincial Authority in that Behalf, then and in every such Case, and
as far only as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require,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may make
remedial Laws for the due Execu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nd of any Decision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Council under this Section.
§133.
Either the English or the French Language may be used by any Person in the Debates of the
Houses of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and of the Houses of the Legislature of Quebec; and both
those Languages shall be used in the respective Records and Journals of those Houses; and
either of those Languages may be used by any Person or in any Pleading or Process in or
issuing from any Court of Canada established under this Act, and in or from all or any of the
Courts of Quebec.
The Acts of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and of the Legislature of Quebec shall be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both those Languages.
該法案之詳細內容，請參閱 h p: //w
ww. jus t ice. gc. ca/ en/ ps / cons t/loi reg/ p1t 1- 1. ht m
l 。
99 換言之，英法裔雙方對於「英屬北美法案」各自均有不同的解讀，英裔強調聯邦精神，法裔則
希望透過聯邦制的架構，確保魁北克的文化與制度，參照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
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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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擁有世界第二高的生活水準及廣大的生活
資源，正當其自信二十世紀是屬於加拿大的世紀時，卻忽略了全加拿
大最敏感、動盪的地區—魁北克省。當現代化思潮影響著二十世紀的
加拿大時，魁北克執政當局卻在魁北克總理 Maurice Dupless 的強力
主導下，高舉所謂的「Dupless 主義」
，極力對抗現代會。Dupless 認
為，魁北克需要捍衛傳統、走回保守，拒絕現代生活方式與價值，然
而其作法卻使得原本已落後英裔、復加受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重創的魁
北克經濟更加倒退。不滿 Dupless 的社會學家更不客氣地將其執政時
期（1944-1959）稱為黑暗時期（Dark Age）
。1001959 年 Dupless 突然
過世，篤信現代化的 Jean Lesage 於 1960 年取得執政權，即大刀闊斧
開始改革，因而開啟了魁北克當代史上著名的寧靜革命（1960-1966）。
首先，以科學家、建築家、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等為首的新菁英份
子，取代舊政府下以神父、政治家為主的領導地位，開始在魁北克展
開一連串的經濟改革，在這些新中產階級的帶領下，魁北克人逐漸擺
脫過去自我桎梏、貧困、保守的農業生活。其影響在魁北克第一大城—
蒙特婁清晰可見，1960 年寧靜革命之前，雖然魁北克法語系人口接近
80%都集中在蒙特婁市，但卻明顯受到英語文化的入侵，不僅街道上的
招牌、廣告都用英語來標示，且經濟多由英裔控制。101但 1960 年寧靜
革命悄悄展開之後，蒙特婁市為之改觀，街名、商場、醫院、工廠、
公共場所全以法語標示，且搖身一變成為充滿藝術、文化的法語都市。
另外，在經濟方面，法語系的魁北克人越來越多從事工商業的活動，
至 1980 年代中期，法語系魁北克人之年平均所得已大幅接近英語系人。
除此之外，教育與社會福利的改變亦是寧靜革命的重要成就，1964

100
101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頁 21。
英裔的蒙特婁銀行僅一家，但資產約達 5930 萬加幣，而四家法裔銀行的總資產卻僅達 1520 萬
加幣；參照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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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魁北克成立教育局（Ministry of Education）
，徹底取代了天主教會
長久以來對教育事業的掌控，1965 年更設立了社會保險和福利部。最
後，以往加拿大的豐富木材、水利與礦產資源由外資公司所壟斷，但
其並無意使魁北克變成現代化的都市，新政府於 1963 年收回國有並成
立魁北克水電公司（Hydro-Quebec）
。經歷上述改革之後，魁北克的
社會服務體系一下子躍居加拿大各省之首102。
二、寧靜革命與民族主義
「寧靜革命」帶給魁北克人經濟、社會體制的成長，但另一方面也
重新帶起了魁北克的民族情緒，現代化省思充實了魁北克法裔民族意
識的內涵，當法語系魁北克人越有自信時，也就越不願意魁北克依附
於以英語文化為主的加拿大。 103再者，因「寧靜革命」而不得不開放
的門戶，提供聯邦政府加速整合魁北克的機會，亦加深魁北克人被同
化的危機感。 104此時，魁北克知識界探討「法語加拿大人」的身分地
位與角色內涵時，主要看法有兩種：第一種看法強調魁北克在加拿大
聯邦內部的特性，認為加拿大應該尊重魁北克的自治權，承認魁北克
的獨特性，以雙語取代英語；第二種看法認為魁北克人是不同的民族，
魁北克與加拿大其他省分差異過大，魁北克需要脫離加拿大聯邦，獨
立建國。105
眼見魁北克民族意識高漲，加拿大政府釋出善意，於 1963 年成立
102

103
104

105

關於魁北克「寧靜革命」
，請參考 Willian D. Coleman，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Quebec，
1945-198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4。)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05。
何東皓，”加拿大魁北克分離主義的演變”，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3 卷第 9 期，1994 年 9
月，頁 60-61。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24。其中，主張第一種看法
者，主要是指魁北克自由黨（Parti Liberal Quebec，簡稱 PLQ）
，該黨係由 Jean Lesage 於 1962
年脫離聯邦自由黨（Liberal Party）而成立；主張第二種看法者，則主要是指魁北克人黨（Parti
Quebecois，簡稱 PQ）
，該黨於 1968 年成立。關於魁北克寧靜革命時民族主義的發展，詳見
Edward McWhinney，Quebec and Constitution 1960-1978，（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9）
。

50

「雙語二元文化皇家委員會」
，1969 年更根據「雙語二元文化皇家委員
會」的建議，制定「官方語言法」 （Oﬃ
cial Languages Act

），以試

圖緩和獨立的聲浪。依該法案規定，一切的政府文件、國家法令等必
須使用英、法兩種文字，所有聯邦政府的機構必須依照需要，隨時都
能運用兩種語言進行工作。 106但事與願違，魁北克民族主義情緒絲毫
未減，甚至時而有擦槍走火的情形，例如 1970 年，過激獨派「魁北克
解放陣線」（Front de Liberation du Quebec，以下簡稱 FLQ）即透過
媒體鼓吹用暴力解決問題，並謀殺了兩位政府官員，於是暴力活動四
起，魁北克頓時陷入無政府狀態，加拿大總理杜魯道（Pierre Trudeau）
於同年 10 月 15 日斷然採取強硬措施，調集聯邦軍隊進駐蒙特婁，宣
佈戒嚴法，並大舉搜捕嫌疑者，此即是轟動一時的「魁北克十月危機」
。
雖然在聯邦政府的強硬反擊下，激進獨派的勢力瓦解，但分離主義的
情緒仍留在魁北克人心中 107。只是此事卻也讓雙方體會和平解決魁北
克問題的重要性，影響所及，爾後爭取獨立的過程中，皆能保持和平、
理性。108
第二項
第一款

分離運動之歷程

1980 年首次主權公投

一、背景
以追求魁北克完全獨立為職志之魁北克人黨（Parti Quebecois，以
下簡稱 PQ），於 1976 年選舉時獲勝，並由其領袖勒維克（Rene
Leveque）出任省長（Premier）
，魁北克對於加拿大長久以來的潛在威
106

107
108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台北）
，第 9 卷第 1 期，
1998 年 6 月，頁 87-88。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頁 88。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憲法改革”，歐美月刊（台北），第 10 卷第 6 期，1995 年 6 月，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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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正式變成了政治危機。雖然勒維克將競選主軸置於批評舊政府缺乏
效率，而甚少論及主權獨立，但沒有人懷疑他會運用其新職位推動魁
北克獨立。
魁北克人黨取得政權後，第一個舉措就是於 1977 年制定了「一０
一法案」
（Bill 101），宣布法語是魁北克省唯一官方語言，但此案明顯
抵觸聯邦的雙語政策，遭到英裔的抵制，後來被廢止。 109然而，魁北
克人黨爭取獨立的動作並未因此受挫，1979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的
第七次國民大會，執政的魁北克人黨決定將於 1980 年 5 月舉辦主權公
投，並且鎖定其策略為「主權聯盟」
（sovereignty association）
，以主
權獨立搭配與加拿大聯邦之間的經濟聯盟關係，包括與加拿大其他地
區自由貿易、關稅與貨幣同盟、管理經濟事項的共同政治組織。其所
提出之公投題目是：魁北克政府提議和加拿大談判一份協定，這是基
於各民族（nations）平等，該協定使魁北克獲得行政權制訂自己的法
律，課稅與建立海外關係，換句話說，是擁有主權，但同時維持和加
拿大經濟的結盟，包括共同貨幣。這次談判導致政治地位的改變，將
在下次公投中由人民批准生效。在這樣的條件下，您給魁北克政府有
權談判它和加拿大之間的協定嗎？110結果卻以 59.5％對 40.5％遭到否
決。
二、公投失敗原因分析及影響
1980 年公投結果透露出哪些訊息，學者嘗試從以下幾個選舉分析
109
110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頁 88。
原文為：The Government of Quebec has made public its proposal to negotiate a new
agreement with the rest of Canada, based on the equality of nations; administer its taxes and
establish relations abroad-in other words, sovereign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maintain
with Canada 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cluding a common currency; any change in political
status resulting from these negotiations will be submi ed t o t he pe opl e t hr ough a
referendum; ON THESE TERMS, DO YOU AGREE TO GIVE THE GOVERNMENT OF
QUEBEC THE MANDATE TO NEGOTIATE THE PROPOSED AGREEMENT BETWEEN
QUEBEC AND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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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指標探討之：
（一）首先，就選民對於加拿大的觀感而言，根據 1983 年的研究
分析，當時魁北克民眾雖然已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意識，但
是對於加拿大並無惡感，同時長期以來已習慣生活在加拿
大聯邦內，對於任何聯邦制度的變革及其可能的影響多有
疑慮111。
（二）就政黨領袖與形象而言，1980 年公投時，無論魁北克或加
拿大聯邦都有聲望極高的政治領袖各自領軍。魁北克方
面，有以清廉效率著稱，極受民眾愛戴的 PQ 籍省勒維克；
加拿大方面，亦有政績備受魁北克人民肯定的聯邦自由黨
籍總理杜魯道。1980 年公投期間，後者在魁北克的聲望甚
至還高過前者 10 個百分點。112
（三）再就時間點的選擇而言，理論上，由於公民投票表決的是
議題，而非候選人，除非該議題已早有結論或選民已有相
當深的認知，否則爭辯中的議題可討論的空間仍相當大，
且隨著討論議題的發展，選民的態度就可能被左右。就這
一項看來，1980 年公投從提議到公投付諸表決，前後有長
達一年半的討論期。主權聯盟的公投主張對大多數選民而
言本就是個全新的觀念，因而選民認知的形成受到討論期
間的辯論過程影響很大。在這段期間內，各方論點傾巢而
出，對於公投內容有不同的解析與定義，甚有論者提出新
的名詞取代主權聯盟等等。隨著討論意見越來越多，大眾
吸收了大量不同的觀點，輿論觀點也因而被逐步轉移，不
同於初期多持贊成看法，越逼近投票日，選民的態度就越
不確定。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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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36。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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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宣傳與政治技巧方面，除了魁北克省可動用的資源顯然
不及於聯邦外，為了左右魁北克人的意志，聯邦總理杜魯
道甚至喊出新聯邦（New Federalism）口號，呼籲人們支
持修正聯邦，而不是出走聯邦，並承諾只要公投不過半，
聯邦立即展開修憲的主張。113
從上述幾個主要因素分析，公投議題的正方其實尚未具備足夠的
勝算，而這次的挫敗也使得自成立以來一直動作不斷的魁北克人黨，
選擇暫時性的沈寂。然而這次的公投雖然失敗了，卻在政治方面成功
的創造議題，讓魁北克與加拿大聯邦關係成為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將
來魁北克不論由誰執政，都必須對此議題提出看法。另外，也有見解
認為獨派發動公投不一定在贏得勝選，而是用以動員魁省內的公共意
見，作為促使聯邦與之談判的壓力。 114果爾，公投失敗後，杜魯道立
即按照承諾展開修憲協商，顯示公投雖然未過關，但也達到了目的。
第二款

1982 年憲法改革

前面提及聯邦政府的修憲承諾與魁北克省主權派的失利，開啟了
1982 年的憲法改革。然而，杜魯道的修憲理念卻與魁北克省政治菁英
的理念，相去甚遠。對杜魯道而言，加拿大之任何省分都不應該享有
特殊地位，更甚者，他主張加拿大應實施雙語，所有法裔加拿大人可
以使用法語為官方語，但也應該從加拿大聯邦尋找其文化認同。因此，
杜 魯 道 希 望 憲 法 列 入 權 利 自 由 憲 章 （ Charter od Rights and
Freedoms），以強化保障個人自由與人權，使加拿大不論英語系或法
語系，在國內任何地區，基本人權都受憲法保護，換言之，杜魯道擬
從人權入手，讓法語系同胞卻除以往受歧視的疏離感，同時藉由權利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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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田和彥著，呂志堅譯，”魁北克和加拿大聯邦的未來”，加拿大研究（台北）
，第二期，1998
年 3 月，頁 392。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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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憲章強化加拿大人對國家的認同。在他心中，只要強化對加拿大
國家的認同，族群問題將可以緩和。115
然而魁北克省的政治菁英，不論是當時魁北克自由黨的領袖
Claude Ryan 或魁北克人黨的領袖勒維克都不贊成杜魯道的見解。他
們認為魁北克不論在語言、宗教、文化及法律之本質上，都與其他省
分不同，這些差異性曾在 1774 年魁北克法案及 1867 年英屬北美法案
予以保障，並為現今多數的加拿大人所接受，因此他們認為修憲時，
應給予魁北克獨特的憲法地位，而不應按照一般聯邦主義，視加國十
省的地位，一律平等。
杜魯道將權利集中聯邦的改革構想，削減魁北克於語言和教育政
策上的權限，使魁省處於比 1867 年英屬北美法案更不利的地位，不僅
魁北克省大力反對外，其他西部省分也因未能從聯邦手裡爭取到天然
資源的支配權而紛紛反對，修憲改革實際上僅得到安大略省與新布蘭
斯威克的支持。 116然而，面臨多數省分的反對，杜魯道竟在未得到各
省分的同意，而直接將修憲案交付聯邦國會通過，此舉遭致各省強烈
反彈，並上訴至最高法院。1981 年 9 月 28 日最高法院作成判決，認為
雖然法律上不要求憲法修正案要得各省同意，但基於憲政慣例，仍需
有一基本數量（a substantial number）的省分同意，否則將缺乏正當
性。117
最高法院的判決促使杜魯道與各省重回談判桌，繼續協商憲法修
正案，聯邦政府為了取得各省的同意，做出兩項重要讓步，即 1.在權
利與自由憲章增加「優先條款」
（overriding clause，notwithstanding
clause），省立法權可排除某部分憲章之規定；2.提出替代的修憲程序
115
116
117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12。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12。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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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將西部省分關心開發與掌握天然資源的問題列入憲法。此舉果然
於 1981 年 11 月獲得魁省以外其他九省的同意，唯獨魁省持反對見解，
其主要理由為118：1.憲章侵犯了魁省議會的教育與語言政策立法權；2.
當修憲影響某省的教育或語言事項時，聯邦應給予補償，籌措替代方
案之資金，但魁省認為限於教育或語言事項仍不足夠，要求更多的省
自治權限；3.在修憲程序上，魁省很難對抗針對聯邦機構的憲改，因為
憲法第 42 條的修憲程序規定，應具最高法院及依憲法第 38 條第 1 項
所規定之眾議院比例代表原則，而不受憲法第 40 條的限制，因此，關
於聯邦層次事項的改變，可以不經占 25%人口的魁北克省同意。
1982 年憲法通過後，魁北克進退維谷，地位尷尬。1980 年魁省公
民投票失敗，顯示獨立的路不通，留在聯邦，原本希望爭取特殊的地
位，然而修憲時此一構想也遭到抵制，其省的立法權更因而被削減。
基本上，魁北克視加拿大聯邦為兩個民族的聯合，而非各省的聯合，
若為族群聯合，法語系魁北克乃是與英語系各省總體的結合，從此一
角度魁北克理應有修憲的否決權，不然魁省與其他各省的地位相同，
英語系的意見必然戰壓倒性多數，魁北克將永遠屈居少數；此外，魁
北克對於杜魯道推動聯邦雙語政策，也深表不滿，認為法語文化受到
嚴重威脅。119因此不論是勒維克或其後之 Bourassa 都拒絕簽署該憲章。
第三款

1987 年密契湖協定（Meech Lake Accord）

一、密契湖協定的推動過程
1982 年憲法改革雖告一段落，惟因魁北克拒絕簽署，加拿大的憲
政危機並未解除。往後幾年，加拿大政治環境發生變化，1984 年聯邦
保守黨取代自由黨執政，由慕隆尼（Brian Mulroney）任新總理，1985
118
119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07-109。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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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魁北克選舉，自由黨打敗魁北克人黨，由 Robert Bourassa 擔任省
長，由於聯邦與省的執政黨更替，重新開啟了憲法改革的契機。
新任總理慕隆尼上台後，即在一次著名的演說中，聲稱要說服魁北
克以榮耀和尊嚴加入新憲。隨後魁北克省省長 Bourassa 提出五項修憲
條件，即：1.承認魁北克為一獨特的社會（a distinct society）
；2.魁北
克對該省移民有控制權；3.省管轄範圍內限制聯邦擴權；4.修憲案若涉
及聯邦制度的變革（譬如最高法院或參議院的變革），魁北克有否決
權；5.魁北克可參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120
經過各方的努力，1986 年 8 月 10-12 日第 27 屆年度省長會議在密
契湖發表愛德蒙頓宣言（Edmonton Declaration）
，十省省長全數贊成
以該五項要求為基礎，盡快展開修憲程序。1987 年 4 月 30 日慕隆尼召
集各省省長會議（First Minister Conference）
，與十省達成協議，修訂
憲法。然而，其他省分同意修憲，並非意在解決魁北克與聯邦間的憲
法爭議，而是希望能跟魁北克一樣擴張自己的地位。換言之，在協議
過程中，各省紛紛要求除非能與魁北克一樣，取得與聯邦協商移民問
題、對抗侵害省的特別管轄權的權利，以及修憲法否決權，否則將不
同意該協定。因此，1987 年 6 月完成草案時，不只滿足了魁北克的要
求，也同時給予各省廣泛的權利。121
雖然十省省長都同意此結論，但根據該協定，必須在 3 年期限內，
亦即直至 1990 年 6 月 23 為止，經聯邦國會與各省省會一致無異議通
過，方得生效。1987 年 6 月 27 日，魁北克省議會率先通過該協定。直
到 1990 年 2 月初，已有 8 個省的省會與聯邦國會通過此議，然而功虧

120

121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14；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
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11。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14；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
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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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簣，在最後期限前，紐芬蘭省（New Foundland）及馬尼托巴省
（Manitoba）未能及時通過，密契湖協定因此胎死腹中。122
二、失敗原因分析與影響
雖然密契湖協定成功地回應了魁北克省的期待，為 1982 年憲法修
正案尋求正當化的解套方案，然而終究未能通過，其原因大致可歸結
下列二者：
（一）程序問題：一般認為程序問題是此次失敗的主因，蓋密契
湖協定之作成不僅需要國會及各省議會一致通過，且以
1990 年 6 月 23 日以前為批准期限，因此只要一省在該期限
內不同意，該協定即功敗垂成。雖然各省省長多半掌握議
會的多數，但根據民調，魁省以外有 70%的人民不贊成此
協定，果爾，在最後期限前，還是有兩省未能及時通過。
（二）實體問題：
「獨特社會」是本協定受到批評的核心。反對者
有認為此一條款可能弱化權利與自由憲章，而威脅原住
民、婦女、種族及少數文化的權利與自由，此也反映出越
來越多人認為加拿大是一個由多元社會組成的國家，實不
容許出現「獨特社會」這樣的說法。正如 Peter H. Russell
教授所言，當獨特社會具體地轉化為一憲法用語時，就可
能觸動其他人的敏感地位，蓋為了給予魁北克憲法上的承
認，往往僅區分英裔居民與法裔居民兩類，而忽略其他不
屬於上述兩者之族群。 123另外，杜魯道更批評這樣模糊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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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托巴省各黨派本已私下協商好並達成通過議案的共識，不過依照程序，該省省會尚需無異
議同意舉行公聽會，公聽會後才能將協定付諸表決。未料原住民省議員 Elĳah Ha r pe r 因不滿
魁北克所提的修憲案中未提及原住民地位而拒絕出席投票，公聽會因而無法如期舉行，進而使
省會修憲案無法如期進行表決。雖然聯邦政府一度試圖協調將日期底限放寬，但引起很大的爭
議。同時間，原訂已將修憲表決案排入議程的紐芬蘭省見修憲案已無法如期完成，於是決定將
該案自議程中取消，不再付諸表決，密契湖修憲案就在最後關頭宣布流產。參照：張顯超等，
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41。
Peter H. Russell，Constitutional Odyssey: Can Canadians Be a Sovereign People?(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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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定義將可能給予魁北克過大的權力，並因此弱化國家
的結構。
然而，在魁北克方面，原本對於密契湖協定期望甚高，以為省長
會議達成的協議，不可能出問題，未料最終仍然失敗，因而在魁北克
產生激烈的反應。對魁北克人而言，此次失敗確認了其他省分拒絕承
認魁北克獨特地位的訴求，此無異拒絕魁北克的存在， 124當時不少人
即悲觀的認為魁北克的獨特性已無法透過憲法改革予以解決，而必須
重回獨立的老路，魁北克民族運動聲勢也因此次之挫敗而再次高漲。
第四款

1992 年查洛城協議（Charlo et own A
c cor d ）

一、查洛城協議的推動過程
密契湖協定流產後，魁北克選擇退出聯邦與各省組成的修憲會
議，加拿大的修憲協商由於缺少魁北克的參與，其進展有限。魁北克
趁此提出修正修憲程序的要求，以作為是否重返修憲會議的條件。密
契湖的失敗經驗讓魁北克深覺修憲程序需要改變，因而主張修憲應交
給全國性的公民複決，而非按照原先密契湖協定的修憲程序。雖然按
照加拿大原先修憲的原法定程序，修憲有多重管道，但皆不包括公民
複決，但魁省堅持除非加拿大將公民投票列入修憲管道，否則魁北克
不願重回修憲會議，而且根據魁省議會提出的一五０法案（Bill 150），
魁北克將在 1992 年 10 月 26 日以前，單方面舉行公民複決投票，以決
定魁北克是否脫離加拿大。125
在魁北克的壓力與各方遊說影響之下，總理慕隆尼終於接受公民
投票的修憲方式，而魁北克也於 1992 年 4 月重回談判桌，同年 8 月聯
Toronto Press，1992)。
奧田和彥著，呂志堅譯，魁北克和加拿大聯邦的未來，頁 401。
125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42-4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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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與各 省於 查洛 城達成 新的 協議 ，該 協議正 式稱 為憲 法共識 報告
（Consensus Report on the Constitution）
。其中有兩項特點：第一、
它僅提出憲法修改的要點，而非具體條文，未達成共識部分，亦逐條
列舉；第二、它提交全國公民複決，目的在速戰速決，以免重蹈密契
湖協定的覆轍。126
就內容而言，查洛城協議汲取先前的教訓，由於密契湖協議忽略
原住民地位，新的修憲協商特地廣納各方意見，除了各省與聯邦的民
意代表外，並邀請社會意見領袖、原住民等，試圖讓新憲更貼近民主
的精神127。其中主要內容如下128：
（一）承認魁北克為獨特的社會，保有其語言、文化、法國民法
典。同時，該條款列舉了一些加拿大的特質，包括民主、
獨特社會、原住民權益、種族、性別、族群平等以供最高
法院作為解釋依據。此視為加拿大條款（Canada Clause）
。
（二）當修憲影響到某省的立法權限時，1982 年憲法僅限於教育
與文化領域，始得享有聯邦的補償，此次增加礦業、林業、
旅遊、居住、娛樂、城鄉計畫等，亦可享有聯邦的補償。
（三）關於最高法院與參眾兩院聯邦組織的變動，以經各省全數
同意為要件，即各省皆有否決權，因此魁省可藉由其居多
數的法裔保護其權益。該協定提出三項國會及最高法院改
革的方案，都是在強化魁省於聯邦層次的代表性：
1. 其中最具爭議者為永久確保魁省在眾議院有 25％席
次，然而，眾議院的代表數乃依人口比例決定，此或許
有補償本協定減少人口眾多省份參議院的席次。
2. 影響法語或法語文化的法案適用雙重多數決原則，在參
126
127
128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15。
張顯超等，
《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頁 43。
張顯超等，
《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頁 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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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須經多數參議員及多數說法與的參議員同意。
3. 最高法院大法官應有三名法官來自魁北克。
（四）承認原住民的自治權。
（五）省與聯邦權力重新分配，包括各省對林業、礦業、觀光、
住宅、都市建設、人力訓練項目的管轄權，失業保險及電
訊仍由聯邦管轄。
（六）各省承諾撤銷內部貿易障礙，包括人民、貨物、服務資金
的流通。
二、修憲複決公投
修憲複決公投在 1992 年 10 月 26 日舉辦，題目為：
「台端是否同意
以 1992 年 8 月 28 日所達成之協議為基礎，重新訂加拿大憲法—是或
否？」129
其公投結果如下130：
省份

贊成

反對

投票人數

紐芬蘭

63.2

36.8

53.3

愛德華島

73.9

26.1

70.5

新伯倫瑞克

61.8

38.2

72.2

安大略

50.1

49.9

71.9

西北領地

61.3

38.7

70.4

魁北克

43.3

56.7

82.8

新斯科雅

48.8

51.2

67.8

曼尼托巴

38.4

61.6

70.6

129

130

原文：Do you agree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Canada should be renewed on the basis of the
agreement reached on August 28, 1992 – Yes or No？
郭秋慶，”論加拿大公民投票制度與運作”，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台北）
，第 1 卷第 1 期，2005
年春季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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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其萬

44.7

55.3

68.7

亞伯達

39.8

60.2

72.6

英屬哥倫比亞

43.7

56.3

70.0

育空地區

43.7

56.3

70.0

聯邦總數

45.7

54.3

71.8

依照上表所示，查洛城協議遭到多數省的多數拒絕，除了紐芬蘭、
愛德華島、新伯倫瑞克及西北領地強烈表示支持，而安大略些微多數
支持外，其他省分都是反對勝過贊成。以魁北克而言，許多人認為
Bourassa 做出太多讓步，反對團體如魁北克人黨與魁北克陣營則認為
查洛城協議較密契湖協定軟弱，並沒有給予魁北克足夠的權力，故寧
可在未來透過省內分離公投加以決定其前途。而同時，強力維護加拿
大聯邦，以西部省份為主要根據地的改革黨（Reform Party）也極力
反對查洛城協議，認為該協議給予魁北克太多不必要的特權。尤其是
該年 10 月初，前總理杜魯道抨擊該協定將使加拿大聯邦形同癱瘓，依
照民意調查顯示，受杜魯道言論影響，近乎 20％的支持者有所轉變，131
至此已無法再扭轉公投將會失敗的結果。
查洛城協議的失敗固然阻止了加拿大的分權化，但也凸顯出加拿
大憲改的複雜性與多變性，修憲經驗的挫折感，更讓法語系人民感覺
到英語系省分缺乏誠意，魁北克省應有的權力唯有透過爭取獨立一途
始能解決，果爾，一年半後主張獨立的魁北克人黨取得政權，並醞釀
出 1995 年魁北克主權公投。

第二節 魁北克省 1995 年獨立公投事件之背景因素
在簡短回顧魁北克的歷史之後，我們可以看出法語系與英語系的
131

郭秋慶，論加拿大公民投票制度與運作，頁 44；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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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和衝突是魁北克發展的主軸，而這些競爭與衝突終於導引魁北克
人朝獨立之路邁進。學者間對於魁北克省 1995 年獨立公投事件的背景
因素，可略分為族裔認同、語言等長期因素，以及修憲挫敗、魁北克
獨派勢力擴張等短期因素。132
第一項

族裔認同因素

一般而言，分離意識抬頭的原因，多半發生在政經、體制、社會不
平等國家中的某族群，因為長期受壓迫、被歧視的事實，而萌生脫離
的念頭。反之，如現代化論者所云，隨著現代化的演進、教育的普及、
通訊的發達、都市化的實現，都有助於人類放棄其狹隘的、原始的、
對部落或族裔的認同，進而認同範圍更大的國族。但是，各國政治發
展演變的事實正好相反，現代化反而促進了族裔意識的滋長， 133魁北
克即是最好的例子。
魁北克原是 1756 年至 1763 年英法七年戰爭中，法國戰敗而割讓
給英國的法國殖民地，然而，英人征服魁北克之後，並未強制統一歷
史認同，而是自始就把魁北克視為獨特地區，給予法裔民族如語言、
文化、法律等自主權，結果其社會背景迥異於原英屬殖民地。在經濟
方面，也因為戰敗後留下的士兵、農民、工匠等社會低階，而處於經
濟上的劣勢。因上述社會背景及經濟因素使得魁北克在加拿大長期受
到壓迫與歧視，例如：1.操法語者長期處於社會的低下階層，不易改善；
2.居少數的法裔加拿大人在社經地位，甚至服公職上均無法獲得公平待
132

133

其他還有如宗教因素等。19 世紀的許多紛爭，都是透過天主教會妥協而成，由天主教會所建立
起的魁北克人的認同與忠誠，遠超越魁北克人對聯邦和英國皇室的認同與忠誠。但在 1960 年代
以後，隨著寧靜革命的改革，天主教會在魁北克逐漸式微，傳統由教會主導的社會功能也都回
歸省政府手上，這包括了教育、醫療照顧和社會福利，隨著這些社會制度的改變，魁北克法語
居民的認同也產生改變，而逐漸脫離天主教會的控制。換言之，宗教因素的影響力嚴格言之只
發生在寧靜革命以前，本文暫不將之列入主文。以上參照紀舜傑，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非
族群因素，頁 93。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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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3.各省平均分擔聯邦經費與稅收，使原已居經濟劣勢的魁北克倍感
不平等。因此，有學者以為魁北克 1960 年以前的主要分離意識是以民
族情感為號召，以建立國家的方式擺脫上述不平等的現象。134
但從 1960 年代開始，魁北克經歷所謂「寧靜革命」，法語系魁北
克人的社經地位逐漸轉變，從以往保守、封閉的生活取向，變得入世、
積極，樂意迎接現代化的發展，進而取得社經的優勢地位。隨著寧靜
革命而來的是族群意識的再興，當法語系魁北克人越有自信時，也就
越不願意魁北克依附於以英語文化為主的加拿大。主張獨立的人以
為，若以魁北克的領土與經貿實力而論，獨立為新的工業國，絕無問
題。因此他們認為魁北克建國後，不僅可以維繫自己的語言、文化與
自尊，經濟方面也可以獨當一面。 135總而言之，魁北克人藉著寧靜革
命產生的經濟力提升來建立新的族裔認同，而益思脫離加拿大。
第二項

語言因素

語言原是溝通人類意志的工具，但語言議題的重要性卻遠超過溝通
層次，而往往具有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動力。蓋語言可以喚起及支持一
個族裔團體所具有的獨特的存在意義，同時也可以將這個族裔團體與
其他族裔團體加以區分，換言之，語言是一種族裔團體團結的工具。
德意區（Karl Deutsch）就視語言為民族主義形成的主要因素，他認為
透過這種溝通系統，族裔團體成員可以學到許多共同的習慣、符號、
記憶、價值，這些都成為共同文化及相互認知的重要因素。此外，語
言還帶來情感上的依託，可以用同一種語言溝通的人，彼此間常易產
生一種親近感，這種親近感來自於使用共同語言而產生的相似感，覺
得彼此是同一類或同一族的。因此檢視歷史，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很少
134
135

何東皓，加拿大魁北克分離主義的演變，頁 59。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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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調語言的魅力。 136論者以為倘忽視語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
功能，以及其在權力、資源、認同的影響力，就很容易延伸許多問題。
137

魁北克於英法戰爭後割讓給英國，為了緩和魁北克的反抗，英國
在語言方面採取寬容的政策，不論是 1774 年的魁北克法案或 1867 年
的英屬北美法案，都賦予法裔居民得使用法語之權利。因此，在十九
世紀以前，儘管整個北美地區包括美國與加拿大幾乎成為英語世界，
但當時交通、通訊尚不發達，魁北克還能以封閉的方式，維持原有的
生活風貌。可是進入二十世紀後，隨著科技進步，交通通訊的發達，
加上美國國力鼎盛，成為世界一等強國，英語傳播力量比以往更厲害。
被包圍在英語文化中的魁北克法語文化顯得岌岌可危。且雖然上開法
案保障魁北克人仍得使用法語，但英語仍被訂為高階語言，加拿大所
有的政府機構包括文官體制和軍隊，所使用的都是英語，連魁北克的
公家機關也是使用英語，法語淪為低階語言。
為了避免法語人口的逐漸流失，魁北克人二十世紀獨立運動的主
要訴求即是爭取語言權利，因而不論是聯邦迫於壓力或魁北克省出於
自發性，都曾對其法語問題多所著墨。如 1969 年加拿大聯邦為了安撫
魁北克人因寧靜革命而高漲的民族主義，遂以制訂「官方語言法」
，採
取英語、法語雙官方語言政策，以緩和魁北克人獨立的需求，但仍無
法阻止魁北克人民族主義之盛興。1977 年魁北克省議會通過「101 法
案」
，規定法語為魁北克省唯一的官方語言，所有公務機關文書必須使
用法語；法語知識不到一定程度不得任用為公務員；員工有權要求雇
主使用法語通知、傳達、命令；非職務上的需要不得要求員工使用法

136
137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頁 97-98。
紀舜傑，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非族群因素，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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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以外的語言；新移入魁北克的移民必須進入法語學校；交通號誌只
使用法語標示。 138但此項法律卻遭到魁省以外英語系居民的指控，加
國最高法院於 1988 年 12 月 15 日裁定該法律違反加國憲法的權利憲
章，要求魁省在明令使用法語之餘，不得禁止其他語言並列，然而此
舉卻引發魁北克省人民的不滿。1982 年之憲法改革，杜魯道強力推動
雙語政策，削減魁北克於語言和教育政策上的權限，使魁省處於比 1867
年英屬北美法案更不利的地位，再度引起魁北克人反彈，不論是當時
總理勒維克或其後之 Bourassa 都拒絕簽署該憲章。之後為了替魁北克
省未能參與 1982 年憲法改革尋求解套，而在各方努力下作成的密契湖
協定、查洛城協議，魁北克人亦試圖透過憲法上獨特地位的確保，以
保障其語言權，惟終因各方利益團體的反對而雙雙宣告失敗。
事實上，語言在魁北克問題中一直是個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魁北
克人對於法語的執著，縱使歷經英語文化的強勢入侵，依然未曾放棄，
語言因素遂成為二十世紀魁北克獨立運動的主要訴求。
第三項

修憲改革的困頓

一、英法文化的隔閡
加拿大於 1867 年之後建立起聯邦制國家，因為美國內戰的殷鑑不
遠，英國遂賦予加拿大聯邦政府較廣泛的權力，且以列舉的方式規範
各省的權力，相對於聯邦政府的自治權能，遂成為各省所關切。
早在聯邦建立之前，英國即對法語系居民實施懷柔政策，允許其保
有自己的法律與宗教信仰。因為當時英國的如意算盤是這樣：一方面
免除法語系居民追求獨立想法，因為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法國可是真
情相挺，更毋論系出同源的魁北克等法居民果真追求獨立，到時英國
138

紀舜傑，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非族群因素，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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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能夠壓住陣腳，還是未知數，二方面，透過懷柔政策，表面是
尊重法語文化，但隨著時間的經過，法語系居民終會被同化到英語系
的大潮流之中。
但沒想到，法語系文化的強軔性遠遠超過當時英國主政者想像，
在英語系為強勢文化的北美洲，魁北克反倒成為法語系族群認同的象
徵。基於此種文化的隔閡，魁北克人始終認為，整個加拿大聯邦，是
建立在法語系居民與英語系居民兩者合意所建立，並沒有統治者及被
統治者之分，而應該立於平等、相互尊重的地位存在於聯邦體制之上。
所以，在這個特殊的文化差異性，聯邦應該盡力去讓魁北克保有原本
就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內涵。但這樣的認知，並沒有在加拿大英語系
省分形成共識。普遍英語系省分對魁北克的觀感，就是「恃寵而驕」
，
他們認為，就是因為把魁北克視為加拿大的一分子，所以大體上可以
容忍及理解魁北克所要保有的那份獨特的情感，但魁北克省隨著自我
意識的擡頭，與聯邦漸行漸遠，終而引爆使整個加拿大聯邦崩潰的兩
次公投，英語系省分確實就這個部分對魁北頗不能諒解。
自 1980 年代以來的一連串修憲運動，魁北克與其他加拿大省分為
了憲法問題，相互衝突轉趨劇烈，導致 1982 年的憲法，魁北克未能同
意，1987 年的密契湖協定其中兩省未能及時通過，中途夭折，1992 年
的查洛城協議在全國公民複決中，遭到否決。眼見加拿大英語省一再
拒斥魁北克的要求，法語系民眾內心感受強烈的疏離感，更意識自己
是少數民族，而激起弱勢反抗強權的心理，尤其是自己身為弱勢的少
數，其憲法權益完全無法在以英語系為主體聯邦內獲得保障及實現，
從這點可以看出，魁北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加拿大憲法改革的屢次
挫敗，有很大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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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魁北克獨派勢力的擴張

1960 年自由黨籍的 Jean Lesage 取得政權，開始了魁北克史上有
名的寧靜革命，但由於 Jean Lesage 大力推動魁北克自主意識，讓自由
黨在魁北克出現質變，民族主義的主張亦使其與持聯邦主義的自由黨
關係惡化，1962 年在 Jean Lesage 之帶領下，宣布脫離聯邦自由黨成
立魁北克自由黨（PLQ）
。分家後魁北克自由黨雖然仍然維持其對於聯
邦的信仰，但前提是魁北克在聯邦的地位必須得到尊重。而在獨派這
邊，1968 年魁北克人黨（PQ）成立，該黨以追求魁北克的完全獨立為
職志，與魁北克自由黨認為魁北克應在聯邦制度下透過自治尋求其獨
特性有所不同，魁北克人黨認為英語系加拿大人不可能同意魁北克省
享有特殊地位，且魁北克在英語系文化的包圍下只會一直被認為是二
等國民，因此，他們認為魁北克唯有透過獨立一途，始能確保魁北克
的獨特性，並贏得其他加拿大人的尊重。換言之，兩者最大的差別僅
在於獨特性的確保，究應透過溫和的修憲，還是積極的主張獨立有所
不同而已。
1976 年魁北克人黨第一次取得魁北克政權，隨即決定於 1980 年舉
辦主權公投，此次公投雖然最後不幸以 10％的差距敗北，但就政治意
義而言卻是成果豐碩，使得加拿大聯邦不得不重視魁北克的獨特問
題，杜魯道更承諾修憲以解決魁北克問題。1980 年公投失敗後，杜魯
道即遵守承諾啟動憲法改革，但觀其內容，似乎與魁北克所想像的差
距甚遠，甚至更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化，削減魁北克在語言和教育政策
上的權限，魁北克成為唯一不願簽署的省分。1985 年魁北克自由黨打
敗長期執政的魁北克人黨取得政權，並由 Robert Bourassa 擔任省長，
走溫和路線的 Bourassa 上任後，重新與聯邦協商憲法修正案，試圖透
過憲法修正，確保魁北克的獨特性，但不論是 1987 年的密契湖協定或
1992 年的查洛城協議，最後均宣告失敗。修憲經驗的挫敗感，使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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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不滿的民族情緒蘊釀到最高點。1993 年聯邦國會改選，慕隆尼後
繼者 Kim Campbell 所領導的保守黨敗選，自由黨 Chretien 取得國
會多數， 但反而魁北克聯盟(Bloc

Quebecois)139 和改革黨(Reform)

取得魁省及西方省份的多數席次，強烈的區域意識使得魁北克聯盟成
為聯邦國會的主要反對黨。1994 年魁省大選，魁北克人黨領袖巴西佐
（Parizeau）上台，即宣稱將於一年內辦理獨立公投，此即著名的 1995
年獨立公投。140

第三節

1995 年公民投票之分析

第一項
第一款

1995 年的公民投票

1995 年公民投票的背景及過程

1980 年公投的失敗，只能說是獨派未占盡「天時」
，當年魁北克人
黨提出公投之際，正逢加拿大全國要求修憲風潮之際，巧的是，1980
年 3 月 4 日，勒維克向魁北克會議提出公投之議，第二天，由杜魯道
領導的自由黨重掌政權，亦宣誓就任。杜魯道甫上任，就面臨魁北克
獨立及全國修憲問題，於是決定「借力使力」
，以順應修憲民意，提出
修憲主張，甚至向魁北克人喊出新聯邦（New Federalism）口號，呼
籲人們支持修正聯邦，而不是出走聯邦，並承諾，只要公投不過半，
聯邦立即展開修憲的主張，適時減弱了當時魁北克獨立的聲浪，在 1982
年，聯邦政府通過 1982 憲政案(Constitutional Act，1982)，加拿大
憲法擺脫了英國法的陰影，落實杜魯道的新憲本土法目標，但隨著而
來的問題是，聯邦政府單方面認為，加拿大是一個國家、屬於同一民
139

140

1991 年 6 月創 黨。1987 密奇湖協定失敗，使得自由黨 Mulroney 內閣中的 Lucien Bouchard
辭職，建立魁北克聯盟，該黨主張為在聯邦層級推動魁北克主權運動，並 且 在「沃太華捍
衛所有魁北克人的利益 」。
Harold D. Clarke & Allan Komberg ， “Choosing Canada ？ The 1995 Sovereignty
Referendum”，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29.4，（Dec.1996），p.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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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而且 1982 年新憲法引進了英國自由權利憲章，無異否定魁北克所
原有的拿破侖法典，此舉引起魁北克強烈反彈，嚴詞指責 1982 修憲案
無視於魁北克人的要求與不同的民族性，否認加拿大是兩個民族共組
而成的本質，是悖離了加拿大憲法向來尊重法語人口的多元文化精
神。在魁北克人看來，並沒有尊重魁北克的特殊文化地位，因此拒絕
接受。1987 年，為了平撫魁克人不滿的情緒，加拿大聯邦與各省達成
密契湖修憲協議，不料卻又受到魁北克省議會的杯葛，而 1992 年再度
達成的查洛城修憲決議，也遭公民複決否決，10 多年來，加拿大與魁
北克修憲的風風雨雨，終成了 1995 年再次公投的伏筆141。
從 1994 年 7 月 1 魁北克的大選開始，魁北克的主權公民投票問題
即浮上檯面。在大選期間，雖然魁北克人黨對統獨問題擺低姿態，轉
而針對時弊，大倡經濟改革、提高就業率，以招徠選民的支持。但魁
北克人黨同時也將「在上任後 10 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決定魁北克
的自我前途」納入選舉的政見中。結果在 9 月之後，隨著魁北克人黨
的上臺，魁北克政府即積極籌劃公民投票事宜。在 12 月初，魁北克政
府初步擬定了一份魁北克主權的草案，其中包括一個公民投票的問
題：「臺端是否支持由省議會通過一項法案，宣布魁北克主權？」，並
於 1995 年 2 月 3 日，正式展開魁北克主權的文宣工作。142
所謂的文宣工作，其實很簡單，就是地毯式的在魁北克省境內推
銷各種獨立的好處，並舉行各地區的委員會聽證會。到了 3 月中，魁
北克人黨發現，大多數的選民，並沒有把選舉時的熱情轉投注到公投

141

142

上述的修憲過程，可以說種下了英語系省與法語系省（魁北克）之間的心結，英語省份不滿意
魁北克人要求在憲法保有特殊的地位，並認為既然是聯邦制，各省的地位一律平等，魁北克沒
有道理要求特殊的待遇。魁北克則抱怨為何英語系省分不肯多做退讓，讓法語系的民眾眼見英
語省分一再拒斥魁北克的要求，而更覺傷感與憤怒。修憲經驗帶來的挫折感，更讓法裔民眾倍
覺魁北克主權之爭的迫切與必要。
林岩哲，”一九九五年魁北克主權公民投票”，美歐月刊（台北），第 10 卷第 12 期，1995 年
12 月，頁 6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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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上，因此，不得不在獨立主權的宣傳上，增添社會改革的訴求，
這個轉變成功的讓當時支持獨立的民調，首次超過反對獨立的民調，
不過好景不長，到了 4 月份，獨派內部的意見分歧，又讓情勢逆轉。
當時獨派的兩大龍頭，魁北克省總理巴西佐（Jacques Parizeau）
和魁北克政團主席布夏爾（Lucien Bouchard），兩人除了在主張魁北
克獨立的立場一致外，但在其他議題，例如獨立後與加拿大的關係方
面，可以說南轅北轍，巴西佐主張魁北克獨立可以完全無視加拿大政
府的關係，亦不用考量要如何與加拿大建立何種政治、經濟關係，但
此種激進的見解並不被布夏爾所支持。
到了 6 月，眼見 10 個月內舉行公投的政治支票將跳票，獨派內部
終於妥協各退一步，巴西佐接受了布夏爾的意見，獨立後將與加拿大
建立政經伙伴的關係主張，納入魁北克公民投票的議題之中。
獨派正式出擊。魁北克總理巴西佐在 1995 年 9 月 6 日向魁北克會
議提出 1 項魁北克主權草案，該草案宣稱：
「吾等魁北克人民，經由本
議會宣布，魁北克乃一主權國 」
，同時要求在 10 月 30 日舉行魁北克
主權的公民投票。此外，該提案也建議魁北克政府與加拿大政府進行
政經組合之磋商。若在 1996 年 10 月 30 日前無法達成這項協議時，魁
北克將片面宣布獨立。
選在 10 月舉行公投，整整距離魁北克人黨執政後 1 年，實在是獨
派不得不的選擇，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雖然魁北克人黨成為魁北克的
執政黨，但並不代表魁北克人的多數是支持魁北克的獨立，正如同台
灣的情形，在民進黨執政 7 年中，支持獨立的民意始終維持在 2 成上
下一樣，民眾對一個國家的統獨的立場和對政黨的選舉支持，並不是
那麼一致。這一點魁北克獨派團體也了解，所以才不敢在大選大勝後，
「乘勝追擊」舉行公投。結果在一開始，反而被統派的自由黨極盡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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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能事，宣稱魁北克人黨選前所開出公投承諾大跳票，而照加拿大的
公投法規定，公投活動不得超過 6 週，一旦過了 10 月，再經過 6 週的
宣傳活動期，一片酷寒中，難以期待魁北克的民眾會有多大的熱情出
來投票。因此折衷之下，10 月似乎是獨派惟一的能夠選擇的時點。
第二款

倍受爭議的 1995 年公投議題

公投選票的問題設計方式當然是這次公投的議論焦點。此次
公民複決投票的問題是︰「你是否同意，魁北克根據 1995 年 6
月12 月關於魁北克前途法案的內容範圍，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建立
新的經濟與政治伙伴關係要求，並就此具有獨立主權？是或不
是？」143
在上述問題架構之下，選民被要求提供的答案為是或者不
是。這樣的問題設計在魁北克與加拿大聯邦都引起極大的不滿。
統派認為，公投的問題過於冗長，民眾有不易理解問題之虞。如
果將題目逐句分析，可以發現所謂「Do you agree that Quebec
should become sovereign…」題中所指 Quebec 之地理範圍是否
即等同當今之魁北克省？所謂的魁北克主權意涵為何？是指完全
脫離加拿大聯邦之後的魁北克國家所有主權？或更高度自治的自
治主權。假設答案是後者，那麼所指涉的高度自治事項與權限範
又為何？
接下來「a er havi ng m
a de a for ma l oﬀer to Can ada…

」，

所謂「formal oﬀer 」是指何種動作、宣示才能算是正式的提出？
又要由誰提出formal oﬀer ？Oﬀer 的對象是誰？
143

原文如下：
「Do you agree that Quebec should become sovereign, a er havi ng m
a de a for m
a l
oﬀer t o Ca nada for a ne w economi c and pol itical pa rtne rshi p, wi thi n the cope of the bi ll
respecting the future of Quebec and of the agreement signed on June 12, 1995?Yes or no?」題
目中所謂的魁北克前途法案係指，由魁北克省議會在 1995 年 9 月所通過的一號法案(Bill
One)，該法案為魁北克擁有的主權提出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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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for a n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artnership…」這
個部分，所謂新經濟政治關係內容為何？民眾是否真能理解此關
係的內容？與加拿大建立「新的經濟與政治伙伴關係」，是否為
魁北克具有主權的前提要件？還是魁北克片面提出新的經濟與政
治關係方案，不管加拿大是否同意，魁北克即可宣示主權？
最後「within the cope of the bill respecting the future of
Quebec and of the agreement signed on June 12, 1995…」民眾是
否能於投票時，記得法案內容的要點？公投問題語意的模糊可見
一斑。
而民眾被要求回答的僅為是或不是。回答「是」者，被歸類
為支持魁北克獨立者，回答「不是」者，則被視為聯邦派，然而
事後分析中顯示，民眾對問題的認知仍有相當出入。例如，至少
有 15％投贊成票的公民認為他們投下的「是」，並非贊成魁北克
獨立，而是贊成某種該變現狀的作法。由此來看，冗長的問題、
是與不是的二分答案，確實有讓複雜的問題被極簡化之虞，事實
上，曖昧不明的題目，可以想像是魁北克的執政黨精心設計所致；
如此既可預留模糊的解釋空間，保留對公投結果有更大解讀籌
碼，又可爭取更多對聯邦不滿的票源。
第三款

與 1980 年公投的比較

1980 年公投對魁北克人實具有幾項特別的意義，第一，1980 年公
投是魁北克分離運動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它首度將魁北克分離問題正
式搬上檯面，訴諸公決。第二，整個事件過程充分表現加拿大的民主
特質。在加拿大，即使政治上存在如此大歧見，但中央及魁北克省雙
方都能訴諸民主法治程序解決，且勝負結果，統獨雙方均能尊重與接
受事實。第三，該次公投結果，代表加拿大－包括魁北克民眾，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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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場，與民意代表、首長的選舉，並不會掛勾在一起，亦即，在加
拿大歷次選舉中，民眾所選擇的執政黨－不論是獨派或統派，並不代
表選民就支持該黨就統獨的主張，在當時執政的魁北克黨，雖然在該
次公民投票中受到重挫，但卻在其後不到一年時間的大選中獲勝，仍
繼續執政。這也表示，魁北克的獨立問題，其實並不是魁北克民眾非
常關注的議題，毋寧說，如果沒有這些獨派的鼓吹，就魁北克是否獨
立，大部分的民眾還是抱持遲疑的態度。
第二項

1995 年公民投票的結果與分析

根據魁北克官方初步的統計報告，這次在魁北克的公民投票合格
公民數為 5,086,979 人。在總計 22,427 個投票所開票出來的結果，出席
投票人數總計 4,755,310 人。投票率創新高，達 93.48％。贊成票有
2,308,266 人，得票率為 49.44％，反對票有 2,360,714 人，得票率為 50.56
％，廢票有 86,330 人，得票率為 1.82％。
對於 1995 年公投的結果，雖然客觀上來看，獨派輸了，但另方面，
可以認為 1995 年主權公投就獨派而言，在某程度上是大有斬獲，因為
支持獨立的民眾已從 1980 年的 40％增加到 49.42％；但不可否認
地，被視為象徵魁北克獨立三部曲最終曲的 1995 年公投未達過半數
門檻，意味著魁北克獨立從 90 年代以來，其看似順遂的獨立運動，
還是沒有獲得大多數魁北克人的認同，更不論說有爭取到加拿大其他
各省的同情與支持（雖然這一點獨派的人從來不把它視為獨立運動的
重點）。與 1980 年公投兩相比較之下，我們可發現，當中這 15 年之
期間，投贊成票者增加了近 10 個百分點。雖然這樣的數字變化係不少
因素所造成，但如果從另一個數據來看，仍可以證明魁北克人雖然不
一定站在要魁北克獨立的立場，但對加拿大的認同感已不如以往。以
0 到 100 的指數區分，1980 年時，選民對於加拿大仍有強烈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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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投反對票，反對魁北克獨立的選民固然較認同自己是加拿大人，
即使是投贊成票支持魁獨的選民對於加拿大的感情指數平均也仍然高
於 50；但是到了 1995 年時，不但支持魁獨的選民對於加拿大的感情
持續下降到 46，就連反對魁獨的民眾對於加拿大的認同情感也逐漸下
降144。
另外，造成選民態度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獨派布夏爾（Lucien
Bouchard）的個人領導魅力。1980 年公投時兩邊陣營各有大將坐
陣。獨派這方有當時聲望正達頂點、標榜清廉、效率執政的魁北克傳
奇民族英雄勒維克 （René Lévesque）；聯邦派一方則有出身魁北克
法語裔、政績長期以來備受肯定的聯邦總理杜魯道（Pierre Trudeau）
領軍，兩邊領導者均呈現穩定、高聲望的特質，不易在短期之內帶來
任何戲劇性的影響；反觀 1995 年公投時，選戰之初，兩派的領導人
－魁北克總理巴西佐（ Jacques Parizeau） 145 ，及聯邦總理克理汀
（Jean Chretien），雙方聲望都遠不及勒維克及杜魯道，二者對各自
的選民沒有特殊吸引力，形成一種領導真空的現象；直到選戰後期，
善於造勢、帶動選民情緒的布夏爾（Lucien Bouchard）146取代巴西
佐，將自己塑造成為獨派與加拿大聯邦之間的溝通橋樑，不但成功將
選民的熱情帶出來，也進而使獨派的支持度明顯上升。相較於 1980
年而言，領導者的因素可以說是造成獨派支持度在 1995 年大幅提昇
的一個重要原因。

144

145

146

Pamme , Jon, H.，and Lawrence LeDuc，“Sovereignty, Leadership and Voting in the
Quebec Referendums”，Electoral Studies，20，(2001)，p.265-280。
1980公投的挫敗，讓自成立以來一直動作不斷的魁北克人黨選擇暫時性的沈寂。雖然魁北克人
黨仍然在次年贏得1981年的魁北克省總理選舉，在省議會中也取得82席，但是黨內討論過後，
決定轉趨保守，短期內不再以追求獨立為執政或選舉訴求。此議引起魁北克人黨內部強硬派的
不滿情緒，強硬派在巴西佐（Jacques Parizeau）率領下出走，魁北克人黨元氣大傷。隨後於 1985
年省選舉中敗給自由黨，巴西佐鮮明的激烈形象，使他註定無法成為獨派的共主。
布夏爾原為保守黨黨員，且曾任聯邦內閣部長，在其帶領下，召集一批同樣出身魁北克的自由
黨、保守黨的國會議員脫黨，於 1991 年宣布成立聯邦層級的政黨：魁北克政團（Bloc
Quebecois）
，以魁北克優先為訴求，以爭取魁北克獨立為目的，而為獨派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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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領導者因素之外，政黨因素也值得重視。相對於 1980年，
獨派政黨的經營尚未完全成熟，代表聯邦派立場的魁北克自由黨仍吸
引過半選民的支持，1995年的政黨情勢已大不同。1995年時，獨派的
魁北克人黨經過長期的經營，不但吸納了自由黨 13％的選民，也使
約四分之一的魁北克選民成為中間選民。前後兩次公投的政黨的基本
支持度已有很大變化。147
經濟問題也是選戰中各方纏鬥的主題之一。魁北克的經濟規模在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居第 17 位。根據對該組織
26個工業化國家的購買力平價估算，魁北克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許
多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如葡萄牙、希臘、丹麥、挪威和芬蘭。魁北
克人享有世界第一流的生活水準，魁北克的人均收入在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成員國中居第十三位。
此外，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值代表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而魁北克
的這一個數字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中名列第16位。魁北克的經濟增
長以發展尖端技術產業和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為基礎，在
航太、電信、冶金和製藥工業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但是，這樣雄厚的
經濟實力需要貿易伙伴方得以支撐。魁北克產品和服務的消費總值有
26.7%銷售到外國。一旦魁北克走上獨立之後，加拿大聯邦是否願意
與魁北克建立如其所願的經貿關係？美國是否願意甘冒與加拿大決
裂的風險，將魁北克納入北美自由貿易區？這些經濟上的不確定因素
讓魁北克人在政治抉擇時不無考量。事實上，魁北克獨立運動的經濟
面影響非常值得注意。加拿大是由多族裔組成的社會，因此在社會中
不同族裔形成其族裔認同的相關經濟利益。魁北克在1960 年代的寧
靜革命後，由於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有很大的改善，雖然獨立運動
147

Pamme , Jon, H.，and Lawrence LeDuc，Sovereignty, Leadership and Voting
in the Quebec Referendumsp，26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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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四起，但工業發展帶來外資流入，魁北克經濟實力日益茁壯。如
此，也讓魁北克獨立支持者信心倍增，而益思脫離加拿大。
但是數十年的獨立運動發展下來，不安的局面讓加拿大聯邦不得
不將原本置於魁北克的經濟網絡中止，逐漸西移。加拿大太平洋鐵路
公司在 1995 公投同年宣佈改組，並決定將總部從蒙特婁移到西部的
卡佳里即為一例。魁北克獨立運動對魁省的經濟發展影響還包括：境
內生產下降，房價下跌，人民平均收入下降，消費市場不景氣。面對
魁北克的問題短期難以解決的現實，國內外企業已感到在魁省的發展
前景黯淡。隨著大公司西遷，許多國外資本也向西移，此消彼長，加
拿大東西部的經濟力量對比，正向距離亞太市場較近的西部傾斜。雖
然獨立支持者認為，魁北克一旦獨立正可藉此脫離加拿大的束縛，逕
行將經濟重心轉向美國，且認為如此較符合魁北克的經濟地理路線，
但實際上魁北克長期預算赤字不斷擴大，多個國際機關對魁北克的債
信評降低，在這樣的情況下談獨立，將使人民有很大的不安定感。尤
其是，獨立後的魁北克將失去來自聯邦每年一百多億的補助經費，魁
北克人民將被迫支付更多的稅收來填補這個開支，在1995年魁北克預
算赤字已超過57億加幣的情況下，獨立後的年度預算赤字將暴增200
至250億加幣。上述種種經濟上的考量讓魁北克選民在政治與經濟、
理想與現實間的擺盪。
1995年公投的投票結果顯示了魁北克政局的對立與矛盾。事實
上， 經過幾次公投經驗之後，公投對於魁北克人而言，已是個極其
自然的政治運作方式。但是 1995年公投正反雙方過於接近的票數結
果，仍使魁北克社會事後對此爭議不休。以些微票數落敗的獨派人士
指證歷歷，認為投票過程有弊端，有不明的票匭被棄置；亦有人指控
英語省分居民濫用加拿大自由的投票機制，於投票日前進入魁北克參
與公投投票，反對票票數因此提升近萬；另外，某些獨派選區開票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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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廢票比例過高出乎尋常等等。凡此種種，都讓魁北克陷入另
一場政治競爭的詭異氛圍中。

第四節

最高法院對魁北克獨立的憲法釋義
第一項

憲法疑義的提出

加拿大係內閣制國家，而總督則以名義為國家元首之英皇在加拿
大之代表，在 1995 年第 2 次獨立公投結束後，加拿大總督於隔年 9 月
30 日，依加拿大最高法院法（The Supreme Court Act，1985）第 53
條規定，148就魁北克獨立公投一事向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提出 3 項疑
義，咨請裁定諮詢意見（advisory opinion）
，三項疑義如下：149
（一）依據加拿大憲法，魁北克國民議會、立法機關或政府，是
否有權片面實行魁北克脫離加拿大？
（二）依據國際法，魁北克國民議會、立法機關或政府，是否有
加拿大最高法院法（The Supreme Court Act,1985）第 53 條 特別管轄權
總督聲請諮詢意見裁定
第 53 條
（1）總督就下列重大法律或事實疑義，得聲請最高法院諮詢意見，由最高法院聽取後審酌之：
（a）憲政法之解釋；
（b）聯邦或省立法之合憲性問題或解釋；
（c）依據 1867 年憲政法或其他法律授予總督關於教育事務之上訴管轄權；
（d）加拿大國會、省立法機關、相關政府機關之權力，無分特定權力是否已經行使或準
備行使。
（2）總督就重大法律或事實疑義，無分是否屬第（1）項列舉之解釋意見，認有必要時，得聲請
最高法院諮詢意見，由最高法院聽取後審酌之。
（3）總督依第（1）項與第（2）項提最高法院審斷之疑義，均應視為確定重大。
（4）依第（1）項與第（2）項提交審斷後，最高法院有聽取與審酌義務，逐一答覆之。最高法
院應知照總督疑義見解，其答覆應附具理由，比照法院上訴案判決形式，持不同意見法官
應以類似方式出具意見與理由。
（5）遇省立法有憲法疑義而省政府對該項疑義有特別權益時，應通知省檢察長審理事宜，俾省
檢察長陳述意見。
（6）最高法院有權指揮關係人通知事宜，遇關係人為多人時，應指派代表人，依本條規定於審
斷進行時陳述意見。
（7）相關權益方得委請律師，遇未有律師時，最高法院得委派律師辯護之，其合理費用由財政
部長在國會撥付之訴訟費項下支付。
149 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問題與研究（台北）
，第 44 卷第 5 期，2005 年 9、10
月，頁 79。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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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片面實行魁北克省脫離加拿大？就這部分，國際法是否有自決權之
決定？魁北克國民議會、立法機關或政府得而有權片面實行魁北克之
脫離加拿大？
（三）就魁北克國民議會、立法機關或政府片面實行魁北克脫離
加拿大一節，所涉及國內法與國際法之權利衝突，得否成
為加拿大之先例？
第二項
第一款

最高法院之審議

程序問題

最高法院第一個須面臨的問題，就是在程序方面，是否具有初審
管轄權與諮詢意見裁定權？而且，就本案是否具有可受法院裁判性
（Justiciability）？前者一方面有前引加國最高法院法第 53 條作為其
法源依據，較無爭議，至於司法機關是否得以承擔諮詢意見之裁定權？
有無違反權力分立的憲政原則？就此，最高法院認為， 150該國憲法並
未禁止最高法院承擔諮詢角色之管轄權，且該國憲法亦非採嚴格的權
力分立，換言之，各國家機關間之功能非不得互相授與。上開見解其
實也符合現今各國由最高法院身兼憲法法院功能時，亦多扮演法律爭
議、疑義諮詢的角色。
至於可受法院裁判性方面，雖然有學者質疑，該案過於理論、具
臆測性、及政治性，而不具有高度的可受法院裁判性，但最高法院認
為151：該案涉及加國憲政秩序與魁北克省境內外之加拿大人權益，其
疑義顯屬重大。在這種解釋下，最高法院所能作出的諮詢意見只能嚴
格侷限於民主決定之法律層面，亦僅能就法律部分做解釋，所以就此
部分，最高法院當有答覆的立場。
150
151

[1998]2 S.C.R.217，paras.8-9，轉引自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頁 63。
[1998]2 S.C.R.217，para.14，轉引自陳盛著，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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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最高法院就三項疑義之裁定：

一、第一項疑義之裁定：
首先是關於魁北克脫離加拿大的行為，就憲法上的定性為何？最
高法院認為 152 ：加拿大憲法雖未明文禁止或授權省可脫離聯邦之規
定，但因與現行憲法之憲政安排相違，由此角度觀之，實具有增修加
拿大憲法的性質。故就第一項疑義，最高法院提出四個用以分析思考
的要素：聯邦制度、民主制度、憲政與法治、尊重少數。
就第一個要素－「聯邦制度」，最高法院認為153：加拿大所以採取
聯邦制度，將政治權交由聯邦與各省分享，承認各省的差異性，使文
化少數與語言少數得於特定省分形成多數（其實就是在指魁北克省）
，
以保障憲法所賦予之省權，在這種權力行使下，其語言及文化受到提
升，聯邦國會之代表性也受到保障。
就第二個要素－「民主制度」，最高法院則認為154：魁北克人民明
顯表達脫離聯邦之意，應該給予相當重視，縱使該省公民複決並沒有
任何直接法律效果、、、，因為加國政治機關是以民主原則為前提，
因此各省人民民主意志表達具有相當份量，其意志表達賦予魁北克政
府正當性，得發動修憲程序，以憲法手段脫離聯邦。
第三個及第四個要素－「憲政及法治」與「尊重少數」
，最高法院
首先闡述 155：憲法是被統治人民遵循某些確定原則而為之意願表示，
這些原則不但對立法機關與政府權力具有限制作用，同時亦具有保護
作用，如果其中一個依民主方式而選出之政府，以自己的立法權，片
面分配自己額外政治權，因而僭越了其他政府權力時，憲法可確保其
152
153
154
155

[1998] 2 S.C.R.217，para.84，轉引自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頁 64。
[1998] 2 S.C.R.217，para.56、58-59，轉引自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頁 64。
[1998] 2 S.C.R.217，para.87，轉引自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頁 67。
[1998] 2 S.C.R.217，para.70、74、85，轉引自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頁 67。

80

他政府應有之權利。而法治則帶社會秩序之穩定性與可預測性，人民
得依存於法治之中，避免受到政府任意之侵害。另外，憲法可增進弱
勢族群之權益，幫助少數族抵抗多數之同化壓力。最高法院進而認為：
一個能夠發揮功能的民主制度，需要一個持續討論過程。憲法透過民
主之立法機關來管理政府，讓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基本是以公
意為基礎，而公意則是透過觀念討論與相互作用而形成，依據 1982 年
加拿大憲法，聯邦各省有修憲權，這種修憲權賦予各省有討論憲法之
責任。
最高法院根據上列 4 個要素，做了如下的推論156：脫離聯邦屬修
憲形式之一種，這種修憲形式屬提案修憲，惟事關重大，因之也賦予
聯邦政府與其他各省相互討論憲法義務，在討論的過程中，任何權利
或原則並非絕對、、、，其他聯邦成員不能以絕對方式來行使權利，
不能絕對否決魁北克權利。、、、魁北克人民之明確多數，就明確之
脫離聯邦問題所做出之決定，自然會加速協商程序之發生，因而要求
兩個正當多數之代表，協調各種權利義務，然兩者並無所謂優先問題。
依據聯邦原則與民主原則，一省人民明顯放棄既有憲政秩序，明顯表
達追求脫離意願，就該項意願而言，會對聯邦各個成員產生協商憲法
變革之相互義務。
此外，修憲係以政治過程為始，其進行應遵循憲政本身。在加拿
大，發動修憲是聯邦成員民選代表之責任，這些代表當然得參照公民
複決而行為。就法律條件而言，加拿大之憲法作成與其他國家一樣，
是交由民主方式選出之代表執行。聯邦成員倘有正當企圖，尋求憲法
之增修，其自然結果就是所有成員共聚於談判桌。魁北克人民之明顯
放棄既有憲政秩序，賦予脫離聯邦主張正當性，讓聯邦與其他各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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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認知與尊重民主意志之表達，並且依據上開述明之憲政基本原則
進行協商。
綜上，最高法院針對第一項疑義，作出下列裁定157：魁北克之脫
離加拿大，不能由魁北克國民議會、立法機關或政府片面完成，也就
是說，如果沒有依據原則進行協商，其行為斷不能視為合法。任何一
省想要實行脫離加拿大，其進行必須遵照加拿大憲法，否則即有違加
拿大法律秩序。然而，魁北克人民明確多數所為之明確表達，不願意
繼續留在加拿大，加拿大憲政秩序之施行與持續存在，不能對此視而
不見。該項表達之所以發生效果，主要是憲政原則所產生之協商義務。
如果協商發動，憲法自應要求聯邦成員，在憲法責任與權利之框架下，
設法協調所有加拿大人權利義務與正當期望。
最後，最高法院也談到了實效原則（Principle of Eﬀect ivel y ）的
問題。所謂實效原則，意思就是指魁北克自行宣布獨立，縱使加拿大
不予以承認，但若國際社會對魁北克已脫離加拿大此一政治現實給予
承認的話，則可使魁北克獨行的行為發生效力。針對此一問題，最高
法院也作出了回應，最高法院指出158： 「依據我們的見解，實效原則
並沒有憲法或法律地位，並未對行為提供事前解釋或合理理由。事實
上，接受實效原則等於接受魁北克國家議會、立法機關或政府得不顧
法律而行為，、、、在這個觀點下，魁北克國家議會、立法機關或政
府能夠片面退出加拿大，不顧加拿大法律與國際法。、、、這種說法
是一種事實主張，而不是法律陳述、、、。另一方面，如果以法律主
張的方式提出這種說法，那麼這種說法等於認為得以違反法律－只要
能夠遂行法律之違反。這種看法與法治原則不符，斷不能採信之。」
雖然最高法院以幾近強硬的語氣反駁了實效原則的問題，但也提出了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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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例外情形：在實效原則下，違憲宣布脫離區邦而導致之事實獨立，
這種脫離行為是否能成功，除領域之有效控制外，端賴國際社會之承
認而定。因而必然涉及各國對獨立國家之承認慣例，以及國際法關於
新成立國家之慣例與規定。
二、第二項疑義之裁定
第二項疑義的問題關鍵在於國際法的「民族自決權」是否亦適用
於魁北克情形？就此，最高法院裁定：
「國際法關於自決權部分，最多
僅能創造出對外自決權，如果 1.該民族受到殖民統治；2.該民族受到壓
迫時，例如受到外國軍事佔領；或 3.該民族可以界定，而其實質參政
權遭到違反，在不得追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時。於上開三
種情形下，因該民族行使對外主權能力遭到否決，故得有對外自決權
之資格。而就此些例外情形，依現有條件而言，顯然不適用於魁北克。
職是之故，魁北克人民即便具有『民族』之特徵與代表機關（國民議
會、立法機關或政府）
，依據國際法，仍未擁有片面脫離加拿大之權利。」
三、第三項疑義之裁定
由於第一項及第二項的疑義裁定，最高法院都認為魁北克並沒有
片面脫離加拿大的權利，因此也就沒有第三項疑義所謂「國際法與國
內法之權利衡突存在」。
第三款

就最高法院裁定之評論

一、跳躍的推理：省之脫離權利基礎何在？性質為何？
最高法院認為，加拿大聯邦成立已有 131 年，其經濟、政治、社
會各方面，高度融合一體。加拿大一方面存在地區經濟利益，另一方
面存在國家利益與財政債務問題，一旦有省意圖脫離區聯邦，連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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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這些利益與債務分配。另外，加拿大全境有許多少數語言與少數
文化，這些少數族群正尋找加拿大保護，省脫離聯邦當然也影響相關
少數民族權益。還有其他現實問題，如：脫離後之境域劃分、條約義
務之存續、政權法律之延續等，此皆涉及聯邦原則，進而推衍出欲脫
離之省應與聯邦及其他省分協商之義務。
惟從上面推論，其實完全無法說明在一個聯邦國家之下，一個省
是否及有無權利可以宣布退出原先加入的聯邦？從美國的聯邦體制來
看，在歷史的發展上提供了在民主社會實現聯邦政府與地方自治相結
合的新途徑，通過中心（聯邦）與邊緣（州、地方）之間的主權分割，
美國的聯邦體制代表了一種新的國家形式：既避免了如神聖羅馬帝國
那樣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也避免了走向聯邦集權，各州和地方政府
都擁有各自相對獨立的活動空間。美國聯邦體制的成功改變了整個十
九世紀自由憲政思想的思維路向，美國聯邦體制的實踐表明，在一塊
廣闊的大陸上實現自治、避免帝國式的專制統治是完全可能的，在這
樣的理解下，聯邦原則不如說是一種政府體制的種類選擇，精確一點
說，它仍是涵攝於民主原則、權力分立原則（中央及地方）之下的概
念，但如何由此推論出「省得以脫離方式，造成聯邦制度的崩析」，
最高法院在這個部分並未深入著墨。
從成立聯邦的行為來看，參與聯邦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與放棄，誠
如撒克契曼檢察長指出 159：「國家是由相同歷史背景的民資社群所組
成。在社群對國家做出承諾之時，在社群以國家代表身分而放棄其他
選擇與機會之時，、、、在社群有所妥協之時，在社群提供各自的保
證之時，在社群做出最尖銳的讓渡之時，在社群從其他社群獲得國家
一統的利益之時，、、、國家得以建立起來」，也就是說，聯邦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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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放棄部分權力之時，聯邦始得成立。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在各省共
組聯邦之後，各省或地區之法律不得牴觸聯邦憲法，各省放棄自己法
律或基本法之至高性，以聯邦憲法為依歸。換言之，「共組聯邦」本
身即在排斥「退出聯邦」，因為「退出聯邦」會導致聯邦之破壞，與
共組聯邦之宗旨不符。聯邦得保護體制下之任何權利，然而，聯邦制
度或原則本身，卻不會對聯邦被破壞有任何保護規定，所以也沒有辦
法從「聯邦原則」去推論出魁北克依憲法規定，是不是享有或未享有
脫離加拿大聯邦政府的權利。
除此之外，最高法院就脫離聯邦的行為，將其定性為「具有修改
加拿大憲法之性質」，這樣的定性，亦與「聯邦原則」難認有何關連
及推論的空間，毋寧說與「修憲界限原則」及「民主原則」有關才是
較貼切的主張，而且最高法院既認為：「在聯邦原則結合民主原則下，
遇各省人民明顯放棄既有憲政秩序，明續表達追求脫離意願時，就該
項意願而言，會對聯邦各個成員產生協商憲法變革的相互義務」，終
究還是回到「民主原則」做為「脫離權源」及「協商義務」的本質論
證，如此看來，最高法院在這裡所強調的「聯邦原則」，只能視為安
撫聯邦政府的空洞大帽而已，並沒有實質的論理依據，也讓整個推理
過程呈現跳躍不連貫的缺陷。
二、實質正當程序的闡述付之闕如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可以說是民主原則的核心價值，
就是重要的正當程序之一，就英美而言，為避免民主多數決會形成「多
數暴力」
，因此透過所謂的「實質正當程序」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加以補救，亦即程序性的正當程序，乃指依法實行的程序，而實質正
當程序，則是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避免因嚴格遵守形式的正
當程序反造成對人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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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 160實質正當程序所保護的基本權
利與自由應以國家歷史與傳統為依據，而且釋憲的機關不應擴張其概
念，因為其範圍並沒有任何限制，因此在論述實質正當程序時，應遵
照「謹慎描述」（careful description）之要求。從上面實質正當程序
的觀點來看最高法院的陳述，它不只一次強調，民主制度不是單純的
多數決制，似乎暗示整體加拿大之多數，不應該駕凌魁北克之多數，
也同時暗示魁北克之多數，也不能駕凌魁北克之其他少數，這種捨棄
形式正當程序而另作不同結論，照理說應就實質的正當程序面多作說
明（為何此時少數不用服從多數？少數的人是否因此有何基本權利或
自由遭受侵犯？），但最高法院並沒有就此有所發揮，而使整個推論
完全淪為「道德規勸」的論調。

第五節 最後的解決之途－國中國的理論提出
第一項

國中國理論的背景

2006 年元月，加拿大總理大選，一位電腦程式設計師出身，來自
加拿大西部的哈珀（Stephen Harper）
，身為右翼保守黨的黨魁，擊敗
了前任的執政黨黨魁馬丁，而成為新任的總理。無庸置疑，哈珀是反
對魁北克的出走－就如同其他所有的保守派分子，但出乎意外的，在
當選的同年即 2006 年 11 月 23 日，哈珀向加拿大眾議會提出了一項決
議：承認魁北克是個「國家」
（nation）
，但是是在統一的加拿大下的國
家。
此舉立即引起加拿大政壇的震撼，多年來，魁北克獨立問題一直
是加拿大政壇上一個沒有人敢輕舉妄動的敏感話題。幾乎所有政治人
物都擔心這個問題會導致自己的政黨在大選中慘敗，甚至觸發憲法危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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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但哈珀在還沒任職滿一年的時間，就拋出這個議題，的確出乎所
有人（這當然包含自己陣營的人馬）的意料之外。
第二項

哈珀「國中國」意涵

哈珀對於「國中國」的論述， 161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半
部分，哈珀先對魁北克政團提出批評，認為他們是「分離主義」
，並將
魁北克的國家主體確認與「獨立」劃上等號，同時對魁北克人，維持
一貫的溫情、推崇攻勢，認為魁北克之所以不能獨立於加拿大之外原
因在於：
「、、、，在加拿大歷史中，魁北克每每扮演著促進我們團結、
勇氣、願景的角色，並在強大、統一、獨立、自由的加拿大國家裡，
建設魁北克成為更有自信、自足、團結、驕傲的地方。」、「、、、，
魁北克人民知道自己是誰（the Quebecois know who they are）
。他們
知道自己對加拿大的建國、發展、與成就都有貢獻。」後半部哈珀則
闡述他對魁北克人的定位：
「我的立場也很清楚，魁北克人是不是已經
在加拿大，建立了他們的國家？我的答案：是的。但魁北克人是不是
建立了一個獨立於加拿大的國家？答案：不是，未來的答案也不是。」
最後再回到先前的溫情喊話，認為應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和諧、統一、
不同族群相處的典範。」
第三項

加拿大政壇對「國中國」決議的反應

一、政府官員辭職抗議
安大略省選出的保守黨議員，當時年僅 34 歲，是哈珀內閣中最年
輕的成員，也是當時哈珀內閣中唯一的華裔部長莊文浩，於同年月 28
日以宣布辭職表達他的抗議。莊文浩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說162：
「我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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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只有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加拿大，這對我來說是不能
妥協的一個基本原則，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所以雖然我忠於我的政
黨，我的領袖，但我更需要忠於我的國家。」另外，政府間事務部長
邁克爾在議會投票（以高票通過哈珀的決議）之後也提出辭職，他表
示分離主義者將利用這次機會製造混亂。他說163：
「現在，分離主義分
子要求魁北克成為加聯邦之內的一個國家；之後，他們就會進一步要
求成為獨立的國家。」莊文浩和邁克爾的言行，代表著加拿大對魁北
克獨立的傳統保守看法：在國家主義之下，任何的分離動作－就算是
如「國中國」這種其實基調還是在一個完整統一的加拿大之下的論述
－不能有任何絲毫的妥協和退讓。
二、魁北克獨派的內部分歧
雖然所謂「國中國」，這種幾近百分之百政治語言的口號，看在部
分激進的新獨立派眼中，不啻是個甜美的政治騙局，因此大聲表示不
能接受這樣的論點，並認為，即使哈珀沒有提出國中國理論，魁北克
事實上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承認國中國理論，反而是否定了魁北克
的獨立性。但在哈珀提出「國中國」理論後，魁北克法文媒體卻一反
過往大肆抨擊的立場，反而顯得過分平靜低調，其實形同默認了哈珀
的「國中國」理論。
三、議會的支持
儘管魁北克政團對於哈珀的「國中國」理論，多少抱持著某種程
度的疑慮，但對於加拿大建國以來，首次由總理主動提案稱魁北克為
「國家」
，對他們所期待的獨立之路不能不說是往前邁進一大步，所以
加拿大國會眾議院於 2006 年 11 月 27 日以 266 票對 16 票的壓倒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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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結果，通過正式承認魁北克為「國中國」的決議，即在統一的加拿
大聯邦體制下，承認魁北克的「國家」地位，這項備受爭議的決議案
由加國執政黨保守黨籍總理哈柏提出，並獲在野黨自由黨與新民主黨
支持，鼓吹魁獨最力的「魁北克集團黨」因為自知孤掌難鳴而勉強支
持，全案因而輕鬆過關。惟決議案通過後不需修憲或更改相關法條，
僅具象徵意義。
四、國中國理論的分析
哈珀之所以在就任不到一年，就拋出被大家認為可能是他任內最
難處理的燙手山芋議題，其實大有隱情，在當時加拿大國會 308 席中
占 55 席的魁北克集團黨，原預定在 2006 年 11 月 24 日提出一項承認
魁北克為獨立國家的動議案，嚐試再度激起統獨辯論，使魁獨陣營有
機會再舉辦一次獨立公投。1995 年魁獨公投功敗垂成，使得魁獨陣營
念念不忘伺機再來一次公投，以實現獨立美夢，而保守黨的哈珀甫當
選，正是激起此議題迴響的最佳時機。
魁北克政團如意算盤是這樣的，若在國會中提出「魁北克為一獨
立國家」的動議案，必定遭受以哈珀為主的國家主義政黨的痛剿，以
激怒魁北克人，為再次舉辦獨立公投製造有利條件。
但哈珀在知悉魁北克集團的計劃後，故意搶先在 11 月 22 日提出
魁北克是加拿大「國中國」的議案，雖是迫於先發制人，避免讓對手
引導議題的提出及情勢的演變，但哈珀的「以退為進」，一方面看清
魁北克人雖然一方面認定自己為獨立一國，且實質上除了軍事、外交
外，魁北克在民主制度完善的加拿大中，享有幾近國家的獨立性及自
主權，對形式上是否須完全脫離加拿大而獨立於北美洲中仍有疑慮，
另方面就保守派而言，魁北克的不同於英裔的省分的獨特性也不是他
們能夠忽視，而且讓魁北克保有某種程度的獨立也是右派所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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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維持加拿大「一個」國家的政體。
承上，哈珀的「國中國」理論，看似矛盾百出，但卻透過這種曖
昧的政治語言，讓兩方人馬各取所需、各自解讀，而達到百分之百的
政治正確性，成功拆除魁北克集團「獨立國」炸彈引信。雖然亦有見
解認為這是一場政治豪賭，因為由中央官方正式承認魁北克是一個國
家，對沈潛已久的獨派勢力可能推波助瀾的鼓舞效果，事實上大多數
的加拿大民眾並不如哈珀預期的支持「國中國理論」，正如同阿爾伯
塔法語居民協會的主席 Jean Johnson 表示，這一項決定將會使魁北克
的法語居民和魁北克之外的法語居民之間產生隔閡，不利於加拿大的
統一。而且政府只承認魁北克的法語居民，而忽略了其他地區的法語
居民，會使後者產生一種自己被遺棄的感覺。164
魁北克集團在最後也投下了支持的一票，因為魁北克集團最後發
現可以借力使力的縫隙，哈珀的國中國動議案既然承認魁北克為一個
「國家」（nation），便給了他們法理獨立的本錢。魁北克政團可以引
用國際法在國際上宣揚魁北克的「法理獨立」，同時魁北克政團更可
以此繼續不斷地製造加拿大人與魁北克人之間的矛盾，為下次獨立公
投奠下基礎。
五、國中國理論對魁獨的影響
不過，哈珀提出的魁北克「國中國」動議案還是有可能滿足了大
多數魁北克人「某種程度宣示獨立」的願望，大多數魁北克人雖自視
魁北克為一國家，但他們並不想脫離加拿大獨立，這種心態已如前述，
尤其經歷了兩次魁省獨立公投，雖然支持比例看似提高不少，但事實
上，已使魁北克人追求完全獨立的迫切需求及動能，大大減損不少。
164

參照星島環球網，標題：加拿大民眾不買總理賬，國中國動議獲通過並非民意
h p: //w
ww. si ngt aone t .com: 82/ ame ri ca/ t20061130_406231. h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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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哈珀的謙讓、尊重，坦白承認魁北克的主體性，但也誠實的表達自
己不希望魁北克離開加拿大此一統一聯邦國家的立場，更和緩了左右
兩派之間的對立，也讓獨派政團沒有煽動獨立之火的運作空間。
事實上，在「國中國」理論提出後，其後續影響持續在發酵中。
魁省議會原有的 125 個席位，在 2007 年 2 月議會解散前，執政的自由
黨占 72 席，主張魁省獨立的魁北克人集團黨有 45 席，走中間路線的
民主行動黨有 5 席。3 月 26 日的魁省選舉出現戲劇性的大轉折，民主
行動黨從 5 個席位躍升到 41 席，原先執政的自由黨獲得 46 席，並將
組成魁省自 1878 年來的首次少數黨政府；主張獨立的魁北克人黨僅獲
得 38 個議席。
加拿大輿論認為，傾向於保守政策的民主行動黨此次的大勝，改
變了魁省一直以來的兩黨政治體制，而魁省的主要議題也將從魁省獨
立與否問題轉向魁省的民生問題。 165由此看來，哈珀的「國中國」理
論，成功讓魁北克獨立的問題獲得降溫的機制，而且也似乎為長久以
立的獨立問題找到一個左右兩派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這種完全
跳脫意識形態及法律框架，用以解決內部差異性及化解追求獨立主權
分裂主義的政治手段，充分顯示高度成熟的政治操作亦可能成為解決
國家統獨爭議的另一光明大道，殊值得台灣借鏡。

165

大紀元，標題：加總理哈珀：魁省選舉結果是好消息，連結網址：
h p: //w
ww. epocht im
e s. com/ b5/ 7/ 3/ 28/ n1660128. h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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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台灣國家定位與主權爭議

台灣國家定位與主權爭議（有稱台灣海峽兩岸問題、兩岸關係、台
海問題、統獨爭議、國家定位、一個中國、大陸政策）
，不僅是中華民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之法統問題，更包括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對
抗、以及美國、日本等世界列強在亞太地區利益與戰略佈局等因素，
而形成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難題。台灣在國際政治地位之爭議，簡言
之，即在海峽兩岸處於對立與分治之現實狀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聲稱「台灣地區」166主權為其所有，而我國政府是否應繼續堅持「中
華民國在台灣」為主權國家，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或是維持現
狀，亦或者成為一個真正主權獨立之國家。以上任一結果，均牽涉著
台灣主權問題之爭議。
關於台灣主權歸屬之法律爭論，一方面因為 1949 年國共內戰之結
果，同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戰敗
之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台灣，但其仍聲稱中華民國之統治權及
於大陸地區，衍生國際政治上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何者有中國
代表權之爭；另一方面，二次大戰後，日本直到 1952 年簽訂舊金山合
約時，才正式放棄對台灣的領土主權，1950 年美國杜魯門總統宣稱所
謂「台灣地位未定論」之論點，激起海內外學者研究於台灣主權之相
關條約的解釋與適用。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復原時期、冷戰時期、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蘇聯解體、近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地位崛
起之客觀變化，國際政治中多數國家從承認中華民國轉向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權從未及於台灣地區之現實從未改
變；而台灣內部則經歷了 1970 年代經濟飛躍成長，與 1990 年代政治

166

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管轄之領土，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以及
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和中洲島，以下合稱「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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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在兩岸開放交流後，人民認識到彼此民族意識、歷史情結、
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等差異、隔閡乃至仇視，所謂「文化、歷史與地
理的一個中國」之論調與現實根本不符，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
不放棄以訴諸武力之方式解決「一個中國」問題，造成台灣人民強烈
的不安全感。此種結果，絕大因素來自於國家定位模糊與伴隨之政治、
社會，及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為確定兩岸未來發展之基礎，台灣的
本土化運動、去中國化運動、獨立運動蓬勃興起，蔚成主流意識。
2000 年中華民國完成歷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由民主進步黨（下
稱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後，台灣島內泛藍及泛綠陣營不時以統獨挑起
對抗意識，引發國內外學者人士對台灣之主權歸屬及國家定位之激
辯，衍生台灣人心困惑不安，兩岸關係在政治、經濟與外交發面的發
展瓶頸仍無法突破。故為釐清台灣主權之歷史定位，尋找國家認同之
法律基礎，並追求台灣人民之未來，本章以下先彙整分析歷史上關於
台灣主權之國際條約，整理學者對於台灣定位與國際法之觀點與論
辯，並以此探討台灣在國際法上之地位與關係。

第一節 台灣主權理論之發展與變遷
第一項

分裂國家主權之論述型態167

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共產黨政權興起，自 1950 年代以來越南、
韓國、德國和中國陸續成為分裂國家之狀態，成為當時國際法及國際
政治之主要研究對象。關於分裂國家之類型，尚未有普遍定論，學理
上有「一個國家內部並存著兩個對立政府」、「一個國家分裂為兩個國
家」、「一個民族內部成立兩個國家」等類型，重點在於分裂後之兩國
167

丁怡銘，美國台海政策對台灣主權論述之影響，(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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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兩個政府競相主張自己為正式且唯一之政府。若從國際社會之實態
思考分裂國家的一般性概念，可歸納出以下幾點：1.原本應以一個國家
型態獨立乃至統一的地域，基於某些理由，演變成存在兩個國家或團
體的分裂狀態；2.兩者互相主張己方權利的正當性，否定對方的存在；
3.幾乎所有分裂國家的雙方，其政治體制乃至意識型態皆互異；4.雙方
皆以將來要統一對方為基本政策。168
當代國際法原理看待領土變遷歸屬問題時，係以下列三原則為準：
1.時空性原則（Doctrine of Interemporal Law）169：以台灣問題為例，
1895 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與日本是否有效，原本應以一百多年前
的國際法原則解釋，但因對於領土歸屬紛爭一直未加解決，時至今日，
應適用今日的國際法原則紛爭，而不能適用一百年前的國際法；2.國際
解決領土爭端不使用武力原則：已如前述，此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聯
合國憲章》所揭示最重要的原則；今日各國面對領土歸屬爭端時，應
以和平方式解決；3.人民自主原則：二次世界大戰前，當時國際法承認
以武力征服某地取得領土，但時至今日，當代國際法認為，領土歸屬
牽涉到住民的基本人權與生存福祉，必須依據住民的自由意志決定，
此即人民自決之真諦，國際法院在西沙哈拉諮詢意見中，特別強調此
一原則。170
就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存在現況而言，2 千多萬的人口、實際統
治台澎金馬等地區的領土（儘管 1949 年以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未明定固有疆域的改變，但就國際法而言，國家領土不論在某種程度

168

169

170

整理自許慶雄、李明峻合著，現代國際法，(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5 月) 。頁
395-396。
時空性原則（Doctrine or Principle of Interemporal Law，亦稱 international interemporal law）
不僅適用於領土變遷之歸屬問題，亦為習慣法普遍適用的原則，參見 T. O. Elias，“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r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74，No. 2 (Apr. 1980)，
p.285.
陳隆志，”台灣的國際法地位”，全國律師（台北），第 3 卷第 12 期，1999 年 12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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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增加或減少，都不會在國際社會中改變對該國家的認定）
、有效運
作的政府及具有對外能力，均已足認為國際法上之主權國家。 171雖然
國號或承認（Recognition）不是國際法上主權國家的構成要件之一，
但因為兩岸各自宣稱「一個中國」原則，台灣人民五十多年來在政治、
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獨特的展與成就，竟僅因承襲「中華民國」國號
而被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文否認為一主權國家，實殊難想像。
第二項

「一個中國」原則之爭議172

「一個中國」原則係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
個中國」之主張，原為兩岸政府有關「台灣主權歸屬問題」之共同主
張。在 1990 年代以前，兩岸進行長期外交對抗與軍事對峙，各自爭奪
「中國代表權」
，反對雙方政府為國際承認，要求他國必須選擇一方代
表中國並建立外交關係，但是雙方都接受「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份」
，也均反對「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等主張，不同的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
府」
，而台灣方面則堅持一個中國指中華民國，並自居為台灣與大陸（包
括外蒙古、唐努烏梁海、江心坡等地區）在內「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
1950 年代當時，中華民國只能藉助國際社會反共之浪潮，在國際
社會中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70 年代後，基於大陸與台灣
「量」之大小差距之國際政治現實等因素，加上 1971 年美國政策轉向，
試圖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抵制蘇聯，同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第 2758 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
唯一合法代表」
，中國代表權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此
171

172

黃鴻博，”一個中國定義與兩岸關係之辯證發展探討”，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 28 卷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52。
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編輯小組編，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
，
（台北：國史館，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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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華民國遭受一連串斷交挫折。 173但同時，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未
曾統治過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另有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之國際政治
現實，各主要大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台主權、宣稱「台灣是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或
一省）」採取保留立場，外交文件中大多使用模糊字眼帶過，例如加拿
大、義大利使用「注意到」、美國用「認識到」、日本用「充分理解及
尊重」等詞彙。174
在 1987 年以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強調「漢賊不兩立」
，1978 年
之後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之「三不原則」
，與不通航、不通商、
不通郵之「三不政策」
，顯示中華民國政府拒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有任何足以構成非正式承認的接觸，當時執政之國民黨堅持「一個中
國」政策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之法統，但兩蔣時期（蔣中正
與蔣經國主政時期）的「一個中國」原則僅涉及「中國代表權問題」
，
並不涉及「台灣主權歸屬問題」。1987 年 7 月 15 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
長達 39 年之戒嚴令，前總統李登輝主政後，1990 年成立「國家統一委
員會」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
「一個中國」
目前世界有 163 國（包括主要大國）以及聯合國為首的主要國際組織，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並與中華民國建交者僅有中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 24 個小
型與迷你型國家：大洋洲 6 國（帛琉共和國 Republic of Palau、吐瓦魯 Tuvalu、馬紹爾群島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吉里巴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Kiribati、諾魯 Republic of Nauru）
、中南美洲 12 國（哥斯大黎加共和國 Republic of Costa
Rica、瓜地馬拉共和國 Republic of Guatemala、巴拉圭共和國 Republic of Paraguay、聖文森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貝里斯 Belize、薩爾瓦多共和國 Republic of El Salvador、海
地共和國 Republic of Haiti、尼加拉瓜共和國 Republic of Nicaragua、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宏都拉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Honduras、巴拿馬共和國 Republic of
Panama、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非洲 5 國（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馬拉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awi、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史瓦濟蘭王國 Kingdom of Swaziland、甘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Gambia）以及歐洲 1 國（教廷 The Holy See）。參見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網站：
h p: //w
ww. m
o f a. gov. tw
/ w
e bapp/ ct .asp? xI tem= 11624&Ct No de =1143&mp = 1 （瀏覽日期
2007.4.5）
。
174 日本表示，在二次大戰後的《舊金山合約》中，已完全放棄對台灣澎湖主權，
「充分理解和尊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主權，並不添加日本任何新義務。見 Gene T. Hsiao，“The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t：A Relationship of Ambivalence”The China Quarterly，
（February，1974） ，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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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內容開始變化，轉變成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強調兩岸
處於分裂分治之狀態。 175同時，有鑑於現實上邦交國逐漸減少，中華
民國政府遂推行「務實外交」
，參與 APEC、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ﬀs and Tr ade ，GATT）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176以及推動參與聯合國，均只強調中華民國參
與國際組織之正當性，未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代表中國參與此等
國際組織。 177但對於一個中國原則所隱含「台灣去主權化」的「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份」主張，台灣內部開始出現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未有
的「一國兩區」
（1990 年）
、
「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
（1991 年）
、
「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
（1993 年）
、
「一個分治的中國」
（1997 年）
、
「特殊兩國論」
（1999 年）
、178「一邊一國」
（2002 年）
、
「台
灣獨立」等聲音。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自 1949 年起至 1992 年，其對於兩岸
問題解決方式，從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歷經三階段改變，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國際外交上的一個中國原則，仍堅持「世
175

176

177

178

童振源、陳碩廷，”九二共識的形成、實踐與瓦解”，展望與探索（台北），第 2 卷第 12 期，
2004 年 12 月，頁 35。
我國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以
「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
（Customs Territory of TPKM）」
名稱向 GATT 提出入會申請，1992 年 9 月 29 日被授與觀察員之身分；2001 年完成各項雙邊與
多邊入會經貿諮商，同年 9 月 18 日完成入會相關文件之採認工作；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於 1982 年 9 月申請，同年 11 月被授與 GATT 特別
觀察員資格；1987 年 3 月 4 日 GATT 理事會通過成立入會審查工作小組；在 WTO 成立過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表示希望能成為 WTO 創始成員，但未獲同意；1995 年 7 月 1 日 WTO 總
理事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觀察員的身分，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正式成為 WTO 第 143 個會
員。
從海峽兩岸加入 GATT/WTO 過程，可窺探兩岸政府對於名分秩序的堅持與敏感性。例如，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允許台灣以「中華民國」為申請入會的會籍名稱，且企圖以「一個中國」原則
作為讓台灣加入 WTO 的條件，並堅持「先中後台」的入會時間次序，用以暗示台灣的國際地
位次於中共，甚至強調中國主權及於台灣。參見張啟雄，”台海兩岸加入 GATT/WTO 的政治
紛爭—從「名分秩序」論「加盟模式」的建構”，興大歷史學報（台北），第 15 期，2004 年
10 月，頁 61-62。
1999 年 7 月 9 日，中華民國第 9 任李登輝組統在總統府接受「德國之聲」等記者專訪，當記者
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視台灣為中國叛離的一省時，李登輝總統表示：「1991 年修憲以來，已將
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引起國際震撼與中國的激烈反應。
參見裘兆琳主編，1998-2000 中美關係專題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 年) 。頁 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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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
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79，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央政府，
將台灣政府視為一個地方政權；在兩岸關係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堅
持海峽兩岸政府都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對於近
年來台灣方面的兩國論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應是「雙方應共同努
力，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堅持兩岸問題最終解
決只有「統一」之選項。綜上，自 1949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
中國原則並無太大改變，仍認定兩岸處於內戰分裂狀態，但中華民國
政府之態度從戡亂轉變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存在，中華民國與
世界列強（例如美國）已有各自定義之「一個中國」政策。180

第二節 台灣主權之歷史回顧
若從歷史時間上分析台灣之主權隸屬問題，傳統係以所謂大中國
或中華民族為本位， 181帶有特定族群歷史觀，未兼顧台灣多元族群的
歷史經驗。事實上，從歷史與種族來看，兩千年前來到台灣的移民屬
於南島族系（Austronesian）的波多—馬來亞人（Proto-Malay），直
到 17 世紀末中國清朝才有大批福建閩南住民渡台開墾，雖然中國清朝
179
180

181

童振源、陳碩廷，九二共識的形成、實踐與瓦解，頁 36。
謝敏捷，”唯一選項或民主選擇台北、北京、華府關係於兩岸關係前景的爭議”，中國大陸研
究（台北），第 44 卷第 9 期，2001 年 9 月，頁 28-29。
西元 13 世紀時，元朝曾設立澎湖寨巡檢司，將澎湖納入中國版圖，明朝也曾兩次重設澎湖巡檢
司以治理澎湖，但隨後都因閉鎖及海禁政策而撤銷，但均未對於台灣本島有過統治。17 世紀時，
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曾先後短暫地佔領過台灣本島部分地區，主要集中在現今台南附近。1662 年
2 月 3 日明朝將領鄭成功戰勝荷蘭人，將台灣作為對抗清朝和恢復明朝之基地，但清朝政府由
施琅攻佔澎湖與台灣，於 1683 年使鄭氏政權歸降，將台灣全島及包括釣魚台列島等附屬島嶼
首次納入中國版圖，但清朝真正對台灣行使管轄權是在 1887 年到 1895 年間對台灣正式設省統
治，且清朝雖然併吞台灣，然而並不把台灣視同其正規領土，而另眼看待台灣，其採所謂「封
山禁海」政策，將高山族視為化外之民而加以圍堵，於臨山之處廣設「隘寮」，困高山族於山
區；又從 1684 年起有上百年的時間採嚴格的海禁政策，使漢人之欲移民來台者受到極大之限
制，一直要到 1875 年以後才真正開放移民。參照：黃炎東，”台灣主權歸屬問題之研究－從
歷史與法理層面分析”，通識教育教學及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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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 世紀在台設省統治，但其並未嚴密控制，況且自 1985 年中國清
朝將台灣割讓與日本至今以來，台灣地區已經脫離中國統治超過百
年，台灣地區已發展出獨特的主體性，中國的統治先例與台灣的種族
因素對於中國領土主權是否及於台灣地區僅為薄弱依據。182
為此，本研究採學者王泰升之見解183，以現今台灣共同生活體（台
灣社會）地理空間為範圍，從台灣住民為主體出發，將主權歷史演進
分為以下七個時期：1.原住民自治時期、2.荷（蘭）西（班牙）統治時
期（1624〜1662 年）、3.鄭氏王朝統治時期（1662〜1683 年）、4.清朝
中國統治時期（1683〜1895 年）
、5.日本帝國統治時期（日治時期，1895
〜1945 年）
、6.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時期（國治時期，1946〜2000 年）、
7.政黨輪替—民進黨統治時期184（2000 年 5 月 20 日〜至今）
。但前五
個時期之統治權與台灣社會關係甚遠，例如鄭氏王朝和台灣民主國均
以中國政權（分別明朝和清朝）為號召，與現代主權理論與國家地位
相去甚遠，故以下將從第 5 時期與第 6 時期之交接階段—日本因戰敗
而將台灣統治權回歸「中國」—論述台灣主權之歷史發展。
第一項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前（1894〜1949 年）

1894 年 7 月 25 日，中國清朝與日本帝國為爭奪朝鮮半島之利益而
爆發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後，1895 年 4 月 7 日清朝代表李鴻章於日本
山口縣下關市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Treaty of Shimonoseki，日本稱為「下關
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將「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

182
183
184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 。頁 10。
王泰升，”台灣歷史上的主權問題”，月旦法學（台北），第 9 期，1996 年 1 月，頁 4-13。
原本台灣地區僅由國民黨一黨執政，學者王泰升稱為「國治時期」，而 2000 年政黨輪替使國民
黨執政告一段落，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頁
13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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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永久割讓給日本。185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宣佈退位後，中國主權及政權就由中華民國所繼承。1941 年 12 月 9
日，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時，於「宣戰書」中昭告世界「一律廢止
此前中日間的一切條約」。186
1943 年 12 月 1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
中正、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埃及首都開羅發表新聞公
報—《開羅宣言》
（Cairo Statement）
，明訂：
「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
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
島嶼，及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滿洲、台灣（Formosa）及澎
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
」
。187
1945 年 7 月 26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美國總統杜魯
門、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德國波茨坦發表《波茨坦宣言》（Potsdam
Proclamation by Heads of Government,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第八點中明白表示：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
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
其他小島之內。」188為日本投降的必須條件之一；同年 8 月 15 日，日
本昭和天皇於東京發表「終戰詔書」亦清楚表示：
「朕已飭令帝國政府
通告美、英、支（中華民國）
、蘇四國，願受諾其共同宣言。」同年 9
馬關條約第 2 條關於台灣之部分條文：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
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略）二、割讓台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 三、割讓
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十三度至十四度間的各島
嶼。」
186 但片面廢止涉及領土主權之國際條約，是被國際法所禁止，依國際法學者 L.Oppenheim 所言
「為了建立一種永久情勢狀態而締結的政治性或其他條約，是不能在戰爭爆發時，被一方（ipso
facto）宣告無效。」同時期的英國學者多表贊同，參照：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2。
187 《開羅宣言》
（Cairo Statement）原文：
「It is their purpose that Japan shall be stripped of all the
islands in the Paciﬁc w
h i ch she has sei zed or occupi ed si nc e the begi nni ng of the ﬁrst W
or l d
War in 1914, and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188 《波茨坦宣言》第 8 條原文：
「The terms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and
Japanese sovereignty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islands of Honshu, Hokkaido, Kyushu, Shikoku
and such minor islands as we determine.」
185

100

月 2 日，日本與美國、中華民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
法國、荷蘭、紐西蘭十國於東京灣簽署正式《降伏文書》
，降伏文書第
一點明白指出「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
令並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領於 1945 年 7 月 26 日
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加入之公告
所列舉之條款。中美英蘇四國在此文件中將被稱為盟邦」 189，同日盟
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當中第一道命令的（a）即
指示「在中國（滿洲除外）
，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越南境內之
日本高級將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190
同年 9 月 9 日，由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何應欽上將在南京
市與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上將一同簽署「向中國戰區投降降
書」
，第一點指示「根據日本帝國政府，日本帝國大本營向聯合國最高
統帥之降書，及聯合國最高統帥對日本帝國所下之第一號命令，茲對
中國戰區內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台灣以及越南
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本陸、海、空軍，頒佈本命令。」第二點乙
項指示「在中國境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台灣以及越南
北緯十六度以北之地區，所有一切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
本委員長無條件投降。凡此投降之日本部隊悉受本委員長之制，其行
動須受本委員長或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之指揮；且祇
能服從本委員或何應欽上將所直接頒發或核准之命令及告諭，或日本
軍官遵照本委員長或何應欽上將訓令而發之命令。」同年 10 月 25 日，
189

190

《降伏文書》第 1 條原文：
「We, acting by command of and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hereby accept
the provisions set forth in the declaration issued by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on 26 July 1945 at Potsdam, and subsequently
adhered to by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which four powers are herea er
referred to as the Allied Powers.」
「一般命令」第一號 a.原文：
「a. The senior Japanese commanders and all ground, sea, air and
auxiliary forces within China (excluding Manchuria), Formosa and French Indo-China north
of 16 north latitude shall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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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區台灣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由行政長
官陳儀代表蔣介石委員長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陳儀在會場
上宣佈：
「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華民國版圖」
。
1946 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就二戰後統一、民主之中國的
談判破裂，國共內戰再度爆發，最後由共軍取得勝利，並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同年 12 月 7 日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正式遷往台北市，兩岸自此進入對立與分治狀態。
第二項

中華民國在台灣（1950〜迄今）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台至 1960 年間，兩岸關係維持高度緊張局
面，在政治上雙方互不承認對方之存在及合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認
為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中華民國則將大陸地區視為叛亂團體所竊占的
淪陷地區。雙方均自居為中國法統的繼承者，在國際上爭奪中國唯一
合法政府之代表權，並誓言以軍事武力收復或解放對方。
斯時國際政治上多半不願干涉中國內政，例如美國不否認中華民
國對於台灣行使主權之正當性，卻意圖採取袖手不管政策，直到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於同年 6 月 27 日發布「台灣中立化宣
言」
，以美國為中心而將台灣歸屬問題暫時以「未解決」之方式予以宣
示，指出「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台灣是對太平洋地域的安全及在同地
域從事合法活動之美軍的直接威脅。因此，美國政府下令第七艦隊於
台灣遭受任何攻擊時防衛台灣，並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對中國本土的海
空作戰。」以及「關於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則留待太平洋地區安全
保障恢復後，與日本和平處理，或由聯合國討論再做決定。」此即「台
灣法律地位未定論」之由來。191杜魯門總統更指示於 1951 年對日和平
191

許慶雄、李明峻合著，現代國際法，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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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時，實現將台灣「中立化」之決策，使日本僅僅放棄對台灣的主
權，卻不指定接收國，企圖一年內由美國、英國、蘇聯、及中華民國
四國代表所有簽約國來決定台灣的主權歸屬；如果四方不能在一年內
達成協定，將把台灣問題送交聯合國裁決（當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安
理會之常任理事國）。
1951 年 9 月 8 日，日本與 48 個國家簽訂舊金山和約而取回自身主
權時就於第二條乙項同意「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
權利名義及要求。」故多數論者認為，日本對台灣之主權直到此時才
正式終結。但舊金山和約簽訂時，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均未獲邀參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當時都宣稱自
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而當時世界列強中，美國與日本則是承認
中華民國，英國與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未獲邀請一
事提出了抗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舊金山和約違背了盟國於 1942
年 1 月 1 日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中「不與敵人個別媾和」的限制條款，
因而不是全面合法的對日和平條約。隨後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
山和約生效前幾個小時，中華民國與日本終於在台北簽訂《中日和平
條約》
，但由於中華民國亟需通過和約鞏固其中國合法代表的地位，在
談判中處於極度劣勢，未從條約得到任何實際利益；條約沒有超出舊
金山和約的範圍，仍然只於第二條條文中載明「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
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
（以下簡稱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
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不過，
中日和平條約第四條也規定「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
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
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這當然就包括當初割讓台灣的馬關
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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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之主張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時，就一直認為中華民
國作為「舊中國」已經滅亡並被「新中國」替代，而台灣作為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不可爭議之領土，中華人
民共和國從未放棄在必要時以武力攻取台灣，以解決「一個中國」問
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眼中，台灣問題雖非攸關中國大陸的生死，
卻可能直接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賴以專政的意識形態—「主權完整」
與「民族主義」，故在因應中華民國台灣當局突破原有關係的嘗試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單方面進行了一些改變兩岸關係現狀的嘗試，其中
較具代表性的包括 1995 年與 1996 年的「文攻」與「武嚇」
、以及 2000
年初所發表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增列台灣長期
拖延談判為中共對台動武的條件之一。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相同地
嘗到國際間，尤其美、日等國的強烈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單方面與
改變兩岸關係現狀的努力，同樣地在得不償失的情況下無疾而終。192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基本上認為，只要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不承
認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與自主」
，台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是一個主
權國家」為理由成為國際社會的當然成員，故其在國際社會上打壓與
圍堵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社會。上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國家地
位的官方說法，若詳述與 1993 年 8 月 31 日所公布的「台灣問題與中
國統一」白皮書，及 2000 年 2 月 21 日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
白皮書兩份主要對台文件中，第二份白皮書更對中華民國作出「結果
歷史地位」的表述，但這種表述卻產生相當大的矛盾，因為其永遠無

192

耿慶武，”「一個中國」兩難的「雙贏」解決方案”，遠景季刊（台北）
，第 2 卷第 4 期，2001
年 10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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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釋自 1949 年之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為止的二十二年間，
中華民國到底以何種地位存在？193
雖然，面對兩岸及國際政治等主客觀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近年來分別針對兩岸統一提出較緩和的說法，例如 1999 年 4 月海協會
會長汪道涵提出八十六字的說明：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
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2000 年 5 月，錢其琛
進一步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
國的主權、領土是不容分裂的」
，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改成「大
陸與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
，指出「兩岸對等，也沒有誰大誰小，也不
存在誰吃掉誰的問題」，且強調係「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是「內
涵」
，原則不能動，內涵可以再談，甚至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也可以談。
而且在處理兩岸關係時，不提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
自 1990 年代起台灣地區進行一連串民主化與憲政改革，中華人民
共和國唯恐台獨勢力興起，近十年來不時以文攻武嚇，企圖影響台灣
民主選舉，例如 1996 年台灣進行首次總統直選，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
軍第二炮兵部隊卻對台灣試射飛彈，造成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使兩
岸關係跌入冰點。2000 年台灣第二任總統民選前夕，因民進黨勝選呼
聲甚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公開痛批「誰要是搞台灣
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激起台灣人民積極參與投票表達自主決心，
結果由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勝出，和平完成歷史上第一次政
黨論替。2004 年陳水扁先生順利連任總統，但同年 5 月 17 日中華人民

193

194

戴東清，”一個中國內外有別對台灣之適用性的探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6
期，2001 年 6 月，頁 42-43。
謝敏傑，唯一選項民主選擇—台北、北京、華府關於兩岸關係前景的爭議，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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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以下簡稱中台辦）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以下簡稱國台辦）授權就當年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俗稱 517
聲明）
，嚴厲指責陳總統公然提出「制憲」走向台獨的時間表，並要求
台灣執政者應承認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摒棄台獨主張，否則「中
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陰謀」
，企圖影響陳
總統就職演說。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反分裂國家法」
，再次重申以武力併吞台灣的政策，引發台灣各地民
眾超過 100 萬人參與「326 護台灣大遊行」
，藉以表達對中國威脅兩岸
安全的強烈抗議與不滿。

第四節 中華民國對台灣主權之主張
於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主權之論述與轉
折，與國民黨（及後來的泛藍政黨）及民進黨（及後來的泛綠政黨）
之發展與執政（2000 年 5 月 20 日起之第一次政黨輪替）息息相關。泛
藍政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及泛綠政黨（民主進步黨、台
灣團結聯盟及台灣建國黨）兩派之共同主張，均為台灣不應接受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但關於對於「中國」之定義以及台灣未來之方向
存在極大差異。泛藍政黨反對台灣獨立，願意在台灣人民認可下接受
「一中原則」
，但其仍堅持所謂中國政權法統，認為一個「中國」應為
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泛綠政黨則主張舊金山和約方具有法
律效力，主張台灣擁有國際法上主權國家的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應
尊重現狀和台灣人民的決定，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台灣的主權國家，
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沒有管轄權。其
中民主進步黨於 1999 年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依此作為民主進步
黨於解決兩岸問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 195以下分析係以政黨為主體出
195

同時，海外的台灣人士中有組成世界台灣人大會者，認為有需要「去中國化」
（主要是針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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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兼以 2000 年 3 月第一次政黨輪替為時間切割點，分別整理國民黨
及民進黨之主張：196
第一項

國民黨執政時期（1949 年〜2000 年初）
：

一、兩蔣總統時代
蔣中正總統時代時，其主張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有權
對中國大陸地區（包括外蒙古地區）及台灣地區及行使主權，將大陸
地區劃為淪陷地區，台灣地區則稱為自由地區及復興基地，並以「反
攻大陸，光復國土，拯救大陸同胞」作為國策目摽。至蔣經國總統時
代時，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代替「反攻大陸」
。並對中共政權採
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
。
二、李登輝總統時代
蔣經國總統去世後，李登輝先生接任總統，在 1991 年之前仍維持
蔣氏的政策，之後則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改替為「自由民主統一
中國」
。而在 1991 年，台灣政府在亞洲銀行的年會上，這個國際場合，
首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並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現階
段統治中國大陸地區的合法政府（一國兩府）
，並於 1991 年 2 月 23 日
發表「國家統一綱領」
。惟往後，台灣政府鑑於兩岸政治制度及兩地人
民生活水準皆存在極大差異、觀點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尊重，遂對中
國的統一不再一廂情願。李登輝總統也同時進一步推行蔣經國晚年所
制定的台灣本土化政策，並且開始強調台灣的主體性。
首先，在中華民國法理定位的變更方面，李登輝總統運用多元的
表達管道，悄悄改變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以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196

的憲法以及不適於台灣的部份）
，將過去容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不清的地方修正，使人民
了解台灣與中國是有所區別的。
林德宇，
《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7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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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11 月，台灣推派江丙坤擔任西雅圖 APEC 會議台灣代表。會
中，江丙坤提出「以一個中國為指向性的階段性兩個中國」主張，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主張抗衡，但這項宣言因為受制於國
內外龐大的壓力，沒有進一步宣揚這項主張。但是李登輝總統則巧妙
地以不同的表述方式詮釋兩岸的新定位關係。1994 年 4 月 14 日，李總
統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表示，現階段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大陸」並存。197之後，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在
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首次提出「兩國論」
，表示「台灣和中
國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惟該觀點導致中華人
民共和國方面的激烈反應。
在外交方面。1993 年至 2000 年李登輝總統雖集國內外精英，推動
「新加坡辜汪會談」
、
「中華民國在台灣」
、
「務實外交」
（元首外交，加
入聯合，私人訪美等），乃至 1999 年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等，均
係試圖單方面突破兩岸在政治外交上不平等與僵持關係，但除了在經
貿上有所斬獲外，正式邦交國反而減少（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及南韓
等中型國家棄台灣而去），更因「特殊兩國論」的提出，使得以美英法
等主要西方國家自 1999 年開始首度公開地反對台灣進入聯合國的提
案。李登輝總統試圖單方面突破兩岸關係現狀的努力，經過一段迂迴
的道路，又回到原地—兩岸政治地位爭議的僵持。198
第二項

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 年〜2007 年 4 月）

民進黨在野時期，歷經多次黨網修正於決議文，對台灣的未來，
從開放選項的「住民自決」
，逐漸改為惟一選項的「台灣獨立」
。但「台
獨黨綱」因內有台灣內部安定及難以擴大群眾基礎，不利於執政之取
197

198

童振源、陳碩廷，九二共識的形成、實踐與瓦解，參照：
h p: //w
ww3 . nc cu. edu. tw
/ ~ct ung/ Do cume nt s/ W
- A- d- 25. doc 。
耿慶武，
（
「一個中國」兩難的「雙贏」解決方案）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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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外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動武及美國政治壓力的考慮，故民進
黨改以較模糊的方式解釋「台灣黨綱」，淡化建立台灣共和國的訴求。
1998 年美國「新三不」政策出爐後，民進黨聲明「台灣為一已經獨立
的國家，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都必須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
投方式加以認可。」1999 年 5 月民進黨全代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
199

，聲明「台灣，固然以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互不隸屬。」上述兩聲明，顯示民進黨的改變，以往認為台灣不是
一個獨立的國家，現在認為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以往認為公民投票是
需建立台灣共和國，是屬進攻型的公投，現在則是改變現狀才要公投，
屬於防禦型的公投。以往否定中華民國現狀，現在則承認中華民國現
狀。
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總統首次於就職演說中，提出：只要中共
無意對台灣動武，保證在其任期內不宣布獨立、不改國號、兩國論不
入憲、不進行統獨公投、不廢除國統會等五不。隨後謝長廷主席提出
「不排除統一」，與陳水扁總統提出「統一並非唯一選項」等，顯示民
進黨重回「住民自決」的開放選項與民主選擇。在台灣，除了現狀與
統一外，曾被提及的選項包括國協、邦聯、聯邦、先邦聯再統一、聯
合體、歐盟模式、多體制國家等模式，惟均屬討論階段，台灣內部尚
無一致的共識。
當民進黨自唯一選項「獨立」
，走向開放選項與民主選擇時，也不
願意走入另一唯一選項「統一」
。此可以從民進黨執政後，開始從 1992
年香港會談的國民黨結論「一中各表」撤退窺知，對此「九二共識」
，
國民黨的共識是「一中各表」，強調「各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認為
是「一中一表」
，並閃避「各表」
。民進黨因而認為無「九二共識」
，當

199

有關「台灣前途決議文」全文內容，可參民主進步黨網站：h p: //w
ww. dpp. or g. t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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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雙方只有共同創立了交流對話，擱置爭議的「九二精神」
。前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主委蔡英文指「精神」只是單方面的解釋、註腳；
「共識」
則是必須經過雙方同意的意見。兩岸在九二會談過程中，雙方從未坐
下來說：
「這是共識」
。此外，民進黨也閃避「國統綱領」
，蔡英文指「國
統綱領」仍是存在的，它是一項重要的指導文件， 但不是兩岸未來的
政策，它是今後大陸政策的考量因素，但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基此，
陳水扁總統並未就任國統會主任委員。
綜而言之，民進黨長期以來之政黨主張，即是以台灣獨立為目標，
而 2000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第二任民選總統時，於初期為
兩岸關係及因應國際相關壓力所提出包括前述之五不等主張，提出對
台灣主權之看法皆較為緩和。惟日後之主張，包括：200
1.2002 年 8 月，陳水扁總統在對日本世界台灣人大會發表演說時，提
出「台灣應該走自己的路」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
，
並承諾將推動公投，由人民自主決定台灣命運。
2.2007 年 3 月 4 日，陳水扁總統出席「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25 週年慶祝晚宴致詞時提出「四要一沒有」的訴求與主張，第一、
「台
灣要獨立」
，第二、
「台灣要正名」
，第三、
「台灣要新憲」
，第四、
「台
灣要發展」，第五、「台灣沒有左右的問題」
3.2007 年 5 月 29 日，陳水扁總統與華府「全國記者俱樂部」進行視訊
會談致詞時表示，一個國家「主權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的台灣。
以上主張，似乎代表著民進黨及陳水扁總統認為台灣係一主權獨
立國家之看法，並從未改變。

200

有關陳水扁總統相關言論主張，可參照總統府網站中之總統「演講與祝詞」部分：
h p: //w
ww. pr esi de nt .gov. tw
/ 1_pr esi de nt /layer2. ht m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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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從國際法觀點看國際協定201之適用與解釋
自 1895 年清朝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日本成為台灣地區之統治國
至 1949 年時被中華民國政府取代為止，但直到 1952 年舊金山合約，
日本才正式放棄對台灣地區之領土主權，且主權的繼承者並未在該合
約指明，加上 1950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台灣地位需留待與日本簽訂
和平協定或聯合國決定（台灣地位未定論）
，至今聯合國對於台灣戰後
法律地位仍未作出明文決議，導致台灣之法律地位及國家歸屬仍有爭
議。
如前所述，台灣在國際法上是否屬於獨立之「主權國家」
，攸關台
灣是否得對世界其他各國家主張國內法效力（例如：提起訴訟之權利、
主權豁免、法令文件之效力）
、參與國際組織與簽訂條約，以及國際條
約與協定是否對台灣產生效力。本章前四節係從歷史演變、事實上控
制領土、兩岸各自聲明觀察台灣之主權歸屬，以下將從自國際法規範
基礎出發，檢驗自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涉及台灣地區主權之相
關條約，諸如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舊金山合約、中日和平合約之解
釋與適用，探究與釐清台灣現今之國際法律地位。
第一項

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效力

在 1943 年的開羅宣言中（the Cairo Declaration）
，三位與會國元
首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中國所有被日本竊據的領土，諸如滿洲、台
灣、澎湖，都必須歸還給中華民國；1945 年的波茨坦宣言（The Potsdam
Proclamation）則確定了開羅宣言中這些條項的實現。
就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在國際法上是否具有效性，國際學者奧
201

韓廷勳，從國際條約論臺灣的國家定位，（台灣基隆：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年）
，頁 10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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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漢認為國家間的任何宣言所產生之權利和義務係依據使用於宣言中
文句的精確度而決定其寬廣的範圍。僅僅是一個政策或原則的普通聲
明，在嚴格的解釋上，是不能視為有負擔義務的意願。就另一方面而
言，以會議文件的形式而由各國元首或政府所簽署的政治性宣言和已
經達成的具體協定應該可以視為在相關國家間具備法律上的拘束力
202

。
依此，開羅宣言只係開羅會議文件之成文形式而建構成官方共同

政治性宣言，並在此三個與會國間，是可以被視為具法律拘束力。然
而，開羅宣言並未被其他國家所認可，亦即應非具有法律上之拘束力，
而係一個普通的未來「意圖聲明」
，並無處分之效果。法學家勞德派特
（E. Lauterpacht）便堅持認為開羅宣言並非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而表達
的。203
在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的投降文件中（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中的規定。然而，再次確認開羅
宣言的波茨坦宣言，對於台澎主權的轉讓並未設定期日；同時，也沒
有明確的條款提到此轉讓的任何事項。因此，同盟國便否認了波茨坦
宣言的拘束力，即當日本正式接受此國際協定時，台澎主權便自動歸
還給中國。歐康耐爾（D.P. O’Connell）便認為「要視波茨坦宣言並非和
其他的政策性聲明一樣是有其因難所在。雖然它是具成文形式的記錄
文件，但它並沒有以法律形式而草擬，而且它曖昧不明確的地方似乎
便在排除法律責任的發生。」故而，在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的國際
文件中，台灣、澎湖回歸中國當難稱已具法律效力。204
因此，我國學者可認為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對台灣、澎湖主權
202
203
204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3-14。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5。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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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之觀點，並未具有任何法律上之效果，而此主權
問題將等到同盟國和日本以國際協定的形式來達成。205
第二項

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之效力

日本直到 1952 年簽訂舊金山和約，才正式放棄對台灣的領土主
權。惟在 1949 年時中華民國政府即已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
接受日本的投降而佔領控制台灣與澎湖迄今。1950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
宣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留待與日本簽訂和平協定或由聯合國考
慮決定，然而聯合國至今皆未曾考量決定戰後台灣的法律地位，唯有
舊金山和約第 2 條明文有效終止日本對台灣的主權，惟此主權的繼承
者該和約並無進一步指明。
換言之，國際法將扮演主要角色，對此主權是否屬於中國的法律
檢驗，時至今日已屬刻不容緩。由於往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者所發表一個統一中國的聲明而觀，皆係奠基於「一個中國」的原
則之上。然而「一個中國」原則須要探討的主題便是：台灣是否為中
國的一部分？在舊金山和會中，由於國共雙方代表權的爭執，因此都
未受邀參加。在和約中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及領土
要求，然而並未規定由何國繼受。與會各國的共識認為：台灣的歸屬
地位暫時懸而未定，應在適當時機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來決定，也
就是依據不使用武力的原則，以及人民自決的方式來決定。此亦為美
國在華美共同防禦條約時所宣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背景。
另外，就中日和約而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43 條規定：
「由於
適用現行公約或條約的規定，不論是條約的年效終止或廢除，訂約一
方的退出，或是執行的停止，無論如何都不能減低任何國家的責任而
205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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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滿足在國際法下應受拘束的義務國。」如同在第一次世界戰後法國
即使立即取得亞爾薩斯、洛林兩省的實質佔領，但其主權的確定卻仍
須待和約簽訂後才實際地移轉，因此，之前即使中華民國派軍佔領台
灣，然而並無取得法律上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使繼受中華民國
主權，但至少在和約簽訂前，並沒有取得對台灣地區的主權。且值得
吾人注意的是，日本於 1972 年片面廢除了中日和約。

第六節 本章小結
台灣自二次大戰後，從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聯合國 2758 號決
議案、中美三項公報之明示及台灣關係法之法律分析，台灣絕對不屬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尤其自 1945 年起中華民國政府就以事實
統治台灣迄今，不但已建立自己的政府，擁有自己的軍隊、司法、貨
幣，有效的統治台澎金馬、南沙群島，並與各國建立正式或實質外交
關係。且自 1988 年至 2005 年間更歷經七次憲政改革的民主洗禮，全
面改選國會，三次總統公民直選，成功的完成政治寧靜革命與政黨輪
替，和平轉移政權，為台灣民主開創了一個新境界。
由國際條約認識台灣的過去與今天，從中國清朝末年甲午戰敗簽
訂馬關條約割讓於日本，以至二次世界大戰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及
日本投降條款中將台灣領土歸還中國之承諾，然戰後在美、英主導下
對日舊金山和約與中日條約，卻一反先前所承諾而促成明定於條文：
日本僅放棄台灣、澎湖領土的主權與名義。而未有交付於中國的文字，
因此在國際法上業已確立台灣領土屬於主權未定。既然在國際法之法
理上，相關國際條約僅認定日本放棄台灣領土主權，而未把它交給任
何國家，台灣領土主權就是未確定，在現今解決領土歸屬問題，依聯
合國第 2625 號決議案所揭示的住民自決原則：
「根據憲章所揭櫫的權
利平等及人民自決原則，人民有權力不受外來干涉，自由決定其地位
114

並追求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台灣主權當然屬於台灣現有住民，
應由台灣人民自行決定其國際地位與未來，因此無論是現實在台灣地
區的「中華民國」或以後台灣人民公投自決的「台灣共和國」
，在國際
法上均已是一個主權獨立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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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台灣獨立公民投票之探討
第一節

公民投票之制度

人民自決權理論實踐方式之ㄧ，即係透過公民投票，透過公民投
票，人民可以自由地決定政治之型態，甚或國家主權之歸屬，因此本
研究以下將就公民投票制度之相關問題作一說明。
第一項

公民投票之理論

「公民投票」，206係一簡單易懂之名詞，即就一特定區域內有選舉
權之公民，就某一特定之公共事務，透過合法的投票程序，來表達自
己之意見。
一般來說公民投票制度之由來，主要與直接民主制度有關，而直
接民主制度必溯及古希臘雅典之城邦政治，以及法國儒者盧梭之主權
在民之理論。
一、雅典的直接民主207
公民投票起源於古希臘城邦國家的直接民主制，最具代表者為雅
典所實施的政治制度。雅典實施直接民主制度，主要係透過公民 208大
會來實行。公民大會一年召開四十次以上，法定參加的人數約有 6000
206

207
208

公民投票，在定義上有兩個英文名詞：
「plebiscite」及「referendum」，
「plebiscite」在古代稱
之為「人民投票」
，但隨著時間的變遷，而傾向於使用在主權問題上。如一國或一地區之獨立、
與他國合併、分裂、領土歸屬主權、政體之重大變革等事件上。「referendum」本係用於外交
場合，但由於瑞士地方政府及美國各州以此採用為對法案的表決，遂轉變為現在對於政府提案
或是已經存在的法律交由人民來表決的一種制度用語。惟此二詞，皆可說都是直接民主的兩種
表達方式，均係由人民投票表達意見。參閱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 。頁 3-18。
另有關：
「plebiscite」及「referendum」由上而知，公民投票有著重於主權議題之意義，亦帶
有我國憲法上上複決權之意涵；再參照我國之公民投票法，亦皆含有上述兩種英文名詞所含之
意義。故本研究之所書之「公民投票」之意義，亦將含及上述兩種意義。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19。
雅典之公民總數約有 40000 多人，而公民大會法定參加的人數約有 6000 人，大多數之公民並不
會參加，而奴隸、外國人及婦女係規定不准參加。

116

人，會中可以提案、討論及修改，而公民大會通過之案子，即交由 30
歲以上公民抽籤選出並組成之五百人會議（即政府）執行。而公民大
會上，不存在任何形式或實質上更高之權力機關，國家一切的機關和
官吏，如五百人會議、陪審法庭、將軍委員會、行政官，都隸屬於公
民大會。
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實例，充分說明了希臘人對現代政治有兩大
發明：1.他們創造了「公民」這個概念，以有別於一般人民；2.他們發
明了最直接的民主。
二、盧梭主權在民理論
盧梭沿用雅典政治特徵，指出「真正的民主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一致」
。209並在其所著之「社會契約論」寫道：
主權是不能代表的，同理，它是不能被轉讓的－人民的代表不是
並且也不能是他的代表；他們僅僅是他的代理人；而且他們最終不能
決定任何事情。任何不是人民批准的法律都無效的，它根本就不是法
律。英國人民相信自己是自由的，這是極為錯誤的；只有在選舉國會
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經當選，人民就成了奴隸，一切都不復存
在了。210
由上得知，盧梭認為至高之民主即是由人民直接行使主權，且由
人民制定法律，而非由人民制定之法律皆是無效的，且若實施代議政
治，就無法表達人民之主權。此種見解，無異是給予了代議政治嚴厲
之批判。
盧梭社會契約之民主理論承襲了希臘雅典城邦政治中統治者與被
209

210

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李少軍譯，
民主的模式，(台北：桂冠，民國 84 年)，頁 93。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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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一致的民主模式而發揚光大。盧梭主張人民自我立法與自我統
治，以人民總投票方式來立法及決定公共決策，都充分被視為民主的
直接表現形式，其人民總投票的結果，代表的是國家主權的「全意志」
的表現，具有超越代議機關決議的最高權威。因此，不可否認今日公
民投票制度上承古雅典城邦直接民主政治運作，並且主要根植於盧梭
的主權民理論而存在。211
第二項

舉行公民投票討論之範圍

公民投票有很多不同的舉行方式及功能，政府或團體可基於不同
的動機，而以不同之投票方式來遂其目的，而使其達成目的之手段具
有一定之合法性。而就目前所舉行之公民投票以觀，公民投票討論之
主題，大致可歸類四大主要範疇：212
一、憲法議題：
在經過一段革命或領土分裂之後，國家有必要針對未來新政權在
制度安排和政治規則上的運作，透過公民投票賦予該政權正當性的基
礎。而經由公民直接的投票，賦予新政權一種民主的權威，則不失為
一個賦予新政權正當性的方法。同樣地，當推動一項既定規範的重大
變革時，諸如選舉制度的改革、擴大選舉權的範圍、中央與地方政府
之權力重新劃分等，中央與執政者基於憲法的規定或政治謹慎考量起
見，而會尋求選民對這些特定議題的同意。
二、領土的議題：
自 1918 年以後，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自決原則（principle
211
212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25。
David Butler，Austin Ranney，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D：The Growing Use of
Direct Democracy，吳宜容譯，公民投票的實踐與理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2 年
1 月)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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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elf-determination）
，導致許多有關領土的爭議問題，透過住民自決
的公民投票來解決。近年來，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的成立，意味歐洲各國的權力有所移轉；蘇聯和南斯拉夫共產政權的
瓦解，引發邊界重新劃定的問題，也使針對領土所舉行公民投票的數
目有所增加。
三、道德的議題：
有些議題是跨越政黨界線的。道德議題在政治人物之間也存有相
當大的差異，而這些議題通常會造成支持和反對陣營壁壘分明。例如，
禁止酒類販售、離婚及墮胎議題，都是引發廣泛爭論的問題，針對上
述的範疇，許多國家則會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尋求解決之道。
四、其他議題：
在有些國家中，公民有權堅持將某些事務交付公民表決。在瑞士、
義大利以及美國的一些州中，有各式各樣的議題會委由選民來決定；
這些議題的範圍從狩獵法到財產稅，從食物津貼到交通法規的擬定都
有。有些這方面的部分議題如同道德的議題一般，幾乎都是非政治性
的，例如規定道路的靠左行駛或實行日光節約時間等。民選官員有時
為了避免得罪太多人，則會採用公民投票來決定一些棘手問題的解決
方案。
第三項

公民投票支持及反對之論證

有關公民投票制度實施以來，容有支持及反對之意見，本研究以
下說明之：
一、支持之論點
(一) 公民投票機制最能實現直接民主原則
119

此一論點純粹係站在支持直接民主制度之角度上出發，前已有論
及，支持直接民主論點者認為，公共事務唯一真正的民主方式是所有
公民全體直接，而不是透過轉達的間接參與形式，而全體公民得自行
設定議題，進行討論，並做出決策。任何間接形式的參與，諸如由民
意代表決策等，皆非真正的民主。
此一論點支持之理由如下，首先，如果人民的理念與偏好是由民
意代表來傳達，必遭扭曲。因此，為了確保任何的政策都是人民的願
望，其唯一之方式即是由人民直接表達其偏好，而非經由轉達或補述
之方式。再者，民主所追求的崇高目標，即是尋求人民潛能的充分發
展，而全體公民欲發展其公民潛能，使之實踐，則唯有靠公民在公共
事務政策議題是直接、充分參與，而非假手於代表他們行使公民權利
義務的民意代表。213
(二) 公民投票是填補代議民主不足之利器
此一論點支持者認為，公民直接參與制度，與其說是非彼即此的
選擇題，倒不如說它是代議民主制強化公民直接參與的工具。他們贊
同代議民主制學派所言，在人口稠密區，諸如現代民主國家，代議制
政體是實現民主政治的根本形式。不過，它們深信在特定之條件下，
公民得以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諸如批准、否決，或立法，皆可彌
補代議制的缺失。214
(三) 加強政治決策之正當性
人民可能相信或不相信立法者、國會、內閣、首相，但是，他們
大多數都是相信自己的，因此，若能給予人民充分的機會，尤其是高
爭議性之問題，交由其投票決定，比起僅由立法機關或政府單獨決定，
213
214

吳宜容譯，公民投票的實踐與理論，頁 16-17。
吳宜容譯，公民投票的實踐與理論，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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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地，將使該政策負有更高程度之正當性。215
(四) 可促進政治之參與感
直接參與派主張，民主國家政治體質良窳最重要的指標，即是公
民參與政治的程度。而投票是公民參與不可或缺，也是最低限度的要
素。因此，大多數公民投票之信徒堅信，倘若能直接針對政策議題投
票，而非僅限於候選人間之選擇，那麼，公民投票之意願會更高。216
二、反對之論點
(一) 一般公民並無分析能力以及足夠資訊做出明治的決策
公共政策議題往往牽涉層面相當廣泛且複雜，一般之人民往往不
具有此種專業能力，亦無多餘之時間鑽研，因此，若由人民親自由投
票決定公共政策，往往非最佳決策。況且，在那些選舉中投票的人，
有很多時候只能根據廣告宣傳所得的初淺印象去投票，未必真正了解
其所決定的實質效果。217
(二) 公民投票是多數暴力
在單純代議制度下，多數派與少數派，尤其是兩者之差距甚微時，
尚可彼此交換意見，協調磋商，在可能之範圍內，採納少數派意見。
惟若於公民投票之情形下，少數派之意見，全無可能容納之餘地，因
此極易產生多數暴力之情形。218
(三) 我國學者黃錦堂則以學者及人民投書整理出公民投票之疑慮，包
括以下幾點：219
215
216
217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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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42。
吳宜容譯，公民投票的實踐與理論，頁 21。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43。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44-45。
黃錦堂，”公民投票在我國適用檢討”，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5 卷第 7 期，民國 8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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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投票不應適用於統獨的爭議上；
2. 公民投票將容易引起民粹主義，不利於民主素質的提升；
3. 公民投票曠日費時，比不上現有之憲政體系中之行政－立法之
決策；
4. 公民投票事實上是對一個複雜的問題，只提供是或否之單一選
項；
5. 偏狹的地方利益或族群利益將可能在公民投票中成為主導的力
量，亦即，社會之公平正義往往沒有辦法以公民投票來完成。
綜合以上支持及反對之意見，其實可以說是直接民主制度或是代
議民主制度爭議之延伸，而許多民主主義者皆希望公民投票能夠結合
前揭二制度之優點，亦即，他們希望穩定，而必要時亦能有公民投票
制度來彌補代議民主機制缺陷的最佳利器，就此言之，亦似較為可行。

第二節
第一項

我國之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在我國憲法上之意義

我國憲法第 17 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即複決之權利，
而此四權之行使，亦可說是公民投票行為的表現，而選舉及罷免權，
其行使之對象係對「人」
，創制及複決權，其行使之對象則係對「事」，
以下本研究將探討公民投票之創制、複決權於我國憲法之相關規定及
其意義。
第一款

五五憲草與政治協商會議

國民政府自民國 22 年 1 月起，即組織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而該
草案歷經 3 年，於民國 25 年 5 月 5 日經國民政府明令宣布，即為「五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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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憲草」
。五五憲草全文分 8 章，共 148 條，其中有關創制及複決之規
定，即規定於國民大會一章之第 33 條職權規定：220
1. 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立法
委員，及監察委員；
2. 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立
法委員，及監察委員；
3. 創制法律；
4. 複決法律；
5. 修改憲法；
6. 憲法賦予之其他職權。
五五憲草為我國第一次將創制及複決權列入憲法明文中，惟此創
制及複決權非由人民直接行使之，而係委由國民大會行使，一般係認
為當時之中國幅員廣大，人民難以直接行使四種政權（即選舉、罷免、
創制、複決），因此委由國民大會代為行使，惟若委由國民大會代為實
施人民四種政權，即非由人民自行行使之直接民權。
民國 35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協商會議於重慶召開，參與成員除國民
黨外，包括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及社會賢達等
38 人。221政治協商會議研擬討論「憲法草案」時，當時之共產黨及民
盟等，即要求四種政權由人民直接行使，而非委由國民大會行使，並
將其列入協議之憲草修改 12 項原則中之國民大會部份，其原則為：1.
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2.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
另以法律定之。222
政治協商會議對國民大會「無形化」之設計，已明顯與依孫中山
220
221
222

荊知仁，中國立憲史，(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81 年 12 月) 。頁 537-538。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238。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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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建國大綱所擬之五五憲草明顯不同，惟此乃第一次將創制及複決
兩權之行使交由人民，亦較符合直接民權之精神。
第二款

中華民國憲法之制定

就政治協商會議中將創制及複決兩權之行使交由人民直接為之，
已不符當初制憲之要求，因此，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決議反對，並請
憲草審議委員會依其所提出之「國民大會應為有形組織，用集中開會
之方式行使建國大綱所規定之職權」 223原則，酌為審議，而此一原則
亦影響著日後制憲之方向。
憲草審議委員會依國民黨所提出之原則交由各黨派代表協商後，做
出「國民大會為有形組織，行使四權」之協議，且以此原則修正政治
協商會議所通過之憲草版本後提出國民大會討論，嗣於民國 35 年 12
月 25 日經國民大會通過，民國 36 年 1 月 1 日經國民政府公布，於民
國 36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施行，此即為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
就新通過之憲法，其中有關創制及複決兩權之行使，即規定於憲
法第 27 條：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一、選舉總統、副總統。二、罷免總統、副總
統。三、修改憲法。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關於創制複決兩權，除前項第三、第四兩款規定外，俟全國有半數之
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並行使之。
而就此條由國民大會代為行使創制及複決兩權之規定，容有以下
之看法：
(一) 支持由國民大會代為行使者認為，憲法固然第 17 條規定人民有

223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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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制、複決權，但緊接著又在第 25 條、第 27 條很明確地把全國
事項之兩權交給國民大會行使。依穩妥的解釋方法，憲法第 17
條、第 25 條、第 27 條都是由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逐步衍伸的具
體規定。因此，除非修改憲法，否則，有關法律不能給予人民這
二項權利。如果人民一定要擁有全國性事務公民投票的權利，則
只能有「公民諮問制度」
，比創制、複決缺少法律拘束力，但比
民意調查多官方色彩。224
(二) 反對由國民大會代為行使者認為，如果一定要解釋國民大會代表
全國國民行使創制、複決權，則制度上必須建立強制或命令委任
制度；而現行國會乃自由委任的的代議機構，故不能代表全國國
民行使兩權。憲法第 17 條規定人民之創制、複決權，其行使對
象必然包括全國性事務。如果立法機關制定公民投票法而不將全
國性事務納入，則構成立法懈怠的違憲行為。225
就憲法第 27 條規定國民大會職權行使之爭議，主要係是否應由國
民大會代人民行使創制、複決權，惟此爭議，將隨此條於民國 94 年 6
月 10 日由總統經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87551

號令修正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一條文後，停止適用而消弭。
第三款

第四次修憲

民國 83 年第 3 次修憲通過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總統及副
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嗣於民國 85 年 3 月 18
日，李登輝總統以過半數當選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李登輝前總統於
當選後，隨即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啟動了第四次之修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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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欽，走向憲政主義，(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83 年) 。頁 428-429。
張正修，”從民主政治之理念談公民投票”，中國比較法學報（台北）
，第 15 輯，民國 83 年 7
月，頁 54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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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會議可說係修憲之前奏曲，並於民國 85 年 12 月正式召
開，而其討論之結果，將直接影響第 3 屆國民大會第 2 次會議之第四
次修憲。其中就創制、複決兩權之重大共識有：
國民大會與創制複決權之行使：凍結國民大會之創制、複決權，人民
得就全國性事務行使創制、複決權。、、、226。
就前揭共識，可說與五五憲草當時遵循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之理
念不相符，亦對原憲法制度造成相當之衝擊。而國民黨自五五憲草、
政治協商會議乃至制憲，始終主張全國性之創制、複決權應為國民大
會專有，反對人民有全國性之創制、複決權，但在黨外人士及民進黨
催生公民投票制度的壓力下，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正視此一議題，並於
85 年之國家發展會議中與民進黨達成前揭共識。
惟前揭共識最後雖因某些因素而未被接納成為修憲條文，但此次
之國家發展會議已明確地將創制、複決權之公民投票概念列入討論並
達成共識，實已為我國催生公民投票制度之ㄧ大進展。
第四款

第五次修憲

民國 86 年 7 月 23 日第四次修憲完成，國民大會閉幕之際，當時
之國民黨秘書長吳伯雄與民進黨許信良即都明確承諾「公投入憲」將
作為下一階段之修憲主軸。至 88 年 5 月 7 日，李登輝總統依第四次修
憲後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段之規定，發布第三屆國民大會第
四次會議於民國 88 年 6 月 8 日集會，揭開了第五次修憲之序幕。227
就公投入憲問題，本是第五次修憲即需解決之問題，惟當時修憲
226

227

國家發展會議秘書處，國家發展會議實錄，(台北：國家發展會議秘書處，民國 86 年 5 月) 。
頁 2136。
國民大會秘書處，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實錄，(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民國 89 年 4 月)。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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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之主題涉及總統選舉絕對多數制以及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問題，使
得討論之議題相對複雜化，民國 88 年 4 月 7 日，當時行政院長蕭萬長
於立法院表示：將擬定創制複決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讓民眾可對「地
方性事務及公共政策」進行創制、複決；若對全國性事務進行公民投
票，可能會造成社會上之對立，因此對於公投入憲問題應審慎研究。
隨後，當時之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經高層會商
後，國民黨已確定反對公投入憲。 228至此，國民黨原依國發會共識以
公投入憲做為第五次之修憲目標，隨著當時總統選情的發展放棄絕對
多數制，亦跟著反對公投入憲。
經過第四次之修憲承諾下次修憲主軸為公投入憲，再到第五次研
議全國性之創制複決入憲，本以為可順勢完成入憲程序，惟由於在主
要之國會改革議題上，國、民兩黨始終無法達成共識，致使公投入憲
案再次無法完成。
第五款

第六次修憲

第五次之修憲原著重於國會之改革及公投入憲等目標，惟最後竟導
致修憲通過「國民大會延任凍選案」
，而此一修憲，社會有著極大之批
評，國、民、新三黨立法委員亦分別就此一議題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嗣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 499 號解釋，明言第五次修憲違
反國民主權等原則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依此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修正前之原增修條文繼續適用。229因
應此一解釋，三黨隨即連署要求召開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以進行第
六次之修憲。230
228
229

230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289。
參照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499 號內文，參考網站：
h p: //w
ww. judi ci al .gov. tw
/ cons t itut ional cour t/p0 3_01. asp? expno=499 。
李炳南，第五、六次修憲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民國 90 年 7 月 31 日) 。
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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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憲之重點即係將國大虛級化，依第六次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第 1 項規定：國民大會代表 300 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
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並對立法
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進行複決，此即所謂之「任務型國
大」
。
由上述增修條文之規定可知，國民大會於有任務時，始經由比例
代表制選舉代表集會產生，針對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等進行贊成
或反對的投票。是故，此國民大會已是為任務型的非常設機關，只有
在修憲及領土變更時，展現新的民意，投下贊成或反對之票。因此，
第六次修憲之主要協商代表，皆稱此種設計為準公民複決或間接公民
的複決。231
惟就此次修憲，有學者即認為：
「任務型國大是按政黨比例產生，
國內參加政黨充其量只有總人口數的十分之ㄧ，國大准此修憲無異限
制另外十分之九對憲政表達之主張，嚴重違反民主政治中『人民主權』
的重要基石。」232、「以任務型國大與公民複決相較，、、、、任務型
國大的選民無從選擇或拒絕立法院的提案，在公民複決下的公民可以
同意與否，或在多重選項間選擇，甚至有最低有效投票率之門檻規定，
以確保民意之充分反映，而在任務型國大選舉卻沒有最低有效投票率
之規定，使選民無從拒絕投票之行為，並為否決之意思表示，而再怎
麼樣不情願選舉出的國代，則必然聽命於所屬政黨之指示，為所屬政
黨在立法院所支持的提案護航。」 233因此，雖各政黨解讀此種任務型
國大為一種「準公民投票」
，但仍就非屬真正之公民投票，至此，主權
公投或全國性之創制複決仍舊未入憲。

231
232
233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300。
李鴻禧，
「憲政體制與政黨輪替」研討會，(台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頁 257。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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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第七次修憲

民國 94 年 6 月 6 日，由同年 5 月選出的國大代表召開國民大會第
二次會議，並針對民國 93 年 8 月立法院所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進行複決
權之行使，此即為第七次修憲。
第七次修憲主要改變有：1.立委席次由現行 225 席，減半為 113
席，任期由原先之 3 年改為 4 年。2.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制度。
3.廢除任務型國民大會，未來立法院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
將交由公民複決決定。
至於廢除國民大會後，有關國民大會之職權配套及修正部分有：
1.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後，原係交由國民大會議決，國民大
會廢除後，改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2.立法院提出領土
變更案後，原係由國民大會複決，國民大會廢除後，改由公民投票複
決，且非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
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3.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後，原係由國民大
會複決，國民大會廢除後，改由公民投票複決，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第七次修憲可以說正式將「公投入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之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
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惟就此而言，雖已公
投入憲，卻僅有對憲法修正及領土變更之複決權，且修憲之發動權，
仍由立法院所有，至於有關憲法之創制，則亦未提出，因此，此次之
修憲應可說只完成一半公投入憲。
由上而知，第七次之修憲雖只完成一半之公投入憲，惟仍就有其一
定之價值，且亦可將其視為為未來台獨之進行或實現取得憲法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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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例如將來立法院通過台獨的憲法修正案，而公民投票結果又通
過，那麼台獨建國可以透過合憲的程序，取得其正當性。就此而言，
修憲之異議亦將顯現。
第二項
第一款

我國之公民投票法

我國公民投票法律位階之定位

一、依憲法規定：
我國憲法有關公民投票（或創制、複決）之規定共有如下三個條
文：
1. 第 17 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2. 第 123 條規定：「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律行使創制、複決
之權，對於縣長及其他縣自治人員，依法律行使選舉、罷免之權。」
3. 第 136 條規定：「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以法律定之。」
二、依法律規定：
我國公民投票法第 1 條明文規定：「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
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律之規定。」
從以上所引憲法與法律之規定，可以清楚定位現行「公民投票
法」
，是一部經由憲法機關立法院所制定，於憲法體制內之法律。雖然
現行法刻意迴避直接援引憲法相關條文作為其法源依據，但仍無礙於
「公民投票法」係在憲法體制下所制定的法律定位。
第二款

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說明

我國之公民投票法，自民國 82 年由民進黨提出後，歷經多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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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亦有國民黨等提出創制複決之相關法律，惟皆因朝野對公民投票
之定義及其應有之定位莫衷一是，至始終僅處於討論之階段。之後，
為因應人民多數與論之壓力，朝野間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多次協商
仍無法獲致共識下，最後，乃以表決之方式，於民國 92 年 11 月 27 日，
經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並於同年 12 月 31 日，
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九二○○二四二○三一號令公布，嗣依公民
投票法第 64 條規定於同日施行。
我國公民投票法共分八章，包括：第一章、總則（第 1 條至第 6
條）
，第二章、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人（第 7 條及第 8 條）
，第三
章、公民投票程序（又分全國性公民投票及地方性公民投票，第 9 條
至第 29 條），第四章、公民投票結果（第 30 條至第 33 條）
，第五章、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第 34 條至第 38 條）
，第六章、罰則（第 34 條
至第 38 條），第七章、公民投票爭訟（第 54 條至第 61 條），第八章、
附則（第 62 條至第 64 條） ，全部共計 64 條。以下謹就公民投票法相
關重點說明之。
一、公民投票之適用範圍
就公民投票適用之範圍含括全國性及地方性事務，全國性之公民
投票適用範圍有：1.法律之複決；2.立法原則之創制；3.重大政策之創
制或複決；4.憲法修正案之複決。而地方性之公民投票適用範圍有 1.
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2.地方自治法規立法原則之創制；3.地方自治事
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除上之外，為求民主政治之穩定性與公共
政策之ㄧ貫性，並避免道德風險，故預算、租稅、或有關人事、及薪
俸，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234

234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2 條第 1-4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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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所提出之事項是否係公民投票所得行使之範圍，可能因看事者之
主觀不同，而容有爭議，因此規定有關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由公民
投票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 為之。235
二、全國性公民投票之程序236：
1. 公民投票提案：提案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
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2. 審議委員會審核：審議委員會應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後，十日內
完成審核，提案不合規定者，應予駁回。審核完畢後，審議委員
會應舉行聽證，以確定公民投票案之提案內容。
3. 徵求連署：連署人數門檻－法律之複決、立法原則之創制，及重
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
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4. 中央選舉委員會審核連署人：選舉委員會收到連署人名冊，且合
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查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應於四十五
日內查對完成；直轄市、縣 (市) 公民投票案應於三十日內查對
完成。
5. 舉行公民投票：中央選舉委員會審核連署人數完成後，應於公民
投票案公告成立後一個月起至六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並得與全
國性之選舉同日舉行。
三、地方性公民投票之程序：237
1. 公民投票提案：提案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縣 (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2. 徵求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縣 (市) 長選舉
235
236
237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2 條第 5 項規定。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9-15 條，及 18-25 條規定。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26-2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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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3. 至於相關作業程序，包括公民投票案之公告、公投票之印製、投
票權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更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投
票、開票及有效票、無效票之認定，準用全國行公民投票之相關
規定。
4. 另有關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應附具文件、查核程序及公聽會之
舉辦，由直轄市、縣 (市) 以自治條例定之。
四、公民投票提案人之限制：
有關公民投票有權提案之人，除前述得由人民提出外，於公民投票
法第 16 條及第 17 條分別規定立法院及總統亦有提案權。第 16 條規定，
立法院對於立法原則創制之事項，認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亦得
檢附相關資料，並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
民投票。第 17 條則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
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五、公民投票之結果：
公民投票案之投票結果，需投票人數達全國或直轄市、縣 (市) 投
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始為
通過。若投票人數不足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者，均為否決。238
公民投票案之提案經通過或否決者，自各該選舉委員會公告該投
票結果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但有關公共設施之
重大政策複決案經否決者，自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至該設施完工啟用

238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3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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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八年內，不得重行提出。至於是否為同一事項，包括提案之基礎事
實類似、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斷事項者，由審議委員會認定之。239
有關投票人數之門檻以及通過之門檻，主要係因公民投票案屬攸
關國家重要政策及法律之制定，理應經過人民充分之參與並做出決
定，亦可使公民投票案之通過較具民意及合理性，因此相關門檻乃取
過半為標準。至為避免公民投票案之ㄧ再提起，影響國家選務運作，
以及為尊重人民之選擇，及促進國家重大政策之推動及法律之制定，
故規定已經公民投票案之提案，且經通過或否決者，自公告該結果之
日起三年內，不得再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
六、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1. 組成：行政院與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應設全國性及地方性
之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全國性之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由各政黨
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
地方性之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則應由學者專家及當地各級民意
代表組成。240
2. 職掌：全國性或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及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
一事項之認定。241
由於公民投票案件多為重大爭議性之法案或政策，為突破政治僵
局，並認定公民投票案件之成立，實應組成一公正性之公民投票審議
委員會，以增加其公正性。而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為避免為特定政黨
或團體操縱公民投票案件之審議，故審議委員會之組成，應由各政黨
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

239
240
241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33 條規定。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34-35 條，及第 37 條規定。
參照公民投票法第 34 條，及第 3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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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我國公民投票法之評析

我國公民投票法雖已制定，惟當中之立法規範及原則，甚或實施
方法，實容有爭議，以下本研究將僅就我國公民投票法之相關問題作
一說明：
一、在法律行使上的定位：
就法理上言，公民投票在法律位階上既然是屬於憲法體制下的法
律，因此在行使上必須考量的憲法已有明文規定的事項，在未修憲、
入憲前，是否可逕予納入公民投票之實施範圍？亦即牽涉所謂「憲法
保留」（Verfassungsvorbehalt）問題。 242根據現行憲法規定，我國明
顯是以代議制民主而非以直接民主為幹的民主國家，此從憲法第 62 條
（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增修條文第 9 條（縣市之立法權由縣
市議會行之）等條文觀之即可明白。在此憲法已預為代議民主之價值
決定的前提下，倘議會仍執意將憲法已有明文規定的事項納入公民投
票法，並據以行使，即對明顯構成對代議民主制度的破毀，甚且也是
違憲。
我國公民投票法適用之範圍包括全國性事項及地方性事項，其中
「憲法修正案之複決」一項，於民國 94 年修憲前，基於憲法保留原則，
實不應交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因該權限於修憲前乃係屬國民大會，若
藉由立法交由人民以投票決定，公民投票法之規定即屬違憲。至其餘
所得行使公民投票的事項，就目前之憲法以觀，似仍有行使之餘地。
二、公民投票係為代議制度的補充角色：
前已述及，公民投票是憲法上賦予人民的直接民權，而主要係以
創制、複決權為內涵的公民投票，在行使實務上是與選舉、罷免處於
242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公投的合憲性分析與公投法的建制”，
「公民投票」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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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地位，皆為直接民權之表現。
蓋目前的國家型態，多屬廣土眾民，社會多元複雜，事情與民意
都是瞬息萬變，要再仿行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已有事實上的困難，施
行代議民主制度乃不得不然。況且在代議民主制度下，人民透過選舉、
罷免權的行使，擁有人事與監督權；選任官員和代表，賦予政策權，
其間即含有分權對事之投票。惟多數民主國家也都針對某些富有爭議
的政策或是行政機關與代議機關不顧也不能做出決定的情況下，交由
公民投票來做決定。這個將直接民主的機制，用來作為補充代議民主
之不足的工具，並非用來取代代議民主的制度建制，乃是當今絕大多
數民主國家的主流做法。鑑於我國憲法上代議政體的設計，以及目前
國內外的政治環境與人民的民主素養，對於公民投票的實施，咸認應
將之定位於作為代議制度的補充角色較為穩當。243
三、公民投票行使範圍之限制
就有關公民投票行使議題範圍之限制，目前我國之公民投票法僅
限第 2 條之 7 項事項。惟依民進黨蔡同榮立法委員等所提之「公民投
票法草案」，其中第 6 條規定，本法之適用事項：一、國旗、國歌、國
號、領土變更、國家主權等國家定位議題。二、其他全國性重大政治
議題244。次依中國國民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公民投票法草案」第 2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憲法制定及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及領土之變更，
不得為公民投票之提案。245
由上得知，民進黨委員及國親兩黨所提之版本，就有關國家主權
及定位等相關問題是否得以公民投票決定，有著極大之差異，而兩者
243

244
245

王吉次，
「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評估報告，(立法院法制局法案評估報告，編號：450，民國 95
年 2 月) 。頁 7。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公民投票法案，(台北市：立法院公報處，民 93)，頁 7。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公民投票法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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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差異之主要因素乃為各自之政黨屬性及政策所導致，本研究於此不
介入討論，並擬於從憲法保留之角度上說明。
有關我國憲法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且從
其他條文觀之，此主權之行使，並不得委由其他機關代為行之。就此
觀點，有學者即認此為「人民保留」
，所謂之人民保留，指根據憲法規
定，某項事項，連民意代表組成的國會，乃至任何民選的國家機關，
都無權代人民行使，而只能保留由人民自己以公民投票決定。 246若由
此觀點以視，有關「主權」事項之行使，理應由人民自行以投票決定
之，而非委由他人行使。
此外，有關「領土變更案」是否得以公民投票決定？憲法民國 94
年修正前，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應經立法院決議後，
送國民大會複決之；惟民國 94 年修正後，已刪除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
相關規定，
「領土變更案」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及第 1 條規定，須經
立法院決議後，由人民投票複決之。而若配合修憲，公民投票法似應
加入「領土變更案」為得以公民投票決定之事項，而民國 95 年行政院
提出公民投票修正案，亦有準備修正此一相關規定，惟最後並未經立
法院通過。
綜上而論，公民投票法中得以公民投票決定之事項範圍，似仍有
不足，為符合憲法相關原則及規定，公民投票法應仍有再次修正之必
要。
四、總統公民投票提案權之給予
公民投票法第 17 條給予總統於「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
有改變之虞」，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
246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公投的合憲性分析與公投法的建制，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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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之權利。然而就此條的規範內涵，係屬於憲法規定外的總統
職權，在未入憲之前，逕由公民投票法擅予增加規範，即牽涉「憲法
保留」問題，而有違憲之虞。
此外，就現代民主國家的「立憲主義」原則而言，依我國憲法之
規定，對於總統之職權行使已立有專章，亦即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
致國家主權有變更之虞，總統僅可依憲法第 36 條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第 38 條行使宣戰、第 39 條宣布戒嚴，以抗禦外力威脅，可見憲法對
於總統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職權規範已甚周延。況且當國家遭受外力
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救亡圖存唯恐不遑，於此危急存亡之
秋，卻還因循公民投票之途，任令國家安全置於眾議紛云，辜勿論是
否有緩不濟急之患？退而就其本質而論，本條之規定亦僅屬總統處理
國家緊急危難之選項，但以此作為公投議題，則似為不當。247
五、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設置
公民投票法第 34 條規定行政院應設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而此委員會需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薦，以審議全國性
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及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就此
部分，有以下二點說明之：
1. 提案審查機關之設置：
公民投票之提案，一定係提案人利益訴求之所在，也一定有其
爭議，因此，對於公民投票案是否成案之審查，除了對法定之程序
審查外，更須重視議題內容是否周延適當，有無漠視少數人民之利
益，甚至提案的形式與內容上是否合乎法律與憲法的規定等實質審
查，這種針對提案內容的實質審查，在德國，是由憲法法院審查，
247

王吉次，
「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評估報告，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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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與義大利是由憲法委員會審查，瑞士由聯邦委員會審查，美國
各州則是先由州政府過濾，如有爭議，再交由司法審查。248因此審
查機關之設置，尚屬合理。
2. 審查機關之組成：
審查機關應具審查提案成案與否之權利，故實應由一獨立超然
的機構專門負責，方具有其實質效益。而目前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係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行政院提請總統任
命之，此將有可能造成公民投票之提案由政黨所壟斷，甚為不妥。
因此，若能由獨立超然之機構，例如我國之大法官會議進行提案審
查，方為妥適，亦較符合歐美國家之作法。

第三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我國主權公投之反應
要評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我國主權公投之評論以及可能之舉措、
就有必要先瞭解其對台灣的政策，而此政策通常是由其最高領導人（同
時兼任政治局中對台工作小組的組長）的工作報告、談話中來定調，
例如江澤民的「江八點」是對台政策的最高指導方向。至於現任領導
人胡錦濤的政策方向大致可從 2003 年 3 月的「胡四點」
、2004 年 5 月
的「五一七聲明」及「反分裂國家法」中看出。
一、胡四點：
此為胡錦濤於 2003 年 3 月 11 日參加第 10 屆全國人大會出席台灣
代表團討論時所提，主要有四點：一、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
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三、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
針；四、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49
248
249

王吉次，
「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評估報告，頁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胡錦濤參加台灣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堅定不移地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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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一七聲明：
胡錦濤於 2004 年 5 月 17 日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台灣工作辦
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就當前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大致如
下：
「未來四年，無論什麼人在台灣當權，只要他們承認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摒棄台獨主張，停止台獨活動，
兩岸關係即可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光明前景。如果台灣當權者堅持台
獨分裂立場，堅持一邊一國的分裂主張，將葬送兩岸的和平穩定。」250
三、反分裂國家法251
不同於以往只藉由講話、公告及聲明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
次將「對台政策」於2005年3月14日經全國人大通過正式成為法律條
文，此即為反分裂國家法，而且此法只適用「台灣」
，其重點在於「反
台獨」
，主要規範內容如下：252
(一)

界定台灣地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完成統一是包括台
灣人民在內全中國人民之神聖職責（參第 2、4 條）。

(二)

定位兩岸問題：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解決台
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干涉（第 3 條）。

(三)

課加先決條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之基礎（第
5 條）。

(四)

採用非和平手段：在其單方認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
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

250

251
252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為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重要講話，
2003年3月11日，參照：
h p: //w
ww. gwy t b. gov. cn: 82/ zyj h/ zyj h0. asp? zyj hm_ i d= 634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中台辦、國台辦受權就當前兩岸關係發表聲明」
，重
要文告，2004年5月17日，參照：
h p: //w
ww. gwy t b. gov. cn: 82/ zywg / zywg 0. asp? zywg _m_ i d= 105 。
反分裂國家法全文請參照附件。
參照：外交部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新聞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網址：
h p: //w
ww. m
a c. gov. tw
/ bi g5/ m
l pol icy/ m
o f a9403. h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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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完全喪失」時，對台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授
權中國國務院及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及組織實施（第 8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主要意圖如下：253
(一) 建立單邊支配地位：中國經由該法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立法
者、裁判者及執法者三位一體角色。
(二) 建構武力攻台之法律基礎：中國藉該法將其對台作為由政策
宣示轉化為法律依據，在法律層次為侵略台灣鋪路。
(三) 向國際宣示強硬立場：重申台灣係其內政問題，向國際社會
宣示其對台政策紅線，作為與國際間關切台海局勢之各方討
價還價之籌碼。
(四) 塑造偽善民主正當性：中國由人大審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使其得以反映大陸民意為由，為對台強硬立場塑造所謂民主
性及正當性。
以下將介紹反分裂國家法與本研究相關之第1、2、8條，以瞭解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獨立及公民投票的態度。
第1條 為了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
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
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
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
絕不允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
國分裂出去。

25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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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
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
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
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依照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
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和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報告。254
從上條文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獨立公投的看法當然是持
如同過往之反對的態度。 255從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主要的對台政
策與法律可看出，不像過去江澤民或更早時期一直強調「和平統一」
，
當前胡錦濤是把「反獨」放在第一位，且還特別把「包含軍事行動的
非和平手段」法制化以對付台獨勢力。綜合以上的政策來論「中華人
民共和國針對台灣獨立的可能的行動」
，就是訴諸於非和平手段對付台
灣。
反分裂國家法之制定，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威脅要對
台動武」
，早從其建政開始就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承諾。只是上述
胡錦濤的「紅線」畫的更清楚及將其法治化而已，以往都是用領導人
的講話來呈現。一般認為尤其在反分裂國家法的制訂上，有兩種主要
涵意：一、為其邁向「依法治國」而努力。二、讓其「動用軍事武力」
的權限與程序上，更增添複雜與變數。所以對其國家內部比較具有實
質意義。特別是後者，原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是歸中央軍委會所
指揮管制，國務院和全國人大是插不上手的。現在有反分裂法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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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反分裂國家法」，法律規範，2005 年 3 月 14 日，
h p: //w
ww. gwy t b. gov. cn: 82/ ﬂfg/ﬂf.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唐家璇:反對有人借“公投”進行分裂國家的活動」，
重要講話，2003 年 8 月 7 日，h p: //w
ww. gwy t b. gov. cn: 82/ zyj h/ zyj h0. asp? zyj hmi d=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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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就註明：中央軍委要會同國務院與全國人大一起完成「非和平
手段」的運作程序。也就是說，比起在主權立場上一貫是「鷹派」的
軍方完全主導，加入文人的決策會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動武的思考
更加周延與理性，例如在考慮其經濟發展成果是否會隨著台海戰事爆
發，因美國的介入及國際間的經濟制裁而倒退 20 年或更多的情況下，
即使台灣進行直接民權、合乎民主自由，且由人民發動的「獨立公投」
，
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武的正當性究竟是不及由政府發動來的足夠。
亦即，我們似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的是由政府直接宣布的
獨立，例如李登輝與民進黨執政時期，江澤民與胡錦濤在江八點與胡
四點中的交往部分都刻意區分政府與民間（在野）
，256如江八點中第七
點提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
同胞一切正當權益。我們歡迎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同我們交換有
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也歡迎他們前往參觀、訪問。」 胡四
點在第四點中的「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等。這些對台
政策中反對台獨的主要用意在於「遏止有台獨傾向的執政當局或人士」
的分裂舉動，而非廣大的台灣人民。
這些聲明中既然提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
的願望，及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
，那麼如果碰上由台灣
人民自行連署而成立「獨立公投」的提案，再付諸全國人民表決的公
投，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有可能可能措手不及，也不知該不該對這種充
分展現「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行動訴諸武力？如是，將亦可能違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述對台政策。
此外，美國的前任總統克林頓與現任總統布希都曾說過：
「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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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江澤民於 1995 年 1 月 30 日提出，請參照「江八點的中英文內容」
，中華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
網站，h p: //w
ww. m
a c. gov. tw
/ bi g5/ rpi r/1_4. h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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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地位仍須經過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決定」
。257因為美國知道「民
主自由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美國可以批評執政黨的「獨立說」是激
怒中共、麻煩的製造者與不智的。但卻無法說「台灣人民經民主程序
所產生的公投結果」是不合法，且若因此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犯
台，而美國卻不干預，那豈不等於無法捍衛「民主的價值」？
「人民的意志與力量」可說是當今我們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
佳武器，當因此而遭遇危難時國際間是不會袖手旁觀。當時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反分裂法出爐後不久，我國有不少民眾就走向街頭進行「反
併吞（反反分裂法）」的大遊行，這是一種民間自覺運動的展現，但
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只敢批評政府或政黨，說他們是此運動後的黑手，
而不敢正視與回應民間的聲音。若當時不是遊行而是進行主權公民投
票，這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該如何看待，而人民此一行為究係分裂的行
為？還是民主的行動？是人大的統一法合法性比較高，還是台灣人民
的直接民主比較有正當性？實值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深思。

第四節
第一項

我國獨立公民投票之可行性

魁北克省 1995 年獨立公投運動之啟示258

加拿大魁北克省自 1663 年起，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此建立類似法
國的行省制度，納入法國王室直接管轄的一個皇家殖民地後，至今歷
經三個多世紀，期間因民族、語言、政制等歧異，造就人民自決運動
之興起，而 20 世紀幾波魁北克之獨立運動，乃至於 1995 年之獨立公
投，皆是這些問題再一次演譯之結果。

257

258

Li Thian –Hok，“The US needs to face the facts about China”，Taipei Times， June.12,2007，,
p.8，opinion。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48-15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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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權運動之論述上，魁北克省主權運動並非單一的獨立主張，
而是檢視與聯邦的關係疏密，而有不同程度自主權的選項，包括：完
全獨立、主權聯盟、特殊地位、新聯邦及聯邦中一省的現況。而其主
權主張的基礎是透過內國法與國際法兩種途徑：內國法上主張聯邦契
約論，以為 1867 年北美法成立加拿大邦聯型態時，魁北克保留退出或
選擇外於聯邦的權限，是故魁北克至今仍有主張以分離權退出加拿大
聯邦的權限；在國際法上主張民族自決，以其文化危機為基礎，透過
公民投票方式展現人民的意志，而主張獨立於加拿大之外。
而在主權運動的實踐上，實則透過多次主權公投、憲改的過程，
從 1980 年公投的新聯邦與主權聯盟，1982 年憲法主張的修憲否決權、
密奇湖協定及夏洛特敦協定的獨特社會、1995 年公投的政治經濟夥伴
關係、直至 1998 年最高法院對於分離權的解釋，魁北克不斷透過省內
民意的探查、省外與聯邦的斡旋，徘徊於獨立與維持現狀的光譜選擇
之間。
台灣之獨立運動是否亦得如同魁北克省般，以主張分離國家之形
式而獨立？又是否得以我國之憲法或公民投票法之體制內方式舉行獨
立公投，進而強化獨立公投結果的民主正當性？並亦藉此強化對外自
決的基礎？以下本研究將進一步說明之。
第二項

台灣之獨立是否為分離運動

前已述及分離運動其實是有一定之困難性，且目前之國際政治體
系與國際法律是只允許殖民地獨立，而目前國際政治體系是由主要國
家所構成，因此是不可能支持國家之分離運動，因其會侵害到國家的
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且破壞既有的國際秩序與政治平衡。259
259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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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憲法第 4 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
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次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規定：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
律為特別之規定。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 條第 2
款規定：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以上規定，
皆揭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轄之大陸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領土，若就
此依憲法之概念下，若台灣要自立於中華民國之外而獨立，勢將牽涉
國際法概念中之分離權，而遭受國際間之反對。因此，若為解決此一
困境，勢將透過修改憲法中有關領土之規定，將我國領土限於台灣地
區，以解決此一困境。
惟若從台灣主權之地位而言，基於前述之舊金山合約中，僅為日
本放棄對台灣之主權統治，而非歸還中國，因此台灣主權之地位仍屬
未定，故台灣在國際法上並非中國一部份，自無從中國分離之情況可
言。進而言之，台灣之獨立，將較類似於殖民地或無主地之自決運動。
260

第三項

獨立公民投票行使之主體

至於人民自決主張主體限制方面，現時國際法幾已徹底全面適
用，包括作為主權國家內部之全體人民，以及不處於主權國家內部之
人民，此已如前述。就此而言，台灣之地位若屬未定，而為一殖民地
或無主地之概念，行使獨立自決權之主體，就應僅限於台灣之人民，
並無疑義。
惟若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就此而言，行使中華民國主權下之台灣獨立公民投票主體，是否應含
260

張顯超等，
《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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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陸地區之人民即有爭議，而此一問題即為主權國家內部，如何區
別可行使獨立自決之人民。就此，本研究傾向於在界定人民自決主體
時，應將人民自決權之內涵作區別而不加以混淆。若可界定主權國家
內部的確有可資區別之自決範圍時，肯認其為人民自決之主體或主張
範圍。除此之外，若再輔以客觀上的民族、文化的定義作為聯繫因素
之參考標準，而以主觀上之認同及地理聯繫作為最主要之考量。故若
透過地理聯繫已可界定行使「人民」之範圍，而該人民在文化、生活
上又具共通聯繫因素，且有主觀上之認同，應即可為行使獨立公民投
票之主體。
就前述區分標準，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地區，與中
華民國所轄之大陸地區並無地理上之聯繫，可明顯區分獨立之區域，
且因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分隔近 60 年，情感及生活上早已有所距
離，而台灣地區之人民主觀上亦不認與中國大陸地區人民具有牽連
性，主觀上僅認同台灣地區為其生活領域，是故，行使台灣獨立自決
權之主體，仍就應僅限於台灣地區之人民，應無疑義。
第四項

我國公民投票法下行使獨立公投之可行性

一、總統公民投票之提案權
就我國現行公民投票法之架構下，若要以公民投票法為依據行使
獨立公投，將可以第 17 條之總統提案權為依據。依公民投票法第 17
條規定，總統於「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
，得經
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民國 93 年
3 月 20 日，陳水扁總統於第十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就以此條合併舉
辦我國第一次之全民公投。
我國公民投票法第 17 條規定總統提案交付公民投票必須係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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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之要件下始得提出，
而 320 公投之提出，乃係總統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片面否定我國主權，
企圖迫使我國接受所謂「一個中國」
、
「一國兩制」
，近年來並持續對台
灣增加飛彈部署，一再揚言不放棄武力犯台，且在國際社會嚴重擠壓
我國生存空間，而此已符合公民投票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規定「國家遭
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之要件。261
就如前述，總統公民投票之提案權，將受限於「國家遭受外力威
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之要件，而此一要件為一糢糊性之概念
下，在糢糊性之概念下，雖有解釋之空間，惟亦難導出可藉此主權公
投或獨立公投，且若從 320 公投之題目而言，亦不難看出此點。但此，
本研究亦無否認可藉此條之規定，賦予總統獨立公投之可行性，惟議
題之設計，則須一定之技術性。
二、憲法上之人民保留
有關我國憲法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且此
主權之行使，並不得委由其他機關代為行之，此即所謂人民保留。因
此，當台灣行使主權公投時，似可無法律之依據，亦即縱使公民投票
法並無規定獨立公投之情況，惟獨立公投勢將牽涉主權之行使，即可
以獨立公投進行公民投票，並經人民同意而取得獨立之依據。
惟以上論點，乃係從憲法上理論所推出，或可容有不同意見，且
若真要行使時，相關之作業細節及效力等，並無行使依據及規範，易
生爭端。故為有獨立公投行使上之權力，且執行上有依據，仍亦應以
憲法直接明白規定為妥。
綜上而言，若要行使獨立公投，包括中華民國台灣併入中華人民
261

摘錄自「總統中外記者會答問實錄」
，民國 93 年 2 月 3 日，參考網址：
h p: //w
ww. pr esi de nt .gov. tw
/ php- bi n/ pr ez/ shown e ws . php4 ?Ri d= 9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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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或與之合組一新的國家，甚或台灣獨立於中華民國或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外而自成一獨立國家，皆涉及主權的行使，當亦有人民保
留的適用。不過為避免無謂的爭端，同時也基於公民投票是台灣人民
用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之最有力武器的基本認識，即有學
者強烈主張應在憲法中明確規定，與對岸中國任何形式的合併，均應
經台灣人民公民投票表示同意，262本研究亦贊成此一見解。
三、諮詢性公民投票
「諮詢性公民投票」，簡而言之，即係就國家或地方性之重大政策
徵詢或了解全國或地方民眾的意見，而此意見，通常並不具法律效力，
因此實施之顧慮較少。
諮詢性公民投票因不具法拘束力而未使人民取得決策權，故至少
在形式上不致侵犯國會議員依據自由委任原則所擁有的自由決定權，
乃至整個的代議民主制度。也因諮詢性之公民投票不具法律上之拘束
力，而國家或地方政府亦可藉此探求最新之民意趨向，因此諮詢性之
公民投票廣為被採用。惟諮詢性之公民投票是否須有法源依據始得為
之？證諸許多憲法上未明文規定諮詢性公民投票的國家（例如挪威、
比利時、丹麥、列支登士敦等）
，其學說與實務皆允許實施諮詢性公民
投票，就此而言，諮詢性之公民投票應不適用憲法保留，亦無須有法
源依據，而在憲法未有明文的我國，不論是針對全國性事務或地方性
事務，也不論是法案或個別政策，都可實施諮詢性公民投票，而不虞
違憲。263

262
263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公投的合憲性分析與公投法的建制，頁 20。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公投的合憲性分析與公投法的建制，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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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我國公民投票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立法院對於重大政策事
項之創制或複決之公民投票提案權，以及第 17 條總統公民投票之提案
權規定，究係是否屬於諮詢性之公民投票？本研究以下探討之。
立法院對於重大政策事項提案後，交與公民投票創制或複決，而
公民投票通過後，依公民投票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應由權
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此一必要之處置，是否
會對權責機關產生法律上之拘束力？亦即權責機關必須為處置，若未
為處置即為違法。本研究認為此類公民投票提案權，應非諮詢性之公
投，而應具有法律上之拘束力，理由如下：
1. 蓋因重大政策屬攸關人民之重要事項，倘經社會及人民充分之討
論及參與，並以投票做出決定後，權責機關即應就人民之決定事
項有所處置，要不將使第 31 條之規範形同具文。
2. 若就公民投票法第 16 條第 2 項觀之，倘立法院之提案經否決者，
自該否決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就該事項重行提出。就此規定，當
公民投票提案經人民否決後，即對立法機關產生一定時間之ㄧ事
不再理之效力，惟若公民投票經人民同意後，對權責機關卻無拘
束力，此是否將導致輕重失衡？
3. 若比較第 16 條立法院之公民投票提案權，與第 17 條總統之公民
投票提案權相關規定，第 17 條總統之提案權，並未如同立法院
之公民投票提案權有相關規定，規範該公民投票提案權通過與否
之效力問題，本研究認為，此若非立法者疏漏規範，即係刻意做
出區別，刻意使立法院之公民投票提案權具有法律之拘束力，而
總統之公民投票提案權無需具有法律拘束力。
綜上理由，本研究認為第 16 條之立法院公民投票提案，應非屬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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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性之公民投票，且就投票之結果，應有一定法律上之拘束力；至第
17 條之總統公民投票提案，則應僅屬於諮詢性之公民投票，此亦可從
93 年 3 月 20 日之兩項公民投票案後續發展可得而知。
第五項

台灣人民以公民投票行使自決權之分析

前已述及，聯合國已分別於 1960 年及 1970 年分別做出 1514 號及
2625 號之大會決議，其中皆已明白述及一切民族均有自決權，而不受
外界干涉，且可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
會及文化發展，並深信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現代國際法之重要
貢獻，其切實適用對於促進國際間以尊重主權平等原則為根據之友好
關係，至為重要。縱使聯合國之決議不具法律上強制性之效力，但亦
可解釋國際社會是支持人民自決的權利，且國家是必須尊重人民自決
權的行使。
惟自決權是否僅得適用於殖民地上之問題，此乃由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之自決權主要皆係針對殖民地而論，惟戰後在法制及實踐發展
均以擴大適用範圍，無論是殖民地、委任地、非自治領土或託管地等
之人民皆有自決權，並迄至現代，有關種族隔離政策、種族滅絕政策
等自然法基本人權之範疇，亦皆有其適用之餘地，此一論點可由聯合
國憲章第 11 章制定非自治領土宣言、第 12 章國際託管制度，及第 13
章託管理事會等之規定，以及全球性或區域性之人權條約或決議案中
得到驗證。264
至於台灣之人民得否是法律上適格之當事人而援引國際法之自決
原則？此可從聯合國大會 1514 號大會決議所揭櫫之兩項檢驗標準，並
符合兩項檢驗標準中之ㄧ項即可，此即：265
264
265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32-133。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24。

151

第一項標準（三項標準皆須充分滿足符合）
：
一、人民或民族被鎮壓；
二、人民或民族有一領土單元為基礎；
三、運動係由殖民地人民或民族所扮演。
第二項標準（二項標準皆須充分滿足符合）
一、尋求獨立的團體必須享有一共通的團體同一性；二、團體的成員
行使自決的權力必須是集體的行為。
就上述兩項檢驗標準中第一項分別來檢視說明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久以來堅持一個中國，而此中國所指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而台灣為其ㄧ省分，不斷意圖以武力威脅逼迫台灣接
受，並在國際社會中不斷打壓台灣，使台灣不存有國際性之交往
空間，此一壓迫，已嚴重影響台灣人民之基本人權合自由民主。
二、前已述及，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地區，與中華民國
所轄之大陸地區並無地理上之聯繫，且台灣與中國大陸係兩種完
全不同之政治制度，過去近 60 年來，亦分別存在於國際社會，因
此，台灣實具有明顯可分之領土區域。
三、第三項標準在於明示尋求自決將由該領土之人民或民族表示其獨
立的意願。就此一標準而言，在台灣和海外的台灣人，兩者在世
界事務的前線上皆已表示具意願獲得獨立，這可由廣泛分布極多
數的獨立團體，和大量發布關於此問題的文獻可以看出台灣人民
之意願。266
綜上而言，台灣之人民應具有當事人之適格，並依據現行有效之
266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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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主張人民之自決權，且在國際法上及國際間，亦應給予一合
理且合法之評價。
第六項

台灣行使自決權之主權公民投票之潛在性風險

一、國際對自決權之實踐
自決運動，是解決台灣主權問題之ㄧ項理由，它可使台灣以
民族自決之理由來決定台灣未來之主權歸屬。惟自決運動雖已有
國際上相關學說及見解認同其為解決相互衝突的途徑，但是，國
際政治對此類問題的國家實踐，仍然是建構在主權國家相互的利
害與依存關係上，且大多數國家在主觀上仍是反對，或是傾向於
不輕易給予分離自決在政治上的承認或支持。因此，台灣目前難
以在國際上主張民族自決之公民投票，主因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實存於國際社會上之政治及經濟實力，並在國際社會及力的阻
撓與反對外，台灣是否真正具備符合國際社會與國際法所能認同
的分離自決條件，實有待思考。267
二、反分裂國家法的對象：台灣的公投與分離自決
前已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之反分裂國家法，其實就是
將反獨予以法律明文化，使其對台獨之主張可取得合法動武之權
利，且亦係對 2004 年合併台灣總統選舉時所舉辦之公民投票進行
反制。
而台灣公民投票自決的主張，於現行我國之憲法架構下，其
實即是國際法上涉及國家主權的分離自決，因此，中華人民共和
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其實就是針對國際法上有關處理國家分

267

張顯超，分離自決的國際法內涵與實踐，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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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自決的新發展，進而在國際法架構之下擬定處理台灣的主權
問題。其立法者深知當前的國際法有關自決權的實踐，基本上是
接受給予自治權，而傾向於不輕易同意國家主權分離的對外自決
權。特別是單方的宣告獨立自決的權利，多為主權國家的實踐所
反對。因此刻意在該法的相關內容之中，放入給予台灣「一國兩
268

制」的自治權，以及同意與台灣進行政治談判的法律文字表述。

因此，台灣應深切認識國際社會普遍不接受單方及未經協商
的國家分離自決運動。台灣若未經國際社會支持而貿然的推動自
決公投，其實未必對國家整體的安全利益是有利的。台灣的中華
民國政府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威脅，若逕行主張國家分
離自決的權利時，是將面臨政治上極為兩難的處境。269

268
269

張顯超，分離自決的國際法內涵與實踐，頁 8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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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台灣，我們美麗的福爾摩沙島，長久以來，因其特殊不確定的主
權地位，導致過往近 60 年來，不斷地在國際間、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
以及台灣內部之間產生爭議。而這些存在之爭議，使得台灣處於一個
非國家、非殖民地，或一國部份之狀態，於外，台灣無法加入國際社
會而成為國際間之孤兒，於內，台灣人民亦須不斷忍受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武力脅迫。為使台灣能走出此項主權未定之漩渦，本研究嘗試做
出以下結論：
一、應由台灣人民自行決定未來主權之歸屬。
人民是否具有主權歸屬自行決定之權利？此一長久性爭議皆已於
聯合國憲章、大會決議、多項國際性條約，及國際法院等明白揭示，
且因台灣長久以來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壓迫，而台灣與中國大陸間
已實質分離近 60 年，台灣之人民實應具有當事人之適格，並依據現行
有效之國際法，主張人民之自決權。
台灣之主權自二次大戰後，從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案、中美三項公報之明示及台灣關係法之法律分析，台灣絕對
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尤其自 1945 年起中華民國政府就以
事實統治台灣迄今，不但已建立自己的政府，擁有自己的軍隊、司法、
貨幣，有效的統治台澎金馬、南沙群島，且自 1988 年至 2005 年間更
歷經七次憲政改革的民主洗禮，全面改選國會，三次總統公民直選，
成功的完成政治寧靜革命與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為台灣民主開
創了一個新境界。
此外，再由台灣相關之國際條約以觀，從中國清朝末年甲午戰敗
簽訂馬關條約割讓於日本，以至二次世界大戰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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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投降條款中將台灣領土歸還中國之承諾，然戰後在美英主導下
對日舊金山和約與中日條約，卻一反先前所承諾而促成明定於條文：
日本僅放棄台灣、澎湖領土的主權與名義。而未有交付於中國的文字，
因此在國際法上業已確立台灣領土屬於主權未定。既然在國際法之法
理上，相關國際條約僅認定日本放棄台灣領土主權，而未把它交給任
何國家，台灣領土主權就是未確定，依聯合國第 2625 號決議案所揭示
之民族自決原則，台灣之主權當然屬於台灣現有住民，且應由台灣人
民自行決定其國際地位與未來主權歸屬，此為理所當然。
二、可於憲法人民保留之原則下，實施主權公民投票
其主權主張的基礎是透過內國法與國際法兩種途徑：內國法上主
張聯邦契約論，以為 1867 年北美法成立加拿大邦聯型態時，魁北克保
留退出或選擇外於聯邦的權限，是故魁北克至今仍有主張以分離權退
出加拿大聯邦的權限；在國際法上主張民族自決，以其文化危機為基
礎，透過公民投票方式展現人民的意志，而主張獨立於加拿大之外。
我國現行之公民投票法並未規定得就台灣主權問題實施公民投票，雖
可藉由技術上之操作，由總統提案交付公民投票，惟於公民投票法下
之總統提案權，似應僅為一諮詢性之公民投票，並未產生法律上之拘
束力，因此就現行之公民投票法規定，實施主權公投有其一定之困難
性。
依我國憲法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且此主
權之行使，並不得委由其他機關代為行之，此即所謂之人民保留。因
此，當台灣行使主權公投時，似可無法律之依據，亦即縱使公民投票
法並無規定主權公投之情況，但因牽涉主權之行使，即可進行公民投
票，由人民決定國家未來之主權歸屬。而此一論點，乃係從憲法上理
論所推出，並無行使依據及規範，故為使主權公投行使上有其正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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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執行上有所依據，仍亦應以憲法及法律直接明白規定堪為妥適。
且若以此體制內之方式進行主權公民投票，將使得公民投票之結果有
實現之依據，且亦符現代法治國主義，對國際間而言，亦可強化自決
之基礎。
三、台灣主權獨立之公民投票，不適用國際法上分離權之概念
加拿大魁北克省其主權主張的基礎於內係透過「分離」之概念，
亦即從加拿大聯邦中分離而成一獨立之國家。惟就台灣而言，舊金山
合約中，僅為日本放棄對台灣之主權統治，而非歸還中國，因此台灣
主權之地位仍屬未定，故台灣在國際法上並非中國一部份，自無從中
國分離之情況可言，因此，並不適用國際法上分離權之概念。
四、現行憲法架構下進行主權公投之法理性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之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
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
複決，此一第七次修憲可以說我國正式將「公投入憲」
。惟就此而言，
雖已公投入憲，卻僅有對憲法修正及領土變更之複決權，且修憲之發
動權，仍由立法院所有，至於有關憲法之創制，則亦未提出，因此，
此次之修憲應可說只完成一半公投入憲。
惟在此憲法架構下，要進行主權公投之法理性，可分以下兩段說
明之：
一、憲法修正案
修憲之提案，根據現行憲法規定的修憲程序，須經立法院立法委
員 1/4 提議，3/4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
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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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而第七次修憲後，立法院之席次
為 113 席，1/4 提議為 29 人，並不難提案。但要有 85 個人同意，修正
案才能提出。以目前台灣的政治生態，甚至於未來的政治生態，要產
生擁有 75%以上席次的政黨，有其相當之困難性。更遑論可交付至人
民複決。
二、領土變更案
領土變更案變更程序，和修憲程序完全相同，亦即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疆域，須經全體立法委員 1/4 提議，3/4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超過選舉人總額半數者外，不得變更之。
就上而知，要通過領土變更案提案之門檻，亦有其一定之困難性
綜而言之，就目前憲法之架構下，有實施主權公民投票之法理上
基礎，亦有其操作之空間，惟就現行之兩大政黨屬性及主權見解之極
大差異性，要能提出有關主權公投之憲法修正案或領土變更案，實有
其相當之困難性。
民國 38 年前之中國，現已實際分為中華民國之台灣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之大陸，兩個政治實體已各自存在近 60 年之時間，並各自發展出
不同之社會與文化。惟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廣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中華
民國之台灣仍舊處於主權未定，並時常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壓迫，
且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為確定並給予台灣一個未來，實有賴國際法
上人民自決權之實現，並藉由台灣之人民以投票決定未來之歸屬。而
本研究並無定見台灣主權未來之方向，只係表達台灣未來不論係要併
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以邦聯或聯邦，甚或所謂之ㄧ國兩制之方式合
組一新的國家？甚或台灣獨立於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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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獨立國家之任何決定，皆非任一國際組織、或國家、或政治人物
所能決定，而須經由台灣人民自行在公平無虞之情況下，以投票決定
台灣，這個美麗福爾摩沙島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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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編輯小組編，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
(台北：國史館，2001 年)。
5.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公民投票法案，(台北市：立法院公報
處，民 93)。
6. 左紀國，國際社會之份子，(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57 年)。
7. David Butler，Austin Ranney，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D：The Growing Use of Direct Democracy，吳宜容譯，公
民投票的實踐與理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2 年 1
月) 。
8. David Held ， Models of Democracy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李少軍譯，民主的模式，(台北：桂冠，
民國 84 年)。
9. 李炳南，第五、六次修憲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民國 90 年 7 月 31 日)。
10. 李鴻禧，「憲政體制與政黨輪替」研討會，(台北：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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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邱宏達，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台北：三民書局，1989 年 3 月)。
12. 周陽山，東歐民族主義與分離模式的探討，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
釋，(台北：正中書局)。
13. 周煦，聯合國與國際政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民國
82 年)。
14. 林德宇，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台北：政治大
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15. 沈正彥，兩岸主權問題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0 年 12 月)。
16.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6 版(台北：三民書局，92 年)。
17. 洪偉勝，台灣人民在國際法上享有程序性自主權之研究－以對於
台灣現狀變更之同意為中心，(台北：台灣大學法學碩士論文，2001
年 6 月)。
18. 荊知仁，中國立憲史，(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81 年 12 月)。
19. 許志雄，憲法之基礎理論，(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 年)。
20. 許慶雄、李明峻合著，現代國際法，(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5 月) 。
21. 張顯超等，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1995 年獨立公投研究 ，
(台北：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民國 93 年 12 月)。
22. 國民大會秘書處，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實錄，(台北：國民
大會秘書處，民國 89 年 4 月)。
23. 國家發展會議秘書處，國家發展會議實錄，(台北：國家發展會議
秘書處，民國 86 年 5 月)。
24.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10 月)。
25. 陳世博，國際法上自決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台大法研所碩士論
文，民國 8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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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陳荔彤，臺灣主體論，(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 。
27. 陳春生著，台灣主權與兩岸關係，(台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0 年 9 月)。
28. 曹金增，解析公民投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 。
29. 彭懷恩，政治學，(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79 年)。
30. 裘兆琳主編，1998-2000 中美關係專題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
2002 年)。
31. 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3 月)。
32. 韓廷勳，從國際條約論臺灣的國家定位，(台灣基隆：臺灣海洋大
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33. 薩孟武，中華民國憲法新論，10 版(台北：三民書局，1993 年 8
月)。
34. 蘇永欽，走向憲政主義，(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83 年) 。
（二）西文書籍
1. 曾我英雄，自決權の理論と實現，
（東京：敬文堂，1987 年 11 月）
。
2. 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 ( N 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3. Edward McWhinney，Quebec and Constitution 1960-1978，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9）
。
4. Hurst Hannum，Autonomy、Sovereignty，and
Self-Determina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2)。
5. Julie Mostov ， Power 、 Press ，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162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6. Louis Henkin and Oscar Schachter，International Law(Paul
Minnesota：West publishing Co.，1987)。
7. Peter H. Russell，Constitutional Odyssey: Can Canadians Be a
Sovereign Peopl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
8. Rupert Emerson，Self-Determination Revisited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ﬀai rs) 。
9. MICHLA POMERANCE，SELF-DETERMINATION IN LAW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Hague：
Martinus Nĳhoﬀ Publ i sher s ，1982)。
10. Willian D. Coleman ，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Quebec ， 1945-1980(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84)。
二、期刊論文：
（一）中文期刊（以篇名筆劃排列）
1. 王泰升，”台灣歷史上的主權問題”，月旦法學(台北)，第 9 期，
1996 年 1 月。
2. 何東皓，”加拿大魁北克分離主義的演變”，問題與研究(台北)，
第 33 卷第 9 期，民國 83 年 9 月。
3. 吳傳國，”加拿大魁北克的分離問題－民主政治的的異化”，國
防雜誌(台北)，第 13 卷第 7 期，1998 年 1 月，頁 113。
4. 季衛東，”自決權與憲政理論”，政治與法律(台北)，第 75 期，
2003 年 2 月。
5. 紀舜傑，”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非族群因素”，台灣國際研
究季刊(台北)，第 1 卷第 1 期，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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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茂雄，”後共產主義時期馬其頓的政經發展情勢”，問題與研
究(台北)，第 38 卷第 5 期，民國 86 年 5 月。
7. 姜皇池，”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
察”，國際法與台灣—歷史考察與法律評估(台北)，2000 年 12 月。
8. 耿慶武，”「一個中國」兩難的「雙贏」解決方案”，遠景季刊(台
北)，第 2 卷第 4 期，2001 年 10 月。
9.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聯邦體制改革之困境”，政治科學
論叢(台北)，第 7 期，1996 年 5 月。
10.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憲法改革”，美歐月刊(台北)，第
10 卷第 6 期，1995 年 6 月。
11. 許志雄，”主權論的歷史軌跡”，月旦法學雜誌(台北)，第 20 期，
1997 年 1 月。
12.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公投的合憲性分析與公投法的建制
”，「公民投票」研討會論文。
13. 張顯超，”分離自決的國際法內涵與實踐”，問題與研究（台北）
，
第 45 卷第 5 期，民國 95 年 9、10 月，頁 84。
14. 張啟雄，”台海兩岸加入 GATT/WTO 的政治紛爭—從「名分秩
序」論「加盟模式」的建構”，興大歷史學報(台北)，第 15 期，
2004 年 10 月。
15. 張正修，”從民主政治之理念談公民投票”，中國比較法學報(台
北)，第 15 輯，民國 83 年 7 月。
16. 陳盛，”魁北克獨立問題之諮詢意見”，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5 期，民國 94 年 9、10 月。
17. 陳荔彤，”台灣領土主權的國際法定位”，中興法學(台北)，第三
十六期，1993 年 9 月。
18. 陳荔彤，論台灣的自決權與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中)，全國律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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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第 5 卷 1 期，2001 年 1 月。
19. 陳隆志，”台灣的國際法地位”，全國律師(台北)，第 3 卷第 12
期，1999 年 12 月。
20. 郭秋慶，”論加拿大公民投票制度與運作”，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台北)，第 1 卷第 1 期，2005 年春季號。
21. 黃居正，”人民自決權的基本認識”，現在學術研究(台北)，第
一期，民國 78 年 6 月。
22. 黃鴻博，”一個中國定義與兩岸關係之辯證發展探討”，共黨問
題研究(台北)，第 28 卷第 6 期，2002 年 6 月。
23. 黃炎東，台灣主權歸屬問題之研究－從歷史與法理層面分析，通
識教育教學及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4. 黃錦堂，”公民投票在我國適用檢討”，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5 卷第 7 期，民國 85 年 7 月。
25. 葉忠賢，”民族自決之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台北)，第 23 卷
第 2 期，1994 年 12 月。
26. 童振源、陳碩廷，”九二共識的形成、實踐與瓦解”，展望與探
索(台北)，第 2 卷第 12 期，2004 年 12 月。
27. 葉明德，”略論「一個中國」”，東亞季刊(台北)，第 25 卷第 2
期。
28. 奧田和彥著，呂志堅譯，”魁北克和加拿大聯邦的未來”，加拿
大研究(台北)，第二期，1998 年 3 月。
29. 管麗莉，”文化衝突與魁北克離合的抉擇”，歷史月刊(台北)，第
129 期，1998 年 10 月。
30.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
通訊(台北)，第 9 卷第 1 期，1998 年 6 月。
31. 謝敏捷，”唯一選項或民主選擇台北、北京、華府關係於兩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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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前景的爭議”，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9 期，2001 年
9 月。
32. 戴東清，”一個中國內外有別對台灣之適用性的探討”，中國大
陸研究(台北)，第 44 卷第 6 期，2001 年 6 月。
33. 薩孟武，”論領土及主權之法律的性質”，法令月刊(台北)，第
41 卷第 10 期。
（二）西文期刊（以英文數字排列）
1. D.P O`Connell，“The Status of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Recognition Problem ”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0，(April 1956)。
2. Eisner, Michael，“A procedural model for the resolution of
secessionist disput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33，(spring 92)。
3. Gene T. Hsiao，“The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t：A Relationship
of Ambivalence”The China Quarterly，(February，1974)。
4. Harold D. Clarke & Allan Komberg，“Choosing Canada？
The 1995 Sovereignty Referendum”，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29.4，(Dec.1996)。
5. Kent L.Christiansen，“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 ，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Summer，vol.1484。
6. Michael Eisner，“A procedural model for the resolution of
secessionist disputes”，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33，(spring 1992)。
7. Pamme , J on,

H. ， and Lawrence LeDuc ， “Sovereignty,

Leadership and Voting in the Quebec Referendu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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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l Studies，20， (2001)。
8. Richard F. Iglar，“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 Slovenia’s and
Croatia’s right to secede”，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15，(Winter 92)。
9. Ralph Sarkonak，“A Brief Chronology of French Canada,
1534-1892”， 65 Yale French Studies，(1983)。
10. Ruth Lapidoch ， “ Sovereignty in Transition ”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ﬀai rs ，vol.45，no.2，(Winter 1992)。
11. T. O. Elias，“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r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74，No. 2， (Apr. 1980)
12. Ved P.Nanda，“United States and Self Deter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no 66，(April，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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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反分裂國家法
【通過會議】全國人大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頒布單位】全國人大
【頒布日期】2005/03/14
【實施日期】2005/03/14
【文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三十四號
第一條
爲了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維護臺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
族的根本利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不允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
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三條
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
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
國勢力的干涉。
第四條
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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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
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臺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
益。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
國家和平統一後，臺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
第六條
國家採取下列措施，維護臺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
(一) 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進瞭解，增強互信；
(二) 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
兩岸經濟關係，互利互惠；
(三) 鼓勵和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
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
(四) 鼓勵和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五) 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臺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
係的其他活動。
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
第七條
國家主張通過臺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協商和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
臺灣海峽兩岸可以就下列事項進行協商和談判：
(一) 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二) 發展兩岸關係的規劃；
(三) 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
(四) 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
(五) 臺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
(六) 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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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
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
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依照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央
軍事委員會決定和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報告。
第九條
依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組織實施時，國
家盡最大可能保護臺灣平民和在臺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産安全和其他
正當權益，減少損失；同時，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在中國其他地區
的權利和利益。
第十條
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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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民投票法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公布

第1章 總則
第1條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第定。
第2條
本法所稱公民投票，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法律之複決。
二、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四、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二、地方自治法規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投資、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
員會）為之。
第3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
關為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各級選舉委員會於辦理公民投票期間，得調用各級政府職員辦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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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公民投票，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第5條
辦理公民投票之經費，分別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依法編列預算。
第6條
本法所定各種期間之計算，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五條之規定。

第2章 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人
第7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無下列情事之一者，有公民投票權：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二、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
第8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在中華民國、各該直轄市、縣（市）繼續居
住六個月以上，得分別為全國性、各該直轄市、縣（市）公民投票案
之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提出日為準；連署人
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連署人名冊提出日為準；投票權人年
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均以戶籍登記資
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行投票時，仍以算至
原投票日前一日為準。

第3章 公民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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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全國性公民投票
第9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公
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正本、影本名冊各一份，向主管機關
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理由書以不
超過一千五百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
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直轄市、縣
（市）
、鄉（鎮、市、區）別裝訂成冊。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 10 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
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審議委員會應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後，十日內完成審核，提案不
合規定者，應予駁回。審核期間並應函請戶政機關於七日內查對提案
人名冊，及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立法院及相關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
一個月內提出意見書。
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合規定者，審議委員會應於十日內舉行聽
證，確定公民投票案之提案內容。並於確定後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
十日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自行印製，徵求連署；
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 11 條
公民投票案於中央選舉委員會通知連署前，得經提案人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由提案人之領銜人以書面撤回之。
前項撤回之提案，自撤回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年內不得就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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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重行提出之。
第 12 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事項，連署人數應達提
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於領取連署人名
冊格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連署。
公民投票案依前項或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連署者，自視為
放棄連署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之。
第 13 條
除依本法規定外，行政機關不得藉用任何形式對各項議題辦理或
委託辦理公民投票事項，行政機關對此亦不得動用任何經費及調用各
級政府職員。
第 14 條
主管機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
十五日內予以駁回：
一、 提案不合第九條規定者。
二、 提案人有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或未簽名、蓋章，經刪
除後致提案人數不足者。
三、 提案有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事者。
四、 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項各款情事者，主管機關應將該提案送請
各該審議委員會認定，該審議委員會應於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主
管機關。
公民投票案經前項審議委員會認定不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予駁
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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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予刪除：
一、 提案人不合第八條規定資格者。
二、 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 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不明者。
四、 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事者。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其提案人數不足第十條規定時，主管機關
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立
法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六個月及行政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個月內提
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三千字為限，超過字
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主管機關彙集相關機關意
見書後，應即移送各該選舉委員會。
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分函相關機關外，應將提案移送各該選舉
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事項。
選舉委員會收到提案後，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向各該
選舉委員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自行印製，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
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 15 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連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經刪除未
簽名或蓋章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足或未依規定格式提出者，應於十
日內予以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查對，全國性公民投票
案應於四十五日內查對完成；直轄市、縣（市）公民投票案應於三十
日內查對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下列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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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刪除：
一、連署人不合第八條規定資格者。
二、連署人姓名、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連署人未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不明者。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事者。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連署人數合於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
選舉委員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
編號；連署人數不合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
五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選舉委員會應
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第 16 條
立法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事項，認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
要者，得附具主文、理由書，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立法院之提案經否決者，自該否決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就該事項
重行提出。
第 17 條
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
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前項之公民投票不適用第十八條關於期間之規定及第二十四條之
規定。
第 18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公民投票日二十八日前，就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
二、公民投票案之編號、主文、理由書。
三、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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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時段，供
正反意見支持代表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受指定之電視臺不得拒絕。
其實施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前項發表會或辯論會，其為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應在全國性無線電
視頻道至少舉辦五場。
第 19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前條公告事項及其他投票有關規定，編印
公民投票公報，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公民投票案投票區內各戶，並分
別張貼適當地點。
第 20 條
創制案或法律、自治條例之複決案於公告前，如經立法機關實現
創制、複決之目的，通知選舉委員會者，選舉委員會應即停止公民投
票程序之進行，並函知提案人之領銜人。
第 21 條
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後，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經許可得設立辦
事處，從事意見之宣傳，並得募集經費從事相關活動，但不得接受下
列經費之捐贈。其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 外國團體、法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體、法人。
二、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大陸
地區人民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 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香
港、澳門居民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四、 公營事業或接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前項募款人應設經費收支帳簿，指定會計師負責記帳保管，並於
投票日後三十日內，經本人及會計師簽章負責後，檢具收支結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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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報。
收支憑據、證明文件等，應於申報後保管六個月。但於發生訴訟
時，應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中央選舉委員會對其申報有事實足認其有不實者，得要求檢送收
支憑據或證明文件。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受收支結算申報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料
彙整列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 22 條
公民投票應在公投票上刊印公民投票案編號、主文及同意、不同
意等欄，由投票人以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工具圈定之。
投票人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人。
第 23 條
在公民投票案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任管理員應
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公民投票案投票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其所持
公民投票之票收回，並將事實附記於公民投票投票權人名冊該投票權
人姓名下。其情節重大者，並應專案函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第 24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一個月起至六個月內
舉行公民投票，並得與全國性之選舉同日舉行。
第 25 條
公民投票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更正、投票、開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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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票、無效票之認定，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
七條至第六十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
公民投票案與全國性之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其投票權人名冊，
與選舉人名冊分別編造。
第2節 地方性公民投票
第 26 條
公民投票案應分別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公民投票提案，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
有疑義時，應報請行政院認定。
第 27 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縣（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縣（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第 28 條
公民投票案之公告、公投票之印製、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公告
閱覽、更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投票、開票及有效票、無效票之
認定，準用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第 29 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應附具文件、查核程序及公聽會之舉辦，
由直轄市、縣（市）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4章 公民投票結果
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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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
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
過。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者，均為否決。
第 31 條
公民投票案經通過者，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
公民投票結果，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有關法律、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案，行政院、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律、自治條例
提案，並送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審議。立法
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應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審
議程序。
二、 有關法律、自治條例之複決案，原法律或自治條例於公告之
日算至第三日起，失其效力。
三、 有關重大政策者，應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
必要處置。
四、 有關憲法修正案之公民投票，應依憲法修正程序為之。
第 32 條
公民投票案經否決者，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
公民投票結果，並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
第 33 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案經通過或否決者，自各該選舉委員會公告該投
票結果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但有關公共設施之
重大政策複決案經否決者，自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至該設施完工啟用
後八年內，不得重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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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同一事項，包括提案之基礎事實類似、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斷事項者。
前項之認定由審議委員會為之。

第5章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第 34 條
行政院應設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全國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第 35 條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任期三年，由各
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
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審議規則，應
送立法院備查。
第 36 條
前條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表決，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 37 條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設地方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
議下列事項：
一、 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 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前項委員會委員，應包括學者專家及當地各級民意代表，其組織
及審議程序，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擬訂，送議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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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
直轄市、縣（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決定，應函送行政院核
定。行政院對該事項是否屬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有疑義時，應提經行
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認定之。

第6章 罰則
第 39 條
辦理公民投票期間，意圖妨害公民投票，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
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40 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 41 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為公民投票案之提案、
撤回提案、連署或投票，或使他人為公民投票案之提案、撤回提案、
連署或投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42 條
自選舉委員會發布公民投票案投票公告之日起，對於有投票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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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提案人為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提案人為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43 條
辦理公民投票期間，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對於該公民投票投票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
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
員，不為提案、撤回提案、連署或投票，或為一定之提案、
撤回提案、連署或投票者。
二、 以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
或連署人，使之不為提案、撤回提案、連署或投票，或為一
定之提案、撤回提案、連署或投票者。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44 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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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45 條
公民投票案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聚眾包圍公民投票案提案人、連署人或其住、居所者。
二、 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公民投票案提案
人、連署人對公民投票案之進行者。
第 46 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公民投票案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
換或奪取投票匭、公投票、投票權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
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47 條
將領得之公投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48 條
在投票所四週三十公尺內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49 條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5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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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投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公投票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51 條
募款人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接受捐贈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接受捐贈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其接受捐贈所得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募款人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不依規定申報或違反第四項規
定檢送收支憑據或證明文件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申報或補正，逾期不申報或補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募款人對於經費之收入或支出金額，故意為不實之申報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2 條
行政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者，處六個月以
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行政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第 53 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公民投票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
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7章 公民投票爭訟
第 5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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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若涉及中央與地方職權劃分或法律之爭議或其他之行政
爭議，應依大法官釋憲或依行政爭訟程序解決之。
公民投票訴訟之管轄法院，依下列之規定：
一、第一審公民投票訴訟，由公民投票行為地之該管高等行政法院
管轄，其行為地跨連或散在數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
該高等行政法院均有管轄權。
二、不服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抗告之公民投票訴訟事
件，由最高行政法院管轄。
第 55 條
全國性或地方性公民投票案經審議委員會否決者，領銜提案人於
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得依行政爭訟程序提起救濟。
前項案件經審議委員會核定，屬全國性者，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屬地方性者，各該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現有總額
二分之一以上，認有違憲或違法之情事，於決定作成後六十日內，得
依行政爭訟程序提起救濟。
有關公共設施重大政策之公民投票案，該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構
亦得提起前項救濟。
受理訴願之機關或行政法院得依職權或聲請為暫時停止舉辦投票
之裁決。
第 56 條
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之投票違法，足以影響公民投票結
果，檢察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銜人，得自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
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公民投票投票
無效之訴。
第 57 條
公民投票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公民投票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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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並定期重行投票。其違法屬公民投票之局部者，局部之公民投
票投票無效，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定期重行投票。但局部無效部分顯
不足以影響結果者，不在此限。
前項重行投票後，變更投票結果者，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第 58 條
辦理公民投票期間，意圖妨害公民投票，對於行使公民投票權之
人或辦理公民投票事務人員施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足以影
響投票結果者，檢察官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該管選
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之訴。
公民投票案之通過或否決，其票數不實足以影響投票結果者，檢
察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銜人，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
內，以該管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確認公民投票案通過
或否決之訴。
第一項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
者，其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並定期重行投票。
第二項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確認之訴，經法院判決確定，變更
原投票結果者，主管機關應於法院確定判決送達之日起七日內，依第
三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第 59 條
投票權人發覺有構成公民投票投票無效、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
無效之情事時，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七日內，檢具事證，向檢察
官舉發之。
第 60 條
公民投票訴訟不得提起再審之訴；各審受理之法院應於六個月內
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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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條
公民投票訴訟程序，除本法規定者外，適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高等行政法院實施保全證據，得囑託地方法院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於保全證據時，得準用
之。

第8章 附則
第 62 條
本法所定罰鍰，由各該選舉委員會處罰；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
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63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第 6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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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民投票法第七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
民國 95 年 05 月 30 日公布

第7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除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
公民投票權。
第 42 條
自選舉委員會發布公民投票案投票公告之日起，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提案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提案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6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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