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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和準國際建制－談兩岸協議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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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 

 
論文摘要 

 
自 2008 年海基、海協兩會復談之後，兩岸已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

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

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海峽兩岸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

議」、「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協議」、「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海

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等，迄 2009 年為止，共計簽署了 12 項協議。

未來兩岸也將簽署所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框架）協議」。不論兩岸之間的

關係，是以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還是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來進行定位，用較廣泛

的定義來看，這些協議其實都屬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或可稱之為準

國際建制。未來兩岸也希望能進入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甚至是簽署和平協議。

從常理來看，透過這一些建制，將使得兩岸之間的來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減

少不確定性，並且創造出更多的合作基礎。然而，透過這些建制，兩岸關係將往

什麼樣的方向建構？本文擬透過建構主義的視野，對兩岸協議做為準國際建制進

行解構，對未來建構兩岸關係的方向提供參考。 
 

關鍵字：建構主義、國際建制、兩岸關係、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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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文作者並非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者，在撰寫本文時對於國際關係的相關理

論無法全面、準確地掌握，在此先向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讀者先進聲明。本文作

者身為兩岸關係與兩岸政策的研究者，或可說是從事者，每每在觀察兩岸關係的

變化、分析兩岸政策的演進之時，總希望有相關的理論依據，更進一步還希望能

形成適合研究兩岸關係的理論，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在一起以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

精神。然而，兩岸關係研究至今仍在變動當中，雖然尚未完全脫離東亞的冷戰格

局，然而情況與 20 年前的局勢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在八○年代，中國值改革

開放初期，台灣的經濟實力相對於中國仍然相當強大，因此對於臺資、外資相當

依賴，而台灣仍未脫離威權，兩岸民間已經開始交往；到了九○年代，中國經濟

保持快速增長，台灣原有的經濟優勢漸失，然而此間開啟了兩岸兩會、辜汪會談，

兩岸關係取得良好的進展，然而又引發臺海危機，導致兩岸關係冷凍，但是民間

往來卻仍然持續；到了 2000 年，台灣由民進黨上台執政，此後 8 年，雖然兩岸

經濟活動越發緊密，由於兩岸執政黨意識形態差異過大，使得官方仍然無法接

觸，甚至在政治上彼此對抗。中國的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大，台灣在國際上則越來

越弱勢。這種情形直到 2008 年 5 月國民黨重新執政才有所改變，兩會恢復交往，

兩岸官員公開往來，並且簽訂許多協議，進入大交流的時期。 
 
研究者在兩岸關係的演變過程當中，由於著重的角度不同，而衍生出許多不

同的理論與途徑。也因此，國內學界才有「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以及「重新

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的研討與論著出現。1

 

這些論著當中大多是研究國

際關係的學者，他們試圖將國際關係的理論與途徑應用到兩岸關係的研究上，有

的從實然面出發、有的從應然面出發，不一而足。研究者均希望透過自身的研究

成果，對於現實世界有所貢獻、解決問題，甚至是對於學術研究有所回饋，修正

原本的理論，甚至創造理論。本文亦希望成為兩岸關係歷史洪流中的一個小水

滴，藉由本文分析兩岸現有協議存在的意義與影響，透過國際關係當中的建構主

義視野，讓兩岸關係的素材與國際關係理論有所互動，向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者

致意，為本文寫作之目的。 

本文認為兩岸之間的協議具有準國際建制之功能，將影響未來的兩岸關係建

構，協議與兩岸關係的行為者存在互相建構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是流變的、尚

未出現方向的，並且存在空間可以讓台灣突破弱勢地位。本文將分析兩岸協議的

性質與功能，以及這些協議對於兩岸關係建構的意義與影響，最後探討協議與行

為者的互相建構。 

                                                 
1 如吳玉山的權力不對稱理論、高朗的整合理論、張五岳的分裂國家模式、張亞中的規範性研究、

吳秀光的兩岸談判博奕理論、冷則剛的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石之瑜的心理分析、包宗和與林繼

文的戰略三角、明居正的國際體系理論、袁易的認知社群與規範性建構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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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兩岸協議與準國際建制 
 

一、 國際建制的定義與兩岸協議 
目前學者最常用、也幾乎一字不改的定義，是Stephen D. Krasner的創始定

義：「國際建制可定義為一組隱性的或顯性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
法條（rules）和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在這些基礎上，某一特

定國際關係領域中的行為者能有類似的期望。原則是指對事實、因果和正義的信

仰。規範是行為的標準，由權利和義務來界定。法條是對應然行為或違規行為的

詳細規定。決策程序是在制訂和執行集體決定時所採用的主要方式。」2其中，

原則（principles）是指對事實、因果與正當性的認知或信念；規範（norms）是

指就權利與義務所定之行為標準；法條（rules）則是指對特定行為的規定或禁止；

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在此是泛指執行與達成集體選擇

（collective choice）的一貫過程與方式。3

 

以學者所歸納出的「原則、規範、法

條、決策程序」等四個要素觀之，吾人可知國際建制形式的範圍可以非常廣泛，

舉凡聯合國大會及其附屬功能組織、國際公約、國際法、國際會議、區域組織、

條約等，都可以是國際建制的形式。 

大體而言，國際建制理論（regime theory）不只對正式的國際組織有所分析，

同時著重對合作的原則、規範、準則與決策過程之檢視來解釋國際合作的過程與

運作，因此國際建制理論常被用來詮釋貿易、金融、環境、或安全等議題上的國

際合作安排與制度發展。4

 

然而，一般對於國際建制當中的能動者或行為者，均

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因此，若要將國際建制理論運用在兩岸關係的分析

上，必須有所修正與折衷。雖然吾人多認為中華民國（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而如此主張與在國際上唯一代表中國合法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衝突，衍生

出許多對於兩岸之間政治定位的研究與論述。本文認為台灣雖然在主權國家的地

位上存在許多辯論空間，然而做為國際社會當中的行為者並無疑義，因此，若吾

人接受這樣的前提，只要吾人認同台灣與中國皆是兩岸關係當中的行為者，將國

際建制的概念運用在兩岸關係的分析上並無不妥，因而可稱兩岸之間的協議為準

國際建制。 

兩岸協議是否符合Krasner所定義的「原則、規範、法條、決策程序」四個

要素？可從郭承天對於四個要素的描述來分析，郭承天認為：原則是規範的基

礎，規範是由少數原則引伸出來的一些行為標準。同樣的，規範又是法條的基礎，

                                                 
2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轉引自郭承天，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台北：

時英出版社，頁 7，1996。 
3 詹滿容、江啟臣，「『APEC』與『WTO』國際建制之分析與比較」，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0 期，

2002.12，頁 17。 
4 詹滿容、江啟臣，「『APEC』與『WTO』國際建制之分析與比較」，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0 期，

2002.1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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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是把某些規範寫成具體的法律、條文、協定，來列舉行為者該做或不該做的

行為。而決策程序似乎是與法條平行且交集的概念，也是由規範衍生出來的一套

對於決策過程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具體規定。5

 
 

若從 2008 年國民黨重新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兩岸領導人講話的內容當中，

可以看出彼此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原則，例如胡錦濤在 2008 年 4 月 29 日會見連

戰時的講話，以及馬英九總統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對於兩岸關係發展面臨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和今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只

要雙方以兩岸同胞福祉為念、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為重，建立互信、擱置爭

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就一定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道路就一定會越走越寬廣。6

 
 

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

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

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

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

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

衡點。…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

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

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

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7

 
 

上述的講話當中所包含的內容，成為兩會復談之後，兩岸簽訂協議的原則。

當然，所謂的原則並不僅是「九二共識」、「新三不」、「十六字方針」等語言而已，

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中共當局數十年間，在對台政策上不知有

多少次講話、多少個文件。隨著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的變化，兩岸政治領袖在原

有的基礎上、各種因素的考量下，也會相應地提出新的方針。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兩岸政治領袖的論述話語趨近，對於此一時期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原則具有共

識的狀況下，能以此為基礎繼續向前推進。 
 
兩岸也從這些原則之中，衍生出相關的規範。例如體現對等協商的方式，在

場地、人數、職級、稱呼等都有所要求；為了求兩岸關係順利，在簽署協議採先

經後政、先易後難的順序；兩會每年定期兩次協商，並且要取得成果。即使碰到

                                                 
5 郭承天，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8，1996。 
6 胡錦濤會見連戰一行強調"擱置爭議、共創雙贏"，中國新聞網，2008/04/29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4-29/1235419.shtml  
7 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全文），2008/05/20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8162&ctNode=6396&mp=1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4-29/1235419.shtml�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8162&ctNode=639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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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性較高的ECFA，也要想盡辦法克服，用「快、易、少」8

 

的方式儘速談成。

就這樣的情況看來，兩岸協商雖然某種程度上出現「為了談而談」的印象，然而

在「不進則退」的迷思之下，兩岸政治領袖對於簽署協議的部份，還是要以政治

力加以貫徹。當然吾人亦瞭解，不同的原則就會造成對規範的不同認知，因而產

生出相異的行為標準，從兩岸協商談判的過程當中，兩岸之間與各自內部所產生

的歧見就可以發現。 

法條的部份爭議性又更大，重點在於兩岸簽署協議的性質與適用上，台灣的

行政與立法之間存在異議，而這樣的異議又與中國因素有連帶關係。如果將兩岸

協議視為外交條約，則必須送國會審議，但是如此一來恐落入兩國論模式，將掀

起兩岸之間更大的爭議。因此在協議的最後面均以「幾日內自動生效」來設定生

效條件，避開爭議。然而我國為民主社會，在兩岸協商談判的過程當中，自然不

能避免人民監督，因此在對於簽署 ECFA 一事上，執政黨一再宣示會在簽署前送

立法院審議，有一部份也在因應反對黨推動 ECFA 公投的壓力。除此之外，還有

協議如何法律化的問題，因為協議基本上是訂出大方向，實際施行還需要兩岸相

關單位修改或訂定配套法律規章，這當中也存在討論空間。不過，上述的爭議問

題並不是本文的重點，在此並不加以處理。事實上，吾人可以看到自兩岸協議係

以條文、分項目的形式呈現，而這些條文確實源自於前述的原則與規範而來。 
 
在決策程序上，兩岸協議係行政機關授權以兩會的名義協商，在不同的議題

上由相關的官員上桌談判。這當中牽涉到兩岸各自政府機關內部的橫向聯繫與部

門利益，以及高層政治精英的意志力貫徹的因素。例如在陸客觀光的人數上限問

題，民間業者認為配額不足，行政部門卻又疲於應付，我國在觀光利益、經濟發

展與國家安全之間，必須有所權衡。另外如簽署ECFA一事上，中國內部對於早

收清單的內容也有相當歧見，部門之間意見擺不平，高層還必須出面講話，像中

國總理溫家寶在與網民交流時所拋出的「讓利說」9

 

，被認為是向其內部喊話。

因此，簽署協議在決策程序上，不同議題牽涉不同利益，而有不同的程序。本文

認為，簽署兩岸協議的決策程序研究偏向實際政策面的個案研究，其中的影響因

素不僅只於原則、規範和法條，還有其他內部因素，甚至是外部因素必須處理。 

郭承天認為「原則、規範、法條、決策程序」這種層級性的概念，強制區分

了國際建制四個構成因素之間的差別，並要求研究者不能只是任意挑出一些行為

規範，就稱之為國際建制，而必須同時指出國際建制的四個構成因素。…雖然原

則、規範、法條和決策程序共同構成了一個國際建制，但是在一般研究中，對於

原則和規範的分析似乎比法條和決策程序來得重要。因為原則和規範是國際建制

                                                 
8 快、易、少 ECFA 早收清單可能縮水，聯合新聞網，2010/04/01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1/5510380.shtml  
9 溫家寶：臺灣同胞是兄弟 我們可以做到讓利，新華網，2010/02/2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7/content_13063169.htm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1/5510380.shtml�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7/content_130631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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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而且比較不容易因時和地而變動。10

 

本文贊同上述的看法，兩岸協議做

為準國際建制，其核心重點仍然是原則與規範，因為法條和決策程序會隨前兩個

要素而改變。雖然原則與規範亦隨著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而流變，然而其流變難

以跳脫先前既有的基礎與框架，只有修正而非完全創新。 

二、 國際建制定義對兩岸協議的侷限性 
蔡增家以國際建制的四項定義來分析國際建制的主要類形，依據其組織的鬆

散程度可以劃分為以下四種：(1)國際論壇：國家之間只存在著事實、因果和公

正的信念等原則，例如 2004 年所組成的東協加三；(2)高峰會議：國家之間存在

著共同的原則，以及共同的行為標準及權利與義務，例如 1996 年巴西熱帶雨林

高峰會；(3)國際協約：國家之間不只存在著共同的原則及規範，還有約束國家

行為的命令或禁令，例如 1982 年國際海洋法公約；(4)國際體制：國家之間不只

存在著原則、規範與規則，還具有共同的決策機制，例如 1944 年的布列敦森林

體系。11

 

從這樣的類型當中，吾人找不到完全符合兩岸協議的類型，上述的分類

僅限於多邊的、主權國家的論壇、會議、協約和體制；而兩岸是雙邊的，非國與

國的特殊關係。因此，從國際建制的定義所衍生出的類型，運用在兩岸關係上存

在侷限性，但是，這樣的侷限性並不是不能被打破。兩岸之間存在國共經貿論壇、

國共高層領導會面、簽署多項兩岸協議，不過尚缺乏一個共同的決策機制。本文

認為，若將國際建制廣泛看待，兩岸協議甚至是兩岸關係的任一有影響力的平

台，也能成為國際建制類型之一，或是以準國際建制稱之。 

郭承天指出，在概念上賦予國際建制四個構成因素層級性，並不是意味著真

實世界的國際建制，它的構成因素都能相互配合無間，成為一個運作良好的體

制。事實上，幾乎所有真實的國際建制都有或多或少體係內的矛盾存在。有的是

規範與原則的衝突，有的是規範之間的矛盾，甚至有些國際建制形成之初，就建

立在兩個互相對立的原則上，這些體制內的矛盾，會影響國際建制的效率，也構

成了國際建制演變或是滅亡的原因。12

 

從這邊可以看到國際建制的另一個侷限

性，如本文所述，不同的原則導致不同的規範，嚴重的時候會互相抵觸。因此，

何者原則的消長就成為問題的核心，目前兩岸有共同的原則，也有相異的原則，

這些兩岸協議雖然在共同的原則下推動簽署，卻好比是在狹窄道路上行駛的拼裝

車，一不小心可能就拋錨在路邊、撞成一團，或是直接解體。 

然而，本文認為國際建制的概念可以為兩岸關係帶來正面的思考。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指出了國際建制的現實性與可行性價值在於其三項特質：

                                                 
10 郭承天，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9-10，1996。 
11 John Cavanagh, Daphne Wysham and Macros Arruda, Beyond Bretton Woods: Alternatives to 

Global Economics Order (Boulder, Colo.: Pluto Press, 1994)轉引自蔡增家，「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

建構與發展：從國際建制的角度分析」，問題與研究，45 卷:4 期，2006.07，頁 67。 
12 郭承天，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8，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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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國際建制要求對傳統國家利益的狹隘觀念逐步進行改革，以合作互利的長

期利益，代替鬥爭利己的短期利益；第二，國際建制並不意味著國家主權的轉讓，

而是主張國家主權的國際匯合。不要求單方面的責任與行動，而是強調國際的共

同責任與行動；第三，國際建制所包括的準則和決策程序為國際關係裡的行為者

同時提供了限制與機遇，是解決國際爭端、實現穩定和平的有效手段 。13

 

目前

兩岸關係確實是在解放傳統國家利益的概念下推行，著眼的是長期的和平穩定發

展，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取代互相鬥爭。而且兩岸對於主權的訴求，在某些程度上

均有退讓，以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態度看待兩岸的主權爭議，即使沒有人知道

何時能獲得最終解決。目前兩岸以簽署協議的方式來推進雙邊關係，同時符合了

限制與機遇，為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提供可依託的機制，即使這樣的機制可能因

為台灣下一次政黨輪替而受到毀壞。 

三、 以兩岸協議連結國際建制與建構主義 
學界認為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三大系絡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其

間有許多的轉型與論辯。一般認為國際建制屬於新自由制度主義，然而亦有學者

認為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不必然相衝突，透過承認國際之間的無政府狀

態，希望能促進彼此的合作，在這一點有共通之處。本文因能力有限，在此無法

處理學界的相關論辯，但是頗贊成這樣的觀點。 
 
許志吉整理David Baldwin和Robert Keohane的論述後指出：新自由制度主義

的立論則是，在承認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認為國際合作是經常發生與

存在的；承認國家是追求利益的理性決策者，但認為國家的目的是在獲取絕對利

益（absolute gains），只關心自己的得與失；承認權力會對國際建制有所作用，

但認為國際建制能夠發揮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的功能，而國家則需要合作以達

成此目的。因此，合作才是國際關係的本質 14。建構主義承認國際體系呈無政府

狀態既定的事實，但仍賦予其內生意義，而將國際體系按角色結構及體系邏輯分

為：(1)相互敵對的霍布斯式體系，此體系核心內容是敵對，成員互不信任、訴

諸暴力及軍事能力以維護自身安全；(2)相互競爭的洛克式體系，此體系核心內

容是求生存和允許生存，成員不試圖征服或統治對方，以權力平衡方式維持現

狀，彼此交往以增進利益；(3)互相友好的康德式體系，此體系核心內容是友誼，

成員採非暴力規則和互助規則，相互信任與支援。15

 
 

將國際建制與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連結起來，對於兩岸協議的意義是什麼？

兩岸正是從敵視的霍布斯，轉為競爭的洛克，並往友好的康德文化邁進。近 20

                                                 
13 Stanley Hoffmann, “Game Rul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7, pp.41-42.轉引自許志吉，

「國際建制理論與中共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之政策」，展望與探索，3 卷:10 期，2005.10，頁 22。 
14 許志吉，「國際建制理論與中共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之政策」，展望與探索，3 卷:10 期，2005.10，

頁 24。 
15 藍玉春，「從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全球政治評論，25 期，2009.01，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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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兩岸關係的演變正符合這三種體系所描繪的樣貌。而洛克與康德文化，可

以在國際建制當中有所體現，兩岸協議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可以有所支

撐，要從相互競爭轉向互相友好，必須正向地建構兩岸關係，追求兩岸原則與規

範的最大集合，從這個脈絡往下走，兩岸未來要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

制才有可能實現。 
 
建構主義相當重視國際制度所提供的溝通功能。這些透過制度所傳遞的文化

因素，對於行為者的社會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研究者不應該忽視。…依照建構

主義者的想法，國家對於集體認同與對威脅的觀感是可以隨著時間推移、透過彼

此互動而改變的。16

 

因此，兩岸之間原本的敵視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中國對於台

灣究竟是機會還是威脅，目前雖然無法取得內部共識，然而這樣的認知絕對可以

隨著時間的流轉而有所變化。如果台灣是以和平穩定、生存發展為最高目標，則

兩岸關係的未來不在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而是建構主義的思考方式，兩岸協議

則是建構兩岸關係的最重要部分。 

參、 兩岸協議與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與兩岸關係研究 
國內研究建構主義的學者並不多見，相關著述以莫大華為最大家，研究的成

果除了向國內介紹建構主義的發展，比較各流派理論的差異之外，在理論發展與

社會科學哲學上也多所著墨，特別是在 10 年前，學者黃旻華與莫大華之間的學

術論辯，引發一系列相關論文的寫作，開國內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先河。然而，

國內學界以建構主義研究兩岸關係的著作，或是其他應用性的著作亦不多，一方

面是理論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而且兩岸關係存在特殊性，目前以政策分析導向的

研究為主。本文認為，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應該成為兩岸關係研究的重要內涵，

做為台灣與中國交往，以及在國際社會的生存之道。 
 
「建構主義」奠基於涂爾幹（Emi1e Durkheim）和韋伯（Max Weber）的社

會學，他們對於社會（society）、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或社會事實（social facts）
的建構觀點，影響了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本體論與方法論。「建構主義」關注的

是社會事實的本質、起源和功能，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論需求。因為「社會事實」

就是引導行為的知識，但人們對於「社會實體」各有不同的觀點，藉由各種社會

過程，人們分享知識以達到對社會事實的共識，基於此共同的理解，人們的作為

才會符合社會習俗。當大多數人對社會有了類似的理解後，習俗也就產生了制度

化，並使這些共同的理解合法化。人們普遍接受對社會事實的看法，並在此社會

理解中，理解社會實體。所謂的社會事實是經由相關的行動者（actors）同意而

                                                 
16 盧業中，「東協區域合作：國際關係理論的再檢視」，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2 期，2004.12，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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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事實。因此，行動者在行動時，需要考量其他行動者的觀點，也就是行動

者必須獲得社會認同，以使其能在複雜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內活動。它的

定義是相互主體的、社會認可的及制度化的意義（sets of meanings），作為一個

社會客體（social object），它界定了在特定的社會系絡下，行動者與行動的性質

與目的。國際關係理論是社會科學的分支，也受到了「建構主義」的影響，國際

關係研究學者就將「建構主義」引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國際研究，作為批判主流理

論的依據。17

 
 

綜上所述，若建構主義關切的是社會事實的本質，認為社會事實是影響行為

者的知識，而兩岸關係做為一社會事實，便影響了兩岸的行為者，並且建構出這

樣或那樣的社會實體，當兩岸的行為者對於社會事實存在共識，便可能建構出共

同的社會實體，而社會事實與社會實體存在相互主體性，這是一個制度化、社會

化的過程。兩岸協議就是從社會事實的共識中建構出來的社會實體，而兩岸協議

與兩岸關係亦互為主體，互相建構。若吾人認同這樣的論述，那麼問題便不在兩

岸關係是否能被建構，而是在兩岸關係如何被建構，以及往什麼樣的方向建構。 
 

二、 須超脫國家層級的束縛 
若以建構主義學者Alexander Wendt 對建構主義的定義說明：「（它）是國際

體系的一種結構理論，有著以下的核心主張：(1)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

析單位；(2)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3)國家認

同與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構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由人性或國內政治對國家

體系的特定外在因素所構成。」雖說，此定義稍為簡單了些，但已明確地指出「建

構主義」的核心觀點，就是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分析單位（行動者）

是國家，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主體性而非國家利益構成了國際體系；相互主體的國

際體系，決定了國家的認同與利益；因此，國家與國際體系是相互建構而成的。

這就是「建構主義」簡要的核心論點。18

 
 

在這邊又遇到以主權國家為分析單位的問題，如果皆以嚴格的定義看待兩岸

關係，在適用上就會產生困難。退一步想，吾人可將兩岸關係視為一（國際）體

系，兩岸之間互為主體，彼此對於「國家」的認同與利益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組成，

而並非由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所構成。兩岸各自的認同與利益，就是兩岸協議的

建制中的「原則」、「規範」的來源，而兩岸協議與兩岸關係又互為主體的狀況下，

若只看主權國家，則只有中國，沒有台灣，也沒有兩岸協議的準國際建制空間。

本文認為建構主義運用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可以採取寬廣的態度，除了兩岸政

府做為行為者之外，也有許多具有影響力的「能動者」，包括兩岸協議。此外，

果斷地排除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也存在討論空間。 

                                                 
17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39 卷 9 期，頁 94-95，1999。 
18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39 卷 9 期，頁 9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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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文對於跨層次議題分析就指出，當國際間相互依賴之現象日增，國際體

系呈現出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所強調之特色時，國際關係中許

多原屬於某一特定層次或彼此分立的議題，往往因議題間之聯結作用，而產生高

階政治（high politics）與低階政治（low politics）議題間之外溢（spill-over）或

回饋（feedback）現象，從而使得不但議題間之「畛域」（boundary）變得模糊，

且亦使得國界（national border）也變得模糊。在此種情況下集中在某一國際體系

層次，或侷限於國家層級的分析，對決策者來說已顯得極為不適甚至偏頗。19

 
 

另外朱雲漢、黃旻華也提到建構主義者認為，國家之於國際社會，就像個人

之於國家社會，每個人都有其歷史背景、家庭環境，以及許多的社會化因素在作

用著，更何況在今日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家作為單一行動者的假設是過度簡化，

所描繪的原子式互動也無法理解國家行為背後的動機，建構主義者在這點上同意

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也就是國際政治不能排除其他非國家行動者的重要性，但

強調國家本身就是高度受到社會化所影響，並且國內政治因素也必須整合到國際

政治的分析中，缺乏這方面的理解，就無法得知國家的社會化現況為何，以及對

其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認知為何。20

 

據此，以建構主義的視野來研究兩岸關

係，納入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形成原則和規範的社會事實，在其中發掘歧異、

尋求共識，建立起兩岸關係的社會實體，產生如準國際建制的兩岸協議；在這個

過程中，行為者或能動者則相當多元。 

Iain Johnston對於這樣的過程以及相互主體性也提出看法，他認為對建構主

義者來說，機制不是一個對行為體提供外部限制的「盒子」，恰恰相反，機制可

以既是「社會代理人」又是「社會環境」。社會代理人是指在推進世界規範秩序

中有自己的認同與利益的行為體；而社會環境是指國家的代表在國際機制內部逐

步社會化從而對自身利益有新的理解。建構主義將國際組織看做社會環境，個人

與小的團體得以會面與互動的社會環境。在這種社會環境中，逐步適應的過程可

以使國家利益與偏好發生變化。在互動之中，我們能夠逐步認識到我們的利益是

互相衝突、還是互相協調。基本的理論觀點是，認同與利益不是先天就有的，而

是在社會互動中被創造和再創造出來的。21

                                                 
19 宋學文，「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47 卷:4 期，2008．

12，頁 176-177。 

兩岸協議就具有準國際建制（社會環

境）與行為者（社會代理人）的性質，前者意指兩岸協議是被建構出的社會實體，

當從存在許多行為者，以及社會事實；後者意指某一兩岸協議，也是一個行為者，

對其他的原則、規範再次進行建構。簡言之，兩岸協議並不是限縮兩岸關係的金

鐘罩，而是可以變化的魔術方塊。 

20 朱雲漢、黃旻華，「探索中國崛起的理論意涵-批判既有國關理論的看法」，從國際關係理論看

中國崛起，台北：五南出版社，頁 34-35，2007。 
21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簡論國際機制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頁

24-25，12 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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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岸協議對於和平發展的正向建構 

蔡育岱、譚偉恩整理了Martha Finnemore、Alexander Wendt、Rey Koslowski 與
Friedrich Kratochwil等主張建構主義的研究者，強調運用一組在意義上相互關聯

的社會學概念來解釋世界政治，它們主要是「規範」（norms）、「認同」（identity）、
「文化」（culture）等。…「規範」屬於一種社會約定，包括規則、標準、法 律、

習慣、習俗等。建構主義把規範概 念定義為「行為體共同持有的適當行為的共同

預期。它是一種集體持有的共同觀念。」…「認同」這個概念來自社會心理學，

指某行為者具有的和展示出的個性及區別性形象，這類形象是通過與「其他者」

的關係所形成的。換言之，它是一種相互構成（mutual constitution）的概念。…

至於「文化」，建構主義者認為，它 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也影響國家

的基本特質及國家的身份。22

 
 

這裡點出建構主義適用在兩岸關係上的另一個重點，討論「規範、認同、文

化」有利於兩岸關係的正面發展。兩岸在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上有許多共同點，

雖然台灣內部的族群認同與統獨認同交錯複雜，但是兩岸政府和人民的交往確實

存在共同語言，舉凡飲食、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等。也因此，中共透過文化做為

擴大兩岸交流的最重要利基，宣傳兩岸同文同種，希望以文化營造對中國的認

同，並接受其規範。雖然國內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力推行去中國化，強化台灣主體

意識，但是仍拔除不掉兩岸之間的文化共通性。建構主義所主張的「規範、認同、

文化」與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實力，或是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理念有所不同，因為比

實力，台灣無法超越中國，比理念，台灣沒有實力做為基礎。因此，唯有建構主

義的思維，才是兩岸關係正面發展的道路。 
 

表一、建構主義學者的觀點 23

學者觀點 
 

論述主軸 內涵 
Wendt 集體認同 互賴關係的增強有助於集體認同的形塑，進而促進無

政府狀態的文化朝向和諧關係發展 
Finnemore 國家偏好 質疑先驗的國家偏好，認為規則、制度和價值會影響

國家行為與改變國家偏好 
Onuf 語言規範 語言作為溝通的重要工具，在互動過程中與知識和權

力不可分，並能形塑某種社會規範 
Katzenstein 安全文化 文化建構認同，認同改變國家的安全觀或是利益的判

定，進而影響對外行為 
資料來源：修改自蔡育岱、譚偉恩 

                                                 
22 廖文義，「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學派」，通識研究集刊，9 期，2006.06，頁 9-10。 
23 蔡育岱、譚偉恩，「人類安全概念之形塑：建構主義的詮釋」，政治科學論叢，37 期，2008.09，

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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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當中為蔡育岱、譚偉恩所整理，有關建構主義學者的論述，其間皆能運

用在描述兩岸關係的現況。Wendt對於互賴關係有助形塑集體認同的主張，對照

現今兩岸關係的經濟互賴狀況，確實是帶往和諧關係發展。講不好聽是以商圍

政、以民逼官，但又未嘗不是新功能主義下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
Finnemore主張規則、制度和價值會影響國家偏好，事實上在兩岸關係當中，不

論台灣或中國，偏好都會因為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以及兩岸的互動狀況而改變，

即使中國希望統一台灣，但是統一的方式與時間絕對不只是一套辦法。Onuf主張

語言在互動過程中也能形塑社會規範，在兩岸關係當中確實看得到，話語或論述

（discourse）權的重要性，比如中共所提的一中三段論，內外有別，對內是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對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推行「一個

中國」的制度化 24

 

；或是台灣所提出的民主和平論、民主統一論，都突顯出話語

權對於形塑規範的重要。Katzenstein所提的文化建構認同的主張，影響對外行

為，在兩岸關係亦是如此，當兩岸領導人都認同中華文化，彼此就有共通的語言

與思想，進一步影響行為模式。因此兩岸都在互相爭取對方的認同，這種競爭或

許某種程度有過去爭正統的意味，但說穿了就是現在流行的「軟實力」競賽。 

本文期望兩岸往合作友好的康德文化邁進，事實上目前兩岸政府都希望能維

持良好發展的態勢。以簽署兩岸協議做為動力與成果，自兩會復談開始，初期先

把過往辜汪會談時期原本要簽的協議如都拿來協商 25

 

，像 2009 年上半的第三次

江陳會就把「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簽署完成。此外，還有原

本民進黨執政時期所規劃的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因為當時兩岸關係不允許協商，

到了 2008 年 6 月第一次江陳會就先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簽署完成。兩會都希望兩岸關係走得下去，因此協議的議題選擇上會找好談的先

談，有共識的部份先簽，並且在這一次會議當中就設定好下一次要協商的內容。

突顯出兩岸政府透過兩岸協議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向建構力量。 

 
 
 
                                                 
24 現有國際關係「一個中國」的制度化，提供北京及其他國家干預台北在國際上使用何種名稱、

從事活動的範圍等的正當性。因此，「一個中國」制度也包含 Scott「管制性」、「規範性」與

「文化認知性」成分，其所蘊含的規則除了「管制性」的以外，還包括「構成性」規則。…

在建交談判過程中，北京積極與他國雙向建構「一個中國」多邊網絡，更逐步藉由「一個中

國」的國際制度化而以逸待勞的發揮國際影響力。吳得源，「論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與組織社

會學新制度論之關連性」，台灣政治學刊，7 卷:1 期，2003.06，頁 24-25。 
25 1993 年的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當中載明：雙方確定今年內就「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

之遣返及相關問題」、「有關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等犯罪活動問題」、「協商兩岸海上漁事

糾紛之處理」、「兩岸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保護」及「兩岸司法機關之相互協助（兩岸有

關法院之間的聯繫與協助）」（暫定）等議題進行事務性協商。然而後來因為政治因素就沒有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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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代結語-協議與行為者的互相建構 
 

吾人認可兩岸協議與兩岸政府、人民或其他行為者的互為主體性，以及彼此

之間的相互建構，以及瞭解到原則、規範的共同性之外，還存在矛盾與衝突的狀

況。就不得不關注簽署兩岸協議之後，在兩岸的外部關係與內部關係所造成的影

響。 
 

一、 兩岸協議背後的問題 
以「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而言，其實是屬於兩岸三通的

範圍，是以交通運輸便利為主的實際考量，民眾基本上都能受惠。然而在兩岸特

殊政治關係的狀況下，軍事尚未解除敵對狀態，因此在船隻與飛機的航線問題，

牽涉到國家安全，在協商過程中確實也有許多顧慮。再者，兩岸航運業者，基於

商業的考量，在兩岸航運市場的龐大商機當中，自然有尋租的意圖與行為。而且，

國家安全與商業利益之間，對於相關議題存在矛盾，只能折衷處理。 
 
以「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協議」、「海峽兩岸

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而言，屬於民生消費相關的協議，先前由於毒奶粉

事件所突顯出的食品安全問題，順勢反映到兩岸協議當中。然而，除了民眾的權

利之外，也悠關中國商人的利益，許多受害者至今還沒有辦法向中國廠商求償，

顯示出這個協議的效用之低落，將失去民眾信任。 
 
以「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而言，對於台灣是經濟上的需

求，對於中國是政策上的需求。台灣執政者認為，靠陸客來台觀光可以拯救台灣

的經濟；中國當局對於民眾教育幾十年魂牽夢縈的阿里山、日月潭，終於有機會

可以讓人民去看一看，兩岸對此都有需求。然而，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兩岸旅

行社資訊不對等，接團社多於組團社，造成削價惡性競爭，陸客來台起得比雞早、

吃得比豬差、跑得比馬快的狀況，影響陸客對台觀感。再者，由於兩岸業者付款

程序問題，導致中國業者拖欠台灣業者大量資金，影響台灣業者營運。而且陸客

大量來台，其中不少素質低落者，所到之處引起台灣居民反感，反而不利於兩岸

人民良性互動。 
 
以「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而言，台灣許多要犯先前因為

兩岸沒有司法互助協議，遣返犯人困難，因而選擇逃往中國。近來中國也因台灣

詐騙犯罪集團猖獗，在中國本地或是隔著海峽進行詐騙犯罪，嚴重影響中國治

安。因此兩岸在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上皆有需求，可以互相合作。然而，協

議簽署之後，許多台灣的政商經濟罪犯，仍然滯留大陸無法遣返，甚至出入境來

去自如，造成台灣民眾觀感不佳。再者，由於兩岸司法體系仍存在許多差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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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互助尚牽涉民事裁判認可與執行、協助調查取證等司法管轄權問題。若台灣人

在中國受民事告訴並遭求償，依協議，中國原告可請求台灣法院認可並執行。如

此將更加地加深兩岸社會之間的矛盾。 
 
此外還有「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

係針對兩岸金融秩序與監理所做之前期協議，某種程度回應台灣的銀行急欲前進

中國的意願；另外針對大陸漁工的權利與管理的問題，透過協議希望能得到更好

的解決。像此類協議確實是為了解決現有問題，而提出來的方案，但也僅僅是大

方向的協議，留有許多空間等待專責單位繼續協商，訂定辦法。 
 
雖然兩岸政府透過簽署協議以維持兩岸關係發展的良好態勢，但是這個態勢

與中國的 GDP 增長保八是不同的，許多人也在擔憂，「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當

中容易的經濟問題都談完了之後，是不是就得面對困難的政治問題？兩岸關係一

碰到政治問題就無解，因此也沒有辦法維持良好發展。但是吾人必須擔憂的問題

還不止於此，更迫切的問題是兩岸協議簽署背後所衍生的問題，如果不正視這些

問題當中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將對兩岸關係以及未來的協議進行負面

的建構，不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依據建構主義觀點，社會行為體之間有意義的互動過程，才能產生雙方的「共

有知識」，才能型塑新的無政府文化關係，所以，迎接兩岸談判時代的來臨是一

個很好的切入點。但是，台灣做好準備嗎？26

 

這是翁明賢在民進黨執政的第二任

初期所提的意見，時至今日還是一個大哉問，從目前兩岸協議已經簽署了十二項

之後，台灣內部的處理狀況來看，到現在還是沒有做好準備。 

二、 中國是強勢的建構行為者 
1990 年代中後期中國大陸引進建構主義的研究之後，由於其理論論述與中

國的思維方式有相通之處，符合中國的需求。27

 

從中國學者大量的建構主義研究

論著就可以看出，中國對於建構主義思維與其道路的興趣，因為建構主義對於中

國的和平發展與崛起是有利的，是突破國際勢力對其的軍事圍堵及和平演變的一

個好工具，特別是中國政治精英長期以來具有創造論述的能力和傳統。 

考量到中國缺乏透明的政治決策體制、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以及軍事建設的

日益完善，包括中國的周邊鄰國與歐美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皆抱持著甚深的疑

慮，也因此出現所謂「中國威脅論」等負面觀點。中國領導人對於外界疑慮的回

應，反映了近年來中國外交思維的演變。在 90 年代初期，中國官方對於相關議

                                                 
26 翁明賢，「全球化下國家安全戰略的另類思維：建構主義的觀點」，新世紀智庫論壇，27 期，

2004.09，頁 17。 
27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中國國關在線。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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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不甚重視，甚至積極舉行軍事演習，並介入南中國海與台灣海峽的爭議之

中，凡此種種行徑皆加深了各國對中國的疑慮。至 90 年代末期以後至今，中國

政府的外交思維出現了轉向，領導階層開始在國際公開場合進行重視和平、和諧

發展等善意宣示，以求改變相關各方對中國的疑慮。應該指出的是，建構主義的

價值並非在於其能保證前景的和平，而是在於其提供了更多的發展可能性。28

 
 

對胡溫領導集體而言，和平發展是國家大戰略，和諧世界則是新的世界觀、

外交思想和新國際秩序觀。對中共而言，和諧世界既是一個富有現實主義考量、

建構主義支撐的理論概念，同時，又有理想主義的外衣，有助於中共進行國際宣

傳，改善中共的國際形象。29

 

除了在國際社會能站得住腳之外，也有利於處理台

灣問題，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充分地運用其大國的地位與論述權，主導兩岸

關係的和平發展，以及維持國際間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可。 

現有國際關係「一個中國」的制度化，提供北京及其他國家干預台北在國際

上使用何種名稱、從事活動的範圍等的正當性。因此，「一個中國」制度也包含

Scott「管制性」、「規範性」與「文化認知性」成分，其所蘊含的規則除了「管制

性」的以外，還包括「構成性」規則。…在建交談判過程中，北京積極與他國雙

向建構「一個中國」多邊網絡，更逐步藉由「一個中國」的國際制度化而以逸待

勞的發揮國際影響力。30

 

 的確，從國際的場域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是一個

強勢建構的行為者。 

中國為遏制臺獨外交而對某些與臺進行官方往來的鄰國採取了予以教訓的

態度。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做法有悖於以睦鄰理念為核心的和平崛起戰略。但如

果此類交往擴大臺獨空間並間接關係到戰爭或和平，那麼北京就沒有太多別的選

擇空間，所以某些強硬回應並非有悖於外交理性。31

 

這些做為其實都源自於中國

的原則與規範，更深層的是認同與文化，中國希望以此對國際社會、對台灣造成

某種改變。 

事實上，國際社會是存在文化、規範與道德的概念，這就是意念結構。意念

結構和國家本身是相互構成的，它不斷地影響國家行為，也不斷地因為國家認知

的變化而被重新建構，意念結構是一種系統層次的概念，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中，

必然受到這種結構因素的左右，故建構主義強調，國家行為同時受到物質結構和

                                                 
28 張凱銘，「中國學術界對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全球政治評論，26 期，2009.04，頁

40-41。 
29 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

10 卷:1 期，2009.01，頁 29。 
30 吳得源，「論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與組織社會學新制度論之關連性」，台灣政治學刊，7 卷:1

期，2003.06，頁 24-25。 
31 由冀，「尋求地區事務方向的主導權-中國崛起的理論與實踐」，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

台北：五南出版社，頁 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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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結構的交互影響，並且某種程度也具備能動性來改變這些結構因素。32

 

中國

可能改變它者、改變台灣，卻也可能被它者、被台灣所改變。雖然中國對它者、

對台灣的改變和建構較為強勢。 

三、 台灣選擇何種建構行為者角色 
 
台灣最大的挑戰在於重新建構，這個重新建構包括對自身、對中國的重構。

由於兩岸關係是建立在台灣與中國對彼此的認知，這個認知又是以台灣的自我認

知、中國的自我認知為基礎，這個基礎當中包含了規範、認同、文化等元素。而

兩岸對彼此的認知，具體呈現在形成兩岸協議的過程當中的原則、規範、法條、

決策程序等的準國際建制。目前的兩岸關係就在這樣的過程中循環，並且從敵對

的霍布斯文化，轉變為競爭的洛克文化，並朝向合作的康德文化邁進。 
 
分析全球化意涵與對國家安全環境的影響，與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有

關國家行為體互動產生無政府文化的三種類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

化，進而推斷出基於有意義的「社會互動」產生相互的「身份」，並進而導引出

不同的：敵人、競爭者與朋友的「安全利益」關係，未來台灣應有的安全戰略思

考，即在於了解全球化下的安全環境變化，進行國家體質與政府結構的調整，發

揮不對稱戰略的思維，擴大自身的優勢作為，克制敵方的弱點。33

 

至於如何辦到，

則仍需要從建構主義的軟肋下手，積極主動爭取兩岸關係論述的主導權，爭取中

國政府與人民對於台灣的原則、規範的認同。 

人們借用語言、文字、圖像、符號等社會工具，去解釋他們所觀察到的外部

世界，故而世界是被演繹出 來的，而非可以實證的。此種以「詮釋」（interpretation）
方式解釋人與社會、國家與國際社會間關係的思路模式，成為建構主義十分重要

的學理內涵。34

 

也因此，兩岸之間各種形式的文本，對於台灣要重新建構兩岸關

係、掌握兩岸關係，是最重要的環結之一。這些文本當中，最需要關注的就是兩

岸協議簽署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所帶來的影響。這樣的研究並非政策效用評估

的研究，而是台灣在國際社會當中求生存、發展的自我救贖。 

莫大華指出，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功用，個人認為理論研究必須具有政

策功用，即使是不為權力者所用，學者仍應建立學術影響力，以知識社群

( epistemic community )作為影響國家決策的來源，許多個案呈現出這途徑對國際

                                                 
32 劉性仁，「論中國和平崛起的理論層次探討」，實踐博雅學報，10 期，2008.07，頁 10。 
33 翁明賢，「全球化下國家安全戰略的另類思維：建構主義的觀點」，新世紀智庫論壇，27 期，

2004.09，頁 16。 
34 蔡育岱、譚偉恩，「人類安全概念之形塑：建構主義的詮釋」，政治科學論叢，37 期，2008.09，

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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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實務的影響力。35

 

簽署兩岸協議做為雙邊政府的重大政策方針，吾人對於協

議的內容與影響更應該要多加關注。由於各方面的議題龐雜，沒有人可以準確預

測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然而透過建構主義的視野，對於準國際建制進行分

析，吾人可以找出兩岸協議背後的問題，提出建議，讓政府能加以改正，並將兩

岸關係的發展推回自身所認知，或是雙方所認知的正確軌道。 

四、 代結語 
本文多從國內文獻的觀點來看問題，一方面係作者非國際關係理論專家，尚

未涉獵外國原典；一方面係認為從國內學界對問題的理解與認知，直接影響到問

題的解決方式。本文不願意涉及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而是希望找尋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一個可行之道。以建構主義視野分析現階段兩岸關係互動，是一個很好

的切入點，由於國民黨上台，兩岸關係和緩，正好是建構主義可以發揮的時候。

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彼此承認對方的存在事實，存在九二共識、一中個表的默

契，因此可以接觸並簽訂協議，雖然兩岸在國際社會上存在不對等狀況，但是在

兩岸的談判場合卻還是維持對等相待。 
 
兩岸彼此互相建構，在和平發展的理念強力貫徹的狀況之下，推動兩岸關

係。簽訂了許多協議，協議變成了兩岸關係的新結構、新規範，但是兩岸行為與

這些協議的實行過程又會彼此相互建構。如此過程，一再重覆，將成為未來兩岸

關係的建構模式，除非民進黨重新執政，全盤推翻所有的協議成果，否則這些協

議都將成為兩岸關係的制度遺緒，必然存在路徑依賴的效果。 
 
若吾人都認可，兩岸互動的過程決定了彼此的認同與利益。但兩岸之間是否

能形成一個集體認同？這樣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最終解決。學者認為經濟互賴、共

同的內、外部敵人可以導致出集體認同，成為一種擴散影響。問題是中國希望統

一，台灣希望維持現狀，兩岸的集體認同不知何時可以形成，即使兩岸經濟高度

互賴、國民黨與共產黨存在民進黨這個內部共同敵人。這也是中共為什麼在現階

段希望主打兩岸一致對外的概念，希望在東海、南海進行合作，營造出共同得外

部敵人。因為當兩岸共同享有的規範、認同、文化越來越多時，兩岸關係越穩固、

兩岸協議內容的矛盾與衝突也會越來越少。簽訂協議是一種社會化的手段與目

的，也是為了擴大兩岸共有的基礎。當兩岸之間規範的改變，兩岸的行為也隨之

改變，進而影響對彼此認知的建構。 
 
不過，兩岸之間的行為者不僅是兩個政府，除了兩岸協議做為準國際建制，

還有許多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人民黨派等。協議做為兩岸關係的

外部結構，長遠的影響大於兩岸各自的內部結構，但是仍脫離不了與內部結構的

互動反饋關係，以及更大的外部結構以外的因素對於內部結構的影響。 

                                                 
35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39 卷:12 期，2000.12，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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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兩岸建構的理念是越來越厚的，而非越來越薄。兩岸唯有拋開不

信任的敵意螺旋，才有機會真正邁進合作的康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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