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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問題意識 

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蘇聯的瓦解，九零年代後的人類歷史邁入了一個

嶄新的階段。傳統的美蘇東西兩大超強的對立局面轉化為一超多強的權力分佈，

再加上通訊科技的進步與運輸成本的大幅下降，資本、商品、觀念與人力的流動

成為普遍的現象。地理上和意識型態上的隔絕逐漸被打破。簡言之，後冷戰時期

的兩個最主要的特徵特徵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開展與全球化現象的發生、擴張。

1 

伴隨著全球化的現象產生的是越來越多的區域性組織產生。根據非正式的

統計，全世界的各種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區域性組織及機制為數超過兩百個。2因

                                                 

1關於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請參閱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
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九九四年九月初版一刷 

2尚不包括各種醫療、教育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區域組織。統計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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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全球化的時代可以說是伴隨著區域整合的力量同時成長，甚至可以說在後冷

戰的全球化是一個區域整合的全球化。對於區域整合現象研究最為發達的模型首

推歐盟的整合模型。而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憲法一直扮演著整合論辯過程中的

主要角色，也因此法學界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探討歐盟整合的法律功能。3 

而當我們把焦點轉回到身處之亞洲地區時，我們可以發現關於亞洲的區域

整合的文獻為數不如歐盟之豐富，且其觀點大多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為出

發點，偏重於國際戰略局勢的探討，而較少從制度面向或憲政主義的角度切入。

4這種現象或許和亞洲較為獨特的區域發展模式有關，但也不無遺憾之處。特別

是台灣特殊的國際地位，在亞洲整合的過程中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因應，是相

當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本文在此欲嘗試從憲政主義的角度去觀察亞洲的區域整

合，並且試圖說明台灣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下可能的出路。 

1.2.本文架構 

本文欲嘗試以憲政主義的角度出發，觀察全球化浪潮下亞洲區域整合的動

力與模型。本文共分五章，首先在第二章本文將先介紹一般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全

球化以及區域整合的一些基礎理論，在這個基礎之上，本文再從憲政主義的典範

移轉的觀點，引介出葉俊榮教授的跨國憲政主義概念，並且分析全球化與區域整

合的辯證關係。接下來在第三章中，本文將把分析的焦點放在亞洲的區域整合中

，嘗試描述亞洲區域整合的特徵與策略分析，並從憲政主義的角度來看亞洲區域

整合的展望。在這個觀點上，本文挑選出亞太經合會(APEC)與東南亞國協

                                                 

3 探討歐盟的法律制度之著作為數甚多。關於歐洲憲法議題的論述，請參考Weiler, Joseph,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m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思考比較偏向國際戰略，而不注重國際合作，後面將對相關

之理論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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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做為論述的對象。第四章本文將論及台灣在這波全球化與亞洲區域整合

浪潮下的處境與發展策略，從英國與賽浦路斯在歐洲整合的歷史經驗中來看台灣

將來的選擇。最後第五章提出結論。 

 

2. 全球化、區域整合與憲政主義之關係 

2.1.憲政主義的切入角度 

傳統而言，區域整合的研究屬於國際關係的領域，學者在研究歐盟整合過

程中，曾提出許多分析途徑。最主要的有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sim)、自由

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和歷史制度主義(History 

Institutiionalsim)三者。5新功能主義最早是由哈斯(Ernst Haas)所提出，其主要是

對功能主義理想化的假設所做經驗性的修正。在功能主義中認為最理想的管理模

型是以功能而非國界做區分。例如就糧食管理或是資金流動等某些較不具爭議性

的事務上，可由一個單一的國際組織來管理，而將政治分開。一旦合作形成後，

國家間的信任感提高，就可以逐步的納入主權核心概念的議題，例如貨幣或是海

關控制等。而新功能主義則認為國際組織之權力與能力會隨著任務的擴大而增加

，而產生非預期性的膨脹，因此，國家將認識到如不進一步調整對國際組織間的

關係，合作之初的原始目標就無法達成。6新功能主義為自由主義的一種論述。 

                                                 

5 這三種觀察角度，請參考盧倩儀，區域整合理論之比較與評析，美歐季刊，第十二卷第

一期，1997年春季，頁27以下 

6 See Haas, Ernst,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1950-1957, 

Standard, Carlifornia,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Haas, Ernst,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dard, Carlifornia,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轉引自盧倩儀，前引註，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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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新功能主義，自由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可以說

是新現實主義的一種支派。其用國際體系的結構來解釋國家的行為，一個國家的

對外政策除了以安全、利益做為出發點外，也受制於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國

力。在新現實主義者的眼中，國際組織的角色微不足道，只不過反映了會員國間

的相對實力。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其認為國家的對外政策也受制於

國內的利益團體與選民的影響。在區域整合的議題上，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認為國

際組織只是提供資訊的場所，談判的結果只能取決於各國代表所預設的談判底線

，而這個底線完全是一項國內政治（選舉、公民投票、利益團體遊說等）的產物

。任何提議只要可能有損於國家的主權，就會被國家代表所拒絕。因此，談判結

果只能用「最低共同利益點」(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來形容，也就是

說，整合的程度無法超越最不合作的會員國之談判底線。國際組織只是做為提供

談判場合、降低談判成本的工具。7 

而歷史制度主義則是一方面強調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政治事務的發展

，另一方面又認識到歷史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受到當時制度的影響。學者常為了有

效的解釋一個現象，而擷取歷史上的幾個點來作因果分析，而這些點恰巧能符合

某些理論模型。但是制度或組織的演變很少是在制度建立者的控制內，一個制度

的建立常常需是當時的環境與情況而做調整。因此，在歐盟整合的歷史進程並非

完全依照歐洲煤鋼組織(ECSC)的設計的構想。8 

然而，在研究區域整合與全球化的法律制度時，法律學可以扮演的角色為

何？憲法在區域整合裡面以什麼樣的機制參與？管制理論在區域整合中為什麼

                                                 

7 See, Moravcsik, Andrew,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Integration: A Rejoind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3, No.4, 1995, at 611。轉引自盧倩儀，前引註，頁31 

8 See Pierson, Paul,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9, No.2, 1996, at 123。轉引自盧倩儀，前引註，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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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因素？對此，學者葉俊榮提出的憲政主義階段性功能典範可以提供參考。依

照葉俊榮教授的看法，憲政主義的典範移轉可以區分為三種不同的功能類型：古

典憲政主義，轉型憲政主義，跨國憲政主義。9在憲政主義的古典功能，人權保

障是憲法的核心價值，因此，憲法中往往盧列人民的各種基本權利。政府組織的

設計也是為了保護人民基本權而定。包括了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功能，不因政體為

總統制或內閣制而殊其目的。而在轉型憲政主義中，憲法所處理的是轉型國家在

面對高速變遷的社會條件時所展現的功能典範。而當憲法進入跨國憲政主義的領

域時，憲法所面對的就不僅只是處理國內的議題，而是做為對外的一個連結管道

。基本上而言，憲法於此處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歸納為幾個功能：一、最為議題設

定的機制，二、做為促進對話的平台，三、做為主體展現的象徵。 

當我們在觀察歐盟的整合模型時，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歐盟各會員國的憲法

是如何與歐盟的憲法機制作互動。也因此，歐盟的整合的論著中，相當多皆討論

到歐盟的憲制問題。而在亞洲的區域整合上面，由於缺乏健全的機制，一直無法

將整合理論與憲法理論結合，本文在此欲初步的嘗試以憲政主義的角度做為觀察

亞洲區域整合的方向，並藉此貫穿全文主軸。 

 

2.2.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辯證關係 

在討論區域整合與全球化的關係前，我們先對區域化下一個定義。區域整

合的最基本的定義是一群國家基於某些共同的因素（包括地理上、經濟上、安全

                                                 

9 關於這三種憲政主義的功能典範，可參閱葉俊榮，超越轉型，預計今年發表。關於全球

憲政主義的經典文獻，see Ackerman, Bruce, The Rise of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83 Va. L. Rev. 

771。而關於全球憲政主義對於全球化現象的連結，中文文獻可參閱張文貞，面對全球化：台灣

行政法發展的契機與挑戰，收錄於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級，中卷，元照

出版社，台北，20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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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化上等），設立一個集團性組織，而此集團性組織以合作促進區域成員福

祉並永久存續為目標。10區域間國家的結盟並非新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

有其新的策略意義。 

全球化促進了區域的整合。首先全球化代表著國家疆界的去領土化以及資

金、資本的高速流動，和公管制和私管制界線的模糊化。國家的控制力量逐漸被

國際機構以及私人團體所分享。因此，國家勢必必須以新的管制機制做為調整因

應之策。因應之道的其中一項就是以國家參與國際組織的方式做跨國式的管制，

惟管制議題的千變萬化以及管制環境的差異，在全球為單位的國際架構下會產生

相當多的例外情形。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例，在布列敦森林會議的架構下，

是做為世界貿易的管制機構，欲建立一多邊性、開放性以及平等待遇的國際組織

。但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程度的高度差異，使得世界貿易組織無法針對某項議題

作統一性的規定，而必須有所妥協。例如建構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文件之一的服

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五條即規範所謂的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的觀

念，允許會員國在某些條件下形成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豁免

最惠國待遇原則(Most Favored Nation Principle, MFN)的適用。11另外關於多邊架

構下的投資協定亦有相關的辯論。12 

                                                 

10 See Page, Sheila, Regionalism among Development Countries,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at 

5 

11 GATS ArticleⅤ Paragraph 1 prescribes as: 1.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prevent any of its 

Members from being a party to or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liberalizing trade in services between or 

among the parties to such an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such an agreement: (a)  has substantial sectoral 

coverage, and (b) provides for the absence or elimination of substantially all discrimination, in the 

sense of Article XVII, between or among the parties, in the sectors covered under subparagraph (a), 

through: (i) elimination of existing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and/or (ii) prohibition of new or more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either at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at agreement or on the basis of a reasonable 

time-frame, except for measures permitted under Articles XI, XII, XIV and XIV bis. 

12 關於世界貿易組織下的多邊投資架構協定之討論，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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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區域整合正代表區域國家間以集體力量來抗衡或是因應全球化的一種策

略。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單一個別的國家在全球的舞台上可以發揮

的空間相當小，以區域整合的形式參與國際社會可以增加許多所謂的議價能力

(bargaining power)。13因此，對於區域組織本身而言，區域越加緊密的整合代表

對內障礙的消除與對外障礙的（至少是相對性的）增加。也就是說，區域整合抵

抗全球化的力量。這樣的觀察角度特別在將全球化視為美國化的時候具有意義。

而對於區域內的國家而言，區域整合也代表了另一個發展策略的選擇。 

 

3. 亞洲區域整合之分析 

3.1.亞洲區域整合的特徵 

3.1.1.從亞太主義轉向東亞主義的整合方向 

亞洲的區域整合一直面臨朝東亞主義(East Asianism)或亞太主義(Asia 

Pacificism)的方向前進的擺盪，而這兩種方向正好以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和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做為這兩種方向的代表性象徵。若以地理上的基本出發點觀之，亞洲的區

域整合自然以亞洲國家為範圍，但事實上所謂的亞洲也是人為建構的概念，中東

地區也被包含在廣義的亞洲內。因此在整合時範圍的涵蓋便受到爭議。14 

                                                 

13 See Supra note 10, at 38。See also Gereffi, Gary, The Elusive Last Lap in the Quest for 

Developed-Country Status, in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 ed. Mittelman, James H.,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at 76 

14 相似的問題也發生在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案例上，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其中一項理

由便是：土耳其不是歐洲國家，see Eder, Mine, Becoming Western: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Regionalism across the North-South Divide: State Strategies and Globalization, eds. Jean Grugel and 

Wil Hout, Routledge, 1999, at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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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亞洲區域整合或許可以上朔至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所提的「大東亞

共榮圈」(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的概念。但是共榮圈基本上是日本

實行帝國主義殖民的美化詞，藉以減低亞洲國家的抵抗感，以號召亞洲國家協助

其太平洋戰爭。而大東亞共榮圈的實質內容並非互惠互利的區域整合，而是一個

以日本為主導的附庸國系統。 

在戰後由於冷戰籠罩，亞洲成為東西冷戰的前緣，戰後兩次大規模區域性

的衝突皆發生在亞洲地區，包括了韓戰與越戰。在此時，由美國主導與亞洲國家

締結了一系列的共同防禦條約。例如美日安保條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等等，做

為防堵共產集團擴張的盾牌。因此，亞洲的整合問題有很強烈的美國因素在內。

美國在亞洲的策略是希望藉由將亞洲的概念轉化為亞太(Asia Pacific)的概念，以

便自身積極參與亞洲的各項議題。因此，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Mahatir)最初提

議成立東亞經濟合作論壇做為亞洲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構想時，遭到美國的反對

並轉為提出成立亞太經合會(APEC)以吸納環太平洋的國家，並受到澳洲、紐西

蘭等國的贊成。這樣的一種亞太主義的整合模式在九零年代明顯的取代傳統的亞

洲區域整合概念。 

惟亞太經合會並不是一個結構嚴謹的組織，其做為一個區域性的整合架構

有許多問題存在，包括「亞太」區域概念過於模糊、組織的整合目標也不夠明確

。況且，亞太經合會的美洲成員國自身有美洲的整合機制，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以及其各自的整合議題與進程，但亞洲

成員國卻沒有。事實上，亞太經合會的名稱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既然亞太經合會

有亞洲成員國也有美洲成員國，為何要叫「亞」太經合會而不叫「美」太經合會

？因此，亞太經合會的實質功能受到一些質疑，只是每年召開一次領袖高峰會，

各國領袖穿穿主辦國傳統服裝吃個傳統美食然後拍個照便圓滿落幕。在如此情形

下亞太經合會並沒有具體影響亞洲國家整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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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形下，亞洲的實質區域整合的內涵便很難從亞太經合會中看出，

必須另外找尋整合的模型。在此之下，東協(ASEAN)的重要性被突顯出來。放眼

望去，在亞洲既有的區域組織中，只有東協的組織較為完整，並且有一個核心的

整合架構與爭端解決機制。在地理範圍上也較為明確，沒有又「亞」又「太」的

問題產生，在操作整合議題上較為容易。因此，就亞洲整合的趨勢來觀察，有從

亞太主義朝向東亞主義的整合方向。 

3.1.2.從雁行理論到雙元核心整合模型 

早期亞洲的發展模式被形容為雁行理論，由日本做為雁首，提供高科技、

資金與技術。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為雁身，從勞力密集性工

業轉型為技術密集性的工業以及服務業。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做

為雁尾，以廉價勞力做為製造業工廠。這樣的發展模型最初並不具有一個區域整

合的內在意義在內，只是歸納出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途徑。不過在九零年代以

前，整個亞洲的主導力量為經濟實力強大的日本。 

這樣的模型在九零年代後有了顯著的轉變。隨著東協組織的運作逐漸強化

與北方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增強，日本泡沫經濟的相對衰弱，目前的趨勢

有逐漸朝向一個東協與中國的雙元核心亞洲區域模型呈現。特別是在去年年底東

協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高峰會，在會議中東協與其對話伙伴中國達成在二零一

零年簽訂自由貿易區的協議。這項協議所呈現的意義有兩個，第一個是中國因素

的出現取代了過去傳統上由日本領導的經濟發展模型，第二個就是一個由中國加

上東協的亞洲區域整合模型漸漸成形，形成南北雙元核心的整合模型，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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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曼谷、新加坡就成為亞洲區域整合的重要節點，而非過去傳統的金融中心

東京。15 

3.2.亞洲區域整合的策略分析 

3.2.1.相對弱勢的制度基礎 

歐洲的區域整合是建立在一個完備的制度基礎上。從煤鋼組織(ECSC)、經

濟共同體(EEC)到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這些區域整合的設計傾向一個條約的

架構以及執行的機制。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的設置以及其在

整合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給予歐洲的整合努力一種規範上的控制性，使得歐

盟的體制從國際法上的組織逐漸朝向一個憲法上的架構，而由歐洲法院扮演憲法

法院的角色。16 

在亞洲的區域整合中，並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區域機制主導整個整合的過程

。經濟實力較強的東北亞長期處在冷戰的前緣，而沒有一個制度性、正式的對話

管道。東南亞雖有東協組織的存在，但是由於東協建立以來所奉行的不干涉他國

內政原則，也導致東協各會員國間遲遲無法就某項特定管制議題作全面性的規範

。東協組織在設立之初只是以會議的方式為之，東協的秘書處直到一九八？年才

在印尼雅加達設立。而直到九零年代才將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納入對話伙伴

關係。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制度性的基礎在亞洲地區仍然處於萌芽之階段。 

3.2.2.地理上而非制度上的整合策略 

                                                 

15 關於都會在全球化中節點的功能，請參閱Sassen, Saskia,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dustr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 ed., 

Mittleman,James H.,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at 45 

16 歐洲法院在歐盟整合過程中扮演憲法法院的角色，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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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的策略上，歐盟是一個同質性相當高的區域組織。歐盟自認為一個

民主、法治、市場經濟的區域集團，因此在對於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的談判過

程中設有相當高的標準。例如在經濟結構、體質上以及政治的民主上都有一定的

要求。相較而言，亞洲的區域組織在整合的策略上並非以制度性的基礎做為整合

的條件。例如東協在納入緬甸以及越南的過程中，並沒有因為緬甸以及越南的經

濟條件或人權狀況而有所要求，基本上東協組織的成立就是以地理上納入所有東

南亞國家做為目標，而非如歐盟做為經貿上一致性的協調單位。17 

3.3.跨國憲政的可能性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亞洲的區域整合模型與歐洲的區域整合有許多

不同的地方。首先，亞洲的區域整合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整合機制做為進一步對

話的平台，而且在整合的步驟上較不注重成員國的政經體質一致性。我們可以想

像，假設中國的人權問題若是放在歐洲的脈絡內，問題的解決可能是藉由歐洲法

院的判決做為最終的解決方式，而釣魚台群島的主權爭議，也可能透過相關的機

制作處理。但是在現實情形下，這些情形只能回到新現實主義的架構下去解釋，

以國家實力（武力）為後盾解決，亞洲的軍備競賽不是毫無依據。 

但是憲政主義的論述在亞洲的區域整合中是否全然的悲觀，或許仍有討論

的空間。我們可以從東協籌備設立人權保障機構的構想視為一個東亞的跨國憲政

主義初步嘗試。18另外，在亞洲國家普遍的民主化並建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趨

                                                 

17 對於緬甸加入東協的影響以及策略，請參閱陳勁，緬甸在東協的角色及影響，問題與研

究，第三十九卷第九期，2000年9月，頁13 

18 相關報導請參閱聯合報，東協籌設區域人權保護機構，2002年7月28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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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19甚至連政治型態仍維持社會主義憲法架構的中國皆有設立憲法法院的呼聲

而觀察，20整個亞洲受到憲政主義的影響才正要展開。相較於歐洲國家在二次大

戰後就受到憲政主義的洗禮，亞洲的憲政主義起步晚了近五十年的時間，自然不

能在發展初步就否定將來的可能性。 

不過在整合的模型與整合的內涵而言，亞洲的的整合模式是否如歐洲的整

合般建立一套規範控制的機制，仍需要觀察。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而言，歐盟

的整合機制許多是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的產物。歐洲法院在一系列的判決中有意

或無意的展現司法積極主意的態度，配合相對弱勢的立法機制，使得法院在歐盟

整合的過程具有觸媒轉化的作用。相對而言，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便一直未能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法院系統來扮演整合觸媒

的角色，憲法議題被吸納至華盛頓的美國最高法院來解決，美洲的區域整合便與

歐洲的風貌有所不同。可以預見的，亞洲的整合模式不會必然模仿歐盟模式，但

從憲政主義的角度觀察，目前亞洲國家的民主鞏固是一個不失樂觀的開展。將來

法學者可觀察的幾個重點有：一、亞洲各國憲法法院、最高法院的運作功能，二

、東協區域爭端解決機制的發展，三、東協與中國間自由貿易區的制度設計。從

這些制度性的基礎上來檢驗亞洲區域整合的憲法基礎。 

  

                                                 

19 泰國於一九九七年修憲設立憲法法院，印尼也於二零零二言建立憲法法院制度。加上東

北亞的日本(1950)、韓國(1986)、台灣(1947)、香港(1997)分別皆早已有（實質的）違憲審查制度

。 

20 關於中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在中國的法學界主要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是修正目前人

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的模式，在人大常委會下設立憲法解釋委員會，此制類似法國的憲法委員會

(Conseil Constitutionnelle)的模式，參閱。第二種看法是認為，各級法院轉變為規範審查的法院，

類似美國的分散式審查，參閱。第三種看法是主張以設立獨立的憲法法院的方式，相當於德國式

的集中式審查模式，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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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傍論：台灣前途的展望 

4.1.區域化或全球化的選擇：憲法機制的運用 

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舞台上有著主體性危機的問題。對內而言有國會代表

性不足的民主正當性危機，對外而言則是國際人格的不明確。在台灣憲政主義的

發展路徑上，憲法發揮了高度的制度功能。從九零年代以降，我國步入民主轉型

的階段，六次的修憲可說是憲法高度的發揮轉型功能的成果，順利解決民主正當

性的危機，也使台灣成功的轉型為民主憲政國家。但是台灣的國際地位仍然處於

一個晦暗不明的地位。 

傳統而言，一般的論述將此歸結為統一與獨立的兩條平行線，一個零和的

選擇。在這種論述的發展下，欲藉由憲法的對話功能獲得兩方皆有共識的結論可

謂困難度相當高。當我們在觀察世界各國分離主義(Separatism)或統合發展時，

往往可以發現若有一套有效的憲法機制的運作，往往可以避免暴力式的衝突，來

取得各方的協調。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運動，所促使的是加拿大憲法的修

正，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限。同樣的例子也可以在法國的科西嘉島看見。而反

觀北愛爾蘭或是西班牙的巴斯克或是俄羅斯的車臣獨立運動，往往演變成暴力衝

突的場面或是國際恐怖主義的蔓延。 

台灣目前的發展策略，由於面對中國在亞洲的崛起，不得不選擇增強與美

國的關係。因此，台灣積極的促使台美雙方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同時也希望與其他已開發經濟體簽訂相似的自由貿易協定。

更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過程中，做了大幅度的讓步，以求早日加入世貿組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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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這樣的態度某種程度的顯示中國磁吸效應的增強過去南向政策的失敗，也代

表台灣在發展策略上採取全球化的策略，希望與亞洲整合的趨勢脫鉤。21 

4.2.歐盟整合模式的借鏡：英國與賽浦路斯的選擇 

在談論兩岸前途許多論文中，有相當多的學者從歐盟的模式希望解決台灣

與中國大陸間的主權爭議。22但是歐盟的整合模式是否可以類比到兩岸之間的主

權問題，實際上仍有相當大的問題。例如歐盟整合的理論背景處於一個冷戰時代

集體防衛與避免戰爭的出發角度，因此歐洲各國有意識的渡讓部分主權給一個超

國家組織，這與兩岸之間本身就是東西冷戰下的遺產以及主權爭奪遺緒有所結構

性上的不同。本文在此並非要套用歐盟的整合理論來解決台灣的前途，但是可以

提出一些不同的視角來看兩岸間的主權爭議。 

本文在此所提出的兩個觀察個案分別是英國與賽浦路斯。英國與賽浦路斯

的共同點在於：同樣為大陸邊緣的島國、同樣在整合過程中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

。但是不同的是，英國在歐盟後來的整合過程中，仍然保有一定的發言權，而賽

浦路斯仍然掙扎於加入的邊緣，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上也處於非常弱勢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而言觀之，英國在區域整合的策略上值得台灣加以參考。 

有趣的是，英國與台灣在面臨整合的壓力時，有很多微妙的相似性。英國

當初在歐洲整和的過程中依違在歐陸與美國之間，在參與歐盟整和時，也曾受到

                                                 

21 依照Wolfgang H. Reinicke的分析，全球化下公共政策的策略可以區分為防禦式介入

(defensive intervention)、積極式介入(offensive intervention)以及全球公共政策(Global Public 

Policy) 三種，see Reinicke, Wolfgang H., Global Public Policy: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at 75。台灣的策略可以明顯的被分類，對中國

採取的是防衛性介入，對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國採取積極性的介入。 

22 請參閱張亞中，兩岸未來之認同與統合：歐盟模式的思考，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八卷第

十期，1999年10月，頁1 



亞洲區域整合與全球化                             管制理論專題研究  葉俊榮教授 

 16

法國兩次的阻撓，直到法國的戴高樂總統下台後才順利加入歐盟。關於區域化與

全球化的策略選擇而言，英國目前明顯的採取區域化的策略，歐盟整合越來越成

功，英國自然無法自外於歐盟，繼續追求過去的「光榮孤立」政策。23 

對於這兩個層次的問題，本文認為台灣在面臨亞洲區域整合的浪潮時，不

能自外於這股趨勢，應及早參與亞洲區域整合的潮流，避免處於過於被動的地位

。但是如何參與以及如何因應中國的阻撓，短期間內仍難以以主權協定的方式產

生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共識，以迴避中國的主權挑戰。因此，本文的看法是認為

，台灣目前所應努力的方向應該為強化司法體系的功能，建立一套有彈性、有效

率的法律系統以及功能強大的違憲審查制度，並且將目前形式主義的管轄規定做

修正，以擴大台灣司法體系在亞洲國家內的公信力以及適用範圍。在此情形，司

法系統成為一種服務性商品，爭取大型、跨國的區域紛爭事件在台灣的司法系統

內解決。如此，台灣能在迴避與中國的主權對抗遊戲下，順利的納入亞洲區域整

合的大潮流。這將是台灣在面臨本世紀亞洲區域整合中，法律界最大的挑戰與使

命。 

 

5. 結論 

在喬治歐威爾著名的小說「一九八四」中，世界被區分為三大國家所控制

：大洋國、歐亞國、東亞國，剛好預設當時的幾個可能的強權美國、蘇聯以及中

國。24巧合的是現今全球化的局勢中，正好美洲、歐洲以及亞洲三個貿易區塊

(trading bloc)的形成主導了世界大部分的貿易量以及科技發展。在區域整合的論

                                                 

23 關於英國對歐盟的態度，請參閱 

24 參閱 Orwell, George著，林淑華譯，一九八四，台北，小知堂，初版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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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歐盟的整合模式被廣泛討論其法律上的問題，而亞洲地區的整合卻缺乏相

關的研究。本文試圖對此做一些初步的嘗試。 

本文採取憲政主義的切入角度來觀察亞洲區域整合的發展。由於區域整合

是目前全球化趨勢下非常明顯的一個發展。在本文分析中，目前亞洲區域整合的

制度面向仍嫌薄弱，而且整合策略上的步調與歐盟的整合有非常大的不同。對於

憲政主義在亞洲區域整合的角色未來進一步的發展為何，仍有審慎評估的需要，

但是也有樂觀的一面。 

至於台灣應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以及中國大陸的主權要求，本文認為可

以也必須從區域化來尋找出路。這樣的一條出路必然相當艱辛，也是法律界應該

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