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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局限
———以张亚中的“两岸治理”、“两岸共同体”和“两岸三席”理论为例

李　鹏 Ξ

[摘 　要 ] 　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两岸关系问题。两岸关系研究需要借鉴包

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两岸关系并不是要将台湾问题国

际化。但是 ,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两岸关系时要特别注意它的局限性 ,必须进行概念分离和实现理

论的契合 ,同时要注意同两岸关系的现实相结合。只有这样 ,才能去伪存真、取长补短 ,促进两岸关系学

科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 　国际关系理论 　两岸关系 　两岸治理 　两岸共同体 　两岸三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 ,以及国内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些受过正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的青年学者陆续进入台湾研究领域 ;而在台

湾 ,多数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在岛内或海外也受过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 ,甚至在研究两岸

关系的同时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这就使得两岸不少学者在研究两岸关系时自觉不自觉地

会运用到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台湾的学者表现得尤为明显。近日 ,台湾南华大学亚太研究

所所长张亚中教授的新书《全球化与两岸统合》出版 (2003 年 4 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版) 。在书中 ,张教授不仅将两岸关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 ,还运用了国际关系

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全球治理、欧洲治理等理论来提出他的

“两岸治理”、“两岸共同体”和“两岸三席”理论 ,本文即试图以此为例来评述国际关系理论运用

于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局限。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与运用

对于什么是理论 ,学术界向来就有争论。比较权威的是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在

《国际政治理论》中所做的论述 ,他认为“理论是解释规律的陈述 ,它揭示恒定或可能存在的联

系为什么普遍存在”①;戴维·辛格则指出了理论具有描述、解释和预测三项功能②。恩格斯对

理论的性质进行了概括 ,即理论是历史的产物 ,是一种思维的科学 ,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实践③。

沃尔兹进一步指出 ,“所有事物之间都有互相联系 ,一个领域与其他领域也不可割裂”④ ,理论

也不例外 ,它在孤立于其他领域之外 ,保持独立边界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同其他领域发生各

种联系。因此 ,虽然解释的范畴有大有小 ,对象有具体有抽象 ,内容有重叠有对立 ,但作为人的

思维的科学 ,理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适用性和局限性 ,这也是人类为什么能够不断创造出

新理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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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在保持自有领域和个性的同时 ,也必然有共性的一面 ,特别是与其他理论共

有边界的概念和开放的思维模式完全可能被其他学科和相似领域所借鉴。我国学者倪世雄对

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是“研究各种国与国关系的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⑤。这种框架和体

系的形成不仅是对千百年来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的总结 ,更是得益于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

启迪。1919 年国际关系学诞生之时 ,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法学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理

论来源 ;时至今日 ,国际关系研究中还在不断借鉴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缘学、技术学等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而与此同时 ,很多其他学科也开始借鉴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

解释和预测本学科的一些现象。

由于国内外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两岸关系研究起步较晚 ,加之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导致的

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特殊性 ,尚没有建构起独立、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因此更多地还是

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如刘国深的《当代台湾政治分析》运用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理

论 ,以及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分析方法⑥;李非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运用的是区域

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⑦;台湾学者王玉玲的《由两岸关系

探讨台湾的统独问题》用的则是博弈理论⑧ ,笔者的拙文《政策激励与两岸关系》也是借鉴了组

织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⑨。这些都证明 ,在台湾和两岸关系研究中 ,适当地汲取其他领域 ,包

括国际关系领域的先进理论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台湾学者的观点 ,做到知己知彼 ;还

可以开阔视野 ,提高台湾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水平。张亚中教授在《全球化与两岸统合》一书中

运用了诸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 ,如果大陆的台湾研究学者不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 ,就很难

去理解由此推演出的一些两岸关系新理论 ,也很难找出其问题所在 ,做出令人信服的评论。

一提到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两岸问题 ,很多大陆学者首先就有是否会将台湾问题国际

化的担忧。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来思考研究两岸关系就是

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而是要将理论、方法与观点区分开来 ,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出于怎样的目

的以及如何来运用好国际关系理论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毋庸置疑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

事务 ,国际关系与两岸关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关系 ,这同样可以由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

加以佐证 ,已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 ,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 ,我们同样应该看到 ,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解决两岸关系研究中的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只有了解和避免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理论为两岸关系研究服务。这些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 ,由于两岸学者对两岸关系定位等一些根本或前提性问题的认知不同 ,他们在运用

国际关系或其他各种概念、理论解释两岸关系时的角度和目的并不一样。而且 ,两岸关系的现

实与国际关系形势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简单盲目地套用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

题 ,反而可能会出现误导和扭曲现实的情况。这都是引发人们对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两岸

关系的适用性与局限性争论的重要原因。

二、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理论分离与契合

我们借鉴国际关系的理论与方法 ,并非要将它们照搬到两岸关系的研究中去 ,而是要去伪

存真 ,分清主次 ,找出适用和不适用的地方。沃尔兹提出建构理论的四个步骤是 :分离、契合、

抽象和理性⑩。如果将此运用到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两岸关系理论上 ,首先就是要根据两

岸关系的现实特殊性 ,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共性的思维方法和概念分离出来 ;其次是找出

它们与两岸关系相互联系的契合点 ,以及这些联系是如何建立的 ;再次 ,要将这些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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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孤立出来 ,重新建构理论的边界 ,努力发现两岸关系领域的规律 ,创造出新的原理 ;最后

使之达到一种理想与应用相结合的状态。后两个步骤涉及的主要是两岸关系理论本身 ,而前

两个步骤涉及的是国际关系与两岸关系的理论联系 ,也是决定所借鉴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适

用的关键。笔者将以张亚中的《全球化与两岸统合》为例 ,重点分析国际关系与两岸关系两种

理论的分离与契合 ,至于理论与现实的联系 ,则将在下一节作专门的讨论。

张亚中教授从冷战后全球化时代来临的背景出发 ,以全球治理和欧洲治理的新思维来思

考两岸关系 ,并借鉴当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提出自己的两岸关系理论架构 ,无疑是一次大

胆的尝试。张亚中承认全球治理与“欧洲统合的经验固然无法照搬 ,但是其精神与内涵则值得

两岸思考”(第 279 页) ,这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精神与内涵”仍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张教授

在结合国际关系理论分离概念和选择契合点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漏洞。

(一) 概念的分离

概念或术语是研究的前提 ,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概念的提取和分离 ,直接决定了所建构的两

岸关系理论 ,其基础和前提是否准确。按照张亚中的说法“两岸治理的基石是两岸定位的确

定”(第 264 页) ,“两岸治理”理论是否适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涉及两岸定位概念的明晰。

但笔者感觉 ,张亚中教授有将清晰的概念模糊化、又用模糊的概念来解释清晰名词的嫌疑 ,这

就使他在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两岸的定位问题。

张亚中的两岸关系理论涉及到诸多包括“主权”、“主体性”、“第三主体”、“整个中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家人”等概念 ,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主权”和“主体性”。在运用

这些概念时 ,张教授试图将“主体性”等概念从政治学的“主权”概念中分离出来 ,但却犯了将政

治性概念和法律性概念混淆的错误。张亚中提出 ,基于国家主权属于人民 ,“整个中国”是两岸

中国人所共有的中国 ,“整个中国”的主权属于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 ,这并没有错。但是 ,主权

并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 ,它需要一定的载体来行使和代表才有意义 ,这个载体往往就是国家政

府。无论是“一个中国”还是“整个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此 ,张亚中却避开了

“主权”的提法 ,转而用“主体性”来阐述 ,提到“台湾的主体性在于中华民国政府在现有管辖的

领域内享有完整管辖权 ,中国大陆的主体性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现有的领域内享有完整

的管辖权”,即“两岸在自我领域内享有完整的管辖权”(第 277 页) 。根据国际法公认的主权概

念 ,主权就是国家对内的最高管辖权和对外最高自主权 ,张教授并没有对“主体性”做出明确的

定义 ,也未从法律上分析它与主权的区别 ,笔者看来只是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名词“主权独立”

而已。

对于“国家”、“第三主体”和“第三席”等概念 ,张亚中从内外有别的角度出发 ,同一概念用

于国内和国际时有不同的解读。“整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并存时 ,这

三个都带有“国”的概念的国际法性质张教授并没有厘清。他认为“整个中国”的概念完全契合

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新三句的表述 ,其实不然 ,“新三句”中“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中的“中国”指的是国际法中主权完整的“国家”;而张亚中“整个

中国”的概念中一直没有明确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还是以“中国”两个字作招牌的国际组

织。张教授举出统一前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 ,民主德国是“一个国家但不是外国”�λϖ ,但是 ,我

们更应该看到 ,这只是德国单方面的自说自话 ,国际法和国际社会都普遍认为联邦德国和民主

德国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张亚中要大陆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但不是外国”,实际上是混

淆“国家”这个政治学基本概念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 ,“整个中国”的概念与一个中国原则

“新三句”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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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中在使用“认同”的概念时也是一样 ,他在说明“欧洲认同”时举出 2002 年“欧洲居民

中具有欧洲认同的已有 62 %”(第 289 页)的例子 ,但在注释中 ,调查问题的设计却是“受访者认

为他们的国家成为欧盟的一员是好事 ,可以从欧盟中得到好处”(第 290 页) ,他由此得出两岸

人民也应该认同“两岸共同体”的结论。笔者认为 ,这是作者刻意将“认同”的概念宽泛化 ,不是

严格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正如有人认为发展中美关系是一件好事 ,但并不意味着他认同美

国。作者同时表示反对“中华民国的消失”,因为这样“台湾人民必须改变一个他们已经习以为

常的国家认同”(第 274 页)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即认同“中华民国”是实 ,认同“两岸共同体”是

虚。此外 ,张教授在用比喻说明概念时也不明晰 ,他提出要将两岸关系还原为“家人”的关系 ,

但“家人”有夫妻、兄弟、父子等关系 ,而他们关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张教授后将大陆和台湾

比作是兄弟 ,可以共用一个“屋顶”,这里也混淆了人和物的概念 ,将由人组成的家庭 (Family)和

由物组成的家居 (Home)混为一谈。

(二) 契合点的选择

在解决了概念的问题之后 ,我们需要找出国际关系理论与两岸关系之间相互契合的点 ,以

便从诸多凌乱的线索中识别出主要线索 ,并将这些因素归并、抽象出理论来解释两岸关系。笔

者认为 ,全球治理、欧洲治理与“两岸治理”有思维方式上的共通之处 ,但缺乏理论上的逻辑契

合点 ,即我们无法从全球治理和欧洲治理的理论中必然推演出张亚中提出的“两岸治理”的理

论内涵。

首先 ,跨越“统治权”和“统独”思维不能成为三种治理的契合点。张亚中一开始就提出“无

论是坚持统一或是追求独立 ,都是一种统治权的争夺”(第 232 页) ,因此要跨越传统的政治观

念 ,“在不需要统一或独立的前提下 ,两岸人民经由共同的参与治理 ,而建构彼此的共同认同”

(第 233 页) 。他并以欧共体为例 ,认为它们“摆脱掉了传统的统一或是独立的思维”(第 262

页) ,但这一论述明显过于武断 ,不符合事实。无论是国内治理、全球治理还是欧洲治理 ,民族

国家依然是参与治理的首要和主要工具 ,只要有传统的民族国家和政府的概念 ,就存在“统治”

的政治思维。作者也承认“国家仍旧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主角”,“能够治理世界的主要行为

者 ,仍然难脱民族国家及其所形成的家族”(第 257 页) ;他还提出欧洲国家“参与治理并不丧失

自己的主体性 ,反而可以让自己的主体性得到更大的利益”(第 263 页)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欧

洲国家会因为欧盟的成立而认为自己丧失了统一和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 ,欧盟的权力反而来

自于这些国家的主权让渡 ,而且这种让渡是有限的。张亚中以此提出“两岸治理”的前提是也

要跨越“统独”的思维 ,如果按照欧洲统合的经验 ,其实就是以维护“主体性”为幌子确立台湾主

权独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跨越“统独”的实质是回避“统独”,而这种回避的目的恰恰是

要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权”。

其次 ,三种治理的性质和机制不一样。“治理”是指“引导和限制一个集团集体行动的正式

或非正式过程与制度”�λω ,它引入国际政治学中的时间并不长。张亚中认为全球治理的前提是

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 ,“欧洲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理想模型”,“两岸不仅是全球风险社会的一员 ,

而且自己也构成了一个风险社会”(第 252 页) 。这一论述忽视了全球治理的目的是使“全球化

不受阻断或不可逆转”�λξ ,而欧洲治理带有全球化特征的同时也是区域化的表现 ,两岸独自进

行治理更可以被视为民族化的产物。此外 ,从形式上看 ,全球治理和欧洲治理其实是一种多边

结构 ,它们的外在表现形式多为国际组织 ,而两岸是一种双边关系 ,其外在表现形式应该为一

个国家 ,这是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即使忽略这种区别 ,我们还会发现 ,虽然双边关系是多边结

构形成的基础 ,但多边理论与双边理论有相当的区别 ,多边结构的形成并不必然导致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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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 ,比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美国均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在多边领域也

会有合作 ,但美伊双边关系却是敌对的。此外 ,多边国际组织所常用的少数服从多数、一致同

意或大国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机制也不能适合张亚中所提出的“两岸共同体”。

第三 ,三种治理在内涵和背景上均存在差异。张亚中虽然也认为三种治理可以分为不同

的层次 ,但对它们形成的背景和治理内容的差异分析得不够全面。全球治理是当全球化发展

到各国不得不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和威胁时形成的 ,它涉及范围广 ,议题多 ,而合作往往难以

深入。欧洲治理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 ,既有对历史的反思 ,也有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 ,还出于

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形势所迫。欧洲治理相对比较成功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相当的发展 ,但是

否如张亚中所说欧盟“内部政策紧密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统一国家”,笔者并不以为然。

欧洲国家内部不同政党上台所实行的政策都不一样 ,国家间政策的协调一致就更加困难 ,最近

在欧洲自主防卫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 ,欧盟内部的政策分歧就相当明显。张教授在回答笔者

提问时曾以欧盟政策紧密程度超过阿富汗为例�λψ ,但这犯了以非正常国家为例来以偏概全的

错误。作者也承认目前两岸看起来“并没有形成两岸治理的条件”,但他又用法国和德国为例

来说明“德国和法国历经了历史上的多次战争 ,双方最后仍能创造共同的治理”(第 261 页) ,两

岸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也应该能够建立起“共同治理”,这种仅凭感觉和特例所作的论证也

没有说服力。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之间甚至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没有发

生战争却也没有创造出共同治理。因此 ,无论从内涵还是背景上 ,两岸治理能否形成与是否有

全球治理和欧洲治理没有理论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三、国际关系理论与两岸关系的现实联系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 ,理论是政策的灵魂 ,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λζ。

张教授表示他的三本著作《两岸主权论》、《两岸统合论》与《全球化与两岸统合》不仅是他个人

“两岸关系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第 21 页) ,而且他所提出的“两岸统合”、“两岸治理”、“两岸

共同体”、“两岸三席”等理论也是向“两岸政府提出的国是建言”(第 32 页) ,希望作为“解决两

岸争议的方案”(第 293 页) 。但是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局限性 ,无法解释国际形势和国

家关系中的所有现象。两岸关系从性质到内涵与国际关系都有相当的不同 ,借鉴国际关系理

论建构的两岸关系理论中可以存在假设的前提和条件 ,也需要有跨越和超前的思维 ,但同样必

须建立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沃尔兹特别强调 ,“理论必须从客观现实中加以抽象提炼”,因

此 ,建构两岸关系的理论不仅需要汲取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理论的启示 ,更重要的还是要接近

两岸关系的政治经济现实 ,不断增加研究台湾问题的实证内容 ,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寻找答

案。否则 ,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会沦为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或某些政治人物利用的工具。

张亚中教授的“两岸治理”、“两岸共同体”和“两岸三席”理论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他认

为两岸的争议“能否解决”不值得担心 ,而“如何解决”则需要智慧、仁爱与勇气 ,因此他试图“能

够为两岸的中国人找寻一条满足双方立场 ,又兼顾未来发展的道路”(第 23 页) 。但是 ,在具体

的理论建构和政策建议中 ,有些方面却脱离了两岸关系的实际 ,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一)理论的现实切入点自相矛盾 ,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

认清两岸关系的基本现实有助于我们寻找理论的切入点。一般认为 ,当前两岸关系比较

复杂 ,经贸、文化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两岸互信还没有建立 ,政治僵局也未能打破。以往

的两岸关系研究 ,有的从民族大义出发 ,提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尽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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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 ,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入长久的分裂”;“实现祖国统一 ,

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等论述。�λ{也有人从经济利

益入手 ,认为两岸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的热络有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与缓和。台湾不少学者

包括张亚中教授还提出了“将‘建立信任措施’作为改善彼此敌意的重要一步”的观点 (第 239

页) 。

张亚中先生对上述切入点均持保留态度 ,他直接切入两岸的最核心的问题 ,认为“两岸定

位”和“主权归属”这个前提问题不处理 ,两岸的基本信心无法建立 (第 264 页) ,一切无从谈起。

他一面想兼顾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观点”(第 291 页) ,一面

却忽视了这三种理论之间的基本矛盾。他虽然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的“主权”、“国家利益”权

力等观念仍然无法在两岸关系中被刻意忽略 (第 238 页) ,但他为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开出“整个

中国”、“第三主体”的药方却是要摆脱传统“主权”观念的影响 ,“超越”现有的政治学、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明显地自相矛盾。

在前提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他又根据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 ,提出“一个有助于

两岸认同建构的两岸共同体是值得追求建立的”,因为“两岸共同体”可以“重建两岸信心 ,化解

彼此的根本疑虑”(第 278 页) ,同时他却忽视了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自由制度主义认

为制度是信任产生的桥梁 ;而建构主义认为信任与身份有关 ,信任只产生于朋友之间 ,朋友才

可以结成信任基础上的共同体。�λ|运用于两岸关系上 ,我们发现自由制度主义要求先建立制度

后才能解决两岸的信任问题 ,而建构主义却要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两岸“共同体”。正因

为如此 ,相互信任和共同体建构之间就陷入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原地循环的怪圈。

(二)理论与现实政策脱节 ,理论模式缺乏可操作性。

张亚中在推介自己理论时 ,也很注意同现实政治相结合 ,比如他承认李登辉的“两国论”里

有他的观点 ,新党“一中两国”的主张也可以从他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陈水扁 2001 年元旦提出

的“两岸统合”观点借鉴了他的理论 ,亲民党的大陆政策基本上也是以《两岸统合论》的相关论

述为基础 (第 24 页) 。但是他同时指责这些并非符合他的“两岸关系整体思想体系”,而是一种

盲人摸象、各取所需式的引用�λ} 。

张亚中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两岸现行的政策 ,也有专门的章节在谈“一中各表”、

“一边一国”、“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政策 ,他也看到并希望解决两岸在国际上冲

突的现实问题 ,并提出国际关系中“两岸治理”的途径是“两岸三席”,两岸关系中“两岸治理”的

途径是“两岸共同体”和“认同”的建立。但是 ,张亚中对“两岸治理”实践的论证还是局限于强

调两岸要超越“统治观”,给人一种高来高去、与现实政策相去甚远的感觉。作者认为“整个中

国”的论述可以解决彼此的歧异 (第 292 页) ,但这种解决的实质却是要两岸超越“统治观”,等

于是摒弃现有的所有政策。他还表示“三个主体”的观点可以作为“一国两制”与“国统纲领”的

桥梁 (第 292 页) ,同时他又承认“李登辉从来就没有认同过国统纲领”,而且“陈水扁继承了李

登辉的路线”(第 266 - 267 页) ,由此看来 ,“国统纲领”作为桥梁的一端已经没有现实意义。

除了“共同体”和相互信任建立孰先孰后的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外 ,在“两岸三席”如何运

作、两岸“共同体”如何保障问题上 ,张教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张亚中设计的“第三席的工作

不是统治其他两席 ,而是扮演协调整合的功能 ,参与两岸内部事务的治理。在国际间 ,第三席

的职权与功能自然取决于两岸之间的协商”(第 283 - 284 页) 。笔者认为 ,在能够协调一致的

情况下 ,“两岸三席”自然没有问题 ,但是在两岸都保留自己“主体性”的情况下 ,双方都有自己

的利益 ,在协商不一致甚至出现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作者回避了这个问题。此外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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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保障在发生矛盾冲突或受到外部利益影响时一方不退出共同体 ,作者寄希望于“台湾作出不

永久分裂的承诺”, �λ∼以及“彼此的需要和所建立的互信”(第 284 页) ,在现实世界中 ,这样的保

障措施无疑是苍白无力的。

(三) 理论运用过程中没有兼顾两岸关系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虽然两岸关系理论的建构首先要考察大陆和台湾两个变量的属性和相互作用 ,而使其他

变量保持恒定�µυ ;但在运用理论过程中却必须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相比 ,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两岸关系的一个优势是 ,它在帮助我们理解两岸关系的同时 ,还

可以从更大的视野了解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两岸关系不仅涉及到祖国大陆和台湾 ,还有着

复杂的国际背景 ,特别是美国因素。虽然相对于敌对中的两岸双方来说 ,美国因素只是一种外

部因素 ,在两岸互动过程中只是处于外在的、次要的地位�µϖ ,但它却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影响

着两岸关系。台湾问题最终要顺利解决 ,必须同时兼顾中华民族、中国政府和人民、台湾当局

和人民 ,以及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利益需求。�µω

张亚中“两岸治理”、“两岸共同体”、“两岸三席”的实践设计中都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因应美

国因素的影响。解决两岸问题的任何方案可以尽可能地将美国的影响减到最小 ,但美国在“中

美台”三边关系中所处的强势地位也使我们不能忽视它主动影响的能力和可能。作者十分推

崇德国统一的模式 ,但如果没有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背景 ,德国现在能否完成统

一应该还在未定之中。因此 ,在中美关系甚至亚太战略格局不变的情况下 ,两岸关系的基本格

局和发展趋势单方面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

除了美国因素外 ,张亚中还忽视了现实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利益因素。张教授认为“目前

台湾无法参与国际组织 ,其关键并非台湾本身缺乏国际法人的地位 ,而是中共打压杯葛所致 ,

基于国际组织的普遍性原则 ,台湾应该是被欢迎”(第 284 页) ,这完全是从台湾自己的立场和

角度出发看问题。现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 ,一些国家希望借台湾占有席次来加强对自己的支

持 ,但如果像张教授所讲两岸建立高度互信、“统合”成功后 ,共占有三个席次 ,势必将直接影响

到一些国家在国际组织内的权益 ,国际社会是否支持就很难说了。

四、结　语

张亚中教授能够从全球化的大视野出发 ,借鉴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来建构自己的两岸关系

理论体系并提出实践主张 ,使我们不仅可以分享他的理论成果 ,而且可以学习和总结他建构理

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仅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两岸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学习 ,而且他充

满人文的关怀 ,对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发展抱有高度使命感的精神也令人钦佩。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 ,它本身并没有对错 ,只有解释能力的大小和适用范围的宽窄。应该承

认 ,张教授“两岸治理”、“两岸共同体”、“两岸三席”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和解释两岸

关系中的某些问题 ,特别是开阔了研究台湾问题的视野 ,启发了探讨两岸关系的思维。但通过

以上的分析 ,我们也知道 ,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两岸关系理论时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限性 ,

不能为解决问题而刻意回避或混淆政治学、国际法或国际关系领域公认和通用的基本概念 ,不

能用术语或名词的契合来取代性质和内涵上的联系 ,同时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 ,

我们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两岸问题时才能够得心应手、以理服人。

(下转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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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页和第 792 期的第 43 页 ,揭露“刘冠军泄密案”是“国安局”内部人马不满“监察院”弹劾时未将“最高领导

人”李登辉纳入追究责任的范围 ,或是“国安局”内部人事斗争 ,被集体创作出来 ,目的是要丁渝洲的“好看”。

�µ| (台)《财讯》第 241 期 ,2002 年 4 月出版 ,第 139～141 页。

�µ} (台)《新新闻》第 802 期 ,杨舒媚 ,《蔡英文大权独揽 ,“国安”体系剑拔弩张》。

�µ∼ (台)《联合报》2002 年 6 月 17 日 ,第 1、3、4 版。

�νυ (台)《新新闻》第 792 期 ,第 40 页。

�νϖ (台)《新新闻》第 786 期 ,第 30～33 页和第 35～37 页 ,指出李登辉时期以阴柔的手法对媒体和记者恫吓施

压 ,媒体和记者容易吃暗亏 ,现在陈水扁是摆明军马 ,大张旗鼓地搜查治罪于媒体。

�νω (台)《新新闻》793 期 ,第 23 页 ;《中国时报》2002 年 6 月 9 日和 11 日的第 2 版的社论。

�νξ (台)《中国时报》2002 年 6 月 16 日 ,第 4 版。

�νψ (台)《新新闻》343 期 ,第 56 页。

�νζ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 ,都是在朝“总统制”方向扩展“总统”权力 ,现在连宋“国亲合”,宣布当选后会采取“双首

长制”,如果 2004 年大选结果是其胜利 ,依其说法及实际的政党版图等方面来看 ,“总统”、“行政院长”的权

力及其与“国安会”之间关系的演变恐怕就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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