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第二季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研討會 會議手冊 

一、會議名稱：2015 第二季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研討會 
二、時  間：201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09:30 至 11:00 
三、地  點：立法院請願室 
四、主辦單位：台灣競爭力論壇 
五、主持人：謝明輝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 
六、引言人：李勝峰  新黨秘書長 
七、與會者： 

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 
王崑義  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淡江大學戰略所教授 
李允傑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忠山  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八、討論題綱： 

1.3 年 10 次的國族認同調查，台灣社會穩定有過半數的民眾認同是自己中國

人，與社會當前既有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這份調查在研究方法的洞悉性與

價值在哪裡? 
    2.中國大陸宣佈自 7月起，台灣民眾只要持台胞証，就可以免簽証入境大陸。 
    此項政策對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是否產生影響？ 
    3.為奔向 2016 全面執政，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該做什麼？民進黨總統參 
    選人蔡英文該提出之「維持現狀說」對兩岸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 
    4.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兩岸論述由「一中同表」回到「一中各表」，是 
    否能夠獲得選民支持？在務實考量下，何種兩岸關係論述對台灣最有利？ 
    (台灣、大陸同屬中國、台灣與大陸無關聯) 

九、會議時程：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9:15-09:30 開始進場 來賓、媒體朋友簽到 
09:30 座談開始  

09:30-09:40 主持人致詞 謝明輝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 
09:40-09:50 引言人致詞   李勝峰  新黨秘書長   
09:50-10:50 研討會 與談人意見發表 
10:50-11:00 交叉討論 記者發問與來賓答覆時間 

11:00 座談結束  

黃鐘未毀 豈容瓦釜雷鳴—對陸委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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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秘書長  李勝峰 

 

   陸委會長年來引用，政大選研中心有關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年度調查結論

是：「漸行漸遠」，由 2014 年公布的調查也發現，只有 3.5%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親綠的民調單位，也是類似的方向。 
   這幾年來，大家比較普遍的認知，認為只有個位數比例的台灣民眾認同自己

是中國人。兩岸議題的重量級研究者，橫跨政學兩界的蘇起教授，提及兩岸政策

之制定時，認為台北、北京都必須面對「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漸行漸遠，差距

愈來愈大」。 
   前題正確，推論才正確，否則就會錯誤。究竟台灣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是怎麼

一回事？台灣競爭力論壇對此問題的提問，開宗明義就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不

是中國人？ 
  以今年7月最新的調查得知，有 52.6 %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41.8 % 表示不是，

5.6 %未表態。 
   這不是第一次的調查，而是 102 年 2 月起至今第 10 次的調查。這題目，簡

潔又明瞭，受訪者直接反應。3 年多來的調查，除太陽花學運後的 5 月份，降至

5 成以下外，其他各次調查，皆在 55 % ± 2.5 % 之間，102 年 2 時甚至有高達

61.1 % 的紀錄。歷次調查數據顯示，認同中國人的比例，遠高於 4 成上下不認

同中國人者。 
   面對這樣的調查，制定兩岸政策的陸委會視若無睹。不去面對此份調查的真

相，反而一再引用，可能是錯誤的題目設計，導致錯誤結果的資訊，以訛傳訛，

弄假成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相對地，影響兩岸政策的美、日兩大國，顯然比陸委會敏感多了。就以美國

在台協會為例，自從本調查出現之後，美方涉台機構曾就研究題目設計、調查方

法進行了解，表現對此調查的的重視。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前題正確與否，決

定政策的對錯」 
   美、日等關心並研究這份調查，但陸委會除繼續沿用並發佈可能的錯誤資訊

外，對此項調查全不當一回事。陸委會！該加油了！ 
   題目設計與調查方法，當然影響調查結果，本調查與政大選研中心有何差

別： 
 
一、 選研中心的調查，受訪者先回應兩岸或政治的相關問題之後，再回應國族 
     認同，易受前導題目不同的影響。本調查在不受其他題目影響，開宗 
     明義就詢問，「您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人」，可確保調查的信效度。 
二、 選研中心及其他調查，都採取對立式的題目設計。即題目雖有「台灣人、 
     中國人，兩者都是」的三個選項，但也隱含著讓受訪者就「台灣人」和「中 
     國人」做對立分割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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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調查認為，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活在台灣，認同自己為台灣人，天經 
地義。直問受訪者「您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更能真實反應。不必也不應將

中國人和台灣人做分割對立的 2 分式問法。 
     以下是我個人幾點結論： 
一、 打破政大選研中心長期的定論，不再是一槌定音。陸委會要引用其調查結

果，應面對此份不同的調查結果。用與不用之間，除對社會做清楚地交待

之外，更應說明使用與否的原因。 
二、 相信台灣競爭力論壇與艾普羅民調公司，願意開放所有調查過程，原始資

料，供各方檢定，歡迎挑出各項「合理的懷疑」，唯有經得起檢驗的調查，

才有發言權。 
三、 期待「對立割裂式的題目」與「非對立割裂式題目」的設計，建議由陸委

會出面，經歷一場學術性的科學論証，以準確測出台灣人對中國人認同的

真相。畢竟做為兩岸政策制定的陸委會，有正確前題。才會有正確的政策。

陸委會加油！ 
    本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指出「泛中國人的認同」這個新概念。將認同由情感、

直覺式的反應之外，更考慮到台灣民眾因兩岸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歷史情結、

統獨意識所綜合影響下對中國人的認同。而從人的心理層面，再將中國人認同分

為四個層次 
一、 積極認同—「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主動且強烈表達自己的認同 
二、 消極認同—「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意含以台灣人為認同主軸， 

           中國人為較低能量的認同。 
三、 被動認同—「台灣人，不必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意含以台灣人為認同主 

            軸，但不特意去強調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若必須面對，也不 
            會否認。 

四、 否定認同—「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表達強烈台灣人認同、排斥、否定 
           對中國人的認同。 

    這樣多層次分析的問法，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否定中國人認同由一開始直覺否

定的 41.8 % ，下降為 33.6 %。而將積極認同、消極認同和被動認同合稱為「泛

中國人認同」更高達 58.8 %。若再加上「確保台灣利益，有利兩岸和平發展」的

務實考量，「泛中國人認同」高達 63.3 %，否定認同更降低為 27.1 %。 
   面對「兩岸兩面人」的態度，即訪員問及受訪者「有人在台灣堅持自己是台

灣人，不是中國人，但到大陸訪問、辦活動、做生意，卻又宣稱自己是中國人」，

調查顯示，有 30.5 % 認為沒原則，該批評；50.5 % 認為面對現實可諒解；5.3 % 
無所謂；13.7 % 不表態。 
   這也是三年來，歷次的調查都是如此。台灣人對兩岸兩面人，非常具有寬容

性。再佐証加上「利益」的考量後，泛中國人的認同揚升至 6 成以上，否定認同

降至 27.1 %，在在顯示台灣社會務實性的一面。 
    再以本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論述的認同調查之 8、9 兩題，只因涉及到「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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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認為兩岸現狀「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互不關聯」者，即刻下降

4.5 % 。反之「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同屬於中國」者，上升 6.4 %，

同樣顯示台灣的務實性。 
     表一：現狀認知與利害考量下對兩岸關係認知的變化比較表 

 現狀認知(8 題) 利害考量(9 題) 變化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4.3 % 3.5 % ↓0.8 % 

台灣、大陸都是中國的一

部份 
38.4 % 44.8 % ↑6.4 % 

台灣、大陸沒有關連 42.8 % 38.3 % ↓4.5 % 

都不認同 3.4 % 1.5 % ↓1.9 % 

不表態 10.7 % 10.3 % ↓0.4 % 

拒答 0.5 % 0.5 % 0 
 
      
 
 
 
 
 
 
 
 
 
 
 
 
 
 
 
 
 
 
 
 
 

泛中國認同與「一中兩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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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  黃光國 

 

    台灣競爭力論壇三年內舉辦了十次的國族認同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社會穩

定有過半數的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2015 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第 2 季調查」結

果顯示：58.8%的受訪民眾「被動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且在考量「利益與和平」

等因素下，認同自身為中國人的比例高達 63.3%。 
    所謂「被動認同」是將「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

國人」及「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等 3 項「泛中國人認同」相加，對

比「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單一選項，得到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受訪

者心中所謂的「中國」，並不是指某一個特定的政權，而是先於中華民國或中華

人民共和國而長期存在的「中國」。《詩經‧大雅》上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這是「文化中國」的概念，是與「四夷」相對應而產生的名詞。所以孔子在《大

學》中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在宣佈參選之初，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說，她對兩岸關係的主張是「維

持現狀」。依我的看法，兩岸關係的現狀就是「一中兩憲」。所謂「一中兩憲」是

指：自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海峽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憲法，這

兩部憲法都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上，但兩岸各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兩個政府間並沒有簽訂任何的和平協定。如果台灣

堅持「一中兩憲」的立場，雙方便可以「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地位，展開「平等

的協商和談判」，進而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看到「一中兩憲」的主張，許多人立刻會問：大陸會不會接受這樣的概念？

二次政黨輪替之後，以「民主行動聯盟」為班底的學界同仁，曾經和大陸涉台學

者舉辦四次會談，討論如何建構兩岸和平框架。在第一次會談中，我提出「一中

兩憲」，主張兩岸以對等憲政實體的立場，簽訂和平協議。大陸方面立即有人表

示疑慮：「兩憲」不就是「兩國」嗎？「一中兩憲」會不會變成「兩國論」？  
    2011 年元月，在澳洲雪梨附近「南天寺」學術的「南天會談」中，北京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表示：以「一中兩憲」描述兩岸關係的政

治現實，「是沒有問題的」。「一中兩憲」既不是聯邦，也不是邦聯，而且在國際

也有先例，像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和尚吉巴之間的關係，便是「一國兩憲」。 
 
坦尚尼亞的「一國兩憲」 
    當時我對坦尚尼亞和尚吉巴的關係一無所知，回台灣後，在 2011 年二月出

版的《中國評論》發現了一篇〈聯合共和國：坦尚尼亞模式與兩岸統一模式初探〉，

一開始便說，二○○九年二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坦尚尼亞時，與坦國

總統基克維特舉行會談，同一天他又會見了尚吉巴總統卡魯姆，「令人不可思議，

一個國家怎麼會有兩個總統呢？而且在國事活動中都得到外國元首的正式會見。

其實，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是由坦噶尼喀（大陸）和尚吉巴（島）兩部分聯合而

來的，以前是各自獨立的國家，作為聯合共和國一部分的尚吉巴，目前仍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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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憲法與總統」。 
    作者指出，位於東非的坦尚尼亞面積九十四萬餘平方公里，位在東非外海的

尚吉巴面積兩千六百餘平方公里，是一個海島，坦尚尼亞人口約四千萬，其中尚

吉巴近一百二十萬，面積比例約三六五比一、人口約三四比一，中國大陸總面積

與台灣的比例約二六八比一、人口約五六比一，兩者極其相似；文中還強調，「胡

錦濤主席作為中國國家元首，訪問坦尚尼亞期間在會見聯合共和國總統後，還要

會見尚吉巴總統，其他到訪的中國領導人也會依此慣例」。 
 
只能做，不能說 
    我曾經問李教授：「大陸領導人同一天內見兩位總統，這件事有沒有政治意

涵？」他很清楚地告訴我：「我們國家領導人公開做任何一件事，都有政治意涵。」

「這種政治意涵是不可能明講的。」果然，2013 年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結

束訪俄行程後，3 月 25 日訪問非洲首站與坦尚尼亞總統基克維特會談，接著又

會見尚吉巴總統謝因，並允諾參與連結坦尚尼亞和尚吉巴的坦尚鐵路改造和運

營。 
    蔡英文是李登輝主政時代「兩國論」的主要策畫者。今年 6 月初，她到美國

華盛頓演講時表示：未來將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民意，維持推

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但她始終不肯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表態，因

此她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並不是「一中兩憲」，而傾向於「兩國論」。 
國民黨全代表會正式提名洪秀柱參選總統後，洪秀柱不再提「一中同表」，主張

以「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政府存在」、「反對台獨」、「兩岸有長治久安的和平協

定」等「三內涵」，作為她競選的兩岸論述主軸。任何人都不難看出：洪秀柱所

謂的「三內涵」其實就是多年來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正因為「一中兩憲」

對中共是屬於「只能做，不能說」的範疇，所以洪秀柱在這場選戰中必須一方面

「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一面以「兩岸長治久安的和平協定」和民進

黨候選人作出明顯區隔；同時又要全力發展「文化中國」的整體論述，來和台獨

派的「殖民進步論」相抗衡，她才有可能由逆轉勝，打贏這場艱困的選戰！ 
 
 
 
 
 
 
 
 
 

台灣「國族認同」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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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  王崑義 

 

    

一、3 年 10 次的國族認同調查，台灣社會穩定有過半數的民眾認同是自己中國 
人，與社會當前既有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這份調查在研究方法的洞悉性與價值 
在哪裡? 
 
    從李登輝時代對台灣政治「本土化」的改革，到陳水扁「去中國化」的政治

操作，在李、扁 20 年的政治影響下，台灣人民一直被認為已經不認同自己是中

國人。這種印象很少是從持續的民調所取得的結果，反而是從選舉藍綠所獲得的

選票和席次所認定的刻板印象。 
其實，「國族認同」並非台灣所獨有。冷戰結束以後，邊陲地區國家所發生

的對立與衝突，已經超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圍堵結構所能控制的範圍，特別是前

蘇聯控制的國家向民主轉向，它所呈現的特質更像是一種「後殖民氛圍」，不管

是族群身份的認同，或是「核心-邊陲」的認同理念，「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經很

難再作為民族生存空間的規範與解釋架構。 
亦即，冷戰後新的民族主義認同對象，已經不再是「第三世界」或是民族國

家這種集體身份的認同標籤，反而是趨向於單一民族身份的界定。於是，當個別

國家感受到內部不同的民族轉向對集團認同時，民族主義就變成了政治問題」。 
同樣的，在邊陲地區國家內部所興起的「認同團體」（identity groups），他們

構造出一種「心理社群」（psychological communities）讓它的成員可以基於一些

共同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價值的組合，而擁有一個持續的共同利益和認同感。 
另一方面，這種「認同團體」由於過去曾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產生怨懟，他

們只好一再的組織政治團體來對抗政府或其他族群，用以保護或促進他們自己的

集體利益。 
面對這種國際政治情勢的轉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開始採取新的「建造

和平」（peacemaking）的方法，包括採取以聯合國名義派出維和部隊監督停火，

允許使用武力迫使交戰團體停止敵對與殺戮的行動等。 
「台灣競爭力論壇」長期追蹤台灣人民對自己身份的調查，在超過半數人民

還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範疇下，對兩岸「同屬一中」的認知裡，不管是積極或

消極，都有利於兩岸未來可以使用政治、經濟、文化的方式解決兩岸的分裂問題，

這是這份調查最有價值的地方。 
 
2.中國大陸宣佈自 7 月起，台灣民眾只要持台胞証，就可以免簽証入境大陸。 
此項政策對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是否產生影響？ 
 
    大陸對台免簽，讓更多數的台灣人民可以更自由的前往大陸旅遊、工作、求

學，這對台灣人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傾向，應該會有提升的效果。 

7 
 



    目前，在暑假期間，許多台灣的學子都會到澳洲、歐洲打工遊學，以增加自

己的見聞，但是過去大陸需要簽證時期，要進出大陸比較麻煩，現在大陸對台實

行免簽制度，大家進出大陸方便，也應該會來來去去。 
    就以金門大學的學生來說，過去休假時，他們常往廈門活動，但在簽證的限

制下，通常一個假期只能去一次，現在大陸實施對台免簽，他們要到廈門的機會，

就不會受到簽證的束縛。 
 
3.為奔向 2016 全面執政，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該做什麼？民進黨總統參 
選人蔡英文該提出之「維持現狀說」對兩岸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 
 
    2016 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主席兼參選人蔡英文提出要「維持兩岸現狀」，

但她還是沒法陳述清楚怎樣「維持兩岸現狀」。但是，對民進黨來說，只要有可

以見縫插針的機會，絕對不會放過跟大陸使硬的作法。 
    例如，日前大陸中央電視台《軍事報導》專欄播放解放軍軍演的畫面，

裡頭出現一棟紅白相間與台灣總統府有高度相似的大型建築物，軍事專

家研判，這是中國大陸模擬攻台的軍演，意在表達北京對明年民進黨上

台後的憂慮，並適度藉影片向民進黨提出警告。  
   針對媒體披露中國中央電視台日前播出一項解放軍以台灣總統府為

軍事打擊目標的演習畫面，並評論此演習係以針對「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而來，民進黨發言人鄭運鵬 7 月 22 日就表示，這項演習以台灣及台灣人

民為軍事攻擊的假想目標，證明中國始終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而馬

政府口中誇稱兩岸關係最好、最和平的這 7 年，北京從來沒有停止對台

的軍事準備。  
民進黨發言人鄭運鵬對此表示，面對大陸「朱日和軍演」所出現的

模擬狀況，民進黨要提醒國人，堅實的國防是兩岸和平與區域安全穩定

的基礎。唯有堅實的國防，才能避免北京誤判情勢，採取冒進的對台行

動。而民進黨明年若能順利執政，也將強化國防，增加國防投資，以確

保國家安全與區域穩定。  
    對於北京始終沒有放棄對台灣訴諸軍事威脅，鄭運鵬還表示，政黨

輪替是民主國家的常態，而過去中國也曾經以此威脅台灣，但總是適得

其反，民進黨提醒北京不要重蹈覆轍，以免加深台灣人民的反感，傷害

兩岸關係更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  
    央視 3 秒鐘的畫面，可以讓民進黨大做文章，顯見民進黨還是希望

大陸鷹派能抬頭破壞兩岸現狀，這對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會更為有利。  
 
4.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兩岸論述由「一中同表」回到「一中各表」，是 
否能夠獲得選民支持？在務實考量下，何種兩岸關係論述對台灣最有利？    
(台灣、大陸同屬中國、台灣與大陸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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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柱邁向總統之路，從綠營的民調中跟蔡英文都將近有一倍以上的差距

最讓人質疑，就以「新台灣國策智庫」在洪秀柱還是「準候選人」之前的 7 月

17 日所發佈的民調來看，若是一對一，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54.3%，連續 2 個月維

持 5 成以上的支持度，而洪秀柱則僅 21.3%，較上個月跌了 10 個百分點。若是

洪秀柱、蔡英文、宋楚瑜同台，3 人的支持度分別是 17。 
    而洪秀柱 7 月 19 日獲國民黨提名角逐 2016 總統大選之後，民調就往上爬，

與蔡英文差距縮小到約 10%。藍營焦慮氣氛近日已有改善，選戰又重燃起逆轉勝

的希望。  
洪秀柱支持率上揚，有幾方面原因。首先，藍營的支持者與綠營一樣，有它

的板塊，關鍵、生死之戰到來，會逐漸歸隊；其次，洪秀柱在初選中顯現的不嬌

不餒、不屈不撓、在艱彌勵、勇往直前的個人特質，並沒有改變；其三，國民黨

近日祭出黨紀，高舉鍘刀，這對維護黨內團結，全力挺柱是有效果的。 
所以，總統的大選是瞬息萬變的，只要洪秀柱不再提「一中同表」、「和平協

議」這些讓人感覺是「急統派」的作為，把自己競選的主調回歸國民黨的「九二

共識」、「一中各表」，那麼以她塑造個人的領袖特質，那麼她跟蔡英文的翻轉不

是不可能。 
 

 
 
 
 
 
 
 
 
 
 
 
 
 
 
 
 
 
 

2015 第二季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研討會 與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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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主任  李允傑 
   
中華民國是兩岸中華認同的聯結臍帶 
 
    根據今年第 2 季的國族認同調查得知，目前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有

52.6%，否定者佔 41.8%。由連續 3 年達 10 次的調查趨勢可發現，除去年的太陽

花學運影響外，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穩定過半數。另外，在面對大

陸發展情況下，合計有 63.3%的人認為以「泛中國人」的立場更能確保台灣利益

及有利兩岸和平，歷次數據均達 6 成以上。 
    若深入解析法理與現實，有關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關係，第2季調查發現，

受訪民眾當中，21.7%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屬於「積極認同」；

9.8%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屬於「消極認同」；還有 27.3%認

為自己「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屬「被動認同」，若將上述 3 項合計

通稱為「泛中國人認同」，比例共有 58.8%。 
    上述調查是用「包容式認同」的問卷設計，得出較高的「泛中國人」認同。

但若以「二分法」來問，得出不一樣的結果：台灣人認同指數(台灣人認同減中

國人認同)從 1992 年的負 7.9%增加到去年的 57.1%；台灣人「拒統指數」(台灣

人民堅定拒絕統一的比例)從 1994 年的 20.9%，增加到去年的 49.1%，都是歷史

新高。 
    根據台灣競爭力論壇歷年所發布的國族認同民調結果呈現穩定的趨勢：在民

族認同上，台灣民眾對兩岸的血緣歷史、語言文化、民俗宗教有高度認同；但在

國家(state)認同上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是中華民國。另一方面，台灣民眾對兩岸

關係的認知是相當理性務實，未被大陸經濟的崛起所迷惑；認為兩岸最大分歧是

「社會生活與價值觀」、「意識形態與制度」。兩者都涉及兩岸現實政治制度的歧

異。 
   政治認同是當前兩岸認同中最困難、也最關鍵的一部份，我們必須看清當前

兩岸關係政策作為的障礙盲點，障礙盲點不消除，就很難期待兩岸關係的突破與

提升。  
    北京當局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希望兩岸的和平發展走向終極統

一，共圓中國夢。從 2008 年兩岸恢復兩會協商，北京的對台工作積極而綿密；

從經濟的讓利、社會文化擴大交流、加強推動三中一青工作，可以說大陸對台工

作相當積極用心。 
    北京的對台政策之所以「事與願違」，是因為沒有對症下藥，沒有抓住台灣

民心，對台工作出現了矛盾與盲點! 第一個沒有對症下藥的矛盾是，正視「中華

民國」有利於推動兩岸政治談判，但北京的實際作為卻背道而馳! 
    二○一二年三月，胡錦濤總書記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胡錦濤說：「確

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一事實，符合兩岸現行規定，應是雙方都可以

做到的。」吳伯雄則說：「根據雙方現行體制和相關規定，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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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是以《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確立「一中架構」。

但憲法就叫憲法，何必隱諱改稱「現行規定」? 
    又要一中憲法，又不肯叫憲法，反映兩岸關係現狀下《中華民國憲法》的困

境。雙方援引「現行規定」，是因若要維持「一中架構」，反對「法理台獨」，必

須立足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法理」之上。北京清楚，無《中華民國憲法》，即不

能維繫中華民國；但又要台灣護守《中華民國憲法》，卻只肯稱其為「現行規定」。

這是否合情合理？ 
    北京過去一貫主張「中華民國在 1949 年已經消失了」，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國

際空間失去自尊繼而喪失自信，失去了對中國的認同感、民族責任心與「我群感」，

進而失去了給台灣人民一個維繫「中國認同」的合情合理之基礎。 
    北京的「去中華民國化」，在台灣的效應就是「去中國化」；台灣人民的「中

國認同」亦日趨淡漠疏離。在「兩岸尚未統一」的情態中，北京若欲台灣人民「以

維持中華民國，來維持中國連結」，則中華民國自應在「一中框架」中有合情合

理的地位。否則，當台灣人民不能經由中華民國來維持其中國認同的「心靈」，「契

合」即是緣木求魚。 
    台灣的「中國人認同」之耗弱與淘空，與中共的「去中華民國化」有必然關

聯。事實上，中華民國是兩岸人民認同一中的聯結臍帶，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歷

史記憶，台灣人民才能夠將台灣認同連結到中華民族認同，也才能與中國認同形

成一種包容交集狀態，而非互斥對立的現況。 
    從辯證法與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觀點來看，北京若能接受「階段性兩

個中國」，畢竟同是中國，終將合在一起;若反對「兩個中國」，導致中華民國去

中國化，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同逐漸淡化消失，被台灣認同所取代，反不利於兩岸

統合。 
 
一中同表 : 美麗願景?還是票房毒藥? 
    洪秀柱在初選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定以及「一中同表」主張，民調下滑，對

於一中同表說法，說不清楚，前後反覆(中華民國不存在說)，嚇跑淺藍與中間選

民。在七月份的台灣指標民調、兩岸政策協會與新台灣國策智庫所發布的三分民

調報告，洪秀柱在三組候選人(蔡英文、宋楚瑜、洪秀柱)支持度都是敬陪末座。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美提出「維持兩岸現狀」說，論述主要有兩部分:
一、確認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二、將在「廿多年來

協商和交流互動所累積的成果」的「堅實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而依第四條

精神，我國領土固有之疆域，涵蓋大陸與台灣；在增修條文中指出為「因應國家

統一前之需要」， 所以蔡英文的憲政體制說，等於概括承受中華民國歷史記憶(國
共內戰)與九二共識。  
    蔡英文在兩岸政策打的是貼近國民黨、向中間靠攏的安全牌；洪秀柱卻高舉

深藍大旗，旗幟鮮明的主張一中同表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在台灣社會內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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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民眾心理尚未準備好的情況之下，洪秀柱拋出一中同表的主張，把自己逼

到統獨光譜的極右端，對其選情顯然是扣分！ 
    其後，洪秀柱在 719 國民黨全代會參選演說中的兩岸論述，回到九二共識，

不再提一中同表與兩岸和平協定。相較於上次總統大選，這次一中同表與兩岸和

平協議的話題在政黨提名前就此打住，命運多舛。 
 
    兩岸政治社會差距的拉近，涉及民主治理與政治改革。但大陸人口眾多，區

域差異性大，北京強調絕不會照抄照搬西方的制度，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

展道路。兩岸社會在人權民主的差距，絕不是五年、十年就可以拉近的，兩岸需

要的是時間與同理心。如果有一天，這個社會差距縮小，兩岸的制度與價值觀相

近且相通，意識形態與制度也不再對立矛盾，再談統合或統一，就不會是無解僵

局。反之，社會生活仍有距離，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還有很大差距的時候，貿然

談兩岸要如何統一，誰來治理誰，都會是一種悲劇。  
    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法，是從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

礎四個方向。目前經濟認同是最容易著力的一個方面；中華文化的認同也是強化

兩岸和平發展的精神基礎和價值紐帶；社會認同方面，兩岸應建立更多、更緊密

的姐妹市，以便建構兩岸地方政府之間，定期、長期、有效的交往與合作，進行

地方發展的策略聯盟，更進一步有效的整合兩岸地方的精英和人民，強化兩岸民

眾的社會認同。 
    政治認同是當前兩岸認同中最困難、也最關鍵的一部份，我們必須看清當前

兩岸關係政策作為的障礙盲點，障礙盲點不消除，就很難期待兩岸關係的突破與

提升。  
    台灣不必迴避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但應該讓對話回歸民間本質，對話的主體

應從國共二黨擴大到台灣其他的政黨、智庫以及民間社團。如此，中國大陸才能

聽到台灣社會多元和真實的聲音；另一方面可以讓兩岸的民間政治對話具有務實

性與全面性，為兩岸未來政治談判提供更多元而豐富的思考。 
    兩岸關係發展需要雙方以同理心和耐心來呵護，我建議兩岸應該建立紅藍綠

橘對話的多元渠道與民間平台，從中尋求創意、擴大交集，凝聚共識，為和平協

議舖奠基礎工程。 
 
 
 
 
 
 
 

2015 第二季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研討會 與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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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林忠山   
 
這種國族調查洞悉性與價值性甚高，但它不是研究方法有何特殊性，而是其

「研究途徑」有正確性、務實性與精萃性。 

就正確性而言，這一研究途徑，正確釐清台灣與中國的概念，台灣是區域名

詞，中國是國家名詞，故它擺脫政治語言操控的民調---「你是中國人或台灣人」，

那種將台灣當成國家的兩分法研究途徑。艾普羅公司所採的「族國認同」研究途

徑，在民族部分就問「中華民族」，在國家部分就只問「你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

人」，當受調查者回答他不認同他是中國人，此研究為探討其不認同的原因時，

將台灣人的概念植入，以探討被國家化的政治語言控制下的「台灣人」，有多少

的認同者，此一將台灣國家化的認同者，大體是可視為「台獨」的深層支持者。 

就務實性而言，此研究途徑認知道事實的台灣社會，是同時存在台灣國家化

及台灣區域化的兩組概念，這兩組概念若用於台灣社會，則是境內的衝突與摩擦

而已，若用於兩岸互動，則將涉高一層的境外衝突與摩擦，故艾普羅公司則採務

實性的研究途徑，同時深入探討境內與境外的實際衝突與摩擦情形。因此，在境

內有同屬台灣人與中國人與否，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等概念之設計；在境外有

利益、實際需要與變色龍等邏輯設計，故具有務實性。 

就精萃性而言，此就途徑有另一價值，是可從台灣國家化概念操控下的「台

灣人」語言中，深入去萃取其支持者比例與族群所在。因此，筆者從此研究是可

理解到台灣社會內的台獨派基本盤與泛中國人的認同度，這對關懷台灣定位、國

家路線與兩岸關係的異動而言，是有其極精闢之處，遠非其他研究途徑可及。此

外，此研究尚可因時事變遷，隨時彈性對可能影響兩岸關係調整的事件，作風向

球的探索，也是其精萃之處。 

 
 
 
 
 
 
 
 
 

2015 年第二季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調查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 謝明輝 

13 
 



 

上週甫公布的 2015 年第二季國族認同調查，自 2013 年起至今已經進行了

10 次的追蹤調查。總結 10 次調查，台灣民眾國族認同呈現出的穩定性與務實性。

以下分就此次調查的結果做一說明： 

    首先，近八成七的民眾認同中華民族認同。 

在「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歷史文化」的前提下，有 86.9%的民眾認同自己「是

中華民族一份子」。相較上一次調查的 84.4%，增加了 2.5%。也較去年整體平均

的 85.5%也增加 1.4%。另一方面，「否認自己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民眾有 8.8%。

相較上一次調查的 8.3%，增加 0.5%。與去年整體平均（9.3%）相較，則減少 0.5%。

整體來說，台灣民眾認同中華民族的比例仍保持在八成以上。同時，「否認自己

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例則在一成以下。 

 

    其次，中國人認同的比例超過五成。 

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為 52.6%。相較上一次調查的 54.3%，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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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7%。而不認同中國人的比例為 41.8%。較上一季 40.2%，增加 1.6%。本題

對於中國人的認同度，與前一題「認同中華民族」的調查結果比較，認同「中華

民族」的比例近八成七，而認同「中國人」的比例則較少，約五成二，減少了近

三成五。 

 

    第三，考量法理與現實，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近六成。 

與第二題直接詢問民眾是否為中國人不同，本題是以「法理上我們是中華民國

的國民，現實上我們是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為前提進行詢問。首先，綜合「積極

認同至消極認同」的傾向來觀察，包括「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27.3%）、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21.7%），以及「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9.8%）等三

者，總計共 58.8%。相較上一次調查的 59%，減少 0.2%。與去年度平均 59.9%相較，

減少 1.1%。而「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則為 33.6%。相較上一次調查的

33.9%，減少 0.3%。與去年度平均 34.6%相較，也減少 1%。整體而言，考量法理

與現實後，「泛中國人認同」的比例維持在六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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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考量利益與和平，民眾對於中國人認同的比例超過六成。 

在考量可確保台灣利益、又能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的因素後，綜合「積極認

同至消極認同」的傾向觀察，包括「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34.9%）、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17.1%），以及「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11.3%）

等三者，總計共 63.3%。與上一次調查的 62.3%相較，增加 1%。較之去年度平

均（63.4%）下降 0.1%。而在利益考量下仍選擇「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

為 27.1%。相較上一次的調查 27.3%，減少 0.2%。較之去年整體平均（27.9%）

下降 0.8%。整體而言，兼顧利益與和平後，「泛中國人認同」的比例維持在六成

以上；而「否定中國人認同」的比例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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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調查也發現，對於「有人在台灣堅稱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但

到大陸訪問、辦活動、做生意，卻又宣稱自己是中國人」的現象，有超過五成（50.5%）

的民眾認為這是「面對現實，可諒解」的行為。相較於上一次調查的 52%，減少

1.5%。與去年度平均的 53.3%，也減少了 2.8%。 
而認為此種「兩面人」作法是「沒原則，該批評」的民眾有 30.5%。較上一

次調查的 32.7%，減少 2.2%。與去年度平均（29.8%）相近。 
整體而言，有半數以上的民眾可以接受為了到大陸訪問、辦活動、做生意而

彈性認同的行為，高於「沒原則，該批評」的比例。但不苟同此種「兩面人」行

徑的民眾也仍維持三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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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超過七成三以上的民眾知道「台胞證免簽」新措施，並有

超過六成的民眾持正面態度。 

對於民眾是否知道中國大陸宣佈自今年 7 月起，持台胞證就可以免簽證入境

大陸。根據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73.2％的民眾表示知道，不知道的比例為 26.6
％。 

 

 

台灣民眾進入大陸免簽證的政策，33.8%認為雖然是大陸政治考量的政策，

但也對台灣有利；有 27.7%的民眾認為對兩岸都有利；以上兩者合計共 61.5%。

73.20%

26.60%

0.20%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拒答

是否知道台胞證免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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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是大陸的統戰策略，對台灣並不利的民眾則佔 22%。另有 14.4%的民眾表

示不知道/無意見。顯示多數的台灣民眾對於進入大陸免簽證的政策是抱持正面

的態度。 

 

 

    最後，對於「台灣屬於大陸」或「台灣、大陸兩者無關聯」的看

法，各有四成多的民眾支持。 

    針對兩岸關係中台灣的定位，調查結果發現，認同「民進黨主張台灣是台灣，

大陸是大陸，兩者沒有關聯」的民眾則有 42.8%。認為「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

一部分，台灣、大陸同屬於中國」的民眾有 38.4%。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屬於中國」的民眾有 4.3%。以上兩者合計共 42.7%。都不認同者佔 3.4%。

另有約一成（10.7%）的民眾表示不知道或無意見。 

 

     
    若進一步詢問兩岸關係中台灣定位何者最有利時，認為「台灣和大陸都是中

國的一部分，台灣、大陸同屬於中國」對台灣最有利的民眾則有 44.8%。認為「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屬於中國」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民眾佔 3.5%。以上兩者

33.80%

27.70%

22.00%

14.40%

1.10%

雖然是大陸政治考量的政策，但也對台灣…

對兩岸都有利

是大陸的統戰策略，對台灣不利

不知道/無意見

無所謂，大陸怎麼訂，我們怎麼因應

對台胞證免簽的態度

42.80%

38.40%

10.70%

4.30%

3.40%

民進黨主張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兩…

有人表示，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

不知道/無意見

大陸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屬…

都不認同

兩岸關係中台灣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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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共 48.3%。認同「民進黨主張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兩者沒有關聯」是

對台灣最有利的民眾則佔 38.3%。而認為上述看法都不利的民眾有 1.5%。另有

10.3%的民眾是不知道或無意見。 
 

 

 

綜上所述，本人特為此次國族認同調查所透露的訊息，提出下列三點看法： 

一、國族認同持續呈現穩定結構，親「中」親美勝負未定 

    台灣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結果，中央執政的國民黨慘敗，親美路線似乎壓倒

親「中」路線，國族認同的調查數據理應會大幅滑落。但根據今年連續兩季國族

認同的調查發現，仍有過半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超過八成的人認同中華民

族，此次調查甚至接近八成七，顯示出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並未受到衝擊，仍呈

現超穩定的結構。因此，可以瞭解去年底九合一選舉作為一個地方性選舉，國族

認同未能在此次民眾的投票行為中反映出來。國民黨敗選的結果，或可視為民眾

表達對於國民黨馬政府執政成績的不滿，但卻無法由此確認親美路線的勝出。現

階段在台灣內部，親「中」親美兩條路線勝負仍在未定之天。 

 

二、國族認同的務實性成為明年總統大選勝出的關鍵因素 

    今年進入總統大選年，朝野兩大黨總統候選人皆已出爐，分別由洪秀柱代表

國民黨、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參選，未來親民黨宋楚瑜也可能會加入選戰。明年總

統大選的層次與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不同，為一全國性的大選，將決定台灣未來

四年的發展方向。因此，兩岸議題將會牽動總統大選的結果。從調查結果分析，

44.80%

38.30%

10.30%

3.50%

1.50%

有人表示，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大陸同屬於中國

民進黨主張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兩者

沒有關聯

不知道/無意見

大陸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屬於

中國

都不利

對台灣最有利的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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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普遍是採取彈性的立場，充分反映出台灣人的務實特性。

以台胞證免簽為例，多數的台灣民眾知道這個（七）月起台灣民眾持台胞證就可

以免簽入境大陸新措施，且有超過六成的民眾抱持正面看法，多於認為這是大陸

的統戰策略對台灣並不利的比例。此一結果與民眾諒解兩面討好式的認同一樣都

佔多數。是以無論洪秀柱、蔡英文或宋楚瑜，兩岸關係都將為政黨勝選關鍵。 

 

三、國族認同為兩岸和平發展奠定根基，「中」美角力結果尚未可知 

    亞投行的提出突破了世界金融運轉的格局，也挑戰了以美元主導的全球經貿

結構。美國試圖以 TPP 作為亞太再平衡的主要經濟策略，以孤立和包圍的手段

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相互抗衡。目前的狀況顯示，兩方戰略主軸的對抗並

沒有減緩的跡象。而台灣的地理位置正位於美國第一島鍊的正中央，被視為維護

美方利益的重要伙伴。但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台灣民眾具有高度穩定性與務實

性的國族認同，成為和中國大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台灣相較亞

洲其他周邊國家的特殊。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中」美兩大勢力的接觸與碰撞

也將愈來愈多，「中」美角力結果尚未可知，是以夾在「中」美兩強間的台灣，

未來也充滿變數。 

台灣競爭力論壇是一個學術團體，對於學術討論、事實真相的追求責無旁貸。

國族認同民調是屬於一項長期持續性的調查，對於民調結果向政府提出良性建議，

沒有決策權與主導權。從 2013 年起，針對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台灣競爭力論壇

已經持續進行了 10 次的追蹤調查，也揭開了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神秘面紗。台

灣人的國族認同呈現出結構穩定性與務實性。兩岸關係的發展就這一基礎上，持

續朝務實彈性和平穩定的路途上邁進，各政黨理應皆順此而行，以符合台灣人民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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