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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空間及國際參與是我國民眾及政府關注的重大議
題。由 1993 年開始，我國政府採取不同策略以重新參與聯合
國，然其成效則受到國際組織本身、國際與兩岸因素及我國國
內因素所限制。近年我國改以「有意義參與」作為策略，自
2009 年開始，我國得以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並於 2013 年以主
席特邀貴賓的身分，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我國國際地位處境特殊，美國對於我所參與的各項國際組
織之支持非常重要。本文以我國本次獲邀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
會作為個案，分析我國參與的策略以及美國作為促成者的角
色，並以此探究未來我國參與不以國家身分為先決條件的政府
間國際組織時可以採行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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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空間及國際參與是我國民眾及政府關注的重大議題，而關
於聯合國的參與，由於該國際組織本身的象徵與實質意義，更成為
焦點。我國自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由 1993 年開始，我國政府採
取不同策略以重新參與聯合國，然其成效則受到國際組織本身、國
際與兩岸因素、及我國國內因素所限制。近年來，我國對於聯合國
體系下的國際組織改尋求「有意義參與」(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國際
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及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等聯合國專門機構與建制。自 2009 年
開始，我國以觀察員 (Observer) 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而 2013 年 9 月以主席「特邀貴賓」(Invited
Guest) 的身分，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可以視為我國尋求「有意
義參與」聯合國體系之主要成果。
除了我方策略轉變外，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我國之支持以
及中國大陸的至少不反對，最終促成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的此
項邀請。本文將以我國本次獲邀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作為個案，
分析我國參與的策略以及美國的角色，並以此探究未來我國參與不
以國家身分為先決條件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時，可以採行之策略。經
由國際談判的相關架構分析，本文認為，美國在我國本次參與國際
民航組織大會之個案中，扮演「促成者」(facilitator) 的角色，一方
面給予我國必要支持，另一方面也協調並幫助我國爭取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的支持，而兩岸關係的相對和緩也發揮重要作用。本
文以政策分析的觀點，將依序探討我國近年「有意義參與」國際民
航組織之策略、美方對相關議題的態度、中國大陸的策略重點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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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以預期，在符合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美國未來也將持續在我
國的國際參與中扮演重要的促成者角色。

貳、調停與第三方角色
我國本次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過程及美國所扮演之角色，可以
透過國際調停之相關理論來說明。依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扎特
曼 (I. William Zartman) 與杜瓦 (Saadia Touval) 所言，調停「係指
衝突雙方無法調和彼此立場，而由第三方協助雙方找出解決方案的
一種談判模式」(1996: 446)。柏克維奇 (Jacob Bercovitch) 認為，
由實務層面觀之，國際調停是「在擁有資源且衝突最終結果與其利
益攸關的調停者，以及敵對雙方或其代表之間的一種複雜而動態的
互動過程」(2009: 342)。調停是一種衝突管理的過程，其特徵包括：
有衝突雙方以外的第三者，調停可以協助衝突雙方改變自身對於對
方作為之觀感，也可以避免雙方訴諸武力或法律權威以解決爭端
(Bercovitch, 2002: 7)。
在國際調停的相關實踐上，調停者並非侷限於個人，而包括國
際組織、國家及非政府組織與跨國組織等，依照議題與爭端所處情
勢之不同，均可發揮不同程度的功能。然而，調停者本身的能力是
成功的重要因素，國際調停最終得以成功，通常有強力的第三方介
入調停所致。魯賓 (Jeffrey Z. Rubin) 指出，調停者的權力來源通常
為以下六種 (1992: 254-256)：(1) 獎賞權力 (reward power)：調停
者可以提供物質誘因使爭端雙方改變行為之能力；(2) 強制權力
(coercive power)：調停者以威脅或制裁迫使爭端雙方改變行為之能
力；(3) 專業權力 (expert power)：調停者對於該爭議的知識與專業
能力；(4) 法定權力 (legitimate power)：調停者基於法定權威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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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而來之能力；(5) 參照權力 (referent power)：基於調停者與爭
端各方之關係而來，使爭端當事者願意接受調停之能力；(6) 資訊
權力 (informational power)：調停者居間傳遞訊息之能力。權力因
而被視為調停的根本要素，具有權力的調停者有更多管道影響衝突
雙方的決策者，其所提出的方案較易為衝突各方國內民意所接受；
近期研究更認為，此等權力對於促使爭端雙方獲致可接受的方案而
言日趨重要 (Carnevale, 2002: 33; Heemsbergen & Siniver, 2011)。
第三方與爭端雙方接受調停的意願至為關鍵，而成本效益考量
是包括調停者之各方願意出面或接受調停的主要考量 (Terris &
Maoz, 2005)。扎特曼與杜瓦認為，第三方願意出面調停的原因，主
要係避免情勢升高並維持和平，確保本身利益，同時擴大其影響
力。至於衝突雙方，也是基於本身利益考量，認為調停可能會帶來
比直接衝突更佳的結果。其次，爭端雙方可能擔心若不接受調停，
則 未 來 與 第 三 方 之 關 係 可 能 變 壞 ， 故 而 接 受 調 停 (Zartman &
Touval, 1996: 447-448)。
就調停的策略而言，柏克維奇指出，依介入程度的不同，調停
者通常可運用三種策略 (Bercovitch, 2009: 347-348)：
(1) 溝通—促成型策略 (Communication-facilitation strategies)：
這是介入程度最低的調停方式，調停者通常採取被動角色，傳
遞訊息至爭端雙方並促進合作，但對於調停的過程與議題的實
質討論較不具有控制力。
(2) 程序型策略 (Procedural strategies)：此項策略使得調停者可以
對於調停的過程具有較正式的控制力。調停者通常將控制會談
程序、控制會談對雙方選民的影響、控制媒體曝光度、控制相
關資訊的流通、乃至於衝突雙方對於資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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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導型策略 (Directive strategies)：此項策略介入程度最高，
調停者透過提供誘因或發出最後通牒的方式，來影響爭端雙方
談判的內容及程序。
此三種不同的策略，以實踐而言，溝通—促成型策略在國際調
停案例中最為常見，但調停者介入程度最高的指導型策略，卻是國
際調停中成功案例最多者 (Bercovitch & Houston, 2000; Gartner &
Bercovitch, 2006)。
在臺海兩岸互動的過程中，美國的角色是各方關注的焦點。柏
克維奇認為，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爭端通常是由特定的國家負
起調停的工作，而美國作為一個在亞太地區具有安全與經貿利益的
第 三 方 ， 在 維 持 區 域 穩 定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Bercovitch, 2008:
28-31)。就前述調停者之權力來源而言，在冷戰結束當下，美國對
於介入亞太事務可運用之權力大致包括獎賞權力、強制權力、專業
權力、參照權力及資訊權力等，而較不具備法定權力。
另一方面則是美國的意願。由於內戰期間美國擔任國、共兩黨
調人的不愉快經驗，故對於調停分治後的兩岸事務，美國原先缺乏
意願。1982 年 7 月間美國雷根總統 (Ronald Reagan) 提出「六項保
證 」 (Six Assurances) ， 其 中 之 一 即 是 美 國 不 做 兩 岸 之 間 的 調 人
1

(mediating role) (Romberg, 2003: 134-135)。 依據陳一新教授的看
法，美國此一立場於 1980 年代後期開始轉變。當時，美國重申不
作調人外，也提到希望兩岸之間的對峙可逐漸改善，並試圖協助創
1

有關「六項保證」內容大致為：(1) 美國未同意在對台軍售上，設定結束期限；(2) 美
方對北京要求就對台軍售事與其事先諮商並未予同意；(3) 美方無意扮演任何臺灣
與中國大陸間調人的角色；(4) 美方將不同意修改「臺灣關係法」；(5) 美方並未改
變其對臺灣主權的一貫立場；(6) 美方不會對臺灣施加壓力與北京進行談判。美方
制訂「六項保證」相關過程與內容，請參閱 Romber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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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平的外在環境讓兩岸互動。這樣的情況持續至 1992 年間，當
時的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 政府最終協助兩岸同時參與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柯林頓
總統 (Bill Clinton) 任期內，兩岸進行了辜汪會談，而美國的政策
仍以不做調人為主，並鼓勵兩岸之間建立臺灣不尋求獨立，而中國
大陸不以武力攻打臺灣的相關安排。小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時期，美國則開始較為積極的介入兩岸關係，目的包括避免兩岸可
能發生的衝突、幫助臺灣拓展國際空間、及鼓勵兩岸恢復對話等
(Chen, 2008: 197-212)。
雖然自 1990 年代開始，美國介入兩岸事務的意願逐漸增加，
但以策略而言，美國採取的是溝通—促成型策略，也就是以最低的
介入程度維持兩岸互動的環境，並居間傳遞訊息以期望逐步化解爭
議；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可說是美國方面此項策略的實踐之一。

參、我國尋求「有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策
略
我國與中國大陸的互動，對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和平有相當影
響，也是美國利益所在。因此，我國尋求加入政府間國際組織、尤
其是聯合國體系之策略與作法，成為美國關切的焦點。美國柯林頓
「對臺灣政策檢討」
(Taiwan Policy Review)
政府於 1994 年 9 月間完成
報告，一方面是基於本身新政府上任後一系列政策總檢討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也是對於當時美國國會希望能強化美台關係、尤其是
當 1990 年代初期歐洲國家積極拓展與臺灣商務關係的壓力下所作
出之回應 (Bush, 2001: 185-186)。依據當時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
務卿羅德 (Winston Lord) 的說法，在此份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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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政策檢討報告中的要項之一即是，雖然美國不支持臺灣加入以
「主權國家身分」(statehood) 為先決條件的國際組織，但會支持各
種讓臺灣的聲音被聽到 (voice to be heard) 的機會，同時支持臺灣
爭取以會員身分加入非以國家身分為前提的國際組織 (Bush, 2001:
187; Lord, 1994)。此一論述後來也成為美方對於我國加入國際組織
的基本立場。我方自 1997 年起正式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而美
國國會於 1998 年通過的各項相關決議案中，也開始主張支持我國
的「有意義參與」。如 1998 年 10 月美國眾議院所提出的第 334 號
決議案 (H. Con. Res. 334)，首次提出「臺灣 2,100 萬人民在世界衛
生組織應有適當而有意義的參與」。

2

在此之前，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及其專屬機
構，有許多的辯論及策略考量。如學者林文程所指出，自 1971 年
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面臨了邦交國數量有限且較不具影響力、中
共方面打壓以及本身外交政策缺乏彈性等限制，以致所參與的政府
間國際組織數量有限。自 1990 年代開始，我國推動務實外交，並
開始積極思考參與聯合國各專門機構的可能性。其中，國際貨幣基
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以及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等專門機構，由於採取加權投票制 (weighted voting system)，且其
中的主要大國如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及法國對我國而言相對友
好，促成並最終使得我國參與之可能性較高，故當時政府以參與此
等組織為首要考量。由於考量直接申請成為相關組織之正式會員難
度較高，至 1990 年代後期，我方尋求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以降低

2

美國眾議院於 1998 年 10 月 10 日以 418 票支持、0 票反對，通過該議案。該段落
原文為：“Taiwan and its 21,000,000 people should have appropriate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請參見 Taiwan Documents Projec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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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方面的阻力，而主要的訴求策略包括主權在民、人權需
要、平行代表、會籍普遍化等理論原則 (林文程，2000: 26-27；林
正義、林文程，2001: 36)。當時李登輝政府於 1997 年開始推動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其後並得到美國國會之支持。2000 年至 2008 年
之間，我方陳水扁政府持續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雖得到美國方
面之支持，惟由於兩岸關係的緊張，未能取得實質進展並成功參與
(裘兆琳，2011)。

一、2008 年總統大選與我國參與聯合國體系
馬英九政府對於推動我國重回國際社會的策略，可以回溯至 2008
年總統大選期間。2007 年 6 月間，馬英九於競選時即曾就我國參與國
際事務表示看法。他認為，重返國際社會，一定要找可行、代價比較
低的方法，須符合「以臺灣為主、對臺灣有利」的原則。據此，臺灣
應該積極參與其他各種功能性的國際組織，特別是世界銀行及國際貨
幣基金 (林沂鋒，2007；陳亦偉，2007a)。當時提出此議的重要背景
之一，是美國對於臺灣當時總統大選期間，以公投方式加入聯合國的
作法表示關切之際，而此種以參與聯合國體系下國際組織之說法，可
說是一項務實的考量。至於主要策略，當時馬先生認為，在臺灣加入
聯合國之前，先請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修改相關規定，並設法與
中國大陸溝通，同時也要與其他友好國家協調合作 (林沂鋒，2007)。
這樣的論述，基本上延續了當時 1990 年代後期中華民國 (臺灣) 試圖
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策略。
2008 年聯合國第 63 屆大會召開之際，馬英九政府提出不以爭
取成為聯合國會員，而以希望加入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
織及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在
內的 16 個聯合國專門機構作為訴求，委請邦交國提案「需要審查

美國支持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研究

309

中華民國 (臺灣) 2,300 萬人民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基
本權利」(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08)。提案最後雖仍
未能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但這樣的作法，當時得到歐洲相關國家
的認同 (李佳霏，2009a；唐秉鈞，2008)。

二、我方正式提出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我國政府於 2009 年正式提出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訴求。該年 5
月，我國在美國及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主要國家支持下，順利以「中
華臺北」(Chinese Taipei) 名義及觀察員的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是
3

各方多年來努力的結果。 因此，2009 年聯合國大會開議時，我國外
交部於 9 月 21 日正式提出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的訴求。當時外交部次長侯清山表示，鑒於過去我國正式參與聯合
國大會之提案均未能列入議程，反而出現國內民眾挫折感加深、兩岸
關係惡化、而國際社會即使同情也不完全認同等三輸局面，故該年度
不再尋求透過友邦直接提案，而改採務實、彈性的作法，尋求各國優
先支持我國參與前述兩項聯合國專門機構與安排 (謝佳珍，2009)。
我國自 1971 年在聯合國的會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旋
即於該年 11 月退出了國際民航組織。當前我國以功能性訴求為主，
積極爭取各國的支持。由於飛航的便利與安全符合兩岸及各國人民
的共同利益，確實有優先爭取參與的必要。至於我方參與之策略，
當時外交部次長侯清山表示，將採取三波行動，包括先請友邦政府
首長於 2009 年 9 月 23 日至 30 日的聯合國大會辯論中為我方發言，
再請渠等致函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及國際民航組織會
3

有關我國成功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之策略、過程及美國等主要國家之角色，請參閱裘
兆琳 (2011)。關於我國該次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後，政府仍必須注意有關我國國際地
位的考量，請參閱黃偉峰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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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促請支持，另外也由我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兼聯
合國事務工作小組組長致函各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說明我方的訴求
(謝佳珍，2009)。我方並在當年 9 月 13 日完成有關我國加入國際民
航組織乙案連署，獲得索羅門群島、帛琉、聖文森、馬紹爾群島、
貝里斯、聖露西亞、甘比亞、聖多美普林西比、尼加拉瓜、諾魯、
史瓦濟蘭、薩爾瓦多、布吉納法索、吉里巴斯、聖克里斯多福等 15
個邦交國連署支持 (黃兆平，2009a)。

三、各國初步回應與我國國內討論
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於我方轉以爭取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也給予肯定。美國在台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臺
北辦事處長司徒文 (William A. Stanton) 於 2009 年 10 月間表示，
美國將繼續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組織，積極協助臺灣實
現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國際民航組織之目標 (施馨堯，
2009)。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施大偉 (David B.
Shear) 於 2010 年 3 月間，出席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聽證時指
出，「美國對於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提供堅定且一致地支持。
我們不斷地讓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清楚了解我們對
於此一議題的立場」(Shear, 2010)。美方多位學者及智庫人士，也
積極表示我方「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將有助於國際社會。這應
當也是馬英九政府轉而以國際民航組織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與此同時，我國也注意兩岸關係穩定對推動我國參與國際民航
組織之重要性。在美國表達支持後，馬總統希望藉由兩岸之間的對
話互動，為我國「有意義參與」國際事務奠定基礎，故於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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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表示，希望藉由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相關場合，表達我方參
與國際民航組織事務的希望。當時擔任特使的連戰先生回應道，
「這
些都是應該從相互諒解與善意、信任來出發」，需要透過對話的過
程，未必能夠一蹴可幾 (李佳霏，2009b)。
我方當時的國內政治氣氛，對於此等作法亦有所質疑。臺灣智
庫執行委員賴怡忠表示，選擇不推動加入聯合國而以兩岸關係為優
先考量，是本末倒置，尤其不能將臺灣推動加入聯合國，等同於造
成兩岸緊張 (郭玫蘭，2009)。其他相關論點則包括：有意義地參與
國際組織並不符合國家利益，而臺灣申請加入聯合國與中國大陸的
打壓正可形成強烈對比；我國不申請正式加入聯合國，僅申請以次
國家身分加入國際組織，是國際地位的嚴重矮化；以「中華臺北」
名義與觀察員地位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作法，是承認中國的宗主地
位，且觀察員只能旁聽，無助維護國家利益 (〈和平紅利〉，2009；
范正祥，2009；陳隆志，2009；〈騙選票〉，2009)。除前述政治
考量的看法外，在操作層面上，也有人認為，由於推動加入國際民
航組織等國際組織，可能必須要先拜託友邦提案修改相關國際組織
內部章程，以放寬會員條件，使其不以會員或國家為前提，而這在
現實層面上將有一定的難度 (郭玫蘭，2009)。中國大陸方面對我國
友邦致函支持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也有所微詞，其駐聯合國大使
張業遂於事後致函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吐瓦魯等國的作法是不可接
受的 (黃兆平，2009b)。

四、我方推動參與之名稱、身分及場合
2010 年 9 月，國際民航組織於蒙特婁召開 3 年一度的大會，而
自當年起，美國國會也開始對於促成我國參加該年會進行提案。我
方當時持續與包括美方在內的主要國家進行溝通，包括爭取各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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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同時表示我方也積極爭取
參與該組織轄下各專業委員會 (汪淑芬，2010)。2010 年 10 月間，
在國際民航組織大會開議後，美國行政部門首次公開支持我方具體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該組織 (劉坤原，2010)。
以參與的策略而言，我方尋求作為觀察員，有意義、有尊嚴參
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同時在操作層面上，講求彈性、務實 (曾依
璇，2010；謝佳珍，2009)。換言之，觀察員地位是目標，但在作
法上會採取務實且具彈性的作法，希望不會像爭取加入世界衛生大
會花費如此長的時間 (曾依璇，2010；劉坤原，2009)。美國國會在
推動相關議案時，也是以協助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為首要目標。
此種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為目標，但在名稱上
保持彈性的策略，應當是與相關國家商討之後的結果，但名稱上的
彈性，是以「中華臺北」作為底線。如我方在世界衛生大會的各項
參與中，美國方面一直希望確保我方的名稱可以維持一致為「中華
臺北」(Glaser, 2013: 38)。據此，馬英九總統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
接見聯合國學術系統理事會 (Academ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CUNS) 候任會長威廉斯 (Abiodun Williams) 時即表
示，我國同時以「中華臺北」名稱、觀察員身分、衛生部長頭銜參
與世界衛生大會之相關會議，接下來還希望能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相關活動 (黃名璽，2012)。此一談話，
可以被視為我方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策略更進一步的說明；而我方此
一蓄積能量，爭取支持的作法，也正向地反映在美方對我之態度。
我方提出以功能性為主的訴求，有利於爭取其他國家之支持。
舉例而言，在未能正式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情況下，我國以自身力
量及資源的投注，在所轄 18 萬平方浬範圍之「臺北飛航情報區」
(Taipei FIR)，積極與周邊國家及美國等國際民航組織正式會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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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以確保能取得維繫飛安的各項訊息，並了解相關規範的演變。
2012 年，即有超過 130 萬架次的航班、超過 4,000 萬的旅客飛經臺
北飛航情報區，其中包括每週超過 600 個航班往來於臺灣與中國大
陸之間，而未能取得即時的飛安資訊，更可能影響我方及時因應的
能力。此一以航空安全為主要考量的論述，有利於爭取各方的支持
(林淑媛，2012；周志杰，2013；Brown, 2013)。惟過程中，我方對
於何謂「有意義地參與」未有進一步的說明。

五、我方主張面臨相關章程限制
由於設立國際民航組織之 1944 年芝加哥公約 (Chicago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本身對於觀察員地位並無明確之
規定，締約國限於主權國家，而近年則有邀請國際組織作為觀察員出
4

席大會之實踐； 至於大會之議事規則對於參與大會之觀察員有所規
定。國際民航組織大會議事規則 (Standing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第 5 條規
定，「由理事會或大會本身正式邀請出席大會會議的非締約國和國際
組織可派觀察員與會」(國際民用航空組織，2012: 2)。第 25 條規定，
「大會、其各 (專門) 委員會和小組 (專門) 委員會在召開公開會議
時，觀察員可參加審議但無表決權。在成員有限制的機構召開會議時，
如應該機構或原任命該機構成員的官員的邀請，觀察員可出席和參與
該機構的會議，但無表決權。召開非公開會議時，有關機構可邀請個
別觀察員出席並發言」(國際民用航空組織，2012: 9)。

4

該公約明確提到 observer 一詞，僅第 26 條論及意外事件調查，請參閱 ICAO (2006)。
關於該公約對於觀察員鮮少提及之原因，主要原因是公約本身的普遍性，使得各國
容易成為公約之締約國。請參閱高聖惕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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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之條文規定看來，芝加哥公約對於國際民航組織觀察員
地位未有特別規範，而依據「國際民航組織大會議事規則」，僅有
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得以獲邀參與大會。然在實踐上，近年許多國
際組織如歐盟也獲邀以觀察員身分與會。但另一方面，相關條文的
硬性規定確實也限縮了我方參與的空間，再加上中國大陸方面的阻
擋，我國確實需要美國的第三方角色來協助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
織。

肆、美國的「促成者」角色與策略
美國方面的態度是我方得以於 2013 年 9 月以國際民航組織理
事會主席「特邀貴賓」身分參與大會的關鍵因素。其中，美國國會
以及行政部門的支持，是兩項最主要的因素。而美國也運用「溝通—
促成型策略」，傳遞訊息並促進各方合作，尋求各國對我國之支持，
這可以由美國自 2010 年 10 月，也就是當年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召開
後，開始公開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有意義地參與」該組織看出。
此外，美國透過調停者所具備之專業權力——美方對於該議題的專
業知識；參照權力——各方於美國表態後，顧及與美國之關係；及
資訊權力——居間穿梭協調等，最終促成我方的參與。然由於美國
是總統制國家，而外交權是屬於總統的諸項特權 (prerogatives) 之
一，故以下的分析將著重在行政部門的考量上，並據此說明美國在
此事中所扮演的「促成者」角色。

一、歐巴馬政府的戰略考量
美國有關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看法，基本上仍是依循 1994 年
「對臺灣政策檢討」之內容，亦即美國不支持臺灣加入以主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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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為先決條件的國際組織，但會支持各種讓臺灣的聲音被聽到的
機會，同時支持臺灣爭取以會員身分加入非以國家身分為前提的國
際組織。1990 年代後期，美國內部逐漸形成鼓勵臺灣「有意義參與」
國際組織的論點；小布希政府政府於 2000 年執政後，曾要求國務
院官僚系統加強支持臺灣拓展國際空間 (Glaser, 2013: 35)。但其後
兩岸關係趨向不穩定，而美「中」關係日趨接近，使得美國國務院
於 2007 年正式宣告希望我方「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不要尋求
5

加入以國家身分為前提的國際組織。 自此，「有意義參與」正式
成為美方對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基本態度。
歐巴馬政府自 2009 年以來的執政初期，由於以結束美國之海
外戰事為主要外交政策重點，避免與中國大陸的利益衝突白熱化。
據此，在「三公報一法」所構築的一個中國政策之外，試圖以「戰
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 的方式，積極尋求與中國大陸的
6

合作； 並透過此一重視美「中」關係的視角，來處理美臺之間的
關係，鼓勵兩岸展開良性互動。依據曾任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
現任布魯金斯研究院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 (Richard Bush)
的說法，馬英九總統於 2008 年競選成功時，當時歐巴馬 (Barack
Obama) 仍在競選期間，即致信馬總統表示，「我欣賞你的兩岸政
策。當你追求此一政策的同時，美臺關係也將會改善」(Wan, 2013)。

5

當時美方表示，由於世界衛生組織之會員係以國家身分為前提，故我方申請以臺灣
為名義、以會員身分入會並不符合美方不支持臺灣加入以國家為前提之國際組織的
政策；而臺灣可以申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請參閱曹郁芬、蘇永耀、
范正祥 (2007)。
6
此一「戰略再保證」概念，最早係由美國副國務卿史坦柏格 (James B. Steinberg) 於
2009 年 9 月 24 日在新美國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演講中
所提出，請參閱 Steinberg (2009)。有關歐巴馬政府對中國大陸之戰略再保證策略之
構想、執行、乃至其後此概念被放棄，可參閱 Bad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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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於 2009 年 11 月訪問中國大陸時表示歡迎兩岸降低緊張並改
善關係的各項舉措，而美方也透過軍售，希望讓臺灣在一個穩定且
安全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與中國大陸方面的交流。
馬英九政府在推動重返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體系下之國際組
織時，特別強調不能忽略美方想法，也不可能不尋求美國在內的各國
協助 (陳亦偉，2007b)。換言之，如能將我方的訴求，鑲嵌於美國的
外交政策目標中，可有助於降低我國國際參與所需之成本，而兩岸關
係的開展，也有助美國達成其政策目標。自 2009 年開始，我國提出「有
意義參與」聯合國轄下之各專屬機構的主張，並以國際民航組織及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作為兩個主要目標，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除上
述原因外，主要即是這些議題攸關臺灣 2,300 萬人的生命福祉 (Kan &
Morrison, 2014: 22)。2010 年 10 月，美方行政部門對我國參與國際
民航組織一事表示，「美國支持臺灣有意義地參與適當的國際組織，
包括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7

二、國會友我力量的支持

8

美國國會的友我力量，有助於提起行政部門對我國之關注，而
1998 年也是由國會首先於決議案中提及「有意義參與」一詞。在行
政部門表態之際，2011 年 5 月 12 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議員 孟南
德茲 (Robert Menendez， 民主黨—紐澤西州) 提出參議院第 17 號
共同決議案 (S. Con. Res. 17)，主要表達國會的共識，支持臺灣以

7

此一消息最初為國務院發言人唐納 (Mark Toner) 表示，一般而言，在國際組織問
題上，美國認為臺灣應該有意義地參與；至於如何參與，則是由各國際組織去決定。
不過，隨後一名國務院的官員在中央社記者打電話進一步詢問時作出上述文中之澄
清。請參閱劉坤原 (2010)。
8
美國第 113 屆國會與我國相關之法案，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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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會議。這項決議案提出後，後在 2011
年 7 月 26 日、9 月 21 日及 2012 年 3 月 7 日分別獲得第 112 屆參
院外交委員會、參院院會及眾院外交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2012
9

年 9 月 11 日獲眾院院會通過，完成共同決議案立法程序。 該決
議案指出，美國會參、眾兩院都認為，(一) 臺灣以觀察員身分「有
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會議及活動，不但有助達成國際民航組織
所追求目標，同時也可透過有效的國際合作，使降低航空安全威脅
的全球戰略更為成功；(二) 美國政府應該領銜爭取國際支持，以協
助臺灣在國際民航組織取得觀察員之地位；(三) 美國國務院應就美
國政府支持臺灣取得國際民航組織觀察員地位所作努力，向國會簡
報或與國會諮商 (陳培煌，2012)。
2013 年 3 月 14 日，由接任凱瑞 (John Kerry) 任國務卿之缺而
成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之孟南德茲，與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
議員殷霍夫 (James Inhofe，共和黨—奧克拉荷馬州) 共同提出第
579 號法案 (S. 579)，要求美國國務卿應在三年一度國際民航組織
大會中提出計畫，支持臺灣在大會及其後相關會議、活動及機制等
取得觀察員身分；並且應訓令美國駐國際民航組織代表團為臺灣正
式提出成為觀察員之要求；此外，美國國務卿應在法案生效後 30
日內就美國支持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一事向國會提交一非機密
性報告等。此項法案並在 6 月 19 日獲得參院院會口頭表決及 6 月
27 日正式通過。與此同時，3 月 14 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
斯 (Ed Royce，共和黨—加州)，及該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安格爾
(Eliot Engel，民主黨—紐約州) 聯合提出內容相近之第 1151 號法案
(H.R. 1151)，其後並於 6 月 18 日通過眾院院會。這是國會第一次
9

眾院院會之決議案即以 2011 年 9 月 21 日參院院會所通過之版本為準，其內容請
參閱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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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議題，提出具法
律約束力的法案，而不是僅具共識意義的決議案 (廖漢原，2013)。
該法案經通過後，於該年 7 月 12 日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成為正
式的法律。

10

三、行政部門的態度
美國行政部門的表態，對我國 2013 年獲邀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大會發揮重要的作用。美國國務卿凱瑞 2013 年 1 月獲提名時，於
回覆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孟南德茲之書面質詢有關如何幫
助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時表示，將與國際社會合作，推動臺灣「有
意義參與」該組織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b)。歐
「臺灣觀察員地位」
(Taiwan
巴馬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簽署國會通過之
Observer Status) 法案，表示美國完全支持臺灣在不要求以國家身分
參與的國際組織中的會員資格，並鼓勵臺灣適當及有意義參與不可
能成為會員之組織的相關活動。歐巴馬也指出，根據憲法所賦予的
外交權，行政部門會以符合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精神來詮釋這
項法案，並決定什麼是協助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最佳措施。他
的政府也會在符合憲政慣例的情況下來詮釋並執行相關規定，以使
他行使憲法賦予的外交權限不受干擾 (曹郁芬、陳慧萍、曾鴻儒，
2013;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3)。
美國此項行政部門與國會支持力量的展現，有助於我國國內凝聚
共識，並進一步爭取國際支持，也突顯美國作為調停者所擁有之參照
權力。國內民進黨對美國支持表示感謝，而國際之間包括如日本、歐

10

Public Law 113-17 “Taiwan Observer Status” 為美國歐巴馬總統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正式簽署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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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紐西蘭、澳洲、加拿大、新加坡、菲律賓、英國、比利時及愛爾
蘭等國家之行政部門或國會，也相繼表示支持我方。

11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 (Daniel Russel)
也於 2013 年 7 月 22 日表示，「美國已經並將繼續支持臺灣在不以國
家身分為前提的國際組織中積極參與及 (爭取) 會員資格。同時，我們
也歡迎及鼓勵臺灣以適當方式有意義參與其無法成為會員資格之國際
組織」(Russel, 2013)。
2013 年 8 月 28 日，依據前述歐巴馬總統所簽署的法律，國務院
將其有關幫助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報告呈交國會。
該報告表示，國務院將依法促使臺灣成為「在國際民航組織架構下的
永久特殊觀察員，可以參與歷次大會以及其他國際或區域之各項會議
與工作、活動或是機制」(Glaser, 2013: 37)。

四、透過國際對話促成合作
美國方面除了積極協調各方外，也進一步鼓勵臺灣與包括中國大
陸在內的其他國際民航組織之成員對話，突顯其專業權力、參照權力
與資訊權力的重要。就策略而言，美國進一步尋求建立相關各方對臺
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政治共識 (political consensus)，包括促使中國
大陸同意讓臺灣得以適當身分，在個案的基礎上，有意義地參與更為
廣泛的國際活動。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11

外交部駐新加坡代表處謝發達代表報告 (2013 年 12 月 5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2013c: 213)；駐英代
表沈呂巡報告「台英關係之發展與未來展望」(2013 年 12 月 23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2013d: 404)；
外交部林永樂部長報告 (2014 年 4 月 9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5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2014: 107-108；陳培煌，2013；葉素
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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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研究員葛來儀 (Bonnie S. Glaser) 進一步
指出，美方並與中國大陸人士接觸，積極促成我方本次與會 (2013:
36-37)。
美國方面希望促進兩岸之間就臺灣的國際空間、尤其是本次參與
國際民航組織之議題進行商談，但同時也有所關切。個人於 2013 年 8
月間於美國所進行之面訪結果，亦反映出此種看似矛盾的心情。一方
面，部分人士希望臺灣方面可以爭取主動，積極與中國大陸方面溝通，
以了解對方就此議題之底線為何，或是有無交換條件以同意臺灣的參
與。

12

另一方面，則擔心中國大陸有無可能將此議題與未來的總統大

選掛鈎，甚至是希望臺灣作出重大讓步，或至少是同意與中國大陸建
立某種程度的聯繫 (association)。

13

整體而言，美國希望我方與中國

大陸談判時，要能夠堅守我方之國家利益，而也能讓美方隨時掌握情
況。
我方自 2012 年 9 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時，領袖特使連戰先生即向
當時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表達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意
向。胡錦濤當時回應，「將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認真研究讓臺灣
以適當方式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有關活動。」被視為是一正面發展。其
後，大陸國台辦針對臺灣如何加入國際民航組織的相關活動表示，首
先要考慮章程規定，其次要透過兩岸協商 (邱國強，2012)。習近平則
於 2013 年 2 月間表示，臺灣國際空間受限，是客觀存在的政治問題，
「必須創造好的條件，並要有足夠的耐心尋求化解……雙方應在反對
12

與政策分析人士座談，美國華府，WAS-G2101，2013 年 8 月 22 日；作者面談，
美國華府，WAS-A0105，2013 年 8 月 27 日。
13
與政策分析人士座談，美國華府，WAS-G2101，2013 年 8 月 22 日；與政策界人
士座談，美國華府，WAS-G2102，2013 年 8 月 27 日；作者面談，美國華府，
WAS-A0105，2013 年 8 月 27 日；作者面談，美國華府，WAS-A0107，2013 年 9
月 4 日；作者面談，美國華府，WAS-A0108，2013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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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求一中架構之同，存一中內
涵之異』。」
在美國的支持下，我方較能開展與中國大陸方面的對話，或是默
契交流，而中國大陸也必須顧及美國方面的立場，若不接受美國的調
停角色，未來在其他議題上或許難以得到美國的合作。這顯示美國居
間調停時，其參照權力的重要。正如同裘兆琳教授所指出，我方得以
於 2009 年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美國的支持給予了中國大
陸某種程度的壓力，最終得以成事 (裘兆琳，2011)。在我國本次推動
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過程中，兩岸關係持續和緩，或有助於中國大陸
願進一步思考我國的國際空間的問題，但美國方面對我方立場的支
持，事實上有助於維持我方與中國大陸就此事互動的一個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我方對於尋求以觀察員身分加入國際民航組織一事需
要針對芝加哥公約本身的限制有所因應，美國作為調停者的專業權力
在此也有所展現。由於設立國際民航組織之 1944 年芝加哥公約本身對
於觀察員地位並無明確規定，且締約國受限於主權國家，近年則有部
分國際組織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大會之實踐。

14

依據「國際民航組織大

會議事規則」看來，僅有「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得以獲邀參與
大會。然在實踐上，近年許多國際組織如歐盟也獲邀以觀察員身分與
會，但另一方面，相關條文的硬性規定確實也限縮了我方參與的空間。
我國本次得以與會，與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程序規則」(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Council) 之相關規定有關。「理事會程序規則」有
關觀察員之定義為：「代表未於理事會佔有席位之締約國、非締約國、

14

該公約明確提到 observer 一詞處，僅第 26 條論及意外事件調查 (ICAO, (2006)。
關於該公約對於觀察員鮮少提及之原因，主要原因是公約本身的普遍性，使得各
國容易成為公約之締約國，故制訂當時並未特別考量觀察員之安排，請參閱高聖
惕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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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或其他團體 (other body) 之個人，經其國家或組織指定並授
權參與理事會一項或多項會議，對動議或修正案不具投票、提案或附
議之權利，並符合理事會所訂之其他此類條件，持有其被任命之憑證
文書者」(ICAO, 2007: 2)。

15

此外，該程序規則第 32 條 (a) 項之規

定，也有助於我方的參與。該條文為：「理事會可邀請非締約國與國
際組織或其他團體 (other bodies) 由一或多個觀察員來代表出席各項
會議」(ICAO, 2007: 13)。此等相關規範，或許為我方的參與提供了
些許詮釋的空間，因為理事會程序規則提供了理事會邀請其他團體參
與國際民航組織會議的權限。
美國也運用了參照權力與資訊權力，尋求其他盟國的共同支持，
甚至使該盟友可以在過程中扮演兩岸之間溝通的角色 (Glaser, 2013:
37)。2013 年 10 月 3 日，美國亞太副助理國務卿梅健華 (Kin Moy) 在
演說中指出臺灣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是經由「國際對話與合作」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而成 (Moy, 2013)。此處「國
際對話與合作」主要係指 2013 年間，美國曾與歐盟、日本、中國大陸
等會員，以及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成員商談，希望各方支持臺灣以觀
察員身分「有意義地參與」國際民航組織該屆大會。

16

美國亞太事務

助理國務卿羅素於 2014 年 4 月也證實，當時國務院官員曾與臺灣方面
會晤以協助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Russel, 2014)。美方此
時強調「國際對話與合作」，也試圖反制中國大陸所認為，臺灣的參
與須歸功於中國大陸同意之說法 (Kan & Morrison, 2014: 25)。
美國對我國之支持，與其他國際社會成員之支持有相輔相成的效
果。舉例而言，歐洲議會於 2010 年 3 月 10 日通過決議案，其中包括
15
16

條文中譯請參閱高聖惕 (1998: 84)。
與美國在台政策界人士訪談，臺北，TPE-1101，2014 年 1 月；TPE-2102，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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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支持」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國
際組織及活動而成為觀察員之條文；歐洲議會其後於 2011 及 2012 年
共三度通過相關決議案。拉丁美洲國家中，包括巴拉圭、聖露西亞、
巴拿馬、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巴西等國家之國會，及中
美洲議會等，自 2010 年起也多次通過支持我方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決
議，2012 年 12 月瓜地馬拉外長與我國外交部林永樂部長簽署聯合公
報支持我國提案。亞太地區除太平洋友邦於 2009 年致函國際民航組織
駐聯合國代表團外，亦有包括帛琉、菲律賓、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
合會 (Asian-Pacific Parliamentarians’ Union; APPU)、澳洲參議院等個
別通過決議案給予我國支持。
2013 年 9 月 13 日，我方接到來自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龔薩
雷茲 (Roberto Kobeh Gonzalez) 邀請函，邀請我方以「中華臺北」民
航局 (Chinese Taipei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Chinese Taipei CAA) 名義、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之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第
38 屆年會。我方代表團最終在民航局長沈啟領銜下與會，是我國離開
該組織 42 年來第一次重回大會。據美國新任國際民航組織大使勞森
(Michael Lawson) 於 2014 年 2 月 4 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答
覆提問時表示，臺灣本次以「貴賓」身分與會，是國際民航組織理事
會與大會最終討論後所形成的共識 (Lowther, 2014)。

伍、中國大陸的考量
一、中國大陸對我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之態度
中國大陸長此以來堅持以「一個中國原則」處理臺灣參與國際
組織的問題，主要是避免為臺灣法理獨立提供基礎。依據中國人民
大學教授黃嘉樹等人看法，其政策大約有以下三項重點：第一，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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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反 對 臺 灣 加 入 聯 合 國與 一 切 只 有 主 權 國 家 才能 參 加 的 國 際 組
織；第二，對於某些必須由主權國家參加的政府間經濟性或其他組
織，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按照國際組織的章程或配合國際組織修
改其章程，有條件地允許安排臺灣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地區組織或
經濟實體加入，如臺灣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世界貿易組織等；
第三，在民間非政府國際組織中，依據一個中國原則，解決臺灣參
與的問題，其中，中國大陸的全國性組織以中國的名義參加，臺灣
的相應組織則以｢中國臺灣｣或｢中國臺北｣參加，而臺灣的機構不得
作為國家會員，只能作為地區會員 (黃嘉樹、林紅，2007: 252-253)。
這些原則，也反映在中國大陸對我國尋求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乙事之
看法上。
馬總統上台後，由於中國大陸認為臺灣尋求｢法理臺獨｣的可能
性已然降低，故而開始進行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再思考｣ (李
煒，2010: 50-55；修春萍，2011；黃嘉樹，2008)。北京認為，在
臺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到兩岸最終統一之間，必然存在一個很長
的過渡時期，若在這段期間，一味地將臺灣的外交活動都列入｢臺
獨｣的框架之中，或許不利於維護臺海局勢的穩定 (俞新天，2009)。
2008 年以來，中國大陸對於我國參與國際組織基本上形成了幾
項前提：(一) 堅持任何安排都不可在國際社會造成「兩個中國」或
「一中一臺」的情況。(二) 堅持臺灣應與北京磋商，而不應透過外
部因素來試圖介入。(三) 北京方面將依據臺灣磋商時的誠意 (sincerity)，決定臺灣的國際空間，希望臺灣在「一個中國」議題上積
極表態 (Glaser, 2013: 12)。(四) 臺灣的參與需視相關的國際組織之
規定，並非中國大陸單獨可以決定。

17

17

此等有關中國大陸官方近期對我國國際參與之相關言論與態度，請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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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與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上述四項前提，可用以檢視中國大陸對於我國本次參與國際民
航組織大會的作法。首先，以本文之研究目的而言，最為重要的是
中國大陸對於美國介入此事的看法。中國大陸在 1970 至 1990 年代
初期對於美國介入兩岸事務多持反對意見。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
中國大陸注意到美國願意在兩岸關係中所扮演之角色，已由旁觀者
逐漸向調停者轉變，因此期望美國能以更積極的角色影響並促使臺
灣進行政治談判 (Su, 2008: 223-226)。換言之，中國大陸若認為美
國有助於其達成目標，則不反對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扮演促成者；然
而，若中國大陸認為美國將阻撓其達成原先設定之目標，則傾向反
對美國的介入。這也符合本文先前有關爭端雙方接受調停與否的分
析。
若對照中國大陸官方發言紀錄，其對於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之看法也隨美國的介入而有所調整。胡錦濤於 2012 年 9 月、及習
近平於 2013 年 2 月均曾就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表示不同程度的可
能性。然當美國國會於 2013 年 3 月明確提出法案表示支持臺灣以
觀察員身分參與大會時，中國大陸的態度趨向反對，而這些反彈在
歐巴馬 7 月間簽署法案時到達最高點。中國國務院國台辦於 2013
年 3 月 27 日表示：「國際民航組織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
間國際組織，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
動，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前提下，可以透過兩
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但外國勢力插手只會導致事情複
雜化，大陸堅決反對。」大部分內容雖是 2009 年我方參與世界衛
生大會時的舊調，但特別提到我國參與的身分以及「外國勢力」問
題，即是對於當時我國所獲得的美國國會強力支持所作的回應。當
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支持我方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今年度國際民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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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大會，並由總統歐巴馬簽署成為法案後，中國外交部於 2013 年 7
月 16 日指出，臺灣同胞參與國際組織，包括國際民航組織活動問
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
插手。」
個人訪問中國大陸外交部研究機構人員，也印證上述情況。中
國大陸方面認為，本次我方推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乙事，最後是因
為美國的介入，使得此事橫生波折。

18

這位人士並強調，在此事發

展上，「中國最討厭美國插手，連胡會時已有共識，後續自然還會
有安排」。美國的涉入，「應停在眾院表決就好。」

19

其次，中國大陸也對於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會否破壞「一個
中國原則」保持高度關注。臺灣方面則透過不同方式，降低中國大
陸的疑慮。2013 年 6 月 13 日，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習近平會
面時，首次提出以「一個中國的架構」、「非國與國的關係」之概
念來定位兩岸關係。2013 年 7 月 20 日，習近平發電文祝賀馬英九
先生當選國民黨主席，馬主席在回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習近平
總書記的復電中，提到「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
據華府一位曾於美國行政部門專責兩岸事務、現於智庫從事兩岸關
係研究之人士指出，臺灣方面的相關說法讓中國大陸方面感到可以
20

接受，應當有助於臺灣獲得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機會。

兩岸之間

透過不同方式的發言或對話，或許有某種程度的默契出現，最終促
成我國得以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第三，中國大陸試圖突顯兩岸進行磋商的重要性。出席國際民
航組織本屆大會之中國大陸官員表示，這樣的結果，「是兩岸共識；
18

本文作者 2014 年 1 月間於北京進行之訪談，BAJ-012201。
本文作者 2014 年 1 月間於北京進行之訪談，BAJ-012201。
20
作者面談，美國華府，WAS-A0108，2013 年 9 月 5 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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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一個環節，大家不同意，就辦不成」(劉屏，2013)。北京方面
涉台人士也表示，本次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有美國因素的介
入，「不是很好的經驗，對臺灣來說是個教訓，(臺灣) 應該知道直
接跟北京談較快成事。」

21

最後，中國大陸方面在我國得以出席後，試圖突顯其在此事件
的協助與促成。中國大陸認為，臺灣最終得以出席，決定權不在美
國，而是中國大陸促成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龔薩雷茲願意發函
邀請。

22

換言之，若我方尋求參與國際組織未能成功時，中國大陸

表示係該組織相關規定無法容納臺灣的需求所造成，而若我方成功
加入或得以出席相關活動，中國大陸即試圖突顯其對我方之善意。
藉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對於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
織，除了希望確保不會為法理臺獨提供基礎，也希望降低美國在其
中的影響力，並試圖突顯兩岸對話及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善意。然本
文認為，中國大陸最終之所以不反對本次我國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
會，事實上與美國之努力促成有關。美國的表態，甚至是協調國際
民航組織相關成員 (包括中國大陸)，以獲致共識，最終有助於我方
此次的參與。

陸、我方本次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評估
在我方收到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邀請函之後，美國國務院
表示，國際民航組織會員展現了靈活度及對臺灣的支持，使臺灣有
意義的參與國際民航界的重要活動，美國對此表示讚許。2014 年 4
月 3 日，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在《臺灣關係法》35 周年聽證會
21
22

本文作者 2014 年 1 月間於北京進行之訪談，BAJ-012401。
本文作者 2014 年 1 月間於北京進行之訪談，BAJ-012201 及 BAJ-01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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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對於 2013 年 9 月間終於促成臺灣得以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
會表示欣慰 (Russel, 2014)。國台辦則表示，「中華臺北民航局以
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客人的身分列席第 38 屆國際民航組織大
會，就像我在上一次發布會講到的，這種安排體現了大陸方面對臺
灣同胞的關心，展現了我們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頭的誠意和努
力」(“國台辦”，2013)。
美國藉由其專業權力、參照權力與資訊權力，運用溝通—促成
型策略，與包括我國、中國大陸及其他如歐盟、日本等在內之國際
民航組織各成員之間，傳遞訊息並促進各方合作，尋求各國對我國
之支持。美國強調，臺灣方面本次與會，是國際對話與合作的結果，
也是基於該組織大會與理事會之間所達成之共識。美國不斷強調此
一論述，事實上有助於我國突破中國大陸所稱的四個前提，尤其是
其中試圖把臺灣方面的與會定位在兩岸磋商的結果，以及中國大陸
的善意才能成事等論述。
中國大陸對於美國有所微詞，並不減損美國作為第三方之重要
性。中國大陸並不全然排斥美國針對兩岸議題表示意見，但期望美
國能站在中國大陸之立場，順此推動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然而，當
美國明確支持我方提出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後，中
國大陸一方面認為大會較為敏感，而美國行政部門簽署法律等強力
表態則是干涉，因此表達不滿。
中國大陸的作法面臨一個困境。一方面，中共主張任何安排必
須避免對其領土主權等主張造成損害；但另一方面，中共也承認封
殺臺灣的國際空間，將可能進一步傷害馬政府的國內支持度，使得
馬 政 府 無 法 進 一 步 推 動 促 進 兩 岸 關 係 的 政 策 (Glaser, 2013:
11-12)。現階段中共論及我國國際參與時，試圖將兩岸在國際上的
爭奪和臺灣爭取國際空間之議題，與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及人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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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為不同範疇，並主張各有自己的邏輯和途徑。中國大陸認為，
雖然兩岸交流先經後政有其實際需要，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
地位」，正在成為馬政府第二任期對外政策的主軸，是十分值得關
注的動向，故內部對於在個案基礎上，哪些組織應該開放、哪些組
織政治性高不可讓步，也仍在辯論之中。

23

即便如此，中國大陸未

來應仍會就我國參與國際組織堅持如下主張：(一) 希望儘早確立處
理臺灣國際空間的政治框架；(二) 強調兩岸政治關係優先，建立互
信後，然後再推進處理國際空間問題；(三) 進一步主張臺灣必須承
認一中是臺灣擴展國際空間的基礎；(四) 在兩岸尚未就處理臺灣國
際空間達成政治框架之前，對於臺灣尚未加入的國際組織中，繼續
以個案為基礎，低階政治議題先行，促使臺灣透過政治對話來找出
加入的方式；(五) 兩岸有關臺灣國際空間的磋商，要摒除第三方或
其他國家之參與及干擾。
我方本次的參與固然是一項外交上的突破，然有幾個面向可進一
步考慮。首先，是有關如何定義「有意義參與」一詞。國內學者專家
及政府官員，都曾堅持「有意義參與」應滿足「實質、持續、及時、
全面」等條件。

24

實質參與應是我國首要目標。本次我國代表團由於

以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的身分，參與 9 月 24 日至
10 月 4 日在蒙特婁召開之大會，於會場上無法發言，故於其他各項場
合向國際民航組織以及其他成員分享我方過去對於維護飛航安全努力
之成果，並強烈表達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區域會議以及各項工作小組的
意願。就此，外交部史亞平次長表示，我方此次以「特邀貴賓」的方
式參與，是國際民航組織的首例也是特例，而由於我方參與國際組織
之目標是實質專業參與，推動策略與手法會視組織章程與議事規則的
23
24

本文作者 2014 年 1 月間於北京進行之訪談，BAJ-012402。
作者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特地指出相關條件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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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來進行一些調整。如果要用非締約國身分參與，現階段很難獲得
締約國及理事國的共識；此外，我國也無法以國際組織之身分參與 (謝
佳珍，2013)。
目前看來，我國對於未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身分仍有些不確
定，而在持續參與、及時參與和全面參與等面向上，本次雖得到部分
程度的滿足，但仍有後續努力的空間。如本次率團參與會議之民航局
長沈啟返國後在立法院表示，本次我國以特邀貴賓的身分與會，所受
到的待遇與觀察員相同，有助於我方了解全球空中航行安全計畫及全
球飛航安全計畫，並與相關部門及成員國建立後續聯繫管道，可以算
是收穫；但另一方面，我方尚未能獲得國際民航組織承諾平時就會將
即時資訊提供給我們。

25

未來我國在積極尋求觀察員地位的同時，也

應 尋 求 加 入 國 際 商 業 航 空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Council; IBAC) 等與國際民航組織相關之專業技術委員會 (Glaser,
2013: 48-49)。

26

就此而言，如何透過國際對話與合作，進一步定義我國之「有意
義參與」有其必要性。如前文所討論，「有意義參與」原先指涉我國
對特定的國際組織提供財政以及技術方面之貢獻，近年來美國也特別
提到臺灣可以由此等合作關係中獲得實際利益。因此，「有意義參與」
一詞對臺灣及該特定國際組織而言，是互惠互利的。這樣的互惠互利，
需要時間形成，而臺灣方面也應繼續讓其他各國了解，有必要讓臺灣
實質、持續、及時、與全面地參與國際社會。美國國務院於 2013 年 8
25

交通部民航局長沈啟答復葉宜津委員 (2013 年 10 月 7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
期交通委員會第 5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2013b: 226-227)。
26
葛來儀即認為，國際商業航空委員會本身為一設址於蒙特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且
具有國際民航組織觀察員地位，對於建立國際商業航空規範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國
如能加入，不僅有助於獲得飛安資訊，也可以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國有意義參與國
際民航組織的決心。請參閱 Glaser (2013: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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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呈交國會的報告中指出，美國支持臺灣方面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各項會議的觀察員地位。報告特別提到，相較於每 3 年召開一次的大
會，美國更願意將臺灣參與的重點放在頻繁且定期召開會議的理事會
(Kan & Morrison, 2014: 25)。而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於 2014 年
4 月指出，美國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社會，鼓勵聯合國與專屬機構，還有
其他國際組織擴增臺灣在技術和專家會議的「有意義參與」(曹郁芬，
2014)。美國此等表態相當重要，反映出美方對於我國後續參與國際民
航組織之立場，包括參與的身分、場合、乃至參與的權益等考量。與
政策圈熟悉的美方人士指出，在其與中國大陸討論此議題時發現，中
國大陸認為，各國對於理事會的關注程度較低，故政治意涵也相對較
低，因此對臺灣而言參與難度較低也較易成功。

27

政府應當進一步與

美方就如何定義「有意義參與」繼續對話。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我國如何在兩岸關係及國際參與中找到
新的平衡；換言之，如何在我國「有意義參與」及「有尊嚴參與」中
取得平衡是必要的。

28

我國本次由於參與身分的特殊，權益未能受到

相關規定的明文保障，再加上中國大陸強調兩岸磋商以及其對於臺灣
本次參與的善意，致使國內有所疑慮，擔心我國主權地位受到侵蝕。
換言之，兩岸關係的和緩，是本次我國得以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的
重要因素之一，但並非唯一的促成因素。我國未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的身分，應是持續努力的目標。目前看來，美國方面將持續支持我方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而中華臺北是我方所接受之名稱的底線，如同我
方對於世界衛生大會的參與。至於中國大陸方面，本次我方得以參與
國際民航組織，使得兩岸之間過去 5 年餘來的良性互動，似乎已有正
面效應擴散至我方的國際參與。部分美方人士亦認為，臺灣若能與中
27
28

作者面談，美國華府，WAS-A0105，2013 年 8 月 27 日。
作者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特地指出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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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取得某種程度的共識，或將有利於後續推動臺灣加入相關組
織。

29

然而，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與我方拓展國際空間是否已形成一

良性循環，需待進一步論證。

柒、結論
自 1990 年代開始，美國作為具有調停實力的第三方，介入兩
岸事務的意願逐漸增加，並願意採取溝通—促成型策略，也就是以
最低的介入程度，維持兩岸互動的環境，並居間傳遞訊息以期望逐
步化解爭議；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可說是美國方面此項策略的實
踐之一。我國本次以貴賓身分，出席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是與
聯合國體系下，我尚未正式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互動之經驗，是
主要國家及友邦對我之支持、兩岸關係和緩、及我國朝野有所共識
與努力而成，而美國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依據外交部的評估，
我國本次的參與初步達成「專業、務實、有尊嚴、有意義參與」等
目標。

30

然進一步回顧本次我方參與，有如下幾項特點值得注意：

(1) 包括美國在內，來自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共識，是促成我方最終
得以參與的必要條件；
(2) 中國大陸方面的不反對，可能是我國未來參與目前並非正式成
員之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的必要條件。其中，要留意中國大陸
相關政策的變化，會否進一步對我國構成促進政治對話甚至促
統的政治壓力；
(3) 如何持續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恐必須透過
29
30

作者面談，美國華府，WAS-A0105，2013 年 8 月 27 日。
外交部長林永樂報告 (2013 年 9 月 25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2013a: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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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其相關工作委員會，證明我方「有意義參與」之意願，
才有可能達成；
(4) 在美國與國際社會支持下，如何透過國際對話與合作，進一步
提升我方的參與，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或理事
會，需要進一步研議；
(5) 我國應儘速與美國等主要國家，協商定義我方之「有意義參
與」
；
(6) 藉由本次經驗，我方應尋求兩岸關係穩定與積極參與國際之間
的新平衡。
對我國而言，兩岸關係及國際參與均不可偏廢，考量美國扮演
的「促成者」角色，同時考量中共可能的涉臺外交政策、尤其是針
對國際組織部分，我方首先應持續爭取國際社會，尤其是主要國家
如美國、日本、歐盟等國之支持。其中，美國與歐盟更是少數多次
推動我國有意義地參與國際事務的倡議者。有這些國家的參與及倡
議，才能在我方無可避免而需與中國大陸商談時，最大可能地確保
我國的平等地位。
在此基礎上，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有關美國支持臺灣「有
意義參與」聯合國與專屬機構，並在其他國際組織擴增臺灣參與技
術和專家會議的論點，相當值得我國政府關注。美國國會也正在討
論臺灣政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3)，希望得以進一步強化
臺美關係。就此，我方的人力與能力，是否可以支援未來針對特定
國際組織可能之實質而全面的參與，值得我方預先準備。
其次，中國大陸的至少不反對，是我國本次得以出席國際民航
組織大會的重要條件。這樣的先例會否進一步形成慣例，如未來我
國試圖參與其他中共已是正式會員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均須要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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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磋商並取得其至少不反對，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並預作準備。
第三，我方須持續向中國大陸說明，對我國際空間的打壓，絕
對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正向發展。同一時間，也應試圖與中國大陸溝
通，說服其放棄與各相關國際組織簽訂之不利於我也不合時宜的諒
解備忘錄。
就臺美關係而言，本次我國推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可以看出
美國方面對我之支持，以及美方及其他主要國家對於飛航安全等功
能性議題的重視，這是臺美關係未來之機會。然另一方面，由於中
國大陸方面對美國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給予了負面評價，未來
我方持續推動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包括更進一步參與時，需要顧
及臺美關係，這是對我國的挑戰。
最後，我方須自我強化相關論述，政府應更為積極向國內民眾
說明，選定特定國際組織加入的理由與策略，凝聚國內最大共識。
其中，哪些國際組織或區域整合是我方想參加的，列出優先順序
後，也要進行國內相關體制的改革，使得日後我正式成為該目標組
織的成員後，可以持續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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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美國第 113 屆國會與我國相關之法案
Legislation in the 113th Congress (2013-2014)

H.R. 419

H.R. 772

S. 12

Legislation
Sponsor
Tracker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3
Introduced
(To strengthen the U.S.-Taiwan Rep. Ros-Lehtinen, Ileana
(01/25/2013)
Relationship.)
To promote peaceful and collaboRep. Faleomavaega, Eni Introduced
rative resolution of the South
(02/15/2013)
F. H.
China Sea dispute.
Naval Vessel Transfer Act of 2013
(To authorize the transfer by sale
Introduced
Sen. Coats, Daniel
(02/26/2013)
of four excess Perry-class frigates
to Taiwan.)

To direc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develop a strategy to obtain observer status for Taiwan at the
H.R. 1151
triennial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ssembl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A bill to direc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develop a strategy to obtain observer status for Taiwan at
S. 579
the triennial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ssembl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Congres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H.Con.Res.
sume n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29
with Taiwa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Taiwan Travel Act
(To declare that it should be U.S.
H.Res. 185 policy to encourage visi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t all
levels.)

Rep. Royce, Edward R.
(Introduced 03/14/2013)

Became Law
(Became Public
Law 113-17
on
07/12/2013)

Sen. Menendez, Robert
(Introduced 03/14/2013)

Passed Senate
(06/19/2013)

Rep. McCaul, Michael T.

Introduced
(04/10/2013)

Rep. Bentivolio, Kerry L.

Introduced
(04/26/2013)

H.R. 1960

Rep. McKeon, Howard P.
Passed Hous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Buck”
(06/14/2013)
Act for Fiscal Year 2014
(Introduced 05/14/2013)

S.Res. 167

A resolution reaffirming the strong
Sen. Menendez, Robert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troduced 06/10/2013)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errito-

Passed Senate
(07/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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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l,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in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domains.
S. 1197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Sen. Levin, Carl
Act for Fiscal Year 2014

Urging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grant former President Chen
H.Con.Res.
Shui-bian medical parole to ensure Rep. Andrews, Robert E.
46
that he receives the highest level of
medical attention.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Congress
H.Con.Res. that Taiwan and its 23,000,000
Rep. Garrett, Scott
55
people deserve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Reform Act of
2013
H.R. 3155 (To Direct the Secretary to use Rep. Ros-Lehtinen, Ileana
U.S. influence at the U.N. to ensur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relevant U.N. entities.)

Introduced
(06/20/2013)
Introduced
(07/30/2013)

Introduced
(09/17/2013)

Introduced
(09/19/2013)

S. 1683

A bill to provide for the transfer of
Sen. Menendez, Robert
naval vessels to certain foreign re(Introduced 11/12/2013)
cipient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came Law
(Became Public Law
113-276 on
12/18/2014)

H.R. 3470

To 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provide
Rep. Royce, Edward R.
for the transfer of naval vessels to
(Introduced 11/13/2013)
certa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assed House
(04/07/2014)

資料來源: Kan & Morrison (2014); Legislation of the U.S. Congress (1973-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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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國大陸官方對我國國際參與之相關言
論 (2008-2013)
場合

相關言論內容

2008/12/31 胡錦濤
(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和
軍委主席)

日期

發表人

紀念《告臺灣同胞
書》發表 30 週年座
談會
(「胡六點」的提出)

「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我們
一貫致力於維護臺灣同胞在國外的正
當權益…… 我們了解臺灣同胞對參與
國際活動問題的感受，重視解決與之相
關的問題。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
要的內耗，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
益。對於臺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
化往來的前景，可以視需要進一步協
商。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
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
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
合情合理安排。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
家完全統一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任何
外國勢力干涉。」
外交部隨即表示，「無論是在處理兩岸
關係還是在處理臺灣在國際上所謂的
『活動空間』問題上，我們都堅持一個
中國的基本原則。兩岸可以在一個中國
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協商，希望兩岸能共
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協商來尋求妥善
解決問題的辦法。」

2009/1

楊潔箎
(外交部長)

《求是》雜誌 2009
年第 2 期紀念中美
建交 30 週年文章
〈承前啟後 繼往開
來 開創中美建設性
合作關係新局面〉

「美方應切實履行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反對『臺
獨』、反對臺灣加入僅限主權國家參與
的國際組織的承諾，妥善處理臺灣問
題，與中方一道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和中
美關係大局。」

2009/3/5

溫家寶
(國務院總理)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 「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努力增
二次會議政府工作 強兩岸雙方政治互信。在此基礎上，我
們願意通過協商對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報告
活動問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探討兩岸
政治、軍事問題，為結束敵對狀態、達
成和平協議創造條件。」
外交部於 3 月 26 日表示，「臺灣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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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大會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已經明確
表示，對於臺灣參加國際組織活動問
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
臺』的前提下，兩岸可以通過務實協商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2010/6/28

王毅
(國臺辦主任)

聯合報專訪
(於海基、海協兩會
在重慶簽署 ECFA
後進行)

「(針對臺灣與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 大
陸的建交國都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國際客觀現實，但對臺灣出於經濟
發展需要，與其他國家建立經濟關係是
可以理解的。」
外交部於翌日回應，關於與臺灣簽署
ECFA 為政治統一的一步，或僅為經濟
協議的提問時表示，「這個問題涉及海
峽兩岸之間的關係，建議向有關的主管
部門了解。」

2010/10/25 孫亞夫
(國臺辦副主任)

(北京) 紀念臺灣光 (回應中國大陸代表團在同月 23 日《第
復 65 週年學術研討 23 屆東京國際電影節》引發臺灣名稱
會
風波問題)「經過兩岸關係長期實踐，
特別是 2008 年 5 月之後，兩岸關係整
體面貌發生很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
對於涉外事務方面，總的一個看法是：
希望能夠避免不必要的內耗，維護中華
民族整體利益。在具體的方法上，大陸
當然希望臺灣參加國際組織及活動、國
際會議。總的來講，在不造成兩個中
國、一中一臺的前提下，可以透過兩岸
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外交部於翌日也強調「通過務實協商做
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2011/12/16 賈慶林
(全國政協主席)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我們一再強調，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
成立 20 週年紀念大 礎上，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臺灣方
面關心的各種問題都可以談。協商談判
會
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
活多樣。談判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議
題是開放的…… 我們主張兩岸在涉外
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理解和重視
臺灣同胞關心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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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通過兩岸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
排。」
2012/2/22

外交部
(洪磊)

2012/4/1

(海南島) 博鰲論壇 「只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向前，雙
李克強
( 時 任 國 務 院 副 期間、時為準副總統 方平等協商，以中華民族的智慧，應可
吳敦義先生與李克 找出辦法。」
總理)
強先生之「吳李會」

2012/7/28

賈慶林

2012/8

鄭立中
《遠見》雜誌專訪 「臺灣想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
(時任國臺辦常
定 (FTA)，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可
以有合情合理的安排。」
務副主任兼海協
會常務副會長)

2012/9/7

胡錦濤

新聞發布會例會

回答有關「臺灣致力於與非邦交國『實
質關係的官方化』，以『政府名義』積
極爭取參與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及聯
合國體系下的功能性專門機構」等問題
時，發言人洪磊表示，「我們對臺灣地
區與我建交國開展民間經貿、文化往來
不持異議，但反對進行任何官方往來或
簽署具有官方性質的協議，反對臺灣參
加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
我們希望並相信有關國家繼續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審慎處理涉臺問題，以實
際行動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於當日表示，上述
談話「只是重申大陸一貫立場：在不造
成『兩個中國』是，應為或者『一中
一臺』的前提下，對臺灣希望參與國際
組織或國際活動『給予合情合理的安
排』。對臺灣與其他國家進行民間的經
貿、文化交流活動不持異議，但上述交
流活動不得涉及具有主權意涵或者官
方性質的活動。」

(哈爾濱) 第八屆兩 「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臺灣
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
岸經貿文化論壇
關係。」(「兩岸一國」論述)

(海參崴) 第 20 屆亞 「(針對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將根
太 經 濟 合 作 會 議 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認真研究，讓臺
(APEC) 經 濟 領 袖 灣以適當方式，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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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國民黨榮 關活動。」
譽主席連戰先生與
胡錦濤先生之「連胡
會」
2012/9/12

國臺辦
(范麗青)

新聞發布會例會

「(針對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大陸
方面考慮到臺灣的實際需要，對臺灣民
眾釋放的一個善意。大陸方面處理有關
臺灣國際空間的立場是一貫的。只要兩
岸關係保持發展的勢頭，兩岸政治互信
不斷增強，這方面的問題總是可以通過
務實協商來加以妥善處理的。至於臺灣
如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有關活動，一
是要考慮到章程的規定，二是要通過兩
岸的協商。還是要實事求是，從有可能
做的領域來進行研究和商談。」

2012/11/8

胡錦濤

中共十八大大會〈堅
定不移沿著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前
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而奮鬥〉政治報
告

「我們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
雙方應恪守反對『臺獨』、堅持『九二
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
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
異…… 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
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
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九二共識」20 週 「十八大報告提出了鞏固深化兩岸關
2012/11/26 王毅
( 時 任 國 臺 辦 主 年座談會
係和平發展的新主張、新論述。……
任)
四是主張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
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
理安排，表明了我們期待為解決兩岸癥
結性問題逐步創造條件，不斷拓寬兩岸
關係的前進道路。合情，就是照顧彼此
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守
法理基礎，不搞『兩個中國』、『一中
一臺』。」
2012/11/27 孫亞夫

光明日報 (取自國 「我們黨十七大以來的對臺工作取得
重大進展，推動兩岸關係從高度危險的
臺辦網站)
關頭轉向和平發展……兩岸在涉外領
域的內耗大幅減少。在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的基礎上，穩妥解決了一系列國際涉
臺問題，包括中華臺北衛生署以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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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對改善兩岸關
係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
2012/11/28 國臺辦
(楊毅)

新聞發布會例會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今後一個時
期對臺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
求…… 兩岸在涉外事務中應避免不必
要的內耗，以利增進中華民族的整體利
益。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
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
臺』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的務實協
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2012/12/22 孫亞夫

(臺北)「九二共識 20
週年論壇：兩岸關係
發展之新情勢與展
望」研討會

「(中共十八大報告) 理解中共十八大
報告對臺政策宣示的新意涵與新發
展，需要認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
想。這一思想指出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基礎是堅持大陸和臺灣同
屬一個中國，重要途徑是深化交流合
作、推進協商談判，強大動力是促進兩
岸同胞團結奮鬥，必要條件是反對『臺
獨』分裂活動，這就使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具有豐富的內涵。在這一思想的基礎
上，形成了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濟合
作、加強文化交流、協商涉外事務、解
決政治軍事問題等 6 個方面的政策主
張，構成一個系統的體系。」

2013/2/25

(北京) 國民黨榮譽
習近平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主席連戰先生與習
記和軍委主席) 近平先生之「連習
會」

「(臺灣國際空間受限) 這是客觀存在
的政治問題，且充分了解臺灣同胞的心
情。兩岸是『命運共同體』，必須創造
好的條件，並要有足夠的耐心尋求化
解…… 雙方應在反對『臺獨』、堅持
『九二共識』基礎上，『求一中架構之
同，存一中內涵之異』。」

2013/3/22

張志軍
(福建平潭) 第十一 「在增進互信方面，我們希望兩岸雙方
(時 任 國 臺 辦 主 屆兩岸關係研討會 在鞏固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
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保持良性互動，進
任)
一步聚同化異，深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的共同認知。雖然兩岸之間還存在不少
分歧，但雙方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在
維護一個中國框架下尋求連接點、擴大

342

歐美研究

共同點、增強包容性，是完全可以做到
的。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框架，對國家
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兩岸關係發展就會
有更加寬廣和光明的前景。」
2013/3/27

國臺辦
(楊毅)

2013/4/8

習近平
博鰲論壇與蕭萬長 蕭萬長先生表示：「希望讓臺灣加入區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先生會面
域經濟整合，對區域是個資產、不是負
記、國家主席和
債，所以我們希望大陸跟我們相互溝通
協調，找出一個合情合理的安排。」習
軍委主席)
近平也認為兩岸可以務實探討臺灣參
與區域經濟合作的適當方式與可行途
徑。

2013/4/8

國臺辦
(楊毅)

習蕭會後新聞發布 楊毅表示：「考慮到臺灣經濟發展的需
會
要，兩岸可以適時、務實的探討經濟共
同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的適
當方式和可行途徑，我想這是大陸方面
釋出的善意。」

2013/5/21

張志軍
(國臺辦主任)

(北京) 會見聯合報 在「一個中國框架」下、根據「反對臺
系訪問團
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本原則，兩岸
應可探討建構合情合理政治關係。
至於什麼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他解
釋說，考慮到現實問題以及一個中國的
基礎，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
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張志軍進一步指出，「臺灣最有效、成
本最低、最便捷的方式，不是自己出去
亂闖、亂碰，其途徑是要加深兩岸經濟
合作交流。其實兩岸經濟合作已經為臺
灣參加經濟整合進程提供了一個便捷
橋樑。……對於臺灣要參加一些只有
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國際或區域經濟
安排，我們也需要了解臺灣方面的訴

新聞發布會例會

「國際民航組織是由『主權國家』組成
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是聯合國專門機構
之一。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在
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
前提下，可以透過兩岸務實協商做出合
情合理的安排，但外國勢力插手只會導
致事情複雜化，大陸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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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想法，雙方應該先溝通。這個溝通
的過程其實也是雙方建立政治互信的
過程。臺灣方面千萬不要以為，好像我
們在經濟合作方面只是拚命打壓臺
灣，只要你要怎樣，我就打壓你。對於
這個問題，看臺灣是要通過麥克風處
理，還是雙方能夠有個溝通的過程。」
2013/6/13

習近平

(北京) 國民黨榮譽 習近平表示，「針對臺灣希望有意義的
主席吳伯雄先生與 參與國際活動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等議
習近平先生之「吳習 題，可透過兩岸平等協商加以解決。」
會」

2013/6/20

孫亞夫

(北京)「北京會談」 孫亞夫表示，「在著手討論合情合理安
兩岸關係研討會
排時，建議對兩岸政治關係關鍵部分進
行設計，同時也想到兩岸政治關係涉及
面很廣，可以對所涉及的方面都予以討
論。實際上，雙方以往已經對兩岸政治
關係涉及的諸多方面做出了安排，可以
將之歸納出來；同時可以對其他方面包
括涉外事務進行安排。儘管大陸和臺灣
尚未統一，但中國的領土沒有分裂、主
權沒有分割，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
沒有改變；同時，由於兩岸尚未統一，
因此有這一特殊情況下需要處理和解
決的問題。在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
的政治基礎上，在不造成『兩個中國』、
『一中一臺』的情況下，兩岸交往中實
務部門公權力行使的問題是可以討論
的。」

2013/7/13

國臺辦
(楊毅)

新聞發布會例會

有關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支持我參與
ICAO 法案，楊毅對此回應：「我們對
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立場是明確
的，也是眾所周知的，那就是：在不造
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前提
下，可以透過兩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
合理安排。」
外交部於 7 月 16 日指出，臺灣同胞參
與國際組織，包括國際民航組織活動問
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中方堅決反對任
何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插手。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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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春瑩強調，美國國會有關法案，嚴重
違反「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 3 項聯合
公報原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已向美
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2013/8/27

外交部
(洪磊)

電話答問

關於馬總統希望以經濟體領袖身分出
席今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洪磊表示：「我們主
張，按照 APEC 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
和慣例來處理有關問題。」

2013/9/25

國臺辦
(楊毅)

新聞發布會例會

關於我方獲邀參加 ICAO 乙事，楊毅表
示，「中華臺北民航局以國際民航組織
理事會主席客人的身份列席第 38 屆國
際民航組織大會，就像我在上一次發布
會講到的，這種安排體現了大陸方面對
臺灣同胞的關心，展現了我們保持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勢頭的誠意和努力。」

2013/10/6

習近平

(印尼峇里島) APEC 習近平指出，「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夯
經濟體領袖會議會 實共同政治基礎，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關鍵。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
晤蕭萬長先生
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
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已
經多次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
兩岸政治問題同臺灣方面進行平等協
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對兩岸關係中
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
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

2013/10/11 張志軍

(上海) 首屆兩岸和 張志軍表示，前幾天他與臺灣方面主管
兩岸事務的負責人見了面，雙方就開展
平論壇
互訪、建立兩個部門溝通聯繫機制達成
共識，相信這將有助於及時有效處理兩
岸關係事務、增進相互了解和互信、推
動兩岸關係全面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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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space and participation are salient issu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in Taiwan. Taiwan has sought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N)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 since 1993, but these
efforts have yet to result in Taiwan’s full participat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put forth by the Charter of the UN,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parties including China, and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 Taiwan shifted its strategy to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be flexible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aiwan participates i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2009 Taiwan has continued its attendance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and was invited as a gues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in 2013.
Due to Taiwan’s unique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support from the
U.S. is crucial to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ased upon the case study on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CAO in 2013,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S. as a facilitator helped Taiwan garner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resulted in China’s acquiescence. Taiwan’s strategy for futur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which statehood is not a prerequisite is further discussed.

Key Words: U.S.-Taiw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

ganization (ICAO),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