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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海峡両岸的名分秩序交渉

- 亜洲開寄銀行的席位之苧*-

張 啓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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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意識

在歴史上,嘗中国分裂成南個王朝時,就寄生誰是正統的問題｡所謂正統,用今天的話乗

読,就是那一万才是 ｢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唯一合法｣一語,在 ｢天無二日,地無

二王｣的封建時代裡,其賓就是争奪王位 (帝位)名分,安排政治秩序的意思｡可是,在公

天下的現代社食裡,就是依照一定的法理或規則,在一定的領土,人口之上,獲取政権,組

織政府,推行政務,掌握国家最高極力之謂｡

* 本文乃 ｢中央研究院東北亜区域研究｣項下之研究計量,承該計薫資助,謹誌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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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戦後,中華民国政府敗戦遷墓,中共亦於 1949年宣告撃建中華人民共和園,形成南

岸隔海分治的政局｡表面上看乗,這是在中国的領土上,同時建立了中華民国輿中華人民共

和国等二個国家｡其賓不然,這是在中囲領土之上,同時建立繭個中央政府 (政構),而不是

南個国家,加上海峡両岸分別提出 ｢一個中国｣的政策,主張不謀而合,但是到底誰才是唯

一合法的政権? 在現賓的国際政治裡,官因受情勢影響而具流動性,所以是不確定的｡中

華人民共和国雑然継承中華民国統治大陸,但是官卿無力取代中華民国在墓滑的統治｡1970

年代以前,在美園的支持下,中華民国代表唯一合法的中国出席聯合図｡1970年代以後,中

華人民共和国代表唯一合法的中国出席聯合図｡馬什磨合這様? 因篤官是不完全政府継

承｡不完全政府継承合造成一個国家繭個政権的壷存現象,一個国家繭個政権的壷存現象則

合造成相互争奪 ｢正統｣印 ｢唯一合法｣的政権名分円学｡這就是墓北輿北京在聯合図及各

種国際組織争奪代表権的理由｡

墓北在 1966年参興亜洲閲蓉銀行 (AsianDevelopmentBank,簡構亜銀或 ADB)創合,

馬創始合員固｡北京也於 1974年試圃加入,但因墓北的阻摸反射,遅至 1986年始正式加入

亜洲開饗銀行｡撃方同時参興亜銀的結果,造成了 ｢一国南席｣的異常現象｡在 ｢唯一合法｣

的 ｢正統｣観念下,撃方逐日1986年至2000年在亜銀展開了-場代表団家名分,復因該名

分而得安排国家政治秩序的寧奪戦,官不但己持緯了 14年之久,而且迄今仇無結束的跡象｡

本文即是以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次級原理 ｢名分秩序論｣雷研究架棉,乗験讃八〇年代

海峡両岸在参興亜銀時的名分交渉過程,特別是海峡南岸在交渉時撃方封 ｢名分秩序論｣所

持的見解輿債値親,進行了解,透過剖折,以検験理論,強化宅的学術償値,甚至提供南岸

交渉的理論基礎,化解不必要的誤合輿摩擦,従而達到和平交渉的目的｡

2.｢中華世界帝国｣概念

従過去的歴史来看,中国和周連語王国之聞看不到封等関係,中国線是以王国或上図的地

位和周通話王国維持著主権不封等的主属関係｡中国的国際関係馬什磨是不封等的関係?

此一問題恐伯只有 ｢中華世界帝国｣概念可以加以説明｡

烏了使近代以前中国入所擁有的 ｢中華世界秩序観｣,更正確且較容易理解起見 本文不擬

採用諸如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権封等｣(sovereign

equality)等近代以来,日欧美偉人的外来概念輿詞棄加以聞搾｡因篤上述近代西洋概念,

無法解搾東方侍統的 ｢中華世界秩序観｣｡此乃本文所以不博其煩再三提出源生於東方,且解

約日東方,適合於東方的侍統概念- ｢中華世界帝国｣理論架構的主要目的｡一般而言,近

代以前的中華世界秩序髄制,可以麻縄出下述概念 :

天下的具髄化就是中華世界,天子的具髄化就是中華世界的皇帝｡中華世界乃中国勢カ所

及之虚,可分華夷二部,華就是王畿,王畿就是中国;夷就是属藩,也是中国周連的諸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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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此,翠+夷-王畿+属藩-中国+諸王国-｢中華世界帝国｣｡接此,華+夷-｢中華世界

帝国｣的人民概念,王畿+属藩-｢中華世界帝国｣的領域概念,中国+諸王国-皇帝+国

王- ｢中華世界帝国｣的主属概念,乃告形成(1)｡

由於 ｢中華世界帝国｣皇帝,既是中国的皇帝,也是周連語王国的皇帝｡因此,｢中華世界

帝園｣皇帝篤了統治整個 ｢中華世界帝国｣,途在其王畿即直轄領域的中国設立中央政府,更

在其中央政府之内,開設躍部或理藩院等廃藩統治機関,用以統治廃藩｡這就是 ｢中華世界

帝国｣的権力遅作概念｡由於権力概念的遅作,｢中華世界帝国｣的国家概念於蔦告成｡

接此概念,可知輿周追詰王国締結宗藩関係者,賓際上並非中国,而是作為整髄概念的

｢中華世界帝国｣｡所以,中国乃是 ｢中華世界帝国｣皇帝的直轄領域,同時既是華,也是王

畿｡周連語王国乃是受 ｢中華世界帝国｣皇帝析封,誼向 ｢中華世界帝国｣朝貢的自治領域,

同時既是夷,也是属藩｡以今日的政治学概念乗表達的話,振要言之,婿人民概念､領域概

念以及主属概念結合起乗,則 ｢中華世界帝国｣就等同於今日的 ｢国家｣概念,再加上権力

連作概念的話,那磨中国就是中央政府,周連諸王国則相富於自治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蹄

中央政府統轄｡以囲式拒要表示的話 :

天下-中心+周遠-華+夷-王畿+廃藩-中国+諸王国-皇帝+園王

-｢中華世界帝国｣≒中央政府十地方政府｡

根接侍続的中華世界秩序乗分析的話,｢中華世界帝国｣皇帝-天子,天子基於天命寧天

下,開創王朝,泣統治 ｢中華世界帝国｣-天下,再依嫁華夷分治理念,推行郡園追行制,

於是在其直轄領域的中国-王畿設置郡願｡王畿之外,封篤藩囲｡従而,訂定天朝髄制,明

定上図輿廃藩閲的君臣関係｡因此,｢中華世界帝国｣皇帝,即中国和周連語王国的共同皇

帝,命令穫部或理藩院等属藩統治機関,管轄廃藩事務,執行研封朝貢髄制,樹立事大交郡

的邦交関係,盃葺成属藩奉正朔以示臣従,便廃藩遵守名分秩序以示帝国之鰹制倫理,更以

興滅国縫絶世的理念維繋属藩髄制,以王道思想護持中華世界秩序｡要言之,｢中華世界帝

国｣以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維繋了中華世界的秩序｡在某種意義之下,｢中華世界帝国｣閲

的宗藩関係似可視篤中央政府輿地方政府間的関係｡

3.中華世界秩序原理

根接上述 ｢中華世界帝国｣概念,我僧可以麻縄出規範 ｢中華世界帝国｣的 ｢中華世界秩

(1)此虞所拒之 ｢中国｣薦狭義之中国,僅指皇帝直轄之領域｡晃,｢皇朝｣則指贋義之中国｡至於,

｢王畿｣之概念,也典侍統 ｢天子之王城虞裏千里｣的意義有別｡本文所指之 ｢王畿｣,僅具皇帝

直轄領域之 ｢操作性定義｣的意義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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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原理｣,有如下述 :

(1)天朝定制論

(4)邦交関係論

(7)大一統論

(10)秩序壬髄論

(13)重層政髄論

(16)王化論

(2)正統原則論 (3)君臣関係論

(5)封真髄制論 (6)奉正朔論

(8)興滅継経論 (9)重層認同論

(ll)王道政治論 (12)学天下論

(14)華夷分治論 (15)華夷可愛論

(17)名分秩序論

本文婿以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次級理論 ｢名分秩序論｣,封九十年代海峡南岸在亜洲開

蓉銀行席位因 ｢名分秩序｣而紛擾不休,作馬考察主題,以資謹明此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

不但存在於古代,也適用於今日｡従而讃明 ｢名分秩序論｣具有歴史延績性,可以突破時間

上的限制性｡

4.名分秩序論(2)

西洋国際法秩序原理是法治主義,相封的,｢中華世界帝国｣之国際秩序原理是穫治主義｡

｢穫者禁於将然之前,法者禁於己然之後｣,此馬穫治輿法治之主要匝別｡躍治,首須定名分,

建秩序｡名者名義,分者職分｡名分定則倫常生,秩序立則倫常行｡因此,定名分,首在正

名,名正始得依名定分,分定然後依分求序,序生別互動井然而行,秩序井然難無烏而天下

治｡反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別事不成,事不成則天下乱｡蓋名案不一者無不腕序,

名過其宴者虚有其表,茸過其名著借越生乳｡過輿不及皆乱之源也｡所以,定名分乃在求随

名而来之倫理分際輿名賞関係｡正名乃所以求名賓之一致,以期積商L反正,匡時救世｡

｢中華世界帝国｣因 ｢名分秩序論｣建立起其猪樹-臓的宗藩封建階層秩序髄制｡因此,宗

藩閲的主従関係,朝碑的序列,兵力的多寡,爵位的上下,文書的髄例及藩邦閲的等級関係

等等,均有所規定｡

就名分秩序而論宗藩之関係,｢中華世界帝国｣皇帝日輪朕,爵競構皇帝,命令栴詔赦,直

轄領域構中国,統治領域栴天下,封四夷稀天子,首都稀京師,皇位継承人栴太子,象徴用

五爪之龍等,均有特殊規定,藩園不得借越｡遇有僧越,軽者懲虞,垂者征伐｡属藩之統治

(2) 開於 ｢名分秩序論｣的内滴及個案探討,請参考下列拙著｡

張啓雄,(民初中俄蒙恰克囲合議的名分論争輿交渉一外蒙国境帝畿年戟及政府名義的改暦),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24期上軋 民国84年6月,頁325-3640

張啓雄,《外家主権原属交渉 1911-1916》,墓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団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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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宙競稀国王,統治領域構邦囲或直栴国名,封皇帝専科陛下,自構臣下,陪臣専構其国

王馬殿下,藩邦封交郷国則以国名及王戟日柄,首都不構京師而構王城,王位継承人不構太

子而構王子或世子,象徴用龍､至高只可用四爪之龍,宗藩往来均有階層等差之規定｡

1868年日本困明治維新,幕府遠政於天皇而告 ｢王政復古｣｡明治政府於是侶 ｢王政復古｣

之名,向封等之交鄭関係的朝鮮国王饗出 ｢先間書契｣,重在該 ｢先問書契｣上,陰囲仮借日

本馬天皇健制国家之名,不但故意不使用侍続的交鄭髄例,而且悪用名分秩序論之尊卑原

理,進而在図書文中越格使用 ｢皇｣,｢赦｣等字眼,暗伏封韓優位意識｡朝鮮政府識破日本

傾名分行優位之読計,乃以其使用除 ｢中華世界帝国｣皇帝之外不得使用之僧越文字,斥其

｢連絡｣,｢磯眼｣,退回日本国書,終於醸成厳重的日韓国交封立(3).男,1882年朝鮮因壬午軍

撃引蓉反日暴動,日本以此雷名,出兵朝鮮｡清延也以 ｢病魔邦正乳｣雷名,迅即派兵馳赴

漢城,名馬助韓卒乱,賓則防ET乗機要挟｡因此,又命令馬建忠在朝鮮何機逮捕大院君,敷

其罪,載厨中華,以破日本要挟之計.逮捕的理由是 :｢欺王宮軽皇帝也｣(4)｡以其無頼於国

王之親政税事,無天子之命,責敢檀自僧越専権,無異践踏皇帝封朝鮮国王之射封.這些都

是因僧越名分而素乱秩序之顛例｡

惟若依西洋近代国際法原理乗看,日本是天皇制国家,則日本封朝鮮之図書使用 ｢皇,赦｣

字眼,盃不意味朝鮮臣従日本｡因島王国稀王,帝国栴帝,本属自然,王権封等,王帝同大｡

因此,日本所頒 ｢先問書契｣盃非借越国書｡反之,中国根接 ｢封真髄制論｣射封朝鮮国王,

朝鮮国王根按也接之以朝貢中国｡各属藩又 ｢王権帝授論｣統治其邦囲,中国政府也接以認

馬週間属藩内政,乃皇帝本有之樺;可是国際法則滑車韓撃方均親鳥主権封等之囲,無税其

君臣上下之名分秩序,致使中国鵠安定属藩而出兵逮捕大院君的樺宜之計,在西方看来,皮

成 ｢内政干渉｣｡持此看法,皆因封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 ｢名分秩序論｣無所了解所致｡

所以,｢名分秩序論｣可以譲東方之事,回蹄東方之理,以避免西洋文化償値中心主義｡如果,

専以西洋近代国際法的国際秩序原理,乗解搾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所規範之中華世界秩序,

嘗然不免饗生 ｢以西非東｣的偏頗整柄現象｡

拾古就今而論,今日海峡南岸的交渉,約可分馬原則輿要務二項｡賓務,一般都是指責際

而切身的問題,常有迫切的需要感,較容易従理性層面来加以判断｡因此,要務的交渉容易

有所進展;相反的,原則多輿文化債値有閑,雑然没有生活上的迫切需要感,但是在主戦的

感情認知上,郁有無法割拾的強烈存在,因此,難以用理性的字眼乗加以判断｡這就是海峡

南岸交渉之所以在責務上容易有所進展,但在名分秩序論上郷不易有所突破的道理所在｡所

(3)《朝鮮外交事務書 (日本案)》一,成進文化社,漢城,1980年,第8競文書｡多田好間編,《岩

倉公賓記》下巻,原書房,1968年,頁20-22｡

(4)馬建忠,(記行),《適可雷記言記行》,巻6,(墓北解: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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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剖析海峡両岸之交渉停滞不前的原因,或海峡南岸之任何一方的主事者償如企囲推動海

峡両岸的談判,亦有非先行理解 ｢名分秩序論｣的概念架構不薦功之勢｡

戦後海峡南岸的名分論雫,約有囲観,年観,帝戟 (領袖稀戟),政府名義,国旗,園微,

国際機構,国際合議,区域組織,外交締結,奥林匹克代表権,領袖互訪,姐妹市締結,定

窯占直航等諸多問題,甚至於牽渉到漢賊不両立,一国繭制vs一国繭府 (一個国家雨個政権,

一個国家南套制度,一個国家繭個賓髄或特殊的国典園関係),改朝換代等問題,都是我偶虞

理南岸交渉問題,剖析名分秩序論之理論結構時的最佳素材｡

法理上,南岸之間的交渉不是雨個国家間的国際交渉,所以我m不以国際法的観鮎釆加以

考察｡不過,在相嘗程度上,官仇然具有国際法的交渉形式典故果,因此也必須要了解国際

法的理論背景｡事茸上,海協合 (海峡両岸関係協合,北京)和海基合 (海峡交流基金合,

墓北)之閲的交渉,所用的法理壷不是国際法｡既拾国際法而不用,那磨隻方所採用的法理

又是什磨? 根接観察,官就是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 ｢名分秩序論｣｡那磨,中華世界秩

序原理之 ｢名分秩序論｣的理論構造又是什磨? 官如何規範南岸閲的交渉? 下述諸問題

的理論基礎就是源自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 ｢名分秩序論｣｡

海峡南岸聞闘於賓務性問題的交渉難有所進展,但在 ｢名分秩序論｣的問題上則完全看不

出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海峡南岸主要的交渉論学,約可蹄類馬下列諸事件乗加以討論｡

国東問題 :北京方面的 ｢国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国,墓北方面的 ｢国東｣是中華民国｡従某

一戦鮎而言,｢臥楊之側,豊容他人軒睡｣? 在 ｢一個中国｣的原則下,在国際

上,北京是否允許毒北使用国境?

帝戟問題 :皇帝是封建時代国家領袖最高位階的栴東.北京方面相嘗於皇帝之最高位階的領

袖稀競是国家主席,墓北方面則構篤纏続｡在 ｢一個中国｣的原則下,海峡南岸

如何解決 ｢一天二日,一国二王｣的問題｡就業一角度而言,北京是否継績容忍

童北使用総統構競?

年戟問題 :在東方,年戟代表正朔｡因此,年戟使用輿否,代表国家的臣従輿否｡蔓漕方面

採用侍統年戟紀年,大陸方面別改採西暦紀元.北京既不使用中観式年戟紀年,

且於南岸交渉之時亦不容許墓漕方面在公文書上使用中華民国〇年〇月〇日的

年坂東記年｡

政府名義 :在 ｢一個国家,南個政樺｣的分治現書下,囲民業政権輿共産薫政権分別統轄壷

海南岸.也就是認,中華民園政府統治墓潜,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統治大陸｡但

在 ｢一個中国｣的原則下,那一万才是代表中国 ｢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従

中華民国的角度而言,北京政権先前只不過是背板中華民国的偏政権,印使今日

也只是不完全政府継承的封立政権而己｡相反的,従中華人民共和国的観鮎来

看,壷北政権是昔E]国共 ｢学天下｣時落敗的一方,岳己遭更迭的蕃政権,印使

39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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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也只不過是中国地方政府中的-省而己｡

囲際合議 :1995年 9月北京壬雛的 ｢世界婦女合議｣中,童漕方面以 ｢中華民国婦女協合｣

的名義報名参加,但無法出席｡又,中央研究院召開国際学術合議遼遊請大陸学

者参加時,北京政府認馬墓北方面的主群単位中央研究院不得使用 ｢中央｣的字

眼,而且在国際上童北方面因非主権国家,散在召開国際学術合議時,也不得使

用 ｢国際｣的字眼,以示上下主従之名分｡

国旗問題 :国際性的場合,両岸在 ｢一個中国｣的原則下,讐万国旗不能同時設立｡因此,

中華航空輿中園民航不在同一国際機場起降｡在日本的場合,両岸的飛機分別於

"羽田"輿 "成田"機場起降｡這是因烏華航機尾漆有国旗之故,改漆梅花則男嘗

別論｡馬了公務,南岸也蔽員互訪或交渉｡此時,不但不得向封方之国旗致敬,

而且也不得向封方之国家元首致敬｡

領袖訪問 :中国諺語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語,可安切反慮出中国人封最高政治領袖的

猿専性,大陸委員合表示大陸方面以 ｢中華民国纏統｣的身分,遊請李登輝先生

訪問北京,則柴於接受｡同様的,我僧也願意以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分,

逝請江揮民先生訪問毒漕｡1995年3月13Er,北京外交部以一個囲家内不可能

有繭個元首作答覆｡因此,海峡南岸最高政治領尊者的合面,在 ｢一個中国｣的

原則,及 ｢民無二王｣的名分之下,難以有所進展｡

APEC問題 :在印尼茂物 (Bogor)壬雛的APEC非正式 ｢領袖合議｣,李登輝希望以中華民

国総統身分出席｡大陸方面迅即表示,若李登輝先生出席該合的話,則中国方面

婿蔽部長級代表出席合議｡其理由何在? 大陸表示 :困馬墓滑的最高政治領導

者僅相嘗於中国的地方首長而己｡国際組織的階層合議就成鵠南岸表現名分秩序

論的最佳場所｡

外交承認 :在 ｢漢威不両立｣的原則下,讐垂承認在心理上及責務上都成馬禁忌,国際承認

環続著代表権的 ｢唯一合法｣性質而纏門,外交承認成馬体死我活的門学｡因此,

中華民国在外交空間被封死的情況下,展開資質外交｡於是,在科威特

(Kuwait)設立非正式外交関係的 ｢中華民国商務代表虞｣,但在大陸方面的墜力

下,墓北駐科威特非正式外交代表機関 ｢中華民国商務代表庭｣,速達改名馬 ｢墓

北商務代表庭｣｡

姉妹市問題 :墓北市希望輿北京市締結姉妹市的関係｡北京政府認馬姉妹市関係是国際開城

市合作的方式,毒北市輿北京市同属一個国家因而不能適用｡又,在 ｢一個中国｣

的前提下,毒漕是中国領土的一部扮,基此原則,北京輿墓北締結姉妹市也不適

用｡

責務問題 :海基合輿海協合交渉時,闘於葺務問題,如 ｢走私,倫渡輿出入境｣等事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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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海峡南岸的名分秩序交渉

基合使用 ｢走私｣｢倫渡｣輿 ｢出入境｣等的字眼,而海協合則拒用這些字様｡理

･由是,海峡両岸是属於園内性質的交渉,而 ｢走私｣｢倫渡｣輿 ｢出入墳｣等字眼,

都是属於国際法上的用語,而這些国際法上的用詞不慮該納入海峡南岸的園内問

題交渉之中｡所以,両岸閲的 ｢走私｣鷹以 ｢海上小額貿易｣代替,｢倫渡｣也鷹

以 ｢非法進入封方管轄領域｣代替,｢出入境｣則必須以 ｢上岸｣｢離岸｣的一般

性名詞乗取代｡只有在這種共識下,撃方始有交渉的可能｡

以上乃是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 ｢名分秩序論｣的理論構造,而以理論検験責務,用理

論安排概念架構是最好的研究途樫｡但是,哉至目前困烏原始棺案,均未解密,故第-手資

料大多難以取得,唯有善用報紙,雑誌及公布的官方談話 (宣言)或訪談資料,再透過一定

的理論基礎来分析,整合資料,就成馬本文解決原始資料限制上的唯一選揮｡

5.韮銀的成立

毒北参輿国際組織,約可粗分馬官方形式典民間形式的国際組織｡雑然参輿這両種国際組

織原則上都需以国家馬基本単位,始得出席,惟前者是以部長級的専業高級官僚篤出席候

件,如東銀以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総裁馬理事,代表国家出席年合｡後者難也代表団家,檀

都是以民聞身分出席大倉,如奥連合在国旗主導下以髄育選手馬主髄参輿競技｡亜銀成馬我

方退出聯合図之後,南岸之聞最早寄生国家席位代表権争奪戦的国際組織,官的参輿模式常

常成鳥海峡南岸同時参輿同一国際組織時的参考模型,也是撃方争奪 ｢唯一合法｣之 ｢正統｣

国家地位最惨烈,最具代表性的国際組織,也就是 ｢名分秩序論｣以理論検験賓務,以賓讃

強化理論償値的最佳案例｡

1963年 12月, 聯合図所属亜洲及遼東経済委員合 (EconomicCommissionforAsia

andFarEast,簡構ECAFE)(5),在馬尼粒召開第-届亜洲経済合作部長級合議,提議設置亜

洲開費銀行｡

1965年,第21屈亜洲太卒洋経済理事合決議設立亜洲開聾銀行｡8月成立亜銀筆備合,

10月21日至 11月 1日,ECAFE所属二十一個合員囲(6),在量谷召閲等備合議,修正通過了

(5)亜洲及遼東経済委員合馬聯合図在1947年設立之経済敢合理事合的委員合之一,1974年官又改

構潟東洲太平洋経済社台委員合(EconomicandSocialCommissionforAsiaandthePacif-
ic,簡構ESCAP)0

(6)曹俊漢,(亜洲開蓉銀行),察政文,果菜義,林嘉誠等編著,《亜太地匡区域組織之研究》,(義

北 :行政院研究費展考核委員合編印,民国78年),頁229｡

〔9〕

ECAFE所属二十一合員囲名草如次 :湊洲,錫蘭,乗輔某,中華民国,印度,伊朗,日本,

囲,案固,馬東西虚,尼泊爾,荷蘭,紐西蘭,巴基斯増,罪律賞,越南,新加披,泰囲,

聯,英国輿美園.此外,男有非合貞固液代表列席該合議,計有奥地利,比利時,加舎大,

葬,芽蘭,西徳,義大利,都威,瑞典,瑞士等十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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亜銀憲章草案｡12月4日,二十七園波遣大使級代表在馬尼粒孝行第二届合議,正式通過亜

洲開饗銀行章程,該章程壷於 1966年8月22日生致｡1966年 11月24日至26E],在東京

召開首次理事合,宣怖該行成立｡12月9日,開始銀行業務,誼設綾部於罪律寅馬尼泣,日

本著名財政専家波速武 (WatanabeTakeshi)出任第一任亜銀線裁.中華民国輿美,日馬

首的十九個亜洲国家及八個亜洲域外国家,計二十七国威馬共同蓉起創立此経済性匝域組織

亜洲開番銀行 (AsianDevelopmentBank,簡栴ADB)的原始舎員園｡

亜洲開饗銀行 (簡構亜銀)的宗旨,主要烏透過項目貸款和技術援助的提供,以促進和加

速亜洲地区合員囲或地匝之経済番展輿合作(7)｡因此,亜銀封其合員固有特殊的規定,東銀要

求的参輿資格雷 :

甲,聯合図亜洲壁太平洋経済頑二台委員合之合員園及準合員｡

乙,亜太地直之其他国家及地匝以外之開番国家,而馬聯合図或其任-専門機関之合員固

着(8)｡

因此,根接亜銀章程規定,凡聯合図亜太経社台成員国典準成員的地区,以及是聯合図及

其所属専門機構的並太地区其他国家和非本地匿的己開饗国家,均可申請加入｡亜洲閑萄銀

行範不是聯合図的下層組織機構,但官輿聯合図及其匝域機構和専門機構有密切的聯繋｡

1966年 12月 19日,亜銀正式連作,纏部設於罪律質馬尼粒,中華民国不但完全符合亜洲開

聾銀行的入合候件,而且馬廿七個創始合員囲之一｡

又,根接亜洲開聾銀行憲章之規定,合点囲封亜銀如未履行其鷹義之義務時,理事合得以

全牒理事三分之二及不低於合員囲全部投票樺四分之三的多数決定,暫停該合員園之合籍;

該合員園於暫停合籍満-年後,除非在此其間理事含以相同之多数,恢復其善良地位外,臆

自動終止其馬食員園｡亜銀封於不能克轟合点義務之国家,有停止 (Suspension),進而終

止 (Termination)其合籍之樺｡惟 ｢封亜銀未履行其鷹義之義務｣-詞,究嘉何所指?

因東銀憲章没有明確規定,全頼理事合 (BoardofGovernors)之解秤｡

根接亜洲開費銀行憲章的規定,理事舎馬最高権力機構,掌握互巨銀的最高決策樺｡其主要

権力馬 :承認新合員囲及決定入合的認可候件,増加或減少銀行資本股票之権力,停止或撤

酒食員園之合籍的権力,表決董事合通過之解秤案或申請案及修正憲章任何候款之樺力｡不

過,理事合因一年僅開一次理事年合,儀管具有最後決定権,但是賓際負貴重銀政策執行及

一般性管蓮的機構節是董事合 (BoardofDirectors)｡是故,乃有報章雑誌乾脆稀董事合篤

執行理事合｡亜銀董事合,初設董事 10人,区域及非区域合員園之董事比例薦7:3,1969

(7) 香港日報,1992年5月4日,第14版｡

(8) 辞硫膜,(我国垂返東銀年合経過),《中央月刊》,巻21,期6,(毒北 :民国77年6月),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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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理事合年令婿此-比例垂新修定篤8:4,計 12人｡董事的産生,可由一位或数位的理事

依其所擁有之基本票数 (Basic Votes) 和以認股比例換取之加樺票数 (Proportional

Votes)的絶投票権敷選出,盃以獲得総票数約 8%左右者馬首選｡又,亜洲開尊銀行設練裁

(President)一人,此烏-重要政治安排,書際上皆由日本人捨任(9)O官是美 日南園馬了聯合

経略亜洲,共同封抗共産主義所作的政策設計｡又根接亜銀憲章的規定,絶裁由理事合推選

亜洲地区合員囲之国民捨任之,烏銀行的行政首長,是政策制定輿政策執行上質際蓮作的核

心｡

此外,東銀法定資本額原定馬10億美元,依憲章規定,既由各合員園分別出資認股,復接

各舎貞園領土面積或葺際有効的統轄領域,人口以及経済聾展情況計算｡出資認股既有不

同,投票棟数嘗然有別,因此認股金額愈多,投票権就愈大O各合員囲除佑20%的基本票権

相等外,男加認股比例票権,其比重イ占80%(10)亜銀輿合員囲之聞,主要依接這些規定来連作｡

東銀封合員園提供貸款,習助経済寄展,合員園別封亜銀出資認股摘款,以壮大東銀,形成

亜銀業務饗展蒸蒸 目上,亜洲区域饗展 日漸饗達之匝域性国際経済髄系.

6.歪銀輿両岸

東銀憲章規定,加入東銀須以領土面積或賓際有数的統轄領域,人口以及経済蓉展情況計

算出資額度｡中華民国依照規定僅以 ｢墓潜金馬政府命令所及的地匡興人口数,計算加入東

銀的指助資本数日(1O｣,計出資 1,600寓美元,約佑東銀股本2.49%｡自1966年末東銀成立,

迄1971年底止, 中華民国政府馬了第四及第五個四年経建計量,曾向亜洲閲聾銀行申請貸

款,合計貸得金額高達一億零三十九寓美元,用於閲建南北高速公路,建立石化工業,開饗

電力資源(1分｡自1972年起,中華民国正式停止向東銀貸款,速由借款団,愛馬非借款団,近

年又進而寄展成篤東銀的摘款囲｡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国,宅始於 1986年加入亜銀,遍在 1987年以中国大陸之遼閲的囲土面

(9)1966年至1972年首任亜銀牌裁馬渡遠武 (TakeshiWatanabe),1972年至1976年薦井上四郎

(Shir°lnoue),1976年至1981年薦吉田太郎- (TaroichiYoshida),1981年至1989年番藤

岡真佐夫 (MasaoFujioka),1989年至1993年薦垂水公正 (KimimasaTarumizu),1993年
至1999年烏佐藤光夫 (MitsuoSato),現任総裁馬千野忠男 (TadaoChin°),自1999年1月
16日起接替佐藤光夫的職位｡

(10)辞敏願,(我国重返東銀年合経過),《中央月刊》,第21亀 6期,頁52-53｡
曹俊漢,(亜洲閲蓉銀行),頁225-2510
曹俊漢,(我国参加亜洲開蓉銀行及関税輿貿易絶協定之比較),葉埠編 《中華民国輿聯合図》,

(毒北 :政治大学国際関係研究中心,1993年),頁159-1600
(川 中央日報,民国75年3月12日,第1版｡

(12) AsianDevelopmentBankAnnualReport,1973,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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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繁多的人口以及経済聾展的賓際状況,作馬計算標準,乃得以東洲開蓉銀行第三大認股

囲 (認股額 14億美元,佑亜銀股本的6.15%,僅次於日美南国)的身扮,於是年理事合第二

十届年合的董事合改選中,獲避雷董事囲,而且在董事合中獲選雷撃猿董事的席位,乃於是

年 7月 1日正式成立亜銀中国董事雛公室｡此時,四個現代化正是中共国家饗展的首要目

標,東銀正好提供大陸四個現代化所需,中華人民共和国連逐漸番展成鳥亜洲開蓉銀行的最

大借款図8秒｡pRC不但経済規模鹿大,而且聾展速度也一日千里｡

二､南岸交鋒

1.漠賊不両立

国共戟学雑然是-場三民主義封共産主義之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戦争,其賓也是国共閲-

場苧天下的生死決円｡結果,国民薫因戦事失利,退出大陸,渡海播遷毒漕,婿統治多年的

大陸河山技手譲給中共｡国共従此隔海封暗,仇然是-場 ｢漢賊不両立｣的学天下局面｡1949

年以来,在名分秩序論上,国共撃方均主張 ｢一個中国｣的立場,都自認馬只有自己才是中

国 ｢唯一合法｣的政府,在観際上只有官自己才能真正代表 ｢中国主構｣｡

退出大陸後,随著国際政局的奨化,虞於極端劣勢且遭美園遺棄的撰民業政府,因爆番韓

戦乃得以挽回頚勢,盃重新興美園結盟｡1950年 7月,杜魯門総統蔽遥第七艦隊協防毒漕｡

1951年5月,美園乗墓成立美軍顧問国,軍援壷漕,1954年撃方算訂中美共同防禦候約,茎

漕成鳥美園囲堵共産陣営所不可或快的一環｡及 1960年代,越戟升高,美俄冷戦愈烈,東西

陣営之壁塵愈加分明｡美園鵠了封抗蘇俄,乃途中蘇饗生衝突之際,泣擁中共｡馬了粒瀧中

共,美園総統尼克森逐於 1969年停止第七艦隊協防墓漕海峡,1971年宣怖訪問大陸,更在

聯合図提出聾重代表権主張｡美園棄妻親中的政策影響了西方陣営樽而支持中共,在 ｢一個

中国｣的名分下,中華人民共和国 ｢取代｣了中華民国進入聯合図,盃成鳥安全理事合的常

任理事国｡従此,中華民国的国際地位-落千丈,被追従聯合園壁所属各種国際機構及各種

政府閲的国際組織相継退出｡此時,外交的垂挫,壷没有動揺中華民国政府 ｢漢威不両立｣

的主張,遺是堅持自己才是真正代表中国 ｢唯一合法｣的正続政府｡

1974年,北京曾表示有興趣加入亜銀｡初時,嘉北表示反封;後来,改愛立場,堆不反封

接受北京成馬亜銀新合員,但堅持垂北不慮因中共入舎而受到排折｡此時,中共也想以聯合

図模式取代国府,因此堅持北京入合則須取消墓北在亜銀的席位,惟末能如願｡1982年,中

(13)人民日報,1987年4月29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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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再度表示有意加入亜銀,同時提出以排除我方合籍作馬官的入合僚件㈹O 中共烏了孤立墓

漕更進而通知駐北京各国大使,要求邦交囲不可譲中華民国在這些国家設立文化或経済難事

虞｡1983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長呉撃謙代表中国政府致電東銀,申請加入亜銀烏

合員(19｡

1983年5月,中共指出 :墓漕利用佑接聯合図席位之時加入東銀,今其己奪回聯合図的合

法席位,墓漕也己非聯合図及其専門機構的成員,何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認只有一個中

国,而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毒漕則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扮,所以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資格代表中国参加亜銀86)｡中共又進一歩強調 :毒滞

欧非聯合図及其専門機構的成員,也不是聯合囲亜洲及遼東経済委員合 (EconomicCom-

missionforAsiaandFarEast,簡栴 ECAFE)(川的合点,根接東銀憲章規定,墓漕己不再

有資格成薦東銀的合員a砂.僻虞壷漕且治権不及於大陸的中華民国,要代表滴蓋大陸的 ｢合法

性｣,己不馬国際所接受｡何況在代表種上,墓北企囲以中華民国 (Ro°)之名義,茸際上則

以所轄墓産金馬 (TPKM)之領域,来代表滴蓋大陸的中国,不但導致官的 ｢唯一性｣,受到

普遍的質疑,甚至連官的 ｢合法性｣也-併不薦国際所接受｡換句話執,北京所以能取代壷

北進入聯合図,其賓就己経告訴我僧,在国際上,大多数的国家,至少官的邦交囲,己認薦

真正有資格代表 ｢唯一｣而 ｢合法｣的中国者,是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在重滑

的中華民国｡

由於情勢急噂直下,中華民国只得逐一退出官方性質的国際機構,蔓北的外交政策己到了

非改弦更張無以自存的地歩,強調 ｢漢賊不両立｣,盃以正統自居的償値判断,従此開始面臨

挑戦｡此時,北京打算乗勝追撃,企囲取代壷北在東銀的代表権O可是,亜銀誼非聯合囲所

属機構,墓北也没有以大陸的領土人口馬候件,僅以有数管轄的墓漕地匠烏範囲,作為入合

資格参加東銀｡因此,中共既無従引用 ｢王朝更替｣的政府継承原則,也難以套用 ｢聯合図

代表権模式｣的取代原則,進入亜銀｡但是,官可以根接亜銀憲章第三候,申請人合｡

此時,北京宣怖己興亜銀達成原則性諒解,棉 :中華人民共和国作馬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加

入亜銀,墓漕嘗局別改構 ｢中国毒漕｣(Taiwan,China)留在東銀;亜銀将根壕此-諒解,

(14) 張纏正,(出席亜洲開聾銀行第十八届理事合年禽報告)(墓北 '.財政部,民図74年),頁7｡
個 人民日報,1985年11月29日,第6版｡

(16) "ChinaShouldBecomeMemberofAsianBank",BeijingReview,No.20(May16,1983),
p.4,

(1乃 亜洲及遼東経済委員合 (ECAFE)馬聯合図在1947年設立之経済社台理事合的委員含之-,

1974年宅又改構馬亜洲太卒洋経済社台委員合 (EconomicandSocialCommissionforAsia

andthePacific,簡稀ESCAP)0
(18) "ChinaShouldBecomeMemberofAsianBank",BeijingReview,No.20(May16,198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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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資料,函電来往及懸掛国旗等方面作出相鷹的行政安排｡不過,中華民国中央銀行総

裁張縫正表示,｢中国墓漕｣這個名栴不可接受｡由於美園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国人合不磨損及

中華民国義博作烏合員的完全資格,乃分別興亜銀,中共協商後,建議改中華民国之合籍名

構馬 ｢中国室北｣(Taipei,China)｡中華民国方面則以 ｢中国墓北｣(Taipei,China)輿 ｢中

国墓漕｣(Taiwan,China)同異地方政府的矯化意滴作馬回鷹,表示無法接受｡尤其是後者,

更難以接受｡於是,纏績向美園及東銀交渉,請其景作公平合理的安排89)｡中華民国政府烏什

磨認篤 ｢中国墓漕｣這個名栴不可接受?

在 ｢名分秩序論｣上,因馬垂滞在行政区劃上是中国治下的一個 ｢省｣,省就是 ｢地方政府｣;

至於 ｢中国董北｣之名,雑然也難以接受,但是至少含有轄下 "首善之都"的意滴,簡可摸

充解樺馬 ｢臨時国都｣之意,既馬 ｢臨時国都｣,則国家名義一息間存｡虞於弱勢的中華民国,

封此名構 ｢難不満意,但可接受｣｡従政治角度来着,北京輿墓北共同参加亜銀,和平共虞自

勝於剣抜考張,盃眉合作更強於生死円争｡可是,海峡両岸偏偏就是不能共同参加亜銀,偏

偏就是非分勝敗不可,這又馬什磨? 説穿了,就是因島 ｢名分秩序論｣強調了 ｢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的償値観,撃方爵了寧奪 ｢唯一合法｣的正統,所以 ｢漢威不繭立｣｡国鳥 ｢漠威

不両立｣,所以漢地之上就中自増添了不少的威完｡

中華民国在聯合図席位及其所属機構等中国代表権之挙上,歴経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之後,

責然遺以中国正統自居,那又篤什磨? 封此,蒋介石総統曽堅定不移的表示 :

｢漠威不両立｣,馬中国人立身報国的基本立場,承認責国賊的統治,乃中園歴史所不許伽)O

外交部乗此原則,以 ｢一個中国｣的観念及 ｢反攻復園｣的口戟東関揮其 ｢唯一合法｣的

正統主張和 ｢漠威不両立｣的基本国策,乃鄭重馨構 :

反攻復囲,極救大陸同胞及反封任何雨個中国之観念,篤中華民国政府之既定国策,此

項基本立場在任何情況絶不壁更別｡

振要言之,海峡南岸的封抗情勢,乃起於 ｢漠威不両立｣的基本国策;｢漢賊不両立｣的基

本国策,賓肇因於 ｢唯一合法｣的正統観;｢唯一合法｣的正統観,則可淵源於侍統文化債値

的 ｢名分秩序論｣｡

八十年代,在美蘇冷戦髄制下,美園篤了封抗蘇聯,分化中蘇関係,乃樽而支持PRC加入

亜銀,接受中共以 ｢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資格入合,同時,透過董事合的決議,奨更ROC

在亜銀的合籍名構薦 ｢中国墓北｣(Taipei,China)｡晃,美園又強迫 ROC接受在性質上臭

(1g) 明報,1985年11月30日,第4版｡

《立法院公報》,巻76,期80(民国76年10月7日),頁124｡

C20)陳志奇,《美園封華政策三十年》(墓北 :中華日報牡,民国69年),頁119｡

¢1)中華民国外交部編,《外交部費言人談話答諭嚢編》(墓北:中華民国外交部出版,民国59年),

民国52年7月至53年6月,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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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嫌的合籍名構,在国際関係上造成亜銀合点囲樽而承認 PRC薦中国正統政

府,硯ROC之国際地位馬具 ｢地匝政府｣性質的合員｡因之,造成南岸在東銀舎籍名構上寄

生 ｢-図南席｣的新情勢｡

因此,ROC白1986年起達績両年封東銀理事年合算行 ｢不蔽員,不参加,不退出｣的 ｢三

不政策｣,以維持囲格輿尊厳,但卿縮小,抹殺了官的国際生存空聞.自1988年季登輝纏任

線統以来,馬了打開 ROC的国際生存空間,改採了務葺的外交政策,侶言 ｢一図南府｣,既

防硬化之名,復収 ｢-図両席｣之葺｡在東銀的承諾下,年合除地主園国旗及亜銀合旗外,

改採不掛合員図国旗的方式,ROC難被改名馬 ｢Taipei,China｣,但 ADB｢親筆｣官員私下

告訴毒北,棉 :壷北難遭改名,但仇可片面日輪 ｢RepublicofChina｣位カ｡這是墓北方面復蹄

ADB的鯛鍵｡

於是,毒北方面決定在 1988年複願東銀,参輿年合,離以 ｢中国墓北｣的名義輿合,但在

｢名分秩序論｣下,決定遮去名牌中的 ｢中国墓北｣字眼,近在大食中放置 ｢UnderProtest｣

的抗議牌,更利用理事報告的機合,在大食中表態自構 ｢中華民国｣,力国学回名分｡1989

年,蓋北更波郭娩容深入虎穴,出席北京年合｡郭娩容因配戴 ｢Taipei,China｣壌化名牌,

正視敵方国旗,立聴敵方国歌,起立迎迭敵方元首,難在致鮮時抗議改名,盃日柄Republic

ofChina,但在 ｢名分秩序論｣下,被認烏有失立場｡這在戒厳時期是何等厳重之事,因之,

輿論大嘩｡郭娩容以有通敵之嫌遭忌,結果有驚而無陰｡

2.苦持待愛

1989年 6月 4日,天安門事件爆寄後,西方陣営同馨詰責中共,以聯合図世界銀行馬首的

国際経済組織,全面性凍結,抵制中共的貸款,亜銀亦不例外｡中共在亜銀的活動,噸時進

入寒冬期｡

1990年5月2-4臥 在印度新穂里挙行韮銀第二十三屈理事昔年曹

北京方面 :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率圏出席｡

墓北方面 :財政部部長郭娩容率囲出席.

4月底,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率囲至印度新徳里出席亜銀年合,要求亜銀慮恢復封中

共的貸款,所持的理由是,亜銀原本就計劃賃款四億九千寓美元給 PRC,何況東銀的章程也

規定亜銀不慮干渉合員園的園内政治事務,所以六四天安門事件不磨成鳥亜銀凍結貸款的理

由的｡

¢2)中央日報,民国77年4月6日,第2版｡

C23)中国時報,民国79年4月3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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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ROC出席東銀的代表国,仇由行政院院合通過蔽遣去年的代表囲園長印財政部長郭

娩容以亜銀理事身扮,再次率圏参加本年度在印度新徳里奉行的二十三届亜銀年合糾｡4月

30日郭部長抵達印度新徳里後,旗印押合日籍亜銀新総裁垂水公正,表達中華民国政府不能

接受亜銀富局檀改合箱名稀,我国難波員参加東銀年合,但壷不表示我国接受東銀檀改我国

合籍名構,希望新線裁了解我方厳正立場｡垂水総裁也表示他封整個事情的饗展過程有相雷

的認識,同時也了解我国的立場¢劫｡5月2日,亜銀年食中,｢Taipei,China｣代表国未雷名

構問題放置英文 ｢抗議申｣(UnderProtest)字牌,也未在外衣的名牌上添加任何字様｡馬

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郭娩容三次更換座位以隔開中共代表,近在年合演講詞申重申不接受

合籍名栴遭到更改伽｡不但墓北一再抗議改名,而且李貴鮮也針封南岸滞在新穂里畢行合談

的侍言,表示南岸代表不可能在年合之外,於新徳里畢行其地合談但竹｡不過,由於天安門事件

引寄国際詰責,大陸代表的著書暫時愛小了｡

亜銀新徳望年合的主要目的之-,是烏第六期亜洲開蓉基金等募一百零四億美元,比起第

五期的三十六億美元高出近三倍,主要的理由是篤因鷹中国大陸和印度首次提出的融資申

請C8)｡今年墓北方面封亜銀所採取的態度,基本上,｢将以提出協助亜洲落後国家,提供経接

的具髄計量馬主,籍以強化我国在亜銀的地位｣¢9)｡5月3日郭娩容在年合致詞中表示,封亜

銀檀改我合籍名構篤 ｢Taipei,China｣一事,提出厳正抗議｡此外,他也強調馬協助落後国

家的経済蓉展,中華民国政府正積極提出具髄的経援計量,用以凸頼 ROC之指款能力和封

亜洲地区経済蓉展的貢献｡郭娩容指出,我方正積極考慮提供亜銀主群的亜洲金融投資公司

(AsianFinance&InvestmentCorpりAFIC)七百五十寓美金,我園的中国信託投資公司

也擬提供一千五百篤実金的信用額度,供 AFIC蒋貸之用,同時也支持東銀主雛之亜洲開蓉

共同基金 (AsianDevelopmentEquityFund,ADEF),準備認購五百寓美元,封於亜洲

開聾基金 (ADF)亦婿従優考慮｡最後,他言蹄正博,強調出席此次年合盃不表示我方己接

受中華民国以外之其他任何名稀｡他説 :

本人在此重申我国封亜洲開蓉銀行的支持｡然而,我中華民国篤亜銀創始合員園,壷且

一向遵守亜銀的規章,封於我園舎音名構被檀白更改一事,本人必須再次表示厳正的抗

議.我仲ヨ出席此次亜銀年合,盃不表示己接受中華民国以外之其他任何名構(30)｡

(24)聯合報,民国79年2月16日,第6版｡

(25)聯合報,民国79年5月1日,第10版｡

626)聯合報,民国79年5月3日,第10版｡

㈹ 聯合報,民団79年5月3日,第10版｡

但8)屋島日報,1990年5月2日,第2版｡

明報,1990年5月2日,第8版｡

伽)聯合報,民国79年1月20日,第10版｡

伽) 中央日報,民国79年5月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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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24-26日在加舎大温帯華挙行第二十四屈亜銀理事曹年書

北京方面 :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率圏出席｡

裏北方面 :中央銀行纏裁謝森中率囲出席｡

4月 22日,中央銀行総裁謝森中提前抵達加舎大温寄華,以参加 24日在此間畢行的亜銀

第二十四屈年合｡4月 23日,謝森中在開幕前夕,押合了亜銀線裁垂水公正,表達我方封亜

銀檀自更改合籍名構,不能接受的立場QD｡嘗天的亜銀年合刊物頭版刊載中央銀行総裁謝森

中照片,構 ｢謝森中擁有世界第-的外匪存底｣,造成我方成鳥国際経済援助計量中最容易被

鮎名的国家｡不過,｢封於我国可能貢戯多少鏡｣,謝森中表示 :｢這要等到其他国家指多少

銃後,再決定我国認摘多少｣(3g｡換句話説,認指難責無労賃,但那須量力而馬,国際上的角

色扮演必須 ｢恰如其分｣的弦外之音,呼之欲出｡

此次,我代表国在参加開幕典碍之前即官許括,我方重返亜銀年舎己是第四年,政治性訴

求魔該降低,而鷹以経済葺力及摸大金融交流達成参加東銀的目的｡但是由於東銀嘗局封於

檀改我方合籍名輪島 ｢中国墓北｣一事,仇探不接受立場,園此我代表国析婿遵循前両年参

加東銀的抗議模式,在大倉報告的文字中表達抗議亜銀撞改合籍名構馬 ｢中国童北｣的立場,

誼請亜銀嘗局列入正式大倉紀録(39｡4月 24EI,亜銀畢行第二十四届年合開幕典樽.普天,

海峡南岸代表圏園長謝森中興李貴鮮出現有史以来首度 ｢握手寒喧｣的蓋面｡謝森中表示 :

｢乗参加年合,不能畏縮,夏雲表現決決風度｣,代表圏也説明謝森中的表現,｢完全符合国際

穏儀｣,直進一歩強調,聾万難有握手的 ｢接鶴｣,但在正式公開場合之外,｢絶没有任何合外

接鮪｣(30｡似乎深伯引起不必要的流言輿誤解｡

謝森中表示,我m願意指款,｢但是鏡要花在刀口上,而且封方也鷹有善意回鷹｣(細｡亜銀若

没有善意回鷹,他就不願亮出認指ADF的底牌,但留下暗示性的指款意願｡刀口主要是指中

共封我申請加入国際経済組織多所阻擁伽｡針封此事,中共東銀新聞官張小康指出,東銀的模

式 ｢Taipei,China｣,不可能成馬日後両岸在国際経済組織的固定模式.他指出目前両岸共

存於東銀的状態,大陸早就己緩和亜銀協調好,亜銀的模式不得適用其他組織,追-鮎自始

至終都根清楚,囲此両岸共虞亜銀的状態,｢雅不満意,但可接受｣｡不過,這個模式不能套

糾 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4日,第11版｡

(32)聯合報,民図80年4月25日,第11版.

鋤 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6日,第4版｡

(34) 聯合報,民団80年4月26日,第4版｡

個 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5日,第11版;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6日,第4版｡

(36)根接輿論報導認薦政府封於ADF摘款輿ADB合籍名構正名案両者之聞鷹有所閲聯｡但在民図

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訪問謝森中先生時,他表示政府封於ADF的摘款輿ADB合等名構正名案,

二者盃無闘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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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其他的国際経済活動中,例如国際関税壁貿易緒協定 (GATT,官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前身)｡ 他進一歩表示 :PRC｢無法容忍墓滞在中国大陸加入之前, 先行加入該組

織｣,国鳥 ｢一個中国,国家統一的前提不能破壊｣糾｡

4月 26日,謝森中在年合理事報告的演話中表示 :

本人願意重申我国封亜銀崇高理想的支持｡但我国代表国仇-貰反封亜銀嘗局片面更改

我園舎等名稀,我国不僅是東銀的創始合員園,本人係以中華民国亜銀理事的身分参輿

本次年合｡

但亜銀在印饗我方演講稿時,仇把原文稿 ｢中華民国東銀理事｣改成 ｢中国,壷北亜銀理

事｣鵬｡ 4月27日,謝森中指出 ｢花鏡可以,但東銀封毒漕是不是有所表示 ? 有些行動 ?

有些改善 ?｣他強調,我m只要求受到較公平的待遇09)｡他更露骨指出,東銀若有善意表示,

我m願意多指-些鏡(40)｡不過,撃方封結局都不満意｡亜銀雛然封茎漕僅絹 ADF四百寓美

金,頗表不満(4D,但是卿不頗去従 ｢中国墓北｣的敏感字眼,僅以 ｢亜洲区域有経済書力的国

家｣,｢本匠域新興成功合員｣的寵統用新来栴呼量漕,表達希望墓北多義鮎力的立場(42)｡美園

的ADB董事法蘭克則認烏墓漕太過執著於名構問題(43)｡

7月 18日,亜銀宣怖耶誕節前,在墓北奇行債券糾｡11月 18日,亜銀纏裁垂水公正在墓北

主持纂約儀式, 我国離在第六期ADF指款一千五百寓美金,但是垂水公正仇然宰負了墓北

的深切期望,表示短期間内,中国董北的名構仇将治用下去(4扮｡墓北想以提高指款額度乗換取

正名的企固,又告失敗｡不過,正名事件正凸顧了一個事貢,壷北方面正以其日益勃興的経

済力量,在国際経済組織上展現其討償還債的力量輿等鳩,雑然官的力量輿等砥在正名上聞

不足以翻案,但是卿可以引蓉陣陣的国際騒動｡

1992年5月4-6日在香港挙行第二十五屈韮銀理事昔年舎

北京方面 :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率国参加

㈹ 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6日,第4版｡

㈹ 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8日,第4版｡

中央銀行編,《謝絶裁森中先生言論集》,第-筋,(墓北 .'中央銀行編印,民国八十二年六月),

頁152｡

(3g)中図時報,民囲80年4月27日,第10版.

(40) 中国時報,民国80年4月28日,第10版.

(41)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7日,第4版｡

(42)聯合報,民国80年4月27日,第4版.

(43) 中国時報,民国80年4月27日,第10版｡

㈹ 聯合報,民国80年7月19日,第1版｡

個 経済日報,民国80年11月19巨Ⅰ,第4版｡

中国時報,民国80年11月2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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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北方面 :中央銀行絶裁謝森中率圏出席

5月1日,中央銀行総裁謝森中卒囲前往香港,参加第二十五届東銀年合,我方希望能在

此次年合中将合籍名構由 ｢Taipei,China｣(中歯墓北)改馬 ｢TaipeiChina｣(毒北的中

国)(46),而此 ｢TaipeiChina｣的名構,在名分上特使両岸虞於封等地位,海峡東岸是壷北的

中国,海峡西岸是北京的中国(47)｡要言之,墓北方面希望合籍名構自此由従属的地位樽奨馬封

等的地位｡因此,至今仇堅持封東銀檀改合籍名構一事表示抗議｡

昔然,壷北方面也深探知道 ｢要求将我国的合籍名構改回原乗的 『中華民国』可能性並不

大,因此就務責的角度来着,只要修正的名栴能顕示我国輿中共封等的地位,譲亜銀,中共

輿我方都能有候件地接受,進而解決這個懸宕六年的名構問題｣(48).基於這種務賓的認識,我

方決定採取 ｢以摘款交換正名｣的策略(4g)｡在指款方面,中華民国政府難己編列一千五百寓美

元的亜銀指款,誼分四年預算支出,不遇迄今仇分文末付｡何以故,蓋封東銀有所期待也.

5月2日,謝森中循例向亜銀総裁垂水公正抗議重申 :我国の反封東銀檀自照我合籍名栴

更改馬 ｢中国壷北｣,希望亜銀能改善此一問題｡垂水公正也表示己注意及此,婿投法改善(50)｡

至於如何改善的細節,謝森中表示 :我m雑然要抗議,但也要兼顧務葺的原則｡他認馬 ｢這

是外交問題｣,所以進一歩指出 :｢由於合名修正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善的,因此我国

雑然合封亜銀檀改我人合名稀的問題作長期而持綾的抗議,郁不合再採取激烈的抗争手段-

(中略)･･･『在抗議中,也要務葺』是目前我国代表国封亜銀所持的態度,因此,我国不僅不

遇避参加東銀年合,而且也合主動積極地参興亜銀的認指或合作貸款計劃｣(50.5月5日,謝

森中也利用亜銀理事報告的機合, 以厳正的態度表示, ｢本人係以中華民国亜銀理事之身扮

参輿本屈年合,- (中略)- (封於東銀)封我更改合籍名稀,表示抗議｣｡但大食主席園随

印加以更正,重申剛才蓉言的是 ｢中国童北｣的代表国園長.許多国家代表都認馬封名稀問

題不必過於拘泥(59｡難説不必過於拘泥,但卿没有任何一個国家願意陪中華民国-起被改名.

Taipei,China乃中国毒北之英諾,馬中国所属的墓北政権之意｡在遵輯上,官蚕不適用於

中華民国輿中華人民共和国之聞,国鳥中華民国曾経是統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只是目前屈

(46)本文探以 ｢TaipeiChina｣馬 ｢毒北的中国｣(意即 :ChinainTaipei)之潮等用語的方式行

文.第一説法薦Taipei.China或Taipei或 China｡後両者雑然都有報紙加以引用,惟就語法

而言,或就此後 (1995年)在報紙上新出現之合籍名稀的用語而言,此二種用法均未詳加考謹,

故鷹属不正確之用法,不予採信｡

(47)聯合報,民国81年5月1日,第11版;5月2E],第2版｡

(48)聯合報,民国81年5月2日,第2版｡

(49)謝森中先生認烏合籍名稀席合籍名稀,ADF掲款帝ADF指款,二者盃無牽連｡

(50) 中央日報,民国81年5月3日,第2､9版｡中国時報,民団81年5月3日,第11版｡

(51) 中歯時報,民国81年5月3日,第11版｡

(52) 中国時報,民団81年5月6日,第4版｡

中央銀行編印,《謝絶裁森中先生言論集》,第二筋,貢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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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墓漕罷了o可是,謝森中所著稀的TaipeiChina是否即 ｢垂北的中国｣的意思? 尤其是

在口頭表達上,更見困難｡是否能突願出南岸 ｢彼此封等｣之意? 事葉上,意義既不鈎清

噺,復又専事枝節修改,似無済於事｡何況,修改後是否印可担樽国際硯聴 ? 立郎被国際

親鳥封等也有問題｡這様的修改是否有意義,嘗然也値得掛酌｡Taipei,China乃中国墓北之

意,該逗競 (i)具所有格意味,可是,謝森中所期望的是利用英文文法乗達成名分門争,雌

不失居其位,謀其政,忠其事之意,然略失正名原意｡或許他認鵠只空将Taipei一字,由名

詞韓換成形容詞,印可大功告成｡不過,謝森中所馨稀的TaipeiChina是否就能譲洋人或囲

際立刻領合出TaipeiChina-｢墓北的中国｣-ChinainTaipei-RepublicofChinain

Taipei的意思或効果? 因而造成墓海南岸 ｢彼此封等｣晦?

纏而言之,此次合箱正名的尺度太小,意義也不鈎清噺,復専事枝節修改,似於大局無補｡

修改後,是否即造成封等的意思,在国際上造成封等約両聴効果,也有問題? 這様的修改

是否有意義? 也値得掛酌｡不過,這様垂心意力的思考,而且不博其煩的提出,倒可看出

南岸中国人封名分的執著輿靭性｡

1993年 5月4-6日在韓律賓馬尼提琴行第二十六屈韮銀理事舎年書

5月1日,中央銀行総裁謝森中卒我東銀代表国抵達馬尼泣,参加第二十六届亜銀理事合

年合,壷展開密集的押合活動｡行前,絶統李登輝約見我亜銀代表国長中央銀行纏裁謝森中,

和輿罪律寅嘗局関係良好的中国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兼亜銀代表国顧問華藤松,指示 :

如何泣近中井関係及凍大参興亜銀等国際金融組織活動,達成我国重返国際社台的目

的(53)｡

5月2日,謝森中押合亜銀線裁垂水公正,説明我方蒋纏績支持重銀宗旨,及加強参興亜

銀各項活動,盃希望東銀能重税我方合著名稀的立場伽｡5月3日,謝森中食見捨任本届東銀

理事年合主席,即地主国葬律寅財政部長羅沙洛,指出 :

我国己在欧洲復興開蓉銀行 (EBRD)及美洲開饗銀行 (IDB)等国際性金融組織使用

TaipeiChina的合籍名稀,希望東銀富局也能以此一名栴篤我国正名¢5)0

以温和方式再次抗議東銀片面更改我方合著名構｡垂水公正及羅沙洛南人都表示 ｢己注意

到這個問題,亜銀正在轟力改善｣66)｡事案上,本屈年合前,謝森中己分別透過垂水公正及羅

沙洛,拾談我国合籍名栴改善問題,但国事渉敏感,中共復在東銀有駐行執行董事,占亜銀

(53)経済日報,民国82年 5月5H,第2版｡

(54) 経済日報,民国82年 5月4日,第2版｡

(55)経済日報,民国82年 5月4日,第2版｡

(56) 経済EI報,民国82年 5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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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樺比率 (7.059%),僅次於美,日南固｡又鑑於我方占亜銀股樺比率只有 1.2%,軽重有別,

因而決定採取以 ｢強化我国興亜銀隻蓮関係,増加封亜銀影響力量的方式,苧取亜銀及美,

日等園財政苫局的支持,馬我園舎籍名栴正名｣的封策朗,達成亜銀合籍正名的目標｡

馬了粒近中罪距離,経済部所属海外経済合作賛展基金決定提掩二千寓美元低利貸款,協

助罪園開嬰蘇比克湾工業区,重預定於 ｢明 (五)日食見非律賓総統羅慕斯,僻遠李総統封

中井関係的重税｣(58).又,馬了突破中共的阻摸,謝森中利用這次亜銀年合期閲的官方押合,

不断学取罪囲及東銀嘗局支持我更改合籍名構,謝森中盃在年合期聞積極参輿各項国際研討

合,合中他不断以 ｢中華民国中央銀行｣纏裁的身扮自構,謝森中説 :｢這是鵠了凸蘇我国

軍取囲際尊重的用心｣(59)｡値管如此,我方希望更改在亜銀的合籍名稀,｢由目前的 『Taipei,

China』(中国室北)改馬 『TaipeiChina』(在墓北的中国),近不楽観｣｡謝森中説 :｢我

m将採温和的方式,建議東銀能重税亘改善這個問題｣,原因是 ｢馬避免過度刺激中共｣刷)｡薦

什磨連 TaipeiChina這磨小幅度的合籍正名,也合過度刺激中共? 理由極薦簡単,国魚,

官舎在国際上造成 ｢繭個中国｣的親聴効果所致｡此時,筆法食談才剛在新加披結束,南岸

官方代表又在馬尼粒的亜銀年合中展開較勤｡

8月下旬,中共封外宣稀,墓漕方面以 ｢中国壷北｣(Taipei,China)参興亜洲開蓉銀行

(ADB),男以 ｢中華毒北｣(ChineseTaipei)(6D参興亜太経済合作合議 (APEC),係根接中

国政府輿有閑方面達成的協議或諒解,墓漕僅作馬中国的一個地区,而非主構国家(6㌔ 8月

30日,外交部針封中共的蓉言寄表著明,柄 :我方参興亜銀年合亘不意謂我在亜銀巳同意接

受 ｢Taipei,China｣的名構,我囲目前の以 ｢抗議中｣方式輿合,壷准績興亜銀賞局交渉

中鵬｡従這-鮎似乎也可看出,海峡両岸封名分秩序親的敏鋭,執著輿強靭｡

1994年5月3-5日在法圃尼斯単行第二十七屈韮銀理事舎年書

4月24日,政府決定蔽財政部政務次長李仲英卒園参輿第二十七屈ADB理事合｡屈時,

我方清一析往例,向ADB提出更改我合籍名稀的厳正抗議(64｡財政部官員指出,亜銀以 ｢中

国墓北｣栴我,代表国婿親書際情況,透過両種方式向亜銀表達我方厳正抗議｡第一種方式

即 経済日報,民国82年5月4日,第2版｡

(58) 経済日報,民国82年5月5日,第2版｡

(5g)経済日報,民国82年5月5日,第2版｡

(60)経済日報,民国82年5月5日,第2版｡

(61) ｢ChineseTaipei｣大陸等馬中歯童北.

(62)中国時報,民国82年9月1日,第3版.

(63)中国時報,民国82年9月1日,第3版｡

(64)中央日報,民団83年4月25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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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園長李仲英直接向東銀理事合主席首面表達抗議,第二種方式是各国分別在理事合提出

口頭報告時,園長李仲英在報告中説明東銀寛改我国合名的不首｡因此今年代表国園長雑然

易人,但向亜銀理事合抗議檀改中華民国合籍名稀的立場不合攻撃,仇婿照原訂計量進行(65)｡

4月30日,我参加第二十七届亜銀理事年合代表圏抵法尼斯,翌日拝合ADB新任総裁佐藤

光夫 (有栴満足者,不確),学取把我園舎籍名稀,由目前的 ｢中国童北｣(Taipei,China)正

名馬 ｢墓北的中国｣(TaipeiChina)(66)05月3日,畢行開幕典程,佐藤光夫表示我方在金融

自由化及多様化方面,正持績進行,只是在此公開演講中,供用 ｢中国墓北｣(Taipei,

china)栴我,而這也是我代表国企囲烏合籍正名的地方即.5月4日,李仲英向東銀提出警

普,栴 ｢中華民国政府願意経緯積極支持東銀増資及筆募新的開署基金,但因所有預算必須

通過立法院審核,如果東銀未能在 『正名』方面作出正面回雁,支援亜銀的預算恐有難以 『過

閲』之虞｣｡又於財経現況報告時,｢於結尾加註厳正抗議,要求亜銀回復使用 『中華民国』

的園競｣(68)｡該臨時大倉主席尼泊爾中央銀行総裁丈査里亜随即表示,｢在麗銀,李仲英所代表

的是 Taipei,China｣,至於李仲英在財経現況綜合報告時的用詞,｢中華民国｣字様,亜銀の

婿之改馬 ｢中国墓北｣(69)｡

5月5日,亜銀総裁佐藤光夫在談及我合籍名栴時,指出我在東銀合籍名栴 ｢中国墓北｣,

恐難有修正,但表示亜銀将継績輿北京嘗局瑳商,不過其結果 ｢可能輿過去一様,不合有任

何突破｣(70)｡嘗時季仲英難読 :｢有些事只能倣,不能説｣,但還是透露栴 :｢近幾年乗我国-

直興亜銀私下接解,希望改善我国合籍名構,今年理事年合期間,東銀輿我国讐遠互動関係

己有微妙愛化｡- (中略)･-雑然迄今亜銀誼没有改善我園舎籍名稀的具髄措施,但新任亜

銀線裁佐藤光夫己表示合重蔵這個問題,盃特典有閑方面拾商改善作法｣爪)｡男,在賓務上,

此次亜銀封墓漕也有善意的回鷹,計 :1.遊請墓漕参輿年合前的程序委員合2.在墓漕招募亜

銀職員3.在墓漕蓉行以新妻幣計債的債券申分｡

8月27日, 根接工商時報報導, 栴 ADB己在刊物中将 ｢Taipei,China｣ 倍旧改成

｢Taipei,China｣,形成史無前例的英文語法｡将｢,｣之後鷹空-格的倣法省略｡這種史無前

例的英文語法,｢免去我国隷属於一個中国下的困擾,算是東銀方面的善意回鷹｣打3)｡在一個中

佃 聯合報,民国83年4月25日,第9版｡

(66)聯合報,民国83年5月2日,第4版｡

(67)中国時報,民国83年5月4EI,第6版｡

(68) 中央日報,民団83年5月6日,第9版｡

(69) 中央日報,民国83年5月6日,第9版｡

(70)聯合報,民国83年5月6日,第19版｡

(71)聯合報,民国83年5月6日,第19版.

(72)経済EI報,民国83年5月18日,第4版｡

(73)工商時報,民国83年8月2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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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前提下,在墓北輿中国之聞加個逗粘,在英文的語法上,這個逗粘具有所有格的意思,

官婿中華民国的地位倭北馬隷属於 ｢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之下的地方政府.亜銀在資本

不足急需指款等資的情況下,接到壷漕方面的正名墜力後,頗有不能不有所回鷹之勢,但是

｢亜銀所能撃通的方式極馬有限,恢復我原乗合籍名構是天方夜讃,印使把中開的逗鮎舎韓,

也合引起中共的抗議,也不知道都位仁兄想出来的高招,把逗鮎後原本該空的-格給省捧

了,Taipei,China埜成了 Taipei,China｣,亜銀這種非常識性英文語法的作法,尭然 ｢一方

面可化解所有格的争議,算是封我方多年的抗議有所回鷹,再者也可以進一歩粒近 Taipei

和China的距離 (畢亮是近了一個空格),算是無費苦心｣打旬｡

在打不開局面的情況下,如果舎捧一個空格也算是一大成就的話,那磨舎捧 ｢Taipei,

China｣之閲的 ",''就奨成了下-届亜銀理事合年含努力的国家目標了.由此復可験竃,国

人封 ｢名分秩序論｣的執著輿強靭｡

1995年 5月3-5日在紐西蘭奥克蘭挙行第二十八屈韮銀理事含年書

1992年5月,中央銀行纏裁謝森中在亜銀年食中,提出以 ｢TaipeiChina｣雷名栴取代

｢Taipei,China｣亜銀合籍的主張以来,以 ｢TaipeiChina｣来正名的作法就成鳥中華民国

政府奮円的目標,作為用以落茸 ｢壷北的中国｣正名政策｡因此,外交部官員乃於今 (1995)

年5月1日正式封外宣栴 :

目前我国正字取在亜洲開蓉銀行中使用 『TaipeiChina』名構｡在我国可接受的名稀中,

『TaipeiChina』是第六項,也是最後一項選揮¢5)｡

因馬在国際組織上的合籍名稀,是属於外交問題,所以由外交部決策;又因馬官是金融問

過,所以由財政金融単位執行｡於是中央銀行縫裁許遠東乃在4月 29日率代表国赴奥克蘭

参加東銀年合,盃於 5月1日在亜奥市中心拝台東洲開蓉銀行総裁佐藤光夫,嘗面向佐藤表

達我国朝野封東銀片面更改我合籍名栴一事,表連関切立場郎)｡他説 :

中華民国原則上願意配合亜洲閑静基金第七期指款,但中華民国政府及園舎議員均封亜

銀檀将中華民国合等名構,由RepublicofChina改馬 『Taipei,China』表示閲切,希

望東銀嘗局正視此-情形(7竹.

佐藤表示,東銀己婿中華民国閲切情形向中共駐亜銀人員反映,但至今の没有進展｡由於

東銀嘗局の末封我合籍名稲作出善意反鷹,所以許遼東乃説,在中華民国亜銀合音名栴未獲

(74)工商時報,民国83年8月27日,第2版.

(75)中央日報,民団84年5月2日,第2版｡

(76)中央日報,民国84年4月30日,第4版O

(77)中央日報,民国84年5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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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改善前,中華民国無法深入討論有閑亜洲開聾基金的指款¢頚｡

事賓上,我代表国-到紐西蘭,即和亜銀総裁佐藤光夫等高層主管清適,也馬亜銀笛局設

悲,採循序漸進的方式更改舎籍名構,因此博得亜銀嘗局的了解輿同情,不但封我国提供多

項躍遇,而且秘書長 Amerasinghe也答鷹要 ｢想想耕法｣,因此代表国封正名之学持薬親態

度｡中共也探知我方封正名企圏,也積極展開連作｡5月4日上午,中共亜銀代表国園長中

国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在大合致鮮時即強硬表示,｢東銀的功能是解決匝域内経済問題,不

得干渉合員園内政｣, 暗指正名的政治議題不能和絹款混馬-談｡原本以馬己和東銀高層達

成正名獣契的我国代表国,在大合致蔚前五分鐘,亜銀秘書単位始趨前致欺,告知我代表国

｢這一次大倉婿依往例虞理我方蓉言,正名恐伯有困難｣¢9)｡我代表国原本期待甚深,意外之感

自不在話下｡

5月4日下午,許遼東在年合致詞時,首先表示1986年並銀片面更改我合籍名栴是非常

不合理的倣法,荘循例使用 ROC的国歌O相封的,東銀也循往例加以更正,因此大食主席紐

西蘭財政部長 BillBirch随後旋即説明, 亜銀承認的是 Taipei,China中国壷北, 而非

ROC｡許遼東指出,這一次正名離無法如願,但亜銀嘗局起鳩承認我国の膏是創始合員園 (is

oneofthefoundingmember,ADB),至於正名問題,許遼東則強調我方了解這是 ｢急不

束的｣(")05月5日,由於亜銀大倉秘書庭再次更改我国央行線裁的演講詞中,有閑我国合音

名稀的部分｡其中,許遼東以 ｢TaipeiChina｣陳述台籍,去捧逗鮎,但随後都連到亜銀秘

書虞附加逗鮎,以 ｢Taipei,China｣印出講詞内容,重附註説明這是東銀秘書虞的更動｡我

代表圏随即向亜銀提出書面抗議,指稀大台不慮在我中央銀行総裁講詞中任意更動,若井改

不可,也鷹以附註方式表達郎可(紬｡

捲入南岸合籍名栴紛争的亜銀線裁佐藤光夫,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正名有無希望｣｡因

此,在亜銀年合閉幕的記者合中,有多位媒健記者迫問佐藤光夫,｢是不是我国所指腹的鏡低

於這個逗競,否則鵠何我国国籍名栴中的逗競始終無法去梓｣,究亮去捧逗碗要指多少鏡 ?

外界相嘗好奇(89｡許遼東表示 :我国希望婿 ｢Taipei,China｣的逗戟去梓,｢多一個逗観,

ADB婿減少数以育苗計的指助款｣(89｡在 5月5日的亜銀機関誌特刊中,出現以 ｢一個逗鮎,

(78)中央日報,民国84年5月2日,第2版｡

U9)工商時報,民図84年5月5日,第2版｡

自立早報,民国84年5月5月,第3版｡

聯合報,民国84年5月5日,第6版｡

伽)工商時報,民国84年5月5日,第2版｡

自立早報,民国84年5月5月,第3版｡

(81) 自由時報,民国84年5月6日,第4版｡

¢2) 自由時報,民国84年5月6日,第4版｡

相 中囲時報,民国84年5月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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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値数百甫美金｣篤題的報導,許遼東接受東銀特刊記者専訪指出 :亜銀将我国名栴由

ROC更改馬 ｢Taipei,China｣,若将 ","去悼,我国封 ADF的指款可能増加数百寓美金,

甚至数千寓美金(84｡這個 ","競馬什磨這磨値鏡 ? 国鳥去捧逗競,Taipei就従名詞襲成形

容詞,在償値戟上,官代表著不被替化的囲格,換句講説,就是名分上的尊厳｡

5月7日,外交部国際組織司副司長梁英斌指出,就英文健例釆看,此-逗戟有附属性質

的意味,就我立場而言,我外交名稗的優先順序烏 :

1.RepublicofChina

2.China(Taipei)

3.China(Taiwan)

4.China-Taipei

5.China-Taiwan

6.TaipeiChina

其中,除了第一順位 ｢中華民国｣之外,其飴五種名栴均是強調 ｢董北的中国｣,或 ｢壷湾

的中国｣｡強調的主旨誼不在 ｢墓北｣或 ｢墓漕｣属於中歯,而是刻意婿合籍名構脱離附属意

義,重新封合籍名構賦予地理意義,以 ｢毒北的｣或 ｢童滑的｣字眼,乗形容 ｢中園｣｡｢墓

北｣的使用順位優先於 ｢墓漕｣,主要是馬避免董猿意滴過於凸頼.絶而言之,只要在合籍名

輪中,不顕示出墓湾是中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扮就有商権的飴地(sb｡

1996年4月30日-5月2日在馬尼泣挙行第二十九屈盃銀理事舎年書

5月1日,我代表国向亜銀抗議合籍名構,然年合主席表示不予受理｡許遠東在亜銀年倉

上説 :｢我要利用這個機合,再次抗議亜銀在 1986年片面改襲我僧的合籍名構｣,並強調

説 '.｢我偶合鍵績就這個問題興亜銀進行談判｣.随後,徳籍年合主席赫徳男奇在大台上宣

布,亜銀只承認墓漕烏｢Taipei,China｣,不受理毒酒這項抗議,盃馨栴 ｢他僧毎年都提出抗

議｣｡東銀官員也説,重漕堅持把合籍名輪中的逗競去棒,改馬 ｢TaipeiChina｣,盃以此作

馬其封亜銀放款菌口重洲開署基金増加指助的先決候件(86)05月2日,許遼東又強猟,我僧願

意提供資金援助,但有待立法院通過,立法院希望把 ｢童北,中国｣(Taipei,China)的亜銀

合籍名栴改烏 ｢量北中国｣(TaipeiChina),才考慮提高指款｡他向東銀強調,立法院相嘗

重税 ｢正名｣ 一事, 也婿影響我国封 ADF第七期資金的支持度剛｡ 換句講説,ADB若婿

(84)中央日報,民国84年5月6日,第4版｡

(85)聯合報,民国84年5月7日,第4版｡

(86)聯合報,民国85年5月2日,第4版.

㈹ 中央日報,民国85年5月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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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China｣的逗鮎去挿,我図才合以認指方式支持 ADF第七期資金｡不過,赫徳利表

示,｢東銀己告訴都想改整合籍名稀的壷漕和香港,『名栴問題封中共乗説影響深遠,具有情

緒上和心理上的意義』,不太可能改饗｣(88).又誼 :｢1997年香港主権交給中共後,香港在東銀

的合等名構将依願壷漕模式,改烏 『香港,中国』,但仇保有東銀的猪立合点種｣(89)｡届時,

｢HongKong,China｣婿輿 ｢Taipei,China｣遍列,港重囲並列而封等化 ｢港毒封等｣則意

謂著中華民国在亜銀有進一歩遭到矯化的危機｡

顛然九七以後,在名東上,墓湾的国際地位滑油落成輿香港封等,造成隷属於中国大陸的

不利印象｡因之,造成外交部門的恐慌,母寧是苫然之事｡随著香港回蹄大陸的迫近,Ro°

的危機感也就日形深刻｡

5月3日,外交部国際組織司司長梁英斌表示,我国の向亜銀寧取正名,因此末考慮封亜

銀開蓉基金 (ADF)倣進一歩貢願,｢希望正名,但迄今没有任何進展,現今名構 『Taipei,

China』不符合我方理想,我国絶不接受｣,因此封 ADF的指款,我国也持 ｢極馬保守的態

度｣｡他又垂申,我国希望在東銀中使用中華民国烏合籍名構,但只要合籍中不顛示壷漕是

｢中華人民共和国｣ 的一部分, 就有商権飴地, 而我国希望的合籍名稀有TaipeiChina,

China-Taipei,China-Taiwan,China(Taiwan),China(Taipei)｡梁英斌又表示我国在

亜銀絶不接受 ｢中園墓北｣｢Taipei,China｣的名稀｡ChineseTaipei是嘗年我国馬参輿奥

蓮而研擬出的名稀,参輿囲際組織時我国億量避免使用,也不在属於政府閲的園際組織中使

用上述名栴(")｡

5月5日,許遼東復表示 :我国既不要求亜銀設一名毒籍副総裁,也不要求加入董事合成

員,只要求把 ｢Taipei,China｣中的 ","舎韓,給予我国政治賓髄鷹有的尊重,這様的要求

鷹不算過扮触.

封亜銀而言,這種 ｢不算過分｣的事情,是 ｢既簡単又極其困難｣的頼手間題｡封北京而

言,這是 ｢苧正統,正名分｣的正倍之学｡相封的,封童漕而言,己由 ｢苧正統｣走向 ｢宰

封等｣,｢学園格｣,｢苧尊厳｣的名分之宇了｡

3.港式危機

1997年 5月10-12日在日本福岡挙行第三十屈韮銀理事曹年書

九七後,香港特攻名馬 ｢中国香港｣(HongKong,China),我万雷避免輿香港参興亜銀之

合音名構格式相同,使二者地位劃上等観,墓漕動員所有資源,包括和各国政要,金融界閲

(88)経済日報,民国85年5月3EI,第2版o

(89)経済日報,民国85年5月3日,第2版.

醐 中央日報,民国85年5月4日,第4版｡

(91)中国時報,民国85年5月6日,第4版｡

〔26〕



九十年代海峡南岸的名分秩序交渉

係極任的華凍松,希望我方的 ｢中国毒北｣合籍名栴可以改名｡至於名栴鷹該如何更改,我

方的底線是只要和香港不同即可｡過去我方不満意 ｢Taipei,China｣的名構,乃認篤 ｢逗戟｣

具有 ｢属於｣意味,有倭化我国馬地方政府的意思｡可是現在又加上 ｢HongKong,China｣,

更加形成香港,墓漕地位封等的錯誤形象(ga｡

立法院也非常関心東銀合籍的名構問題,去年鵠了舎挿 ｢Taipei,China｣南個英文字母中

開的逗鮎,正名不能如願,不惜抗激一千二百甫美元亜銀増資款｡事責上,這筆款項是篤了

撤交亜銀雛理増資的案件,官可以換取封等的投票権,顕現我方在該国際組織的重要性,符

合国家利点｡官輿第七期亜洲開尊基金指助案哉然不同,指助案属於無償性質,可量力而馬｡

立法院死守正名之学,谷口除些岡願国家利益,難令人感歎,但亦可知 ｢名分秩序論｣之深入

人心(W)｡1997年 5月 8日,立法院財政輿預算委員合遊請亜銀代表国園長中央銀行絶裁許速

東就我園舎籍問題提出専案報告,恵打算清盛銀増資款項改編外交部預算項下,呈現民意封

我方参興亜銀合籍的閲切｡許添財,高育仁等多名立法委員質諭許遠東時表示 :強調参加亜

銀的増資合更加筆固我国在東銀的権益輿地位,而且毎年骨親見纏裁輿高級幹部,封於更正

亜銀合音名栴上,不只口頭上,也饗表了書面馨明,表達哉園封 ｢正名｣的厳正立場｡許添

財,高育仁雨位立委更要求,鷹以更積極的抗議方式和以経済力馬後盾乗苧取合籍名稀的

｢正名｣(94｡許遼東答諭時表示,亜銀合籍名構的確是頼手問題,九七香港回蹄之後,形勢封我

更馬不利｡立法委員別封亜銀但求指款増資,郡不囲馬我正名,乃籍預算審査之機大坪押撃

東銀増資案鯛｡

5月 12日,許遼東在東銀第三十週年年合的致詞結尾,再度向亜銀抗議,要求正親 ｢中華

民国｣烏原始合員囲｡如往年一様,大合主席垂申東銀只承認 ｢中国墓北｣的合籍名構.許

遠東在蓉言中,又指出 ｢我僧必須持横的向亜銀提及此事,因馬長久以来,我m希望能和東

銀饗展更緊密的関係,而且我僧相信,如果我m在名栴上能得到漏意的解決,婿有助於強化

我僧和東銀之閲的関係｣(96)｡但是壷北的努力,在年合上盃来待到鷹有的回儀典反響,口舌之

宇無補於葺際,経済資力也不足擁動政治形勢｡一切只能静待形勢蓉展,以求以静制動｡

4.窮則撃

1998年4月29日-5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寧行第三十一屈亜銀理事舎年書

1997年 7月,源於泰錬暴鉄,造成泰園経済危機,終致引蓉東亜金融風暴｡此時,国際貨

(92) 自立早報,民団86年4月21日,第2版.

郎)工商時報,民団85年5月22日,第3版｡

(94)《立法院公報》,第86番,26期,頁153-1600
相 中園時報,民国86年5月9日,第9版｡

(96)聯合報,民国86年5月13日,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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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基金 IMF封亜洲金融風暴受害園的緑園方案実際成致極薦有限,而以龍頭自居的美園,

其参,家議院又同馨反封美園再増加封国際貨幣基金的資金把注｡嘗此風暴持績摸大之際,

在 IMF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亜洲開蓉銀行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愈来愈篤吃重,而身鵠亜銀合

員的我国,在亜銀機制中,挺身馬車洲郷国経困解囲乃理所嘗然之事｡根接了解,行政院長

篇高良此次雄是受亜銀之遊,於 1998年 1月12日赴非律賓馬尼位的亜銀線都訪問,其賓行

前己経決定輿経建合 ｢東南亜投資貿易考察国｣一同前往金融風暴波及的非律賓,馬来西丑,

印尼及泰園等四囲訪問,共商卒抑東亜金融風暴大計,超機在東亜展開金融外交｡亘巨銀線裁

佐藤光夫分析此次亜洲金融風暴的原因乃是私部門,資本帳出了問題,再加上金融部門的髄

質脆弱,才使危機一番不可収拾｡然而,IMF封過度投資,私部門出問題的亜洲来説,経困

基金荘不能有効的移蒋至出問題的私部門,在民聞信心厳重不足的情況下,緑園基金難以挙

揮大功用｡相較之下,亜洲開蓉銀行在造次亜洲金融風暴中,理慮有更積極的作欝的｡

我国既是正銀合員,透過亜銀的経困機制,積極参輿東亜金融危機的救援行動,-方面既

可轟合員之義務,一方面也可乗機拓展外交,馬即婿到来的東銀年合展開正名的鋪路工作.

何祝,自東南亜金融風暴聾生以来,政府曽経多次表明希望在東銀或亜太経合食 (APEC)架

構底下,成立亜洲安定基金以援助亜洲国家,因此一般詔免 我封亜洲国家的金融援助,可

望成鳥今年我国有利的等砥,合籍愛更案也露出一線曙光｡

3月26日,行政院合核定財政部函報我国出席亜洲開蓉銀行 1998年理事年合代表国名

翠,重決定蔽遣中央銀行総裁彰准南以東洲開蓉銀行理事身扮,率囲出席(咽｡由於這次是香港

在九七回轟中国之後, 首次出席亜銀理事年合, 香港的亜銀合籍名構婿由 ｢HongKong,

UnitedKingdom｣愛更馬 ｢HongKong,China｣,而且是首次以 ｢HongKong,China｣

的合籍名構輿合｡官的合籍名構輿我方合籍名稀 ｢Taipei,China｣的格式完全相同,如果我

方不整更合等名稀的話,無異承認我方是 ｢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閲於此種名分秩序論的推理模式,顛然是海峡南岸撃方所共同理解且具共識基礎的攻防模

式｡官可以化約島国示,簡単表蓮如次 :

HK∈C

T-HK

∴T∈C

(HK-HongKong T-Taipel C-China)

馬避免在東銀被倭化,今年蒋是 ROC- ｢Taipei,China｣亜銀代表国鳥解決多年来由銀

(97)中国時報,民図87年 1月15日,第15版｡

(98) 中央日報,民国87年 3月27日,第13版｡

371



九十年代海峡南岸的名分秩序交渉

合籍問題全力以赴的閲鍵年,也是擁牌的時刻｡所以,彰推南在行前就明白表示,｢我方己正

親到此-問題的厳重性,勝義全力学取壁更合籍名構｣(")｡馬免底牌曝光,他不願意透蕗我代

表国是否己有腹案｡接了解,此次我方的政策底線仇是希望将合籍名栴 ｢Taipei,China｣中

的逗碗金持,印以 TaipeiChina,或退而求其次以 ChineseTaipei的合籍名栴出席｡経多方

交渉輿努九 日前垂銀秘書虞輿纏裁佐藤光夫是持中立的態度,荘表示 ｢只要中共同意,東

銀封我更名案盃無意見｣,因此全案療結全親中共之態度而定仰｡

在外交部所擬的正名方案中,除向 ADB秘書虞積極進行交渉外,也擬由中央銀行纏裁彰

推南於出席大台期聞,借費表演説的機合,表達我国抗議的厳正立場伽｡建国薫及立法院新国

家陣線也分別蓉表馨明,反封我国纏績使用 ｢Taipei,China｣名栴参加亜洲開費銀行年合,

以免輿香港絵馬同様的地位,他m呼葡政府鷹該使用毒漕 (Taiwan)的名構,向国際作厳正

的告白0佃｡因馬東銀合籍名稀的封策問題,在毒北政壇上引零了-場不小的続編紛学｡

建国賞認薦 :｢園民業研議的 『中華義北』,『中国墓北』這繭種名稀都是自我矯化,自取

其辱,而且如今又想童施故技以 『金援』的名義舎縛達観 不但不舎成功,反而合譲国際不

歯｣｡因此,主張 ｢鷹該直接使用墓滑的名構,輿中国劃清界線,作為進入国際面二台之梯,一

別明白表示不慮於中国,二則毒漕也不合被矯化｣¢噛｡新国家陣線也批評中央銀行計議中的繭

種名構,仇然是 ｢順従中国或困擾園際社食的不嘗之畢｣,又指出 :｢雑然使用 『墓漕』,荏

亜銀的合籍之戦賭有重大困難,但是面封中国歩歩進逼,以及自我屈辱的 『香港化』喪樺行

為,我方の有必要堅毅地維護墓潜的名碗｣脚｡此時,経済郡長王志剛表示,我国鷹以東銀烏

壁,積極苧取以 ｢墓澄金馬個別関税領域 (TPKM)｣名義,加入 ｢経済合作壁賛展組織

(OECD)｣¢崎,作為簡単回魔｡是否暗示東銀合籍的正名工作 :非不璃也,乃不能也,任憩想

像｡

4月26日, 彰准商卒領代表国赴瑞土日内瓦出席第三十一届亜銀理事年合｡他在行前表

示 :此行婿積極争取将我国合籍 ｢正名｣,至於具髄作法 ｢只能作,不能説｣O脚.4月27日,

彰准南輿諾魯絶続,馬乗西亜輿日本金融官員暗面時,就讐速和区域金融交換意見,亦強調

我方参興亜銀的名稀問題輿立場｡合籍 ｢名稀｣是其暗面討論的重鮎之一也伸｡

佃 自由時報,民国87年4
8m)) 自由時報,民団87年4
800 自由時報,民団87年4
8吻 自由時報,民国87年4
8m) 自由時報,民国87年4
個 自由時報,民国87年4

月20日,第11版｡

月20日,第11版｡

月20日,第11版｡

月21日,第3版｡

月21日,第3版
月21日,第3版｡

qDD 自由時報,民国87年4月21日,第3版｡

86)中央日報,民国87年4月27日,第1版｡

仰 中国時報,民国87年4月2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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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上午,彰准南在産貌性押合佐藤光夫之後,特別針封我合等名構向佐藤光夫提

出抗議,栴 ｢去年香港回廊後,中共己将其在亜銀合籍名構改馬 『中国香港』,而我国現有的

『中国墓北』名構位階愛成典香港無異｣q崎,強烈要求東銀厳封 ｢我国的合籍名稀有所改善｣q噛｡

佐藤光夫則表示 :｢ADB了解合籍名構問題封我国是個重要的議題,ADB過去也馬此倣過

許多努力,可情,到目前篤止,均未能有囲満結果｣,最後,他強調,他骨牌這個問題 ｢牢記

在心｣山0｡此時,外交部也不厭其煩的再度重申我方封正名的期望,強調裏滞参輿国際組織的

立場,在名稀上,｢若無法以 『中華民国』(Ro°)名栴参輿国際及区域組織｣,我国封於名稀

的使用方式依序烏 :

1.RepublicofChina

2.China(Taipei)

3.China(Taiwan)

4.China-Taipei

5.China-Taiwan

6.TaipeiChinaOID

亜銀篤了安撫我方的情緒,還是 `̀正式"調整-下我方的骨箱名構,以使港重合籍名栴略

有匡別｡其耕法是 :

我国的英文名構在逗鮎後面比香港少一個空格佃｡

一個空格之差,充満政治敏感,給輿各方不同解譲的空間｡然而,我方還是堅持没有逗鮎

的 ｢墓北中国｣名構｡因島,空格的有無,除了合乎英文語法輿否之外,賓在解讃不出究責

有何章質差異? 亜銀嘗局把中華民国的合著名構由 ｢Taipei,China｣ 改成 ｢Taipei,

China｣,確賓有所攻撃,但只是文法上的攻撃,而不是意義上的改愛｡香港的合籍名構是

｢HongKong,China｣,椎茸比 ｢Taipei,China｣多出一個空格｡這様的差別壷井筆誤,而是

在香港回蹄中共之後,亜銀所特意設計安排的産物｡亜銀在此次年合中所有印賓的書面資

料,報告,名草,名牌都没有忽略這様的差異｡亜銀蓉言人吉爾承認我国和香港名構的確因

一個空格而有所匝別,盃且承認其中政治微妙性極高｡但是,究責差別在那裡,亜銀秘書虞

也無法解樺脚｡

qOB)聯合報,民国87年4月29日,第4版｡

qm) 中国時報,民国87年4月29
也lo) 中国時報,民国87年4月29
(lu) 中国時報,民国87年4月29

8吻 聯合報,民国87年4月29日,

813)聯合報,民国87年4月29日,

経済日報,民国87年4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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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15版｡

第4版｡

第4版｡

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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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記者表示 :逗鮎後空-格,再接績出現男一個字詞,才是正常英文語法M｡亜銀在

片面奨更 ｢中華民国｣合籍名稀之後,中華民国改探将指款輿正名結合的方式,封亜銀施壁｡

亜銀技窮,只好以逗鮎後無空路的方式塘塞,用以敷街了事O至於,亜銀如何想出逗鮎後無

空格的方式,則令人糞解｡根濠報載,我外交単位事前印己耳聞此事,然経親歴日内瓦東銀

年合食場,看到名牌,髄合了港墓名稀的 ｢空格差別後,仇感覚刺眼｣01母,突冗而不野服｡

根接透露,東銀年合曾向我代表国表示,鵠了不便我国的名構位階看起東和香港等同,秘

書虞在香港改名之際巳値量学取,以在逗鮎之後,香港比嘉博多空-格的方式,即香港用正

常英文語法,逗碗後空-格,毒北用異常英文語法逗戦後不空一路的方式,乗表示匝分｡亜

銀就是以此 ｢空格論｣乗回鷹我方要求改名的壁力｡不過,不論東銀如何解樺空格倣閲重大,

我代表圏均不馬所動,因馬我園的政策目標是去捧逗鮎的 ｢墓北中国｣(TaipeiChina),凝

然官只是改名優先順序的最後順位｡換句話説,在理性判断下,認馬維持亜銀所改原英文合

名,只去樟逗鮎,鷹是最務賓最簡便的改名捷径｡然而,即使只是去樟逗鮎的簡便工程,要

達到此目標可能仇是-候漫漫長路恥ゆ0

4月30日,彰准南在大合中進行演説,柄:亜洲金融風暴以来,我国-再表明願意善意国

際職責,封亜洲国家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両岸合作在内,也願興亜銀合作或参興亜銀的援

助計量,烏亜洲地匿的繁栄輿安定奉献力量｡演説結束前,他再度呼嶺亜銀正視 ｢中華民国｣

馬創始含員園的事葺,惟亜銀即日1986年起片面更改我国骨箱名稀,因此重申抗議｡彰准南

演説完華,大台主席,瑞士籍的亜銀理事主席殿保登随帥表示,栴 :｢我必須進行糾正,体

1円在東銀的登記名構馬 『中国墓北』(Taipei,China)｣｡此外,我代表国透過亜銀新聞組在大

台新聞中心費布的大倉演説稿,稿末有閑我国抗議名栴部分,文字記載有閑 ｢Republicof

China｣ 馬亜銀創始合員囲部分也由大台秘書虞記載更改鵠 ｢Taipei,China｣｡面封這様的

｢抗議｣輿 ｢糾正｣,大倉新聞中心和各国新聞媒鱒工作者,都見怪不怪的表示,｢毎年都是這

様｣M)｡年復一年,我代表国垂演抗議戯鳩己成鳥一種亜銀年合的必備 ｢儀式｣,連東銀秘書虞

都以 ｢老把戯｣来形容｡例行的老把戯,因香港回蹄造成港墓合籍名稀等同,因此今年反成

東頭戯山砂｡

掴 聯合報,民国87年4月29日,第4版｡

経済日報,民国87年4月29日,第4版｡

個 聯合報,民団87年4月29E],第4版.

経済日報,民国87年4月29日,第4版｡

qlG)聯合報,民団87年4月29日,第4版.

経済日報,民園87年4月29日,第4版｡

qlD 中国時報,民国87年5月1日,第4版.

818)聯合報,民国88年5月2日,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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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利用香港回轟,透過 ｢名分秩序論｣的上下尊卑意識,先婿中華民国矯化馬毒漕 (墓

北),再利用港重合音名稀等同的名分,蒋墓漕 (壷北)瑳化成馬地方政府,然後再利用中央

政府的身分以臨地方政府,踏出 ｢非武力学天下-和平統一｣的第一歩｡

1999年 4月30日至5月2日在馬尼泣単行第三十二屈歪銀理事曹年書

大陸方面娠財政部長項懐誠卒園輿合,墓漕方面の蔽彰准南率圏輿合｡彰准南抵達馬尼粒

級, 循例向剛於 1月16日上任的亜銀新任纏裁千野忠男抗議東銀檀自更改我合籍名構｡5

月1日,彰推南出席第 32屈ADB理事合年合｡他在大台報告我国経済金融情勢時,也循例

封 ADB在 1986年片面檀改我骨箱名構之事,重申抗議,他説 :｢中華民国是亜銀的創始合

員園,不僅善重合皇国職責,封亜銀成長誼具貢献,但東銀卿従1986年起片面更改中華民国

合籍名稀｣,他強調解決名稀的更正問題,封加強撃方往来大有助益,而要求予以正名｡理事

年合主席罪律賓財政部長文斯比杜封此項蓉言嘗印裁定,｢亜銀紀鉄郎是墓北中国｣(Taipei,

China),因此抗議の属無効｡彰准南封 ADB嘗局的態度極馬不満,但也無可奈何,他借用

亜銀用語,反過乗指責亜銀,読 :｢他僧毎年都是這様｣,随後又表示 :｢中華民国政府婿継

摩擦理力学｣恥砂｡

由於年年抗議,態度又日趨温和,漸失新聞性,無法引起国際注目｡其後難因東銀基金不

足,改以指款馬餌,正名馬賓的策略,但仇不能達成正名目的｡

5.撃 天

2000年 5月6-8E]在泰国清適琴行第三十三屈IE銀理事膏年舎

5月6日亜洲開蓉銀行年合在泰園清遇揚幕, 国家輿地区成員緒共有 58単位,計出席亜

洲成員42単位,欧美襖成員 16単位｡此次年合,中共,日本,南韓輿東協各国財長途便合

商貨幣保護機制,停防杜貨幣風暴及金融危機的再度蓉生｡食後蓉表官方孝明,構東協加三

協議婿以一系列的聾連貨幣交換,買回協定相連撃,以嚇阻投機客,豆抑制類似 1997年席捲

東南亜各国之金融危機摸散.此撃被認烏婿是朝向在東亜建立一個協調良好的経済及金融監

測髄系的第一歩側｡這項被認鵠 ｢満濃方案｣的協議,也被親馬逼向 ｢亜洲貨幣基金｣的重要

莫基右脚｡理論上,這種亜洲貨幣互換制度蒋允許貨幣連到狙撃的国家動用其他園家的通貨

準備,以買回本国貨幣,盃維持貨幣匪率的穏定｡此案於 6日通過後,作鳥原本格擬策署的

81g)中央日報,民国88年5月1日,第4版;民国88年5月2日,第4版｡

聯合報,民国89年5月7日,第11版｡

(UZD)聯合報,民国89年5月7日,第11版｡

(ul) 中国時報,民国89年5月7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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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通草約之中,由於美園反封致未能達成共識｡接了解,美園認馬亜洲貨幣基金一旦成立,

勢必別弱国際貨幣基金 (IMF)封亜洲的影響力,而国際貨幣基金則掌握在美園的控制之下,

就因島這様所以美園反射成立亜洲貨幣基金佃｡

我方錐擁有排名全球第三,計 1,137億美元的巨額外匪存底,但壷未受遊参輿換匪協議｡

封此,中央銀行総裁彰准南乃於出席大食期間,借理事報告的機食費表演説,表達我方的立

場.他首先呼葡亜銀協助義博等外匪存底豊厚的合点,加入亜銀剛達成協議的換匪協議,以

減少匡域金融危機可能産生的負面衝撃個｡緊接著,他の循往例抗議,但改以 Republicof

China的合籍名科白構,惟遭大台秘書虞修改鵠 ｢Taipei,China｣,蚕以 ｢*｣競註明係大倉

秘書虞所修改 (*ChangedbyMeetingSecretariat)｡最後,他又再度垂申亜銀鷹正親我

方合籍名構問題側｡他説 1.｢我代表国縫績抗議東銀片面更改我合籍名構,盃希望透過商談方

式興亜銀共同尋求合理解決此一合籍名稀的問題｡我僧相信問題的漏意解決,将強化我m興

亜銀之閲的関係｣(瑚O中央日報評論此事時,柄 :不過,他輿臨時副理事我駐泰代表葺顛柴両

人,只是 ｢静静地-前-後地坐在掛著 『墓北,中国』名牌位置上｣,己 ｢不再如同往年在貞

子上摘著 『抗議中』牌子｣㈱｡我万難封東銀未能正碗我合籍正名之事有所不満,但卿也於抗

議聾中獲得某種補償｡亦即,在垂返亜銀 12年後的今年,略有突破,正式獲准参加東銀程序

委員合遅作機制｡於是,揺身一撃,｢従以往的事後被告知,愛馬具有一定程度決策樺的合員

囲｣脚｡

2000年 3月 18日総統選寧日,一向主張自己才是真正代表正統中国的国民薫放選下垂,

主張義博猫立的民進薫別勝取政権｡5月 6-8日的亜銀年合期間,正是 5月 20日政権交接

的前夕,代表前執政某国民業政権的中央銀行纏裁彰推南出席亜銀年合,仇然忠賓執行 12

年来日漸禎色的図億主張｡可是,従第一方面来着,主張猫立的民進薫輿草擬猫立薫綱的新

線統陳水届,在選畢期聞也-再表示不合也没有必要宣布猪立,国鳥義博本来就是一個王権

狗立的国家,嘗選後更表示不合更改囲名園観,但是封滞在明年 2001年5月前後奉行的亜

84)中央日報,民国89年5月9日,第6版.

個 経済日報,民国88年5月8El,第4版｡

中央日報, 民国89年5月8日, 第4版｡http://www.adb.org/AnnualMeeting/2000/

bog/Taipei,china.asp

個 http://www.adb.org/AnnualMeeting/2000/bog/Taipei,china.asp

q吋 中央日報,民団89年5月8日,第4版｡

開於此粘,根壕聯合報的報導,則覇然輿中央日報不同｡聯合報稀 :｢彰准南此次参加合議,照

例摘出抗議中的牌子｣｡

聯合報,民団89年5月8日,第1版｡

個 中央EI報,民国89年5月8日,第4版.

脚 工商時報,民団89年5月12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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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年倉上,針封中国東銀席位代表権的名分秩序之学,究亮婿抱持什磨様的態度,目前不得

而知｡不過,我m仇然可以従WCIT2000西元二千年世界資訊科技大合 (The2000World

CongressOnInformationTechnology)的使用名構,噴出-些気息｡

WCIT滞在壷北畢行Taipei2000大倉,圭桝単位蓉給記者的名畢中,以 ｢China,Taipei｣

代表嘉滑的国際地位｡新政府外交部官員指出 :

墓滞参輿各項国際活動,希望能用正式国歌;但経常受到中共阻湊,要求主新単位更改

我国的園碗及栴呼,試囲矯化墓漕地位｡目前外交都電函各単位表示 ｢絶封不能接受｣

的栴呼包括 ｢墓潜,中国｣(Taiwan,China),｢量漕,中国的-省｣(Taiwan,Province

ofChina);其他的稀呼,以奥合模式 ｢中華墓北｣(ChineseTaipei)或是以其他可頼

示中華民国地位的名栴如China(Taiwan),都可以接受佃｡

外交部国際組織司司長夏立言表示,雑然 ｢China,Taipei｣的名構,過去不見得有,不過

是否譲人感受到侵犯墓漕主構,是見仁兄智的問題｡這項活動相嘗重要,墓漕也苧取了狼久,

以参輿馬優先考量,加上由民閲主耕,因此可以接受 ｢China,Taipei｣的名栴畑｡

振要言之,閲於困窮稀呼的名分,除了 ｢絶封不能接受｣的構呼之外,裏北採取 ｢以参輿

篤優先考量｣,尤其是 ｢民閲主群｣的国際合議｡這就是我僧封墓北政権易主後所嘆到的暫定

気息｡因此,根接以上的前提,我m可以推論 :

1.在不傷園格,保有尊厳的情況下,除了 ｢絶封不能接受｣的栴呼之外,墓北清一仇 ｢以

参輿馬優先考量｣的思経,縫績参輿国際事務｡亜銀馬墓北所参輿之国際事務中,唯一

具有官方性質的国際組織,因此壷北仇合鍵緯参加東銀理事年合｡

2.封民進薫政権而言,｢Taipei,China｣富然也是矯化的合籍名稀,官封 ｢中華民国｣的困

窮雑然不満意,但是仇合鍵績推動以 ｢中華民国｣烏合籍的名稀,衆参興亜銀｡因篤,

淘立建国的主張,説来容易,倣乗困難,何況国際情勢厳峻己極,民進賞政権封此,不

合不知,也不能不知｡因此,官難不満意但也只能委屈暫時接受｡

3.民進薫政権,在可兄的未来仇合推動以 ｢中華民国｣烏合籍的名栴衆参輿国際組織,且

参輿封象不限於東銀,也不止於 2001年的理事年合｡因島参輿只是手段,苦措待襲,袷

固後致,以待将来才是目的;既以 ｢以参輿馬優先考量｣島忠経,則摸大国際生存空聞

才是官的常務之急｡

基於以上的分析,壷北不只合参加 2001年的亜銀理事年合,遠合参加 2002年以後的亜銀

理事年令,国鳥官多少帯有季登輝時代的現賓主義気息 所以官遠是禽以 ｢中華民観｣的名

828)聯合報,民国89年6月10日,第4版｡

C29)聯合報,民国89年6月10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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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絶績参輿国際組織｡這就是我m封毒北政権易主後所僅能喚到的一糸気息｡

三､結 論

根接国際法 ｢政府継承｣的法理及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 ｢争天下論｣乗看,中国所以有中

華民国輿中華人民共和国在裏梅南岸隔海封時,茸起因於国共内戦,因内戦而造成政府不完

全継承的縁故｡簡単固式如下 :

CHINA - ROC十 PRC - 1

中国因内戦而一分薦二,在時間沖刷,淡化内戦的敵意下,本有走向合二篤-的傾向,此

即所謂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所在｡以前,統一的手段是武力;現在,統一的

手段則是外交｡｢-図南制｣,就是北京用和平的口戟統一中国的外交戦略｡

在今EI的国際網係上,離然囲土有大小,園民有多寡,国力有強弱,但在法理上,主構是

封等的｡厳格来談,両岸関係盃不是国際関係｡偏如中国只有一個,那磨在国際法上,ROC

摂PRC隻方都不是完登的国際法主髄,所以都不算是真正的主権囲家,充其量只是 ｢一個中

国｣之下的 ｢雨個政樺｣-｢-図南府｣,所以在国際法上撃方都不算是真正主権猪立的国家,

因馬ROC+PRC-CHINA｡ROC (RepublicofChina)和PRC(People'sRepublicof

China)的最大公約数都是 C-China,因島官僧都是従CHINA分裂出来的｡因此,只有

CHINA才有完全主権,ROC和PRC都是牛主構或準主構的分裂型政治賓髄｡難有聯合図

席位的有無問題,離有邦交園的多寡問題,但封 CHINA整蔑而言,都只是代表権的問題,

而不是中国的本身,即任何一方都不能代表完登的中国,所以撃方都栴不上領土完整,主権

完全的国家｡因此,在国際法上,隻方所能学的只是中国的 ｢代表樺｣而己｡

富初,ROC和PRC馬軍天下而打内戦時,撃方通用相同的遊戯規則,結果 PRC打敗了

Ro°,遍在中国大陸建立政権,ROC因戦敗而蒋進墓漕重建政権｡離然ROC管轄領域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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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即没有完全被滑滅,所以 PRC封 ROC所進行的政府継承是不完全政府継承｡Ro°

被迫封 PRC所進行的政権時移,嘗然是不完全政権持移｡用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術語乗

説的話,官就是不完全的改朝換代｡撃方在国際組織上或外交上的軍奪,其賓学的都是 ｢唯

一,合法｣-｢正統｣的代表種而己｡只要中国一日不統一,代表権的名書就一天不一致,

正因馬名書不一,所以才須要宇奪名分｡

亜洲開沓銀行的席位之学,其音字的就是中国的代表種｡馬什磨要撃暇? 因島 ｢名書不

符｣所以要学,而且非苧到 ｢名書相符｣至死不休,因此只要名賓相符就無学奪飴地｡Ro°

的有効管轄領域不及於大陸,PRC的有数管轄領域也不及於墓漕,償如中国的領土範囲不只

限定於大陸地匿的話,邪磨誰才是真正的中国,或者誰較有資格代表中国?

亜洲開挙銀行是西方資本主義国家陣営在亜洲所創立的国際経済組織髄系,ROC国立足

於西方資本主義国家陣営,乃得以墓産金馬的土地人口薦領域参輿肇建,是創始合員囲｡

pRC則以大陸的土地人口烏領域希囲参輿｡雑然隻方所代表的領域不同,席位也不相衝突,

但是在 ｢漠賊不両立｣的観念下,｢俸不義我進,我也不蔑称乗｣或 ｢我進休出,休進我退｣

式的相互排斥,以威来漢走,誓不両立的零和遊戯,争奪亜銀席位的中国代表種,従中華世

界秩序原理的角度乗看,撃方所学的其賓就是正統的名分｡従国際法来看,也就是 ｢唯一合

法｣的国際地位｡

1990年輿1991年的亜銀理事含量北代表囲-改 1989年北京東銀年合激烈抗学手段,未

在理事合中琴起 ｢UnderProtest｣的牌子,而改採較馬温和的畢動,例知嚢北亜銀代表国抵

達琴行理事合的地鮎後,必定先向亜銀婚裁抗議ADB蔑改我園舎籍名稀,然後又在理事報

告時孝明抗議,遍在讃到 ｢Taipei,China｣時一律以ROC-詞代替｡

壷北方面亦曾試囲改採以展現経済資力乗代替政治抗学的策略,利用向ADF (亜洲開蓉

基金)指款的機合,要求 ADB改正合籍名構｡尤其是在ADB要求量北指款時,相封的,義

北方面也要求亜銀改正我方合籍名栴o這是以援助馬手段的正名策略｡

1992年至1994年的亜銀年合中,仇以援助馬手段行正名策略,謝森中了解要 ADB改正

｢Taipei,China｣ 馬ROC一事陳義雄高, 但無法賓現, 於是乃将焦鮎集中在 ｢Taipei,

china｣-詞的修正,試圃透過増加捕款的方式,要求ADB去除Taipei輿 China両字中開

的 ","戟,使合籍名栴壁成篤NoComma的 ｢TaipeiChina｣,令Taipei一字,由名詞蒋

愛鳥形容詞,特異矯化意味的 ｢中国墓北｣特愛馬 ｢在墓北的中国｣之意義｡

可是ADB豆豆没有因馬墓北方面不断的指款而鷹其要求婿其合籍名稀改篤 ｢Taipei

china｣｡｢Taipei,China｣輿 ｢TaipeiChina｣聞其賓只差一個逗競,差異是根微妙的0年

食中,各国代表無不好奇地推測這個 ","暁到底値多少鏡,成篤ADB理事年合期間的有趣

話題,意外達到宣侍的効果｡

事案上従 1992年開始,垂北方面在亜銀合籍名構上所推行的政策是無逗鮎的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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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改名案,事茸上這正是 ROC外交部所貴行的外交政策｡因此,毒北方面也正式封外

宣構,｢TaipeiChina｣的名構在外交部的正名案中,名列第六順位｡

1995年東銀年合中,毒北方面除進行如以前的例行性抗議外,在理事報告中更使用了無逗

鮎的 ｢TaipeiChina｣｡但立刻被大倉糾正鵠有逗鮎的 ｢Taipei,China｣｡1995年 5月5日,

ADB所饗行的期刊以専刊方式出版了題馬 ｢一個逗鮎値多少錬? ｣的報導.外交部針封這

篇報導孝明,相鷹於中華民国立場的名構順位有如下六種 :

(1)RepublicofChina (2)China(Taipei) (3)China(Taiwan)

(4)China-Taipei (5)China-Taiwan (6)TaipeiChina

線而言之,只要在合籍名栴上不合顧示出墓漕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可,而且這是以増加摘款

倣薦候件来展開的政策｡

墓北方面又鑑於香港滞在 1997年回蹄中国統轄,在 1996年 ADB理事年食中,壷北方面

篤了不興 ｢HongKong,China｣的含籍改列,更是描命向ADB衰態,希望婿 ｢Taipei,

china｣的名栴改烏無逗鮎的 ｢TaipeiChina｣｡重亘且還要脅説,若是 ADB不磨允這個要求,

垂北方面別将撤鏑薦激高達 1,200寓美元的指款｡

此後,我方預期 1997年香港回廊中共,在 ｢-図南制｣之下,香港的合籍婿饗成 ｢Hong

Kong,China｣,輿我方的亜銀合籍 ｢Taipei,China｣形式類同,開始構恩如何突破合籍名稀

的地方政府化｡中共以董事固身分掌握亜銀決策,復以亜銀不得干渉合員園内政馬由反制o

亜銀以基金不足,重囲募款,墓北又以正名倣馬指款候件,因而左右薦難｡亜銀馬了募款也

曾以遠反英文書寓髄例的 `̀Taipei,China"以馬回報O在 "Taipei,China"中開的 ","之

後,故意不空-格,以回展墓北方面的 ｢名分秩序論｣要求｡於是,我方也推蔽英文書案健

例,提出了由 ｢Taipei,China｣改成 ｢TaipeiChina｣,巧妙利用英文的文法規則,探去持

逗戟譲 Taipei聾成形容詞,乗修飾China,以便合籍名栴由 ｢中国的墓北｣蒋愛意義成馬

｢在室北的中国｣之意｡外交部馬追求封等也曾提出六種修改含籍名稀的方案｡外交部意識到

要婿亜銀合籍正名馬 ｢中華民国｣絶非易事,乃恩以代表封等意義的括親和破折晩 如

(Taipei)或 (Taiwan)和一Taipei或-Taiwan,来改埜従属意滴,最後才考慮以去捧逗競

倣鵠追求両岸封等的方案｡轟納言之,童北所軍的就是只要在合音名輪中,不頼示出墓漕是

中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扮就可以｡

｢東銀模式｣可以説是男種形式的 ｢一国繭制｣,也可以説官就是 ｢香港模式｣的都版輿延

伸｡中共利用外交策略輿政治手段,試囲将中華民国政府 ｢降格｣馬 ｢地方性政府｣輿 ｢腔

値｣馬 ｢地区性単位｣｡｢東銀模式｣輿 ｢奥蓮模式｣相比較,雑然表面上有 ｢中国室北｣輿

｢中華墓北｣的近似,但賓質上郡有官方輿民閲的差別｡因馬亜銀是-政府閲的経済性国際組

織,由各合員園政府代表所組成,出席年合的首席代表,均馬各国中央銀行行長或財政部長

級的官員,這決定了亜銀的政治本質興宮方性質,但奥遅是健育性的国際組織,参加者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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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的運動員及髄壇人士,即使共賞園家主理髄育工作的官員,也是以非官方名義出

席,故重銀輿奥蓮的 ｢模式｣不能劃上 ｢等式｣｡

以 ｢-図両制｣或 ｢香港模式｣解決両岸問題,封中華民国政府而言,顕然在 ｢名分秩序

論｣上,不切国共円学的賓際O因島中華民国確曾賓際統治過整個中国,嘗然在那個時候,

官是全中国 ｢唯一而合法｣的中央政府｡在這裡我僧要指出,ROC輿PRC在東銀合籍情勢

逆樽的閲鍵在於 ADB輿PRC茶訂 ｢五鮎諒解備忘録｣,接受中共以 ｢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入

令.相封粕,ROC就此喪失代表中国的地位輿法権,従而撃更ROC在東銀的固有名構馬 ｢中

国墓北｣｡推其原因嘗在 ROC政府喪失大陸領土,而大陸的領域正是国際封中国的地理認

知｡既不能以音数管轄中国領域,卿又以中国自居,就 ｢名分秩序論｣而言,嘗然 ｢名｣不

符其 ｢賓｣,何況官在亜銀只以墓産金馬 (TPKM)馬領域登記入合,卿以中国(Ro°)自構;

而第-名案較馬一致,且資格更加充分的PRC正等著取代偏虞墓滑的中華民国之合籍進入

亜洲開蓉銀行｡此-攻撃,顧然強迫ROC政府接受 ｢地方政府｣的名分,｢地区単位｣的地

位｡可是,不管窓磨説,中華民国政府統治領城壁小,但是在名分上官寅的不是地方政府｡

因此,官封亜銀理事年合採取 ｢不渡員,不参加,不退出｣的 ｢三不政策｣,無疑是ROC政

府烏確保其名分地位所鷹持有的反騰｡

由以上的分析輿蹄納可知,｢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次級理論 ｢名分秩序論｣,不但存在於

古代,而且也存在於 21世紀初始的今天｡要解決今E]海峡南岸的問題,要浜旭撃方的熊熊戦

火,我m似乎不能忽略因島 ｢名分秩序論｣所引起的学端,只有従軍端所以零生之最根本且

最原始的原理層次,来面封現賓,才能真正認識問題,剖析問題,徹底解決問題,而且是和

平的,不是武力的｡或許官的解決耕法,就隙戒在官的原理裡面,紙是我僧簡未去尋技官,

費現官而己｡

従 ｢名分秩序論｣的観粘来看,南岸在東銀席位上的熊熊戦火,乃因馬了学正統地位,印

｢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権的国際地位｡1970年代以前,中華民国取得唯一合法的正統地位,

所以代表中国出席聯合図,同時婿 ｢中華人民共和国｣打成 ｢匪償政権｣｡1970年代以降,相

反的,大陸取得了唯一合法的正統地位,先是碗垂漕馬蒋習小集国,後則採取接化政策,企

囲透過 ｢-図両制｣和 ｢和平統一｣的外交手段,婿墓漕壊化成輿香港旗門馬同一模式印

｢Taipei,China｣(HongKong,China;Macau,China)的模式東和卒統一中国｡可是両岸

的倣法,錐先後都宇到了名分,但郁名不符其賓.因薦50年代以後,70年代以前,中華民国

難取得了唯一合法的正統地位,但卿末葉際統治大陸｡相封的,70年代以後,中華人民共和

国也末書際統轄墓漕,官只是一個不完全政府継承而己｡南岸都名不符其賓,所以撃方都要

学名分｡

2000年5月20日,墓北政権易主,主張墓博満立的陳水届接掌政樺｡政権交接前夕的東

銀年合,中央銀行総裁彰推南在東銀年台上,雑然仇然主張墓北代表正統中国,墓北的園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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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華民国｡可是,従第一方面来看,主張狗立的新纏統陳水属,在普選後,烏切断輿中国

閲的政治関係,他曾試囲改襲樽続的 ｢遊戯規則｣,擁脱来日中園的束縛,但在以美園馬首的

国際壁力之下,在面臨南岸是和是戦的扶持之時,在企求園内政局安定的考量之際,謹言慣

行,盃率先表示不合宣布猫立,不合更改囲観,但也表示 ｢一個中国｣只是議題,而不是原

則｡這句話,封2001年亜銀年合中国席位代表権的名分秩序之学,究尭扮演什磨角色,死

円? 放棄? 或明学暗棄? 不得而知｡不過,従二千年世界資訊科技大食 (WCIT2000)

的使用名構,多少可以噴出-些気息｡那就是,除了 ｢絶封不能接受｣的構呼之外,墓北採

取 ｢以参輿馬優先考量｣,尤其是 ｢民間主群｣的国際合議｡雑然官の然帯有季登輝時代的現

賓主義気息,但是這就是我m封壷北政権易壬後所僅能喚到的一糸暫定気息｡

不遇,時移勢異,在民進業主政之下,露骨的説,両岸紛争,己不再是 ｢唯一合法｣的正

統之学｡目前,官己由 ｢学正統｣走向 ｢零封等｣,再由 ｢軍封等｣走向 ｢学主構猪立｣了｡

因此,目前海峡南岸的 ｢名分秩序論苧｣,己由 ｢正償之学｣質愛馬 ｢銃猟之学｣了O

目前,墓漕経済正迅速遇向国際化,在経済掛帥下,名分秩序論似乎正目漸槌色｡尤共,

在美園功利主義及現賓主義思潮的龍貫之下,名分秩序論似乎也正目漸化顛篤隈｡両岸分隔

多年,不束不往,甚至相互敵視醜化,毒漕封大陸血脈,文化,領土及主権的認同己日趨淡

薄,而主事官員也日漸本土化,因此封名分的堅持也就日趨模糊,甚至以馬過往名分事不閲

巳｡雑然,認知上,可以 ｢他是他,我是我｣,但是名分御是 ｢称我他｣之閲的人際,邦際,

国際関係,而不只是畢方面的身分認定,更不是軍方面的秩序安排｡嘗固有名分受到挑戦,

甚至遭到降格,連帯著秩序也因名分而受到重新安排,甚至遭到腔抑挫折｡此時,名分秩序

論又合化隈残額,頓趨濃烈｡換句話説,侍統文化非経隔離,断絶甚至滑滅,是不合自動滑

矢的,官只合愛馬陰性,臨事監督而巳｡簡単乗説,名分秩序論具有無事則隈,遇事則願,

逢順則晦,遭辱則強的性格｡

就全局而言,墓北所推動之亜銀合籍名構改正的饗展過程可簡単蹄納如次 :

china-QingDynasty-ROC{ :R.cc:CThaiinwaan,｡hina→Tai｡ei,China

-(TaipeiChina)-Taipei,China(HongKong,China)

-(China,TaipeiWCIT2000)

一個政権,数個栴競｡栴競内容国勢而異,因賓而帝,囚人而改,因力而襲｡名競所代表

的真正意義是什磨? 従名分秩序論乗看,是鏡富深恩的問題｡

可是,墓北方面在亜銀所推進的 ｢輿其求名,不知取賞｣的務賓政策,其成果又如何?

在求名上,毒北方面雑然在舎籍名稀的正名上屡敗屡戦,但也額現出驚人的爆費力輿苦戦糸

円的精神｡至於取賓究責何所持,宴令人難以理解｡復轟国際組織,介入東銀程序委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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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鷹取賓? 可是復蹄亜銀十年以上的 ｢Taipei,China｣,除了介入程序委員合外,其成果

又如何暇? 二千年並銀年合烏防杜金融危機的再費,協議組織 "亜洲貨幣互換制度"｡墓北

方面一再呼葡我方擁有全球排名居世界第三的外匪存底,亜銀鷹 ｢同意我国加入換匪機制,

可以増加匝域貨幣機制的防衛能力｣,更重要的是,｢壷漕是凍硬式金融市場,資金大量進出

封金融市場行情波動影響較高,加入亜銀換匪機制有助強化我国金融市場的穏走力｣伽｡億管

墓潜有豊富的外匪存底,亘一再呼葡成立亜洲貨幣互換制度,但是の不得其門而入｡蹄結言

之,無名則難以取賞,蓋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別事不成｣,良有以也｡義博方面馬

了正名,不断的以増加指款作為等鳩,可是増加指款的効用又是如何? 除了接受亜銀所定

燥化的合籍名構外,也難有斬獲,此可謂鳥取賞乎?

今日,中華民国政権己告輪替,民進薫取代国民薫政樺｡｢一個中国｣原則,封民進薫而言,

頂多只不遇是一個議題而己｡両岸紛争己不再是 ｢唯一合法｣的正統之学｡官己由宇正統走

向学封等,再由宇封等走向学主権猪立｡南岸紛学己由 ｢正億｣的名分学奪質愛馬 ｢主構猪

立｣的 ｢統猫之学｣｡

両岸紛争的解決,就名分秩序論而言,撃方首先鷹明確共定各自的名分,然後各自厳守己

方的名分,壷確賓連重封方的名分｡如此一乗,自然産生撃方雁首遵循之秩序規則,依循秩

序規則,透過交渉,紛寧日有解決之一日｡所以説,名分秩序論是両岸交渉的閲鍵,是和是

戟,官扮演著聞鍵的角色.事葉上,｢名分秩序論｣之所以重要,正因其馬一刀之隻刀｡在政

治上,因馬官,海峡南岸可以基於 ｢漢威不両立｣而学奪正侶名分｡但是,也有可能因篤撃

方都封 ｢名分秩序論｣有充分的了解,深刻的認識輿相雷的尊重,才能化屈辱篤尊厳,化猫

忌馬信任,化暴戻薦群和,化干支馬玉島,化兼併馬統合,化崩解馬整合,有了整合,万有

認同的基礎,有了共同的認同,始有統一的基礎,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才能真正走向 ｢一

個中国｣｡

纏而言之,名分秩序論之要,首在名書合一｡学名乃馬了取賓,賓至別名蹄｡唯有害至名

蹄才能名書合一,唯有名責合一秩序始能復蹄平静｡

側 経済日報,民国89年5月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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