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動的身份認同：

辜振甫個案探微

● 周文港

學者黃紹倫、鄭宏泰指出，香港

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都會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但當涉及資本主義制度、

普世價值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是香

港人。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

心理上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恰好

反映華人、華僑長期存在流動的身份

認同問題1。事實上，這種情況不囿

於香港，在台灣、海外華僑或華人身

上也經常出現。本文旨在以辜振甫為

例，從其家世、生平，以至台灣現代

社會背景作起點，探究辜振甫個人流

動的身份認同的演變過程、原因、最

終確立何種身份認同，以及其生平行

誼對台灣整體身份認同的影響。

一　辜振甫生平

辜振甫在台灣光復後的六十年，

在推動經濟改革、開拓外交事務、促

進兩岸關係，既扮演執行者，亦扮演

推手的角色，影響力舉足輕重；同

時，辜振甫的一生，見證Í身份認同

因時局、政治勢態、外交情況的不同

而起變化。

辜振甫生於1917年。1940年在台

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

畢業，兩年後與首任妻子黃昭華結

＊ 本文乃2008年6月28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週末公開講座」發言稿的修正本；對於獲得主

辦單位的幫助及與會人士的意見，特此致意。

辜振甫在台灣光復後

的六十年，在推動經

濟改革、開拓外交事

務、促進兩岸關係，

既扮演執行者，亦扮

演推手的角色，影響

力舉足輕重；他的一

生，見證�身份認同

因時局、政治勢態、

外交情況的不同而起

變化。

辜振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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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可惜黃在婚後兩年過世。1945年

國民黨政府光復台灣之際，辜振甫

因牽涉台灣自治委員會事件（「台獨

事件」）而入獄，身陷囹圄一年六個

月。在獄中，他遇上了不少達官貴

人，其中得到板橋林家林熊祥的關

顧，因而認識了第二任妻子嚴倬雲。

出獄後，辜振甫與妻子一度到香港

生活了三年；在連襟葉明勳打聽到國

民黨政府對他的往事既往不究之後，

辜振甫旋即回到台灣重新主持家族

企業。

自1950年起，台灣開始實施土地

改革、公營事業民營化、公地放領及

「三七五減租」等經濟措施。身為台灣

第三大地主的辜振甫，以土地換得水

泥、造紙、農林及工礦等四家公營事

業的股票。在得到各個大家族、大股

東及政府的支持下，辜振甫在台灣水

泥公司（台泥）從協理一直晉升到總經

理兼董事長的位置。

由於自土地改革釋放出來的股

票、債券等需要有一個正式的途徑進

行交易，國民黨政府遂於1961年委託

辜振甫籌組台灣證券交易所。此外，

在大企業及政府的支持下，辜振甫取

代大陸時代的商人領袖束章雲，出任

首位本省籍的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手

執政商之間的麥克風。為了使民眾安

全地進行證券交易，辜振甫在1966年

成立中華證券投資公司（即日後的中

國信託投資公司）。從此以後，辜家

的經濟實力使其很快便躍升為台灣五

大家族企業之一。

1971年台灣的外交風暴迭起，出

現信心危機及身份認同危機，辜振甫

臨危受命，以商人代表的身份從事民

間外交，成功從外圍鞏固國民黨政

府的對外關係，協助化解了自國民

黨退守台灣後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機。

1988年，李登輝出任代總統後，成立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委任辜振

甫出任董事長。數年間，兩岸展開了

兩次政治談判——「汪辜會談」，對兩

岸關係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自1995年開始，辜振甫亦先後四次

以「總統特使」的身份，出席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領袖級會議，

是前所未有的先例。及後，由於李登

輝的兩岸政策反覆不定，在二次汪辜

會談後，兩岸在十年間再沒有進行正

式談判。而辜振甫亦於2005年1月在

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辜振甫的一生，對台灣的經濟、

外交、政商關係，以至兩岸關係均有

舉足輕重的貢獻。他所憑藉的身份，

不單是商人領袖，他更有一些黨政頭

銜，因而被冠以「紅頂商人」。

二　日治時期以來台灣人
身份認同的變化

台灣自1895年起因清日簽訂《馬

關條約》而淪陷。日本據台後，即以

不同的步驟實施同化政策，而「皇民

化」是主要策略之一；其採取的具體

措施包括風俗改良、易服改曆、破除

迷信、國語（日語）普及等，企圖改變

台灣人成為「順良的日本人」，進行身

份認同的清洗。在日本全面侵華之

後，日本殖民當局即提出「治台三

策」，包括「皇民化運動」、「工業化」

及「南進基地化」；簡單而言，其目的

是要將殖民地的人民改變為「真正的

日本人」。其中，「皇民化運動」的主

要內容包括：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

革、國語（日語）運動、改姓名、志願

兵制度。後兩者是較為徹底的做法，

日本據台後，即以

「皇民化」為主要策

略，企圖改變台灣人

成為「順良的日本

人」，進行身份認同

的清洗。在日本全面

侵華之後，殖民當局

即提出「治台三策」，

其目的是要將殖民地

的人民改變為「真正

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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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人文天地 不單要完成上一階段的身份認同清

洗，更硬要將台灣人拉入侵略者的身

份當中。

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政府

正式光復台灣，當時的台灣人民滿心

期待回歸祖國。可惜，因處理糾紛不

當而於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對

台灣社會造成深遠影響。1949年，因

內戰失敗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為了鞏固其中國法統地位、應付外交

需要，以及出於對曾受日本殖民統

治六十年的台灣本省人的猜疑，創設

了籍別類屬分類制度2。這些臨時性

措施對不同省籍的人士造成政治及文

化上的待遇差異，引起台灣本省人的

不滿。

國民黨施政者的種種作為，在威

權統治時期尚能頂住異見者的反抗。

但是，到了1971年台灣失去聯合國的

中國代表權後，台灣內部的中國法統

意識形態，以至人民本身的身份認同

均受到嚴重的衝擊。建制派與在野派

開始展開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競逐，這

種競逐更由過去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

分野，演變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

人、原住民「四大族群」的論述。這種

爭奪更出現在社會運動及政權交替的

層面上，引起「族群政治化」或者是

「政治族群化」的問題。

根據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不

同的政黨、大學研究所、智庫、文字

傳媒、電子傳媒由1989至1999年期間

所進行的「台灣民眾的自我定位與國

家認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1989年認

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只有16%，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的則高達52%；五年後，自

認是台灣人的比例已反超前於自認為

中國人的比例，而這種差距更一直擴

大到1998年，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高

達58%，自認是中國人的只有27%；

到了1999年，自認是中國人的更低至

不足20%3。

不少被視為統派的台灣學者及公

共知識份子認為，十一年間台灣人的

身份認同出現了逆轉，除因為在野派

的推動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權者

因個人的好惡及爭奪執政權的需要，

在國家定位及身份認同問題立場上的

搖擺所造成4；這或許可以解釋光復

台灣後的「大中國論述」何以在短短十

年間迅速傾倒。

被視為獨派的台灣學者則另有看

法。施正鋒指出，國民黨政府光復台

灣以來，表面上是以共和式民主來使

台灣本省人加以中國化，透過實施土

地改革、國語政策、沒收偽產等方

式，消滅日本統治遺�、改變社會階

級分層，以及想盡辦法打壓本土三個

族群。而蔣介石為了安置二百多萬由

大陸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在國家機器

大量起用外省人，引起差別待遇的爭

議，讓台灣本省人強烈感受到日本殖

民統治的延續。蔣經國在任後期，雖

一度大量起用本省籍菁英，但本省人

只認為是樣板而已5。這些論述，或

許有助非台獨人士理解台獨持份者所

存在的心結和不滿。

對不少台灣人而言，1945年開始

的蔣介石時代所實施的軍法統治和

威權統治，與日本殖民者統治時期

的軍事暴力、法律暴力、差別待遇

等，沒有多大差別。兩者比較起來，

日本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佔領台灣，

加上其現代化的建設，對台灣人而言

仍有吸引力，故部分人會對日本的

統治產生懷念，在身份認同上亦有

可能出現一些掙扎與矛盾。一句話，

台灣的身份認同問題與台灣的政治前

途一樣，在現實中一直處於各方競逐

的局面。

蔣介石時代所實施的

軍法統治和威權統

治，與日本殖民者統

治時期的軍事暴力、

法律暴力、差別待遇

等，沒有多大差別。

日本現代化的建設，

對台灣人仍有吸引

力，故部分人會對日

本的統治產生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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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商模式與身份認同

辜振甫本人具有的家族營商傳統

和商人靈活處事的血統，可見於1950年

代開始台灣不同階段的經濟及社會改

革之中。1950年代台灣的土地改革，

不但牽動了地方上的既得利益，更直

接介入基層的利益分配，劇烈地影響

Í台灣島內不同階級的社會流動。辜

振甫以及當時台灣三大家族（板橋林

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是少數

不受農地改革影響仍能有力從事全國

性工商業活動的人士。由於他們的主

要資產就是土地，國民黨政府要讓土

地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須取得其支

持，故給予他們主導權的地位。在公

營事業民營化的過程中，以土地兌換

民營化事業的股票是按比例來進行

的，故持有股票的多少便反映Í這個

家族在台灣的影響力。以辜振甫最初

只在台泥擔任協理的位置來看，其影

響力遠遠不及其他三個家族；但由於

他爭取到其他三個家族的支持及統治

者的信任，加上遇到「三七五減租」農

地價格暴跌此一機遇，遂得以扶搖直

上，不但提升了自身的政經力量，更

加強他對作為「中華民國國民」這種過

去非常陌生的身份認同。

值得留意的是，辜振甫要在不同

階段中收集公營事業的股票，從而擴

大本身的影響力，除了需要擁有雄

厚的財力外，亦需要對當權者有所信

任。當時土地改革的實施，是國民黨

政府以30%公營事業股票、70%實物

債券作為賠償。由於國民黨過去在大

陸的金融財政破產的經驗，大部分台

灣人無法相信國民黨政府有能力在十

年內兌現債券，因而紛紛在短時間內

以極低價錢拋售手上股票套現；而辜

振甫恰恰在此刻收購，不得不令人佩

服他的獨到眼光和投資勇氣；而其成

功之道，就是對當權者有充分的信

任，同時服膺於它塑造出來的身份認

同。兩者缺一不可。

隨Í手上的股票不斷累積，以及

當權者欣賞辜振甫的忠誠，因而委託

他主持台灣新式股票交易所的組建。

組建之初，辜振甫成立了中華證券投

資公司，成為他沾手金融事業之首

舉；也就是這一步，奠定了辜振甫及

其家族日後稱雄台灣金融服務業市場

的基礎。

四　現代化與認同問題

金耀基、白魯恂（Lucian W. Pye）

等認為，二十世紀之初中國人面對長

期積弱，飽受外國的欺凌，迫使中國

的民族主義者一步步走到揚棄傳統文

化的立場，形成新興的民族主義；這

種新興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身文

化的驕傲之上，反而陷於自卑之中，

使當時的中國人在伸張自己的中國人

身份時，失去了文化的支持，轉移透

過現代化這個途徑去尋找新的「理想

的認同」6。而一般人看待現代化，往

往會以西方工業化程度作為標準，尋

找個人發展的突破；而現代化過程中

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將直接影響其

對身份認同的取態。

辜振甫大學時代唸的是政治學，

他與父親辜顯榮一樣，具有相當強烈

的求變求進精神。他不單從不同地區

引入新水泥技術，以提升台泥的產能

來取得台灣本土市場的主導地位；為

了應付台灣經濟在1970年代起飛的需

要，更整合了國民黨政府大陸時期的

股票交易所與日治時期台灣株式會

社、債券制度的經驗，再加上美國現

辜振甫最初只在台泥

擔任協理，但由於他

爭取到當時三大家族

的支持及統治者的信

任，加上遇到農地價

格暴跌此一機遇，遂

得以扶搖直上，不但

提升了自身的政經力

量，更加強他對作為

「中華民國國民」這種

過去非常陌生的身份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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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股票交易所。這些都充分反映出

辜振甫對推進現代化的承擔。

在家族層面上，辜振甫比一般台灣

人更貫徹「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

去美國」的做法，他將大女兒及兩名

兒子送到美國唸大學、MBA及博士；

這反映辜振甫希望子女在外邊學到現

代化的知識和經驗，然後帶回來好好

發揮，促進家族及社會現代化的發展。

在現代化與身份認同問題上，辜

振甫選擇多元化的進路去尋求現代

化，當中包括美國的西方經驗、日本

的東方經驗及自身制度的改良，這種

做法較其父辜顯榮全盤押注到日本而

言，視野和目光要遠大得多。促進社

會現代化，對個人的社會影響力、對

鞏固社會就身份認同的看法，均具正

面意義。

有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的身份認

同問題呈現兩種群體、兩種不同的流

動性。流動能力較弱的人，有身處現

代化城市的優越感，會固守去國族化

論述，視傳統或大陸為落後與不文

明，在不同層面上產生排距；而流動

性較強的人，主張與傳統或大陸有較

多的認識及聯繫，對國族化論述有相

對務實的表現7。辜振甫以文化中國

為基礎，以多元進路的方式務實地進

行個人及社會的現代化，令處於不斷

變動當中的自身及台灣人尋找如同金

耀基所說新的「理想的認同」，對社會

產生很大影響。

五　台灣外交弱勢與
身份認同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台

灣的國民黨政府一直面對中國法統及

外交競爭的挑戰。台灣人因受國民黨

政府連番的政治運動所影響，1950至

1960年代一直持守Í「中國正統、反

攻大陸」的身份認同及意識形態。但

在1970年的保釣事件、1971年台灣被

迫退出聯合國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

但在台灣內部的統治權威上受到很大

的挑戰，就連外交國的數目亦出現骨

牌效應式的西倒（轉而與北京建交）。

一時間，在台灣社會內部及不少在外

的留學生當中出現了對國民黨政府的

信心危機，因而亦產生身份認同上的

迷失。而當時台灣內部出現的問題不

僅至此，更有反美、反日的中國民族

意識，亦有在敵視北京日益巨大的解

放台灣壓力下形成的台灣本土意識的

抬頭；就連文學界，也引申出如鄉土

文學論戰的出現。

當時，台灣的外交處於劣勢，本

土民意及海外青年對宗主國的取態亦

出現逆轉，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

加上當時蔣介石的身體不佳，時任行

政院長的蔣經國又未有真正執政；台

灣的一切都呈現不穩定性，處於自國

民黨退守台灣之後的一次最嚴峻的考

驗。國民黨當局面對社會上的信心危

機及身份認同危機，一方面推出「十

大建設」讓台灣人明瞭發展方向，穩

定人心；另一方面，則倚重辜振甫的

國際網絡，開拓民間外交，從外部做

鞏固民心的工作。

值得留意的是，當北京取代台北

加入聯合國後，當時台北的外交系統

仍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政府

採取以德報怨的方式處理戰爭問題，

日本應不會主動與台斷交，可惜事

與願違。1972年台日斷交後，辜振甫

即利用其父辜顯榮留下的日本人脈關

係8，與日進行溝通，一手促成日本

駐台大使宇山厚與外交部長沈昌煥的

在現代化與身份認同

問題上，辜振甫選擇

多元化的進路去尋求

現代化，當中包括美

國的西方經驗、日本

的東方經驗及自身制

度的改良，這種做法

較其父辜顯榮全盤押

注到日本而言，視野

和目光要遠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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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會後兩人協議透過成立亞東關

係協會，以保持台灣與日本的聯繫管

道，突破台灣的外交窘局。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M. Nixon）訪華後，台美斷交，辜振甫

又以工商協進會的名義組團訪美，

游說國會制訂《與台灣關係法》，並積

極聯絡美國政要，如當時的眾議員

福特（Gerald R. Ford）、加州州長列根

（Ronald W.Reagan）等，使台灣得以繼

續取得美國的「祝福」，在信心危機及

身份認同危機中得以喘定。

曾任台北駐日代表的馬樹禮提

到，台灣之能加入太平洋盆地經濟理

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都是靠辜振甫

向日本爭取協助而成功闖關的9；這

或許能解釋1980至1990年代，辜振甫

先後代表國民黨政府參加太平洋盆地

經濟理事會年會，及後更自1995年起

連續四次，以「總統特使」身份代表台

北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原因。如

此種種，既能凸顯辜振甫「經濟外交

家」的身份，亦能凸顯其危機處理的

能力。辜振甫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度

之高，亦可見一斑。

由此可見，辜振甫對

於保ª國民黨政權、「大

中國論述」，確實下了一番

苦功，同時對台灣人的身

份認同影響巨大。然而，

台灣內部日後出現的青年

人對威權統治持續不認

同，加上日本、美國利益

的積極介入，產生及催化

台獨運動的發展，恐怕非

國民黨政府及辜振甫能阻

止得來。

六　兩岸關係與身份認同

1970年代以來，兩岸的外交戰高

潮迭起，辜振甫作為台灣的經濟外交

代表，在國際上長期與大陸針鋒相

對，一直是大陸所忌憚的人物。隨Í

蔣經國在任後期放寬大陸政策，而李

登輝亦在民意壓力下，展開兩岸的公

開談判。

1992年，海協、海基兩會代表曾

在香港舉行事務性會談，當時彼此觸

及「一個中國」的主權問題，出現各自

表述的局面；大陸方面指出「海峽兩

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乃是次會談

的成果，海基會並沒有表示異議，此

一說法就是雙方稱為的「九二共識」。

及後，兩岸先後兩次在新加坡、上海

和北京舉行「汪辜會談」。1998年第二

次會談時，國共雙方觸及國家主權論

述的底線問題；正當汪道涵指「一個

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之際，辜振甫亦毫不

修飾地作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

國，在《波茨坦宣言》中清楚寫明台灣

交還給中華民國」的論述；這種說

法，後來他更在北京直接向江澤民主

席表達。

辜振甫在大陸進行談

判時，堅持了他作為

「中華民國代表」的利

益與立場，是第一位

在內地的公開場合指

「一個中國，就是中

華民國」的人。他不

但在談判桌上勇於捍

g己方利益，更能達

至鞏固台灣社會主流

對身份認同的立場。

1993年在新加坡首次舉行「汪辜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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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作為「中華民國代表」的利益與立

場，是第一位在內地的公開場合指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人。他

的勇氣，以至對台灣社會內部開始迷

失於「我是誰」的問題時一度提供了答

案。可惜，在李登輝的「兩國論」、

「特殊國與國」關係，以至獨派陳水扁

上台後將台灣定位為如新加坡般的

「華人國家」、推出一系列「去中國化」

舉動後，這種國民黨傳統「大中國法

統」式的論述一度暫停。遲至國民黨

第二次敗選、連戰以中國國民黨主席

的身份會見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

時，就意味Í「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的共識「復活」。

辜振甫的優點，不但在於在談判

桌上勇於捍ª己方利益，更能達至鞏固

台灣社會主流對身份認同的立場；在

兩岸關係層面上，更能為後繼者提供

鑰匙，使馬英九重新奪回執政權後，能

快速推進兩岸關係。辜振甫留給台灣以

至兩岸和平的重要資產，可見於此。

七　複雜個性與絕對效忠

國民黨政府在光復之初，並未意

識到透過大量起用菁英來爭取台灣人

支持的重要性，只在縣市長層次委任

本省人黃朝琴擔任首任台北市長，中

央層面的職位基本上全由外省人所壟

斷。這種做法，被台灣本省人將日據

時期台灣人只能擔任貴族院議員、無

人可擔任眾議院議員的事相提並論。

謝東閔、連震東、辜振甫等，被

視為國民黨政府對扶植台灣本省人

的「政、商樣板」，當中謝東閔、連震東

等有「半山」的身份bk。而受「皇民化」

教育影響的辜振甫，沒有「半山」的身

份，卻有策動「台獨事件」的嫌疑，而

從日後國民黨與辜振甫之間的互動中

可知，辜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在於其

社會地位的特殊性、貴人的舉薦、日

後的忠誠與能力備受肯定等因素。

提拔台灣本省籍的菁英，既有助

於為「反攻大陸」事業輸送人才，最重

要之目的還是回歸鞏固政權、培植支

持者、防止離心三項。辜振甫作為家

族利益的總代表，必然有個人及家族

的利益計算在內；而國民黨政府的爭

取菁英政策，何以開放至有空間吸納

過去有「台獨事件」嫌疑的人士？究竟

是一場冤獄，還是提拔菁英政策以用

人唯才、不問出身的用人法則所主

導？值得我們細意了解。

自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開始，與

辜振甫有關的國家利益與家族利益已

儼然成為共同體。加入中國國民黨，

更是辜振甫人生的轉捩點。國民黨確

實為辜振甫提供非常多的機會；同

樣，辜振甫每每不辱使命；這可見辜

振甫對國民黨塑造出來的身份認同有

深刻的感情與堅持。「不斷輸誠，爭

取認同」已成為辜振甫與國民黨之間

的一個既有固定互動模式。

在利益上而言，光復台灣後的日

本偽產，佔當時台灣的九成以上資

本，而這些資本成為了國民黨政府的

公營或黨營事業。絕大部分的資本操

控在黨國之中，意味Í只有服膺統治

者的人，才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辜振

甫以其特殊社會身份、貴人的推薦、

個人能力，得到了國民黨的刻意栽

培，成為台灣首批不具「半山」身份的

本省人受重點培養的菁英。

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的辜振甫，

加入國民黨初期感到難以適應，是可

想而知的。國民黨在委以重任之前，

給予其在有黨校性質的國防研究院學

受「皇民化」教育影響

的辜振甫沒有「半山」

的身份，卻有策動

「台獨事件」的嫌疑，

而從日後國民黨與辜

振甫之間的互動中可

知，他之所以能脫穎

而出，在於其社會地

位的特殊性、貴人的

舉薦、日後的忠誠與

能力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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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機會bl，與其說是「洗腦」，不如

說是增進彼此的溝通了解、互相認

同。從其日後主持台泥業務、成為工

商協進會理事長、組建台灣證券交易

所、積極參與民間外交工作、代表台

灣參與兩岸事務的談判，以至用領袖

特使的身份出席不同的國際組織領袖

級會議可見，國民黨對這位非政治官

員、卻有明顯「紅頂商人」光環的辜振

甫充分的信任。這正好反映辜振甫在

政治上的絕對忠誠；否則，他無法得

到統治者的信任。

蔣經國曾在出任行政院長之初，

有意邀請辜振甫出任副院長之職，惜

被辜振甫婉拒bm。這個決定，或許包

含了辜振甫較為重視個人與家族利

益、以商人代表的身份從事民間外交

較具靈活性等考慮因素。

辜振甫對於國民黨的忠誠，可說

是絕對的。在北京的強大經濟及政治

誘因驅使下，辜振甫個人並沒有動

搖，反而改由家族繼承人辜成允主動

出擊，率領台泥到大陸投資。這或多

或少反映Í，辜振甫明白自己的政治

包袱難以在有生之年有所突破，同時

出於要為未來家族利益作出考慮的商

人性格；畢竟，商人政治上有「多邊

押注」的傳統。

經過兩次的談判後，「汪辜會談」

已成絕響。台灣在2000年的政黨輪替

後，辜家在台灣的政、經地位更有滑

落的情況；辜顯榮的長曾孫、辜濂淞

長子辜仲諒更因金融弊案滯留海外。

而近年能令辜家吐一口烏氣的事，就

是辜振甫的次子辜成允在內地的水泥

生意衝上了中國三大水泥公司的地位。

2008年國民黨取回政權之後，辜成允

跟隨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出席在海南

舉行的博鰲論壇，蕭萬長更當眾將辜

成允引薦給胡錦濤主席認識bn，這反

映辜家的政商關係能以國民黨的統治

再作延續，這亦是因辜振甫對國民黨

政權的忠誠、對身份認同的堅持而留

給辜成允的遺產，格外顯得彌足珍貴。

八　辜振甫身份認同的
象徵意義　　

辜振甫以其受日本「皇民化」教育

的背景，在光復台灣後協助國民黨政

府推動一系列經濟及外交政策，當中

在土地改革、公營事業民營化、民間

外交、兩岸談判中更扮演穿針引線、

積極參與的角色，在不同階段的身份

認同危機中站穩與統治者同一陣線的

位置，更能打造新的身份認同論述，

給台灣人帶來啟示，對台灣社會內部

影響深遠。

辜振甫在政商界的積極兩線參

與，與江炳倫的族群與國家衝突發展

原因中資源競爭和利益團體說內的形

態bo，非常吻合，反映在資源競爭與

利益團體中，會促使身份認同的程度

產生變化。而辜振甫在台灣證券交易

市場、個人事業及家庭上所作的努

力，亦印證了現代化會對身份認同產

生影響。此外，辜振甫在經濟外交、

民間外交所付出的努力，對維繫現有

政治力量產生重大作用，可見國際影

響對凝聚社會內部的身份認同亦具有

正面作用。

身處變動的社會，社會與個人的

歷史會受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國族論

述競相書寫。值得留意的是，這些矛

盾的f述，不必然與個別人士的往事

配合，即能構成一幅多元化的圖像。

從辜振甫這一個案可以知道，身份認

同是流動的，會因時局、政治勢態、

外交情況的不同而起變化。

身份認同不是社會成

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

份的過程，而是個體

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

行為意義，從而建構

自己的身份。辜振甫

帶領其家族、台灣人

跨越不同環境和時代

的挑戰，在不同的時

候選擇身份認同的不

同論述，以保持台灣

社會發展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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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這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

某個身份的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

找一己社會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

的身份bp。辜振甫的過人之處，不單

在於能完成上述目的，更能帶領其家

族、台灣人跨越不同環境和時代的挑

戰，在不同的時候選擇身份認同的不

同論述，以保持台灣社會發展不墜。

而他在各方面的身份認同表現，亦甚

具標誌性。而對於台灣目前爭相取得

身份認同主流的各方，以至銳意完成

國家統一大業的中央政府而言，辜振

甫的個案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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