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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的臨界點 1

──「台灣意識」的現代性意義

⊙ 歐陽肅通

一 民族國家話語的困境

自九十年代以來，「台灣本土意識」及「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急劇膨脹讓不少人為之錯

愕，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研究中國的人。如日本著名的台灣問題研究專家若林正丈就感

歎2：

所謂台灣究竟所指為何？回顧近年來台灣的政治局勢，有著如此疑問或感慨的人或許不

在少數。台灣究竟是不是國家？若是國家，應如何正名？……若非國家，那又是甚麼

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是台灣就是台灣……若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這

裏所謂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或是日後將有所構想的新中國

（比如說『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共和國聯邦』、『中華聯合國家』）？然而，在

這個『中國』內台灣的地位又為何呢？

然而在近些年來的兩岸問題中，「台獨」問題已幾乎成了一個無法揮去的死結。官方對它的

批判一如既往地遵循民族國家的話語模式，到了幾乎無以復加的地步。不過現狀似乎卻是，

這邊批判的火力愈猛，那一邊卻是支持台獨的人愈來愈多3。大陸的官方聲明中一再聲稱要

「寄希望與台灣人民」，然而為何台灣人民卻有漸行漸遠之虞。種種情況表明，在大陸的大

多數人中，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對於台灣問題都還抱著一種一廂情願的態度。對於遵循民

族國家的話語的批判者來說，最尷尬的問題恐怕在於，這一批判模式對於「台獨」人士是毫

無殺傷力的。當年連汪精衛儘管投靠日本，但是表面上還是要給自己掛上一塊「曲線救國」

的招牌，民族主義的話語即使對於汪精衛這樣的人仍然是具有充分的殺傷力的。但是對於

「台獨」意識形態的信奉者來說，問題則完全不同。「賣國賊」、「民族敗類」這些帽子對

他們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本來就根本不認同對方的那一套價值體系。相反，對方越是從這個

角度批判他們，他們反倒有可能借此撈到更多選票。

民族國家的話語解釋者將自身的困境往往歸結於兩個原因：一是台灣人曾受到日本殖民統

治，某些人依然有「皇民化」心態作祟；二是少數政客為選票刻意操弄、煽動族群問題。當

然，這些應當說是存在的事實，但是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所佔的比重究竟又有多大呢？而且是

僅此就能解釋「台獨」意識產生的根本原因嗎？首先，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有皇民心態的台

灣人都是像李登輝那樣的老人。但這些人年事已高，數量在今天已不會有太多，而且即使是

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人也不見得就都會懷念日本。今天台獨的主力軍民進黨的領導人都是靠

當年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黨外運動起家的，與日本毫無關係。而且關注兩岸政治的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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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在廣大的台灣年輕人中擁有廣泛的支持者，年輕選民是民進黨的一大票倉 ，硬要把這

些年輕人與所謂日本情結扯上關係實在有些說不通。其次，儘管民進黨操弄族群有出於選舉

的考慮，但問題是否就僅僅如此。如果這樣的話，證明民進黨人不過是一群沒有理想的機會

主義者而已。但是，當年民進黨人從事黨外反對運動時確實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其中坐牢甚

至丟掉生命的也不在少數，僅僅視他們為機會主義者就未免太小瞧他們了，無法解釋他們追

求台獨的動機。並且還需要追問為甚麼民進黨這些年可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必然有可以

滋養他們的深厚土壤存在。因為所謂「台灣意識」在台灣確實不單是幾個政客的發明，事實

上，它早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與話語體系，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建構。如果不帶偏見

的話，可以這樣說，它在台灣本土是有著其深厚的土壤的。

更為嚴重的是，即使有朝一日大陸與台灣會統一，仍然有理由要問：台獨意識是否就從此會

必然消失？還是它會像魁北克之於加拿大、北愛爾蘭之於英國甚或巴斯克之於西班牙那樣成

為長久存在的問題呢？現實表明，我們通行的民族國家話語的理解模式對於台灣意識的理解

是很成問題的、甚至可以說是此路不通的。種種對台獨的批判仍然是停留在自說自話的狀況

之中，也絲毫不能打動官方所聲稱要寄予希望的「台灣人民」。 不過，儘管「台獨」的意識

形態對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構成一種現實的危機，但如果可以由此發現中國現代性的歷史獨

特性來，那麼危機也就可能變成一種新的機會。

官方所云所做，自然有其所處位置不得不如此之勢，不過作為具有批判精神的嚴肅的學者，

就沒有理由人云亦云地停留在膚淺的表像中，而是很有必要對此提出嚴肅地、深刻的反思。

事實上在台灣島內的嚴肅知識份子中，已經存在對此作了深沉反思的群體。相反，在中國大

陸，簡單化、口號化式的媒體報導卻依然充斥著我們的眼睛，對此中國大陸的研究者有著相

當的責任。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注意到了他們的存在。如孫歌先生提到在一次會議中接

觸到來自港台的學者，感到「他們對於西方理論和本土問題的理解方式與大陸的學者有很大

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對於民族主義和民族感情的處理方式：他們對於民族感情和民族主義

問題保持著更為豐富的矛盾和懷疑心態，對於文化認同的理解也更具有反思性。相比之下，

大陸的學者則對這些牽扯到感情與理論的複雜現實問題缺少足夠的反思。台灣和香港視角的

加入，使得我們有可能把大陸式的『中國想像』相對化和豐富化。」5 但是筆者想進一步指

出的是，新的視角的引入，應該不僅僅使我們的中國想像豐富化，而是可以有更深的含義。

因為台灣作為一個「它者」，與歐美那樣外在的「它者」是截然不同的，它是由我們內部生

發出來的它者。由它身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物件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我們自身

──看到我們自身的分裂與矛盾。就如台灣中生代的政治學者石之瑜所指出的，「講到甚麼

是中國，歷史學家、文學家、人類學都各有千奇百怪的爭論，政治學家回答不了這個問

題……只假設中國的存在。……（但）政治學家對於中國當然存在這個預設，隱含了一種政

治主張，而且這個有歐美中心化的傾向。」6 換而言之，當人們認定中國這個國家必然存在

時，已經不自覺地將歐美的國家概念──特別是現代中國所引進的民族國家概念固化了。因

此，有必要在此進行一次康德式的「哥白尼回轉」，在批判之前首先進行深刻的自我批判，

詢問一下我們現行所持的民族國家的理解話語是否能夠理所當然的成立。

首先要問甚麼是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詞條的解釋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

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7

這一解釋雖非絕對權威的，然而也可以說概括了公認的民族構成的基本特徵。在以上四個特

徵方面，兩岸有共同的語言是當然的，即使所謂的「台語」也仍然是來自大陸的閩南話；在



經濟生活方面，現在兩岸之間的在無法正常通航的情況下仍然超常的密切，這也是不爭的事

實；至於地域上，雖然由台灣海峽的存在，但似乎並非兩岸民族論述的關鍵所在，因為即使

在台灣島內，關於「愛台」或「賣台」的爭吵恐怕也不下於兩岸之間的爭吵。這樣看來，問

題的關鍵是出在是否有共同的心理認同上，而在這一點上恰恰分歧最大。因為在「台灣意

識」論者看來，根本不能接受或認同「中國意識」的民族論述，而在另一邊何嘗不也是如此

水火不容。但問題在於在當代，「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民族認同和民族身份問題，比

以往任何時期都要重要。……只有當一部分人對『民族』認同，才能對國家認同。也就是

說，民族認同是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文化來源。」8 但就是在對民族國家的理解上，在「中國

意識」與「台灣意識」的碰撞中，產生了激烈的的對立。與「中國民族主義」相反的，產生

了針鋒相對的「台灣民族主義」──要求塑造出一個全新的台灣民族和民族國家來。儘管台

灣民族主義形態即使在台獨的意識形態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但是其基本的論述仍然是今天

所有「台獨」及「本土意識」的理論基礎。如民進黨在1991年將「台獨」訴求納入黨綱，被

視為「等於是清楚地以一個民族主義政黨進入政治市場中」，從而希望達到「終極的民族主

義建國目標。」9 這種形態的出現乃是值得引起深思的：民族與民族國家究竟為何？為甚麼

兩岸會出現各自的民族主義自我認同意識？它是否是兩岸國家意識建構中所必然的走向？

在這個問題上，社會科學關於民族主義問題上的研究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先行的啟示。1983

年，或許是巧合，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在同一年裏出版了兩本著名的論述民族主義的經典

著作：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和蓋爾納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安德森對在書中對民族

作了這樣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

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10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想像」並非指虛假的捏造，而是一種

認知的方式。因此，作為想像的共同體也包含著尋找歸屬和自我認同的指向。蓋爾納澤則指

出，「民族和國家一樣，同是偶然的產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國家並不存在於所

有時期和所有條件下。……民族主義認為，民族和國家註定是連在一起的；哪一個沒有對方

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場悲劇。但是，在兩者結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現才行，而且它

們的出現是獨立的偶然的。」11 由此可以看到，兩書都揭示出，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都遠非

像它們自己所宣傳的那樣神聖永恆，相反，它們都是歷史與人為建構的產物。從時間上來

看，這些想像的造物「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

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他們就會變得『模式化』，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

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

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12 他們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國家話語所揭示的意識

形態性質，也揭示了民族國家意識作為有限存在的內涵。當然，他們的看法同樣也引起了不

同的爭議，但不可否認，正是他們的貢獻使得我們的討論可以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開始。

民族國家意識既然並非天然的，而是後天的人為構造物，它也就可以被質疑。不過在現實當

中，這種權力因為往往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而表現出巨大的力量，因而難於遭到挑戰，這

在今天兩岸的情形可以說都是如此。這樣一來，兩種針鋒相對的自我認同模式就使得兩岸互

相構築「民族國家」的論述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面對這樣一種困局，不外乎兩種可能性

的理解：要麼是這種相互對立的「民族主義」之間有一個錯了，它們當中必須有一個被消

滅；要麼就是「民族國家」的框架不能夠容納兩岸之間的問題，在此「民族國家」的框架本

身錯了。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進入到對成為問題之關鍵所在的台灣意識的理解中去。

二 進入「台灣人的苦惱」中去



溝口雄三曾經提到他從青年時代就存在的理解中國的願望在戰後由於政治原因而長期無法得

到滿足。「到了80年代，隨著外交關係的恢復，中國陸續派遣學術代表團訪問日本。對於那

些來訪的人，我幾乎是如饑似渴地尋求交流，然而卻總是無法得到滿足。好像甚麼地方不對

勁。他們似乎沒有我所尋找的東西。」而後來在赴台灣講學期間，「我的台灣朋友們邀請我

參加了一些具體的活動，使得我漸漸地開始瞭解台灣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台灣人的苦惱。對

於我來說最大的收穫在於在這些台灣朋友身上感覺到了一種和我相同的東西……總是要拒絕

一些東西，說我討厭這個，以反對的姿態來尋找能使自己感到滿意的新的可能性。以這種被

動性和拒絕的姿態作為出發點，原來也可以獲得連帶感覺，這種體會是我的台灣經驗中很寶

貴的部分。」13 從拒絕性的姿態來獲得某種連帶感，這的確是溝口雄三所體會到的「台灣人

的苦惱」中最重要的東西。

但問題是如何才能從一種拒絕性的姿態中獲得連帶感，單純的拒絕本身並不必然會導致連帶

感的發生。因此為了理解所謂「台灣人的苦惱」，本文在此所強調的很重要一點就是主張要

學會「以台灣作為主體」來進行研究。對於中國大陸學人來說提出這樣一個主張可能需要勇

氣，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說法決不隱含任何對台獨話語的認同，因為主體並不就等於國

家，這裏所談論只是一個學術研究的視角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自身歷史的獨特性，其

中某些獨特的感受乃是大陸中國人所無法體會的。不然，就可能墮入我們現在媒體所通行的

淺薄的口號式宣傳中去。而更重要的是，談論「主體」並不意味著主體就是一封閉的實體，

有「主體」就必有「客體」或「它者」，它們是互動的，在主體理解的過程中必須要意識到

它者的合法存在。所以有「作為主體的台灣」也就意味著還有「不能作為主體的台灣」存

在，台灣作為一有限事物，必然也受到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制約。只有這樣，才能學會不

僅克服狹隘的大陸視角，同時也真正克服狹隘的台灣本土視角。否則的話，就只不過是停留

在媒體皮相式的謾罵與攻擊中而已。其結果是既不瞭解對方，其實也沒有真正理解自己。因

此可以說，本文正是力圖以對現行的民族國家話語模式的拒絕──不論其為中國式還是台灣

式，來獲得與台灣人的某種新的連帶感。更重要的是，從這一立場中來進一步尋求對現行的

民族國家話語的超越。

但是，這種努力的尋求卻不是要去重複或介紹台灣的相關理論，這對於我們來說也並無多大

意義。在此，筆者只能以一個大陸知識人的身份去尋求理解台灣問題意識，從而從中發掘出

我們自己長期以來所建立起來的自我認識模式的盲點。這其實反而是最艱難的工作，因為就

如蘇格拉底所意識到的那樣，「認識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當然，本文這裏所要討論主

題而言，理解了台獨話語是怎樣產生的，才能理解他們與我們分歧的根本究竟何在，從而不

是僅僅停留在外在的、表像的批評上。而核心又在於台灣本土的知識人是怎樣建構起「台

獨」這一意識形態的，因為「民族主義的歷史創造是由社會精英和知識份子發動的」14，台

灣意識這一話語體系也不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台灣人的苦惱」其實就是台灣知識

精英的苦惱。

一般公認自1895年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給中國，台灣人的基本認同依然是心向中國的。而

二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所導致的「二二八」事件，才是催生後來台灣獨立意識的源

頭。而此前儘管缺乏實體上的感受，但「將台灣與大陸視為不可分割、休戚與共的想法，在

日據時代台灣知識份子間相當普遍，成為當時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的核心觀念。」15 但是

儘管如此，某些台灣知識份子已經開始意識到了台灣與中國之間不同以往的特殊的微妙關

係。令人深感震驚的是，有這樣意識的人幾乎都來自有過中國經驗，即曾在中國大陸生活過



的人，這一點讓人值得深思16。

曾到過大陸做過記者的文學家吳濁流還在大戰期間就寫下了他的名作《亞細亞的孤兒》，以

自我內省的方式，「敘述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認同危機，探索他們面對情景條件的心路

歷程。」17 儘管當時吳濁流還未產生明確的「台灣人」認同意識，但這一「亞細亞孤兒」情

結後來成為了台獨意識的一個重要口號。吳濁流究竟是怎樣產生這一「亞細亞孤兒」的意識

的呢？他後來的另一部自傳作品《無花果》對他在中國大陸的經歷及思想轉變有著詳細的描

述。還在台灣期間，吳濁流和大多數人一樣，滿懷的是對祖國的眷戀：

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

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

的。只是以懷念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

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18

台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佔領，總有一天會收復回來。漢民族一定會復興起來建設自己的

國家。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台灣的。19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近乎狂熱的愛「祖國」主義者是怎樣產生認同的危機的呢？是怎樣產生

亞細亞孤兒的情結的呢？在抗戰期間，吳濁流終於有了第一次奔赴「祖國」的經歷。出乎他

意料的是，登陸上海後的第一經驗竟然是語言的障礙：「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

己的祖國，但予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20 在日據條件下成長的吳濁流對於語言的差異並不

陌生。但是作為殖民者的日本與自己有著語言差異並不奇怪，因為那本就是他心目中的外

國。但是為何會在祖國遭遇到語言的障礙，以至於竟讓人覺得身處外國一般。應當說，吳濁

流的親身經驗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

在大陸的最初經歷，他在感受到上海這個遠東第一都市的繁華的同時，卻又深感這一切都不

屬於自己。因為這裏是外國人的天堂，中國人的地獄。「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

「只不過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21「台灣人的原鄉夢本來是一種

美好的憧憬，可是在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刻，換來的卻是不可置信的『做一個中國人的悲

慘』，在情緒上受到強烈的撞擊，因為原鄉的美好草原，竟然蘊涵著人性的墮落，到底是戰

爭的無情摧殘人性？抑或是古老帝國的殘渣隨江河以俱下的結果？吳濁流模糊了，他情感上

交雜著無奈、悲哀與傷感。」22 親眼目睹了原本希望「總有一天會來解救台灣」的中國竟然

還不如台灣，這樣的中國又何以解救台灣。這可以說是日據時代踏上中國土地的台灣知識份

子的共同經驗。

有「台獨教父」之稱的彭明敏回憶他幼時隨父母到南京，上海等地的經歷時，家人也得出了

同樣的感受23。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人往往都是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深厚的反抗情節的

人。以出身高雄望族的彭明敏為例，1940年日本在台灣發起「皇民化」運動後，在台灣人中

間推廣日本姓名。如眾所周知，李登輝曾改名為岩里正男。但是當時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讀

書的彭明敏卻拒不改名，堅持使用本名。1944年日軍徵召台灣學生入伍，彭明敏為躲避入

伍，逃往長崎的兄長那裏，結果在路上遇到美國空襲，喪失一條手臂，成為終身殘疾。是甚

麼把一個這樣的人轉變成了堅定的台獨教父，其中原因令人深思。但不論如何，可以看出現

在那些簡單指責主張台獨的人因為受過日本統治，所以有皇民情結的言論其實是非常武斷

的。



戰後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造成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產生分裂的導火索。光復的最初，應當

說台灣人還是普遍懷抱著對祖國的歡迎和期待的。但是在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後，兩岸的

社會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可否認，經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當時是一個更為先進和有

序的社會，已經具備了現代化的雛形，而中國大陸反而是明顯更為落後的社會。問題是，除

了少數曾到過大陸的台灣人之外，大多數人對此並無清醒的認識。這就帶來了幾乎不可避免

的悲劇。無素養和紀律的中國官僚系統取代了雖然嚴苛但訓練有素的日本官僚系統，使得社

會秩序狀態大亂。在台灣社會已經絕跡幾十年的霍亂等傳染病在短期間就死灰復燃。而富有

中國特色的紅包文化與說情風更讓台灣人為之錯愕。最惡劣的是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他

們變接受為劫收，不僅使得台灣的政治經濟狀況都急劇惡化，而且還激起了台灣人本省人普

遍敵意。台灣人原以為在光復後終於可以當家作主了，不料從外省來的接收人員佔據了幾乎

所有的公職，台灣本省的知識精英反受到排擠和打壓。這都引起了本省人的普遍不滿，「豬

去狗來」的罵聲隨之而起。葉榮鐘的詩句「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則是當時台

灣知識份子的普遍心照24。這些最初的情結在經過「二二八」事件的點燃後，終於爆發出

來。儘管它被國民黨政府鎮壓下去，但由此而產生的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成為

戰後台灣社會最大的裂痕。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國民黨也因此長期不敢重用本省人，直到七

十年代蔣經國執政後才開始改變策略。不過真正實質性的變化還當是發生在李登輝上台之

後。

在國民政府1949年遷台後，為了把台灣建成「反共基地」，對台灣加強了各方面的建設。在

意識形態上的重要舉措則是對台灣人在精神上重新進行中國民族主義的打造25。作為對這一

建構的反動，催生了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肇端。最先明確提出這一意識的是曾有「台獨之

父」之稱的廖文毅26。廖文毅與中國大陸的淵源更深，由於他在中國有著長期生活的經歷，

應該很早就會有較深的內心感受。只可惜廖是後來被國民黨招安的人，所以對他過去的經歷

不可能留下隻言片語的回憶。廖文毅是在理論上首倡「台灣人」認同者，強調台灣人不同于

中國人，所以台灣人必須得獨立。要想證明這一點，就得說明為甚麼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廖

為此根據台灣的殖民史造出了「血統論」：「先天的我們（台灣人）繼承印尼、葡萄牙、西

班牙、荷蘭、福建、廣東、以及日本人的血統，換句話說，融合原住民，漢、日、拉丁、條

頓諸民族的血統。」27

在台獨人士看來，「廖文毅提倡台灣民族主義，以此與中華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對

抗，確有重大意義。」28 不過，廖的血統論證過於荒謬，像他硬把拉丁、條頓血統也扯進

來，實在讓人感到缺乏說服力。但是廖文毅的思路卻啟發了後來的台獨理論家，為了證明台

灣人認同的合理性，王育德尋求從「民族論」的角度來論述這一點，其核心在於要對長期存

在的「中國人」觀念進行解構。他的專論《台灣民族論》是為代表，其核心內容如下：29

1. 所謂「漢民族」不是「民族」。民族（Nation）是資本主義誕生以後的產物。漢民族說是

有四千年的歷史，這是大笑話。俗說的所謂「漢民族」毋寧是「漢Volk30」。如果是「漢

Volk」，將台灣人歸入其中也可以。福佬人、客家人都是「漢Volk」中的小Volk。他們來到

台灣，由於海島地理條件與歷史條件，變成「台灣Volk」。

2. 中國民族的民族意識起源於太平天國。

3. 日治時代台灣近代化，台灣Volk發展成為台灣民族。但是實質的成立是二二八以後的事。

雖然如此，一直到現階段，也尚不能說完全地成立了。台灣必須建立民族國家以後，透過



「國家」的容器，精煉民族這個「內容物」，才能收卓效。

王育德乃是職業學者，曾任日本明治大學教授。與廖文毅拼湊的血統論比起來，他的理論顯

然要精緻、有力得多。他對現代中國民族意識起源於太平天國的看法乃是來自于日本學者竹

內好，並非今天學術界主流的共識。但是他的一些基本質疑──即民族（Nation）是一現代

歷史的觀念；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並非直接由傳統意識承接而來──還是很有力度的。應該如

何評價後面會再提到。他的基本立場構成了後來台獨論述的理論基礎，直到今天還產生著重

大影響。在解構方面，其與當前台獨意識對中國意識的拒絕是基本相同的；而在建構方面，

雖然今天台獨的主流話語不一定提「民族國家」，也有各種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但其實

質仍然是相通的。都追求以台灣建國的容器來精煉「台灣認同」的內容物為目標。而且很難

說目前台獨話語的這種妥協就不是一種針對現實的策略考量，一旦真的達成建國目標仍將會

以明確的民族國家的塑造為指向。至此，對「台灣認同」的理論塑造可以說已經成形了，所

欠缺的只是實踐的機會而已。而在九十年代台灣民主化的背景下它終於可以登上舞台一展身

手。

三 民族國家與中國現代性的反思

由兩岸的分割而造成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裂痕的確是現代中國的一出悲劇，可惜歷史是

不能回轉的。但造成這種裂痕的根本原因又是甚麼？是由於對立的雙方特別蠻不講理嗎，就

像今天兩岸的人們各自互相指責的那樣？如果真是如此，究竟這兩種不同的立場哪一種是錯

誤的呢？雙方各有各的道德標準，評判正誤的標準又是甚麼？對此，自由派的知識份子試圖

以超越民族主義的道德價值，即自由民主來評判這一問題。在他們看來，關鍵是在於大陸缺

乏自由民主，所以不能理解台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願望所造成的。似乎如果大陸有一天民

主了，這一問題就不存在了31。但是事實並非全然如此，因為連台獨的理論家也坦承：「台

灣人想要獨立是因為自己想要當家作主，與中國有沒有民主、富不富強是沒有關係的。」32

可見，這一問題的內涵遠遠超越了單純的道德評判，它實際上隱藏著一個關於中國現代性的

重大問題。因為「現代世界歷史是現代性的歷史。民族主義就是在世界現代性的歷史框架中

崛起、發展和演化的。」33 要突破這一困境，就應當進入到歷史的「系譜學」

（genealogy）中去，從而打開封閉已久的歷史之門。

近代之前的中國意識乃是一大一統的「天下」意識，「血統中國，地理中國、文化中國、政

治中國、道德中國都成一體。不幸的是，這個完美的中國，終於被西方帝國主義打破了。中

國開始從『天上』掉下來，變成現代『人間』的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而且在現代的『世

俗』變化中，血統、地理、文化、政治、道德的支持力量，也逐漸『退回』其本來的角度，

是中國變成沒有神聖色彩的『國家』。」34 因此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產生本質上乃是近代

歷史的產物。然而，同樣也是在這樣一個「去神聖化」的過程中，為不同於單一的民族國家

論述的它者的出現提供了契機。

張灝指出，「民族主義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而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產物，這

裏我要特別強調一八九五年以後大約二十五年這段時間的重要性，主要因為那段時間是中國

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關鍵時期。而民族主義產生的幾個必要條件就是在這關鍵時代才出

現。」35 的確，在甲午戰爭中，一直自命為「天朝上國」的老大帝國竟然慘敗於東瀛小國日

本，這極大地動搖了中國傳統政治與傳統觀念的核心價值觀。「中國由此逐漸陷入深巨的政



治與文化危機。在這個時候，教育階層，特別是知識份子，繼續替自己的政治認同，群體的

歸宿感與社會價值取向找一個新的凝聚點與新的指標。一言以蔽之，新的精神核心。當時許

多人就在民族主義找到這個精神核心。因此一八九五年以後民族主義應運而生也與這種文明

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與精神危機有著密切關係。」36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民族主義是在

尋找新的意義和價值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對於甚麼是中國這一民族，知

識界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共識的。

中國民族主義是在滿洲人作為少數群體實施帝國統治的背景下登場的，因此，它和漢民族意

識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這個問題上，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黨人針鋒相

對。革命派中，汪精衛在1905年所寫的《民族的國民》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性論著之

一，汪氏強調一國家必須由一民族構成乃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所在。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國

家之國民並非都為單一的民族，因此必須要同化所有民族為同一民族。汪氏認為漢人正面臨

著被滿人同化的危險，當務之急就是要奮起競爭，從而同化或消滅滿人37。

與革命派的觀點針鋒相對，梁啟超視對方立場為「種族主義」。他質疑只有排滿，建立純粹

的漢族民族國家才能挽救中國的看法，而主張「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苗合回合藏，

組成一大民族。」38 梁啟超的「大民族」觀點實際上顯示出他也堅信必須在「民族」的基礎

上打造新國家。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審視他們的觀點時，可以看到儘管對於如何解決政體問題

的主張不同，二者都意識到存在著漢人與多民族國家現實的矛盾。儘管有著地區和語言的差

異，由於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漢人的自我認同並不構成一個問題。奇怪的是，二者在論述漢

人與民族的關係時都持一種進行時態，即在並不質疑漢人的民族特性的同時，同時又把它界

定為應當朝著民族化的方向發展的民族。但是，漢族與民族國家究竟是甚麼關係，雙方並不

一致。汪精衛鼓吹單一種族的同化民族觀；而梁啟超並沒有斷言民族只能是單一種族的政

體，漢人可以是未來新民族下的一個共同體。由此可見，對於如何界定民族和漢民族，最初

也並無明確的共識。

進一步的發展出現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傅斯年對於中國歷史分期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漢族勢

力的週期興衰問題，他斷言在魏晉之前的兩千年裏才是漢族血統的純潔性時期。這以後則是

胡漢在血緣及文化上的混合。「傅氏把這一時期稱為『第二中國。』他暗示『第三中國』興

起於民國，但不很明確。……這裏歷史發展的範疇本身似乎與民族主體的建構聯繫在一

起。」39 而另一歷史名家顧頡剛則正好相反，他的古史辨向民族主義神話建構的漢族血統純

潔說提出了挑戰。在顧頡剛看來，異族及異文化為中華文化帶來了新的活力，文明以這樣的

方式延續下來。不過儘管如此，漢人在這個過程中仍然是居於中心地位的40。二人觀點雖有

不同，但在致力於建構中國國族的歷史性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儘管並未達成統一的共識，從

1895年以來的這些論說基本奠定了後來民族主義話語的基礎。與一般人所想像的相反，認為

漢民族早在秦漢時期就已成型的觀點是由范文瀾於1954年才提出，並因此在當時引發了關於

「民族」概念的爭論41。這在當時無疑也是有政治背景的影響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民族觀念及民族主義乃是面臨外來挑戰時的產物。問題是，這個從日

本和西方引進的概念和當時中國多民族的現實並不符合，這必然會引起上述問題。更糟糕的

是，甚至毫無疑義的漢族認同如果拿這一引入的民族概念來套的話也會出現問題，像前述民

族定義的四個特徵中的第一個──共同的語言就不符合。推廣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是從二

十世紀才開始的，而很多方言之間都無法交流。尤其中國南方諸方言與北方官話其實是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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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從現代語言學上看，它們或許更近於語言而不是方言 。如前述吳濁流在上海遭遇

語言障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來自台灣的吳濁流聽不懂上海的吳語在此背景下絲毫不

足為奇。著眼於民族國家塑造的目標，統一的民族國家必然也需要有共同的語言。而在這一

民族國家的自我塑造過程中，也產生了另一認同的重要來源──近代民族國家反抗外來帝國

主義的共同意識43。這樣就產生了從傳統的文化共同體意識到現代的民族意識的轉變，並且

這一經驗也逐漸被大多數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無可置疑的。

問題是，從1895年起的這段時間裏，台灣因為成為了外國領土，恰恰是被排除在這一運動之

外的。這樣，一方面台灣人無法經歷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經驗的洗禮，日據時代認同中國

的紐帶依然是傳統的文化中國意識。另一方面，這一傳統的認同意識在戰後回歸祖國的現實

中卻遭到了無情的衝擊。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的中國民族意識與歷史上的文化意識的確有

所不同。故此，王育德指出中國的民族意識是源於近代的，從而以Volk和Nation的差異來解

構漢民族及建構台灣民族，這對於中國民族國家論說的確是很具挑戰力的。因為，「『現代

國家』的形成，在文化上，是社會賴以存在的威權結構出現了完全嶄新的樣式。在前現代即

傳統社會中，國家是存在的，但其社會、文化和法理基礎與現代國家完全不同。」44 就此而

言，現代民族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本身是一歷史概念，是中國近代歷史下受到列強侵辱，

特別是受到日本衝擊下的發生物。而在前近代的帝國的政治體系下，則尚未樹立起明確的主

體意識。台灣地區也是如此，學者的研究表明，在清治時期，並無明確的本土意識或台灣意

識。相反，有的只是由漳州人、泉州人及客家人等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45。就連主張台獨的

學者也承認，「台灣人意識的形成，應該是日帝主台之後，在台灣人共同抗日的意識總產

生；而產生台灣人意識的歷史背景是台日的文化摩擦與異質性的發現。」46 因此我們可以

說，正是1895年這個關鍵點不僅造成了海峽兩岸的分離，也造成了兩岸不同的現代性的自我

意識，至今仍不能化解。

當然，在中國從文化主義向民族主義轉變的這一過程中，過去的文化意識同時也扮演了一個

增強內聚力的作用，儘管其作用的重要性如何可以討論47。沒有人懷疑這一共同的文化心理

的存在，而台獨理論家們所努力的則是要竭力把這一文化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層次，質疑同一

文化來源就必然要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設定。換而言之，在構成現代民族的要素中，來自

歷史的共同文化意識與經由現代性轉化而來的共同歷史經驗，哪一個更重要？這是面臨考驗

的。

但是另一方面，不管王育德的區分能否成立，也並不意味著台獨意識的話語就更具有正當

性，因為其立場已經隱含著把民族國家當作了現代國家的根基。而這一點正是最可質疑的。

按照他的說法，台灣人因為與中國屬於不同民族，所以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而台灣人為了徹

底成為一個民族，就必須經由國家來塑造自身。他賦予民族國家的這一終極性，根據何在？

民族國家本身是最先出現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與其後的拿破崙戰爭被學者公認為是現代歐

洲民族主義的起源48。在東亞，日本最先引入了民族與民族國家的概念，在現代，它幾乎成

了籠罩在所有東亞各國頭上的魔咒。東亞社會對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幾乎都與日本有關，王

育德與早期的台獨理論家們的學術資源也多來自日本。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的日

本，「作為對國家主義的反省，日本在戰後忌諱使用『民族』。……許多學者為了不使人們

認為成為自己敘述對象的『民族』是『只要想成為「主權國家的國民」就應該實現的一種人

類集團』，不得不反過來用ethnic group、ethnicity、ethnic minority等英語辭彙解釋或

代替日制漢詞的『民族』。」49 因此王柯以為將來自日本的「民族」與「民族國家」概念引



入中國是一個誤會。「中國因追求『民族國家』，卻為自己留下無窮後患。因為以日本國粹

主義運動和國體論為背景產生的日制漢詞『民族』，首先讓人們更加意識到它是一個建立在

血緣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的概念。……這種意識與中國多民族國家現實發生衝突的真實寫

照。」50 不過他未有進一步意識到它甚至與中國的民族論述本身同樣發生了衝突。故而有理

由問，由歐洲現代性所生發出來的民族意識與東亞的自我意識是否相同呢？在東亞國家，民

族意識究竟是否是由前近代的共同體意識轉化而來呢？如果不是，那二者又是甚麼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育德等台獨理論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危險性。既然統一的中國民族概念可

以遭到質疑，那統一的台灣民族概念與台灣意識又何以不能遭到質疑。今天台灣尖銳的族群

矛盾正是這一問題的表現，不僅有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而且就是本省人也分成福佬人與

客家人，另外還有原住民，彼此之間都有矛盾51。期待中的統一的台灣民族沒有形成，台灣

社會卻日益被撕裂。這恐怕是王育德們所始料不及的。

四 結 語

頗為吊詭的是，在今天台灣已經實現民主，實現了「台灣人出頭天」訴求的背景下，島內的

族群問題和兩岸的對立關係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在最近幾年有愈演愈烈之勢。這讓許多人困

惑不已。不過今天的認同對立與上一世代的狀況有所不同，特別是如前文所指出的，愈來愈

多的對過去的歷史並無真實感受的年輕人變得認同民進黨的路線。這當于後現代背景之下的

個體認同危機有關係。後現代社會使得以民族國家為標誌的現代化出現了結構性危機。一方

面在日益全球化的時代裏，全球市場腐蝕了傳統的主權概念，從而解構了舊的民族國家觀

念。另一方面，大眾媒體對傳統價值的顛覆使得新的一代的自我認同方式愈來愈多元化。這

一背景導致了「在許多國家，社會和文化重新定向，國家和社會、個人的關係在重新構造，

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也在調整，因此，國家功能在後現代時期面臨著重新定義。即使『民

族』和『國家』在概念上沒有完全解體，至少國家的合法性來源已無法簡單地依靠政治、經

濟和軍事的實力得以詮釋，更不能訴諸已經破產的意識形態神話。各國都迫切需要儘快培植

出一套至少在表面上能引起社會共鳴的社會主流意識，以支撐政治意識形態解體衝擊下的政

治權力。民族主義就是在國家合法性危機的狀況下再度崛起的。」52 在發展中社會知識份子

那裏，這一情況尤為突出，學者們將其視為爭奪話語霸權和政治霸權的鬥爭53。在台灣，高

速的社會轉型帶來了「個體性的覺醒」54，而覺醒了個體又必然要尋求自我的認同歸屬。問

題又在於後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為個體所提供的不再是單一的認同歸屬，而是可以有多種選

擇。這一現象與當前台灣特有的政治鬥爭譜系結合起來，導致傳統的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方

式在民眾當中日益被瓦解，同時也造成了族群矛盾和兩岸矛盾的加劇。

站在作為集體的台灣人的角度看，九十年代台灣意識在島內的高漲可以視為台灣人「主體意

識」的覺醒時期。借用一下黑格爾的術語，筆者將它稱為台灣 「主體意識」從「自在」

（in-itself）走向「自為」（for-itself）的歷史過程。即這一「主體」不再只是完成其他

主體目的的工具，「主體」的個體性愈來愈明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台灣意識，它

以一種極端的形式挑戰了百年來中國知識精英所精心建構起來的民族與民族國家話語。原來

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東西現在竟然成為了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的重要性也在

於，可以使我們徹底反思現代中國國家根基的合法性之所在。

然而問題也有另一面，「主體意識」發展到極端，變成了「唯我論」，漠視一切他者存在的



合法性。借用竹內好的話說，它為自己構築了一個沒有「異」的世界。從不尋求去理解他

人，卻片面地要他人理解自身。且不說兩岸問題，光是近年來島內的世風日下，亂象紛呈便

不能不說與此是難脫干係的，這讓不少島內嚴肅的知識份子都憂心忡忡。因此，這一唯我的

主體意識很可能蘊含著主體意識自身解體的可能性。這是值得台灣人警惕的。

儘管對於當前的現狀，兩岸的人們都負有責任。但不可否認，兩岸的政治實力是不對等的，

大陸方面擁有較明顯的主動權。因此大陸方面應當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無法預料未來究竟會

怎樣，但是在後現代社會的背景之下，應當看到問題的複雜性。不能排除如前所述，即就算

兩岸統一了，台獨意識仍然會以一種魁北克式的方式存在。而問題又在於，由於當代「中國

知識份子總體上未能向後現代、後殖民知識份子那樣向啟蒙工程提出挑戰。」55 從而導致這

些問題在中國大陸被遮蔽起來了。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詢問這些問題：構成現代國家建立

的根據究竟是甚麼？未來中國國家意識的建立是否必需奠定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如果不

是，又該建立在何基礎上？如果是，那這個民族與民族國家又意味著甚麼？是基於前近代的

共同歷史經驗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台灣問題有著明確的地理界限，但它卻有可能超越

自身的問題意識，成為一具有普遍意義的的現代性問題。

由內在差異性所帶來的衝擊遠大於外在的差異性。正如甲午戰爭的失敗所帶來的衝擊遠遠超

過此前任何一次失敗一樣，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對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內部衝擊也遠超過與不

同國家間民族主義外部衝突。當初正是甲午的戰敗導致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而今天

台獨意識卻使它面臨著被解構的危險。然而也正像敗於日本使得一代知識份子重新反思自身

一樣，台灣意識的挑戰也要求清醒的中國人重新反思自身，使海峽兩岸能有一個新的開端。

當然，這一切同時也取決於另一個條件，那就是台灣人也有清醒的反思自身存在的意願。台

灣著名學者黃俊傑先生提出，「展望二十一世紀，『台灣意識』應該從抗爭論述轉化為文化

論述，才是一個較為健康的發展方向，庶幾『台灣意識』才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秩序與海

峽兩岸關係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56 我們也願意期待這種「建設性作用」之可能性的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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