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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美台双方互派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是美台“实质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与台湾关系法》

和台湾“驻外机构组织通则”为依据，双方互派办事机构并签订“1980 年协定”，对互派办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
与豁免做了详细安排。2013 年，双方又重新签订该协定，大大提升特权与豁免待遇。尽管对比《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相关规定，美台“2013 年协定”约定的特权与豁免待遇与国际标准仍有一定距离，这也是台
湾的现实地位使然，但这种以单一事件为契机，逐步推进“实质外交”的举动值得警惕。
关键词：美台关系；“实质外交”；特权与豁免
中图分类号：D92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557（2017）04-0039-07

2016 年 12 月 2 日，蔡英文与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取得通话，成为首位与美国总统直接电联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尽管这只是蔡英文当局凸显自身存在、干扰中美关系大局的“小动作”，但仍然引
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事实上，自 197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此同时，许多曾经
与“中华民国政府”建交的国家纷纷与之断交，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台湾当局为了在国
际上获得一定的空间，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和官方地位的状况下，持续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与未“断交”的“邦交国”、已“断交”的“非邦交国”和国际组织开展一
系列“实质外交”活动，逐渐探索出所谓“实质外交”的道路，仍不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①鉴于美国
对于台湾问题的特殊关注和影响，美台关系尤其值得警惕。而上述通话便是台湾当局提升所谓台美“实
质外交”的具体表现之一。②
从既有文献看，法学界对于美台关系的研究多限于从宏观层面对《与台湾关系法》的解读，尚未
有从双方签订的法律文件入手对某一具体制度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美国凭借《与台湾关系法》与
台湾建立了“实质外交”关系，尤其是双方互派机构人员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在 2013 年“刘姗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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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有所提升，成为美台关系进一步靠拢的标志。本文将从美台两次签订“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
入手，对比前后文本内容的变化，并将其与国家之间的特权与豁免对比，从中解读美台“实质外交”
关系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一、台湾对外关系中的特权与豁免概述
外交关系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通过主管机关或官员，用谈判、通讯、会议、参加国际
组织和缔结条约的方法，进行交往所形成的关系。①而领事关系是指一国官吏在他国的领土内行使领事
职务的事实形成的两国间的关系。②广义上，领事关系也包含在外交关系中，一般情况下两个国家建立
外交关系后也就意味着建立了领事关系。一个国家外交领事机构的人员是其开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纽带，
而这些人员在接受国必须享有一定的优待才能顺利履行职务，也就是外交关系中的特权与豁免。在国
际法领域，只有相互承认并建交的国家之间才可能产生外交特权与豁免。
当前，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因此，除了与极少数所谓“邦交国”
保持“外交”关系外，台湾当局更多以“实质外交”的方式与“非邦交国”进行接触。相对于礼仪性
外交而言，“实质外交”是有具体内容，可产生实际效果，能够增进实质关系的一系列策略和活动，
是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和相应地位的前提下，以形式上的民间性、非官方形式开展相应的“外交
活动”，也是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求“生存”的主要模式。③目前台湾与世界上 79 个国家保持着非正式
“外交关系”，并在这些国家设立“驻外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以下简称“代表处”）或“台
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根据台湾在 2012 年制定的“驻外机构组织通则”第 5
条，④在台湾内部“代表处”与大使馆在地位上相同，“办事处”与领事馆地位一致。根据同法第 6 条，⑤其
馆长都由“外交部”统一任命。由此可见，“代表处”与“办事处”已经超出所谓的“经济文化”功
能，实质上担任“大使馆”、“领事馆”的职务，在台湾对外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于台湾不是也无法成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缔约方，台湾在
与其所谓“邦交国”安排互派机构的特权与豁免时，往往通过签订双边协定，约定双方愿意按照《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给予“大使馆”、“领事馆”相同的特权与豁
免。比如，台湾于 1968 年与巴拉圭签订的“中华民国与巴拉圭共和国友好条约”，与多米尼克在 1995
年签订的“中华民国与多米尼克友好条约”，同在条约第 3 条对特权与豁免做了相同的规定，即缔约
双方有相互派遣正式外交代表之权，此项代表在所驻国应享受国际法通常承认之一切权利、优例及豁
免。至于与“非邦交国”之间的特权与豁免，台湾则以制定内部规定的形式展开。例如，1982 年台湾
制定了“驻华外国机构及其人员特权暨豁免条例”并于 1997 年做了修正，此条例是台湾在退出《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后，单方面承诺“非邦交国”的外国代表在台湾可享有相应的特权与豁免。

①
②
③
④

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0 页。
周鲠生著：《国际法（下册）》，商务印书局 1976 年版，第 570～571 页。
刘峰：《台湾的“实质外交”》载《台湾研究集刊》1986 年第 3 期，第 38 页。
参见台湾“驻外机构组织通则”第 5 条：驻外机构馆长、副馆长之职称、官等职等及员额如下：一、大使馆、代表处置大使
一人，特任或简任第十三职等至第十四职等；公使一人至三人，职务列简任第十二职等至第十三职等。二、代表团置常任代
表一人，特任或简任第十三职等至第十四职等；副常任代表一人至三人，职务列简任第十二职等至第十三职等。三、总领事
馆、办事处置总领事一人，职务列简任第十二职等；副总领事一人或二人，职务列简任第十职等至第十一职等。
⑤ 参见台湾“驻外机构组织通则”第 6 条：驻外机构馆长、副馆长之职务范围及其指挥监督权责如下：一、大使馆、代表处馆
长承外交部之命，办理我国与辖区内国家间之外交业务及外交部指定之其他业务；副馆长襄助馆长处理馆务。二、总领事馆、
领事馆、办事处馆长承外交部之命，办理我国与辖区内国家或地区间之外交业务及外交部指定之其他业务，并受我国在驻在
国所设大使馆、代表处馆长之指挥监督；副馆长襄助馆长处理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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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台“断交”后特权与豁免的延续
虽然目前仍有许多国家与台湾保持“实质关系”，但只有美国采用制定专法的方式调整双方之间
各方面的关系。1979 年 1 月 1 日，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与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断
交，但这并没有完全切断美台之间的“官方”联系。美国随即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意图以国内
法的形式“掩耳盗铃”地将国际法上的承认、设定特权与豁免等问题转化为国内法调整的范畴。《与
台湾关系法》代替了此前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得以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特殊关系，该法第 4
并且承诺提供防御
条明确表达仍将台湾视为“国家实体”，①在美国国内保持与“断交”前相同的待遇，
性武器，以保持台湾对抗大陆的军事实力。②
尽管《与台湾关系法》正式签署于 1979 年 4 月 10 日，但该法追溯自 1979 年 1 月 1 日生效，使美
台“官方关系”得以保持连续性。该法第 6 条③和第 10 条④明确授予双方互派机构的权利，《与台湾关
系法》和台湾当时的“外交部驻外代表组织规程”共同构成美台互派机构的法律基础。美国在 1979 年
设立非盈利民间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并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代替“断交”前美国在台“大使
馆”的职务。台湾在同一年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对机构，并在美国设立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沿袭“断交”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1994 年该“办
事处”正式改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美台之间的特权与豁免有其特殊性，1980 年美国在台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就两个机构
及其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签署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与美国在台协会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以下
简称“1980 年协定”），这是台湾与“非邦交国”签署的唯一一份有关特权与豁免的协定，一改台湾
以往与“非邦交国”安排特权与豁免的实践，可见美台关系的紧密和双方对特权与豁免的重视。美台
关系是台湾对外关系的首要考量，为了强化美台关系，台湾派驻美国的政府官员人数及馆处数量远超
其他国家。因此，美台特权与豁免协定对台湾来说影响既深且广。⑤
“1980 年协定”的签订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的第 10 条第 3 款，该条款规定：根据台湾给予美
国在台协会及其适当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权，总统已获授权给予台湾机构及其适当人员有效履行其功能
所需的此种特权与豁免权（要视适当的情况及义务而定）。双方基于互惠原则给予对方机构及其人员
相应的特权与豁免。
“1980 年协定”全文共 8 条，对美台互派机构及其人员的特权与豁免规定较简单⑥。全文未明确定
义主体，均用“对等组织”代称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机构的人员统一称为雇员。
根据“1980 年协定”第 1 条的规定，协定主体应包括主要“办事处”（即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办事处，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华盛顿代表处”和各“办事处”），“主要办事处”人员（包括“代表处”代
表、“办事处”处长、行政和技术人员），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非驻在国国民”或永久居民家属。⑦“主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与台湾关系法》第 4 条：美国法律中提及的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也包含台湾地区，这些法律也适用于台湾地区。
罗国强：《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特点与法律实效》，载《太平洋学报》2015 年第 10 期，第 18～26 页。
参见《与台湾关系法》第 6 条：美国在台湾设立非盈利法人——美国在台协会，保持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关系。
参见《与台湾关系法》第 10 条：台湾也应设立相关机构与美国保持联系；并指出根据台湾给予美国在台协会及适当人员的
特权与豁免，也相应的给予台湾机构及其人员特权与豁免。
⑤ 祝立宏：《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与美国在台协会（AIT）特权与豁免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 2012 年硕
士学位论文，第 3 页。
⑥ 参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与美国在台协会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全文。
⑦ 参见“美国在台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间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第 1 条：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得于华盛顿特区之城区
设立办公处所与在美利坚合众国内八个城市与“对等组织”所同意之其余都去建立分之处所。美国在台协会得在台北设立办
公处所与高雄设立分之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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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事处”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是“1980 年协定”的重要内容。
“1980 年协定”只在第 5 条中明确列举“主要办事处”人员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内容为：报酬免
税；免交保险、社会安全等给付；免除中央或地方消费税、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税；关税及出入境上
享受与在美国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同的待遇；职务范围内的的刑事、民事及行政管辖豁免。第 2 条提到，
双方应尽一切适当的可能保护另一对等组织的人员，以便利此组织的正常运作。这一规定非常原则，
没有具体规定保护的内容为何，可见“1980 年协定”尚未重视对相关人员的人身保护。①
就国际法而言，特权与豁免很难区分，可以说特权是指派遣国的驻外机构及其相关人员所享有的
超越接受国赋予法人或自然人的权益，体现为免除在接受国履行纳税、缴费义务。而豁免则是享有免
除当地法律条款的待遇，最显著的是免除接受国的司法管辖。②目前设定特权与豁免的依据通说为“职
务需要说”，也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采纳的价值标准。因为外交人员要想有效的履行职务，必
须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受当地法律干扰，自由地代表本国。③其中，刑事管辖豁免非常重要，为国际习惯
法所确立，并由国际条约明确规定，是国际强行法的一部分，已成为一般法律原则。④而“1980 年协
定”在“主要办事处”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上要求限于职务范围内的行为，严格限制行使司法管辖豁
免的条件。然而，协定未明确职务范围如何界定，这使得对“职务范围”的解释成为能否行使豁免权
的主要判断标准。
“1980 年协定”规定的特权与豁免范围小，主体单一，内容简单。重点涉及“主要办事处”人员
在税收、给付等行政事项上的特权与豁免，对于人身保护这样重要的特权却无详细规定。在司法管辖
豁免上限制较大，均要求在职权范围内，限制了对“主要办事处”人员的保护。
三、美台“断交”后特权与豁免的提升
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但在“1980 年协定”诞生后的三十多年里，双方在执行协定方面并无障碍，
直至 2011 年“刘姗姗事件”爆发，才让双方意识到有必要修订并完善协定的上述不足之处。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台湾驻美国堪萨斯办事处”处长刘姗姗遭联邦调查局以“外籍劳工契约诈
欺罪”逮捕。依检方指控，刘姗姗强迫其菲籍家庭帮佣超时工作，仅给付工作合约上三分之一的薪资，
禁止其自由外出，且装置闭路电视监视菲佣。检方随即起诉刘姗姗并移送出庭，法官当庭谕令还押。
该事件传出，台湾舆论哗然。根据 1980 年 12 月修正的“外交部驻外代表组织规程”第 4 条，⑤“办事
处”在台湾被自认为是“领事馆”，派出人员由“外交部”直接任命，因此刘姗姗的职务相当于“领
事”。据此，台湾“外交部”第一时间就此向美方表达“严正抗议”，强调此举违反双方签订之“1980
年协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姗姗，⑥但这一要求并未被美方接受。本事件最终以刘姗姗向法院“协
商认罪”才告一段落。
根据“1980 年协定”，“办事处”处长只享有职务范围内的刑事管辖豁免，刘姗姗的行为是否属

① 祝立宏：《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与美国在台协会（AIT）特权与豁免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 2012 年硕
士学位论文，第 70～71 页。
② 黄德明：《现代国际法特权与豁免制度理论依据的比较研究》，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 年第 5 期，第 65～89 页。
③ 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0 页。
④ 王虎华：《论外交官的刑事管辖豁免及其国际法处治》，载《法学》2010 年第 9 期，第 47～57 页。
⑤ 参见台湾地区“外交部驻外代表机构组织规程”第 4 条：驻外代表机构依其任务性质及业务区域，分为代表处及办事处两类。
凡以一国为业务区域者，设代表处，其地位相当于大使馆；以一国中之某一地区为业务区域者，设办事处，其地位相当于总
领事馆或领事馆。
⑥ 台湾地区“外交部”：刘姗姗案寻求“外交”解决，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1/12/n3428814.htm，下载日期：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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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职务行为需要判定其行为的性质，显然美国政府不认为其行为是在履行职务。①“刘姗姗事件”引发
台湾对“1980 年协定”的反思，经过协商美台双方于 2013 年重新签订“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与美国在台协会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以下简称“2013 年协定”）。②
“2013 年协定”全文 12 条，该协定的主要修订在于：一方面，“2013 年协定”细化了主体范围：
协定第 1 条对“代表处”和“办事处”的特权与豁免分别规定，明确主体范围包括“主要办事处”（“代
表处”）③、“主要办事处”派任职员（馆长、行政及技术人员）、与“主要办事处”派任方职员构成
同一户口的非驻在国国民或永久居民家属，“分支办事处”（“办事处”）④、“分支办事处”派任职
员⑤（馆长、行政及技术人员）、与“分支办事处”派任职员构成同一户口的非驻在国国民或永久居民
家属。另一方面，“2013 年协定”提升了“代表处”相关人员及家属、“办事处”相关人员享有的特
权与豁免：协定第 7 条、第 8 条规定“代表处”相关人员享有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职权范围内的民
事及行政豁免；不受逮捕或拘禁；人身自由或尊严不受侵犯；无作证义务；私人住所不得侵犯；文件、
信件及财产在刑事管辖案件、职务范围内的民事及行政管辖案件中不受侵犯。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非
驻在国国民或永久居民家属享有与“代表处”相关人员相同的刑事管辖豁免且不受逮捕或拘禁。“办
事处”馆长及一名指定的副馆长在犯最轻本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行时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职权范
围内的民事及行政豁免，一般职员只在职权范围内享受司法管辖豁免；人身、自由或尊严不受侵犯；
职务范围内无作证义务；有权拒绝以专家身份作证且不得强制其作证。显然，“刘姗姗事件”后，美
台双方均有意更全面地保障双方互派人员的特权与豁免待遇。
通过对两份协定的对比可见，“2013 年协定”相比“1980 年协定”在主体、“代表处”相关人员、
“办事处”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等内容上更丰富，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2013 年协定”改变主
要人员的称谓，从“雇员”转变为“派任职员”，进一步肯定互派人员的官方性质。并增加享有特权
与豁免的主体，将“办事处”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从主要人员中单列，明显加强对其的保护；第二，
“2013
年协定”新增“代表处”相关人员在文件、信件及财产于刑事管辖案件、职务范围内的民事及行政管
辖案件中不受侵犯，住所不受侵犯，完全免除作证的义务等方面的特权，保护范围更广；第三，“2013
年协定”中“代表处”相关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提升为一般性豁免，即非执行职务时也享有完全的刑
事管辖豁免，相比“1980 年协定”要求“职务范围内”，进一步完善人身的保护；第四，与“1980 年
协定”只原则性的要求双方需尽可能提供保护相比，“2013 年协定”明确指出“代表处”相关人员不
受逮捕或拘禁，人身、自由或尊严不受侵犯。将人身不可侵犯这一历史最悠久的外交豁免权列入其中，
足见美台双方在签订“2013 年协定”时有意加强对互派机构相关人员的重视。
两份“协定”对“办事处”相关人员特权与豁免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变化：第一，“2013 年协定”
中“办事处”相关人员可在执行职务范围内免作证义务，且可拒绝作为专家作证，任何人不得强制其
作证，在作证义务上享有一定的豁免，而“1980 年协定”对此无任何规定；第二，“2013 年协定”规
定“办事处”馆长和一名指定的副馆长犯最轻本刑一年以下的罪行时享有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意味
着法定刑一年以下的犯罪均可豁免，相比“1980 年协定”在刑事管辖豁免上不再限定于执行职务范围
① 叶锦鸿：《从国际法的角度论“刘姗姗事件”一案》，载《月旦法学教室》2012 年第 113 期，第 39～41 页。
② 参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在台协会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全文。
③ “主要办事处”即“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相当于双方互设的“大使馆”，下文中
用“代表处”表示。
④ “分支办事处”即为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和十二个“驻美国地方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相当于双方互设的“领事馆”，
下文用“办事处”表示。
⑤ 下文用“相关人员”表示“主要办事处”派任职员和“分支办事处”派任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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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办事处”相关人员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权；第三，“2013 年协定”明确“办
事处”相关人员人身、自由或尊严不受侵犯，这一规定将对其的人身保护提升至“代表处”相关人员
的水平。
“1980 年协定”制定时美台关系进入特殊时期，双方已断绝正式外交关系，自然不能以国际法作
为规范双方特权与豁免的依据，而是以立法授权方式给予双方机构互派人员特权与豁免，①保证相对机
构雇员顺利开展工作，从侧面反应出双方关切其关系的延续。而“刘姗姗事件”后，台湾意识到必须
加强对驻外机构及人员的保护，美国对其需求也积极回应。在进一步提升“代表处”相关人员的特权
与豁免时，还突出对“办事处”相关人员的保护，尽管在实务中美台双方可能会基于互信做出相关安
排，但是在“2013 年协定”之前无明确的规定。因而“2013 年协定”的修订势在必行，该协定进一步
增进美台之间的“实质外交关系”，也间接增强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独立性。
四、对美台特权与豁免的评价
美台关系是台湾所谓“实质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双方新签的“2013 年协定”对互派机构
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不管是主体还是内容都有了更全面的规定，也预示着美台关系的实质增
进。
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主要通过签订于 1961 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调整，其中涉及特权
与豁免的条款约占条约一半（21/51）。作为国与国之间大使层级安排特权与豁免的公约，《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给予外交代表非常全面的保护。美台“2013 年协定”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与公约相同的保
护程度，如“外交人员”都享有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均完全免除作证义务，②都享有人身不可侵犯、
免除捐税方面的特权，两者均给予“外交人员”家属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
与该公约相对比，“2013 年协定”仍存在以下区隔：首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的主体
范围更广，包括使馆人员的私人仆役，而“2013 年协定”的主体范围仅及于“代表处”馆长、行政人
员和技术人员，对主要人员的保护尚处于初级阶段，主体范围不可能再扩展；其次，《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在文书及信件不得侵犯，免除关税和查验，民事及行政管辖豁免上无执行职务范围内的限制，
大使享有最高层级的特权与豁免。而美台“2013 年协定”对这些权利的行使均要求于职务范围内，对
权利的行使限制较大。
在领事人员的特权与豁免上，签订于 1963 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是目前国家之间安排领事
人员特权与豁免的主要国际法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与“2013 年协定”在“领事人员”的特
权与豁免上有相同的部分：均重视对“领事人员”的人身保护，都规定“领事人员”享有人身自由和
人身尊严，都要求在执行职务时才享有民事或行政管辖豁免、免除作证义务。
但两者的不同点更为突出：首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主体与《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相同，包括领事人员的私人仆役，“2013 年协定”对这类主体无涉及；其次，公约规
定领事完全免除关税，过海关时免受查验，不受职务范围的限制，而“2013 年协定”的免除有一定限
制；最后，公约规定领事官员享有执行领事职务时的刑事管辖豁免③，而“2013 年协定”在一定条件
下承认“领事人员”享有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这是“2013 年协定”唯一优于公约的规定。
作为调整国与国之间特权与豁免的公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不

① 高启中：《台湾驻美人员管辖豁免问题——以刘姗姗涉嫌虐佣案为例》，载《月旦法学杂志》2013 年第 213 期，第 160～176 页。
②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上卷 平时法 第二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第
246、255 页。
③ 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5～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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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对主体设定还是权利内容的规定都非常全面，美台“2013 年协定”无法与之相比。由于台湾在国
际上尴尬的地位，使其迫切地要修改“1980 年协定”提高对其驻美人员的保护。但是，囿于台湾非国
家行为体的身份，美国在与台湾安排双方特权与豁免时无法完全沿袭《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只能在一定限度范围内提升对相关人员的保护，与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差距。
美国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也不会视台湾的现实地位于不顾而与其订立与公约相同的特
权与豁免规定。然而，从对比中仍可以看到，“2013 年协定”在某些方面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完全一致，互派机构相关人员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已经接近甚至在“领
事关系”方面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安排，特别体现为“领事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美台在特权与豁
免上的“国与国”关系已经形成。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将台湾视为“国家实体”的 事实难以掩盖，美
台关系的复杂性和隐秘性使得台湾“独立性”增强。
五、结语
台湾不断开展对外活动，有其必要性。台湾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国际社会中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被边缘化的台湾难以进一步发展。如果台湾不能融入世界的前进大潮势必会落后，
台湾及其民众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医疗、卫生等基本人权事项，一直以来都是台湾
民众的关注点，大陆亦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回应台湾同胞的合理诉求。①台湾在不
断拓展对外活动的过程中，派出机构及其相关人员需要一定的特权与豁免来保证其人身安全，保障顺
利开展工作，也属于合理的要求范围。
但是，如果台湾当局想通过与其他国家发展“实质关系”获取他国的“实质承认”，以此彰显“国
际地位”，会将问题复杂化。台湾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并不享有独立的主权，也没有独立开展外交活
动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台湾通过设立各种驻外机构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实质上的“外交和领事关系”，
并由此引发两岸之间的诸多矛盾冲突点。实践已经证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不能违背一个中国原
则，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只有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才能从无解变成有解。②
如何平衡台湾民众参与国际活动的需求和台湾当局推进“实质外交”的矛盾，是大陆在台湾国际空间
问题上需要关注的重点。
（责任编辑：刘

冰）

① 饶戈平：《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第 134～138 页。
② 修春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55～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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