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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是 30 年前由鄧小平先生構想，中

國憲法規定的，用以解決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以及澳

門問題的基本國策。它的直接法律體現──《香港基

本法》與《澳門基本法》分別已在香港和澳門實施達

14 年和 12 年。但是，在實施基本法的過程中，確實

產生了一些反對的聲音。 

在香港，有人認為內地制度不是民主制度，自己

無法認同，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國兩制”才是合理

的；有人認為“一國兩制”至多只能是經濟上強調一

國，政治上必須強調“兩制”；更有人認為“一國”

是一個需要重新構建的國家，不是已經有的國家；甚

至還有人認為如果不能改變內地的制度，那麼“香

港”離家出走也未嘗不可。在反駁這些錯誤觀點的時

候，筆者發現目前我們的知識界似乎缺乏一套嚴密的

邏輯體系。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構想本質上是一

種建立在和平基礎上用以解決國家統一以及統一後

港澳地區穩定發展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奏效與否很

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港澳人民能否對之產生一種共

鳴。可是，我們的知識界如果不能用一套邏輯體系去

回應反對意見的話，這就很難避免給港澳老百姓留下

這樣的印象：今天“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僅僅是中央

人民政府政治實力包裝下的“一廂情願”使然，“一

國兩制”並非實現兩岸四地統一的絕佳選擇。 

鑒於理論界的現狀，本文旨在從“一國兩制” 

邏輯起點出發，以求夯實整個理論體系的邏輯基礎。 

 

 

一、“一國兩制”邏輯起點的研究現狀 
 

其實，這些年來，有不少學者已經發現：對於“一

國兩制”，我們缺少一套完整的邏輯體系，並且最關

鍵的問題在於“一國兩制”裏那個最簡單、最根本的

邏輯起點我們沒有講清楚。顯然，“一國兩制”的邏

輯起點是“一國”。因為，“兩制”的目的是為了保

持港澳的穩定；為甚麼突然要用一個“兩制”來保持

穩定呢？因為為了“一國”我們打破了港澳地區原

先的狀態。 

然而，就在 “一國”這個邏輯起點的理解上內

地與香港出現了分歧。在內地人看來，完成從“一

國”到“一個具體的、實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

維遞進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可是，在一部分香

港人看來，“一國”至多只能是一個能夠寄託自己民

族情感的、符合自己倫理標準的、又能給自己帶來經

濟利益的但是卻沒有政治的國家。他們認為要讓自己

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件很不情願的事情。正如一

份香港大學跨時 13 年的“民意研究計劃”1所顯示的

那樣，自香港回歸以來，能夠肯定“自己是中國人(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公 民 ) ” 的 香 港 人 比 例 僅 僅 是 在

17.5-38.6%這個區間內徘徊。其實，這種現象背後的

實質是一部分香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正當性的

質疑以及對“港澳統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來”之

正當性的質疑。 

之前，提到一些學者發現了這個分歧。其中，黎

曉平教授的《“一個國家”的正當理由》就試圖在邏

輯起點上重新審視“一國兩制”。可是黎老師只是闡

述了“一個中國”對於中國人的意義，即所謂“中國

是中國人的命脈，中國是中國人的信仰，中國是中國

人的夢想” 2 ，但他並沒有完成從“一個中國”向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論論證。 

筆者認為要在法理上論證“一國兩制”理論中

之“一國”就應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歸納起來即要

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實現中國統一的正當性何在？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既有中國的正當性何在？

第三、港澳回歸前後國家本體不變之正當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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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現中國統一的正當性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早期人類文明都發現

了：人只有生活在政治實體中，才可能完善人性、創

造成就並且實現價值。因此，大概最遲在西元前 16
世紀，漢民族的祖先就已在黃河流域建立起了一個有

一定疆域、人口、政權組織機構以及大王的政治實體

──商。 

大概在一千多年之後，當時華夏民族已經進入到

了東周時期。這時，政治共同體暴露出來了一些現實

的問題，正所謂“禮崩樂壞”。於是，一批古聖先賢

就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需要甚麼樣的共

同體？其中，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通過探尋維繫血

緣家庭之團結的倫理基礎，從中發現了有關齊家的一

些根本道理，其中就包括“祖先崇拜”3。於是，他

最早將齊家之道嫁接到了政治上，從而提出了有關惟

有天下統一方能造福黎民的思想。《論語》中明確記

載，孔子曾對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天下，使得百姓受

益的行為大家讚揚。其後的大儒孟子繼續發揚這種思

想，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要怎樣才能安定”的問題

時，給出了“天下安定在於統一”的回答。 

西元前 221 年，在當時的“天下”範圍內，秦始

皇終於建立起了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幾十年

後，漢景帝時期文人公羊壽通過為《春秋》作註解的

方式，第一次系統地闡釋了孔子有關“大一統”的思

想。西元前 134 年，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的政策。從此，儒家“大一統”思想不僅成了政

治國家實踐着的思想，更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思想。 

在之後的歲月裏，漢民族在經濟、文化、倫理、

科技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遠遠地超過了周邊的

異族。於是，民族血緣再也無法阻隔華夏文明對周邊

民族的向心力，最後，在共同文化信仰的基礎上，漢

民族與周邊民族融和成了一個中華民族，大家生活在

一個中國之中，這時的中國在空間上已經涵蓋了今天

的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 

在過去的兩千多年裏，這種共同文化的信仰已經

築就了這樣一種普遍的共識：我們都是中國人，世界

上只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統一的文明的中國。事實

上，統一的祖國已經作為自尊心與自信心的一部分熔

鑄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人格之中。中國人對這種人格

的維護，我們不僅可以從 1840 年之後中國人民在爭

取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中的英勇表現中看出，甚至也

能從今天的香港所謂的“逢中必反”的激進人士的

言論中感受到些許。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說“凡是中華

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

意志的。”4  

既然存在着這種普遍的意志，那麼這就意味着在

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的情況下促成國家統一的正當性。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既有中國的正當性 
 

明確了實現中國統一的正當性以後，緊接着在理

論上就要回答怎樣實現國家統一才是正當的之問

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有一個先決問題必須解

決，那就是是否存在着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既有中國。

如果不存在，那也就不會存在通過“回歸”實現國家

統一的正當性。 

根據傳統憲法學的國家學說，一個具有正當性的

國家不僅須要滿足國家存在的形式要件，即領土、主

權、人民、政府以及國際法上必要的承認，而且還須

要在實質意義上滿足政府權力來源的正當性與政權

組織形式的正當性。從形式要件意義上來說，目前，

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國際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都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這一點是不存在任

何爭議的。現在在統一問題上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作

為既有中國之正當性的理由其實都是在國家實質正

當性的層面上來談的。因此，只要我們證明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就證明了其作為既

有中國的正當性。 

通過歸納政治哲學之政治正當性的理論。筆者發

現，判斷一個政府是否具有政治正當性的根據主要有

三種：第一種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發明的建立在人類

美學偏好上的倫理學根據，具體來說，社會領域最基

本的倫理信念無疑就是正義。因此這種學說認為只有

在一種政治制度符合正義標準的時候，這個政府才具

有了合法性；第二種根據是西方近代啟蒙運動中產生

的建立在一般人自然理性偏好上的“民眾一致認

同”標準，也就是說一個政權只要它在人民公決過程

中獲得了民眾的一致同意，它就具有了政治正當性；

而最後一種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建立在人類實用理

性偏好上的“治亂”標準。中國古人認為只要一個政

府、一個制度能擺平各種事情，讓我們這個共同體得

到治理，得到安寧，那麼它就是好的，就是正當的。 

那麼，當我們用這三種標準去檢驗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時，我們就會發現中央

人民政府的正當性首先在前兩種標準面前似乎就出

現了爭議。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審視一下這兩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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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就會發現其實問題並不出在中央人民政府上，而

是出在根據本身：對於第一種根據，它必然引出“甚

麼是正義的國家制度”的問題。可是這有定論嗎？答

案明顯是否定的。我們看到，不僅眼前的香港社會存

在所謂左派與右派的爭論，而且全世界範圍內更是存

在着對不同政治制度、國家類型孰優孰劣的不同看

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一定要給出一個結論的

話，那只能是所有的國家制度都是正當的並且也都是

不正當的。然後對於第二種標準，很明顯，它是一個

不可能被實際操作的標準，這一點是已經被歷史與事

實證明了的。因為人類是擁有自由意志的動物，自由

意志就意味着即使某一時某一刻一個共同體中的所

有人都同意了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可是在下一時下一

刻極有可能出現一部分人改變自己的立場以及新生

人類不認同該政府的情形。因此，如若我們真的使用

了這個標準，那就意味着一切政治實體時時刻刻都會

處在統一與分裂的無序變化之中。 

正是看到了這兩種標準的不可操作性，智慧實在

的中國古人從組建國家的終極目的——“大家在一

起過更安寧更美好的生活”出發，一方面在信仰上肯

定了“天道民心”、“立國之正”的價值，但另一方

面又在理論上給出了判斷政權合法性的“治亂”標

準。我不敢說這個標準就一定是真理，但它至少是有

利於穩定社會、有利於發展經濟、有利於改善民生、

有利於實現人類這些最根本的社會訴求的。於是，既

然它是三者中惟一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那麼下

面只要我們證明中央人民政府符合了這一根據，那麼

其政治合法性也就被證明了。 

眾所周知，1840 年以後，中華民族經歷了災難深

重的一個多世紀。在這一時期，為了國家統一、民族

獨立與復興中華，各路英雄紛紛投入到了救國運動當

中，但都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直到 1949 年，中國

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

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得中國人民從此站

了起來。在這之後的六十多年的歲月中，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領導中國人民在國家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個

又一個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昔日夢境中的盛世景象

如今已依稀可見。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中央人民政府是

完全符合“天下治世”的標準的。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惟一合法的既有

中國是具有正當性的。 

 

 

四、國家本體不變之正當性 
 

(一)“一國兩制”不是 1+1=2 的數學等式 

在已經證明了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人的普遍願

望以及目前存在着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既有中國之情

況下，最後我們只要證明在港澳問題上的“統一”就

應當是港澳“回歸”到既有中國中去，且既有國家之

本體不變，那麼在港澳實行之“一國兩制”裏的“一

國”就無疑是具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而要證明上

述命題，其實只要證偽兩個錯誤的命題就可以了。 

第一個錯誤的命題認為內地與港澳的這種“一

國兩制”式的統一應當是一種“1+1=2”的“統

一”，其實質就應當是“兩制”，兩個政治實體，而

“一國”只是在有需要的時候讓大家寄託寄託民族

情感，給大家帶來點經濟利益而已。正如有一些香港

人說的那樣“‘一國兩制’至多只能是經濟上強調

‘一國’，政治上必須強調‘兩制’”。 

然而，我們知道，在理論上，這種“1+1=2”的

“統一”只可能在兩種情況下具有正當性：第一種情

況是兩個主權國家形成了國家聯盟或者國家聯合。比

如 1778 年出現的美國邦聯、1815 年荷蘭與盧森堡形

成的君合國、1867 年奧地利與匈牙利基於條約所聯合

成立的奧匈帝國等等。而第二種情況則是一個主權國

家與在其主權下具有“固有權力”的政治實體形成

了一種特殊的“統一”。比如雖然在法律上，台灣地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

享有主權。但是，台灣當局對台灣地區的治權並非來

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授予，而是從前中華民國政府

那裏承襲獲得，因此台灣當局也是享有固有治權的政

治實體。正是基於這一歷史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台灣當局之間達成的有關“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才具有了正當性。 

明確了上述理論之後，讓我們再來看港澳問題。

首先，在國際法上，香港與澳門自古以來一直就沒有

獲得過主權國家的地位，因此在分析港澳問題時，根

本無需考慮上述第一種情況。於是，就剩下第二種情

況了，那麼，港人(澳人)對香港(澳門)是否享有“固

有權力”呢？換句話說，英國人(葡國人)可不可能因

為侵佔行為獲得對香港(澳門)的主權，並在自己結束

統治時將這些權力作為“固有權力”留給港人(澳人)
呢？有一部分人認為可能，因為在國際法上，自 1928
年的《巴黎非戰公約》訂立起，才出現所謂“不得用

戰爭取得領土”的規則，那麼，根據“法不溯及既

往”的原則，英國佔據香港和葡萄牙佔據澳門是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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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澳回歸”是 W+p=W 的哲學公式 具備合法性呢？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法律的核

心內涵是正義，國際法自然亦內涵正義。那麼，眾所

周知，世間有一個樸素而永恆的正義原則：任何主體

都不能因其犯罪行為而獲利。犯罪行為有很多，但沒

有人會否認通過暴力去搶奪別人的東西不是一種犯

罪。具體到英國人(葡國人)，他們通過侵佔的方式搶

奪中國領土顯然就是非正義。於是就不存在享有主

權，並將之留於港人(澳人)的可能性。 

基於上面的論述，港澳問題上的這種“一國兩

制”式的“統一”無疑只能是一種香港人(澳門人)與
香港地(澳門地)徹徹底底地、完完整整地向既有祖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回歸”。我將這種“回歸”

用公式表達為“W+p=W”，這裏的“W”代表“整

體(Whole)”，“p”代表“部分(part)”。因此，這其

實是一種哲學上部分向整體的回歸，這種回歸雖然完

善了整體，但並沒有改變整體的本質。換句話說，港

澳的回歸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得更加完整，但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國家本體並沒有因此發生變化。也正是因

為這個，在港澳實行之“一國兩制”裏的“一國”必

然還是原來的那個實實在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綜上，在港澳實行的“一國兩制”絕不應是

“1+1=2”的數學等式。 

 

(二)“一國兩制”也非 1+1=1 的化學方程式 
 證偽了第一個錯誤命題，那就只剩下第二個錯誤

命題了，即內地與港澳的這種“一國兩制”式的統一

應當是一種“1+1=1”的化學反應式的“統一”。這

種觀點認為“一國兩制”裏的“一國”不是既有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一個新的中國。正如一些香港

人所說，“‘一國’”是一個需要重新構建的國

家”。 

 

五、結語 
 

當然有人會說：從基於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而形

成的希望祖國統一的普遍願望中推出實現中國統一

的正當性，這其實只是一個直覺；從建立在人類實用

理性偏好上的標準來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既有

中國的正當性，這其實也是一個直覺；而根據港澳的

國際法身份來推出其只能是統一到既有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來，這其實還是一個直覺。對此，筆者承認

上述正當性得以建立的理論基礎都是人們的一種直

覺選擇。但是，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否認一個事實，

那就是除了遵循這些理論，我們別無選擇。因為假如

我們否定這些理論或是改變這些理論，那就意味着實

現願望是非法的、國家穩定是非法的，而無中生有確

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我們整個生活世界、所有道義

倫理都可能是沒有意義的，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事

實上，大家之所以遵循這些直覺，是因為大家都相信

生活是有意義的，人們有關生活世界的那些理論創造

都是有價值的。  

之所以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是因為在理論

上，這種“1+1=1”的化學反應式的“統一”也只能

在兩種情況下具有正當性：一、兩個主權國家組成為

一個統一主權國家；二、一個主權國家與在其主權下

具有“固有權力”的政治實體重新組成為一個新的

統一主權國家。 

很顯然，根據上文論證，中國對於香港(澳門)的
主權，從清朝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法理上從

來就沒有間斷過，香港(澳門)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

政治實體，香港人(澳門人)也從來沒有獲得過對這片

中國地的獨立的“固有權力”。因此，在港澳實行的

“一國兩制”也絕不應是“1+1=1”的化學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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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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