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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存在著三大全球性宗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伊斯蘭教。由於宗教潛存的政

治能量，中國政府在制定宗教政策時要求境外宗教不得通過宗教來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

的三大全球性宗教中，天主教的“國際關係”尤其敏感，因為天主教擁有普世宗教中獨一

無二的聖統制，全世界地方教會的最高領導——主教——必須被天主教的最高領導——教

宗——直接任命。由於教廷與北京在過去的年代中缺乏互信以及不愉快的彼此經驗，北京

特意針對天主教的聖統制制定了“自選自聖主教”的宗教政策。這一政策延續至今，成為北

京管理中國天主教會的指導性方針，也成為教廷與北京之間關係正常化的絆腳石，為雙方

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與衝突。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教廷與北京多次嘗試對話，增加相互了

解與互信。兩年來，因著雙方新領導人的理性務實態度，教廷與北京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頻

繁對話，傳聞雙方已經取得主教任命權的共識。此共識的具體內容尚未正式公諸於世，不

過香港正權主教湯漢樞機在 2016 年 8 月 4 日發表的《論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

長文中以及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於今年 9月中旬在羅馬接見聖座駐多國大使的聚會上均

透漏了該協議的一些“敏感”內容。 

 中梵問題專家大都認為在中梵對話中，教廷一方更加有求於北京，而北京則興趣缺

缺，因此不看好雙方對話成功的可能性，而且即使雙方達成共識，也認為定然是教廷做出

了違背自己傳統信仰與教律的犧牲，因此傾向用“教廷完敗、北京完勝”來形容這一可能

的協議。不過教廷國務卿在上述聚會上“洩露”中梵協議內容時，向大家保證，該協議不

會犧牲教宗作為任命中國主教最高與最後當局的權力。換言之，該協議並非是教廷用犧牲

教會信仰原則換來的。如果此言為真，則說明北京在中梵協議中也做出了讓步。其具體讓

步大約可以理解為“北京第一次允許教宗在任命中國主教事務上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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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雙方近期對話順利與頻繁並且能夠快速達成初步共識？為何北京會長達幾十年

的堅持之後會“突然”讓步？北京的執政者無論從文化還是政治背景來說，都與教廷的意

識形態差異巨大。作為無神論政府，我們不會天真地設想北京從天主教的價值觀而做出如

此選擇。我們必須沿著無神論政府的意識形態去思考北京與聖座談判的戰略目標與思維模

式。任何一個理性的政府，其目標不外是對內追求國家政局與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人民

安居樂業，對外則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國家與民族在國際上利益的最大化。北京

與聖座談判的目標也不外於此。如果北京做出讓步，那麼她也一定會有所得，且“得”與

“失”符合比例原則。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來說，其興趣當然是政治利益，因此北京的“得”

應屬政治利益。沿著這個思路，本文嘗試分析北京在中梵談判中的所得是什麼，為何北京

認為所得足夠平衡自己做出的“犧牲”。 

                                                           
1 http://chiesa.espresso.repubblica.it/articolo/1351379?eng=y: In Parolin’s judgm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advent of communism China is willing to let the Holy See have a role i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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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廷與北京的近一輪對話始於雙方領導上任不久。教宗方濟各於 2013年 3月 13

日被選為教宗，習近平則於翌日（2013年 3月 14日）被選為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教宗方濟各旋即主動遞出橄欖枝，也很快獲得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積極回應。教宗方

濟各在 2014年 3月接受意大利媒體訪問時，透漏了與習近平互通信件的經過。雙方之所

以能夠快速恢復對話，除了與雙方新領導人的個人特質與理念分不開之外（理性、務實、

有開創性魄力、意志堅定），當今國際政治局勢及其發展趨勢也是促成雙方快速恢復對話

的重要外在因素。 

 21 世紀中最重要的國際雙邊關係之一首推中美關係。一方是當今的惟一超級強國，

不但擁有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自然資源，更鯨吞全世界的精英，作為自己源源不斷向上發

展的智力資源，其發展潛力仍然不可限量。此外，美國更攜國威將歐洲、美洲、東亞、東

南亞和西亞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與自己結成堅定的盟友。另一方——中國——雖然同樣

擁有廣袤的國土，然而大部分國土卻不利於經濟發展，也沒有美國那樣雄厚的科技儲備，

更沒有美國那麼多盟友。不過，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機會發展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強

國，是因為中華民族所蘊藏的潛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樂觀向上精神、聰明、勤奮以

及光榮的歷史感。未來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是聰明才智的競爭。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

的人才與智慧儲備在未來足以與美國一爭長短。中華民族不但具有悠久的歷史，也創造了

燦爛的文明，然而由於在近代歷史中的致命錯誤，不但延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而且也給

中華民族帶來了數不盡的屈辱與傷害。不過，中華民族不是一個懷憂喪志的民族，而是高

度自信，認為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恢復中華民族在國際舞台上應有的地位。因此

1840年之後，“救國”就成為中華民族的首要目標與歷史發展主軸。無論是戊戌變法、

辛亥革命、國共內戰、改革開放等都必須放在這一歷史主軸下去解讀。習近平主席所提出

的中國夢與兩個一百年理念，正是中華民族這一目標的在當今時代的具體表現。 

 中國夢的追求與實現是中國民族的正當權利，卻引起了某些國家與民族的不安，因

而百般阻撓：如果不能使中華民族的中國夢永遠不能實現，那麼至少要推遲她變成現實的

時間；如果不能阻止中國這頭睡獅醒來，那麼至少要將這頭醒來的雄睡獅用鎖鏈困在牢籠

之內，使之永遠不會威脅國際政治中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具有這種想法的至少有日本與美

國兩個國家。上述兩國之所以不樂意看到中國崛起，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在作祟，另一

方面也由於雙方在歷史上的恩怨。舊怨與意識形態彼此火上澆油，舊恨既能成為新仇的原

因與積澱，新仇也能重燃舊恨的焰火，不小心就會進入無休止的魔鬼循環。如果要徹底放

下歷史恩怨，必須雙方同時在互信中做出放下過去共同追求未來的宣示。然而不幸的是，

雙方並不存在這一互信，反而正在緊張地為下一場衝突積極做準備。 

美國與日本方面的準備：

美國與日本方面的準備：美國與日本方面的準備：

美國與日本方面的準備：美國與日本方面的準備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即從經濟與軍事

兩方面對中國進行圍堵。 

 經濟方面的圍堵以美國主導推動的兩大貿易談判為主：“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

係協議”與“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的參



與者由亞太地區主要經濟國家組成：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越南、馬

來西亞、墨西哥、智利等，已於 2016年 2月 4日完成談判並簽署，後續將有韓國、台灣

等國家和地區加入。“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是歐盟與美國正在談判中的自由貿

易條約。兩大貿易談判表面上著眼於經濟貿易自由化，桌面下的意圖卻是要通過重新書寫

國際貿易規則來重塑國際經濟與政治版圖。尤其前者，不但刻意排除了中國的參與，而且

其設定的貿易規則也特別不利於中國。打擊中國貿易為手段，打擊中國經濟發展為直接目

標，阻礙與延遲中國國力發展為終極目標。新的貿易規則也離間了中國與世界上主要國家

的經濟與政治關係，從而達到在經濟與政治上雙重孤立中國的目標。 

 對於中國軍事方面的圍堵政策早在 1951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提出的“島鏈說”已經開始。“三條島鏈”不但有政治與軍事內涵，更能封鎖海上運輸線，

控制甚或切斷中國的國際貿易通道，以達到制約甚至破壞中國經濟發展和軍事安全的目的。

美國於 2011年宣佈了“轉向亞洲”戰略，提出美國將在 2020年前將 60%的總戰力部署在

太平洋上。日本最近也修改了和平憲法，賦予軍隊發起與參與戰爭的權力。近年來，美國

與日本也積極慫恿澳大利亞、韓國、新西蘭、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試圖打造亞太版

的“北約”，準確聯合起來“群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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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備：面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積極圍堵，中國選擇了積極應對。中國在經濟方面

的突圍政策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2011年積極推動包括了東協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

國、印度、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六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定”；2013年推出

了“一帶一路”大計劃，並且成立“亞投行”以及“絲路基金”作為資金方面的支撐；中

國、日本、韓國開始於 2012年啟動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中國所提出的這些經

濟項目與協定，除了經濟方面的利益之外，也可以積極穩固與融合與這些國家的經濟與政

治關係，消除潛在的敵人，甚至化敵為友，並且也弱化中國對美國貿易的依賴，為將來的

衝突做最充足的準備。 

 中國在軍事方面的準備也同樣積極。中國正在積極建設北斗導航系統，將於 2020

年覆蓋全球；中國積極部署第四代先進戰機，對於日本、韓國、台灣具有質量與數量的雙

重優勢，並且開始部署第五代的隱形機戰機，至 2018年可裝備 42架，超過美國 F22在亞

洲部署的 30架；在導彈方面，中國近年來重點裝備了東風 21D、東風 26、東風 31A以及

覆蓋美國全部領土的東風 41；在海軍裝備方面，近年來中國除了大量列裝 052C/D等先進

戰艦之外，也將於 2020年前列裝至少 2個航空編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南海的造

島計劃與海島軍事化，應該也在近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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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決戰的時間節點預測：

預測：預測：

預測：中美雙方都在緊鑼密鼓地為將來的衝突做最充足的準備。那麼

何時將是雙方衝突的引爆點呢？根據雙方的軍事部署進度與目標來說，這個時間點很可能

是 2020年。美國於 2011年宣佈的“轉向亞洲”戰略所定出的目標是，美國將在 2020年前

將 60%的總戰力部署在亞太地區。中國也是將這個時間點設在 2020年。有幾個指標指向

了這一時間點：第一，由於現代戰爭對於通訊與導航方面的要求，中國要在 2020年前將

北斗導航覆蓋全球；第二，談論中美潛在戰爭的衝突，必然要討論一個問題，即中美潛在

戰爭的導火索是什麼。雙方潛在的衝突原因主要有釣魚台、台灣和南海，而其中又最具潛



力的乃是台灣問題。由於台獨的背後是美國，因此中國的武力統一台灣也必然是要防止美

國的“反介入”或“區域拒止”。2011年美國五角大樓發佈的《中國 2011年軍事與安全發展

報告》指稱，中國將致力於在 2020年建成現代化的軍事力量，有能力達到“反介入”的目

標；第三，台灣“國防部”在 2016年 8月 31日交給“立法院”的一份報告中說，北京要求人

民解放軍為在 2020年完成對台全面性作戰能力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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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終須一戰？抑或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終須一戰？抑或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終須一戰？抑或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終須一戰？抑或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雙方正在走向冷戰之後罕見的對抗與衝突。中美關係會陷入不可避免的“修昔

底德陷阱”必須用戰爭來解決雙方的矛盾嗎？抑或雙方能夠發揮人類智慧，避免世界上最

大兩強之間的猛烈對撞，從衝突走向永久的和平？ 

 中美可能發生衝突的主動因是美國，因為美國要確保自己二戰以來全球惟一超強地

位而試圖限制與拖延中國的崛起，中國是為了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而被迫自衛，所以中美

雙方的最終走向主要取決於美國的一念之間。 

 我們應該從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出發來試圖分析上述問題。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有

兩大支柱：第一乃基督宗教的新教精神，具有強烈的默西亞主義色彩，屬於擴張性或者進

攻性的理想主義；第二，實用主義：美國在進行擴張性行動時，遵守實用主義與美國至上

原則，不會為了政治理想而犧牲國家的實質利益，而是量力而為。如果政治理想會損害國

家根本利益，則會聰明地選擇迴避，甚至不惜犧牲盟友的利益。縱觀美國二戰以來主動發

動的戰爭，皆呈現一項特征：只有當美國在軍事方面具有絕對壓倒性優勢並且戰爭不會燃

燒到美國本土的情況下，美國才會主動發起戰爭：朝鮮半島的戰爭、越戰、南斯拉夫戰爭、

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沒有例外。當戰爭會傷及美國國體的時候，美國會毫不猶豫抽

身而退，將政治理想與道義立刻拋之腦後，朝鮮戰爭與越戰就是如此。如果戰爭對手與美

國勢均力敵的時候，美國會維持和平共處狀態。美國與俄羅斯這對苦手之間數十年處於冷

戰或冷和平狀態的秘訣就在於此。當美國挑動格魯吉亞與烏克蘭去觸動俄羅斯的核心利益

的時候，格魯吉亞與烏克蘭在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下幾乎陷入了亡國命運，然而美國只是對

俄羅斯進行了“嚴厲”譴責，然而就沒有然後了。綜上所述，如果與美國能夠維持和平狀

態，必須在軍事上與美國勢均力敵，至少讓美國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顧慮。 

 我們從上述主導美國國家重大軍事行動的“默西亞主義”與實用主義兩大精神資源

來預測中美雙方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這一令全世界憂心的問題。從美國的“默西亞

主義”來說，與中國有著根本性的矛盾，不論從文化、國家意識形態、歷史恩怨、政治現

實來說皆如此，美國不樂意中國崛起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美國也的確從經濟與軍事兩個層

面上對中國進行圍堵，阻止與拖延中國的崛起。然而，美國也奉行實用主義，當美國發現

自己對於中國的圍堵、阻止等行動不但不能達到目標，甚至有可能損害自身核心利益時，

那美國也將放棄這一吃力不討好的戰略行動。換言之，美國與中國之間究竟是走向戰爭或

是和平，其實關鍵性因素乃是中國的國力，而不是美國的善意。當中國國力越強時，中美

關係走向和平的幾率就越高。當中國與美國在各方面勢均力敵的時候，就是中美最和平的

時候。 



 有幾個指標可以幫助我們解讀美國的中國政策。雖然中美之間似乎充滿了山雨欲來

風滿樓的壓力，然而幾個現象卻讓我們可以認為美國並沒有決心與中國用戰爭來一決雌雄。

首先，按照中國近年來的武器裝備質量、數量與發展速度，軍事專家基本上都傾向於認為

中國的軍事裝備已經能夠幫助中國突破第一島鏈，足以與美國在東海與南海決戰境外而立

於不敗之地。另外，中美雙方都是核武器大國，也都擁有覆蓋對方全境的洲際導彈。雖然

中國在核武器和洲際導彈的數量上不及美國，然而炸死對方一次和炸死對方一百次並沒有

根本性的分別，只要一件核武器能衝破美國的攔截系統落到美國領土，美國政客就不會冒

險開啟核戰爭。

2

縱然美國能夠東海與南海戰勝中國，然而除非美國軍事佔領中國，否則中

美戰爭製造的是 13億中國人長久的仇恨，奉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理念的中國，將

成為美國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只要積聚足夠的力量，中國隨時會捲土重來。無疑，美國

政客已經意識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嚴重性。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於 2013年三次在

高盛的閉門演講中表達了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帶來的風險。

3

從她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

（2009-2013年）的對華政策以及在高盛的閉門演講中可以看出，她無意將美國與中國推

向戰爭，而是會用更多戰略對話與經濟聯繫來降低與避免風險。

4

美國《海軍時報》2016

年 9月 26日報道，白宮給五角大樓下達指示，要求減少對中國的煽動性的言論。
5

此外還

有一個觀察中美關係的指標：美台關係。表面上美國支持台獨，甚至提供武器，然而美國

的軍事支持非常虛偽，華而不實，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根本不足以抗衡中國大陸的軍力，

兩岸軍力早已失衡。當台灣試圖自己發展現代化武器時，美國甚至禁止自己的武器製造商

與台灣合作。

6

如果美國決心為了台灣不惜與中國一戰，那麼美國的思維就非常奇葩了。難

道美國要獨自與中國大陸作戰，而不需要台灣首先出手以消耗中國大陸戰力或者並肩作戰？

惟一的結論只能是：美國不會為台灣與中國決戰。美國在南海的態度同樣如此。美國支持

菲律賓與中國翻臉，然而當“國際仲裁”出爐之後，美國卻以一句美國“沒有軍事解決方

案”

7

輕輕帶過。東盟已經看出美國的虛張聲勢，因此不願隨著美國起舞與中國對抗，最近

菲律賓總統的美國政策與中國政策的急轉彎則是最好的腳註。菲律賓的轉向可說是為中美

可能的軍事衝突又拔除了一根引信。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戰略期，可以避免中國在台灣與

南海兩方面同時作戰。隨著中國軍力的增強，美國與中國的戰爭將越來越難打。如果美國

想與中國啟動戰爭，早打比晚打好。因此按照這個思路分析，如果美國現在都沒有與中國

一戰的決心，將來這種決心會越來越弱，直至完全消失。 

 至此我們也許已經可以大膽預測未來數年以中美關係的走向。美國新總統的對華政

策肯定比現在更為強硬，因為這是美國圍堵中國的最後時期。面對美國的圍堵，中國當然

會積極應對，因此不排除中美之間在經濟與政治領域發生更多衝突，中美雙方在未來數年

肯定是充滿了火藥味的敵對關係。然而雙方的衝突也將僅止於經濟、政治與口水層面。 

                                                           
2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8f0dc260102wr7l.html?cre=blogpagew&mod=f&loc=3&r=6&doc

t=0&rfunc=100&tj=none 
3 http://topic.udn.com/2016_USElection/p_3 
4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18-opinion-jieyi-hillary/ 
5 http://www.armystar.com/cnjs/2016-09-28_44665.html 
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04/961478/paperart_right 
7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8/9383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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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的預測 

 海峽兩岸局勢從來不只是兩岸中國人的關係，映射的既是中國近代歷史問題，也是

以中美關係為核心的中西國際關係，也與我們本文所要談的中梵關係密切相關，因此無論

是從談論中美關係的視角來說，還是從中梵關係的視角來說，台灣問題都是繞不開的話題。 

 從本質上來說，台灣問題與其說是中國內戰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近代以來貧窮落

後的結果。昔日日本趁中國國力虛弱的時候搶走了台灣，二戰之後美國與日本則依靠自己

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絕對優勢使台灣維持與大陸分裂的局面，甚至為了牽制中國的發展，

間接推動台灣民意向台獨方向靠攏。台獨問題由於 2016年民進黨執政再次白熱化，主張

台獨的民進黨不但取得執政權，在“立法院”也佔據了絕對多數，且地方執政權也多數落

在民進黨手中。按照台灣多家機構的民調數字，支持台獨的民意已占絕對多數，這一比例

在年輕人中尤其明顯。可以說，台灣的政治生態已經徹底走向台獨化。由於中國大陸在台

灣問題上沒有後退的餘地，因此預計未來四年兩岸之間的走向不會平順。人民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在 2016年 7月 23日於廣州博研·管理哲學班上主講《中美戰略

哲學》時對今後數年兩岸關係發展做出預測：兩岸互動將分為四個階段：第一，觀察期；

第二，施壓期；第三，對抗期；第四，武力衝突與統一。 

 面對北京的施壓，台灣方面的民意將會兩極化，一方面是希望降低兩岸對抗帶給台

灣在經濟、外交方面的損失而降低對台獨政權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主張力抗的聲音也會

高漲。這兩種民意相互影響，甚至相輔相成。自從蔡英文政府 520上台執政之後，各家媒

體與民調機構都不約而同指出，其支持率已經一路下滑，呈現雪崩之勢，已經出現死亡交

叉。按照具綠營色彩的“台灣指標民調”提供的數據，蔡英文執政的滿意度從 5月的 50%

一路下跌到 10月下旬的 35%，不滿意度則從 16%上升到 48%。
8

具藍營色彩的 TVBS民調

中心於同時期做的民調也呈現同樣趨勢，蔡英文執政的滿意度在 2016年 10月上旬下滑至

35%，不滿意度上升至 39%，也出現死亡交叉。
9

從另一方面來看，現在民進黨無論在“全

國執政”還是“地方執政”以及“立法院”和民意走向上，都佔據絕對多數，可以說是離

“獨立”只有一步之遙。不少獨派認為目前是實現台獨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因此對蔡英文

施加各種壓力，迫使其拋棄“維持現狀”的政策，正式走向台獨。由於民進黨執政的支持

率逐漸走低，而且看不到將來回升的可能性，這無疑會加深台獨的緊迫感，反過來在台獨

道路上更加肆無忌憚，準備放手一搏。從一些跡象來看，蔡英文也的確無意“維持現狀”，

而是正在有條不紊地為台獨鋪路，例如她任命台獨色彩濃厚的田弘茂充任海基會會長，

10

任命主張兩國論的許宗力和許志雄等七名大法官，只待時機成熟，就會將法理台獨憲法化。

11

當台灣逐步走向法理獨立的時候，北京不會坐視，一定會有激烈反應，因此可以預見兩

                                                           
8 http://www.tisr.com.tw/?p=7256#more-7256 
9 http://news.tvbs.com.tw/politics/679512 
10 http://udn.com/news/story/6844/1936219. 另見：http://udn.com/news/story/9263/1932607 
11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1018005790-262105；另見台灣《聯合報》2016年 10月 21日

社論《不認同憲法的人，如何負責釋憲》http://udn.com/news/story/7338/2037922 



岸關係將由冷對抗走向熱對抗。預計海峽兩岸的衝突之劇烈程度將高於中美雙方衝突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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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在中美以及兩岸關係中的角色 

 當前中梵談判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北京在主教任命問題上“第一次”做出讓步。是什

麼促使北京邁出這關鍵的一步？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經濟、政治、軍事、輿論等

各方面的圍堵甚至圍剿，中國自然也會從經濟、政治、軍事、輿論等方面進行反圍堵戰略，

預計雙方在未來數年甚至長達十年之久處於“圍堵”與“反圍堵”的纏鬥之中。為了突破

西方的“圍堵”網絡，中國向來擅長分化敵營、各個擊破、化敵為友的戰略，聯合一切可

以聯合的國際與國內力量，瓦解對方的陣線。上面已經談過中國在經濟、政治與軍事方面

的反圍堵戰略部署，北京與教廷的對話與談判也應該屬於此戰略部署之一。中梵雙方迅速

恢復對話固然與雙方新領導人的特質有關，然而中國所處的惡劣國際與兩岸環境必然在北

京迅速接過教廷遞過來的橄欖枝的決定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雙方最新一輪的接觸與對話

始於 2013-2014年，當時的中國的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環境異常惡劣。在國際方面，美國

已經於 2011年開始了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兩岸關係方面，雖然國民黨獲得連任的機會，

然而具綠營色彩“台灣指標民調”和具藍營色彩的 TVBS民調數據皆顯示，馬英九執政的

滿意度早就在 2012年 9月就暴跌到 15%左右，
12

之後這個數字就一直在此低度徘徊，一直

到 2015年。後來馬英九的支持度雖然有小幅回升，然而直到其 2016年初卸任，沒有回升

到 25%。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執政的失敗，2014年 11月的全國地方性選舉中，國民黨全面

性潰敗。發展至此，北京對於台灣政局的走勢已經了然於心：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必然會在

2016年初的選舉中再次奪回執政權。面對國際與兩岸關係雙雙走向緊張對立，北京必然

會在工具箱中找到全部有力工具來應對。在北京的工具箱中，有一把不大但也不小的工具，

就是教廷。教廷雖然是世界上最小國家之一，然而其在國際及兩岸關係中的所潛藏的政治

能量，卻不容小覷。何況教廷也一再向北京示好，北京豈能不心動？勢必思考雙邊關係正

常化在各方面的利弊。北京與教廷展開談判的戰略目標必然是“己方利益最大化，損失最

小化”。如果北京決定動用教廷這張牌甚至在談判桌上“讓步”，那麼一定是通過嚴格計算后

的抉擇，認為“利大於弊”，“得大於失”。因此，我們將按照北京的思維來思考中梵關係

正常化能夠給中國帶來何種實質利益，北京與教廷的談判如何幫助北京具體對抗西方的圍

堵以及在兩岸關係上撈取好處。為了與教廷盡釋前嫌，北京為“讓步”又付出了何種“代價”。 

中梵關係正常化對於國內政治

中梵關係正常化對於國內政治中梵關係正常化對於國內政治

中梵關係正常化對於國內政治與社會的

與社會的與社會的

與社會的利益：

利益：利益：

利益：任何政府的所有行政均以“為人民服務”為

最終目標，追求社會穩定，使百姓安居樂業，實現自我價值。北京過去拒絕梵蒂岡任命中

國天主教會的主教，是因為擔心國外政治勢力趁機插手中國內政，影響中國政局與社會穩

定。如果北京現在允許聖座在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任命上扮演一定的角色，那麼一定是經

過評估之後認為聖座任命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不會帶來上述擔心的後果，國外宗教勢力不

會趁機傷害中國政局與社會穩定，或者至少其負面影響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北京評

估的結果是“讓步”會給中國政局和社會帶來不可承受之重的傷害，如果評估認為天主教

會是國內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因素，那麼縱然中梵關係正常化能夠打擊台獨，中國政府也寧

                                                           
12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blog/aboutfish/20130817/5182 



可放棄這個利器，不會允許自己身邊有個不穩定的不定時炸彈。北京之所以放心允許教廷

在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任命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應該是對中國天主教會和教廷已經放心，

不再視為一個實際的威脅，也不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因此才允許中國天主教會能夠與教宗

和普世教會完全共融。這正是湯漢樞機所寫的“中國政府的改觀”。 

 北京之所以能夠得出這個積極的結論，我認為有兩方面的因素。第一，經過多年的

觀察，北京發現羅馬聖座的政治文化正如其一貫宣稱的一樣，並無意利用自己的宗教權威

來介入他國的內政事務。全世界有近 200個國家和地區，天主教會幾乎遍佈全世界所有有

人類居住的地方，從來沒有國家指控聖座曾經或者試圖干涉該國內政，也從來不存在這種

擔憂，因此均放心與聖座交往，允許教宗任命該國天主教會的主教。如果北京發現聖座對

於他國的確沒有政治野心，那麼北京也能慢慢撤去自己的心防，願意與北京關係正常化，

允許政教分離，讓“天主的歸天主，凱撒的歸凱撒”。第二，自從執政以來，中國的執政

者對於國內的天主教會也已經觀察研究多年，對於中國天主教會已經了然於心，知道中國

的天主教會既無能力（中國天主教信徒人數不足國家總人口的 0,5%）也無意願從事與宗教

無關的事業，相反是積極愛國的好公民，不但不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反而可以成為

促進社會發展與穩定的積極因素。近來中央政府高調歡迎中國的天主教會參與國家各項建

設的呼籲就表達了對於中國天主教會的肯定與信心。如果中國天主教會從本質上就是反黨、

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因素，是不可救藥的壞分子，中央政府也不會做出上述宣示。 

 此外，以兩個一百年為目標的中國夢是包括所有中國人的中國夢，不是某一部分人

的中國夢，因此這裡面自然包括中國的天主教信徒。中國夢的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

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即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可以安居樂業，實現自我價值。

“安”居“樂”業指向人民的“幸福”。幸福既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的幸福。宗教

信仰自由是人民精神幸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公民不能按照

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實踐個人生命與價值的理想和規劃，人民的幸福只能算是實現了 50%。

人是一個具有靈性追求的動物，並不只是只靠“餅”生活，只有物質層面的滿足並不算是完

全實現了自己的“幸福追求”，不會真正的“安”與“樂”。只要宗教信仰的內容不會威脅他人

的合理與合法利益，不威脅社會穩定，任何國家與政府都不應當限制正當宗教的合法自由。

只能滿足人部分性的自我價值的中國夢，絕不是中國夢提出者與制定者的初衷。此外，不

能獲得滿足的自我追求必然會在個體內累積“怨氣”，如此反而形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一

個滿足了個人“幸福追求”的個體與團體，必然會釋放積極能量，成為社會穩定與幸福的源

泉，助力其他個體與團體實現其幸福追求。一個正常的宗教團體，必成為支撐社會穩定的

社團。宗教團體不但幫助政府教育大眾，提高身兼公民與教民身份之個體的綜合素質，而

且也能將自己的積極力量向外輻射，造福大眾。經過多年的觀察，政府開始重視宗教自身

內蘊藏的正能量，重視宗教團體在社會中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如果與教廷關係正常化不

但不會威脅中國政治與社會穩定，反而有助於政治與社會穩定，不但能使國內 0,5%的公民

實現個人追求與價值，享受中國夢的福利，而且能幫助其他公民實現中國夢，中央政府沒

有理由不“擇善固執”。因此我認為，現在中梵雙方之所以能夠積極對話與試圖關係正常化，

是因為北京已經認識到此舉對於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不但不是威脅，反而社會進步的助

推器。 



中梵關係

中梵關係中梵關係

中梵關係正常化

正常化正常化

正常化在

在在

在國際

國際國際

國際層面

層面層面

層面上的

上的上的

上的利益：

利益：利益：

利益：近代以來，中國無論在經濟、科技、政治、法制等

方面都遠遠落後於西方。硬件建設方面的落後促使人們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為文化的落

後。不但西方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連中國人自己都認同此種見解，紛紛自我批評。中國

在西方社會的整體形象已經遠遠不如利瑪竇時代對中國政治、倫理、文化的推崇。冷戰之

後的國際話語權完全落在西方媒體手中，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報導幾乎是一邊倒的批評，

中國方面卻幾乎沒有反擊之力，處處被動挨打。除了中國人在語言方面的劣勢外，主要在

於中國在社會科學如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發展沒有跟上世界發展潮流的

腳步，無論在議題掌控還是論述功力方面，均不及西方，因此完全失落話語權。失落話語

權的結果是觸目驚心的，超過我們的一般估計。2016年 8月 29日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

究中心聯合市場調查及品牌咨詢機構合作推出《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 2015》。這

是該系列調查報告的第四次。本次調查以 G20國家為主，議題涵蓋中國在政治、外交、經

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國際形象。報告顯示，中國的整體形象在發達國家明顯低於發展

中國家。以 10分為滿分，中國的整體形象在發達國家只達到 5,5分，也就是說，沒有達

到及格的分數線。在一些議題上，中國的整體形象在發達國家中更是觸目驚心得低。如果

以 100分為滿分，在發達國家中認為中國是歷史悠久、充滿魅力的東方大國的，只有 32

分，在同一議題上中國人認為是 67分；認為中國是倡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負責任大

國的，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只有 8分（海外總體也只有 14分），而中國人自己給自己打 65

分；認為中國是治理良好、社會和諧穩定的文明國家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僅給予 8分

（海外總體給予 16分），在該項議題上中國人自評 53分。從上述諸項議題在西方發達國

家所得分數來看，中國國家整體形象與中國的大國地位極不般配，急需大幅提升。中國國

家整體形象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低落絕不可以一笑置之，認為不過是屬於虛無縹緲的“意識”

層面的東西，不會對中國產生實質傷害。西方國家的政治與政策正是建基在“民意”基礎

上的。整個國家對於中國的不友好印象，會實質影響該國家的政客以及對華政策，傷害中

國的政治利益，例如西方國家的某些政客之所以支持台獨、藏獨、疆獨甚至醞釀港獨、蒙

獨等新議題，不正是由於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偏見嗎？台獨、藏獨、疆獨、港獨等之所以能

夠擁有足夠多的支持者，難道與中國國家形象的低落沒有關係嗎？金燦榮論及文化台獨時

明言，很多台灣人之所以支持台獨，是因為羞於做中國人。如果中國國力強盛，中國國家

形象大幅提升，西方阻撓中國統一的支持力量一定會大幅減弱。此外，中國國家形象的低

落也直接傷害中國的經濟利益。在西方長時間生活並且與西方人深入交往的中國人一定會

發現存在於西方人中的一個普遍現象：由於對中國的某方面不滿意，拒絕購買中國產品。

這種現象在西方的中、高社會階層中尤其明顯，因為這些人在物質條件上的優厚會更有時

間與精力關注精神層面上的追求。這種對中國的偏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人的購買慾

而傷害了中國的外貿與實體經濟，也許還沒有專門研究，不過這不會是一個小到可以忽略

不計的數字。 

 羅馬天主教會的地方主教由羅馬教宗任命，這不只是教律的要求，與其基本教義有

關。這一傳統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實行，而且有著悠久的歷史。雖然地方主教由於其在教

會中的崇高地位的確具有政治能量，不過天主教會從來沒有將此教會傳統視為可以用來干

涉他國內政的工具，而且也毫無意願捲入他國的內政之中，因此全世界也基本上沒有國家

將天主教這一傳統視為對自己內政的威脅從而禁止教宗任命自己國家天主教會的主教。如



果天主教在全世界任命主教都不被懷疑為干涉內政，卻只有中國政府有這種疑慮，那麼這

種疑慮的合法性與可信性就大打折扣，而且反過來彰顯中國執政者的小氣與缺少自信。一

個政府對於自己的國民不信任，處處設防，彰顯政府的管理不得民心，也間接證明自己的

政策不夠好。如果進而禁止教宗任命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更加會授人以柄，認為中國政

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降低執政黨在國際上的形象。與之相反，中梵關係正常化證明了中

國執政者能夠合理正確對待國內天主教信徒，尊重天主教的基本信仰，且願意滿足天主教

信徒的信仰自由。中梵關係正常化外表上是一件小事情，卻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一個信

號，向全世界昭示中國執政者對於合理人權的尊重與滿足，昭示中國同樣是追求“普世價

值”的國家與社會，不會刻意壓制人民的宗教自由，反而有誠意落實人民的宗教自由，使

世界對自己的宗教政策以及追求落實與提高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他形式的自由深具信心，

願意相信她，給予她時間，讓自己的各項政策走向完美。 

 中梵雙方關係正常化，顯示政府對於自己國民的信任，認為雙方不是敵對關係，彰

顯了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和諧關係。因此，政教雙方關係良好，是對外宣示中國執政者

深受人民歡迎，是對於政府的最大讚美，會極大提升政府的形象。中梵雙方關係正常化對

於中國的國家形象之提升具有指標性意義。 

 中梵關係正常化可以大幅改善西方發達國家國民對於中國的印象。西方國家與媒體

經常用所謂“普世價值”來指責中國，好像中國否定“普世價值”一樣。例如，民進黨當

局為了在國際上與中國大陸做出區別，為了維持台灣人民面對大陸人民的優越感，為了在

道德上綁架聖座，宣稱台灣與西方國家和梵蒂岡屬於所謂“價值同盟”。例如台灣“副總

統”陳建仁在中梵雙方對話如火如荼之際，銜命飛往羅馬參加德肋撒姆姆的宣聖典禮，以

鞏固雙方“邦交”關係。當他於 2016年 9月 5日在羅馬舉辦晚宴與 9月 8日返回台灣時

均表示：台灣與教廷“是一個愛的聯盟，是一個核心價值的聯盟”，雙方都堅持“宗教自

由與慈悲良善”，都強調“民主”、“自由”、“人權”、“人道”等價值，雙方將繼續

合作在全世界發揚上述“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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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並非拒絕“普世價值”，只是在理解

與實踐上有中國特殊的國情。大多數中國人對此予以理解與支持，這正是為何中國人對於

自己國家的整體印象要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國民對於中國的印象。隨著中國在社會科學

方面的與時俱進並且創新發展，中國可逐漸掌握世界話語權，另外中國社會在各方面與世

界接軌，也減少了西方媒體攻擊中國“拒絕”普世價值的“把柄”與“機會”，中國國家

形象在全世界範圍內可完全改觀。如果中國國家形象的低落傷害中國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的

國家利益，那麼中國外交形象的提升，也將不會只是純形而上的價值，而是將具有實實在

在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中梵關係正常化正是提供了這種機會，減少西方媒體攻擊中國的

“把柄”與“機會”，使“中國缺少宗教自由”的攻擊變得軟弱無力，使台灣所宣稱的

“價值同盟”不攻自破。 

中梵關係正常化在兩岸

中梵關係正常化在兩岸中梵關係正常化在兩岸

中梵關係正常化在兩岸關係上的利益：

關係上的利益：關係上的利益：

關係上的利益：中梵關係正常化對於中國來說最明顯與最直接的利

益，則是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上的勝利。對於台獨的打擊是三重的：第一，意味著台灣最

重要的“邦交國”又少了一個。在台灣執政者與民眾的眼中，梵蒂岡與其他“邦交國”的

                                                           
13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9050015-1.aspx 



地位不可同日而語。首先，梵蒂岡位於歐洲，是台灣在歐洲的惟一“邦交國”，而且梵蒂

岡是台灣“邦交國”中惟一的第一世界成員，不是為了台灣的錢才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

的國家。因此，雖然梵蒂岡是個小國家，然而對於維護台灣外交與民眾的“自尊心”與

“顏面”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梵蒂岡與台灣“斷交”，對於台灣政治與民眾“自尊心”和

“顏面”的衝擊是巨大的；第二，如果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宣稱梵蒂岡與台灣屬於“價

值同盟”，是追求自由、民主、博愛等普世價值的盟友，那麼“台梵斷交”則是對這一宣

示的明確否定，宣示這一“價值同盟”不具有合法性，戳破了台灣自我標榜屬於意識形態

中的“第一世界”的幻想，對於台獨的自信心是沉重的打擊；第三，中梵雙方關係正常化

對於台灣外交的另一重大打擊則是動搖了台灣眾多“邦交國”的意志。目前台灣的“邦交

國”有幾乎一半位於中美洲，都是信仰天主教的國家。當今教宗出身於南美洲，在拉丁美

洲有極高的威望。君不見聖座在美國與古巴對話、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內部對話的進程上

發揮了明顯的助力？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在近年來的飛速發展，台灣在中美洲的“邦交國”

早已蠢蠢欲動，不過中國大陸奈於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外交休兵政策沒有在中美洲積極展開

外交戰，如果兩岸重啟外交戰，那麼中梵關係正常化將是民進黨政府外交噩夢的開始，北

京沒有理由對於台灣心懷慈悲而不將台灣在中美洲的“邦交國”一網打盡。因此，與梵蒂

岡的邦交意義超過任何其他中美洲小國。 

早已走完最後一里路的

早已走完最後一里路的早已走完最後一里路的

早已走完最後一里路的中梵

中梵中梵

中梵主教任命

主教任命主教任命

主教任命協議

協議協議

協議？

？？

？ 

 最近一年，中梵雙方代表接觸頻繁，特意成立了工作小組，在幾個回合之後就迅速

達成主教任命的協議。促使中梵雙方對話成功並迅速達成任命主教協議的因素，還有一項，

是我們可能忽略的，即此協議中所涉及的主教任命方式，雙方其實早就在各自默默地施行

了，現在不過是將雙方以官方名義正式將各自已經行之有年的方式以協議方式進行確認，

以官方形式同時宣示此方式為指導中國天主教會未來任命主教的原則性方針。 

 為何可以做出此等推論呢？請看雙方協議的具體內容。雖然坊間對於雙方協議多有

猜測，不過迄今為止並未見過該協議的正式版本。香港主教湯漢樞機的《中國教會與普世

教會的共融合一》一文第一次以教會內的權威人士身份隱約透漏了該協議的某些內容，教

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接見聖座駐各國大使的內部聚會上也證實了湯漢樞機所透露的內容：

中國主教團將向教宗推薦具體候選人，然後由教宗做最後的定奪。如果教宗對於該候選人

的主教資格懷有疑慮，有權否決該推薦，之後重新啟動推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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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漢樞機在其《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中從教會法的角度論述了此種主

教任命方式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湯樞機的文章同時以中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發表，

也就是說，從理論上來講，湯樞機在文章中所列出的主教任命方法及其從教會法角度做出

的論證，應該已經被全世界範圍內的教義學與教會法專家閱讀，不過並沒有聽到任何來自

上述兩領域專家的反對聲音。這無疑表示，此種主教任命方法的確屬於天主教會教義與教

律的要求範圍之內，絲毫沒有違背教會傳統信仰，也沒有破壞各方最關心的“教會信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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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就連以對中梵對話持強硬立場著稱的陳日君樞機也沒有從教義與教律的角度提出任

何批判。 

 湯漢樞機與帕羅林樞機“故意”洩露出來的中梵協議內容，應該並非協議的全貌。

如果認真研究湯漢樞機與帕羅林樞機所洩露出來的協議內容，就會發現雙方都沒有提及涉

及該協議的另一項關鍵內容，即未來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將如何具體推薦主教候選人。主

教團成立遴選主教委員會負責此項工作？還是主教團只不過是“過路”角色，並不涉及如

何具體選擇一位主教候選人的工作，而是將主教候選人的產生完全交於地方教會的手中，

例如讓教區神職人員自由選舉主教候選人，然後通過主教團推薦給教宗？對於北京來說，

後者完全是可能的。理由有二： 

 第一，因為就算讓主教團在教區神父中挑選主教候選人，主教團既不會用當初十二

宗徒挑選瑪弟亞宗徒一樣的抽籤方式，也不會毫無根據地閉著眼睛隨意挑選一個，而是必

然會咨詢教區神父們的意見，然而咨詢教區神父們心中理想主教人選的方式就是投票選舉。

因此，未來的中梵協議中非常有可能會包含一項內容：當主教出缺時，教區神父們共同選

舉自己認為理想的主教候選人，將最高票者上報主教團，然後由主教團呈請教宗最後定奪。 

 第二，這種方式在中國大陸已經行之有年，無論羅馬還是北京也都已經認可這種推

薦主教候選人的具體方式。北京甚至早已經將這種方式程式化與法律化。例如北京制定了

《主教團關於選聖主教的規定》第三條及第六條關於教區如何成立選舉委員會做了規定，

而且各個選舉委員會可依本教區實際情況自行決定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15

我們必須注意一

項事實：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明顯越俎代庖替某教區選一個候選人，總是讓教區自己選舉候

選人，至少名義上是如此。政府在背後多大程度上介入具體個案，則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

做法。迄今為止，現在中國教會內存在著不同的選舉主教方式：教區神父集體選舉（景縣、

獻縣、邯鄲等）；教區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集體選舉。主教候選人出爐之後，上報“主

教團”，“主教團”除非特殊情況（馬達欽事件），不會否決。這種多元化的選舉辦法顯

示，中央政府並沒有為中國教會制定一套統一標準。之所以沒有制定一套主教選舉統一標

準，可能有不同原因。不過政府釋放的訊息是：政府不會明顯介入教區主教的選舉，只要

人選符合“愛國”標準，政府就不會橫加干預，“愛教”與否不是政府關心的問題。如果

政府暗中介入選舉，例如提前給教區神父做工作，暗示“應該”選舉某候選人，甚至為了

保證該候選人獲得足夠的票數，不惜將修女與教友代表拉進選舉團，則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教會內某神父利用政府達到自己的“仕途”目的；二，該神父可能與地方政府關於關

係“良好”，而地方官員為了能夠選出令自己絕對放心的主教，樂意與該神父合作，不惜

採取極端方法。而在某些主教選舉個案中，地方政府之所以沒有介入，一方面可能是地方

教會的團結與堅持，另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對於神父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人選已經有“信心”。

簡言之，地方政府之所以干預教會的選舉，首要原因是教會內部自己的問題，地方政府官

員只是加以配合而已。無論如何，這種選舉方式並非中央政府的硬性規定，否則那些只有

教區神父參加選舉主教的個案就沒有辦法解釋了。另外，地方教會選舉主教候選人，然後

上報主教團批准，是中央政府的要求與習慣做法，然而政府也知道絕大多數地方教會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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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候選人出爐之後都會私下以最快速度主動呈報教廷，希望取得教廷的批准。不過政府對

此種“暗度陳倉”的做法近年來基本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主教候選人“愛國”，

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並不介意這些主教尋求教宗的承認。 

 上述方法也符合天主教會選舉主教時的規定，正如湯漢樞機分析教會法中主教任命

方式的規則時所指出的，通常教廷在任命地方主教之前，雖然要尊重前任或現任主教的意

願，然而教廷總會參考很多其他方面的意見，例如臨近教區主教的意見，地方主教團中個

別主教的意見，其實最重要的則非地方教會神職人員的意見莫屬。因此近年來教廷也接受

此種做法，當接到教區神父們通過選舉而推薦的主教候選人后，首先會通過不同渠道了解

候選人的各方面資格，確認符合天主教會對於主教的各項要求后，盡快予以批准。景縣教

區封新卯主教、獻縣教區李連貴主教等的產生均是以此種方式進行的。 

 綜上所述，如果以上設想的中梵協議內容為真，那麼可以說中梵雙方雖然都沒有改

變自己的立場，協議並沒有超出雙方目前正在有效實施的做法，在技術層面上都沒有做出

較大的改變，然而都認為協議符合雙方原則與要求。因此，雙方能在僅接觸幾次之後一拍

即合，快速達成共識，將過去雙方都正在實施的選舉主教方式固定化與法律化，形成雙方

官方協議。惟一不同於以往的，是北京正式承認中國主教候選人尋求教宗批准的合法性，

將過去暗中默許的中國主教候選人的暗中行動轉變為北京支持的桌面上行動。 

結語

結語結語

結語 

對於北京來說，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問題並不迫切。不僅是因為中國天主教會信徒

人數只佔全國總人口 0,5%，縱然有心也無力在中國社會攪起大的波瀾，更因為天主教會從

教義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理性溫和的宗教，不會使用暴力來實現自己的信仰追求，且教會明

白禁止神職人員參與政治活動。當信仰受到迫害時，天主教會甚至鼓勵信徒為信仰“致命”，

如同待宰的羔羊溫順地走向斷頭台。因此中國的天主教會對於中國政局與社會穩定來說，

永遠不會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然而從一些跡象來看，北京現在一改從前滿不在乎教廷的態

度，的確在認真考慮與教廷關係正常化，例如北京在過去三年內不再絲毫不顧及教廷的反

對甚至故意刺激教廷而單邊強行推動“自選自聖”主教活動，當台灣“副總統”陳建仁銜命赴

教廷參加德蕾莎姆姆的宣聖儀式並且穩固“邦誼”之際，北京沒有受此影響，仍然表示北

京和教廷的對話暢通有效，而且北京也沒有強行使非法主教主持或參與中國大陸天主教會

的兩次祝聖主教事件，這些都發出積極信號，顯示中梵雙方已經達到某種程度的互信，北

京這次是認真的。 

其原因正如上述分析，北京已經得出結論：第一，中梵關係正常化不僅不會傷害中

國的政局與社會穩定，反而會積極促進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第二，中梵關係正常化可

在國際上大幅提升中國國家形象，打破中國政府無視“普世價值”的說法，改變西方世界民

眾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從而從根基上改變西方國家的政治生態，從反華逐漸走向傾華；

第三，斷絕“台梵外交”關係，影響台灣邦交國的意志，打擊台獨勢力，向實現國家統一再

向前邁進一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北京付出的成本極少，只不過是將過去一貫的做法程

式化，即教區神父們選舉主教候選人，然後上報中國主教團，雖然外表上增加了由中國主



教團呈請教宗批准這一條，然而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大部分教區早已經暗中如此做了，北京

已經看出來，這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因為這本屬於天主教會的教義本質，況且北京已經對

教廷“聽其言、觀其行”多年，發現教廷的確在任命主教時惟一關心的是主教候選人是否在

信仰、倫理等方面符合天主教主教的特質，無意通過主教來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也就是

說，北京認識到天主教的圣統制是完全無害的宗教體制，因此決定將中國的主教候選人私

下尋求教宗批准的“暗度陳倉”轉為“明修棧道”，由中國主教團來具體承擔這一工作。至此，

主教任命權協議已經解開了阻礙中梵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最大心魔，因為這一協議背後代表

的是北京與羅馬已經建立互信，彼此將對方正確定位，是神權與政權兩大勢力的和解，讓

“天主的歸天主，凱撒的歸凱撒”，是政教分離原則的典範性實現。 

主教任命協議的達成是中梵雙方戰略性的勝利與雙贏，其他問題諸如“愛國會”、

“非法主教”、“地下主教”、“台梵斷交”只是屬於技術性問題，預計雙方將在已經建立的互

信基礎上繼續對話，逐步解決這些問題。至於雙方解決上述問題的速度，更多取決於北京

自身對於國際以及兩岸關係走向的政治判斷。如果美國新總統上任之後中美雙方衝突比較

緩和，那麼台灣方面就不會急於挑起兩岸政治衝突，那麼北京利用“台梵斷交”來打擊台

獨的迫切性就降低，中梵雙方對話與談判的壓力也會降低，讓雙方按照既定進程有條不紊

地解決雙方多年累積的問題。如果中美雙方衝突緊張加劇，台灣的民進黨當局也一定會趁

火打劫，加快台獨步伐，那時北京快速解決中梵雙邊問題的壓力就會大增，中梵雙方也許

會在極短時間內就解決雙方分歧，結束談判，宣佈將梵蒂岡駐“中國”大使館從台北搬回北

京。如果教廷已經認為協議符合自己的信仰原則，那麼就應在北京“最需要”教廷的時刻伸

出“援手”。如果教廷聽信某些話語，相信“中國崩潰論”，指望中美雙方的衝突會改變中國

政治生態，等中國社會具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之後再與北京談判，那將會錯過這個千載

難逢的機會，因為根據上面的分析，中美雙方的衝突不會失控，不會按照國際上某些政治

勢力所希望的那樣進行，不會出現他們所希望的那種結果。反過來，當北京已經完全處理

好中美關係與兩岸問題的后，教廷再主動伸出橄欖枝，到那時候北京是否如同現在一樣願

意伸出雙手來接，就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那時候，對於教廷來說，所面臨的局面可能

比今天更加困難與被動，因為面臨中國年老主教相繼離世，中國政府完全有可能在中梵雙

方問題解決之前繼續大量選拔與祝聖非法主教，進而擴大中國非法主教的規模與勢力範圍，

甚至有可能最終使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內部分裂以及與普世教會的分裂永久化。那時的教

廷將“籌碼”盡失，只能仰賴北京的“善意”了。因此，2017-2020，是中梵關係正常化的最佳

窗口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