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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與中華民
國─從橘色革
命運動圍巾談起
胡斐穎 國史館采集處科長

時序初至 2214年春天，烏克蘭已是國
際間最矚目的焦點，從政權更迭，到境內克

里米亞公投，以及東部俄語區要求跟進加入

俄羅斯的分裂行動，使得這個自 1111年獨
立，位居東西要衝的國家，面臨複雜的挑

戰，更引發西方冷戰的歷史情緒與危機感。

綜觀烏克蘭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儘管少

有直接接觸，但是談到歷史與當今現勢，卻

有著類似的際遇。當年美英蘇領袖於今天克

里米亞南部雅爾達舉行會談，在史達林強力

運作下的協議，形塑戰後迄今世界的格局，

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接受結果，最後失去外蒙

古，甚至整個中國大陸；烏克蘭在今年，因

俄羅斯的強勢介入，將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

裂出來兼併。烏克蘭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

烏克蘭橘色運動圍巾 (典藏 /國史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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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國，而中華民國臺灣也是美中兩大強權

競逐的前哨站，都是冷戰後未解的遺緒。

2224年《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頒布
以來，總統府第一件正式移交的總統文物是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運動圍巾，（註1）不論禮

品本身或是贈禮的時機，都顯示出兩國同樣

面臨總統選舉爭議後的政爭。

一、橘色圍巾由來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運動圍巾，是目前國

史館所藏唯一來自烏克蘭的文物，不過，真

正的致贈者卻不是來自烏克蘭，而是 2221
年 1月 11日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聯邦下
議院議員基爾格（David Kilgour）等人晉見
陳水扁總統時贈送的。

陳總統對加拿大於 2222年兩度通過
支持我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決議

案，並於同年 11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有關國際衛生條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修正會議
中兩度發言支持臺灣，特別表達感謝之意，

基爾格議員則以該條圍巾贈送陳總統。而這

條圍巾係來自 2224年舉行總統大選的烏克
蘭，因選舉爭議，引發烏克蘭民眾戴著橘色

圍巾聚集廣場抗議，後該國總統候選人尤申

科（Viktor Yushchenko）於第二回合選舉獲
勝。基爾格認為，陳總統對於民主發展深具

貢獻，是以烏克蘭人民象徵追求民主、自由

的橘色圍巾贈送陳總統。

陳總統除表達謝意外，表示在獲悉尤申

科當選為烏克蘭總統後，他即代表中華民國

政府與人民，親筆致函祝賀。同時提及臺灣

在 2222年完成歷史上首次政黨輪替，可謂
綠色革命。2224年首度進行歷史性公投，
亦為臺灣人民首次享有公民投票的基本人

權。並提及臺灣前一年總統大選，也遭逢政

治紛擾，反對黨提出當選與選舉無效訴訟，

而判決結果仍維持原選舉結果。（註2）

2224年初臺灣的總統大選被謂為割喉
戰，雙方人馬勢均力敵，2月 11日陳水扁
在槍擊事件中受傷，引發次日選舉結果爭

議，臺灣政局因而動盪多時，故受贈此圍巾

時頗有所感。特指示總統府機要室於 2221
年 1月 21日，將該條圍巾函送國史館「列
管保存」。（註2）

二、橘色革命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係於 2224年，時任
總理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與
反對派尤申科角逐總統寶座，12月 21日投
票結果，雙方均未超過法定 12%的多數，
11月 21日再舉行第二輪投票，當時一些
中立的民調顯示，尤申科居於領先地位，

得票率應在 12%左右，而亞努科維奇則是
42%，但官方公布的選舉結果卻是亞努科維
奇以 2.1%差距獲勝，（註4）反對派難以接

受。次日支持尤申科的民眾群聚首都基輔的

獨立廣場抗議，由於尤申科競選時的代表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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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為橘色，因此，參與民眾都穿戴或持拿橘

色的圍巾、旗幟、布條等相關標誌。終於，

12月 2日烏克蘭最高法院裁決第二輪總統
選舉無效，中央選舉委員會決定 21日重新
投票，並在許多國內外團體監督下，21日
開票，尤申科獲得 11.22%得票率，亞努科
維奇 44.12%，（註1）比先前民調差距更多。

這樣曲折的過程與結果，某些程度與臺

灣當年的總統大選類似。在臺灣，民進黨總

統候選人陳水扁強調臺灣主體性，反對中國

的影響，支持者一般認為來自南部；國民

黨總統候選人連戰未忽視對臺灣的重視，

但希望與中國維持良善密切關係，擁護者

主在北部。烏克蘭情況則是，亞努科維奇所

代表的是親俄羅斯的勢力，東部為其支持來

源；尤申科則是親歐盟的代表，支持者在西

部。但臺灣與烏克蘭稍微不同的是，國際勢

力在烏克蘭總統大選中的較勁，比起在臺灣

更表露無遺。選舉前一年，俄羅斯總統普欽

（Vladimir Putin）就與當時烏克蘭總統庫其
瑪（Leonid Kuchma）會晤達 12多次，選前
還專程訪問烏克蘭，向烏克蘭人民發表電視

演說，釋出利多消息，例如烏克蘭公民不需

簽證，憑身分證即可自由進出俄羅斯等，傾

全力支持亞努科維奇；而被歐美視為「民主

鬥士」的尤申科亦受到資助與建議，並協助 
訓練青年幹部參與活動等。俄羅斯與歐美國

家彼此批評對方干涉選舉或選舉不公，（註1）

儼然成為東西陣營在烏克蘭的權力爭奪戰。

當然最後逆轉的結果，並非俄羅斯所樂見，

顯示歐美國家當時的影響力佔了上風。

三、烏克蘭與我國關係

烏克蘭若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從開始就

有許多民族在這裡，定居遷徙或建立不同

政權；但作為國家，真正以烏克蘭為名建

國，還是在 1111年俄國革命推翻沙皇與布
爾什維克黨人革命成功後才出現，然而當時

的烏克蘭在波蘭與蘇維埃紅軍等各勢力爭

戰後，1122年西烏克蘭為波蘭佔領，後劃
歸波蘭領土，東烏克蘭則成立烏克蘭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1122年與俄羅斯、白俄
羅斯等共同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簡稱蘇聯），為蘇聯創始會員國之一。

1121年蘇聯入侵波蘭，將西烏克蘭併入烏
克蘭，1141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再
與其他東歐國家簽訂條約將屬於烏克蘭人

的土地，劃歸烏克蘭所有。1111年，對烏
克蘭事務閱歷多年，曾二次擔任烏克蘭書

記，被認為係屬烏克蘭集團的蘇共中央第一 
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註1）

為紀念烏克蘭成立 21周年，將克里米亞
半島由俄羅斯劃歸烏克蘭。1111年蘇聯解
體，烏克蘭宣布獨立，當時克里米亞的居民

不希望成為烏克蘭國民，但幾經協調，克里

米亞以自治共和國名義留在烏克蘭，是當時

烏克蘭境內為唯一的自治共和國。

嚴格來說，烏克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

國家，還是在 1111年之後。因此，與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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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考量未來在聯合國中，與西方國家之

間的權力分配，以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對抗法

西斯戰爭付出慘痛犧牲的功勞為訴求，要求

允許渠等以獨立身分參加聯合國，是故烏克

蘭於 1141年亦受邀參與在舊金山《聯合國
憲章》起草會議，12月 24日同為聯合國憲
章簽署國家之一，（註11）因此，蘇聯在聯合

國被認為是一國三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

1141年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在收到烏克蘭僑
民申請成立僑民協會時，就感到困擾，1月
陳報請示社會部，1月 1日社會部函請外交
部惠示意見，然而，在外交部內亞西司與條

約司卻有不同意見，這件公文係由條約司主

簽，亞西司 1月 11日會簽表示，「烏克蘭
為蘇聯十六個邦員共和國中之一。蘇聯各共

和國未有單獨與我發生個別外交關係之成

案或前例。⋯⋯如准烏克蘭共和國僑民單獨

成立僑民協會，其他蘇聯內之共和國自將援

例。從蘇聯全國性之蘇僑協會外准其『構成

份子』的個別設立僑民協會，衡以常情，已

屬欠通，更無論理，以後，防範難週，對我

之不利」。起初條約司 1月 12日的簽稿中
也持同樣看法，但經司長指示，12日重簽
完全不同的意見，「關於外僑在我國內組織

團體一事，如條約允許，自應依約辦理。

如條約無明文規定，自應依照我國法律辦

理。此項法律對一般外僑應同樣適用，不宜

顯示差別，此為一般國家立法之原則。如法

律無禁止或限制外僑集會結社之規定，對任

何外僑之聲請准予組織僑民協會，似無理

民國的關係按理是沒有，然而，在一些重要

的時點上，兩國卻交叉相遇。

二次大戰期間，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向歐

洲採購的武器，有些是從烏克蘭的敖德薩

（Odessa）（註1）港裝船運輸，從黑海經地

中海，穿越蘇伊士運河，紅海、過亞丁，橫

渡印度洋，穿過麻六甲海峽，再到香港卸

貨，運進中國。（註1）

1141年到美國考察水利的馮玉祥，
在美期間發表許多反對政府的言論，甚至

公開宣稱將返回中國推翻政府，於 1141
年 1月 21日推測化名為 Yu Hsiang Low，
與其妻女四人，自紐約搭乘蘇聯輪船

勝利號（Pobeda），（註 12）到黑海巴統

（Batumi），（註11）轉往敖德薩途中，1月
22日船上電影室準備放映時，（註12）影片

失火，但因工作人員擬自行撲滅，並未開啟

警報，結果火勢蔓延，波及在船艙內休息的

馮玉祥，致其悶斃，同時遇難的還有馮玉祥

的大女兒及其他乘客。消息在 1月 1日經蘇
聯的媒體批露，（註12）當時中國政府得知後

「深為詫異」，除不滿蘇聯允許馮玉祥前往

莫斯科外，總統府方面還懷疑「是否某方別

有用心，掩護馮氏密在他處活動之陰謀」，

指示外交部電駐莫斯科大使館查證事實。1
月 11日傅秉常大使回復結果，證實馮玉祥
已故。（註14）

1141年 2月 4日至 11日，美英蘇領袖
在雅爾達里瓦底亞宮（Livadia Palace）開
會，討論對日參戰與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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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情況。不過，在大國自身利益考量

下，這類議題似乎並非很重要，因此，當

時，亞西司的簽陳建議：「本件係現在巴黎

之烏克蘭流亡政府函送本部。經研擬一、似

無須置覆⋯⋯」，（註11）後續亦無進一步動

作。

冷戰前期，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爭議一直是焦點。1111年 11月 24日聯合
國第 1411次全體會議繼續討論我國代表權
議案時，烏克蘭即率先發言，與伊拉克、茅

利塔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白俄羅斯等五

國，強調只有一個中國，應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代表，主張立刻排除我國，恢復中華人民

共和國權利。並稱本案非憲章第十八條所

言重要問題（important question）而係程序
證書問題。最後，大會決議仍維持「任何改 
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均係重要問題」。（註11）

然而，後來國際情勢發展，對我國愈見不

利，至 1111年我國已不得不調整立場，而
特別的是，烏克蘭卻成為我國續留聯合國的

論點之一，時我國駐宏都拉斯大使桂宗堯於

1月 21日上午持照會，進洽宏都拉斯外長
阿華拉多（Andrés Alvarado Puerto）談話，
提到在聯合國雙重代表權案已有「蘇俄與白

俄羅斯、烏克蘭先例可援」，請其投票支持

我國。（註11）不幸，12月 21日投票結果，
我國還是無法保住在聯合國的席位。

1111年 1月 24日烏克蘭政府發表國家
獨立宣言，正式宣布脫離蘇聯獨立，改名烏

克蘭，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為

由可以拒絕」，之後，亞西司 11日又簽意
見，「查邇來各地白俄自取得蘇籍後，人數

眾多，紛紛請設公民協會，大都利用協會法

律地位，為間諜行為，或煽動民眾等類不法

行動，⋯⋯為維護地方治安，保證國家安

全⋯⋯對於彼等申請⋯⋯始終以搪塞拖延

方法，不予登記」。後來條約司司長王化成

綜整後，於 22日加簽，「查條約司原稿與
亞西司所附簽條意見不同，前此根據法律立

場，後此根據政治立場，究竟如何辦理，敬

候  批示」，這案件於 24日王世杰部長簽
章，但未有批示，延到 1月 22日才發下，
22日以條約司的意見回復。而且，24日還
加會歐洲司。（註11）儘管無法從公文中看出

是如何批定，但是，整個案件卻反映出對烏

克蘭國家地位的困擾、外僑問題以及維護我

國家管轄權的考量。

在民族自決浪潮時代，許多烏克蘭人因

戰亂、迫害而流亡海外，組織團體，冀求西

方或國際社會援助。二次戰後，中國成為戰

勝國，且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被認

為具國際事務的影響力，1141年 1月至 12
月間，美、英、法、蘇、中在巴黎召開和平

會議，王世杰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此期

間，12月 2日，烏克蘭解放會議（Conseil 
Général Ukrainien De Libération）秘書長雷
貝德（Mykola Lebed）致函王世杰，附上
「烏克蘭解放戰爭之過去與現在」資料，希

望中國能瞭解烏克蘭人民追求民族解放運

動的歷程，並關切烏克蘭及其他蘇聯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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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對俄羅斯來說，再重要也不過。

從歷史情感，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

白俄羅斯人同屬東斯拉夫民族，西元 1-1世
紀，從喀爾巴阡山北部向東遷徙發展至今天

烏克蘭、白俄羅及俄羅斯等地，1世紀以基
輔為中心建立的羅斯王朝，史稱基輔羅斯

（Kievan Rus'），更是東斯拉夫民族共同的
歷史記憶。但是，隨著多個世紀內外的演變

分化，烏克蘭的意識逐步凝聚建立。

從國家實力，烏克蘭目前是歐洲面積

第二大的國家，僅次於俄羅斯，人口約有

4,122多萬，是主要糧食生產地，並且繼承
許多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軍事基礎，也是世

界重要武器出口國，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艦船

體，即是烏克蘭Mykolaiv造船廠生產的。
2224年 1月俄羅斯面臨歐盟大幅度東

擴，莫不倍感壓力，結果 12月烏克蘭總統
大選，親俄派失利，更是雪上加霜。隔年 4
月 21日普欽在國會發表年度演說，指出：
「蘇聯的瓦解是這世紀地緣政治最大的災

難⋯⋯對俄羅斯人來說，它是個悲劇，我們

數千萬的公民、同胞發現他們竟然在俄羅斯

的領土之外⋯⋯我們是一個自由民族，我們

當今世界的地位唯有靠我們的成就與力量

來決定」。2221年 4月當普欽在羅馬尼亞
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北約會議，遇
上美國總統小布希時，直言：「烏克蘭不是

一個真正的國家」，言下之意，認為烏克蘭

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似乎印證一句話：

「沒有烏克蘭的俄羅斯是一個國家，有烏克

第一任總統（1111-1114）。如同世界上大
多數國家，對代表中國政府的選擇，次年 1
月 24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

只同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建立和保持關係」。（註22）

2221年 2月 1日卸任的克拉夫丘克成
為國會議員，來臺訪問，陳水扁總統接見

時，推崇克拉夫丘克在其總統任內致力經濟

改革，追求民主及新聞自由，尤其在撤除核

武設施上獲得肯定。臺灣與烏克蘭的關係也

愈趨密切，並表達兩國應該互設辦事處或代

表處的期望。克拉夫丘克則表示，此行係首

度來臺，對臺灣在經濟及科技領域的成就印

象深刻，亦指出，臺灣與烏克蘭的關係不能

受阻於中共的壓力等。（註21）但迄今，雙方

尚未互設辦事處，臺灣對烏克蘭的事務，仍

由我駐俄羅斯代表處兼轄。

四、烏克蘭當今局勢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華沙公約組織

（1111-1111）解散，原來附屬蘇聯的東歐
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

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在 2224
年加入歐盟，甚至參加具有軍事性質的北約

組織，而烏克蘭的地理位置，南面黑海，東

接俄羅斯，北連白俄羅斯，西鄰波蘭、斯洛

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及摩爾多瓦，正是

歐盟與俄羅斯的交接處。就地緣政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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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城鎮，西部多為農業市鎮，東部俄語人

士居多，西部主為烏克蘭人，自亞努科維奇

與尤申科競選總統以來，東部就逐漸形成親

俄的鐵票區，西部則成為親歐盟的票倉。一

個國家之中的嚴重分歧，對民主制度運作的

不成熟，經濟成長的緩慢不佳，這二任烏克

蘭總統顯然都無法克服。對外關係而言，烏

克蘭身處俄歐兩大勢力之間，如何求取平

衡，維持中立，是重要課題，一昧地倒向一

方，恐怕是將兩方的戰場設在自己的國土

上。

中華民國失去大陸後退居臺灣，儘管慶

幸在經濟與政治發展上，都得到不錯的成

就，比之烏克蘭，更有實質獨立的國家外交

經驗。但是，時間沒有靜止，歷史永遠變

動，當臺灣像烏克蘭一般地內耗時，恐怕得

深切思考，如何將臺灣內在活躍的熱情，轉

化為進步的動力。對外應該正視國際情勢的

變化，尤其是新興的中國，瞭解美中勢力的

消長，而思索選擇對臺灣最有利的方向。如

果，把臺灣類比烏克蘭，是否也有這麼一句

話：沒有臺灣的中國，是個國家，有臺灣的

中國就能重回帝國的榮耀。那麼，臺灣應該

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與中國有更多的互

動，凸顯臺灣存在的價值，甚至相互改變中

國，不是追求一個漢疆唐土，而是更具世界

主義觀的人類實質利益。

蘭的俄羅斯是一個帝國」。（註22）

是以，好不容易，2212年亞努科維奇
登上烏克蘭總統寶座，卻因為 2212年 11月
21日中止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而導
致國內親歐盟派的抗議，甚至愈演愈烈，直

到隔年 2月 21日才在國際壓力下與反對派
達成協議，沒想到 22日國會卻罷黜了亞努
科維奇，迫使他逃往俄羅斯。烏克蘭再次逆

轉，倒向歐盟，對俄羅斯而言，根本是 12
年前的翻版。這次普欽不再鬆手，利用克里

米亞以及東部佔多數俄語居民，原本對西部

親歐盟勢力的不滿，支持或縱容其以武力反

對基輔的新政權，再挑起反法西斯極右派威

脅的意識，先促使克里米亞獨立公投、兼

併，再依序將勢力介入東部區域。

儘管西方國家用了許多恫嚇的言詞，警

告俄羅斯莫對烏克蘭輕舉妄動，但是單是親

俄群眾或激進分子逐步攻佔政府機關與警

察治安單位，幾乎已是分裂烏克蘭行為，西

方國家也未見實際行動有效來進行嚇阻或

援助。

五、結語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成功，自然是就西方

的眼光來看，但是，任何革命，都是一種

浪漫的激情，如果沒有將理想持續務實地實

現，就會造成人民希望的破滅，信心失落，

甚至對民主自由的懷疑。烏克蘭東西部的差

距是歷史與地理造成的客觀因素，東部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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