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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在政黨輪替之時，因應執政黨理念的改變，蒙藏
委員會的業務方向自然會有所轉變。蓋因政黨在
政治上隱含特定的偏差(bias)，而政黨隱含的偏差
使政府出現政黨輪替時，必然會對政府行為在制
度面、行為面或組織面產生影響與變遷，導致官
僚體系的運作出現調整。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便是透過觀察蒙藏委員會在
李政府時期至扁政府時期，及扁政府時期至馬政
府時期，這兩次的政黨輪替中，上位者的決策所
導致的行為上不連續性及轉折，本研究試圖瞭解
決策結構中各個層級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說明
這些互動的結構最終帶來哪些影響與變遷。



研究範圍一：蒙古族居住地區

蒙古族分布情況
俄羅斯聯邦的三個蒙古裔共和國



研究範圍二：公衛醫療交流

´公衛醫療交流係臺灣與蒙古族聚居地區的代表
性業務之一，包含三大面向：

Ø援外：如人道援助、醫療援助、醫藥器材捐贈等。

Ø人才交流：如技術援助、醫療團互訪考察、醫療人
員訓練、醫藥學術研討會等。

Ø政經效益：政治上「友臺」，經濟上「賺到錢」。
如2005年3月臺灣與蒙古國簽署臺蒙衛生合作瞭解
備忘錄，2006年5月蒙古衛生部長於世界衛生大會
中公開發言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促
成臺灣敏盛綜合醫院取得輔導大陸內蒙古自治區烏
海市婦幼保健院之國際醫院評鑑合約等。



相關歷史背景與重點回顧
´ 1921年，在蘇俄的支持下，外蒙古獨立，蒙古上層王公
與蒙古人民黨共同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 1924年，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 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國跟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
約》承認外蒙古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另簽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承認外蒙古獨立。

´ 1953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提出「控蘇案」成立，撤銷
承認「蒙古」為一獨立國家。

´ 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在美國壓
力下，放棄使用否決權。

´ 1990年，蒙古發生民主革命；1992年，蒙古人民共和國
改名為蒙古國，頒布實行多黨制的新憲法。

´ 2002年，中華民國重新承認蒙古國為一獨立國家。



蒙古國定位問題的官方說法
´ 蒙古於民國10年獨立。於34.10.20外蒙古舉行獨立公民投票，國民政府指派時任內政部次長雷法章前去觀

選，外蒙公民「在政府人員監督之下，以公開之簽字方式表示贊成與否」，投票率高達97.8%，投票結
果100%贊成獨立。次（35）年1月5日，國民政府「致外蒙古電」表示：「公民投票結果已證實外蒙古人
民贊成獨立，茲經國民政府依照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決議，宣告承認外蒙古之獨立」。

´ 我國憲法於35.12.25制訂，並於次（36）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雖依憲法第4條，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惟蒙古早在我國憲法制訂之前獨立，並經國民
政府公告承認，已非我國「固有之疆域」。

´ 民國42年（1953），我國在聯合國控告蘇聯違約案成立，遂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效力，同時取
消承認「蒙古」為一獨立國家。

´ 50.10.27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630號決議，接納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使之成為聯合國之一員，我國
代表未參加本次表決。但在此之前，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徐淑希曾於35.8.6發表支持「蒙古」加入聯合
國的聲明，略以：「蒙古人民共和國在數月之前，尚為我國之一部分，稱為外蒙古。其獨立乃由選舉之
故，國民政府將為歡迎其加入聯合國之一國家」，惟遭安理會否決未獲通過。

´ 行政院於91.1.30發布修正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將蒙古排除在中國大陸地區之外。外交部並於同年7
月8日函示略以：「蒙古已為主權獨立國家，且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國際法上國家之承認，原則上屬於
『無條件與不可撤回的』，當時承認之相關要件迄今仍存在。」

´ 行政院92.4.16於第2834次會議院長提示略以：「（一）蒙古國早就是一個主權國家，並且是聯合國的會
員國，與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正式外交關係，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自應尊重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行政院為因應實際需要，解除我國與蒙古間的交流障礙，決定與蒙古交流事務均依照外國人之規
定辦理，務實推動雙方各項交流，建立互惠互利之實質關係。」故「蒙古國」為我政府所承認之國家。

´ 陸委會101.5.21針對「外蒙古是否為中華民國領土問題」發布新聞稿說明，外交部雖於民國42年提經立法
院決議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取消承認「蒙古」為一獨立國家，但並未完成憲法領土變更之程序
。是以，民國35年憲法制定公布時之「固有之疆域」並未包括蒙古（俗稱外蒙古） 。



總統與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任期對照

總統 委員長 任期 備註

李登輝

吳化鵬 1986.4 1993.2.26 最後一個蒙族的委員長

張駿逸 1993.2.27 1994.12.14
李厚高 1994.12.15 1997.8.31
高孔廉 1997.9.1 2000.5.20

陳水扁
徐正光 2000.5.20 2002.1.31
許志雄 2002.2.1 2008.5.19 開啟由政務委員兼任的慣例

馬英九

高思博 2008.5.20 2011.2.8
羅瑩雪 2011.2.9 2013.9.29

蔡玉玲 2013.11.6 2016.5.2 陳明仁 2013.9.30～11.6 代理

蔡英文
林美珠 2016.5.20 2017.2.7
許璋瑤 2017.2.8 至今



李政府時期公衛醫療交流特色
´蒙藏委員會業務以「外蒙古」為主，其原因有三：

´中華民國與「外蒙古」的歷史淵源；

´「外蒙古」成為民主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交往符合
「務實外交」政策。

´在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後，兩岸關係急轉直下，蒙藏
委員會與內蒙古只能停留在文化學術交流。

´蒙藏委員會在李政府時期的交流有五個特色：

´根據「外蒙古」需求被動回應；

´以物質的人道援助為主；

´以技術援助及人才培訓為輔；

´缺乏跨部會合作的模式；

´蒙藏委員會的「正統性」仍發揮影響。



蒙藏委員會的正統性：秋海棠

蒙藏委員會的政治性功能大於經濟性功能



扁政府時期公衛醫療交流特色
´扁政府的政策轉向：

´2002年，扁政府兩岸政策出現轉向，從「兩岸統合」
轉為「一邊一國」。所以在外交上亦轉為攻勢。

´扁政府在2002年承認蒙古國為獨立國家。同年，蒙藏
委員會主動與喀爾瑪克、布里亞特及圖瓦三個蒙古裔
共和國展開公衛醫療交流活動。

´蒙藏委員會在扁政府時期的交流有五個特色：

´隨著交流深化，開始主動解決問題；

´出現「臺北－烏蘭巴托合作模式」；

´府院高層政策方針影響蒙藏委員會的交流方向；

´政務委員促成的跨部會合作模式；

´行政官僚體系開始出現主動拓展業務的積極性。



臺北－烏蘭巴托合作模式

蒙藏

委員會

台北市政府
衛生局

蒙古國

台北市衛生
局透過蒙藏
委員會的聯
繫，深化與
烏蘭巴托的
合作，同時
更將公衛醫
療交流拓展
到烏蘭巴托
以外的偏遠
地區。

蒙藏委員會
透過之前李
政府時期在
蒙古當地建
立的人脈，
協助處理相
關聯絡事宜；
另一方面，
則借重台北
市衛生局的
醫療專業。

1997年6月20日，蒙古烏蘭巴托市市長Narantsatsralt
拜會臺北市市長陳水扁，雙方締結為姊妹市。



馬政府時期公衛醫療交流特色
´馬政府的政策轉向：

´2008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會協商
機制，迅速推動兩岸關係。

´馬政府有一種「兩岸優先」的思維，因此，蒙藏委員
會迅速進行業務轉向，積極與內蒙古自治區展開公衛
醫療交流活動。

´蒙藏委員會在馬政府時期的交流有五個特色：

´高層的政策轉向，造成蒙藏委員會的業務重心翻轉；

´內蒙古掌握主動、蒙藏委員會陷入被動的權力不對等；

´運作制度化，建立工作平台整合、分配資源；

´組織互動出現「有機發展」(dynamic development)；

´不同委員長領導下的行政體系差異與慣性。



李、扁、馬三任政府比較
李政府時期 扁政府時期 馬政府時期

主要業務 人道援助 醫療外交 公衛醫療交流

主要對象 「外蒙古」
蒙古國、俄羅斯
聯邦三個蒙古裔
共和國

中國大陸
內蒙古自治區

對外合作
模式

視對方需求
被動回應

主動解決問題
從橋樑淪為窗口，
資源限制了主動性

國內合作
模式

個案式合作
穩定的跨部會合
作：臺北－烏蘭
巴托合作模式

跨部會整合協調的
有機互動：
交流平台會議

意識形態
維護秋海棠的
正統性

秋海棠框架裂解 兩岸優先

擺盪特性 國內事務 國際事務 兩岸事務



蒙藏委員會的擺盪特性

國際

「外蒙古」是
我國固有疆域

蒙古國是獨立國家

內蒙古是兩岸
關係的一部分

扁



結論一
´從李、扁、馬三任政府的政黨輪替，蒙藏委員會每
次的業務轉向都代表當時國內外政經環境的改變。
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下，依照蒙藏委員會既有的稟賦，
發揮最大效益以求存續與發展。

´隨著「秋海棠」的裂解，蒙藏委員會本身「正統性」
亦出現變化。蒙藏委員會在求生存與發展的過程中，
歷史的因果變遷改變了蒙藏委員會的的結構性地位，
而重新在新的結構框架中找到定位的蒙藏委員會，
亦反過來影響歷史的發展，正是「歷史發展與結構
化行為者間因而形成動態的辯證關係」。



結論二
´蒙藏委員會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透過互利互惠的合
作，逐漸形成「臺北－烏蘭巴托模式」，這顯示
「行為者不只是個理性且自利的個體，還表現於必
須與其他行為者不斷互動且汲取資源以求存續或發
展的有生命個體。」

´在兩個行為者的互動過程中，出現一種有機發展，
導致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在馬政府時期跳脫「臺北－
烏蘭巴托模式」的結構框架，轉而配合蒙藏委員會
全力發展內蒙古的公衛醫療交流。這顯示行為者的
互動本身有可能透過制度化形成一個具有生命力的
合作機制，而這個合作機制又有可能會尋求自身的
延續。在歷史變遷中，行為者互動所形成的合作機
制，很可能反過來影響行為者的互動。



結論三
府院
高層

蒙藏委員
會委員長

蒙藏委員會
文官體系

外交部、
陸委會、
法務部、
文化部、
衛福部／
衛生署等
中央單位

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
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
及其附屬
醫院等地
方單位

歷史變遷



結論四

´政策建議

´政府資源有限，應妥善運用。

´維持兩岸醫療交流拓展臺灣醫療市場

´擴大推動與俄羅斯境內蒙古族後裔國家交流

´將蒙藏委員會以暫行條例設置於行政院，繼續發揮
其「正統性」之「特殊」功能。



結論四
´未來展望

´本文以研究者工作範圍為研究標的，分析影響政策
過程的內、外環境，然蔡政府與扁政府雖然都是民
進黨執政，但是內外環境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因
此，雖然可以依本研究比較前後任政府作為的方法，
繼續延續觀察、並推測蔡政府的作為。

´歷史與結構化行為者的辯證互動關係，構成了整個
動態的「現狀」，經過馬政府執政的8年，蔡政府企
圖維持的「現狀」早已非當年扁政府接替李政府時
的「現狀」。臺灣在面對內、外環境的變化，所形
成的新挑戰，也都是未來在檢視蔡政府政策時可以
繼續探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