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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的11月9日，在西班牙政府的反對之下，加泰隆尼亞自治共同體的公民舉辦了

諮詢性公投，以非常高的同意票數，但是不高的投票率，提出加泰隆尼亞從西班牙脫

離，宣布獨立的未來政治期望。在討論加泰隆尼亞尋求獨立之前，吾人認為有必要先對

西班牙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與了解，因為這有助於解釋加泰隆尼亞追求獨立的原因。 

壹、西班牙現況 

  西班牙位於南歐，是歐洲伊比利半島最大的國家。國家總人口達四千六百萬，剛好

是台灣的兩倍，在歐盟二十八國裡則是人口第五大的國家（次於德國、法國、英國、義

大利）。西班牙曾經在第十五到第十六世紀時，國力強盛，成為世界強權。當時，西班

牙的勢力遍布全球，甚至遠達台灣，在台灣的北部建立殖民地，成為最早統治台灣的政

權之一。這樣的政治勢力，使得在目前美洲大陸的三十五個國家裡，就有十九國使用西

班牙文作為官方語言。 

  但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西班牙的無敵艦隊（Grande Y Felicisima Armada）

在1588年被英國擊敗，國勢開始衰敗。1642年，西班牙在台灣被荷蘭人擊敗，也被迫離

開台灣。西班牙勢力在十七世紀後的式微，不僅僅是因為連年的征戰，逐漸不敵新興的

英國、法國、美國，也是因為其經濟的主要依靠與財源都是建立在其殖民地財富的基礎

上。殖民地的喪失，也代表西班牙國家力量在經濟與政治的衰弱。在二十世紀，西班牙

更陷於內戰中。隨後獨裁者佛朗哥長期執政，打壓異己，實施黨禁及報禁，並且限制言

論自由，直到1975年逝世。佛朗哥死後，西班牙才得以實施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度，爾後

在1982年有了第一次政黨輪替，從此走向正常的民主國家之路。歐盟也在1986年接受西

班牙的申請，成為正式的會員國。 

  新的西班牙根據1978年建立的憲法，將國土區分為十七個自治共同體（Comunidades 

autónomas）。在自治共同體之下，再由七個不同的縣（provincias）所組成。西班牙目前

有五十個縣。而加泰隆尼亞就是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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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十七個自治共同體所組成的西班牙，有一點類似聯邦制。各個自治共同體分別有

自己的議會，並且組成政府。西班牙國王根據各自治共同體議會的選舉結果，任命多數

黨領袖為自治共體之首長。而在十七個自治共同體裡，加泰隆尼亞與巴斯克自治共同體

則是要求獨立聲音較強的地區。 

  在文化語言的層面，基於歷史原因，目前所謂西班牙語，事實上是指早期在伊比利

半島上最強盛的卡斯蒂亞王國（Reino de Castilla）所使用的語言，因此也稱作卡斯蒂亞

語（castellano）。卡斯蒂亞王國後來透過聯姻及征戰，建立了強大的西班牙帝國，其語

言也成為西班牙語的通稱。目前，在墨西哥及全世界所用的西班牙語，就是卡斯蒂亞

語。但是，由於歷史上，西班牙地區曾經存在其他王國，因此，西班牙語還包含巴斯克

語、加泰隆尼亞語、加利希亞語。從台灣的邏輯來看，就如同台灣語是泛指最多人使用

的河洛語。但是，台灣語應該除了河洛語之外，也包含客家語、北京語及原住民語言。 

貳、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之關係 

  在國家的規模上，加泰隆尼亞面積三萬二千一百零七平方公里，略小於台灣國土面

積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相當於歐盟的比利時或者荷蘭，大約是西班牙五十萬多平方公

里的6％。在人口數量方面，加泰隆尼亞的居民達七百四十八萬，大約是台灣總人口的三

分之一，也約莫等於瑞士的規模，是西班牙總人口的16％。在國家的經濟實力方面，其

國民生產總毛額為二千多億歐元，是西班牙的20％，大概是芬蘭或者是丹麥的規模。在

社會問題的層面，加泰隆尼亞的失業率達到20.2％，而西班牙則是24.5％。在貿易實力的

表現，加泰隆尼亞的出口達到五百八十億歐元，是西班牙的26％（其中65％是輸出到歐

盟國家），企業數量佔西班牙整體數目的19％。在國家吸引力的產業上，加泰隆尼亞觀

光客總數達到一千五百萬，佔西班牙的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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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上，加泰隆尼亞並不完全與西班牙享有共同的歷史。西班牙地區早期是羅馬

帝國的一部分，屬於高盧管轄區。隨後，由於羅馬帝國的敗亡，西班牙地區也開始有來

自非洲回教勢力的進入，並且成為基督教王國與伊斯蘭王國的競爭地。在這個時候，由

於領土與法國接壤，由法蘭西卡洛琳王朝支持設置的巴塞隆納伯國逐漸強大並且獨力存

在。在1164年，巴塞隆納伯國的伯爵繼承了旁邊亞拉岡王國的王位。加泰隆尼亞地區隨

即進入亞拉岡聯合王國的時代，與西邊的卡斯蒂亞王國並存，共同對抗西班牙南部來自

非洲的伊斯蘭勢力。由於亞拉岡王國在西班牙的東方，與地中海連接，亞拉岡聯合王國

還曾經興盛到地中海最強盛的國家。在1469年，卡斯蒂亞王國的伊莎貝拉一世女王與亞

拉岡王國的斐迪南二世國王聯姻，促成了西班牙天主教國家的統一，並且在1492年消滅

了南部伊斯蘭教的格瑞那達王國，在隨後建立了西班牙帝國盛世。在同一年，哥倫布得

到伊莎貝拉一世的資助，開始前往新世界探險。整體而言，天主教西班牙帝國的盛世持

續了大約二百年。在十八世紀初期的1701年，西班牙的國勢已不復當年，再加上當時的

國王，哈布士堡王室的查理二世絕嗣，因此爆發了將大部分歐洲強權捲入的西班牙王位

繼承戰爭。最後，西班牙的王位由哈布士堡王室變成波旁王室，也是目前統治西班牙的

王室。在這一場戰爭當中，加泰隆尼亞選擇支持比較不中央集權的哈布士堡王室，最後

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1714年9月11日，巴塞隆納經過慘烈的戰役被法國與西班牙聯軍攻

陷。這一年被加泰隆尼亞視為失去獨立的日子，這一天也成為加泰隆尼亞的國家紀念

日。隨後，加泰隆尼亞在拿破崙時代，也曾經被法國併吞過。到了二十世紀，加泰隆尼

亞於1931年宣布成立共和國，並且與新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國協商彼此之間的關係。但是

獨裁的佛朗哥反對這樣的關係，最後甚至導致加泰隆尼亞獨特政治地位的喪失，加泰隆

尼亞語文在西班牙的禁止，書籍被焚燒，加泰隆尼亞菁英與五十萬人民的流亡。 

  1978年，西班牙成立新憲法。加泰隆尼亞得以成立自治共同體，建立屬於加泰隆尼

亞的特殊政治體制，成為「加泰隆尼亞一般政治體（Generalidad de Cataluña）」。在這

個政治制度之下，加泰隆尼亞設有國會（Parlament de Catalunya）、由議會選出國王任命

的政府首長、以及首長領導的政府。目前的加泰隆尼亞政府首長（Presidente de la 

Generalidad de Cataluña）是Artur Mas，從2010年開始擔任這個職務，並且在2013年12月

提出加泰隆尼亞公投案。 

參、從無到有：公投的形成2 

  加泰隆尼亞雖然在西班牙國家架構下擁有自治共同體的特殊政治地位，但是長期而

言，仍然希望走向獨立的國格。然而，加泰隆尼亞也理解到獨立的地位並非是一蹴可

幾，因此，就算是這一次的諮詢性公投也是長期的準備而來的。 

  在1978年西班牙憲法獲得自治共同體之後，加泰隆尼亞議會在2005年9月30日以

120／135票通過向西班牙政府要求更高的獨立政治架構。當時的加泰隆尼亞政府首長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8期／2014.12.30 96   

Pasqual Maragall更公開指出加泰隆尼亞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 

  為了讓加泰隆尼亞的政治地位改革方案更加被確認，在2006年6月18日，在加泰隆尼

亞高度自治的改革方案經過議會及西班牙國會上下議會投票通過之後，加泰隆尼亞又透

過人民公投，不僅希望這樣的改革得到更強的合法性，也希望走向獨立之路能夠更加徹

底。結果，該政治改革方案以73.9％的同意率獲得加泰隆尼亞公民的認可。 

  在加泰隆尼亞的政治自治架構獲得更多的合法性後，離巴塞隆納不遠的Arenys de 

Munt城的市政府，於2009年9月13日嘗試進行了一項沒有約束力的獨立公投3。Arenys de 

Munt城是一個小城，離巴塞隆納四十公里，只有八千五百位居民。市長Josep Manel 

Ximenis是獨立建國的堅定推動者，在市政府雖然仍然掛有西班牙的國旗，但是已經沒有

西班牙法律要求的國王肖像。公投的結果，該城市的居民以96％的同意票，42％的投票

率，支持加泰隆尼亞的獨立4。隨後，從2009年至2011年，加泰隆尼亞地區九百四十七個

城鎮中，有五百五十三個進行了同樣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投。這些城市的獨立公投結果

都類似：強烈支持獨立，但是投票率很低。但是，這項被視為屬於公民社會運動，在沒

有加泰隆尼亞政府的協助之下，卻被認為是走向獨立的重要基礎推廣。 

  由於擔心加泰隆尼亞走向獨立的趨勢，西班牙憲法法庭在2010年6月28日重新改寫了

加泰隆尼亞自治共同體的政治權限，限制了自治政府在語言、司法與財稅上的自治權。

這項決定立即引起加泰隆尼亞居民於2010年7月10日在巴塞隆納的大規模示威與抗議。在

抗議的標語裡，「我們是一個民族國家，我們決定」成為主軸。 

  加泰隆尼亞議會在2010年11月28日舉行改選。其中，社會價值是中間派，政治價值

是加泰隆尼亞獨立派的Convergència i Unió黨贏得選舉，並且推舉Artur Masdan擔任政府

首長。 

  在2012年9月11日，加泰隆尼亞的國家紀念日，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在加泰隆尼亞議會

的組織動員之下走向街頭，大聲疾呼：「加泰隆尼亞：歐洲的下一個主權國家」。 

  經過9月的大規模示威，同時又與西班牙中央政府協商失敗，加泰隆尼亞政府首長

Artur Mas決定解散議會，於2012年11月25日舉行改選。結果，新的議會以壓倒性多數

（103／135）支持加泰隆尼亞舉辦獨立公投。在強烈民意的支持之下，議會因此通過

「加泰隆尼亞決議（La Déclaration Catalane）」，認為加泰隆尼亞公民有權利也有自由

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未來。基於這樣的共識，加泰隆尼亞議會在2013年3月13日，繼續以

104／135的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案，授權加泰隆尼亞政府與馬德里中央政府協商獨立公

投的細節。 

  加泰隆尼亞議會在2013年9月11日的國家紀念日，動員支持者，學習1989年波羅的海

之路的牽手和平示威與2004年在台灣舉辦的228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牽手運動，成功形成一

個由兩百萬人參與，長達四百公里主張獨立的和平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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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民意的大規模支持，加泰隆尼亞政府與議會六個政黨在2013年12月12日一致決

議在2014年9月9日舉辦公投，並且同時將公投題目設定好。為了讓公投順利舉辦並且合

乎法律，加泰隆尼亞議會在2014年1月16日投票決議要求西班牙政府轉移適當有關於公民

投票的權限給加泰隆尼亞，但是遭到西班牙國會的在同一年4月8日投票拒絕。 

  一百八十萬加泰隆尼亞居民在2014年9月11日，再度走向街頭。他們穿戴著加泰隆尼

亞的國旗與顏色，在巴塞隆納形成“V＂字，表達要求投票“Vote＂決定政治未來的意願。 

  2014年9月19日，加泰隆尼亞議會確認了即將於11月舉辦之獨立公投的合法性。不

過，在西班牙政府的緊急要求之下，西班牙憲法法庭在2014年3月25日決議，認為2012年

11月通過的「加泰隆尼亞決議」無效，加泰隆尼亞政府沒有權力舉辦獨立公投。 

  加泰隆尼亞自治共同體的九百四十七個城鎮市長，則在2014年10月4日於共同體政府

辦公廳集會討論即將要舉辦的公投之合法性。結果，這些市長以97％的同意率，也就是

九百二十個城鎮市長支持在11月9日舉辦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民投票。 

  在2014年10月14日，加泰隆尼亞政府首長Artur Mas宣布，由於馬德里中央政府的阻

撓與反對，合乎西班牙憲法的獨立公投將無法舉行，但是，加泰隆尼亞政府將如期以諮

詢性公投代替。也就是說，投票將進行，不過其效力將因為西班牙憲法法庭的反對而不

具法律上的意義。然而，其政治上的意義卻不容忽視。Artur Mas首長就認為，這是加泰

隆尼亞走向正式獨立公投前的最後一哩路。 

  在2014年11月9日，加泰隆尼亞自治共同體如期舉辦公民投票。該項公投由兩個問題

所構成5： 

（1） 您同意與否加泰隆尼亞成為國家嗎？ 6 

（2） 如果您同意上述問題，您希望該國家獨立嗎？ 

 

Figure 1: 2014年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諮詢性公投投票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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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諮詢性公投之結果8 

  超過二百三十萬加泰隆尼亞公民最後決定前往投票，大約佔合法選民的35.81％。這

一次投票人數略少於在2014年5月舉辦，但是擁有西班牙國家全力支持的歐盟議會選舉。

該項選舉投票的人數達到二百五十三萬人，是與獨立公投時間最接近的全國性選舉，其

投票率正好可以作為獨立公投的對照組。在這些前往投票的加泰隆尼亞公民，有80.76％

同意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4.54％反對，10.7％同意建立國家但是不具獨立的國際人格

（聯邦制）。 

伍、結論：迎接未來的加泰隆尼亞國 

  在公投後，西班牙總理Rajoy於2014年11月12日正式在公開場合回應。他認為這一次

的公投並不是一項合法的民主選擇，而僅僅是加泰隆尼亞獨立派的一項政治宣傳動作，

因為三分之二的合格選民並未參加。事實上，就西班牙中央政府而言，確實很難給予任

何好話或者祝福，因為這關係到西班牙的分裂與衰弱。對於，國際社會而言，更牽涉到

西班牙的內政問題，更難給予任何支持。事實上，任何支持這種議題的公民投票，都難

免被控訴干涉一個主權國家之內政問題。法國的戴高樂總統於1967年7月24日訪問加拿大

之時，在公開場合面對群眾曾經大聲疾呼：「自由魁北克萬歲（Vive le Québec 

libre）」。這項聲明，立即引起加拿大與法國之間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直到戴高樂於

1969年辭職才結束。這也如同英國的蘇格蘭公投，任何一個與英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

家，都不可能干涉其內政，祝福分裂英國與蘇格蘭的獨立。這是現代國際社會，以主權

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有關。 

  但是，從加泰隆尼亞而言，獨立之路似乎已經不可回頭，除非馬德里中央政府會對

加泰隆尼亞的自治地位給予更大的讓步，否則其未來只是面臨何時獨立與未來建國合法

性的問題而已。整體而言，加泰隆尼亞希望在未來與西班牙維持良好關係，但是不希望

再看到馬德里的任何象徵。例如，西班牙文化的代表：「鬥牛」已經於2010年7月29日起

禁止在加泰隆尼亞舉辦9。當加泰隆尼亞如此希望與西班牙分離，吾人認為加泰隆尼亞的

政治發展將如同Artur Mas所言，這一次的諮詢性公投可能是未來真正公投的最後準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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