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書 3：4- 5）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

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

這樣，舌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

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 18）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

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箴言 14：34）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James 3：4- 5）

Behold also the ships, which though they be so great, and are 
driven of fierce winds, yet are they turned about with a very small helm, 
whithersoever the governor listeth.

Even so the tongue is a little member, and boasteth great things. 
Behold, how great a matter a little fire kindleth!

（1 Thessalonians 5：16- 18）

Rejoice al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Proverbs 14：34）

Righteousness exalteth a nation：but sin is a reproach to an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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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臺灣關係法，就沒有今日自由臺灣

歷年來，美國的白宮或國務院在公開的記者會或說明美國對臺灣

的政策時，一向是用制式的官樣文章回答:「美國對臺灣的政策，乃是

基於三個公報和臺灣關係法……。」吾人早已習慣這樣的說詞。對於

三個公報，大家或許多少有些了解，但《臺灣關係法》雖然實施了35

年，相信對大家而言，可能還是相當的陌生。

2014年是美國的臺灣關係法立法35週年紀念。美國眾議院外交委

員會為此在眾議院開了一次聽證會。臺灣人權文化協會在聽完英文的

全程影音檔案之後，深受感動，立刻決定將它譯成中文。這次聽證會

在外交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羅伊斯(Ed. Royce)的主持之下，許多強烈關

懷臺灣的眾議員不斷對國務院官員提出質問，讓對方在回答時幾乎辭

窮、一再閃躲。這些精采的質詢對話，看出這些眾議員們的用心及見

解之深邃，他們愛護臺灣的表現令人感佩，值得國人向他們表達高度

的敬意和感謝。

 本協會認為，國人對自身臺灣國際地位的關懷，應該從「了解」

臺灣關係法開始，唯有對它的內容與運作有深入的認識，了解它對臺

灣的重要性，國人才會有切膚的感受。近年來，臺灣人民甚少關心國

際事務，也不太關心國際人士如何看待我們的身分。而中國一再否定

臺灣的國際身分，強指臺灣為其一地方政權而已。國際上眾口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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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的國際地位更顯艱難。此次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強調了臺灣對

美國的重要性，主張臺灣應取得足夠的防禦性先進武器，太平洋環礁

演習應該邀請臺灣參加……，對臺灣人民的人權、民主之維護多所著

墨。尤其有議員明確指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精神和執行，就是

一個中國、一個臺灣政策。」我們希望國人透過對臺灣關係法的深入

了解之後，能進而「運用」臺灣關係法，俾讓臺灣在未來的國際地位

走向上能理出一條正確的路徑，讓臺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1945年臺灣從戰敗受降以至被占領期間，美國承認流亡到臺灣的

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1971年後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為代表中國在

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

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1979年美

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和流亡臺

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一年後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同時撤離駐

臺所有美國軍隊。同年1979年4月10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排除行政部

門的版本，自行立法通過「臺灣關係法」。卡特總統於十日後簽字通

過，溯自1979年1月1日生效。

事實上，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合法政府之前的1960

年到1979年之間，美國政府內部的政策辯論一直持續著:「是否繼續支

持一個獨裁、專制，以戒嚴令行使壓迫臺灣人民的國民黨政權? 」戰

後到1979年間，美國政府對於本土臺灣人(People of Taiwan)和中國人

之區別、兩者間的矛盾，了解得十分透徹。也看到當時的臺灣沒有扶

得起而可以用來對抗國民黨的力量或團體。韓戰、越戰期間，美國還

需要利用在臺灣的國民黨力量、組織來對抗國際共產主義之擴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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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期間，多數的臺灣精英和在臺的中國異議分子被屠殺、關押，絕大

多數的平民百姓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對臺灣的事務無從關

心起。這是臺灣人權最悲慘暗淡的一段時日，卻也是蘊釀日後「大暴

發」能量的潛伏期。

《臺灣關係法》生效後，1979年12月10日的臺灣高雄，時值「國

際人權日」，因遊行暴發了「美麗島事件」。美國主政的卡特政府，

其國會參眾兩院愛德華甘乃迪參議員、李奇和索拉茲眾議員，根據臺

灣關係法第二條第三項之條文:「本法律之任何條文，不得違反美國對

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臺灣地區一仟八百萬居民人權的關切。茲以

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給了臺灣治理

當局蔣經國極大的政治壓力，發揮了遏止蔣經國持續迫害臺灣人民的

邪惡力量。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臺灣關係法，臺灣可能早已被中國

併吞! 如果沒有臺灣關係法，就沒有臺灣民主的萌芽，我們也無法享

受目前思想之自由。時至今日的臺灣，有許多不明真相的人還在歌頌

蔣經國的「一念之仁」造成臺灣的民主，這真是錯誤且愚民的謊言!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沒有臺灣關係法，臺灣就沒有政黨政治，也就不

可能有李登輝的寧靜民主革命。總之，臺灣關係法自從1979年生效以

來，不管國人相不相信，臺灣的生存與發展，一直是依賴它而存在與

延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臺灣北社、臺灣人

俱樂部廣播節目、海洋之聲廣播協會、福爾摩鯊會社—等，共同舉辦

了這次的研討會。我們發現國民黨政權除了國防軍售之外，絕口不提

臺灣關係法，因為蔣宋美齡、蔣經國均視此法對已經不被美國承認代

表中國的中華民國(被視為＂不是國家＂的非法政府)而言，是奇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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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而對於念茲在茲要美國廢棄臺灣關係法的中國，我們更需要了解

其居心為何。因此，我們決定今後每年都要舉辦「臺灣關係法研討

會」，俾使更多的人民和民間團體能靈活運用臺灣關係法，讓臺灣早

日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相信這也是全體臺灣人的願望與期待。

2014年9月15日的這場臺灣關係法研討會，不但座無虛席，而且反

應空前熱烈，每個研討專題幾乎都超過預定時間而欲罷不能。座上許

多年輕人的熱情參與和提問極為精采，讓我們看到國家未來的希望。

本次的論文及主講學者、評論者之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下，研討會的參

與聽眾有七成在35歲以下，這是我們用心促成「老、中、青」三代共

同參與、研討與傳承的具體展現，令人甚感欣慰! 

本書收集了參與本次研討會的學者、教授們用心寫下的精闢論

文，也特別將聽眾熱烈提問的所有Q和A的內容詳實地做出逐字稿。此

外，美國眾議院聽證會實況的文字稿（由本會副理事長何嘉雄醫師的

愛女—留美腦神經解剖學助理教授何宇理博士百忙中特別將影音逐字

翻譯成英文及中文）和論文導讀說明……等，我們均一一將它呈現在

各位的眼前。期望無法參與這次研討會卻關心臺灣前途的朋友們，能

藉由本書來體驗我們當日研討會的精采樣貌，也願大家藉由參閱這本

書裡的精采論述獲得啟發，來共同關心、分析臺灣的前途，好好地思

索臺灣未來正確的走向與努力的方法。最後，我們願共同提出一個信

念：「自己的臺灣自己救」來與大家互相勉勵，共聚能量，一起為臺

灣加油！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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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展現捍衛國家的決心與意志

為喚起國人關心台灣國際地位，並對處於詭譎、現實的國際現勢

下，如何尋找台灣未來安全的新出路，「臺灣人權文化協會」特別選

在「台灣關係法」立法三十五週年的此際，邀請專家學者共聚一堂，

舉辦了「台灣關係法立法三十五週年」研討會，就「台灣關係法」

與台灣安全、台灣前途及台灣的國際地位等主題，進行深入剖析的探

討，並將研討會所獲至的成果集結出版，登輝對此要表達肯定與支

持。

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在「台灣關係法」上，明確的展現對維護台

灣國家安全的立場與態度。「台灣關係法」更宣示維護西太平洋地區

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的立場，這也是國

際社會關切的問題，任何意圖以非和平方式，包括使用經濟制裁或

禁運手段，決定台灣的未來，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定的威

脅，都將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因此，有不少人認為，美國是維護台海安全的安定力量，也肯定

三十幾年來，美國依「台灣關係法」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以及協

防的承諾，對確保台灣的安全，促進台灣經濟的成長，帶動台灣政治

的民主化、本土化，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相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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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當我們熱切討論「台灣關係法」所帶給台灣的幫助與

影響同時，是不是應該更深切體認，自己應該展現捍衛自己國家安全

的決心與意志，所謂要先自助才會有人助、天助，正當我們面對內外

嚴峻挑戰的關頭，唯有先求自我，再加上國際間朋友的適時援助，如

此，才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處在現今全球化的國際社會中，世界各國可以說是相互依賴並共

同承擔風險，沒有一個單一國家能夠孤立自足；彼此透過集體安全相

互防衛與援助，才是真正的因應變局之道。台灣是一個追求民主自

由、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願意展現我們的誠心，更希望在國際上，

一起與有共同目標的朋友結伴相行！

李登輝
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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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臺灣，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1979年美國通過的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

對於臺灣的存在與發展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臺灣關係法不僅維繫美國

與臺灣的關係，更是確保臺灣民主、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屏障。臺灣關

係法在過去的35年，成功地發揮其作用，對於臺灣的未來，臺灣關係

法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雖然如此，臺灣的政府對於臺灣關係法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例如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美國欲依臺灣關係法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

時，立法院竟然可以在國民黨主導下，不顧臺灣安全與國防的殷切需

求，七十餘次杯葛阻擋軍購案，這也導致後來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美國

對臺軍售的遲疑。而一般臺灣人民在政府有意忽略的情形下，對於臺

灣關係法亦欠缺完整地認識，更遑論了解其重要性，特別是近年來執

政的國民黨過度傾中的政策，其情形更是嚴重。

以臺灣關係法為基礎，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是一些國際法脈絡

下的根本性問題，包括：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如何？中華民國在國

際法上的地位如何？臺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如何？臺灣是否已經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些問題是臺灣走向未來之前，必須要先釐清的

問題，不僅是臺灣的國際法地位要重新加以思考，中華民國在國際法

上的地位也同樣必須接受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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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國際上一再宣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上已經產生

若干實質上的影響，然而臺灣卻從未對外宣示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雖然有人主張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這在國

際上並不被接受，因為自從在聯合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中華

民國在國際社會上已經無立足之地了，臺灣要披著中華民國的外衣走

向國際是行不通的。

臺灣是臺灣，臺灣並不等同於中華民國，臺灣更不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是美國臺灣關係法的基本立場。甚至根據維基解密網站所公布

的外交機密電文，美國與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也明確要求聯合國停止

使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用語。無奈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卻附

和中國所主張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使得臺灣的主體性逐漸淪喪，

這是最值得憂慮的事情。

臺灣的主權屬於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所共同擁有，臺灣關

係法確保了臺灣人民的安全，然而臺灣要如何在國際上擁有自己真實

的地位，則有待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一起努力去開創。

本書從導讀開始，從歷史與國際法的角度對於臺灣的地位加以闡

述，並收錄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以及研討會的會議紀實，可以說是

近年來對於臺灣的地位以及臺灣關係法的影響與重要性，論述極為深

入與透徹的一本書。相信讀過這本書後，對於我們自己的未來，究竟

該何去何從，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謝銘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201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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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靠上帝

距今38年前，1977年9月18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面對「中美外

交正常化」與「台美斷交」，台灣極可能被中國併吞的關鍵時刻，因

「我們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大膽向全世界發表一篇痛觸台灣

治理當局的禁忌的「人權宣言」(國是聲明)，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

應由台灣1700萬住民決定。」並促請政府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

「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但在中美建交一年半之後，中國大陸兩岸的政府都主張「統

一」，對台灣和美國都不利，所以美國國會為保全臺灣人民的安全和

自由，才於1979年1月1日發表「台灣關係法」，但該法發表以後，美

國政府只關心出賣武器給台灣，並與台灣貿易，並未關懷台灣人民的

人權受到台灣治理當局的迫害，與被中國文攻武嚇、併吞的危機，尤

其是近年來馬英九政府一心一意傾向中國一面倒，甚至出賣台灣的陰

謀詭計，又使美國國會議員驚醒過來。

特別是2014年3月18日，馬英九下令立法院審查「兩岸服貿協議」

一字都不能改，使50萬青年學生站出來反對，佔據立法院議場，要求

馬英九親自出面解釋「利多弊少」的利弊。但馬政府始終置之不理，

甚至下令流氓警察用木棍擊破學生的頭額，擊打身體，以致頭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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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臥倒在地上。還用兩腳踐踏、拖行。當時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

會正在進行台灣關係法35週年聽證會，許多議員看到此情此景的實況

報導，才緊急於3月25日作出一項口頭決議，說:「要支持台灣住民自

決。」又「要幫助臺灣人民建立自由與獨立的國家。」這是對台灣人

民極友善又有利的決議。也是對長老教會1977年「人權宣言」最明確

的回應。

「我們信靠上帝」是「人類歷史的主」。從聖經歷史來看，70年

是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為奴之釋放年。50年是禧年。7年是長工與土

地休息年(自由年)。台灣自戰後1945年到2015年剛好70年，在去年的

選舉中，台灣人民已決定大部分的地方首長和議員。自今年開始，已

由自己的台灣人執政，但尚未全部執政，台灣獨立更需大家團結、和

諧、合作。福音傳到台灣從1865年到2015年剛好是150年，是3禧臨

門，切望全體人民能早日認同「我們信靠上帝」的共識。台灣土生土

長的總統陳水扁卸任被關6年又40日，在第7年的1月6日已按照聖經預

言，被保外就醫，釋放出來了。這些跡象，都是在證明，上帝給台灣

人民自決，新而獨立的國家—真善美與信望愛的新臺灣，只要大家用

行動再繼續團結、打拼，一定會出頭天！ 

高俊明
2015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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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必買，就有槍！活用「臺灣關係法」搶救臺灣

美國訂定「臺灣關係法」35年後，臺灣真的已進入了「臺灣關係

法」立法最原始目的的行動時刻。也就是這本書的書名，應用了318
學運的歷史性標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關鍵時點，而本書正是

在說明，臺灣年輕人對臺灣國家的承諾，必須建構在使用「臺灣關係

法」的實踐基礎上，因此更直白的宣告是「自己的臺灣自己救」，而

呼叫美國必須依他們的莊嚴承諾「臺灣關係法」，開始進入「施行細

則」了，熟讀臺灣關係法並且給這些法條現實而新鮮的生命力，是

2014年9月15日在臺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整天座談的

主要目的。

臺灣關係法是為了保護臺灣人民而設的美國國內法。雖然，美國

不願意明說，為何用國內法來規範美國總統與國會及國務院，保護臺

灣人民的義務，到底是基於那一種初心，臺灣人普遍以為，既然是國

內法，有可能是美國將臺灣視為「美國的一部分」，這是洞察了美國

心境或誤解了美國的政治，到今天其實還有一點「創造性的模糊」在

其中。這不是我們9月15日所想辨明議題。我們想搞清楚的是，如果臺

灣人有勇氣與決心想要護衛臺澎金馬，我們如何學大衛一般對抗邪惡

的巨人，而在這個當面，臺灣關係法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力。前提

是，臺灣人誓死保衛家園，對抗習近平的侵略，我們不應還如百年以

前的先住民一樣只能「竹篙鬥菜刀」，對付外來政權的霸凌。我們應

該可以有機會，在自我訓練與接受奧援的正向共同下，渡過中國一代

暴君習近平的「野心風暴」。今年9月26日，習近平召集臺灣統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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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話，並直接以「一國兩制」來定位臺灣的命運，這種暴衝的傲慢行

徑，表達了他是個「老紅衛兵」，他已自我迷失，如當年文化大革命時

一樣，壓不住自己的野蠻人血腥內在。要防止當他未來內部治理無能

時，把進攻臺灣當成是個「內部壓力外部化」情緒出口選項。臺灣不

能去理會這種狂人，一如當年希特勒一般的用民粹毀法毀憲，而是先

把他當成另一個政治狂人，臺灣要準備好「最壞的打算」，做好萬全

的防衛，在中共這架破飛機要硬著陸時，安渡難關，當然臺灣不能獨

善其身，還要對那些在虎口下的中國有志之士伸出援手，臺灣應通過

政治庇護法，對香港與中國境內的政治難民進行救援。而臺灣關係法

是臺灣出擊的重要支柱，老實說過去六十年如果沒有美國的同盟，臺

灣難以支撐自已的命運，不落入中共魔掌。未來也一樣，臺灣沒有美國

的奧援，不會有安和樂利的日子。可是重點不是在這些抽象的法律敘

述，而是實踐法律中所明訂的白紙黑字的堅定意涵。9月15日的「霖澤

館會談」，的確在這個戰略高度上，站上了第一高峰。確立了未來的

工作方針，也與美國眾議員在2014年3月14日在國會的「臺灣關係法35
年聽證會」，遙相呼應。很令人振奮的是，美國關心臺灣關係法的國

會議員，都在11月的期中選舉中高票勝出。共和黨的優勢，與對中國

強硬的路線已成了美國的主流民意，這是臺灣走向新命運的時機，當

然，習近平的好日子過完了。強大的美國與已變臉的日本，在太平洋西

岸將給中共好幾頓「粗飽」。臺灣不能自外於這場「世紀大對決」。

臺灣地處太平洋的西岸，如果太平洋是個圍棋棋盤，美國在棋盤

的右半邊界，中國在棋盤的左半邊界，臺灣的位置正是在棋盤左下角

「三三」的位置上，任何想取太平洋地盤的國家，必然要占住臺灣的

這個「三三」的位置，這也就讓臺灣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習近平上臺後以「新的大國關係」向美國強調，「太平洋夠

大」，足以共享，很明顯的想占有這個棋盤左半邊的區域。這種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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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這個區域的緊張，東海與日本衝突，南海與菲律賓越南對峙。

中間夾著臺灣海峽，等於把臺灣放在「爆炸熱區」，而最近中共操

兵，將航空母艦開過臺灣海峽，還揚言要切斷美日在亞洲的生命線，

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日本以臺灣海峽為海上運輸

的通路，連接中東油源，及與歐洲市場互通的路線。每天在水面上走

的與在空中飛的運輸載具有上千航次，這便是為什麼，美日不可能讓

臺灣落入中共之手的重要原因，一旦臺灣成為中國的附屬領土，臺灣

海峽就成了中國內海。世界的平衡馬上改觀。

要防止悲劇發生，臺灣人保臺的決心與臺灣關係法的積極實現是

不可或缺的條件。

回看臺灣關係法的條文，最重要的核心是，第二條政策的判定及

聲明第二款：3.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

舉，是基於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4.任何企圖以非

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

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

切；5.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民；6.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

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

濟制度的行動。第三款：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

切，尤其是對於臺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玆此重申維

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第三條美國對臺灣政策的實行：1.為了推行本法第二條所明訂的

政策，美國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的防

衛物資及技術服務；2.美國總統和國會將依據他們對臺灣防衛需要的

判斷，遵照法定程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數

量。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

議時的檢討報告。3.指示總統如遇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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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脅，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應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將依憲

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還有最具重心的定位是第十五條：為本法案的目的內容是，「美

國法律」一詞，包括美國任何法規、規則、章程、法令、命令、美國

及其政治分支機構的司法程序法；「臺灣」一詞將視情況需要，包括

臺灣及澎湖列島，這些島上的人民、公司及根據適用於這些島嶼的法

律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

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包括政治分支機

構、機構等等）。

「這些島上的人民」是第一順位。那不是指別人，就是住在臺

灣，有決心捍衛家園的臺灣人。中華民國是第四順位。其正當性比臺

灣的私人公司與其他團體機構的地位還低。美國人早就知道，不能把

臺灣交給中華民國，因為這個外來政權，不論換了什麼外套，還是有

出賣臺灣的可能性，在35年前立「臺灣關係法」時就已經判定，不可

以把臺灣交給中華民國。在急難的狀態，「這些島上的人民」可以得

到美國「提供防禦性武器」，「依據他們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遵

照法定程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數量」「指示

總統如遇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因而危及美國利

益時，應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

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這些關鍵的句子，救難主體都是臺灣人民，而且是不必付費。所

謂依臺灣關係法，臺灣當局向美國採購武器，其實是有點胡扯。那是

中華民國這種第四順位的較差待遇，「這些島上的人民」第一順位

的，在急難狀態時是視同美國海外公民。不必買，就有槍。關鍵是臺

灣人有沒有決心捍衛國家。

楊憲宏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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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一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壹、前言

臺灣是世界最大陸地與最大海洋交會點的美麗島嶼。400多年來，

臺灣經歷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本與中華民國等外來殖民、

威權政權長期統治後，作為一個開放的海島型移民社會，居住在臺灣

的人民，不分先來後到，不分血統、語言與文化差異，已形成休戚與

共的命運共同體。

臺灣人民作為這塊土地的主人，有當家作主的資格，更有決定自

己的命運及前途的權力。臺灣人無論面對世界上任何強權勢力，維持

自主獨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與人權保障精神、不受他國支配統治的

現狀，這是所有臺灣人民共同信仰的基本價值。換言之，臺灣絕對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

反過來說，如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外國人員、船舶、飛

機若要進入臺灣，都必須中國政府同意。同時，如果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那麼當中國攻打臺灣時，就屬於國內問題，因此不算是「侵

略」別的國家，只是對國內叛亂分子的鎮壓或掃蕩，外國當然不能干

涉。就此而言，如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則根據現行國際法，日本

和美國都不能對臺灣提供防衛方面的幫助，美國軍售臺灣即明顯是干

涉中國內政，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日本即使「解禁自衛權」，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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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助防衛臺灣，美國對臺灣的準防衛承諾也是矛盾的。

特別是如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當中國攻打臺灣時，由於

屬於是國內問題，則戰事不屬於國際法上的戰爭，所以中國對臺灣軍

民的殺戮，都不適用國際法上的武裝衝突法，可以使用生物、核武、

毒氣等大規模殺傷兵器。也就是說，中國可以不必遵守國際法的人道

規定，沒有遵守俘虜公約的義務。由此可見，如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對臺灣是多麼不利的事啊！

本文將介紹各種不同的理論，說明臺灣自古不屬中國，臺灣也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

貳、臺灣自古不屬中國

中國主張「固有領土」的繆誤

目前中國一再主張臺灣是「固有領土」。但至少從國際法來看，

所謂「固有領土」並不被認為在「領土」以外還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或權利關係。儘管如此，當「固有領土」這個用語被使用時，還是含

有下述的意思表示：強調該地域有史以來一直屬於某國領有，即使現

在該地域被他國所占有，但某國仍然保有取回該地域的權利！

然而，就國家與領土之間的關係來看，這樣想法很有問題。因為

如果是自建國以來就持續擁有且迄今還仍舊領有的地域，則或許這個

所謂「固有領土」的概念還可以成立；但若一旦合法割讓給他國，就

已經不再是原來領有國的領土，對於該地域就不能主張舊領有國的權

利。爾後，如果舊領有國再將該地域置於本國的管轄之下，那麼從那

時起才開始在該地域重新擁有主權。

直言之，在國家成立後採用先占以外的手段（如征服、割讓等）

而新獲得的地域—如果其後再轉讓給他國則更有問題—根本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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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領土」主張其領有權。再者，就一國的領土而言，無論是有史

以來主權未曾變動的地域，抑或者是新取得的領土，領有國對兩者的

權利並沒有任何差異。因此，「固有」一詞用在關於「領土」方面，

並不具有特別的法律意義。

中國以古書穿鑿附會

中國目前主張臺灣自古屬於中國的證據全係以古書穿鑿附會，只

要仔細閱讀即知是虛構說法。如依據《尚書》〈禹貢〉篇：「淮海惟

揚州，厥貢島夷卉服，厥包橘袖云云。」等文字作為佐證推論，認為

書中所謂「島夷」就是「臺灣」的古代名，說臺灣在四五千年前神話

傳說的夏禹時代即屬於中國。事實上，遠古時代的人普遍想像於南方

海上有眾多神秘島國存在，並書之於文獻，如戰國時偉大著作《山海

經》，根本無法確切指出這些島是否為臺灣或琉球。

其次，中國又說《漢書》〈地理志〉記載：「江南卑濕，丈夫

多夭，會稽（指浙江）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

見。」，中國據此推論所謂「東鯷」應指臺灣。《三國志》〈吳志孫

權傳〉：「吳國黃龍二年（西元二三○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

直，以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得

至。但得夷洲數千人而還。」，在沒有經緯度標明位置的情況下，

即胡亂推論認為所謂亶州即瓊州島（今日之海南島），而夷洲即為臺

灣，其實它們有可能只是中國浙江外海的島嶼而已。

同時，中國喜歡引用隋煬帝曾派兵來臺，證明中國早已「經略

臺灣」。但觀其《隋書》〈東夷列傳〉原文是說：「流求國居海

中，……流求不從，拒逆官軍……掠一人而返……取其布甲而還……

（隋軍）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

而還」等侵略行徑。中國學者企圖以此事證明臺灣自古屬於中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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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得其反，因為若是臺灣屬中國，何須侵略？何須擄人掠貨而回？為

何之後就斷絕了？更何況既然沒有經緯度標明位置，流求國怎麼證實

又是指臺灣呢？

明帝國否認臺灣是其領土

1623年荷蘭人第二度占領已隸屬明帝國的澎湖，引發明荷之戰，

不分勝負，最後雙方議和。在和約中，明帝國表示荷蘭人退出澎湖

後，去占領大員（今臺南安平），明政府沒有異議。荷蘭人因此於

1624年退出澎湖，進入今天臺南的安平，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統治政

權。可見此時的明帝國，並沒有認為臺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則所謂

「臺灣自古即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之說，純屬無稽。

1662年據守廈門、金門的鄭成功，準備攻占臺灣，驅逐荷蘭人。

《鄭成功傳》先說：「臺自破荒，不載版圖」，其後行前發表文告

說：「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恐孤島（指的是廈門、金門等島）

之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

海外，茍延安樂。」，可見在鄭成功心目中，臺灣是一個沒有接受中

國政權統轄的「不服之區」，是屬「海外」，不是中國的領土。鄭經

也說：「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中國版圖不相涉。」，採取同樣的

看法。

1683年8月，清帝國消滅臺灣的東寧政權後，卻躊躇八個月才決定

將臺灣併入版圖。原來清廷內部還在考慮臺灣要不要併入版圖，而有

臺灣「棄留之爭」。《清聖祖實錄選輯》記載康熙皇帝原先主張棄臺：

「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響（向）化……」 ；「臺灣僅彈

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之

廣。」，如果臺灣自古即為中國領土，應該立刻「光復國土」才是，不

會嫌東嫌西猶豫不決。康熙替我們證明「臺灣自古就不是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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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現在中國官方、學界再三陳述「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講法絕非史實，臺灣是在大清帝國康熙年間

才首次成為中國大陸政權的領土，臺灣並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同

時，大清帝國是在成立數十年後才取得臺灣的領土權，臺灣並非其建

國時的原始領土。由此可知，臺灣也不是大清帝國的固有領土。

臺灣自古獨立於中國之外

這樣的證據所在多有，中國官方與民間古籍都一再指出臺灣自古

以來不是中國領土。事實上，連清國皇帝都證明此點，清世宗（雍

正）即位詔書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指康熙）神武達

屆，拓入版圖」。還有，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古未隸版圖」

（同治7年）；臺灣府志：「臺灣孤懸海外，歷漢唐宋元所未傳聞，

古未隸版圖」；重修臺灣府志：「閩之海外有臺灣，自開闢以來，不

通中國」；在『臺海見聞錄』裡，董天工說：「臺灣去福州1,260里，

古荒服地，未隸中國」（乾隆18年）；在《臺灣理蕃古文書》裡，

臺灣知府沈起元也說：「夫臺灣片土，自開闢以來，幾千萬年無入版

圖。」（雍正年間），類似的記載頗多。

有些中國古籍認為臺灣以前存在自己的國家，如《臺海見聞錄》

裡，毛大周說：「臺灣古毘舍耶國，近以我朝德威遠播始入版籍。」

（乾隆18年）；大清一統志記載：「臺灣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

名曰東番。」 ；在《臺灣理蕃古文書》裡，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說：

「臺灣原屬海外，民番雜處，習俗異宜。」（雍正3年）； 連橫在『臺

灣通史』也說：「臺灣固東番之地。」等等。毘舍耶國、東番都是國家

名稱，某個角度證明臺灣古早以來即成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

甚至某些中國古籍還認為臺灣屬於日本。如明史：「臺灣自古屬

日本」、大清一統志：「臺灣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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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屬於日本。」等。臺灣從前是否屬於

日本尚待考察，不過明清的官方文獻有不少都做如此記載。此說不管

正確與否，上面資料至少有一點是無誤的，那就是雍正所說的「臺灣

自古不屬中國」。

事實上，在葡萄牙人發現「Ilha Formosa—美麗之島」、西班牙人

和荷蘭人競相爭奪殖民臺灣，甚至到鄭成功在臺灣樹立獨立王國之

後，中國人都未曾認為臺灣是中國領土。

大清帝國不是中國

臺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成為中國大陸政權的領土，是在大清帝國

康熙年間，但大清帝國並不是中國。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肆。」，只是一個文化概念的地理名詞而已，範圍並

固定，主要僅是指中原文化的地區。華夏諸國分別將南北東西四境諸

民稱為蠻、夷、戎、狄而自稱為「中國」。孔子說：「入中國則中國

之，入夷狄則夷狄之。」。

「中國」一詞之出現與應用雖約有近3000年之漫長歷史，但事實

上它僅是一個最初由地域觀念衍生而來，又帶有文化本位的一個歷史

符號。從夏、商、周起一直至清末，王朝遞嬗，政權更替，幾不可勝

數，卻從來沒有一個王朝或政權曾以「中國」作為正式國名。

直至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這一稱謂首次具有

現代法律上的意義，是為中華民國的簡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立，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來，在

國際上的主流認知中，「中國」逐漸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實

際的語言操作中，「中國」一詞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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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中國」正式作為國名，始於1912年中華民國之建立。

國際上通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China。至此，「中國」一詞才

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他國之人遂逐漸耳熟能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際上通稱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仍簡稱為「中國」。所以大清帝國不是中國，而中國於1912年

建立時，臺灣還是日本的領土，不是中國的領土。就此而言，臺灣從

來沒有成為過中國的領土。

參、臺灣獨立與國際社會

一、中國曾經贊成臺灣獨立

其實，包括孫文、蔣介石、毛澤東等在內的中國菁英都贊成過臺

灣獨立，而且是從中國獨立自主、東亞和平與世界人類自決的理想出

發的。1925年，孫中山臨死前曾表示他希望臺灣與高麗能夠各自設立

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同時也希望中國能夠獲得完全的獨立。孫文

從未主張中國收回臺灣，他相信中國不必收回朝鮮、臺灣也照樣可以

獲得完全的獨立自主，絲毫無損於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1926年1
月13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將臺灣的「民族革

命」和越南、朝鮮、菲律賓的民族革命相提並論，表示中國國民黨支

持臺灣民族獨立。1938年4月1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

大會發表演說，贊同孫中山希望高麗、臺灣獨立有助於鞏固中華民國

的說法，並認為如此方可奠定東亞的和平。

不但中國國民黨長期支持臺灣獨立，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1928
年7月中共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7月中共中央的『中

央通告』第54號；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

會上的講話；1935年8月1日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25日



026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個決議案；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與史諾（Edgar 
Snow）的會談；1938年10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論新

階段』）；1941年6月周恩來的『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1945年4
月23日至6月12日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文獻中，多次鼓勵朝

鮮、臺灣等爭取獨立，在其列舉中國獨立統一後所必須收復的領土清

單中從不曾包括臺灣。

二、各國實踐狀況

不僅如此，在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各國在實踐上亦持續臺灣法

律地位未定的立場。如美國除於1950年發表前述的「臺灣中立化宣

言」外，當其於1954年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締結共同防禦條約時，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更重申：「臺灣的國際地位未定，但應在適當的時

機決定。」1。1955年2月3日，英國外相艾登在下院發表聲明指出：「臺

灣與中國本土不同，其法律地位不明確、未決定，並未納入中國主

權，是一種特殊地位」2。事實上，英國在1950年1月5日即承認北京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但是對臺灣主權卻仍採取未定論的立

場。澳洲、加拿大等國政府亦曾表明類似的主張。法國甚至一再重申

其未參加開羅會議，故該聲明不能對法國課予義務，其內容對法國不

具國際法效力3。由此可知，臺灣地位未定論為國際社會的主要國家所

接受。

即使在其後各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

府」，不再承認實際控制臺灣的中華民國時，亦未「承認」中華人民

1 U.S. Dept.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52-1954, Vol.XIV(I),op.cit.,p.770.
2 Evan Luard,Britain and China.Chatto & Windus,London,1962,pp.201-2.
3 嬉野滿州雄＜フォール訪中から國府の斷交まで＞，《世界》昭和三十九年四月號，頁

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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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對臺灣主權的主張，甚至以各種方式否定其對臺灣的主權。

世界各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時，關於「臺灣歸屬

問題」，大致可分類為以下幾種：

（a）全未提及臺灣歸屬問題。此方式為雙方建立外交關係時，

於發布的共同公報中完全未提及臺灣歸屬問題。因此，對於中國所謂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主張，這些國家

並未表明任何態度。

（b）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共同公報中表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對方則對此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的主張表示「知曉」之意。採取此種方式的國家，其用語從弱至強的

順序為「留意（take note）」、「認知（acknowledge）」和「十分理解

（realize）與尊重（respect）」。在此，其「知曉」的對象是指「中

國的立場」，並非「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事，且未對其主張表示「支持」、「同意」及「接受」的意思。

（c）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方

式是依中國主張的內容予以承認，為幾內亞畢紹等少數國家採取的方

式。

若整理上述內容，可知大多數國家關於臺灣歸屬問題的立場為：

「臺灣的法律地位」尚有檢討餘地，各國保留對中國主張妥當與否的

爭議權利。如加拿大即因拒絕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主

張，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爭論達二十個月之久，延後雙方原先預

定的建交計畫。

事實上，中國要求其他國家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

分」並無法律意義。首先，因為臺灣並非這些國家的領土，故任何國

家對於臺灣的歸屬並無表示承認的立場。如果美國說夏威夷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絕對在國際法上有效，因為夏威夷是在美國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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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下，美國願意夏威夷屬於中國，當然會產生國際法上的效果。但

是，美國並沒有統治臺灣，所以根本沒有資格主張或承認臺灣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相同地，所有其他並未統治臺灣的國家均無權

作如此主張，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決定臺灣主權與領土的歸

屬。 
其次，中國實際上並未統治臺灣，世界各國若承認中國的主張，

則各國與臺灣的往來，包括飛機、船舶、投資、貿易、旅遊，簽證等

等，依國際法都必須事先得到中國北京政權的許可，但在實際上是沒

有臺灣政府的許可即無法進入臺灣，中國的簽證絲毫不生效力。就此

而言，世界各國若承認中國的主張，則等於必須斷絕與臺灣的一切往

來，但這在現實上完全做不到。因此，世界各國根本無法承認「臺灣

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此外，若中國真的擁有對臺灣的領土權，則中國與他國締結邦交

時，即無要求承認其為中國領土之必要。如日本與他國締結邦交時，

無須要求他國承認九州為日本領土之一部分，即是同樣的道理。因

此，中國的做法反而凸顯臺灣並非其領土的事實，也等於是強迫各國

承認其併吞臺灣的野心，世界各國當然沒有必要加以附和。縱使有某

個國家承認北京的主張，此點亦無任何國際法上的效力。

然則，日本在1952年於舊金山和約中聲明放棄臺灣主權之後，臺

灣是否因而成為無主地？中華民國可否依先占理論取得臺灣主權？首

先，依據當時簽署舊金山和約各國的見解，並無任何一國主張臺灣為

無主地。其次，中華民國政府是否為有權行使先占之國際法主體尚有

爭議，且中華民國在1952年以後亦從未提出先占的主張，故中華民國

依先占取得臺灣主權之說法不能成立。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並無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

分」的權利，臺灣的歸屬只有居住於臺灣的臺灣人民才有決定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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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中國等其他外國對此絕無決定的權利。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除

南極地域另有條約規定之外，地球上已不可能存在無主地，任何土地

必定屬於某一國家，而只有中國不斷主張對臺灣的領土主權，甚至某

些國際組織已將臺灣記載為中國的一省，卻不見臺灣官方提出任何抗

議。以往因蔣氏政權的軍事獨裁統治，臺灣人民無法自由地行使自決

權，但目前臺灣已相當程度民主化，具備以行使自決權決定領土歸屬

的政治條件，但卻安於中華民國的體制，因此臺灣如不儘早建立國

家，長此以往將面臨各國誤認「臺灣人民事實上默認成為中國的一部

分」的結果，這是臺灣人民必須深切注意的地方。

肆、臺灣地位的各種理論

一、開羅聲明無效論

如前所述，中華民國（中國）於 1912 年建立時，臺灣還是日本的領土。

1935 年，日本為紀念在臺始政四十週年，舉辦一場盛大博覽會，有許

多臺灣人參予。當時日本及屬地政府與國際間交流互動頻繁，因此展

覽館設置及貴賓邀請有來自日本、樺太（庫頁島，日屬）、朝鮮（日

屬）、滿洲國、中華民國、暹邏（泰國前身）、印度、新加坡以及德、

美、英、法…等東西方國家／地區的官員及工作人員。時任福建省主

席的陳儀、福建省厦門市長王固盤也前來觀摩，當時陳儀還說：「臺

灣同胞，能夠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生活，實在是很幸運」的話！此點

證實當時中國完全認為臺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依麥克阿瑟發布的行政命令第一號，

占領臺灣和北緯17度以北的越南，此時中國政府對臺灣是一種戰時占

領。國際法上必須等到和平條約締結對後才算是戰爭的結束，因此到

舊金山和約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為止，臺灣在法律上仍應是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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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

然而，中國卻於1945年10月25日逕自將臺灣編入領土。眾所皆知

地，雖然在1941年以前中國不但承認臺灣是日本的領土，甚至還鼓勵

臺灣獨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是中國共產

黨都主張中國已自日本手中收回臺灣，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此

一中國收回論的國際法論點如下：

（1）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聲明規定：「日本從清國手中所竊取

的臺灣、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

（2）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聲明的內容應被

履行」。

（3）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文件，表明接受波茨坦公告。

（4）1945年10月15日的盟軍最高總司令部指令：「臺灣日軍應向

中國投降」。

中國的國共雙方都主張中國依此等法律文件取得臺灣主權。基本

上，上述文件的主要根源是開羅聲明，中國的國、共雙方都將其視為

尚方寶劍，強調它具有高度的法律約束力，認為其法律效力有如條約

一般。開羅聲明是由蔣介石、羅斯福與邱吉爾於1943年所共同發表，

其中談到：在戰爭結束後，日本從中國「竊取」（steal）的領土，包

括臺灣與澎湖，都要歸還中國。這一點又為二年後的「菠茨坦公告

（宣言）」所確認。 因此，中國的國、共雙方都以開羅聲明作為主張

臺灣為中國領土的依據，然而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然而，若檢視中國收回論的論點，即知其在國際法上根本不能成

立。這分俗稱《開羅聲明》的文獻，刊載於美國國務院公報的正式

名稱為“Statement on Conference of President Roosevelt,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Cairo, December 1, 
1943＂（1943年12月1日羅斯福總統、蔣介石委員長和邱吉爾首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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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會議的聲明），美國其後在對華白皮書也引用相同名稱，一般

英、美的國際法學家均視其為一種戰時聲明，而且此文件未經各國國

會批准，當然不是國際條約。同時，《開羅聲明》是否屬國際協定亦

有疑問，何況國際協定的拘束力只及於參與的當事國之間，其效力並

不及於未簽署的第三國，也不能對第三國課予義務。日本並未簽署

《開羅聲明》，故對於當時尚屬日本領有的臺灣法律地位而言，該聲

明之說法實不具任何國際法效力。此外，《投降文件（降書）》屬

「戰時規約」，其簽訂並非依條約成立之手續，其效力僅止於軍事範

疇，屬於停戰協定的一種，不像條約的拘束力及於國家整體行為，國

際法解決戰後問題都是以交戰雙方所簽訂之和平條約為基礎。至於盟

軍總部指示日軍投降對象與領土主權歸屬更無必然的關連性。

特別是參與《開羅聲明》的三個國家中，美英兩國其後即一再否

定其內容，使該聲明的合意基礎完全消失，更證明開羅聲明不具任

何國際法效力。英國一開始就反對而不願簽署，結果該聲明是在沒

有簽署的情況下，以新聞稿的方式對外發布。其後，英國副外相梅休

（Mayhew）於1949年在英國下議院作證時說：「臺灣法律地位的變

更，只有等待對日和平條約正式簽訂才能夠決定。」。1950年12月8
日，英國首相艾德禮（C.R.Attles）與美總統發表共同公報，其中提

到：「關於臺灣問題，雖然兩個中國政府都各依據開羅聲明而宣稱中

國合法領有臺灣，（國、共）雙方都排除由聯合國來解決臺灣問題。

然而，美、英兩國對於臺灣問題的解決，必須維護島民的權益。同

時，為了維持太平洋的安全與和平，這個地域的紛爭必須用和平的方

式來解決。聯合國或可對這種解決做出貢獻。」。

其後，邱吉爾也發表類似的意見。他說：「開羅聲明只表示一般

目標，蔣介石統治臺灣只是暫時性而已，所以決不能視為開羅聲明已

規定臺灣是中國之一部分。」，這個立場後來一直成為英國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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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英國外相艾登在下議院強調：「臺灣在本世紀內從未是中國的

一部分」。1964年9月11日，英國首相威爾森（Harold Wilson）表示：

「中共應擁有聯合國的議席…臺灣應成為聯合國信託統治的領土，並

在一定期間後由住民進行關於將來的公民投票。」。1965年10月，英

國外相史都華（J. Stuward）表示：「英國政府對臺灣的見解並未改

變，臺灣的法律地位尚未決定。」。可見英國認為開羅聲明不具任何

國際法效力。

無庸贅言地，美國在事後也反對「日本所竊據的滿洲、臺灣、澎

湖必須歸還給中華民國」這個條文，並表示開羅聲明沒有對臺、澎的

最終歸屬作出規定。1950年6月27日，美國甚至更在公開發表的「韓

國聲明」（Statement on Korea）中指出：「中國共產黨軍隊若占領臺

灣，是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從事合法活動的美軍之直接威

脅。因此，美國政府下令第七艦隊於臺灣遭受任何攻擊時防衛臺灣，

並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對中國本土的海空作戰」，同時明白表示「關於

臺灣未來地位之決定，應留待太平洋地區安全保障恢復之後，與日本

和平解決，或由聯合國考慮後再作決定」，故此項聲明又稱為「臺灣

中立化宣言」。往後美國政府即以此聲明對抗北京政權所提出「臺灣

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主張。

如上所述，美、英兩國政府在戰爭期間乃至於戰後許多正式場合

中，都一再表示這些宣言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國際法的效力來自於國

家間共同遵守的合意，在英美兩國都表示反對的情況下，開羅聲明在

法律上或事實上均已毫無意義。由此可知，在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

後，中國政府依照太平洋區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命令，代表美國、中

國、英國、蘇聯及其他盟國接受臺灣地區日軍的投降，只是代表盟軍

從事軍事占領（Military Occupation）。當時臺灣是處於盟國的軍事占

領之下，而不是由中國取得主權，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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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放棄臺灣這塊領土為止，臺灣在法律上仍應是日本的領土。因此，

當時蔣介石宣布臺灣是中國的35省之一，且在中華民國憲法施行後

的各項大選（包括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都有「臺灣

省」代表的名額分配等，都是違反軍事占領原則的行為。

二、臺灣地位未定論

就國際法而言，戰爭的正式結束有賴和約的締結，而一切戰時所

發表的文件也都須以和約做成最終決定。因此，在戰時所有有關臺灣

地位的文件，如《宣戰布告》、《開羅聲明》及《菠茨坦公告》等，都

只是盟國基於戰爭勝利與軍事需要，共同發表的片面的政策性聲明，

臺灣的領土歸屬問題最後仍須經過和平條約的規定才能確立。戰後的

《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不但有當時戰勝的同盟

國參加，而且戰敗國的日本也參與其中，因此舊金山和約在國際法上

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其法律位階是遠高於其他國際文件4。

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後，為了堅守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線，

美國政府一改先前的消極態度—杜魯門於兩天後發表「韓戰聲明」

（Korean War Statement），除了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

協防臺海外，同時表示：「福爾摩沙／臺灣若遭共產勢力占領，將

會對太平洋區域及美國於此區之維和勢力造成直接威脅……臺灣未來

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以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

立，或經過聯合國討論後，再作決定。」此即為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起

源。部分原文：Truman's Korean War Statement（June 27, 1950）

原文（全）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occupation of Formosa by Communist 

4 Fred L. Israel(d.),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1648-1967, Vol.IV,pp.2421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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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s would b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Pacific area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performing their lawful and necessary functions in that 
area. Accordingly I have ordered the Seventh Fleet  to prevent any attack 
on Formosa. As a corollary of  this action I am calling up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to cease all air and sea ope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The Seventh Fleet will see that  this  is don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Formosa must await the restor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or consideration by the United Na-
tions.

事實上，關於臺灣的地位與將來的歸屬，參加舊金山和會的代表

有相當的討論。他們的共識是臺灣的歸屬地位雖暫時懸而未定，應在

適當的時機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來決定，也就是依據不使用

武力的原則與人民自決的原則來決定。因此，在依上述方式決定臺

灣主權之前，各國共同的立場為臺灣法律地位未定，並未如《開羅聲

明》及《菠茨坦公告》所言將臺灣歸還給中國。

《舊金山和約》於1951年9月8日簽訂，1952年4月28日生效，其

中關於臺灣的領土歸屬問題，規定於該和約第二條B項：「日本放棄

對臺灣及澎湖群島所有的權利、權原及請求權」。通常一個和約的條

文，尤其是有關領土的條款，對於領土權利的放棄與受益者都會有明

確的規定，《舊金山和約》之規定明白表示臺灣由日本脫離，但並未

併入中國或其他任何一國。同時，《舊金山和約》中亦未比照朝鮮條

款，賦予中國領域主權的受益權。由此可知，各國並不支持中國逕自

將臺灣編入領土的做法。

中國雖未參加《舊金山和約》，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52
年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時，也是重申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第二

條放棄臺灣澎湖的一切權利及領土要求，但同樣未明定臺灣的歸屬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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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5。甚至在1972年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時，在雙方

簽署的《日中共同聲明》第三條中，日本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一再表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的主張，

也只表示十分理解及尊重的立場，同時日本堅持其已於舊金山和約放

棄對臺灣的主權，無權再對臺灣的歸屬表示意見，因此同樣未明定臺

灣的歸屬問題6。此點表示自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起，臺灣已不再是

日本的領土，但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未取得任何領有臺灣的

法律依據，臺灣的法律地位成為未定的狀態。

三、兩個中國論

有學者認為「中國」僅係一地理名詞而非法律上的國家，「中華

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國家」的國名，因此原本的「中

國」因國家分裂或形成分裂國家等國際法法理，出現「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此說又可分成兩類主張：

（一）國家分裂說

此種說法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1949年從中華民國分離獨立的

新國家，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情況相同，而原於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

國僅係領土大幅縮小，國家則仍繼續存在。原先法律上的中國成為地

理、歷史或文化上的名詞，原本統一的中國成為三個國家7。

此說主張，北京政權成立後一再強調其為新中國，在國際法關係

上也一再以新國家自居，否認舊國家之國家責任與義務。1979年1月1
日，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時，北京政權為顯示與美國對等的

5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中日外交史料叢編》第九冊，頁 10。
6 外務省條約局編，《國際條約集》（東京：1973年），頁 71。
7 傅崑成、姚立明等曾提出此說。如姚立明教授等曾於 1998年以此提出「一中兩國」的論調，
參照《自由時報》2001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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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亦同時表示承認美國。依國際法原則而言，當時美、中兩國之

間的互相承認應可視為國家承認。因為該承認若屬政府承認，則美國

之所以有必要承認北京政權，其理由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革命

之後成立的非合憲政權，但是美國政府從未出現非合憲的政府變動，

因此中國無須對既存的美國政府加以承認，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認

為是新國家，才有必要與美國相互承認。

然而，這個主張混淆國家（指中國）與政府（指中華民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概念。事實上，直到1980年代末期以前，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始終是「中國代表權」之爭，爭的是哪一個政

府可以合法代表中國，而非兩個國家競爭哪一個國家可以合法繼承中

國，因此要溯及既往地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從中華民國分離

獨立的說法實有問題。更何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者亦從未

做此主張，只是學者認為在法理上有此可能性而已。

（二）分裂國家說

分裂國家係二次大戰後因冷戰而出現的新國際法問題，其內容是

指一國因意識形態而分裂為兩個部分，雙方均長期平穩統治其控制地

域而在實際上分裂為兩國，但雙方並不承認此一事實而否定對方在法

律上的存在，堅持主張自己才是原國家的正統代表政府。亦即，事實

上已完全分離的兩個獨立國家，卻仍堅持其為一個國家的兩個政府，

且各獲得一定國家的承認。分裂國家的事例包括越南、德國、韓國、

葉門等，他們在一定時期後都不得不默認對方的國家地位，甚至在德

韓的事例中雙方還同時加入聯合國，在事實上與法律上均完全成為兩

個獨立國家，只是保留將來兩國統一的可能性而已8。

如前所述，中國的情況雖類似其他分裂國家，亦是因意識形態而

分裂為兩個部分，雙方均長期平穩統治其控制地域而在實際上分裂為

兩國，但雙方並不承認此一事實而否定對方在法律上的存在，堅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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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己才是原國家的正統代表政府。但是，與其他分裂國家不同的

是：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因此，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始終是爭奪哪一個政府可以合法代表

中國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且因中華民國為維持政權而採取「漢賊

不兩立」的立場，喪失在19760－70年代雙方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的機會9。

在1990年代以後，隨著臺灣民主化及本土化的迅速進展，中華民

國政府逐漸採取「中華民國在臺灣」（兩國論）的立場，雖在用語上

仍避免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另一國家，且在國內法上給予中華人民

共和國一種「既非本國，又非他國」的特別待遇，但希望依分裂國家

理論主張實質的兩個中國，在國際法上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間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然而，分裂國家雙方都有數目大致相當的國家承認，且須相互默

認對方的國家地位，只是保留將來兩國統一的可能性，但中華民國目

前全無此等條件。由於在1960－70年代喪失雙方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

國的機會，使目前主張「兩個中國」的時機已過，「一個中國」原則

已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此種說法不但難以爭取國際地位，反而因主張

保留將來統一的目標，使自己自陷「被統一」的危險之中。

四、新生國家論

在臺灣民主化之後，有相當人數的學者不再聲稱臺灣法律地位未

定，開始主張臺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些學者認為中華民國

政府於1949年流亡臺灣後，經長期的有效統治，並排除其他國家（包

8 小谷鶴次，＜分裂国家と国際法の適用＞，《国際法外交雜誌》第 71  第 2號（1972年 7
月），頁 14。

9 照陳隆志，＜臺 加入連合国的展望＞，《律師通信》Vol.169（1993年 7月），頁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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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國）的干預，符合所有國際法上國家的客觀要件，應被承認是一

獨立主權國家。此即所謂「新生國家說」。因此，臺灣目前並不存在

是否要「獨立」或應「獨立」的問題，僅有如何確認及維護獨立主

權的問題。此說又以對新生國家的獨立時點認定不同，而分為臺灣於

1949年後獨立、1971年後獨立和民主化之後獨立等三派，但他們多以

中華民國有其自己的政府、土地、人民，並與他國持續進行國際來往

為其主要依據。

然而，此說在法理上存在不小的問題，因為此說未說明原本地位

未定的臺灣，於何時（when）及經過何種程序（how）而成為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同時，對於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從未主張自己是有別於

中國的另一國家一事，亦無法自圓其說。

首先，關於臺灣自1949年後即事實上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說法，由

於每一國家都有代表它的政府（內戰混亂時的無政府狀態為例外），

如果臺灣在1949年以後就已是一個國家，那麼臺灣這個國家的政府為

誰？如果是中華民國，那麼如何解決中華民國政府所進行的「中國代

表權」之爭？事實上，在1980年代中葉以前，中華民國完全未曾出現

其為獨立國家的主張。

其次，如認為中華民國於1971年後獨立，則對於其採「務實外

交」放棄正式外交關係的做法，以及其所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的主張，亦極難證實中華民國有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意圖。

「新生國家說」中比較合理的是中華民國於民主化之後獨立的主

張。根據這一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在1971年以前係中國的合法政府，

由於1971年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案，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

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政府成為被取消承認的舊政府。在

1990年代以後，隨著臺灣民主化及本土化的迅速進展，李登輝總統主

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逐漸改變其對臺－中關係的定位，擺脫過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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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權」之爭，而因長期有效統治一定領土，並符合所有國際法上

國家的客觀要件，已使中華民國成為未被承認的新國家。

然而，這個主張最大的困難是：中華民國並未主張或聲稱自己有

別於以往的中華民國政府，而成為一個新成立的國家。因此，如國

際法學者O Ćonnell認為：「一個政府只能被承認為其所主張者（a 
government is only recognized for what it claims to be .）」，此項國格主

張（claiming statehood）的欠缺，即成為國際法學者及各國實踐否定

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的最主要根據10。

綜言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為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承認為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情況下，我們可由下列幾項證據判斷中華民國

是否為主權獨立國家：第一、中華民國未公開區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另一國家，即未明白主張兩個中國；第二、中華民國並未主張或聲稱

自己有別於以往的中華民國政府，而成為一個新成立的國家，或是主

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自其本身分離獨立之另一國家；第三、尚無任何

一個國家給中華民國予「國家承認」，因為法理上國家承認是不能撤

銷的，即使斷交也不影響兩國間法律上的國與國關係，但目前中華民

國卻經常必須面對被更換政府承認的問題，可見中華民國獲得的承認

都為「政府承認」；第四，即使中華民國欲開始主張兩個中國，亦為

時已晚且事倍功半。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中華民國目前不是國

家，未來成為國家的可能性亦不高。

五、臺灣應由聯合國託管

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雖向盟國放棄對臺灣

之主權，但並未明言交付予那一個國家，故應視為盟軍從日本接收對

10 因此，許世楷教授等認為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必須改變「中華民國」的國號才算完成建
國。此點亦等於表明自己成為一個新成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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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主權，共同享有此主權，臺灣成為暫由盟國共管及其地位尚待

決定之土地。

所謂「國際共管地說」即數個國家在一塊土地上，共同行使主權

以管轄該土地上之居民，做為該土地之最後歸屬尚待決定之臨時措

施。此說認為從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占領臺灣，到1951年舊金

山和約簽訂前，中華民國係接受盟國委託管理臺灣；但1951年9月8日

《舊金山和約》簽訂後，由於國際共管必須以共同占領為基礎，而盟

國實際上並未曾在臺灣行使過共同管轄權，因此是繼續委託中華民國

從事行政管理。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1945.6.26），聯合國要求臺灣人民共同對付

日本，所以從日本分離的領土交聯合國託管（憲章第77條），而託管

的最終目的是自治、獨立（憲章第76條），其中包括臺灣在內。1941
年8月14日的大西洋憲章中，列強聲明無擴張領土的野心，兼併領土

必須得到對方的同意，而且要恢復被壓迫民族（例如臺、澎）的主權

與自治。1942年1月1日，中美英法蘇都簽署聯合國宣言，誓言遵守

大西洋憲章。1945年2月雅爾達議定書決議，戰後從敵國分離的領土

（包括日本、義大利殖民地、託管地）交聯合國託管。

其後，《舊金山和約》 （1951.9.8）第2條第2款規定：日本放棄臺

灣、澎湖。49國簽字見證臺灣已從日本分離，日本是將臺灣交給這49
國，臺灣成為國際共管地，適用聯合國憲章第76及77條。根據1945年

6月26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第77條b款規定，自敵國分離的領土適用國

際託管制度；第76條b款規定，託管的目標在使託管領土的自治或獨

立（不是地位未定）。

1947年2月10日同盟國對義大利的《巴黎和約》中，義大利放棄利

比亞及索馬利蘭，與《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臺灣、澎湖所用「放

棄」兩字完全相同。1949年11月21日，聯合國通過289決議，基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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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憲章第76、77條和對義大利《巴黎和約》，聯合國認為利比亞應

於1952年1月 1日獨立，而索馬利蘭由義大利託管10年，到期後獨立，

結果兩國都如期獨立。因此 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後，

臺灣、澎湖正式從日本分離，臺灣應交付聯合國託管、自治而獨立。

事實上，早在228事件發生前，臺灣人即曾依據聯合國憲章，請

願廢除「開羅聲明」，要求臺灣獨立。《被出賣的臺灣》一書指出，

1947年2月中旬，一群年輕的臺灣人，到臺北美國領事館，呈送致馬

歇爾將軍請願書：《開羅會議把我們推入人間地獄》、《開羅會議的代

表們，應負起此刻我們在困苦中掙扎的責任，我們反對這項決定》。

同時，228事件發生時，法律上臺灣雖尚未從日本分離，但民眾

已要求聯合國對臺灣進行託管，其後再經過自治而獨立。如1947年

3月4日，花蓮縣花崗山群眾大會，請聯合國實行臺灣獨立（見何漢

文著，《臺灣228事件見聞記》）；3月5日，「臺灣民主同盟」散發

傳單要求聯合國實踐臺灣國際共管的諾言（馬起華著，《228事件日

誌》）；3月5日，『臺灣自治青年同盟』要求聯合國履約讓臺灣高度

自治（蘇僧、郭建成著，《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

此外，在1947年2月28日臺灣發生抗爭事件後，美國留學的廖文

奎、廖文毅兄弟逃往香港，同（1947）年秋天組織「臺灣再解放聯

盟」，公開鼓吹「臺灣自決」，並倡言臺灣應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

在此期間，廖文毅還曾向聯合國遞交「請願書」，要求聯合國出面

「託管」臺灣。1950年，廖文毅在日本組建「臺灣民主獨立黨」。

1955年，他在東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議會」，次年又成立「臺灣

共和國臨時政府」，但最後歸於失敗。

然而，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政府隨著

兩岸局勢與韓戰發展，決定集體講和。日本隨後放棄臺灣主權、卻沒

有指定交給任何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應是屬於「同盟國」聯合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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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並未承續此一政策讓臺灣民主建

國，而是依據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之「一般命令第一號」由中華民

國國民政府代表接收臺灣。但蔣介石政權對臺灣的占領是軍事占領，

只是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沒有確定領土最後歸屬之意思。直到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宣布放棄對臺灣的一切權利之前，臺灣

在國際法法理上都仍然是日本的領土。由於日本在和約中，亦未明示

把臺澎之主權移轉給任何國家，因此臺灣的地位和戰時軍事占領地相

似。中華民國占領臺灣，在國際法上並未享有領有權，但中華民國國

民政府卻將戰時軍事占領地納入領土。

六、臺灣應為美屬論

此說認為，臺灣法律地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為美

國「未合併領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y）」。按照美屬理論所理解

的《舊金山和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臺灣關係法》、美國憲法、

戰爭法、國際法等等綜合演繹結果，臺灣「自動成為」美國第六個列

島區海外領土。

雖然都是主張臺灣成為美國領土，但美屬臺灣群島方案不同於臺

灣建州運動（The Formosan Statehood Movement）。建州派主張臺灣

人民以公民投票循序漸進加入美國，最後成為美國的一州；而美屬派

主張從舊金山和約與美國憲法入手，透過控告美國行政機關的司法訴

訟，使臺灣成為美國的海外領土。

七、從中國獨立論

此說認為由於接受中華民國體制，臺灣已被歸納為中國領土，因

此臺灣如果要獨立，就是從中國分離獨立，所以發表「臺灣獨立宣

言」是絕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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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認為，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同樣從日本殖民統治

下解脫，但韓國選擇獨立復國，臺灣人民卻是「迎王師」回歸中國。

1949 年底，中國因內戰出現新舊兩個政府（「中華民國」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在臺灣海峽兩岸分區而治。「中華民國」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是兩個國家，是同一個國家—中國。

此說認為，臺灣六十多年來的法律地位沒有變動。2000年修正公

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明定「臺灣省」三字，可

見臺灣目前只是事實上（de facto）獨立，法理上（de jure）仍然屬於

中國，還不是國家，沒有主權。在此情況下，臺灣面臨被中國併吞最

大的危機是很多臺灣人民誤認臺灣目前已是國家，有主權保護，不必

獨立建國。因此，臺灣要進一步法律上脫中獨立，建立國格，才能長

治久安。

就此而言，所謂的「正名」、「制憲」、「公投」等都不是臺灣獨立

建國的關鍵措施，且想用這些民主承平的方法獨立建國是過於天真的

想法。所謂「不必也不會宣布獨立」是反臺獨自絕生路的渾話。宣布

獨立是行使自決權的行為、取得國格的法律上手續、法理臺獨的關鍵

手段。

伍、臺灣獨立與中華民國體制

綜合以上所述，關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統治，於1949年

以前係以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代表盟軍軍事占領原屬日本領地的臺

灣；在1949年以後，則係以流亡政府的地位，在部分盟國（主要為美

國）的支持下，繼續其對臺灣的占領，而臺灣仍為日本的領地。1952
年日本於舊金山和約放棄臺灣的主權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

一方面支持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爭奪中國代表權，但也同時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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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位未定，否定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以做為防範其可能的軍事介

入的法律依據。

然而，在分別論述臺灣這塊土地的歸屬問題和中華民國的法律地

位之後，我們卻又不得不面對中華民國體制統治著臺灣的事實，因此

臺灣的歸屬與中華民國的存在形態究竟有著何種關係呢？以下即針對

此一問題加以探討。

一、分裂國家理論不適用臺灣

眾所周知地，國民黨（中華民國）政權於1949年在中國內戰全面

失利，因敗退到臺灣後獲得喘息，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時也無

力渡海消滅中華民國「政府」。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不但美軍協

防臺灣，而且西方國家為了圍堵中國，亦全力支持在臺灣的國民黨政

權。這樣的變化使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繼續維持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對峙，以具體行動製造二個中國，另一方面也

在國際條約中容認二個中國形成的空間。

首先，1952年4月28日締結，同年8月5日生效的「中日和平條約」

中，明文於其第三條及第十條指出：中華民國是指臺灣及澎湖群島。

同時，國民黨政權亦承認，「中國大陸戰後的處理及賠償請求權，並

非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所能代表」。其次，1954年12月2日締結，1955
年3月3日生效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六條亦指出，中華民國之領

域應指臺灣及澎湖。同時，在締約時所交換的機密附屬文書中，國民

黨政權亦同意未來對中國大陸採取任何武力行動，必須事先與美國協

議，以避免出現美國所不願意介入的反攻大陸軍事行動。

由此可知，國民黨政權早在1950年代就已放棄反攻大陸軍事戡亂

的意願，同意「中華民國之領域應指臺灣及澎湖」，默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的合法存在，具體塑造出二個中國共存的空間。長期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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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在面對臺灣民眾時一再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實施戒

嚴與動員戡亂體制，然而在面對國際社會時卻早已默認二個中國並存

的事實，亦就是接受「分裂國家」理論。

此種作法與李登輝先生在1990年代以後所主張的「中華民國在臺

灣」或「兩國論」可說是完全相同的。隨著臺灣民主化及本土化的迅

速進展，李登輝先生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逐漸改變其對臺－中關係

的定位。中華民國先後提出「對等政府論」、「一國兩府論」、終止動

員戡亂時期結束內戰狀態、以「中華民國在臺灣」名義意圖重返聯合

國、表明「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是臺、澎、金、馬」等 ，這些新的主

張基本上可歸納成：「依分裂國家理論，主張兩個中國」。兩者相異

之處在於，1950年代是被動的默認國際社會塑造兩個中國的空間，李

登輝先生則是主動的意圖形成兩個中國。

從正面的角度看，分裂國家理論似乎可擺脫過去「中國代表權」

之爭的夢魘，而中華民國開始主張「臺灣代表權」，並以兩國關係定

位臺－中關係，這是其進步的地方。然而，這項理論的前提是先採取

「臺灣是中國領土」的立場，認為中國於1945年即已取得臺灣的主

權，只不過日後中國於1949年分裂成兩國至今，而其中一方的主要

統治地區是臺灣。尤其甚者，中華民國政府在主張分裂國家理論的同

時，卻仍聲稱並主張「一個中國」原則，只是企圖重新定義「一個中

國」為「歷史、文化、地理的中國」，而非法律上的中國，甚至有

「中共非中國」的詭辯。

但是，長久以來國際間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早有共識，即一個中

國係指法律上的中國，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此項中國的定

義不易改變，因此中華民國政府的主張自難得到正面的回應。國際社

會雖曾一度有接受「二個中國」的做法，但其後由於兩個中國的「政

府」均主張一個中國，因而目前一個中國原則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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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認定一個中國的主要意義是在否定兩個中國，不再允許另外一個

中國出現，因此在法律上已不可能出現兩個中國共存的任何空間，亦

即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不被允許存在的國家。

因此，「分裂國家」理論並不適用於臺灣，其主要問題有二：第

一、主張「分裂國家」的前提是認為臺灣歸屬已定，而將臺灣問題簡

化為中國內戰造成分裂的結果，使臺灣自稱是中華民國而不主張自己

是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第二、國際間對於一個中國早有共識，目

前已喪失主張兩個中國的時機，不可能再出現兩個中國共存的任何空

間，如繼續堅持此說將使臺灣成為中國的叛亂團體，是被平亂鎮壓的

對象，或是成為不受北京中央政府管轄的中國的地方政府。

二、中華民國無法代表臺灣

國際法的國家繼承與政府繼承，其意義及法律效果完全不同。國

家繼承是指新國家成立之後，以新國家主權範圍所形成的國際法上權

利義務為繼承關係。政府繼承則是指，國家主權的同一性、繼續性並

無變動，只是在革命政變之後成立的新政府，原則上應繼承被推翻的

舊政府之國際法上權利、義務。

然而，由於聯合國大會在1971年通過第2758號決議，確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解決所謂中國代表權

問題，使得整個情勢發生變化。雖然這個聯合國決議並未同時確定臺

灣的法律地位（主權歸屬），也未明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華

民國政府卻繼續統治臺灣，且不放棄爭奪中國代表權的「一個中國」

原則，並堅持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絲毫未進行任何有關維護

「臺灣代表權」或臺灣國際地位的努力。換言之，直到一九八○年代

末期以前，中華民國政府仍僅關心「誰來代表中國」，至於「誰應代

表臺灣」則非其所關注。因此，中華民國從未有於臺灣建立新國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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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另一國家的主張，而是以被取消承認的中國舊

政府的身分繼續統治臺灣。雖然臺灣地位未定論有其法律效果，但由

於並無其他國家主張對臺灣的主權，而中華民國長期有效且平穩的統

治臺灣，使其有可能以國際法的「時效原則」或「實效統治」取得臺

灣。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迄今，不曾一日有效統

治管轄過臺灣，亦無任何條約規定將臺灣的主權移讓給中華人民共和

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若欲取得臺灣主權，必須依政府繼承或國家

繼承理論，藉由中華民國為媒介而達成。此說的前提要件是臺灣必須

先由中華民國取得，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從而使其

擁有取得臺灣的法源依據。

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主張其為新國家，而是堅持其與舊中

華民國的繼承關係為政府繼承，因此關於臺灣究竟是不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領土的關鍵理由，在於臺灣究竟是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也就是

中華民國是否取得臺灣？如果臺灣已由中華民國取得，中華人民共和

國依政府繼承原則，繼承舊中華民國政府所領有過的臺灣，才能取得

其領有臺灣主權之法理依據。亦即，只要中華民國繼續存在臺灣，即

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無法實際有效統治臺灣，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

下，北京政權均可主張依據繼承理論主張擁有臺灣主權。

雖然目前世界各國為因應實際需要，只得依「政府不完全繼承原

則」，暫且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對臺灣的主權，承認臺灣存在

著有效統治的「事實上政府」，與臺灣維持著「視同」國家的關係，

出售武器及從事各種實質往來。然而，如果我們承認臺灣已由中華民

國取得，則除非形成分裂國家型態的兩個中國，否則無法排除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臺灣的領土野心。然而，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中，兩個中國

共存的任何空間在法律上已不可能出現，現階段國際社會已形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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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共識，並承認北京政權才是合法的中國政府，因此臺灣執政者

迄今仍沿用「中華民國」此一名稱，主張臺灣屬於中國舊政府的中華

民國所有，則等於為北京政權製造可以當然繼承的理由。換言之，中

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臺灣主權的可能媒介，臺灣唯有成為新

國家才能免於中國的併吞，在國際社會尋求生存空間。

直言之，臺灣人在戒嚴時期猶可視中華民國為外來政權，臺灣人

民在軍事占領下不能表明自己的主張，以此做為否定中華民國取得臺

灣的依據。然而，在民主化、總統直選之後，臺灣人民已可發出自己

的聲音，但卻仍然堅持中華民國體制，結果將使被取消承認的中國舊

政府—中華民國漸能以實效統治取得對臺灣的領土權。特別是在目

前能自由表達自身見解的情況下，臺灣人民已經排除行使自決權的障

礙，若仍欲繼續主張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已有困難。同時，臺灣法律

地位未定論實際上亦不能確保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只是消極、被動

地指出臺灣不一定屬於中國。臺灣仍然只是等著被中國及國際社會處

分的標的物，而且最後以中國最有可能加以取得。如果臺灣人民希望

獨立建國，即應以自決權直接或間接表達獨立建國的意願，如果一再

延宕而不敢公開表達獨立建國的意願，結果將可能被國際社會誤認為

臺灣人民不反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陸、臺灣獨立的法理
一、臺灣獨立是權利

關於臺灣國家定位問題的國際法理論，除前述臺灣法律地位未定

論及由中華民國取得臺灣的中國收回論之外，在戰後國際人權日益受

到重視的潮流中，尚有基於人民自決權的獨立建國論。

在探討臺灣法律地位時，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及中國收回論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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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把臺灣當做客體，而並非以臺灣為主體。換言之，未定論及中國

收回論都是把臺灣當做國際法主體（國家或國際組織）間處理領土變

動問題的對象。前者主張日本放棄臺灣之後，戰勝國或其後的聯合國

並未確定把臺灣交給中國，後者主張日本戰敗後臺灣已由中國收回，

兩說都將臺灣定位為其他國家之間領域主權變動的客體。獨立建國論

在本質上和法理上與此二說完全不同，獨立建國論明確是以臺灣為主

體，由臺灣本身自主地要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探討臺灣戰後是否應歸還中國或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將臺灣

當做是日本、中國兩國之間的領域紛爭在處理，這與臺灣是否可以獨

立建國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因為目前臺灣並非中國與哪一個國家

之間領土紛爭的對象，而是臺灣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問題，所以臺灣人

民不必先去證明臺灣不屬於中國或臺灣法律地位未定，然後才有權利

主張獨立。臺灣人民只要堂堂正正表明建國意志，就充分具備合法

性、正當性的國際法基礎，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國家。

目前國際社會雖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各國並未否定也不可以否

定有一個臺灣存在的空間。雖然並不是說一個中國就必然有一個臺

灣，但是國際社會絕對沒有否定臺灣獨立建國的權利，或是強迫臺灣

一定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就如同一個印度與一個巴基斯坦可以同時

存在一般，或是未來西藏、新疆也有權利獨立一樣，臺灣當然可以成

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由此可知，中國一再以臺灣是中國固有領

土，或開羅聲明已宣布臺灣必須歸還中國等，來論證臺灣是中國一部

分，所以臺灣沒有權利獨立，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法。

依據國際法理論，任何領域的人民均有權主張建立國家。此項超

法律的天賦人權完全沒有必要以任何條約為依據，人民只要有從某個

國家分離獨立的意願，不必證明其不屬於原有國家，亦自然擁有建國

之權利。反之，即使某領域確實屬於某個國家，只要其人民有分離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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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意願，亦不妨礙其建國之權利。例如，北美13州人民要脫離英國

獨立時，並沒有提出任何條約或國際法為依據 ，亦即不必立證北美13
州不屬於英國才有權利獨立。美國獨立宣言中一再指出，由人類發展

過程來看，人民要求獨立建立新國家，是國際社會應予尊重及保障的

權利。人民有獨立建國的意志，就有權利建立新國家，這是不容否認

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英國學者James Crawford於1979年即從

傳統的國家四要素論斷：「如果一個國家（State）已經存在於臺灣，

那麼過去領土處分的問題乃係不相干。」。

國際法也沒有任何理論可以否定某一地域的人民獨立建國之權

利，反而是明確定義新國家成立的要件是：排除原有國家的統治，擁

有自主的主權。甚至在尚未確立人民自決原則的傳統國際法時代，當

時就不斷有新國家從某一個國家分離獨立。例如，荷蘭於1581年從西

班牙獨立、拉丁美洲各地域於1820年代紛紛從西班牙、葡萄牙獨立

等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民自決權逐漸確立，世界各地不斷

有新國家獨立，到目前已有160多國從原來的國家中分離獨立。換言

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國家是在這50年間獨立建國，而這些國家從未

尋求任何條約或國際法理論，證明其領域不屬於原來的國家。新國家

獨立唯一的法理基礎就是：「只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才有權

決定這塊土地的命運。人民有獨立建國的意志，就有權利建立屬於自

己的新國家」，這就是國際法上的人民自決原則。

由此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發表的種種對臺灣擁有主權的

聲明，主張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完全不正確的。「臺灣是

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說法也是同樣傲慢無理。對臺灣的

領土主張涉及國際法及國際條約的解釋，牽涉到國際安全與和平，也

牽涉到人民自決的原則，根本不是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而是國際所

關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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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無權承認「臺灣是否為中國領土」

事實上，中國要求其他國家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

分」並無法律意義。首先，因為臺灣並非這些國家的領土，故任何國

家對於臺灣的歸屬並無表示承認的立場。如果美國說夏威夷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絕對在國際法上有效，因為夏威夷是在美國的統

治之下，美國願意夏威夷屬於中國，當然會產生國際法上的效果。但

是，美國並沒有統治臺灣，所以根本沒有資格主張或承認臺灣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相同地，所有其他並未統治臺灣的國家均無權

作如此主張，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決定臺灣主權與領土的歸

屬。 
其次，中國實際上並未統治臺灣，世界各國若承認中國的主張，

則各國與臺灣的往來，包括飛機、船舶、投資、貿易、旅遊、簽證

等，依國際法都必須事先得到中國北京政權的許可，但在實際上是沒

有臺灣政府的許可即無法進入臺灣，中國的簽證絲毫不生效力。就此

而言，世界各國若承認中國的主張，則等於必須斷絕與臺灣的一切往

來，但這在現實上完全做不到。因此，世界各國根本無法承認「臺灣

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此外，若中國真的擁有對臺灣的領土權，則中國與他國締結邦交

時，即無要求承認其為中國領土之必要。如日本與他國締結邦交時，

無須要求他國承認九州為日本領土之一部分，即是同樣的道理。因

此，中國的做法反而凸顯臺灣並非其領土的事實，也等於是強迫各國

承認其併吞臺灣的野心，世界各國當然沒有必要加以附和。縱使有某

個國家承認北京的主張，此點亦無任何國際法上的效力。

然則，日本在1952年於舊金山和約中聲明放棄臺灣主權之後，臺

灣是否因而成為無主地？中華民國可否依先占理論取得臺灣主權？首

先，依據當時簽署舊金山和約各國的見解，並無任何一國主張臺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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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主地。其次，中華民國政府是否為有權行使先占之國際法主體尚有

爭議，且中華民國在1952年以後亦從未提出先占的主張，故中華民國

依先占取得臺灣主權之說法不能成立。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並無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

分」的權利，臺灣的歸屬只有居住於臺灣的臺灣人民才有決定的權

利，中國等其他外國對此絕無決定的權利。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除

南極地域另有條約規定之外，地球上已不可能存在無主地，任何土地

必定屬於某一國家，而只有中國不斷主張對臺灣的領土主權，甚至某

些國際組織已將臺灣記載為中國的一省，卻不見臺灣官方提出任何抗

議。以往因蔣氏政權的軍事獨裁統治，臺灣人民無法自由地行使自決

權，但目前臺灣已相當程度民主化，具備以行使自決權決定領土歸屬

的政治條件，但卻安於中華民國的體制，因此臺灣如不儘早建立國

家，長此以往將面臨各國誤認「臺灣人民事實上默認成為中國的一部

分」的結果，這是臺灣人民必須深切注意的地方。

三、必須透過自決權的行使

然而，國際法只是輔助性的工具，只能用以說服外界與反駁敵

人，有無獨立建國意願才是決定一國能否獨立成功的關鍵。例如，琉

球也有很多國際法依據可以證明其並非日本固有領土，但是因為琉球

人民並無足夠的獨立建國意願，因而只能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使這些

證據無法產生任何法律效果。同樣地，即使有再多的條約和法理能證

實臺灣法律地位未定，但是臺灣人民卻不反對中華民國領有臺灣，而

中華民國不但未曾主張自己是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另一個國家，

也未曾公開反對要與中國統一成一個國家的目標，如此將無法免除臺

灣被中國併吞的命運。

雖然國際社會承認一個中國由北京政權代表，但是國際社會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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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也無權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此點是將決定臺灣歸屬的

權利保留給臺灣人民。因此，只有主張「一臺一中」，明確宣示臺灣

是一個與中國無關的新國家，爭取各國給予「國家承認」，徹底拋棄

中華民國虛幻體制，不去爭奪中國代表權，不再使用中國國號，不再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爭取政府承認方式的建交國，才能符合國

際法秩序，使臺灣成為一個國際社會不得不承認的獨立國家。

如前所述，國際社會已形成一個中國的共識，一再主張中華民國

是國家或臺灣屬於中華民國的結果，非但無法凸顯臺灣的獨立自主，

反而使臺灣陷入一個中國的框架，或成為中國合法併吞的藉口，立即

且明顯地危及臺灣的生存。臺灣與中國大陸若定位為「一個」國際法

上國家，依據國際法及國際情勢，臺灣將被定位為一個反抗中央政府

的叛亂團體。基於此點，臺灣人民必須形成決定自己命運的建國意

志，去除中華民國虛幻體制，如此才有可能排除中國的併吞。

柒、結語

另一方面，臺灣並不屬於中國，且除非明白主張「兩個中國」，

否則中華民國不可能成為國家，而「一個中國」已是目前國際社會的

共識。然而，依據源於自決權的獨立建國論主張，這些前提都不妨礙

臺灣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權利。

如上所述，臺灣人民完全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但目前臺灣是否

已經是獨立主權國家呢？就國際法而言，一個國家除須滿足領域、人

民、實效政府等客觀要件之外，尚須包括行使國際法權利和遵守國際

社會義務的能力等主觀要件。例如，有學者主張一個國家須足以對其

所引起的國際侵權或違法行為（International delinquency）負擔國際責

任；足以圓滿進行一般國際關係；具體單獨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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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自我操控的中度國防實力等。就此而言，臺灣已滿足前述要

件，明確具有相當的國家地位。因此，學者E. G. Duursma於1996年更

提出「臺灣已經變成一個國家（State），此點甚至形成於最近的憲法

修改或其他發展之前。」，Duursma十足確認臺灣這個政治實體作為

國際社會的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之地位資格在法律上不能被否認。

然而，臺灣既然已經充分滿足國際法的國家要件，但何以尚未成

為國家？其原因在於臺灣從未宣示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國際法

重量級學者O’Connell認為：「一個政府只能被承認為其所主張者」，

這種主張闡釋「承認」非完全恣意性的，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必須受制

於事實。另一位國際法權威Hersh Lauterpacht 在其專著“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一書中亦陳述相同的看法。因此，臺灣的問題是並

未主張自身為國家。

甚至Crawford在討論臺灣地位時也採取否定臺灣為一個國家

（State）的觀點，然而他的結論並非指臺灣的地位不符合傳統國際法

理論的國家四項要素，其最具關鍵性的反對理由在於：臺灣問題的

主要相關當事國（包括中華民國臺灣自己）皆一致同意「福爾摩莎

（臺灣）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大中國的一部分」。1987年美國涉外

關係法彙編闡明「臺灣已經滿足本節（國家）定義的要素，但是其

政府當局沒有主張（claim）成為一個國家，反而只主張為中國（the 
State of China）的一部分。」，故該彙編的總結是「臺灣的國家屬性

（statehood）問題尚未發生」。

從上述評語可得出一項重要的形式結論，即臺灣的地位係以現在

可否被承認為國家存在的法律條件為主要決定，而不應僅以考量過去

的歷史事實因素論斷，因此目前臺灣的事實狀態將成為決定其是否存

在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基礎。然而，因為臺灣的政府並未主張自身為國

家，因此臺灣共和國或其他國號之國家上尚未出現於此一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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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尚未成為國際法上的國家，自己對內認為早已獨立只是

遲滯臺灣爭取獨立的努力。如果今天臺灣人民誤認臺灣早已獨立，則

臺灣的獨立建國將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化與修憲的結果，雖使國會

全面改選、總統由人民直接選出，但並不能使現行的中華民國體制具

備獨立國家性質。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國家並非自己對內主張或認定

就可成立，必須對外一再強調與堅持自己是國家，並獲得國際社會的

承認才是一個國家。

因此，臺灣人民如何排除障礙，對外一再宣稱是獨立國家，使臺

灣成為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國家，是現階段臺灣獨立建國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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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二

臺灣的法律地位與應有的國際法知識

在進入後續臺灣關係法等相關論文深入的討論之時，本篇希望透

過與黃居正老師的訪談形式，先廣泛討論關於臺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關

鍵議題，以及青年對臺灣應有的基礎國際法知識，讓讀者在進入個別

問題的分析之前，能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背景。

受訪者：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黃居正副教授

訪談及整理者：周慶昌

第一部分　臺灣國際法律地位—中華民國領土說
                    與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

對於臺灣的國際上的法律地位，傳統上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說

法：

一、中華民國領土說

二、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

三、獨立主權國家說。

而中華民國外交部在公開網站上針對臺灣國際法上的地位採取的

是第一種說法，中華民國外交部宣稱臺灣在國際法上屬於中華民國

的領土，其法律依據來自於一九四五年日本簽署的〈降伏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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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伏文書〉中宣布將履行盟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波茨坦

公告〉第八條聲明：〈開羅聲明〉的條件必須實踐。因此，開羅聲明

所稱之：「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

島等，歸還中國。」透過〈降伏文書〉以及〈波茨坦公告〉而有國際

法上之效力。另外1952年在臺北簽訂，1972年日本廢除的〈中日和

約〉只是將此關係透過條約內容再度確認一次1。

另一方面，部分臺灣人主張，由於〈舊金山和約〉以及〈中日和

約〉中，日本只單方表明放棄臺灣主權，並未宣布將主權讓與給何

人。而中華民國政府乃是代表盟軍對行使事實上的統治權。因此，臺

灣主權尚未定，應由臺灣住民依自決原則，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此

乃臺灣地位未定論。

問（一）：

老師，請問您對於外交部此種臺灣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的法律地位

論述有何看法？

答（一）：

我想外交部的說法與所有依條約、習慣國際法，或是一切國際法

院規約第38條第一項所講的法源，對臺灣法律地位的解釋，完全不

符合。為什麼呢？首先，所謂1945年的〈降伏文書〉，只是一個在

「戰爭時期」交戰國承認自身戰敗的宣示而已，〈降伏文書〉本身並

非條約。所謂〈開羅聲明〉也是相同的性質，並不是一個條約。更重

要的是，〈降伏文書〉是「戰時」的協議。在戰爭時締結的協議，除

1 整理自中華民國外交部之「中日和約」答客問 （中文版），http://www.mofa.gov.tw/News_
Content.aspx？ n=53CFB45A329E6B01&sms=8BFD8EF69DF69F75&s=6AF7BADE42537535
（最後瀏覽日：10/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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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為了要停止戰爭狀態或者為了未來談和預做準備，否則不會產生

「平時」法理上的效果。上述外交部說法中的這些文件，都是屬於這

類「戰爭時期」的文件。要討論「平時」臺灣的法律地位，至少要到

1952年「中華民國」跟日本簽訂的〈日華和約〉或〈臺日和約〉、〈中

日和約〉，在該和約締結後，「戰爭狀態」被正式結束，才進入「平

時狀態」。

但以上說法也有疑義，理由是到了1 9 5 2年，締結〈日華和

約〉或〈中日和約〉的「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國際法主

體？在國際上已經出現嚴重的疑義。最直接的理由是1951年〈舊金

山和約〉締結時，這個由同盟國跟軸心國，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

勝國跟戰敗國締結以終止戰爭狀態的和約，並沒有允許中華人民共和

國或中華民國任何一邊所宣稱代表的「中國」來參加。換句話說，在

正式結束交戰狀態的條約裡，中國是缺席的，所以〈舊金山和約〉不

會直接產生對中國的拘束力。世界各國不願意讓「中國」來參加〈舊

金山和約〉的理由是，中國當時處於一種交戰狀態，沒有一個國家可

以確定哪一個政府，才能合法有效代表「中國」。世界各國不願意因

讓任何一方代表的「中國」參加〈舊金山和約〉而產生政府承認的效

力。所以〈舊金山和約〉固然正式終止了二次大戰的戰爭狀態，但沒

有對「中國」產生相同的效力。

可是〈日華和約〉呢？雖然當時簽署的是確實是中華民國而非中

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戰爭狀態是否因此對其所宣稱代表的中國結束，

也是有疑義的。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會有一種還蠻重要的學說－「臺灣

法律地位未定論」，或是「占領論」的產生。「占領論」就是說，目

前臺灣還是屬於盟軍在亞州戰區委託國民黨政府來「占領」的狀態，

這個「占領」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沒有中止。為什麼會有這種說

法，關鍵在於如上所說的，「中國」因為沒有參加〈舊金山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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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華和約〉締約時，中華民國政府幾乎等於只是一個交戰團

體，不能夠正式代表「中國」終止戰爭狀態，而使這個和約對日終止

戰爭狀態的效果被質疑。

如果上述一切前提都被確立，那麼當然臺灣的法律地位在1951年

與1952年之後就是未定的。如此解釋，也不會發生如丘宏達最早所提

出來的：因為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以及在〈日華和約〉裡面拋棄對

臺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當時日本並沒有對特定國家為拋棄，是

單純地拋棄，沒有向特定的國家為拋棄，使臺灣成為「無主地」。而

當時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因為正好占領臺灣，所以即

透過對「無主地」行使先占，取得了臺灣的領土。為什麼？因為日本

跟中國間由「戰爭狀態」進入「和平時期」的前提不存在，所以對領

土拋棄的效力也就不對中華民國政府發生了。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根

本沒有權力作為取得領土主權的國家，因為他甚至已不是一個國際法

的主體了。

所以，外交部提出來的文件，都沒有觸及到上述具關鍵性的法律

議題。外交部的說法，比較客氣地說，就是不完整。不完整、片段式

的說法，根本不應該拿來當成一個法律意見。比較直接一點，外交部

的說法根本毫無國際法的基礎，完全沒有涉及到與領土主權移轉必要

相關的議題。

另外，從1945年（國民黨政府宣稱「光復」臺灣）到1952年（簽

訂〈日華和約〉）中間這段時間，臺灣的法律地位有沒有變動？。因

為當時還在戰爭時期，必須依照〈戰爭法〉來判斷。〈戰爭法〉已經

是國際強行法，不管是不是〈戰爭法〉相關條約的締約國，所有的國

家都必須要遵守。

依據〈戰爭法〉，一個占領國是不可以「逕行」透過占領取得被

占領領土的主權。如果占領國要取得占領領土的主權，必須透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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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中移轉領土的約定，包括割讓、贈與或是交換。譬如在日俄戰爭

結束後，日本和俄羅斯交換領土，俄羅斯取得庫頁島，日本取得北方

四島。也就是說，戰爭當時，也許占領國可以用武力的優勢占領對方

領土，但是不可以「逕行」將該領土收歸自己所有。不可以透過這種

方式去兼併、侵略而取得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土。所以，在1945-1952年

之間，臺灣既然屬於被盟軍占領的狀態，臺灣的領土主權就不會歸屬

於代表盟軍占領的「中華民國」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會。所以在這段

期間，所有中華民國對臺灣主權的主張，都是無效的，因為在代表盟

軍占領臺灣期間，國民黨政府是不可以「逕行」取得臺灣領土主權。

所以我常說，當時所謂保安司令部或是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所頒布的戒

嚴或軍事法令，都是無效的，因為那都是違反〈戰爭法〉與〈國際人

道法〉。甚至應該說，當時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所進行的平亂、清鄉、

戒嚴與頒布的法律，包括「二二八事件」後的逮捕屠殺，都已經違反

了占領國應該遵守的〈國際人道法〉及〈危害種族罪〉，這些國際公

罪是沒有追訴權時效的，即使到了今天，仍應該繼續追究那段期間犯

罪的元兇，加以審判處罰。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思考來惡意推定說，國

民黨政府刻意忽視1945-1952年這段期間中法律遞嬗的理由，是為了推

諉當時確實有這種干犯國際公罪、國際犯罪的事實，不想予以追究。

追問（1）：

老師，所以有一些人從這樣的論述去論述說：臺灣現在還是盟軍

所暫時交由國民黨政府託管？

回答（1）：

這裡必須要強調，占領不能等同於託管，在研討會當天能夠討論

這個問題的時間比較少，不過我有特別提到，託管這個字是不可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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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類推適用的。理由是：託管畢竟是聯合國憲章下所明定的制度，要

經過一定的程序與要件才會成立。如果要主張臺灣是處於託管狀態

下，要有託管理事會的決議，以及被列入非自治領土名單裡面。可是

在當時，臺灣並沒有被放在非自治領土名單裡，所以認為臺灣在占

領狀態下持續為美國所託管的這種說法，沒有法律文件上的依據。因

此，我們應該說，或至多只能說，對臺灣的占領狀態可能還在繼續，

但並非託管關係，而是占領者跟被占領者間基於占領狀態所產生出來

的國際法關係。

追問（2）：

所以在那種美臺占領派這樣的一個說法承接下來，有一些學生其

實有注意到他們的主張，並認為臺灣是屬於美國的一部分。

回答（2）：

也不會推演出這種解釋。剛剛已經說過，即使占領，也不能夠逕

行取得領土主權，只是處於一種占領狀態。但是在這裡面有一個很有

趣的地方，就是占領可不可以無限期的延長？老實說，依現在美臺派

的說法，占領是從1945年一直到今天，已經存續了將近70年。戰爭實

際上停止，但是繼續維持占領整整70年，在國際法上有沒有這樣的一

個現實，或者是說，可不可以允許這樣子的狀態存在？

當然，一般的國際法學者一定會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戰爭狀

態既然結束了，那就應該要締結和約，終止戰爭狀態，雙方進入和平

時期。既然締結和約，占領就要結束了，占領國就必須要撤出，不可

以「逕行」的把自己轉換成為統治者。而撤離之後，後面領土是不是

要轉換或是交換，那是另外的事情，可能轉讓交換後，原占領國再重

新以一個所謂繼受國的地位，來管領、取得該領土，那時候就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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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領者的身分。這個工作一定要做，在沒有做之前，不可以主張被占

領的領土是你的主權管轄所及。雖然說，順應這個邏輯，很多人會

覺得說，臺灣是屬於美國的領土，接下來就是要建州之類的。對此說

法，我可以舉兩個類比：從時間的角度來說，七十年那麼長的時間的

占領，有沒有例子？有，譬如說以色列，以色列從阿拉伯戰爭時一直

到今天，持續不斷透過占領的方式來管領加薩走廊，就是一個占領時

間確實可以到那麼長的例子。另外就是空間。美國取得夏威夷，確實

是透過占領的方式，然後訂定條約，接下來又等待了相當長的時間，

夏威夷才建州，確實也有這種空間上已經取得管領了，那麼有一個緩

衝期，經過一個很長一段緩衝期才建州的例子。所以，我不得不說，

美臺派的說法，不是沒有國際法上的依據。

可是這畢竟是我們全然以自己的觀點去解釋這件事情。我剛才所

說的有理由，並不表示說，臺灣的法律地位就會被凍結在當時，一個

未定的、被占領的狀態。像臺灣這麼巨大的領土，不會沒有跟周邊國

家的主權發生活動、互動，而因此產生變動。他不是一個無人島，大

家把他丟在那邊不管，像南太平洋的復活節島。臺灣畢竟是一個擁有

重要戰略地位的領土，周邊國家一定會對臺灣有所聲明或是有所行

動，那這些聲明與行動就會產生國際法上的效力。所以我們不能夠一

廂情願地期待，今天既然這個理論成立，這個理論就一直不會變動，

然後就可以凍結在1945年或是1951年、1952年當時。到現在就算以

1952年起始，也過了60年的時間，現代國際法在這60年裡面，關於領

土主權的移轉、取得，有非常巨大的變化，跟古典國際法時期不同，

就是現代國際法中，有「國際人權法」、「不干涉原則」、「人民自決原

則」、「武力不行使原則」等各式各樣新的原則，這是在過去古典法時

期所沒有的，在近50年所內出現的。加上各個國家的實踐，在這段期

間，聯合國當時成立的時候，只有50幾個會員國，現在都已經有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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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會員國了。全世界有194個國家，國家的數量已經增加了三倍了。

這三倍的國家數量增加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實踐，所以我們不能夠還

幻想說，一個領土主權理論一旦確定了，就可以凍結權利義務關係而

不會再改變了，我們不能一直安於這個理論，以這個理論為基礎去回

應所有的問題。我們仍然還是必須要注意到周邊國家的作為，以及剛

才所講的國際法的遞嬗，還有臺灣周邊國家對臺灣主權所做的聲明，

而臺灣如何回應，回應產生了甚麼效果，或是臺灣根本就不回應又產

生了甚麼效果等事實。

如果沒有思考上述事實，而只是把自己封鎖在對自己有利的時間

點，其實對臺灣法律地位的改善沒有幫助，也不是一個進步的想法，

這當然也不能怪罪大家，畢竟我們脫離國際社群規範互動的空間，已

經這麼長的時間；從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到今天，四十幾年的

時間裡，臺灣完全沒有辦法參與國際法的遞嬗、變化、理解與回應國

際社會對臺灣的說法，再加上臺灣當時還是處於戒嚴時期，許多敏感

的言論沒有辦法被擴散。所以對這方面知識的欠缺，也是非戰之罪。

不過，今天既然有這個機會，就應該要毫無保留的、徹底的檢討。

所以就第一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外交部所提出來包括〈降伏文

書〉、〈波茨坦宣言〉、〈開羅聲明〉、〈日華和約〉或是〈中日和約〉，

都沒有直接決定臺灣領土主權的歸屬，反而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一般

國際法原則包括〈戰爭法〉關於占領國跟被占領領土二者之間的關

係，以及在當時〈舊金山和約〉沒有允許「中國」參加，還有〈日華

和約〉當時締結的主體是「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在當時已經沒有

辦法有效代表全中國，這些法律事實才是影響臺灣法律地位的關鍵因

素，我們用這個方式來去回應外交部的說法其實就是最清楚、最正確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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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臺灣國際法律地位－臺灣獨立主權國家說

也有部分人主張臺灣現在符合所有國家成立的客觀要件，臺灣就

是獨立主權國家，不會因為欠缺「承認」此要件，而不是國家，此乃

獨立主權國家說。

問（二）：

請問老師對於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以及獨立主權國家說法的看法

是？

答（二）：

我想我們回過頭來講一件很關鍵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構成要件是

甚麼？所有學習過國際法的人都很清楚，但還是有很多人仍刻意去忽

視。國家要件規範在1933年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或

是美洲國家義務權利公約。1933年締結這個公約，是在門羅主義的

指導之下由美洲國家彼此間參與，非美洲國家並沒有參加。不過，這

並不影響公約的普遍效力。因為公約所描述的國家構成要件，已經變

成習慣國際法，幾乎沒有人會挑戰這件事情。而所有國際法教科書也

都會告訴你，全世界的194個國家，沒有一個是不符合公約所規定四

要件的。這麼多國家的遵守也說明四個要件已經變成習慣國際法，毫

無疑義。在四要件裡面，臺灣滿足領土、人民、有效統治的政府三個

要件，沒有人會懷疑。雖然對外的效應不說，對內臺灣有一個有效統

治的政府，而且已經算是一個「準民選政府」，至少按照民進黨的說

法，從第一次全民直選元首開始，政府就是一個符合國際法要件下面

有效統治的政府。領土人民當然也不用講，夠多夠大了。可是第四要

件卻從來沒有人認真的去討論，就是一個國家必須要有獨立在國際上

負擔義務，實施權利的能力，或者是用一個簡單的說法，就是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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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這表示甚麼呢？就是這種能力不是自己

說了算，你要負擔義務，享受權利，就必須其他國家同意才行。所以

更簡化的說法，就是必須被其他國家所「承認」。臺灣沒有得到這個

國家承認的要件。有兩個說法：一個是說承認臺灣的國家數量不夠

多；第二個是就算有一定的數量，比方說以現在22個邦交國，不能算

是極少，可是這22個邦交國，按照多數目前國際法的學說來說，認為

這22個邦交國都是非常弱小的。在承認你的國家中，如果沒有具重要

地位的國家，那承認的效果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意思是說，即使臺

灣有22個邦交國，承認的效果還是不會被呈現出來，因為這22個邦

交國都不是重要的國家。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很多國際法的教科書在討

論臺灣法律地位的時候，特別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桂冠教授Louis 
Henkin在他的教科書裡面，把臺灣欠缺承認要件的時間點，劃定在

1972年，即美中建交然後與臺灣斷交的時間，因為連美國這麼最重要

的國家都已經不承認臺灣，那臺灣顯然是欠缺承認要件的。

所以，從這點可以看得出來，剛剛所提到雖然沒有承認，也不妨

礙臺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少了這個要

件，就不會是一個國家。當然臺灣還是有前面三個要件的，所以你等

於就是處於一種還沒有死透，一個處於國際植物人狀態，還沒有正式

被宣布死亡的人。或者是從正面角度來說，你是一個沒有完全行為能

力之人，所以你所有的法律行為的效果都需要嗣後等到你成年的時候

才能夠追認，或者是說需要得到其他的補正。

所以臺灣不會是一個國家，我們更進一步來說，常常有人說de 
facto（法學常用拉丁語，意謂：「事實上的」）、de jure（法學常用拉

丁語，意謂：「法理上的」或「合法成立的」），就是所謂事實上的

國家和法律上的國家；或者很多人會說，我們不要去追求法律上的獨

立，法理上的臺獨，因為臺灣事實上已經獨立。對於這些說法，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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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都要受到一個糾正，這個糾正就是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國家要件。

當臺灣符合國家的法律要件，那就會是個國家。如果只有事實上具有

剛剛所講的三要件，但是欠缺承認要件，就不會是一個國家。所以不

會說有所謂de facto state（事實上國家）的這個說法，如果只是de facto
（事實上），就一定不是state（國家）。但是，如果是state（國家）的

話，就一定是de jure（法理上的或合法成立的）。所以，如果是一個國

家，就一定是法律上的國家。如果不是法律上的國家，但是具有某些

獨立的成分的話，那他就是一個事實上的實體。這也是為什麼所有國

際法上的教科書，沒有一本例外，根本不需要區分多數說、少數說，

或是說挑選對我有利的學說，毫無例外的每一本教科書都告訴你說，

臺灣是一個事實上的「實體」，一個entity，一個特殊權利的實體，或

者是說具有某些特殊、被改造過的國際人格的實體，不管怎麼抝，都

絕不會有教科書用國家這個字來描述臺灣。

追問（3）：

世界上國際法課本或教科書都會討論臺灣的狀況嗎？

回答（3）：

對，絕大多數。重要教科書中目前只有看到譬如說Antonio Cassese
沒有加以處理。Antonio Cassese是佛羅倫斯大學的國際法教授，他是

最早寫關於人民自決權專論的著名學者，也參加很多國際法院的訴

訟，擔任法庭之友或一造的國際法專家，他的教科書也受到很大的歡

迎，在歐洲很多法學院都使用他的書來做教科書，不過他的書裡並未

處理臺灣的法律地位問題，可能是因為為歐洲人寫教科書，不是那麼

關切。除此之外，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區域性觀點的教科書，幾乎所

有重要或著名的國際法教科書，只要討論到國際法主體，以及國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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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政府承認等議題，就不可能去忽視臺灣，無論如何都會或多或少

講到。有的學者當然很有興趣，特別是利害關係的國家，像美國很多

的教科書，因為臺美之間畢竟還有一個臺灣關係法這麼特別的法律，

所以都會去處理。至於是歐洲版的教科書，就會把臺灣當成一個特

殊、具典範性的例子來去處理。所以我說幾乎沒有一本重要的國際法

教科書敢不討論臺灣問題。臺灣就是一個國際法上恆常存在的問題，

只要臺灣的法律地位沒有改變。當然，即使以後臺灣的法律地位真的

有甚麼變化，這個有趣的歷史也足以作為國際法學說與實踐遞嬗的重

要的例證，不可能不處理的。杜賓根大學所編寫的國際公法百科全書

中，有一冊叫做「地理問題」，在該冊中臺灣就有一個獨立的章節。

所以我說，臺灣就是一個在國際法中恆常存在的問題，所有人都必須

要去處理。

回過頭來我剛剛所說的，如果你是事實上的，那就是實體，如果

你是法律上，那就是國家，你不會有「事實上的國家」這種東西，以

後都不應該再用這種錯誤的說法來自圓其說或自我催眠，因為那是毫

無國際法上意義的說法。

也許臺灣會有某種國際法上「準主體」的地位，在很多的漁業協

定中，臺灣叫做捕魚實體（Fishing Entity）。又譬如說有些組織裡面，

像是WTO，我們以「臺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這個政府實體，但是

問題是他都不是指涉一個國家，換言之，臺灣不會因為從事這樣子的

國際活動，就直接變身為法律上的國家。不會的，這就是兩個不同的

category（範疇），多數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法教科書也都會這麼說：

臺灣以這樣不是國家的地位來參加，就代表這個條約不是一個以國家

為主體才能參加的條約。那WTO呢，他畢竟是一個實際享有關稅、

租稅或貿易活動能力的實體為導向的條約，不會直接涉及到領土主權

的歸屬或承認問題，所以當時是用所謂「獨立關稅實體」的地位來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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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漁業協定，當然就是為了避免不讓臺灣參加的結果，導致臺灣

成為破壞漁業資源保育的化外之民，所以才勉強要讓臺灣參加。雖然

說漁業資源會涉及到領土主權，特別是自然資源主權的問題，可是當

時漁業協定是一個消極式的防範，避免環境破壞的一個功能，所以也

沒有因此「逕行」承認臺灣做為一個國家，而是一個資源保育的行動

參與者。這些都說明了，所謂的事實獨立這個說法，其實對臺灣的法

律地位的解決，以及未來問題因應，一點幫助都沒有。

問（三）：

老師可以簡單的談論一下，老師認為臺灣現在國際法上的地位

嗎？

答（三）：

「占領論」或者說「法律地位未定」，「領土地位未定」的這些

說法，必須注意在過去的五、六十年期間，國際法其實出現了一個很

大的變化。如果今天臺灣就是一個無人島啦，也沒有甚麼資源，占領

者反而需要支出很多成本來去維護，像美國有很多在南太平洋的屬地

一樣，每年還要花多的經費去維護他，並提供給他補貼。我相信，這

個所謂「占領論」或是「法律地位未定論」，當然就會持續下去，因

為沒有一個國家想要去增加自己的麻煩。可是臺灣不一樣，臺灣是一

個巨大的領土，自然與人力資源很充分，又具有戰略地位，周邊國家

一定會不斷地就臺灣的領土主權歸屬來表示意見。所以這六十年來，

臺灣的法律地位，確實有一個巨大的變化。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不管

會不會挑戰到我們懦弱的神經，那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在

臺灣的這個「中華民國」政權的主張，以及周邊國家對這樣兩個主張

的接受度，影響到了臺灣目前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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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因為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以後，中華人民

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而且是在聯合國裡

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為這樣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

了所有當時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為締結的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

過程中，透過條約締結的聲明、安理會的決議、聯合國大會決議以及

在各個專門機構裡面參與的決議和條約，在過去 40年來，不斷聲稱

臺灣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華民國過去所締結的條約，都只是

一個事實上地方政權，或是地方政府所締結的條約，其效力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予承認。對於這些主張，全世界其他的國家並沒有很積極去

反對。很多國家可能是沒有直接利害關係而不反對；很多國家只是覺

得，如此的反對並沒有引發其他國家的共鳴。由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一切在法律文件上的努力，其他國家都沒有積極反對的意思，產生

了默示承認的效果，逐漸形成一種驅力，當然不能說現在立刻就已經

達到效果。這40年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以國際法來說的話，40年

的時間對一個領土的取得，已經有某種實質的效果。我不敢說立刻，

畢竟在過去，通常國際法的時間都是以百年為單位來計算的，可是在

現代國際法裡，40年並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更重要的就是說，中華

人民共和國對臺灣領土主權的主張密度非常之高，相對來說，我們反

對的密度卻很低。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基於對臺灣人民壓迫的動

機，更是完全並沒有對這些主張反對，反而也跟他們唱和，都一直不

斷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說，「中華民國」反對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主張，都是建立在爭奪中國代表權的基礎上，而不是意圖主張

臺灣的主權獨立於中國，或僅表示目前在臺灣的政府，是一個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也合法有效統治部分中國的政權，雖然事實上僅能統治

臺灣。因而在國際法上形成了向中國大幅度偏移的效果。我們必須正

視一點，那就是現在大多數的國際公法教科書或專論，很不幸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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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臺灣在國際法上確實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在事實上，中國

的統治權是不及於臺灣。也證明了我上述的觀點。

可是這種統治權不及但是在法律上仍屬於單一主權的狀態，也不

是沒有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位於地中海的國家賽浦路斯。賽浦路斯

對外是一個國家，對內則有兩個政府，都主張自己代表全賽浦路斯，

但是對其他國家來說，全世界就只有一個賽浦路斯，不管到底是哪一

個政府來代表。賽國的兩個政府各有外部的擁護者。土耳其人所組成

的政府，以土耳其為首的回教國家支持他；那希臘人組成的政府，則

西方世界支持他。可是呢，不管是西方世界或是伊斯蘭世界，他們都

只承認一個賽浦路斯國家，所以如果拿這個東西來比擬的話，當然臺

灣就會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兩

邊政府都主張自己代表全中國，那表示兩邊都認同只有一個中國，而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如果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都一

直持續不斷地以此主張，那這個時候全世界各個國家對中國主張的消

極態度以及臺灣自己的政府積極主張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態度，就會

讓臺灣真的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還有，這是兩個已經不能夠再聲稱為交戰團體的雙方，因為交戰

的態勢已經不平衡了，「中華民國」這一邊已經徹底戰敗、變成一個

叛亂省分了，不再是交戰團體了。為什麼？因為全世界超過170個國

家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而且這

170個國家裡面，有太多太重要的國家，再加上聯合國2758號決議，

更擴充了上述說詞的合法性。看起來一切對中國都是有利的，相對來

說，對於一個從來不願意主張自己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中華民國」政

府來說，絕對是不利，且極為不利的，這點是我們做為想要成為一個

獨立國家人民的人，一定要加以揭露，清楚認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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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臺灣國際法地位的觀念澄清－維持現狀、
                    加入聯合國、中國對臺發動戰爭
問（四）：

對於現在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有許多人認同所謂「維持現狀」。

而有一部分人所謂的現狀就是：臺灣（或是中華民國）事實上獨立於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為了維護和平，為了不發動戰爭，所

以我們不能公開宣布獨立。老師對於這樣的意見有甚麼看法？

答（四）：

接續剛剛前面所講的，首先我們要先認識現狀是甚麼，然後我們

才要決定要不要去維持現狀。

剛才已經解釋的很清楚，現狀就是在法律地位上，也許臺灣是一

個能夠在事實上自我管理的政治體。但是中國在境內也設立了非常多

類似的自治政府啊，譬如在香港設立了一個所謂的特別行政區，都是

在做一個所謂「櫥窗」的工作。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做的一個代

價不高的示範，但是大家要搞清楚，這個示範不是在示範給臺灣的人

看，而是要示範給全世界的人看。告訴全世界的人說，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自己所管轄的領土，有種種不同的統治方法，可以讓他得到最大

的自由，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擁有自己的某些對外關係的政府，譬

如說像臺灣；當然也可以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像香港；也可以

用所謂少數民族自治政府形式，譬如說像藏族自治區或者是說西南的

少數民族自治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管領的領土內，既然存在有各

式各樣不同的治理形式，就不能以這種形式的存在，主張其為事實上

獨立的政治體，他們對外都是屬於一個中國主權涵蓋的範圍。

中國創造這些櫥窗，臺灣人不要幻想說，這些都是拿來討好臺灣

或是要做給臺灣人看，不是的，這是要做給全世界的人看，讓他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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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臺灣是我的領土，只是現在處於不同的治理狀態而已。千萬不要

有一個幻想認為說，中國是要來跟你協商你的統治狀態，他根本不

care這個事，他也不想跟你協商。臺灣人存在一個非常錯誤的幻想，

認為說因為有香港，或是其他譬如說跟某些自治區的妥協，就認為說

臺灣可以去援引這個模式來跟中國討價還價。這些到中國的臺灣買辦

都一直認為說，他們可以去代表臺灣來協商談和，這完全是一個錯誤

的幻想。因為中國做這些事情，不是為臺灣所做的，中國做這些事情

只是向全世界宣稱，他對臺灣享有領土主權。那至於領土主權的管理

方式，存在各式各樣不同的樣貌，他只是告訴你，即使有這些不同的

樣貌，也不影響到我的主權行使。大家也都在一個中國的大帽子下接

受了這些不同的樣貌，有的是高度自治，有的甚至擁有某些特殊權力

的狀態。

這也在國際法上可以得到類比，譬如說菲律賓對南部的民答那峨

省，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菲律賓現在甚至跟民答那峨省之間用準

國與國間的條約，來締結允許民答那峨省成為一個巨大的獨立自治

體，這個巨大的獨立自治體擁有自己的政府，擁有自己的軍隊，擁有

自己的警察，甚至是海上武力，可是民答那峨省並沒有獨立成為一個

國家，還是菲律賓的一部分。我想，這些都是一個示範，這個示範不

是要做給民答那峨看，或是做給臺灣看，而是要做給全世界其他很可

能承認自治區為獨立國家的那些國家來看，所以我們不能再繼續維持

這個幻想，以為我只要用這個方式，就可以跟中國討個便宜。或者是

說以此來做槓桿來跟中國協商，沒有這種事，這不是槓桿。而且堅持

這樣子的說法，反而會使臺灣更深陷於中國的邏輯泥淖中。

中國是一個參加國際組織已經四十幾年的國家，中國在國際法上

面的努力，不像我們在扮家家酒，我們臺灣的外交部，就是在扮家家

酒。中國每一年培養幾千個學習國際法的專家學者；中國參加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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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下屬的專門機構；中國在世界銀行，在開發銀行裡面派出去的

學者專家，派駐到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專家學者，都一再證明中國是一

個熟嫻國際法運作，理解國際法操作技術的國家。上述櫥窗的出現，

都是這些技術被實踐的反映。大家要切記，中國是一個成熟的國際法

操作者，所以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所發表的每一個聲明，都不只是具

有政治上的意義，而是經過縝密法律評估所計算出來的最佳選擇。這

也證明了國際法是一個非常細緻的工作，我們不能再老是用常識與直

覺來做判斷。

我常常強調，國際法是一個細緻的、縝密的而且系統化、策略化

的工作。國際法其實就跟其他所有的法律一樣，是一套完整、有系統

而且具有相當規範效益的法律，所以所有人面對國際法，不能夠再用

常識、概念、想像去推測，或是認為說國際法是一個沒有體系，不成

文的稀鬆規範，可以自圓其說，可以任意的以自己的期待去描述。做

為一個習法者，對於民法、刑法，法律沒有規定的，絕對不會這樣去

說，可是為什麼對國際法就會採取這種隨便的態度呢？不去尋找到規

範的根源，不去找到他的依據，大家都可以信口開河隨便說說。採取

這種態度，對臺灣是絕對不利的。因為你的比賽對手中國，並不是這

樣子隨便的選手，他是一個非常訓練有素，擁有縝密且系統化思維的

選手，而且他經驗豐富。別忘了，中國在國際組織裡，也有很多的盟

友。在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甚至國際刑事法院，他都可以取

得審判者的資格。中國有這麼多的盟友，當然他在國際法上面所有的

主張，都自然有許多潛在的支持者，這是臺灣沒有的優勢。我們還可

以再這樣懈怠下去嗎？

問（五）：

老師，關於2008年以臺灣之名的入聯公投，老師有甚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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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五）：

入聯當然就是一個解決剛剛所提到這個困境的手段。因為我當年

也非常積極參加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的這個活動，當時碰到很大的困

境。就是說推動者的觀點，跟民進黨執政者的觀點是不同的。執政者

猶豫於入聯到底是「加入」還是「重返」。如果是重返，就會碰到一

個問題：臺灣要以全中國代表的地位去重返。但聯大2758號決議已經

那麼明白的表示，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在這一年占領臺灣的中華民國已經被驅逐出去。所以能夠「重返」

的基礎，必須是聯合國再次做成決議，推翻先前的2758號決議，或是

取代2758號決議，「重返」才會有可能。

更重要的就是說，在「重返」模式裡面，臺灣自己要主張甚麼？

臺灣自己要主張代表全中國嗎？還是說一個國家有兩個代表？在聯合

國的歷史上面，沒有這樣的狀況。當然有人會說當時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也有兩票啊，可是這個兩票的理由，是因為他是一個社會

主義共和國的聯邦制度，所以當時波羅的海三小國有一票，然後蘇聯

自己所轄屬的所有社會主義共和國合起來有一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在聯合國裡面就有兩票。如果說他真的是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

聯盟如歐盟，那當然他就會不只兩票而是有很多票。可是對蘇聯來

說，這些國家都只是一個過渡的機制，最終如果能達到全人類解放，

國家根本可以被揚棄，所以對蘇聯來說，這只是一個臨時性的安排，

並沒有考慮到所謂獨立國家主權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夠用這個例子

來類比。

回過來剛剛講的，要「重返」，那要以甚麼樣的地位「重返」，

是一個很不可能被實現的做法，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重返」聯

合國是一個假命題、假動作。這個假命題基本上就是一個註定要失

敗，而且本來就自己知道會失敗的命題。所以我剛剛說，這是一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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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但是「加入」聯合國就是一個真動作，可是「加入」之前，臺

灣必須要先講清楚，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臺灣這個獨立的國家跟

以前被驅逐的「中華民國」所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要先說明

這件事情，接下來才能夠加入聯合國。我的書裡面永遠都是用「中華

民國」，加上引號的意思就是說，不知道這個「中華民國」到底是甚

麼？他是指當時推翻清帝國的「中華民國」，還是說1949年以後的

「中華民國」，還是說在1971年以後的「中華民國」，還是說在2000
年以後的「中華民國」。這是臺灣自己要說明白的事情。說明白，加

入聯合國才會有意義，才會有解決目前臺灣的法律地位問題。

可是，加入聯合國不是想加入就加入，加入聯合國，必須要理解

聯合國目前新會員的制度，那臺灣是以一個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受託

管或是說非自治領土因為獨立成為國家而加入，還是說，從既有國家

裡面獨立分離出來而加入，還是說臺灣本來就是一個國家，但是都一

直沒有加入，像瑞士，到2002年才加入？臺灣也要先把這些問題都

釐清，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那麼多的內容，其實都是這個入聯的基

礎，就是說先把那些問題都釐清解決好，理解臺灣自己所處的地位，

這時候我們才能夠談「加入」。不是說，好，「加入」這個動作，就

可以一次解決剛剛所講的所有問題。這個邏輯必須要顛倒過來，是因

為前面那些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弄清楚了，接下來才「加入」。所以

不能夠把加入聯合國，當成解決自己臺灣法律地位問題的一個唯一的

方法，或是立即的方法，那不是一個特效藥，那只是前面一切問題都

已經解決了以後，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但這個必然產生是自己可以

選擇的，也可以選擇不加入啊，譬如說今天臺灣是個中立國的話，就

不一定要加入聯合國。當年瑞士為什麼不加入聯合國，就是因為瑞士

在19世紀末，應該說在〈凡爾賽和約〉締定之前，就已經是一個中立

國了。為了要維持他的中立地位，因為聯合國有非中立性的功能，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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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聯合國在行使國際警察權的時候，確實會造成不中立，必須要求

會員國要支持安理會所做的制裁、派出維和部隊的決議，像是轟炸科

索沃，這都會跟中立的地位有影響。為了避免造成這種困境，瑞士就

選擇不加入聯合國。可是瑞士不加入聯合國是以一個國家的地位來決

定不加入，不是說以加不加入聯合國來決定他是不是一個國家，所以

我們要把這個邏輯，逆向調整過來。先要是一個國家，然後才會加入

聯合國，才會有所謂要不要加入聯合國這個效果，不是說因為加入聯

合國，就會是一個國家。這種取巧的方法，當然也不能說沒有國際法

上的依據，譬如說，在〈條約法公約〉裡面所說，透過加入多邊性的

條約來形成「國家承認」的效果。畢竟是一個多邊性的國家組織，除

非有人因為你的加入而退出這個組織，否則只要他讓你加入，所有的

會員國都等同於承認你是一個國家。是不是外交關係，那又是另一回

事。

這一點我們也要藉此釐清，「外交上的承認」跟「國家承認」是

兩件事情，古巴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美國不承認古巴現有的政權，

可是美國承認古巴是一個國家，所以國家承認跟政府承認或是所謂外

交承認是兩件事情。不能夠說今天允許你加入多邊性的組織，那就等

同於會在外交承認你；或是說在外交承認你，就等同於承認你是一個

國家，這二者之間必須要分割。很多的國家固然取得國際法主體的地

位，但是並沒有跟其他國家建立邦交，或是說也可能基於意識形態的

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夠把這兩件事情混為一談。以美國來說，美國並

不承認現在古巴統治的政府（政府承認），但是他承認古巴是一個國

家（國家承認）。

所以這點拿來解釋臺灣，其實也有他的意義。我們現在有22個邦

交國，可是這22個邦交國裡面，有一個邦交國是很有趣的，就是梵蒂

岡，梵諦岡雖然給我們外交承認，但是他承認的國家並不是現在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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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這個政治體，而是代表全中國的政治體。所以梵諦岡跟臺灣的

建交公報，是承認「中華民國」仍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所

以這種承認對於臺灣作為國際法的主體，是沒有效果的承認，因為他

所承認的你，是代表全中國合法的政權（政府承認），不是臺灣這個

「中華民國」國家（國家承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跟梵蒂岡的

官方關係其實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關係，只要中國承認教廷在中國的教

權，這個外交關係就立刻可以翻轉，梵蒂岡會馬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因為他承認的中國只有一個。不需要再一個意思表示（任何簽署

或宣示），前面那個建交公報就直接移轉。

這點也可以從聯合國憲章上面的中華民國文字，到今天並沒有被

修改來解釋，聯合國憲章到現在中國的這個會員國，在約文上還是

叫做中華民國啊。聯合國憲章並沒有因為1971年2758號決議就修改

憲章。這表示聯合國認為中國就只有一個，這個中國，他的代表政

府，在過去是「中華民國」，在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還

是只有一個中國，然後裡面包含臺灣的這個隱喻。因此，臺灣如果不

能夠積極擺脫中國，就會陷入一個中國邏輯，所以為什麼不能夠用所

謂的維持現狀或事實獨立來確認臺灣主權，因為這些說法不會去解決

剛剛所提到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透過積極的主張獨立來解決，不

能夠消極地說現在只要維持現狀，然後設想人家也知道臺灣不可能是

中國，臺灣也不代表中國，就表示說臺灣是一個國家，不會有這種事

情。因為另外一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說，臺灣是他的一部分。另

外一個人的說法既然已經被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所接受，臺灣就要積極

地跳脫他的邏輯順序，公開宣布獨立，理由就在這邊。維持現狀、事

實獨立這些說法，都不會解決這個問題。那以這樣的現狀去參加聯合

國，不管是「加入」或是「重返」，也都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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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六）：

許多人擔心，如果主張臺灣本身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國

（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可能會引起現在的中國發動對

臺戰爭，老師對於這樣論述，有甚麼樣的看法？

答（六）：

我想關於這部分的說法，要尋求國際法上面的意見。就是說中國

對於臺灣獨立來發動戰爭這個做法，是不是違反國際法，是不是符合

國際法。我們從現實和法律的角度來說這件事情，首先從現實的角度

來說，就是從1960年代到今天，因為獨立分離而引發戰爭，最後又因

為這個戰爭的關係，使得獨立、分離無法實踐的例子有多少。除了車

臣共和國以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例子。其他例子都是固然可能引

發戰爭，可是這個戰爭都是均衡式的戰爭，並不是所謂非對稱式的戰

爭。那理由是甚麼，為什麼敢提出這樣的說法？其實巴爾幹半島就是

最好的例子，巴爾幹半島從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解體之後，

一直不斷有新的國家出現，很多很多的獨立都是就順理成章的獨立，

沒有引發戰爭，其中因為民族、宗教的差異產生最大衝突的，當然就

是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以及塞爾維亞蒙特尼哥羅兩國。因為塞爾

維亞人跟波士尼亞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回教徒、阿爾巴尼亞人間發生摩

擦，不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問題，而是歷史的問題，這些問題從十字軍

東征開始就存在到今天，所以透過獨立，一次解決。事實證明，在獨

立過程中雖然有武裝衝突，但也通通都解決了。解決的結果並沒有恢

復原來統一的狀態，而是國家越分越多。即便是塞爾維亞蒙特尼哥羅

自己，也都分割開來成立兩個國家，雖然他們同樣都是塞爾維亞人所

組成，結果現在也分成塞爾維亞共和國跟蒙特尼哥羅共和國。

換言之，我們現在所擔心的這些因主張獨立而受戰爭手段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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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最後不能獨立的說法，在國際現實上面只有唯一的例子是車臣，

除此之外，沒有類似的例子。車臣也是因為與俄羅斯沒有天然邊界，

軍力懸殊，以致未獨立成功。那為什麼會沒有這類似的例子，就回到

我們剛剛所講的法律問題，因為從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有兩條路徑使

全世界國家一直不斷地獨立出來，第一個是不干涉原則，任何一個國

家不可以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第二個就是武力不行使原則，不

可以用武力來去對其他國家要求為積極行為，或不為積極行為。所以

其實多數的學說都認為，臺灣固然目前在法律上面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關於臺灣問題的解決，不可以用武力的方法來處理。如果以武力

的方法來處理，就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第33條，會引發安理會的介入和

干涉，也是發動警察權的一個重要的基礎。事實也證明了，以武力來

解決獨立的問題，聯合國都不會坐視不管，科索沃的就是一個最好的

例子。當時塞爾維亞入侵科索沃，因為以阿爾巴尼亞人為主的科索沃

想要獨立脫離塞爾維亞，那當時聯合國就是動用國際警察權，由歐盟

對塞爾維亞進行了差不多一百天的轟炸，所以後來甚至還派遣了臨時

特別機構去代管這個政府。那在這個代管政府的干涉之下，科索沃也

就宣布獨立了，宣布獨立之後，立刻得到全世界超過七十個以上的國

家承認。所以我們現在所擔心的事情，在國際法實務和理論上都有其

合法性基礎，就是說，現在全世界的發展狀態，已經出現和過去所謂

國共戰爭時期完全不同的景觀，你現在不能再套用國共戰爭那時候的

思惟，或是冷戰時期的思惟，來幻想目前全世界對於所謂獨立的評價

和看法。其實時間和空間都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我們是不是要因為這

樣子無謂的恐懼就不去採取任何法律行為，我不敢提出任何積極角度

的建議，但是至少從規範效果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這樣做的時候，對

方卻一直不斷地在做。當臺灣不採取積極行為又畏戰的時候，臺灣還

有甚麼樣的槓桿，可以來對抗對方的所有的積極主張？這就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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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維持現狀是一個錯誤的說法。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我一直在

強調民進黨所講的，臺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就是中華民

國，中華民國就是臺灣這些說法，是一個自我催眠的工具，就是像是

以吸毒來治療腫瘤一樣，不但沒有辦法解決臺灣法律問題，而且會使

臺灣的健康狀態就日趨敗壞。因為那個毒癮與腫瘤對器官的破壞，一

直不斷地在擴大，自己不積極治療，敵方卻不斷的在坐大成長，屆時

到這個腫瘤占領全身的時候，已經無藥可救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我們在實務上、在理論上都不應該再去擔心

說引發對臺戰爭這件事情，因為中國畢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

國，或是聯合國會員國。中國遵守聯合國憲章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情，中國也許可以在境內對他的少數民族來實施不人道的手法，可是

對於一個像臺灣這樣子的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實體，他要解決臺灣的問

題，不能夠行使武力，已經是一個普遍性國際上的共識。另外更重要

的就是說，今天一個沒有武力資源的非自治領土，像是蘇格蘭、卡塔

隆尼亞、巴斯克、魁北克等，都已經紛紛積極主張獨立，那臺灣有自

己完整的軍隊、地緣政治上面的優勢、自然條件上面的隔絕，反而比

這些在過去都沒有這些槓桿的國家還膽怯，對於這件事情，我不知道

該怎麼去加以描述。我們應該要重新認識這些法律還有實務上面的經

驗，才會得到一個正確的看法。

追問（4）：

老師，剛剛您提到那些沒有自己的軍隊還是積極主張自治的自治

體是？

回答（4）：

像剛剛提到的科索沃，就是積極主張自治，還有包括譬如說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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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像魁北克、卡塔隆尼亞、巴斯克、蘇格

蘭，或是接下來我們可以預測在比利時的法蘭德斯。這些都是完全沒

有獨立的國防軍隊、完整的政府組織的自治體。像卡塔隆尼亞就是一

個地方政府，他甚至警察權都不完整。他還是希望尋求獨立，蘇格蘭

更不要說。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人都無所畏懼的可以來主張，那臺

灣是一個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完整的，只差一步的準國際法主體，有一

個在亞洲排行不能算太差的國防武力，再加上又有自然的條件可以隔

絕，我們跟中國之間畢竟隔了一個臺灣海峽。像很多主張獨立的，或

是實際上追求獨立的自治體，甚至沒有自然邊界啊，所以在這種情形

之下，我們應該要更有充分的信心。

追問（5）：

這樣的論述可能會被挑戰的想法是，那中國跟這些其他面對的國

家，像魁北克面對的加拿大，像東帝汶面對印尼其實都不同，中國，

本身是安理會的會員，所以面對中國與臺灣，大家會認為聯合國頂多

兩不相助。

回答（5）：

不會啊，以過去聯合國操作的經驗，舉一個最簡單的經驗就可以

破解這個說法。就是以韓戰來說好了，在韓戰，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當時還沒有參加聯合國，可是當時，北韓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跟

美國所帶領的聯合國緊急軍之間對抗。當時美國並不是以自己作為

一個國家的地位來參加韓戰，美國是得到聯合國大會的授權來參加韓

戰，所以照這樣的說法，蘇聯確實也可以在安理會裡面提案並行使否

決權，不讓這樣的和平軍來派遣，可是蘇聯有沒有這樣做？沒有，蘇

聯並沒有這樣做，蘇聯只是事後不想要分擔這個軍費而已。但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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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並沒有百般阻撓或行使否決權。

追問（6）：

老師，那蘇聯並沒有行使否決權的原因是什麼？

回答（6）：

因為很簡單，就是說，當今天這樣做了，為了單一事件這樣做，

而破壞了這個制度，破壞了一個聯合國憲章裡面武力不行使原則或者

是說行使集體安全制度的時候。這個效果就是一刀兩刃啊，你今天這

樣做，也許下次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別人也會這樣做。所以沒有一

個國家會想要去為了一個特定的事件去違反憲章，或者是說去濫用否

決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對於美國過去在非洲，包括當時在索馬利

亞、衣索比亞、厄利垂亞、阿富汗或是最近西方世界在伊拉克，利比

亞採取的行動，俄羅斯跟中國都是表達反對啊，包括當時北約轟炸科

索沃，還誤炸了中國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館，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行使

否決權。雖然他們都極力在發言時表示反對，你可以看看在大會的發

言紀錄或是在安理會的發言紀錄，可是他們都沒有行使否決權。因為

他們很清楚，否決權在直接關涉到自己利益的時候不應行使，或是即

使間接關涉利益的時候，他也要作利益迴避，甚至不能夠參與會議。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在聯合國會議過去操作的經驗下，你提出的這個

說法，其實是與現實操作不一致的。都是拿來恐嚇自己的，甚至中國

都還沒有這麼說。雖然這樣說比較殘忍一點，不過這應該只是我們替

自己不行動所提供的一個理由、藉口。

追問（7）：

老師那再承繼下來的話，有一些會主張說在民國85年，或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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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時候，我們行使了一個中華民國總統的直選，就是剛剛說的全民

直選，那他本身會不會造成一個國際法上的效果？

回答（7）：

因為要在國際法上面創造出獨立的效果這件事情，對其他國家來

說都沒有問題，全世界194個國家，宣布獨立，主張自己是個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碰到像臺灣這種問題，有人就選擇不獨立，像福克蘭群

島，或是直布羅陀半島，就是個好例子。直布羅陀半島連接在西班

牙最南邊，可是他屬於英國屬地；福克蘭群島也是一樣，離阿根廷那

麼近，他還是不願意成為阿根廷的一部分，他也不想獨立成為一個

主權國家，最後公民投票的結果，就是成為英國的屬地。所以除了這

些不願意成為獨立國家，而且明白表示自己要成為另外一個國家的一

部分的領土以外，沒有一個國家有這個問題。那臺灣是一個太罕見的

狀況，就是說太例外了，臺灣例外的糾結點就是在於說，臺灣自己本

身並沒有任何積極的主張就算了，我們還一直不斷地在行動上在規範

上，暗示或是明示向全世界各個國家說，臺灣還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選出中華民國總統，固然是在臺灣選出來的，有效治權只能夠

及於臺灣的行政首長。可是這是我們自己對內的解釋；對外，別人

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可能就只是一個地方政權所選出來的地方首長

而已，至於叫甚麼名字，也是臺灣自己決定的。所以我們的總統，到

外面就會只剩下「先生」！對很多國家來說，因為前面的問題，像剛

剛所講的加入聯合國，基礎問題沒有解決，想要用後端這些各式各樣

的枝微末節小動作去拼湊出一個國家。就像是瞎子摸象，也許你今天

可以摸到一隻腳像柱子；你今天摸到象鼻子，你覺得是個水管；摸到

大耳朵，你覺得是個扇子，可是牠就不會是一隻完整的大象，永遠沒

有一個大象的圖形出來，因為你永遠都只是一個扇子，一個水管與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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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組合。所以，你自己認為你是中華民國，你是主權獨立國家，可

是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你就是一個地方政府所選出來的地方行政首

長。新北市也可以選出朱立倫，臺北也可以選柯文哲，一樣的道理。

全臺北市的人投票選出一個市長柯文哲，全臺灣的人投票選出一個省

長來，為什麼不行？對中國來說，只要中國宣稱你是他的一部分的時

候，邏輯就會用這種方式來推演下去，你也許覺得你擁有自我治理的

能力，可是當臺灣對外從來不正式宣稱自己是一個自外於中國的獨立

國家時，一切都是枉然。

追問（8）：

有一派的支持者會認為說，我就是臺灣，我跟中華民國不一樣。

回答（8）：

那要在制度上一直不斷努力來修改這件事情，現在有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現在所有的政府組織裡面還有大陸委員會，而大陸委員會並

不是隸屬於外交部，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部會，現在兩岸條例裡面關於

刑法適用的範圍，我們中華民國刑法甚至還有部分條款是可以直接適

用發生在中國境內的犯罪行為，然後又沒有連接因素的問題。所以老

實說今天一切制度都還在不斷操作證明說，你是一個統治中國的合法

政權或者是你是中國政府的一部分，臺灣自己在做這件事情。當這些

事情都沒有處理的時候，你要宣稱是獨立於中國的臺灣，跟中國沒有

關係，可能嗎？

回到剛剛所講的基本邏輯，國家四個要件裡面第四個要件，你自

己看自己當然是一回事，但是別人是怎麼看你的？那才是真正的你。

所以在2008年臺教會所舉辦關於臺灣國家地位的研討會中，我就舉

了一個很怪的例子，當然現場所有人都對我怒目相視。我說所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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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你是瘋子，只有你自己覺得我沒瘋，你還是瘋子。瘋子不會覺得

自己瘋了，都是別人說你瘋的。可是當別人說你瘋的時候，你就會被

抓去關，不論你自己怎麼想。每個瘋子都說我沒瘋我沒瘋。可是又有

甚麼用呢？說了還是被抓去關，結果越關就越瘋，本來沒瘋就真的瘋

了。臺灣要不要讓自己陷入這個困境呢？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隨便講好玩的，是因為對外面這麼多一直不斷

尋求各式各樣取巧的方法，或者是說其他國家對臺灣的描述是如此的

多元多種又不完整，其實對內也會影響臺灣人本身在精神上的統合性

與一體性。我們今天臺灣會出現各式各樣對自己的同胞對自己的民眾

做一些不可思議，匪夷所思的事情，例如黑心商品、地溝油，其實歸

根究柢，都是因為我們在精神上沒有自我認同為一個國族。我們是甚

麼，我們到底是認同甚麼？有些人說，我認同的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

政權；有的人認同的是臺灣；有人認同的只是一個縣市、一個社群，

我們永遠沒有一個新的、完整的共同體認同。每個人都說愛臺灣，但

是每個中國領導人也都說很愛臺灣啊，每個來臺灣觀光的中國人也

都很愛臺灣，阿里山、日月潭啊朗朗上口。愛臺灣並不是民族認同，

不是國族認同，國族認同建立於心理的互相認同狀態，這對臺灣人受

想行識的正常化有絕對的幫助。所以不是只有在主權上爭取臺灣獨立

而已，對內也是在重建臺灣人精神的完整性。更別說在經濟發展上更

是有用，你看現在臺灣，這麼多高學歷博士，在外國已經取得很好學

校很好訓練的人，他之所以會追求這樣的訓練，都是希望能夠以更高

的知識，國際的觀點來替臺灣服務。可是臺灣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

臺灣沒有辦法加入所有聯合國下屬的專門機構與組織，沒有辦法參加

國家間任何正式的活動。如果臺灣有機會獨立了，能夠參與聯合國及

各個國際組織。這些高學歷的人甚至還不夠用，絕對不會有失業的問

題。我們將有190個以上的邦交國，每個邦交國派個大使，真的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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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派。聯合國每個專門機構派三十個人，光世界銀行至少要派幾十個

專家，根本不夠用，怎麼會沒有工作？大家都不去想這個事情，獨立

這件事情的積極效應是巨大的，也是一個出口，透過這個出口，人的

精神狀態就會完全正常，出去外面代表的，是一個完整的國家，為了

自己的國家做的事情，不會有認同錯亂的問題，不會一下想要去討好

這個國家，一下去討好那個國家，也就不會有兩岸通吃、間諜密使等

敗壞國家利益的角色。你就是為了自己而做，別人也承認臺灣為國

家。一切都會回復正常，邁向正軌。我們精神被扭曲這麼長的一段時

間，大家難道不會覺得很奇怪嗎？還要再以一個被扭曲的精神狀態持

續下去嗎，不然新長出來的也都會長歪掉。所以，這是一個內外交關

的事情，這不是一個單純對外解決的事情。你可以暫時躲藏在錯誤的

軀殼下面，但日子久了連自我認同都會被錯誤軀殼給扭曲。

追問（9）：

老師我這樣延伸下來，可不可以說今天中華民國的任何一個選

舉，本身就是在強化臺灣就是中華民國一部分的這件事情。

回答（9）：

當然首先就是說，今天要去正視你做的是什麼事情。雖然當然不

得不在這個錯誤的軀殼下生存，像我從事的教育也是一樣，畢竟是在

公立學校公務體系裡面，但這並不表示說我就必須認同這個制度與價

值。應該說，這可以是一個策略，我必須要去尋求辯證，我們需要去

建立一個反的力量，最後跟這個所謂正的力量之間展開一個辯證，形

成一個新的價值，所謂正反合的道理，就是不斷的鬥爭，不斷的批

判，不斷的改善剛剛所講的問題。像我們今天為什麼花那麼多的時間

講這件事情，我們就是在辯證這件事情，我們是在既有的制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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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既有的知識，去檢討目前我們所處的困境，去尋找一個策略，然後

去解決這個困境，接下來，我們就會昇華成一個新的主體出來。

關於選舉當然很重要，在選舉裡面，你說了甚麼，你認知了甚

麼，這當然是很重要，然後選完之後，你要主張甚麼。不能像民進黨

一樣，選完之後，就真的變成了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宣誓效

忠中華民國。就回到我剛剛所講的，那時候民進黨當完中華民國的官

員，精神都會出現異狀。我讀史明的回憶錄時有很大的感觸，受到很

重要的一個啟發，史明其實講了一件很關鍵的事，就是說追求臺灣獨

立的人，不可以去當中華民國的官。因為當你做了中華民國的官，你

就會喪失了追求臺灣獨立的意願或動機。這件事情很難做到，對很多

人來說很難。不過我是認為就算你真的要去當官，也很OK，但問題是

你要知道今天你做這件事情只是一個策略，臺灣獨立這個終極目標仍

要繼續追求，你不能夠為了這個策略反而去扭曲了你的終極目標。

第四部分　臺灣國際法地位的積極作為與充實國際法
                    知識方面的建議
問（七）：

老師剛剛不斷提到積極的行為，您認為現在面對臺灣國際法地

位，應該有甚麼積極的行為？

答（七）：

積極的行為就是你前面提到的，修憲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我們

今天已經完成了全民直選，可是問題就是，全民直選是在一個全中

國統治架構下所進行的全民直選，所以必須改變這個全中國的統治

架構。所有人包括國民黨與中國，反而還希望去維持中華民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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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振振有詞的理由就是因為臺灣今天是在一個全中國統治架構

下的憲法，來建立這些制度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去突破這些事情，我

們要重新建立一個以現在臺灣為座標的共同體，實現共同的價值。畢

竟中華民國憲法是1949年之前以中國為社會共識基礎所誕生出來的

價值，這個價值並沒有經過我們在臺灣人民的同意。現在經過這麼多

年，我們已經形成一個新的共同體，我們有新的移民，有新的地緣政

治關係，有新的價值系統。事實上新世代的需求也出現了，不能夠再

任由舊世代片面決定新世代未來的生活，舊世代沒有權利這麼做，他

們只能夠維持一個良善的環境，但是選擇權在新世代的身上。新世代

當然有權利，來重新的制定他們的路徑。

舉一個例子，法國一直不斷的增修憲法，有新的憲法、新的民

主、新的系統、新的體系，因為新的世代有新的需求，不能以舊世代

自己的舊思維來抑制新世代的思惟。因為未來的生活是新世代在生

活，不是舊世代。舊世代的生命會終結，價值會過去。所以修憲是一

個很重要的步驟，除了剛剛所講的，滿足新世代決定自己命運的基本

需求之外，當然還有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部分。也許臺灣在事實上已

經有某些獨立的成分，可是在結構上來說，仍沒有突破中華民國的枷

鎖。你要突破中華民國的枷鎖，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修憲是一個在內

部必要的步驟。但我不是說修憲就可以立刻解決臺灣法律地位的問

題，可是這個步驟是必要的，只要這個東西不做，今天做一些其他的

事情都不會產生直接的效果，所以修憲是絕對必要的。當然加入聯合

國，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重點就是在於加入聯合國要配合我剛

剛所說的，前面的那些前置作業必須要做，把那些前置作業都做完。

譬如加入聯合國的聲明。臺灣加入聯合國一定是以新的獨立國家加

入，跟中華民國完全不同。也許可以取巧，不直接用臺灣，甚至用

「中華臺北」，變成一個「中華臺北國」。反正也沒有人知道甚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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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臺北」。在加拿大也有英屬哥倫比亞，英屬哥倫比亞不會是英

國的一部分吧。所以中華臺北也未必就是中國臺北，可是重點不是在

名字，重點是在要在歷史上、制度上、價值上切斷跟原來的中華民國

之間的聯繫關係，這件事情解決了，然後再加入聯合國，透過這些程

序，也等同於對外宣示獨立了。

當然，正式實施自決權、宣布獨立，是最激進的、最直接的方

法，這也不是一件壞事，這也是可以去做。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講的

重點是說，不是在這個步驟本身，而是在做這些步驟之前的知識系統

是不是已經完整建立，這時候，後面做這些事情就變得有效果、有意

義。否則的話就跟剛剛討論到的全民直選一樣，對臺灣的法律地位沒

有影響、不會產生直接的效果。

問（八）：

老師，您認為臺灣年輕人的國際法知識，還有甚麼知識是需要加

強的嗎？如果年輕學子想組國際法讀書會，老師是否能建議幾篇文章

或是更進一步的書籍來閱讀？

答（八）：

我想所有基礎的國際法文件都應該被閱讀，不過長期以來，我們

在國際法的教學體系或者是學術社群的栽培上，是處於一個比較不利

的地位。在發展歷程中，國際法一向被當作統治階級的栽培所。國民

黨政權到臺灣後，也遵守這個規則，因此，長期以來，我們在國際法

的教學系統都受到國民黨統治階級的把持，臺灣人受國際法訓練的人

數也少。即使受有訓練，也因為在當時戒嚴時期，淪為政治難民，沒

有辦法真的進入教學體系。所以臺灣人在國際法知識論方面確實是很

貧乏的，也就是說，在以我們自己作為主體觀點的國際法知識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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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很嚴重的斷層，不只是教學的人才斷層，在知識論的系統上也

呈現出巨大的斷層。我們現在只好加倍努力去彌補這件事情，可是畢

竟有那麼長一段時間，在人才上面的斷層和欠缺，即便彌補了，密度

還是不高。所以我們現在能做的當然還是希望大家強化自己的語文能

力。如果能夠直接閱讀英文文獻的話，至少你們就可以積極去彌補中

文文獻方面的斷層。

不過相對來說，大多數的臺灣學生很難有辦法直接閱讀英文國

際法文獻。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提供大家一個中

文的參考。因為國際法的發展我剛剛說過，時間並不像實定法那麼

快，經過三四十年，老實說對國際法還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因此，

當時彭明敏在被逮捕潛逃出境前，在臺大政治系時所撰寫的國際公

法教科書，至今應該還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體系最完整，觀點最

正確不扭曲，對基礎國際法知識有填補的功能。雖然該書相對比較

舊了，是在1965年左右的作品，對不少現代國際法議題，沒有辦法

涵蓋。可是我們可以靠很多其後單一的文獻去補充，這幾年我很努

力在做填補的工作，這三年來就每個單一涉及到臺灣的法律議題所

寫的連載（每個月在臺灣法學雜誌），當然都是很有策略、體系化地

在做填補的工作，不只是單純的文獻說明或解釋，希望能夠重建以

臺灣主體觀點的解釋體系。所以我覺得我的作品也應該還可以有一

點幫助，我也盡量用比較和緩的語句方式去寫，一般人都可以閱讀。 
　　我覺得總歸一句話來說就是臺灣國際法的「世俗化」。「世俗

化」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我一直喜歡用這個字。過去國際法一直被

拿來當成一個統治階級確立其統治正當性的工具，是最上位統治者對

意識形態的解釋方法，這也使得國際法幾乎沒有客觀性，因此很多法

律系的學生把國際法視為一個閱讀的障礙，只是一個政治語言、一個

意識形態，或是統治階級的價值系統，要嘛不讀他，要嘛就隨便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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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形成我們對國際法作為系統化、細緻化的規範的懷疑，甚至不

相信國際法有拘束力。透過我剛剛所提到的，重新以自己的觀點完整

閱讀，重建我們對國際法的解釋，可以讓國際法被真正現實化與普遍

化，不再是屬於特定人，特定階級意識型態的表現，如此，我們就可

以破解很多那些被扭曲的、因知識權力落差所造成的錯誤觀點。

我相信這個破解，未來也不是只有一個人做，大家都可以開始用

自己的方式來進行敘述，如此國際法「世俗化」的工作就展開了。

「世俗化」的意思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價值系統去解釋、去

認識這個法律，不再去受制於某些優越知識的扭曲。這些優越知識代

表了某種統治階級的利益，為維護這個利益，他們屏障了知識的「近

用」與普及，也禁止任意再詮釋。然而在當今知識高速流通的時代，

沒有甚麼樣的近用障礙可以妨礙我們去認知這些知識，並建立興趣，

雖然剛開始起頭的比較不容易。不過只要你想做，資料都在身邊，只

要你想閱讀，都有近用的可能，很快的也許這個世俗化的工作就會被

完成，臺灣獨立的願景也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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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為什麼要舉辦臺灣關係法35週年研討會？

馬政權在臺灣上任六年來，臺派人士走在三十多年風霜雪雨的奮

鬥路上，卻從未像今日這般憂心忡忡。臺灣的建國理想面臨幻滅，未

來的路途將何去何從？前景如此暗淡，讓人幾乎看不到一絲曙光。

臺灣的任何改革方案，在中華民國體制內，只要一扯上藍軍、綠

軍對抗，一切就又回歸到原點，一切就又變了樣，完全沒有理性討論

的空間。在馬政權強化「中國歷史論述」，把臺灣推向自動被中國併

吞的思考與作為下，臺灣真的找不到任何出路嗎？

黨外先賢們從中華民國體制外到體制內，血淚奮鬥了六十多年，

從犧牲生命、街頭抗爭、投入選舉到解嚴、總統直選，甚至到李登

輝、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合計二十餘年，這些努力並未能改變臺

灣在國際政治中「國際地位未定不明」的現狀。究竟問題出在哪裏？

根據吾等的思考，我們可能必須從二戰後與臺灣有關的國際條約中舊

金山和約，日華臺北合約，臺灣關係法去尋找答案!
有些臺派人士，有一種令人困惑的說法謂：臺灣人民既然協同參

與了多次「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並參與修憲後多次國會與總統的

直接選舉，臺灣已經是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的國家了。此種

「似是而非」的思維，就如同二戰後的1945年，某些臺灣人「投機

地」把自己是戰敗國人民的身分偽稱或被偽稱為戰勝國人民，成群結

隊的士紳庶民們齊聚於基隆、高雄等港口去歡迎「回歸祖國，光復臺

灣」的國民黨軍隊，因而導致後來的228大屠殺，讓臺灣精英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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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致延宕、錯失了二戰後被殖民地區的人民，紛紛經由「住民自決」

過程，建立新國家的契機。若據此而認定臺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或

臺灣人自願成為中國人，豈不是同樣荒謬且不合國際法邏輯嗎？

臺灣人在1945年10月25日，被中華民國行政院訓令「一律恢復國

籍」是完全不合乎國際法認知的荒謬事件。（此事英國、美國、荷蘭

等國曾提出抗議）1895年後臺灣屬日本領土，臺灣人為日本國民時，

中華民國尚未誕生，尚未建立政權。遲至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

日本才公告全體臺灣人民的日本國籍失效。在這之前，臺灣人也從來

不曾擁有過中華民國國籍，也從來未失去過中華民國國籍。既然「從

未擁有過，也從未失去過」，如何能夠「恢復」所謂中華民國國籍

呢？2009年4月7日美國高等法院判決文稱「64年來，臺灣人無國籍（ 
Stateless）」。 臺灣人也從未依自由意志被詢及加入中華民國國籍之意

願！因此「臺灣人民有中華民國國籍」的說法，自始無效。試問以不

具合法性的無國籍臺灣人，去參加「中華民國」的修憲，是怎樣的樣

貌？有正當性嗎？實在令人費解！這大概也只能說成：部分臺灣人願

意讓中華民國偽裝臺灣而存在，也願意繼續讓中華民國和臺灣糾纏不

清！

我們還是要問：如果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那我們的建國

者們（nation’s co-founders）又是誰？（像民進黨有創黨黨員們）到

底哪一天是我等臺灣人最應歡欣鼓舞的獨立紀念日？我們的國家憲法

又是什麼？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嗎？—這些問題絕對沒有

模糊的空間，假若連這些問題都沒一個解答，那麼請那些喜愛「操

作名詞」的政客們不要和「謊話連篇」的馬政權一樣，應該將臺灣現

實國際地位一五一十地讓臺灣人民清楚地了解，而不是一秉「創造名

詞」，意圖「掩蓋事實、粉飾太平」了事，造成人民認知之錯亂，分

化了人民團結的力量。倘明知不是真實，為了短期政治目的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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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讓人民自我麻醉，這是不道德的，對臺灣建立新國家也完全沒有助

益。這是典型中國封建政治史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輕視人

民「知的權利」的一種心態，實在不該還存在於21世紀部分臺灣政治

菁英的心念中。 
我們應當讓人民瞭解現況真相，我們堅信，只要人民瞭解到現況

真相之困難，人民的集體智慧與能量，絕不是政客們私心自用、短視

思考所能及的。反服貿學運很迅速地表現出人民的智慧與力量，「做

了政客們做不到的事」，沒有三月學運，服貿協議早已通過，足可佐

證，不待多言。

另外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逃離中國流亡來臺灣的中華民

國政權，擁有臺灣領地的主權嗎？中華民國成立時，臺灣主權屬於日

本。開羅新聞公報後，中華民國政權就擁有臺灣主權了嗎？臺灣領地

的主權究竟誰屬？臺灣國際地位也到了應該弄清楚的時候了！不能再

留給下一代臺灣人去困擾。

臺灣和中華民國有何關係？以盟軍受降占領軍代理身分來臺灣的

蔣介石，能以外來中華民國憲法套用在臺灣人民身上去課稅徵兵嗎？

蔣介石僅僅是「軍事占領軍代理」的身分而已嗎？國際法上「軍事占

據軍」在占領土地上，允許向被占領土地上的人民課稅、徵兵嗎？美

國占領伊拉克、阿富汗，可以向伊阿二國人民課稅、徵兵嗎？美國以

戰勝國軍事占領臺灣的權利，以美國軍艦載運90餘萬中國軍民來臺

灣，是救援或是人道收容這90餘萬中國軍民？或是美國以行使戰勝

國占領臺灣的權利，請他們來代理行政管轄臺灣、來壓制軍事占領地

的臺灣人？這一段歷史已經塵封了近70年，我等認為這些疑惑若不釐

清，臺灣一直被中華民國糾纏不清，正是臺灣永遠走不出去、任何重

大行政變革、政治改革皆無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我們如何在認清國際、亞洲、東亞的政治現實和國際既存之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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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找到一個臺灣的新出路呢？時值馬政權「傾中反臺」、「化獨漸統」

的政策已進入深水區，稍一不慎臺灣將跌入萬丈深淵，神仙難救之境

地。此時我們尤應捐棄各家之見，齊心一力，從「我們臺灣人是什

麼人？」開始，重新找回建立新國家的具體工作！美國臺灣關係法

（TRA），對我們而言，是保障臺灣人民生存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TRA條文中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更不承認他代表中國，只認為他

是臺灣治理當局。當時以蔣經國為首的「臺灣治理當局」深以為奇恥

大辱，絕口不談TRA。然而國際局勢時移勢轉，TRA對我們臺灣人民

而言，這是「臺灣有事」時唯一保障之國際法律根據。因此，中國國

民黨他們不談，我們就要談更多! 我們就要更深入研究臺灣關係法，

以臺灣關係法去強化對美國、對日本之關係。如何選擇實際有效的積

極作為，在步調上和美國、日本永遠站在同一個民主陣線，在激烈變

動的東亞、亞太、東海、南海的翻滾變局中，去掌握歷史轉捩契機之

到來，去尋求國際多方之協助，大家集思廣益，為臺灣成為新國家上

加一點力道，消除一些障礙。

三月學運後，臺灣的年輕一代迅速地站上了國內和國際的政治、

社會舞臺。我們應該讓這一代年輕人趕緊站到我們的肩頭往上飛躍，

不要讓他們重蹈舊轍走寃枉路，要讓他們走在正確的認知和道路上。

我們更應加強充實這些青年的人脈資源，不斷給予物質補給，協助他

們奮勇向前，讓這股令人敬佩的新生力量風起雲湧，加入建國行列，

為開拓更寬廣的臺灣未來做出努力。本次 TRA 35週年研討會，我們把

75%的聽眾席位，優先保留給30歲左右的年輕朋友，期望他們從關心

臺灣國內事務，迅速晉昇到對臺灣國際事務和臺灣生存前途的關心，

也正是時刻到了。

今年是美國臺灣關係法TRA實施第35年了。亞洲的東亞、東南亞

局勢快速翻轉，日本、韓國、朝鮮、中國、美國、臺灣以至於印度、



096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越南、菲律賓之間多邊結盟關係愈發詭譎多變。從美國「亞洲再平

衡」政策及一連串 TRA 35週年研討會，美國白宮、美國國務院、美

國參議院、美國眾議院、美國國防部與美國智庫—等，紛紛接連地

舉辦研討會，對美臺關係在TRA架構下之新樣貌進行分析與調整，加

強對臺灣在東亞戰略上的重視。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官員和議員們的發

言，對臺灣人民之理解與支持，其力量也不斷地增強。茲簡述如下：

2014年3月15日，美國眾議院召開TRA 35週年聽證會，佛羅里達

州葛瑞森眾議員發言指出「—基於對民族自決的支持，美國應支持

臺灣人民與中國分開成為獨立國家之渴望—」及「—臺灣要成為

自由與獨立的國家是可能的，美國應幫助其成為事實—」。

2014年3月17日，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發生。

2014年3月18日，臺灣反服貿學生占領立法院。

2014年3月25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案確認TRA的重

要性。

2014年3月30日，臺灣50萬人上凱道參加反黑箱服貿活動。

2014年3月30日，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Evan Medeiros）
在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美中建交35週年紀念研討會上，罕見批評中國外

交部公開篡改歐巴馬總統對臺灣立場之談話，指稱美國對臺灣的立場

和承諾不變。「同時TRA實施了35週年，這已成為美國的法律，和六

項保證1一起，這一直是美國所堅定承諾的」。

1 美國對臺灣的六項保證 （根據「錢復回憶錄」所載）如下 ：
 一、美方無意對臺灣的軍售上設定結束期限。
 二、美國不擬同意中共的要求，就對臺軍售一事與其事先諮商。
 三、美無意扮演任何臺灣與中共間調解人的角色。
 四、美將不同意修改「臺灣關係法」。
 五、美不能支持中共對臺灣的主權主張。
 六、 中共從未在任何時刻要求美國對臺灣施加壓力與中共進行和談，美國亦無意如此

做，因為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應由中國人依其自由意願自行解決。美國曾公開或私下
向中共表示，美國所唯一關心的，是此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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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3日，亞太助卿丹尼爾 .R .羅素在參議院外交關係

委員會聽證會中指出「……美國強力支持臺灣自治（ T a i w a n 
autonomy）……」，又指出「……臺灣是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一個

關鍵成分，美臺是成長中的經濟夥伴和持久的安全合作關係……」。

丹尼爾.R.羅素警告中國不要對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國家採取類似

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行動，非常及時地表達了美國遵守捍衛盟國的

承諾和採取報復行動之決心。

2014年4月23日，歐巴馬接受日本讀賣新聞書面專訪中表示美國

的政策是明確的，尖閣群島由日本管理，屬美日安保第五條的範團之

內」，此為美國現任總統首次明確表達尖閣群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

約。也同時支持安倍政權，解禁集體自衛權。

2014年4月30日，美國SASAGAWA和平基金會在華府舉辦「美日

安全戰略論壇」，談到美日安保的防衛範圍，臺灣有事時視同尖閣群

島，是美日安保的防衛範圍。美國前太平洋司令，前國家情報總監布

萊爾上將（Dennis Blair）在答覆與會人士詢問時表示，他關心臺灣的

安全與和平發展，據他所知目前仍有一些美軍在臺灣活動。

2014年5月31日，美國防部長黑格爾（Chuck Hagel）在香格里拉

對話演講中表示，美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恫嚇、強迫或威脅訴諸武

力等手段，宣示其領土主張，當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受到挑戰時，美

國不會坐視不管。美國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措施對航空或航海自由設

限。不論設限的船隻、航空器是軍用或民用，也不論設限的國家是大

還是小。

2014年6月4日，白宮罕見發布六四事件25週年聲明，呼籲中國

「正視歷史，就六四作出一個交代，對六四喪生、被拘押或失蹤的人

做出說明」。

2014年6月11日，亞太助卿丹尼爾.R.羅素指出「……協助臺灣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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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是美國的既定政策……」。

綜上所列，我們應該可以深切地瞭解美臺關係的 TRA 臺灣關係法

和亞太、東亞、東南亞間的戰略平衡關係中，有其重要程度之比重。

近兩年來，東海、南海的領土爭議不斷，中國長久以來的國家意圖，

絕不可能放棄併吞具戰略地緣位置的臺灣，一旦「臺灣有事」，真正

能協助臺灣的國家，大概只有美國和日本吧！

目前大家能做的事，除了努力對抗馬政權急欲通過暗藏禍心的

「降中禍臺」的對中經貿政策，以及盡量協助泛綠陣營贏得2014年11
月的選舉之外，大家更要苦思對策—如何去擺脫外來中華民國憲法及

所謂國統綱領的羈絆？如何深入研究臺灣關係法？如何去擴大強化臺

灣關係法之影響層面？就是我們為何要舉辦臺灣關係法的緣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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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35週年研討會會議紀實
時間：2014年9月15日

【開幕式】
楊憲宏 理事長

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場臺灣關係法立法35週年

研討會，為了方便我用北京話說。台灣關懷中國

人權聯盟、跟臺灣人權文化協會共同主辦的目

的，是為了把臺灣的老中青三代集結，因為35年

已經是三個世代加一半，不同世代都有關心臺灣

的民眾，我們共同要研討的是如何活用臺灣關係

法。臺灣現在最危險的狀況是馬英九總統如果跟

習近平要簽署任何政治或軍事互信等協議，等於是承認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踐踏臺灣關係法，因為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為了保護

臺灣人民的安全而誕生。

鄧小平在過世前留下的文件裡面寫，他認為解決臺灣關係法，是

目前解決臺灣問題最重要的關鍵，鄧小平的文件非常清楚寫要廢掉臺

灣關係法。過去到胡錦濤之前，他們所做的是到美國遊說，今天我們

會談到不久之前，有美國學者發表棄臺論，這都是要毀滅臺灣關係

法。到了習近平開始認為這分工作失敗，他不做了，他現在在做的是

收買臺灣人，希望過幾年後臺灣人自己說不要臺灣關係法了。

今天這個會我們正式向馬英九、習近平回應，臺灣關係法是保護

臺灣人民最重要的法律。今年3月14號美國國會眾議員們共同做了很

重要的事情，他們宣布對臺灣關係法的進一步如何使用，他們譴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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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行政部門13年來不賣潛水艇給臺灣。他們也說得很清楚，最近

在西太平洋演習的時候，邀請中國一起軍事演習，這是違反臺灣關係

法的。依照臺灣關係法，美國在這個區域的演習應該邀請臺灣。他們

也不認為過去35年觀察下來，美國政策根本不是一個中國政策，其中

一個眾議員（Chris Smith）他直接講，美國執行一中一臺，不是一個

中國政策。

今天這場研討會，除了是跟美國314表示回應及肯定，我認為臺

灣人是知道感恩的，我建議所有參與這場會議的朋友，都向美國國會

這群保護臺灣人的議員們表示我們非常謝謝他們。今天我們擺在外面

有一個簽名簿，我們簽名表示對314美國國會這場聽證會的感謝，請

把各位名字簽上去。這是一個如何達到今年318學運時候學生所喊的

「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就是一場自己國家自己救的最重要的會議，

謝謝大家。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謝銘洋

臺灣關係法是美國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之

後，要取代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卡特總統在

1979年4月10日所簽署，現在已經35週年了。在

35週年的時候，臺灣人權文化協會跟台灣關懷中

國人權聯盟，在這時候能夠選擇在臺大法律學院

做研討會，邀請重量級學者共同探討臺灣安全、

美日安保、臺灣國際地位、臺灣前途等等這些

重要議題，具非常深刻意義。臺灣關係法最重要目的在於維繫美臺關

係，並確保西太平洋的安全穩定。這幾天我花了一些時間，觀看美國

在今年314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臺灣關係法聽證會的錄影記錄。

我仔細看完後，這裡頭提到許多問題、包括在國防上面，說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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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戰鬥骨幹最早服役的戰鬥機群是1965年，中國瞄準臺灣的導彈

已達到1600枚，但是臺灣花在軍事上面的軍費卻是少於110億美金，

以每個人平均花費來講，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就臺灣的平均花費來

講，只有美國的國防預算的一半，臺灣只有花GDP的3%在國防支出上

面，這3%還包括給榮民的福利在裡頭。中國的國防預算則是呈兩位數

的成長，而且開始興建第二艘航空母艦，同時在東中國海設置防空識

別區，因此美國不只是要對臺灣提供必要防禦性武器，這些國會議員

更積極要求美國國會部門要支持臺灣，並拓展臺灣外交空間。

美國國會也在意行政部門是否採取具體有效措施來協助臺灣參與

國際組織，而且強調臺灣跟中國關係的任何改變，不能讓中國決定。

在這聽證會上很多國會議員也關心陳前總統是否能受到人道待遇跟人

道假釋，他們認為民主運作異常的警訊就是這個國家的前任總統被關

在牢裡頭。美國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臺灣關係法相當程度確保了

臺灣人民安全、維繫臺美關係及臺美共同價值。

美國國會議員仍認為行政部門所做的尚不足以滿足臺灣關係法的

精神。我們也要反省我們所做的是否表現出自己保衛國家安全、堅持

民主核心價值的決心。相信上面這些問題透過今天研討會會更清楚地

浮現並有深入討論。

呂秀蓮  前副總統

首先要恭喜主辦單位能有這麼多人關心臺灣

前途參加今天盛會，也有8個國家的駐臺使節，

歡迎你們聆聽臺灣人民的聲音。對我來講感到很

有意義，因為35年前發生的事情我也扮演小小

的角色，臺灣關係法是1979年4月10號，由美國

總統卡特正式簽署，回溯到當年1月生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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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邦交，換句話講，美國過

去所承認在臺北的ROC就失去了邦交的身分。因為卡特總統做這樣秘

密外交的過程，美國國會了解不多，因此群情激憤。在很多位支持臺

灣的國會議員的主導之下，快速地在2、3月分完成臺灣關係法。

在此之前，其實是1978年的12月16日早上9點鐘，鄧小平跟卡特同

步宣布將於1979年1月1號雙方正式建交。1978年12月16號那天，是臺

灣在競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時候，我本人是中央民意代表的候選人，我

講的就是美國將與臺灣斷交，臺灣前途將面臨空前危機，最奇怪的是

沒人知道這個資訊，當時的外交部長到立法院應詢的時候，還說「中

美關係非常堅固，我負責絕對不會斷交。」我當時在哈佛唸書，我研

究的就是美中臺三國的關係，我非常擔心也了解美國要跟臺灣斷交是

個事實。所以我放棄了學位跟獎學金回到臺灣。

這段話有什麼意義？有！因為各位在看臺灣關係法，我們今天有

一整天的研討，我昨天也拜讀完所有paper，大家不同角度深入剖析探

討臺灣關係法對臺灣的意義。可是我們還是要對比當時與今天及未來

的國內外情事之不同，才能對臺灣關係法有創新的思維。

當時主政為一黨專制的國民黨，開口閉口就是反攻大陸、開口閉

口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那個時候即使美國知道臺灣應該是自由

的、臺灣應該是民主的象徵，可是聽到的聲音都是臺灣跟中國是要統

一的。在這樣背景之下，臺灣關係法還是跟三個公報連結在一起，上

海公報、建交公報、817公報、因為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很多聲調跟

中南海沒太大差別，這混淆了世界，所以臺灣關係法跟三個公報因此

給我們留下幾個陷阱。

在中文版的公報宣言，非常明確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中國

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問題是內政問題。美國有

小心，所以玩了一個文字遊戲，美國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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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用了另外一個字acknowledge，美

國「認知」到中國人主張是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中文版不甩你這個trick，全部用「認識到」。美國政府領導也是

四年一輪，也不見得完全體察當時的用意，所以當時在acknowledge跟
recognize之間，我們經常要把文字的意義釐清，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

的陷阱。

另一個很重要的是，臺灣關係法延續的三個公報是說，臺灣問題

應該由海峽兩岸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我擔心說有一天真的要根據

這些公報—臺灣前途要由海峽兩岸中國人解決的話，我想我們死定

了，所以在講臺灣關係法的時候我們要記住，它的主張是「海峽兩岸

的中國人都認為臺灣問題是要由兩岸中國人去解決」。

當時草擬者我們有私交，我問他說裏面有沒有隱藏的文字意涵，

我說「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他說對啊，國民黨跟共產黨都是這樣主

張，我說如果臺灣人不承認我們是中國人呢？他就跟我點頭，其實為

這句話，我們內部斟酌了很久，我就是用這句話來保護臺灣，所以各

位當講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的時候，我們要很大聲回應我們不屬於上海

公報裡面提到的兩岸中國人，找出國家認同是很重要的。不過第三個

陷阱跟危險就是他說臺灣問題應該和平解決。臺灣關係法制定目的就

是確保臺灣人民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聽起來很好聽，但其實糟

糕了。

在2005年，北京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我當時覺得反分裂國家法

就是北京版的臺灣關係法。當美國通過臺灣關係法是為了在沒有邦交

之下要維護美國跟臺灣的種種實質關係，北京版的反分裂國家法是指

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統一是終極目標，也是界

定了北京眼中臺灣關係的演進。兩大部分，一部分承襲所謂和平，所

以他設定了第七條第八條，有步驟有方法有目標，講得很清楚，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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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經濟、文化、人民、政治、軍事達成國家統一，和平其實就

是統一，很多人只看到和平，但忘記後面是統一，所以就跟著走下

去。他後面說若有事實證明臺灣要脫離中國，那國務院就有權利用武

力鎮壓臺灣。我們就看到說從華府的臺灣關係法出現一個北京版的臺

灣關係法可以是這樣的截然不同，我們今天的研討會很多學者會詳細

跟大家回應臺灣關係法的內涵。

但我要強調的是，當我們期待其他國家也能有臺灣關係法以前，

要嚴肅看待北京版的臺灣關係法，它裡面是如何包藏禍心、在一步一

腳印併吞臺灣，而這就是「和平」兩個字造成許多的陷阱。這裡面我

要特別講說，本來ROC跟美國有正式邦交，直到1979年1月1日一夕

之間中華民國失去國家主權地位，至少在美國立場，所以是沒有邦交

的，也否定它是主權國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提前一年廢除。不過

臺灣關係法經過參眾兩院的聯席通過，回溯到當年一月生效，臺灣關

係法讓臺灣變成一個准國家、准邦交國，甚至於准盟國，因為在臺灣

關係法裡面很多條文還是要維繫跟臺灣人民、臺灣當局的種種實質關

係。所以臺灣關係法反應的是，至少以華府為主的臺灣身分與國際地

位，也因此我們國人在享受臺灣關係法所給予我們的讓利方便之下，

我們漸漸安於變成「准國家」身分，這也是另一個陷阱。

在我們談論臺灣關係法重要性的時候，要記得那是1970年代的產

物，經過35年，難道一成不變，而不用修改嗎？如果我們有資格有機

會有需要，我們應該做怎樣的修改？

今年3月14號，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關心臺灣前途的各黨議

員，對美國行政部門承諾臺灣關係法的實踐有個聽證會，我昨天仔細

把它讀完。我們也很欣慰臺灣在他們口中是模範生，沒有負面的，因

為我們這樣的和平轉型是很成功的例子。第二，能夠去發言的當然就

是關心臺灣前途的這些人，他們關心臺灣我們很感動也很感謝。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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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我讀完後也有點失望，我最失望的是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他常常

逃避現實、實問虛打，但更重要的是，即使關心我們的國會議員，我

感覺他們並不真切了解臺灣當前的形勢跟危機。因為大家都喊和平，

不曉得說在和平的煙霧之下，PRC其實已經在臺灣進行和平統一臺

灣，這個危機、這個煙幕，我們自己都不很清楚，我們能怪罪說遠在

太平洋一邊的美國國會議員了解嗎？

今天有許多的年青朋友來參加，參與學運時的正義之聲不只喚醒

了臺灣人民，也讓全世界耳朵清亮，聽到臺灣的聲音不是要做中國

人，但下一步準備要救自己的國家並沒有進一步的訊息。也許今天的

研討會會給大家更多的訊息。

我特別要講的是，當我們深刻反省檢討臺灣關係法35年來對臺灣

的影響時，也一樣不要掉入一個陷阱，以為只要繼續有臺灣關係法

我們就安全了，錯了！因為臺灣關係法當時制定的情境跟現在非常

不同，我們來進一步新的思維，臺灣如果不要只是准國家、不是准邦

交、不是准盟邦，我們應該進一步該怎麼樣來脫胎換骨，我想他們必

須先聽到我們的聲音，才會開始認真看待已經發生的問題，目前臺灣

最大的危機就是不知道危機已經來了，等到你覺得不得了的時候手腳

都燙熟了，逃也逃不掉，今天很多人已經陷入溫水煮青蛙的陷阱。而

且很多藍綠政治人物，錯把敵人當貴人，爭相拜訪、招待，我覺得這

才是最大的危機，如果用臺灣關係法看起來，那不是海峽兩岸的中國

人選擇要統一了嗎？那臺灣關係法應該廢止了吧。

請記住我這個警告的嚴重性，要知道我們如果可以不要臺灣關係

法，而走在全世界受人尊敬、不受任何人的欺負，這才是我們真正獨

立自主的一天。和平和平多少錯誤假汝之名而行之？有鑒於此，我跟

很多人希望為臺灣脫胎換骨，為臺灣開創另外一條活路。我們臺灣存

在的意義在哪裡？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是被當成祭品，臺灣莫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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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被日本殖民五十年，鄭成功占領臺灣是要反清復明，蔣介石來臺灣

也是需要殺朱拔毛，美國照顧臺灣也是為了反共，臺灣一直都是被利

用的棋子，臺灣不是為了臺灣而存在，但四百年來最受教育、很幸

福、常出國、有國際觀就是我們這一代。

尤其我們年輕的朋友，你們加上網路無遠弗屆的威力，你們一定

要下定決心，你們一定要更有志氣，不能把臺灣毀在你們手裡，要讓

臺灣走出新的活路，東方的瑞士、和平中立化臺灣，才能真正脫胎換

骨，和平給他一個新意，不是和平被統一，而是和平而中立，我們願

意把臺灣最優良的價值分享給全世界。謝謝，祝福大家。

高俊明 牧師

35年前，在臺灣戒嚴的時候，長老教會秉持

注重人權跟尊嚴來主張臺灣應該建立一個新又獨

立的國家，長老教會受到很多誤解、攻擊批評，

今年的314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主張，

我們應該要看重美國臺灣關係法。他們做了幾點

決定～～

第一點 看重臺灣關係法。

第二點 臺灣人由自己決定臺灣前途。

所以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現今的臺灣很複雜，很多政客用

各種方法出賣臺灣人的人權、公義給中國，臺灣是臺灣，臺灣不是中

國的一部分，臺灣的前途，我們今天在座所有人都有責任。所以我很

感謝太陽花學運的年輕人，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跟安全去守護臺灣，

主張臺灣的前途由自己決定，這是很正確的態度，所以我很高興，我

們臺灣有這麼勇敢有智慧的青年。我們的政治背景、族群背景雖然不

同，但有一樣的心情，都是要造福臺灣、建設臺灣，讓臺灣做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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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最優秀的民主法治國家。今天要再一次勇敢根據臺灣的人權

尊嚴來發言，希望今天能有一個具體的方向，讓臺灣變成大家共同的

美麗目標，成為正常、有主權、有尊嚴的美麗國家。

呂副總統有講，只有和平是不夠的，要有民主、正義、公平這樣

那個國家才能興旺，希望今天各方面代表正義公道的聲音，促進臺灣

的民主、法制、自由的進步。

【場次一】
吳釗燮 教授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主持這場會議，主

要除了我個人對這問題的興趣，實際上是因為我

在2007跟2008之間，有段時間有機會親自見證臺

灣關係法對臺灣的重要性，無論在軍事合作或政

治交流，臺灣關係法對臺灣非常重要。在我短暫

駐美期間，親自見證臺灣關係法對臺灣是非常重

要的文件，我想在處理臺美關係的時候，任何我

們碰上的問題，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人權，我們都可以在臺灣

關係法裡面找到我們關心的內涵在裡面。有些人講說臺灣是不是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或者說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大家

有機會看看第四條的話，大家也可以看到臺灣關係法在看待臺灣的時

候、美國法律看待臺灣的時候，是把臺灣看作實質國家看待，包括第

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裡面，提到無論何時，美國法律看待外國國家政府

或類似實體時候，都應該包括臺灣，而且這些法律都應該適用臺灣身

上，所以如果說各位對臺灣美國關係有興趣的話，可以把臺灣關係法

拿出來看一看，我想在這裡面都可以找到我們的啟發。以前我在美國

的時候，常常有很多美國朋友在形容臺美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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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政 教授

要講到臺灣安全問題，我們很難不去處理歐

巴馬、習近平，甚至歐盟。若要講到臺灣連結問

題，安全問題連結很難不去處理釣魚臺、無人機

等等這些問題。不過我們今天來到這，我們不會

把主題放在罵馬英九身上，罵他已經沒什麼價值

了，今天我們主題在臺灣國防安全與臺灣關係法

身上。我主軸會放在「自主國防」與「國防自

主」，自主國防就是自己國家，國防自主就是自己救，所以加起來就

是「自己國家自己救」。自主國防不是自己來的，在臺灣歷史裡面，

自主國防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其實臺灣一向被人當棋子，臺灣人不被

賦予防衛自己的責任。在1945年之前，臺灣人是不許當兵的，即便

1945年之後，中華民國來了，臺灣防禦責任從新移民身上慢慢轉到本

省人身上，但是一開始他是為了奪回中國的政權而戰，而不是真正為

了臺灣而戰。真正為了臺灣而戰，開始有國防自主性，是非常晚近的

事情。過去四、五百年間，在這片土地上有許多鮮血，大部分是兄弟

之間彼此相殺所流的，大家對族群上的不滿所流的，這過程充滿許多

投降背叛的事情，我們要記住這些幾近羞辱的歷史。

除了臺灣地位是重要議題之外，對臺灣國防安全的保重是另外重

要的問題。一個是硬體出售、一個是非硬體部分的交流合作。在硬體

出售上，也就是軍售，臺灣關係法有沒有為臺灣帶來什麼樣的實質的

幫助呢？1945年後，美國對臺灣軍售一度降到非常低的低點，韓戰救

了臺灣，所以慢慢就起來。但真正起來是在1954年共同防禦條約簽訂

後，在這之後美援大量來到臺灣，在臺灣國軍裡面擁有跟美軍差不多

的戰備，在當時，臺灣軍隊所擁有的硬體比日本還先進。但在1970年

代後，當臺灣做了圍堵戰略的前緣防禦的角色慢慢下降的時候，軍售



110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的部分慢慢往下在滑，但還是保持一定分量。

1979年臺美斷交，設立臺灣關係法，臺灣關係法短短兩個條文涉

及臺灣軍事安全。在1992年有個臺灣政策的檢討，政策檢討後，較讓

人注目的是臺灣安全加強法的立法過程，臺灣關係法包括兩個條文，

對照軍事安全部分，臺灣安全加強法是一整個條文都在談臺灣安全的

保障，這才是實質的東西。這個法只完成立法但沒有通過。因為當時

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柯林頓政府施壓新上任的陳水扁政府要求他不要

去推，事實上也不是臺灣推得動，他們這個法在參眾兩院獲得很大支

持，但卻沒通過。但往後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所有對臺灣的軟硬體

的交流，基本上都根據那個法的精神來執行。所以說儘管那個法沒有

過，但對臺灣有實質作用。在臺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架構下，臺美的武

器獲得幾乎是同步，但在1970後那時間差就漸漸出來。

所以兩國斷交當然對軍售有影響。這是1990年之後，美國對臺重

大軍售案的項目，基本上都是在軍購紅線之下。除了剛剛講的紅線之

外，臺美之間還有非軟體交流。這是雙方在軍售以外，雙方的一個互

動合作及一起演習之類。之前有先進提到環太平洋的那個演習，臺灣

為什麼不參加，在比照雙方有共同防禦條約的時候也是很尖銳的對

比。在1970年，美國曾經發了信函給臺灣，173空降旅希望來臺灣跟

我們一起跳傘，希望臺灣政府可以協助，所以共同防禦時期，是美國

希望臺灣來跟他們一起演習，現在反而是形勢逆轉。

但總體來看，軟體上的活動，也跟硬體的獲得有相當大的聯結關

係。1979年斷交後為什麼講說雙方幾乎陷入低潮，因為雙方當時的交

流幾乎都沒有。所以這段時間裡面臺灣養成了一種心態，就是從美國

供給臺灣的軍售品項決定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那這個心態其實對

臺灣安全來講有危險的後座力。在臺海危機之後，美開始有強化與臺

灣的軍事交流活動，最顯著的場合是蒙特略會議，這個是國安會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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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議。臺灣安全加強法立法過程，有講到臺美之間如何增加雙邊交

流。小布希政府照著法律的精神走，形成所謂三層架構。

三層架構是臺美之間國防安全的一個架構，這個架構基本上比起

美國跟東亞地區除了日本以外的國家都來得緊密。他的第一層是國安

會層級，第二層級是國防部層級，最主要的就是國防檢討會議、安全

合作會議、美臺國防公約會議。美臺國防公約會議是在野黨唯一可以

在這架構裡面參與的機會，以下就是軍種會議。

每個會議都有每個會議的功能。這樣繁瑣的機制非常罕見，也加

速臺美軍事交流頻率。基本上這架構是在2003 — 2004成型。當時美

方的考量，因為小布希在2001年提供重大軍售案給臺灣，雙方認為有

互動的必要，加上有臺灣安全加強法在後面做支撐，很快這架構就成

型。2008年之後，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也是持續這個架構。雖然雙邊

有擴大交流的做法，但在同個時期，臺灣國防預算降低46%，到了民

進黨執政後期，美方對臺灣自我防衛決心的質疑就越來越強。

臺灣在社會福利的支出與國防預算產生相對排擠現象，甚至於說

國防支出與經濟支出產生相互排擠的現象，換言之即便要下定決心想

要擴大國防支出，但很可能你的社會預算不允許你這樣做，需要考慮

經濟成長跟國防如何相互搭配。我們都知道臺海之間軍力平衡越來越

不利於臺灣。我們常思考在這種情勢之下，臺灣關係法架構是否能讓

美方多售軍備給我們，比方說臺灣是不是能夠獲得F16C/D，或者是從

那個國家取得等等，這樣一個說法不是錯，但這樣的說法無法去達成

自己國家自己救的後面三個字。

我們如何達成國防自主，如何讓自己國家不受到外力干預，不受

到外國躊躇的影響，那我們就要堅定自己的決心。自己的國家自己

救，自己武器自己供應，自己防衛自己承擔。如果我們跟國民黨一

樣，視國防自主為畏途，那我們就是跟國民黨當時來到臺灣一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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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成一個Hotel，只要付錢自然有人幫他打點，所以我們一定要思

考這問題。以上就是我對臺灣關係法跟臺灣國防安全的補充。

許忠信 教授

臺灣關係法前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他

講到臺灣關係法的目的是要確保西太平洋地區的

peace、security，stability，他沒說只限於政治、

軍事安全，表示經濟上的安全，也是臺灣關係法

所要追求的東亞地區的安全，穩定他並沒說是政

治穩定，他也包括經濟穩定，所以根據這樣的目

的，搭配目的性解釋，我們認為傳統基金會資深

研究員Nelson的論述是很可以被接受的，傳統上這35年對臺灣關係法

的履行或是對臺灣出售防禦性武器。但中國現在以經促統的策略，尤

其用ECFA以經逼統，這時候美國根據臺灣關係法就有一個義務，也

就是讓東亞地區，臺灣經濟可以是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的平衡，以及東亞地區權力的平衡。

所以他認為美國有必要跟臺灣簽訂TPP（泛太平洋經濟伙伴關

係），讓臺灣能夠經濟穩定、和平、安全，所以我認為他的論述是

我們將來可以往這方面探討的。我跟各位做我論述的重點是呈現，

ECFA是一個過渡性的自由貿易安排，過渡時間原則上是10年，ECFA
這架構後，我們要用服貿、貨貿、跟爭端解決機制來落實ECFA，所

在9/10在礁溪有秘密談判，就是跟在中國談貨品貿易怎麼樣進行自由

貿易的問題。318學運那時候學生主要訴求，就是服貿不能通過，要

退還給中國，所以服貿、貨貿就是在執行ECFA。

那我們來看看服貿、貨貿為何會讓臺灣喪失經濟穩定，而使東亞

地區權力失衡讓臺灣國際貿易傾中？這是因為ECFA需要遵守WT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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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商品貿易上必須要絕大部分的農工產品都要漸漸零關稅，馬

政府希望分15年，變成零關稅。但是到底substantially要達到多大的

自由度？全世界各國在談自由貿易之前，主要國家都會先達到一個共

識，也就是兩國間的自由度多少先談，要先講說這個自由度，95%的

農工產品應該0關稅這要先談，但馬政府不敢讓人民知道有多少，只

有他們在立法院講話時不小心被我聽到，90%，所以他們內部現在希

望達到90%，所以中臺之間農工產品90%零關稅。

各位想想看，在臺灣跟中國三高三低的情況下，高競爭性、高同

質性、高替代性，而中國的土地成本跟環保要求都比我們低，若在這

種情況下，我們如果跟他進行自由貿易，他們產品還沒進來，過渡性

的自由貿易安排，他的動態效果已經讓我們受不了，而靜態效果還沒

發作，靜態效果何時會影響？我們現在到中國投資增加，外國人到臺

灣來投資減少，使得在臺灣接單在中國生產的比例，海外生產大都在

中國生產。在ECFA簽訂那年2010年，43%，但是ECFA簽訂到現在4年

衝到53%去年底甚至達到54%，這種比例如果再增加下去臺灣人民很

多都要失業，而會不會增加？在電子資訊方面產品，在臺灣接單中國

生產已達到90%。

臺灣的出口當然減少，所以根據中國海關的資料，今年前半年跟

去年前半年比，臺灣出口到中國-10.5%，但是中國的六大進口國裡

面，除臺灣外另五個國家，德國增加15%，澳洲增加11.9%，美國增

加4.8%，日本南韓各增加2.6%，為什麼只有臺灣減少10.5%，這什麼

原因呢？很簡單，這六個國家人家五國有一個東西沒有我們有，就是

ECFA的動態效果，使得臺灣製造出口到中國大量衰退，在中國的市

占率從去年8.5%降到7.5%，這只是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就是中國的農工產品進來後造成的貿易移轉及貿易創

造，臺灣跟中國的貿易增加，臺灣跟美日間的貿易移轉成跟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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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這個效果再下去的話，臺灣會產生傷害。馬英九說簽訂ECFA
可以國際化、避免被邊緣化、兩岸關係正常化，這三化沒有一句是真

話，但是我這三化都是真話，也就是將來臺灣產業會集中化，集中在

石化等高污染產品，臺灣的貿易會東西向化、產業會空洞化、產業

會集中化，這三化絕對是真話，而且現在已經印證。我們可以看出

ECFA對臺灣使得經濟傾中，需要依賴西方中國，但是中國沒那麼容

易放過你，他還想控制我們的關鍵服務業。

我為了要讓各位知道服貿協議的嚴重，各位可以看到我講義裡

面，把很多服務業還要再開放的都寫出來，現在服貿要開放的64項

裡面，真正敏感嚴重的還沒開放。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教

育、服務業、新聞媒體還沒開放、教育服務業還沒開放、基本電信還

沒開放、運輸服務業、計程車服務業還沒開放，什麼時候會開放？大

家可以看到服貿16條2項，他說將來服貿協議陸續談判的結果會自動

構成服貿協議的一部分，所以表示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之後要開放的

東西，兩邊談判官員只要一談判完成簽字，立刻拘束臺灣，所以這叫

做空白授權。空白支票你的名字先簽好，要提多少錢然後交給馬政府

跟中國。而誰會來控制這個時程？中國會控制。

中國將來談判桌上一定會提出要求這次我們要開放新聞媒體等服

務業，這次我們要開放印刷業出版業，臺灣敢不敢say no？臺灣現在

製造業依賴中國的結果，如牛鼻穿環牽線拉著走般不得不從，就是將

來跟中國說no的機會都沒有，將來服貿協議如果通過，會使得臺灣

陷入中國以商逼政的陷阱，國際局勢對臺灣不利時，中國就會以商逼

政。

中國就是用臺灣關係法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peaceful meaning，用

那個Peaceful mean以和平方法以經促統臺灣，如果沒有擴張解釋臺灣

關係法，臺灣真的會陷入這危機。要去擴張解釋包括政治、經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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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以美國有義務，在國防武器的提供以外，也提供臺灣國際生存

的經濟空間，簽訂TPP讓臺灣可以國際化。

在臺灣國際化之前必須擱置ECFA，等到臺灣跟美日形成自由貿

易區、臺灣的外文能力加強之後，降低美日歐運輸成本後，再看看

ECFA要怎處理，所以ECFA現在必須要擱置，謝謝各位。

發問與回應
發問

Q1. 在TRA的前言，他提到一個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而不是

前面的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想問的是臺灣的people 在這個

的認知，這個people是of the ROC還是of the PRC？

Q2. 我看到昨天新聞國民黨立法委員賴士葆，在美國協商，期望美

國以商業模式翻修臺灣海龍級潛艦跟出售F35戰機，這問題我想請教

陳教授。

馬政府極力傾向中國，又很多共諜的訊息存在，美國是不是可能

把先進的科技作為翻修我們潛艦的可能性？

臺灣的潛艦已經是祖父級了，基礎結構十分老舊，這種翻修結果

是否真的有助於改善或提升臺灣防衛能力？

潛艦我們期望臺灣能自己建造，臺灣是否有可能借用臺灣關係法

或跟日本的關係在美國協助下自己製造潛艦？

Q3.  我覺得TRA有三個弱點 
1. 臺灣安全由美國行政部門單方面認定，美國行政部門我覺得看

起來經常選擇逃避。

2. TRA是美國國內法，只要不抵觸美國憲法，不受國際法約束，

臺灣安全只能仰賴美國行政部門政治判斷與良心。

3. TRA只規定臺灣將來以和平方式解決，如果國共可能以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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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服貿、兩岸和平協議出賣臺灣，臺灣人要如何努力才能得到安全？

Q4. 美國軍售臺灣不單只是紅線問題，比如說賣攻擊性武器，也

跟臺灣國防政策、戰備維持能力有關係，在國防政策方面，從50年代

到現在，從反攻大陸轉為防衛固守，但雖然已經變成防衛固守了，但

在憲法的框架下，我們還是有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存在。即便民進黨執

政時期，臺灣陸軍依舊維持四個裝甲旅，超過兩千輛以上的戰車、履

帶式裝甲車還有自走炮，再加上人事費還有退休金的排擠，臺灣就算

真的引進F15神盾戰鬥機，臺灣是否再買回來後有能力維持運作，我

怕這點無法不引起美方疑慮。現今臺灣人國家認同的分歧，還有中國

的利誘，因此共諜案頻傳，有如越戰時期，越南政府軍，美方可能對

這方面有所顧慮，擔心賣給臺灣的先進武器沒兩下子就轉手到中國解

放軍手上了

回答

陳文政 教授：

為什麼要國防自主，第一會涉及到的是國防跟經濟發展相互排

擠，你多花一分錢在國防上，你就少了一分錢在其他領域上。很多人

會覺得國防預算轉移到其他的如社會福利、社會保險、文化建設，但

那個比例其實非常懸殊。為什麼我們花那麼多錢在國防上面，為什麼

感受不到安全，很大部分是因為無法落實國防自主，自己武器沒辦法

自己造，像我們在馬政府裡面最常拿出來炫耀的軍售案是F16A/B升級

的案子，F16A/B升級總共花了1100億，錢都美國賺走了，留在漢翔只

有55億，不到5%。

如果大家有去漢翔看的話，他的施工圍起來，沒有IC扣你是進不

去的，所以今天留55億在臺灣，能為臺灣帶來工作機會其實是寥寥

可數。歐洲在進行颱風級戰機的計劃裡面，引起各國政府吵翻天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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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裡面應該站有多少工作機會額。所以國防工業如果不能為自

己的製造業帶來機會的話，那是虛的。換言之，今天我們強調戰力建

制的過程裡面，如果不能發展出持續研發、不能為製造業帶來工作機

會，那這個是假的。

第二個 就是翻修祖父級那兩艘潛艦，有沒有助於能力改善，當然

是沒有。

第三個  臺灣有沒有能力自製潛艦？如果你說臺灣可以自己做

70%，但盯著那30%做不到的，認為臺灣做不到，那臺灣一定做不

到，所以是看決策者是從什麼角度看這問題。那日本有先進潛艦，他

售給臺灣或技術移轉的可能，但我們最需要學習的是日本人製造潛艦

的決心跟模式。

許忠信 教授：

有關於people on Taiwan這問題，其實他有意涵。各位可看到相同

的不止在前言，他在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也講到，the People on China 
Mainland 中國大陸上的人民，所以他在臺灣跟中國大陸他都不用of ，
of是有主體性的，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人民，所以他故意

用一個中性的 on 。他不是否定臺灣是一個國家，他也沒講臺灣是個國

家，它是一個中性的用語，所以各位也不必這麼緊張。

中國現在要用ECFA以商逼政這個路很明，我們如何加以因應，我

們剛有講到，我們必須擱置ECFA追求國際化，那麼國際化對臺灣好

的，各位可從臺灣歷史去看，從荷蘭人的時候，還有東寧王國時候，

以及日本時代、經濟奇蹟時代，我們都是做南北貿易。我們都是靠基

隆港跟高雄港，但是清代用安平港做東西交易，臺灣的地理位置使得

我們做南北貿易我們會跟世界接軌。我們的海運跟航運到北美洲都要

經過日本，我們要經過麻六甲海峽往南走到歐洲，南北航線使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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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我們商品銷到歐日美會價格高，技術就會流入臺灣，臺灣技

術會提升。

當臺灣跟中國進行東西貿易，臺灣技術西流到中國，中國使得臺

灣的產品價格下降，國民所得也跟著下降，所以我們追求國際化。國

際化是我們唯一一條路，所以現在擱置ECFA追求國際化。我們跟中

國講，你如果再逼迫封鎖臺灣國際空間，我們就不跟你談ECFA，那

如果現在讓ECFA讓臺灣技術西流、中國東進，你要去求國際化，那

是緣木求魚，所以現在擱置ECFA是臺灣救命的機會。所以我們看到

民進黨秘書長在這裡，要拜託秘書長轉達這個意思，謝謝各位。

吳釗燮 教授：

其實臺灣關係法裡面沒有寫臺灣人民的意願，如果我們臺灣人的

意願在心中，是不受其他國家民族的統治的話，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

信念，臺灣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國家真的要自己救，經濟、國防

上也要自己救，包括剛剛文政老師、忠信老師都提得非常清楚，我相

信接下來在文正兄帶領下的panel會是非常精彩的討論。

【場次二】
彭文正 教授

呂副總統、楊憲宏理事長、在座的貴賓大家

好，我剛剛走進來時先嚇了一跳，因為高朋滿

座，還有很多人在外面，關心臺灣的人是從來不

缺席的。今天我們接下來這個panel要特別談到的

是美日安保，我們特別在臺灣關係法當中跟臺灣

未來的處境當中，把世界上戰略地位，尤其是對

臺灣，不管是經濟、文化、或者是政治上極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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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日本，帶進我們討論的一個範疇當中，所以呢，我想在全世界，

如果說對臺灣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我們應該會說是美國、中國跟日

本。日本的關係、日本的影響，各個層面它的影響程度甚會超過整個

歐盟。那我們今天接下來這個panel很榮幸請到兩位都是日本的專家。

今天在座的大家來這裡的目的是希望聽兩位專家對於臺灣關係法

以及美日安保，這樣一個放在國際政治架構以及亞洲政治脈絡下，臺

灣怎麼看臺灣關係法，在執行面上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我們怎麼樣

在現在的框架當中去尋求突破，首先請李明峻教授來發表他的看法。

李明峻 研發長

美國臺灣關係法立法已經35週年，35年來對

整個西太平洋的穩定、和平，及對臺灣的安全、

人權、以及臺美之間的往來都有很大幫助跟保

障。臺灣關係法基本上對於臺灣的地位有四個部

分我想是這個法很重要的內容。目前日本的臺灣

關係法是有民間版本，但政府版本並沒有出來，

那日本外務副大臣，安倍的弟弟安信夫，他也有

一個70幾位議員的會，這個組織已經有要推動這個法案，但是內容還

沒有出來。

另外類似臺灣關係法除了日本外，加拿大也曾經提出臺灣事務

法，很明確有十個條文，條文是都出來，但目前暫時擱置在加拿大國

會。我們先從美國的臺灣關係法的內容來看，再檢討日本在這上面有

什麼可以做的事。臺灣關係法第一個最重要的是說有關於臺灣安全美

國是表示關切，甚至有責任義務要防止任何破壞臺灣現在經濟社會基

礎的可能外來威脅。美國在有關臺海安全穩定是表明了他有責任。

第二個是臺灣在美國國內法上面的地位，就是說在美國跟外國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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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條約或國內的法律呢，他是可以適用臺灣，也就是說把臺灣認為是

個準國家的地位。另外臺灣在美國國內的法院，地位跟別的國家地位

是完全一樣。

第三個是臺灣跟美國的往來之間關係不是正式的外交關係，是由

AIT跟我們的代表處或是北美事務協調會之間，把這個關係法制化，

那這個協會的責任、財產、人員都有一個規定，這是有關美國在臺協

會的一些法律規定。

第四個可能會提到，但在美國臺灣關係法並不很明確，就是有關

於臺灣的法律地位的一個部分，就是說美國透過國會立法對於臺灣的

地位，我剛剛提到，就條文上來看就是準國家的地位，一種權力的賦

予，但是它是立法部門所做的，這並不是一般國家行政或外交部門的

正式立場，所以是美國國內的一個法律。

所以，在之前比日本的臺灣關係法更早，是加拿大的臺灣事務

法，這個條文主要是不可能承認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如果承認臺灣

是主權獨立國家是沒有必要訂立臺灣關係法或者臺灣事務法。如果承

認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那兩國之間就用國際法就可以處理了。那這

一部分顯然會訂立臺灣關係法的前提就是至少沒有公開明文在法律上

承認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如果有的話，那兩國之間用國際法就可運

作。

相對的，也等於不承認臺灣是PRC的一部分，因為如果是這樣的

話，另外訂這樣的一個法律對中國來講就有干涉內政的嫌疑，特別是

還規定要賣武器、防衛臺灣。這個就是干涉內政的嫌疑，所以處在一

個沒有承認主權獨立國家，沒有用國際法來發展建立雙邊關係的前

提，但是又沒有干涉內政的嫌疑，來對臺灣這個特殊地區給予一個法

律上的定位。加拿大的臺灣事務法當然是不會做主權獨立的這樣一個

承認，但反對中國對臺灣使用武力或施加經濟制裁，臺灣地區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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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跟加拿大的政治安全經濟利益都相關，是加拿大嚴重關切事項，

這個跟美國臺灣關係法是同類的用詞。

臺灣可以在加拿大的司法體系享有訴訟的平等權利，在所以在有

關司法方面，等於透過臺灣事務法，臺灣在加拿大的國內司法體系享

有跟一般國家一樣的權利，有關這點我簡單做個說明，就是對於一個

沒有承認的國家，在自己國內上的司法體系上的定位：

加拿大臺灣事務法裡面也要求加拿大在經濟、文化、科技、法律

等領域加強與臺灣的關係、允許臺灣高級政府官員訪問加拿大、支持

臺灣進入WHO及其他國際組織、最重要的一點是臺灣在加拿大的代表

處改名做臺灣代表辦公室，不是用臺北。這個是當時法案的內容，法

案的內容出來後，我想到後續發展都很清楚，一讀是通過了，但後來

進入二讀後，加拿大就倒閣了，重新選舉，這個法案就暫時停下來。

在這之前中國高官如胡錦濤等陸續前往加拿大，當然是全力阻止這個

部分。

那麼，現在再講日本的臺灣關係法的提起也大概是在民進黨執政

的時候，其實在1990年代李登輝前總統的時候，已經有幾個議員開始

提到是否該比照美國臺灣關係法的方式，來定個日本的臺灣關係法。

我們知道1990年代是日本政局大變化，社會黨慢慢不見了，自民黨也

分裂，甚至一時之間失去政權，到後來才慢慢又恢復，直到小泉穩定

一陣子後，日本一年換一個首相，連續換了六個，名字都不知道，椅

子還沒坐熱，就又換人了。在日本基本上支持率低於20%，首相就自

己知道該打包離開首相府，不像我們這邊是10%以下也繼續在做，沒

什麼關係。

2005年開始，日本民間已經提出學者版的臺灣關係法，日本提出

的臺灣關係法基本上剛剛講的四個項目裡面，其中第二項跟第三項，

臺灣在日本國內的地位還有雙方往來關係，現在是亞東關係協會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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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交流協會，這個關係呢可以把它法制化，這二跟三這兩部分是沒有

問題的，日本臺灣關係法比較受關切的，這兩個等於是把現狀條文

化，並沒有新的進展，反而重要的是第一項跟第四項，第一項就是對

臺灣安全日本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第四項是對臺灣的法律地位日本是

要怎麼樣的來表述。

那麼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什麼是解

禁，事實上聯合國憲章第51條裡面規定任何主權獨立國家都擁有個別

跟集體的自衛權。日本從來沒有否認自己擁有集體自衛權，但是透過

內閣的會議自己限制權利，有權利但是不行使。這次安倍內閣把這不

行使禁令解除掉，也就是說日本在東亞角色扮演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日本對於東亞的和平安全的新角色是個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他從過

去防衛的角色，透過解禁，已經有先制攻擊然後跟美軍協同作戰的權

利。這是聯合國憲章上規定的權利，只能做部分的說明，並無法做一

個反對。

因此日本的臺灣關係法制定對於中日關係是會有影響的，所以我

們對於日本臺灣關係法制定樂觀其成，但對它的內容我們要密切保持

關注。因為他的形式意義已經存在，但實質內容是非常重要，而且若

日本通過這法律，是繼美國臺灣關係法之後第二個國家訂立這個法

律，對其他國家也起一個示範的作用，因此日本

臺灣關係法是非常的重要，我們應繼續保持關

注，謝謝！

賴怡忠 副執行長

現在在美國尋求亞太再平衡任務，再平衡基

本上是透過美日安保、美日同盟作為它的中心

點，但如果要進行再平衡，臺灣才是衝突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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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如果沒有很主動積極的把臺灣放在再平衡的戰略框架裡面，美國

的再平衡政策必然失敗。面對這個政策的轉變，臺灣要扮演什麼樣的

任務，以及如果說是臺灣關係法，他應該要做什麼改革。因為再平衡

不包括臺灣的話，那他會失敗，同樣的道理，現在臺灣關係法的存在

讓美臺關係進入再平衡，目前臺灣關係法本身的能力也是不夠的，這

是我的結論。

美日同盟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區分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51年美日安保條約到1972年簽訂上海公報，第二個階段是1972年

到1979年上海公報之後到美中正式建交期間，那第三個階段是1979年

到1996年美日安保再宣誓這段期間，第四個階段是1996年到2008年，

這是一個有趣的階段，可能很多在座的先進可能都經歷過，再來就是

2008年以後到現在的一些發展。

第一階段實際上美國與日本有美日安保條約，但在1954年也有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這兩個條約是美國冷戰圍堵，包括蘇聯和中國，西

太平洋雙邊戰略結構的一部分。戰略上面的目的來講，當時臺灣日本

美國針對對象是一樣的，因為都有這樣一個條約。隨著1954年和1958
年兩次金馬炮戰，美國開始在反省，他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

跟PRC未來要發展長遠關係的必然性要怎麼去處理。因此1960年代，

甘迺迪政府有關於一中一臺、兩個中國可能性的討論，這些討論在

1971、1972年的時候，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他在一個與臺灣外交部

次長楊熙坤的談話裡面，有關於臺灣未來與臺灣內部認同與發展的問

題。

當時美國的政策到那個時候為止，還是認為美國可能要同時處理

和臺灣以及和PRC的關係，可能要遵循一中一臺的政策或兩個中國政

策，當時的程度是到那邊。

1969年尼克森上臺後，然後出現一個關島綱領，要從越戰提早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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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開始有新的戰略轉變，美國希望亞太盟邦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一開始和中國也進行接近政策，想要中國來幫助美國在越戰脫

身。所以說原來美國對於ROC有一陣期間的兩中或者一中一臺的政策

思考方向，到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建立上海公報後，這個思考就沒

有了，這是比較有趣的問題。

但是他跟美日同盟的關係是怎麼樣呢，從1952到1970年前大概臺

灣和美日同盟之間的戰略同盟都還存在。特別是1969年，尼克森和

佐藤榮作有個峰會，提到日本也是，就是說日本和臺灣安全都是非常

重要的這樣公開的宣示，那是非常少見的一個說法。但是等到1971、

1972年之後戰略邏輯開始出現分歧，從1972年後一個新的發展，變成

是說，一方面是美國在上海公報後，放棄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這樣戰

略的走向。同時在戰略軸線上面，也放棄了過去把中蘇綁在一起的政

策，開始考慮如何讓中蘇分離，透過和中國的接近，對蘇聯採取敵對

的態度。

對日本來說，在1972年受到尼克森衝擊，搶先美國一步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交，然後在1972-1979這段期間，當有關於和臺灣關係與

美日同盟的戰略逐漸出現重大分歧的時候，他的關鍵幾個指標性文件

是發展在第一個1978年美日同盟這個第一次指針的出現，在戰術操作

來講，確立了美日之間針對的就是北方這個蘇聯攻下來進到北海道的

威脅。也確立雙方角色的分擔，這部分呢用日本為盾美國為矛，為什

麼用日本為盾呢，因為日本沒有辦法進行集體自衛權，他有個別自衛

權，所以讓日本擔任防衛任務，所以讓日本先挨打，等到日本有死傷

的時候這樣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順自衛來針對蘇聯的攻擊。美國沒有集

體自衛權的問題，因此可以負擔反攻的任務，所以才有日本為盾美國

為矛的這樣一個角色任務分擔。

有趣的意思就是說他對中國這邊已經不再擺置軍隊，準備對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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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圍堵。另外一方面在1978年8月，美日進行美日安保防禦條約，兩

個月之後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訂，這個條約是要取代中日建交公報。

這個和平條約裡面有一個叫反霸條款，意思就是中國因為實際上已

經要跟美日合作了，但又怕太公開合作，會導致中國蘇聯的衝突公開

化，因此簽訂這個反霸條款。但實際上心照不宣，在美日同盟後來有

段發展過程裡面，在和臺灣的戰略軸線上出現明顯的分歧。在1979年

美中建交後，出現臺灣關係法，雙方戰略分歧變得更大。

臺灣關係法剛開始訂立時，他的戰略軸線、目標是跟美日同盟是

完全不一樣的，雙方之間不存在重合的問題。美日同盟是要跟中國合

作對抗蘇聯，臺灣關係法在當時是美中建交後怎麼處理和臺灣民間關

係。實際上若去問美國行政部門的官員，他們當時認為臺灣關係法就

是臺灣準備要被中國統一之前，美國和臺灣進行過渡性安排上面的一

個法律。

這跟後來認為這是美國國會強力主張，要讓臺灣和美國可以保持

一個友好關係，讓臺灣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這樣一個期待，實際上

美國行政部門完全不存在這考慮，我們可以講說國會議員在努力，但

行政部門不是這樣想的，也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了解到為什麼1979年

建交後，葉劍英馬上提出葉九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當然一國兩

制原本是針對臺灣，但是後來馬上用在香港，他的整個歷史過程是這

樣。

那這個過程實際上為什麼能存活到現在？也表示我們自己本身社

會上一些努力，讓我們自己能活下來，不是美國要讓我們活下來。也

不是美國在跟中國關係裡需要保存臺灣，完全不是這樣，我們自己的

努力很重要。回過頭來，1979年之後的這段期間，美國和日本的整個

戰略軸線，在針對蘇聯，在中國，特別是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以及

1979年的伊朗的失衡危機，伊朗和蘇聯有更緊密合作。美國一方面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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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巴基斯坦進行回教聖戰來對抗蘇聯他可能向印度洋的南侵。在巴基

斯坦合作裡面，美國和中國又進行新疆軍事合作。

所以在當時我們講到臺灣關係法，1982年還出現了美國答應對臺

灣逐年削減軍售的八一七公報。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合作，包括售予較

先進武器，在80年代中後期是越來越多。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軍售中

國，但對臺灣卻是削減，80年代氣氛是那個樣子，我想大家真的要去

了解一下那時候臺灣真的風雨飄搖的外交過程。但比較有趣是，整個

過程到1989年後，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臺灣也在90年以後開始出現

民主化，原來中國作為美中合作的對象，剛好90年冷戰結束，所以兩

方開始出現分歧擴大。臺灣更因為民主化的關係，使得原來被當成是

一個獨裁政權要被丟掉的東西，是美中關係的負債，開始變得有民主

化有正當性、成為需要去保存的對象，再加上美國跟中國因為冷戰結

束缺乏共同敵人，所以說分歧也就很明顯。

所以1979年後美日關係以及臺灣戰略上面原來從分歧，又合在一

起。當然合在一起最後的終結點是1996年，當時中國有臺海危機，剛

好四月的時候美日同盟再宣誓，那再宣誓要重新定義後冷戰時期的美

日關係，因為發現中國的臺海危機開始軍事化，美日同盟把臺灣安全

很明確放在他們考慮裡面。這也是96年再宣誓後，1997年時再簽訂一

個新的指針，日本在1998年時國內訂立周邊事態發展來講跟臺灣有關

的部分。

所以從這地方可以知道說我們一般現在認為美日同盟與臺灣之間

有戰略重合，實際上是從1996年才開始出現，從96年一直到2008年，

這一段整個發展的過程，當然96年美日同盟再宣誓，然後周邊事態

法，後來美日安保的新指針。在2001年之後，日本政權輪替後，更積

極和美國合作，剛好和臺灣的民進黨政府，美、日、臺出現高度的戰

略重合性。這樣的發展，在2005年達到高峰的時候，美日同盟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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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19日，公開的提到臺海安全是美日維和的戰略目標，這是一個

高峰。但是到2007年08年後，因為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又出現變化，

開始被華爾街，特別是他的財政部長Henry Paulson來掌握後，由美國

對中政策和對西太平洋安全政策又開始脫鉤。

馬政府上臺後，對日本採取仇視政策，甚至刻意與它引起衝突，

來吸引、維持中國之間可能的合作關係，馬政府的思考自己是美中蹺

蹺板，他知道中國和美國之間有一定的衝突存在，臺灣要在中間迴

游，要維持兩岸關係良好，但是又要跟美國保持良好的狀況之下，至

少不要被指責。他想到的唯一方式，就是藉由對日本的責難，來取得

臺灣和中國之間共同抗日的典範，來抹消掉臺灣和美國可能合作的時

候，對中國造成的不快。這是他的一個策略，發展到後來也是這樣，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使得2008年之後臺灣和美日同盟之間的

戰略一直再出現很大的分歧，因為你跟日本有那麼大的分歧，你就不

可能跟美日同盟有合作，那美國這邊後來的亞洲政策在處理日本和處

理臺灣之間，內部的分歧也開始，到底誰占上風誰占下風，雙方之間

有很大的爭執。

所以從歷史過程來講，總結而論，臺灣與美日同盟間的關係，特

別是臺灣關係法形成與美日同盟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認定

的有比較高度合作空間是發展在1996-2008年這12年時間裡面，2008年

後，包括臺灣政權輪替、美國政府裡面開始亞洲戰略裡面由中國全面

掌權的狀況下，這中間的戰略重合就慢慢的消失掉，如果我們要尋找

臺灣和美日同盟之間有可能的合作，以及透過臺灣關係法來形塑這樣

臺美關係的話，那麼我們需要更多努力，我們要知道中間合作從來不

是很自然，需要努力才能達到。如果要尋求更多合作的空間，那我們

就要知道美臺關係是透過臺灣關係法來形塑，這裡面有關於很多民間

身分互動的問題，有關於臺美在官方的互動裡面他所採取的規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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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但是臺灣關係法的本質，還只是在民間往來之間的規範，所以臺

美之間最需要的是有關戰略層次上面的對話跟溝通，了解臺灣的戰略

期待以及美國西太平洋的戰略期待，雙方有什麼樣的合作空間，以及

雙方的分歧點到底是在哪裡。

美國在跟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家，有的是盟國，

有的是非條約上的盟國，都有所謂2+2的對話機制，美韓有2+2，美澳

也有所謂的2+2，現在美國甚至還把這些美日、美韓、美澳關係逐步

整合，他不是完全整合像亞洲版北約的機制，而是說以美日同盟為中

心進行美日澳、美日韓、美日印度，好幾個複邊的戰略合作機制，但

都是以美日同盟為核心。

所以臺灣在美日同盟裡面，怎麼讓臺灣跟美日同盟之間建立這樣

的戰略合作機制，若要這樣做的話，我們就要探討現在所有可能的，

規範雙方的戰略工具，以及法律基礎有可用的在哪邊，又回到臺灣關

係法。臺灣關係法基本面又是民間的組成，他對雙方之間的任務角色

或對彼此期待的角色是不存在的。因為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所

以用臺灣關係法就變成跟民間的關係，民間關係怎麼談戰略合作？所

以也因此出現一個問題，96年臺海危機時，美國在當時要跟臺灣來進

行合作，但他找不到跟臺灣合作的具體機制。然後他的飛機過來對付

中國的時候，怎麼知道臺灣的飛機是敵是友？或者說這架飛機不是美

國的，是哪邊的飛機？飛機上面有國徽也幫助不了，現代戰爭都不是

目視距離，敵我的分辨，或者是說是友或非友的機制，這是美國的問

題。

中國飛機起飛，臺灣起飛反擊時，美國無法判斷敵友時的策略就

只有把它兩邊打下來，這就是美國當時擔心的問題。當然還有所謂的

美國防空飛彈，當時要跟怎麼跟臺灣這邊合作，針對這些問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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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法在當時無法處理，臺美軍事合作沒辦法做到的，導致兩個發

展，一個就是說，在當時美國國防部，開始去展開一系列強化和臺灣

進行軍事對話這樣的努力，有達成一些成果，但這些成果都只是片段

的，而不是一個整合性的處理。而且在臺灣都被理解為軍售，因此我

們會把到底有沒有一個大型的軍售項目給臺灣視為臺美之間在安全合

作上面它是不是有再發展一個指標，但這樣的認定不一定是正確的。

另外一個發展是說，在美國國會裡面1979年出現的臺灣安全加強

法，在當時討論中認為臺灣關係法不夠了，才需要這個法案。當時

1999年的時候，共和黨所控制的兩個國會，對一個即將卸任的民主黨

總統，利用這個法律對他進行很多政治上的攻擊，但是這個法律本身

並不是單純一個政治工具，它本身很多爭議到現在還是存在。

除了1999年的臺灣安全加強法，同樣在2011年，同樣是共和黨的

國會，提出的Taiwan Policy Act。這些東西它代表什麼樣的過程，就是

說臺灣關係法要促進臺美之間的合作，甚至更進一步要跟美日同盟進

行隱性無縫接軌，這個任務是無法達到的。因為有太多內在的機制上

的不完整性，以及它本來的目的只是針對臺美的民間關係而已

所以說開始有些努力是想進行修改和改革，現在回過頭來，如果

美國在進行亞太再平衡，美國現在講再平衡，除了針對中國，還有東

海跟南海這幾個衝突區域。可是你可以發現臺灣所在的位置不只是東

海與南海的聯結點，而且臺灣在法律上面的聲稱和主張都與這些地區

相關，釣魚臺，太平島跟臺灣的爭執都存在。

如果說美國在再平衡政策裡面要取得較合理的成果的話，沒有把

臺灣放進去是沒辦法成功的。臺灣基本上就是，中國在過去為何能擴

張到中海南海，也就是因為2008年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把臺海問題解

決掉了，他才有這個資源去東海南海擴散過去，在歷史上面來看是很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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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再平衡政策一定要納入臺灣，但臺灣所結構臺美關係的

臺灣關係法，它在戰略安全上面能負擔得這麼有限的話，那理所當然

我們一定要去改革他。但他要改革到哪裡？是戰略層面還是法律，這

裡我要講得很清楚，美國對臺政策的一中的這個要素一定要把它拿

掉，那別的我就不講，我講說美國要求臺灣要跟中國領海切割，我很

願意切割啊，在2008年之前，我們現在要修憲把疆域定下來，美國說

明定你的疆域完全不及中國這個地方啊，有可能讓中國認為你在搞臺

獨，會造成臺海緊張，這樣不行。所以我們要形成一個合理的，合乎

美國在南海自由航行權和中國切割的主張，說我在臺獨。但現在又要

求說臺灣要遠離一中，到底美國在幹嘛？這個問題，在講的時候要跟

美方提本身在政策上的矛盾，這是在處理一中上的根本關鍵。這在統

獨問題或對美國間的爭論，不一定直接講說，因為我的民心是怎樣我

要怎樣，只是站在你的利益來講，維持一中會影響你的西太平洋再平

衡政策，以及你整體的戰略布局，那我覺得問題該這樣問，謝謝！

發問與回應
Q1.  我在臺灣看到的，ROC這個政權裡面有個郝將軍還是軍人身

分，他最新的論述跟表態，在我認定，他已經宣誓了臺灣軍隊屬中國

軍區的臺灣軍區。我以出生在臺灣的一員質疑，這種勢態還符合美國

利益的Peace needs嗎？出身在臺灣的人，在TRA被剝奪立國權了嗎？臺

灣海峽一再處於美國獨占的趨勢，已經被PRC空域管制權的形勢下，

臺灣人有臺灣海峽的所有權嗎？這些質疑我想請問，要保護臺灣的武

裝是為了誰的利益，是of USA, of ROC, of PRC嗎？ 在這樣的利益追求

下，臺灣人得到的是武裝下的享受者還是被人使喚的工具，謝謝。

賴怡忠：

這問題的答案很明顯，站在臺灣的立場我們要保衛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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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的利益也不一定會一致，更不用說中國。我是覺得主張中華

民國這些人的說法，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要保衛臺灣，我們要面

對PRC可能的處理，我們要怎麼在策略上面去處理美國跟中華民國的

問題麻，是這個樣子。當然郝柏村的說法我從來不認同，甚至有可能

的話我也認為他這樣作為，起碼要把他的終身勳拔掉啊，他的軍人的

pension都要拿掉，怎可以讓他這樣做，但我不是執政黨不是政府，只

能說是我個人的意見。但在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這比較像

是comment，不像是問題。

彭文正：

郝柏村先生今年95歲了，大家聽聽笑笑就好。 
Q2. 請問臺灣關係法的法律法條是否可以用在臺灣法院的相關訴訟？

李明峻：

我不太理解這問題的焦點在哪裡，因為他是美國國內法，並不是

國際法。國際法在臺灣法院也很少被引用，除非是被批准過的。所以

這個問題我不曉得在什麼樣的案例會碰到，我的回答就是他是美國的

國內法。
彭文正：

不過，我想這位女士想問的是臺灣關係法裡面規範到跟臺灣相關

有關的權益，不管是法理或者法條，我們能不能拿到國內法庭訴訟時

作為一個引證的基礎，會被採信的可能性有多大。

賴怡忠：

你要看TRA的具體內容，講的是美國怎麼看待臺灣，所以他規範

的是自己，不是你來怎麼看我。一方面TRA當然不是兩國關係，一方

面是規範我怎麼看待這塊區域裡面有關的人民跟法律。事實上所謂臺

灣關係法美國並不是只有針對臺灣而已。類似法律他也有所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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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緬甸的這些法律。可是你要看他的那些法律，比方說對緬甸是

對緬甸的人權，對香港是對香港的什麼東西。他不是說我要去規範香

港應該要是什麼，所以我覺得大家看TRA時特別要注意他的內容與涵

蓋範圍。

楊憲宏：

他既然是美國國內法，如果美國政府沒有遵守TRA，我們當然可

以去美國去告他，事實上也已經有人準備這樣做。
彭文正：

那起碼也要是一個美國公民，要請馬總統嗎？

楊憲宏：

那個倒是不會，但是有很多美國公民有臺灣意識的，他們可以去

提告。

Q3.我看報紙臺灣智庫今年在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第一次臺日戰略對

話裡面，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裡面那個研究員跟一些日本學者指出，

臺灣不要對美日安保條約周邊條款對臺灣的防禦抱有期待，日本不會

對保護臺灣安全而出兵，對於這點我感到疑惑。剛才賴執行長講，好

像我們對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安保條約，在臺灣的安全上，我們感覺是

need，但對美日好像是want，那程度上有差別，這點請賴執行長幫我

解釋一下。謝謝！！

賴怡忠：

第一，我覺得報紙在誤報，臺灣智庫從來沒有去跟張榮發基金會

辦這個研討會，所以根本不曉得那個人是誰。也不曉得是哪邊來的智

庫，他就把它安在臺灣智庫上面，針對這問題我覺得很困擾。所以要

跟大家講，沒有臺灣智庫的人參加，與臺灣智庫無關。至於說我想那

個研討會，我直接講馬政府、包括這個學校，政治系有些老師告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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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說，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還有美日安保跟臺灣沒有關係，不要期待

太多，包括有擔任馬政府國安會裡面資深官員的那些人都積極跟大家

這樣講。我必須要跟大家說這樣解讀是錯的，絕對是錯的。日本在解

禁集體自衛權時，當然不是全面解禁，他是部分解禁。

但是他並不是採取集體自衛權是否合憲或不合憲的處理，他直接

針對哪些狀況日本要實施的時候，是不是跟憲法有違背。你會看到那

裡面，幾乎每個scenario都跟臺灣有關。所以跟臺灣是相當密切的。在

今年年底美日安保新指針，剛有提到日本版臺灣關係法，他比較有可

能會出現的過程是在明年，所以當美日的安保新指針已經處理到一個

程度有個結論之後，有可能日本在進行它周邊相關安全的一些立法、

政策工具的時候，我的猜測，明年可能就會針對日本版臺灣關係法有

些主動的作為。明年其實很重要，我們在看待安倍政權時沒有注意到

一點，安倍的歷史使命感非常強，我不講說是正面或負面，但他有很

強烈的歷史使命，他是二進攻的首相，所以他也不可能再擔任首相。

他現在所作所為不是為了之後要擔任首相，是為了歷史定位。明年重

要性是日本1945年後戰後70年，日本在1960年東京奧運作為日本重新

被國際社會接受的重要事件。那在2015年日本他的做法會是說，他要

讓日本走出戰後體制，戰後體制就是日本憲法，

這是他的意圖。他會有一群朋友去處理憲法上面的問題，這是跟

臺灣有關的，因為這東西都是整體的配套，包括說今年年底的美日安

保修訂，以及明年的日版臺灣關係法，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憲法處理

過程，所以明年事情會非常多，跟臺灣有關絕對不只到今年為止，甚

至也不可能跟臺灣無關。

呂秀蓮：

我們對郝柏村公開發言說臺灣前途要由兩岸中國人決定很感冒，

我稍早致詞時提到臺灣關係法最大的陷阱是，美國也承認臺灣問題應



134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由兩岸中國人和平解決。我想如果郝柏村那天若也引用臺灣關係法的

時候，那挑戰就更嚴厲了。所以我還是呼籲今天參與的每位學者專家，

不要把臺灣關係法當作聖經，我們要與時俱進。我剛剛有說當時制定

的背景與現在完全不同，我們必須要嚴肅看待如果我們需要美國跟我

們維持更重要利益關係，站在我們本身的立場我們需要提出修正案。

Q4. 我想請問若臺灣戰略上想要與日本美國重啟對話，是不是代表

未來我們的政策、戰略要符合美日的利益。一些美國外交人員的發言，

其實都有一些曖昧不明或模糊的地方。如何正確解讀美方發出的訊息

或外交政策，需要透過美方或第三國或有什麼特定的研究方法嗎？

李明峻：

我先說明美日安保的周邊有事，他就特別強調他並不是指範圍，

而是指事態，而不是地理範圍。第二我們看到臺灣關係法裡面是指臺

灣人民，但剛剛呂副總統也提到裡面有一個兩岸的中國人，也就是說

臺灣裡面有兩種人，一種是中國人，一種是臺灣人民。臺灣內部有一

小撮中國人，他們之間要和平，但是臺灣人民跟兩岸的中國人不在這

個規範裡面才對。第三個就是說臺灣關係法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存在於

我們希望維持現狀，現在臺灣這種實質國家沒有辦法進入聯合國，這

種地位狀況下，要依賴臺灣關係法。

但就像剛剛怡忠提到的，本來制定臺灣關係法是一個階段性、過

渡性的輔助東西，而不是主軸。所以有提到我們要重新解釋這個問

題，我心裡面最大的期待是有一天能夠廢除臺灣關係法，因為我們要

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要進入聯合國用國際法與美國日本平

等往來，而不是一再地依賴臺灣關係法，但現階段戰術上我們是有這

個需要，這是我們長期戰略願景，一個遠大的想法，我們在思考臺灣

關係法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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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忠：

我想這個戰略對話目的不是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滿足對方要求然後

才有辦法對話，他應該是說若有問題你透過對話來尋求共識以及管理

雙方之間的分歧，所以他的先後順序應該是要相反。我們不要去認為

我們一定要滿足美國的需要才能爭取對話入場券，就像在經貿談判

上，我也很反對我們在美豬、美牛裡面做到什麼程度，才能拿到TPP
入場券，這應該就在TPP裡面一起談，大家有分歧是在這地方處理，

你也可以講說這個東西太過理想化，但我認為還是有方式可以做。

另外一點就是說美國有些官員提出的一些講話，我們只能說最根

本來講臺灣要去思考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視同自己是一個國

家，在跟外國進行一個關係處理的時候，我們會因為人家講的話還是

人家做的事情，一些人家空口說的一些事情，還是說做了一些很具體

東西，會對我們產生實質衝擊嗎？我們要去思考是中間的一個分歧。

我們過去太多人家官員甚至資深官員隨便講兩個話臺灣朝野就嚇得

不得了，我們就需要非常積極回應去做什麼事情，有的時候是誇大對

方，更讓臺灣社會民眾心裏更為脆弱。我們臺灣並沒有瘦弱到這種程

度，為什麼人家隨便講兩句就怕成這樣。我們要建立自己的自信，國

家有自己生存的條件與基礎，不會隨便人家講兩句就怎樣，當然講話

背後所蘊含政治意涵這是我們要去處理，講話他很多的時候是為了創

造某些結果，不是說講話是宣誓某些東西。

這中間外交辭令的處理上面蠻不一樣。我們講一下卜睿哲，因為

可能有不少同學想說卜睿哲這兩天不是講美國對2016的總統選舉一定

會發言，然後我們媒體講說民進黨完蛋了，要被暗算一刀。我必須這

樣說，假設卜睿哲說話是代表美國政府，因為卜睿哲的確跟歐巴馬政

府關係非常密切，甚至他是對臺政策很重要幕僚，他內容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1996年派遣航母、1999年的發言、2003年那個當時對陳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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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滿意、2007年的發言、包括2011年的暗算都算是美國在表態，但

他最後補了一句，這是大家可能沒注意到的，美國不講話也是一種態

度的表示。所以這不表示說美國在2014年一定要說什麼話，他即使不

說話也是態度的一種表示。所以他把整個發言形式解釋的非常廣，這

表示也不必然一定是說美國一定要對民進黨做什麼事情。而且更重要

一點是說，如果真的要暗算的話，你不會這麼早講，這麼早講你唯一

的目的就是我希望你來跟我對話，你知道我已經準備要講話了，我已

經準備要有作為了，所以這時候透過訊號釋放出來，來進行雙方之間

對話溝通，避免之後會有很不好看的東西出現。所以說我所看到的反

而不是說他對臺派的壓制或恐嚇，反而是尋求積極對話的嘗試。當臺

灣在看到這些發言時，必須要把他前後背景跟發言全文還有行為模式

這部分要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處理，我當然也同意，這是馬英九講的，

我們要料敵從寬，可是料敵從寬是什麼意義？就是我們什麼都不知

道，才要料敵從寬。如果說已經更精確地知道說這句話裡面代表什麼

意義，我就知道怎麼處理，就不需要寬到這個程度啊。所以說更重要

的是精確地去分析，這才是比較重要的。但現在比較可惜的是，國內

媒體、包括綠媒這方面能力都是需要加強的。

【場次三】
施正峰 教授

卜睿哲講的話不用那麼緊張，其實我們有點

像是青少年在轉大人的時候。一切都還在摸索之

中。15年前我們辦研討會時，邀請當時起草臺灣

關係法之一的美國人，我們問他，如果臺灣宣布

獨立的話，美國會不會出兵幫助我們？那時美國

人差點從椅子上掉下來。他有點在苦笑，他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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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意思是美國會不會出兵考慮到自己的國家利益。臺灣要不要獨

立則是你們自己要去努力。

努力到什麼程度？但至少要一個禮拜，從太平洋過來也沒那麼

快，當然他沒講那麼清楚。他有句話沒講那麼清楚，「我不是你爸

爸」，我做個開場白，我們有獨立建國的夢，我們要努力，天助自助。

姜皇池 教授

我是老一代的小咖，既不是新一代也不是大

咖。今天的主辦單位希望我就臺灣關係法跟臺灣

國際法地位相關問題做一個論述，我就大概分四

部分來看，一個前言，二是從國內法國際法看臺

灣關係法的法律地位，第三是從臺灣關係法解讀

臺灣在國際法的地位，第四是我的結論跟觀察。

為什麼制定臺灣關係法？早上很多學者已經做完

整報告，因1978年卡特跟PRC建交，承認PRC是唯一中國合法政府，

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建交公報是在美國國會休會期間，所以國會對於

行政部門作為讓他們有所保留，ROC在美國遊說的能量與友臺人士關

係很強，所以立法部門通過TRA確保能與臺灣維持良好關係，所以他

通過TRA。對於TRA在法律上地位有兩個角度：

美國國內法：我們要先處理三個公報，1972上海公報、1979中美

建交公報、1982八一七公報。72年論述打破PRC在美國的困境，那是

一個尼克森非常成功的外交，開始打破所以才有79年的建交公報。最

後讓我們一直都很挫折的八一七公報，八一七公報是雷根總統簽署，

他在競選時我們對他有很大期待，因為他是美國加州州長，他在競選

時說：「我要讓共產主義葬送在灰燼中。」而且他講得非常清楚，美

國不該背棄一個盟邦，他當選後會考慮跟我們重新建交。所以八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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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對我們衝擊最大，讓我們最shock。這三個公報法律性質為何？

PRC覺得是國際條約，美國則保持沈默。假如是條約的話，那臺灣關

係法會碰到一個問題，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從國際關係法角度

來看的話，美國不能以國內法去做一個法律基礎去違反一個國家的國

際義務。各位看一下79年的中美建交公報裡面說，美利堅合眾國承認

（recognize）PRC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且基於一個中國原則，認知

到（acknowledge）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在這裡是採取一個模糊

狀態，他非常清楚地表明我承認PRC是唯一合法政府，他在國際法上

做一個明示意思表示，而且願意承認這個表示所產生的法律後果。

但其實是我看到這個事實，我承認這事實存在，但我不見得接受

這個事實，我沒有承認這個事實造成下一階段的法律效果。當然你若

注意看中文版，那個acknowledge跟recognize都翻做承認。那麼非常

明確我想TRA是美國國內法相當清楚，現在問題是三個公報是不是條

約呢？因為假如這三個公報是條約的話，八一七公報明顯是在美國的

臺灣關係法之後制定的，原則上美國政府不能以臺灣關係法作為法律

基礎說我不遵守這條約。有一派認為他不是條約，那麼臺灣關係法效

力就會高於三個公報。有一派則認為他是條約，所以既然這三個公報

是條約的話，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條約、憲法、法律均為

美國法律之一部分：抵觸時，應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

法、母法優於子法的規定，若從這角度來看，美國八一七公報承諾可

能高於TRA。

《八一七公報》第六項對我們來說影響衝擊很大，《八一七公

報》說考慮到雙方的上述聲明，美國政府聲明，他不尋求執行一項長

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臺灣出售武器在性能或數量上，都不

會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

器出售。假設他是條約的話，那美國賣給臺灣的武器就只能限縮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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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代的性能，當時最好的是F5E與F5F，現在已經是完全落後了。假

設817公報是個條約，他的效力高於TRA的話，而且它是後法，美國

政府不能依照TRA對臺灣提供武器。不過我們仔細看一下可以發現一

件事情，1990年老布希總統批准對臺軍售，賣給我們F16 150架，包括

F16 A跟B，無論數量或性能都高於1979年之前出售的武器，當時PRC
很生氣，他認為美國違反條約義務。但美國布希總統對他說，《八一

七公報》只是美國的意向聲明書，第一次表明《八一七公報》不是條

約，所以我們第一次回歸到TRA高於《八一七公報》的效力。TRA第

四條第二款提到說，當美國法律中提及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

或與之有關係時，這些字樣應包括臺灣在內，而這些法律應對臺灣適

用。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規定，…。第四條條文很明顯跟你說，美國法

律只要提到國家提到政府，就包括臺灣在內。從反面來講，就是因為

他不是國家所以我才要特別處理，假如是國家我就不需要特別規定。

比較通行的解釋會認為，因為它明白提醒（提醒條款）它不是國家，

但我把它當事實上的一個國家處理。但他沒有說臺灣是個法理上的國

家。

至於臺灣關係法如何處理臺灣法律地位？我剛才其實講過了，行

政部門從早期認為是臺灣地位未定論，到現在立法部門認為事實上

的承認，但他不願意做法律上的承認。至於行政部門，他不處理臺

灣是否為國家，但他處理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從1979年建交公

報裡面，他非常清楚跟你說他承認PRC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他認

知到兩岸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認知

acknowledge，他從沒承認過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這個法律上的

空隙讓它可以依照TRA第2條第2（5）項規定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

民，且第3條再次規定不止是武器，還提供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

術服務。你可以想像的到他假如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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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是干涉中國內政。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賣武器給另外一個國家尋

求脫離的領土，所以從美國TRA從美國行政部分，這裡有一個蠻大的

共識，他們不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他們認知到一件事情，

中國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認為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這裡說的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那我算不算中國人？我不清

楚，因為我一直認為我自己是臺灣人。我只能說這個debate是留有空

間可以操作，你不能說他對我們特別好，這只是因為符合他們自己的

利益才做這行為。

TRA並沒有把臺灣當作是國家，相反的，就因為條文中提及或有

關「外國」或「外國政府」時，該等詞彙字義不包括臺灣所以才要訂

臺灣關係法包括臺灣或適用於臺灣。從這角度來看的話，TRA沒有認

定臺灣是個國家，至少法律上不認為是個國家。當然這有不同的解

釋，我們要試圖去說服美國人對臺灣關係法做更有力的解釋，並對臺

灣做更多的事情。制定臺灣關係法的目的，是要避免使用「法律上」

方式承認臺灣問題，而改以「事實上」承認方式處理美國、臺灣間關

係。我還是要強調TRA沒有在法律上承認臺灣是個國家，我們不能存

有幻想。若以TRA的規定來認定臺灣是一個國際法意義下的主權獨立

國家，會言之過早。假如用臺灣關係法去解釋臺灣是否為國家或許有

重大意義，在國際關係上會產生一些影響，但在國際法意義不大，充

其量即使退100步最近最多的解釋認為美國承認：TRA認為法律上承

認臺灣是一個國家，那也只是美國單一國家實踐。現在有22個國家，

扣掉梵蒂岡，因為梵蒂岡認為我們代表全中國，我們代表中國政府，

承認我們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我說跟梵蒂岡斷交其實也不用那

麼在意，我不是那麼在意，因為那是有害無益的承認。

不論是從臺灣關係法或從上海公報來看都可以很明確的推論，美

國不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關係法是關係其他民主國家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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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臺灣，所以我們要去推動如日本、加拿大這已經有基礎、規模的

東西，讓他們可以過的話，那很多國家就會躲在這些大國家後面來把

臺灣做更優惠處理。我們可以去對日本、菲律賓、加拿大等各個國家

遊說，但做之前要讓美國把TRA打開我認為風險比較大。我認為臺灣

關係法就是那隻正在睡覺的狗，我們不要去敲他讓他好好睡覺。

施正峰教授補充：

謝謝姜教授精闢的見解，最後的結論：1.說到臺灣關係法可以論

證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並不能解決目前臺灣在國際外交上

的困境，所以...2. 吵醒那隻正在瞌睡的狗就跟某一些人希望去修訂或

提升臺灣關係法是一樣的道理，我基本上也同意，因為修法結果難

料。

黃居正 教授

我今天的題目是在「占領論」下的臺灣法律

地位，為什麼說占領論呢？為什麼要討論臺灣關

係法，討論臺灣關係法勢必是希望如果臺灣法律

地位發生變動，包括中對臺行使武力，美國會有

所動作。那美國為何要這樣做？我們在過去國際

法裡面知道說，除非你是它的領土，不然對另一

個國家行使武力，你是沒有能力或立場行使的。

臺灣是不是美國領土，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第二託管，臺灣是不是

美國託管狀況之下？臺灣並沒有在當時聯合國託管名單裡面，臺灣

不是屬於美國託管狀態。第三臺灣是不是美國附庸國、附屬地...等，

所以美國需要對臺灣武力攻擊作出反應？在目前國際法裡面找不到根

據。剛剛姜皇池老師提醒我一件事情，「習慣國際法」，臺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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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不是習慣國際法？那應該回到這樣的原則，到底有沒有習慣國際

法，沒有，沒有一個國家有義務承認另外一個國家，那就像美日加都

要建立臺灣關係法了，會不會成為習慣國際法？也不會，為什麼？因

為還沒有建立區域性習慣國際法的條件，所以我們現在找不到任何理

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我們應該為臺灣找出路，我今天報告在討論

怎麼透過連結臺灣關係法這樣一個對臺灣比較有利的條件發展一套自

己的論述。現在很多人把自己凍結在過去，談說當時臺灣法律地位未

定，那完全沒注意到說，臺灣法律地位未定的論述，到現在已經這麼

多年了，全世界其他國家跟中國之間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嗎？這些事

情都不會對臺灣法律地位造成什麼影響嗎？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臺灣自己什麼事情都沒做，這樣就會產生

問題。所以接下來就想討論怎麼做。為什麼討論「占領論」，占領這

觀點是在一個國家戰敗後被戰勝國用實力、武力來實際上管理了領土

的法律現象，跟臺灣相關的占領議題，所謂美屬派、託管派常常提到

這論點，國民黨政府是替同盟國來占領臺灣，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是

受到亞洲戰區的最高統帥指導要求占領臺灣。「占領」跟征服是不一

樣的事情，當然國民黨把占領當征服用，占領後就不走了，在1945
年就開始建立保安司令部、公布保安規則，這些規則都跟占領的原則

是不符合的，因為一個占領國是不可以直接影響到被占領國的法律狀

態。這一點日本是失職的，因為日本政府應該繼續堅持，把它們在占

領之前在臺灣執行的法律繼續在臺灣實施，占領國的國民黨只能訂定

那些為了占領的必要性所需要的法律，那國民黨沒有這樣做，把占領

當征服，所以就把臺灣的領土主權，透過占領的方式，納為國民黨政

權所有。這一點是討論「占領論」的人需要堅持的，占領行為是不可

以把占領的領土併入自己的國家。我們如果沒有理解這個法律議題接

下來什麼事情都不用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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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提出說在當時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以後呢，這個占

領狀態就結束了。只是大家都沒有注意到說舊金山和約裡面，當時中

華民國沒有參加締約，因為當時作為占領國的中華民國已經陷入一個

內戰狀態，全世界各個國家都不想要靠邊站，除了蘇聯以外，沒有一

個國家想要在那時候透過允許中華民國加入舊金山和約來形成一個對

政權的承認，所以不讓中華民國加入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有沒有因

為締結和約以致結束占領狀態呢？從舊金山和約的角度來說是沒有。

可是1952年的時候中華民國有跟日本訂定日華的和平條約，是不是這

樣就結束占領狀態呢？結束占領狀態應該發生什麼事情？占領軍應該

要撤出，中華民國應該要離開臺灣，而不是留在臺灣，除非有其他安

排，但怎麼可能有其他安排。所以當時按照這個理論就說，因為這樣

的關係，日本又拋棄臺灣，又沒有一個合約約定臺灣歸屬於誰？所以

臺灣就處於一種無主地的狀態。那無主地怎麼取得？當然誰先占領誰

先取得嘛。那時候誰先占領臺灣了？中華民國政府占領臺灣。所以他

就透過先占領無主地的方式，取得臺灣領土。這個說法可不可以呢？

當時無主地這個說法並不符合國際法的說法了，那時候不能再有無主

地，臺灣在當時就應該行使人民自決權，可是美國並沒有讓臺灣這

麼做，日本也沒有協助臺灣這麼做，我們看到很多以前的殖民主回過

頭協助他的殖民地實施民族自決。比如說葡萄牙這麼弱的國家自己亂

七八糟的還是協助東帝汶獨立，可是日本什麼事情都沒做。我們這樣

講的理由是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極度悲觀論者，我不相信美國、日

本，因為我們已經被背棄太多次了，我們不應該把所有寄望都放在這

些國家上面。

回到剛剛講的占領，國民黨從占領開始就不斷形成戰爭犯罪行

為，民進黨執政八年，居然沒有試圖去追究這種戰爭犯罪行為，沒有

把他們都送到戰爭法庭，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堅持占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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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戰爭法就應該被適用，至少在1945年以後到1952年這中間難道

沒有發生戰爭犯罪行為嗎？你什麼事情都沒做，還要求別人對你做什

麼。

228事件違反前述法源，各位不要忘記這件事情。占領什麼時候

結束呢？占領兩個理由結束。第一個你失去領土的控制，第二訂定合

約，我們剛剛已經說了沒有這個東西。我們看到以色列在西岸胡作非

為的時候，我們看到以色列通過各式各樣法律，想辦法把它占領的領

土變成自己的領土。聯合國安理會到現在還是不斷否決他的法律有效

性。這就給我們一個知識，讓我們知道我們主張的方法是什麼。接下

來我要討論的是，雖然剛剛講占領論是一個很好的說法，可是從那時

候到現在經過那麼多年，我們什麼事情都沒做之情況下，臺灣主權地

位發生非常巨大的變動。這個變動就是我們講的在國際法裡面關於領

土主權變更有個很重要的原則。這東西我已經講很多年，但還是沒有

很多人想要知道。

時際法意思就是說當時的權利呢，我們或許可以利用當時有效法

律來決定他的有效性。可是其後權利會開始變化啊，當權利變化的時

候我們需要按照其後演進的國際法加以決定。那在這後面發生了三個

公報，全世界195個國家，只有21個國家承認你，有超過161個國家

承認PRC，更別說他們的公報裡面有多少不只是認知而是承認臺灣是

PRC的一部分。即使我們這21個國家的建交公報，過去民進黨執政8年

有沒有想辦法去改這個建交公報，什麼事情都沒做的情況之下，就會

出現非常危險的狀態。

全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法的書籍裡面，關於臺灣的描述，我們來看

Evans的這本重要國際法教科書，他說臺灣不是個國家，只是個特殊的

國際法人，他說我們勢必無法定義臺灣地位為何，如果只是仰賴特定

場合讓臺灣行使實質權力，這在講什麼？ 在講臺灣關係法。臺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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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某種權利義務，但是不是國家。我去幫外交部上課時，外交官都

跳起來說，老師你故意挑對我們不利的書。Alan Boyle說，要讓臺灣

加入國際組織，要讓臺灣以非國家實體加入國際組織這樣對臺灣比較

有利。尤其Louis Henkin這本書最精彩我一定要藉這機會說，因為馬英

九靠這本書選上總統。

馬英九說，這本書引用他所說的所謂互不否認，互不承認互不否

認，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所使用的一本國際法的教科書。這本書講到馬

英九的時候只有三行，講到阿扁的一邊一國的時候有三個pages，為

什麼你都不引用那三個pages卻用那三行。這本書講得更可怕，他說

全世界國家都把臺灣當作 de facto entity，不是de facto state。如果你是

state，你就是de jure；如果你不是state，你叫什麼都沒關係啊，你要叫

中華臺北、漁業實體、你要當貴賓狗都沒關係啊，反正你就不會是一

個state。在這裏Henkin說，而且當時要讓臺灣加入這些國際組織，包

括WTO，都是要求臺灣應該符合終極統一的期待所以才讓你加入。

Harris說，臺灣不會成為一個國家是因為你自己不想成為一個國

家。那Malcolm Shaw據說是對臺灣最善意的，在阿扁時期據說還花了

錢去lobby，他講得最可怕。Shaw說，法理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什麼事情都可能形成國際法上的默認，臺灣關係法裡面好像有很多字

句看起來好像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不過他說這些對臺灣來說都是一

個例外。

James Crawford的說法雖然對臺灣非常善意，但他說得很清楚，臺

灣是一個處於一個內戰狀態的地方性事實政府，你可以把臺灣定義成

一個地理社會政治實體，但是他不會是一個國家啦。聽起來很刺激或

很痛苦，這只是告訴我們說你不能夠整天尋求外援，期待美國日本為

你們做事。我們應該要透過法律地位的變更結束占領狀態，如果不想

繼續處於一個受PRC或ROC占領的事實性的地方政府的話，我們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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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實施人民自決，我們就要建立獨立的國家，要宣布獨立。所以我

們要繼續推動以臺灣民意加入聯合國公投、制定臺灣新憲法、全面進

行我們所有法律文件證明、要求外交官、駐外單位做這樣的事情。

發問與回應

發問

Q1.我剛才聽黃教授講說要結束占領狀態就是要切斷跟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繫，那我要請教姜皇池教授，我看姜教授的文

章，他在努力把臺灣跟中華民國連結，認為蔡英文講的中華民國是臺

灣，是已經把中華民國跟臺灣連結在一起，那這個他在反駁馬英九對

釣魚臺的主張，也認為說日華就是臺北合約，如果說臺灣主權是屬於

中華民國的，我要請教姜教授藉這個機會你今天研討會的資料第三頁

緣由第四段說有些臺派主張臺灣已是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國家此

種似是而非的思維，再看第四頁第一段的最後部分臺灣人願意讓中華

民國偽裝臺灣而存在，也願意繼續讓中華民國和臺灣糾纏不清，我想

請姜皇池教授來回答謝謝。

Q2.剛才我從姜教授那裏聽到說從臺灣關係法section 4-2-6和section 
2-2-5，美國國內法視臺灣為de facto的國家，臺灣關係法也沒有承認臺

灣是一個de jure的國家，臺灣關係法否認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這部

分我不知道我聽得有沒有誤會或錯，姜教授說能不能事後怎麼去做要

注意timing、對象，這個我都非常的認同。再來臺灣關係法的section 
15-2，剛才黃教授有講說國民黨占領臺灣的非法行為，但是在臺灣關

係法section 15-2其實那個就只出來那個把國民黨已經幽靈化，ROC已

經幽靈化，把臺灣恢復臺灣，臺灣就是臺灣本島跟澎湖嗎？ 再來我也

有看到臺灣關係法第二條的C項那人權條款，人權條款最重要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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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自決。那我們是不是如果今天我們臺灣人有60%以上不管任何威

逼利誘，我們都自認自己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

家，那這樣子在法理上我們是不是站得住腳？ 謝謝。

Q3.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兩位專家，臺灣關係法說兩岸問題由兩岸

中國人和平解決，因為1952年臺北合約第十條有規定臺灣殖民當作把

臺灣人看成中華民國國民看做中國人，所以在臺灣關係法定的時候，

時空背景認為說自認中國人的人較多，所以臺灣關係法才會說兩岸中

國人來決定，但是現今認同自己是臺灣人已經超過七成八成了，是不

是請教兩位教授有可能請美國國會來修正臺灣關係法？ 將兩岸的問題

改成一邊中國人一邊臺灣人和平解決，這是第一項。第二項是臺灣關

係法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把臺灣這個政府看過一個政治實體當作一個

國家來看，但是也不是一個國家，所以目前有人主張推動正名制憲讓

臺灣建國，用臺灣來加入聯合國，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另外有一群

人包括我個人在內，主張臺灣人是臺灣這塊土地的主人，由主人來決

定臺灣前途，這是黃教授剛有提到，是聯合國人權公約所補充的，所

以推動住民自決建國公投一部新憲法，還是改選新國會選新政府、再

用新國家名義加入聯合國，所以請問兩位是正名制憲好，還是一步到

位自決建國好，你有甚麼原因？

回答

姜皇池教授： 

我覺得有位先進指出我們一直跟中華民國牽扯不清，我不知道我

是學者，我論述比較簡單，當時有個想法是中華民國來臺灣、在臺

灣、是臺灣、臺灣是中華民國，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模式因為符合了四

個要件，然後對外主張是獨立國家的概念就有行為而不是獨立宣言，

然後檢視到所有的行為一直都以自己是個別國家跟中國有相區隔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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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家，去展現他是一個個別獨立國家的實質宣言，去避免獨立宣言

所引發的不可預測的風險和無法控制的可能結果，所以才會認為這樣

是比較妥適的方法，當然有的人會認為中華民國牽扯不清，我是覺得

可能要看看所有的公約數，國家名字是一直變動的，那個中華民國跟

這個中華民國是不是同一個中華民國 ，不是沒有可以再探討的空間。

就好像我們說借殼上市，當然也是批判借殼上市，某種層面是這個樣

子，但是考量到政治的現實所以會這樣做，法理上比較妥適。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於人權的問題，我同意那位先進的想法，基

本上自決權是臺灣最後一道線，不過你討論到臺灣人民是不是享有

自決權，就必須要討論到他是不是一個自決單元（Self-Determination 
unit），法律上是不是？ 這不是沒有探討和爭執的空間，但從臺灣總

體利益角度來看，作為法律學者我們的論述，我自己認為我們是一個

SD單元（自決單元），包括很多外國學者說臺灣是一個SD單元，但

是作為一個SD單元他們還是認為臺灣是中國大體系大國土底下一個擁

有SD單元，這是他們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整個學說的論述，這可以

作為最後的底線，那我同意很好，是不是建議有兩個是不是要修訂新

憲法甚至宣布獨立，它都是法律上非常清楚的方法，就是一刀窮一刀

富，切下去不是死就活，但是做為一個負責的執政者都不該拿老百姓

的性命來開玩笑。你不能說切下去可能會富有，但是如果變窮呢？ 切
下去一定成功，但是失敗呢？ 政策建立者在安全網沒有拉出來之前，

不能冒這個風險。我以前常在想要不要去國際法庭進行訴訟，不論告

輸告贏你都是贏，因為只有國家才能訴訟，可是風險在你不知道國際

法庭的法官是否認為你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法官認為你是中國一部

分你不是一個國家，你沒有資格進行訴訟，那事態就會非常嚴重，因

為今天包括美國或者日本、歐洲國家在內很多操作的模糊空間就會不

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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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直在說2758號決議案，確定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他

從來不敢要求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案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

到現在我沒有看到聯合國通過任何決議案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

實對中國來說很簡單，他可以掌握到多數，但他為什麼不敢提，因為

這踩到歐美的底線，所以他都模模糊糊的說。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2007年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喊2758號決議案裡面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臺灣沒有資格申請聯合國，這話一出美國是給一個正式的外交

照會說「不」，沒這件事情我們沒有說這件事情，你潘基文做為聯合

國秘書長應該維持中立。那個風險太大，你開啟這一步，不是地獄就

是天堂，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但是操作時風險太高，

你沒有辦法控制風險的時候你就不該做這個事。接下來有個問題是我

們可以做的，我要先確保我是一個人民自決單元後我要去建立三個概

念，目前我們所看到包括美國在內都主張臺灣未來必須經過臺灣人民

同意，這是我們所聽到的，但是風險是很高的，為什麼臺灣未來要經

過臺灣人民同意，可能是中國美國兩國共同決定或是包括日本共同決

定你要怎樣，然後叫你做，那時候你根本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他們

結果出來你基本上沒有反對機會，他經過你的同意但是基本上不讓你

參與，第二個階段我們是認為這個東西是可以在增進，我們希望去推

動人民自決這個概念下一步要做的是我們必須由臺灣人民單獨決定自

己的命運，因為只有2300萬的人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我們認為

要把人權概念放入去推演，這是我們未來可以做的，我們希望遊說美

國或者是行政部門，希望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說臺灣未來只由2300萬

人決定，確保我們所謂的自決權，我剛才說過法理上說你是SD單元，

有比較大的好處，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學者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中國

沒有武力攻擊臺灣的權利，如果有，是違法的任何國家都可以介入。

因為前提是他是一個SD單元，可以確保至少其他國家要介入的時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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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是沒有障礙的。所以這是我可以做的補充。

黃居正教授：

做學者我們都有光譜，我一向是最左邊。相信大多數親臺派學者

都是站在中間偏右，也不見的就要加以攻擊，也不是我說的就是最正

確的，我希望有個拉力把大家往中間拉。第二件事情姜老師說天堂和

地獄，我覺得天堂和地獄中間有個東西叫 limbo，我們被夾在中間，

所以我們甚麼都不是，都不是沒有關係，維持現狀可以，維持現狀最

後就造成精神分裂了，精神分裂就會有餿水油啦、各式各樣奇奇怪怪

的事情，所以國家重不重要呢？ 沒有國家就沒有主體性就沒有共同價

值，我覺得這就是最大問題，也是為什麼那麼急的原因。雖然不想下

地獄也不見得會上天堂，但是現在狀況顯然也不是很好。

我想要解釋一點很有趣，1952年條約中把臺灣人民當成中華民國

國民，這是很有趣的條款，可是這個條款的解釋應該是因為當然臺灣

的領土主權還沒有歸屬任何一個國家，或者說他還沒有完成自決，臺

灣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狀況就是臺灣人沒有受到任何保護，在這種

狀況下非給臺灣一個國籍不可，在當時沒有其他國家要給國籍的狀

況下，只好讓中華民國來暫時取代這狀況，但不表示臺灣人就是中國

人。所以這個條款當時的功能是在這邊，並沒有領土歸屬的意義也沒

有讓臺灣人成為中國人的意義，這部分我想藉機來說明。

最後一點就是剛有提到說選擇問題，其實我不覺得二者之間有甚

麼衝突，如果臺灣人覺得要衝一次，那就衝吧。你看看科索沃當時是

在甚麼樣的狀況下宣布獨立的，科索沃也沒有甚麼軍隊也沒有甚麼外

交，當時是一個臨時自治體的狀況下就宣布獨立了，所以宣布獨立可

能冒險，但真的那麼危險嗎？

剛剛姜老師還特別提到說訴請國際法院裁判，這一點我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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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小田滋法官，前任國際法院院長，他在退休時來臺灣訪問，我

曾經問過他說關於這件事情值不值得冒險，我可能只能給大家一個信

心，法官說「應該要」去國際法院訴訟，雖然說很多學者說到時候國

際法院說臺灣是中國一部分怎麼辦。換另一個角度來說，中華人民共

和國加入聯合國後從來沒有利用過國際法院訴訟過，因為他們不敢利

用國際法院訴訟。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不相信風險一定那麼高，我們

臺灣人是一個最會計算的民族，動不動就怕這個怕那個，但是怕的都

是負面，但是為何都不算正面的，反正人一生只能死一次！！！我覺

得我們已經死太多次了，不要真的害怕，這個東西不會造成你的滅亡

啦。謝謝。

呂秀蓮 前副總統：

我們共同走過一段漫長民主或者獨立的路。1996年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歷史時刻，1996年3月23日我們全體不管是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都去投票選出第一屆民選總統，臺灣的人民選出了總統還是依然叫做

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那次選舉之前後六個月中國文攻武嚇失

敗，美國總統柯林頓三次派兩艘航空母艦來臺灣海峽的周邊海域來協

防我們，讓我們順利完成大選，請教臺上三位學者專家，我們還會有

這樣的機會來成就我們其實國民主權已經落實了嗎？我們為什麼不能

大家一起把1996年3月23日那件盛事就宣布說我們由占領地變成主權

獨立，以那個做為一個起點向前看。

民進黨1991年的臺獨黨綱說的是如果要建立臺灣共和國需要公

投，99年的時候第一句就說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治權只及於

臺澎金馬，目前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但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相隸

屬，這四個元素任何一樣要改變，可以，經過公民投票。2007民進黨

主張正常國家化，第一句話也說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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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憲政體制、政黨關係、還有一個經濟正義...等有五項不正

常，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正常化，把臺灣建設是完整而偉大的國家，

如果把這三個歷史文件（97、99、2007）貫穿來看，民進黨是與時

俱進的。在1996年以前我們只能假設臺灣如果要獨立，要公投，96年

全民不管你去投給哪個政黨哪一派，有五組候選人，我們可以把它解

釋說也是另類的公民投票，所以主權已經獨立，所以99年的時候第一

句話就講主權獨立，我知道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對中華民國這四字很感

冒，對國旗不喜歡，國歌不會唱，國歌沒有憲法問題，我主張我們應

該發起改國歌的運動，因為現在沒有人會唱國歌了。可是如果我們還

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可能在國旗、領土方面還有得爭議，但是如果

我們不把握機會，把1996年3月23日全民藍綠共同成就的大事，請問

下次歐巴馬會派航母前後三次兩艘來協防臺灣嗎？ 這千載難逢而我們

也都默默成就了，請三位學者在法理上來界定國際公法上我們應該是

主權獨立成功，完全切割不管是占領說還是其他各種說，繼續往2000
年紀念，讓臺灣成就更完整更偉大的國家來努力，謝謝。

施正鋒 教授：

我做個結論，兩位是國際法，我是國際政治，其實姜、黃老師跟

我的看法其實是一樣的。法是形式的某種程度，到最後其實國際跟政

治的，比如說老布希的部分，當時是或不是，到底是不是條約會有解

釋啦，當然也許不公平因為我們都是英美法系之下的，今天沒有大陸

法系的，有點不公平，我是感覺這樣子，我覺得背後裡面可能更重要

就是說國際強權的合縱連橫，背後是我們內部的共識啦，我們內部有

多少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問題在這裡，尤其是國共兩黨透過洗腦，

經濟收買是另一手段，但主要還是透過文化教育來洗腦。

第二點我是覺得中華民國是不是借殼上市，我們要好好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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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不只是名目不好，其實還有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那些體制等

等，我的感覺是這樣。有人喜歡透天，有人要住公寓，有人喜歡住帝

寶，我是感覺說那種組合屋住起來不太舒服，雖然你把它叫做帝寶，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我之前說過的笑話，我們在東華接待很多中國客人，他

們喜歡喝白酒，但是白酒香料太多，就像花言巧語一樣，喝了不習

慣。好朋友喝日本清酒但是要配日本料理，紅酒是要跟老婆兩人對

喝，白蘭地又覺得有一點高不可攀。我的結論是我平常最愛喝的是金

門高粱，很好喝很潤喉隔天起來頭不會痛，前提是不要假酒就好，你

是真的臺灣人？ 問題在這邊，馬英九也說他是臺灣人啊，但是他背後

是臺灣人是在中國人下面，那假酒喝下去隔天頭痛一周，謝謝大家。

【圓桌論壇】
楊憲宏 理事長 

我們今天辦臺灣關係法35週年在這時候辦，

臺灣關係法35週年應該是在4月10日辦才對。為

什麼變成9月15日辦，我想我跟主辦單位也欠大

家一個說法，我把它說清楚，今年三月，發生兩

件事，多數人只記得一件事，是三一八學運，就

是今天坐在上面很多我們的讓臺灣民眾感到驚奇

佩服的這些學運領袖們。是的，三一八學運對

於臺灣的改變很大，其實3月14日在美國國會有十個美國會議員，他

們對於在臺灣關係法的討論非常深刻非常道地，他們已經開始用臺灣

關係法，本想說4月10日舉辦，這個想法就有點弱，因為第一是318學

運當初不曉得會弄多久，到四月才知道說原來他們要開枝散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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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高興，因為這樣就有對談空間。接著因為我是臺灣人關懷中國

人權協會理事長，我們最重要是六四25週年紀念一定要辦，所以我們

大隊人馬都過去幫忙。在這個中間我們還是討論臺灣關係法35週年怎

麼辦，後來我們共同擬定幾個原則，今天各位朋友們就跟我們一起參

與歷史性的決定。我們決定現在我們最重要是不讓3月14日美國國會

議員如此活用臺灣關係法，這觀念一定要回應和感謝。這很重要這是

第一。第二我們覺得好像臺灣人好像沒有把臺灣關係法以及臺灣的解

讀，這問題大家搞清楚，每一次我們都請外來和尚來，沒有錯他講了

很多很好意見，到最後莫衷一是我們也沒辦法得到結論。所以我們決

定今年35週年開始，既然我們要回應美國，那我們就訂出一個可以回

應的時間，讓這些論文可以發表至少給人家六個月吧，所以就選9月

15日，就是今天，這是上帝安排的。

今天在這個圓桌會議上，各位如果有興趣，我也寫了一篇論文寫

了一萬多字，把今天的很多我預測我們學者專家可能提到的事情，我

把它寫成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大多數是在交代最近世界的局勢，也回

應318和挑戰太陽花學運所提的自己國家自己救，我問那怎麼救？要

做啊！我總不能只是問啊，所以嘗試在文章中提出如何救。

要依據臺灣關係法，臺灣關係法的主體是臺灣、臺灣人民，沒有

說臺灣政府。所以要提供武器，如果我們敢出來組織民團，美國應該

也認為是要提供武器的對象，請這樣去了解臺灣關係法，不要以為說

誰選上了美國政府只對他！錯了。參看TRA第十五條，我們都是他的

主體，可是你要表現出甚麼？就是我這篇文章最後提到的。我最後提

到心防、民防和國防上，三個事情在臺灣關係法的定位裡我們都出了

問題。心防第一個就是臺灣很多人不管是他因為沒有勇氣或方法或是

被迷惑，他沒有想到保護臺灣最有責任的就是他自己，站出來告訴大

家我願意保護臺灣，就像庫德族人。我講到庫德族各位可能就精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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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庫德人差一點被滅族，為何他會守得住，因為他表現出我要為

我的族群奮鬥，那周邊的這些國家不管誰要打我，我願意拿起槍來護

衛我自己，那槍怎來的，天上掉下來，美國空降直接丟武器丟物資，

那在臺灣關係法中寫得清清楚楚。TRA第二、三條的條文就是庫德

族，只要你表現出你要護衛你的國家民族的命運和主權，美國就會幫

助你，這個國家好像沒有訂庫德族關係法吧？可是他也是要提供啊，

更何況是臺灣關係法，所以要注意到這一點。我們也警告馬英九，你

非臺灣關係法唯一關切的主體，我們也是。天塌下來你不願意頂，天

塌下來我們頂，這是我們會議最重要的一點。

我就說這樣當作開場請雲程先講。

王雲程 先生

臺灣關係法是我在追求臺灣領土地位變遷不

敢碰的東西，但今年開始不得不碰了，臺灣關係

法對我最大的疑惑是為什麼是臺灣？以及它是甚

麼？他是很特殊的東西。大家都知道臺灣關係

法，但其他國家有沒有關係法這種東西。

如果國軍占領菲律賓你會遇到甚麼事情？馬

上我們臺灣人就轉大人。意思就是說，這句話是

誰說的，是憲宏兄在一個場合說的。我們都是在被統治的角度來看，

我們去占領菲律賓，我們就知道人家怎麼看我們。有人說臺灣關係法

一點都不特殊，他舉的是美國香港政策法，是這樣嗎？事實上還有另

一個東西，波多黎各人的聯邦關係法，我覺得波多黎各人-聯邦關係法

跟臺灣關係法比較像。論文裡面有講這些東西。也就是說取得領土後

就要治理開始管理，水溝不通、有人打架這些你都要開始治理。領土

對本國之利益與意義、領土、當局與本國之憲法關係就會出現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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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軍隊出去，軍隊是本國憲法在管，本國軍隊在海外，將在外君命有

所不受嗎？不行，麥克阿瑟就是這樣被換掉的，這必然有一個關係，

這關係是甚麼？這個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是防國防軍隊出門。還

有這塊領土的治理有基本法和組織，最終標配是甚麼如何過渡。這些

都是立刻會遇到的事情。

以波多黎各的個案來說是美西戰爭後取得領土後經過三個法律最

後變成授權自治，然後他們公投制定憲法。他的憲法都是美國所授權

的。

治理要有治理的機構和法律，所以這叫基本法是要有治理機構和

人。英國取得印度，讓印度人來參加英國國會的選舉嗎？那完蛋了，

英國女王法上被推翻。所以他們會採取一種有限制的民主，那這個治

理以軍事總督為上層，三權在他下面，他在掌管三權，當然有一個政

治委員會。例如1945年8月13日，美國總統指派麥克阿瑟來受降，投

降日起天皇與日本在麥克阿瑟麾下，美國總統管麥克阿瑟，麥克阿瑟

管天皇和日本政府。那我們臺灣既然是終戰的戰領，我們的總督長官

在哪？基本法在哪？監督者和綱要在哪？因為是麥克阿瑟叫蔣介石來

占領，占領的監督者，那監督的綱要在哪？

一般來說三權分立總統是行政權，三權是在一個水平上，然而中

華民國憲法是總統最大，三權在他下面，這東西憲法架構正好是跟占

領區基本法架構一樣，可以直接轉用。請大家注意日本帝國憲法。如

果說ROC憲法等於基本法會像怎樣情況，占領區治理需要一部基本

法、在臺灣有一個當局以ROC名義在運作，可是看不到憲法，所以應

該有的東西我們卻看不到東西，所以我主張我推論如果ROC憲法實際

上是臺灣占領區的一個基本法，事實上ROC憲法在中國制定於1954年

然後197幾198幾已經第4度被廢止掉，這個中國憲法已經死掉了，但

他在臺灣以實際基本法占領法的角色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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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蔣介石是受委託來占領的，蔣介石在臺灣這一塊是有一

個基本法的時候，他們也要有一個基本法的綱要，我的主張是ROC憲

法就是TRA。他的上層管理就是舊金山和約。

TRA很有趣，他叫臺灣關係法，事實上不只是聯繫臺灣，他聯繫

人民，他聯繫的不僅僅是臺灣人民還也聯繫中國人民，可以把它當作

上海公報的東西，可是他又多講了一句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所以

說TRA一點都不特殊的人在這時候應該說這時為什麼會跑出這個東西

來。當訂了舊金山和約時同時訂了美日安保，當訂了沖繩返還時，訂

了紡織品跟基地問題，這個天秤又沒變動。

SFPT體制的全貌，他是政治的資產負債表，借方有甚麼東西，貸

方也會放一個東西。所以臺北合約是整個SFPT下所授權出來的一個

東西，但是TRA又講了一個東西很令人納悶，臺灣的前途就是區域安

全，而且是國際安全的事物，西太平洋地區正好是太平洋戰區。既然

這樣，臺灣是整個國際下面的一個角色，臺灣的未來與全球和西太平

洋戰略轉換有關。

為了這個地緣缺口，所以美國有了重返亞洲和印亞太武的戰略。

中蘇如果在一起是跟美國對峙的，很累，把中國爭取到美國之後，

就可以兩面夾攻蘇聯，蘇聯就完蛋了，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戰略。但

是中國扶植起來後，你沒有順便扶植印度和日本，現在中國也開始跟

非洲和中東，為了要連結這兩個，他布置珍珠鍊，珍珠鍊是這樣出來

的，然後珍珠鍊在中國民族主義中取得了正當性。但是珍珠鍊如何跟

核心利益混在一起看，但珍珠鍊航道太長了，1萬多公里所以需要有

防衛，缺口或出口分別是巴基斯坦、緬甸、南海、巴士海峽、宮古水

道。所以中國會說西藏是核心利益，南海是核心利益，臺灣是核心利

益，甚至現在還開始說東海如同核心利益一樣，整個圖就清楚了，但

是他有一個南方的斷點，2014年1月26日解放軍第一次走到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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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南海和東海對於中國的利益是不太一樣，南海的意義是要

承接資源，經濟利益大於安全利益，布局印度洋，東海的利益是安全

利益大於經濟利益，布局太平洋。也就是說中國的精華區是在沿岸等

於說肚子獻出來了，所以他必須讓A2/AD把緩衝區衝出來，所以我認

為南海是經濟意義大，東海是安全意義大。A2/AD是這個東西，你不

可以進來，你進來我把你踢出去，我認為PRA的作戰區域作戰前會先

拿臺灣，不然會腹背受敵。

美國沒有及早扶植印度，因為印度太重要了這邊跑就到東非了，

這邊跑就是中東，這邊跑就是中亞，這邊跑就是南海以及中南半島，

他是在十字路口上，這麼重要，結果你扶持日本反而不夠力，所以布

希後半期開始在扶植印度。問題是美國的領導權不太穩定不明顯，造

成同盟緊張，但是最近越來越明顯，歐巴馬前六年是不明顯的，全部

都在扇形內，美國開始在動作時，力量是一層一層，臺灣在這裡，

臺灣很重要的，越重要的就越不說。美國的圖像會不會是這樣，美國

退，慢慢交給日、印、澳進？最後變成一個最大的後備力量，等大家

打的很累時再出拳。

最近逐漸出來的是新絲路經濟帶，是接著俄國的歐亞聯盟，中間

有些土耳其、伊朗等國家也在內，中國說那我就做一個經濟帶。這

東西和冷戰圍堵、海權和陸權是重疊的，我想講中國雖然在這一二

十年在海上投資了很多錢，為了要投資這個之前也先弄了陸地上很多

國家的邊界協定都做好了，所以發展海域，現在政策又跟俄羅斯有點

接近，所以我覺得它定義自己是一個陸權國家或是海權國家有一點猶

豫，但是兩邊投資是穩死了，即使美國那麼強大的國家，他還是沒有

在陸權上發揮，他還是發展海權。你想想看他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甚

麼他很麻煩。

臺灣人的努力，眼睛也要看著這個東西，才不會講出人家無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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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話而無法爭取到盟友，要與全球與西太平洋戰略轉換接軌。謝謝

大家。

黃帝穎 先生

主題是民主原則下的臺灣關係法。民主是一

個普世價值，你跟美國人說我們主張民主，沒人

會反對，民主是一個普世價值，我們知道說民主

原則的內在價值是全球國家公權力的行使都必須

受到民主原則的拘束，這可以用來討論臺灣關係

法跟臺灣前途的問題，這是符合臺灣要做自己主

人最大的利益，包括美國國會的立法行為，乃

至於我們政府對於臺灣前途與臺灣主權的定位這部分都必須受到民主

原則的拘束。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國內法是用來確立美國人民

跟臺灣人民之間商業、文化跟其他的關係，但拉高到民主價值來看，

回到民主原則拘束下，美國制定他的國內法他當然會有對外具有鞏固

民主的內在價值，這是我們必須用來好好利用維持臺灣利益的最大論

述，所以在民主原則論述之下臺灣前途當然由臺灣民眾決定。呂副總

統有說到，中華民國憲法或是臺灣是否是主權獨立的問題，其實用現

行的法規來看我們在歷次修憲、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的情況下，

在公法上是民主正當性的賦予對於中華民國憲法大家對於這個名稱

有疑義，但目前而言他是現行有效的法律，也就是說這個有效的法律

有幾個功能，第一因為有歷次修憲總統和國會由人民選舉賦予民主正

當性後會有部分效力，再來對於目前世界民主國家在看的不管人權條

款或是民主法、民主原則或是法治國原則，我們拿來使用也會有正當

性，再來可以拿來用的是馬總統整天在說的捍衛中華民國，我們如果

能巧妙運用，能有以子之矛的功能，在法律上我們要怎好好利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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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來確保臺灣最大利益，是目前我們所關注的核心。民主原則以臺

灣關係法來定位臺美關係，美國作為全世界民主進步國家之一，它的

立法精神有民主為核心的內在價值，可以促進臺灣的民主發展和維護

臺灣民主的主體性。民主的意義，國家的統治權正當性是來自人民，

權力有回歸人民，學理上叫民主正當性的回溯連結，就是說他做的任

何行為都要回溯的人民的意志，不能異脫人民的意志，馬主張一中，

但是人民沒有同意，如果涉及主權的事情，你說一中讓全世界誤以為

臺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不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我們

人民沒有同意這件事情，他是不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

回到體制上來看，總統在憲法職權是看大法官釋字627號解釋，這

號解釋其實就是阿扁的刑事豁免權的解釋，他裡面很清楚地去談總統

的憲法職權其實是行政權的概念，但過去威權時代如何理解？是高高

在上的，可以代替人民做任何決定，那是一個上下隸屬關係，人民隸

屬於總統那是上個世紀，現代是總統與人民是對等，在整個法秩序下

他跟我們是對等的，上個世紀是上下隸屬好像它可以幫我們決定，但

到這個世紀，現在民主法治國家在說的，他沒有資格代替我們處理主

權變更的現象。

再來看臺灣關係法雖是美國國內法，但是他對臺灣有鞏固民主的

效力，臺灣關係法就是賦予美國政府維護臺灣現狀和和平的積極義

務，在民主原則的拘束下對於臺灣民主現狀美國政府就有鞏固的基

本義務，代表甚麼？臺美目前的法治的狀態就是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決

定，非總統一人可以決定，也不能用他國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

片面來宣布，這是一個民主我們應該要好好探討的基本原則。我的論

文有談到民主正當性傳遞的三種模式，其是這個是德國民主國原則提

出之後，的檢驗方式，但是因時間關係，這個可以拿來檢驗馬政府所

做的行為符不符合民主原則，我裡面有初步的檢驗法，全部都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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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以大家可以來做參考。

再來要說的是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決定，在民主原則下，可以拘

束馬總統的一中或是一國兩區。為何會有這樣的論述，我們都知道國

家主權在先進的法律理論下非單純法律保留或是行政機關可以直接決

定，他是需要經過全體人民同意的，這是國民主權的基本價值，德國

憲法學也有人民保留理論，就是說臺灣人民做為國家的主人，雖然投

票給馬英九，但不代表授權馬英九可以處理有關臺灣主權的事情，只

授權處理有關總統相關的職務，但是並不能代替我去說臺灣主權跟中

國來決定，或是一中，這是沒有包括的，我們沒有委託他來做這件

事，所以簡單來說人民保留理論就是說，國家要如何做變動是人民才

可以決定的，不是總統可以決定的。臺灣前途要臺灣人民來決定，從

民主國家的思考來說就是公投，這是民主程序上的要求。在這程序上

要求立委總統無法說臺灣前途，這是臺灣人民才能決定的。統一或是

獨立的公投，主權的事情要人民來決定，不是總統和立委決定。

但是很多人來說要跟中國統一呢，有無這個可能性，我跟各位說

在目前民主原則下是不容許這件事情發生的，因為我們目前叫做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在大法官釋字499號中他告訴你，只能往前進步不能倒

退，已經是人了不能倒退回去做猴，中國本身在民主和法治部分，他

沒有人權保障，你不能選擇跟民主法治落後的地方去選擇統一，這是

防衛性民主的基本概念，是由德國來的概念，美國沒有這個思考是因

為他們沒有經過民主毀滅民主的過程，他的歷史經驗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德國有，當時威瑪憲法，威瑪共和是民主國家但是他們人民用投

票的方式選出希特勒，把德國帶向民主滅亡的結果。德國人思考民主

選舉結果選擇毀滅民主讓獨裁出現，是不行的。在德國防衛性民主的

概念，臺灣大法官也把它抄進來，會導致臺灣前途要跟中國統一，在

現行民主架構下是不允許的，因為會牴觸防衛性民主的基本概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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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容許毀滅民主，現在民主法治的制度下是不能跟中國統一的。

全世界國家普世價值是民主原則，美國雖用國內法來定位臺灣關

係，但美國是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美國的立法精神是要以民主價值為

核心，這樣可以促進臺灣民主發展和價值的維護，我們要用民主原則

來妥善利用，讓一中、一國兩區事實上會引響臺灣主體意識的事件得

到一定的拘束。這樣的情況臺美法治都可以確立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

決定，臺美政府都應該依照法律規定來保障臺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

生活方式。

傅偉哲 先生

大家午安。我想我今天要談的角度會從三一

八反服貿到我們怎去看臺灣關係法下的美臺關

係，這場學運到後面大家的詮釋有兩部分重點，

一部分重點是黑箱服貿民主審議程序上的重大問

題，另一重點是反服貿背後是我們經濟主權受侵

害的問題，最後是影響到對臺灣國家主權造成潛

在危害的事情來談。坦白說反服貿運動並非只有

在這場學運才開展，事實上在更早之前有反旺中併購案等等之類的，

其實在之前中資就用各種方式進來臺灣，不管是在媒體業或是透過馬

政府執政以來，透過ECFA框架之下陸陸續續跟中國大陸簽訂更多的

自由貿易協定，在這過程當中是影響臺灣整體產業結構最大面積的，

但一開始沒有受到臺灣關注，但是影響程面是很大的。所以我們當

初要反服貿時某種程度是基於一個焦慮，一個最大的焦慮是中國可以

買下所有的事情，特別是占臺灣就業人口最多的服務業的話，那臺灣

年輕人未來就業何去何從？更不希望說我們未來投資的環境臺灣創業

的機會要跟很多中國大陸的廠商做競爭，並不代表臺灣年輕人不願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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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但是這是不公平的競爭，這競爭條件是相對於臺灣市場是不公平

的。

其實反服貿運動有反全球化的色彩在內，他不是單只是在守護，

臺灣的民主而已，是整體上對臺灣這幾年來馬政府執政之後，在政治

上與中國和平經濟發展，實際上經濟上綁死在一起。例如臺灣在談產

業空洞化，大家最常舉的例是香港，香港回歸後產業一直外移。臺灣

在反服貿這件事情上我們從香港上看到縮影，所以其實我要談的重點

是經濟主權是未來我們這一個世代需要嚴肅面對的問題，某種程度上

在法理上和國家主權上似乎是得到某種程度上的穩固，可是呢？更根

深蒂固的問題是臺灣經濟主權上的穩固。談這件事情同樣來檢視臺灣

面對美國的關係上要用類似的標準來檢視，在談臺灣關係法時我會集

中在民主發展、軍售、經貿關係是一個課題，我自己關心的是經貿關

係和軍售，我們在反服貿上在面對美國會有一個一個弔詭，我們可以

說反對跟中國更緊密的經濟交往，我們主張對RCEP暫緩外，但是否

可以用同樣標準面對美國的TPP。

現在臺灣跟美國我們也一直推動說要簽TIFA就是臺美自由貿易協

定，自由貿易協定過去跟美國簽的非常多，你要認真檢視臺美自由貿

易協定也對臺灣社會也造成一定影響，比方說臺灣農業來說，在加入

WTO前就和美國簽很多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農業部分，造成臺灣

糧食自主率只有30%，某種程度上我們在談另一個概念我們叫做糧食

主權的概念，臺灣糧食自主率嚴重不足，也就是說大量依賴進口。效

果是我們也不需要打仗，只要任何一國家封鎖臺灣，不讓臺灣進口食

物，臺灣就會先投降了。

我要談說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很根本上面說，第一個我們過去會

把糧食看成人民上面的滿足問題，我覺得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糧

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問題。我要拿這件事情同樣來檢視說美國臺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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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法來主張對臺灣很多的利益，臺灣在這基礎上我們是否能把持住自

己能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必須要有經濟自主的權力為談判

的底線，這是我想要拋出的重要問題，具體上來說，我對於軍事國防

我很好奇，大家知道漢翔已經民營化了，他是保留臺灣一部分可以研

發製造飛機的一批人才，有一陣子有機會去漢翔園區跟他們聊天。

他們說現在臺灣這一批技術人員都被韓國挖角過去了，臺灣知道

怎麼做飛機的這一批人都不在臺灣了。我那時候就在想主權自主，人

心如何奮起，臺灣如何獨立，我自己覺得說從根本上就可以做了，我

們應該發展更多讓臺灣自己產業可以自主，國防是一個很重要的東

西，當然發展國防，美國雖會給壓力，但是這才是一個長久之計，不

能老是要靠美國賣武器給臺灣。臺灣人民要自己想出一套，美國今天

不願意幫你忙時，我們能不能自己存活下來。這是我們這個世代要面

對的，所謂追求臺灣獨立，追求臺灣自主的重要課題。以上分享謝謝

大家。

妖西 先生

大家好。我代表福爾摩鯊會社來參與協辦與

宣傳的部分，自覺目前成果還不錯。通常剛性的

題目，參與的不會那摩踴躍，特別是年輕族群，

但我看現場年輕族群有一半以上，所以我覺得滿

高興的，我參與協辦時還滿緊張的，這活動好剛

硬。臺灣很多年輕人對此議題很陌生疏遠，甚至

我都很懷疑，我是聽過臺灣關係法，但對他是一

個美國國內法，包括他跟臺灣在古早以前簽協定還是甚麼，能夠區分

的年輕人有沒有三成我都沒有把握。很多人都不知道臺灣關係法，這

是我參與協辦一個很重要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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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傅偉哲一樣都是認識很久了，在太陽花之前就認識很多年

了，我想先從太陽花開始說。太陽話發生在三月，三月有眾議院根據

臺灣關係法舉辦聽證會，但是太陽花跟TRA完全無關，在過程中也

沒有人提到臺灣關係法，太陽花只針對服貿。但九月的研討會好像將

兩者做了連結。早上有老師提供了我一個很好的答案，許忠信老師從

ECFA來談，認為TRA保留了模糊的空間，並沒有說哪一種和平安全

的穩定，可以是政治軍事也可以是經濟的，所以TRA可以跟ECFA有

關連，所以也可以跟太陽花有關聯。因為服貿是在ECFA的框架下後

續的牽涉到臺灣經濟和平與經濟安全與穩定跟中國的協議。

臺灣前途我會分成內部和外部的問題。臺灣前途內部問題，尤其

太陽花後，應該是要回溯到08年，這點要感謝馬總統，因為沒有他我

不會認識到像偉哲這樣的朋友而且不會聚集在一起，我要以打倒國民

黨為使命。08年是我人生轉捩點，我本身念哲學的但跑來搞社會運動

跟政治。我會這樣看，從08年以後其實陸陸續續從反媒體壟斷、大浦

到最近大統食安、地溝油、十二年國教，510遊行，年輕人失業率快

一成然後都領22K，這些都是事實，環保方面有核四，都是在08年之

後有大型的街頭運動出現，所以在內部問題上你可以關起門來，剛剛

黃帝穎有提到所謂內部的臺灣民主化，相信臺灣會越來越好的。

另一個是外部的問題，這部分是非常弱的，在運動圈也好，在年

輕社區甚至在全臺灣人對於國家安全、國防、軍事、國際地位等國家

主權和認同，另一個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個人之於世界」，人生

存在世界上他之於世界，個人能生存在世界上，他尊嚴的問題。我個

人臺獨論述是從個人尊嚴出發，臺灣要獨立的主要原因是臺灣人會因

為這樣子才真正是活得像個人有尊嚴，尤其是從中華民國殖民體制的

前提下來理解的話，這是我認為比較牽涉到外部的問題，像是國防國

際地位，年輕人無從了解起，除非你是政治系的，有唸到國際關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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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比較了解國際地位。一般人出國也就是去玩，出國就是吃吃喝

喝也不會特別注意，有一種情況例外，我本來是一半被啟蒙在大學時

臺灣意識就開得差不多了，但也是真正出國留學後，才深刻體會發現

臺灣真的不是一個國家。我有幾點要回應：

姜老師最後一張投影片認為是不應該主張臺灣關係法修法，針對

這一點我的看法是當然不認為去遊說美國或修法，但是我不知他的立

場是連提醒美國應該要落實TRA都不要做呢？還是只是不要修法。他

的影響是希望讓沉睡的獅子繼續睡。

我看了TRA的條文，第二條的部分提供臺灣人民防衛性武器，他

寫在裡面他要落實阿，臺灣應為這樣子我們是否要修法，修改人民

持有武器的權利，這是臺灣自己要思考的，我覺得是可以倡議的方

向，可以當作TRA的國內配套法。我是覺得說我們要提醒美國人要落

實TRA，提醒美國人臺灣有這樣的聲音。也提醒政府要買武器，因為

兩岸經濟依賴外，軍事差距也是，越來越惡化。包括民防組織我會落

實，年輕人會很有興趣，除了玩還可以保家衛國。

主權問題簡單回應呂副總統的談話，呂副總統認為1996年後臺灣

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不太能接受，但96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上

尤其是臺灣民主史上的事件，臺灣民主史重要事件、很多包括野百合

事件，美麗島事件，但若因此視為此事件後臺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

家，會出現很立即的困擾點，就是那要怎看08年二次政黨輪替萬惡的

國民黨回來的問題。把96年的民主化視為臺灣正式獨立，那我要怎麼

理解民進黨的回來，民進黨的回來會有高度的正當性，包括現在所做

的事情也會有高度的正當性，這代表日後不管誰回來執政，清算國民

黨的力道就會少很多，我們能回溯的東西會非常少，我們認可他已經

是獨立之後獨立後，選出的總統，所以他有很高的合法性，所以他做

出來的東西當然是有合法性的，我認為會有這樣的疑慮。因為我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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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國民黨軍隊及在臺灣的治理一直都沒有正當性，對我來說我的中

華民國國籍不是與身俱來的，因為中華民國對我不友善，我認為我是

被迫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如果可能，自己國家自己救。

吳崢 先生

大家好。從三一八運動開始談起，318運動

的主軸是反服貿，服貿會讓臺灣喪失經濟獨立的

一個協定，我覺得服貿本質是讓臺灣被併吞到整

個中國體系，以中國為主要框架的經濟體系之

下。雖然說三一八運動時沒有很大聲地直接去說

臺獨這樣的字眼，從維持臺灣經濟獨立去抵抗中

國，不但讓臺灣維持主體性不受其他國家影響，

我覺得三一八運動底下是隱含臺獨的意識。臺獨的知名度與接受度是

比運動前上升的。我的觀察是臺獨運動或概念是小眾的概念和菁英的

論述，一般人對於臺獨的認識甚少的，尤其是過去在黨國把持的傳媒

與義務教育系統底下一般人很容易覺得說是一個很激進的主張，不過

我觀察臺獨運動發現倡議者似乎很多年齡層是在座長輩的世代，但中

間好像有一個明顯的斷層是很多中生代的族群參與臺獨議題比較少，

跟歷史背景、戒嚴和白色恐怖有關。現在看起來又有一波臺獨運動的

浪潮正在展開，比較多年輕朋友都加入這塊議題中。我自己觀察這兩

個世代（老、新）在臺獨運動論述和著力點是不同。

發現年紀比較大的長輩世代著力在法理臺獨，例如向臺灣地位未

定論等等，我這世代年輕族群一方面是法理臺獨論述知道少，另一方

面出生時候就看到一個相對是比較民主自由的臺灣，至少以內部來講

他是以一個正常國家來運作，看起來像正常國家，我們這個世代我覺

得大多是一種實然上的臺獨，是一個很自然的感覺，我的出發點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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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既然我們是自由人是一個有自由有

尊嚴的人，既然我們以一個自由人的群體聚合在一起那當然是一個自

由的國度，臺獨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自然和天然的東西。既然兩世代

間論述上不一樣，我覺得說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如何讓兩世代連結再一

起，那當然只去談說本來臺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會有論述上深度

和面向的不足的，但很多時候我們直接跟別人說臺灣地位未定論是美

軍的占領地現在是被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占領，他原本是要託管但

是被他占領了，這東西對一般人來說是太深的理論，一般人不容易直

接吸收他，因為這跟他成長背景差太遠，在宣傳論述上在臺獨客觀看

起來是小眾運動。運動成功的關鍵是，力量要做大，要有群眾基礎，

所以要調和兩種論述，走一個折衷的路線而非激進方向，甚至很多人

政治人物會講說批評中國說，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事後獨

派的朋友會說臺灣怎麼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根本就不是，我們現

在啪啦啪啦........講很多。

我自己覺得以宣傳策略上考量可以接受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

說法（老獨派會說一堆他是在上） ，我舉一個例子，美國還在種族隔

離的時代，黑人領袖要去推種族平等的運動，一種論述是他跟大家講

說，我們現在都是奴隸，沒有享有一般人的權力，但是我們想要這個

東西所以我們去爭取，後者論述我們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所以我們現在

遭遇到這些壓迫都是不應該的，我們要站起來打倒他，我是覺得說後

者的論述在臺灣現今面對中國壓力，此種說法可以有更大宣傳力。其

實臺獨運動在推展的時候是可以更為柔軟一點取得更好的成效。

說回來今天的主題臺灣關係法，大致上包括314的公聽會上，很多

的眾議員都對臺灣關係法以及臺灣的現狀表達了他們的觀點，我自己

看發現很多他們的觀點非常深入而且甚至比很多臺灣人或政治人物或

是政黨要採得更激進，像是他們裡面有些人很直接的表達說援救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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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事情上的關切，那我覺得在臺灣敢大聲講這個議題的人反而相對比

較少，然後Ed Royce 很明確講說希望讓臺灣來加入TPP，不只是經濟

上的關係而且是政治上同盟的形成，一個政治框架的協定，其實這都

表達出一種對臺灣的重視，我覺得臺獨運動在推展的時候，對美國有

共同的利益在基於防堵中國勢力有一個交集，所以很多人會期望說我

們可以從美國這邊得到援助，但是我自己看這場314聽證會我的感覺

是很多眾議員都在裡面花很多時間表達他們對臺灣的重視，不管是戰

略地位的重要還是合作夥伴，但是我會覺得說他們對臺灣的重視是當

然一方面是臺灣的戰略地位，然後臺灣包括有了民主制度，我覺得都

是比較外在的東西，就是臺灣它的優勢地位，臺灣作為美國一個可靠

而且可以信賴的盟友，臺灣有民主制度等等等等，但是在臺灣一些國

內的問題上，像是貧富差距、社會正義、轉型正義這些就不會是他們

主要關切的重點。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當然重視他的核心利益，那臺灣對他有

價值的就是第一個是保衛臺灣符合美國核心利益，然後再來臺灣一直

跟他是一個長期可以配合的有良好互動紀錄的盟邦，但是對於美國政

府來說在比較積極面上它需要是一個可以穩定合作可以信賴的朋友，

至於這朋友有沒有過去有些不良紀錄，在國內有沒有做一些不好的事

情，不是他們最主要關切的。

然後包括在314聽證會上來的國務院代表Kim Moy，他們多的回答

是非常保守的，所以美國官方立場其實非常保守，所以就是在積極的

意象上，第一個是說臺灣轉型正義臺灣獨立的推動跟美國核心利益是

相對有一個距離的，這部分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第二個是說，在臺灣

關係法上和包括美國一中政策主要強調的是說，他其實是一個比較被

動性的東西，他是逼你美國政府要一定要在一個底線之下去達成一些

承諾，但他不是一個主動推動他的東西，所以包括美國一中政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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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關係法都講說，臺灣中國關係要和平解決，那所以一來是主動面

相上不會介入太多，但是第二個是被動意向上，只要臺灣中國之間維

持一個和平的互動，那至於很多走向我們不樂見但是或許對美國來說

其實他相對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覺得不論是我們要去推動臺獨

還是防止現在的馬英九政治繼續去把臺灣推向傾中的面向上，我覺得

不只是美國，我們必須自己要更努力，那其中的起點就是今年11月29
日的九合一選舉讓國民黨一個全面的失敗。謝謝大家。

許立 先生

大家好。我是臺左維新的總召許立。我就只

代表我和臺左維新，分享一些從臺灣關係法到臺

灣現狀的看法，其實以我個人角度來看，我是從

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才認識到臺灣的一些處境，

其實臺灣對於一些主權問題的近憂，應該說是

面臨中共越來越試圖想把臺灣納入版圖或是試

圖統一臺灣，可是統一的面向有很多，目前從

ECFA以來各種的跡象來看，最有可能是以商逼政的角度，從經濟上

控制，最後達到政治上控制，最後是一個實質上的控制，到最後比較

有可能狀況是看起來比香港好但實質比香港糟，你會留著一個中華民

國的旗子但是經濟受制於中國，你有選舉可是你的選舉要透過某種程

度報備，這是以我看來比較有可能的狀況，其實面對這種以和平的實

質統一來講，我們有沒有有效的提供反制呢？以臺灣的現況其實就這

樣子，我們面對了這麼多跡象，像最近中國車可以掛中國的牌在臺上

路其實這就是一種主權宣示，再加上其他貨貿、服貿的談判。

臺灣關係法其實在我們看來是一種潛在可以用的工具，但不是我

們唯一的依靠，算是工具但是我們使用工具的人要先建立起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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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法裡面有講依我的見解重點核心是確保美國利益，美國利益取決

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平這兩字才是重點，那麼在和平的狀況下，

統一未必不會牴觸到美國利益也說不定，最後還是要看我們自己的意

願是不是有辦法獲得表現或是在執政方面的表現。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馬英九已經當選了兩次總統，尤其才2012年

在施政滿意不好的情況下也繼續當選總統，然後我們以比較希望能夠

堅持主權或是能夠推行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卻沒有一個方法能夠去反

制，從體制之內去反制他。我要講的是臺灣問題不只是外患，其實體

制也有問題，當這個體制我們可以說臺灣超過一半的人不希望跟中國

站在一起，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論用甚麼方法以中華民國維持現狀

的方式或是以臺灣統一建國的方式，超過一半的人應該是都不希望跟

中國在一起，可是我們卻面對國民黨政府的促統卻無法反制，這指出

了這體制是有問題的。

說回來以我們的看法是體制的問題再往其他推演也會發現，你這

個體制讓臺灣人民無法取得足夠的代表權，用一個方式來比喻有一輛

車子大家都是乘客，雖然大家可以投票去選誰可以來開這個車，可是

這個車基本上是要有黨證的人才可以開，然後或是說偶爾有些沒有黨

證的人想要把車開往另外一個方向的人偶然開上了這個車，可是他旁

邊有黨證的人或其他受黨證影響的人會給他撤走，我們也在2000年以

來看到這個狀況，所以就是說中華民國這個體制他有自己的完備性，

他不排斥主張臺灣獨立的人選總統，但是選上了之後他卻用這個體制

完備性去阻止了臺灣往獨立的方向去運作。

所以這是體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繼續看可以發現這個體制

不只是對國家主權有問題有關係，甚至也對於民生、經濟、文化層面

都會有壓迫，說到最後臺灣是不是，臺灣的走向到底是甚麼，我認為

獨立之外就是建國，建國就是連我們中華民國這個體制都要充分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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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甚至做一個推翻的動作，其實以臺灣現況我同意吳崢說的強烈推

動臺獨還是小眾，大部分人其實是有一口飯吃，吃不飽餓不死假日可

以出去玩就差不多了。臺灣人大部分人沒有要窮到挺而走險，也沒有

足夠的錢或經歷去實現自己夢想去達成一種志業，那這種狀況其實追

根究柢也是跟這體制有關係，以臺左維新來說，從非暴力抗爭的訓練

來跟各位分享，其實一個必要的手段是要讓人民認識到處在一個甚麼

樣的苦痛，必須要讓人民認知到你這種吃不飽餓不死有點小確幸的狀

況跟你還沒有獨立建國是有關係的，這樣才可以真正的才可以去決定

我們自己未來的命運，最後我用一句話來總結因為臺灣的前途要由臺

灣全體人民決定，所以臺灣應該要獨立建國。謝謝各位。

賴品妤 小姐 

大家好。我過去也是從反媒體壟斷之後才開

始接觸到社會運動，我可以分享這段期間我看到

我觀察到甚麼，像是前一陣子受北美臺灣人教授

協會和FAPA的邀請，所以去美國和加拿大去做

一個巡迴，在這中間我們也接觸了許多美國當地

人或是在當地的臺灣人，然後交換了很多想法，

我認為這些事情就是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些經驗帶給我甚麼樣的啟發。從2012年開始參與反媒體壟斷到去年

318一起參與成立黑島青，那其實在這中間的過程，坦白說是一件很

困難的事情尤其像是黑島青，因為黑島青打的議題是ECFA架構下服

貿、貨貿和自經區，這議題牽涉到很多產業很多不同面向，需要很多

資料和時間理解。

318有件事情讓我有所啟發，就是說我前面有提到過去做運動時

我感覺是一直是埋頭苦幹，我自認是很辛苦，但是好像我的辛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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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相對的回報，那三一八有個非常厲害的地方是說，我們有很多的

外媒組，我認為這場運動能搞到那麼大，很大的原因是跟旅外臺灣人

或是跟國際媒體的聯繫十分暢通，這件事情也讓我覺得說，但是我也

知道臺灣的地位跟國際情勢很有關係，但是我覺得這東西當你沒有真

的去接觸的話，可能就是一個教條然後我知道有這個事情，但是不會

有深刻的體會，那時候的外媒組就讓我思考說項黑島青算是左獨，獨

的話希望臺灣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左的話我沒有到說要無產階級革

命，但是我們認為現行臺灣社會其實對於發展的想像非常一元，大家

對於發展的想法或是政府講出來的話都是要拚經濟然後不斷的發展發

展再發展，但是這中間其實犧牲了很多弱勢，然後有很多事情是我們

不樂見的，所以我們希望去改變這樣的風氣，以黑島青這樣的立場也

讓我開始思考說，獨立不是我們埋頭苦幹就可以成功的，我們要成功

當然也需要很努力，但我們可能需要跟國際友人更多的接軌。

這時候我們有受到NATA和FAPA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可以和在

國外的臺灣人有所聯繫或是遇到一些國會的人。在這中間分成兩個來

說，像是臺灣人的部分，到海外時，海外臺灣人都有一種焦慮，他們

常問我們說我們都很關心這件事情，但是我們可以做甚麼？感覺我們

只能捐錢但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但是事實上只能捐錢嗎？不是阿！

我們後來覺得至少我們在跟當地的青年談論這些，我覺得大家都很有

自己的想法也很希望為臺灣盡一分心力，在這中間我們也提出一些具

體的想法，例如我們希望海外青年能自己組織起來，並且跟臺灣保持

密切聯繫然後因為有很多事情只有他們才可以做到，例如國會遊說，

像是國會遊說這件事情我們在臺灣就沒有辦法做到，那或者是說我覺

得臺獨不是關起門來在玩的地方，如果我們想要臺灣變成一個正常國

家，那我們勢必要跟國外的人表持良好的合作聯繫，基於這樣的立場

我們有提出一個蠻有趣的計劃，我們認為有志於臺獨的臺灣年輕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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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計畫滲透其他異議組織或是社運團體。因為你平常也要去參與人

家的議題，你要去關心他，比如說土地議題，臺灣人可以去關心當地

的土地議題，久了人家一定會好奇你不是美國人為何要關心美國的土

地議題，這時候你就可以跟他解釋，我是臺灣人臺灣其實有類似的狀

況，然後再順道去提說臺灣在國際上的困境，進一步去爭取其他人的

支持，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發想，我也非常鼓勵大家去做。

另一件事情是我們有見到一些國會議員，我發現一件事情，見了

那麼多國會議員給我結論是我們很難去用理想和理念去說服別人，因

為現實來說他們既然是美國人，看這件事情會以美國利益去出發，所

以說我覺得在國會這一塊我們大家還是可以說我們的價值，但比較好

的方式是可以去說服他們說支持臺灣可以獲得甚麼樣的好處，這好像

跟過去的狀況不一樣，過去比較常聽到的是向美國議員說我們臺灣目

前的狀況是怎樣希望得到得你們支持，但是都沒有去想到美國的利益

的是甚麼。

臺灣關係法是1979年訂定的，不可否認過去剛訂定二十年間對臺

灣有很大幫助，也帶給臺灣很大的進步，但是隨著那麼多年來我覺得

有很多的發展是當初訂定的人沒有想到的，比如說中國的崛起，它們

挾持巨大的資本去捲席周邊的國家或是全世界，這東西是當初法案訂

定時所沒有的所以我們在美國的期間也有跟他們討論到臺灣關係法，

我覺得有一個共識是美國對臺政策，它們的政策跟現在的情況已經不

是非常符合的了，所以我覺得至少能做的是能不能試著把政策和整體

發展的策略去慢慢的修正到比較符合現在的狀況，這是所有人要一起

去努力的方向，除了這件事情以外，我們跟海外臺灣人的聯繫，我們

有太多要改進了，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關心臺獨的議題，318之後臺獨

的風氣也慢慢帶起來了。很希望之後能有更好的未來，讓臺灣去走向

獨立又正常的國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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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惠 小姐

多謝大家。我是社會人士。我在FAPA總部

工作從1994～2002然後轉到美國福爾摩沙基金會

工作兩年，2004年回臺，我在美國工作那段時間

就是跟美國國會、華府制定臺灣政策或是在評

論臺灣政策這些人做溝通交流討論，目的是希望

能影響他們對臺灣的見解能夠符合臺灣人民的利

益。不是臺灣政府的利益。

剛才這些同學講話，讓我想到三二四在行政院那天晚上，行政院

內部的人面對的恐懼和壓力是我們在外面聲援支持的人非常擔心的，

那天晚上我被急叩到辦公室，叫我馬上聯繫美國有分量的政治人物的

聯絡，怕在行政院內的夥伴受到臺灣軍警強力鎮壓，強力鎮壓就會代

表臺灣民主的退步，是很大很大的退步，而且這次事件由於臺灣民主

法治社會產生了黑箱作業，這也是政治上不民主的表現。

剛才大家在聽到說美國國會在討論臺灣關係法強調第一民主、第

二人權，所以那天晚上我連絡我以前FAPA會長，然後認識的國會議

員，抱歉那天周日，週日沒有人上班，聯絡FAPA那邊的結果是他們

還是緊急連絡一些國會助理或是認識的學者，然後我只能最直接方法

是我找到一個還現任美國參議院的國會朋友，直接連絡他，他也馬上

回覆，他也認為說這個情況很危急。我建議他打電話給臺灣AIT，叫

AIT關注行政院這件事的發展，周一打給美國國務院在美國的AIT總

部，並希望他能發個聲明不管是口頭或是書面來譴責。基本上臺灣政

府用暴力鎮壓行政院，我們真也怕那天他們闖進立法院，只用臺灣政

府用軍警的優勢警力來鎮壓的時候，這種譴責聲明一定要立刻發。

其實從那次連絡，我又再度體認到，臺灣的民主人權是可以打動

美國政治人物的一個關鍵，今天如果在行政院那邊出了人命，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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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這邊有很多人受傷，尤其是臺灣人民受傷，我相信美國國會對臺灣

政府不會就此罷休，基本上我們是可以有我們的籌碼可以去說服美國

的國會去實踐臺灣關係法中到現在還是被忽略的，例如民主人權、和

平、穩定，臺灣社會政治經濟要穩定就必須要有一個民主法治的國

家，這是臺灣關係法裡面講的。

不過真的感謝場內媒體組英文翻譯做得很好，讓我們在及時聯絡

時可以馬上轉發在立法院和行政院發生的事情，不然靠我們自己翻譯

就來不急了，真的要講說318場內機制的建置是提供場外串聯聲援甚

至是國際社會要發聲的這群網絡有很充分的子彈，沒有這分子彈我們

真的很難做，說都說不請楚。

回應一下姜老師說臺灣關係法最好不要亂動，的確我在遊說差不

多十年期間，每次跟美國會議員跟任何人提到說臺灣關係法有不足有

漏洞有灰色地帶，必須要明確化，他們都說不要動，因為一動全盤都

動，當然這裡面有姜老師提到在美國國會遊說的力量，中國力量大於

臺灣，中國不是只有用公關公司也不只是用他們的大使館人員，他是

用他的企業叫美國企業幫他去遊說美國國會議員，在美國遊說國會只

有美國公民能做，所以美國企業就大大方方、正正當當的每年投注多

少美金去做遊說甚至是政治獻金，中國在美國國會中的確有相當大的

力量，所以一動臺灣關係法，中國那邊一定會有動作，他們會想說把

他大修大翻，會翻修成對臺灣沒有甚麼保障，現在是被動式防禦，到

時後可能連被動式防禦的底線都失去了。

我們怎麼辦呢？我在十年遊說期間，我也學到臺灣關係法跟人的

大腦一樣，人的大腦開發的很少，臺灣關係法也是，臺灣關係法內的

條文沒有人去仔細閱讀過，所以裡面被運用的永遠都是用軍售、貿

易，美國人也愛用，因為對他們有利益。其他的人權民主，甚至是臺

灣參與國際社會國際組織這些對他們而言沒有甚麼好處，反而是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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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麻煩，到時候中國又一大堆施壓，但是在臺灣關係法中也有都是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

我希望臺灣年輕世代能和美國年輕世代，尤其在美國出生的臺灣

人第二代能夠有更好的連結，不只說要靠他們去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或

是美國政府，最主要是他們會需要臺灣年輕世代提供子彈給他們，就

像這一次我會需要場內的人提供子彈給我能夠去做美國國會上面的聯

絡，我想美國有第二代臺美人的組織是有它們的結構跟網絡是可以運

用的，他們每年都有很多人回來臺灣，然後我們每年到現在為止，除

了FAPA和福爾摩沙基金會外，我們每年在暑假至少會有兩周計畫，

聚焦在臺灣篩選出個位數字的臺灣青年送他們到美國華府去做兩周的

培訓，兩周培訓中也會安排一系列的拜會活動，跟美國國會議員和有

研究臺灣政策的學者，這些都是我們繼續在做的這一群人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一起做事，因為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情了。謝謝。

發問與回答

楊憲宏理事長： 

剛剛的結論事實上剛剛的結論發現到，某種程度上，318學運的

過程其實還是有一個脈絡，這個脈絡跟臺灣關係法其實是match的，

318學運有人問一個問題，我的確遇到外國記者問我：「你覺得這樣

衝進國會這樣的狀況對臺灣是好的嗎？這是理性的決定嗎？」。他事

實上也是非常好的記者，相信他問這一個問題可能是他很困擾，他

也許心裡想支持這樣一個活動，可是他的報社會告訴他你應該釐清這

一個問題，後來我跟他講說：「你第一次來臺灣嗎？」他說：「第一

次」那...我就問他說：「如果學生沒有衝進立法院，你會來嗎？」他

傻住了，他心裡很清楚知道不會，那...我就說這就是答案，答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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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會來，因為你們不關心臺灣。那陳光誠在去年，這位山東盲人他

曾講過一件事情：「臺灣民主自由送到中國去，中國就把專制獨裁送

過來」，我想這一點可能是學運年輕人告訴我說：「這一個服貿就是

專制獨裁送過來。」跟我今天論壇兩岸關系，仔細一看這個第二條跟

第三條，除了剛剛講之外，除了軍售跟貿易之外，其實非常清楚，任

何訴諸武力後，其他方式高壓手段為一擊臺灣人民社會經濟制度行動

美國都要反對服貿整個買通國民立委想強行在臺灣用民主制度通過反

民主，是不是應該對人民在保留原則下保留下來，學生除了衝進立法

院之外，有什麼民主保留原則嗎？沒有辦法，所以我在大概在過程中

跟很多外國記著做很多交談，還好，覺得這歐美來的記者民主理念很

好，包括日本的記者民主理念很好講兩句就通了。

最重要的一句：「如果學生沒有衝進去立法院，你會來嗎？」他

就知道已經有答案了，非常狀況。回應仁惠剛剛講，事實上今天臺灣

學生不必要衝進立法院，美國就應該採取行動了，依據臺灣關係法，

可是這一條法律在學運過程中沒有討論過，這就是我們開這一場會議

非常重要的原因，依據臺灣關係法，美國應該干涉了，根據第二條和

第四條甚至到第十五條，臺灣有許多法條是可以應用。當然我們也不

畏戰，今天我們老中青齊聚在一起，必須準備心情，我要有做戰爭的

準備，才能預防戰爭，我們一定是要prepare for the war才能create for 
the war，非常簡單，如果這道理沒有辦法貫穿，就........，現在開始開

放問問題。

Q1.楊秘書還有與會貴賓還有各位前輩們大家好，我是臺南人，

最近剛從澳洲回來，當我在澳洲期間，有兩趟回來臺灣，一次是為了

太陽花運動，另外一次是反核四，做三點回應，第一點回應，關於國

會議員的問題，臺灣關係法開始做起，讓美國知道我們的訴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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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回應，太陽花運動對於臺獨剛開始發生的認同問題，我會認為，太

陽花世代國家對於在地主體性認同問題，出現一個問題，認同的國

家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後來認識的臺灣？所以才會混淆，認為臺灣

是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問題；根據國際法，之所以沒有明確意識，可

能要在國外國家生活，感受國外憲政體制上的差異，才會深深感受到

國家地位還有人民身分問題，當我們在假象一個民主化或是合法政權

底下，向內必須再一次確認自己主體性，向外爭取國際認同主體性，

到底臺灣人民認同臺灣？還是中華民國？我們青年時代的問題而且我

對於民進黨大老的質問，這是我第二點回應。第三點回應，在後三一

八時期，當我們討論完臺灣關係法事情，臺灣青年現在正在做或可以

做、需要做的幾點，第一點，臺灣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力，第二點就

是，建立臺灣人為主體的軍事，這是體制內；體制外，國際外交人才

在政治事務或政治經濟的發言權，如果沒有人幫臺灣國際政治地位發

言，會讓臺灣任由他國宰割，對臺灣非常不利，這樣的目標在展現臺

灣主體性。此目標希望能在明年915第36週年時考核進度

Q2. 能參加這一個座談會很開心，因為太陽花學運期間，我不在

國內參與這個偉大的太陽花運動，覺得是一生最大的遺憾，在這裡向

所有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年輕朋友致最高的敬意。2000年開始，我帶一

群人到AIT辦公室前面要求執行臺灣關係法，已經超過12年了，今年

聽說4月10號是太陽花學運要出關播種轉守為攻。我要求辦公室主任

舉辦4月10號臺灣關係法在AIT記者會，他有邀請太陽花學運主事者，

但他沒有參加此次活動，說會模糊焦點。臺灣關係法確保臺灣35年維

持現狀，維持臺海和平，但是維持現況不能維持永遠，再維持下去，

臺灣人會神經錯亂，唯一解決辦法，其一，臺灣已經獨立，只剩下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另外是，臺灣現在還不是國家，趕快建立國

家，根據國際人權2公約透過住民投票自決建國，才能確立臺灣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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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合國，才由臺灣國，才能與美國訂立國與國之間和平條約。

請問，臺上學運青年代表能不能告訴我主張住民制憲加入聯合國

還是主張住民投票自決建國？另外一個問題，2016年臺灣實行自決建

國住民自決建國不是好的時機？為什麼？謝謝。

Q3. 首先，感謝年輕人為我們出力，好在318事件一起站出去。早

上許忠信教授有說到EFCA終止條款，只要我們提出終止條款跟對方

說六個月就生效，假如在下一次總統大選時候，我們請未來的候選人

能切除該款，如沒有做到，我們就罷免你，我想是很好的建議，請大

家參考一下，看各位有沒有更好的意見給年輕人，我們一起來打拼，

謝謝。

回答

王雲程先生：

2016是不是好時機？臺灣的問題是來自於戰爭，我的意見是要出

現類似戰爭的狀態下才能夠大來打破這個問題，不是戰爭也是準戰

爭，說具體一點是在東亞這邊出現狀況，問題是出現這種東西的時候

也許在明天出現，來不及阿2016，也許在2049才出現那你，那你說

2016又太快，問題是知不知道，知道了以後有甚麼方案，也是心理建

設也是IQ的建設，那臺灣的地位問題出現於戰爭，就是說要解決的時

候戰勝國是中國，戰敗國是日本，以及臺灣要，因為臺灣已經產生自

治，先回答這個問題，臺灣那個不叫建國叫做完全自治，1996年在領

土地位變遷的長遠的過渡階段後叫做自治，所以也沒有建國。那由國

際社會出來解決臺灣要爭取列席，你要決定我，我是命運相關方我要

來爭取列席，出來的方案要臺灣人來公投決定也就是說臺灣人有否決

權，爭取這點，這樣子的話你這個公投有授權才會合法，謝謝。

黃帝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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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想法是人權的基本價值是學法律最重要的目的，每個人活

得有沒有尊嚴在民主法治的秩序下人才活得有尊嚴，我剛說過已經變

成人不能選擇回去做猴，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你不能選擇比現在更差的

生活方式，你不能選擇一個沒有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所以不論

用什麼樣的一個手段來達到我們長遠的目標也就是說如果是一個主權

獨立自主而且每個人生活在民主法治的狀態下，不管是要新建國有很

多方式，但是最終的目標是每個人要活得有尊嚴，這是我們臺灣人不

能放棄的基本價值，也是民主的價值，以上回答，謝謝。

妖西先生：

我自己是覺得說2016，我比較接近王雲程老師的看法，公投是一

個方向，是一個可以做的事情，可是要挑對時機，這是我的觀察，我

參加學生運動圈社會運動圈以來，我發覺大部分的參與者、行動者沒

有戰略規畫的思維，不做戰略規劃大家都是單場反應，然後都是做媒

體的即時反應，這個其實不好，因為建國是一個大業，全世界任何一

個國家建國都是大業，他應該要有宏觀的，然後一步一步來做，但是

現在不只是獨派人，其實社會運動也沒有，都是打短線戰，大家其實

罵政黨其實是某種程度是把社會運動當作選舉來玩，都是比較短的操

作。一樣的公投要深刻思考，實務上才能真的達成。

吳崢先生：

現在臺獨的立場還是一個比較實然的態度，但是剛剛有質疑說可

能沒有對抗這個中華民國的正當性跟他的扭曲、他的由來，講清楚的

話，那可能一般人對於中華民國跟臺灣可能會混淆，所以會已有講說

中華民國就是臺灣，中華民國等於臺灣這種其實是有問題的話。不過

我剛講的是基於一個宣傳策略考量，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因為我們

必須很坦白的講說我們對於臺灣過去從二戰結束之後整個臺灣歷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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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比較詳細了解的人是相對少數，就講330五十萬人上街，但我相信

這五十萬人裡面有很多人1月1號的時候到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裡面去

跟青天白日紅旗敬禮，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因為他沒有經過歷史的

反思跟一個了解殖民的過程，你如果直接拋出一個跟他完全認知南轅

北轍的事情來，他完全無法接受，所以我覺得說應該用一個比較漸進

的過程比較相對軟性的論述去把群眾基礎擴大。

賴品妤小姐：

這事情我也滿有感觸的，我到波士頓的時候我遇到一位葉教授，

教授跟我說一句話，因我爸爸當年也是跑工運的，他就對我說二十年

前我接待過妳爸爸，現在沒想到他的女兒又過來，我又接待他的女

兒，然後他就開始在講說很沮喪，好像臺灣沒有進步。但是我就在想

這件事情，這二十年來臺灣都沒有進步嗎？其實我覺得臺灣有很大的

進步，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吧可能我們對它比較嚴格，當然我也

認同說我們大家要很嚴厲地去檢討或是看待這件事情，但是其實事實

上這二十年來還是有進步的，我想回答的是說你要讓臺灣成為一個正

常國家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我也不主張以戰爭來達成臺獨，像我自

己我是希望說能不能用比較溫和的方式，例如重新制憲，雖然說它是

一個溫和的方式，但是現行的公投和修憲的門檻都很高，那在這樣的

情況下我們只能一步一步慢慢來，我們不能急，盡量地去找自己的盟

友，即使他是一個會披著中華民國國旗圍巾的人，他都可能是未來的

盟友、很好的戰友，謝謝。

林仁惠：

其實這個說法我在美國，我們跟多個參眾議員都有親口親自確認

過，他們這個看法就是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有一個前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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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就是基於一個期待，臺灣前途是用和平的解決的方式來做，他沒

講得更深，如果中國打過來了，直接用武力吃掉臺灣的時候，美國會

怎樣？美國保留這個權利。那我們希望我們怎麼運用呢？如果到時候

中國武力犯臺，我們可以透過美國國會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必須要做外

交政策手段上的譴責甚至嚴重的話是不是考慮美中斷交，這是我們知

道說有甚麼可能的武器可用。這個說法是得到確認，甚至我們在行政

部門的對口也得到確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因為美國有一

個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認為說美國希望臺灣的前途是和平解決的。

高為邦（臺商受害者協會理事長）   ：

我覺得大家都有很多的主張，我個人看法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存在

其實是要靠自己的實力，如果沒有實力當戰爭發生時，我不覺美國會

出手救臺灣，除非臺灣有相當的實力。

同樣的說要向美國游說靠的是金錢靠的是實力，這二十年來臺灣

沒有進步，臺灣經濟持續沉淪，所以如果臺灣國民所得是四萬是六

萬，我想我們講話的聲音就不像今天這樣，我們就有實力來追求獨

立。我們可不可能臺灣的國民所得是四萬是六萬？是決定在我們過去

的有一個錯誤的政策所以我們才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所以我們希望太

陽花學運只是讓臺灣年輕人覺醒來我們跟中國說「不」，但是下一步

呢，如果沒有把實力拿出來，我想我們的主張通通會落空。

Q6. 臺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9月6日蔡丁貴教授說了他說臺

灣不是國家，臺灣的主權在臺灣人民手中，我個人覺得馬英九非臺灣

總統，是中華民國總統，他參加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選上的，那

你看你的選票是不是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的選票，你選票沒有寫說

臺灣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我說我是臺灣人，我非中國人也非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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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美國來說中華民國是治理當局，我們看白色那本35頁有講臺灣

的治理當局隨時可以換掉，今年11月給他選的好給他換掉，大家都去

監票，不要讓他們做票。在美國當中看中華民國也不是，因為我們的

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外交部長都不能進入華盛頓特區，68頁也

有講。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價值，本來我們臺灣就是我們2300萬人的。

Q7. 大家好。今天一整天聽下來我覺得還滿有盼望的，因為我看

到老一輩的先進對臺獨這個運動有相當的投入跟相當的努力，同時我

也看到新一輩年輕朋友對這議題的新思維和創造力還有彈性，所以其

實我本人對這樣子臺灣會最後走向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會水到渠成

變成這樣的結果我是滿有信心的，他必然會走到這條路，只是到時候

用甚麼樣的方式。我其實想提問一個問題是如果說美國選擇因它國家

利益的關係選擇往中國那邊靠，徹底違背臺灣關係法的承諾，我們的

下一步或者是未來會是甚麼？我想聽一下在座先進的意見。

Q8. 我也是學生，我是來自社團法人彰化縣福爾摩沙志工聯盟理

事長的太太，在330那天彰化的那一場就是我跟我先生發起的，我們

彰化走了3.8公里，為什麼因為大家可能知道，臺北離彰化、臺中、高

雄、花蓮太遙遠，電視演的跟生活沒有關係，我們臺灣人已經活在假

象的太平世界太久了，這個舒適圈，我們都習慣說這樣就好，為什麼

要這樣搞，那些學生在做甚麼，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要做這些事

情，那突然陣勢突然那麼浩大的時候，大家知道事情不妙，可是這時

大家在想我們的政府在做啥，有兩派聲音一個是支持你們的，有一派

是搞不清楚事情的緣由說這孩子沒有倫理，這是今天我沒在祈禱我們

在走的時候，有一百多人走，有的人還上北部去，我留在彰化為你們

禱告，因為我們希望這些孩子能夠安全回家，但是接下來臺灣要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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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第二波要怎麼做，如果就這樣結束了，那麼它有指示成為歷史上

一筆不知道未來的教育部要怎麼編寫我們的教科書，如果說一個國家

的政治是從基礎教育開始，那回顧想想我們十二年國教它改了哪些內

容，我們的社會公民道德教了哪些東西，現在國中國小的孩子他可能

沒有這些國家的概念來自於父母跟家長，在學校裡面的老師他又無法

來對國家的認識，不要講認同，從認識這個區塊從臺灣關係法他又了

解多少，所以我在這邊我很強烈的呼籲在場的各大資深領袖還有相關

專業的法學家政治家們在你們能夠推動的地方能夠在進一步地著手，

在我們還沒有走到獨立的那一天，希望能夠著手。我們應該為臺灣做

一點事情，也希望繼續推動落實我們心中的新臺灣。謝謝。

回答

王雲程先生：

這是政治跟法律辯證的過程，不是說法律怎麼寫它就必然是這

樣，也不是說政治可以亂玩不管這個法律，所以說在這個辯證的過程

中，我們要穿透那個型，直接看到實質是甚麼東西，你講的中華民國

事實就是臺灣當局，人家用一個臺灣當局就把你全部包了，臺灣就包

括臺灣人、臺灣當局，臺灣民主。人家看的是實的，我沒在看那個型

阿。那樣注意一下政治跟法律辯證的關係。

TRA有一個比較麻煩，大家比較不注意的是，他當時很注意武力

改變、武力威脅這個事情，現在我們遇到是非武力的狀態，那就是我

們剛剛講的民主這個東西，那如何把它非武力的憂慮，因為再下來就

是第四點，如果臺灣被非武力改變時，表示美日安保解體，美日安保

一解體呢美國就退回，美國就不再是兩洋國家了，這個非常嚴重的。

所以簡單回答這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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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明牧師：

我從早上八點半到現在參加這議會我有很深的感受，準備研討會

的人很用心，演講的人很有力和很有準備、很有深度來回答眾人的問

題，我感覺實在是非常感謝這些研究人員，我們已經在這邊好幾個鐘

頭了，在這邊研討可以讓那麼多人來到這裡的研討會實在是真不簡

單。希望明年再開會的時候可以再討論研究，下很多的力氣，來說臺

灣現在缺甚麼，說實在現在臺灣人知道自己的文化歷史的人很少，了

解美國臺灣關係法的人很少，我們今天所說的這些講義若是能到各大

學高中等等來說，這可以變成很大的力量。還有一項就是現在的研討

會很有內容，但是欠一項就是實際的行動。我們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要怎樣做，比如說像這些太陽花學運不顧自己生命安全，只

有顧臺灣受冤枉的人痛苦的人他們人權的問題，我們這些學運的大家

站出來，這是很有具體的行動，所以我是希望明年開始的研討會可以

開始對有臺灣政府批判，甚麼對甚麼不對，我們做臺灣人不夠的地方

是甚麼？應該改進的是甚麼？拿出實際行動出來！然後照這個行動去

做，那樣臺灣會更加公平，更加有前途。多謝。

【閉幕式】
謝錫安理事長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小姐先生，各位關心臺灣前途的

好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從早上的9：20開幕式到現在時間下午6：20，足足

九小時的學習，大家仍然非常熱烈的提問，年輕朋友也沒有提早落

跑，咱臺灣人老、中、青三代對臺灣的安全、自由民主的發展都感受

到有強烈的危機意識。九小時下來透過各個不同觀點學者的分享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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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大家對美國臺灣關係法必然有更深的認識體會和收穫，更

讓人窩心的是，藉由大會video我們看到有那麼多的美國參眾議員對臺

灣的安全保障、人民的幸福，陳水扁總統案的人權關注及成為一個國

家的渴望，付出極大的心力和關注。我們臺灣人民要給他（他）們一

個最熱烈的掌聲和感謝。關於今天能有如此成功的盛會，我要代表臺

灣人權文化協會， 
1. 感謝我們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楊理事長，沒有他的大力協

助，就沒有今天的大會，半年來透過他不斷的協調付出，才有今天的

成果，再次感謝。

2. 再來要感謝我們所有的協辦單位，有我們臺灣北社的張葉森社

長、吳進生召集人，陳逸南理事，海洋之聲傳播協會張啟中理事長，

臺灣人俱樂部章天軍董事長及節目主持人阿生，福爾摩鯊會社劉敬文

社長及所有團隊，立法委員田秋堇辦公室，民進黨青年黨部傅偉哲主

任，黑色島國青年陣 賴品妤小姐。

3. 第三要感謝這次參與盛會的各個教授、專家、學者，由於你們

對這塊土地和人民的熱愛，對真理的堅持和執著，對知識的追求，無

私的奉獻和分享，才有今天如此豐富的學術交流饗宴。

4. 感謝所有參與與會的貴賓，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大使

館第一秘書安大德，澳洲辦事處高級政策研究官員Gwenyth Wang，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代表Cho Baek Sang，歐洲經貿辦事處新聞組組長

林致真，莫斯科臺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臺北代表處代表Nikolay 
KOROVIN，法國在臺協會政治處處長Sarah VANDY，環境法律人協

會秘書林仁惠、好朋友、同心、同學，中南部的朋友一大早就出發，

非常辛苦，精神可佩，也有些同學今天翹課來參加學習，非常感謝。

5. 感謝臺大法律學院謝銘洋院長及雷秘書和同學們等，在場地布

置人員接待，人力支援等給予最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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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也感謝我們人權文化協會的林長吉和何嘉雄兩位副理事長，住

在DC專程回來參加與會的林德興代表，還有出錢出力的常務理事洪清

森和常務監事黃天賜，劉秘書長和所有工作同仁努力付出。

7. 最後最重要的是要感謝上帝，賜予寶島，美麗的福爾摩沙，是

我們代代要繼續住下去的福爾摩沙。但是目前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氣

氛是負面的，它假冒偽善的內部充滿了各種不公不義，各種虛假謊

言、政府官員忙著出國各個推拖拉沒有承擔，更惡劣的是自馬政府上

任以來假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親中投降失敗主義瀰漫，讓臺灣的經

濟倒退，國防安全門戶大開，軍隊不知為何而戰或為誰保衛？立法空

轉，資訊不對等，媚中媒體充斥極其八卦妖言惑眾，導致人民素質、

國民尊嚴漸漸低落，人民生活極其痛苦，馬政府它對臺灣前途傷害的

罪惡真是罄竹難書。

我要分享和介紹我們臺灣人權文化協會的一個駐在DC的代表林德

興，他也是素人政治，他就是想說臺灣關係法既然規定美國政府跟臺

灣人民的關係，那我就是臺灣人民，我利用幾分鐘時間讓他跟我們分

享他如何和美國政府交涉。一個素人有辦法到美國的國務院。

林德興先生

我是為什麼會去美國跟美國政府交涉，我跟大家一樣對臺灣的地

位很困惑，我們臺灣分不清楚是ROC跟我們臺灣是完全沒有關係，因

為我可以去美國國務院我是以臺灣人的身分，那些流亡的官員都不能

進去DC，我是國務院電話打來拜託我去，那支旗我們不承認，我們

也有拿一支旗過去送他，美國國務院也有收下，我們臺灣人走出去，

美國全世界都會接受，甚至是最近越南與臺灣的事件，我以臺灣人的

身分走去找越南的大使，大使馬上接待。我們這次4月30日在DC跟美

國國務院跟第七艦隊司令開會，第七艦隊跟我們說臺灣很安全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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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還有留人在，但是他很聰明不會跟你說，他說你是哪一個團體為

何要問我這個？我說我是臺灣政府，你們大家要知道臺灣現在是管理

當局，臺灣的現實是沒有臺灣政府，所以臺灣要改組這是因為臺灣管

理當局，臺灣政府又還沒產生，因為我們臺灣所有的人民自己出來自

決，那個美國副國務卿，我當面和他說話，他要用讓臺灣自立而且跟

我們說可以保證。因為臺灣的關係跟南太平洋都是他在負責的。所以

這個人我已經找到了。以上是我的報告在這邊。

謝錫安理事長

臺灣是全臺灣人的臺灣，絕對不是中國人的臺灣，自己要學習把

愛臺灣保護臺灣看顧臺灣的責任扛起來。美國大法官奧利弗、溫德

爾、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指出人的所有限制都

始於自己 All limitations are self-imposed 。他又說，人活在世上，重要

的並不只是我們在那裏, 而是我們正往那裏去？ I find the great things 
in this world is not so much we stand , as in what direction we are moving 
; to reach the port of heaven , we must sail sometimes with the wind and 
sometimes against it , but we must sail, and not drift, nor lie at anchor.

臺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親自由美國卡特總統簽署成為美國

的法律，其法律位階就僅次於美國憲法，它規範了美國人民和政府對

臺灣人民的關係，它為臺灣人民提供了一個骨幹和基本架構，使得臺

灣人民可以朝公義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建國等人類共同普世價值大道邁

進往前。我們有追求幸福當家做主的權利，絕不能因為中華民國／中

華人民共和國或某些暫時的因素就固 自封放棄或自毀長城。畢竟政府

是由人民而組成的，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當政府的

獨裁成為事實時，人民起來革命就成為一種義務了。最後祝福大家身

體健康，家庭事業順利，天佑臺灣！我們明年TRA36週年研討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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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探討子題集中在《臺灣關係法》中的第二條和第三條，對於

臺灣的國防安全、社會經濟制度有甚麼樣的保障。共有三篇文章，分

別是吳釗燮教授的〈臺美關係回顧與展望〉、陳文政教授的〈臺灣國

防安全與臺灣關係法〉、許忠信教授的〈臺灣關係法與臺灣經濟安全

－中臺相關協議對臺灣經濟安全之衝擊〉。

首先吳釗燮教授的〈臺美關係回顧與展望〉內文主要分成四個部

分，在第一個部分吳教授討論了《臺灣關係法》的成立背景在於1979
年美國國會部分議員希望臺灣與美國之間的軍事、經濟與文化交流能

夠不因為臺灣與美國斷交受影響，並有法律上之依據。此外也探討了

《臺灣關係法》在臺美關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二部分則是淺談

了《臺灣關係法》35年來的重要歷程，從1996年臺灣首度總統直選的臺

海危機；吳釗燮教授本人擔任駐美代表的所見所聞；近年來中國力量

崛起對《臺灣關係法》的挑戰；今年（2014）臺美關係法35週年的聽證

會，以及近一步提升臺美關係的419號法案（臺灣政策法草案）。第三

部分則是談近年來在馬政府外交策略上傾向中國，疏遠日本、菲律賓

及美國，輔以中國強大的軍事力量發展下，臺灣面臨的挑戰。最後第

四部分則提出三個對臺灣未來的建議。本文對於《臺灣關係法》的背

景、在臺美關係中的角色以及臺灣近年來的國際關係作了一個初步勾

勒，非常適合對於《臺灣關係法》並不熟悉的人作為初步的入門閱讀。

其次，陳文政教授的〈臺灣國防安全與臺灣關係法〉詳細的爬梳

了《臺灣關係法》所影響之下的美臺國防以及軍事交流的發展。陳教

授從法律、公報與宣示的文字、美國對臺軍售的項目以及美臺雙方國

安與國防人員的交流會談的三個面向詳細分析。其中對於雙方國安與

國防人員各式交流會談還整理出官方正式、準官方正式、與半官方活

動此三軌以及在國安會、國防部及軍兵種三層架構的軍事交流架構。

之後陳教授談到因為扁政府時期的中國政策、軍購受到國民黨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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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杯葛以及國防預算逐年大幅降低的影響之下，美臺之間的軍事交

流產生了極大的轉折，並以戰機的軍購獲得作為美臺軍事交流轉折的

例證。本文對於在《臺灣關係法》之下，臺灣與美國之間的國防武力

與軍事交流有詳細的整理，幫助了解在軍事及戰略面向上，《臺灣關

係法》對於臺美關係的影響。

而許忠信教授的〈臺灣關係法與臺灣經濟安全－中臺相關協議對

臺灣經濟安全之衝擊〉。首先從2010年生效的ECFA開始談起，在理

論面上分析ECFA在經濟面上對於臺灣的傷害，並因臺灣民主與中國

獨裁此兩種不同的政府體制導致經濟的影響力跨越到政治的層面，臺

灣將承受「民主赤字」。之後深入討論ECFA的開放程度以及約定內

容，並與WTO下的開放做比較。第二個部分則討論服務貿易協定，此

處之評論從三點切入，分別是服務貿易協定中跨越立法院空白授權的

疑慮、中國與臺灣本身的經濟差距與型態使得臺灣與中國在服貿協議

後不利於臺灣服務業西進，但有利於中國服務業東進。以及最後詳細

討論二十種服務業在面對服務貿易協議的傷害，其中特別須注意的是

需證照考取之相關服務業。第三個部分則是探討貨品貿易協議對臺灣

的影響，許教授提出ECFA下的貨品貿易將使臺灣增加對中國市場依

賴、產業結構集中、產業大量西進以及臺灣內需市場受中國貨品所取

代等傷害。最後許教授談兩點作結，第一，因為貿易雙方生產要素均

等化定律，許教授建議臺灣應該和較富庶之國家貿易拉高臺灣薪資之

所得，而非與薪資較低的中國貿易；其二，應思考不倚靠中國的經濟

發展在地策略，而本文在資金、土地、勞工及企業家精神四個生產要

素面向上分別提供了建議。整體而言，本文從理論面與協議內容詳細

討論中國與臺灣之間經濟協議的對臺灣經濟的傷害，而此傷害甚至跨

越經濟而影響到政治，使得臺灣政治將受中國之操控。

周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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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美關係回顧與展望

吳釗燮

2014年9月14日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70’s, President Nixon tried to alter the overall strategic dy-
namics vis-à-vis the then Soviet Union by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normalization process was completed by President Carter on January 1, 
1979 with the U.S. formally recognized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severed 
official tie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time, many in the U.S. 
believed that Taiwan would not be able to sustain the impact, would not be 
able to survive, and thus the “Taiwan irritant” would be eliminated. 
But many in the U.S. Congress refused to sacrifice Taiwan, and pushed for 
the legislation of a very comprehensiv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maintain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times. 
The TRA was subsequently passed by the Congress, and was signed into 
law by Carter on April 10, 1979. In the last 35 years, the TRA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legal document in the U.S. 
governi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including securit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 Even though the de-recognition render 
Taiwan-US relations unofficial, many in the U.S. still describe them as “of-
ficially it is unofficial, but it is really official except we don’t say it pub-
licly.”
To many in Taiwa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 is Sections 2 and 3 
that specifies how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unter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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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make available defense weapons to Taiwan. As 
the country directly benefited from the TRA, Taiwan should always appre-
ciate the U.S. Congress for enacting and overseeing the law and appreciate 
the Executive Branch for implementing the law. 
We should continue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ent two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s to Taiwan area to ward off China’s 
missile threat during the 1995-6 crisis. We should also continue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Taiwan ever since. We should also continue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re are congressmen and congresswomen who give their relentless sup-
port to Taiwan through visits, statements, resolutions, and legislations. Tai-
wan is made safer because of their support.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see some approaches undertaken by the Ma Ad-
ministration seem to be weakening Taiwan’s important relations with the 
U.S.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aiwan adopt three policies to strengthen 
itself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Beef up its own defense by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its investment in de-

fense to 3% GDP level. Taiwan should also seriously enga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programs and establish its defense indus-
try. 

2. Adhere to the content and the spirit of Section 4 of the TRA by strength-
ening Taiwan’s de facto independence. Taiwan should prevent itself from 
being seen as deviating from it by not being seen as part of the PRC or 
being seen as taking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PRC over the sovereignty 
issue. 

3. Strengthen Taiwan’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S. by seriously negot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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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for bilateral investment, double taxation, and e-commerce, and di-
versify its economic relations by preparing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臺灣關係法的立法與重要內涵

從1970年代初開始，美國尼克森政府為了中止陷在泥淖中的越

戰，認為中蘇之間的爭議有美國運作的空間，因此在季辛吉主導下調

整戰略布局，與中國進行和解並展開關係正常化。到1978年底，當

時的卡特政府決定與當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以完成美中關係正

常化，這引起臺灣舉國震撼。依據許多當年對此過程有涉獵的美方人

士的說法，當時美國政府認為斷交之後，連帶的協防條約也會終止，

就讓臺灣自生自滅。許多美方人士事後也說，當時卡特政府中有人認

為，缺少了美國的奧援，臺灣的蔣家政權撐不了幾年，若臺灣被中國

奪去，美國就再也不必煩惱臺灣問題。

但是當時在美國政壇，卻也不乏對於臺灣地位重要性有瞭解與對

臺美關係有遠見的人士，尤其是一些反共的國會議員，他們認為不

應該讓臺灣被中國吞併，因此在國會之中，推動臺灣關係法的立法

工程，讓臺灣與臺美關係在美國享有法律地位的保障，不讓臺美之間

的安全防衛、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不受斷交影響。這法案從提出開

始，在國會中快馬加鞭，在1979年3月13日通過眾議院，3月14日通過

參議院，經過兩院聯席會議審查，在3月28日眾院通過，在3月29日參

院通過後在4月10日由總統簽字，並回溯至斷交日生效。臺灣關係法

立法之後，至今已經超過35年，是臺美友好關係最重要基礎，在這期

間，國會也不斷通過決議案，重申臺灣關係法是臺美關係的最重要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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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關係法之中，明白列舉臺灣對西太平洋和平、安全與穩定

的重要性，讓臺灣與美國之間，即使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仍然

可以維持軍事安全、經濟、文化及準官方包括設立代表處、互派代表

的關係。雖然臺美兩國間不具正式外交關係，但實質上是就是兩國

官方的往來。當美國在臺協會向任何臺灣政府部門提出會面或其他要

求，臺灣方面都知道在臺協會就是代表美國政府而不敢怠慢，而美國

政府任何機構希望向臺灣政府表達任何意見或提出任何請求，他們一

定也會找上駐美代表處，因為他們都知道駐美代表處就是代表臺灣政

府的唯一機構。這些以為名的官方往來，都是建立在臺灣關係法的基

礎之上。美方人士形容臺美關係時常說的一句話：officially it’s non-
official, but it’s really official except we don’t say it publicly.

臺灣關係法中國人最重視的，就是第二條與第三條清楚規定美國

政府一定要確保兩岸關係的解決得使用和平的方式，反對非和平手

段，提供臺灣足夠防衛武器，並確保美國政府保持足以排除對臺海和

平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國會對於美國政府是否忠實履行承諾也有明

文規定，行政部門必須對國會進行定期報告。雖然在1982年雖然有

817公報的挫折，但該公報明顯違反臺灣關係法，再加上雷根總統的

六大保證，因此817公報除了簽訂之際的小波瀾外，對臺美軍售與安

全關係並不構成問題。

臺灣關係法付諸行動

美方常以1996年臺灣舉行首度總統大選前夕，中國對臺進行文攻

武嚇，以飛彈演習威脅臺灣人民行使民主權力，美方的做法，則是依

照臺灣關係法的內涵，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確保臺灣不受中國威

脅。在該次臺海危機之後，美方體認臺美安全關係的重要性，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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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雙方的安全關係以及各層次安全對話管道，甚至接受更多臺灣軍校

學生及高階軍官前往美國軍校受訓，有如盟邦關係一般。臺灣人民今

天能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發展，對於美國民間及國會對臺灣的支持，

以及美國政府至今仍依照臺灣關係法的內容推動與臺灣的關係，臺灣

人民應當飲水思源，表達感激之意。

在本人駐節華府期間，曾有機會與其他亞洲國家外交使節進行討

論，以當時臺灣駐美代表或其他駐美官員和美國資深官員會談的頻率

與深度，以及臺美雙邊軍事合作的現況，曾讓他們感到羨慕，他們也

很難想像，這是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之下的關係。也因此，如果臺美

府之間的往後有任何波折，臺灣也應該在臺灣關係法中尋找答案或可

行方案，或尋求美國政府重申依照臺灣關係法的對臺承諾。

在近幾年，中國外交大幅提高對美國遊說的投資，讓臺灣對美關

係的經營日益困難，所幸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我們在國會中的支持

力量仍然可以維繫，尤其在國會兩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軍事委員

會、人權委員會等，都擁有強烈支持臺灣的力量，幾名委員會主席多

次在中國強烈反對之下訪問臺灣，甚至堅持與反對黨領袖會談。眾議

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在2013年就領銜以唱名表決通

過支持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擔任觀察員，今年4月也推動

重申臺灣關係法為臺美關係重要基石的法案，附帶對臺出售四艘巡洋

艦。只可惜馬政府以預算不足為藉口，只購買其中兩艘，讓努力推動

軍售的美國朋友感到失落。

在2014年四月，美國國會外委會在羅伊斯主席主導之下，召開

一場有關臺美關係法35週年的聽證會，題目就是臺灣關係法的承諾

（The promis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同一時段，參院外交委員

會也在主席曼南德茲（Robert Manendez）除來臺訪問外，也同樣召開

臺灣關係法35週年的聽證會，展現在參院中支持臺灣的強大力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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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當時擔任外委會主席的蘿絲蕾緹娜（Illeana Ros-Lehtinen）

在臺僑的鼓舞支持之下，召開系列的為何臺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的聽證會，也推動進一步提升臺美關係的419號法案（臺

灣政策法草案），以在臺灣關係法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升臺美軍

事、政治與經貿關係。顯然，美國國會中支持力量仍然非常可觀與重

要，無論執政或在野，都有責任努力維繫此重要關係於不墜，以保障

臺灣國家利益，而這些都是因為在1979年時有一群友臺的國會朋友，

推動臺灣關係法的立法所奠定的基礎。

臺灣面對的挑戰

與美國有臺灣關係法立法、美國國會對臺友好。雙方分享自由民

主人權基本價值、雙方安全關係密切相比，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依然

健在，中國對臺軍力部署不但沒有減少，甚至飛彈、空軍、海軍與網

路等各種威脅越來越嚴重。在政治外交層面上，中國對臺灣的政治企

圖也完全沒有改變，封鎖臺灣國際參與的作法也完全沒有改變，仍然

是依照一中原則或一中架構、終止敵對狀態、和平協議、軍事信心機

制、統一前的政治架構、國家完全統一的政治路徑圖在往前邁進。但

很讓人擔心的，是目前臺灣政府的策略，是與中國更加親近，卻不見

對美關係有相同的努力。

當前兩岸的高層會晤或各種制度化對話論壇已經占滿整年的行事

曆，而經過張顯耀一案衝擊的馬英九，還念念不忘馬習會的推動，還

不斷說要創造條件。但相對來說，臺灣跟美國之間就沒有這麼密集的

會晤或論壇。在王張會晤及張志軍來臺訪問之後，都未聽聞馬政府爭

取外交部長林永樂訪問華府或爭取國務卿凱瑞訪問臺灣，也從未聽聞

馬總統爭取和歐巴馬的兩馬會。近日一些重要美方人士感慨，馬總統



第一篇 臺灣關係法與臺灣安全 201

接見美方訪客，都在談論兩岸關係的發展，沒主動提到臺美關係的現

況與努力之道。看來現在馬政府的心，顯然都向著那個制定反分裂法

的中國，而不是有臺灣關係法的美國。

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東亞地區情勢的劇烈變化，中國軍事崛

起，對地區各國的威脅加劇，中國艦隊大編組通過琉球海域向東，進

行藍色海軍的演習，在南海也占領菲律賓島礁，也和越南形成嚴重對

峙。近年來，中國和相關各國各種海上與空中的對峙局面不斷發生，

在2013年底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情勢更為險峻，日本戰機緊急升

空或空中近距離接觸的危險狀況不斷增加。許多國際觀察家也擔心，

在中國與越南因鑽油平臺所引起的高度對峙情況之後，中國將隨時在

南海宣布防空識別區。在東海與南海的緊張升高的局面下，不但各國

被迫增加國防投資，強化防衛能力，美國也進行亞太再平衡戰略，與

其傳統盟邦加強安全關係，以抗衡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危險因素。

而在同一時間，我們看到臺灣政府的做法，一方面和中國之間互

動越來越親密，卻和日本之間兩度發生水炮互射事件和多次衝突，馬

政府似乎有意聯合中國，對抗日本。在幾次高層對話的場合，美方人

士脫口而出，臺灣不應測試美日安保條約。雖然馬英九宣布東海和平

倡議，但這倡議就像聯合立場一致的中國對付日本一般。同一時間，

臺灣也和菲律賓發生嚴重海上爭議，臺灣出動驅逐艦和戰機威嚇菲律

賓，但臺灣馬政府似乎忘了，日、菲兩國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

盟友，而臺灣政府絲毫沒有把這因素放在策略規劃之中。

雖然美國政府宣布戰略再平衡政策，要和區域盟邦強化安全與經

濟關係，但是馬政府的作為和再平衡政策的內涵似乎出現了嚴重的

落差。在中國軍事威脅越來越嚴重時，臺灣在國防上的投資卻越來

越少，雖然馬英九在上任之初承諾國防預算占GDP 3%，即使美國政

府不斷對此表達關切，臺灣的國防預算離3% GDP的目標仍然非常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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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美國出售先進武器的意願越來越低時，臺灣只有強化國防自

主，然而馬政府在武器研發上的投資卻不斷降低，國防自主成為空

談。此外，臺灣的裁軍速度過快，缺少必要的配套，導致士氣和戰力

受損，卻仍然規劃進一步的裁軍方案。馬英九在對外闡述國防三大支

柱，是良好兩岸關係、軟實力、和堅強國防。許多軍方人士和美國具

軍事背景的人士對此末莫不搖頭以對。

在2012年秋季之後，我們看到美國政府也開始對外表示，臺灣經

濟依賴中國單一市場的情況不符臺灣或美國的再平衡政策，因此要求

臺灣努力參與TPP，來平衡臺灣的經貿結構。甚至連前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都罕見地接受臺灣媒體訪問，對臺灣經貿對中過度

依賴提出諍言，不希望臺灣因為缺少經濟自主性而失去政治自主性，

希望臺灣分散經貿風險來強化國家利益。而他未說出口的，其實是與

TPP結合的臺灣經濟符合美國戰略利益。

臺灣必須自我強化

雖然美國以臺灣關係法架構臺美兩國間在沒有外交關係之下的往

來，但要讓臺灣關係法以及臺美關係更有意義，臺灣應該自己展現臺灣

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依此來配合美國再平衡政策，而非片面依賴任何其

他國家的善意卻不盡任何責任，或認為美國對臺的支持是理所當然。因

此我們除了應該再確立臺美關係對臺灣的戰略優先選擇，也應該認真

思考如何透過本身的努力來強化臺美關係。對此個人的建議有三：

一、 強化國防：戰略地位來自於本身的國防實力，如果國防實力過

弱，只會引來強國侵略，不但稱不上戰略地位，甚至是個負擔。

如果臺灣不願意為自己的國防負起責任，不願展現自我防衛的決

心，臺灣沒有資格要求美國人民犧牲自己子弟的生命來防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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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因此，臺灣除了努力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 3%之水準外，也

應該認真思考規劃臺灣本身國防實力的提升，包括研發的加強，

嚇阻能力的建立，與友好國家安全關係的強化，以及透過威脅評

估與預測作為長期建軍的準備基礎。在對外採購武器困難度越來

越高的情況下，臺灣必須思考強化嚇阻武器研發的能量，也應該

建立自主國防工業。在這個部分，民進黨已經推出六分國防藍皮

書，也正規劃更多藍皮書出版，不斷對外說明在國防議題上的決

心與立場。

二、 強化臺灣認同：臺灣關係法第四條載明，美國法律在斷交後的適

用應與斷交前同，且美國法律提到有關外國、民族、國家或類似

實體時，這些條件應該包含臺灣，該法律也應適用於臺灣，不受

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影響。也就是說，美國法律對臺灣地位的認

定，就是事實主權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任何偏離的作

為都會被認為與現狀不符或改變現狀，甚至可能影響到美國的國

家利益。個人駐節華府時，就有美國國安會高層官員私下多次提

起，在現狀之下要強化臺灣的認同都沒有問題，但不應進行涉及

臺灣地位改變的作為。因此，臺灣應該在臺灣關係法的背景之下

強化臺灣認同，並重新審視一中框架、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定義

的九二共識等各種可能涉及臺灣隸屬中國的概念，以免美國或國

際社會誤認為我們都接受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也以免到最

後發現馬政府對待臺灣的地位和美國臺灣關係法的規定有落差，

甚至最後被認為影響美國國家利益。

三、 強化對外經貿：美國市場對臺灣極為重要，但在過去幾年，美國

市場占臺灣對外貿易的比例逐年下降，2013年的官方資料，只有

9.947%，很難想像比例會如此低，而且下降的趨勢還持續中。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馬政府對中國市場的盲目追逐，盲目簽訂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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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不斷說服人民，臺灣只有依靠中國經濟才能成長。但是過度

依賴中國的結果，就是現在這樣子薪資水準倒退16年，外資不斷

逃離臺灣，甚至美僑商會都認為，臺灣的競爭力已經不如越南與

菲律賓。此外，馬政府在2009年處理美國牛肉的拙劣手法，使得

美臺TIFA中斷，到2013年才恢復。現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白向臺灣

說，臺灣的經濟全面依賴中國，和美國再平衡政策不符，臺灣的

經濟也應該要再平衡，希望臺灣能參與TPP的協商。但是參與TPP
的協商，政府應該趕快做應該做的事情，包括產業結構調整、法

規單純化、建立官僚體係的簡單化作業規範、提升產業競爭力，

這些是要做而不只有喊口號，或說沒有服貿就沒有TPP的政治口號

話。此外，臺灣也應在TIFA架構下，認真完成雙邊投資、避免雙

重課稅、電子商務等重要的協議。

結論

臺灣關係法是臺美關係的基石，而臺灣關係法在美國國內具有法

律，因此也是臺灣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臺灣在討論對外關係時，

都會體認臺美關係的重要性。但臺灣人民在期待美方依照臺灣關係

法，履行對臺安全承諾時，也應該牢記自助人助的道理國內外皆然，

臺灣應該致力於自身政經軍實力的提升，才能讓美國朋友認為臺灣是

一個有價值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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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國防安全與臺灣關係法

陳文政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科                      目

款 名             稱
經常門 資本門

總         額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歲出政事別預算總表

合                 計

百分比

中華民國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327,074,3691,632,583,796 1,959,658,165 100.0
(1. 一般政務支出) 15,721,222166,888,795 182,610,017 9.3
國務支出 36,8281,122,853 1,159,6811 0.1
行政支出 293,1354,752,624 5,045,7592 0.3
立法支出 378,2793,172,915 3,551,1943 0.2
司法支出 3,810,20146,539,323 50,349,5244 2.6
考試支出 83,0081,500,545 1,583,5535 0.1
監察支出 146,9242,022,407 2,169,3316 0.1
民政支出 9,509,87050,944,333 60,454,2037 3.1
外交支出 771,76023,459,098 24,230,8588 1.2
財務支出 601,40232,231,214 32,832,6169 1.7
邊政支出 2,047123,359 125,40610 0.0
僑務支出 87,7681,020,124 1,107,89211 0.1
(2. 國防支出) 22,697,669289,632,605 312,330,274 15.9
國防支出 22,697,669289,632,605 312,330,27412 15.9
(3.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96,648,263288,915,905 385,564,168 19.7
教育支出 31,511,389214,560,012 246,071,40113 12.6
科學支出 50,033,31857,264,206 107,297,52414 5.5
文化支出 15,103,55617,091,687 32,195,24315 1.6
(4. 經濟發展支出) 173,360,69097,510,028 270,870,718 13.8
農業支出 30,117,93960,605,353 90,723,29216 4.6
工業支出 1,668,3102,840,662 4,508,97217 0.2
交通支出 110,301,13315,539,316 125,840,44918 6.4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31,273,30818,524,697 49,798,00519 2.5
(5. 社會福利支出) 1,878,054439,757,318 441,635,372 22.5
社會保險支出 264,378296,975,623 297,240,00120 15.2
社會救助支出 7,3159,273,335 9,280,65021 0.5
福利服務支出 879,150113,710,889 114,590,03922 5.8
國民就業支出 134,9571,840,942 1,975,89923 0.1
醫療保健支出 592,25417,956,529 18,548,78324 0.9
(6.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3,217,6624,046,926 17,264,588 0.9
環境保護支出 13,217,6624,046,926 17,264,58825 0.9
(7. 退休撫卹支出) 13,445141,839,298 141,852,743 7.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141,653,434 141,653,43426 7.2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 13,445185,864 199,30927 0.0
(8. 債務支出) -126,967,900 126,967,900 6.5
債務付息支出 -126,395,900 126,395,90028 6.4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 -572,000 572,00029 0.0
(9. 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3,537,36477,025,021 80,562,385 4.1
專案補助支出 37,36445,426,175 45,463,53930 2.3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 -21,940,500 21,940,50031 1.1
其他支出 1,500,0004,158,346 5,658,34632 0.3
第二預備金 2,000,0005,500,000 7,500,0003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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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試煉

如前表所示，我國2015年中央政府歲出預算依政事別區分，國

防支出達3123億元（約占中央政府總歲出之15.9%），比起社會保險

支出3123億元（15.2%）略多，也比起整體經濟發展支出2708億元

（13.8%）或教育支出2460億元（12.6%）多，同年度環保支出只有

科                      目

款 名             稱
經常門 資本門

總         額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歲出政事別預算總表

合                 計

百分比

中華民國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327,074,3691,632,583,796 1,959,658,165 100.0
(1. 一般政務支出) 15,721,222166,888,795 182,610,017 9.3
國務支出 36,8281,122,853 1,159,6811 0.1
行政支出 293,1354,752,624 5,045,7592 0.3
立法支出 378,2793,172,915 3,551,1943 0.2
司法支出 3,810,20146,539,323 50,349,5244 2.6
考試支出 83,0081,500,545 1,583,5535 0.1
監察支出 146,9242,022,407 2,169,3316 0.1
民政支出 9,509,87050,944,333 60,454,2037 3.1
外交支出 771,76023,459,098 24,230,8588 1.2
財務支出 601,40232,231,214 32,832,6169 1.7
邊政支出 2,047123,359 125,40610 0.0
僑務支出 87,7681,020,124 1,107,89211 0.1
(2. 國防支出) 22,697,669289,632,605 312,330,274 15.9
國防支出 22,697,669289,632,605 312,330,27412 15.9
(3.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96,648,263288,915,905 385,564,168 19.7
教育支出 31,511,389214,560,012 246,071,40113 12.6
科學支出 50,033,31857,264,206 107,297,52414 5.5
文化支出 15,103,55617,091,687 32,195,24315 1.6
(4. 經濟發展支出) 173,360,69097,510,028 270,870,718 13.8
農業支出 30,117,93960,605,353 90,723,29216 4.6
工業支出 1,668,3102,840,662 4,508,97217 0.2
交通支出 110,301,13315,539,316 125,840,44918 6.4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31,273,30818,524,697 49,798,00519 2.5
(5. 社會福利支出) 1,878,054439,757,318 441,635,372 22.5
社會保險支出 264,378296,975,623 297,240,00120 15.2
社會救助支出 7,3159,273,335 9,280,65021 0.5
福利服務支出 879,150113,710,889 114,590,03922 5.8
國民就業支出 134,9571,840,942 1,975,89923 0.1
醫療保健支出 592,25417,956,529 18,548,78324 0.9
(6.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3,217,6624,046,926 17,264,588 0.9
環境保護支出 13,217,6624,046,926 17,264,58825 0.9
(7. 退休撫卹支出) 13,445141,839,298 141,852,743 7.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141,653,434 141,653,43426 7.2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 13,445185,864 199,30927 0.0
(8. 債務支出) -126,967,900 126,967,900 6.5
債務付息支出 -126,395,900 126,395,90028 6.4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 -572,000 572,00029 0.0
(9. 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3,537,36477,025,021 80,562,385 4.1
專案補助支出 37,36445,426,175 45,463,53930 2.3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 -21,940,500 21,940,50031 1.1
其他支出 1,500,0004,158,346 5,658,34632 0.3
第二預備金 2,000,0005,500,000 7,500,00033 0.4

科                      目

款 名             稱
經常門 資本門

總         額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歲出政事別預算總表

合                 計

百分比

中華民國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327,074,3691,632,583,796 1,959,658,165 100.0
(1. 一般政務支出) 15,721,222166,888,795 182,610,017 9.3
國務支出 36,8281,122,853 1,159,6811 0.1
行政支出 293,1354,752,624 5,045,7592 0.3
立法支出 378,2793,172,915 3,551,1943 0.2
司法支出 3,810,20146,539,323 50,349,5244 2.6
考試支出 83,0081,500,545 1,583,5535 0.1
監察支出 146,9242,022,407 2,169,3316 0.1
民政支出 9,509,87050,944,333 60,454,2037 3.1
外交支出 771,76023,459,098 24,230,8588 1.2
財務支出 601,40232,231,214 32,832,6169 1.7
邊政支出 2,047123,359 125,40610 0.0
僑務支出 87,7681,020,124 1,107,89211 0.1
(2. 國防支出) 22,697,669289,632,605 312,330,274 15.9
國防支出 22,697,669289,632,605 312,330,27412 15.9
(3.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96,648,263288,915,905 385,564,168 19.7
教育支出 31,511,389214,560,012 246,071,40113 12.6
科學支出 50,033,31857,264,206 107,297,52414 5.5
文化支出 15,103,55617,091,687 32,195,24315 1.6
(4. 經濟發展支出) 173,360,69097,510,028 270,870,718 13.8
農業支出 30,117,93960,605,353 90,723,29216 4.6
工業支出 1,668,3102,840,662 4,508,97217 0.2
交通支出 110,301,13315,539,316 125,840,44918 6.4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31,273,30818,524,697 49,798,00519 2.5
(5. 社會福利支出) 1,878,054439,757,318 441,635,372 22.5
社會保險支出 264,378296,975,623 297,240,00120 15.2
社會救助支出 7,3159,273,335 9,280,65021 0.5
福利服務支出 879,150113,710,889 114,590,03922 5.8
國民就業支出 134,9571,840,942 1,975,89923 0.1
醫療保健支出 592,25417,956,529 18,548,78324 0.9
(6.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3,217,6624,046,926 17,264,588 0.9
環境保護支出 13,217,6624,046,926 17,264,58825 0.9
(7. 退休撫卹支出) 13,445141,839,298 141,852,743 7.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141,653,434 141,653,43426 7.2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 13,445185,864 199,30927 0.0
(8. 債務支出) -126,967,900 126,967,900 6.5
債務付息支出 -126,395,900 126,395,90028 6.4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 -572,000 572,00029 0.0
(9. 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3,537,36477,025,021 80,562,385 4.1
專案補助支出 37,36445,426,175 45,463,53930 2.3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 -21,940,500 21,940,50031 1.1
其他支出 1,500,0004,158,346 5,658,34632 0.3
第二預備金 2,000,0005,500,000 7,500,00033 0.4

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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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億元（0.9%），是國防支出的零頭。對於社福人士、經濟策士、教

改學者與環保團體，國防支出是令人嫉妒甚至憤恨的數字，如果國防

支出能夠轉用到社會保險、經濟發展、教育體系、環境保護，那麼臺

灣當下正面臨的許多問題都不難解決。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

的經費投注於看似不太可能用得上的國防呢？

臺灣的人民當前生活在一個獨特的時代。這是一個和平的時代，

比起歐美國家，臺灣安寧得令許多人感到意外，在臺灣的機場你不會

看到有士兵或特種警察端著衝鋒槍，似乎暗地裡監視著你。但這也是

個衝突的時代，在不到100海浬的臺灣海峽對岸，中國政府始終不願

意放棄以武力來解決兩岸的問題。在臺灣，我們享受和平，但周圍卻

也縈繞著戰爭的陰影。戰爭與和平，在臺灣島內是個政治上敏感但經

常缺乏嚴肅看待的議題。

回顧臺灣過去的四、五百年的歷史，比起歐美或甚至比鄰的中

國大陸，臺灣涉入戰爭的頻率較低、規模較小，在受戰火破壞的程

度上也輕上許多。但臺灣捲入戰火的原因鮮少是因為臺灣的土地與

子民，而經常是因為臺灣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為帝國主義象徵上或

實質上的工具，而成各方霸權攘奪的目標，也因此，在臺灣，「為

何而戰，為誰而戰」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議題。國防，狹義解

是「國家」的防衛，廣義說是「社會」的防衛。過去，臺灣沒有國

防。確立以臺灣為主體的國防是最近的事。過去，無論是荷、日殖民

政權、鄭氏政權、清治期間，對臺灣的防衛都不是為了臺灣這個主

體，而是為遠在北京、東京、南京政權的利益服務；既非以臺灣利

益為考量，也更常常不是由臺灣的住民來擔任防衛臺灣的任務。只

有在臺灣民主化後，臺灣主體性與國家認同確立，防衛臺灣這才終

於確實成為國防；也只有在軍隊國家化後，國民黨退出軍隊，這支

由臺灣子弟所組成的軍隊才成為真正的國軍。歷史的發展給予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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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住民真正的國防，雖然，島上住民們對於未來臺灣的前途有不

同的見解與看法，但對當前生活方式與未來選擇自由具有高度共識。

歷史也給過臺灣種種的測試，但臺灣經常是被背棄、割讓的，在

其戰爭經驗中，也充滿背叛、投降等不愉快的記憶。在臺灣的歷史

中，臺灣住民間的彼此相殘或臺灣人對統治者的抗暴，往往帶來比起

抵抗外侮更久的爭戰與更多的流血。今天，我們以臺灣主體性的逐漸

建立而自喜，但歷史更大的考驗正在門口：那就是崛起中國的軍事威

脅。歷史恩惠與試煉在我們的身上交匯。

對於中國，促統、反獨是對臺的主要目的，促統靠摸頭，北京政

府透過優惠與交往，全力爭取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反獨靠拳

頭，在1990年代起，中國進行史所罕見的軍事現代化工程。解放軍

從原具有濃厚的國土防衛性的軍力，轉型向擴張性、積極防禦的境外

作戰之軍力發展。其重點在配合中國國力之發展向海洋延伸其防衛範

圍，解放軍規劃在2020年將其防衛線擴及到太平洋第一島鏈與第二

島鏈（指日本、小笠原群島、硫磺島、馬里亞納群島、帛琉、關島一

線）之間，並在2050年之間以航空母艦為核心，與美國競逐區域霸

權。目前中國的海空軍力頻密進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水域，即在逐步突

破第一島鏈。在對臺軍事準備方面，2005年中國制訂《反分裂國家

法》後，即積極挾其經濟快速發展所累積的財富加速整建犯臺戰力，

解放軍規劃在2010年達成「質量超越臺軍」的目標，建構對臺大規模

聯合火力打擊與重點海空封鎖能力，並在2020年具備大規模對臺作戰

決勝能力（我國防部於《2013年國防報告書》稱此一能力為「對臺

全面性作戰能力」）。也因此，對於中國，臺灣除了有「完成統一大

業」的象徵性意義外，也有爭奪區域強權的實質戰略重要性。因此，

只要臺灣一日未易幟，這個島嶼就是中國完成中國夢的阻礙。

考驗的嚴峻性在於我們所面對的是軍力快速崛起的中國，中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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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短的臺灣海峽。這一次，在我們的土地上沒有囤兵於此的鄭氏部

隊、清兵、日軍或美軍，只有我們自己。來自島外能對臺灣安全提供

實質奧援的只有美國，與臺灣隔著浩瀚的太平洋，連結其間的是薄弱

的臺灣關係法。

薄弱的臺灣關係法1　

1979年美國與我國斷交，兩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與正式的軍事

同盟合作關係隨之終止。對我國國防安全的衝擊尤大，因為此後，美

國不再有協防臺灣的條約義務。為彌補臺灣安全空隙，避免中國藉機

蠢動。同年，美國國會所立法通過的臺灣關係法，其中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與第二款「〔為〕有助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

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及臺灣人民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

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的推行」，定位臺美之間為非官方關係。

而在國防軍事安全領域，美國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

持足夠之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defense articles）及技術服務（defense 
services）。（臺灣關係法第三條第一項）

美國總統和國會將依據他們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遵照法定

程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數量（nature and 
quantity）。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向總統及國會

提供建議時的檢討報告。（臺灣關係法第三條第二項）

依第三條第一項條文文意，臺灣關係法界定臺美之間的國防軍事

交流僅止在「防衛物資」與「技術服務」之提供，而其中所稱的技術

1 以下兩節有關臺美國防軍事交流部分，更詳盡完整與理論性的論述可見：陳文政，「臺
美國防軍事交流的架構與互動：1994-2008」，裘兆琳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2009-
2011》（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4年），頁 10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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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係由防衛物資之提供而來，應解為武器裝備供售所衍生之技術性

必要事項（如協助臺灣建立特定武器裝備之後勤維修、協訓臺灣人

員以熟稔使用特定武器裝備等等）。要之，就臺美國防軍事交流言，

1979年臺灣關係法本身所提供的僅為以軍售為限的非官方交流架構。

而且，依第三條第二項條文，對臺軍售之種類與數量由美國總統與美

國國會共同決定。在實際流程中，國會固然也能常常敦促行政部門軍

售臺灣武器裝備，但基本上國會只能坐待行政部門送交已經做成的軍

售種類與數量之決定後作出可否的授權，而行政部門在決定對臺軍售

時必須多方考量—特別是中方的反應對美中關係的衝擊，故相形於

國會，行政部門在對臺軍售的立場上顯然保守許多。2而臺灣對美工作

的強項在國會，而行政部門在臺灣軍售的主導性抵銷了臺灣的優勢。

臺灣關係法的非官方架構將臺美的安全合作關係限縮在裝備供售

事務以內，但即便如此，在1980年代初期，美臺軍售也先後受到兩次

重大打擊：先是FX戰機售臺案，反對者以軍事上臺灣並無迫切需要該

型戰機與政治上該項軍售可能嚴重打擊發展中的中美關係為理由，使

雷根政府打消該案；3而後又有1982年中美簽訂「八一七公報」，美方

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對臺灣軍售的政策，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

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所供應的水準，並準備逐步

減少對臺軍售，以在一段時間後導致最終的解決」。此一晴天霹靂除

讓臺灣真正思考國防自主（同年，中科院由國防部改隸參謀本部，並

由參謀總長郝柏村兼中科院院長，大幅擴大中科院人員與預算）外，

臺灣努力動員美國國會議員與相關利益團體，勉力維持住臺美軍售關

係。八一七公報後，美方向臺灣提出「六項保證」，保證「美方並未

2 參見：林正義，「臺灣安全與美國：行政部門 VS國會」，《國防政策評論》，第 1卷，
第 1期（2000年），頁 42-68。

3 A. Doak Barnett, The FX Decision: Another Crucial Moment in U.S. – China – Taiw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pp.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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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終止對臺軍售的日期；也未同意與中國諮商對臺軍售議題」，4

一定程度地抵銷了八一七公報對臺灣的負面影響。而且，在具體作為

上，包括美方在八一七公報公布後的第二天即通過延長在臺合作生產

的F-5E生產線等對臺軍售案，美方實際對臺軍售在金額與性能上也未

如八一七公報所載而逐步減少；而且更透過技術轉移的方式，使臺灣

得以自行生產包括經國號戰機、天弓地對空飛彈與天劍空對空飛彈等

先進武器。51992年，美國更宣布售臺150架當時被視為美臺軍售「紅

線」的F-16A/B戰機，6以及3套愛國者一型飛彈，當年年度軍售金額更

一舉衝到77億美金，對比卡特政府最後一年對臺軍售金額的8.35億美

金，7不減反增。在八一七公報與臺灣關係法、六項保證的競合中，美

方的實際作為偏向對臺灣有利的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

後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的變化與1994年對中「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MFN）議題使得對臺政策的調整成為可能。柯林頓政

府發動對臺政策檢討（Taiwan Policy Review）。其中，針對臺灣安全

的部分，美方表示：

臺灣的安全是我們政策最重要的面向之一。符合臺灣的需求不僅

對臺灣非常重要，也攸關區域的和平與穩定。我們將會根據臺灣關係

法所明訂的，持續地供應物資與訓練（material and training），讓臺灣

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4 Cited from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
wan and U.S. - 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pp. 134-135.

5 Denis Van Vranken Hickey, United States – Taiwan Security Ties: From Cold War to beyond Con-
tainment (New York: Praeger, 1994), p. 53; Martin L. Lasater, Policy in Evolution: The U.S. Role 
in China’s Reunif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1987), p. 95, 173. 

6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Vintage, 1998), pp. 264-265.

7 1982年美國對臺軍售金額出自：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1999), p. 316. 1992 年美國對臺軍
售金額出自：Shirley A.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ptember, 2011),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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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行的調整不會改變我們的軍售政策。我們對臺軍售將繼續

符合臺灣關係法與八一七公報。這些文件促進並支持我們一致的基本

目標，那就是臺海的和平與穩定。8

美方強調對臺政策檢討沒有改變美國對臺的軍售政策，然而，以

對臺政策檢討裡所稱的物資與訓練比對臺灣關係法中的防衛物資與技

術服務，訓練一詞在可解釋的範圍上比起技術服務要寬廣許多，此一

細微的文字上差異似乎預告著雙邊國防軍事交流的項目不見得需要停

留在過去只以軍售為限的範圍。同時，美方又同意就經貿與技術事務

派遣高層官員訪臺，並在經貿事務上進行次長級對話。此一制度安排

上的放寬，很快地外溢到臺美國防軍事交流上。以往，美方僅准許上

校（含）以下軍官或中階文官訪臺，會談事項也僅限軍售業務，有關

作戰事項在嚴格禁止討論之列。9對臺政策檢討後，不僅臺灣官員可以

進入五角大廈，雙邊會面官員的層級也逐步提昇，最後到了小布希政

府時期，限制已成少數例外。就在美國境內的臺美雙方國防官員的見

面而言，美方在國防部長以下官員均獲許可，而在臺方則限制我國國

防部長進入華府進行官式訪問。當雙邊國防軍事交流的層級提高，所

涉的議題很自然地就超越了技術服務或甚至訓練兩詞的文意限制。

臺灣安全加強法後的風起雲湧

相較於薄弱的臺灣關係法，1990年代的「臺灣安全加強法」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要厚實許多，儘管此法遭遇美國

8 Lord在參議院就對臺政策檢討的報告全文可見美國在臺協會網站，
 <http://www.ait.org.tw/en/19940927-taiwan-policy-review-by-winston-lord.html>
9 Michael S. Chase, “U.S.-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Enhancing an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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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極力抗拒，始終未完成立法，但臺灣安全加強法的許多要素

已融入到2000年代初美國對臺的具體安全合作作為中。除了美國內部

因素之外，1995-1996的臺海飛彈危機是造成此一轉機的觸發點。

危機之前，美國國會對於柯林頓政府的對臺政策檢討本來就有不

滿聲浪。危機過後，共和、民主兩黨在參、眾議院更挑戰行政部門對

臺海議題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並要求增強臺灣

的自我防衛能力。10在柯林頓政府第二任期期間，美國國會不斷要求強

化對臺軍售或軍事合作，國會的施壓點集中於戰區飛彈防禦（Theater 
Missile Defense）系統的討論與臺灣安全加強法的立法等二個主要面

向。前者無疑地是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刺激下的產物，最後於1997年

11月以通過決議的方式要求美國總統協助臺灣建立與操作一個區域性

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並融入後來的臺灣安全加強法的立法中。

臺灣安全加強法可說是美國國會對行政部門自1979年以來獨攬對

臺軍售決策權之長期不滿累積下最猛烈的一次宣洩。臺灣安全加強法

法案由共和黨籍參議員Jesse Helms（北卡羅來納州選區）與共和黨籍

眾議員Tom Delay（德克薩斯州選區）於1999年分別提出，兩法案包含

了以下與臺美國防軍事交流相關的事項：

（一） 培訓臺灣軍官：美方應致力於提供並保留臺灣軍官赴美軍事院

校進修的機會。

（二） 對臺軍售方面：須充分考量臺灣的特殊地位與臺灣因應中國軍

力現代化的防衛需求，並致力於讓臺灣有充分與及時的管道知

道美方能否提供防衛物資與技術服務及其價格。

10 1996年的共和黨籍總統候選人參議員 Bob Dole（堪薩斯州選區）更在競選期間提出在亞
太地區建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以保護包括臺灣在內區域各國的安全。See: Mann, About 
Face, p. 340;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81,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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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軍售決策方面：增加美國在臺協會的技術人員；行政部門應就

每年度臺灣所需軍購需求、臺灣方面所持理由與美方拒絕、延

遲或修正臺灣所提軍購需求之決策過程等事宜提列報告。

（四） 強化臺灣防衛方面：對臺軍售之決定必須純粹基於臺灣防衛

的需求，其他諸如八一七公報的考量將被視為違背臺灣關係

法的立法意旨；國防部應就強化臺美雙邊軍方有關戰區分析、

準則、兵力規劃與作戰方式等領域之作戰訓練與資深（包括將

級）軍官交流等合作計畫提出加強的規畫；國防部應就中國對

臺各項包含陸、海、空、彈道飛彈等軍事威脅與臺灣軍方的因

應措施提出年度報告；臺美雙邊軍方應建立保密的直接通訊管

道；美方應同意以合理的價格出售臺灣陸基與海基戰區飛彈防

禦系統與相關支援裝備；美方應同意以合理價格供應臺灣衛星

預警資訊；美方應以合理價格供售臺灣包括AIM-120空對空飛

彈、空中預警機、跑道搶修設備、聯合空防所需的通訊設施等

現代化空防設備；美方應以合理價格供售臺灣包括柴電潛艦、

足以偵測中國Kilo級潛艦與其他現代化核動力潛艦所需的反潛設

備、可有效對付彈道飛彈與俄製超音速反艦飛彈的配備神盾系

統驅逐艦、聯合制海所需的通訊設備等現代化制海裝備。

（五） 美國因應包含臺灣在內的亞太地區緊急事態的能力報告：行政

部門應即提列是項會危及美國在臺利益之威脅的因應報告，內

容應包含所需之美國國家、作戰與戰術層級之各項規劃與所需

之軍事能力。11

相較於高度抽象的臺灣關係法，臺灣安全加強法的鉅細靡遺，林

林總總的軍售清單更遠遠超越當時柯林頓政府所設定的軍售紅線（潛

艦、愛國者三型飛彈與神盾級艦），行政部門擔憂臺灣安全加強法一

旦通過，將會使因臺海飛彈危機而陷入低迷的美中關係更加難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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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兩岸也很有可能會陷入軍備競賽。已升任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的Samuel B. Berger更指該法為「臺灣不安全法」（Taiwan Insecurity 
Act），並建議柯林頓總統行使否決權。12美國行政部門無法接受臺灣安

全加強法，也有其國內權力因素，因為若依該法兩版本的條文，不僅

行政部門過去享有的對臺軍售獨斷權力將被迫交出，13然而，面對國會

參眾兩院在臺灣安全加強法立法上的聯合攻勢，美國行政部門只得一

邊持續努力遊說國會議員，並準備在法案通過後行使否決權；另一邊

則轉向臺灣施壓，迫使2000年剛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放棄了繼續追求臺

灣安全加強法的立法施行。14

除國會的壓力外，在臺海飛彈危機期間與之後，臺美之間的安全

合作關係已悄悄升級。危機期間，1996年3月11日，時任國安會秘書

長丁懋時赴美，秘密前往紐約與時任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Berger就危

機管理進行溝通。這是1979年以來雙方高層官員的首次會面，形成雙

方在國防軍事交流中非常態性的國安高層晤談的首例。15臺海飛彈危

機後，美國行政部門也認識到繼續維持過去接觸極為有限的制度可能

11 參議院版本可見美國政府出版局網站，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06s693is/pdf/BILLS-106s693is.pdf>
 眾議院版本可見美國政府出版局網站，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06hr1838eh/pdf/BILLS-106hr1838eh.pdf>
 在前列第（一）至（三）項中，兩版本基本上是一致的，第（四）項中有關要求行政部

門供售臺灣特定武器裝備為參議院版本所獨有，第（五）項美國因應亞太地區緊急事態
的能力報告，為眾議院版本所獨有。

12 Cited from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46.

13 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Stanley Roth（陸士達）曾警告說：臺灣安全加強法會鼓勵臺灣以
後直接尋求國會授權來採構想要的武器，會干預憲法所賦予美國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職
權與其執行外交事務上的職責。引自：林正義，「臺灣安全與美國」，頁52。

14 Tucker, Strait Talk, p. 247.
15 Robert L. Suettinger, “U.S. ‘Management’ of Three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Michael D. 

Swaine, Zhang Tuoshng, and Danielle F. S. Cohen eds.,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p. 
278; Tucker, Strait Talk, p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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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風險實在太高，因此開始發展出雙邊的非軍售性會談。負責亞

太事務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Kurt Campbell非正式地在夏威夷與臺灣方

面代表進行接觸。美方的與會成員包括了共和與民主兩黨在國防與亞

太事務專家，如前國防部助理部長Richard Armitage（後在小布希時期

接任副國務卿）與前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James A. Kelly（後在小布希

政府時期接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臺灣方面，則初由時任國安會

副秘書長林碧炤（後接任總統府副秘書長）領隊，雙方就區域安全事

務進行多次晤談。16在1996年臺灣飛彈危機之後，也在Campbell的推動

下，美國國防部低調地與臺灣展開「自1979年以來首見的敏感性軍事

關係」。17除已有的雙邊軍方人員交流放寬外，更在1997年建立了在年

度軍售會議以外，另一個就國防事務的雙邊溝通管道—即蒙特瑞會

談。雙邊的國防軍事交流內容打破過去以軍售為限的範疇，合作範圍

與事務更開始擴及軍售之外事務—亦即非硬體性計畫。

在Campbell的構想中，非硬體計畫旨在「從改變軍售會議的文

化、臺灣軍事戰備的評估與吸納高科技的能力來轉型臺美國防軍事交

流的互動。」他認為透過非硬體計畫「可以讓臺灣軍方領導人對臺美

間的聯繫更有信心，也更可以讓五角大廈對臺灣軍隊的思維與計畫有

更完整的資訊。」更迫切的還是面臨到國會的壓力，非硬體計畫被認

為「可對強烈支持臺灣的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有所交代，而這些舉措

都可以用不著出售會讓中方光火的硬體。」18 
1997年開始，美國軍方著手進行對臺灣軍力的評估工作，特別針

15 Robert L. Suettinger, “U.S. ‘Management’ of Three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Michael D. 
Swaine, Zhang Tuoshng, and Danielle F. S. Cohen eds.,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p. 
278; Tucker, Strait Talk, pp. 224-225.

16 Tucker, Strait Talk, p. 225.
17 Kan, Taiwan, p. 2.
18 Cited from Tucker, Strait Talk,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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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未來的裝備需求進行了數次的現地考察。19在國會的壓力下，美

國國防部公開了幾次對臺海兩岸的軍事均勢評估報告—如1999年的

《臺海安全情勢評估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ecurity Situa-
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與2000年的《臺灣關係法執行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等，這些報

告與後來的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不同，前者以臺灣為

主，對我國國軍的建軍備戰甚至士氣、訓練等都有相當篇幅的評估，

顯見美國國防部極力在補強於1995-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中所發現的對

臺灣軍隊不夠瞭解的問題，在美國國防部2000年的報告中，便扼要地

點出臺美國防軍事交流的變化：

在評估臺灣的防衛需求時，⋯⋯為多瞭解臺灣目前的軍力

與未來的需求，〔國防部〕與臺灣防衛當局有主動的非官方對

話。⋯⋯為確保我們能適當提供臺灣防衛所需的政策，柯林頓總

統在1994年發動了一項政策檢討，其中一部分即在擴大我們與臺
灣的非硬體計畫，這些非硬體計畫聚焦在以下領域：國防規劃、

指揮管制通訊電腦情報（C4I）、空防、海上戰力、反潛作戰、後
勤、聯合作戰兵力整合與訓練等事項。這些非硬體計畫具多重目

的，其的功能在針對許多我們已在1999年國防部《臺海安全情勢
評估》中所發現的許多臺灣在戰備上的缺失。非硬體計畫可以讓

臺灣更能整合新近獲得的裝備，並確保這些裝備能發揮最大的效

能。非硬體計畫提供了雙方就臺灣的國防現代化之需求（包括了

專業化與組織、訓練等議題）交換意見的管道，這些交換意見與

討論能強化我們評估臺灣遠程國防需求的能力與更好的安全協助

19 Kan, Taiwan,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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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這些計畫也可以強化臺灣就武器獲得上有更好與更具效益

的決策能力與—更重要的—能更有效地使用這些武器以自我

防衛。20

小布希政府上臺後，因其執政初期定位中國為美國潛在競爭者，

而且認知到臺海軍力均勢逐漸朝向對有利中國發展，更加積極協助強

化臺灣軍力。同時，雖然臺灣安全加強法並未在柯林頓政府時期完成

立法，但提案的議員多為共和黨籍，而且歷來要求強化對臺軍售也多

來自共和黨人，以些微差距驚險贏得總統大位的小布希，自難以不將

這些同黨同志長年的訴求排入政治議程。最後，更在小布希政府內更

多關鍵官員（如：時任副國務卿〔2001-2005〕的Armitage、時任亞太

事務助理國務卿〔2001-2005〕的Kelly、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2001-
2005〕的Paul Wolfowitz、時任國防部助理部長〔2001-2007〕的Peter 
Rodman、時任國防部亞太事務副助理部長〔2001-2002〕的Peter 
Brookes、時任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副次長〔2002-2007〕的Richard P. 
Lawless、時任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2001-2005〕的Stephen J. 
Yates等）接力民主黨政府時期Campbell的促成者角色後，不僅柯林頓

時期的非硬體計畫持續推動，功能也逐漸擴充，以蒙特瑞會談為核心

的制度性安排更加深化與擴大，臺美國防軍事交流進入前所未有的顛

峰時期。

2001年起，新的臺美國防軍事交流如火如荼地展開，同年4月，小

布希政府同意供售臺灣長期以來不斷提出的武器需求，包括8艘傳統

動力潛艦、12架P3-C巡邏機、54枚魚雷、44枚魚叉反艦飛彈、144輛

M-109A6自走砲、54輛AAV-7A1兩棲人員戰鬥車、12架MH-53掃雷直

昇機、F-16的電子反制系統、4艘紀德級驅逐艦，並同意向臺灣進行

2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Executive Summary of Report to Congress on Implementa-
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200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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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3型飛彈的軍售簡報。在臺美國防軍事交流從舊制度轉變到新

制度的期間內，臺灣的指管、空防、制海與反彈道飛彈等關鍵軍力都

獲得躍進式的進步。在指管方面，博勝系統（1999年同意供售、2001
年再度同意供售強化的聯合戰術資訊傳遞系統）使臺灣具有與美軍共

通之基礎作戰能力。在空防方面，AIM-120中程空對空飛彈（2000年

同意供售）使國軍F-16戰機的空戰戰力大幅提昇。在反飛彈方面，長

程預警雷達（2000年美國同意供售）使臺灣成為美國在亞太飛彈防禦

中區域聯防的一環；愛國者二型飛彈的升級（2007年同意供售）與愛

國者三型飛彈（2001美方向臺方簡報、2008年同意供售）使得臺灣的

反彈道飛彈能力有三倍數以上的提昇。在制海方面尤其明顯，更是小

布希2001年軍售清單中的重點：紀德級艦是臺灣以往所未有的大型水

面作戰艦，具有可觀的艦隊防空與指管能力；P-3C巡邏機是海軍航空

兵力的突破，具有區域長時的反潛能力；眾所矚目的柴電潛艦使海軍

具有不易毀的第二擊戰力，這些項目能使得臺灣海軍迅速跳升一個世

代。美臺軍售進入臺美斷交後的高峰期，供售的裝備無論質量均大幅

超越以往；而且，除了前述已經同意供售的項目外，臺美雙方也已經

積極地討論到臺灣下一階段戰力提升所必須的裝備，像是神盾級艦、

新一代垂直起降的F-35B戰機、反輻射飛彈（high-speed anti-radiation 
missile, HARM）、聯合直攻武器（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 JDAM）

等等，當時的美臺軍售紅線是劃在這些武器裝備上。21對於臺灣而言，

舊有的軍售紅線獲得突破，對於未來更是深具期待。

目前的臺美安全合作制度在2001-2004年間開始成形。在此之前，

基於美方對臺灣關係法的嚴格適用，雙邊交流的制度性安排非常單

薄，議題也以軍售為限，雙方的互動頻率甚少。在此之後，經歷十餘

21 Campbell and Mitchell,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pp. 18-19.



220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年的演進，臺灣關係法有了較為寬鬆的解釋，雙邊交流的制度性安

排逐漸增多變厚，在美方發動非硬體計畫後，議題雖以軍售為主，但

不再以軍售為限，甚至逐步擴及到雙邊在國家安全中非純軍事之政策

領域的溝通協調，雙邊往來頻密，層級並提高至政策官員。此一新

制度的內容體現在依臺灣方面主事機構所區分之國安會／國防部／

軍兵種三個不同階層交流，形成如下圖所示的三層架構。每個階層

均以官方一軌交流活動為核心，其中以三個常態性雙邊會談尤其重

要，分別是：國安會層級的蒙特瑞會談、國防部層級的「國防檢討會

談」（Defense Review Talk）、「安全合作會談」（Security Cooperation 
Talk）。並從其中衍生出許多考核與工作機制。各階層不同會談間也

有承接交替的關連，因之構成繁複的制度性安排。交流所涉事務除原

有的裝備供售外，更涵蓋雙邊協調合作、對話聯繫、教育訓練等事

務。在常態性的一軌官方活動上，我方參與最高層級的政策官員在國

安會為副秘書長（蒙特瑞會談領隊）、在國防部為國防部副部長（國

防檢討會談領隊）。在一軌的官方交流活動基礎上，臺美雙邊也發展

出一軌半的準官方與二軌的半官方交流活動，這些活動大抵上雖僅涉

及對話聯繫、教育訓練事務，且以非常態性活動居多，但具有多元與

彈性的特性，可與一軌之官方活動起互為奧援的作用。由制度的角度

觀察，此三層架構乃制度複雜度與規律性的指標，多數均在2001-2004
年間逐漸發展成型，2004年後僅有少數的些許微調。

自陷停滯

正當臺美安全合作漸入佳境之際，兩個事件使得此一發展陷入停

滯。除了民進黨政府的中國政策屢屢讓美方意外之外，更直接的成

因是臺灣國防預算的逐年下降與在處理軍購上的延宕：我國國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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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國防軍事交流的三層架構

一軌

（官方正式交流活動）

一軌半

（準官方活動）

二軌

（半官方活動）

高層晤談

立委訪美

智庫邀訪

為非常態性

我將領訪美

我將領訪美

美國政軍訪團訪臺

專案合作

蒙特瑞會議

國防檢討會談

美臺國防工業會議安全合作會談

漢光演習觀摩

華美戰略論壇

智庫駐點

為常態性

各種工作會議

軍種會談

各項教育訓練

各項工作會議

非正式晤談

國防部層級

國安會層級

軍兵種層級

為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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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特別是其占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比例—向來被美方當成是否具有自我防衛決心的指標。而我國自解

嚴後國防預算總額與比例大幅降低，如下表所示，1987年國防預算占

GDP比例首次降至7%以下，為6.8%（同年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

算比例為50.8%）。1990年，首次下降至GDP比例6%以下，為5.82%
（同年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為35.21%）。1993年，再度下

破GDP比例5%門檻，為4.72%（同年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

為25.31%）。1995年，破GDP比例4%門檻，為3.81%（同年國防預算

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為24.51%）。2000年，破GDP比例3%門檻，

為2.91%（同年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17.41%）。並在2006年創

下低點，當年國防預算占GDP比例為2.21%（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

為16.07%）。2007年後，終於在美方的壓力下開始明顯地提高國防預

算，2008年的國防預算勉強回到占GDP比例3%的水準（占當年中央政

府總預算19.51%）。22我國國防預算占GDP比例在1994-2008年間的最高

點為4.11%（1994年），最低點為2.21%（2006年），下降幅度達46%。

換言之，當臺美國防軍事交流正積極開展之際，我國的國防預算在十

三年間卻幾乎腰斬了一半。

國防預算的下降當然引起美方的關切，再結合上我國處理軍購案

的延宕，坐實了美方對臺灣缺乏自我防衛決心的質疑。2001年小布希

政府同意供售可以讓臺灣軍力獲得躍進式進步的新一代裝備。臺灣隨

即將預算金額較小的紀德級驅逐艦排入採購程序，但立即遭到當時在

22 數據出自：國防部，《國防報告書》，1992年，頁77, 79-80；1993年，頁91-92：1996
年，頁113、118；2002年，頁104-106；2004年，頁141；2008年，頁203-209。但2008
年後，國防預算再度萎縮，自2008年起到2013年國防部編列的國防預算占GDP比例分
別為：2.33%（2009）、2.39%（2010）、2.12%（2011）、2.19%（2012）、2.17%（2013）。
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比例為：17.61%（2009）、17.34%（2010）、16.46%
（2011）、16.4%（2012）、16.2%（2012）。數據來源為：國防部，《國防報告書》，2011
年，頁142-143；與各年度國防部提交立法院審查之國防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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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預算總額、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占GDP比例
年度 總額（臺幣） 總額（美金） 占總預算比例 占GDP比例
1983 57.15 9.19
1984 54.68 7.70
1985 53.06 7.67
1986 51.89 7.85
1987 50.80 6.95
1988 49.21 6.58
1989 47.42 6.85
1990 35.21 5.63
1991 31.81 5.54
1992 272.1 10.81（25.16） 27.74 5.16
1993 271.0 10.27（26.38） 25.32 4.72
1994 258.4 9.76（26.45） 24.28 4.11
1995 252.3 9.53（26.47） 24.51 3.69
1996 258.3 9.40（27.45） 22.76 3.47
1997 268.8 9.37（28.66） 22.51 3.33
1998 274.8 8.21（33.44） 22.43 3.14
1999 284.5 8.81（32.26） 21.60 3.17
2000 276.1 8.84（31.22） 17.41 2.91
2001 269.8 7.98（33.80） 16.48 2.64
2002 260.4 7.53（34.57） 16.37 2.64
2003 257.2 7.47（34.41） 16.52 2.50
2004 264.1 7.90（33.42） 16.53 2.51
2005 258.6 8.04（32.16） 16.08 2.34
2006 252.5 7.76（32.53） 16.07 2.21
2007 304.9 9.28（32.84） 18.72 2.69
2008 334.0 10.59（31.51） 19.51 3.00
2009 318.6 9.64（33.04） 17.61 2.33
2010 297.4 9.39（31.64） 17.34 2.39
2011 294.6 10.24（28.76） 16.46 2.12
2012 317.5 10.94（29） 16.4 2.19
2013 314.5 10.48（30） 16.2 % 2.17 %

金額單位：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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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國民黨籍立委抵制與拖延，這是從1949年以來，第一件美國已同

意供售的軍售項目而因為臺灣內部政爭而陷入幾乎廢案的案例。2004
年後，我國防部把8艘柴電潛艦、12架P3-C巡邏機與2003年美方同意

供售的愛國者三型飛彈併為三項重大軍購，採編列特別預算的方式，

送交立法院審議，也就是所謂的「6108億軍購特別預算」，但這項軍

購特別預算案，遭遇到比前例紀德艦案更悲慘的命運，在國民黨黨中

央的執意下，國民黨立委對三項重大軍購案採取冗長的程序性杯葛，

在程序委員會即予否決，根本不讓本案有實質審查的機會。一直到

2008年前，三項重大軍購案才有部分項目獲得鬆綁，而一直迄今，臺

灣仍未完全消化美國在2001年同意供售臺灣的軍售項目。

國防預算的逐年下降與處理軍購上的延宕對臺美軍事交流留下深

刻的影響，從此之後，不僅華府開始出現對臺灣自我防衛決心的質

疑，許多親中的美方人士更是主張既然臺灣無心自我防衛，那美國

何苦得罪中國來協助臺灣建立國防實力，更重要的是，軍購延宕使得

力促強化臺美國防軍事交流的美方國防部官員自此很難再為臺灣辯

護。23美方不免感到對臺軍售是既得罪於中國，而臺灣又不見得能夠感

謝與吸收，過去造成臺美國防軍事交流的誘因大打折扣。許多原與軍

售議題緊密結合的交流場合（如美臺國防工業會議）也逐漸失去議題

焦點。故自2006年起，整個軍售關係也產生質變，臺灣在2001年軍售

清單都尚未消化完畢前，再提F-16C/D戰機的購案，不僅在白宮遭到

極大阻力，連美國國防部內支持的聲音都變小了，許多在國防部友臺

的政策官員若非離職，就是變得冷漠。24自此之後，因軍購延宕，美國

對臺官員對臺灣朝野的挫折感成為體制性記憶，對臺灣自我防衛決心

23 Ed Ross, “The Future of U.S.-Taiwan Defense Cooperation,” China Brief, Vol. IX, Issue 21 
(2009), p. 9. 

24 Kurt M. Campbell and Michael E. O’Hanlon, Hard Power: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
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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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懷疑，成為負面的客體化因素，而隨著美方一任接一任的官員傳承

下去，反成不利於臺美軍售或甚至雙邊交流的認知因素。

2008年後，中國的崛起越加明顯，而臺灣已坐失戰力躍升的機會

預期。中國現在所擁有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能力都已非昔日吳下阿

蒙，在在都使得美國的行動空間大為限縮。中方對於臺美安全合作

關係與美臺軍售的壓力並未因馬政府的親中政策有所放鬆，而是更欲

除之而後快。中國軍方更提出：兩岸關係和緩，美臺軍售越無必要；

若一旦執意美臺軍售，將反而破壞目前和緩的兩岸關係。此一講法成

為解放軍破壞臺美國防軍事交流的論述基調，能打中部分美方人士不

欲看到臺海兩岸再生波瀾的要害。在中國崛起之後，中美之間存在全

球與區域性議題的合作利益，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力現代化後，更

是美方所關切。美國期待擴大美中軍事交流，但中方則要求美國停止

對臺軍售。每一次美國對臺有大規模軍售，都會引起中方以取消、降

級、延遲若干美中軍事交流活動作為報復。對於臺灣，八一七公報真

正適用或任何對臺軍售設限的可能性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在美中

雙邊會談中，中方依例會要求美國能基於美中三公報，停止對臺軍

售，尤其應遵照八一七公報的精神，逐年降低對臺軍售，直到完全停

止。而美方的制式反應則表明美臺軍售是基於臺灣關係法的義務。於

是，雙方就在這種時斷時續的軍事交流活動中各說各話。雖然中方無

法一次到位達成停止美臺軍售，不過中方在軍售議題上的堅決立場，

加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需求日益增高，現階段華府對臺軍售的決策過

程確實必須斟酌考量中方的反應，從F-16 C/D售臺案一路波折，很清

楚地看出北京因素已經深刻影響到華府決定「何時」軍售臺灣，日後

難保不會有向上觸及「是否」軍售臺灣的可能。

以戰機獲得為例，如下表所示，在1950年代，臺灣獲得美軍新式

裝備難度甚低，以臺灣空軍當時的主力戰機F-86、F-100與F-104戰機



226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為例，我軍獲得與同樣機款在美軍服役的時間差分別在5、4與2年，

1956年美軍開始裝備AIM-9響尾蛇空對空飛彈，這是當時美軍空中對

戰的利器，而1958年在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砲戰）我空軍即以此

款飛彈打下九二四空戰大捷。易言之，臺灣空軍曾經一度與美軍在裝

備水平上幾乎是同步的，臺灣獲得美製戰機的速度也快過日本與南韓

（臺灣F-86的服役比日本與南韓快1年、F-104的服役比日本快2年）。

但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國對臺軍售態度開始有所保留。同樣以空軍

戰機為例，美國始終不願供應臺灣美軍在越戰主力的F-4戰機，但南韓

與日本在1960年代末期獲得；取而代之的，美軍供應臺灣的是較為輕

我軍引進美製戰機的時間差距比較

各款美製主要戰機機型在美國與其他亞太國家服役時間點

機型 美國 我國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F-86 1949 1954 1955 1955
尚未獨立F-100 1954 1958 未引進 未引進

F-104 1958 1960 1962 未引進

F-4 1960 未引進 1968 1969
F-5 1962* 1965 未引進 1965 1979
F-15 1974 未引進 1981** 2005** 2011**
F-16 1979***

1984****
1998*** 未引進 1989***

1986****
1988***
1998****

F-35A 2013***** 2019***** 2018*****
說明：

*為僅用於假想敵中隊，未列入一線主力作戰機種
**為使用該型機衍生款如F-15 J（日本）、F-15 K（南韓）、F15 SG（新加坡）
***為F-16 A/B
****為F-16 C/D
*****為尚未服役，所列為計畫服役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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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低階的F-5戰機。美國與臺灣斷交後，美臺軍售更是陷入低迷，1980
年代初臺灣希望獲得比當時現役F-5 E更好的戰機（FX戰機，即F-16或

F-5 G戰機），幾經努力未果。當臺灣再度自美國獲得新戰機（F-16 A/
B，於1998年服役，不含技術協助的IDF戰機）的供售已是近30年後的

事，我軍目前主力戰機F-16 A/B服役時間晚於美軍的時間差已長達19
年。若與亞太周邊國家相比，臺灣比起南韓晚了將近10年取得F-16 A/
B，南韓的F-16 C/D早在1986年服役，但臺灣迄今尚未獲得美方同意

供售同型機。臺灣比新加坡空軍早10餘年引進F-5，但新加坡獲得F-16 
A/B卻比臺灣早了近10年，現在的新加坡空軍擁有F-16 C/D與F-15 SG
戰鬥機。換言之，在戰機水平上，本在1950年代落後於臺灣的日本、

南韓與新加坡，現在反而超越臺灣至少10年以上。

此表具體的說明了：當我們樂觀看待臺灣關係法與臺美安全合作

茁壯之際，八一七公報絕不是虛無的恐懼想像，它存在，而且對於美

國對臺軍售確實有其影響。

結論：在我們今日的行動中

對臺灣的安全保障，臺灣關係法只提供了一個薄弱的基礎。對於

臺灣關係法與八一七公報的競合中，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決定華府對

兩個文件的詮釋方式。在前述的說明中，我們既看到前人在臺灣關係

法的緊縮架構中打出的燦爛成就，也不能忽視確實有八一七公報的影

響在其間作用。

未來的國防情勢將中國崛起後更形險峻，離中國規劃具備大規模

對臺作戰決勝能力的2020年時點越來越近。誠如前述，歷史恩惠與試

煉在我們的身上交匯。我們珍惜歷史發展所建構出的臺灣主體性，包

括真正的國防。如果，我們不願意再度臣屬於他人，就必須面對此一



228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挑戰，承擔此一自我防衛國家與社會的責任。臺灣未來的前途會走向

何處？我們今天的行動會決定此一問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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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關係法與臺灣經濟安全—中臺相關

經濟協議對臺灣經濟社會安全之衝擊

許忠信教授

English Summary

The Ma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argues that Taiwan is in the imminent 
risk of marginalization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because Taiwan has 
failed to establish any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major trading nation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order to prevent Taiwan from that alleged 
marginalization, the Ma administration proposes eagerly to s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CFA"))
with China. By this way, the Ma administration thinks that Taiwanese 
products can be transshipped into ASEAN countries via China. In addition, 
the Ma administration further thinks that signing ECFA with China not only 
can normalize th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can greatly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to sign FT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rgues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hus, China objects to the idea 
that Taiwan joins 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require statehood as 
its membership. By the same reasoning, China also exercises pressure to 
stop the U.S.,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sign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Taiwan. The top 100 U.S. enterprises have large investments in 
China, and have supported U.S. Congressmen/women in their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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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 China uses tax-evading checks and other licenses as lynch to 
exercise pressure on American top 100 enterprises, and forbids them from 
supporting any proposal of U.S.-Taiwan FTA.
ECFA is an interim agreement leading to a free trade area with China. 
Because Taiwanese businesses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China from 1989, 
and have transferred quite a lot of technology to China, the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on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are competitive, rather 
than mutual supplementary. This will harm Taiwan’s Economy and political 
autonomy, and is not good for 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1624-1661))and Tungnin Kingdom 
period((1661-1683)), China and Japan were balanced by the power in 
Taiwan. As a result, Taiwan straits provided free international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mong South East Asia, North East Asia((including 
Japan)))and China. Taiwan’s harbors worked as free export transits, with 
Western, South East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businessmen trading in 
Taiwan and their goods transshipped in Taiwan. The then prosperity was 
a result of balance of powers. With this in mind, one can easily see that 
「ECFA」and 「ASEAN plus 3」are made by China to isolate Taiwan 
further and are designed to facilitate China’s dominance in East Asia. 
Supporting Taiwan can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East Asia, implementing ECFA with China can deteriorate seriously the 
im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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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於2014年八月初發表報告指出，美國

總統基於臺灣關係法承認臺灣不受中國強迫而能自主決策對美國國家

安全利益至為關鍵，但臺灣經濟快速傾中，美國不應坐視此一可能威

脅東亞區域和平穩定的發展。因為ECFA與後續之服貿協議使臺灣更

依賴中國市場，幾乎已變成中國之附庸，此一結構改變明顯有政經雙

重嚴重後果，若不改變恐使臺灣政治命運受中國之操縱，而經濟暴露

在中國經濟的風險下。他認為，若無法符合臺灣關係法維繫東亞安定

的要求，而讓臺灣被迫與中國建立緊密之關係，會搖動東亞區域和

平。因此，他建議美國應與臺灣展開雙邊與多邊經濟合作，並協助臺

灣加入TPP，以抑制臺灣傾中的趨勢。

ECFA簽署四年以來，臺灣對中國的出口不增反減。根據中國海關

資料，2014年上半年中國自臺灣進口大減10.2%，是中國前六大進口

國中唯一減少者，導自我國在中國之市占率由8.5%降成7.5%。而其他

五國對中國出口皆增加，中國自德國進口增加15%，澳洲增加11.9%，

美國增加4.8%，南韓及日本皆增加2.6%。該五國與中國無ECFA，而

我國則與中國有ECFA，應是ECFA危害臺灣經濟的強力證明。

本文必須指出，該後果僅是ECFA動態效果的一部分，ECFA靜態

效果（八千多項農工產品逐漸降成零關稅的衝擊）以及服務業貿易的

政經衝擊還在後頭。本文呼籲臺灣人民趕快覺醒，速速跳出即將滾沸

的熱水。    

貳、區域整合與政治影響

經濟整合以使成員國在稀少資源的使用方面提高效率以及有較高

之經濟成長率，即有動態效果與靜態效果。首先，較高之動態效率，



232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其理由在於較大而較競爭之市場可能會使企業及個人更創新，而在競

爭的壓力下企業會提升其效率。而其所以會提升靜態效率乃因為會

員國可專業於其較有效率的產品的生產。而且，由於市場變大而較整

合，使得大規模生產變得可能因而使企業可獲規模經濟之好處，而使

產品更便宜而且更有競爭力。

不過，靜態效率方面則被貿易移轉效果打了折扣，因為成員國之

間固然創造了一些貿易，但此些貿易中有部分乃移轉自非成員國業者

的出口機會而使成員國內較無效率的業者因零關稅而獲得。

由於被排除在區域整合之外會喪失一些本可有的貿易機會，而隨

著區域整合的數量與規模的擴大，被排除者的不利益形加重（此乃中

國封鎖臺灣與他國形成經濟整合的經濟戰略所在）。此時政治的隱憂

便會浮現。大部分的區域主義傾向著重在形成較大市場的經濟邏輯，

但很多政治經濟學者相信，區域主義的政治意涵更為重要。區域主義

所造成的基本的政治問題為主權的流失。在某一程度的整合之後，成

員國有為了維持區域整合而犧牲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等國家利

益。本文認為，此一風險在一大一小的組合中對小國最危險。在政治

的層面上，區域整合所謂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問題。亦

即，在重要的決定乃由區域機制作決定而非由國內機制作決定時，該

決定即非經由國內民主程序所作成。本文認為，此一民主赤字在一為

獨裁政權另一為民主國家時，該民主國家的犧牲最大，因為本可在國

內民主地決定的事項卻是由非民主的區域機制來作成。ECFA之經合

會使得很多議題不再由臺灣人民所決定而是由經合會與不民主的中國

商談決定，中國沒有「民主赤字」代價而臺灣卻單方承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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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CFA的開放程度
ECFA乃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例外。與WTO之其他會員國簽訂自

由貿易協定等經貿整合協定而構成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例外是WTO規

範所允許，1惟其範圍須涵蓋絕大多數之商品貿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及絕大多數之服務業方可（視該協定是否涵蓋服務業貿易而

定），除非其乃一過渡性之區域整合協定或過渡性之自由貿易協定。

所謂絕大多數之貿易，在2008年生效之東協與日本之自由貿易協定

（EPA）乃要求達百分之九十一之商品完全自由貿易，但在2010年生

效之東協與澳紐之自由貿易協定乃要求達百分之九十六之商品完全自

由貿易，而在2007年簽署之美國與韓國之自由貿易協定乃要求達百分

之九十五之商品完全自由貿易。因此，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應是一般

標準。

一、商品貿易

由於GATT第二十四條僅允許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同盟以及比自

由貿易協定更高程度之經貿整合（例如共同市場）構成最惠國待遇原

則之例外，因此，ECFA若不達自由貿易協定（FTA）之程度（須對絕

大多數之商品貿易消除絕大部分之關稅及其他有關商業貿易限制之規

定），則不能被GATT第二十四條所允許，除非其乃邁向FTA之暫時性

協定（an interim agreement）（ECFA屬之）。而暫時性協定過渡到完

全自由貿易協定之合理期間，根據1994年 GATT 第二十四條之解釋瞭

解書第三點之規定，原則上暫時性協定過渡到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

之時間只有最例外之情況方可長於十年。

1 GATT 第 24條 及 GATS 第 5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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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業貿易

根據GATS第五條之規定，自由貿易協定或區域整合之要件為

（1）須涵蓋絕大多數服務部門；（2）應袪除該部門中絕大部分

（substantially all）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之既有的歧視性措施；（3）

禁止採取新的歧視性措施等。原則上，暫時協定（ECFA屬之）過渡

到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之時間只有最例外之情況方可長於十年。

三、ECFA之約定內容

香港簽定CEPA失去面子（確認其為中國之一部分）至少來得到裡

子，因為香港片面地向中國要到甚多好處，例如服務業僅片面由中國

對香港開放，而香港並無相對應之對中國開放。然而，ECFA卻是失

去面子亦無裡子，而在ECFA協議文本第一章總則（第二條）中要求

雙方盡自由貿易協定之義務，即要求雙方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

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此與GATS第五條之主要內

容無殊）。

ECFA協議第二條要求雙方盡自由貿易協定之義務，亦即要求雙方

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實質多數」商品貿易的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

（此為GATT第二十四條之主要內容），以及要求雙方逐步減少或消除

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此為GATS第五

條之主要內容）。然而，此一雙方義務依WTO法律規定須在十年期間

內完成此一開放，而且其乃法定而不待文本之約定。中國與東協之自

由貿易協定有十年之約定僅是重申法律之規定而已。可見，ECFA文

本中無十年時程之約定徒然使ECFA看起來更像CEPA而已。根據經濟

日報2010年6月28日A2版之刊載，馬政府認為ECFA文本僅使用『「實

質多數」的商品及「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而非GATT第二十四條

所稱之絕對多數（substantially）的商品，因此，我國與中國不必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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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達到GATT第二十四條所要求之絕對多數（substantially）的商品

須自由貿易及GATS第五條所要求之服務業自由貿易。此一見解並不

正確，因為WTO之法定要求不能被我國與中國之雙邊約定所排除，更

何況WTO之官方語言為英語、法語及西班牙語，因此，「實質多數」

及「眾多部門」之英語翻譯亦應會使用”substantially”一字而與法條用

語無殊。

肆、服務業貿易協議僅是第二階段開放
一、空白授權

根據服貿協議第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將來陸續談判之結果將自

動構成服貿協議之一部分，不必立法院審議即拘束我國。在此須先了

解服貿協議與ECFA之關係。ECFA協議之總則稱其目標為促進「雙

方」貨品貿易及服務貿易自由化，而由於正常化為自由化之前提，因

此，此一目標表示雙方將來須貿易正常化（依WTO規定用約6%關稅

進口目前仍禁止進口之中國農工產品及讓中國服務業依我國加入WTO
時所作之承諾進入我國），而且在服務業貿易方面，ECFA協議第四

條要求雙方須於協議生效後六個月內展開協商並儘速完成服務貿易之

協商，而其內容應包括逐步減少或取消「彼此間」現有的限制性措施

（即包括正常化），並繼續擴展服務貿易之廣度與深度（即廣泛自由

化）。可見，我國與中國之服務業貿易將來還有甚多陸續開放，及於

敏感之服務業。此對我國之衝擊將甚為嚴重。

二、中國乃開發中國家而不利我國服務業之西進

就服務業貿易而言，中國法制不彰，我國服務業者到中國即使享

有國民待遇，服務業設立所作之投資常未能受到充分保護，我國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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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之服務，因此，受到詐害時法院亦未能提供有效

救濟。而我國乃法制國家，中國服務業者到我國不僅享有國民待遇，

而且受到我國法制之保護，在以交叉補貼之競爭下，我國內需市場將

不保。若不簽ECFA，我國有競爭力之服務業者（例如永和豆漿與燦

坤公司）仍可藉品牌打進中國市場，較無競爭力之服務業可保有臺灣

之市場進行研發與品牌之建立，等發展成熟後再進軍中國與其他國際

市場。更何況中國乃以開發中國家身分加入WTO，因此其依法對其他

WTO會員國的服務提供可有較大之限制。而我國乃以已開發國家身

分加入WTO，因此我國對來自其他WTO會員國的服務並未有多大限

制。此一現象在現今兩岸服務業貿易上將造成對我之不利。

三、中國服務業者之東來

（一）概述

外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呈現或商業據點（公司）設立方式到我

國工作而提供服務，雖會對我國之就業產生排擠作用，然而由於外國

人對我國語言文化較不熟悉，因此，衝擊有限。至於同語言及文化之

中國服務業者，我國則仍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禁止中國人到臺灣工作

以及不承認中國學歷而不允許中國人參加我國之專門職業證照考試，

藉此避免中國服務業者到臺灣提供服務所會造成我國就業之衝擊。然

而，此一限制在ECFA落實後，由於中國人將因ECFA而享有大部分之

我國國民待遇原則而不得再維持之。2我國教育部亦指出，承認中國學

歷後，僅限制中國人考公職，而不限制其考專業證照。更何況，我國

為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分立之國家，即使代表行政權之馬政府及考選

部不允許中國人報考專業證照，但在中國考生報名被拒絕之後所可能

2 朱敬一主編，ECFA開創兩岸互利雙贏新局面，遠景，臺北市，2009，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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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之行政訴訟中，我國法院很會依法允許其報考。

最後，更嚴重是，中國偏遠地區如東三省、山西、陜西、寧夏、

甘肅、西康、貴州、雲南、海南島等地之服務業提供者根據中國之規

定並無遷徙到北京、上海、或廣州等地之自由，而ECFA後卻可自由

地以二十萬元美金資本在臺灣設立營業據點，然後以管理人員或專家

名義大量引進中國之服務業人員，其對我國就業之衝擊由想而知。

（二）我國對所有服務業部門之水平承諾與ECFA之影響
（1）中國服務業者本只可享有之WTO待遇

根據我國在2002年加入WTO時所提出之服務業特定承諾表，除下

述特定行業另有規定以外之所有服務業行業，3我國在商業據點呈現方

面所作之承諾為，對自然人呈現所作之承諾，除在下述之特定行業列

有限制措施者外，外國企業及個人（包括中國企業及中國人）得在我

國進行直接投資（設分公司或子公司等）。至於屬間接投資之對在我

國證券市場上市、上櫃公司之證券投資，除下述特定行業承諾另有規

定者外，外國企業及個人（包括中國企業及中國人）均不受限制。

而在自然人呈現方面所作之承諾包括：1.跨國企業（含中國企

業）內部調動人員得入境並居留，惟初次居留期間為三年，不過可申

請展延，每次一年，且展延次數無限制。所謂跨國企業（含中國企

業）內部調動人員係指被其他會員（含中國）之法人僱用超過一年，

透過在臺設立之分公司、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以負責人、高級經理人

員或專家身分，短期入境以提供服務之自然人。所謂負責人係指董

事、總經理、分公司經理或經董事會授權得代表公司之部門負責人。

所謂高級經理人員係指有權任免或推薦公司人員，且對日常業務有決

策權之部門負責人或管理人員。所謂專家係指組織內擁有先進之專業

3 朱敬一主編，ECFA開創兩岸互利雙贏新局面，遠景，臺北市，2009，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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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且對該組織之服務、研發設備、技術或管理擁有專門知識之人

員（專家包括，但不限於，取得專門職業證照者）。2.受我國企業僱

用之自然人（中國人亦為自然人）得入境並居、停留，但不得超過三

年。

由於依此規定東來之中國跨國企業可引進之高級經理人與管理人

員以及擁有專門知識之專家在我國現代服務業普遍仰賴專業知識之情

況下，幾乎人人可稱為專家，而其人數我國依規定又不得加以限制之

情況下，中國跨國企業必然大量引進此類中國人以減低成本（又可報

效其祖國，此可由中資企業到法國投資仍大量用中國人可知），在同

語言文字之條件下，我國就業將嚴重受到衝擊。此在我國服務業企業

若為減低人事成本而僱用中國人（不需專業知識之自然人即可）使

其入境並居留三年，則我國國民就業所受之衝擊會更加嚴重。有鑑於

此，我國至今仍藉中國不願在WTO控告臺灣以免使我國與其平等地成

為原被告而技術性違反WTO規定而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十一條限制中

國人到臺灣工作須經許可且僅能一年為限。

（2）ECFA將使中國服務業者享有超過WTO之待遇

由於ECFA為比WTO自由之過渡性自由貿易協定，因此，ECFA簽

訂後若要被WTO所接受，我國必須先落實我國加入WTO時所作之承

諾，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一條在服務業人員雇用方面所違反WTO承

諾之部分立刻必須被修正，而允許中國到我國設分公司或子公司之跨

國服務業企業引進管理人員與專家，並允許我國服務業企業以三年為

期僱用中國自然人（不必專業知識）。

甚至在簽訂ECFA十年後發展成兩岸自由貿易區時，上述限制之絕

大部分需被排除而使中國人在我國提供服務業服務時享有我國之大部

分國民待遇。中國跨國企業用人不再有上述之限制。屆時，我國服務

業之就業市場所受之衝擊會更嚴重。我國因ECFA之簽訂須開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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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不論需否通過證照考試）甚多，無法一一列舉討論。需要證照者

例如我國地政士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中華民國人經地政士考試及格

領有證書者方得執業，我國在加入WTO時並未對地政士業務對外國人

作特定開放，因此，僅適用水平開放之規定，而中國並無處理地政業

務之公司會到臺灣設分公司，因此，WTO開放對地政業務並無影響。

然而，ECFA簽訂後，中國人若通過地政士考試則由於ECFA使其享有

我國大部分之國民待遇而得以執業，此時其即可在我國設事務所提供

地政相關之服務，與我國地政士無殊。我國地政服務業之就業市場將

受衝擊。

（三）我國加入WTO時對服務業所作之特定服務業開放與簽訂ECFA
後之影響

由於我國加入WTO時對服務業所作之特定服務業開放種類繁多，

以下僅舉我國加入WTO時所作開放與簽訂ECFA後對我國有重大差異

之二十種服務業為例介紹之。

（1）律師業 
有關律師業，我國開放外國律師來臺執業僅限於執行該資格國之

法律或國際法事務，而不得經營本國法律師業務，惟外國律師可與本

國律師合夥或聘僱本國律師。然而，律師法關於外國法事務律師資格

之取得並無國籍之限制，不排除本國人於國外取得外國律師資格暨其

他法定要件以外國法事務律師身分回國執業，則其挾語言、人脈等優

勢，亦可能對國內律師界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最後，因欲在臺執業

之外國人仍須參加中文之律師考試，可預見能通過該考試之外國人數

應該不多（中國人則由於學歷不被我國承認而不得報考），不致對國

內律師現行執業環境產生重大影響。

依前開規定，外國法事務律師來臺執業僅限於執行原資格國之法

律或與該國相關之國際法事務，因此與本國律師所得執業範圍並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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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較無相互取代之問題。然而，由於中國律師屬外國律師，其依規

定可憑中國律師執照到我國提供中國法及國際法業務之服務，在我國

現因中國熱而甚多企業須了解中國法令之情況下，我國現階段仍以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禁止中國律師東來。此一限制，在簽訂ECFA後，因中

國法律服務提供者享有大部分之我國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與律師法第三條（規定僅中華民國人取得律師資格經訓練

合格者方得充任律師）勢須被修正。而且，我國現仍以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以及不承認中國法律系之學歷而不允許中國法律人到臺灣報名律

師考試。將來簽訂ECFA並承認中國學歷之後，中國法律人享有大部

分之我國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而可憑被我國承認之中國學歷報考我

國律師考，甚多出身中國貧窮地區之法律人只要自修我國法或稍微補

習一下，憑其中文能力通過我國律師考者將如過江之鯽，我國現因產

業大量西進而痛失甚多案源之臺籍律師之業務與就業將受重大衝擊。 
（2）建築師業

我國建築師業面臨國外大型事務所之競爭，然而因為要在我國執

業之外國人仍須參加中文之建築師考試（建築師法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由於外國人（除中國人外）之中文能力不佳，其能通過該考試

之外國人數不多，不致對國內建築師現行執業環境產生重大影響。至

於中國人獲有中國建築系學歷者雖得比照外國人依建築師法第五十四

條第一項報考我國建築師，我國現仍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不承認

中國學歷之方式不允許中國人到臺灣報名考試。將來簽訂ECFA並承

認中國學歷之後，中國人享有大部分之我國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而

可憑被我國承認之中國學歷報考我國建築師考試，通過後雖然建築師

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外國人通過建築師考試者尚須有內政部之允

許方得執業，但此一規定由於ECFA使中國人享有我國之大部分國民

待遇而不再適用。甚多出身中國貧窮地區之人應考而錄取之比例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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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建築師考試所測之專業知識兩岸差距不大），而且其執業後以

低價競爭即足以獲利養活在中國之全家，此將對我國籍建築師之業務

與就業產生重大衝擊。

（3）會計師業

有關會計師業，我國加入WTO後，國外自然人、事務所或法人

可進入我國市場提供簽證以外之會計服務業務。至於簽證業務，因欲

在臺灣執業之外國人仍須參加中文之會計師考試，可預見地，能通過

該考試之外國人數應該不多。我國會計師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外國人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會計師考試，而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外

國人參加我國會計師考試及格者尚須我國中央主管機關之許可方可執

業。因此，加入WTO所作開放不致對國內會計師現行執業環境產生重

大影響。惟會計業務之開放將使國內正值萌芽階段之管理諮詢、稅務

規畫等之會計服務業之經營面臨轉型上之壓力。

有關中國人對我國簽證業務之影響，雖然希望在臺灣執業之外國

人仍須以中文參加會計師考試，而能通過該考試之外國人數應該不

多，然而承認中國學歷與簽訂ECFA後，中國人應考錄取之比例會不

低，而中國人因ECFA之簽訂而享有大部分之我國國民待遇，前述外

國人通過會計師考尚須有主管機關許可方可執業之規定，對中國人即

不適用。因此，ECFA之簽訂對我國會計師簽證業務將生重大之衝擊。

有關中國自然人、事務所或法人進入我市場提供簽證以外之會計

服務業務（例如管理諮詢、稅務規畫、記帳代理等之會計服務業），

ECFA後，中國會計師（未通過我國執照考試者）或其他會計服務提

供者（例如記帳代理業）來臺以其專業提供此類簽證外業務之廉價服

務，我國業者之經營將更為困難，對就業將產生衝擊。

（4）技師業

有關技師業，欲於我國境內提供專業技術服務者，應依我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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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技師資格與執業執照後始得執業。外國公司擬於我國境內設立分

公司辦理技術服務業務，亦應依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之規定向主管

機關申請設立許可與登記後，其聘用之（經我國技師考試及格）專業

技師始得請領執照執行相關業務。因語言及文字等限制，非華語系國

家之技術人員，較難通過我國技師資格考試。我國加入WTO前，外國

公司需採合作方式，由本國人擔任分公司負責人，不過我國已承諾於

入會後放寬外國公司之分公司負責人須為我國技師之規定，惟其實際

主要從業人員因語言文字關係仍多為我國人，因此，加入WTO對我國

內技術白領人員影響較小。

簽訂ECFA並承認中國學歷後，因技師業之專業知識國際性高，中

國人通過我國專業技師考試並不難。雖然技師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

人經技師考試及格取得證書者方得充任技師，然而，中國人因ECFA
而享有大部分之我國國民待遇，因此，其取得資格後即得比照我國國

民在我國從事技師業務。更何況我國技師法第四十六條允許外國人通

過我國技師考試後在我國執業，至少中國人可比照外國人而依該條在

我國執業。而我國技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雖規定外國人執行技師

業務應使用中文，而可對我國技師有些保護作用。然而，中國技師使

用中文執行業務當然無困難，因此，再加上ECFA所需遵守之自由設

立原則（中國人依此原則可自由選擇設立公司型態之技術顧問機構或

設立事務所）與自由參與原則（中國籍技師可自由參與設計、監造、

鑑定或施工等業務），我國之專業技師業將充滿中國公司與中國籍

（取得我證照）技師。而且，我國加入WTO時，政府之因應對策包括

通過「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要求外國公司在臺需大量聘用

本國技師執行業務，以增加我國技師更多就業機會。然而，此一要求

因ECFA使中國業者享受我國國民待遇而使我國對中國技術服務公司

不得再適用此一規則，因此，我國不得要求中國公司聘用本國技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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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務。可見ECFA對我國技師業務與就業之衝擊不可小觀。

（5）獸醫師業

根據我國加入WTO之服務業承諾表，我國允許外國人取得我國

獸醫師及獸醫佐資格者於我國設立獸醫診療機構提供獸醫服務（獸醫

法第五十四條參照）。非華語國家因語言及文字之限制，取得我國獸

醫師（佐）資格並不容易，故此一開放對我國獸醫服務應不致有嚴重

影響。然而，中國人及華僑因語文、文字及文化背景與我國類似，取

得我國獸醫師（佐）資格較容易，而我國國民所得較中國及東南亞為

高，該等國家獸醫師（佐）至我國服務意願相當高，因此對其開放獸

醫服務業對我國獸醫服務市場有很大的影響。我國現在乃以不承認中

國學歷之方式不讓中國人報考獸醫師及獸醫佐考試。簽訂ECFA並承

認中國學歷後，中國人通過我獸醫師及獸醫佐資格考試並不難，屆時

由於ECFA使中國籍獸醫師及獸醫佐享有我國之大部分國民待遇，我

國不得依獸醫師法第一條而拒絕其執業，我國之獸醫業將可能充滿中

國籍（取得我證照）獸醫師及獸醫佐，其對我國獸醫師及獸醫佐之營

業與就業之衝擊不可小觀。

（6）不動產服務業

開放不動產仲介服務業市場後，國外之不動產仲介服務業將可來

臺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不必再委託我國業者提供不動產資訊，使國

內業者原擁有之市場優勢受到影響。我國政府為因應開放市場之需

要，己於八十八年二月制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其主目的為

建立經紀人員證照制度與簽證制度，健全業者之經營體質及提升經紀

人員之服務品質。簽訂ECFA並承認中國學歷後，中國人通過我國經

紀人員證照資格考試並不難，再加上自由設立原則與自由參與原則，

我國之不動產仲介服務業將會有中國公司與中國籍（取得我證照）經

紀人參與競爭，對我國之營業與就業之衝擊不可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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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般商業服務業

一般商業服務業包括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航空電腦訂位系統除

外）、研究與發展服務業、其他機器與設備租賃、其他廣告服務業、

市場研究與公眾意見調查服務業、管理顧問服務業與相關之服務業、

出版及印刷除外之服務業、攝影服務業、包裝服務業、會議服務業、

其他電話答覆服務業、複製服務業、翻譯傳譯服務業、郵寄名單編輯

業、錄音服務業。雖然我國對WTO會員國承諾此方面之開放，但非

華語系國家之業者因不諳中文，對國內企業產生之競爭壓力及衝擊有

限。至於中國業者，我國仍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限制其到我國營業。

ECFA後，我國勢須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使中國在此方面之服務提

供者享有大部分國民待遇，屆時國內之企業及專業人員將面臨來自中

國企業及專業人員之激烈競爭。

（8）電影之製作與行銷服務業

電影製作業及電影發行業在我國加入WTO前即已全面開放競爭，

國產電影製作量及就業人口已有減少之趨勢。又電影放映服務業在加

入WTO後，外國電影進口拷貝數、映演家數及廳數等限制均已取消，

外國電影已無限制於臺灣放映，對國內電影片映演業之營運有所影

響。因此，新聞局於電影法第三十九條之二規定，因進口外國電影導

致我國電影事業受到嚴重損害，或有受到嚴重損害之虞時，為維護本

國電影之存續與發展，新聞局得採取必要之救助措施，包括成立國片

院線或設定國片映演比例限制。此一救助規定本符合GATT之數量限

制之例外規定。然而，ECFA後，因中國電影享有國民待遇，我國對

中國電影即不得再作如此之限制。

（9）快遞服務業

ECFA後，我國業者除須面臨DHL、UPS暨民間快遞業者之競爭

外，亦會因中國業者之到來而面臨中國業者之低價服務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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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信服務業

我國為因應世界潮流趨勢，積極推動電信自由化政策，並依我國

WTO入會電信服務業之承諾，循序開放各項電信業務。不過，基本

電信服務提供者須為在我國設立之股分有限公司。有關以商業據點設

立方式提供基本電信服務，直接投資指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分，間接

投資指外國人透過我國子公司所持有之股分。判定外資比例是否超過

規定時，應依一定方式計算我國子公司持有之間接投資比例。外國

人之直接投資比例加計根據該方式計算出之間接投資比例，最高可

達60%。外國人對單一服務提供者之直接投資不得超過20%，對中華

電信以外之服務供給者之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可達60%。外國人直接

及間接投資持有中華電信股分之比例，合計不得超過20%。有關以自

然人呈現方式提供基本電信服務，除上述水平承諾所列者外，不予承

諾。有關國民待遇之享有，須該公司董事長及半數以上之董事須為我

國人民方可享有國民待遇。

ECFA後，除非將基本電信納入敏感項目，否則中國服務業者將因

享有大部分之我國國民待遇而不得對之作如前述之限制。

（11）視聽服務業

視聽服務業包括錄影帶之製作與行銷服務業、廣播及電視服務業、

電視及廣播廣告服務業（為電視臺或廣播電臺製作或播映放廣告）。

中國如要求我國開放廣電事業或以中資或自然人進入之方式參與

經營視聽服務業，將對我國廣電事業產生相當之影響。有鑑於此，我

國乃依據「兩岸關係條例」，採取管制之措施，以確保廣電事業之健

全發展。依現行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以下簡稱廣電事業）皆未禁止外資經營，而中資進入我國則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第

七十三條規定，以持股20%為上限。有關是否開放中資或中國人士參



246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與經營我國廣電事業，為免我國經濟、文化及產業結構遭受影響過

鉅，現行對中國之管理機制應維持。惟ECFA令中國業者將享有我國

大部分之國民待遇，我國不得對之作較嚴格之要求。此將對我國在此

方面之就業產生衝擊。

（12）行銷服務業

行銷服務業包括經紀商服務業、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及

經銷服務業。國內之企業及專業人員對於來自中國地區之企業及專

業人員之競爭壓力深具急迫性，對國內企業產生競爭壓力及衝擊。

ECFA簽訂後十年，當中國行銷服務業者享有大部分之我國國民待遇

時，由於其語言文字之能力與我國業者相同而所要求之費用可比我國

低廉，此些壓力將更形重大。

（13）藥物、化粧品行銷

所謂藥物、化妝品行銷包括經銷、批發、零售。藥物經銷商、批

發商、零售商均屬藥商，須先申請核准登記，方准許營業，藥品並應

由領有執照之藥事人員管理方能行銷。有關藥品、醫療器材及化妝品

行銷，衛生署於近來致力於建構符合國際潮流之查驗登記系統，對於

相關產品，均已訂有規範，以確保其品質、安全、有效。對於所有進

口產品，均需合於查驗登記規定，始能輸入我國。然而，我國與中國

簽訂「兩岸產品共同標準協議」與ECFA後，將來兩岸較低標準將取

代此一國際標準而不利我國藥品、醫療器材及化妝品之安全。而且，

由於我國消費水準較高，可能吸引中國之跨國藥品連鎖經銷商進入我

國市場而與我國業者低價競爭。

（14）教育服務業

我國加入WTO時已開放遠距教學，此已影響我國教育環境。如果

遠距教學被定位為教學方式，而只涉及課程與學分認定問題，則對我

國的影響較小。如果其涉及學位承認，由於遠距教學新科技的應用，



第一篇 臺灣關係法與臺灣安全 247

將降低國人出國求學成本，對國內學校招生與校務運作將產生重大壓

力。而由於國外大學（含中國之大學）採取遠距教學方式對臺招生授

課之品質不易控管，因此，其學分之承認依據教育部之「國外學歷查

證認定作業要點」及「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之規定，其

修習遠距教學學分（含抵免學分）總數，不得超過畢業學分數的二分

之一。我國與中國簽訂ECFA並承認中國學歷與學分之後，中國即得

以遠距教學提供我國學生修習之機會，進而減低我國學生赴中國所需

居留之時間與成本，對我國之教育機構將產生衝擊。

（15）保險服務業 
外商保險公司與本國保險公司均須遵守本國之保險法令從事保險

業務之經營活動，因此整體而言，我國加入WTO對國內保險業之影響

包括外商公司加入市場後，挾其品牌之優勢，以及母國之技術支援，

將對本國公司造成競爭壓力，並將進行不可測之保險版圖重整，以及

因競爭及業績壓力，可能造成業務招攬之失序，因而影響保戶的權

益。我國政府為因應此一挑戰，檢討修訂相關法規，以推動保險自由

化、國際化，其中保險法修正條文之修正重點為放寬保險業資金運用

之範圍、增訂投資型保險商品基本法律根據、建立內部控制內部稽核

制度及保險業資訊公開制度、強化安定基金功能並與問題保險業處理

機制聯合運作。可見我國一方面推動自由化，一方面加強其內部監理。

此一自由化將因ECFA而使中國保險公司在我國有彈性利用其在我

國所收取之保險資金到中國作投資而使我國資金西進之危險，而在其

母國監理並不充分之情況下，因其在我國享有國民待遇而不得對之作

較嚴格之要求，內部控管不易，而外部監督困難。中國保險公司到臺

灣來，一開始可以根據我國加入WTO時所作之水平承諾以專家名義引

進中國保險經紀人，由於其語言與文化上之方便，甚易突破保險行銷

之本土性格（對地方人脈之熟悉），ECFA過十年後，中國保險公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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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國民待遇而可大量引進其保險經紀人（擁有我國執照者），而不

必受到來臺期間之限制。我國現在約有三十萬之保險經紀人與從業人

員之業務及就業將受嚴重衝擊。

（16）銀行業

為配合我國申請加入WTO，我政府採行各項自由化措施，在市場

進入及國民待遇兩方面已能符合WTO、GATS之規範，本國銀行與外

國銀行在臺分行已站在同一立足點上競爭。其中，民國八十三年我國

為配合申請加入WTO，允許外國人（包括外國銀行）投資新設商業銀

行或投資現有商業銀行，並放寬外國銀行設立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之

條件，取消外國銀行增設分行家數及地點之限制；民國八十六年又刪

除申請增設分行須兩年等待期之規定。由於我國入會前外國銀行在臺

灣設立分支機構條件已獲放寬，且外國銀行在分行之一般管理規範，

除少數審慎法規外，與本國銀行之管理已無歧異。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存款及放款業務市場占有率較低，其業務重

點以外匯交易收入、保證業務、衍生性金融商品為主。因國銀及外銀

業務重點不同，故外銀業務之開放，對於仍以傳統存放款業務為主之

本地銀行並未造成太大衝擊；惟本國銀行經營策略逐漸調整至消費

金融，手續費收入比重有逐漸增加之趨勢，故因此外銀對市場仍有影

響。我國政府在加入WTO時之因應對策包括1.以金控公司形式提供

大規模綜合銀行險與證券業務。我國銀行、證券及保險等金融機構家

數過多，市場占有率非常低，業務競爭相當激烈，致使部分業者不惜

採行價格競爭及過度融資策略，因而侵蝕其利潤與體質。而金融機構

大型化及綜合經營為當前國際潮流之趨勢，為擴大國內金融業之經營

規模，政府已完成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之立法，俾提供

國內金融業同業合併與異業結合的法律環境，以發揮金融綜合經營效

能。2.改善銀行逾放及資產品質問題。為改善金融機構資產品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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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經營風險控管，修正銀行法加重罰責及加強資訊揭露，以強化銀行

內部控制機能及市場監督功能。

ECFA之簽定將使中國銀行東來臺灣進行不公平競爭以掠奪營業

版圖並造成我國金融從事人員之大量失業。由上述之政府因應可知，

銀行跨業經營之允許性使中國銀行除得藉交叉補貼以高於市場行情之

利息大量吸收我國存款西進中國外，其亦可能藉證券或保險部門之虧

損使銀行部門受損（傳染風險），進而操縱系統風險，使我銀行體系

崩盤。然而，中國銀行因ECFA享有國民待遇而在其本國監理不充分

之情況下，我未能對其施加較嚴之監理而使我國之上述風險控管措施

失效。其次，中國銀行（規模很大）到臺灣來，一開始可以根據我國

加入WTO時所作之水平承諾以專家名義引進中國行員，由於其語言與

文化上之方便，甚易突破銀行業之本土性格（對地方人脈之熟悉），

ECFA過10年後（若銀行業納入早期收穫項目則不必等10年），中國銀

行將享有國民待遇而可大量引進中國行員（不必有執照），且不必受

到來臺期間之限制。在金融版圖被中國銀行拿下後，我國現在之銀行

從業人員之就業將受嚴重衝擊。

（17）證券暨期貨服務業

有關證券商方面，我國加入WTO時之入會承諾表所開放之事項，

如開放證券商僱用具法定資格之外人（含中國人）為業務人員、放寬

外國（含中國）證券商分支機構設置標準及條件、刪除外國人（含中

國人）持有我國證券商股權限制等。我國證券市場目前已呈完全競爭

狀態。隨著資訊科技之發達，金融市場已趨向無國界化發展，而且銀

行、證券及保險等金融服務事業亦有跨業經營及相互整合之趨勢，故

當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證券商除面臨國內同業之競爭外，

亦將面臨國外金融服務業進駐我國之激烈競爭。ECFA後，中國證券

商不但可僱用具法定資格（通過我專業考試者）之中國人為業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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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其來我國設立分支機構時因享有國民待遇不必遵守上述對外國人

之設置標準及條件規定，而且一因享有最惠國待遇而不受持有我國證

券商股權之限制。屆時，中國挾其證券商規模，臺灣證券暨期貨服務

業將可能被其掌控。

有關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我國投信業務對於僑外人持股不得超

過49%的限制已經刪除，目前已有多家完全是外資持股的投信公司在

我國營運。ECFA後，由於自由參與原則，中國投資信託事業即可在

我國經營投信公司。有關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外國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進入我國證券市場之規定，並未設限，且目前已有多家外資持股

之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在我國營運。ECFA後，由於自由參與原則，中

國投資信託事業即可在我國經營投信公司。因此，我國現在之證券從

業人員之就業將受嚴重衝擊。

（18）人體健康服務（醫療服務）業

有關醫事人員執業，入會後外國人擬來臺執業，仍應依現行規定

經由學歷採認、執照考試之過程，始得取我國醫事人員證書，並據以

執業。衛生署已訂定「外國人及華僑醫師執業管理辦法」以規範臨床

教學活動及執業等事項。我國在將來若承認中國醫學學歷，或中國人

來臺取得我國醫學學歷，則於其通過我國之執照考試後便得於我國職

業，對我國醫療服務業之衝擊不可小觀，除非我國將醫療服務業納入

少數之敏感產業而不與中國進行自由服務業貿易。

醫事人員（含中醫師、西醫師及牙醫師）及藥事人員之資格，須

持有我國核發之執業執照，始能提供服務（例如醫師法第一條），係

屬高度專業工作，且須瞭解本地文化特性，並與病人及消費者等充分

溝通。外國人士因語言問題（不易通過醫師考試且與並病患不易溝

通），其開放尚無明顯影響。但中國人則無此困難，在ECFA及承認其

中西學歷讓其通過醫事專技考試（外國人根據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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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皆可報考，更何況是中國人）後，基於ECFA其享有大部分之

國民待遇，我國不僅不得根據醫師法第一條認為其非中華民國人而不

准其充任醫師，更不得根據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第二項認為其外國

人而尚需中央主管機關之許可方可執行醫療業務。中國醫事人員及藥

事人員將大舉進入我國。而我國中醫西進（需通過其證照考試）因沒

有中國中醫之正統不易進入中國市場，而我國西醫西進（需通過其證

照考試）亦因收入大不如臺灣而不可行。

同理，ECFA後，我國即不得再以藥師法第一條、心理師法第一條

及護理人員法第一條對通過我國醫事專技考試獲得資格之中國人禁止

其提供醫療服務及執業。

（19）觀光產業

外國及中國地區旅行業之規模與我國旅行業之規模相較，明顯居

於優勢，如開放中國地區業者在臺設立分公司，對我國旅行業將產生

相當衝擊；且外國及中國地區業者挾其對其本國法令、旅遊景點之了

解及其地利、相關配合措施便利之利，以低價、無須轉包、品質保證

等促銷方式爭取、占有本國市場。外國及中國地區旅行業者在臺設立

分公司，並在其本國強力促銷，對我國經營接待來臺旅客業者將產生

衝擊。而且，觀光旅館、遊樂區之建設與管理涉及土地取得且屬資本

密集產業，在國內因資金籌設取得管道日益困難。

另外，外國人來臺擔任導遊，因須通過考試，且受限於語言、歷

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尚不致造成影響，但中國地區如適用開放承

諾，因兩岸同文同種，中國地區業者可能以其人力、語言、民情、歷

史背景接近、低酬勞等優勢，搶占導遊人員市場，將對導遊就業造成

重大衝擊；再者，雇用中國地區導遊人員，如無法掌握其言論，對我

國作負面報導，將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及國家形象。

我國在加入WTO時限制中國來臺設立旅行社及執行導遊業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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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立即開放中國旅行社來臺設立。並設定旅行業辦理接待中國地區人

民來來臺觀光業務之資格，以限制中國旅行社來臺設立分公司搶占市

場。禁止中國人來臺執行導遊業務。然而，此一限制在ECFA後，因

中國業者享有大部分之國民待遇而不再適用，對我國業者之就業衝擊

可以預見。

（20）公路運輸服務（含計程車）業

公路運輸服務業包括小客車（計程車）租賃業、汽車貨物運輸及

汽車貨櫃貨物運輸（不包括現行公路法定義之汽車路線貨物運輸）、

公路運輸設備維修等。雖然外商（含中國業者）可透過在國內投資並

設置營業場站提供運輸服務，國內業者面臨外商（含中國業者）之競

爭，我國交通主管機關仍可以交通安全與人身安全為由對外商（含中

國業者）特別加強管制。ECFA後，由於中國業者將享有大部分之我

國國民待遇，我國不能再對之特別加強管制，而且由於中國業者亦

可僱用中國司機（以專家名義）到我國提供計程車服務業，其待遇可

比我國之業者低，因此，不僅將來我國籍司機所服務者可能為中國車

行，我國籍司機之待遇亦會降低，甚至失業。

四、小結

有關需要證照之服務業，中國人既為WTO會員國之國民，只要

所憑藉之文憑為我國承認，根據我國在專門職業服務業所作之開放，

其本得以報考我國專門職業證照之考試，並非如我國考選部長所言，

「其依兩岸關係條例非中華民國人亦非外國人所以不能報考」，因為

此將違反不歧視原則。試問中國人非中華民國人亦非外國人之說，豈

非不將他當作人。ECFA簽訂以後，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第八條限制僅中華民國國民具應考資格者（例如中國經我國承認之學

歷）方得應考之規定，由於ECFA使中國人享有我國之大部分國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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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因此，在承認中國學歷後，中國人本其中文能力甚容易通過我國

之專門職業考試，在經ECFA大量開放其設立商業據點（例如設分公

司或事務所）或以自然人呈現方式（例如中國保險代理人或經紀人到

我國提供保險規劃服務）後，中國專業人士之東來對我白領就業之衝

擊可想而知。此一服務業市場對中國甚為有利，因此其代表團於第二

次ECFA實質協商時即口頭要求我國早期開放，而時任我國行政院長

吳敦義亦不諱言指出，是我國將之擋下。4然而，再如何阻擋，ECFA簽

訂後根據WTO之規定最長十年內亦終須開放。

有關不需要證照之服務業，由於服務提供者可為自然人（例如中

國理專到我國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亦可為（由一人以一塊錢組

成之）公司型態，因此，簽訂ECFA後我國須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讓絕大多數（substantial）（90%到95%）部門之中國服務提供者（自

然人或公司）到臺灣提供服務或跨國提供服務，其對我國服務業就業

之衝擊將不下於引進中國之製造業勞工。

伍、ECFA貨品貿易協議將使我國大量關廠與裁員
一、概述

由於符WTO要求之區域貿易協定（除短期過渡性者外）需涵蓋絕

大多數之商品貿易（substanially all the trade）。因此，農業與傳統產業

皆須被納入，屆時我國農業與傳統產業等將全面受到重大衝擊。

二、ECFA將使臺灣貿易東西向化

就貿易轉向效果而言，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之ECFA評估報告，簽

訂ECFA之後，不僅中國對臺灣出口增加，臺灣雖對中國之出口亦增

4 自由時報 2010/05/05 ,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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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同時亦將排擠我國對美國、日本、東南亞與歐洲之出口。5此一

貿易轉向效果不僅將使我國產業受到低成本之中國同業競爭者之市場

掠奪，更將使我國較具比較利益之產業之產品嚴重依賴中國市場，貿

易東西向化之結果，將使我國對中國市場之依賴程度更雪上加霜。

三、產業與經濟結構過度集中化

我國數十年來之產業與經濟結構有三大問題，即出口過度集中在

少數產品，出口過度集中在少數國家市場且過度依賴出口而輕忽內需

產業之發展。此三大問題將因ECFA之簽訂而更形惡化，我國出口將

更集中在我國相對於中國具比較利益之商品，例如石化，塑膠、紡織

上游原料。而由於貿易移轉效果，我國出口將更多輸往中國。更嚴重

地是，中國之低價商品與低廉服務將徹底摧毀我國內需產業及在地產

業。此一現象之總後果是，我國負責生產輸往中國之少數產品價格波

動即是我國之經濟成長率，我將完全受制於中國之原理在此。

四、三低使我國產業大量西進

由於我國在民國七十六年時之開放中國探親與臺幣之大幅升值，

我國甚多勞力密集之產業在中國土地成本低、人事成本低與環保要求

低（三低）之吸引下開始大量向中國投資，並因投資而增加我國對中

國之中上游原物料及機器設備（中間財）之輸出，不過亦因下游已西

進而在群聚效果之作用下，我中上游產業亦跟進。6

（一）對中國投資

我國經貿依賴中國的程度與日俱增。我國對中國之投資，在1992

5 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影響評估，2009，頁 59，68，69。
6 朱敬一主編，ECFA開創兩岸互利雙贏新局面，遠景，臺北市，2009，頁 159；中華經濟
研究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影響評估，2009，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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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多屬為降低生產成本之防禦型國際投資（defensive FDI），因

此，前往投資者多為在臺灣因工資土地成本上升而不易生存之中小企

業，7其產品亦以外銷為主。在1992年後則連中大型企業亦因著眼中國

內需市場赴中國進行擴張型國際投資（expansionary FDI），而為擴張

市場必然會攜帶資金與技術前往。 
（二）商品貿易

ECFA簽訂後非僅未能改善我國產品三大集中之現象，反而使我國

增加中國進口，而對中國出口變成集中在高污染之產品而已。從2008
年我國出口到中國之百大產品中作分析，國內有研究單位指出，臺灣

各產業相對於中國各產業之競爭力多屬較弱，其中僅有紡織、化學及

塑膠製品、金屬製品、鋼鐵、電機電子產品、機械六個產業具競爭優

勢，然均屬競爭力極強、次強、中等與較弱四分類中之次強而已。8此

六項產業除電機電子外，其共同特色為高污染高排碳量。

五、三高使我國經不起中國商品東來

由於臺商二十年之西進帶進輕工業技術，以及前述中國在1949年

到1979年三十年期間之重工業發展，中國之工業技術僅在半導體以及

面板等產業略遜於我國，因此，其工業產品與我國產品間競爭性高，

同質性高，替代性亦高。我國在美國之市場已有一大部分為中國商品

所取代，而中國商品亦開始進軍我國內需市場。9我國若對中國產品不

設防，則此一三高關係將使我國產業嚴重受損。

7 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影響評估，2009，頁 19。
8 行政院勞委會委託致理技術學院所作，因應「東協加中、東協加日、東協加韓」兩岸簽署

ECFA對我國就業市場之影響評估，二○○九年十月十五日，頁 29。
9 朱敬一主編，ECFA開創兩岸互利雙贏新局面，遠景，臺北市，2009，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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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臺灣經貿史乃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定律之體現

誠如美國歷史博物館前之箴言所言，「過去所發生者乃序言

（Where is past is prologue）」。祖先所走過的路會引導我們的前途。

臺灣的經濟發展歷史是一個成長與停滯的循環過程，而為國際貿易學

上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定律之體現。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孟

遜在1949年所提出之該定律，當兩國間就某一商品做密切自由貿易

後，在該商品之價格具一致性而勞力具同質性的前提下，該兩國之生

產要素價格（例如勞工之薪資）會趨向均等化。依此一原理，當兩國

間之自由貿易從農工產品擴及服務業之後，該兩國之國民所得會漸漸

接近。在世界上的國家中，臺灣體驗此一定理最為深刻。臺灣在荷蘭

殖民時期與東寧國時期，藉南北向貿易與日本及東南亞及歐洲通商，

薪資及所得被拉高。之後，在清領時期，藉安平與淡水兩港與中國進

行東西向貿易，農民收入被中國拉低而生活困頓，而在1895年甲午割

臺之後，臺灣與明治維新（1868年開始）後之日本密切進行南北貿易

之結果，我國農民與工人之收入又被日本拉高。不幸地，在1945年到

1949年之間，我國與中國結合之結果，經濟急速倒退，而有賴1960年

代到1990年代，我國與美日間之南北向貿易（美日不僅在地理緯度上

在臺灣之北邊，在工業技術上其亦為國際政治上所稱之北方國家，而

我國當時為南方國家）才使臺灣之薪資及國民所得被拉高，然而此一

榮景在1989年臺商大量西進中國投資，造成我國與中國之貿易量激增

之後，我國之薪資又漸漸被中國拉低。我們從此一循環軌跡可歸納出

一條面對將來之途徑。

在西方重商主義興盛而航海技術進步之後，臺灣之貿易樞紐價值

與軍事戰略地位吸引了太多外國勢力的到來，因而改變先民之恬靜生

活。在大航海時代之荷治時期以及明鄭東寧王國時期，臺灣藉南北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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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與日本及東南亞進行南北向國際貿易，因而帶來富庶與西方文明。

在清領時期，臺灣與中國間橫渡臺灣海峽之東西向貿易因緯度相同而

使臺灣經濟發展停頓，直至1860年滬尾（雞籠為其副港）及安平（打

狗為其副港）向西方國家開放，縱貫臺灣海峽之南北向貿易又漸增使

臺灣又漸富庶，南北轉運需求更使得副港打狗（南邊之高雄）與雞籠

（北邊之基隆）之重要性大增，終於在日治時期取代安平與滬尾（因

為發音與神戶之日語發音太近而改成淡水）兩個正港。此一南北向貿

易除因緯度不同而有利臺灣農業之外，在日治時期我國與明治維新後

之日本之科技差距使得臺灣經濟發展之速度乃日本本土以外亞洲排名

第一。10日本因為「不能預知二次大戰會戰敗離臺，否則不會大力建設

臺灣」，與此相對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1945年到1960年，蔣介

石因為「不能預知國民黨會留在臺灣，因此沒想到要建設臺灣」，終

日以中國為中心，希望返回中國。在1960年之前，尤其是1945至1949
年因兩岸經貿連結，大量臺灣物資運往中國，而中國金融風暴波及臺

灣，在經濟蕭條與文化衝突之下終於引發二二八政治事件，以及四萬

元換一元新臺幣之經濟風暴。當時，由於臺灣缺乏資金與資源，而土

地與人口比例因兩百萬國民黨部隊及其眷屬大量湧入而失衡，因此經

濟發展停滯。直到1960年代，臺灣由於與東南亞、日本及美國之南北

向貿易漸增，臺灣農產品在日本等北方市場所獲得之利潤漸漸帶動輕

工業發展，終於創造經濟奇蹟。此一榮景持續到1990年代。然而，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中國被西方國家貿易抵制，我國臺商逆勢西

進獲取個人利益，終於使得臺灣經濟奇蹟不再，在亞洲四小龍之排名

漸漸殿後。

10 J. Copper, Taiwan, 2nd ed.,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1996,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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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不仰賴中國之在地經濟發展策略

在土地、勞工、資金及企業家精神四個生產要素中，由於後兩者

與提升生產力之技術在1980年代後已具國際流動性，因此，要創造一

國之比較優勢，在技術及know-how之研發而言應以政府與學界就產業

所需之應用技術作聯合開發以讓政府成為共同權利人而可決定在何地

使用該技術。

而資金可用信用合作社方式由勞工儲蓄貸給提供其就業之事業

（較低之利率）。

土地而言，應以與地方結合之地理標示權形成產業聚落以收外部

經濟規模之效與品牌價值。此外，地理標示權與產業聚落結合亦可利

用外部經濟規模亦可與地方結合，例如后里樂器。另外，政府與企業

共同開發（joint venture）而共有專利與know-how亦可控制外移與否。

至於勞工則應使其有不可分離之技能，提升產品之品質與生產

力，因此應強調技職教育，即使有大學學位仍應以技能提昇為導向。

創造一國之比較優勢，可從勞工技能（skill）的提昇著手，因為skill
與技術（technology）不同，與勞工緊密結合，不會像技術因專利或

know-how授權而外移。

最後，有關企業家由於語言、交通便利有國際移動性，應仿德國

由工會代表進入董事會之強化公司對勞工之照顧。德國勞工進入監事

會對公司外移會踩煞車。

鑑於技術創新在創造比較優勢上的重要性，有很多國家的政府補

助大學或研究機構作基礎科學研究，甚至補貼私人企業進行研發，或

甚至鼓勵企業共同進行研發（research consortia）。本文認為在以中小

企業為主的國家，如德國及臺灣在共同研發方面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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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我國國內自認為臺灣人之比例達到80%且絕大部分人民不接受一

國兩制而傾向一邊一國，並認為兩岸關係乃國與國之關係，只是其間

又存有同文化、同語文、同為華人國家等特別關係，而類似德國與瑞

士及奧地利間之關係，而非東西德之關係。然而，中國希望以經促

統，併吞臺灣。我國不應在沒有與美日歐成立自由貿易區之前提下即

與中國落實ECFA，否則將有違背多數臺灣人民意而使臺灣變成中國

邊陲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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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探討子題集中在臺灣關係法之下，除了美臺關係之外，日

本、菲律賓、加拿大等國家在美日安保、美菲軍事協定、日本倡議的

臺海關係法、加拿大倡議的加版臺灣關係法、日本武力原則與集體自

衛權可能放寬、東海與南海新局勢下等事件釋出了甚麼訊息，對臺灣

有甚麼意義，臺灣又要如何因應。而本篇共有兩篇文章，分別是賴怡

忠副執行長的〈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從平行線尋找交點的歷史任

務〉、李明峻研發長的〈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的研擬與其意義－兼

論加拿大《臺灣事務法》的提案經緯〉。

在賴怡忠副執行長的〈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從平行線尋找交

點的歷史任務〉一文中，詳細討論與分析美國、日本與臺灣三者之間

藉由〈美日安保條約〉與《臺灣關係法》的互動關係，對於理解《臺

灣關係法》在東亞局勢變遷的意義有非常大的幫助。本文首先分析了

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相對於以《臺灣關係法》為基

礎的臺美關係，兩者從發展之初具有不同的戰略邏輯。在臺海危機

後，雖然兩者的戰略出現了重合，但美臺同盟和以《臺灣關係法》為

基礎的臺美關係，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緊接著賴副執行長詳細考察了

從1950年至今，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以及以《臺

灣關係法》為基礎的臺美關係兩者雖然彼此獨立，但是在不同歷史階

段以及東亞局勢變遷之下，兩者的戰略軸線有時呈現對立，有時卻呈

現重合。之後從馬政府上任以來對美、日、臺三方關係的傷害，本文

提出了《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安保最大的差異在於《臺灣關係法》下

的美臺關係容易受到領導人主觀意志大幅變動，但美日同盟並不會如

此，而這個差異的根源在於《臺灣關係法》內文中的高度彈性與模糊

性。最後本文提出如果美國的亞洲在平衡的策略要成功的話，勢必要

改革《臺灣關係法》以及一中原則，使得《臺灣關係法》能夠接軌於

美日同盟，並以此為基礎改變臺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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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李明峻研發長的〈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的研擬與其意義－

兼論加拿大《臺灣事務法》的提案經緯〉一文中，詳細討論日本以及

加拿大兩國倡議類似《臺灣關係法》的背景與過程，並分析立法草案

內容所代表的意義，對於我們理解以臺美關係為基礎下，臺灣與日本

和臺灣與加拿大的互動關係有非常大的幫助。本文首先討論《臺灣關

係法》在美臺關係甚至是東亞局勢的重要性，並以此為基礎展開對日

本以及加拿大國內相近於《臺灣關係法》立法的討論。從臺灣民主化

後，日本國內便出現是否要仿效《臺灣關係法》，以此重視並改善日

臺關係的聲音。在臺海危機、民進黨執政時期，這樣的討論一直零星

在日本國會內有所討論，甚至出現了淺野和生教授起草的《日臺關係

基本法草案》。而在2014年，自民黨內確認要推動「日本版的《臺灣

關係法》」，由於此次是由執政黨內核心人士所提出，重要性與過去

不可同日而語，但具體內容仍有困難。而在加拿大，由阿博特（Ji m 
Abbott）議員在2005年提出《臺灣事務法》草案，稱為是加拿大版

《臺灣關係法》，其內容相比於美國的《臺灣關係法》，除了未提及

軍事防禦面向之外，大體上都很類似。在審議的過程中，受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嚴重抗議，進度有所延遲，不過仍持續有內部討論與多場

聽證會。然而在2005年11月底因為加拿大國會提出之不信任案通過，

而使得總理被迫解散國會，《臺灣事務法》草案後來便無下文。

周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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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從平行線尋找

交點的歷史任務

賴怡忠

摘要

The U.S. has adopt a Pivot toward Asia/Rebalance policy since 2011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the resurging China’s attempt to change the Asia-
Pacific geopolitical regional order through its various actions in the Eas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Japan alliance assumes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Taiwan also is in the geographical center 
of China’s action.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integrate the U.S.-Japan-Taiwan 
together in order for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to be successful.
Integrating the U.S.-Japan-Taiwan trilateral relations means we need to 
integrate the U.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Since the 
U.S.-Taiwan strategic relations is legally structured and shaped aroun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us the issue becomes examining the possibility 
to harmonize the strategic aspect of and the capability prov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system.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were formed in different 
time, of different contexts, and with different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U.S.-Japan alliance’s perception 
of Taiwan changed rather dramatically. There also exists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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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at introduces complexity for the 
harmonization effort. It is partly due to the vague language,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limited scope and the fact that its main purpose was 
for sustaining the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rather than addressing the 
strategic problem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We conclude by arguing that the reform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successfully integrat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aiwan together to insure a dynamic and powerful rebalance strategy. 
Keyword: Taiwan Relations Act, U.S.-Japan Alliance, Pivot, Rebalance 

壹、前言摘要

隨著中國崛起以及美國從2011年正式宣布「重返亞洲Pivot toward 
Asia」政策後，亞太地緣戰略情勢逐漸出現中美對峙，崛起強權對抗

守成強權的態勢。雖然亞太國家對於美國能夠投入多少資源感到憂

慮，但基本上對於美國的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都表示歡迎。以現在

的狀況視之，美國再平衡政策，經濟層面上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為主。在戰略層面上包括美國成為東協對話夥伴，參與東亞峰

會，強化與日本、韓國、澳洲、印度、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與

緬甸等多個雙邊同盟與夥伴關係，同時積極將雙邊同盟整合為複邊同

盟關係。在防衛層面上包括提出「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以對

抗中國的「反介入與區域禁制，Anti-Access, Area Denial」軍事戰略。

照講當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且其針對的對象是中國時，依過去的

經驗，臺灣應該受惠最大才是。但卻在這個過程中，美臺關係出現下

滑現象。包括臺灣期待的F-16C/D等武器都遲遲無法取得，美牛與美

豬進口議題支配了應屬戰略層次的美臺經濟合作議程等，甚至放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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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論調還十分高漲。這都是十分奇怪的現象。

除此以外，美日同盟在2012年底安倍政權上場後出現積極發展的

態勢，但另一方面，先是在2012年中看到有關中國要求美國修改臺灣

關係法的呼籲，美國未明確表示反對，接著在去年又出現中國國防部

長常萬全訪美時，公開宣稱已與美方取得「合組委員會討論中美軍事

議題，包括美國對臺軍售在內」的說法。美國之後表示雙方有共組委

員會討論的共識，但沒有討論內容為何。不承認但也不完全否認中方

的主張。

本文認為，臺灣處於美國再平衡戰略的中心位置，不將美臺關係

包含在再平衡戰略中，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必然會失敗。但若要能有

效包含臺灣，必須讓美國的對臺政策相關機制，與美日同盟間有著清

楚的戰略接軌。本文主張，要達到這樣的戰略接軌，既有的臺灣關係

法是做不到的，必須加以改革。而如果日本有意推動日版的臺灣關係

法，則更能補足美日臺合作的必要環節，本文對此採取歡迎的態度。

本文的內容如下，首先將討論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的戰略邏輯

差異，並在這個基礎上，回顧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各自發展的戰略

背景。在這個歷史回顧中，我們將發現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雖然發

展彼此獨立，但在歷史過程中，卻常常出現彼此處於相互平行，甚至

是對立的戰略軸線上，而雙方出現交會的景況則主要在冷戰之後才發

生。之後我們將討論現有的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內在的戰略聯繫問

題，並認為既有美國之臺灣關係法無法承接與美日同盟戰略接軌的任

務。針對這個問題，本文認為如果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要有成功的

可能，對臺灣關係法的改革，以及修改美國對臺的一中政策等，會是

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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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不同戰略邏輯發展出的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

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發展的時間脈絡完全不同，影響其出現

的戰略背景也有很大的差異，主要的戰略目標也不太一樣，而在大

部分時間中，所遵循是完全不同的戰略邏輯。兩者出現比較顯著的

交會，是從1996年以後。但即便如此，2008臺、日出現政黨輪替後，

這個交會再度出現分道揚鑣的現象，直到2012年底才有部分改觀。

美日安保條約在1951年簽署，在1960年獲得續約，並於1970年永

久續約。1951年簽署後到1970年永久續約期間，美國承認在臺灣的中

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且在1954年與中華民國政府

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些發展都是在臺灣關係法出現之前。

在美中建交前，美國對日本與臺灣分別有「美日安保條約」以及

「美中共同防禦條約」。這兩個條約與美韓同盟、美菲同盟、東南亞

協防條約、美澳紐同盟等結合一起，支撐出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美國

與這些國家的雙邊同盟為軸的扇形安全架構，作為在冷戰時代美國在

西太平洋的反共圍堵防線。

但這個以反共為主要目的之圍堵防線在1971年出現變化。利用中

蘇的珍寶島衝突以及美國亟欲在越戰泥沼中脫身，美中開始接近。日

本在美中出現接近訊號時，因擔心會被美國拋在腦後（尼克森衝擊

Nixon Shock），也主動與中國展開交往並先美國一步完成與中國的關

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在1979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不再承認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正是這個時候，「臺灣關係法」開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由於

「臺灣關係法」是美國於1979年正式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

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解約後，由美國國

會發動，在與行政部門的協商下，討論如何延續「美國人民」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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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民」在商業、文化以及其他關係1的法案。臺灣關係法開宗明義，

就表示這是為了確保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因此這是反對中

國可能會以非和平手段（直接的軍事武力或脅迫）統一臺灣的舉措。

以這樣的法條來安撫臺灣人民對於可能被美國拋棄的疑慮。

但另一方面，起源於冷戰反共圍堵的美日安保條約，在1972年日

中，以及1979的美中關係正常化後，中國已經不再成為反共圍堵的主

要對象，美日安保條約主要是針對蘇聯在西太平洋的可能活動，特別

是當蘇聯在1970年代初建立遠東艦隊，並投入巨資興建多艘可發射長

程導彈的核子動力潛艦後，對美國的威脅極大。圍堵的對象不再是共

產政權，而是蘇聯及其盟友。美日同盟對於美日軍隊在「角色與任務

分擔（Roles and Missions Assignment）」的處理上，都是以蘇聯從北

方入侵日本北海道為想定考慮，而不是中蘇南北聯手，中國從東海出

發與蘇聯合做夾擊日本。這與純以中國為考量的臺灣關係法，是處在

不同的戰略軌道上。也可以說，一開始當臺灣關係法出臺時，其與美

日同盟就處於不一樣的戰略軸線上，之後甚至是相衝突的戰略軸線。

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不同調的現象，直到1996年臺海危機後才有所

改變。

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在戰略層次上的重合，與冷戰結束後蘇聯

解體，但中國開始崛起，將臺海爭議軍事化，以及在東海的強勢作為

等發展有關。美日同盟在蘇聯解體後，原先出現同盟是否存續的爭

論，之後是在1994年北韓第一次核武危機，使得美日同盟找到在蘇聯

解體與冷戰結束的延續理由。但1996臺海危機則是讓美國開始了解到

中國可能採取軍事行動會威脅西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而日本也開始

發現臺海爭議與其周遭安全息息相關，加上中國積極擴軍，在沒有來

1 臺灣關係法本文，Taiwan Relations Act, PL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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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方的威脅下卻連續十多年以兩位數字增加其軍事預算，並在東海

的油氣田或是釣魚臺主權議題上，與日本出現嚴重爭議。原先以北方

來自蘇聯威脅為主要對象的美日同盟，自此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其西南

面，將中國視為美日同盟的主要關注對象。這是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

法出現戰略層次重合的時候。

雖然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因為將關注點放在中國而出現戰略重

合，但細究來看，雙方還是有所不同。第一，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

的目的不同。臺灣關係法是應付中國對臺灣的武力攻擊與非戰爭的脅

迫，主要是確保臺海無事，但美日同盟則是針對中國可能對日本與美

國的行為，臺海問題是其中的一部分。直白一些，美日同盟並沒有在

條約中明確指出將臺海視為其涵蓋範圍內，雖然美日共同聲明有將臺

海維和視為其共同戰略目標，日本也將「周邊有事」的「周邊定義」

從地理範圍改為根據視見的性質而決定等權宜措施，但美日同盟現在

的主要目標是針對中國與北韓。他不是個具有防衛臺灣義務的同盟。

同樣的道理，臺灣關係法是臺美關係的法律，針對中國對臺灣的可能

行為，但與日本無關，臺灣與美國不會因為日本遭受中國攻擊而透過

臺灣關係法進行回應的。

第二，雙方具不對稱性涵蓋範圍的關係。在2005年美日的「二加

二會議」中，美日同盟提到臺海維和是美日共同戰略目標。這是繼

1969年尼克森–佐藤榮作峰會聲明中將臺灣安全納入日本的關切範圍

後，第二次在美日雙邊會議中，出現將臺海議題包含其中的作為。但

是在臺灣關係法中，從不會將日本的安全視為會影響臺灣及美國雙邊

關係的因素。我們會聽到有關美日同盟在臺海有事時，是否會出兵協

助維和的辯論，但不會聽到臺灣關係法相關討論中會去提及有關日本

的任何議題，或是日本的對外關係如何影響臺灣與臺美關係。

第三，沿著臺灣關係法規範的美臺可能合作侷限在臺海問題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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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雙邊關係，但是美日同盟則有著跨越雙邊關係的區域化與全球化面

向，不侷限在日本的周邊。在冷戰時代，日本對美日同盟協防範圍的

承諾就已經超越日本周邊。在鈴木善幸首相時代，日本就承諾其海洋

巡防範圍到達日本國境之南的一千海里，這是包括菲律賓以北的所有

海域在內。而當冷戰結束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日本在參與國際反恐合

作時，其任務範圍到達印度洋。相反的，臺灣關係法的涵蓋範圍就是

臺澎地區，甚至連金門、馬祖等地是否包含在臺灣關係法內都有疑義。

叁、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的五個不同歷史發展階段

如果我們比較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的發生演進之歷史過程，

根據其戰略背景與策略考量，可大致粗分為1951-1972、1972-1979、

1979-1996、1996-2008、2008-等五個階段。在這其中，從1951-1979
期間，只有美日安保條約存在，臺灣關係法還沒出現，但是從1954之

後，臺灣（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都是美國的正式盟邦，「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與「美日安保條約」是一起存在的。而在1979之後，則是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被中止，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並存的時期。

以1972、1979、1996、2008這四個時間點作為分斷點的考慮，主

要是在這些時間點的前後，美國或日本的對臺關係，或是美日同盟本

身出現了巨大變化，導致臺灣與美、日的戰略互動出現重要轉折，而

不是指稱美日同盟的條約內涵，或是臺灣關係法的內容與執行方式出

現巨大變化。

1951-1972

在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署後，日本隨即與美國簽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同盟正式成形。到了1954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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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條約後，日本與臺灣先後以這兩個條約納入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扇形

安全架構中。這個安全架構是以冷戰時代對蘇聯與對中國的反共圍堵

為主要目標。

這兩個條約雖然都是美國西太平洋反共防線的一部分，也有基本

共同的戰略對手，但彼此合作的態勢不明顯，在操作層次上可說是彼

此獨立的。日本以和平憲法的限制為理由表示無法參與，同時美國因

為已經與臺灣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故，也沒感覺到需要透過美日同

盟來處理臺灣的問題。

這個情形直到1969年美國因急於從越戰泥沼中脫身，開始推動

「尼克森綱領Nixon Doctrine」，希望亞洲盟邦負起更大的區域防衛責

任，同時日本也與美國進行沖繩返還問題的談判，美國遂利用日本希

望美日安保條約永久續約的心理，讓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1969
年的美日峰會上說出朝鮮半島與臺灣的安全都是日本的關切重點。

這句話算是美日同盟首度對臺灣議題表示態度。值得注意的是，當時

美國駐臺大使館曾進行訪查，曾提出未來臺灣政治走向臺灣化後的可

能發展而現在的資料也顯示，當時美國政府本身也在探討向「一中一

臺」轉變的可能性。

但之後美國開始與中國接近， 一中一臺 或是「兩個中國」政策被

束之高閣。美國回到一中政策，並開始以之規範與臺灣的關係。原先

緊緊跟隨美國對中與對臺政策的日本，接連受到被季辛吉1971年秘密

訪中與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訪中行的雙重震撼，開始積極改變對

中與對臺政策方向，搶先在1972年九月與中國完成關係正常化。臺灣

自此逐漸與美日同盟的戰略目標出現偏離。雖然美國還未與中華民國

斷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還存在，但是美日同盟逐漸不再將中國作為

其冷戰圍堵的防衛對象了（雖然中國在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的協商

談判時，除了要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廢約」外，還要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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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美日同盟，但是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以美日同盟是美國協助壓制

日本的工具，而說服中國暫時打消這個念頭）。

1972-1979

1972年先後出現的尼克森訪中、簽署1972美中上海公報，以及當

年九月出現了日中關係正常化，日本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

後，美日同盟不再與臺灣分享共同的戰略對象。當中華民國政府的敵

對者還是中國時，美日同盟的戰略針對性逐漸專注於在蘇聯上。

1978年八月日本與中國簽署「日中和平友好條約」，這個條約是

將1972年日中建交公報（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與精神給予條約化，

日本也是用這個條約取代1952年的臺北和約，作為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結束二戰締結和平的主要條約。但這個條約在戰略上最關鍵之

處，在於其反霸條款，意即中國不希望因為與日本簽署和平友好條約

後，使中國成為公開美日同盟之對蘇圍堵的合作夥伴（即便當時中國

與蘇聯關係在越戰結束後已經快速走下坡）。這也印證了當時「美日

同盟」已經大幅轉變成為針對蘇聯的同盟，中國越來越像合作夥伴，

而不是圍堵的對象。與其在1950年代剛出現時，是作為防堵共產主義

的同盟很不一樣。

之後在同年十一月時，美日同盟也首度發表「美日防衛合作指

針」，將美日同盟的軍事合作的角色與任務分擔（Roles and Mission 
Assignment）給予較明確的規範。這個防衛指針主要談的是日本受到

攻擊時如何處理。期待日本先行給予有限度的自衛反擊，之後在尋求

與美國的合作下，再聯合進行聯合反擊2。日本負責負起大部分的防衛

責任，美國擔負反攻的主要任務之任務分工，以及「美國為矛，日本

2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  (http://fas.
org/news/japan/sisin1e.htm，2014.9.8搜尋 ) 



274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為盾」的角色分工就此確立。由於中國不太可能主動攻擊日本，因此

這個防衛想定主要是針對蘇聯入侵，特別是蘇聯可能沿著北方從北海

道攻進來的問題。這個防衛指針的出現，象徵了美日同盟已經與過去

在冷戰時代對亞洲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圍堵的策略正式告別了。

這些發展形同預示了之後美中建交會採取的步驟。在1979年一月

一日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

府斷絕外交關係。美國同時也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最後僅

剩不多的駐臺美軍從臺灣撤出。美國國會緊急提案，在1979年四月十

日由美國總統簽署，生效日追溯到一月一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

當天3，以便讓美國與臺灣的「民間關係」不會因美國轉換政府承認之

故而出現法律空窗期。

1979-1996

臺灣關係法在1979年正式出現，但卻是為了確保美臺民間關係不

會脫鉤，規範美國與臺灣的商務、文化與社會往來，訂立斷交後美國

與臺灣的代表機構之位階與後續方式，將對臺灣的武力與經濟威脅視

為威脅西太平洋和平穩定的重大事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同時提到

美國基於臺海問題會有和平解決的期望，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

立正式外交關係等。但這些語言與之後的實際發展有所差異。1982年

美中簽署了「八一七公報」，明白表示美國將逐步降低對臺軍售的質

與量。雖然之後雷根總統私下提出「六大保證」以安撫臺灣，之後也

出售F-5G戰機給臺灣，但是在80年代期間，美國都沒有對臺出售先進

武器。

不僅如此，同時為了因應蘇聯進攻阿富汗所掀起的二次冷戰，美

3 臺灣關係法本文，請見美國在臺協會 (AIT)網站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
act.html，2014.9.8搜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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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開始以巴基斯坦為基地，與反蘇聯侵略的回教聖戰士合作對抗蘇

聯，為此展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中國開始接收美國先進雷達監聽裝

備並將其裝設在新疆地區以監視蘇聯，之後也有先進的美製武器輸往

中國。與此同時，日本更興起了中國熱，日中關係十分熱絡。相較於

美、日對中關係日漸熱絡的情形下，臺灣處於日漸孤立的處境。

但在這個基本上以反蘇圍堵為主，美日同盟與中國合作的態勢

中，卻陰錯陽差的出現美日同盟軍事合作範圍實質涵蓋臺灣的動作。

1982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美時，同意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反潛戰上要扮

演更大角色，包括其防衛範圍從日本本土與其管轄領域向南延伸一千

海里。這個範圍是到達菲律賓北部，含括整個巴士海峽，形同把臺灣

包含其中。這個基本上以對蘇反潛戰為主的美日軍事合作，卻出現了

美日同盟在反潛戰中實質涵蓋臺灣的效果，過程還沒有被中國大聲抗

議。

但隨著冷戰趨於尾聲，美日中的戰略合作情形也出現改變。美日

中以反蘇為主的戰略同調，在1989前後出現變化。美蘇在1986年冰島

的戰略限武談判預示了美蘇關係的可能趨緩，而在1989年時，首先是

中國出現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美中關係自此出現逆轉，而之後更跟著

柏林圍牆倒榻，與隨後帶來的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這些外在環境的

變化，使得先前因合作抗蘇而被埋藏的美中矛盾開始浮現。與此同時

的是，臺灣剛好也在這時候出現民主化，美日對臺灣的整體認知開始

出現變化，這些發展導致整個80年代美日中合作與戰略同調的邏輯逐

漸被瓦解。

但最關鍵的事件是1996年中國以飛彈威脅臺灣首度民選總統的臺

海飛彈危機。美國發現中國有可能訴諸武力解決其與臺灣的爭議，與

此同時，因應1994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而展開的美日同盟改革，也發

現當臺海有事時，美日同盟現有的機制根本無法在臺海出現危機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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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任何作用。美國認為還是必須靠自己，日本則發現不僅自己與臺灣

關係密切，因此戰事發生時的撤僑需要無法獲得解決，同時美國當時

的危機處理，根本沒有與日本進行協商，完全是美國單方面的決定。

由於日本對於1990-1991波灣戰爭時，國際上對日本以和平憲法為由不

願出兵員參與的作為批評甚力，因此認為如有類似事件出現，日本必

須起碼要能在支援美國上要有積極作為，但是臺海爭議讓日本發現到

有可能因為美國參與臺海危機而與中國對壘時，日本會因支援美國的

需要而被迫捲入與中國的軍事衝突中，這對當時的日本是極大夢靨。

有趣的是，與中國因臺灣而發生衝突是日本在1980年代認為不可能的

事，但在冷戰結束後的90年代，東京反而發現日中會兵戎相見的機會

高出很多。而這也象徵在80年代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的戰略不同調

現象，在90年代已經不是如此，雙方在戰略的針對端上，出現逐漸重

合的趨勢。

1996-2008

1996-2008期間看到美臺關係與美日同盟在戰略軸線出線再度交

會，這是自從美國在1972與中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後的首度交

會。這個新交會是沿著90年代美日同盟進行改革，以及臺海問題開始

再度軍事化的這兩條軸線而發展出來的。

90年代初期因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原本以抗蘇為主要目的的美日

同盟出現是否要存續的討論。當時菲律賓國會通過決議要美軍撤出蘇

比克灣，美菲同盟之後的發展是否會複製在美日同盟上，成為大家的

疑問。也正好在此時，北韓第一次核武危機在1994年出現，美國發現

美國需要一個可操作的美日同盟以協助其駐韓美軍應對北韓變局，但

當時的美日同盟狀況實在無法擔負起這個任務，因此從1994-1996，美

日展開調整美日同盟角色以適應後冷戰時代的亞洲之工作。包括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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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在1995年發表「東亞戰略構想（East Asia Strategic Initiative）」，維持

在東亞的十萬駐軍，駐日美軍也不會裁減。

但就在美日同盟進行再調整的過程時，1995-96中國陸續發動三

波對臺的飛彈威脅危機，1996年三月最為嚴重。鑑於臺海問題急速軍

事化，原本因為對付北韓變局而發動的美日同盟改革，出現了如何面

對中國在臺海挑釁的新任務並將其整合入其中。隨著1996年四月美日

安保再宣誓後，1997年發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修訂原先在1978年

確立的防衛指針，日本並在1998年通過「周邊事態法」，不以地理為

「周邊」的定義，而是根據事態的性質。這個法律被認為是潛在包含

臺灣。

在2000-2001年，臺灣、美國與日本都出現政黨或領袖輪替，美國

是由以美日同盟為其亞洲戰略主軸的外交團隊所掌控，日本則出現期

待國家正常化與強化美日同盟的首相，而臺灣的扁政府更是有意整合

臺美與臺日關係，並將臺灣的對日關係操作放在臺灣與美日同盟的關

係下處理4。帶來一陣美日臺合作的黃金期。在這段時間，如何將臺灣

關係法與美日同盟戰略邏輯理順的討論也首度開始出現在美日臺智庫

研討會的分析中5。

美國方面，時任副國務卿的阿米塔吉在入閣前的2000年10月，與

前美助理國防部長奈伊、前美國防次卿沃夫維茲及其他前官員等，共

同發表「阿米塔吉報告」列出調整「美日同盟」的路徑圖6。當這些人

進入小布希政府後，主張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以美日同盟為中心所發

4 張茂森，《我將加強臺日美安保串連，駐日代表羅福全專訪》，2001年 3月 26日，〈自
由時報〉

5 從 2002-2008，臺灣智庫舉辦八次美日臺戰略對話，以及在沖繩舉辦美日臺海上安全對話，
有不少這方面的討論。

6 Richard Armitage, Joseph Nye et al.,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
ture Partnership,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pecial Report, October 11th, 2000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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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主張美國不能透過美中關係看待美國對臺關係。剛好從1996之

後，美國發現與美臺軍事合作問題頗大，因此積極強化臺灣的軍備以

及美臺軍事聯繫。這兩股趨勢匯流一起，帶來了二十一世紀初美日臺

在軍事交流與安全合作的新高潮。日本也開始與臺灣強化安全交流。

在這段期間除了美國宣布對臺的新軍售清單外，日本先是放鬆其對臺

官員互訪辦公的限制，派遣退役將駐在臺灣的交流協會，臺灣也開始

邀請退役的美、日軍事將領為參觀漢光演習的貴賓。

2005年二月，在華府舉辦的「美日二加二聲明」中，明確指出臺

海維和是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之一，是美日同盟正式將臺灣納為其協防

範圍的重要里程碑7。從2005年開始，也出現是否要另立日本版的臺灣

關係法之呼聲，認為日本應該仿效美國，透過臺灣關係法的訂立，以

讓日臺互動交流方式有個清楚的法律依據，擺脫外務省以行政內規管

理的方式。也有人期待透過訂立「日版臺灣關係法」做為走出「72體

制」以提升臺日關係的方法。這個想法在當時雖然未竟其功，但日本

政界開始正視這個議題，在安倍二度回任首相後，日本國會議員開始

主動推動這個議題8。

但從2006之後臺美關係日漸走下坡，美國對扁政府的批評日益激

烈，指責扁政府有意升高臺海緊張以為個人在內政管理與政黨競爭上

取得優勢。美臺爭論的擴大也導致過去美日同盟與臺灣進一步合作的

試探性討論中止，2000-2003年臺灣是作為美日同盟的夥伴，但2006之

後臺灣被日益當成美中關係的問題，是會將美日同盟拖入與中國衝突

的麻煩製造者9。

7 “Joint Statement,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ebruary 19th. 2005, MOFA, 
Japan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cc/joint0502.html，2014 年 9 月 5
日檢索 ) 

8 雷光涵、王光慈，《安倍胞弟推日版臺灣關係法》，〈聯合報〉，2014年 2月 18日 (http://
udn.com/NEWS/WORLD/WOR3/8492839.shtml 2014年 9月 5日檢索 )

9 「麻煩製造者」一詞原先是1999年包道格針對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說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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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之後馬英九上臺，其兩岸高於外交，取得中國同意為外交作

為前提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短暫的臺海和平，但與美國關係逐漸冷

淡，更出現以升高與日本的緊張來取悅中國，或是彌補兩岸互信的操

作，導致臺日關係急轉直下。呈現了「傾中、遠美、仇日」的負面循

環10。馬政府並沒有要延續臺美日合作的構想，臺灣回到以對美與對中

關係為主的「蹺蹺板」外交，日本被馬政府視為是可以不與理會的對

象。

值得注意的是，當馬總統剛上任時，美方已有學者警告馬政府的

戰略可能會與美國出現基本扞格，影響所及，臺灣關係法所隱含臺美

共享的戰略前提可能不再存在11。而前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更

表示，臺灣關係法雖是國內法，但其語言的含糊，意味著美國並沒有

捍衛臺灣的法律義務12。由於卜氏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對臺政策極為倚重

的專家，且也是前美國官員，因此這個將臺灣關係法與臺海安全脫鉤

的解釋一旦成立，意味著透過美國而引發的美日同盟參與臺海維和，

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是將美日同盟與臺灣關係法再度脫鉤的重

要發展。

之後從2010-2013年，美國開始出現形形色色的「棄臺論」主張。

過去美方指責臺灣將美國捲入不願涉入的與中衝突中，是麻煩製造

者，但現在當臺海無事，卻開始發現美方有人建議利用這個千載難逢

作為攻擊李總統的指控。之後隨著對陳總統作為的不認同或不理解，開始將這個指控安在
扁政府上。

10 賴怡忠，《美中臺關係 -滑向不確定的危險邊緣》，頁 .74-83，〈新世紀智庫評論〉，
2009年 6月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46/46-18.pdf，2014年 9月 5日檢索 )

11 賴怡忠，《臺灣的自我邊緣化已經危及臺美關係》，〈臺灣時報〉，2009年 2月 9日 (http://
www.twtimes.com.tw/index.php?page=news&nid=29345) 

12 賴怡忠，《臺灣民主干擾美國?》 〈自由時報〉，2009年4月13日 (http://news.ltn.com.tw/
news/opinion/paper/29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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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機遇，盡速與其對臺承諾脫鉤。這是極為不尋常的發展。

但是除了臺美關係本身的問題外，美日同盟在日本於2009年出現

政黨輪替，民主黨上臺後，也發現雙方在沖繩基地問題的態度有重大

差異，使得美日互信日漸走下坡，之後雖在2011-2012有回穩趨勢，但

是這段期間的美日同盟基本上是處於相對停滯狀態。當美日同盟忙於

處理內部問題時，更無暇討論其與臺灣的關係，對於美日同盟＋臺灣

關係法的戰略邏輯理順與機制協調的思考也見不了智庫的討論議程。

這個問題到了2012年底安倍上臺後給美日同盟帶來新的發展契機而有

所轉變，但是臺灣的馬政府對於與美日同盟合作，是依然採取保持距

離的態度。特別當馬英九對馬習會的期待日益提高後，更不願得罪習

近平而尋求強化臺灣與美日同盟的可能合作機遇了。

肆、臺灣關係法無法承擔與美日同盟戰略接軌的任務

綜觀這些歷史過程可發現，在「臺灣關係法」出臺前或是出臺

後，美日同盟與臺灣的關係呈現時緊時鬆，若即若離的態勢。而在

1996-2008年這段期間出現所有整合臺灣（關係法）與美日同盟的努

力成果，在過去六年被馬政府的「親中、遠美、仇日」外交作為弄得

支離破碎，這十二年的美日臺互信已被嚴重傷害。主要的特色，是當

臺灣出現政黨輪替，更換了領導者後，竟然會因領導者本身的主觀意

志，可以對過去所形成的趨勢出現這麼大的破壞作用，與美日同盟的

發展過程中，不會因為領導者的個人主觀意志而出現大幅動蕩的情形

非常不同，顯示臺美關係在機制聯結上存在先天的脆弱性。由於這個

機制主要是透過「臺灣關係法」所建構出來的，這也表示出「臺灣關

係法」做為建構臺美關係與制度性合作上，的確有其內在的弱點，導

致整體框架出現十分不穩定的情形，讓少數關鍵人士就能夠對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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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與內容出現巨大擺盪。因此以這個本身體質脆弱，充滿不確

定性的臺灣關係法架構，在今天要尋求與美日同盟的緊密合作時，外

界立刻會出現「臺灣關係法」能否承擔與美日同盟進行戰略接軌的質

疑。

先看美日同盟。美日同盟是個安全同盟，是美日之間經過六十年

來所形成盤根錯節制度性關係的一部分，但卻是其中最關鍵的一部

分。這個同盟不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麼嚴密，因為美日同盟不存

在共同聯絡中心，也沒有整合出一個常設的指揮機構（美國有駐北約

的軍事統帥，但也有文人領導的駐北約大使，同時處理軍人、文人的

不同關係）。至今美日同盟的操作聯繫還是透過「美日共享基地」的

軍事設置來取得。在冷戰時代有關「美國為矛、日本為盾」的美日間

之角色與任務分擔，實際上是透過任務明確化後，美日「各打各的

仗」。兩國存在軍事任務的協調需要，但是並沒有進化到統一指揮。

但另一方面，在美國的亞洲諸同盟來說，美日同盟又算是發展最

好的。首先，美日同盟的進展比美菲同盟、美澳同盟等是先進與密切

的，因為在菲律賓與澳大利亞這兩個美國的亞太同盟國間，美國都沒

有派駐常備軍隊。以菲律賓來說，菲律賓在1991年要求美軍撤出蘇

比克灣。是直到2001年，應菲律賓的要求，美國才再度派遣軍事顧問

與少數海軍陸戰隊兵員協助菲律賓對抗民答那峨的阿布沙耶夫恐怖組

織。在澳洲方面，美國則是直到2011年歐巴馬宣布後，才開始派遣兩

個營／一個特遣連隊的一千兩百人兵力，進駐澳洲達爾文港。（平日

美澳的常駐軍員多是情報官與聯絡官）。

在能力上，美日同盟也比具有統一指揮中心（Combined Forces 
Command，CFC）的美韓同盟要強大，美日同盟的任務涵蓋範圍（即

便還沒進行集體自衛權部分解禁前）也較針對北韓南侵專守南韓的美

韓同盟要廣得多。美日同盟現在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將雙邊同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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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複邊同盟合作的核心。

與之相比，臺灣關係法只是在處理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的關係，

提到臺海安全是美國西太平洋和平穩定的重要關切，也表示中國如對

臺灣展開經濟封鎖，形同對臺灣的安全／武力威脅。但正如前美國在

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所指出的，臺灣關係法因其語意上存在高度的

模糊空間，給美國行政部門很多解釋與操作的彈性。因此所謂美國因

臺灣關係法而有防衛臺灣的義務，往往會陷入什麼叫做對臺灣產生威

脅的定義爭論。當美國對中國有所忌憚，或有意懲罰臺灣時，往往將

對臺安全的威脅採取嚴格的定義，變成只要中國沒有具體發動兵力

對臺攻擊，或甚至是即便有發動攻擊，但只要沒有臺灣軍人因此而死

亡，中國就不算改變現狀威脅臺灣。但如果美國有意提升臺灣角色，

希望臺灣更為強大，則對不僅中國的軍事恫嚇是威脅，連國際封鎖或

是經濟恐嚇，都可算是威脅臺灣以及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與穩定，

因此美國必須有所回應，因為臺灣關係法是明文提到對臺灣的經濟禁

運或抵制都算是對臺灣採取「非和平手段」的威脅。

有趣的是，即便臺灣關係法將對臺灣經濟的禁運或抵制視為對臺

灣採用「非和平手段」，這個手段被視為是對西太平洋和平穩定的重

大威脅，而為美國所關切，但過去美國援引臺灣關係法時，幾乎都不

提這個經濟制裁的問題，對臺灣在區域經濟整合的邊緣化處境至今

也不聞不問，當將中國對臺灣企業的打壓提出後，美國也沒有任何反

應，甚至利用臺灣想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內在弱點，反向對臺灣提出

種種市場准入的要求。如果按照臺灣關係法，美國這些舉動都與臺灣

關係法的精神相違背，但這樣的行為至今還在持續。

此外，臺灣關係法的內文談的是提供防禦性武器以協助臺灣的自

我防衛，而不是提到美國要如何防衛臺灣，當然更沒有所謂的美臺防

衛合作。這也是到後來臺灣關係法的真正實行後，美國對臺軍售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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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議題，但問題是軍售本身又被政治化看待。在1980-2000期間，

美國要嘛因為「八一七公報」之故，而用美國對臺技術轉移合作生產

的方式以迴避「八一七公報」的制約（如IDF戰機），或是在何謂「防

禦性武器」大做文章，刻意壓制其出售臺灣戰鬥機的發動機衝力、作

戰半徑、武器掛載種類等（如其在1992年售臺的F-16）。但如果美國

希望與臺灣加強防衛合作，則在售臺武器種類、與作戰火力放大（fire 
power amplifier）的相關軟硬體提供、人員作戰訓練的套裝課程等，

就會放鬆許多。2001年四月美國釋出之售臺軍武清單包括過去被視為

「攻擊性武器」的柴油潛艦、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P-3C反潛機就是

一例、甚至在之後連神盾級導彈驅逐艦都被考慮在清單中。美國在對

臺軍售上前後態度與作為可以有如此大的差異，臺灣關係法所提供的

彈性扮演了重要角色。

總而言之，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在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所採行

對臺灣「人民」承諾的國內法，內文更存在諸多高度彈性與語焉不詳

的空間，美國政府過去的紀錄，也沒有完全實行臺灣關係法的基本要

求，起碼在最近十年來，其對臺灣經濟處境的缺乏關注態度就是一

例。相對於美日同盟的發展，臺灣關係法架構出的臺美關係，實際上

臺美連夥伴都不是（雖然美國國會在2002曾透過對國務院授權法案的

提案，在對臺軍售上，將臺灣定位為「非北約的主要盟國Major non-
Nato Ally」13）。即便美國與臺灣關係密切，與日本又有同盟關係，但

美臺與美日的重大差異，以及美國在歷史過程中對這兩個國家／政

府／人民的不同態度，臺灣關係法所架構的臺美關係與美日同盟，是

無法透過美國完成戰略接軌的。

13 蘇起，《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頁236。天下出版，2003年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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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美臺關係攸關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成敗 
             －改革TRA

如我們將時序快速拉到現在。日本在2014年7月1日對於「集體自

衛權」進行部分解禁，讓美日同盟作業範圍出現大幅伸張，也會根本

改變過去美日同盟在「前集體自衛權時代」對於彼此角色與任務分擔

的定位，2014年底的美日防衛指針之修定會進一步明確化美日同盟的

未來能力與發展方向。一個影響力日漸強大，防衛力提升且願意在區

域議題扮演更大角色的日本，對臺灣的國家利益應該是有利無害，或

起碼是利大於弊。

但是美國期待日本進行集體自衛權解禁的改革，與美國從2011年

啟動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之間存在重要聯繫14。這個政策明顯是對中

國崛起與其強勢態度要驅逐美國在西太平洋影響力、改變區域戰略秩

序的針對性措施。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中國挑戰美國領導的亞太秩序的起始點，以

及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策略出現問題的地方，都與臺灣有關，甚至臺

灣就是中心點。美國學者譚慎格（John J. Tkacik），以及前美國在臺

協會處長司徒文（Mike Stanton）都分別撰文明確提到這個事實15。臺灣

不僅地理位置是連結東海、臺海與南海的中心，臺灣本身控制，或宣

稱控制的領土／領海，也都與東海（釣魚臺／尖閣列島）、南海（太

平島）的爭議直接相關。中國對於東海與南海的主張，也多是承襲與

其對臺灣的領土主張而來。如果中國無法擁有臺灣，中國對於釣魚臺

14 Hillary Clinton, Secretary of State,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th,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2014年9
月5日檢索 )

15 John Tkacik, “Hegemony, Alliance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China’s Rise, America’s 
Pivot and Taiwan’s Choice”，Mike Stanton, “An Inevitable Rebal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2014 Symposium on U.S Presence in Asia and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eptember 13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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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權主張，中國在南沙的主權聲稱，以及中國對東沙島的宣誓等，

都將會無法成立。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是中國開始對東海與南海採取強勢措

施的時刻，也剛好是中國在2008臺灣政黨輪替，馬政府上臺後的時

間。有人說中國之後在東海對釣魚臺議題會一反之前避免衝突的姿

態，開始高調派遣公務機艦至其周邊海域「宣誓主權」，是被馬英九

當時對日本擺出「不惜一戰」的態度逼出來的。事實上在2008年6月

10日「聯合號」事件發生前，中國正與日本就東海油氣田展開談判並

達成協議16。當時日本政府高層還認為這是項重大成就。但當馬政府在

立院提到對日本不惜一戰，並在之後派遣大規模海巡艦隊，護衛主張

兩岸聯手保釣的「中華保釣協會」所租用之漁船進入釣魚臺12海里區

域，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對峙時，給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極大壓

力，因為連馬英九都敢對日本嗆聲，中國反而對日採取妥協立場。之

後中國在2008北京奧運後借逐步改變在釣魚臺議題的態度，開始強勢

作為。有一說認為胡錦濤會出現前後差距甚大的變化，就是被馬英九

的強硬對日態度逼迫的結果。

中國從2009年也在南海與美國船艦出現多次衝突事件，包括在三

月與無暇號（USS Impeccable），六月與麥肯號（USS John McCain）

的衝突，以及之後對越南漁民在西沙群島作業的加強搜捕等，也發現

在南海這些類似事件的衝突頻率，是在2008年馬政府上臺後有顯著變

高的變化。當時的情形是亞洲的火藥庫臺海出現七十年來首次的和平

穩定，但相對的，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頻率卻顯著升高，這兩者前後

變化的連結關係十分有趣。

從1990-2008年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有關臺海情勢與美中臺

16 《中日宣布東海作達成原則共識》，20108年6月18日，〈BBC中文網〉。(http://news.bbc.
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460000/newsid_7461600/7461636.stm 2014年9月5日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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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個普遍的看法，認為臺海是美中關係最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地

區，從這個角度延伸出另一種看法，認為如果臺海歧見獲得解決，美

國與中國的關係就不會被臺灣綁住，而能把重點放在雙方更大規模的

國際合作上。隨著中國崛起的全球影響力日高，這個觀點越受重視。

2008前主張美國要管控臺灣以避免躁動與不負責任的臺北政府會基於

選舉利益而把美國拖下與中國衝突的漩渦，與2009之後出現主張美國

應利用兩岸關係良好所提供的絕佳機會順勢放棄臺灣的「棄臺論」之

論調，基本上都是這個觀點在不同戰略環境下的副產品。

但從2009-2014的美中關係變化，卻可以看到臺海無事了，可是美

中關係卻更為緊張，甚至還出現「崛起強權意圖改寫遊戲規則以挑戰

守成強權」的大國博奕戲碼。因此之前把臺灣視為是將美中關係搞壞

元兇的指控，與之後的事實發展不符。中美的衝突不是來自於兩國在

若干議題上存在歧見，而是兩國現正處於結構性衝突，這個結構讓透

過既存的歧見而釋放出衝突力道。一個歧見不存在後，衝突的動力會

自然尋找其他有歧見的議題而再度爆發衝突。

此外，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發動點，與臺海衝突降溫的時間

出現高度相關時序，也讓人懷疑，是否中國是在確保掌握臺海後，就

開始放心的在東海與南海擴大衝突呢？因此中國在之前東海與南海相

對克制的作為，是否與其將注意力放在臺海有關呢？如果是這樣，這

代表兩件事。第一，意圖改變亞太戰略秩序的中國，其東海與南海政

策是與其對臺政策的邏輯相一致，就是要持續衝突力道直到達成目的

為止。期間或有可能出現戰術退卻，但戰略主張與目標絕不改變。第

二，過去的臺海衝突實際上是臺灣單方面吸收了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衝

突的力道，因此當中國認為基本解決了臺海問題，就開始將壓力與資

源釋放出去到東海與南海地區。如果是這樣，所謂臺海衝突的本質就

不是中國所主張的臺灣統獨走向在挑釁中國人民感情，而是中國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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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驅逐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建立自己在第一島鏈的主導權，

以統獨作為對臺灣施壓的名義而已。

這個邏輯會讓我們要再追問一個問題，意即美國的重返亞洲／再

平衡如要成功，就必須主動將臺灣納入，否則美國的再平衡策略會出

現重大缺口而無以成事。但何謂包括臺灣呢？臺灣關係法所布置的機

制無法滿足這種高強度的戰略需要。這個已經活了35年，只比冷戰

少五年歷史的臺灣關係法，是否有改革的必要呢？把一些過時不必要

的限制拿掉，務實看待現在的戰略需要，是進行臺灣關係法改革的原

則。

事實上在過去，從美國國會出現過幾次對臺灣關係法進行改進的

嘗試。在1999-2000年柯林頓總統執政末期，共和黨國會議員在眾議

院外交委員會通過「臺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但該法並未進入院會投票表決。臺灣安全加強法主要在於認

為1996臺海危機顯示的美臺安全協調問題，以及「臺灣關係法」並未

真正處理到臺海安全問題，因此擬另立新法補充「臺灣關係法」的不

足。當時掌握行政部門的民主黨政府以該法會侵犯總統的外交權為由

強力反對。在2001年共和黨小布希擔任總統後，共和黨占多數的眾議

院也不再提出此案17。

之後在2011年同樣在眾議院，由共和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蕾

斯雷提南提出「臺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與2000的臺灣安全

加強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含蓋範圍更廣，包括美臺經濟合作的

FTA，F-16C/D、建議解除部長級官員訪臺限制等18。

17 Kerry Dumbaugh, “The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and the Underlying Issues in the U.S. 
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S-20370, (http://www.
au.af.mil/au/awc/awcgate/crs/rs20370.pdf，2014年9月5日檢索 )-

18 鍾辰芳，《美臺關係2011，為何臺灣重要》，〈美國之音新聞網〉，2011年12
月 28日 (http://m.voacantonese.com/a/article-20111228yearenderpt2-whytaiwanm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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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來自美國國會的努力，雖然不能排除有共和黨國會 vs. 民主黨

政府的政治鬥爭成分，但也意味著臺灣關係法的確存在內在問題，不

再只是有無確切執行而已。但我們也要注意，當新法提出成為攻防焦

點時，也提供包括北京政府在內一個進一步改變臺美關係的機會。因

此對於改革臺灣關係法的內容與時機，我們都必須謹慎以對。

此外，存在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我們除了臺灣關係法外，也會

需要討論這個自從1972年以來的「一中政策」，是否依然合適作為現

今美臺關係的指導架構。畢竟這個歷經42年的政策，其歷史比冷戰還

長（1950-1990），在今天美中趨向競爭對抗，臺灣的角色至關重要

時，一個新的思考十分重要。畢竟你所釋放的訊號，如果是要鼓勵臺

灣民眾的民主自由發展，就不可能持續要求臺灣民眾繼續支持一個

與中國終極統一相契合的政策，持續以一中要求臺灣民主，以現在來

說，就是形同在告訴臺灣人民，美國還是支持一個願意與中國終極統

一的政治主張。

雖然美國一直表示美國支持臺灣民主，對臺灣未來不表態度，反

對中國以武力脅迫方式進行兩岸統一。但當這個一中政策到後來只要

當中國沒有對臺用武，臺灣所有的內政與經濟思維就不能失去與一中

的聯繫，這個政策已經與臺灣民主的發展出現嚴重扞格，也是導致今

天臺灣一個不受民眾歡迎的政治勢力，即便有施行普遍被人民懷疑的

傾中政策，但還能夠持續肆無忌憚胡作非為的原因之一。美國亞太再

平衡政策如要成功，不更改美國對這個政策的地理中心點—臺灣的政

策與戰略作為，將會是無法有效！

rs-136368333/936593.html，2014年9月5日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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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的研擬與其意義—

兼論加拿大《臺灣事務法》的提案經緯

李明峻（新臺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壹、前言

當美國在1979年元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取消對中華民國

政府的承認時，美國行政部門有鑒於斷交一事對臺灣安全必會帶來

重大衝擊，提出屬於美國國內法的《臺灣綜合法（Taiwan Omnibus 
Act）》草案，以減少對臺灣的傷害。美國國會對此加以大肆修正，

最後在同年3月底通過共18條條文的《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縮寫為TRA）》，卡特總統在同年4月10日簽署施行生效。該法

不僅適時地提供臺、美的外交往來及民間交流的規範模式，更重要的

是規定美國對臺灣安全應有的相關條文。 
《臺灣關係法》是一部現行的美國國內法，條文中提到美國政府

在一些方面繼續給予臺灣當局（Taiwan Authorities，在1979年1月1日

前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與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同等的待

遇。這是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其實是取消對中華民國的政府承

認而無法擁有外交關係）後，雙方關係無法以「國際條約」規範之，

因此以美國國內法規範。

美國訂定《臺灣關係法》的要旨為：「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

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臺灣土地上所

有人民間（The People on Taiwan）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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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交政策……」1，其目的在於取代遭廢除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儘管目前美國內部對臺

灣問題有「棄臺論2」、「臺灣芬蘭化3」、「向臺灣說再見4」等論調，但

《臺灣關係法》35年來對西太平洋的穩定、和平，對臺灣的安全、人

權，以及臺美之間的往來都有很大的助益與保障。

1 《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的要旨為：「本
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臺灣土地
上所有人民間 (The People on Taiwan）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
(An Act To help maintain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o promot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uthoriz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for other 
purposes.）」。陳隆志總策劃、許慶雄總主編、李明峻主編，《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臺
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頁 655。

2 美國國內的「放棄臺灣論」由來已久，如 1999年 10月 25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曾在
日本《讀賣新聞》闡述美國不應阻止兩岸統一，而應該施壓於臺灣使其承認為中國一部
分，否則可能導致 1950年代韓戰的中美對抗重演，他在 2011年又重申這一觀點。1998
年 3月 8日，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著名國際關係教授約瑟夫 .奈伊也在《華盛
頓郵報》發表文章支持中國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統一中國，這一主張後來也被稱為「奈
伊主張 (Nye Proposal）」等。但 2008年由華爾街掀起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美國經濟重
挫，但中國卻維持 9.0%成長率，一些美國學者乃認為世局已經進入權力轉移的階段，中
國將迅速取代美國成為霸權，於是 2009年展開的棄臺論便是在這種背景中浮現。2009年，
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 (Joint Chiefs of Staff）副主席歐文斯 (William Owens）上將在英國
《金融時報》撰文說，美對臺軍售已無必要。2010年，美國前太平洋司令普理赫 (Joseph 
Wilson Prueher）表示，臺灣不可能有效防衛自己，所以主張美國應檢討臺灣關係法與對臺
軍售。2011由年 1月，普裡赫 (Joseph Prueher）、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基廷 (Timothy 
J．Keating）、學者何漢理 (Harry Harding）、蘭普頓 (David Lamp-ton）、前外交官傅立民
(Chas Freeman，III）等發表《與中國關係的前景》報告，認為美國應當以新的眼光看待臺
灣，美國停止售臺武器和促進臺灣與中國和平統一。2011年 11月 10日，美國哈佛大學甘
迺迪政府學院研究員保羅·凱恩 ( Paul V． Kane） 在《紐約時報》發表〈拯救我們的經濟，
放棄臺灣〉的文章，建議美國政府拿放棄防禦臺灣及停止對臺售武與中國政府做交易，以
換得中國放棄對美 1.14兆美元的債權。當然這些主張都遭到駁斥，特別是歐巴馬政府提出
「重返亞洲」與「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後，他們的論調更形衰弱。

3 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季禮 (Bruce Gilley）在享有盛名的《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季刊 (2010年 1月號）文章《並不危險的海峽－芬蘭化的臺灣如何以助於美國
安全 (Not So Dire Strait－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所提。

4 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現實主義大師」米夏摩 (John J. 
Mearsheimer）在美國期刊《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2014年 3月號撰文，題目是《向
臺灣說再見 (Say Goodbye to Taiwan）》。這篇的理論基礎雄厚，從古老的政治思想史談到
今天的國際政治現實，從美國立國之初談到冷戰後的國際爭鋒，但結論是聲稱，中國在經
濟及軍事上日漸強大，美國在十數年或數十年後就沒辦法保護臺灣，臺灣無從選擇，只能
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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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到現在為止，《臺灣關係法》仍是美國處理臺灣問題的

基礎文件。如今（2014）年4月17日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arles 
Timothy “Chuck” Hagel）在北京會見中國國防領導人（中國軍事委員

會副主席范長龍）時，即向其說明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以美國

與中國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以及美國的《臺灣關係法》為基礎。同

時，在哈格爾國防部長在解放軍國防大學演說的前一天，美國聯邦眾

議院通過《2014年確認臺灣關係法與軍艦移轉法案》，授權美國總統

移轉四艘「派里」級飛彈巡防艦予臺灣，顯示《臺灣關係法》確實鞏

固著臺美雙方的堅實關係。

2014年適逢臺灣關係法35週年，先是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於2014年3月月25日無異議通過494號決議案，重新確認《臺灣關係

法》中的各項承諾5。接著， 2014年3月29日，在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

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舉行的美中關係35週年研討會時，美國國

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指出，美方堅

守對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的承諾。2014年4月2日，美國國會還特別

於國會大廈舉行紀念酒會，由此可知美國對《臺灣關係法》的重視。

雖然如果認為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就要主張與美國等國家

簽定條約，而不是期待或拜託其制定《臺灣關係法》之類的國內法，

更何況其內容如何，臺灣應不可能完全掌控，只是對方國家若願意在

現今國際情勢下，不顧中國反對而「主動」制定這類特別的國內法，

我們只有感謝這些國家為臺灣安全的費心。但相對於美國的《臺灣關

5 2014年 2月 28日，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艾斯 (Ed Royce）提出《再確認臺灣
關係法之重要性》的第 494號決議案，重申《與臺灣關係法》是美臺關係基石；《臺灣關
係法》維繫臺海的和平、安全與穩定，符合美國政治、國際和經濟利益，且這項法律明確
要求美國對臺灣提供足夠的防衛裝備，以對抗武力或任何方式的危害。眾議院支持臺灣的
民主機制；為了臺灣 2300萬人民的福祉，臺海必須維持和平穩定。決議案也主張「根據《與
臺灣關係法》，美國承諾維繫臺灣的安全；美國應出售先進武器給臺灣；美國應深化美臺
經貿投資關係；美國應確保臺灣參與雙邊與區域的經貿協定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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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法》，國際社會目前並無其他國家有類似的立法，惟此點並不表示

這些國家沒有在這方面進行努力。迄今為止，有過相近主張或提案的

國家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本文將針對日本和加拿大推行類似《臺灣

關係法》的立法經緯進行背景說明，並就其內容與意義加以闡述與評

析。

貳、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的發展經緯與現狀

簡言之，美國訂定的《臺灣關係法》主要包括：（1）臺灣的法律

地位為「等同於外國（sub－sovereign foreign state equivalent）」6；（2）

基於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及穩定，繼續提供防禦性武器

給臺灣人民，與嚴重關切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

舉，甚至「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

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3）

透過「美國在臺協會」，繼續維持美國人民及臺灣人民間的商務、文

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的推行；（4）缺乏外交關

係或承認將不影響美國法律對臺灣的適用，包括在美國法院的訴訟在

內，就像1979年1月1日之前一樣，也並不消除、剝奪、修改、拒絕或

影響以前或此後臺灣依據美國法律所獲得的任何權利及義務（包括因

契約、債務關係及財產權益而發生的權利及義務）。

6 見美國《臺灣關係法》關於法律與國際協定之適用部分：（一）凡美國法律提及或及外國、
外國民族、外國國家、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時，此等名詞應包括臺灣，此等法律亦應適用
於臺灣。（二）獲美國法律授權、或依照美國法律，推行或執行與外國、外國民族、外國
國家、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之計畫、交易或其他關係時，總統或美國政府之任何機構獲有
授權，依照美國現行法律及本法第六條之規定，與臺灣推行及執行此種計畫、交易及其他
關係（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透過與在臺灣之若干商業實體所定之合約，已對美國提供服務）。
基本上，此法是認為臺灣「等同於外國（sub－ sovereign foreign state equivalent）」，而並
沒有以此法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美國國務院與官方出版物或官方網站，也從未將臺灣列
入「主權國家」之列。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法條中提及或有關「外國」或「外國政府」時
不包括臺灣，所以才需要以法律特別規定「包括臺灣」或「適用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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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美國不同地，日本在1972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

一合法政府」，並與其建立外交關係，同時撤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

認，並終止與其之外交關係之際，並未制定與臺灣關係的相關法令。

至於對前述四項問題，僅在實際上以「日本交流協會」和「亞東關係

協會」為對口，繼續維持日本人民及臺灣人民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

各種關係，最多再透過「光華寮訴訟」的判決，給予臺灣在日本國內

法院的訴訟地位，其他部分則付諸闕如。事實上，當時日本整體對臺

灣的注意並不高，對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角色也無甚關心。

到1980年代後期，由於臺灣日益民主化，與日本的關係也更形密

切，使得日本國會議員私底下開始討論日本仿效美國制訂《臺灣關

係法》的問題。1990年代初，日本自民黨參議員上村正邦就建議日

本政府應「仿效美國制定『臺灣關係法』，以重視並改善對臺灣的關

係」。此後，在1995-96年兩次進行飛彈演習之際，日臺雙方都有再重

提日本仿效美國《臺灣關係法》的模式，制訂《日臺關係法》讓日臺

「合法」發展實質關係。如日本「日臺關係研究會」成員和泉太郎在

其《日美臺三國同盟》一書中鼓吹，「日本如果能夠訂立《臺灣關係

法》，以備臺灣海峽萬一發生情況時，就可以增強美日的力量，阻止

中國對臺灣冒進。在制訂《臺灣關係法》之後，日本應支持臺灣加入

聯合國，同時應籲請美國與東南亞國家一致支持。」7。

2004年7月，許世楷先生新任臺北駐日代表時，日本臺灣僑界向其

提出一項《要望書》，敦促他努力完成11項的「功課」，其中第一項

就是「推動制定日本的《臺灣關係法》。在2005年中國制訂《反分裂

國家法》後，臺日雙方的民間團體更是努力推動促成制訂日本版《臺

灣關係法》的活動。同（2005）年6月，行政院長謝長廷就曾在接受

7 和泉太郎著，李毓昭譯，《日美臺三國同盟》，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 48。



294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日本媒體專訪時聲稱，「美國有《臺灣關係法》，日本則沒有。為了

強化今後日美臺的安全防衛關係，日本也需要一部類似的法律。」。

2005年8月，美國《外交政策》記者採訪呂秀蓮副總統時，問到「您

希望華盛頓和東京如何幫助臺灣？」時，呂副總統回答說：「最大的

幫助是，如果美國能夠鼓勵日本通過類似的《臺灣關係法》，在沒有

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規範臺日關係。」。由此可見，這點是當時民進黨

政府的共同看法，在臺灣社會也相當普遍。

2005年10月12日，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法學部淺野和生教授更是直

接公布其所起草的《有關日本與臺灣相互交流之基本的法律（日本と
臺湾との相互交流の基本に関する法律，簡稱日臺關係基本法）》，

並表示此法是以「實現亞太地區的安定與繁榮，同時發展日本與臺灣

通商、貿易、文化與其他交流」為主要目的。

這部可說是日本學者版《臺灣關係法》的《日臺關係基本法》共

有七項條文，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是：（一）促進日臺更進

一步廣泛、密切而友好的商業、文化與其他方面的交流；（二）在

亞太和平安全基礎上的日本外交運作，始合乎日本的政治、經濟與安

全保障上的利益。草案同時也規定，為實現亞洲太平洋地域的安定與

繁榮，「日臺雙方政府可以互相提供必要的情報資訊」。在有關亞東

關係協會在日本的法人（即「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職員待

遇，草案規定：「日本政府對亞東關係協會駐日法人與其職員得給予

準外交官的特權」，而且日本政府在必要時也可修正前項規定。

這部規定日臺關係的基本法案雖設法交由自民黨進行商議研擬，

希望在小泉純一郎首相任期屆滿為止於國會過關。基本上，推動這項

法律的背景是認為七二年體制的日臺關係必須重新思考，現在情勢已

不同於過去「對中一面倒」時代的想法，從日本政府取消臺灣觀光客

的七十二小時過境簽證，到給予臺灣觀光客永久免簽證，以及「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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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九條」由過去的禁忌變成當今政界主流，很容易可以察覺到時

代的變化。由臺日雙方每年往來超過兩百萬人，貿易量直逼六百億美

元來看，當然要制定一種保障雙方密切關係的法律。淺野強調，他

草擬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的動機，完全是「站在日本國家利益的立

場」，而不是臺灣的立場。

然而，比起當時也如火如荼推動制定的加拿大版《臺灣關係

法》，如「廢除『禁止發給臺灣高官訪加簽證』」，或是直接提到世

界衛生組織的入會問題等具體規定都付諸闕如，因此淺野所提的日本

版《臺灣關係法》被認為「很籠統」，再加上其後日本政界進入不安

定期，幾乎每年換一位首相，這項提議遂暫且打住而沒有進展。

直到2012年自民黨安倍政權成立，在日本推動制定《臺灣關係

法》又再成為議題。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等團體的努力下8，自民黨

「促進日臺經濟文化交流青年議員會」9於2014年2月17日召開會議

時，確認要推動「日本版．臺灣關係法」（暫定名稱）。由於該會會

長為日本外務副大臣、首相安倍晉三的胞弟岸信夫，因此此次的法案

推動層級可說是大幅提昇。過去雖有零星的在野黨、自民黨極右派和

民主黨議員提過《臺灣關係法》，但皆未成氣候，此次由執政黨議員

提出要開始推動，而且是重要性不同的岸信夫，因此有較過去不同的

意義。但具體內容才是重點。

8 日本外交評論家加瀨英明先生（Hideaki Kase）表示，美國在美臺斷交之際，藉由議會設
立《臺灣關係法（TRA）》，以維持之後的美臺關係。《臺灣關係法》表明，臺灣的「和
平與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保障以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物」。該
書又記載，雖然比美國的「臺灣關係法」晚了三十年以上，但日本國會應儘速制定類
似「臺灣關係法」之類的法案。臺灣已獨立國家之姿繁榮，對日本的安全而言，無論
如何都是必要的。臺灣的安全不能只委由美國之手。援助臺灣之事就是守護日本，拯
救日本之事。參照加瀨英明著，崔立潔、劉季樺譯，《日本與臺灣》，2014年8月，頁
231~232。

9 促進日臺經濟文化交流青年會，簡稱「日臺若手議連」，由自民黨中生代及新手代議員
共七十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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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日，外交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美國「戰略暨國

際研究中心」（CSIS）與日本「世界平和研究所」（IIPS），於臺北

共同舉辦「臺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時，日本眾議員鈴木馨祐

（Keisuke Suzuki）表示，臺灣對日本是很重要的戰略夥伴，日本自民

黨今年初曾提議推動《日本版臺灣關係法》，儘管是討論中的構想，

具體實現仍有困難，但臺日雙方應強化軍事交流及安全合作。日本眾

議員大塚拓更聲稱，日本剛通過的所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並沒

有將臺灣排除在外，日本在法理上有可能「五年內將防衛性武器出售

給臺灣」，臺灣對日本是個有潛力的市場。但他也認為制定《日本版

臺灣關係法》還需相當時間10。

參、加拿大《臺灣事務法》提案經緯

加拿大於1970年10月正式和中國建交，與臺灣之間直到1991年10月
22日才互設經濟文化代表處。但有鑑於加拿大政府體認到加拿大與臺

灣間經貿關係之重要性，以及臺灣加強與加拿大關係之意願，因此加

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11阿博特（Jim Abbott ）認為加拿大應該提供一

個法定基礎與架構，使加臺雙方民間有秩序地發展經濟、貿易、文化、

科學、法律、安全及其他關係之基礎。於是，阿博特國會議員於2005

10 對於此點，中國當然堅決反對此一立法，並要求日方切實恪守《中日聯合聲明》等四
個政治文件的有關原則，慎重妥善處理涉臺問題 。中國媒體甚至指出日本若制定《臺
灣關係法》，「無疑是向中國宣戰，其強度絕對不亞於在釣魚島搞東搞西」。香港中評
社，〈日本若定“臺灣關係法”無疑是向中國宣戰〉，2014年7月7日，環球網，新浪軍
事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7-10/0941789483.html

11 加拿大為總理制（內閣制）國家，雖然聯邦政府立法部門有參議院（The Senate of 
Canada，稱上議院）或與眾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或稱下議院），但參議院議
員（Senator）是由總理提名，經總督指任，僅供查照或修改條文，並無否決國會提案
之先例。因此，一般只有眾議院被稱為國會，國會才是實際權力運作中心，國會議員
（Member of Parliament, 簡稱MP）。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獲最多席位的政黨即為執政黨，黨
魁即為加國總理（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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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4日向國會提出《臺灣事務法（Taiwan Affairs Act，TAA，簡稱

Bill C-357）》草案12，此項法案被稱為是加拿大版的《臺灣關係法》。

《臺灣事務法》草案的主要特點是仿效美國的《臺灣關係法》，

共有十個條文，另有一項「序言」。該法案雖未要求承認臺灣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但草案內容包括反對大陸對臺灣使用武力或施加經濟制

裁；臺灣地區和平穩定與加國的政治、安全、經濟利益相關，是加國

嚴重關切事項；呼籲兩岸在「不預設前提」的情況下簽訂「兩岸和平

協議」；臺灣可在加國司法體系享有訴訟的平等權利。此外，法案要

求加拿大在經濟、文化、科技、法律等領域加強同臺灣的關係；允許

臺灣高級政府官員訪問加拿大；支援臺灣以觀察員身分進入世界衛生

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將臺灣在加拿大的代表處更名為「臺灣代表辦

公室」等。

這項法案本文共計十條13，以下逐條說明如下14：首先，法案前言先

指出其主要立法目的在為加拿大與臺灣的經濟、貿易、文化及其他多

方面的人民間關係，建立一個改良式的法律架構。該一序言將此一立

法的緣由追溯到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模式的主要表述；斷交前加拿

大政府法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目前加國政府也承認加臺經濟關係的

重要性、臺灣成功的民主與經濟發展構成亞太地區的楷模；臺灣已成

12 加拿大國會所提議案（Bill），可分政府法案（Government Bill）和個人法案（Other Bill 
or Private Member’s Bill），法案程序是：一讀正式排入國會議程，無辯論。二讀是由各
組委員會依一讀通過草案進行辯論，或修改條文。如果二讀通過，即確定提案的基本原
則。三讀是在送呈上議院前，最後考慮所提法案，不須作修改條文。最後上議院的考慮
的案件與國會一樣，可接受提案， 修改提案，或否決提案。但否決提案在加拿大鮮少發
生。參照蘇慶龍，〈研討加拿大國會推動臺灣事務法的始末〉，《民主進步黨－海外黨
部聯合通訊（Overseas DPP Newsletter）》，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
files/0165.htm

13 所有條款原文請參閱：Bill C-357, House of Commons, Edited Hansard。加拿大國會：
http://www.parl.gc.ca

14 吳得源，〈加拿大臺灣事務法之草案審議與意義〉，《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2卷第1
期（2006 年 /春季號），臺灣國際研究學會，頁2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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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WTO的成員；國會想為加國與臺灣人民間經濟、文化、科學、法

律與其他關係的穩定發展上奠定法律基礎15。 
就法案本文的內容來看，除第一條法案名稱與第二條分別定義

「加拿大法律」與「臺灣」之外，第三條闡明加拿大對臺政策的基礎

有四：（1）維持並提升加拿大人民與臺灣、中國及亞太地區不同人

民間廣泛、密切與友好的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2）該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符合加拿大政治、安全與經濟利益以及構成國際所關切的事

項；（3）任何企圖運用非和平與禁運杯葛手段來決定臺灣未來的作

法，均構成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一大威脅，也是加國嚴重關切的

事項；（4）支持亞太地區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演進與發展16。

其次，《臺灣事務法》第四至八條分別界定法律指涉、財產、

法律能力與協定等議題。第四條明訂當加國法律提到或關係到外國

（foreign countries）、民族（nations）、主權國家（states）以及政府

（governments）或政府實體（governmental entities）時，這些法律也

視同適用到臺灣和其政府與政府實體上。第五條則說明在加拿大法律

以及法院行動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承認並不影響到斷交之前

或之後臺灣及其公民擁有或持有任何事實、個人、可移動或不可移動

的財產以及其他有價東西的所有權、權利與利益。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臺灣有根據加拿大法律在加國領土法庭上提出告訴或被告的法律

能力；第二項進一步規範：在任何加國法院的行動上，前述第一項所

15 同前註。
16 第3條條文指出加拿大政策如下：
 （a）維持及促進加拿大與臺灣雙方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

係；並且維持及促進加拿大人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亞太地區人民間的同種關係。
（b）該區域的和平及穩定符合加拿大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
務，在此基礎上進行加拿大的對外關係。（c）視任何企圖以強制性威脅或非和平方式來
決定臺灣前途之舉動，為對亞太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加拿大所嚴重關切。（d）
支持該地區之和平演進及民主政治機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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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法律能力不得因與臺灣沒有正式外交或承認關係的因素而受到廢

除、侵犯、修改、否定或其他方式影響；同樣也不得受到缺乏加國政

府為訴訟目的所簽發的文件所影響。第七條更明訂：儘管雙方無外交

或正式承認關係，加拿大與臺灣得簽訂雙邊協定（agreements）；同

時，尊重國與國協定精神的所制訂的加國法律也適用到這些協定上。

第八條則將第四至第七條加國的單邊規範連結到臺灣方面也做類似規

範的互惠條件上17。 
再次，第九條進一步就國際合作事項，明訂政府要採取四項措

施：（1）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多邊國際組織並敦

促其他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共同支持此一目標，以促進臺灣能在國際上

扮演一與其在亞太地區經濟、貿易、文化、社會及其他地位相符合的

角色；（2）呼籲兩岸在可能發生對抗情勢的地區獲致限武方面的協

定，並敦促兩岸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就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持續進

行對話；（3）解除現階段對臺灣總統及其他高層官員以私人身分訪

問加拿大拒絕給予簽證的作法；（4）允許臺灣政府在加拿大的代表

處更名為「臺灣代表辦公室」（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18。 
最後，《臺灣事務法》第十條明訂：上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以及根

據本條下議院所指示的其他委員會，要就以下事項在一年內以及之

後委員會認為必要的時間，向國會作報告：（1）本法條款的執行；

（2）加臺持續關係的外交、法律、商業和其他層面19。

17 同前註14，吳得源，前揭文。
18 第9條規定加拿大政府應：
 （a）支持臺灣加入多邊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並呼籲其他國家及非政府組織支

持此一目標，以使臺灣在亞太地區扮演符合其經濟、貿易、文化、社會、安全及其他身
分之角色。（b）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臺灣在可能衝突之區域上達成裁軍協議，並在不
設前提下繼續對話，就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臺灣關係之問題尋求和平解決方案。（c）
停止對臺灣總統及其他高層官員非官式訪問加拿大拒絕給予簽証之現行實踐。（d）允許
臺灣政府在加拿大之代表處更名為「臺灣代表處」。

19 同前註14，吳得源，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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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臺灣事務法》除了未提及軍事防禦項目外，大部分

條文和美國的《臺灣關係法》至為相似，但實質上已等於是將臺灣地

區當作是一個「國家」看待，其性質及內容已經超越美國的《臺灣關

係法》。該法案並在2005年4月4 日進行一讀，當時並獲得跨黨的八位

議員連署。其間， 經國會下議院一讀程序及送交外交國貿委員會（簡

稱外交委員會）進行討論與聽證會。由於是私人法案，國會議員在表

決時不必遵循所屬政黨的立場。

然而，《臺灣事務法》提出並開始審議與討論後，引來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的抗議。在《臺灣事務法》於5月16日進入二讀辯論之

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楊浩即於6月13日抵加拿大進行遊說，中國駐

渥太華大使盧樹民也於6月15日對該法案提出嚴重警告，表示如果

該法案被通過，將使加中兩國外交關係，帶來災害性的後果。6月20
日，該案提案人Jim Abbott面臨各方壓力，該案如通過對加中臺三方影

響巨大，認為全國上下須多些時間作充分辯論，研討對正負雙方能清

楚在加人面前或加予條文修正，所以他自動到國會外交委員會要求對

該法案延後進行二讀表決20。

針對《臺灣事務法》案，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盧樹民數度公開抗議，

聲稱：「此法事實上主張改變（加拿大）與臺灣關係的基礎，並把臺灣

視為一個分立的國家。」，並警告說：「此法如果通過，必然將對兩國

的全面關係構成傷害。」。在加中慶祝建交35週年的典禮上，他更警告

如果加國國會通過該法案，將會產生「嚴重後果」。2005年6月30日，中

國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箎低調訪加，向國會重要領袖溝通勸阻，楊潔箎更

稱《臺灣事務法》通過，「有可能發生無法預料將有何後果」21。

20 中央社，2005/6/18
21 據會者事轉述，楊潔箎當天是在加中國會友好協會兩位副主席Tom Wapple眾議員以及

Joseph Day參議員邀約下，在國會密會保守黨外交事務發言人Stockwell Day、魁團黨外
交事務發言人Francine Lalonde以及自由黨議員Paul Szabo。會談中楊潔箎態度強硬，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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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力阻下，原訂2005年6月22日的二讀二次辯論，也改為研

究案（study case），逕送外交委員會審議。2005年9月10日，胡錦濤親

自訪問加拿大。在經胡錦濤出面加以嚴重關切之後，加拿大政府動用

行政資源，發動商界力量22，並指令個別「親臺」的自由黨議員，必須

與執政黨保持一致立場，阻攔《臺灣事務法》23。

儘管如此，雖然國會審議的進度受到相當程度延遲，但一直到 
2005 年11月間，下議院及外交委員會已持續分別進行多場內部討論，

並邀請外交部官員、專家學者以及有關協會成員與會進行聽證24。然

而，2005年11月28日，加拿大國會三個在野黨聯手提出「政府不信

任動議」，以171票對133票通過，使得當時馬丁（Paul Martin）總理

所領導的自由黨政府被迫解散國會，宣布2006年1月23日重新改選。

如此一來，導致《臺灣事務法》也和其他未完成法案一樣成為終止議

案，須等新國會組成後再重新提案25，但其後即不再有任何下文。

簡單寒暄即單刀直入，痛批ＴＡＡ法案，並威脅通過會有嚴重後果。
22 如加拿大政界和商界人士紛紛對此法案表示擔憂。加外交部發言人警告說，該法案違背

1970年中加建交時承諾的「一個中國」原則，如果該法案被通過，會對中加關係造成災
難性的影響，大幅影響加拿大在中國以及其附近地區的利益。加國際貿易部長彼得森也
警告說：「加中外交關係變冷將導致雙邊經濟活動的凍結，將造成巨大的潛在損失。中
國人和我們會見時都強調，一個中國是他們優先考慮的原則。」。加拿大製造業和出口
企業協會負責人切里表示，如果法案獲得通過，加拿大電信和航空航天業可能面臨嚴重
後果，損失數額會達到幾十億美元。

23 富權，〈胡錦濤訪加可能會對臺灣關係法表達關切〉，《兩岸觀察》，2005年9月10日，
http://www.waou.com.mo/see/2005/09/20050910d.htm

24 這些聽證會邀請對象主要包括：加國外交部助理副部長 David Mulroney、北亞太平洋
局局長Ted  Lipman 、加拿大商業總會資深副主席Michael Murphy、亞太基金會執行長
Paul Evans、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加拿大分會會長、卡爾頓大學Andrew Cohe、Jeremy 
Paltiel、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Andre Laliberte及皇后大學George Alexandrowicz教授等
人。而一些主要知名國會議員，如前加拿大聯盟（Canadian Alliance）主席Stockwell Day 
與前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 NDP）主席Alexa McDonough，以及魁北克政團
（Bloc Quebecois）均積極參與質詢。在這次《臺灣事務法》聽證會中，陳星旭博士與林
哲夫教授也列席表達臺灣看法。

25 蘇慶龍，〈研討加拿大國會推動臺灣事務法的始末〉，《民主進步黨－海外黨部聯合通訊
（Overseas DPP Newsletter）》，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files/01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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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日加兩項法律的意義與影響

從2005年初起，為了規範兩國與臺灣的雙邊關係，日本和加拿大

的國會內部都出現要求制訂類似於美國「臺灣關係法」的呼聲。雖然

在不願過於刺激中國的考慮之下，兩國政府的反應都非常謹慎，而使

得立法過程徒生變數，但是日後的發展與影響卻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與加拿大《臺灣事務法》的情況不同地，日本版《臺灣關係法》

雖有重量級國會議員表示強烈立法意願，但目前只有學者版的《日臺

関係基本法》，還沒有出現明確條文。2005年時，如果一向與中國關

係友好的加拿大頒布《臺灣事務法》，就必會發生「骨牌效應」，誘

使各個本來就持親臺態度的國家紛紛效尤，從而鬆動中國在國際社會

上的「一中」原則防線。然而，對加拿大政府而言，此立法不僅是在

複雜的臺海情勢上選邊，更會使得加國喪失在人權等問題上對中國施

壓的立場26。

值得注意的是，本法案是在臺加兩國缺乏外交關係的情形下，為

了增進兩國關係，寄望能有正式的法案來規範兩國越來越密切的經

貿、文化及其它非政治領域的交流。為避免來自中共的阻撓，此案

特別在前言中提到加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並承認北京政府為中

國的唯一代表等文字。但是這樣的解釋仍然無法免除中國駐加大使盧

樹民的強烈抗議，以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利用9月訪問加國的機會重

申對此法案的反對。北京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加國政府不遵守一個中

國，以及加國國會討論與臺灣相關的立法是干涉中國內政等27。

26 渥太華大學賽門（Scott Simon）教授的解釋，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來自中國內部反對的聲
浪，必會逼使北京政府採取強硬的態度來處理對外關係，如此可能破壞加拿大與中國的
經貿關係。同前註26，李正修，前揭文。

27 李正修，〈加拿大國會議員提案制訂「臺灣事務法」的探討〉，《新加坡聯合早報網
站》， 2005年11月29日。摘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析）094-006號，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NS/094/NS-B-094-
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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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雖然臺灣關係法的條款強調是為保障西太平洋的和平與安

全，其實美國關注的是位居此地區戰略樞紐地位的臺灣。《臺灣關係

法》更明白要求美國政府提供適當的防衛性武器，以達到臺灣最保守

的防衛能力，甚至要求美軍阻止任何以武力、威嚇等手段來改變臺灣

的社會、經濟及生活制度。但加拿大明白自身在協防臺灣的問題上所

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因此除了加注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反對

以任何非和平方式改變臺灣前途，以及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發展、建立

民主制度等外交條文，以表達加國維護和平的立場外，都避開任何有

關軍事防衛、國家對等的字眼。 
第三，草案中主張，在不會影響加拿大與中國關係的前提下，加

國政府應允許臺灣從總統以降的官員到加國作私人訪問或是過境，這

樣的條文可說是具有突破性的立法。對於此點，中國必然強烈反對。

因為這將是臺灣外交的一大突破，就北京的觀點而言，此點等於是加

拿大接受臺灣的事實獨立。中共駐加大使盧樹民就明言：「此法案事

實上主張改變加拿大與臺灣的關係，把臺灣視為一個與中國脫離的國

家」28。只要此例一開，各國必然相繼仿傚，對臺灣的外交圍堵就前功

盡棄。這一條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最後，加拿大《臺灣事務法》規定將中華民國駐加代表處的名稱

從「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改為「臺灣代表處」。雖然該法案前言明

白指出，此「臺灣」應該是代表地區而不是國名，因此不會涉及國家

承認的問題。阿博特議員也解釋說，此條文只是希望將臺北代表處的

名稱變更為更接近事實的臺灣代表處，沒有其他目的。但由於北京認

為任何表示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字眼都是對「一個中國」的挑釁。

因此此條文一旦通過，中國必定會採取強烈反應，甚至臺海軍事衝突

28 新浪網，2005年6月21日，網址：
 http://news.sina.com.cn/c/2005-06-21/15206232002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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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都會急遽升高29。

事實上，由於臺灣與加拿大日漸密切的往來，兩國的確需要一個

基本法來規範雙邊交流的模式，而美國的臺灣關係法就提供相當清

楚、可行的模板，只是在國際現勢、中國打壓的情形下，使得此項

努力胎死腹中。雖然本法案已經流產，但此《臺灣事務法》草案在中

國和加國之間造成相當大的震撼，對臺灣的外交能見度也有相當的幫

助。現在臺灣應該讓世界各國人民充分瞭解臺灣在國際上所遭受的不

平等待遇，並要求其政府協助臺灣爭取國際空間，讓各國繼續討論此

法案，促使其更加正視如何更有效提升臺灣地位的具體作法。

另一方面，臺灣與日本間各項交流日益頻繁密切，2013年臺灣與

日本貿易總額達568億美元，日本為臺灣僅次於中國之第二大貿易夥

伴，而臺灣為日本之第五大貿易夥伴。在人與人的交流方面，臺灣與

日本間每年往來旅客人超過350萬人次，臺灣與日本互為對方重要觀

光客源國。

2005年，日本正式予臺灣赴日免簽證待遇後，2006年臺灣赴日人

數為121萬人次，居前往日本的外國人的第二位，而日本觀光客前來

臺灣旅遊亦蔚為風潮，2006年達116萬人次，這些都象徵臺日關係的

密切。然而，即令在如此密切的臺日交流之下，日本電視的氣象預報

均故意避開臺灣，日本報紙關於臺灣的報導，其內容在質與量方面均不

適當30。在此種情況下，一般日本國民要確實理解臺灣的變動極為困難。

近來日本國會議員與學者均提出依1979年美國國會制定的《臺灣

關係法》模式，制定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的說法。但美國的《臺灣關

係法》授權美國政府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並在法律地位上將臺灣

視為「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換言之，美國與臺

29 外交委員會聽證會，第38屆國會第一次大會，2005年10月6日，第55號文，第4頁。
30 吉田信行「臺灣革命」、「產經新聞」2001年8月17到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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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斷交」並不影響美國法律適用於臺灣，即美國在國內法律事務上

給予臺灣不受中美外交關係影響的獨立「準國家」或「實體」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臺灣關係法》第十五條二項規定：「臺

灣」一詞將視情況需要，包括臺灣及澎湖列島，這些島上的人民、公

司及根據適用於這些島嶼的法律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

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以及任何

接替的治理當局（包括政治分支機構、機構等）。」，此點將臺灣做

「土地空間」化的界定。

此外，在《臺灣關係法》中，美國將臺灣從斷交前的相互承認主體

貶抑為該法第十五條中的規範客體，其次，臺灣關係法第二條A項2款規

定：「美國國會認為有必要制訂本法：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及臺灣人

民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的推行。」。

同時，《臺灣關係法》第二條B項1款規定：「維持及促進美國人

民與臺灣之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

並且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間

的同種關係」；臺灣關係法第二條B項6款規定：「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

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第二條B項5款規定：「提供防禦性

武器給臺灣人民」；第二條C項規定：「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

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臺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

切。玆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第

三條C項規定：「指示總統如遇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

威脅，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應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

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第四條B項4
款規定：「當適用美國法律需引據遵照臺灣現行或舊有法律，則臺灣

人民所適用的法律應被引據遵照。」等，這些規範所針對的對象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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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民」31。

然而，自1979年1月1日起生效的臺灣關係法，即是以「臺灣地位

未定論」為前提而制定。因為如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則美國

制定該法即是針對外國的領土設定法律關係，此點明顯是干涉內部

的行為；而如果臺灣在當時已是獨立國家，則不論有無邦交甚至有

無承認，美國都可以國與國的關係來處理彼此往來（如今日對北韓的

方式），因此根本無須制定《臺灣關係法》。就此而言，美國只有在

「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前提下，才能針對既不是中國一部分亦不是獨

立國家的臺灣，也就是針對一個不屬於自己統治下的領域，以國內法

定位自己與該領域的雙邊關係32。

然而，日本版《臺灣關係法》目前尚無正式草案，對於臺灣的法

律地位、臺灣的安全保障這兩部分，日本能做到什麼程度，其實尚在

未定之天。但日本如果只是將臺日現狀明文化，那麼這種的日本版

《臺灣關係法》對臺日雙方並沒有好處，所以幸好目前日本版《臺灣

關係法》還在進行中，各方都還有努力的空間。 

31 另一方面，美國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明確表示：「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
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在三個公報中聲稱：
「兩岸都承認一個中國，未來由兩岸的中國人和平解決」。由此可知，美國認為臺灣內部
存在兩種人：「臺灣人民」和「海峽這邊的中國人」。「臺灣人民」是臺灣關係法保護和
賦予權利的對象，而海峽這邊的中國人是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在未來與「對岸的
中國人」共同和平解決問題的當事者。

32 某些學者認為這是一種立法部門的承認，但承認基本上仍是外交等行政部門的權力，因
此 !臺關係法只能說是美國在國內法秩序中賦予臺灣「準國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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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日本と臺湾との相互交流の基本に関する法律》

草案（略称：日臺関係基本法）

〔目的〕
第１条　この法律は、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と繁栄の実現の

ため、日本および日本人と臺湾および臺湾人との通商・貿易・文化
その他の交流を発展させ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基本理念〕
第２条　①日本および日本人は、臺湾および臺湾人に対して、

より広範、密接かつ友好的な商業上、文化的その他の関係を維持お
よび促進する。

②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平和と安全の基礎の上に日本の外
交が運営されることは、日本にとって政治、安全保障および経済上
の利益であり、国際的に有意義である。

〔法律上の権利の保障〕
第３条　臺湾人がわが国の法律によりこれまでに取得し、また

は今後取得する権利は、公共の福祉に反しない限り保障される。

〔情報の共有〕
第４条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と繁栄の実現のために必要と認

めるときは、日本政府は臺湾政府に対して必要な情報を提供する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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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ができる。

〔相互交流に関する事項〕
第５条　日本と臺湾の相互において、それぞれ日本人および臺

湾人の身体、生命および財産の保護その他に関する事項、臺湾人お
よび臺湾に在留する第三国人の日本への入国その他に関する事項、
日本と臺湾との経済、貿易、観光等に関する事項、並びに日本と臺
湾との学術、文化およびスポーツの相互交流等に関する事項は、財
団法人交流協会と亜東関係協会との取り決め（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６
日署名）によって処理するものとする。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は、この
取り決めを変更しようとするときは、総務大臣の承認を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臺湾側機構〕
第６条　①日本政府は、亜東関係協会およびその職員の申請に

より、亜東関係協会の日本における法人格の付与およびその職員の
外交官に準ずる特権および免除の取扱いの措置を講ずることができ
る。

②前項の措置を講ずるにあたって必要があるときは、日本政府
は、法改正の措置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第７条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亜東関係協会」とは、日本と臺湾
との相互交流に関する事項について権限を有する、臺湾によって設
立された亜東関係協会と称する機構を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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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臺灣事務法》草案（Taiwan Affairs Act簡稱Bill C-357）
BILL C-357 PROJET DE LOI C-357

An Act to provide for an 
improved framework for 
economic, trade, cultural 
a n d  o t h e r  i n i t i a t i v e 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L o i  p r é v o y a n t  u n 
encadrement amélioré des 
initiatives économiques, 
commerciales, culturelles 
et autres entre le peuple 
du Canada et le peuple de 
Taïwan

Preamble WHEREAS on October 
13, 1970, the Government 
o f  C a n a d a  f o r m a l l y 
recognized the People’s 
R e p u b l i c  o f  C h i n a 
as  the  sole  legi t 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ook note of its claim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WHEREAS,  a t  tha t 
t ime,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erminat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f Taiwan, which Canada 
had formally recognized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October 13, 1970;
W H E R E A S  t h e 
Government of Canada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relat ions 
be tween  Canada   and 
Taiwan and the willingness

Attendu :
que, le 13 octobre 1970, le 
gouvernement du Canada 
a officiellement reconnu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tant que seul 
gouvernement légitime de 
Chine et qu’il a pris acte du 
fait que celle-ci considère 
Taïwan comme faisant partie 
de la Chine;
q u e ,  à  c e t t e  d a t e ,  l e 
gouvernement du Canada 
a mis fin à s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avec les 
dirigeants de Taïwan, offi-
ciellement reconnue par 
le  Canada en tant que 
République de Chine avant 
le 13 octobre 1970; que le 
gouvernement du Canada 
reconnaît  l’importance 
d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ntre le Canada et Taïwan

Préamb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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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iwan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Canada;
 WHEREAS Canada 
recognizes the success of 
Taiwan in its democratic 
evol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ole 
model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EREAS Ta iwan 
recently became a member 
o f  t h e  Wo r l d  T r a d e 
Organization;
 A N D  W H E R E A S 
Par l i amen t  w i shes  to 
legislate the basis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ultural, 
scientific, legal and other 
re la t 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N O W,  T H E R E F O R E , 
Her Majesty,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Commons of Canada, 
enacts as follows:

et la volonté de Taïwan de 
renforcer ses liens avec le 
Canada;
que  l e  Canada  p rend 
acte de la  réussi te  de 
Taïwan, sur les plans de 
l’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 t  du  déve loppement 
économique, en tant que 
modèle à suivre dans la 
région de l’Asie et du 
Pacifique;
que Taïwan est récemment 
d e v e n u e  m e m b r e  d 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que le Parlement souhaite 
e n c a d r e r ,  p a r  v o i e 
législative, les fondements 
d u  d é v e l o p p e - m e n t 
ordonné des relat ions 
économiques, culturelles, 
scientifiques, juridiques 
et autres entre le peuple 
du Canada et le peuple de 
Taïwan,
Sa Majesté, sur l’avis et 
avec le consentement du 
Sénat et de la Chambre 
des communes du Canada, 
édicte :

short title TITRE ABRÉGÉ

Short title 1.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Taiwan Affairs Act.

1. Loi sur les relations 
avec Taïwan.

Titre abrég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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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DÉFINITIONS

Definitions
“law of 
Canada”
« loi fédérale»
“Taiwan”
« Taïwan »

2 .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definitions apply in this 
Act.
“law of Canada” includes
(a)an Act of Parliament or 
a regulation, rule, order, 
b y - l a w  o r  o r d i n a n c e 
mad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and
(b)an order or decision of 
a court of Canada.
“Taiwan” includes, as the 
context may require,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he people 
on  those  i s lands ,  any 
corpora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and associations 
created or 

2.  Les définitions qui 
suivent s’appliquent à la 
présente loi.
« loi fédérale » S’entend 
de :
a)toute loi fédérale et 
des règlements, règles, 
ordres, décrets, arrêtés,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ou ordonnances pris sous 
le régime d’une telle loi;
b)toute ordonnance ou 
décision d’un tribunal 
canadien.
« Taïwan » Comprend, 
selon le contexte, l’île 
de  Taïwan e t  les  î les 
Pescadores, les gens qui 
s’y trouvent, les personnes 

Définitions
« loi 
fédérale »
“law of 
Canada”
« Taïwan »
“Taiwa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 f  t h o s e  i s l a n d s ,  t h 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f 
Taiwan recognized by 
Canada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October 13, 
1970, and any successor 
governing authorit ies, 
including their political 
divisions, agencies and 
instrumentalities.

morales et autres entités 
ou associations créées ou 
constituées sous le régime 
des lois de ces îles, le 
gouvernement de Taïwan 
reconnu par le Canada en 
tant que République de 
Chine avant le 13 octobre 
1970 et tout gouvernement 
qui le remplace, y compris 
ses divisions politiques, 
ses organismes et  ses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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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OLITIQUE

Declaration of 
policy

3. It is hereby declared to 
be the policy of Canada to
(a)preserve and promote 
e x t e n s i v e ,  c l o s e  a n d 
f r i end ly  commerc i a l ,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l other 
people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conduct i ts  foreign 
relations on the basis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at 
region are in the political, 
ecur i 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Canada, and 
are 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c)consider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by other than 
peaceful means, or by 
boycotts or embargoes, 
a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s ecu r i t y  o f  t he  As i a -
Pacific region and of grave 
concern to Canada; and
(d)support the peacefu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3. La politique du Canada 
consiste à :
a)maintenir et à favoriser 
des relations - notamment 
commerciales et culturelles 
- importantes, étroites et 
amicales entre le peuple 
du Canada et le peuple de 
Taïwan, ainsi que le peupl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celui de toute 
la région de l’Asie et du 
Pacifique;
b)fonder s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sur le fait que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de cette 
région sont dans l’intérêt 
du Canada sur les plans 
politique, de la sécurité et 
économique, et sont des 
sujets d’ordre international;
c)considérer tout effort 
visant à déterminer l’avenir 
de Taïwan par des moyens 
non pacifiques,  ou au 
moyen de boycottages ou 
d’embargos, comme une 
menace à la paix et à la 
sécurité de la région de l’Asie 
et du Pacifique et comme 
vivement préoccupant;d)
soutenir l’évolu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pacifiques 
d’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émocra-tiques dans la 
région de l’Asie et du 
Pacifique.

Politique du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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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property, legal 
capacity and agreements

RENVOIS, DROITS DE 
PROPRIÉTÉ, CAPACITÉ 
ET ACCORDS

References 
to foreign 
countries

4. Whenever the laws of 
Canada refer to or relate 
in general terms to 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and their governments 
or governmental entities, 
such laws are deemed 
to refer or relate also to 
Taiwan and its government 

4. Les lois fédérales qui, 
e n  t e r m e s  g é n é r a u x , 
renvoient  -  ou ont trait  -  
à des pays, des nations ou 
des États étrangers ainsi 
qu’à leurs gouvernements 
o u  o r g a n i s m e s  g o u -
v e r n e m e n t a u x  s o n t 
réputées renvoyer  -  ou 
avoir trait  -  également 
à  T a ï w a n  e t  à  s o n 
gouvernement  ou  ses 
organismes gouverne-
mentaux.

Renvois à des 
pays étrangers

Property 
ownership 
protected

5. For all purposes under 
t h e  l a w s  o f  C a n a d a , 
including an action in 
any  cour t  i n  Canada , 
formal  recogni t 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es not affect the 
ownership of, or other 
rights or interests in, any 
real, personal, movable 
or immovable property, 
inc luding in te l lec tual 
property and any other 
thing of value, owned or 
held on or before October 
13, 1970, or thereafter 
acquired or earned by 
Taiwan or its citizens.

5. Pour l’application des lois 
fédérales, y compris dans 
le cadre d’une poursuite 
intentée devant un tribunal au 
Canada, la recon-naissance 
officiell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ne 
porte pas atteinte aux droits 
et intérêts - notamment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 
touchant aux biens réels 
personnels, mobiliers ou 
immobiliers, y compris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et 
toute autre chose de valeur, 
dont Taïwan ou ses citoyens 
étaient propriétaires ou 
détenteurs au plus tard le 13 
octobre 1970, ou qu’ils ont 
acquis ou gagnés après cette 
date.

Droit de 
propriété 
protég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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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to 
sue and be 
sued

6 .  ( 1 ) Ta i w a n  h a s  t h e 
capacity to sue and be sued 
in a court in Canad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Canada, in particular the 
laws respecting the status 
of states, relations between 
s t a t e s  a n d  i m m u n i t y 
entitlements granted to 
states.

6. (1)Taïwan a la capacité 
d’ester en justice devant 
les tribunaux du Canada 
conformément aux lois 
fédérales, en particulier 
c e l l e s  a y a n t  t r a i t  a u 
s t a tu t  des  É ta t s ,  aux 
relations entre États et aux 
immunités accordées aux 
États.

Capacité 
d’ester en 
justice

Capacity not 
affected

(2)In an action in any court 
in Canada, the capacity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 1 ) i s  n o t  a b r o g a t e d , 
infringed, modified, denied 
or otherwis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r form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or by the absence 
of any certificate that may 
usually be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for 
the purposes of litigation.

(2)Dans le cadre d’une 
poursuite intentée devant 
un tribunal du Canada, la 
capacité de Taïwan d’ester 
en justice n’est pas annulée, 
amoindrie, modifiée, niée 
ni touchée de quelque façon 
par l’absence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avec Taïwan 
ou de reconnais-sance 
officielle de celle-ci, ou 
par l’absence du certificat 
habituellement délivré 
par le gouver-nement du 
Canada en cas de litige.

Capacité non 
touchée

Inter- 
governmental 
agreements

7. Notwithstanding 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r formal 
recognition of Taiwan,
(a)Canada and Taiwan 
may enter into agreements 
with each other; and
(b)the laws of Canada 
respecting international 
a g r e e m e n t s  b e t w e e n 
s ta tes  appl ies  to  such 
agreements.

7 .  M a l g r é  l ’ a b s e n c e 
de relat ions diploma-
tiques avec Taïwan ou de 
reconnaissance officielle 
de celle-ci :
a)le Canada et Taïwan 
peuvent  conclure  des 
accords entre eux;
b ) l e s  l o i s  f é d é r a l e s 
touchant  aux accords 
internationaux entre États 
s’appliquent à ces accords.

Accords 
intergouverne-
ment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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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of 
reciprocity

8. The rights,  powers, 
protections, immunities and 
capacities established for 
the benefit of Taiwan and its 
citizens and representatives 
by sections 4 to 7 apply to 
the extent and during the 
time that Taiwan provides 
equivalent rights, powers, 
protections, immunities and 
capac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Canada and its citizens.

8. Les droits, pouvoirs, 
protections, immunités 
et capacités accordés à 
Taïwan, à ses citoyens et 
à ses représentants aux 
termes des articles 4 à 
7 s’appliquent tant que 
- et dans la mesure où - 
Taïwan accorde des droits, 
pouvoirs,  protections, 
immunités et capacités 
équivalents au Canada et 
à ses citoyens.

Réciprocité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Government 
support

9.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shall
(a)support the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 n c l u d i n g  t h e  Wo r l 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urge other states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support this goal so that 
Taiwan may play a role 
commensurate with its 
economic, trade, cultural, 
social and other posi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b ) u rg e  t h e  P e o p l 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 i w a n  t o  r e a c h  a n 
agreement on disarming 
in the geographic zones 
of possible confrontation 
and continue,  without 
precondition, a dialogue

9. Le gouvernement du 
Canada doit :
a ) a p p u y e r  l 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a u x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s 
m u l t i l a t é r a l e s ,  y 
compris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et demander à d’autres 
États et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d ’ e n - c o u r a g e r  c e t 
objectif de façon à ce 
que Taïwan puisse jouer 
un rôle à la mesure de sa 
situation économique, 
commerciale, cul-turelle, 
sociale et autre dans la 
région de l’Asie et du 
Pacifique;
b ) d e m a n d e r  à  l 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Soutien du 
gouver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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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peaceful settlement 
o f  t h e  i s s u e  o f  t h 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 le ’s  Repub l i c  o f 
China and Taiwan;
(c)discontinu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refusing visas 
for private visits to Canada 
by the President an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of Taiwan; 
and
(d)permit the description 
o f  t h e  o f f i c e  o f  t h e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t h e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Canada as the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Chine et  à  Taïwan de 
conclure une entente de 
désarmement pour les 
zones géogra-phiques de 
confrontation potentielle 
et de poursuivre, san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l e  d i a l o g u e  e n  v u e 
d’un règlement diplo-
matique de la question 
des  re la t ions entr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Taïwan;
c)cesser de refuser la 
délivrance de visas pour 
les  vis i tes  pr ivées  au 
Canada du président et 
des autres hauts dirigeants 
de Taïwan;
d)permettre de désigner le 
bureau du représentant du 
gouvernement de Taïwan 
au  Canada  comme le 
Bureau du représentant de 
Taïwan.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EXAMEN 
PARLEMENTAIRE

Committee 
review

1 0 .  T h e  S t a n d i n 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 i r s  o f  the  Sena te 
or any other committee 
instructed by its Hous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shall review and 

10. Le Comité permanen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d e  l a  C h a m b r e  d e s 
communes,  le  Comité 
permanen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u Sénat et 
tout autre comité qui en 
reçoit l’instruction par sa 
chambre en application du 
présent article procède à 

Examen du 
com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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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to its House, within 
a year after this Act comes 
into force and at such 
times as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necessary after 
that time, on
(a)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b)the diplomatic, legal, 
commercial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ntinuing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Canada and Taiwan.

l’examen et fait rapport à 
sa chambre, dans l’année 
suivant l’entrée en vigueur 
de  l a  p r é sen t e  l o i  e t 
chaque fois que le comité 
le considère nécessaire 
par la suite :
a)de la mise en oeuvre des 
dispositions de la présente 
loi;
b ) d e s  a s p e c t s 
diplomatique, juridique, 
commercial et autres de la 
relation qu’entretiennent 
le Canada et Taï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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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討論子題集中在臺灣的國際地位，包括以《臺灣關係法》來

看臺灣的國際地位；修改《中華民國憲法》或是擱置《中華民國憲

法》制定新的「臺灣自治基本法」有甚麼不同，而實施這兩者是否

可以改善臺灣的國際地位？本篇共有三篇文章，分別是施正鋒教授

的〈由盟邦、棄婦、到迷惘的臺美關係〉、姜皇池教授的〈《臺灣關係

法》與臺灣國際地位：現狀及未來努力方向〉、黃居正教授的〈「占領

論」下的臺灣法律地位－一個總和時空條件的法律評估〉。

施正鋒教授的〈由盟邦、棄婦、到迷惘的臺美關係〉一文中，敘

述了幾十年來美國以及臺灣雙方政府的政策與影響，並在論述過程中

對臺灣成為美國一州以及臺灣成為永久中立國的論述提出分析。本文

首先分析從1950年代的韓戰至今，經歷不同總統時期下，美國政府對

於臺灣不同的政策態度，特別著重於柯林頓（Bill Clinton）、小布希

（George W. Bush）、歐巴馬（Barack Obama）三位總統時期；其次討

論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對於美國、中國政府的態度。在此話鋒一

轉，文章切入分析臺灣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藉由分析美國下依建制、

納入與否分成各式不同的領土形式，並以此批判對於臺灣是美國占領

的，進而推動臺灣成為美國五十一州的主張。再來，進入討論要將

臺灣建立成「東方的瑞士」，文中提出想成為永久的中立國並非自己

主張即可獲得保障，還需要鄰國的尊重，而在實踐例子上也是失敗為

多，所謂「永久中立」只是美好的想像。最後則談到美國未來可能的

外交戰略，從而臺灣應該要思考在這樣背景下該有甚麼回應。

而姜皇池教授的〈《臺灣關係法》與臺灣國際地位：現狀及未來

努力方向〉一文主要以美國、臺灣及國際法上觀點分析《臺灣關係

法》的法律地位；以及在《臺灣關係法》下臺灣的法律地位此兩個問

題。本文一開始討論《臺灣關係法》的法律地位，首先提出美國在臺

灣問題上的法律依據，主要有《臺灣關係法》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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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但在兩者衝突時，美國實務上操作以《臺灣關係法》為優位，

而在面對中國抗議時，美國亦曾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僅是「意向

聲明」，非法律承諾回應；而在臺灣觀點認為僅用內國法規範臺美關

係，《臺灣關係法》存廢權將由美國單方決定，故應提升至條約或有

另行增強之必要；在國際法觀點下，文中認為《臺灣關係法》已然成

為部分民主國家對臺灣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而第二個問題，關於臺

灣的法律地位，首先，美國以內國法規範美國與境外關係應是奠基在

「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前提，而美國司法經三十多年判例累積，透過

《臺灣關係法》使臺灣在美國國內不受中國簽訂條約限制且獲得近乎

國家的地位。而臺灣觀點，許多人認為美國藉由《臺灣關係法》已經

認定臺灣是個國家，但本文反對這樣的看法。最後在結論部分，文中

另外提出，在時代已經劇烈變化，中國逐漸崛起，對美國的影響力也

日漸增加的背景下，提出倡議美國增修《臺灣關係法》的結果，姜皇

池教授持悲觀看法，認為如何修改都不會對臺灣更有利。

黃居正教授的〈「占領論」下的臺灣法律地位－一個總和時空條件

的法律評估〉一文主要是作為對於臺灣法律地位持「占領論」者的回

應，內容詳細分析國際法對於臺灣法律地位的看法以及「占領論」的

討論及持「占領論」者的論述瑕疵。首先，本文先介紹了1895年從馬

關條約以降何謂「占領論」下的臺灣法律地位。其次，討論占領本身

的意義與效果，在現代國際法上，透過「武力不行使原則」及「不干

涉原則」等的實踐，占領國無法透過占領兼併被占領地的領土主權。

而在法源的部分，占領時不能違反「海牙法」、「日內瓦法」等，以此

角度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占領臺灣後的軍事統治、戒嚴、濫行徵

用、沒收敵產等都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國際刑事犯罪行為。而在占領

的期間認定方面，「中華民國」政府1945年起即占領臺灣，即便「中

華民國」政府自己認為是「光復」；而占領終期並不存在。第二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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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本文探討對於「占領論」的時空條件，文中認為如果持「中華

民國」占領臺灣的論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國際

法承認之下，占領臺灣的可能也全面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權威

公法學者學說中，對臺灣的法律觀點也逐漸向屬於中國的說法傾斜。

結語則提出國、民兩黨對於兩岸法律地位論述皆不正確，並呼籲持

「占領論」者要跳出凍結的臺灣法律地位，開始積極推動終止占領狀

態與獨立。

周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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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盟邦、棄婦、到迷惘的臺美關係 *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Abstract

We start with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uman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War.  Reflecting on Taiwan’s America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we make efforts to look into how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imagined 
in terms of disparate American territorial arrangements.  We then proceed to 
probe the desi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aiwan being a neutral state.  Before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we explore the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Eventually, the Taiwanese need to decide their 
own future.

戰後，當盟軍決定把臺灣交給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權之後，這個

島嶼的命運似乎就注定與美國緊緊綁在一起。韓戰爆發以來，臺灣一

直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即使後來雙方斷交，還是有《臺灣關係法》

* 與談於臺灣人權文化協會、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主辦「臺灣關係法 35週
年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2014/9/15。部
分取自發表於發表於李登輝民主協會主辦、李登輝基金會合辦、臺灣國際
研究學會承辦「臺灣外交大戰略學術研討會」的〈以認同現實主義的觀點
看美中日三角關係中的臺灣外交大戰略—由孤兒、養子、到私生子〉，
臺北，臺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臺北，201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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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維繫的特殊關係。基本上，美國一方

面以《上海公報》（1972）、《中美建交公報》（1979）、以及《八一

七公報》（1982）跟中國交往；另一方面，美國希望臺灣海峽保持現

狀，只要稍安勿躁，至少在短期內可以敷衍中國。

民進黨執政八年，原本期待左右逢源，最後是連美國也得罪了，

可惜，迄今尚未有通盤的檢討。由於蔡英文在大選中與美國撕破臉，

民進黨必須修補與美國的裂痕；直到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堅持美

國、及日本維持所謂的「民主同盟」，關係才穩定下來。至於現在的

馬英九政府，表面上採取經濟親中、軍事親美的態度，實質上則以文

化來促進終極統一。

戰後的歷史發展

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原本要放棄被視為扶不起阿斗的

國民黨政府，沒想到韓戰在1950年爆發，讓臺灣又重回美國的懷抱。

在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任內，臺海兩度危機，兩國

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4），也就是軍事同盟關

係，此後，高雄港必定有一艘美艦鎮守。

在甘乃迪（John F. Kennedy）、以及詹森（Lyndon B. Johnson）

總統任內，雙方依然維持親密關係。越戰時期，臺灣更扮演了吃重的

後勤補給角色。然而，當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展開積極追求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臺灣大體上是被當作可以忽視的怨婦。卡

特（Jimmy Carter）總統在1978年底與中華民國斷交，其實是抵擋不

了美國聯中抗蘇的全球戰略趨勢。還好，即使美國琵琶別抱，國會適

時通過《臺灣關係法》，片面承諾對於臺灣的安全保障，此後將是臺

美非正式關係的磐石。共和黨的雷根（Ronald Reagan）、以及老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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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H. W. Bush）總統在1980年代相繼上臺，國民黨政府喜出望

外，卻仍然有《八一七公報》的簽署；雖然雷根有所謂的「六大保

證」，卻往往被民主黨的繼任者認為口說無憑、甚至於訕笑。

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視中國為「戰略伙伴」

（strategic partner），提出所謂的「三不政策」，走出過往的刻意模

糊；儘管如此，在1996年的臺灣首度舉行總統直選，中國悍然進行飛

彈試射恫嚇，風雨故人來，柯林頓還是派遣兩艘航空母艦（獨立號、

以及尼米茲號）戰鬥群來臺灣周邊。其實，大有來頭的是第七艦隊的

神盾巡洋艦碉堡丘號（Bunker Hill），以美國獨立戰爭的重要戰役命

名，象徵美國人抵擋英國殖民軍事鎮壓的決心，讓人充滿無限的想像。

進入二十一世紀，共和黨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臺，

臺灣寄以厚望。一開頭，臺美之間彷彿是久別重逢的戀人，小布希甚

至於將臺灣與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泰國、以及菲律賓並列為「好

朋友」（good friends），讓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受寵若驚。只不

過，隨著九一一事件而來的反恐努力、以及在中東的戰事陷於膠著，

美國需要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配合，小布希左支右絀、疲於奔命，

對於阿扁的外交操作漸感不耐。在這樣的氛圍下，首度出現臺派團體

到美國在臺協會的臺北辦事處抗議，令人錯愕不已，畢竟，一向只有

親中的統派才有反美的姿態，不知哪一個環節的溝通有所疏漏。

對於中國的崛起，儘管雙方摩擦不斷，只要沒有明顯的取而代之

企圖心，美國不願意與之為敵，只能對於這個潛在的威脅戒慎小心；

由於美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立場意興闌珊，等到驚覺，中國已經

坐大。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對於美國的獨霸角色忐忑不

安，因此，比較傾向於採取多邊主義的作法；既然美國在中東是靠跟

中國舉債來打戰，不得不與中國平起平坐，加上有人民幣升值、債

務、及減碳等議題，當然不會說想要得罪中國。



第三篇 臺灣關係法與臺灣國際地位 327

歐巴馬認為中國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競爭者」

（competitor），換句話說，就是既合作又競爭；歐巴馬兩面下注

（hedge），一方面軟鞭牽豬、另一方面是回防東亞，強調亞洲是「戰

略樞紐」（strategic pivot）。從他與胡錦濤互訪所作的共同聲明來看，

歐巴馬還是強調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而非中國的「一個中國原

則」）、以及過去與中國所簽訂的三個公報，更不忘記提到《臺灣關

係法》。至於臺灣所推動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也

只有制式的樂觀其成反應，沒有過度的解釋、或是期待。

臺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政策

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原本對美關係的情勢一片大好，特別是在

2001年過境美國，還走訪小布希的故鄉德州，好不風光。可惜，好

景不常，由於阿扁本身沒有外交歷練、所託非人，又加上把外交當作

選舉的工具，外銷轉口內銷，開始讓美國頭疼。另外，公投綁大選也

讓美國覺得損人不利己，不要說入聯公投沒有過關，連軍購公投也被

否決，讓美國很難不解釋為臺灣不長進、想要擺爛「死乎美國」。最

後，焦頭爛額的小布希視阿扁為「調皮搗蛋者」（troublemaker），甚

至於傳聞曾經氣得出言不遜，那就不得而知。

陳水扁政府原本的策略，一方面是希望在政治、以及軍事上維持

與美國的良好關係，另一方面，也有在經濟上與中國整合的遐想。只

不過，或許是因為中國對於阿扁的信賴度不夠，對於民進黨釋出的種

種和平訊息充耳不聞，譬如就職典禮的「四不一沒有」演講、以及在

大膽島的來喝茶心戰喊話。失望之餘，阿扁喊出「一邊一國」，又重

回李登輝前總統的「臺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軌道。

西和碰壁，與美國的關係也沒有特別的進展，甚至於是每況愈

下；唯一不變的，就是軍事上的聯繫。由於北韓試射飛彈，根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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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保條約》新指針的「周邊有事」，臺灣恰好可以透過美日的軍事

同盟，希冀能藉著東京的人脈來強化與華府的關係。由於前後任的駐

日代表羅福全、以及許世楷長年旅居日本，迂迴前進，隔一個的太平

洋，五角大廈方面總算是政通人和；然而，面對主掌外交的國務院，

臺灣還是一愁莫展。

民進黨政府面對朝小野大，針對起碼的對美軍購案，可以歸咎國

民黨所控制的國會掣肘。另外，由於阿扁堅持尊重外交體系內部的升

遷原則，兩位前後任的駐美代表程建人、以及李大維的消極以待，民

進黨政府似乎是莫可奈何，等到自己的人馬吳釗燮上任之際，已經回

天乏術了。另外，阿扁所倚重的三位策士，包括邱義仁、蔡英文、以

及蕭美琴，他們不時風塵僕僕銜命跨海溝通，卻是往往無功而返，究

竟是將士無能、累死三軍，還是有其他不足為外人道的理由，就必須

留待歷史去解釋了。

相較之下，由於行政與立法都掌握在手上，也就是所謂的全面執

政，國民黨政府的對外政策，應該可以有比較瀟灑發揮的空間。馬英

九政府有所謂的「和中、友日、親美」論述，表面上是「和中」，卻

有濃得化不開的「親中」味道；雖然口頭信誓旦旦「友日」，不過，

馬英九似乎是把日本晾在一邊，只要不出事就好；雖然言必稱「親

美」，卻不時有「反美」的流彈四射。眾所週知，在九一一以後，崛

起中的中國意氣風發，一些具有大中國主義的泛藍人士，言語中有意

無意表露反美的姿態，儼然就是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當下，馬英九政府似乎是把對美關係假設為固定不變，也就是

說，在「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下，只要跟美國維持實

質的關係、低調軍事採購、不要出難題，應該是可以東線無戰事。美

牛事件爆發，政府任憑讓原本是事務性的民生議題擴大蔓延，最後卻

造成臺灣輿論沸騰，美國當然是無法理解；尤其是原本已經在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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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所達成的共識，卻出爾反爾，對於美國來說，萬一其他國家也起

而傚尤，破壞國際上行之已久的經貿，豈不讓戰後以來的自由貿易框

架出現破綻？這應該是國安會秘書長蘇起黯然下臺的主因。

整體來看，我們如果將民進黨政府的立場詮釋為「政治實質親

美、經濟隱性親中」，而馬英九的外交政策則為「表面上等距、實質

上親中」。早先，中國還必須試圖透過美國約束臺灣，也就是美中

「共管臺灣（海峽）」的作為；現在，馬英九把對美關係置於對中關

係之下，這種靜悄悄的戰略調整，才是令人擔心的。即使美、中之間

終將不須一戰、以及民主化的中國不想併吞臺灣，臺灣人還是必須要

思考：作為中國的經濟扈從，臺灣的土地房屋所有權逐漸流失給阿六

仔，臺灣人只能認命地當地下老闆的員工，賺點服務業的微薄利頭；

屆時，即使在中國的允諾下加入聯合國，卻還是要向朝貢王朝屈服，

仰人鼻息、當人家的小三，也是沒有尊嚴可言。

服貿協議跟加入TPP無關
從2013年的九月馬王政爭到太陽花學生運動，癥結在於國民黨政

府以行政協議為由、刻意迴避國會的監督，意欲強行通過與中國簽訂

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服貿協議）。由於民間強烈感受

中國經濟的壓力，特別是服務業憂心中國勞力大軍入境，疾呼立法院

逐條審查。一般而言，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整合不外由自由貿易區、關

稅同盟、共同市場、到經濟聯盟，也就是由商品降稅到投資及人員的

開放，循序漸進。然而，馬英九政府卻以開放服務業投資為幌子，大

開中國勞力進入之門，跟其他國家的作法大異其趣，委實有違常理；

再者坐視流通業被蠶食鯨吞，為解放軍木馬屠城鋪路，裡應外合，匪

夷所思；另外還開放文教周邊產業給臺灣最大的敵人，任憑對方植入

思想認同的病毒，更是包藏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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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服貿協議是臺灣先前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框架之下，眾多經貿協議之一。當時，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與尋求連任的馬英九進行辯論，對於ECFA議題語

多閃爍，日後表示當選後會「延續前朝政策」，讓對方服下開門揖盜

的定心丸，也種下今天讓中國人員可以長驅直入的惡果。然而，民進

黨迄今認為輸掉總統大選的最後一里路是因為未能獲得中國背書，眾

人競相跟敵國輸誠表態，大家心知肚明。

面對中國所布下的ECFA天羅地網，有志之士推動積極加入美國所

倡議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希望

能平衡馬英九政府毫不靦腆的傾中行止。然而，議者力陳必須加速通

過服貿協議，進而才可以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也就是「東協加6」，

最後才能晉級加入TPP。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邏輯可言。我們就是

為了要掙脫中國的經濟羈靡而思以TPP制衡，豈有為了進入TPP而訴求

深化與中國經濟整合的道理？

事實上，不管是ECFA（及服貿）、或是RECP，與美國是否歡迎臺

灣加入TPP，並沒有線性的關係，甚至於兩者是相互排斥的。首先，

TPP是美國總統歐巴馬「重返亞洲」戰略的經濟支柱，相當程度是要

跟中國所主導的RECP互別苗頭，我們既然在軍事上與美國結盟，豈

有在經濟上企求左右逢源？此外，TPP強調「通盤而高標準」，而美

國特別關心投資保障、服務業、智慧財產權、環保、以及勞工權益，

另外，農產品、國營事業、以及政府採購也是談判的爭議，我們豈可

心有旁騖？

到目前為止，政府官員面對經濟困境，除了主張要靠中國輸血，

所提出來的方案就只剩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彷彿這是萬靈

丹。坦誠而言，降低成本在短期內或可有助爭取訂單，長期而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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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思考如何提高品質，才有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如果以產銷的過

程來看，包裝及運銷固然重要，然而，關鍵的還是產品、以及生產的

能力，企業家應該有骨氣一點。

總之，服貿協議絕對不是單純的經貿協定，而是馬英九向中國奉

表稱臣所簽訂的「澶淵之盟」，自我矮化為中國的藩屬，講白一點，

就是被包養、當人家的小三。接下來，如果中國進一步跟國際社會宣

示所有會講「官話／華語／國語」的人都是中國人，只要認同自己

是「文化中國人」者都可以申請中國護照，凡是擁有臺胞證的人都是

「政治中國人」，進而要求「公投入中」，兵不血刃。屆時，臺灣人

的命運就要跟維吾爾人、或是克里米亞韃靼人一樣，只好無奈地自我

流放，在自己的故鄉淪為少數族群。

臺灣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目前，馬英九政府兩邊押寶，經濟倚賴中國、軍事寄望美國。民

進黨內為了2016年的總統大選，有各種與中國虛與委蛇之議，特別是

廢除『臺獨黨綱』。當然，由於擔心中國的併吞，也有人推動將臺灣

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

美國目前除了由五十個州所組成的本土（proper）以外，還有一些

領地（possession），包括美屬威京群島（購自丹麥）、波多黎各、關

島（美西戰爭的戰利品）、美屬薩摩亞（原為聯合國非自治領地）、以

及北馬里亞納群島（原為聯合國託管）。回顧歷史，美國在十九世紀

末打敗西班牙，取得菲律賓、關島、以及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只有菲

律賓獲得獨立。美國在戰後接收日本在太平洋島嶼託管地，包括北馬

里亞納群島、馬歇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以及帛琉，美國未便直接

吞下擁有；其中，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以及帛琉已經獨立，

卻與美國有「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關係，聽起來似乎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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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性，其實，這是屬於保護國的地位（圖1）。

夏威夷原本有自己的國家，在變成美國的領地六十年後，戰後經

過公投而建制（organized）成為州的地位，不再是領地。另外，在光

譜的另一格極端是失去主權的印地安人，現在的身分只是「國內倚

賴民族」（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剩下在保留區有自治權。我

們如果以納入為固有領土與否、以及是否建制與否兩個層面來看，

在邏輯上可以有四種可能（圖2）。至於位於古巴東南端的關塔那摩 

（Guantanamo Bay），是美國的永久租借地；相對之下，西班牙南部

的直布羅陀是英國的屬地。

所謂的領地、或是屬地，其實就是殖民地，權限較少：關島、美

屬薩摩亞、及美屬威京群島的島民雖然具有美國國籍身分，卻沒有公

民權、不能參加總統選舉投票；由光譜往右推移，波多黎各、以及北

馬里亞納群島與美國有國協的關係，具有自治權，住民享有美國公民

權。這些通稱為「島嶼地區」（ insular area）、或「海外領地」

圖1：美國前殖民地或託管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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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possession），尚未被正式納入（unincorporated）為固有的

完 整 （ i n t e g r a l ） 領 土 ， 因 此 ， 不 完 全 適 用 美 國 憲 法

（unincorporated），有點像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只能適用

『六三法案』（1896）、不適用日本帝國憲法，我們豈有走回頭的道

理。

就臺灣政治人物的訴求而言，從光譜來看，由美國的屬地、到最

極端的反美，中間還有相當多元的看法；甚至於有人宣稱臺灣應該

是「美國軍事政府占領下的領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具狀告上美國政府。我們

必須指出，美國在美西戰爭後，以軍事政府統治過波多黎各、關島、

以及菲律賓；戰後，美國占領過日本、以及德國，即使進入二十一世

紀，也占領伊拉克，然而，就是沒有正式統治過臺灣。由於臺灣在戰

圖2：美國的領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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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是日本由滿清割讓而來的合法固有（permanent）領土，因此，並

不適用聯合國託管；如果真的要說，其實是美國當年私相授受，讓蔣

介石的軍隊接收、並占領臺灣。主張臺灣是美國的占領地，除了說拘

泥於「國際法優於國際現實」的形式主義，也背離國際上尊重「民族

自決」的基本原則。

臺灣作為中立國的選擇

長久以來，要將臺灣建設為「東方的瑞士」，一直是不少國人所

追求的夢，譬如已經過世的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張維邦、以及前臺灣

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瑞士之所以迷人，除了說四個族群透過制

度安排而建立和諧的關係，更令人豔羨的是長久的中立地位。因此，

在過去二、三十年來，面對中國的領土野心，在諸多國家安全的政策

選項中，中立國的訴求一再出現；只不過，卻缺乏比較通盤的評估。

先前有陳秀麗（2014）籌組「臺灣永久中立國推動聯盟」，近日，前

副總統呂秀蓮倡議「臺灣和平中立大同盟」，積極推動以公投達成臺

灣的和平中立。

大體而言，中立是指不願意捲入國與國之間的交戰，在國際法上

有特定的權利跟義務。對於小國而言，這是一個誘人的外交大戰略，

不希望當大國的馬前卒，因此，在十九世紀盛行合縱連橫的歐洲相當

流行。然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真正能維持中立而屹立不搖

的，並沒有幾個國家。最倒楣的是比利時，儘管昭告世人中立，每回

德國借路攻打法國，都只好乖乖地豎起白旗；還好，現在是以北約與

歐盟的總部來自保。

由此可見，中立不是在法理上自我宣示即可獲得保障，而是必須

在實質上被鄰國尊重；講白一點，就是強權認為是否有接受中立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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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在二次大戰期間，只有五個中立國家沒有被占領。瑞士跟瑞典

威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終於被首肯當緩衝國；位於伊比利半島的

西班牙跟葡萄牙，無關痛癢，前者還派志願軍跟德國並肩作戰；愛爾

蘭則因為英國的殖民經驗，跟希特勒眉來眼去。戰後，一直以來維持

中立的挪威、丹麥、及荷蘭毫不猶豫加入大西洋公約組織，當然是認

清所謂的等距離是自欺欺人；目前的國際法教科書，也多不再提中立

課題。

在十九世紀，尚未成為新興強國的日本，一度也要走中立路線。

在日俄戰爭期間，中國跟朝鮮都宣布中立，人家還是在領土上面打得

你死我活，莫可奈何。在冷戰時期，位於北極熊旁邊的芬蘭為了生

存，只好乖乖地向莫斯科叩頭，連偷看西方也不敢；兩國在1948年簽

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承認芬蘭中立，卻是十足的蘇聯附庸。由於無

人可以伸援手，芬蘭必須獨力面對強權，委曲求全看人臉色，那是可

以理解的。烏克蘭在從蘇聯解體後獨立出來，還是不時飽受俄羅斯的

威脅，內部有人堅持親俄，也有人主張西望，當然也有中立之議，近

日終於確定擁抱歐洲。

回到臺灣的場景，必須面對中立國家適用的可欲性、以及可行

性。眾所周知，對於臺灣主權獨立的最大挑戰是中國，而非我們夾在

美中之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事實上，不要說早先的軍事協防條

約，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舉行總統大選，中國老是文攻武嚇，美國則

適時派遣航空母艦通過臺灣海峽，幾乎是一種準軍事同盟的關係。如

今，為了安撫中國而跟美國切割，即使是放屁安狗心，那將是外交大

戰略的改弦更張，這樣走鋼索的思考，還是必須經過嚴肅的討論。

「永久中立國」是美好的想像，而且就短期而言，想要透過中立

來確保臺灣的獨立，用心良苦，就好像加入聯合國的目標是企盼集體

安全的保障。然而在強權的威脅利誘下低頭、甚至於自廢武功，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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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痛仇快，還會讓對方看破手腳。和平是好的，不過，如果為了

迎合對方，下意識自我設限，那種「芬蘭化」的中立也是可悲的。未

來，不管是透過條約、公投、入憲、國會立法、還是總統選舉，在中

立化（neutralized）後，要是掛五星旗的軍艦將可以受損為由進港，那

是開門揖盜了。總之，中立有三種，親中、親美、或是中性的中立，

必須審慎思考，不要親痛仇快。

美國外交大戰略下的臺灣

由友好到防範的光譜，美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大戰略，大致上可

以有綏靖、交往、圍堵、以及主戰等選項（圖3）（施正鋒，2011：

210-11）：一般而言，民主黨政府會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主張交

往、甚或綏靖，而共和黨比較傾向於現實主義，保持圍堵、或是主戰

圖3：美國戰略選擇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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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當然，由於兩者有交集，難免有模糊地帶。

基本上，主張跟中國交往者會覺得臺灣是絆腳石，即使不敢公

然將臺灣當作取信中國的見面禮，譬如已經破產的香港模式，至少

也要遮遮掩掩，主張把臺灣芬蘭化來討好中國，也就是說，表面上

是讓臺灣維持中立，其實是將臺灣視為中國的勢力範圍，譬如Glazer
（2011）、及Gilley（2010）。相對地，相信美國跟中國終須一戰者認

為，不管是從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是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即使臺灣

是西太平洋的一艘無敵航空母艦，還是必須有捍衛自己的決心，臺灣

人不應寄望美國人平白犧牲子弟兵替臺灣，更不應為了短期來自中國

的經濟利益而昏了頭，譬如Tucker與Glazer（2011）、及Mearsheimer
（2014）。其實，兩派有相當大的共識，也就是希望保持臺灣海峽的

現狀；問題是，現狀並非是靜態的。在統一與獨立之間，可以畫出下

面的光譜（圖4）。只是，面對中國在經濟、以及化層面的蠶食鯨吞，

臺灣的實質獨立日益遭到沖刷侵蝕，不管是傳統、還是核武的嚇阻都

是枉然的。關鍵在於，我們到底有多少Joseph Warren（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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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維持現狀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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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立場很清楚，在不妨礙美國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也就

是不讓中國併吞臺灣之際，就看臺灣人自己的意願。美國歷來從國

家利益角度來看臺灣人的獨立建國運動，即使是樂觀其成，未必會

主動推波助瀾，這可能是臺灣人必須有所覺悟的，不能有過度樂觀的

期待。美國自來「不支持」臺灣獨立，那是拐彎抹角的官樣文章；不

過，偶而政治人物也會蹦出「反對」臺獨的說法。小布希的首任國務

卿鮑爾（Colin Luther Powell）職業軍人出身，心直口快，一度還說

「臺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聽來相當刺耳，卻也道出法理上的實

情，未必是向中國交心表態、或是叩頭，更不是雙手一攤的羅馬總督

彼拉多（Pontius Pilatus）。

結語

在冷戰時期，臺灣是「美國的中國」，而對岸是「蘇聯的中

國」，又可以分別稱為「海島中國」（Island China）、以及「大陸中

國」（Mainland China）。基本上，這個所謂的「自由中國」是用來箝

制「共產中國」，宛如古巴般的島國，讓對方覺得芒刺在背。其實，

除了軍事上的關係，美國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也適時提供必要的援

助，包括知識、資金、實務、技術、以及市場；對於矽谷而言，臺灣

幾乎是當研發出來的科技、或是產品的最佳實驗市場；另外，不管是

早期的土地改革、還是日後的民主化，也可以察覺美國的循循善誘。

即使美國後來為了結合中國對抗蘇聯而琵琶別抱，國會還是通過『臺

灣關係法』，片面承諾對於臺灣的安全保障；臺灣在1996年首度總統

民選，中國飛彈進行威脅，柯林頓總統還特地派了兩個戰鬥群前來。

美國在三大公報雖然「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卻只願「認知」（acknowledge）中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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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的「中國只有一個，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美國心目中

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與中國的「一個中國

原則」大相逕庭。在這樣「戰略清楚、戰術模糊」的外交作法下，美

國對於中國對臺灣主權歸屬不置可否，至多是在『上海公報』中巧妙

地「認知」（acknowledge）到：「臺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主

張，中國只有一個，而且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這裡的玄機是要讓

臺灣人自己去決定：如果臺灣人自我認定不是中國人，那臺灣當然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在與中國周旋之際，基本上是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臺

灣，一方面關心臺灣海峽兩岸的軍事發展失衡，另一方面則對於「一

個中國原則」的說法虛與委蛇，實質上採取「兩個中國」政策，當然

是不願意羊入虎口。因此，只要企圖採取藍海政策的中國不要去踩紅

線，試圖突破太平洋的島鏈，彼此應該是會相安無事。日本在2011年

發生三一一強烈地震後，繼而有可能爆發核災，美國政府匆忙撤出外

交人員及其眷屬，首選的緊急避難所竟然是沒有正式外交的臺灣，無

形中洩露了美國在國家安全上的基本傾向。就美國在東北亞的邦交國

而言，如果說軍事同盟國南韓距離可能出事的核電廠太近，也可以退

而求其次到中國上海，然而，根據他們的想定，到底還是飛向臺北，

可以美國是如何看待友好的臺灣。

坦承而言，除了前總統李登輝時代有綿密的幕後工作，在民進黨

執政時期，大致上停留在土法煉鋼的作法。首先，或許炫惑於朝中有

人好辦事的經驗法則，民進黨政府與美國的國安單位比較熟識，相對

之下，對於國務院似乎是一直沒有多大進展。當然，從季辛吉以降，

美國的中國通傾向於親中，也就是所謂的「紅軍」居多，也因此，蕭

規曹隨，民進黨、或是本土派所接觸的人（或智庫），基本上還是以

「藍軍」為主。在商言商，這些有人願意幫臺灣講話，這是可以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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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如果只是陶醉在相濡以沫，也是自欺欺人，永遠跨不去心

中的自我鴻溝，沒有辦法與民主黨陣營建立持久的關係。

民進黨執政八年，對於海外臺灣人最大的影響，就是草根的遊說

工作不再。在過去，臺灣人留學生居留在新大陸，分布於各行各業、

活躍於政治參與。不過，近年在美國的曝光度，已經被西藏支持者超

越。當老一輩的紛紛鮭魚返鄉、老臣凋零，而臺灣的年輕人又不以留

學為優先考量，尤其是法政類科，令人擔心後繼無人；相對之下，在

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學者在美國遠遠超越臺灣，這些人如果選擇留在

美國，將是一股無形的美國外交決策影響力。

具有現代意義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在日本統治下萌芽的，特別是

在一次大戰後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計畫』民族自決理念所

感召。在蔣氏政權的高壓統治下，異議分子多數被隔離於火燒島；

還好，遠走日本、以及美國的臺灣留學生在海外展開臺灣獨立運動，

配合島內黨外運動，臺灣獨立運動逐漸成長。主導「自救事件」

（1964）的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兔脫海外，終於讓兩股勢力正式在美

國匯合，而「美麗島事件」（1979）更是進一步讓海外的臺獨運動與

島內的民主運動揉合交織，美國恰好提供溫床。

近年來，即使面對中國的經濟利誘，臺灣內部對於美國還是有相

當的好感。只不過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角度來看，對於臺灣人的獨立

建國，即使是樂觀其成，卻未必會主動推波助瀾，這可能是臺灣人

必須有所覺悟的。臺灣人自來對美國有過度美化的期待，因此，注定

會有George Kerr所謂「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的相對

剝奪感。臺灣人要成為成熟的民族，就必須擺脫老是要人家「照顧」

（patronized）的幼兒心態，自己作決定、自己努力，自己承擔。

坦誠而言，我們既不願意中國這個遠親近鄰強迫認祖歸宗，也不

同意「半路認老爸」的作法。如果為了要取得政權而挖空心思去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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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持，那是引鴆止渴；臺灣即使是在中國的卵翼下加入聯合國，

卻必須變成人家的附庸，也就是以名目上的獨立來交換實質的自主，

那是混淆獨立的手段與自主的目標。同樣地，如果畏懼中國到費力地

想把臺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那是本末倒置；問題是，如果有機會讓

臺灣住民公投去向，支持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或是海外領地的

人，說不定會遠多於獨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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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關係法》與臺灣國際地位：現狀與

未來努力方向

姜皇池 1教授

Abstract 

1979 Taiwan Relations Act （hereinafter the TRA） is definitely 
an import document for the legal status of Taiwan as far as the USA 
is concerned. The 1979 TRA renders the maintenance of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 through the unofficial relations in the form 
by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without offici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on and without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Important as it may be, the TRA falls short of recognizing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as a governing government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despite the 
fact that Section 4（2）（a） providing “whenev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fer or relate to 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tities, such terms shall include and such laws shall apply with 
such respect to Taiwan.”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that the TRA only 
establishes a de facto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A. 
The author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TRA will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aiwan since the TRA is simply a 

1 英國「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國際法法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本文
撰寫感謝臺大法律研究所廖婉婷同學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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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legislation of the USA unless a great number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dopt the same legis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the three Shanghai 
Communiqués only recognize the PRC government a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out recognizing legally and definitely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since different terms are carefully chosen in the wordings 
as contained in three Communiqués with respect to the US position towards 
the legal status of Taiwan. And thus, it leaves room and flexibility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provide defense arms to Taiwan. The TRA also creat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US Courts to treat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for the application of US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idea that Taiwan’s friends should endeavor to revise 
the TRA for the purposes of enhancing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A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aiwan, the author does 
not believe this the best time to do this task. This pessimistic observ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e China is able to garner more influence upon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USA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1979.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it is a better policy not tries to revise any provisions of the 
TRA despite the fact the TRA is full of ambiguities. Simply let the sleeping 
dog lie. However,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s that Taiwan should 
sit idle without any attempt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aiwan. The TRA can serve as a good precedent for other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fore, Taiwan shall try to lobby those States 
that are willing to follow US step and persuade those States to adopt similar 
legis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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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於1978年12月15日於國會休

會期間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終止與「中華民國」之

外交關係並撤銷承認。基於對行政部門決策流程之不滿2，此外亦須處

理與臺灣無正式外交關係後之雙方關係，美國國會趕於1979年3月底

通過《臺灣關係法》（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可稱為Taiwan 
Relations Act, TRA）3，經美國總統卡特於1979年4月10日簽署後追溯自

該年1月1日起生效4。

美國選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決

定，不僅使中華民國政府不再擁有任何重要正式邦交國，甚至影響臺

灣國際法律地位，而從《臺灣關係法》如何處理臺灣法律地位，則可

知悉美國政府對於臺灣法律地位持何種立場。

貳、《臺灣臺灣關係法》之法律地位
一、美國觀點

在中美雙方關係逐漸「正常化」（normalizat ion）過程中之

三個主要公報，分別是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é）、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報》（Normalization 
C o m m u n i q u é ）、及 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的《八一七公報》（ 8 1 7 

2 金秀明、胡祖慶（編譯）（1991），《臺灣關係法─過去與未來十年》，頁 3-20，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 《臺灣關係法》並無美國正式官方漢文譯本，本文以下引用之漢文譯本均引自美國在臺協
會網站上提供參考之中譯文，見：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最後
瀏覽日：07/29/2014），法案英文原文亦可參閱美國在臺協會網站：http://photos.state.gov/
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tra_e.pdf （最後瀏覽日：07/29/2014）

4 《臺灣關係法》立法過程概述可參閱：姜皇池（2009），〈從《臺灣關係法》剖析臺灣之
法律地位〉，收於：林碧炤、林正義（主編），《美中臺關係總體檢：《臺灣關係法》30年》
（臺北：巨流圖書股分有限公司，2009年初版），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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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qué），合稱「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容否認，美國行政部

門會以上述三個聯合公報作為處理臺灣議題之基本指導原則；然另一

方面，美國國會亦就臺灣問題制定《臺灣關係法》，《臺灣關係法》

係遵循美國國內立法程序制定完成之法律，屬美國國內法應無疑問。

由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臺灣關係法》簽署和制定基本精

神有所差異，故時有矛盾之處，蓋中方要求美方必須承認「一個中國

原則」，且需要「承認」（recognize）臺灣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但

美國在眾多要求與壓力下，更基於本身外交政策靈活性和國家利益考

量，仍僅止於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

府，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不願「承認」，而僅「認知」到中國

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至於臺灣關係法則是越過行政部門之外交

考量和模糊用語，遂產生當「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臺灣關係法》

牴觸時孰先孰後之爭議。

附表：三個上海公報有關臺灣法律地位條款

公報 條文

1972年 2月 28日
《上海公報》

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
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
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

1979年 1月 1日
《建交公報》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認知」(acknowledges)中國的立場，即只
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1982年 8月 17日
《八一七公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發表的一九七九
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美利堅合眾國「認
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
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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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主張，「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非屬條約，蓋「公報」僅屬美國

總統依自身外交權所宣布、並未經國會表決通過之「單純行政協定」

（sole Executive Agreement），至於《臺灣關係法》係經由美國國會依

立法程序表決通過，並經總通簽屬公布實施的法律，基此，認為《臺

灣關係法》法律位階與效力當然高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5。

退步言之，倘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屬總統行使外交權所簽

署之國際書面協定（條約），因此根據美國《憲法》第6條第2項規

定6，條約、憲法與法律均為美國法律之一部分；當條約與美國國內

法相牴觸時，法院通常會遵循「和諧性解釋原則」（the principle of 
harmony），將條約與聯邦法律解釋成不相衝突，當衝突仍無法避免，

則應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以及「母法優於

前法」之法理處理7。因此就美國內國法律適用層面而言，縱使假定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該當美國內國法之條約，亦僅有美國聯邦法之效力，

因此「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臺灣關係法》兩者位階相同，自應根

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以及「母法優於前法」

之法理處理。

儘管美國學界通說認為條約與法律牴觸時，應根據上開「特別法

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以及「母法優於前法」法理處理，

然行政部門實際運作上卻未盡依該等法理，更益證在美國法律體系

5 陳隆志（1999），〈臺灣的國際法地位〉，《新世紀智庫論壇》，7期，頁 4-12；陳隆志
（2000），〈新世紀臺灣國際地位的展望〉，《新世紀智庫論壇》，12期，頁 7-8。

6 《美國憲法》第 6條第 2項：「本憲法與依據本憲法所制定之美國法律，及以美國之權力
所締結或將締結之條約，均為全國之最高法律，縱與任何州之憲法或法律有所牴觸，各州
法院之法官，均應遵守而受其約束。」有關美國條約法律問題，可參考︰ Restate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s (3d ed.), vol. 1 part III, chapter 2, pp. 40-69; Mark Jani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85-94 (1999); H.A. Blackmun,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Law of Nations, 
104 Yale L.J. 39-49 (1994); A.M. Weisburd, State Courts, Federal Courts, and International 
Cases, 20 Yale J. Int’l L. 1-64 (1995)。

7 姜皇池（2008），《國際公法導論》，修訂二版，頁 311-13，臺北：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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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臺灣關係法》位階應高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8。查1979年公告

生效之《臺灣關係法》第2條及第3條規定「美國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

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然在1982
年《八一三公報》第6點中，美國表示「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臺灣之

武器銷售，經由一段時間而趨於一最終解決」，兩者內容顯然互相矛

盾，倘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法理，《八一三

公報》應優先於《臺灣關係法》。然而，自臺美斷交至今，美國未曾

停止對臺軍售，即使中方強力抨擊、抗議，美國仍依《臺灣關係法》

繼續提供防衛性武器給臺灣，2001年小布希政府甚至宣布通過史上最

大宗的對臺軍售案，總值高達300億美元。是以，美國國內行政部門

之實踐，明顯顯示《八一七公報》不能凌駕《臺灣關係法》9。而在國

際層面，美國對於諸等公報之法律性質並未明白認定是國際法上條

約，但亦從未明白否認該等聯合公報該當於國際條約。此種模糊不清

態度在1992年老布希總統對臺軍售中有所轉折，蓋1992年老布希總統

批准販售150架F-16戰機，總金額高達60億美金，不論在質與量均高

於以往之軍售，在中國對此嚴厲指謫，認為美國違反《八一七公報》

之第6點規定10，然美國回應，《八一七公報》僅是「意向聲明書」（a 
statement of intent），並非法律承諾。

8 Jaw-ling Joanne Chang, Lessons from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44(1) Orbis 63, 63-77 (2001); 
Kerry Dumbaugh, Taiwa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US Policy Choices, [July 2001]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 1-77 (2007).

9 Id.
10 《八一七公報》第6點規定：「考慮到雙方的上述聲明，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

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
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
的解決。在作這樣的聲明時，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簡言
之，第6點包含三項內容：(1)向臺灣出售的武器不論在性能或數量上均不超過中美建交
後的供應水平；(2)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3)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
決，而此一最後解決必須是和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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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觀點

儘管《臺灣關係法》實施以來確實有效維繫臺海的穩定與臺灣的

安全，保障臺灣民主發展成就，美國政府亦再三重申《臺灣關係法》

之精神並保證不會違反該法，然而《臺灣關係法》僅係美國國內法，

意味美國仍隨時可以法律程序將該法予以廢止，臺灣無從置喙。職

是，1990年代開始，臺灣學界、政壇逐漸出現推動修改《臺灣關係

法》甚至將《臺灣關係法》位階提高至「條約」等聲浪，所持主張包

括：認為臺美關係可從非官方的關係，逐步邁向官方關係發展，先局

部更改為半官方或準官方關係；應更積極肯定、確認臺灣係主權獨立

國家，鼓勵並協助臺灣重返國際社會；並希望美國朝野都能共同主

張與北京所簽署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成為「歷史檔」11，全面落實

《臺灣關係法》。另自時空背景觀之，《臺灣關係法》制定於1970年

代後期，如今臺海情勢已今非昔比，顯有修改增強的必要，眾議院亦

曾有意另訂《臺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12。

三、國際法觀點

不容否認，《臺灣關係法》是一種創新的立法模式，然該法本質

上仍僅是美國國內法，原則上不能拘束其他國家或任何國際法主體，

11 王福全（2003），〈臺灣關係法二十四週年〉，《美國華府一四九五專欄》（2003年4月4
日）。

12 李心怡（2002），〈吳澧培：臺灣獨立不是不可能任務〉，《新臺灣新聞週刊》，337
期，頁92-95；林修卉（2005），〈三二六站出來　推動美修臺關法〉，《新臺灣新聞週
刊》，496期，頁30-31。該法案目的在強化美國對臺灣之軍事關係，且在美國眾議院
以340票對70票通過，但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認為：「我擔心的是，如果它制訂成為法
律，可能產生提案人意料之外的結果，也就是扭轉《臺灣關係法》二十年前達成的審慎
均勢，破壞而非加強臺灣的安全」。美國總統亦明白表示反對該法案，而參議院亦從未
通過該案。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Taiwan_Security_Enhancement_Act (last visited 
on 28 Augu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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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縱使未來有越來越多國家仿效美國《臺灣關係法》模式，制定規

範各該相關國家與臺灣關係之類似國內法法律，此仍不改變各該國家

之「臺灣關係法」僅係該國之國內法，其解釋與適用端繫該特定國家

之作為；倘有國家不採取此等立法，則法律上臺灣並不能以其他國家

有眾多相關立法，進而要求該特定國家根據其他國家之相關「臺灣關

係法」模式採行特定作為。簡言之，在國際法下《臺灣關係法》僅係

美國之國內法，並無任何國際法效力，遑論以此要求其他國家負擔國

際法義務，採行和《臺灣關係法》之規定相同內容。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上，國家與國家交往過程中經常對特定事項

作出同樣之行為狀態，而當此種行為狀態重複不斷實踐，會逐漸形成

一種「慣行」（usages）。當此等經常於特定國家間所重複進行之慣

行，為其他國家相繼仿效，並一致地施行此一特定行為狀態，該「慣

行」即形成國際社會具有普遍性之慣行。最後，當此種已經為多數國

家普遍實踐之慣行，經過相當一段期間實踐後，使得各國在主觀上

認為有必要遵守此一慣行，且意識到此一慣行具有法之權利性與義務

性，至此則該國際慣性乃進而形成習慣國際法13。從此觀察，倘若《臺

灣關係法》部分相關規定，經由其他國家持續且廣泛之仿效，進而符

合上述過程，發展成習慣國際法，即會產生法律效力，使得即便沒有

制定規範類此「臺灣關係法」之國家，亦須遵守該等習慣國際法。

欲檢視一特定行為是否為習慣國際法，必須客觀上有國際慣行存

在，且主權國家且主觀上具有「法之確信」（opinio juris），亦即認為

有法律上義務從事該特定行為14，至於國際慣行要發展多久、需要有多

13 姜皇池（2008），《國際公法導論》，修訂二版，頁94，臺北：學林。至於進一步論
述，可參考：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3-27 (8th ed. 
2012); Andrew 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 57-63 (7th ed. 2012); Brigitte Stern, Custom 
at the Heart of International Law, 11(1) Duke J. Comp. & Int’l L. 89-108 (2001)。

14 請 參 考：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5-27 (8th 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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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國家實踐等等，皆是長久以來審視一特定行為是否為習慣國際法之

困難處，對此有諸多不同學說與爭議。但縱使採行國際法院在1969年

《北海大陸礁層案》以來所採行立場，時間長短容有彈性，即使是相

當短時間，但若有眾多國家採行近乎相一致作為，且普遍受到遵守，

特別是利益攸關國家間之遵守，並顯示出該等國家承認有法規範或涉

及法律義務，即為已足15。然查《臺灣關係法》實施迄今已逾30年，且

仿效制定類似法律的國家仍為少數；次查，一旦有國家欲遵循美國模

式制定相關法律時，中國方面皆即刻提出反對，並且有效地制止該等

國家有所作為，顯示至少現階段《臺灣關係法》仍無法形成習慣國際

法。

惟必須注意到，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循美國模式處理臺灣問題，例

如1992年末，臺灣與法國簽訂條約，由法國出售60架幻象兩千戰機給

臺灣，以及加拿大和日本國內亦有人士呼籲應學習美國模式，制定與

臺灣之「關係法」，職是之故，最低範圍內應可認定《臺灣關係法》

已然成為部分民主國家對臺灣國際外交政策之指導性文件。

叁、《臺灣關係法》如何處理臺灣法律地位問題
一、美國觀點

《臺灣關係法》係美國針對臺灣所制定之國內法，此種以國內法

方式規範美國和另一國家關係之模式史無前例，亦為世界各國唯一全

面性規範與臺灣之關係以及臺灣於其國內法地位之國內法規16。關於臺

灣法律地位，自美國杜魯門總統採取「臺灣地位未定論」立場開始，

15 見：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4 (8th ed. 2012).
16 謝笠天（2009），〈臺灣於美國法院之法律地位〉，《臺灣國際法季刊》，6卷2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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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針對臺灣法律地位便一直採取臺灣地位未定論立場。從《臺灣關

係法》立法過程不難發現，不論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所持是何種立

場，在經過相當妥協與處理後，似乎有依循著美國對臺灣問題之「臺

灣地位未定論」立場，蓋倘臺灣屬於中國之一部分，美國針對他國領

域以立法方式設定法律關係，顯然干涉他國內政；反面言之，倘美國

認為臺灣是國家，則根本無庸制定《臺灣關係法》，因此僅有在「臺

灣地位未定論」之前提下，美國才可能以國內法規範臺美雙方法律關

係17。

由於係由國會所制定，《臺灣關係法》使得臺灣地位獨特，亦

即一個美國不承認的政府，在美國國內法被視為等同於國家政府，

享有訴訟權、所有權等，美國《移民及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甚至視臺灣為一獨立國家18。儘管《臺灣關係法》對於

臺灣地位問題並無明文表示，然而依據《臺灣關係法》第4條（b）款

1項規定，美國在法律上將臺灣視為「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

或類似實體」，是以儘管美國政府與臺灣之關係轉變為非官方關係，

但仍藉由《臺灣關係法》賦予臺灣實質的法律地位；換句話說，基於

《臺灣關係法》，臺美斷交並不影響美國法律適用於臺灣，亦即美國

國會透過制定國內法方式，給予臺灣不受臺美外交關係影響的獨立

「準國家」或「實體」地位19。

《臺灣關係法》第4條（a）款規定「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將不影

嚮美國法律對臺灣的適用，美國法律將繼續對臺灣適用」，對臺灣於

17 李明峻（2005），〈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與美國「臺灣關係法」之比較分析〉，《臺灣
國際法季刊》，2卷3期，頁54-56。

18 楊基銓（主編）（1999），《臺灣關係法二十年》，頁15-16，臺北：前衛出版社。
19 伍書典（1981），《中美斷交與臺灣關係法案》，頁114，臺北：名山；楊基銓（主編）
（1999），《臺灣關係法二十年》，頁17，臺北：前衛出版社；李明峻（2005），〈中國
「反分裂國家法」與美國「臺灣關係法」之比較分析〉，《臺灣國際法季刊》，2卷3期，
頁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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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律地位有極深遠影響，條文旨在保護臺灣在美國的法律利益，

排除因失去外交承認所可能導致的法律效果。美國法院經過三十多年

判例累積，已確立適用《臺灣關係法》處理臺灣問題之原則：在美國

法律上，對臺灣的法律地位不因行政部門之斷交決定有所改變20。根據

《臺灣關係法》，美國的司法部門則更明確地認定就享有主權豁免、

「國家行為主義」（the doctrine of act of States）之目的而言，臺灣是

個國家。而在處理臺灣是否應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加入條約或公約

拘束問題時，美國法院在《名臺產物保險公司案》（Mingtai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v. United Parcel Service）明確指出，臺灣不

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加入公約拘束21。臺灣得以有效主張駐美機構具使

館地位、保有國有財產、政府單位及國營事業適用主權豁免及國家行

為原則、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之拘束等22。

二、臺灣觀點

《臺灣關係法》並無明文處理臺灣法律地位問題，且基於政治考

量該法中文字的使用較為模糊曖昧，因此給予不同解釋之空間。隨著

時代更迭，臺灣人民主權意識越趨強烈穩固，遂越來越多論者尋找各

式各樣的法律觀點，甚至藉由對《臺灣關係法》進行解釋，以來支持

臺灣是獨立國家之見解。

2007年5月電訊報導，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在全國記者俱樂部進行

視訊會談時表示：「美國國會通過的《臺灣關係法》認定臺灣是一

20 謝笠天（2009），〈臺灣於美國法院之法律地位〉，《臺灣國際法季刊》，6卷2期，頁
82。

21 見：Björn Ahl, Taiwan, in 9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46, 
752; para.27 (Rüdiger Wolfrum ed., 2012)

22 謝笠天（2009），〈臺灣於美國法院之法律地位〉，《臺灣國際法季刊》，6卷2期，頁
82。



第三篇 臺灣關係法與臺灣國際地位 353

個國家，…因此臺灣有權參與國際組織。」此為我國歷任總統首度

公開以《臺灣關係法》作為臺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之論理。陳前總

統認為《臺灣關係法》已賦予臺灣國家地位之理由如下：首先，引

用《臺灣關係法》第4條（b）款（1）項規定：「當美國法律中提及

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或與之有關之時，這些字樣應包括臺

灣在內，而且這些法律應對臺灣適用。」因此陳前總統將該段文字

解讀為：「《臺灣關係法》清楚地認為臺灣就是一個國家。」陳前總

統並舉出，當年親自參加與制定《臺灣關係法》的「費浩偉」大使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也持相同的看法，且為其他長期關注

臺美關係議題的學者，例如「譚慎格」（John Tkacik）等人所接受。

第二，依據「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方一貫僅表示「認知」北京有

關「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而非「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擁有主權。1982年8月17日，也就是《臺灣關係

法》正式實施三年多，中美於簽訂《八一七公報》之前，中方一再希

望美方能夠由「認知」改為「承認」，對此美國雷根總統特別重申臺

灣提出的「六項保證」，其中第五項明確表示「美國不改變對臺灣主

權的立場」23，即美國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擁有主權」此等

主張，表達尊重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此亦與《臺灣關係法》

相關規定相呼應。最後陳前總統表示，臺、美兩國間缺乏外交關係或

承認，是臺灣是否係一個國家、是否享有作為一個國家應有之一切權

益，兩者不應劃上等號，這是《臺灣關係法》一再強調與揭示的重要

精神24。

另一方面來看，亦有論者認為以《臺灣關係法》來證明臺灣是個

23 美方六大保證，見：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頁294-
95，臺北：臺灣商務。

24 陳水扁（2007），〈阿扁沒有誤解TRA〉，《自由時報》，2007年6月7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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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過於牽強，蓋《臺灣關係法》第4條（b）款（1）項規定「當

美國法律中提及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或與之有關之時，這些

字樣應包括臺灣在內，而且這些法律應對臺灣適用。」此項條文並未

把臺灣認為是一個國家，相反地，正因為法條中提及或有關「外國」

或「外國政府」時，該等詞彙字義不包括臺灣（因臺灣不是國家），

所以才需要以法律特別規定「包括臺灣」或「適用於臺灣」，據此，

《臺灣關係法》並未認定臺灣的現狀是一個國家。而自立法背景觀

之，美國制定《臺灣關係法》期間時任總統之蔣經國前總統並未主張

臺灣是一個新國家。從而美國不可能「認定」臺灣是一個國家。美國

前任國務卿「鮑爾」亦曾表示：「臺灣並沒有獨立，他並不享有國家

的主權。」25

肆、結論

在《臺灣關係法》中有若干規定「似乎」顯示臺灣在該法下是被

當作「國家」看待，特別是第4條，比如第4條（b）款1項「當美國

法律中提及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或與之有關之時，這些字

樣應包括臺灣在內，而且這些法律應對臺灣適用」；第4條（b）款8
項「臺灣依據美國法律在美國法院中起訴或應訴的能力，不應由於欠

缺外交關係或承認，而被消除、剝奪、修改、拒絕或影響」；第4條

（c）款「為了各種目的，包括在美國法院中的訴訟在內，國會同意美

國和（美國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當局所締結的

一切條約和國際協定（包括多國公約），至1978年12月31日仍然有效

者，將繼續維持效力，直至依法終止為止」等等。然若據此等規定即

25 江永芳（2007），〈阿扁誤解TRA　美國並未認定臺灣是個國家〉，《自由時報》，2007
年6月6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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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臺灣關係法》承認臺灣是一個國際法意義下的主權獨立國家，

恐仍言之過早26。

無庸諱言，制定《臺灣關係法》之目的，即是避免使用「法律

上」（de jure）方式承認臺灣問題，而改以「事實上」（de facto）承

認方式處理美國與臺灣間關係，使得1979年以前臺美間之條約、特定

多邊條約效力不受影響、以及美國國內法仍可對臺灣適用27，特別是有

關行政與立法兩部門在該法立法過程中相關爭執，更顯示出：在《臺

灣關係法》下，對臺灣法律定位並非僅有單一解釋可能空間，仍維持

著從195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部門所建立的多重解釋空間可能之模

式。

至於特定政治實體是否該當國際法下「國家」之意義，並非特定

國家之內國立法所得決定，因而試圖以《臺灣關係法》論述臺灣是國

家抑或不是國家，雖在政治上具重大意義，且在國際關係上將產生重

大影響，然在國際法之意義並不重大，充其量僅係特定國家之實踐。

是以，《臺灣關係法》第4條（d）款雖規定「本法律任何條款均不得

被解釋為，美國贊成把臺灣排除或驅逐出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其他國

際組織」，然該等規定往後並無法遏止臺灣在1980年代持續遭排除於

國際金融組織外的命運，同樣無法協助臺灣在往後之歲月中，直至當

今，完全無法參與以主權國家為會員之國際組織。

總上所述，《臺灣關係法》屬美國國內法，由於該法具有特殊

性，在數十年平穩運作下，美國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皆不敢貿然修

26 事實上大部分國際法學者並不認為臺灣是獨立主權國家，甚至認為臺灣的法律地位仍待
決定或是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但縱使在此種情況下，就特定目的而言，臺灣仍擁有國
際法人格，見：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125 (8th 
ed. 2012); Björn Ahl, Taiwan, in 9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46, 746; para.1 (Rüdiger Wolfrum ed., 2012)。

27 Andrew M. Ling, Effects of Derecognition of Taiwan on United States Corporate Interest, 6 
Loy. LA Int’l & Comp. L. J. 163, 167-68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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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便如此，仍應謹記美國曾有因考量其外交利益而背棄臺灣之先

例，且美國國內法亦非我國所能干預，縱使美國廢止該法亦無庸對我

國負任何法律責任，臺灣僅能默默接受。

另一方面，較為各方關注者無寧是隨著時代之變動，1979年所制

定的《臺灣關係法》是否需與時俱進，不無疑問。因此部分人士不免

思維為使我國權利更加鞏固，在現階段，是否能藉由透過修正《臺灣

關係法》來加強臺美關係、維護我國權益，逐步朝向官方關係邁進。

此種努力與思考是為臺灣之長遠利益出發，固有值得思索者，然任何

努力皆須審時度勢，當《臺灣關係法》制定時，美國立法部門對行政

部門之突襲作為深為震驚，資深參議員高華德甚至到法院控訴美國總

統，國會對行政部門有相當強烈不滿，再加上臺灣當時在美國對國會

之遊說能力和實際影響力，更非中國可以比擬；不僅如此，當時東西

冷戰，意識型態對峙仍熾，美國行政部門中仍有支持臺灣聲音，更以

當時中國國力不強，經濟實力有限，無庸諱言，斯時通過的《臺灣關

係法》對臺灣是相當友善的。但時移勢轉，今日中國總體國力已非當

年可比，是世界強權國家之一。對美國行政部門而言，在國際政治、

經濟與外交眾多事項，甚至需要中國合作始能有所作為；對私人企業

而言，中國經濟實力更是美國眾多公司所期待與畏懼者；而面對美國

國會，中國對其遊說能力和實際影響力，更是今非昔比。在此種大環

境下，若期待修改或更動《臺灣關係法》會對臺灣更有利，恐是逆水

行舟，艱辛倍常，個人較為悲觀，西諺有言：「沒事別惹事。」（Let 
sleeping dogs lie.），在現階段，各方條件其實並不成熟，甚或不利於

臺灣，是以不宜企圖修改《臺灣關係法》，打開潘朵拉盒子，恐禍福

難料。

不論《臺灣關係法》如何處理臺灣法律地位，即便是能解釋成已

將臺灣視為獨立主權國家，此仍無助於解除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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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參與國際組織時之困境。然雖如是，個人仍認為，從臺灣國家利益

出發，亦不能毫無作為，除仍需在國際上尋求其他國家支持，並在國

際組織之參與有所突破，近日部分國家與中國之關係較以往緊張，特

別是中國軍力膨脹，讓週邊鄰國惴惴不安，因此對該等國家而言，努

力去遊說通過類似美國《臺灣關係法》之努力，似乎是有突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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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占領論」下的臺灣法律地位—一個總

和時空條件的法律評估

黃居正 1

壹、「占領論」與臺灣的法律地位
一、前引

1895年4月17日，大清帝國與日本簽訂「下（馬）關條約」，同

意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以及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

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

嶼」，「永遠讓與日本」。由於當時「割讓（cede）」為符合古典國

際法之領土取得方法，臺灣成為日本的領土，一直到1945年10月25
日，臺灣駐軍向盟軍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投降；「在1943年，福爾

摩沙是日本帝國的領土。（英國政府認為）在法律上，福爾摩沙仍然

為日本的領土，儘管在1945年10月25日，基於盟軍之間透過諮商與協

議所發布的命令，在福爾摩沙的日軍向蔣介石投降，且由於盟軍的同

意，將福爾摩沙的「治理權（administration）」被交由中華民國政府

承擔」。

1949年12月8日，「中華民國」政府因內戰被迫撤退至臺灣，並

在島上建立了臨時首都。與「中華民國」政府交戰的中華人民共和

1 McGill大學法學博士（D.C.L.），現任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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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性質上屬於革命團體，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的傀儡政權。因此對中

國的內戰狀態，世界各國除蘇聯外，大致都保持中立。不過其後韓戰

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片面「干涉」了「兩個中國

政府間的內戰」，並持續至今，雖然美國一直宣稱此舉並非「協防臺

灣」2，而是為了「維持亞太區域的和平」。1951年9月8日，日本與48
個同盟國（除蘇聯與中國外）締結和約（「舊金山和約」），正式結束

彼此間的戰爭狀態。依「舊金山和約」第2條（b）款，日本宣布「放

棄對臺灣與澎湖之所有權利、主權與主張」，但是並未進一步聲明臺

灣與澎湖主權歸屬或移轉之對象。也就是向不特定多數國家為拋棄特

定領土的意思。對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解釋說：「臺灣歸屬是無法

完全由以同盟國全體為締約他造之對日和約加以處理的。因此，對日

和約僅僅將臺灣自日本的版圖中取出，並未變更臺灣的法律地位」。

在「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另行簽訂的「中華民

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本亦僅對「舊金山和約」第2條（b）

款「放棄對臺灣與澎湖之所有權利、主權與主張」再次加以承認而

已，未觸及臺灣領土主權之歸屬或移轉。在蘇聯與日本於1956年所發

表正式終止戰爭狀態的共同聲明裡，甚至隻字未提領土的拋棄問題。

至此，多數學說都認為，當時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基於

同盟國間的協議而「占領（occupation）」臺灣、行使治理權。在欠

缺移轉領土的合意下，「占領」本身並未變更臺灣的法律地位。由於

對這個事實的解釋（以下簡稱「占領論」），與其後喪失多數國家承

認，卻賡續實質管領臺灣及其附屬島嶼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國際法

律地位，以及臺灣的領土主權歸屬，息息相關，使「占領論」在臺灣

法律地位的論爭中，一向占有重要的席地。

2 對於美國之「協防臺灣」的不同解釋，參閱：戴天昭（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2002），
頁 543（解釋為「干涉」行為而使臺灣地位「中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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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領的法律意義與效果

欲有效演繹「占領論」，必須先理解占領在古典與現代國際法下

之意義。所謂占領，是指在軍事衝突中取得優勢之一方（可能是單一

國家或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有效管領所攻占敵國領土的權力狀態。

占領是維持戰果與迫使敵方談和的重要手段，因此幾乎在所有戰爭中

都會發生。

在古典法時代，占領的目的也可能是為了徹底消滅敵方、兼併其

領土，此時即構成所謂的「征服（debellatio/conquest）」。征服是指

因戰勝而「捕獲（prize）」、取得敵方領土主權之事實。在征服中，

因為戰敗方已完全被消滅，或已不再有能力與戰勝國抗拮或媾和，有

效管領之領土自然歸屬於戰勝國，而生主權移轉之效果。例如美國在

1847年戰爭中自墨西哥Tamaulipas省占領Tampico港、英國在1878年

征服塞浦路斯、帝俄在同年征服保加利亞，以及義大利在1935年兼併

「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現稱衣索比亞）」等。另外，對於多數的

非基督教文明國家，因不承認其主體與平等議約地位，也會以征服的

方式逕行取得其領土。

不過，在現代國際法秩序下，征服已不再是合法取得領土主權的

方式。除了「聯合國憲章」所揭示之「武力不行使原則」以及聯大

2131號決議（「不干涉國家內部事務以及保護其獨立與主權宣言」）

與2625號決議（「關於國家間友好關係暨互相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

言」）所建立之「不干涉原則」，禁止一國以武力征服他國並兼併其

領土外，「聯合國憲章」和聯大1514號（「襄助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

立宣言」）與1541號兩決議所組成的「人民自決原則」3，也要求所有

殖民母國必須停止以武力鎮壓所有獨立人民、允許其和平且自由建立

3 關於「人民自決原則」，參閱黃居正，判例國際公法 I（2013），頁 5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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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對弱小國家主權應予尊重、不以武力脅迫。

所以，部分「占領論」者所主張，同盟國對日本領土之「捕獲」

以及因而建立的合法統治關係，也因征服行為不再具有國際法上的合

法性而失其依據。

如果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違反國際法，那麼武力行使中的占領行

為，是否也不合法？對此有二說。一說認為，在兩個得合法使用武力

的情形（集體安全制度與自衛）4，占領既為武力使用之必然結果，自

屬合法。一說則認為，「武力不行使原則」之例外，應受到必要性和

比例原則二條件之嚴格限制。即使是合法使用武力，只要威脅、破壞

和平以及侵略行為被解除，就不應再繼續行使武力相抗，因此也不應

在已經擊敗敵方後，繼續占領其領土。

上述二說目前都未取得普遍的法確信，不過至少占領是不能以兼

併敵方之領土為目的，也就是說，占領必須是臨時性的；占領只能延

續到交戰雙方締結和約、結束戰爭狀態為止。占領者固享有部分敵國

政府原有之權力，但領土主權仍屬後者所有，不直接生移轉之效果。

二次大戰結束後盟軍占領德國領土的指導綱領－1945年6月5日所簽署

之「柏林宣言」，在序言中即明白宣告5，並無因此兼併德國領土的意

思：「美、蘇、英、法四國政府接收對德國政府、其最高統帥與所有

州、省與地方政府之最高權力。惟本接收之目的與接收政府無涉於對

德國領土之兼併」。受盟軍指示對日本領土之占領，也應適用相同之

原則。

4 關於「武力不行使原則」及其例外，參閱黃居正，判例國際公法 I（2013），頁 119以下。
5 「柏林宣言」之全名為：
 Declaration regarding the defeat of Germany and the assumption of supreme authority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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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的國際實務，也都證明透過占領兼併領土，是現代國際法所

不能接受的行為。聯合國安理會於1990年8月9日作成662號決議，明

白宣告伊拉克占領科威特並片面宣稱已「完全與永久合併」後者之行

為無效，就是晚近的一個例子：「伊拉克不論以任何形式和任何藉口

兼併科威特，均無法律效力、視為完全無效。……要求所有國家、國

際組織和專門機構不承認這一兼併，也不進行任何可能被視為間接承

認這一兼併之行動或來往……」。

綜上，若僅依「占領論」，受盟軍指揮占領臺灣的「中華民國」

政府，不能逕行將臺灣兼併為其領土，儘管其因此實質管領臺灣之事

實自1945年迄今並未中斷。當然，「占領論」必須面對來自終止戰爭

狀態之「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的挑戰－「中華民國」政府

對臺灣的占領狀態已經因該條約之簽訂而結束，因此，其可以基於對

無主地之先占而取得臺灣之領土主權。不過這個說法有幾個致命的缺

陷，一是在人民自決原則成為習慣國際法的戰後，無主地以及先占取

得之觀念，已經不再被接受；二是「中華民國」政府並非終止同盟國

與日本間戰爭狀態之「舊金山和約」的締約國，因此其不得基於「舊

金山和約」片面解除同盟國之占領命令。

當然，在占領結束後，是有可能因和約之內容（例如割讓）6，或

是因其他國家對占領國之兼併主張明示或默示加以承認，而生領土轉

讓給占領國之效果，特別是在經過長時間的占領後。前者在「舊金山

和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都不存在，但是在不得不

承認占領狀態結束的情形下，後者就值得「占領論」者注意了。畢竟

「中華民國」政府自1945年占領臺灣以後就不斷宣稱臺灣為「中華民

國」領土之一部分，且在臺灣施行宣稱包括臺灣在內領土範圍之中國

6 關於領土之轉讓，參閱黃居正，判例國際公法 I（2013），頁 10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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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國際上的實例如占領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就在占領東耶路撒冷

13年後，試圖藉由「國會（the Knesset）」通過之「基本法：耶路撒

冷為以色列首都（Basic Law: Jerusalem the Capital of Israel）」，將東

耶兼併為以色列之領土，雖然該法已被聯大與安理會通過決議宣布為

無效。

三、規範占領之法源

規範占領行為之法源，包括了組成國際人道法的「海牙法（Hague 
Law）」、「日內瓦法（Geneva Law）」與戰時文化資產保護公約。

「海牙法」規範交戰行動，將平民與非戰鬥人員排除於戰爭危險之

外，以減少戰爭對其身體與生計之影響。「日內瓦法」則保護受敵方

俘虜或控制之人員。二者都攸關占領狀態下人民生命與身體權利之保

障。「海牙法」與「日內瓦法」的具體內容包括1907年「海牙第四號

公約／海牙規則」7、1949年「日內瓦第四號公約（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GCIV）」，以及1948年「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

約」。三公約之內容並藉由「1977年附加議定書」體系化。

其中與占領行為最直接相關的，是1907年「海牙規則」第43條以

及其後增修的GCIV第64條，二者被暱稱為占領區治理之小憲法。「海

牙規則」第43條規定：「合法權力當局已事實上移轉至占領者時，後

者應儘力採取所有手段，在可能範圍內回復與確保公共秩序及市民生

活，並尊重被占領國之現行法律，除非其絕對不可行」8。GCIV第64條

則進一步要求：「被占領領土之刑事法律應繼續有效，除非該法律構

7 Hague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nd the Regulations 
annexed thereto of 18 October 1907.

8 “The authority of the legitimate power having in fact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occupant, the 
latter shall take all the measures in his power to restore, and ensure, as far as possible, public order 
and safety, while respecting, unless absolutely prevented, the laws in force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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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占領國安全之威脅或已實施本公約之障礙，占領權力得加以廢除

或停止。在占領權力之裁量與確保司法行政之有效性的必要下，被占

領領土之法庭對該刑事法律所規範之所有犯罪，應繼續其相關功能。

（第一項）惟占領權力得命被占領領土人民遵守為使占領權力履行本

公約之義務、維持該領土有秩序之統治，以及確保占領權力、占領軍

或行政機關之成員與財產、以及其所使用之設施與通訊線路之安全所

必要之規定。（第二項）」9。學說與自19世紀以來之實務對二條文之解

釋都是，占領軍應儘量將公部門與私市民生活分開治理。占領者之權

力應僅限於維護軍事安全與公共秩序，對地方之經濟與社會生活應採

取最小限度介入原則。儘管在「總力戰（total war）」盛行的今天，

私經濟利益與占領軍之軍事需求未必明確可分，但至少應使占領區之

人民因從事日常生活而受軍事審判之風險降低。

另外，占領區內的文化資產，往往因雙方之敵對仇視而受占領軍

刻意毀壞，或受占領人員趁機掠奪。因此，要求交戰雙方保護並保存

文化資產之1954年「海牙保護戰爭衝突中文化資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及其附加議定書，應被適用以規範占領行為。除要求占領國積極保護

與保存被占領地之文化資產外，1954年公約及其議定書並禁止占領

軍非法出口占領地之文化資產或移轉其所有權，亦限制其進行考古挖

9 “The penal laws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y shall remain in force,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they may be 
repealed or suspended by the Occupying Power in cases where they constitute a threat to its security 
or an obstacle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ubject to the latter consideration 
and to the necessity for ensuring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tribunals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y shall continue to function in respect of all offences covered by the said laws. 
The Occupying Power may, however, subject the population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y to provision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enable the Occupying Power to fulfil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present 
Convention, to maintain the orderly government of the territory, and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Occupying Power, of the members and property of the occupying forces or administration, and 
likewise of the establishments and lines of communication used by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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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變更以隱藏或破壞文化、歷史或科學證據。同時，占領國於實施

保存或保護行為時，仍有義務與被占領國當局「密切合作」。

「中華民國」政府自1945年占領臺灣後，逕行成立「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軍事統治及戒嚴令施行統

治，廢止當時施行於臺灣之日本法律，濫行徵用或沒收敵產，拆除或

破壞日治時期之建築與公共設施，引發228事變濫行屠殺臺灣居民等

行為，都是違反「海牙法」、「日內瓦法」與「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

公約」之國際刑事犯罪行為，應該對其元凶加以追懲，包括成立特別

國際刑事法庭加以審判、處罰，這是主張「占領論」者應該附帶作出

的貢獻。

任何戰爭之結果，都可能侵犯「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盟約

（ICCPR）」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ICESCR）」等國

際人權法所保障之權利，包括生命權、財產權、以及工作權、受教權

與文化權等。在過去，對戰時是否仍應適用平時國際人權法，曾有爭

執，不過，國際法院在1996年「以核子武器進行威脅或使用核子武器

之合法性案」諮詢意見中已明白確認10，即使在武力衝突之時，ICCPR
與ICESCR亦應被適用：「原則上，個人之生命不能任意被剝奪之權

利，亦適用於戰時。然而何謂對生命之任意剝奪，其標準應由適用之

特定法律來決定。被適用以規範敵對行為之法律就是適用於武裝衝突

之法」。在2004年的「巴勒斯坦圍牆案諮詢意見」中11，國際法院更進

一步確認，ICCPR、ICESCR以及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均應被適用以規範占領行為，設若占

10  關於國際人權法於戰時之適用，參閱黃居正，以核子武器進行威脅或使用核子武器之
合法性案：和平權、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臺灣法學雜誌，222期，2013年4月15
日，頁55以下。

11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Advisory Opinion of July 9, 2004, ICJ Reports 2004,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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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國本身為三人權公約之締約國：「ICCPR適用於締約國於其自身領

土外行使管轄之行為…… ICESCR之締約國依該盟約有義務適用公約

於其所有效控制之領土與人民。……1989年11月20日之「兒童權利公

約」之第2條規定締約國應尊重與確保其管轄下之任一兒童本公約規

範之權利……」。

相對的，如果被占領國本為ICCPR與ICESCR之締約國，即使占

領國非締約國，仍應適用公約以規範占領行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在2006年的「科索沃觀察報告」中12，即已明示：「ICCPR所保障之權

利，屬於居住在締約國領土上之人民。其人民一旦被賦予盟約權利之

保障，則無論該領土之管理權力如何更迭，權利保障仍隨領土讓渡而

繼續存在」。

適用國際人權法於占領區的最大問題是，當ICCPR與ICESCR所揭

示之自由權利與GCIV第64條占領權力所公布之命令相抵觸時，何者

應優先適用。多數說認為，占領軍為維持其軍事安全與確保戰果，有

權力對兩公約之政治權利為適當限制。不過在「巴勒斯坦圍牆案諮詢

意見」中，國際法院顯然認為人民自決權是不能受統治權力之命令權

限制的。至於其他人權，依歐洲人權法院之解釋13，占領權力都應儘可

能妥協、退讓：「占領權力應認知，人權公約之客體與目標就是作為

保護個人權利之工具，因此對其條款之解釋，也應使其保障可行且有

效」。

四、占領的始期與終期

由於是否成立占領，決定上述評價占領行為之法源的適用性，

12 U.N. Doc. CCPR/C/UNK/CO/1 (August 14, 2006).
13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rtHR), Al-Skeini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App. No. 55721/07 (Grand Chamber, July 7, 2011),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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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占領的要件關係重大。學說上有「有效控制領土原則（effective 
territorial control test）」與「功能原則（functional test）」兩種主張。

前者認為，必須當占領軍之力量足以控制全局，並有效遏止地方之反

抗力量時，方成立占領。後者則認為，只要占領軍能完全取代在該領

土範圍內之敵方治理系統，即已構成占領。目前實務上採取的是「有

效控制領土原則」，以求與「海牙法」區別戰鬥與非戰鬥人員之規範

精神一致。「厄利垂亞－衣索比亞求償委員會（Eritrea 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在2004年的「中央前線—厄利垂亞第二號求償案」

裁定中即認為14，若領土內仍有部分敵方軍警從事抵抗活動，則尚不

成立占領。而國際法院在2005年的「剛果領土軍事活動案」判決中也

表示15，「依包括1907年『海牙規則』第42條在內之習慣國際法，當系

爭領土確實被敵方當局所控制，且在該領土範圍內敵方當局已被建立

並運行，則應視為被占領」。所謂確實控制，必須以有效弭平反抗力

量為事實根據。該案中烏軍指揮官於駐紮剛果Ituri省後，成立了新的

Kibali-Ituri省，並自行任命當地人士為新省長，已完全取代剛果政府

之功能，因此被國際法院認定構成占領。至於Ituri省外之其他地區，

則因剛果反抗軍還很活躍，不能成立占領。

不論是依「有效控制領土原則」或「功能原則」，「中華民國」

政府自1945年對臺灣之占領都毫無疑義是成立的。比較有爭執的是

後者在主觀上並不承認占領狀態之存在，而堅持是所謂「收（光）復

失土」。不過，在國際法上，占領是否成立，取決於上述管領敵方領

土之客觀事實，而非占領國主觀之意思，以免占領國刻意規避占領法

源之適用。例子如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英多國部隊雖然在同

14  Partial Award: Central Front - Ethiopia’s Claim 2 (April 28, 2004).
15  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Judgment of December 19, 2005, ICJ Reports 2005,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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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初已控制大部分之伊拉克領土包括首都巴格達，且海珊政府也

已垮臺，但「美國陸軍軍法局（US Army Judge Advocate General）」

卻表示，多國部隊入侵伊拉克之目的，是為協助伊國人民建立臨時

政府並使之最終完成自治，沒有取代伊國治理系統之意願，不構成

通常意義下之占領。不過安理會於2003年5月22日作成之1483號決

議，仍認定美英「兩國作為統一指揮下的占領國（「管理當局（the 
“Authority”）」），根據適用之國際法，具有特定之權力、責任與義

務……」，並因此籲請「有關各方完全遵守國際法，特別是1949年

「日內瓦第四號公約」和1907年「海牙規則」所規定之義務」。

同樣的，即使占領行為獲得被占領國之同意，也不當然就不是占

領。判斷之基礎還是在於占領國是否藉由其軍事優勢控制占領區，而

非是否取得被占領國形式上之同意，畢竟後者之同意可能是受武力脅

迫所致，特別是那種「事後同意（consent  ex post  factum）」。例如

1932日本藉由占領「中華民國」領土所扶持建立之「滿州國」的同

意，即不被國際聯盟承認。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1年9月對圖博

之軍事占領，固主張以雙方於同年5月23日簽署之「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為基礎，惟因圖博於締

約時主權根本不獨立，仍應構成占領。

依此解釋，包括所謂臺灣仕紳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表示同意占

領，或是臺灣於1945年後對「中華民國」之統治並未進行大規模反抗

等事實，都不影響「中華民國」對臺灣成立占領。

至於占領的起迄點，占領之始期為有效成立占領之時，而其終期

則為：一、占領軍失去對敵方領土之有效控制之時；二、簽署和約結

束戰爭狀態，或透過國際安排移轉統治權與新成立之國家時。

除失去有效控制外，占領國應何時終止占領，「海牙規則」與

GCIV固然沒有規定，但並不表示占領狀態應被無限期延續。無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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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法或人民自決原則，占領國都不應延宕紛爭之和平解決而拒

絕終止占領，否則即可能構成對被占領區之「事實上之兼併（de facto 
annexation）」，從而違反國際法。在2004年的「巴勒斯坦圍牆案諮詢

意見」中，國際法院就認為，以色列遞延與巴勒斯坦和平解決紛爭之

方案，超長時間占領巴勒斯坦，加上建造「保安圍牆」與宣告「封閉

區」等「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已構成對他國領土之「事實上

之兼併」，違反了國際法。

依上述關於占領之始期與終期原則，「占領論」者毫無疑義應該

繼續主張「中華民國」政府的超長占領狀態已經違反國際法，且有權

依ICCPR行使人民自決權獨立建國，或是尋求國際安排建立「特別國

際政治體（sui generis entity）」，以結束占領狀態，而不應附從民進

黨逕行承認所謂已經轉型而僅能控制臺灣的「中華民國」。

貳、影響「占領論」之有效性的時空條件
一、條約與國際實踐

「占領論」本身固然是一個扣緊的解釋模型，但畢竟僅為影響國

際法主體地位的面向之一。平行於「占領論」的，還有自1945年後迄

今關於國際法主體地位之成立的各種現代國際法原則，以及其他足以

影響臺灣法律地位的法源與國際實踐，是「占領論」必須隨時注意觀

察與回應的，否則「占領論」就會被其他強度較高的原則所取代，這

就是「時際法原則」中所說的：「首先必須區分權利之創設與權利之

存續。權利創設的行為，受創設當時之國際法規則所拘束；而之後的

權利存續，則須依演進後之國際法原則來判斷權利是否依舊存在」16。

戰後國際法發展中與臺灣之國際法主體地位相關的幾個法

16  關於時際法原則，參閱黃居正，判例國際公法 I（2013），頁10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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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要素中，最關鍵也是侵蝕「占領論」最嚴重的，就是「承認

（recognition）」問題。國家的成立或存在，固然是個事實問題；縱

未獲其他國家予以承認，國家或許仍得以特定生活領域內的人民與政

府組織，自我維繫與存續，不過，當涉及與其他國家間的互動秩序

時，則除了領域，人口、政治組織等事實外，國家還需要獲得其他國

家的「承認」—承認其排他權力之有效性，以及與國際社會互動的能

力。「承認」是不是國家成立或存在的必要要件，固有爭議，但是一

個國家因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而取得較完整的國際人格，受國際

法的保護與拘束，卻是無法否認的現實。對臺灣來說，「承認」更是

影響其自占領始期以來法律地位變動的重要法源因素。

「承認」對臺灣來說，主要的問題在於其影響了實施占領的主

體，原來的占領主體「中華民國」政府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因為對多數轉承認或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來說，其所不承認

的「中華民國」，並不是一個新獨立而未獲「承認」的國家，而是一

個已經喪失主體資格或被「解銷（dissolution）」、取代的國家。聯

大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

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

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以及其後

因此紛紛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建交公報如「日中共同聲明」之內

容，都說明了多數國家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同時認知、甚

至同意「中華民國」已經被解銷了，被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所

取代、繼承了。實務上，日本最高法院在2007年的「光華寮案」判決

中17，對「日中共同聲明」中的「承認」效果改採嚴格解釋，無視於

「中華民國」還有部分殘存於臺灣的事實，認為在日本的主權管轄範

17 關於光華寮案，參閱黃居正，判例國際公法 I（2013），頁9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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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中華民國」已「完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因此「中

華民國」喪失了訴訟當事人能力，其所授權代表訴訟之人也因此失其

代表權，必須中斷訴訟，就是一個最具體的說明。

在此邏輯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是對繼承取得合法代

表「中國國家」政府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承認（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而非對一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新國家的「國家

承認（recognition of State）」。換另一角度解釋，就是認定「中華民

國」政府已經完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繼承。如果堅持「占領

論」，接下來就要面對「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占領臺灣的主體地位，

是否也因全面繼承而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二、最具有權威的公法學者學說

在關於臺灣法律地位之國際裁判機構解釋尚未出現前，除了前述

條約與國際實踐外，最有權的解釋應該就是「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

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補充性法源」—「各國最具有權威的公法學

者學說」。「占領論」者不可不知，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權威學者

在他們的國際公法總論與各論教科書中，對臺灣法律地位之觀點18，也

逐漸向屬中說傾斜。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Louis Henkin教授等人於2009年（第5版）合著

的國際法教科書19。該書的第5章（「國家」）第3節（「特殊地位之實體

（Entities with Special Status）」）第c項即開宗明義表示，多數國際法

教科書都認為臺灣問題是「政府承認的問題而非國家承認的問題」。

其立論之基礎是：「中華民國」政府從1949年撤退至臺灣後，仍堅持

18 至於獲致這些結論式觀點的論證方法與內容，參閱：黃居正，臺灣主張了什麼？，臺灣
國際法季刊，2卷4期，2005年12月，頁223-243。

19  Damrosch, L. F., Henkin, L., Murphy, S.D., & Smit, H., International Law-Cases and Materi-
als, (5th e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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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主張

「只有一個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在1950年至1970年

代間，雙方於爭奪排他的國際承認與國際組織地位上，呈現拉鋸的形

勢，不過到了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後，情勢急轉直下，中華人民共

和國隨之逐漸取得多數國家之正式承認，並堅持以「一國兩制」的條

件解決臺海問題。

至於此後的臺灣法律地位問題，Henkin等人在合著中表示，為對

應臺灣的經濟實力，國際社會發展出了一種視臺灣為「事實上之實

體（de facto entity）」、但並不承認其為「國家」的模式。對臺灣爭

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平行加入國際組織的務實作法，特別是那些以

「國家」為會員資格之組織，則要求臺灣必須維持追求「終極統一

（eventual reunification）」的期待。2001年臺灣以「臺澎金馬獨立關

稅領域（非官方簡稱為Chinese Taipei）」加入WTO，以及以「漁業實

體（fishing entity）」加入多數的漁業資源公約，都是依此原則所進行

之操作。各國也以各種具創意的方法，維持與臺灣之間的「非官方關

係」，例如美國於1979年所訂定之「臺灣關係法」。

對於臺灣法律地位之展望，Henkin等人合著則認為，自1980年到

1990年代，臺灣海峽兩岸雙邊與對第三國之關係，都是以上述「一個

中國」為原則展開，致使國際社會普遍認定兩岸人民都渴望彼此接觸

與追求「終極統一」；「國際法教科書及專論為順應情勢，也都儘量

避免在討論臺灣地位時，使用『人民自決權』等字眼，因為認知到臺

灣統治當局並不追求建立獨立的國家」。不過，這個國際演算式，卻

因島內的政治發展在20世紀末有了變化。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長

期統治臺灣的國民黨受到支持臺灣獨立政黨之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試射飛彈威脅若臺灣追求獨立將使用武力，緊張情勢直至國民黨候

選人李登輝當選總統後才平息。2000年傾向支持臺灣獨立之民進黨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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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其以就職演說中之「四不一沒有」試圖化解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之即刻對峙。2007年9月30日，民進黨全代會通過

「正常國家決議文」，主張「應以臺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且早日完成臺灣正名，制定新憲法，在適當時

機舉行公民投票，以彰顯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20，陳水扁並在2004
年3月20日與2008年3月22日分別舉辦了「防禦性公投」21與「臺灣入聯

公投」22，不過二者均因投票人數未過半而失敗。「2008年大選國民黨

贏得立法院多數席次且由馬英九當選總統，其競選口號是以『互不

否認（mutual nondenial）』政策強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之紐帶，至

此，臺灣尋求獨立的可能性看似已經被瓦解了」23。

最後，Henkin等人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臺灣能否被視為一個

『主張自決的單位（self-determination unit）』？」臺灣獨立主權論者

主張應以去殖民化架構解釋此問題，他們強調臺灣自1895年依「馬關

條約」割讓給日本到二次大戰結束前，均受日本統治，直至1945年舊

金山和約簽署為止。除了在1945年至1949年間，臺灣與中國大陸擁有

完全不同之政經體制，在種族、語言以及文化上也迥異。作者們要讀

者思考，這些因素與臺灣的法律地位間有何關聯？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教授Malcolm N. Shaw在其被廣泛採用的國際

法教科書（2011年6版5刷）24第5章（國際法的主體）臺灣專節中也認

20  該書在解釋民進黨2007年「正常國家決議文」時，顯然誤引了眾多的草案版本，以致認
為該決議文「主張以臺灣為島嶼名稱，但不廢棄中華民國之正式國號」。

21  公投題目為：「臺灣人民堅持臺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臺灣的飛
彈、不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您是否贊成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以強化臺灣自我防
衛能力？」以及「您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
構，以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

22  此公投有兩案，一案是由民進黨提案之「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一案是由國民黨提案之「推動我國以務實、有彈性的策略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它國際組
織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23  這兩行字真的是該書中唯一提及所謂「互不否認」的地方！
24 Shaw, M.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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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影響臺灣法律地位的關鍵問題是，「國民黨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都主張自己為代表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從未主張獨

立，也因此無法被賦與其所未主張之地位」。此由臺灣完全沒有獲得

任何國家承認其為已獨立國家的事實，亦可得證。「自從1979年美

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後，臺灣成

為了一個有能力獨立在國際舞臺從事活動的『非國家領域實體（non-
state territorial entity）』，但是在法理上，則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Shaw更進一步表示，當臺灣在加入WTO時選擇以「臺澎金馬獨立關

稅領域」為名稱，避免觸及國家地位之主張時，已經說明了其接受了

上述的地位。

英國伯明罕大學教授D. J. Harris在其國際法教科書第6版（2004
年）25第4章（國際人格）第2節（國家）關於臺灣法律地位的附註中，

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如果乙實體自己拒絕成為國家，就不會是個

國家。長久以來臺灣就是如此的一個例子」。Harris也引證臺灣政府

自1949年以迄最近，仍不斷對外宣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國家（one state 
of China）」的政府，而臺灣是這個「中國國家」的一部分。不過他特

別提到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曾試圖以新會員身分而非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爭奪代表權的方式尋求加入聯合國，可以說是改變上述命題的反

證。

同為伯明罕大學教授的Colin Warbrick在Malcolm D. Evans編輯的

國際法教科書26（2006年2版）第8章中，也完全重複上述的說法：「決

定乙實體是否具有國家地位的第一要件，就是該實體必須自己主張為

乙國家，且有意願被承認為乙國家。不過臺灣卻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

光明正大宣稱自己是國家卻選擇不這麼作的例子」。

25  Harris, D.J.,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2004)
26 Evans, M. D., (ed.)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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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第1版就單獨闢有臺灣專章，2006年之第2版更是大篇幅

更新該章的《國際法下國家的成立》27一書，則是全面性整理並確認

了上述各總論教科書對臺灣地位的評價。作者劍橋大學國際法講座教

授James Crawford在該書第一部分（國際法下國家之概念）第5節（國

家適用之範圍：一些特殊事例）第2項開頭即表示：「雖然臺灣似乎

在各方面均實質有效符合國家成立之各要件，但是卻普遍被認為並非

已獨立的國家而不受其他國家承認」，為究其理由，Crawford分別從

歷史背景、對外關係與相關司法實務判決等事實基礎，進行了法律

分析，並加入現時行為因素的考量，最後得到了「臺灣並不是一個國

家，因為臺灣始終沒有明確宣告自己獨立於中國之外，也並未被承認

為是已與中國不同的國家。臺灣是一個處於內戰狀態之下之『地方性

事實政府（local de  facto government）』」的結論。雖然該書也認為

「這並不表示臺灣在國際法上沒有任何地位。各國司法實務在面對與

臺灣相關的特定議題時，可能將臺灣定義為一實質上的『地理、社會

及政治實體（geograph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entity）……一個對該島

嶼無疑能進行有效控制之政府』」；「臺灣在國際法上的有限地位及

其在特殊法令與協議上之政策所產生之衝突，有時可以透過解釋取得

妥協或避免。其他國家於行政上決定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也許是對臺

灣主權的否認，但是臺灣政府在訴訟上之能力，仍廣泛被各國法院所

接受。……在其他特定的目的下，臺灣也許是一個具有行使刑事司法

管轄權之實體，臺灣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均有國際司法互助協議。

臺灣可能會擁有各種不同的人格：它也許是氣象實體、航空實體、投

資實體，正如它是漁業實體一樣。臺灣沒有因此飽受精神分裂之苦，

真是令人意外！」

27 Crawford, J., The Creations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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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過去不少關於臺灣法律地位之論述都主張，國家的存在是

一個事實，國際社會是否加以承認以及承認國家數量之多寡，僅具宣

示性的效果，不會影響臺灣作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地位。況且臺灣政府

有效統治特定領域、以各種名稱加入國際組織或從事國際活動，甚

至在某些國家得行使外交權能或享有主權豁免之事實，都說明了臺灣

是個主權國家。像是對於1997年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Nova Scotia）所做成的「福明輪案」判決28的部分研

究就認為，加國法院允許「中華民國」政府委任之律師與專家證人參

加訴訟聽證程序，並作成拒絕管轄公海上「中華民國」籍船舶中所發

生犯罪行為之判決，是間接或默示承認臺灣主權之表現。

對於行使主權之事實與臺灣法律地位間的關係，其實在已故牛津

大學Ian Brownlie教授的經典教科書《國際公法原則》（作者生前最後

版本為2008年7版）29中，很早就被討論過。Brownlie將這種僅能在有限

條件、個別事件裡行使主權的實體，定位為相當於國家之「改造版國

際人格（modified personality）」：「某些領土之主權不確定，類似於

『交戰團體』以及『特殊權利實體』等不附從於其他既存主權國家、

卻擁有住民以及獨立行政權力的實體……臺灣就是這種情形」。「改

造版國際人格」實體固可能因某些國家之禮讓或特別立法，而在特定

情境下享有與國家相同的地位（例如依美國「臺灣關係法」，臺灣

的公法人在美國就享有與國家相同的訴訟能力：「當美國法指涉『外

國』、『外國政府』或是類似的官方機構時，這些主體都應包括臺灣在

內，此等法律亦應適用於臺灣」（22 USC § 3303（a）（b））），但是

沒有辦法藉由如此個別且不穩定的行使事例，來確立一個國家的主權。

28 The State of Romania v. Cheng, 114 C.C.C.3d 289 (N.S.S.C. 1997)。關於福明輪案，參閱黃
居正，福明輪案：臺灣的法律地位，臺灣法學雜誌，230期，2013年8月15日，頁87以
下。

29 Brownlie, I.,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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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Brownlie的看法，Colin Warbrick在前述Evans所編的國際法教

科書中，有更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如果國家必須倚賴其所主張之權

利以確認其成立或地位，將會造成國際秩序之無效率與不穩定。而臺

灣目前的情形，就是此一命題的最好說明。……臺灣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乙『特殊國際法人（sui generis international person）』，其權利能

力每每必須倚賴在特定場合中被國際秩序允許行使之實質權力而定。

依此原理，我們勢將無法定義臺灣的地位為何，而只能認定臺灣可能

擁有的權利或應盡的義務為何」。也就是說，臺灣或「中華民國」之

所以能在特定情境下享有國家主權，是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但是沒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承認臺灣或「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以，即使確實也透過加入部分國際組織而參與了「建構國際法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工作，例如前述以「臺澎金馬獨立

關稅領域」加入WTO，和以「漁業實體」加入漁業資源公約，仍無法

使臺灣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Alan Boyle與倫敦

政經學院教授Christine Chinkin合著的《建構國際法》30（2007年）一書第

2章（建構國際法的參與者）第2節，就僅僅將臺灣分類為乙在建構國

際法程序中的「非國家實體（non-State Entity）」參與者：「當前多

數條約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如歐洲聯盟，都限制僅能由國家成員加

入，不過也有一些對成員要求較寬鬆的條約可以允許非國家實體加入

與近用……這類條約對臺灣是比較有利的」。

在國際實踐方面，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3年7月12日所簽署之

H.R.1151號法案（「要求國務院研究使臺灣取得國際民航組織大會觀

察員地位之策略法案」）時發表的聲明31，也透露出相同的端倪。固

30  Boyle, A. & Chinkin, C.,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7).
31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supports Taiwan’s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re 

statehood is not a requirement for membership and encourages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
tion, as appropriate, in organizations where its membership is not possible…. my Admin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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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法案之文本本身，並未限制臺灣取得國際民航組織大會觀察員

之法律地位（有可能是以芝加哥公約之「非締約國（non-contracting 
country）」身分，或是其他「實體」），不過擁有決定臺灣參與地位

策略之外交權能的歐巴馬，卻在聲明中明確表示，此一觀察員地位

之爭取與臺灣主權的確立並無關係：「美國全力支持臺灣取得不以國

家為會員身分條件之國際組織會員身分，同時也鼓勵臺灣適當地有意

義參與那些其無法取得會員身分的組織。……本人的行政權力將解釋

本法案為與美國所遵行之『一個中國』政策並無二致，該政策並未變

更，並將決定最適當的方法，以推動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之全面性

目標」。

由以上國際法學說與實務都可知，不管如何「有意義」地「參

與」具有立法或司法功能的國際組織，都不會讓臺灣成為一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

基於同理，Malcolm Shaw在教科書中也直接將臺灣當成對國家主

權之「默示承認」原則的唯一例外：「在未正式承認或建交之國家任

命領事，或允其所派遣之領事實施領事權能，固然通常可被視為默示

承認該國，不過對臺灣來說，則是一個國際法上的例外（即不構成默

示承認！）」。因此，不管臺灣擁有多少免簽證待遇，即使是來自美

國的免簽證待遇，也不會改善臺灣的主權地位。部分「占領論」者其

實是不必再以此自我催眠了。

tion shall construe the Act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one Chin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mains unchanged, and shall determine the measures best suited to advance the overall 
goal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CAO.” 參考美國白宮網頁：http://www.white house.
gov/the-press-office/2013/07/12/statement-presi dent-hr-1151，最後瀏覽日期：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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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由以上條約、國際實踐與「各國最具有權威的公法學者」等法源

論關於臺灣法律地位之發展可知，過去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各種政治

騙術如「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有意義參與國際組

織」、「臺灣是主權國家，早已獨立」以及「臺灣就是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就是臺灣」，全屬絕倫荒謬、自欺欺民的連篇鬼話。除了峻拒

這種如慢性毒藥般的和稀泥思維外，「占領論」者也該對臺灣所處國

際地位之日趨險峻有所警惕，不應再陷溺於占領所暫時凍結的臺灣法

律地位，而是開始積極推動終止占領狀態之自決與獨立，否則「占領

論」將會化為難以施展的兩面刃。

James Crawford在其專論文末，其實是呼應與「占領論」扣緊觀

點的，也就是必須藉由臺灣人民之行使自決權宣布獨立，才能積極解

決臺灣地位的困局：「一定會有論者主張應適用人民自決原則於臺

灣，如是，則若欠缺臺灣人民的同意，臺灣也許不會被納入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統治之下。不論在1947年時到底有沒有這樣（可行使自決）

的『人民』存在，在經歷了超過半世紀的獨立自治後，應該已經逐漸

創造出一個這樣（可行使自決）的『人民』。不管怎麼說，在解決臺

灣問題的嘗試上，如果無法透過和平，至少可以在符合『爭端的繼續

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條件下，適用聯合國憲章第33
條。……以武力鎮壓兩千三百萬人民的行為，與聯合國憲章之意旨是

絕對不相符合的。因此，兩岸間的武力使用，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存

在有一定之限制」。臺灣是一個有權行使自決權以獨立建國的自治政

治體，也因如此，臺灣目前不是一個國家。維持現狀不會確保或促使

臺灣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只有行使自決權宣布獨立建國，才能確保

臺灣取得真正獨立的國家主權，也才是將臺灣完全納入聯合國憲章和

平解決爭端與集體安全制度保障之下的唯一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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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討論子題聚焦在臺灣未來，包括《臺灣關係法》與臺灣未來

建國、面臨國防威脅的關係，中華民國總統、《臺灣關係法》、《中華

民國憲法》三者的關係，以及將來美國對於《臺灣關係法》的可能變

化，最後則由三月學運的年輕參與者與學生族群的參與臺灣關係法、

東亞局勢變遷討論作結。而本篇共有三篇文章，分別是王雲程先生

的〈占領區基本法的監督法律—從領土地位變遷的角度看《臺灣關係

法》〉、黃帝穎律師的〈民主原則下的臺灣前途與臺灣關係法〉，劉敬

文的〈臺灣關係法與臺灣未來〉。

首先在王雲程先生的〈占領區基本法的監督法律—從領土地位變

遷的角度看《臺灣關係法》〉一文中認為臺灣做為一個被占領地，

《中華民國憲法》為此臺灣此占領地的基本法，而美國的《臺灣關係

法》則是「臺灣基本法」的指導與監督規範。本文從臺灣關係法背後

的幾個疑問出發，包括為什麼美國以「國內法」規範境外事務、他國

可不可以制定類似的《臺灣關係法》、《臺灣關係法》內文回溯條款以

及與行政版本之修改新增部分、臺灣關係法在美國對外公開的政策地

位。其後本文詳細討論《臺灣關係法》之內容，並整理出《臺灣關係

法》特殊性，輔以討論《美國香港政策法》以及波多黎各的案例，最

後得出臺灣為在二戰終戰時，蔣介石流亡政府在美國委託下所占領，

而《中華民國憲法》應該處於「臺灣基本法」的位置，在此背景之

下，《臺灣關係法》則是作為「臺灣基本法」的指導與監督規範，這

也是為什麼《臺灣關係法》必須有回溯生效條款、範圍全面甚至包含

整個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原因。

黃帝穎律師的〈民主原則下的臺灣前途與臺灣關係法〉一文中則

以民主原則為前提，輔以《臺灣關係法》與德國民主國原則，證立臺

灣前途由臺灣人民而非總統決定，以及在民主原則之下，臺灣不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未來也沒有統一這個選項。本文從：民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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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基本意義下總統雖具有民主正當性，但不可以代替人民來決定國

家主權；美國《臺灣關係法》有對臺灣鞏固民主的意義；德國法民

主檢驗的三個標準內涵，此三個理論面相論證臺灣前途應由臺灣人決

定，而不是總統。即便馬英九總統具有民主正當性，此做為總統職務

的民主正當性無法證立總統所提出之「九二共識」、「一中」為臺灣人

的決定。因此，在臺灣的前途應該由臺灣人民做決定的脈絡之下，要

決定臺灣前途此主權問題，無法透過代議制度選出的國會議員或是行

政首長，而必須回歸「人民保留」，即需要經過公投程序。最後則以

「防衛性民主」的理論提出，在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仍處於獨裁威權

統治的背景下，為維護民主制度及原則，臺灣前途沒有「統一」這個

選項。

周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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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占領區基本法的監督法律—從領土地位變

遷的角度看《臺灣關係法》

王雲程
Abstract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is sui generis, or one of its kind, which does 

not only signify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is region, but in effect 
authorizes the U.S. government to supervise the civil affairs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ies (TGA, or so-called “ROC on Taiwan”).  
As the leading victor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stipulated in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of 1951, the U.S. 
bears unique security obligations over Taiwan and over the West Pacific 
Region.  
The U.S. Constitution authorizes the Congress to “make all needful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territory or other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mpowers the U.S. President to send armed forces 
abroad to execute military operations.  Accordingly, the U.S. Constitution 
shall stretch its jurisdiction over the U.S. troops and the territories under 
their control across the border.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together 
manage relations over U.S. foreign territories under her jurisdiction.  Hence 
they are the subtle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unicipal 
law, or simply put the U.S. Constitution.  
In 1945,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SCAP) in the 
General Order No. One authorize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no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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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China, as military governor to occupy and govern Taiwan, an 
abdicated territory of Japan Empire.  Since then, Taiwan has endeavored 
to evolve her autonomy of civil affairs administration from her status as 
a post-WWII military occupation zone of SCAP.  Yet, territorial status 
evolution is a prolonged rough course for Taiwan, just like other cases 
around the world—dependencies, trust territories, international territories or 
military occupation zone after WWII.  
Ever since the authorization of TRA in 1979, Taiwan has stayed self-
governing.  Whe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completed in 1996, Taiwan 
finalized the evolution of factual autonomy.  However, its change of 
territorial status has yet to be finalized.
While the U.S. duly drafted TRA to guide and guard the autonomy of 
Taiwan, the ROC Constitution, which was revoked by China in 1954, 
came to serve as an organic act, or the basic law of Taiwan, until its 
status is determin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terpret how and why TRA 
functions as the supervising law over the basic law of Taiwan and Taiwan’s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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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的《臺灣關係法》並不是僅用來彰顯美國外交政策的法律文

件，它實際上監督與指導臺灣與澎湖的治理與區域安全。美國對臺

灣，甚至於美國對西太平洋區域的安全有特殊的關係與義務。這個特

殊關係與義務，來自太平洋戰爭之「主要戰勝國」及〈對日和約〉中

「主要占領國」的地位之授權。

進一步檢視：〈美國憲法〉授權國會對州、屬地、產業的管轄

權，與美國總統對美軍與指揮官在海外的管轄關係，使兩者共同對海

外領土保有維持「某種關係」的義務，且因此義務讓美國國會與總統

位居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連結點上。

1945年，終戰，蔣介石元帥受託軍事占領臺灣；1950年，臺灣在

軍事中逐漸展開民政治理；1979年後，臺灣在《臺灣關係法》的授

權下邁向自治階段；1996年，總統選舉，完成全面性的自治。一如多

數經歷地位變遷的領土與國家（如屬地、託管地、國際領土或占領區

等），戰後臺灣領土地位的變遷還在持續中，占領只是其面貌之一。

占領區的民政治理需要一部「基本法」，被中國人民所廢棄的所

謂「中華民國憲法」對臺灣扮演著「基本法」的功能。而指導與監督

臺灣基本法的上位法規範，即為美國國會在憲法授權下制訂的《臺灣

關係法》。本文以領土地位變遷的角度，檢視《臺灣關係法》與「臺

灣基本法」的授權與監督關係。

1979年元旦，美國移轉中國合法政府的承認對象，從「蔣介石在

臺灣的中華民國」1 移轉為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此，美國行政部

門與國會於「斷交」發生後的3個月又10天（4月10日）合力完成《臺

灣關係法》並罕見的回溯至當年元旦實施。

1 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與 1950年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在法理上應不能視為同一連
續體。



390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本文嘗試以終戰的盟國軍事占領為契機，透過領土地位的變遷模

型，提出《臺灣關係法》實為占領委託當局監督與維繫臺灣的法律，

而被監督的對象是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名，實行占領區「基本法」 
（basic law） 功能的臺灣。

《臺灣關係法》根本的疑惑

幾個《臺灣關係法》的疑惑，似乎未獲得到充分的討論：

 y 為何美國以「國內法」規範境外 (foreign) 事物？

 y 除美國以外，他國是否願意或有權制定《臺灣關係法》？

 y 《臺灣關係法》的回溯生效，暗示了美臺間「某種重要的法律關

係」不得中斷或遺漏。這一不得中斷的關係會是什麼？先前臺美

之間被連結的法律關係與狀態是什麼？1979年的斷交，對此關係

可能造成何種改變？2

 y 《臺灣關係法》以「臺灣」一詞整合了領土（臺灣及澎湖列島）、

自然人（領土上的人民）、法人（公司及其他團體及機構），並包

括臺灣治理當局（過去、現在、未來的中華民國，及其政治分支

機構）。是否為前述「不得中斷、遺漏」的展現？3

 y 原本卡特總統提出的「綜合法案」被國會大幅修改為現行的《臺

灣關係法》。兩者有何差異，增添了何種內容？

2 先前的關係有可能是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實踐的「外交承認」而維繫著。其第六條「為
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
湖；」表示 1954年的「ROC」已與 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不同—若 1954年後的「ROC」
聲稱對臺澎擁有主權，它就不能主張中國的主權。另「本約是政府遷臺灣後與美國簽訂的
第一件正式條約，也是美國軍事協防中華民國的法理依據。本約於中美斷交後一年，民國
六十八（197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終止。」見故宮博物院，「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
民國外交史料特展」http://www.npm.gov.tw/exh100/diplomatic/page_ch05.html    accessed on 
2014/09/29

3 除「與他國交往之能力」外，TRA 等於「認可」了臺灣具有 1936年〈蒙特維多國家權利
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國家做為國際法法人四條件之三，等於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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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為何《臺灣關係法》與美中三公報並列，在「美國在臺協會」 
(AIT) 官方英文網頁中稱為「美國對此區域之主要外交政策檔」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下，而在官方中

文網頁卻為「中美關係重要文件」？4 《臺灣關係法》屬「美中」

或「區域」事物？應如何理解始為妥適？

別無分號的 《臺灣關係法》
《臺灣關係法》是個案處理，只此一家 （sui generis） 別無分號的

法律。

前日本駐臺代表池田維提出：「美國的臺灣關係法是當臺灣安全

發生問題時，國會賦予政府派兵介入的依據。」美國國會依據〈美國

憲法〉制定《臺灣關係法》。但〈美國憲法〉如何規定？

〈美國憲法〉第四條第四款：「合眾國保證聯邦中的每一州皆為

共和政體，保障它們不受外來的侵略；並且根據各州州議會或行政部

門 （當州議會不能召集時） 的請求，平定其內部的暴亂。」可作為美

國國會的授權法源。但臺灣是美國的「州」嗎？

〈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三款：「國會有權處置合眾國之屬地及其

它產業，並制定有關這些屬地及產業的一切必要的法規和章則； 」臺

灣是否為美國的（最廣義的）「屬地或其他產業」 （the territory or other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或許接下來的條文可以提供

線索：「本憲法中任何條文，不得作有損於合眾國或任何一州之權

利的解釋。」（…nothing in this Constitution shall be so construed as to 
prejudice any claim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any particular state.）

4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官方網頁中也有美中三公報，但列於「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公
報」 (U.S.-PRC Joint Communiqués documents) 項下 http://chinese.hongkong.usconsulate.gov/
uscn_docs_jc.html    accessed on 201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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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對於領土相關事項的基本立場與作為採「目的性解

釋」而非「限制性解釋」。換言之，在解釋此等重疊政治與法律本質

的領土議題時，美國政府將做最寬廣的解釋而不以辭害義。

2005年加拿大國會曾有制定〈臺灣事務法〉（加拿大版的臺灣關

係法）之舉，但法案在總理重選、國會會期不持續的規矩下自然擱

置。傳言菲律賓的類似意圖也被美國勸阻。為何如此？幾乎同時日本

也有聲音認為應該制訂自己的《臺灣關係法》5。可能嗎？如何可能？

相對的，2005年北京祭出的〈反國家分裂法〉，則代表了不同的視

野與歷史觀。無論美國的《臺灣關係法》，或加拿大、日本的類似提

案，都跳過臺灣地位的認定，維持「臺灣地位未定」的國際條約共

識。北京則片面主張「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第三條）

並矢言以硬實力即「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第八

條）6 逐步實踐其主張。

《臺灣關係法》內容概要

《臺灣關係法》規定了全盤的關係，包括區域安全、外交斷絕狀

態後的臺美關係、代表機構、監督與諸般細節等。茲整理如下：

1. 2(b)1條：提出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美國人

民與西太平洋其餘地區人民的關係 — 它代表了《臺灣關係法》

5 前日本駐臺代表池田維提出：美國的臺灣關係法是當臺灣安全發生問題時，國會賦予政府
派兵介入的依據；而日美有安保條約，其範圍涵蓋菲律賓、臺灣等，日本沒有另外制定臺
灣關係法的必要；若日本也制定臺灣關係法，來自中國的壓力恐怕超過尖閣問題的十倍；
與其要求日本制定臺灣關係法，不如全面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對臺灣的安全才有更
多的加分。前在臺日本工商會理事長與在臺日僑協會會長岩永康久建議，積極表態參加泛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 是臺灣安全的另一種保障。見 http://news.ltn.com.tw/
news/world/paper/688799/print    accessed on 2014/09/02

6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5-03/14/
content_2694168.htm     accessed on 2014/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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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關切臺灣，而且及於中國與整個西太平洋。

2. 4(b)1條：將臺灣視為美國的境外 — 這是國內意義下的國外 (for-
eign in a domestic sense)，在1901年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系列島嶼

判例 (Insular Cases) 中可以看出。

3. 6(a)、4(b) 條：在美國總統指示與授權下，「美國在臺協會」得代

理美國總統、美國政府機構對臺灣之服務。

4. 6(c) 條：《臺灣關係法》高於州法，屬於聯邦管轄事物。

5. 2(a)2條：除外交關係外，斷交前其餘臺美間的狀態應予持續。

6. 9、10條：臺美間建立美國在臺協會AIT（在美國國會直轄聯邦政府

領地的哥倫比亞特區註冊），以及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CNAA) 對
等聯絡機構。— 實際上，缺乏外交關係可透過領事關係來代行。

領事關係的運用相當廣泛，甚至可穿透國境。戰前美國派遣領事到

「菲律賓自治國」 (the Commonwealth of Philippines, 1935~1946) 。國

際法定義此為「國內的領事派遣」7。但《臺灣關係法》卻採用了不

同的模式。

7. 4(6) 條：安排斷交後臺灣人民的國籍認定。對美國而言，根據〈移

民與國籍法〉第202(b) 之規定，賦予臺灣人一個基於出生地的「國

籍」（後述） — 類同1951年日本放棄臺澎後臺灣人民喪失日本國

籍的問題，而於1952年中日〈臺北和約〉第10條的處理方式「就本

7 美國曾派戴伊 (Henry B. Day) 領事 (一說是「副領事」vice-consul) 身分駐菲律賓。然而，
戴伊並非依照國際慣例由菲律賓政府發給「領事證書」 (exequatur) 或「授權書」就任，他
是依據派遣國國內法而行使職權的。即美國國會於 1934年 3月 24日通過之〈菲律賓獨立
法案〉 (The Dydings-McDuffie Act) 第 8段 (a) (3)：

 「任何外交事務官員得在國務卿之指派下以領事官員身分，奉派菲律賓群島服務，服務期
間此外交官員視為駐在外國，但此權力與義務應限於執行移民法所規定視為派駐外國領事
在國務卿授權下之職務、公證或其他服務之範圍內。」見 Luke T. Lee,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Steven & Limited, London 1961 與 Philip C. Jessup,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9, No.1, (Jan. 1935), pp.83-87，與 http://blog.xuite.
net/hoonting/twblog/160089629    accessed on 201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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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而言，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一切…前屬臺灣及澎湖之居民

及其後裔」。

8. 11條：AIT美方人員之官方資歷與權益之延續與保障 — 此乃便

於調動現任官員任職的規定。呈現「民為表、官為裡」的安排。

9. 15條：定義繼承ROC之統治當局 — 避免《臺灣關係法》面對日

後政治情勢變動需頻繁修改。

10. 18條：回溯生效 — 代表著臺美「某種關係」不得中斷。

以下略舉三項規定，說明《臺灣關係法》的特殊性：

三重關係與安全

《臺灣關係法》以人民對人民的方式，即「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

民及臺灣人民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重新界定新的臺美

關係。此事可理解為缺乏正式外交關係的替代方式，但它卻加上了

美國對其他地區及其人民的政策，包括「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臺灣

之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並且維持

及促進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間的同種關

係」。這表示《臺灣關係法》的涵蓋範圍更大，不僅是斷交的替代物

而已。

《臺灣關係法》以下列三組雙邊關係，界定美國政府的法律責任

與政策涵蓋領域：

 y 美國人民與臺灣之人民

 y 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

 y 美國人民與西太平洋其餘地區人民

就臺美關係而言，《臺灣關係法》提及「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

乃理所當然；就美中正常化的影響範圍而言，《臺灣關係法》提及

「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也可接受；但「美國人民與西太平洋其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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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民」的規定則無法被完整理解，因「西太平洋其餘地區人民」可

以包括日本、朝鮮、沖繩、菲律賓等人民。他們在何種前提下與臺美

關係有關，從而成為《臺灣關係法》的內容？

難以理解的是《臺灣關係法》中「美國的政策」還包括國際關切

的事務，即「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

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雖然「國際關切的事務」一

語可理解或解釋「區域安全」，但進一步的疑問是：美國基於何種地

位或義務，需整合性的維繫與三個領域人民的關係與西太平洋的安全

於一部國內法中？日本、朝鮮、沖繩、菲律賓等人民同意嗎？

AIT 與 CCNAA

在非常規外交實踐中，有各種不同的變通 8，如利益處 （interests 
sections）9、領事處 （consulate）10 、代表處 （representative offices, liaison 
offices）11、前方使節 （front mission）12 等等。美國在臺協會 （AIT） 被學

者視為接近於「前方使節」的變通。臺灣因何種特殊性，必須於1979
年後採取排除「領事模式」的非常規外交？

就國際涉外事務而言，外交關係僅有約400年歷史，而領事制度

至少存在2000年的時間。領事關係建立在人民與人民間，具有能處

理《臺灣關係法》之「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的能力。缺乏外

交關係並不影響領事關係之存續。1963年〈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前

言：「查各國人民自古即已建立領事關係」、第2.3條「外交關係的中

8 G. R. Berridge，龐中英譯，《外交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2005），
pp.140-153。

9 在第三國使館內工作，並由第三國保護與代表，如波蘭使館在巴格達代表美國利益。
10 城市之領事館，或使館之領事處。
11 兩敵對國家間處理事務層級者。
12 以「假借」行辦事處，如AIT，或臺灣的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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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不應因此引起領事關係的中斷。」與第17條「…領事官員得經接受

國同意，在不影響領事身分的情況下，被授權從事外交活動。」美國

完全可以在臺灣維持領事館的名義與運作。特別是美國於1972年提出

「一國兩府」構想、中國也已開始構思以「一國兩制」同步看待臺港

澳三地的地位變遷，加上1997年後美國在港澳仍維持著「總領事館」

層級的機構。就外交實踐與一國兩制的思考言，臺美關係毫無理由不

能以傳統的領事體制維持。

再讓我們看聯絡處 （Liaison office）。美中建交談判過程，傳聞北京

拒絕美國對調「北京聯絡處 vs. 臺北大使館」為「北京大使館 vs. 臺北

聯絡處」的提議。通說是北京因堅持臺灣非國家，從而不得擁有旨在

「處理工作層級共同關切事物」的聯絡處。北京反對容或是事實，但卻

不成理由。對北京而言，聯絡處與大使館的對調正好符合其主張：因中

臺本為一國，臺北為叛亂政府，故有對調之情事。這會是北京所犯的外

交錯誤嗎？ 1949年前與後，美國駐「兩岸」的大使館並非以繼承的方

式鋪陳。一方面，「駐南京美國大使館」於1949年8月2日結束，駐中大

使司徒雷登束裝返美未曾來臺。另一方面先於1949年12月30日將1929年

起即已存在的「美國駐臺北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由師樞安 Robert 
Strong 擔任總領事。13 再於1950年8月10日調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藍欽 （Karl 
L. Rankin） 抵臺擔任臨時代辦 （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14。藍欽於1953
年2月27日受命擔任全權大使，原「駐臺北美國總領事館」升格為「駐

臺北美國大使館」15。1979年1月19日因斷交情事，「駐臺北美國大使館」

結束。

13 https://www.culture.gov.tw/frontsite/outsource/venuesAction.do?method=doPrintVenues&venu
esId=9    accessed on 2014/09/30

14 http://www.ait.org.tw/en/chiefmission.html    accessed on 2014/09/21
15 藍欽大使直到1957年12月30日卸任（次年4月2日離職），經歷最驚濤駭浪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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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駐北京美國大使館」並非「駐臺北美國大使館」遷移

而成。後者是由1973年3月15日起設立的聯絡處於1979年3月1日就地

升格成為大使館。首任駐北京大使即為末代的聯絡處主任 （Chief） 伍
考克 （Leonard Woodcock）。「駐北京美國聯絡處」毫無疑問的即為

「駐北京美國大使館」的前身。

美國駐臺北大使館由領事館經總領事館階段而成，美國駐北京大

使館由聯絡處升格而來。兩件事實，讓海峽雙方自1949年起以一種互

不隸屬的平行態勢發展。

歷史上，法人組織（如公司）接受國家或君主授權後，擁有政府

般的權力管理海外領土並非罕見。臺灣即為一例。十七世紀的臺灣與

印尼就是由國家授權的同一間公司（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管理的

不同領土。就AIT的特殊地位而言，「授權」的有無才是關鍵，「名

稱」如何只是名相。

《臺灣關係法》的原始設計，「AIT／總部」16 與「北美事務協調

委員會／臺北」（CCNAA） 17 應為對等機構；「AIT／臺北」則應與

「CCNAA／美國」（CCNAA in U.S.A.） 則是派出機構，作為與對方

總部和對方政府接洽的白手套。但《臺灣關係法》只單向做了美國對

臺灣的規定：

 y 美國政府 ←→ AIT／總部 ←→ CCNAA／美國 ←→ CCNAA／臺

16 《臺灣關係法》第6條：「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與臺灣人民進行實施的各項方案、
交往或其他關係，應在總統指示的方式或範圍內，經由或透過下述機構來進行實施：」
此機構即為AIT華盛頓總部。

17 《臺灣關係法》第10條：「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向臺
灣提供，或由臺灣接受任何服務、連絡、保證、承諾等事項，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及範
圍內，向臺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述事項，或由這一機構接受上述事項。」此機構即為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1979年2月23
日制訂〈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組織規程〉並於3月1日成立。2012年8月23日馬政府提
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新規程多了「暫行」字樣，即第8條「本會
於中華民國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後裁撤之。」見雲程，〈臺美關係：從正式退回暫行〉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61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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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總部 ←→ 臺灣當局

 y 臺灣當局對美國的聯絡，理應為如下的反向而行：

 y 臺灣當局 ←→ CCNAA／臺北總部 ←→ AIT／臺北 ←→ AIT／總

部 ←→ 美國政府

 y 真正跨國的接觸是：「CCNAA／臺北總部 vs. AIT／臺北」與

「AIT／總部 vs. CCNAA／美國」。

 y 1994-95年間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其駐美單位之改名令人不解。

以下為其名稱之變化18：19

臺　北　總　部
派駐機關：

駐華盛頓／駐美國各城市

1979.02.23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組
織規程〉

1979.03.0175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CCNAA)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Office in U.S.A.

1994.12.20

改名北美事務協調委員
會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總部
CCNAA,  Headquar te r 
for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s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RO)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 i p e i  E c o n o m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Representatives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簡稱 TECRO

駐美國（各城市）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XX City簡稱 TECO in XX City

2012.08.23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暫行

組織規程〉

18 見 http://www.ait.org.tw/en/tecro-agreement/1.pdf。美國其餘城市的代表處則少了個「代
表」 Representative 的 R，而稱為 TECO in (XXX city)。為何CCNAA原先使用U.S.A. 而 
TECRO 使用 the United States，兩者差異似乎不甚清楚。

19 值得注意的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成立的3月1日，正好為蔣介石元帥1950年在臺灣
「復行視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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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前，在臺北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CNAA） 是總部，在

華盛頓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CCNAA, Office in 
U.S.A.） 是派出機關：臺北是主，美國是客。改名後雖然名義上還存

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它卻變成「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

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總部」（CCNAA, Headquarter for TECRO）。換

言之，臺北總部反而需要藉由駐美代表處來補充定義。主客顛倒為：

美國為主，臺北為客。

另外，雙方的實踐顯示：派出機關與總部的交流模式，且雙方派

駐機關越來越比總部重要而逐漸帶有領事館的性質。1998年年中雙方

討論護照問題時，皆由雙方的臺北機關「AIT／臺北」與北美事務協

調委員會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總部聯繫（TECRO／臺北）20 即
為一例。

以出生地或戶籍區別臺灣住民

《臺灣關係法》第4.2.3.6條規定「至於移民及國籍法方面，應根

據該法202項（b）款規定對待臺灣。」21 
查美國〈移民與國籍法〉第202.b條主要如下

（b） 國籍歸屬原則：為了建立本條（a） （2）之編碼，除了美國與

其海外屬地之外，每一個獨立國家 （independent country）、自治領地 
（self-governing dominion）、委任統治領土 （mandated territory）、與聯

合國國際託管體系下之領土 （territor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在國務卿核准下應視為「單獨之外國」 
（separate foreign state）。其餘一切有人居住之土地應為國務卿所指定的

20 見 Passport Validity for Admission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tecro-
1998/19981210-passport-validity-for-admission.pdf    accessed on 2014/0929

21 For purposes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aiwan may be treated in the manner 
specifi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section 202(b) of that Act.



400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外國」 （foreign state）。為本法案之目的，除以下項目外，移民者所屬

的「外國」應由其出生地決定：【以下略】22

本條雖然準用了旨在處理國籍編碼的作業，實際上延續了〈臺北

和約〉處理因日本放棄臺澎所衍生的本土臺灣人無國籍的後果—規

定中華民國國民「應視為包括」（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一切本

土臺灣人。相對的，《臺灣關係法》則以「出生地」賦予臺灣住民一

個作業層級上的外國國籍，避免因臺灣非國家，在美國斷絕與前中華

民國的外交關係後所造成臺灣住民的國籍真空。根據此條文，美國應

賦予臺灣出生者（包括1949年的中國移民在內）「臺灣」的國籍，但

1949年的中國移民則仍屬「中國國籍」。但「臺灣」有無包括金馬兩

地？從2011年傳出金門馬祖人民辦美國簽證時國籍應填China，答案應

該是否定的。

另外，2006年3月27日馬英九訪美時在回答中國留學生想加入國

民黨遭拒時，馬主席雖基於1992年〈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二條23 之規定以「臺灣戶籍」回絕79，實際上卻輝映了《臺灣關

22 英文：(b) Rules for Chargeability. - Each independent country, self-governing dominion, man-
dated territory, and territor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outlying possessions, shall be treated as a separate foreign 
state for the purposes of a numerical level established under subsection (a)(2) when approv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ll other inhabited lands shall be attributed to a foreign state specifi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the foreign state to which an immigrant is 
chargeabl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birth within such foreign state except that-   http://www.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87525.pdf    accessed on 2014/09/02

23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三、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人民。四、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立法緣由如下：
「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區別，以設籍地為準，即在臺灣地區設籍者，為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籍者，為大陸地區人民。所謂設籍，係指設籍登記而言。
四、臺灣地區人民前往大陸地區繼續居住逾四年者，其思想及生活方式難免受共產制度
影響，如仍許其自由進入臺灣地區並與臺灣地區人民享受同等權利，不無危害國家安全
及社會安定之虞。爰於給第四款規定其為大陸地區人民。所謂繼續居住逾四年，係指居
住大陸地區而四年內未曾返回臺灣地區而言。」  

 1992年條文中大陸地區人民定義原有「或臺灣地區人民前往大陸地區繼續居住
逾四年之人民」之規定，在2000年修正時刪除。兩者間之身分不會變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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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法》第4.2.3.6條「臺灣出生地」比「中華民國國籍」更為具體的規

定。24由此可見臺灣住民25 身分的「二重構造」—中華民國國籍與臺

灣戶籍，前者是「虛」，後者是「實」。

2014年8月下旬，網路傳出「德國簽證疑似取消臺灣藉，改寫中

國籍」，引起憂慮。有陳陽升查證德國官方網站並為文發表於《想想

論壇》，確認：在國籍歸屬上將巴勒斯坦與臺灣另作歸類。26 針對傳聞

「臺灣國籍名稱則在中國之後加註臺北。而在敘述方面，則仍將臺灣

與香港、澳門同視為（中國）屬地」，陳陽升確認「6. 最新異動：相

較於2013年1月1日的版本，本版變更涉及下列事項：1. 就包括香港、

澳門、臺灣以及英國海外領地等之非獨立地區，未來將可有獨立的國

籍編碼。」顯然不是「中國臺北」。前述變動與查證代表著：

 y 領土地位與住民身分雖為兩件事卻密切相關。

 y 美國將臺灣視為「雖非獨立國家卻未從屬於任何國家下的實體」

觀點的實踐甚早，德國外交部在2014年只是跟進。

動）。http://lis.ly.gov.tw/lgcgi/lglaw?@48:1804289383:f:NO%3DE01825*%20OR%20
NO%3DB01825$$11$$$PD%2BNO    accessed on 2014/09/02

24 原文為「大陸同胞呢，在法理上，當然，也是中華民國人民，不過因為他沒有戶籍，所以
在我們中華民國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特別的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可以來取得戶籍，
有了這些要入國民黨，在程式上比較有可能，否則程式上比較有問題。」。

 根據2008年頒布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中分「原有戶籍
國民」與「無戶籍國民」兩種。前者得申請回復國籍並入國、停留、居留或定居，後者僅
得申請入國、停留、居留或定居。「回復國籍」是兩者權利之差異。

25 此處，〈臺北和約〉的「本土臺灣人」(people of Taiwan) 歸屬於中華民國國民的安排，已
經被1979年《臺灣關係法》與1992年〈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一前一後
以戶籍為區分而悄悄改為「臺灣住民」 (people on Taiwan) 的概念。但前者重出生，後者
重設籍。《臺灣關係法》顯然較嚴格。

26 johnny0399 (玩具 )，〈德國簽證疑似取消臺灣藉，改寫中國籍〉：「外國人士持有德國外
交上不予承認之國家所簽發的身分證明文件，惟其仍可合法入境德國者。目前屬此例者
為，持有由巴勒斯坦當局或臺灣當局所核發護照之人士；對此等國籍無法直接歸屬於
特定國家者，乃另建專項。」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08586818.A.0E1.html    
accessed on 201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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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法案」與《臺灣關係法》

1979年「斷交」時，卡特總統於1月26日提出「綜合法案」以規範

臺美日後諸般事宜。該法案經過美國參眾兩院修正整合成為《臺灣關

係法》。觀察美國參眾國會議員的修正內容，多集中於：

 y 安全（第2條：承認後的安全影響與美國的亞太安全後門）、

 y 延續（第15條：臺灣一詞的廣泛含意，涵蓋先前的ROC政權、既

存的統治當局與所有人民等）、

 y 豁免（第10條：對臺灣機構與人員）、

 y 臺灣的國際參與（第4.4條：國際金融與國際組織）、

 y 所有權與訴訟地位（第4.3條）、

 y 人權（第2.3條）等。

國會議員增加的內容正好是卡特草案的闕如。約略整理如下：

《臺灣關係法》
條項

主要內容 卡特綜合法案

前言 安全、非官方、外交政策
非官方、外交政策
（缺乏安全項）

2 政策聲明（多為國會議員修正案） na

3 美國臺灣政策（多為國會議員修正案） na

13 規則與章程 na

14 國會監督 na

15 定義 na

17 效力 na

18 回溯生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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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國政府（尤其是美國國會）以區域安全的觀點，甚至是基

於〈美國憲法〉第4.3條與第4.4條制訂《臺灣關係法》對待臺灣，臺灣

住民也必須以區域安全與〈美國憲法〉的觀點理解與回應美國政府。

1992年　〈美國香港政策法〉

部分人舉〈1992年美國與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27 為例，「證明」美國有許多攸關外國的法律，意

指《臺灣關係法》一點都不特殊。

概觀〈美國與香港政策法〉內容，主要為承認1984年〈中英聯合

聲明〉；支持其政策與實踐；支持回歸後香港的民主、人權；支持香

港的繁榮狀態持續不變；支持香港的國際參與、承認護照、維持總領

事等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內容。顯然〈美國與香港政策法〉專注外

交經貿領域而與《臺灣關係法》的涉及區域、安全、特殊關係安排等

有出入，無法等同視之。

反而，檢視美國冠上「關係法」名稱的法律，至少還有1950年

簡稱為〈波多黎各人的聯邦關係法〉 （Puerto Rican Federal Relations 
Act） 的〈為波多黎各人民建立憲法政府組織法〉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此「關係法」或得與《臺灣關係法》相互輝映。我們也可對

照1901年3月2日以規範未來美國與古巴「關係」，實質上為條約的美

國國會〈普拉特修正案〉 （Platt Amendment）28，及參考1934年3月24日

的〈菲律賓獨立法〉 （Tydings-McDufiet Act）29。以下，先讓我們檢視一

下〈波多黎各人的聯邦關係法〉。

27  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hk_pa_1992.html    accessed on 2014/09/03
28  http://blog.xuite.net/hoonting/twblog/160090759    accessed on 2014/09/22
29  http://blog.xuite.net/hoonting/twblog/160091398    accessed on 201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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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波多黎各人的聯邦關係法〉

1898年美西戰爭後西班牙與美國簽署〈巴黎和約〉，讓渡波多黎

各、菲律賓、關島、古巴30 等地給美國，美國即合法取得該等領土的

主權與管理權。

就波多黎各而言，美國國會1900年制訂Foraker Act、1917年頒布

作為基本法 （organic act） 的Jones-Shafroth Act、最後以1950年的〈波

多黎各人的聯邦關係法〉授權波多黎各制憲公投、實施自治。1952年

美國國會以Public Law 82-447頒布〈波多黎各自治領憲法〉，波多黎

各成為美國的自治領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這是歷經

幾十年，包含軍事占領、民政治理到自治領的領土地位漸進改變的過

程。整理如下： 

時　間       法律檔（法案與條約） 性　質

1899/12/10
〈巴黎和約〉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解決戰爭、移轉島嶼主權

1900/04/21
Foraker Act 
An Act  Temporar i ly  to  provide 
revenues and a civil government for 
Porto Rico, and for other purpose

臨時期、建立總督獨裁之波
多黎各臨時民政府

1917/03/02
Jones-Shafroth Act （基本法，organic 
act）
An Act to Provide a Civil Government 
for Porto Rico and for the Purposes

過渡期 I、授權波多黎各基本
法下之民政治理、美國「已
建置、未整併」領土

30 西班牙在〈巴黎和約〉上對古巴的作為是不指明收受國對象的單純「放棄」，但美國國
會在戰爭前的4月20日，即以〈泰勒修正案〉 (Teller Amendment) 允許古巴獨立並於1901
年3月2日以〈普拉特修正案〉 (Platt Amendment)。後者成為〈古巴憲法〉的內容。經過
短暫軍事占領階段，1902年美國允許古巴獨立，但關達那灣基地成為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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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法律檔（法案與條約） 性　質

1950/07/03

〈波多黎各人的聯邦關係法〉 (Puerto 
Rican Federal Relations Act)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國會法案 (act) ＝雙方協定 
(compact)：授權波多黎各人
民公投制憲、授權自治

1952/07/03

〈批准波多黎各自治領憲法聯合決議
案〉 Public Law 82-447
Joint  Resolution Approv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which was adopted by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on March 3, 
195287

過渡期 II、自治領（準州）

1952/07/25
〈波多黎各自治領憲法〉生效
T h e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o f  t h 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過渡期 II、自治領（準州）

31

美國政府與波多黎各的發展關係完全符合一國在新獲領土之後的

治理模式：軍事統治→文民統治，或進入政治重建的臨時政府→過渡

政府→憲法政府之演變過程。32 波多黎各是未獨立但被授權自治制憲的

自治領案例，菲律賓則是授權獨立的案例。

菲律賓自治國 33 的實例 

1898年以前，菲律賓為西班牙殖民地。美西戰爭 （6/12～8/9） 
期間菲律賓人阿奎納多 （Emilio Aquinaldo） 宣布獨立並於9月15日

自行成立「菲律賓共和國」（第一共和）、訂立〈馬洛洛斯憲法〉 
（Malolos Constitution）。但西班牙於12月10日〈巴黎和約〉將菲律

31 http://www.puertoricoreport.com/wp-content/uploads/2012/03/PL-82-447.pdf    accessed on 
2014/09/07

32 見〈結論：整合的觀察—戰爭 vs. 和平＋國際 vs. 國內〉，雲程著，《放眼國際：領土
地位變遷與臺灣》，憬藝（臺北：2007）。

33 雖然波多黎各與1946年前的菲律賓地位都是 the Commonwealth，但後者被授與獨立的承
諾（也成為事實），故翻譯為「自治國」，而美國對前者並無此承諾，故僅翻譯為「自
治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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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有償割讓給美國。美國隨即武裝平定「菲律賓共和國」而展開軍

事統治。1901年3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史布尼修正案〉 （the Spooner 
Amendment of 1902） 授權美國總統有結束菲律賓軍事統治的權力。

1902年7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菲律賓法案〉 （the Philippines Bill of 
1902），授權美國總統建立「菲律賓民政府」、普選議會、賦予菲律賓人

美國國籍，菲律賓進入民政治理階段。1916年8月29日美國國會通過〈菲

律賓自治法案〉 （the Philippines Autonomy Act or Jones Law），「美國人

民之目的一向即是從撤銷其對菲律賓群島之主權且儘速在穩定政府建立

後承認其獨立」。以美國體制而言，制訂〈菲律賓自治法案〉表示聯邦

政府頒布了〈基本法〉（organic law） 授權菲律賓政治向自治過渡。1934
年3月23日美國國會的〈菲律賓獨立法案〉34 （the Tydings-McDuffie Act 
of 1934），授權菲律賓在10年期的「自治國」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Philippines） 階段後制憲並獨立成為「菲律賓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這是管理當局授權屬地制憲與承諾獨立的實例。

1935年11月15日菲律賓大選後奎松 （Manuel L. Quezon） 總統就任

起算的10年自治國階段，6年任期的菲律賓自治國奎松總統本於1941
年連任。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於1942年1月3日入侵馬尼拉後建立

軍政府與菲律賓第二共和，總統為勞瑞爾 （José Paciano Laurel）。奎

松總統隨菲律賓總督麥克阿瑟離菲赴美，其任期本應到1943年12月30
日到期，不料因肺結核於1944年8月1日過世，美國國會在11月12日

以〈第95號聯合決議案〉允許延長菲律賓總統任期延長至「美國總統

應宣布菲律賓群島的憲法進程與尋常政府功能應予以重建。故現任自

治國總統任期應予停止，副總統應繼任為總統，直到基於菲律賓憲法

的合格繼任者被選出為止。」35 

34 http://blog.xuite.net/hoonting/twblog/160091398    accessed on 2014/09/22
35  “… until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proclaim that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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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戰後又接續原自治國的進程而於1946年4月23日舉行大選，

又於7月4日根據〈菲律賓獨立法案〉完成制憲。美國旋即宣布菲律賓

共和國獨立。菲律賓完成自1898年以來歷經軍事統治、民政治理、自

治國、主權國家等的地位變遷過程，而成為主權國家。

關島自治領的實例 36 

關島的例子與前述波多黎各、菲律賓的例子相近，但發展進程與

方向不盡相同。

1898年美國因〈巴黎和約〉所獲得的關島。經短暫的混亂後，次

年8月7日首任總督 Richard Phillips Leary就任並宣告「美國總統授權給

本人…。本人在此聲明並公開宣布本人實行占領和管理關島，履行既

得的主權，完成政府應盡的義務。…本人在此建立了新的政府，將運

用美國的權力來保障島上人民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並確認你們一切

私人的權力和關係。」關島總督以掌握三權、兼任海關監督、郵政局

長、最高法院法官、公立學校督學等職的方式，開始實施關島軍事占

領統治並進行幣制整理、土地改革等措施。

情勢抵定後，關島人民不斷向華盛頓請願民權，皆被美國政府或

總督打回票。正值菲律賓進入自治國階段中，1937年美國國會授予關

島人民公民權〈75屆國會第1450號提案〉，但被海軍部打回票。

再歷經1941年的日軍入侵與日本的軍事統治，關島於1944年8月

10日美軍登陸收復，10月取消關島的「民政」的字眼改為「關島軍

normal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shall have been restored in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in 
Public Law 78-186 JOINT RESOLUTION “Relating to the tenure of office of the present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http://www.constitution.org/uslaw/sal/057_
statutes_at_large.pdf    accessed on 2014/09/22

36 雲程，〈軍政府的設立與管理〉（上、下），部落格《雲程的雙魚鏡》，2007年10月
12日。http://blog.xuite.net/hoonting/twblog/160091167 與http://blog.xuite.net/hoonting/
twblog/16009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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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並於1945年4月改為關島「美國海軍軍政府」。「關島的海軍

政府現在已經重新建立。本人做為關島總督，所有關島政府的全部權

力，對關島和附近海域以及對居民的管轄權，加上行政、立法、司法

的責任，都已經授予本人，由本人屬下官員依據本人命令行使。」

1949年9月7日，杜魯門總統以〈第10077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37，決定次年7月1日起將關島管理權從海軍部移轉內政部並廢

止1898年12月28日由海軍部控制關島的〈第108-A號行政命令〉，開

始鋪陳民政治理。1950年8月1日美國國會頒布的〈關島基本法〉 （the 
Guam Organic Act）38 生效。美國除以〈關島基本法〉賦予關島人民

美國公民身分外，「且其與聯邦政府之關係應置於美國總統所指定

美國民政部門或機構之一般監督下。」39。關島因此成為美國的自治領 
（the Commonwealth of Guam） ，位階是美國「已建置、未整併領土」 
（organized, 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基本法與監督基本法的法律

理解了前述管理國 （administering state） 對於領土管理模式與變遷

後，讓我們回頭看臺灣。

占領當局必須對占領區住民負責從而也伴隨實施民政治理 （civil 
affairs administration） 的需要。隨著占領時間拉長，民政治理角色逐漸

加重，同時其建置化的需求也隨之加重。於是產生對「基本法」—

一如憲法般詳細規定住民的權利、管理（占領）當局的組織、職權、

37 http://trumanlibrary.org/executiveorders/index.php?pid=895    accessed on 2014/09/23
38 全名為「為建立關島民政府與其他目的之法案」 (an act to provide civil government for 

Guam, and for other purposes)，http://bobsoffice.org/bobsays/bill259/pl630year1950.pdf    
accessed on 2014/09/23

39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all be under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of the head of such civilian department or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President may direct.”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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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細節及當地與中央政府關係的文件之需求。

基於占領當局絕對權威的本質，占領階段中總督具有得穿透立

法、行政、司法三部門的無上權威，頂多實施限制的民主—立法部

門代議士全數或部分由總督指定，而形成諮議會，或逐漸的全數或

部分由普選而成為議會。隨著民政發展的深化，總督的權威在管理國

（母國、託管當局或占領國）的授權下，逐步放鬆管制並靠近共和政

府與民主的常規。這是前述政治重建的過程由臨時政府→過渡政府→

憲法政府之階段性演變。

根據盟軍麥克阿瑟元帥的指令，終戰時作為日本帝國一部

分的臺灣與澎湖，其上的日本軍隊與政府應向「蔣介石元帥」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非中華民國）投降並接受其委託占

領。蔣介石元帥接受阿瑟指令後再複委託何應欽與陳儀，展開對臺灣

受降作業與後續的軍事統治。

如前所述，軍事統治的民政治理需要一部基本法以便作為治理

的依循。但我們遍尋不著該有的「臺灣基本法」，只見得「ROC憲

法」40。荒謬的是，「中華民國憲法」在1949年10月1日時已經失去存

在價值。原「中華民國憲法」制定主體的中國人民已在1954年與其後

（1975年、1978年、1982年）共四度重新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而1982年的憲法又經四度（88年、93年、99年、04年）修訂 
—  代表著「中華民國憲法」已正式被原制憲主體（中國人民）廢

止。它早該是歷史文獻。

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時，臺灣籍民在法律上仍為日本臣

民。基於主權的分隔，一國人民無權制定另一國憲法，一國憲法也不

允許他國人民參與制定。因此，除非經過國際條約的正式授權讓渡與

40 本文在首度提及或說明在適用於中國的中華民國憲法時，用「中華民國憲法」。說明在
臺灣以基本法為實的作用時，用「ROC憲法」以資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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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程序的併入宣告，「中華民國憲法」不得在臺澎領土上合法實

施。「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被中國人廢止的憲法學理，在根本上否決

其效力，無論是否針對臺灣與澎湖。

「ROC憲法」頂多得基於1952年〈臺北和約〉第10條臺灣人民被

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的規定才得以攀緣臺澎領土。「ROC憲法」在臺澎

實施的現象必然另有依據。

終戰的盟軍占領、領土地位變遷的實踐與國共的特殊狀況，讓「ROC
憲法」對臺灣的合法關係只可能是：伴隨終戰軍事占領並作為「臺灣

基本法」而存在。但難道「ROC憲法」適合作為占領區基本法嗎？

觀察「ROC憲法」雖彰顯人民權利、採用共和制、統治權力分立

與制衡，但總統卻超乎權力分立（五權）之上形成一種不受制衡的存

在。特別是加上國家安全會議的體制之後，總統權力更大。這種當局

權力大、人民權力小的架構，非常適合占領區軍事總督實施民政治理

之用。41 同樣的，〈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天皇主權、雖實施三權分立但

天皇得總攬實權超乎其上，人民權利是天皇恩賜給臣民等，加上御前

會議與大本營的設置，也非常適合占領區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民未曾變更「ROC憲法」主文，而〈日本

國憲法〉雖在麥克阿瑟指令下依據〈日本帝國憲法〉修憲規定而產

生，日本人民至今也未曾修訂本國憲法。即便美國國務卿杜樂斯在舊

金山和會上確認日本擁有「集體自衛權」42，2004年的安倍政府也僅透

過對憲法的解釋實施，日本仍一字未改戰後憲法。總之，「ROC憲

41 盟軍占領次年，日本由軍事總督SCAP主導修憲，依據〈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之授權
改為國民主權、天皇虛位、日本放棄主動交戰權等之現行〈日本國憲法〉。11月3日公
布並自1947年5月3日起施行。

42 「在和約生效時，日本得安排集體防禦機制，並可部分利用已經駐防在日本的盟國資
源。」、「任何國家企圖拒絕日本擁有集體安全權利，並堅持日本只能孤立自主，心態
上就是姑息侵略行為。簽署本條約的國家絕不能容許自己成為姑息者。」見Taimocracy
翻 譯，〈1951.09.05 杜 勒 斯 於「舊 金 山 和 會」 之 演 講〉，http://hoonting.blogspot.
tw/2013/09/19510905-sw-12.html#uds-search-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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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日本憲法都具有占領區民政管理基本法之特徵。

進一步的釋疑是：既然美國（盟軍）委託了蔣介石元帥占領臺

澎，美國（盟軍）即應負起指導與監督蔣介石元帥當局（臺灣治理當

局）的責任。一如聯邦政府在美國憲法的授權下治理波多黎各、菲律

賓、關島的經驗，美國也會有一部綱要性的法律以指導與監督臺灣治

理當局下的民政實踐。一部獨一無二的法律《臺灣關係法》，正好扮

演此指導與監督功能。

占領與流亡架構下臺灣問題概述

項　　目 占　領　面　向 流　亡　面　向

美國（盟軍） 蔣介石元帥當局

名稱 臺灣 臺、澎、金、馬 Chinese Taipei

統治目標 託管臺澎主權 受託統治臺、澎 延續國民黨中國政權

監督 /統治當局 GHQ＝美國 軍事政府＝
臺灣統治當局

中華民國＝
Chinese Taipei

統治代表人 SCAP＝美國總統 軍事總督 中華民國總統

民政治理基本法 臺灣關係法
臺灣基本法＝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統治型態 軍事統治→自治 軍事統治→自治 戒嚴→民主

這或也是《臺灣關係法》必須回溯生效及範圍包含領土、人民、

組織、當局（過去、現在、未來），甚至西太平洋（正好是太平洋戰

爭的範圍）區域安全的原因。在日本放棄臺澎的和約表達下，主要

占領國片刻的中斷占領監督權力，將使臺澎成為日本的遺棄地 （terra 
derelicta） 導致有效統治臺灣的當局得以既成事實成為先占者或發生領

土搶奪戰爭，從而破壞臺澎主權而侵犯〈大西洋憲章〉與太平洋戰爭

戰勝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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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若我們能平等關照太平洋戰爭後交織的「占領」（美國為首的主

要占領國的責任）與「流亡」（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脈絡，

即可理解：所謂的「ROC憲法」實扮演著「臺灣基本法」的功能，而

令人疑惑的《臺灣關係法》實際上即為主要戰勝國美國指導監督臺灣

治理當局與「臺灣基本法」的上位法規範了。

借用前述領土地位變遷的經驗與模型，加上時間系列，我們可理

解臺灣與澎湖領土地位變遷與其意義如下表：

時　　期 臺灣治理本質 法源依據

1945-1949 單純盟軍委託軍事占領統治 戰時國際法、戰勝事實

1950 -1978 軍事統治下的民政治理 ROC憲法＝臺灣基本法＋1954〈中美
共同防禦條約〉

1979-1996 管理國授權進入自治過渡 《臺灣關係法》授權以臺灣基本法實施
自治

1996-至今 自治過渡完成 《臺灣關係法》授權以臺灣基本法實施
自治

在領土變遷視野下，我們才得恍然大悟：1996年的總統大選並非許多

人口中之「臺灣以中華民國為名的主權獨立」，而是「臺灣完成《臺

灣關係法》授權的自治」—臺灣只是自治，並未獨立也不是國家。

臺灣是一如獨立關稅領域般獨自存在的領土 (separate territory)，或如

美國憲法架構下的自治領 (commonwealth)。
正如在1950年美國國會就〈關島組織法〉的辯論中，有議員要

求參院保證：「這個法案不是保證建州，也不是走向建州的一個步

驟」、「我們沒有對關島人民，或對讓渡關島給我們的西班牙，提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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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關島最後可以加入聯邦成為一個州的承諾」等。美國對臺灣，或

許也正是如此。在「舊金山和約體制」與「國際局勢」下，臺灣會成

為州、省、國家、國際領土或特別國際政權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Regime） 等，目前無人能預測。明顯的是，因2000年以來，特別是

2008年之後內部治理的失能與政治意見相左、加上美國刻意模糊、中

國經濟與軍事崛起等，臺灣實質地位與潛能已經逐漸被執政者與媒體

改變為向中國靠攏。這顯然是依美國憲法職權作為「臺灣基本法」監

督文件的《臺灣關係法》之主管機關的美國總統與國會的失職。



414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二、民主原則下的臺灣前途與臺灣關係法

黃帝穎律師 1

壹、前言

民主是普世價值，全球民主國家的公權力，均受民主原則之拘

束，包括美國的立法行為與臺灣政府對於臺灣前途和主權之定位。美

國臺灣關係法為美國內國法，經國會通過2用以確立維持美國人民與在

臺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惟在民

主原則的拘束下，美國國會制定其國內法，當維持對外鞏固民主的內

在價值。

在民主原則的推論下，臺灣前途當然由臺灣人民決定，此亦為現

行憲法第2條國民主權原則所鞏固（現行憲法指中華民國憲法，此經

臺灣人數次修憲，賦予部分民主正當性；再者，現行憲法中符合世界

民主法治及人權保障意旨之條文，適用上具正當性；此外，引用現行

憲法之民主原則，可用以拘束日益親中的馬政權，具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之功能），基此，本文以民主原則為軸心，引用美國臺灣關係法

及德國民主國原則，證立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決定之正當性及臺灣主

1 本文為美國臺灣關係法立法 35週年學術研討會之與談稿，文中引用之德文文獻，為公法
農場讀書會之共同翻譯，當然文責由筆者自負。

2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AN ACT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
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臺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
並為其他目的。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參美國在臺協會官網 http://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
act.html，最後瀏覽日 2014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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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貳、民主原則對國家之拘束

世界民主國家遵循民主原則，雖然美國係以臺灣關係法之國內法

定位臺美關係，惟美國乃全球先進民主國家之一，其立法精神亦當以

民主價值為核心，此應有助於促進臺灣民主發展與民主價值之維護。

一、民主原則之意義

民主國家普遍認為，國家統治權的民主正當性應來自於人民透過

選舉權的行使所表達的國民意志，而所謂對於國家公權力行為的民主

正當性要求，即是指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的理念。我國現行憲法第2
條即揭示「國民主權原則」，而國民主權原則要求國家權力的行使必

須最終仍能夠回歸普遍國民意志的義務，總統雖為民選，然其對國家

主權之主張，亦是國家權力之行使，故須具備回歸國民普遍意志。據

此，有關國家行為之民主正當性，首重行政決定之回溯，即其權力之

行使可以隨時以一個「不中斷的民主正當性鎖鏈」回溯連結到國民身

上。3在這個原則底下，從而推導出數種創造及傳遞民主正當性的正當

化形式，亦即，任何國家行為必須能通過民主國原則之檢驗，始認合

憲。

我國總統之憲法職權係屬行政權之範疇4，而有關行政與人民之關

3 程明修，「民主國原則（一）」，月旦法學教室第 18期，2004年 4月，頁 63－ 64。
4 參大法官釋字第 627號解釋理由書：「總統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職權略為：元
首權（憲法第三十五條）、軍事統帥權（憲法第三十六條）、公布法令權（憲法第三十七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二項）、締結條約、宣戰及媾和權（憲法第三十八條）、宣布戒嚴
權（憲法第三十九條）、赦免權（憲法第四十條）、任免官員權（憲法第四十一條）、授
與榮典權（憲法第四十二條）、發布緊急命令權（憲法第四十三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
第三項）、權限爭議處理權（憲法第四十四條）、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國家安全機
關設置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項）、立法院解散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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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我國公法體系繼受德國法，故在德國行政法的比較中，論者指

出自Otto Mayer以降之行政行為形式理論觀察，行政行為形式理論或

仍存有著部分威權國家的遺緒5，進而在理論脈絡中浮現了：公法係規

制公權力的秩序，行政法是規制行政的法；國家擁有無上權利，不須

談受有限制的主觀權利；基本權利只具有純粹客觀性格；國家與人民

間存在巨大的權力關係，承認不受法治國家拘束的特別權力關係；

以行政活動現象結構國家與人民間的法律關係，使人民臣服的行政處

分，行政擁有自我確認效力與自力執行力；行政的概括授權與自由裁

量，行政為法律的同僚與助手，而與人民之地位不對等，有與司法相

似的法律適用權等6，亦即，過去的行政法治觀念，人民係臣服於行政

之下，總統擁有較人民優越之地位，這樣的脈絡下，將導致馬總統宣

示的「一中」，拘束臺灣人民決定臺灣前途的權利。事實上，過去這

種統治者較人民優越的上下隸屬關係，在現代憲法精神的理解下，也

不應再容許其繼續存在與被承認7。簡言之，民主國原則所拘束者，即

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縱使總統係由人民直選，惟其民主正當性仍

為人民所賦予，故總統行使之行政權，基於行政與人民為對等地位的

法臣服者（gleichgeordnete Rechtsunterworfene），行政代表國家與私人

經由憲法以下之法規範的創設，進而各自擁有不同的權利義務，但不

能說誰之於誰有優越地位8，即總統對於國家主權之論述，需符合普遍

提名權（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
第七條第二項）、任命權（憲法第五十六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等，為憲法上之行政機關。總統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
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負有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之責任。」。

5 張錕盛，<行政法學另一種典範之期待─法律關係理論 >，《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期，
2005年 6月，頁 55。

6 張錕盛，<行政法學另一種典範之期待─法律關係理論 >，《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期，
2005年 6月，頁 55。

7 Hermann Hill, Das hoheitliche Moment im Verwaltungsrecht der Gegenwart, DVBl. 1989, 
S.321(322).

8 F. E. Schnapp, Rechtsverhältnisse in der Leistungsverwaltung, DÖV 1986, S. 8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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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意志，亦不得代替主權者決定國家主權之變更，否則即僭越人民

作為國家主權者之地位。

二、美國臺灣關係法雖為國內法，仍具對臺鞏固民主之效力 

美國臺灣關係法係用以處理對外關係之內國法，由美國國會通過

立法9，原則上僅具有拘束美國政府及國內之效力（國家內部形成法律

如下圖所示），惟美國為世界先進民主國家，其內國法雖僅用以拘束

政府，然臺灣關係法仍課予美國政府對外的積極義務，例如：臺灣關

係法第2條第2項第4款「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 
--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

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同法條第5款「提供防禦性

武器給臺灣人民」及同法條第6款「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

9 美國臺灣關係法第 2條第 1項明文，由於美國總統已終止美國和臺灣統治當局（在 1979
年 1月 1日前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美國國會認為有必要制訂本法。

國家內部形成法律之圖示

憲法

人         民

拘束、形成 拘束

法律
立法部門
（民意代表）

拘束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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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

制度的行動」。

依據民主原則所形成之法律，應具有鞏固民主之內在價值，美國

臺灣關係法課予美國政府維護臺灣現狀及和平的積極義務，在民主原

則的拘束下，對於臺灣民主現狀，美國政府亦有積極鞏固臺灣民主的

義務，當然，在此民主原則的推論下，臺、美的法治都確立「臺灣前

途由臺灣人民決定」。

三、民主正當性的三種傳遞模式

國家行為是否符合民主原則，其實有客觀的檢驗標準，德國學者

即提出民主檢驗的三項標準，亦可用以檢驗當權者對臺灣前途與主權

的定位論述。

（一）制度與功能的民主正當性

憲法本身將立法權、執行權與司法權建構成為各自獨立的功能與

機關（組織意義下的權力分立），此乃制度與功能性的民主正當性之

基礎。因憲法是直接由國民制憲權創設而成立，強調各個國家機關透

過這些功能與組織，國民得以行使源自於國民本身之國家權力。這種

類型的正當性最終歸結的問題在於，像是執行權這樣的權力在民主原

則的要求下，並非一定應服膺於一種全面涵蓋的議會保留或法律保留

之下，或者說並非絕對的否定賦予執行權專屬的進一步決定權限。學

說上所探究的行政保留或執行權保留問題，即是涉及歸屬於組織意義

下執行權的特定任務領域與作用領域範疇。這是因為這些權力（不論

是立法權或是執行權）均是被憲法（具體而言是制憲者）承認為各自

具有民主權威的國家權力行使。10

10 程明修，「民主國原則（一）」，月旦法學教室第18期，2004年4月，頁68。參見黃舒
芃，「我國行政權民主正當性基礎的檢視－以德國公法釋義學對民主正當性概念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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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行政權是依據憲法明文所承認者，其即可藉由憲法取得其

制度與功能的民主正當性。舉例來說，總統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係由

人民透過憲法授予執行權，使其職權行使具有「民主正當性」。

（二）組織與人員的民主正當性

組織與人員的民主正當性，存在於對那些被委託執行國家事務之

公務執行者身上，持續不中斷，並且可以回溯至國民之上之正當性連

結。透過這條正當性鎖鏈，也同時將執行公務者所屬之國家機關加以

民主正當化。此時，一個具體的，同時也是關係到執行公務者個別的

正當性要求，乃是必要的。反之，若僅是一種一般性的規範了執行公

務者之任命之抽象正當性要求，則屬不足。這是必須透過國民或透過

國民所選出之機關對執行公務者個別加以任命的原則。此時，民主正

當性可以直接回溯至國民身上。即使這種任命是透過國民所選出的

議會等具有高度民主正當性媒介者所為之時，形式上雖為一種間接任

命，但與直接任命無異，也是容許的。重要的關鍵應在於，這條正當

性連結不會被一個不具備或者不充分具備民主正當性之中介機關或者

公務執行者加以中斷。換言之，對於個別之執行公務者所為之個人任

命行為必須無間隙的鏈結至作為國家權力擁有者之國民身上。11

舉例而言，臺灣人民透過選舉使總統獲得人民直接之任命，但總

統作為被委託執行國家事務之公務執行者，亦必須持續不中斷，且可

以回溯至國民意志之民主正當性連結。

（三）事物內容的民主正當性

關於事物內容的民主正當性，係強調行政權行使之民主正當性，

必須從其作成行政決定時，能夠將其決定往上回溯並和國民的意志連

為借鏡」，憲政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期，頁74。 
11 程明修，「民主國原則（一）」，月旦法學教室第18期，2004年4月，頁68。參見黃舒

芃，「我國行政權民主正當性基礎的檢視－以德國公法釋義學對民主正當性概念的詮釋
為借鏡」，憲政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期，頁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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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而聯結到國民意志後即藉此證立其民主正當性。換句話說，為了

讓行政決定能夠回溯到普遍的國民意志，行政部門的權力運作因此必

須受到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組成，從而享有直接民主正當性的國會所制

定法律的拘束。由此看來，行政權行使之實質、內容的民主正當性無

非就是以國會中心的正當性為主要訴求，而與傳統上首重的「依法行

政原則」相符。基於此規範約束，所有公共行政部門的行為至少都必

須受到法的監督與支配。從而依法行政不只是法治國原則，並且也是

民主原則底下行政法的核心價值。12而行政機關對於其內部之「行政一

體」原則以及行政對立法負責之民主責任性要求的遵循，足以提供行

政決定完整之回溯普遍國民意志的路徑，從而共同賦予行政權實質、

內容的民主正當性。13

此外，事務與內容的民主正當性透過具有制裁性質的民主責任形

成監控機制。這通常包括對於國家機關實現其所被賦予之任務與權限

行使方式之控制。例如：對於國民代表而言，其所負之責任對象是針

對國民本身。通常是透過代表之任期制度以及反覆的選舉制度直接加

以控制。14若有代表國民之公職行為逾越國民意志，則國民即可依據任

期制度以及反覆的選舉制度免除其職務，以達民主正當性之回溯連

結。

四、民主原則對臺灣前途臺灣人決定及馬總統主張「一中」之拘束

臺灣主權屬於全體臺灣人民，故而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決定，這是

民主原則之當然，因此，不論是總統或立法者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

12 黃舒芃，「我國行政權民主正當性基礎的檢視－以德國公法釋義學對民主正當性概念的
詮釋為借鏡」，憲政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期，頁73。

13 黃舒芃，「我國行政權民主正當性基礎的檢視－以德國公法釋義學對民主正當性概念的
詮釋為借鏡」，憲政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期，頁73。

14 程明修，「民主國原則（一）」，月旦法學教室第18期，2004年4月，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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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必須符合憲法民主原則中制度與功能的民主正當性、組織與人員的

民主正當性、事務與內容的民主正當性，回溯至全體國民之意志，始

能符合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之意旨。

主張「一中」或「一國兩區」，恐使兩千三百萬主權者所在之臺

灣淪為中國的「地區」，惟總統透過人民選舉取得民主正當性，其逕

自主張臺灣主權事項，當需通過民主國原則之檢驗，始認合憲。我國

憲法明文總統作為憲法機關，雖然制度與功能性的民主正當性基礎在

於憲法本身將立法權、執行權與司法權建構成為各自獨立的功能與機

關，故總統可從憲法取得制度與功能性的民主正當性，並得透過人民

選舉取得人民的直接任命，惟總統的職權行使，仍必須符合事務與內

容的民主正當性，回歸普遍的國民意志，才能滿足前開所述民主國原

則之要求。

關於國家主權事項，先進國家認為非僅是「法律保留事項」，要

通過事務與內容的民主正當性檢驗，尚需經全體國民同意，代表國

家之總統始得就「主權變更」對外宣示。學說認為，當公民投票的

標的涉及主權讓渡或變更時，係屬「人民保留（Popularvorbehalt）事

項」，而引用德國憲法學上的「人民保留理論」。該理論認為於「國

民主權」國家，主權者既屬於全體人民，則涉及主權事項，如主權讓

渡或變更，僅能保留給作為主權者的人民自己以公民投票之方式決

定，不能假手其他國家機關代為決定15。

「人民保留理論」之先趨，司法院前大法官許宗力，認為憲法第2
條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憲法第62條規定立法院「代

15 許宗力，憲法與公民投票，憲法與法治國行政，1999年，76-77頁。相同見解，周志
宏，公民投票法與憲法的相關問題，全國律師8卷1期，2004年1月，18頁；陳英鈐，
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臺灣民主1卷2期，2004年6月，76-77頁；周宗憲，國民主
權、參政權與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法的檢討，全國律師8卷1期，2004月1月，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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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由上開兩條文推論出―雖然國家權力的「行

使」委諸民意機關，若為涉及主權「擁有」或本身發生變動的事項，

即非屬於授權之範圍內16，進而須由主權者來做決定。人民保留理論的

基礎在於「社會契約」，有見解即指出：「依照洛克社會契約論對憲

法之理解，當個人由自然狀態進入市民社會時，並未將其個人自由完

全交給政府，政府僅是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範圍內，受人民委託行

使公權力，有統治正當性，進而國家根本主權的移轉或變更並未在委

託之範圍內」17。

基此，依據現代民主法治國之人民保留理論，乃認為主權者之權

利雖然因為憲法之故，化約為各種國家權力，但僅指國家權力之行

使，若涉及權利本身的得喪變更，各種國家權力不應該忽略主權者係

國家擁有者，而自行為之。本文認為，上開見解符合民主法治之世界

潮流，民主原則對於總統主張「一中」或「一國兩區」之拘束，即應

認為總統未經人民公投同意前，逕自宣示「涉及臺灣主權事項」未具

事務與內容之民主正當性，違反民主國原則。簡單的說，國民才是國

家的主人，國家主權的變更，自非總統或立法者可恣意代行，故馬總

統「一中」或「一國兩區」之主張，顯逾越人民授權，欠缺事務與內

容的民主正當性，違反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

參、臺灣前途臺灣人決定，非總統決定

臺灣前途不論統獨，只要涉及主權變動，在民主原則拘束下，只

有臺灣人民有權決定。然而，2012年總統大選，馬英九總統以689萬

張選票勝過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609萬票，順利連任中華民國

16 陳英鈐，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臺灣民主1卷2期，2004年6月，77頁。

17 陳英鈐，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設計，臺灣民主1卷2期，2004年6月，7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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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但有部分媒體將馬總統勝選論述為等於「九二共識」、「一中」

的勝利，混淆了憲法中總統職權與國家主權概念，有刻意誤導社會公

眾之嫌。馬總統雖然獲得689萬張選票當選總統，但依據憲法，人民

賦予馬英九的是「總統」這個憲法機關的民主正當性，而這個民主正

當性並不足以變更「主權」，所謂「九二共識」和「一中」是以「一

個中國」為前提，這將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中華民國，而無法為憲

法所容許。

馬總統在2012年獲得勝選，並不等於九二共識、一國兩區獲得民

主正當性，依據憲法，總統的民主正當性與國家主權的民主正當性的

權源並不一樣，馬英九取得了總統職權的民主正當性，並不當然使得

九二共識、一中取得民主正當性，相反的，馬總統主張的「一中」，

在程序上未獲臺灣主權者的同意，即欠缺事務與內容的民主正當性，

且實體上亦牴觸「防衛性民主」，顯與憲法民主國原則相扞格。

依據現行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換句

話說，涉及主權意涵的九二共識、一中，程序上至少必須經過全體國

民同意，才有民主正當性，而總統在憲法第35條雖然規定，「總統為

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但這只是總統對外代表國家，憲法

並沒有授權總統可以改變國家主權的內涵，總統只取得憲法第四章及

增修條文所授予的權限，要改變國家主權，承認一中或一國兩區，仍

必須經過全體國民同意，這是民主的基本價值，也是臺灣前途臺灣人

決定的法理基礎，也應為美國臺灣關係法「鞏固民主」的內在價值所

維護。

肆、決定臺灣前途，需經公投程序 
現代民主法治國之「人民保留理論」，理論基礎已如前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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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仍針對各類議題辦理公投18。實則，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國家領

土之範圍，即主權者（國民）得以行使主權之範圍，以我國而言，得

以行使公投及總統選舉的兩千三百萬主權者所在的臺澎金馬，為領土

之範圍，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第2條即明文「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全體國

民」，就現狀而言，中華民國即僅止於臺澎金馬，臺灣已然獨立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之外，不受中國之控制，可謂「實質

上」獨立之國家，未來不論是欲和中國合併，或進一步宣示獨立之主

張，皆乃國家的「主權者」，即「人民」可為選擇的事項。

簡言之，現代民主原理，係認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會議員或行政首

長，他們擁有的代表性並不足以代替人民決定攸關國家的「主權事

項」，縱僅屬經濟主權和關稅主權亦同，仍必須經過「直接民主」的

公投程序，始能符合民主憲法之要求。以世界民主國家有關主權事項

之公投為例，許多國家以公投展現主權者對於國家主權事項之最終決

定權，以直接回溯至人民意志，例如瑞士，該國在2000年以公民投票

通過與歐盟間的勞工條約，允許跨界自由流動，此雖屬「經濟主權」

事項，仍是經過人民公投同意。

有關主權統一之公投，包括：2004年4月24日，塞浦路斯也擬透過

全民公投程序完成統一19；以及喀麥隆聯邦共和國在1972年5月20日舉

行公投制訂新憲法，讓喀麥隆成為單一國，以公投完成統一。再以歐

盟為例，多有涉及國家經濟主權、關稅主權之事項，歐洲各個國家針

對歐盟相關議題舉辦數十次公投，包括是否加入歐洲共同體或歐洲聯

盟、以及參與歐元區的運作等等，歐盟各國大多採用公民投票，決定

18 美國各州的公投連署門檻標準高低不一，例如：連署門檻低標準的北達科達州2%，亦
有高標準的懷俄明州15%。參黎家維，公投門檻之跨國比較分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http://www.npf.org.tw/post/3/12335，最後瀏覽日2014年8月2日。

19 李明峻，「土裔、希裔不同心 塞浦路斯統一公投未過」，新臺灣新聞周刊，第423期，
200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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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國家與歐盟的關係，只要攸關國家主權的重大事項，都須交付公

投，以取得國民充分授權，這是民主國家的憲政運作基本原則，政府

沒有迴避的權力。

亦有主權獨立公投，最新案例即為英國首相卡梅倫和蘇格蘭首席

部長薩蒙德在2012年10月15日就蘇格蘭全民獨立公投達成協議，協議

規定，蘇格蘭人於2014年秋季舉行公投，以簡單的「同意」或「不同

意」表態是否脫離英國20，展現英國作為民主國家，係尊重「人民」作

為主權者對國家主權之決定權。

綜上，從實踐「民主」的諸多國際先例來看，凡涉及國家主權或

領土之變更，即「人民保留」事項，政府與政黨不得任意為領土或主

權之變更，此類事項，必須經人民以公投方式複決，才有效力，然馬

政府片面的宣稱「一中」，使得臺灣被世界認為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

領土，明顯是未經法定程序讓渡主權的違憲行為，公然違反憲法的民

主精神，踐踏了臺灣前途臺灣人決定的民主價值。

伍、民主原則下，臺灣前途沒有統一選項

正常民主運作下，不論統獨，都由主權者決定，這是民主原則對

國家行為之拘束，除了依據國家行為之性質所涉事項，決定應否送交

國會審議，抑或是應交付人民公投決定等程序要求，使之獲得民主正

當性，更有實體上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價值拘束，舉例而言：馬政

府就算以公投通過「一國兩區」，但獨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使中

華民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逐漸消逝，亦即，臺灣的「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將逐漸被獨裁中國的「威權政體」所破棄，則縱使經國會審議

20 「蘇格蘭獲准舉行全民獨立公投」，BBC中文網，更新時間 2012年10月16日 ,格林
尼 治 標 準 時 間04:28，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uk/2012/10/121016_scotland_
referendum.shtml，最後瀏覽時間，201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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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公投同意，亦僅能認符合民主原則的程序要求，此時司法作為

民主憲政之守護神，即有義務實質審查該等公投內容，並將之宣告違

憲且無效，以實踐「防衛性民主」21。

美國未曾經歷過民主毀滅民主的慘痛歷史，但臺灣與德國相似的

是，兩國都曾標榜民主，卻曾遭受威權統治，因此德國的「防衛性民

主」概念，係因二次戰前，崇尚自由民主的德意志「威瑪憲法」，竟

讓德國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出了希特勒政權，而終結了既有的「民主

制度」，濫用民族主義的威權政體不但粉碎了國家原有的自由秩序，

且將德國人民帶入二次大戰的無盡浩劫，戰後的德國基本法，基於慘

痛的歷史教訓，為了鞏固「民主」，而對「民主」的行使做了最後的

底限，其目的，就是為了「防衛」民主不受民主敵人或自身之顛覆。

這樣的脈絡下，「防衛性民主」形成了修憲的界線，也成為自由

世界體制內的最後堡壘，作為捍衛民主的法律依據，我國大法官在

釋字第499號解釋中雖未明文「防衛性民主」，卻也引用了「防衛性

民主」之概念，形成我國修憲之界線，該釋字中闡明：「憲法中具

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

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

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

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

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

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

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由此可見，國家行為乃至人民行使

修憲權力，皆不能違背「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保障

人民權利」、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等民主制度之底限，而傷害

21 有關一國兩區牴觸防衛性民主，可參黃帝穎，「一國兩區之法理謬誤」，新世紀智庫論
壇第57期，2012年3月，頁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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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在民主原則的拘束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在法律上沒有

實踐可能，其核心問題即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民主國家，若臺灣

人民承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一個中國，除了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

無存立空間，更將逐步破棄中華民國憲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內

在價值。

一個忘記他悲慘歷史的民族，是可恥的民族，相反的，若能藉由

民族所犯下的錯誤以為警惕，那這個民族是有智慧的，由這個民族所

組成的國家是進步的。新時代的德國人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建立了

「防衛性民主」機制；同樣的，作為新時代的臺灣人民，在走過了一

黨獨大的威權時代，歷經了白色恐怖，應能知曉民主自由的可貴，進

而珍惜民主制度的存在，思考人權與人性尊嚴之永續長存，並實踐釋

字第499號解釋之意旨，建立屬於自身的「民主防衛機制」，在這樣

的價值下，馬政府推動所謂的「一中」，將傷害我國得來不易的民主

自由，牴觸「防衛性民主」，屬無效之違憲行為，亦即，現階段的臺

灣，沒有與中國統一的選項。

陸、結論

全球民主國家遵循民主原則，美國雖然以臺灣關係法之國內法定

位臺美關係，惟美國乃全球先進民主國家之一，其立法精神亦當以民

主價值為核心，此有助於促進臺灣民主發展與民主價值之維護。

依據民主原則的檢驗，臺灣前途與主權應由人民決定，並非總統

可以恣意代行，換言之，馬總統所主張的「一中」或「一國兩區」，

因使國際誤認臺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而發生主權變動或

影響，此逾越了總統的權限，侵犯了臺灣人民決定臺灣前途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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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違反了普世民主精神。

在正常民主的脈絡下，臺灣前途應由臺灣人民決定，尤其是涉及

主權事項，必須經過人民公投決定，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並非

民主國家，我國繼受德國公法，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釋援引了「防

衛性民主」，鞏固了臺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憲政價值，在這樣

的原則下，臺灣人民主的決定，不能選擇「毀滅民主」，因而法律

上沒有與獨裁國家統一的選項，亦即，臺灣前途沒有與中國統一的選

項。

綜前，依據民主原則所形成之法律，應具有鞏固民主之內在價

值，臺灣現行憲法經臺灣人民數次修正，其內在民主價值當然拘束臺

灣政府與人民，而美國臺灣關係法課予美國政府維護臺灣現狀及和平

的積極義務，在民主原則的拘束下，對於臺灣民主現狀，美國政府當

有積極鞏固臺灣民主的義務。基此，在民主原則下，臺、美的法治都

確立「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決定」，臺灣與美國政府依法都應確保臺

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第四篇 臺灣關係法和臺灣前途 429

三、臺灣關係法與臺灣未來

劉敬文（妖西）

長期以來，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實行「非典（型）殖民

體制」，壟斷傳播媒體與義務教育，造成臺灣人民接收到的資訊嚴重

被遮蔽，普遍缺乏對臺灣歷史、國際地位、國安戰略等相關議題的瞭

解。《臺灣關係法》作為美國的國內法，更是因此鮮為人知，特別是

未曾走過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那段歷史的解嚴後世代，在殖民體制仍

存、媒體與教育僅提供片面誤導性資訊的情況下，對於《臺灣關係

法》之於臺灣人民（people on Taiwan）與臺灣前途的重要性，幾乎

毫無所悉。儘管2014年3月18日爆發了震撼全世界的太陽花運動，為

期24天的國會占領行動對解嚴後世代造成廣泛的影響，年輕人開始瞭

解到臺灣正面對著中國併吞的威脅，也開始瞭解許多其他政治、社會

議題背後的歷史與國際政治因素，但，對於《臺灣關係法》的歷史緣

由、與臺灣安全和國際地位的關係，瞭解仍舊相當貧乏。因此，福爾

摩鯊會社（Formoshock）應臺灣人權文化協會之邀請，為促進臺灣年

輕人對《臺灣關係法》有更多的認識，特協力舉辦〈美國臺灣關係法

立法35週年研討會〉，廣邀太陽花運動的青年意見領袖參與，希望藉

此號召更多太陽花世代年輕人，一同來關注《臺灣關係法》以及相關

議題。

太陽花從何而來？

2008年3月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總統選舉中，擊敗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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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勝利，重新取得政權，旋即在年底發生中國特使陳雲林來臺的

國家濫權施暴事件，引發青年學生不滿，發起「野草莓學運」（Wild 
Strawberry Student Movement），進行為期長達兩個月的靜坐抗爭。可

惜的是，透過網路動員出來的年輕群眾，過於鬆散、缺乏組織，內部

共識因此難以凝聚，最終導致了這場學生運動的失敗，馬英九沒有道

歉、當時的行政院長劉兆玄和警政署長王卓鈞也沒有下臺，威權時代

的國安三法遺續〈集遊法〉也未因此修改或廢除。然而，這場失敗的

運動為之後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大埔運動，以及2014年的太陽

花運動，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全國性的野草莓學運感召了一群有志投入社會運動的年輕人，這

群年輕人在野草莓學運結束後，有鑑於鬆散的組織不利運動推展，開

始在全臺各地進行學生與青年組織的組建與串聯工作，奠定了之後包

括太陽花運動在內幾場大規模運動的基礎，讓之後的運動更具組織

性，同時，全國性的串聯也讓這批年輕人更具輿論上的影響力。

以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為例，發起運動的青年學生記取之前

野草莓學運的種種失敗教訓，以更具架構性的組織與串聯，採取與在

野黨合作的模式，成功阻止了蔡衍明併購壹傳媒的企圖，同時也讓劃

時代的〈反媒體壟斷法〉成功通過國會專業委員會的審查，最後順利

在院會通過二讀並交付朝野協商，離立法三讀僅剩「最後一哩路」。

雖然立法的訴求並未完全達成，但為期一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更進一

步擴大了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有更多的年輕人開始覺醒並投身

環保、教育、居住人權等社運領域。其中，有部分轉而投入緊接著的

反服貿運動，並組建了現在許多人熟知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因規訓而溫馴與保守，年輕人也不

例外。年輕人之所以「離經叛道」，在2008年到2012年短短四年內，

發起一波又一波規模越來越大的社會運動，除了行動者與組織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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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理想性外，主要還是因為國民黨執政的無能以及對民主、人權

和公平正義的無知。年輕人失業率始終居高不下、薪資倒退回十五年

前的水準、財團政府勾結炒地皮、土地徵收過程粗暴無視基本人權、

核四爭議、十二年國教爭議、勞保健保瀕臨破產…等等，加遽了臺灣

社會世代間的矛盾，讓年輕人因為自己的未來遭到殘酷的盜取而無比

憤怒，決定站出來走上街頭，奪回理應屬於自己的未來。

社會問題的內部化與歷史感的缺乏

臺灣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讓太陽花世代對未來失去希望感，要求

改革的聲浪四起，短短六年內就發生一波比一波大的社會抗爭。然

而，這整個過程是高度內部化且缺乏歷史感的。所謂「內部化」，是

指包括參與抗爭的人在內，大部分臺灣人將各種社會問題僅視為臺灣

社會的內部問題，因此僅需要透過抗爭、迫使政府與政治人物讓步妥

協，即可達到改革的目的，對於臺灣許多社會問題背後，外於臺灣統

治當局與政治人物的中國因素、國際政治與經濟因素，缺乏完整的認

識。

除了社會問題的內部化，歷史感的缺乏也讓這幾年的社會抗爭被

放在一個素樸的「人民對抗萬惡政府」的信念框架下，忽略了長達五

十年的中華民國非典殖民統治扭曲了無數臺灣人的價值觀，讓臺灣雖

然形式上民主化了二十年，實際上卻仍相當封建、迷信、缺乏公共／

公民意識。研究者與行動者在探討社會問題的原因時，僅關注「近

因」（proximal cause），避談殖民統治階級／社群長期壟斷了經濟與

媒體和教育，避談這樣的不平等和社會問題之間的路徑依賴與歷史累

積關係。

這種偏頗的方法論，導致了社會問題的錯誤歸因，也因此阻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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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實質上給予的政治壓力並不充分，僅只有

公民教育以及組織擴張的效果。此外，對社會問題選擇性的認識，也

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對政治情勢的誤判。以太陽花運動來說，掌握運動

節奏與決策的行動者低估了國民黨通過服貿的堅定意志、高估了占領

國會議場所提供的政治壓力，並未投入心力在醞釀更進一步提高政治

壓力的行動上，讓為期三週的占領行動流於嘉年華會，讓許多期待這

一場運動能有效達成訴求的支持者感覺「白忙了一場」。這些皆和缺

乏歷史感以及將社會問題純然內部化的傾向有關，值得社會改革的支

持者引為借鏡。

住在地球村的臺灣

太陽花運動作為這幾年青年社會運動的集大成，產生了普遍的啟

蒙作用，年輕人開始意識到政府和人民之間本質上的支配與對抗關

係。然而，如前段所述，年輕人雖然對國民黨執政的無能與無知開

始有了瞭解，但大體而言仍是將臺灣社會的諸多問題放在一個內部化

且缺乏歷史感的認識框架下來進行理解，並未注意到「中華民國」此

一政治實體和人人朗朗上口的「臺灣」，兩者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年輕人希望改革，希望解決臺灣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問題，但臺灣實

際上又同時被中華民國統治，每一個臺灣人都手持中華民國政府核發

的身分證、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因此，無形中彷彿中華民國就是臺

灣、臺灣就是中華民國。

然而，從國際地位的角度來看，臺灣和中華民國是完全不同的，

「臺灣」是一個地理名稱、「臺灣人」指涉的是住在臺灣以及周邊島

嶼的人，但「臺灣」並不指涉任何一個政治實體。反觀「中華民國」

的指涉對象是一個政治實體，但普遍不為國際所承認；嚴格來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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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說中華民國政府曾經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其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

表政府，但這樣的承認在中國共產黨贏得戰爭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後，被一致地取消。很多人對於臺灣／中華民國無法見容於國際社會

而感到懊惱不平，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真正讓臺灣無法走入國際的，

正是中華民國，而不是臺灣。

然而，由於臺灣人長期以來被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鎖」在臺

灣，無法從外部置高點真切認識臺灣和中華民國在國際地位上的根

本差異，因此對於為何臺灣無法走入國際社會，缺乏瞭解。另一方

面，國民黨作為正統的中華民國繼授者，為了因應臺灣民主化，透過

教育、媒體混淆中華民國與臺灣的差異，扭曲了臺灣人對「國家」的

認識，讓很多人以為臺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臺灣，將臺灣

變成中華民國的禁臠，綁架了臺灣，逼著臺灣必須跟著中華民國同進

退。

檢視這幾年的社會抗爭，時常人們抗爭的對象是所謂的「惡

法」，因此認為只要把惡法修掉就可以解決問題，忽略了臺灣人遵守

的中華民國法律其整個系統基本上缺乏在地民主的正當性，具有高度

的外來性（也因此讓中華民國體制本上是一種非典型的殖民體制）。

在此觀點下，所有的中華民國憲法以降的法律都是惡法，因為中華民

國憲法本身就缺乏了「臺灣人民自己決定、制訂」的民主要件，中華

民國憲法是從中國移殖過來的，不是臺灣人民經過自決後產生的。

忽視此類根本性的民主憲政體制問題，混沌地把中華民國等同臺

灣，自然看不見中華民國與臺灣人民之間的非典型殖民關係，也因此

看不見埋藏在臺灣社會各個角落歷史結構性的不公平、低估了國民黨

無所不用其極捍衛其統治權威的意志，更造成了我們在面對中國併吞

時，自我放棄了最直接而有效的抵抗武器：臺灣人的主體性。

有些人會用「國家正常化」來談中華民國非典殖民體制和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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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衝突矛盾關係，但這種說法的一個混淆處就是臺灣是一個國家，

只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事實上，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世界上沒有一

個被承認的國家叫臺灣。大家承認的是臺灣人民，不是臺灣國，臺灣

尚未從中華民國非典殖民體制中獨立出來，尚未建國，何來正常化可

言？

美國的《臺灣關係法》其實對這類問題有非常清楚的處理。該法

的主要對象是臺灣人民（people on Taiwan），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它

甚至不使用「中華民國政府」這個詞，而以更有彈性的「臺灣當局」

來處理。這些其實顯示了臺灣獨立建國是存在空間的，而且其實比已

經明確被國際社會廣泛撤銷承認的中華民國，還要有著更大的國際空

間。

一旦我們釐清了中華民國與臺灣之間的關係，我們面對所謂的

「中國因素」，也會更明白應該站在怎樣的立場與態度應對。一般我

們談「中國因素」主要都是針對現在那個中國，那個希望徹底消滅

中華民國、占領臺灣使之成為屬地的中國。由於實然上存在的中華民

國政府和被國際普遍承認為唯一合法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

是「內戰關係」，在此框架下，不管是選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臺灣人都只能扮演被動的一方、臣屬隸屬中國的角色。但如果臺

灣能夠往獨立建國的方向走，那麼面對中國我們的選項就多了一個平

等互惠友好的可能，也較能受到國際社會的保障，現在我們所遭遇的

種種「中國因素」，也能夠在國與國的雙邊架構下，做清楚的定位，

可以開放的開放，不可以開放的就把門關起來。簡言之，臺灣只要頭

上頂著中華民國一天，不只國際社會不可能承認臺灣，中國也不可能

與我們平等的互動，臺灣社會內部也會不斷此事上出現分歧，進而內

耗，因此，擺脫中華民國是太陽花世代重要的使命；唯有如此，臺灣

才可能突破封鎖，成為地球村中合法的自由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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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臺灣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主張1996年後臺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

家，以此作為其在中華民國體制內取得政權的正當性來源。不能否

認，1996的總統直選年是臺灣民主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但這無法證

成臺灣因此就是一個國家，更無法證成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具有類似人格的一致性需求。中華民國

創立於1911年，首都是南京，而當時的臺灣則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

下，一直到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戰敗流亡到臺灣前，臺灣人的國籍

是日本。主張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由臺灣人民選出，從此中華民國就

是臺灣，臺灣因此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說法基本上無視一個

國家的歷史延續與一致性。要不，是將那一年視為是中華民國政府在

臺灣正式結束統治，臺灣獨立建國的元年，要不，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以流亡的形式，透過民主選舉繼續殖民臺灣人。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

家，不會因為一次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就因此「人格改變」，更不可能

結合另一個主體、另一個人格，因此成為一個新的個體叫臺灣。中華

民國就是中華民國，他要不活著，要不死去。在國際上他其實已經視

同死亡，因此他在臺灣實質上的統治，類似「活屍」。活屍只能是一

個過渡狀態，臺灣人終究需要對此有一個清楚的定位與處理。

把1996年視為臺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主張還有另一個問題，就

是無法妥善處理2012年的再次政黨輪替。表面上堅持傳承中華民國正

統，尊蔣拜孫的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臺灣的主體性也在各項政策的

推動過程中，漸漸不見了。如果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要如何

解釋國民黨的重新執政？是臺灣的人／國格從結合到又分裂回臺灣與

中華民國嗎？又，如果說把國民黨重新執政放在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

國家的前提下，那我們要如何針對過去國民黨的種種殘暴惡行進行平

反？轉型正義要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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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講，國民黨應該根本不具備參與臺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的選舉的資格，因為他並未跟過去的法西斯歷史做一個清楚的切割，

更沒有為過去違反人權的作為負起任何責任。如果臺灣是一個這麼不

具理想性地容納一個法西斯政黨參與政治，那非常可悲，因為這樣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實和它之前的中華民國根本無二致。當初既然

主張臺灣要獨立、要建國，為的當然就是建立一個更公義而美好的國

家，不是嗎？如果新建立的是一個跟之前其實一樣的國家，不是很不

合理嗎？

所以，合理的答案是，臺灣並非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尚未

從中華民國非典殖民體制中獨立出來，更尚未建立新的國家。民進黨

執政也只是中華民國的繼授政權，遵守的是中華民國終統憲法以降的

所有缺乏民主正當性的法律，扮演的是內部殖民者的角色。

切斷魂結，解放臺灣

從美國的《臺灣關係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臺灣未來的清楚

選項，就是獨立建國。美國人事實上保留了這樣的空間，即使他一貫

的說法是不支持臺灣獨立，但，我們不該忽略，美國人從未表達反對

臺灣住民自決。

臺灣人必須認清與中華民國以及中國的關係，切斷殖民的魂結，

將臺灣從被宰制的百年歷史中解放出來，做自己的主人。

歷史總是不斷重複，唯有人民覺醒、團結奮起，才可能獲得自主

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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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致美國眾議院感謝函
尊敬的Ed. Royce主席及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諸位眾議員女士及先生們

埃德 ·羅伊斯，加州，主席 
(Ed Royce, California, Chairman)

克里斯 ·史密斯，新澤西
(Chris Smith, New Jersey)

伊萊亞娜羅斯 -萊赫蒂寧，佛羅里達州
(Ileana Ros-Lehtinen, Florida)

佛羅里達州史蒂夫 •夏波，俄亥俄
(Steve Chabot, Ohio)

蘭迪 ·韋伯，德州
(Randy Weber, Texas)

斯科特 ·佩里，賓夕法尼亞   
(Scott Perry, Pennsylvania)

艾略特恩格爾，紐約
(Eliot Engel, New York)

布拉德 ·謝爾曼，加州
(Brad Sherman, California)

埃尼法列歐馬瓦埃加，美屬薩摩亞  
(Eni Faleomavaega, American Samoa)

艾倫 •洛文塔爾，加州
(Alan Lowenthal, California)

加州、格里康諾利，維吉尼亞州  
(Gerry Connolly, Virginia)

艾倫 .葛雷森，佛羅里達
(Alan Grayson, Florida)

我們臺灣人權文化協會，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感謝Ed. Royce 主席

您所領導的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於2014年3月14日所召開的臺灣關係法35
週年「對臺灣關係法的承諾」聽證會和3月25日無異議通過的H.R.494號決議

案。聽證會中提到貴委員會對貴國國務院官員的幾點希望和對臺灣治理當局

之一些要求。顯示出深為臺灣人民所尊敬的主席和委員們，您們在TRA架構

下，對臺灣事務的瞭解和關心，值得臺灣人民的尊敬和感謝。以下您們所提

到的一些關於臺灣迫切需求的講話。臺灣人民將永遠記得您們對現正處於弱

勢臺灣的正義關懷。

主席埃德 · 羅伊斯（Ed. Royce）您說到「……上個月……到臺南親眼看

到作為臺灣空軍骨幹的戰鬥機部隊，首先起用於1965年。這個事實明確提醒

我們臺灣需要持續的支持，以維持臺灣的威懾；在這方面，我不情願地認為

我們沒有做到足夠滿足臺灣關係法的精神，我們美國應可以做得更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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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必須銷售防禦性武器給臺灣，我們應積極努力支持臺灣，保持並擴大

臺灣其外交空間也是一樣重要的，…做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我強烈要求美

國政府支持讓臺灣加入TPP……」 「臺灣加入TPP將允許它參加其他國際貿易

協定……」

恩格爾（Eliot Engel）委員您說到：「我是臺灣的一大支持者，在冷戰

結束後，臺灣從獨裁威權主義演變到亞洲最強的民主制度改變了從一個完全

基於共同利益的美臺關係，到一個基於共同價值觀的關係……到目前，臺灣

已經直選總統5次……這個給北京一個明確的訊息，中國和臺灣的任何變化

不能由中國來決定。」

夏波（Steve Chabot）委員：謝謝您對臺灣人總統陳水扁的長篇溢於言表

的關心，我們臺灣人認為馬政權對陳水扁以偏頗不公的司法程序做的司法審

判是一種蓄意對臺灣人的羞辱。您也提到讓陳水扁「…我相信如謝爾曼先生

所提到的：保外就醫是一個合於邏輯的辦法…至少在他有生之年，他可以回

家！」

謝爾曼您提到：「臺灣自己也需要檢討，臺灣每年只動用約110億美金

在它的防禦……上帝賜給我們太平洋在中國和我們之間，而臺灣只有臺灣海

峽，…所以我們應該願意賣給他們這些工具，而他們應該願意花錢購買這些

工具。」

恩格爾（Eliot Engel）委員說到「……我們關心臺灣要如何保持他的F16
機隊，美國空軍提出不給CAPE計劃資助的決定，是一個不合宜的決策，我

實在不懂，每當我們談涉到臺灣時，好像有一種暗流隨著時間移動，我們則

使出渾身解數，儘量不要惹煩北京政權的敏感性；坦率地說，對這我感到厭

煩！我們不應該為了北京而犧牲我們與臺灣的良好關係及友誼。」

萊赫常寧（Ileana Ros-Lehtinen）委員說道：「我不相信臺灣人民會有同

感，我不認為他們會覺得我們有維持臺灣關係法—美國對臺灣外交政策的

基石的原則—它承諾了很多，而我覺得臺灣人民認為我們沒有屨行這些任

務……」；又說道：「國務院、奧巴馬政府的對臺政策是什麼？除了不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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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謝爾曼（Brad Sherman）委員的發言讓我們感謝您對臺灣人總統陳水扁

的人道關懷，您也提到建議臺灣人民要強化對自己國土的防衛決心！應提高

現行5%加值稅率讓和歐洲盟友的防衛資金水準一樣……」

史密斯（Chris Smith）委員您提到：「我想問，美國我們不該有一中一

臺政策嗎？」 「TRA第2條指出〝要有助於誰護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穩

定、本法的制定是必要的，如果臺灣受到中國的控制，美國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可以充分意識到這個轉變……對東西盟國、日本、韓國有毀滅性的影

響。」

洛文塔爾（Alan Lowenthal）委員您提到：「臺灣是TPP一部分的重要

性！」

康諾利（Gerry Connolly）委員您提到「美國在2001年初步同意出售柴油

潛水艇給臺灣；13年後的今天，有什麼進展？」「……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可有包括臺灣？」

韋伯（Randy Weber）委員說道：「…夏威夷有一個軍事演習，北京有

被邀請，臺灣沒有，為什麼？」

佩里（Scott Perry）委員您也談到了臺灣加入TPP問題的關心和中國劃定

防空識別區（ADIZ）對臺灣影響之問題表示了關切。

最後主席埃德 · 羅伊斯（Ed. Royce）的閉幕詞說到： 「正如你可以看到，

我們兩黨都為臺灣巨大的支持。我真誠地希望，當局能以更積極的態度站在

臺灣的立場，包括與臺灣合作，以便它可以加入TPP。在未來十年，亞太地

區將要見證顯著的增長，以及經濟的繁榮。既然美國之定位也在環太平洋地

區內，所以，這個委員會會非常認真地把握這樣的機會，使美國也有顯著的

增長，以及經濟的繁榮。作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我指定亞太地區為這個委

員會的首要任務。我們對待一項任務。所以我期待著，就這個問題和其他問

題，與白宮政府密切合作。」

另外由主席埃德 · 羅伊斯（Ed. Royce）和恩格爾（Eliot Engel）先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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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5日提出的眾議院494號決議案（H.R.494）肯定臺灣關係法重要

性的會議中，艾倫．格雷森（Alan Grayson ）（民主黨）的發言「……我們

應該支持，我們也應該繼續支持臺灣人成為自由和獨立的國家的渴望，使臺

灣不被它的隔壁的大中國併吞，也不會成為中國一部分！臺灣兩千多萬人口

擁有和中國不同的一個獨立文化，有它獨特的歷史；被日本占領了半世紀，

臺灣根本是不同的，並承認他們自己和比他大100倍的鄰居根本是不同的！

因此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支持他們自決的渴望，我們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

代一樣，那時我們已經這樣做了，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這麼做；臺灣是有可

能成為自由和獨立的，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且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這樣

做。」您這段發言真正道出了臺灣世世代代人民成為自由和獨立國家的深層

的集體願望。

美國國會臺灣的朋友眾議員女士及先生們：您們在聽證會中和494決議

案中的珍貴發言，我們已將您們的發言內容全部翻譯成中文並且全面印成書

本並上傳YouTube。Po在許多網站，儘量散播到所有可能的傳播媒體上。讓

臺灣人民瞭解你們對臺灣人民真誠正義的關懷。本次我們幾個臺灣人民團體

邀請了一些專家、學者、智庫研究員、媒體工作者，擴大舉辦『美國臺灣關

係法35週年研討會』；來回應您們3月14日所舉辦的聽證會證言。一天的研

討會我們全部250個席次的七成座位邀請了臺灣太陽花運動的青年學生們，

這些學生在臺灣關係法成立生效時都尚未出生，我們要讓所有臺灣人民尤其

年輕一輩的人瞭解：當中國試圖配合臺灣內部某些中國人要併吞臺灣，而發

起任何和平或非和平的手段對付臺灣時，全世界大概只有美國【the State of 
God 】人民會對正拿起武器，奮戰中的臺灣人民伸出援手；因為有貴國制定

的臺灣關係法的存在。臺灣人民將不斷地督促臺灣治理當局加強國防預算，

臺灣人民將不斷鼓舞自己人民投入軍事學校、部隊服務，以展示堅強捍衛自

我領土、家園之決心。

期望有機會能邀請我們尊貴主席及委員們來臺灣和我們一起交流、切

磋、討論；經由臺灣人民和美國國會議員間的直接對話，展現我們最真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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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和您們對臺灣人民的關懷，同時表現出臺灣人民對您們的感謝和敬意！

最後

敬祝  埃德．羅伊斯（Ed.Royce）主席及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諸位眾議

員女士及先生們

政躬康泰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理事長 謝錫安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理事長 楊憲宏

201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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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pected Chairman Ed. Royce and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1. Ed Royce, 
California, 
Chairman

2. Chris Smith, New 
Jersey

3. Ileana Ros-Lehtinen, 
Florida

4. Steve Chabot, 
Ohio

5. Randy Weber, Texas 6. Scott Perry, 
Pennsylvania

7. Eliot Engel, New 
York

8. Brad Sherman, 
California

9. Eni Faleomavaega, 
American Samoa

10. Alan Lowenthal, 
California

11. Gerry Connolly, 
Virginia

12. Alan Grayson, Florida

Both Taiwan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Taiwan Association 
for China Human Rights would like to send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Chairman and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for convening the hearing entitled “the Promis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n March 14, 2014 and unanimously passing the resolution 
H.R. 494.  In the hearing,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tated their 
expectation i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ir request for Taiwan authorities.  It 
clearly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most respected Chairman and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have strong understanding and caring Taiwan affairs under the structure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We sincerely respect and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Taiwan.  The Taiwanese will forever remember your justice concern 
in connection with disadvantaged Taiwan by those remarks you stated below on 
the instant attention for Taiwan.

Chairman Ed Royce:
“…last month…traveled to Tainan to see first hand, the fleet of fighter jets 

that serves as the backbone of the Taiwanese air force.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batch 
of these jets entered into service in 1965 is a stark reminder that Taiwan needs 
continuous support in order to maintain deterre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n 
this front, I reluctantly submit that we are not doing enough to meet the spirit of 
the TRA. We need to do more here in the U.S. And just as necessary is the defense 
sales are to Taiwan,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the US actively support Taiw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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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its diplomatic spac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I strongly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support Taiwan’s inclusion in 
TPP.”  “Taiwan’s inclusion in TPP will allow it to join other trade agreements…”

Mr. Engel: 
“I am a big supporter of Taiwan…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aiwan’s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one of the strongest democratic 
systems in Asia, has transformed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from one based 
solely on shared interest to one based on shared values.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now held five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s a clear sign of political maturity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frankly a signal to Beijing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cannot be imposed by the mainland.”

Thank Mr. Chabot for his deep caring about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Chen 
Shui Bian.  We think that Ma regime’s unjustly judicial trial against Chen Shui 
Bian is premeditated humiliation to the Taiwanese. You also mentions to let Chen 
Shui Bian.. “I believe as Mr. Sherman remarked that humanitarian parole is a logic 
way…at least in his remaining years to go home.”

Mr. Sherman:
“Taiwan needs to act as well; Taiwan spends less than $11 billion on its 

defense…God blessed us with the Pacific Oceans separating us from China; 
Taiwan only has the Taiwan Straits. On a percentage of GDP basis, Taiwan only 
roughly spends half of what we do. So we should be willing to sell them the tools, 
and they should be willing to spend the money to buy these tools.”

Mr. Engel:
“…I am concerned about Taiwan being able to maintain their fleet of F16s, 

and certainly, the decision that the USAF made not to fund the CAPES program 
was a poor decision—it just makes no sense to me whatsoever.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there is a sort of undercurrent that we feel over time. We bend over 
backwards to try not to upse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eijing regime. And frankly it 
irks me.  Not that I don’t wish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Beijing—we should—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our relations with Taiwan, or not at the expense of our 
friendship wit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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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Ros-Lehtinen: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share those sentiments. I don’t 

think they see us as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US’s foreign policy related to Taiwan, which is the TRA. It promises a lot, and I 
think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think that we haven’t fulfilled those missions…”  
“What is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Taiwan—
other than don’t make China mad?”  

Mr. Sherman:
“Thank you for your humanitarian caring for ex-President Mr. Chen.  You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Taiwanese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fensive determination 
of their own land.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value added tax or other taxes at the 
rate of our European allies who we also push to pay for their own defense…”

Mr. Smith:
“But shouldn’t we have a One-China, One-Taiwan polic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ection 2 points out that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is necessary to 
help maintain th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 if Taiwan were to come under PRC control, and do we 
fully realize that such a shift would have devastating implications for… and allies 
of East Asia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Mr. Lowenthal: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being a part of the TPP.”
Mr. Connolly:
“United States, in 2001, tentatively agreed to sell diesel submarines to 

Taiwan. Thirteen years later, where are we in the submarine sale?”  “…Any 
considerations to include Taiwan, for example, in RIMPAC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Mr. Weber:
“…So there is going to be some exercises over Hawaii. Beijing was invited; 

Taiwan was not. Why?” 
Mr. Perry aslo remarks that his concern regarding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TPP and the impact on Taiwan of the PRC’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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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Z).”
Closing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Ed Royce: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tremendous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and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take a more proactive stance on 
Taiwan, including working with Taiwan so that it can join the TPP.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going to witness a significant growth in economics and prosperity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positioning the US, we are, after all, all on the Pacific 
Rim, with this opportunity is a task that we take very seriously on this committee. 
And as the Chairman of this committee, I’ve mad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top 
priority, so I look forwar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is and 
other issues.

In addition, the Chairman Ed Royce and Mr. Engel submitted the H. Res. 494 
resolutio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f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on March 25, 2014.  In the meeting, Mr. Alan Grayson 
(Florida) stated, “we should support,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desire 
of the Taiwanese to be a free and separate state—not being part of—or absorbed 
by the larger country, its neighbor, China.  There are 20 million plus Taiwanese 
who have a separate culture, in many cases, separate language.  It certainly has 
a separate history, having been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for over a half of a 
century. The Taiwanese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nd recognize themselves 
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ir larger, in fact, 100 times larger neighbor.  
Therefore, we can, and should support their desire for self-determination.  We’ve 
done so going back to the 1940s, and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o do so.  It is 
possible for Taiwan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make that 
happen. And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o do so.”  Your remarks really point out 
the profoundly common hope of the Taiwanese generations.  

We hav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your precious remarks in both the hearing 
and the HR 494 resolution with a view to make the Taiwanese understand your 
sincere and justice caring by making copies, uploading to Youtube, posting on 
many websites and spreading to as many viable media as possible.  In this US 
TRA 35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we have invited experts, scholars,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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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k researchers, and media workers to respond to the hearing you convened on 
March 14.  Those youths, not born in the year when TRA was effective, starting 
the Sunflower movement are also invited.  We will let the Taiwanese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when China intents to conspire with some people in Taiwan to try 
to annex Taiwan through any peaceful or non-peaceful means, there is probably 
only the US 【the State of God 】 in the whole world will help Taiwan while the 
Taiwanese have fought bravely with weap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RA enacted by 
the US.  The Taiwanese will continuously urge the 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ies to 
increase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and encourage the Taiwan’s youths to attend the 
military schools and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determination 
of defending their homeland.   

We hope to invite our respected Chairman and committee members to 
discuss and exchange views in the near future.  Through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S. Congressmen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not only the Taiwanese 
can express their appreciation and respect but also the U.S. Congressmen can show 
their friendship and care for the Taiwanese.  

Sincerely yours,
Shi-An Hsieh
Chairman of Taiwan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Hsien-Hung Yang
Chairman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China Human Rights

September 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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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美國臺灣關係法全部條文

21 January 1, 1979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An Act 

To help maintain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o 
promot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uthoriz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hort Title 

Section 1.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Findings and Declaration of Policy 

Section. 2. 

1. The President- having terminated government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the Congress finds that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i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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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help maintain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2. to promot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uthoriz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2. It is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extensive, close, and friendly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as well as the people on the China mainland and all 
other people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 

2. to declare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rea are in the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matters of in-

ternational concern; 

3. to make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cisio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
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ts upon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future of Taiwan will be determined by peaceful means; 

4. to consider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by other than 
peaceful means, including by boycotts or embargoes, a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 and of grave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5. to provide Taiwan with arms of a defensive character; and 

6. to maintain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ist any resort to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that would jeopardize the security,   or the so-
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附錄二　美國臺灣關係法全部條文 449

3.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Act shall contravene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the approximately 
eighteen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aiwan. The pre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the people on Taiwan are hereby reaffirmed as obj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with Regard to Taiwan 

Section. 3. 

1. In furtherance of the policy set forth in section 2 of this Ac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available to Taiwan such defense articles and defense services in such 
quantity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2.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shall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quantity of such 
defense articles and services based solely upon their judgment of the needs of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established by law. Such determination of 
Taiwan’s defense needs shall include review b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3. The President is directed to inform the Congress promptly of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r the so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any danger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ising therefrom.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shall determine, in accordance with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appropriate 
a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any such danger. 

Application of Law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e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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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r recogni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Taiwan in the manner that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with respect to Taiwan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2. The application of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shall include, but sha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Whenev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fer or relate to foreign coun-
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tities, such terms shall 
include and such laws shall apply with such respect to Taiwan. 

2. Whenever authorized by or pursuant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duct or carry out programs, transactions, or other relations with 
respect to 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
tities, the President or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authorized to conduct and carry ou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6 of this 
Act, such programs, transactions, and other relations with respect to Tai-
wa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contracts with commercial entities on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3. 

1. 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recognition with respect to Tai-
wan shall not abrogate, infringe, modify, deny, or otherwise affect in any 
way any rights or oblig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ose involv-
ing contracts, debts, or property interests of any kind)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tofore or hereafter acquired by or with respect t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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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all purposes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ctions 
in any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not affect in any way the ownership of or other rights or 
interests in propertie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nd other things of value, 
owned or held on or prior to December 31, 1978, or thereafter acquired 
or earned by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4. When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ends  upon 
the law that is or was applicable on Taiwan or compliance  therewith, 
the law applied by the people on Taiwan shall be  considered the appli-
cable law for that purpose. 

5. Nothing in this Act, nor the facts of the President’s action in extending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ttendant cir-
cumstances thereto, shall be construed in any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proceeding as a basis for any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ency, com-
mission, or department to make a finding of fact or determination of law, 
under the 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an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t of 1978, to deny an export license application or to revoke an exist-
ing export license for nuclear exports to Taiwan. 

6. For purposes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aiwan may be 
treated in the manner specifi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section 202(b) of 
that Act. 

7. The capacity of Taiwan to sue and be sued in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not be abrogated, 
infringed, modified, denied, or otherwis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the ab-
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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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o requirement, whe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mainten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r rec-
ognition shall be applicabl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3. For all purposes, including actions in any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gress approves the continuation in force of all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cluding multilateral conventions, entered into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and in force between them on 
December 31, 1978, unless and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4. Nothing in this Act may be construed as a basis for supporting the exclusion 
or expulsion of Taiwan from continued membership in an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Section. 5. 

1. During the three-year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Act, 
the $1,000 per capita income restriction in insurance, clause (2) of the second 
undesignated paragraph of section 231 of the reinsuranc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 shall not restrict the activities of the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provide any insurance, reinsurance, loans, 
or guaranties with respect to investment projects on Taiwan. 

2.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in issuing insurance, 
reinsurance, loans, or guaranties with respect to investment projects on Taiwan, 
the Overseas Private Insurance Corporation shall apply the same criteria as those 
applicab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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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 

Section. 6. 

1. Programs, transactions, and other relations conducted or carried out by the 
President or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Taiwan 
shall,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directed by the President, be conducted and 
carried out by or through-- 

1.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2. such comparable successor nongovermental entity as the President may 
designate, (hereafter in this Act referred to as the “Institute”). 

2. Whenever the President or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authorized or required by or pursuant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enter into, 
perform, enforce, or have in force an agreement or transaction relative to Taiwan, 
such agreement or transaction shall be entered into, performed, and enforce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directed by the President, by or through the Institute. 

3. To the extent that any law, rule, regulation, or ordinance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of any State or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in which the Institute 
is incorporated or doing business, impedes or otherwise interferes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e pursuant to this Act; such law, rule, 
regulation, or ordinan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preempted by this Act. 

Services by the Institute to United States Citizens on Taiwan 

Sec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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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Institute may authorize any of its employees on Taiwan-- 

to administer to or take from any person an oath, affirmation, 
affidavit, or deposition, and to perform any notarial act which any notary public is 
required or authorized by law to perform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as provisional conservator of the personal estates of deceased 
United States citizens; and 

to assist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United States persons by 
performing other acts such as are authorized to be performe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for consular purposes by such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President may 
specify. 

2. Acts performed by authorized employees of the Institute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valid, and of like force and effec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f performed by 
any other person author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erform such 
acts. 

Tax Exempt Status of the Institute 

Section. 8. 

1. The Institute, its property, and its income are exempt from all taxation now or 
hereafter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section 11(a)(3) of 
this Act requires the imposition of taxes imposed under chapter 21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54, relating to the 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 or by 
State or local taxing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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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purposes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54, the Institute shall be treated 
as an organization described in sections 170(b)(1)(A), 170(c), 2055(a), 2106(a)(2)
(A),, 2522(a), and 2522(b). 

FURNISHING PROPERTY AND SERVICES TO AND OBTAINING 
SERVICES FROM THE INSTITUTE 

Section. 9. 

1.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authorized to sell, loan, or 
lease property (including interests therein) to, and to perform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unctions and services for the operations of, the Institute up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President may direct. Reimbursements to agencies 
under this subsection shall be credited to the current applicable appropriation of 
the agency concerned. 

2.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authorized to acquire and accept 
services from the Institute up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President may 
direct. Whenever the President determines it to be in furtherance of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the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by such agencies from the Institute may 
be effected without regard to such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mally applicable 
to the acquisition of services by such agencies as the President may specify by 
Executive order. 

3.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king funds available to the 
Institut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shall make arrangements with the Institute 
for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access to the; books and 
records of the Institut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audit the operations of th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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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strumentality 

Section. 10. 

1. Whenever the President or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authorized or required by or pursuant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ender or 
provide to or to receive or accept from Taiwan, any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assurance, undertaking, or other action, such action shall,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directed by the President, be rendered or Provided to, or received or 
accepted from, an instrumentality established by Taiwan which the President 
determines has the necessary authority under the laws applied by the people 
on Taiwan to provide assurances and take other actions on behalf of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2. The President is requested to extend to the instrumentality established by 
Taiwan the same number of offices and complement of personnel as were 
previously ope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recognized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3. Upon the granting by Taiwan of comparabl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Institute and its appropriate personnel, the President is authorized to 
extend with respect to the Taiwan instrumentality and its appropriate; personnel, 
such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ubject to appropriate conditions and obliga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ir functions.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Personnel for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Section. 11. 

1. 



附錄二　美國臺灣關係法全部條文 457

1. Under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President may direct,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y separate from Government 

service for a specified period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at agency who 
accepts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2. An officer or employee separated by an agency under paragraph (1) of 
this subsection for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shall be entitled upon 
termination of such employment to reemployment or reinstatement with 
such agency (or a successor agency) in an appropriate position with the 
attendant rights, privileges, and benefits with the officer or employee 
would have had or acquired had he or she not been so separated, subject 
to such time period and other conditions as the President may prescribe. 

3. An officer or employee entitled to reemployment or reinstatement rights 
under paragraph (2) of this subsection shall, while continuously em-
ployed by the Institute with no break in continuity of service,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any benefit program in which such officer or employee was 
participating prior to employment by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programs 
for compensation for job-related death, injury, or illness; programs for 
health and life insurance; programs for annual, sick, and other statutory 
leave; and programs for retirement under any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that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shall be the basis for participation in such program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employee deductions and employer contributions, as required, in 
payment for such participation for the period of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are currently deposited in the program’s or system’s fund or 
depository. Death or retirement of any such officer or employee during 
approved service with the Institute and prior to reemployment or rein-
state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a death in or retirement from Government 
service for purposes of any employee or survivor benefits acquired by 
reason of service with an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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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an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ho entered into service with the Institute on  
 approved leave of absence without pay prior to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shall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this section for the period of
 such service. 

2. Any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mploying alien personnel on 
Taiwan may transfer such personnel, with accrued allowances, benefits, and 
rights, to the Institute without a break in service for purposes of retirement and 
other benefits, including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any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retirement of employees in which the alien was 
participating prior to the transfer to the Institute, except that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shall be creditable for retirement purpose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employee deductions and employer contributions.. as required, in payment for 
such participation for the period of employment with the Institute, are currently 
deposited in the system’ s fund or depository. 

3. Employees of the Institute shall not be employe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representing the Institute, shall be exempt from section 207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4. 

1. For purposes of sections 911 and 913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54, amounts paid by the Institute to its employees shall not be 
treated as earned income. Amounts received by employees of the In-
stitute shall not be included in gross income, and shall be exempt from 
tax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equivalent to amounts received by 
civilian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llowances and benefits which are exempt from taxation under section 
912 of such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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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cept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subsection (a)(3) of this section, service 
performed in the employ of the Institute shall not constitute employment 
for purposes of chapter 21 of such Code and title II of the Social Secu-
rity Act. 

Reporting Requirement 

Section. 12. 

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ll transmit to the Congress the text of any agreement 
to which the Institute is a party. However, any such agreement the immediate 
public disclosure of which would, in the opinion of the President, be prejudicial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not be so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but shall be trans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Senate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der an appropriate injunction of secrecy to be removed only upon due notice 
from the President. 

2. For purposes of subsection (a), the term “agreement” includes- 

1. any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Institute and the governing au-
thorities on Taiwan or the instrumentality established by Taiwan; and 

2. any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Institute and an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3. Agreements and transactions made or to be made by or through the Institut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review, and approval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as if such agreements and transactions were made 
by or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which the 
Institute is 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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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uring the two-year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Ac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ll transmit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Foreign Relations the 
Senate, every six months, a report describing and reviewing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noting any interference with normal 
commercial relations.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ction. 13. 

The President is authorized to prescribe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he may deem 
appropriate to carry out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During the three-year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effective date speaker of this Act,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all 
be transmitted promptly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Senate. Such action shall not, however, 
relieve the Institut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placed upon it by this Act.’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Section. 14. 

1.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Senate, and other appropriate committees 
of the Congress shall monitor-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2. the operation and procedures of the Institute; 

2. the leg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continu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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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ing secu-
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2. Such committees shall report, as appropriate, to their respective Houses on the 
results of their monitoring. 

Definitions 

Section. 15. For purposes of this Act- 

1. the term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any statute, rule, regula-
tion, ordinance, order, or judicial rule of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and 

2. the term “Taiwan” includes, as the context may require,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corpora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and associations created or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applied on those islands, and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recog-
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and any successor governing authorities (including political subdi-
visions, agencies, and instrumentalities thereof). 

Authorization of Appriations 

Section. 16. 

In addition to funds otherwise available to carry ou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there are authorized to be appropriate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fiscal year 
1980 such fund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uch provisions. Such funds are 
authorized to remain available until expended. 

Severability of Provisions 



462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Section. 17.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ct or the application thereof to any person or circumstance 
is held invalid, the remainder of the Ac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provision to 
any other person or circumstance shall not be affected thereby. 

Effective Date 

Section. 18. 

This Act shall be effective as of January 1, 1979. Approved April 10,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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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關係法
（本譯文僅供參考，引用請以原始英文條文為依歸）

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

人民與在臺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並為

其他目的。

簡稱

第一條：本法律可稱為「臺灣關係法」

政策的判定及聲明

第二條： 
一、 由於美國總統已終止美國和臺灣統治當局（在1979年1月1日前美

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美國國會認為有必要制訂本

法： 
1. 有助於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及穩定； 
2. 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及臺灣人民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

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的推行。

二、 美國的政策如下： 
1. 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臺灣之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

文化及其他各  種關係；並且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

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間的同種關係； 
2. 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

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 
3. 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

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 
4.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 -- 包括使用經濟

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

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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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民； 
6. 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

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三、 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臺灣地

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玆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

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美國對臺灣政策的實行

第三條： 
一、 為了推行本法第二條所明訂的政策，美國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量足

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

二、 美國總統和國會將依據他們對臺灣防衛需要的判斷，遵照法定程

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數量。對臺灣防衛需

要的判斷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議時的檢討報告。

三、 指示總統如遇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因而危及

美國利益時，應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決定美

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四、 法律的適用和國際協定

第四條： 
一、 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將不影嚮美國法律對臺灣的適用，美國法律將

繼續對臺灣適用，就像1979年1月1日之前，美國法律對臺灣適用的

情形一樣。

二、 前項所訂美國法律之適用，包括下述情形，但不限於下述情形： 
1. 當美國法律中提及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或與之有關之

時，這些字樣應包括臺灣在內，而且這些法律應對臺灣適用； 
2.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規定，美國與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所進

行或實施各項方案、交往或其他關係，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機構

獲准，依據本法第六條規定，遵照美國法律同樣與臺灣人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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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施上述各項方案、交往或其他關係（包括和臺灣的商業機構

締約，為美國提供服務）。

三、 
1. 美國對臺灣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並不消除、剝奪、修改、拒絕

或影響以前或此後臺灣依據美國法律所獲得的任何權利及義務

（包括因契約、債務關係及財產權益而發生的權利及義務）。

2. 為了各項法律目的，包括在美國法院的訴訟在內，美國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之舉，不應影響臺灣統治當局在1978年12月31日

之前取得或特有的有體財產或無體財產的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和

利益，也不影響臺灣當局在該日之後所取得的財產。

當適用美國法律需引據遵照臺灣現行或舊有法律，則臺灣人民所適

用的法律應被引據遵照。

不論本法律任何條款，或是美國總統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承認之舉、或是臺灣人民和美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美國對臺灣缺

乏承認、以及此等相關情勢，均不得被美國政府各部門解釋為，依

照1954年原子能法及1978年防止核子擴散法，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

決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時，得以拒絕對臺灣的核子輸出申請，或是撤

銷已核准的輸出許可證。

至於移民及國籍法方面，應根據該法202項（b）款規定對待臺灣。

臺灣依據美國法律在美國法院中起訴或應訴的能力，不應由於欠缺

外交關係或承認，而被消除、剝奪、修改、拒絕或影響。

美國法律中有關維持外交關係或承認的規定，不論明示或默示，均

不應對臺灣適用。

四、 為了各種目的，包括在美國法院中的訴訟在內，國會同意美國和

（美國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當局所締結的一

切條約和國際協定（包括多國公約），至1978年12月31日仍然有效

者，將繼續維持效力，直至依法終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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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法律任何條款均不得被解釋為，美國贊成把臺灣排除或驅逐出任

何國際金融機構或其他國際組織。

六、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保證公司

第五條： 
1. 當本法律生效後三年之內，1961年援外法案231項第2段第2款所訂

國民平均所得一千美元限制。將不限制美國海外私人投資保證公

司活動，其可決定是否對美國私人在臺投資計畫提供保險、再保

險、貸款或保證。

2. 除了本條（A.）項另有規定外，美國海外私人投資保證公司在對

美國私人在臺投資計畫提供保險、再保險、貸款或保證時，應適

用對世界其他地區相同的標準。

3. 

美國在臺協會

第六條： 
一、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與臺灣人民進行實施的各項方案、交往

或其他關係，應在總統指示的方式或範圍內，經由或透過下述機構

來進行實施： 
1. 美國在臺協會，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此亞特區法律而成立的一個非

營利法人： 
2. 總統所指示成立，繼承上述協會的非政府機構。（以下將簡稱

「美國在臺協會」為「該協會」。） 
二、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依據法律授權或要求，與臺灣達成、進

行或實施協定或交往安排時，此等協定或交往安排應依美國總統指

示的方式或範圍，經由或透過該協會達成、進行或實施。

三、 該協會設立或執行業務所依據的哥倫比亞特區、各州或地方政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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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法律、規章、命令，阻撓或妨礙該協會依據本法律執行業務

時，此等法律、規章、命令的效力應次於本法律。

該協會對在臺美國公民所提供的服務

第七條： 
一、 該協會得授權在臺雇員： 

1. 執行美國法律所規定授權之公證人業務，以採錄證詞，並從事公

證業務： 
2. 擔任已故美國公民之遺產臨時保管人： 
3. 根據美國總統指示，依照美國法律之規定，執行領事所獲授權執

行之其他業務，以協助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

二、 該協會雇員獲得授權執行之行為有效力，並在美國境內具有相同效

力，如同其他人獲得授權執行此種行為一樣。

該協會的免稅地位

第八條：該協會、該協會的財產及收入，均免受美國聯邦、各州或地方稅務

當局目前或嗣後一切課稅。

對該協會提供財產及服務、以及從該協會獨得之財產及服務

第九條 
1. 美國政府各部門可依總統所指定條件，出售、借貸或租賃財產

（包括財產利益）給該協會，或提供行政和技術支援和服務，供

該協會執行業務。此等機構提供上述服務之報酬，應列入各機構

所獲預算之內。

2. 美國政府各部門得依總統指示的條件，獲得該協會的服務。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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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認為，為了實施本法律的宗旨有必要時，可由總統頒布行政命

令，使政府各部門獲得上述服務，而不顧上述部門通常獲得上述

服務時，所應適用的法律。

3. 依本法律提供經費給該協會的美國政府各部門，應和該協會達成

安排，讓美國政府主計長得查閱該協會的帳冊記錄，並有機會查

核該協會經費動用情形。

臺灣機構

第十條： 
1.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向臺灣提

供，或由臺灣接受任何服務、連絡、保證、承諾等事項，應在總

統指定的方式及範圍內，向臺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述事項，或由

這一機構接受上述事項。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依臺灣人民適用的

法律而具有必需之權力者，可依據本法案代表臺灣提供保證及採

取其他行動者。

2. 要求總統給予臺灣設立的機構相同數目的辨事處及規定的全體人

數，這是指與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當局

在美國設立的辦事處及人員相同而言。

3. 根據臺灣給予美國在臺協會及其適當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總統

已獲授權給予臺灣機構及其適當人員有效履行其功能所需的此種

特權及豁免權（要視適當的情況及義務而定）。

公務人員離職受雇於協會

第十一條：

一、  
1. 依據總統可能指示的條件及情況，任何美國政府機構可在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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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使接受服務於美國在臺協會的任何機構職員或雇員脫離

政府職務。

2. 任何根據上述（1.）節情況離開該機構而服務於該協會的任何職員

或雇員，有權在終止於協會的服務時，以適當的地位重新為原機

構（或接替的機構）雇用或復職，該職員或雇員並保有如果末在

總統指示的期間及其他情況下離職所應獲得的附帶權利、特權及

福利。

3. 在上述（2.）項中有權重新被雇用或復職的職員或雇員，在繼續不

斷為該協會服務期間，應可繼續參加未受雇於該協會之前所參加

的任何福利計劃，其中包括因公殉職、負傷或患病的補償；衛生

計劃及人壽保險；年度休假、病假、及其他例假計劃；美國法律

下任何制度的退休安排。此種職員或雇員如果在為該協會服務期

間，及重為原機構雇用或復職之前死亡或退休，應視為在公職上

死亡或退休。

4. 任何美國政府機構的職員或雇員，在本法案生效前享准保留原職

而停薪情況進入該協會者，在服務期間將獲受本條之下的各項福

利。

二、 美國政府任何機構在臺灣雇用外國人員者，可將此種人員調往該協

會，要自然增加其津貼、福利及權利，並不得中斷其服務，以免影

響退休及其他福利，其中包括繼續參加調往該協會前，法律規定的

退休制度。

三、 該協會的雇用人員不是美國政府的雇用的人員，其在代表該協會

時，免於受美國法典第18條207項之約束。

四、 　 

1. 依據一九五四年美國國內稅法911及913項，該協會所付予雇用人

員之薪水將不視為薪資所得。該協會雇用人員所獲之薪水應予免

稅，其程度與美國政府的文職人員情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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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前述（A.）（3.）所述範圍，受雇該協會所作的服務，將不構

成社會安全法第二條所述之受雇目的。

有關報告之規定

第十二條： 
一、 國務卿應將該協會為其中一造的任何協定內容全文送交國會。但

是，如果總統認為立即公開透露協定內容會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則此種協定不應送交國會，而應在適當的保密命令下，送交參院及

眾院的外交委員會，僅於總統發出適當通知時才得解除機密。

二、 為了（A.）段所述的目的，「協定」一詞包括 
三、 該協會與臺灣的治理當局或臺灣設立之機構所達成的任何協定； 
四、 該協會與美國各機構達成的任何協定。

五、 經由該協會所達成的協定及交易，應接受同樣的國會批准、審查、

及認可，如同這些協定是經由美國各機構達成一樣，該協會是代表

美國政府行事。

六、 在本法案生效之日起的兩年期間，國務卿應每六個月向眾院議長及

參院外交委員會提出一分報告，描述及檢討與臺灣的經濟關係，尤

其是對正常經濟關係的任何干預。

規則與章程

第十三條：授權總統規定適於執行本法案各項目的的規則與章程。在本法案

生效之日起三年期間，此種規則與章程應立即送交眾院議長及參院外交委員

會。然而，此種規則章程不得解除本法案所賦予該協會的責任。

國會監督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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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眾院外交委員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及國會其他適當的委員會將監

督： 
1. 本法案各條款的執行； 
2. 該協會的作業及程序； 
3. 美國與臺灣繼續維持關係的法律及技術事項； 
4. 有關東亞安全及合作的美國政策的執行。

二、 這些委員會將適當地向參院或眾院報告監督的結果。

定義

第十五條：

為本法案的目的 
一、 「美國法律」一詞，包括美國任何法規、規則、章程、法令、命

令、美國及其政治分支機構的司法程序法； 
二、 「臺灣」一詞將視情況需要，包括臺灣及澎湖列島，這些島上的人

民、公司及根據適用於這些島嶼的法律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及

機構，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以

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包括政治分支機構、機構等）。

撥款之授權

第十六條：除了執行本法案各條款另外獲得的經費外，本法案授權國務卿在

1980會計年度撥用執行本法案所需的經費。此等經費已獲授權保留運用，直

到用盡為止。

條款效力

第十七條：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或條款對任何人或任何情況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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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則本法案的其他部分，以及此種條款適用於其他個人或情況的情形，並不受影

響。

生效日期

第十八條：本法案應於1979年1月1日生效。



附錄三　美國眾議院 2014/3/14 針對臺灣關係法召開 證會紀實 473

附錄三 美國眾議院針對臺灣關係法召開證會紀實

時間：2014年3月14日

Kin Moy--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金莫伊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 Ed Royce, California, Chairman (113th) 埃德 · 羅伊斯，加州，主席

• Chris Smith, New Jersey克里斯 · 史密斯，新澤西

• Ileana Ros-Lehtinen, Florida, former Chairwoman (112th) 伊萊亞娜羅斯 - 
萊赫蒂寧，佛羅里達州，原董事長(第112號)

• Steve Chabot, Ohio史蒂夫 • 夏波，俄亥俄 
• Randy Weber, Texas 蘭迪 · 韋伯，德州共和黨

• Scott Perry, Pennsylvania斯科特 · 佩里，賓夕法尼亞

• Eliot Engel, New York, Ranking Member艾略特恩格爾，美國眾議員(民主

黨)紐約，排名會員

• Brad Sherman, California布拉德 · 謝爾曼，美國加州

• Eni Faleomavaega, American Samoa (Democrat) 埃尼法列歐馬瓦埃加，美

屬薩摩亞(  民主黨)
• Alan Lowenthal, California democrat 艾倫 • 洛文塔爾，加州民主黨

• Gerry Connolly, Virginia 格里康諾利，維吉尼亞州 (民主黨)

開場白 Opening Statements
羅伊斯 (加州，主席 ; 共和黨 ) (Mr. Royce)

Hearing on the promise of TRA. It’s been 35 years, for that period of time, 
TRA has served as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ince the act came into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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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79, there have been few other pieces of foreign policy legislation as 
consequential as the TRA. Indeed, it is the steadfast support of the US Congress 
that has helped Taiwan to be the way it is today: a thriving modern society that 
strongly supports human rights, strongly supports rule of law, the free market. 
The purpose of today’s hearing is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enough to fulfill the promise of the TRA.

對臺灣關係法所承諾的聽證會。35年來，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和中華民

國，臺灣之間的重要關係的法律框架。從該法案生效於1979年起，只有少數

其他外交政策的法規，比臺灣關係法更有影響力。事實上，這是由於美國國

會堅定的支持，使今天的臺灣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現代社會，一個堅決支持

人權，法治和自由的市場。今天聽證會的目的，是要考慮政府是否做得足夠

來履行臺灣關係法的承諾。

America’s support for Taiwan is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t is vital that 
we speak with one voice, when it comes to our support for Taiwan.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one of the Committee’s top legislative priorities. In 
fact, I have led two bipartisan delegations to Taipei within the last 13 months.

美國對臺灣的支持，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最重要的是，我

們對臺灣的支持要有一致性。加強與臺灣的關係是此委員會立法的首要任務

之一。事實上，過去13個月內，我已經帶領了兩次兩黨代表團去臺北。

Last year, our delegation trip included a visit to Taiwan’s WWII era submarines 
based near Kaohsiung.  And in just last month, the committee delegation of eight 
members of Congress traveled to Tainan to see first hand, the fleet of fighter jets 
that serves as the backbone of the Taiwanese air force.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batch 
of these jets entered into service in 1965 is a stark reminder that Taiwan needs 
continuous support in order to maintain deterre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去年，我們的代表團行程，包括參觀位於臺灣高雄二戰時期的潛艇基

地。而剛剛上個月，美國國會的八名成員委員會代表團前往臺南，親眼看到

作為臺灣空軍骨幹的戰鬥機機隊。這批飛機首先起用時是1965年，這個事實

明確的提醒我們，臺灣需要持續的支持，以維持臺海的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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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front, I reluctantly submit that we are not doing enough to meet the 
spirit of the TRA. We need to do more here in the U.S. And just as necessary is 
the defense sales are to Taiwan,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the US actively support 
Taiwan’s effort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its diplomatic space. When it comes to 
matters of public safety or public health, the U.S. must do its utmost to ensure 
that Taiwan has a seat at the table. For this reason, I authored the legislation that 
was signed into law, to help Taiwan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last year.

在這方面，我不情願地認為我們沒有做到足夠滿足臺灣關係法的精神。

我們美國應該可以做更多。我們不只有必要銷售防禦性武器給臺灣，我們應

積極努力支持臺灣，保持並擴大臺灣其外交空間也是一樣重要。當涉及到公

眾安全或公眾健康的問題上，美國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確保臺灣擁有一席之

地。出於這個原因，我去年撰寫的簽署，現已成為法律，來協助臺灣參與國

際民間航空組織。

Taiwan’s absence from ICAO prevents it from obtaining air safety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The recent disappearance of the Malaysian aircraf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in the aviation field. As a result of my legislation, 
Taiwan has finally been able to have a seat in ICAO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6.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Free Trade Agreement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hat we must not overlook.

臺灣若缺席於國際民航組織，會阻止它獲得航空安全信息的實時性。最

近馬來西亞飛機的失踪，顯示了航空領域合作的重要性。由於我所提上述的

法律的結果，臺灣終於在1976年來，第一次在國際民航組織裡有一個席位。

讓臺灣參與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自由貿易協定，是一個我們不可忽視的重要

機會。

By working to include Taiwan in a high quality,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the US will be helping to preserve Taiwan’s ability to do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 
The events unfolding in the Ukraine remind us of the strategic weakness of relying 
on one major trading partner. I understan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ill 



476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soon announce its intention to seek membership in TPP.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I strongly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support Taiwan’s inclusion in 
TPP. America’s consumers and exporters would benefit.

靠著合作，使臺灣能夠參加高品質，多邊貿易的協議，美國將幫助臺

灣，維護它具有行使國際業務的能力。烏克蘭的事件提醒我們，依靠一個主

要貿易夥伴的戰略弱點。據我所知，臺灣政府將很快宣布它打算爭取加入

TPP的意向。作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我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讓臺灣納入

TPP。美國的消費者和出口商將會受益。

The story of Taiwan is really a story abou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rinding 
poverty of the post war era, to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to a thriving multi- party 
democracy, the investment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made in Taiwan has more 
than paid off. Today 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in a region of the world 
that still yearns for freedom. The good people of Taiwan have also been a part of 
American’s own success story, with many Taiwanese-Americans participating as 
leaders of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and leaders of their own community.

臺灣的故事，實在是一個關於改造的故事。從極度貧困的戰後時代，到

一個軍事獨裁政權，到一個欣欣向榮的多黨民主，美國人民在臺灣的投資已

見成效。今天，臺灣的民主是一個仍然渴望成為自由世界地區的燈塔。良好

的臺灣人一直也是美國自己的成功故事: 許多企業的領導者，政府機關和社

區的領袖都是臺灣裔的美國人。

As we acknowledge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TRA, let us come together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Our actions will directly 
impact the future of Taiwan and our strategic and economic standing in the critical 
Asia-Pacific region. 

當我們紀念臺灣關係法35週年，讓我們一起支持和加強美臺關係，我們

的動作將直接影響臺灣的未來，以及我們在亞太地區關鍵的的戰略和經濟地

位。

恩格爾 （紐約 ; 民主黨） （Mr. Engel）
I am a big supporter of Taiwan, and have traveled there many times.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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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being with [Royce] last year. I want to agree with everything you just said 
about Taiwan. Next month marks the 35 anniversary of the TRA, the Act passed 
in 1979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It’s been 
instrumental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aiwan Strait and in East 
Asia, and serves as official basi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我是臺灣的一大支持者，並去過那裡很多次，最近一次是去年。我很同

意你剛才說的臺灣的一切。下個月是臺灣關係法設法35週年，這個於1979年

通過的法案就是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的基石。它有助於維護海峽兩岸及東亞地

區之和平與安全，並作為美國和臺灣之間的友誼與合作的官方依據。

I am proud to be a lead sponsor with you, Mr. Chairman, on H.R.494, which 
we have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of TRA three decades after its 
adoption. Taiwan is a flourishing, multi-party democracy of over 23 million people 
with a vibrant free market economy. It is a leading trade partner of US, along with 
bigger countries like Brazil and India.

我很自豪地能和你，主席先生，成為H.R.494的主要發起人之一。這是

我們都認為臺灣關係法通過三十年之後的重要性和相關性。臺灣是超過兩千

三百萬人口，是蓬勃發展多黨民主之國家，擁有一個充滿活力自由的市場經

濟。它跟巴西和印度等大國，都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

Over the past 60 years,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Taiwan’s development into a robust and lively democracy underpins 
the strong US-Taiwan friendship we enjoy today.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as initially defined by a shared strategic purpose of stopping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aiwan’s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one of the strongest democratic systems in Asia, has 
transformed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from one based solely on shared interest 
to one based on shared values. 

在過去的60年中，美臺關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臺灣發展成為一個

強大和生動的民主，並鞏固我們今天所享有的美臺友誼。我們與臺灣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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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最初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的一個共同戰略目標。在冷戰結束

後，臺灣從獨裁主義演變到亞洲最強的民主制度，改變了從一個完全基於共

同利益的美臺關係到一個基於共同價值觀的關係。

One of the main obligations of the US under the TRA is to make available to 
Taiwan defensive arms so that Taiwan is able to maintain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Despite the improvement 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eijing’s military buildup opposite Taiwan is 
continuing and the balance of cross-strait military forces continue to shift toward 
China’s favor.

美國在臺灣關係法下的主要義務之一，就是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讓

臺灣能夠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儘管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有了改善，北京仍然進行反臺的軍事，而兩岸的軍力平衡繼續轉利於中國。

I encoura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ongress in meeting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e TRA, and to provide Taiwan with defensive weapons 
it requires. In that light,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decision of the US Air 
Force not to fund the so called CAPES program （Combat Avionics Programmed 
Extension Suite） in next year’s budget that would have upgraded the avionics 
system of the F16 fighter jets including of about 150 of Taiwan’s F16s. The 
Taiwan Defense Ministry now faces the tough decision of how to move forward 
about the upgrade of its fighters at a reasonable cost, an upgrade that it desperately 
needs.

我鼓勵美國政府與國會密切合作，以滿足臺灣關係法的義務，且提供臺

灣需要的防禦性武器。鑑於這個情況，我對美國空軍不在明年的預算中 （所

謂的短斗篷程序） 將已升級的F16戰鬥機，包括關於臺灣150架的F16航電系

統提供資金的這項決定甚為很擔心。臺灣國防部現在面臨著艱難的決定—要

如何進行它迫切的需要，以合理的成本，將其戰機的升級。

I hope our witness will be able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is issue, and on 
our way forward for Taiwan and US.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last 60 years has demonstrated that a state can be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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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and thoroughly Chinese. Taiwan’s example is an inspiration for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linger under the control of one 
person or one party.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now held five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s a clear sign of political maturity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frankly a 
signal to Beijing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cannot be 
imposed by the mainland.

我希望我們的見證能夠提供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線索，並使臺灣及美國

一同向前進。臺灣過去60多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已經證明了一個

徹底中國化的國家，可以是現代化及民主化的。臺灣的例子可以用來啟發亞

洲及世界其他被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控制下的國家。到目前，臺灣已經直選總

統五次。這個事實明確的證明臺灣有成熟的政治，也是給北京的一個明確的

的 息：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關係任何變化，不能由中國來決定。

For many years I have been a staunch supporter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 
will continue to lead efforts here in Congress to demonstrate continued US support 
for Taiwan. I think it is a moral obligation for the US to defend Taiwan and to be 
in support of and stand with Taiwan. 

多年來，我一直是臺灣人民的堅定支持者，我將繼續在美國國會努力，

展現美國對臺灣的繼續支持。我認為保衛臺灣，並支持和站在臺灣的立場，

是美國應有的道德義務。

夏波 （俄亥 ; 共和黨） （Mr. Chabot）
I was pleased to join you in traveling to Taiwan a couple of weeks ago, and 

I think we had a productive trip and certainly in meeting with several of the top 
officials, especially President Ma. I know my colleague and I were very happy 
with our warm reception and the many courtesies…

我很高興和你一起在幾個星期前前往臺灣，我認為我們的訪問是很有收

穫，尤其是會晤了一些高級官員和馬總統。我知道我的同事和我都非常喜歡

他們給我們的熱情接待........
As one of the original founding co-chairs of the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I am, of course, a strong supporter of a strong US-Taiwan allianc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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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democracy, is a loyal friend and ally, and it deserves to be treated as such by 
the US Government. As we commemorate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RA this year, 
it’s only appropriate that we strive to move even closer to the policy objectives set 
out in that landmark piece of legislation, chief among which, is the principle that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remised on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future of Taiwan would be determined by peaceful means. 

我是原來創始美國國會臺灣小組的共同主席之一，當然，我也是一個美

臺同盟的堅定支持者。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和盟友，值

得美國政府如此對待。當我們紀念臺灣關係法35週年，我們努力追求這具有

指標性法律的政策目標是理所當然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我們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關係的原則，是期待將來會用和平的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

For over 30 decades, the TRA has served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US-Taiwan 
relations. Along with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of 1979, the TRA has 
played an indispensible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Eastern 
Asian Pacific region. Taiwan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1979. It has conducted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omething that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back in 
1979. These open and vigorously contested electoral campaigns testified the values 
of pluralism, transparency and the rule of law, shared by our two nations that 
deeply rooted in Taiwanese society.  

在過去的30年來，臺灣關係法是美臺關係的基石。連同著雷根總統1979
年的六項保證，臺灣關係法扮演了維持東亞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不可或缺

的一個角色。自1979年以來，臺灣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臺灣的人民今已

舉行了總統直選，這在1979年是無法想像之事。這些開放和積極抗辯之競

選，證實多元化、透明他和法治化是我們兩國所共享，已深深紮根於臺灣社

會的價值觀。

At the same time, the threat of military aggression posed by the PRC to 
Taiwan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over the years.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Congress 
back in 1995, China had a couple hundreds of missiles, and… there are now 1,600 
short, mid-range ballistic missile [pointed a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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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這多年來中國對臺灣的軍事侵略的威脅已成倍增長。當我

1995年第一次來到美國國會時，中國有數百枚導彈對準著臺灣，而..........現
在有1,600短中程彈道導彈對準臺灣。

謝爾曼 （加州 ; 民主黨） （Mr. Sherman） 
… I remember Mr. Chabot leading us in our effort to seek the release on 

humanitarian parol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Mr. Chen. I don’t think we can 
conclude one way or the other about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there. But 
certainly given his poor health, given his service to the country, and given the 
unifying effect this would have, I’d hoped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press for the 
humanitarian treatment and release of Mr. Chen. I think that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provide Taiwan for the tools to defend itself. But Taiwan needs to act as well; 
Taiwan spends less than $11 billion on its defense; less than 1/5th per capita what 
we Americans do. And God blessed us with the Pacific Oceans separating us from 
China; Taiwan only has the Taiwan Straits. On a percentage of GDP basis, Taiwan 
only roughly spends half of what we do. So we should be willing to sell them the 
tools, and they should be willing to spend the money to buy these tools.

我記得夏波先生努力領導我們請求對前總統，陳先生的人道主義假釋釋

放。我不認為我們可以能得出任何有關司法認定的結論。但由於他身體不

好，又由於他執政時勞務全國各地，這一切共同的功效，我希望我們會繼續

爭取對陳先生的人道待遇和釋放。（另一方面），我認為，我們提供給臺灣

自衛的工具是很重要的事。但臺灣自己也需要檢討: 臺灣每年只動用約 $110
億 美金在它的防禦；這是不到我們美國人人均的五分之一。上帝賜給我們

太平洋在中國和我們的中間，而臺灣只有臺灣海峽。對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

為基準，臺灣所花的只有大約我們的一半。所以我們應該願意賣給他們這些

工具，而他們應該願意花錢購買這些工具。

I am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reduction in the reserve requirements imposed 
on the young people in Taiwan for military service. Finally, I disagree slightly 
with the Chairman— I do want to see Taiwan involved in the trade negotiations so 
long as America is out of those negotiations until those times when we revamp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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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 trade policy which has given the largest trade deficit in the history in the life 
of the planet.

我也關心對臺灣年輕人後備軍人服兵役要求的降低。最後，雖然我我希

望看到臺灣參與貿易談判，但我稍微不同意主席所說的，就是我認為當我們

改造我們自己的貿易政策—歷年來此星球上最大的貿易赤字—以後，美國自

己已在這談判外時，臺灣就可參與貿易談判。

莫伊 （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 （Kin Moy） 
I am grateful to appear today to share news about the strength, substance 

and success of our unofficial US-Taiwan relationship. I wish to thank you, Mr. 
Chairman,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strong interest in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Your commitment was evidenced by the large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you led last month to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you noted earlier in your 
remarks, April 10th marks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TRA. The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ur robust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n the last 35 years has been 
greatly fostered by the framework that the Congress has established in the TRA. 
The US-Taiwan relations are grouted in history and our shared values, and our 
common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aintaining and deepening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S’s rebalance to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我很感謝讓我今天能出席，來分享有關我們非官方的美臺關係的實力，

內容和成就的消息。我要感謝您，主席先生，您的領導和您對（臺灣）地區

的繁榮與穩定的強烈興趣。您上個月帶領了龐大的國會代表團去臺灣、日本

和韓國，證明了你的貢獻。正如您先前所指出的，4月10日是臺灣關係法創

立35週年。我們所以能與臺灣在過去35年有堅強及韌性的關係和發展，是由

於國會建立的臺灣關係法架構下所促進成的。美臺關係是鞏固在歷史和我們

的共同價值觀，還有我們對民主和人權的熱愛。保持和深化與臺灣的密切關

係是美國要重新平衡化亞太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Throug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we work closely with Taiwan 
authorities i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 security, maintenance of peace acr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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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 is crucial to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out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notified Congress of over $12 billion worth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This is a tangible sign of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we regard Taiwan’s security. We encourage Taiwan to adopt an innovator o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maintain a credible self-defense capacity on an austere 
defense budget an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ter coercion or aggression.

透過美國在臺協會，當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時，我們都與臺灣當局緊密

合作。在安全性方面，維持海峽兩岸和平，使亞太地區穩定和繁榮是至關重

要的。奧巴馬政府已通知國會，我們對臺的軍售超過120億 （$12 billion） 美
元。這是我們對臺灣安全的嚴肅態度的明確信號。我們鼓勵臺灣採取創新的

方法，用一個簡樸的的國防預算，來保持可信的自我防禦能力，並有效的遏

止脅迫或侵略。

In a region experiencing tension, US appreciates Taiwan’s cooperation to 
peacefully resolve disputes and share resources. In the area of economy and 
economic engagement, in 2013, Taiwan was the 16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for US 
goods, and the 8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for the US agricultural, fish, and forestry 
products. In 2012,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aiwan to US stood at approximately 
at $7.9 billion.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is vibrant 
and continues to grow. Last year, we were pleased to hold two large delegations of 
Taiwan business leaders, first at the SelectUSA summit at the end of October, and 
then again in mid November during a visit of Taiwan’s CEOs, led by former Vice-
President Vincent Siew. The Siew delegation brought over $2 billion in new or 
ongoing Taiwa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S. 

在這一個緊張的區域，美國讚賞臺灣的合作，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

共享資源。2013年，在經濟和經濟參與方面，臺灣是全球第16大美國商品

出口市場和第8大美國農業，漁業和林業產品的出口市場。2012年，來自臺

灣，直接到美國的投資約為79億 （$7.9 billion） 美元。我們與臺灣人的商業關

係是充滿活力，也持續增長。去年，我們兩次很高興舉辦的臺灣商業領袖大

型代表團，首先十月底舉行<選擇美國>的高峰會議，然後又在11月中, 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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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文森特蕭（蕭萬長）帶領的臺灣的董事長團，來美訪問。這蕭代表團

帶來了超過20億 （$2 billion） 美元 新的或正在進行的投資。

In March, 2013, we restarted our engagement with Taiwan under our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otherwise known as TIFA after a six year 
hiatus. We have taken note of Taiwan’s intention of formulating a new economic 
reform, demonstrated its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ies in joining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Taiwan, to 
further liberalize its trade and investment measures.

經過六年的沉寂，在2013年的3月，我們重新開始進行我們與臺灣的貿

易與投資框架的協議，另稱為TIFA。我們有注意到臺灣要制定新的經濟改革

的意圖，表明其在加盟區域經濟一體化舉措的意願及能力。美國將繼續鼓勵

臺灣，進一步開放貿易和投資的措施。

International Space for Taiwan 
And as you noted, Mr. Chairman, the area of concern, also, to us is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As a top 20 world economy and a full member of WTO and 
APEC, Taiwan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worldwide. 
Taiwan participates in about 6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hundreds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US supports Taiwan’s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do not require statehood for membership, and we 
suppor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如您一樣，主席先生，我們也關注臺灣的國際空間。作為一個前20名的

世界經濟和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正式成員，臺灣在亞太地區

及全球扮演建設性的角色。臺灣參與約60個國際組織，以及數百個國際非政

府組織。美國支持臺灣加入不需要  以國家身分參加的國際組織，我們支持臺

灣有意義的參與其他國際組織。

We are pleased that since 2009, Taiwan has participated, every year,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as an observer. We welcome Taiwan’s 
particip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ssembly in Montreal 
in 2013 as Guest of the ICAO council president. We support Taiwan’s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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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the future. We also encourage the UN, UN system agenc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increase Taiwan participation in technical or 
expert meetings. 

我們很高興地看到，自2009年以來，臺灣以觀察員的身分，每年參加世

界衛生大會（WHA）。我們歡迎臺灣以理事會主席的訪客的名義參與2013年

在蒙特利爾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大會。我們支持臺灣在未來擴大參與。我們

並且鼓勵聯合國，聯合國系統各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增加臺灣參與有關技術

或專家的會議。

Taiwan’s role as a responsible player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been 
well demonstrated by its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in the region. Taiwan was a quick 
and generous donor of supplies and funding after the 2011 triple disaster in 
Japan, and after last November’s Typhoon Haiyan of the Philippines. In short, 
Taiwan [is] a stable and capable friend in the region, contributing to peace and 
security. Finally, Mr.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I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today to highlight th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tie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to 
underscore substance of the successes of our cooperative effor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unofficial relations. Taiwan has earned a respected place in the world. Every 
society wishes dignity for itself, and people on Taiwan are no exception. Thanks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eople of goodwil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 Taiwan 
have a firm founda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robust relationship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our peoples）.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團員，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角色，已經通過它在該地區

的救災工作充分證明。臺灣在2011年當日本的三合一災難 （地震、海嘯、核電

意外）以及去年十一月菲律賓的颱風海燕發生後，是物資和資金的快速和慷

慨的捐助者。總之，臺灣（是我們）在該地區穩定和具有能力來促進和平與

安全的朋友。最後，主席先生和委員會的成員，我再次感謝你們讓我今天有

機會出席，來強調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之間關係的強度和耐久性，以及我們

因非官方關係架構內開展合作的成功結果，臺灣贏得了在世界上受尊敬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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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每個社會都希望有本身的尊嚴，而臺灣的人民也不例外。由於臺灣關係

法，在美國與臺灣的善意人士能有堅實的基礎，進一步加強我們強大的關係。

Questions and Answer Session
羅伊斯 （加州，主席 ; 共和黨 ） （Mr. Royce）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is disappointing to me. I often speak on the phone to 
the Assistant Director Danny Russell, and I believe that he intended to be here 
to testify........But time after tim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has talked to me about, for whatever reason, the 
Administration pulls the witnesses. And I know it is not the lack of engagement on 
the part of Danny Russell. We’ve talked to him repeatedly about the issues.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here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when Eliot 
Engel and I make these request, or when Subcommittee Chairman Chabot on the 
Asian Pacific Subcommittee with Mr. Faleomavaega [make the request], for some 
reason, the witnesses are always canceled.

有一件事實在令我人失望。我常和副理事長丹尼 · 羅素通電話，而我相

信他有打算來這裡作證。但是一次又一次，而這一點亞太（地區）的小組委員

會已經跟我提起，不知為什麼，當局把證人移掉。我知道丹尼羅素是沒有參

與這的。我們已經多次跟他提起有關這的問題。不知是不是我們與國務院有

什麼關係，但是當艾略特恩格爾和我提出這些要求，或當亞太小組委員會會

長夏博及法列歐馬瓦埃加先生提出要求時，出於某種原因，證人總是取消。

What we want to talk about is Asian policies. As far as I know, Danny Russell 
and I are in concurrence on a lot of these issues. But I don’t know about further up in 
the Administration. So when I ask questions, for some rea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 I a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now, for example, as I mentioned in my opening 
statement,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aiwan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Does the US Government support Taiwan’s inclusion in the TPP? That’s 
my question to you. Can you speak on behalf of the Administration here?

我們要談談什麼是亞洲的政策。據我所知，丹尼 · 羅素和我是同意了很

多這些問題。但我不知道[羅素的]上司的看法是如何。所以，當我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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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美國國務院……（自己打斷）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例如，正如我在開幕發言中提到的，我堅信臺灣應包括在TPP裡。美國政府

可支持臺灣納入TPP嗎？這是我給你的問題。你能代表政府說話嗎？

莫伊

Thank you very much. I do appreciate your comments and I did have a chance 
to speak to Danny Russell before coming up, and he wanted me to pass on his 
regrets and appreciation for setting up this meeting. I can say that, from our part,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nything preventing us from talking about Taiwan issues 
here. 

非常感謝。我很感謝您的意見，我確實在上來之前有和丹尼 · 羅素談

過，他要我轉達他的遺憾和讚賞你設立本次會議。我可以說，從我們的看

法，我不認為有什麼事會使我們無法在這裡談論臺灣問題。

羅伊斯

It’s not just Taiwan. If Subcommittee Chairman Chabot was not equally 
concerned and disappointed about it, has he not brought it up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ere yesterday, I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brought it up. But it’s just a pattern 
that, at this point, to us,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is vitally important. We spend a 
lot of time on this issue, and we want the Administration to be equally engaged 
on this. （So if you will carry that information back.） But again, particularly given 
Taiwan’s almost singular reliance on cross strait trade, does the US government 
support the inclusion of Taiwan in the TPP?

這不只是臺灣。如果不是小組委員會主席夏波同樣關注和失望，昨天在

這裡跟國務卿提起，我也許就不會提出來了。但它只是一種模式，在這一點

上，對我們來說，亞洲太平洋地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

問題上，我們希望當局可以平等參與。……但同樣的，特別是考慮到臺灣對

兩岸貿易的幾乎單一的依賴，美國政府可有支持臺灣納入TPP嗎?

莫伊

I will relay your concerns to my colleagues. It certainly isn’t a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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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our commitment to a strong US-Taiwan unofficial relations. In fact, I think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cord, and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story to tell about 
that. With regard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PP, we welcome Taiwan’s interest in it. 
We’ve heard from them very recently about their interest. We also welcome （and 
I think that you met with President Ma Ing-Jeou on your recent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President Ma’s] steps to liberalize Taiwan’s economy.

我會把您的問題傳給我的同事。這當然不是我們對一個堅強的美臺非官

方關係的承諾聲明。事實上，我認為我們有一個非常堅強的記錄，我認為我

們有一個很好的故事。至於你對TPP的問題，我們歡迎臺灣對TPP的興趣。

我們最近已經從他們聽到他們對TPP的興趣。我們也歡迎… （馬總統）放寬

臺灣經濟。

As you know, we are in ongoing negotiations on TPP, and I think what I can 
say about this is that perhaps it is best if we move towards conclusions on those 
negotiations before we discuss additional membership. But I think that we are 
taking a step by step approach here. We have heard from Taiwan as well as others 
about interests in TPP, and we certainly welcome that interest and we are definitely 
willing to consider, along with some countries that approach us most recently. We 
are willing to discuss about TPP in the future.

如你所知，我們和TPP的談判正在進行中，我想我可以說的是，也許我

們最好先結束這些談判，然後再討論其他成員的加入。但我認為，我們正

用一步步的方法在進行。我們已經聽到來自臺灣以及其他對TPP有興趣的國

家，我們當然歡迎他們。我們肯定願意考慮，連同那些最近尋問我們的國

家。我們願意對TPP的未來進行討論。

羅伊斯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PP beyond the important trade-
related benefits, is that the grouping will help shape East Asia’s multi-lateral 
political architecture by firmly anchoring nation states in a binding, legal 
agreement. I want to make certain that Taiwan is part of that agreement. I think 
it’s critical to Taiwan that it be included not only because it’s in one of the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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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20 economies, but also because it is in our own strategic interest, and adding 
Taiwan to TPP will allow it a greater access to other trade agreements with 
Europe, for example. It’s going to serve as a strong symbol of American support, 
and that is why I strongly support this.

在所有和TPP貿易有關的福利裡，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分組將

幫助塑造東亞地區的多邊政治架構，用約束力和法律協議來堅決的固定不

同的國家。我想要確定臺灣會是那協議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對臺灣是至關重

要，不僅因為臺灣擁有世界排名前20名的經濟，但是還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

戰略利益，而且臺灣加入TPP將允許它參與其他貿易協定—例如歐洲。這將

成為擁有美國支持的一個強大的象徵，這就是為什麼我強烈支持這一點。

There is another issue t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and that is the issue about 
the F16 upgrades. Does the US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aiwan’s F16 upgrade 
program?

還有就是我想談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F16的升級問題。請問美國會

繼續投入臺灣的F16升級方案嗎？

莫伊

Back to TPP. What we would encourage Taiwan to do, as you know, TPP is a 
consensus , tight membership. We would encourage Taiwan to raise its interest in 
membership with all of the other parties as well. I know that Congressman Engel 
also raised his concerns about the issue of the CAPE’s program. As I understand, 
the US Air Force’s funding for the CAPE’s program will continue through 2014. 
The US Air Force F-16 program office has determined the lack of US Air Force 
participation beyond the fiscal year 2014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aiwan program. And that all funding can be covered in Taiwan’s current letter 
of offer and acceptance. As a result, potential cuts in the US Air Force’s funding 
program in the CAPE’s program will not negatively impact Taiwan’s F16 retrofit 
program.

回到TPP。你也知道，TPP是一個協商一致的組織。我們將鼓勵臺灣向

其它會員國提出臺灣對加入TPP的興趣。我知道眾議員恩格爾也提出了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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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的計劃問題的擔憂。據我所知，美國空軍為CAPE計劃的資助將持續到

2014年底。美國空軍F-16計劃的辦公室已經算出，就算在2014財政年度後沒

有美國空軍的參與，也不會對臺灣的計劃有任何顯著的影響。而且所有的資

金，都可以包含在臺灣現有的要求提供以及接受的信件中。因此，美國空軍對

CAPE計劃的任何可能資助的削減，將不會產生不利臺灣F16改造方案的影響。

We certainly are committed to the F16 retrofit program.  I think that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nd we certainly had discussions with Taiwan.

我認為我們已經證明我們致力於F16的改造方案，我們當然與臺灣討論

過了。

羅伊斯

It’s discouraging to me and others because many of us here, including myself, 
wrote you and talk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sale of new F16s. So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retrofit. We want to make certain that this goes forward. I would 
suggest the sale of the new F16s would be an easy solution to this. I strongly 
support this.

我和這裡的其他人都有點氣餒。因為我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向你跟

政府提起有關銷售新的F16。而你卻在談論改造F16。我們想要確定這點會進

展。我會建議出售新的F16將會是一個簡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我強烈支

持這樣做。

恩格爾

The Taiwan Defense Ministry now faces a tough decision on how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upgrade of its F16 fighters at a reasonable cost. This is an upgrade 
that it desperately needs. Maybe they will continue it, maybe they won’t. I am 
concerned about Taiwan being able to maintain their fleet of F16s, and certainly, 
the decision that the USAF made not to fund the CAPES program was a poor 
decision— it just makes no sense to me whatsoever.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there is a sort of undercurrent that we feel over time. We bend over backwards to 
try not to upse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eijing regime. And frankly it irks me.

臺灣國防部現在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決定：要如何以合理的成本進行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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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機的升級。這個升級是臺灣迫切需要的。也許他們會繼續下去，也許他

們不會。我很關心臺灣要如何保持他們F16的機隊。當然，美國空軍提出不

給CAPE計劃資助的決定，是一個不宜的決策－我實在不懂。當我們談涉到

臺灣時，好像有一種暗流隨著時間移動。我們使出渾身解數盡量不要惹煩了

北京政權的敏感度。坦率地說，對這我很厭煩。

Not that I don’t wish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Beijing — we should —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our relations with Taiwan, or not at the expense of our 
friendship with Taiwan. So it really irritates me that we make a decision that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our friend Taiwan. Doesn’t seem to be for any good policy 
purpose other than to placate Beijing.

並不是我不希望和北京有不好的關係—反而，我們應該和北京有好的關

係，但是我們不應該為了北京而犧牲我們與臺灣的良好關係及友誼。所以，

當我們做了對我們的臺灣朋友帶來不利影響的決定時，這真的惹惱我。這個

政策似乎除了討好北京以外，並沒有其他任何有利的目的。

莫伊

… I regret that I am not able to speak for my colleagues in the Air Force. I do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and I will relay those to my colleagues. But what I do 
want to do is to strongly emphasize that our improvement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PRC does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n 
fact, I think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right now, is as strong as it ever 
has been. We have often times emphasized that point, that we have an interest in 
strengthening relations with Beijing, but absolutely not at the expense of our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我很遺憾，我不能替我在空軍的同事發言。不過，我理解你的關

切，也會把那些關切轉達給他們。但我想要強調：我們與臺灣的關係不會因

我們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的改善而付出代價。事實上，我認為我們與臺灣的關

係是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強的了。我們常常強調這一點：我們有興趣增強我們

與北京的關係，但絕對不會因此而讓我們與臺灣和臺灣人民之間，非常強固

的關係付出代價。



492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恩格爾

I certainly hope that continues to be the case, because sometimes it appears 
that it’s not really the case. I’ll take your word, but want you to duly note that we 
here at this committee feel strongly about this. What steps is the Administration 
taking to ensure that Taiwan is accorded in an appropriat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HO and ICAO?

我當然希望是這樣子，因為有時候好像不是真的如此。我相信你所說

的，但是我要你正式注意，我們本委員會強烈地感覺這一點。（請問）白宮

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以確保臺灣被給予適當地參與權，可以參與國際組

織，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

莫伊

…As I said in my introductory remarks, it’s an area of primary importance 
to us; it is a priority that the expertise from Taiwan is recognized. There is so 
much professional expertise there, so much knowledge in Taiwan that it deserves 
to be recognized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knowledge, however; it is a matter of dignity too. And we take it very seriously. 
So we do review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You have noted ICAO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a number of other countries. We have supported not just 
Taiwan’s guest participation as it appears as a guest last year at the Assembly, but 
more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ICAO,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technical expertise 
they can bring to those types of meetings. 

正如我在開場白中說，這對我們是第一重要的。讓臺灣的專業知識，被

公認是一個優先事項。他們有如此多的專業知識及學問，臺灣值得被國際組

織認可。這不只是一個關於知識的問題；它也跟尊嚴的問題有關。並且我們

對這點是非常認真的。所以我們檢討可不可以為臺灣擴大（專業名聲）的機

會。你已經注意到國際民航組織，及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合作。我們不只有支

持臺灣以嘉賓的身分參與，像他們去年在（世界衛生）大會一樣，但也支持

與國際民航組織更頻繁的互動，因為他們把很多的技術專長可以帶到這類型

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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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s you noted,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e also look at opportunities 
working on climate change issues, various typ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e 
often consult because there are often times when there are issues where Taiwan has 
a unique ability to revive knowledge, recommendations, imaginative ideas beyond 
just their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we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and we want to 
continue to do that.

但正如你所指出，…我們也期待臺灣可以有機會參與氣候變化問題的討

論。我們經常請教各國際組織，因為有很多問題臺灣都有他們專門解決的一

套，也有知識，建議，和想像力等的想法，我們要利用這一點，並且我們希

望繼續這樣做。

恩格爾

Is the Administration providing Taiwan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it requires 
as required by the TRA, are there defensive systems that Taiwan has requested but 
we have decided not to provide, and if so, what are they? 

政府究竟有沒有按照臺灣關係法提供臺灣所要求的防禦性武器？ 有沒有

什麼臺灣已要求，但我們已決定不提供給他們的防禦系統？如果有的話，它

們是什麼？

莫伊

I am not aware of such systems. But we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RA in 
making available to Taiwan the defense articles and services necessary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We will continue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at. The US Government often review the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I think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cord in this Administration of providing that. 

我不知道這樣的系統。但我們是在遵守臺灣關係法，提供給臺灣必要的

防禦物品和服務，使臺灣保持足夠的自衛能力。我們將繼續遵循這一點。美

國政府經常檢討臺灣的防守能力，我認為我們本屆政府有一個非常強的提供

給臺灣的紀錄。

萊赫蒂寧 （佛羅里達州 ; 原董事長 ; Ms. Ros-Lehtine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re at a critical junctur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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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ed, as all of us are, that China’s continued rise in aggression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feeble response by our State Department to North 
Korea’s missile launches, which are clear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developments of the West 
Pacific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of their land and to question, both the resolve 
and the commitment of the US. （How tragic）. And as we approach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is very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TRA anniversary, we remember 
that this crucial legislation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US-Taiwan relations.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policy that has been and will be, and will remain forevermore the 
anchor of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 Pacific. 

美國和臺灣之間的關係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我所關注的，像我們這裡

所有的人都一樣，就是中國在東海和中國南海持續上升的侵略動作，還有我

們國務院，對朝鮮發射導彈，明顯違反國際制裁的微弱反應。臺灣人民有充

分的理由擔心西太平洋的發展和自己土地的未來。他們也有充分的理由去質

疑（如何悲慘啊）美國對於保護臺灣的決心和承諾。而當我們接近這個非常

重要和必要的臺灣關係法之35週年，我們記得這個重要的法律構成美臺關係

的基石。這是一個曾經和將會，並是將永遠保持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性的

政策的基礎。

But as we reflect on the promise of the TRA on this 35th anniversary, we 
must also gage the fulfillment of its specific policies, and we examine the lack 
of strategic vision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we talk about where we go from 
here, when we, over here, watch China, again, increases its defense budget by 
double digits, begin construction on a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establish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continue its aggression over the 
Senkaku Island. There is no better time to reaffirm, to clarify,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with our democratic ally and our strongest friend, Taiwan. But instead of 
recommitting to Taiwan, we continue to hear our State Department speak in half-
truths, invent a laundry list of items that hinders our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our 
Pacific allies, and do everything it can to not provok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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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們在這35週年反思臺灣關係法的承諾，我們也必須測量此政

策具體的實現。我們研究缺乏在這個世界的角落的戰略眼光。我們討論未來

要怎麼走，當我們從這裡看中國再次地以兩位數來加倍他們的國防預算，開

始興建第二艘航空母艦，在東中國海建立防空識別區和繼續對尖閣島的侵

略。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間來重新申明，澄清，並加強與我們的民主盟友

和我們最堅強的朋友—臺灣—的關係。可是，我們的國務院不但沒有再次 的
全心的投注給臺灣，我們竟然聽到他們繼續地在說半真半假的話，編造一籮

筐阻礙我們與臺灣和其他太平洋盟友關係的東西，並盡一切所能，不去招惹

中國。

And that sadly seems to be our policy with Taiwan: don’t antagonize China. 
Taiwan Policy Act introduced by my colleagues and Chairs of the Taiwan Caucus 
and me, passed down to this committee last August, the bill aims to rectify 
these problems by advancing the sale of essential defense articles and the new 
sale of F16s is included in this bill. It encourages high level of visit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officials; it promotes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hat is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the TPA, and secondly, how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plan to counterbalance China’s power, when we don’t even commit to our 
democratic ally, Taiwan, and by extension, any of our regional allies, and thirdly, 
what is the Administration going to do to develop Taiwan’s economic bonds with 
the US— its independence, its strengthen our economic bonds.  What is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Taiwan—other than don’t 
make China mad?  

而且可悲的是，這似乎是我們與臺灣的政策：不與中國敵對。我、我的

同事們、和國會的臺灣小組的主席所推出的臺灣政策法案，去年八月傳遞到

這個委員會。此法案旨在糾正這些問題：促進銷售必不可式缺的國防物品，

包括銷售新的F16；鼓勵美國和臺灣的高層官員的互訪；促進雙邊貿易協

定。白宮當局對臺灣政策法案的看法為何？其次，白宮當局計劃要如何抗衡

中國的力量，甚至當我們都不致力於我們的民主盟友，臺灣，及我們在那區

域的其他盟友？第三，政府打算要如何發展臺灣與美國經濟上的聯繫—其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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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鞏固經濟聯繫。最後，國務院，奧巴馬政府對臺的政策是什麼—除了

不激怒中國之外？

莫伊

I don’t think that our Taiwan policy i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let’s not 
make China mad”. In fact, I think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record, we have done an 
enormous amount to expand our relationships to strengthen it, in all areas, not 
just the security aspects of it; the economics’ side. It’s also the people to people 
side as well. As you may know, with the help of the others, we granted Taiwan…

（interrupted by Ros-Lehtinen） 
我不認為我們對臺政策是建立在「我們不要讓中國生氣」的原則。事實

上，我認為，如果你看我們的記錄，我們在所有領域裡已經做了許多可以以

擴大及加強我們的關係—不只是安全性方面的問題；經濟、人民對人民方面

也一樣。正如你可能知道的，與其他人的幫助下，我們給予臺灣........（由羅

斯 - 萊赫蒂寧打斷）

萊赫蒂寧

Have you read the Taiwan Policy Act we have filed? If not, I would 
like to give that to you and have an Administration policy on it. How are we 
counterbalancing China’s power and committing to Taiwan? 

你有沒有看過我們提出的臺灣政策法案？如果沒有，我想把它給你

（們），並請白宮當局把有關它的政策給個交代。我們要如何制衡中國的力

量，並致效於臺灣？

莫伊

I think that, of course I am very pleased to take a look with my colleagues 
at the legislation, but I think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cord of support for Taiwan 
through our unofficial rel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 As I noted, the 35th 
anniversary is a reason to celebrate; it’s a reason also to commemorate just how 
we’ve come what we need to do in the future we can still refine and enhance…

（interrupted by Ros-Lehtinen） 
我認為，當然我很高興與我立法的同事看看，但我認為，透過非官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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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根據臺灣關係法，我們對臺灣的支持有非常好的紀錄。正如我提到的，

35週年是值得慶祝的理由。另一個原因，是為了紀念我們所經過的，我們將

來需要做的，還可以完善和加強........（由羅斯 - 萊赫蒂寧打斷）

萊赫蒂寧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share those sentiments. I don’t think 
they see us as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US’s 
foreign policy related to Taiwan, which is the TRA. It promises a lot, and I think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think that we haven’t fulfilled those missions. Do you 
think that we have? 

我不相信臺灣人民和你會有同感。我不認為他們會覺得我們有維持到臺

灣關係法—美國對臺灣的外交政策的基石—的原則。它承諾了很多，而我覺

得臺灣人會認為我們還沒有完成這些任務。你認為我們有嗎？

莫伊

I do believe—I mean, I haven’t seen any recent polls—but I would imagine 
that the people on Taiwan regard the US relationship as, if not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for Taiwan, it is got to be right up there. They are good friends of 
ours; they think like we do. Their values we share, I would think that they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done.

我相信，我的意思是，我還沒有看到任何最近的民調，但我想像，臺灣

人民把與美國的關係視為，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好歹也在那裡。他們是我們

的好朋友，他們想法跟我們一樣。他們和我們共享一樣的價值觀。我認為他

們都非常支持我們所做的事情。

萊赫蒂寧

Do you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more? 你認為我們需要做的更多嗎？

莫伊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ways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just as we are 
looking in the larger context in our rebalanced Asia. We want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ur allies; we want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我們一直都有在尋找各種方法來加強關係，就像我們有在尋找重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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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多方面的背景。我們要加強我們與我們的盟國的關係，我們希望加強

與…的關係........（被打斷）

萊赫蒂寧

New sales of F16s and higher technologies of planes for the needs of Taiwan? 
那銷售臺灣需要的新的F16和較高技術的飛機呢？

莫伊

Again, we have had a very strong record of providing defense articles to 
Taiwan. 

再次，我們有非常好的紀錄提供防衛武器給臺灣。

謝爾曼 
One issue we brought up with President Ma was the incarceration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Chen. One of the red flags of a democracy that it isn’t working 
real well is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in jail. That is true i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What are we doing to seek either the humane treatment or the humanitarian parole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Chen? 

我們與馬總統提出了的一個問題：有關前陳總統的監禁。幾乎在任何一

個國家，一個運作不甚的民主社會的跡象，就是當它的前總統是在監獄裡。

我們有為了前陳總統尋求，無論是人道的待遇，或是人道主義的假釋而做了

什麼？

莫伊

As you know, the former president was convicted on corruption charges after 
his 2008 presidency, including the transfer of presidential office funds to private 
Swiss bank accounts. We believe that his conviction was in a system that is fair, 
impartial and transparent. Rule of law exists in Taiwan. In regard to your specific 
question, certainly we have heard varying accounts of the status of his health, and 
certainly we would want Taiwan to review his health condition. I am not aware of 
any or I don’t have an update …

如你所知，前總統在2008年總統選舉後被指控裁定他貪污，包括總統府

資金轉移到瑞士私人銀行賬戶。我們相信，他的定罪的系統是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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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透明的；法治有存在在臺灣。關於你的具體問題，當然我們也聽到不同的

有關他的健康狀況的報導。當然我們希望臺灣會審查他的健康狀況。我不知

道有任何或最新的情況........（被打斷）

謝爾曼

Let me go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Taiwan is spending only half as much of 
GDP on defense as we are, I don’t mind going to my district and say, Let’s pay 
taxes, but Taiwan is on the front lines. I am sure you’ve had discussions when 
they say they can’t afford to spend anymore. We are all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F16 aircrafts. The US taxpayers may not be able to pay for 
that. Taiwan has only a 5% value added tax. Has the US pushed Taiwan not just to 
spend more on its defense, but if they say they don’t have the money to make its 
value added tax or other taxes at the rate of our European allies who we also push 
to pay for their own defense? 

讓我到下一個問題。在防守上，用生產總值來比，臺灣只花了等於我們

所花的一半。我不介意去我的選區說，讓我們繳稅，但臺灣是站在第一線

上。我相信你已經有討論過，他們說，他們花不起了。我們都非常關心他們

對F16飛機的維護。美國的納稅人可能無法為他們付錢。臺灣只有5%的加值

稅，美國可有督促臺灣不只是增加防禦的資金? 但如果他們說他們沒有足夠

的資金，那我們應該要求他們使其提高加值稅，或其他稅，高到跟我們歐洲

的盟友防禦的資金一樣—如同我們也督促我們歐洲的盟友一般。

莫伊

On the issue of spending more, we have encouraged Taiwan to fulfill what it 
has said in the past that it will spend up to 3% of their GDP on defense. 

花費的問題，我們都鼓勵臺灣去完成它過去曾表示，將花費提高到達其

GDP的3%的防禦。

謝爾曼

Why do we accept 3% for them and including veteran benefits, 5% for us?
為什麼他們只要3%，而且這還包括退伍軍人的福利，然而我們則要5%呢？

莫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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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what President Ma has stated in the past, and so we do hope that  
[interrupted] 

這是馬總統在過去表示過的，所以我們也希望（被對方打斷） 
謝爾曼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get the 3% is to start demanding 6%, or insisting that 
a good ally that seeks our support for a country that faces possible eradication 
or forced incorporation ought to be doing well more than the US per capita, and 
I think if we start to talk about the 6% then we may someday see 3 or 4% at the 
minimum. Finally, what are we doing to push Taiwan to adopt better laws against 
the peer to peer websites for piracy movies? 

我想，要他們達到3%最好的辦法就是先要求6%，或堅持的說，一個尋

求我們的支持的一個很好的盟友，可能面臨被消滅或被迫併吞，依人均收入

來看，應該比美國人花更多在國防上。我想，如果我們開始談論6%，那麼

我們可能有一天會看到3、或4%的最低水準。最後，我們可有督促臺灣去採

取更好的法律來阻止對等網路對電影的盜版嗎？

莫伊

I think that this is part of our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Taiwan. What we’ve 
had said in the past, and this is in terms of all our dialogues, we would like to 
have a little bit more confidence, especially in area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errupted] 

我認為這是我們與臺灣的的經濟交往的一部分。我們過去在我們所有的

對話方面已經說過，我們希望能有一點點多的信心，特別是在諸如知識產權

保護領域........（被對方打斷）

謝爾曼

But are we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peer-to-peer websites,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in that area, and the pirating of our movies? 

但是，我們可有特別注重對等網站，臺灣缺少這方面的立法，以及盜版

我們的電影？

莫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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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ot aware of …（both speaking at o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efinitely is a priority of ours…

我不知道........（兩人同時說）........知識產權保護絕對是我們的首要任

務........
謝爾曼

A general statement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on’t have the 
specific effect or may have no effect, compared to the specificity,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specifical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peer-to-peer website piracy of our 
movies. Finally, what steps is the Administration taking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has appropriat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WHO, ICAO, 
and the climate control （UNFCCC —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關於知識產權保護，若不講清楚，隨便一句講一講將不會有什麼特定的

效果，或者可能什麼效果都沒有。我希望你們會特別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

利用對等網站來盜版我們的電影的行為。最後，白宮當局有採取什麼步驟，

來確保臺灣在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氣候控制（氣候公

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氣候變化）等的適當參與？

莫伊

As I noted earlier, international space is a priority of ours, and we are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to shine in their fields 
in international flora.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That really does help those 
organizations; it really helps the global community when they participate.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臺灣的）國際空間是我們的優先任務。我們正在

尋找給臺灣的專家和專業人士在他們的領域上發揮表現在國際的舞臺的機

會。我們將會繼續這樣做。這確實可以幫助這些組織：當臺灣參與時，他們

確實有助於國際社會。

史密斯 （新澤西 ; 共和黨） （Mr. Smith）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across two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we have 

witnessed an alarming number of gushing statements by senior American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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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S’s One-China Policy. Last year, PL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General Chen Bingde, during a visit to Washington, claimed that the then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said that the US policy maintain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Not long after 
that, Admiral Mullen shared the view that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China”. 

在過去的幾年中，並在兩個不同的政府當局，我們有見證到許多美國高

級官員說出有關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驚人的說詞。去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陳炳德上將，訪問華盛頓期時，聲稱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 · 柯林頓說，

美國的政策主張「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此

後不久，海軍上將穆倫說：「中國的和平統一」。

Let me ask you,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 all know, is a 
dictatorship; it is a gulag state and would we have wished that reunification of 
West Germany into East Germany when Honecker was ruling as a cruel dictator 
in East Germany? I think not. So I think those kinds of statements are not helpful. 
I do believe, and I want to ask your view on this, as to whether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Cold War relic, and I know all about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I’ve read 
it, and I’ve actually had an argument with Li Peng in China, when we brought up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he said that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said nothing 
about the human rights at all. That was true, but he used it as a dodge and as a way 
of precluding any discussion on human rights. But shouldn’t we have a One-China, 
One-Taiwan policy? 

讓我問你，中國人民共和國，大家都知道，是一個獨裁政權，它是一個

古拉格狀態。那請問，當昂納克（Honecker）統治東德時，我們會希望東德

和西德統一嗎？我想不會。因此，我認為這類的言語沒有什麼幫助。我相

信，我想問您對這個的意見：美國有一中一臺的政策的時間是否已到了？我

知道所有關於上海公報—它是冷戰之遺跡—我有讀過它，並且我實際上已經

和李鵬委員長在中國辯論有關人權的問題。他說，上海公報完全沒有提到人

權的問題。的確，這是事實；但他用它作為一個躲避和排除對有關人權問題

的任何方式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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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condly, if you coul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ection 2 points out that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is necessary to help maintain th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 if Taiwan 
were to come under PRC control, and do we fully realize that such a shift would 
have devastating implications for US’s long standing security partners and allies of 
East Asia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其次，臺灣關係法第2條指出：「要有助於維護西太平洋的和平、安

全、與穩定，本法制定是必要的。」 如果臺灣受到中國的控制，美國會有什

麼後果？以及，我們可有充分意識到，這個轉變將會對美國長久以來存在的

安全合作夥伴和東亞盟國，包括日本和韓國，有毀滅性的影響？

莫伊

What I’d like to point to is most recently, as you may probably have seen in 
the press that there has been mor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recently, the head of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of Taiwan Wang Yu-Chi with 
Zhang Zhe-Jun, head of the Taiwan Office. We have gone on record as saying that 
we support that kind of warming of ties. And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re has been such discussions is that we have been so supportive of Taiwan, 
giving them the confidence, so they can have this kinds of dialogue. So I think 
we do have a very strong record of that. We do support the increased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erms of consequences, I wouldn’t want to get into any 
sort of hypothetical scenarios here. I don’t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view as very likely right now.

我想指出的是，你可能已經在媒體上看到，最近海峽兩岸，在臺灣陸委

會的主任委員王郁琦跟中國的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之間出現了

更多的對話。我們有記錄說，我們支持那種和睦的關係。我認為，為何有

這樣的討論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一直對臺灣的支持，給了他們信心，

使他們能夠有這種類型的對話。因此，我認為我們確實有一個非常良好的記

錄。我們支持加強雙方之間的對話。而你所提起，後果的方面，我不要在這

裡假設任何種類的情景。我想我們並不認為現在，這會是很有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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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

What happens? We do have scenarios that we consider at the Pentagon and at 
the State. 

會怎麼樣？五角大廈和國務院也有假設不同的情景過。

莫伊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sort of a normal feature of our discussions, these 
types of hypotheticals. What I can say is that I heard your remarks about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this is a policy that has endured through many administrations 
and… I think that what we have done, and much of this has to do with the TRA 
but it has given Taiwan a great deal of confidence over the last years to increase 
the kind of intensity of discussions with the PRC, knowing that the US is always in 
support is greatly comforting to the Taiwan side. 

這類的假設不是我們通常用來討論的性質。我可以說的，是我有聽到

說你對一中政策的言論。但是，這是一個已經經歷了許多當局的一個政

策，........而我認為，我們所做的，而且大部分是因為臺灣關係法，在過去幾

年給了臺灣一個很大的信心，強烈的增加與中國的討論，知道美國始終是支

持臺灣的，就是給臺灣方面極大的安慰。

史密斯

But frankly, some of our diplomats including our former Ambassador 
Bellocchi has suggested that the ambiguity and the statements that may have made 
could send the wrong signal to the PRC, particularly as they build up militarily in 
and around or in proximity to Taiwan. And with the saber rattling we see occurr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n ever expansive foreign policy, the ugliness towards 
Japan coming out of Beijing, the useful diplomatic affection, perhaps it was useful 
for a while, seems to me that it could inadvertently lead to miscalculations by 
Beijing about what happens if they take Taiwan. 

但坦率地說，我們的一些外交官，包括我們前大使Bellocchi建議過，模糊

性的聲明可能會發出錯誤的訊息給中國，特別當他們在臺灣的周邊或鄰近建

立軍事。並且，我們看到在中國南海的種種劍拔弩張，以及不斷膨脹的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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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情況發生，北京對日本的醜陋的現身，有用處的外交策略—也許這是  一
時有用而已；但在我看來，如果北京想占取臺灣，北京可能會無意中誤判。

莫伊

I don’t think that Beijing questions US resolve on the Taiwan issue. We 
continue to be extremely supportive and we continue to expand our unofficial 
relations and that I think does a great deal to help strengthen and to allow for a 
more peaceful and stable environment across the Strait. 

我不認為北京有質疑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決心。我們仍然是非常支持臺灣

的，我們也照常擴大我們的非官方關係，我認為，因此對和平跟穩定兩岸的

環境做了很大的幫助和加強。

洛文塔爾 （加州 ; 民主黨） （Mr. Lowenthal） 
I have a one statement before I ask any questions that echoes the Chair’s 

comments. I recently visited Taiwan and met with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 found it very very educational and I too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being a part of the TPP. And I think that should be a message back. So before I ask 
a question, many of us think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should do whatever we can 
to encourage that kind of development. 

我在問任何問題之前，有一個呼應主席的意見要聲明：我最近訪問了臺

灣，並會見了許多政府官員，得了許多非常附有教育意義的心得；我也堅

信，國務院和政府應該明白臺灣是TPP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我認為這個聲明

應該把它傳回去。於是，我問問題之前，我們很多人堅信認為，我們應該盡

我們所能，鼓勵那種發展。

When I was ther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cross strait dialogue that 
was going 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is our 
State Department’s involvement in that dialogu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How can we be helpful in promoting engag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t 
seems to me that President Ma was very proud of the agreements that already had 
been made, especially the trade agreement, the increased tourism that was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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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creased flights that were going on between. What are our involvement in 
that has bee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your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and 
forthcom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which President Ma will be turned down. How will that affect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will that be one of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at 
election? 

當我在那裡時，我對臺灣與中國之間正在進行的兩岸對話有很深刻的印

象。我想知道我們的國務院對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對話有什麼參與。我們

怎樣才能幫助促進中國和臺灣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馬總統對已經達成的

協議，尤其是貿易協定，以及增加的旅遊業和航班，是非常自豪的。我們對

那有什麼參與？第二個問題是，你對臺灣當前和未來的政治局勢，包括2016
年的總統選舉，當馬總統將要下臺，有什麼觀點？這將會如何影響兩岸關

係？那將會不會是該次選舉的特徵之一？

莫伊

In terms of cross strait dialogue, we don’t play a direct role. They’ve had 
direct talks. In fact, the dialogue that I was referring to between Wang Yu-Chi and 
Zhang Zhe Zhen, was really the first time in 60 years of such a discussion…What 
we have done is we have given Taiwan a great deal of confidence, through our 
policies and through our direct assistance and that has enabled them to have more 
engagement across the strait. We believe that more engagements, especially if it’s 
at a pace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for people 
of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we would very much support that,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creates a more stable and peaceful environment, but it does have to come at a 
pace that the people on Taiwan feel comfortable with. 

在兩岸對話方面，我們並沒有直接作用。他們已經自己直接會談了。事

實上，我所指的王郁琦跟張志軍之間的對話，真的是他們六十年來第一次這

樣的討論........我們所做的就是，通過我們的政策及直接的援助，我們給了臺

灣很大的信心，並且使他們兩岸有更多的互動。我們相信，我們會很支持更

多的互動在兩岸之間，建立一個更加穩定與和平環境，尤其是如果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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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臺灣人民的願望一致，和臺灣人民感到舒服的速度進行。

In terms of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 don’t speculate on how that’s going to 
affect cross strait relations but it’s a good time to highlight how we have been and 
still are on the thriving democracy that exists in Taiwan. It is really remarkable. 
Just personally…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Taiwan was in 1978. You just cannot 
imagine the change that’s taking place there. Mr. Chairman, when you go to 
Taiwan, it just highlights the kind of values that they share with us.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it is this kind of energetic kind of democracy that exists there and so 
I won’t speculate; we don’t get involved in their domestic policies and how that is 
going to play out in terms of the cross-strait policy in the future. But it is really a 
good time to celebrate; it is a remarkable story in Asia— the democracy that exists 
in Taiwan. 

在即將到來的選舉，我們不會猜測將如何影響兩岸之間的關係。但這是

一個很好的時間來彰顯我們過去和現在還有，對幫助臺灣的民主，使它蓬勃

發展，的一舉一動。這實在是了不起。以我個人的經驗........我第一次去臺灣

是在1978年。你不能想像那時正在那裡發生的變化。主席先生，當你人去

臺灣，這個舉動更強調了他們與我們擁有一樣價值觀。你很清楚，存在那裡

的正是這種充滿活力的民主。所以我不要去推測；我們不涉足他們的國內政

策，也不涉足從他們兩岸條款所可能發揮出來的政策，以及對他們的國內政

策所帶來的未來的影響。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好時間：臺灣的民主故

事在亞洲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

夏波 （俄亥 ; 共和黨） （Mr. Chabot） 
I would like to personally thank Mr. Sherman for raising the issue of President 

Chen, which he did strongly when we were on the Co Del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recently in Taiwan. Prior to that trip, I’ve been there about a year ago, 
with another of my Democratic colleagues, the ranking member of the Asia Pacific 
Committee, Eni Faleomavaega. And on that particular Co Del, Eni and I went 
down to the prison where President Chen is being held. He has been there going 
on five years now. You are correct, there is conviction for corruption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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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understand that completely. There’s a whole lot of aspects of that which we 
can discuss in great detail.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argument that there was a 
judge that was more favorable to him that was replaced by a judge who was less 
favorable. There are all kinds of stories that you hear; I don’t want to go to all the 
details about that. 

我想親自感謝謝爾曼先生，當我們國會代表團最近去臺灣時，他極力地

詢問有關陳總統的問題。在這之前，我曾大約一年前，與我另外的一個民主

黨同僚，亞太委員會的高級成員，埃尼法列歐馬瓦埃加，去那裡。而在那次

國會代表團訪臺時，埃尼和我有到陳總統被關押的監獄（看他）。他持續地

呆在那裡已經有五年了。你是正確的，他是因貪污而被定罪的；這一點我們

完全了解，雖然另外還有一大堆的訊息，我們可以很詳細的討論。例如，有

一種說法，就是那案子的原來的法官，是有利於他（陳總統）的，因此，原

來的法官被換成一個對陳總統較少有利的法官。其實有許多各種故事，但是

我不想去述說所有的細節。

But the fact is that he has been in prison now for going on five years. I’ve 
read the medical reports; I’ve talked to the doctors who have examined him. I 
have seen him with my own eyes. I have met with him many times when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He is the second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served 
for eight years. And I think Mr. Sherman is absolutely right when he say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hen one administration comes in, and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s in prison. Something is not right. I’ve seen, again, with my own 
eyes. The man has Parkinson’s; he shakes constantly; he’s got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depression, a whole range of things. We’ve talked to President Ma and 
others about it, and I believe that medical parole, as Mr. Sherman mentioned, is 
a logical Chen medical parole. We are not saying that he’d be free, but at least he 
can go home to his family for whatever years that he has left. 

但事實是，他已經一直在監獄有五年了。我讀過了他的醫療報告，我也

和診斷過他的醫生談過。我甚至親眼見過在監獄的他。當他是臺灣的總統

時，我曾與他見過許多次。他是第二任民選總統，擔任了八年。而我認為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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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曼先生所說的是絕對正確的：當一個政府進來，上屆政府就被關在監獄裡

的這種情況是錯誤的；這是很不對勁的事。有些事出錯了，再次說一遍：我

用我我自己的眼睛看到，他有帕金森症，他不斷地抖動，他也有心血管疾

病，抑鬱症，還有別的。我們已經跟馬總統和其他人說過了。我相信，如謝

爾曼先生所提到的，保外就醫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辦法。我們並不是說，他這

樣子就可以自由，但至少在他所剩下的有生之年，他可以回家。

莫伊

As I noted earlier, we have the confidence in the fairness and the impartia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Taiwan’s judicial system. And we have made clear to 
Taiwan our expectation that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terms of Chen Shui-Bian’s 
imprisonment and access to health care will be transparent, fair, and impartial, 
and so if there are occasions, and this is just a general statemen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when there are cases, when there are such health concerns, we 
would … make note of that to, in this case, the Taiwan Authorities, but other 
governments as well, when there may be some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that could be made. But certainly, we believe that the original case was tried 
[interrupted]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們對臺灣的司法制度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有信

心。我們已明確向臺灣表示我們期望監禁陳水扁的程序，和使他獲得衛生保

健的條件必須是透明、公平、和公正的。所以如果有什麼情況—這只是美

國政府的一般性的發言—若有什麼情況，向這樣的健康問題，我們將........記
下。在此情況下，臺灣當局，或其他國家的政府，當有可能是可以作出一些

人道主義的考慮。但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們認為原來的審判（被對方打斷）

夏波

I am not talking about the original case; I am talking about NOW. Still that 
was an excellent answer. But my question is,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have a 
position on medical parole? Well, is there a position? You said he ought to be 
treated humanely in prison; we are saying that he shouldn’t be in prison 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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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in time. He has been in prison; he is there now. We are saying that medical 
parole should be granted…Do you have a position on that? Should he be granted? 
If you don’t have one, that’s okay. But I just would like to know. 

我不是在談論原案。我說的是現在；雖然你剛剛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但我的問題是，白宮政府是否有保外就醫的的立場？有嗎？你說他應該在監

獄裡受到人道待遇；但是我們的意思是，他現在不應該再被關在監獄裡了。

他已經有被關在監獄裡了，他現在還在那裡。我們是說，保外就醫應授予給

他。…你對這有什麼立場？他應該被授予[保外就醫]嗎？如果你沒有立場的

話，那也沒關係。但我只是想知道。

莫伊

I don’t think we take the position [interrupted] 
我不認為我們採取的立場（被對方打斷）

夏波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That was my question. I will ask you another 
position if you have this. Th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the Defense Minister 
and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Taiwan] can’t come to Washington, D.C. We want 
to meet with them, we have to go to San Francisco, or Baltimore, or [somewhere];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to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is a travesty for a close ally of the US. We have introduced legislatures 
innumerable times to dump that policy, which I think is unfair to Taiwan.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have a position on that? 

好吧。好的。謝謝。那就是我所要問的問題。如果你有的話，我要問你

另一個立場。臺灣的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都不能到華盛頓特

區。我們若希望與他們見面，我們都要去舊金山，或巴爾的摩，或[別的地

方]。我認為，當為美國的親蜜盟友，他們未獲准來美國的首都，是很滑稽

的事。我們提出了無數次的提議來除掉這個我認為對臺灣不公平的政策。。

政府對這的立場是什麼？

莫伊

We continue to have our One-China Policy that is set forth in the Thre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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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qués… [interrupted] 
載於三個聯合公報，我們持續有一中政策........（被對方打斷）

夏波

I am aware of that. Do you have a position on whether they should come here?
我知道這一點。你對他們是否應該來這裡的立場是什麼？

莫伊

In terms of the travel of Taiwan Authoritie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ose 
policies—our One-China Policy … [interrupted] 

在臺灣當局的行程是與我們的一中政策是一致的.......（被對方打斷）

夏波

So you believe we should continue the President, the Vice-President, the 
Foreign Minister— so they should not be able to come to Washington, D.C.? 

所以，你認為我們應該繼續讓臺灣的總統，副總統，外交部長，不能來

到華盛頓特區？

莫伊

I think our policy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over a number of administrations 
[interrupted by “I am asking for an answer of yes or no”] and I believe that we will 
continue. 

我認為，過了那麼多的當局，我們的政策一直都很一致。（被夏波打

斷： 「我要求的是一個答案：有或沒有？」）

我相信，我們將繼續…（被打斷）。

夏波

So you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not to be allowed to come here; continue with 
that policy. We are saying that we should change that policy. You say stick with it. 

所以，你是說他們是不被允許來到這裡，繼續該政策。我們則說，我們

應該改變這一政策。你說堅持下去。

莫伊

I say that our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and I believe we will be consist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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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我說，我們的政策是一貫的，而我相信我們將來也是會繼續下去。

康諾利 （維吉尼亞州 ; 民主黨） （Mr. Connolly） 
Briefly, what, in your opinion, or the Administration’s opinion, does the TRA 

commit United States to do with respect to the military relationships with Taiwan? 
簡單地告訴我，在你看來，或是以政府的意見，有關與臺灣的軍事關

係，臺灣關係法的宗旨要美國做的究竟是什麼？

莫伊

As noted earlier, we are obligated to make available to Taiwan defense articles 
and defense servic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It is an obligation that we don’t shirk these obligations. 
The needs of Taiwan are under constant review. 

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們有責任提供給臺灣需要的國防物品和防禦服務，

使臺灣能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一種義務。臺灣

的需求是經常經過檢討的。

康諾利

Good. I would agree with you. Would you also agree that something Beijing 
doesn’t understand is that big stick of Teddy Roosevelt. We can talk softly, but 
they got to also know that we also carry a big stick, and that we mean it, that we 
keep our commitments, and that whatever happens, ultimately, in the Taiwan 
Strait will happen peacefully. I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by military force, and the 
US is prepared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n’t happen by military force. You think, 
especially in light of Chinese behavior, in the [Senkaku?] Islands throughout the 
Pacific Rim that that message is mayb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from the U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好。我會同意你的。你是否也同意，北京所不明白的是泰迪 · 羅斯福總

統的巨棒外交？我們可以輕聲交談，但他們也得知道，我們持著一根巨棒；

也就是說，我們說話算話，我們會保持我們的承諾。無論最終臺海發生什

麼事，都會和平地發生，不會介於武力，而美國也準備以確保它不會介於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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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生。你想，在整個環太平洋地區，尤其遇到中國對付臺灣有關尖閣群島

的行為，從美國發出的這個巨棒外交的訊息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了？

莫伊

As I noted earlier, I don’t think that the PRC doubts our resolve, our continued 
positive presence in the East Asia Pacific region [interrupted by “Really?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bsolutely.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不認為中國會懷疑我們的決心，我們在東亞太平

洋地區繼續存在正（被對方打斷：「真的？有關臺灣的決心呢?」） 當然可

以。

康諾利

United States, in 2001, tentatively agreed to sell diesel submarines to Taiwan. 
Thirteen years later, where are we in the submarine sale? 

美國在2001年，初步同意出售柴油潛水艇給臺灣。十三年後的今天，這

個買賣有什麼進展？

莫伊

As you know, we continue to review the defense needs and we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terrupted] 

如你所知，我們繼續檢討臺灣的國防需要，我們做出適當的決定（被對

方打斷）

康諾利

Have we sold a single one of those diesel submarines to Taiwan13 years later? 
我們13年後可有售出一艘柴油潛水艇給臺灣？

莫伊

I am not aware of that, sir. 
我不知道。

康諾利

Did, by any chance, Beijing object to that sale? 
北京可有反對這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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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

We don’t discuss arms sales of defense…

我們不討論國防軍售........
康諾利

Did they express themselves either publicly or through private channels that 
you are aware of? 

北京到底有沒有？用公開表達或透過私人管道的方式？

莫伊

I am not aware of…
我不知道........

康諾利

So why the hang up? Why not sell the diesels then? 
那麼，為什麼沒有賣？

莫伊

Again, we make decisions not with the PRC in mind. We make those 
decisions based on what we feel are our needs. 

再次的，我們做我們的決定，心中不記掛著中國。我們根據我們的感覺

需要什麼，而作我們的這些決定。

康諾利

Oh. So the decision tentatively to sell submarines to Taiwan in 2001 is still 
under consideration as to whether it meets your definition of our appropriate 
defense for Taiwan. 

喔。所以，在2001年出售潛艇給臺灣的初步決定，其實是仍在考慮，這

是否符合你對可以適合防禦臺灣的定義之中。

莫伊

There are a range of systems, there are a range of different packages that we 
constantly… [interrupted]

有一系列的系統中，有一系列不同的組合，我們不斷的........（被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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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諾利

What about F16s? The Congress has repeatedly said the sale of F16s makes 
sense to us. Is that all under review for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part for the 
defense of Taiwan? 

那F16怎麼樣？國會已多次表示，出售F16是有意義的。這是否也還在檢

討中，看這是否適宜臺灣的防衛的一部分？

莫伊

We’ve made the determination that the F16 retrofit…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type of weapon systems to sell to Taiwan and we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that is 
the case. 

我們已經決定改造的F16........是賣給臺灣最合適的武器系統。我們也繼

續認為這個決定是對的。

康諾利

What about the military exercises? Any considerations to include Taiwan, for 
example, in RIMPAC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那麼軍事演習呢？可有任何考慮，例如環太平洋演習包括臺灣？

莫伊

We always consider, and this is our policy worldwide, we are always 
considering different participants. I am not aware of such consideration, but I think 
my colleagues in the Defense Department can better address that. 

我們的世界性政策始終都有一直在考慮不同的參與者。我不知道有或無

這樣的考慮，但我認為我在國防部的同事可以更好回答這個問題。

康諾利

We don’t want to ever be provocative, but we need to stand by our alliances. 
We want a goo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it seems to me, with the PRC, but I also 
know from history, that Beijing respects streng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an extraordinary test case,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we have to follow through on our commitment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Beijing 
doesn’t have to like it, but it will have to respec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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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永遠都不希望去挑釁，但我們需要跟我們的聯盟站在一起。我們希

望能和中國有一個良好的，富有成效的關係。但是我也知道，從歷史上，北

京尊重由力量強大而得的和平。我們對臺灣的承諾是一個非凡的測試用例。

在我看來，我們要貫徹我們對臺灣的承諾。北京不一定要喜歡它，但他們必

須尊重它。

韋伯 (德州 ; 共和黨 ) (Mr. Weber) 
You said earlier that when you make decisions, that y’all don’t consider 

Beijing; you just reaffirmed that with my colleague Mr. Connolly. I think Chris 
Smith raised the issue of the One-China Policy. Does it not bother you that that 
exists? That there are statements that people have made--high level officials--have 
made that agree on the One-China Policy?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not view that 
as a problem? 

你剛才說，當你做決定時，你們都不去考慮到北京。你也剛剛向我的同

事康納利先生重申了這點。我認為克里斯 · 史密斯提出了一個中國政策的問

題。這個政策的存在不困擾你嗎？當別的高級官員陳述這個政策時，也不困

擾你嗎？難道政府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嗎？

莫伊 
Our One-China Policy is one that existed for several decades now… several 

administrations…

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了........經過了幾個當局........
韋伯

I’ll take that as a no. So you haven’t sold submarines yet; you don’t take 
Beijing into accoun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atch us. Words and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Would you agree that y’all would be okay with a One-Russia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Crimea in the Ukraine? Is that akin to the same kind of ideology? 

我把答案當作是「不」。所以，你還沒有賣潛艇、你不考慮北京（的意

見）。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看我們。我們的言語和行動都會產生後果。當談

到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時，你會同意一個俄羅斯政策？這是否一種類似的意

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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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

I can’t speak to those issues. But again, we are obligate d to provide those 
defense materials and services to Taiwan. We have been through several 
administrations, I think, vigilant in terms of providing them…

我不能對這些問題發言。但我再說一次，我們有義務來提供這些國防物

資和服務給臺灣。我們已經經過幾個當局，都機警的提供……

韋伯

But in view of recent events, wouldn’t you agre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ught to be thinking about revamping its policy, that perhaps we would want to get 
in gear… [it has been] 13 years [since the talk about the sale of submarines]…has 
the world changed in 13 years? 

但鑑於最近發生的事件，你難道不同意，政府當局應考慮改造政策的問

題？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上軌道了…已經十三年了…這十三年來世界變了

嗎？

莫伊

In what sense, sir? 在哪一方面，先生？

韋伯

How about in your view of the imminent danger of perhaps mainland China…

trying to take back over Taiwan. We’ve said that they are our close friend and ally. 
The fact that their officials cannot come to Washington D.C. is a problem.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indicate that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 the seriousness? 
Especially under the recent event of Russia, Ukraine, Crimea…Things aren’t 
getting any better, so is there a possibility y’all might step up the program to sell 
those defense weapons to Taiwan? Maybe before the next 13 years? 

你對中國大陸迫在眉睫試圖奪回臺灣的觀點如何？我們已經說過，他們

是我們親密的朋友和盟友。他們的官員不能到華盛頓特區其實是一個問題。

世界各地的事件應該指出，現在比以往更需要與臺灣有更密切的關係。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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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明白此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在俄羅斯、烏克蘭、和克里米亞最近發生

的事件........事情並不會轉好，所以有可能你們會加緊計劃出售這些防衛武器

給臺灣嗎？或許在接下來的十三年以前？

莫伊

As I noted, they are under constant review. I take your point about the world 
changing to adjust to those changes. Remarkably, as I noted earlier, there is more 
dialogu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than there ever has been before. 

正如我指出的，他們是不斷的在檢討。我同意你所說的，有關你對世界

需要演變好來適應那些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臺北與北

京之間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對話。

韋伯

So there is going to be some exercises over Hawaii. Beijing was invited; 
Taiwan was not. Why? 

那麼，夏威夷有一個軍事演習。北京有被邀請，臺灣沒有。為什麼？

莫伊

I think that our policy,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military-military relations 
with Beijing, are fairly apparent. I can defer to my colleagues in the Defense 
Department to comment on the status of those relations. But as part of our 
rebalance, our consideration of making of strengthening the stability and peace in 
East Asia, I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我認為我們的政策，以加強我們與北京的軍事對軍事關係而言，是相當

明顯的。我可以請我在國防部的同事針對這關係的現狀作出評論。不過，從

我們的重新平衡亞洲這部分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考慮，制定在東亞加強那地

區的穩定與和平來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

韋伯

Okay, obviously, because they weren’t invited. Does this not strike you as 
odd that China isn’t as concerned about what we are doing as it seems, words 
and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Witness Russia, the recent invasion of Crimea of 
Ukraine, so to speak. Does it not strike you as odd that we seem a lot more wo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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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Beijing than they are of us? Do y’all take that into account? 
好吧，很明顯的，因為他們沒有被邀請。難道你不覺得奇怪，中國好像

並不擔心我們在做什麼，我們的「言行有後果」，不像我們那麼擔心他們。

看看俄羅斯，最近入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這豈不會讓你覺得奇怪，我們似

乎對北京擔心多得比他們擔心我們的多？你們可曾考慮到這一點？

莫伊

I don’t think that we balance our concerns … we don’t think about it …
[interrupted by “well, that’s obvious”.] But,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I think it’s 
a very smart thing to expand our relations with all countries in the East Asia and 
I don’t think that any of this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Taiwan, and I think that 
our relationships with Taiwan have been extremely strong;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ose relations. 

我不認為我們有衡量我們的關注........我們不去想那些........（被打斷：

「好，這是明顯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認為一個非常聰明的

事，就是擴大我們與所有在東亞的國家的關係，我不認為這會使臺灣付出任

何代價。並且，我認為我們與臺灣的關係是一直非常強勁的，我們將繼續加

強此關係。

佩里 (賓夕法尼亞 ; 共和黨 ) (Mr. Perry)
I feel like I can’t get a whole lot of straight answers, so I’d like to go to some 

kind of yes and no format if I could because it seems to be a lot of time to just 
discussing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interested in talking about or 
is considering or whatever. Regarding the PLA force build up. The US analysts 
assessed that the primary driver of PLA’s force build up is preparation for conflict 
over Taiwan status, including contingencies or possible US intervention. So that’s 
US analysts. The question is, is this still the assessmen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Briefly. 

我覺得我不能得到一大堆直接的答案，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用是

與否的問題，因為光只是討論有關當局對什麼有興趣或正在考慮或什麼的，

就花掉大量的時間。關於解放軍建立起他們的力量：美國分析家評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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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建立部隊的主要驅動因素是要預備萬一有臺海衝突狀況，包括突發事件或

美國干預的可能。所以這是美國分析家說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可仍然是行

政部門的評估？請說重點。

莫伊

I am not a spokesperson for our colleagues in the Defense.
我不是在國防部的同事的代言人。

佩里

But I am talking about the Executive Branch. Is this their assessment? Just a 
yes or no or I don’t know. 

但我說的是行政部門。這是他們的評估嗎？一個是、否、或我不知道就

好。

莫伊

Of course we will stand by the assess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我們當然支持已經作出的評估。

佩里

So, the answer is essentially “yes”? 
所以，答案基本上「是」？

莫伊

We stand by the reports that we do. 
我們支持我們所做的報告。

佩里

Do you know if Taiwan shares the same assessment? 
你知道如果臺灣也同有所感？

莫伊

Taiwan has taken many precautions in its defense posture— it’s best to ask 
them that question, but, certainly, there have been discussions that goes on about 
this sort of thing. I would imagine that [interrupted] 

臺灣已經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所以你最好問他們這個問題。但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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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肯定的是，對這一點已經有討論過的了。我想…（被對方打斷）

佩里

You don’t really know. 你也不知道。

莫伊

I can’t speak for Taiwan. 我不能為臺灣說話。

佩里

I understand. But in the discussion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s had, if that’s 
how they are posturing their forces and their strategy based on their assessment. 
You don’t know. 

我明白了。但是，政府所有的討論中，他們是否根據他們的評估，來定

位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戰略討論？你不知道？

莫伊

Is your question whether Taiwan believes it or whether… [interrupted] 
你的問題是臺灣是否相信它還是........（被對方打斷）

佩里

Yes. Do they share the US’s assessment, if that’s the reason for the build up. 
是。他們可也認同美國的評估，如果這是[解放軍]在加強的原因。

莫伊

I think you would have to ask the Administration.
我想你要問白宮當局。

佩里

Regarding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TPP. The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for or agains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know. 

關於臺灣加入TPP的問題。政府的立場：支持或反對？我們知不知道是

很重要的。

莫伊

We welcome their interest. I don’t think the conversations have gone so far 
as to be pro or con—we are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But we welcome their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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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歡迎他們的興趣。我不認為對話已經深得可以決定是贊成或反對—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歡迎他們對TPP的興趣。

佩里

I am sure that we do. But you are saying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n’t 
decided yet. You are happy for the interest, but you don’t know. 

我相信我們會歡迎他們的興趣。但你是說，政府還沒有決定。你喜歡他

們的興趣，但是你不知道[到底是支持或反對]。
莫伊

The issue hasn’t come up to that point yet. 
這個問題還沒有拿出來的地步。

佩里

The issue hasn’t been brought up or it isn’t to a point where you can decide 
yes or no? 

這個問題還沒有被提出來，或者是還沒有到那個你可以決定是或否的地

步？

莫伊

It hasn’t come up to the point. We know that Taiwan has expressed some 
interest, and we are welcoming that interest. But we are long way away from 
discussing that. We have other discussions that we are having on Taiwan’s 
economic policies and we are certainly engaged in those, and we are warming ou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Taiwan. 

還沒有到那個地步。我們知道臺灣已表示了一些興趣，而我們歡迎那個

興趣。但是離那個討論還很遠。我們有我們正在和臺灣討論的經濟政策，我

們肯定的在進行這些，而且我們正在使我們與臺灣的經貿關係更加友善。

佩里

Regarding the PRC’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What have 
been concerns in Taiwan’s response to the PRC’s ADIZ announced in November 
of 2013? 

關於中國的防空識別區（ADIZ）。2013年十一月，當中國公布了這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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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識別區時，有什麼顧慮到臺灣的反應嗎？

莫伊

What do you mean by concern? 你是說什麼顧慮？

佩里

The Administration’s concern. Do you have any or are you in agreement? 
政府的顧慮。你有什麼顧慮，或者你有同意？

莫伊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here is that President Ma has gone on record as 
expressing concern. What he has said in public and what is encouraging is that he 
wants a peaceful, stable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that if there are disagreements, 
they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我認為這裡最重要的是馬總統已經有記錄表示顧慮。他向公眾所說的，

令人鼓舞的，是他想要在該地區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如果有異議，應

通過對話解決。

佩里

Do you know what the response would be if there were an air force or navy 
intercept in the ADIZ? If the PLA had intercepted a Taiwanese aircraft or marine 
vessels in that area, and there were some incursion, what would some of our 
responses be? 

你知道如果在防空識別區，有空軍或海軍攔截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嗎？如果解放軍在該地區截獲臺灣飛機或船隻的侵襲，那我們的反應會是什

麼？

莫伊

I am not going to get into the speculation or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but 
we have gone on record in response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is ADIZ as 
not accepting it. So, again, 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on any kind of possible 
[interrupted] 

我不打算推測或假設情況，不過，我們在防空識別區公布時，我們就有

記錄的聲明我們不接受它。所以，再一次，我不想揣測任何一種可能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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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打斷）

閉幕詞Closing Statement: 羅伊斯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tremendous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and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take a more proactive stance on 
Taiwan, including working with Taiwan so that it can join the TPP.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going to witness a significant growth in economics and prosperity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positioning the US, we are, after all, all on the Pacific 
Rim, with this opportunity is a task that we take very seriously on this committee. 
And as the Chairman of this committee, I’ve mad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top 
priority, so I look forwar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is and 
other issues.

正如你可以看到，我們兩黨都為臺灣巨大的支持。我真誠地希望，當

局能以更積極的態度站在臺灣的立場，包括與臺灣合作，以便它可以加入

TPP。在未來十年，亞太地區將要見證顯著的增長，以及經濟的繁榮。既然

美國之定位也在環太平洋地區內，所以，這個委員會會非常認真地把握這樣

的機會，（使美國也有顯著的增長，以及經濟的繁榮）。作為這個委員會的

主席，我指定亞太地區為這個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我們對待一項任務。所以

我期待著，就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與白宮政府密切合作。

影音連結：

http://www.dawn.land/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a8Ag0NK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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