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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獻給 
 

每一位 

 
為了使台澎成為一個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 

勤奮努力、無私付出、奉獻犧牲的前輩們。 

 
我們一定會以自己的雙手， 

建立真正屬於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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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過去、現

在與未來』講座—逐字稿資料 
 

 

 

 

 

 

 

 

 

 

 

 

 

 

 

演講逐字稿內容： 

大家好，我是黃聖峰，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有關台灣地位的資訊。 

 

 

 

 

 

 

 

 

演講影音檔 

本篇文章內容為演講逐字稿 

演講題目： 

台灣的地位—過去、現在與未來 

演講日期：2019/3/29 

演講時間：18:30~20:30 

演講地點：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演講 PPT 檔案：

https://reurl.cc/6n1nb 

演講影音檔：右圖 QRcode 

https://reurl.cc/6n1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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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講座 PPT（文字以下說明省略）＿投影片頁 1/49 

 

今天跟大家講的主題是：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過去、現在

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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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49 

 

我想在一開始的時候，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Sometimes we must choose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EASY. 

這句話簡單講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必須在簡單跟正確之間

做選擇。 

 

什麼是在簡單跟正確之間做選擇？就是我們有時候面對的

選擇、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叫我們在是非之間做選擇，而

是在看起來好像比較輕鬆容易完成的選項跟另一個正確選

項之間做選擇。那在過去的幾百年裡，台灣人做了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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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這裡面台灣人做的選擇，有的真的就是選擇一個比

較輕鬆的，有的時候台灣人的確做了正確的選擇。不論如

何，台灣人過去所做的選擇造就了今天的台灣，希望大家

把這句話放在心裡面，因為等一下在過程當中會提到一些

狀況。大家可以想在那一個時刻台灣人做的選擇是什麼？

這個選擇又造成了什麼結果？ 

 

好，因為我講的是國際法，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先講一下

什麼是國際法。先告訴大家一些國際法的基本知識，然後

再來談台灣在國際法上面的地位，先是過去跟現在，再來

是講未來。 

 

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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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際法背景知識 

1.1.1  什麼是國際法？ 

首先開始講國際法的一些基本知識。首先要問的是「什麼

是國際法？」 

 

頁 4/49 

 

什麼是國際法？國際法三個字我們常常看到，有人動不動

就講國際法，動不動這三個字就從嘴巴裡冒出來。國際法

聽起來好像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事情、好像就只探討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好像除此之外就跟國際法都沒有關

係。其實不是。國際法是什麼呢？它是國際法上政治實體

之間的基本往來規範，什麼叫政治實體？就是一個實質存

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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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國際法上面的政治實體至少包括： 

 

第一個、國家。就是所謂的主權國家，我們稱為 sovereign 

state。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講 country，country 也叫國家，然

後 nation 也叫國家，然後這裡有 sovereign state。不過在國

際法上，國家指的是 sovereign state。如果今天講 country 

的話，它不一定是指國際法上的國家。 

 

在這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相信大家都知道蘇格蘭。蘇格

蘭之前在 2014 年曾經辦過一次獨立公投，後來沒過。所以

蘇格蘭我們知道他還不是個主權獨立國家，對不對？但是

大家知道嗎，英國這個國家是用 country 來稱呼蘇格蘭，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country 這個字的時候，可能不要直

接把它聯想到國際法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它可能只是指某

一個政治上的區塊，但不見得具有主權國家身份。如果要

講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它的稱呼方式就是 sovereign state。 

 

再來，另外一個是國際組織，譬如說像聯合國、WHO、

WTO，這些都是屬於國際組織。另外一個就是實質自主運

作單位，譬如說像台灣還有索馬利蘭。我把台灣放在這個

地方而沒有放在第一個項目，基本上已經告訴大家、某程

度上已經告訴大家結論了。就是說：在國際法上、台灣還

不是一個國家，台灣是一個自主運作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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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時候會聽到有人說台灣是事實獨立，有人講這叫事

實上的國家。不過在國際法上沒有這樣的東西，國際法上

的國家一定都是 de jure。 

 

再來就是認定國際法上政治實體，就是上面講的這幾個項

目，它的權利義務，它要怎麼樣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國

家跟國家之間可能會有債務啊，或者說某個國家可能侵害

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權利，那在這個時候，受侵害的國家要

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又或者說，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債務要

如何償還？像這些都是屬於國際法的範圍。 

 

國際法的內容涵蓋非常廣：政治、經濟、軍事、人權等等

各個層面都有。所以不是只有談某個地方是不是一個國家

才是國際法。其實非常多事項都跟國際法有關。譬如政治

的部份，像國際關係、外交就牽涉到國際法。甚至說外交

人員今天到其他的國家會享有什麼樣的外交上特權，這一

些也都是屬於國際法的範疇。譬如說經濟的部份，譬如說

進出口貿易、貨幣的兌換、金融交易、證券交易 …… 等。

像大家到其他的國家去觀光時要換錢，我們把新台幣換成

美金、歐元、英鎊，這個都是依據國際法的規範去進行的。

還有譬如說我們現在透過網路，即使在台灣，你也可以買

賣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有價證券，像這部份

也是跟國際法有關係，如果沒有國際法是沒有辦法進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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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交易的。再來像軍事的部份，譬如說交戰、終戰、停

戰、佔領，還有限制核生化武器，都是跟國際法有關系。

像說國家跟國家之間戰爭要如何展開、要如何結束，這都

是要依據國際法來進行。 

 

那剛才最後面有一項是所謂的核生化武器，其實這就是講

說在國際法裡面，譬如說關於戰爭過程當中什麼樣的武器

可以用、什麼樣的武器不能用。譬如說我們知道就是達姆

彈，像這一種這個 228 的時候，中華民國軍隊拿來打台灣

人的達姆彈，這個就是國際法上禁止使用的武器。還有譬

如說我們知道，不久之前，美國才退出中程導彈條約。美

國它雖然是世界第一強權，可是它如果在簽了中程導彈條

約後，想要再去製造中程導彈的話，它必須要想辦法脫離

那個條約。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包含像使用什麼樣的武

器、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武器，這也都是屬於國際法控制的

範圍。 

 

另外一個是人權。人權的部份涵蓋當然非常廣，譬如像我

們現在的自由權、自決權、生命權、訴訟權，還有人道法

上面的規定，這些都是屬於國際法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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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國際間不是只在比拳頭大 

 

頁 5/49 

 

對國際法有很多人有個誤解，就是說國家跟國家之間都在

比拳頭大。好像拳頭比較大的就可以不必在乎國際法。不

過在這裡我想直接告訴大家就是：沒有這回事。國際間不

是只有在比拳頭大，因為如果真的只有比拳頭大的話，美

國不會在一些地方吃鱉。 

 

我說美國他吃鱉，譬如說，我想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巴

勒斯坦之前他的旗子要在聯合國大會前面升起，在聯合國

建築物前面要升起。美國是大力反對，世界第一強權大力

反對巴勒斯坦的旗子升起，但是旗子還是升起來了！所以

拳頭大沒有用，美國拳頭再大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件事情發



國際法背景知識 

 

10 

生。另外呢，中國，這裡講中華人民共和國，他也沒辦法

阻止國際仲裁庭做成不利他的仲裁判斷。 

 

在這裡可能有人會說：對啊，雖然是這樣，但是仲裁庭作

出判斷之後，中國好像沒有管他、好像繼續在做他的事情。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在國際仲裁庭做出：「中

國在南海那邊的主張不具國際法上面的效力」的時候，原

本在這之前會把軍艦開到南海那邊進行所謂的自由航行的

國家只有美國而已，可是在這個國際仲裁通過了之後，會

把軍艦開到南海進行自由航行的國家不是只有美國了，英

國也來了、澳洲也來了。 

 

所以我們發現，雖然乍看之下強權好像可以不顧國際法的

規範，可是國際法的存在其實讓很多人在對抗所謂的強權

的時候，有非常好的理由、非常好的根據、非常好的籌碼。 

 

在這裡想跟大家，希望就是今天演講結束之後，大家可以

帶回去一句話，就是：『強者可以制定規則、弱者必須要

精通規則』、『強者可以制定規則、弱者必須要精通規

則』、『強者可以制定規則、弱者必須精通規則』， 因為

很重要，所以講三次。這句話很重要、這句話很重要，尤

其是對台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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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國際法是怎麼制定出來的。國際法絕對不是弱

的國家去制定的，國際法是比較強的國家彼此之間互相討

論，透過政治折衝所決定出來的規則。這代表什麼意思？

國際法規範它本身存在的價值就是說：如果國家跟國家之

間發生爭議的時候，除了打仗之外，要如何解決彼此之間

的爭議問題。所以，我們會知道說，今天這個國際法的規

則是大國之間討論出來，透過政治折衝、權力的運用、政

治力的運用，所決定出來的規範。大國彼此之間為了避免

發生戰爭，所以會遵守規則。當然有時候可能會稍微越點

界，但是基本上，他們都會遵守國際法。 

 

那比較弱的呢？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運用國際法的

規則去跟大國去談事情。 

 

什麼意思？因為，如果說今天你依照大國所制定出來的規

則去跟大國談的時候，大國在跟你談的時候，他必須要遵

守他跟其他大國所談出來的規則。要不然，其他國家會說：

「欸、你沒有遵守國際法，沒有遵守我們之前所談出來的

規範，那我為什麼要遵守？」在這個時候，原本他們大國

之間為了避免發生糾紛、發生戰爭，所談出來的規則，就

遭到破壞。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我們就是要利用這種所謂的恐怖

平衡，我們就要利用大國之間權力的平衡，來爭取我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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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身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清楚大國之間所談出來

的規則到底是什麼，然後善用這樣的規則去爭取我們本身

的最佳利益。所以，我想告訴大家就是，如果之後你們碰

到有人在講說什麼國際法沒有用，然後，國際間都比拳頭

大，大家可以再仔細想一想他說的是對的還是錯的？ 

 

在這裡我們舉一個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1949/10/1 建政之後，花了 22 年又 24

天，才進入聯合國代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所掌控

的領土、所掌控的人民有多少？跟中華民國政權比起來差

多少倍，人家也是花了 22 年又 24 天，才取得他應有的權

利，拳頭大又如何？國際法可以卡你卡很久，而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權在聯合國裡面成為中國代表政府，也是完全依

照國際法規則來進行。他不是光說我拳頭很大。人家還是

依照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之後，才取得這個權利。另外，

巴勒斯坦，1988/10/15 宣佈獨立建國，花了 24 年又 14 天，

成為聯合國非會員的觀察員國。上面這個是很強的，下面

這個是很弱的，弱到爆了。他一樣，他花了 24 年又 14 天，

發現中間只有差了 2 年而已啦，差了 2 年的時間而已。所

以我們發現其實在國際法的角度之下，即使是強如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權、弱如巴勒斯坦，他們透過國際法的規範，

跟聯合國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發生國際法上面的關係，所

花的時間其實沒有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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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了解到，國際法不見得是對大國有利的。如果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其實巴勒斯坦他在國際法上面

佔了非常大的便宜。我們知道說巴勒斯坦所主張的領土，

其實現在絕大多數都是被以色列佔領。他是一個絕大多數

自己本身所主張的領土範圍被其他國家佔領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進入聯合國所花的時間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花的時

間差不到兩年。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一件事情：國際

法對弱者最大的作用是增加我們跟強者進行競爭、進行政

治及法律攻防的籌碼。所以千萬不要說碰到強的，然後我

們就說「國際間都比拳頭大」，所以，我就放棄，然後國

際法都沒有用。 

 

錯了！國際法對弱者來說其實是最有用的工具、是最有用

的工具。之前我喜歡舉個例子就是，今天，如果說你一個

人要去對抗像鴻海這樣的大公司的時候，你直接用人去跟

它對尬當然贏不了，但是如果你把法律當成你的助手、工

具的話，是有機會打敗他的—即使他是這麼大一個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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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主權國家 

 

頁 6/49 

 

然後在這裡呢，要挑戰一下大家的一個觀念。主權國家有

四要素，相信大家過去都讀過中華民國的課本、公民教育，

它裡面有講嘛，這四要素，就說有土地啦（領土），然後

人民，還有政府，然後還有一個主權嘛，對不對？有讀過

這一個的請舉手，就是對於國家四要素，你的認知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大家都舉手。我告訴大家，這是錯的，完全

錯誤、完全錯誤、完全錯誤。 

 

為什麼？因為其實，它在這裡所說的國家四要素，它其實

是，它想要吃這個的豆腐—就是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

約的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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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49 

 

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裡面、它有提到主權國家它有

四個主要的特質，第一個、它當然是要有領土，固定範圍

的領土，一定數量的人民，這沒有問題，然後你有所謂的

政府，這政府當然就是進行管理工作的，治理領土、治理

人民，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外交能力、不是主權喔，不是

主權。 

 

這外交能力，我在這邊劃了一個圈在這裡，然後另外對著

另外一個政府，這代表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個外交能力，

一個主權國家所具有的所謂的外交能力，也不是隨便跟阿

貓阿狗之間的那種往來關係，是要跟另外一個、今天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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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一個國家，其他一個國家的政府平等往來的權利、平

等往來的能力。 

 

在這個地方，其實在國際法上面有一番爭執。就是說到底

「承認」是不是成為一個國家的必要條件。也就是「其他

國家的承認」是不是成為一個國家的必要條件？國際法上

面的通說，就是說大部份人認為基本上是不需要，不需要

其他國家的承認，你就可以是一個國家。但是現在有個問

題，如果其他國家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然後不以跟一個

國家往來的方式跟你往來的時候，請問一下你說你自己是

一個國家的意義何在？因為人家根本不把你當成一個國家，

人家跟你往來根本不覺得你是個國家。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啊，你說我是一個國家，但是其他國家都不承認你是一

個國家，跟你往來的時候，沒有遵照跟國家往來的規矩來

跟你往來的時候，你說你自己是一個國家，有沒有用？有

什麼用？ 

 

所以，雖然說通說裡面要成為一個國家，並不需要得到其

他國家的承認，但是國家要真正發揮國家的作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狀

態。 

 

那到底主權是什麼東西？主權是這個，主權是透過外交能

力讓其他的國家認可你，然後把你當成一個國家，認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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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國家跟你往來，開始尊重你的時候，那時候所形成

的一個東西，這是主權。 

 

主權在國際法上面最主要的效用、最主要的作用，是讓其

他國家尊重你。這個尊重基本上表現在：譬如說，我尊重

這是你的領土，所以我不會侵占，我不會把我的軍隊派到

上面去；然後我尊重你的政府是一個國家政府，所以國家

政府對內管理領土、管理人民所做的這些施政行為呢，我

不會干涉，這就叫做不干涉。所以國家跟國家之間有個基

本原則，就是絕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可以干涉其他國家的

內政。所以呢，其實是這一個包起來保護裡面。可是如果

沒有這個東西、沒有這個所謂的外交能力讓其他的國家把

你認定為是一個國家，然後跟你往來，這個主權就不存在

了，這個主權的保護是不存在的。 

 

所以剛才前面講的所謂的國家四要素必須要提的就是—如

果說今天你必須要先成為一個國家、人家先認定你是一個

國家，你才會有主權這樣的東西的時候，主權要如何成為

構成國家的要素？因為主權是你已經是一個國家的時候才

會有的東西，所以它不會是構成國家的要素，它是成為國

家之後會具有的一個權力、一個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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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國家 vs 政府 vs 政權 

 

頁 8/49 

 

另外呢，想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什麼叫國家、政府跟政權。 

 

什麼是國際法上面、主權國家法人格的政治實體？ 

 

這個是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然後那個法人格，然後什

麼是政權？政權就是具有實質力量、治理能力的政治集團，

所以一定要有實質的力量，而且要有治理的能力。 

 

那實質力量、治理能力怎麼表現出來？譬如說你今天，假

如是一個政權，怎麼表現？就說他可以在一定的區域裡面

控制那個部份的事物，然後不受其他政權的干涉，其他外

在的干涉，這時候它才會變成所謂的政權。政權不一定合

法，也有可能是非法，譬如說像叛亂政府；有些國家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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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叛亂政府，那個就是政權，那也是政權，只是他可能是

非法政權。那在這裡特別講說實質力量、治理能力，是想

跟大家講就是說在台灣呢，我們可以看到出現了許許多多

的政府，除了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外呢，現在同個時期

裡面好像還有存在一個台灣民政府，之前還有什麼美國台

灣政府、台灣自治政府、台灣臨時政府 …… 一堆政府，但

是這些政府呢，其實都是自己講自己開心的啦。因為這些

政府呢，這些所謂的政府呢，他們都沒有所謂的實質力量，

也沒有治理能力，他們沒有辦法真正的控制他們所主張、

自己的所謂的領土。他沒有辦法對那個地方進行控制，譬

如像台灣民政府，之前好像有發什麼車牌。我記得那時候

聽說，好像是他主張說如果你開的車上面掛著台灣民政府

的車牌，然後中華民國的警察就不能開你的單。他們是這

樣講的。 

 

不過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就是說中華民

國警察不只開單了、而且開單這件事情還上了新聞，大家

都在報，然後都覺得很好笑。那台灣民政府那時候的反應

是什麼，我記得啦，聽說好像就是要求把中華民國發的車

牌跟台灣民政府發的車牌同時掛出來。那就很奇怪啊，如

果照這樣來講的話，在那個時候，中華民國的警察不開你

單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中華民國發的車牌，不是嗎？有些

人、有些團體主張說自己是什麼政府，但是實際上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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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情完全看不出來具有所謂實質力量。像這樣根本連

政權都談不上，那個只是一個組織、一群人組成的組織。

那當然，我個人的認定是，台灣民政府這樣的組織基本上

都是詐騙集團，我老實講就是詐騙集團！他們的論述對不

對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們後來運作的那種模式，就是讓

他變成詐騙集團。 

 

那再來，什麼是政府？政府是能代表國家對內治理、對外

代表國家，對內治理人民土地、對外進行外交的政權，所

以政府也是一種政權。一個國家裡面可能有好幾個政權，

但是呢，可以代表那個國家的就會變成政府。所以說一個

國家只能有一個代表那個國家的政府，那個政府叫做代表

政府，那代表政府是能夠代表國家的政權；一個國家可能

同時存在好幾個政權，那如果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就出

現所謂的代表權之爭，這我們就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中國，1949/10/1 到今天，中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這兩個政權，他們在搶中國代表政府。那可能

有人說，沒有啊，中華民國政府怎麼會是中國政府，繼續

聽下去，大家就會知道。 

 

另外一個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 2019/1/23、這最新的，委

內瑞拉有個馬杜洛政府，另外一個瓜伊多過渡政府。如果

大家有注意到新聞的話會知道說，這個瓜伊多過渡政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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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因為他成立之後，美國就承認他了。美國就承認瓜

伊多過渡政府才是委內瑞拉的代表政府。這時候發生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美國承認了瓜伊多政府之後，

馬杜洛政府要求美國把外交人員撤出委內瑞拉，結果那時

候美國怎麼反應？美國的反應很有趣。美國說：「我承認

的政府是瓜伊多，所以你呢、是非法政府，所以你今天要

求我把外交人員撤出委內瑞拉，不是委內瑞拉這個國家的

合法政府提出的要求，所以我不管你。」所以美國的外交

人員繼續待在委內瑞拉，然後他們對口的對象就只有瓜伊

多過渡政府。 

 

這代表什麼意思？這代表當一個國家存在時，他內部如果

有同時好幾個政權的時候，其他的國家可以做選擇。選擇

什麼呢？選擇這幾個政權裡面哪一個才是代表政府，所以

美國就選了瓜伊多過渡政府。 

 

那我在剛剛前面講說中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也是這樣的關係。而其他的國家都是在選哪一個才是中國

代表政府。在這裡稍微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2017 年的時候，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巴拿馬所謂宣佈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新聞這邊都會報是什麼「台

巴斷交」—會報台巴斷交。然後在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政

府的外交部發布了一個聲明。但那個聲明內容很有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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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說，就是兩國的邦誼超過一世紀。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1910 年。 

 

那請問一下在座各位，1910 年的時候台灣在哪裡？我想大

家基本上都知道台灣那時候是日本的領土。另外，再問一

下，1910 年的時候、中華民國在哪裡？還沒出世！所以，

當他講說兩國邦誼是超過一世紀，而且從 1910 年開始起算

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是什麼角色？他覺得自己是什

麼？他是台灣嗎？還是中國呢？還是大清帝國呢？這是很

有趣的一件事情～不過等一下還會繼續說明。 

1.1.5  國家的各項屬性 

頁 9/49 

 

再來我們來講國家的一些屬性。就剛才講的，譬如說國家

有國號，一定會有的，就像人有名字一樣。它的改變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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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國家法人格，所以一個國家改了名字之後還是同一個

國家，不會變—就像說我叫黃聖峰，我改名字、我改叫郭

台銘，我也不會變成鴻海董事長，是吧，應該是吧？！如

果能夠改多好，那直接改 Donald Trump 就好了。最直接的

例子：史瓦濟蘭，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史瓦濟蘭，2018 年

改名為史瓦帝尼，還是同一個國家，邦交還在，跟中華民

國政權的邦交還在。 

 

另外一個是大清帝國 1912 年改名為中華民國。改名喔。我

想，相信我們過去看歷史課本的時候上面都講說什麼國父

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嘛，對不對？都這樣教

你嘛。可是事實上在當年所發生的事情不是這麼一回事。

當年發生的事情是 1912 年的時候，大清帝國宣統皇帝發佈

了一個退位詔書，這退位詔書裡面把大清帝國從帝王體制

更改為共和體制，然後呢，還要「成一個合漢滿蒙回藏之

大中華民國」。然後他在詔書裡指定袁世凱去成立臨時政

府。 

 

所以 1912 年所發生的事情是：大清帝國從帝王體制改成共

和體制，國家的名稱從大清帝國改成中華民國，這才是當

年發生的事情，所以沒有什麼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這種

事情，是滿清、大清皇帝，他直接下詔書、直接改變這些

東西。不相信的話，大家可以想一下民國 6 年的時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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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發生一件事情：張勳復辟。大家應該有印象吧？張勳

復辟。什麼是復辟？就是原本是共和體制嘛，又改回帝王

體制嘛，對不對，又改回帝王體制嘛。有沒有聽到—改回，

復辟— 恢復。這表示什麼？中華民國那個時候、這個國家，

叫中華民國那個國家，他是改回去原有的制度，這不就是

同一個嗎，就是本人啊，就是因為他本來之前是，後來改

成後面這個東西。那個時候，原本因為宣統皇帝退位的時

候是宣統 3 年，所以到民國 6 年的時候就變成宣統 9 年，

他年號是繼續算下去的，所以張勳復辟的時候呢，那個年

號是恢復為宣統 9 年，後來呢？張勳復辟結束了，因為好

像不到兩個禮拜就結束了，中華民國又改回去，又變成共

和體制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改來改去？如果說今天你改這個東西，然

後如果中華民國不是大清帝國的話，它每次更改應該什麼

東西都要重新起算才對啊，可是它都繼續算下去喔，因為

是同一個東西、他有延續性，所以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

啦。至少 1912 年以後，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那後面發

生的事情就更有趣了！ 

 

再來是政府，必要、可以換。那更換也不會去更改國家的

法人格，譬如說中國 1928 年，代表政府從北洋政府變成國

民政府，那這北洋政府當然就是之前一開始的時候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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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立的那個東西，後來一路延續下來，後來呢？歷史課

本都會講嘛，什麼北伐、統一中國。這個是勝者為王、敗

者為寇的史觀；什麼叫做北伐？其實真正的本質是什麼？

是中國內部、原本世界各國所承認的中國代表、合法的代

表政府是北洋政府，後來有人看這件事情不太高興，所以

就引進了外國勢力，那個人是誰？就是孫文，孫文引進了

外國勢力，引進了蘇共的勢力，就成立了什麼黃埔軍校之

類的，然後在那個時候自己成立一個什麼國民政府—其實

嚴格講起來就是一個叛亂政府，一個叛亂政權，這個叛亂

政權後來成功地把北洋政府消滅了，取代了他變成中國的

代表政府，然後這個勝利者就把這個東西美化，其實是叛

亂成功啦！他把它美化稱之為北伐、統一中國；那才是真

正的歷史。 

 

另外、體制，必要可以改，變動不會改變國家法人格。譬

如說像法國，我們都知道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 1792 年，

帝制改為共和制，中國 1912 年從帝制改成共和制，國家都

是同一個、都是 China，前面這個怎麼改都是 France、都

是法國。 

 

憲法，也不是一定要有的，它可以修改、可以重訂。修改、

重訂， 都不會影響國家法人格。我們現在過了很長的、有

憲法的日子，可能會覺得說國家一定要有憲法，其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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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為其實憲法是很新的產物，在早期，就是現在民族

國家已經出現的時候，大多數國家都是帝王體制，帝王體

制那時候是沒有憲法可言的。譬如像法國，發生法國大革

命之後，然後從帝制改成共和制，其他的國家則是採行君

主立憲制，就是原本是君主制，後來我就制定一個憲法，

就變成君主立憲制。但是我不會說沒有憲法之前的那個不

是國家嘛，就算在現在，我們一樣有沒有憲法的國家，像

這些國家，我們在阿拉伯半島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那些大公國都沒有憲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法國已經制憲 17 次了，

法國已經制憲 17 次，然後他 1958 年制憲那個版本已經修

憲 24 次了。不過法國還不是最離譜的，南美洲有個國家，

好像是智利的樣子，他制憲 34 次、制憲 34 次～不管制憲

多少次啦，法國制憲這麼多次了，他都還是法國，沒有人

因為說他制憲之後  然後那個國家就滅亡了，或者就變成另

外一個國家，沒有！就只是改變制度而已，或者是改變憲

法裡面的內容。 

 

再來，國旗，不一定要，但是基本上通常都有，改了也不

會影響國家法人格；國歌一樣，不一定要有。 

 

所以我列出來這些東西，大家如果理解之後，大概可以理

解到說—現在台灣島內有很多的主張、認為說改了什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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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後就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國際法上面，可能都沒

有那樣的效果。 

 

1.2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過去 

1.2.1  台灣的地理範圍定義 

頁 10/49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講一下台灣的地理範圍。 

 

最廣義是以中華民國政權現在所管的台灣、澎湖、金門、

馬祖，還有其他控制的地方，譬如說東沙群島、太平島這

些，都算在裡面，這是最廣義的；另外是廣義，就台灣島、

附屬島嶼，還有澎湖群島；再狹義的是台灣島、還有附屬

島嶼；最後一個是台灣島。在這個演講裡面，除非我有特

別提，要不然基本上這個台灣是指台灣島跟附屬島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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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澎湖群島這樣子。那不包含金門、馬祖、東沙群島、太

平島。為什麼不包括？等一下後面會提到。在這裡，我們

就直接講台灣的過去。 

 

過去，我們知道台灣過去幾百年，或者更早以前，有許多

的歷史。但跟現在國際法比較有確切關聯的，主要就是從

大清帝國開始。我們在這裡其實就一句話，就大清帝國皇

帝、大清世憲宗皇帝，這一個就是雍正、雍正皇帝，我記

得雍正皇帝好像是那個柯文哲最喜歡的，他好像常常看什

麼、雍正王朝，他都看那個東西來學習怎麼樣做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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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現狀由何而來？ 

頁 11/49 

我們看。這裡大清世憲宗皇帝在這裡講說：「台灣地方自

古未屬中國，皇考聖略神威，拓入版圖」，所以就是大清

帝國皇帝自己親口講出來的、台灣這個地方以前都不是中

國的一部份；皇考聖略，就是他爸爸、就是康熙皇帝，換

句話說，大清帝國自己本身的認定是說、台灣這個地方是

一直從康熙皇帝那個時候才開始被納入大清的領土範圍。

當然大清帝國會把台灣納入範圍是因為他那個時候要去追

擊鄭氏王朝—就是後來所謂的東寧王國。打敗之後，大清

帝國裡面在吵台灣到底要不要納進來。吵了半天，後來到

最後施琅上奏說服了康熙皇帝，所以把台灣納入了大清的

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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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大清來講，台灣就是一個邊陲的島嶼，所以他並沒

有花多少時間去經營台灣。所以大清雖然號稱把台灣劃在

領土裡面 200 多年時間，但是大多數時間，其實對台灣都

沒有什麼經營。 

頁 12/49 

 

那在 1867 年的時候，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美國羅發號事

件。比較年輕的聽者/來賓，你們可能已經知道這個東西—

就美國羅發號事件，那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可能沒有機會

看到這個東西—這個其實是後來的台灣史才開始有在談的。

美國羅發號事件大概就是說，美國一個商船，他在屏東的

七星岩這邊觸礁，然後遇難的船員誤闖排灣族的領地，結

果後來就被出草了，那活著的人跑去跟大清帝國告狀，說

我們這邊發生這樣的事情，那你們可不可以幫忙處理一下。

結果大清帝國的反應說因為是屬於生番地帶、非版圖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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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法管理，那就不管。什麼意思？就是大清帝國的政

府，他們的態度是—如果今天是生番所管理的地方、生番

生活的地方，那個不是大清的領土，所以他不管，那美國

就想，好啊，既然不是你的領土，那我就要為我自己的人

民伸張正義，所以那一年美國就派了他們的海軍陸戰隊到

台灣來了，結果輸了—現在在講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大家

都覺得好厲害，但是他們輸給了台灣的原住民，所以從這

裡可以看得出來台灣的原住民真的非常剽悍，即使是美國

的海軍陸戰隊也是一樣。 

 

過了三個月之後，美國領事李先得在琅?這裡跟排灣族十八

社總頭目卓杞篤就直接交涉，簽了《南岬之盟》，正式結

束了羅發號事件。《南岬之盟》裡面主要的內容是：以後

如果有商船在那邊擱淺，如果船員拿著紅色的旗子，那就

麻煩你、就是—不要殺，幫忙、協助他們回國。《南岬之

盟》感覺上好像是一個國際之間的條約，因為它是南岬之

盟，盟約什麼之類的。但這是不是代表說排灣族十八社在

美國的眼裡是一個國家呢？是不是？在國際法上面呢，不

認為他這是跟一個國家在簽條約，他是跟一個政權簽一個

協議沒有錯，但他並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國家來。當然這有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排灣族十八社本身的運作

模式並不像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樣子，並不符合當時的國

際法對於民族國家的形式上的要求，所以美國那個時候跟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過去 

 

32 

他簽，其實就是跟一個能夠控制當地的一個、算是領導人，

跟他簽了一個約定這樣子，所以，雖然說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樣的協約，但是並不是就是國際之間的條約。1869 年 2 

月的時候，美國領事李先得跟卓杞篤在中國海關稅務司滿

三德的見證下簽訂備忘錄，這就是說之前大家談的這東西、

後面就繼續延續下去。 

 

那這個的關係是什麼？請大家注意：滿三德他只是見證而

已，他是第三人、第三方。所以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就是

說這個排灣族這十八社所在的地方，並不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呢，這個中國海關稅務司他才只是擔任見證人的角色，

要不然他就直接跟美國簽就好了，為什麼今天要去見證？ 

 

 

頁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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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年發生牡丹社事件。這個即使是我這個世代的也有看

過，但是那時候講得沒那麼清楚。在這裡是 1871 年琉球國

的船，一樣，就發生擱淺，結果船員一樣被殺，那剩下的

人就逃回去。那在那時候發生的事情是：大日本帝國跟大

清帝國，他們都在爭、爭奪琉球王國的宗主國的身份。那

時候琉球王國的做法是—我兩邊都承認，兩邊都是宗主國，

我兩邊都朝貢，所以等於是有兩個宗主國的意思。日本這

時趁這機會，就問大清帝國為什麼不去管這個台番。 

 

大清說，這是置之化外的生番，那日本就說：「生番害人，

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

先來奉告」，大清說「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

憑貴國辦理」。剛才前面那個部份是大清帝國有講說生番

所在的地方不是他的版圖，所以他不承認生番所在的地方

是大清帝國的領土。接下來，他連人都不承認—說這不是

我的人，也不是我的國民，所以我管不著。所以日本就向

無主番界出兵，然後去討伐大清的、不承認是他國民的人，

這他管不著—五月進攻、七月牡丹社就輸了，然後日軍就

移駐龜山長期駐紮。這一次原住民就沒有這麼的順利，這

一次就輸給日本。而日本就在龜山這邊長期駐紮。 

 

其實對大清帝國來講有點尷尬—雖然說這些生番不是我的

國民，他們所在的地方也不是我的領土，但是，你把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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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紮在這裡，總是覺得怪怪的，所以後來大清就找英國幫

忙。在英國的介入之下就簽了《北京專約》，然後兩國就

針對牡丹社事件做成了一個協議，然後就是一些相關的討

論，就到此為止，然後要求大清帝國要好好的管該處的生

番，管該處的生番就是說，你還是要管一下那邊的人，這

個在解釋上來講可以說—那時候大清透過跟英國的介入，

他是企圖要主張說那個地方的領土其實還是他的，那、但

是如果要主張領土是他的，那上面的人，你當然要好好管

一管，必要進行實質控制。後來大清就想說，前面有羅發

號事件，後面有牡丹社事件，怎麼大家都對台灣很有興趣

的樣子？可能有點重要，結果後來大清帝國就將台灣建省，

然後開始正式分治辦公。但是也沒有多久啦，過不到 10 年，

台灣就不是大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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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4/49 

 

然後，1894 年，甲午戰爭，這個時候，2 月 22 日、澎湖之

役之後，日本佔領澎湖。這一點呢，在國際法上面是有意

義的。就是說在 18、19 世紀，那個時候的國際法是這樣，

如果說兩國交戰的時候，在戰爭期間，這個戰勝國所佔領

那個戰敗國的領土呢，在戰爭結束的時候，雙方會簽一個

條約，通常被佔領的部份會被要求割讓。所以日本那時是

依照當時的國際法規範。在打甲午戰爭的時候，其實明明

就是日本跟大清在打—為了朝鮮在打，但是他偏偏出兵去

佔了澎湖了，他的目的就是在於、當戰爭結束打贏了之後，

他要大清把澎湖割讓給他。他利用國際法上在當時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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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規範做這樣的事情。以國力跟大清比起來，日本是比

較弱的，但是人家也是利用國際法的規則。 

 

這裡我們可以看一下 1772 年的時候，大清帝國所控制的範

圍，其實就是當初從鄭氏王朝、東寧王國那邊所拿到的部

份是這個樣子。然後在 1884 年的時候，號稱是這樣子的一

圈，但是中間是白色、意思是什麼？大清帝國對中間沒有

控制。他沒有辦法控制，所以我們可以說，對大清帝國來

講，他在台灣島上擁有主權的部份、是不包括中間這一塊

白色的，可是他在割讓的時候，是把整個島割出去的。當

然在這裡，他有個卑南廳，這個長長這一條、綠色這一條，

個人是認為這個是吹牛啦。就是說他實際上並沒有控制，

對這一塊並沒有真正實質控制，他只有一小部份的一個點

可能有人，譬如說像今天的台東市的部份可能有人，但是

其他的部份，它並沒有實質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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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49 

 

那 1894 年甲午戰爭結束之後，日本佔領澎湖 3 月 23，然

後， 1895 年、馬關條約生效，大日本帝國取得大清帝國治

下的台澎地區的法理主權。意思是說，剛才大清帝國那個

圖上面、白色的部份，日本並沒有因為下關條約生效之後，

拿到他的主權，他只有拿到有塗色的部份。那在這裡，

1895 年 5 月 25 號，不是真心要獨立的台灣民主國成立。 

 

我在這裡講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一點？因為我知道現在有人

就是覺得台灣民主國好像就是台灣獨立的先聲，甚至還有

人主張就是要復國、回復台灣民主國。但是必須要跟大家

講就是這個台灣民主國，本身其實並沒有真正要獨立的意

思。台灣民主國的年號叫永清—永遠歸順大清的意思。台

灣民主國本身成立當初的理由，他的目的，其實是要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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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拖到是不是有其他的國家會介入，然後讓日本把台灣

跟澎湖歸還給大清帝國。為什麼？因為在這之前有個前例，

在馬關條約裡面割讓出去的，除了台灣跟澎湖之外，其實

還有遼東半島，但是後來因為有三國干涉還遼，德國這些

國家、干涉還遼，之後，日本跟大清後來簽了一個《遼南

條約》，然後要求大清帝國花錢把遼東半島買回去。 

 

所以呢，其實建立台灣民主國那群人的想法是—我今天趕

快先弄這樣一個東西來拖時間，看看其他的國家會不會也

來介入一下，像之前干涉還遼一樣介入，然後讓日本把台

灣、就是賣回去給大清。但是當然沒成功，因為在那個時

候、其實大多數的國家根本不想淌這個渾水，而且他們也

知道台灣民主國這些人在打什麼主意，所以台灣民主國並

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他獨立了、

成功了。 

 

另外一點也要讓大家知道、台灣民主國他本身主導的人基

本上就是大清帝國治下的人，所以台灣民主國如果說要主

張領土的話，絕對不會超過大清帝國所能夠合法主張的範

圍。所以如果台灣民主國真的復國了，這個國家的領土也

不包含中央山脈以東，所以他就會是一條香蕉啦，所以現

在有人在主張要復國的時候，可能不太清楚台灣民主國是

什麼。再來就是在當時國際法的角度來講，台灣民主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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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日本帝國主權領土上面的台灣人叛變，所以後來發生

所謂的乙未戰爭。乙未戰爭對日本來講其實是一個軍事鎮

壓、軍事鎮壓叛變，就是個叛變沒成功的軍事鎮壓，這是

國際法裡面的看法。所以，當有人在提復國的時候，如果

之後有機會再看到有人在提台灣民主國復國的時候，可能

要問一下對方、就是，你覺得台灣民主國的領土範圍有多

大？ 

 

好，然後 1911 年開始，大日本帝國開始用武力併吞原住民

所在領土，剛才前面有講—大清帝國所控制的範圍並不是

整個台灣島，那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法，基本上你

是可以用武力征伐的方式來擴大你的領土範圍。所以日本

就是運用武力的方式去併吞原住民所在地的領土的主權，

也在那時候有提出了所謂的五年理番計畫。那這五年理番

計劃一直到 1915/1/15 的時候算是完成了，同一個月宣布結

束，在那個時候所謂的「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全島

主權歸日—這一點其實蠻重要的，在國際法裡面、其實蠻

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也從這一天開始，台灣島整個島的

主權才真正歸屬於單一的國家，而大日本帝國是有史以來

第一個取得台灣島全島主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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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6/49 

 

這一點為什麼重要？因為如果說之後、就是換譬如說像中

華民國就主張馬關條約要廢除啊～什麼之類的，然後主權

就回復到中華民國。你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就說、好啊，

那如果這樣來講的話，那你是不是還是一樣只能回歸大清

那個時候所主張的範圍？那我剛才講說我認為大清帝國說

的那一個、東邊，我認為說他是有點在吹牛，原因是 1895

年，大日本帝國的控制範圍只有到這裡這一塊，也就是從

中央山脈這樣一路下來，北上面雪山山脈這樣一路下來，

然後整個一路往東，日本在 1895 年，沒有辦法控制、取得

不了，但是其他地方，他都有辦法控制。所以你有發現是

什麼？這一些基本上、這些地方都是大清帝國在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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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本身有設什麼治理機構，然後很多的漢人的地方。

而這一些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原住民所在的地方。 

 

所以，就現實上來講，這一些部份對大清帝國來講根本不

是他所能控制的範圍，不是他的版圖啦。所以我認為剛才

前面那個圖，這個部份，所謂的卑南廳這個部份，他可能

頂多就是今天的台東市部份，可能有一些大清帝國的官員

在那裏控制而已，其他部份，他都沒有辦法實質控制。然

後在 1920 年的時候，我們看到整個台灣島、包含澎湖在內，

整個台灣島都已經被日本畫出來了，他的行政區塊，已經

確實有設置機構在管，很多支廳，什麼花蓮、鳳林、玉里

～什麼之類的，他設這樣的機構，這麼多的機構，就知道

說他是真的有效在實施治理，那這是 1915 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在 1915 年的時候，日本已經控制台灣全島，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整個行政區劃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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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7/49 

 

日本取得整個台灣的主權之後，接下來，時間繼續過下去

～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那在這時候，1943 年就出現

了所謂的開羅公報，裡面表達台澎戰後要歸還中華民國的

意向，「意向」，在這裡我要跟大家特別說明、強調一

點—「意向」這兩個字，什麼是意向？ 

 

「這樣子想、他們這樣子想」，就是美英中這三個國家

「他們這樣子想」，他們覺得說台灣戰後應該要歸還給中

華民國，然後這三個國家、透過大眾媒體的方式向全世界

宣佈說他們覺得應該要怎麼處理，這個是意向的部份。所

以說有所謂的意向書、MOU 之類的，對啊，就是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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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 蠻熱門的，到底 MOU 是什麼東西呢？MOU 跟真正

的契約是兩回事，這很有趣齁。 

 

1945/7/26 的時候，中英美蘇這四個國家弄了一個《波茨坦

宣言》，重申說《開羅宣言》必將實施的「意向」、又來

一次，又一個 MOU 。 

 

1945/8/15 大日本帝國玉音放送，宣佈無條件向盟軍投降、

向盟軍投降、向盟軍投降。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在主張說什

麼日本是被美國打敗，所以美國是日本征服者，我說會做

這樣主張的人、基本上就是研究不夠透徹，對歷史了解不

夠。他只以為說好像二次世界大戰、只有美國在打日本，

沒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的戰場不是只有

在太平洋而已，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除了太平洋

上面一些島嶼之外，包含中國本土，還有就是像今天的越

南、寮國，他一路往西～打、打、打，打到馬來西亞這一

邊，然後往南的部份，當然就是像菲律賓、像印尼（今天

的印尼），很多地方在當時都是日本的佔領地。所以在那

個時候有跟日本宣戰的國家、所謂的盟軍成員，數量差不

多是 50 個，那實際上真正有出兵跟日本交戰的國家，除了

美國、蘇聯、中華民國、然後英國，那個時候還有當時是

大英國協自治領的印度、澳大利亞、然後紐西蘭，還有像

荷蘭這些國家，他們都有派兵出來跟日本對戰。所以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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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日本的就是盟軍，是盟軍、不是只有美國而已，所以

如果有人在那裏主張說什麼日本被美國打敗，所以美國是

日本征服者，這個是歷史沒有讀通。 

 

然後，1945/9/2 大日本帝國簽署一個停戰協定性質的降伏

文書、正式終止戰鬥。我在這裡講這是停戰協定，就是戰

爭停下來 、不要再開火了，這就是停戰協定的效果。我想

就是大家過去在看中華民國的課本的時候，裡面就講什麼

《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然後日本降伏文書，然

後就說台灣的主權就歸屬中華民國了。過去大家都看到課

本上都這樣寫，但是現實上不是。 

 

現實上，前面這兩個是意向書，降伏文書，它只是停戰協

定而已。就是說、這個簽下去，我們雙方就不要再開火了，

就這樣子而已。然後在同一天，盟軍總部司令—麥克阿瑟，

他發佈命令，他有個一般指令第一號，要求大日本帝國發

布他所發下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它是盟軍、就是分區受降

佔領的一個命令。在裡面它講說「要求中華民國政權的代

表、蔣介石依照命令中的安排，在中國、不包含滿洲—中

華民國課本裡面講說是滿州國，那更早以前是寫偽滿州

國—然後，台灣、澎湖、北緯 16 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去

接受日軍投降」，所以，中華民國政權、蔣介石他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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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工作是接受投降，那接受投降之後呢？不是只有接

受投降而已，接下來會有一件事情就是說、他要進行佔領。 

 

為什麼投降之後要進行佔領？因為其實，投降之後並不是

表示事情就結束了，在國際法上面一個戰爭要正式結束，

交戰雙方他們會簽訂一個和平條約，這和平條約裡面會寫

清楚這個戰爭到底最後要怎麼樣去處理，那在從投降到簽

署條約這一段期間，你必須要維持相關地區的一個安定、

穩定。像剛才前面講說簽了停戰協定之後，基本上就是雙

方不要再開火了，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戰勝方他沒有辦法去

控制這個戰敗方的領土的話，那戰敗方在他的領土裡面，

如果說還是有人想要再出來繼續滋事，就是繼續要再開火、

繼續反抗的話，那這戰爭是不會結束的。所以在國際法上

通常是、當一方投降之後，戰勝的一方他會對戰敗的一方

進行佔領，所以，當中華民國政權代表蔣介石，他依照這

個要求到台灣這邊接受日軍投降之後、投降典禮結束之後

就開始進行軍事佔領。日本本土也是一樣—1945/9/2 這邊

簽署了停戰協定，降伏文書，從這一天開始，日本本土就

進入了盟軍的佔領的狀態，那盟軍在那個地方就成立了所

謂的盟軍總部，對日本本土進行軍事佔領，那日本其他部

份的領土，還有在二戰的時候其他的佔領地，就依照一般

命令第一號裡面的安排，由不同的國家去那個地方接受日

軍的投降、接著開始進行軍事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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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0/25 蔣介石代表、陳儀，他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盟軍

受降典禮。大家的印象都是 1945/10/25，應該都是所謂的

台灣光復吧，有什麼台灣光復節、還有什麼歌—張燈結綵

喜洋洋。實際上在當天發生的事情是蔣介石代表依據盟軍

的授權到台灣這邊來接受日軍的投降，然後為盟軍開始進

行軍事佔領。但是呢，其實也是因為《開羅宣言》的關係，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政權這邊，他有點想說先上車後補票，

他想說反正台灣跟澎湖遲早都是他的，所以乾脆就先上車

囉。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沒有明白、老實告訴大家—其實他的

法律地位只是盟軍的代表來接受投降跟進行佔領，他直接

把這稱為光復，然後告訴台灣人說，從這一刻起、台灣跟

澎湖就回歸祖國了，台灣跟澎湖就是中國的一部份，在那

個時候他成立一個所謂的盟軍佔領機構，就是所謂的行政

長官公署，但是因為要配合前面的台灣光復，所以它的名

稱就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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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8/49 

 

1946/1/12 中華民國發布訓令、恢復台灣人的國籍—中華民

國國籍；恢復—英美等國就表示抗議嘛，表示說，你台澎

的領土主權還是屬於日本，你不可以隨便賦予佔領地的人

民國籍—在國際法上面是有這樣的規範，因為佔領歸佔領，

佔領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會讓領土的主權產生移轉，所以，

雖然中華民國政權在那個時候是在佔領台灣跟澎湖，但是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並沒有因此而移轉給中華民國。 

 

不過，想告訴大家就是—雖然在這裡，英美等國表示抗議，

但是也就僅止於此，就是後來沒有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開羅宣言》的關係。因為其實這

些國家，我們看在 1946 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知道中華

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1949 年才出現的嘛，對不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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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這個時候，中華民國就代表中國嘛，所以對這些國家

來講，你是在做這個違反國際法的事情，但是，依照之前

大家所講好的、表現出來那個意向—反正台灣跟澎湖遲早

都是你中國的，所以，好啦，那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

然說國際法上不應該這樣做，但其他國家就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結果後來 1947/2/28 開始，就是二二八開始大屠殺之

後，一路上就清鄉、綏靖，那在這裡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說，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在 1945/10/25 以後，他只是代表盟

軍在佔領台灣的，他並沒有拿到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台灣

跟澎湖的居民其實也沒有拿到所謂的中華民國國籍，所以

在這個時候，這個大屠殺其實是佔領軍在屠殺佔領地人民，

是中國人在殺日本人。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在看待二二八的

時候，把它說這是什麼官民衝突，又是什麼人民對政府的

統治不服氣啦。我說這個其實就已經落入了一個陷阱，落

入了「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已經屬於中華民國了」，所以

「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人就是國家政府」，所以就是「人

民反抗」什麼之類的～沒有啦，其實在國際法上來講、就

是個佔領軍在屠殺被佔領國的人民，這是國際之間的衝突，

並不是國家內部的衝突。 

 

1947/4/22 中華民國行政院撤銷行政長官公署，改組台灣省

政府。改組台灣省政府這個其實是台灣人要求的—我想大

家都知道二二八發生之後，各地就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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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他們就提出了一個訴求—認為說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就像一個新的台灣總督一樣，所以他們認為說應該要、

反正我都已經回歸祖國了，然後希望能夠擺脫過去那種殖

民的生活，所以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夠用正常的治理其他行

政地區的方式來治理台灣跟澎湖，所以台灣人要求把它改

成台灣省政府。這個就是在沒有正確認知的情況之下、提

出來的錯誤的要求，那當然中華民國政府就很高興啊，你

台灣人都自認為你已經是中華民國國民了，台灣跟澎湖的

主權已經是中華民國的了，那我就合你的意囉～所以，行

政院就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撤銷、改制變成台灣省政府，

這是台灣人在錯誤認知下所採取的錯誤行動造成的結果。 

 

1947/5/17 開始，台灣省政府正式運作，一路上這樣下來。 

 

1949/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建政。我在這裡講建政、不

講建國，因為在當時所發生的只是出現了另外一個中國政

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他們並沒有要從中國獨立出來

的意思，他們是要成立一個新的政府，然後來取代之前、

他們眼中所謂的國民黨政府，就是所謂的國民政府。所以

中國「一中兩政權」的格局就形成，代表政府之爭從這時

候開始。意思就是說，從這一天開始，中國這個國家裡面

有兩個政權—中華民國政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這兩

個政權在爭奪中國的代表政府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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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0/25 在聯合國那邊所發生的事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權贏了、他在聯合國裏面成為了中國這個國家的代表政

府，然後中華民國政權輸了，他不能夠在聯合國裡面代表

中國這個國家。另外像過去所說什麼斷交、什麼台巴斷交，

其實都不是所謂的斷交、不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終止之間的

邦交關係，那只是那一些國家改變他所承認的中國代表政

府而已。換句話說，其實沒有像中華民國他講 1979 年的時

候中美斷交，以前講中美斷交，現在報紙都會報台美斷

交—其實根本沒有斷交，因為美國跟中國一直都有邦交，

他只是跟不同的政權往來而已。在 1979/1/1 以前，他都是

跟中華民國政權往來，1/1 以後就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權往來，所以沒有斷交，只是改變他所承認的代表政府而

已，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1949/12/8 中華民國政權通過行政院會議、把中央政府遷到

盟軍佔領代管地台澎、成為流亡政權。流亡，什麼叫流亡，

他離開自己的領土主權地，就成為流亡政權。那在這裡，

特別提到就是說中華民國通過行政院會議。為什麼有很多

人會覺得說、好像一個國家搬來搬去是按照誰來判斷，是

依照總統嗎？有人以為好像總統，總統搬到哪裡去，國家

就搬到哪裡去。沒有，中華民國的憲法，如果大家有空可

以去看一下，中華民國憲法本身的規定是—最高行政機關

是行政院，最高行政首長是行政院長、不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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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實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長，中華民國這個

國家對外的代表是總統沒錯，但是中華民國政府本身、他

最高的行政長官是行政院長，所以在這個時候呢，這個行

政院通過這個行政院決議把中央政府遷到台澎，就是依照

中華民國自己本身的法令、本身憲政的體制，中華民國的

中央政府就合法的遷移到台灣來了，變成以流亡政權的形

式遷移到台灣這邊來了。 

 

那有些人在這裡會計較說那個時候中華民國總統不是蔣介

石、是李宗仁，李宗仁人在美國。那個不重要。就是說，

中華民國政府有沒有合法流亡到其他地方去、跟在那個時

候誰當總統沒有關係。因為現實上是李宗仁他也從來沒有

去否認、流亡到台灣這邊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李宗

仁他有計較的是—那個蔣介石「復行視事」這件事情。因

為蔣介石他後來就是在 1950/3 的時候復行視事。那時候李

宗仁就跟他講說依照憲政體制沒有復行視事這回事，所以

他們是在計較總統職權的部份，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在當時

是合法的。他們本國、中華民國政權自己本國內部的規範

是合法的遷移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在那當時總統是誰、不

影響這個的效果。 

 

1950/6/25 的時候，美國杜魯門總統發佈台灣海峽中立化宣

言，這時候台灣地位未定的立場出來了。這時候是政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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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只是政治表態。大家要知道 1950/6/25 的時候，台灣跟

澎湖的主權還是屬於日本，那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這個時候

發表這個東西，他的立場是說，台灣跟澎湖到底最後要歸

屬於誰，之後再說，等韓戰結束之後，或者說在跟日本簽

署的和平條約裡面再來決定。 

 

 

頁 19/49 

 

1951/9/8 的時候，日本跟 48 個同盟國簽署《舊金山和約》。 

 

這一個《舊金山和約》、在我這個年紀的歷史課本裡面是

沒有的，比較年輕一輩的、大概在陳水扁執政之後開始唸

書的，應該有機會在歷史課本裡面看到《舊金山和約》；

那在裡面，它的第二條 B 項裡面提到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權

利、權利名義跟請求，這是徹底放棄台澎主權。剛才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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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所講的那一個只是政治表態，這一個和約是國際法

上面的根據、法律上的根據出現了。那第二條 F 項裡面講

說：日本放棄南沙跟西沙群島的權利、權利名義跟請求，

也是一樣放棄主權的意思。 

 

1951/10/19 裕仁天皇依照內閣請求、完成《舊金山和約》

的認證。 

我特別提這一點出來的原因是我知道現在、除了台灣民政

府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團體在主張說—台灣跟澎湖的主

權現在還屬於大日本帝國。那首先第一個就是說，大日本

帝國現在何在？他們如果要主張這樣，可能要先讓大日本

帝國復活，另外一點就是說，他們主張說台灣跟澎湖的主

權還是屬於日本的原因是因為—他說《舊金山和約》是日

本政府去簽的、不是日本天皇去簽的，所以不算數—那我

今天提這個東西出來是因為我要告訴大家：日本天皇他已

經認證了，他認證了這一件事情，日本天皇沒有辦法說沒

這回事。那認證、怎麼認證呢？大家知不知道那個玉璽、

皇帝的玉璽，這個認證呢，就是這個天皇呢、就拿著他的

大顆的玉璽、就這樣蓋下去，這就完成認證了。完成認證

之後呢？所以意思就是說，對日本天皇來講，他接受《舊

金山和約》裡面的安排、接受《舊金山和約》裡面的安排，

也就是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因為放棄的時候也沒

有講要給誰，所以就是台灣地位未定—從這裡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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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1952/4/19 日本法務府民事局長發布民甲四三八號通

達，裡面講台澎住民自《舊金山和約》生效日起喪失日本

國籍，特別提這個就是因為，一樣，到現在還是有一些團

體主張現在台灣跟澎湖的住民也有日本國籍，那我要告訴

大家就是—日本政府已經告訴你了：《舊金山和約》生效

之後喪失日本國籍；1952/4/28《舊金山和約》生效，所以

台灣跟澎湖不再是日本領土、主權屬於未定狀態，台澎的

住民也不再具有日本國籍、是無國籍的人。 

 

另外一點  很有趣的就是 1952/4/28 的時候，日本跟中華民

國簽了《中日和約》，裡面提到、第二條說：雙方承認日

本已經依照《舊金山和約》放棄台灣、澎湖、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主權；然後第四條就廢止 1941/12/9 以前中日兩

國之間的條約；第十條把台澎住民跟他的後代視為中華民

國國民。 

 

那在這裡有幾點要跟大家講、就是呢，第一個雙方承認日

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放棄這些地方。這代表什麼？就

是中華民國他接受《舊金山和約》裡面「日本放棄台灣跟

澎湖的主權、然後沒有指定移轉對象」這個安排。所以雙

方都承認了， 都承認這件事情了，那為什麼中華民國承認

這點很重要呢，因為我們知道《開羅宣言》是美國、英國

跟中國這三個國家弄出來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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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舊金山和約》的國家裡面，英國跟美國都有簽，但

是中華民國沒有簽，中國沒有簽，因為剛才前面那一個代

表政府之爭啦，不知道誰才能夠代表中國，所以《舊金山

和約》，不管是中華民國政權也好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也好，他們都沒有去簽《舊金山和約》，但是美國跟英國

有簽，他們的安排就是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主權、沒有指定

歸屬對象，中華民國在《中日和約》裡面，他承認了這件

事情，表示說，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主權、沒有指定歸屬

對象這件事情，《開羅宣言》的三個當事國—美國、英國

跟中國，這三個國家都接受了，他們都接受了新的安排，

接受了《舊金山和約》裡面的安排，所以從這一刻開始、

從《中日和約》生效那一刻開始，《開羅宣言》裡面關於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在日本投降後要移轉給中華民國這件

事情就等於是不存在了，因為已經有新的約定，新的約定

就是：日本放棄主權、沒有指定歸屬對象，這就是《開羅

宣言》的三個國家、他們都承認這件事情。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過去 

 

56 

 

頁 20/49 

 

那在這裡面有提到，還有廢止 1941/12/9 以前中日所有條

約。 

 

那我們知道馬關條約當然是在這之前的條約，所以應該也

廢止了，那會不會使他回歸呢？我們在這裡看，日本條約

局局長、他就直接講不會啦，不會因為這樣子就回歸中華

民國，因為像台灣割讓這樣的條約、就是完成台灣割讓一

事後就達成目的，具有形式上的效力，因為是已經執行完

畢的條約，就算事後廢棄、也只是形式上的廢棄，已經執

行完畢的事項無法因此而回到未執行前的狀態。這意思是

說，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已經依據馬關條約移轉給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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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過去之後呢，馬關條約就算事後廢止了，也不會讓台

灣跟澎湖的主權從日本那邊再移回中華民國，為什麼？ 

 

這個部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就舉個例子：在過去國

家跟國家之間為了領土發生戰爭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戰

爭完之後就開始簽和約、然後割讓領土。 

 

那我們就想一個例子就好，假設今天有三個國家 A 國、B

國、C 國，A 國跟 B 國打了一場仗，A 國輸了，然後 A 國

把一塊地、假如說這是甲地，把甲地割讓給 B 國，後來 B

國跟 C 國發生戰爭，B 國他輸了，所以 B 國把甲地又割讓

了給 C 國；那假設後來 A 國跟 B 國又打一場仗，結果 A

國贏了，然後約定說雙方之前所簽的條約全部都廢止。假

設、假設這個廢止可以讓已經移轉過去的東西會移轉回去

的話，那現在就有個問題了，現在這個甲地呢、在 C 國的

手裡，如果 A國跟 B 國之間、過去所簽的條約廢止之後，

領土的主權會移轉回去的話，那 A 國要怎麼樣把甲地拿回

來？甲地現在在 C 國手上，難道再打一場嗎？不會吧！對

不對？ 

 

所以這就是在因為法律的安定性的要求，所以關於像領土

割讓這樣的東西，割了就是割了，出去就是出去了，如果

你要再轉回來，你要再簽另外一個條約，不會說因為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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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那個條約廢止之後、然後所有權就又移回去了，所以這

是國際法上面的規則。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一下中國人的主張，中國人他們講說

現在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嘛，他們都會提出這個啦—他們

講說馬關條約已經廢止，所以台灣的主權回歸，這就表示

說他們都不懂國際法；所以今天大家知道這個之後，我們

就—以後有機會在網路上跟他們相遇的時候，就可以告訴

他們，你這是不懂。 

 

 

頁 21/49 

 

1954/12/2 的時候中華民國跟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這個條約 1955/3/3 換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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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面把台灣澎湖列為中華民國政權掌握的領域，那中譯

把它譯領土、都譯領土。那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說，領域

其實就是實質控制的部份，那領土是有主權的涵義、暗示

有主權。在英文版裡面是  territory 或是 territorial，就是領

域，但是中文在翻譯的時候都會故意把它翻譯成領土，那

美國當然知道、就是中國人都會做這種小手段，所以他們

在批准這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直接講這個條約不會

改變台灣法理地位未定的狀態，所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裡面雖然中文版裡面講—就是說領土、就是台灣澎湖，但

是簽約的對方直接講說不會改變。 

 

1971/10/25 聯合國大會決議 2758 號，使中華民國政權喪失

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 

 

有人都在主張說這個 2758 號決議、讓中國取得台灣跟澎湖

的主權—沒有喔，這個決議完全沒有提到台澎主權歸屬，

被趕出聯合國是中華民國政權，又不是台灣、也不是台灣。

我知道現在很多的報紙在報導這個東西，它都會講 1971 年，

台灣退出聯合國—我說大家看到這個都要提高警覺，1971

年退出、其實是被趕出去，被趕出聯合國的、不是台灣、

是中華民國政權，台灣從來沒有加入過聯合國，加入聯合

國是中國，那時候，中華民國政權是以中國代表的身分、

代表中國加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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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9/29 日本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中國正統政府、

片面廢止《中日和約》。 

 

這時候台澎住民就不再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而是台灣治

理當局治下居民，所以為什麼講說不再被視為，不再被視

為—剛才前面有提到就是《中日和約》裡面第十條、台澎

的住民是被視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大家知道視為是什麼意

思？視為就是：你不是、但是我把你當作是，就是，我把

你當成是—譬如說我把你當人，我把你當人看、意思就

是—其實你不是人、但是我把你當人看，所以《中日和約》

裡面將台澎住民跟他的後代視為中華民國國民，意思就是

說，其實台澎住民跟他的後代不是中華民國國民，但是我

把你當成是中華民國國民，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台灣跟

澎湖是中華民國政權在管的地方，所以，現實上的考量、

把你當成是中華民國國民，按照法律上，你不是中華民國

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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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2/49 

 

1971/1/1 美國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中國政府，同

年 4/10 簽署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是這樣，它是維持美國跟台澎居民的非官方關

係，然後第 15 條裡面有認定說—原本他所承認的中華民國

呢，是台灣治理當局、而且這個治理當局可以被取代也可

以更換，所以意思就是說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台灣治理當局

不是非中華民國政權不可，如果假設今天有另外一個政權

可以有效的控制管理台灣跟澎湖這兩個地方，那美國也會

去承認這樣一個政權是台灣治理當局。那剛才我們都只講

台灣跟澎湖而已，不包含金門跟馬祖，為什麼？基本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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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我們來看過去的歷史，金門跟馬祖在歷史上從來沒有

被割讓給其他國家過，所以金門跟馬祖從頭到尾都是中國

的一部份，剛才我們前面有講中華民國政權他本身其實是

一個中國政權，他是一個中國底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權在爭奪中國代表政府的政權，他是中國政權，所以金馬

呢，就是中國領土，所以他並沒有因為他現在在中華民國

政權的控制之下、他就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土，沒有喔，

他還是中國領土喔。譬如說美國的部份，1954 年，他的國

務卿 John Foster Dulles 直接講說這個台灣跟澎湖、跟始終

是中國領土的離岸島嶼、金門馬祖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所以台灣澎湖跟金門馬祖在國際法上面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金門馬祖始終是中國領土，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是未定；

另外一個是英國外相 Anthony Eden，他在這裡一樣有講，

講的是一樣的意思，講說—對英國政府來講，他們過去認

為、現在也認定，就是中國的離岸島嶼，這些離岸島嶼呢、

始終都是中國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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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現在 

 

頁 23/49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過去跟現在，簡單講，台灣、澎湖法

理主權未定，他不屬於任何國家，但是這裡特別強調『原

殖民地的住民有權決定他的歸屬』，原殖民地的住民。台

灣跟澎湖在日本放棄台澎主權以前是日本殖民地。我們都

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很多原本是殖民地的地方，

他都紛紛獨立變成國家了—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相關的戰勝國他們有個共識，叫「去殖民化」，所以原本

是殖民地的地方都讓他們有機會自治、甚至獨立成為一個

國家，那台灣呢？台灣澎湖就是個很特殊的地方，我們原

本是殖民地，後來原殖民母國放棄了主權了，但是沒有指

定給任何人，到底屬於誰都不知道，但是因為原本是殖民

地的關係，所以依照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去殖民化」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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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應該是可以自決建國的，行使自決權、決定自己的未

來。 

 

中國的部份—中華民國政權，他在代表中國的時候、從來

沒有透過這個政權取得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剛才有提到—

像中華民國政權跟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面

是直接講不會受到影響，然後後面都沒有其他國際的條約

去影響到台澎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這裡、注意，因為中華民國政權

從來沒有代表中國取得台澎主權，所以他不能夠主張台澎

主權。我們今天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講的時候，他都在

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份，他的那個主張到底法理依據是什

麼？其實，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自己繼承中華民國，

他主張是中華民國已經滅亡，所以他就是繼承中華民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就要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

繼承中華民國政權的話，只能夠繼承中華民國政權有拿到

的東西嘛，中華民國如果沒有拿到台灣跟澎湖的主權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要如何從中華民國那裏繼承到台澎主

權？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問題的癥結點，今天中華人民共

和國能夠一直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其實真正問題的

癥結點不在他身上，而在中華民國。因為他主張繼承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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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所以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拿到台澎主權，你就沒得繼

承了嗎，對不對？這就是法理的論述的主張。我們今天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他那個也

是法理主張喔，所以我們如果要打掉他的主張、就是要講：

你根本就沒有合法取得這些東西嘛，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

處理的話，就是要先讓中華民國承認他沒有拿到台澎主權。 

 

那有人主張說美國有台澎主權，就是所謂的美屬。但是美

國只是盟軍成員之一。這剛才前面講的，美國不是日本的

征服者，盟軍打敗日本、美國是盟軍成員之一，也沒有任

何國際文書把台澎主權移轉給美國，所以美國沒有拿到台

澎主權—我知道有人在主張台灣跟澎湖是什麼美國的未合

併領土、什麼海外屬地，那都不對。 

 

那還有人主張說台澎主權屬於盟軍全體成員，這也是不對

的—那盟軍在二戰結束之後，他們只是同意安排、授權部

份盟軍成員去佔領不一樣的地方，所以他們只是共同同意，

譬如說由中華民國政權這一個來去代表盟軍去佔領台灣跟

澎湖，所以也沒有任何國際文書把主權移轉給所謂的「盟

國」。所以如果有人主張屬於盟軍全體成員、這是不對的。 

 

那還有人主張說台澎主權現在屬於台灣人民，聽起來很吸

引人、感覺也很有力，但是要請大家了解就是說，領土主

權，它是國家才能夠主張的權利，它不是一般的個人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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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能夠主張的權利，所以我們不能夠把這個跟所謂的

國民主權混在一起。有人主張說因為我們有什麼國民主權，

所以就是台灣人民擁有台灣跟澎湖的主權。不對、不是這

樣子，我們可以主張的是什麼？身為台灣跟澎湖這邊的住

民、我們擁有的是台灣跟澎湖的自決權，就是我們擁有自

決權可以決定台灣跟澎湖的未來，可以決定台灣跟澎湖的

主權歸屬對象，但是這並不表示說台灣跟澎湖的主權現在

是在我們手上；再說一次，領土主權是國家才能夠主張的

權利。它不是個人或一群人去主張的東西，譬如說像我一

個人，我說我主張—我是台灣人、我主張說台澎的主權屬

於台灣人民，然後我跑去其他國家說我要主張台灣跟澎湖

的主權，不會有人要理我。 

 

那治理的部份— 

中華民國政權他在盟軍授權下成立了佔領治理機構、也就

是台灣治理當局，那在這裡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這地

方的台灣治理當局跟台灣關係法裡面那個台灣治理當局、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台灣治理當局，它其實是一個事實上的

描述，就是現在現實上在治理台灣跟澎湖的這一個政權。

它用這個稱呼：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ies、用這個稱呼

去描述這個實質在進行治理的單位。我在這裡所指的台灣

治理當局是依照盟軍授權所成立的佔領治理機構、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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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中華民國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制成為

台灣省政府。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省政府幾乎已經要消

失了，因為經過凍省，像現在什麼內部人員什麼都移到國

發會，其它業務都移到其它機構去了，它的主要的功能跟

角色，基本上都被中華民國政權襲奪了啦。中華民國政權

自己在用這個東西，所以這個其實是有點尷尬的地方。但

是，當大家了解這一點之後，其實就會知道說，到那個時

候，如果我們真的想要自決建國的話，要請誰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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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法理狀態 

 

頁 24/49 

那金門馬祖的法理主權歸屬一直都是中國，他是中國主權

領土，目前治理是中華民國政權。中華民國政權以中國政

權的身份在治理中國的主權領土，其實像東沙、也是一樣

的，但是像太平島的部份，太平島他是南沙群島中的最大

島。南沙群島是日本在《舊金山和約》裡面它有放棄主權

的部份，所以太平島在國際法上、它是屬於主權未定的地

方，跟台灣澎湖是一樣的。但是這跟大家現在所看到的是

不太一樣的。就是其實呢，中華民國政權他是能夠合法治

理的是金門馬祖，中國大陸、港、澳、金馬，這都是屬於

中國，都是中國領土，中華民國政權現在在治理的是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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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那台灣跟澎湖是原本的殖民地，中華民國政權依

照盟軍的授權成立了盟軍佔領機構，然後呢，代表盟軍去

治理這個地方，這個是現在台灣實際上真正的法理狀態，

這是我研究結果，當然有人會有不同看法，不過這是我依

照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些文獻、然後依照國際法規範所做出

來的研究結果是這個樣子。 

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了嗎？ 

 

頁 25/49 

 

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嗎？ 

覺得是的請舉手，我覺得好像不太有人敢舉手—沒關係，

很簡單— 

台灣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話，很多種理由，在網路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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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中華民國政權遷台—1949 年，台灣跟澎湖還是屬於

日本領土，所以你基本上沒有辦法在其他人的國家領土上

建國，而且 1971 年以前也在聯合國代表中國，而且之後其

他的國家都還是把他當成中國。 

 

也有人講說『無主地先佔』，這個、台澎不是無主地先佔

適用的地方，因為國際法上面所謂的無主地、可以主張無

主地先佔的地方是上面，譬如說現在是無人島，無人島的

地方，現在才有辦法去主張無主地先佔。如果說那塊島嶼

或是那塊地上面已經有一大群人在上面，而且有社會生活

的時候，有社會、有經濟、有組織這樣的生活，那就沒有

辦法主張無主地先佔，在這個時候、自決權就會跑出來。

就是這一群可以自我管理的這一群，他們就會具有所謂的

一個自決權，所以不會是無主地先佔適用對象。另外一點

就是說—中華民國他就算、你說真的是能夠拿到台澎主權，

他也沒有、也不曾主張建立新國家，所以他一直都是中國

政權，他都沒有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那還有人主張說中華民國政權被趕出聯合國之後建國。我

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理由還是一樣，他都沒有宣佈建國

啦！中華民國政權都沒有宣佈建立新的國家，而且他一直

都是在代表中國，我們看 1971 年這個東西，美國在 1979

年的時候才停止承認中華民國，所以在那之前，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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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眼裡就是中國政府，所以我們知道說也沒有發生這

樣的事情。 

 

 

頁 26/49 

 

再來，有人在主張就是，透過民主化—中華民國那個民主

化，然後就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第一個就是說，因為你就

算建國之後，就算你總統直選之後，其他國家還是把他當

成中國，而且當選人也沒有對外宣佈有建立新國家，而且

透過選 A國的總統去建立 B 國、這不是很奇怪例子嗎？ 

 

而且另外一點—請問一下大家，1996 年的時候，中華民國

第一次總統直選，當選的是誰？李登輝先生嘛、對不對？

請問，李登輝在那個時候是哪一個黨的？國民黨嘛，那國

民黨主張什麼？「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對不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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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可能透過選一個主張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政黨推

出來的候選人來建國呢，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好，2000 年、2004 年，台灣之子阿扁當選中華民國政權總

統，建國了嗎？大家想一下陳水扁第一任執政的時候、剛

開始他講什麼東西？「四不一沒有」，對不對？四不一沒

有，裡面是不是有一個「不獨立」。我說你為什麼要講這

個？如果說你今天當選的時候就已經建國的話，根本不需

要講這個東西；如果那個時候你的想法是台灣不是屬於中

華民國的一部份（已經建國了），你為什麼要主張獨立呢？

所以就表示說他當選、這一個，其實並沒有影響到這個中

華民國政權的本質，一樣，他都沒有主張建立新國家。 

 

另外一點，一樣，counterstrike。如果說 2000 年、2004 年，

如果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就建國了，那請問一下 2008 年

發生什麼事？2008 年、馬英九當選，對不對，那之前那個、

假設說陳水扁當選之後可以建立台灣國的話，那 2008 年之

後那個台灣國怎麼辦？滅亡了嗎？有滅亡嗎？不可能！這

個只是一個政權裡面內部的政黨輪替而已，不會有因此產

生一個新的國家或一個國家就這樣滅亡了。 

 

我說，如果說今天用這樣的形式，選人當總統可以建國，

那中華民國三不五時就滅國啊，不是嗎、對不對？中華民

國的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最愛講的—這次選舉誰沒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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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不是嗎！所以我說，如果我們今天

認為說用這樣的主張、誰當選然後就建國，其實那個思維

跟那些主張說誰沒當選中華民國就滅亡、其實一樣的。我

們都會覺得很荒謬，對不對，誰沒選上中華民國就滅亡，

那一樣啊，誰選上、台灣就建國了，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只是另一個方面而已，一枚硬幣兩個面。 

 

另外有人覺得說，這個，陳水扁執政的時候沒有完全執政，

所以不算數。好，一樣，2016 呢，蔡英文當選，所以完全

執政，台灣建國了嗎？當然前面都一樣，再來也沒有，歷

史上也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啦，A 國完全執政建立 B 國、也

沒有這種事情。 

 

另外一點，2017 年，巴拿馬，剛剛我有提過—2017 年巴拿

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華民國外交部說兩國邦誼

超過一世紀，所以如果說 2016 年全面執政、所以台灣就建

國了，那你怎麼可能跟巴拿馬邦誼超過一世紀？而且還從

大清帝國開始起算，對不對？不合理嘛！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管誰、選誰當中華民國政權的總統，中華民國政權的中

國政權本質是不會變的，它就是中國政權，它的歷史都還

是一路這樣延續下來。 

 

所以，我告訴大家，這個東西是什麼？這樣的思維是什麼？

這是我開頭第一句問大家的—你選的是簡單的還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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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很簡單嗎，對啊，因為他選上之後、然後就建國了

啊，很簡單不是嗎？對嗎？而且我們看到現在遇到這些困

境，你就發現根本不是用那種方式去解決。 

 

 

頁 27/49 

 

那我們看，這個是中華民國現在的邦交國—梵諦岡。 

China 這個字大家都認識嘛，對不對，這個旗子，現在一

堆媒體都在講叫台灣國旗，不是嗎，然後很多人、所謂的

台灣之光、出去之後，然後就很高興，就弄這個旗子，然

後新聞媒體就會報～說拿什麼台灣國旗這樣，然後大家就

會覺得～哇、這個台灣國旗，那這個其實有一部份—我告

訴大家就是—梵諦岡跟中華民國之間的邦交建立的時間是

1942 年的時候，梵諦岡跟中華民國、也就中國啦，建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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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是 1942 年的時候，所以在那個時候，台灣是哪裡的？台

灣是日本的，所以，請問這個會是跟台灣的邦交嗎？ 

 

 

頁 28/49 

 

好、宏都拉斯— 

這也是現在的邦交嘛，中美洲的這一個嘛，是不是，為什

麼會有 China，如果中華民國不是中國，真的是台灣，為

什麼會有 China？為什麼一定有這個東西，後面那個括號

代表什麼東西？中國等於台灣嗎？還是中國在台灣？中國

是台灣？中國 … 不清楚！因為我們知道說這一個其實就是

一個很尷尬、充滿了遐想，到底是什麼意思？不知道，但

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前面一定有 China，所以對宏都拉

斯來講，中華民國政權永遠都跟中國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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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9/49 

 

這是瓜地馬拉— 

一樣 China、後面 Taiwan。 

另外一點，大家看—1960/11/1、或者是 1/11，不確定、反

正就是 1960 年，這個時間點為什麼重要？因為這個是中華

民國政權流亡到台灣之後才建立的邦交國，它前面還是給

你寫 China 對不對，而且在這個時候，中華民國政權還在

聯合國代表中國，所以，瓜地馬拉跟他建立邦交的會是台

灣嗎？他會覺得自己跟台灣建交嗎？當然是跟中國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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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未來 

 

頁 30/49 

 

所以，如果還不是、到底怎麼辦？自己創嗎？創國際法規

則嗎？告訴大家，不管是這個 1949、1952、1933、1996、

2016，都沒有這個例子啦，國際法上面都沒有這個例子、

無前例可循。 

 

還有人主張正名制憲、制憲建國、廢憲建國—這個呢？也

沒有這個例子；正名就是改名字，制憲就是制定新的憲法。 

 

那我剛才有舉例，對不對，改名字，司空見慣；制憲，法

國制憲 17 次，那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是制憲來建國的—先建

國再制憲，因為憲法不是國家一定要有的東西，所以表示

說國家的存在並不一定需要憲法，憲法並不是必備的東西，

所以你今天重新制定一個憲法、並不會影響到那一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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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那一個國家的存在，你一定要是先有國家之後才能制

憲；那廢憲建國也是一樣，就是你廢除了憲法之後，政權

不會因此而消失。 

 

其實我講個簡單的道理，我為什麼講說廢憲沒辦法，一樣

嘛，大家想想看，我們剛才講說法國制憲 17 次，對不對，

請問法國現在有幾部憲法？應該只有一部憲法吧—他制憲

17 次，對不對，他只有一部憲法、他現在只有這一部憲法，

為什麼？因為制新憲的時候就會廢除舊憲，所以制新憲跟

廢舊憲是兩個動作、但是會同時發生，所以，假設今天你

去廢除一個憲法，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不是制憲嗎 ？對

不對？所以，如果我今天主張廢憲，然後接下來又是制憲，

那不是又跳回制憲建國了嗎？不是嗎？所以現在如果說、

譬如說，像有人在主張廢除憲法、然後建立國家，其實他

是廢憲、然後接下來後面接的還是制憲建國，但是制憲，

在國際法上面沒有辦法產生建國的效果。 

 

在後面我想跟大家講一下—台灣的實力本身、 你沒辦法創

造規則，所以，你也很難去期待說其他國家、人家會因為

這樣而給他一種特例，所以，不管是台灣自己弄或者是想

要靠其他國家去改變國際規則，基本上就一樣，己力他力

都沒有辦法成功，所以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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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如何建立、確立國家地位 

 

頁 31/49 

 

依照國際法既有規則，國際法既有規則、其實要講很簡單，

自決權。 

 

聯合國憲章有講，公民權利跟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自決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都有提到自決權，然後我剛才有

提到去殖民化，台灣原本是殖民地，後來其他的國家、很

多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世界國家不超過 60 個，現

在已經將近 200 個，多增加 100 多個國家裡面、超過一半

以上原本都是殖民地，他們都是依據去殖民化這個規則去

完成建國獨立的，所以台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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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2/49 

 

我們就依照這個，前面有這麼多成功的案例了，而且有很

明確的規則—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裡面直接講，聯合國

所有的成員都要去協助這一些託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

其他尚未達成獨立的領土內要採取行動，讓他趕快完成、

讓他可以去享受完全的獨立跟自由，這一個是所有聯合國

的成員都必須要協助完成的東西，所以如果今天承認台灣

還不是一個國家、需要建國，而台灣原本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我們是前殖民地，應該適用去殖民化，我們把這個主

張拿出來講，我們提出來的要求會更有力，絕對會比說我

們現在在聯合國大廈前面拉布條說要讓台灣要入聯—要更

有力，因為聯合國大會說、你還不是個國家、那你要怎麼

進來聯合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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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 1541 號決議裡面有提到非自治領域可以透過下

列方式：一個是成為主權獨立國家，另外一個成為獨立國

家自由邦，還有第三個就是成為另外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

一部份，我們簡單講就是跟其他國家合併、或是統一，所

以這個其實就是說，當我們如果依照國際法在去殖民化脈

絡下行使自決權的時候，我們有這樣的選項。 

 

那最後那一個選項就是跟另外一個國家合併這個東西，可

能有人會講說很擔心現在台灣人民可能腦子不夠清楚，到

時候行使自決權，如果選擇要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怎

麼辦？不知道有沒有人會這樣擔心？那我現在告訴大家一

點就是、因為第三個選項呢，你可以跟他合併的對象、必

須是主權獨立國家，那中華民國政權，現在基本上來講、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不承認他是主權獨立國家，而且

他也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換句話說，如果說今天台灣人

在自決的時候，如果選擇說我要台灣跟澎湖成為中華民國

的領土，那基本上來講，在聯合國這一邊，他會說你這個

自決無效，因為你選擇跟一個非主權獨立國家合併—所以

其實不太需要擔心說到時候大家行使自決權的時候會選中

華民國，因為他根本連選項都不能放上去，他根本不符合

那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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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3/49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建國的話，就是遵照國際法的規則，

我們先了解史實—把台灣跟澎湖定位說在盟軍戰後安排下、

由盟軍成員為盟軍設置的佔領代管機構治理中的佔領地、

屬於還沒達成獨立的領域，然後透過援引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這些聯合國會員，他們有義務要協助台灣。 

 

當然這是主張，我們可以這樣主張，其他國家願不願意這

樣配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這個是我們可以提出來、

有法理根據的主張，他們如果不願意接受，他們要解釋、

要說明～為什麼不行？對我們來講這個就是你去跟人家討

論的籌碼；然後再來援引聯合國憲章人權公約裡面的自決

權，讓他沒辦法否認我們住民有權舉行自決公投來行使自

決權。而且基本上來講，我們既然是去殖民化這個架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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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個會員國他沒有理由去否認我們自決的效果—很多

人都在擔心說我們到時候做了自決之後，其他國家不承認

怎麼辦？ 

 

這個就是我們的根據啊！你為什麼要承認我們？因為我們

照規矩來，因為台灣的法理地位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依

照這規矩來，依照「去殖民化」是國際共識，你沒有理由

反對、也沒有理由否認我們的結果。所以我們要運用台灣

身為主權未定、前殖民地的身份、戰後國際去殖民化共識，

所以殖民地自決肯定，依照國際共識、舉行自決公投，最

後就尋求聯合國會員的承認。 

 

1.5.2  加入聯合國 

 

頁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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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後，我想簡單講一下聯合國的部份。 

 

現在很多人對聯合國有一些錯誤的理解— 

首先了解—聯合國本質是國際組織，他是互動平台、他是

討論事情的地方，我講難聽一點、喬事情的地方，就大家

在那裏喬事情，那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基本條件是—你是

國際法上主權獨立國家。所以你還不是國家的話、你基本

上也進不了聯合國。所以重點來了，聯合國不是什麼？他

不是世界政府—很多人有這種誤解—他不是世界政府，他

也不是領土主權的裁判者，如果有領土爭議、發生爭議的

時候，不是聯合國來做決定，你可以去聯合國討論，因為

有爭議、去聯合國那邊去討論，但是領土主權的歸屬不會

在聯合國這邊做判斷，因為領土主權歸屬這是法律問題，

所以會移交到國際法庭去判斷。他也不是國家誕生的地方，

所以有人主張說加入聯合國就建國，這不對。所以進入聯

合國不是建國必要程序 ，因為不建國根本進不去。他也不

是被承認是國家的前提，當然如果你有機會加入聯合國的

話，等於是說、基本上來講、大家都是集體承認你是一個

國家，沒有錯、沒有問題，但是只要你符合應有的標準、

完成建國的程序之後，你沒有加入聯合國，還是會有國家

承認你，還是有其他國家會承認你是國家。所以進聯合國

不是前提，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會入聯。你看瑞士，2002 年

才加入聯合國，應該沒有人說 2002 年以前、瑞士不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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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不會吧、對不對？所以，總之建國以後不一定要入聯

啦，但是不建國一定沒有辦法入聯，所以台灣入聯的第一

步、先完成這件事情—先建國，那怎麼建國？就是剛才前

面所講的、依照國際法的程序去完成。 

 

 

頁 35/49 

 

那—其實我想說這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家的認定

都是這樣子—中華民國台灣，然後領土範圍是台澎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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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6/49 

 

但是實際上是這個狀態，我們必須要接受—大家聽完之後

願意接受的話、就知道說，其實狀況是這個樣子，這一個

其實可以解釋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很多問題，就是說為什麼

台灣一直被卡、卡在一中底下，就是因為現在是中華民國

政權透過這個東西，他也不講實話。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未來 

 

87 

1.5.3  建國步驟 

 

頁 37/49 

 

那透過這個過程，就是我們了解這些東西之後呢？然後我

們開始辦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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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8/49 

 

當然會有國家會反對，這時候我們就講 1514 這個去殖民化

的義務，讓其他國家沒辦法反對，之後用 1541 號決定自決

的選項，依照這個選項來辦自決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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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9/49 

 

辦自決公投，這時候如果大家決定要建國的話，台灣跟澎

湖的主權就真的確定了，它就會歸屬於這個新建立的國家，

這時候呢，這個新的國家政府就可以開始承認治理台灣跟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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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0/49 

 

那剛才前面我們不是有那個盟軍嗎、對不對？那個盟軍授

權中華民國管這個東西，在這個時候，因為台灣跟澎湖的

主權已經確定了，戰後最後的處置已經確定了，所以在這

時候呢，盟軍的佔領就可以結束了，在這時候、我們就可

以真正講出這句話：『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現在講太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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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49 

 

我們可以說我們希望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那金馬怎麼辦？ 

 

基本上來講，土地、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可以管金馬，所以

到時候  它在那裏就辦獨立公投就好，讓金馬的住民去決定

要不要從中國獨立出來，那他們如果獨立出來，想要跟台

灣澎湖在一起的話，剛才前面有講，自決權裡面、你要跟

人家合併的時候，合併對象是什麼？ 

 

合併對象必須是主權獨立國家，對不對？所以如果我們希

望金門馬祖可以之後跟台灣、澎湖在一起，台灣跟澎湖自

己要先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才行。你成為主權獨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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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決定從中國獨立出來的金馬才可以有一個合併的對

象，對不對？如果你台灣跟澎湖不自己先完成建國，那你

這個金馬這邊獨立出來之後，它不知道去哪裡。那當然，

可能到時候金馬住民決定他不一定要離開中國啦，但是裡

面有一些人，他想說沒關係啊，雖然說金馬的領土主權還

是屬於中國，但是我想變成新國家國民。這當然也可以啊，

新國家可以完全無條件去接受原本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金

馬住民來歸化成為新國家的國民，所以金馬的問題，主權

的部份、還有人民，關於人權的部份、國籍的部份，在國

際法上面都是可以處理掉的。 

 

 

 

 

 



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未來 

 

93 

1.5.4  入聯步驟 

 

頁 42/49 

 

那剛才前面有講，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加入聯合國的時候，

台灣建國之後如果要加入聯合國，你提出主張，然後秘書

處說你還不是個國家—我們就拿這些，我說我們都已經照

規矩來啦，你沒什麼理由反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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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3/49 

 

好、你通過秘書處這個挑戰之後，接下來進入安理會，那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可能會主張反對，但是因為聯合國憲

章裡面有一個利益迴避原則，所以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權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話、他不能夠行使否決權，因

為有利益迴避的問題，那他如果要行使否決權、他要承認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樣才沒有利益關係，所以到那

個時候就是—不管是他有沒有行使否決權，對台灣來講、

他沒有辦法行使否決權，他要行使否決權就要承認台灣不

是中國一部份，所以台灣基本上走到這一步，應該沒有輸

的問題、一定是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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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4/49 

 

最後呢，進入到聯合國大會裡面。之前《舊金山和約》有

簽約這些國家，我們可以跟他講說《舊金山和約》簽完之

後、台灣地位未定的問題沒有解決，那我們現在、我們台

灣人已經行使自決權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了，那你們只

要承認我們的自決結果，你們在《舊金山和約》裡面、讓

台灣地位未定、留下來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就解決了，你

只要承認我們、承認我們自決的效果、承認我們已經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你的問題就解決了，其他沒有簽

《舊金山和約》的這些國家，我們就依照剛才前面所講的

這些去殖民化這些要求、請求他們去協助台灣完成這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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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化的動作，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我們就很有機會

能夠順利的進入聯合國。 

 

頁 45/49 

 

所以呢—最後還是一樣這句話、就是—到底我們以後要選

擇的是『簡單的、還是正確的路』，希望大家能夠瞭解這

一點，然後在以後做出正確的抉擇，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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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國方案  

2.1 【基礎論述】 

※ 台澎法理地位 ※ 

 主權未定，台澎住民有權行使自決權決定其主權歸屬。 

 ※ 金馬法理地位 ※ 

 主權屬中，金馬住民有權行使自決權自中國獨立。 

 ※ 自稱「中華民國」之政治機構 ※ 

此機構具有雙重身分： 

 在台澎：為受同盟國委託代管台澎之「代管當局」，為

治理當局。 

 在金馬：為在國際上只被極少數國家承認的中國政府，

為國家政府。 

 ※ 建國方法  ※   

 終止治理當局代管、台澎住民自決建國。 

 

2.2 【說明】 

2.2.1  台澎法理地位 

一、 台澎乃殖民母國日本放棄主權的前殖民地，依戰後去

殖民化之國際共識，應由原殖民地之住民及其後代

（下稱台澎住民）依聯合國憲章所揭櫫之自決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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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原則決定台澎之未來。 

二、 在中英美三國所提出之《開羅宣言》中，雖然言明台

澎應於日本投降後歸還中華民國，且在《波茨坦宣言》

中言明《開羅宣言》必將實施，日本《降伏文書》中

亦載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惟因《開羅宣言》

及《波茨坦宣言》僅為戰時宣言，所可產生之法律效

力上必須受正式簽訂之和平條約內容的拘束，且《降

伏文書》只是日本表示其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內

所載條件之停戰協定，因此，這三份文件並不足以使

中華民國取得台澎主權。 

三、 在《舊金山和約》中僅要求日本放棄台澎主權，但並

未指明放棄之對象。由於《舊金山和約》對台澎主權

之處置與《開羅宣言》所表達的意旨不同，且戰時宣

言之效力須受正式簽訂之和平條約內容之拘束，故

《舊金山和約》中關於台澎主權之處置安排基於「新

法優於舊法」之原則優先於《開羅宣言》之規劃。從

而，台澎主權即應依據《舊金山和約》之規定，自

1952.4.28 起處於「未定」狀態。雖然中華民國在

《舊金山和約》簽訂前，就執拗地違反國際法堅持自

己已經取得台澎主權，但後來也因為「反攻大陸」的

幻想還沒破滅，而且還需要美國協防台灣，所以也接

受了台澎主權未定的安排。（見附件資料 4.1） 

四、 中國雖未簽署《舊金山和約》，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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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1952 年仍被聯合國承認為中國代表政府之中華民

國政權業以中國代表政府之身分與日本簽署《中日和

約》（即台北和約） 

2.《台北和約》是日本依據《舊金山和約》第 23 條之

規定所簽訂，為《舊金山和約》的衍生條約。 

3.《台北和約》中僅再度確認日本已於《舊金山和約》

放棄台澎主權，但未就台澎主權歸屬做進一步約定。 

所以，中華民國亦已透過簽署《台北和約》之形式承

認《舊金山和約》中取代《開羅宣言》的安排。基於

禁反言原則，中華民國已不能持《開羅宣言》主張台

澎主權屬於中華民國。（見 4.2） 

五、 中華民國之所以在台灣，乃是依據日本在同盟國總司

令麥克阿瑟指示下發布之《一般命令第一號》之安排

到台澎接受日軍投降，並設立盟軍佔領機構為盟軍進

行軍事占領以等待台澎主權之最終處置，因此，自

1945.10.25 起，中華民國政權便是以同盟國代表之身

分對台澎進行管理。中華民國政權在台澎實施的中華

民國憲法實際上的意義是管理規則，而非國家憲法。 

六、 雖然在《舊金山和約》於 1952.4.28 生效及《台北和

約》於 1952.8.5 生效後，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

已終止對日本的戰爭狀態，但因《舊金山和約》使台

澎主權處於未定狀態而未決定其最終處置，且簽約之

同盟國並未終止當初對中華民國政權的代管委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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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華民國政權仍持續以同盟國代表之身分對台澎

進行管理至今。（見 4.3、4.4） 

七、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政權、同盟國與台澎間的關係，

是以同盟國為本人、以中華民國政權為受委託人、以

「在台澎（主權）戰後之最終處置完成前維持台澎地

區正常運作」為內容的代理委託關係。 

2.2.2  金馬法理地位 

一、 金馬原為中國領土，由於從未因任何國際條約被割讓

給其他任何國家，因此金馬之法理主權歸屬於「中

國」。 

二、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及中華民國政權這兩個中國

政權皆主張其領土及於全「中國」，因此這兩個政權

的主權主張在金馬發生重疊。而金馬同時也是中國境

內這兩個政權間的內戰中，惟二被中華民國政權實質

佔領的領土。 

三、 鑒於世界上仍有國家／政體承認中華民國政權為中國

代表政府，因此至少對這些國家／政體而言，中華民

國政權仍為金馬之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政權在金馬實

施的中華民國憲法具有國家憲法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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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自稱「中華民國」之政治機構 

在台澎： 

受同盟國委託合法代管台澎，但非法將台澎納為領土、台

澎住民納為國民 

1) 中華民國政權於 1945 年依同盟國委託，代理同盟國到

台澎受降並成立、運作盟軍佔領機構來管理台澎，以等

待對日和約之簽署。故中華民國政權最初是依同盟國之

委託在台澎成立盟軍佔領機構性質的行政長官公署「合

法代管」台澎（此機構後來在中華民國政權僭越權限的

併入領土行為中改制為台灣省政府，但盟軍佔領機構本

質不便）。 

2) 此「代管」原本應該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終止，但因為

舊金山和約僅要求日本放棄台澎主權而未決定最終歸屬，

使得台澎的法理地位處於「未定」狀態。由於日本是向

舊金山和約簽約國放棄台澎主權，所以台澎主權的處置

在解釋上，應交由簽署舊金山和約之同盟國決定。又因

舊金山和約在要求日本放棄台澎主權時，並未同時宣告

終止同盟國對中華民國的代管委託，也未指派其他國家

接手此管理工作，因此在簽署和約之同盟國對台澎主權

歸屬做出最終決定前，中華民國政權與台澎的「合法代

管」關係仍應繼續存在。 

3) 由於簽署和約之同盟國對台澎主權歸屬至今仍未做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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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決定，所以台澎主權地位迄今仍舊未定，而中華民國

政權也仍「合法代管」台澎。 

4) 但此治理單位在代管台澎時，僭越其權限將台澎納為主

權領土、將台澎住民強加國民身分。這類強行認定台澎

主權歸屬、住民國籍的行為（如將台澎僭稱為領土、在

憲法中明定終極統一以將台澎與中國合併等）皆屬片面

之非法行為而無國際法上效力。 

 

合法／非法 合法 非法 

理由 同盟國委託代管

未終止 

僭越代管權限 

對土地 保護台澎地區防

止入侵 

將台澎納入自有領土 

對住民 為台澎住民之利

益對台澎住民為

必要且適當之管

理 

強加台澎住民國民身

分及義務、徵台澎住

民投入國共內戰、將

國共內戰難民移住台

澎並居優於台澎住民

之地位、強推國語壓

迫 台 澎 住 民 原 有 文

化、228 大屠殺 

政治發展 給予學習民主制

度、參政之機會 

白色恐怖政治迫害 



建國方案 

 

103 

社經發展 為台澎住民之利

益維持社經之運

作、發展 

強徵台澎資源投入國

共內戰、將美援台澎

物資全面投入軍武荒

廢民生發展、實施不

當 匯 率 及 四 萬 換 一

塊、國民政府及官員

遷至台澎 

 

在金馬： 

中華民國政權可主張為金馬合法政府，金馬為其領土 

1) 金馬由於未曾被割讓給其他國家，因此主權始終歸屬於

中國。 

2) 中華民國政權主張其為全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雖然聯

合國並不承認中華民國政權為中國之合法政府，但迄今

仍有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政權代表全中國。而中華民國政

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間的內戰由於中華民國政權尚

未投降或被殲滅，因此尚未完結，中華民國政權也因此

在法理上仍可主張金馬之領土主權。但此主張僅有承認

中華民國政權代表全中國之邦交國會認為是合法主張。 

 

本連線提出前述論述，除符合歷史及國際法法理外，其目

的、意義及好處如下： 

一、台澎部分： 



建國方案 

 

104 

1) 認定治理當局之管理行為是「合法代管」： 

  a.可使所有符合台澎住民最佳利益之管理行為皆無合

法與否之爭議。 

  b.可使貨幣、身份證等成為治理當局管理台澎之工具，

台澎住民自然可以使用。輕鬆反駁「不認同中華民國就不

要用身份證、新台幣」之類的攻訐。 

  c.可對治理當局之不當行為以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

為由予以究責。 

  d.可將治理當局的憲法、法令及制度定性為治理當局

管理台澎之規則，台澎住民自然可參與其修訂與改善而不

牽涉國家認同或主權歸屬。 

  e.可使擔任治理當局公職人員或參與治理當局政治活

動之行為的性質轉變為「擔任治理當局管理活動之執行者、

參與者」。除可反駁「不認同中華民國就不要當公務員、

參選中華民國公職」的攻訐外，對於在治理當局體制內工

作的台灣人可依在體制內實際的作為將其判定為「合法管

理的執行者」，而非一律視為「非法統治政權的同路人」。

因此可降低既有公職人員的情緒上反彈。 

  f.由於簽署舊金山和約之同盟國皆為聯合國之會員國，

應遵守聯合國憲章。循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之自決原

則完成建國公投，再要求舊金山和約簽約國處理該和約所

遺留下的問題，可讓和約簽約國更有機會對台澎住民自決

之結果做出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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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直接將治理當局與台澎之間的關係定性為國際法上

的關係而非政府與領土的關係，可讓國際友邦取得介入臺

灣事務乃至於台海危機之國際法依據。 

2) 認定治理當局將台澎納為領土的行為非法 

  a.可使治理當局一切涉及界定、移轉或變動台澎主權

之行為對台澎不生國際法效力，阻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透過簽署任何協議影響台澎法理主權之可能性。 

  b.直接主張治理當局從未取得台澎主權，因此即使在

國際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被認定為繼承中華民國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無法因此取得台澎主權。 

 

相較於主張中華民國是對臺灣進行非法統治的流亡政權，

本連線認為「代管合法、納入領土非法」可留下好結果

（對台澎住民有實質助益的管理行為）、排除威脅（處分、

左右台澎主權之行為）、使參與治理當局政治活動（修憲、

選舉、各項制度改革）具有正當性，並使台澎主權問題成

為國際而非兩個中國政權的內政問題，有效防堵中華民國

賣台。 

 

二、金馬部分： 

1) 符合主權歸屬歷史沿革及國際法法理 

2) 與台澎切割處理可有效防止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利用中華民國同時統治金馬及台澎的外觀，讓一中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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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澎主權屬於中國」說詞欺騙效果大幅降低。 

2.2.4  建國方法 

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提出之建國方法如下： 

一、台澎部分： 

1) 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總統、立法院過半數）後，

進行法理真相教育及住民自決知識教育，將台澎治理當

局（盟軍佔領機構）跟治理金馬的中華民國政權明確切

分。 

2) 台澎治理當局提出預算案並經立法機關表決通過，使用

台澎治理當局之人力、物力，依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為台

澎住民舉辦自決公投，台澎住民決議通過建國後，台澎

治理當局協助成立臨時政府、完成制憲程序。 

3) 在台澎新國家成立後，治理當局宣布終止代管，並將政

務及資財和平移轉給新政府。 

二、金馬部分： 

1) 於台澎住民依國際法完成住民自決程序建立新國家後，

中華民國政權制定《金門馬祖獨立自決公投法》專法。

以中華民國行政院身分提出預算案並經立法院表決通過，

使用中華民國政權之人力、物力協助金馬住民依國際法

完成獨立自決公投程序。 

2) 中華民國政權依金馬自決公投結果將中央政府移轉至金

馬（金馬決定續留在中華民國），或解散（金馬決定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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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併入包括台澎新國家在內之其他國家）。 

三、海內、海外路線雙管齊下： 

1) 由於本連線認為中華民國是在二次戰後受同盟國委託

「代管」台澎，因此在中華民國與同盟國間具有「代理

委任」關係。而依委任關係之基本原則，本人（同盟國，

尤指由舊金山和約簽約國構成的集合）及代理人（治理

當局）皆有權終止委託關係，因此在策略上就有針對代

理人（海內）及本人（海外）的兩個方向。 

2) 前述的「取得治理當局執政權終止代管」是「由代理人

終止代管委任」的路線，主要進行方式為協助認同此建

國方法的團體透過選舉制度取得執政權後，實施後續行

動。 

3) 另一條「訴諸國際社會」是「由本人終止代管委任」的

路線，主要進行方式為透過媒體、網路進行國際宣傳、

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舊金山和約簽約國）的政府決策部

門接觸以尋求共識及支持。在海內路線遲遲無法實現或

台澎主權發生危急狀態時，透過國際手段終止代管，並

匯聚國際力量協助台灣人完成住民自決。在海內路線順

利實現的場合，則可加快國際承認台澎新國家的速度。

因此，屬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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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連線在 2015 年 4 月 28 日發布的多語版（中英日）「台

澎主權的未來請交給台澎住民決定」漫畫就是其中一項嘗

試： 

  中：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TW 

  英：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EN 

  日：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JP 

法理建國連線提出當前方案之目的、意義及好處如下： 

一、以「取得治理當局執政權（總統、立法院過半數）」

為前置步驟： 

1) 運用治理當局既有定期選舉制度，可有效評估實施進度，

並和平凝聚群眾的支持並取得執政權力。 

2) 可使各台派團體無後顧之憂參與選舉、取得政治權利，

而不必擔心被質疑「認同中華民國體制」。因為這一切

都只是為了終止治理當局的管理。 

3) 可依取得權利之程度，逐步利用治理當局之資源及教育

體系說明「中華民國與台澎真正關係」以減少大眾對治

理當局的錯誤依戀，並教導一般大眾關於住民自決之正

確知識。例如「住民自決公投時絕非使用處理中華民國

內政的公民投票法」。 

4) 可對軍、公、教人員進行有效宣導，使其瞭解「他們是

為臺灣人民服務而非為政權服務、只要有人民就會需要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TW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EN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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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服務、治理當局的存在與否與他們是否會有工作

無關」，藉以有效降低軍公教之抗拒力量。 

5) 因住民自決為大範圍之普通投票，所需經費及人力、物

力驚人，取得執政權後運用治理當局之資源及體制「協

助」實施住民自決可降低執行難度。 

6) 在進行住民自決程序前，可維持社會之正常穩定運作，

於住民自決建國完成後，則可迅速而有效地完成政府機

關職務及資財的交接工作。 

7) 可居於合法政府之地位，主動對金馬問題做最佳處置。 

 

二、宣布終止代管： 

1) 以「取得中華民國政權的控制權後依真實狀況自主終止

代管」來避免「終結、推翻中華民國」等強烈字眼可能

引發的「動盪、失序」聯想，藉以提高一般民眾的接受

度。 

2) 在大眾瞭解中華民國政權是基於代管的關係而停留在台

澎後，相關機構在終止代管後離開台澎乃順理成章之事，

可有效降低對中華民國政權的依戀。 

3) 在追認中華民國政權具有管理台澎的合法資格的同時，

亦可名正言順地駁斥中華民國政權過去一切企圖改變台

澎主權歸屬的行為並否定其法律效力，使中華民國政權

一切侵害台澎主權的行為自始、當然、絕對無效。又因

為將中華民國政權視為台澎管理任務的執行者，可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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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中華民國政權的治理作為（肯定有益之作為、否定

不當之作為），可有效消除大眾心中「中華民國是我的

國家」的錯誤認知，化解大眾「將中華民國當自己人以

後功抵前過」的思考傾向。至於中華民國政權過去各種

迫害台灣人的行為，由於可定調為「未善盡管理責任、

踰越管理權限之非法不當管理作為」，因此不會發生讓

中華民國政權過去的侵害行為就地合法，而與過去的批

判發生衝突的問題。 

4) 由於肯定中華民國政權具有管理台澎的合法資格，且對

於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工作的台灣人可依其在體制內

的實際作為將其判定為「合法管理的執行者」，而非一

律視為「非法統治政權的同路人」，除可減少既有中華

民國政權體制內參與者的情緒反彈外，未來新政府若要

遴聘原本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工作的人，也可避免

「竟僱用非法政權殖民台灣幫手」的指摘。 

5) 以中華民國政權之盟軍佔領代管單位身分對國際宣布終

止對台澎的代管可將焦點聚焦在舊金山和約中刻意保持

模糊所造成的「台澎主權歸屬」問題。除能清楚點出

「台澎主權歸屬問題」是「國際議題」而非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華民國兩政權間的「中國」內政問題外，亦可

迫使簽署舊金山和約之國家正視自己解決該問題的責任。

當台澎順利依住民自決決定建國的情況下，相關簽約國

順勢承認台澎之住民自決公投結果是最合理、簡便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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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方式，應可有效提高世界各國承認台澎新國家的機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藉機威脅的場合，相關簽約國亦可明

白主張此乃國際問題，而積極介入。 

6) 可和平、有效地解除中華民國政權在美國臺灣關係法中

臺灣統治當局 (authorities on Taiwan) 的身份，並使之後

成立的國家順理成章成為後繼之統治當局  (successor 

governing authority)，在美國承認新建立的國家之前，

延續美國之保護。 

  

三、主動協助完成金馬住民自決： 

1) 由於取得性質上為中國政權之中華民國政權的執政權，

因此可以對法理上可主張為合法領土、事實上也實質統

治的金馬領土進行有效的主權處分行為，包括接受並承

認金馬自決公投之結果。 

2) 由於實踐時已取得中華民國政權的執政權，因此可說一

切都在掌握之中，除可避免金馬住民產生被遺棄的情緒

外，也可防止發生意外情形。 

3) 基於中華民國領土主張範圍內的金馬和大陸地區已長期

分治，且中華民國已不可能奪回大陸地區統治權的事實，

以「確保金馬自由、平等、民主現況」之目的，仿效英

國為自有合法領土之蘇格蘭制訂獨立《蘇格蘭獨立公投

法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ct 2013)》的專

法，由中華民國為金馬住民自決訂立《金馬獨立自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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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法》專法以進行後續工作。 

4) 在金馬決定繼續留在中華民國時，中華民國將中央政府

遷移至金馬，台澎居民自中華民國政權辭職，由金馬人

另行舉辦選舉掌控中華民國政權。若金馬決定與其他國

家合併（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治理），中華民國政

權即協助完成相關職務及資財交接工作，完成後中華民

國政權即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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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內、海外雙管齊下： 

1) 藉由海內的行動，可使國際了解台澎人民真正的意志，

使國際認知到中華民國政權以「台灣」之名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權間的各種企圖改變台澎主權歸屬的互動其實

對台灣根本沒有效力。 

2) 藉由和平取得治理當局執政權、立法權，並將政務資財

和平移轉給新國家，可向國際明白表示臺灣人民願意以

和平、民主的方法追求真正的自主權利。 

3) 藉由在國際間的倡議行動，喚醒舊金山和約簽約國的記

憶及責任意識，使台澎新國家的問題獲得廣泛的關注。

除可降低國際輿論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片面扭曲造成

的負面影響外，並可使台澎新國家成立後更快獲得承認、

並在國際間形成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對臺灣做出不

利行為的共識與氛圍。 

 

2.3 【民進黨之後可以怎麼做？】 

民進黨在作成台灣前途決議文後，便以「台灣是主權獨立

國家，目前的名字是中華民國」做為論述基調，然而一如

前述，「台澎法理地位未定，目前由臺灣治理當局代管中」

才是符合國際法法理之事實。其不但可以將台灣與中國維

持在「國際法上的關係」，還能保障台灣人主張「循國際

慣例行使住民自決權建國」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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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民進黨想使台灣成為在國際上、法律上真正的主

權國家，應積極推廣、建立台灣人「台灣主權地位未定，

所以我們有權自決建國」的認知，以促使台灣人在有朝一

日行使住民自決權建立台灣人的國家。而在推廣此認知的

方式上，民進黨可採取「真相的發現者」策略。 

 

民進黨應在上台執政後，對中華民國過去所有跟台澎法理

地位有關的公文、文獻進行整理、研究。在確立「台澎法

理地位未定，不屬於中華民國政權」的結論後，便可將研

究文獻、研究成果公開展示，名正言順地定調為官方立場，

列為教科書應說明的內容，並善用大眾媒體傳播相關資訊，

對已離開校園之台灣人進行法理真相教育。 

 

在完成台澎法理地位的揭露、釐清、定調後，應儘速進行

以下行動以切割及區分「台澎代管地區」及中華民國領土： 

 

一、 以「台澎主權未定論」可防止台海爭端被降階為中國

內政而阻礙國際介入維持世界和平為由，公開否認長

期以來「中華民國依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降伏文

書取得台澎主權」之說法，改以「中華民國政權尚未

取得台澎法理主權，目前仍是以受同盟國委託之盟軍

佔領代管者身分統治台灣」為基本立場。 

 

二、 依據前述一所述立場修改中華民國疆域圖，將台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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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排除在領土範圍之外，明白標示為「受同盟國委

託管理地區」。 

 

三、 依據前述一所述立場，針對台澎地區制定「台澎代管

地區基本法」，訂明「基於台澎主權未定而中華民國

政權受同盟國委託實質治理之事實，台澎地區之治理

應以本基本法為最高基本原則。本基本法無明文規定

者得準用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規定，但涉及

領土主權歸屬之認定及處分者不適用之」。 

 

四、 將台灣省政府改制為「台澎代管地區政府」，負責推

廣台澎法理真相、增進台澎住民之知識、建構及經營

台澎住民之意見交換平台、培養與調查台澎住民自決

建國的意願、進行住民自決程序之研議與準備。 

 

五、 公開募集「台澎代管地區」之代表旗幟、徽記與歌曲。

各項目於經台澎居民以公投方式選定之後，台澎地區

即改用所選定之項目並停止使用中華民國政權相關項

目。金馬地區則仍繼續使用中華民國政權之國旗、國

徽與國歌。 

 

六、 設置「台澎代管地區自衛隊」，建立台澎地區之軍警

憲組織架構，將中華民國政權軍警憲中確實有心護衛

台澎地區及台澎居民安全之將士官兵、警、憲逐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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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自衛隊，並將相關軍警憲武器設備移交給自衛隊。 

 

七、 修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自由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明訂「中華民國政

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間就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所為一切協議，非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不適用

於台澎代管地區」。 

 

八、 修改「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為「自由地區與香港澳門

關係條例」，明訂「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間就自由地區與香港澳門地區人民關係所為一切

協議，非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不適用於台澎代管地

區」。 

 

九、 其他有助於將「台澎代管地區」自中華民國政權切分

開來的措施。 

 

除前述將「台澎代管地區」與中華民國區分的體制內措施

之外，為協助台灣建國，民進黨應透過各種合理有效之方

式，在「台澎代管地區」完成以下工作： 

 

一、 建立國際法研究團隊：協助台澎代管地區針對其特殊

之國際法地位及其建國獨立之目標，成立國際法研究

團隊以進行相關研究、建立相關論述、與國際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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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以在國際法學界中建立有利於台澎住民自

決建國、運用國際法庭及國際刑事法庭達成自決建國

目標之法理論述空間。 

 

二、 建立外交團隊：協助台澎代管地區建立獨立於中華民

國政權外交系統之外的外交團隊，並協助該團隊與世

界各國政府進行接洽、建立獨立於中華民國既有外交

關係之外交網絡，俾就未來台澎完成住民自決建國程

序後之國家承認預做準備。 

 

三、 建立民防系統：協助台澎代管地區建立獨立於中華民

國政權民防系統之外，以守衛台澎安全為宗旨之民防

組織，以使台澎地區之民眾在外敵來犯之時具有一定

程度之保衛家鄉能力。 

 

四、 發展軍武工業：協助台澎代管地區建立非屬中華民國

政權的軍武工業，此軍武工業應以台澎代管地區中可

信賴之企業為骨幹，以陸海空被動式防禦武器、偵測

技術、民防武器為主要發展項目。民進黨並應促成與

中華民國政權有軍事技術合作之國家與相關軍武工業

進行技術合作。 

 

五、 設立預備政府：協助台澎代管地區依照未來對新國家

政府組織之規畫設立預備政府，並招募、培育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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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此預備政府將於中華民國終止代管任務後接手相

關行政工作，以維持台澎地區的正常運作。此預備政

府之人員可由目前在治理當局內負責台澎代管地區相

關業務的人員兼任（如：預備政府的戶政人員可由治

理當局在台戶政人員兼任）。 

 

六、 設立台澎代管地區資產管理局並進行財產清查：設立

台澎代管地區資產管理局並成立財產清查團隊，根據

自日治時期起迄今之財產登記、移轉紀錄清查及確認

目前登記於中華民國政權或包括政黨在內之法人名下

之財產中應屬於台澎地區之部分，並進行相關資產之

登記、保全與追討工作。登記於台澎代管地區資產管

理局名下之財產將於台澎新國家成立後成為新國家之

國有財產。 

2.4 【揭露台澎法理地位 vs 國家正常化】 

嚴格說起來，由於目前在治理台澎的機構是沒有台澎主權

的治理當局，台灣人實際上還沒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台灣

國」，所以「國家正常化」的一切努力都應該稱為「體制

正常化」，也就是讓治理當局的體制正常化。 

 

而目前無論是制憲或是修改公投法等等的努力，都可以將

其定性為在「建構台灣未來新國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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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如果順利住民自決建國，新國家可以視情況採納這些

建立好的制度。所以，揭露「台澎法理地位未定」也不會

跟國家／體制正常化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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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意見書－關於日屬及美佔 

探討內容：從歷史事實、國際法及國際慣例分析「台澎主

權屬於日本」（下稱日屬）及「台灣目前正由美國佔領」

（下稱美佔）之主張是否正確。 

 

3.1 背景說明： 

一、關於台灣之國際法法理主權歸屬，有論者主張，

基於「領土神聖不可分割」、「日本未於舊金山

和約放棄台澎主權」、「日本天皇未簽署舊金山

和約」云云之理由，認為台澎領土主權目前仍屬

於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國或日本國。唯無論主張

屬於前述何者，所欲歸屬之對象皆指具有國家法

人格之「日本」，故其主張可總稱為「台澎主權

屬於日本」簡稱「日屬」。在持此主張者之中，

或有進一步主張台澎住民目前仍具有日本國籍，

故為日本人或為大日本帝國臣民者。 

二、關於台灣目前在國際法上之狀態，有論者主張，

基於「美國是日本征服者」、「舊金山和約第四

條提及『美國軍政府』」、「舊金山和約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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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明定美國為主要佔領權國」、「美國制定國

內法《台灣關係法》」云云等理由，認為「台澎

目前正由美國軍政府佔領，且美國對台灣之運作

及處置具有決定權，而中華民國政權（或云蔣介

石政權）係受美國委託代為管理」。唯無論其係

主張台澎目前由美國軍政府佔領，或由美國軍政

府透過中華民國政權間接佔領，皆認為台澎目前

由美國佔領且美國具有主宰地位，故其主張可總

稱為「台澎目前由美國佔領」簡稱「美佔」。在

持此主張者之中，或有進一步認為台澎係美國海

外未合併領土，故台澎主權屬於美國者（簡稱

「美屬」）。 

三、本文將分析上述「日屬」及「美佔」之主張是否

與歷史事實、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相符。 

內  容： 

臺澎領土主權、住民國籍變動大事記 

時間／期間 事件 性質／台澎法理主權

變動效果 

1895.4.17 簽署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同意割讓台

澎予大日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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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5.8 馬關條約生效 台澎地區實際受大清

帝國控制之地區之主

權自大清帝國移轉至

大日本帝國 

1895.5.25 台灣民主國成

立 

大日本帝國領土分離

運動 

1895.5.29- 

1895.11.18 
乙未戰爭 大日本帝國鎮壓境內

領土分離運動 

1897.5.8 住民去就決定

日 

於當日仍居於台澎之

住民喪失大清帝國國

籍，取得日本國籍 

1907-1917 五年理蕃政策 大日本帝國以武力征

伐擴張在台澎之主權

領土 

1915.1.15 全島格局初成 大日本帝國取得台澎

完整領土主權。 

1943.12.1 美英中發表開

羅宣言 

美英中三國發布戰時

宣言，提及台澎主權

將於日本投降後返還

予中華民國。 

1945.7.26 美英中蘇發表

波茨坦宣言 

美英中蘇四國發布戰

時宣言，要求日本無

條件投降，指出開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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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必將實施、日本

戰後領土限於四大島

及盟國同意之地區。 

1945.8.15 日本天皇玉音

放送 

大日本帝國天皇透過

廣播宣布無條件向盟

軍投降。 

1945.9.2 簽署降伏文書 大日本帝國與盟軍簽

署停戰協定。 

1945.9.2 發布一般命令

第一號 

大日本帝國領土及其

佔領地依該號命令所

做之盟軍分區受降佔

領安排，分別由不同

盟軍成員代表盟軍受

降、佔領。台澎被交

由盟軍成員中華民國

政權負責受降、佔

領。 

1945.10.25 台北公會堂受

降儀式 

中華民國政權代表盟

軍到台澎接受駐台日

軍投降，成立佔領機

關台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正式開始執行盟

軍佔領台澎任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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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主權仍屬於日本，

台澎住民仍具日本國

籍。 

1946.1.12 中華民國政權

片面恢復台澎

住民中華民國

國籍 

台澎仍在盟軍佔領

中，台澎主權仍屬於

日本，台澎住民仍具

日本國籍，並因中華

民國政權之動作處於

雙重國籍狀態。 

1947.5.16 台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改制為

台灣省政府 

佔領機關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

省政府，台澎仍在盟

軍佔領中，台澎主權

仍屬於日本，台澎住

民仍具日本國籍。 

1949.12.7 中華民國政權

中央政府行政

院決議遷台 

台澎仍在盟軍佔領

中，台澎主權仍屬於

日本，台澎住民仍具

日本國籍。 

1951.9.8 日本與 48 個盟

軍成員簽署舊

金山和約 

開羅宣言中關於日本

移轉台澎主權給中華

民國政權之安排由

「日本放棄台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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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但不明定其歸

屬」之安排取代。台

澎仍在盟軍佔領中，

台澎主權仍屬於日

本，台澎住民仍具日

本國籍。 

1952.4.19 日本法務府發

布民事甲第

438 号民事局

長通達 

依該號命令，台澎住

民之日本國籍將於舊

金山和約生效時廢

止。 

1952.4.28 中華民國政府

與日本簽署中

日和約 

中華民國政府於該和

約內承認並接受舊金

山和約中「日本放棄

台澎主權，但不明定

其歸屬」之安排。和

約第十條並將台澎住

民及其後代「視為」

中華民國國民。 

1952.4.28 舊金山和約生

效 

日本放棄台澎主權，

台澎主權歸屬處於未

定狀態，盟軍結束對

「日本」的佔領。日

本依和約放棄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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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日本領土，不在

盟軍結束佔領之範

圍。非屬日本部分之

佔領仍繼續執行。因

此台澎仍在盟軍安排

之佔領下，主權歸屬

未定，台澎住民則喪

失日本國籍。 

1952.8.5 中日和約生效 台澎仍在盟軍安排之

佔領下，主權歸屬未

定，台澎住民被視為

中華民國國民。 

1971.10.25 聯合國通過

2758 號決議 

中華民國政府喪失在

聯合國代表中國之資

格。台澎仍在盟軍安

排之佔領下，主權歸

屬未定，台澎住民仍

被視為中華民國國

民。 

1972.9.29 日本停止承認

中華民國政

權，片面廢止

中日和約 

台澎仍在盟軍安排之

佔領下，主權歸屬未

定，台澎住民為中華

民國政權現實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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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居民。 

1979.1.1 美國停止承認

中華民國政權 

台澎仍在盟軍安排之

佔領下，主權歸屬未

定，台澎住民為中華

民國政權現實控制下

之居民。 

1979.4.10 美國制定台灣

關係法 

台澎仍在盟軍安排之

佔領下，主權歸屬未

定，台澎住民為中華

民國政權現實控制下

之居民。 

現今 目前狀態 台澎仍在盟軍安排之

佔領下，主權歸屬未

定，台澎住民為中華

民國政權現實控制下

之居民。 

主張台澎主權仍屬於日本（含日本國、大日本帝國、日本

天皇等），且台澎住民仍具有日本國籍的倡議者之主張依

據，及依據史實及國際法、國際慣例就其主張進行分析之

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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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屬」主張分析 

「日屬」主張分析 

主

張 

大日本帝國憲法於台澎實施，台澎成為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所以大日本帝國無法透

過舊金山和約放棄台澎主權 

駁

斥 

1. 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於大日本帝國是因為大清帝

國依據《馬關條約》割讓臺澎予大日本帝國，

與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與否無關。 

2. 所謂「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概念，是創造

出現代主權國家體系的西發利亞和約 (The Peace 

of Westphalia)中，為了讓相關國家尊重其他國

家的領土主權完整性而出現的概念，在此概念

下，任何國家皆必須尊重其他國家的領土範

圍，不得恣意透過軍事征伐的方式入侵、分裂

他國領土。 

3. 物之所有權人對於自己的所有物具有法律上處

分權，因此，身為領土擁有者的國家當然有權

處分其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概念

作用在於防止他人入侵本國領土，而非對國家

政府處分自有領土予以限制。 

4. 退萬步言，倘若所謂「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之概念真能阻止大日本帝國依據《舊金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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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放棄台澎主權，則基於相同標準，那理當

可以阻止大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割讓臺澎

主權給大日本帝國才是。但日屬主張者顯然在

這個部分邏輯無法一致。 

主

張 

《舊金山和約》是日本政府所簽訂，並不是大日本

帝國天皇所簽訂，無法割讓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駁

斥 

1. 二戰結束之後，大日本帝國在盟軍總部的占領

管理下，透過修憲程序將大日本帝國憲法全盤

翻修為日本國憲法，大日本帝國也因此改制為

日本國。今日的日本政府與大日本帝國政府只

是在體制上有些差異，其國際法人格並無差

異。 

2. 《舊金山和約》是由首相吉田茂以日本國內閣

總理大臣、外務大臣之全權大使身分於 1951 年

9 月 8 日簽署。該和約於日本國會批准後，在同

年 11 月 18 日送交日本天皇認證。日本天皇並

於 1952 年 4 月 28 日蓋上玉璽後公布該和約內

容。 

3. 由前述說明可知，《舊金山和約》業經日本天

皇認證並用璽後公布，日本天皇已經承認、接

受該和約要求日本放棄台澎主權的規定。 

主

張 

《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是放棄對台澎的 right, title, 

claim，不是放棄 sovereignty（主權），title 是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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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property），所以台澎主權日本政府沒有放棄 

駁

斥 

1. 《舊金山和約》第 2 條的標題為「領土 

(territory)」因此，該條中規定的所有事項都跟

領土有關。無論是 right、title 還是 claim，指的

都是跟領土有關的項目，所以這裡的 title 不會

是 財產（property） 的意思。 

2. 《舊金山和約》第 2 條中出現的 title 並不是財

產的意思，而是 territorial title，指「領土的權

利名義」。所謂的「領土的權利名義」，意指

可以據以取得領土主權的法律上根據，如無主

地先佔 (occupation of terra nullius)、割讓 

(cession)、時效取得 (prescription) 等。因此，放

棄「領土的權利名義」的效果就是放棄取得領

土主權的法律根據，產生的法律效果就是喪失

領土主權。由於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第 2

條 b 項放棄對主張台澎主權的權利名義，日本

已將放棄台澎主權。 

3. 《舊金山和約》第 2 條中要求日本放棄 right、

title、claim 是最徹底的領土主權權利放棄方

式。因為日本在這裡不僅是放棄了領土的權利

名義 (territorial title)，還放棄了由領土主權所衍

生的權利 (right)，以及依據相關權利可以提出

的法律上請求 (claim)。至此日本已經跟台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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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領土方面的關係。 

主

張 

依據文獻紀載，日本對台澎就像琉球一樣，仍舊具

有「剩餘主權 (residual sovereignty)」，所以台澎主

權屬於日本。如：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

54v14p2/d595 
In Article 2 of the Peace Treaty, Japan renounced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Korea, Formosa, the Kuriles, 

Sakhalin, the Mandated Islands, Antarctic area,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ultimate Japanese sovereignty was 

recognized over the islands she agreed to place in 

trusteeship. This conception was conceded by Mr. 

Dulles (page 78, Dept. State Publication 4392) and by 

Mr. Younger, the U.K. delegate (page 93, Dept. State 

Publication 4392). Mr. Dulles speaks of the current 

Japanese position as "residual sovereignty". 

駁

斥 

1. 主張日本對台澎具有剩餘主權的主張者對文獻

的解讀是錯誤的，原因在於翻譯發生錯誤，導

致有嚴重的斷章取義問題。 

2. 上引文獻翻譯如下：於《舊金山和約》第 2 

條，日本放棄對韓國、福爾摩沙、千島群島、

庫頁島、國際聯盟託管地、南極、南沙群島與

西沙群島之權利、權利名義與請求權。由此可

推論，對於日本同意交付託管的島嶼，日本對

其所具有的終極主權是獲得承認的。這個概念

獲得 Mr. Dulles 及英國委任代表 Mr. Younger 的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4p2/d595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4p2/d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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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Mr. Dulles 將日本目前的定位稱之為「剩

餘主權」。 

3. 首先要注意的是，這份文件的內容探討的主題

是琉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的處置方式。其次，

在文件中提到「韓國、福爾摩沙、千島群島、

庫頁島、國際聯盟託管地、南極、南沙群島與

西沙群島」的目的，並不是要說這些地方跟琉

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是相同性質，而是要將這

些地方與琉球、小笠原的差別進行比較，並根

據這些差別來提出「日本對琉球及小笠原具有

剩餘主權，因此這些地方應歸還給日本」的論

述。 

4. 「韓國、福爾摩沙、千島群島、庫頁島、國際

聯盟託管地、南極、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和

「琉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在舊金山和約中的

差別有二： 

a. 日本在和約中明文放棄對前者的權利、權利

名義與請求權，但沒有對後者這麼做。 

b. 日本在和約中明文同意將後者交付美國託管 

(trusteeship)，但對前者沒有。 

5. 換句話說，只有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同意交付

託管的島嶼才會被承認日本具有終極主權。而

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同意交付託管的只有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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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提到的領土。對於第 2 條的領土日本則是

以最徹底的拋棄模式拋棄領土主權。由於台灣

是列在第 2 條並非第 3 條，所以，日本對台灣

並沒有剩餘主權。 

6. 事實上，杜勒斯在舊金山和約針對和約草稿進

行的說明演講中，也明白提到剩餘主權，但同

樣是針對琉球群島的第 3 條的部分，而非關於

台澎的第 2 條： 

Article 3 deals with the Ryukyus and other 

islands to the south and southeast of Japan. These, 

since the surrender, have been under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第 3 條處

理位於日本南部及東南部的琉球及其他島嶼。

在日本投降之後，這些地方就在美國的單獨管

理下。） 

Several of the Allied Powers urged that the treaty 

should require Japan to renounce its sovereignty 

over these islands in favor of United States 

sovereignty. Others suggested that these islands 

should be restored completely to Japan.（有些盟

國認為本條約應要求日本放棄這些島嶼的主權

讓美國取得主權。其他則建議這些島嶼應全部

歸還日本。） 

In the face of this division of Allied opinion, the 

United States felt that the best formula would be 

to permit Japan to retain residual sovereignty, 



法律意見書－關於日屬及美佔 

 

134 

whil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se islands to he 

brought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system,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administering 

authority.（在盟國意見分歧的情況下，美國認

為最好的方法，是讓日本保有剩餘主權，並讓

這些島嶼可依聯合國託管制度處理。並讓美國

擔任治理當局。） 

7. 由此可知，「剩餘主權」只與規定於《舊金山

和約》第 3 條，日本同意交付託管的部分有

關，與規定於第 2 條的台澎無關，日本對臺澎

沒有剩餘主權。「剩餘主權」的主張不成立。 

主

張 

由於臺澎主權仍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臺澎住民仍

是日本國民／大日本臣民 

駁

斥 

1. 臺澎主權不屬於日本已如前述，而在國際法

上，領土主權歸屬與住民國籍是獨立的兩個問

題。舉例來說，雖然台澎主權在《馬關條約》

於 1895.5.8 生效的當下，就移轉給大日本帝

國，但台澎住民一直要到 1897.5.8 的「住民去

就決定日」之後，才被大日本帝國「單方面」

授予日本國籍。 

2. 日本政府法務府於 1952.4.19 發布民事甲第 438

号民事局長通達，明訂於《舊金山和約》生效

時，單方面廢止台澎住民的日本國籍。因此，

臺澎住民已喪失日本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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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領土主權歸屬變動時，原領土主權擁有國基

於現實上無法實質治理遭放棄領土的考量，通

常會對放棄領土上人民的國籍做出特別安排。

在台澎住民的場合，《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喪

失日本國籍的台澎住民係依據《中日台北和

約》被「視為」實質治理台澎的中華民國的國

民。在日本於 1972 年 9 月 29 日片面廢止《中

日台北和約》後，台澎住民為中華民國政權現

實控制下之居民。 

補

充

資

料 

1. 1955 年英國外務次官 R.H. Turton： 

Formosa['s] sovereignty was Japanese until 1952. 

(福爾摩莎的主權到 1952 為止屬於日本) 540 

PARa. DEB., H.C. (5th ser.) (1955) 1871 

2. 1951 英國政府： 

The treaty also provides for Japan to renounce its 

sovereignty over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Islands......We therefor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Formosa in the 

context of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was for the 

treaty to provide only for renunciation of 

Japanese sovereignty. ( 該條約也約定日本放棄

對福爾摩莎及澎湖群島的主權。......因此，我

們作成的結論是，在日本和平條約之中，福爾

摩莎的適當處理方式，是在和約中僅規定日本

放棄主權。) Conference for The Conclusion and 

Signature of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Recor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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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Dep't of State Pub. 4392, 1951) at 93 

3. 1964.02.29 日本政府對台澎主權歸屬的立場： 

岡田委員 その次。総理大臣は、台湾の帰属

についても再三答弁をされております。その

答弁は、帰属未確定という立場に立っておら

れます。たとえば、一月三十日の横路質問に

答えて、「カイロあるいはポツダム宣言にお

いては中国に入れるということに一応の話は

なっておりますが、日本との平和条約で、日

本は放棄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どこに帰属

するともきまっていないのが実情でございま

す。」このように御答弁になっておられま

す。以上の論拠に立って、という見解が、政

府の見解でございますが、これは間違いござ

いませんか(接下來。總理大臣對於台灣主權

的歸屬也曾一再答覆。答覆內容是站在歸屬未

確定的立場。舉例來說，在一月三十日答覆橫

路議員的質詢時，閣下回答「雖然依據開羅宣

言或波茲坦宣言，初步的說法是要交給中國。

但實情是，在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中，日本

只有放棄，至於歸屬於何處則尚未決定。」您

的答覆是這樣的。依據以上的論點，這樣的見

解雖是政府的見解，但沒有錯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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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国務大臣 日本は放棄しただけでござい

ます、連合国に対しまして。したがって、こ

れを客観的に、連合国が確定しておりません

から、未確定と言い得ましょう。日本は放棄

しただけ、これが法律上の日本の立場でござ

います。(池田國務大臣：日本只有對同盟國

放棄。從而，客觀上，因為同盟國還沒決定，

所以說未確定。日本只有放棄，這是法律上日

本的立場。) 

 

由前述針對「日屬」主張的批駁與說明，可知「日屬」主

張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國際法及國際慣例，所有涉及日本

戰後領土處置的國家，包括日本本身，皆認定日本已經放

棄《舊金山和約》第 2 條所列項目之領土主權，台澎已非

日本主權領土，台澎住民也沒有因為日屬主張者堅信的

「台澎仍屬於日本」而繼續保有日本國籍。 

「美佔」主張分析： 

主張台澎目前被美國佔領，美國具有台澎未來之決定權的

倡議者之主張理由，及依史實及國際法、國際慣例就其主

張理由進行分析之結果如下： 

3.3 「美佔」主張分析 

「美佔」主張分析 



法律意見書－關於日屬及美佔 

 

138 

主張 美國是日本的征服者，所以是「美佔」 

駁斥 1. 所謂「美國是日本的征服者」一語與事

實不符。 

2. 儘管日本是由負責太平洋戰區的美國投

下兩顆原子彈後宣布投降，但第二次世

界大戰實際上是由「同盟國」與「軸心

國」兩個軍事同盟之間的作戰。 

3. 在同盟國對日本的戰爭規劃中，對日戰

爭共分為由美國負責的太平洋戰區、由

英國負責的東南亞戰區、由中國、英國

及美國共同指揮負責的中緬印戰區。而

盟軍整體戰區規劃，則是由英國參謀長

聯席會議 (CSC,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JCS, Joint Chiefs of Staff) 所合組的英美

聯合參謀本部 (CCS,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負責提出。因此，「美國負責太

平洋戰區」是盟軍規劃的結果。第二次

世界大戰並不是美日大戰，而是盟軍對

日作戰。 

4. 現實上，美國本身在太平洋戰區的戰鬥

也與包括澳洲、紐西蘭、荷蘭、菲律賓

及英國的軍隊協同作戰對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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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權力鍊的分配上，西南太平洋戰區最

高統帥是由西南太平洋地區最高盟軍司

令麥克阿瑟担任。其他主要戰場盟軍則

由美國尼米兹將軍指揮。而麥克阿瑟和

尼米兹則都必須接受美國參謀長聯席會

議及前述英美聯合參謀本部的指揮。 

6. 據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是被

盟軍擊敗而非被美國擊敗，美國絕非日

本的征服者，所以美國無法依據不存在

的「征服者身分」對日本進行所謂的

「美佔」。 

主張 《舊金山和約》第 23 條規定美國是主要佔

領國，所以是「美佔」 

駁斥 1. 《舊金山和約》第 23 條中「主要」佔

領國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這個詞

所代表的意義，就是除了美國這個「主

要」佔領者之外，還有其他「次要」的

佔領國。則，既然除了主要佔領國之外

還有次要佔領國，對日佔領就不會只有

「美佔」而已，而是由包括美國在內的

盟軍成員所進行的「盟軍佔領」。 

2. 美國之所以具備「主要佔領國」的身

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一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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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號的佔領方案中，將日本本土四大

島交給美國「為盟軍」佔領。而美國則

依據這項安排，在日本本土成立「盟軍

總部」來負責對日本本土的佔領工作。 

3. 由於和佔領日本二戰佔領地的盟軍成員

（如佔領東南亞的英國），或佔領預計

要求日本在戰後放棄主權的地區的盟軍

成員（如佔領台澎的中華民國、朝鮮半

島北半部的蘇聯）相比，美國是為盟軍

佔領日本本土的佔領國，自然會在「盟

軍對日佔領」這項工作中居於「主要」

地位。 

4. 雖然美國是佔領日本本土的主要佔領

國，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在軍事佔領事務

上比其他佔領國具有更大的權限。實際

上所有盟軍成員依據一般命令第一號的

安排所成立的佔領機構，在法律上的地

位都是平等的。美國並不因此比其他佔

領國具有更大的法律上權力。 

5. 由於依照《舊金山和約》第 6 條 a 項的

規定，對「日本」的佔領必須於和約生

效後 90 天內結束(All occupation forces 

of the Allied Powers shall be with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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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Japan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resent Treaty, 

and in any case not later than 90 days 

thereafter. 盟國所有佔領部隊應於本和

約生效後儘快撤出日本，至遲不得晚於

90 天。)，這導致美國對「日本」的主

要佔領國身分至遲在和約生效後 90 天

就會隨盟軍對「日本」的佔領結束而消

失。在盟軍對「日本」的佔領已經結束

超過 66 年的今天，美國早已不具備所

謂「主要佔領國」身分。 

主張 《舊金山和約》第 4 條 b 項提到 Japan 

recognizes the validity of dispositions of 

property of Japan and Japanese nationals 

made by or pursuant to dir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any of 

the are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s 2 and 3.（日

本承認美國軍政府本身及依其指令，在第 

2 條與第 3 條中所指任何地區對日本與日

本國民所為財產處分的有效性。），台澎

在第 2 條，所以證明台澎是美佔。 

駁斥 1. 《舊金山和約》第 4 條 b項在法律上的

作用，是讓日本不會在和約生效後，去

挑戰美國軍政府在第 2 條、第 3 條所列

任何地區的財產處分行為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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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用來證明在第 2 條、第 3 條所列

地區都曾設置美國軍政府。 

2. 事實上，在第 2 條及第 3 條中曾設置美

國軍政府的地區，只有第 2 條 a 項的朝

鮮半島（北緯 38 度線以南朝鮮半

島）、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地（如塞班

島），及第 3 條的琉球群島等地。 

3. 此外，由於在日本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

正式投降前，美國常在作戰勝利確保某

地區的控制權後成立軍政府進行管理

（如 1945 年 4 月 5 日打贏沖繩島戰役

後，就在同年月 5 日於琉球成立琉球列

島美國軍政府）。為避免美國在日本投

降前所設置的軍政府的財產處分行為效

力遭到質疑，《舊金山和約》遂於同條

b項要求日本必須承認美國軍政府在相

關地區的財產處分行為。 

4. 依據《舊金山和約》第 4 條 a 項之規

定，可知《舊金山和約》明白承認在第

2 條所指地區還存在美國軍政府以外的

治理當局：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b) of this Article, the 

disposition of property of Japan and of its 

nationals in the are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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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d their claims, including debt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presently 

administering such areas and the 

residents (including juridical persons) 

thereof, and the disposition in Japan of 

property of such authorities and residents, 

and of claims, including debts, of such 

authorities and residents against Japan and 

its nationals, shall be the subject of special 

arrangements between Japan and such 

authorities. The property of any of the 

Allied Powers or its nationals in the are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shall, insofar as 

this has not already been done, be returned 

by the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in the 

condition in which it now exists. (The 

term nationals whenever used in the 

present Treaty includes juridical persons.)

（在本條 b項之限制下，在第 2 條所指

地區對日本及其國民之財產之處置，及

其對目前治理該地區及該地居民（包括

法人）之治理當局所提出，包括債務在

內之請求，以及在日本對該治理當局及

居民之財產之處置，及其對日本及其國

民所提出，包括債務在內之請求，應由

日本及該當局進行特殊安排。任何盟軍

成員或其國民在第 2 條所指區域內之財

產，若尚未返還，應由治理當局以現況

返還之（在本條約中的國民一詞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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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 

5. 由《舊金山和約》第 4 條條文可知，在

第 2 條所指各項地區可能依實際情況存

在美國軍政府或美國軍政府以外的治理

當局，而第 3 條所指地區則設有美國軍

政府。美佔論者主張台澎為美國軍政府

所佔領，顯然與事實不符。 

主張 美國以國內法的形式制定《台灣關係

法》，證明台灣是美佔。 

駁斥 1. 《台灣關係法》與戰後軍事佔領無關。 

2. 若從《台灣關係法》的制定經緯來看，

該法的制定，是美國國會為了在美國政

府依據「聯中制蘇」策略停止承認中華

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後，為了繼續

與中華民國政權往來所制定的法令。 

3.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內部的法律，並

不具有國際法的效力，也無法據以決定

台澎的法理主權地位，只能夠拘束美國

政府與治理台澎之治理當局及台澎地區

居民的往來方式。 

4. 任何國家都可針對與世界上不同地區的

往來模式制定法令，這屬於該國立法權

之立法形成自由。從而，美國制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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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關係法》的動作並不表示美國在國際

法上對台澎具有任何特別權力，或對台

澎居於某種特殊地位。 

5. 倘若針對往來模式制定法令就代表具有

特定的國際法上權力，那麼美國國會於

近日制訂通過了《西藏旅行對等法》，

是否可以解釋成美國對在國際法上主權

無疑屬於中國的西藏也具有特別權力？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6. 以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為由主張台

灣目前由美國佔領，顯然在邏輯上存在

瑕疵。 

主張 美國在台灣設置樂山基地、AIT 超高規

格，證明是美佔 

駁斥 1. 美國在台灣設置樂山基地代表的是美國

與目前治理台灣的政權之間的軍事合

作，並不能證明台灣目前被美國佔領。 

2. 美國基於軍事及戰略上的需求，在世界

各地都設置有軍事基地。設置軍事基地

的地點除了美國本身的領地之外，也有

許多與美國結盟或有軍事合作的國家

（如北約組織、菲律賓、日本、大韓民

國）。如果治理台灣的政權允許美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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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軍事基地就表示台灣目前被美國佔

領，那麼目前處於美佔的地區數量恐怕

非常驚人。 

3. AIT 雖然不是官方機構，但現在的地位

相當於準大使館。美國身為派駐國，要

在 AIT 上投注多少資金成本，要購置

多大的土地、興建多少建築，在取得治

理台灣政權的同意之後，就是美國政府

的自由。 

4. 在國際外交上，派駐國在駐在國設置的

外交單位所在建物及土地具有外交豁免

權 (diplomatic immunity)。駐在國基於

國際法規範，對於派駐國對場地之使用

必須予以尊重。因此，美國 AIT 新辦

公處所的設計、建造保密到家，並不足

以代表台灣處於「美佔」狀態。 

主張 美國多次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表

示台灣是「美佔」。 

駁斥 1.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領海基線起

12 海浬以外就不屬於領海，任何國家

的艦艇，無論是民用還是軍用，都可以

在領海之外自由航行。 

2. 美國多次派遣第七艦隊經過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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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足以證明台灣是美佔，這只證明美

國「有能力」派遣艦隊行經台灣海峽中

不屬於領海的部分。其他國家沒有派遣

艦隊巡行台灣海峽，並不是因為不能派

遣，而是因為其他國家沒有充分的派遣

能力，或其他國家不認為有派遣的必

要。 

3. 美國為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違反國

際法對南海諸島提出的主權聲索表示抗

議，長期派遣軍艦於南海執行自由航行

任務。若沿襲「美佔」主張者的邏輯，

這應該可以解釋成南海諸島目前也是美

佔，否則美國怎麼「可以」派軍艦到該

處自由航行？但近一年來，派遣軍艦到

南海自由航行的國家，除了美國之外竟

還多了英國、法國、日本、澳洲等國。

試問，南海諸島是否是美英法日澳佔？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4. 因為除領海基線起 12 海浬以內的部分

外，台灣海峽就是各國船艦可以自由航

行的國際水道，所以從美國第七艦隊多

次通過台灣海峽一事，並不足以證明

「美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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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實上，如果台灣真的是「美佔」，美

國軍艦大可將台灣各大港口當成美國的

港口入內進行補給，美國國會不需要特

別去通過《二○一八國防授權法案》，

或要求美國政府考慮重新建立美台海軍

艦艇互訪的適宜性與可行性。 

主張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提出，經美國總統批准後，交盟軍總司令

美國的麥克阿瑟向日本發布，證明是「美

佔」 

駁斥 1. 美國只是盟軍成員之一，美國是以盟軍

成員的身分，依據盟軍成員授予美國的

佔領事務權限，以本身的機構及單位去

規劃相關工作。換句話說，雖然規劃一

般命令第一號內容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

會議，該命令的內容也是經過美國總統

批准後交給美國軍事將領麥克阿瑟來發

布，但整個過程都是在執行美國在盟軍

授權下進行的盟軍佔領規劃工作。因

此，不能據此認定為美佔。 

2. 關於中華民國政權依據一般命令第一號

對台澎進行的佔領治理行為，美國政府

官員曾多次指出中華民國政權是為盟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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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佔領，而非為美國進行佔領，例

如： 

 1955.02.07 關於中華民國治理台澎行

為的性質，國務卿 John Foster Dulles 

表示： 

“General Chiang [Kai-shek] was merely 

asked to administer them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for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pending a final 

decision as to their ownership.'”（蔣

【介石】將軍僅被要求為同盟及相關

國家管理它們（福爾摩莎及澎湖群

島），等待關於其所有權的最終決

定。）New Formosa Bid, N.Y. Times, Feb. 7, 

1955, at Al 

 

 1951.05.04 關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

治行為的性質，將軍 Douglas 

MacArthur 表示：  

“[t]he Allies turned over ...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usteeship of 

Formosa to China, just as Japan was 

turned over to us, and it is still in that 

status.”（同盟國將福爾摩莎的治理及

託管工作交給中國，一如日本被交給

我們，而且現在仍處於那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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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General MacArthur's Statement, N.Y. 

Times, May 5, 1951, at A7 

 1950.08.25 關於台澎主權歸屬及中華

民國存在於台澎之緣由，大使 

Warren Austin 表示：  

“The actual status of the island is that it 

is territory taken from Japan by the 

victory of the Allied Forces in the 

Pacific. Like other such territories, its 

legal status cannot be fixed until there is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determine its 

fu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asked by the Allies to take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forces on 

the island. That is the reason the 

Chinese are there now.”（該島嶼的實

際地位是盟軍在太平洋地區勝利後取

自日本的領土。和其他這類領土一

樣，其法律地位在決定其未來的國際

行動發生之前無法定案。中國政府是

被同盟國要求到該島嶼接受日本軍隊

投降。這是中國目前在那裡的原

因。）Letter from Ambassador Austin to 

Sec'y-Gen. Lie, Aug. 25, 1950, DEP'T ST. 

 1950.06.27 關於台澎在戰後的狀態，

總統 Harry Truman 表示： 

“by assigning the task of the post-

surrender operation of Formosa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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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government,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eading power of the Allies, 

created an ag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lied Powers as the 

principal and the R.O.C. government 

as the agent, pending a peace 

settlement. ”（藉由將在日本投降後經

營福爾摩沙的任務指派給中華民國政

府，身為盟國領導國的美國建立了一

個「以同盟國為本人，中華民國政府

為代理人」的代理關係，以待日後簽

訂和平條約。）Statement on Korea, N.Y. 

TIMES, June 28, 1950, at Al. 

3. 由上方所列各項文獻紀錄可知，即使是

美國政府本身，也認為自己是以「盟國

領導者」的身分，而非「美國自己」的

身分在處理戰後軍事佔領相關事務。而

無論是中華民國政權對台澎的佔領還是

美國本身對日本的佔領，美國皆認定屬

於「盟軍」所交辦的任務。準此以解，

「美佔」是連美國政府本身都不承認存

在的狀態。 

補充資料 1. 1955.02.11 英國外交部提交內閣傳閱之

密件，英國外交部 Foreign Office 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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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rangements made with Chiang 

Kai-shek put him there on a basis of 

military occupancy, responsible to the 

whole body of the Allies, pending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or, if the status 

of Formosa was not finally settled by 

that treaty (which it was not), then 

pending an eventual settlement about 

Formosa—which has not yet taken 

place. The arrangements did not of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territory 

Chinese. ”（將蔣介石放在那裏（台

灣）的安排是讓他到那裏負責為同盟

國全體進行軍事占領，等待與日本簽

署的和約。或如果和約未對福爾摩沙

的地位作出最終處置（實際上沒

有），則等待對福爾摩沙的最終處置

－這也尚未發生。這項安排並不會讓

台澎成為中國的領土。）CAB 

129/73/38; Former Reference: C (55) 38 

2. 1955 關於中華民國是否會因依盟軍指

示到台灣受降及暫時治理台澎而取得台

澎主權，外相 Anthony Eden 表示：  

“[T]he administration of Formosa was 

taken over from the Japanese by Chinese 

forces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The 

arrangements made with Chiang Kai-

shek put him there on a basis of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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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pending further 

arrangements, and did not of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territory Chinese.”（中國

軍隊依據同盟國總司令的指示從日本

手中取得福爾摩莎的治理工作。對蔣

介石所做的安排讓他到那裡進行軍事

佔領以等待進一步安排，這項安排本

身並不會使該領土變成中國的。）536 

PARL. DEB., H.C. (5th ser.) (1955) 15 

3. 1950.07 關於中華民國在台澎之法律上

意義，外相 Younger 表示： 

 “Following on the surrender of Jap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the day 

assum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remaining Allies, the provis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territory pending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its status at a 

peace settlement.”(在日本投降後，當

時的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在其

餘同盟國同意之下，接下該領土的暫

時性治理工作，以等待之後簽訂和平

條約對該領土的地位作成最終決定。) 

478 PARL. DEB., H.C. (5th ser.) (1950) 60. 

 

由前述針對「美佔」主張的批駁與說明，可知「美佔」主

張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國際法及國際慣例，所有涉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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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處置的國家，包括美國本身，皆不認為這裏存在所謂

「美佔」，而僅存在由盟軍所進行的軍事佔領。 

由於美國軍政府未曾在台澎設立，所以在台澎不存在《舊

金山和約》第 4 條 b項的美國軍政府。在台澎僅存在第 4

條 a 項所指，目前治理該區域的當局（authorities presently 

administering such areas），也就是中華民國政權依據盟軍

授權到台澎接受日軍投降後，所成立，具有盟軍佔領機構

性質的佔領機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制為台灣

省政府）。而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或派遣軍艦行經台

灣海峽，也不足以證明美佔的存在。 

 

3.4 分析結論： 

於根據歷史事實、國際法及國際慣例，對「日屬」及「美

佔」之主張進行分析後，發現此兩項主張皆未能正確反映

歷史事實，且與國際法及國際慣例有極大之落差。 

基本上，此兩項主張之主張者在發展其論述時，有兩大共

同問題： 

 

一、在詮釋解讀相關條約及法律文件時，未能正確運

用法學解釋方法而出現望文生義、穿鑿附會之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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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解讀相關國家將領或政府官員之發言以及歷史

文獻紀錄時，有無視前後文脈絡、刻意斷章取義

之情形。 

除此之外，「美佔」主張者還有下列重大問題： 

由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體狀況缺乏全盤了解，而

誤將本質為團體戰之盟軍對日戰爭化約為美日兩國戰

爭，進而將在戰後處置上具有法律上權利之當事人範

圍錯誤地限縮於美國一國。 

由於前述狀況頻繁出現，導致「日屬」及「美佔」兩項主

張皆存在重大的內在邏輯瑕疵，並與各國史料有諸多衝突

矛盾而難以自圓其說之處。 

總體而言，「日屬」及「美佔」兩項主張之內容與歷史事

實相悖，且不符合國際法學理、國際規範及慣例，係欠缺

解釋力、無可維持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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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資料 

4.1 中華民國外交部《關於美方所提對日

和約稿之說帖》 

 中華民國外交部《關於美方所提對日和約稿之說帖》

P.8~9，1951.4（對日和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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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方所提對日和約稿之說帖》內文抄錄 

 

查美方對於台灣澎湖之最後處置，不欲在此時於和約中予

以規定，其意顯在使台灣地位問題懸而不決，以為其協防

台灣之舉，留一法律上之根據。此點本部於本年三月二十

七日外（四Ｏ）東一字第一九五四號呈中，已予論及。美

方此意雖與我所持台灣澎湖早已重歸於我之基本主張扞格

不入，然從我確保台灣反攻大陸政策之觀點而言，則又不

宜因此釀成中美間之公開齟齬。蓋美方現似已確認台灣為

其太平洋防線上重要之一環。而我方對於台灣之防守，以

及將來對於大陸之反攻，在在均有賴於美方支助。倘此時

於對日和約中明文規定日本將台灣澎湖歸還於我，則於和

約對我生效後，台灣澎湖在法律上之地位，即與大陸任何

一行省無異，屆時美國如仍繼續協防台灣，除明認中共與

蘇聯實為一體，共匪之攻台即為蘇聯之攻台，故不得不予

防止外，即係干涉我國內政。顧明認中共與蘇聯實為一體，

或將提前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戰，自非美國此時所願為。在

此種情形下，暫將台灣問題，懸而不決，自美國觀之時為

惟一可行之計。故約稿中關於台灣澎湖之規定，在我惟有

仍依原定方針，暫不公開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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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議定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

總報告書》外交部「對日和約」案卷

第５４冊 

 
 

劃線處：查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臺灣澎湖而未明定其誰屬，

此點自非中日和約所能補救」（*即舊金山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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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英國外交部送交閣員傳閱之機密文件

CAB 129/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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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抄錄暨翻譯 

CONFIDENTIAL 機密           Copy No.74 

C. (55) 38  

 

11th February, 1955 1955 年 2 月 11 日 

CABINET 內閣 

─────── 

FORMOSA 福 爾 摩 沙 

 

NOT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外相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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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irculate for the information of my colleagues a note on the 

juridical aspects of the Formosa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 

suggestion made at the meeting of the Cabinet on 31st January 

(C.C. (55) 8th Conclusion, Minute 2). 

謹依 1 月 31 日內閣會議之建議，就福爾摩沙狀態之法律面

向提供相關資訊供內閣同仁傳閱參考。 

 

Foreign Office, S.W. 1., 外交部 

10th February, 1955. 1955 年 2 月 10 日 

─────────────────────── 

JURIDICAL ASPECTS OF THE FORMOSA SITUATION 

福 爾 摩 沙 狀 態 的 法 律 面 向 

【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 福 爾 摩 沙 與 澎 湖 

 

1.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were ceded to Japan by China in 

the Peace Treaty of Shimonoseki of 1895.The validity of this 

cession can hardly be contested. The Cairo Declaration of 

December, 1943, with its reference to Formosa as one of the 

territories which Japan had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was a 

retrospective moral condemn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which, at the time and long afterwards, was never 

questioned as being in any way contrary to international law. 

福爾摩沙及澎湖於 1895 年依馬關條約由中國割讓給日本。

此割讓的有效性難以挑戰。1943 年 12 月的開羅宣言將福

爾摩沙指為日本「從中國竊取」的領土是對這個在當時及

之後很久都未被質疑有任何違反國際法之處的國際交易的

道德譴責。 

 

2. In the Cairo Declaration, the Allies stated that it was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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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Japan has stolen from 

China, such as ....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declaration was simply a 

statement of intention that Formosa should be retroceded to 

China after the war.This retrocession has in fact never taken 

place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existence of 

two entities claiming to represent China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Powers as to the status of these two entities. 

在開羅宣言中,同盟國指出「所有日本自中國竊取的領土，

如....福爾摩沙及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是他們的共同意

圖。此宣言只是一份指出福爾摩沙應於戰後歸還中國的意

向聲明。但因為有兩個主張代表中國的實體存在，且同盟

國成員對這兩個實體的地位有不同觀點，導致此項歸還事

實上從未發生。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of July, 1945, laid down as one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that the terms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In September, 1945, 

the administration of Formosa was taken over from the 

Japanese by Chinese forces pursuant to the 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nd General Order No. 1 issu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dated September 2, 1945. 

But this was not a cession nor did it in itself involve any 

change of sovereignty.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宣言將「開羅宣言的條款應該履行」

定為日本和平條約的條件之一。在 1945 年 9 月，依據日本

政府在盟軍總司令指示下於 1945 年 9 月 2 日發布的日本降

伏文書及一般命令第一號，福爾摩沙的管理權由日本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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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部隊。但這並非領土割讓，其本身也不涉及任何主

權變動。 

 

The arrangements made with Chiang Kai-shek put him there on 

a basis of military occupancy, responsible to the whole body of 

the Allies, pending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or, if the status of 

Formosa was not finally settled by that treaty (which it was 

not), then pending an eventual settlement about Formosa—

which has not yet taken place. The arrangements did not of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territory Chinese. 

將蔣介石放在那裏（台灣）的安排是讓他到那裏負責為同

盟國全體進行軍事占領，等待與日本簽署的和約。或如果

和約未對福爾摩沙的地位作出最終處置（實際上沒有），

則等待對福爾摩沙的最終處置－這也尚未發生。這項安排

並不會讓台澎成為中國的領土。 

 

In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of April, 1952, Japan formally 

renounced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but again this did not operate as a transfer to 

Chinese sovereignty, whether to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or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uthorities. 

在 1952 年 4 月（生效）的日本和平條約中，日本正式放棄

對福爾摩沙及澎湖一切權利、權源與主張，但這同樣不能

將主權移轉給中國，無論是移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

國民黨治理當局。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meant that 

the parties to the Peace Treaty, other than Japan, had become 

co-sovereigns of Formosa. This seems doubtful.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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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y merely removed Japan's title without making any 

alterations in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its administration. 

有人認為日本和平條約意味著除了日本之外，和平條約的

當事國已經成為福爾摩沙的共同主權國。這說法有些疑問。

和平條約只是除去日本的（主權）權源，但並未對治理權

的既有安排做任何改變。 

 

3.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are, therefore, in the view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erritory the de jure sovereignty 

over which is uncertain or undetermined. In the meantime,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do in practice recognis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s the authority administering Formosa; but they 

do not recognise them as the de facto government of Formosa, 

whether as part of China or on any other basis, since they do 

not regard Formosa, as such, as constituting a separate State. 

因此，就吾國政府之觀點，福爾摩沙及澎湖是法理 (de jure) 

主權未確定或未定的領土。目前，吾國政府確實在實務上

承認中國國民黨政權是福爾摩沙治理當局；但並未基於福

爾摩沙是中國的一部份或其他根據承認其（國民黨政權）

為福爾摩沙的事實上 (de facto) 政府，因吾國政府並未將福

爾摩沙視為另一個國家。 

 

4. The logical corollary of our view as to the basis o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occupy Formosa is that although they are 

entitled to be in Formosa, they exercise a limited authority 

there. As we do not recognise the Nationalists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y are not, in our view, entitled to use 

Formosa for trying to get back into the mainland of China. 

根據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福爾摩沙的基礎，則吾國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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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必然觀點為：儘管中國國民黨政權有權在福爾摩沙存

在，但僅能在該地行使有限的權力。由於我們並不承認國

民黨政權是中國政府，因此，就我們的觀點，該政權無權

利用福爾摩沙來重返中國大陸。 

 

Their powers in respect of Formosa are, or should be, strictly 

confined to administering Formosa itself and not using it as a 

base for outside activities. 

該政權對福爾摩沙的權力是，或應該是，嚴格限縮在治理

福爾摩沙本身，且不得將其作為該政權對外活動的基地。 

 

5. On the future of Formosa, Mr. Morrison when Foreign 

Secretary in the late Labour Government, took the lin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11, 1951, that it had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in which a number of nations apart 

from those signatory to the Cairo and Potsdam Declarations are 

closely concerned" and which could usefully be conside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就福爾摩沙的未來，在 1951 年 5 月 11 日，當時工黨政府

外相 Morrison (Herbert Morrison) 於下議院中表示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成為「開羅及波茨坦宣言簽署國之外許多國家密

切關注的國際問題」，此問題可在適當時機交由聯合國考

慮 。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 of this year that "the problem of Formosa [had]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in which a number of other 

nations are closely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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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在今年 (1955) 2 月 1 日於下議院表示「福爾摩沙的問

題已成為其 他許多國 家密切 關注的國 際問題。」  

 

【The Coastal Islands】 

沿海島嶼（註：主要指金馬等鄰近中國沿海省份的島嶼） 

 

6. The Nationalist-held islands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China 

coast are in a different category from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ince they are undoubtedly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in our view, part of the territory over whic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entitled to exercise authority. 

在中國海岸附近由國民黨政權掌控的島嶼則和福爾摩沙及

澎湖分屬不同類別。由於這類島嶼無疑是中國領土，因此，

就吾國的觀點，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行使權力的領

土。 

 

Any attempt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actually to assert its authority over these 

islands by force would, in the circumstances peculiar to the 

case, give rise to a situation endangering peace and security, 

which is properly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然而，有鑑此案例的罕見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任何

企圖藉武力對這些島嶼行使權力的企圖將導致有害和平與

安全的狀況，而此狀況無疑值得國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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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國史館解密 蔣介石曾言「台灣不過

為我國一托管地」 

自由時報 2017-01-04 

 

〔記者鍾麗華／台北報導〕國史館長吳密察昨召開記者會

宣布，新版查詢系統明天上線，其中五萬件的「蔣中正總

統檔案（簡稱「蔣檔」）」也會一起上網，而廿六萬件的

蔣檔在本月完成最後一批解密工作後，預計四月底完全上

線，不過，有關黨務類的檔案仍無法上網閱覽。 
國史館說明蔣檔時，也附上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的「關

於蔣中正電責陳誠記者會中『台灣為剿共堡壘』發言失當

以中央政策為主張免為人誤解」資料，蔣中正在信中對陳

誠表示：「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

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之性質，何能明言做為剿共最後之堡

壘與民族復興之根據也，豈不令中外稍有常識者之輕笑其

為狂囈乎。」 

吳密察說，這份文件是當時蔣中正還沒到台灣，對於台灣

省主席陳誠對外提到台灣的地位，蔣介石覺得並不精準，

因此寫信給陳誠；這份資料並非密件，過去已經有人引用

過。 

吳密察解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雖二戰已結束，日

本在台灣軍隊根據太平洋軍區司令麥克阿瑟命令，就地向

中國戰區司令投降，但中、日兩國自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

件後宣戰，雖然已經停戰，不過，「台灣當時並不是已解

除兩國戰爭狀態」，台灣的地位須等到中、日簽訂和約後

才確定。 

吳密察指出，「蔣檔」是國史館裡使用率最高的資料，共

分十一個系列、卅一萬件，其中有五萬件已公佈；另有廿

六萬件，機密檔案共十六萬件，國史館從去年十月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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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梯次函請各機關審酌解密，最後一個梯次在本月中旬完

成，未來每個月底各將五萬件檔案上線，預計四月底完全

上線。中港澳人士可上網閱覽，但依法仍不能到館申請抄

錄。 

黨務檔案 國民黨拒一併上線 

不過，吳密察說，一千三百多件的黨務類檔案，實體仍保

存在國民黨黨史館，國史館當初取得黨史館同意，在執行

數位典藏計畫時，將黨務檔案數位化，原盼此次能一併上

線，發函詢問國民黨，卻遭到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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