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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黃聖峰，我是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畢

業，之前曾經有辦了一個『監票者聯盟』，就在 2014 年跟 2016 年的時候，號召

了公民去做監票；2016 年的時候，我就找到了 6 千人，6500 個公民，開票的時

候到開票所去監票；然後，另外一個身份，我是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的創

辦人。 

這一次，我們要來探討有關臺灣史料的問題，這個討論的內容跟我最下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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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銜是有一些關係，因為，其實我們今天在看臺灣國際地位的時候，可能會有

很多人會感到很困惑的地方就是－為什麼臺灣在國際上都走不出去？像是前陣

子有一個很大的新聞就是－巴拿馬跟、新聞上是講說跟臺灣斷交－臺灣跟巴拿

馬斷交，巴拿馬跟臺灣斷交，所以叫作臺巴斷交，這時候臺巴斷交，這個視角

是不是正確？其實，如果我們從歷史和臺灣的國際地位角度去看的話，其實問

題是很大的，尤其是我們在看一些相關新聞的時候，發現有新聞媒體說巴拿馬

是跟臺灣邦交最久的，有 107 年，在這個時候，有很多人感到困惑說－這個中

華民國到今天也不過 106 年而已－如果說中華民國等於臺灣的話，巴拿馬跟臺

灣是又要如何在中華民國只有 106 年的情況之下、有 107 年的邦交？所以這個

是－時間點怎麼算？所以算一算發現，看資料，原來時間點從清朝之後開始算

－西元 1910 年開始算，可是問題又來了，雖然講說是臺巴斷交，可是西元

1910 年的時候，臺灣好像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因為，我們如果唸過歷史就知道

說在 1895 年的時候，因為馬關條約的關係，大清帝國把臺灣跟澎湖割讓給日

本，所以在 1910 年的時候，臺灣跟澎湖並不是大清帝國的一部份，所以在那時

候，臺灣要如何跟巴拿馬建交？這個就是一個很令人困擾的問題……所以到後

面就會發現說，我們今天在看歷史上的一些－臺灣過去的歷史，然後再看現在

我們所看到的那些新聞資訊時，就會覺得有很多地方好像兜不太起來，到底實

際上狀況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其實就是－如果我們透過看過去的一些歷史－

史料，然後從裡面慢慢去抽絲剝繭，我們可以知道，今天，到底臺灣的地位是

什麼？我們要怎麼樣看待？臺灣在以後要怎麼走下去？ 

 

所以，首先，因為上一次我講的時候，是講 1895 年以前的事情－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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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臺灣還在大清帝國手裡面，在那之前的事情，這次是從 1895 年開始，

然後講到 1945 年，1895 跟 1945 年這個對在臺灣的人來講，也就是說，不管你

是什麼時候來到臺灣的，或者是本身，或者是他的祖先是什麼時候來到臺灣

的，這兩個時間點都有非常大的意義，我在這邊就是會大概講說－我們這一次

會提到的幾個史料，1895 年的時候就是馬關條約－日本那邊講下關條約，裡面

還有提到一個臺灣及澎湖列島、住民退去條規，然後會再稍微提到就是說，我

們今天在講日治時期的時候，稍微提到什麼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在下面

這邊，我會稍微讓大家看一下就在日治時期的時候臺灣人口的變動狀態. 

 

接下來就會進入到一個比較資料量開始大幅增加的時間點，從 1943、1945 年、

1946、47，然後 1949 年，這裡面都有一些，有些史料可以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大概可以去了解說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在臺灣這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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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先來看馬關條約，馬關條約這個，我相信，就是說已經有上過歷史－

中華民國的課本的，應該都知道馬關條約的內容，馬關條約它裡面跟臺灣最有

關係的當然就是在裡面大清帝國它依據馬關條約把台灣跟澎湖割讓給日本，那

這個東西呢，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這個馬關條約在我們在討論臺灣的法理地

位的時候，裡面會出現一個爭議，這個爭議牽涉到的就是所謂的臺灣到底是不

是真的在那之後主權割讓給日本？ 

會出現這樣一個爭議，我們知道，如果說是我們看中華民國課本的話，它都會

稱 1895 年到 1945 年，把它稱之為日據，它會用日據來稱呼，臺灣本體視角來

講會稱之為日治時期，因為日據的話是說，這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佔據，所以

簡稱日據；為什麼佔據？因為東西主權不是日本的，所以東西還是我的，所以

你是佔據了我的東西，所以叫作日據，這就是日據這個用語背後的含意；這個  

內部所要傳達的一些東西是－就是中國本身的歷史觀－不過我們要來看的是為

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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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條約裡面，它裡面有－我們現在分兩款，第一款就是，比較重要的是說，

中國在那時候，它認明所謂朝鮮國，它是讓朝鮮獨立，因為在馬關條約之前，

朝鮮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韓國，就是朝鮮半島那一塊，在 1895 年馬關條約簽

訂之前，它是屬於中國的藩屬國，也就是算它附屬關係的國家，跟琉球很像，

就是說在那時候，它的藩屬國，所以，如果朝鮮發生什麼事情，中國就要出兵

協助，這個也是甲午戰爭會發生的原因，所以說甲午戰爭其實是主要是發生在

朝鮮半島上面的事情，但是因為中國身為宗主國，它要保護藩屬國，所以它就

出兵去協助，結果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結果，嘴砲宗主國它自己要跟日本簽

馬關條約，所以在這裡面，第一款部份的話，中國它就承認朝鮮獨立，從此，

朝鮮發生什麼事情跟中國無關，在這地方，我們知道朝鮮是在馬關條約生效的

時候，它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日本什麼時候併吞朝鮮？那是之後的事情，

也就是說朝鮮被日本併吞變成日本領土的一部份跟馬關條約沒有關係，那個是

依據大韓民國跟大日本帝國之間所簽訂的合併的條約，才讓朝鮮變成日本的領

土，馬關條約跟朝鮮，只有讓朝鮮獨立，從大清帝國的條約協議(treaty pact)

中，歹勢，我想先問一下，這裡的朝鮮的認定是指現在的北韓加南韓？對、

對、對，就是朝鮮半島那整塊，然後，接下來，第二款的部份，看喔，它說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這些東西省略，重點是將管理下開地

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它說管理，所以好像只有管理權，對不對？只有將管理

權讓日本而已，好啦，這裡面，第一個就是遼東半島，第二個部份就是臺灣全

島及附近島嶼，第三個部份它就是講澎湖，所以依照馬關條約第二款，中國在

中文版馬關條約中文版上面寫：它將管理的權利永久讓與日本，這就是中國人

可以講說：沒有，我沒有把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這就是中國它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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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的，會根據這一句話來說「我沒有割讓給日本」，日本是佔據臺灣跟澎湖。 

 

那我們看日本的版本，上面基本上都一樣，下面這個地方講日文，不過有沒有

一樣？其實日文裡面，它在法律條文裡面，其實漢字很多，我們看內容就知道  

很簡單，它這裡講說：日本它把－這邊是左記，其實這個條約是直著寫的，以

前，我們現在已經習慣從左邊讀到右邊，但是以前文書基本上都從上到下、從

右到左，這代表左記，代表左邊這一些土地主權，日本版的說主權，中文版的

說管理之權，日文版主權：它說永遠日本國，割與，就說永遠割讓給日本國，

所以在日文版裡面，它講是主權，大清帝國它把下面就是臺灣，下面就是澎

湖，把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永遠割讓給日本，這個是日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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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所以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到底是管理權永久讓與還是割讓主權？在這地方

就會發現說兩者發生衝突了，到底怎麼辦？各說各話嗎？是不是可以這樣吵？ 

 

其實問題不是沒有解決的方法，因為馬關條約還有英文版，而且重點是解釋條

約的時候要依照英文版，這是個很有趣的狀態，就是說，明明是日本跟中國在

簽，結果它出現一個英文版，而且如果這兩個在吵，有問題的時候，要依照英



 8 

文版，這是馬關條約，這條約是什麼東西呢？ 

 

馬關條約跟日本跟大清帝國在簽的時候，它們裡面有個議定專條，裡面講，在

中文版講說，『大清帝國皇帝陛下簽的和約，為了避免日後互有誤會以生疑義，

兩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議訂下開各款；第一、它說彼此約明本日署名蓋印和約

添備英文與該約漢正文、日本正文，校對無訛。』所以人家比較過了，校對

過，沒有錯，重點第二點，『彼此約明日後設有兩國各執漢正文或日本正文有所

辯論，即以上開英文約本為憑』，所以，這個是中文版，大清帝國中文版，馬關

條約裡面議定專條講，對不起，如果說解釋上有問題的時候，依英文版為準，

這是大清帝國，這日文版，日文版裡面一樣，我們講說議定書中文版，它講議

定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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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它寫議定書，一樣，它說今天簽定的這個和約裡面有附的東西有英文

本，然後如果說條約裡的日文文本跟漢文文本是同一的意思，就說我今天翻譯

之後，就剛剛前面講的校對無誤、校對無訛，英文版的內容跟這個日文版還有

中文版的意思都是一樣的；第二、如果這個條約，日文跟漢文之間的解釋，如

果發生異突的時候，依照前面的英文版來決裁、來決定，這就很清楚了，日文

版的也說萬一漢文版跟日文版的在解釋上出問題的時候，以英文版的為準，既

然是英文版為準，那我們就來看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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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英文版：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full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就是主權，所以，英文版就是主權，所以中國人講馬關

條約沒有把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這個依照史料來講，那個是鬼扯，

所以永久割讓臺灣跟澎湖的主權給日本，所以沒有日據啦，沒有「日據」這種

東西，日據這個說法基本上就是違背國際法，自打嘴巴、說謊，所以，我們到

現在為止，看到很多新出來的文章裡面或者是電視節目裡面，它裡面都還是會

出現日據這樣的用語，那我認為這個，其實就是很大的問題，這些都是需要改

的，如果我們要講的轉型正義或者歷史真相要浮現，這些東西都是要去修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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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我們再來講臺灣及澎湖列島住民退去條款、條規，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這樣，在馬關條約裡面，它第五款裡面，它有一款講到，關條約生

效之後，就是互相換文生效之後，兩年之內，臺灣跟澎湖這邊的住民可以選擇

要繼續留在臺灣跟澎湖這邊還是要離開，就是回到大清帝國去，如果你在這兩

年期滿之後你繼續留在臺灣跟澎湖的話，你就會變成大日本帝國的臣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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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講說『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這什麼意思？這地方是講  

在這個時候，日本帝國可以選擇要或不要把它們變成它自己的臣民，所以是

「酌宜」，因為這個地方是約定日本准中國地方人民，日本准－我允許中國這個

地方的人民可以依照他的意願來選擇他要到哪裡去，那如果時間到了他沒走，

酌宜視為－這個地方的主詞是日本－就說，大日本帝國可以，如果說有人不搬

走－時間到不搬走，大日本帝國，你可以把他們變成自己的臣民，所以日本是

可以選擇不要，可是大家後來選擇要，那因為有這一個條款的關係，所以呢？

馬關條約是在 1895 年的時候簽訂的，那 1895 年前面有講，它的 5 月 8 號換文

生效，所以，如果從生效之後開始算兩年的話，那就是 1897 年 5 月 8 號，在

1897 年 5 月 8 號之後，如果說你還住在臺灣跟澎湖的話，那你就會變成日本

人，所以這一天就稱之為『住民去就決定日』，這個是日本的用語，這是住民去

就決定日，去、還是繼續停留在這裡”決定的日子”，日本針對這段期間－就是

臺灣跟澎湖這些住民搬出去，要離開臺澎還是繼續留在臺澎這邊，它訂了一個

規範：叫做臺灣及澎湖列島住民退去條款，它這個裡面所要處理的東西，到底

在那個時候，臺灣跟澎湖，適用於這個規定的，就是在期滿兩年之後，要繼續

待在這邊的，要算日本人的，這個範圍在哪裡？所以它們有訂了一個退去條

款，在這裡面就有講說：如果是臺灣跟澎湖島住民如果要搬走的話，那你就要

跟他講，不管你是永遠住在這裡，以及，之前你住很久，還是臨時來這邊住

的，你是籍貫、姓名、年齡、現住所、不動產，全部都要在明治 30 年 5 月 8 號

以前去申報，要離開的人－不走的，我就當作你是了，這就是要走的人你要申

報；第二個，未成年的戶長，還在外面旅遊的人家可以幫他申報，很有人性，

這個東西其實很有人性，要知道這個是 1895 年出來的東西，這個，有時候我們

研究史料的時候，有時候看到覺得就是說，為什麼在 1895 年日本所訂出來的一

些規範、處理事情的方法，為什麼跟 2017 年比起來，為什麼 1895 年還比較進

步？真的很奇怪，就是說那個，人家關注的、認真的程度是有差的；但是還有

第三個，參與土匪暴徒之擾亂而與官軍，官就是日軍，對抗的，那你如果歸降

之後，你可以離開；第四個，這也是很重要，如果你要離開，你帶走的東西都

不用課關稅，不覺得這很有人性嗎？很有人性啊！因為知道你就是要走嘛，那

OK，就給你方便，所以那時候在看這東西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要知道，像這

一種就是，土地割讓之後，還讓原本住在那邊的人可以選擇自己的國籍，這個

東西其實是非常非常近代才出現的，在以前的態度，人民是土地的附屬物，所

以說如果土地割讓之後，上面的國籍就變了，沒有給你選啦，割了你就變成，

如果在更早以前，割了就是日本人，沒有在跟你廢話，還給你選，像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自決權，這就是一種自決權，就是一種重視人權的一個動作出現，那

相較於這一個，等一下也會稍微提到，中華民國在 1946 年的時候，它的行政院

頒布了一個行政命令：恢復所有臺澎住民的中華民國國籍，這裡面給你選，好

的，臺澎住民從來就沒有取得過中華民國國籍，你怎麼恢復啦，所以這裡是一

個法理，另外一個就是說，根本沒有給人家選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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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在 1897 年 5 月 8 號離開了多少人？臺澎這邊到底走了多少

人？在這邊所引用的是臺灣總督府檔案裡面，它裡面有一份文件叫作退去者戶

數人口調，退去者人口戶數調查，那就要看，在這麼多的資料裡面，在這個時

候，臺灣的人口大概 262 萬，262 萬人左右，那我們發覺說走離開的，整個臺

灣離開的人數是 5460 人，5460 人，佔總人口大概 2.1%，所以換句話說，97.9%

的人都選擇留在臺灣，但是要注意，這是 1897 年 5 月 8 號的事情，5 月 8 號的

事情，因為實際上，日本政府在那個時候自己本身可能也想很多，它後來，在

這時間點到了之後，其實，本來有一些人就已經離開了，就是說，剛才前面那

一份文件有講，前一份這一份文件有講說，如果已經在它處旅行的～什麼之類

的這些，可以由監護人或有人代為申請，在那個時候，你如果沒有申請的話，

那原則上就留在裡面，那還有一些人呢，他就算是出去了，他出去了，其實他

的一些資料也沒有在裡面，但是實際上他可能住在臺灣的，那像這一種人，這

個日本政府，我那份文件沒有拿出來，但是我要講說，在 1897 年 5 月 8 號之

後，這些原本當初登記說要離開的，就是說我要繼續當大清帝國的人，後來有

人反悔了，然後日本就 OK，好啦，還是讓他進來好了，所以實際上真正在說的

話，真正因為馬關條約簽訂之後，然後真正離開臺灣跟澎湖、選擇不當日本人

的臺灣跟澎湖的居民其實是更少，我們看到這個是確實的數據，就是在這個時

間點，臺灣總督府統計的數據，可是在過了幾年之後，大概在 1899 年那段時間

裡面，其實還是有人，他後來還是登記，就是說登記我要變成日本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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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要講一些一樣是很硬的東西，所謂六三法，大清帝國把臺灣跟澎湖割

讓給日本之後，日本政府其實他的想法就是說，這一群人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

教育，中國人，語言又不通，是不是可以直接變成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就是把

他當成自己一般的公民這樣對待是有問題的，兩者之間可能有蠻大的差異，再

加上臺灣跟澎湖那個時候的風土民情跟日本本身有很大的差異，所以他選擇

OK，如果是這樣的話，我還是要讓臺灣這一邊有採取跟日本本土不同制度的機

會，所以那個時候呢，1895 年馬關條約生效之後到 1896 年，大日本帝國它的

國會就訂了一個，它這裡是講說應與臺灣施行之法令相關之法律，就是關於在

臺灣這邊施行的法律的法律，那它是要規範說在臺灣這邊施行的法令，誰可以

訂？它的效力是如何？那我們就看它第一條，臺灣總督在他的管轄區內得發布

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在這個地方，我要稍微提一下，

算是一個法律的常識，法律跟命令是不一樣的東西，法律是立法機關所制定

的，如果是中華民國的話，就是立法院，如果是日本的話，就是上下議會，命

令呢，命令是行政機關所發佈的，行政機關針對自己所執行的行政事務所發佈

的一些規範，就是命令，在這邊我們發現，它說臺灣總督在管轄區內可以發布

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換句話說，你行政機關可以立法，這個在我們現代，我

們現代觀念來講－我們是講三權分立－中華民國是比人家多 2 個，但重點還是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所以在我們現代的邏輯來講的話，這個這個規範，它

其實讓臺灣總督具有立法權，它透過行政，但是可以具有立法權，本身違反三

權分立原則這個東西，原本是權宜之計，就是說日本才剛拿到臺灣跟澎湖領土

而已，所以說，為了方便起見，所以他就這樣做，但是這一點，其實在日本的

法學界，很多人都在抨擊！『怎麼可以這樣』，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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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三權分立，它們在行政、立法、司法已經分出來了，所以他們的國會就說怎

麼可以？雖然他們裡面是自己訂沒錯啦，可是裡面也是有人反對說怎麼可以訂

出這樣的東西，學者也在批判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訂，當然，他們也不是完全隨

著台灣總督府想怎樣就怎樣，所以它會有第二條，你要經由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的議決，就是命令訂出來之後要議決，之後還有拓殖大臣奏請敕裁，『奏請敕

裁』就是要送回日本本土由天皇敕裁說 OK 或不 OK，下面由敕令訂之，一樣就

是說因為是大日本帝國，所以天皇可以下令決定，但是有第三條，臨時緊急的

時候，臺灣總督可以不受這條規範，即時發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所以就知道

在那個時候，為什麼在日治時期剛開始的時候有所謂高壓的統治，殺人不眨

眼，就是隨便指你是匪徒、是暴徒，然後直接就殺了，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原

因就在這裡，就是它授予了臨時緊急，但什麼叫做臨時緊急，沒有定義，誰

講、誰說了算？臺灣總督，那我們知道臺灣總督在一開始的時候都是軍人，都

是軍人，後來才改成文官，一開始就是軍人，所以我們就發現說，這個規範

下，其實第二條有講等於沒講，在第四條的時候，它又說，那如果我今天發號

還要請你立刻奏請敕裁，然後向臺灣總督評議會報告，如不得敕裁者，總督須

即時公佈，該命令今後無效，今後無效，但是講今後無效，所以它為什麼會不

得敕裁，表示原本那個命令可能內容是有問題的，對不對，所以，它才得不到

敕裁，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只說你這個要公布要無效，但是從今後無效，

所以之前發生的事情就算了，過去就過去了，我也不管，就算之前不合理，不

管，反正，以後才無效，所以如果在前面不小心，本來不應該殺頭的，殺了頭

了，對不起，以後再說，反正人已經死了，所以講說六三法非常可怕的東西，

六三法，非常可怕的東西，我們之前如果看過什麼臺灣 Bar，它裡面影片在講

日治時期就有提到六三法，會發現臺灣總督它就是掌握了軍事，掌握了立法

權，掌握行政權，三權集合一個，就是土皇帝。 

在下面這個東西，在第五條，它講說現行法律或將來，如其全部或一部有施行

於臺灣之必要的時候，以敕令定之，這是什麼？原則上，在日本的法令，原則

上是不適用於臺灣，但有施行必要的時候，它才說，好，這個可以放在臺灣，

所以在那個時候，對日本來講臺灣就是－原則上主權雖然是它自己的，但是它

並沒有真正把它當成日本的國土來處理，這就是後來才會出現所謂內地延長主

義，才會出現這樣的東西；第六條還說此法自施行日起經滿三年失效，換句話

說，本來應該是 1899 年的時候就該結束了，可是它後來延啊、延啊、延啊、延

了又延，所以延延延延延，一直延到 1905 年，所以這個法用 9 年，這 9 年裡，

臺灣人死很多，所以我這樣子講，大家都知道，基本上來講，我不是日狗，因

為這種東西是很清楚的，就是日本在治理臺灣初期的時候做了很多非常糟糕的

事情－後面的那些建設是另一回事，但是按照史實來講，這確實是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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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 1906 年的時候，他們又改了，出現了另外一個叫做三一法，那這個東西是

明治 39 年，就是說 1906 年的時候發佈，他說，在隔年開始施行，法律第 31

號，這個在臺灣須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得以臺灣總督的命令規定之』，得以，

那其實還是一樣，本來應該用法律，但是臺灣總督還是可以用命令去做，所以

其實還是行政可以兼立法。 

第二個，應經主管大臣奏請敕裁，那我發現說，剛才那個評議會被拿掉了，你

就直接這樣經主管大臣奏請敕裁，換句話說，臺灣總督府如果訂了命令之後，

他要先送回給日本本土裡面那些大臣，這就是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部長，這些

大臣看了之後再轉交給天皇、再敕裁，然後第三條說臨時緊急的時候可以立即

發布第一條命令，前項命令必須要奏請敕裁，沒有敕裁時候，須立即公布該命

令將來失效，還是一樣，嚴格講起來，有點換湯不換藥，就只是把評議會拿掉

而已，可是把評議會拿掉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很難說，因為評議會不是只有一

個人，評議會是好幾個人，結果現在是只有一個人，就是權利更加集中；第四

條法律全部或一部有施行於臺灣的必要，以敕令訂之；第五條，第一條命令不

可以違反施行於臺灣的法律，以及特別以施行於臺灣為目的所制定的法律與敕

令，那這個是說，我日本本土裡面可以先制定專門在臺灣這邊用的法令，在這

個時候，如果台灣總督的法令，你如果跟這個有衝突的話，那你要以新法令為

準，但是，有但書，臺灣總督先前發布之律令仍然是有效力的，所以意思就是

說，今天雖然日本的國會裡面可以專門針對臺灣制定法令來適用在臺灣，可是

在它制定法律之前，如果臺灣總督已經發布了命令、而且是有效的命令的時

候，新的法令出來了，舊的還是有效，所以臺灣總督的的力量還是很強，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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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也是延長延長又延長，這個東西是講說，原則上來講是到明治 44 年，明治

44 年就是 1911 年，結果它一直到後來 1921 年才失效，所以等於又多用了將近

10 年的時間。 

 

好，六三法完了換三一法，三一法完之後出現法三號，法三號這個東西，它開

始把臺灣總督的權利，開始限縮起來，所以第一條講說法律之全部或一部有施

行於臺灣必要的，以敕令定之，這前面兩個它都講臺灣總督現在定的，它直接

講法律，但是，能用不用，當然這樣決定，再來，前項情形，官署公署職權，

法律上，如果臺灣特殊情形有特例的必要，可以敕令為特別的規定，在那之

前，臺灣總督基本上就他自己決定的，但是到後面，碰到這種情形，就算是因

為臺灣特殊情形要有特殊規定的時候，一樣還是要由天皇下命令出來，所以說  

對於臺灣這邊的規範的部份，在法三號出來之後，臺灣總督的權限被限縮；第

二條，臺灣需以法律規定，並無，或者依前條之規定處理有困難的時候－有困

難就是你不能這樣做，有困難的時候，而且臺灣情形，特殊上有必要的時候，

可以用臺灣總督的命令規定，有沒有發現，在之前是臺灣總督的意見優先，後

面日本的法律次要，現在狀況是日本本土的法律優先，臺灣總督的狀況是前面

沒有辦法處理的、一定要他來處理的，才輪到他，而且第三條，前條命令，應

經主管大臣奏請敕裁，所以一樣，之前那個監督程序還是會出現；第四條得不

依前條規定，立即發布第二條命令，還是一樣，有緊急狀況，你可以不發，有

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這個地方就是前面那個 copy cat，如果

沒有馬上申請敕裁，沒有得到敕裁，要立刻公布將來失效，但是要注意囉，這

地方出現一個臺灣總督依本法發布的命令不得違反施行於臺灣的法律與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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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跟之前那個有什麼不一樣，這簡單一個字說，有沒有看到前面那個三一號，

三一法裡面是臺灣總督先前發佈的律令仍具有效力，所以，你的律令的效力可

能會強過於法律，但是在下面出現的東西是，依本法所發佈的命令，你是不可

以違反施行於臺灣的法律與敕令，所以在這個地方很清楚的告訴你，在權限位

階上面是有差別的，你不能違反法令或敕令，所以這個時候就開始進入到正常

狀態，其實我們看這個是 1921 年時候的事情，那個時候是大正時期，日本自己

本身，他們本身國家也是進入到一個比較自由開放的一個狀態，所以他們在對

待臺灣或者是朝鮮－所謂的殖民地，態度也是變得比較柔性一點，然後，在這

裡加上一個附則，附則說臺灣總督依明治 29 年法律，第 63 號，明治 39 年第

31 號，6331 發布之律令，於本法施行之際具有現時之效力，暫時仍依從前之

例，暫時，換句話說，它這裡講暫時不是說永久，所以站在前面那個三一法，

它的規範是，你如果在這之後你訂了什麼法令之類的跟之前的臺灣總督府發的

命令有衝突的時候，臺灣總督的法還是有用的，所以這是命令強過法律，但是

這個地方它講，於本法施行之際具有現時之效力，在這現階段是有用的，但是

是暫時性的，如果之後有新的法律出來的時候就蓋掉了，之前那個律令的效力

就結束了，不會說像之前三一法的時候，後面出來一個新的法律時，之前的命

令還是有效，所以這就是進入到法治國家的正軌，臺灣在這個時候，這就是內

地延長主義的一個表現，請問是有什麼日本或臺灣的特殊背景才導致說原本一

開始日本讓臺灣的總督府權利很大，他的命令有點是法律，可是到後來，這樣

子的改變是有發生什麼因素？我們這樣說，之所以會發生這樣變化就是因為日

本那邊，我剛剛提到大正時期，這當然跟自己本身的變化有關，因為大正時期

的時候，日本他們稱浪漫時期，大正這個時期，天皇他自己本身就是說，他不

像之前的明治天皇，非常的文功興盛，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比較開明的狀態，日

本本身內部，它不管在經濟或者是文化、教育方面，都有長足的演進，包含藝

術層面的東西，還有一些思想上就是比較開放，所以在那個時候，在這個情況

之下，這在過去裡面，因為日本在明治天皇取得大政奉還之後，其實日本本身

也亂了很長一段時間，亂了很長時間，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面，日本它們本身  

軍人也是有一定的力量，因為那時候有很多的叛變，我們知道幕府時期的時候

要轉變變成明治政府的時候，不是大家都很心甘情願，所以有很多叛變情形，

所以在那一個階段裡面，其實日本本身內部是有某程度的動亂，所以在那時候  

軍人有蠻大的力量，他們也覺醒說要先安內再壤外，所以日本在明治維新剛開

始沒有多久，在那一段時間裡面其實就有蠻多的問題，對於人民的控管力量比

較強，到後來就是等到明治政府穩定了，然後開始有比較長足的發展，教育也

變得比較普及了，人民之間的地位變得比較平等之後，日本本身內部就是變成  

歌舞昇平的一個狀態，文化生活上面壓力都比較小，生活壓力比較小，對別人

就會比較寬待一點，所以那時候，整個日本本身內部的文化或是態度，包含政

府，行政、立法、司法，他們對待處理自己本身本國的事務或者是其它外部殖

民地的事務的態度都變得比較軟；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說，臺灣跟澎湖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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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讓給日本的時候，我剛前面講，在那個時候，對日本來講，這就是一堆，日

本叫清國奴，這一群人就是沒有受到什麼知識，語言也不通，觀念又落後，衛

生習慣也很差，反正就是未開化，對它來講就是不文明的一個族群，所以在那

個時候覺得說，我在這個時候把你，某個程度來講，我今天在你還不了解，譬

如說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叫做法治，這些概念的情況之下，我給你這些東西，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用，當然另外一點，這也牽涉到日治時期剛開始的時候，臺

灣本土反抗日本的力量還是一直有，還是一直有，所以一直要到，就是後來當

時西來庵事件結束的差不多了 (林爽文為口誤)，就是等於臺灣這一邊對於一般

的，就是非原住民族群對抗日本的這個動作算結束了，結束的差不多了，接下

來原住民的部份來講，後來他們有所謂的理蕃政策，就是用武力的方式去征伐

原住民的族群，理蕃政策大概是在 1910 年的時候，算是到一定的尾聲，但是後

來就是開始對原住民，1910 開始進行，1915、1916 年的時候，算是進到尾聲，

然後他們也是開始對原住民進行所謂的教化，在那個時候就是臺灣在日本的理

蕃政策結束之後才算是真正變成整個臺灣島，才算是整個納入大日本帝國的領

土範圍裡面，在那之前，只有大清帝國主要是臺灣的西半側，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時間點來講，在這個時候是日本已經完全控制臺灣島裡面抗爭的力量，基本

上已經沒有了，武裝抗爭的力量已經沒有了，然後呢，教育也進行了一定的程

度，一般的基礎建設也已經有到那個發展，在這個時候，要進行類似像這樣子

的、比較合乎現代法治國家的管制的方式，就會比較合理，有那個條件，在那

之前還是很亂，很亂的時候，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對日本來講，你

今天碰到是講語言跟你不一樣的人的時候會更麻煩，當然，日本他們很清楚他

們語言文化不一樣，所以日本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派了非常多人來這邊認真學臺

灣這邊的語言，他不是逼你全部都要講日文，他是我們先來學臺灣的語言，然

後對臺灣做全盤的調查，講這個，當然我們就要來想一下 1945 年，中華民國來

臺灣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完全不一樣、態度完全不一樣，你不會講北京官話

你就是沒有用的人，他不會去想說我要讓來這邊的，來臺灣這邊的人要先學好

臺語或是臺灣其它一些語言，他們沒有在想這些東西，你不會講國語，你就沒

有資格擔任重要職務，這個中華民國的態度……日本的態度是－我先來這邊先

了解你們這邊，我可以跟你們溝通之後，我再來用你們聽得懂的話，我來治理

你們，所以這個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說中華民國講說叫臺灣同胞，有時

候會覺得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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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來看臺灣日治時期人口變動，剛才稍微有一點講到就是之前住民去就決定

日的那時候統計的數據裡面，也就是 1897 年 5 月 8 號統計的時候，臺灣這邊人

口大概是 260 萬左右，260 萬左右，所以大概走了 2.1%，260 萬，1897 年，到

1905 年的時候，臺灣這邊的人口數大概到 303 萬，在這 10 年裡面增加了 40 萬

左右，10 年裡面加了 40 萬，一年大概增加 4 萬，這是這個時間點：1905 到

1915，大約加，每一年加 4 萬的話，這地方 344，這邊寫 346，但是實際上，有

查到的數據是 347，3479922，這是他們那邊的新聞報導，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在

1930 年的時候，人口到了 459 萬，也有說在 460 萬，過了 15 年，如果照前面

的去算的話，一年加 4 萬，如果一年加 4 萬，那大概應該在 1945 年代大概加了

60 萬，可是為什麼在 1931 年的時候它的數字不是 400 萬出頭，而是到 460

萬？多出來這 60 萬怎麼出來的？這個就跟臺灣的衛生環境改善，然後還有糧食

的供給變得正常有關，換句話說，在那時候，臺灣人民比較不容易生病，在那

時候就比較不容易生病、餓死、渴死，所以自然增加率就增加了，所以在 1930

年的時候，1915 到 30 年之間，雖然中間差了是 15 年，應該增加 60 萬，可是

實際上增加是 100 多萬，接下來更可怕，1930 年到 1934 年，這中間的時間大

概過了將近 4 年的時間，4 年左右的時間裡面，它的人數增加了將近 60 萬，就

是一年加 15 萬，最前面是 4 萬，後面變成一年加 15 萬，就是說，臺灣的基礎

建設改善之後，就是說對於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接下來到

1940 年結束是 594 萬，所以我們看在 6 年的時間裡面，然後它增加了大概 80

萬左右，所以說它這個數字：6／80，所以就差不多一年再加 13、12、13、12

這樣的數據，在這時候算是建立了相對穩定的人口增加狀態，就是加上之前死

掉啦……之類，所以在 1940 年年底，所以我們看就是說在這個地方透過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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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發展，各地的開拓之後，臺灣人口的增加就進入了一個均衡的狀態，就是  

活的人也是活得越來越久，但是人數的增加也是達到一個穩定態，那，如果照

這個規範來去預估的話，就是說在 1945 年結束的時候，臺灣的人口大概是 640

萬左右，這是就線性預估來講，但這個數據是沒有，1945 年的數據是沒有的，

不管是臺灣總督府也好，或者是那個時候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也好，在這個

1945 年都是沒數字的，都是沒數字的，所以這是預估值，為什麼沒有數字？就

是 1945 年那時候日本很亂，臺灣這邊也是被人家佔，所以像是人口這種人口調

查這種東西就很難進行，另外一點就是，後來臺灣被中華民國軍事占領、代管

之後，一剛開始，它自己也很亂，所以他也沒有功夫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他

根本連語言都不通，要做人口調查根本沒辦法調查，日本他們的調查就是由警

察，警察去做戶口調查，就是正式的，在那個時候，你要去做戶口調查，當然

你要能夠跟人家溝通，你家有幾個人？在哪裡？但是中華民國來根本就是聽不

懂你在講什麼？所以根本沒辦法做，那中華民國到臺灣來之後，最近最近有看

到一個人口的數字，大概是 1954 年的時候的事，那個時候出來的數字，大概是

記得好像是 900 多萬吧，但是 1000 多萬，但是那個數字是裡面加了一塊從中國

那邊過來的人，但是要知道說，因為人口精確數字是不存在的，在 1954、1956

這一段時間之前，到 1945 年這一段之間的人口精確數字是不存在的，所造成的

問題就是，我們不知道 1947 年到底死了多少人，這就是為什麼，就是 228 事件

裡面到底臺灣人死了多少？沒有一個數字，大家都用喊的，有人估 2 萬，有人

估 14 萬，當然有人更扯，就是講說只有死幾百人的這種，那這種人口統計數據

中，乍看之下只是數字，乍看之下只是數字，但是背後反應了非常多東西，然

後，當然，我們會覺得說有什麼東西想要掩蓋的，他可能就會在這個地方選擇  

我就不要 key 字，我就不要 key 字，另外一個，有一個，這是在臺灣的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南京，1937，到底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或者是南京

大屠殺到底真的有沒有這件事情？因為你沒有數據，根本不知道當時候多少人

在那裏，事件的前後，沒有數據，就算你前面有數據，後面的數據不存在的話

也沒辦法去判斷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尤其是在那時候，因為在戰亂發生的時

候，人口流動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實際上來講，要精確抓住人口數的話，移出

跟移入的數據都要有才可以看到這些人是從哪裡流到哪裡去，有多少人是還活

著，還沒有離開的，這樣才可以真正判斷裡面的人口增減的數量，當然，這種

數據，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這就變成我們在看過去歷史的時候，就有人

可以利用各種的，看他要放在什麼立場，他就可以任意去改自己的東西 

史料 你怎麼看 從海內外史談 1949 年

之前的台灣 PART 2 

• 演講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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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要稍微提一下，因為既然是臺灣現在是在中華民國的治理之下，所以我

們要稍微講一下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在這裡提到一個東西就是『宣統皇帝退位

詔書』，『宣統皇帝退位詔書』對臺灣來講有什麼意義？其實還蠻有意思，我們

現在如果去翻開中華民國課本的話，他會跟你講孫文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

一些稍為比較有意識的會說，不是孫文、是袁世凱，袁世凱逼大清退位，所以

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但是比較有趣的就是說，有人覺得中華民國跟大

清帝國是不一樣的國家，可是實際上就歷史來講，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就

是大清帝國，原因就是因為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的皇帝他自己依照他所寫的

詔書所改變而來的，因為他這裡有講他是要，大清帝國皇帝用他的退位詔書講

說把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原本是帝制，它原本是帝制，然後

說，我今天把國家的主權交給全國人民，就是那段文字啊，這就是大清帝國變

成中華民國的，大清帝國從帝制變成共和體制。 

第二，因為之前，他這裡有講到說即由袁世凱以全權－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

和政府，然後與民間協商統一辦法，為什麼會是協商統一辦法？因為我們知道

所謂的辛亥革命之後，各省紛紛獨立，紛紛獨立，可是獨立其實也沒有變成國

家啊，就是因為我們不要給你治理了，這樣子，其實也沒有變成真正的國家，

就是獨立，其實，原則上來講就是叛變，還沒有真正成為一個主權國家，要來

統一，就像以前中國很多次內戰一樣，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

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看到沒有，中華民國，所

以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名字都是宣統皇帝取的，國體：共和體制，宣統皇

帝說的，所以他們的國父應該是宣統皇帝，不能這樣說，因為我們要知道中華

民國其實就是大清帝國，國家是同一個，它只是制度變了、名稱變了，那你可

能會說，制度變了、名稱變了，那不是不就是另一個國家嗎？那我們就一個例

子，像法國，法國大革命之後，它的結果是法王路易 16 自己都上斷頭台了，法

國大革命結果是什麼？從帝制變成共和體制，法國第一共和就出現了，結果後

來拿破崙出現，因為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自己內部有一些動亂，所以它會期

待強人出來，所以出現拿破崙，拿破崙之後他稱帝，所以就變成法國皇帝，法

國又變成帝國，然後換拿破崙被打敗，結果，法國又變成共和體制，接著，拿

破崙的姪子又出來－也叫拿破崙－法國又變成帝國，後來拿破崙二世又被打

敗，所以法國又變成共和體制，今天的法國是第五共和，可是我們會說拿破崙

當皇帝的法國跟最後面的法國是不一樣的東西嗎？都還是法國啊，那名稱有改

啊，原本是 Empire France，Empire France 法蘭西帝國，之後變成 Republ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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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或是 French Republic，就是法蘭西共和國，所以說法蘭西共和國、法蘭

西帝國，這是法國，這就是這個這個地方，我們都講大清帝國，我們都講大清

帝國，那是中文，回憶一下，剛才講那個馬關條約，馬關條約英文版的，它講

China，它講 China and Japan，China ceded 什麼什麼 to Japan，它不是講大清，

它講 China，意思說，事實上對其它國家來講的話，這國家就是 China，大清帝

國只是國號，這是 China，它就是 China，後面改什麼中華民國，其實就是中國

的國號，從大清帝國改成中華民國，一樣還是 China，還是那個這個東西延伸出

來的，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以前的歷史課本裡面有講到一個張勳復辟，就

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張勳恢復帝制，恢復帝制，想想看，如果中華民國跟大清

帝國不是同一個國家的話要怎麼恢復？因為以前是嘛，以前是帝制，後來改成

共和體制，所以說恢復嘛，又恢復回去，根本是同一個，而且重點是恢復帝制

的時候，因為宣統皇帝上來，宣統皇帝是在宣統三年的時候退位，張勳復辟的

時候，那時候，它們的年號又改回去，改為宣統九年，所以說，它連年號的計

算都沒有 lost，它都沒有從零開始，它是恢復到大清皇帝繼續算下去，所以我

們就知道說大清帝國就是中華民國，所以為什麼臺巴建交？也不是臺巴，臺巴

不可能，中華民國跟巴拿馬建交為什麼可以算到 1910 年？因為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它們可以這樣算，提這個點就是要讓大家意識一下。 

 

接下來又一個，歷史課本上面也是，然後中華民國才會講開羅宣言，開羅宣言

就是公發新聞稿，講宣言聽起來好像很了不起，其實只是一個會議公報而已，

只是個會議公報，這聽起來是會議公報，這是中文，是抄錄出來的，翻譯的東

西，原文是英文，抄錄出來的，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東西，圖上面寫著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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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que，communique 這叫做新聞稿，新聞稿，這就是開羅宣言的本體－

新聞稿，那這新聞稿當然不是條約，它沒有條約的性質，但是它裡面會規範一

些東西，就是有參與的國家的想法或態度，裡面比較重要的就是他們要一起合

作，決心要打敗殘暴的敵人，日本從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太平洋所佔

領島嶼，然後竊取於中國的領土：東北四省，臺澎島歸還中華民國，這個就是  

所謂的開羅宣言，我們今天就是看原件，所以知道說人家也沒有什

麼”declaration”沒有這字眼，就是新聞稿。 

 

在這地方，這整份是英文，這個是什麼東西，看上面 1944 年 6 月 28

號 ”Formosa TAIWAN occupation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composition of forces.” 

這什麼東西？這一個是美國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們對於臺

灣這個地方在戰爭結束之後要怎麼處理他們所做的一個論，這個討論的內容

呢，簡單的講就是說他們在討論說戰後，結束之後，臺灣這一塊、在日本投降

之後，一直到最後的處置結束之前這一段時間裡面要怎麼樣解決臺灣的問題，

要誰來佔領？要怎麼樣去管理？他們這個東西，主要在這裡面，他們主要的考

量是說，如果，如果美國有發兵攻佔臺灣的話，如果發兵攻佔臺灣的話，美國

會在這裡，他會成立一個軍政府，那如果在中國本土那邊的中國軍隊在過程之

中如果有幫忙的話，他們認為說這個軍政府應該要讓中國的人也可以參與，軍

政府在運作或是規劃的時候也要讓中國人可以來參與，這是－如果美國有佔領

臺灣的時候，就美國來講的話，因為這是 1944 年，開羅宣言是 1943 年，所以

在這份文件，他們在做規劃的時候為什麼會提到中國讓他們來？因為他們就是

考量到開羅宣言裡面所講的戰爭結束之後，臺灣跟澎湖預計要還給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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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在佔領期間，中國人可以來參與的話，就是臺灣跟澎湖的主權要移交

還給中華民國的時候，這些人可以接手，老早就已經參與了，可以去接手，但

這是 1944 年的事情，那這個時候，美國還有想說，他要不要來佔領臺灣，所以

說它另外一個選擇是琉球，所以他們在做軍事判斷的時候，我要來攻佔臺灣還

是攻佔琉球，最後他們的選擇是去琉球，沒有到臺灣來，到底是福是禍，其實

很難講，琉球在那個時間，當然因為美國攻佔的關係，所以上面死非常多的

人，這是以萬來計，但是到最後就是美國後來就離開了，後來有把琉球還給日

本，那臺灣這邊的話，美國沒有來攻打，也沒有來佔領臺灣，由中華民國來佔

領，然後就變成今天的狀態～所以有人講說美國在日本丟了原子彈，在臺灣這

邊丟了國民黨，然後，到底哪一個比較慘？很難判斷。 

 

1945 年 7 月 26 號，波茨坦宣言，在這裡面，一般人家在提波茨坦宣言，波茨

坦公告，通常只有講第八點，也就是開羅宣言的條件必將實施，所以他們講因

為波茨坦宣言的關係，所以開羅宣言一定要做，他們這樣解釋啦，波茨坦宣言

有個很重要的東西是第七點，這一點，其實就是戰後日本被軍事佔領的一個根

據，所以，直到如此新秩序，這新秩序就是日本投降，然後就是回復到和平，

它的新秩序，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定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

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看看日本領土，臺灣是日本領土啊，在這個時候，

1945 年的時候，臺灣是日本領土，1895 年之後，臺灣澎湖就割讓給日本，所以

是日本領土，這一個，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公告，這個地方所提到日本領土應

該被佔領的範圍當然包含臺灣，也包含澎湖，所以我們看就是說，對，這個要

實施是沒有錯，但是之後臺灣澎湖要交還給日本，波茨坦宣言，但是前面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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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在這些東西還沒有完成之前，這是日本領土，就是要佔領。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東西－這是 1945 年 9 月 1 號日本天皇授權書－授權什麼東西

呢？授權重光葵去簽降伏文書，降伏文書，所以，因為日本天皇不肯自己出來

簽，不肯自己出來簽，所以就授權重光葵派他全權代表他跟日本政府去簽降伏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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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文書是長這樣，這邊是英文，降伏文書是英文版，這個就是重光葵，這是

日本代表，這是梅津美治郎，這算是他們軍方的代表，上面這個是麥克阿瑟，

這是麥克阿瑟的簽名，這個是中國的徐永昌，中國的代表是徐永昌去簽降伏文

書，他投降，他接受，這些人見證，是這樣的概念，在軍艦上簽，這個是密蘇

里艦，這在東京灣外面，在東京灣外面－就是在他們首都的外面，兵臨城下的

意思，這個對中國來講好像是北京條約已經兵臨城下了，你要投降不投降，直

接在東京灣外面簽，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這個，一堆東西，重點就是說，在這裡，降伏文書，這是它後來翻成中文版

的內容，這裡講說，重點是要無條件投降，這是所有駐紮的日本部隊，還有他

的管制下的司令官要無條件投降，代表天皇及其繼承者擔任忠實執行波茨坦宣

言，各項條款並發佈及採取經盟邦統帥或其他經指定之盟邦代表為實施宣言之

目的而所需之命令及任何行動，有些人認為說因為降伏文書的關係，所以日本

已經把臺灣跟澎湖的主權還給中華民國了，有些人是這樣解釋，可是法律上不

是這樣解釋，它在這裡只是說他願意，他願意忠實執行，所以，他還沒執行

啊，這只是承諾說我會執行，但是他還沒執行，這只是承諾會執行，但這本身

這一個不是執行的東西，然後他說發佈或採取盟邦統帥或其他指定盟邦代表為

實施宣言之目的所需之任何命令或行動，如果盟邦統帥像麥克阿瑟或其他指定

的盟邦代表，他們為了施行波茨坦宣言而下的指示，他們要配合，這邊的意思

是我會去執行這個東西，如果說在這執行如果有人下指示的話，我就遵照他的

指示，所以，他的意思是這個，意思是這個，但並不是說這個東西本身就可

以，等於波茨坦宣言裡面的東西已經完成，這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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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在同一天，剛才那個降伏文書是在 9 月 2 號，同一天，有一個一般命

令第一號出來，一般命令第一號，這個就是講軍事佔領，這是在同一天，1945

年 9 月 2 號，日本簽降伏文書之後，麥克阿瑟就發了第一號指令，第一號指令

的附件就是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的內容是這個，那這個圖因為大小的關係，大致上跟大家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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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這個其實就是佔領的分配圖，佔領的分配圖，在這裡像這一塊，這邊有一

條線，這條線，這整塊這個線，這個地方，這個部份是美國陸軍跟海軍進行佔

領，然後，韓國，朝鮮半島切了一條線過來，這是北緯 38 度線，這一條線以南

是美國佔領，這一塊以北是蘇聯，這是 Soviet Forces，蘇聯這個線跨到這邊來

了，所以那時候講說滿洲國，滿洲的軍事佔領是由蘇聯在負責，臺灣在這個地

方，它是屬於交給中國佔領部分，臺灣被放在這個地方，這條線畫畫畫，但在

這裡又畫了一條線過來，這條線，是北緯 16 度線，這是法屬印度支那，北緯

16 度線以北，以北這一塊是中國佔領，這一塊以南是英國，基本上主要是分四

大塊，美國在這邊一路往東，一路都是美國佔領，北邊是蘇聯，西邊是中華民

國，南邊是英國，臺灣是屬於被中國佔領的範圍，因為這個圖很難放大，大致

上就是這樣，在這個地方要注意，一般命令第一號，中華民國歷史課本絕對看

不到，因為他不敢講，講了就知道臺灣光復是說謊，實際上，它只是被人家軍

事佔領，再講說，一般命令第一號第一項有個假相，在中國，滿洲除外，中

國，打個頓號，臺灣及北緯，所以臺灣跟中國不是同一個東西，從這裡可以看

得出來臺灣跟中國根本不是同一個，臺灣、中國不含滿洲，滿洲他們認為是屬

於中國，中國，然後臺灣及北緯 16 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日軍高階軍

官，所有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所以這群人是要向蔣中正投降，但下面有說上

述所指司令官為唯一被授權接受投降的同盟國代表，所以他接受投降，但他是

同盟國代表，他只能代表同盟國接受投降在 1945 年、中華民國來臺灣這邊受降

的時候，其實應該是要升聯合國的旗子，照理說不應該是在那邊什麼臺灣光

復，照裡來說是不應該這樣做，但是他做了，然後下面第 10 點這部份，所有日

本及日本控制下，軍事政府及民間應協助同盟國軍隊佔領，所以接受投降，他

們是接受投降的代表，在日本，他們在這些地方的人要協助同盟國軍隊佔領，

我們知道說這個時候，中華民國在 1945 年來臺灣的時候，他們其實性質是同盟

國軍隊，然後，受降的其實是同盟國代表，都是在同盟國底下，但是中華民國

就講臺灣光復啊，這就是混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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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這個就是南京受降典禮，南京受降典禮，猜哪邊是日本？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還是右邊？右邊？你說右邊就是日本嗎？為什麼？因為那邊坐著啊，因為

這邊站，那邊坐，是嗎？NO！要看桌子大小，這是贏家，這是輸家，贏家的桌

子比輸家的桌子大三倍耶，對不對，而且你看，因為是贏家，後面多了一堆

人，人多勢眾，大家都在盯著看，像貓盯著老鼠一樣，大家都在看老鼠，這個

就是南京受降，就是長這副樣子，這個就是日本在這邊南京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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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個降書講說日本帝國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降書裡面講，然

後講說聯合國統帥第一號，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臺灣與越南，

北緯 16 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它

這就是降書，在南京簽定的降書的內容，它其實是日本沒有另外再跟他投降，

它只講說他已經向他投降了，在這邊講說因為聯合國最高統帥命令，所以說，

這些要向他投降，一般命令第一號的東西又出現了，又再出現了，所以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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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這是中華民國自己在南京拿的降書的內容，前面這些東西就不用太特別

講，重點在這裡，中國代表：何應欽，南京受降，何應欽代表中華民國，代表

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

為對日本作戰，其它聯合國之利益，接受本降書，所以就算是在南京受降，他

們也是代表盟軍，不是只有代表中華民國，我們要理解這一點就是他們在那裡

講說日本向中華民國，沒有，向盟軍投降，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中華民國

在解釋的時候，或是在寫歷史課本的時候都很喜歡玩這招，這個東西在歷史課

本上會看到臺灣光復，你只看到這個牌子而已啦，然後呢，我知道後來在，有

出現一些翻案的文章，講說沒有啊，所以出現這張圖－ 

 

出現這張圖，在網路上是傳了很多，連那個李筱峰也用這張，可是這張是錯

的，這張不對，它是在臺北公會堂，臺北公會堂不是長這個樣子，臺北公會堂

長這個樣子，看剛才前面那個，像個小舞台一樣，可是臺北公會堂是這樣，它

是很宏大的，它是一個很大的一面，將來有機會的話去臺北，現在叫中山堂，

就可以去看，進去就是這邊，這邊，這樣子，然後重點在哪？英國的旗子、俄

國的旗子、中華民國的旗子、美國的旗子，中英美蘇四國，所以，其實在臺北

這邊，所謂的臺北公會堂－請說 

Q: 就是左上方的奠字? 

A: 喔那是奠定，永奠，不是死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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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因為是奠 

A: 永奠，這邊只有一個嘛，永奠是和平，和平永奠，中間是書名號，對，孫文

自己掛，他掛了一個孫文的，然後這邊是中華民國國旗，這邊是中華民國黨 

啊孫文就知道這些東西，實際上重點是這四個，這其實不可以掛，照道理來講

其實不可以掛，但他還是放了，就好像美國在其他地方，他們不會放美國總統

的，但是中華民國就會搞這招，當然啦，因為美國就睜隻眼閉隻眼，就說，反

正遲早也是你的，原本那時候是這樣想啦，1945 年的時候國共內戰還沒開始，

第二次內戰還沒有正式開始，基本上來講，盟國對於這樣子這種自慰的行為，

基本上他是睜隻眼閉隻眼，但我們知道他就是代表盟軍受降，所以會有四面旗

子：中英美蘇，我們剛看到前面南京的降書，它裡面提到四個國家都寫出來

了，那還有其他盟國，他沒有全部都掛，因為實際上同盟國最後大概有 50 幾

個，50 幾個成員，如果全部掛出來的話，大概沒地方可掛，所以他們放主要的

四大國，這個是前面場地佈置，這就是實際上在進行的時候，開始有人了，多

了一堆人，這就是和平永奠，所以是這樣子，但這個，那時候就是有點模糊，

但可以看到下面就非常多人，然後下面就看到，這是陳儀，這是陳儀，那個是

日本安藤利吉－最後一任的臺灣總督，陳儀他給安藤利吉的東西是受領證、不

是降書，是受領證，陳儀來這邊的時候也是有把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是剛才上

面那些講說要來指派，日軍要，臺灣這邊的要向蔣介石的代表投降的這個，規

定這些東西，他是交給他，他是簽了一個受領證，簽了之後，然後，我已經受

領，然後再還給他這樣，日本那邊就是拿到命令，所以，就剛才這些歷史，這

樣看下來我們就知道其實在 1945 年 10 月 25 號這個號稱臺灣光復的這一天，其

實發生的事情是中華民國以盟軍代表的身份接受日軍投降，而日本那時候在臺

灣這一邊的呢，他們是依照一般命令第一號的要求協助同盟國的軍隊進行佔

領，這才是真正的歷史，臺灣光復是假的，但是不管，中華民國不管到底應該

是怎麼回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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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的時候，1 月 12 號，它就來了，發了一個行政命令，行政院自己發的行

政命令：『臺灣人原係我國國民，敵人侵略喪失國籍』，所以就說自 34 年 10 月

25 日應即一律恢復我國國籍，這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就這樣，大家就恢復中

華民國國籍，可是這個是很荒謬的事情！想想看，你沒有取得要如何恢復？！

你一定是先失去才會恢復嘛，如果真的要講的話，那是不是應該就算真的要

說，就算你恢復好了，至少在 1895 年以前出生的人才有可能吧，對不對，如果

你在 1895 年 5 月 8 號以後才出生的人，你根本就沒有一天當過大清帝國的國民

啊，就算我們講說中華民國跟大清帝國是同一個好了，那你要恢復中華民國國

籍，你也要先曾經是大清帝國國民吧，那在 1895 年以後出生的人從來就沒有一

天當過大清帝國的國民啊，他哪來的國籍可以恢復啊！這如果真的要講國際法

的話也是不通的！ 

那我們知道說，剛才也有看到那個人口增加的數量，從日本 1905 年的時候，那

個時候三百零幾萬，然後到 1945 年的時候估大概是 640 萬，在中間這樣

double 一倍，在那時候，臺灣至少一半的人，如果依照嚴謹的國際法來講，從

來就沒有是大清帝國的國民過，至少有一半，這個是不能用的，可是中華民國

不管，反正地方是我管的，所以前面那種，結果英國就說：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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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這是英國外交函件：1946 年 1 月 12 號，英國在 9 月 26 號的時候，它

發了一個外交函件給中華民國，就返還臺灣島給中國一事，英國女皇持續遵守

1943 年 12 月 1 號之開羅宣言，所以開羅宣言，英國女皇也承認有這東西，但

是她講過，此份盟軍意圖宣言本身無法將臺灣主權由日本移轉給中國，有開羅

宣言又怎樣，沒用，她說此主權移轉需待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或其它正式文件

後方可進行，這些為什麼重要，因為 1945 年 9 月 2 號的時候，已經簽了降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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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了，對不對，但是 1946 年的時候，英國的態度是，你還要跟他簽其它正式文

件後才可進行，換句話說，英國認為降伏文書不是這個，也不是這個，對不

對，所以，那些講說簽了降伏文書之後，然後，所以臺灣主權屬於日本的，這

就是英國直接打臉，不對、不可以、沒有這回事，所以如果碰到在那裡講說臺

灣的主權－所以他說儘管福爾摩沙現在中國政府管理下，但是沒有辦法同意福

爾摩沙人已經取得中國國籍，但是英國他也沒有說完全鐵板一塊，他說，但是

呢，在等待前述正式法律行動－就是簽的和約或文書之前－他已經向大英相關

領域發出指示說，以對待友善國家國民的方式對待福爾摩沙人，雖然說，我不

能承認你是中國國民，但也沒有把你當敵人，所以那時候，臺灣人的身份很特

殊，就是，你因為將來臺灣的領土有可能會變成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在戰後他

就不再把你當成敵國的國民去對待，可是法律上你還是敵國國民啊，所以說法

律上的規定是這樣，但是實際上在對待的時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然後，在

前面講說臺灣人還沒有拿到國籍之前，然後，就發生 228 了。 

 

228 就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 2 月 28 號那天發了一個戒嚴令，戒嚴就是臺北市戒

嚴，其實這個戒嚴令在隔天就停了，所以在 3 月 9 號又發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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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號這一天，如果大家對 228 的歷史有點印象的話，3 月 8 號就是清鄉大屠

殺的開始，所以他這個東西，我們就看，他說 2 月 28 號台北暴徒擾亂，本部為

安定社會宣布戒嚴，3 月 1 號因為省參議員國大代表要求解除戒嚴，可是自從

解除之後，劫奪槍械及其他不法事件繼續發生，且省人……臺灣主權還沒有屬

於中華民國前哪來的省人，他說省人公然煽動叛國，臺灣還不是中華民國的一

部份，在那時候還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你也還不是他的國民，你是哪來的

叛國？然後 8 日夜十一時，暴徒進攻軍事機關企圖佔領，印象中就是在圓山那

邊啦，就是在臺北市圓山那邊，有人講說有人去攻擊那邊的軍械庫什麼之類

的，這是中華民國的說詞，但是有人說，其實那是陰謀，就是說其實是假的、

自導自演，就是有一群自己去演，因為有些－我們也知道像忠義隊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中國的情治單位來這邊，然後利用－自己找了一堆地痞流氓來，然後

再把臺灣的學生抓進來，其實實際上，嘴巴講說是要維持安寧，可是實際上，

他們抓的那些地痞流氓，就是在他授意之下專門去打中國人，就是給他一個理

由，就是說臺灣本省人在攻擊外省人，所以他要來保護，所以這種東西是同樣

的邏輯，所以講說省人公然煽動叛國，然後說暴徒進攻軍事機關企圖佔領，就

是攻擊圓山那個地方、自導自演，如果有的話也沒有成功啊，如此行動目的在

反亂而非普通政治要求已極顯著，為弭平叛亂、清除亂黨，以保障人民安寧，

臺北市自 3 月 9 日六時戒嚴，戒嚴以後，對暴徒依戒嚴法嚴辦，他們就是用這

種方式來－用這個－當他做這件事情在戒嚴，在戒嚴的期間裡面，當然生活受

到非常大的影響，那戒嚴最可怕的是第三點：『禁止集會遊行』，禁止集會遊

行，所以換句話說，什麼叫做集會？什麼叫做遊行？如果他把所有集會定義為

三個人這叫集會的時候，而且，如果你一旦違法，他就可以依照戒嚴法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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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三個人朋友走在路上，你就有可能直接被開槍打死，這就是為什麼在清鄉

的時候走在路上會被打，光只是走在路上而已就會被打，原因在這裡。 

 

然後呢，前面那個是 1947 年，之後呢，1948 年 12 月 10 號，中華民國全國戒

嚴令出現，發布人是蔣中正，可是很有趣，全國各省是除新疆、西康、青海、

臺灣，他把它排除在外了，其實照道理來講，因為 1947 年就已經宣布戒嚴了，

而且那時候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就是臺灣警備總部所發布的戒嚴，如果臺

灣是中國領土的話，中華民國總統當然有權利再發布戒嚴，涵蓋範圍可以繼續

包臺灣啊，他不需要把它排除啊，他可以寫，但他就是把它排除掉，除～之外

均宣告戒嚴，接戰地，所以 1948 年 12 月 10 號，中華民國全國戒嚴令，蔣中正

把臺灣排除在外，那新疆、西康、青海為什麼在那時候沒有放進去？我記得那

時候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實質控制，那時候這幾個地方就是不在他的掌控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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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我們來看，1949 年，蔣中正發手令電陳誠這個東西，內容就是這個，重點

在哪裡？『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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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令中外稍有常識

者之輕笑其為狂囈乎！』這是蔣中正自己講的，1949 年 1 月 12 號，他自己說

「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所以為什麼 1948 年，他在發布全國戒嚴令，那時候

把臺灣排除在外，因為不是中華民國領土啊，你不可以在上面發布戒嚴令，可

是台灣省警備總部為什麼可以發布？因為其實他是盟軍的佔領機關，他前面講

加了台灣省，看起來好像中華民國的東西，可是實際上是盟軍的軍事佔領機

關，軍事佔領單位是可以在佔領地發布戒嚴的，所以，在臺灣發布戒嚴的不會

是中華民國，絕對不是中華民國，他沒有資格，有資格在這邊發布戒嚴令的是

盟軍佔領機關，也就是剛才講的警備總部，可是台灣省要拿掉，就是台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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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事情，1949 年 5 月 20 號，台灣省戒嚴令，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

司令部，看起來好像是中華民國的東西，可是台灣省政府是 228 發生之後，從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的，變成這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 1945 年 10 月 25

號成立，所以它是盟軍佔領機構，所以台灣省政府其實也是盟軍佔領機構，所

以他可以發布戒嚴令，如果我們看上面這三個字的話會覺得為什麼？奇怪，是

不是中華民國在弄東西，實際上這個都是盟軍的東西，他們列了很多這些什麼

有的沒的，這些項目都是可以依法處死刑喔：聚眾、暴動、造謠惑眾，所以這

個時候要死很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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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再來一次，1949 年 7 月 7 號，李宗仁代總統再發了一次中華民國全國戒嚴

令，臺灣還是被排除在外，他也沒有再補充啊，他講說前面已經排除了，但照

道理來講 1949 年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有打算要落跑到臺灣來了，可是，

7 月 7 號時候，他的全國戒嚴令裡面還是一樣公布在－將蘇南、皖南……等各

縣，湘贛浙閩粵桂六省全部，它還是一樣，只有中國本土，他不敢碰臺灣啊，

所以為什麼中華民國全國戒嚴，全國戒嚴令卻始終排除臺灣，然後在臺灣這邊

的始終都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或者是台灣省政府在做這件事情，如果知道說

台灣這地方的性質跟中華民國自己本身的國土是不一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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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最後我們來看中華民國如何落跑，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他在 5 月 22 號的

時候，1949 年 5 月 22 號的時候，從南京落跑到廣州，然後 10 月 12 號跑到重

慶，11 月 29 號跑到成都去，12 月 8 號的時候就到臺灣來，這個大概半年吧，

半年左右的時間裡面，他們就這樣子跑，然後他就跑到這邊來，就到這邊來，

從 1949 年之後，當然，他還發生很多事情，然後海內外史料也可以證明很多在

這段期間裡面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大致上來講，這一天－1949 年 12 月 8 號這

一天，基本上就奠定了就是說，台灣在未來一直到今天的政治的狀況，在中華

民國政府還沒有逃到臺灣來之前，台灣是台灣省政府當家作主的，台灣省政府  

它其實是盟軍佔領的機構的變形，就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盟軍佔領機構，

後來它變成台灣省政府，原本整個台灣都是它在管，包含澎湖都是它在管，當

中華民國政府逃到這邊來的時候，我就是中央政府，然後你這邊是上面冠了台

灣省三個字的，當然你就要聽我的話囉，這其實本來是、它不必聽他的，如果

說，原本中華民國政府還在這裡的時候，想說天高皇帝遠，你弄你的，我弄我

的，但當他逃到這邊來的時候就混在一起了，然後就開始，大家就覺得中華民

國就是臺灣，想想看，原本中華民國是這麼大個，不含這個，現在中華民國在

這裡，現在，臺灣人以為中華民國是這個，原因只是因為他的中央政府跑到這

裡來了，它如果沒有過來的話，台灣跟中國其實還是分開的，因為我們知道在

1949 年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他為了要區別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像財政，那

時候，後來就有所謂的 4 萬塊換 1 塊，其實那個東西是因為之前中國裡面的通

貨膨脹的、那個嚴重通貨膨脹問題已經外溢，影響到臺灣，為什麼會外溢到臺

灣來？這個跟中國那邊那時候很多人流亡到這邊來，然後台灣這邊又借很多錢

給中國，那個時候，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跟台灣銀行借了非常非常多錢，借了



 43 

非常非常多的錢－這些錢好像已經還了－反正就是，不是你的東西，但是它一

直剝削、剝削、剝削，剝削到不能再剝削了，它自己在這裡被唾棄到極點，它

自己本人親自到臺灣這邊來繼續剝削，這就是發生在臺灣的事情，那這個應該

就是在迴避了……在這個期間，盟軍英國不是也有說一些話，那其他的國家，

美國、英國這邊，以他們為首的反抗勢力出來對抗共產主義，在這個時候，英

國、美國一方面因為他們算是反共主要力量，那，在臺灣這邊的中華民國原本

它也是反共，想想，為什麼有國共內戰，這就是反共啊，這就是共產黨跟所謂

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跟資本主義之間在對抗，因為有這個邏輯之下，所以

說，對盟軍裡面的其他一些國家來講，他們在二戰結束後，馬上自己又陷入另

一個戰爭－冷戰，在這個情況的時候就變成中華民國它是反共的夥伴啊，它是

反共的夥伴，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天到晚去找它的麻煩，如果它變節了，

怎麼辦？！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就會發現說，法律跟政治這兩個問題常常會變

成－為了要解決當下所面臨一些政治性的問題，一些觀念上的問題，所以對於

法律問題就會先放在一旁，先解決眼前的政治問題，然後法律問題之後再說，

所以會發現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把臺灣人的國籍直接說我是恢復中華民國國

籍，它用這樣邏輯去做，英國有抗議、美國有抗議，但是到最後其實在處理上

來講，他們的態度就是說，像英國雖然有抗議說：臺灣，沒有辦法接受直接把

臺灣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但他還是有說，但是我也不把你當作日本人，法律

上你是日本人，但我不會把你當日本人對待，他們到最後是用這種方式去進

行，就說，好，你這樣做，我一直跟你抗議好像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他們會，

那個時候是 1946 年，中華民國還沒有逃到臺灣來，還沒有一個中國兩個政府、

誰才是正統政府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在 1946 年的時候，世界各國基本上的

態度是－反正開羅宣言也是遲早就會實施了，所以臺灣遲早也是回到中國那邊

去，所以在這個時候，反正也是遲早的事情，那，算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要太計較，態度是：不要太計較，反正遲早都是中國的，這是他們的態度，

所以，我會講啦，但是也不能夠完全一板一眼，如果完全依照一板一眼的方

式，臺灣人是日本人，在那個時候，英國如果說完全一板一眼的話，英國它連

把你視為友善國家的國民都不能做，可是，因為他說，因為已經有這計劃了，

大家已經講好說要還給中國，當然，臺灣人那時候自己的態度也是有影響，臺

灣人之前原本被日本統治，那不管怎麼說，不管日本怎麼對待臺灣、怎麼建

設，臺灣人跟日本人畢竟不是平等的，所以會覺得說日本走了，我就是回歸祖

國－有不少臺灣人是這樣想，尤其是意見領袖、菁英份子，所以他們自己本身

就覺得戰爭結束了，我之後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那我就是戰勝國的人啊，

如果沒有，我就是戰敗國了啊，我有機會變戰勝國的人耶，多爽！所以在那個

時候，雖然說中華民國這樣做是違反國際法，所以會有國家會抗議，但是當時

的臺灣人，有很多人在剛發生那件事情，1945 年 10 月 25 號到 1946 年 1 月 12

號，中間也不過 3 個月的時間而已，還在蜜月期嗎？其實那時候臺灣已經開始

看到中華民國爛的地方，但還沒爛到極點，所以臺灣人還可以接受，剛開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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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臺灣人覺得你們就是在那邊打仗很久也很辛苦，就是衣服破爛一點、表現

差一點，還可以接受，結果天知道他們根本是沒有下限，一直在挑戰下限，但

是在那之前，臺灣人基本上態度就是－可以當戰勝國的國民，為什麼要當戰敗

國國民？所以當中華民國這樣發布的時候，臺灣人自己本身－除了少數知道中

華民國怎麼一回事的人之外，其實有意見的不多啦，所以講說既然臺灣人自己

也 OK，然後，照正常情況來講的話，臺灣跟澎湖主權遲早會還給中華民國，在

這情況之下也不用太大力去抨擊，再加上，他們還需要中國以後跟他們合作，

尤其是對美國來講，它計畫在二戰之後要讓中國變成它在亞洲最大的盟友，蔣

中正所領導的那個中國，所以基本上，就算了、就 OK，可是要知道說在這情況

之下，英國為什麼會針對那點提出，就是說沒有辦法接受臺灣的人變成中華民

國國民，這個東西牽涉到就是說，因為，我剛才講的一些臺灣人，除了說與其

當戰敗國不如當戰勝國國民，不是只有在臺灣島的人，也包含在日本本土的

人，那時候很多臺灣人跑到日本去留學什麼之類的，那些人去那邊的時候，發

生，日本人，真的日本人－就是戰敗國國民，那臺灣人－臺灣出生的人－他說

我之後可以變成中華民國國民，就是戰勝國國民，所以他們覺得，相較於這些

是比較好的，而且盟軍在對日本人跟對盟軍成員國的國民，態度是有差的，所

以那個時候，有些臺灣人在日本就拿翹，他就利用自己那樣的身份，日本人是

受到很多的限制的，那時候盟軍的態度就是－反正你們就是，你們以後就是中

華民國國民了，有機會可以，所以他們的態度就是，對臺灣人的沒有像對日本

人這麼差，所以有些臺灣人就開始覺得我就是戰勝國的人，那時候就欺壓日本

人，那時候就發生了澀谷事件，澀谷事件就是有一群臺灣人就利用自己這種既

不是真正的戰勝國，又不是－但是地位又比戰敗國人民要高一點的身份，利用

那種身份在那邊搞一些地下交易之類的，對日本政府來講的話，它原本戰後已

經民生凋蔽了，結果臺灣人在這裡亂搞，依照日本本身的法令來講，對於這種

違法亂紀、擾亂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行為，他是覺得他應該可以處罰，所以

日本人就說：你們這些人都還是日本人，所以我日本，我要有權利管你，所以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一群臺灣人，他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華民國

國民？就出現這樣子的問題，最後這個問題就等於是說在戰後，算是中華民國

跟日本一個外交上面的衝突，但日本那時候是戰敗國，照道理來講日本應該會

輸，可是日本是贏的，因為後來盟軍的態度是說，對於這些臺灣人來講的話，

他其實也還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國民，所以盟軍的態度就是認為日本政府對於

這一些臺灣人還是有司法的管轄權，所以到最後，那些臺灣人也還是交由日本

處理；其實從這裡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因為在那個當下－說穿了很簡單，

中華民國自己做了一些事情，製造了一些問題出來，製造出來的這些問題就－

你對於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造成困擾，現在，我們要再回過頭來檢討這些歷史

的資料的時候，所以我覺得說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有些事情晚一點發生，可能

狀況就完全不一樣，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在 1949 年 10 月 1 號成立，

如果它是在 1953 年成立的，恭喜大家，大家現在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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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就是因為 1949 年 10 月 1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政，在那時候開始出

現中華民國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哪個才是正統問題？所以，舊金山

和約裡面才沒有辦法去處理臺灣跟澎湖主權的問題，如果它們晚一點出來，那

或者它就不要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叫中華民國政府，哎，那搞不好，可

能大家今天還是中華民國國民，只是共產黨政府不一定－所以，這就是歷史的

弔詭，剛才所提的東西，為什麼那個時候人家不談？因為在戰後很混亂，一方

面是戰後非常混亂，一方面是在那個時候世界非常不平靜，大家都各自想要得

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東西，所以在那個時候，對那些大國來講，當然是保障自己

國家利益，至於你在這些地方上面那些人，基本上不太管你死活，所以在 1947

年 228 之後，像廖文毅，可能就跑到香港那邊去參加那個臺灣再解放聯盟，他

們也在 1950 年的時候向聯合國提出申請要把臺灣加入聯合國託管，類似這樣

的，這樣的講法，可是你說他提出這些東西的時候，假設那時候臺灣已經，就

是 1949 年以後的事情，已經有 100 多萬中國的軍隊在這邊，在那個時候如果聯

合國真的想要去介入的話，它就要有軍事對抗的心理準備，對聯合國來講，前

面才剛打完一場大戰，在後面這一個，有必要嗎？像這樣的東西，當它送去聯

合國的時候，到最後其實也是不了了之～ 

當然後來，美國真的覺得很受不了，因為講反共，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會崛起？

為什麼會崛起，為什麼在國共內戰－1945 年是第二次國共內戰－為什麼在第二

次國共內戰會兵敗如山倒？為什麼國民黨會兵敗如山倒？當然跟他們在二戰期

間做的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有關，在戰後，他們本身對於經濟上面的管制又沒有

辦法好好的處理，譬如現在有所謂的孔宋家族，所以就發現共產黨它可以崛起  

就是人民過得很痛苦，在那時候，美國發現臺灣人在中華民國的治理之下好像

過得很痛苦，在蔣中正的治理下，好像過得很痛苦，所以它開始擔心是不是原

本你要－中華民國會講 1947 年 228 是共產黨搧動，中華民國之前是這樣定調  

共產黨搧動，可是事實上，因為日本也是反共的，日本本身自己也反共，其實

在日本統治時期的時候，尤其是在後期，接近戰後，臺灣這邊什麼共產主義－

那個勢力幾乎是被剷除的，它們基本上沒有什麼勢力可言，也沒有幾個人，像

什麼謝雪紅，根本就－它也沒有什麼力量，就幾個人而已，所以 228 事件絕對

不會是共產黨造成的東西，那就是，中華民國在這邊進行的占領，就是太造成

天怒人怨，讓人家完全受不了，所以美國後來發現中華民國跑來這邊治理真的

搞得大家都很痛苦，在大家過得很痛苦的情況下，反而有人民會想要改支持共

產主義啊，就說中國那一些在國外電視媒體管道會是支持共產主義的人，他們

很多都是理想主義者耶，都是高階知識份子，反而是跟著中國國民黨跑的那些

人，除了情感成分，或是對於國家愚忠，或是對於領導者愚忠之外，很多是貪

生怕死之輩，沒有理想性的，他在國民黨裡面可以～可以分一杯羹的那種人會

跟著國民黨在跑，他來這邊就是一堆豺狼虎豹，後來美國意識到臺灣被這樣搞

反而有可能產生共產主義，所以像是史明，也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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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樣子？後來他到中國那邊去，發現那也是在說謊，大家都是講得很理想，

然後被騙，騙了之後就幻滅，之後再想其它方法；臺灣也是一樣，1945 年的時

候，祖國來了，然後幻滅，1947 年幻滅，可是幻滅歸幻滅，但是 1949 年的時

候，來了那麼多軍隊，幻滅也沒用，美國人說臺灣人幻滅了可能會想共產主

義，所以美國其實也是基於反共的立場，它是站在看待在臺灣這邊的中華民

國，所以美國在 1950 年－韓戰爆發之前－曾經有討論過要跟其它的國家，像菲

律賓、澳洲要組成盟軍要把蔣中正從臺灣趕走，可是很不幸的，這件事情沒有

發生，因為韓戰爆發了，這就是歷史。我們今天回去看  其實臺灣的歷史就

是…… 

主持人：謝謝聖峰今天的演講，因為今天機會難得，大家有沒有想提問或是針

對今天講的這些，有ㄧ些想要跟聖峰討論的都可以提，趁這個機會。 

Q 代表中華民國跟日本簽訂和約，臺灣就是合法屬於中華民國，它沒有簽嘛 

A 沒有 

Q 那 70 年來，它沒有任何機會簽？ 

A 沒有。要跟你解釋一下，剛才所說的，要先釐清一下，你剛才所說的簽是指

簽什麼？ 

Q 它當初就是放進臺灣的主權嘛，對，英國不是說要跟日本簽屬後續的條約  

才能確定臺灣人的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它根本就沒有機會簽，那它根本就是

不合法的政府？ 

A 我們不能講它不合法，因為，它不合法－應該這樣說，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

這邊是流亡政府，但是真正在占領臺灣、管理臺灣的這個東西，應該是之前的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那這個是合法的，因為它是依據前面講的，盟軍一般命

令第一號裡面的授權來這邊的，所以這個東西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是它不敢跟

你講 

Q 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之前又有韓戰，又有有的沒的，可是已經好多年，就是

在近一二十年來，應該都有機會可以，大家好好的說清楚、要回來，為什麼臺

灣跟中國一直在吵吵吵，然後那些大國家這麼擺明了就是一個，歷史，大家都

有證據的，為什麼我們不能，至少合理的去跟中國講清楚，你現在不能說我們

是你的，因為還沒完成這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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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說得很好，為什麼？ 

Q 因為知道這東西的人太少，可是我們都可以看到國外的那些國家 

A 在這之前，在這之前，你去哪裡看過呢？ 

Q 就是，你都有辦法看到這些史料，對於那些外國人，應該可以更合法的取得

吧？它們應該不會刻意去掩蓋這個事情吧？ 

A 我們來講一個簡單的東西，就像剛剛的回答：冷戰，冷戰什麼時候結束？在

1990 年代才結束，這中間經過多少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面，這些大國說了多少

謊？不能扯開的謊，所以可怕是在這裡，1945 年到 1990 年，我們就講今年就

好，1945 年到 1990 年，將近 50 年的時間，如果每個世代是 20 年來算的話，

就 2 個半世代了，2 個半世代的人民，等於是有，他們從出生到今天為止，他

們所聽到的都是謊話，那我們今天看就是說，你有機會，而且你在 1945 年時必

須要是可以認知這個東西的人，你覺得是要幾歲？好歹 20 歲吧，要清楚認知，

那時候還在接受教育什麼之類的，認清或有機會去接觸這種東西，20 歲，看看

到現在，他要幾歲？他已經幾歲了？今天我們在看處理國際關係的這些人，看

他們年齡可能都是 60 歲，60 歲已經算老的，再上去就 70 歲，基本上都要退休

了，60 歲，1945 年到今天已經 70 年了，事情發生，他還沒出生呢，所以很多  

現在在處理國際關係的這些人，他們是沒有機會在自己成長過程中看到這些東

西，我今天可以弄這些東西，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要知道很多東西是最近一

二十年，最近一二十年才解密，所以不是說人在外國就可以看得到，他人在外

國，沒有解密同樣看不到，他能看到的時間跟我們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像剛才

那個－中華民國，蔣中正說臺灣只是托管地那個，知道什麼時候解密的嗎？去

年是吧，所以重點就在這裡，因為這些東西，太多的東西是你沒有機會看到，

你以為他會看，重點是這麼多資料，這麼多史料，你怎麼知道在哪裡？像我們

那些歷史的資料，它是用，它是用距離來算，史料的量是用距離來算，怎麼

算？1 公尺，文書疊起來 1 公尺，這樣子去算，像我們這些史料，這些文件可

能是上萬公里，那你要怎麼樣在裡面去翻這些東西？而且這些東西原本是紙，

時間久會壞，所以，而且也不知道在這過程當中有沒有被銷毀？故意的，或是

不小心，或是依法銷毀，這些都不知道，所以只能講說，今天我所呈現出來給

大家看得這些東西，有很多人，包含現在在檯面上在那裏講臺灣的未來、臺灣

地位，這些人都不見得看過，根本不知道有這些東西，他們所聽到、所想到的  

是中華民國過去教他的東西，其它國家就更不要說；另一點很重要就是說，這

個東西，會完全去爬梳這些東西的基本上也是臺灣人，二次世紀大戰，1947 年

的時候，他們可以放著占領地裡面被人家打死，直接開槍打死 2 萬多人，站在

那裏，新聞報一報，哈哈就結束了，你覺得他們會非常的認真的說要去處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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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東西嗎？因為其實美國跟中國交惡，其實是最近這幾年的事情而已，那是因

為中國所謂和平崛起，可是和平一點都不和平，然後，在開始，在南海那裡亂

搞，所以他們才開始出現這種競爭，像之前什麼 64 天安門事件，這是多麼嚴重

的人權問題，之後發生什麼事情，中國改革開放，全世界的錢都飛進去了，誰

管你人權，好，這個東西其實是很有趣的事，我們今天在看這一些就覺得他們

這麼多的時間，怎麼不去處理這個？就跟你講因為冷戰的關係，這個東西一直

被 delay，就是這個東西要處理的時間一直被往後延、往後延、往後延，延延延   

～延到 1990 年代，1990 年代，結果碰到中國改革開放，誰會跟你去講那個？

大家都要去中國賺錢，沒有人想要把這東西拿出來講，反正中國在那時候在喊

說臺灣是它的一部分，它也沒有喊得很大聲啦，1990 那時候，臺灣人的想法是

什麼？1990 年那時候，還有很多臺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對不對？1996 年時候  

臺灣這一邊，中華民國在臺灣第一次總統直選，選上是誰？是李登輝，李登輝

是什麼黨？國民黨，國民黨的主張是什麼？『反攻大陸、統一中國』，臺灣人投

票投出『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人當總統，1996 年，他是臺灣人又怎樣？臺

灣人那時候的腦袋，沒有打算要脫離中華民國，也沒有真的說我不是中國的一

部分，中國發生 64 天安門事件的時候，臺灣這邊的人還在那邊唱歷史的傷口，

不是嗎？我們今天不是說，人家，因為它是人權，這是其它國家發生的事情，

可是臺灣人會把它當成自己的東西在看，所以就是說，因為長久這種教育之

下，臺灣人自己本身，臺灣人的意識，那是 2000 年陳水扁出來，把臺灣跟中國

的歷史都分開之後，開始這意識才慢慢出現，不然之前大家看書看課本，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東西啊，堂堂正正中國人啊，不要說什麼，現在，你今天

去看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隊徽，上面是秋海棠，秋海棠，旁邊一顆小番薯－這

樣，這個就是中華民國嘛，那臺灣人它接受這個東西，所以真的會認真去看這

個的，很少，那其它的國家，要嘛是賺中國錢，之前，冷戰打完了，結束了，

之後賺中國錢，這個東西好像不需要特別講，中國那時候很弱，也不會一天到

晚出來唉臺灣是它的一部分，大家也不覺得說它那時候有可能攻略臺灣，所以

一直一直到現在，中國和平崛起，一點都不和平的時候，臺灣的地位的重要性

才又被凸顯出來，可是會發現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過去這７０年，歷史的舊

帳，要懂的人才會去翻，但是大多數，現在在從事外交實務的人是不懂的，因

為他跟那段歷史隔太遠了，新的文件解密的時候，他不會跟你講這個跟臺灣有

關，他們解密都是行政程序，他們是行政程序，這個東西時間到了，應該要解

密了，然後他們就是在網站上面發布，也不會給你列表，他們就有哪些時間到

了，有一批檔案解密，對不對，像國史館之前開放 50 萬份的文件出來，50 萬

份文件喔，如果不是吳密察他自己特別講說這個裡面講，蔣中正講說臺灣只不

過是個托管地，他特別提出這一點，誰知道裡面有這一份，是不是？所以必須

講就是說，你剛剛提出的這個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隨著時間的經過，一些問題

要解決，越來越困難的原因就在這裡，當然有人覺得我就將錯就錯，從今天開

始，可是說如果從今天開始，就會發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因為你要先接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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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預設值，但是預設值是對臺灣最不利的預設值，譬如說臺灣光復，如果接受

臺灣光復，那臺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嗎？有人講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中華民國是臺灣，那我就問 1971 年之前，中華民國是什麼？臺灣曾經是聯合國

永久會員國嗎？不可能嘛！1971 年那個中華民國，它就是中國啊，它就在聯合

國代表中國啊，所以我們就知道說，這就是一個弔詭的地方，我們今天要去處

理這個東西的時候就是要，你不想碰觸那個，但想徹底解決問題，不去碰不

行，但是現在今天很多人就是選擇，他覺得他要簡單就好，不要把事情複雜

化，可是事情就是這麼複雜，硬要把它簡單化的結果就是：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說這就是－ 

很高興有這機會可以來跟大家講這些，因為這些東西是在過去幾十年裡面，有

很多是沒有機會看到的，那像這些東西，因為沒有機會看到，所以我們看到的

都是假的，你聽到的都是假的，就像我之前講，大清帝國皇帝退位詔書這東

西，1912 年的東西，可是它可以正確定性中華民國是什麼，可是如果沒有看到

這個，你就會以為中華民國是新的國家，它就是一個，而且是中華民國國父所

成立的，所以這就是歷史，為什麼人家講說你要滅一個民族的時候先滅其史？

我們今天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中華民國就是不告訴你真正的東西，它也不敢

跟你講它自己是什麼，一切都是謊言，而這些謊言就是 1949 年來的這個，它為

了要讓自己在臺灣可以繼續活下去所做的事情，你說它不知道嗎？它知道，都

怪我們找不到文史，找不到史料，但是那些史料要去找才會知道，像我之前，

吳密察提到蔣中正那個是一個點，像我之前去中華民國的國家檔案局去找一些

史料，我明明就有找到啊，中華民國說它跟日本簽中日和約，然後就把臺灣跟

澎湖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它自己這樣解釋，如果去看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的

話，它會這樣寫，中日和約就確定了日本把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歸還給中華民

國，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這樣寫，可是我就在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文件，關於它

有一個對日和約總報告書裡面就找到一份文件講說，舊金山合約使臺澎主權未

定的問題，就說沒有辦法用中日和約來解決，所以意思是？中華民國外交部自

己寫的報告書裡面告訴立法院長說那個臺澎主權未定，沒有交給中華民國這件

事情，中日和約也不能解決－中華民國外交部自己都承認這件事情了，為什麼

他在網站上面還要寫說透過中日和約，日本確定把臺澎主權交給中華民國，因

為他要騙你啊，現在網路很發達、很好用，大家都會去搜尋，搜尋中華民國外

交部網站，我看到的是什麼，我要親自到國家檔案局去翻文獻，你覺得哪一個

東西傳得比較快，一定是前者嘛，再加上它又是官方的，中華民國外交部，多

屌，它怎麼會說謊呢，它就是會說謊啊！它不說謊，它就倒了，所以問題就在

這裡，我們今天來這邊可能有看到你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相信看過之

後，我今天給你們看的這些資訊，有一些，現在已經可以在網路上找到，當然

它有真的、有假的，也有現在可以在網路上找得到的東西，還有一些是一定要

親自去找才可以看到，所以可能，我這圖給你了，但是你沒有辦法確定是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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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那只能說，就恭喜你，如果你想確定是真是假，要嘛就去日本找，再不然

就是中華民國國家檔案局找，再不然就是找網路，然後，像這些東西，相信今

天這樣看下來，大概會知道過去所看到的或是將來從中華民國那邊會看到的東

西，可能要稍微打一下問號，是真是假，我不會說中華民國給的都是假的，但

是會告訴你們說”要存疑”，不是說它給的就是對的，包含我今天給的也不見

得，也許說不定是假的－我認為是真的啦，因為我是親自看到原本－我親自看

到原本，我覺得這是真的，我相信這是真的，而且還是官方的，我那時候去找

到外交部長說什麼，中日和約沒辦法解決舊金山和約問題，我覺得那是可能是

銷毀的時候，不小心沒銷毀到，還是怎樣，怎麼會被我找到那個東西，因為那

就是它那個是用毛筆寫的，因為他們在擬稿，他們在擬稿，用毛筆寫，那後來

出來正式的東西，會打成鉛字，所以說我看到的是最原始的版本，還有看到用

毛筆有劃：這一句不能講，有看到這樣的東西，我看到的是比原始版本更原

始，從他們一開始擬稿的時候，我就看到這東西，那我看到這個，那就發現前

面寫這個，後面出來的東西好像有點差別，原因是什麼？講錯嗎？還是前面講

了不能講的東西，最後面要改一下說法？無從確認！因為寫的人可能都死了，

anyway，今天我相信大家看到之後，希望大家以後再看到一些文獻的時候可能

再多一點去思考，有一個重要的判準就是如果這份文件的內容出來之後對那一

個組織是非常有利的的時候，最好不要完全相信，我講這些東西是對臺灣有

利，不是對我個人有利，所以我不需要騙你，我只能講說這些東西，我希望大

家將來以後，以後還會有越來越多史料出現，隨著最近這一陣子很多東西都出

來，還有新的書出來，像陳翠蓮教授有寫《重構 228》，那個裡面就－注意看，

她開頭跟結尾都有講到中華民國來臺灣是受盟軍委託來的，她都有寫，陳翠蓮

教授，她以前可是、她也是相信中華民國好棒棒，但是她以身為學者的立場，

她在做歷史研究，她可以很老實的講出來，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東西，可是這

些東西，在她以前沒機會看這些文獻的時候她是不知道的，她如果只看中華民

國給的東西的話，她一定都寫臺灣是中華民國的，所以這都是跟視角有關，但

是文獻，特別是其它國家的文獻，可信度是比較高的，這就是歷史。 

Q 請問聖峰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場講座是？ 

A 7/22，那時間點就是從 1949 年之後的史料來看臺灣的狀況 

主持人：今天時間的關係就到這邊結束，如果還想私下跟聖峰聊的，一點點時

間，再跟聖峰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