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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你怎麼看？ 

從海內外史料談 1949年以後的台灣 

2017/8/12@新竹_第三場講座活動 

 

 

可能有一些朋友有在關注臺灣地位的，如果之前對臺灣地位相關的文獻看的比

較少的，今天應該有機會讓大家看到 

主持人：謝謝大家今天來，我們請聖峰來做三次演講，前面兩次時間點就是從

1895 年之前，第二次是 1895 至 1949 年，然後第三場就是今天，講的是 1949

年後的臺灣，那因為聖峰會準備很多相關的史料，我們可以從以前歷史課本或

是說我們很難接觸到的觀點去看當時的臺灣在日本或是在其它國家的位子或是

定位，今天這場也是蠻重要的一場－講到臺灣怎麼變成中華民國的轉捩點，那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聖峰 

• 演講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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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峰：這一場主要是要講從 1949 年開始到今天，那 1949 年這一個日子呢，大

家都有個印象－1949 年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從臺灣海峽西邊到臺灣島的時間點，

有些人會把 228 的時間跟 1949 搞混，要提醒大家：228 是 1947 年發生的，中

華民國政府從臺灣海峽西邊跑到臺灣是 1949 年，所以這個時間點稍微有點不一

樣。 

 

今天所要講的議題主要是分兩塊，一塊是跟魔術有關，那另一塊是有關事實的

部份，這魔術的話就是鍊金術，就是中國人啊、然後自由中國怎麼樣鍊出來，

那下面這部份是真實的部份，那真實就是相當多的歷史文獻；我們的主題是”史

料”，所以我們會看很多文獻。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1949 年以後的臺灣在什麼魔術之下變成自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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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一個，這份文件，我們先看 1950 年 5 月 15 日這個東西，臺中縣長函覆

給臺灣省政府，那函覆什麼東西？『查報日治時代所有日本色彩的地名前經更

改完峻 ，請查核』。所以意思就是說 1950 年，台中縣長寫一封信給臺灣省政

府，日治時代的日本名稱已經改好了，請查核。所以我們就知道在 1950 年的時

候，中華民國政府很積極的把臺灣島上面跟日本有關的抹掉、改掉，那大家不

再看到它過去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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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1973 年 6 月 25 日，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發布臺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

行辦法，那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山地鄉的說法，以前我們會講山胞、山地同胞，

就是從山地鄉冒出來的，這一份內容的目的：推行國語。為了徹底糾正山胞使

用日語方言的習慣，在日治時期，大日本帝國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教原住民講日

本話，那時候原住民後來去當警察、去從事日本政府裡面的工作，如果我們知

道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就是有這樣的衝突，有些原住民本身當日本警察，後來

霧社事件之後，他們也面臨身份認同的問題；那再來這方言，方言範圍就是－

任何不是北京官話的本土語言，所以我強調的是本土語言，如果是浙江話或是

山東話，那就不算，不算會被改的方言，這裡所講的方言大概就是指原住民自

己的語言，譬如你是阿美族有自己的語言，達悟族有自己的語言，排灣族有自

己的語言，然後，另外有一些原住民跟非原住民長久生活在一起，他們可能會

講台語，有的可能會講客家話，那這一些都不是中華民國的國語，所以就都不

可以講，山地同胞不可以講，『糾正山胞』，然後再來『灌輸祖國文化』，所以我

們會看到像高金素梅這樣的人就會帶原住民到海峽西側認祖歸宗，說臺灣這邊

的原住民也是炎黃子孫，這就是灌輸祖國文化，把臺灣原住民、跟他們說－你

的祖先是海峽西側的中國；再來『增強國家觀念』，因為他們認同的對象是大日

本帝國，現在對象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祖國當然就是中國，這就是中國人鍊

成術；再來『提高山地行政效益』。語言統一之後，行政效益都會提高，溝通成

本降低，這問題比較小，前面這三個基本上就是在摧毀文化，摧毀原有文化。 

 

然後再來這裡有一份：1975 年 1 月的時候，警備總部沒收聖經公會 2,200 本台

語羅馬拼音的聖經；那我們知道以前西方傳教士早早來到臺灣來，那他們其實



 5 

就去用羅馬拼音的方式，然後去記錄臺灣原本的居民在使用的語言，所以那時

候有台語的羅馬拼音法，我們稱為教羅，他們用教羅去寫成聖經，基本上來

講，臺灣的民眾講台語，只要知道這羅馬拼音怎麼唸，照著唸，聽到聲音就知

道這是在講什麼，所以他用台語羅馬拼音的方式寫成聖經，理論上聖經裡面有

些字還蠻艱澀的，但是他可以只用台語羅馬拼音的方式讓只會講台語的台灣民

眾去理解聖經裡面的內容，那 1975 年警備總部就沒收 2,200 本，2,200 本沒

收，感覺反正就沒收嘛－這發生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抓狂啦－世界聖經公會總

幹事來，他說你今天竟然把我們聖經沒收，就妨礙我們的宗教自由，那中國民

國政府駐美代表在國際抗議譴責壓力之下返國報告，趕快回來，說～沒有沒

有，因為美國那邊也是信天主上帝，所以像這聖經你竟然敢收，不要命啦！所

以這個就有莫大的壓力，後來教育部的公報就對羅馬拼音的聖經違規提出說明

－就說為什麼他要沒收，其實就是這一份文件，這一份就是教育部公報裡面他

對羅馬拼音的聖經違規提出說明，其實重點就在這裡－任何著作若非以眾所周

知之正式語言所寫成則不得印行或流傳，那中華民國的正式語言就是北京話，

就是中華民國的北京話，然後用漢文、中文，就是北京話寫出來的中文，所以

不是用北京話寫出來就不能印，也不可以流傳，其實這還蠻有趣的，因為他說

若非以眾所周知的正式語言所寫成，什麼語言叫做正式語言？是這個國家定義

的官方語言叫正式語言嗎？可是中華民國沒有把英文定成官方語言呀，那用英

文寫的對中華民國來講就不是正式語言，那是不是用英文寫的也不可以用？另

外一點，所謂的眾所周知，其實用台(教)羅寫成的聖經在臺灣已經使用很長一段

時間，所以在那個時候很多長輩都看得懂台羅，信基督教、信天主教，他們看

得懂台羅，那台(教)羅拼音的台羅對他們來講是眾所周知的呀，是這一群人所知

道的，但是它卻被禁了！它的說法是：我今天不是要妨礙宗教自由，是因為這

個聖經不是用中文寫的，會妨礙國家語言的教學，所以要把聖經沒收，這當然

就是中華民國中國人鍊成術，到最後就是說－臺灣人你生下來就是講我現在講

的語言、寫這個文字，很多人直接講台語沒有文字，台語就是有音無字，其實

台(教)羅本身就可以當成台語文來使用，已經不是單純的拼音字，所以像這樣，

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變成所謂的中國人，講中文的、寫中文的，羅馬拼音

不准寫！其實很有趣，它這裡也講說『即為我國核定之國語注音符號亦僅能在

與正體國字對照之排列下方准予印行』，那時候中華民國政府連用注音，什麼時

候可以用都要管，照這情況來講，現在網路上直接寫注音，例如你不要直接寫

ㄋ，如果回來 1975 年那個時候，這樣寫可能會被罰……所以在這個時候，中華

民國花多大的心力要把臺灣人變成講中文、寫中文的中國人，我們發現說現在

很多人講說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時候，你就會聽到從海峽西側那邊翻牆過

來的人講說，你要說你不是中國就不要用中文，你就不要用中文字、講中文，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連結在一起，中華民國把臺灣人變成只會用這個，不知道臺

灣還有其它可以用，接下來，從海峽西側過來的人用這個來指摘你，就是你沒

有得選，就是我們活到現在這個年紀了，如果沒有機會去學其他臺灣原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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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你只會這些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不是你的自主選擇，但是，它把

強迫變成正常，這就是讓你在潛移默化之下變成中國人。 

 

這裡有個東西，在以前很多人練習本背後都會寫『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

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是以前很多練習本後面有，那我給大家看，這裡寫總

統訓詞－因為那時候蔣中正還沒死，所以是總統訓詞，蔣中正死了之後就變成

先總統蔣公遺訓，用字非常精確哦，過世了，所以是先總統蔣公，就表示大家

長的感覺，『遺訓』，因為他已經過世了所留下的遺訓，就像孫文遺囑，學生在

每一次寫作業結束之後蓋了起就是看到這個，『要做活活潑潑的好學生，要做堂

堂正正的中國人』，中國人就這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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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有一些是潛移默化下的影響，有手機的可以拿出來掃一下，宜蘭市中山國

小，它有一個牌匾在介紹它的校史，這牌匾寫 1934 年，民國 23 年，民國 23 年

制定宜蘭公學校校歌，然後民國 27 年第 8 任校長平野正義先生，看到這裡會覺

得有點精神錯亂，民國 27 年，這個如果照中華民國人講的是南京大屠殺的隔

年，南京大屠殺是 1937 年，南京大屠殺隔年，中華民國的宜蘭公學校竟然請平

野正義來當校長？你這樣看會覺得很奇怪？其實不是，1938 年臺灣明明是日治

時期，可是為什麼在它的碑文上面是寫民國？日治時期整個被抹掉，所以當然

看不出來，你看這個例子，大家可以拿手機掃一下，這個可以連結到宜蘭市中

山國小的校史，1896 年臺灣總督府宜蘭國語傳習所，1896 年他給你寫民國前

11 年，1896 年，就是寫民國前十幾年… 

Q 日治時期他們有用平成幾年這個東西嗎？ 

A 對，他們是用日本那邊的記年 1934 年，那個時候應該是昭和了，因為大正

(1912-1926) 沒有很久，這些是昭和年間(1926-1989) 發生的，這些全部都改成

民國，1986 年，網路上寫一個非常好笑的，網址上，你點進去會看到它都是用

民國來算，一路算下去，讓你以為宜蘭國小從頭到尾都是在中華民國的治理之

下，只是很奇怪為什麼會有”國語傳習所”，一點都不像中文，還有什麼”公學

校”，校長的名字是四個字……複姓嗎？就是會有這種情形－這也是一種潛移默

化的方式，讓你看不出日治時期曾經存在在臺灣，像我住在台中車站附近，有

幾條橋都是日治時期建的，你去看都寫民國前幾年，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

就是很多只會看到這個，還有中華民國在發身份證的時候，年紀較大的長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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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看，有人出生在 1912 年以前，你去看戶口名簿就會寫民國前幾年，雖然他

出生在臺灣，它還是寫民國前幾年，中華民國都講說自己是中國正統繼承者，

那為什麼不用清朝的年號呢？為什用民國前？他們自己說要正統也沒有真的很

正統！ 

 

這個是 2013 年拍的，2013 年 1 月 2 日網路上找的，網友說，還有『做個堂堂

正正的中國人』，這是台北市立太平國小，2013 年，你還可以看到『做個堂堂

正正的中國人』還在校園裡面；然後我們來看這製造出什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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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保釣運動，從 1945 年洗到 1971 年，台灣大學大學論壇社，在農推系外

牆推出五四運動的口號，『中國的士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

戮不可以低頭』，台灣大學，這個馬英九非常驕傲，他有參與保釣運動，可以知

道那時候參與活動的人，他們的認同是什麼，他的認知是中國人，臺灣是中國

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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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中華民國一樣，『一人一元，獻機報國，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

好像有一首歌叫『中國一定強』，1978 年中美斷交，『一人一元，獻機報國』，

就是大家捐錢，其實不止捐一元，然後拿這些錢去買飛機、買船艦，那時候好

像稱作自強專案，所以那個時候有一批飛機叫自強中隊，自強號大概也是那時

候出現的吧，就是用中美斷交，注意是「中」美斷交，他們那個時候都叫中美

斷交。 

 

1978 年，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全體師生血旗－什麼叫血旗？這些都是那些人

用針點、用血寫出來的，點出一個中華民國國旗，『吾等以血為誓，決定遵照總

統之指示，全力以赴，為反共復國大業奮鬥』－你看，這個中國人煉成術多麼

有效！真的是青天白日滿地血……都是血……因為這個照片是黑白的，我不知

道藍色的部份，其實不知道是什麼顏色，搞不好也是紅色，暗紅色－所以真的

是很有效！這些……，還有前面的台大的，都是知識份子，社會知識份子，然

後在 1978 年，在血旗上按指印的這群人，那時候大概十幾、二十歲吧，距離現

在大概 40 年，所以這群人現在大約是五、六十歲的人，在 1978 年那個時候，

能夠有辦法讀大學的人，畢業之後，基本上社會地位不會低到哪裡去，尤其中

興法商又是公務員專攻，就是很多從中興法商畢業的都去考公務員，在那一段

時間裡面，畢業那些人對於中華民國、對於自己是中國人、對於反共復國，非

常地相信，這群人進了中華民國的政府體系，專心在為反共復國大業奮鬥，然

後現在這群人五、六十歲，正是現在社會上最有權力的一群人，錢、權，都在

這些人手上，這群人的想法是這樣，所以為什麼臺灣很難搞？為什麼臺灣要擺

脫中國很難搞？年輕人可能想法都己經改了，可是真正掌權掌勢的人還是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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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中國人－ 

 

再來，2016 年，南島仲裁，太平島由島變礁，臺灣漁民要保南海、護漁權、保

祖產、護主權，這很有趣！為什麼呢？因為他是要護主權，那護主權要護什

麼？要護南海－南海主權，為什麼臺灣會有南海主權？中華民國的說法是，那

個是在我的中華民國十一段線裡面，所以這是我的海域裡面的島，主權、領土

都是我的，所以要保我的主權，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它只有九段線，比中華

民國少兩段，為什麼少這兩段？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時候跟越南是好朋

友，所以靠近越南那兩段就算了，不主張了，剩下九段，剩下九段還是把南海

包起來，所以今天在講『保南海、護主權』的時候，是哪個主？祖國的主？那

個祖國？中國？護主權，誰的主權？絕對不是臺灣的，是中國的！這是 2016

年，去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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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我們來看自由中國，我們知道，《自由中國》這個刊物，原本只是胡適發

起，然後雷震因為自由中國的案子被抓去關－白色恐怖時期，戒嚴時期，重點

是什麼呢？自由中國是 1949 年 11 月 10 日創刊，為什麼是 1949 年 11 月 10

日？因為那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打算要撤退到臺灣來，而自由中國是在臺灣

發行，所以臺灣就是自由中國；再來，還有個【自由中國之聲】，中國廣播公

司、中央廣播電台，一樣設在臺灣，1954 年 9 月 5 日，有一個人寄了一份通知

單，寄給中國廣播公司說：我已經在 1954 年 9 月 5 日在美國收到自由中國之聲

的訊號，意思是什麼？那時候中國廣播公司中央廣播在臺灣這邊對全世界宣傳

這裡是自由中國，廣播的範圍涵蓋美國，所以你們知道說臺灣到美國那邊，距

離有多遠，在這整個範圍裡面，大家都有聽到，在這範圍裡面告訴大家：臺灣

這地方叫自由中國，這個應該是在加州收到，還好是西岸 

Q  【中國廣播公司、中央廣播電台】 定位是官媒？ 

A 對，是官媒 

Q 都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媒？ 

A 對，在那個時候是－中廣 

Q 那這兩個是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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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國廣播公司它有個中央廣播電台，中央廣播電台就是有個無線發射器，我

們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以前像這種廣播電台，它會在一塊平地有一個高高的

尖塔，它可能是發短波－有的是發長波，看它要傳的範圍在哪裡，所以一個廣

播公司可能有好幾個電台，譬如：警廣交通網－警察廣播電台；像這個就是央

廣，其實它就是官媒啦，有點像中央社這樣的角色，中央社，它也是官媒 

 

然後煉成一個這個東西－我們看，這兩位，外國人嘛，為什麼說是自由中國煉

成術的成品呢？我們看這張照片是在中美斷交的時候拍的，這兩個外國人是跑

到臺灣、在師大那學語文的，然後他們寫了中文來表達支持，看內容，『聽到美

國與共匪建交，對我國行為感到很失望、很難過、慚愧，我很仰慕中華文化，

在臺深深體會人情味的濃厚並受照顧，我喜愛這自由的中國，無論情勢如何轉

變，你們一樣是我的兄弟姊妹，我永遠支持你們』，所以那時候到臺灣來學語文

的這些人，【自由中國】，外國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就

是說，中華民國它其實無所不用其極，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把臺灣變中國的一部

份，把臺灣人教成中國人，讓大家以為臺灣是中國，這個努力到今天一直都沒

有停！大家有的時候覺得說換民進黨執政會有所改變，其實沒有，其實沒有什

麼改變，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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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我現在來講，剛才我們看到也是有個 1950 年的文件，剛開始的中國

人煉成，把日治時期都拿掉，它把臺灣島有關日治時期－那個台中縣縣長寫那

個函給臺灣省政府，把臺灣這邊有日本味道的東西拿掉，在這裡講說，國民政

府當局目前 1949 年，英國外相，福爾摩莎法理地位透過日本正式簽過和平條約

才能正式生效，換句話說，1949 年 11 月，英國意思是說臺灣那時候還是日本

的，還不是中華民國，臺灣還是日本，所以臺灣的法理變動還沒有發生作用，

即然如此，臺灣這時候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表示臺灣還是日本的一部份，

台中縣縣長憑什麼把台中跟日本有關的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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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魯門總統他講：『依照開羅宣言及波茲坦宣言，福爾

摩莎被交給蔣介石總司令，且在過去四年裡面，美國與其它同盟國接受中國在

該島嶼行使管理權』，好，什麼意思？依照這些宣言被交給蔣介石總司令，然後

美國和其它同盟國接受蔣介石在這裡行使管理權，管理權不是主權，我交給你

管，這概念很像我們家請了物業管理公司，然後我請他來管理家裡面的東西，

我交給你管，同意你可以在這裡行使管理權，就這樣，並不表示我家所有權就

變物業管理公司的，所以要注意，雖然是依照宣言交給蔣介石，但只是交給他

管，不是變成他的東西－這個文字有時候會沒有注意到，就會被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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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是 1950 年 6 月 25 日發生的，兩天後 1950 年 6 月 27 日，杜魯門再講一次 

福爾摩莎的地位必需要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依照跟日本簽定的和平條約

或經過聯合國考量之後決定－韓戰發生之後，非常清楚福爾摩莎的地位已經沒

有任何屬於中華民國的空間了，至少在這以前是不可能屬於中華民國的，因為

如果屬於中華民國就已經確定，就因為還不是，還沒有決定，所以在 1950 年，

美國人說福爾摩莎不是中華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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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1950 年 7 月，這裡有件事很重要，1950 年 7 月，英國外相講很清楚，福

爾摩莎仍舊是日本法理上領土，而且並沒有福爾摩莎政府存在，沒有這個東

西、沒有這個政府，為什麼說沒有福爾摩莎政府呢？因為在英國國際法的概念

裡面，政府是只有國家才有，國家才會有政府，不是國家的東西，管理者稱為

治理當局，叫 Administration，名稱是 Governing Authority，在這裡英國外相講

到－這裡講說，這時候發生在福爾摩莎的狀況，在日本投降後，當時的中國政

府－注意，『當時的中國政府』，他有特別講政府這兩個字，中華民國政府在其

餘同盟國同意之下，『其它同盟國同意之下接下該領土的暫時性管理工作，以等

待日後簽訂和平條約，對該領土的地位做最終決定』，這意思是什麼？第一個我

很清楚告訴你，中華民國在臺灣在做什麼？在 1945 年之後，出現在臺灣是什麼

情況？是在其餘同盟國同意之下到臺灣這邊進行暫時性的管理工作，很不幸

的，這個暫時性的工作從 1945 年到今天！很有趣也很無奈！對臺灣是很悲哀，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中華民國不敢講，等到之後簽訂和平條約，中華民國本來

應該什麼時候要離開，和平條約簽了就要走，但並沒有！請說 

Q 和平條約是到現在都沒有有簽，但問題就在於－ 

A 有簽，問題就是，雖然有簽，可是對該領土的地位做成最後決定沒有做－有

簽，但沒有做成最終決定 

Q 所以當初的同盟國定應該還是有權力 

A 對，還有權力，但事實就我們的認知，還有國際現實：不可能！這時候要解

決的方法必需我們主動來處理，不能等那些盟國，在那個時候－我們要注意，

在 1950 年那個時候，所謂聯合國－同盟國裡面－那時候大概是 50 幾個，但那

時候那些國家都進入聯合國，聯合國這國際組織，現在聯合國已經有 190 幾個

國家在裡面，你要期待這些國家－非常困難－像這樣我們要處理，我們臺灣人

自己要採取主動，就是我們做完了，你們來承認就好，我們先做－照國際法的

規定去走，然後你們來承認我們做的效力，我們不期待你……因為舊金山和約

有日本跟 48 個國家簽，然後一共有 49 個國家，後來裡面有 3 個國家沒有批

准，最後是 46 個國家，現在要那 46 個國家坐下來決定臺灣地位，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因為他們現在有很多考量，所以臺灣人先按國際法完成，你們只要承

認就好，這是臺灣建國最好的方法 

Q 臺灣照國際法變成國家…… 

A 臺灣要依照國際法變成一個國家的話，就是要了解國際法的規定，國際法裡

面有自決權，行使自決權，行使自決權建立自己的國家，那自決權的行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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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還有聯合國大會都有做出決議、規範，照著做，做完之後，請簽舊金山和

約的國家承認我們做的，問題就解決了 

Q 我們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A 對，我們那時候才會是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嚴格講

起來，就算現在他們也沒有任何權力對我們怎樣，現在我們認為中國會有辦法

對我們怎樣，就是中國人煉成術煉出來的 

Q 其它同盟國也不會簽字 

A 我們不需要他們簽，不用他們簽，他們不需要簽，是我們完成這個程序，國

際法建立國家有一個自決程序 

Q 我們要主動去處理，要怎麼溝通？我覺得這會…… 

A 我覺得這個…我們到後面再講，這有點岔題 

 

沒關係，我先講這個，1950 年 7 月 19 日，杜魯門又說，『所有會影響福爾摩莎

的問題都依聯合國憲章的和平手段來解決』，這是 1950 年 7 月 19 日美國總統的

態度，他的態度，臺灣的問題，你要去透過聯合國的憲章的規範來做才是可行

的，這是他的態度，所以臺灣人要知道這一件事情，不要以為在島裡面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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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有效 

Q 美國那時候不是支持臺灣建國 

A 那時候沒有 

Q 不是韓戰的時候說…… 

A 是韓戰的時候，但美國那時候並沒有支持臺灣建國獨立，他只說臺灣問題要

透過聯合國憲章和平手段來處理，美國那時候並沒有期待臺灣自己建國，因為

臺灣島勢力最大是蔣中正，就是那群中國軍隊，所以在這情況之下，美國其實

不期待這件事，他只是說這件事交給聯合國處理最好。 

 

1950 年 8 月 27 日，美國大使給聯合國秘書長一封信，裡面講說，美國的行動

不影響該島嶼未來的政治解決，這個所謂的行動是講說－因為美國在韓戰爆發

之後，他就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來，美國大使跟聯合國秘書長講，不會影響

臺灣島嶼的政治解決，只是讓兩邊不會打起來，因為蔣中正的軍隊在臺灣，他

要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打蔣中正這邊，也要阻止蔣中正打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邊，他講，該島嶼實際的地位，該島嶼實際地位是盟軍在太平洋戰爭戰勝後

自日本手中奪下的領域，中國軍隊－蔣中正軍隊－是在盟軍的要求下接受該島

嶼上日軍的投降，這是中國人現在在臺灣的原因，一直重複跟你講中華民國的

軍隊在臺灣的原因是什麼，是在盟軍的要求、同意之下，所以沒有臺灣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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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盟軍的安排，中華民國只是來這邊接受日本的投降，只是在地位處置

最終決定之前進行管理而已，沒說變成中華民國的，這些文件不斷在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 

 

1950 年 9 月 1 日，杜魯門再說一次，『我們並不想得到福爾摩莎或亞洲任何一

部份』，這句話為什麼重要？因為現在臺灣有一群人在幻想美國把臺灣當成他的

殖民地，說臺灣是美國的一部份是美國的領土，臺灣要變成美國的 51 州，還有

人說：美國可以決定臺灣的未來－注意！美國總統講：我們並不想得到福爾摩

莎、我沒有要；還有，我們認為此問題應該透過國際手段解決，不是由美國或

任一國家獨自決定，”美國親口告訴你，這事情不是我們一個人可以解決的，不

是我說的算，是要透過國際手段來解決”，那些人說『臺灣主權，美國講話就決

定』，就是沒看過這份文件，所以就以為美國有多厲害 

Q 為什麼美國一直想讓臺灣未定位問題給國際上去解決？一般美國是很強勢、

會主張很多事情，為什麼這件事會放手呢？ 

A 因為在國際上就不是美國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 

Q 就算國際法有規定，美國很多事情還是按自己的方式 

A 其實妳現在想那些，美國都是要在法理上講道理他才會這樣－很多人以為美

國很流氓，沒有，美國做很多事，他都會注意一件事：法律上講得通，他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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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在臺灣問題，因為在這情況之下，日本是被盟軍打敗，打敗日本不是美國

一個國家而已，是”盟軍”打敗日本，所以要解決臺灣地位問題不能只有美國來

決定，所以由盟軍一起來決定，所以這個問題，美國很清楚 

Q 1950 年以後，美國對亞洲局勢的態度是什麼？ 

A 對亞洲局勢的態度，那個時候主要就是在反共，那時候日本的問題還沒解

決，那時候日本只在 1945 年 9 月 2 日簽了降伏文書，然後，美國一直在佔領日

本本土，日本，對日戰爭，盟軍對日戰爭還沒結束，還沒正式結束，只是停

戰，所以那個時候還是亂哄哄的，然後又發生韓戰，所以在那個時候美國就覺

得”不要再惹事生非了”，韓戰，韓國朝鮮半島先解決再說，臺灣先擺在一邊，

所以就派第七艦隊下來，在那個時候，要知道，1950 年戰爭剛結束 5 年而己，

大家都還是滿目瘡痍的狀態，都還在戰後復興的狀態，所以那個時候美國想法

－反正都在戰後復興，美國的資源要幫助這些國家，然後順便國內的業者看可

不可以去賺一點戰後復興財，美國的態度是這樣，我們要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戰

以前，亞洲絕大多數都是殖民地，英國的、美國的、荷蘭的殖民地，這些殖民

地其實在戰爭結束之後，原本，原來的殖民母國又會回來佔領，回來繼續治理

這些地方，所以那時候沒有什麼亞洲局勢的問題，因為那個時候主要是恢復原

狀，恢復日本在構築大東亞共榮圈之前的狀態，原本是哪個國家殖民地，先回

復那國家殖民地再說，所以像印尼又回到荷蘭手上，越南又回到法國手上，馬

來西亞回到英國手上……所以，他們是這樣的形式在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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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2 月 8 日，英國美國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注意哦－『我們同意相關議

題應該以和平手段解決，並保障福爾摩莎人民的利益及太平洋和平安全，將此

問題送交聯合國解決，將有助於此目地的達成』，還是一樣，他們希望透過聯合

國來處理，為什麼？因為他們注意到提出主張的兩個中國政府，哪兩個？中華

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政府，都堅持開羅宣言的效力，並表達拒絕將該議題交

給聯合國處理，他認為是自己的家內事，這個態度到現在還是一樣，不要以為

不同，他們還是認為是自己家裡面的事情，法律上，臺灣也不是中華民國的一

部份，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可是他們都認為這是中國兩個政府之

間的事情 

Q China 是什麼時候開始主張要臺灣的主權 

A 基本上在開羅宣言之後，然後日本投降，中國就主張這個，但是我們要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才出現，中華民國政府…… 

Q 有一種說法認為，其實 China 當時對臺灣沒有那個高的興趣 

A 那都是誤讀，就好像講說毛澤東支持臺灣獨立……NO！有人會講說毛澤東支

持臺灣獨立，那時候毛澤東會支持臺灣獨立？因為臺灣那時在蔣中正控制之

下，毛澤東的意思是臺灣人要反抗蔣中正，從蔣中正手下獨立出來，然後投入

共產祖國的懷抱－就是你獨立出來建一個共產國家－這是毛澤東的想法 

Q 有一個說法：聯合國後來沒有當初盟軍主張，把主權未定位搞成是－希望蔣

介石就在聯合國接受說我們獨立成一個國家，沒有這回事？ 

A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那是冷戰時期出現的問題 

Q 民間說法是：蔣介石他非常憤怒，他覺得它的主權還是擴於秋海棠，他覺得

主權是擴於對個中國大陸 

A 那個時候，可以……這樣講可能要講三個小時……簡單來講，那個時候蔣介

石和毛澤東政權，這兩個政權都是中國統一，我要統一中國，然後我們中國就

是秋海棠，然後加小蕃薯，這都是他們的東西，可是在那時候，在冷戰架構之

下，譬如說像美國還有英國這些國家，他們覺得蔣中正已經逃到小蕃薯上面

了，你不可能再攻回去，過去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奇蹟，所以那時候他們

想法是就是弄成兩個中國好了，弄成兩個中國，那兩個中國，大家就說，這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要放棄小蕃薯，然後在小蕃薯上的政權要放棄秋海棠，但

是小蕃薯也不是說放棄秋海棠就是你的，還是要透過住民自決程序，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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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我們要成立國家，這時候才會變成一個國家，所以說那個時候英美那

些國家希望促成是這樣，可是現實上沒有發生 

Q 開羅宣言之後，有哪一個更有效力的國際法條是有在談到有關臺灣主權的 

A 正要講－ 

我們知道在 1950 年時，兩個中國政府都講說臺灣是我們中國內政問題，中國政

府的通性就是：無視國際法的流氓政權，他們不管國際法是怎麼走，我要就是

要，我覺得我的就是我的，拿雞毛當令箭－ 

 

• 史料 你怎麼看 從海內外史談 1949

年之後的台灣 PART 2 

• 演講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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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東西，就是你剛才問的，舊金山和約 1951 年 9 月 8 日，舊金山和約在這

天簽的，隔年的 4 月 28 日生效，第 2 條講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等島嶼，一切

權利、名義跟要求；這三項看起來沒有出現”主權”兩個字，實際上是在國際法

權利拋棄最完整的一種方式，為什麼？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我們要思考就

是說，我們想像一下，我說這個東西是我的，這是我主張的所有權，那為什麼

這東西是我的？法律上為什麼這東西是我的？透過法律上承認可以取得所有權

的方式去取得這個東西，譬如這東西是我燒製出來，我拿了陶土，路邊沒人要

的陶土，我把它燒製起來變我的，算我創造出來，原來沒有人的東西是我的，

就是無主物先占，就是我的，這時候無主物先占，就是所謂的權利、名義，我

所有權的基礎是什麼？基礎是無主物先占，本來是沒有人的變成我的啦，我要

了，這東西沒有人的，我自己製造出來，當然就是我的，權利名義是這個，然

後這權利是什麼？就是這東西是我的，因為這東西是我的，我有什麼權利可行

使，我講我有所有權因為東西我有所有權，我的權利是：我可以擁有它，我可

以把它賣掉、弄壞、摔壞、送給別人……都可以，這就是我的權利，因為我有

所有權，從所有權衍伸出來其它的權利，把它送給別人、把它摔壞，別人不可

以講我不可以，這就是我的東西，我有處分權，這時候處分就是權利，要求是

什麼？要求法律上的請求權，就是說，今天這東西所有權是我的，有人把它拿

走，然後我就去法院告他：東西還我，還我這個東西，這個要求就是我們說的

要求，所以我們看日本放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意思是日本放棄對

臺灣、澎湖，那些可以當作他取得主權的基礎，這些權利他已經完全放棄，他

已經放棄任何對臺灣主張主權的基礎，他已經不能主張這權利；第二，他除了

放棄這個權利之外，他還放棄所有從主權衍伸出來的權利；第三，要求，如果

之前曾經根據臺灣的主權衍伸出來的權利提出告訴，這告訴我也不要了，我連

告的權利都放棄，完全放棄，從此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這個是最完整，

一切都丟掉，什麼都丟掉，這是最完整、最清楚拋棄方式，有些人說這裡沒寫

主權兩字，所以表示沒有放棄主權，這是不懂國際法的人才會說的話，因為他

們不懂，所以基本上，舊金山和約這兩項是跟現在臺灣稍微有點關係的東西，

但是重點是：日本已經沒有主權 

Q 這件事我們會寫進高中教科書裡嗎？ 

A 中華民國不敢寫 

Q 剛才討論是：日本派去的人特別強調，我只是放棄，這是盟軍的要求，盟軍

的壓力 

A 對－不是盟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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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就是他們怕日本再起來，所以要求放棄臺灣 

A 應該要這樣講，這是依照波茨坦宣言，波茨坦裡面有提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之

後領土範圍到哪裡，那已經把日本的領土限定範圍了，所以在這範圍之外，他

都要放棄 

Q 日本去談判的人只是放棄，很清楚是寫放棄，那他們請他們再加一條－把主

權給中華民國，我只是宣布我放棄，我不會去加這一條或簽有關於定位歸誰 

A 我覺得妳現在說的可能不是舊金山和約，因為舊金山和約不可能出現你剛講

的事，因為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沒參加，舊金山和約沒有一個中國政府有參

加，日本跟 48 個同盟國簽約，裡面不包含中華民國、不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 

Q 剛講的是中日和約 

A 對，中日和約 

Q 有一張照片是在台北簽約，不是，是國際上的…… 

我們繼續好不好…… 

 

1950 年 9 月 8 日，舊金山和約第六條裡面講：『自本條約生效後，所以同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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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軍應盡速從日本撤出，撤軍不得晚於本條約生效後 90 日』，舊金山和約是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有人說中華民國政府的軍隊不是應該在生效後 90 日離

開臺灣，要注意一點，這就是眉目－ 

因為這裡講的是日本，從日本撤出，所以在舊金山和約生效那一刻起，臺灣就

已經不是日本的一部份，所以不會是撤軍的範圍，軍隊只有從日本的領土撤

出，舊金山和約這條只規定只有從日本的領土撤出，所以不是日本領土的地

方，佔領軍可以繼續存在，說穿了就是說，舊金山和約裡面，它把，和約裡面

認定還是日本領土已經劃了一條線，這圈起來的是日本領土，其它之外都不是

日本領土，不是日本領土，在當下都是盟軍佔領地，都是盟軍佔領地，因為問

題還沒解決，最終處置還沒確定，盟軍佔領繼續進行，所以我們知道只有在日

本領土範圍裡面，盟軍軍隊才需要在舊金山和約生效 90 天內撤出，只要不是日

本領土的，上面的佔領軍就不用離開，我們要認知這一點，有些人搞不清楚狀

況，以為和約生效，中華民國軍隊就要離開，等一下就有一份文件直接講：

NO，不需要。 

 

第 26 條還有一個東西，就日本，日本跟任何一個國家簽定和平協議或戰爭請求

協議，並賦予該國優於本條約所定的條款時，這個優惠待遇應自動擴及本條約

所有簽署國，意思是：舊金山和約有一個規範，要求日本放棄臺灣及澎湖的主

權，沒有將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交給任何一個國家，舊金山和約效力就是日本放

棄臺澎主權，結束。第 26 條告訴你，如果日本在之後跟其它國家簽，敢把臺澎

主權移交給其他國家，因為 26 條說－這條規定就優於舊金山和約的規範，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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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約說日本放棄，沒有任何國家得利，沒有任何國家得到臺澎主權，可是如

果日本在之後條約說臺澎給你，那個國家是不是得到比舊金山和約的其它國家

得到的還要多？它就會優於舊金山和約裡的條款，在這時候因第 26 條的關係，

如果日本敢給，就變成給所有國家，雖然日本說只給中華民國，但這一做表示

這個優待中華民國的待遇會因第 26 條自動擴及條約的每個簽約國，所以日本根

本不可能把臺澎主權再交給中華民國，日本給了，舊金山和約簽的全部都有

了，這個很有趣－很多人沒有看過這一條，不知道有這一條的存在－像中華民

國外交部，你們先去看他的網站，他說，日本依照中日和約之類的然後把臺灣

主權交還給中華民國，馬英九最喜歡講這句話，但是我跟你講，連中華民國外

交部都在打他的臉。 

 

那我現在跳回去看一下，1950 年 10 月 20 日舊金山和約簽約之前，有幾個重

點，大致上來講說，『凍結臺灣島地位，即是維持中國國民政府的地位』，所以

希望貴國代表不要在聯合國會議上積極反對反對美國對臺主張，為什麼？因為

如果臺灣島的地位，如果去決定臺灣島的地位是－假如是中國的－是中國的，

現在在島上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政府嗎？你就要回答這個問題，大家懂我意

思嗎？如果說我今天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說臺灣主權移交給中國時，如果做

這件事，就要問：那現在這個島上是中國政府嗎？因為他必須是中國政府才可

去管，臺灣島哦，這時候臺灣已經變中國領土，舊金山和約如果這樣寫的話，

所以不寫清楚，就可以讓中華民國政府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的繼續待在上面，

如果寫清楚了，他就不能留著，不管臺灣到最後是給中國還是不給中國，中華

民國政府都要面對一個問題是：你是中國政府嗎？你是合法中國政府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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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島在和約裡交給中國，他必須是合法中國政府，他才可以待在臺灣島上，

對不對？要不然就是非法佔領其它國家領土，但如果臺灣島不是交給，不是交

給中國的話，那中華民國政府，你是不是中國政府？需要解釋 不是給中華民

國、認定給另外一個國家，那你是那國家的政府嗎？還是要回答這個問題，美

國對中華民國真的很好，我現在凍結臺灣島就是對你好，今天把臺灣島地位講

清楚你就麻煩了－中華民國不懂，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懂，但只有外交部懂，跟

一般民眾不會講這個，因為講了，臺灣人就會把它翻倒，後面，如果美國也認

為臺灣為中國領土，不特貴國政府代表權問題即需解決，我剛才講的，如果臺

灣是中國領土，你是不是中國政府就要解決？ 

第二，如果美國派第七艦隊保臺，保護臺灣，然後這也會有問題，因為是中國

領土，那美國憑什麼？其它國家憑什麼去保護其它國家領土？所以美國對中華

民國政府真的非常好！ 

 

12 月 27 日還有一份，看重點，依據美國政府的看法，開羅宣言跟雅爾達、波

茨坦戰時宣言一樣，必須受到將所有相關因素都約入考量後，做成最終和平條

約的限制，意思是，我不管之前簽了多少宣言，做了多少承諾，都不管，最後

都要依照和平條約來決定，和平條約寫了什麼就是什麼，如果和平條約跟之前

的宣言不一樣，依和平條約為準，因為它是總清算，和平條約就是結束戰爭的

最後那份文件，不管前面講什麼，我戰爭就是要這樣解決，就是要用和平條約

裡面寫的解決，前面講什麼都不管、不算，不要再來干擾我，所以美國的外交

備忘錄這樣講：舊金山和約是最核心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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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4 月 24 日，美國大使杜勒斯跟中華民國顧大使－顧維鈞－交換意見，

今若以國民政府堅持臺灣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與中共主張相同，均已認為中

國內部事務，中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

份，所以認為臺灣問題就是中國內政問題，如果你們這樣講，舊金山和約又寫

交還給你，美國派第七艦隊保障臺灣就沒有根據，因為那是中國領土，那就是

干涉他國內政，這是不行的，在國際法上是不可以這樣做，所以美國就一天到

晚跟中華民國講這個東西。 



 30 

 

中華民國外交部也不是傻瓜，他提了一份說帖給中華民國立法院講一個重點：

如果舊金山和約、對日和約明文規定日本將臺澎歸還予我，和約生效，臺澎在

法律上的地位就跟大陸任何一個行省無異、都一樣，到那時候美國還想協防臺

灣，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跟蘇俄是同個國家，要不然美國來保護臺灣會變成干

涉中國內政，這就是為什麼舊金山和約不會寫臺澎要交還給中國，不要交還給

中華民國的原因在這，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所以，如果舊金山和約把臺澎交還

給中華民國，就是交給中國，那就變中國內政，美國就不能插手管事，這就是

國際法，國際法的效果就在這裡，中華民國外交部知道，但他不會跟臺灣人

講，你看在 1951 年，臺灣人在過什麼樣的生活？白色恐怖時期，一堆人被拉去

槍斃，看個馬克吐溫可能就被抓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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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英國外相講說：1955 年，舊金山和約依據 1952 年 4 月生效的和約，

日本正式放棄對臺灣一切權利，指一切權利：名義跟請求權，這沒有產生移轉

主權給中國的效力，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當局，這就

是英國的態度，說舊金山和約沒有把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交給任何一個中國的政

府，沒有交給中國就對了，可是大家要知道，英國他這樣講，可是，英國在

1950 年時，他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代表政府－英國早在 1950 年

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政府、正統中國政府，可是英國從來就沒有承認

臺澎是中國的 

Q 在國際法上中華民國有沒有存在？還是屬於沒有領土的政權？ 

A 嚴格講起來，中華民國還存在－對 20 個國家而言，它還有領土：金、馬，就

這樣，它是殘存國家，對那 20 個國家－他的邦交國來講，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

流亡政府，那對其它剩下 100 多個國家，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內戰裡面打敗的

政權，已經不是國家，只是個政府，然後落跑到臺灣來－有個重點，就英國的

觀點，福爾摩莎及澎湖是法理主權不確定或尚未決定的領土－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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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法國總理龐畢度講說在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裡，福爾摩莎從日本

分離，但並未歸屬任何國家，所以福爾摩莎未決狀況必須在某一天決定，並將

福爾摩莎居民願望納入考量。 

我們現在看法國總理有講將願望納入考量，可是大家思考一下，再看看我們剛

開始我們講的中國人煉成術，所以，如果在這時候，福爾摩莎居民願望納入考

量，福爾摩莎會變誰的？所以這就是一個－你就知道為什麼中華民國要處心積

慮把大家變成中國人，因為只有中華民國做到這件事時，就算哪天發生這種情

況，福爾摩莎的意見被諮詢時，他們會選”我要變成中國人”，這就是中華民國

也是有在思考的，只是這思考跟臺灣人要的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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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5 年前，2012 年，日本內閣總理野田佳彥，依據對日和平條約，昭和 27

年，第 2 條第 2 項，我國對臺灣放棄一切權利、權源，這是日本直接翻，權

源，跟請求權－即一切權利、名義，關於臺灣領土定位的問題，我國並無獨自

做出認定的立場，這就是日本政府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山和約生效那一天

開始直到今天立場就是這個，從來沒有變過，但中華民國政府都會跟你說日本

有把臺澎主權交給中華民國……這是鬼扯，欺騙人家不懂日文，斯騙人家不懂

英文，欺騙人家只看中華民國的文獻，只看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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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回來，中日台北和約，1952 年 4 月 28 日簽署，8 月 5 日生效，4 月 28 日簽

署，舊金山和約就在那天生效，他在那天簽中日台北和約，有人會覺得日本在

4 月 28 日，中日台北和約的簽署時間，是在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在舊金山和

約生效之前簽中日台北和約，很好玩，有人會說，中日台北和約是在舊金山和

約生效前簽的，所以日本可把臺澎主權移交中國，有人這樣解釋，可是告訴大

家一件事情，條約的效力一定都從生效那天開始，所以，中日台北和約裡面，

就算真的有條約說日本要將臺澎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也不可能在 4 月 28 日簽

的當天生效，要到 8 月 1 日，簽約時間跟生效時間不同，生效之後那條約才有

用，所以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簽沒有用，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日本已經放棄

主權，台北和約才生效，那中日和約，日本已經放棄臺澎主權，台北和約如果

還有條文說，日本要把臺澎的主權給中華民國，這叫買空賣空，因為舊金山和

約生效，日本已經沒有主權，等到台北和約 8 月 5 日生效，日本要履行把臺澎

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日本已經沒有權利、名義了，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實現，

所以根本不可能！重點是什麼？我們來看文字 

這裡講說，第 2 條條款，茲承認依照 1951 年 9 月 8 日在美利堅合眾國－就是美

國在舊金山簽訂和平條約，茲承認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裡第 2 條，日本已經放

棄，日本在舊金山和約已經放棄臺澎主權，就這樣而已，它只是重新再寫一

遍，把舊金山和約－日本做的再寫一次，然後中華民國政府也承認，日本政府

也承認，因為這是中華民國跟日本一起簽的，所以不是只有日本承認，是兩個

簽約國都承認，所以中華民國政府承認、日本政府承認，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

約放棄臺澎主權，就是這樣而已、結束，所以這只是講日本已經放棄，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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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承認日本有放棄，這怎麼會把臺澎主權交給中華民國？不可能的事情！除非

舊金山和約裡面有這樣寫，可是根本都沒有呀！ 

第 4 條，承認中日在民國 30 年，1941 年 12 月 9 日之前締結條約，專約協定，

都因戰爭結果歸於無效，這裡有個爭議，那馬關條約也無效，那臺澎主權歸還

給中國，那當然沒有，這等一下會講 

第 10 條，中華民國政府講因這個條約，然後把臺澎的居民都變成中華民國國

民，所以臺澎主權也變為中華民國的，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一塊土地上人民

的國籍和那一塊土地的主權是兩回事，不會說把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都變成某

個國家的國籍，那塊土地就變成那個國家的，我們舉個例子，如果上述的情況

說得通的話，如果可以這樣做，這時中華民國只要訂：我讓全世界的人，我賦

予全世界人中華民國國籍，那全世界就是中華民國的土地……所以我們要知道

在土地上居民的國籍跟所踩的領地歸屬是兩回事，不能透過改變國籍來改變領

土，也不能透過改變領土來改變國籍，兩個要分開處理，所以在條約裡面就有

兩條，一個講領土，一個講居民，如果居民可影響土地，那只要一條就好，寫

一條，那些居民站的土地都變中華民國的，哪有那麼簡單，所以用這奇怪的論

述在講的，這些人也是沒有讀書。 

 

我們來看中華民國怎麼打臉自己，1952 年 4 月，中華民國外交部議定書，議定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總報告，舊金山和約只明定日本放棄臺澎而未明

定誰屬，此點自非中日和約所能補救，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明白告訴你，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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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條約沒有辦法解決臺澎主權未定的問題，請問現在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網站

上中華民國依照中日和約取得臺澎主權是什麼意思？這是失憶症？他是故意

的！他想民眾不會去翻舊文件，反正大家從小都在看臺灣光復課本長大，所以

對這都深信不移，這裡跟我以前念的教科書一樣，這都是真的，屁！因為這些

全是假的！ 

 

我們再來看葉公超，外交部的說帖－葉公超都看過，葉公超講：中日和約……

因『格於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對日本前佔我之領土』－這時候講佔，就是不

要臉的說法，因為所謂的佔，就是日本沒有取得，所以就會有日據，日本非法

佔領我國領土，簡稱日據，但實際上，日本在國際法上合法取得臺灣主權，所

以這也是自已在講爽的，『格於舊金山和約之規定，規定日本予以放棄外並未明

定歸還我國』，所以葉公超說：中日和約沒有講，沒有講說日本把臺澎主權歸還

我國，他就跟你說啦，明文規定沒有寫－ 

再來，效力部份－事實上，這兩地方正由我們控制，無疑構成我們領土，這也

是講爽的啦！”無疑構成”就好像我跟某一個人同居，就講，這人無疑是我老

婆，但沒有去完成結婚登記，他就不是你的老婆～好嗎？！這就是講爽的－” 

“無疑是構成我們～然而微妙的國際情勢使它們不屬於我……”這不是前後矛盾

嗎？你前面講無疑構成我們的一部份，後面講不屬於我們，那倒底是不是你

的？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中華民國教出來的人為什麼邏輯很差？因為他們常常

看這些資料，他們不會去思考，他們覺得這樣講可行，所以這說法只是聽起來

開心，無疑是屬於我的，可是它又不屬於我的，看到前面會很高興是我們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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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後面因為還在開心，所以沒看到。 

注意，在現行情況下，日本沒有權利把臺灣跟澎湖移轉給我國，即使日本有意

思，我們也不能接受－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這樣講 

Q 為什麼他說：我們也不能接受？ 

A 因為有舊金山和約第 26 條規定－收了，中華民國就得到優於其它盟軍的條件 

自動變成所有盟軍的，中華民國怎麼可能…… 

Q 國籍問題－假設臺灣這邊的居民大部份想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這樣他

們也不能因為這樣子主張這塊土地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A 不可以，土地需要透過另外一個程序來處理 

Q 現在中華民國憲法規範領土…… 

A 沒有寫清楚，只寫固有疆域，中華民國大法官曾解釋，他說這是政治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他沒有跟你講，他從來就不敢劃線，政治問題－固有疆域是要

固到什麼時候？是在民國哪一年？民國前哪一年？還是民國元年？我們講”中華

民國固有疆域”應該是中華民國元年的領土才能說是固有疆域，因為中華民國出

現的那一刻原本有的狀態，這樣固有疆域比較說得過去，可是中華民國 1912 年

出現時，臺灣是日本領土呀，所以固有疆域，我們回到 1912 年中華民國出現那

一刻，他必須要承認臺澎不是他的領土，他敢嗎？所以中華民國根本不敢回

答，不敢承認，它就是政治議題，No！他不敢說出正確答案來，但我們真的去

了解中華民國，你會發現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一路回推到公元 17 世紀，就是後

金－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的那個時候，從那時候一路過來～到現在金門、馬祖

的中華民國，中間那領土，疆域的變化過程，他都講說某個時點，我們的固有

疆域在這裡，所以中華民國根本不敢回答這個問題，那時說這是政治問題，中

華民國沒有正確解答，他會說臺澎主權是他的，但在國際法上他是拿不出理由

來，中華民國說臺澎主權是他的，人家會相信他的原因是因為臺灣島上人民都

上中華民國歷史課本，然後中華民國歷史課本不教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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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12 月 1 日，杜勒斯常在美國跟中華民國間走動，他說：嚴格來說福爾

摩莎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從未確定過，因對日和約僅涉及讓日本放棄對這些島嶼

的權利與主權、權源，但對日和約並未確定其未來主權、權源，注意哦，杜勒

斯也說了－中華民國也承認，杜勒斯也在講，這在中華民國與日本訂定和約中

也沒決定，國際認證，中日和約沒辦法移轉臺澎主權，但是中華民國外交網站

上還是講……真的跟海峽西側那個政權一模一樣……臉皮真的是厚得很可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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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常在講開羅宣言，1955 年 2 月 1 日參加開羅會議的邱吉爾，說開羅－

福爾摩莎宣言已過時，他說過時了、歷史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中英說明

是歷史文件，邱吉爾也講 1955 年 2 月 1 日已經過時，原因是在這過程中有很多

事情已經發生變化，開羅宣言，1943 年，那時，那時候中國合法政府是中華民

國政府，1955 年，英國承認中國合法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英國來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有敵意的政府，他們不會把臺灣－有戰略地位重要性的

地方－交給對他有敵意的國家，所以他們絕對不會接受，溫斯頓邱吉爾拒絕工

黨所提議：開羅宣言將福爾摩莎交給共產中國的建議，對下議院表示：該島嶼

的未來已成為國際問題，且對日和約並未解決其未來主權歸屬問題－這裡指對

日和約是指舊金山和約，英國只有簽舊金山和約 

Q 一開始只有同盟國少數幾個國家可以決議及決定，可是後來怎麼變 40 幾個

國家？ 

A 從來沒有講說少數國家可以決定臺灣的未來，只是他們會互相溝通，假設我

們對未來有一個想像，我們幾個人聊聊說這樣可以，我們的想法都要這樣處

理，可是這件事不是只有我們幾個在做，所以最後要處理時是所有參與者一

起，要清楚一件事，開羅宣言、波茲坦宣言，其實就是一群，一個大團體中幾

個人開小組會議，可是這小組會議決議內容無法拘束所有人，因為其它人沒有

參加，那些人沒有同意，所以我們要理解，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這些東西，

它的拘束對象只有”有參與”的國家，就算它存在，也只能拘束有參與的國家，

沒有參與都沒有拘束力，所以美國前面不是有講臺澎主權不是由美國或特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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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解決的，它要由國際去處理；因為臺澎原來是日本領土，日本的領土是

所有打敗日本的國家都有權利決定，所以不會是只有美國而已，所以，人家概

念是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在哪裡？只有中國這種流氓國家才會

－，我不管你，反正我人死最多，人死的多當然是哀矜勿喜，但這不是可以耍

流氓的原因，有個觀念說”人死為大”，因為人死了或傷比較重……所以這人講

的話大家就要聽他的，不管有無道理，這是不對的，什麼是有道理的，應該有

明確的標準，不是視誰傷比較重，英國的態度其實都很一致，比美國還要一

致，美國變來變去…… 

 

1955 年 2 月 11 日，英國外交部提給內閣一個意見，直接說蔣中正在臺灣做什

麼－把蔣介石安排到臺灣負責為同盟國全體進行軍事佔領，很清楚的告訴你，

蔣中正來臺灣是為同盟國進行軍事佔領，等待與日本簽署的和約，但如果和約

沒有對福爾摩莎的地位做最終的處置，其實舊金山和約做最終處置，只有說日

本放棄，沒有終局處理，沒有決定最終處置的話，那就要等待對福爾摩莎的最

終處置，所以，英國的意思是說，舊金山和約本來是應該要決定臺灣最終處

置，可是它沒有解決，所以蔣中正代替全體同盟國進行軍事佔領就繼續下去，

什麼時候結束，要等到對福爾摩莎進行最終處置為止，但後面又加了一句，這

也尚未發生，所以英國表示 1955 年那時，福爾摩莎處置一直沒有發生，所以蔣

介石可以繼續為盟軍全體進行軍事占領，現實上就是到今天啦－但是看起來都

不像、看起來不像……因為冷戰造成很多事情都被掩蓋掉，後面有個很重要，

這項安排不會讓福爾摩莎成為中國的領土，所以英國政府很清楚表示，蔣中正

在為全體盟軍進行軍事占領，蔣中正來待這麼久了，1945-1955，也已經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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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也沒有讓臺澎變成中國領土，感覺距離 70 幾年，那這麼長時間會不會有麼

影響？ 

那就舉另外一個例子，像德國在二戰結束之後，其實是由四個國家佔領，分東

西德，蘇俄、美國、英國、法國，這四個國家，這四個國家占領，一直占領到

1990 或 1991 年，都是在軍事占領狀態，那時德國都沒有恢復自己的主權，跟

日本在 1952 年 4 月 18 日之前一樣，俄、美、英、法這四個國家占領德國，從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1990 年代為止，至少 50 年，但國際法上，德國領土不會

變這四個國家的，因為你是占領狀態，所以不管占領多久都不會變占領者的。 

現在還有一個謬論，中華民國佔領臺澎超過 50 年，就直接時效取得－不對！因

為當初是盟軍要求來佔領的，也是為盟軍進行佔領，如果可以時效取得，也是

為盟軍全體取得，結果就跟前面的狀態一樣，如果日本把臺澎主權移轉給中華

民國，就所有盟軍都有，如果中華民國可以時效取得臺澎主權，因為是代替盟

軍佔領，結果是盟軍全體都有，這就是法律、就是國際法，不懂的人就會鬼

扯，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中華民國取得臺澎主權。 

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取得臺澎主權的問題就在於國際法，海峽西側的中國打來 

就變中國內政，所以我們要理解，如果要保護臺灣不被中國侵略，不可以讓中

華民國取得臺澎主權，法理上是絕對不可以接受，一旦接受，海峽西側的中國

打臺灣的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說話，因為你已經變中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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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日和約，日本政府的說法，1964 年 2 月 29 日條約局局長中川融，之前

不是說中日和約第 4 條廢除中華民國跟日本在 1941 年 9 月 7 日之前－9 月 8 日

以前的一切條約嗎，那馬關條約在 1941 年以前呀，那馬關條約不是也廢止了

嗎，馬關條約廢止，臺澎的主權回歸中華民國，有一派說法是這樣。 

我們來看看日本怎麼講：像臺灣割讓這樣的條約，完成割讓之後就完成目的，

之後只剩下形式上的效力，已經執行完的條約，就算事後廢除，也只是形式上

的廢除，已經執行完畢的事項沒有辦法因此回復到執行前的狀態，舉例，今天

如果我跟大家簽個合約，我把我的房子賣給你，然後我就依據這個合約的內容

把房子的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你，結束了！接下來我把這張紙撕掉，我說不

算，撕掉；請問房子還會再變成我的嗎？法律上不會，因為動作已經完成，要

再還回來的話，要再做一次移轉，因為之前的移轉是合法的，我已經依照法定

程序移轉給你，要再移回來的話就要再做一次登記回來給我，不會說我把買賣

的契約撕掉然後就要把標的物還給我，沒這回事！因為這份合約本來就是有

效，我是在有效的時候完成合約的動作，完成這個動作，我們就已經銀貨兩

訖，權利、義務都已經結束了，買賣契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錢給我、房子

移轉給你，完成這件事我們之間就沒有權利、義務，已經結束，即然兩者之間

已互不相欠，我把文件撕毀也沒有意義，因為我們已經互不相欠，要做的事已

經完成，因為是我們互不相欠，在互不相欠情況，把證明大家當初有這約定弄

掉，沒有用的，因為彼此已經沒有權利、義務關係。 

下面這邊講，條約局局長當然懂條約、懂國際法－此類條約廢止的效果，在國

際法上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國際法學者見解亦如上所示。都這樣講，沒有人有

不同說法，若非如此，國際間將無法安定，割讓領土後因戰敗而使其全部恢復

原狀，之前割讓條約無效，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德國和法國之間打了好幾次

仗，亞爾薩斯不是一直在互相割讓的狀態，並沒說德國打贏法國，法國簽條約

把領土割讓給德國，後來法國打敗德國，領土並沒有回給法國，他們還是得再

簽訂一個條約，然後把領土再割回來，所以在國際法上領土的移轉是依條約

走，執行完畢就結束了，就是已經確定，之後這條約不管怎麼處理都不影響、

都不會恢復原狀，要再拿回來就要再簽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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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中華民國很喜歡講【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面說中華民國領土就是臺澎，

因為中華民國常在翻譯的時候，故意翻對他有利的，中文裡很多的詞語有非常

多的意思，他就故意挑那個都可以說得通的，這邊在原文裡面：the terms 

“territorial” and “territories” shall mean in respe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and in resp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island 

territories in the West Pacific under its jurisdiction. 條約表示在”領域的”和”領

域”，必須尊重中華民國、臺灣和澎湖、還有尊重美國在西太平洋島嶼領域的管

轄權；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件事，寫成中文 territorial，territories 其實是領域的意

思，他掌控的領域範圍，不是領土，不是主權領土，可是去看中華民國的版

本，他會翻成領土，那就會以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承認中華民國有臺澎的主

權，臺澎是中華民國的主權領土，這邊講說對美國係指西太平洋中在其管轄之

下的島嶼領域，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簽署的時候，西太平洋屬於美國管轄之下

的島嶼，還有琉球－就是日本沖繩縣，可是琉球在國際法上是日本的領土，

territorial、territories 指的不是主權領土的意思，純粹只是管轄的範圍而已，如

果是代表主權領土的意思，難道琉球是美國領土？在那個時候，琉球只是在美

國控制之下的地區而已，日本依照舊金山和約把琉球交給美國管理，是這樣子

的狀態，其實這理的 territorial 和 territories 只是講控制範圍，不是主權領土，

所以中華民國在翻譯時故意用這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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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 你怎麼看 從海內外史談 1949

年之後的台灣 PART 3 

• 演講影音 

 

我們來看美國政府另外的講法，又是杜勒斯，1955 年 2 月 7 日，說政府並沒有

將福爾摩莎及澎湖群島的主權視為已定，而且共同防禦條約不會將這些島嶼的

主權交給蔣介石，再說一次，杜勒斯再說一次，這裡指共同防禦條約，很清楚

說：不會讓蔣介石政權取得臺澎主權，所以中華民國說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承認

臺澎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絕對鬼扯！簽約對照，簽約當事國－美國說沒有。 

Q 這個東西現在還有效力嗎？為什麼美國會覺得說不能來幫忙防禦是因為這變

成是內政問題？那中共到底可以依哪一條主張台灣主權？ 

A 現在是美國當然可以防禦，因為臺澎的主權不屬於中國，就是現在的狀態，

中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主張臺澎主權是他的，他的根據就是開羅宣言，可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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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宣言沒有效力，已經被舊金山和約否定，所以沒有用，我們就國際法上來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夠攻打臺灣，不可以把臺灣視為內戰範圍當國家的領

土來打，如果打臺灣也不能說是中國內政，國際上，臺澎主權不屬於中國，這

一路講下來，美國跟中華民國講不要說臺灣是你的，因為如果我們都承認臺澎

是你的，就會變中共打臺灣、盟軍不能救，中華民國說對，那就不說臺澎是我

的了，我可以接受舊金出和約，不讓臺澎變成中華民國的，這是剛才前面講的 

Q 是不是依美日安保條約，臺灣是受保護的其中一個地方？ 

A 那是在解釋遠東地區，它講的範圍，但沒明確寫”臺灣”兩個字，因那是日本

之前對遠東地區的定義，遠東地區講西太平洋、菲律賓以北這個範圍就叫遠

東，臺灣剛好包在裡面，但沒直接寫臺灣，美日安保條約有說：周邊有事，周

邊有事，美國要幫助日本共同防禦，這周邊就是指遠東，遠東就是菲律賓以

北，菲律賓以北就包含臺灣在裡面，所以並沒有直接寫臺灣。 

 

美國參議院再講一次，參議院批准本條約不會強化或弱化蔣政府對國際地位尚

未決定之福爾摩莎之主權主張，1955 年，美國參議院跟你講，臺灣地位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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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1971 年，聯合國大會 2758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說依聯合國大會 2758 號決

議，臺灣主權屬於中國，之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講依照 2758 號決議，臺灣

是中國一部份，可是感覺這些人都沒有看過 2758 號決議內容，2758 號決議在

講，它講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的權利對維護聯合國憲章不可少，然後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第三，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刻把蔣介石的代

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所處的一些機構中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趕出去－裡面哪

個字、哪裡提到臺灣？哪裡？沒有啊，沒有半個字！臺灣沒出現，澎湖沒出

現，你要怎麼講依照 2758 號決議去決定臺澎主權？決定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

分？都沒有啊！所以說依照 2758 號決議，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叫講幹話！

欺負人家不懂，欺負人家不知道，欺負人家看到中國就會下跪，然後我們現

在，剛才 2758 號決議是 1971 年的東西，我們再跳回去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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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跳到 1966 年 6 月 23 號，我們看英國，為什麼要跳回去？因為我們看－英

國政府說聯合國裡的中國席次應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取得，英國態度一直

是這樣，1950 開始就是這樣，但是，他還是說：福爾摩沙、我們的觀點是：該

島嶼的主權未定，這意思是英國覺得聯合國裡面中國代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來代表，我覺得是應該的，但是，這跟福爾摩沙的主權歸屬是兩碼事，所以

英國態度一直都是這樣子，中華民國非常討厭英國，因為他覺得 1950 年的時候

英國就排我納匪，承認共匪是中國的政府，所以中華民國非常討厭英國，可是

英國其實對臺灣很好，但是大家都很喜歡跑美國，但其實美國對臺灣是最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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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同聲明，1972 年 9 月 29 號，2758 號決議，1971 年通過沒多久，日本就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表達臺灣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十分理解，而且尊重他這個立場，並

堅持本身以波茨坦宣言第八項為基礎的立場，波茨坦宣言第八項裡面的東西，

其實說穿了就是舊金山和約所創造出來的狀態，就是這個狀態－就是”有東西沒

解決”的這個東西，所以日本國理解尊重，尊重、理解，但是臺灣主權部分他的

態度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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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美國臺灣關係法，1979 年 4 月 22 號，應該是 1979 年，1979 年 4 月 22

號，裡面有一段最重要的話是，臺灣一詞視情況需要包括臺灣及澎湖列島，這

些島上的人民、公司，還有設立或組成的機關團體，1979 年 1 月 1 號以前，美

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還有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所以對美國來

講，依照臺灣關係法，美國所認定的臺灣－臺灣跟澎湖島－就是地理區的部

分，上面的人跟公司，就是上面的自然人跟法人的部分，再來是治理政權，是

以前被認為是中華民國的－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還有他接替的

治理當局，所以美國並沒有說依照臺灣關係法，我一定要保護、保存中華民國

政府，沒有啊！就算中華民國政府後來有任何的治理當局去接替他的位置，美

國還是認為你就是臺灣的治理當局，所以從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來，大家知

道，美國有個在臺協會：AIT，這個 AIT 是說，他就是在臺灣，他其實就是對臺

灣治理當局的對口，那我們知道說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對自己的稱呼是什麼？中

華民國政府！然後碰到體育賽事的時候，他就變成 Chinese Taipei，那對臺灣人

民他有時候會講臺灣，對外官方的時候都是 Chinese Taipei，再不然就是

Republic of China，對臺灣他才會講臺灣，在外正式官方場合，他都不會稱自己

臺灣，就是 Chinese Taipei，所以我們看 WHA 之類的，那些都 Chinese Taipei，

你就會發現說，他自稱 Chinese Taipei，自稱 Republic of China，但美國不管你怎

麼稱，都是叫 Taiwan，這代表什麼？就是，美國才不管你是不是中華民國，之

前是什麼，反正就是現在治理臺灣的治理當局，他就是臺灣治理當局，至於之

前是什麼，不管，所以有些人講說把中華民國怎麼樣了，然後美國就沒有辦法

依照臺灣關係法保護臺灣，這也都是鬼扯，因為這裡講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所以並沒有說中華民國政府一定要存在，如果有新的政府接替他的角色，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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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府當然就掰掰了，他可以離開，那我們剛才講說中華民國政府他是在盟

軍的委託之下到臺灣這邊進行管理、佔領，因為他是這個身分，所以他是臺灣

治理當局，他是臺灣治理當局，之後如果有另一個單位出來，他明白講說我就

是代替盟軍來做這件事情，這件事情中華民國不要做了，交給另外一個機構去

做也是可以的，治理臺灣的這部分，不一定要中華民國政府來做。 

 

最後我們來看，不變的前言，中華民國政府永遠不變的前言－他的憲法增修條

文，從 1991 年開始，他修了七次，永遠都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我沒有

騙你們，所以我要截圖，中華民國法務部法規資料庫，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174 條第 1 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這一個前言，從 1901 年到今天

從來沒有變過，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是哪一國的政府？是臺灣政府嗎？是現

在在治理臺灣的政府沒有錯啦，但是他不是臺灣政府，他是中國政府，他一直

都認為他是分裂中國，他在治理分裂中國的一塊，所以臺灣這邊叫自由地區，

所以有自由中國－剛才前面一開始那個自由中國、自由地區，既然是中國的一

部分就叫自由中國，另外那一邊是中國的大陸地區，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如

果大家現在在講海峽西側那一個政權，你還會習慣性地講”大陸”，麻煩改一

下，除非你覺得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覺得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繼續

講”大陸”沒有關係，但如果覺得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就叫他中國就

好，或者說峽西中國，海峽西側的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峽東中國，中華民國政

府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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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還有一個東西－九二共識，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東西，九二共識就馬英九在

鬼扯，蘇起亂扯，可是告訴大家、提醒大家，1992 年 8 月 1 號，中華民國有個

國家統一委員會，他也做成一個決議，海峽兩岸堅持一個中國……我方（中華

民國政府）則認為－我方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因此 1912

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所以中華民國是中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

的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 

下面這一句，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臺灣、大陸都

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國統會告訴你就是這樣，1992 年 8 月 1 號，這不是

九二共識是什麼？這不就是九二共識的內容嗎？對不對？九二共識的內容：世

界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三項不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說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說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這就是九二

共識，一中各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國統會什麼時候成立？李登

輝執政的時候，所以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很多人覺得他是臺灣政府，我覺得

這根本就鬼扯；第二點，民國 38 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狀態，兩個政治實體

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這一個東西，這一個所謂的”客觀事實”，是中

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的想法，但是如果我們從剛才前面那些

東西，我們就可以知道很多國家說－你們兩個中國政府就說臺灣是你們的，但

是國際法上面就不是你們的－這就是中華民國的立場。 

然後第三點……中華民國政府就說……『以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

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現在還叫大陸－中華民國政府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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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叫對方大陸，『深盼大陸當局』－因為你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

一部分，臺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蔡英文講臺灣，你覺得是跟中國不

一樣的東西嗎？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你講臺灣跟講

大陸，並不表示你的主張是”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你還在講大陸，另

外搭過去的就是臺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要講大陸，『開展統一步伐，深

盼……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一個中國，要統一，這裡講國家統一

綱領… 

Q 請教一下，中國那時聽到這樣的看法之後，他們有做出什麼樣的對應？ 

A 基本上他們的對應主要問題是出在上面不同的部分，下面這些基本上都沒問

題。 

所以，中華民國國統會、國統綱領，那有人講說，國統綱領不是廢了嗎？國統

會不是已經沒有了嗎？我說，沒有，對不起，國統綱領只是被”停止適用”，沒

有廢止，停止適用的意思就是國家統一綱領停止適用只是我先停止依據這個東

西去進行，但是停止可以再開，沒有廢除，所以永遠有繼續進行的可能性，在

這些東西之下要思考的是：為什麼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當選之後他會講”化獨漸

統”？會一直講”九二共識”？一直講”一中各表”？其實他一直在複述這些東西－

李登輝說九二共識是蘇起弄出來的，錯了，九二共識的內容其實是中華民國國

統會做出來的，不是蘇起，蘇起只是把這個決議放上一個九二共識的名稱，貼

個標籤，就好像說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是投影機，蘇起做的事，一張紙條上

面寫投影機貼上去，這就是蘇起做的事情，這東西怎麼存在，存在，這個東西

存在，存在中華民國裡面，存在中華民國裡面，我覺得有的時候是，今天跟大

家講這一些其實就是想要去破除大家對中華民國的一些認知，到底中華民國跟

臺灣的關係是什麼？中華民國是不是我的國家？如果說要跟中國分開的話，要

不要繼續擁抱中華民國？這個都是非常核心的問題，今天的主題就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於今天所說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或者是有其它想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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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現在很多人說臺灣認同很重要，這個”臺灣認同”如果可以被凝聚的話，中華

民國政府就不會－如果大家有這個意思的話他就不會是我們的主權，其實我也

不知道我想問什麼…… 

A 你現在講臺灣認同，然後提到主權，我們剛才有個東西跳開沒講，就是臺灣

到底要怎麼樣建立一個國家？要怎麼樣建立一個國家？在現在的狀況之下要怎

麼樣建立一個國家？我想就是，我們大概可以先講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說－剛

才前面這樣一路看下來，發現很多國家都一再重複一件事情：臺灣的問題是國

際問題，是國際層級的問題，既然是國際層級的問題，就要依照國際法來處

理，依照國際法，大家就要直接聯想到一件事：絕對不是依據中華民國的法

律，為什麼？中華民國法律是國際法嗎？不是吧！中華民國法律怎麼寫都不會

去影響到國際法，國際法不是依照中華民國法律在定，所以當我們要依照國際

法來解決臺灣的問題時，要注意的就是－絕對不是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制度去

處理，這是一個基本觀念的釐清，所以今天依照中華民國公投法，我要建國，

人家會說別開玩笑了！你怎麼可能依照一個國家的內部的法律去建立一個國

家？不可能！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聽到許多各式各樣的論述，現在告訴大家就

是說臺灣這邊在討論怎麼樣建國的問題時，我們會聽到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說

法，但是有些說法是聽起來好像有道理，可是仔細想起來不合邏輯，可是你要

知道他不合邏輯的前提是－你要有基礎的知識，就像說你不知道臺灣的問題其

實是國際法層級，如果說你不知道臺灣的主權其實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你就

會跳到一個不一樣的路線去，就像你以為臺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你就會覺得

臺灣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但是臺灣主權不是中華民國的，所以臺灣不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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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獨立出來，所以像那一些主張說『臺灣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類似

這樣的論述或做法，其實都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還有依照中華民國公投法

要去弄什麼－這也沒辦法解決問題；還有就是把中華民國改成臺灣共和國－我

們來思考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今天我把我的房子，請了一家叫做”幫你清”的公

司來管理，幫你清這家公司來幫我管理，但這房子是我的，不是幫你清公司

的，幫你清這家公司，如果把他的名稱改成黃聖峰，我叫黃聖峰，他把公司名

稱改成叫黃聖峰，我的房子會變他的嗎？我相信是不會，所以一個很直接的問

題就是：中華民國改名叫臺灣共和國，他沒有的東西不會無中生有，中華民國

沒有臺灣主權，他就算改名叫臺灣，他也不會變成擁有臺灣主權，我如果改個

名字我就有他的主權，那我就改成美利堅合眾國就好了 

Q 有一派的論述認為說，中華民國之所以一直在國際上碰壁就是因為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字 

A 不是，完全不是！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有一個剛果共和國，還有一個剛果

人民共和國，這兩個國家只差一個字，兩個都是聯合國成員，沒有人不承認

他，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只差一個字，為什麼他們不行，原因在哪裡？

因為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不是兩個國家，是一個中國底下兩

個政府，不管名稱怎麼改，這個關係不會變，對不對？這個關係不會變，舉例

來講：如果說，我有一個女朋友，後來跟她結婚了，她改個名字，我就跟她不

是夫妻了嗎？關係是不會變的，關係不會因為你名稱而改變，你不是因為你劫

奪人家的名稱，所以人家要打壓你，不是，是因為你本質的存在就是跟他互

斥，他就是一個有你就沒有我的狀態，不是名稱的問題，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本來就是有你沒有我，他們是互相消滅的狀態，有一個就

沒有另外一個，所以我們會知道說，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同時跟中華

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建交，一定要挑一個，為什麼？他們不是

在挑我跟哪一個國家建交，他們是在挑”哪一個才是中國政府”，就像剛才前面

講的，聯合國 2758 號決議，他處理的問題是什麼？他處理的是哪一個政府的代

表，可以在聯合國裡面代表中國，所以他們兩個的關係始終都是在爭奪那個代

表，爭奪那個中國政府的身分，就算中華民國政府講說我現在沒有在爭取這個

東西，沒有用，因為你的存在就是在跟人家搶這個東西，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大家家裡有兄弟姊妹，你就知道你如果不是獨生子獨生女，你有個兄弟姊

妹，他的存在就是在分資源，對不對？他說我沒有跟你搶，我完全沒有跟你搶

的意思喔，可是你的存在就是在分資源，他的存在是本質上互相消滅，因為中

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兩個的存在本身就是互相消滅，有一個就

沒有另外一個，所以對任何跟他們往來的國家來講，都是有其中一個就不能承

認另外一個，他不能夠同時承認你們兩個都是相同身分，他只能承認其中一

個，你是中國代表政府，另外一個是臺灣治理當局，他不能同時承認兩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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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講，中華民國政府是要消滅的對象，但這

兩個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臺灣是中國的，所以，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中

華民國在國際上走不出去，干臺灣人鳥事？！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走不出去

代表的是這個中國政府走不出去，這個沒有臺灣主權的中國政府走不出去，而

這個中國政府之所以走不出去是因為他跟另外那個中國政府彼此之間有一個”有

你沒有我”的關係，所以誰的勢力比較大就可以逼著另外一個活不下去，那臺灣

呢？臺灣的狀況是倒楣，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這裡，他就拖著臺灣人一起衰，

然後我最前面講的：煉金術，大家都被煉成中國人，都覺得中華民國不能夠擺

脫、不能夠放開、我的最愛，出去的時候要穿中華民國的衣服，然後去那邊就

喊臺灣，那這個狀況是什麼造成的？就是過去七十幾年來一直發生，為什麼會

這樣？因為中華民國不敢讓你們知道我剛才跟大家講的這些東西，從 1945 年中

華民國來這裡，就先講臺灣光復，剛才前面講 1945 年是盟軍叫他來佔領，佔領

不移轉主權，那你講什麼臺灣光復？！既然你沒有移轉主權，那你就不能講臺

灣是你的，不能講臺灣是你的，那你為什麼在臺灣這邊把日本的東西都弄掉、

不准臺灣人講自己的語言？他就是故意要生米煮成熟飯，他本來想說先上車後

補票，不幸的是人家不給他補票，而臺灣人可憐的是－以為他補票，或者是有

人以為他一開始就有買票；以為他一開始就有買票的，就是相信臺灣光復的，

以為他有補票的就是以為說中華民國民主化之後然後他就變成臺灣，這也是一

個很好玩的東西，就是我們今天投票選總統之類的，表示我把臺灣的主權移交

給你嗎？我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臺灣的問題是國際法的問題，國際法上移轉

領土主權有他一定的規則在走，不可能依照一個國家內部的選舉方法去移轉主

權，所以有人說臺灣人就一直投票，選中華民國總統，民選了 20 年，怎麼說臺

灣主權不屬於中華民國？如果是這樣來講的話，今天中華民國只要喊中華民國

總統讓全世界都來投，投了 20 年了，全世界的領土就是中國民國領土，是這樣

嗎？不可能！這些都是非常荒謬的！但是乍聽之下好像有點道理，那就是把”所

見”視為真相，以為所見就是真理，其實是錯的！法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些

東西，拿這些歷史文獻出來告訴大家就是－這一些國家他們都心知肚明、都很

清楚，但是為什麼不講？很簡單的道理，兩個字：就是”冷戰”，冷戰從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開始一直到 90 年代蘇聯垮台為止，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反共陣營

為了要打贏這場反共戰爭，很多東西他都不管了，譬如像美國就會覺得說蔣中

正帶了幾百萬的軍隊，幾百萬的人跑到臺灣這邊來，然後你是被趕出來的，所

以你一定會很認真地去抵抗，想要去反共，所以我就放一個看門狗在這裡，在

臺灣島這邊放一隻看門狗看住中共，這樣我就省事，我去弄其他事情，我只要

讓你這條狗不會餓死，所以就有美援，美援就是來養中華民國，另外美國說中

華民國還是需要臺灣這邊的人幫忙，所以說中華民國要對臺灣人好一點，可是

因為中華民國那些人之所以會被趕出中國，不是沒有理由的，所以當然就是他

們拿了一堆美援之後，很多就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去，就算是有建立什麼企業

之類的，都是以自己的裙帶為主，所以我們知道說，所以像嚴凱泰這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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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一百多億做不出一台電動車，在更早之前他做什麼裕隆，現在臺灣其他國

家車進口進來，關稅都是一倍，加了一倍還不夠，還要再加課一個奢侈稅，但

這東西的目的是什麼？維持裕隆嚴凱泰家族，他們可以繼續維持自己的優勢地

位、不公平的競爭，但是在臺灣就只有這麼一家有辦法去做車體的東西，可是

他為什麼有辦法做車體？因為當初他的那些合作方案都是中華民國政府、都是

那些黨國幫他促成的，就像台塑為什麼會這麼大？難道王永慶真的這麼厲害、

真的是經營之神嗎？他一開始是幫忙林務局在偷盜林木的山老鼠，靠偷盜，山

老鼠累積了一堆錢，然後因為合作愉快，魚幫水水幫魚，黨國很開心，後來美

國說臺灣這邊發展一下石化工業吧，國民黨政府說不錯唷，那王永慶蠻聽話的

喔，那就讓你來做吧－台塑就出現了，那像這種東西你說這些人是靠自己努力

的嗎？還有譬如像台積電，大家覺得台積電多麼偉大，你說張忠謀很厲害嗎？

No! 他是美國安排之下要派去美國那邊學臺灣這些半導體代工，也是美國所規

畫出來的東西，不是他的創建，也是安排出來的東西，可是大家也說張忠謀好

厲害；還有中央銀行 7A 總裁之類所施行的這一些策略，全部都是要讓臺灣比較

好壓榨而已，並不是真正要幫助臺灣，那這一種狀態，說穿了這就是美國這一

些反共陣營在冷戰期間裡面要維持臺灣這一個”反共堡壘”的存在，不會把上面

這個非常認命的反共勢力推翻，所以要這樣子去養，等於說我們是被豢養的畜

生，當我們沒有認清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會一直處於現在這樣的狀態，所以

說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講建國？為什麼要講獨立？可是弄到最後結果就會發現很

多人沒有辦法去擺脫中華民國的影響，他們會想要維持這個狀態，稍微改一

點，在上面畫點妝、改看起來好像臺灣了，那他就是臺灣了－大家樂在其中，

大家覺得好棒，本土政權選上了，柯 P 選上了，白色力量，結果他選上之後－

兩岸一家親－那我們就會發現說，我們剛才前面所講的那些東西，不是很清楚

嗎？中國人煉金術，柯文哲就是煉出來的中國人！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講這

些其實是希望大家對於中華民國的本質有一些了解，我剛才說的這些東西，中

華民課本不會寫，但是大家知道之後，其實這些東西，如果大家想要的話都可

以來跟我 copy，要幫忙分享什麼的都可以，這一些資料就是要讓更多人了解，

臺灣要建國這一件事情一定是國際法層級上的東西，剛才前面講臺灣是中華民

國是盟軍委託下來的進行管理的軍事佔領，這一點是可以好好利用的點，就是

我們不要去喊說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從來就沒有這個東西存在過，在臺

灣這邊的始終是中華民國政權，所以當你講說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其實

跟講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沒有兩樣，但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上就是中國

政府，不是主權獨立國家，所以我們要弄的就是中華民國是代管，在盟軍授權

之下來佔領臺灣，要做的事情就是釐清這個東西，我們現在知道說臺澎主權不

屬於中華民國，不屬於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的課本，他的課綱還是在那裏

寫，中華民國外交部還是在弄這些東西，那我們要怎麼辦？這時候就是選票力

量，選票力量是什麼東西？讓更多人了解這些東西，讓他們知道說臺灣主權不

屬於中華民國，把這些變成一股力量去要求中華民國講實話，你不講實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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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投給你，或者是，今天如果有一個候選人出來，或者大家聚在一起說，我

們有誰願意出來當這個人，就選他，他出來就講實話，講真話，就讓這個人當

選，然後他去做這些事情，讓中華民國早日承認什麼是事實，承認他沒有臺灣

主權，承認沒有臺灣主權的時候，臺灣跟中國的線就斷開了，真的就直接斷開

了，斷開之後，中華民國就要講臺灣現在到底是處於什麼狀態，盟軍佔領之下

的狀態，盟軍佔領之下，依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去殖民化的共識，臺灣原本是

日本殖民地，日本放棄，那臺灣就自決，臺灣這邊的住民就有權利自決，行使

自決權，在這時候，中華民國不能說臺灣是中國的，他要承認臺灣是被佔領的

狀態，是一個主權未定的被佔領地，在這時候，原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行使自決

權決定這個土地的未來，在這個情況之下辦自決公投，依照國際法－不是依照

中華民國公投法－依照國際法，依照國際上面很多的慣例，非常多的例子，在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家的數字從 50 一路增長到現在 194，裡面非常非常

多的國家都是透過行使自決權的方式建立的，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可以參考，但

前提是：大家要先知道問題是什麼，知道這東西，讓更多人知道，然後要求中

華民國改變，他不改就用選票讓他改，我們一樣用民主制度，我們不會說要透

過什麼方式，而且重點是透過選舉制度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在裡面可以造成更

大的影響，利用中華民國的資源去傳佈真相，讓更多人去了解，譬如說像課

綱，就去要求，就把舊金山和約放進去，把中日和約－現在中華民國鬼扯的解

釋拿掉，放進我剛才所說的那一些，日本條約局局長的解釋，那些符合國際法

的解釋放進去，臺灣的謎題就會越來越多人了解，越多人解開，解開之後，你

說我們今天要講建國、要怎麼做，大家就會知道到底該怎麼做，不會像現在這

樣子，很多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很想做事情，他就盲動，覺得大家都沒有做事

情，感覺很鬱卒、很煩躁，一定要找些什麼事情來做，可是有時候做一些事

情，不做還好，一做更糟糕，所以這一些，我想我們今天在講建國，有些人可

能希望得到非常簡單的答案，但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因為臺灣的問題非常地複

雜，而且拖很久，從 1952 年一直拖到現在，從日本放棄臺澎主權到現在，拖了

非常久的時間，再加上洗腦教育什麼之類的，現在民進黨上來又在講台灣主權

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影響非常大，這些東西大家都去理解之後，要花很

長的時間去做，但是這個一旦釐清之後，臺灣建國就會非常地扎實，不會像現

在虛虛的，到那個時候大家會很勇敢地做這件事情，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