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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與台灣法理地位變遷 

2017/5/21@嘉義_第一場講座活動 

 

主持人何理事長：各位朋友，這樣會不會太熱？沒問題吧？冷氣要不要再冷一

點？沒關係吧？很不容易啦、老朋友都一起回來，也有看到新朋友，所以我們

今天真的很難得，我們今天邀請的講師叫黃聖峰，這裡有～很抱歉，我們的投

影機，差不多一個禮拜前突然不能用了，不能用之後就拜託人來看，他說這沒

辦法，這是日本製的要拆起來、要寄去什麼地方，要一個月才會回來，所以臨

時就趕快將二樓的電視抱下來，所以今天不得已才用電視；還有這已經拆下來

了，原來我們的影像可以轉到旁邊去，現在卻沒辦法，已經拿起來了沒辦法，

跟連接的有關係，所以今天我都鼓勵你們，都盡量坐前面一點，因為螢幕真的

比較小～那沒關係，聖峰是台大法律系畢業，跟阿扁的兒子陳致中是台大的同

班同學，他在臺大畢業後再到台北大學的法律研究所拿碩士，但是他在讀書期

間，就對臺灣的地位跟國際法法理的關係很有興趣，所以研究十多年，我們最

近常聽人說：不用再說那些了，牧師跟牧師傳道，大家都是老劍仙，剛剛還沒

開始前，許先生也發表說美國怎麼樣……說得很開心，你們等一下如果聽聖峰

演講，你們就知道其實很多細節我們都不知道，他是挖得很深，對這些所有的

東西挖得很深，所以這今天跟下禮拜、還有再下禮拜，連續三次，要在我們這

裡做一系列完整的國際法律，真相的系列演講，這我們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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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峰大約今年九月要去英國深造，很盼望幾年之後回來拿到博士，回到臺灣完

全貢獻給臺灣，學校決定了嗎？ 

聖峰：還沒 

主持人：他有申請好幾間大學，全部都有接受，還有一間還在等，那封信如果

來，他就可以四間大學隨便選看要去哪一間，所以聖峰是～這位，鼓掌，那麥

克風就交他，我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盡量讓他發揮，今天大概預計三個小

時，我有通知，中間再休息一下，兩點半到五點半，五點半就在這裡簡單吃便

當，來，聖峰兄來～ 

國際法與台灣法理地位變遷 PART 1 

• 演講影音 

 

聖峰：多謝，多謝何醫師！大家好，大家午安！好，非常感謝大家，很開心今

天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跟各位前輩來分享我過去這幾年研究的成果，在這過程

當中，如果大家覺得裡面有什麼地方～可能跟大家過去習慣或理解有不一樣的

地方，那沒關係，可以到最後再好好討論一下，另外要先跟大家抱歉就是說，

我的臺語不是很流利，所以等一下我在講的時候，如果突然變成北京話，請大

家不要罵我～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在說國際法跟臺灣法理地位的變遷，那這個主題，就像剛才

何醫師所說的，我相信各位前輩你們過去幾十年來為臺灣打拼的時候，一定都

聽過很多人在說－各種的說法都有，有的人說現在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

家，有的人說臺灣現在還沒獨立，有的人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有統派

的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基本上我們是不會去信他，不過有很多說法說臺灣

現在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像這樣子的說法，跟他後面所接我

們要正名、我們要制憲，像這樣子的說法，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不過說實在

的有的想說，實際上是不是真的是這樣？還是說因為很多有名的人、有頭有臉

的人來跟大家說你要怎麼處理，臺灣為什麼要建國？這很多很多講法，有的人

就是說他們可能之前在中華民國那邊做過什麼大官，在什麼大學裡面做教授，

講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不過有的時候，可能要跟大家說的是－臺灣的問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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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幾十年來，很多東西我們都沒有機會去看到，所以很多理論、很多講法是

怎麼樣出來的？是從哪個時候？他們所看的東西，把它想出來而已，不過他們

那個時候所看的東西可能不是真的，可能是假的，然後就是說有一些東西是被

隱藏起來，所以他們在思考的時候，他們在說他們的理論時候，他們解決的是

他們眼睛那個時候所看到的東西，他有辦法去想他想要解決那個問題，他看的

—他的基礎是他看的東西，不過那個東西可能不是真的，不是很完整的，在這

個時候他們所講出來的東西，所說出來的理論，聽起來可能有道理，比較那個

時候看的東西，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不過，事實上可能是錯的，那當然，我

們現在說不對，好像很臭屁，所以說今天是跟大家分享說－我所看到的東西，

我所看到的資料跟以前其他的前輩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可能有點不一樣，我們就

是從不一樣的東西講出不一樣的道理，哪一個道理比較正確？這就要大家自己

去判斷了，所以就是說今天主要是要和大家分享國際法跟臺灣法理地位。 

 

我們那個主要討論的東西有兩項，一項是國際法的意義和它的重要性，第二是

從國際法和歷史來看臺灣法理地位的變遷，國際法到底重要嗎？大家覺得國際

法到底重不重要？很重要對不對？不過我們聽到臺灣有很多人在講講說國際法

沒有用，講說法理沒有用，因為國際法如果有用，臺灣就會進入聯合國－有的

人這麼說，說國際法都是比誰的拳頭比較大，誰比較碩大，誰的力量比較大，

誰的聲勢比較大，聲音比較大，他在國際法上面就比較有力，臺灣就是一個小

小的國家，所以遇到中國，就對它沒有辦法－不能這麼想，他就這樣說，大家

都說國際法沒有用，不過這是真的嗎？好，我們開始來討論什麼叫做國際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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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大家一個問題：國際法，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的時候，國際法有

什麼意義？沒有意義嘛，對不對！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個國家的時候，國際法是

沒有用的東西，因為國際法，一定要”國際”－兩個裡面中間才有關係，才有國

際，所以國際法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在處理它們之間的法律，所以國際法它

主要的意義是什麼？它是在規定國際上每一個政治實體之間往來的時候基本要

遵照的規範；那什麼叫做政治實體？有人說臺灣現在是一個政治實體，什麼叫

做政治實體？在一個體制之下，有辦法在裡面，當作是一個個體在裡面運作的

一個東西，這就是一個實體，國際法上的政治實體就是說你這個東西，你可以

在國際上面，你可以跟其它跟你同樣地位的對象去往來，它用的是政治的力

量，它在處理的是政治的事情，這叫做政治實體，政治實體，國家也是一種，

國家也是一種政治實體，像聯合國也是一種政治實體，政治實體有很多，國家

是其中一種，國際組織也是其中一種，所以才說國際法上的政治實體，可以是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你如果是國家你就是國際法上的政治實體；第二個是國

際組織，像是聯合國、WTO、WHO……那它叫做國際組織，為什麼叫做國際組

織？因為這個組織是國家加入以後變成的，國家就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像是我

們參加扶輪社，那你一個人就是會員，所以國際組織就是國家所形成的一個組

織，另外就是自己可以自主運作的單位，像是臺灣－現在的臺灣，另外就是像

索馬利蘭，索馬利蘭，大家可能有聽過，索馬利亞，大家有聽過嗎？索馬利

亞、非洲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索馬利亞這個國家裡面有一塊叫做索馬利

蘭，這個索馬利蘭是自己運作，不過國際上不承認它是一個國家，它那個狀況

跟臺灣有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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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國際法？就是說這一個實體，這裡每一個單位，它怎麼用他的權力，

它有什麼義務，這個原則，要處理這個東西的也是國際法，所以像是說我們今

天要出國，今天要出國的時候，我們要通關對不對，你要通關去別的國家的時

候，你要通關你要怎麼進去，這個國家要怎麼處理你的事情，這就牽涉到國際

法，所以國際法不是說有的人在講說臺灣不是一個國家，所以國際法沒有用，

國際法是管很多東西的，不管什麼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文化……基本上

你想得到的，你有可能跟別的國家有什麼關係的東西，這都跟國際法有關係，

國際法就是管說你跟別的國家，你要怎麼處理這些相關的事情，這是國際法在

管的，所以說政治是說國際的關係，外交、經濟的話，臺灣就是出口，因為很

多電腦設備什麼的，以前最早的有在賣那種雨傘，雨傘啦，有一些玩具，小孩

玩的東西，這以後慢慢的技術比較進步的時候，就開始在賣什麼電腦啦；另外

就是像是你的錢，臺灣錢，新臺幣要怎麼換成美金，這也跟國際法有關係，其

中，雖然我們在臺灣，不過我們也可以透過網路去買美國的股票，這種金融的

交易，這也是國際法；像是軍事，兩個國家、兩個地方在打仗，怎麼戰？打仗

之後要怎麼停下來？戰爭要怎麼樣結束？結束之後事情要怎麼處理？要怎麼要

賠償？另外像是說現在北韓整天都在射飛彈，像是我們就知道說現在美國的航

空母艦就停在韓國那邊，停在日本那邊，就停在那邊，到時候如果亂射飛彈的

時候就可以馬上處理，像是說你限制，它不能用核子炸彈，不能用化學武器，

像是說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要怎麼處理一般的人，不是交戰的人，一般的平民

這要怎麼處理？這就是人道，人道法；像是交通，大家都知道那個，現在中國

整天在說什麼一帶一路，最近有聽到，譬如說，它可以從中國這裡用火車載什

麼貨櫃一路送到歐洲，對不對？它不是有這個資料，就會看到很多統派的新聞

整天在報，感覺中國很厲害，但是都被它騙了，譬如說一條火車，一個火車

頭，歐洲有規定，一個火車頭後面最多拖五十個貨櫃，五十個，你看那個新聞

說用這個後面可以拖幾千個，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不准它這麼做！另外就是

說，它說鐵路從中國一路就可以跑到歐洲，它必須要換很多遍，經過每一個國

家鐵路的那個頭都不一樣，火車頭就要換，所以送東西時不會像那個新聞說送

很快，而且不是很便宜，所以根本就被騙了～另外就是說像是現在從臺灣寄

信，寄去美國、寄去英國，你要怎麼寄、信才不會不見，這都跟國際法有關

係；另外環境，環境這個東西，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什麼節能減碳，什麼全

球暖化，像這種東西，因為它影響的是全世界，所以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

都會受到影響，所以處理這種很大範圍的問題時，也會去牽涉到國際法；另外

就是像 WHA、WTO、WHO，跟健康、跟傳染病管制有關係的東西，這都會跟國

際法有關係；人權、自由、自決、生存、打官司……這些都跟國際法有關係，

國際法不只是在管誰是國家、誰不是國家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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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國際法，雖然說聽起來國際像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東西，事

實上它所影響到，所處理到的東西，跟每個人基本上每一件事情都有關係，尤

其是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所以像是你在美國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在台灣這邊馬上知道，臺灣如果說台積電機器壞了或怎麼樣，全世界都會受影

響，像這種都是因為現在是一個國際化的世界，所以國際法很重要。 

要說一些國際之間，不是只會比誰的拳頭大，舉一個例子，大家都有聽過巴勒

斯坦，有聽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在中亞那邊跟以色列整天在打仗的一個

地方，巴勒斯坦說起來也很可憐，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同盟國就說猶

太人很可憐，就讓他們在巴勒斯坦有一塊土地在那邊復國，讓他們復國，所以

以色列人就跑到那邊去那邊四處佔土地，他們不是只在別人同意可以建國的地

方去恢復他們的國家，他們也是四處擴散，就影響到當地人，這時候巴勒斯坦

就受到以色列的影響，巴勒斯坦為了反抗以色列，後來他們就自己建國，為什

麼建國？美國很反對巴勒斯坦，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不過巴

勒斯坦要將他們的旗子在聯合國升起來－我們都知道美國是全世界拳頭最大的

國家，不過它的拳頭再大，也沒辦法阻止巴勒斯坦的國旗在聯合國升起來－所

以國際上不是只有在比拳頭大小；另外，我們知道說菲律賓之前跟中國不是在

吵南海的事情，對不對？一個國際仲裁，這個國際仲裁，中國的拳頭也很大

喔，但是你看仲裁的結果－中國輸得一蹋糊塗，它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東西

都沒有被承認，所以，中國拳頭很大沒有錯，不過國際仲裁時，仍然是判非律

賓贏，菲律賓贏時，當然啦，判它贏時中國不會馬上就算了，就馬上照著做，

不過菲律賓它被判贏了之後，它就有很多理由說中國你不能這麼做，別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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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幫菲律賓的忙說中國你不能這麼做，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南海那個仲裁出來

後，很多國家的軍艦都開去了，本來只有美國而已，後來像是英國、法國、澳

洲，它們的軍艦都開過去了，為什麼？因為這個東西國際上承認了，國際上承

認這個地方不是中國說的，不是中國說了算，不是，國際上有另一個規則；接

下來我可能要說一點難聽的話，不過，可能就是說，自己稍微聽一下，你要知

道我說這個，不是在罵說這種話的人，我是認為說這個問題很大，在台灣這裡

有很多人認為國際法沒有用，我認為是這樣－他忘記了，什麼人會忘記，為什

麼說忘記的人會去說國際法沒有用？他忘記了什麼東西？他忘記台灣－今天要

我們要建國，我們要獨立的目標是什麼？我們要建國，我們要獨立，我們難道

只是在臺灣島自己在喊就好了？我們要建國、我們要獨立，我們是要建什麼

國？要怎麼獨立？目標是什麼？目標是讓臺灣可以走進國際，走進國際的舞

台，你要走進國際舞台的時候，你可以不管國際法嗎？國際法就是國際，國際

舞台上面大家在遵照的規則，臺灣要走上去，你又不是流氓，又不是像中國那

麼流氓，你說什麼都要聽你的，不是啊，你今天是要讓臺灣變成一個國際法上

面每一個國家都承認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時，你跟我說國際法沒有用，你

要建什麼國？建一個違反國際法的國嗎？你建成違反國際法的國時，誰會承認

你？國際法，別人照國際法都不承認你，你是要建什麼國？所以在臺灣說國際

法沒有用的人，我認為有的人是忘記了，忘記了什麼？忘記臺灣建國是要建什

麼國，忘記臺灣建國的目標是什麼，忘記目標是將臺灣變成一個國際法上面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你如果沒有忘記這個，你就不會去說國際法沒有用。 

第二、無知啊，因為他不知道國際法的影響是什麼，不知道國際法的作用是什

麼，他認為國際法這個東西沒辦法讓臺灣直接進入聯合國，所以國際法沒有

用，因為你說國際法沒有辦法讓別的國家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所以國際法沒

有用，是這樣嗎？如果這樣想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就像說你今天要開車，你

不是要去要考駕照對不對？你今天如果說國際法沒有用的時候，你說我不要去

考駕照，但是你不准我去開車、這個駕照沒有用，你自己不照規矩去考駕照，

你說這個駕照沒有用，就像這樣子的想法－他不知道國際法到底是在做什麼？

認為國際法要照自己的世界轉，他就是世界的中心，我跟你說這叫做什麼－這

就是中國，你就是認為說－你是這個世界的中心，你就是全世界的中心時，所

以全世界都要跟著你、以你為中心旋轉，這個時候，你才會認為說國際法沒有

照我的意思走，它就是沒有用的東西，這種心理，我認為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一個、自大。這基本上跟臺灣過去所受到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我老實

說，這就是因為你自卑，所以你自大，整天被人壓，整天讓人覺得說你就是沒

有用、你就是沒出息，所以說沒辦法，那我不管了，反正我怎麼做都不對，

好，那反正我說的都是對的，這是被壓迫到底後去反抗，不過這樣反抗時沒有

理性，沒有理性，就像一個小孩，一個小孩整天在哭，哭說要吃糖，你就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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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乖或怎麼樣，你照我的規矩來我就會給你糖吃，他說不要我就是要吃糖，就

是像這種，因為他說，我不管，你的規矩我都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吃糖…… 

另外一個、我剛才說的小孩很幼稚，幼稚園，幼稚園畢業，因為他在國際舞台

上一直都走不好，所以就覺得說路都很難走，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不照規矩

來了，這就是幼稚，因為一直想到他一直失敗，一直沒辦法得到他想要得到的

東西，就覺得這個世界對他很不公平，所以他就覺得什麼都不管了，我愛怎麼

做就怎麼做，我怎麼說就怎麼對，就是這一種－我這樣說下來，大家要思考一

下，說實話，前面這四項，這四種人，基本上都不是壞人，他們都不是壞人，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為什麼有這種心理？說實在話就是因為整天在失敗

嘛，他沒辦法去得到，他的努力沒辦法去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就像說過去

有很多人，有些人現在已經過世了，他過去為了臺灣打拼，為了臺灣獨立打

拼，打拼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不過今天看來似乎沒什麼進步，他厭倦了，

他累了，他覺得說實在是很累了，我不要管這些有的沒的事情了，我覺得說我

這樣做就好了，我過去就這樣做，做這麼多年了，因為我覺得這是可以贏的，

我不管，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就是這條路繼續走下去，不過你如果這條路是通

往不對的地方時，怎麼走都無法走到目標－前面說的這四個基本上都不是壞

人，裡面有很多人基本上是真的愛臺灣，他就是覺得說一直失敗、臺灣怎麼看

都沒有進步，他很疲倦，所以不管這麼多了，我不管了，有人覺得這一輩子就

這樣了，我就剩沒幾年可以活了，所以我就照我的路走，有些人是這麼想的；

另外一種我現在要說的是－這種人就是賭氣，他是故意破壞臺灣，他要阻止臺

灣、阻止臺灣人站起來，這種人就是故意要讓臺灣無法變成一個國家，什麼人

是這一種我不知道，不過我們可以慢慢去看、慢慢去觀察，有的人就是這一

種，有的人就說他們整天在說這個，有的人很努力，真的有在努力，你有看到

他在努力，像是這種真的有在努力，因為失敗後來他就想說國際法可能沒有

用，對我沒什麼幫助，像這種人要說沒關係，你是講「我真的很辛苦」，沒關

係，你稍微休息一下，到時候你講，看我想的到底如何一起來走，有些人是故

意的，故意要阻止臺灣建國，像這種人，這種人是怎麼樣，你跟他說建國，他

就說不會成功，你跟他說建國、說獨立，他說會失敗，你跟他說建國，他說會

打仗，你要建國，他說會有戰爭，反正就是說，反正臺灣要建國，臺灣要獨

立，就會衰……這些唱衰臺灣建國的人，這種就是惡劣的，遇到這種人時我會

覺得說我們就不做朋友，最好不要跟這種人一起，說實在話，因為這種人，因

為他根本就不重視臺灣的未來，像這種的他是聽不進去，講的讓你覺得臺灣很

沒有用，臺灣人很沒出息，臺灣人沒很沒有用，你如果要成功，你不能跟這種

人一起！ 

再來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句，我希望大家今天來聽我這個分享，你什麼都

可以忘記，希望這一句你能夠記得：『在國際法上面，強的人可以決定規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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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弱的人要精通規則。』意思是說，對，沒有錯，我們的力量不是很大，我

們沒辦法決定國際規則，不過我們要非常理解、非常了解國際規則是什麼，你

越強，我說過了，你越強，你越有理由說你不管國際法；你越弱，你力量越

小，你越要重視國際法，簡單說一句就像是現在雖然中華民國的法院沒什麼

用，不過你今天如果遇到，遇到像是國民黨，國民黨如果壓迫你，你很弱，國

民黨很強，你今天要跟他打架，你打不贏，不過你去中華民國的法院時，仍然

有可能會贏，你沒靠法律不可能贏他，雖然我們不愛用中華民國的東西，不過

你靠中華民國的法律有機會贏國民黨，就像現在在追黨產，就是這樣，如果今

天沒有法律，沒有黨產會，你要怎麼去阻止誰？法律就是這種東西，法律就是

說－它能夠讓較弱的人有辦法跟較強的人競爭，叫強的人說出一個道理來，不

能說你拳頭大就你說了算；舉一個例子，對面這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 10 月 1 號建政，要強調一下『建政』、不是建國，不是建國、是建政，建立

新的中國政府，另外一個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政之後，它用 22 年又 24 天它才進入聯合國，現在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很

大，1949 年它起來的時候它有 4 億多人，不過它雖然有這麼多人，它也不是

1949 年起來之後就馬上進入聯合國，它用 22 年才進去，所以拳頭大有用嗎？

為什麼它要用 22 年才進去？因為國際法的關係，因為國際法裡面、因為聯合國

規則裡面，它就是沒辦法馬上進去，它要處理的東西、它要處理的問題，就是

國際法的問題，那它要贏國際法，它要怎麼處理，它培養很多國際法的人才，

很多很多，如果沒有一萬也有一千人，絕對是超過的，這麼多人來幫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臺灣呢？臺灣的國際法人才在哪？你們可能想說我是台大

畢業的，台大法律系，你會想說台大法律系裡面也應該有國際法的老師在教，

也有這樣的課在教，不過我說實在話，在中華民國下面的學校，在教的國際

法，都是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中華民國的國際法走得出去嗎？中華民國的國際

法是為了什麼？為了證明中華民國是全世界唯一的中國政府，所以在臺灣學國

際法，除非是自己去買書，買國外的書回來自己讀，否則去大學裡讀國際法學

到的東西會跟你說中華民國就是代表中國，你的拼命、你的努力，都是為了讓

中華民國變成全世界唯一的中國政府，臺灣根本就沒有在培養國際法的人才，

你沒有國際法的人才，你要怎麼說你要建國？我就不知道，今天真的臺灣要申

請加入聯合國時，你有多少人可以站出來去跟它說道理？不是說政治的事情

喔，是說道理，說法律，說法律、說法理，有多少人可以站出來說這些東西？

可能沒有幾個，所以，我最重要的一點是國際法，它對弱者最大的作用是什

麼，它讓你能夠跟強者－強的人，力量大的人去跟他競爭，政治上跟法律上都

可以跟他競爭，叫他說個道理出來，這就是國際法最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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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才在說，我想說大家多少會想說國際法可能很重要，臺灣就是很多人不重

視，所以我就要說這個，但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臺灣說要

建國、說要獨立，說幾十年了，不過為什麼到現在國際法這種東西，很多人認

為它不重要？覺得很奇怪、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一個原因，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臺灣就是中華民國，臺灣在國際上走不出去都是中國的問題，所以不是國際法

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是政治的問題，不是法律的問題，所以認

為國際法沒有用，反正沒辦法打倒中國，所以就沒辦法建國、沒辦法獨立，很

多人這樣想，所以才說－這時候就要思考說，你說臺灣是中華民國，所以今天

說要獨立要建國，就是要打倒中國，臺灣要走入國際就要打倒中國－你如果這

樣想時就不用做了，因為你如果說要建國要先將一個國家打倒時，就要想說這

有可能嗎？重點就是說臺灣要建國、臺灣要獨立，剛才說的那種，你講要那些

條件都沒有，不是啦，都沒這種東西，你不用想將中國打倒，你要建國，你要

將中國打倒，沒有一個國家要建國要先將別的國家打倒，除非他們在同一個地

方，臺灣現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在同一個地方，所以臺灣要建國，為什麼

要打倒中國？不用啊！我們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管的嗎？不是嘛！雖然說

中國有很多錢透過臺灣這些沒路用的傢伙，它的錢來就收買臺灣人，也有這種

的，不過它就沒在管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在臺灣這邊，所以你要打

倒的對象，你如果要建國、你要獨立，要打倒的對象絕對不是對面那個東西，

絕對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啦，我們要建國是要在這裡建國，不是在對面

建國，所以要將對面那個打倒，你也打不倒它，誰能夠打倒它？中國人，住在

那邊的才有辦法，所以我們再來討論說為什麼臺灣跟中國的關係是這樣？這些

歷史前面有很多點，我相信大家以前都聽很多遍了，不過仍然請大家再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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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要打瞌睡～ 

1895 年 5 月 8 號，馬關條約生效，那時大日本帝國政府就拿著大清下面在管的

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我才特別在說，說大清在管的地方，大家如果有印象就知

道－大清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時，大清管的是全臺灣嗎？有嗎？大清有管

全臺灣嗎？有嗎？好像沒有嘛，西邊比較多，東邊只有一些而已；1895 年 5 月

25 號時，臺灣民主國出來了，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點，我認為臺灣民主國是一

個假的東西，所以，我們今天說臺灣獨立，今天說臺灣要建國，不要拿臺灣民

主國出來，我認為臺灣民主國是一個丟人現眼的東西，為什麼呢？臺灣民主國

根本沒有真的要獨立，你知道他的年號是什麼嗎？它的年號叫”永清”，永遠的

清朝，這就像說臺灣要建國，建國之後年號叫”永中”這種意思，你是真的要獨

立嗎？不是嘛，那是假的！那國際法上要怎麼解釋這個東西？因為 1895 年 5 月

8 號之後，臺灣跟澎湖基本上就是日本的領土，所以在這個時候，5 月 25 號這

是什麼意思？在大日本帝國的領土上面的臺灣人叛變、反抗起來，後來說的乙

未戰爭，乙未戰爭，這就是鎮壓，軍事鎮壓，我跟大家說，我這樣說不是說大

日本帝國是什麼好東西，不是的，我不是說大日本帝國是很好的東西，不是

的，我只是說在國際法上，那時候臺灣人做的事，國際上是怎麼看的，那就是

日本領土上的人在叛變，就是這樣而已，不是一個新建的國家，沒有人要承

認，剛才有說到大清將臺灣跟澎湖割讓給日本時，大清只有管臺灣島的一部

分，1910 年開始，大日本帝國開始用武力去拿原住民的土地，它叫做理蕃計

畫，處理蕃地、處理蕃仔的事，它就透過武力去鎮壓、搶土地，有的原住民說

我投降，我投降，土地給你，有的想說，它就這樣解釋－那個時候的國際法是

承認這是合法的，可以這麼做，所以那時如果用武力，你的國家用武力去打敗

國家、將它的土地搶下來，說這是你的，國際法上是會承認的，所以那時候大

日本帝國就是這樣去佔，去佔原住民的土地。 

1915 年 2 月 23 號，布農族有一個大分起義，原住民起來反抗，1933 年 4 月 22

號，4 月 22 號的時候，大分事件結束，在這個時候這個時間點，這個時間點就

是說全臺灣島的主權，國際法上面，全臺灣島的主權變成日本的，在這個時候

才是，1895 年的時候只有一部分，後來日本用武力去將它的土地增大，到 1933

年的時候，臺灣全島、澎湖是屬於日本的，臺灣全島在 1933 年 4 月 22 號的時

候才完全變成日本的領土。 

再來一個，大家都很煩的東西，1943 年 11 月 23 號，開羅公報出來了，這個開

羅公報，中華民國都說開羅宣言，它也說那只是國際條約，有一位教授－沈建

德教授，他用很多時間要證明開羅宣言是假的，開羅宣言是不存在的，不過，

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說，開羅宣言是存在的，有、有這種東西，有、真的是有，

不過它的效力不是中華民國說的那樣，就是說你今天有寫信嗎？我有寫，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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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你說的那個嗎？它的效力是你說的那個嗎？那是不一樣的；開羅公報、

開羅宣言，有，真的有，不過它的效力不是中華民國說的那種，這是用法律的

角度來看。 

再來，1945 年 7 月 26 號，《波茨坦宣言》出來了，波茨坦宣言裡面有講”開羅

宣言一定要執行”，開羅宣言一定要做，所以大家想一下，大家想，如果說開羅

公報，若是說開羅宣言若是不存在，為什麼要在 1945 年要再講一次？這幾個國

家像傻瓜？就是存在嘛！因為開羅宣言存在，所以後面才會有去跟它說要照開

羅宣言說的去做，對不對？所以後面這個波茨坦宣言，它的存在就是證明說開

羅宣言是存在的，不過存在是一回事，事實上它有什麼效力那是另外一回事。 

1945 年 8 月 15 號，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是日本投降，大家都知

道日本投降，那時候很多臺灣人聽收音機在說投降，投降就投降了，不是說臺

灣主權就不見了，對不對。 

 

好，再來 1945 年 9 月 2 號時，大日本帝國就簽署了一個《降伏文書》，降伏文

書，8 月 15 號宣布無條件投降，9 月 2 號時簽署了一個降伏文書，在東京灣外

簽署，這個東西是什麼用處呢？是說－好、不戰了、不打仗了，我們現在槍都

放下來了，子彈不再打了－這個意思而已，降伏文書就是這個東西，停戰協

定，不再打了，但是戰爭還沒結束，只是不打了，那個時候如果有人再拿槍起

來打是不可以的，這是違反停戰協定，但是因為戰爭還沒結束，所以這個降伏

文書出來是跟大家說不要再打了，這個意思就是這樣而已，所以上面寫什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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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它不會去影響到主權。 

同一天，日本政府它就遵照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大家都說他是美國人－對，

他是美國人沒錯，但他的身分是什麼？他的身分是「盟軍的總司令」，盟軍的總

司令意思是什麼？他所決定的東西，他所寫出來的東西，就是盟軍的東西，不

是美國的東西，盟軍－盟軍不是美國－盟軍是很多很多國家，美國只是其中一

個而已，麥克阿瑟就叫日本發布一個一般命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這

個東西裡面就叫蔣介石去中國、印度支那半島、臺灣、澎湖、北緯 38 度以北的

朝鮮，去那邊接受日本的投降，我們都知道這是日本投降；10 月 25 號的時

候，蔣介石派陳儀來臺灣，陳儀在 10 月 24 號到臺灣，10 月 25 號在臺北公會

堂，臺北公會堂就是現在的中山堂，臺北的中山堂，在那邊辦一個受降典禮，

受降的典禮，他在辦這個典禮時就說『臺灣光復』，臺灣回去祖國的懷抱了，在

同一個時間，他就成立一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個

東西，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大家覺得這是什麼？這是

中華民國的東西？還是盟軍的東西？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

灣省』前面有加沒加，其實意思是一樣的，不過前面加一個臺灣省，很多人就

想說，臺灣已經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了，它就是用這樣來騙你，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它就是軍事占領的一個機關，代表盟軍的，不是代表中華民國，不過，

反正中華民國它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過一年之後，1946 年 1 月 12 號時，行政院公布所有臺灣跟澎湖的人都恢復中

華民國國籍，大家都變成中華民國人了－行政院一個命令下來，大家就從日本

人變成中國人……這就是它的意思，不過英國就說不能這麼做，臺灣跟澎湖的

主權根本就還在日本那裏，你怎麼能用這種方式來處理？所以就被抗議，不過

我跟大家說，這個東西雖然說違反國際法上的東西，違反國際法上的規則，不

過，中華民國這麼做的時候，它是可以這麼做的，什麼意思呢？它可以這麼做

的意義是什麼？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它將臺灣跟澎湖的人當作中華民國的

人，所以臺灣跟澎湖的人，它就可以去要求中華民國保護他的權力，因為將他

們當成它的國民，所以國家要保護自己的國民，這是對臺灣跟澎湖的人有意義

的東西在這裡，不過別的國家不一定會承認這個，別的國家不一定會承認這

個，所以說這是中華民國自己喊爽的，不過中華民國喊爽的，別的國家知道它

是喊爽的，不過臺灣人不知道，所以我們知道說中華民國來臺灣這邊後，在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出來之後，它們有在臺灣這邊辦選舉，對不對，選舉議員，

那時候也很多臺灣人去參選，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不懂國際

法，他們不知道說中華民國這樣做不對，所以他們就被騙了，他們就去參加選

舉，還有人去當國民大會代表，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跑到中國參加中華民國憲

法制憲大會，還是有人去參加，不過這麼做，說實在話，這是中華民國自己歡

喜甘願要做這個東西，國際法上並不受到影響，臺灣跟澎湖人的國籍沒有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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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變成中華民國的人，仍然是日本人，是中華民國國家－我有把你當成是

自己人。 

1947 年 4 月 22 號，又是 4 月 22。1947 年 4 月 22 號時，中華民國政府把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改成臺灣省政府，這個東西是－可能會想說，說實在話，這是

臺灣人自己害到自己，為什麼會改這個？從行政長官公署改成省政府？因為

228 的關係，對不對，大家都知道 228 的時候很多臺灣人出來成立 228 事件處

理委員會，後來很多人都被槍打死，很多人被子彈打死，因為那時候有說撤銷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成省政府，要撤換陳儀，所以中華民國很高興，臺灣人

憨憨傻傻的，我今天用行政長官公署，一看就知道是軍事佔領，別人一看就是

軍事佔領，改成臺灣省政府別人就看不出來了，不過是你自己要求的，臺灣人

自己要求的，你要我就給你，所以改成臺灣省政府－國際法沒有用，是嗎？就

是不懂國際法才會做這種事；228 發生的時候，那時候有一群人、懂國際法的

人，他們寫信給聯合國說臺灣的主權還未定，你不能說就這樣變中華民國的，

他們要求聯合國來託管，不過大部份的臺灣人根本就不知道這東西，所以這個

要求，聯合國無法配合，因為臺灣人看起來根本就沒這個意願，臺灣人還叫中

華民國把行政長官公署改成省政府，它就說好你要我就給你，大家都開心……

所以臺灣人就這樣害到自己、就是被騙了，說起來也很可憐，不過很多事都是

這樣，到今天也是一樣－ 

1947 年 5 月 17 號時，臺灣省政府正式開始運作，1949 年 10 月 1 號，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政，中國就變成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我們現在都在說國共內戰，國

共內戰，我跟大家說，它有兩個意義，1949 年 10 月 1 號之前是一個中華民國

下面兩個政黨的戰爭－國民黨跟共產黨，1949 年 10 月 1 號以前是這樣，10 月

1 號以後是一個中國下面兩個政府在打仗，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另一個

中華民國政府，這兩個都是中國政府，沒有一個是臺灣的，沒有一個是臺灣

的，所以現在講中華民國政府是臺灣的，我覺得…… 

1949 年 12 月 8 號，中華民國政府把它的中央政府遷到臺北，遷到臺灣臺北這

邊這個時候，它變成了什麼？它的身分變成什麼，它變成流亡政府，流亡政

府，什麼叫流亡政府？流亡政府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在自己的領土裡面時

這叫做流亡政府，所以中華民國政府跑到臺灣這邊，就是流亡政府，國際也是

這麼看待，國際上也是這麼看待，不像國民黨的書裡面寫什麼撤退到臺灣，它

覺得臺灣本來就是它的，不是！轉進也是一樣，轉進要轉去哪？轉來害臺灣！

這個東西，它就是跑到不是它的地方時所以叫做流亡政府，流亡，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流亡了，我們都知道歐洲很多國家，像法國也有流

亡政府在外，下面本來有一個維琪政府，另一個自由法國在外面，像是波蘭，

像是挪威、芬蘭、瑞典……這些都變過流亡政府，這些都流亡政府，都流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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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英國倫敦，流亡到倫敦，中華民國很愛說說中華民國政府遷到臺灣來，

說如果臺灣不是它的，它怎麼有辦法來到這邊？如果照這樣說，那英國倫敦是

哪個國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麼多國家的流亡政府都跑到它那邊去，如果

照中華民國的說法，你的政府跑到哪那就是你的，那英國倫敦會是誰的？這麼

多國家在那邊，要怎麼分？所以這就很好笑！ 

當然了，中華民國政府也是有機會說不再是流亡政府，很簡單，它就移回去金

門和馬祖，它就不是流亡政府，金門馬祖就是中國的領土，臺灣跟澎湖不是。 

 

國際法與台灣法理地位變遷 PART 2 

• 演講影音 

 

1950 年 6 月 25 號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就說臺灣海峽中立化，我跟大家說，

在這之前，國際的態度是說－反正臺灣早晚是中國的，這是事實，韓戰以前，

世界態度是說－反正臺灣遲早是中國的，就不要去參與了、不要去管了，這個

時候很多人說，他們也很清楚說臺灣仍然是日本的領土，但反正日本戰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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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中國也是贏方盟軍的一員，所以說臺灣，之前也說要將臺灣交給中國，所

以就不管，不想管，所以那個時候很多態度是說－法理上，臺灣澎湖仍是日本

的，但國際上的態度是反正變成中國的也沒關係，所以有人在問說為什麼既然

說臺灣跟澎湖是日本的，那時候不是中華民國的，為什麼國際上其他國家好像

不是很認真要處理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很忙，戰爭才剛打

完，自己國內的事都處理不完了，還要管臺灣這邊的事……所以那個時候，很

多國家的態度－這跟我們沒關係，你那一個小小的小島事，隨他吧～那時很多

國際的態度是這樣，不過韓戰爆發之後，就不是這樣了，因為那時會覺得說共

產國現在跟資本國在打仗，如果說韓國，朝鮮半島被拿下，之後臺灣再被拿下

－那慘了，太平洋就沒辦法保護了，所以那時美國就說：臺灣不能被共產國拿

去，所以有『臺灣海峽中立化』，它的第七艦隊就開進來了，對不對，大家都知

道那時候第七艦隊就開進來了，這個東西到這邊，剛才有人舉牌說要休息，大

家要休息五分鐘嗎？十分鐘？好先到這邊，十分鐘，謝謝！ 

 

剛才說這個杜魯門總統，美國杜魯門總統，他在說臺灣海峽中立化，一直到這

個時候，臺灣主權的問題才拿出來講，真的拿出來講，國際上真的拿出來講，

所以大家要想一下，對，按照國際法，臺灣在這個時候仍然是日本的領土，為

什麼在這之前，國際上看中華民國在臺灣這邊亂搞好像沒什麼反應，為什麼是

這樣？這就是－大家要想說這就是『開羅宣言』的影響，所以，很多人說開羅

宣言沒有用、不存在，不是，你在說這個東西的時候，開羅宣言的影響是什

麼？它的影響是政治上的影響，不是法律上的影響，因為這寫下去了，有的人

就看到了，那就照這樣做，雖然這不是法律上的東西，不過反正在政治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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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這就是說，好，我答應你的時候，我會說我就照我之前答應你的東西來

做事，像我們跟朋友在講事情時，你不會把每一項都寫下來，對不對，今天我

要出去，你開車來載我，你會故意寫一張契約說你什麼時候在哪裡接我？不會

嘛，這種東西，這種不是真的，國際法上條約的東西，你有寫進去，有沒有簽

是另外一回事，你有寫進去，大家有同意，有說有這個意思時－這就是政治的

力量，力量在這邊，所以說開羅宣言雖然不是一個條約，不過這個東西確實存

在有政治上的影響力，就是讓國際上－為什麼在韓戰之前對中華民國在臺灣這

邊亂搞都沒反應，原因就在這邊！所以中華民國也很開心，反正大家都沒在

管，我偷偷在臺灣這邊亂搞，大家都沒反應，所以說、這就是大家都同意臺灣

是我的，中華民國都這麼說，對不對，你看，中華民國的外交部，你現在去問

統派的，他們都會說臺灣 1945 年就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了，哪有全世界的人都

不管－不是啦，不是說那是不是你的，因為說政治上的影響，所以，讓你說別

的國家不管你，不過就是因為法律上臺灣澎湖仍是日本的領土，所以才有臺灣

地位未定的東西出來，如果國際法上你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哪裡來的臺灣地

位未定，對不對，所以因為在法理上，臺灣跟澎湖不是中華民國的，所以在

1950 年時，那時臺灣地位未定才說得出來；這個影響下來，1951 年 9 月 8 號

時，日本跟 48 個國家，要注意，48 個國家都是同盟國，不是只有跟美國簽，

它跟 48 個國家簽，48 加 1 個 49 個，49 個國家簽舊金山和約，”這有 49 個，不

是 2 個”，所以很多國家說這也是另一個法理的東西，有的人說美國就是打敗日

本，所以這些東西都美國說了算，如果真的是這樣，舊金山和約不用這麼多國

家來簽，美國跟日本簽就好了，為什麼要這麼多國家來簽，同盟國打倒日本，

不是美國一個國家，我知道現在有一群人認為臺灣現在是被美國佔領，這就是

對法理的理解可能跟國際法不太一樣才會變這樣；舊金山和約裡第二條 b 項裡

面寫說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的權利，權利、名義和請求，這是什麼？完全放

棄、什麼都放棄了。我知道有一群人他們說這邊沒有寫主權，他說這邊日本是

放棄權利，權利、名義和請求，它沒有放棄主權，所以它沒有放棄臺灣的主

權，錯了，很大的錯誤，絕對不是這樣，這種放棄的方式，它說放棄權利，放

棄權利、名義，放棄請求，這三個東西是完全徹底地放棄，什麼都沒了，日本

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不是說主權兩個字沒有寫出來就表示它沒有放棄主權，不

是這樣，因為主權是什麼東西？主權就是這三樣加起來，從主權裡所延伸出的

東西，就是這三樣有講到的東西，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我有一間房子，我

有一間房子，別人進入我的房子時，我可以趕走他，因為”這間是我的房子”，

對不對，因為我有這間房子的所有權，所以別人要進去時沒有經過我的同意進

去時，我可以叫他出去，這就是我對房子的所有權所衍生出來的權利，那所有

權是什麼？所有權就是說－剛才這裡有說權利，權利、名義和請求，權利，權

利就是說：我叫你出去，我有權利叫你出去，這就是權利，什麼是權利名義？

我的所有權；什麼是請求呢？就是說你不出去，我去法院告你，這就是請求，

所以就是說權利名義就是最根本的東西，權利是由這個根本的東西所衍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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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衍生出來，就像有一棵樹結果，這個果實就是權利，樹就是權利名義，那

這個請求是什麼？你可以去摘的這個動作，所以說這三樣東西就是說，日本就

說好，不只說我放棄主權，主權就是權利名義，從主權衍生出來的權利，我也

放棄，第三項是什麼？對這個衍生出來的權利，我本來可以去法院告狀、去要

求的東西我也放棄，所以這是完全放棄－從頭到尾完全放棄，所以這是徹徹底

底地放棄，不是沒寫主權就沒放棄主權，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之前有聽臺灣民政

府在說那個－我說實在那都是亂說，那都是亂說，它們就利用說你就不懂英

文、不懂日文，所以我就隨便翻譯，說就是這樣，這就是亂搞，這就是有時會

害死人，所以我聽到臺灣民政府就很生氣。 

第二條 f 裡面有說日本放棄南沙跟西沙群島，這兩個群島的權利都放棄，它放

棄這兩個地方跟放棄臺灣澎湖的方式是一樣的，完全一樣，所以這個意思是什

麼？臺灣跟澎湖的法理地位跟南沙西沙是一樣的，法理上都是如此，所以臺灣

跟澎湖如果主權未定，這兩個地方也是一樣，主權未定，中華民國說那是它

的，當然我在說，剛才前面有說南海仲裁，南海仲裁我們都有聽過說，中國說

它的九段線，九段線，中華民國更加厲害，它 11 條，多 2 條，為什麼多兩條？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它跟越南關係比較好，所以靠越南那兩條它放棄，它

不主張，所以剩九條，所以中華民國有 11 條，它 11 條，它說這些圈起來都是

我的，這都我的－再說一個更有趣的東西，中華民國說這 11 條線，這裡面圈起

來都是它的，不過這裡面有多少島嶼，它根本就不知道，1945 年時它根本就不

知道，那它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東西？1945 年中華民國來臺灣接管，接管時日

本將資料交給它，那個時候知道原來日本調查地這麼清楚，所以中華民國知道

有這麼多島嶼是因為日本的關係，你想想看，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東

西，你說這個東西是你的……這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後面跟著的那個中華

人民共和國也是一樣，它就說我比較大我就洗腦它，中華民國這麼小－ 

1951 年 11 月 19 號，我就是要說這個，日本的天皇認證了舊金山和約，他認證

了。什麼意思？我是故意寫這一條出來的，因為現在有人仍然認為說臺灣澎湖

是日本的領土，他說因為日本天皇沒有簽，因為他沒有簽舊金山和約，因為說

那是日本政府簽的，好啊，我就跟你說，1951 年 11 月 19 號時，日本天皇認證

－我承認了，怎麼樣，我有簽，印章都蓋了，有承認嗎？他有承認日本放棄

嗎？所以這個，有一群人在說這個，說什麼臺灣澎湖的主權是日本的，就是故

意掩蓋這些，故意掩蓋這些不讓你知道，前面就說是日本政府簽的，日本天皇

又不同意，他不同意認證什麼？！你證明什麼，印章都蓋下去了，日本天皇已

經承認，日本已經放棄臺灣澎湖，所以，像這種說什麼臺灣澎湖仍然是日本的

－這個拜託別相信了。 

另外一個，有人說現在臺灣人仍是日本人，說臺灣仍然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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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4 月 19 號日本政府發布一個命令，它說臺灣跟澎湖的人在舊金山和約

生效那天開始他就沒有日本國籍了，所以，這是什麼意思？日本政府早早就宣

布臺灣跟澎湖的人不是日本人，在舊金山和約生效那天－1952 年 4 月 28 號時

－臺灣人跟澎湖人就不是日本人了，日本政府說得很清楚，說得很清楚，那一

樣有人說這就是日本政府，就是說這些日本都同意了，它都蓋章了，抱歉，都

有蓋了，所以除非你有辦法說日本天皇蓋過的東西都不承認，你才說臺灣澎湖

是日本的，你才說臺灣人跟澎湖人是日本人，不過你想想看，你要這麼說你就

要先說日本天皇蓋過印章、承認的東西是不存在的，那你現在還在說臺灣跟澎

湖是大日本帝國的人，那日本天皇到底是你的誰？他做的東西你來解釋嗎？所

以這個東西法理上很清楚，臺灣澎湖不是日本的領土，臺灣人澎湖人不是日本

人，這就是法理，不管你心裡有多喜歡日本，沒有用，國際法不是這樣，不是

說喜歡它，它就會給你。 

1952 年 4 月 28 號時，臺灣跟澎湖就不是日本的領土，因為說在舊金山和約裡

面只有寫日本要放棄，沒有說要給誰，所以就『未定』，到底有誰知道，同一

天，這是中華民國最愛說的－它說日本跟中華民國在那一天簽署了一個中日和

約，現在說台北和約，它說你那天簽署了，所以說這就是日本，它就將臺灣跟

澎湖交給中華民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也是騙人的，第二條裡面，中日和約

／台北和約裡面寫雙方承認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放棄臺灣、澎湖、南沙、西

沙這四個地方，放棄了，這樣而已，只有這樣寫，所以兩個都承認日本放棄，

這就是中日和約；第四條，第四條中華民國很愛說，第四條就是說 1941 年 12

月 9 號以前的條約都廢除，中華民國就說－廢除的時候，馬關條約也廢除了，

所以臺灣跟澎湖就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就回去了－這是他們的解釋，不過法

律上不是這樣講的，法律上不是這麼處理的，因為這個東西，我跟大家說，今

天你將你的房子賣出，你的房子如果已經轉過去了，登記完成了，那個東西就

是對方的，你這個契約，如果當初就是合法的，是大家歡喜甘願地簽署，沒有

歡喜甘願也一樣，就是照法律規定簽署的東西，也照這個去完成房子的登記，

這就是別人的，之後將這和約撕破，房子仍然是別人的，你要拿回來時，要另

外再簽一個，說好、這個東西給你，這不是還，是給，所以當初是說－如果說

照這樣處理時，它說廢止中日這個條約，這個馬關條約，這是說你已經將房子

登記給對方，你還把契約撕破，意思就是這樣，所以你撕破了，房子還是對方

的，因為登記已經完成了，你將契約撕破沒有用，你要轉回來的時候，你仍然

要經過登記，所以，將馬關條約廢除－意思就是這樣，它不會影響到以前完成

的事，但是會影響以後要做的事，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今天我有一間房子，我

將房子租給你，你說要租我的房子三年，第二年的時候，我說房子不租給你

了，契約到今天為止，影響是什麼？從停止那天開始，我的房子就不租給你

了，你也不用付租金給我，但在這個時候，你可以要求我將之前的租金還你

嗎？可以嗎？不能嘛！今天我將房子租給你，你已經用兩年了，你付租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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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我說不再租給你了，我拿的租金不用還給你，因為你也有用到，所以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說當廢止的時候，本來以後要繼續繳的東西，要繼續給別

人的東西就不用給了，但是你之前給他的東西不能拿回來，臺灣澎湖就是這

樣，按照馬關條約，這個東西已經給你了，所以停下時我不能拿回來，就像租

金付給你了，你不繼續租給我時，我不能將租金拿回來，就是這個意思，所

以，廢止沒關係啊，反正那就是他的阿，那這個－大家可能聽起來一頭霧水，

我知道這有點麻煩，不過這就是法律上，法律上有兩種處理方式：有的契約簽

了就要一直做下去，有的是簽了之後做一次就完成了，之後是狀況持續下去，

但要做的事已經完成了，像這種的，你將契約停止時，因為要做的事已經完成

了，所以沒有事情要做了；另外一個是說，你本來要繼續做什麼事，你停下來

就不用做了，這是有兩種特殊的東西，說起來比較複雜，沒關係大家就這麼記

就好；第十條，中華民國也很愛講，它說臺灣跟澎湖的人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國

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裡面是說把他當作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當作是中華民國

國民”，不是說你是，你是就不用寫了，對不對，像是說－我把你當作狗，你是

狗嗎？不是，你不是狗你是人，因為你是人，你不是狗，所以我可以將你當成

狗，說難聽一點，臺灣人被當成中華民國的國民就差不多被當成狗了，不是

嗎？現在我們覺得臺灣人要走到國際上很厲害，中華民國就是這樣，將臺灣人

害得很慘！ 

1952 年 8 月 5 號時，中日和約生效，講一個很有趣的東西，中華民國在說，它

說因為它在舊金山和約生效那天簽署中日和約，所以臺灣跟澎湖就由日本交給

中華民國，不過你看：1952 年 4 月 28 號時，是舊金山和約生效的時候，它會

說那個時候生效，為什麼中日和約，它只說簽約而已？為什麼不照生效那天來

算？法律上都是這樣，你什麼時候簽跟什麼時候生效，這可能是兩個不一樣的

時間，那什麼時候契約才真的有算數？是生效的時候，在之前那天簽、落款

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之前 2014 年時發生 318，對不對？那時有說服貿，

為了服貿的事情對不對，服貿是什麼東西？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對不對，這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什麼呢，他前面已經先簽了，先簽了，對不對，後來又

送到立法院審查，立法院要同意才有效，所以什麼時候簽跟什麼時候生效這可

能是兩個不一樣的時間，真的有算數是生效那天，如果沒有生效就不算數，那

有簽就跟沒簽一樣，所以現在說服貿協議現在還沒生效，因為中華民國的立法

院沒通過，它很早就簽了，它就先簽，簽好再送回來，都是這樣，舊金山和約

前面也會說它是 1951 年 9 月 8 號簽的，不過它是 1952 年 4 月 28 號生效，所以

簽了是有可能有效，真的有效是生效的時候，所以中華民國都隨便混為一談，

明明就說要生效，真的生效才有效，它就故意說中日和約只有簽而已，它就說

它的效力比舊金山和約強－你簽的比生效的還強－這有道理嗎？！這是中華民

國邏輯很差，但很多人都相信，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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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12 月 2 號，中華民國跟美國簽一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也是中華民

國很愛說的，裡面是說 12 月 2 號簽，1955 年 3 月 3 號換文生效，只有第六條

裡面寫說：臺灣跟澎湖是中華民國在管的地方，但中華民國的翻譯，寫說這是

它的領土－中華民國最愛做這種事－亂翻譯，它這樣寫你就會相信，臺灣澎湖

真的是它的領土，不、不是！英文裡用的字是 territory，territory 在法律上是指

管轄的地方，你管不一定是你的，對不對，你管不一定是你的，就像現在住在

公寓，很多人住在一起對不對，有所謂的社區對不對，社區裡有管理公司，對

不對，管理公司有在管社區，但社區是管理公司的嗎？對不對，給你管－ 

中華民國在翻譯的時候，它就故意用領土去寫！另外是說，美國它的國會，它

在批准這個條約時是說”這個條約不會去影響到臺灣地位未定的問題”，不會去

影響這個狀況，意思是說：我是跟中華民國簽的沒錯，不過簽了也不會改變臺

灣跟澎湖的法理地位，這是 1955 年的事情，中華民國說他 1945 年的時候拿到

臺灣主權，所以說中華民國最喜歡說美國，不過美國也說這不會去影響到－在

這邊要說一點，最近這民視，大家知道那個郭倍宏對不對，他說他就是認真在

做臺獨的事情，所以現在有一群人要把它（中華民國）推翻，對不對，他之前

有弄一個臺灣學堂，對不對，臺灣學堂裡面就請很多前輩、很多教授，很多教

授在裡面講跟臺灣法理、文化、歷史有關係的東西，在裡面有一位，相信大家

都認識，就是許慶雄教授，許慶雄教授他的主張－對臺灣地位的主張－我覺得

說：很危險！因為他認為說臺灣主權是中華民國的，我是覺得很有趣，因為他

說臺灣主權是中華民國的理由跟中華民國說臺灣是它的－理由完全一樣，我說

實在話，我不是……我是感覺說為什麼他會這麼想？有一個機會聽到剛好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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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許慶雄教授這麼講，是希望大家有危機意識說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

國又是中國－所以臺灣人會認真努力去建國、獨立？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問題

是說：臺灣人認為說臺灣的主權是中華民國的已經七十多年了，是有多少臺灣

人有危機意識？過去七十多年，很多人都認為說臺灣主權是中華民國的，若是

說二十年前，之前那個時候還在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時候，那個時候很多臺

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所以你認為說臺灣的主權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是

中國，你說會讓臺灣人想要建國、想要獨立，我覺得這邏輯好像有點怪怪，如

果因為這種想法，就會認真要建國，應該很早就建國完成了，我覺得這反而是

說，讓大家想說既然說臺灣是中華民國的，那我就把它改好就好了，就不用建

國了啊，這就是『國家正常化』，國家正常化就是從這邊生出來的，國家正常化

它的一個條件就是－臺灣、澎湖是中華民國的。 

好，來，1971 年 10 月 25 號聯合國大會 2758 號這個大家都知道，裡面說中華

民國政府無法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這個東西，這件事情在很多報紙、新聞、

電視上面都在說臺灣退出聯合國，我要問一下說：臺灣什麼時候加入聯合國

了？還有人說臺灣創立聯合國、臺灣創立 WHO……這都很有趣，這聯合國

2758 號決議裡面完全沒說到臺灣跟澎湖主權的問題，完全沒寫到啊，它說驅逐

蔣介石的代表，它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是合法的中國代表，將蔣介石

的代表趕出去……等等啊，沒說到臺灣跟澎湖啊，所以中國說 2758 號決議說臺

灣澎湖是中國的這也是亂說，不過在臺灣這邊有人照這樣在說，所以就想說－

這群人到底在想什麼？被趕出去，被趕出聯合國的是中華民國政權，不是臺

灣，絕對不是，所以我們如果看到有人在說什麼臺灣退出聯合國，別騙人，沒

這種事情，沒加入過是要怎麼退出？！不曾加入過齁～所以說之前中華民國說

要返聯、回去，返聯，對不對？中華民國說要返聯，臺灣會說要入聯，這就是

思考點不一樣，沒有出去過，沒有進去過，你進去就是第一次進去，所以是入

聯，中華民國是被趕出來的，所以它要回去，所以是返聯，所以返聯、入聯這

就是看的觀點不一樣，不過最重要的是說－你不能說臺灣退出聯合國，臺灣沒

有進去過。 

好，來，1972 年 9 月 29 號，日本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它說它是真正

的中國政府，中日和約就廢止了，影響是什麼？日本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了－我

們知道之前前面在說中日和約是講什麼？說將臺灣跟澎湖的人看成是中華民國

的國民，對不對？所以這個沒有了的時候，日本就不會將臺灣跟澎湖的人看成

中華民國的國民，因為沒有中華民國這個東西，日本政府的眼睛看不到中華民

國，所以你不是中華民國國民，不過你是臺灣治理當局下面的，臺灣治理當局

是什麼？剛才前面有說－不是，真正的臺灣治理當局不是流亡政府，真正的臺

灣治理當局是 1945 年那個『行政長官公署』，後來變成『臺灣省政府』的那個

東西，這才是真正的臺灣治理當局，為什麼現在將中華民國政府叫作臺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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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為什麼？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將那個臺灣省政府那個東西都包下來了，都

它在做，都它嘛，所以中華民國政府看起來就跟臺灣省政府沒什麼差別，所以

說，說實在也是很有趣，很多人說以前那個什麼直轄市，直轄市，以前最早臺

灣都沒有，本來臺灣省，後來一個台北市，接下來高雄市，現在變成六個，很

多人說很讚，變成直轄市，變成直轄市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這個被宣布是直轄

市的地方就變成中華民國行政院直接在管的地方，它將它綁緊一點，你如果本

來是臺灣省的東西，你要切開還比較簡單，你現在變成直轄市的時候，你變成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行政院直接在管的，你知道這是什麼意

思？你跟中華民國的關係就更緊密，這就是變成直轄市的意義。 

1979 年 1 月 1 號，美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政府才是

真正的中國政府，一樣，它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說法，就是

說－前面這個－1972 年的時候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們現在看報紙

上都怎麼寫：臺日斷交，有沒有，臺日斷交，1979 年是什麼？臺美斷交！我就

說－臺灣是什麼時候跟人家建交過？不是說中華民國，你說建交也不是建交

啊，日本跟中國一直都是建交的，日本跟中國一直都建交，它們都是邦交國，

它只是跟不同的中國政府交往而已，只有這樣而已，日本跟中國一直都是好朋

友，建交、有建交，好朋友沒有建交有建交，之前是跟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交

往，之後換成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交往，美國也一樣，1979 的時候，本來它

跟中華民國政府交往，現在改成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交往，不過仍是跟中國

交往，所以沒有什麼斷交，臺灣跟美國，臺灣跟日本，沒有斷交過，不曾建

交、要如何斷交？！沒有結婚、怎麼離婚！ 

1979 年 4 月 10 號，美國總統就簽臺灣關係法，就算回去 1979 年 1 月 1 號的時

候生效，這個臺灣關係法，可能要說一個重點，很多人說－美國會去寫一個臺

灣關係法，是不是說臺灣是美國的領土，所以美國才會去寫一個臺灣關係法？

有人可能會這樣講、這樣解釋，我是知道說這個－之前有一群人也是這樣想，

不過，美國也有一個香港的關係法，所以香港是美國的領土，是嗎？因為說我

寫一個關係法，所以那個地方就是它的領土，如果這麼厲害，那臺灣可以寫一

個地球關係法，對不對？全世界都是臺灣的領土，不是嗎？所以一個國家它寫

什麼，它自己裡面它用什麼法律去寫它跟別的地方的關係，這跟它有那個地方

的主權沒關係，臺灣關係法是什麼意思？臺灣關係法是在做什麼？臺灣關係法

不是在寫說你要如何處理它的領土要怎麼管，不是這樣，它在處理的是說美國

現在跟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正式的關係，你要怎麼處理現在住在臺灣跟澎湖這邊

的人之前跟它的關係，是在處理這個，因為它跟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正式的關

係，沒有官方的關係，不過它跟臺灣澎湖的人仍然有法律上、經濟上的交往，

對不對，所以這要如何處理呢，本來這群人是中華民國政府，它可以用一個國

家的名義跟美國互相在處理事情，現在沒有，要怎麼處理這個東西？所以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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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臺灣關係法，它在處理的方式就是說、它的目標就是說－它要維持美國跟

臺灣及澎湖的人，這邊住的人非官方的關係，非官方的，民間的，所以我們知

道說 AIT，AIT 它就是民間的啊，它就是一個民間的機關，一個民間的組織，雖

然我們在說它其實就是跟美國大使館一樣的東西，它做的事情是差不多啦，基

本上是一樣的，不過它法律上的地位，它就是民間的組織，原因就是說因為美

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所以它要用這個，我說一個很簡單的，你如果真的說臺灣

澎湖是美國的領土的時候，美國為什麼不直接用一個官方的東西放在這裡就

好，這不是你的？你為什麼要曲曲折折弄一個民間的東西？ 

來，再來，臺灣關係法第十五條，裡面寫的是說，它說，原來那個中華民國政

府，它說，它是臺灣治理當局，有一個重點：可以換。可以換。所以對美國來

說臺灣關係法它的意義是什麼？它的意義是說今天如果臺灣跟澎湖這邊，如果

有一個政府、有一個機關，有辦法好好地將臺灣跟澎湖這邊管好，有辦法好好

來處理臺灣跟澎湖這邊的人的問題，能夠代表它去跟別的國家去交往的時候，

美國就跟這個能夠跟別人交往的這個機關跟它做好朋友，不過，它不承認這個

東西是國家，所以，這個東西，很多人在看說臺灣關係法，如果說今天中華民

國政府若是被搞倒或是不見，美國就不會照臺灣關係法來處理，沒有啦，按部

就班的做啦，不能改啊，裡面寫得很清楚，它的重點就是美國要跟能夠將臺灣

跟澎湖好好管理的機關，跟它交往，這樣而已，這樣而已，因為它不承認這個

機關是國家，所以，它在臺灣關係法裡規定說，雖然說你不是一個國家，不

過，遵照臺灣關係法，我將你當成一個國家來看待，所以我們來想這是什麼意

思？今天如果我們去美國，去那邊法院要告，要告，要告官，告說誰欠我錢什

麼的，你就是要去法院告，對不對，在法律上你要有一個地位，它要承認你是

一個人，一個人，它說一個自然人，一般的人，活生生的人，另外一個是法

人，譬如公司、國家、政府這些，這就是法人，對國家來說，它去承認另外一

個國家的時候，它承認那個國家，它就是說它的這個國家的政府可以代表那個

國家，在美國這邊去告別人，所以，美國在處理的就是說，像是說今天如果臺

灣治理當局－現在蔡英文政府－它如果在美國這邊要告別人時，要告別人的時

候，如果沒有臺灣關係法的時候，它什麼都不是，不過有這個臺灣關係法的時

候，因為它是臺灣治理當局，所以它將它當成是像是國家一樣，像是國家政府

一樣，所以這個是這樣的意思，不是說臺灣澎湖是美國的領土，不是說臺灣美

國就要照美國的法律去管，不是，它是在規定說臺灣跟澎湖的人如果跑到美國

那邊，雖然我不承認現在在管臺灣的這個機關是一個國家，不過我會將它當成

一個國家來對待，將它當成是一個國家，剛才前面也有說過，你不是中華民國

的人，不過將你當作是中華民國的人，現在就是說，臺灣治理當局不是國家政

府，不過將你當成國家政府，這是臺灣關係法，它可以影響的對象是誰？美國

政府、美國總統，沒有了。不會去影響到臺灣，當然有人在說，不過美國那個

AIT 在臺灣這邊影響應該很大，我跟你說影響是什麼？那是美國有辦法去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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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因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當初能夠流亡到臺灣是因為美國的

幫助，那時候政府要移到臺灣這邊，逃跑來臺灣這邊，難民什麼的、軍隊要逃

跑到臺灣都是美國幫忙的，軍艦將它運過來、飛機將它載過來，對不對，在這

邊快要吃土的時候，美國拿錢、拿麵粉給他，什麼奶粉給他，對不對，它拿這

個奶粉，美國說分給臺灣人，不過它就不會給臺灣人，本來應該是免費，免錢

給你們吃，它變成是賣給你，所以，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來說，美國實在是再

生父母，所以它很聽美國的話，對不對，原因是這個，說實在也是飲水思源，

不過對臺灣人來說，美國這樣做對臺灣是沒好處的，所以是說，因為中華民國

的人利用這個理由來說，說美國就是重視它是中華民國政府，所以說臺灣人不

能將中華民國搞倒，否則美國就不幫臺灣人的忙，不是，根本就不是！事實上

如果能夠有另外一個政府好好管理臺灣跟澎湖，美國就會跟這個政府、跟這個

機關合作，就是這樣而已，不一定是中華民國政府，可以改的，（臺灣人都被騙

了），是啊，當然啊，騙啊，騙了七十多年，臺灣很多人說美國有多讚，拜託～

美國－美國對臺灣人實在做了很多壞事，所以，臺灣跟澎湖…… 

 

我們來說法理地位。 

臺灣澎湖法理主權未定，不管怎麼說～『未定』，不管你怎麼解釋，未定就是未

定，有的人在說什麼我們去投票，投中華民國總統，參加它的選舉什麼的，所

以臺灣的主權就變成中華民國的，沒這種事情，因為如果照這個理由說的話，

好，簡單啊，今天我辦一個臺灣總統的選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投，所以全

世界就變成我的領土了，我現在用網路，很簡單啊，我今天弄一個什麼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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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嘉義國總統，我宣布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選，投票選說嘉義國的總統是

誰，所以全世界都有人來參加，所以全世界就變成嘉義國的領土了－自決不是

這樣自決的，這也是為了要幫那個，幫民進黨政府拿那個權力，這是一個理由

啦，這本來是政治上，為了政治上要拿到選票在說的東西，後來講久連自己都

相信了－這都是害到臺灣！所以臺灣主權未定，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不是中

華民國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是日本的，不是美國的，有人說，那麼

臺灣的主權是不是臺灣人的，我知道現在有一群人也是這樣想，說臺灣的主權

是全體 2300 萬臺灣人的，像阿扁也這樣說……一個很簡單的東西，什麼叫做主

權？主權是什麼？主權在國際法上，它是一個國家能夠要求別的國家不能干涉

我的權力，所以主權，誰可以主張？抱歉，國家，國家才能夠主張主權，一般

的人不能主張主權，一個很簡單的，我如果今天跑到美國 AIT 說我要行使我對

臺灣的主權，它會理我嗎？腦袋壞掉～所以這種說什麼臺灣的主權是 2300 萬臺

灣人的，這就是不懂國際法的人在說的東西，這個，我跟你說，為什麼有這種

說法出來，說難聽點，這跟中華民國憲法有關係，中華民國憲法裡面有一條說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旁邊有一個小標題寫說：國民主權，所以覺得

說主權就是國民，拜託，這是什麼意思，你今天說臺灣的主權是 2300 萬臺灣人

的，你就是將一個國家憲法裡面寫的東西當成國際法的東西，你用一個國家的

憲法要決定國際法，有可能嗎？你一個國家寫你的憲法，很簡單你決定一個國

家的憲法要怎麼寫就，國際上就照著做，好啊，我今天就一個領土，臺灣的領

土，全世界，全世界的領土就變成臺灣人的，就是這個意思啊，所以用憲法去

看國際法，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你如果說臺灣的主權是臺灣 2300 萬人的，我

說這不對，你不能說主權，你可以說什麼？你可以決定、決定臺灣跟澎湖未來

的這個權利是在臺灣跟澎湖人的手上，你可以這麼說，你有決定的權力，你可

以決定說，好，臺灣跟澎湖現在領土的主權未定，不過你有權力，你的權力是

什麼？你可以決定這個主權，這個領土的主權要給哪一個國家？這是自決權，

重點就在這裡，你可以決定這個主權是哪一個國家的，你可以將它給哪一個國

家，這個國家可以是新的，也可以是舊的，如果是新的就是建國，什麼意思？

我建一個國家，我將臺灣跟澎湖的主權給它，對不對，這個時候，這個國家，

它就有臺灣跟澎湖的主權，這是新的；另外一種做法就是說，我將臺灣跟澎湖

的主權交給本來已經有的一個國家，這就是將臺灣跟澎湖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

一部分，這個國家隨便你講，日本也可以，中國也可以，英國也可以，美國也

可以，重點就是說，臺灣跟澎湖的主權，臺灣人可以決定它要給哪一個國家，

但你不能說它的主權在臺灣人手上，你可以決定不表示說這個權力就是你的，

因為國家才有辦法有主權，你可以決定誰有主權，就是這樣，所以…… 

Q 什麼叫國家？它組成的要素要怎麼樣？ 

A 這個，多謝，這個問題有人要試試看嗎？什麼叫做國家？它的要件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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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一個國家？ 

聽眾：領土、人民跟憲法 

A 領土、人民、憲法，好，這是一個說法，還有呢？ 

聽眾：還有軍隊 

A 軍隊，好，還有？好，來，我們來看，有國家沒有軍隊嗎？有嗎？梵諦岡就

沒有軍隊，有國家沒憲法嗎？有喔，沙烏地阿拉伯那邊的國家都沒有憲法喔，

它們都是君王制，所以有沒有憲法跟是不是國家沒關係，沒有軍隊仍然是一個

國家，說一個很簡單的，請問日本是不是一個國家？是，日本有軍隊嗎？沒

有，對，自衛隊，所以說，有沒有軍隊跟是不是一個國家是兩回事，當然，你

有軍隊可以保護自己，這沒問題，但這軍隊不一定要是你自己的，像是很多國

家是找保護國，它有找到保護國，像是現在有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國，以前可能

是美國的殖民地，它們獨立之後，因為一個軍隊很浪費錢，要花很多錢，那就

請美國來保護，所以它的軍隊可能是美國的軍隊，它只出了一點錢，所以有沒

有軍隊跟是不是國家沒關係；有沒有憲法跟是不是一個國家也沒關係，很簡單

啦，國家先出現還是憲法先出現？國家先出現，憲法是在做什麼？憲法是在做

什麼？大家想想看，憲法是一個國家的國民，他們在規劃這個國家要怎麼管的

一個計畫書，所以，憲法裡面它會規定說你的政府要長什麼樣子，你人民的權

力要怎麼用，你這個政府、你這個國家要保護人民什麼權利，所以，國家一定

是在憲法之前先出現的，你要先有國家再有憲法，你如果沒國家，你沒辦法只

用一個憲法來生一個國家出來，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說它是先用制憲就變成一

個新的國家，沒有這種事，沒有，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法國，法國現在是

什麼？法國現在是叫第五共和，第五個、第五共和，什麼意思？基本上每一個

共和：法國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它這個共和都有一個

東西：憲法，它每生一個憲法出來，它那個共和後面就加一，所以，法國第五

共和國，它之前有制憲制五遍，不過，法國仍然是法國，第一跟第五是同一個

國家，中間它有換喔，中間是不是有拿破崙，對不對，一個拿破崙他自己當皇

帝，另外一個他的侄子，兩個都拿破崙，對不對，中間有變，法國那個法國帝

國，法蘭西帝國，第一帝國，後來又換共和，後來又換一個帝國，後來又換共

和，不過，不管你是用共和國，有憲法的，還是說你用帝王體制的，沒有憲法

的，它仍然都是法國，所以你有沒有憲法跟你是不是一個國家沒關係，一個國

家你可以用各種的體制，像是英國，它本來也沒有憲法啊，對不對，它是後來

才出現大憲章，才開始有憲法這種概念出來，像有人在說美國，美國它是什麼

時候？1776 年的時候宣布獨立，它的憲法過了十幾年後才出來，對不對，所以

你要先有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先有一個國家，才有辦法有憲法，因為憲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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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制訂的？憲法是國民制定，你要先有國家，你才有辦法決定誰是你的國民，

你有辦法決定誰是你的國民的時候，才有辦法去制憲，對不對，所以大家想想

看，現在有很多人在說正名制憲，我說有人說要制憲建國，我有一個很簡單的

問題問大家，請問今天你如果說臺灣人用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按照中華民國憲

法所規定的那個規則去制憲，你說你制一個臺灣共和國的憲法出來－有可能

嗎？誰可以參與？都是照中華民國的憲法去決定的，你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不能參與，你跟我說制出來的東西是臺灣共和國的憲法，有可能嗎？剛才說

到蒙特維多國家權利公約，這個說起來很簡單，裡面有四項，一定的人，一定

的人民，領土，一定範圍的土地，政府，有辦法去管，政府的功能就是說－管

土地跟管人，去管，管就是服務，正確的說法是服務，服務，服務人，服務土

地，讓這個有什麼發展，這是政府的功能；第四個是什麼，第四個很有趣，中

華民國會教你說是主權，大家有聽過嗎？土地、人民、政府、主權，對不對？

以前大家如果有唸過公民教育，公民道德什麼的？它叫你記起來嘛，考試會

考，填充題，裡面有寫一個主權對不對，它會叫這麼寫，不過事實上，大家在

看的時候，第四的那個要素那邊，跟別的國家來往的能力不是主權，為什麼不

能用主權？我跟大家說，因為這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你想，我剛才有講、主

權是什麼？主權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可以用的權力－對不對，所以要先變成

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才有辦法用這個權力，對不對，好，我請問，你說，你將

主權放在國家四要素裡面，那你這個主權是怎麼生出來的？你當初就要有一個

國家才有主權，對不對，你如果將主權放在四要素裡面，那有這個主權的國家

是什麼時候出來的，國中國嗎？國家裡面有國家嗎？像現在原住民在說的這

個，是這樣嗎？不是嘛～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它為什麼，中華民國會教你說主權

放在第四個？它就是故意在騙你啦，讓你弄不清楚，感覺說好像說我今天我如

果是一個國家，我就一定有主權，因為你沒有主權，你就不是一個國家，錯

了，是你不是一個國家才沒有主權，相反了，先有國家成立的時候才會有主

權，第四個是跟別的國家平等交往的能力，第四個這個能力是什麼？是怎麼生

出來的要想想看喔，很多人說我們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我們自己

就是一個國家，別的國家不承認我們沒關係，不過我問一下，你如果跟別的國

家用平等的地位，你是國家、它也是國家來交往時，它不先承認你是一個國

家，你有辦法變成一個國家嗎？你臺灣說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全世界都

不承認你的時候，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自己說了就算嗎？這個就是在

臺灣島內自己在喊，騙一些不知道的人，你反正全世界都不承認我們沒關係，

我自己承認自己就好了，我自己是一個國家－這樣就好了～問題是說，你要是

一個國家的時候，是別的國家將你看成是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才是一個國家，

對嗎，主權未定，臺灣澎湖的主權不曾給中華民國過，剛才有說，1945 年這個

就是蔣介石照麥克阿瑟盟軍總司令的命令來這邊接受日軍投降在管理的，軍事

佔領，到今天都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理由都說因為中華民國拿到臺灣澎

湖的主權，它後來繼承中華民國，所以臺灣澎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它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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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說，對嗎，我們再斬斷這條線，中華民國不曾拿過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你中

華人民共和國為什麼拿到臺灣澎湖的主權？所以前面那條線斷掉，中華民國你

不承認，法律上它也沒有，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拿到臺灣澎湖的主權，對

嗎，因為你說它繼承中華民國；美國，一樣，它只是盟軍裡的一員而已，國際

上也沒有什麼條約說將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交給美國，都沒有，沒有，沒有這種

東西，美國只是盟軍中的一員而已，所以，有人在說臺灣澎湖的主權是美國

的，我覺得說這個，這也是沒在讀歷史，看說美國好像大家都很喜歡，所以就

說臺灣跟澎湖是美國的，再說一次喔，中華民國會聽美國的話是因為沒美國中

華民國早就死了，它是吃果子拜樹頭，臺灣人跟著拜……盟軍全體－我跟你

說，盟軍是什麼東西？盟軍是很多很多國家結合要跟別人打仗的一個組織，這

樣而已，它本身不是一個國家，不是，它不是，所以它們的權利是什麼？它們

的權利是說我們一起去跟別人打仗，跟德國打仗，將日本德國打倒，之後我們

要怎麼處理，好，你中國就幫忙管這個，英國你幫忙管這個，蘇聯你幫忙管這

個，只有這樣而已，安排戰後要如何處理，只有這樣而已，它不是說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不是這樣，所以，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也不是盟軍全體的，臺灣主權

未定的根據是什麼，根據就是舊金山和約，舊金山和約裡面，當初它們在討論

的時候，很多國家就說得很清楚，它就說臺灣跟澎湖不是國家，臺灣跟澎湖，

說日本在舊金山和約放棄的地方，未來主權要如何決定要用國際法的方式去處

理，它就這樣說啊，裡面很多人都這樣說，它們自己說要用國際法的方式去處

理，現在有嗎？沒有啊，對嗎，所以，因為它們自己都承認說這個要按照國際

法去處理，所以就表示說，它們沒說那是它們的，如果說是它們的就不用再說

了嘛，對嗎，因為它們認為這根本就還沒處理掉，所以要－之後要照國際法的

方式去處理嘛，因為它們認為說這個問題還沒解決，所以才這樣說，當然，很

多那個，它們在說那個，它們資料都沒看仔細，所以就會胡亂下結論。 

好，剛才來說臺灣人民這個領土的主權是國家才有辦法去主張的，所以不是一

般人，所以不要將那個國民主權結合在一起，不要這樣，那個錯誤太大了，應

該說，說話，用什麼詞去解釋，去應用一個什麼東西，這是很重要的，你不能

說這都沒關係，那個馬馬虎虎都可以，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也可以，意思差很

多，用的詞要很正確，說得很清楚，這個時候才不會被誤會，中華民國成天都

在做這種事－在亂講，說這個東西也有這個意思，臺灣人說這樣好像也有道

理，所以就這樣接受了，不可以喔，臺灣人如果真的要處理事情，要處理臺灣

主權的問題，不能這樣隨隨便便；主權是未定，治理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當

初在盟軍的要求之下成立的佔領機構，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臺灣治理當局，這個

東西，我這裡有寫，從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變成臺灣省政府，之後，臺灣省政

府現在將它凍起來，對嗎？叫作凍省，對嗎，之後很多東西就讓中華民國政府

吸收了，都中華民國政府在做，所以我說本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它來到臺灣

這邊的時候，它只是一個流亡政府而已，不過經過這麼多年，很多東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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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交給它去做，看起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就變成臺灣政府了，你就是只看

表面的東西，你會想說中華民國政府就是臺灣政府，假的！ 

金門、馬祖主權，金門、馬祖就是中國的，就是中國的，只是現在被中華民國

政府所管，所以，它在管，法理，它是中國的在管的，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

管的，所以我們要分，臺灣、澎湖，金門、馬祖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臺灣跟

澎湖就是戰後的佔領，金門跟馬祖是流亡政府剩下的最後兩塊土地，那就是中

國政府。 

 

這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臺灣已經是一個國家了嗎？是不是？這裡，我們

說一個，現在很多講法，1949 年，有人說是，他說中華民國政府遷到臺灣，所

以就建國了，有人這麼說喔，他說什麼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有人這麼說，我說

建國，那也是中國，那也不是臺灣，你不要把中華民國當成自己的國家，他們

會說 1949 年那時臺灣澎湖根本就是日本的領土，是日本的領土時，你為什麼在

這上面建國？對嗎，你如果說一個國家有一個條件是要有領土，那領土在哪？

沒有嘛，只有金門馬祖而已，金門馬祖國，而且，你如果說中華民國來這裡建

國，一個新的東西，為什麼 1971 年之前，你可以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你如果

1949 年是一個新的國家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要再參加一次？是不是？對不

對？因為你如果說 1949 年是一個新的國家，它建一個新的國家，表示說中國是

另外一個，這裡有兩個國家，有兩個國家，那 1949 年這個新的，這個要進去聯

合國裡面，是不是要再參加一次？沒有啊！它就是用 1945 年那個，那個地位一

樣，所以 1949 年這個是亂搞，而且，在這之前，跟這個 1949 年逃跑來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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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前跟它建交，跟這個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仍然將你看成是中國政

府，它沒有將你看成是另外一個新的政府；另外還有 1952 年說日本放棄臺灣跟

澎湖，所以中華民國說反正它佔了臺灣跟澎湖，所以說臺灣澎湖變成它的，這

有人有這種說法，這中華民國也會說。第一臺灣跟澎湖不是這樣佔的，因為臺

灣跟澎湖上不是沒人在住，那個時候幾百萬人、千萬人，這種的你不可以說沒

人在，你佔了就是你的，條件是這上面沒人住，如果上面有人住，而且有一個

社會、有經濟，你不能這樣處理，因為這個時候自決權就會出來了，國際法上

自決權就會出來了，所以你不能這樣處理，而且說舊金山和約很多國家參加的

時候就說這應該要讓臺灣跟澎湖的人有機會用他的自決權去決定臺灣跟澎湖的

未來，別人有說喔，很多國家都有說到：第二，1952 中華民國也沒有在這裡說

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所以怎麼說它就是之前那個中國，另外說 1971 年中華民

國政府被趕出聯合國之後，所以就建國了，這也真奇怪，你被一個國際的組織

趕出來，你就建國？怎麼生出來的？而且這也很有趣，大家都知道說中華民國

被趕出聯合國的時候，那時候全世界還有七十多個國家承認它是中國政府，後

來才慢慢變少，所以你如果說 1971 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它就新建國，

那它跟這七十個國家是不是有說先斷交再建交？沒有啊，它也沒有做，仍然維

持之前的東西，它不是新的啦，如果是新的一定有另外一個建交的動作，中華

民國沒有說它要建一個新的國家，前面也一樣，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梵諦岡，

中華民國現在說它的教皇唉呦－歐洲唯一一個－梵諦岡跟中華民國什麼時候建

交的？1942 年。你如果現在去梵蒂岡的網站上看看它那個外交的網頁上面有

寫，它就放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旗，旁邊寫什麼時候建交的時間，1942 年，1942

年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對不對，所以它說它跟這個中華民國 1942 年就建交，

不曾斷過，到現在仍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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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最後這個就是很多人講的 1996 年的時候，中華民國直選，所以臺灣就建

國了，是這樣嗎？大家選的是什麼？他們選的是什麼？當選的是什麼？中華民

國總統，誰可以投票？中華民國國民，那請問一下李登輝那時候當選對不對，

那他是哪一黨的？他是國民黨的，拜託，你如果說 1996 年中華民國總統直選，

臺灣就就建國了，意思是說國民黨它就是臺灣國的政黨，這是只有說中華民國

開放說它的總統可以讓它的國民直選而已，因為你是它的國民，所以你可以

選，你可以投票，這樣而已，因為你是它的國民，它認為你是它的國民，將你

當作你是它的國民，所以你可以投票，這樣而已，你怎麼選，你不可能說你今

天用選總統去建國，有這種事嗎？有時候聽到這個覺得頭很痛！有人說之前， 

一樣，李登輝當選之後，中華民國它也沒有說它跟別的國家斷交再建交，沒有

啊，而且他也沒有說他這樣當選就宣布建一個新的國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李登輝當選之後不是有什麼國統綱領，之前蔣經國過世之後，他起來，對不

對，他起來之後就有什麼國家統一綱領－這有的沒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這都出

來了，他 1996 年當選的時候，他也沒有廢除，繼續用啊，不是嗎，所以，中華

民國沒有改啊，他當選沒改啊，你也不可能說選一個國家的總統去建另外一個

新的國家，有的人會說因為他是臺灣人，所以說他當選之後就是臺灣人執政，

所以就變成臺灣人的國家，錯了，大錯特錯，這是什麼意思？中華民國臺灣省

的人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只有這樣而已，中華民國幾個省？35 個。 

2004 年，阿扁當選，臺灣建國，一樣，跟前面一樣，當然啦，前面 1996 年這

個因為李登輝他是國民黨的黨主席，所以好像沒什麼好講的，2004 的時候一

樣，阿扁當選，好，阿扁當選說臺灣建國，很有趣喔，前面一到三項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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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阿扁當選的時候，他沒有去改那個東西，就繼續用，你如果說阿扁當選時

臺灣就建國，那 2008 年馬英九當選時，臺灣跑去哪了？滅亡了嗎？是嗎？所以

你不可能說因為哪一個人當選國家就建起來了，沒這種事情，沒這種事情，另

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阿扁當選有說什麼四不一沒有，對不對？裡面不是

有說一個不獨立，你如果建國了，還說這個做什麼？根本就沒有，沒有！所以

不要這樣想，所以說馬英九這個一樣，阿扁當選就建國，馬英九當選就滅亡，

很有趣喔，阿扁當選的時候，那時候你去銀行存款什麼的上面寫中華民國幾

年，有重算嗎？他有說 2000 年是中華民國元年嗎？中華民國～對不對，89 年

啊，根本就沒改，你說建國－2016 年，好，沒關係，前面還有理由嘛，因為說

立法院不是臺灣人的，立法院裡面國民黨還過半，好，沒關係，2016 年當選，

民進黨完全執政，所以說臺灣建國？都一樣啦，蔡英文根本沒改，這東西都沒

改，而且蔡英文還說她在中華民國憲法秩序之下，她還承認 1992 那個 92 會談

的歷史事實，對不對，那都是什麼？那都是中華民國－中國那個眼睛看的東

西，那都不是臺灣的東西，所以你蔡英文當選，民進黨在立法院裡過半又如

何，沒有建國，真的有建國我們不用在這邊聽這個，不過我要解釋一下，我這

樣說不表示說我支持中華民國要改名或制憲，中華民國改名不會變臺灣國，像

我改成 Donald Trump，我就變美國總統嗎？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改成臺灣國政府仍然是中國政府，而且你說完全

執政就建成一個新的國家也沒這種事情，蔡英文當初在競選的時候，她有說她

當選後臺灣就會建國嗎？沒有嘛，完全沒說到這個，所以臺灣不是一個國家，

不管怎麼說，臺灣不是一個國家，現在說臺灣是一個國家都是騙人的，都是騙

人的，臺灣現在是自己在管自己沒有錯，自己在管自己是沒有錯，不過為什麼

你能夠自己管自己，不是說你是一個國家，那是因為當初同盟國叫中華民國來

臺灣這邊來接受投降、進行佔領，經營管理，在建國之前就是它在管，就是這

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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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要繼續了，這裡，現在看起來，這裡就是中華民國，後面都括起來－臺

灣，中華民國都愛用這一招，他都想說就中華民國臺灣，下面就說臺灣澎湖金

門馬祖，對不對，他們都這樣說，看起來是這樣，事實上不是這樣。 

 

中華民國政府可以管金門跟馬祖，因為它本來就是中國領土，而它是中國政

府，臺灣跟澎湖主權未定，它是盟軍叫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臺灣治理當局，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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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拿掉，行政長官公署來管臺灣，所以在管

的是這條線，權利是這條線，不是這條線，是這個圈下來，是這個狀況，所

以，這個東西，我希望大家今天聽完之後能夠有一種印象，就是說，至少至

少，你不要說臺灣澎湖的主權是中華民國的，不要這樣說，要知道中華民國能

夠來臺灣這邊是因為美國幫助它，讓它能夠逃跑來臺灣這邊，不過它逃跑來臺

灣這邊並不表示說它就是臺灣人的國家，不表示說它就是臺灣人的政府，臺

灣，現在有辦法管臺灣的是臺灣治理當局，臺灣治理當局這個是戰後留下來的

問題，這也是我們今天、也是以後我們要建國的時候要處理的，這個要怎麼從

這個狀況走到真的去建國，變成一個國際法上讓人承認的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請大家下禮拜同一時間來這邊跟我分享一下，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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