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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國際參與策略與實踐方法 

2017/7/15@溪頭_臺灣人權文化協會-暑期青年營活動 

 

• 演講影音（Part 1） 

 

大家好。因為剛才智豪有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流亡政府，所以開始的時候先簡單

講一下流亡政府這個概念。就是說一個國家他的中央政府可能因為某些特殊的

原因離開自己的國所在地方，也是脫離自己的自有領土逃到其他地方去，像這

一種，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次、二次世界大戰都發生過很多次，像在以前

帝國體制的時候，可能是皇帝出逃，皇帝出逃可能就帶著幾個大臣出去，就叫

流亡政府，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有非常多的歐洲非常多的國家，因為納粹德

國入侵的關係，他們本身的首都都被佔下來，那他們的中央政府官員就帶著總

統、底下國會議員等四處流亡，他們就離開自己的自有領土，通常像這一類國

家的政府，我們稱他叫流亡政府，舉個例子，像這種流亡政府，通常會想說流

亡國家都會有一個形容詞，譬如說像波蘭，他的英文形容詞叫 Polish，像法國

是 France，形容詞就是 French，像這些流亡出去的政府流亡出去，如果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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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承認他是正統政府的話，要描述他都要給他一個名字，通常他們會用一種說

法，譬如說剛剛有一個 exile，就是流亡政府 government-in-exile，這個東西，

他在前面就會加上，譬如說國家，他的形容詞，譬如說希臘，前面就加 

Greek，希臘的流亡政府 Greek government-in-exile，希臘流亡政府，中華民國政

府在 1949 年從臺灣海峽西側那邊流亡到臺灣這邊的時候，一些國際的報章雜誌 

媒體上面說是 Chinese government-in-exile，也是直接稱呼中國流亡政府，通常

像這種流亡政府，除了講說他是個流亡政府之外，會順便描述這個流亡政府現

在身在何處，譬如說希臘在 1941 年的時候，他的流亡政府就跑到開羅，在這時

候，他就有個 Greek Cairo government-in-exile，這是最完整的稱呼方式，希臘開

羅流亡政府，有人說這個開羅可能不喜歡說我是個希臘流亡政府，說是希臘開

羅政府，後面講開羅政府，這些描述方式，他都用這樣的描述模式去講，可以

看到說在這個地方如果今天他的政府在國土裡面，可以直接講 Greek 

government，就說我是希臘政府 Greek government，但是如果是個流亡政府，

就會加上描述 Greek government-in-exile、Greek Cairo，他的首都因為希臘首都

在雅典，就在這地方加個開羅，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首都，不是他自己原本的首

都，我們就看這個地方是希臘，下面我們就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還有很多

例子，希臘開羅、波蘭倫敦、挪威倫敦、荷蘭倫敦、捷克斯洛伐克倫敦、南斯

拉夫倫敦……這些都是流亡政府在人家在稱呼他或是在自稱的時候的一個例

子，我們現在就講，為什麼中華民國對外自稱 Chinese Taipei，我們知道中華民

國政府現在的總統府在台北市，行政院也在台北市，他怎麼講 Chinese？其實名

稱這個東西是自己稱呼的時候就是一個對外表彰的功能，所以他為什麼要自稱

Chinese 然後後面加個 Taipei？他的命名邏輯就是這種流亡政府的命名方式，所

以從他自我宣稱的形式，我們就可以知道第一個，他自認是中國政府，第二

個，他自認自己是流亡政府，要不然他不需要這樣叫自己，其實 Chinese 

Taipei，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應該是奧運模式，奧運模哪那時候冒出來的？

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之後，中國代表權的部分開始出現問題之後，中華民國

在各地都受到各個國際的活動裡面，他都受到排擠，他稱之為排擠，人家有時

候給他一些選擇，印象中那時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維基百科，維基百科基本

上都不對，但這部分描述應該是沒有錯，講說那時候其實奧委會也是給他選，

你要寫臺灣還是還是用其他名稱？原本他是希望要用臺灣，可是記得那時候，

網路上可以找到圖片：中華民國參加奧運，舉一個牌子上面寫 Taiwan，下面寫

under protest，因為在抗議、抗議你要我稱自己叫臺灣，所以中華民國對於被稱

呼為臺灣這件事情其實他是非常不甘願的，所以後來當讓他可以選擇以後要怎

麼稱呼自己的時候，他就不選臺灣就選 Chinese Taipei，從這地方可以看出來中

華民國的態度就是這樣，這個態度到今天都還是一樣，就是剛才黃教授的照片

裡面有看到，他就自稱 Chinese Taipei，開記者會自稱 Chinese Taipei，人家都已

經講你是 Taiwan，你還自稱 Chinese Taipei，講難聽點就是自作賤，我們今天講

他自作賤，可是如果我們真的仔細去爬梳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東西，他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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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賤，那就是他，他的本質就是這樣子，他就是做這樣事情的人，狗改不了吃

屎。 

 

  我們在這地方既然是講國際參與，會講四個點，內容蠻多的，在講義裡

面，有一些是直接寫出來，我等下可能就直接跳過，大家看一下，我會講其中

一些重點，我簡單講一下臺灣法理地位，然後講一下我們現在國家建立要怎麼

建，再來說在還沒有建國之前我們的國際參與，最後再來講，很多人思思念念

希望加入聯合國要怎麼做？在這之前先簡單講一下國際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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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黃居正教授稍微提一下，其實國際法就是在國際場域裡面，國際上各自政

治實體之間互相基本往來的規範，這種政治實體其實很多，像臺灣現在也是政

治實體，國際法上面的政治實體，第一個，最主要的參與者就是國家，再來會

有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就是由國家所組成的一個組織，我們如果再想一下，我

們今天每個人都是人，我們今天組成一家公司，公司是由股東之類組成的，或

者是我們組成一個社團，你好幾個人大家組成一個社團，這個社團在法律上有

一定的地位，在國際裡面也是像這種國際組織他也是，國際法裡面所規範的對

象，這些國際組織，他也是依照國際法在做，再來就是實質自主運作的單位，

譬如像臺灣，還有索馬利蘭，索馬利蘭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上網搜

尋，索馬利蘭原本是英國的殖民地，後來跟索馬利亞發生一些問題，他們自己

也是想要變成一個國家，但是他也是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他本身也是自

主運作，也有總統、憲法之類都有，但是就是缺了承認的部分，其實跟臺灣很

像，但是臺灣跟索馬利蘭又有另外一段差距，國際法就是說這些政治實體之間

彼次互相行使權利義務，就是我們怎麼樣互相往來，國際法主要就是在講這些

東西，內容涵蓋的範圍非常廣，幾乎所有的東西可能都跟國際法牽扯到關係，

甚至譬如說我今天在這個地方燒了什麼東西，煙飄過去，飄越國境的時候，也

牽涉到國際法，像之前，譬如說中國、美國，推出什麼樣的協議，然後中國說

要怎麼樣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像節能減碳這東西，他也是國際法的問題，也是

國際法的範疇，雖然是環保，像經濟軍事交通這些，像黃居正教授說他最專門

的民航法的部分、航空法的部分，這個就是交通，國際之間的交通，還有像是

海運，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跟國際法有關的，所以我們今天在講國際法的時候，

有些人聽到這東西覺得好像就只有講國家，好像只談這個，不是，國際法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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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非常廣，所以我們今天在談國際參與的時候，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不

是說臺灣不會承認一個國家，或者是臺灣還不是一個國家，國際法就對臺灣沒

有意義，還是很有意義，因為不管怎麼講，臺灣都是要其他的國家往來，像臺

灣我們都講說屬於出口貿易、出口導向的地方，那你要進行國際貿易，那你怎

麼可能不去管國際法，像政治、國際關係、外交、經濟這些，譬如我們現在可

以去買外匯，我們就算在臺灣，我們也可以去買在其他國家的股票，你要如何

進行這些金融交易？這個也都跟國際法有關係；還有像軍事方面的東西，譬如

我們今天要跟其他國家打仗，或者是說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上對於核子武器或是

化學武器，它要限制這類的這種武器的製作、研發、使用，它這個也都是透過

國際法來進行約束，就算臺灣今天沒有加入聯合國之類，我們可能也沒有簽這

些限核武、限化武的公約，因為不是國家，沒有辦法簽約，可是如果臺灣今天

要去發展核武或化武的時候，國際法還是會壓到臺灣身上，人家不見得會用軍

隊，譬如像美國那時候說什麼伊拉克有大型的毀滅武器，所以他就派了軍隊過

去，人家也許不會動武，可是他可以用經濟制裁的方式，臺灣如果說今天是靠

國際貿易，它對我們經濟制裁，臺灣的經濟可能就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像交

通這些，我們今天寄信出去，這些也全部跟國際法有關。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剛才在講說臺灣不被承認，聽眾會想說就是因為中國一

直在打壓，可是說實在，國際間不是只有在比拳頭大而已，甚至於就是因為你

拳頭小，所以國際法更重要，因為你拳頭小，所以國際法更重要，這就好像

說，假如說今天鴻海，你跟鴻海，譬如說你是鴻海裡面的員工，鴻海這麼大的

一家公司，你員工一個人這麼小，你要怎麼跟他抗衡？比拳頭一定輸他，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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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依照法律跟他爭取權益的時候，你不見得會輸他，所以對弱者來講，其

實法律或者是這些法理這個東西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這個工具他的效能有大

到什麼樣的程度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但是至少今天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弱

的，一個弱者的話，你是絕對沒有資格講說國際法不重要，我不要去管這些東

西，這個是你的護身符，我們在行走世界的時候的護身符，剛才黃居正教授有

講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他在被以色列這樣打壓，他的旗子要在聯合國升起，美

國世界第一強權他能阻止嗎？不行，旗子還是照上，還有像之前南海的仲裁，

中國世界第二強權、還是第三，第二強權在南海那邊算是非常強的，所以菲律

賓說你在南海那邊你主張什麼經濟海域什麼，我都沒說你有問題，所以他就申

請國際仲裁，中國就算這麼強，國際仲裁庭還是一樣做出不利他的判斷，沒有

說因為中國很強，所以就順你講什麼歷史的權利判給你，沒有！他還是一樣，

說你沒有就是沒有，因為有這個東西，雖然做出仲裁判斷，中國可能不會馬上

就不做了、就不填海造礁，他繼續填，可是菲律賓是拿到一個很有利的籌碼，

國際就是這樣認定的，今天你又是海洋法公約簽約國，你有什麼理由不照規矩

來？結果會發現南海後來在國際仲裁庭判斷出來之後，很多的國家之前可能只

有美國的軍艦去那邊玩而已，之後很多的國家，英國、澳洲之類，他們的軍艦

都開去了，這個就是籌碼，就是國際法會給弱者一些籌碼跟強者去討價還價的

一些籌碼，臺灣有些人在講說國際法沒有用，我說這些人有時候講難聽點，這

些人不知道他們到底在爭取什麼，他可能覺得說他的世界就是活在臺灣島，所

以他覺得國際法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我們今天，我們這麼努力的，甚至於很

多獨派、臺派的他們這麼努力思思念念想要去解決的問題不就是臺灣國際地位

嗎？臺灣不是一個國家，臺灣在國際舞台走不出去，他要解決的不就是這個問

題嗎？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怎麼可以去認為國際法沒有用？國際法就是國際之

間的、國際舞台上面的運作規則，你怎麼可以說這沒有用？說不通的！有的是

無知，他不懂，不知道國際法是什麼東西，不知道國際法涵蓋的範圍有多廣，

他只是想看國際法沒有辦法幫到他、達成他想要的目的，所以國際法沒有用，

但因為他知道的東西太少，所以不知道國際法其實非常多的地方也可以發揮作

用。 

  還有是自大，但是這個自大並不是說我自己很強，我自己很強、像中國那

樣的強國，很強，所以我自大，不是，臺灣這邊的自大是自卑，衍伸出來的自

大，我覺得我自己很弱，結果說不管，就是自我放棄、自絕於世，但是他自絕

於世，他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所以我們常常就是現在講說臺灣要建國，臺

灣要獨立的時候，常常會聽到有人講說，我們臺灣只要自己認為自己是個國家

就好了，真的是這樣嗎？你覺得自己是個國家就好，但是你為什麼要成為一個

國家？你成為一個國家不就是為了要跟其他的國家以平等的地位彼此往來嗎？

那你認為自己是個國家，人家就會把你認為跟他是同等地位、跟你平起平坐

嗎？不會！所以那個都是自我催眠、阿 Q 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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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幼稚，這就是像小朋友，自己想要的東西拿不到，就在

那耍賴，臺灣也是有這種情形，你在這邊一直受挫、辦不到，所以我就不管，

我就是個國家這樣，但是你這樣胡鬧沒有用，人家不會因為你在那裡鬧就給你

糖吃。 

  再來另外一種是惡意，像這一種是知道臺灣還不是一個國家，但他故意去

阻礙臺灣，阻礙臺灣人去了解國際法對臺灣的重要性，他先讓臺灣沒有辦法建

國，讓臺灣沒有辦法真正成為一個國家，這種居心叵測，這種其實在臺灣很

多，在講國際法的時候，我都很喜歡講一句話，我說，強者可以左右規則，弱

者必須要精通規則，臺灣絕對不是一個可以決定國際法規則的強權，絕對不

是！但是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所以我們更要去了解這一些強者，這些強國他們

所制定出來的規範是什麼，因為強者之間所制定出來的規範，其實就是他們彼

此之間覺得他可以接受的，或說這一個是強者之間他們自己所談出來，他們自

己承諾要去做、要去遵循的規範，所以我們就要運用這個，因為這是你制訂出

來、你會遵守的，那我就利用這個，我今天講，你也要遵守，退回去，我們今

天如果從人權的角度來講，我不會因為你是某一國人或是你有什麼國籍，你是

人我就不是人，所以我們同樣是以從人權的角度來講，你今天強者制訂出來的

規則，我就是可以用，我管你是什麼，反正你自己覺得你的國際規則就是這

樣，我就照這個做，你要說我不能用，你就要講出個理由來，那人家要講出個

理由來的時候，對他是會造成困擾，這就是干擾，他其實好麻煩，好啦那你也

可以用這一套，這就是為什麼講我們必須要理解的，因為我講說－就直接舉個

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他建政之後，1949 年 10 月 1 號，1949 年 10 月 1

號建政，有人講建國，其實他是建政，他是建立政府，他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國

家，他是建立政府，建立另外一個中國政府，他花了 22 年又 24 天他才進入聯

合國，把中國代表權的資格拿回來，在這之前，他一直到 1971 年 10 月 25 號，

他才拿回他應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時候，人口已經好幾億了，跟

落跑到臺灣來的中華民國比是天壤之別，可是人家跟他客觀上差這麼多，他還

花了二十幾年，但是人家這麼強，你這麼大，他也沒有說你中國就馬上讓你進

聯合國，他還是要靠國際法，為什麼？因為聯合國是一個他本身有一個規範，

你要進去，照規矩來，不是說你人多就可以進來，你還是要照規矩來，所以他

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把中國代表席拿回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在這過程當

中，他絕對培養成千上萬的國際法人才，這些國際法人才，他們的工作都是要

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回他應有的國際地位，臺灣？臺灣基本上沒有像樣

的國際法課程，剛才黃教授有講到，在臺灣如果說要去，就算我那時候念臺

大，我們上國際法的課本，也是丘宏達的，丘宏達就是御用學者，中華民國的

御用學者，中華民國御用學者教的東西就是要幫中華民國掩蓋秘密、讓這個流

亡政權可以繼續活下來，所以很多東西他都扭曲，扭曲真正國際法規範，講一

些空想的東西，騙人有用，但實際在國際法上沒有效用的東西，我剛才提到這



 8 

個，仲裁庭這些，然後還有巴勒斯坦，國際法對弱者最大的作用是什麼？就是

讓他跟強者競爭的籌碼，臺灣我們要知道，若國無外交？沒有啦，弱國有外

交，但問題是臺灣連國都還不是，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外交，但是我們國際法上

的東西，不是只有外交，我們要記得它有非常多東西可以做，但是我們要懂國

際法才知道除了這種一定要是國家身分才能做的事情以外，臺灣在建國之前、

成為國家之前，還有什麼事可以做。 

 

接下來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簡單跳過，因為在講義上都有，1895 年到臺灣，

就大清帝國把台澎割讓給日本，但我們要知道，這些割讓的東西，中華民國課

本上面都寫日據，都講日據，中華民國會用這個用語講日據，他的理由是說 我

並沒有真的把領土割讓給你，你只是非法佔據，非法佔據，這是一個阿 Q 心

態，因為馬關條約是國際法承認的，這是世界各國都承認有國際法效力的條

約，所以主權已經移轉出去了，沒有什麼非法佔領；後面就是中華民國很喜歡

講臺灣民主國，1895 年 5 月 25 號這個東西，可是我真的要說的話，其實臺灣

民主國其實就是個叛變，就是已經變成日本領土的臺灣上面的人叛變，概念上

是這樣，因為臺灣民主國成立之後，他也沒有真的要獨立，他沒有真的要獨

立，他的建國號叫永清，永遠都是大清國，這個國號，他其實就是自己要依附

人家，覺得自己是別人的一部分，他沒有自己要獨立自主的意思，所以其實世

界各國根本沒人要承認。 

  臺灣民主國再來就是乙未戰爭，同年 10 月 21 號就結束了，軍事鎮壓就結

束了，1910 年之後就開始武力併吞，武力併吞原住民所在領土，這個東西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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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要講？因為 1895 年，大清帝國把臺灣跟澎湖割讓給日本，他能夠割讓的範圍

並不是整個臺灣島，因為大清帝國在 1895 年那時候，他其實真正實際上有有治

理的臺灣其實是西半邊，主要是西半邊，還有土牛番界，這些東西，認為土牛

番界以東這些不是他的版圖，不是他的領土，日本後來 1910 年的時候，五年理

蕃計畫開始武力征伐，透過這種國際法上征服，併吞領土，武力併吞的形式擴

大他的領土主權，昨天劉教授有提到說大日本帝國實際上真正統治全臺灣的時

間只有十幾年，就是從這裡來的，五年理蕃計畫，1915 年 2 月 23 號布農族大

分起義，到 1933 年 4 月 22 號，事件才結束，大分事件結束，全臺灣的主權才

歸於日本，日本實際上真正完整的治理臺灣全島的時間只有十幾年而已，在那

之前，到 1945 年以前，只有十幾年而已，這個東西，國際法上面解釋，臺灣的

主權真正日本完全取得整個臺灣島主權是 1933 年才真正是完成這個東西，所以

我們看下這個－ 

 

  這是 1735 年法國人畫的大清實際佔領的區域，控制這一塊，這邊是空的，

所以那時候大清國的臺灣省是這個樣子，臺灣啦，那時候還沒建省，在 1901 年

的時候，日本政府的地圖，這個紅線是隘勇線，隘勇線裡面有一些在那邊對抗

原住民，還有電網，上面微微通電，隘勇線，1901 年的時候，因為隘勇線以東

這一塊不是日本領土，日本領土是這一邊，其實是這一邊，法理上來講其實是

這邊，這邊這一塊是後來日本透過武力征伐的方式去擴張他的領土，擴大領土

範圍，真的要嚴謹去講的話，其實這樣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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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跳到 1943 年開羅公報，這些東西，隨便講台澎戰後歸中華民國，然後

波茨坦宣言講開羅宣言要實施，1945 年 8 月 15 號大日本帝國無條件向盟軍投

降，9 月 2 號大日本帝國簽了停戰協定，降伏文書，降伏，我投降，正式終止

戰鬥，停戰，所以這是停戰協議。 

  在同一天，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他就交了一份一般命令第一號交給大日本

帝國，要他發布，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有提到軍事佔領，蔣介石依照命令

安排在中國、臺澎、北緯 16 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接受日軍投降，10 月 25 號

指派受降代表陳儀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盟軍的受降典禮，但是中華民國會跟你講

臺灣光復，之前還有臺灣光復 70 周年這些，實際上他是進行軍事佔領，但是他

都講臺灣光復，從那天開始，臺灣跟澎湖回歸祖國懷抱，為了掩蓋他其實是代

表盟軍佔領，所以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面有加臺灣省，一下子就出現

臺灣省，臺灣澎湖主權就回歸中華民國，他就是用這個，玩這種文字遊戲，實

際上他叫軍事佔領單位，盟軍的軍事佔領單位，他其實性質是這個，前面加個

臺灣省，讓你以為說臺灣就回到中華民國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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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這個東西，一般命令第一號這個在課本上面絕對找不到，他絕對不

會提這東西，在這裡我們講說有幾個東西，這一份，大家手上的手機可以打一

般命令第一號，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都可以看到裡面有幾個點，第一點有個

甲項，中國、臺灣這個裡面，因為向蔣介石元帥投降，所以一般命令第一號裡

面，所以為什麼蔣中正他可以到臺灣來？1945 年為什麼可以派陳儀到臺灣這

邊，因為這一個，他要向蔣介石元帥投降是日軍高階司令官，所有陸海空軍，

輔助部隊，要向他投降，所以他可以到臺灣來，再來，有一項說，上述所指定

之司令官為唯一被授權接受投降之同盟國代表，所以在這裡直接跟你講，他是

同盟國代表，他不是中國，不是中國來接受，他是同盟國代表身分，我們講說

他來受降，受降為什麼可以佔領？下面有一個第十點說，所有日本及日本控制

下之軍事政府及民間政府應協助同盟國軍隊佔領，所以我們知道依照一般命令

第一號裡面的內容，在臺灣這邊的這些日本軍隊，他們全部都要去配合來臺灣

這邊受降的這些單位，要協助他們，他們是同盟國軍隊，協助他們來佔領，所

以沒有臺灣光復、沒有臺灣光復。大家如果說看課本上面或是一些文章上面講

說，光復初期那些全部都是違反實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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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樣講，中華民國 1946 年，發布訓令，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可是中華

民國是 1912 年才出現，那怎麼去恢復？如果你之前沒有拿到他的國籍的話，怎

麼樣去恢復？1912 年，1912 年後出生的人，如果在 1912 年以前出生還可以解

釋，我曾經拿到中華民國國籍，1912 年之後呢？你從來就沒有被中華民國治理

過，也沒有跟他說要成為你的國民，你是有哪來的國籍可以恢復？說不通的！

所以英美講說不行，臺灣澎湖的主權這時候 1916 年還是屬於日本，所以你不可

以擅自賦予佔領地的人民國籍，軍事佔領不表示主權就是你的，你也不可以對

佔領地的人授予他們國籍，國際法就是這樣講。 

1947 年 4 月 22 號，中華民國行政院把行政長官公署撤銷，改組叫臺灣省政

府，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因為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臺灣那時

候有些仕紳，各地二二八的委員會，他們提出的一些要求，要求中華民國中央

政府要把行政長官公署弄掉改成臺灣省政府，其實這個就是，因為那時候的臺

灣人不懂，不懂臺灣是被軍事佔領的狀態，被騙了！他們以為臺灣已經是祖國

的一部分，覺得已經真的是臺灣省，所以為什麼你不用臺灣省政府，為什麼要

用行政長官公署？這個東西，這就是在錯誤認知之下提出錯誤要求，中華民國

就打蛇隨棍上，既然你要，那我就給你，從 1945 年開始，臺灣就一直被騙；

1949 年 10 月 1 號開始建政，中國，一中兩府就出來了，一中兩府這個東西一

直到今天，一中兩府的格局一直到現在；大家都聽過國共內戰，國共內戰其實

嚴格來講是至少兩次，一次是在終戰前，另外一次是在 1945 年終戰之後，國共

內戰開始，但在那個時候原本的國共內戰，1945 年戰後一開始，1949 年以前是

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戰爭，這是黨爭，兩個黨之間的軍事武鬥，但是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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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裡面的兩個政黨之間的戰爭，現在在臺灣的國民黨跟民進黨這樣，我們可

以這樣想，那時候的國共內戰，1949 年以前，好像是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樣子，

1949 年之後 10 月 1 號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政，在這時候中國這個國

家裡面就出現兩個政府，這兩個政府幹嘛，他們就開始爭誰才是真正的中國政

府，這個爭誰才是真正的中國政府，這一個競爭一直到今天，之前不是有巴拿

馬跟中華民國……新聞報章媒體都講臺巴斷交，他會講臺巴斷交，可是很有

趣，他講臺巴斷交 他講說臺巴建交 107 年，大家思考一下 107 年往回算是什

麼，1910 年，1910 年的時候臺灣不是日本在統治嗎？那時候臺灣怎麼跟巴拿馬

建交？所以沒有臺巴斷交，也沒有臺巴建交，沒有建交何來斷交？沒有臺巴斷

交，這就是中巴，可是有斷交嗎？其實也沒有，因為沒有兩個中國，沒有兩個

國家，一個中國底下有兩個政府，巴拿馬政府做的事情是什麼？我今天原本承

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政府，所以我跟這個中國政府往來，這是中巴之間的

外交關係，後來我覺得你不夠硬，你根本沒有辦法代表中國，所以我停止跟你

的往來，我今天跟真正的中國代表政府往來，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往來，

所以中巴從來就沒有斷交過，沒有斷交，一直都是中巴，一直都有建交，他只

是跟不同的政府往來，這東西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你看為什麼每一次有某個

國家斷交都會講說跟中華民國斷交、然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或者說跟臺

灣斷交，跟中國建交，沒有這回事，沒有斷交、建交這種東西，實際上都只是

轉換他所承認的政府，轉換他所往來的中國政府而已，本質是這個。 

1949 年 12 月 8 號，中華民國政府就把中央政府遷到－剛才前面講，他是盟軍

代表，遷到他代替盟軍占領的臺灣跟澎湖，成為流亡政府，因為臺灣跟澎湖，

1949 年的時候，臺灣跟澎湖都還是日本領土，他是遷到不屬於自己的領土，所

以他是流亡政府，1950 年韓戰爆發，我們現在在講的臺灣地位未定這個東西就

冒出來，才算是正式的浮上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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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年 9 月 8 號，日本跟 48 個同盟國簽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對臺灣跟

澎湖的主權權利名義請求，完整放棄這些東西，他沒有講臺灣跟澎湖要給誰，

臺灣地位未定的法裡根據就完成，之前只是講而已，現在就是透過條約，日本

跟 48 個國家之間簽的這個條約去確認這個法理狀態出現，還有放棄南沙、西沙

群島，應該有聽過一個單位叫臺灣民政府，臺灣民政府主張日屬美佔，臺灣現

在主權還屬於日本、大日本帝國，現在是被美國佔領，撇開美佔不談，至少大

日本帝國因為和約不是日本天皇跟人家簽的，所以不算，日本天皇沒有承認，

我現在講：有！1951 年的時候，天皇就認證舊金山和約了，所以天皇知道，他

也接受，在臉書上，臺灣民政府也是非常的活躍，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日屬美

佔，不用去理會，那個國際法都不懂。1952 年 4 月 19 號日本法務省發布一個

通達，台澎住民從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期喪失日本國籍，1952 年 4 月 28 號舊金

山和約生效，從這天開始臺灣跟澎湖就不再是日本領土，主權未定，臺灣跟澎

湖的住民也不再是日本國民，所以有人說臺灣現在還是日本領土，臺灣人還是

日本人，還是大日本帝國臣民，這都沒有，日本都不承認，大日本帝國那個不

存在，如果有人要支持，就要思考一件事情：他如果講大日本帝國要照他們所

說的那東西去實現的話，你就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讓大日本帝國恢復，讓大日

本帝國重現，才有可能讓臺灣跟澎湖變成大日本帝國領土，可是大日本帝國根

本不存在，已經不存在了，已經改了，變成現在的日本國，所以沒有這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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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4 月 28 號日本跟中華民國政府簽中日和約，這個東西是中華民國

外交部很喜歡講的，他說，我今天透過這個中日和約，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就歸

屬中華民國，沒有！第 2 條講說雙方承認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放棄臺灣澎湖

南沙西沙的完整主權，已經放棄了，關於主權的部分就這樣，他沒有說給中華

民國，後面延伸出來的都有問題，廢止之前，我中日間所有條約，有人講說馬

關條約也廢止，所以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也回歸到中華民國－就算要廢止，如果

說真的有這個效果也是非常有趣，因為馬關條約不是大清帝國跟日本簽的嗎？

那如果要恢復的話，我是不是要還給大清帝國？事實上就不是實際國際法上面

法律上這種廢止的效果，也沒有辦法把已經完成的事情回復原狀，法律上也不

是這樣的效果；第 10 條有一個很重要的，現在大家手上拿出來的都是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中華民國身分證這東西，除了這一個，中日和約裡面把台澎住民

跟後代都視為中華民國國民，把你當作”是”，這東西其實是法律上的用語，視

為，為什麼要把你視為？因為你不是就把你當成是，前面所在例子就是馬英

九，他不是講說我有把你們當人看？對原住民講說：我把你們當人看，他背後

意思就是說其實你們不是人，所以我把你們當人看，視為就是當作是，台澎住

民後代視為中華民國，就是台澎住民的後代其實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可是把你

當成是、當作是，所以今天大家拿出去護照上面中華民國或是身分證，其實那

個並不是代表你真正的國籍，如果真的要講的話都是被”當成是”，那個只是工

具，比較方便管理的工具，並不是說真正有一個法理上，國際法上可以確立說

你是那個國籍，中華民國很喜歡講說 1954 年 12 月 2 號跟美國簽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他說，這裡有講說把臺灣跟澎湖列為中華民國在他的版本裡面，講說把

臺灣澎湖列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他們是講領土，那又有主權囉，可是去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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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他講的是他的英文是 territory，或是 territorial，這個東西其實是領域，

就是他實質上掌控的範圍，但是實質掌控不管是不是你的領土，很有趣的是，

美國參議院他們在批准條約時講說這個條約不會改變臺灣法理地位未定的狀

態，意思是說，美國很清楚我雖然跟你簽了這個，然後我說你掌控的範圍包含

臺灣跟澎湖，但是不會改變臺灣法理地位未定的狀態，像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會

講，如果你不承認臺灣跟澎湖是我的領土的話，那為什麼裡面會寫是我的領

土？沒有，那是中文版自己寫領土，自己翻譯寫領土，然後說這些是我的領

土，這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在憲法裡面講說臺灣是他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所以臺灣主權就是他的，如果這招可以的話，那我就建議說中華民國憲法

可以訂全世界的土地都是我國的領土，那全世界就是你的國土了嗎？也不是！

所以不是這麼片面的在講這些東西有效。 

 

• 演講影音（Part 2） 

 

  最後聯合國大會決議，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就喪失代表權。但是要注意，

1971 年 10 月 25 號 2758 號決議，可是關鍵，第一個，他沒有提到台澎主權歸

屬，完全沒講，再來，被逐出聯合國是中華民國政府，其實這裡講中華民國政

府就是蔣中正政權，蔣中正政權這個代表，也不是臺灣，所以我們講什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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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聯合國，臺灣退出聯合國，不要騙！沒有！臺灣沒有加入聯合國過，沒

有進入不可能退出，所以講說什麼返聯，那也是不對的，你沒有進去你怎麼出

來？沒有出來你怎麼回去？所以沒有返聯，臺灣要的是入聯；1972 年就有趣，

中日和約，日本片面廢止因為他就是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政府，

這個中日和約，我也不甩他了，這個時候，原本中日和約把你視為中華民國國

民，那這效果就沒有，對日本政府就沒有那個效果，所以你就變成臺灣治理當

局底下的居民，但是臺灣治理當局這個東西，他的屬性到底是什麼？他是中國

的臺灣治理當局嗎？還是其他東西？我們可以知道說，在以前，以前臺灣人去

申請日本的一些證件，上面國籍給你打中國，你在臺灣這邊你去參加考試，國

籍給你寫中國，所以這東西就是很麻煩，臺灣治理當局背後那個東西到底是什

麼？到底是臺灣呢？到底是中國呢？還是是有其他的屬性呢？這東西都講不清

楚，就是臺灣治理當局，1979 年 美國在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樣，

都講什麼中美斷交，沒有，中美從來就沒有斷交過，他只是改承認另一個政府

而已，換真正的中國政府，跟真正的中國政府往來，人家沒有要跟中國斷交；

同一年，4 月 10 號簽臺灣關係法，溯及到 1979 年 1 月 1 號，回去，溯及生

效，這個作用是維持美國跟台澎居民非官方關係，我跟你是非官方的，他認定

原中華民國政府為臺灣治理當局，而且這個可以被取代，所以現在有一些人講

說如果我們把中華民國弄掉，之後臺灣關係法可能就沒有用，沒有！對美國來

講，他其實關心的是在臺灣跟澎湖這邊有沒有一個對口單位可以實質治理臺灣

跟澎湖的單位可以跟他進行往來？他沒有說一定要是中華民國，沒有說一定要

是之前的中華民國，沒有，他沒有這樣講。所以其實我們－中華民國不是絕對

必要存在的東西，而且事實上，人家也沒有在理會中華民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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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剛才這樣一路講下來，臺灣跟澎湖，我們在講說法理主權為什麼是

未定，那未定是因為舊金山和約的關係，他不屬於任何國家，但是我們要講的

是說，因為臺灣跟澎湖原本是日本殖民地，那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其實那

時候國際就有個共識，就是我們要去殖民化，所以其實臺灣就是一個被原殖民

母國放棄主權，原有的殖民地，那其實依照戰後去殖民化 這個共識來講，其實

我們是有權利去決定臺灣跟澎湖主權歸屬，決定、就是自決權，這是自決權，

就是決定權在你手上，在你這理，現在有很多種說法，一個是，臺灣主權屬於

中華民國，但剛才前面講，從來沒有依法移轉給中華民國過，再來有人講，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說臺灣主權屬於他，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講？他說，我繼

承中華民國依照開羅宣言我就繼承中華民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主

權是繼承自中華民國，那如果中華民國從來沒有拿到臺灣主權的話，中華人民

共和國當然也沒有東西可以繼承，所以我們要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主權

主張就是要先斷中華民國對臺灣的主權主張，他的來源是這個，然後美國，其

實是盟軍成員，有些人講說臺灣主權屬於美國，這個也是胡說八道，我講這是

胡說八道，美國只是盟軍成員之一，還有人講說，美國是日本的征服者，這些

都是忽略美國之所以會是主要去攻打日本的主力是盟軍在那時候做出的安排－

戰區的安排，日本那個時候，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所涵蓋的範圍，

剛才前面有一張圖－ 

 

剛才一般命令第一號，一般命令第一號裡面，這張圖其實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時候他所攻略的範圍或是他本身領土範圍，美國主要負責是這一塊，

下面這一邊是大英國協，英國、澳洲、印度、馬來西亞……這些地方，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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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負責，如果真的要講的話，日本是被美國跟大英國協合力打敗，如果真的

要說的話，再加上中國在這邊扯後腿，如果真的要講，其實日本是被這一些有

參與戰場的這些國家打敗，不是只有被美國，所以那些主張說臺灣主權屬於美

國的這些是連二次世界大戰是怎麼打的都搞不清楚，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昨

天劉老師不是有講，我們這個歷史，歷史這個東西，你要怎麼樣去正確的去理

解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況，你一定要看到真相，不能只有看到片面的東西，你只

看到片面的東西就會以為說那些東西好像就是真的，當然美國是花了很大的功

夫，死了很多人，他可能講話大聲點，可是我們不能夠去扭曲實際上的狀態，

人家有出力就是有出力，要不然舊金山和約為什麼要有 48 個國家簽？為什麼不

美國跟日本簽就好，因為對日宣戰就是這麼多國家，還有些國家是沒有簽舊金

山和約，後來另外跟日本簽的，像俄國，俄國跟日本到現在和約還沒簽，大家

可以想像 1945 年到今天，當然是因為有北方四島的事情，所以一直沒有辦法處

理，還有人講說盟軍全體成員，那其實也是軍事佔領，只是共同授權而已，所

以，它也沒有什麼文書把臺灣主權交給盟軍，還有另外一個，現在很多人講的

很開心的臺灣的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這個東西聽起來講起來很爽，實際上

是如果我們從國際法的角度是站不住腳，因為主權這個東西不是個人，不是個

體所去行使或是運作，因為主權在國際法上面的作用，他是用來，一方面是對

內他可以去管治這個領土這地方的人啊、土地什麼之類，對外可以去抗衡其他

國家的干涉之類，主權完整性從這邊冒出來，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主張主權那

個效果才會出來，今天如果講說臺灣的主權是屬於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意思是

我也有臺灣的主權囉，沒有人在這樣主張臺灣主權，今天說太平島…我就衝過

去，我站這裡，我主張臺灣主權，你給我走開，誰理你？沒有人理會，這個東

西一定是國際法上可以運作的形體，你有跟其他國家往來的外交能力的時候，

你才可以主張，效果才會出來，問題是光在那裡講，人家根本不理你，但是，

這個東西，主權這個東西，照理來說，要運作、要主張、你要去擁有這個，基

本上是國家，在國際法上，你就是國家，才可以有效去擁有、去行使，有人會

講說國民主權，我就是國民，所以我有主權，可是很好玩，如果說基於國民主

權所以擁有台灣主權的話，是不是要先有個國，如果沒有先有一個國，哪來的

國民，要先是有一個國家的時候才會有國民，不然你怎麼，如果沒有一個，沒

有一個政府，或是之類的東西，那怎麼樣發證件給你，一定要先有那個東西，

但是有證件不代表他是個國家，但是至少要先有個國才會有國民，你說基本國

民主權，所以臺灣主權屬於兩千三百萬人，不是啦，你要先擁有那一個領土主

權的國家存在的時候，才可以把這個國民主權才可以擴張出來、釋放給你，但

是它也不是真正的主權，像這些說法都不是嚴謹的國際法的概念，那都是假

的，這些都是模糊的詞語，在那裡亂繞，聽起來覺得很爽，實際上是沒有意義

的，這種東西治理上是說，剛才黃教授有講說其實臺灣現在就是被佔領的狀

態，就是被佔領的狀態，說的佔領狀態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當初在盟軍授權下成

立的治理機構，就是臺灣治理當局所佔領的，治理當局就是當初是臺灣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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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公署，臺灣省要拿掉，這是佔領機構，之後在臺灣人的要求之下改成了臺

灣省政府，本來應該是這樣，但是因為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流亡到臺灣來，他

開始把這些東西拿去用，工作都拿去給他自己做，譬如說現在的總統府，以前

是臺灣總督府，所以其實本來臺灣治理，就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照道理來

講，臺灣省政府－省長什麼都應該是在現在的總統府裡面辦公的，但是因為後

來中華民國政府流亡到這裡來，不曉得這一段這麼好用，我應該留給總統來

用，所以臺灣省政府就跑到南投弄一個中興新村，實際上來講，那個應該是臺

灣這邊最高的管理單位，不管，中華民國流亡到這邊來之後，他就開始把工作

都交給他，他自己就拿去做，現在大家很開心，現在有六都，之前桃園、臺

南、臺中升級變成六都，就從臺灣省底下的縣市升級變成中華民國行政院直

轄，就是說，這個其實就是中華民國用這種形式偷偷的把本來應該是佔領治理

機構所管的東西慢慢移轉到他自己手上；還有像中央銀行，現在新台幣翻開來

的時候，上面是中央銀行發行，以前是台灣銀行發行，以前是台灣銀行，後來

被改成中央銀行，這東西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偷渡，本來其實不應該變成

國幣，變成中華民國國幣，那是在偷渡說我對你有主權，這都是用各式各樣的

方式去偷渡主權。 

  再來像金門、馬祖，現在講中華民國管臺澎金馬，有人講說臺澎金馬是一

體，剛才 WTO 裡面有臺澎金馬，臺澎金馬特別關稅領域，臺澎金馬合在一起，

可是這合在一起，可能是一個經濟上面，經濟的交流，可以視為一個市場，可

是實際上來講，法理地位是不一樣，臺灣跟澎湖就是主權未定，屬於佔領狀

態，那金門馬祖呢？金門馬祖一直都是中國領土，一直都是中國領土，從來就

沒有被割讓過，它就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治理他？因為他是中

國，他本質是中國政府，他是在治理自己的中國領土，自有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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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起來，臺灣現在實際上的狀況是這個，實際上我們要講的是這個。

1945 年的時候，有人說盟軍已經消失了，可是這個，這些組成盟軍的國家都還

在，而且他們當初所做的授權一直都是有效的，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其實中國

流亡政府實際上合法治理的其實是金門跟馬祖，臺灣跟澎湖這一邊是軍事佔領

之下的東西，所以臺灣還不是個國家，而且還是被佔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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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重點是，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建立國家？剛才黃教授有提到我們臺灣選總統

已經選了 21 年了，選 21 年，那麼多次總統，臺灣是不是就這樣變成一個國

家？這個很有趣的狀態是，如果選總統就可以建立一個國家，或是選總統就可

以處理主權歸屬問題的話，背後有一個邏輯是說，今天因為臺灣人去投票，選

了中華民國總統，所以臺灣跟澎湖這地方的主權就屬於中華民國，背後邏輯是

不是這個，如果這一個講的通的話，中華民國總統如果有一天開放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投票，全世界的人來投，選出一個中華民國總統，所以全世界就是中華

民國的領土嗎？這個背後的邏輯就是這樣，這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還有講說

2000 年的時候”臺灣人”選上中華民國的總統，所以臺灣國就成立了，臺灣之子

陳水扁，所以臺灣國就成立了，可是大家要思考一件事情，如果說在這時候就

成為另外一個國家的話，為什麼陳水扁要講四不一沒有？為什麼還有一個說不

獨立，可是如果你已經是一個，因為這樣就成為新生的國家，還宣布不獨立幹

嘛？還需要做這樣的承諾幹什麼？這就是背後邏輯，如果已經完成，你不需要

做這件事情；另外一點，如果說臺灣之子選上中華民國，總統臺灣就建國，那

2008 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請問臺灣國發生什麼事情？滅亡！王莽篡

漢、英九篡臺，沒有改國號、什麼都沒有改，中華民國憲法繼續照著用，完全

沒有，邏輯完全不通的，而且國際法過去也沒有這樣的前例，沒有這樣的前

例，這東西就是沒有前例沒有先例，國際法是透過過去長久的習慣，慣例形成

的一種規範，規則，這東西會慢慢變成國際法的內容，可是，在過去沒有這種

情形發生過，你說今天在臺灣發生一次，這樣的事情，就要變成國際法規範？

根本就是我今天講的自卑轉自大！李登輝－我告訴你，李登輝、還有國統會，

他還有國統綱領，所以他自己講的那些東西，而且他只是個總統而已，他是中

華民國的總統，中華民國是什麼東西？世界政府嗎？所以李登輝講的東西不代

表什麼，重點是，李登輝他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他要遵循中華民國憲法，總統

是中華民國憲法裡面一個憲法機關，他說的東西可以違抗憲法嗎？他可以違抗

中華民國憲法嗎？今天大家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規範去選中華民國總統投

票的時候，中華民國身分證拿出來選出中華民國總統，你跟我說這是臺灣國，

這都開玩笑！ 

重點是說，我們之後要建國，就是自決權，我們要知道，去殖民化，過去國際

共識去殖民化，我們就好好利用這一個，因為我剛前面講的，我們要利用強國

所制定出來的規則去主張我們自己的權利，所以聯合國憲章裡面這個自決權，

我們都要用，公民政治權利裡面也有講自決權，經濟社會文化公約這些都講自

決權，所以我們如果要建國，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最好的方式不是我們自己在

臺灣島內自己閉門造車，我自己覺得這樣用就可以了，我覺得我名稱改一改就

可以了，然後我就修憲，把領土範圍修成變臺澎金馬就 OK 了……沒有這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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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走在國際舞台上，你就是照國際法，既然臺灣有過去這段歷史，你就

好好利用這個，臺灣以前曾經是日本殖民地，日本放棄，我們還沒有完成自決

程序，聯合國 1514，殖民地國家跟人民獨立宣言，在託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

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如果在戰後這狀態，臺灣就是被佔領，我們就是還沒有達成獨立的領土，我們

就用這一個，這還可以要求其他那些國家－聯合國的會員國要幫忙，協助我

們，不是他幫我們做，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他們要協助，不然至少不要否定；

1541 號決議有講非自治領域這些可以透過下列方式達成完整自治，享受完全獨

立自由，所以我們成為主權獨立國家或是成為獨立國家自由邦跟自由聯席；再

來是併入獨立國家，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自決，其實就是決定這些東西，決定

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要建國，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或者說我們成為一

個獨立國家自由邦，這個其實本身還是有一個主權，但是有些主權讓渡出去，

譬如說軍事或是外交，交由其他國家幫你忙處理或另外併入獨立國家，類似像

這種，併入獨立國家這個。我有講一點，所以有些人在講說，臺灣如果行使自

決權，萬一臺灣人如果主張說我就臺澎主權直接交給中華民國，其實這很有趣

是，因為這裡是獨立國家，中華民國根本國際社會也不承認它是一個獨立國家

的時候，你寫下來放進去，好像人家也不會承認，因為要有效，要有效，你要

是一個獨立國家，這個是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所以你要併入獨立國家，它就不

承認中華民國這個東西，你今天在自決把中華民國寫進去沒有用，這個時候只

能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沒有人要承認他是個國家！其實很有

趣是如果我們今天按照國際法去走自決程序的時候，你要嘛就自己建立一個國

家，要嘛就併入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但是在這些東西裡面，不會中華民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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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為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上就是一個，說他死掉嗎？他有點是殭屍，花錢買

人家承認的殭屍，但他花的錢都花臺灣人的錢，所以臺灣人就是付非常多的錢

去養一個殭屍，自決權這個東西，如果我們今天可以行使自決權完成這個東西

來講，其實很多問題都解決。 

 

  不管怎麼說，我們今天要建立國家地位，其實就是走這個。我們就好好去

了解臺灣過去的歷史，臺灣的法理地位，他們去利用這一個法理地位去爭取這

個權益，這一些東西是在國際法上面，到目前為止，可能是最有效的或者最有

力的說法，但是跟大家現在的認知有些差距，感覺上看起來跟現象不太符合，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真實就是隱藏在表象之下。 

我們就是援引這些東西建立自決權，行使自決權，他其實沒有什麼理由去否定

我們有權舉行自決公投，自決權的行使，其實沒有人可以否定的，沒有什麼人

可以否定，他可以不承認不接受，但是沒有什麼理由去否認你今天行使住民自

己本身行使自決權，這東西其實沒有什麼好否認，他可以不承認，他可以不承

認你這個結果，但是他其實沒有什麼理由否認你有這個權利，所以我們透過這

個東西完成這個程序之後，我們完成這個自決，我們就可以去確立臺灣跟澎湖

的主權。 

  現在就是說因為剛才黃教授講，臺灣現在就是主權未定的狀態，但是這個

主權未定的狀態，對臺灣來講其實是個雙面刃，因為他主權未定，所以他還可

以決定，他不是個定案，就算定了，還可以再分裂，再獨立，都是一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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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主權未定，所以有個決定權在這，所以我們有權利決定，有權決定是一回

事，但是你要不要行使，要不要趕快行使，不要一直拖下去，因為，中華民國

一直在過去這七十年來一直都在講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講久了，人家也會覺

得那你好像也心甘情願就接受這樣的狀態，弄到最後就是變成將錯就錯的一個

狀態，但實際上，今天我來跟大家講這些東西或是剛才黃教授跟大家講這些東

西，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是要去破除之前中華民國透過他的教育所灌輸的錯誤

知識，讓大家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之後才有辦法去採取

行動，我們現在臺灣人很多都在錯誤的認知下做了非常錯誤的事情，譬如說南

海主權，釣魚台，在那裡伸張主權，講的立場、根據全部都跟中國一模一樣，

這時候人家把你當中國，你有什麼好埋怨的？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認知不清，

因為我們接受的資訊是錯誤的，洗腦教育，昨天劉老師有講這洗腦教育，今天

我們就是要去翻轉這些東西，當然中華民國到現在還是很多東西不敢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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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講建國，現在看起來是臺澎金馬都是中華民國在管，接下來，我

們把真相弄清楚，知道是這麼一回事。 

 

下一步，政府要籌辦自決公投，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是說馬上可以辦，重點是

要讓更多人去了解這個，可能有人說我們要辦這個，可能會有聯合國成員說，

沒有，你不行！我們就講，法理的狀態也講清楚了，說其實我們是前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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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應該是，你們有義務要來協助，也不反對，不可以反對，就是講這些

東西出來，照你的規則來走。 

 

接下來，進行自決的時候，用聯合國決議裡面的東西來寫，我完全照你的規則

來走，然後舉行自決公投，這時候就會決定臺灣澎湖主權，不管你最後的決定

是什麼，你可能決定說要建國或是要變成某個國家的一部分，總之主權就決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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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這時候我們決定要建國，就有個新國家了，你說新國家的時候他就臺灣

澎湖就交由新的國家來治理，剛才之前前面講的軍事佔領就會結束了，因為軍

事佔領原本的作用就是在你這個地方戰敗國的領土，還沒有完全，最後戰後處

置還沒有確定的時候，維持那地方的穩定，當你建立了國家，這個地方主權確

立了，可以自己管自己之後，軍事佔領就結束了，這東西就完成，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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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到這個時候，臺灣澎湖，這邊是跟中國，這才會真正的變成一邊一國。

臺灣中國一邊一國，像金馬這些在這個阻擋之下金馬住民行使自決權，前面臺

灣跟澎湖有沒有行使自決權，有些人捨不得金門馬祖，所以一定要金門馬祖一

起放進來，金門馬祖就是中國領土，所以他們要用自己的另外一套，他們自己

要行使他們自己的自決權，他們要自己決定他們自己的主權歸屬，我們要把他

併進來會有一些危險，如果我建立一個國家，如果這時候金馬主張這個東西，

如果被人家挑戰的時候，或者說，我今天在建立新國家的第一天，建國當天，

我就入侵中國領土，那入侵中國領土，中國說要捍衛我國疆域，他就動武了，

這就是所謂的臺獨會打仗，根據國際法就會變成這種情形，因為你把人家的領

土給拉進來了，臺獨會打仗 就會變成這樣，可是實際上如果我們今天建國只有

臺灣澎湖的時候，沒有把金門馬祖拿進來，其實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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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這些，我今天講臺灣要自決，要建國要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有一些東西是

我們現階段可以做的，在還沒有建國之前，就像正名，我們講制憲，但是正名

制憲不是說把中華民國或是中華臺北，直接改成臺灣，這東西其實有點危險，

如果我們要做的話，最好是把中華臺北跟臺灣直接把它放出來，讓大家知道這

你有兩個東西，還有制憲，制憲這些東西，我們也不是說把中華民國憲法拿

掉，直接改成臺灣國憲法，當然如果可以直接自決建國當然最好，但是如果不

行，你就是在這制憲，就要透過制憲過程去把臺灣澎湖跟金門馬祖切開，切開

之後讓大家知道其實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正名絕對不是把中華民國改成臺灣，

你要把這個分出來，就是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臺灣是臺灣，不要把他合在一

起，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流亡出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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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像制憲一樣，中華民國還是要留著，不要把它消滅，把它消滅，金門馬祖

就很難處理，但是我們把中華民國憲法，可以去修他，讓臺灣在裡面不出現，

然後另外制定其他基本法去管臺灣跟澎湖。這裡面基本法可以講我們之後要行

使自決權就是這個治理當局，講清楚他的性質是什麼，他該做什麼事情，這是

一個做法，需要時間，用這個方式來講，可能是狀況講的最清楚的，當然還有

其他的做法，其他做法都會有更多…會有很多的模糊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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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講國際參與，在還沒有建國之前，或說我們要去破除中華

民國對臺灣所造成的限制的時候，把臺灣跟澎湖實際上的法理地位告訴全世

界，利用這個法理地位去主張我們自己的權利是會有幫助的，我們不斷的被

2758 號決議卡住，聯合國 2758 號決議主要是在卡中華民國政府，它其實不是

在卡臺灣，臺灣如果一直跟中華民國綁在一起，就會被 2758 號決議鎖死，通過

這個東西把臺灣澎湖弄出來，把法理地位講出來，講說我們的狀況是什麼，我

們是被佔領的，就承認我們是被佔領的，承認－不要講說我們是主權獨立國

家、自欺欺人，透過這樣的形式，讓大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讓大家知道知道

自己要怎麼做，才可以幫到自己，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知道他要怎麼做來跟你合

作，跟你配合。 

 

入聯的話，聯合國是國際組織，你要成為會員國，你要是主權獨立國家，要先

是國家才有辦法成為他的會員，觀察員可能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聯合國，有

些人覺得聯合國是世界政府，領土主權他決定，國家在裡面誕生，都不是，聯

合國是你要先建國才有辦法進去，所以他不可能是國家誕生地，今天台灣要建

國，所以他把入聯放在建國的程序裡面，這是很奇怪，你一定要先建國才有辦

法入聯，就算是個國家，也不一定要入聯，進入聯合國並不是被承認是國家的

前提，我很喜歡舉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是西元 2002 年的時候才加入聯合國，可

是我們不會講說 2002 年以前瑞士不是一個國家，聯合國是個國際組織，所以你

是不是個國家跟你有沒有加入聯合國是兩回事，但是現在因為基本上所有國家

都加入聯合國，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你如果是個國家你會在裡面，可是並不表示

沒在裡面就不是個國家，但重點是你要進去要先是個國家才行，總之，建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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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入聯，不建國沒辦法入聯。 

 

我們這些東西，因為我沒有圖，假如說，我們今天要建國，要進入聯合國，你

先建國，一定要先完成這個。 

 

接下來，提出入聯申請，如果說秘書處講：唉呦，沒有阿，我反對，你要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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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因為前面我們已經照著國際法，聯合國自己講的程序，我都做啦，你

說你不承認，那你說個理由來，有這些東西，我們就可以去反制他的反對。 

 

如果反對成功了，那我們就可以進去，接下來進入到安理會，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能會反對，可是，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反對的話，就有點像說你自己本

身牽涉在內，那如果我們這時候去連結利益迴避原則，說你不能夠參與投票，

可以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擋掉，到時候都還會有些操作，在國際法上面，都還有

些東西要討論，但這是一個策略方式，所以你還是有機會，只要通過這一個，

進入到這裡，我們還是有一些法律上的攻防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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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安理會進入到大會，進入到大會的話，就要開始與在舊金山和約有簽的那

幾個國家，舊金山和約你知道台灣地位未定的問題，今天我們台灣人行使自決

權，行使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大會決議講的自決權，我已經決議了，透過這個

程序決定台灣主權歸屬了，你們只要承認，接受這個東西，之前台灣地位未定

留下來的問題，我們就解決了，你承認，支持我們加入聯合國，這是一個方

法；再來，舊金山和約簽約國，沒有簽的，我們就一樣講前面的東西，聯合國

大會決議，聯合國憲章，這些東西都拿出來講，讓他們說 OK，其實這些都有規

範，你都是成員，接受承認我們的話，應該沒什麼損失，當然會有些政治上的

考量，但是不管怎麼講，我們在法理上的障礙是已經沒有的，完成這些東西之

後我們就成功入聯，但是不管怎麼說，起點一定是你先是一個國家，你才有辦

法走到這裡來，現在還不是這個的狀態，你怎麼拚都沒什麼用，像之前我們那

個閃靈主唱去聯合國講說台灣現在民主，很有趣，閃靈主唱去那邊，他有講佔

領，他也提到佔領，但是到後面又講說台灣現在已經透過選舉民主化，是一個

國家，這個就是就想要偷吃步，覺得今天這樣講一講，讓人家腦袋不清楚的時

候，就讓你過，接受，沒有，人家腦袋清楚的很，不是你隨便在那呼攏就會

過，所以，我剛才所說的這些東西，有些人覺得很困難，可是實際上這個東

西，時間要完成，但是做完這個東西之後，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說你沒有做你該

做的事情，那是非常清楚，黃教授訂出很多的東西，中華民國從來沒有講說，

他只是另外一個不屬於中國的一個國家，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他會從另外

一面講說，我要成為一個國家，今天透過自決程序，我說我要建立一個新國

家，這就是非常清楚的宣示，做完這個東西之後，沒有人講說你沒講過，要承

認可能有政治考量，但是不管怎麼講，你已經完成最清楚的，這句話講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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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之後，人家要再有其他理由，他要再想新的理由，我認為說，我們現在在面

臨，台灣很多問題，國際上走不出去，WHA，要中國才能有邀請函，這些東

西，我們如果可以好好的去，老老實實的去完成，依照國際慣例，依照國際

法，按照國際形成的規則好好做出這件事情，讓人家講不出話，沒有理由再說

你不是，我想這是到那時候台灣的走入國際的路就會更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