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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持人_蔡智豪：台灣的國際參與策略與實踐方法，其實這一系列的講演在台灣

人權文化協會的 youtube 上面其實有一系列的影片，其實都有非常精采的演

講，也有非常深入的剖析，這場演講是聖峰在未來 4 年可能是－離開台灣，因

為要攻讀博士，下下禮拜就要去英國了，這是離開台灣的最後一場，我昨天和

黃董聊天，去申請博士班，去申請幾個英國大學的博士班，然後要寫一個你念

博士的目的是什麼？對不對，你要做這個研究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會錄取聖

峰去博士班做研究，他的目的要建國，他直接跟英國的指導教授說要建國，為

了台灣的建國去念博士班，結果就錄取了，可見其他國家在做學術研究，大家

都很清楚、也很願意用學術的角度把台灣國際的法理地位走出一個自決建國的

一條路，我們來歡迎聖峰。 

• 演講影音（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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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聖峰：那個，接下來的幾年裡面可能就是，雖然說我人可能不在台灣，但

是，大家要看到我的話，我可能在英國還是會用直播的方式，所以大家要看我

的話還是有機會，那剛才智豪提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嗯，你知道其實

我們像台灣，如果你在台灣，碩士，不管什麼都是用考的，像碩土班、博士

班，在台灣這些都還是需要考，那如果是在其他國家的話，他們很多都是很早

就用申請的，台灣這邊都是被以前那個中國的習慣－科舉文化教壞了，所以台

灣人覺得都要比個高下，考個標準考試，然後用標準成績考得好一點，然後進

去，可是常常用這種方式，你會教出一堆那種很會考試、但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的人，你也知道，最近有一個北一女的學生，她才開學五天而已，就從她家樓

上跳下來，那其實就是台灣在這種情形很多哦，那我覺得台灣很多人真的不知

道自己要什麼，都是別人跟他講他要什麼東西，那有的時候跟他講你要做什麼

的那個人，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常常就是這樣子呀，人家不是講說五

子登科啊，那好像就是要結婚、有房子、有錢之類……的，這個好像就是人生

目的，但是我想說，如果我們是在其他國家的人的話，你以五子登科的目標可

能 OK，可是我必須跟大家講，我想大家今天來也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說：台灣

人其實沒有那麼輕鬆啦！就是台灣人很多事情要做～都比別人要辛苦很多，那

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一個國際承認的一個國家！那現在很多人以為

自己有國家，但是這個國家到底是不是真的台灣人的國家？我覺得這不單單是

情感上的問題，雖然有人講國家，靠國家認同，可是，有很多東西它可能不是

靠認同就可以解決問題，現在台灣人沒有自己的國家，現在在台灣的政權不是

台灣人的國家，這個東西不是可以用情感解決的，因為那個是法律，那是法律

問題，那因為台灣現在是處於這樣的狀態，所以我們才會要去面對一個國際參

與策略與實踐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如何在現在還沒有一個在國際法上面，然

後得到許多國家廣泛承認的一個國家的情況之下去參與國際，那到底要怎麼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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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想我們在談這東西之前，當然有一些東西算是基本知識啦，所以還是要簡

單講一下台灣的法理地位，然後再講國家建立的部份，怎麼建立一個國家？然

後要講一下台灣要怎麼去參與國際？最後就講一個台灣要入聯，台灣要加入聯

合國這件事情是很多人到現在都很努力的事情，我知道後天 9 月 10 日，然後也

是有一群人要跑到紐約去、然後要去跟聯合國宣講，然後要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什麼之類，那這一群人辛苦很久，那其實過去為了讓台灣進入聯合國，就是有

各式各樣的方式，各種想法，像以前也是有一群人講”他要返聯”，他要返聯，

他要重回聯合國，那返聯的前提就是你曾經進去過，然後離開，要再回去嘛，

所以我們知道返聯就是說你離開了要再回去，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返聯對台

灣來講是正確的嗎？台灣有返聯的問題嗎？如果是這樣，那就要先問台灣什麼

時候進入過聯合國？對不對，那這時候那些人就會跟你講一個時間點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 2758 號決議，聯合國 2758 號決議，你在那個決議絕對看

不到台灣，沒有看到台灣，你只有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看到蔣中正，你

沒有看台灣，所以在這個地方，台灣是什麼？台灣在哪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嗎？還是蔣中正？都不是吼，其實重要是蔣介石、蔣介石政權，而且被認定為

非法政權，所以這個東西從那裡趕出來？那有一個很有趣的說在 2758 號決議你

看不到台灣這兩個字，但是為什麼台灣人會覺得台灣在 1971 年的時候退出聯合

國？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在 1971 年的時候退出聯合國？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狀

態，我說在場的年齡層蠻廣，我想的就是比較年輕的也許對於 20、30 年前的情

況較不清楚，那比較年長的都很理解在當兵的時候，可能在行軍、操練、喊口

號都是：『反攻大陸、統一中國』，這樣的東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然後那個

時候台灣人覺得自己就是中國人，然後那個時候小學生上課回家的練習本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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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所以那個時候台灣

人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呀，自己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那 1971 年被踢出聯合國的

那一個，他們是講退出，其實是被踢出來，被踢出去的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在被踢出去的時候，那時候台灣人的腦袋想的是他是中國人，中華民國是什麼

東西？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它就是中國、不是台灣，所以，在今天台灣人講說

要返聯之類的，就是把台灣跟 1971 年離開聯合國的那一個畫上等號嘛，可是，

1971 年離開聯合國的那個中華民國是中國啊，所以我們今天在講返聯，其實就

站在台灣就是中國的立場，而且還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搶正統中國政府，

誰才是正統？誰才是中國？所以我們在看進入聯合國議題的時候，其實很基本

的一個，我覺得到現在來講要變成一個常識，如果在講聯合國，有人在講返聯

的時候，回去的時候，請注意，這個絕對中國視角，絕對是中國視角，不是台

灣視角，因為台灣根本從來沒有進入過聯合國，從來就沒有，那現在比較是台

灣視角的是入聯，就是我沒有進去過，我們是新的，我是一個新的狀態要進

去，所以我之前沒有進去過，不是要返回，我是新的，我是要新進去加入的，

入聯，這個視角是比較正確的，可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講也是進不去，進不去，

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政體，我們在治理的單位沒有改

過，就是那一個我們說現在要讓它入聯的那一個政體，那一個政府，就是 1971

年被踢出來的那個東西，它從來沒有改過，換總統，或是立法院裡面的多數的

執政黨換別的政黨，那個都不會去改變政府的本質，那常常，我們有人會覺得

說，台灣人執政，所以台灣國就建立起來啦，這個我覺得把建國這個當兒戲，

哪有那麼簡單！我說如果你今天台灣人當選，選上中華民國總統，台灣國就建

國的話，下一次換個中國人當選，那台灣國到哪裡去？滅亡嗎？所以那有人講

說，我這個 2000 年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所以台灣建國了，台灣之子嘛，

如果是這樣子，那就很有趣，如果那時候說西元 2000 年台灣就建國的話，那為

什麼那一年還是民國 89 年？還是民國 89 年嘛，你年號沒有改呀，沒有改成台

灣元年，你沒有改嘛，對不對 ？而且那個時候陳水扁當總統那個屆次，他也不

是第一屆呀，我記得好像是 10、11 屆，那如果這樣說，陳水扁當選就是台灣

國建立的話，為什麼這些東西都是還從最早中華民國出現在中國的時間點開始

起算呢？對不對？所以我說這個都不要騙自己，沒有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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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現在講國際，這國際參與是首先要建立一個觀念：『什麼是國際法？』很

多人覺得國際法沒有用，為什麼覺得國際法沒有用？都覺得國際上都是比拳頭

大，誰拳頭大誰就贏，所以中國很厲害，他就欺壓我們台灣，中國拳頭很大，

台灣就沒辦法，我說這叫”講幹話”，不是說中國拳頭大，而是台灣不知道怎麼

用國際法，中國，我們現在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中華人民共和國欺壓所

謂的台灣，如果那個台灣把他指說我們現在臺灣人自己想要的那個台灣國，我

說，對不起，這都還不存在，現在被欺壓的那個是～對內都叫自己跟大家講說

我是大家的國家那個中華民國，它是中國啊，它是中國政府，它跟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都在搶正統中國政府，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欺壓它，欺壓誰

呀？對不對！要是我叫黃聖峰，然後路邊有一個人說他也叫黃聖峰，然後他說

我的東西都是他的，他才是真正的黃聖峰，那我當然會找他算帳呀，對不

對？！你山塞版嘛！當然啦，如果我們今天講歷史發生，出現的時間點，中華

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哪一個才是山塞？中華民國政府其實是先出

來的嘛，它 1911 年的時候（號稱啦）1911 年的時候出現，所以 1912 年的時候

元年，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1949 年，照道理來說，晚來的才是山寨，可

是問題是晚出現的那一個得到比較多中國人的擁戴嘛，對不對？那政府這東西

是這樣子，早出來晚出來不重要，得到多少支持才重要！得到多少支持才重

要，要不然你政府就不會換，對不對，要是我們現在講一個國家政府，它如果

說發生什麼革命之類的，你一定是有新的政府出來，把舊的政府解決掉，對不

對，所以在這時候，新的政府出來為什麼可以把舊的解決掉？因為新的政府得

到比較多支持，得到比較多的人民支持，所以呢，在這地方哦，哪一個才是正

統？其實我們要看哪一個得到原本那個國家國民比較多的支持，得到原本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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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的支持那一個就是正統，因為其實不管怎麼講，一個國家的成立，它一

個最基本，最根本的權利來源是自決權，自決權是每一個人的，這個也是民主

精神最基本的東西，所以我們今天在看，我們現在講山寨版不山寨版，其實我

們如果從民主的角度來看的話，中華民國政府號稱自已是是正統中國政府，從

1949 年逃跑到台灣來一直是這樣講，可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真正得到中

國人支持的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中華民國政府，那台灣人到現在

還有一批人在那裡講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啊，中華民國政府才是正統中國政

府，還在幻想之後還可以統一中國之類的，就可以知道這一群人腦袋在想什

麼，忽略現實。 

  那國際法上有一些要講，國際法它的作用是什麼？剛說，你說國際上不是

比拳頭大，如果只比拳頭大就是弱肉強食而已，而實際上我們並不是說今天去

國際上跟人家往來，不是在那邊比 muscle，是在講我們之間要有一定的規則，

然後去彼此互相往來，所以國際法就是國際法上的政治實體互相往來的規範，

就是大家彼此約法三章，我們之間怎麼樣往來，碰面的時候要怎麼打招呼啊，

然後做生意要怎麼做，那什麼是政治實體，國際法上的政治實體一個是國家，

這個是最普遍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後再來一個是國際組織，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跟國家不一樣哦，但國際組織在國際法上也是一個政治實體，我們來

思考，如果我們現在把國家、國際法上的國家，如果把它當成人的話，那這國

際組織就像人所組成的社團，所以譬如說在場的各位，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

嘛，但我們可以合起來一起組織一個協會，譬如說臺灣人權文化協會，它就是

由一群人所發起組成的，那臺灣人權文化協它自己本身呢？它會有一個獨立的

法人格，那這個法人格使得臺灣人權文化協會它可以跟人家往來，那在國際法

上也是一樣，國際法社會上也有類似像個人這樣的角色，像國家這種東西，然

後還有由個人所組成的社團，所以是國際組織，所以我們知道在國際法上基本

的單位，其實基本上也是國家啦，國家在國際法上面就相當於民法上的人；在

另外一個是實質自主運作的單位，這就是說，你不是國家，可是你現實存在，

人家不能否認你的存在，但又不能承認你是個國家，所以像這個東西就是什

麼？就像台灣就是這種狀況，然後，另外一個是索馬利蘭，這也是另外一個例

子，那索馬利蘭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後來自己獨立，但是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承

認；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說，實質自主運作的單位

跟一個國家，如果我們要來類比的話，我們剛講，國家在國際法上相當於一般

人，而實質自主運作這個單位是你不能夠承認它不存在但它又不被承認是人，

這就是什麼東西？如果我們今天要來去思考的話，這就像是一般人，這個呢，

這個就像是奴隸、賤民，不是人，不被當成人，但是你存在，就是像這樣的狀

態，台灣就是處於這樣一個悲哀的狀態，很多人不知道，還覺得自己很了不

起，不知道中華民國就是這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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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國際法上面有說，它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處理說這一些政治實體之

間互相擁有什麼樣的權利，互相負什麼樣的義務，還有它今天要怎麼樣行使它

的權利，怎麼去履行它的義務，這都是國際法的內容，那其實，我們可以把這

些類似的法律把它套用到一般國家內部的法律，如果說我們現在是一個法治國

家的話，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它都會有一定的法律規範，所以我們說，都管人

跟人之間、人跟法人之間嘛，所以我們知道國際法其實就在管這些，所以它在

管國家跟國家之間、國家跟國際組織之間或是這些實質自主運作單位彼此之

間，它們有什麼權利，有什麼義務，然後，怎麼樣行使自己的權利，怎麼樣履

行它的義務，它的範圍非常廣，幾乎無所不包，什麼東西都有管，基本上只要

你碰觸到跟任何其他的國家接觸的時候，你任何跟它的往來，都跟國際法有關

係，所以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文化、環境、人權……這些都有關係，這

些都是屬於國際法的範圍，那很多人覺得國際法，好像講說是不是個國家，只

有談那個，沒有，那個太狹隘了，太狹隘了，我們要知道說，幾乎什麼跟國際

法都有關，像我們今天，我們台灣到 Costco 可以買到很多美國食物，那些食物

要怎麼經過國際間的航運然後運到台灣來？這些都牽涉到國際法，航海，對不

對；譬如說有人你有朋友，筆友，他們可能在國外，那以前還有筆友，現在都

寫 e-mail，或者是直接用 Facebook，像這一種你的國際之間，或者是就是你有

跨國之間郵件的往返，這也是國際法呀；而且甚至於今天大家電腦打開，我們

連出去 Facebook 點上去，你就跟國際法有關，你就國際法扯上關係了，為什

麼？因為 Facebook 它的機器擺在美國，那今天你傳出去的資訊，你就傳到其他

國家去了，而且它中間可能走了很多的路線，中間經過非常多的國家，你要怎

麼確保這個資訊可以很通暢的在這些地方運送，這都牽涉到國際法，這都是國

際法，所以國際法範圍非常非常廣，那大家一般來想，國際法在講國際政治，

國際外交啦，那像剛才講進出口貿易，貨幣兌換，大家手上可能有其他的外

幣，然後彼此之間有金融交易、證券交易這些的，我們在台灣也可以買其他國

家的股票，這一些也都牽涉到國際法；那軍事這些東西就是兩國交戰、停戰、

結束戰爭；還有像現在很多，前幾天朝鮮不是核子試爆嗎？那他們這個核武試

驗，這個也牽涉到國際法，譬如說朝鮮做那個核爆的測試，很多國家，像美

國，然後還有像歐盟這些，然後他們就想說接下來要進行經濟制裁，這一些，

因為它試爆了核子炸彈，所以我今天要對你進行經濟制裁，這個也是依照國際

法，因為現在世界各國之間有一個防止核武擴散的公約；那還有其他的，譬如

說像生化武器，這些也都有想關的法、相關的公約，這就是你今天做了這些事

情之後，那國際上可以說你做了這個，然後其他國家就會聯合起來，依照公約

的內容對你進行處罰；還有譬如像人道法，這些也都是，所謂的人道法就是這

是說今天發生戰爭的時候，你要怎麼對待你所抓到的俘虜？這就是人道法；那

還有譬如說，今天你這個戰勝國，你去佔領戰敗國的時候要遵守什麼規定，這

個也是人道法的範圍；那交通剛才有提到陸海空、郵務，這些剛都有提到；那

環境，像現在我們節能減碳啦，像這一種的～京都議定書啦，類似像這一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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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跟國際法有關，因為現在很多環境的問題，它都是跨國的，它是很大範圍

的，譬如像我們－應該是冬天吧，冬天的時候你就會霧霾嘛，霧霾從那個台灣

海峽西邊那一塊飄過來嘛，所以就知道連污染這種東西，它都是跨國性的，那

像這一種的環境污染的這些也都跟國際法有關係，然後再來像人權，自由、自

決、生存訴訟、人道法這些，這些也都是國際法，那最直接的就是我們有一個

人權宣言嘛，世界人權宣言，然後之後還有那個人權的兩個公約……像一些，

這一類的公約，它都是國際法的內容。 

 

所以國際法的範圍其實非常廣，然後我們真的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說，

國際間不是只有在比拳頭大而已，我在幾年前，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嗎？就是那

個被以色列佔領得很慘的，以色列其實在侵略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其實也很

早就宣佈自己建國了，但是因為美國一直都在幫以色列，所以巴勒斯坦在國際

上一直受到打壓，可是不管怎麼講，我記得在去年還是前年吧，巴勒斯坦的旗

子也在聯合國升起來了，對不對，美國可是世界第一強權哦，美國的拳頭可是

世界大的哦，可是它也不可以阻止巴勒斯坦的旗子在聯合國升起來，所以不只

有靠拳頭大，不是拳頭大就贏，國際法就是讓拳頭大的不能夠只因為它的拳頭

大就贏，這就是國際法最重要的功能；去年嘛，也是那個南海仲裁，去年國際

仲裁庭就是說中國你所宣稱的那些權利在法律都站不住腳，中國很厲害，是不

是，可是，國際仲裁庭還是判說你所說的那些權利不存在，你不能夠主張，那

當然中國聽到這個說我不接受你的仲裁結果，可是不接受一回事，因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它自己有簽國際海洋法公約，所以它必須要遵守，不是說它不遵守就

不遵守，那其他的國家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仲裁上面它輸了，所以他們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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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政治上的籌碼，多了一些法律上的籌碼可以跟它提出要求，所以我們知

道說南海仲裁裡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是全敗、都倒，菲律賓提出來的訴

求，基本上都 OK、都通過，所以菲律賓就取得什麼籌碼呢？菲律賓它贏了，但

是它沒有辦法，中國也不會因為它輸了就馬上把它的填島造礁那些就拆掉嘛，

不會嘛，可是，菲律賓因為這樣子，它取得了一個可以”要求中國跟它坐下來

談”的一個機會，有這個東西就很重要了，有這個就很重要了！因為有時候你跟

人家要解決問題，差就差在人家不願意跟你坐下來談，對不對，國際法就是逼

你大家坐下來談的工具，台灣，對台灣來講也是一樣，台灣要知道，那個台灣

也許現在很弱，大家可能覺得自己很弱，有人說弱國無外交，先姑且不論台灣

現在是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就是因為你弱，所以你更要利用國際法，因為國際

法是強者制定的東西，什麼意思？國際法是強者自己都約定他們要遵守的東

西，它不是弱者自己定的，是強者自己定的，那強者之間彼此為了確保彼此之

間，就是強強之間不要互相的～最後造成世界大戰之類，所以大家談出來是大

家都可以接受的規範，所以，其實國際法真正拘束力、影響最強的其實是大

國，其實是大國，大國受到國際法拘束影響是最強的，因為是他們自己談出來

的，今天大國如果自己不遵守跟其他大國之間互相談出來的事情的話，那真的

會天下大亂，所以其實對於比較弱的勢力來講，其實就是在利用這個，利用這

一點，利用大國它不得不遵守自己跟其他大國制定出來的規範，然後你用這個

去跟大國談事情，所以這是一個策略應用，這是個非常好用的工具，所以不要

把它丟掉！ 

但是有人覺得，台灣有一群人在講國際法沒有用，那基本上我個人對於這個做

了一點分類，有的人是健忘，這一種健忘然後覺得國際法沒有用的－這－很多

人是說主張台灣獨立、台灣建國，但他說國際法沒有用，那我就覺得這些人可

能忘記自己想要幹什麼，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讓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你想要

讓台灣變成一個國際法上面人家，一個國際承認的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怎麼可

以說國際上的那個規範、也就是國際法沒有用呢？！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嗎？你要人家承認你，你要人家在國際舞台上承認你，結果你把人家在國際舞

台上所遵守的規範當做垃圾，說它是沒有用的東西！這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嗎？！所以會這樣說的人，我想說他已經忘記他的目標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國

際法上面主權獨立的國家，我講實話，如果說有人一天到晚說建國什麼之類，

自己要台獨什麼之類，然後講說國際法沒有用，告訴你，這種人絕對不是真的

要建國的，絕對不是真的要台獨，因為這些人連自己到底真正要做什麼自己都

搞不清楚！ 

再來呢是無知啦，那無知就比較不能怪這個人，因為他是不懂，他不知道國際

法的好用，他不知道國際法的效用是什麼，所以他覺得國際法沒有用，那像這

種的還有得救，如果他有機會去了解的話，他就會知道國際法的作用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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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那還有一種是自大，那這種自大是從自卑生出來的，那這一種很多是覺得台灣

很弱、很差、很糟，很弱、很差、很糟－因為這樣，然後就覺得～啊，不管，

目空一切，反正我就是這樣，然後開始耍流氓，有的是這種情形，說我都不行

啊，沒關係啊，然後就是一種意氣用事，也會有這種情形。 

還有人幼稚啦，然後就是在國際舞台上不斷遭受到挫折，所以就是胡鬧，所以

就是三歲小孩，那像這一種呢，我講老實話，這一種人最多！這種人最多！多

在哪裡？我們現在在政治場域最多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因為這一群人他們沒有

辦法，就是因為以他們自己所具有的認知，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手段，沒有辦

法讓台灣在國際上走出去，所以他覺得國際法沒有用、幫不了我，其實是他不

懂，他就覺得沒辦法幫到他，然後回過頭來說國際法沒有用，我們自己相信自

己就好了，我們相信自己是一個國家就好了，是從這種思維所產生出來的東

西，這叫阿 Q 心態，不敢、不願意去正視問題的根本，就騙自己，騙自己也就

算了，還要去騙別人，那一般人也就算了，你今天如果是政治人物，如果是領

導者，你還在講這些東西，就是騙大家跟你一起死，這種人最可惡！但現在台

灣這種人最多！ 

還有一種是惡意啦。刻意阻礙台灣建國目標的實現，因為對這些人來講，台灣

沒有建國對他最好，繼續維持現有體制對他最好，因為站在現有體制底下，他

撈最多、賺最多，這一種人最常見的就是黨國權貴啦，就是跟著 1949 年的時候

跟著中華民國逃難到台灣來的這一群人，或者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然後還有的

就是在台灣裡面就是跟人家、跟這一些從中國來的難民或者是流亡政府，跟它

勾串，然後過得非常爽快的這種人，所以這種人他也會覺得台獨不要談，不要

講，拼經濟啦，拼經濟最重要啦！我講句很簡單的話哦，台灣建國跟拼經濟，

哪一個重要？我講實在話，都重要！可是如果你今天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

的時候，你賺錢絕對比現在還要容易，還要輕鬆！為什麼？因為現在大家都知

道，台灣其實很多人都是從事高科技業，做研發啦這些，那我們像電機、資

工、資管、然後機械、電子……非常非常多的學生都在學這些東西，然後還有

人出國留學的，這一些人學了這些東西出來之後，你知道嗎，他們用腦子所做

出來、研發出來的東西，因為台灣沒有辦法加入 ISO，就是國際準標組織啦，

所以這些人所做出來、想出來的這些新的技術，都沒辦法變成國際標準，沒有

辦法變成國際標準代表什麼東西？你的東西，你今天做出來那些，花功夫、花

心思想出來的這些東西，別人只要把你拿去抄，隨便改一下東西，丟出去就變

成他的標準，你就要照他的標準然後付錢給他！台灣建國對經濟有沒有幫助？

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覺得喲啊不要啦，我們就好好的，就是日子過得下去就好

了，日子過得下去－然後我們就發現，你有很多的事情想做做不到、想玩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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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譬如說台灣你現在不是一個國家，很多國家不承認你的時候，你在談這

個，譬如說航空、譬如說轉運，這一些的權利都會受到影響，人家不承認你是

國家的時候，他就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權利、利益，你就沒有辦法享受到，有

些是國家專屬，那一些國家專屬的利益，那個單位都是用億來算的，幾億、幾

百億、幾千億在算的，然後很多人不管這個，他只關心他這幾個月賺的那幾萬

塊錢能不能順利進到自己的戶頭來……當然，你當然要先餵飽自己，這個很重

要，但我要說的是，有些人覺得我只要顧著這些就好，卻不知道說因為台灣還

不是個國家，因為台灣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你有很多東西，你根本沒有辦法得

到應有的回報，你這努力沒有辦法得到應有的回報，那有一句話我常講，就是

說，『強者可以左右規則，弱者必須精通規則』。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強者可以

制定規則，我們現在講的國際法，國際法就是一堆強國所制定出來的，強國

呢，不一定是軍事武力的強，它也有可能是技術上面的強，有可能是經驗上面

比人家豐富、比人家老道，那像這一些國家，它在那地方就是可以呼風喚雨，

這樣一個國家，它們所制定出來的東西，你就一定要去遵守，那這些強國彼此

間談出來的，它們都已經講好了，因為大家彼此要相安無事，大家要好好過日

子，所以強的國家自己講好要遵守，所以在這時候，弱的更要去了解這些規

範，因為這一些規範，你今天跟你一樣弱的對手，你跟它往來照這規範沒有問

題，你今天如果是要跟比你強的對手要往來的時候，要跟它對談，譬如說我今

天跟它做商務談判的時候，你照這規則下去，它還是要照著做呀，所以有這個

東西，我們必須要知道國際法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如果今天你是非常強

的一個國家的時候，這國際法對你可能比較沒有～就是說，可能對你來講，它

就不是那種－你非得要去非常理解的東西，因為，如果你是非常強的國家的時

候，其他國家會來跟你談，所以我們來看這件事情要怎麼處理，所以就會發現

這個就像美國，有很多的事情，如果美國沒參與基本上做不起來，為什麼？因

為它的影響力太強，然後很多的國際組織，它今天要做什麼公約之類的，它們

都會非常在意美國有沒有簽這件事情，如果說美國今天有參與的時候，美國講

什麼它的影響力很大，但不管怎麼講，對於我們來說，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然後其實在國際上力量還不是很強的情形之下，我們就是要知道國際法是這麼

一回事，所以要認清楚、要搞清楚，那我之前會舉個例子，我們現在講說中國

拳頭很大，對不對，覺得說你好大、我好怕，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大這樣子，我

只是要告訴大家，現在這個海峽西側讓很多台灣人看到後馬上腿軟這一個中華

人民共和國，1949 年成立，建立政府之後，它花了 22 年又 24 天，它才把中華

民國政府從聯合國頂出去，儘管它這麼強，儘管它的人口比中華民國政府－流

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要大很多、多很多，它也是花了 22 年，才把中華民國

政府從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位置上擠掉，對不對，就算是這麼大，人這麼多、土

地這麼龐大、軍事武力這麼強的一個國家，它碰到國際法，它還是要花 22 年，

它才有辦法進到聯合國，但今天我不講說台灣，大家可能會覺得，哇，中國都

要花 22 年，那台灣可能要花更久，沒有，不是這樣的狀況，因為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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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所以花了 22 年又 24 天才進到聯合國是因為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

國有美國挺它啊，如果不是美國挺它，不是美國想盡辦法在幫它，那時候是冷

戰時期嘛，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共產國家，中華民國是反共，反共陣營都

在幫中華民國，所以讓它撐在聯合國裡面，是因為是有這樣的政治角力，所以

中華民國可以撐這麼久，如果說沒有冷戰，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早就進去

了，但不管怎麼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為什麼花這麼長的時間才進去，因為聯

合國不會看你人這麼多、武力這麼強大，你要加入我就讓你加入，沒有！你要

進來的前提是聯合國大會要通過啦，讓你可以進來，聯合國大會是什麼地方？

管你是美國也好、梵諦岡也好，每個國家都是一票，這就是公平，這就是聯合

國裡面的一個公平，這是國際法另外一種有趣的地方，因為有這一種：一個國

家只有一票的這種設計，所以，你說比拳頭大沒有用呀，你在聯合國大會，一

個國家只有一票，但是我要講，就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它

花了 22 年，它在這過程中培養了成千上萬國際法人才，那台灣呢？我講老實

話，台灣沒有在培養國際法人才，就是台灣沒有在培養國際法人才，所以我才

必須要去其他國家－我大學是唸台大，台大國際法，我只記得說那個時講教材

的時候是看丘宏達的，丘宏達的國際法其實講實在話，素質品質都很差，品質

為什麼差呢？因為他是中華民國御用學者，那丘宏達所寫出來那些東西就是要

維持中華民國可以在臺灣繼續活下去，所以很多的東西都跟真正的國際法是不

一樣的，因為，你知道台灣人是這樣子，中華民國都跟你講你要學文言文，你

要學中文，所謂的國語，國語文、國文這些東西，因為你是中華民國人、你是

中國人，所以這些東西你要學好，然後像國際法，既然講國際，你就不要想說

你只有在看中文而已，對不對，又不是全世界都在講中文，其他國家都講其他

語言嘛，那，所以，當台灣的學生在學校裡面，尤實是法律系很有趣的狀態是

很多法律系的學生英文最好的時候是大一，大一有上英文課，那個共同必修，

那個時候可能是他一輩子英文最好的時候，之後就一路往下，為什麼？因為法

律基本上是中文，所以他的英文能力就一路往下走，那英文能力往下走的時

候，當然他今天看到國際法的教科書的時候，他就寧願看中文版，那看中文版

你就會看到中華民國弄出來的東西，然後它就給你亂教，所以你就學到一些垃

圾，那我幸運的是什麼呢，我大學的時候我沒有修國際公法，但是我知道那些

修國際公法的可能會看到什麼樣的書，那我的國際法其實是我後來直接去訂就

是劍橋出版社之類那個原文書我直接帶回來自己看，其他國家的學生在他的大

學念國際法，看什麼課本，我在台灣，我買回來自己看，是這樣！但是大多數

的台灣人，如果有機會學到國際法的人，基本上看到的都是中文的，這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好，我們來看國際法對弱者的作用，理由就是讓強者可以去競爭，在政治上、

法律上有攻防的籌碼，就好像今天，譬如說鴻海郭台銘董事長，超有錢、公司

超大，如果我今天我要直接用我的肉身跟這家公司對抗，我一定輸嘛！可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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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如果我對簿公堂，那我不一定會輸哦，是不是，這就是法律，國際法也是一

樣，所以，很多人真的就覺得台灣弱國無外交，所以國際法沒有用，錯、錯、

錯，就是因為你弱，你更要懂國際法，國際法是弱者的好朋友，這是事實。 

 

那接下來這台灣法理地位這東西，我想今天來大家可能對過去的歷史大概都有

一定的了解，所以我跳快一點，1895 年馬關條約生效，台澎就割給日本；1895

年 5 月 25 日，台灣民主國成立，那有些人說，台灣民主國是台灣第一個獨立的

國家，我說，不要假了！台灣民主國並沒有真的要獨立啦，台灣民主國它的國

號、它的年號叫永清，然後，這個國家的獨立宣言就是永遠奉大清國為正朔，

它就是個附庸，而且它的想法是說，之後，它還想要再回去，它還想再重回大

清的懷抱，所以是一個沒有骨氣的東西，那純粹只是不甘願、不想被割掉，然

後還想要再回到大清，這不是真的要獨立！所以我每次碰到有人在講台灣民主

國都覺得好笑，他根本不知道台灣民主國是什麼東西，而且台灣民主國它的總

統都逃走啦，對不對，譬如說丘逢甲，丘逢甲才好笑，他就跑很快，然後中華

民國從美國那借來的軍艦還命名為逢甲，你那個軍艦是要用來保護台灣的，然

後用一個落跑的人的名字來替戰艦取名，有時候覺得不學歷史哦，真的問題很

大。好，1910 年日本帝國用武力併吞原住民領土，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講這

個？ 1895 年這個，大清帝國大家應該知道，大清帝國他 1895 年它並沒有控制

台灣全島，那個時候有一個所謂土牛分界的部份，土牛分界以西的部份，所謂

漢人墾殖或是熟番的地方，那以東的部份就是所謂的生番，那基本上大清帝國

認為生番所在地不是它的版圖，所以大清帝國它根據馬關條約，它可以割讓的

只有它的版圖而已啦，所以就是這個土牛界線以西的這個部份，所以日本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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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以武力征伐的方式去併吞原住民的領土，也就是原本的生番所在地，然

後那個時候他們有畫一個隘勇線，線上還通電，裡面還有一些人這樣，他們後

來就限縮隘勇線，然後用武力征伐的方式逼原住民部落要投降；那一直到 1933

年，1933 年 4 月 22 日，就是大分起義結束之後，全台灣，我說台灣島哦，不

包含澎湖－澎湖很早就已經全部納入日本領土，全台灣真正納日本領土是 1933

年 4 月 22 日、大分事件結束之後，所以那時候台灣島基本上就沒有人在反抗日

本，基本上我說的是武力上，當然精神上的還是有，但是武力上，領土範圍這

種是已經結束，所以日本其實在 1933 年 4 月 22 日才真正取得台灣完整主權，

但不管怎麼講，它有拿到，那我在講武力征伐，因為在這個時候，國家透過武

力的方式去擴張領土還是國際法上承認的方式，就是你國家可以透過攻打其他

國家來擴張領土，在這個時候還可以。 

 

所以這就是 1735 年大清帝國的時候，然後這一條，然後這個是 1901 年日本政

府他的地圖，紅線就是隘勇線，日本在 1901 年真正擁有、能夠真正直接控制的

範圍是隘勇線這邊這一塊，啊這邊這個還是原住民所在，這個是後來日本的理

蕃政策出來之後，這個部份才被它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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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台澎的主權完全屬於日本之後，1943 年就開羅宣言了，它裡面講說戰後台澎

要還給中華民國，1945 年，波茨坦宣言，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國就投降

了，那 1945 年 9 月 2 日的時候，大日本帝國它簽了停戰協定，就是日本降伏文

書，正式終止戰鬥，停戰而已，戰爭還沒結束，只是戰鬥結束，休兵，休兵止

戰，但戰爭還沒結束，同一天，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就告訴大日本帝國要發布

一般命令第一號，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是分區佔領，它就是把日本在那個時候的

領土、還有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四處侵略之後實際上佔領的地方，就把它進行

分區佔領，其中蔣介石他就依照命令在中國、台澎、北緯 16 度以北法屬印度支

那接受日軍投降；1945 年 10 月 25 日，陳儀來台北公會堂這邊舉行盟軍授降典

禮，但是他都跟大家講台灣光復，所以說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灣就回歸主國懷

抱，這都是唬爛！實際上呢？他只是代表盟軍接受日軍的投降，然後在這邊成

立台灣治理當局，對台澎進行軍事占領，因為陳儀來這邊已經講台灣光復，然

後台灣已經回歸主國，所以台灣省，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面就加個台灣省，讓

台灣人以為我們已經回歸祖國了，我們已經回歸變中華民國的一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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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這個圖就是分區佔領圖，但是這個圖可能範圍有點遠，後面可能看不到，

這邊基本上就分好幾塊，像這邊這一塊，這一塊是美國在佔領，但它在這裡就

成立一個盟軍總部，那它就是在盟軍授權之下成立總部，這一塊就是日本本

土，然後這邊這一塊，上面這一塊是蘇聯在佔領，然後我們看到這邊有一條

線，就是北緯 38 度線，北緯 38 度線以北呢是蘇聯佔領，分區佔領，那以南

呢，一樣是畫歸美國佔領，所以我們後來就知道蘇聯就在這裡成立一個朝鮮人

民共和國，那美國就在這裡成立一個大韓民國，就在它的協助之下，當然成立

那些國家都是韓國人，都是朝鮮人他們自己成立的，然後這一塊，到這邊這一

條線這樣畫過來，北緯 16 度法屬印度支那、中國、台灣這一塊是屬於蔣介石他

負責占領的部份，然後在這邊法屬印度支那以南，這一邊，這條線會這樣一直

過來，這一邊呢？是英國，大英國協占領，然後那時候太平洋上面還有一些群

島，還有什麼菲律賓，這些都是美國占領，所以其實我們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之後，原本這些畫起來全部都是日本的領土，或是它侵略的地方，所以日本

所侵略的地方在二戰之後，依照一般命令第一號，就分這幾個國家分區占領，

都是占領，都是代表盟軍占領，都是盟軍在佔領，所以說今天來台灣那一個叫

中華民國，其實他是盟軍的代表，時間點大家記得 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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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 月 12 日，中華民國它就發一個行政命令說恢復台澎的住民的中華民

國國籍，『恢復』，什麼叫恢復？失而復得，你本來有的後來因為什麼原因失

去，然後最後又回復回來，那叫恢復，但是我想問一下，如果是在台灣、就是

被割讓給日本之後就是 1895 年以後，割讓給日本之後才出生的人，他們從出生

開始就是日本人，就是日本國籍的人，他們沒有一天拿過中華民國國籍，請問

要如何恢復他的中華民國國籍？根本拿不到、根本沒有！這在法理上也不合，

沒有恢復，沒有這種東西！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有國家抗議，英美就說，台澎主

權還屬於日本，你不能這樣搞！你不可以這樣擅自讓占領地的人民給他們國

籍，說全面性的歸化，哪有這種事情？！但中華民國不甩你，中華民國就是中

國，中國一向以不要臉著稱，所以它們不管，隨便你們抗議啊，反正我人在

這、軍隊在這裡，你能奈我何？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在國際法上是不行的，那現

階段，我們還在中華民國治理之下，反正也不能怎樣，但是當大家都理解這個

狀況的時候，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後，這些都是要算帳的！1947 年 4 月 22 日，

他就把行政長官公署撤掉改組叫台灣省政府，那大家都知道 1947 年發生什麼事

嘛？1947 年 228 事件，那時候，台灣的一些仕紳，不是自己就四處組了 228 事

件處理委員會什麼的，他們那時候他們也提了一些建議，向行政院長官公署陳

儀提出一些建議，其中就有一項說：我不要行政院長官公署，我要改省政府，

他說我們都已經回歸祖國啦，你怎麼還用這種行政、立法、司法三個一把抓，

像新的總督這樣子的角色，我就告訴大家這是什麼？這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實，這個是在台灣人的要求之下、228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因為台灣人不知道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其實不是中華民國的，他們以為台澎已經是中華民國的，所

以他們會要求他們國家政府好好善待他，你不要再用三權一把抓的行政長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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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你用正常的省政府，那中華民國說：好哇，太好了！你們要我就給你！這

就是自作孽，那時候台灣人真的不懂！真的懂很多人都逃走了！像那個叫廖文

毅－大家都知道還有一個叫邱永漢，很會賺錢，後來跑到日本去，被日本人稱

為股神，他在 1947 年的時候他就曾經跟一群台灣的一些知識份子聯合寫那個文

件然後送聯合國說：講說台灣其實是地位未定，要求聯合國來託管；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一中兩府就出現，然後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把

中央政府遷到台澎來，然後成為流亡政府，那為什麼我們這裡講流亡政府？流

亡政府是什麼東西？流亡政府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政府因為某些原因離開了它的

主權領土範圍，在這個時候，這個政府就叫做流亡政府，不在自己的國土上的

政府就叫流亡政府；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在 1949 年 12 月 8 日離開了中國，跑到

台澎這邊來，所以變成流亡政府，那在國際上都是這樣定性的啦，都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然後你就落跑，就是個流亡政府，然後那個時候跟著中華

民國一起過來的被稱為 refugee，就是難民，被稱為難民，這是事實啦，這就是

事實！我們現在都在講法律事實，沒有什麼道德評價，難民就難民嘛！你流亡

政府就流亡政府！那你為什麼成為流亡政府？為什麼成為難民？我們不管，你

法律上的性質就是這樣，所以不要說你不承認，知道就是這麼一回事，才知道

問題怎麼解決嘛，你不去承認這些東西、不去接受，一天到晚騙自己，問題根

本沒有辦法解決，就像台灣很多人覺得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就不是！你覺得

自己是一個國家你就不會想要建國，不會想要建國你永遠就不會是一個國家；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那在那個時候美國杜魯門說台灣地位未定；台灣

海峽中立化，台灣海峽西側這個中國不可以攻擊海峽東側這邊，台灣海峽東側

這邊落跑來台灣這邊這個蔣中正，蔣介石你也不可以攻擊海峽西側這一方，就

這樣，台灣海峽中立化，不是只有禁止西邊打東邊，也禁止東邊打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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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9 月 8 日，剛好是 67 年前的今天，日本跟 48 個同盟國簽舊金山和約，

那裡面就講日本正式放棄台澎主權，然後沒有講台澎主權要交給誰，這時候，

台灣地位未定就出來了，這是法理上、國際法上的根據就出現了，以前只是講

講而已，以前是為什麼會說以前是講講？因為以前在日本還沒有簽這之前，台

灣就是日本的，沒有地位未定的問題，台澎主權就是屬於日本的，1951 年 9 月

8 日簽的舊金山和約裡面，說台澎沒有要給誰的時候，這個時候，台灣地位未

定的法理根據就出現了，那我們知道 9 月 8 日只是簽，那生效就是要等到批

准，那 1951 年 11 月 19 日這一天，裕仁天皇他就認證舊金山和約了，那我在這

裡為什麼要講”認證”這一件事情，我知道大家或多或少聽過所謂台灣民政府

哦，台灣民政府講說簽舊金山和約的不是日本天皇，日本它沒有放棄自己的主

權，什麼主權神聖不可分割之類的，所以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就是日本政府它

這個放棄臺澎主權，舊金山和約，裕仁天皇已經認證了，所以，就不要再講說

日本沒有放棄臺澎主權，不要再講說日本天皇沒有放棄臺澎主權，他放棄了！

不要再被台灣民政府騙，不要再被那些台灣主權屬於日本的那些詐騙集團騙

了！那些都不是法理；1952 年 4 月 19 號日本法務府，他發了一個通達，講說

臺澎住民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日那天起喪失日本國籍。 

好，所以我們也知道說現在其實還是有一群人、一些組織講說台灣人還是大日

本國民，大日本臣民…什麼之類的，就不要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人家已經講

得很清楚了，舊金山和約生效你就不是日本人，所以現在在那裡講說什麼台灣

是日本國籍的這些人，他們所說那些如果要實現的話，除非他們現在去把現在

日本政府推翻重建大日本帝國，然後，否認舊金山和約，讓日本重新恢復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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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的戰爭關係，你有辦法做到這一點，你再來跟我說台灣人是日本人，你

再來跟我說台灣的主權屬於大日本帝國，做不到就不要胡說八道！沒有這回

事！ 

1952 年 4 月 28 號，舊金山和約生效，台灣就不再是日本領土，主權屬於未

定，台灣住民也不再是日本國民。 

 

在同一天，日本跟中華民國簽了中日和約，中日和約裡面講，它不是講說日本

承認，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台澎還有東沙、西沙的主權，只有承認日

本放棄，沒有說給中華民國，那中華民國，我記得它外交部網站上面講說中華

民國依照中日和約什麼之類的～確認取得臺澎主權，這個就是也是胡說八道！

所以說，中華民國，它都不敢講真話，都是胡說八道，因為它都寫中文，很多

人都只看中文，所以它在那裡胡說八道，你就以為是真的，這是政府啊，所以

應該是對的，NO！剛才它說廢止 1941 年 12 月 9 號以前中日間所有條約，那有

人講那馬關條約廢止，臺澎主權回歸，就回歸給中國什麼之類的，國際法上沒

有這種事情，不會這樣子，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跟大家講，放一百個心，沒有

這種事情！東西已經移轉出去了、已經移轉出去，你要再拿回來要另外再簽

約，那你原本的、原本的那個條約不是非法，原本那個條約不是非法，所以它

已經有產生效力，它是廢止，它是原本是合法，所以依照原本合法的條約去完

成的動作，法律上就有效力了，真的把那個條約廢止，它不會去影響原先已經

依照合法的條約做的事情，它的效力不會受到影響；第 10 條講台澎住民跟他的

後代”視為”中華民國國民，視為，把你當成是，”視為”跟”是”有什麼不一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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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視為人，我把你當人看，懂嗎？！你不是人啦！但是我把你當人看，視為

就是這個東西，所以說臺澎住民呢？法律上其實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可是因為

中日和約的關係，他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這樣講，1952 年 8 月 5 號生效，然

後就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那一份裡面，它有第 6 條講說臺澎是中華民

國掌控的領域，我這裡講領域，可是大家現在如果去看中華民國外交部它的一

些條約的那些資料，它會把它翻譯成領土，它會說臺澎，就說這中華民國的領

土：臺澎，這樣子！它就想要偷渡啦！跟人家講說臺澎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

可是大家知道美國參議院它在批准條約的時候講說這個條約不會改變台灣法理

地位未定的狀態，中華民國他講說，我在翻譯的時候把領域翻譯成領土，讓人

家以為臺澎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可是美國它在批准條約的時候就很清楚的講

臺澎主權還是未定，我不管你中國怎麼～中華民國怎麼翻譯，反正，不會改變

它的未定的狀態。 

 

1971 年 10 月 25 號，這就是 2758 號決議，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辦法在聯合國代

表中國了；2758 號決議完全沒有提到臺澎，沒有台灣這個字，也沒有澎湖這個

字，2758 號完全沒提到，而且被踢出去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不是臺灣喔，所以

我們現在有時候在看報章雜誌，新聞都在講台灣 1971 年退出聯合國，這個都是

不懂、然後亂講亂報，被踢出去的是中華民國，不是臺灣，台灣不是中華民

國，剛剛前面講那麼多，大家都知道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民國，既然台灣主權

不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怎麼會是臺灣呢？對不對，如果中華民國有台灣主

權的話，那它說它是臺灣還講得過去，它根本就沒有台灣主權，怎麼可以說它

是臺灣呢？！剛才 1972 年 9 月 29 號，日本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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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政府，它就廢止了中日和約，廢止中日和約之後呢，臺澎住民對日本來講

就不再是中華民國國民了，不再是了！所以你現在去日本，大家如果有去日本

觀光…之類的，去填入境申請表，寫 ROC 它不承認，它會要求你寫台灣啦，它

會要求你寫台灣，否則它不承認了，ROC，所以你也不會被它看作是 ROC，不

會被看作是中華民國國民，它把它當成是臺灣治理當局底下的人；1971 年 1 月

1 號，美國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正統政府，在這個地方，中華民

國或者是報章媒體上面都會講什麼？1971 年那時候，大家都講中美斷交啦，那

時候新聞、報紙上面在報的時候，都寫中美斷交啦，那個時候，台灣人也很生

氣很憤怒，就說這個美國就是跟共匪變成同路人，拋棄自由中國，那個時候的

台灣人腦袋被洗就洗成那個樣子，但是現在我們去看報紙，它在報 1979 年，它

會講臺美斷交，要把中華民國跟臺灣劃上等號，到底台灣什麼時候跟美國建

交？美國 1945 年的時候把臺灣打成什麼樣子！你說台灣什麼時候跟美國建交

過？不懂！所以這些東西是歷史都很差－然後我們很常看到一些新聞媒體，不

管……包含民視也是一樣，它常常在這些地方都會出現錯亂，講說什麼台美斷

交、什麼臺巴斷交，這些……之前不是有什麼臺巴斷交嗎？啊講說什麼什麼建

交 107 年啦，建交 107 年，奇怪，中華民國現在不是 106 年嗎？你就算說中華

民國等於台灣好了，你是要如何在你國家還沒出現之前就跟巴拿馬建交？而且

如果說是建交 107 年，那個時候台灣還是日本領土耶，不是嗎！1910 年的時

候，台灣還是日本領土，不是嗎？剛才講的，那時候日本剛好開始做五年理蕃

政策，台灣是日本領土耶，所以在臺灣是日本領土的時候，你怎麼樣～台灣自

己去跟巴拿馬建交？完全說不通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你在臺灣都可以看到、

非常錯亂；1979 年 4 月 10 號，美國總統簽署台灣關係法，溯及 1979 年 1 月 1

號開始生效，台灣關係法裡面有幾個重點，一個，它維持美國跟臺澎居民的非

官方關係，它是要維持美國政府跟台灣跟澎湖這邊居民的非官方外交非官方關

係；第 15 條，它認定說原本的中華民國政府呢是臺灣治理當局，而且這個治理

當局可以，可以被取代，可以更改，意思就是說，今天，如果治理臺灣這塊地

方的那一個政府、那一個政權不是中華民國，也沒有關係啊，美國還是會依照

台灣關係法跟這個在治理台灣澎湖的這個政權跟它往來啊，所以，就算中華民

國不見了也沒有關係啊，中華民國都會騙大家說，沒有它，台灣會多慘多慘多

慘－告訴大家，是沒有台灣的時候中華民國比較慘，台灣是被中華民國帶衰

的！台灣沒有中華民國會比較好，但是，因為中華民國它要在台灣活下去，所

以它就要跟台灣講說，我跟你講，有我比較好，大家就想，之前不是才世大運

嗎？我們要講我們是臺灣隊啊，為什麼不能講我們是台灣隊，你不就是被中華

民國帶衰嗎，因為中華民國當初在聯合國被踢出來，所以它後來就弄了一個奧

會模式嘛，叫中華台北嘛，那不就是帶衰的中華民國所製造出來的嗎？如果台

灣不是被中華民國治理的話，世大運，你需要叫自己 Chinese Taipei 嗎？它就是

帶衰台灣的東西，很多人還把它奉若神明，還想說什麼蔣經國什麼之類的，什

麼十大建設……那些全部都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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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影音（Part 2） 

 

好，所以我們這樣整個講下來，台灣澎湖的主權喔它就是法理主權歸屬未定

喔，不屬於任何國家喔，就是日本放棄了，沒有講給誰，大家知道因為臺灣澎

湖原本，原本是日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一個去殖民化的國際共

識，我們知道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全世界才 50 幾個國家，我們現

在已經有 190 幾個國家了，成長了將近 3 倍，你說成長了 3 倍，比原本多出 3

倍，現在幾乎是以前的 4 倍，總數幾乎是以前的 4 倍，這些都是透過去殖民化

的模式產生－當然有一些國家分裂啦，但是基本上來講，裡面絕大多數都是殖

民地獨立，殖民地獨立建國，台灣的狀況也是一樣，台灣就是日本放棄、沒有

說要給誰，就是前殖民地，既然前殖民地，去殖民化共識，我們就應該有權建

立自己的國家，台灣主權未定，不屬於中國，不屬於中華民國，台灣要建國，

你也不需要從什麼中華民國獨立出來這種東西，有些人他講說台灣要獨立啊，

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我說不要鬧了，你不知道台灣根本主權不屬於中華民

國，你就以為說台灣光復是真的，所以你才會覺得說台灣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

來；好，所以台灣法理主權未定，不屬於任何國家，從來沒有移轉給中華民

國，前面有講過，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它都講說它是繼承中華

民國，它是繼承中華民國，那既然要繼承的話，那一定是要中華民國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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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才有辦法繼承嘛，對不對，所以我們知道說台灣從來就沒有交給中華民國，

那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繼承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辦法取得臺澎主權，原

因就是因為中華民國沒有取得臺澎主權，從這裡，大家就要思考一件事情，現

在有一群人認為說台灣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你覺得這一些人他們這樣主張，

這不就是把臺灣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思，是不是？現在世界公認的中國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是只剩下 20 個～花錢買來的酒肉朋友，但共同來

講，它們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認為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份，可是國際法上，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民國，所以，如果今天

如果有人一直在那理講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什麼之類的，那在在全世界絕大

多數國家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的情況之下，那臺

灣不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嗎？那他講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幹嘛要跳

腳？所以，那些講說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的這些人沒有資格在人家講說台灣

是中國一部份的時候出來生氣，沒有資格！那是他們自己把臺灣奉送給中國

的。 

再來，有一群人講說什麼台灣的主權現在屬於美國什麼未合併領地什麼這些，

美國它只是盟軍成員，它只是盟軍成員，它也沒有任何國際文書把臺灣交給美

國，所以這些都是幻覺，以為說台灣主權屬於美國、屬於日本、屬於中華民國

的這些都幻覺，都是幻覺，當然，有人說那美國的對台灣影響很大啊，我說不

是，美國其實是對中華民國的影響很大，為什麼？因為中華民國是靠美國活下

來的，1949 年如果不是美國的軍艦把中華民國從－美國軍艦、美國飛機把中華

民國軍隊把中華民國政府官員接到臺灣這邊來，中華民國政府早就報銷了，所

以這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我們都要知道，美國它對中華民國影響力很大，因為

美國是中華民國的猶如再生父母，所以中華民國它會很聽美國的話，那對台灣

來講呢？美國它是可以幫助台灣的是沒有錯，但是其實美國對台灣，尤其是對

台灣的法理地位來講的話，它其實是沒有權利和資格去單獨決定的，但有人覺

得可以，我可以說它有影響力，但絕對不能說就是它單獨決定，沒有這種事！ 

那還有人講說臺澎主權屬於盟軍全體，所以說台灣跟澎湖現在是 48 個國家的主

權領土，這個也是不對，因為舊金山和約就是這些簽的，這些國家就同意日本

放棄台澎主權嘛，裡面沒有寫要歸給那些簽約國啊，所以這一些，盟軍這些，

實際上他也沒有把臺澎主權交給盟軍啊，沒有交給舊金山和約這些簽約國啊，

那當初就是授權分區佔領的盟軍－那時候有 50 幾個，50 幾個單位，這些它們

是共同授權，沒有任何的條約把臺澎主權交給它們。 

還有人講臺澎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人民，這些話聽起來很舒服，台灣當然是台灣

人民的啊，台灣主權當然是屬於台灣人民的啊，聽起來很爽，那根據是什麼？

因為基於國民主權，基於國民主權原則，好，基於國民主權原則，那請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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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哪裡？如果你還沒有一個國家的時候，你要如何成為國民？如果你不是國

民，你沒有國民資格，你要主張什麼國民主權？台灣現在還沒建立自己的國家

嘛，所以那種從國民主權角度拉下來說什麼什麼台灣主權屬於 2300 萬全體台灣

人，這個說詞本身是不合邏輯的；另外一點就是說所謂的主權，領土主權，這

是國家才擁有的權利，國家才有辦法行使的，國家才有辦法去保護，不是個別

的個人擁有的，而且舉一個例子，如果我今天我一個人，我說我要開統一發

票，我可以開嗎？我個人、單獨個人，我可以開統一發票嗎？我沒辦法開嘛，

因為要開統一發票必須是公司行號，對不對？所以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個人，但

是我沒有辦法開統一發票，可是我可以去開間公司來開統一發票，我有權利去

開一家公司來開統一發票－就是自決權、跟國家還有主權的關係，人民有自決

權，行使自決權可以建立一個國家，建立這一個國家來行使擁有主權，是這樣

的架構，是這樣的架構，我們現在講主權的時候，這個東西是國際法上的主權

就是一個國家在行使的東西，所以，當然有人講說什麼台灣主權屬於全民的， 

我就說不要啦，其實這更精確的講是台灣未來的決定權掌握在台灣人手上，這

樣就對啊，不要硬要塞什麼主權在裡面，不要硬塞，有一些人覺得這聽起來很

爽，說主權未定啊，所以我們就把主權，我就給它放進來這樣，我就主權已

定，這都是自己騙自己！ 

那治理的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在盟軍授權下成立了佔領機構－台灣治理當局，

它在治理台灣澎湖，那這個佔領機構就是臺灣治理當局，這一開始就是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啦，然後後來變成台灣省政府，然後中華民國政府流亡到臺灣之

後，台灣省政府的功能就一個一個一個被中華民國政府拿走，我們現在看台灣

省政府不是已經精省了嗎，它還是有在花預算，就留在那地方，就留了一個軀

殼在那理，沒有什麼作用，那臺灣現在很多的直轄市，有 6 都嘛，6 都，然後

裡面佔的人口幾乎～應該台灣的一半，超過了吧，這些現在都是中華民國政府

直接管轄的範圍，原本這些其實本來都是台灣省在管的，這其實中華民國政府

它其實一直在慢慢透過這一種模式慢慢的去把本來不屬於它的東西變成它的！

然後大家也許有印象，以前新台幣，以前新台幣是台灣銀行發行的，但是現在

你把新台幣鈔票拿出來看，是中央銀行，中華民國中央銀行，這也是一個在”

偷”、也是在偷渡的一個做法，那中央銀行是一個國家的主要的發幣中心，所以

當新臺幣是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在發行的時候，等於新台幣已經變成中華民國

的國幣的意思，那原本是台灣銀行受委託發行的，受委託發行，表示它其實跟

中華民國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它現在很多東西都這樣亂……都從台灣省政府，

屬於台灣這邊慢慢一個一個被偷走，被中華民國偷走，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覺得台灣就是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原因。 

Q: 其中有很多問題，原本盟軍一號命令他授權給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是軍事

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是屬於軍事的，它後來中華民國是自己把臺灣不只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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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而且加了省之後還把屬性改變成民間的軍事佔領 

A: 不是，佔領不是只有軍事階段，它還有民政、民事上的，譬如說像美國它那

個時候原本一開始，它在佔領琉球原本是琉球軍政府，後來改名琉球民政府，

所以佔領，它會有不同的階段，在一開始的時候，它會需要武力的時候，它會

是所謂的軍政府階段 

Q: 它是直接跳過軍事階段，它直接用民政府工作 

A: 它原本一開始的時候，行政長官公署是軍政府 

Q: 我看書是說那個省字，那個省字是軍政府 

A: 沒有，不是，那一個是中華民國自己貼上去的標籤，它是它自己貼的，它自

己貼的，國際法不會因為它自己在偷貼就變成不一樣的東西，它的權限從哪裡

來就是什麼東西，不會因為你自己在那裡偷偷…什麼東西，然後就變成另外一

種性質，因為，就好像說我今天一個印表機就是公司的，你在那邊貼上名字，

它也不會變成你的啊 

Q: 主要是在盟軍授權這個字，盟軍授權給它的部份，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邊

也沒有講出來，怕有些人不知道 

A: 這個，其實在前面有提，最前面的時候有講，我就說原本就是中華民國在前

面加了台灣省，本來應該就是行政長官公署而已啦，我剛剛在前面有提到 

所以呢，臺澎的狀況是這樣子；那金門馬祖呢？從頭到尾都是中國的，就是中

國領土，就是中國領土喔，所以金門馬祖，其實是中華民國的合法領土，因為

它們是中國的，這個，所以我們在講說將來台灣如果建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要去哪裡？它就回到金馬去，它回到金馬，因為它回到自己的領土，所以就不

再是流亡政府，天公地道啊，對不對，因為它現在在臺灣跟澎湖嘛，不是它的

領土，所以它是流亡政府啊，它回到自己的領土的時候，它就不是流亡政府

啊，是啊，那所以說，它現在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在台北嘛，那其實它現在不

是叫 Chinese Taipei 嗎？其實 Chinese Taipei 是有意思的，在國際法上面，流亡政

府它的稱呼方式通常就是它前面加一個那個國家的形容詞，後面加那個國家的

政府現在所在位置，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很多的國家的流亡政府，它

都通通都變成，後面都加個 London，流亡到倫敦去了，所以有叫 Polish 

London，還有什麼 Swedish London，什麼挪威倫敦，波蘭倫敦，而且，很有趣

喔，波蘭倫敦它落跑了，波蘭倫敦就流亡到倫敦去，就波蘭的流亡政府流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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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去，那時候，中華民國的大使駐波蘭大使館也跟著移到倫敦去了，而且還

在那邊從本來是領事館，公使館，後來升級變大使館，不是我要講這個東西，

因為中華民國它，它有一個，它的外交部，它有一個說法，它說如果說台灣跟

澎湖的主權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話，為什麼美國的領事館要設在台灣？在 1979

年，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為什麼美國領事館要設在臺灣跟澎湖？如果不

承認臺灣跟澎湖是中華民國領土的話怎麼會設在這裡？我說，對不起，沒有！

因為我今天要跟一個國家的流亡政府往來的時候，我的大使，我的外交使館要

跟你往來，我當然要跟著你跑啊，對不對，所以就說波蘭的那時候，二次世界

大戰的時候，波蘭的政府流亡到倫敦去，那中華民國原本駐波蘭的大使、原本

駐外交使館也跟著移到倫敦去了，對不對，難道說我們可以講說因為中華民國

的駐波蘭的大使館就是移到倫敦去了，所以倫敦是波蘭領土嗎？對不對！這不

就是剛才那個邏輯嗎？！中華民國講說美國把美國大使館設在臺灣，因為臺灣

是中華民國領土，可是，我要說的是，人家設在臺灣是因為你流亡政府流亡到

臺灣來，人家要跟你往來，都要跟著你跑啊，所以，其他國家的大使館，那些

駐外使館、那些跟著你的中央政府跑，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並沒有辦法當

然表示說你的中央政府所在的那個地方的主權就是你的，所以，國際法理地位

就是這樣，簡單講就是這樣。 

 

盟軍授權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台灣治理當局，然後，台灣治理當局可以管台灣跟

澎湖，它這個權利是從盟軍這樣下來的，一路上這樣下來的，所以台灣治理當

局它這時候可以管台灣跟澎湖是因為有盟軍當初的授權，中華民國政府呢？可

以管金門馬祖，因為金門馬祖就是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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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現在看起來臺澎金馬合在一起了，因為看起來就是中華民國在管嘛，我

們沒有看到台灣治理當局，沒有看到那個當初在盟軍授權之下成立的台灣治理

當局，我們只有看到中華民國政府而已，所以會覺得說臺澎金馬就是中華民國

領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花時間要來講這個東西的原因，因為看表象是看不

到的，中華民國謊話講太多！ 

 

如果說台灣還不是個國家，好，那到底要怎麼樣建立？基本上來講，其實很簡

單啦，我們今天要建立一個國家就是要成為一個在國際上人家承認的，所以最

重要的你要遵守的規定是什麼？國際法。你要遵守國際法，不要自己幻想，想

說我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建立一個國家，想說我依照中華民國體制底下的什麼

東西去做，然後我可以建立一個國家，改個名字啊，把中華民國改個名字啊，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新的國家，就像我黃聖峰，我改名叫蔡英文，我就變成中華

民國總統，不合邏輯嘛；那，或者是制憲，制憲，我今天制定一套新的憲法之

後，我就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了，我要講一個簡單的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

已經制憲 4 次了，人家的國家還是同一個，也沒有人去懷疑說它不是同一個國

家，所以制憲你也沒有辦法產生所謂建國的效果，而且有一個很基礎的基本觀

念就是說，你一定是先有國家才來制憲，而不是先制憲來建立國家，為什麼？

因為憲法並不是一個國家成立的條件，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是沒有憲法的，你

們知道像那個沙烏地阿拉伯，或是現在在那個中亞那邊有很多那些產油國家，

那些國家都沒有憲法的啦，所以，有憲法並不是建立國家的方法，有憲法－國

家不一定有憲法，所以，你就不可能用一個不是每個國家都一定要有的東西然

後我去建立一個國家，根本說不通嘛，有沒有憲法，你都有可能是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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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國家，你不可能有憲法，所以如果說不先講建國，然後在

那裡說我今天要制憲，基本上來講是把順序弄顛倒了，應該是要先建國然後再

來談制定憲法，中華民國自己也是一樣啊，中華民國政府，他在 1912 年，依照

那個袁世凱依照那個滿清宣統皇帝退位詔書的指示成立臨時政府之後，中華民

國就出現了，就只有改名字、換制度而已啦，就是大清帝國改名就中華民國，

然後它的制度從帝王體制改成共和體制，但是它也還沒有憲法啊，它沒有憲法

啊，中華民國憲法到很後面才出現啊，它前面有個 55 憲草，那只是草案而已，

所以你有這些東西，為什麼臨時約法，這些東西都不是所謂正式的憲法，是臨

時的嘛，所以有或沒有，其實有沒有憲法跟你是不是個國家是兩回事，但是你

一定要先是一個國家，你才有制定憲法的可能啦，所以說想要透過制定憲法來

建國，這個基本上是不合邏輯，那像這種基本上都是違反國際法，都沒有依照

國際法，那到底依照國際法要怎麼建國？剛才我們前面講說自決權，住民的，

我們都有自決權，只要你在這地方居住的人，就有權利，就自決權，那聯合國

憲章第一條第二項裡面講說有自決權，那這個東西是所有聯合國會會員都要尊

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聯合國的會員啊，它當然要尊重啊，所以台灣人如

果行使自決權去建立自己的國家，今天真的送進去的時候，依照聯合國憲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要尊重，當然它不一定會遵守啦，但是至少我們有個理由

嘛，對不對，依照這個，人家都遵守，為什麼你不遵守；然後再來公民權利跟

政治權利公約，這邊有提到自決權，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沒批准但是它有簽；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裡面也有自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簽也有批准。 

 

再來也很重要，去殖民化這個東西，剛才前面講到臺灣在 1952 年 4 月 28 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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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日本放棄臺澎主權，在那之前台灣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它既然是殖民

地，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共識就是：殖民地就是要讓它可以自決，看你

是要建國或者是獨立建國，或是你要併入到其他其他國家，你都可以，反正你

可以自己決定你的未來，所以，台灣就是日本放棄了臺澎主權之後，下一步沒

走，我們說走、才可以跨出來，跨出剛離開，我們的主權現在不屬於任何一個

國家，但是下一步沒走出去，所以去殖民化是包含接下來那一步，那臺灣是沒

有走那一步，台灣缺就缺那一步而已，所以我們就應用這個去殖民化，聯合國

大會 1514 號決議裡面，給殖民地國家跟人民獨立宣言，裡面講說在托管領土跟

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裡面要立刻採取步驟，所以台灣其實

就是這一個啊，”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嘛，這個是聯合國大會決議做出來

的，這一個是要求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都必須要協助、這一些、殖民地的這些國

家跟人民，讓他去獨立，給它的一個義務，所以，如果我們是從這角度切進

去，講說台灣就是原本的日本殖民地，然後，去殖民化沒完成，依照聯合國大

會決議，聯合國大會所有裡面那些會員國，都其實照理來講，都有義務要來幫

忙來推動，可是台灣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去做要求，好，現在要去聯合國宣

達，都告訴人家：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你怎麼不讓我進去？那你

的國家什麼時候成立的？1912 年？－我們在看是這樣，你說你的國家什麼時候

成立的？1912 年，那你為什麼民國 106 年？所以這些東西就是那些人去主張的

時候，他們其實怎麼弄就是他們沒有去擺脫那個中國，所以都是要自己要建立

一個新的國家才有可能進聯合國；聯合國大會 1541 號決議，剛好顛倒，後面兩

個數字顛倒：1514、1541，1514 是講說這個要給人家殖民地要獨立讓他行使自

決權；1541 號決議是在講自決權要怎麼行使？內容是什麼？它有個附錄，原則

VI，他說非自治領域可以透過下列方式達成完整自治，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

家，就是建國啦；另外一個，成為獨立國家的自由邦，這個就是成為一個高度

自治的一個單位，譬如說，你今天可能一個什麼自治區，XXX 自治區，什麼臺

澎自治區，有點類似這種的；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就是併入獨立國家，就是跟

某個主權國家統一啦，就是所謂併入獨立國家；那這幾個選項，你會覺得我今

天行使住民自決權，自決權之後裡面有有一個併入獨立國家，有人很討厭中華

民國，說那如果他們告訴台灣人，如果行使自決權說我要變成中華民國的一部

份，怎麼辦？我要告訴大家，如果那時候台灣人這樣子投了，全世界有 100 多

個國家不承認，因為它們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啊，所以根

本不可能跟中華民國統一啊，那 100 多個國家，它們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

是獨立國家，所以，如果說啦，如果到時候真的住民自決的時候，台灣人覺得

我要跟中國合併，所以我要跟中華民國合併，變成中華民國一部份，對不起，

國際法上行不通，因為根本中華民國就不被承認是主權獨立國家，所以它沒有

辦法變成合併的選項，所以說，如果說有人想：我要跟人家統一，他可以挑，

也許有人說我要跟美國統一、有人要跟日本統一、也許有人說我要跟中華人民

共和國統一，那不管怎麼講，這一個選項，要跟人家統一，一定要是一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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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國家。好，沒有廣受承認的國家，基本上，你做這都白做。 

 

所以呢，我們要建立確立自己的國家地位，就是要釐清史實，要把臺澎地位，

臺澎就是盟軍授權之下的軍事佔領地，就是代管佔領地，還沒有達成獨立的殖

民地，因為還沒有達成獨立，所以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就可以用，那聯合國

裡面的成員，它們基本上來講，依照這個決議就有義務要幫忙台灣，那我們講

是講義務啦，聯合國大會決議就這樣寫啊，可不可以幫我們個忙？不是說你要

有義務幫我，沒有，就說可不可以幫我個忙，但是，你至少有根據啊，你有根

據請人家幫你忙，這絕對比說我現在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趕快讓我進入聯合

國，是不同層次的東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我已經是個國家，然後，讓我

趕快讓我入聯，這個是自己講的；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聯合國自己做出來

的，覺得說如果我們今天要去做要求說，你講自己講的東西，還是拿他們自己

做出來的文件有效？要很清楚，所以這就是策略，這就是策略，自己在島內，

自己在那裡喊～喊半天，我覺得我很厲害啊，這就是自卑轉自大，所以說，我

這個台灣的，其實喔，其實我們弱的要命，然後我覺得我說的就對，人家都要

接受，我覺得我自己是弱勢，所以人家都要聽我的，這叫自卑轉自大，不知道

自己有幾斤重，好，我們知道自己的狀況，知道國際法，你就用這一個東西，

聯合國自己講的，我把臺灣的狀況套用進來，結合，台灣就是這個東西，還沒

有達成獨立的領土，那我聯合、利用這邊，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順理成

章，完全沒有問題啊。 

再來，接下來聯合國憲章裡面，人權公約裡面有講到自決權，那我們就請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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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簽約國，我們今天如果行使我們自決權，基本上，聯合國現在也承認這東

西，人權公約也承認這東西，那我們今天行使我們自決權做出來的結果，那聯

合國會員國，它其實沒有什麼理由反對、否定嘛，對不對，聯合國憲章裡面的

東西，我是在用聯合國憲章裡面講有提到的東西，我如果一切都按照規矩來，

按照其他的國際慣例，過去其他那些殖民地，它們要建立自己國家的時候，它

們有的透過公投的方式啊，我就用相同的方式來進行建國公投啊，完全照你們

的標準來走，然後我們的台灣又是這樣的身份，然後又有這種的情形，我們做

就這樣做，這個說服力其實是有的，說服力是有的，絕對比你們現在跑去聯合

國總部前面講說台灣是國家、要加入聯合國，要來得有效；再來就是透過援引

這個 1541 號決議，然後再辦公投的時候就決定選項，你在決定選項就不要亂

放，所以就不要放什麼中華民國在裡面，因為放那個，你就算選了那個東西也

沒有用，白忙一場，那當然，要做這個公投的時候，當然前面要做很多準備

啊，你不要講說所有台灣人都假設我想要變中國人，我來辦這一個，那就死翹

翹了，大家都覺得，大多數的台灣人，他們想要有自己的國家，希望能夠建

國，在這個時候你來辦這個公投，你才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像這一種公

投都是要小心，要注意的，你就是要辦這些的時候要先掂掂自己的斤兩，知道

說現在狀況是什麼，那這種公投，如果投，效果不好，參與人太少會被人家看

笑話，人家就不把你當一回事，弄久就是好像玩辦家家酒，沒有意義，要做就

要成功，所以呢，就是要運用台灣身為主權未定、前殖民地的身份，然後結合

這去殖民化的共識，然後舉行自決公投，然後請求聯合國的會員國去承認，就

是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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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講的話，現在狀況看起來是這樣，中華民國在管台澎金馬，這是現在看

起來的情形，然後很多人主張主權已定，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你要怎麼樣完成，第一件事情先讓大家知道，沒有啦，不是這個，是這個，

其實是這個狀態，不是這個狀態，你如果一直認為自己是這個狀態，你就不會

想要建國了，你一直認為是這樣，你就不會想要建國，因為你已經有國家了，

但是你要弄清楚之後，才會覺得原來是這樣子，原來台灣還是主權未定，原來

台灣還不是個國家，你有缺，你缺了一個東西，你想把它建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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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知道自己是這個狀況之後，接下來，開始辦自決公投，這時候，可能就有聯

合國，有成員可能會反對，那就是，那就把 1514 號決議拿出來，説台灣是前殖

民地，按照 1514 號的話，這個聯合國所有成員都應該要協助這個前殖民地去完

成去殖民化的工作，所以不可以反對，這就是個理由。 

 

然後，接下來，依 1541 號決議去確認你要你的自決的選項，辦自決公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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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之後，就是要辦公投，辦公投之後，你就會把台澎的主權就確定了，因為

這一個自決公投是台澎主權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一個程序，你沒有做過，大概

台澎主權都不會確定啦，你投中華民國總統，投它個一萬次，台澎主權也不會

是中華民國的，因為，自決權的行使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核心觀念：就是你在

做自決權的行使的時候，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訴人家”我在行使自決權”，沒有

延伸解釋的，沒有說－今天我有讓你投個總統，就表示我自決權，我就把我的

主權移轉給他，如果這種解釋行得通，那很簡單啊，中華民國總統開放給全世

界來投票，然後，全世界就變中華民國領土了，是不是？！如果這個邏輯是通

的話，對不對，你可以選它的總統，然後你腳下土地就變成那一個國家的，如

果是這樣子的話，這是個邏輯嘛，那這樣的話，我今天我就弄一個國家讓全世

界的人都可以來投，然後全世界都變成我的領土，想也知道不可能，不是用騙

的，自決權的行使、領土主權的取得不能用騙的，中華民國都是用騙的啦，到

現在還在騙，像最近那個什麼總統選舉什麼 20 週年什麼什麼鬼的，那一個東西

就是在騙，就是在騙，台灣民主什麼東西，那是中華民國民主啦， 

Q: 像那個破除反對的話，否決，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 

A: 這個跟常任理事國無關，這只是我們今天要辦自決公投，自決公投，這不是

聯合國裡面的程序啊，這跟聯合國無關啊 

Q: 你那個援引的破除反對那邊 

A: 沒有，這個東西純粹就只是跟你講，因為這個程序不是在於聯合國內部的，

所以常任理事國，我管你，它跟其他國家都一樣，完全角色都相同，這個東西

丟出來，我管你是不是常任理事國，你常任理事國也是聯合國會員，你就是要

遵守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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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然後如果決定舉行自決公投之後決定要怎麼樣建國之後，好，那你就會

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建立新的國家呢，它就會取得台澎主權，台澎主權就歸屬

於這個國家，你就真正建立自己的國家了，在這個時候呢，原本這個盟軍佔領

的這個東西，戰後的處理的問題，那這個處置呢，是要等到原本跟戰爭相關的

那一些領土戰後最終處置確定之後，這任務就完成了，所以今天當台灣人民建

立自己的國家，把台澎主權，它的最後戰後的處置確定之後，這個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存在，它就沒有存在價值，因為人家都已經可以自己管了，這個代管

的東西是因為怕沒有人管、你會亂，所以它需要來幫你管，當然如果天你已經

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權、自己管，它就不需要再幫你管，所以是這個邏輯，好，

當我們完成這個東西，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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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真的變成所謂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要注意喔，中國、台灣、中華民國在

這裡、金門馬祖在這裡，它是中國，這是國際法上面的東西，是這樣，是現

實，你不願意接受也不行，實際上就是這樣，就好像說啊你就是私生子啊，你

再怎麼怨嘆，你還是私生子啊，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法律狀態，這法律狀態所建

構出來這個東西，基本上，國際法上面它就這樣認定，但是，國際法，但是這

是法律嘛，有法不外乎人情，所以今天可能會講，金門馬祖跟台灣澎湖在一起

這麼久了，在同一個政權底下被統治這麼久了，感覺上好像大家一體～那怎麼

辦呢？好，可以處理嘛，土地的部分，既然在中華民國的政府可以管的地方，

那它就在那裡辦自決公投啊，金門馬祖它也可以決定啊，我說我不要繼續是中

國，我也要從中國獨立出來，可以啊，它可以辦這個，讓金馬從中國獨立出

來，獨立出來之後，説那我要併入台灣跟澎湖的這一個新國家，也是它的選

擇，它可以這樣選；那萬一說金馬領土的部分，它那些住民沒有說，OK，那我

要移出來，那沒關係啊，如果金馬這邊的居民有人想要變成這一邊的國家的國

民，那我們可以接納他啊，而且實際上現在很多金門馬祖出生的人設籍在金馬

的其實都在台灣啊，在台灣工作、生活啊，所以對他們來講這是，其實他們其

實基本上已經在臺灣生根了啦，金馬只是設籍，就是選舉的時候回去投票而

已，只是這對他們來講是，可能只是這樣，所以，如果將來建國之後，台灣建

國之後，金馬這些人覺得說我不要，我不想變成、不想脫離中國，還想繼續被

中華民國管，那，不想繼續被中華民國管的想要變成台灣這個新國家的人，他

就直接歸化就好了，我們都可以無條件的讓他們－說無條件，其實還是有條

件，就是，至少你要心向台灣啊，倘若說你心向中國，然後你要來這邊當抓耙

仔，來這邊當間諜，那當然不讓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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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國際參與，我們剛才前面講了很多東西，我們知道台灣這邊其實就是台灣治

理當局有一個，然後還有一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所以我們知道說，其實我們

現在看起來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其實它底下有兩個東

西，一個是台灣治理當局，另外一個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那中華民國流亡政

府它只能管金馬連江，就是屬於中國領土的部分，台灣治理當局可以管台澎，

這兩個其實是分開的，在法律上的定性其實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但是我們都

知道一個人可以有好幾種身份，你可以同時是人家的爸爸、同時是別人的兒子

也是別人的孫子，然後是公司的董事長，對不對，所以呢，今天，一個機構或

是一個人，或是一套法律，他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不同的性質，所以呢，譬如

說我們現在在講中華民國軍隊，很多人都叫他叫國軍，其實呢，可以叫國軍的

只有金門馬祖的那些～才可以叫做中華民國國軍，因為中華民國領土只有在金

馬，所謂國家領土的那些軍隊才叫國軍，台澎這邊因為不是中華民國領土，台

澎這邊有的其實是自衛隊，主要的它的工作就是保衛台灣跟澎湖；軍隊跟自衛

隊有一個差別，在哪裡呢？軍隊可以去攻擊別人，自衛隊只能夠保護自己，所

以，大家來思考一下，剛才是不是有講到一個台灣海峽中立化，對不對，它講

說海峽西側那邊的不可以打海峽東側這邊，海峽東側這邊也不可以打海峽西側

那邊的，為什麼？海峽東側這邊這個流亡中國，它不是在自己的領土上面，它

在上面這一個所養這些軍隊，其實是自衛隊，是不可以去攻擊別人的，只能夠

保護自己，所以它不可以去攻擊別人；但，中華民國，比較有年紀的可能會有

印象就是說在金馬那邊，那時候不是有什麼水鬼嗎？會過來摸人…什麼之類，

然後這邊也會有人過去摸人家，用這種方式，海軍陸戰隊這種，它的地方就是

戰地，那就是戰地，那就是互相在征伐、互相在打仗的地方，你為什麼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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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家的地方？那是國軍，中華民國國軍在打中華民國境內的叛軍，中共、共

匪，對中華民國來講是共匪，在那個時候，但是對台灣來講那不是共匪啊，那

不是同一個國家，你也沒有偷台灣什麼東西，人家根本不是匪，這個我們知道

說，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東西，我們從概念上可以把它區分過來，可以把它區分

過來，不一定只看表象，比如說不是真實的東西，我們真的實際看，真實的東

西會發現在概念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剛才講國際參與，你現在還不是個國家，到底怎麼辦？我講是重點，你

要跟國際宣示台澎真正的法理地位，你要講中華民國治理台澎背後的真相是什

麼，你要突破一個中國這個架構底下聯合國 2758 號決議，對台灣參與國際的現

實，2758 號決議，我們剛才講它在處理的是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對不對，所以

會受到影響的只有中國，那是講中國代表權那個東西，所以，2758 號決議限制

的對象只有中華民國政府而已，還有金門馬祖－中國領土，可是台灣澎湖其實

不受限制的，但是因為台灣人不知道，台灣人把中華民國當成自己的國家，覺

得中華民國受了苦，就是我受了苦，所以，台灣人就覺得自己被中國打壓，其

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打壓的對象是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它也不能打壓台灣，

嚴格講起來，是台灣人自己自願跟中華民國綁在一起，所以中華民國被打得趴

在地上，台灣跟著也摔下去了，是這樣的狀態，所以我們認清楚是這個狀態之

後，你就可以停止鬥爭，因為你可以跟世界講嘛，2758 號決議只有針對中華民

國政府，只能夠適用、只能夠影響金門馬祖，不能夠影響到不屬於中華民國的

台澎，在這個情況之下，台澎就可以跟中華民國分開，就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

情，所以這時候你可以做一個正名，這個正名，比如說，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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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代表金馬，你去參與國際啊，但是你還可以繼續叫還是可以繼續叫中華臺

北，如果你搬回金馬，那叫中華民國，如果在台北的話那叫中華台北沒關係，

表示你是流亡政府，正名叫台灣治理當局，你就可以代表台澎，那這裡你就會

發現說，2758 號決議只會影響到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所代表的金馬，不會影響到

台灣治理當局所代表的台澎，就說，台澎你就脫離了中國的限制，這是在國際

法下面可以找到的路，可是前提是必須要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不知道，還

是把中華民國跟自己綁在一起，怎麼走都走不出去；另外一種，一樣也有制

憲，我們也可以制憲，但這個制憲是制什麼憲呢，不是制台灣國憲法，因為既

然沒有台灣國，這個制憲是維持中華民國憲法跟它增修條文的存在，因為它是

中華民國的，不要去動它，不要去廢除它，廢除它幹嘛呢，那又不是你的國家

嘛，中華民國不是你的國家，你為什麼要廢除它的憲法呢，你要廢除它的憲法

的前提是你承認那是你的國家啊，大家來思考一下：日本的國民去廢除美國的

憲法，有道理嗎？沒道理嘛！只有美國的國民才有資格廢除美國憲法嘛，對不

對，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廢除中華民國憲法是不是先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國

民，那中華民國國民是什麼？中國國民耶！所以不要自掘墳墓；繼續維持中華

民國憲法讓它存在，然後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依照這個規定，中華民國憲法

規定去治理金馬，去治理中國領土嘛，沒問題啊，它可以繼續稱大陸啊，繼續

稱自由地區啊，因為它要處理嘛，大陸就在隔壁嘛，就在金馬旁邊嘛，對不

對，所以它會需要這個，但是在台澎這邊，你是要訂一個代管區基本法，因為

中華民國領土，你是代管區、你是佔領區， 所以你要制定一個基本法，這個基

本法裡面就可以寫清楚就是說這個地方是佔領地，所以之後要舉行自決公投，

也就是說，你會制定一個管台澎的地方，同時講清楚說這個地方、之後要舉行

自決公投，直接把自決公投寫在裡面，你可以説這個法令制度實施之後 5 年內

要舉辦自決公投，這個方向，台灣治理當局就依照這個東西，它只要治理台

澎，然後就辦自決公投，這是完全 OK，這是國際法上可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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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注意喔正名不是把中華民國直接改成台灣，絕對不是，絕對不是！你要

跟它區分的時候，你一定要兩個都存在，對不對，你說，如果說我不是你，對

不對，那如果你不見只剩下我，那我要怎麼證明我不是你，必須是你跟我同時

存在的時候，人家可以看得出來這有兩個東西，你才可以說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喔，但如果只留其中一個，那你要怎麼證明說這一個不是另外一個，所以在這

地方，我們要注意就是說你要做正名不是把中華民國改成台灣，中華民國現在

在管的範圍是什麼？台澎金馬。好，那實際上，法理上，它只能管金馬，台澎

這邊是台灣治理當局，可是現在就整個被包在中華民國底下，就是台澎金馬，

對不對，兩個不一樣的東西被包在一個東西底下，如果我們今天直接把中華民

國改成台灣的時候，中華民國不見了，你只看到台灣，那請問一下台灣它在管

哪裡？一樣是台澎金馬啊，因為中華民國不見了啊，你直接把中華民國改成台

灣，它管的範圍還是一樣的地方啊，對不對，所以，如果你把名字改掉，你只

是告訴人家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可是明明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而且你要跟

人家講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你現在跟人家講說Ａ跟Ｂ是不同的，你就

不可以讓人家覺得說Ａ其實等於Ｂ，所以現在有人講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叫中華民國，他就是把台灣跟中華民國劃上等號，對不對，可是就像前面所

講的如果你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話，中華民國它的歷史，它就是中國，然後

你說台灣等於中華民國，那不就是說台灣是中國，這都是基本邏輯，這都是基

本邏輯，我們只要靜下心來想就會知道，不要聽人家在那裡喊口號喊得很開

心，靜下心來想就會知道說，哪是，按照邏輯來思考完全不對；尤其是官方單

位，絕對不可以把中華民國改成台灣，不可以！原本不是叫中華民國的可以改

啦，譬如像什麼亞東，就是日本的那個什麼亞東什麼交流協會什麼之類，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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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什麼台灣日本協會什麼，後來就改名了，日本他直接改說台灣交流協會，

日本那邊先改，然後到這邊，台灣日本，原來是東亞，東亞，還是好像是亞

東，後來就改成台灣日本，因為裡面本來沒有中華民國，所以呢，改很清楚，

沒關係 OK 的，日本也不承認中華民國，所以這樣改，問題比較小，但如果說

原本是中華民國改了就會出問題了，像現在中華民國跟跟什麼巴拉圭，跟巴拉

圭它有邦交嘛，那它如果在那邊把中華民國大使館改名叫台灣大使館，那就出

大事喔，那就是把台灣吃進去，就是把台灣跟中華民國劃上等號，台灣就真的

變中國了，所以現在很多人傻傻的，一天到晚在那裏－蔡英文你怎麼不把名字

改一下，國家名稱改一下啊，國號改一下，國旗改一下……什麼之類的，要認

清楚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你今天把它改成台灣，你就是把台灣的名字拿給中國

用，讓人家以為台灣就是中國，這就跟你今天人家說請問你的國旗是什麼，就

拿中華民國的國旗出來，結果人家說這二次世界大戰不是中國的國旗嗎？不是

告訴人家你是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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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邊就比較細，所以不講。 

 

還有一些東西可以直接改，譬如說營利事業啦，可以直接改掉中華、中國，譬

如中華郵政、中華航空這一些，可是要告訴大家，以前曾經改過，對不對，中

華郵政，中華郵政改過，陳水扁那時候改成台灣郵政，結果馬英九的時候又改

回中華郵政，這就是勞民傷財，要怎麼樣避免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建國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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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台灣國之後，還需要擔心換不同人上來執政之後他會亂改名字嗎？你

要中華你就中華，金門馬祖那個繼續叫中華郵政 OK 啊，台灣跟澎湖這邊就叫

台灣郵政，所以就講說其實剛才在前面那些，當我們開始區分，你還不一定要

到建國那一步喔，你光是把中華民國跟台灣澎湖分開，中華民國跟台灣治理當

局分開，台灣跟澎湖，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分開，你就可以開始分得很清楚

了，金門馬祖那邊就是中國、就是中華，台灣澎湖這邊就是台灣、就是台澎，

這時候我們這樣做，沒有人會懷疑，沒有人會覺得奇怪，你已經跟全世界講台

澎主權不屬於中國，所以沒有理由在這裡用中華，沒有理由在這裡用中國，改

名字改得理所當然，對不對，你坐中華航空，你要去哪裡，公營事業這一些，

一樣，中華中國這些名稱因為是公營事業，意思是什麼，裡面有一些部分的資

產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但是他有些資產是用台灣的，在這個時候，你就要改

名，你的改名就是台灣跟中華民國一起放出來，就說，我不要區分，這好像就

是合資企業，它這裡有台灣的東西也有中華民國的東西，所以我們就兩個都寫

出來，讓人家知道這是聯合的喔，不是只有其中一個，那你就可以讓人家把這

個狀況分清楚，那這是一個改名，再不然就直接把它分割，公司做切割嘛，金

馬那邊的 你就你就繼續用原來的名字啊：中華、中國……之類的，台澎這邊你

就改名叫台灣或台澎嘛。 

 

然後制憲，剛才講，不是制定憲法去取代中華民國憲法，所以在制憲之前，我

們現在這個制憲，注意喔，制憲不是去制什麼台灣國憲法，還沒建國，你也不

是去制中華民國憲法，那你去制的東西是基本法，台澎代管區基本法，你不是

去取代中華民國憲法，因為你不是去取代它，所以不要去廢除它，你要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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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去廢除中華民國憲法－我知道現在有一派主張是要廢憲，你廢憲之後就

是你制定出來的那個東西，人家只會看說那你就是新的一套，就說，你今天廢

除中華民國憲法，再制定新的一套，這叫做新中華民國憲法…這是大家要的

嗎？不是嘛，但是一大群人不知道，其實，產生的效果是這個！這是沒有意義

的！在中華民國憲法跟它增修條文不可以廢，不可以廢，但是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裡面有一個部份，把台灣寫進去，憲法增修條文裡面有提到台灣省，它

寫的有三個字提到台灣省，所以呢，增修條文要修改，把台灣省拿掉，把它的

自由地區限定在金門馬祖，那這樣，台灣跟澎湖跟金門馬祖就分開了，就不再

是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範圍了，台灣跟中華民國就切開了，然後接下來在

台澎代表區這些人就講說，可以講說你的組織具體治理的原則，人權保障，還

有講說去殖民化協議，協助台澎住民行使自決權，把這些責任都寫進去，時間

表也寫進去，這一個制訂下去之後，其實台灣建國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所以呢，在建國之前，你就好好利用你是在盟軍授權下主權未定的代管地，然

後在名稱組織上直接跟中華民國分隔開來，這樣子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要封鎖中華民國政府也就沒有辦法再拖累到台灣了，因為我們已經跟中華民國

切開了，我們跟人家講我們不是同一個，請用不同方式來處理。 

然後正名，這把中華民國跟台灣並列，那有可能，它可能叫中華臺北，總之要

並列，不要只留其中一個，只留其中一個，就會～啊那都是同一個，範圍都一

樣，會讓人家以為是同一個，必要的時候就直接變成兩個組織；然後再來制

憲，制憲的話不是制定新憲法，不是制定新的中華民國憲法，也不是廢了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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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憲法，而是為台澎代表區制定基本法，然後去把這個中華民國憲法裡面跟

台灣有關的把它修掉，把這些東西講清楚，在新的代管區的基本法裡面講清

楚，那台灣建國自決公投這個東西，就真的只是時間點的問題。 

 

那最後講的就是要入聯，不過這要有幾個東西要寫清楚。 

聯合國，它是國際組織，它是國家跟國家之間互相往來的一個平台，一個討論

區，一個會議室，我們可以這樣想，只是它的討論是很重要的議題，政治議

題、經濟、環保議題，還有一個很重要，既然是聯合國，所以你要成為會員國

你必須先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你還不是個國家的時候，不用想進入聯

合國成為會員國，台灣很多人，就是還沒有認清楚台灣還不是個國家，好，那

聯合國它不是世界政府，它也不是領土主權的裁判者，它也不是國家誕生地，

沒有國家在聯合國裡面誕生的啦，所以不要把加入聯合國變成什麼建國程序其

中一步，沒有喔，要先建國才能進入聯合國，就說你把建國程序，把加入聯合

國放在裡面，這就不合邏輯，永遠進不去！ 

再來說，不是世界政府：聯合國就只是個國際組織而已，它只是個大家討論事

情的地方，它是幾乎現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裡面一個討論的地方，它不是世

界政府。 

它也不是領土主權的裁判者，聯合國只是個國際組織，它不是法庭，不是法

院，它的大會是數人頭的，沒有司法機關是數人頭的啦，那你要裁判領土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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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透過司法權，所以不會是聯合國啦，那什麼單位可以去裁判領土主權

呢？國際法庭，國際法庭，可是要注意喔，國際法庭既然名為國際法庭，就表

示如果你要參與、你要提案，你必須是國家，所以它是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

主權紛爭的時候，你會丟到國際法庭裡面去處理，那台澎現在的主權不歸屬於

任何一個國家，所以它其實也沒有辦法去 argue 這個東西，重點是台灣趕快建

立自己的國家，擁有自己的主權，這才是重點，好～ 

進入聯合國，不是建國必要程序，沒有先建國，進不了聯合國，所以不可能變

成建國必要程序。 

另外，進入聯合國也不是被承認是國家的前提，你有沒有加入聯合國跟你是不

是一個國家是兩回事，但是我不是說沒有加入聯合國就是國家喔，也不是這個

意思，我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國家，你就算沒有加入聯和國，你仍舊是一個國

家；你如果不是一個國家，你有沒有加入聯合國，你都不是一個國家，那舉一

個最明顯的例子：大家應該都知道瑞士，永久中立國，風景秀麗，然後，它們   

國民的收入生產額都非常高，排名都世界前 10；瑞士這個國家，什麼時候進入

聯合國的？大家知道嗎？瑞士在西元 2002 年才加入聯合國，請問，在 2002 年

之前，瑞士是不是個國家？應該沒有人會懷疑吧，是啊，它當然是一個國家

啊，那為什麼瑞士不加入聯合國？為什麼在 2002 年之前不加入聯合國？因為瑞

士它是中立國，聯合國本來是什麼東西？聯合國是 1945 年的時候由原本的同盟

國所組成的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有所謂的維和部隊，所以它會出兵的，它會

打仗的，它打的第一場仗就是韓戰，所以它是會打仗的，它其實是一個軍事同

盟，維護世界和平的軍事同盟，因為它會行使武力，所以對瑞士來講，你是中

立國的話，你是不可以參與這種軍事聯盟的，所以瑞士它一直到西元 2002 年之

前，它都沒有加入聯合國，原因在這裡，那為什麼它後來還是加入聯合國？因

為聯合國同意－當然瑞士它有開條件啦，就是我要進去，我不會去參與那一個

～譬如說有跟出兵有關的、維和部隊有關的那些決議，有必要要求我出錢去做

這些事情，做相關的事情，出兵維和部隊支錢，我不付的，聯合國說 OK，好，

我同意，瑞士才進去，所以說瑞士它後來進入了聯合國，但是它還是保有自己

中立國的本色，它還是維持自己中立國應該要有的樣子，它後來加入聯合國

了，這個叫做聯合國，你加入聯合國不是被承認是國家的前提啦，你有沒有加

入聯合國都跟你是不是個國家無關啦，當然並不表示說沒有加入聯合國的也是

個國家就是了，所以台灣還不是個國家是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的。 

總之呢，建國之後不一定要入聯，但是不建國你一定沒有辦法入聯，有點像順

口溜，建國不一定要入聯，不建國一定無法入聯，所以台灣如果想要進入聯合

國，先建國！擺脫中華民國，不要以為中華民國可以讓台灣進入聯合國，不可

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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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入聯第一步：先建國，先建國，再申請入聯，這過程當中，剛剛也有提

到，就是安理會永久會員國，這入聯的部分才會出現，才會出現一點障礙，但

是這個我們也有策略去處理，一樣國際法。 

所以說你今天建國之後，當然要先申請嘛，對不對，那申請就是跟聯合國的秘

書處提出入聯申請；之前陳水扁他在 2006 年，他要以台灣為名，然後要加入聯

合國，後來被安理會退回，秘書處退回，說台灣還不是個國家，不能進入聯合

國；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建國，完成建國程序，之後，我們再申請入聯，如果秘

書處說你不是個國家，那你說，ㄟ、怎麼說我不是個國家？！我剛才建國的程

序完全依照聯合國的規定在做的耶，完全建國的程序，公投什麼，這些完全依

照聯合國那些做法，而且台灣原本是前殖民地耶，台灣的法理地位是這樣子

耶，你有什麼理由不讓我進去，有什麼理由說我不是個國家，這些東西講出

來，聯合國秘書處沒有理由阻止你。 

接下來，就接到聯合國安理會的問題了，聯合國安理會，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

行使否決權，告訴大家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聯合國憲章裡面，對安理會

永久會員國行使否決權有一個限制，就是，如果你本身是跟這個糾紛有關的國

家，不可以行使否決權，所以呢，大家想，想清楚喔，很有趣的思考，如果中

華人民共和國使用否決權的話，代表什麼？它承認台灣不是它的，因為，你要

行使否決權的前提是你跟這個案子無關，你要跟這個案子無關你才可以行使否

決權，要不然都跟你有關，你都否決，都贏啊，沒道理！所以這個案子必須跟

你無關的時候，你才可以否決，所以，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否決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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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示它承認台灣不是它的，那不就解決這個問題了，是不是，是不是，我們

不是一直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講說台灣是它的，對不對，就我剛才講，如

果我們前面先完成建國，秘書處讓我們進去了，進到聯合國安理會說，中華人

們共和國，他如果用否決權，沒關係，你用沒關係，你用，你就承認我跟你不

是同一國，是不是，好，這樣子的話，譬如說第一年送件被它否決，OK 啊，全

世界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台灣不是它的了，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完全達

到目的，這穩贏的，沒有輸的；如果使用這個東西，因為利益迴避原則，所以

它不能用，意思就是說，它如果用，如果我們讓它用了，然後聯合國安理會也

讓它用，這表示安理會認為台灣跟中國不是同一國，所以才可以讓中華人民共

和國使用否決權，但是如果認為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屬於同一國的話，又

因為利益迴避原則，所以它不能用否決權，它必須要承認你不屬於我的時候才

可以否決，它如果要說”你是我的”的時候，它就不能否決，對不對，好，因為

如果你說你是我的，那你就是利害當事人，利益迴避，你不可以否決，對不

對，所以你要嘛你就行使否決權，然後呢，使得你很明白的告訴大家台灣就不

是你的一部份，再不然就是你根本不能行使否決權－台灣其實沒有損失，所

以，講實在話，當我們可以跨過第二步進入到第三步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本不是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它如果用了否決權，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是同一國，它就自己詔告天下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如果它還

是堅信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它不能用否決權，對不對，沒有損失

啊，win、win、two win，taiwan win，台灣都贏啦，但是重點是你要先完成這

個，完成這個，你才能進到這一個，不是一下子就跳到這裡來，沒那麼簡單；

對其他國家安理會成員，那你就按外交手段，我要講的就是說，其實對台灣來

講，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安理會成員國，我們要應付、要去思考的，最

需要下功夫去經營的國家是俄國，俄國，因為俄國過去以來，基本上來講，雖

然說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常常有有意見不合的地方，可是基本上來講，這兩個

還算是關係比較好，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不可以否決是一回事，但是俄國

可以用，所以，如果台灣希望將來能夠順利的加入聯合國的話，很重要的其實

是我們要跟戰鬥民族當好朋友，我們要跟俄國、跟戰鬥民族當好朋友，那其他

基本上來講，像英國美國跟法國，我想，它們比較沒有理由去反對啦，比較沒

有理由去反對說讓台灣進不去，再來，聯合國大會攻防，聯合國大會，這就是

兩個方向，一個舊金山和約的那些簽署批准國，我們跟它講，舊金山和約簽下

來之後，台灣地位未定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沒有解決，今天我台灣透過住民自

決的方式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了，你只要承認我們，你的責任就盡了，台灣問題

就解決了，這是一個說服的方式，那其他國家呢，一樣，就是聯合國憲章啊，

人權公約啊，聯合國大會 1514、1541 號，就說台灣都去殖民化了，照理來講，

你要幫我們，當然在那個時候，我想，這樣講，現在這一個中華民國政府用錢

去買來的那 20 個邦交國，它們是因為錢的關係，所以跟中華民國維持邦交嘛，

可是這些錢是中華民國的錢嗎？是台灣人的錢嘛，對不對？所以將來台灣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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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如果這些國家還是繼續見錢眼開的話，只是把這錢用台灣的名義給它們

而已，現在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給它們，要它們去承認中華民國嘛，要它們在

聯合國裡面幫中華民國講話嘛，那台灣建國之後，一樣要錢啊，只是現在的

錢，我們叫那些幫台灣啊，那一樣的錢，但是承認的對象不一樣，所以，有人

在擔心說中華民國怎麼樣啊，所以，那個我們可能就馬上，邦交國，我說沒有

啦，如果這些邦交國是可以用錢買來的，它們不會管那些錢從哪裡來的，好

嗎？！那時候它們如果收了台灣的錢，那時候已經沒有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

和國兩個選一個的問題，它們兩邊都拿錢，多好，對不對，所以，這個是很有

趣的，所以對於這些其他國家來講，都有策略跟方法去處理，但是重點，不管

怎麼講，最重要還是前面這一個，前面這一個不先完成，不先建國，後面都全

部就是白搭。 

 

前面看一下這個流程，我們就台灣新國家，提出入聯給聯合國秘書處，秘書處

說我反對，那你不是這個國家，那我說，對不起，我這些我有依照 1541 號程序

去走，依照 1514、1541，有去殖民義務，用聯合國憲章，我完全照規矩來，你

沒有理由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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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能反對之後接下來進安理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那我們就聯合國憲章

27 條拿出來，利益迴避啊，不准用，如果你要講台灣是你的一部份的話，不准

用，那如果你要否決，你就是承認台灣不是你的，反正都贏啦，那到最後可

能，中華民國這個它也自討沒趣，算了，不反對，那就 OK 了。 

 

那你就通過了這一關卡，接著要進入到大會，進入到大會的時候，就兩個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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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既有會員的，一個是舊金山和約的，你說，那原本的舊金山和約簽約

國，你就你承認我們，你的責任就盡了，看從 1952 年到現在，這也拖這麼久

了，趕快把問題解決吧，承認我們就好，贊成我們加入聯合國就 OK 了，那其

他那些國家，我們就以剛前面那些程序，你有責任，台灣的狀況是這樣子，你

們應該要幫忙，請你們幫忙，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們如果這套程序這樣子，

大家腦袋清楚一步一步這樣子走下來，到這個應該，相信就可以達成這個目的

進入聯合國，那接下來聯合國之後就有好幾百個國際組織，我們就可以加入

了！現階段真的是沒有啦，現階段都去挑那個……今天就講到這邊，謝謝大

家！ 

 

主持人：謝謝大家聽聖峰講這麼精彩的演講！我聽了好幾次，後來終於聽了一

個脈絡，其實一個國際法裡面在談國家的時候就一個繼承的原則，所以中華民

國是繼承誰包括領土的繼承，包括條約的繼承，他繼承的大清帝國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繼承誰，繼承中華民國，這繼承還有包括領土的繼承，所以，聽完他講

完之後才知道為什麼台獨不會引起戰爭，因為，我們所謂的獨立其實是，譬如

說我們講的港獨，香港要獨立，新疆要獨立，西藏要獨立，在國際法上面  因

為這幾個地方都是屬於誰的領土，都是都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所以在

屬於一個國家的領土裡面，你要我的，才有所謂的獨立不獨立的問題，譬如說

有一些國家裡面，大家想要公投，想要獨立，脫離加拿大，它的一個省要要獨

立，這叫獨立，就是說，要用公投來脫離加拿大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叫做

獨立，所以呢，當台灣宣布獨立的時候呢，為什麼會引起戰爭，因為當他宣布

獨立的第一天，就是侵犯了中國的領土，因為金門跟馬祖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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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台灣其實因為金門跟馬祖的關係，當你宣布獨立的時候，你就已經是

入侵別人的國家了，所以台灣不是要獨立，台灣是應該要建立我們的國，我再

釐清一下，就是所謂的獨立就是它已經是屬於中國的，所以才要獨立，台灣不

是屬於中國的，所以不是要獨立，台灣是要建國，要透過聯合國的憲章，要自

決、要建國，那透過這些方式，剛剛講的說在安理會裡面有所謂的利益迴避的

原則，所以我在從這個所謂繼承的這個部分，聽聖峰講說我們那麼多之前不是

發生兆豐金的這些問題嗎，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官股銀行？因為呢，為了避免這

些中華民國的銀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所以呢，在國外這些我們所謂的官

股銀行，他刻意用官股，就民營的方式不要讓它被繼承，也包括了一些我們有

邦交的國家，然後呢，中華民國有邦交，有邦交，當它失去了邦交的時候  大

使館怎麼樣，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所以它就必須要離開那個大使

館……等等，其實我們看到今天演講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國際法裡面的這個

繼承，我們必須要弄的很清楚，那如果說我們台灣要成為一個一個真正的國

家，絕對不是要喊獨立，而是應該要依照聯合國憲章進行建國跟自決，有沒有

問題要請教聖峰的？ 

Ｑ：當年施明德主張金馬撤軍論是哪一個問題？跟這有沒有關係？再來說住民

自決 1541 號，那三個選項應該，現階段的氛圍，就是台灣建國，再來是一個邦

聯，之前有提過中華邦聯，再來就併入他國，我們也可以把進入他國，括弧是

統一 

Ａ：好，基本上來講，那個是一個不太和金馬撤軍的那個關係，他那個只是要

降低所謂的兩岸兩岸中國政府之間的敵意而已，我不要把我的槍炮放在你的門

口，把它撤回來，大家不要劍拔駑張，就這樣而已，剛剛這個情形有太多關

係，因為他並沒有去探討就是法理歸屬的問題，他並沒有認為台澎跟金馬是不

同的主權認知狀態，他並沒有去探討這個問題，陳水扁說台澎金馬就是一個中

國政權分裂出，這是大中國主義啊，他說台灣澎湖，台澎金馬，一個中國政府

在管的地方，現在劍拔駑張，你不要再在人家家門口放槍砲，收回來這樣，大

家當好朋友，所以這是那時候施明德在講金馬撤軍，一個理由是這個啦。 

另外你剛才講說的是自由邦這個東西，自由邦其實不是邦聯，邦聯是由兩個國

家所組成的的狀態，所以前提是已經是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才有辦法來成為邦

聯，那自由邦這個東西，他就是一個高度自治的一個成為自治區這樣一個角

色，譬如說對美國來講，他可能有一個就是有那種所謂未合併領地之類，那一

種性質的東西譬如說像美國，我記得他好像有還沒有成為州的，最近有人在講   

波多黎各，它就是屬於這種性質的，它是屬於美國的自由邦，裡面那一些人

呢，他也可以取得美國的公民權什麼的，但是他們，他們不選州長，他們沒有

州也沒有參議員，他們沒有建州啦，或者說還不是正式成為一個，但是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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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美國的保護，他們那種用美金，美國軍隊也保護他們，這是另外一種形式

的，所以它是一個高度自治，但是它的主權歸屬其實是屬於別人啦，但是他又

沒有真正完全併進去，像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剛剛所提到的那一個，那就統一啊，就是那個你要變成人家一個國家，這些就

是統一啦，那大概對台灣來講的話，現在狀況就是你要統一也不可能被中華民

國統一，因為中華民國基本上國際上，基本上大多數不承認，要統一的對象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英國、日本、其他那種的國家，但是有一個重要的

東西就是，我今天說依照 1541 號決議去決定自決的選項，沒有說每個都要寫上

去啊，可以寫一個就是我只問說，台澎住民你們要不要建國，同意、不同意這

樣子，可以這樣子，沒有人說要全部放上去，只是那是可以列為選項，就是說

如果大家討論之後覺得我抓著大批人說，我覺得說我們應該要跟中華人民共和

國合併，放在選項裡面，也許就會成為選項，建國應該佔大多數意見，至少以

現在狀況來講，這牽涉到一個議題，就是說到底這個自決公投，誰可以投？誰

不能投？那我必須要這樣說，如果我們從最原始嚴謹的角度來看的話，因為自

決公投它其實是有前殖民地的問題，前殖民地的問題，這個道理來講，照道理

來講應該是曾經是殖民地的居民，而且被殖民過的還有他的後代，兒子繼承爸

爸、祖先的權利，這個應該是這樣子的才可以投，基本上，我說最嚴謹的是這

樣的狀態，最嚴謹的狀態，但是因為時間經過很久很久很久，所以這個條件可

能會做一些放寬，就是沒這麼嚴格說你非得要這個，你也許，譬如說在台灣出

生，然後跟在台灣居住滿 20 年，是不是可以再加說，有不動產或是其他的沒有

什麼，過去有什麼，洩密啊，那一種，有這種前科就排除，不准投，再來呢，

就是所謂的中國新娘這類要排除掉，因為她來台灣的時間還不夠長，如果說已

經過來的，那就看狀況，你還是一樣可以設範圍嘛，你現在一樣是外籍的，其

他國家嫁來的或是從其他國家迎娶或者是結婚的對象，有配偶，依照不同的國

家去設定範圍，如果說這個國家就是對台灣有敵意，那就直接排除掉，不管你

住多久，對不對，省得你滲透啊，我覺得這是合理的，但是這種東西就是説，

如果你當初是 1949 年從那邊過來，那也在這邊住很久了，那我要去給你排除掉  

那會不會覺得有問題，但是這種要是真心在這裡，你不要說不要說退將跑去那

邊唱義勇軍進行曲，那直接排除，誰讓你投，不讓你投，但如果你在那邊住很

久了，然後在這邊又結婚，又生子，然後，甚至就像我們小時候芋仔番薯這樣

子，那你的心就在這裡了，像這樣子的話，你說我不讓他投，好像也但是這一

個都可以去討論啦，我們只能用最嚴謹的最嚴謹的原殖民地的居民還有他的後

代，之後那些都是放寬，對這些條件都可以再談，重點是說，要避免人家摻沙

子，講實在話啦，如果今天自決權，自決權是 1952 年，是 1952 年辦的話，其

實本來應該 1952 年 4 月 28 號之後就開始辦，如果當年在那時候就辦，1949 年  

從中國那邊來的都不能投，因為他們才從那邊過來沒多久，來這邊才三年而

已，1949 到 1952 也才三年而已，而且都還是讓你進來，而且說什麼還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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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那些，他沒有打算要留在這裡，像這樣子根本就直接排除掉，我覺得這是

非常合理的，當你時間過這麼久了，人家又在這邊住的情況，來這邊後可能又

生了好幾代，搞不好他的小孩還參加過 318，那像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就，就

可能會願意做其他的思考，方式去處理，補充一點我們今天在做自決的時候，

我們後面有一些問題需要去排除掉，要做這個東西，就是要合心合力，不能太

機械化，有基本原則在那裡，最嚴格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麼講，我們未

來在辦這種自決公投的時候一定要把投票人的身份調查清楚，就是說一定要做

一個統計，不可以說大家混在一起，然後都不分的，你寧願說 OK，譬如果這次

來參加自決投票裡面有一千萬人，一千萬人，然後裡面有八百萬人他是屬於原

殖民地的住民跟他的後代，剩下兩百萬人是 1949 的移民和他的後代，你這樣分  

有什麼好處？就是說因為這一群人，你可以讓他分不同的投票箱，到時候，你

會投說 OK，這一群人就是原殖民地的住民這個東西，他們投出來的是最沒有問

題，當這群都說他要建國的時候，建國沒有問題了，完全沒有問題，那如果說

你投出來的結果是另外那一邊的人很多，然後他說他不要建國，那，你沒有分

清楚的話，你就會被他影響，所以就說有一些你要分分清楚就知道說遇到最嚴

謹的，我們符合標準，然後最後就會比較寬鬆，我們也符合標準，那在那時候

就沒有人可以說我的自決有問題，其實都是希望自決是沒有瑕疵的，這樣子，

我們到時候說要入聯什麼之類的，人家才沒有辦法找你麻煩，就這樣，謝謝！ 

主持人結語：時間的關係，如果說在聖峰他說他也會再用網路的方式，或者你

也可以可以直接跟他提問，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那個台澎建國的旗子，其實為

什麼一直在談我們只有建國的問題，因為我們台灣不是香港、新疆、西藏，那

遇到國際法這些法理的部分的話，如果說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很重要就是自決

跟建國，謝謝大家，掌聲再謝謝一次！時間有點晚了，大家回去的時候再請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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