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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何理事長：最近阿扁也在推入聯公投，很多人想說奇怪，還沒有國家要怎麼入聯？這

是我們心中很久的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聽這個年輕人來說說看這樣是要怎麼樣入聯。 

聖峰：謝謝，多謝何醫師跟各位貴賓來到這裡，抱歉之前有幾次，本來時間有約好，後來因

為一些事情不剛好－上禮拜下雨，有人通知我要改期，我不知道後來有沒有跟大家通知到，

怕有人不知道取消了還跑來這裡～今天很高興坐滿了，覺得很高興，多謝、多謝！想要請問

一下，因為今天算第三講，前面兩講都有來的可以舉個手嗎？好，多謝！大家都很熱情，今

天我想，因為是第三講，基本上我想跟大家講，因為第三講基本上內容比較少，所以今天前

面這一部分講完之後，如果大家對過去這三講裡面所講的內容有什麼問題要問，今天應該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說臺灣的國際參與及入聯策略。 



 

這邊，因為說每一遍，我們要說這個的時候有的都需要用一些時間先再去複習前面說過的東

西，因為這是我們之後要討論，要怎麼做的基礎，所以我前面會先簡單講一下臺灣的法理地

位；另外講國家建立－國家要怎麼建，這也要簡單講一下，接下來我會說臺灣的國際參與，

最後是說臺灣入聯。 

 



法理地位，我相信之前用很多時間跟大家解釋過了，臺灣的法理地位現在是說：中華民國現

在所管的地方：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分成四塊裡面，臺灣跟澎湖分一邊，金門跟馬祖

分成另外一邊，臺灣跟澎湖的法理主權還未定，不過臺灣跟澎湖這邊住的人，他有權利去決

定它的主權，要歸屬於哪個國家，金門跟馬祖的法理主權從頭到尾都是中國的，所以它們就

是中國的主權領土。 

好，再來，中華民國，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不曾移轉給中華民國，所以中華民國  不管它怎麼

說，它就是沒有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它自己也承認它沒有，不過那是 1951 年的時候，它自己

承認那個時候他要靠美國救它，所以那時候美國說什麼它都 OK，事實上後來對臺灣人都說

『臺灣光復』，這些都是謊話，中華民國不曾拿到臺灣澎湖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它是

繼承中華民國，所以中華民國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可能拿到臺灣跟澎湖的主權，

就像爸爸沒有財產的時候，他的子孫就沒辦法繼承，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辦法從中華民國

那裡得到主權，它也沒有其它原因拿到主權。 

再來，美國，現在仍然有一群人過去這樣講，臺灣是美國海外的屬地，這在國際法上是不通

的，因為美國只是盟軍的一員，而且也沒有任何的國際文書說要將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交給美

國，所以臺灣、澎湖的主權不是美國的。 

另外有人說臺灣跟澎湖現在是盟軍所有國家的，主權是盟軍所有國家的，這也是不對的，因

為盟軍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開會說誰去佔領哪個地方，沒有說哪個地方的主權

誰拿，盟軍它們全體，它們只有指定說哪裡要讓哪個國家去佔領，它們本身並沒有說要拿臺

灣跟澎湖的主權。 

另外有人說臺灣的主權是臺灣人民的，這基本上是說－這就是將你的自決權跟主權混淆在一

起分不清楚，才會做出這樣的結論來；臺灣跟澎湖這裡住的人，我們是有自決權，我們可以

決定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它的領土主權要給哪個國家，不過臺灣澎湖的主權本身不是在臺灣

人手上，因為你能夠拿到主權基本上在國際法上就是一個國家，所以你要有一個國家，你才

能夠說你有哪個領土的主權，像是我們在說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時，基本上的意思是說領土，

如果說日本有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意思是說臺灣跟澎湖是日本的領土，所以你們就想說如果

今天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是在臺灣人民手上時，意思是說，臺灣跟澎湖是臺灣人的領土，這話

聽起來就怪怪的，所以意思是說我們要知道在國際法上有辦法去管理土地去跟別的國家競

爭、去跟別的國家有外交來往，那是國家，不是每一個個人，不是這樣，所以主權一定是國

家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臺灣跟台灣人民，我們是有決定臺灣跟澎湖主權的權利，但我們不能

說臺灣跟澎湖的主權是在臺灣人民手上；臺灣跟澎湖在管的，基本上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1945

年時在盟軍的授權之下成立的佔領治理單位，叫臺灣治理當局，在 1945 年的時候，那個時候

叫行政長官公署，中華民國不要臉，在前面加臺灣省三個字，228 之後，行政長官公署的名

字改了，變成臺灣省政府，現在因為我們知道說臺灣本來臺灣省，之後就出現臺北市、高雄

市、台中市、桃園市、新北市，現在還有台南市，因為這麼多直轄市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直接



管的，所以臺灣省政府管的地方就越來越少，這是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把本來是臺灣治理

當局在管的地方都收一收變成它直接管的地方，所以我們大家就會覺得說奇怪，就是被中華

民國管的，事實上在法理上來講，可以管理臺灣的就是臺灣治理當局，不是中華民國流亡政

府，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就是把它的工作拿來做；金門馬祖，可以管它們的就是中華民國流亡

政府，因為金門馬祖就是中國的領土，中華民國政府就是中國政府，所以中國政府可以管中

國的領土，這是沒問題的。 

 

所以從這個，我們就知道說法理的地位真實的狀況是這一張圖，金門馬祖是中華民國政府在

管的，金門馬祖，中華民國政府在管的，臺灣跟澎湖呢？我們是盟軍授權給中華民國政府在

臺灣這裡設一個臺灣治理當局，透過這個來管臺灣跟澎湖，中華民國政府就是被盟軍要求它

來管，成立一個機關來管臺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之前那個－蔣介石，國史館裡面不是有說

－蔣介石自己 1949 年的時候，自己就承認了說”臺灣只是一個托管地”，怎麼可以說是剿共復

國的基地，他就罵陳誠，所以我們知道說法理的地位是這個，這是現在法理的地位。 



 

臺灣不是一個國家，我想這應該不用一再的講，但問題是你不是一個國家時要怎麼處理？之

前我相信我也在之前兩講跟大家說－說過很多次－就是說，現在有人說，像是說用選舉來建

國、用正名來建國、用制憲來建國，這基本上在國際法上都行不通，正名就是要先有一個國

家的時候才有國名，有國名才有名字可以改，如果之前有一個國家，有一個名字可以改，還

要建國是要建什麼？如果說要制憲，制憲是誰可以制憲？一個國家的國民才有辦法制憲，那

要怎麼變成一個國家的國民？是一個國家的政府說你是我國家的國民，我把一個國籍給你，

這個時候你才會變成它的國民，不過你若不是先有一個國家，你是哪裡生出來的一個政府說

我可以讓你變成我的國民，所以要制憲的一個條件就是你要先有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有

一個國家、有政府，才有辦法生出國民，有國民的時候，你才有辦法去制憲，所以說制憲來

建國，這是邏輯不通，一定要先建國，你才有辦法制憲。 

另外選舉呢？選舉這個也很簡單，現在很多人說很多－民進黨也是這樣講，有人說 1996 年，

臺灣直選，所以臺灣國就建國了，因為這就是胡來，因為可以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只有臺灣

跟澎湖的人嗎？金門馬祖的人也有投票，投票的時候你會拿什麼證件出來？你拿中華民國國

民身分證，所以你是依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你去投票，選出來的是什麼東西？選的是中華民

國總統，所以你怎麼選，你選出來就是中華民國的東西，不會變成另一個國家的東西，所以

如果今天說選臺灣人去當總統，臺灣國就建國的時候，這時候要是下一次再選一個中國人起

來當總統的時候，臺灣國就不見了嗎？所以這是行不通的，你不可能用選舉來建立一個國

家。 

所以到底國家要怎麼建立？說起來很簡單，要相信可能很困難－就是遵照國際法裡面一個自

決權，自決權裡面，聯合國憲章裡面就寫得很清楚，第一條第二項裡面就有說自決權，所以



如果用自決權去建立一個國家時，所有聯合國裡面的會員國它們都要尊重，都要尊重，所以

你照國際法時，其他的國家才會理睬你，如果你自己在臺灣島上說”這樣做就行了”，你就知

道事實上－國際上會說－沒有，沒有這種事，你自己在家裡搞的事我們不承認，你要照國際

法來走－自決權、聯合國憲章裡面有說；另外還有一個公民權利跟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裡面

包括了自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有簽，它有簽但它還沒批准，不過它有簽；另外經濟社會

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裡面也有提到自決權，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簽也有批准；所以我們知

道如果我們說自決權出來的時候，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沒有什麼理由反對，因為它自己

也是聯合國裡面的會員，所以我們照聯合國憲章裡面的東西來講，基本上它的嘴就要閉上

了。 

 

我們說要用自決權，那自決權是根據什麼？我們的根據是臺灣跟澎湖過去是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基本上國際的一個共識就是『殖民地要獨立、自治』，所以說如果照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共識，我們就是要『去殖民化』，臺灣、澎湖要完成去除殖民的

工作，所以聯合國大會裡也有做決議，1514 號決議裡面說『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

這是聯合國自己說的；而且裡面說『在託管領土、非自治領土和其他未達成獨立的領土裡要

幫助他們達成獨立』－臺灣跟澎湖，說簡單一點，我們現在仍然被佔領，仍然是戰後佔領的

狀況之下，所以我們仍是未達成獨立的領土，所以我們照這個去說，完全行得通；另外聯合

國大會 1541 號決議裡面有說，你如果要自決、要投票的時候，你可以選什麼，它說你可以選

擇：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另外，變成獨立國家的自由邦，像是美國，就像它們現在的

波多黎各，有點像那種地方，本身也有一點自治的權利，之後它們可能又決定說它們要變成

美國的 51 州什麼的；另外是說你就變成另外一個獨立國家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未來要用自

決權，要決定臺灣澎湖的未來時，我們的選擇就是這幾項，可能有人在說－說如果用自決



權，如果臺灣人選擇要變成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怎麼辦，我跟大家說一個是－基本上你們不用

擔心，為什麼？因為國際不會承認，這裡有說可以變成一個獨立國家的一部分，你要變成一

個獨立國家的一部分－不過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面根本不被承認，聯合國根本不承認中華民

國，所以今天就算臺灣人公投投票說臺灣跟澎湖的主權要交給中華民國，仍然會停在這裡，

這個自決沒有用，因為你不是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一部分－對聯合國來說－所以它們不

會承認這個，聯合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以後要辦公投的時候，我知

道現在有很多人在害怕，如果我們現在去投票，如果有人要投變成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那怎

麼辦？我要跟大家解釋的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在辦公投的時候，中華民國就直接從上面拿

掉了，因為我們如果以後要辦公投時，我們一切就照國際法走，照國際法走的時候，國際不

承認的對象就會拿掉，所以在選票上面”中華民國根本就不會出現”，所以大家要了解這一

點，我們如果要自決、要辦公投，如果要辦自決公投，一定要照國際法，我知道最近有人在

推，推什麼入聯的公投，我說這本身基礎就有問題，有人在推什麼補正的公投法，他們說中

華民國公投法改完後就可以照公投法公投獨立什麼的，我說你如果照這個路走下去，你就把

臺灣跟中華民國綁在一起，你反而害到臺灣，所以我們知道說－我認為，我們未來如果要建

國、要自決的時候，你就要很了解國際法在說什麼，有的東西就是不對，你做了國際也不會

承認的就不要做，浪費時間、浪費金錢。 

 

所以，從剛才這樣講下來，我們就知道因為臺灣跟澎湖在國際法上面是盟軍授權之下仍然被

佔領的地方，臺灣跟澎湖仍是未達成獨立的領土，所以，因為我們是未達成獨立的領土，所

以聯合國大會決議－1514 號裡面我們就可以用；聯合國大會決議 1514 號裡面是有要求，聯

合國的會員要幫助這種地方、要幫助他們獨立，所以，像現在我知道很多人，每一年會去聯

合國要求臺灣要入聯，我說你如果在做要求的時候，你要求的東西不對，別人就不會理你，



因為你仍然不是一個國家的時候，你說你要進去，聯合國根本不會讓你進去，門根本就不會

打開嘛，不過你如果說對，臺灣跟澎湖現在是未獨立的領土，聯合國決議裡面，這是聯合國

會員要幫助我們獨立的地方，我們就去跟聯合國說，你之前做成決議說要幫忙的，我就照你

的話來說，你如果不照我們的要求，你就不承認你之前說的話，你就是自打嘴巴，這就是國

際法的意義，它如果不照做就會丟人現眼、就會自打嘴巴，這就是國際法的意義，所以我們

知道說在這個時候，你就把臺灣跟澎湖，你說他是未獨立的領土，未獨立的的領土，聯合國

大會 1514 號就可以用了；另外聯合國這個決議用了之後，基本上你可以要求聯合國其他的會

員，臺灣現在就是要獨立了，我們是要自決建國獨立，所以你們基本上照這個決議來說，你

基本上不能阻止、也不能反對，可以幫忙最好，我們就照聯合國憲章－人權公約裡說的自決

權辦自決公投，因為我們用自決權，我們辦的投票裡面，我們完全照聯合國訂的規矩做，在

這個時候，我們完全照你說的做，我們不是自己想東想西，拿一些東西說這樣做就對了，

錯，你說怎樣做有效，我們就照你說的做，這時候你說這個沒有用，你就要給我們一個理

由、一個解釋，這時候你就要求如果聯合國真的說不承認，你就要好好的要求說你要解釋一

下為什麼不行？照你說的做為什麼不算數？所以我們照這個去做、照聯合國裏面規定的東西

去做，基本上聯合國裏面沒什麼理由反對－除了中國可能仍然不要臉、不承認；我們辦公投

的時候，裡面選的東西完全也是照聯合國 1541 號決議裡面的東西去寫，所以我是說－我們要

辦的理由是聯合國自己說的，我們在投票的時候裡面可以選的東西也是照聯合國裡面說的東

西去做，完全照你的說法、照你的做法去做，完全按部就班來做，所以結論就是說，你就要

用臺灣主權未定的身分去辦自決公投－殖民地的自決公投，用這個方式，聯合國說什麼，我

們就照著做，你之前說聯合國會員要幫忙，我們就是你們要幫忙的對象，這就是重點，我認

為未來如果有機會去聯合國宣傳臺灣地位……這就要提出來講，你要跟它們說臺灣就是尚未獨

立的前殖民地，照理你要幫忙，別讓中國亂講，你在說這個的時候，你的理由就拿出來，就

是法理跟歷史，這東西拿出來。 



 

建國，這裡是一個圖，基本上就是臺灣跟澎湖要怎樣建國呢？你就要辦公投，辦公投，聯合

國 1514 號裡面，如果聯合國裏面有成員－我們現在要辦公投，如果聯合國裏有會員說：我抗

議，臺灣沒有資格－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 1514 號決議說臺灣在法理上是過去的殖民地、

尚未獨立，所以你要幫忙我們，不能反對，所以它就不能反對；再來，照 1541 號決議裡面決

定自決的選票上面寫什麼，好，辦公投，辦公投之後臺灣跟湖的主權就確定了；我們辦這個

公投的時候，如果大家選擇說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要建一個新的國家時，因為臺灣跟澎湖

的主權已經確定了，已經確定了，所以盟軍就沒有理由繼續佔領了，我知道大家可能會想為

什麼盟軍仍然－我們知道舊金山和約，舊金山和約 1952 年 4 月 28 號生效，為什麼臺灣在生

效之後仍然被佔領，為什麼？因為我們要了解說國際法上的佔領，它主要的目標是什麼？它

主要的目標是說它佔領地的未來決定之前，把這個地方管理好，讓這些人有東西吃、有衣服

穿、有日子過，所以在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尚未決定之前，戰後的佔領仍然會繼續，所以我們

就要知道臺灣什麼時候才有辦法脫離佔領的狀況，就是要建國，只有改中華民國沒有用，因

為中華民國就是佔領的單位，像你現在改中華民國的名字，你就只是改佔領單位的名字，佔

領單位仍然是外來的，不是你自己的，就算你自己人選進去當管理員，那個東西仍然不是你

自己的，因為中華民國當初來這裡，它的體制什麼的都不是你決定的，它自己塞過來的，不

是你要的，所以像這種東西，中華民國這個外來的政權，不是臺灣的就不是臺灣的，不管怎

麼說，像現在，我知道就是說，現在有很多人對民進黨也有很多意見，說你現在已經全面執

政了，為什麼你不改名？不正名？為什麼不制憲？我說理由都很簡單，對我來說，對國際法

的角度來說，中華民國如果尚未改名的時候，跟臺灣是分得清清楚楚，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

國，臺灣就是臺灣，不過要是這個佔領的機關，它要是改名叫臺灣共和國時，你要怎麼跟別

人解釋－雖然這個是臺灣共和國，但臺灣的主權不是他的，別人聽到頭會暈……就像現在你跟

別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中華民國不是中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不是 China，是臺灣，這是在講什麼？所以為什麼我認為說我們現在不要強

勢去搞中華民國要改成臺灣，改成臺灣就害到臺灣了，因為臺灣真的要建國的時候，中華民

國是要趕出去的，要趕出去，不是讓它死，是趕出去，趕去哪裡？趕去金門馬祖，所以你如

果把它改成臺灣的時候，意思是什麼？臺灣共和國底下的領土－包括中國的領土，大家想，

相信大家聽過一句話，你如果敢獨立、就戰爭，你如果獨立就戰爭，中國整天在嚇唬，大家

聽了就覺得很害怕，不過我們要知道，在國際法上，你若是在建國的時候，你的領土裡面包

括別的國家的領土時，你就是侵略別的國家的領土，這個時候別的國家為了保護它的領土，

它就會跟你打仗，打仗不一定只有金門馬祖而已，整個佔領起來，什麼例子？日本就是這個

例子，日本當初打中國、打印尼、打菲律賓，結果戰後被佔領，只有它打的地方有被佔領

嗎？不是，它的本土也有被佔領，所以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臺灣今天說要建國的時候，要很注

意、很小心，金門馬祖的問題要好好處理，要處理這個的時候，誰有這個資格處理？絕對不

是臺灣，絕對不是臺灣人，有權利決定金門馬祖的是中華民國，它是中國政府，所以我們要

理解這些。 

 

台灣的國際參與及入聯策略 PART 2 

• 演講影音 

 



現在來說臺灣的國際參與。這個圖裡面的東西很多，基本上呢，大家在後面可以看電視，這

個圖有一點複雜，不過跟大家解釋，基本上只有一件事而已，現在大家看的中華民國，它本

身有兩個身分：一個是在管金門馬祖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另外一個是在管臺灣跟澎湖的臺

灣治理當局；我們就要看，看到中華民國的時候，我們要想它有兩個身分，不過它那個中華

民國流亡政府的身分滲透到臺灣這邊來，所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辦法說－反正臺灣澎湖

也是中華民國在管的，所以臺灣澎湖也是中國的領土，原因在這裡－所以知道說，我們在看

的時候，看起來是中華民國政府，其實下面有兩個東西，一個是臺灣跟澎湖這個代管區裡的

臺灣治理當局，另外一個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臺灣治理當局在管的是臺灣和周邊島嶼，還

有澎湖群島，流亡政府可以管的就是福建省的金門縣和連江縣－就是馬祖。 

現在說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也有兩個性質，在金門馬祖那邊，就是國家的憲法，在

臺灣跟澎湖這邊就是基本法，就是佔領區的基本法，佔領區的基本法，它的性質是這個；那

軍隊呢？中華民國軍隊是什麼呢？在臺灣跟澎湖這邊是自衛隊，就像日本的自衛隊一樣，如

果是在金門馬祖，那就是叫中華民國國軍，因為中華民國的國軍保護中華民國的領土，臺灣

跟澎湖這邊是代管的地方，在這邊只有自衛隊而已，不能夠去打別人，不能夠侵略別人－說

到這個，可能大家有在想說為什麼說不能夠侵略別人？我們要想到之前韓戰的時候，1950 年

的時候，美國第七艦隊不是開到臺灣海峽來，那個時候，杜魯門說什麼？『臺灣海峽要中立

化』，而且他有要求在臺灣這邊的蔣介石不能去打中國，不能去打中國，他這麼要求，為什

麼？因為在臺灣跟澎湖這邊，你的軍隊基本上能做的只有自衛，你不能去攻擊別人，你只能

自衛、不能攻擊別人；那當然，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就把臺灣人抓去當兵，有的人就派到

中國那邊送死，有的人就到金門馬祖被水鬼抓走，像這種基本上都違反國際法，這都違反國

際法，照理來說，金門馬祖，可以到金門馬祖當兵的人，不應該有臺灣人，應該只有金門馬

祖的人，不然就是 1949 年從中國來的人，1949 年從中國逃來臺灣的中國人，這群才是真正

的中華民國人，這種人才是中華民國國民，他們可以去保護金門馬祖，如果將臺灣人放到金

門馬祖那邊，基本上是違反國際法；中華民國總統也有兩個身分，第一個國家元首，就是中

華民國總統，中華民國最高的那個，他這個身分可以管的地方就是金門馬祖，另外一個身分

是什麼？臺灣治理當局最高的領導者，這是另外一個身分，他用這個身分可以管臺灣跟澎

湖，這樣說可能覺得怪怪的，我們來想一下，之前川普不是叫蔡英文叫她 President of 

Taiwan，聽起來 President 像是總統，President 翻譯為總統，這是臺灣這邊的媒體、還有臺灣

人自己翻開心的，其實 President 可以是很多意思，像是說大學的校長，英文裡也是

President；有一些大公司，最大的總裁也叫 President；我們知道有副總、副總的英文是 VP，

就是 Vice President，也是 President；President 不一定是總統，所以，川普叫蔡英文 President 

of Taiwan，Taiwan President，你當然可以解釋－他的意思就是她是臺灣總統，聽起來好像很

爽，不是，因為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我們要注意，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美

國對臺灣的態度是什麼？它有臺灣關係法，裡面它對臺灣這個治理當局是說：臺灣治理當

局，所以 President of Taiwan，意思就是臺灣治理當局的領導者，這就是他的 Title，這就是他

的身分、頭銜，不過這不是國家的意思喔，不要只看到 President 就很開心，沒有，不要自己

騙自己。 



再來，中華民國立法院，同樣的，對中華民國來說，它是國會，對代管區－臺灣跟澎湖來

說，它就是一個立法的機關，它可以立法，可以訂定法律來管臺灣跟澎湖這個地方，像它現

在做的是－它訂這個法律時，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都有在用，不過它有兩個身分，所

以做這個事情就是算是兩個身分同一個時間來做同樣的事，所以法律通過了，你這個代管區

裡可以用，在金門馬祖也可以用，所以這兩種身分是藏起來的；地方行政跟立法機關，這就

例如說是市議會、市政府、台南市、台中市、嘉義市，這都一樣，代管區的地方行政跟立法

機關，金門馬祖就是地方行政－就是中華民國內部的，對外單位呢？基本上就是代管區的對

外單位，金門馬祖就是金馬地區的對外單位，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是：這個圖大

家看的時候，你會了解中華民國在臺灣有兩種身分，不過只有看到其中一個，你只看到中華

民國那個東西而已，你沒有看到治理當局，它下面的機關基本上都有兩種身分，它們的角色

就是這一種，看它處理的是哪一個地方的事情，它如果處理的是金門馬祖的事情，它就是中

華民國的機關，它如果處理的是臺灣跟澎湖的事情，它就是臺灣治理當局的機關，這也是可

以簡單舉個例子，金門馬祖那邊的人之前如果去申請美國的簽證時，上面是寫中國，大家可

能有聽過，2014 年的時候有新聞報導，AIT 說是系統裡面的設定錯誤，有可能嗎？不要騙

了！這是事實，金門馬祖是中國，臺灣跟澎湖這邊就是臺灣，所以它分得很清楚，所以照這

個來說的時候就有一個重點：現在就是因為我們只看到中華民國，沒看到臺灣治理當局，所

以大家分不清楚，所以如果照這個，臺灣未來要建國時，你要將中華民國趕出臺灣，趕去它

本來該去的地方時，就要先將中華民國跟臺灣治理當局分清楚，先分清楚，才有辦法將它趕

出去，要怎麼分？我跟大家說，這才是正名要做的事，正名不是將中華民國改成臺灣，正名

是將只看得到中華民國這個名字變成有辦法看到臺灣治理當局，大家一看，原來有兩個機

關，大家就會問說為什麼會分兩個？你就可以對問的人解釋說因為中華民國是管金門馬祖，

它是中國，臺灣治理當局是戰後佔領的機關，在管臺灣跟澎湖，臺灣跟澎湖不是中國的地

方，這樣就分出來了，分出來了，說實在話如果有辦法改，不用幾年，三年四年，大家都清

醒了，不過如果現在就把中華民國改成臺灣，要建國可能要再多拖延 50 年，我說實在話就是

這樣，因為這跟民進黨說：『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一樣，因為現在臺灣是

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所以要改成臺灣，這就是正名，要做這個，要知道根本臺

灣跟中華民國不是同一個東西，不能這樣改。 



 

所以，現在臺灣的問題是什麼？臺灣最大的問題就是臺灣要走入國際的時候會遇到聯合國決

議 2758 號，2758 號決議，大家說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不是一

個國家，所以你不能參與，所以我們要突破這個聯合國決議 2758 號，跟國際說這跟臺灣沒關

係，國際法上沒關係，歷史上也沒關係，政治上其實也不應該有關係，你要跟國際說清楚，

要怎麼說？就要說理由、說歷史、說法律，不能說我說的就是對的，不是，一定要說歷史，

要說法律、要講國際法，這不是自己說自己贏的，所以在這個時候要怎麼突破一個中國這個

問題？就是要將中華民國跟臺灣分清楚，正名就是要分這個，正名分出來，臺灣跟中華民國

就分開了，看起來就分開了，這是外表看起來，裡面怎麼改？制憲，不過制憲是制什麼？不

是制中華民國的憲法，要針對臺灣跟澎湖要立一個基本法，要說我們知道臺灣跟澎湖，現在

是臺灣治理當局在管的，這個臺灣治理當局是佔領單位，戰後的佔領單位，戰後的佔領單位

可以另外立一個法律叫做基本法，這個基本法裡面寫什麼？寫臺灣澎湖真正獨立、真的建國

之前這個地方怎麼管？另外要寫清楚，你現在是代管區，照理來說代管的機關如果照國際

法，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去殖民化的國際共識來說，應該自願幫助臺灣澎湖的人，所以你

有一個義務，你在代管區基本法裡就要寫清楚，你這個代管的治理當局有義務在臺灣跟澎湖

這邊辦自決公投，這樣了解嗎？你訂這個憲法時，不是訂一個國家的憲法，因為它仍然不是

一個國家，你也沒有一個國家，你現在是被佔領，你要承認這個事實、看清楚現在站在哪個

地方，你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所以，我們要分清楚，知道我們現在仍被佔領，知道佔領

的其實是盟軍的機關、不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流亡政府，只管金門馬祖，你可以說這

個佔領的機關，它是國際的機關，所以它有這個義務，你就要照國際的共識去幫臺灣跟澎湖

這邊完成自決，既然有這個義務，在基本法裡就要寫清楚，就是要辦；除了辦這個，在這之

前，你要幫助臺灣人，讓臺灣人能夠清醒，知道臺灣的地位到底是怎麼樣，再說一個很簡單

的—最近課綱又在改，把中國的歷史放到東亞史，很多人在鼓掌、很開心，是這樣沒錯，但



我就問了：請問—如果說中國的歷史要放到東亞史的時候，請問一下 1945 年以後，中國的歷

史要放哪裡？1945 年以後的中國歷史要放在哪裡？對啊，不過中國在臺灣這邊，在聯合國裡

面代表中國的那個東西仍然在臺灣這邊—1971 年之前，所以那是中國歷史，1971 年之前，中

華民國的歷史不就是中國歷史？所以要放在東亞史還是臺灣史？還是都放？所以我們就知道

說—這樣改是很好，不過這是以中華民國的角度去改的，它的目標、它的想法，是想將中華

民國跟臺灣綁在一起，我的意思是－大家要了解一下，因為當然這樣改是有好處的，因為至

少大清之前的東西，反正就是中國的，跟臺灣比較沒關係，不過我們要了解戰後代表中國的

這個中華民國在臺灣這邊待了幾十年，所以要分、要切，除非說你有辦法—我說得很簡單，

除非你有辦法將臺灣跟中華民國分開，在這個時候你有辦法分喔？怎麼分？因為中國是東亞

史，就可以寫說中華民國這個中國一直到現在，這個中國的歷史是怎麼樣？它從 1945 年以後

就開始佔領臺灣，1949 年就逃跑來臺灣、一直到今天，這就是中國的歷史、中華民國的歷

史；臺灣的歷史是什麼？1945 年以後，臺灣就被中國佔領，這就是臺灣的歷史—可以啊，臺

灣跟中華民國如果有辦法分開，歷史就可以寫，不過在此時，臺灣跟中華民國仍然綁在一起

的時候，現在在分什麼東亞史，這沒有意義！你仍然卡到最後—結果是什麼？中華民國就是

臺灣，結論就會變成這樣！所以這是我覺得有些危險，所以我們現在看課綱在改的時候覺得

好像有進步，不過要了解，它一邊進步、一邊放毒，放什麼毒？「中華民國就是臺灣」這個

毒，大家都吃很久了，吃越久，建國就越不可能，所以這個，大家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所

以我認為中華民國改善這種東西當然它有好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看清楚，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你要改歷史，請問台灣光復什麼時候要改掉？我認為說，中華民國的歷史課綱裡，如果

「臺灣光復」這四個字仍然放在裡面，永遠都是假的，改的都是假的，那都是違反國際法，

都在說謊！很簡單嘛，我就說蔣介石 1949 年的時候，自己承認說臺灣是一個托管地，為什麼

1945 年的時候能夠說臺灣光復？如果光復就不會是托管地了，所以如果蔣介石自己都麼說了

—中華民國總統耶，中華民國總統自己都承認說臺灣主權不是中華民國，臺灣 1949 年時是托

管地，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又在說謊—說 1945 年的時候臺灣光復……這要罵嘛！如果中華民國

現在要改歷史，你要寫的是真正的歷史，不是說謊的歷史時，臺灣光復就要改掉，我認為是

這樣。 



 

所以說正名要注意，不是將中華民國直接改成臺灣，絕對不是這樣，這樣改就死定了、這樣

改就死定了！本來已經分不清了，越改越分不清楚，這不能這樣改，所以要將尚未自決的臺

灣跟澎湖與中華民國政府、中國領土的金門馬祖分開，尤其官方的單位，不能直接將中華民

國改成臺灣，你這樣改真的就完蛋了，所以說，我認為要改的時候，如果是跟中國有關係，

尤其是跟金門馬祖有關係，就要繼續用中華民國的名字，臺灣跟澎湖這邊就能夠將單位分

開，分兩個單位，名字兩個，一個人有兩個職位都可以，當然可以，一個人可以有多重身

分、身兼數職，什麼意思？就簡單說，現在蔡英文，她的頭銜下面只有寫：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總統，以後我們就可以另外寫一個：President of 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y，上面那個是中華民國總統，下面那個是臺灣治理當局的領導者，總裁也可以、總

統也可以，兩個名字都寫出來，我承認妳有兩個身分，寫出來，這個時候，這樣很好耶，你

們要想—現在別的國家不知道怎麼稱呼蔡英文，你現在跟他們說如果承認中華民國，你就叫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如果不承認中華民國、不過承認臺灣，你就叫她 President of 

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y，都行的通，President of 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y，可以簡單寫

President of Taiwan，有人要自己打手槍，可以這樣看沒關係，不過我們要知道這樣寫的意思

是—反正她有兩個身分，上面那個是國家、下面那個不是，不過上面那個國家沒有臺灣主權

－要這樣分，上面那個國家是中國；所以正名的對象，你這個行政外交的機關，你要知道負

責金門馬祖的機關以外，都應該要改名，臺灣跟澎湖就要分開，所以很簡單，現在，像是嘉

義縣，前面一定會寫臺灣省嘉義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說—不是叫臺灣省，臺灣省是中華

民國的臺灣省，要改成臺灣治理當局嘉義縣，意思是說，在臺灣這邊所有的機關裡面，上面

寫臺灣省的，改掉，改成臺灣治理當局，像是臺灣台北市、新北市，這現在是中華民國行政

院直接管轄的，它他們一樣要改名，因為他們是在臺灣這個土地上面，不是在金門馬祖，所

以不能說是中華民國直接管轄，就是要讓臺灣治理當局直接管轄，前面一樣加臺灣治理當局



台北市、臺灣治理當局新北市—這樣改，這樣就能讓大家知道臺灣跟澎湖這便是臺灣治理當

局在管的，不是中華民國臺灣省，也不是中華民國的什麼市，這樣分，像是基隆市，基隆市

前面也有臺灣省—臺灣省基隆市，那個是省轄市，照中華民國政府的體制下是省轄市；基隆

市跟嘉義市還有新竹市，這三個市都是跟縣同一級的，所以到時候名字都改掉，前面臺灣省

改成臺灣治理當局，前面原本沒有臺灣省的，只要是在臺灣跟澎湖這邊，前面就加臺灣治理

當局，如果是在金門馬祖那邊，就繼續福建省，所以就是要將中華民國的臺灣省拿掉；另外

像是營利事業—公司，除了本來在管金門馬祖的，像金門高粱這個，就繼續用金門馬祖都可

以，其他的就應該將名字—臺灣跟澎湖這邊就應該寫出來，像是中華郵政、中華航空、中華

電信……這都要改，前面的中華要拿掉，放臺灣，不然放臺灣澎湖、臺澎也可以，反正不能放

中華，因為那是中國的，這樣改大家就知道了，說一個笑話，有人說，我要去中國，結果他

就去買機票，跑到 China Airline，結果沒有賣去中國的機票、只有賣去臺灣的，但你不是

China Airline，為什麼你沒有賣去 China 的機票？另外有人說，我今天要回臺灣、要坐飛機，

問說你是坐哪一班？說我坐 China Airline，那你是要回中國嗎？所以我們就知道名字要好好

改，而且要現在改，改了就不要改回來了，要怎麼要確定不會再改回來？我跟大家說，就是

臺灣治理當局要出來，很簡單，如果仍然是中華民國在管臺灣跟澎湖時，它就有理由去把那

個郵政、航空、電信前面放中華，像是之前阿扁將中華郵政改臺灣郵政，馬英九一上來又改

回去了，為什麼？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總統，不過如果今天說這裡就是臺灣治理當局在管的，

不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管的，寫臺灣有什麼問題，要改回中國、改回中華，抱歉！臺灣澎

湖的主權不是中國的，這樣改會讓人誤會，不能改！這樣理由很充分！所以臺灣治理當局要

出來，出來之後要改就不會浪費錢，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在想說：我現在要改名，改什麼中華

郵政改成臺灣郵政，之後如果比較衰，國民黨又起來，又改回去怎麼辦？浪費錢！我說拜

託，沒將中華民國跟臺灣的關係搞清楚，將臺灣跟澎湖是被臺灣治理當局所管這件事講清

楚，讓大家都知道的時候，你就不會擔心這個，講清楚就沒這種事了，講清楚後，到時候說

要將臺灣郵政改成中華郵政會被笑死！ 

再來人民團體，人民團體也一樣，如果是金門馬祖的團體都可以留原本的名字，如果不是金

門馬祖的團體，就可以改名，改名像是現在中華民國體育協會，像中華民國體育協會—我跟

大家說，這要處理時，因為它是一個民間的機關，它如果不願意改成臺灣，就另外建一個的

組織、說清楚，我們有臺灣澎湖什麼體育協會，臺灣澎湖藍球體育協會，臺灣澎湖羽球體育

協會，這樣寫嘛，誰說不能兩個？可以阿、當然可以！這樣處理時什麼意思？那中華民國什

麼體育協會，你照顧誰？金門馬祖來的選手你去照顧，臺灣跟澎湖這邊的選手就是臺灣什麼

體育協會來照顧，那就是臺灣人自己的組織，你用這個，因為就是臺灣建立這個組織就是要

照顧臺灣這些選手，在照顧臺灣這些選手，如果現在上面那個不叫中華民國，是臺澎治理當

局，臺灣治理當局的時候，經費撥給照顧臺灣的組織有什麼不可以？因為現在叫中華民國政

府，所以經費都撥給中華民國什麼協會，所以將臺灣跟中華民國分清楚，臺灣治理當局拿出

來，以臺灣為名出來，正正當當要做好事的機關，要拿錢拿資源才有辦法拿，否則仍然會說

我是中華民國，所以叫中華民國什麼組織的就優先分資源，不過照理來說拿這個只能照顧金

門馬祖的人，基本上如果你沒在照顧臺灣跟澎湖，說實在話，現在中華民國體育協會，他們



有在照顧臺灣的選手嗎？我認為根本就沒有，拜託，別的國家的運動選手，人家就算沒坐頭

等艙，至少也坐商務艙去，他們還有廚師照顧什麼的，那臺灣呢？臺灣的選手去別的國家是

怎麼樣？你坐飛機別人是直飛，你要轉機轉好幾遍！最慘的是什麼？機票錢要自己花，機票

的憑證還要交給協會去做什麼，去記帳，去記帳要做什麼？協會又沒贊助選手錢，拿機票憑

證報帳做什麼？什麼理由？錢跑哪裡去？他們就這樣搞！像之前有要去比撐竿跳的，拜託，

撐竿跳的竿子沒有寄過去，結果沒辦法比賽……會不會太誇張？！還有很多很多……說臺灣人

要去參加國際比賽，要為臺灣爭光，變成臺灣之光，結果協會說你自己去，不然你自己去募

款—奇怪，如果你這個協會從中華民國那裡拿這麼多資源，卻沒有好好照顧臺灣的選手時，

到底要你這個協會做什麼？所以我們知道中華民國跟下面些組織，說實在話沒有真的在照顧

臺灣人，所以我認為說，我們要做這個正名，還是另外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出來的目標是什

麼？譬如說，因為我有在做事情，所以資源要交給我，我真的可以幫助臺灣的選手，真的有

做對臺灣有幫助的事情，他就會讓中華民國人—就是中國人吸比較少的血，你如果能夠將中

華民國跟臺灣治理當局分清楚的時候，中華民國要吸臺灣人的血就困難許多！ 

再來，另外一個，跟剛才說的比較沒關係，臺灣跟澎湖這邊所有的街道、學校還有公用設

施，像圖書館、禮堂……像這些，上面的名字，如果跟中國有關係，不然就是跟孫中山有關係

的，跟蔣介石有關係的，像中正路、中山路、民權、民生……像我住臺中，臺中那邊也是，那

些街道的名稱有四川、漢口……都是中國的名字—承德路，臺北市也很嚴重，而且還有地理位

置關係，地理對應，你看在中華民國地圖上東北那個地方的名字，把地圖放在街道上，就是

東北方，剛好在臺灣這邊四處都可以看到，小小的中國地圖，這就可以改了，這要改，跟中

華民國政府比較沒關係，這是什麼？讓臺灣人變成臺灣人，臺灣人整天出去看到的都是中國

的名字時，你會覺得自己是臺灣人嗎？你是臺灣人你住哪裡？我住上海路—看到這個真的是

丟人現眼！有的是統一、光復、復國……像這些—復興、復國，這些都要改掉，什麼可以留下

來？建國，建國可以留，成功可以留，建國成功這可以留，其他的最好都改掉，不過「成

功」要稍微注意一下，什麼地方可以用成功？當初在弄的時候沒有去殺到原住民的地方可以

用成功，抱歉，為什麼我這麼說？說實在話，我們如果真的去看臺灣歷史的時候，我們是真

的去看自己的血時，你會知道我們很多很多人，可能大部分每一個人，基本上你的祖先都被

中國人殺過，說難聽點是這樣，所以我要讓大家了解的就是說—有很多東西我們今天看到好

像很好，不過有的、你真的去想的時候會覺得很矛盾，像蔣介石來這邊的時候，在還沒來之

前，鄭成功沒這麼成功，蔣介石逃跑來臺灣的時候，鄭成功沒這麼成功啦，像成功大學什麼

的是後來才出現的？為什麼他會用成功？為什麼用鄭成功？因為鄭成功他反清復明，不過鄭

成功有成功嗎？他失敗，他來臺灣才半年就死了，後來他那個東寧王國又投降，所以蔣介石

叫大家去學鄭成功是什麼意思？快死、快投降，是這樣嗎？奇怪，我覺得這個是頭腦壞掉，

這樣他們當然會失敗，他叫大家效仿的對象就是失敗的人、失敗的對象，名字很好聽：成

功，但那個人就是很失敗，對啊是要失敗到什麼時候？你自己都死光了是誰要成功？你死，

他就成功了－所以說這很荒謬、很奇怪，你叫大家把鄭成功當成什麼？根本就有夠失敗！而

且蔣介石做的事情跟鄭成功基本上都差不多，他活得比鄭成功長是真的—我們知道，為什麼

說很像？鄭成功，鄭成功他當初的時候，他因為他在反清復明，所以他在中國那邊本來佔了



一個省，最後他剩金門馬祖還有廈門那個地方，後來他就想說要跑去哪，他那個時候也想說

要跑去南洋，後來有人勸他，所以他最後選擇臺灣，跟蔣介石一樣啊，蔣介石也是中國被打

到快沒了，中華民國只好四處逃跑，逃跑到最後想說要去海南島還是臺灣，想一想覺得去臺

灣好了，所以就來臺灣了，鄭成功到臺灣這邊的時候，他那個時候是有合法的理由來的嗎？

說實在是沒有，因為那個時候，當然那時候臺灣是荷蘭佔領，臺南附近就是荷蘭人，他就是

去攻荷蘭、打荷蘭，所以他也是去打人家，用武力去佔領、去壓制，去佔領，他也不是照一

個合法的程序來臺灣這邊，說實在他也是逃跑來臺灣，鄭成功也是逃跑來臺灣，這跟蔣介石

不是一樣？鄭成功來臺灣這邊沒多久就死了，他的子孫後來就對中國投降了，這跟蔣介石他

的後代、還有中華民國帶來的人對中國投降有什麼差別？根本就一樣、歷史又重演，又重演

了，所以說實在話，雖然我剛才說成功可以，不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成功」這個名字可以

不用就不用，可以不要用就不要用，因為說實在話那實在有夠失敗，所以說這個東西你要

改，街道要改名，公共設施上的名字要改，像現在很多學校裡有中山堂，中山堂裡面是大講

堂，有演講或表演就去中山堂，就算學校裡面也有中山堂，這就是要改掉，這當然要改掉，

你可以改過去歷史裡有名的人名，我覺得就是不要－基本上在小學或中學裡可能都能看到一

個中山堂，我覺得這很變態，照裡來說，學校裡的東西要怎麼取名應該是將這個地方的歷史

寫進去，寫進去之後，進去讀書的學生，他只要進到一個上課的地方時，他就能感受到這個

土地的歷史，他就會連結起來，他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去中山堂聽演講，中山堂，中山跟臺灣

有什麼關係？說到中山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之前有一個臺灣統一促進黨，他不是去鋸八田與

一的銅像？後來他又去—很好笑喔，他去逸仙國小、孫逸仙，打逸仙國小門口的石獅子，打

它，說這是什麼日奴—我說，照這麼說來，你應該去打孫文的銅像才對啊，他是孫中山，他

怎麼會叫孫中山？那個中山怎麼來的？那就是孫中山之前跑到日本時的名字—中山樵，所以

中山也是日本名，你不是說那是日本奴，那你為什麼不把中山弄掉？蔣介石還比孫中山更

扯！石岡一郎有沒有，所以我說很多人很奇怪，很奇怪，這群人很奇怪，真正日本的東西不

去鋸、不去弄，另外你如果是中華統一促進黨，你將孫文稱為先行者時，又去將逸仙國小的

東西弄壞，是什麼意思？逸仙國小的逸仙是什麼？就是孫逸仙，孫逸仙是誰？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就是孫文，那不就是要拜的神，你將你要拜的神前面的東西鋸壞，我覺得這群人的腦

袋都壞掉，我的想法是這樣，基本上這群人在做這種事情，他們基本上沒有邏輯、也沒有理

性，他們做這個是在做什麼？做給別人看的！做給誰看？做給對面的看，做給海峽西邊的人

看，因為中華統一促進黨本來就是紅的嘛，所以來這邊就將臺灣的歷史鋸壞，臺灣就很生

氣，西邊的就鼓掌說讚，你看臺灣人傻傻的，所以我認為說像這種東西都要改，像蔣介石的

銅像，還有孫中山的銅像，這如果有辦法，我認為大家—我覺得不用自己去弄，但你可以去

連署、去圍地方政府、去抗議……這都可以要求；另外就是透過議員、市議員、縣議員、立法

委員去推動，用政治的方式去處理，不然你選他出來做什麼，選他出來就是要替臺灣人做

事，不管他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還是臺灣治理當局立法機關裡的委員，都一樣，臺

灣人選你出來你就要替臺灣人做事，所以你就去要求他，你不需要用自己的身體去拼，他們

一個月領多少錢，不要讓他們吃飽沒事幹，要叫他們去做事。 



 

所以剛才這邊，正名如果是官方的就要說臺灣澎湖代管區治理當局，這些東西前面都加臺灣

代管區，放進去、分清楚，金門馬祖仍然留著；另外有一個，最近不是在說奧運正名，有在

奧運正名對不對？大家在說 2020 要臺灣隊，我說這個也是有一個正名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場域，如果好好利用的時候，你可以讓全世界的人了解臺灣跟中華民國的關係，不過大家頭

腦要清楚、要清醒，如果沒有，只是白費工而已。 

好，我想說先到這邊，我們休息一下。 

台灣的國際參與及入聯策略 PART 3 

• 演講影音 

 

我們知道現在法國是第五共和，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他們是帝制，法國大革命之後變共和體

制，之後拿破崙出來又變帝制，拿破崙被打倒後又變共和體制，他姪子出來後又變帝制，姪

子被打倒後又變共和體制，國家的名字有改，拿破崙時叫 Empire of France－法蘭西帝國，變

成共和國時是 Republic of France，不然就是 French Republic，所以名字有改，體制也有改，會

有人說前面那個是法國、後面不是法國嗎？沒有，同一個，國家沒有變，所以大清就是中華



民國；大家如果有印象，很久很久以前，歷史裡面有一個張勳復辟，說民國六年時張勳復

辟，為什麼能夠復辟？如果中華民國跟大清不是同一個國家時，你憑什麼變成之前的東西？

因為是從大清變成中華民國，大清本來的年號是宣統，在宣統三年的時候，中華民國改名、

制憲，改制出來，民國六年時復辟，那時候年號是什麼？宣統九年，剛好六加三等於九，所

以是同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就知道中華民國就是大清，之前巴拿馬，我們有聽過－巴拿馬最

近跟中華民國斷交，你看報紙上寫臺巴斷交，臺巴怎麼斷交？臺巴什麼時候建交過？上面還

寫建交 107 年……中華民國現在才 106 年而已，有辦法跟巴拿馬建交 107 年？是怎麼算的？所

以就算回去從 1910 年開始算，請問 1910 年時臺灣在哪裡？臺灣是日本的領土，所以那時候

臺灣有辦法跟巴拿馬建交嗎？沒有建交能斷交嗎？說不通，不過你看，中華民國自己說跟臺

巴建交 107 年，從宣統皇帝開始算，所以大清跟中華民國不是同一國嗎？就是嘛！不然要怎

麼算？另外說最近有看臺灣省政府，先不說它其實照理來說不是臺灣省，臺灣省政府，我看

網站上它說它建省 135 年的樣子，135 年，它就是從大清的時候開始算，我想請問一下，如

果中華民國跟大清不是同一個國家，是怎麼算的？為什麼會連起來？有什麼道理？如果不是

同一個國家怎麼有理由說之前那個建省也要算進去？說不通嘛！所以中華民國就是大清，看

它們怎麼去處理時間的問題－你就知道說就是大清，別裝了，什麼推翻滿清？聽了覺得很生

氣，不知道時就算了，一旦知道～就覺得拜託，這種話也說得出來！ 

剛才說臺灣治理當局這個要分，分開之後，所以剛才有說這些機關裡面，如果是臺灣跟澎湖

這邊的機關，前面的名字都改成臺澎代管區，前面將這五個字加進去，金門馬祖那邊就繼續

用中華民國，這樣改下去的時候就好了，這樣就分開了，我跟你說，這基本上只有改名，本

來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照樣做，不會說改個名字組織就倒了，只是改個名字，不會說改個

名字人就昏倒了，所以這就改個名字；另外就是官方對外的組織像是臺灣－因為現在很多都

是中華民國什麼，不然就是中華臺北，像這種的，因為你要用中華、要用什麼中華臺北，你

繼續用，隨你，我們不用跟它搶，我們另外生一個出來，臺灣生一個臺灣跟澎湖，臺灣澎湖

的組織，中華臺北什麼的你就繼續用，不過你只處理金門馬祖的事情，就是要分開，我再說

一次－這很重要，我們在正名，在改的時候”一定要把臺灣跟中華民國兩個都拿出來，不能只

留其中一個”，現在會將臺灣跟中華民國分不清就是因為這幾十年裡，我們只看到中華民國、

沒看到臺灣，不過我們在臺灣生活，我們看到的符號、旗幟都是中華民國，雖然這裡叫臺

灣，不過這個東西－符號什麼的，上面都寫中華民國，所以中華民國等於臺灣－這種想法就

會出來了，所以將它分開，中華民國要留著，不能直接改成臺灣，因為中華民國跟臺灣本來

就不一樣，既然不是一樣的東西，就不能將他們寫成一樣的東西，寫成一樣的東西就是頭腦

壞掉，所以，對外的體育組織、商貿組織、商業的商業會……裡面就改臺灣跟澎湖，也可以只

寫臺灣；另外就體育代表隊，剛才有說到，最近 2020 年，日本人也很努力，想要在到時候

2020 年時，東京奧運的時候大家要用臺灣隊，我的建議，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簽過連署，我

跟大家建議的是：你們要了解一點是，這個東西會不會過，基本上對臺灣的影響不是很大，

不過如果真的過了，我老實跟大家說，對臺灣不一定有好處，怎麼說？因為現在是中華臺

北，如果中華臺北拿掉，寫臺灣，大家的印象是什麼？臺灣就是中華臺北，你看它們怎麼解

釋？像是一般來說，什麼東西要改名的時候，我們都會在前面寫新的名字，後面寫說之前什



麼名字，所以如果前面寫臺灣，後面寫 former Chinese Taipei，所以別人說原來之前的

Chinese Taipei 改成臺灣，不過 Chinese Taipei 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所以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嗎？根本沒辦法解決問題，我老實跟大家說，臺灣要正名，你的目標是什麼？你為什麼要正

名？你的目標是要將臺灣跟中國分開，你認為中華臺北，因為裡面有一個 Chinese，所以跟中

國掛勾在一起，所以在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跟別人說我跟中華臺北是不一樣的東西？我跟你

說，你將中華臺北拿掉是沒有用的，你要自己跟中華民國同時出現，別人一看，有兩個東

西，臺灣不是中華臺北，這樣了解嗎？只留下一個東西的時候，大家就會認為所有的東西就

是這個，現在既然法理上就是兩個東西，你在做的時候就不能只留一個，只有留一個那個就

全包，所以之前就是說中華臺北合法可以管的是金門馬祖，它違法將臺灣澎湖包進去，今天

將中華臺北改掉變成臺灣，結果是什麼？臺灣可以合法包臺灣跟澎湖，結果違法將金門馬祖

包進來，你有這麼厲害嗎？沒有啊！而且你還自己吃毒，因為金門馬祖是中國的，所以我的

建議是：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去跟別人討論這些事情時，要跟他提醒說臺灣跟中華民國不是

同一個東西，你要人家分清楚時，你就要將臺灣跟中華民國都拿出來，不過要注意喔，臺灣

跟中華民國都拿出來的方式，不是說中華民國臺灣六個字連在一起是沒有意義的，那是騙人

的－騙自己也騙別人，沒有用，中華民國後面括號裡面寫臺灣、一樣死，中華民國等於臺

灣，中華民國別稱臺灣，不然臺灣後面括號中華民國，一樣的意思沒有用，你要怎麼寫？中

華民國＆臺灣，或是臺灣＆中華民國，要讓人家知道這是兩個東西。 

 

另外，現在說護照，護照也是應該要改的，護照要怎麼改？我說一個很簡單的，現在護照拿

出來的時候最上面寫 Republic of China，中間一個國民黨的屁股，下面現在是臺灣，我跟大家

說，以後在臺灣跟澎湖這邊，發給臺灣跟澎湖這邊有戶籍的人，上面就把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跟這個屁眼拿掉，只放臺灣，金門馬祖那個，臺灣拿掉，這才是正確的，金門馬祖不



是臺灣的一部分，所以金門馬祖的人拿的護照上不能寫臺灣，臺灣這邊的人不是中華民國

人，臺灣跟澎湖這邊的人不是中華民國人，所以中華民國要拿掉，要放臺灣，要分、要分清

楚，當然如果有金門馬祖的人聽到可能會想揍我，我說有個方式是這樣，臺灣下面括號說代

理中華民國，這什麼意思？就是說臺灣治理當局，今天它本來可以處理的事情就是臺灣跟澎

湖，今天臺灣治理當局代理中華民國去處理金門跟馬祖的事情，可以啊，這麼做有什麼好

處？第一金門馬祖的事情，臺灣這邊仍然可以處理，沒問題；第二你能夠代理別人的時候，

表示那個人跟你是兩個人，一定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才有辦法去代理嘛，如果兩個是同一

個東西的時候，就沒有代理的問題，我可以代理你，不過我不能代理我自己，我就是我自

己，所以今天如果說臺灣治理當局代理中華民國處理金門馬祖的事情，這表示說臺灣治理當

局跟中華民國政府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這樣寫下去，大家就知道說原來如此，臺灣跟中華

民國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護照最好分開，臺灣澎湖這邊就是另外一個版本，上面那個就改

一改叫臺灣，不要寫中華民國，外面這個單位，臺灣跟澎湖可以寫代表處，中華民國本身在

處理金門馬祖，本來什麼名字就叫什麼名字，在這裡我舉一個例子，我覺得早就應該要改

了，不過一直拖到今天都沒改－就是臺灣在美國那邊的單位，臺灣在美國現在叫駐美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或者是駐美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駐美國，不過美國在臺灣這邊叫美國在臺協

會 AIT，美國在臺協會，人家不是用美國在臺北協會，對不對？它那個是 Taiwan－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所以我們看，美國早早就叫臺灣為臺灣，結果臺灣在美國設的單位上面

寫臺北－中華臺北，這就很奇怪，別人在叫你臺灣，你卻叫自己中華臺北，為什麼？因為它

就是堅持，它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在那邊設的單位，它就堅持他是中國流亡政府，所以它不

改，美國早就看清楚了，我在這裡就在臺灣，這就是臺灣治理當局，我不是設單位在中華民

國那邊，不是設單位在中華臺北，我是設在臺灣，為什麼在這邊叫臺灣治理當局、你在美國

那邊會叫臺北？所以我們就知道中華民國的外交官理面，中華民國外交部的腦袋理想的都是

中華民國、不是臺灣，因為中國就是秋海棠，再加旁邊一顆番薯，他想的是這樣，但問題是

他只有秋海棠沒有番薯，所以我們就知道說這要怎麼處理，一個處理方式就是，好，現在在

美國那邊駐美單位，我們可以說臺澎代管區駐美國辦事處，後面寫一個”＆、暨”，寫成中文

就是暨，什麼跟什麼的那個，所以說，臺灣代管區駐美國辦事處暨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就是說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中華民國跟臺灣兩個都出來，你不能只留中間一個，你再分就

是說，臺灣就是臺灣，一開始就寫得清清楚楚，如果有那個的就是臺灣人就是臺灣澎湖，一

看就知道說這是臺灣澎湖，在這裡設的單位，另外還有一個是中華臺北的，這個單位一樣，

裡面的人一個人當兩個角色，薪水只有一份，當然啦，不管他領哪一個的薪水，他現在就算

領中華臺北的薪水，錢難道不是臺灣人給他的，一樣、沒有差；另外就是像外國，外國如果

是在臺灣的什麼單位，他如果是在臺灣跟澎湖這邊，就要寫駐臺灣，不然就是駐臺澎，在臺

灣跟澎湖用這種名字，如果是在金門馬祖，就要寫駐中華民國或駐臺北，所以我跟大家說，

臺灣之前可能有在想說奇怪，日本跟臺灣最近外交的單位名字都改了，一個是臺灣日本，另

外一個日本臺灣，為什麼名字都出來了？說實在話，這早早就要改了，日本 1972 年的時候就

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了，那個時候它就應該要改成說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用像這樣的名字，為

什麼那個時候不能改？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說它不要、不要，你沒放中華我不要，沒有中華的

交流協會我不要，所以就說好，不要就不要，那就交流協會，所以現在就是變成臺灣人起來



了，腦袋稍微清醒了，好 OK，改成日本臺灣交流協會，OK，這個時候你就看說－沒在承認

中華民國的人，它在這裡叫臺灣 OK，美國早早－1979 年的時候就這麼做了，大家都跟我一

樣；像是英國，它也是啊，英國現在臺北這邊，它那個名字本來是辦事處變代表處－辦事處

跟代表處位階有差、高低有差－辦事的就是收東西的，代表處在這邊可以代表國家，這個代

表處是因為你不是真的國家，所以我沒辦法在這裡設大使館，不過我可以設代表處，代表我

國家的政府跟你交往，這不是國家跟國家的交往，這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交往，所以我們要

知道因為臺灣現在不是一個國家，這裡有一個臺灣治裡當局，臺灣治裡當局是什麼？是政

府，所以別人可以跟它用政府跟政府之間的關係去交往，所以他們來這邊是代表處，你如果

遇到一個國家的時候，它們就是外交部跟外交部，這個時候就大使館了，所以這都有差耶，

說起來我自己覺得很有趣，不過別人可能覺得一頭霧水，你在說什麼？不過就是說－我們要

了解像這種東西，它本身後面都有一些法律的意義，所以說改名，名字是很重要的，不過改

名要改正確，不要亂改才不會害到自己。 

 

另外剛才有說要正名，如果是民間裡面有中華中國都要改，直接改掉；公營事業也一樣，如

果是中華中國就要改臺灣跟臺澎，要注意喔，如果是中華民國的公營事業時，要改名的時最

好像我剛才講的，兩個都放上去，不要只放一個，因為公營事業意思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的東西，不過我們知道它在處理的事情裡面可能也有一點臺灣人的錢，所以就是要說臺灣跟

中國、臺灣跟中華分開，讓大家知道說這裡股東有兩個，一個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個是臺

灣，不管怎麼說，這是最大最重要的原則，做什麼都要這樣改，就是這個原則，這個原則抓

住去做的時候就不會歪了，這個原則沒有抓住，你弄出來的東西都會害到自己；另外就是

說，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將公司割成兩塊－臺灣澎湖這邊就改成臺灣，如果是在金門馬祖那

邊就繼續叫中華、繼續叫中國－用這種方式去處理，這在法理上，經濟上，商業上都有好



處，都有好處，而且大家都很清楚；另外還有一個，我們知道中華民國來臺灣這邊時，它將

很多很多臺灣人的企業都吃掉了，所以這裡有一個重點，我們在正名的時候，你在正名，名

字要怎麼改，你就要去了解公司當初出來的時候，裡面的股份是怎麼來的，如果是將臺灣人

的東西偷吃掉，就要吐出來，吐出來、劃分開，像是－我記得交通銀行，交通，中國輸出入

銀行，上海商銀，像是這很多銀行，它本身將臺灣很多本土金融公司併吞變成它自己的，像

是這些，在正名的時候，就可以將股份好好理清楚，到時候要分開時就分清楚，我們知道說

因為中華民國逃跑來臺灣時，基本上身上沒多少錢，它如果有銀行什麼的，基本上裡面的錢

大部分是臺灣人的錢，所以都要劃分開時，像是交通銀行來臺灣這邊時，吃掉什麼本土的銀

行，要分開，你就是中國官方的銀行，交通銀行就是中國帶來的，你將它分開，交通銀行可

能就剩三間 ATM，剩三個 ATM，其他都是臺灣的，知道我的意思嗎？因為中華民國很多公營

事業裡面都有問題，本身都有問題，像是臺糖、臺鹽、臺酒，還有什麼臺船，反正現在前面

有『臺』的，不過是經濟部在管的，基本上，大部分裡面的資本都是臺灣的，它就是戰後說

我就直接接收變成中華民國的東西－劫收，所以這就是－這也是轉型正義，轉進去，中華民

國剩多少東西？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臺灣就出來了，這為什麼重要？因為你將真的是臺灣的

東西分出來，大家就不會覺得中華民國一定要留著，因為你想，如果現在很多公營事業，資

本都這麼大，錢都這麼多，財產這麼多，上面都寫『中華』什麼的，那時候要將中華民國砍

掉會覺得很奇怪，因為這些都中華民國的，不過我們將這個關係弄清楚，這不是中華民國，

這是臺灣的，你如果要管，也不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管，是臺灣治理當局在管，這時候中

華民國就所剩無幾了，你就不會愛它愛得要死，我說實在很多人就是看到錢，看到利益所以

放不開，什麼東西都是中華民國養我的，將我撫養長大的，我要感謝它什麼的，不是！那些

東西都是中華民國從臺灣這邊偷走，再分一點給你吃，你就很感謝它－狀況要了解清楚！所

以透過正名，你就可以將這些搞清楚，到時候你就知道中華民國根本就是逃亡來此，怎麼可

能有這麼多財產？！ 



 

再來，剛才說正名，現在說制憲。 

制憲，絕對不是去制訂新的憲法，現在說制憲－要注意喔，我不反對制憲，是要制什麼憲？

制憲是可以的，不是制中華民國憲法，重要的是說－是不是中華民國憲法跟你叫什麼名字沒

關係，我的意思是說，你今天就算將這憲法寫說這叫臺灣共和國憲法，不過制定這個憲法的

人，如果用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去制憲的時候，怎麼制都是中華民國憲法，不可能說你是這

個國家去制定另外一個國家的憲法，不可能、沒這種事！所以制憲是制什麼憲？基本上你就

要分，將主權尚未自決的臺灣跟澎湖，你跟中華民國政府的金門馬祖要分開，所以你要留著

中華民國的憲法，還有新的增修條文，要留著，因為中華民國要用來管它的金門馬祖，要將

它留著；另外，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裡面要處理一件事情－就是說，要將它的自由地區寫

清楚，就是說臺灣跟澎湖不能寫進去，如果要修憲就要改這個，如果要改中華民國的憲法就

要改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裡面，現在是將臺灣澎湖放在裡面說是臺灣地區－自由地

區，根據增修條文裡面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全名叫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以說它有臺灣地區、大陸地區，臺灣地區就是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

自由地區，所以這要改掉，所以要改中華民國憲法是要改這個，要將中華民國憲法裡面吃臺

灣豆腐的部分改掉，它在裡面吃臺灣豆腐說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這要改掉，你就寫說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華民國憲法裡面自由地區只有金門馬祖，這樣中華民國憲法就不

能在臺灣澎湖使用了，這樣了解嗎？你將它改掉，它就不能在臺灣這邊使用了，在臺灣澎湖

這邊要怎麼處理？臺灣治理當局出來，你就要制定基本法，基本法的內容我剛才有講過了，

治理當局要怎麼管臺灣這邊的狀況，因為如果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去殖民化的國際共識

時，就是要幫助尚未獨立的地方獨立，所以幫助臺灣澎湖這邊的人行使自己的自決權這個就

要寫在基本法裡，所以我們要制憲是制這個，制什麼憲？制這個憲～制憲，制那個可以幫助



臺灣跟澎湖這裡完成自決、完成建國這個程序的基本法，這是真的要制的東西，不是將中華

民國憲法改成臺灣共和國憲法自己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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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在說－我舉一個例子，像是許世楷教授，我們知道他有一個臺灣國憲

法，臺灣共和國憲法，他裡面領土寫得很清楚：就是臺灣跟澎湖，寫得很清楚就是臺灣跟澎

湖，所以我們知道基本上這個東西未來如果說要建國，如果要制憲的時候，臺灣跟澎湖就是

你領土的範圍，不會將金門馬祖包進來，我是舉個例子，我們要知道說如果不是用許世楷教

授他那種臺灣共和國憲法的草案去寫，如果照現在大家想的，臺灣就是臺灣澎湖金門馬祖－

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中華民國憲法，怎麼寫都是中華民國憲法，因為包到中華民國的東

西。 

 

所以重點是說，我們在建國之前，要好好利用臺灣跟澎湖是代管佔領地的身分，去好好地將

自己跟中華民國分開，分開之後－跟中華民國分開，臺灣跟澎湖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你



想想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說臺灣是它一部分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它說它繼承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就要說臺灣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在這時候你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要繼承什麼？那條線就斷了！所以我說實在話，現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有

多嚴重，他就說臺灣主權就是中華民國的，臺灣已經自決、已經選中華民國總統，所以臺灣

的自決權已經行使了，用這個做一個結論說：臺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

國，意思就是說臺灣的主權是中華民國的，這就是害到臺灣－所以說，大家如果要救臺灣，

要將臺灣跟中華民國拆開。 

所以說，在自決建國之前要正名，不過不是將中華民國或中華臺北直接改成臺灣，是將名字

上中華民國跟臺灣兩個都寫出來，將它們分開，將臺灣跟中華民國分開，而且這樣寫的時候

會有一個重點是什麼？因為跟中國有關係的就是中華民國，我們要跟大家說、跟國際說，臺

灣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這樣 2758 號決議就跟臺灣沒關係了，因為 2758 號決議是在決定

中國的代表權問題，對不對？跟中國代表權有關係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跟中華民國政

府，臺灣如果跟中華民國政府分開之後，這個 2758 號決議到底跟臺灣有什麼關係？沒有嘛！

所以你要打開這個關聯，你就一定要將兩個拆開，拆開你才有辦法將前面那個打倒，不然整

天都在中華民國下團團轉，怎麼轉都是碰到 2758 號決議，如果有必要兩個名字都寫出來，兩

個組織也直接出來，中華民國的中華臺北就繼續管金門馬祖，臺灣這邊就管臺灣跟澎湖；一

樣的，我剛才有說到代理，我剛才有說到代理對不對，到時候說臺灣跟澎湖這個組織、錢、

資源比較多，裡面的選手也比較多，中華臺北剩沒幾個人，剩沒多少錢，我幫忙你－代理，

可以啊，這樣實際上也只有一個組織在做事，不過在法律上就是兩個組織，你是臺灣這個組

織去幫中華臺北的忙，我現在說幫忙，這也很重要－”幫忙”，現在很多人認為說是中華民國

救臺灣，不過事實上是臺灣救中華民國，所以我剛才說臺灣這個組織代理中華民國、代理中

華臺北，就讓大家知道說－其實臺灣在幫中華民國的忙，不是中華民國幫臺灣的忙，這也是

一個心理上的，讓臺灣人覺得說中華民國不要在那邊亂講亂吵，要說這是臺灣人幫你的忙，

這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說，其實是中華民國無法離開臺灣、不是臺灣無法離開中華民國

時，中華民國要離開臺灣就很快了，因為臺灣人知道誰是主人、誰是客人，客人不要在這裡

待太久，快走；另外就是說，自決建國之前要制憲，不是去廢除中華民國憲法，也不是在中

華民國體制之下制定新的憲法，是在臺灣澎湖代管區的地位制定代管區的基本法，利用這

個，跟金門馬祖的中華民國憲法同時存在，你將臺灣跟中華民國分開，而且在基本法裡面寫

清楚，臺灣治理當局要幫臺灣，它有義務在臺灣這邊完成自決程序，這樣講起來，說實在

話，如果有辦法做到這一步，臺灣建國就很快了，這一步最難，難是難在哪裡？難在將那些

現在被中華民國騙、騙到腦袋不知道怎麼想的人，讓他們清醒，困難是在這邊，我們如果真

的清醒之後，這就很簡單了，你會覺得這是本來就該這樣做，根本就不必將中華民國跟臺灣

綁在一起。 



 

現在來說臺灣加入聯合國，加入聯合國要有幾點： 

第一、聯合國的本質是國際組織，是國際，國家在上面聊天、做生意的一個地方，聊天討論

事情的地方，它是一個國際的組織；另外，要變成聯合國會員國的基本條件是”你必須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所以你還不是一個國家的時候，不要說要加入聯合國，怎麼推動都不可能成

功；另外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覺得說很多人對聯合國到底是什麼東西分不清楚，『聯合

國不是世界政府』，聯合國不是世界政府，現在沒有一個世界政府，所以，不是說聯合國寫

的什麼東西、說的什麼東西就是聖旨，不是喔，聯合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沒錯，不過

它不是世界政府，所以就算聯合國做什麼事情、說什麼東西不一定就是事實；另外，聯合國

也不是領土主權的裁判者，這是什麼意思？聯合國，我們現在去看，它有一些國家地區列

表，裡面就是國家跟地方的名單，裡面有臺灣－後面有一個冒號寫臺灣是中國的一省，很多

人看到這個就手軟腳軟，說慘了～聯合國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辦？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說：為什麼聯合國會這樣寫？聯合國，我跟你們說喔，聯合國基本上是一個國際組織，

裡面主要討論的是政治的問題，不過它也會根據國際法去處理一些事情，但是我們要了解一

件事就是說：現在中華民國雖然現在在臺灣這邊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不過在 1971 之前，它

在聯合國裡面力量是很大的，對不對，我們都知道 1971 年之前，1971 年 10 月 25 號之前，

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裡面是安理會永久會員國，所以，它在聯合國理面，我們要理解，

1945 年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是創辦國之一，它從 1945 年到 1971 年裡面，它在裡面的態度

就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政治的意見，這是政治的意見，不是法律的意見，另外，其

他的國家就算知道臺灣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也不會去反對或挑戰中華民國的說法，為什

麼？那時在打冷戰，那時候美國在對付共產黨，所以，它們說中華民國在臺灣這邊－蔣介石

在臺灣這邊有一些軍隊在這邊，做一個看門狗很好用，所以不要將事實說出來，繼續放在那



邊，這樣去對付共產黨，這樣比較方便，他用的”成本是什麼”？他的成本就”是臺灣人的性

命”，所以我說實在話－我本身研究這國際法，我想國際上實在是沒什麼正義可說，不過我後

來想其實還是有正義啦，不過法律上有一句話很重要就是：『法律只保護知道法律、可以了

解如何使用法律的人』，法律它不會自己去保護你，所以，臺灣人，我覺得說，這就是我要

再講一次，臺灣人要了解到國際法對臺灣人的重要性，不能說國際法沒幫臺灣的忙，所以國

際法沒有用，國際法不重要，錯了！你要了解國際法才能夠利用國際法來幫助你自己，國際

法不是放在那邊，它就會主動幫助你，不是這種東西，你要了解，你才有辦法去用，國際法

就像工具一樣，你有這個工具，你要了解說你有什麼工具，工具要怎麼用，你才有辦法利用

這個工具，做你要做的事情，不過工具放在那邊，它會自動來幫你做事嗎？不可能嘛，所以

很多人對國際法的誤解就在此，所以聯合國不是世界政府，也不是領土的裁判者，剛才有說

了，它就是一個討論的地方，所以，那個時候誰有政治力量的時候，它就可以這麼說，所以

中華民國 1945 年到 1971 年，它就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他國家因為要打共產黨，所以

也沒有挑戰它，結果中華民國 GG 之後，中華民國蔣介石的代表就被踢出去，那時候為什麼

被踢出去？說實在，因為很多國家冷戰的時候，冷戰時很多國家跟中共合作要打蘇聯，所以

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去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說中華民國之前說臺灣光復，你有拿

到臺灣主權了，反正你被我取代、被我繼承，所以臺灣主權是我的，中華民國之前怎麼說它

就怎麼說，所以就知道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謊言，從 1945 年說到今天，不過這完全是

政治上的結果，不過我們知道一個謊說太久就有人會當成真的，所以我們臺灣人要知道我們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跟別人說什麼是真的，什麼才是真的東西，不是說反正大家都相信

這個謊話，我就照這謊話繼續做下去，這就是害到你自己，將錯就錯你就會步步錯；所以，

後面還有一個說，聯合國，國家不是在這理產生的，我知道說有人，將入聯放在建國的路線

裡面，他說用入聯來證明我已經是一個國家，這是什麼意思？我們要想這個邏輯是什麼意

思？他說我要透過加入聯合國來證明我已經是一個國家，所以這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加入

聯合國，就不能證明你是一個國家，所以你要加入聯合國來證明你是一個國家，是這樣嗎？

所以就是說，這個邏輯就有問題了嘛，你是不是一個國家不是說你有加入聯合國、沒有加入

聯合國，不是用那個來證明，你要變成是一個國家的時候，基本上你是個國家是怎麼出來

的，那是『承認』，如果有別的國家願意跟你建交的時候，它就是承認你是一個國家，所以

我剛才說我說中華民國它是國家，為什麼？因為有 20 個國家願意跟它建交，不過這個國家是

什麼東西？這個國家是中國，這個國家沒有臺灣的主權－我知道很多人說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了，1949 年就滅亡了，我就說沒有，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1949 年就滅亡了，那請問 1949 年到

1971 年在聯合國裡面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殭屍嗎？沒有滅亡啦，沒有滅亡～不管你對它有多

麼怨恨，在這個時候你就不要說這種話，它就是沒有滅亡，它就是沒有滅亡才會成天在作

怪，所以，聯合國－國家不是從這裡產生的，所以，我們要了解，你要先是一個國家，你才

能夠進入聯合國，沒有一個國家是從聯合國生出來的。 

再來，進入聯合國，所以，它不是建國的必要程序，絕對不是，剛才說了，你沒先建國就無

法進入聯合國，而且，進入聯合國也不是被承認是國家的條件，因為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會進

入聯合國，這句話現在在說的時候，可能會覺得說是這樣嗎？因為現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都已經進入聯合國了，不過，我記得我之前有舉過一個例子：瑞士，我們知道永久中立國，

2002 年的時候它才加入聯合國，所以在 2002 年之前，難道瑞士不是一個國家？是吧，它是

一個國家啊，它有加入沒加入聯合國跟它是不是一個國家沒關係，每一個國家它都有權利去

決定它要加入還是不要加入任何一個國際組織，瑞士為什麼在 2002 年的時候才加入聯合國？

大家想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瑞士是中立國，中立國就是說如果有戰爭什麼的，還是要

派兵什麼的－基本上是不參與，這個組織如果它的目標、它的目的，它在做的事情跟派軍隊

出去打仗有關係的，永久中立國就不能參加，所以瑞士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 2002 年之前

都沒有加入，之後為什麼會加入，因為發現聯合國過了很多年之後，它本身的性質開始改變

了，改變很多，它不是像之前會用武力什麼的，它本身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另外就是，瑞士

說我加入時聯合國有一些事我不參與，就像是說今天聯合國要派軍隊去－派維和部隊去哪個

地方維護和平的時候，這個投票我就不參加，另外就是說，如果說要出軍費，像是派維和部

隊要出錢，我就不出錢，它有設這些條件進去，聯合國接受這些，它這些條件都開了而聯合

國接受，加進去後，因為我剛才說聯合國是一個國際合作、討論事情的地方，所以瑞士說我

沒加入聯合國，要跟別的國家討論很麻煩，我如果加入，進入聯合國，一次就跟全世界一百

多個國家可以在同一時間討論事情，如果沒加入，就要另外跟這一百多個國家喬時間什麼

的，很麻煩，所以後來瑞士在 2002 年的時候，它才加入聯合國，所以我們知道說你加入聯合

國跟你是否被承認是國家沒有關係，是國家也有可能沒加入，當然啦，如果現在有新的國家

出來的時候，基本上都會加入聯合國，反正就是說建國之後不一定要進入聯合國，不過沒有

建國，一定沒辦法進入聯合國，所以像之前那個時代力量那個林昶佐，還有過去很多聯合國

入聯的團體，每年都跑去聯合國 New York 那邊，在那邊舉布條抗議表示自己的意見，但為什

麼沒人要理他？因為你不是一個國家，你連開門進去的資格都沒有，我們知道阿扁總統他之

前他也是說要用臺灣的名字加入聯合國，結果秘書處直接退回－臺灣不是一個國家，直接退

回，所以我們要了解重點不是名字的問題，我們要理解喔，不是名字的問題喔，它是說你不

是一個國家，不是說你的名字不對，我們要想那時聯合國祕書處退件的理由是什麼？你不是

一個國家，不是說你的名字有問題，對不對，因為阿扁是用臺灣這個名字進去的，申請書裡

面上面寫的是臺灣，所以它用臺灣的名字要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的反應是：臺灣不是一個國

家，它不是說你名字不對，它也不是說你用的這個名字跟你現在用的名字不一樣，人家也不

是這麼說的，如果只是名字不同，你改一下改成中華民國也照樣可以進去，意思是說你用什

麼名字，基本上，如果你本身本來就有資格進入，你用什麼名字不是大問題，可以改，所以

我們就知道說阿扁那個時候用台灣加入聯合國被退回來，別人的理由是：『臺灣不是一個國

家』，所以重點是你不是一個國家，不是你用的名字不是臺灣，阿扁已經用臺灣試過了，所

以中華民國改成臺灣，所以臺灣如果要進入聯合國，第一步，建國，這就是結論：要建國。 



 

要進去第一步先建國，第二步要申請進入聯合國，重點喔，之前阿扁要申請進入時，它說你

不是一個國家，因為說簡單點，阿扁是中華民國總統，我們如果照國際法來說，阿扁是中華

民國總統，阿扁是中華民國總統，中華民國又沒有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你有什麼資格用臺灣

的名字加入聯合國？我請問一下，中華民國沒有臺灣的主權，中華民國政府有什麼資格用臺

灣的名字進入聯合國？我幫你賣你的車，這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重點是你要先是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要是國際法上有權利用臺灣做為領土的國家，不然中華民國用臺灣，你說叫臺灣，

領土又包臺灣，法理上根本不是你的，誰要承認你；阿扁那個時候他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

加入聯合國被打回來，現在我們用自決建國，我剛才說的，用國際法上的程序去完成自決建

國－公投，不是中華民國公投法，那個公投，是國際法上的公投，選什麼，裡面怎麼蓋，誰

可以投票，這完全照國際法來走，完成之後，就說我們已經完成，照國際法，照聯合國憲章

裡面，照有關的程序都完成建國之後，我們要申請加入聯合國，如果秘書處跟之前一樣說：

你不是一個國家，我們就打臉它，我們就是完全照聯合國的程序去完成臺灣法理立場這個東

西，我就說因為聯合國不是判斷主權的法院，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要解釋，我們就說臺灣的

主權不是中國的，也不是中華民國的，我們已經照聯合國裡面那些相關的程序完成自決建

國，所以就說聯合國憲章、人權公約、聯合國大會裡面 1514 跟 1541 號決議，這裡面就是我

們的理由，我們完全照這裡面去做，你要反對就要解釋為什麼反對，我們都做完了該做的都

做了，基本上如果我們做這個，基本上它沒有什麼理由去反對，沒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因為

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剛才我有一個圖對不對，那個圖是說我們今天要自決建國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要辦自決建國的公投，如果有聯合國裡面的會員說，它說抗議、反對、你不能，

那個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國際的新聞，我們的理由就是說臺灣就是尚未獨立的之前的殖民地，

1514 嘛，所以這拿出來，我們就是國際法將你打下去，打下去之後就是說，我相信國際那個

時候就會知道原來臺灣不是之前所想是中國的一部分，原來臺灣之前是殖民地，尚未自決、



尚未獨立，這個東西讓國際知道，知道臺灣不是要從中國獨立出來，它們就有很多理由去支

持臺灣，它們是支持臺灣不是支持臺灣獨立，是支持臺灣透過自決的方式完成去殖民化這個

工作，因為我剛才就說了，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裡面，每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都有義務－

都有義務去幫助尚未獨立的地方去獨立，但有一個條件是你必須先是殖民地，這一條路才行

的通，如果先說我是中國的一部分，其他的國家不會支持你，所以，如果秘書處說你不是一

個國家，我們就說我們完全按部就班來做，你沒有理由反對，如果之前公投有人反對的時

候，全世界都知道了，很簡單是說，當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完全是按部就班來做的時候，我

跟大家說，我們建國的那一天就會有很多國家來恭喜我們，恭喜的時候什麼意思？我承認

你！你已經建國了！所以到時恭喜我們的國家，到時臺灣要加入聯合國的時候，它們就是我

們的朋友，它們會幫忙我們；說到聯合國安理會，很多人說臺灣要加入聯合國，要是中國反

對臺灣就不能進入了，因為它有否決權，不過，大家要注意，對，它是可以反對，不過是有

條件的，它要反對的時候是它本身不能夠跟那個討論的事情有關係，怎麼說？就是說如果它

今天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的理由是因為臺灣是它的一部分的時候，它就跟這個事情有關係

了，就跟它自己有關係，在這個時候，按照聯合國憲章第 27 條，它就不能用否決權，因為利

益迴避，你想想看，如果說跟它有關係的東西，它也可以用否決權，那不就別人都不能處理

你的事，你就當流氓就好了，所以國際法裡面有這個規定，基本上國際在處理這種事，法律

裡都有這種基本的要求，如果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就要迴避，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到時

候，它最多只有兩選擇，第一它就不參加投票，不參加投票，因為利益迴避，那時候它說臺

灣是它的一部分，因為它說臺灣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它就不能用否決權，跟它有關係嘛，所

以不能夠用否決權，所以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個就是說投廢票，中國應該不會投贊成，中國

到時候如果願意投贊成，臺灣問題早就解決了，所以最差就讓它去投廢票；聯合國安理會裡

面其他的成員，所有的永久會員國都要不反對，所有會員國要過半贊成，所以我們要了解的

是說，到時臺灣建國的時候，我們要處理的是說－秘書處那個基本上不是問題了，它應該沒

有理由說你不是一個國家了，主要的問題是聯合國安理會裡面，這時候我們就要看，你不能

只有看中國，因為安理會要通過的時候要過半，所以不能只看中國，很多國家都要去看、都

要去注意，不要看不起他們，現在聯合國安理會裡面都定時改選，除了永久會員國，其他都

定時改選，時間到就要選，這些臺灣都要去注意，要去跟他們做朋友，這就是準備，這不是

說我們建國之後一切就很順遂，不，很多事情要去處理；第四步，大會裡面就要開始攻，裡

面一樣就是要過半，要過半就是說舊金山和約有簽約的這 49 個扣 3 個沒有批准的 46 個國

家，對 46 個國家說臺灣的問題，你們從 1952 年拖到今天，拖太久了，都沒有好好處理，今

天臺灣人用自己的力量將問題解決了，你們承認我們就好了，你們接受這個結果就好了，接

受－幫個忙嘛，所以你用這個說你就承認我們，接受這個，幫忙我們，你之前舊金山和約留

下來的問題就解決了，大家晚上都可以好好睡了，這也給它們一些好處，說實在話像是美

國、英國，這些國家頭也很痛，因為它們知道臺灣主權未定，怎麼知道說現在除了中國之

外，像是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還有紐西蘭什麼的，這幾個國家基本上它們的態

度是臺灣主權未定，原因就是因為舊金山和約，所以我們也是幫它們解決問題，所以到時候

就可以請它們幫我們的忙；對其他的國家，一樣，聯合國人權宣言，剛才說的那個公約，大

會的決議：1514、1541，這個東西，就說不管啦，因為剛才就說臺灣是之前的殖民地，照這



個就是要幫助臺灣，幫助臺灣脫離殖民地，這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所以你就要幫忙我們，你

用這個基本上它也沒有什麼理由反對。 

 

到時候臺灣建國之後就是臺灣中國一邊一國，這是真正的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現在不是，現

在絕對不是，金門馬祖怎麼辦？土地的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在那邊就要辦公投，這個公投是

金門馬祖的人，臺灣人是建國公投，金門馬祖的公投是什麼？你要獨立嗎？它是真正的獨

立，你要從中國獨立出來嗎？這是中華民國可以辦的，如果金門馬祖的人不願意將金門馬祖

從中國獨立，要繼續維持現狀，那就是他們的自由，如果上面有人想說要變成臺灣這個新國

家的國民，那 OK 啊，對不對，既然你心向臺灣，你也願意為臺灣打拼，臺灣這個新國家就

接受讓你變成臺灣國的國民，這都 OK，這是人權，所以金門馬祖的問題基本上，說實在話就

是心情的問題而已，有很多人對金門馬祖放不開，我說你放不開什麼，你也不是常常去，除

非你本身是金門馬祖的人，不過很多金門馬祖的人大部分的時間，很多人基本上都在臺灣生

活，在臺灣生活可能在臺灣買房子什麼的，基本上大部分的東西都在臺灣這邊，你的朋友也

在臺灣這邊，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臺灣建國之後變成臺灣國的國民，你可以自由

到臺灣這邊，保留本來的財產什麼的，跟人際關係，所以這主要是人的問題－土地，金門馬

祖土地沒多大，如果你真的，就算假使說金門馬祖的人想說我沒辦法，可能我就搬來臺灣這

邊，我有地方可以住，到那時候臺灣這個新國家的政府就割一片地給你們住也可以，這種事

情以前就發生過了，我們知道說以前有個大陳島撤退，一江山，舟山群島，那時候就一群住

在那邊人都移到臺灣，那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就劃一個地方讓他們住，他們就住在那邊，我說

到時候－臺灣建國之後，金門馬祖的事情如果要處理，我們要照顧他們時，在臺灣這邊我們

真的有辦法處理，不會說沒辦法，一定有辦法去處理，想要解決就有辦法。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圖，臺灣澎湖這個新國家已經出來了，你要申請進入聯合國，秘書處說反

對，你就說剛才說的 1541、1514，聯合國憲章，我這個東西都是按部就班來。 

 

通過秘書處之後，進入安理會，安理會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反對，我說抱歉，你是以什麼理

由反對？你就是當事者，當事者怎麼能用否決權？直接拿出來－安靜！ 



 

再來，安理會通過之後，再來就進去大會了，大會有兩條路，第一條舊金山和約裡有簽的，

你就說幫忙一下，稍微幫忙一下，我幫你解決舊金山和約的問題，臺灣已經解決掉了，你就

要加入－幫臺灣，另外一條路呢，沒簽舊金山和約的國家，你就說一樣，剛才說的，決議

1541、1514，還有聯合國的憲章、公約，這樣去要求，基本上我覺得，你如果照這樣去走的

時候，除了政治上的影響之外，在法律上，沒人可以阻止我們臺灣加入聯合國，沒人可以阻

止加入聯合國，所以，我們進入聯合國，這幾步都走完之後，我們就進入聯合國，就真正進

入聯合國了，不過，你如果這一步沒有先完成－先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這個沒有先完成，你

不可能走到這一步，這是重點。 

第三講到此，多謝大家！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在這時候提出 



 

基本上我在處理這個事情時我只會說四個字：自決建國，我會說自決建國，我不要去跳說公

投那些有的沒的，因為公投很多人在說，說什麼補正公投法，要改公投法，改中華民國公投

法，還要改說裡面可以決定領土範圍，決定什麼國旗，這個對啦，你如果是中華民國下的公

投法，你要怎麼決定中華民國之下當然隨便你，那是內政，中華民國的內政，不過，國際法

上的東西，不是照你中華民國公投有辦法處裡的，不是你的東西你就無法決定，所以，我基

本上對公投－像是有人說公投救臺灣，像是這個，之前很多人喊很久，不過別人會想說：公

投救臺灣、公投護臺灣，公投盟嘛，我說之前那個就是蔡丁貴前輩，他所說的那款東西，發

現他最後走的變成中華民國裡有一個公投法，我說這就是錯亂了，這就是錯亂了，因為你要

解決臺灣的問題，你處理的方式是用中華民國裡面擬一個公投法要去處理臺灣的問題，這有

一個前提就是說－臺灣是中華民國的時候，你才有辦法用中華民國的法律去處裡，我知道現

在也有一群人說要中華民國擬什麼法律，說什麼臺灣獨立，說什麼公投法，我說別鬧了，這

個如果通過，你就是自己承認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你才認為你可以用中華民國的公投

法去獨立，你就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這就是自殺，沒過，一樣死，所以，我的意思是

說，公投這個字，我本身除非有必要，基本上我沒在說這個，我會說自決，我會說自決權，

我說自決權，我行使我的自決權，自決權怎麼用，公投是一種方式，也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不過基本上為什麼公投？因為公開投票、公共投票，有人解釋說他是公民投票，不過說實在

話，你這個變成公投的時候，我們就要看英文，看英文的時候基本上是兩個字，一個是

referendum，一個是 plebiscite，referendum 跟 plebiscite，這兩個字如果去翻譯的時候，翻出

來可能都變成公投，都是公投，不過 referendum 跟 plebiscite 這兩個有差喔，plebiscite 這種

東西基本上如果去影響到主權的認定時，基本上比較會用 plebiscite，如果是一個國家內部的

事情要決定時會用 referendum，原則，這是原則，當然有的狀況不是這樣，但我有一點是

說，中華民國的公投法，它的英文叫做 referendum act，所以它直接用 referendum，所以我



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你如果要去跟別人說，尤其跟外國人解釋的時候，用 plebiscite 會比用

referendum 更好，因為別人會去看－如果了解法律的人可能會去查 referendum，去查發現中

華民國有一個 referendum act，所以你要照這個法去投票嗎？他如果這樣想，你也說對，那你

就完蛋了，因為你已經將臺灣變成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是詞的選

擇，不過基本上我剛才說這是英文，我們今天平常在講的時候，我說你就說自決建國就好，

說自決建國，我們要自決，我行使自決權，我要建國，我說你要用公投，是要投什麼？照什

麼法律？目標是什麼？這都有很多東西要解釋，我本身是建議說如果有辦法就不要用，公投

這個不要用，你就說我們主張是要自決建國，我就自決建國，要怎麼自決？照國際法的規矩

去做，照國際法的程序去走，這樣就好了，別人會另外問說國際法的程序是什麼？這個時候

你就說－就照國際法上，別的國家它們怎麼投票、選擇，我就用那個來處理，這樣就跳過公

投了，沒關係，就投票啊，對不對，我一定要解釋解釋到最後，就說用投票就好了，不要說

公投，我就說投票就好了，我的建議是這樣，因為現在有很多人整天都說公投，有的說要改

中華民國的公投法，要改什麼有的沒的，因為他們都在中華民國之下打轉，他們在說公投，

你也在說公投，你說你要推公投，他也說他要推公投，今天你遇到一個人，結果說你的公投

跟他的完全不一樣，結果他遇到一個人，他其實是要支持你的，不過因為你說的都跟他一

樣，就想說你是跟他同一批的，你的名字我就不支持了，這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所以我的感

覺就是說：沒關係，我們就直接說，我們就是自決權，我們就是用自決權要自決建國，這樣

就好了，不用在公投裡面打轉，你如果真的要用這個詞的時候，基本上你用北京話，還是說

你用台語，公投這個都要解釋很久，像我現在也解釋很久，我們這個語言不是說很清楚，所

以，我們今天要跟人家解釋的時候，這個詞意不清楚就跳過，不要用，不要解釋一大堆，沒

這麼多時間，我就是自決要建國，這樣就好，謝謝！ 

Q 我是覺得有的公民跟企業，什麼公民運動，有關公民這兩個字，生活當中可能也盡量不要

用，因為我們的身分就是住民，但是我們過去的教育，媒體都是殖民體制在教我們，公民覺

醒運動我不是要上法院，我也是自己改不起來，自己鼓勵自己，我這 318 是公民覺醒運動，

經過聽一兩次之後，感覺也非常矛盾，我是覺得有時生活當中的用字要越來越精準比較好。 

A 我稍微回應一下『公民』這個字，我們要稍微了解的是你今天是對誰說話？說難聽一點，

我們跟自己人在說的時候不用說公民，我們就是臺灣人，對不對，我們就是臺灣人，跟自己

人在說話的時候，我說的自己人不是說，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要建國，我們還沒有一個國

家的時候，你說我們就是臺灣人，我們要建國這就叫臺灣人，這就是臺灣人的團隊什麼的這

樣就 OK 了，不過你如果遇到那個頭腦還沒很清醒、腦袋裡面還有很多中華民國的毒的這種

人，我說實在話，說難聽點就是假掰，他們在說公民，他們說進步，像這種的，不是說將他

推出去，不，不是，你要跟他說一樣的話，我說對啊，公民運動，公民運動，我跟你當好朋

友，我將人權、臺灣國家地位的東西，我先跟你說一樣的話，再將我要傳的東西慢慢告訴

你，慢慢地他就會接受，意思是說，你遇到別人在說公民的時候，你不用去跟他們說你不要

說公民，這樣沒有用，因為他會說公民，就是因為他的想法仍然停在那裡，所以你需要的是

什麼，你需要的是讓他們知道，說對，說他們很好，說他們這個東西就是為了國家，為了將



公共的事務，當成自己的事去關心的公民，不過，說到這個的時候，你就說你覺得臺灣現在

是一個國家嗎？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家嗎？這樣就跨過去了，他就不會覺得你今天直接就罵

我，說不能用公民什麼的，為什麼我不能叫公民？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和別人討論或是說你

將你的意見傳給別人時，有一點要去思考的事情，就像我上次有說過，我說像我，我都會說

臺灣建國獨立，簡單來講叫做臺獨，叫做臺獨，不過以前呢，以前大部分的人都說臺灣獨立

建國，也叫做臺獨，不過我的想法是，我今天如果－像是很多前輩，為了臺灣打拼 20 多年、

30 多年，他整天都在喊臺獨，我今天跟他說：你不能說臺獨、你說臺獨不對，他就說你是臭

小鬼，你說這是什麼？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要多，所以我說沒關係，我就想說要怎麼樣去

將你包進來，慢慢將我的想法傳給你，就想說 OK，臺灣獨立建國，不過這聽起來好像是說臺

灣要從哪裡獨立出來之後再建國，我認為這跟法理不通－跟臺灣法理地位不通，而且對臺灣

建國有很多壞處，所以說不利，所以想說臺灣建國獨立，就是說臺灣因為建國變成一個獨立

的國家，臺灣因為建國變成一個獨立的地方，簡單說，臺獨，這樣就行得通了，我跟別人

說，你說臺灣獨立建國，我說臺灣建國獨立，對你來說只有詞的前後對調，不過我跟你解釋

的是說為什麼要說臺灣建國獨立？因為臺灣的法理，因為很多人會說臺灣獨立建國，不過他

的想法是臺灣－他也知道臺灣主權未定，他知道臺灣主權未定，不過他會說臺灣獨立建國，

因為他想說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要脫離那個殖民統治，所以臺灣獨立建國，我說你當然

可以這樣講，不過你這樣說的時候，你就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牽扯在一起，它整天就說

臺獨就是要打架、就要戰爭，它的台獨就是從中國獨立出來，它那個臺獨，它的臺灣獨立就

會跟臺灣獨立這個東西直接組裝下去，所以你用這個詞的時候，你就自己跳進去，就讓別人

一個理由打你，我們不要再說一樣的，所以我們就多一個詞出來，你用這個詞去改的時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因為我的說法跟別人的說法有點不一樣，所以我可以照那個來

看，這個人有沒有了解我的意思，像是你如果了解我講的，為什麼我要說臺灣建國獨立，因

為臺灣主權不是中華民國的，所以我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所以我不需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我只要建國就好了，建國以後我就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樣解釋下來，他就了解我的意思

是這樣，他就會覺得這才是對的，他就會用臺灣建國獨立這個詞，我就知道你是自己人，他

對臺灣法理地位的了解可能有比較深，如果遇到有人說臺灣獨立建國的時候，可能就要多說

幾次，所以就是這樣。 

Q 我要來請教，我們現在法理上自治是正確，我們現在回到現實中，自決建國，我們要怎麼

要促成？促成現在政府來做自決？這一點你等一下要回答一下；我順便講一下，我對自決跟

一般公投的看法，跟你們解釋說以前叫創公投，那時候還沒叫公投，政治語言 copy load，自

2004 年阿扁第一次公投，之後全國大家都會公投，知道公投什麼東西之後，才開始說公投，

自決公投，投不過就變沒有用，所以說這叫做一種宣傳教育，阿扁 2004 年他知道不會過，也

是叫你教育，現在我們進步來到這邊，大家都知道公投法，那麼自決的意涵，那法院怎麼解

釋的，現在我們臺灣這個公投法，什麼是鳥籠仔公投法？現在要補正公投法，這是法律，投

出來有一個法律效用，我們要建國這個住民自決，自決公投，這個投票是政治意涵，宣示意

涵，讓世界看，沒什麼效益，但是，只要人民表達出投票的成果出來，執政者、掌權者自然

而然不敢違背人民的意思，世界也會很器重你，所以說這是有不同差別的我是這樣解釋的。 



A 我在想，其實是，我覺得說這個公投，我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說，你剛才說用公投的

方式跟全世界講，表達臺灣人的意志，這是 OK，絕對沒問題，不過我的意思是－這個公投，

不要照中華民國的規則去做，公投，我們自己也可以辦，這不是沒有辦法，你要辦絕對可以

辦，絕對辦得起來，你要不要辦的問題而已，就像之前香港，香港那個雨傘革命的時候，他

們也辦一個公投出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要做公投的時候，你要注意的就是你今天要

做這個的時候，你是用什麼身分去做這件事？你用什麼程序去做這件事？這會影響到別人怎

麼解釋－你這麼做是什麼意思，所以，就簡單說，今天照中華民國的公投法來辦公投，誰可

以投是中華民國決定的，因為你照他們的公投法，所以有一些人你可能想說他不能投，但他

仍然來投了，有一些人你要讓他投，結果他沒資格投，像是現在公投法要 20 歲，我們如果自

己辦，18 歲就可以了，所以是說，我們自己要辦，你不一定要用中華民國的程序去辦，最好

也不要用中華民國的資源，我的意思是這樣，你用那個的時候，別人在解釋，很簡單，國際

現在在看的時候，臺灣跟中華民國尚未分開的時候，別人在看，中華民國政府做的事情就是

臺灣做的事情，人家分不出來的，所以你今天用中華民國的體制去做出來的東西，別人在解

釋時，這就是中華民國內部的東西，臺灣人要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我是說因為你照那個，

中華民國本身會有一個預設值在那邊，國際在看的時候態度是這樣，所以你如果要要透過辦

公投去跟國際發聲說－我就是臺灣人要將我們的意志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時，你意志裡面的內

容要很清楚，要很清楚，你的基礎是什麼？理由是什麼？說對－臺灣人今天要有自己的國

家，要怎麼樣有自己的國家？你是本來就自決建國？還是說你要脫離中華民國，從中華民國

獨立出來？這是有差的，國際上在看的時候，它的意思，解釋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我的

意思是說，公投不是不能辦，不過你在辦的時候，你在解釋、你在宣傳的時候，你要讓很多

人知道，尤其是公投在宣傳的時候，最好是怎樣？你在宣傳的同時，你讓更多的臺灣人知道

臺灣真正的法理地位是什麼，不是說大家都來用公投、了解公投是什麼，結果說是在中華民

國裡面，我的意思是這樣，所以我的建議就是如果之後有人要推公投，我的建議就是第一，

能夠避免使用中華民國的制度就不要用，這是一個；第二，在宣傳的時候，你的法理解釋要

清楚、要正確，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讓人當成臺灣的主權是中華民國的，這是絕對不

能傳出去讓別人這麼想，這不能誤解，如果這麼誤解，公投投了不管有沒有過，都反而讓臺

灣跟中華民國綁得更緊，我的意思是這樣，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另外，你剛才說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夠讓政府幫助臺灣人做自決建國的事情？我說，說實在

話，在現在這個狀況之下，你沒辦法要求他們做什麼事，為什麼？因為大部分的臺灣人他們

都不了解這個，他們都沒有了解我今天說的這個東西，所以你今天去要求他的時候，你只有

一個人一個聲音一個嘴巴，其他被中華民國洗腦到頭腦壞掉的這群人，他的聲音比你大，你

說要叫中華民國政府怎麼改？他說不用改、不用辦，我們就有國家，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國

家，你就沒辦法了－所以重點是什麼？我們要要求中華民國政府裡面的人去做這件事情的時

候，你最重要的是什麼？你要先叫他將真相講出來，這要說真相就很難說了，我說實在話，

有很多機會大家都可以利用，這就是大家都可以利用的，我之前有說過－蔣介石，蔣介石

1949 年的時候，他就承認臺灣只是一個托管地，他說臺灣是一個托管地，如果照這個來說，

臺灣光復就是垃圾話，根本就沒有臺灣光復，既然沒有臺灣光復，這就是一個點可以攻擊，



我們就可以直接說－中華民國的總統 1949 年說臺灣根本就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臺灣是托管

地，為什麼現在還在說臺灣光復？你就攻擊他，你就要求，像我知道之前那個沈建德教授，

他好像去臺南市那邊叫教育局要改，這個就是說，他一樣用事實、用法理去要求，不過這個

我說沈建德說開羅宣言不存在，我說這是不對的，開羅宣言確實是存在的，你有沒有那個文

件，中華民國有沒有拿出來，跟那個東西存不存在沒關係，為什麼？如果說開羅宣言不存在

的時候，為什麼波茨坦宣言裡面還會說到開羅宣言？如果開羅宣言不存在的時候，不可能在

別的地方再出現，而且，像是英國、美國，它們在說臺灣地位的時候，它們都有說到開羅宣

言、說到波茨坦宣言，所以重點不是中華民國有沒有那一張，重點是，這個東西在國際法上

它有什麼效力，我現在說一點就是說，開羅宣言存在又怎麼樣，又怎麼樣，開羅宣言就是一

個宣言、一個公報而已，一個新聞稿，就是新聞稿，你不能照那個開羅宣言直接將臺灣的主

權送給中華民國，不可能嘛，這才是重點，開羅宣言又怎麼樣，我們有舊金山和約，舊金山

和約裡面就直接取代掉開羅宣言，取代掉波茨坦宣言，舊金山和約裡面說臺灣主權未定，你

還在那邊吵，是在吵什麼？開羅宣言怎麼樣？垃圾啊！沒有用的東西阿！美國也這樣講，英

國也這樣講，對，有啊，又怎麼樣？沒有用啊！沒用的東西！你管它！所以我說重點是這

樣，我們在法律上，我就跟你說，我們今天在討論很多跟臺灣主權、跟臺灣地位有關係的東

西時，你要注意，最重要的是什麼？你的效力是什麼？你有效嗎？有又怎麼樣？你有什麼效

力？這效力如果沒意義，根本就是垃圾！沒用的東西！沒有用的傢伙！你有又怎麼樣，有跟

沒有一樣，大家能夠了解嗎？！所以說，今天你說開羅宣言不存在，不過法律上就是存在，

它事實上存在，是這樣的，不過重點是在決定臺灣地位的時候，開羅宣言有沒有存在根本不

是重點，它就算有存在，美國、英國這些有參加的、有簽署的，開羅宣言它們沒有簽，只是

一個公報而已，後面波茨坦宣言有簽署，英國、美國、中華民國，後來蘇聯也簽了，好，重

點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這些有簽署的國家，它們基本上會認為說這沒有用，就沒有

用，有存在，但沒有用，既然沒有用，就不要浪費時間在處理那個東西，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現在很多人用很多時間去處理開羅宣言，我說一個很簡單的，你說開羅宣言不存在，你

如果去看日本，還是說看美國，還是看英國它們的檔案，裡面都有，既然是有，你們說沒

有，事實上是有，有、但沒有效力，重點是這樣，我跟你們說，重點是它沒有用，有又怎麼

樣？就沒有效力！既然沒有效力，就不用浪費時間了，我意思是這樣。 

主持人何理事長：這個年輕人剛才叫人家要講就要慢慢講，你一下子就說人家什麼不對，哪

裡不對？這樣就不用溝通了，現在對沈建德還這麼橫，這老前輩要壓死他阿，這樣也不太好

啦，沈教授是要強調說中國怎麼說都說開羅宣言，根據開羅宣言臺灣是它的，所以臺灣人沒

有起來反駁它，隨便它去講，這樣有危險，我想沈建德是在強調這個，到底開羅宣言有沒有

效，有沒有這那張紙倒是其次，但是，差不多像開羅宣言所講的，戰後臺灣要交給中國的這

個事實，差不多就照這個話在進行，所以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叫蔣介石來代管臺灣，就是要給

你，就說好了，我的總統在公開的國際場合跟人講過了，你要說有效還沒效，法律上沒有

效，但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一直到今天都還有開羅宣言的影子，一直到今天都還有

開羅宣言的影子在裡面，所以臺灣跟中國的問題就牽扯不清，你們兩邊都不能隨便改變現

狀，你們就該怎麼樣，所以，我們不能講它完全沒有效或有效，但是蛛絲馬跡，從歷史的軌



跡我們看得出來，美國本來就是要這麼做，我是站在比較善意的解釋，我是想說美國當時會

做出：中國要臺灣，美國會答應，可能當時的美國想說臺灣人被腔調不同、文化不同的日本

人管，被中國人管可能會對臺灣人比較好吧，就是這個想法，臺灣就著急，所以這個蛛絲馬

跡在整個歷史軌跡都可以看得出來－其實開羅會議裡面所講的：臺灣要歸中國的這件事，如

果不是後來戰後不久共產黨興起，糟糕了，美國說這樣不行，臺灣如果交給中國，沒多久就

變成共產中國，這樣事情就大條了，所以在舊金山和約裡有 180 度的轉變，整個轉過去－不

能再講了，將臺灣的地位先吊起來再說，以後要讓臺灣人決定，所以是有那個變化，很難說

Yes or No 來解釋開羅宣言的內容，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A 我說一個，我現在說的是什麼？法律上沒有用，政治上有效，所以我為什麼現在在說這

個，要了解我今天處理的東西都是法理，我處理的是法理，所以對我來說，我最重要的是在

法律上找到讓開羅宣言無效的東西，所以對我來說法律上，我已經找到讓開羅宣言無效的東

西，已經找到了，所以對我來說，法律上，我要強調，法律上它是無效的，不過，國際上，

有國際政治的問題，何醫師剛才有說，就像何醫師剛才講到的，你就是因為有開羅宣言，所

以，你才會叫蔣介石來管臺灣跟澎湖，這是事實，而且我告訴你，那時候是怎麼樣，它要來

佔領，美國它本來是有這樣打算，要來這裡佔領，結果裡面有人就說為什麼你要去臺灣那

邊，它說要到臺灣這邊成立軍政府，美國自己來佔領，結果裡面的人就討論說，你為什麼要

去那個以後會變成中國的地方去建立自己的軍政府，你就叫中國自己去處理就好了啊－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開羅宣言出來之後，基本上，如果不是後來發生其他的事情，本來美國的態

度就是－反正臺灣澎湖照那個就是要變中國的，那我就不用管那麼多，本來照理來講，本來

想說是不是將台灣－因為我們知道日本的領土基本上都是美國佔的，四大島還有琉球都是美

國佔的，只有臺灣跟澎湖不是，為什麼是這樣？所以就是說那就是開羅宣言的效力，但這不

是法律的效力，因為開羅宣言是一個意向，說我現在有這個打算，如果沒照這個打算去做也

沒差，我是說它在法律上，法律上它是無效的，沒有要求的效力，不過在政治上就像是有道

德拘束力，之前有答應要這樣做，不過……所以說……好啦就照之前那樣做，不過美國如果說

我就是不照著做，法律上沒問題，所以我為什麼說開羅宣言無效？因為它在法律上無效，法

律上無效的意義是什麼？一個東西法律上有效無效的意義是什麼？在法律上有效的時候，別

人如果不按部就班做的時候，你會產生一個權利可以對他做出要求，所以，如果開羅宣言是

一個有法律、有國際條約效力的文件時，那個時候美國或是英國，它們如果沒照裡面的東西

去做去安排時，中華民國可以去告，可以去國際法庭告，你怎麼沒按部就班做，沒遵守條約

裡的要求，但開羅宣言沒這種效力，原因就在此，所以我剛才說－為什麼我說開羅宣言無

效，因為在法律上，嚴格來說它就是無效，它是一個無效的東西，沒法律效力的東西，它就

是一個意向書，它就是一個態度，不過在政治上有效，而且有道德拘束力，所以就知道－就

算是在 1951 年的時候，那時候還在討論舊金山和約，那時候邱吉爾，1950 年那時候邱吉爾

還沒死，那時候他就說：開羅宣言，基本上就是意向書，沒有法律上拘束力，對我們來講它

只不過是有一種道德上、道義上的責任，所以態度是這樣，所以我認為說，我剛才說這個東

西，我為什麼會說這個，因為我的角度、我出發的角度就是法理，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今天

我們在走這條路的時候，重點是法理上面開羅宣言的效力，要用法律的方式打倒它，政治上



的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政治上政治的問題，不是你說法律就有效的，就像你如果真的按部

就班來做，你憑什麼說中華民國明明就是盟軍叫你來的，對不對？盟軍叫你來的，為什麼盟

軍都沒有好好管它？就是說－照理來說盟軍對中華民國在臺灣做的什麼事情，基本上要有一

些上下監督的關係，應該是有這種關係才對，不過我們基本上看不太清楚，所以它們也沒有

完全照程序來做，不過我們知道中華民國來的法律基礎是軍事佔領，因為這個基礎，所以我

們法律上，從這個基礎我們可以生別的理由、別的要求／權力出來，但是如果沒有這個的時

候，你就會發現說－政治，政治會讓法律在用的時候產生跟本來應該有的狀況不一樣，臺灣

人說實在話，臺灣人就是被背叛，這幾十年來就是被背叛，這麼多年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說實在話，對我們來說，這種背叛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決定，都是政治上，不是法律上，都

是政治上－冷戰，這就是政治上的問題，這不是法律上的問題，別人為了打贏，所以很多東

西都沒有按部就班來做，不過如果照法律來講你都有權利，這是以後你可以跟他算帳，所以

我今天跟大家說這個的時候，除了有些事情我的角度，可能會覺得很生氣，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意思是說，今天臺灣變成這種狀況，就是因為大家不按部就班做，很多東西我們都讓

政治去影響到法律應該要走的路，所以才會變成今天這種狀況，所以，我認為說，遇到這種

情形的時候，我們就是要去看清楚，法律的問題看清楚，你才會知道政治問題的形影是什

麼，法律上這就是無效，法律上這是無效的，這是一個基本原則，這是基礎，從這個衍生出

來，說你在法律上就是無效，你現在在說政治，政治的東西，我們要用別的方式去處理，我

的意思是這樣，所以以後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繼續在說開羅宣言，我跟你說，中華人民共

和國它說開羅宣言，它不是自己在說開羅宣言，它是什麼？它的開羅宣言是怎麼生出來的？

它不是自己去用開羅宣言拿到臺灣主權，它是『繼承中華民國』，它是繼承中華民國，所以

你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辦法講開羅宣言，你就將中華民國跟臺灣切斷，你管它怎麼說，我

的意思是這樣，因為重點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什麼的，開羅宣言

裡面寫的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今天用開羅宣言，它的理由都是因為他繼承中華民國，這是法律的問題，法律的問題用法

律的方式解決，所以法律解決就是這個－將臺灣跟中華民國的路直接切斷，要跟中華民國處

理的時候，你跟中華民國處理的時候你就直接－說你沒有用、沒有效，因為中華民國現在說

法理的東西，說很簡單，中華民國自己用開羅宣言，美國就打臉它了，中華民國自己也承認

了，我的意思是說，今天中華民國說用開羅宣言，不過中華民國自己在 1951 年的時候，蔣介

石在 1949 年的時候，1951 的時候中華民國自己就說臺灣主權不能變成中華民國的，因為變

成中華民國的時候，如果對面打過來就這就是中國內政，別的國家不能幫我們的忙，這是最

重要的效力，中華民國自己知道，它知道這個重點是－臺灣的主權不能是中華民國的，中華

民國自己也承認這一點，這就是最重要的，利用這個就 OK 了，因為中華民國自己說的，它

自己也接受這個了，在中日和約理面，它也承認了，它承認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裡面放棄

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你用這條路走下去的時候，中華民國跟臺灣主權的路就斷了，所以我的

意思是這樣。 

Q 你剛才說的這個很正確，但是跟事實有偏離，你說中華民國現在還是主張依照開羅宣言：

臺灣澎湖的主權歸還中華民國，不但在外交部的網站這樣寫，它們的教科書也這樣寫，所以



說在這個部分，我們有和沈建德教授還有李文正議員在陳登輝委員的辦公室開過一次的和調

會，已經將這些證據都拿出來，教育部也說你這些證據沒問題，但是它拿不出反駁的證據，

所以說，你說依照開羅宣言，不用信開羅宣言，不能說不信啦，中華民國沒有錯，它拿出假

的東西，包括像是我們這次去溪頭，在體制裡面用假的東西將你扭轉過去－中華民國今天就

是這樣，所以阿扁總統說中華民國是最大的詐騙集團就是這樣，詐騙我們臺灣人民，我們今

天要說的這個事情很清楚，中華民國－臺灣澎湖的主權不是要交給他們，證據很充足明顯，

沒要交給他們，張治軍上次來，他說依照開羅宣言，軍艦也是依照開羅宣言來巡視我們的，

我在紅樹林車站前面，在火車站當面嗆他，我說你如果依照開羅宣言，你將開羅宣言的文本

拿出來阿，中華民國給我們看的文本跟實際上的開羅宣言文本不一樣，開羅宣言裡面沒有說

要將臺灣澎湖交給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的裡面為什麼有，那就是假的嘛，踢爆之後就不

敢拿出來了，我有去檢查過開羅宣言是一張報紙影印，簽字打印的，一張 A4 的紙，夾在一個

麼大本的文本裡面，所以說中華民國是最大的詐騙集團，這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知道，要切

斷這個關係不是用嘴巴講，要拿證據出來啊，他所有的證據都已經被我們踢爆了，現在擺在

那邊都不動，中共跟中華民國現在，你也知道現在，從馬英九的時代就是互相勾結，這是現

狀啊，不能說我們沒在重視這個，一定要知道說－你說依照開羅宣言，那你開羅宣言拿出

來，你就沒這個法律的效力嘛，所以不能說不管開羅宣言，不能這麼說，抱歉。 

A 我覺得我應該回應你一下，因為我剛才說的，我今天說這麼多，覺得說照你這樣回應，我

覺得你根本沒在聽我在說什麼，重點是什麼？重點是說，我們今天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東西的

時候，要去要求中華民國，現在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另外我說重點是什

麼？現在重點是說，中華民國要承認它沒有臺灣澎湖的主權，它要承認它沒有臺灣澎湖的主

權，你剛才說開羅宣言那些有的沒的，我說實在話，你剛才說你看的那個東西，不過我看的

美國、英國、日本，它們國家裡的資料難道都是假的？都中華民國自己生出來的，我看的東

西是直接到他們國家檔案局看的，那個東西不是中華民國自己生的，它們那個東西，說實在

話，它們自己就有說過了，英國裡面有一個密件，裡面直接就寫了，就說他根據開羅宣言，

臺灣澎湖要交給中華民國，不過這個一直沒發生－這是英國的態度，這是英國內閣裡面寫的

東西，你沒看到你可能不知道，所以意思是說，像這種東西，你就想為什麼說－為什麼像麥

克阿瑟他今天，他那個時候，1951 年的時候，在美國國會裡面去回答，要注意－在美國國會

裡說謊是會被關的，麥克阿瑟在美國國會裡面，他在回答國會議員的問題時，他有說到說，

開羅宣言這個東西跟波茨坦宣言這個東西，基本上那沒有辦法去移轉臺灣澎湖的主權，為什

麼他會說到這個，那就知道因為有人認為說根據開羅宣言跟波茨坦宣言能夠將臺灣澎湖的主

權移給中華民國嘛，所以他們才在問，所以我說這就是重點，就是說，這不是你說沒有就沒

有，因為很多人－國外的人、別的國家的人，他們都有說到開羅宣言這個東西，所以我的意

思是說，別人有說這種話，重點是別人這樣說的時候，他的意思就是開羅宣言就算是有，它

也無效，我現在的意思是說，對，你可以繼續跟沈建德教授繼續去主張說開羅宣言不存在，

繼續去努力這個 OK，我現在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就算有，它也無效，就算有，中華民國也要

承認沒有臺灣澎湖的主權，我認為說你用這個，因為我不只有用那張文件，還有其他的東

西，所以你用其他的東西，有很多理由－中華民國說什麼都打倒它，你們要知道中華民國它



今天，它說它有臺灣澎湖的主權不是只有開羅宣言，它有說到一個理由－日本在 1952 年放棄

臺灣跟澎湖，那個時候中華民國在佔領臺灣跟澎湖，所以它根據國際法理面的先佔原則，它

拿到臺灣跟澎湖的主權，這就跟開羅宣言沒關係了，這條路如果行的通，臺灣澎湖主權仍然

是中華民國的，但是這個在國際法上可以反駁它，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今天我們在說”臺灣澎

湖主權不是中華民國的”這個，它們用開羅宣言是一條路，但是它們也不是只有那條路而已，

那條路，我們用國際上別的國家說的話，你就打倒它了，所以就算有也沒有用，中華民國說

的別的理由，你就要用其他的理由打倒它，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今天我們可以繼續去拚開

羅宣言、繼續去衝，要求中華民國改掉開羅宣言，我的態度是開羅宣言有存在沒存在，沒存

在，中華民國說沒存在，可以啊，不過其他的國家說聽起來怪怪的，你說沒有，美國、英國

都說有，日本在國會會議裡面，他們自己在國會議員質詢的時候，他們也說到開羅宣言，他

們也說到開羅宣言，說照那個臺灣澎湖要交給中華民國，不過因為什麼原因所以沒交給它，

這些別人都有寫到、都有講到，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不是說，不是說大家今天去－我說的東

西你都能在網站上找到，英國的網站、美國的網站、日本的網站，都是國會的資料庫，都在

裡面，都能夠直接去找，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有，主要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說的路，我認為要

斷臺灣跟中華民國的路，第一步，剛才有說，你要怎麼讓中華民國政府來幫臺灣人走上自

決，我說第一步是什麼，你先讓它們承認沒有臺灣光復，我說實在話，現在大部分的人，他

認為臺灣澎湖的主權是中華民國的，第一原因是臺灣光復，1945 年 10 月 25 號，主要是這個

嘛，這就跟歷史不一樣，它就在說謊，蔣介時自己也說不是那樣，中華民國總統自己承認不

是、自己承認 1949 年還是托管地的時候，在那個時候我就說臺派獨派就好好利用這句話，跟

中華民國說－你不要再丟人現眼了，1949 年你自己的總統說臺灣澎湖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你現在說臺灣光復，你給我改掉，它將臺灣光復拿掉之後，它就要去找另外一個理由說，臺

灣跟澎湖什麼時候變中華民國的？到那個時候，它要找另外一個理由去解釋的時候，我跟你

說，它用什麼理由？我要怎麼反駁他，我都準備好了，我研究的不只有開羅宣言，我研究的

不只有舊金山和約，我之前就有寫文章在攻擊這個了 

主持人何理事長：兩個意思都一樣，開羅會議有開，開羅新聞公報有，但是這個東西沒有法

律的約束力，沒有法律的約束力，但是道義上的約束就不一定了，所以這些事的變化，我們

可以覺得美國好像照開羅會議所講的一步一步在進行這個事情，包括中國起來一下子就喊光

復，它自己也知道這是托管地怎麼光復？但在它的心理上就覺得是理所當然，我要拿臺灣，

你開羅會議都說過了，臺灣一定是我的，就有這種心理因素的變化，我們比較可惜的是沈建

德教授一輩子為了開羅會議這件事打拚，這樣全世界一直跑，他的結論就是：這就是無效的

東西，他跟我們都一樣，差在哪裡？沈建德教授一輩子停留在開羅宣言都沒進步－這不小心

說的，開羅宣言這個東西，開羅會議這個東西，這是第一步，他第一步踏出來，發現到，但

是從來不知道要怎麼進一步再走，他有他的貢獻，不是沒有，但是很可惜的是不知道是什麼

理由，他個性的關係，他沒辦法去組織，還是沒辦法去組織人什麼的，很早就成立臺灣臨時

政府，結果一個光棍領導，一直到今天還是一個人，我們覺得很惋惜，我們只能這樣講，並

不是說他的研究是錯誤的，他做的都沒有用什麼的，也不是這樣說，所以，聖峰跟他不一樣

的是說，開羅宣言是第一步，再過去，一直研究到今天，甚至來到這裡跟大家報告的每一個



細節都研究出來了，這兩個人的性質不同就在此，所以我個人比較傾向的是：根本說法都一

樣，張先生說的也一樣，你說的也一樣，差在這裡而已，為什麼要互相否定到這種地步？所

以沒關係，沈建德階段說的東西已經有了，他能力的問題、他性質的問題、他個人的因素，

到現在幾十年都無法踏出下一步，要怎麼叫醒所有臺灣人認真建國打拚？這點就沒辦法，我

們看得出來，所以沒關係，其實說來說去都一樣。 

Q 我說話很大聲沒關係不用麥克風，我用三分鐘都解決我們這些問題，自過去的問題到今天

的問題到未來的問題都解決，你的問題我也幫你解決，我剛才從口袋拿出來一個 1 塊，1 個

100 塊，這是什麼？這是錢，這個是我要還他的 100 塊，才是價值－你們看到的可能價值 100

塊也好，可能價值 1 塊也好，這現在不是數字的問題，價值的問題，數字的問題－現在換這

個年輕人很狠，他剛才有說他在法律上站得很穩，我現在很懂，現在說到我，現在換他，這

一百塊我賞他，我多謝他今天教我，這價值 100 塊，他今天來這裡的目的，分一分差不多剩

這些，三分鐘到，差不多了，這是什麼，他將這 100 塊換成 100 個零錢，1000 個零錢，分給

大家，他的目的就是教育，在我們建國很重要的一部分，洗腦，洗什麼腦？將我們過去被國

民黨洗掉的腦洗回來，他今天就是這個 100 塊，我賞他 100 塊是今天這頓一百塊，一千塊，

一百萬，不只啦，我剛才說，我要用 3 分鐘就解決北京人的問題，剛才何醫師說，一樣都自

己人，說到鑽牛角尖，做這個結論，再補充一下，臺灣人，死路一條，我是站在美國的觀點

來分析這個問題，2004 年，阿扁贏了，但國會輸了，臺灣失去了那個機會，那個時候如果國

會贏的時候，可能美國就承認、國會就承認，跟今天說得步伐一模一樣，臺灣就已經是全世

界承認的一個國家，不幸地，國民黨佔了國會，所以過去我們自己走過的，去海外看到的，

你們自己親身去走－多麼困難的那個，我不用再說了……接下來，馬英九上來，什麼情形，我

也不用說了，再來 2012 年，小英為什麼不會踏出美國，英國的報紙就巴下去了？當然美國叫

他巴的，以臺灣為主體去白宮講話；再來第二趟，2015 年他去白宮維持現狀，所以她沒有去

被人巴，人家出來才會當選總統，今天我會回來就是臺灣獨立已經走到死路了，所以，為什

麼走到死路，我們的盼望鄭南榕、建國的人，但是被民進黨走到死路了，我們大家再還臺灣

建國，獨立已經沒路了，民進黨走到這一步已經又回到舊體制，剛才說的，中華民國這個框

架沒有跳出來，臺灣是死路，所以大概把今天，可能已經超過三分鐘了，把剛剛的爭執等等

的，還有我同樣的這個你可以把它當成是數字，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價值，剛才一直再強

調，法律跟政治，臺灣被約束的是政治效應，不是法律效應，好，多謝！ 

Q 這位大哥～就是要走到死路才會成功，死路才是成功的開始，是這樣的，我剛剛聽完有自

己做一個結論，我不是為你們做這個，我是自己看出一件事情，法理是死的，法律是拿來做

教育的是拿來做教育的，政治是做宣傳的，政治是靠操弄起來的，操弄到大家都接受了－不

對的變對的，所以阿扁的貪汙罪就是被操弄的，開羅宣言是無效的但是被操弄的，所以說，

法理跟政治是衝突的，政治是操弄的，最後要合法化就要靠法治，靠法理，要打破那些謊

話，也是要靠法理，所以說要好好來教育，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要自決建國，我們要自決

建國，也是要靠政治，不是靠法理，再來我們要建國就要自決建國，第一條，要等到可以自

決建國投票，這一點要成功以也是要靠政治、要操弄，要有人，也要讓廣大的臺灣人民覺



醒，教育是很慢的，沒有權利的人就沒有權收錢，現在如果透過學校來教育就很快，但是，

但我們要要求他就不做，會做就抓去關、抓去埋、抹黑他，所以，臺灣人無奈，所以說臺獨

死路了，也好險是死路了，我們沒路可以走，只有衝下去，衝過去就建國了，對不對。 

Q 我再 30 秒，我剛才 100 塊不夠，因為你起來之後，我又賭大了－1000 塊，他剛才說一個

很瑣碎很困難的事情，所以為什麼我要放這個在這裡，我用行為動作，深刻又解答你的問

題，剛才在公投什麼的都是次要的東西，唯一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奪權建國』這四個字，全

部把他今天剛剛講的所的的精隨綜合起來，奪權建國 

Q 奪權建國就是非暴力抗爭，不然就暴力革命，暴力革命，臺灣不用走到這麼悽慘，現在應

該是像太陽花學運，大家來包裝說這樣就能成功了 

Q 臺灣沒有武裝革命的條件，所以我們不會有暴力革命。 

A 剛才政治跟法理那個，我簡單回應一下，基本上，我認為建國的方式是不可能脫離政治，

不過重點是說，政治，說實在話它也是一個工具，我認為那是一個工具，就是說，我本身都

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法理要清楚，方式可以有彈性，彈性就是反映在用政治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說一樣，我們今天，你是一樣變成中華民國的總統，還是說你一樣變成中華民國的立法

委員，你的法理理解的東西不一樣，你做的事情就會不一樣，所以我意思是說，你剛才說法

理是死的，我認為說法理不是死的，因為法理這種東西很有趣，法理是你說的通就對，所以

法理是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是說，基本上它會有很多種版本，不過這麼多種版本出來的時候，

裡面一定有一個是跟事實比較符合的，對我們來說，我們最重要的是去找到那個跟事實比較

吻合，而且對臺灣人最有利的法理，你用這個法理做一個指引，說這條線我就是要走，我最

後就是要用自決建國，這就是我的目標，我的法理、我臺灣的地位、我的認知就是這個，臺

灣主權不是中華民國裡面的，這就是法理，拿好它，用這條之後就沒問題，我現在要用什麼

方式去讓更多人了解、知道這個東西，這個時候你的方式就很有彈性，像是你可以去路邊抓

一個人說臺灣的主權是怎麼樣，這是一種方式；你可以在網路上畫圖、寫文章，讓別人去

看，讓別人去了解，你可以一開始的時候寫很簡單，有時候可以寫很深，用這種方式－你就

針對不一樣的人去說，不過你要怎麼做，才不會說我今天用不同的方式結果效果不一樣，我

想要達成這個目標，結果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效果不一樣，結果又走偏了，這個問題就是，如

果法理這一條沒有先很清楚的時候，你在想方式、你在想方法、你用政治力去處理這個事情

的時候，你有可能會走偏，你有可能說我知道這個人是臺派或獨派，他也說自己是臺派或獨

派，不過他說臺灣主權是中華民國的，像這個時候如果說我再利用你要幫我的忙，可能有些

事情要先解釋，用這條走過去的時候，他在做的事情，他才會真的幫助臺灣人覺醒，就像是

說之前教育部部長杜正勝，阿扁時代的教育部部長，他用很多很多時間去想辦法將舊金山和

約放到歷史課本裡面，他做這件事情，那個時候，臺灣地位未定論也進去了，不過結論是什

麼？『臺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他辛辛苦苦做到這邊，他走到半

路，他的想法到底是什麼？臺灣主權到底是不是中華民國的？他沒說出來，但他那時候只做



到那一步，我們知道說，你今天會想說把舊金山和約放進去，將臺灣地位未定論放進去，你

就知道不管怎麼說，至少他應該終極目標是那一條，我們知道至少他前面那邊跟我們是一樣

的，現在就是說他後面那個是不是一樣的，目標是不是一樣的，最後要做的是不是一樣的，

這確定之後就再說要不要支持他，像是說，你今天要送一個人進立法院、進地方議會，也要

投票給他，對不對，投票給他的時候你就說沒關係我就投票給他，好好聊天一下，了解你到

底你的想法是什麼？你想法是我們要正名、要制憲，他也是這樣講，你就要學過，你如果這

樣想的時候，如果照我剛才說的，正名制憲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沒辦法真的建國，所以

你就將你的想法說給他聽，說你覺得說這是怎麼樣，他如果說這聽起來好像比較有道理，所

以我說的他就放在心裡，在做的時候他可能就要配合身邊的人說的東西，所以他可能要稍微

配合一下，不過你知道他是自己人，他如果找到機會的時候，他就可能將我們講的東西放進

去，偷偷放進去，大家就不知道，看到之後就跳出來了，像我說為什麼國史館館長吳密察他

當時要宣布開放 50 萬的文件時，他哪一個不講，他拿蔣介石說臺灣是托管地的那個出來說，

他只說這個，為什麼他故意說這個？我認為這就是他在發球，發球看有沒有人要打，所以我

剛才有說，我發現說他這個球發出來之後，好像沒多少人在打這個球，我說臺派團體、獨派

團體，因為他們沒看到這個的重要性，因為他們可能認為臺灣就光復了，所以托管地什麼的

不是很重要，他們沒想到說這是一個很好利用的點，你說托管地，我就說，我們就所有的臺

派獨派的就說 1949 年自己在講，如果照這樣說，至少臺灣光復的時間要改，如果要繼續堅持

臺灣光復，時間就要改，這就是一個進步，因為你自己說出來的東西，我就利用你，用這個

打下去，打下去之後就開了一個口，就能夠繼續插下去，我就說，中華民國每一種說法，說

中華民國拿到主權的說法，我都有理由可以反駁他，我說國際法上就沒這種事，國際法，國

際上的國家：美國、英國、日本都不承認這個東西，你不要說那些有的沒的，這一說出來，

所以說臺派獨派，你看到別人發球出來、你就要打，就直接將球打到中華民國面前，將它打

下來，這就有效了，這打下去臺灣光復就不見了，臺灣光復不見之後，臺灣人就不會這麼愛

中華民國了，這樣，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