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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具有臺灣獨立傾向者的主張 

第一節 概說 

不像在第四章中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或臺灣）國際法地位的主

張，以及在第五章中以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代表角度，去分析中華民國（或臺灣）

內部具有中國統一傾向者對中華民國（或臺灣）國際法地位的主張，我們可以從

一個延續性的政府、政權或政黨的角度去系統性地分析其論述。 

要分析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具有臺灣獨立傾向者對中華民國（或臺灣）

國際法地位的主張，若要進行系統化的研究，卻很難有類似上述二個「主張主體」

－政黨或政府可以依附。形式面的原因是，可能最適格的「主張主體」是民主進

步黨或民主進步黨政府，但以政黨的身分來說，成立於 1986 年 9月 28日民進黨，

在 1949 年國民黨政府遷臺(或更早地向前推到 1945 年國民黨政府領臺)到 1986

年之間並不存在，若要以其立場為出發點來論述，則這段期間的的觀點仍必須用

學說理論來加以補充；若以政府的身分來說，則民進黨「政府」執政於 2000 年，

2000 年後的民進黨才有以政府立場申張的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法地位主

張的存在可能性，其次，在實質的原因部分，則由於在野時期的民進黨，除了一

貫地從政治觀點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外國，並追求未來的獨立建國外，對當時立

足於法觀點上的兩岸關係定位，並沒有提出一個積極的看法202。 

因此，若要以較為周延、完整的角度來研究臺獨傾向者對中華民國（或臺灣）

的國際法地位主張，很難單純以民主進步黨為主張主體進行論述，因此，必須以

各方學說進行綜合整理，惟這樣的整理有三點必須說明：其一，即便在綜合整理

中援引了特定學者的主張，也不代表該學者是主張臺灣獨立的，僅是筆者認為該

特定學者的特定主張，可能有助於完整理解臺灣獨立傾向下的中華民國（或臺灣）

國際法地位理論，故而採之；其次，不將主張主體固定而採綜合判斷，在理論呈

現上，會較容易出現「補丁現象」，亦即東擷學者甲觀點，西取學者乙觀點的現

象，在擷取的過程中，即不可避免的會涉入筆者自己一定程度的主觀判斷。因為

不同學者間的論點未必一致，在不一致的部分，筆者在若欲呈現一致的、系統性

的主張歸納，就可能會進行一些觀點取捨，這是不得已的做法，因為並沒有一個

                                                 
202 許宗力，前揭文（同註 198），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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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的學者，在臺獨理論中可以居於優越的觀點代表地位。其三，事實上臺獨觀

點下，對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法地位主張，不同論者間也有相當大的歧異

存在，要鉅細靡遺地探討所有理論，有篇幅上的困難，因此，勢必要做類型化的

分析，而採擇幾個類型進行整理說明，這也必然會導致一些遺漏。 

  而臺灣獨立理論，大致上有二個主要的類型理論。 

第一種理論大致認為：「維持現狀，即等於臺灣獨立」，特別是一九九一年修

憲後中華民國（或臺灣）已進行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因此臺灣事實上

係獨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另一個主權國家，目前國號叫中華民國。不必透

過更改國號等宣示性動作，臺灣即已經獨立，任何改變臺灣的現狀或地位，均須

經過臺灣全體住民的同意。筆者將這樣的理論暫稱為「現狀臺獨說」 

  第二種理論則認為：認為臺灣尚未獨立建國，臺灣還不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

家，必須終結「中華民國體制」，建立「臺灣體制」，即所謂「新而獨立」的臺灣

國家，不問國號為臺灣、臺灣國或臺灣共和國，臺灣才算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

203。筆者將這樣的理論暫稱為「獨立建國說」 

  惟此二種理論主張，在許多部分有其共通之處。甚至有論者認為二者間具有

手段與目的的關係，亦即「現狀臺獨說」是「獨立建國說」的手段。換言之，「現

狀臺獨說」在本質上是實現臺灣正名、制憲的「過渡階段」204。本章接下來將分

成二節，分別整理「現狀臺獨說」與「獨立建國說」這二種主張者對中華民國（或

臺灣）的國際法上地位的主張為何。 

   

第二節 「現狀臺獨說」的主張 

  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臺灣獨立的論述內涵也經歷了一連串的變化乃至於

分歧。早期臺灣獨立論者主張「住民自決」或「獨立建國」，並漸漸的將這二項

主張匯流起來，特別是民主進步黨在 1991 年召開了「人民制憲會議」，通過《臺

                                                 
203 黃宗樂，＜臺灣國家定位的現實與立場＞－「臺灣國家定位」學研討會致詞，收錄於黃昭元

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臺北：學林，2000），頁 70。 
204 日本學者酒井亨即言：「．．．『維持現狀』，其實是指『實際上已經完全獨立的國家所產生的

現狀』之『維持』。但是，所謂的『現狀』只是利用中華民國體制來掩人耳目而已，目標還是『要

完全斷絕中華民國體制』。也就是說，將來會進一步有『臺灣建國』的問題發生。」參酒井亨著，

王淑華、鄭伊玲、李宏澤譯，《臺灣新論》（臺北：玉山社，2001 年）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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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將國號明訂為「臺灣共和國」；並在同年 10月召開的五全

大會中，在其黨綱中增列「建立主權獨立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凸顯臺灣主權的

排他性，將兩岸關係定位為「國與國的關係」。 

  惟這樣的論述，在 1995 年後出現了轉型與改變。其重點在於對臺灣法律地

位提出重新解釋，認為臺灣在實質上已經獨立，只要維持現狀即可確保「臺灣主

權獨立」，並不需要另行建立「新而獨立國家」205。由此可略窺之，現階段民進

黨所採取主張的應可歸類為「現狀臺獨說」的一種。惟民進黨的官方文件對其主

張的實質內容並沒有明確完整的論述，因此要理解「現狀臺獨說」的意涵，仍需

透過整理各方學者專家的意見析論之，但對「現狀臺獨說」的主張與詮釋，不同

學者之間仍存有若干差異，本文僅能粗略地勾勒出一套較合邏輯、在體系上也較

為一致的論，僅能描繪該理論的概貌，故不免有遺漏之處，合先敘明。 

 

壹、地質學與人種學的見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或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具有中國統一傾向者的主

張者，有時其中的部分論者會努力強調中國（或中國大陸）與臺灣的「關聯性」

206。部分具有臺灣獨立傾向的主張者，其對相同的問題，卻會有恰恰相反的解釋，

亦即儘可能地強調中國（或中國大陸）與臺灣的「無關性」207。 

  在地質學上的主張方面，若干地質學家研究指出：「約 1,000 至 600 萬年前，

菲律賓海板塊與歐亞大陸板塊碰撞，將海底的岩層推擠隆起形成臺灣島。從此之

後，在菲律賓海板塊的推擠之下，臺灣島一直持續抬升、擴大。數百萬年前的碰

撞，造就了現今臺灣島的誕生，地質學家特將這次碰撞稱為『蓬萊造山運動』。208」

這「隆起說」也就變成具有臺灣獨立傾向的主張者較偏好的地質學主張。 

  在人種學上的主張方面。亦與具有中國統一傾向論者所主張的「漢人後裔說」

相反，其所主張者係「血緣上的低度相關說」。 

                                                 
205 國史館編輯小組，《臺灣主權論述資料彙編》上冊（臺北：國史館，2001 年），頁 12-14。 
206 其有些關聯性的見解，可能僅具情感訴求或政治宣傳的意義，而不具法律上的意義。 
207 同樣的，這些「無關性」的見解，也未必具有法律上的意義。 
208 陳文山，＜大地的怒吼與傷痕＞，《地球科學園地》（臺北：地球科學文教基金會，1999 年 9
月，第十一期）。資料來源網站：http://earth.fg.tp.edu.tw/learn/esf/magazine/990901.htm （造訪日
期：2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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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論述包括： 

一、在原住民的部分：認為臺灣的原住民主要係來自東南亞諸海島的南島語

系民族，乃屬南方印度尼西亞系人種，與日後移民而來的福佬、客家等漢民族無

關209。 

  二、荷蘭領臺時期，臺灣住民又混有荷蘭人之血統。 

  三、清治時期，因為對臺灣長期採取海禁，禁止漢人移民來臺，因此違反禁

令來臺者多半為單身男子，其在臺落地生根、繁衍子孫多是與原住民女子混血。

這也是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由來。 

  由此而推導出，臺灣現住民由於經過多次混血，而認為其漢人血統是極低

的。而若干學者，如黃文雄教授，更認為臺灣人的漢人血統僅百分之十七，而沈

建德君更認為臺灣人的漢人血統只有百分之零點七、八210。 

 

貳、對於政治歷史的解釋 

 

一、對固有領土說的反駁 

 

首先，對於基於一些記載並不完整的歷史記錄，特別是元朝之前的歷史，由

該歷史紀錄而推導出的中國對臺灣的轄治主張，大體上採取否定的見解211。 

  對元朝與明朝對澎湖的行政管轄212，則原則上予以肯定，但同時認為，這樣

的行政管轄，由於澎湖與臺灣係不同島嶼，並不能將之推展成為一種元朝或明朝

對臺灣的行政管轄。因此，僅澎湖能被視為中國（元朝、明朝），基於「先占」

而取得的「固有領土」，臺灣則否。 

                                                 
209 戴天昭著，李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臺北：前衛，2002 年），頁 5。 
210 楊青矗，＜臺灣人八成非「炎黃世冑」＞，自由時報，2004.9.1。 
211 詳參彭明敏、黃昭堂合著，蔡秋雄譯，《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臺北：玉山社，1995 年），

頁 19-28。 
212 蒙古帝國（元朝）在至元年間（西元 1264~94）的初期，在澎湖設置巡檢司，後被明朝撤廢，
惟明朝又復於萬曆年間再設巡檢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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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歷史上那些政治實體能基於對臺灣的「先占」，而主張臺灣係其「固有領

土」呢？彭明敏教授與黃昭堂教授繪了一張圖加以說明，茲將其與臺灣相涉的部

分節繪如下。 

圖 6-1臺灣被特定政治實體收入版圖的歷史情形 

荷蘭先占西南部（1624年）

台
灣 西班牙先占北部（1626年）

荷蘭統一兩地（1642年）

東都建國（1611年） 荷蘭向東都投降（1662年）

清征服東寧(東都)（1683年）

台灣民主國獨立（1895年）

日本征服台灣民主國
日本佔領台灣（1895年）

中華民國領有台灣（1945年）

 
圖表來源：整理自彭明敏、黃昭堂著《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作者改繪 

 

  在彭教授與黃教授的解讀中213，若將「固有領土」定義為「先占而取得領土」

的話，能稱得上依「先占」而主張臺灣為其「固有領土」的只有二個國家，一是

荷蘭，一是西班牙。若將「固有領土」定義為「國家成立當時的領土」，則可以

主張臺灣為其固有領土的只有東都（東寧）214以及臺灣民主國215。 

                                                 
213 詳參彭明敏、黃昭堂合著，前揭書（同註 211），頁 19-28。 
214 東都（東寧）係指鄭成功在澎湖與臺灣所建立的「政治實體」，在彭、黃二位教授的見解中，

該政治實體並不能代表明朝或南明（中國），係一個獨立政權，所以其轄有臺灣應算是獨立建國

（東都）的行為。 
215 1895 年 5月 8日清朝因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同年 5月 25日，臺灣島宣布獨立，

成立了臺灣民主國，彭、黃二位教授認為，臺灣民主國雖然存在的時間短暫（5月 25日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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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清朝在 1683 年將臺灣收入版圖，以及其後的日本在 1895 年將臺灣收入

版圖，都不能對臺灣主張其係「固有領土」216。而大清帝國與日本取得臺灣領土

的基礎是「武力征服」。 

  惟由於，當時的國際法環境，武力征服的確可以構成合法取得領土的手段，

因此，清朝對臺灣擁有的領土主權以及日本對臺灣擁有的領土主權，都是有法律

效力的。 

  此外學者王泰升（1996）在其＜臺灣歷史上的主權問題＞的文章中，將臺灣

主權的演進史分做「原住民自治時期」、「荷蘭、西班牙統治時期」、「鄭氏王朝統

治時期」、「清朝中國統治時期」、「臺灣民主國統治時期」、「日本帝國統治時期」

與「中華民國統治時期」217。用以表達臺灣在主權上的歷史座標。 

 

二、「中國」不連續說 

 

  相對於具有中國統一傾向的論者所主張的「中華民國繼承大清帝國」的說

法。具有臺灣獨立傾向的論者，雖未直接否定這種說法，但認為縱然繼承成立，

仍不能因此推導出中華民國繼承了「清朝對臺灣的主權（因為這項權利在甲午戰

後已不存在）」。 

  具有中國統一傾向的論者通常認定，「中國」是自古以來，連綿不斷的「一

個國家」，明朝繼承元朝，清朝繼承元朝，中華民國繼承清朝。 

  彭、黃二位教授對此提出以下的主張： 

  1. 所謂「中國」這個國家，從數千年前起就存在的想法，是清末中國民族

主義誕生以後的事。 

  2. 明朝的建國乃是漢族驅族蒙古族，是一個新國家的成立，並無繼承元朝

的情形，其統治區域限於其以武力征服所及之處。 

                                                                                                                                            
10月 19日為日本所滅），但仍應視為一個國家。 
216 陳儀深、薛化元、李明峻、胡慶山，《臺灣國家定位的歷史與理論》（臺北：玉山社，2004 年），

頁 50。 
217 王泰升，〈臺灣歷史上的主權問題〉，《月旦法學》（臺北：1996 年，第 9期），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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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清朝之滅明朝，其統治區域也只限於武力所及的範圍，而清朝對澎湖、

臺灣島的統治更非繼承自明朝，而是對透過武力征服，自鄭成功所建立的東寧政

權手中取得。 

  4. 中華民國元年，由於中華民國臨時大總統孫逸仙先生向各國發表「臨時

大總統公告各友邦」的聲明，宣布承認清朝的對外條約。使中華民國的成立，成

為清朝國內的革命運動，而中華民國遂成為清朝的繼承國。惟這樣的繼承，僅限

於清朝當時所保有的領土，因為清朝已經合法的割讓給他國的領土，如臺灣，就

不再是清朝的領土，而不能成為被承繼的對象218。 

 

參、開羅宣言、波茨坦宣言效力的否定與臺灣地位未定論 

 

一、依據馬關條約，日本將臺灣併入版圖的合法性 

  西元 1895 年，清朝因甲午戰敗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約中將臺灣割讓給日

本。臺灣獨立傾向的論者認為，自此臺灣不屬大清帝國版圖，日本合法擁有對臺

灣的主權。 

  除了包括馬關條約簽定後，臺灣人民於 1895 年 5月 25日成立「臺灣民主國」

宣布獨立，以及若干內部的抗日事件219均為日本平息外，國際間對日本轄有臺灣

大體上均無異議220。 

 

二、《對日宣戰佈告》廢止日華一切條約的合法性 

  1937 年 7月 7日蘆溝橋事件爆發，日本展開全面侵華作戰，當時的中華民

                                                 
218 彭明敏、黃昭堂合著，前揭書（同註 211），頁 34-44。 
219 如：1902 年林少貓事件、1912 年林圮埔事件、1912 年土庫事件、1913 年羅福星事件、1914
六甲事件、1915西來庵事件、1930 年霧社事件等等。 
220 當時列強如英、法、德，原對日本據有臺灣有所疑慮，然在相互牽制的情況下以及一些突發

性的政治因素下，並未將這樣的疑慮作為實際行動阻撓日軍接收臺灣。惟俄、法、德三國為確保

列強在臺灣海峽的海路貿易的通行權利，乃對日本施加壓力，日本為安撫列強，遂發表聲明：「帝

國政府承認臺灣海峽為各國公共航路，並宣言此海峽非日本國所專有或管轄。帝國政府向各國保

證不將臺灣及澎湖群島讓與他國。」此後列強對日本領有臺灣一事，即不再異議。參戴天昭著，

李明峻譯，前揭書（同註 209）頁 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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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僅發表了《自衛抗戰聲明書》，將戰爭定位於力求維持現狀的自衛抗戰，

未正式對日宣戰。1941 年 12月 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美國政府對日宣戰，中華民國政府旋即於 9日正式發佈《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

佈告》，佈告中載有：「．．．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切條約、協

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律廢止，特此佈告。」 

  由此是否可以推斷出 1895 年大清帝國與日本所簽定的《馬關條約》亦在廢

止之列，而廢止的效果，將使臺灣和澎湖的主權也隨同回歸中國？ 

  陳荔彤教授認為：片面廢止涉及領土主權之國際條約是被國際法所禁止的。

其並引用國際法學者奧本漢所言：「為了建立一種永久情事狀態而締結的政治性

或其他條約是不能在戰爭爆發時，被一方宣告無效的。221」因此，一旦在馬關條

約中已經以明確的條約文字明白指出臺灣的法律主權授與日本，那麼日本擁有臺

灣的主權，在國際法上便成為真實且具體的。是以中國並沒有片面廢止馬關條約

的權利，其片面廢止的宣示並不能改變已由馬關條約所建立的現狀，此乃因馬關

條約已具有法律的拘束力，事實上也已被遵行了四十六年之久。 

  故單憑《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佈告》並不因此而使日本喪失對臺灣的主

權，也不因此而使中國取得對臺灣的主權222。 

 

三、開羅宣言的效力 

  1943 年 11月下旬，美國的羅斯福總統、中華民國的蔣介石委員長以及英國

首相邱吉爾發表各率幕僚，相會於埃及之開羅(Cairo)，會期五日(22日至 26

日)223，並於 11月 26日簽署，12月 1日公布了開羅宣言，宣言中表示：「⋯三國

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 1914年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

領之一切島嶼，及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領土，如東北四省、臺灣、澎湖群島等

歸還中華民國。⋯」224 

  這個宣言，是否賦予或回復了中華民國對臺灣的主權？主張臺灣獨立的論者

                                                 
221 Laurence Oppenhein, International Law, Vo1.2, 7th ed., Hersh Lauterpacht, ed.(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p.304. 轉引自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11-12。 
222 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11-13。 
223 梁敬錞，《開羅會議》（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1。 
224 陳隆志、許慶雄、李明峻編，《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臺北：前衛，1998 年），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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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傾向否定說。 

  其否定的理由主要有： 

  1. 開羅宣言的片面性。亦即開羅宣言僅是三國元首的相互承諾，但並未得

到日本方面的同意225。 

  2. 《開羅宣言》並非以法律文件格式簽署，且內容並不明確，雖然特定宣

言可能會有法律上拘束力，然而一九四三年的《開羅宣言》雖有羅斯福總統、蔣

介石元帥與丘吉爾首相簽字，但「並非以法律文件形式簽署」(is not couched in the 

form of a legal instrument)226，因此難以視為具有法律上的拘束力。 

  3. 從開羅會議形式與進行過程，推論當事國當時在主觀上並無使該文件具

有法律上拘束力之意願，如姜皇池教授即認為：「『開羅會議』所通過文件是二次

世界大戰之重要戰時文件，從其準備文件與談判會議記錄觀察，幾達數百頁，足

見是經過相當審慎態度與冗長討論才達成協議。經過如此詳細規劃與冗長討論，

竟不願以法律文件格式簽署，亦彰顯出當時美國與英國並不願意使該文件有法律

上拘束力。」227而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開羅會議中三國所商定的其他內容是否

被誠實履行，亦可做為一種觀察指標，學者梁敬錞曾指出：「…當年此一會議，

中英之交228，既貌合而神離，中美之交，亦始篤而終淡。會議結果，戰後權益之

許諾，多於戰時軍事之需要。甚至面加保證之軍略，面允考量之經援，皆不及一

月，先後變卦。而其後對日作戰方略，則亦盡毀『互相諮詢』之諾言，而單獨行

動，大反盟邦共同作戰之約束…229」 

  4. 論者並援引若干當事國官方部門及政府官員的說法，作為其主張開羅宣

言僅具宣示性的佐據。例如： 

                                                 
225 陳隆志教授即認為：「開羅宣言及波茨坦宣言是同盟國基於戰爭的勝利與軍事的需要，所共同

發表的片面政策性聲明，並沒有領土所有國日本的參與。」陳隆志，＜「舊金山對日和約」對抗

「波茨坦宣言」＞，臺灣日報，2004.8.11。 
226 姜皇池，＜臺灣國家定位與相關國際法議題＞，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

（臺北：學林，2000），頁 209。 
227 姜皇池，＜臺灣國家定位與相關國際法議題＞，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

（臺北：學林，2000），頁 210。 
228 原來開羅會議是英美間的軍事會議，美國羅斯福總統將這個會議變成中美英三國會議，並未

事先通知英國首相邱吉爾，使邱吉爾感覺驚詫。參傅啟學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臺北：臺灣

商務印書館，1991 年），頁 642。 
229 梁敬錞，《開羅會議》（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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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5 年英國外相艾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以書面答詢表示：「開羅宣言

僅是『意向聲明』」（[The Cairo] Declaration was a statement of intention）230 

  (2) 1958 年英國外交部在回答「下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相關問題

時，表示：「經波茨坦宣言確認之開羅宣言，僅是『共同意願聲明』。」（the Cairo 

Declaration, which was reaffirmed by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wa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231 

  (3) 美國於 1950 年 12月 27日之法律意見中表示：「1943 年的《開羅宣言》．．．

與其他戰時宣言相同，比如雅爾達與波茨坦宣言應該根據往後考量一切相關因素

的最終和平解決【條約之規定來處理】」。232 

5. 《舊金山和約》的代位性：《舊金山和約》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局和約，

且有日本之參與，自可取代《開羅宣言》與《波茨坦宣言》此二項係政策性、宣

示性、軍事目的上僅具權宜性而非終局確定的宣言233。 

  換言之，認為《開羅宣言》僅具宣示性效果，對世界各國包括簽署開羅宣言

的英國與美國而言，並無法律上的拘束力。 

 

四、波茨坦宣言的效力 

   

  1945 年 7月美英蘇三國在德國柏林附近之波茨坦召開高峰會議。美國杜魯

門總統與英國邱吉爾首相另行起草宣言，杜魯門訓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利向蔣介

                                                 
230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vol. 536, col. 159, 4 February 1955, reprinted in 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147(1979). 
231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vol. 595, col. 1140, reprinted in Elihu Lauterpacht,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aw-Survey and Comment, 
8 INTL& COMP. L. Q. pp. 148,186 (1959). 轉引自姜皇池，＜臺灣國家定位與相關國際法議題＞，
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臺北：學林，2000），頁 212。 
232 3 MARJORIE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511(1964)。轉引自姜皇池，＜臺灣國
家定位與相關國際法議題＞，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臺北：學林，2000），
頁 212。 
233 陳隆志教授認為：「…而戰後的舊金山對日和約，不但有當時戰勝的同盟國參加，而且戰敗國

的日本也參與其中，得到日本明確放棄臺灣的承諾。唯有在此和約中，才能充分考慮軍事需要以

外種種為保持長期和平的因素。戰爭之後敵對狀態的正式結束有賴和約的締結。舊金山對日和約

在國際法上的位階凌駕並取代開羅宣言及波茨坦宣言。」陳隆志，＜「舊金山對日和約」對抗「波

茨坦宣言」＞，臺灣日報，200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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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主席出示宣言十三款內容。蔣主席同意該宣言內容，7月 26日美中英三國元

首具名公布了《美中英三國促令日本投降之波茨坦公告（即波茨坦宣言）》。該宣

言第八項載有：「開羅宣言之條款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北

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234波茨坦宣言的效力，傾向臺

灣獨立的主張者，亦較傾向其宣言並無法律上的拘束力。其所持理由大約有： 

  1. 和《開羅宣言》的情況相同，《波茨坦宣言》在發表時，日本並未參與、

同意，因此對日本並沒有法律上的拘束力。 

  2.《波茨坦宣言》雖然以較符合法律文件之格式作成，然而當時簽署國家，

仍使用相當模糊之用語，顯然無主觀意願賦予該文件法律效力。該文件充其量僅

能視為「政策聲明」(Statement of Policy)235。另一種說法，則如學者歐康耐爾（D.P. 

O’Connell）的見解：「要視波茨坦宣言並非和其他的政策性聲明一樣是有其困難

的。雖然它是具成文形式的記錄文件，但它並沒有以法律形式而草擬，而且它曖

昧不明確的地方似乎便在排除法律責任的發表。236」 

  3. 和《開羅宣言》的情況相同，《舊金山和約》的對《波茨坦宣言》有代位

性。 

  4. 牽連無效的說法：亦即《波茨坦宣言》中雖言：「開羅宣宣的條款，必將

實施；…」但由於《開羅宣言》本身並無法律上的拘束力，僅為政策宣示，因此

《波茨坦宣言》的該款規定，也連帶不具有法律上的拘束力。 

 

五、日本投降文書 

1945 年 9月 2日，《日本投降文書》第一條：「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

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令並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領於一九

四五年七月二十六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所加

                                                 
234 參李福鐘，＜波茨坦宣言與臺灣主權＞及林博文，＜開羅宣言與波茨坦宣言－臺灣歸屬問題

條款的爭論＞，二文俱收錄於《臺灣主權資料論述選編》上冊（臺北：國史館，2001 年），頁 29，
32-33。另參陳隆志、許慶雄、李明峻編，前揭書（同註 224），頁 633-634。 
235 姜皇池，＜臺灣國家定位與相關國際法議題＞，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

（臺北：學林，2000），頁 210。 
236 D.P. O’Connell, “The Status of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Recognition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0(April 1956), p.407. 轉引自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15。 



 93

入之公告所列舉之條款。．．．」237 

對於日本投降文書的法律效力問題，具有臺灣獨立傾向的論者，似乎著墨較

少。大體上在針對「中華民國因此而擁有對臺灣合法主權」的主張上，應係採否

定說，其主要理由，從邏輯上推論應有： 

1. 該投降文書僅賦予盟軍軍事佔領臺灣的權力，臺灣終局的主權確定，仍

必須透過終局性的和平條約（如舊金山和約和日華和平條約）來確認。而中華民

國對臺灣的佔領，係根據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指令而為的軍事佔領，並不能

認為對臺灣已為永久性的主權移交。 

2. 該文書並未對針對移轉臺灣主權作出時間上的規定，而該文書所宣示要

接受的《波茨坦宣言》也無移轉臺灣主權的時間規定，也沒有明確的條款提到此

轉讓的任何事項238，由此推斷該文書與《波茨坦宣言》同樣並不具法律上拘束力。 

  3. 從邏輯上言，《舊金山和約》的代位性，在此亦有適用。 

4. 從邏輯上言，牽連無效的說法，在此亦有適用。 

 

六、舊金山和約與臺灣地位未定論 

  1945 年 8月 15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但由於中國局

勢的變化，同盟國對日本的和約遲未簽訂。1950 年 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杜魯

門總統為因應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防止中國北京政府乘機入侵臺灣，而派遣第

七艦隊入駐臺灣海峽，防止兩岸衝突，為避免落人干預中國內政的口實，而產生

違反聯合國憲章的疑慮239，為尋求介入臺海問題的正當性，遂在其 6月 27日對

朝鮮半島問題提出的聲明中（杜魯門聲明），提出「臺灣地位未定」的主張，表

示：「臺灣未來之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安全重建，對日和平問題解決，或

經過聯合國考慮後，再作決定。」240杜魯門總統這樣的態度，也一定程度影響了

爾後舊金山和約的簽定。 
                                                 
237 陳隆志、許慶雄、李明峻編，前揭書（同註 224），頁 635。 
238 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15。 
239 聯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規定：「本憲章不得認為授權聯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

管轄之事件，且並不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不妨礙第七章內執行

辦法之適用。」亦即，各國不能干涉「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內管轄之事件。」 
240 陳儀深、薛化元、李明峻、胡慶山，前揭書（同註 216），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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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年 9月 8日，五十一個對日本宣戰的國家（不包括「中華民國」），於

美國舊金山市商訂對日和約，其中中國代表由於中國已陷入分裂狀態，「中華民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未受邀。 

嗣後參加和約商訂的國家中，除戰敗國日本簽署和約外，戰勝國中蘇聯、捷

克斯拉夫及波蘭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他共有四十八個戰勝國241簽署了該項和

約。 

而「舊金山和約」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日本茲放棄其對臺灣及澎湖群島之一切權利、權利名義與要求。」242 

隔年（1952 年）4月 28日，日本東京政府與臺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

「日華和約」，主要內容與「舊金山和約」相同。其第二條規定：「茲承認依照公

曆一千九百五十一年九月八日在美利堅合眾國舊金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以

下簡稱金山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

西沙群島之一切權利、權利名義與要求。」243 

  由於《舊金山和約》及《日華和平條約》均僅規定了日本放棄對於臺灣及澎

湖的一切權利，但並未提及要將這樣的權利移轉給誰，輔以《杜魯門聲明》中較

為具體的「臺灣地位未定」觀點，因此，論者據此得出臺灣地位未定的結論。 

  然而這樣的「未定」會導致出什麼樣的結果。論者的見解則不一定。大約有

以下幾種主權看法： 

  1. 臺灣主權的終局歸屬，必須留待未來由二次大戰戰勝的盟國共同決定。 

  2. 臺灣主權的終局歸屬，必須由聯合國透過和平方式決定244。 

  3. 臺灣主權的終局歸屬，必須由臺灣人民透過住民自決的方式決定。 

  4. 臺灣主權雖然在 1951 年當時其歸屬「未定」，但嗣後仍由中華民國取得，

                                                 
241 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利亞、紐西蘭、菲律賓、寮國、高棉、阿根廷、比

利時、波利維亞、巴西、智利、哥斯大利加、古巴、多明尼加、厄瓜多爾、埃及、薩爾瓦多、伊

索比亞、希臘、瓜地馬拉、海地、宏都拉斯、伊朗、伊拉克、黎巴嫩、利比亞、墨西哥、荷蘭、

尼加拉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巴拉圭、秘魯、沙烏地阿拉伯、南非、錫蘭、敘利亞、土

耳其、烏拉圭、委內瑞拉、越南、盧森堡、哥倫比亞、印尼。 
242 陳隆志、許慶雄、李明峻編，前揭書（同註 224），頁 638。 
243 ibid，頁 647。 
244 類似《杜魯門聲明》中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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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取得的理由，可能有二： 

(1) 由於日本已宣布放棄臺灣，中華民國依無主地佔領的原則，取得對臺灣

的主權。 

(2) 由於中華民國長期有效和平地佔有臺灣，依時效取得理論，應已取得臺

灣主權。 

  以上的四點可能結論，以第 3點及第 4點最為重要。第 3點可說是「獨立建

國說」論者對於接續於臺灣地位未定論理論後的論旨核心。第 4點，則是「現狀

臺獨說」對於接續於臺灣地位未定論理論後的論旨核心。惟這不表示，「現狀臺

獨說」的論者反對由臺灣住民自決臺灣主權歸屬（或狀態）的主張，而其於「獨

立建國說」論者在對於臺灣住民自決此一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上的分別在於： 

  「獨立建國說」的「住民自決」主張是較具「積極性」的，亦即主張由臺灣

住民主動提出獨立自決的宣示（例如舉行臺灣獨立的公民投票）；「維持現狀說」

的「住民自決」則較消極，重點在於，由於其認為臺灣的現狀即是獨立，因此並

無宣示「臺灣獨立」的迫切性或必要性。而將「住民自決」視為一種現狀的保護

工具，亦即，要變更這個已被其認為等同於臺灣獨立的「現狀」時（例如與中國

大陸統一），必須經由公民投票的方式確認。 

 

肆、「中華民國」對臺灣實施佔領的法律狀態 

論者主張，一九四五年日本不僅是向中國投降，也向全體同盟國投降，因此

不得謂任何一個強權已經征服或兼併臺灣，是以在一九四六年到一九四九年間，

臺灣僅是「中華民國」於同盟國授權下，受盟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指令接

收臺灣，暫時進行「軍事佔領」（military occupation）的土地。實際上當時的臺

灣乃是處於盟軍的「軍事佔領」下，而不是由中國「取得主權」。其主權仍待將

來與日本訂定的戰後和平條約來決定。因此，在同盟國與日本正式簽署的和平條

約前，在國際法上臺灣仍是日本領土，前此「中華民國」政府所作任何處置臺灣

領土主權之行為，包括將臺灣納入「中華民國」領土，均為違反「軍事佔領原則」

的行為，在法律上不生效力245。 

                                                 
245 陳隆志，＜臺灣的獨立與建國＞，收錄於《臺灣獨立的理論與歷史》（臺北：前衛，2002 年），



 96

這個狀態，至少維持到 1951 年舊金山和約的簽訂後(或 1952 年該約生效後)

才有改變。1951 年日本在舊金山和約中放棄了臺灣與澎湖的主權。這時臺灣從

「屬於日本領土但被中華民國軍事佔領」的土地，變成了「不屬於任何國家但被

中華民國佔領」的土地。 

這時，變衍生出二種情形。 

一是，在《舊金山和約》簽定或生效當下，中華民國即依據「無主地的佔領」，

取得對臺灣的主權。例如：學者歐康耐爾即認為：日本放棄臺灣領土主權以後，

中華民國在臺的權利，將由交戰國之佔領形式轉換成擁有其明確的主權，循此，

中華民國便可將臺灣、澎湖的謂遺棄地(terra derelicta)併入版圖246。 

二是，中華民國並不能依據「無主地佔領」取得對臺灣的主權，而嗣後取得

臺灣主權的權源，是基於時效取得。學者威爾森(G. Willson)認為，領土的主權可

因在一段時間內，未曾中斷且無人爭奪(uninterrupted and uncontested)的占有而獲

得247。學者摩洛羅(F. Morello)認為：中華民國透過時效原則，對於臺灣、澎湖有

合法的權利，因為她對此地和平、繼續地實際佔領與管理一段很長的時間248。 

此外陳英鈴教授認為：「然而中華民國自 1945 年以來便對臺灣進行有效統

治，有可能主張時效取得(prescription)對臺灣的法理管轄。一般認為時效取得

的法律要件為長期、繼續、和平及法律上無中斷，中華民國若主張時效取得對臺

灣的主權，可說是滿足以上要件，．．．」對於佔有多久才可以取得法理管轄此

一問題，陳教授表示：「1945 年至 1951 年日本放棄對臺主權期間實在太短，當

不該當時效取得之構成要件。．．．中華民國若要時效取得對臺灣、澎湖及其附

屬島嶼的法理管轄，至少亦必須超過二十年始稱允當。249」 

以上這二個觀點結合其前提的軍事占領說，可歸納為下圖。 

                                                                                                                                            
頁 50。另參陳隆志，＜臺灣的國際法地位＞，載於《新世紀智庫論壇》第七期（臺北：陳隆志

文教基金會；1999 年 9月）頁 4，6。 
246 D.P. O’Connell, “The Status of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Recognition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0(April 1956), p.34. 轉引自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27。 
247 George G. Wilso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f Law, 3rd ed.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39), p.79. 轉引自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27。 
248 Frank P. Morelleo,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Formosa(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 
p.82. 轉引自陳荔彤，前揭書（同註 140），頁 27-28。 
249 陳英鈴，前揭文（同註 199），頁 43-44。 



 97

圖 6-2：不同時期臺灣主權歸屬的二種觀點 

日本領土 盟軍名義
的軍事占領

日本領土
中華民國領土
（無主地佔領）

中華民國僅代表盟軍為軍事佔領
其主權宣稱並無法律上效力

台灣
主權　
歸屬　　

1945年日本投降，
中華民國接收台灣

1952年舊金山和約
生效

日本領土

觀點
一

觀點
二

日本領土

盟軍名義
的軍事占領 中華民國領土

（時效取得）

地位
不明(未
定？)

20年時效取得說

中華民國僅代表盟軍為軍事佔領
其主權宣稱並無法律上效力

 
圖表來源：作者自繪 

  從外觀上看起來，不管是「無主地占領說」或是「時效取得說」，站在今日

今時的角度以觀，似乎和否定「臺灣未定論」的效果一樣。因為，都是承認了「中

華民國」對臺灣擁有主權。那麼為什麼還要強調「臺灣地位未定論」呢？ 

  主要有二個原因。 

  第一，為了要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繼承「中華民國」而取得對臺灣

的主權。因為，若臺灣的主權是在 1951 年以後（甚至依陳英鈴教授的「20 年時

效取得說」，要到 1971 年以後），才為「中華民國」取得。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 1949 年其所宣稱繼承的「中華民國」並未享有對臺灣的主權，自不能透過主

張繼承原則，宣稱擁有對臺灣的主權。換言之，論者希望透過 1945 年到 1951

年之間，臺灣主權的「不屬中國」的解釋，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主權

的主張，無從藉「繼承理論」而附麗。 

  第二，配合「中華民國變質說」，切割 1949 年以前的「中華民國」，與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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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以後的「中華民國」250，認知其為實質上不同的國家。 

 

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繼承中華民國的主張 

  基本上，現狀臺獨說，並不十分關心中華人民共國所宣稱的繼承中華民國的

主張（不管是國家繼承或是政府繼承）是否成立。大體上，現狀臺獨說，就算不

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此主張，也必然反對其基於對中華民國的繼承，而擁有對

臺灣的主權。 

  若是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的這項主張，則既未繼承中華民國的

權利，則當然不能宣稱其擁有對臺灣的主權。然而在現狀臺獨說的觀點中，基本

上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的，也在觀點上不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

民國的繼承主張，這時，為何這樣的繼承不及於臺灣？就有一些複進的邏輯轉折

有待說明。 

  第一個可能的論述是，有限繼承的觀點，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

的繼承，僅能及於中華民國失去事實上管轄的領土，亦即僅及於中國大陸地區。

對於中華民國仍有效行使管轄的地區－臺灣，則由於被繼承主體－中華民國－實

際上並未消失，也實際上擁有對臺灣的主權，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自不能主張

依對中華民國的繼承，而取得對臺灣的主權。 

  第二個可能的論述則是，實際統轄的觀點，亦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統治與

管轄權從未及於臺灣這個事實，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對臺灣主權的主張。 

  第三個可能的論述則與「臺灣地位未定論」的邏輯推演有密切關聯。亦即由

於《開羅宣言》、《波茨坦宣言》並無法律上效力，而依據舊金山和約，可推而得

出臺灣地位未定，而這樣的未定，使得中華民國對臺灣的主權，僅係因長期和平

的事實占有，而產生時效取得的效果。準此，這樣的時效取得，必然在 1952 年

                                                 
250 這變質說，又可分為二種，一是主張 1949 年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原中華民國即已如同「中華

人民共和國」所宣稱的，「中華民國已結束其歷史地位」，但持「現狀臺獨說」的論者，認為遷至

臺灣的「中華民國」，已是實際上的「臺灣國」，與原來的「中華民國」無涉。二是主張，這樣的

切割，不能以 1949 年為判，必須等到 1991 年的修憲後，舊的「中華民國」才因為憲法的在民主

正當性的地域限縮作用，蛻變成為僅代表臺灣的國家，其名稱雖仍是「中華民國」，但實質內涵

與「臺灣國」無異，這部分的理論基礎，和李登輝總統所主張的「特殊國與國關係論」的理論相

去無多，可參考前章的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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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金山和約生效，亦即日本正式在法律上放棄對臺灣的主權後，方有可能，而中

華人民共和國係在 1949 年建政，如何可能繼承中華民國在 1952 年以後所取得的

臺灣主權？ 

  第四個可能的論述，則認為就算《開羅宣言》、《波茨坦宣言》有法律上效力，

根據《開羅宣言》與《波茨坦宣言》兩文件之執行，使得「中華民國」取得對臺

灣與澎湖之「領土主權」。而「中華民國政府」為《開羅宣言》之簽署者，當時

並未存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僅「中華民國」對臺灣擁有領土主權251。也

不能導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擁有領土主權。 

 

陸、對於中華民國（或臺灣）現狀上在國際法上的地位的主張 

 

對於中華民國（或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的主張，現狀臺獨說的主張和李

登輝總統主政後期（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論後）的看法，相去無多。主要係認

為中華民國（或臺灣）已具備國家成立的四要素；例如陳水扁總統曾於 2001 年

5月 30日在巴拿馬國會發表演說時表示：「中共政權成立於一九四九年，是在中

華民國一九一二年立國三十七年之後，而且中共政權之統治與管轄權從未及於臺

灣。中華民國具有一定界限的領土、有一個行有效管轄權的主權政府、有二千三

百多萬的人口，並有廿九個主權國家的承認，顯而易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

獨立的國家，依據國際法，我們理當擁有正常的國際地位，參與國際活動，為促

進人類福祉，共同奮鬥。252」 

惟要解釋中華民國（或臺灣）的主權獨立國家地位，也可採用傾向宣示說的

立場，認為中華民國（或臺灣）的主權獨立與否，並不依靠承認國的多寡而定。

此時，縱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遠多於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也

不影響中華民國（或臺灣）的主權獨立地位。 

 

柒、中華民國的質變 

                                                 
251 姜皇池，《國際法與臺灣－歷史考察與法律評估》（臺北：學林，2000 年），頁 12。 
252 陳總統水扁先生九十年言論選集（上）（行政院新聞局 輯印），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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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部分的理論基礎，主要係建構在李登輝前總統在執政後期所提出的「特

殊國與國關係論」以及其後關於第二共和等說法之上。 

就特殊國與國關係論本身而言，其在目的上是中性的，他只勾勒出兩岸各自

主權獨立的描述，但對這樣的主權獨立狀態的描述，究竟是「過渡的」還是「終

局的」，原則上並不處理，若是「過渡的」，則渡岸的彼端，是統？是獨？也不討

論。 

在兩岸各自主權獨立的描述部分，可以滿足「現狀臺獨說」在「現狀認知」

部分的理論需求。但其在目的上的中立性，卻使特殊國與國關係論，究竟不能為

把「現狀」與「臺獨」作出一個邏輯上的連結。 

而李登輝前總統嗣後復提出的「第二共和」說，則可相當程度的擔當這「邏

輯連結」的橋樑工作。其大意是，透過 1991 年以降的歷次修憲，中華民國（或

臺灣）不管在民主正當性基礎上以及主權（或治權）的效力領域上，都已發生了

實質的變動，這種實質的變動，除了維持了原「中華民國」的國號以外，可說根

本的變更了「中華民國」的內涵（包括人民、領土、政府與主權均已變動），使

「中華民國」蛻變成為一個「新的國家」。用保守的說法，即是「第二共和」。 

用黃昭元教授的意見，則這樣的「質變說」的內涵則更為清楚，黃教授認為：

在外部意涵的方面，在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與在統治大陸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從地理和空簡的意義上來說，是兩個不同的國家。而從內部意涵來看，「中

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時間或歷史意義上的兩個國家。並且，從憲

政變遷與憲法以降的法律規範層面來看領土、人民與政府的國家三要素，也可得

出「現在的『中華民國』與 1949 年前的『中華民國』，在『法律上』也不是同一

個國家。253」 

而「現狀臺獨說」從本節的第壹點到第柒點的逐步建構，而在邏輯上構成了

完整論述。 

 

捌、民族自決理論對「現狀臺獨說」的消極防禦功能 

 
                                                 
253 黃昭元，前揭文（同註 192），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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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邏輯上來說，倘若「臺灣」已是一主權獨立國家，人民自決何庸適用於臺

灣之個案？ 

姜皇池教授對之作了如下的回答：「『人民自決權』所表徵的法律意涵至少有

二：積極面言，臺灣人民有權利尋求外來援助，不僅是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是

軍事上之援助，即因有此權利，相對地，提供該等援助之國家，乃是在協助與援

助行使自決權利之人民，該等援助行為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消極面而論，其他

國際成員有義務尊重臺灣人民之自決權利，不能干涉臺灣人民之選擇，臺灣人民

應有權利要求於不受外在威脅之前提下，自由地決定其政治地位與政府形態。特

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堅持：臺灣為中國之一部分，臺灣人民若遲遲不與

祖國統一，則不排除訴諸武力來尋求統一之情況下，假如臺灣人民有自決權利，

則該等武力威脅(不論是付諸實踐亦或僅為持續威脅)或其他顛覆活動，皆將構成

對臺灣人民自決權之侵犯。
254」 

此外，姜教授並指出：「一則可確認臺灣人民對臺灣之政治前途應有最終之

決定權利；二則有助於釐清臺灣備受爭議之國家屬性與國際法地位。255」 

  雖然，姜教授用了「積極」與「消極」二個詞彙來形容人民自決的功能。但

大體上，這二項功能的重心，仍在於「維持現狀」的現狀保障，筆者暫將之綜合

為「消極的防禦功能」，以與「獨立建國說」對人民自決賦加「改變現狀」的主

動性有所區隔。 

  然而，要使「人民自決」對臺灣而言，擁有上開「法律上」的防衛功能，其

前提是：(一)人民自決確然已成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二)人民自決已是國際法

的基本原則，並且可以適用在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個案上。 

  雖然學界對以上的(一)、(二)二個前提仍有諸般爭議，「現狀臺獨說」論者，

有體上對這兩個前提，都是採肯定的見解。 

  在人民自決是否是國際法上的基本原則的部分，持肯定見解的理由略有256： 

  一、二次世界大戰後，《聯合國憲章》制定時，於蘇聯之強烈支持下，「人民

自決」乃置入《憲章》中，然僅將之稱之為「原則」而不以之為「權利」。 

                                                 
254 姜皇池，前揭書（同註 251），頁 132-133。 
255 姜皇池，前揭書（同註 251），頁 134。 
256 姜皇池，前揭書（同註 251），頁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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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聯合國大會之一系列決議，及國際間實踐，均在在肯定民族自決是一項

具體權利，國際法學界今日通說亦同此一觀點，所爭執者乃是「人民自決權」之

「權利主體」(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與「自決權之範圍」(the 

scope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三、人民自決權初期僅僅適用於「殖民地」與「非自治領土」，其後因非殖

民化運動之開展，而漸發展其適用範圍。 

  四、現今國際社會所強調之「民族自決權」轉而成為少數民族之保障，承認

於多種族國家內，少數民族之參政權、文化、語言或歷史傳統等等應受國際社會

所保護，已不將該類權利規範事務認為是全屬一主權國家之內國事務。 

  在人民自決若為國際法上的基本原則，該原則是否適用於中華民國（或臺灣）

個案的部分，持肯定見解的理由包括257： 

  一、雖然臺灣人民於聯合國體系下，從未被列為殖民地或相類似狀況下之人

民，然從國際實踐來觀察，人民自決權之「人民」不限於所謂殖民地或相類似情

況下之人民，因而臺灣人民並不當然排除適用該權利。 

  二、臺灣人民與中國大陸人民固皆為漢族，並不當然代表臺人民不能該當單

獨有別於「中國」的另一自決單位之人民。 

  三、由臺灣人民之特殊地理環境，過去所期同承受被壓迫之歷史，以及臺灣

人民長久以來所面臨「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武力與生存威脅，臺灣人民現今已發

展出其特有之認同，該認同加上臺灣與中國大陸全然不同之政治制度，與過去數

十年來臺灣中國個別存在於國際社會諸事實，吾人有理由相信，為適用「人民自

決權」之目的，臺灣人民得該當於該權利所謂之「人民」。 

  四、即便假設臺灣為中國之一部分，考量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則臺灣人

民仍有相當強烈法律理由，要求所謂分離性自決權，建立屬於臺灣人之獨立國家。 

                                                 
257 姜皇池，前揭書（同註 251），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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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邏輯上的歸納整理 

茲將「現狀臺獨說」，其主張的邏輯結構繪成下圖。 

圖 6-3「現狀臺獨說」主張的邏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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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來源：作者自繪 

第三節 「獨立建國說」的主張 

 

從邏輯上而言，地質學、人種學與歷史觀的三個面向上，「獨立建國說」與

「現狀臺獨說」的認知應無太大差異。 

在近代歷史與相關國際文件的解釋上，大致上「獨立建國說」似亦肯認「臺

灣地位未定說」的論述。這些相同或類似的論述，本節不作贅複，可參上節。 

惟對「臺灣地位未定」狀態的延續時間，「獨立建國說」與「現狀臺獨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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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若干不同之處。論者認為，由舊金山和約所確立的「臺灣地位未定」的狀態

並無使之結束的事實發生。這點和「現狀臺獨說」大致所肯認的狀態有若干差異。 

「現狀臺獨說」對臺灣地位未定狀態的「結束」，有二種可能的主張258：(一) 

是基於日本放棄臺灣主權後，臺灣形成無主地，而「中華民國」對該無主地構成

了先占；(二) 是基於時效取得的理論，認「中華民國」已取得對臺灣的主權。 

對於反對無主地先占的說法，茲歸納彭明敏教授的意見如下259： 

一、國際法上所謂的「先占」，是為了有利於殖民地之獲得確立的，完全無

視於「先占」對象的地域住民的存在。在強調「基本人權及人類尊嚴（聯合國憲

章前言）」的現代，如是無人島或人口稀少的地域勉強可以，若要適用於有眾多

人口的地方則有問題。一九五二年，舊金山和約生效，當時的臺灣的人口密度，

在加入聯合國的六十個國家中，僅次於丹麥和比利時，是第三高，人口總數則排

名第三十位。 

二、不管是「無主地」或是「先占」，都是以「國家的行為」為前提的。惟

在一九五二年舊金山和約生當時，「中華民國」是不是一個國家是有問題的，因

為他在領土、人民、統治主權上都受到了質疑與挑戰。 

三、舊金山和約雖規定日本放棄臺灣，但並無將臺灣做為無主地，而讓諸國

來競爭先占之意圖。 

對於反對時效取得的說法，茲歸納彭明敏教授的意見如下260： 

要產生取得時效（取得本來屬於他國的領土）的效果，必須滿足下面全部條件：

(一)占有、控制之領土非無主地，而必須是他國的領土；(二)占有、控制須持續

相當期間；(三)占有、控制不曾中斷；(四)占有、控制須和平且公然為之；(占五)

占有、控制須以主權者之權原為之。 

彭教授認為僅條件(一)(五)幾乎沒有問題而已。對於條件(二)，彭教授則認以

三十年取得時效計算，取得時效必須等到一九七五年，以五十年計，必須等到一

                                                 
258 所謂「可能」係指不同學者間，主張並不一致。 
259 彭明敏、黃昭堂合著，前揭書（同註 211），頁 199-202。 
260 彭明敏、黃昭堂合著，前揭書（同註 211），頁 20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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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五年261。 

在條件(三)的部分，彭教授則認為，基於以下這些事實，認為中華民國之占

有、控制臺灣受到國際上有效的挑戰。(1)從一九四七年起，就有臺灣人所組成

的組織，要求聯合國介入，並持續提出請願書；(2)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邦交

的若干國家，聲明「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領土」；(3)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

民國占有臺灣，也不惜以訴諸武力的方式在抗議。 

在條件(四)的部分，彭教授認為中華民國的占有、控制臺灣雖是「公然」的，

但基於以下事實，而認為其難說是「和平」的：(1)臺灣獨立運動的持續進行；(2)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公開反對，並企圖以武力奪取臺灣。 

彭教授認為由於條件(三)與(四)不具備，並不能認為中華民國時效取得領有

臺灣。彭教授也額外的舉出了二個反對時效取得的意見，(1)「大多數國際法學

不承認經由時效取得領土」；(2)即使將時效取得適用於臺灣，臺灣也不歸屬於中

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對臺灣的占領，不是中華民國的獨自行為，而是基於代表

同盟國的麥克阿瑟總司令之一般命令第一號，在同盟國的名義下所做的。即使有

「時效取得」的適用，臺灣也應屬於前同盟國。 

除了認為臺灣未定的狀態並未結束外，亦有論者認為從中華民國政府（國民

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切入，認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不具正當性，故「臺灣人是

無國家、無政府之民。262」 

首先，認為國民黨政權遷臺行使統治權並未取得臺灣人民的同意；其次，認

為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統治是以一種高壓極權的統治方式進行，臺灣人民是被壓

迫者、被剝削者263。基於這些統治狀態的認知，而作出國民黨政權不具統治正當

性的判斷。並從這否定正當性的判斷出發，連帶地不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 

而這未定的狀態，要到何時才能結束呢？陳隆志教授認為：「戰前臺灣人在

日本殖民統治下所有的日本國籍，在戰後被蔣介石的『中國國籍』所取代。這二

種國籍，都不是臺灣人的真正國籍，臺灣人真正的國籍應是未來的臺灣共和國國

                                                 
261 彭教授在寫此段文章時是一九七六年。現已是二○○四年，不論是三十年說，或五十年說，

條件(二)均已滿足。 
262 陳隆志，《臺灣的獨立與建國》（臺北，月旦，1993），頁 22。 
263 陳隆志教授認為：「蔣家亡國集團是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者，臺灣人民是被統治者、被壓迫

者、被剝削者。」參陳隆志，前揭書（同註 26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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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264」 

由此可推知，「獨占建國說」中的建國狀態，尚未實現，其尚只是一種對「未

來」的期待。然而這樣的期待，就有待「人民自決」的理念加以實現，亦即在程

序上，透過公民投票等足以表彰臺灣人民集體自決意思的程序，將「中華民國」

的國號與國憲廢除，另立新的國名（如：臺灣共和國）與新的憲法，這時獨立建

國的狀態才告完成。而從這裡也可看出「人民自決」的功能對「現狀臺獨說」和

「獨立建國說」的差別，對前者而言，人民自決的理論重點在於對「現狀」提供

消極的防禦保護，亦即要「變更現狀」需要透過人民自決的程序方得為之。而對

後者而言，人民自決的理論則是一個負有「積極創造」功能的工具，可以藉由這

個工具，使得臺灣獨立建國的理念得到終局的實現。 

茲將「獨立建國說」，其主張的邏輯結構繪成下圖。 

圖 6-4「獨立建國說」主張的邏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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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陳隆志，前揭書（同註 262），頁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