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第四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 

第一節 概說 

如果從「內容」來談及對中華民國（或臺灣）國際地位或兩岸間相互關係的

主張，可說是琳琅滿目，不勝枚舉，有的是對過去的兩岸關係、臺灣地位的看法，

有的是對現狀的認定，有的是對未來的期待。黃正端君即整理出許多種或同或

異，或大同或小異的不同主張，要細細論述每一種主張，是一個浩繁的工程，而

且也未必與本篇論文的主旨完全契合，茲僅依黃君的分類法將這些「主張」或「詞

彙」簡列如下表，惟並不深入介紹分析。另特別說明者，黃君的分類法，其周延

性、正確性未必為筆者所完全認同，但透過其分類，可以提供研究者獲得一個對

兩岸關係或臺灣地位的各種主張的梗概了解。 

 
表 4-1 對兩岸關係定位或臺灣地位的各種主張觀點 

類別 主張用詞 
大陸模式類 一國兩制。 
臺灣模式類 中華民國模式、臺灣發展模式、臺灣經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大陸臺灣化、民主統一。 
一國兩府類 兩德模式、一國兩治、一個中國兩個代表、一國兩體、一國兩

政、一國兩權、一國兩岸、一國兩實體。 
聯邦制類 聯邦共和制、中華聯邦、大中華聯邦、先聯邦與後聯邦、二元

合作聯邦政改制。 
經濟模式類 亞太經濟區、華人共同市場、共同發展經濟圈、大中華共同市

場、東亞經貿中心、歐洲共同體模式、亞洲華人市場、經濟大

中國、亞洲經濟共同體、兩岸經濟大循環。 
文化統一類 三民主義文化統一中國、大中華文化統一中國。 
奧運模式類 並行模式。 
一中一臺類 新加坡模式、臺海中立化、住民自決、臺灣分立、臺灣共和國、

一中一臺、兩國論、一邊一國論。 
圖表來源：作者整理自，黃正端著《臺海問題面面觀》119。 

 

  由於從個別主張的內容為分類，分別論述介紹易陷於繁複，筆者改以「主體

觀點」為分類標準，分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臺灣（中華民國）內部」

                                                 
119 黃正端，《臺灣問題面面觀》（北京：臺海出版社，2004 年），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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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來介紹，從不同主體的論述出發，其對中華民國（或臺灣）在國際法上地

位的判斷認知的邏輯過程以及導得的結論為何。而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的觀

點，則再區分為「中國統一傾向者」與「臺灣獨立傾向者」的二個次觀點，分別

闡述。 

  惟另要說明者，即使是這三種分類架構，實則各個分類架構本身，也未必是

處在一種「觀點統一」的狀態，筆者僅能儘可能檢選較具代表性的主張加以說明

分析。 

 

第二節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來說的「臺灣問題」 

  基本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角度來看，所謂的「中華民國（或臺灣）

的國際地位問題」，是屬於「內政層次」的「臺灣問題」，因此不管在官方的發言

上，或其重要的文件上，對類此問題，大多以習以「臺灣問題」指稱之。而其對

臺灣問題處理態度的核心，就是「一個中國」政策。關於一個中國政策，中華人

民共和國方面的詮釋為何？林文程教授作了一個歸納表如下： 

表 4-2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一個中國的各種說法 
立場來源 時間 對一個中國的看法 
鄧小平 1983.6.26 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

灣作為特別行政區，只是地方政府。 
唐樹備 1992.5.19 中國只有一個，首都在北京，臺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 
「臺灣問題與

中國的統一」 
1993.8.31 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

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汪道涵 1997.11.16 一個中國既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不是中華民

國，而是兩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繁榮富強民主文

明的新中國。（筆者按：此說法有「新三段論之

意味」） 
錢其琛 1998.1.26 世界一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

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可分割。 
汪道涵 1999.4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

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力，在一個中國的原

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

領土是不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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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前提下進行討論。 
中國國臺辦對

臺政策白皮書 
2000.2.21 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不可分割

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

合法政府。 

錢其琛 2001.9.10 
朱鎔基 2002.3 
江澤民 2002.11.8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與臺灣同屬於一個中

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新三段論)

圖表來源：2000.2.21以前資料係林文程教授整理120，之後資料為筆者新增 
 

1949 年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中國」之大部分領土，以新的國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繼承「中國」政府；中華民國雖然僅能實際控制臺、澎、

金、馬等小部分領土，但在當時，其作為一個國際法上「中國」之國際法人地位

並無改變，且為大部分西方國家所承認121。 

  1971 年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了中華民國在聯合國中代表「中國」的地

位，情況遂有一些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主權的主張漸為大多數國家所接受，

而其與他國建立外交關係，也都設立了一項前提要件，就是該國必須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臺灣為其不可分割的領土。例如在 1972.2.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利堅合眾國聯合公報》（《上海公報》）中，美國方面即聲

明：「美國認識到，在臺灣海峽兩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122。」在 1979.1.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利堅合眾國關於建立外交

關係的聯合公報》（《建交公報》）中亦表示:「美利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立場，

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23」惟在此要特別說明者，事實上在該

建交公報中，中文版的用詞是「承認」，但英文版的用詞卻是「acknowledge」，

                                                 
120 林文程，＜外在環境發展對臺灣國家定位之影響＞，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

定位》（臺北：學林，2000），頁 429。 
121 沈正彥，前揭文（同註 67），頁 20。 
122 新華網（造訪日期：2004.7.11）：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45.htm 英文
版文字為：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the either side of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參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1972 (Washington, D.C.: GPO, 1974), pp. 376-379. 
123 新華網（造訪日期：2004.7.11）：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63.htm 英文
版文字為：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參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77-1980 (Washington, D.C.: GPO, 1985), pp.1038-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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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認識」和「認知」之意，表達的是一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的「理解」，

並非「承認」。 

  除了上述二項外交文件，中共主要的官方文件或重要領導人對「臺灣問題」

的談話，大都表現了一種（舊）三段論的模式，亦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124。換言之，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央政府，而存在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只是地方政府，強調一

種具有主從性質的不對等關係十分明顯。除了以上的官方論述以外，1982 年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亦載有：「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領土的一部

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在該

憲法序言中，較諸前述的（舊）三段論，更是把抽象意涵較重的「中國」直接以

具體指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之，因此等於是直接主張臺灣是隸屬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 

  這樣的（舊）三段論基本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理論基礎主要係建立在許多

方面的，而在論述的基本態度上，中共對於兩岸的統一問題是就其立場秉持著情

（民族大義、歷史血緣）與理（領土主權、國際法理）兩方面來進行論述的建構。

一方面藉由強調兩岸間血濃於水的民族之情，希望兩岸統一以榮耀中華民族，另

一方面則堅持臺灣屬於中國領土的主權觀點而寸土必爭125。 

唯額外說明者，這樣的（舊）三段論，近來已有變化，前中共副總理錢其琛

於 2001.9.10 在「21 世紀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場合上，向國際社會宣示，「世

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陸與臺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

割」的新三段論立場126。之後，前中共總理朱鎔基在 2002 年 3月政府工作報告

                                                 
124 例如：197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臺灣自古就是中國不可

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普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

府。」參國家建設文教基金會臺海兩岸關係研究中心編，《臺海兩岸關係實錄》（1979~1997上冊），
頁 2-4。1993 年＜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

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臺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index.asp，造訪日期：2004.7.11）；1995 年＜江八點＞：「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人民日報，1995.1.31）；2000 年 2月國臺辦＜一個中國的原則與兩岸

問題白皮書＞：「臺灣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臺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index.asp，造訪日期：2004.7.11）。 
125 唐振軒，＜中共對臺統一論述之建構──文化霸權、後殖民主義與知識領導權＞，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39。 
126 中國時報，2001.9.11。此新三段論的核心主張「大陸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陳長文教授於擔

任海基會首任秘書長往訪北京時即曾向中國大陸當局提出，陳教授當時表示：「唐（樹備）講，

中國是一個的，沒有問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樣，因為一個中國，必須是台灣和大陸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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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而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亦於 2002.11.8 在中共第十六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中做同樣的正式宣告127。 

茲將舊、新三段論的邏輯推理繪如以下的二圖，以便對比。 

圖 4-1：舊三段論的邏輯推理、效果與結論 

舊三段論

世界上只有一個
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唯一合法

的代表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ROC）＝
ROC的一部分＝
PRC的地方政府

邏輯推理 邏輯效果 邏輯結論

中華民國
（台灣）
從屬於中
華人民共
和國

兩者為
隸屬關係

圖表來源：作者自繪 
 

                                                                                                                                            
加在一起，那我們才有一個中國，所以我是你的一部分，你也是我的一部分，兩個中國加去才是

一個完整的中國。」（聯合報 1991.05.02）不久後，中國大陸國務院台辦主任王兆國即當面向陳

長文先生表示：「台灣與大陸都是中國領土的一部分」，取代了早先的「台灣是中國不可分割的領

土一部分」的說法（聯合報 1991.05.05）。 
127 聯合報，200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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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新三段論的邏輯推理、效果與結論 

新三段論

世界上只有一個
中國

大陸與台灣同屬
於一個中國

中國的主權和領
土完整不容分割

邏輯推理 邏輯效果

同屬一個中國

大陸
（PRC）

台灣
（ROC）

中華民國
（台灣）
不從屬於
中華人民
共和國

兩者為
平行關係

中國在兩岸架構下成為未來的概
念，即台灣＋大陸後的集體名詞

現今尚未具體存在

邏輯結論

 
圖表來源：作者自繪 

惟這樣的新三段論，目前中共方面似乎並未進一步充實其理論內容，故本文

以下的分析仍以舊三段論為其論旨核心，進行整理。 

第三節 地質學與歷史學的觀點 

  首先，在地質學上的主張。大陸方面有學者謂：在古生代（約五．七億年前

至二．三億年前）和中生代（約二．三億年前至六千七百萬年前），臺灣海峽是

華夏古陸的一部分，易言之，中國大陸與臺灣是相連的128。 

  在人類學與考古學上的主張：1971 年在臺南縣發現的左鎮人化石，與北京

周口店的山頂洞人同屬三萬年前古人類；臺灣陸續出土的石器、骨器和陶器，其

形狀與制作方法，與大陸各地的舊石器遺物相似。而高雄縣園林鄉鳳鼻頭出土的

彩陶和黑陶，經鑒，確認是從中國大陸東南沿海傳出的；復旦大學抽取中國古代

遺骨和現代居居以及臺灣高山族人的 DNA，經比對發現，兩地具有超過 50%高

比例的M119C。臺灣高山族中的布農族的比例達 80%，阿美族達 100%。M119C

                                                 
128 黃正端，前揭書（同註 119），頁 1。 



 44

是百越族所獨有的，在世界的其他人群中都沒有發現過。據以推斷臺灣高山族是

上海地區百越族的後裔129。 

  在政治歷史上的主張：戰國初期最早的史書－《尚書．禹貢篇》即有關於「島

夷」（臺灣）的記載；《三國志．吳志．孫權傳》中亦記載，孫權在公元 230 年時，

曾派遣衛溫、諸葛直率軍一萬來到臺灣。爾後的隋、唐、宋、元各朝，均有關於

臺灣之記載，1360 年，元朝於澎湖設立巡檢司，此為最早的正式管轄；1662 年

（清康熙元年），鄭成功在臺灣設「承天府」，為具有中國官方性質的政權首次對

臺灣的統治。清康熙二十三年（1684 年）四月，清朝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隸

屬福建省之下；從西元 1684 年臺灣併入清朝版圖開始至 1895 年馬關條約臺灣割

讓給日本，清朝共統治臺灣 211 年130。 

  以上主張的重心在於透過強調臺灣在歷史上與中國的關聯，藉以說明臺灣的

歷史與中華民族實為一體，一脈相承，無可分割，臺灣同胞與大陸同胞，同為中

華炎黃的嫡裔131。並在臺灣地位的問題上，導出「臺灣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

的結論。 

 

第四節 根據近代歷史事件與國際文件的主張 

  其次，從近代歷史事實認知與相關條約觀察，中國大陸方面的主張，為方便

對照瞭解，茲將之歸納為下表： 

 
表 4-3：從近代歷史事實認知與相關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地位的主張 

年代 事件／文件 推得主張 
1662 年 鄭成功佔領臺灣，設「承天府」。至 1683

清朝攻克臺灣，鄭氏一族行使對臺管轄權

計 21 年。 

鄭成功自視為明朝政府

（中國）的延續，則代表

中國取得對臺灣的主權。

1684 清朝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至 1895 年甲午

戰敗，計行使對臺管轄權計 211 年 
即不以鄭成功時期起

算，中國此時期亦取得對

臺灣的主權。 

                                                 
129 ＜華夏兩岸溯古源＞，統一論壇 (2001 年 10月 11日)，中國臺灣網站（造訪日期 2004.7.11）: 
http://www1.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255/A4130083.html  
130 黃正端，前揭書（同註 119），頁 2-14。 
131 酆邰，《臺灣法律地位問題的研究》（臺北：黎明文化，1985 年 4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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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割讓日本。 (1)中國失去對臺主權？ 1895 年 
(2)另一種主張：戰敗的清政府被迫簽訂了《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

給日本。這種武力征服，條約割讓領土的方法，根據 1969 年的《維

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52條：「違反《聯合國憲章》所載的國際法原則，

通過使用武力或武力威脅而締結的條約是無效的。」因此，從這一規

定上講，日本割占臺灣，應屬無效佔領132。 
1937 年 中國對日本宣戰。在《中國對日宣戰佈告》

中明確昭告中外：所有一切條約、協定、

合同有涉及中日關係者，一律廢止。《馬關

條約》自屬廢止之列。這一佈告並鄭重宣

佈：中國將「收復臺灣、澎湖、東北四省

土地」133。 

馬關條約失效，中國恢復

對臺灣的主權。 

1943 年 
12.1 

中、美、英三國簽署的《開羅宣言》(Cairo 
Conference)指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
本自１９１４年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

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領之一切島嶼，在使

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土地，例如滿洲、臺

灣、澎湖列島等，歸還中國。134」 

《開羅宣言》為有法律效

力的國際公約。中國取得

對臺灣主權。 

1945 年

7.26 
中、美、英三國簽署（後蘇聯於同年 8月
8日聲明參加）的《波茨坦公告》(Potsdam 
Conference)重申：「開羅宣言之條件必將實

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北海道、

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
135。 

《波茨坦公告》為有法律

效力的國際公約。再度確

認《開羅宣言》，中國取

得對臺灣主權的約定。 

1945 年 
9.2 

日本國代表在東京灣內的美國軍艦上，在

《日本投降書》(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上簽字，約定：「誠實履行波茨

坦公告的條款。」 

(1)該投降書為有法律效

力的國際條約。 
(2)另，縱《開羅宣言》、《波

茨坦公告》並無法律效

力，依本投降書間接受波

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

表示要履行開羅宣言，則

等同該有法律效力的投

                                                 
132 參統一論壇(2002.3.5)＜從國際法角度看臺灣的政治地位＞，（造訪日期：2004.7.27）網址：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4409458/A4452224.html 
133 ＜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 
134 ＜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另參耶魯大學法律與歷史文件網站（造訪日期：2004.7.11）：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wwii/cairo.htm  
135 黃正端，前揭書（同註 119），頁 175。另參耶魯大學法律與歷史文件網站（造訪日期：

2004.7.11）：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decade/decade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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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文書已將臺灣主權歸

還中國。 
1945 年 
10.25 

同盟國中國戰區臺灣地區受降儀式於臺北

舉行，受降主官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

日起，臺灣及澎湖列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

圖，所有一切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

中國主權之下。 

臺灣、澎湖在事實上重歸

於中國主權管轄之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國民黨政府退守臺

灣。 
(1)上述事件已證立臺灣

的主權屬於中國。 

1949 年 
10.1 

(2)中國的「中央政府」對臺灣就擁有完全的主權。 

(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雖未取得對臺灣的事實佔領，但其並不依佔領

取得對臺灣的主權，而是基於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已結束了其歷

史地位，已無權代表中國行使國家主權，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

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並依「政府繼承136」而取得對臺灣的主權137。 

1950 年 
6.27 

杜魯門聲明 
臺灣「未來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

安全的恢復，對日和約的簽定或經由聯合

國的考慮。」 
此為「臺灣地位未定論」的較正式源始138。

對於該聲明，中華人民共

和國方面並無官方回

應，但中華民國外交部長

葉公超則認為：美國元首

的片面聲明，不因此使臺

灣確屬中國的主張因此

動搖139。 
1951 年 舊金山和約第二條 b項： 舊金山和約由於沒有中

                                                 
136 其主張政府繼承（共產黨政府繼承國民黨政府）而不是國家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

民國）。政府繼承指前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利義務轉移給新政府的法律行為。政府繼承與國家繼

承是顯然不同的。第一，發生的原因不同。後者是由於國際人格的消滅或國家領土變更引起，前

者是由於社會革命或武裝政變發生的。第二，主體不同。後者是兩個不同的國際法主體之間的關

係。前者是有同一國際法主體存在的情況下新政府取代舊政府。第三，客體不同。後者的客體是

國家在國際法上的權利和義務。前者的客體是政府代表國家的資格和由此而產生的權利和義務。

參統一論壇(2002.3.5)＜從國際法角度看臺灣的政治地位＞，網址：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4409458/A4452224.html 
137 2000 年 2月國臺辦＜一個中國的原則與兩岸問題白皮書＞：「一九四九年十月一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立，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

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從此結束了它的歷史地位」、「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臺灣以來，雖然其政權

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稱，但它早已完全無權代表中國行使國家主權，

實際上始終只是中國領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臺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index.asp，造訪日期：2004.7.11）。 
138 杜魯門對臺灣地位未定的觀點，源自 1947 年 3月份美國駐臺北總領事館的建議。 
139 當時中華民國外交部長葉公超針對杜魯門聲明，發表正式聲明表示：「美國政府在其備忘錄中

（指杜魯門聲明），向中國所為之上項提議，當不影響開羅會議關於臺灣未來地位之決定，亦不

影響中國對臺灣之主權。」中央日報（臺北），1950.6.28。 
140 此為臺獨論者主張「臺灣地位未定論」的最重要文件，甚至基於該「未定論」輔以一定的說

法，導成「臺灣為主權獨立的國家」的「確定論」，惟中間的邏輯分析，留待後文討論臺獨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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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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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華人民共和國參加準

備、擬制和簽訂，是非法

的、無效的，因此絕對不

能承認141。 
1952 年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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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舊金山和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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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與要求。」 

認該和約亦為非法的。 
1952.5.5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長周來恩發表聲

明：「…對於公開侮辱並
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日

本首相）、蔣介石『和

約』，是堅決反對的。這

些非法條約的宣布和訂

立，…142」 
1971 年

~今 
一九七一年十月，第二十六屆聯合國大會

通過２７５８號決議，排除了蔣介石政權

的代表，恢復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聯

合國的席位143。目前，計有一百六十多個

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了外交關係，

它們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且承諾在一

個中國的框架內處理與臺灣的關係144。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

代表中國之合法政權，已

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

 

                                                                                                                                            
對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的主張時再予詳述。參陳荔彤，《臺灣主體論》（臺北：元照，

2002），頁 167-195。 
141 1951.9.1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來聲明。轉引自黃正端，前揭書（同註 119），頁
138-140。 
142 黃正端，ibid，頁 147-151。 
143 石之瑜，《兩岸關係概論》（臺北：揚智，1998），頁 362。附錄－聯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

議案原文。 
144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兩岸問題白皮書＞，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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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邏輯上的歸納整理 

  茲將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對中華民國（或臺灣）國際地位問題的詮釋方

式與邏輯分析，歸納為下圖，以便作整理性的瞭解。 

圖 4-3：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主張權利的邏輯構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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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來源：作者自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