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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不同主張所依據的國際法論理間的辯證 

 

本章試圖用辯證的方式，來突顯一些問題的邏輯爭點。而這裡所謂的辯證的

方式，指的是，對特定論點，做出一場立場上的反對假定，然後以這個虛擬的反

對立場，對該特定論點進行反對的論述與邏輯推理。 

  然而，要進行這樣的「辯證」必須先樹立一個特定論述作為對立辯證的標準，

為了方便「辯證」起見，筆者選定「現狀臺獨說」265為主要的思維與辯證對象，

來試著虛擬一個反對方的立場，並從這樣的立場出發，針對現狀臺獨說各階段的

論據，提出對立的解釋、判斷。但要先說明的是，這些「反對立場」只是一種「假

定」，先假設出一個反對的立場，再從邏輯上去提出反對的立論。因此並不必然

代表筆者的立場，或最多只能說，筆者所採用的「推論邏輯」代表筆者的意見。 

 

第一節 地質學、人種學與政治歷史見解的辯證 

  理論上，地質學上，臺灣與中國大陸的土地連結究竟是陸沈說還是隆起說所

指陳的情況，應是一個「事實」問題，可以透過「科學」來加以證明。人種學上

也是同樣的道理。惟由於待證事實年代過於久遠，因此科學證據上的不夠充分，

故容易形成各說各話的「解釋判斷」，而令人無所適從。 

  然而大體上，筆者較傾向「現狀獨立說」論者的觀點，亦即這些地質學與人

種學的主張，或許有其「政治上」的宣傳意義（想要說明臺灣與中國的「關聯」

或「無關聯」），但在「法律上」，這些關聯或無關聯，很難作為中華民國（或臺

灣）在國際法上地位的一種論述的依據。 

  至於在政治歷史的解釋上，「現狀臺獨說」的重心在於否定臺灣是中國的固

有領土的說法。這主要涉及到對什麼是「固有領土」的定義。彭明敏教授對「固

有」領土的定義，論釋上大致周延。而依彭教授對固有領土的定義，來宣稱臺灣

                                                 
265 為什麼選定「現狀臺獨說」，筆者的理由有：一、在某種程度上，該說也是一種「辯證」的產

物，該說中有許多的論述，其形成，基本上是建立針對「統一傾向者」的論述結構的一種駁論；

二、但另一方面，該說也提出了自己的獨立論證，使得該說既有其獨立論證的色彩，又帶有駁論

的色彩，從筆者所蒐集到的資料中，該說是在論述結構上，最「完整」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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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中國的固有領土，似也合理。稍可在邏輯上爭執者有二： 

  一、荷蘭與西班牙對臺灣的局部占領，是否可解釋為一種「先占」？ 

  二、鄭成功對臺灣的占領是否構成對臺灣的先占（鄭氏對臺灣的有效管轄範

圍大過荷蘭與西班牙的範圍）？ 

  三、鄭氏是以明朝（中國）的官吏自居266，代表明朝對臺灣行占領的行為，

其對臺灣的占領，是否可解釋為等同於明朝對臺灣的占領？  

  以上的是以「問句」方式提出，筆者並不依個人價值判斷作出「解答」，想

要突顯的重點在於，對名詞的解釋，是一種藝術而非科學。因此，對固有領土、

先占等名詞的不同的主觀價值判斷與解釋，自然會影響到對於「臺灣是不是中國

固有領土」的立場採擇。 

  此外，彭教授也不否認，不論臺灣是不是中國的固有領土，但清朝用武力征

服的方式擊敗鄭氏政權而將臺灣納入其版圖，這樣的行為基本上是合於國際法

的，亦即，臺灣在 1863 年被清朝征服後，的確構成清朝（中國）領土的一部分。

彭教授所反對者，是清朝於 1895 年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清朝（中

國）對臺灣即不再有主張的權利。 

  對這個論述的辯證，與嗣後對臺灣地位未定論論述的辯證有關，留待下文分

析。 

 

第二節 對臺灣地位未定論的辯證 

 

壹、依據馬關條約，日本將臺灣併入版圖的合法性 

 

  這一點雖然有論者認為這是日本以武力征服的結果，在國際法上應不承認其

合法性。然而，禁止使用武力原則係國際法晚近透過聯合國憲章及其制度運作的

                                                 
266 鄭成功對臺灣的占領，較諸荷蘭、西班牙更進一步（統轄領域的完整性更高）鄭成功以明朝

的正朔自居，並無主觀成為獨立國家的意思，並經明朝官方（南明）的承認，是否可視為明朝政

權在臺灣的一種延續，並將其對臺灣的「先占」，解做臺灣已納入明朝的領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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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 1895 年當時，國際間並無這樣的國際法約束，而實際上，透過武力所

取得的領土在當時也是一個國際上的常態。因此，這樣的駁論，似不足採。 

 

貳、《對日宣戰佈告》廢止日華一切條約無法律效力的辯證 

 

  1941 年 12 月 9 日，中華民國政府發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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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由此可推斷馬關條約亦遭廢止，而使臺灣重歸中國版圖？ 

現狀臺獨說論者認為，這樣的佈告，由於是中華民國單方片面的宣示，並未

得到日本的同意，因此是沒有法律效力的宣示。 

  以上的「片面無效說」大體上可以接受，但若從邏輯上試做駁論，則駁論的

重心似不在於認為「片面宣示有效」，而在於檢討，該「佈告」真的是一種「片

面宣示」嗎？ 

  從「佈告」本身以觀，似乎的確是「片面」的。然後這樣的片面性，似乎可

以因為 1952 年 4 月 28 日，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的日華和平條約第四

條：「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年即公曆一千九百四十一年十二月

九日以前所締結的一切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267」而變成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二個當事國的合意，而非中華民國單方面的片面宣示。而馬關

條約是「中國」在 1895 年簽訂的，自也在該約所稱的「歸於無效」之列。而日

本佔據臺灣之法理基礎，乃自馬關條約而來。捨此以外，並無其他根據268。 

  因此，邏輯上，馬關條約歸於無效後，臺灣依該條即非無回歸中國版圖269的

                                                 
267 陳隆志、許慶雄、李明峻編，前揭書（同註 224），頁 647。 
268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論叢》（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年），頁 57。徐教授並指
出：「日方亦不諱言，例如在 1960年 6 月 7 日大阪地方裁判廳 Chang Fukue v. Chang Chin Min

一案中稱：『當一九五二年中日和約生效在法律上移轉主權時，中華民國就在臺灣建立了永久主

權。』」 
269 附帶說明者，中華民國元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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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彭明敏、黃昭堂合著，前揭書（同註 211），頁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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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空間。 

 

參、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無法律效力說的辯證 

  「現狀臺獨說」對開羅宣言無法律效力說的辯證相當繁複，其理由茲不贅複，

僅提出幾個相對的辯證說法，以為對照： 

  一、關於《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的片面性（未得日本國的同意）。 

和上述《中華民國對日宣戰佈告》的分析類似，不能僅以《開羅宣言》或《菠

茨坦宣言》本身為斷，而必須整合《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以及其後的《日

本投降文書》三份文件合併觀之。《開羅宣言》的效力為《菠茨坦宣言》所再次

確認，而日本天皇於美國在廣島投下二顆原子彈後，在一九四五年八月十二日下

午六時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270。並於一九四五年九月二日，在美國的米蘇里

艦上委派代表向同盟國代表簽定《日本投降文書》其第一條即明言遵奉日本天

皇、日本政府的命令，接受《菠茨坦宣言》。結合這三項文件，已足使《開羅宣

言》和《菠茨坦宣言》的片面性變為當事國間的合意。 

  二、關於《開羅宣言》並非以法律文件格式簽署，其「會議」內容並不明確。 

一則，現狀臺獨說論者亦不否認，是否以法律文件格式簽署，並不絕對影響協約

的效力。故這一點似非絕對的判斷標準。再則，開羅會議中許多協商內容或許不

明確，而可疑其法律拘束力之有無。但「開羅宣言」卻是相對明確的，尤其是對

於將臺灣歸還中國的「明白結論」，從文字上都斷難認其「不明確」。因此，似難

以開羅會議五日中的龐雜內容難謂有法律拘束力，而謂會後三國元首所做出的

「確定宣言」並無法律拘束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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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從當事國（美國與英國）部分官員的事後說法，

認為《開羅宣言》與《菠茨坦宣言》僅有宣示意義，而無法律拘束力。 

從反對意見的角度析之，這種「推論」也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法治斌教

授嘗言：「這麼多的法律，你怎麼知道哪一些有法律效力，哪一些只是政治的宣

                                                 
270 丘宏達，＜臺澎歸還中華民國之來龍去脈＞，聯合報，199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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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271」此語即點出了所謂「只有宣示性」先天的主觀侷限。 

基本上，現狀臺獨說的論者似亦不否認，就當時的中華民國的態度來說應是

認為《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有拘束力，而英國與美國的態度如何，隨著國

際情勢的變化，對開羅會議的「事後解釋」，以論者所引據的資料以觀，是有一

些反覆的矛盾說法，但實難全然排除其各當事國從「事後利益」出發而為之選擇

性解釋的可能性存在。換言之，「當時主觀如何」的可證明性，似乎是一大疑問。 

此外，排除美國、英國官員諸多相互有間的說法外，以美國而言，《開羅宣

言》與《波茨坦宣言》均刊登在一九六九年美國國務院編纂而由美國政府印刷局

印發的《一七七六年至一九四九年美利堅合眾國條約與其他協定》第三卷．（多

邊條約與協定)中272。由這樣動作來觀察，亦非無解釋美國實際上是將《開羅宣

言》與《菠茨坦宣言》解做為有法律效力，可以拘束美國的國際條約的解釋空間。 

四、簽署在後的《舊金山和約》具有對《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的代位

性。 

  若從反對說的角度來看，則有三點疑慮：(一)代位性確然存在？(二)這樣的

代位性，前提是意味著《舊金山合約》對臺灣的主權歸屬，與《開羅宣言》、《菠

茨坦宣言》及《日本投降文書》三個連續文件所做出的歸屬決定，中間有牴觸關

係，惟《舊金山和約》事實上確然僅規定，日本放棄對臺灣的主權，而未說明臺

灣主權被日本放棄後歸屬於何方，但也未明言排除該三項連續文件所做出的歸屬

決定。在解釋上非無由《舊金山和約》規定日本對臺灣主權的放棄，而透過三項

連續文件得到由中國（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繼受臺灣主權的解釋可能

性；(三)《舊金山和約》，最主要的爭端當事國，中國（不論是中華民國或中華

人民共和國，或雙方）均未簽署，則是約就算有否定《開羅宣言》等三項連續文

件的意圖，似亦難解釋對未簽署該約的中國，該約有拘束力。 

 

肆、對《日本投降文書》效力認知的辯證 

  「臺灣地位未定論」對《日本投降文書》的效力，是採切割式的方式來看待

                                                 
271 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臺灣國家定位》（臺北：學林，2000）頁 111。 
272 丘宏達，＜臺澎歸還中華民國之來龍去脈＞，聯合報，199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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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亦即並不將之與《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結合起來作合併的觀察，而是

單獨的審就《日本投降文書》的內容，而得到：該投降文書僅賦予盟軍（非中華

民國）軍事佔領臺灣的權力，而非將臺灣主權移交予中國。 

  因此，若從反對說的觀點試為切入，則質論的重點即在：何以不將《日本投

降文書》與《開羅宣言》、《菠茨坦宣言》作合併的觀察？亦即從該文書第一條明

文承諾接受《菠茨坦宣言》的條款，而推得依《開羅宣言》將臺灣主權移交（或

歸還）中國的定論？這樣的合併解釋，在邏輯上似也非無可能。 

 

伍、以《舊金山和約》為基礎的臺灣地位未定論的辯證 

  茲亦以反對說的角度出分，分點試作相對的論述。 

  一、美國總統杜魯門所提出的臺灣地位未定位論的說法與主張。 

  從反對說的立場來看，那似乎只能說是美國總統片面的政策聲明，這樣的政

策聲明實難謂對中國、日本或其他戰勝國有拘束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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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此外，1952 年 4月 28日，日本政府與中

華民國政府簽訂的「日華和約」第二條亦有類似規定。從「放棄」卻沒說「放棄

後給誰」的邏輯，認知推斷「臺灣地位未定」。 

  從反對說的立場來看，則可質論之處有： 

  (一)該約不規定放棄後給誰，從邏輯可能性上來說，有幾種可能：1.誠如「臺

灣地位未定論」論者所主張的，就是要導出臺灣地位未定的結果；2.該約根本認

為從《開羅宣言》以降的三項文件，臺灣地位已臻明確，無庸再為規範，或者因

中國代表並未參與和會，使該約無立場為臺灣主權誰屬的規定；3.該約只是單純

地不打算處理「臺灣的嗣後地位如何」，而非意圖創設一種臺灣「地位未定」的

「地位狀態」等等。換言之，《舊金山和約》中有關「放棄」的規定，其所提供

的文意基礎，要將之等同於「臺灣地位未定」，恐未必充分。 

  (二)若《舊金山和約》真有確定「臺灣地位未定」的意圖，則理應將此一重

                                                 
273 陳隆志、許慶雄、李明峻編，前揭書（同註 224），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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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決定」予以明文化274，但在《舊金山和約》中卻找不到這樣一個明文的條

款，用以指陳「臺灣地位未定」。 

  (三)從當時的歷史環境以觀，就算「臺灣地位未定論」成立，「有限未定」

的可能性，恐怕是大於「無限未定」的可能性。詳言之，當時的國際社會似乎並

不質疑臺灣歸屬「中國」此一主張，所不確定者，恐僅是臺灣該歸屬於「那一個

中國」（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即係一種「有限的未定」。因此，未

定的狀態僅存於臺灣屬「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上的未定，而未必意

謂臺灣得以在當時的狀態可自決獨立、或歸屬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無限未定」

的可能性存在。 

  (四)並且，前已論及，《舊金山和約》，不論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未

簽署，對中國的拘束力若何，似非無疑。縱將《日華和約》亦解作可成為「臺灣

地位未定論」的法律基礎，則以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張亦非無疑。 

  (五)徐光熙教授認為：「『臺澎領土主權恢復』，固係屬『戰爭勝利收回』的

一種，而因日本的『放棄』、中國『進佔』而予以完成。事實上，臺澎由中華民

國政府直接收回，直接與日本談判，訂立和約，而日本確實已將臺澎『放棄』

(abandonment or dereliction)。中國依法恢復臺澎的主權，與第三國不發生任

何關係，第三國無權過問，亦不容過問。中日兩國對於臺澎現狀並無主權的糾紛

或爭執，時歷二十五、六年之久
275，從無異議。276」 

(六)徐教授復指出:「勞特派特的奧本海國際法第二卷七版曰:『除非締約國

另有規定，和約的效力是使締結和約時的情況繼續』．．．『如（和約）對被征服

的領土未加規定，占有者得繼續保有並可予以合併』，此即國際法上之保持佔有

主義，亦即停戰時存在於交戰國間之狀態，業經雙方以停止敵對之方式而予以默

認，故應予以保持，並構成雙方未來關係的基礎。其目的在補和約之不足，以現

實狀態為基礎、來確定雙方的法律關係。例如:1912 年土意戰爭後，土耳其割讓

特里波利(Tripoli)與色內易加(Cyrenaica)，並未在和約中明文規定，而由土耳其

                                                 
274 黃異，＜「兩國」乎？＞，收錄於《國際法論集－丘宏達教授六秩晉五華誕祝壽論文集》（臺

北：三民，2001 年），頁 610。黃教授並指出：「解釋條約固然可以斟酌條約形成過程中之各種準
備資料及協商紀錄，但是僅從分歧意見中找出一種（筆者按：指「臺灣地位未定論的見解」）給

予較高評價而視之為會議共識則難具說服力。」 
275 若計算至今日，則將近六十年。 
276 徐熙光，前揭書（同註 268），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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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面宣告放棄，再由意大利宣告合併。國際法學者認為此種行為構成一種隱藏

的割讓(concealed cession)，中國之光復故土，如臺澎等亦與此相類似，國際法學

家從不曾懷疑這種轉移領土方式的合法性。277」 

 

第三節 「中華民國」對臺灣實施佔領的法律狀態 

  「現狀臺灣說」的論者傾向認為，依據《日本投降文書》一九四五年日本是

向全體同盟國投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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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將臺灣主權授與中國（或中華民國）。 

  而基於這樣的「軍事占領說」，其對「中華民國」取得臺灣主權，仍在結果

上予以肯認，但主要是基於時效取得的原則。 

  這部分從反對的立場來說，則可有幾點主張： 

  一、根本不承認此論點的前提，亦即「軍事占領說」是成立的。因為依據《開

羅宣言》、《菠茨坦宣言》及《日本投降文書》三個連續文件以及日本天皇公開對

《菠茨坦宣言》的無條件接受宣示，這些文件與事件的整體效果，即已賦以「中

華民國」以主權者的身分對臺灣為主權的占有。 

  二、退一步言，就算軍事占領說在當時成立，依《日華和平條約》第四條的

「廢約條款」，《馬關條約》遭廢，臺灣主權亦已回歸中國，而無庸以時效主張臺

灣主權的取得。 

  三、再退一步言，就算臺灣地未在當時構成了未定狀態，而《日華和平條約》

亦未解決此一未定狀態。則自日本依《舊金山和約》放棄臺灣主權後，臺灣已形

成一個國際法上的無主地，在沒有其他「國家」宣稱其主權，則「中華民國」對

之的占有，即構成無主地的先占。 

  四、再退一步言，就算不構成先占，而訴以時效占有，則期間多長方可謂之

時效取得？此亦非無可爭執之處。 

                                                 
277 徐熙光，前揭書（同註 268），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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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中華民國」變質說的辯證 

對此，「現狀臺獨說」論者主要是依據 1991 年以降的歷次修憲，進行實質內

容的觀察，透過對其觀察而得的「解釋」，認為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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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從反對說的角度，可質論的重點有： 

一、丘宏達教授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之領土，依其

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不得變更之』。現在相關的憲法條文並沒有經

過更動，國民大會也沒有相關的決議，怎麼會把中華民國的領土自動放棄，承認

那是另外一個國家的領土？．．．民國八十九年四月廿日，最高法院的判例即已

確定，把中國大陸視為中華民國管轄以外的地區，是違法的。該判例說，『大陸

地區猶屬我國領域，並未對其放棄主權。』278」換言之，若修憲者確有創造新國

家的意圖，何不在透過修憲後的「憲法」條文中予以明示，一旦缺乏這種「直接

明示」，所有的推演，都很可能是淪於各說各話的「間接解釋」。況且，中華民國

憲法對領土變更的係以憲法規定限制。即由憲法規定須經修憲（或制憲）機關以

特定程序，始得為領土變更之決議279，非能以法律規定的方式為變更。但即便「中

華民國」自 1991 年以降歷經了六次修憲，但均未透過修憲程序，在憲法條文中

對領土為變更。 

二、即從增修條文本身的憲法文字以觀，蘇永欽教授亦認為：「民國八十年

終止動員戡亂才正式廢棄，同時訂定的『增修條文』，在其引言中以『為因應國

家統一前之需要』一句話，間接宣示了統治權在『法律上』的收縮。．．．統治

權固然因民主原則的約制而發生變化，依附於國家的『主權』問題，卻未必當然

隨之生變。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的臺灣，並未另起爐灶建立新國家，因此中華民國

的主權及於大陸，仍是憲法的『應然』規範。主權和治權分離，才有『統一』的

                                                 
278 丘宏達，＜簡稱中共「中國」 違憲＞聯合報，2004.9.26。 
279 陳陽德、衛芷言，《中華民國憲法動態新論》（臺北：五南，2001 年）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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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範，也才有『自由地區』和『大陸地區』的二分法，請問如果中華民國主權

不及於大陸，為什麼中華民國憲法還要規定『大陸地區』，這個已經完整的主權

體，又有什麼『統一前之需要』？280」由此推知，從憲法增修條文引言中，非無

解釋空間可資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所及的領土範圍並未更動。 

  三、此種變質說，主要理論基礎係依附於李登輝總統對兩岸關係所提出「特

殊國與國關係論」，然而此一「特殊國與國關係」只是一種對兩岸關係的政治詮

釋可能之一。蘇永欽教授則對此一所謂的「特殊國與國關係論」有不同的見解：

「那麼兩岸到底算是什麼關係？大法官從來沒有肯定或否定『國與國』的定性，

但在七年前的第三二九號解釋理由書中曾特別指出：『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間訂

定之協議』，『非本解釋所稱之國際書面協定』，和一九七三年首創『特殊國與國

關係』概念的西德憲法法院判決相比，他們明確的把兩德基本條約定性為國際協

定，我們反倒更接近『特殊國內關係』了。281」 

 

第五節 對「人民自決理論」的辯證 

  對於臺灣人民是否可以透過「人民自決」的程序，例如公民投票，來決定臺

灣終局的國際地位？對此，筆者在「情感上」是支持也同意的，但若從反對說的

立場析之，則可質論的重點略有： 

  一、人民自決用以決定特定地區的獨立問題，是一個確定的、現狀的國際法

規範？或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對「未來」的理想期待？ 

  二、丘宏達教授認為：「國際法上的民族自決權問題在聯合國的實踐上，所

謂自決權事實上只適用於殖民地或非自治領土，並且每一領土是否就認為具有此

種地位也要由聯合國有關機構認定。因此戰後許多國家內某些人群的分離運動，

如伊拉克境內的庫德族(Kurds)、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s)、加拿大的魁北克省

(Quedec)等均未獲聯合國及國際支持。換句話說，自決權不適用於多民族國家。

282」 

                                                 
280 蘇永欽，＜主權與國民 這是憲法問題＞，聯合報，2000.07.08。 
281 蘇永欽，＜兩岸接近「特殊國內關係」＞，聯合報，2000.12.13。 
282 丘宏達，＜國際法上的人民自決權問題－－從奈及利亞東方省獨立失敗談起＞，聯合報，

1986.12.06。黃異教授亦持相同見解：「檢視二次大戰後之國家實踐，可以確定人民自決是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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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丘宏達教授認為:「對於一些歷史上遺留下的領土問題，聯合國的實踐

也顯示不適用自決權。例如，一七一三年西班牙割讓給英國的直不羅陀半島，英

國在一九六七年在該地舉行公民投票結果絕大多數支持英國繼續統治，但聯合國

大會通過二四二九號決議不承認此一公民投票。一九七二年聯合國非自治領土委

員會應中共要求將香港、澳門自應給以獨立或自治之地區名單中刪除，因為此為

中國收回失土，與聯合國無關，各國也未提出異議。283」 

  四、從現實的觀點而言，國際上不乏在「人民自決」條件上有可能被滿足，

卻未必因此可以實現獨立的例子。例如：主要分佈在土耳其東南部、伊朗西部和

伊拉克北部及三國交界地帶、人口達一千餘萬人的庫德族284，是否可以透過「人

民自決」的方式，來脫離土耳其、伊朗、伊拉克而獨立？又俄羅斯境內的車臣地

區人民，亦是否有人民自決理論適用的可能？甚至中華民國（或臺灣）內部的原

住民，有無依人民自決理論建立新國家的可能？ 

 

第六節 小結－相對化解釋的困境 

 

  「爭辯者總把不確定的事情，說得像是極其確定一般。」－休謨285。 

不同主張者，其主張間往往存有極大的差異，但大體上其論述模式不外乎二

個重要的元素：一是客觀的事實敘述或引證；一是主觀的解釋與價值判斷。在事

實敘述的部分，基本上是一個「證明」問題，是則是矣，非則非矣。但針對這些

「事實」所為的主觀解釋與價值判斷，而據以做出的結論，則很難有所謂的「是

非」的定論。 

  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不同主張者對其主張，不只在事實敘述的部分，用

的是極為肯定的語法，在對事實為解釋以及隨之作出的價值判斷，似也把「主觀」

混淆成為「客觀」，以一種極為確定的態度來陳述。就如英國哲學家休謨所說：「爭

辯者總把不確定的事情，說得像是極其確定一般。」 

                                                                                                                                            
反殖民化的原則。因此，人民是殖民地的人民。」參黃異，前揭文（同註 274），頁 612。 
283 丘宏達，ibid。 
284 王逸舟，＜主權範疇再思考＞，《歐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8卷 6期 2000 年 12月）
頁 4。 
285 休謨(David Hume)，《人性論》，上冊第一卷，資料來源網站（造訪日期：2004 年 11月 8日）：
http://hnbc.hpe.sh.cn/01/01A/02/waiguozhexuezhuzuo/yxiumorenxinglunshang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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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分別跟隨著論說者的論說內容，陷入其主觀思維客觀化的論述脈絡

中，往往很多問題會因而失去了重心，似乎每一種說法都很有道理，但有道理不

等於是確定。到底在「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法地位」這個爭議中，能被「確

定」的是什麼？甚至更前提式的問題：真的有能被確定的部分嗎？ 

  而本章透過假設性的辯證，想要突顯的，其實是一個「懷疑論式」的「相對

化解釋的困境」。但這樣的困境被突顯出來，卻並非僅是要丟下一個關於中華民

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問題，是「無解」的陳述即為終止。而是希望能夠點出

一個更核心的問題，為什麼，這些服務於「統」或「獨」的意識型態所想要擁衛

的「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的論述，看起來常常停留在各說各話，而

未必有助於真正的釐清「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法地位？」而若不以「統」、

「獨」為服務目的，則有其他的思維方式可能去釐清這個問題嗎？點出這個可能

性，則是本篇論文最後的一個工程，留待下一章再作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