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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現 況
面積 第 139名

人口數 第 54名

進口 19第 名

出口 21第 名

整體 GDP 第 22名

整體 GDP (PPP) 21第 名

人均 GDP 33第 名

人均 GDP (PPP) 16第 名*

GDP實質成長率 136第 名(2.2 %)**

失業率
32第 名(3.7%，從 %最低算

起 )***

*      遠在德、英、日、法、歐
盟、南韓、義大利之前。

**    領先加拿大、日本、葡萄
牙、德國、法國、巴西及義大
利。

*** 失業率最高 95 %(辛巴
威 )，最低 0.5 % (柬浦寨 )

聯合國會員 193國

**下表數據取自由美國中央情報局 2015
比較世界 267個主體而出版的《世界概
況》

參考連結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
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
/tw.html
資料取自美國 CIA網站

左表資料是 2015  年 CIA 網站
提供之資料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tw.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87rank.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78rank.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1rank.html
http://knoema.com/sijweyg/gdp-per-capita-ranking-2015-data-and-charts
http://knoema.com/sijweyg/gdp-per-capita-ranking-2015-data-and-chart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3rank.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29rank.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tw.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tw.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tw.html




單位 : 10 億美元



2010全美專利申請案
(不計美國 )

1 日本 84,842

2 德國 28,157

3 韓國 26,648

4 台灣 21,282

2010全中國專利申請案 (不
計中國 )

1 日本 38,241

2 美國 28,636

3 台灣 22,419

4 德國 11,297

5 韓國 8,782

2010全日本專利申請案 (不
計日本 )

1 美國 (未提供 )

2 德國 (未提供 )

3 韓國 (未提供 )

4 法國 (未提供 )

5 台灣 3,240

2010我國每百萬人在美國的
發明專利核准數

1 台灣 353

2 日本 352

3 美國 348

4 以色列 245

5 韓國 239

(台灣連續第 4年維持全球第
1)

   台 灣 現
 況  (以智慧財產權申請案件數為例 ) 

 
2014.10.1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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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現 況 (  至 2015.12.31止 )

1 6 
1國

• 民主政治
• 經濟實力
•   成熟的公民 社
會

• 人民的素質2 2 
國

• 台灣實
在不簡
單

中國免簽證 104國

中國邦交 171國

台灣邦交 22國台灣邦交 22國

12
月

3
日
聯
合
報

台灣免簽證 161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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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打壓

統獨
惡鬥

投資
減少

  失業率
降不下

經濟遲
滯不前

民粹
抬頭

   台 灣 現
 況



       最 能 解 決 兩 岸 問
題

1993年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
 統合』 一中三憲、兩岸

統合、兩岸三席

2003年

2013年

 黃年的書『兩岸大架構
大屋頂下的中國』最能解

 決兩岸問題

林晉章發覺結合風中之
葉及打造地球國首都

+

+



2011

2010

2013

2011-2012年
 美國的棄台論

2013

June 
兩岸簽署 ECFA

Feb 
連習會

March
Shelley Rigger『台灣為什麼
重要 ? 』

2013
April

卜睿哲『未知的海峽 :
兩岸關係的未來』

March
  閻學通： 蘇聯模式 入聯

April
仿效蘇聯一國三席

June
歐習會

June
 吳習會 一中框架

June
 許信良－中國議會

June
總統府 : 一中是中華民
國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兩岸關係時間軸



2013年 2
月

2013年

卜睿哲『未知的
海峽 :兩岸關係
的未來』

2013
年

Feb 
連習會

              2012年吳伯雄榮譽主席
北京行依我現行憲法及法律表達「一國
兩區」會被台灣獨派人士批判及遭馬英
九總統府的切割暨今 2013 年 2月連戰
榮譽主席應大陸國家新領導人習近平之
邀，於北京會談時提出「一個中國、兩
岸和平、互利融和、振興中華」十六字
箴言，也被台灣獨派人士批判及馬英九
總
      統府的切割，而引起兩位榮譽
             主席辦公室人員的不滿。Shelley Rigger

『台灣為什麼重
要 ? 』

書中結論認為不能
放棄台灣，美國要
信守對台灣的承諾

兩岸關係時間軸



2013年前美國 AIT理事主席卜睿哲在

其所著新書「未知的海峽」指出，「如

果美國繼續信守目前的對台政策，會促

使中方以『更具創意、更有意義的方

 式』解決兩岸爭議」。

什麼是『更具創意、更有意義的方式』 ?



什麼是『更具創意、更有意義的方式』 ?

    習歐二人在美國加州時間 2013 年 6月 7日晚間及 8日上午共
          計八小時的會談中，依照會後記者會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
          在提到台灣議題時表示，習近平向歐巴馬重申，美方應恪
          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堅持一中政策和停止售台武器等；
          但美國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羅兹 (Ben Rhodes) 指出，歐
          巴馬在會中明確回應習近平，美方基於美中三個聯合公報與
台灣關係法，繼續維持一個中國政策，而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美方清
楚了解對台承諾，包括提供台灣防衛需求。這就回應了前美國在台協
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出「如果美國繼續信守目前的對台政策」，「會
促使中方以『更具創意、更有意義的方式』解決兩岸爭議」。
 
    至於什麽是卜睿哲所指：中方「更具創意、更有意義的方式」解
決兩岸爭議？那就是依新華社報導在 6月 13日吳習會上習近平表
示：「大陸和台灣雖然尚未統一，但同屬一個中國，是不可分割的整
體。國共兩黨理應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
增進互信，核心就是要在鞏固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
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



2013 June 
 吳習會 的「一中框架」

6月 13日吳習會上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首先由「一個中國」轉變
為「一個中國框架」的巨大改變。而吳伯雄代表國民黨回應大陸「一
中框架」，首度在馬英九總統授權下提出「一中架構」，亦即是
「一個中國架構」；但吳伯雄在會後記者會上說，他在回應時，亦當面
明白告訴習近平總書記：「馬英九主席同時是中華民國總統，有責任要
忠於中華民國憲法」。
 
    這一來一往的互動不只是大陸的巨變，就國民黨而言也是給了北京
定心丸。從模糊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到「一中架構」，這步伐國民
黨亦邁得不可謂不大。顯然，要推動兩岸關係往前，北京已不再滿足於
「九二共識」，馬政府必須對「一個中國原則」有更明確和清晰的表
達，北京才會感到放心。吳習會後吳伯雄曾轉述，習近平表示，經此會
談他對馬英九有更深的了解，習近平這句話正是吳習會的重中之重。從
「九二共識」到「一中架構」，馬政府也等於是善意回應中國大陸「一
個中國」到「一中框架」的改變。 

兩岸關係時間軸



2013

2013

2013.03.31
  閻學通 蘇聯模式 入聯

2013.04.04
仿效蘇聯一國三席

被視為大陸對台鷹派的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長
閻學通指出兩岸加入聯合國可仿效「蘇聯模式」，當年蘇
聯有三個政體加入聯合國。

閻學通的「兩岸蘇聯模式」言論，算是具創新的說法。他
指出，對於台灣希望更多參加國際活動，大陸是不反對

…的，兩岸雙方需要討論的是，參加國際活動的形式， 。
他認為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蘇聯模式」。他指出，蘇聯當
年在聯合國有三個席位，除了蘇聯之外，還有白俄羅斯、
烏克蘭，形成「一國三席」。

在大陸，『一國兩席』等提法，過去皆曾出現過，但後
來都以封口或否定收場。閻學通在北京習李體制接任之
際，這次談話進入過去的『禁區』，或許可視為對岸漸
將升高兩岸政治談判的投石問路」。在聯合國籌立之
初，蘇聯為增加入會後的投票實力，主張其十六個「加
盟共和國」在聯合國皆有投票權，後來美英等國只接受
增加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兩席，是為「一國三席」的由
來。閻學通的提議仍應視為具有開創性、建設性，值得
歡迎與珍惜。從「中華民國」這個事實基準來思考兩岸
關係，而不是從「台灣特別行政區」的角度來思考兩岸
關係，或許即可找到出路。
在大屋頂中國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社會主義中國；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同屬「一
個（大屋頂）中國」，亦即「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
合成的一個中國」。

閻學通先生

兩岸關係時間軸

http://blog.yam.com/CPLin/article/61410096
http://blog.yam.com/CPLin/article/61410096


黃年：大屋頂下的中國
(2013.04.07亞洲週刊 )黃
年 : 大屋頂中國理論尋求突破 

黄年，《聯合報》總
主筆，台灣政治大學
新聞系畢業。曾任
《聯合晚報》社長、
《民生報》社長、
《聯合報》總編輯、
《聯合晚報》總編
輯。多次獲得新聞評
論獎。著有《台灣政
治發燒》、《漂流的
台灣》、《大屋頂下
的中國》等書。兩岸
高層，都關注他寫的
文章 

「大屋頂下的中國」被認為是解決兩岸對立六十年的一帖藥方，這個概
念引自兩德模式，意指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對等並立的
「互視為非外國的國家」之上，有一「第三概念」或「上位概念」的
「大屋頂中國」。「在大屋頂中國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同屬『一個 (大屋
頂 ) 中國』，亦即『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黃年
提出兩岸同屬一個「大屋頂中國」理論，被視為兩岸架構的大突破。他

 指民進黨青壯派也支持這理論 。他直言，台獨不可能，一中若指的是中
華民國也不可能，「若一定要在一個中國概念裏面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
方，就是大屋頂中國，就是不統不獨，亦統亦獨這樣的東西」。他說，
「這裏面不只對台灣有利而已，也對北京有利，對人類整個世界文明也

 有利，它才有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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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盡速成立中國議會兩岸盡速成立中國議會

台灣主動與大陸政治對談台灣主動與大陸政治對談

  許信良－中國議會
(1)

強化一中框架強化一中框架

大膽西進，以大膽一中開放陸資大膽西進，以大膽一中開放陸資

仿效歐洲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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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信良－中國議會
(2)許信良在 2013.6.14「獨排眾議」，拋出「大膽一中」

概念，直言若一中框架不可避免，台灣就該從中找出自身
利基，他甚至建議兩岸可參考歐盟模式成立「中國
議會」，藉民主機制發揮台灣優勢。

他又說：仿效歐盟模式的一中框架，是對台灣維持現狀獨
立最有利的方法，因為二十年前歐盟成立時，無論政府架
構、議會制度，都與其他主權國家沒有兩樣。這個新國家
(指歐盟 ) ，不會妨礙德國、法國的主權獨立。

他又建議：「兩岸應該效法歐洲議會形式，成立『中國議
會』，透過兩岸各自選出議會代表，將民主精神引入中國
社會，若台灣代表是民選的，中國大陸的代表能是官派的
嗎？」 



2015

2014

2015

February
  郁慕明會習 兩岸回到 1國 2

制

2015

November 
APEC雁棲湖會馬習會破局

March
  博鰲蕭習會 回到九二共識

 May
   朱習會 兩岸同屬一中

2015

July
 蔡英文訪美 (維持現

狀 )

July
提名洪秀柱 (一中同表
憲法一中 )

October
以朱換柱

November
朱訪美

June
 釣魚台 謝聰敏

October
TCF米蘭開會

November
馬習會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兩岸關係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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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釣魚台

謝聰敏 :  面對不敢面對的現實 - 全球思考，在地行
動

文 : 謝聰敏

2015.06.28 台中一中校友通訊



2015

2015.12.22

2015.08.21

2015年 12月
“蔡英文的 求同存異”，

是其已接受九二共識及
一個中國原則？

2015.12.24



義大利米蘭 2015「歐洲區域議會聯合會
(CALRE)」年會暨「世界論壇 (World 
Forum)」

2015.12.25   米蘭世界論壇大會 會議現
場



林晉章理事長向全美州議會聯合會 ( N C S L ) 會長提
 到台灣要感謝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中國大陸 領導人

習近平訪問美國時要求美國不要再出售武器給台灣
 時，歐巴馬 仍表達美國要依其台灣關係法繼續出

 售防衛性武器給台灣。話鋒 一轉，美國會長說到
釣魚台主權歸屬仍無定論  ，只是交由日本管轄。
林理事長表示釣魚臺在台灣是屬台灣宜蘭縣管轄，

 又說既然中國大陸說台灣是中國的， 那美國可主
 張將釣魚台交給台灣，中國大陸就沒話講。

義大利米蘭 2015  世界論壇 (World Forum) (續
1)



義大利米蘭 2015世界論壇 (World Forum) (續
2)

2016 NCSL主席 Curt Bramble (右 )

CALRE主席 Raffaele Cattaneo (中 )

  林理事長趁機會告訴美國會長，
為了世界和平這時應該讓台灣加入
聯合國，相信美國和日本不至於反
對，但我們知道中國大陸一定不會同意，因兩岸兩席加入聯合國，
中國大陸是不可能同意。但林理事長舉大陸對台鷹派學者閻學通曾
在台主張解決台灣參加國際空間問題，可比照聯合國成立時的「蘇
聯模式」讓台灣加入聯合國，「蘇聯模式」入聯即屋頂蘇維埃聯邦
及 16個加盟共和國中的的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同時加入聯合國，是
為「一國三席」，亦即「兩岸三席」理論。中國大陸對「兩岸兩
席」絕不接受，但「兩岸三席」就有可能同意。屆時釣魚台 (參下
頁 )交給台灣，就不會惹出美日、中俄的對抗來危及世界和平。美
國會長很仔細聽，沒有說好也沒說不可能。歐盟會長坐旁邊也很仔
細聽。



2014.04.23 
聯合晚報

2014.04.29 
中國時報

美國會長在晚宴說釣魚台主權未定，美國只是把行政
管理權交予日本。後來找到 2014年國內報紙媒體與

“ ”上述 主權未定 說法一致的訊息，表示美國會長說
的是正確，不是他個人看法。 

義大利米蘭 2015世界論壇 (World Forum) (續
3)

在 2012年 9月，美國國會出版了一份「釣
魚台糾紛：美國條約的義務」的報告，報告
中顯示，美國在中日存在主權糾紛的釣
魚台問題上，只承認日本的行政權，而

非承認日本對其擁有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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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兩岸三席

1.   參照聯合報前總主筆黃年所著「兩岸大架構 大屋頂
下的中國」

1.   參照聯合報前總主筆黃年所著「兩岸大架構 大屋頂
下的中國」

2.具體支持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 (兩岸統合學
會理事長 )所提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兩岸三
席」之主張

2.具體支持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 (兩岸統合學
會理事長 )所提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兩岸三
席」之主張

3.搭配林晉章自 1993年以來一直主張的「打造世界
地球國首都 --台北，台灣 --掌握風中之葉的命

 運」

呼應『更具創意、
更有意義的方式』



許信
良

謝長
廷

張亞
中

閻學
通

  蘇聯模式入聯合國

黃年

  一中三憲
  兩岸統合
  兩岸三席

  兩岸大架構
  大屋頂下的中國

林晉章

台
灣
掌
握
風
中
之
葉
之
命
運

 
打
造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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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中國議
會

憲法一中，憲法各
表

兩岸兩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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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以「兩岸三席」模式
加入聯合國之可能性 ?



 台灣有無可能比照 1945年聯合國成立
時
 之「蘇聯模式」入聯？

 台灣有無可能比照 1945年聯合國成立
時
 之「蘇聯模式」入聯？

      聯合國總部



    陸學者建議
兩岸蘇聯模式
入聯

2013.03.31 聯合報

2013.04.04 聯合報

兩岸能
 否仿效蘇聯

一國三席

2013.03.31 聯合報



被視為大陸對台鷹派的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長閻學通 2013.03.30指
出，兩岸加入聯合國可仿效「蘇聯模式」，當年蘇聯有三個政體加入聯合國。

大陸學者閻學通的「兩岸蘇聯模式」言論，在過去公開場合上不曾提過，是否代
表大陸正在思考台灣參加國際社會的可行方案，值得觀察。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
全系副教授董立文表示，過去九十年代曾有台灣學者談到兩岸可以「蘇聯模式」
參與國際社會，但這次出自大陸學者口中，算是具創新的說法。

閻學通對台言論一向「強硬」，主張台灣若台獨，大陸只有動武一條路。他於
2008年被美國著名期刊「外交政策」列入「全球百名公共知識分子」。
至於台灣要用什麼身分加入聯合國？閻學通強調，這牽涉兩個問題，「台灣是要
身分呢？還是要參加國際活動？」他表示，台灣參加國際活動，大陸是不反對
的；他認為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蘇聯模式」。他指出，蘇聯當年在聯合國有三個
席位，在聯合國的名字叫做「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除了蘇聯之外，還有白俄羅

 斯、烏克蘭這兩個加盟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席位， 形成「一國三席」。

2013.03.31 聯合報    陸學者建議
兩岸蘇聯模式
入聯



2013.04.04 聯合報

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日前 2013.03.30在台北表示，解
決台灣參加國際空間問題，可比照蘇聯在聯合國「一國三席」的模式，兩岸共
同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在大陸，「一國兩府」或「一國兩席」等提法，過去皆曾出現過，但後來都以
封口或否定收場。閻學通是大陸重量級學者，在北京習李體制接任之際，這次
談話似又進入了過去的「禁區」，或許可視為對岸漸將升高兩岸政治談判的投
石問路。
我們認為，仿效蘇聯「一國三席」的說法，打破了一些條條框框，確實呈現了
比較開闊的思考方向。
在聯合國籌立之初，蘇聯為增加入會後的投票實力，主張其十六個「加盟共和
國」在聯合國皆有投票權，後來美英等國只接受增加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兩席，
是為「一國三席」的由來。閻學通的提議仍應視為具有開創性、建設性，值得
歡迎與珍惜。「一個中國」究竟是什麼呢？而如果「從未主張一個中國就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即何不考慮「大屋頂中國」？因為，「大屋頂中國即是一個
中國」，並非閻學通所指的「兩個中國」。

兩岸能
 否仿效蘇聯

一國三席



台灣以「兩岸三席」模式加入聯合國
兩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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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晉章：
2013.11 
獨家報導雜誌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兩岸三席

  張亞中教
授：

一中三憲：
  第一憲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 (一中憲法 )，
  第二憲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一中及一黨憲法 )  ，
  第三憲即是「兩岸一中屋頂憲法」 (不一定是有形的憲法，
  它可以是各項協議如 ECFA、服貿等累積而成的非有形憲
法 )

兩岸統合：統合非統一，歐洲 28國合組一個歐盟，就有
一

  「歐洲統合」。

兩岸三席：就是指聯合國有
  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席，
  台灣中華民國一席，及
 「屋頂中國 (華 )」一席 



台灣民主進步黨的黨綱是「台獨黨綱」
其基本綱領的基本主張第一點就是「建立主權獨立自主的台灣共和
國」，但在 1999年 5月為了爭取台灣執政，制定了台灣前途決議文：
主張「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
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中國國民黨黨章是「一中黨章」
 黨章前言：「中國國民黨，係 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歷經艱難險阻，

領導國民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由興中會、同盟會、國民
黨、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一脈相承，歷久彌新，而奉行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之宗旨，力行民主憲政之理念，追求國家富強統一之目標，始
終如一。願我全黨同志，秉持傳統革命精神，互策互勵，共信共行。」

總綱第一條
「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本黨）為民主的、公義的、創新的全民政黨。
本黨基於三民主義的理念，建設臺灣地區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
實現中華民國為自由、民主、均富和統一的國家。」

一中黨章 ? 台獨黨綱 ? 一中憲法 ? 一黨憲
法 ? (1)



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
憲法增修條文開宗明義講這是兩岸統一前的增修條
文。

大陸憲法是「一中憲法」
憲法序文寫道：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
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大陸憲法也是「一黨憲法」
其憲法序文寫道：「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一

 黨執政的憲法。

一中黨章 ? 台獨黨綱 ? 一中憲法 ? 一黨憲法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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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塊蕞爾小島，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上，始終
是藐不起眼的邊陲之地，小島由最初單純以原住
民族為主體，形成今日結合諸多族群、人口近ニ
千三百萬的多元島嶼。

連戰的祖父連雅堂是台灣通史的作者，其自稱幼
時父親告誡他：「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
事」，以此為發端，發誓述作，冀補舊志之缺。

他在台灣通史自序寫道：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
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
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而舊志誤謬，文釆不
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
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夫台灣固海
上之荒島爾，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至於今是賴。
顧自海通以來，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
遏。於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軍之

 役；外交兵禍，相逼而來，而舊志不及載也。

台灣通史與連橫



37

2002年 8月「經典雜誌」以風中之葉為該輯之專題：
「『台灣的歷史被隱晦在疑雲中。』作者蘭伯特先生這
麼說。

確實，在西方人『發現』台灣以前，這裡只是一個沒有
文字記載的原始社會，當時的中國統治者，將台灣视之
為一處瘟疫蔓延、土著凶悍的化外荒島，因此在中國的
早期史料中，與台灣有關的記載極為罕見。直到公元
1544年，葡萄牙水手航經台灣海岸，驚呼了一聲：『美
麗之島！』才喚來了西方世界對台灣的注意，也把台灣
推向西方海權勢力覷覦、駐足的舞台，台灣在國際上的
戰略地位與經濟上的重要性，方才顯現出來。

17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不畏驚濤駭浪、遠渡重洋而
來的外來者，包括了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
人、波蘭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等等，
他們都曾經於不同時期活躍在台灣這個舞台上。

這些人分別見證了某一特定時段的台灣，包括當時的歷
史、地理、人文、自然風光與各種文化現象。從他們所
留下的紀錄、報導及圖像資料，我們可以意外而客觀地
拼湊出這段時期的台灣－－『汪洋大海上的風中之葉，
其不由自主的命運』」。

台灣－掌握風中之葉  之命運



打造世界地球國首都－台北

台灣－掌握風中之葉的命運
兩岸簽和平協議、兩岸統合、一中三憲、兩岸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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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3年 7月 8日我以露營協會理事長的身分率同由 18位團員所組成的代表團
前往法國巴黎參加世界露營大會及世界大露營，在未擔任台北市議員之前，我曾有
兩次前往歐洲的經驗。

此次法國之行的旅途中，我再次閱讀有關法國及其鄰近各國的地理環境與人文背
景，距離上次歐洲行迄今，於其間亦到過數個國家，也都詳細的閱讀了各國的資
料，所不同者，在我就數個歐洲國家的人口面積，相較中華民國台灣之下，發覺我
中華民國台灣實不遜色。由此而思及中華民國台灣加入聯合國所遭受的種種問題，
事實上從我中華民國台灣的經濟發展，國民所得及人口數方面而言，比較聯合國中
的許多國家，中華民國台灣在加入聯合國資格上是無庸置疑的。

我參考了歐美日各國國會參眾、上下二院制，思考何不讓地球上世界各國以地球為
〈一國地球國、地球村〈。

地球國取代聯合國

當我們一行人到達德、法邊界法國阿爾薩斯省時，才知道該省首都史特拉斯堡不但
是阿省的首都更號稱是歐洲的首都，緣於歐洲的議會便設於此。而歐體正在歐洲大
陸廣泛探討中，截至目前為止，歐洲的議會成效雖然不大，但歐洲各國為結合一體
所做的努力，使我思考中的地球國理念隱約成型及得到印證。

邁向地球國的新紀元 (1)邁向地球國的新紀元 (1)
〈我愛台北雜誌， 1993.8.16-22國民黨 14 〈全會場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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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參加此次的第 54屆世界大露營，歐洲各國的成員利用假期全家人駕著露營車
從芬蘭、挪威、瑞典、丹麥、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奧地
利、瑞士、波蘭、荷蘭等由陸路向法國巴黎集中，而英國、愛爾蘭等參與者除了陸
路亦需經海路向目的地前進。在旅途中他們便遊經數個國家，回程則循著另一條路
線回到自己的國內。國境在歐洲人的心中似乎是不存在的，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是地
球大環境中的一員。

而在邁向地球國之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如何使世界各地除了空運之外，能讓一般
的民眾透過公路鐵路的聯繫，到達任何想要前往的國家地區。真正做到“天涯若比
鄰”。在本次法國行中，由於法國版圖遼闊所以高速鐵路、子彈列車都相當快速發
達。回國之後正好聽聞立法院刪除高鐵預算，我曾在一次座談會中發表意見，認為
高鐵不僅應該建造，更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例如仿效英法兩國的英倫海底隧道，在
台灣選擇一個最適合的地點興建海底隧道，以連接中國大陸，而此海底隧道中除了
高鐵可以行經之外，不妨也讓汽車亦能通行，藉由中國大陸行向歐洲，使台灣更加
國際化。為此我特別請教土木技師公會的相關人員，有關上述中的海底隧道在技術
上能否克服？答案是肯定的！

在法國的露營大會即將落幕之前，曾與法國籍的會長交談，當時他的子孫們陪同他
一道參與大會，會長曾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各國熱烈參與露營大會氣氛融洽和
諧的情形下有感而言，希望下一代的子孫們能永遠遠離戰爭的威脅。

值此中國國民黨 14全召開之際，正面臨現在加入聯合國的種種問題，特不耑簡
陋，獻上“地球國”的心得就教於各位先進同志，期能為後世子孫創造永無戰爭新紀
元，並開創中華民國台灣台北永恆的政經地位。



何謂地球國？ 何謂地球村？ 

我參考了歐美日各國國會參眾、上下二院制，思考何不讓地球上世界各國
〈〈 〈 〈 〈 〈 〈 〈 〈〈以地球為一國地球國、地球村。

地球國取代聯合國

當我們一行人到達德、法邊界法國阿爾薩斯省時，才知道該省首都史特拉
斯堡不但是阿省的首都更號稱是歐洲的首都，緣於歐洲的議會便設於此。
而歐體正在歐洲大陸廣泛探討中，截至目前為止，歐洲的議會成效雖然不
大，但歐洲各國為結合一體所做的努力，使我思考中的地球國理念隱約成
型及得到印證。

為了參加此次的第 54屆世界大露營，歐洲各國的成員利用假期全家人駕
著露營車從芬蘭、挪威、瑞典、丹麥、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比利
時、盧森堡、奧地利、瑞士、波蘭、荷蘭等由陸路向法國巴黎集中，而英
國、愛爾蘭等參與者除了陸路亦需經海路向目的地前進。在旅途中他們便
遊經數個國家，回程則循著另一條路線回到自己的國內。國境在歐洲人
的心中似乎是不存在的，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是地球大環境中的一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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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地球國 ?   亞歐大陸橋

第一條亞歐大陸橋：鹿特丹－海参威（在運行）

第二條亞歐大陸橋：鹿特丹－連雲港（在運行）

第三條亞歐大陸橋：鹿特丹－深圳（正在建 -參下
頁）



亞歐大陸橋

聯合報 2007/10/27報導：中國大陸擬構建「第三亞歐大陸橋」鐵路，起自深
圳，以雲南為樞紐，由昆明經緬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從土耳其
進入歐洲，最終抵達荷蘭鹿特丹港，橫貫亞歐 21國 (含非洲支線四個國家：
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和埃及 ) ，全長 15,157公里，比目前經東南沿海通
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行程要短 3000公里左右。

所謂「大陸橋」是指連接兩個海洋之間的陸上通道，是橫貫大陸、以鐵路為骨
幹、避開海上繞道運輸的便捷運輸大通道。



 第一亞歐大陸橋

目前有兩條亞歐大陸橋，第一亞歐大陸橋是貫通亞洲北部，以俄
羅斯的伯力、海参威為起點，通過西伯利亞大鐵道，通往歐洲各
國，最後達荷蘭鹿特丹，也稱西伯利亞大陸橋，共經過俄羅
斯、中國、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波蘭、德國、荷蘭
七個國家，全長 13,000公里左右。



第ニ亞歐大陸橋 

第ニ亞歐大陸橋東起江蘇省連雲港，經鄭州、西安、蘭州、烏魯木齊，
由新彊西北阿拉山口出中國國境，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
蘭、德國，直抵荷蘭北海邊鹿特丹，全長 10,900公里，這比通過巴
拿馬運河或繞道好望角海上運輸航線，分別縮短運距 11,000
公里和 15,000公里，也比取道西伯利亞的第一亞歐大陸橋距
離縮短 2,000公里。



 第三亞歐大陸橋

第三條亞歐大陸橋的設想，在 199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中國
隨著與東協諸國的合作加深，第三條亞歐大陸橋的構想也漸漸成形，
即利用東協－－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機制下的泛亞鐵路西線，把亞洲
南部和東南部聯接起來，使整個亞洲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第一次通過
鐵路網聯繫起來。第三條亞歐大陸橋構想的推進，將為雲南帶來重大

發展機遇。全長約 15,000公里，貫通 21國，今後從亞洲運送貨
物到歐洲將能省下 3000公里的路程。



世界露營活動
2001年電影「阿富汗之旅」 (Die Reise 

nach Kafiristan) 改編自 1939年世界第一位
女冒險作家安瑪利與人類學博士艾拉一同開
車沿途露營踏上到喀布爾旅遊之路的真人真
事，由歐洲開車到亞洲。

馬來西亞吉隆坡開往河南
計劃自珠海往東北或西南再返回珠海
中國自駕遊
韓國建議自中國開往捷克 (2011)
比利時訪中國北京 2011(露營車 )
從法國往中國北京到伊斯坦堡 (2012露營
車 )

從中國往從中國往倫敦奧運來回 (2012.5-8)
2014.5-8月中國北京至歐洲露營車來回四個
   月

2012從法國到伊斯坦堡，露營
車 30天跑 15000公里



在 1993年 7月 8日我以露營協會理事長的身分率同由
18位團員所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法國巴黎參加世界露營大
會及世界大露營，由於法國版圖遼闊所以高速鐵路、子彈
列車都相當快速發達。回國之後正好聽聞立法院刪除高鐵
預算，我曾在一次座談會中發表意見，認為高鐵不僅應該
建造，更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例如仿效英法兩國的英倫海
底隧道，在台灣選擇一個最適合的地點興建海底隧道，以
連接中國大陸，而此海底隧道中除了高鐵可以行經之外，
不妨也讓汽車亦能通行，藉由中國大陸行向歐洲，使台灣
更加國際化。為此我特別請教土木技師公會的相關人員，
有關上述中的海底隧道在技術上能否克服？

答案是肯定的！

何謂地球國 ?  台海隧道建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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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海底隧道、日本青函隧道

 
英
法
海
底
隧
道

青函海底隧道

英法海底隧道  ： 即英吉利海峽隧道，橫
穿英吉利海峽最窄處，西起英國東南部
港口城市多佛爾附近的福克斯通，東至
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加來。全長 50.5公
里，其中海底部分為 37公里，海底隧道
的建成使英倫三島與歐洲大陸連為一
體。 1994年 5月 6日，英法海底隧道正
式通車。 

日本青函隧道：世界上最
長的一條隧道。它跨越津
輕海峽，把日本的北海道
和本州的鐵路連接起來。
隧道由本州的青森穿過津
輕海峽到北海道的函館，
為雙線隧道，全長 53.85
公里，其中海底部分長
23.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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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令海峽隧道

俄國將力邀美、加籌建白令海
峽隧道，全長 105公里，串
連歐亞美三洲。 (南美洲哥倫
比亞博物舘介紹其祖先為跨越
白令海峽來自亞洲的蒙古族 ) 
白令海峽隧道是一條貫通俄羅
斯和美國的海底隧道。這條白
令海峽隧道設計長度約英吉利
海峽的兩倍，預計於 2045年
竣工。該計劃意在從西伯利亞
向美國出口石油、天然氣和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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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令海峽隧道 --

2013年中國遠洋運輸公司的
「永盛輪」集裝箱貨輪 8月間
從大連起航，經過 27天抵達鹿
特丹，全程 7931海里，比經由
馬六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的航
線縮短 2800海里，節省 9天時
間。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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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大海底隧道

2015年 11月份，中國國務院正式審議 2016年煙大
(煙台到大連 )海底隧道是重點工程。隧道全長 123公
里，隧道開通後，從煙臺到大連最多只需要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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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海峽隧道

三通前提下，中國擬興建台灣海峽隧道 (福建平潭至新
竹 )及 2030年前完成京台 (北京至台北 )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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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前提下，中國擬興
建台灣海峽隧道 (福建
平潭至新竹 )及
2030 (年前完成京台 北

)京至台北 高速公路

2005.01.13 聯合晚報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 2005
年 4月 :
一條隧道通台灣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06/658150.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06/658150.htm


   打造世界地球國首都－台北

全球公民論
壇總部

歐洲首都－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行政首
都)  ， 法國阿爾薩斯省史特拉斯堡(歐盟議會，立法
首都)

林晉章曾向馬英九建議－建設台北為如美國紐約聯
合國般的全球公民永久論壇總部，維持台灣不墜的
全球政經地位，聯合國不讓台灣加入，台灣就想辦
法讓外國人來。 (2009年聽奧、 2010年花
博、 2017世大運，台北緩慢提升國際地位，腳步
應加快些 )

亞洲首都－中國海南島博鰲 (曾是千人不到小
鎮， 2000年起成為亞洲論壇永久總部，中國意圖主
導洲經濟霸權地位，抗衡 APEC

世界首都－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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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馬英九市長任內，在市議會質詢：「亞洲首都
在哪？」當時馬市長回答，他不知有亞洲首都。我說
是海南島博鰲，因博鰲是亞洲永久論壇總部。
一次海南島官員來台訪問，我應邀作陪，我重述和馬
英九市長在市議會的對話，並問世界首都在哪？在場
人士回答「紐約」。再問到亞洲首都，請海南島貴賓
答，全場無聲，靜了一會兒，最遠一桌的台辦官員冒
出博鰲，我說答對了，全場給那台辦官員熱烈掌聲。

我接著說道，在地理上，台灣是中國第一大島，海南
第二，崇明第三，海南島博鰲既然能夠成為亞洲
首都，台灣又何嘗不能為世界首都。這些海南貴
賓都熱情掌聲表示支持。 

打造世界地球國首都－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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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 (1983)
        亞細亞的孤兒

        作詞：羅大佑 作曲：羅大佑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深夜裏無奈的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aaSn0TA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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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新竹縣人。 16歲那年考進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由於當時師範學校，直屬台灣總督府，畢
業後是配劍文官。以台灣人而言，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

他參加了「苗栗詩社」，又參加「大新吟社」。由於吳濁流漢詩的根底深厚，留下上千首的漢詩，「鐵
血詩人吳濁流」的名號，也廣被文壇所肯定。

1936 〈〈 〈 〈〈 〈〈 〈 〈 〈 〈 〈 〈 〈〈年，吳濁流發表兩篇重要的短篇小說：水月與泥沼中的金鯉魚。 1940年，結束 21年的教師生涯，
往南京任新報記者。眼見日軍的暴行，大陸的貧困， 8月又回台灣。然而，吳濁流一回台灣，即有刑警
跟蹤，且台灣物資極度缺乏，於是又攜眷再渡大陸。 12 〈 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吳濁流研判，日本必
敗，乃於 1942年，又舉家潛回台灣，隨即受到監視。

1944年任《台灣日日新報》主筆，從事與戰爭無關的報導，開始寫長篇小說〈〈 〈 〈 〈 〈 〈 〈。書中的內
容，描述台灣子弟，既受日本的欺壓，跑到大陸，又受到歧視，自己找不到定位，終於變成亞洲的孤
兒。由於吳濁流在師範學校，即已到過日本旅行，又在南京住一年多，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皆具
有實際的體驗，因此這部小說，也等於吳濁流的半自傳。

百年來，台灣一直走不出自己的路，於是，也
顯示出「亞細亞的孤兒」的前瞻性、代表性與
先驅性。

胡太明的身份認同的問題，今天並未完全解
決。面對中共，「維持現狀」也好，「一邊一
國」也好，等於把問題拖下去，留給後代。然
而，從台灣本身的角度，胡太明實已不存在。
台灣民主自由， 2300萬人都活得很尊嚴，可

〈〈 〈 〈 〈 〈 〈 〈〈以做自己的主人，這是欣賞亞細亞的孤兒應
有的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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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故事大
綱 )
1. 私熟讀漢學 (台語 )

2. 當中學老師與日籍女老師相戀結婚不成

3. 移居日本，不能自稱來自台灣

4. 加入台灣回歸中國組織，被認為是台灣來
的日本人間諜

5. 移居中國、結婚及生女

6. 日華戰爭，被捕 (來自台灣的日本人 )

7. 逃回台灣

8. 「起肖」去世



6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故事介
紹 )
小說主角為胡太明，新竹客家人，日據時代在台出生成長，感於在日本統治的台灣有生為台
灣人是次等國民的悲哀，乃決心去日本本土深造，期逃避次等國民之悲哀，那知到了日本，
先到的台灣人都警告他不能自稱是台灣人，否則很難做人做事，可佯稱是福岡人，因福岡口
音與東京有別。主角胡太明不解為什麼明明是台灣人也是日本人，為什麼不能表達自己是台
灣人而鬱卒，後來不小心透露自己是台灣人，那個來日的台灣人前輩就不理胡太明，怕被他
拖累。這時在日本有一股來日留學的中國人，秘密集會想推動台灣回歸中國，一些不滿遭日
本次等國民待遇的台灣人覺得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人的目標，乃秘密加入，但也不敢
表明自己是台灣人，胡太明進了這個組織，不同於其他台灣人，大方表達自己是台灣人，終
被這群中國人排斥逐出這個組織，因他們認為台灣人是日本人，可能是日本派來的間諜。

胡太明終於決定日本不能待，轉往投入中國去。初到中國，只會說閩南話及日本話的胡太明
根本無法融入中國社會，比他早去中國的台灣前輩乃要胡太明閉門在家苦學中文，直到可以
才出去求職，果然以他的條件居然被錄取進入學校當老師用中文教數學及日文，還娶妻生
女，生活平順。未料日本開啟侵華戰爭，尚未被日本占領的地區開始排日，連胡太明這位來
自台灣的日本人，雖沒有刻意突顯自己是台灣人，卻被中國政府逮捕入獄，離別妻女，理由
是可能為潛伏中國的日本派來間諜，幸經胡太明的老師相救，終無法再見妻女，就直接逃回
台灣。

時值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戰事節節敗退，台灣人被徵兵徵糧，民眾苦不堪言，主角胡太明在
摯愛的母親被日本人氣得病死後，胡太明失蹤了，巿街流傳胡太明變「起肖」（台語的發
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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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台灣是亞細亞的孤兒
或是寵兒 ?

「台灣是亞
細亞的孤兒
或是寵
兒？」 

馬英九在 2008年當選

總統後在總統府一樓展

覽廳的刊物標語之一 

2011.07 (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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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 創 新

正面思考的人較負面
思考的人成功率多百
分之八十

將
李登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創新為
林晉章：「生為台灣人的光榮」

商業週刊
第 974 〈  〈 〈 〈 〈 〈
2006.07.20

2010.08.07 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IMC)    鼎爐會演講主題

主題：
從創新強國
到
政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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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1994)  前總統李登輝， 1994年 3月中旬曾經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
話，其中說到 :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2012年 11月 22日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邀請台北市老市長李登輝
前總統蒞會演講「台北市的過去與未來『城市經營的理念』」。

 我於 Q&A時用 1分 43秒發言 :「今天聽老市長的演講，我深深
覺得在歷屆台北市長接續的努力下感到生為台北人、台灣人的光
榮，但李前總統在總統任內曾與日本司馬遼太郎提到『生為台灣
人的悲哀』，請問您現在認為生為台灣人是悲哀還是光榮 ? 」李
前總統居然花了 9分半鐘仔細回答我的問題，他說 :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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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至於現在是悲哀還是光榮 ? 我覺得還是悲哀，主要是國民黨、民進黨罵
來罵去，大家都不為自己選區選民之利益來與其他選區公職選舉人員合作
謀求地方最大利益，反而是為反對而反對，台灣沒有進步，怎麼不悲
哀 ?」

  聽完李前總統的說明，我恍然大悟，他說的悲哀是指沒有民主的悲
哀， 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後照講應不悲哀才對，但因藍綠惡鬥搞得台灣一
直向下沈淪當然悲哀。

「當時他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主要是感到
台灣人四百年來都不能由自己台灣人當家
做主，所以是悲哀 (言下之意指台灣在
1996年首次總統人民直選後就沒悲哀了 ) 
」

「馬英九在 1998年第一次選台北市長
時，自稱是『新台灣人』是不妥當的，我
主張台灣人有福佬人、客家人、平埔族
人、原住民還有新住民都是台灣人，都應
不分彼此共同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
民謀最大利益，應該稱為『新時代台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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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

小國寡民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為何能夠跨越滄茫海洋，打開全球化的序幕？

  為什麼英國議會制度和悠久的政治傳統，能夠帶來長治久安，孕育了工業革命和
眾多學術偉人？

  為什麼普魯士軍隊在戰場上的勝利，早在小學老師的講壇上就決定了？

  為什麼法國浪漫主義和人文精神，可以造就強大的「軟實力」？

  日本如何融合傳統與現代，超越東西文明衝突的宿命？

  曾經是全球社會主義明燈的蘇聯，為何未能及時發現並糾正計劃經濟的弊端，以
至於積重難返？

  美國為何能夠在歐洲文明的基礎上，開創自己的發展道路，成為全球第一強國？

人口和國土大小，都不是形成大國主
宰力的主要條件；思想文化滲透力、
國家凝聚力、技術創新、合理的制度
以及國民教育素質，才是關鍵。

「大國崛起」 12集的紀錄片，記錄自 15世紀「地理大
發現」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
國、日本、俄國和美國，一共 9個世界大國，相繼崛起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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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崛起

歷史是人類走過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國家的興
衰；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前人成功與挫
敗的原因。

《小國崛起》一書以歷史為鏡，探討在大國崛起
的重要時刻，小國之自我定位與關鍵抉擇。

一般歷史討論的多是王公貴族與英雄的大國歷
史，但是真正對大多數國家有啟發的卻是一些平
凡百姓所依靠的小國歷史。

小國如何生存、發展，為何有的最終站上世界的重要舞台，而有的
終究只在國際社會中隱沒？

《小國崛起》縱貫千年歷史，以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
芬蘭、愛爾蘭為討論焦點，期望從小國身上找尋他山之石，並兼顧
歷史性、知識性、故事性與啟發性！

－歷史轉捩點上小國的關鍵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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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邊的小國如何生存
吳祥輝 (拒絕聯考的小子 )：《芬蘭驚艷》 (2006) 、
《驚歎愛爾蘭》 (2007)、《驚喜挪威》 (2009) 及台灣等書
尼泊爾 ：夾於中國與印度間的小國

 小國崛起 －大國邊的小國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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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機會，你認為陳水扁、李登輝想不想當
中國總統？
他又問第二句話，他說，如果陳水扁有機會去擔任中國的總統，你們
認為他想不想當中國的總統？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呀？但是現場就是鴉
雀無聲，再問如果李登輝有機會去擔任中國的總統，你們認為他想不
想當中國的總統？現場還是鴉雀無聲。陷入長考，會議隨即結束。

台灣民主進步黨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民主進步
黨？中國大陸人民想不想要？
台大政治學系明居正教授在台大授課時曾分享，陳水扁總統任內
時，請他到美西臺僑範圍演講（基本上都是民進黨支持者），他在
演講完畢之後問了兩個問題，他說，臺灣民主進步黨，有沒有可能
改為中國民主進步黨？那些臺僑都是陳水扁的支持者，他們認為怎
麼可能？但是現場鴉雀無聲，沒有人提出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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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冷翠、羅馬大軍、麥
迪西家族、羅馬教皇

曾任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先生在台大一次學術論壇當與談人時曾說
翡冷翠 (即佛羅倫斯 )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當羅馬大軍打到佛
羅倫斯，君主麥迪西的兒子一直要抵抗，君主麥迪西說，傻孩子，
將來搞不好羅馬教皇就是我們去當。然後麥迪西他們投降，結果佛
羅倫斯的古蹟都保留下來，現在去看都還存在，沒有打仗。沒有多
久，佛羅倫斯君主的兩位兒子先後果真去當羅馬教皇。

兩國對峙，一大一小。
小國怎麼辦？



拿破崙、
希特勒、
史達林
是哪裡
人？」
 

科西嘉

奧地利

喬治亞 



統獨公投 1

夏威夷 1859年公投成為美
國第 50州，跌破世人眼鏡

新加坡 1965年被迫脫
離馬來西亞聯邦而獨立

外蒙 1921宣布獨立， 1949與中國建交，至
2008年大呼拉爾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已 43
次正式提出回歸中國，但中國均沒有任何回
應

1859

1965

1921



公投獨立顯示大國建立在小國之上的現象要終結了，這些大國一
邊建立自己，一邊摧毀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還一邊將他們的財

 產納為己有。

除了蘇格蘭，歐洲還有數個地方爭取獨立或自治，例如蘇格蘭、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比利時法蘭德斯區
（ Flanders）、義大利的南提洛省（ South Tyrol）；光是在
法國，就有科西嘉島（ Corse）、不列塔尼（ Bretagne）和
北巴斯克（ Basque）地區有類似呼聲。歐洲各地要求獨立的
呼聲雖然常年未歇，卻少有能成氣候。

除了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以外，其他渴望獨立的地區，都缺乏足
夠強大且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很難在短期內真的有進展。

統獨公投 2



• 加拿大魁北克公投
1995年 10月 30日，反對獨立方險勝。當年，魁北克與加拿大談好，只要公投過關，就可以

 獨立脫離加拿大。但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 這個判決表
示，依據加拿大憲法與國際法，任何一個省無權單方脫離加拿大，即使有多數公投決定，亦
然。若是魁北克人民透過獨立公投，以多數決表達獨立意志後，加拿大政府便負有「協商義

 務」進行修憲。

• 英國蘇格蘭公投
2014年 9月 18日，在眾人的關注下蘇格蘭獨立公投以 55%反對獨立，險勝了 45%的獨立

 支持者，為這場大約歷時四年的政治議程畫下一個句點。

•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公投
西班牙國會曾在 2014年以「違反憲法」為由拒絕讓加泰隆尼亞進行獨立公投，但同年 11月
9日，該地區仍然舉辦了無法律效力的獨立公投，其中 8成民眾贊成完全脫離西班牙獨立，但
總體投票率僅為 4成  。 2015年 11月 9日宣示脫離西班牙獨立決心，議會通過正式展開 18
個月的出走程序，這是這個地區的最新攤牌行動，但馬德里中央政府已誓言要全力阻止。加
泰隆尼亞是目前西班牙最繁榮的區域，貢獻了西班牙全境將近四分之一的國民生產毛額。

統獨公投 3

http://scc-csc.lexum.com/scc-csc/scc-csc/en/item/1643/index.do


• 義大利威尼托區
2014年 3月 16日義大利威尼托行政區，舉辦了一場非官方授權的獨立公投，投票結果一面
倒的支持威尼托獨立，投票人口中有 89% 贊成獨立，占了威尼托五百萬人口中的大多數。若
成功獨立，可能把周邊的倫巴底（ Lombardy）、特倫提諾（ Trentino ─）、佛里烏利 威尼斯
朱利亞（ Friuli-Venezia Giulia）納入共和國範圍。威尼托區擁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但近年
向財政困難的義大利政府上繳巨額稅款，令該區民眾怨聲四起，「我們厭倦支撐南方，他們
只會浪費錢，我們不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全將衰敗。」

• 科西嘉島獨立
自從 1769年被法國侵佔后，兩百多年來，科西嘉人民的獨立運動從未停止過，政治暗殺事件
層出不窮。無論哪一屆法國政府，都為它傷透了腦筋。少數科西嘉人謀求科島獨立的運動，
近 20多年來愈演愈烈，但由於得不到大多數科西嘉人的支持，因此被法國政府定性為恐怖活
動。法國社會各界對科西嘉島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一些人認為，科西嘉島的財政是法國
的一大負擔，不如撒手不管，隨它去獨立。但更多的人不願看到法國領土的一部分分離出
去，民意調查表明， 80％的科島居民、 60％的法國本土居民希望科島繼續留在法國。  

統獨公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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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六本書的心得
就讀台大政治研究所時，明居正教授指示撰寫期末報告，我乃思以十幾年、三十
幾年來所關心的問題而以全球化趨勢下的台灣出路為題來做閱讀與撰寫報告，經

明教授修改題目為「全球化趨勢對台之影響」，自己選了六本書與文章分
別是：

1. 「 2020全球趨勢與全球治理」 (陳春山， 2007年，聯經 )

2. 「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張亞中， 2003年，聯
經 )

3.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論文」 (廖育信， 2007年 )

4. 「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 (李英明， 2001年，生智 )

5. 「全球化下台灣對外關係的挑戰與契機」 (陳文賢，國展會、台灣
心會， 2004年 )

6. 「政府再造的理論與實務」書中的「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WTO之分析」 (詹中原， 1999年，五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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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趨勢對台灣的影響
一、台灣在全球化趨勢下，區域與全球國際組織的參與

二、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政治改革與獨裁專政

三、絕對的國家主權與互賴的國家主權

四、共產主義社會將於21世紀成為歷史遺跡

五、經濟全球化，兩岸共存共榮與產業分工

六、台灣領航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華人社會

七、爭取國際NGO在台設立總部或分部

八、台灣應塑造為科技王國與全球創新首都

九、台灣應建設為「開放的服務型國家」

十、兩岸問題和平解決



    同胞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

蔣渭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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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耐心聽完，一起為台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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