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拾貳章

鴻展大洋精神，建設正常化的
台灣國

台灣是咱的國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是世界的一
部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
國是二個互不隸屬的國家。
自 1895 年到 2020 年，這一百二十五年，可講是台灣的現代
史。這一部台灣現代史非常獨特，是每一個台灣人應記憶、應珍
惜的歷史。
（在此要再提醒大家，凡是認同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人，
就是台灣人。）台灣現代史充滿著喜怒哀樂、可歌可泣、血汗交
織、受苦受難、同甘共苦、覺醒奮發、勇敢行動—— 由悽慘黑暗
到快樂光明、充滿信心與希望的台灣人打拚奮鬥史。這一部奮鬥
史包括：日本殖民統治、二次大戰後盟軍軍事占領台灣（盟軍授
權由蔣介石政府代表）、蔣介石父子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的非法
戒嚴壓迫統治、以及蔣氏流亡政權結束後，台灣民主化、本土化
（台灣化）的政治轉型、台灣人民有效自決的落實，開創了台灣
民主自由人權立國的新紀元。
由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來看，這一百二十五年來，台灣持續的
演進過程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 1895 年到 1945 年：自 1895 年清日簽訂《馬關
條約》之後，台灣被無條件永久割讓給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領
土，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殖民地。
第二階段是 1945 年到 1952 年：台灣是第二次大戰後盟軍占
領下的日本領土，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下令蔣介石為首的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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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軍隊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並軍事占領台灣，但是並沒有取
得台灣的主權或所有權。
第三階段是 1952 年到 1987 年：在此時期的台灣國際法律地
位未定。1952 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本放棄對台灣（包
括澎湖） 的主權 與一切 權利，並 無提及 日本放 棄後台灣 的歸屬
國，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因此懸而未決。這就是台灣國際法律地
位未定論的由來。在此同時，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繼續在台灣進
行軍事戒嚴的威權高壓統治，既沒有合法性，也沒有正當性，其
戒嚴高壓統治並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台灣人民則被剝奪了
基本自由與人權，直到 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情況才有所改變。
第四階段是 1988 年到現在：1988 年 1 月蔣經國過世、蔣氏
父子流亡政權統治台灣結束之後，台灣人李登輝繼任為總統，開
啟了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轉型。從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
時期開始，廢除中國逃亡來台灣的「萬年國代」、進行國會全面
改選、台灣人民直選總統，達成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等改革
過程，實踐有效的人民自決。台灣人民表現集體意志，共同打拚
努力，獲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人權各方面獨特的發展成
果，使台 灣由被 軍事占 領地進化 為國際 社會一 個主權獨 立的國
家，台灣的國際法律定位也由未定變為已定，進化為一個實質上
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如何將台灣一個實質上的國家轉化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是
台灣人民（當然包括政府在內）今日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這個挑
戰包括 2020 年 1 月即將到來、關係台灣前途的總統與立法委員
的合併選舉。這個巨大挑戰是台灣人的危機或轉機？這正是對台
灣人明顯且迫切的考驗！對台灣人的智慧、勇氣、堅持、寬容與
團結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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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是不是「偉大」，並不是看領土面積的大小、人口
的多少、軍事武力的強弱、外匯存底的多少或者是基礎建設的好
壞來決定，而是由優質進步的基礎教育、多元開放的公民意識、
純潔誠實的公民品性以及開闊廣大的心胸氣度，一點一滴累積凝
聚而成。這些現代文明國家所特有的一流素養氣度，具體表現在
促進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與人權立國的目標以及落實人民自決
原則的堅持。進一步，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人類安全的關切，以
及對世界和平的盡力。以下分四方面來探討闡述：（一）台灣人
民的價值選擇；
（二）自助、人助、天助；
（三）堅持堅持再堅持，
直到成功；及（四）發揚大洋精神，建立正常化的台灣國。

第一節

台灣人民的價值選擇

由多個角度去觀察萬事萬物，已經是現代多元社會的發展潮
流。因此，培養多元思維的國際觀，換一個角度來看台灣，重新
詮釋台灣的面貌，有助於我們以更開闊的心胸，找到台灣未來的
立足點。居住在台灣的人民，要走向世界，培養多元思維的國際
觀確實必要。
台灣是接鄰歐亞大陸板塊的一個海洋島國，四面是海，無論
將台灣當 作中國 大陸旁 邊的一個 島嶼， 或是將 台灣放在 中心位
置，被其他國家與海洋所圍繞，台灣在這兩種觀點中所代表的實
體根本沒變，唯一改變的是看待台灣的觀念。長久以來，在中國
國民黨流亡政權超過半世紀大中國黨化教育之下，真多台灣人的
思考模式，都是以中國為主體來看待台灣，似乎認為一個偉大的
國家應該具備悠久歷史、地大物博、山川壯麗、資源豐富等條件，
才能在國際舞台與其他強權競逐領導權，而台灣是一個小國，只
能聽從大國的安排。事實上，這種思維落伍已經跟不上國際發展
的潮流，軍事武力強弱、國土面積大小不再是衡量國力的唯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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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換句話來講，現代國際發展的新趨勢，乃著重在國家總體全
面性的均衡發展，尤其是如何落實民主、自由與人權，以提升人
民的福祉。在現實上，台灣不可能假裝自己是一個大國，也不必
要為了分享大國的政經利益，將自己矮化為大國的一部分。實際
上，台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國家，我們要與其他國家比素質，而
不是比大小，要比民主自由人權與幸福，而不是比專制獨裁或窮
兵黷武。
什麼 是我們 應該追 求的價值 ？我們 希望什 麼事物可 以作為
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外在形象」？以「人權之國」的名在國際社
會享有美名的挪威，值得我們學習效法。「人權之國」是挪威長
期以來自我樹立起來的國際形象，他們年年發表諾貝爾和平獎，
彰顯人權國家的光環，同時，也積極落實對外金援跨越聯合國所
定已開發國家官方對外援助（ODA）為國內生產毛額（GDP）
0.7％的門檻，展現挪威對全世界的人道關懷。同樣的道理，讓
世界知道台灣、看見台灣、甚至愛上台灣是一件真美好的代誌。
確確實實，台灣人應該團結起來為台灣做對的代誌。不敢尋求自
我突破的國家，絕對不會贏得世人的尊重。在今日的世界，台灣
不應該再 忍受政 治歪理 的差別待 遇，要 得到國 際社會的 公平對
待，根本的對策是台灣國家正常化。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運動有五個關鍵的要點：
（一）落實台灣正名：「台灣正名」是國家正常化運動首要
的目標，其目的在於排除、改變長期以來縱容國家認同混亂及國
格曖昧不明的現象。同時，公開明確聲明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家，凸顯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
灣與中國是二個互不隸屬、互不管轄的國家。台灣是民主自由的
國家，中國是一黨專制的獨裁國家。今日正是以民主方式去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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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過時的假招牌或其他類似不清不楚的招牌，正名國號為
台灣或台灣國的良好時機。四十年前美國制定的《台灣關係法》
以「台灣」與「台灣人民」為主體、為中心—— 不再提起「中華
民 國 」 —— 的 明 智 果 斷作 法 就 是 最 好 的 例 證 ， 值 得 咱 台 灣 的 官
員、民意代表與人民模仿。這雖是遲來的正義，但總比拖延的不
正義好。
（二）以公民投票催生台灣憲法：台灣在演進為一個國家的
過程中， 還沒有 產生一 部真正自 己的憲 法。由 於沒有《 台灣憲
法》，導致國家認同的混淆，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爭論，仍然
持續不斷。在國內無法形成應有的人民共識與國家團結，在國際
上也無法享有一個國家應有的地位。對此，我們需要透過公民投
票催生一部適合台灣的國格國情、人民真正需要的《台灣憲法》
，
落實主權在民。台灣正名也可以憲法化。
（三）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一個新會員國：由政府採取
主動，以 台灣國 家的名 份申請加 入為聯 合國的 新會員國 ，一而
再、再而三，強力宣示凸顯台灣是國際社會一個愛好和平、自由
民主的主權獨立國家，有能力與意願履行《聯合國憲章》的義務。
配合政府的主動積極作為，國內外台灣人要認真打拚展開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運動，年年持續不斷，直到台灣成為聯合國的新會員
國。
（四）落實轉型正義：
「過去不過去，未來就不來」
。轉型正
義是台灣朝向正常化發展的關鍵，台灣要走出歷史悲情，建立以
人權公義為基礎的社會，奠定民主深化的基石，順應聯合國與國
際社會落實「轉型正義」的大潮流。有嚴肅的歷史反省、堅定果
斷的處理態度，才能激發更大的改革能量，大步向正常化國家的
目標邁進，早日成為一個以人權與公義、民主與法治為基礎的正
常化國家，進一步促成人性尊嚴與人類安全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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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意識、涵養與氣度：每一個台
灣人的積極作為是促成國家正常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如何凝聚台
灣國的國民意識、展現台灣國國民的恢弘氣度，人人有份，人人
能做。咱要以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為基礎的人性尊嚴作為國家
社會發展的依歸，以共同的歷史記憶強化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
認同；透過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強化與周邊國家的睦鄰關
係；進一步結合與整合本土在地化與世界全球化的力量，作為台
灣人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的動力，以世界為舞台，積極參與國際
事務，成為全球公民社會重要的一份子，貢獻人類，促進人類安
全、世界和平。
在台灣國家演進過程中，人民集體意志的展現及共同努力所
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權各方面的成果，正是主權在
民、人民自決的真諦。不可否認，台灣國家的正常化是歷史性的
覺醒，更是台灣人空前的大事。偉大的考驗需要偉大的精神；新
精神的發掘與琢磨是培植新氣質、新魄力的根本，也是一種正確
價值的選擇。

第二節

自助、人助、天助

「自助人助天助」是台灣人為求永續發展努力打拚的最佳保
證。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位在亞太區域的航運與戰略要地，幾
世紀以來，台灣始終是地緣政治衝突的一個焦點。外來殖民勢力
雖然一個 接著一 個將台 灣視為牟 取最大 戰略利 益的墊腳 石，但
是，韌命的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克服惡劣的歷史環境，為爭取民主
自由的普世價值、人權立國的理念與人民自決的目標打拚奮鬥。
二次大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敗逃台灣，中國共
產黨軍隊隨時都可能對台灣發動渡海攻擊；當時，美國本來袖手
旁觀，任憑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自生自滅。沒想到，韓戰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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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扭轉整個東亞大局，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中
國國民黨政權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二二八事件與隨後的白色恐
怖雖然消滅台灣一整個世代的社會菁英，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
為首的流亡政權繼續從事非法的戒嚴軍事占領，但是台灣知識青
年無論是走入地下，或者是在國外的僑居地—— 特別是在美國、
加拿大、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巴西以及南非等地 —— 不斷投
入台灣人民自決與獨立建國運動。1978 年底卡特總統為求「聯
中制蘇」的戰略目的，宣布不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台灣失
去美國的力挺，陷入隨波逐流的失控狀況。隔（ 1979）年美國國
會為了維 護美國 與台灣 人民的共 同利益 ，採取 果斷的行 動通過
《台灣關係法》，繼續軍售防禦性武器給台灣，確保台灣的安全
與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1988 年 1 月蔣經國過身，李登輝繼任
為總統，
「民主先生」開啟台灣民主化與台灣化的轉型契機。2000
年代表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促成台灣首次的政黨
輪替，終結中國國民黨一黨長期統治台灣的局面。在陳水扁總統
主政期間 ，持續 推動強 化民主轉 型的過 程，凸 顯台灣是 一個自
由、民主的國家，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也提出「台灣、
中國，一邊一國」、人權立國的主張，並致力於推動台灣加入聯
合國的馬拉松運動，帶領台灣走上國家正常化之路。
在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之後，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代
表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取得總統大位，台灣國家正常化運動路線
被攔腰斬斷，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向中國傾斜的路線。馬氏政府執
政八年期 間，以 完全執 政的獨斷 ，不但 沒有履 行選前的 政治承
諾，而且一面倒、倒向中國，造成台灣經濟愈來愈壞、外交休克、
國家主權漸漸流失、公平正義淪喪前所未見。馬氏政府堅持「九
二共識」的神話，也接受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前二任的
李、陳總統形成強烈的差別。對此，有些人指責馬氏政府啟動「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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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化」的謀略，2010 年通過《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意
圖將美 國及其 他國 家排 除在外 ，使台 灣與 中國 密切連 結。 2014
年為了營造與中國終極統一的氣氛，馬氏政府更以不透明的「黑
箱」作業橫渡關山要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給台灣人
民帶來警訊。好佳哉，天佑台灣！馬英九政府的倒行逆施，引起
台灣人民的憤怒與反彈，以青年學子為主體所發動的「三一八太
陽花運動」，掀起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公民反抗運動，他們提出
「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以及「自
己的國家自己救」等政治訴求，不但成功阻擋黑箱《服貿協議》
的過關，而且改變台灣社會的政治氣氛，真多人因此投入公共事
務與關心台灣政治的發展。假使當時台灣人民沒有及時採取行動
干預、反制，真不知道馬氏政府會走到多遠？這股社會良心良知
的巨大力量，在 2014 年九合一選舉中嚴重打擊執政的中國國民
黨，幫助蔡英文與其領導的民主進步黨在 2016 年 1 月取得總統
與國會大選的雙重勝利，並促成第三次政黨輪替。
2016 年蔡英文總統就任以來，始終堅持「善意不變、承諾
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原則，
以穩健、不挑釁的態度，處理台海雙邊的問題。中國對於蔡英文
總統拒絕接受「九二共識」的回應，就是增強打壓的力道，從封
閉台海兩岸的協商與對話管道，到透過軍機軍艦繞台、進行遏止
台獨的軍演，對台施以壓力，甚至要挖光台灣的邦交國。值得注
意的是，台灣已成為中國銳實力的實驗場，從 2018 年底的九合
一選舉中清楚可見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已經從傳統的軍事威嚇、政
治打壓與經濟淘空，擴大蔓延到利用中國代理人與中國白蟻在台
灣各角落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製造社會矛盾、對立與衝突的手
段愈來愈細緻、範圍甚至延伸到台灣部分的媒體，操控並配合北
京散播不 實的消 息，傷 害台灣的 民主發 展。面 對如此惡 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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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當務之急，台灣人民必須記取教訓，強化敵我意識，從被動
的資訊接受者，轉化為積極主動的監督者、挑戰者，透過公民社
會力量的集結，形成健全社會輿論的穩定力量，反制中國對台灣
民主運作的干預擾亂。
台灣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雖然是一般公認的事實，
但是因為台灣內部種種政治氣氛與嚴重的族群對立，以致於無法
凝聚整體的國家意識。影響所及，我們習慣性忽略台灣國家的實
質存在與漠視應自我認定的國家存在，使得台灣還無法成為一個
正常化的國家。長期以來，「中國的打壓」是政府官員習慣用來
解釋為什 麼不敢 明確主 張台灣是 一個有 別於中 國的主權 獨立國
家的理由。假使台灣面對外力的打壓或逆境的阻撓始終採取乖乖
牌的作法，而不敢有所抵抗，不敢挺身而出，那麼三十年前台灣
製造的經 濟奇蹟 、成為 國際經貿 體系中 不可或 缺的一員 從何而
來？二十年前推動的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轉型，成就不流血
的民主「寧靜革命」，又如何受到舉世矚目？顯然，我們一再用
「中國的打壓」作為台灣遲遲無法走出困境的藉口，卻不願意正
視過去受到外來政權神話與分化統治遺毒的影響，在自己身上存
在國家認同混淆與國家正常化共識未能凝聚的發展缺陷；如此，
台灣人就無法度成熟起來、無法度培育真正堅固的台灣主體性，
更談不上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事在人為！面對這個風起雲湧的世界、瞬息萬變的台海兩岸
局勢，民主自由的台灣必須增強自我的能量，無論 是國防武力與
經濟競爭力都不能再持續弱化下去。不錯，持續深化台美正常化
的良好關係，有助於穩定台海局勢、促進區域安全。但是，更重
要的是，台灣的命運必須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展現台灣全體人
民的意志，這是「人民自決原則」的真諦，自助人助天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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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現實國際政治與台灣

的國家自己救的根本道理。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重任在我們自己身
上，除了自助自救以外，別無他途。

第三節

堅持堅持、再堅持，直到成功

台灣自 1988 年開啟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改革路程，終止
動員戡亂時期、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階段，達
成有效的人民自決。順應聯合國與國際法「人民自決」的大潮流，
台灣人民自由發展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雖然由
被軍事占領地進化為國際社會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國際
法律地位也由未定變為已定，但是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運動，是台灣人民在國際社會得到應有的
尊嚴與平等地位的關鍵，政府要拚、人民也要拚。無論是制憲正
名、加入 聯合國 、推動 轉型正義 或是培 養正常 化國民的 素養氣
度，雖然困難多多，但是意義偉大崇高。正確的偉大目標既定，
就要經之營之，全力以赴。
民主化的台灣，順應「全球治理」的大潮流，要站起來及走
出去，展現台灣日益強壯的公民社會力量，使國際社會清楚認識
並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立國的台灣。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與人
權立國的理念是我們與世界民主社群接軌與對話的共同語言。無
獨有偶，自今（2019）年 6 月 9 日以來香港人民發起反送中運動，
百萬人週週上街表達訴求，百工百業也配合發動罷工、罷市與罷
課的行動，向全世界傳達香港人民維護民主、自由的堅定意志與
決心。香港反送中運動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民的堅毅、智慧與勇
氣，值得台灣人民效法。
建設 台灣成 為一個 名符其實 的正常 化國家 是咱正確 的大目
標。對的代誌，就要繼續推動，不分世代，老中青少同心協力 ，
堅持再堅持，直到成功，美夢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