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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邁向聯合國之路座談會 
 

■林秀春‧楊新彥記錄、整理 

 

時間： 1998年 9月 20日 (星期日 ) 上午 10

時至12時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台大校友會館四樓大會廳  

主辦單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

長）  

與談人：（按姓氏筆劃序）  

夏立言（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  

陳春生（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裘兆琳（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蕭美琴（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主持人陳隆志：聯合國第五十三屆大會

於9月9日開鑼，聯大總務委員會於11日再

度拒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列入聯合國

大會的正式議程，讓台灣再次失望。有人

說聯合國根本不值得參加，何必操心？有

人認為在中國的反對之下台灣根本不可能

參加，何必浪費資源庸人自擾？有人認為

台灣內部的問題很多，應該將內政處理

好，沒必要管外交。在柯林頓宣佈新三不

之後，國人對加入聯合國一事也變得很低

調、消極、這些議論似是而非，需要澄

清，顯然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島國

必須外交內政並重。聯合國值得台灣加

入，美國不支持，但並沒有反對台灣參

加，一切是靠台灣自己的本事努力，中國愈

反對，我們就該愈再接再厲，有志竟成。  

 提升島國台灣的國際地位，是台灣人民

共同的願望、要求和期待。為達到這個目

的，除了繼續推動雙邊外交之外，更重要

的是增進對不同組織的參與，和許多國家

維持多邊的互動關係。聯合國及其體制下

的國際組織也是今日基本的國際互動的大

舞台，聯合國所代表的是多元性、廣泛

性、全民性、整體性，一方面促進國際和

平安全的維持，另一方面是促進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人權各領域的發展進

步，島國台灣如果加入聯合國，也就能順

利加入其他功能性、專門性的國際組織，

得到主權國家應有尊嚴和參與。  

 島國台灣為什麼應該參與聯合國，應該

如何加入聯合國？應該採取什麼策略？除

了聯合國以外，咱何去何從？針對這些問

題，咱今天很榮幸請到諸位出色的專家，

來共同思考探討大家所關心的這個問題。  

 黃昭堂：聯合國是世界性、普遍性的國

際組織，如果將中華民國算一個國家，現

在全世界共有192個國家，其中有185個國

家加入聯合國，其他 7個因宗教上、經濟

上或中立國的理由而不能加入。只有中華

民國是因為別人不讓他加入。  

 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

題要看從什麼角度來看。台灣是一個事實

上的國家，就國際法說來是個不完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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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對中國來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叛

亂團體；對台灣人來說，是外來政權漸漸

本土化。  

 加入聯合國的條件：凡是獨立國家，愛

好和平，願意且有能力履行聯合國憲章

者，就可以加入。為什麼中華民國不能加

入？因為對聯合國來說，中華民國不是主

權獨立的國家。李登輝先生當了總統以

後，台灣的民主化是真的，然而是不是他

當了總統台灣就獨立了？不是。  

 領土是獨立國家的條件，而中華民國的

領土呢？一個國家如果領土不確定，如何

成為國家？要別人如何承認你呢？國家領

土不能確定，人民範圍也就不能確定，只

剩下一個政府而已，所以今天我們要加入

聯合國有許多困難就是在此。  

 要加入聯合國用什麼名義都可以，我是

很希望以台灣的名義加入，可惜今天主權

還不在台灣人的手上。李總統說台灣的將

來要由二千一百萬人來決定，但是外交部

認為「自決」這個問題，由於台灣不是殖

民地，所以台灣人民沒有自決的權利，真

是很奇怪。  

 夏立言：首先，我們為什麼要參加聯合

國？對於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來說，這是理

所當然的，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應該加

入聯合國。  

 第二個問題，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答案當然是  "是" 。我們有

領土、有主權、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

負擔國際義務的能力，所以我們當然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照聯合國憲章的規

定，加入國一定要愛好和平，毫無疑問

的，中華民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所以加

入聯合國是我們應有的權利。  

 至於要如何加入聯合國？外交部推動參

與加入聯合國的工作時，第一個必須在國

策的指導之下推動。第二要尊重人民的意

願。  

 另外，加入聯合國我們必須要有理論

上、法律上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的話便

無從推動。在1991年以前，我們國家的政

策和法律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份」、「漢賊不兩立」等等。1991年

政府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當

政府面對了中國分裂分治的現實，我們對

外宣稱目前在中國的領土上有兩個分治的

政權，在這個事實之上，我們才有了重

返、加入、參與聯合國的法律基礎。  

 除了要考慮到國內的法律基礎之外，也

要考慮到要用什麼方法。如果是新會員入

會要經過安理會的同意，而安理會中，中

共有否決權，所以要以新會員的方式入會

是非常困難的。有人說用新會員申請入

會，中共作為一個紛爭的當事國並沒有否

決權的權利，必須要迴避。事實上這是對

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一個誤解，聯合國的憲

章裡，關於紛爭的當事國要迴避不能投

票，是要在和平解決糾紛的情況下才算。

這是在聯合國的憲章第六章的規定，至於

新會員的入會並不屬於這個範圍，所以中

共是可以行使否決權的。  

 我們在推動這項工作的時候是非常務

實，有幾點希望和國際社會，甚至國內說

清楚：  

 第一個，我們目前並不去挑戰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安理會大會中現有的席位，唯一

要爭取的就是在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民的代

表權。對我們而言，1971年二七五八號決

議案的確解決了中國大陸十幾億人民的代

表權，可是並沒有解決台灣二千一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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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代表權，所以我們爭取的是自己的代

表權，並不是要挑戰誰代表中國，這是第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第二個，我們在這個階段要提醒國際社

會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以及希望國際

社會能夠找出一個方式來瞭解，讓我們能

參與國際社會的運作，我們只是把問題提出

來。在聯大的總務委員會這麼多年來，第六

年了，都沒有能夠列入議程，原因很簡單，

就是中共全力地打壓我們。  

 有人說我們使用的名稱是否適當，是不

是我們提出的方式不對？第一個，名稱方

面，是立法院要求我們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申請，我們是回應民意的要求。第二個，

即使我們向國際社會表示在名稱上可以保

持彈性的情況下，仍然沒有辦法列入議

程，中共仍然全力打壓，「世界衛生組

織」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另外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也通過決議案

要求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為什麼到現在

都還沒有做到呢？在國際社會裡，投票的

是各國政府的行政部門，而他們在中共的

壓力之下到目前都沒有這個勇氣敢來面對

這個問題。  

 陳春生：由於「中華民國」或「中華民

國在台灣」，名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所

重疊，導致世界上192個國家搞不清楚，

哪一個政府才是真正的中國政府？在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

府之後，我們退出了聯合國，此後要想再

加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共的打壓不但

是必然的，以後還是會繼續打壓。這個原

因恐怕還是要怪我們自己。  

 剛才夏司長提到他在外交部的工作要回

應民意的希望，尊重民意的趨向，他也要

遵守國家的基本國策。請問各位，現在我

們國家的基本國策是什麼呢？有沒有改

變？  

 台灣在法律上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

他是一個事實的國家，有土地、有人民、

有政府，可是沒有主權，主權是什麼？主

權就是「不受外來的威脅控制的力量」，

這種力量我們沒有享受到，也就是剛才黃

先生所說的台灣人民並沒有掌握主權。  

 世界各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表示「新政府取代

舊政府」，因此我們在聯合國的席位，中

華民國的名稱並沒有改變，還是「Republic 

of China」，並不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共產黨加入聯合國，取代了我們的

席位，我們從這個席位離開了，難怪從

1993年起申請重返聯合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要修定基本國策，讓外交部的

官員們能夠好好地實行台灣人民的總意

志，就是要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

此今後，除了政府要調整基本國策，憲法

的增修條文裡面有：「為統一前之需

要」，意思就是說台灣人民將來就是要統

一，那何必加入聯合國呢？所以這個憲法

增修條文的前言一定要取消，不然就是要

改成「為國家發展之需要」。  

 憲法一定要制定或是重修，如何重修？

不用革命，也不必召集臨時政府或委員來

開會，以現在正當合法的修憲程序就可以

改變了，也就是國大代表就可以來制定適

合台灣人民的新憲法，將憲法增修條文再

重新整修一次，成為台灣的新憲法。這是

可以做的，主權雖然不在台灣人民，但主

權在國大代表，所以大家想救國家，就去

選國代，以推動台灣新國家的出現。  

 裘兆琳：我上個月曾經到美國和美國的

媒體、美國的一些前任官員及智庫學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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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我記得在紐約有兩場會談，新聞週

刊（ NEWSWEEK）一位專門寫兩岸問

題、中國問題、台灣問題的專欄記者他提

出了一個問題，他說：「我曾經聽了你們

要參加聯合國的各種理由，到現在還沒有

聽到一個足以說服我，讓我覺得很具有說

服力的理由。」他說他們在紐約看到很多

國家說他們不想參加聯合國，為什麼我們

會這麼有興趣？看來我們以後對外的說詞

要更具有說服力。  

 第二，同樣在New York，我們訪問了

前任的亞太駐卿（Winston Lord），其中

一個討論的問題就是「三不」，尤其是

「第三不」中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的問題，

Winston Lord一開始是用美國官方的說

詞，他說三不並不新等等，我立刻予以駁

斥：「我們看到美國和中國有三個公報，

沒有一個公報是談到台灣問題的，不但沒

有，在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還有一條，明

確表示台灣關係法不能作為排擠台灣在國

際功能性的國際組織會員裡的藉口。在

1979年『台灣關係法』通過的時候，我們

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成員，

我 們 一 直 到 1980 年 才 退 出 。 」 後 來

Winston Lord就不講話了。在歐布萊特擔

任駐聯合國大使時，有一次她在 New 

York 就我們參加聯合國的問題，表示了

以下意見：美國目前並不支持，不過兩岸

若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的話，同時符合聯

合國的憲章，她說美國會支持。美國現在

的『三不』顯然又和當時的立場又有不

同，對未來兩岸可能可以談的其中一個議

題關起門來。  

 在哈佛大學的一場座談會上有一位所謂

主流派的中國問題專家，他說：「我們絕

對支持台灣的自由和民主，可是如果因為

你們的面子問題要把美國拖下水，要讓美

國的老百姓為你們犧牲打仗，這我絕對反

對。」所以未來我們要參加國際組織的問

題，要思考的層面是多層面的。  

 我剛好有機會訪問過南韓駐美國的大

使，他說南韓在70年代時曾經努力過加入

聯合國，最後在整個國際政治情況並不是

很有利的情況下，那一次的努力並沒有成

功。然後他們決定採用另一種方式，是在

檯面下的努力，等待有利的時機。這有利

的時機是在1990年時他擔任韓國駐美國大

使的時候發現整個國際局勢有重大改變，

韓國在參加聯合國的問題上已經有新的眉

目了，由他穿針引線，最後得到美國的首

肯，最重要的是得到前蘇聯的首肯。在這

種情況下北韓根本沒有辦法說NO，最後

在天時地利人合之下和北韓一起參加聯合

國。這是南韓的經驗。根據分裂國家的模

式，我們也應該可以參加聯合國。  

 至於所謂第二管道的問題，最近我看到

美國在70年代80年代出版的一些書，對於

第二管道有非常詳細的研究，尤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蘇冷戰期間非常努

力地運用第二管道，希望透過第二管道的

學者專家或前任官員的影響力來影響第一

管道的最後決策者。根據國際政治上的現

實，目前我們的第一管道基本上就是現在

我們的27個邦交國。最近我們有4個邦交

國因為沒有交聯合國會費而被解除了投票

的資格。在二十幾個邦交國裡真正能夠投

票的最多也只有20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

要面對現實，現階段的努力我覺得可以透

過第二管道。  

 我們知道中共的官方基本上對台灣參加

聯合國有非常抹黑的解釋，美國官方目前

也因為擔心被捲入兩岸統獨爭議，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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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裹足不前。這時候的幾個努力的方

向：第一，在聯合國的努力上我們可以透

過第二管道。我想學者專家可以根據各種

不同的專業的知識和涵養，讓我們有機會

出席一些專門性的國際會議，這是其中一

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另外我們也可以向美

國政府透過第二管道的方式和中國大陸新

一代的學者交換意見。這些的新一代的學

者很多是在美國留過學的，對於兩岸關係

可能也有很多異於他們政府目前一般的看

法。  

 另外，如果我們能夠順利參加世界貿易

組織，和現在世界上一百二十幾個國家建

立官方的經貿關係，對於我們未來最高的

目標應該有所幫助。謝謝！  

 蕭美琴：目前國內所面對的問題中最大

的紛爭之一是國家名稱，我最近看到一個

名單，是我國的某個國家機構要派科技人

員出國開會，優先爭取台灣代表名義的名

單，外交部所優先給的名稱第一個是中華

民國，第二個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第三個

是China Taipei，第四個是Taipei, China，

就是這樣用China 和Taipei有的有逗點有

的沒有這樣排列下來，最後第7、8個才是

台灣。所以外交部給我們各機構出國開會

所要爭取使用的名字，「台灣」其實是放

在最後面的。  

 用「中華民國」這個名稱除了在延續一

個非常脆弱的中華民國的法統之外，其實

對台灣沒有其他的好處，只會更加混淆國

際視聽。所以我希望國內也可以透過這樣

的討論或是在立法院透過民主程序在國家

名義上做一個新的調整，在國家名稱上建

立一個國內的共識，而不是用一些奇奇怪

怪的名稱。  

 台灣是否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就民進黨

來說，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當我們討論參加聯合國的議題時，只有主

權獨立的國家才有資格申請，如果認為台

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加入聯合

國這個議題就不用再討論了，因為只有主

權國家才能參與。我們既然在積極地爭取

參與由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希望

國內認定自己是個獨立的國家，免得出去進

行遊說工作時讓國外不太知道台灣要的是

什麼。  

 除了聯合國的工作之外，外面的空間還

是非常大。聯合國這幾年開的會議包括93

年在巴西的環保會議、95年在北京的世界

婦女會議，他們除了官方的大會之外都還

有平行的NGO大會和論壇，而這個NGO

論壇有非常多台灣可以參與的空間，我們

並沒有好好地來運用這些機會和空間。另

外像APEC最近在台灣召開非官方的企業

論壇會議、以及民進黨下星期即將舉辦的

小聯合國，所有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國

家例如台灣、西藏、車臣等等正在積極爭

取代表權的國家的會議。我們透過這種會

議才能表達台灣想要參與世界民主發展、

世界人權這樣的工作，同時這也是台灣人

參與國際貢獻的管道。  

 最後我要強調外交部除了要繼續積極地

從事官方外交工作外，還可以做人力資源

的統合，併入民間資源共同做策略上的發

展，以增加我們國際生存的空間。  

 黃昭堂：我想請問夏司長，中華民國的

領土在哪裡？  

 還有一點，台灣不應再考慮「中國」之

類的名稱，能不能用其他的名稱加入聯合

國？這點也請夏司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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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想請教裘女士，有人說台灣是

trouble maker ，其實很多麻煩不是台灣

自己製造的，是美國自找的，所以我說不

必考慮美國是否會干涉台灣的問題，因為

美國絕對不敢對台灣的問題放手，這是我

的疑問。  

 夏立言：我們努力的方向不是在挑戰誰

代表中國，我們所爭取的是在台灣二千一

百八十萬人民在聯合國及國際組織上的代

表權，但還是有人說我們在挑戰中國代表

權，事實上絕對不是的。  

 第二，我個人去年在New York 待了一

個月，和很多不同的代表團接觸，經過了

六年的努力，在聯合國所有的代表團沒有

一個代表團對我們的問題不清楚，每年經

過總務委員會四、五個鐘頭的討論，現在

大家都非常清楚，也很同情，但可惜在中

共強大的壓力之下，到目前他們沒辦法把

同情轉成助力。  

 至於民間的參與，目前外交部特別是國

際組織司，對於民間協助政府參與加入國

際組織的活動，不遺餘力。我們很誠心很

努力地希望全民一起來把國家的國際空間

推展得愈來愈大。  

 至於剛才黃主席說美國打壓中共二十一

年，中共二十一年才進去聯合國，所以我

絕對同意：我們只要有耐心、努力去做，

一定會有成果的。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中共

有蘇聯集團的支持，今天國際上能夠幫我

們的實在不多，所以我們需要一點時間一

步步地來爭取大家的同情和支持。  

 至於我們用的名稱是不是困擾？參與國

際組織要有「務實外交」的觀念。我們和

美國斷交之後，我們設立了北美事務協調

委員會；當英國承認中共之後，我們在倫

敦成立了自由中國中心；我們在和西班牙

斷交之後，設立了孫逸仙中心。我們用了

各式各樣的名稱，就是為了要生存發展。

所以當我們生存發展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我們的經濟及民主發展，使得各國瞭解到

我們的辛苦，我們對外的名稱也開始統

一，現在大部分的地方叫做「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或代表處，有人問我為什麼不

用「台灣」，這一點國內很多立法委員都

很清楚，不能用台灣這個名稱是因為外國

認為「台灣」這個字被政治化了，所以他

們希望用「台北」這一個比較不政治化的

名稱，而台北是我們政府首都所在地，所

以用台北相當具代表性。  

 政府努力的第一步，是想辦法讓我們的

聲音被聽到，讓我們的意見可以表達，不

管是透過NGO或是其他專家學者去參加會

議，並不是政府的努力就到此為止，這是一

個很重要的觀念。  

 剛才黃先生問我中華民國的領土問題，

中華民國的國策非常清楚，我們追求的是

未來統一的中國。在目前的狀況之下，我

們的治權所及是台澎金馬地區。  

 另外有人說外交部的想像力不夠豐富，

如果我們沒有豐富的想像力，我們到現在

可能WTO還進不去，根本沒有辦法做觀

察員，更不要說有能變成正式會員的前

景 ， 如 果 不 是 我 們 想 到 用 Chinese 

Taipei ，我們可能連APEC也進不去。當

然我們不滿意這個名稱，但是在務實的考

慮之下，我們必須先求能生存發展，然後

再看看下一步要做什麼。我們外交部會繼

續努力，謝謝！  

 裘兆琳：剛才提到說美國自己愛被拖下

水，今天美國對於「三不」的支持，也可

能是美國未來把自己拖下水的原因，尤其

在參加國際組織的問題上面。因為美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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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中共讓步可以換得和平穩定，而沒有

意識到今天給他保證，明天沒有兌現的

話，他可能更生氣，採取更多不利於美國

國家利益的做法。所以未來在對美工作的時

候，可能要讓美國對於我們的所做所為有更

進一步的瞭解，同時讓美國對於可能會把

美國跟我們拖下水的事情事先說清楚。  

 蕭美琴：國內很多團體也是在做外交工

作，外交部能不能發一個說帖，先說服國

內的人，或是對國內的人也要有統一的策

略。現在一般民眾打電話向外交部要說帖

或立場時，電話總是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

個單位，連我們民進黨中央要資料都要透

過好多種不同的單位，既然是我們對外的

策略和說帖，外交部應主動分享資訊並統

合民間資源。  

 另外我聽過不只一兩個國家的反應，他

們在台灣想辦好事情都不會去找外交部，

而是去找國貿局、經濟部等等，我們的外

交部比較傾向保守小心，所以在開創空間

的步驟可能比其他部會要慢一點。就這點

來說，希望外交部能用更積極的心態來和

民間的資源做統合。  

 夏立言：外國很多駐台單位為什麼去找

經貿單位不找外交部，他們就是要把我們

打成經貿體系，所以故意不去找外交單位

而是找經貿單位。如果今天大家都有共

識，請他們透過外交單位來找，這樣才能

更凸顯我們的主權。所以我們必須要呼籲

其他各部會，不要以為外國單位找他們是

因為他們比較有效率，而是他們要凸顯和

台灣是經貿關係，因此故意走這個路線。

另外一點我必須要報告的是外交部真的花

了很多時間和民間機構在溝通合作推展中

華民國外交。  

 陳隆志：謝謝夏司長。二七五八號決議

案是說：「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

有權利，承認其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

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

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非法性占

有的席位逐出」。以上是正文。在外交部

努力時是要將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修改還是

如何做，是要用什麼字眼？  

 夏立言：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要聯

合國再來檢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就像開

始幾年我們要推動設立研究委員會一樣，

我們要檢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裏不適合的

那一段，找出一個答案。中華民國沒有參

與國際社會對國際社會也是一種損失，我

們希望國際社會能來檢討這個問題。  

結語  

 黃昭堂：台灣所有的問題都是台灣內部

的問題，不是外國在打壓台灣，而是台灣

內部的人在打壓台灣。  

 夏立言：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務人員，

我們必須遵照政府的政策和人民的意願，

就是從立法院所表達出來的意願，我們要

很務實很負責任地執行這個政策，大家必

須要往前看不要只看過去，謝謝！  

 陳春生：我想我們應該繼續努力建設一

個名實相符的國家。我們已經是一個國家

沒錯，可是「名」卻不是。我們要繼續爭

取進入聯合國及其他的國際組織，這是政府

機關要好好努力的。如果有一天我們國家的

名實都建立起來了，還不能被中華人民共

和國所接受，那我建議台灣宣佈為「世界

永久中立國」，東方的瑞士。  

 蕭美琴：我們國內對於外交政策和國家

策略有這麼多歧異點時，我們更期待政府

能更積極有創意地建立共識，世界上沒有

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面對外面如此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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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國內紛爭卻還那麼多，因此建立共

識和促進國內的合作是相當重要的，也期

待以後我們在外交策略上不是用對立的而

是用互相監督的心態來面對。  

 陳隆志：在今天很精采的討論之中，我

們都知道加入聯合國是大家期望的大目

標，雖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但台灣是要

加入聯合國，不是重返聯合國；是要以愛

好和平的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用台灣的

名義加入。也許一開始沒辦法馬上加入，

但最後大家一定能知道台灣根本的立場、

願望，國際社會才能真正支持我們，因此

我們要走的這條路是很漫長的。  

 中國花了二十二年才進入聯合國，我們

可能不用那麼久，但也是要有長期作戰的

準備和努力。另一方面，要凝聚共識也是

很重要的，在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有不同

的意見是好的，在不同的意見當中朝向共

同的目標來走，今天在加入聯合國的這個

議題上也許沒有以前那麼熱烈，但無論是

柯林頓的「三不」還是中國的反對，我們

還是要繼續增加共識和努力，一步一步進

行，有朝一日真的機會來到時，我們才能

把握，靠自己的努力，期望有一天我們能

用島國台灣的名分，以名實相符的身份在

國際社會上立足，一定能得到國際社會的

尊敬、支持、同情、瞭解。感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