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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聯大第2758號決議 
—過去、現在與未來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壹、引言：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是海內外台灣人共同的願望與訴求。中國的反

對，是台灣無法度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原因。中國愈鴨霸、愈阻礙抵制台灣參加聯合國，

我們愈要以堅定的態度與不驚的決心突破中國的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以台灣是一個愛

好和平的國家之身分，向聯合國申請入會，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 

  今（2021）年10月25日是聯合國大會（以下簡稱「聯大」）通過第2758號決議的五

十週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全文如下： 

「大會記取《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

利，對維護《聯合國憲章》與對聯合國必須謹守憲章的原則都是重要的，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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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立刻將蔣介

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非法佔有的席位逐出。」 

  基本上，聯大第2758號決議決定的重要事項，包括： 

（一）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此決議

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及中國人

民。 

（二） 立刻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非法佔有的席位逐出——

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失去合法性

與正當性。 

（三） 聯大2758號決議所解決的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完全沒有提及台灣，也

沒有決定台灣的歸屬與國際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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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的始末 

  聯合國大會在1971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取

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相關國際組織的會員國籍，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失去合

法性與正當性。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1949

年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失敗，被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趕出中國大

陸，流亡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當時盟軍軍事佔領的日本殖民地——台灣。同年10月，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向聯合國提出抗議，要求取代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所佔據、聯合國

內中國代表的席次。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乃成為聯合國大會每年都要考慮爭辯的問

題，直到1971年通過2758號決議才停止。 

  1950年代，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權雖然流亡到台灣，但是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與大

會還有很強的控制力，只要支持中共的國家要求將中國參加的問題列入聯大議程，美國

就以程序問題為理由，擱置議案不予討論。1960年代，真多亞、非洲的新興國家相繼加

入聯合國，他們開始質疑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霸佔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代表中國與中國

人民，而真正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何被聯合國排除在外？聯合國大會內

「容共排蔣」的聲浪愈來愈強，迫使美國不得不放棄多年來運用凍結緩議的策略。1961

年起，中國代表權問題正式被列入聯大的議程，美國與支持蔣政權的國家採取的策略是

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的提案必須以「重要問題」案來處理——也就是表決須得到聯大三分

之二的多數通過。 

  1960年代末期，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出現惡化，美國尼克森總統抓住機會打出牽制蘇

聯的中國牌。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情況也有了重大變化，數個解決聯合國「中國代表

權」的方案都被併案提出討論：一個是以阿爾巴尼亞為主的聯合提案，支持中華人民共

和國進入聯合國，排除蔣介石政權的方案。另一個方案則由美國等國家所提出的「兩個

中國」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是繼續保留中華民國的席次。除此之

外，還有一個要特別指出的方案，就是當時海外台獨運動團體為了台灣的前途，向在聯

合國總部內的各國使節團進行遊說，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的巴

倫迪（Jamail Baroody）大使跟我詳細討論過後，基於正義感與為被壓迫的台灣人民發

聲，向聯大提出「一中一台、台灣人民自決」的正式提案——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

國代表權，包括安全理事會的席位，但是台灣繼續以台灣的名義身分留在聯合國之內。

同時，鑑於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為落實人民自決的原則，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

與選擇，應在聯合國監督下在台灣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將來。巴倫迪大使在當時聯

合國各國代表團中非常傑出資深，富有是非正義感。他認為「一中一台，台灣人民自決

公投」是最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案。 

  台灣海峽兩岸的政府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互不相讓，雙方經過二十二年的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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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1971年10月25日在情勢非常緊急的狀況下，聯大首先就阿爾巴尼亞案進行投票，最

後以三分之二多數（贊成七十六票、反對三十五票、棄權十七票）通過「容共排蔣」的

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內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連帶也

接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體系下其他附屬國際組織的席位（關於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

始末，請參閱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陳文賢教授於2019年8月發表《被外交孤立的台灣：

聯合國「中國」代表權22年爭議始末》一書，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聯合國研究

中心出版發行。該書援引第一手的歷史檔案資料，有非常清楚完整的介紹說明。） 

  在此特別指出，當時真多對中華民國友善的國家都對蔣介石提出建議，趁中華人民

共和國尚未進入聯合國之前，只要接受「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方

案，或許還能夠保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的席位。但是，頑固的蔣介石真正在意的是維

護「中華民國」形式上的法統，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意識形態，完全不把台灣的國家

利益與人民的福祉當作一回事，錯失台灣繼續留在聯合國的契機。影響所及，中華民國

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中華民國」雖然不代表台灣與台灣人民，但是聯大2758號決議通

過後，台灣連帶受到拖累成為國際孤兒，至今仍被阻絕在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之外。 

參、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刻意扭曲 

  在此要特別指出，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主要是解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該決議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並驅逐「蔣介石政權的代表」，完全沒

有提及台灣。五十年來，中共為了併吞台灣，處心積慮刻意曲解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內

容，宣稱聯合國已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授權中國代表台灣與台灣人

民，全力阻止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體系內功能性的國際組織。 

  以下會再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謬論，提出反駁與批判。 

肆、台灣透過人民有效自決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與中國互不隸屬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後，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大門之外長達半個世

紀，雖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來自中國的政治打壓一再變本加厲，但是外交的孤立無

緣，並沒有讓台灣因此而灰心喪志被中國所併吞。相反的，五十年來經過海內外台灣人

齊力發揮一步一腳印的精神，持續不斷的打拚奮鬥，創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台灣經

驗」，除了深受國際肯定的經濟奇蹟之外，還有另一項令人驚艷的政治奇蹟。 

  台灣在1952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本正式放棄台灣（包括澎湖）的主權之

後，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198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時間的經過，國內外情勢的演

變，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民主大轉型，落實《聯合國憲章》主權在民、人民自

決的精神與原則，使台灣由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國際法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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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由未定變為已定，為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帶來新的期待。 

  台灣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這

個演進的過程，自1895年起，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1895年至1945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1895年，中國清朝與日本簽定《馬

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第二、1945年至1952年：台灣是盟軍軍事佔領下的日本領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軍

隊代表盟軍軍事佔領台灣，並沒有取得台灣的主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國國民黨政權流亡到台灣，開始軍事戒嚴統治。1952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

本放棄對台灣（包括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並無提及台灣的歸屬，台灣的國際法律

地位因此懸而未定。 

  第三、1952年到1987年：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將台灣繼續置於軍事戒嚴的威權高壓

統治之下，台灣人民被剝奪了基本自由與人權。這個階段是沒有合法性、正當性的軍事

佔領統治。 

  第四、1988年到現在：1987年7月政府解除戒嚴之後，1988年開啟台灣民主化與本土

化的階段，台灣歷經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改革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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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落實《聯合國憲章》

及國際人權公約所宣示的人民自決，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發展獨特的經濟、社會與文

化制度，台灣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經濟發展成功使台灣成為經濟實力雄厚、科技發達的世界貿易國，而政治民主化落

實《聯合國憲章》及國際人權公約所宣示的人民自決原則，決定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

並發展獨特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使台灣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民主自由、主權

獨立的國家。聯合國成立的宗旨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促進國際經濟、社會、文

化、人道與人權領域的合作。聯合國所代表的宗旨與功能具有全球性與普遍性，台灣人

不禁想問，台灣滿足人民、領土、政府及與外國交往的權能等國家要件，已是一個主權

國家，與聯合國當前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相同，符合《聯合國憲章》第4條新會員國入會

的資格，為什麼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在國際社會享受應有的尊嚴與地位？ 

伍、台灣政府參加聯合國的努力 

  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願望，李登輝總統為了回應台灣人民的殷切期

待，1993年起，開始探討參加聯合國的方法與途徑。當時海外黑名單剛解除不久，我被

邀請回台以台灣加入聯合國為主題發表演講，後來透過安排到總統府跟李總統單獨見

面，主要是講很多有關加入聯合國的事項。進去總統府之前，我告訴開車載我去總統府

的蘇先生（家兄隆吉的司機）在停車場等我最多半小時就會出來，沒想到李總統跟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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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一見如故，談了兩、三個小時之久，離開總統府時幕僚私下跟我說，李總統從來沒

有跟來訪的貴賓單獨談這麼久。另外，在總統府停車場等我的蘇先生，看我進去這麼久

都沒有出來，很擔心我的安危，是不是發生什麼事出不來？當他看到我出來時，喜出望

外。拜會結束之前，李總統特別交代說，你回去之後千萬不要跟別人說你我談論的內

容。那次與李總統單獨談話後，感覺得出來他非常關心台灣的未來，真是一位深謀遠

慮、充滿智慧勇氣、令人懷念的民主先生。不久，政府就提出重返聯合國的政策，我猜

想可能是受到我們談話的影響，覺得這是應該要走的路。可惜，他並沒有完全認同我的

意見，跨出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作新的會員國這一步，而是透過邦交國提出聯合提

案，例如要求聯合國大會設立特別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研究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問題，要求

撤銷或修正聯大第2758號決議，或是要求確認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可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阻撓下，台灣入聯的訴求始終無法通過聯大總務委員會

這一關，列入聯大的議程討論。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代表本土力量的陳水扁總統上台，爭取入聯的策略除了凸

顯「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之外，另外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07年陳總統代表台灣人民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為

會員國的申請。陳水扁總統採取有別於過去完全不同的作法，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

聯合國，雖然這個歷史性的創舉目標沒有達成，但是已對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展現台灣人

民要入聯的意志與決心，明確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個民主自由、愛好

和平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同時，也彰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相

關國際組織並不代表台灣與台灣人民的事實。整體而言，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為

會員國的創舉，雖敗猶榮，這一年國際宣傳的成果，共有一百四十個國家的代表發言，

遠遠超過前十四年的努力。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政府上台，在兩岸政策優先的思維下，台灣入聯運

動出現退化。馬氏政府採取有別於李、陳兩位總統尋求由友邦聯合提案爭取參加聯合國

的策略，改以「外交休兵」、「活路外交」與「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作

法，換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歡心；2009年更採取自我矮化、去國家化、去主權化的作

法，乞求中國的同意與支持，以換取「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空間。自2009年

起，台灣的衛生代表雖然連續五年獲邀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但是並不等於順理

成章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國，顛倒讓台灣陷入國際生存空間被中國內政化

的困境。 

  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任總統，採取有別於陳水扁總統主動強調台灣主權，請友邦協

助提案，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也不同於馬氏政府採取權宜之計與北京妥協的策略，支

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反觀，行事作風穩健的蔡英文總統採取「溫和入聯」的

策略——洽請友邦仗義執言、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從台灣專業優勢項目切入，提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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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論述，主動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凸顯台灣加入聯合國體系的正當性，與台灣參

與國際事務對全人類作出貢獻的重要性。「Yes, Taiwan Can Help！」是蔡政府的一大特

色。 

陸、台灣公民社會推動入聯的努力 

  蔡英文總統最近應邀在國際知名的Foreign Affairs撰文特別指出，台灣的公民社會是

提升台灣國際地位不可或缺的力量。台灣是國際社會變遷中的一股良善的力量，雖然長

期被聯合國及多數國際組織拒絕於門外，但是國際孤兒的困境反而激發台灣人民源源不

絕的創造力，透過活力十足的中小企業、非政府組織與國際連結，瞭解與自由民主台灣

合作的可貴，連帶使愈來愈多民主國家意識到不應再受到中國銳實力的影響，自我預設

種種立場限制與台灣的正常互動交往。 

  台灣入聯是一向需要長期奮戰的馬拉松運動，缺乏人民的支持力挺，台灣入聯運動

難以持續達到終點。為此，個人與羅榮光牧師、魏瑞明先生及鄭英兒牧師，針對以公民

力量推動台灣國加入聯合國之可行性與必要性進行討論，再結合真多熱愛台灣的有志之

力，最後在2003年的聯合國日10月24日當天成立「台灣聯合國協進會」，開展推動認識

聯合國、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全民運動。「台灣聯合國協進會」（TAIUNA）成立之後，

年年籌辦至紐約的「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與日內瓦的「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宣達

團」，積極向國際社會傳達台灣人民不應被聯合國與世衛組織排除在外的心聲。在此要

特別指出，每年例行性的聯合國宣達團活動，除了有眾多來自台灣的鄉親，在美國大紐

約區的台僑也不落人後，海內外台灣人在聯合國開議前，齊聚在紐約的哈瑪紹廣場，透

過戶外演講、唱歌、呼口號、街頭發放傳單等造勢活動，向國際人士表達台灣人民對要

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訴求。台灣公民社會推動入聯運動，在2007年達到最高峰，同年9

月底，配合陳水扁總統提出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的政策，台灣眾多社團發起串連成立

全球性的「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透過動員、集結與發揮國內外台灣人民公民社會

的民主力量，支持政府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劃時代政策，促成台灣

人民與政府同心協力，展開全民性、全國性、全球性的台灣入聯的偉大運動。 

  除了上述動態的台灣入聯運動，另一個就是靜態性以國內民眾為對象，利用每一年

10月24日「台灣聯合國日」當天舉辦聯合國議題的國際研討會，請國內外對聯合國事務

有經驗的學者專家，以學術交流的途徑，提振國內學術界研究聯合國的風氣；另一方

面，從台灣的觀點，選擇台灣專業優勢的項目，提出有關聯合國改革與未來發展的建

言，擴大台灣與國際互動的管道與平台。每一年研討會結束之後，將會議的成果加以消

化，轉化成為國內普及聯合國教育的肥料，並擴大灌輸在社會各階層，激化人民瞭解與

參與聯合國事務的興趣，成為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一股源源不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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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台灣需要聯合國、聯合國也需要台灣 

  台灣需要聯合國、聯合國也需要台灣。簡單來講，台灣需要加入聯合國，因為參加

聯合國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集體人權；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必須內政外

交並重，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聯合國負有促進最基本與最適當世界秩序的任務，

台灣一旦加入聯合國，將得到一個主權國家當今應有的尊嚴與參與；作為聯合國的一個

會員國，等於是國際社會對台灣的一個集體承認，確認台灣是一個名實合一的國家，使

中國對台灣鴨霸無理的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失去國際法律的合法性與國際政

治的正當性，進而增加對台灣國家安全的保障。反過來說，聯合國也需要台灣，主要的

理由是為了實現會員普遍的原則，有效達成代表全人類的目標，聯合國就應該包括台灣

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聯合國的一大宗旨就是和平解決爭端的方式，維護國際和平與

安全，一旦台灣與中國能同在聯合國的機制下正常化互動時，一定有助於台海及國際和

平；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台灣對聯合國的預算與活動，必能在財經上全力支持，且可分

享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促成全球經濟的繁榮；順應民主化的大潮流，台灣可與聯合國

會員國分享台灣由戒嚴威權統治和平轉型為民主自由國家的經驗。 

  聯合國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提出「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

中，強調現在是人類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武漢肺炎病毒全球氾濫除了對全人類健康帶

來威脅，也嚴重影響各國經濟與民生的正常運作，並加速擴大貧窮與發展不平均。台灣

落實民主轉型的努力雖然為世界帶來啟發，經濟發展的成就也為國際所肯定，但是這次

政府與人民齊心防疫的努力，對外主動傳達「人人要健康，台灣能幫忙」的態度，無私

對外分享防疫部署的經驗、雪中送炭捐贈口罩與重要醫療設備給嚴重缺乏防疫物資的國

家，凸顯台灣是國際防疫的模範生，更讓全世界看見台灣存在的價值，與中國掩飾疫情

真相禍延全球的惡行，形成強烈對比。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新格局，台灣傳統的入聯策略已經走到需要改變的臨界點。

我們必須堅定挺立在對抗中國擴張的最前線，對外傳達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獨立自主的

心聲，同時也要在國際社會彰顯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落實民主自由與人權保護

的普世價值、發揮全球高科技生產供應鏈與公共衛生與醫療救護關鍵地位等正面能量，

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是後疫情時代邁向復甦、民主自由與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夥

伴，促成國際社會支持台灣、保護台灣、接納台灣加入聯合國。 

捌、國際情勢有利台灣、台灣需要把握契機 

  聯合國是國際政治角力的大舞台，中國長期以來積極利用參與聯合國及其體系下的

功能性國際組織運作的機會，提供政治獻金與資源，滲透與收買聯合國體系的主要決策

者。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真像是一面照妖鏡，國際社會不但見識到中國的蠻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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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掩飾內部疫情毒害全世界的事實；還有與中國關係良好的世衛組織幹事長譚德塞，

以政治凌駕專業抗疫，一連串配合中國荒腔走板的表現，讓西方國家驚覺到中國長期處

心積慮推動國際組織的中國化，不只是阻絕台灣的國際參與而已，更重要的是以疫獨霸

取代歐美強權在聯合國主導地位的野心。 

  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及其體系下的國際組織之外五十年，長期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

結果，使台灣存在的事實與價值一再被世界所忽略。在中國「一個中國原則」魔掌的阻

礙下，台灣的聯合國路一路走來滿腹辛酸，如今面對美中雙方在國家發展與對外關係上

存在無法化解的矛盾、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延燒凸顯中國以疫獨霸的野心，加上東亞印太

地緣政治聯合抗中聯盟的成形，國際情勢已經出現變化。 

  在中國侵略野心愈來愈猖狂的時刻，聯合國不應該被當作是中國擴張影響力的工

具，繼續隱忍中國濫用聯大第2758號決議隔離台灣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對此，美國國會

跨黨派議員提案重申聯合國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的合法

代表，並不涉及台灣與台灣人民。也要求美國政府透過意見表達、投票與發揮影響力，

抵抗中國繼續扭曲國際組織攸關台灣的決議、文字、政策或程序的野蠻行為。該項法案

直指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核心，代表美國不應再屈從中國無理取鬧的「一個中國原

則」，繼續玩弄聯大2758號決議限制台灣的國際空間。美國國會議員為台灣入聯發出的

正義之聲，也得到不少民主國家友台國會議員的呼應，雖然遲來，但為時未晚。 

  當國際社會為台灣說話的力量愈來愈強，我們必須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展現台灣的

韌性國力，凸顯台灣與聯合國互相需要的事實，讓國際社會深刻認識到台灣繼續被排除

在聯合國及其體系內功能性國際組織之外，不但是台灣人民的損失，更是聯合國與全人

類的損失。我們要展現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參與聯合國體系，是一個禁得起考驗的合

作夥伴，最為具體的表現，就是分享國際在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經驗，還有提

供環保、醫藥與農業等領域的協助。未來我們必須從台灣具備優勢的公共衛生、教育、

農漁業、環境保護的項目著手，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各項雙邊及合作發展計畫，積極回

饋國際社會，與各國互動合作促進全球和平、經濟繁榮與實現聯合國所倡議的永續發展

目標。 

玖、堅持再堅持，直到成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立即提出要求進入聯合國，雖然一開始就遭遇聯合國

絕大部分會員國的拒絕，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我們都知道，當時美國採取圍堵中國的

外交策略，他們在聯合國內具有「喊水會結凍」的影響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經過二

十二年持續不斷的努力，再配合國際局勢的演變，最後才成功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

的席次。不可否認，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過去中

華人民共和國爭取加入聯合國，持之以恆，最後成功入聯是一個最好的案例。台灣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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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路雖然辛苦漫長，但是絕對不是「不可能的任務」，自助、人助、天助，只要台灣

盡其在我，讓世界各國看破中國腳手不再配合為虎作倀，中國圍堵台灣入聯的高牆，終

將崩塌。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政府要拚、人民也要拚。要認真全力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就

要身體力行，凝聚更多的必要資源與人力分配去認真推動。在國際上，我們要教育國際

社會，釐清中國扭曲聯大2758號決議，宣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謬誤，同時，說服各國

政府，中國以「一個中國原則」非理性阻擋台灣加入聯合國，對台灣人民與聯合國都造

成很大的傷害。在此要特別強調，2007年陳水扁總統代表台灣人民，向聯合國秘書處提

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聯合國潘基文秘書長卻以「聯大第2758號決議」及「一個中國政

策」為理由，退回台灣的申請案。針對潘基文秘書長非法濫權處理台灣的入聯申請案，

美國政府不但向聯合國秘書處表達無法接受秘書長擴張解釋聯大第2758號決議與認定台

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另外加拿大、澳洲、日本與紐西蘭等國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

團，也都對聯合國秘書處處理台灣的歸屬所引起的爭議表達關切。潘基文甚至對當時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Zalmay Khalilzad承諾聯合國未來提及台灣時，用詞將更為謹慎且不再使

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顯然，聯大2758號決議已經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部分，台灣沒有資格申請加入聯合國，全都是中國片面無理的主張，並沒有在聯

合國獲得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會員國普遍的支持。 

  德不孤，必有鄰，在當前國際民主陣營圍堵中國勢力擴散的環境下，支持民主自由

台灣的力道愈來愈強，為台灣維持正義之聲此起彼落。假使我們不採取積極作為，促成

政府與民間擴大合作，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爭取應有的尊嚴、地位與權益，凸

顯台灣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誰會來替我們爭取？  

拾、結言 

  很多人會說，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是追求不可能的夢，但是，我們政府、工商企業、

公民社會同心協力，海內外台灣人共同持續不斷的努力打拚，堅持再堅持，將可使台灣

入聯的共同美夢成真。加入聯合國是台灣的權利，也是義務。我們進入聯合國之路雖然

辛苦也可能漫長，但絕對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台灣只要打拚奮鬥，群策群力，就有希望；只要不放棄追求我們共同的美夢，

持之以恆，就一定會成功。自助、人助與天助！天佑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