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

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在兩岸開放交

流 30週年及香港一國兩制 20週年之際，是否我們

可以對歷史多一份瞭解，以找出最符合臺灣人民利

益及更穩定國家安全的作法？自由安全得來不易，

請讓我們共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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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艱險定疆

南沙太平島
■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鍾堅

（資料來
源：行政

院海岸巡
防署南部

地區巡防
局，http://www.cga.

gov.tw/GipOpen/wSite/ct?xItem=95111&ctNode=8997&mp=9997）



（資料來源：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http://www.cga.
gov.tw/GipOpen/wSite/ct?xItem=10574&ctNode=8426&mp=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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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民國 36年 8月 16日，我內
政部呈送「南海諸島新舊名稱對照表」，

經行政院轉呈當時的國民政府蔣主席，准

予備案並公告（圖 1），其中包括南沙群島
天然面積最大的太平島，此為我政府首度

在南沙群島設治遂行有效治理之肇始。

同案並呈的是內政部方域司之「南海

諸島位置圖」（圖 2），於同年依函公告，

圖內劃設有南海海疆的 11段線。我政府早
於 70年前就已對所有南海諸島設治以彰顯
主權，讓我國在南海議題上立足穩固、據

理力爭相關權益，替國家安全奠定基樁。

圖 1　 70年前我國公告南海諸島名稱設治之呈稿原件。
（資料來源：國史館）

圖 2　 70年前我內政部方域司公告「南海諸島位置圖」與南
海海疆的 11段線。（資料來源：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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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必爭四戰之地的南沙太平島

太平島位於南海中央位置，雖然僅有

50公頃，卻是南沙群島近兩百個島、礁、
灘、洲當中天然面積最大的珊瑚島嶼。自

漢代起我先民即對太平島的生態及周邊水

文有基本認識，且都收錄在古志與地方誌

書內。清道光 18年（1838年）嚴如煜彙編
的《洋防輯要》，就將南海「萬里長沙」

繪入大清海防巡守範圍；圖中的南海萬里

長沙，泛指「萬里石塘」的現今南沙與「千

里長沙」的現今西沙，此為我國最早將南

海諸島納入海防的明證。

自 18世紀起，列強開始殖民全球，英
國、德意志、日本、法國、美國等武裝團

隊未經我國允許，先後登島踏查、測繪，

足以證明太平島的戰略重要性。德意志帝

國海軍於清光緒 9年（1883年）曾占該島，
經清廷提出外交抗議後始撤軍，此為南沙

太平島主權紛爭之肇始。

首先在太平島設治的是日本。日本據

臺後為貫徹「富國強兵、布國威於海外」

方略，故擬侵占南洋諸國作為「大東亞共

榮圈」的殖民腹地。日本另依「水產南進」

政策，早於明治 40年（民國前 5年）就由
帝國海軍會同日商頻頻進出南海諸島，隨

後於大正 6年（民國 6年）日本遣武裝團
隊占領太平島。昭和 14年（民國 28年），
臺灣總督府發布第 122號告示，將新南群
島 13個屬島納入高雄州的高雄市行政管
轄，正式編入日本版圖，其中的太平島沿

用多年來的日語島名ながしま（Nagashima；
長島）。

新南群島意指大東亞戰爭爆發前，日

本「內南洋」最新且極南之國土（而外南

洋則指二戰戰時武力奪占地，如關島）。

新南派遣隊進駐長島，蒐取南海氣象、水

文、電訊情報並興築碼頭（圖 3、4）供南
侵運用，日商「開洋興業株式會社」與「拉

薩燐礦株式會社」各率百餘臺勞登島，大

肆開挖 1米深的鳥糞層運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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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的主權聲索國另有鄰近的越南與

菲律賓。越南在 1802年阮朝的大南年代就
將其「萬里長沙」（專指現今南沙群島）

納入版圖。1933年起法國殖民軍先後短暫
占領南海 9小島（含長島）設置國碑，併
入交趾支那國轄管，惟並未設治；另一方

面，西班牙於 1606年占菲島時將部分中沙、
南沙群島（含長島）劃入殖民版圖，惟西

班牙於 1898年依《巴黎條約》將菲島割讓

予美國的條約疆界，版圖並未包括我國南

海諸島。迄 1956年止，菲律賓亦從未在南
沙設治。

艱險定疆接收南沙太平島

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依《開羅宣言》

與《波茨坦公告》日本須將臺澎歸還我國，

屬臺灣總督府高雄州行政管轄之新南群島

（含長島），當然得一併歸還。戰後，我

政府於民國 34年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著手接收臺澎，也順理成章併同接收

新南群島日據諸島礁，惜因缺乏船艇，始

終無法前往長島接收。

孰料，美國未先行知會我國，逕自派

遣 3艘美艦前往新南群島，登臨長島搜尋戰
時遭俘之美軍。情報亦證實法國重返越南

後，立即派遣海軍再度登臨長島重修遭日軍

破壞之法國國碑。此際，臺灣省行政長官

圖 3、4　 太平島日遺碼頭由岸灘向礁磐延伸約 50米，大
東亞戰爭期間日軍運用該碼頭作為南侵之用。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8 清流雙月刊

國安週年事件簿

公署忙於島內接收，無暇顧及偏遠南疆。行

政院衡量局勢嚴峻，遂於民國 35年 8月斷
然訓令各部會協助廣東省南下接收。國防

部受命後，責成海軍以甫成軍的美製無償

贈艦編成支隊，南下接收南海諸島（圖 5）。

圖 5　 民國 35年國防部作戰廳接收南海諸島位置要圖，
當年的南沙群島稱為團沙群島，中沙群島稱為南沙

群島。（資料來源：國史館）

南海海象風高浪急，歷經艱險我軍始

接收太平島，並於日遺碼頭的後方，立有

兩座島名碑作為紀念行使主權之憑誌：一

個大型座碑正面上鑲國徽、下刻太平島，

背面刻有中華民國 34年 12月 12日重立，
座碑左右分別勒名「太平艦到此」、「中

業艦到此」（圖 6～ 8）。

風雲日緊的南沙太平島

為紀念我海軍定疆的功勳，行政院於

民國 36年呈文，請國民政府以接收南沙
的第 1分隊旗艦太平軍艦賜名日據長島為
太平島，屬艦中業軍艦賜名日據三角島為

中業島；另國境極南的詹姆灘易名為曾母

暗沙。

雖然廣東省轄管南海諸島，但省府於

戡亂時期無力顧及南疆，故委請海軍代管；

海軍總部遂在接收太平島的同時設置「南

沙群島管理處」替省府代管行使治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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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第 4基地司令部黃埔巡防處遂行作戰
管制。及至海南島陷共，戍守太平島的海

軍官兵連同西沙永興島駐軍於民國 39年 5
月撤收搭艦返臺，南沙群島管理處也隨之

裁撤。

圖 6　 民國 35年 12月 12日我海軍中業軍艦駛抵
南沙太平島（右舷遠方）準備下錨。（資

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7　民國 35年 12月 14日我海軍中業軍艦官員與內政部
接收代表在南沙太平島日遺碼頭登島，遠方為中業軍艦。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趁我國戡亂時局動盪，越南政府自

1951年起陸續派兵接替法國殖民軍竊占
西、南沙部分島礁，惟越南蒐情能量不足，

未能派兵竊占無人據守的太平島。越南政

府強行將西、南沙群島全數納入版圖，南

沙改名為長沙、西沙改名為黃沙、南海更

遭改名為東海（指位於越南東方的大海），

還將太平島改名為波平島，並於群島設治。

越南主權係繼承 19世紀阮朝大南年代歷史
版圖主張，更延伸法國殖民時期曾派兵占

據太平島的事實。

圖 8　 民國 35年接收太平島時所立之大型座碑的四個座面。
（資料來源：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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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則以行動竊占太平島。1947年
起，菲律賓國會議員克洛馬氏率眾陸續勘

察緊鄰菲國的南沙群島，以先占為藉口，

成立國內有國的「自由領地」，派遣武裝

團隊陸續竊占無人的太平島等南沙島礁。

1956年菲國議員克氏在南沙群島的中業
島設治，親率其海事學校師生開墾自由領

地，並將我政府豎立在太平島的兩座島名

碑搗毀。

1974年克氏依菲國法律判決，將自由
領地以菲幣 1披索被迫讓售菲國。隨後菲
律賓巴拉望省將其劃入卡拉燕郡版圖，並

將太平島更名為 Lig Aw Island（蠻荒島），
將南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指菲律賓以西

的大海）。

我政府震驚之餘，在渡過第 1次臺海
危機後，於民國 45年 6月急派海軍特遣支
隊巡弋南海、前運陸戰隊回駐太平島，復

編南沙管理處並晉名為「海軍南沙守備區

指揮部」，由海軍左營第 1軍區遂行作戰
管制。除新設海軍南沙機動氣象台，更威

力偵巡驅走竊占周邊南沙島礁之越南、菲

國武裝團隊，重豎仿古的島名碑永為憑誌。

鑑於臺海情勢持續緊繃，海軍兵力無

法長期轉用於南海，僅不定期巡守南疆，以

致西、南沙絕大部分島礁陸續遭越南、菲

律賓、馬來西亞、中共等主權聲索國實兵竊

占。時至今日，我國戍守的南海諸島僅有東

沙群島的東沙島與南沙群島的太平島。

南疆國境的南沙太平島

民國 76年我國解嚴後，戡亂時期也於
民國 80年在宣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的同時正式終結；南海諸島隸屬早

已名存實亡的海南特區，當然更不合時宜。

有鑑於此，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78年建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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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與太平島以行政託管模式，納入高

雄市府管理；經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於民

國 79年 2月核定施行。

20年後，高雄市政府旗津區戶政事務
所派員登太平島，在海巡署南沙巡防指揮

部大樓釘上「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 18鄰南
沙 1號」門牌（圖 9）；此一宣示性行動，
再度於風雲日緊的南海彰顯我國有效行使

治權！

70年後的今日，當年劃設南海海疆的
11段線也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實
施後，飽受各國質疑其適法性，在海面下

22米的曾母暗沙也喪失國境極南的法律地
位，依國際公約不得據以劃界；甚至攸關

劃設專屬經濟海域的太平島究竟是島還是

礁，也吵進國際仲裁法庭。加諸南海的海

床礦藏豐富、海洋資源充沛且為國際海上

交通線頻繁穿

越之海域，戰略

地位極重要，不

獨南海諸島各

主權聲索國或

實兵竊占、或聲

索周邊海洋權

益，就連全球的

大國與強國都

主動介入以掌

控南海戰略制

高點。

所幸我政府早於 70年前就已立足南
海設治，不但彰顯主權，且拉長我國在東

亞的戰略縱深；我國在南海議題上基礎穩

固，成為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在不斷據

理力爭相關權益下，替國家安全在南海奠

定固若磐石的錨樁。

（Photo Credit: Google Map）

圖 9　 民國 99年揭牌的太平島海巡
署南沙巡防指揮部「旗津區

南沙 1號」戶籍門牌。（資
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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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　余元傑

─「三中一青」到「一代一線」

　  之統戰分析

2017 年 3 月，中國大陸「兩會」期間，大陸全國政協主席
俞正聲在論及對臺政策指導方針時，提出「一代一線」思路，
隨即引起國內輿論界的重視，認為這是北京取代「三中一青」
對臺政策的最新發展。

兩岸交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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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將給予「接近大陸人民的各種待遇」，

也就是所謂的「居民待遇」。在象徵意義

上，這是大陸謀求「兩岸一家親」的體現，

在實質作用上，則是提供更全面的惠臺措

施，目的是要從過去的「交流讓利」轉化

為「社會融合」，達到大陸海協會會長陳

德銘所說的「小火慢燉，久久為功」之效。

顯示出，大陸正從過去「三中一青」（即

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及青年）擴

大到爭取臺灣青年和基層群眾（即「一代

一線」，青年一代及基層一線）的支持。

問題是，在兩岸關係惡化當前，中國

大陸一方面壓低陸客來臺人數、停止對臺

採購、嚴格審查水果生鮮等措施，擺明「窮

臺」策略；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對於臺生、

臺商與前往中國大陸旅遊者給予近似「居

民優惠」待遇。懲罰還是優惠的判準何在？

是否隱含更大的統戰意圖？

中共統戰策略簡述

中共統戰策略向來係將敵方陣營分化

成「正」、「反」兩股力量，然後再爭取

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同時也縮小敵方的力

量。因此，北京著重於聯合次要敵人打擊

主要敵人，聯合明天敵人打擊今天敵人，

如此能以最小代價達成戰略目標。

前言

2017年是兩岸開放交流 30週年，在各
方猜測十九大北京如何推出新的對臺政策

之際，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大陸全

國「兩會」上拋出「一代一線」作為對臺

的新指導方針。所謂「一代一線」，是針

對臺灣「青年一代」與「基層一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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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不」階段的中共對臺統戰

不難想見，中國大陸在對臺灣進行統

戰時，其「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就是爭取

基層民眾的支持，並逐步擴大「朋友圈」

而納入己方陣營，同時縮小敵方的力量，

最終達到「以民逼官」，迫使我國政府最

終能夠同意北京「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

不過，在 1987年臺灣正式開放老榮民赴大

陸探親之前，由於兩岸在我國不接觸、不

談判與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下，儘管發

表「告臺灣同胞書」、「葉九條」、「一

國兩制」等，呼籲兩岸進行「三通四流」

的兩岸民間交流方案，始終得不到我方回

應而無從發揮統戰效果。

二、 開放探親後的中共對臺統戰

 （1987至 2014年）

臺灣方面開放探親之後，接著全面開

放赴大陸旅遊、經商與就業、就學，不僅

有助於中國大陸持續進行經濟改革，也給

予北京對臺進行統戰的機會。儘管歷經李

登輝總統與陳水扁總統任內，由於缺乏政

治基礎而導致關係緊繃，民間與經貿往來

卻持續暢旺，大陸方面甚至在 2005年以後，
多次採購臺灣滯銷的農產品，還贈送最佳

統戰工具的熊貓給臺灣，期望能爭取臺灣

民心的支持。

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由於兩岸以

「九二共識」做為雙方關係發展的政治基

礎，因此不僅進入所謂的「和平發展框架」

時期，大陸甚至在 2010年制訂「三中」政
策，爭取一向支持臺灣獨立的中南部民眾、

中下階層與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南部地區

的農民，期望藉著「向下沉、向南移」的

對臺統戰政策，能爭取過去反對大陸的民

眾支持。2014年臺灣發生「太陽花學運」
後，北京驚覺過去對臺統戰疏漏掉青年學

生族群，因此改以「三中一青」作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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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是由臺灣大學生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
的社會運動事件。（Photo Credit: Artemas Liu, https://www.flickr.
com/photos/north_blue/albums/72157626585041274）

三、 從「三中一青」擴張為「一代一線」

（2014年迄今）

根據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

煌的分析，大陸的對臺工作把臺灣民眾分

成三類：第一類是到大陸的臺灣人，這也

是對臺政策的重中之重，包括臺生、臺商、

臺青等，因為若連這批在大陸生活的臺灣

人，都無法爭取支持，就顯見對臺政策失

敗；第二類是兩岸婚姻及其後代，這群體

的優勢是對兩岸都能有更客觀的認識；第

三類則是在臺灣的臺灣人，這也是過去無

論那個政黨執政，都只能達到間接效果的

群體。對此，楊開煌指出，大陸將採取更

細緻的做法，透過對上述幾類族群做工作，

「以臺引臺」，讓臺灣民眾在相互影響下，

可更客觀地去認識大陸。

基於臺灣是工業化社會，勞工、青年

這兩個族群對於臺灣政治走向影響力不容

小覷。上海臺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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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以往的基層定義在中小企業、中低

收入、中南部以及臺灣青年，現在基層的

定義更廣，除了中南部，包括臺澎金馬、

各行各業農林漁牧和第一線的基層勞工，

都是大陸的工作對象，更貼近臺灣底層民

眾的生活。世新大學助理教授王正則分析，

「一代一線」並非推翻「三中一青」，只

是青年和基層的說法更好，因為北部和東

部也有青年與基層，而不限於中南部；中

小企業的說法讓人想到更多的還是中小企

業主，而未包含到白領和藍領階層，故基

層的說法也比中低階層的說法更為合適。

「一代一線」為中國大陸對臺最新的統戰策略，是指工作對象著重在年輕一代和基層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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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北京的「一代一線」之最新對臺統戰策

略，與其說是「取代」，毋寧說是「擴大」

原有「三中一青」策略更為貼切。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黃清賢指出，

大陸過去採納「三中一青」作法，但歷經

這幾次選舉讓大陸覺得要更有遠見處理未

來兩岸關係，其中對於臺灣青年和基層要

特別著力。在具體政策方面，「一代一線」

統戰策略表現在包括交通旅行、教育科研、

就業創業，對原有在大陸臺商則進行轉型

升級輔導、協助臺商參與互聯網電商經濟

甚至參加「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包括臺

商銀行等多種融資管道。政治觀察家孫昌

國甚至預測，未來還可能視情況，吸納臺

灣優秀政治人才前往大陸擔任公職。

結語

臺海之間存在政治對立與軍事對立，

同時在北京刻意打壓我國政府的經濟政策

下，兩岸之間的經濟對立也正逐漸隨著大

陸「一帶一路」與臺灣「新南向政策」而

浮現。最後，擴而大之到國際層次，兩岸

之間存在「一個中國」的對立，以及「人

道人權」的對立。在北京「一個中國」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下，不僅中

華民國無法參與任何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

組織，現在甚至連以「中華臺北」的名義

都遭到抵制或封殺；我國駐杜拜及厄瓜多

的代表處被更改名稱，駐奈及利亞使館被

強迫摘牌更名及遷出首都，亦是遭受北京

壓力所致；更有甚者，許多國際組織是人

權彰顯與人道關懷的平臺，北京抵制臺灣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與金柏

利鑽石會議，不僅封殺我國國際空間，更

讓臺灣因無法參與人道活動，以及無法被

保障應有的人權而讓全民感到憤怒。

大陸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居處於

這個鄰居旁，臺灣對其經濟有依賴性是必

然的；依經濟部投審會資料，今（2017）
年 1至 5月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為 214
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120%。惟兩岸在國際、
經濟、政治、軍事都存在對立之情況下，

大陸又即將透過最新的「一代一線」統戰

策略對臺灣「青年一代」及「基層一線」

更全面地施以經濟利多及特殊優待，故在

此新一波的西進磁吸效應下，又恐吸引更

多臺灣人前往大陸就學及就業。面對大陸

向來「無孔不入、無所不取、無所不用其

極」之情資蒐集及滲透手法，未來國家安

全勢必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人，往往是情資洩露的關鍵，故謹以

本文提醒國內民眾「覆巢之下無完卵」，

於前往對岸求學就業之餘，更應多加留心，

切勿於無意間被套取洩漏應保密的資訊，

致衍生臺灣國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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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執行長兼任助理教授　張蜀誠

2017 年 4 月，在兩岸關係持續走低的情況下，中國大
陸媒體《中央電視臺》在播報時，突然改變過去對我國代

表「中華臺北」的稱謂，而以「中國臺北」稱呼我方團隊
及選手。此事並非單純意外事件，因為其他大陸媒體也

全部跟進；同時，也並非首例，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本
文主張，唯有爬梳北京對臺國際戰略歷史脈絡，才能深
入理解中國大陸此舉在對臺政策外交的策略，進而認
清我國國際結構上的挑戰。

談我國稱謂
遭擅改之中共企圖

「中華臺北」

  「中國臺北」？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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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年 4月 11日，大陸官方媒體《中
央電視臺》報導我國代表隊參與江蘇省所

舉行第23屆亞洲桌球錦標賽時，將過去「中
華臺北隊」的稱謂改成「中國臺北隊」。

隨即，其他大陸媒體也全部跟進，部分

媒體甚至宣稱「這是一種重大信號！」儘

管國際性組織中有關我國稱謂所引發的問

題，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並非首次，但

北京此舉仍引發臺灣朝野關切，在網路上

更是一片罵聲。

有關我國體育代表隊稱謂問題，兩岸

在 1989年簽署中文名稱協議，只要是臺灣
的運動團隊和組織，在大陸所舉辦的正式

運動賽會中，官方文件的中文名稱就是「中

華臺北」。不過協議書並未規範大陸媒體

作法，因此陸媒一直以來仍沿用「中國臺

北」稱謂，惟因此多次引發臺灣方面的抗

議。直到 2008年 5月北京奧運會開始，由
於兩岸關係改善，陸媒才逐漸使用「中華

臺北」稱謂。因此，此次中國大陸官方媒

體更改我國代表隊稱謂事件究竟是單一例

外事件，抑或北京當局對臺再度施以國際

戰略之環節？實值得我們審慎客觀探究。

在前揭我方桌球代表隊遭更改稱謂事

件之後，5月 1日，中國大陸代表團在澳洲
伯斯所舉行的國際鑽石認證機制「金伯利

進程」年度大會中，竟將我國代表團趕出

場；隔日，大陸《環球時報》還稱蔡總統

為「省長」。此外，即將於 2018年 4月 22
日舉行的倫敦馬拉松網路報名系統中，臺

灣參賽民眾報名時發現是以「臺灣，中國

之一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列示為
我國名。顯見，中國大陸的舉動並非偶發

或意外事件，而是基於其現階段對臺國際

外交戰略指導方針下的具體作為。

央視官方微博已將過去「中華臺北」的稱謂

改成「中國臺北」。（圖片來源：截自央視

體育頻道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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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脈絡分析

「中國臺北」稱謂事件

中共在 1949年建政之後，隨即展開全
面排除中華民國的工作，其中，在奧運會

及各世界級大大小小的國際賽會，就是其

重要目標。由於韓戰後國際開始展開對中

共以軍事攻臺之壓制，因 1953年是韓戰結
束的一年，中國大陸便於 1953年向國際奧
會提出其為代表中國的唯一政府，企圖透

過國際社會來擠壓臺灣生存空間，國際奧

會必須承認並排除已不具代表性的臺灣代

表中國，由於當時未能達成目的，北京便

於 1959年宣布退出國際奧會，直到 1979年
才又正式加入成為國際奧會會員。

國際奧會的態度是希望兩岸都能參

加，但臺灣需要改名稱，當時並傾向以「臺

灣」為名，不過時任總統蔣中正並未同意。

另一方面，大陸當時急於進入國際奧會，

由鄧小平拍板，恢復奧會席位優先，可以

特許臺灣體育組織以一個地方機構留在國

際奧會，前提是不得冠以「中華民國」字

樣，以及不得使用國旗、國歌及任何代表

「中華民國」的象徵。

當時國際奧會便就臺灣名稱及旗歌問

題以通訊投票方式通過臺灣必須改名，成

為全球首例，最終，由前總統蔣經國拍板

定案，提出「Chinese Taipei」這個雖不滿
意但勉強接受的名稱。接著於 1981年 3月
23日，臺灣與國際奧會簽下協議書，確定
英文名稱及旗歌。此後，「中華臺北」便

成為我國進入國際社會的彈性稱謂，之後

如國際民航組織（ICAO）、世界衛生大會
（WHA），如果不使用「中華臺北」名稱
就無法參與國際組織之開會，這是我方不

得已也無法不面對的國際現實問題。

在兩岸進入大陸對臺和平統戰，與臺

灣開放兩岸民間交流時期，雙方於 1989年
4月 6日簽下協議書；臺灣運動團隊及組

1960 年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的奧運賽事臺灣被迫使用
「Formosa」名稱，臺灣代表隊在開幕典禮中手持「抗議中」
（UNDER PROTEST）布條表示抗議。（Photo Credit: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nefo_911-5406_Olympisch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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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在大陸境內參加正式國際賽會的中文名

稱，官方正式文件一律使用「中華臺北」。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並未規範正式官方文

件以外之使用方式，因此，大陸媒體仍慣

用「中國臺北」。直到 2008年北京奧運會

前夕，大陸媒體就曾將臺灣代表隊稱為「中

國臺北」而非「中華臺北」，而引發臺灣

各界抗議有矮化之嫌；後於當年 7月下旬，
大陸媒體便陸續將稱呼改回「中華臺北」，

平息爭議，也釋出對臺善意。

目前臺灣無論參與國際賽事或國際組織，都只能使用

「Chinese Taipei」的稱謂。（Photo Credit: Jude Freeman,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3740710@N04/4355860626; 
MOHW & MOFA ROC, http://leavenoonebehind.com.tw/zh/photo.
php?unit=8507&content=2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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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不佳，對臺灣的國際空間會

有不利的影響，以 2016年第 69屆世界衛
生大會為例，衛生福利部前部長林奏延直

至會議前兩週才收到邀請函，且當中添加

《聯合國第 2758號決議》及「一中原則」
等文字，而這些打壓臺灣國際參與空間的

動作，顯係來自中國大陸。

此次政黨輪替以來，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ICPO）等機構，我國全被
拒於門外；至於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我

方同樣在大陸杯葛下，亦無法以「中華臺

北」作為觀察員名義出席；尤有甚者，於

6月 13日大陸與巴拿馬建交，終止我方與
巴拿馬的百年邦交，其在國際間欲孤立臺

灣之企圖更昭然若揭。

在對我國代表隊稱呼上，從大陸媒體

報導可知，在 2017年 4月 10日之前，《央
視》的稱呼還是「中華臺北隊」，但從今

年４月 11日開始，均改稱為「中國臺北
隊」。此外，我方「世界球后」戴資穎在

新加坡超羽賽最終戰，也被新華社冠上「中

國臺北」；而且不只《央視》新聞改變稱

謂，《新華網》及其他大陸各媒體的官方

微博微信發布戰果時，也都改稱為「中國

臺北」，在轉播比賽實況時，右下角的隊

名標識，也全都更改。另更值得注意的是，

除運動賽會的團隊名稱之外，其他領域的

名稱也都受到波及：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網站上，每月所公布的航空運輸監測報告

裡，臺灣標注由最開始標注的「臺灣臺北」

（Taipei, TW），變成了目前的「中國臺北」
（Taipei, CN）。

對於改名事件，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

究院副院長李振廣受訪時指出，這類事件

過去在陸媒報導臺灣體育賽事時常有，不

需要過度解讀；不過，面對近期兩岸關係

不佳，相信大陸對臺灣的國際空間也不再

寬容，恐怕今後臺灣在國際體壇上的空間

2016年第 69屆世界衛生大會臺灣收到之邀請函內容提
及「一中原則」等文字。（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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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被打壓。佛光大學公

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柳金

財也認為，陸媒片面變更

我方名稱，顯示當兩岸欠

缺互信時，大陸對臺政策

更會傾向壓制性作法。

結語

大陸不願正視中華

民國主權存在事實，並在

國際上持續藉著打壓與杯

葛，並未因為作法上的彈

性而有任何改變。我方外

交部對於此次陸媒再度以

「中國臺北」稱呼我國代

表隊與選手事件就表示：

「大陸在我國際參與及相

關外交場合上從未放棄對

我進行阻撓與干擾。」陸

委會主委張小月指出，這

種單方面改變我們的名稱，「我們絕對不

能接受，必須要表達抗議及不滿，臺灣絕

對不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此次事件並

非首次發生，依北京對臺國際戰略的一貫

脈絡，推測此次事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國也絕不接受這樣的稱號。

從 1949年迄今，隨著大陸綜合力量的
強大與擴張，可以對臺施展其國際戰略的

籌碼與能力愈來愈多，預估其所將遭遇到

的國際阻礙愈來愈少；誠如美國史丹佛大

學教授，也是以《歷史終結論》聞名學界

的法蘭西斯‧福山教授於 4月接受《聯合
報》系專訪時指出，現在大陸國力強大之

後，是否會對臺灣更加不利，才是更值得

我們憂心的。

大陸已崛起成為全球強權，不僅引起

國內外與兩岸學者專家的憂慮，美國學界

甚至還掀起所謂「棄臺論」的主張與辯論。

因此，如何堅持我政府兩岸政策立場的同

時，能夠讓大陸回到兼顧外交立場與兩岸

關係的善意與彈性狀態，是未來我國極其

嚴峻的挑戰，不可不未雨綢繆。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每月公布的「航空運輸監測報告」中，臺灣稱謂出現變化。

（資料來源：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Air-Traffic-Monito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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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鎮戎

之社會安全省思
解嚴 30 年

戒嚴和解嚴都是時代背景需求下
的產物，臺灣歷經 38 年的戒嚴時代，
而解嚴迄今已屆滿 30 年，讓我們來回
顧與省思這 30 年來臺灣社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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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年 7月 14日，前總統蔣經國
衡酌國內情勢，宣布臺灣地區自 76年 7月
15日零點起解嚴；從那時起，臺灣社會進
入一個新的時代。

記得解嚴之前，長輩經常提醒年紀還

小的我們，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講，不

然會被抓去關、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隔

牆有耳……之類的，很自然我們就被養成

謹言慎行的個性，生活中除了讀書、租漫

畫書來看、和隔壁小朋友玩遊戲、看電視

之外，可以說對國家社會沒有其他的想法，

一切似乎都是那麼地理所當然。

什麼是解嚴？在那個懵懂的年代，由

於已經習慣戒嚴時代的生活，因此絕大多

數人在第一時間並沒有什麼感覺，生活如

常、紀律依舊，絕大多數人也沒有想過這

兩者之間的生活到底差別在哪裡？只知道

開始有其他政黨的組成、有了更多報紙的

選擇，開始有人公開集會遊行，民眾們逐

步地行使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從 82年開
始，媒體如雨後春筍般開設，令人目不暇

給。從此，人民可以從不同的媒體獲得越

來越大量的資訊，與其他人講話也逐漸不

再需要遮遮掩掩、防諜、防隔牆有耳。85
年，臺灣人民首次擁有直接票選國家元首

的權利，自由民主發展臻於成熟，從這一

刻開始，大家的生活模式與戒嚴時期有了

明顯不同。

解嚴後，臺灣人民的生活開始變得越

來越多采多姿，各種生活上的娛樂也迅速

發展，臺灣社會進入不夜城時代，同時人

民獲得的資訊來源也越趨迅速與多元，並

且自我權利意識抬頭，我們似乎看到了一
總統頒布解嚴令稿。（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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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的臺灣，經常可以看到「保密防諜」的相關標語。（圖片

來源：臺南市後壁國小歷史照片，http://s2.hbes.tn.edu.tw/new_web/hb%20
history%20photo/post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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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人充滿希望的社會。不可諱言地，解

嚴後，每個人無論是在言論或行為上的自

由度都有了相當幅度的成長，可以暢所欲

言、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經過 30
年的演變，各種超越尺度的言行開始不斷

出現與嚴重化，形成「只要我高興，有什

麼不可以」的現象，侵害他人生命權、汙

解嚴後，臺灣民主意識高漲，人民公開集會遊行爭取權利，表達訴求與不滿。（Photo Credit：謝三泰，http://cyberisland.
teldap.tw/g/qwhcsUFmndAuvFuofrvxENlResj；poplance, http://cyberisland.teldap.tw/P/qpdgeNdlxex； 黃 致 惟，http://cyberisland.teldap.tw/P/
qpdgeNdlcjs）

衊他人人格的情形不斷發生，近年來更衍

生出「無差別殺人」事件，這已經與國父

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自由是以不侵害他人

的自由為前提」相悖，所以我們有必要做

省思。

民國 85年，臺灣人民進行首次國家元首投票。（Photo Credit：謝
三泰，http://cyberisland.teldap.tw/g/qwhcsUFmmDAuvFuofrvxENlR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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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常運作的自由民主機制，一定

有一套合情合理的法律，提供給社會大眾

共同遵循，而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範圍內

發揮所長、尋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臺

灣從戒嚴到解嚴，或許是政府沒有做好過

渡時期的公民教育，也或許是民眾一時間

內難以對兩者間的社會差異性做出區隔，

以致部分人民無法認識到自由民主的真

諦，扭曲自我主義的本質。雖然身為「公

民自由」世界排名第一的國家，但並不值

得雀躍，因為我們有一部分的公民迄未尊

重他人擁有自由、身體自主、生命權的概

念，以致言語或行為霸凌、傷害、性侵害、

性騷擾等事件仍持續發生，這實在是一個

自由民主社會所不應該存在的現象。

因此，我們的政府負有教育公民的

責任，而生命教育即為首要。要怎麼著手

呢？筆者認為，學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責

生命教育的基礎教學，學校之外的廣大大

眾則由政府負責。從一般人最容易接觸到

的媒體（如電視、收音機、報章雜誌等）

及現代人「機不離身」的智慧型手機著手，

可以鼓勵媒體多播放、報導與生命教育相

關的節目、文章；智慧型手機的「手遊」

則可以建置尊重他人生命與自由的相關遊

戲。藉由最稀鬆平常、最易接觸的電子媒

體，相信可以逐漸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對於媒體傳播過於腥羶、暴力的內容，政

府也應該適當管制，以避免社會大眾模仿，

進而造成臺灣社會的失序混亂。

一個長期受威權統治下的社會，在解

嚴 30年後即能達到今日的民主成就，臺灣
創了另類的「民主奇蹟」。在享受自由民

主的此刻，對於失序的社會現象，有待我

們靜下心來省思，並重新認識自由民主的

真諦。唯有在尊重他人生命權與自由權的

前提下，社會安全才能獲得保障，解嚴也

才能彰顯出它的可貴與價值，願大家共同

來努力達成！

言論自由的權利已淪為網路言語霸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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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 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及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副處長　劉文斌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大陸，
不可避免地發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扞格，中
共決定以「一國兩制」做為解決此扞格的手段，
並意圖對臺灣示範。

在港實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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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香

港運行迄今已 20年，
依中共的行事風格，勢

必發動連串宣傳活動，

吹捧「一國兩制」成果。

但香港現實情況卻是：

2014年 9月國內《天
下雜誌》，刊出以田野調

查結果報導香港「回歸」

後轉變的文章稱：「回歸

17年，中國在經濟上處處
讓利，卻愈來愈得不到香港

民心。一國兩制，為何讓香

港付出人民變窮、房價飛漲、社會對立、

自由受限等代價？香港的命運，將給臺灣

什麼啟示？」、「曾經是東方明珠的香港，

一國兩制 17年後，經濟更加依賴中國，政
治四分五裂、社會情緒對立」、「香港在

2014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競爭
力排比，首度掉出前三名，落在新加坡之

後」、「在國民生產毛額上，1997年回歸
時，香港贏過上海、新加坡、深圳，如今

已經輸給上海及新加坡」、「回歸後的特

區政府卻只搞金融和房地產，不像以前港

英政府還會平衡，變成今天的一面倒」、

「利用土地財政拉攏地產商，帶動投資。

但……漂亮的數字背後，很大比例是中國

資金挹注」、「這種只考慮北京需要，

不思考自身結構合理性的做法，給香港帶

來的就是整體競爭力逐漸削弱，稅收、人

才、創新日漸匱乏。而過度依賴地產、金

融的結果，阻礙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房

地產增值速度超過經濟收入」、「北京宣

稱治理結構是港人治港，但不時插手干涉

控制」、「一國兩制所造成更嚴重的問題，

來自中港人民『過度』互動，形成的文化

摩擦。即使經濟讓利，也不得民心」、「現

實與理想距離愈來愈遠，港人聲音卻愈來

愈小，因為中共不僅在經濟上吸納香港，

政治上分散力量，還對社會做有計劃地動

員及『染紅』。……收編媒體力量，無所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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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篇報導問世之後的香港，則是延續

2009至 2012年大陸居民爭相赴港生子、
2012年「國教風波」、2012至 2013年陸客
搶購香港奶粉高潮之風波，持續騷動不斷

迄今，舉其要者如：2014年雨傘革命、2015
年政制改革方案被否決、2016年農曆新年
旺角騷亂、2016年反釋法遊行，至今香港社
會甚至瀰漫著對「回歸」50年後的 2047年
可能呈現局面抱持悲觀氛圍，而 2017年初
因香港第 5任行政長官改選，將香港社會進
一步撕裂，更將前述不安帶向另一個高潮，

也凸顯出「一國兩制」的窘境。

依據香港《基本法》，甚至規定駐港

共軍在香港都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其中縱

使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158、159條規定

大陸全國人大具有解釋與修改香港《基本

法》職權，讓其「自治」處於隨時遭大陸

緊縮的危機，但仍無法否認香港擁有相當

程度自治的事實，而在中共的設計中，「自

治」終將結束並使香港融入大陸，但事實

發展卻正好相反，如 2016年香港第 6屆立

法會選舉期間，甚至第 1次出現持「港獨」

和「民族自決」主張的參選人，並成為輿

論焦點，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 2016年 7月 6

日至 15日期間所做調查顯示，在整體受訪

者中有 17.4%支持「港獨」，57.6%反對，

在15至24歲的年輕人群組中，支持「港獨」

2014年雨傘革命是指於 2014/9/26～ 12/15在香港一系列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Photo Credit: Leung Ching Yau Alex, https://

www.flickr.com/photos/cyalex/albums/7215764802036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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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四成；而支持「全面由中國直接管治」

占 13.8%，59.2%反對；支持和反對「維持
一國兩制」的比例分別是 69.6%和 6.0%。
無獨有偶，香港民主黨公布於 2016年 11月
15日至 25日所做民調顯示，超過 60%年
輕人認為，如果 2047年無法實行「雙普選」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是一場在 2/8
（農曆正月初一）晚上至 2/9早上，因警
方及食環署禁止無牌熟食小販擺攤進而

引發的警民衝突。

（立法會議員與特首），應該邁向獨立。

接近 36%受訪者表示，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是失敗或者非常失敗，其中 18至 29
歲的年輕人超過一半認為「一國兩制」失

敗。有些調查則顯示 18至 29歲香港居民，
有超過 60%想移民他地，80%不滿意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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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狀況。而前述反對「全面由中國直

接管治」及「維持一國兩制」比例占絕大

多數，卻也顯示香港主流民意不願融入大

陸，卻又無力獨立的無奈，而年輕一輩支

持「港獨」的程度更讓外界震驚。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目的在除讓

香港保持平穩、繁榮，最終過渡融入大陸

外，更為臺灣做出示範，但在實行 20年後，
卻讓香港社會動盪、經濟發展不均衡，甚

至喪失競爭力，更重要的是竟然出現「港

獨」，因此引發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大陸駐中聯辦法律

部長王振民分別於近期威脅「一國兩制」

可能中止，大陸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呼

籲催促規範「煽動叛亂、顛覆國家政權」

的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的激進反應，
顯然「一國兩制」所設定的諸多目標，在

「一國兩制」運行 20年後全部落空，對此
結果，中共如何再堅持「一國兩制」？港、

臺人民又該如何面對「一國兩制」？頗值

得臺、港民眾深思。

2016年反釋法遊行發生於 11/6～ 11/8，目的為抗議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進行第 5次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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