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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截錄自網路 

 

2020年 1月 11日總統大選結束至今兩個月，共機已 5次擾台，不只曾飛越

海峽中線，甚至首度在夜間行經我方防空識別區（ADIZ）。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吳

斯懷在 3月 11日對行政院提出的書面質詢中，吳斯懷主張，根據國際法，在沒

有侵入領空且遵守「無害通過」（ innocent passage）慣例下，不論美軍或共

機經（繞）過台灣周邊空域，法理上並不能算是對台灣有顯著的挑釁意味。 

 

就以上事件反映出幾個中華民國現況問題： 

一.不分區立委是否應代表所屬政黨在其專業上進行適格問政？ 

二.解放軍軍機沒有侵犯中華民國領空就有權無害通過？ 

三.中華民國陸軍官校的黃埔精神與黃埔軍校同學會是甚麼？ 

四.言論自由是否可以無限上綱至為敵宣揚解放台灣、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大業，而罔顧中華民國國家主權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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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分區立委是否應代表所屬政黨在其專業上進行適格問政？ 

1.首先要了解「不分區立委」如何產生？ 

根據 2005年公告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次增修條文選舉，自 2008年選出的

第七屆立法委員起，席次總數為 113席，任期 4年，選制則採用單一選區兩票

制。一票為區域立委(73席)或原住民立委(6席)的選票，另一票為政黨票。全

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34 席)，由政黨得票比例按最大餘額方法

分配席次，政黨得票率須達到 5%方可獲得不分區席次。各黨當選名單中需有

1/2婦女保障名額。 

 

2.不分區立委的產生與不分區立委資格喪失： 

  社會上許多各專業領域人士，因為經費、地方經營、人脈資源、選戰經驗等

種種因素，不容易透過「地方選舉」進入國會，因此當初在制度設計上，就

是藉由各政黨推出專業人士、弱勢代表、以及可代表黨意的立法委員人選，

藉由「不分區立委」的政黨分配席次，提供這些專業、弱勢、貫徹黨意的代

表性人物能進入立法院，使立法委員能夠更兼顧全國利益在立法院進行問

政、修法與監督政府施政缺失。 

  而不分區立委資格的喪失除了死亡與自行辭職(民進黨林濁水(2006)、親民黨

張曉風(2013)、國民黨張麗善、徐臻蔚(2018))之外，還有就是喪失原推荐政

黨的黨籍。馬英九主政時期在 2013年九月所發動的馬王政爭，中國國民黨就

以開除王金平黨籍的方式，讓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同時失去立法委員與立

法院長資格，所以能否貫徹「黨的意志」、或違逆黨主席或黨政高層的政治價

值觀是有前例會被所屬政黨取消黨籍、又或者像 2019年時代力量中央黨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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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委員會對於不分區立委高潞．以用案，以違反社會期待，已嚴重打擊時力

政治形象，將高潞．以用予以除名，因為高潞是不分區立委，失去黨籍當然

也就失去立委資格。 

當一個政黨的不分區立委，其言行違反社會期待已嚴重打擊政黨形象、或

者是無法貫徹黨的意志、亦或是違逆黨主席或黨政高層的政治價值觀時，以台

灣的民主與政黨政治的經驗，是會被所屬政黨撤銷黨籍。相對地，在民主自由

的政黨政治體制下，一個政黨的不分區立委言行雖違反社會期待但未嚴重打擊

政黨形象，或是其言行是在貫徹黨的意識，亦或是其言行並不違逆黨主席或黨

政高層的政治價值觀時，作為一位中華民國立法院的不分區立委，你可以不喜

歡他的言行、也可以反對他的言行，但無權要求這樣一個立委的所屬政黨開除

他的黨籍，因為不分區立委是否稱職，是由其推薦政黨自行判斷與處理，黨主

席與黨部高層主管以及其所代表的團體都沒有人覺得達到違反社會期待嚴重打

擊政黨形象、或違背政黨路線與政治價值觀，旁人多說何益？政客總是能處理

台灣民眾三分鐘熱度的問題，說一些順耳的話、做一些沒有實質作用的動作，

敷衍一下，就是看準台灣民眾下一刻會將專注力放在其他議題上了！ 

無害通過是否適用敵軍軍機與軍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國人民解放軍是

否為中華民國國軍之敵軍？做為聯合國所承認之一個中國合法代表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 其國民絕對自稱自己是中國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國

土，任何分裂中國國土的行為被視為違反中國反分裂法。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認定的兩個中國也就是兩國論，是不被

全體中國人民所接受。任何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就是台獨，主張中華民

國在台澎金馬地區擁有國家主權就是華獨，不論台獨或是華獨，就是中國人民

的共同敵人，亦是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大業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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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保衛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安全的武裝力量。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 1950年代後期，粟裕大將視察一所軍校。在視察的

過程中，粟裕大將詢問一個學員：「為什麼我們仍然稱解放軍，而不是國防軍？」

這名軍校生回答說：「因為台灣還沒有解放！」粟裕大將回了一句：「你可以從

軍校畢業了。」從兩個人的對話就可以看出解放軍未更改名稱的最終原因，因

為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完全統一，台灣還沒有被解放回歸。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從對日抗戰前講到今天，中華民國國軍在大陸被殲

滅死傷的都不是中國人嗎？張靈甫、邱清泉、黃百韜、蔡仁傑、盧醒、嚴明、

周由之、李達這些國軍陣亡將官沒有同學與學長在解放軍陣營之中嗎？陣亡前

為何不來個黃埔軍校同學會聚一聚、杯酒言歡，聽一聽中國共產黨主席講話，

這樣就不用喪命沙場了！黃埔精神是甚麼？黃埔先烈留給陸軍官校 43期生甚麼

典範？想必有人看到的典範是黃埔學長有人投共、有人聽共產黨指揮，做個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與其捨身報國，只落個忠烈祠的牌位，不如透過中國

媒體，在廣大的中國人面前露臉，在台灣只要嘴巴講講忠誠於中華民國，你奈

我何！在關鍵的那一刻，自會報效祖國！你又奈我何？ 

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陸撤退到台灣，期間經歷一江山戰役、大二膽戰役、古

寧頭戰役、823砲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烏坵海戰傷亡的國軍將士與烈士不

是中國人嗎？有那位中華民國三軍官校畢業生敢說忠烈祠內的烈士忠靈不是中

國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定義是不同的，

所以中國共產黨時至今日都還可以很大聲地宣傳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因為

那些被打傷或打死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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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解放軍不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自由航行或是無害通過？作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安全是其基本使命，中華人民共和

國認為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解放軍前來其領土、領空、領海巡視有何不對？

有何不妥？當解放軍空軍與海軍繞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本島與離島飛行

或是貼近台灣空域飛行或是海域航行，中國官方媒體是如何宣傳--祖國的美麗

寶島台灣。這個祖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建立於西元 1911年，中央政府所在地曾經是南京、重慶、廣州以

及此刻的台北，中華民國自立國 109年來未曾被任何境外勢力或國內勢力消滅，

試問一個成立於 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會是中華民國國民的祖國？在現

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的土地、外蒙古共和國及新疆周邊幾個相鄰國家所管

轄的土地，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故土，但一個 1911年建國的國家人民稱另一個

1949年建國的國家為祖國？這群人知道甚麼是祖國嗎？ 

1979 年版《辭源》將「祖國」釋為「祖籍所在之國，……。今指自己的國

家為祖國。《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祖國就是自己的國家。今日的中國大陸是

中華民國大多數國人的故土，這是不可抹滅的事實，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

民國國民的祖國，認同這種說法的人除非是原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但因婚

姻或依親等理由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或是居留證者，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其

祖國，在人道立場上，尚可接受與諒解，但一個從出生至今都是中華民國國籍

者，甚至其父親或祖父也是中華民國國籍者卻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其祖國，

實已背棄中華民國並曲解中華民國憲法，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沒有中華人民共和

國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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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繞台真的可以無害通過嗎？ 

大英百科全書對於領土(territory)的說明：位於國家主權下的地球表面的

特定部分，以及其底土和上空。領土是國家行使主權的空間。國際法承認國家

在其領土上行使排他的管轄權。…領土包括陸地和水域及其底土和上空。國家

領土分為領陸、領水(包括內水和領海)和領空 3個部分，上及高空，下及底土。

領水附隨於領陸。領空和底土又附隨於領陸和領水。因此領陸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領土的主要成分。 

中華民國現行有效管轄範圍包含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周邊島嶼以及

東沙群島的東沙島、南沙群島的太平島。中華民國的領海範圍與管轄範圍為何？

依國際海法的規定，領海是一個從領海基線，即沿岸國陸地領土及其內水以外，

或者島國群島水域以外向海洋延伸 3-12海里的海域。(我國目前為 12海里，小

於 12 海里之相鄰界線為我方管控之外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鄰之中間點)。一

國主權及於領海及其上空和底土。專屬經濟海域區不是領海，但主權國家擁有

對海洋的制海權，不代表國家擁有該片海域例如巴士海峽(中華民國與菲律賓兩

國重疊區域)、與那國島海域(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重疊區域)。 

領空是一個主權國家神聖不可侵犯之處，指該國陸地和領海(12 海里)上空

100 公里之內的地方，和領土及領海是一樣重要的。根據國際條約，如果不經允

許私自飛過他國領空，則這個國家有權對入侵的飛機進行驅逐和擊落，而且受

國際法的保護。 

為何要有防空識別區？防空識別區，它指的是基於空防要求所劃定的空

域，目的在於為軍方及早發現、識別和實施空軍攔截行動提供條件。而防空識

別區則和領空有著本質上不同的區別，它並不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而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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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了防範可能的威脅，而在領空外設立的空防區域，正常是從海岸線向外

延伸至 200 海里。在防空識別區裡是不能擊落他國的飛機的，只能監視和伴飛

等。 

解放軍海軍艦隊在台灣沿海保持 13海里(24公里)距離主張無害通過，中華

民國的立法委員可以說解放軍是正常訓練、擁有無害通過的權利嗎？沿海 13海

里與 130 海里通行都沒有進入中華民國 12 海里的領海與領空範圍，沿海岸 13

海里或是 130 海里通過意義上都是對中華民國帶著敵意航行，中國人民解放軍

是為了解放台灣而進行軍事訓練，13海里與 130海里的差異只在於 13海里用艦

砲就可以對台灣沿岸據點進行砲轟，130海里用艦載飛彈對台灣沿岸與空域進行

飛彈攻擊。在解放軍海軍艦隊攻擊前的任何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主張無害

通過，有特定政黨的特定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內質詢國防部亦或是政府官員，質

疑我方是否反應過當！亦或是我方的軍事作為提高了兩岸衝突點！當砲擊當下

的中華民國國民與國軍，你認為在此之前的解放軍海軍艦隊是真的無害通過

嗎？你認為這種特定立場的立法委員與其所屬政黨是真心保衛中華民國嗎？還

是心向祖國，為祖國宣傳與祖國統一做內應呢？ 

同樣地，解放軍空軍機隊在台灣沿海保持 13海里(24公里)或 130海里距離

主張無害通過，電偵機藉此蒐集電訊、電波、雷達的參數，戰鬥機熟悉戰場空

域、轟炸機熟悉投彈與脫離航路，平時解放軍武裝直升機，在台灣沿岸 13海里

距離像天安門閱兵一般拖放著巨幅五星旗飛行，這就好比在新北市的中永和地

區看著陽明山文化大學的上空距離，三不五時就來進行訓練飛行，中華民國的

國軍不能有積極作為，否則就可能會被特定政黨與其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指控國

軍騷擾中國人民解放軍例行訓練、刻意操作並提高兩岸軍事衝突？！陸軍官校

43 期生，台灣東西沿海上空 13海里處，南北方向各一個解放軍空軍作戰機群(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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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機、戰鬥機、轟炸機、空中預警機)在按下投彈鈕那一刻之前，中華人民共和

國主張解放軍有權可以在祖國領空及周邊區域進行解放台灣的例行性軍事訓

練，當解放軍按下對地飛彈投彈鈕的那一刻，台灣所有雷達站、防空飛彈陣地、

空軍機場、重要軍事設施在二至五分鐘內皆會遭受到攻擊(次音速飛彈平均飛行

速率為每小時 850公里，兩分鐘的平均飛行距離為 28公里，五分鐘的平均飛行

距離為 71公里)，中華民國空軍平時在空中巡邏的戰鬥機群不足一個中隊 20架

戰鬥機，機場五分鐘待命機還沒滑行到跑道頭，敵軍的飛彈已摧毀機場跑道。

當所有機場跑道毀損，訓練再好的空軍飛官，也無法升空迎敵，高志航烈士怎

麼死的？不就是敵機臨空被轟炸殉國的嗎！在空機的飛行員再怎麼抗敵，最終

也會因為油料耗盡沒有機場可降而殞命國土！這樣的情境是口口聲聲稱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祖國的立法委員與其所屬政黨所要的嗎？這是中華民國國民所該承

受的嗎？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對於自己訓練出來的 43期生的言行怎麼默不吭

聲！難不成是默認與認同嗎？ 

傅作義是誰？1948年 1月 20日之前是中

華民國華北剿匪總司令統領國軍 60 餘萬兵

力，同時也以此身分在 1948年 1月 21日與中

國共產黨達成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傅作義

為解放軍立了大功，1955 年，毛澤東主席親

自授予傅作義將軍一級解放勳章。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之時與毛澤東同在天安門上接受中

國人民的歡呼，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

水利部部長。 

▲圖片截錄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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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例可循，晚生後輩是中華民國國籍，卻陪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在閱兵

台前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或是恭敬面對五星旗聆聽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談話的

中華民國黨政人士與退役將領豈是區區數人？世人有誰看到這些人在當下有在

中華民國故土上表示自己一生效忠中華民國？絕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

只聽聞到一群人在國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土地上共同呼喊中國是祖

國，自己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一樣是中國人！ 

有人可以故意曲解歷史、忘記自己曾經說過的話、效忠的事，但歷史不會

因此而改變事實。1974 年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43期畢業生，當時的中華民國

總統是蔣中正先生，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自 1950 年遷校鳳山以後至 1974 年

43 期畢業班的學生，有哪一位陸軍官校的畢業生可以告訴中華民國的國民，自

你們進入陸軍官校後所認識的蔣總統是不反共的？陸軍軍官學校的教育是教導

你們不反共的？當年的蔣總統以及陸軍官校對你們進行反共教育是錯誤的？蔣

總統在 1959年 6月 16 日於鳳山主持陸軍軍官學校 35週年校慶，親自對「黃埔

精神」做了闡示。「犧牲精神」的根源，就是「樂死的性質」，不要身家性命，

一心一意為國家來奮鬥。「團結精神」的根源，就是「親愛精誠」的校訓，凡屬

革命軍人，不但事業是整個的，榮辱是整個的，而其生命、歷史都是整個的，

所以同學之間不僅是要義共患難，而且是志同生死。陸軍官校在鳳山復校之後

至 43期班的畢業生，你們當年所認知的校訓是為中華民國奮鬥還是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奮鬥？1952年陸軍官校建立軍人五大信念之「主義、領袖、國家、責任、

榮譽」，其中的主義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領袖是中華民國總統還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這位領袖是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還是中國共產黨主席

毛澤東？國家指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陸軍軍官學校有教導學生

從軍領國家俸祿時，嘴上喊喊效忠中華民國，退伍後可以向中國人民解放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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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致敬、聆聽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講話？ 

▲ 圖片截錄自網路 

大陸時期的黃埔軍校，創建初期是國民黨的黨校，國民黨為消滅共產黨在

陸軍官校內的勢力，於 1925 年 2 月將校名改為「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

校」。1927 年，陸軍官校遷往中華民國首都南京，1928 年 3 月蔣介石以中央軍

事委員會名義將陸軍官校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改為隸屬國民政府。1950

年鳳山復校自 24期開始延續至今。大陸時期投共反蔣的黃埔校友諸如在黃埔一

期徐向前、陳賡、蔣先雲、賀衷寒、左權、李之龍、王爾琢、許繼慎、周士第、

劉疇西、蔡申熙、趙自選、宣俠父、黃鰲、閻揆、彭幹臣。黃埔二期的周逸群

和盧德銘。黃埔三期的朱雲卿、吳光浩。黃埔四期的林彪、劉志丹、曾中生、

段德昌、伍中豪、葉鏞、陳毅安、袁國平、洪水(阮山)、郭化若、王世英、方

之中、李天柱、李鳴珂、李運昌、李逸民、肖芳、季步高、胡陳傑、倪志亮、

唐天際、曹廣化等人。黃埔五期的    許光達、宋時輪、張宗遜、陶鑄、趙尚

志、楊至成和譚希林。黃埔六期的郭天民、王諍、張開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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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曾參與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國軍將領們，上述投共反蔣的黃埔畢業生是

你們心中的優秀學長嗎？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黃埔軍校同學會於 1984年 6月 14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成立，黃埔一期生徐向前擔任首任會長，程子華、侯鏡如、

鄭洞國、宋希濂、李默庵任副會長，聶榮臻、許德珩任顧問，黃維、文強為理

事。試問在鳳山復校的陸軍官校 24期及其後的校友們，由黃埔一期生徐向前擔

任會長的黃埔軍校同學會是你們兩岸黃埔一家親的校友嗎？徐向前等黃埔校友

追求的「中國統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還是中華民國統一故土？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所發射的飛彈沒有一顆落在台灣

領海，當時的解放軍也是在進行統一中國解放台灣的訓練演習，1974 年陸軍官

校 43 期班多人時任國軍將官亦或上校、中校，怎未聽聞當時 43 期班的國軍將

校有人站出來告訴百姓，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飛彈射擊訓練，沒有進入中華民國

領海，應該屬於無害通過的訓練，國防部相關官員沒有必要讓百姓知道太多訊

息以免製造國人恐慌，並且製造國軍與解放軍對立緊張的局面？當年的陸軍官

校訓練出來的將校們，你們在緊張甚麼？為何要製造台灣人民仇視中國、以中

國為敵、醜化中國共產黨，阻礙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祖國的大業？ 

 

◣圖片截錄自網路 

陸軍官校 43 期生，你們的人生前二

十餘年，中華民國總統是蔣中正先生，你

們自尉級軍官升到校級軍官亦或有人升

任將官，任官令上的中華民國總統是蔣經 

國先生，請你們告訴今日中華民國的國民，這兩位蔣總統在台灣期間是反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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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不反共的？兩位蔣總統所謂的中國統一是追求中華民國統一故土，還是追

求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台灣今日檯面上的黨政軍人士，當你們前往慈湖

謁陵  蔣故總統中正先生亦或前往頭寮謁陵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請當著兩位

蔣總統的遺像告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以及中國共產黨主席，你們的中國

統一是中華民國統一故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你們所自稱的中國

人，是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還是效忠於中華民國的中國人？自蔣故

總統經國先生解除戒嚴後，中華民國的國民教育與國軍教育還有反攻大陸的攻

擊性作為嗎？蔣故總統經國主政時期反共國策，有引起台海戰爭嗎？相反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自 1949年後何時放棄解放台灣？中國人民解放軍

之所以不稱為中國國防軍或是中國國軍，1950 年代就定調「因為台灣還沒被解

放！」，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變

的是一群從兩位蔣總統任內領國家俸祿時口口聲聲反共救國、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的虛偽軍人與政黨人士，當在兩位蔣總統陵寢前落下思念的眼淚，心中是否

想著，當年兩位蔣總統只要不反共，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今天你們

就不用那麼辛苦且可以光明正大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一起大聲向世人宣

告，我是中國人、是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唯

一合法代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所有中國人的祖國！？ 

 

 

 

◣圖片截錄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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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國共戰爭中，作戰傷亡的中華民國國軍將士，有 60餘萬國軍從大陸先

後撤守到台灣，非黃埔嫡系的將士們，你們在來台不到五年的時間內就陸續卸

甲離開部隊，在國家艱困的歲月中，也有大批經歷過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的單

身軍人自軍中退伍，為台灣開闢了橫貫公路與各地農場，也有些人推著腳踏車

用鄉音在街道上喊著包子饅頭，或是三五同袍合夥開著家鄉小館、小麵攤或餃

子攤，也有許多青年軍來台灣轉投教職，在課堂之餘對您的學生們訴說著滇緬

戰役期間你們是如何面對惡劣的雨林氣候、瘴癘、巨蟒與瘧疾，東北戰役中又

是如何面對解放軍把百姓們趕到兩軍陣前當人海戰術的砲灰，你們眼中泛淚地

守護百姓與國土。在經歷許多場戰役中，看著國軍與解放軍相互爭奪山頭陣地，

兩軍都是爬著屍體進行攻防，倖存下來的人轉進到台灣後，有些人接受情報訓

練，派往大陸出任務，十去九不回，你們相信有共諜在台灣，但為了國家，你

們依舊無懼地執行任務，數千位情報人員在任務途中被捕或成仁，還有一群異

鄉人住在榮民之家終老也不願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你們的祖國！你們或許沒

有進過陸軍官校、你們直到退伍時也許只是士官長或上兵，但在這片土地上，

你們才是中華民國最忠貞的守護者，你們才是兩位蔣總統最忠誠的國之干城，

清風落葉總要歸根，魂歸故土的您，清楚地記得那裏曾經是你兒時成長的家園

與冒死捍衛的國土，您用一生選擇了中華民國才是您的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