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民主峰會議程 

13:30 報到 

14:00 會議開始/主持人 本會社運總督導古文發先生 

14:00-14:05 理事長杜筑生致辭/前外交部次長、輔仁大學教授 

14:05-14:30 蔡錫勳教授/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 

題目: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挺台戰略思維 

14:30-14:55 范世平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台美關係 

14:55-15:15 廖雨詩博士/新台灣國策智庫諮詢委員 

題目:岸田內閣的日美中台關係 

15:15-15:30 中場休息 

15:30-15:50 格桑堅參/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題目：美國「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2020」 

15:50-16:25 張怡菁博士/永久和平發展協會資深研究員 

題目：永久和平標準簡介 

16:30-16:40 Q & A/張怡菁博士、廖雨詩博士 

16:40-17:00 黃千明執行長致謝辭/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17:30- 聚餐交流(金山客家小館)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69 號 

 



安倍前首相的挺台戰略思維 蔡錫勲 / 淡江大學

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所長













新時代的台日關係

日文共4,127字

台灣：26次

日本：20次

中國：11次

民主主義：10次

空間：5次

軍事的冒險：3次

戰略空間：2次

TPP ：2次



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すなわち、
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

「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也可以
説是等同於「日美同盟」有事。

強い台湾
=「強い日本」思維

12月1日視訊演說



MAPPING THE DEMOCRATIC AGENDA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S

Democracy：20次

Taiwan ： 15次

Japan ： 9次

Space： 3次

Mind ： 3次

China ： 1次

12月14日視訊演說



MAPPING THE DEMOCRATIC AGENDA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S

A prouder Taiwan will become 

a stronger guardian of our common values

→ prouder =書的封面「誇り」

Rise up, Taiwan

First, Second, Third：用2次

→共列3點，日本式思惟如同安倍三支箭

weakness invites provocation, more strength

→ Strong  ,強い
12月14日視訊演說



兩次視訊演講最大共同用詞

民主主義：Democracy

台灣：Taiwan

日本：Japan

→安倍前首相思維：

日本挺民主主義的台灣







岸田內閣的日美台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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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雨詩博士
Dr. Yushih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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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美中關係正如「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般，只因隨著中國的崛起後，

遂以「戰狼式」的外交軍事及經濟手段挑戰當前美

國所主宰的國際政經秩序；而美國為維持既有世界

獨強地位，勢必遏制中國霸權發展。

美國國務卿Blinkin3月4日發表首場外交政策演說

所說：「美中關係會在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

作，必須敵對時敵對 」，而這大半年看來美中關

係顯現的是：「競爭與對抗，多於合作」的複雜情

勢。



3

一、美國:「外交、軍事、經濟」

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2013年習近平政權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

2018年川普政權形及「中美貿易戰」開打

2021年拜登開展的「聯合盟友，反制中國」戰略

美中博弈:先行以「外交安保態勢」，鏈結「美日同

盟」、「四方安全對話」、七國集團峰會、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峰會；嗣後以「軍事安保態勢」，籌組

「澳英美聯盟」(AUKUS) ，以及聯合盟友舉行十幾

場聯合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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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掌控印太局勢

近期又以「經濟安保態勢」，提出「印太區域經濟

新架構」。

在在顯示美國刻正以「外交、軍事、經濟」等全面

性的安保結盟手段遏制中國，以維持主宰印太區域

的地位，體現印太戰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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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經濟安全保障構想」

美國總統拜登於10月27日在線上東亞峰會指出，

將開始與印太區域夥伴就建立一個「印太區域

經濟架構」；嗣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11月

18日針對「印太經濟架構」做出進一步的說明，

除表態不會重返「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而是在印太地區建構一個有別於

傳統以「自由貿易協定」(FTA)為核心的印太

區域經貿組織。

包括「供應鏈韌性」、「半導體」、「網路安

全」及「基礎設施」等領域，並以戰略方式協

調供應鏈投資佈局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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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構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於11月19日在「經濟安全保

障推進會議」首次會議上指出，「在世界各國

為確保戰略物資和獲取重要技術而激烈競爭的

情況下，切實加強日本經濟安全保障非常重

要」，並指示經濟安保擔當相小林鷹之迅速制

定法案，據悉該法案主要包括「供應鏈韌性」、

「技術基礎」、「專利不公開」及「重要基礎

設施」等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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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日皆以「供應鏈韌性」為經濟安保
構想的主軸

美日不約而同提出「經濟安保構想」及其核心內
容的「供應鏈韌性」(Supply Chain 
Resilience)，究其安全保障既往都是以「防衛
力建設」為重心，而美日此次都將安全保障與經
濟聯結一起，主因還是在於對中國在尖端技術領
域影響力增大的戒備與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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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

如今受到美中博弈的白熱化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響，美日同盟在「經濟安保及戰略競爭」的前提
下，刻正聯袂調整供應鏈結構，加強半導體及電
信等本土研發能量，並積極強化與印太可信賴夥
伴的結盟及信賴關係，俾利產業鏈的重新分工，
使其能更廣泛的與中國脫鉤；進而以「外交安保
及軍事安保」為基礎，再加上「經濟安保」以
「三位一體」的結盟力量，高壓遏制中國的競爭
與威脅。



9

四、岸田政權更加堅定美日同盟體系

對日本而言，隨著中國崛起後的霸權擴張，
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刻正遭受嚴重威脅，
加上中國面臨政經的內外部環境惡化，自然
對美國刻正朝區域安全暨經濟架構發展深表
歡迎與支持。如此一來，日本將會以既有的
「美日安全同盟」及主導「CPTPP」運作權
力的基盤上，積極與美國一致建構全面性的
「外交、軍事與經濟」安保同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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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岸田政權:改弦易轍

日本向來的「軍事外交安保緊靠美國，經貿市
場依靠中國」的平衡戰略，將會改弦易轍為
「軍事外交安保，以及經貿安保都要依靠美
國」；而一旦美日共構的全方位的安保架構運
行後，亦將改變東協等國原先的「軍事外交經
濟與美中關係等距」的政策，而產生「槓桿傾
斜」的親美作用，如此美國的印太戰略更形鞏
固，戰力亦將更為全面與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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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中博弈白熱化將導致「安全困境」局面

隨著美中博弈的更加白熱化，印太區域的安全危機
會呈現螺旋式升高，因為美中會不斷強化相關外交、軍
事、經濟等安全手段來進行「遏制」與「反遏制」，如
此必會導致「安全困境」局面的發生，亦即一個國家即
使是出於防禦目的增強軍備，也會被其他國家視為需要
作出反應的威脅，這樣一種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國家難以
擺脱的一種困境；若是「安全困境」持續增強未減，最
後將導致局部衝突甚至全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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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美日同盟有事

誠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12月1日在台灣「國

策研究院」所舉辦的「影響力論壇」的線上演說

指出的：「中國若對台灣武力侵犯，無論在地理

或空間上，對日本國土都是重大危險，日本無法

容許，「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也等

同於「美日同盟有事」，這項認知，中國領導階

層，尤其是習近平絕對不能誤判」，正可點出美

日同盟會這麼重視台海和平與安全，當然當前中

國對台灣日益升高的霸權威脅，以及台灣最具有

當前「美日同盟，遏制中國」博弈中的戰略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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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發揮戰略優勢

1.就地緣優勢而言，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的核心節點位

置與美日同盟抗中的最前沿；

2.就民主理念優勢而言，台灣的民主、人權及法治向

來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楷模，也是習近平「一人一黨獨

裁專制」的照妖鏡；

3.就科技產業優勢而言，台灣科技業的高產能與美日

有著緊密的供應鏈結，尤其是今後美日經濟安保工作

中最為忠實的盟友；

4.就外交及軍事安保優勢而言，台灣具備有共同維護

印太區域安全的國防能力。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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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2020 之要點  格桑講稿 

美國曾經在 2002年通過《西藏政策法》法案,法案規定在美國國務院專門設立

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原職位, 其職責是專職西藏問題,推动中国政府与尊者达赖喇

嘛或与其代表等「进行不设前提条件的实质性对话」力求解決西藏問題。2018

年美國通過「入藏對等旅行法」，特別提到，美籍藏人試圖申請簽證去西藏探

親或西藏朝聖時，總是會受到中國使領館的歧視性對待，但中國公民卻可以在

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自由旅行，因此法案要求中國政府允許美國記者、外交官

和遊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根據《入藏對等旅行法》要求，國務卿在 90天

內，評估美國公民赴西藏的情況，並向國會提交報告，點名究竟是哪些中國官

員禁止美國人進入西藏，並依此法對其實施制裁。法案也規定，如果中共不允

許美國在西藏拉薩設立領事館,中國不得在美國的其他地方新設領事館。 

2020年美國通過的「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

法案, 2019年 9月，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吉姆·麥克高文

（美國民主黨籍）為更新與加強原法律而提出《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同年

12月 28日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 2020年 1月 29日，在眾院院會以

392票贊成、22票反對通過。2020年 12月 21日，法案條文被納入《2021年綜

合撥款法》，同日獲參、眾兩院通過。12月 27日由總統唐納·川普簽署生效。

該法案從全方位規定了美國支持西藏的各項條款,具體分為以下幾點: 

1、 決定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權惟有西藏人、達賴喇嘛及藏傳佛教信徒

才有 

该法案促使美国官方政策规定，美国支持藏人及藏传佛教信众自由选择和认

定藏传佛教领袖的继任与转世的权利，反对并追责中共以任何形式指派未来

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并以此干涉西藏宗教事务，任何牵涉其中的中共官员将

依据该法案和美国相关法案，实施冻结其在美资产和拒绝入境的制裁。 

2、正式承認藏人行政中央是反映全世界西藏人民的合法機構 

该法案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美国正式承认藏人行政中央是反映全世界西

藏人民愿望的合法机构，承认司政为藏人行政中央的合法领导人。 

3 、充分肯定流亡藏人社區建立的健全民主制度 



法案不仅列举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西藏民主的发展历程，而且赞扬

了达赖喇嘛尊者在建立流亡藏人民主政体中的贡献，同时也赞扬藏人行政

中央和流亡藏人社区成功建立的健全民主制度。 

4、法案加强了对西藏境内外藏人社区的财政援助 

这项法案还将为藏人团体在可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教育等领域提供

资金: 

A、 向西藏境內非官方机构在保护西藏文化，提升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教育及

环保等领域提供不少于 8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 

B、 提供不少于 600万美元促进流亡藏人社区在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以及印度

与尼泊尔藏人社区的发展项目；拨款 300万美元用于藏人行政中央的综合治

理能力。 

C、 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語台分别提供 340多万美元和 400多万美

元，用于对西藏境内和各国藏人社区的报道。 

D、 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办公室拨款 100万美元 

5、關注西藏区域水安全框架與生态平衡 

法案还着重提出「西藏的生态平衡」的条款，鼓励藏人加强与中共当局的

对话，以应对中国在藏区兴修水利，破坏下游水资源供应的问题。法案还

进一步承认西藏传统的游牧方式在减轻气候变化对该地区负面影响方面的

重要性，强调中国政府对西藏游牧民实施的强制安置政策破坏了西藏的生

态平衡。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监测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并

鼓励在西藏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公民和公司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格遵守

联合国颁布的《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6、重申 2018年通过的《入藏對等旅行法》所列举的条款 

最后，为了促进 2018年通过的《入藏對等旅行法》所列举的条款，法案要

求中国政府授权美国在西藏首府拉萨设立领事馆。但法案呼吁，美国在获

得拉萨设立领事馆的授权之前，国务卿不得批准任何新的中国驻美国领事

馆之申请。 

 





永久和平憲章
已獲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尊者達賴喇嘛簽名支持



關於我們
•社團法人「永久和平發展協會」(下稱本會)創會
至今已50年，係由「法愛公德會」更名為「永久
和平發展協會」。

壹、本會宗旨
本會為依法設立、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
建立人類永久和平與地球永續發展的憲法基本標準
為宗旨。



貳、本會組織

•本會理事長杜筑生先生(前外交部次長、現輔仁大學教授)。

•本會下設有：1.永久和平夥伴世界總會、2.亞太永久和平聯盟。

•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成立永久和平夥伴組織超過十多個分會。

•美洲地區執行長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執行長昆布勞

（Coen Blaauw）兼任。

•澳洲顧問為旦增彭措 T. PHUNTSOK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前

董事長)。

•亞太永久和平聯盟執行長為加拿大分會會長盛雪女士兼任。



黃千明會長與美洲執行長Coen Blaauw



黃千明會長與各分會會長合影



參、本會任務

一、編著《永久和平憲法標準-草案》推動成為國際標準(ISO)。

二、建立各種語文版國際法規全書、比較世界各國各自治體憲法、

比較萬教經書法典、比較全球民刑法典等比較資料庫。

三、為驗證本會出版之永久和平標準的效力，每日針對重要

新聞議題提供「解方」，目前已經完成數十萬條新聞處方解答。

四、翻譯、出版、發行有關人類永久和平、地球永續發展資訊。

五、誠徵更有利於永久和平與發展的制度，獎勵酬謝見官網：

https://www.lawlove.org/tw/rewards

https://www.lawlove.org/tw/rewards


唯一全球法規比較資料庫，
讓您拿起手機保護自己權利



為驗證本會出版之永久和平標準的效力，每日針對重要新聞
提供「解方」，目前已經完成數十萬條新聞處方解答



構成永久和平憲法標準的理路

『一個宇宙中不能有兩個最高無

上和獨立的權威同時存在』以及

『一個國家中不能有兩個至高無

上和獨立的權威同時存在』。

『美國決不允許議會有任何權力

修改憲法』(1775年2月6日)。美

國開國元勳、第2任總統約翰·亞

當斯 John Adams

http://www.let.rug.nl/usa/documents/1751-1775/john-adams-novanglus-february-6-1775.php


『在政治權力上，不要再
聽到對人的信任，而是要
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不
做壞事』
—美國開國元勳、第3任
總統湯馬斯·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



•保衛和平的真正武器我們需要保
衛和平的真正武器，這些武器與
毀滅人類的武器不同。我們所需
的武器，最重要的，乃是賦予
「國際法」以力量和權威…。

世界和平文告—1976年教宗聖保
祿六世(Sanctus Paulus PP. VI)



•哲學家康德(Kant)永久和平論(1)

和平只能藉由有權制憲者創造設

立(2)制憲的合目的性是和平(3)

因此，和平必然提出政治上法律

根基之問題。康德對和平這種普

遍而持久的創建不只構成了純然

理性界限內的法權論(編註:和平

憲法論)的一個部份，而是它的全

部最終目的。※部份譯自弗雷德

里克‧洛皮(Frédéric Laupies)《論

康德永久和平論》



世界法律共同體：
1.國家問題就是國內法律秩序的問題。法律上的人

就是法律上的主體。

2.國際法當然凌駕於國內法之上，並直接使個人承

擔義務並授予其權利，「個人」做為「國際義務權

利的直接主體」。

3.法律是根據作為這一秩序基礎的憲法所規定的程

序而被創立的任何事物(委託立法)。

4.國際法和國內法是一個統一的法律規範體系，而

且國際法律秩序統轄各國國內法律秩序，國際法的

實效性規範，決定國內法律秩序的效力。

5.國際法的基礎規範是國內法律規則的最終理由。

凱爾森(Hans Kelsen)

《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諾貝爾認為光有美好的願望並
不能確保和平；國家之間的戰爭
無非是個人爭奪權力的強制集體
場景。』他一生追求科學與和平
，身後至今百年至往後千年仍不
斷在追求科學與和平—瑞典·諾貝
爾(Alfred Nobel）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無條件承認國際法是世
界法、是國家憲法的母法
、是和平的強行法直接對
人民及政府創造權利義務
。
2.憲標是消除內亂外患的
基本法,萬國萬法構成國
內法的一部分,人民得依
法擇優援用(§14)



導讀&對話 (三分鐘見一個永久和平國家)

•定義：
•國家：指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超國家-國家-次國家三層級的主體。
•閱讀：條條為創造生命價值與人權尊嚴、實踐永久和平與永續發展。



問：永久和平憲法標準(簡:憲標)對我個人、我國家有何價值？

答：利益明確-它是創造個人生命/國家生命最高價值的具體方法；

願景清晰-它是國家長富久安的憲法典/是永續發展的新羅盤。

問：憲標對我們人類有何貢獻？

答：憲標先於行動如閃電先於雷鳴，是永久和平的世界法例如：

有憲章:1215大憲章-權利請願書-權利法案等光榮革命都成功。

無憲章:1848歐洲革命,越戰,阿拉伯之春,阿富汗之戰全都失敗。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1848%E5%B9%B4%E6%AD%90%E6%B4%B2%E9%9D%A9%E5%91%BD


問：憲標能為全球挑戰提供恆久解方？用一句話與世界對話？

答：昇華民主法治：世界法律共同體，是和平發展的前提，是削減全球
國防預算來鑄劍為犁，消滅戰爭-瘟疫-汙染與貧窮的必要條件。

問：憲標會是烏托邦？或是萬靈丹？

答：人類最後只有兩條路：和平或毀滅。憲標負有歷史性與先驗性使命：
條條具有聲訴常理的現實性、又有和平真理的理想性。

問：憲標的敵人是誰？

答：敵人是自己，地球公民如果不是問題的解決者，便是問題的製造者，
摒棄人治、貫徹法治，堅持全球法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問：聽過嗎？人民有權不守法，卻又有權立法，那是什麼法？

答：憲法制定權不是受之於法，而是產生於力，力決定國體
為共和或帝制/單一國或聯邦國；政體民主或獨裁、人權天
賦或人賦。

問：我應該相信甚麼？

答：「請勿相信政界媒界，而要用憲法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相信憲標-手機比較萬法優劣，擇優援用，秒成大政治家、
大戰略家。

問：我應該怎麼做？

答：在民主喪鐘敲響前、在不涉國號-國土和國際諒解下，
當制憲風起放下兩天工作出場做主，受益無窮(卓參第三部
分貢獻)。



圖一：憲標法治體系排序



圖二：憲標憲政運作程序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二項理念、廿八項法則，條條都是共同點

一、人類永久和平，推進憲法標準(ISO)，

建立永恆法治世界 。

二、地球永續發展，推進政府標準(ISO)，

深化永恆全球治理 。

2021/10/23 23



第一條：自由立國。制憲權無條件屬於人民 。制憲決定共和或

帝制、單一國或聯邦國、民主或專制。

第二條：自由改革。電視台每週免費提供一小時給政黨；前九

大政黨有免費專屬全國廣播頻道。

第三條：自由開放。選舉投票頻次 以人均所得最高的瑞士-加

州為上限。

第四條：自由防衛。任何公開或秘密組織及個人濫用自由權，

應立即禁止並起訴。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一章 自由

2021/10/23 24



第五條：民主立國。不斷投票解決不斷產生的矛盾-分歧-對立；

化育人民文明上投票所 ，取代抗爭上街頭。

第六條：民主改革。任何公職-軍官須經憲法及國際法考試及格

第七條：民主開放。完全民主國家公民得依法參選各級首長。激

發首長國際競爭力、全面昇華經貿-社-科-

文動能、全球化與國際接軌。

第八條：民主防衛 。民選首長一任五年，屆滿六年內含至親依

法禁止再選。修改任期者視為叛亂犯。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二章 民主

2021/10/23 25



第九條：人權立國。創造生命價值 、倡導憲法標準、改革資源

分配、開創永久和平 ──是人民最神聖的

權利、是國家最緊急的義務。

第十條：人權改革。世界人權法高於國家人權法 。

第十一條：人權開放。人權問題是全球的內政。

第十二條：人權防衛。當選人保證：人權-環境權-和平權-發展

權不落後他國一天 。國會每年局部改選

並強制投票 。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三章 人權

2021/10/23 26



第十三條：法治立國 。國際法是世界的根本法、國家憲法

的母法、人類和平的強行法，直接

對人民個人-各級政府創造權利義務

第十四條：法治改革。窮盡萬國萬法構成國內法的一部分，

人民得依法擇優援用。

第十五條：法治開放 。開創法治大文明 。國會特設世代正

義-國際法發展-萬國萬法發展委員會。

第十六條：法治防衛。國家不得因與國內法-國情-民情-歷史

或文化衝突為理由違反國際法。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四章 法治

2021/10/23 27



第十七條：全球立法。全球競合立法權：締造世界法律共同

體。國家或次國家層級僅於超國家層

級未制定之國際法始有立法權。

第十八條：國家立法。三黨勢力均衡。創建當代缺點全無、

後代優點無窮的委員會中心主義制。

第十九條：地方立法。以憲標為總綱制定各地憲法。

第二十條：倡導立法 。國會創建國際法高於國內法之國際組

織及國際法強行規則。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五章 立法

2021/10/23 28



第二十一條：全球行政。全球競合行政權：執行聯合國體系等

超國家組織任務時，國家及地方政府

為超國家組織委託的執行機構。

第二十二條：國家行政。各部會應每年公告全球業績排名 。

第二十三條：地方行政 。地方分權，並享有地方立法-行政-司

法-外交-語言-文化-環境等發展權。

第二十四條：行憲保證。總統-民代-軍公教均為行憲保證人。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六章 行政

2021/10/23 29



第二十五條：司法改革。

檢察總長民選 ，行普遍管轄權。地方檢察長一

票單選制按得票數一正二副，行起訴合議制。

偵結或終辯前，當事人有權更換司法官。

第二十六條：司法發展。

憲法是人民的總命令。軍警就職由檢察官監誓。

國家設全球法規比較資料庫，深化預防-發現-

追 訴及(AI)審判預測。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七章 司法檢察

30



第二十七條：司法開放。

保證正義有求必應。司法元首民選；國際法優

先適用；國際司法拘束本國；大法官半數來自

五大洲不同國家，受終身制與國民待遇保障 。

第二十八條：憲法開放。

憲法全球協議。違憲全球審查-優先審查違反國

際法 。排除違憲如別無救濟方法，民主國家人

人有權不合作-非暴力抵抗及/或反抗之 。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第八章 司法裁判

2021/10/23 31



結論
●千載一時、機不再來：抓緊習近平奉行國際法，制定為「

憲法的強制法」，促進其貢獻世界和平的功業。

1.源頭打擊：競爭吸引14億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制定並示

範破解專制「超限戰」的民主「超憲法」。

2.國體政略：①制定憲法特別條款；②中華聯邦 西藏憲法；

③中華聯邦 新疆憲法…④台灣聯邦 台北憲法等。

3.政體戰略：①創建當代缺點全無、後代優點無限的制度；

②昇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價值的體系。

4.競爭戰術：①法律戰；②輿論戰；③資訊戰；④科技戰；

⑤經貿戰；⑥外交戰；⑦民主戰；⑧人權戰；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的貢獻
一、憲標作為「超國家層級的『國際法』繼續和發揮」的子法，用於
「創造生命最高價值…人類永久和平」的方法、提出貢獻
二、憲標作為「國家層級的憲法標準、保障世界人權標準」，昇華「國
家為永久和平的北極星、憲標為永續發展的新羅盤」提出貢獻
三、憲標作為「次國家層級的憲法、分權制衡人類永久和平」的方法、
以及「全球在地化、自治體永續發展」的法則，提出貢獻
四、憲標作為「捍衛地球可永續發展」的方法、以及「聯合國暨其NGO」
繼續和發揮的工具
五、憲標作為「所有宗教」繼續和發揮的工具，做出貢獻
六、憲標作為「人人增加法制智慧-發現真理-兌現價值」的工具
七、憲標致力成為「人類的最後體制、人生的終極歸宿」提出貢獻



憲法標準翻譯成各國語言版本

• https://www.lawlove.org/Top8/i
ndex/NTED_28.php?l=all



憲法標準翻譯成各州邦省語言版本

• https://www.lawlove.org/Top8/i
ndex/NTED_28.php?l=fed

https://www.lawlove.org/Top8/index/NTED_28.php?l=fed


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