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連署推薦 
永久和平標準‧永久和平憲章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iNGO 永久和平夥伴連署網 

https:// lawlove.org/tw/petitions  



支持連署推薦 
永久和平標準‧永久和平憲章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iNGO 永久和平夥伴連署網 

https:// lawlove.org/tw/petitions  



台灣示範---亞洲迫切需要的和平標準---宣言 

前言  

  我們篤信人類需要永久和平，也篤定應該做到永久和平的人們，

今天站在歷史面前、站在全人類面前，宣示矢志推動永久和平進程： 

鑑於人類迫切需要和平：人類最

後只有兩條路：和平╱毀滅。面對

無窮的核武發展，一旦核戰，萬物

成灰。證實和平就是真理、生命與

道路。世界火藥庫的亞洲，如

2019 年沙烏地阿拉伯油田遭受攻

擊，全球瞬時每日短缺 570 萬

桶；台灣晶圓電子體系占全世界 50％，一旦台海開戰，全球電子體系

大亂；伊朗核武危機、3 千萬庫德族歸宿問題、人口 2,400 萬民主台

灣受極權中共壓制問題；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葉門等，只見停

火不見和平；新疆集中營、西藏、香港、南海、台海、東海、朝鮮半

島…等等，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全球沒有局外人…。 

鑑於俄羅斯重返亞洲：總統普

京公開部分「無敵新武器」，包括

無法攔截的 10 倍音速核彈飛行

器；在太空發射的 20 倍高超音速

滑翔核導彈；無人潛艇能下潛很

深高速進行洲際航行；低空飛

行、航程無限的核動力海燕巡航

導彈…尚保留多項更無敵的武器機密。事實上，其 4/5 的國土位於亞

洲，重返亞洲也早已被提上日程，大事公開目的之一當然是報復歐美

經濟制裁其併吞克里米亞、支援北韓及安撫壓制國內人民的反抗。專

制獨裁國家的最大敵人是他的人民，俄羅斯自不例外…。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85799


鑑於中俄結盟威脅世界問題：

2019/10/28 前美國共和黨眾議院

領袖金瑞契提出：假設中俄聯

手，攻打台灣，美國要如何因

應？當中俄聯合軍演，中國國防

部發佈消息指，參加俄國演習目

的是為了發展中俄的「全面戰略

合作」，也是為了增強雙方「聯合應對不同安全威脅的能力」；武器方

面，俄羅斯協助中國建構遠程導彈的預警雷達系統及 S-400 防空飛

彈，2019 年又賣中國 S-500 防空飛彈，兩國的軍事合作，越來越緊

密。企圖聯手共管亞洲、南海、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極為明顯，因為專

制政權要靠擴充領域以安撫壓制國內反貪反腐的情緒…。 

鑑於美國重返亞洲問題：戰

略上就有盲點，因為「敵人的

敵人，便是盟友」，中共最大

的敵人就是中國人民，美國重

返亞洲讓受壓迫的中國人民得

到甚麼？或帶來甚麼指望或願

景？從十百千年時空看，軟硬

體都會呈現真空，美國經濟軍力永世超強？總統每四年改選，政策永

恆不變？和平必然是永久的，否則只是停火，準此，制度才是美國重

返亞洲系統性、結構性、恆久性成功的關鍵。我們榮幸有機會在此提

供一個永久和平標準(草案)，可以消除其盲點、填補其真空，減輕美國

為維護世界和平的經費與風險；甚至可削減半數全球軍事預算，用來

保護地球環境、拯救氣候變遷1、消滅人類貧窮…。 



  鑑於亞洲最後只有兩條路：

和平╱毀滅。為防止戰爭，人類

於 1945 年成立聯合國取代

1920 年國際聯盟。但百年來改

革無望，戰禍不斷，連要改革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絕對法(§53)

關於「種族清洗罪、戰爭罪和

反人類罪」安理會不得使用否決權的改革案都通不過。因此，我們提

出與聯合國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相反的設計，讓任一國家或政治實體

或自治實體(邦州省特區)都可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單獨恆久運作的和

平體系，逐一帶領亞洲 47 億人，成為聯合國永久和平的戰略夥伴…。 

  鑑於中國最後也只有兩條路：

成為中華自治聯邦╱分裂為獨立

國家。歷史證明：任何戰爭戰

鬥，最後都要回到國內「制度表

現」這個戰場進行，在這裡驗證

制度好壞，決斷國家興敗。國家

為什麼會失敗，制度證明：廣納

式民主制度勝過壓榨式獨裁制度。獨裁與民主本質上水火不容，中共

一國兩制，明顯貶低了世界上所有人的智商，無神論中共容許台灣自

由民主與信仰，目的是要利用自由民主與 1.2 萬間廟宇來摧毀台灣自由

民主。只要中共專制體制繼續存在，國內少數民族及周邊國家乃至全

球無一能倖免被赤化，因為專制本質必須永續對外擴張已如前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81%AF%E7%9B%9F
https://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population/https:/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population/
http://tjdad.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html
http://tjdad.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html
http://manueletienne.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html


  不論世局如何演變，台灣始終

只有兩條路：永久和平的天使╱

永恆的賤民2。前者可自我實

現，後者由地緣強權決定。歷史

證明，專制獨裁變革，都從內部

人民發起的非暴力抗命才是最有

效、最可行的方法。全世界只有

台灣因受地理-歷史-語言-文化的羈絆，最有能力直接對中國平民傳達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與中國相同的立法-行政-檢察-法院

政體、以「永久和平,天下大同」為貫穿時空的總目標，萬一中共統治

鬆動，自然引發中國人民出場抗命中共，仿效台灣。這項改造乾坤、

改寫歷史的重責大任，台灣責無旁貸、也願光榮承擔…。 

  根本解決前述問題的思想與

戰略：緣起(一)「戰勝的敵人，

在地上畫一個圓圈，把我關在

外面，說我是背叛者，愛心使

我有更高的智慧，我又在地上

畫一個更大的圓圈，把敵人也

圈在裡面」。(二)「任何人答應

你的事都不算數，只有你自己

能做主的事才算數」憲法是人民的總命令，制憲權永遠與你同在。(三)

「在政治上不要對人信任，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不做壞事」(美

國開國元勳-傑弗遜總統)。(四)永久和平要用的憲法鎖鏈包含「法律憲

法、政治憲法、戰略憲法、以及比照國際法法源之一的國家權威學說

共同構成3…」。成為系統性、結構性、恆久性超越俄羅斯無敵「新武

器」及中共無敵「超限戰」的無敵「超憲法」…。 



  根本解決前述問題的法源與

價值：本標準永續統合人類法

規：國際公法、萬國萬法、國

內萬法、萬教法典、國際標準

(ISO)等，構成世界(多元共同)

法，其無敵價值超越憲法國

法、兵法兵器，實踐「萬法歸

一、一歸你我」的多元共同最高核心價值，進而成為「人類最後體

制」的雛形。這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而是一蹴可幾的法。 

  根本解決前述問題的方法與

架構：依「聯合國全球治理體

系」：超國家層級(國際組織)

↹國家層級(美,中,英,日,俄)↹

次國家層級(西藏,新疆,香港,

省,州,邦…)等三級一體，提出

系統性4永久和平與永續發展

的標準5，以台灣作為亞洲示範載體，期能適用全球 249 政治實體，使

揭示天機的和平標準，在人類制度中得到普遍的採行和有效的遵行：  

永久和平標準二項基本理念 (主體思想) 

1.創制永久和平6：法律全球一體，法官全球參與，鞏固憲法標準(ISO). 

2.創制永續發展7：催生全球民主，滅絕全球核武，深化世界政府(ISO). 

永久和平標準二十八項基本主張 (立國基本原則)8 

第一單元  永久和平-自由基準  

1.自由立國9：確保人的尊嚴、自由與人權不落後他國一天；凡具有人

性理想及普世價值的萬國萬法，人民得直接擇優援用。 

https://www.iso.org/obp/ui/#search/code/


2.自由大同10：堅守超越憲法層次的國際法、聯合國憲章、國際人權公約：

居民有政治權,公民權,經濟,社會,文化及其土地的自決權。 

3.投票頻率11：確保提升人的尊嚴、自由、民主、人權、主權與公義的免

費選舉及公民投票的頻率，以不超越他國或他州為原則。 

4.選舉程序12：確保政治清廉、嚴禁參政花錢。任一電視電台每週至少

60 分鐘免費供應主管機關、政黨或政團自由擇時應用。 

第二單元  永久和平-民主基準 

5.民主立國13：國家主權無條件全面屬於義務納稅人全體。制修憲需經

公民投票 1/2 同意，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不得干涉。 

6.民主大同14：引領全球治理，開放的大法官、政務官，來拯救國家脫

困與發展永久和平的貢獻者，國家應授其榮典與國籍。 

7.開放立法15：建構一個地球一套法，不分敵友，一國一人代表其國會

參與立法；與其母國無利害關係的議案無表決權。 

8.開放行政16：主權在民、選賢與能，提升各級領導人的國際競爭力、

昇華國力，完全民主國家的公民得參選我國各級首長。 

9.首長任期17：民選首長一任至長五年；任滿六年內本人及至親依法不

得再選；確保任期限制的民主真諦，修憲案不得成立。 

10.保衛民主18：凡意圖損害，廢除或攻擊自由民主秩序者，應即時受

法律制裁。民代選舉、修憲或涉外公投案須強制投票。 

第三單元  永久和平-人權基準 

11.人權立國19：創造生命價值，催生憲法標準，改進資源分配，推進

永久和平-是人民最神聖的權利-是國家最緊急的義務。 

12.人權大同20：憲法標準保障人權標準。人權問題是全球的內政；侵

犯任何一個人的人權，視同侵犯全世界公民的人權。 

13.國家分權21：確保人權不受侵犯。行政,檢察,審判首長分年民選；立

委每年改選 1/4，反應民意，吸收民怨、落實民權。 



14.國際分權22：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權高於政權主權；國家人權

暨公民權行使委員會委員半數由國際人權組織指派。 

第四單元  永久和平-法治基準 

15.法治立國23：法律的目的應符合和平-發展與公義，能為本國立大

業、為人類立大愛、為天地立大法、為萬國立大同。 

16.法治大同24：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直接對人民發生權利義務；凡具

有普世價值的萬國萬法，人民得直接擇優援用。 

17.行憲保證25：貫徹立憲全球化、行憲在地化、釋憲當代化、違憲究

責化。總統-民代-法官-軍官-公職員都是行憲保證人。 

第五單元  永久和平-立法競合基準 

18.全球立法26：貫徹全球競合立法權：國家及次國家層級僅於超國家

層級不制定之法律始有立法權；各層級依此類推之。 

19.國家立法27：採委員會中心主義制；委員長民選，得依法兼任部長-

總理；每年改選 1/4 委員，持續改造與標準化整合。 

20.地方立法28：充實世界地方自治憲章。民代任期兩年。保障社區基

層民意直達國會及國際。經國家核可得對外簽條約。 

第六單元  永久和平-行政競合基準 

21.全球行政29：貫徹全球競合行政權，推進世界政府標準。執行全球

性的任務時，國家是國際政府委託的執行機構。 

22.國家行政30：半總統內閣委員制。總統民選；總理-部長須本土出

生，有民意基礎；總理指揮政府，掌理國防。 

23.地方行政31：按全球治理超國家層級↹國家層級↹次國家層級行政

權，以基層自治體優先，並有權制定地方自治憲章。 

24.主權付托32：為維護和平，國家得加入國際互保之集體安全體系或

集體防衛體系；為此，國家得同意限制其主權。 



第七單元 永久和平-司法檢察基準 

25.司法檢察33：檢察院長民選；地方正副檢察長一票單選制，按得票

數排名一正二副，成為不同黨派形態的檢察合議庭。 

26.判決預測34：行政與檢察脫鉤，確保程序正義。建構全球完整法規

比較資料庫。建構準確度超過 2/3 的法院預測判決。 

第八單元 永久和平-司法審判基準 

27.司法審判35：保證全球競合司法權，司法最高首長民選。保證普世

公義有求必應，憲法大法官半數來自世界六大洲。 

28.違憲審查36：憲法全球協議；違憲全球審查。排除違憲包含違反國

際法，如別無救濟方法，世界公民人人皆有反抗權。 

結 語 

    本標準(又稱：永久和平憲章，簡稱 228憲章) 是一個主權國家或

政治實體的千年大計、也是全能的戰略憲法兵法，任一條款都是永久

和平與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都是人權的保障書、人民的護身符。但

仍亟需全球永久和平夥伴共同修補，成為普遍的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鑑於和平體系龐大，又有專為永久和平創造的制度37，只有在國際

組織、民主國家的國安會及國會、或其他具有影響力者帶頭連署支

持，才能引發蝴蝶效應，吸引亞洲公民勇敢追隨，不費任何國家一兵

一卒，不涉任何國際關係，台灣就能突破國內外圍堵，打破東方社會

價值優於西方普世價值的神話，示範亞洲人民、推進永久和平。 

    為此，台灣及亞洲 47 億活在獨裁威脅下的人民，失去的只是鐵幕

與鎖鏈，暴力與謊言，其他並無損失，卻穩步引領人類永久和平。 

iNGO 永久和平夥伴世界總會精神總導師-達賴喇嘛尊者 

iNGO 永久和平夥伴台灣總會黃千明暨全球會長,夥伴 

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vert_fut/2015/06/150609_vert_fut_dictatorships_realistic
http://www.lawlove.org/


1.美國東北部印地安易洛魁族人有一個大律法（great law）：族人在討論公共

事務時，應隨時將第七代後人的福祉放在心中。七代人，相當於 150 年。

2167 年（編按：現為 2168 年），我們希望居住在什麼樣的地球？2017 年

的今天（編按：現為 2018 年），我們該做什麼決定？  
2.賤民宣言:從在世界史現身的那一刻起，是否臺灣就注定將扮演那美麗而徒

勞的受困者，永恆的賤民？(吳叡人美國政治學博士現職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賤民宣言〉：台北衛城，2019，頁 68) 
3.法律憲法以美國憲法為藍本、政治憲法以英國為藍本、戰略憲法以瑞士為藍

本、永久和平發展以聯合國憲章及康德、狄驥、凱爾森等權威學說為法源。 
4 .所謂系統性和平標準就是由人民基本權利及國家基本組織各要素通過交互作

用而組成的一個具有特殊結構和功能的整體。系統有其特定的組成成分；組

成系統的要素之間是通過交互作用而結合在一起的，即系統不是由組成部分

簡單的數學相加而形成的整體，而是交互作用使系統出現了要素所不具有的

新功能，簡稱系統的這種特性為「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舉例來理解系統的

特徵：我們知道水分子是由 2 個氫原子和 1 個氧原子構成的，氫和氧是組成

水分子這個系統的要素，以要素的功能來看，氫是可以燃燒的，氧是可以助

燃的，但是由這兩種要素構成的水既不可以燃燒也不能助然，反而是滅火。

在這裡，系統展現了和其要素完全不同的功能特徵，這說明，由於氫和氧的

交互作用，形成了水分子的特殊結構，從而使水產生了氫和氧所不具備的新

功能，這就是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意義，也是「無敵超憲法」的緣由。 
5. 「憲法」是人權的保證書、是人身的護身符，是國民的總命令、是國魂的守

護神。憲法日復一日地存在,改變，因為憲法就是實際發生的事情，發生的

每件事情都是憲法的，即便什麼也沒發生，那也是憲法--政治憲法的源流。 

6.定義「創制和平」：理念源自 Frédéric Laupics 著《論康德的《永久和平

論》》三點重要陳述：1.和平只能藉由法權設立；2.法權的合目的性是和

平；3.因此和平必然提出政治上法律根基之問題。以上三要件，本標準都已

達標。但是和平標準仍須做到「人人有利、無人受害」的境界。 
7.定義「創制發展」：與前項相同。 
8.「美國 28 條立國原則」作者斯考森是今日美國頂尖的憲政問題專家，對《美

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及建國者們的幾乎所有著作進行了深入研究，從

中梳理、概括出了一個國家強盛的 28 條基本原則。 
9.自由是立國基本原則之一，國家真正目的是保障自由──國家是手段，自由

才是目的。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會在窒息時，才察覺他的存在。 
10.自由大同，凡有利於保障人的尊嚴與自由的萬國萬法，皆構成國內法的一部

分，人民均得比附援引、實質援用。國家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排除之。 

                                                     

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1/3271/5490
https://medium.com/@yucj/pariah-manifesto-or-the-moral-significance-of-the-taiwanese-tragedy-a663800043fa
file:///H:/cloud3/0000%20%20%20%20%20拯救民主%20醫治專制%20序%20賴競民%20整理/美國28條立國原則


                                                                                                                           
11.人民能成為國家主人的具體有效方法就是投票，也是興利除弊最有效的工

具，更是消弭社會內亂最重要的手段，投票頻率與人的尊嚴與安全成正比。 
12.參政要花錢，政治永遠不清廉。國家任何電波頻道，都是人民的財產，根據

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原理，人民理所當然收回部份電波用於建構民主。 
13.民主就是將貧窮的痛苦擴散到當權者的身上-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

瑪蒂亞•森 (Amartya Sen)。詳參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

上海，2002 年，頁 177。 
14.世界一家(印度傳統)；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選賢與能-是中國兩千年的優

良傳統。時序已進入地球村時代，為謀永久和平，全球治理更是治國圭臬。  
15.對無國際承認的主權國家而言，開放全球立法既能提升立法品質、提升國家

地位，又能突破國會外交、拓展經貿合作，又可實驗聯合國議會的雛形。 
16.開放職位，讓本國籍任何民選首長都需與全球菁英競選，自我證明是同等級

的世界菁英，都具備國際競爭力，為未來全球永久和平儲備英才；也更讓我

們對永久和平的瞭解，從理論層次進步到有可以與理論對話的實證基礎。  
17.孟德斯鳩說：「有權者，必弄權」。南韓 36 年來 7 任總統皆涉貪、坐牢、自

殺，朴槿惠運作修憲改回一任五年可以連任一次，要不陷入「閨蜜干政」醜

聞，修憲極有可能成功。已經可以連任五年的習近平修憲改為無限任期制。 
18.參照德國基本法第 5 條(講學自由不得免除對憲法之忠誠)、第 9 條(結社之

目的或其活動與刑法牴觸或憲法秩序或國際諒解之思想者，應禁止之)、 

  第 18 條（基本權利的喪失）、第 21 條（政黨依其目的及其黨員之行為，意

圖損害或廢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圖危害共和國之存在者為違憲）。 
19.民主國家以「人」為國家的主人，專制國家以人為國家的「工具」，中共七

不講，禁止人民黨員談人權，因此，台灣自然成為中國人民的人權救星。 
20.憲法真正目的是為〝人權〞。〈憲法標準〉保障〈人權標準〉，示範全球行動

中的〝人權大同〞是國家的基本義務。  
21.正當有效的國家分權，要從人民的選票作為分權的基準點，也要定期改選。  
22.迫害人權者必然是國家或執政者同路人。國家人權行動暨公民權行使委員會

半數由權威國際人權組織所指派，並掌理國家通訊委員會最終人事任免權。 
23.永久和平必須創造永久和平需要的法律，其中和平,發展與公義是憲法的軸

心內涵；立大業-立大愛-立大法-立大同是永久和平外延的目的性總規範。 
24.永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是一個地球一套法，更是構成超國家憲法、國家憲法、

地方憲章的主軸，天地萬法的終極目的都是保護「你、我」。  
25
.徒法不足以自行。凡為公共服務負有責任者，不論有無酬勞，在其職責的範

圍內，都是行憲保證人，違反法定職責，必須依法負民事刑事責任。法國是

由總統負行憲保證責任；中國是由人民對共產黨負行憲保證責任(見序言)。 
26.藉德國基本法第第 72 條（競合立法權）概念深化為全球聯邦競合立法權。 



                                                                                                                           
27.現代國家立法，不論是組織體或議員產生程序，普遍優缺點參半，本法採委

員會菁英中心主義制，參選人各個都是經憲法普考及格的全國菁英，消弭神

棍黑道賭徒…都能當選，沒有已知的普遍缺點，卻有超越期待的創新優點。 
28.參照德國基本法第 32 條（地方自治憲章──邦的對外關係） 

   32.2 涉及某邦特殊情況之條約，應於締結前儘早諮商該邦。 

   32.3 各邦在其立法權限內，經聯邦政府之核可，得與外國締結條約。  
29.現有的超國家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法院…。為謀永久和平，發展

全球競合行政權，推進政府標準(ISO)，終至世界聯邦共和國的誕生。 
30.總統制例如阿根廷於 20 世紀早期為世界第七富國，1908 年人均收入超越德

國、加拿大和荷蘭，全球排名第七，激進黨領袖伊波利托於 1916 年當選總

統為兌現政見，大幅提高工資,關稅,福利，經百年努力，至 2016 年人均所

得仍是全球第 59 名。因制度缺乏有決策權者應全盤考慮的權利與義務。 
31.落實「全球在地化的基層主義」。一切政府事務，應讓最接近人民的政府層

級及專職機構去治理。即地方能做，中央不做；國家能做，國際不做原則。  
32.參照《德國基本法》§24.3：為解決國際爭端，聯邦得加入普遍性、概括

性、強制性國際公斷協定；§24.1.1：各邦於其行使國家權能與履行國家任

務之權限範圍內，經聯邦政府之同意，得將主權托付於周邊國際組織。§6.1 
33.美國有 50 州 51 種檢察制度，其中華盛頓特區檢察長兩百年來由總統指派，

最近幾年又改為民選；我們統計有 43 州檢察長及/或檢察官民選(法愛資料

庫)。中國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法院也是各自獨立，只是黨在國家之上。  
34.行政與檢察由人民分別授權，以免自己行政自己檢察，打破貪污腐敗結構，

並確保任何人都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任何人都不得被剝奪法律的保護。同

時也讓法律判決可依現代科技預測，別讓上法院就像俄羅斯輪盤，靠運氣。 
35.美國有 43 州的法官民選(法愛資料庫)，人民要求政府聞聲救苦、公義有求

必應，憲法法院大法官應來自世界六大洲(亞-歐-非-北美-南美-大洋洲)。  
36.既然天地萬法歸一，都是國內法的一部分，等於憲法 99.9%已經與全球協議

完成，當然也不怕違憲受到全球審查了。再則，「沒有罰則的法律不是法

律、沒有抵抗權的憲法不是憲法」。當公權力違憲、違反國際法、違反永久

和平一個地球一套憲法體系或自由民主憲法秩序時，如別無其他救濟方法，

普世人人皆有反抗權(§7.9)。 
37.與註釋 6.「創制和平」定義相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A0%B9%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A0%B9%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B3%A2%E5%88%A9%E6%89%98%C2%B7%E4%BC%8A%E9%87%8C%E6%88%88%E5%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6%E5%B9%B4
https://ballotpedia.org/Karl_Ra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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