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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永久和平憲章  

前 言  

    鑒於世界處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毀滅性的新密武器正加速發展中，

從海底到太空都是戰場，戰爭已成人類無法逃避的命運，一旦開戰可能

是毀滅性的終戰。為此，亞太永久和平聯盟(下稱:本會)，為謀世界永久

和平，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與價值，遂融合人類數千年來所累積的法制智

慧與權威世界和平文告，經科學方法比較-分析-統計-歸納
1
，取得人類最

大共識與公義，提出廿八項原則成為亞太永久和平憲章並推進國際標準

(ISO)草案(下稱:本憲)。在為時已晚之前
2
、在不涉及國號-國土或國際諒

解之下
3
，以「人」為本，渴求民主國家的國會或其他具有國際影響力者

連署或立法支持、構成亞太任一國家或自治體的憲法之一部分或其和平

條款，並以自願合作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示範永久和平體制，吸引生

活在壓迫下人民，勇敢追求永久和平，成為世界永恆的組成部分。這是

深化世界和平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時效最長、效果最大的終極標準： 

一、【永久和平的天理真理法理】 

人類最後只有兩條路：和平或毀滅。無

窮的核子與生化武器發展
4
，一旦核戰

或化戰，萬物成灰，證實和平是最後

的、永恆的真理
5
、生命與道路。和平

必然是永久的，否則只是停火-休戰。

和平不能恆久只靠武力維護，歷史長

河證明：不論帝國如何強大，任何戰爭

戰鬥，最後都要回到國內“制度表現”這個戰場進行，在這裡驗證制度的

好壞，決斷國家的治亂。為驗證本憲良窳，三十年來診治三十多萬條重

大新聞，並設有重賞獎勵來改變本會的解方
6
，希望人們也能改變自己、

才能改造社會，推進「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7
」的境界，本諸「不變、永恆、

普遍和必然」的人類理性，催生一個太陽系
8
、一套永久和平治理體系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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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久和平的法制體系排序】

按宇宙永恆秩序，一個太陽系，一套

法體系，一套世界共同法，地球村居

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構成天理-

真理-哲理-法理的統一體
10
：當真理法

理與國情民情衝突時
11
，要調整的是國

情民情而不是真理法理；當絕對法
12
與

國際法衝突時，要調整的是國際法；

當國際法與國內法衝突時，要調整的是國內法
13
；依循法律位階排序(圖

二)是維護和推進人類文明的要件、是與外地外國間情感和一切發展的

基石；緣此讓我更好(a better me)-我們更好(a better we)-世界更好(a better 

world)，以實現聯合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本會站在歷史與人類面前，倡

議全球制憲，以自願合作的方式、不同的速度來實現人類永久和平； 

三、【永久和平憲法成典要件】本憲依

聯合國憲章以“人”為主體
14
及全球治理的

“超國家層級”(國際組織)↹“國家層級”↹

“次國家層級”(州-邦-省-區-共和國)等三

層級連結的體系：：適用任何國家-邦聯

-聯邦自治體 (如美國,德國,阿根廷都有

州憲-邦憲-省憲；又如中國西藏,新疆,蒙

古-香港及各行政區均可各展特色的省-

區自治憲章)。共享普世憲法基本原則：(一)保障條款〜保障人民基本權

利、(二)拘束條款〜約束政府不做壞事、(三)委託條款〜規定立法受憲法

及國際法的委託、(四)方針條款〜明定政策與人類永久和平及地球永續

發展一致；與真-善-美-聖的國度一致。呈給世界永恆的“憲法中的憲法”、

“道德中的道德“、“信仰中的信仰”、“博愛中的博愛”
15
；使揭示天機的天

然條款(天賦人權的基本條款)在法海無邊的人類制度中，成為無可替代

的永恆大法、在世界文明進程中，得到普遍的採行和有效的遵行； 

https://new.qq.com/omn/20190222/20190222A171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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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久和平憲政運作要件】(一)

本憲運作程式：適用所有政府機關(右

圖)；(二)檢驗有效性：五十年來已累積

數十萬則問題與解方(本會官網)；(三)

審度可行性：以專制國家為例，一聲令

下，直接過渡到憲法標準(ISO)，無縫接

軌
16
，一切公務員做滿做好其任期，細

則由中央聯邦與地方自治體協議。(四)

昇華人的尊嚴：融合權威世界和平文告
17
與人類法規，透過手機，比較萬

法優劣，依法擇優援用(本會資料庫)，外加創造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讓

你我作為締造和平的工具，自然成為人類和平的締造人、完美的世界公

民
18
，一舉翻轉毀滅命運，成為組成世界永恆的一分子；(五) 若不自己決

定尊嚴，由別人來決定，自己就成有體無魂的稻草人；(六)永續運作本憲

章，直到被證成是人類數千年來最值得人們用生命捍衛的天地大法； 

五、【兌現本憲價值，以個人為例】 

打開人類歷史-政治-憲法-人權：歷史上

─所有戰爭，都是掌權者為刀俎，百姓

為魚肉。政治上─所有戰爭都是政治的

工具-繼續和發揮；所有政治，都須透過

憲法來實現政治目的、控制人民生計。

憲法上─“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透

過手機比較萬國萬法優劣，眼見為憑
19
，

一秒鐘成大政治家
20
、大戰略家、大經濟家、大慈善家…，一舉昇華人格

與國格的尊嚴與價值
21
。人權上─不論是國際法或國內法，最終目的都是

為保障人權，人權是天賦，不是執政者恩賜，人民有權要求像“人”
22
。制

憲權
23
是人權的先行權

24
，無條件屬於人民、不可讓與，不須法律、只須

民主程序，親手制憲是人類理性的道德行為，推進全球制憲治理，以削

減全球國防預算來鑄劍為犁，消滅人類戰爭、病毒、汙染與貧窮； 

https://www.lawlove.org/tw
https://www.lawlove.org/tw/lawlove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4%B8%96%E7%95%8C%E4%B8%BB%E7%BE%A9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4%B8%96%E7%95%8C%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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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兌現本憲價值，以台灣為例】    

台灣要免於永恆徒勞的殖民賤民
25
，拯

救東方自由民主就是無法逃避的天職：

示範永久和平-繁榮-發展，從全球利益

共同體，進到全球命運共同體，成為地

球村共有-共治-共享的典範，就有連鎖

反應的效果與波浪擴散的動力
26
，讓東

方人民看到天下為公-人類一家的“人的

尊嚴與普世價值”，吸引亞洲人民勇敢追隨民主法治化
27
，無縫接軌永久

和平法。不論何人，幫台灣示範本憲就是幫亞洲、幫世界貢獻和平，這

是推進世界和平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時效最長、效果最大的最佳良方；

也是真理、天理、哲理、法理的必然
28
；更是“東方的永恆明燈”。在為時

已晚之前，將台灣這盞風中殘燭的亞洲民主燈塔，化為東方的旭日，昇

華亞洲 45 億人提早進入下一個世紀，推進永久和平、深化全球治理： 

亞太永久和平憲章 (ISO示範草案) 

永久和平與發展二項基本理念  

 1.創造人類永久和平29的法治世界，推進憲法功能國際標準(ISO)。 

2.創造地球永續發展30的體制組織，推進政府功能國際標準(ISO)。 

永久和平二十八項基本標準(又稱:二二八/228 憲章) 

導讀：(1)下列每一條項都是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也是釋憲先決條件。 

(2)反對本憲者請提出理由與對策，本會高價收購智慧產權。 

(3)下列每一條項都透過全球最大的法規及和平文告比較資料庫，

全部以科學方法比較-統計-歸納出廿八項原則：他國人民有的

優點我們都有，我們明確承認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基準如下： 

  (永久和平 -人民權利義務 ) 

第一條  永久和平“自由基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E%E5%8F%8D%E5%BA%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E%E5%8F%8D%E5%BA%94
http://to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XGL201911017&dbcode=CRJT_CJFD&dbname=CJFDLAST2020&v=MjEyODRSN3FmYitac0Zpdm1XcjdBUHpYTVlyRzRIOWpOcm85RVk0UitDMzg0emg0WG5EMExUZzJYMmhzeEZyQ1U=
https://www.lawlove.org/tw/bonus
https://www.lawlove.org/tw/law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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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立國
31
:確保“人的尊嚴-普世價值-訊息真實-媒體自由”是國家一切

永久和平-安全-穩定-發展-真理-正義-道德-信仰的必要條件。 

2.自由濟世
32
:確保“人格尊嚴、普世價值、永久和平與永續發展”的選舉及

公投次數/項數，以人均所得最高的瑞士或加州等為上限。 

3.參政程式
33
:參政應通過憲法國際法分級考試，題庫提前一年公布。任一

電子媒體每週至少一小時免費供參政/參選者自由選用。 

4.防衛自由
34
:自由有成本。濫用言論,媒體,傳播假訊息或攻擊意圖損害廢

除自由民主秩序者，應強制禁絕
35
。國會選舉應強制投票

36
. 

第二條  永久和平“民主基準” 

5.民主立國
37
:投票解決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調和-矛盾的結合-對立的

綜合。投票間隔長短決定矛盾強弱。投票保障基本收入
38
. 

6.民主濟世
39
:完全民主的國家，都是祖國、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故鄉。國

民全球傳播和平福音得抵義務役及軍公教人員升等功績。 

7.開放立法
40
:促進世界一公國

41
。示範全球制憲

42
，建構人類共同法，不分

敵友、一國一人、代表其國會依法參與我國立法，權利相同。 

8.開放行政
43
:促進人類一家親

44
。提升首長競爭力、永續提升國力動能，

曾經被公認為完全民主國家公民
45
均得依法參選各級首長。 

9.首長任期
46
:民選首長一任五年，屆滿後五年內不得出任涉及原職權之

職。變更任期或永久和平必要條件的修憲案不得成立。 

第三條  永久和平“人權基準” 

10.人權立國
47
:創造生命價值，建構憲法標準，改進資源分配，推進永久

和平──是人民最神聖的權利
48
、是國家最緊急的義務。 

11.人權濟世
49
:人權問題是全球的內政。環境權、和平權、發展權是普世真

理
50
的基本人權，國會不得立法限制或削奪世界人權標準。 

12.人權人道
51
:確保“人”是超國家層級↹國家層級↹次國家層級的主體。

人權法應比照人道法，任何情況，都不允許踐踏人的權利。 

https://zh.bitterwinter.org/the-beijing-declaration-on-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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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國家分權
52
:選票開始分權，落實解決民生

53
問題〜中央及地方的行政-

檢察-審判最高首長分年分別民選、國會每年局部改選。 

14.國際分權
54
:人類命運一體〜人權行動暨公民權行使委員會委員半數由

國際人權組織指派
55
-依法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權。 

第四條  永久和平“法治基準” 

15.法治立國
56
:萬法合一。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直接對人民生效

57
。萬國萬法

構成國內法，比較普世價值
58
，人民得依法擇優援用

59
。 

16.法治濟世
60
:遵守絕對法及國際法是國家義務；國家不得以未簽署或抵

觸國內法為理由違反國際法
61
，除非國內法更優惠規定

62
. 

17.行憲保證
63
:立憲全球化、行憲在地化、釋憲當代化、違憲究責化。總

統、民意代表及軍,公,教或宗教“領導”均為行憲保證人。 

18.防衛和平
64
:凡言行明顯危害國民安全,健康或鼓吹,煽動,幫助戰爭或為

敵宣傳，或反和平或涉國際法罪行之預備犯皆應預防禁絕。 

(永久和平 -國家基本組織 ) 

第五條  永久和平“立法競合基準” 

19.全球立法
65
:全球競合立法權〜國家及次國家層級僅於超國家層級(國

際組織)未加制定之法律始有立法權。立法法以法律定之。 

20.國家立法
66
:確保第三勢力制衡國會，持續滾動式改造

67
、標準化整合萬

國萬法。年度改選前六十天應公告部會業務全球比較排名
68
。 

21.地方立法
69
:次國家層級自治憲章及對外關係不得落後於他國他區

70
。議

員任期兩年
71
。基層民意有權結合議會直達國會及國際

72
。 

第六條  永久和平“行政競合基準” 

22.全球行政
73
:貫徹全球治理體系。全球競合行政權〜執行如聯合國等國

際組織之任務時，國內各級政府為國際委託之執行機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91%BD%E8%BF%90%E5%85%B1%E5%90%8C%E4%BD%93
https://www.ncc.gov.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6%A8%99%E6%BA%96%E5%8C%96%E7%B5%84%E7%B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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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國家行政
74
:人人是國家的主人、是總統的總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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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地方行政
75
:次國家層級的州,邦,省,區,為全球治理體系主體之一的公法

人，地方立法-行政-司法-社經-語言-文化等都有自主權
76
。 

第七條  永久和平“司法檢察基準” 

25.司法檢察
77
:確保程序正義。檢察獨立、首長民選；地方正副檢察長一

票單選制，按得票數排名一正二副成為多元起訴合議庭。 

26.司法追訴
78
:確保無人凌駕國際法之上/之外、無人不受法律保護，貫徹

正義工程應依法階排序，深化預防-發現-追訴及審判預測. 

第八條  永久和平“司法審判基準” 

27.開放司法
79
:司法獨立首長民選，直接對人民負責。國際法優先適用。

大法官半數來自世界六大洲，終身制，修憲案不得成立
80
。 

28.開放憲法
81
:確保永久和平，憲法全球協議；違憲全球審查。排除違憲或

違反國際法如別無救濟方法，普世人人皆有反抗權。 

結 語 

待修補：在為時已晚之前，加速為人民立大業、為人類立大愛、為天

地立大法、為萬世立大德，催生全球制憲82，本諸“醫治民主

弊病的唯一良方就是更民主”，透過比較取得全球最大共識，

推進永久和平的真善美聖體制。細則由大法官修補之。 

待起風：倘蒙各國支持，必然風起雲湧，亞洲 45 億無自由者，失去的只

是鐵幕與鎖鏈，暴力與謊言，其他並無損失，卻獲得人人自我

實現83、家家安居樂業、代代長富久安。在歷史洪流中，使揭示

天機的永久和平法成為人類值得信賴與追求的「最後的體制」。 

召 集 人 

NGO 亞太永久和平聯盟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47026-ai-program-predict-human-rights-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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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黃千明     

執行長：盛   雪  

請按「連署」成為發起人 https://www.lawlove.org/tw/eppaf 

聯絡人：張怡菁博士 chang1975@lawlove.org 

 

 

1.我們用科學方法取得人類共識，例如：德爾菲法則（Delphi Law）、管理循環

法(PDCA)、情境分析法(SWOT)及其他比較-分析-統計-歸納法，此不贅述。  
2.美國 2020 國防報告，中國現在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艦隊，結合俄製 S-300 和

S-400 地對空飛彈系統、以及國產的防空武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戴雅門警告：中共武力攻台，絕不是虛張聲勢，美國過於低估中共未來 5 到

10 年的危險，嚇阻戰爭發生是極其危險的想法；美國防部前主管中國、台

灣、蒙古的官員唐安竹：中美已進入戰略性對抗，台海 5 年內必有一戰的警

告…印證東海-南海-印太兩洋軍演不斷，鎖定美國軍用機場、軍港軍艦、軍

事衛星雷達通信，更深化“人海戰術”為“船海戰術”，對美及對台首戰即終戰

早已想定。面對第三次大戰，台灣若不是最先被消滅，就有機會改造乾坤。 
3.美國 2020 國防報告，以臺灣關係法實行一中政策及美中三公報，反對任何

一方改變現狀：反台灣公投獨立-正名-入聯。本憲不涉及國號-國土-國旗及國

際諒解的政策，比照法國五次制憲皆不涉國號國土國旗：制定全球化憲法基

本標準，引領亞洲 45 億(含 14 億中國)人民主法治化，拯救人類永久和平。 
4.核武威脅：莫斯科(路透社)2020/08/28 公布 60 年前北極試爆的沙皇炸彈，其

破壞力為廣島原爆的 3,333 倍，俄聲言要造 50 枚沙皇炸彈。2020 年 4 月 2 日

中國影片報導該國研發的「人造太陽」核融合裝置已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

美國 2020-04-16 指控中國違背《禁止核試條約》在新疆秘密進行核試爆。

2020-05-23 美國總統川普考慮快速恢復已停 30 年的核試。足見核武進展已到

無窮之境，一旦動武-人類一切文明均將瀕臨滅絕。 

                                                     

https://www.lawlove.org/tw/eppaf
mailto:chang1975@lawlove.org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039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64951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64951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186858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186858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03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nuclear-tsar-bomba-idUSKBN25O1U9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03/1297111.htm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2140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523003403-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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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權威學說：永和主義借伽利略利用地動說說明真理的力量─「真理就是具備

這樣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擊它，你的攻擊就愈加充實了它和證明了它」。 
6.檢驗本憲好壞，三十多年來診治三十萬條國內外重大新聞問題與解方，希望

大家來改變我們的解方，改變一條更佳解方者獎勵一萬元(三百美金)；改變

本憲廿八項更佳原則主張者，每一項獎勵十萬元(三千美元)；改變本憲八條

子系統：即四條普世價值、四條國家組織，提供更佳永久和平方法者，每條

獎勵一百萬元(三萬美金)詳見獎勵為人類和平體制共襄盛舉辦法，竭求願為

和平共同盡力的志士。 
7.「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歐盟核心宗旨之一，也是北約成立宗旨之一。  
8.太陽之下無新事：聖經。我們每天看到的事都是以前做過的，已經有的事今

後還會有，但未來就不是，一旦發生核戰生化戰，人類都自我毀滅了。準

此，人類應該放大視野到太空宇宙，在一個太陽系之下，需要一套世界(多元

共同)法，簡稱《世界法》，以維護地球與太空的和平秩序。  
9.全球制憲修憲的理由：權威學說- Kaushik Basu (國際經濟協會會長)─我們現

在可以而且迫切必須通過一部全球憲法。至少，這樣的契約將概述所有人都

同意遵守的基本行為規則，並授權由實際上有權執行此行為的第三方執行。

在解決政治和文化衝突時，我們經常呼籲個人道德和基本的人格尊嚴。實際

上，這種衝突通常是棘手的，需要共同憲法來調和衝突與矛盾。 
10永久和平的哲理法理：“先能改變自己、始得改變別人”、始能凝聚“我為人

人、人人為我”、“一個太陽系、一套法體系”的永恆法系憲法基準，涵蓋天賦

人權-權威學說-法權哲學-政教哲學等，延伸①世界一公國(聯合國)、人類一

家親(人權標準)及其全球治理委員會②各國改革開放、和平發展及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普遍國策③合格世界公民讓我更好(A Better Me)-我們更好(A Better 

We)-世界更好(A Better World)的真理法則④印度世界一家、眾生平等及人間

淨土的非暴力思想；⑤國際法；⑥一般法律原則；⑦普世人才的參與治理；

⑧解決一切治國問題的全能憲法，即使平安無事，也是憲法機制；⑨網盡人

類數千年來所有法規與法智慧，凡具有普世價值者，人人得比較優劣依法擇

優援用，成為世界(多元共同)的永恆憲法。 
11當國情民情文化與天理真理法理衝突時，要調整的是國情民情文化而不是天

理真理法理。本會積 50 年全球憲法比較：法律憲法如美國、政治憲法如英

國、戰略憲法如瑞士、語戲憲法如中國-朝鮮等皆無準則可循，為徹底消弭數

千年來獨裁者藉口：“東方價值”、“國家特色”，以致內亂外患、殺戮不斷的

專制輪迴，人類迫切需要全球制憲，建構一套普世憲法標準(ISO)。  
12絕對法：或稱「強行法/強制法」：絕非任一政權或一代的人民所能改變，任

何法律與之抵觸皆屬無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53 條》。一般公認絕對法施

行範圍涵蓋禁止種族滅絕、奴隸制和海盜和侵略非法外、尚有 1)聯合國憲章

https://news.readmoo.com/2014/06/22/galileo-galilei/
https://www.lawlove.org/tw/bonus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e-case-for-a-global-constitution/
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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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第四項禁止使用威脅或武力部分；2)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3)

危害人類罪相關公約；4)人口販賣相關公約；5)禁止種族歧視相關公約；6)民

族自決 7)聯合國憲章序言 8)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減少無國籍狀態公約相關部

分；9)強迫人員失蹤；10)種族隔離罪；11)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對人體或身

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的其他性質相同的不人道行為；12)長期文攻武嚇，致人

民心生恐懼(編者加註)。強行法為最高規範，不可保留而免於約束。違反強

行法之國家須負國家責任，不得藉口違反國內法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脫罪。 

13 台灣為例：大法官釋憲文第 443 號，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對人民基本權

利及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事項，應以法律明定，包括憲法保留、絕對的法律

保留(國會保留排他的國會權限)及相對的法律保留(得移轉的國會權)見圖二。 

14 權威學說：凱爾森主張國際法直接地使個人承擔義務併授予其權利，「個人」

做為「國際義務權利的直接主體」。《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頁 378-382。 
15本憲章：不論(1)任何國家或地區自治體的憲法、(2)倫理道德及文化風俗、

(3)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4)廣泛無差別地愛一切人-地-物的博愛，都必須以

永久和平廿八項原則為核心價值，因為，和平是人類最後的唯一「真理」。 
16永久和平憲章要一步到位，以人民佔領政府，比照軍事佔領必須尊重和維護

被佔領土地上存在的政治機構和其他機構的佔領法則 Law of Occupation。

權威學說施密特和西耶斯的“制憲權”的直接意志表達的自然形式是聚在一起

的人群,以口頭喝彩的方式表示贊成或不贊成即可。”現代只有透過公投。 
17權威世界和平文告：包括聯合國世界和平文告、連續超過半世紀每年和平日

教宗發表的世界和平文告、哲學家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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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éric Laupics)、…。 
18 世界公民即世界主義，是一種從正義概念出發，主張倡導包容世界各民族

之間的差異性，建立人類社區的觀念。古希臘主張以世界理性為主宰的世界

一體說，認為既然人類是一個整體，就應當有一個世界國家。近代康德也認

為世界主義的聯盟最終必然會形成。「聯合國」也因此而誕生。 
19世事瞬息萬變，應變是一切公職人員的行憲保證責任，人民不要相信政治人

物的話，只要親眼親手掌握國家基本大法，就能掌握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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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勛-傑弗遜總統)。  
20權威學說：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只

是政治的工具、只是政治的繼續和發揮。所有政治，都須透過憲法來符合政

治目的、透過法律來控制人民政經生計。“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眼見

為憑，一秒鐘內，透過手機比較人類數千年來所累積的法規智慧，比較優劣

依法擇優援用, 自然就是大政治家…依此類推憲法涵蓋的都會成為大專家。 

https://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85.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1%E5%AE%B3%E4%BA%BA%E9%A1%9E%E7%BD%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8%B2%A9%E8%B3%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AE%E6%97%8F%E6%AD%A7%E8%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E8%87%AA%E6%B1%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E8%87%AA%E6%B1%BA
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preamble/index.html
https://www.un.org/chinese/hr/issue/catoc.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5%9C%8B%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BC%80%E5%9B%BD%E5%85%83%E5%8B%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BC%80%E5%9B%BD%E5%85%83%E5%8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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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憲章：保障每位國民或住民，透過全球法規比較，依憲依法得擇優援用。

蓋人類有歷史以來累積一切行為的法制秩序，經千年時空的淬煉檢驗，去蕪

存菁，構成今天人類的文明秩序。本憲保障人民站在全球法治巨人的肩膀

上，法律所有包含的範圍，你是最大的專家，你的知識是來自全人類智慧。 
22普世人人有權要求像別的國家或地方自治體，都受到世界人權標準的保障。 

23權威學說：學者的制憲權理論可歸納為：(1).確保制憲權絕對無條件地歸屬

於人民；(2).確保人權得到充分地尊重和保障；(3).確保制憲權的行使絕對地

屬於直接民主(公民投票)，不受代議機構任意地牽制或操弄(修憲除外)。 
24「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甘迺迪總統)。權

威學說施密特的“制憲權”是直接意志表達的自然形式、是聚在一起的人群，

以口頭喝彩的方式表示贊成或不贊成即可(已如前述)。憲法是國家的精神與

靈魂、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人身安全的護身符。自己的憲法如果自己不做

主，等於將自己的靈魂交給別人來操作你的軀體，如同有體無魂的稻草人。 
25殖民賤民：賤民宣言告訴我們:從在世界史現身的那一刻起，是否台灣就注

定將扮演那美麗而徒勞的受困者，永恆的賤民？(吳叡人著-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自有歷史以來，台灣始終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始終是由強權決定命

運。由於既得利益者輪流執政，掌控政策媒體、分化、圍堵，外部又有強權

全面滲透、暴力壓迫，都不准人民依世界人權宣言及人權兩公約第一條行使

自決權，只有國際支持加持，才有“能量”讓掌權者鬆手改革，救己濟世。  
26哈佛大學 2011 年分析茶黨全美抗議及其影響的相關資料後發表「抗爭有用

嗎？（Do Political Protests Matter?）」研究報告。該報告認為抗議有效

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引起的連鎖反應和波浪效果。抗議使參加抗議者互動、

交換意見、形成小團體、成為社會運動者。這些波浪引出其他民眾的參與使

波浪繼續擴散產生足夠的力量影響投票結果，因而改變政策和政治生態。這

個報告的研究對象是抗議的影響。但是其他的政治參與也可產生這種連鎖反

應和波浪效果。關心時事、與他人討論政治、捐款給候選人或政黨、參加遊

行、投入政黨活動等都是廣義參與政治，都有波浪產生和擴散的動力。有動

力政治生態才有改變的機會。成為動力的一分子才有影響改變方向的機會。 
27台灣(目前國號：中華民國)是世界最能影響中國 14 億人民主化，再由中國影

響全亞洲民主化。中共宣稱：民主制度普世價值是西方帝國主義毒素，不適

合東方民族價值與國情。而台灣與中國沒有語言文化隔閡，只要台灣政治更

民主、經濟更發達…催生中國以至東方世界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就有機會。 
28權威學說阿奎那(Thomas Aquinas)理性特徵有四：不變、永恆、普遍和必

然。換一個理性的說法：永久和平就是天理、真理、哲理、法理的必然。 
29權威學說：為永久和平「創制」的理念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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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dium.com/@yucj/pariah-manifesto-or-the-moral-significance-of-the-taiwanese-tragedy-a663800043fa


                                                      14   

 

 

                                                                                                                       
性是和平；3.因此，和平必然提出政治上法律根基之問題。本憲都已達標：1.

創造和平制度必須具有最高法律權力的憲法來制定；2.制憲權無條件全面直

接屬於人民；3.立法行政司法都是受憲法委託與拘束、都必須符合永久和平

的機制；4.民主人權才是國權與法權的起點與終點；5.國家設萬國萬法萬制

比較資料庫：供政府與人民比較並修補發展，自然誕生-世界(多元共同)法。 
30聯合國為例：所有會員國於 2015 年通過的《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當

今和未來的人類與地球的和平與繁榮提供共同的藍圖。它的核心是 17 個可持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169 項細項目標(Targets)，這是所有

國家在全球夥伴關係中迫切需要採取的行動。2030 年後永續發展將會另定。 
31自由立國原則：國家及聯合國真正目的是保障「最大自由」。媒體自由包括

內容的言論出版自由、人人有平等接近使用媒體的自由、傳播者應負責訊息

真實，否則應加註「本則訊息未經查證是否屬實」。中共為例：2019 的世界

人權日，有 80 多個國家出席中國人權會，再次確認「北京宣言」：「對人權限

制必須由法律規定。但須滿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公共道

德和人民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依此任一項理由當局皆可剝奪一切人權──

這是何等欺世盜名。德國為例：人類作惡的能力遠遠超過人們所能想像,希特

勒政權野蠻就是例子，他以發揚民族為由剝奪人權，終致危害全世界。參

見：納粹德國崛起和創造經濟奇蹟如何成為災難？美國為例：2020 年 7 月

23 日美國務卿蓬佩奧對華演講中強調：「共產黨總是在撒謊，但最大的謊言

就是中共代表 14 億被其監控、壓迫、不敢說話的人『說話』。」 
32選舉-投票：人不是神，所以需要政府統治；統治者也不是神，所以需要人民

約束(麥迪遜 James Madison）。尊重及保護人的尊嚴與自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選舉、投票，讓政治人物都在選票面前謙虛，讓國家機關與公職人員都在民主

法治下善盡義務。瑞士為例：投票次數是全球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均所得百年

來世界最高，足證投票次數與人權、正義、和平、安全、繁榮與安定成正比。

詳見瑞士投票頻率：以瑞士蘇黎世區為例，公民投票自 2003-2019 年共 66 次

平均每年 4 次；選舉自 2003-2019 年共 85 次，每年舉行 5 次。美國加州為例：

它是人均所得全國最高的州，投票頻率：2009-2018 投票次數，平均每年 14.1

次。詳見法愛資料庫。台灣為例：中央級選舉每四年一次，只要一當選就可撈

四年，人民投票後就開始後悔四年，多數當選人「能撈就撈，能混則混」四年。

只有透過不斷投票，吸收民怨、落實民權，才能不斷讓政府遏止人民之惡，也

讓人民遏止政府之惡。 
33參政者不論學歷經歷，亦不論是經選舉或經考試服公職，應經各該層級的憲

法、國際法及太空常識通則考試及格。題庫至少一年前公布；並普施教育；

低層級考試，應採隨到隨考。選舉嚴禁比錢，國家任何電波頻道，都是人民

的財產，依民有-民治-民享原理，人民收回一小部份供參政公用理所當然。

https://zh.bitterwinter.org/the-beijing-declaration-on-human-rights/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9/10/07/909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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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例：2018/01/24 民進黨台南市長黨內初選，參選人前民進黨副秘書長

李俊毅指控其他兩名對手黃偉哲及陳亭妃，初選經費已投入上億元；中央社

2016/03/25：國民黨主席候選人陳學聖針對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在 2000 年總統

大選花掉新台幣 120 億元(合 4 億美元)表示，總數應該沒錯。2020/08/01 跨黨

6 立委爆集體收賄修法，這只是冰山一角，選舉要花大錢，政治如何清廉？ 
34防衛自由：自由民主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媒體輿論戰是所有戰爭的先行戰/

第一戰，其財源應完全公開透明，財務來源不明罪應依憲法強制追訴審判。

台灣為例：憲法釋字第 623 號：言論自由雖受憲法保障，但那並非絕對不受

任何管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著《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論臺灣、香

港及西藏》。濫用言論自由攻擊或意圖損害,廢除自由民主秩序要別人去當奴

役，就無權享受自由民主的紅利，但不論那一黨執政，背後都有隻黑手在操

作，都不敢公然防衛自由民主，人民也就無力制衡兩大黨。這是身為台灣人

的悲哀(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德國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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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或牴觸憲法秩序

或國際諒解之思想者，應禁止之；第 18 條：凡濫用言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

由、講學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書信、郵件與電訊秘密、財產權、或

庇護權，以攻擊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基本秩序者，應剝奪此等基本權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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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丹麥為例：丹麥憲法法第 34 條：….任何攻擊其安全或自由的人，或發布或

服從任何針對其安全或自由的命令的人，均應視為叛國罪。 
36強制投票：享受民主，就有服民主役(投票選務)、服兵役、服社會役、服人

類役的義務。防衛並發展自由民主最核心方法之一就是國會每年局部改選，

單獨舉行，嚴禁與中央級的選舉合併舉行，包括總統選舉，以免失去各部會

的政策焦點。防衛自由民主應借鑑民主先進國家，尤其是國會選舉必須強制

投票，以反映民意、解決民怨、落實民權，澳洲為例：一律全面強制投票。 

37本憲章：民主是國家的核心價值與立國原則、是永久和平與永續發展的基

礎，保障基本收入就是普世主義追求的理想。。醫治民主弊病的唯一藥方就

是更民主(哲學家 John Dewey)。真民主有兩個主人，就是「人民」與「法

律」(亞里斯多德)。香港為例：沒有主權也沒有國際認同的自治權的民主是

假民主，所有法律保障也都是假的，隨時會被強權沒收。2020 中共通過香港

《國安法》，其「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司法獨立已蕩然無存。 
38權威學說：民主是透過投票將貧窮的痛苦擴散到當權者的身上(諾獎得主阿

瑪蒂亞-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 
39本憲章：確保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國家的奴僕或敵人。人性尊嚴,隱私權

不受任何科技的監聽、監視、監控，時時刻刻受到監聽、監視、跟蹤的威

https://www.storm.mg/article/389760
https://www.storm.mg/article/389760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2900340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29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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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非依法經司法檢察或審判機關之同意，不得監視監聽任何人。落實民主

濟世文化，國民得依法到全球傳授永久和平濟世體制，宛如宗教到全球傳福

音，以替代服兵役,服民主役、亦得列為軍公教人員升等教育績效。 
40開放立法：改革開放立法既能提升立法品質、國家地位，強化外交與國際連

結、拓展經貿合作，又可實驗聯合國議會的雛形。權威學說政治學巨擘、民

主理論大師--勞勃·道爾(Robert Alan Dahl)說：任何新的民主制度的推行，其

核心價值都應該是為了極大化競爭與參與。歐盟為例：針對外國人的政治參

與權，對於境內居留一定期限的移民／工應該享有「政治權」。北歐為例瑞

典、挪威等國家早在 1980 年代，就開放居留滿 3 年的外國人，擁有政治權；

羅馬市為例居留 6 個月以上的外國人，享有政治投票權，選出自己的代表進

入市議會監督市政。瑞士為例：美國人 Jens Weber 擁有瑞士雙重國籍，現任

外阿彭策爾州議會議員。在地的外國人，是我們重要的資本，他們的母國關

係、政治參與及移動經驗，可以成為地球村國際化的重要素材，這才是真正

多元融合政策。最後對外國議員依法可以制定非關其母國議案無表決權。而

且給予外國籍議員的是權利，包括薪資待遇，但不包括權力，以維護安定。 
41與世共治：催生聯合國為世界一公國完全符合多數國家的一中政策；也完全

符合普遍國家或州-邦-省-區-加盟共和國的「邦聯、聯邦、或統一原則」。 
42制憲權：憲法是自己的護身符，一定要自己做主：(1)任何人答應你的事、甚

至於對你發誓的事都不算數，只有你自己能做主的事才算數、才能相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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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總統)。(3)憲法是人民的總命令，制憲權永遠與你

同在，不能讓渡，不受宰制(憲法學泰斗-卡爾-施密特)。(4)凡由別人而來的價

值，會由別人拿走，只有自己掌握的，別人才拿不走。(5)讓別人來決定你的

憲法價值，等於把自己的靈魂交給別人來主宰自己的軀體。(6)你是你命運的

主宰，你是你靈魂的統帥。主宰制憲修憲一定要你自己決定。  
43本憲章：開放職位，讓本國任何民選首長都需與全球菁英競選(自 2008 年起完

全民主國家有 31 個國家「參見完全民主國家列表」自我證明本國籍是與世界

菁英同等級，都具備國際競爭力、全面昇華國力；也讓人們對永久和平的理論

扎實進到可以實踐。荷蘭為例：依據《荷蘭憲法》第 130 條規定：法律可以授

予非荷蘭國民的居民選舉市議會議員的權利和擔任市議會議員的權利。歐盟為

例《馬斯垂克條約》第 8A 條：每一聯盟公民，均有權在其所居住的會員國

中，以與該國國民相同的條件，在該國的市政選舉中投票和當選。 
44與世共治：催生「人類一家親」是「世界人權標準」的終極目的。推進「人

類命運共同體」是「聯合國」的終極目的。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845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845
https://www.ar.ch/kantonsrat/mitglieder-des-kantonsrates/mitglied/#?contact=e2e337d8b6614c848b9a526f865a225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BC%80%E5%9B%BD%E5%85%83%E5%8B%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6%8C%87%E6%9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6%8C%87%E6%95%B0
https://www.wikiwand.com/zh-cn/%E6%B0%91%E4%B8%BB%E6%8C%87%E6%95%B0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01/12947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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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完全民主國家：依據「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由英國經濟學人評鑑，

自 2011 年至今已有十年，共有 31 個國家，其公正性、客觀性可受公評(詳維

基)。完全民主國家的公民可以來我國參選，讓民主典範移入、提升國力。 
46烏拉圭為例：蟬連國際公認的完全民主國家《烏拉圭憲法第 152 條》總統和

副總統一任五年，不得連選，如要再擔任這些職務，自離任之日起必須經過

五年後才能再參選，造就「2016 GDP 人均$21,944 美元」。反觀白俄羅斯：

獨立 3 年後，通過憲法改為實行總統制，任期 5 年，在 1994 年舉行總統大

選，由盧卡申科勝選，成為白俄羅斯的領導人，而後任期又延長為 7 年，再

連任兩屆總統後，又於 2004 年發起廢除憲法任期限制之公投，並以 79.42%

同意票通過。儘管白俄羅斯透過人民直選選出總統，但盧卡申科一路連任總

統，至今(2020)長達 26 年，造就「2016 GDP 人均$4,855」。本憲前言：以任

一國家或自治體皆可比照恆久運作的和平體系、聚焦預防-發現及解決和平發

展問題的普世性共同點…。有權者必玩弄任期，繼續攏絡近臣腐敗貪污，是

全球最普遍的共同點。民主國家不愁治國人才，只有獨裁國家需要明君。孟

德斯鳩說「有權者，必弄權」。絕對權力、絕對腐化，任期越久、腐化越深。 
47人權就是尊重他人的義務和被人尊重的權力。民主國家尊重人為國家的「主

體」,專制國家以人為國家的「工具」，禁止人民黨員談人權、普世價值。台

灣為例：全球人權組織都不准台灣參加包括健康權 WHO 的觀察員都不准。 
48參照前列制憲權  說明。 
49憲法真正目的是為保障〝人權〞。憲法標準保障人權標準。人權需要法治維

護，法治的基本原則是：「法律沒有明確限制的事-人民什麼事都可以作；法

律沒有明確授權的事-政府什麼事都不可以做」。中國為例：2015 年《新華社

新聞報導中的禁用詞（第一批）》的 45 條字詞後，再增添 57 條禁用詞達到

102 條詞彙。除中國新聞禁用語之外，尚有中共中央辦公廳印製的「關於當

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九號文件/七不講)」、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2018 年的〈淨化網路語言〉、以及各種言論審查等等，皆非正當法律程序。 
50本憲 28 項永久和平普世理性真理就是不管你何時、在何國、何地，不管你

面對著什麼挑戰，這些真理都能夠改善你的國運、家運、命運。透過手機，

比較萬法優劣，依法擇優援用(本會資料庫)，一秒鐘就讓你我成為富國萬年

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家、大戰略家、大外交家、大慈善家、大教育家…。法

益無與倫比，法愛無詞可諭，通俗的傳神說法，或許可說是「治國萬靈丹」。 
51人道主義：重視人類生命價值與基本生存狀況的思想。強調博愛精神，主張

超越人種、國家、宗教等差異，肯認人人平等，伸張正義與維護人權，互助

關愛和救濟貧困，反對政治迫害、種族與性別等各種歧視。更進一步說：沒

有人道主義的科技發展，只是強大，不會偉大；各種思想如果顯得偉大，也

因為它們能伴隨或支撐人道主義精神。具備這樣的國家就是人道主義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6%8C%87%E6%95%B0
https://www.storm.mg/article/30181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542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5424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1806/t20180605_173159.html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634026
https://www.lawlove.org/tw/law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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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世界，就是人道主義世界。聯合國為例為確保並發展人道世界、修補

並深化聯合國全球治理體系─超國家層級↹國家層級↹次國家層級等三級最

具體、最省力。特別是民主國家，就是以「人」為主為本，此不贅述。 
52國家分權：法律上分權制約包括時間分權、權力(空間)分權。憲法解決一切

問題，透過每年兩次投票(美國加州每年四次以上)才能落實到生活中，實踐

生活真諦。正當性有效性的國家分權，要從人民的選票作為分權的基準點，

尤其國會選舉必須單獨舉辦以免失焦，且須強制投票以防衛自由民主。 
53「民生」卽指「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人類的生命」。  
54人權宣言及聯合國憲章萬國簽署，迫害人權者也是國家。貫徹聯合國人類命

運共同體、提升巴黎原則：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國家人權委員會半

數由國際權威人權組織所指派；言論權、媒體權及傳播權是人權的先行權，

人權會必須擁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權，才不會成為沒有牙齒的老虎。 
55侵犯人權或公民權者，必然是握有公權力的執政者。本憲所指的國際人權組

織，不一定是要國際政府組織。一般國家，民間普遍設有國際公認權威人權

機構，諸如紅十字會、國際特赦、國際人權觀察、國際透明組織等等，皆為

本國籍人士，若經其總部指派，即可出任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  
56本憲章：永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是「萬法合一」，即一個地球一部「世界多元

共同法」，以維護現在及未來的共同秩序。權威學說：從國際法的作用來

看，它決定和限制了國內法律秩序的時間、空間和屬人方面的效力範圍，包

括國家承認、國家領土範圍，以及國籍等問題；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對事效力

範圍，即國內法調整事項的權限範圍，也有關係，國際協議所創立的規範限

制了國家任意決定事項的權力。為了論證國內法和國際法是兩種同樣有效的

規範，多元論者提出了國內法「承認」國際法的理論，即國際法經一國國內

法承認後，才對該國有效。但這種理論不自覺地否定了國內法和國際法相互

獨立的主張，而衍生出「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的結論，其結果，多元

論實質上也變成了一元論，雖然也主張國內法和國際法統一，但是這種統一

卻是指國內法高於國際法之上，後者從前者取得效力，國際法構成國內法的

一部分。我們主張國際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後者受國際法的「委託」，因而

是相對低階的法律秩序。詳見-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57權威學說：國際法雖然要求國家履行其義務，但卻不會過問國家是以何種方

式履行：1)國家可以選擇直接適用國際法；2)也可以經過立法的方式將國際法

轉為國內法；3)採取行政措施；4)採取司法措施；5)國家依據其憲法決定。因

此，國際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並直接對人民發生權利義務，已是真理、天理、

哲理、法理所應許，不再受政客矇蔽(現代國際法-丘宏達-修訂三版-P121)。 
58「萬國萬法構成國內法的一部分，維護人權不落後他國一天」：保護人權的

法律，政府應共同遵守，除非經過正當法律程序，得在一定的時間內「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91%BD%E8%BF%90%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91%BD%E8%BF%90%E5%85%B1%E5%90%8C%E4%BD%93
https://www.info.gov.hk/info/eoc/annex6_c.pdf
https://www.n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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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適用。美國為例例如《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授權美國政府對違反

人權及國外顯著腐敗人士實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在美國

的財產交易。已通過國家至少有美國、愛沙尼亞、英國、加拿大、立陶宛、

拉脫維亞、直布羅陀…正審議法案中有歐盟、澳洲、烏克蘭、法國、瑞典、

荷蘭、摩爾多瓦…因此，依憲法規定維護人權的法律，國家即應比照辦理。 
59本憲章：天地萬法都是以「人」為主體，本會推動亞洲國家憲法及地方自治

憲章基準(ISO)，為永久和平建構一個世界一部「世界(多元共同)法」，萬國萬

法構成國內法的一部份，確保人權不落後他國一天，凡符合普世價值者，人

民皆得依法擇優援用，不再任由國家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隨意對待國民。 
60永久和平必須創造永久和平需要的法律，涵蓋為人民立大業、為人類立大

愛、為天地立大法、為萬國立大同都是一個世界一部法、萬法合一的憲法天

職。如違反公認的強行法/強制法/絕對法/強制規範/國際法強制規律之國當然

負國家責任，不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理由而脫罪。見前註：「絕對法」。 
61本憲章：對任何國際法，悉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84 條：本公約應於第 35

件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之日後第 30 日起發生效力後，皆視為「國際習慣

法」：「習慣法-得不經簽署自動生效，皆高於國內法，並直接對本國人民發生

權利義務」。權威學說遵守國際法履行方式：國際法雖然要求國家履行其義

務，但卻不會過問國家是以何種方式履行：1)國家可以選擇直接適用國際

法；2)也可以經過立法的方式將國際法轉為國內法；3)採取行政措施；4)採取

司法措施；5)國家依據其憲法決定(現代國際法-丘宏達-修訂三版-P121)。 
62羅馬尼亞為例：憲法第二十條國際人權條約：第 2 項，如果國內法與羅馬尼

亞加入的基本人權公約和條約所引起的國際義務不一致，則以國際義務為準，

除非《憲法》或國內法載有更優惠的規定。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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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負民事刑事責任。法國為例：法國

憲法第五條規定是由總統負行憲保證責任；盧森堡為例：《盧森堡憲法》第 33

條、蒲隆地為例：《蒲隆地憲法》第 95 條、第 209∼221 條、貝南為例：《貝南

憲法》第 41 條、第 127 條、象牙海岸為例：《象牙海岸憲法》第 54 條、喀麥

隆為例：《喀麥隆憲法》第 5 條等，亦有相同或類似規定；中國為例是與世界

相反，由人民對共產黨四大堅持、對一黨專政負行憲保證責任(見序言)。 
64不得提供言論自由給敵人。違反和平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或犯其他國際法

罪刑，應防範、禁絕其發生與擴大。如今超限戰肆虐全球還不能防禦？依國際

法：「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53 條絕對法的規定，違反和平罪/人類罪不受國

內法、國際法的保護。依「東京法庭憲章」第五條日本帝國領導人東條英機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下的三種罪行：A 級（反和平罪），B 級（戰爭

罪）和 C 級（危害人類罪）罪行；(見前註「絕對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9%A6%AC%E6%A0%BC%E5%B0%BC%E8%8C%A8%E5%9F%BA%E4%BA%BA%E6%AC%8A%E5%95%8F%E8%B2%AC%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6%E8%A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6%B2%99%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9%99%B6%E5%AE%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8%84%AB%E7%B6%AD%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5%B8%83%E7%BE%85%E9%9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8%B4%A3%E4%BB%BB
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trocity-crimes/Doc.3_1946%20Tokyo%20Charter.pdf
https://www.wikiwand.com/zh/%E6%97%A5%E6%9C%AC%E5%B8%9D%E5%9B%BD
https://www.wikiwand.com/zh/%E6%9D%B1%E6%A2%9D%E8%8B%B1%E6%A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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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本憲章：永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是一個地球一部「世界多元共同法」，亦即國

際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並直接對人民發生權利義務，因此，必然衍生立法

全球競合問題，宛如聯邦國家，各州邦的立法權不得與聯邦立法權牴觸，德

國為例：基本法第 72 條(競合立法權)概念，深化為全球治理競合立法權。權

威學說：依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主張，「國內法由國際法所委

託」可藉此建立永久和平的超國家更佳、更有效的聯合國。 
66本憲章：鑒於地球村全球化，沒有一個國會能全面立法應付瞬息複雜的全球

一切活動。萬國萬法組成國內法的一部分，凡具有普世價值或國家缺乏者，人

人得擇優援用、得提案立法、並參與立法，以彌補不足。本憲採委員會菁英中

心主義制，經系統化交互作用，優化法治國家、法治世界。 
67 權威學說：W. Edwards Deming 針對品質管理，提出工作按規劃(Plan)、執

行(Do)、查核(Check)與行動(Act)來進行活動，以確保可靠度目標之達成，並

進而促使品質持續改善，政府的滾動式改造圖可參考圖示八。 
68現實說明，多數的國會都是執政黨的橡皮圖章，甚至於是勾結的同夥、腐敗

的幫兇，因此應每年局部改選，至遲選前六十天公告各部會相關的全球排名

等級，以供參選人與選民對話，包括：全球和平指數、人類發展指數、自由

指數、民主指數、法治指數、貧困指數、全球化指數、社會進步指數、清廉

指數、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環境可持續指數、全球競爭力報告、人均所得

排名等相關的「一切可持續性指數」使國會成為社會-國家-人類發展中心。 
69投票、改選是解決社會矛盾、分岐的基石。投票、任期間隔長短決定矛盾強

弱。地方層級是聯合國全球治理體系的三大層級主體之一。地方政治最能全

面反映國民素質。台灣為例：地方議會總質詢時，黑道議長當面掌摑警察局

長也沒事。黑道加外力第五縱隊經地方參政漂白進中央體系，俯拾皆是。 
70瑞士為例：瑞士憲法第 55 條各州參與外交政策決定：1.應就影響其權力或根

本利益的外交政策決定與各州進行磋商。2.聯邦應及時全面告知各州，並與

各州進行磋商。3.如果各州的權力受到影響，它們的意見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各州應以適當的方式參加國際談判。 

 第 56 條各州與外國之間的關係：1.州可以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項與外國締結

條約。2.此類條約不得與法律或聯邦的利益或任何其他州的法律相抵觸。締

結此類條約之前，各州必須通知聯邦。3.各州可以直接與較低級別的外國當

局交往；在其他情況下，聯邦應代表州與外國進行發展關係。 

 德國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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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美國為例：美國民主的成功，立憲開國元勳傑弗遜總統說：「不要聽信政治

人物的話，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不做壞事」，故立憲規定先會碰到「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92%8C%E5%B9%B3%E6%8C%87%E6%9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8F%91%E5%B1%95%E6%8C%87%E6%9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8C%87%E6%95%B0%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8C%87%E6%95%B0%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6%8C%87%E6%95%B0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WJP_Order_&_Security_c.pdf
http://www.199it.com/archives/906648.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8C%96%E6%8C%87%E6%9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7%A4%BE%E4%BC%9A%E8%BF%9B%E6%AD%A5%E6%8C%87%E6%95%B0%E5%88%97%E8%A1%A8
https://www.nhrm.gov.tw/information_263_113965.html
https://www.nhrm.gov.tw/information_263_113965.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66567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E5%8F%AF%E6%8C%81%E7%BA%8C%E6%8C%87%E6%9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7%AB%B6%E7%88%AD%E5%8A%9B%E5%A0%B1%E5%9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4%BA%BA%E5%9D%87%E5%9B%BD%E6%B0%91%E6%80%BB%E6%94%B6%E5%85%A5%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4%BA%BA%E5%9D%87%E5%9B%BD%E6%B0%91%E6%80%BB%E6%94%B6%E5%85%A5%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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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議員，不論國會或州議會，一任兩年原則，先碰到「權」的參議院每兩

年改選三分之一，兩百多年來不變。民主國家中的「議會制度」就是一種權

力的模組，因為它「哺育」了民眾自己管理國家的「幻覺」，哪怕一票一票選

出了爛人，來奴役自己。要自我解放，就要限制授權時間，首長任期五年、

國會議員任期四年每年改選 1/4、地方議員二年，全面改選，合情合理。 
72澳洲為例：民意的反應是由地方選民直接參與地方議會、再直接參與國會、

經國會反映到國際。如雪梨市議會設開放當地居民參與市議會會議、理事會

委員會、地方規畫小組、雪梨中央規劃委員會與社區論壇，讓民眾在會議中

發言，讓民意直接進入議會殿堂，反映民意、落實民權。雪梨市議會官網。 
73本憲章：既然立法全球競合，國家中央及地方機關就應依法行政。現行的超

國家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民航組織-健康衛生…等。為謀永久和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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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阿根廷為例總統制如阿根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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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至一蹶不振到 2016 年

人均所得仍是全球第 59 名。法國為例總理指揮政府,掌理國防《憲法》§21。 
75落實「全球在地化的基層主義」、「權利分享、責任分擔」的實質共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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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地方自主權諸如司法權：加拿大各省、美國各州都有最高法院，餘不贅述。 
77美國為例：美國 50 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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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才改為民選；現有 43 州檢察長及/或檢察官民選(法愛公德會

資料庫)。中國為例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法院各自獨立，但黨在國家之上扭曲。 
78檢察人民及政府有無守法，包括法治地、法治國、法治世等公職人員有無預防

犯罪的依法立法行政司法作為。參照：《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標準和規

範》，以及過去幾十年期間國際社會制定的國際公認的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規

範性原則和標準等等。人民的終極追訴：「當政府、政黨壟斷政經、傳媒、貪

腐、濫權凌駕於憲法之上、平民無法受國際法或人權標準保障，人民制憲就是

義務」。確保無人凌駕於法律之上、無人不受法律之保護是國家的義務。國家

應設普世準確度三分之二科學人工智慧的預測法院判決，建設人類正義工程。 

79確保普世公義、有求必應。司法獨立、首長民選，司法興革政見直接對人民

負責。美國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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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此，憲法法院應比照國際法院，大法官來自世界有

人居住的六大洲。以台灣為例：境外策動等罄竹難書的弊端，交由首長參選人

提出，因不得連任，當選就能放手推動，既合民主真諦，又能適應千百世紀。 
80凡「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

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366c514e-c077-4fd8-849f-bcab48a78ea2
https://www.cityofsydney.nsw.gov.au/council/about-council/guidelines-for-speakers-at-council-commit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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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wikipedia.org/wiki/2016%E5%B9%B4
https://ballotpedia.org/Karl_Racine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5c310736-6c86-4834-af49-e8ff926b26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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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參見中華民國大法官釋憲文第 499 號。亦不得牴觸國際諒解之思想

(德憲§9)。 
81有偉大的人民，才有至為莊嚴尊貴的神聖憲法。憲法偉大，人民一定齊身偉

大。既然萬法歸一，等於憲法 99%已經與全球協議完成，依據沒有罰則的法律

不是法律、沒有抵抗權的憲法不是憲法，違憲當然受全球審查與反抗。 
82新羅盤：是指引「國家發展藍圖」。依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既然

國際法的演化可能導致一個「世界國家」的建立，就讓歷史走其該走的路。 
83人人自我實現：在永久和平發展這種國家或地方自治體長大，就是生活在一

個一切都有可能，任何人都有能力崛起，任何夢想都可實現的地方，這是因

為我們人類在一個太陽系、一套法體系之下，萬法合一、永久和平所奠定下

的永恆秩序。否則，太平時一無所失，戰爭時一無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