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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體思想Core Concepts
鑑於我們人類最後只有兩條路：
和平Peace與毀滅Destruction

相對於核戰毀滅，人命成灰。和平Peace
就是生命Life、就是真理Truth、就是道路
Path；永久和平就是永恆的生命真理之路。



捍衛真理-滅絕核武

威力比原子彈大萬倍的核彈將變成毀滅人類的魔鬼。
所有國家的領袖都應該到日本廣島、長崎親眼目睹遭遇原
子彈轟炸後的灰燼之城。



鑑於歷史長河，
沒有獨存的帝國，只有共存的萬國。

歷史一再證明，專制永遠是人類和平
的迫害者，也永遠在向外擴張領域；

掌權者Rulers主導修改的憲法，也永
遠是在綁架人民Usurp rights。。



鑑於中共越專制越強大，全球束手無
策。民主國家應利用臺海兩岸每年雙
向交流超過千萬人次，又無語言文化
隔閡，支持臺灣更民主、更自由、更
繁榮，激發臺灣全民奮勇並進，吸引
中國人民勇敢追隨，共同為印太永久
和平做出貢獻。



二、戰 略
【準備條款】



基於
「戰勝的人，他在地上畫

一個圓圈，把我關在外面，

說我是背叛者(一個省)；

愛心使我有勝過他的智慧，

我又畫了一個大圓圈，

把他也圈在裡面。」

--愛默生（Emerson)



基於
人類數千年來的戰鬥，
無論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亦不問誰勝誰負？最後都

要回到「制度表現」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這個戰場上進行，在這
裡讓人們驗證功效、增
加智慧、發現真理、兌
現價值。



基於中共已推動「中國標準2035」將主
宰全球制度，取代現行國際規則。目前國際
標準組織(ISO)所通過二萬多項的國家標準
(CNS)及國際法，中共都全面參與。香港參
加247個標準委員會﹝本會(PPP)將加入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比照ISO37001防貪管理標準，發展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基於國際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敵是友，分分

秒秒都在變化。是故臺灣只剩一條路，打

一場改變人類命運，勝負已定的制度戰：

即與中國人民及全球2/3被壓迫者站在一起，

決戰普世價值及人類大同的廣納性制度vs
中共榨取性制度。參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https://www.yabook.org/post/539.html


為此，我們提出全球249個政治實體
249 Political Entities(含聯合國193國)
皆可單獨運作，解決自身和平發展，
進而滅絕核武、解放專制的永久和平
憲章(人類大同憲法/戰略憲法兵法)
The Charter for Permanent Peace，建構最神
聖的和平價值與最珍貴的人類資產。



三、戰法 【正式條款】

永久和平憲章(人類大同
憲法/超限戰略憲法兵法)
包含：
1.二項基本理念：
永久和平、人類大同

2.二十八項基本主張(簡
稱228憲章Charter 228):



主 張 說 明

1.立憲原則大同
永久和平、人類大同、人人受益、無人受害的基本原則，貫
穿228憲章的每一條款。

2.國家信仰大同
人權主義、憲法主義、國際法主義、世界(民主多元共同)法
主義為國家信條。

3.法治世界大同
一個地球一個法制體系，國際法高於國內法，並直接對人民
發生權利義務。

4.萬國萬法大同
萬國萬法構成國內法的一部分，人民得擇優援用，保證自由
人權不落後他國一天。

5.國家競合大同
全球性競合立法-行政-檢察-司法是國家不得變更、不得免
除的永恆義務，保證民主法治領先萬國百年。

6.國家分權大同
維繫道德與公義，行政、檢察、司法首長分年分別民選；立
委每年改選1/4；制度性形成第三勢力。

7.人民自決大同
國家主權無條件屬於納稅人全體，修憲或退出國際安全體系
或退出永久中立須3/5選民同意。



主 張 說 明

8.人的價值大同
選舉與公投保障提升自由、人權、價值、尊嚴與和平，每年
至少舉辦二次。[註-加州每年平均四次]

9.人權監理大同
國家設人權行動暨公民權行使委員會(即人權會)，委員半數
分由國際權威人權組織指派。

10.競選程序大同
根治政治清廉，嚴禁選舉花錢，任一電子媒體每週至少60分
鐘免費供人權會自由選用。

11.職位開放大同
引領全球治理，落實主權在民，除民意代表外，各級民選首
長完全民主國家公民均得依法參選。

12.首長任期大同
民選首長,一任至長五年，屆滿六年內本人及至親依法不得再
任，薪酬依法不變。

13.政黨開放大同
十年內曾是完全民主國家且有國會議員的政黨得依法在我國
設立黨部宣揚理念、推人參選。

14.結社責任大同
禁止濫用結社自由宣傳抵觸法律、國際法、永久和平、人類
大同或國際諒解之思想。



主 張 說 明

15.地方制度大同
地方首長-財政長-審計長民選。議員任期兩年；議長抽籤產
生，任期六個月不連任；居民得參與議案。

16.立法參與大同
全球國會/本國地方議會皆得依法推派代表參與立法，但無
表決權。保障社區民意直達國際。

17.國會組織大同
國會採委員會中心主義制。除特設委員會外，12個常設委員
會=12個影子政府，國力12倍速提升。

18.國家行政大同
改良式半總統制。總統民選，命令須副署；總理須有民意基
礎，本土出生，指揮政府、掌理國防。

19.司法檢察大同
消滅不義永續轉型正義。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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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司法審判大同
貫徹公義有求必應、法律面前普世人人平等，憲法法院大法
官半數來自世界五大洲、不同國籍。

21.國際安全大同
國家至少派遣5%軍隊及軍備，配屬於全球性組織執行國際
安全與和平的任務。



主 張 說 明

22.祖國祖產大同
地球是我們人類的共同祖國祖產，凡維護地球生命及聯合
國機構的既定政策都是國家的基本國策。

23.國家品質大同
國家應加入國際標準組織(ISO)透過滾動式改造、標準化
整合程式(見圖1)，持續提升真善美聖的國度。

24.防衛民主大同
凡意圖損害、廢除或攻擊自由民主秩序之組織或政黨，除
主管機關外，其它政黨皆有提告解散權。

25.鞏固民主大同
人民有服民主役之義務。民意代表選舉、修憲、制憲、以
及與國際有關的公投案應強制投票。

26.憲法標準大同
創造生命價值-催生憲法標準-改進資源分配-貫徹永久和
平是人民最神聖的權利，國家最緊急的義務。

27.行憲保證大同
總統、民意代表、法官、軍官等一切公職人員都是依憲依
法對全民及全人類負責的行憲保證人。

28.抵抗違憲大同
憲法全球協議，違憲全球審查。排除違憲如無其他救濟方
法，普世人人皆有反抗權。



四、 戰 場(Battlefield)【保證條款】

(一)本憲各項基本主張(即228憲章)

每一項都與全球無縫接軌，都是未戰先
勝、垂範千秋的戰略憲法，都能使人民
偉大、國家富強、世界和平的必要條件。

(二)臺灣示範的228憲章，標誌着一個
民族至上-主權至上時代的結束，一個
新神聖時代的開端。



(三)為驗證本憲章效能，增加智慧，發
現真理，兌現價值，本會業經全球兩百
大媒體及全國十大媒體社論或頭條「問
題」，提供「解方」(參見網址：

https://lawlove.org)，二十多年來超過十
多萬件，每件公開徵求更佳解方從一百
到一萬美元獎金，以修補不足。



(四)本會為徵求更完美的制度，網羅
人類智慧，本憲章共有21個以上

「制度表現」的主要戰場(詳見憲章草案)

(編註：次要戰場則無所不在，此略過)諸如-國會
12個常設委員會如同12個院會、也如同12個影子政
府，國力自然12倍速提升(見第17項主張)。凡能提
出比本憲任何一個主戰場更佳的制度，每一項制度
1百萬美元購買其著作權(等同諾貝爾獎金額)。
「詳見-永久和平憲章(228憲章)獎勵修補辦法」



(五)行憲保證：總統、民意代表、

法官、軍官等一切公職人員都是依

憲依法對全民及全人類負責的行憲

保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

言)規定：人民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的行憲保證人。



Q1.世間沒有完美的制度 (Perfect Solution)

A:凡有更好就給百萬美元如得諾獎，否則，最不
完美的本憲章就是當代最完美的制度。



Q2.抹黑攻擊
A:捍衛(和平)真理

伽利略的地動說≌臺灣的永久和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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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證明了它」--伽利略。



我應該相信甚麼？What ought I believe？(哲
學家三問之一)

答:相信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價值及普世的價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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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遜總統)。

(二)相信法治與科學。不再聽信為「獨裁者的聲音
譜曲」的大法學家、為「專制者的讓利喝采」
的大企業家、或為「極權者的笑臉歡呼」的政
客媒體學者專家--他們都是共犯結構的受益者。



(三)相信只有自己決定的，別人才拿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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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修
憲一定要自己決定。

(四)相信你的眼睛你的手，打開手機，提出你
的問題，一定可以找到保障你的尊嚴與價值
的權利依據，選擇對你最有利的萬國萬法。

(五)相信[臺灣]是民主燈塔，只有[臺灣人民]
有能力突破中共全國資訊封鎖，引領中國
人民民主化，永久和平才會誕生。



我可以抱有什麼希望？What may I hope？
(哲學家三問之二)

答：依本憲章抱有：個人夢、國家夢、世界夢：

一、自我實現：你是國家的主人；也是締造自
由、民主、人權、法治大同的領航員；終
身的立法、行政、司法、檢察的主權人。

二、本憲章滾動式的改造、標準化的整合。優
點它國都沒有，它國有的缺點我們也都沒
有。



我應該怎麼做？What ought I to do？
(哲學家三問之三)

答：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制憲修憲
權永遠無條件屬於人民,只要你連署
支持永久和平憲章成為特別條款，
你的一封郵件就是一道光芒，每增
一分連署，必增一分和平連鎖反應
的效果和波浪擴散的動力。



五、結論 (Conclusion)
(一)拯救東方自由民主，根絕專制滅絕

核武。為國家立大業，為人類立大愛，

為天地立大法，為萬國立大同，創造

神聖的和平價值，建構至尊的人類資

產，是臺灣人民責無旁貸的天命天職。



(二)啟動制憲。

沒有罰則的法律不是法律，沒有抵抗權
的憲法不是憲法 A law without a penalty 
is not a law, and a constitution without the 
right to resist is not a constitution.
只有公民覺醒，主權在民，制憲修憲一
定要主權人親自啟動、出場。改造人類
的制憲運動就從此啟動！



(三)兌現價值
為此，臺灣及全球超過2/3被壓制的
人民，失去的只是鎖鏈與鐵幕，其它
並無損失，卻永得天時地利人和，永
續富強康樂，人人自我實現、家家安
居樂業、代代長富久安。以激發全體
中國人民奮勇並進、吸引全球公民勇
敢追隨，推進世界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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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願意為〈永久和平〉連署嗎？

永久和平憲章(草案)提供全球249個政治實體(含聯合國193會員)以及次國家

層級的州、邦、省、區…皆可單獨運作的憲法標準(ISO)，理念主張如下：

1.人類最後只有兩條路：和平與毀滅。建構和平、滅絕核武是我們的使命。

2.一個地球一個法制體系，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直接對人民發生權利義務。

3.萬國萬法構成國內法的一部分，人民得擇優援用，保證人權不落後他國。

4.確保人的尊嚴、司法公義、永久和平發展，大法官半數來自世界五大洲。

您的一分連署，必增一分和平連鎖反應的效果和波浪擴散的動力。

iNGO永久和平協會Permanent Peace Partnership(PPP)網址：lawlove.org  

誠徵-全球分會-志工.聯絡人：PPP25@lawlove.org張怡菁博士886-27693323#25

mailto:PPP25@lawlove.org%E5%BC%B5%E6%80%A1%E8%8F%81%E5%8D%9A%E5%A3%AB886-276933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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