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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告臺灣同胞書(毛澤東起草，1958 年 10 月 6 日)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六計，和為上計。金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你們的

領導者們過去長時間太倡狂了，命令飛機在大陸亂鑽，遠及雲、貴、川、康、青

海，發傳單，丟特務，炸福州，擾江浙。是可忍，孰不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

起你們注意。台、澎金、馬是中國領土，這一點你們是同意的，見之於你們領導

人的文告，確實不是美國人的領土。台、澎、金、馬是中國的一部分， 不是另

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兩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見

之于你們領導人的文告。你們領導人與美國人訂立軍事協定，是片面的，我們不

承認，應予廢除。美國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你們不信嗎？歷史巨人會

要出來作證明的。杜勒斯 9 月 30 日的談話，端倪已見。站在你們的地位，能不

寒心？  

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十三萬金門軍民，供應缺乏，饑

寒交迫，難為久計。為了人道主義，我已命令福建前線，從 10 月 6 日起，暫以

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

為條件。如有護航，不在護航，不在此例。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年了，

尚示結束，這是不好的。建議舉行談判，實行和平解決。這一點，周恩來總理在

幾年前已經告訴你們了。這是中國內部貴我兩方有關的問題，不是中美兩國有關

的問題。美國侵佔台澎與臺灣海峽，這是中美兩方有關的問題，應當由兩國舉行

談判解決，目前正在華沙舉行。美國人總是要走的，不走是不行的。早走於美國

有利，因為這可以取得主動。遲走不利，因為它老是被動。一個東太平洋國家，

為什麼跑到西太平洋來了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

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這一點是常識，美國人應當懂得。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美國之間並無戰爭，無所謂停火。 

無火而談停火，豈非笑語？臺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

並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當然，再打三十年，也不是什麼了不起的大事，但是

究竟以早日和平解決較為妥善，何去何從，請你們酌定。 

國防部長 彭德懷 1958 年 10 月 6 日  
資料來源：http://www.cass.net.cn/zhuanti/taiwan_1/documents/remanifest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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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美中共「上海公報」 

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總理周恩來的邀請，美利 堅合眾國總統理查德．尼

克松自 1972 年 2 月 21 日至 2 月 28 日訪問了「中華人民共和國」。陪同總統的有

尼克松夫人、美國國務卿威廉．羅杰斯、總統助理亨．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國官

員。  

尼克松總統於 2 月 21 日會見了中國共產黨毛澤東。兩位領導人就中美關係

和國際事務認真、坦率地交換了意見。  

訪問中，尼克松總統和周恩來總理就美利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

係正常化以及雙方關心的其他問題進行了廣泛、認真和坦率的討論。此外，國 務

卿威廉．羅杰斯和外交部長姬鵬飛也以同樣精神進行了會談。  

尼克松總統及其一行訪問了北京，參觀了文化、工業和農業項目，還訪問了

杭州和上海，在那裏繼續同中國領導人進行討論，並參觀了類似的項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利堅合眾國領導人經過 這麼多年一直沒有接觸之

後，現在有機會坦率地互相介紹彼此對各種問題的觀點，對此，雙方認為是有益 

的。他們回顧了經歷著重大的變化和巨大動盪的國際 形勢，闡明了各自的立場

和態度。  

中國方面聲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立，民族要解放，人

民要革命，已成為不抗拒的歷史潮流。國家不分大小，應該一律平等，大國不應

欺負小國，強國不應欺負弱國。中國決不做超級大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  

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一切被壓迫人民和被壓 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決的

鬥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本國的社會制度，有權維護本國獨

立 、主權和領土完整，反對外來侵略、干涉、控制和顛覆。一切外國軍隊都應

撤回本國去。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越南、老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

的目標所作的努力，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臨時革命政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年

二月對其中兩個關鍵問題的 說明和印度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聯合聲明；堅決支

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年四月十二日 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

的八點方案和取消「聯合國韓國 統一復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

主義的 復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立一個獨立、民主、和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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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立的日本的願望，堅決主張印度 和巴基斯坦按照聯合國關於印巴問題的決

議，立即把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什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

方，堅求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護獨立、主權的鬥爭以及查謨和克什米爾人

民爭取自決權的鬥爭。  

美國方面聲明：為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

衝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力。美國將致力於建立公正而穩定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公

正的，因為它滿足各國人民和各國爭取自由和進步的願望。這種和平是穩定的，

因為它消除外來侵略的危險。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來壓力和干預的

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美國相信，改善具有不同意識形態的國與國之

間的聯繫，以便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機，有助於緩

和緊張局勢的努力。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願進行和平競賽，讓行動作出最後判

斷。任何國家都不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了共同的利益重新檢查自己

的態度。美國強調：應該允許印度支那各國人民在不受外來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

己的命運；美國一貫的首要目標是談判解決；越南共和國和美國在 1972 年 1 月

27 日提出的八點建議議提供了實現這個目標的基礎；在談判得不到解決時，美

國預計在符合印度支那每個國家自決這一目標的情況下從這個地 區最終撤出所

有美國軍隊。美國將保持其與大韓民國的密切聯繫和對它的支持；美國將支持大

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和增加聯繫的努力。美國最高度地珍視同

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紐帶。按照 1971 年 12 月 21 日聯合

國安全理事會的決議，美國贊成印度和巴共基斯坦之間的停火繼續下去，並把全

部軍事力量撤至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什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美國支持南亞 

各國人民和平地、不受軍事威脅地建設自己的未來的權利，而不使這個地區成為

大國競爭的目標。  

中美兩國的社會制度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不

論社會制度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領土完整、不侵犯別國、不干涉別國

內政、平等互利、和平共處的原則來處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際爭端應在此基

礎上予以解決，而不諸武力和武力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

的相互關係中實行這些原則。  

考慮到國際關係的上述這些原則，雙方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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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兩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利益的；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  

任何一方都不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

家或國家集團建立這種霸權的努力；  

任何一方都不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行談判，也不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

國家的協議或諒解。  

雙方都認為，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行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

上劃分利益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利益的。  

雙方回顧了中美兩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立

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 兩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省，早已歸還祖國；解決臺灣是中國

內政，別國無權干涉； 全部美國武裝力量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守。中國政

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 國、兩國政府」、「兩個中國」、

「臺灣獨立」和鼓 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識到，在臺灣海峽兩邊的 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

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立場不提出異議。它重申它對由 

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

美國武裝力量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

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力量和軍事設施。  

雙方同意，擴大兩國人民之間的了解是可取的。為此目的，他們就科學、技

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的具體領域進行了討論，在這些領域中進行人民之

間的聯繫和交流將會是互相有利的。雙方各自承認對進一步發展這種聯繫和交流

提供便利。  

雙方把雙邊貿易看作是另一個可以帶來互利的領域，並一致認為平等互利的

經濟關係是符合兩國人民的利益的。他們同意為逐步發展兩國間的貿易提供便

利。  

雙方同意，他們將通過不同渠道保持接觸，包括不定期地派遣美國高級代表

前來北京，就促進兩國關係正常化進行具體磋商並繼續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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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希望，這次訪問的成果將為兩國關係開闢新的前景。雙方相信，兩國關

係正常化不僅符合中美兩國人民的利益，而且會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緊張局勢作 

出貢獻。  

尼克松總統、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行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給

予他們有禮貌的款待，表示 感謝。 

1972 年 2 月 28 日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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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告台灣同胞書 

親愛的臺灣同胞：  

今天是 1979 年元旦。我們代表祖國大陸的各族人民，向諸位同胞致以親切

的問候和衷心的祝賀。昔人有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度新年的時刻，我

們更加想念自己的親骨肉--臺灣的父老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念祖

國和大陸上的親人。這種綿延了多少歲月的相互思念之情與日俱增。自從 1949

年臺灣同祖國不幸分離以來，我們之間音訊不通，來往斷絕，祖國不能統一，親

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了巨大的損失。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

裔，無不盼望早日結束這種令人痛心的局面。  

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歷史和優

秀的文化，對世界文明和人類發展的卓越貢獻，舉世共認。臺灣自古就是中國不

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民族是具有強大的生命力和凝聚力的。儘管歷史上有過多

少次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都不曾使我們的民族陷於長久分裂。近 30 年臺灣同

祖國的分離，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利益和願望的，決不能再這樣下去了。

每一個中國人，不論是生活在臺灣的還是生活在大陸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

存、發展和繁榮負有不容推諉的責任。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係全民族前途的重大

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的面前，誰也不能回避，誰也不應回避。如果我們還不

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裂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於列祖列宗？

何以自解於子孫後代？人同此心，心同此理，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

古罪人？  

近 30 年來，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發生根本變化。我國國際地位越來越高，

國際作用越來越重要。各國人民和政府為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

平穩定，幾乎莫不對我們寄予極大期望。每一個中國人都為祖國的日見強盛而感

到自豪。我們如果儘快結束目前的分裂局面，把力量合到一起，則所能貢獻於人

類前途者，自更不可限量。早日實現祖國統一，不僅是全中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

的共同心願,也是全世界一切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世界上普遍承認只有一個

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的簽訂，和中美兩國關係正常化的實現，更可見潮流所至，實非任何人所得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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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目前祖國安定團結，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在大陸上的各族人民，正在

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目標而同心戮力。我們殷切期望臺灣早日歸回祖國，共

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領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

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狀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見，採取合

情合理的政策和辦法，不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臺灣各界人士也紛紛抒發懷鄉思

舊之情，訴述"認同回歸"之願，提出種種建議，熱烈盼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時至今日，種種條件都對統一有利，可謂萬事俱備，任何人都不應當拂逆民族的

意志，違背歷史的潮流。  

我們寄希望於 1700 萬臺灣人民，寄希望於臺灣當局。臺灣當局一貫堅持一

個中國的立場，反對臺灣獨立。這就是我們共同的立場，合作的基礎。我們一貫

主張愛國一家。統一祖國，人人有責。希望臺灣當局以民族利益為重，對實現祖

國統一的事業做出寶貴的貢獻。  

中國政府已經命令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金門等島嶼的炮擊。臺灣海峽

目前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只能製造人為的緊張。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狀態，以便為雙

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由於長期隔絕，大陸和臺灣的同胞互不瞭解，對於雙方造成各種不便。遠居

海外的許多僑胞都能回國觀光，與家人團聚。為什麼近在咫尺的大陸和臺灣的同

胞卻不能自由來往呢？我們認為，這種藩籬沒有理由繼續存在。我們希望雙方儘

快實現通航通郵，以利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旅遊參觀，進

行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  

臺灣和祖國大陸，在經濟上本來是一個整體。這些年來，經濟聯繫不幸中斷。

現在，祖國的建設正在蓬勃發展，我們希望臺灣的經濟日趨繁榮。我們相互之間

完全應當發展貿易，互通有無，進行經濟交流。這是相互的需要，對任何一方都

有利而無害。  

親愛的臺灣同胞：我們偉大祖國的美好前途，既屬於我們，也屬於你們。統

一祖國，是歷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時代在前進，形勢在發展。我們

早一天完成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創造我國空前未有的光輝燦爛的歷史，

而與各先進強國並駕齊驅，共謀世界的和平、繁榮和進步。讓我們攜起手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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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光榮目標共同奮鬥！ 

資料來源：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附錄四〉 

葉九條 

1981 年 9 月 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葉劍英發表了《關於臺灣回歸祖

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闡明了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

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葉九條」)。  

(一) 為了儘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裂的不幸局面，我們建議舉行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國民黨兩黨對等談判，實行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

可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見。  

(二) 海峽兩岸各族人民迫切希望互通音訊、親人團聚、開展貿易、增進瞭解。我

們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旅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

體育交流提供方便，達成有關協議。  

(三) 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行政區，享有高度的自治權，並可保留軍

隊。中央政府不干預臺灣地方事務。  

(四) 臺灣現行社會、經濟制度不變，生活方式不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不

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不受侵

犯。  

(五) 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領導職務，參與國家管

理。  

(六) 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七) 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陸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不受歧視，

來去自由。  

(八) 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陸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

和利潤。  

(九) 統一祖國，人人有責。我們熱誠歡迎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

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方式提供建議，共商國是。  

資料來源：http://newcongress.yam.org.tw/taiwan_sino/yeh_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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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美中共「八一七公報」 

一、在美利堅合眾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七九年元日一日建立

外交關係所簽署的聯 合公報中，美利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

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其亦認知中國立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在此前提下，雙方同意美國人民將繼續與臺灣人民維持文化、商業

與其他非正式關係。在此一基礎上，美國與「中國」間關係得以正常化。 

二、在兩國建立外交關係之談判過程中，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並未獲得解決。雙方

曾抱持不同立場，而「中方」宣稱其在（關係）正常化之後，將再度提出此

一問題。雙方認識到此一問題將嚴重阻擾 美「中」關係之發展，其等已在

自雷根總統與趙 紫陽總理及海格國務卿與副總理兼外交部長黃華 於一九

八一年十月所舉行的數次會談之中與會談 後曾就此作進一步討論。 

三、尊重彼此之主權、領土完整及不干涉彼此內政， 構成指引「中」美關係的

基本原則。該原則於一 九七二年二月廿八日之上海公報中獲得確認並於 一

九七九年元月一日生效的建交聯合公報中再次 予以確認。雙方明白地表示

此等原則繼續地支配 其等全面關係。 

四、「中國政府」重申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務。 「中國」在一九七九年元

月一日所發表的致臺灣 同胞書揭櫫了力求祖國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 中

國」在一九八一年九月卅日所提出的九點建議 代表著在此基本政策下謀求

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 進一步之主要努力。 

五、美國政府對於其與「中國」之關係極為重視，並重申其無意侵犯「中國」之

主權與領土完整或干涉「中國」內政或採行「兩個中國」或「一中一 臺」

之政策。美國政府瞭解並體諒「中國」於一 九七九年一月一日告臺灣同胞

書及一九八一年九 月卅日「中國」提出之九點建議所顯示其致力於 和平解

決臺灣問題之政策。此一有關臺灣問題之 新情勢亦對解決美「中」就對臺

灣武器銷售問題 之歧見提供有利之條件。 

六、有鑒於前述雙方之陳述，美國政府茲聲明其並不謀求執行一對臺銷售武器之

長期政策，對臺灣武器銷售在質或量上均不會超過美「中」兩國建立外交關

係後近年來（美對臺灣）所提供之水準，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臺灣之武器銷

售，經由一段時間而趨於一最終解決。藉此聲明，美國認知「中國」關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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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徹底解決之一貫立場。 

七、為促成經由一段時間後就美國對臺灣武器銷售此一植根於歷史問題之最終

解決，兩國政府將盡一切努力採取措施並造成有利於徹底解決此一問題之條

件。 

八、美「中」關係之發展不但符合兩國人民之利益，並有助於世界之和平與安定，

雙方決心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加強彼此在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

及其他方面之聯繫，並作堅強共同努力以繼續發展美「中」人民與政府間之

關係。 

九、為使美「中」關係健全發展，維持世界和平、反對侵略及擴張，兩國政府重

申上海公報及建交公 中業經雙方同意之原則。雙方將保持聯繫並就共同興

趣之雙邊及國際事務作適當磋商。 

資料來源：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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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鄧六條」 

1982 年 1 月 10 日，鄧小平在接見來華訪問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李耀基時說：

「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性實行社會主義制度，臺灣實行資本主

義制度。」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了「一個國家，兩種制度」的

概念。 

1983 年 6 月 25 日，鄧小平同志在會見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力宇時，又進一

步闡述了實現臺灣和祖國大陸和平統一的六條具體構想(稱「鄧六條」)  

（一）臺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兩黨的共同語言。  

（二）制度可以不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不贊成臺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兩個中國」，而不是

一個中國。自治不能沒有限度，不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利益。  

（四）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行政區可以實行同大陸不同的制度，可以有其他省、

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力。司法獨立，終審權不須到

北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不能構成對大陸的威脅。大陸不派

人駐台，不僅軍隊不去，行政人員也不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

臺灣自己來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留出名額。  

（五）和平統一不是大陸把臺灣吃掉，當然也不能是臺灣把大陸吃掉，所謂「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不現實。  

（六）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建議舉行兩黨平等會談，實行國共第三

次合作，而不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

不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立，後患無窮。  

資料來源：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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