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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目的 

❏ 了解台湾与中国之间分裂带来的问题。 

♦ 社会性 

♦ 政治性 

❏ 探讨是否有两岸合作的希望 
❏ 我们认为现在网上的人们 

❏ 态度过度极端 
❏ 没有全面周到地看待两岸的关系 
❏ 反而是固执的一一反对别人说的 

 
❏ 我们要研究背后的原因, 

 
❏ 研究若台湾独立，对国际与当地会产生什么影响 

 

❏ 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1.2研究简述 

● 内战后, 两岸的斗争基本上是一 种政权的正统之争 
● 这一时期, 台湾与中国都在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大陆与台湾重新统一的可能 
● 大部分的台湾人先想要维持现状 （不想统一或独立） 
● 新一代的台湾人，他们被灌输本土化思想，他们在文化、价值体

系、 身份上，不认同是大陆的一部分。 
● 一些年长的人的人却觉得不应该追求独立。 

 
我们认为现在网上的人们态度过度极端，只表达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一
面，却没有从整体来看，反而是固执地反对别人所说的。 
 
台湾: 态度的来源 

● 本土化思想 
● 教育系统 
● 优越感 
● 年轻一代认为台湾有足够实力对抗大陆的政策 

 
大陆: 态度的来源 

● 单面性了解问题 
● 共产党教育系统 
● 中国人们认为自己在军事、经济、政治发展样样都比台湾好 
● 不屑台湾的挑战 

 

 

 

 

1.3文献研究 

我们通过网站来进行调查，但是网上人们所写的都过度极端，并没有十



分周到地考虑对方的看法，有些甚至还使用粗俗语言。 

“我想，除了深度脑残（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辩不清是非善

恶）自虐成性（作他人之奴不自觉不自省且乐此不疲）的中国人，和贪
得无厌嗜权如命的中国人，还有谁会拒绝自由民主呢？”   

                                                                           - 《联合早报，大陆人为什么热衷于“统一台湾”》 

“李登辉等少数人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分裂祖国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必然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反对。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趋势，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民的民

心所向。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2.1.1 内战后的影响 

中国受到的影响：共产党赢了国共内战之后国家不稳定。中国面对了巨

大的饥荒和严重的疾病，死亡率极高。很多家庭因为了这场国共内战而

被分散。为国民党打工或在国民党的学校学习的人们当时需要逃离到台

湾。很多家庭因这个原因而被分散。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也因此失去了工

人，他们出现了经济困难。 
  
台湾受到的影响：台湾在蒋介石的一党专政领导下，受了不少苦。在

1947年， “228” 屠杀国民党在台湾屠杀了数千名示威者，他们抗议战

后政权的腐败和压迫。之后，实行戒严，并在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建立

了分裂.  
 

2.1.2 影响台湾独立的因素 

案例分析  

1）香港 

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希望维护的核心价值有：民主、自由、法制与人

权。他们认为中共政府会干涉他们的执法系统，控制选举，剥夺他们的

自由。 他们现在的处境跟香港年轻人的处境差不多，而且他们所居住

香港和台湾都是自治区。最近的香港示威就是因为中国通过引渡法案，

现在香港罪犯也可以被遣送到大陆判刑。这引起了很多香港人的示威。

回归22年后， 在学生教育方面，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将中国历史变成不

是香港中学生的必修科。香港回归以后其中一个要务是培养年轻人对国

家民族的认同感。但是回归后香港年轻一代并没有获得爱国主义教育。
台湾年轻人正在观察香港一国两制的可行度。若台海之间的关系也是这

样发展，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台海的未来趋势。 

 



2）金门  

金门是属于台湾的一群岛屿，通过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四大项目方

面，通水已是“现在进行时”。这不单稳固金门未来发展的用水需求，也

奠定了两岸民生建设互惠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两岸合作项目给台湾人民

展示了跟中国合作所能得到的好处。更是让台湾的年轻人醒悟到只把重

点放在中共党所可能带来的坏处是不可能缓解两岸争端的，而有利用中

国庞大的市场才能发展台湾的经济，造福人民。因此，台湾人民就可以

借此例子放大眼光为台湾的长久利益着想。如果台湾独立的话，可能会

一直受中国的打击，跟周边国家也会断交。两国合作将会为台湾创造一

个稳定的未来，为台湾打造出无限的机会。 

 

3)大陆 

大陆人民一直都希望台湾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的系统，因为这样才是最实

际和最能减少对两岸损失的台海关系解决方法。一国两制方法也能够维
护台湾所拥有的权力和自由。但是中国网民认为如果台湾继续闹台独，

不发觉其实台独不是解决两岸永久矛盾的答案，就应该强制性的把台湾

归入一国统制的系统里。他们想让台湾人民醒悟，发现现在的态度是不

实际的，明白一国两制已经是最佳选择了。 

 

2.1.3 人们网上的看法 

为了研究台海争端对两岸人民带来的影响， 

我们在网上找了台湾人对争端和带来的影响的看法，这包括论坛发表的

看法和新闻留言。 

 
最近，对于台湾与美国的军火交易，中国在台湾海峡南北两侧举行了军

事演习。中国的这项举动显示他们的军队的强大威力，让台湾知道要是



两岸打起仗来，台湾一定不能胜出。 
 
大陆的举动令许多台湾网民发指。其中一位台湾人民说到：“中国应该

让台湾独立，他们不想被一个严厉，严格和流氓的共产党统治！”。因

此，从这留言能看出大多数台湾人民支持台湾的独立 
 

但是，也有些中国网民对这件事认为中国和台湾应该在“一个中国政策” 
下符合。其中一位人评论了：

 

留言也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支持。从中能看出，许多网民们正在嘲笑台湾

，认为中国经济与资源明显比台湾更强， 因此，为了维持现状，台湾

就应该与中国统一。 

 

其次，从我们的搜查中，发现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都支持 “一个中国政

策”，觉得台湾没有资格独立。 



我们也在论坛网站收集大陆与台湾网民的看法。 
 在知乎的  “两岸关系与发展” 话题网页上， 一位年轻台湾人民分享了

他在大陆留学的经验。这位台湾青年的经验也取得了8千多网民的赞同 

 

 

 

 

 



总之，他经验的重点是： 

● 台湾的人民对大陆有着奇怪的偏见 
● 只有少数大陆青年真的恨台湾人，讨厌他们的声音。而，作者的

大陆朋友在知道他是台湾人之后，还是对他热情依然。 
● 最后， 当作者刚来到北京时， 被访问大陆还是台湾比较好，作者

那随便说台湾更好。但作者经历了在大陆七年的生活后，他心想

大陆对他才是真正的家，在思想上起了转变。 

2.1.4 化解争端的可能 

● 说到解决台海问题，我们已经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社会，用

武力解决纠纷会对双方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

第一首选。 
● 要使台海关系正常化就必须互相尊重，达成协议 
● 台湾方面，政府可以从社会教育开始让年轻人发现他们可以从中

国合作中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稳定的政治局势，为未来打造好

基础。 
● 双方应该改变他们的思想教育系统，不仅要有本土文化，也需要

了解对方的文化历史，全面地看待事情。 
● 台海局势如果和平、关系正常化，台湾还可以借助中国的巨大市

场发展经济，把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议当作历史，活在当下

，取得双赢的局面。 
● 只要双方人民能接受彼此，拥有更广的世界观，打开心结，那就

不会有不可能解决的争端了。 

 

 

2.2文学作品 

以下的一些文学作品描绘出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两地分裂的看法及悲痛： 

❖《台海滇(dian)云》 



❖《乡愁》 
❖《何时再相见》 

这些文学都代表了当时的人们: 

❖一直深爱故土 
❖想要传承中华文化 
❖盼望和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这也表示了： 

❖海峡两岸的分裂导致家人分散 
❖无法相聚的遗憾 

 

3.1 最终材料 - 网站 

https://generalpatton1123.wixsite.com/taiwan-china

 

 

https://generalpatton1123.wixsite.com/taiwan-china


3.2 最终材料 - 视频 

第一视频（国共内战简单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7lRzTfcboU&rel=0 
  
第二视频（内战给两岸带来的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_QRymTqs8s&rel=0  
 
4反思报告 
 
反思报告 (王启恩): 
我从此专题作业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对台海关系更加理解。国共内战也

让我明白了它对社会带来的问题-就像家庭被分散等等。 

这个专题作业也让我明白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就是“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 的道理。例如：在6月21日，我们到图书馆找有关记载国共内战的

书，我们便体现了团体精神，一起找书本。我们共找到了两本，从中找

到了珍贵的资料。我们的组也发挥了互相帮忙的精神，例如在做视频时

找不到资料，组员一定会伸出援手。 

反思报告(马新佳): 

一开始，评审们矫正了我们，要求我们缩小专题作业范围，因此我们就

专注地研究内战后的台海关系对台海人民的影响。这个台海关系非常复

杂，有很多真相都不公开，而且网上的资料不是台湾人民的宣传，就是

大陆政府的澄清，没有所谓的准确资料。我们因此花了很多功夫到处找

相关的资料。 

此外，在多方邀请下，更多学者、师长拒绝接受访谈、发表意见。幸好

，皇天不负苦心人，国大副教授，欣然答应接受我们的访谈，为我们的

报告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也启发我们对台海关系的认识。 

反思报告(宋誉)： 

https://e.powtoon.com/pub/cc?_ri_=X0Gzc2X%3DYQpglLjHJlTQGlPzdJbJHMHGSsHPisBICzadbysYduG7Ezg2hNJJWCckrCkO4gWHRVXtpKX%3DSSSAT&_ei_=EiwT4nvPqVnq_hUVilXClkY_kQUpYDoINw6eynkL4KDUKPbVfXmup5cFE4yoAWwMcWEzN-97oNUnRc39JgLbbY0Jrxd6YAuOeS09TlnzRjR5KngKnAGsHbzJOD3Ak9SMjcw4imhd_mGil7AerUqycg9GIlgreBZYu2isPGBZP05SRxyQMJ7fEM9PlAM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_QRymTqs8s&rel=0


我们在做专题作业时面对了重重困难: 开始时，我们想做的题材太广了

，没有明确的切入点。于是，我们积极地讨论，想出新突破、新的想

法。我们为了讨论专题作业，在假期里常约见彼此，一起讨论。我们也

会互相帮忙，帮助对方解决疑问，我们也从错误中学习，做出改进，不

再犯错误。作为组长，我也碰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在一开始时，要召

来所有的组员一起商量是有难度的，大家的时间不一样。而且，在第一

次评审中，我们收到了评判的建议后，有些组员受到了影响。作为组长

的我就需要鼓励组员振作起来。从中，我学习到只有持之以恒、自强不

息的顽强拼搏精神才能度过任何难关。 

反思报告(李嘉毅)： 

在年初时，我其实是不自愿选择研究华文语言与文化，因为自己的华文

水平很差，比起其他组员的华文来说简直是望尘莫及。 但为配合组员

，也为了提高华文水平，我便硬着头皮地加入组里了。我很感激宋誉同

学在咱组讨论时总是全力以赴地为我澄清疑问。 

此外，在第一学期时，我参加了多项课外活动，因此无法完成被委托的

任务。为了解决这问题，我只好恳求组员给我多点时间完成任务。 

从这研究报告中，我对台海关系的认识加深了，也对华文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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