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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戰爭的歷史與人類的歷史一樣長久。二十世紀的人類歷經了兩次世界大戰的

浩劫，受到了極大的生命與財產損失。「亡羊補牢，猶未為晚」，如何防止大規模

戰爭的再度出現，便成了人們關切的焦點議題。在歐洲，為了重振被戰爭破壞的

經濟與徹底消弭戰爭，某些國家開始了一連串的區域整合1進程。 

 

    1951 年 4 月 18 日，法國、西德、義大利、荷蘭、比利時與盧森堡簽訂「巴

黎條約」  (Treaty of Paris)，成立歐洲煤鋼共同體 (European Coal and Steal 

Community, ECSC)。1957 年 3 月 25 日 「歐洲煤鋼共同體」六個創始會員國在

羅馬簽署「羅馬條約」，成立了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與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1967

年，該六國簽署合併條約（Merger Treaty），將上述三機構各自的部長理事會和執

行委員會合而為一，組成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簡稱歐體）。 

    此後，歐洲共同體分別於 1973、1981、1986 與 1995 年四度擴增其會員國，

並於 1993 年易名為「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 EU）2，即所謂之「歐盟」。

                                                 
1 「區域整合」是由區域內不同的國家或地區，源自一種自發性的意念，與區域內其他國家或政

府進行廣泛的合作，有別於政治上或經濟上之佔領或合併。陳勁，《歐洲聯盟之整合與體制運作》

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頁 2。 
2 歐盟(EU)前身為歐洲共同體（EC），1991 年 12 月，馬斯垂克「歐洲高峰會」簽署「歐洲聯盟

條約」，即「馬斯垂克條約」（Mssatricht Treaty），1993 年 11 月 1日該約正式生效後，歐體更名

為歐盟。本論文之題目為「賽普勒斯加入歐盟研究」，旨在討論賽普勒斯共和國加入歐盟之過程，

在本文中，「歐盟」與「歐體」均意指同一機構，惟在 1993 年 11 月 1 日歐體更名以前，統一以

「歐體」稱之，該日期以後則以「歐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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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會員國數目亦由當初的六個增加為十五個。2004 年 5 月 1 日，歐盟完成了第

五次的擴大行動，增加了東歐及地中海地區一共十個新會員國。3 

    歐盟第五波擴大加入的十個國家中，包括了屬於前蘇聯的東歐國家與位於地

中海的馬爾他與賽普勒斯。其中又以賽普勒斯的情況最為引人注意。島國賽普勒

斯因其歷史背景特殊，長久以來出現希臘裔與土耳其裔兩大族群共存的局面，兩

大族群間因為種族、宗教、文化間之差異，以及 19 世紀 Enosis－與希臘合併運

動思想4的出現，使兩者間產生數次大規模武裝衝突。1960 年，賽普勒斯在英國、

土耳其、希臘與島上兩大族群領導者的共同協調下宣布獨立，建立賽普勒斯共和

國（Republic of Cyprus）。然雙方衝突並未停止，1963 年賽島局勢再因修憲問題

而陷入混亂，至 1974 年土耳其派兵進佔賽島5北部，該島便進入長達三十年的政

治分裂局面。而希臘、土耳其、聯合國等國際力量皆不斷嘗試解決該島紛爭，終

能未果。 

 

    1990 年，賽普勒斯政府提出加入歐盟申請。因該國實質上處於政治分裂狀

態，此舉亦牽扯到兩個北約會員國－希臘與土耳其間的國家利益，故賽普勒斯之

入會申請在土耳其與希臘兩國間引發不少爭議。但仍有樂觀者認為，歐盟新一波

                                                 
3這些國家分別是：波蘭、捷克、斯洛伐克、匈牙利、愛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斯洛伐尼

亞、馬爾他與賽普勒斯。 
4 「Enosis」為希臘文，目的在於將賽普勒斯歸併於希臘，成為其國土一部份。該思想出現原因

是受到了 19 世紀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及許多民族國家出現的鼓舞。希臘自 1830 年脫離奧圖

曼土耳其帝國獨立後，希臘的民族主義者便以此為目標進行與賽島合併運動。 
5 因賽普勒斯之政治情況特殊，僅以「賽普勒斯」一詞恐難對其政治現狀做出完整之詮釋，故將

本文中常出現之用語加以釐清。文中之「賽普勒斯」多用以表示「賽普勒斯政府」，即 1960 年所

建立之賽普勒斯共和國（Republic of Cyprus）政府，為賽島境內目前廣受國際社會承認之唯一合

法政權。如賽普勒斯加入歐盟研究、賽普勒斯與歐盟簽署聯繫協定等。「賽普勒斯問題」意指賽

普勒斯共和國境內，政治分裂，且北方國土遭土耳其裔人士所建立之政權所佔領、駐軍之問題。

「賽普勒斯人民」為賽普勒斯共和國之國民，包括賽島南部處於該國政府控制地區之國民，以及

北部土耳其佔領區中持有該國護照之土耳其裔居民。自 1974 年土耳其派兵進入賽島後，來自土

耳其之移民與軍隊並未具有賽普勒斯公民之身分，且於 1983 年逕自宣佈成立土耳其裔北賽普勒

斯共和國（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TRNC），因該國除土耳其外，並不為國際承認其國

家地位，且於地理位置上位於賽島北部，本文以「北賽」稱之。如北賽居民、北賽政府，意指屬

於北賽政權控制下之人民與政府。相對於此，「南賽」則代表獲得國際社會承認之賽普勒斯政府。

此外，「賽島」為地理上之形容詞，意指名為賽普勒斯（Cyprus）之島嶼，如賽島歷史、賽島地

理位置、賽島土耳其裔居民、賽島希臘裔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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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新會員國的政策，便是解決該國分裂問題的新契機，藉此機會可促使賽島之

土裔與希臘裔領導人，對分裂問題尋求一永久解決方案。聯合國亦積極扮演調停

者的角色，為賽島的土裔與希臘裔領導人建立溝通的橋樑。 

 

    賽普勒斯加入歐盟問題，所牽涉的層面不僅為歐盟接納一新會員國，或是一

國國內的族群分裂問題而已，更牽涉到國際間之政治角力。在賽普勒斯加入歐盟

的過程中，土耳其與希臘一向在賽普勒斯問題中處於對立的兩方，因為賽普勒斯

入會問題使雙方關係更加惡劣。雖然經過國際社會多次的協調與努力，賽普勒斯

分裂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而賽普勒斯亦於 2004 年 5 月 1 日以分裂國家的身份成

為歐盟一員，土耳其政府與賽島土耳其裔居民的角色則更顯尷尬。然而，賽普勒

斯在加入歐盟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與政治協商，以及加入後對於賽普勒

斯本身、歐盟、地中海地區甚至國際社會產生的影響，仍是值得研究與探討的課

題。 

 

    筆者曾有幸前往土耳其遊學，對當地之自然與人文景觀留下深刻印象。與當

地民眾相處過程中，了解到賽普勒斯問題對於土耳其政府的重要性，當時即對此

議題產生濃厚興趣。適逢賽普勒斯為歐盟第五波擴大中的成員之一，國際社會對

於賽普勒斯入會問題亦相當關注，該等原因促成筆者以此做為論文主題。 

 

二、研究目的 

 

    歐盟擴大是國際關係領域中的熱門議題，屬於歐洲整合研究中一重要環節，

歐盟擴大政策不僅影響歐盟內部結構甚鉅，其接納新一波會員國的舉動，亦影響

到東歐與地中海區域之安全與發展。雖然研究歐盟的學術著作眾多，但對於賽普

勒斯加入歐盟問題卻少有深入探討，而國內有關賽島的資訊亦不甚豐富，大多為

新聞性質陳述。僅管賽島與台灣相距千里之遙，而與我國往來甚微，但仍希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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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能對往後國內的賽島與地中海研究有所貢獻。 

 

    因此，本論文擬以歐盟第五波擴大中的賽普勒斯入會問題進行研究，以求對

於賽島局勢發展以及歐盟擴大議題有更深入的了解。故本論文之撰寫目的，主要

如下列： 

 

（一）  賽普勒斯於 1972 年透過簽署聯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之方式，

與歐體建立經貿關係，然該協定不具有準會員國協定之性質，僅以建立兩者間之

關稅同盟為最終目標。1987 年，賽普勒斯與歐體簽訂關稅同盟協定，預定於 2003

年達成此目標。而賽普勒斯政府卻於 1990 年向歐盟提出入會申請，其申請加入

歐盟之動機為何？ 

  

（二）  賽普勒斯申請加入歐盟後，其入會進程並非一路順遂，過程中遭遇不少

波折與阻礙。在長達十四年（1990~2004）之入會進程中，何等因素影響賽普勒

斯入會進程之發展？ 

 

（三）  賽普勒斯政治分裂問題延宕多年，聯合國與土耳其每年均分別投注巨額

花費於聯合國賽普勒斯維和部隊(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 in Cyprus, 

UNFICYP)與經濟援助北賽，此問題更嚴重影響到同屬於北約成員國----土耳其與

希臘間之關係。而造成賽普勒斯政治分裂問題持續的癥結點為何？雖然歐盟、聯

合國、希臘與土耳其皆為此問題投注不少心力，聯合國的賽普勒斯全民公投計畫

卻功敗垂成，原因何在？  

 

（四）  南賽單獨加入歐盟後，對於賽普勒斯本身、歐盟、土耳其，以及賽島所

處之地中海區域，各造成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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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本節中，筆者將列舉有關本論文主題的文獻進行回顧與探討。與本論文有

關之相關文獻主要可分為三大類：第一、歐盟擴大相關研究；第二、賽普勒斯分

裂問題相關研究；第三、賽普勒斯申請加入歐盟相關研究。 

 

在歐盟擴大之相關研究方面，研究歐盟擴大議題學者 Graham Avery 與 Fraser 

Cameron 合著之《歐洲聯盟的擴大》（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6一

書中，介紹了歐盟成立以後的數次擴大決策以及其過程。本書主要探討歐盟第五

波擴大的行動中，歐盟內部的政策制定以及重大發展。尤其對於影響歐盟第五波

擴大行動甚鉅的歐盟官方文件「二千年議程」(Agenda 2000)有詳盡的敘述。本書

有助於筆者了解歐盟的東擴過程與歐盟第五波擴大行動之官方立場，以及歐盟對

於歐盟候選國家之農業、單一市場、環境、運輸等議題所制定之標準。 

 

    有關賽普勒斯政治分裂問題之研究文獻方面，Michael Attalides 所著之《賽

普勒斯：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 CYPRUS：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7

書中，首先闡述有關 Enosis 思想的出現原因，以及其發展經過。並說明賽島兩大

族群----土耳其裔與希臘裔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作者以歷史敘述的方式，探討

兩大族群間有關於宗教、社會地位、經濟環境以及教育制度的種種差異，並敘述

各種因素對於賽島族群衝突的影響。 

 

土耳其「3 月 18 紀念大學」（18 Mart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Mehmet 

                                                 
6 Avery Graham and Fraser Camero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7 Michael A. Attalides, CYPRUS: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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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şgüler 所著之《賽普勒斯希臘合併運動與政治分裂問題》（Kıbrıs’ta Enosis ve 

Taksim Politikalarının Sonu）8一書中，對於賽普勒斯政治分裂問題有詳盡敘述。

書中的第一部份敘述賽普勒斯問題的時代背景及緣由，並說明影響該問題的各種

變數，其中包括：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希土雙邊關係、聯合國、NATO 以及其他

國家的角色等。第二部份則對於希土關係做進一步分析，敘述「賽普勒斯問題」

與「希土關係」兩者間的交互影響。第三部份為重點所在，作者試圖為賽普勒斯

政治分裂問題作一歸納，尋求一可行的解決方案。作者敘述賽島上之與希臘合併

運動的緣由及過程，以及希臘、土耳其與其他國際勢力在賽普勒斯問題發生後的

近三十年間（1974~2002）所作的各種協調與努力，並說明賽普勒斯問題之所以

懸而未決的主要原因，是因雙方對土耳其裔北賽普勒斯共和國（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TRNC）的地位存有差異所致。 

 

    本書對於甫接觸賽普勒斯問題的讀者而言，為一值得推薦的入門書籍。作者

明確的以賽島希臘裔人士所提倡之與希臘合併運動為主軸，對賽島族群衝突問題

作一歷史性的回顧。對於從殖民時代開始賽島上希臘與土耳其裔居民之間的差

異，直到希臘合併運動的出現，以及其所帶來的衝擊等皆有所掌握。然而此書所

討論的時間、空間範圍廣泛，難以對某一時空內之特定事件有全盤性的解讀，尤

其討論賽普勒斯與歐盟間的相關章節較少，僅將歐盟與聯合國對於賽普勒斯分裂

問題的立場一併介紹，是本書較令人遺憾之處。 

 

    有關賽普勒斯加入歐盟之相關研究文獻方面，英國 Keele 大學研究歐盟與賽

普勒斯關係學者 Christopher Brewin 所著之《歐盟與賽普勒斯》(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yprus)9書中，對於賽普勒斯加入歐盟問題提出其見解。本書分別以：

希臘與希臘裔賽島居民、土耳其與土裔賽島居民，以及歐盟與其他國際勢力三種

                                                 
8 Mehmet Haşgüler, Kıbrıs’ta Enosis ve Taksim Politikalarının Sonu（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2000). 
9 Christopher Brew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yprus（Cambridgeshire: EOTHEN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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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觀點進行分析比較。作者先對 1970 年以來，賽普勒斯與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間的關係作一陳述，並說明歐洲經濟共

同體對於賽普勒斯分裂問題的立場。接著敘述 1990 年賽普勒斯提出入會申請

時，土耳其對於賽普勒斯入會案的反彈與歐盟內部的決策。對於賽普勒斯入會申

請一案，歐盟既不希望破壞其與土耳其之間的關係，亦不得不兼顧其成員國希臘

的反應，更擔心賽普勒斯入會問題會因此影響到歐盟下一波擴大，因此歐盟執委

會花了 3 年的時間才對賽普勒斯入會申請案提出其意見（Opinion）。 

 

    Brewin 認為，1995 年是賽普勒斯申請加入歐盟的重要轉捩點。由於希臘同

意不再杯葛土耳其加入歐洲關稅同盟的最後一回合談判，使得土耳其在賽普勒斯

入會問題上不再堅持反對立場，賽普勒斯入會談判方得以繼續進行。此書以 1995

年為主軸，敘述對於賽普勒斯入會一案，歐盟、希臘與土耳其三方的立場。 

 

    本書對於賽普勒斯入會案的起源與歷史有詳細的敘述，但對於入會談判方面

的論述，僅止於歐盟執委會、理事會與其他機構的官方立場，此外作者描述歐盟、

希臘與土耳其的三方互動較少，是筆者希望能夠略為加強之處。 

 

    德國波昂大學「歐洲整合研究中心」（Cent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 

ZEI）學者 Susanne Baier Allen 所主編的《洞悉賽普勒斯與歐盟關係的未來》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Cyprus-EU Relations）10書中，匯集了包括土耳其與賽

普勒斯等多國學者們對於賽普勒斯與歐盟關係的研究文獻。本書可分為數個主

題，第一主題為賽普勒斯入會案所帶來的衝擊與挑戰。學者 Fraser Cameron 首先

回顧了賽普勒斯申請經過，以及 1998 年歐盟決定開啟與賽普勒斯的正式入會談

判，此項決定引起了賽島土裔領導人鄧克塔希（Rauf Denktaş）的反彈，引起安

                                                 
10 Susanne Baier-Allen, ed.,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Cyprus-EU Relations（Bonn: Cent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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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拉與雅典間的緊張關係，以及隨後的一連串外交努力經過，目的在於促使希臘

與土耳其雙方能就賽普勒斯問題達成一解決方案。作者更提出了賽普勒斯入會案

可能遭遇的挑戰，除了分裂問題以外，一向以經濟水平符合歐盟入會標準自豪的

希臘裔賽普勒斯，亦因為政治緊張關係使得國防支出增加與觀光收入減少，導致

政府預算赤字上升；另外土裔賽普勒斯長年倚賴土耳其經濟支援，失業率與通貨

膨脹率偏高的情況，對歐盟而言更是一大難題。第二主題為安全層面。學者

Theodore A. Couloumbis 探討賽普勒斯加入歐盟後的區域安全問題，作者認為賽

普勒斯分裂問題若能解決，有助於地中海區域的安全發展，此外，賽普勒斯更應

與北約成員國希臘、土耳其與美國加強安全關係，特別是賽島距離歐陸遙遠，土

耳其在賽普勒斯安全事務上所扮演的角色則更顯重要。第三主題為經濟層面。學

者 Mehmet Tahiroğlu 以賽島土耳其裔部分的立場出發，認為歐盟與賽普勒斯政府

展開入會談判，加上歐盟多年來對北賽的禁運政策，將使北賽的經濟更加依賴土

耳其的援助，迫使北賽與土耳其政府展開平行經濟整合（parallel economic 

integration），若歐盟對此採取袖手旁觀的態度，將更加不利於南、北賽間的政治

談判。本書提出與賽普勒斯入會案相關的種種變數，同時提供了多種不同分析角

度，不論從安全、經濟、政治協商等面向，皆給予讀者相當程度的啟發。本論文

希望在論文寫作中，將本書所提之概念加以彙整，以求能對賽普勒斯入會過程中

的各種正面與負面因素，做一統整與分析。 

 

透過文獻回顧，與本論文相關之文獻可歸納出幾個重點： 

 

一、  賽普勒斯問題懸宕多年未決，是內在與外在因素交互影響使然。賽島希臘

裔與土耳其裔兩大族群間因為文化、社會、宗教等差異，為島內衝突升高之潛在

因素。主要因素則在於賽島兩大族群間之人口比例並未相等，雙方經濟實力之懸

殊差距，以及對於彼此間政治地位認知不同。多年來土耳其政府以北賽保護者自

居，誓言維護北賽居民之權利，並積極為爭取與賽島希臘裔居民同等之地位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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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亦意圖為北賽普勒斯土耳其共和國爭取國際地位。而希臘政府則不承認土耳

其於 1974 年派兵進入北賽之正當性，亦不承認北賽之政治獨立地位，故南、北

賽曾在聯合國斡旋下歷經多次談判均能未果。 

 

二、  賽普勒斯申請加入歐盟，引發土耳其政府強列反對，土耳其認為在南、北

賽雙方達成最終解決方案前不該貿然加入歐盟，如此舉動將徒增雙方談判的困難

度。而希臘以歐盟會員國之身分力挺賽普勒斯入會，導致希土兩國間關係惡化，

歐盟亦不得不在賽普勒斯問題上改變其一貫不介入立場，使歐盟、希臘、土耳其

成為賽普勒斯加入歐盟過程中的主要角色。 

 

三、  在賽普勒斯加入歐盟過程中，以賽普勒斯政治分裂問題為最重要之議題。

賽普勒斯確定成為歐盟第五波擴大的十個國家之一後，為了避免以分裂國家之身

分加入歐盟，希臘、土耳其、歐盟以及聯合國均為賽普勒斯統一進行密切協商，

然而有關賽島兩大族群間的政治地位、經濟差異以及遣返難民、歸還財產等議

題，仍然對賽普勒斯的統一帶來重大挑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寫作將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歷史研究途徑」為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所蒐集的資料包括演講、公報、報章、雜誌、期刊、歷史文獻、

書籍以及政府出版品等，從中找出研究所需之參考資料，加以分析、歸納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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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文的參考資料將以歐盟、希臘、土耳其與賽補勒斯官方及非官方出版品為

主，從眾多研究歐盟擴大的文獻中，將有關賽普勒斯入會問題的部份做獨立的劃

分與有系統的整理，以求能將此問題客觀的呈現。 

 

    歷史研究途徑主要是透過歷史資料的搜集與描述，分析各階段之前因後果，

其目的是從歷史的描述，發現某一特定時空及特殊情勢所蘊含之意義，進而分析

其前因與後果，並預測將來可能的發展趨勢。故透過歷史文獻，可了解賽普勒斯

入會之原因、過程與重大事件，並推測其未來可能的發展趨勢。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之研究範圍是以歐盟第五波擴大中，賽普勒斯的入會問題為對象，因此

在時間的劃分點上，為 1990 年賽普勒斯提出正式入會申請，至 2004 年 5 月 1

日賽普勒斯正式成為歐盟會員國為止。論述方面，以賽普勒斯與歐盟間之關係為

主要論述對象，並輔以其他相關角色之影響，如土耳其與北賽之關係、希臘與南

賽間之關係，以及聯合國的安南計畫與賽普勒斯入會案之關係。 

 

    拜現代網路發達科技便利所賜，歐盟、賽普勒斯、聯合國之網站皆蘊藏相當

豐富的資源，其中包括官方文件、重大會議紀錄或決議、演說、新聞稿、報告等

內容，這些官方資料或官方出版品為筆者撰寫本文時的主要依據，另外輔以國內

外重要學術期刊與書籍，以求能網羅各式相關資訊。本文的資料多以英文為主，

土耳其文為輔（因目前國內取得土耳其文之期刊不甚容易，故撰文時多以專書與

網路資料為參考），唯筆者不諳希臘文，對於希臘與希臘裔賽島居民之觀點，只

得透過英文文獻瞭解之，未能赴當地取得第一手原始資料，實為一大缺憾。未避

免本文之論述過於偏頗，本論文寫作時將盡力採用土耳其文與英文資料交叉比對

                                                 
11 易君博，《政治理論與研究分法》。台北：三民書局，民國 73 年，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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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求能將事實客觀陳述，而不過度偏向於土耳其之立場。 

 

 

第四節  論文架構 

 

    第一章為緒論，敘述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相關文獻回顧。 

 

    第二章敘述賽普勒斯與歐盟關係的淵源，以及賽普勒斯申請入會之動機與目

的。本章將敘述自賽普勒斯獨立建國後，與歐盟前身之關連，包括在冷戰時期，

歐盟對於賽普勒斯分裂問題採取的政策，以及兩者間的互動狀況。最後分析賽普

勒斯申請歐盟入會之原因。 

 

    第三章敘述賽普勒斯提出入會申請，歐盟以及相關國家之反應，其中包括歐

盟、希臘、土耳其與賽普勒斯間的多方政治角力與協商過程。本章首將介紹歐盟

有關第五波擴大之決策與重要事項，以及歐盟接納新會員國之入會標準。隨後分

析賽普勒斯在入會談判過程中，所牽涉之各種因素。 

 

    第四章探討賽普勒斯分裂問題與賽普勒斯入會案間之關連。因賽普勒斯分裂

問題是其加入歐盟中所需面對之最重要的問題，故將以較多篇幅做一完整介紹。

首先將介紹歐盟官方對於賽普勒斯分裂問題之立場，以及歐盟會員國與賽普勒斯

分裂問題相關國家反應與態度。其次，由於北賽問題與土耳其之政策有相當大之

關連，尤其牽涉到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一事，故本論文擬將土耳其、北賽普勒斯

與歐盟間之關係作一說明。最後敘述聯合國祕書長安南所提出的賽普勒斯統一方

案，以及賽普勒斯公投的過程與影響。 

 

    第五章分析賽普勒斯加入歐盟後，對於歐盟、賽普勒斯本身以及土耳其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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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筆者分別以政治、經濟與區域安全的角度，對於賽普勒斯獲得歐盟會籍前後

之差異做一比較。 

 

    第六章為結論。為賽普勒斯入會案之整體性評估與總結，以及對於後續研究

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