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program (OBOR) is an ambitious undertaking but 
it has not been well understood by the world, not only the people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but also the people in the other three continents, Asia, Europe and Africa, 
where OBOR passes through. It has an impact on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GDP, and 
the welfare of 65% of the world's total population. The OBOR concept was first 
revealed by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 Ping, at Kazakhstan in 2013. With today's 
advance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one would imagine that such a visionary 
undertaking would have received world-wide attention reaching every person every 
corner of the Earth. Surprisingly, it isn't so; many people have never heard of the 
acronym, OBOR, even two years after its announcement. 
The above situation is somewhat unusual to such a major global program. Perhaps it 
has caught every country by surprise thus ill prepared to take a position on it. In this 
column we explain why so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offer a description of OBOR, its 
historical origination, its economical significance and its future prospect gauging on 
its current momentum and reception by the world. Naturally, the few intellectual 
elites on the world stage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ve learned about 
OBOR, however, few of the few have engaged in communicating this amazing 
concept to the public in plain folks language. This lacking in mass communication in 
most countries obviously contributed to the mystic status of OBOR which could only 
be blamed on China for not doing an adequate PR work on OBOR and on some 
countries' lack of diligence in explaining OBOR to their citizens. There was also the 
possibility that a few nations might consider OBOR a threatening program and thus 
deliberately suppressing its news and messages. Hopefully, we will succeed to dispel 
that notion here.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entities already engaged in studies and 
dialogues on OBOR.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nsulting firm, 
McKinsey & Company, has recently offered a podcast on the OBOR subject (hosted 
by Cecilia Ma Zecha, McKinsey Publishing Singapore) after her guests, Kevin 
Sneader, Chairman of McKinsey Asia, and Joe Ngai, Managing Sr. Partner in 
McKinsey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a Hong Kong OBOR Summit where many 
ASEAN delegates attended. This podcast emphasized the magnitude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OBOR as a significant trade platform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and linking 
South China Sea, South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to Red Sea. It is no surprise 
coming from McKinsey that they probed many valid ques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urged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s to take earnest studies 

of OBOR and what it may impact them economically and business wise if OBOR 
indeed took off.
　OBOR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the One Belt, a land base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REB),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Silk Road (used in 130 
BCE to 1453 CE, Han Dynasty) a trade road linking Asia and Europe and an 
ocean based route "Maritime Silk Road" (MSR),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famous "Zheng He Voyages", a seven time ocean explo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1371-1435) reaching as far as Indian Ocean and North Pacific Ocean. 
These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s served as the basis and offered the confidence 
for modern China to offer these ambitious undertaking as glob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stimulating the world economy and advancing the 
welfare of global citizens.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silk trading roads naturally 
requires tremendous amounts of investments in modernizing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roads, bridges, ports and canals, as well as upgrading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to support the finance, banking and trading endeavors. 
As rightly pointed out by McKinsey, the establishment of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 exhibited the 
early accomplishment of the OROR program. (*The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IIB was described in an article in Understanding the US and 
China, pp 65-69, 2016, ISBN: 0977159442.)
　Although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OBOR, the history of the post-WW II 
Marshall Plan proposed by the U.S. to help restore Europe's economy, had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the Chinese. Thanks to Marshall Plan, the Western 
Europe was quickly revived in the world economy. Similarly, In Asia, Japan was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by the 'Occu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plan, 
whereas Mainland China, although an ally of the U.S., was treated as an enemy 
after the war hence never received any assistance from the West. It took a lot 
longer for China than Japan to rise up in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had not only taught the Chinese a lesson but also served as 
inspiration desiring to offer h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o her neighbors by 
proposing OBOR, in spirit, modeling after the Marshall Plan.
　Unfortunately, the U.S., driven by her exceptionalism, did not gain the same 

inspiration that Marshall Plan has impressed on the Chinese. The U.S. China 
policy has been rooted in the Cold War legacy, viewed communism as a 
forever unchangeable evil.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as never seriously 
investigat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communism under the deeply 
entrenched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na 
may have had the desire to implement a pure communist society prescribed 
by Marx in the 50's but she had learned her lesson through bad experiments 
since the 60's and 70's to realize that she needed her own system compatible 
with her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People's welfare must dictate the 
political policies but political policies must be delicately implemented and 
managed by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derived from people's political power. 
This representative system is not one person one vote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implemented on every level even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U.S. China currently conducts her political reform under one dominant party 
(CCP) with her political platform shaped with people's power (People's 
Congress) in an unique way. Proposals like OBOR bear people's welfare in 
min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people extend to all people under 
the Heaven. One salient point, China must make and convince the world is 
that OBOR is a win-win global development plan not a hegemony scheme to 
gain national power as a few naysayers claimed.  
　On today's global economy, many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and China are 
heavily engaged in debt-financing, that is, borrowing money to finance 
programs which can yield returns in the long run. China's OBOR must be 
viewed as such, not as an imperialist program. China's old silk roads were 
never meant to be imperial road to expansion. China's modern silk roads do 
not bear that trait either. Any country opposing OBOR either does not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urce of inspirations or is jealous 
of its potential impact. In reality, OBOR is a program that will benefit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person on earth. OBOR is no doubt a visionary program 
offering a common dream to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China is 
in the right position to lead the effort. China is smart to kick off both SREB 
and MSR in the same time, since they are compli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they serve as mutual insurance to each other to warrant China's initial $100B 
investment. In my opinion, from private investor's point of view, the OBOR 
investment is no different from any good AAA infrastructure bond 
investment. The risk involved will quickly diminish as many countries are 
getting on board. The OBOR program is too attractive to be sabotaged by 
anyone. One good advice McKinsey should have made in its podcast is to 
encourage Japan and the U.S. to take a positive stand to gain benefits rather 
than taking a negative position giving no one any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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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China's World Development Program, OBOR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曾幾何時，台灣光復節曾是台灣繼雙十國慶
之後最主要的節日，現在不要說沒有什麼人紀
念，知道什麼是光復節的人也寥寥可數。這次由
海外人士催動的《紀念台灣光復七十一週年日據
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還是在略經周折，夾帶在
《私密的傷㾗》的畫展中展出。可嘆！一個不尊
重自己歷史的人，會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流失？

經過半年的努力，《私密的傷痕》國際巡迴展
終於在臺北中正紀念堂盛大開幕，因為地點好，每天有上千人參觀。希望這
次展覽能提升台灣及國際人士對這個議題的認識。

本期繼續登完王啟逡先生的《琉球復國運動對東海地緣政治的影響》，這
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可惜因篇幅關係，必須分三次才能登完。李景科的
《琉球復國運動的未來》代表一部分大陸人的想法。琉球復國運動肯定不是
一蹴可及的，如何達到目的，也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一帶一路》是中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行動指標，Dr. 
Wordman  的文章幫助我們瞭解《一帶一路》的意義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本期 任編輯 陳憲中                              責  ,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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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琉球國，自被日本非法侵略佔領改
稱所謂"沖繩縣"開始，琉球人民以各
種方式的反抗和抗爭就開始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原琉球
國應該回歸中國或獨立，但是，中國
當時的政治家只考慮個人利益，沒有
國家民族和領土真正完整的長遠見
解，錯過了歷史的機會。

今天，琉球復國運動的組織或活動
繼續存在，但做了什麼？仍然是"文
鬥"，不定期的集會，表面的幾篇文
章，向日本，美國或聯合國遞交一些
文告，這些有意義嗎？有，說明琉球
人民和世界認同琉球中國一體歷史觀
的人民始終在努力奮鬥。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也學過世界和
中國戰爭史的無名之輩，筆者個人的

觀點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世界
上所有國家的建立或複國，無論成功的
或失敗的，一律是一個道理，就是毛澤
東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才是真
理。巴勒斯坦的建國運動何其艱難，即
使建立了武裝力量進行武裝鬥爭，聯合
國很多成員國都予以承認，但世界強權
大國把持聯合國，其目標的實現也是難
上加難。琉球 國運動組織與巴勒斯坦
國相比，那是不可比的，所以，只有在
如下組織架構基本完成的前提下，才能
夠有可能。如果按照目前的步調走，五
百年以後也實現不了。

成立琉球復國運動委員會
必須由原琉球國人後裔為主，聯合

復

世界上一切支持和贊同琉球 國運動的
人們，成立組織系統完備的琉球 國運
動委員會。

成立一個致力琉球 國為政治目標
的政黨，在成立琉球 國運動委員會
後，必須建立一個有強大凝聚力和戰鬥
力的政黨來領導，領導人民展開在所有
領域的琉球 國鬥爭。這個政黨是什
麼，應該由琉球人後裔為主體選擇。

爭取琉球 國的政黨必須構築如下
組織機構：政治部，軍事部，情報部，
組織部，宣傳部，反滲透鋤奸部，文化
史料部，外交聯絡部，後勤後援部。

組建公開和秘密的武裝力量
琉球 國運動委員會完全組建後，

組建公開和秘密的武裝力量十分必要，
因為，只有槍桿子才能實現立國 國的
目標。這才是琉球 國運動的未來。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研究

者 ， 58歲 ， 著 作 《 丹 東 歷 史 探 微 》

（ 2013年 ， 哈 爾 濱 地 圖 出 版 社 ） ，

《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年，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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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復國運動的未來
◎李景科

參、台灣執政當局可採取之作為與
因應策略

日本政府之主權主張，1969年美國
表示準備將琉球群島的施政權歸還日
本後，日本為了藉由取得琉球群島完
整的主權，進而取得釣魚台列嶼，於
是極力劃清該列嶼與馬關條約之關
係，並主張該列嶼係日本以無主地先
佔的方式取得。1972年3月8日，日本
外務省以「關於尖閣諸島的領有權問
題」，正式發表官方主張，聲明日本
國對於尖閣諸島擁有領有權。

釣魚台列嶼的海底資源可能擁有大
量的石油與天然氣，且位於東海中
部，距中國福建省與日本琉球距離幾
近相當，具有重要國防價值。對台灣
地區而言，更是北方海域的前延哨
點，可增加台灣北部海防的戰略縱
深，甚可言謂為台灣北方海洋國土之
鑰。該列嶼之最大島嶼「釣魚台」之
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在該島上可修建
雷達站、氣象觀測站、小型機場、導
彈陣地、輕型軍事艦艇小型基地，進
而達到對東中國海整個海域之控制。
台灣係一海島類型的政治實體，故而
海洋資源與航運係台灣之生命命脈，
若果如文中所推論者，則日本若取得
釣魚台列嶼之主權，必對台灣造成重
大影響。是以，台灣執政當局不論係
國民黨主政或係民主進步黨主政，基
於憲法架構下的領土主權完整性、國
家尊嚴及永續發展，皆因將釣魚台列
嶼之主權置於國家核心利益，不容退
縮。吾等不應只防範中國大陸，亦當
密切注意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由於日
本宣示釣魚台之主權，使其領海向台
灣東北海域挺進20海浬，其亦可能將
海上巡防區域擴張至台灣北部外海。
日本之武力遠勝於台灣，琉球群島之
地理位置亦對台灣有潛在威脅，該群
島南端之八重山列島乃係日方之左側
箭頭之前進據點，直逼台灣宜蘭與花
蓮外海，若其又取得釣魚台列嶼，則

可藉該列嶼地理位置之勢，成為其右側
箭頭據點。在日本廢除和平憲法積極擴
軍之際，我方亦須積極作為以備不時之
需。

鑒此，筆者認為釜底抽薪之計乃係
使日本政府之主張無效。簡言之，即係
協助琉球獨立建國。本次美軍軍紀敗壞
及反基地運動已使日琉之間出現裂痕，
筆者與自決運動者交談間，其甚盼外界
奧援，並願與東海各國共同享有資源並
共同開發共建東海為和平之洋。其亦盼
望琉球有朝一日能成為非武裝的永久中
立國。然目前多數琉球人民尚期望日本
司法能公正審判，給予翁長判決勝訴。
但安倍政府已將其脫鉤並將其視為一般
地方選舉，而依據日本憲法的自衛權為
國家高權性質，安倍必不顧選舉結果是
否為何，將繼續按照計畫推動基地建設
計畫，將琉球成為其對中前緣陣地第一
線。筆者認為目前日本司法界的作為乃
係使地方與中央進行訴訟和解，而日本
安倍政府目前亦採取暫時停止行政處分
執行的緩和策略，但根本問題的美軍撤
離不解決前，這些暫停執行的措施都無
法帶來法的安定性，而若安倍政府回復
執行時，日本的行政法院勢必必須做出
判決，這點如上所述，不利於沖繩縣政
府的因素仍在，故前景仍不容樂觀。

另外，本次訴訟已非日本國內法問
題，尚涉及美日安保條約。就國內法而
言，國防事務乃國家高權，非司法審查
範疇，但翁長乃係以行政程序不合法為
由提出訴訟。日本法院自不得駁回訴
訟，但因涉及國際條約執行問題，受到
條約必須遵守原則。且日本戰後憲法源
自美國，美國司法實務對於涉外條約訴
訟上之見解可作為本次訴訟預測。
1900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哈巴那號船：
「國際法是我們法律的一部分，當依據
國際法的權利問題提交裁決時，具管轄
權之法院須予以確認並適用之。」而國
際條約則係依據，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一
項：『本憲法、與依據本憲法所制定之

合眾國法律，及以合眾國之權利所締
結或將締結之條約，均為全國之最高
法律』當然成為美國聯邦法律的一部
分。』，筆者認為日方最後的訴訟判
決可能亦會採取同樣見解，將美日安
保條約作為最終審判依據，而給予沖
繩政府敗訴判決。

筆者認為，在無論沖繩縣議會改選
或參議院改選的勝敗選均無法阻止基
地建設、訴訟和解下暫停基地建設的
日本政府對沖繩反基地運動的和平示
威抗議下，仍持續保持鎮壓及逮捕手
段，沖繩縣民對於日本政府的信任將
大幅減弱，且基於歷史的悲情記憶作
用下，正為我方提供可具體協助的空
間，給予資金上的扶持，我方可操作
的事項主要有下述五大項：1、使其繼
續推動琉球母語教學活動；2、二戰歷
史遺跡與博物館的維護及新建；3、推
動並協助琉球自決公民團體組建；4、
提供異地教育訓練與留學管道培植琉
球自決運動新血；5、提供商業廣告給
琉球自決派新聞媒體使其聲勢與財力
壯大。筆者深信假以時日，透過民族
自決公投，將可使琉球獨立成一非武
裝中立國，使日本政府主張失去依
憑，或弱化其國際法上合法性。

肆、結論
筆者認為我台灣地區目前國際能動

性受限制的條件下，要使日本願意與
我和平共享釣島資源無疑是緣木求
魚。與日方升高衝突使用武力更非台
灣政府能力所及，故應採取建構主義
的模式去使目標達成。筆者認為雖然
吾國亦為東海爭端海域的當事聲索國
之一。但於現況不允下，似應採WTO形
式為之，亦即將我國定位為一政治實
體，名稱部分則涉國內政治角力，於
此不予論述，但筆者認為應盡量與
WTO組織名稱一致較佳。若以政治實體
來處理釣魚台列嶼爭端海域問題時，

則所有相關爭執國家可用政治實體概
念來籌設一新的區域組織，筆者暫且
將其定名為釣魚台列嶼爭端區域開發
管理基金組織。該組織係以政治實體
為成員，故台灣亦可成為組織成員之
一，如此則可將釣魚台列嶼爭端海域
之所有周邊當事國納入組織內，藉此
則可免除缺漏憾恨。

為何我方應支持琉球獨立，其目的
乃係透過此一舉措去影響日本政府的
決策，進而改變我方不利地位。若琉
球獨立成功，則日本政府所能主張區
域及理由受到來自其國體領域變化而
限縮。另外，聲索國多元化勢必使得
釣魚台海域的能動者不在僅止於中、
日雙方。透過籌組此一新的國際組
織，我國亦能成為釣魚台海域的能動
者，將原本台灣當局不利地位改善，

琉球復國運動對東海地緣政治之影響（下）
◎王啟逡

且多元化的情況勢必需要透過國際政
治民主化來達成，如此一來不在是簡
單的兩極對立體系或是零和賽局。而
必須轉置為複合賽局模式與兩強兩小
的多邊互動。而和平開發對四方都是
最有利益的選項，戰爭都可能導致另
外三者的聯合下，形成國際建制並制
定共同行為準則反可降低交往成本。
此外，在此一組織下，能將台灣與琉
球的能動性提升到與中國與日本並肩
而行。亦即透過組織的作用，可以將
弱小政治實體的地位提昇到與主要大
國類似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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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在戰爭發動者的宣傳中，女性是
士兵勇氣的來源；在戰爭實際行為
裡，女性是生命的照護，同時女性切
也被迫參與戰爭最醜陋的一面。」的
確，慰安婦，亞洲女性最悲慘的記
憶；是日本軍隊於二次大戰期間造成
女性最陰暗最痛苦的傷痕故事。

人類到底需要有多長遠的洞見才能
看見正確的方向？一位女人又要有多
大的勇氣才能解開枷鎖說出埋藏心裡
黑暗深處的話？

《私密的傷痕》，這項國際藝術交
流巡迴展第四站來到台灣台北中正紀
念堂展出。我很幸運地很夠負責台灣
展區藝術家的邀請工作。

展覽緣起於「慰安婦」議題自二戰
以來從未受到應有的正視，即使在度
過二戰後70 週年的今日，這些曾受過
傷害的慰安婦仍在世界各處，忍受著
歷史噤聲所帶來的難以癒合之傷疤。

展出來自14 個國家，不同世代的63 
位藝術家，聯手探討全球視野下、戰
爭歷史記憶中，女性身體的主體意
識，也反映今日世界存在的性別暴力
衝突。藝術家們在當代脈絡思維下以
作品凝視難以言語的歷史真相，揭漏
出個人對此議題的深度反思、也揭開
了歷史無法癒合的傷疤。

展覽主要目的，不只在促進社會大
眾對女性在戰爭衝突中所受的暴力傷
害有更清晰的認識，同時也希望提升

大眾對隱而未顯的女性人權議題的關
注。這項以性別議題的藝術交流計劃，
集合了來自不同世代藝術風格作品，提
出一個有關人權、女性、歷史的多元語
境。

展出三大主題分為( 一) 歷史境域( 二) 
傷痕記憶( 三) 當代新語。作品媒材涵蓋
攝影、繪畫、雕塑及錄像作品，風格從
具象寫實到抽象裝置，當代觀念到現代
繪畫，不論在創作時間軸與作品內容之
多樣性上都呈現極大跨幅，藉此帶給觀
眾不同面向的視野，期盼引起社會的共

鳴，共同思考如何彌補這歷史傷痕。
慰安婦，一群人類黑暗歷史見證

者，也是受害者，內心隱藏無法控訴
的言語，在台灣曾受徵召的有1200 位
女性，現僅存三位沈默地生活在台灣
角落，願藉由「私密的傷痕」展出，
昇華歷史的悲傷，以藝術作品照亮世
界上最黑暗的角落。

蔡文祥，藝術家及專業策展人。獲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攝影藝術碩士學位。
出版巜敢動年代》攝影專集。

◎蔡文祥

   

永誌不忘---「慰安婦」亞洲女性傷痕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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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鴉片戰爭後，封建中國不得不面對資本主義先進列強的蠶食鯨吞。無
以數計有良知的愛國知識份子從此朝著如何「現代化」的道路，展開漫長而艱
辛的尋索以及分歧的實踐。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通過1874年4 月派兵進
攻牡丹社原住民，展開侵略中國與併吞台灣的歷史。

1885年，台灣建省。劉銘傳撫台，開展台灣現代化的建設。
1895年4月17日，甲午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淪

為日本的殖民地。因為台灣的割讓，於是就有了台灣問題的產生，台灣人的祖
國意識與棄兒意識也隨著歷史的進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發展。

兩個甲子的時光過去了。然而歷史遺留的台灣問題與釣魚島問題不但尚未完
全解決，戰爭危機更可能一觸即發。歷史的問題必須歷史地解決。做為台灣社
會主體的台灣民眾們，為了維護東亞和平，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根本解決台灣
問題與釣魚島問題，永保安和樂利的太平生活，讓我們一起通過觀賞圖文展
覽，認識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反抗史與身份認同，克服日本殖民統治帶給台灣民
眾的種種創傷，從而走向幸福的康莊大道。

   
開幕式：10月25日
                    10:30

展期：  10月25 日～11月15日
        10:00～17:00（週1～週5）
        10:00～18:00（週6～週日）

地點： 新北市淡水海關碼頭博物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9號（紅毛城對面）

            亞太事務研究中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中華保釣協會

紀念台灣光復七十一週年紀念台灣光復七十一週年
日據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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