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份剛剛出臺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是
1997年以來的的首次修訂，最主要的差別就
是：不管日本有沒有事（緊急狀況）、不管週

邊有沒有事態，日本都可以動用武力。配合日本的修憲動作，無異把惡
獸放出牢籠，亞太地區還會有寧日嗎？ 

人類數千年的進步，把科技文明推到極致，卻仍然沒有學會以合作代
替對抗是最佳選項的道理。小至一個區域，大至整個太空都能找出可以
合作的契機，但是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真的不能提升自己了嗎？ 

自從中國大陸積極參與保釣活動，很多人懷疑民間保釣是否還有必
要。本月份的APEC會議，中日領袖有可能破冰，雖然我們不致於擔心中

國領導人會做岀損失國家權益的事，但既使再來一次「擱置」，對保釣
運動也是一個大倒退。衡諸新《美日防衛合作協定》的內容，再一次
「擱置」，恐怕連我們孫子的孫子，都看不到收回釣魚台的日子了。只
要我們保持釣魚台問題歷久常新，兩岸政府就不可能出賣它，也許我們
的兒子（鄧小平說的「下一代」，就能看到收復釣魚台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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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months ago, I wrote an article, "Can Jade Rabbit 
(Yutu) Help Win The Space Exploration For Mankind?", when 
China sent the space lab code named Jade Rabbit (Yutu) to the 
Moon. I commented that the U.S. mainstream media kept silent on 
that event, deliberately buried the news under the media rug. I also 
call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pace exploration, since the 
endeavor is challenging for any single nation. I was thinking then a 
joint project in space science may focus mankind's energy on 
collaboration than squabbling over Earth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pute over Diaoyu Islands. However, In view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 Pivot to Asia, targeting China as a new Cold War enemy and 
tension with Russia over Ukraine, I was pessimistic about such a 
gr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are the principal players in space research; China 
made significant strides despite of being a late comer and isolated 
from a U.S. led international space research.

Yutu, the Chinese Moon Rover was carried by Chang'e 3 
and landed on the moon on 12-14-2013.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 to 
make a soft landing on the Moon, a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 by 
the Chinese space researchers. Yutu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lunar surface and to perform a number of experiments powered by 
solar energy. In March, 2014, Yutu had problem positioning its solar 
penal but then the latest news revealed that Yutu was still alive and 
able to  release a panorama view of the Moon surface just in time 
before the Chinese world-wide celebrating the Moon Festival.

In August, 2014,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f Defens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at a 
recoverable moon orbiter will be launch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Flown from Beijing to Xichang, Sichuan and transported to the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this orbiter would be the test 
model for the new lunar probe Chang'e 5, whose mission is to land 
the orbiter on the Moon surface to perform unmanned sampling and 
to return back to Earth. The breakthrough challenges are takeoff 

from the moon surface after sample encapsulation, ducking with the 
orbiter and high-speed earth reentry. No doubt, this mission should 
make further inspiration in space travel, if everything went well. 

thOn September 4 , China successfully launched her Long 
March 2D, a 13 story rocket, carrying two satellites, Chuan Xin 1-04, 
each weighing 90 kilograms, into orbit. These satellites are a series of 
small satellites to form a 'store and forward'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in low earth orbit. The first satellite of the series, 
CBERS-2 Earth Observation Satellite, was launched in October 2003 
and the next two were launched in 2008 and 2011 respectively. As a 
store and forward satellite, the CX 1-04 can receive data packets from 
remote ground stations such as weather station, water-level 
monitoring devices or sensors on electrical grid or pipelines, store 
them in their onboard memory and then downlink to a ground station 
for distribution. Long March 2D can launch payloads up to 3500 

thkilograms. This launch was China's 4  orbital mission of the year and 
third in the last four week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China has a viable 
transport technology for space travel.

The U.S. was the first country landed human (Neil 
Armstrong, Mike Collins and Buzz Aldrin via Appolo 11) on the 
moon on July 16, 1969.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has demonstrated a long list of glorious 
achievements over half a century. From the first Mercury astronauts 
to the present, over 300 people have travelled into orbits on U.S. 
spacecrafts. Well said in a history book by NASA, "The first 
astronauts went along stuffed into capsules barely large enough for 
their bodies, eating squeeze-tube food and peering out at Earth 
through tiny portholes…. flights lasted only hours. Today, … launch 
seven people at a time to spend a week living, working, and exploring 
aboard the Space Shuttle. …. crew members from various nations 
keep a permanent human presence aboard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This is a proud history for Americans but also for the 

whole mankind. Spac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dvanced to extend space travel in range 
and sophisticated human operations in space. These advances inspire us to entertain a 
dream: "a permanent human presence off Earth". The challenges ahead are beyond 
rockets, takeoff and landing,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travel comfortably in space and 
how to stay and live there.

The ISS was first launched in 1998 and 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occupied and 
visited by spacecrafts from 15 nations since 11-2-2000. As of 9-11-2014, 214 individuals 
and 358 spaceflights have made to ISS with Americans and Russians being the dominant 
parties. Notably, China was not a partner of ISS but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experimental 
space station, Tiangong 1, in September 2011 and officially initiated her permanently 
manned Chinese space station project. In 2007, Chinese vice-mini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Xueyong said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SS. While 
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 was open to China's inclusion, the U.S. was against it 
concerning over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ended in military use. The U.S. had similar 
concern about Russia but they were overcome; Russia brought in substantial 
technologies and astronaut experience.  The funding of ISS is committed by the U.S. to 
2024 and by Russia to 2020. The recent Ukraine crisis has cast doubts on the Roscomos 
(Russian's space agency) ISS funding beyond 2020. President Barack Obama declared a 
mandate that U.S. astronauts would no longer rely on Russia for transport. NASA, in a 
recent historical announcement of privatization of space travel with ambition to land 
humans on Mars, the agency awarded Contracts of nearly $7 billion to Boeing and an 
upstart SpaceX to carry astronaut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by 2017. These 
changes certainly put ISS. the most ambitiou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ject, in 
uncertainty.

China has expressed interest in joining the ISS project and China's manned 
Shenzhou spacecraft could dock at the ISS barring political objection according to 
American observers. Presumably China is willing to contribute funding and share her 
technologies with all partners. Why is the U.S. manag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project under the umbrella of world politics rather than treating 
ISS as a noble, valuable and common goal for all mankind beyond politics? Today, the 
global economy dictates all global corporations (and nations) to think as a global entity. 
Why can't ISS be managed like a global corporation to achieve its intended goal?
 As a key organizer partnering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Space Explorers (ASE, 
an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over 395 astronauts and cosmonauts from 35 
nations), China's Manned Space Agency is hosting the landmark gathering in Beijing 
from September 10-15 to talk space cooperation. The conference theme is "Cooperation 
to Realize Humanity's Space Dream Together" with a goal to encourage open discussion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uman spaceflights in the future. The U.S. should take 
a lesson from CEO 101 to redefine her strategy with ISS and her space programs to 
support the human dream.  Focusing on space cooperation together rather than scheming 
over limited Earth resources in the Pacific i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S. and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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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延昭

轉眼間保釣運動已經過了四十
多年了。其中最感欣慰的是兩岸政
府都挺身而出承擔起捍衛國土不容
日本侵犯的責任。最感到驕傲的事
是適逢其會能參與到呼籲和督促政
府保土衛國和提醒美國當局不得染
指釣魚台作出微薄的努力。

回想四十多年前，談到保土衛
國我們都熱血沸騰。當年在研究院
學的，做的和寫的大都忘得乾乾淨
淨。惟保釣的活動卻都歷歷在目。
開幾個小時的車去紐約示威遊行早
已司空見慣。「熱血」歌聲「同學
們大家起來....」，「釣魚台戰歌」
響徹雲天。當年我們波士頓話劇團
演出的曹禺作的話劇「日出」，在
MIT 一周場場爆滿。 遠征到哥倫
比亞大學演出更引發了當時國民黨
的假置炸彈恐嚇無意中反幫忙我們
大事宣傳。對美國政府，我們支持
楊振寧，吳仙標的國會聽證，曾經
寫信給麻省的兩位參議員（Senator 
Edward Kennedy, Senator Edward 
Brook) 申述釣魚島的歸屬，都獲他
們和國務院的回應。各地的保釣勇
士更不顧安危嘗試登上釣魚島令人
欽佩。大家的努力事實上起到了團
結、組織美國及海外學者，留學生
同仇敵愾、共同保釣的作用。

四 十 多 年 後 的 今 天 ， 使 我 們
『保釣』人士高興的是，兩岸政府
都以負責的態度去宣示釣魚島主權
屬於中國，並作出行動。反思自
問，身為長居海外的華僑面對時
局，在保釣方面我們能做些甚麼？
我以為，以下四點是我們今後努力
的方向：

一、反對修改二戰後為防止日

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和平憲法』。
二、站在海外華人的獨立立場

上，一方面，堅持尊重歷史事實，
維護二戰成果，釣魚島應回歸中國
的立場，另一方面，堅持中日雙方
以和平方式解決『釣魚島爭端』的
原則，促進釣魚島和平回歸中國。

三、通過輿論，推動美國政府在
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按二戰後
美國的做法，保持維護國際法和公
正中立的態度。

四、編寫《保釣運動全史》。
在執行方面，我們可以考慮做如

下的努力：
1. 清明史實，宣傳教育
把保釣的發展史編成易讀易懂的

書本，作為以後保釣工作的參考依
據。部分內容可篇入兩岸的教科書
作為國民教育，代代相傳。妨如台
灣世興大學的林孝信教授已把保釣
運動的資料存案用作教學的參考。
編寫歷史必須得把釣魚島發展的史
實清楚交代，不宣染，不政治化，
誠實交代取信於民。深信此般誠信
會對它曰團結國民，組織成保釣大
同盟很有捭益。為了讓國民認清真
相，應提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茨
坦條約簽署後但無法轉交離島給中
國的實況及六十年代初聯合國主持
下的舊金山條約的結果。而不可只
慣用陰謀論，美日勾結，政治化的
以偏蓋全，蒙蔽百姓，令人無所適
從。

普及宣傳，可通過電視節目，專
輯向國人介紹保釣運動的經過和政
府保土衛國的決心。

在各地的報章網站發表文章以作
溝通並正視聽。組織研討會，多向
家人親友社團分享見解，尤其想法

爭取美國社會和日本愛好和平人士
的共鳴。

2. 齊心團結，群策群力
把全世界各地的保釣聯盟團結

起來，定期集會，利用網站去交換
資訊組織活動。相信一旦組織起
來，動員起來我們就變成一強有力
的單位去推動我們的意旨。

3. 一致對外，化危為機。
從 現 實 出 發 ， 隨 著 日 本 的 修

憲，軍演，軍購和不停的登島演
習，中方是再也不能坐以待斃。國
內的離島機場建設，台灣太平道的
駐防和加強防衛等都已是燃眉之
急。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海
外學子和留學生是可以多倡導兩岸
政府早日坐下來共同協商，既可避
免擦槍走火更可雙互支援。

保釣不是要與日本為敵，更不
可被利用助長日本的軍事發展。保
釣只是中國步向繁榮富強，保衛疆
土，確立海權和消弭東南海爭議萬
裡長征的一步。保衛釣魚台是炎黃
子孫全民的事，在這個保土衛國方
面,對生活在海內外的國民是完全
一致的。關鍵在於如何去體現此般
見識，發揮起各人的愛國情操，化
解歷史包袱，個人恩怨。讓政府做
政府的，軍隊做軍隊的，百姓做百
姓的，華僑做華僑的，既整合又分
工的努力。深信要是能上下齊心，
保釣工作自然會水到渠成。時間，
時勢都在我們這邊，釣魚台歸由中
國管理只是遲早的問題。

保延昭, 退休。長期從事中美商
務科技合作。積極參與美國保釣運
動，滋根基金會，中國捐書計劃，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等。

Use Space Cooperation to Unite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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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能為保釣做甚麼？
～一位老保釣的感言～

日美兩國政府今年10月8日公佈
了《日美防衛合作指標》修訂工
作的中間報告，而最終報告將在
今年底或明年初公佈。該中間報
告表面強調修改指標能夠讓兩國
為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做 出 更 大 貢
獻 ， 而 背 後 則 有 各 自 的 利 益 考
量，更包藏著狂妄的野心。

今 年 上 半 年 ， 美 國 已 明 確 表
態，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
歡迎日本強軍政策。在該中間報
告中，美國宣稱日本自衛隊活動
的擴張符合日本和平憲法，兩國
需要發展更平衡更有效的具有“全
球性質”的同盟關係。

《日美防衛合作指標》最初制
定於冷戰時期的1978年，旨在防
範“蘇聯可能發起的進攻”。1997年
第一次修改指標時，朝鮮問題成
為 兩 國 應 對 的 重 點 目 標 。 2012
年，日本政府單方面推行所謂釣
魚島“國有化”，並且借機向美提出
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標》。此
後，日方又多次炒作“中國威脅”，
試圖將修改指標與應對中國提升
軍力掛鉤。這次修改，中國儼然
被日美兩國當作加強防衛合作的
假想敵。

當初的日美防衛合作，美國選
擇日本作為其亞太地區的重要戰
略盟友，日本依附美國來擺脫戰
敗國的困境。這種軍事同盟之所
以延續至今並不斷提升，推動力
就是雙方得以各謀其利。美國實
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需要日本這
個地區重要力量提供支援。日本
可以依靠美國力量，在與周邊國
家的博弈中佔據優勢，並且借機
突破和平憲法對其軍力發展的限
制，實現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的
戰略目標。

日美提升防衛合作，雖然是一
拍即合，但是日本包藏著更狂妄
的野心。日本軍國主義雖然在二
戰中碰得頭破血流，但是稱霸世
界的野心從來就沒有泯滅，並且
一直在伺機為其戰敗投降翻案，
妄圖改變戰後國際政治秩序，而
這一政治秩序正是美國主導的三

藩市對日和約和聯合國框架所確定
的。戰後美日兩國關係一直是“美主
日從”的格局。此次美國要求日本在
全球範圍內支持美軍的軍事行動，
仍然幻想還是由美國發號施令，日
本隨從回應，並且認為完全有能力
控制日本的發展方向。然而，時過
境遷，如今的日本，已經尋求在兩
國防衛合作中平起平坐，更何況獵
潛、掃雷等軍力已經處於世界領先
地位，在尖端軍事技術研發、先進
武器乃至核武器製造等方面都蓄勢
待發。若任其發展進攻性武器並軍
事外向化，日本軍國主義這頭怪獸
或將衝破牢籠，屆時美國再想對其
控制，恐怕力不從心。

再者，美國意圖通過美日防衛合
作來實現“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非
明智之舉。美國和日本都是世界上

的經濟和軍事強國，這樣的強強聯
手，儘管美國無意，但是日本有
心，蓄意劍指中國。壓制與反制，
歷來是大國博弈的常態。備受壓制
的俄羅斯，近來頻頻向中國示好，
拖延多年的能源合作已經展開，對
華禁絕的尖端武器銷售也已提上日
程，藉以拉攏中國，希望在亞太地
區形成中俄反制美日的態勢。中國
堅持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受
到美歐限制對華尖端技術和武器出
口的情況下，不得不購買俄羅斯的
尖端武器，實屬被迫的無奈之舉。
如果真的形成這樣的政治軍事格
局，將是美中兩國都不願意看到
的。中美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彼
此的成功與失敗都與對方息息相
關。有競爭，但避免對抗，更要杜
絕衝突，當是兩國的共識。

結盟和強權從來就不是維護世界
和平的正確途徑，緩解矛盾、合作
共贏才符合時代潮流。冷戰時期兩
大陣營劍拔弩張地對抗的悲劇，難
道還要重演嗎？

作者：吳廣義，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

◎吳廣義

一．
在中美關係中，臺灣是一個突

出的關鍵要地。無論從什麼觀點
看，中（大陸）美任何一方不可
能放棄臺灣，使對方獲得優勢。
任何一方也不可能在臺灣獲得全
勝，排除對方。在長期宏觀觀點
上，中美合作是維持未來世界和
平發展的最佳格局，因此，中美
雙方都必須盡力在臺灣問題上降
溫而加強和平與友誼的關係。臺
灣本身也必須積極努力，發揮能
夠獲得雙方認可的平衡作用，避
免 使 臺 灣 成 為 中 美 間 摩 擦 的 因
素，從而在兩大之間也有較大的
轉圜空間，自求多福。

臺灣已經很有貢獻。馬政府高
瞻遠矚，開拓了與大陸的關係，
同時保持著同美國的密切關係。
大陸不覺得他親美太甚，美國也
不覺得他跟大陸走得太近。在兩
大之間，成功地處理這個微妙關
係，近年來臺海風平浪靜，是了
不起的成就。

美國信任馬政府能維持海峽兩
岸 的 和 平 發 展 卻 不 會 走 向 “統
一”。馬有能力與大陸談判不失分
寸，馬不會親共，國民黨不可能
倒向中共，比若干沒有原則的政
客 更 堅 定 ， 因 此 獲 得 美 國 的 信
任。美國不放心民進黨與大陸來
往而不發生摩擦甚至出事。民進
黨恐懼所謂“統一”，的確反映不
少民心。但是民進黨不能過分；
一旦過分，大陸必不答應，臺海
有事，將給美國極大的麻煩。作
為世界員警，美國要的是安定穩
定，平衡發展。臺灣搞獨立，必
然有日本在後面支持，美國也不
願意臺灣再度變成日本擴張的墊
腳石。二戰是前車之鑒。

中國大陸信任馬政府，知道國
民黨有基本的民族主義立場，不
可能搞“獨立”，不可能親日，也
不 可 能 幫 助 美 國 反 華 。 這 個 底
線，使大陸放心。而且馬政府願
意與大陸建立密切的社會經濟文
化 關 係 ， 所 有 關 係 都 放 在 臺 面
上，不會發生意外，使大陸能夠
集中精神去處理其他要務。

馬政府不能左袒（親中），也不
能右袒（親美），必須維持平衡。
但馬政府卻也不能“獨善其身”，兩
邊不沾，那將使得臺灣自閉而亡。
臺灣只能開門走出去，才有生路。
臺灣不少人擔心大陸化，就需要積
極推動“國際化”。

臺灣希望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和東南亞聯盟與中國
的10+1，增強臺灣經濟，並且感到
有國際地位，感到安全。但是政治
意味較濃，大陸可能會猶疑。教育
是沒有尖銳觸角的軟實力領域。臺
灣的最佳選擇，莫過於引進美國的
精英大學到臺灣去設分校。

二．
臺灣今天的種種成就，歸根結

底，是過去數十年教育工作的功
勞。教育成就，是臺灣立足於世界
的關鍵因素。臺灣未來的生存和競
爭力，勢必是依靠掌握國際上最先
進的知識，和擁有廣大的人才關係
網。臺灣既必須培養本地的精英，
更必須進而吸引國際人才到臺灣參
加各方面的建設。

近年來，臺灣大學以上教育漸漸
有偏安自足的習氣，出國留學生減
少，蓄才域外的人才也漸漸減少。
與當前全球積極進取、突飛猛進的
趨勢大相逕庭。臺灣的大學數目很
多，但是有的質量不高，而最好的
臺灣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中仍然裹
足不前。教育家對這個現象已經紛
紛表示擔憂。

引進美國大學，成為臺灣教育的
有機部分，會提高臺灣本地大學的
水準。借助引進美國頂級的大學，
臺灣的大學將不得不全力改革和提
升，面向世界，提升為名列前茅的
國際性大學。臺灣有機會擁有兼具
東西方文化教育科技最高水準的國
際性學府，從而提升整體國際地
位。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
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
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
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
質疑開始的。

以臺灣教育　　中美關係（上）

◎吳章銓

附錄：
美日修防衛指針！日本擴大支援美軍
日本朝日新聞(Asahi shinbunsha)2014年10月4日報導，美日將完成修訂防

衛合作指針，內容將記載日本對美軍的支援是全球規模。日本的安全保障
政策框架大幅改變，可能引起周邊國家的反彈。

美日兩國政府預定10月8日在東京召開外交國防局長級協商，並公佈新版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中期報告。

現行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於1997年修訂，就平時、日本有事(緊急狀況)、
周邊事態等3種情況，規範美日防衛合作的內容。其中規範，日本即使沒遭
受直接的武力攻擊，但周邊發生可能影響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的事態，日本
將支援美軍。

正在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中期報告將廢除平時、日本有事、周邊
事態等3種情況的區別，日本對美國的支援將是全球性的規模。

修訂中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期報告，不僅只是規範如何因應日本有事
(緊急狀況)，即使情況不算日本有事，但僅憑日本員警權不足以因應的所
謂「灰色地帶」事態，日本將行使集體自衛權，並且從平時就與美軍保持
密切支援與聯繫。

不過，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對於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擴大支援
美軍持慎重看法，且政府與執政黨內部對於支援美軍的也看法不一，因此
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中期報告，將不載明防護美軍軍艦等具體內容，
也不寫入「集體自衛權」一詞。

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中期報告，將載明有關彈道飛彈的防禦、資訊
蒐集、警戒監視、偵察、非戰鬥員的保護、太空及網路空間等的美日合
作。

日本考慮到安全保障政策框架的大幅改變，可能引起周邊國家的反彈，
因此中期報告強調日本仍以防衛為基本方針，也將對中國大陸、南韓說明
中期報告的內容。（摘自台灣《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長：畢中和。）

穩定穩定

Six months ago, I wrote an article, 
"Can Jade Rabbit (Yutu) Help Win The 
Space Exploration For Mankind?", 
when China sent the space lab code 
named Jade Rabbit (Yutu) to the Moon. 
I commented that the U.S. mainstream 
media kept si lent on that event, 
deliberately buried the news under the 
m e d i a  r u g .  I  a l s o  c a l l e d  f o 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pace 
exploration, since the endeavo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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