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保釣林孝信等人在台灣推展的釣魚臺研習
營，數年來持之以恆，可説卓有成效。但海外
對研習營內容的報導並不多見。

劉沅是從開始就全程參與研習營的老保釣，他從研習會衆多優秀內容
中，特別介紹林明聖先生的這場演講——從地質的角度，分析釣魚臺與
台灣的關係，再一次証明釣魚臺屬於臺灣的事實。

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另一個滔天罪行，和以前對南京大屠殺
一樣，現在他們也開始不認了。如果這真的只是《一小攝》右派政客的
胡言亂語也就罷了，但這個胡言亂語的政黨卻在最近一次的選舉中高票
勝出，這就不容小覷了。

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日本又妄想混進聯合國安理
會，本特刊從上期起將持續報導有關慰安婦的題目，讓全世界知道日本
不只製造了慘絶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還創造了史無前例，㓕絕人性的
「慰安婦」。

Dr. Wordman 從台灣選舉、香港「佔中」，引岀該地區的第三個大
事——硫球選舉。

硫球選舉相對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但這可能是琉球變天的開始。明
年聯合國開會期間，可能會有硫球代表到紐約，我們正密切注意。

本期出版時間，正逢耶誕及新年，祝讀者佳節快樂。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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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Taipei's Mayoral election on 11-29-2014 is a big news in 
Asia overshadowing the Hong Kong two-month long "occupy 
Central" protest demanding a direct election of the Hong Kong 
Executive Administrator. These Asian events certainly have the 
attention of Washington DC. On December 3rd, the Congress held a 
hearing on the Hong Kong Affair as well as on the Taiwan issu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 local election did not please 
Washington as her favorite 'blue' party (KMT) suffered a major 
setback. The opposition 'green' party (DPP) although captured more 
local legislator and mayoral seats but did not win Taipei, a city ranked 
administratively above other local cities. A clever physician turned 
politician won the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by smartly organizing a 
youthful group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tinuous rift between the 
'blue' and 'green' party voters jostling in election campaigns occurring 
biennially. This new Mayor, Dr. Ko Wen Je, won by also employing a 
trendy campaign tactics fully utilizing the Internet power and its social 
media tools. 

Although Washington has been denying she had no hand in 
the Hong Kong student protest, but the fact that the Congress just held 
a hearing on Hong Kong (Daniel Russe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Eastern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testified) 
and the fact the British parliament wanted to send an investigative 
delegation to Hong Kong but was rejected by China saying "Hong 
Kong is now a sovereignty of China and her affair is a Chinese 
internal affair", basically buzzing off the British Lords -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ere are definitely opposite diplomatic positions between 
the West, Washington and Downing Street, and the East, Zhong Nan 
Hai of Beijing in dealing with matters like protests. You would never 
hear that the People's Congress in China would hold a hearing about 
the protest of 'Occupy Wall Street' or the referendum on the 
independence of Scotland or the recent black protest against alleged 
police brutality killing Eric Garner in New York City and earlier 

against police shooting killing Michael Brown in Ferguson, Missouri. 
Such ideas of the East meddling the domestic affairs of the West 
would be ridiculed on American comedy or late night shows, but yet 
the American Congress is dead serious in holding a hearing on the 
Hong Kong protest and Taiwan election. In rea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ither gotten more skilled or more confident in 
dealing with her internal affairs such as the Hong Kong student 
protest or the Taipei election. Observing from afar, I would s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wiser, commendable for dealing with her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calmly. Perhaps China is justified also to 
tell Washington to mind her own business.

In fact, there is a recent Asian election that does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U.S.; that is the gubernatorial election in 
Okinawa held on November 16, 2014. Of course, an Asian election in 
principle is not the Americans' business, however, in Okinawa, where 
we have a military base, said election does indeed affect the U.S. The 
new Governor, Takeshi Onaga, “comprehensively defeated incumbent 
Hirokazu Nakaima" in the Governor's election. Takeshi is an opponent 
of the U.S. base relocation plan, a controversial proposal in Okinawa. 
The incumbent agreed last year to support a plan to move the Futenma 
air base to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for exchange of getting some grant 
money from Tokyo. However, there is a strong local opposition to the 
plan. Takeshi wanted to have the base removed altogether and he won 
his election on that basis. He and the Okinawa people may have a 
very good reason to oppose the U.S. air base. They see that the 
military base is a security threat to their peaceful and quiet living 
rather than sharing with the Tokyo view: The presence of American 
military in Okinawa is boosting Japan's defense and fulfill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Jap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Takeshi 
declared, "I will do my best to cancel and withdraw the plan as I stand 
side-by-side with the people of Okinawa."; local media said Mr. 
Onaga defeated his rival by about 360,000 votes to 260,000, a huge 

margin.
Okinawa has a unique history. She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many centuries 

ago maintaining a peacefu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s a suzerain nation, depending on China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gainst the aggression from Japan. At that time, Japan behaved 
like barbaric pirates on the open sea. In 1850, Japan had a taste of the West power in 
demanding trade and began to transform herself leading to the famous Miji Restoration 
(1868-1912), taking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dapting 
their ethics and colonialism. Japan went through a rapid development and militarization and 
pursued an imperialistic expansion. In 1872, Japan invaded Liuju Guo (known as Okinawa 
today) and captured her King. In 1874, Japan invaded Taiwan, 1894 invaded China over 
control of Korea. As a result, Japan also seized Taiwan for 50 years (1895-1945) until she 
was defeated in WW II. Okinawa was under the U.S.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War but the 
U.S. gave the administration right to Japan in 1972 along with oceanic territory including the 
Diaoyu Islands (the Senkaku Islands). Some Okinawa people were unhappy and they 
preferred to be independent. 

Taiwan had also been a U.S. Military base under a U.S.-Taiw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These military alliances are important part of the U.S. Pivot to Asia strategy. This 
strategy inherited a legacy from the Cold War targeting communism as the archenemy.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2,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mmunist countries are 
adapting their transformations to embrace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whereas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are implementing social programs finding compromise within democracy. It is no 
surprise the people today, with availability of advanc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interaction and richnes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ould 
want more say about their lives than adhered to some military alliances cooked up by out-of-
date strategists. These Asian election results simply manifest that people now understand 
more about real security issues from their Individual and personal point of view. The 
Okinawa people do not feel the threat from China as depicted by Abe Shinzo or the Hawks in 
the U.S. Likewise, the Taiwanese folks may have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entire national 
threat issue might just totally disappear if politicians would stop making charades. Why 
would China attack Taiwan? Or Why would China attack Okinawa? If Abe Shinzo would 
stop chant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here will be a very different Pivot To Asia strategy 
from the U.S., a strategy could create a lot more win-win opportunities and far less arm races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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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張文基 范湘濤 兼社長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保延昭

相隔190公里的<同胞兄弟>
「釣魚台與平溪是同胞兄弟」，這是我聽完臺北

市立大學林明聖老師從地質的角度介紹釣魚台之後
的感想。釣魚台屬於宜蘭縣頭城鎮，位居基隆東北
的大海裡；平溪屬於新北市，在臺北的東邊、基隆
的南邊。兩地相距190公里，怎麼會是「同胞兄弟」
呢？

                 

釣魚台長形，東西走向，南邊是峭壁，北邊是緩
坡。林老師說，這叫做「單面山」，「一看就知
道」是沉積岩，是從海底被大陸板塊擠壓而上升成
島。

Significance of Okinawa, Taipei and Hong Kong Elections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今年
10月 21日 在 國 會 問 詢 中 表 示 ，
1993年，時任日本官房長官河野洋
平承認日本軍強徵慰安婦問題的發
言，「有很大問題，我們否認那個
發言，政府將為恢復日本的名譽和
信任努力申訴」。這充分暴露了安
倍政府為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企
圖。

然而，日軍殘害婦女罪行不容抹
殺。僅僅列舉侵華日軍在實施南京
大屠殺過程中強 慰安婦的暴行，
就可見日軍在侵華戰爭乃至整個對
外侵略戰爭過程中殘害婦女罪行之
一斑。

侵華日軍1937年12月13日攻佔南
京後，各戰鬥部隊即開始強 慰安
婦。日軍戰俘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
聯隊炮手東口義一筆供：「12月
14至16日，在南京城中盤踞時，小
隊長市川中尉為了將中國婦女作為
小隊的慰安婦，指示10名士兵侵入
宿舍附近的中國民房，謊稱讓婦女
洗衣服，抓了10名婦女，強制地由
小隊全員60人進行了輪奸。我對
25歲和30歲左右的中國婦女進行了
兩次輪奸。」

隨後，日軍佔領當局公然在南京
設置慰安所，並且在大街上張貼廣
告，上面寫著：「兵站指定慰安
所，第四日中親善館，中國美人，
由此沿河向前走600米。」金陵大
學非常時期委員會主席、美籍金陵
大學教授貝德士前去觀察，撰寫了
關於「慰安婦」的新聞發佈稿：
「妓院是《東亞新秩序》的政治工
具——皇軍在被佔領的首都大街上
肆意行惡」；「這種特殊招貼有兩
大張展示于中山北路，離廣場不
遠，經調查屬實。它正對著一所規
模很大的女子學校，也靠近憲兵司
令部。」

慰安所裡的中國婦女都是日軍以
各種形式強 的。國際紅十字會南
京分會主席、美籍牧師馬吉在日記
中寫道：「一位年輕女子到安全區
外買東西，這時一輛卡車在她身旁
停下，把她抓上去，車上還有其他
20多名婦女，她們被帶城南的一所
房子裡，那兒有日本軍官，她們將
供他們‘使用’」。「一名日本領
事館的員警，到金陵大學附中（在
安全區內）說要找五名婦女洗衣
服，那裡的人為他找了五名年齡大
的婦女，他說：『不行，她們必須
年輕漂亮』」"

1938年1月底，日本陸軍參謀總
長 發 出 《 關 於 整 飭 軍 紀 的 訓
示》,並且特別派遣參謀本部第二

徵

徵

徵

部部長本間雅晴少將前往南京，整
飭軍紀。這似乎是外務大臣廣田弘
毅同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交涉的結
果，因為廣田弘毅看到了來自外務
省派駐南京機構的報告和西方媒體
的報導，也接到了美國駐日大使格
魯提出的抗議。貝德士在遠東國際
軍事法庭上作證說：「二月五日或
六日左右。來了日本軍的高級軍
官，把駐屯在南京的部隊軍官，主
要是尉級軍官和下士官集中起來，
向他們宣佈，為了日本軍的士氣和
名譽，必須立即停止這種狀態的發
展。但當時未曾聽到採取過什麼有
效措施，也未曾聽到對犯有強姦和
其他暴行的士兵進行過處罰」。馬
吉也作證說：「六個星期後，這些
情況逐漸有所減少，但一些個別人
所犯的暴行層出不窮。」 

日軍在包括南京地區在內的侵華
戰場上，大肆強暴中國婦女，達到
了日本軍部都感到必須制止的程
度。1938年3月4日，日本陸軍省向
華北方面軍和華中方面軍發出通
牒，要求在各個佔領地區設置由軍
方直接管理的慰安所，以緩解侵華
日軍官兵越來越嚴重的強姦問題。

德國當時是日本的盟國，其駐華
使館的外交人員在南京目睹了日軍
殺、燒、淫、掠等殘暴行徑，向德
國政府報告說：「這不是個人的而
是整個陸軍，即日軍本身的殘暴和
犯罪行為。」甚至形容日軍就是
「獸類的集團 」。德國駐華使館
外交官羅森在3月4日寫給德國外交
部的報告中寫道：「2月份及本月
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
些穩定。由於建立了包括武裝員警
在內的強大衛戍區，並迅速將某些
部隊遣返前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
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
化。槍殺無辜、強姦婦女和掠奪錢
財的消息不斷傳來。現在日本人也
把被強姦婦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
員當成侮辱對象。」

美籍傳教士、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代理校長魏特琳3月8日在日記中寫
道：「大約2時，有一兩百名婦女
和女孩跑進校園。據報告，日本士
兵正在鄰近地區挨家挨戶搜查，找
『花姑娘』。」

歷史不容篡改，且不說成千上萬
受害婦女的血淚控訴，上述日軍官
兵的自供、日軍軍方文件和中立方
的見證，就足以證明日軍強征慰安
婦的罪行是安倍政府抹殺不了的。

作者：吳廣義，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

◎劉沅

日軍殘害婦女罪行不容抹殺
◎吳廣義

  ～記林明聖老師在釣魚台研習營的一堂課～

圖一 釣魚台與平溪相距190公里

平溪位於基隆河上游，緊靠瑞芳，根據何春蓀
（1975）的《台灣地質概論》，也是單面山的結
構。平溪石底村的景點孝子山峰群是一個例子。

    

圖二 釣魚台的地質結構是「單面山」（取自網路）

所謂「單面山」，原來是海底的沉積岩，由一層
柔軟的頁岩和一層較硬的砂岩交替堆積而成。後來
大陸板塊擠壓的造山運動把岩層推擠上來成為一邊
陡峭、一邊和緩的山。當頁岩因為風化塌陷時，其
上的沙岩就落下累積成為孝子山那樣聳立的岩塊或
是野柳女王頭的奇特景象。

圖三 從平溪孝子山遠眺普陀山等單面山 （來
源：kenlonwg）  

釣 魚 台 的 沉 積 岩 地 層 包 含 「 石 底 層 」 ， 於
2000~1850萬年前形成，而石底層的標準露頭就在平
溪。兩地的石底層都有煤。因此，釣魚台和平溪的
沈積年代、沈積環境、煤層，甚至地形表現都可以
對比。所以說釣魚台和平溪是地質上的同胞兄弟。

台灣北部、東北近海島嶼和釣魚台一脈相連
不只平溪，與平溪緊鄰的瑞芳，也是同樣的地質

構造，包含南港層和石底層。而南港層只比石底層
年輕一點點。瑞芳西北邊的野柳，是更為明顯的單
面山，地質上屬於大寮層，比釣魚台的年代老一點
點。下圖顯示野柳地質公園的景點，是非常典型的
單面山。

圖四 單面山的地質結構（取自維基百科）

圖五 野柳岬的單面山（取自《我的幸福遊記》）

 林老師說，當這些地區的沉積岩形成的時候，整
個東海大陸棚，包含現在的台灣，所有的生物可以
自由遷徙傳播。所以平溪和釣魚台相距雖遠，地層
構造非常類似是很自然的。

林老師還告訴我們，除了沉積岩，釣魚台也有火
成岩。早在1900年的地質報告和後來（1975年）何
春蓀的《台灣地質概論》都有敘述。

根據林老師的講解，從位於野柳西邊的大屯山火山群
開始，往東北海中過去，一路經過花瓶嶼、棉花嶼、和
彭佳嶼，再往東北就到了釣魚台、南小島、北小島、和

圖六 日本地質學家黑岩恒在1900的論文顯示釣魚台的
地質構成為珊瑚礁、砂岩和閃綠岩（均日語），其中閃
綠岩是火成岩。（取自《尖閣諸島地圖集》）  

黃尾嶼。這一路上有一條沿著東海大陸架邊緣的海底山
脈，而這些小島都是山脈露出海面的山峰。從他們的年
代與岩石產狀可以看出當初這些島嶼形成時火山噴發在
時間上的連續性。我們觀察這一條長鏈，不只火成岩有
連續性，而且沉積岩的年代有一致性、沉積環境具有連
續性。所以就火成岩、沈積岩來談，釣魚台和東北近海
的島嶼和台灣北部，從地質上來說都是一脈相連的兄
弟。

既然釣魚台等島嶼與台灣屬於同一地質構造，並且釣
魚台列嶼與台灣、澎湖同在東海大陸架的自然延伸面
上，而與日本目前管轄的琉球群島相隔著深達2000公尺的

圖七 台灣東北外海島嶼海底地形圖（基本圖取自《海
洋資料圖集》, 1999）

琉球海槽。按照國際公認的＜大陸架公約＞：「同在一
個大陸架上之島嶼歸該國所有」的原則，中國對坐落在
大陸架上的釣魚台等島嶼享有領土主權。

釣魚台從來就屬於中國而與琉球相鄰
林老師說，釣魚台海域位在東海的大陸架上，海深最

多200多公尺。釣魚台與東邊的琉球群島之間隔著一條深
達２公里左右的「沖繩海槽」，古稱「黑水溝」。琉球
群島的地質都是火成岩，沒有沉積岩，與釣魚台明顯不
同。整個琉球群島東北、西南走向，地質上也是一脈相
連。從地質上說，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群島是兩個截然不
同的區域。

釣魚台與琉球群島不只地質上不同，從歷史上講也互
不從屬。自古以來從釣魚台坐船駛往那霸必須越過海面
較黑的危險黑水溝。一過海溝，船上的琉球人往往歡呼
「到家了」！

釣魚台由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使用、管理，從明
永樂元年（1403年）的《順風相送》起就有記載。明清
兩朝所派對歷代琉球王的冊封史所撰寫的官方《使琉球
錄》，有許多明白記載著釣魚台與琉球之間為「中外之
界」。

中國在明嘉靖40年（1561年）將釣魚台納入海防區。
其時中、日、琉外交文書中均確認琉球領域不含釣魚台
列嶼。

林老師還指出，日本直到1900年才有黑岩恒在他的著
作《尖閣列島探險記事》中將釣魚台列嶼命名為「尖閣
諸嶼」，而且黑岩恒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中國的地名。比
中國的命名至少晚了500年。

林老師表示釣魚台列嶼在1885年時並非無主地，日本
不能主張「先占」。釣魚台列嶼在1895年隨台灣割讓予
日本，在二戰日本投降後即隨台灣歸還中華民國。因為
日本在1945年簽下降伏文書，接受＜波茨坦公告＞，其
中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而日本之
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
定其他小島之內。」而＜開羅宣言＞規定「在使日本所
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
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
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也就是說，＜開羅宣言＞
對日本有約束力，日本必須遵守。

所以依據國際法，釣魚台列嶼屬於我國毫無疑義。
結語
此次林明聖老師從地質的角度詳細講解釣魚台和台灣

的密切關係，讓我們對釣魚台的瞭解又深入了一層。
同樣這個介紹「釣魚台的歷史、地理、地質和資源?的

主題，與其他老師和我自己講的大不相同。其實我從
「認識釣魚台研習營?2012年第一場開始，幾乎每場都參
加。我發現研習營的其他主題如「釣魚台與國際關
係」、「釣魚台與兩岸關係」、「釣魚台與台灣社會」
等等，總是由不同的老師來講，也都從各自獨特的角度
引發我的思考並開拓了我的視野。

聽完林老師於10月25日在中國科技大學的這堂課，更
讓我深深覺得「認識釣魚台研習營」的課程值得一上再
上。今年還有台南、花蓮和台中三場，強力推薦大家報
名參加！其中台南場將於11月15~16日在成功大學舉行，
報名網址見：http://diaoyutaitw.weebly.com/。

作者：劉沅,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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