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中的朝鮮半島
朝鮮再次核爆與試射戰略導彈後，正
式宣佈擁核，各擁核大國宣佈不予承認，
並通過聯大給予朝鮮最嚴厲的經濟制裁，
美國更是赤膊上陣，三個航母艦隊開赴南
韓軍演，大有第二次朝鮮戰爭爆發之勢，
搞笑的是航母上的大部分艦載機卻是放在
琉球基地 ，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防禦性威
懾，也是表明美國的一貫態度和做法，其
主要目標還是通過威懾和制裁，促使朝鮮
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軍事，導致民生匱乏，
進而內亂生變，不戰而勝。
對朝鮮的軍事打擊，中國不同意，南
韓不同意，俄羅斯也不同意，日本卻是樂
見其成，這對於日本來說，不論政治還是
經濟都是機會，雖然會為此付出巨大的代
價，如軍費分攤，如再次承受核彈打擊的
必然性。
雖然美國的戰略目標是不戰而屈人之
兵，卻也不能排除在特朗普這個政治圈外
人主政的情況下，華盛頓政治家圈內會不
會利用一次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來次擦槍走
火，有意無意之間挑破了膿包，是治癒，
還是破傷、敗血症導致死亡只有天知道。
彼之膿瘡你之致命傷！
中國和朝鮮的關係也是很糾結的，國
內還有外界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血盟」，
在我看來絕不是什麼血盟，多的只是糾結
，升米恩，斗米仇的糾結。
遠不說中朝幾千年的宗主國關係，中
共建政後，大國情懷凸起，胸懷世界，藐
視美帝，世界盃壓迫民族是一家，國家對
共產主義者來說就是即將過氣的東西，和
平相處和平發展才是世界潮流，消除國家
是最終夢想，劃界時多多禮讓， 你說是
你的就是你的，反正是世界人民的，是共
產主義社會的，就像建政後的多次邊境戰

◎王文軍
爭，打的都是政治，是「勢」，不是領
土。
就像毛澤東曾對金日成說，要是美國
人再次打來，你們就到東北來，東北歸
你管，金日成很高興，回去成立東北工
作委員會，培養幹部，中國東北官員都
向金日成彙報工作也去朝鮮培訓，長白
山者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因金日成的
故鄉情懷， 大筆一揮三分之二劃歸朝鮮
也就不奇怪了，比劃麥克馬洪線容易的
多，且波瀾不生。 朝鮮要什麼給什麼，
我沒有的進口也給你，完全是母親對么
兒的偏愛。 天朝者，天下之朝廷也，與
共產國際情懷異曲同工。 那時期的中朝
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蘇東巨變後，金正日到北京見江澤民
，上來他就提，他說江總書記，我準備
到東北視察，您幫我安排一下。 江澤民
聽了，就很納悶，因為「視察」這個詞
在中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上級到下級
檢查工作，那叫視察，您這個是訪問。
「不，視察，我爸跟我說的，東北都是
我們的。 」江澤民一聽就更暈了，怎麼
東北都成了你們的了。 後面這句話更重
要，「其實這話不是我爸跟我說的，是
毛主席說的。 」江澤民接下來就找了中
聯部，讓他們去查毛主席是不是說過這
個話。 中聯部一查，第二天向總書記彙
報，毛主席確實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不
止一次。
1990 年，戈巴契夫下臺的前一年，蘇
聯跟韓國建交的時候，金日成就到瀋陽
找了鄧小平和江澤民，說中國無論如何
不能跟韓國建交，如果你
們要是也跟韓國建交，我
們就被徹底的出賣了，我
們就完全孤立了。 當時
鄧和江澤民都打包票說沒
問題，我們和韓國就是做
生意。 1991年，金日成
又來了一趟找鄧，說去年
你們說這個話還算不算數
，說什麼話了? 就是不許
跟韓國建交這個事，算數
，不到一年，中國就通知
㊧圖:北韓領導㆟㈮正
恩胞妺㈮與正㈹表其兄長
邀請南韓領導㆟文在寅訪
問平壤，這是㈮氏家族第
㆒次踏㆖南韓㈯㆞。

為什麼美國的經驗是㆗國的重要參考
從夢想生說起：由於美國國會在"延遲
批准兒童入境者"法案（DACA）上的爭
議，美國政府在1月20-22日關閉了三天，
隨後兩黨協議繼續討論，議會才通過三星
期過渡預算，使政府恢復運作。八十萬無
證青少年的移民問題竟鬧得這樣嚴重，乃
是因為其重要性涉及美國的立國精神、制
度、成長、經濟、以及與區域鄰邦關係。
如果高瞻遠矚，類似問題在中國很可
能即將出現，值得中國注意。美國是"先
進" 國家：有很多現代的社會和國際難
題，美國首先遇到，美國如何面對和處
理，值得中國參考：該學的應學，不該學
的不可學。未雨綢繆，以免又是摸著石頭
過河，浪費時間和精力，甚至重犯同樣的
錯誤。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來自各國的移
民在美國融合為一個有活力的新族群。所
有發達國家，都有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齡
化，積極的心態衰老，經濟發展速度降
低，科技發展漸趨緩慢的問題，只有美國
還是欣欣向榮。這就歸功於美國不斷吸引
外國的精英人才以及青少年移民。這80萬
無證夢想生都是十歲以下就進入美國，有
的在美國已經十幾年，受美國教育，夢想
入籍為美國人。美國接受他們不但是立國
傳統，也是豐富美國的富強基因，還影響
以後美國對待移民的態度和未來可能的移
民對美國的態度。在美國歷史上，早一步
來的老移民對一波波新來的移民都是歧視
和排斥的，早期歐洲不同國家的白人移民
也遭遇同樣的命運，隨後非白人移民更受
排斥和壓迫。華人都記得1882-1943年美國
排華法案對中國移民的公然排斥，以及當
時華人在美國的艱辛血淚史。60年之久，
華工在美國多半沒有妻子，華人人口減少
大半。
中國雖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半人口
還生活水平很低，幾億農民在農村無法謀
生，只能離家背井，被逼夫妻子女分散，
去廉價打工，才能生存。由於各種原因，
例如一胎化，以及大批農民工沒有結婚、
生育、養育的能力，已經使人口增長降
低。再加男女比例失常，無法結婚的剩男
達3000萬以上。遂使中國的生育率像發達
國家一樣低，為12.3。（美國是12.5。）
同時，中國未富先老，已經進入老齡化階
段，60歲以上人口已經2.2億，到2030年將
達到3億。中國不但生育率低，農民工工
作環境不良，沒有醫療條件，病、傷、死
亡率高，因此勞動力人口減少得特別快。
美國的高級知識份子移民來自世界各
國，勞工多來自墨西哥和中美國家。中華
民族五千多年來是東亞各民族融合而成，
未來的新血液將來自什麼國家或地區呢？
關於吸引外來高級知識份子，中國必
須提高本國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國際性的
學術與科學技術水平。筆者曾經為文建議
引進各國優秀大學和研究所，有計劃地將

◎吳章銓
中國打造成為國際教育中心，從全世界吸
引精英人才。那是一個夢想，暫時不談。
現在只談一般的移民。中國周邊國家中，
最可能向中國移民的無疑是東南亞各國。
東南亞國家的生育率絕大多數比中國高，
如：越南15.5，菲律賓23.7，印尼16.2。中
國的勞動力平均年齡是36.72歲，東南亞
各國在25歲上下（越南、印尼都是29.2，
菲律賓23.5，老撾2.2）。中國雖然可以依
靠產業升級來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但以
目前教育制度和質量看，並不樂觀。中國
仍需要大量低技術的基本勞動力。但是勞
動力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外企業如
果不遷移到勞動力價格較低的國家去（已
經開始），便必須引進東盟的廉價外勞。
美國這方面的經驗比中國早一步，工
廠外移，工作外包，早已經紅紅火火，墨
西哥是主要的承受國之一，遙遠的印度、
中國也是承受國。同時美國有一千多萬的
非法外來人口，包括夢想生。美國現在高
唱收回企業和排斥勞工移民，甚至在美墨
邊境築起千哩高牆防阻墨西哥人。
相形之下，中國應如何遙想東南亞這
個區域呢？中國的任何長期國策，都必須
把東南亞列為最高優先：必須與東盟各國
建立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
體，成為區域和平、合作、平等、共享的
大共同體。人口考量是一個不得不向這個
方向邁進的因素。
東南亞/東盟區域水陸面積之和與中國
相當，地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南向整個南
半球無阻地直達南極洲，而其六億的年輕
人口是巨大的財富。現在中國暫時獲得早
一步的發展，應該乘機幫助他們發展，結
為兄弟一家親的關係，將來有無互助，包
括各類人力資源互補，互利共享。避免以
後發生國家和民族間的摩擦。以強凌弱的
時代早已結束，東南亞國家既不小也不
弱，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必須以平等、合作
的原則，共同發展。
美國接待外來民族，雖然歷史上有很
多衝突，但已經養成比較開放的心胸，給
予入籍機會，對新移民依法給予平等國民
的待遇和法律保障。在基本人權方面，即
使非法移民都同樣享受教育和健保的權
利，所以吸引大批移民湧入。這些是中國
應該學習的。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但必須及早從基本教育開始，教導學生和
公民以平等對待一切外來勞動者和國民，
不可重蹈美國歧視新移民的悲劇歷史。
中國當前的制度不能吸引外來勞工，
必須自己首先建立平等待遇國民的社會經
濟制度和法治。現在對幾億農民工的不公
平待遇，不讓農民在城市有穩定職業、成
家、教育子女、買房、健保，也沒有法律
保障，甚至稱為"低端人口"， 隨意暴力驅
逐。那麼將來中國的人口問題和勞動力問
題嚴重的時候，就沒有緩衝餘地。

朝鮮，通知平壤，我們馬上跟韓國建交。
金日成就說了一句話，「我還是要繼續搞
我的社會主義，你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
。 所以，實際上中韓建交是徹底的把中朝
關係給打碎了。
在朝鮮人看來，中國就是一個叛徒，就
是出賣朝鮮。 跟著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1992年8月份中韓宣佈建交，1993年3 月份
，朝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開始執行
擁核政策。 所以，你說朝鮮的擁核政策跟
中國沒有關系嗎? 失去蘇聯這個保護傘後
，再次喪失對中國的信任，無法相信中國
會在美韓再次對朝鮮戰爭時，中國會抗美
援朝，朝鮮在極度恐慌下，只有發展核武
器自保！ 中韓建交是促使朝鮮擁核的最後
一擊，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同時
擁核是針對美韓自保，而不是針對所謂的
中國威脅。
這點也可以從金正恩在 2018 年新年賀
詞看出，祝南韓冬奧會成功，願意派代表
團參加冬奧會。 同時對美國表達「美國應
意識到，整個美國本土都在朝鮮核打擊範
圍內，核按鈕時刻放在他的辦公桌上。 這
絕不是威脅，而是現實。 」這正是擁核後
的安全自信。
還有部署在韓國的「薩德」，政治意義
大於軍事意義，最終還是會完成佈置，時
間問題，中國不可能像美國對付「古巴導
彈危機」那樣對待薩德。
有兩則國內網傳新聞還是值得注意，一
是中國移動要求規劃難民區移動信號無死
角覆蓋，二是吉林日報整版介紹防核爆防
核污染知識。 說明中國也做了最壞的打算
。 若哪天看見地震局發佈長白山地震預警
，那麼戰爭就不遠啦。
在聯合國框架下的「六方會談」已經失
去現實意義，朝鮮半島不能生亂生變，防
亂是中國的既定戰略，那麼中方做東，不
預設條件，邀請朝美韓三方會談，解決朝
鮮生存空間問題，才是與時俱進，單純的
制裁， 只會將朝鮮人民與政府緊緊捆在一
起共患難，向朝鮮打開世界的大門，才會
有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為朝鮮融入國際
社會創造條件，才是解決朝核問題的正道
。
冬奧會對朝韓雙邊交流也是契機，有幸
見到朝鮮主動派團參與冬奧會，不僅派出
國家演出團體參與助興，更要在開幕式打
出朝韓合作的半島旗，這也是朝鮮擁核後
的自信，與中國當年核爆後主動參與國際
事務的軌跡毫無差別。
冬奧會只是半島的花絮，絕不是坦途開
始，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在我看來半島
和平不是美國所樂見，保持緊張空氣才是
美國的需要！
作者：王文軍 ， 1968 生於重 慶 ，
1989 年 北 京 航 空 ㈻ 院 ㆔ 分 校 肄 業 。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保釣聯
盟創會會員。
在外交層面，必須避免採取美國對周邊
小國的霸權思想。美國十九世紀在英國海
軍保護下，單方面對西半球實行門羅主
義，在西半球稱霸，對周邊小國佔盡便
宜，予取予求，並常常用武力鎮壓反美勢
力。因此在許多國家中滋生了對美國的仇
恨。直到今天仍舊與若干國家的關係不
良。其中古巴的經驗最危險，一度使蘇聯
見機插足，幾乎釀成核戰。美墨間的緊張
關係正在升級。
中國沒有美國那樣的地理優勢，與東南
亞之間不存在絕對優勢，人口多而資源不
足，沒有外援，只有外敵，進出地球
72%的海洋的通道基本封閉，發展前景局
促有限，非常需要周邊有潛力的友邦給予
兄弟般的支持。因此，中國必須謹慎小
心，誠意地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密切互信的
全面聯盟關係。不但不可有任何排斥和鄙
視心理與政策，還必須避免引起疑懼和疑
忌，反彈後衝突。
中國首先必須放下身段，誠意交友，尊
重鄰國的人格、情感、和權利，甚至比期
望鄰國對自己的尊重還多。中國不可以在
鄰國前以大國自居；卻應該有大國的風度
和雅量。不計較短期利害得失，即使讓利
也值得。人間交友，往往不必十分計較得
失，也不會有多大得失。將來國與國交往
的原則，勢必也是這樣：友誼最"值錢"，
最得"面子"。
美國人在世界上建立了經濟霸權和軍事
霸權，也造成國際間和本國國內的貧富更
趨極端，現在世界上有不少反美情緒，美
國人自己也感到疲倦和應付不暇。因此，
中國在這方面應該改弦易轍：不要極力發
揮自己暫時的優勢，建立獨賺獨享的跨國
公司或跨國組織，而是探討與鄰國公、民
營機構建立合組、合作、共有、共營、共
享、共贏的國際性公司或機構，達成一家
人的共同生命體。
中國不妨先選擇幾個鄰邦（包括非東盟
和東盟國家），嘗試單方面地開放邊境來
往，例如單方面免除來往貨物的關稅，給
予學生、商人、勞工、邊境民族的親友來
往的寬厚簽證待遇，而不要求對方答應對
等待遇。簽證和來往方便，使得企業人員
和勞工願意來中國就業，學生來中國讀
書。中國能夠忍受暫時的不對等待遇，換
取提升長期的友誼關係，建立共同體機
制，有利國計民生。
美國擁有巨大的相對優勢，在中南美即
使犯了錯，對付起來仍是游刃有餘；沒有
外來勢力敢於借機插手（蘇聯曾經一度打
入古巴，旋被迫撒手 ）。中國沒有那些優
勢條件，因此，中國觀察美國先例，應謹
慎學人之長，避人之短。美國錯得起，中
國錯不起。
展望2018年，如果中國應付有方，仍可
能有驚無險（如在朝鮮），中國有機會參
考美國先例，施行長遠大計，自求多福。
現在中國領導人大權集中，有能力排除萬
難，把握時機對內從事基本的改革，對外
則建立大區域合作格局。且拭目以待。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
最早對美國歸還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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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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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佟秉宇⾼志雲范湘濤 張⽂基兼社⾧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進入2018年以來，亞太地區最多事情的就是東
北亞的朝鮮半島，而且事態還在發展中，走向如
何還真不好說。王文軍的文章提到：雖然平昌冬
奧，使南北韓走到一起了，但走在一起的前途並
不平坦，雖說血濃於水，但畢竟分開太久，隔閡
太深，一個軍事強，經濟弱，另一個則反之，如
果雙方有強烈意願，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但是韓
國背後拉撁的美國，並不願意看到和平旳半島，
還有一個惟恐天下不亂的跳樑小丑一日本一在中
間攪局，前景就更真不好說了。
本來擱著半個地球之外的兩兄弟吵架，干卿何事？現在兩兄弟想和好了，美國
卻胡攪蠻纏，實在說不過去。
半島事務，中國雖是緊鄰，卻被邊緣化了，偶爾幾聲鑼鼓點兒（外交部聲明）
也沒有什麼迥響。看了吳章銓的文章，發現這不見得是壞事，中國不必急着趕上
美國，更不應該急着做老大，看美國現在這個狼狽樣子，中國自己的問題還多着
呢！還是先把自家的事處理好，如果行有餘力，就做個急公好義的好鄰居吧！
亞太地區的另一個大事就是釣魚島列嶼。目前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大事，中國表
面上看來巡島的次數是增加了，但日本就做的工夫可就更實在、更令人憂心，在
週邊島礁増設工事，加強軍事布署、增加軍隊人數、密集進行奪島訓練，不要説
中國沒有進駐釣魚島，既使駐了，有把握守得住嗎？Dr. Wordman的英文稿對東海
的困局和解困提出他的看法，本期登的第一部分。
第232期的亞太大事記一併在本期登出。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亞太8週大事記（2017.12.16〜2018.2.09）
1216 日本拉攏英國，邀請伊利沙白女王號航母到亞太活動。
1219 日擬新增兩艘護衛艦，監視中國海洋活動。
1220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宣稱將強化在亞洲的海上實力，調來駐紮在東太平洋的第
三艦隊。日本決定引進兩套陸上巜宙斯盾》反導系統。
1221 美國承諾對台軍售，台灣每年花20億美元買美國軍火，但買不到台灣想要的
F-35和潛艇技術。台媒稱：美國軍售只為自身需要，台灣是軍售的最大輸家。
1222 台灣砸重金（74億新台幣）升級"古董潛艇" ，要再戰20年。
為平昌冬奧營造和平氛圍，韓國總統文在寅提議推遲韓美軍演，遭美國潑冷水，
青瓦台表示：推遲軍演不直接與美國國務卿溝通。
1223 台海軍最大基地計畫明年擴建，可停泊萬噸美艦。
1225 中國海警船2017年第28次巡防釣魚島，中日釣魚島實力對比逆轉，萬噸大艦
增至四艘？中國海軍戰力再提升。
180103 金正恩下令重啟韓朝熱線，文在寅積極回應，提議舉行高級別會談，特朗
普卻與金正恩比拼"核按鈕"。
0105 朝鮮接受韓方舉行高級別會談提議 青瓦台表示歡迎。
特朗普在推特上發文點贊，稱韓朝對話有他的功勞，在與文在寅的電話會談中，
決定不在冬奧期間舉行聯合軍演
0109 時隔兩年，韓朝雙方舉行高級別對話，聯手向整個民族送大禮。
0110 挑戰紅線！美眾院通過所謂"臺灣旅行法"，要點是允許美台兩方高級官員互
訪；鼓勵臺北經文處及其他台灣機構在美國開展活動。一旦通過，中美關係將面臨
倒退。
0111 惡人先告狀！日媒炒作中國軍艦靠近釣魚島，卻不報導日艦先進入釣魚島海
域，中方是為了監視而跟進。
0115 平昌冬奧開幕將屆，美國不顧南北韓改善關係的氣氛不斷向半島及週邊集結
海空軍兵力，派卡爾文森號航母到西太平洋，朝鮮批美：冬奧會沒有航母可以參加
的項目。
0116 中國海警船密集巡航釣魚島，日本海保廳擬新建四個大型巡邏船母港，目前
日本有60艘千噸級以上的巡邏艇。
0119 美潛艇在韓吃閉門羹，《得克薩斯號核潛艇》停釜山，卻遭婉拒，美韓對朝
政策存分岐
0126 台當局以武拒統再加碼？與日共用大陸軍事情報，台駐日代表謝長廷投書日
本媒體，鼔吹台海上空安全與日本安全直接相關。
《卡爾文生號航母》在越戰結束後43年首度訪越，近10年美越軍事安全關系加速
升溫。
0129 台當局逆勢而為，拒絕核准春節加班機。
0130 台美雙方近期簽署遠端雷達合約由美國為台灣的《舖路爪》雷達系統提供維
護升級，這套系統探測距離可達3000公里，可覆蓋大陸主要城市。
0201 台當局要取消大陸兩家航空公司旳春節加班航班，商界警告損失或四～五百
億，台灣旅遊業將遭受重創。
朝鮮將如期舉行閱兵式，展示新導彈，美國對朝韓走近表達強烈不滿，白宮突然
撤銷駐韓大使提名，向韓國間接表達不滿。
日政府又秀強硬姿態，炒作釣魚島話題，日防衛省首次以正式檔發表《統合防衛
戰略》，應對中國「進攻」釣魚島。
中國政府對「無印良品」等日企的問題地圖提出收回及銷毀的要求，日本高調回
應，日本官房長官表示不能接受中國政府的措施。
0202 特朗普力推顛覆性核戰略，讓美國再次"核"起來。
0205 抹黑中方在斯裡蘭卡的海外投資，美媒炒作"珍珠鏈戰略"，斯駐華大使説：
中國本漢班托塔的投資項目是純粹的商業合作，除此之外，中國在印度洋還有數個
項目：巴基斯坦的瓜塔爾港、馬來西亞馬六甲海峽的深水港及馬爾代夫參與建設機
場及橋樑等，被美西方媒體稱為「珍珠鏈戰略」，欲將中國包裝成新「帝國」形
象。
朝鮮將由現年90歲的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率團出席平昌冬
奧，表明對韓的誠意。同樣參加冬奧的美日兩國卻將重點放在冬奧後盡快恢復軍演
上。
0206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胞妹，朝鮮勞動黨第一副部長金與正本周將赴韓參加
平昌冬奧會，專家認為：金與正赴韓具有象徵性和實資性雙重意義。
0207 迄今為止世界最牛的運載火箭「猇獵鷹重型火箭」試射成功，重62噸的火箭
把特拉斯跑車送入太空。這是一家私人企業一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所研製，執行
長馬思可說：這是美國航太產業的成功。
0208 朝鮮在冬奧開幕式前一天搞閲兵，為避免外界誤讀，節目減半，沒有邀請外
媒，低調慶祝建軍節。
0209 平昌冬季奧運開幕，朝韓共訓練同入場，冬奧外交顯溫情。美國副總統彭斯
希望冬奧聖火一熄滅，朝韓就別「熱乎」了。

Three Connected Dilemma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Rational Solutions (part I )
There are three dilemma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at not only post
diplomatic difficulties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U.S.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but also create dangerous hotspots in Asia Pacific that may be
ruptured into extensive military conflicts dragging three nations into a
devastating war. The three dilemmas are: 1. Both China and Japan claim
sovereignty rights to the Diaoyu Islands and the U.S. uncomfortably
maintains a neutral position on the issue. 2. The U.S. wishe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a military base in Liuqiu but meeting strong local resistance and the
resistance is becoming more concerned with politic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from Japan's illegitimate occupation of Liuqiu and desire to
establish a friendly relation with China or even return to China for
protection) than social issues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U.S. military and
Japan's treating Liqiuans as second class citizens below Japanese). 3.
Taiwan needs to be united with China under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ch
both the U.S. and Japan recognized and committed to China but apparently
unwilling to see it happen for different and complex reasons.
These three dilemmas are connected as I shall discuss in this two-part
article. I shall make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relevant history and offer an
explanation of how the above dilemmas were created and connected. Only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the human actions taken place that
caused these dilemmas, then these dilemmas may be resolved rationally and
the justice may be served in the end peacefully.
The Diaoyu Islands are a group of uninhabitable tiny Islands, some
like barren rocks above the ocean surface. The five larger islands have area
size averaging between 800 square meters to 4.32 square kilometers.
Historically, these islands and the surrounding ocean, called black water
trench (trough)(dark water color due to its depth) dividing the thirty six
islands belonging to “Liuqiu Islands” on the North-East and the Taiwan
islands (including the Diaoyu Islands and other islands surrounding Taiwan)
on the South-West. Historical maps and records showed clearly that the
Diaoyu Islands were part of Taiwan, in fact as a part of Yi-Lan Xian
(county) of Taiwan according to old official documents. The Chinese have
been fishing there for centuries. A piece of history involving an American
diplomat, Charles Le Gendre, offers an illustrative background on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Gendre was a diplomat stationed in Xiamen po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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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1872, on his return journey to America passing through Japan, he was
hired as a consultan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 proposed a theory that
Japan can take control of the islands surrounding Taiwan as no-man's land. Japan
as an aggressive island nation accepted his proposal and enhanced Japan's 'pirate
like' foreign policy further to attack Taiwan, Diaoyu Islands, Liuqiu and other
surrounding islands. Gendre might have acted as an individual no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but nevertheless, he planted a seed of embarrassment and
dilemma for the U.S. that still troubles today.
Based on many documents, Taiwan had clearly been under China's
sovereignty at least from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imeline of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 four periods: China sent
expedition to Taiwan (230, East Wu Kingdom and 607, Sui Dynasty) and partial
control of islands surrounding Taiwan (1263, Yuan Dynasty). 2. Arrival of sailors
from Portugal, Spain and Holland in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y establishing trade
but then the Western visitors surrendered to Zheng Cheng Gong (1662, son of
Zheng Zhi Long, Ming's general retreated to Taiwan seeking to recover failed
Ming Dynasty). Later Qing Dynasty defeated Zheng (1683) and included Taiwan
and surrounding islands into her sovereignty. 4. Japan practiced her 'pirate'
foreign policy to expand her island territories especially eyeing Liuqiu, Taiwan
and surrounding islands, initially in secrecy till she was militarily strong enough
to take on China. Japan defeated China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thus Taiwan was ruled by Japan for 50 years (18951945) and became sepa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ill today due to China's civil
war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 namely from the U.S. and Russia. The U.S.
supported the KMT-ROC even after it retreated to Taiwan. Russia supported
CCP-PRC and it succeeded in taking over the entire mainland China. ROC went
through a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ended the one party KMT rule, experiencing
the expected multi-party power struggles dividing the island into multi-parties
fa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1960's PRC departed from Soviet style of
communism and experimented on her own socialism, initially with disastrous
results and lately adopting some capitalism with amazing accomplishments. The
U.S. had recognized PRC in 1979 and honored the one-China policy, but she was

reluctant to see the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with Mainland China creating a
diplomatic dilemma. One must ask is it long overdue for the U.S. to adopt a new
China policy to recognize China as she is today and not hinged on a legacy
strategy. It may not be so obvious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e U.S. had created this
Taiwan dilemma and erred on the side of injustice because our failure of
recognizing the history behind these dilemmas.
Japan's pirate behavior started in later part of Ming dynasty, attacking
China's coastal cities (for example, Hangzhou and Ningbo, 1550-1570) and Korea
(1593, but was defeated by China, Korea was China's Protégé State). When the
Western powers came to Asia, Japan like China was mistreated. China was
defea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infamous Opium War (1839-1842) and was forced
upon her an unequal treaty in 1842. Japan also suffered with an unequal treaty
from the U.S. in 1858, but Japan underwent a drastic and successful reform of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 adopting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system patterning
the island nation Great Britain and copied the West in modernizing its industry
(good for Japan), strengthening military (problem for neighbors) and practicing
colonialism (more evil than the Western powers for Asians). This transformation
period is known as Japan's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from 1868-1912. When
Japan grew stronger, she became more imperialistic and desired to practice
colonialism; Japan set her sight on China as China was obviously weakened by the
seven powers descended upon her from the West. Japan first tried to secretly
(without alerting China) encroaching Liuqiu (invasion in 1872), then attacking
Taiwan (1874, invading Taiwan and its surrounding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forced Liuqiu to be Japan's protégé State) and then Korea peninsula in the
North (1875, Japan invaded Korea).
In 1879, Japan annexed Liuqiu Kingdom and kidnapped the king despite of
China's effort in asking the former U.S. President Ulysses Grant to intercede.
Japan triggered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China's defeat resulted in a
devastating settlement by ceding to Japan: 1. Taiwan (Japan ruled Taiwan from
1895 to 1945 when Japan surrendered to the Allies), 2. Liaoning Peninsula (later
returned to China under pressure from Russia and other European powers)., 3.
Korea, pronounced to be an independent State (essentially letting Japan to
dominate Korea, later Japan annexed Korea in 1910), and 4. War Reparation,
equaling to more than seven times of Japan's annual national budget. Since then
Japan accelerated her military expansion and developed a plan to conquer China
and to rule Asia. This plan was later obvious to the world and the U.S. especially
after Japan attacked Pearl Harbor (1941) in order to realize her plan. (to be
continued in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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