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信來美介紹台灣<釣魚台教育計劃>
林孝信是70年代的保釣獨行俠，當年他藉他所創立的《科學月刋》傳遞了很多保釣信息。（這就是為什麼
有那麼多學理工的留學生參與保釣活動。）43 年後 林孝信仍不改和尚本色，到處化緣，從美東、美中到
南，北加州，到處介紹台灣<釣魚台教育計劃>實施的情形。
他初步估計，《釣魚台教育計劃》還需要堅持3～5年，才能看出效果。他呼籲海外朋友，體認到這個工作
的重要性，共同支持。──編者

《台灣釣魚台教育計劃》說明書
一、計劃緣起
釣魚台問題雖然是媒體熱門的
新聞，台灣一般民眾也多數認為
釣魚台是我們的，但是對於釣魚
台相關的地理、地質、資源、歷
史、法律地位以及保釣運動的過
程、理念以及必要性，等等方
面，了解普遍不足。2011年我們
在台灣舉行保釣運動40週年紀念
活動，發現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因此萌生了釣魚台教育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年輕人對
釣魚台的認識更加欠缺。更嚴重
的，年輕人多半抱持“此事與我
無關”的冷漠態度，這使保釣運
動有後繼無人之慮，更談不上建
立保釣運動在台灣的社會基礎。
就在這兩年，釣魚台風波層出
不窮，日本態度更加蠻橫。保釣
局勢更加嚴峻。更且，這種蠻橫
態度顯示日本軍國主義正在迅速
崛起。一旦在釣魚台得逞，必將
鼓勵日本右翼分子進一步對外擴
張。
歷史是最好的借鏡。十九世紀
日本併吞琉球之後便大受鼓舞，
企圖進一步佔領釣魚台，甚至演
變成甲午戰爭。保衛釣魚台，也
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度崛起、
預防日本軍國主義者再度發動侵
略戰爭的必要措施。
台灣是保衛釣魚台，抗拒日本
軍國主義對外擴充的第一線。不
幸台灣民眾對此認識有待大力提

‧林孝信 提供
升，為此從2011下半年開始推動本
計劃。
二、計劃內容
1.釣 魚 台 珍 貴 資 料 展 ： 與 各 大
學、社區大學、高中、民間團體等
單位合辦。展品由計劃單位（世新
大學）編輯製作提供。2013年總共
舉辦49場。
2.釣魚台座談會/演講會：通常配
合資料展或釣魚台相關的研討會。
2013年也舉辦49場。
3.志工培訓：培訓資料展解說員
志工，以及保釣活動一般的志工。
2013年舉辦3場。
4.種子師資研習：以高中社會科
老師、大學通識教育開授相關科目
（如台灣史、東亞局勢戰爭與和
平、台日問題、海洋法、兩岸關
係、海洋地質與礦產、漁民生活與
文化、國際局勢、等等課程）老師
等為主要對象。每學期舉辦1梯次
（分：北區、中區與南區3場，全年
共計6場）。培訓內容包括：
A.釣魚台的歷史、地理、地質與
資源
B.釣魚台的法律問題：主權、漁
權、礦權的歸屬問題
C.釣魚台問題的來龍去脈
D.保釣運動簡介
E.釣魚台問題與國際局勢
F.釣魚台問題與兩岸關係
G.保釣運動與台灣社會發展

林孝信在紐約華埠聯成公所介紹《釣魚台
教育計劃》在台灣推展情況。

028

講師包括：王健壯、王智明、王
曉波、汪立峽、林孝信、林深靖、
金介壽、夏鑄九、張亞中、傅崐
成、景鴻鑫、黃錫麟、楊志誠、廖
咸浩、趙國材、劉沅、蔡東杰、鄭
鴻生、錢永祥、鍾秀梅等人。
三、2014年工作計劃
1.認識釣魚台研習營：8場，每
學期北中南東各一場
2.釣魚台志工培訓營：3場
3.釣魚台珍貴資料展：60場以上
4.釣魚台講座：60場以上
5.更 新 展 板 與 畫 冊 ， 增 加 抗 日
史，保釣與台灣社會發展等內容
6.建立台灣釣魚台網站，發行電
子報
7.製作釣魚台紀錄片
四、我們的呼籲
釣魚台教育計劃已經度過了困難
的草創摸索期。從展覽參觀者、演
講聽眾、研習學員等等，都得到肯
定的回應，達到初步的成效。但
是，教育是緩慢的過程；同時，作
為一個民間自發的單位，我們能夠
服務的對象只佔台灣年輕學生很小
的比率，還需要堅持多年，並且擴
大規模。我們呼籲海外華人也重視
這個釣魚台教育工作，給予我們指
教與支持。請經由“紐約保釣聯合
會”聯絡我們：
schen1939@gmail.com
五、總結
東亞局勢日益緊張。保衛釣魚台
不僅為了捍衛主權、權益與尊嚴，
也是為了遏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崛
起，避免侵略戰爭。透過教育的手
段，讓我們共同保障東亞的和平。

林孝信在洛杉磯與《中美論壇》社務委員交流並合影。

尊重國際條約、解除日本對琉球的非法統治
《琉球問題與國際法》研討會論文集
即將出版
研討會主持人及論文集主編：傅崐成教授
中國大陸國家“千人計劃”專家，《中國海洋法學評
論》主編，
厦門大學南海研究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
2012年年底，設在紐約的《亞洲太平洋事務研究中
心》與廈門大學海洋政策與法律中心、上海交通大學東
亞邊緣海聯合研究所共同舉辦《琉球問題國際學術研討

會》。當時琉球問題在中國大陸還不是可以公開討論
的，所以我們採取閉門會議的方式，想不到半年之
後，琉球問題已經成為電視台公開討論的「顯學」
了。作為亞太叢書第四集。這個會議的論文集也終於
出版了。
這個論文集收集了這次研討會發表的大多數論文，
現在先把論文目錄登出如次：

《琉球問題與國際法》研討會
主要論文
琉球的國際法地位與《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效力 ╱
彭光謙
東亞海域琉球地位之演變及其思考－－14至19世紀為
中心 ╱陳文平
二戰及戰後初期的琉球處分 ——以開羅會議及舊金
山和會為中心 ╱史楠
國際法視角下的琉球地位╱梁淑英
緬懷中山王國展望琉球獨立╱陳光宇
釣魚島的異動與琉球國際地位的再思考 ——中國崛
起背景下的探討╱桂靜
琉球獨立與釣魚島歸屬╱印鐵林
三論美國東亞之父子孫戰略及中國應有之對策(上)
╱印鐵林
三論美國東亞之父子孫戰略及中國應有之對策(下)
╱印鐵林
Liu Qiu Islands should resume independent
buffer zone for East Asian peace╱印鐵林
琉球必須恢復獨立國地位——兩岸統一, 收復釣魚台,
解決東海領海資源之爭的最佳方案╱印鐵林
被忽略的鄰近島嶼: 日治時期台灣人在西表島活動之
探討╱卞鳳奎
紀念「九一八」71 週年吾人對中日關係癥結應有的
認識╱熊玠
能夠粉碎琉球群島(含或者不含釣魚列島)(殘餘)主權
與"琉球(殘餘)主權並不隸屬日本"的兩個工具 ╱俞劍
鴻侯廣豪
琉球主權歸屬中國之再探─從歷史和國際法及現狀看
琉球主權自決的合理性╱羅金
吾人中國在琉球法律地位中的作用╱王澤林

硫球群島地理特徵和戰略價值分析╱楊建華
關於琉球國際法地位的再思考╱趙亞娟
美國佔領期間琉球的法律地位╱鄭凡 303
美軍在沖繩犯罪問題之研究一件強姦案再次引發美
日關係危機╱張維強
琉球政治地位考問╱褚寧
沖繩地方與日本本土的關係 ——以駐沖繩美軍基
地問題為視角╱江家棟
琉球主權歸屬的歷史懸案╱郁志榮
The Inconvenient Truth Behind the Diaoyu／
Senkaku Island ╱邵漢儀
兩岸釣魚台列嶼海域管轄與應有作為╱傅崐成
附件
I.《開羅宣言》(中英文)
II.《波茨坦公告》 (中英文
III.《舊金山和約》 (中英文)
IV.《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
V.《中日聯合聲明》
VI.《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
VII.《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
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VIII.《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
部分論文集正在運美途中，有興趣的朋友請向《亞
洲太平洋事務研究中心》聯絡：
亞洲太平洋地區事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Affairs
41 Red Brook Road.Kings Point, New York 11024 U S A
Tel.: 917.334.2695 (Sam Chen)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Debate on the Logic in Great Power Diplomacy
Diaoyu Island (Senklaku) Case in Point
The article in Foreign Policy,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FP 12-26-2013), written by Dr. Paul Miller, a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a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er at the Rand Corporation with university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work experience as an analyst in CIA's Office of South Asian
Analysis, presented a rich food for thought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related to Asia
Pacific. Dr. Miller used a logical thinking process to look at the US Asia Pacific
policy through a focus on the Diaoyu (Senkaku) Island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nowing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issue is ambiguous.
Dr. Miller took the Diaoyu case to illustrate how to think about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following a logical analysis to conclude a policy recommendation,
urging the US to take firm engagement. This thinking process is commendable,
however, the arguments that Miller put into the process were debatable, some even
contradictory and illogical. Hence the conclusion is not convincing.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as a rebuttal on Miller's logic with the hope a real logical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Miller suggests that the U.S. as a super power should only care about her
intrinsic interest and cites “learning how to stay uninvolved is an important virtue of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contradicting to his conclusion. He rebuts the argument,
“shouldn't the United States get involved to 'demonstrate resolve' or 'reassure allies'
or 'protect credibility' or 'show leadership'”, by first saying that those concerns “are
not ends in themselves”, “they are tools to employ when some concrete thing is at
stake”; “organizing foreign policy around US leadership puts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f the islands are irrelevant to US interests, it doesn't show very wise
leadership to spend time and resources worrying about them”. “The only reputation
this (US involvement) would cultivate is that of a meddlesome bully.” Secondly,
Miller argues that those concerns “tur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o an elaborate game
of psychology” and make policies subject to the scrutiny of world opinions. He
further states that “making world opinion the centerpiece of U.S. gr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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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開羅宣言》雖然只有區區二百多字，但
它的重要性絕對不能以字數來衡量，今天如
果沒有《開羅宣言》，要想收回釣魚台的法
律依據就要大打折扣，所以管建強教授的論
文雖然較長，但必須深入研讀。
我們常常感歎，參加保釣活動的年輕人太少，那麼老保釣林孝信在
台灣推動的＜釣魚台教育計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應該
推廣到華人聚居的地方。
隨著恢復「戰後新格局」的呼聲漸起（恢復到《開羅宣言》及《波
兹坦公告》所設定的戰後新格局），琉球的歸屬問題，將必然成為一
個令人囑目的課題，《亞洲太平洋事務研究中心 》15個月前推動的
《琉球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啟此課題討論的先河。
Dr. Wordman本期以中日釣魚台紛爭為例 批評美國智囊大幅度擴大
中國威脅及超級大國霸權心態之不當，我們如果無法改變這種心態，
將很難要求美國人支持我們對釣魚台的立場。
---本期責任編輯：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開羅宣言》在當代國際法上的法律地位辨析（6）
結語
《開羅宣言》創立的造法性規
範，體現了人類良知、正義的進
步，是消滅侵略戰爭，確保國家領
土主權完整, 調整國家行為準則的
法律淵源，是催生現代國際法具有
里程碑地位的國際法基本文獻。
《開羅宣言》、《波茲坦公
告》、《日本國投降書》等國際政
治、法律檔構建了戰後亞太政治格
局。戰後48個同盟國與日本國締結
的“三藩市和約”體制並不優先於
《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條
約》所確立的戰後中日邦交的政治
格局。在《開羅宣言》、《波茨坦
公告》、《日本投降書》與後者
“三藩市和約”衝突的情況下，對
四大國和日本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是
前者。而其中的美英兩國選擇後者
的行為，違背了條約必須履行的古
老的國際法原則，就會產生國家責
任。同樣日本拉起“三藩市和約”
作虎皮、拒不履行中日邦政治格局
之下的條約義務，也是違反國際法
的行為。
可見，在現代國際法的構架中，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
《日本投降書》是唯一同時對四大
國與日本之間法律關係具有拘束力
的基本法。《開羅宣言》也是釣魚
島歸屬中國的重要法律依據，日本
對此負有條約義務。在和平與發展
已成為世界主流和大背景下，有關
國家背離《開羅宣言》精神、挑戰
戰後國際秩序的行為必將遭到國際
社會的唾棄。
近10年來，在國際格局發生重大
變化、我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的大
背景下，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抬頭，
企圖否定以《開羅宣言》、《波茲
坦公告》為基礎的戰後亞太國際秩
序，為日本重新成為所謂“正常國
家”鳴鑼開道；而美國也有一部分
政治人物誤判國際形勢和歷史發展
趨勢，意圖背離開羅宣言的基本精
神，重新扶持日本右翼勢力，推行
美國在亞洲的所謂“再平衡”戰
略。
今天日本歪曲解釋憲章九條，美
某些參議員對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表示理解。明天在成為正常國家的
旗幟下，日本廢棄憲章九條，美國
也放縱的話，那麼，日本建立正式
的國防軍，驅逐美軍已經為期不
遠。因為，只有日本領土上有外國
軍隊，日本就不能說是一個正常的
國家，因此驅逐在日美軍只是時間
問題。
進而言之，一旦日本羽翼豐滿，
甚至抓住機會向美國復仇也不無可
能。這是因為日本領導層中普遍堅
持錯誤的歷史觀。例如，日本副首
相麻生太郎曾公開地說：“學習納
粹方式（偷偷地）修憲”；日本首
相安倍曾在日本國會上說：“侵略
罪而言，學術上的乃至國際上的定
義還沒有，國家與國家的關係而言
角度不同看法不同。”無論是麻生
太郎的修憲謀略，還是安倍意欲否
定東進審判正義性的講話，均包含
了意欲推翻同盟國在東京審判中對
日本戰犯所判定的侵略罪名，以圖
恢復大和民族的“尊嚴”。以上這
些動機的湧動，如果得不到及時的
遏制，假以時日發生日美最後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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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s credibility”. “Perceptions are important, but not more important than alliances,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deployments of U.S. forces abroad that giv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wer to objectively change reality.” Thus, Miller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the specific case of the island dispute: If the islands were irrelevant to US interests
then it would appear bullying if we chose to engage; if the islands were critical to the
US interests then it would be justified if we chose to get involved.
Unfortunately, Miller's logical thought process led to a wrong conclusion:
“The disputed islands thus provid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ce the issue with China now…. Such a confrontation need not be belligerent or
mean-spirited, but it should be firm. The goal is … to counter China's coercive
diplomacy and forcibly socialize China into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behavior.” In my
opinion, his conclusion was false because of the false assumptions and facts he drew
leading to an illogical conclusion.
Miller deduction used a set of argument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is a critical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ii. China's rise is the largest shif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power sinc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iii. China is a competitor, rival and potential threat.
iv. Japan and Europe are not threats because they coexist happi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zone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v. China's efforts to expand its pow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is of interes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statements are logical but not sufficient to elevate the otherwise
unimportant disputes over a few minor isla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to a
matter of great power confrontation. He stres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care
about the islands, but it should care about how China throws her weight around, how
she relates to her neighbors and what she thinks how she can get away with. To my
surprise, Miller use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to elevate the issue as a threat,

決不無可能。
今天，如何對待《開羅宣言》，
已經成為決定亞太地區走向和平、
穩定、和諧還是走向對抗、動盪、
戰爭的大問題。在《開羅宣言》發
表70周年之際，再次解讀《開羅宣
言》的法律內涵以及蘊含其中的歷
史正當性、進步性，解釋《開羅宣
言》在現代國際法中的地位是為了
防止重蹈歷史覆轍、重演歷史悲
劇。（全文完）
作者： 管建強，華東政法大
學，國際法學院教授，人權與人道
主義法研究中心主任。

《編者後記》
短短不到三百字的《開羅宣言》
是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格局的
最原始文件，它被載入《波茲坦公
告》，是日皇昭和宣告投降所保證
實行的必要條件：
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蘇政府電
(1945.08.15)
一、關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
各項規定事，天皇陛下業已頒布赦
令。
二、天皇陛下準備授權，並保證
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簽訂實行
波茨坦宣言各項規定之必需條件。
天皇陛下並準備對日本所有海陸
空軍當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轄之所
有部隊，停止積極行動，交出軍
械，並頒發盟軍統帥部所需執行上
述條件之各項命令。.....................
這是二戰主要參戰國一中、美、
英三國領袖共同簽署的文件，（蘇
聯後來連署了，當時法國只有一個
流亡政府，沒有參加連署。）
後來1951年誕生的《舊金山（三藩
市）和約》，在四個主要受降國的
一半，或拒絕參加（蘇聯）或未被
邀請（中國）的情況下，由美國一
意孤行，以達到和日本私相授受的
目的，企圖改變原本同意了的戰後
新格局，導致亞太地區產生這麼多
糾紛，包括釣魚台列嶼等。
最初受邀參加《舊金山和約》有
52國 ， 三 國 拒 絕 參 加 （ 蘇 聯 、 波
蘭、捷克），三國拒絕承認條約內
容（越南、朝鮮、蒙古），實際簽
約的國家是46個，名單如下：
阿 根 廷 ,澳 洲 ,比 利 時 ,波 利 維
亞,巴西,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哥
斯 達 黎 加 ,古 巴 ,多 明 尼 加 ,厄 瓜
多,爾埃及薩爾瓦多,衣索匹亞,法
國 ,希 臘 ,瓜 地 馬 拉 ,海 地 ,洪 都 拉
斯,伊朗,伊拉克,寮國,黎巴嫩,賴
比瑞亞,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
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
圭,秘魯,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南
非共和國,斯裏蘭卡,敘利亞,土耳
其,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王國,美利
堅 合 眾 國 ,烏 拉 圭 ,委 內 瑞 拉 ,越
南,日本
這些國家中有多少和日本侵略戰
爭有關？由這些國家替受害最深、
最久的中國簽訂對日和約，合適
嗎？
管建強教授原來只寫4個部份，
但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又加了兩
部份。我們要取回釣魚台，必須認
真對待《開羅宣言》。
除了本篇之外，其他5個部份分
別刊登在《中美論壇》＃20、23、
24、25及27，請查閱。

i. China's declaration of an ADIZ over the East China Sea is unilateral rewriting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in her favor hence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ii. Though the U. S. is so powerful, she can not afford to ignore China's small efforts
to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Different from small states, China grows rel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re is ever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is to U.S. advantage for
it to happen earlier than later.
After reviewing the above, any learned political scientists would have enough
arguments reputing Miller's essay. First, in the great power diplomacy, it is illogical to
assume a great power like the U.S. will act like a superpower yet develop her policies based
on insecurity. The whole assumption of China is scary and is false simply because China's
military power is not only in no way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s expansion is largely
triggered by the U.S. policy targeting China as the enemy, vigorously arming her neighbors.
The military race during the cold war produced several nuclear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whether the Soviet Union was collapsed or not, they remain to be threats to
global peace. Hence creating hot spot by engaging in the island dispute does not reduce any
threat to the world nor to the U.S. China like Japan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y is Japan not a threat to peace when her prime minister is inflaming a
nationalist and imperialist dream fanned by the U.S. whereas China trying to gain her great
power status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does? A proper recommendation to the great power
perhaps should be 'Learning how to get involved is an important virtue of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especially for China and the U.S.. The statues of the two countries do depend on
the world opini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does indeed impact perception. Ample examples
have shown that military might or bullying actions do not solve world problems. In
formulating foreign policies, the U.S. not only must consider her self-interest but also must
stand on the side of justice. In the Diaoyu Island dispute, the world opinion, historical facts
and justice are on the side of China. Global order will evolve in time with justice eventually
prevailed. Therefore, the U.S. must take the position in recognizing the injustice created in
WW II by Japan and engage a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a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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