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琉球地位的最終走向，對中國東海局勢非常
重要。如果維持現狀，每次中國艦隊溜進溜出
西太平洋就可以成為新聞。 如果美日聯合加強

封鎖，中國艦隊有可能出不了第一島鏈，但是，假如琉球獨立，那中國
進出東海就如魚得水海闊天空了。 有人主張琉球要「回歸」中國，這不
但不現實，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中國立刻成為眾矢之的。琉球的獨立
是可行的，但用什麼方法呢？吳章銓這篇文章提出的方法對亞太，對東
海，對中國都是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傅崑成教授是國際海洋法權威，紐約 傅教授到哈
佛大學講學之便，請他到紐約舉辦一次演講會，講述了兩個重要的問
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中國海洋法律能力的若干建
議》及《關於南海問題》專題講座.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列強在殖民地派兵駐軍視為當然。二戰以後強國
改用租借的方式在主權國家駐軍。Dr. Wordman雖然講的是古巴，但是美
國現在在東南亞到處駐軍真有它的合理性嗎 ？李景科的短文寫得很精
彩，而且都很有歷史背景。以後會陸續登。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亞太事務研究中心趁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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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A military base whether it is an airfield, seaport, supply depot, 
t ra in ing  camp,  nuclear  was te  t rea tment  ground or  weapon 
research/manufacturing site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must be justified 
by a legitimate military need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concern.  
Such a base located at a foreign land must be further justified by a military 
need shared by both countries involved. Is this justification sufficient enough 
to overlook other issues?  Due to the impact of a military base on civilians and 
their way of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any military base should seek the 
agreement and support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pre-
requisite is naturally import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military base in the long run.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the pre-requisite of getting local consent 
on establishing a military base is often a difficult process due to much possible 
justifiable opposition by the local people. This phenomenon even occurs on 
non-military construc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a commercial shopping center, a 
large manufacturing site, a railroad or station, a school building and even a 
small town swimming pool. Local people can raise objection from 
environmental concerns such as disturbanc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ffecting the living species therein,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water supply, 
sewage and waste disposal, noise level, traffic jams, etc., etc., are all legitimate 
reasons for opposing a sizable construction. A military base adds additional 
concern of security and safety which inherently project fear, insecurity and 
inconvenience into the civilian lives near and around the base. Of course, like 
other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s, a military base can bring commerce and job 
opportunities to a local community.  This positive effect sometimes overweigh 
the negative factors listed above, then the local community will agree or even 
welcome a military 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ructing or moving a 
military base is fortunately governed by the above justification procedures 
through a democratic process involving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relation 

effort.
Establishing a US military base in foreign country historically seems 

to follow a very different procedure with littl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cerns 
described above. Of course, the U.S. Military could claim that the above 
justification is the foreign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the foreign country has 
to deal with whatever difficulties involved. The U.S. Military only has to 
negotiate with the foreign government under a military treaty or agreement. The 
U.S. has many military bases in foreign lands, but not surprisingly they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countries generally with an authoritative (even dictator) 
government or in lands or seas occup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the above discussed justification procedures would rarely approve a US 
military base if the approval was up to the people living around the proposed 
military base. A truly democratic nation would be obligated to apply the above 
justification process to approve a military base, hence making the approval 
process difficult. 

Martin Fackler on 2-22-2015 wrote an article, "Security Guards 
Detained Three Protesters at the gate of marine base in Okinawa", in Asia 
Pacific, which gave a perfect example illustrating a serious issue regarding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foreign lands. The Ryukyu Shimpo newspaper reported 
that at least 2,000 demonstrators gathered outside Camp Schwab, near the 
village of Henoko, Okinawa, where the U.S. and Japan (governments) have 
agreed to relocate the existing busy Futenma air base from a more densely 
populated part of the isl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placement airfield appears to 
have finally begun under Shinzo Abe's arm-twisting. Abe is a conservative right-
w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who promotes closer ties between his n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expand Japan's military forces.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have begun setting buoys and boring into the coral-filled seabed off 
Camp Schwab in preparation for landfill to build a V-shaped pair of runways. 
According to the protesters the airstrip will destroy pristine coral and the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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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三月一日(周日)下午二點半，保
釣聯合會《紐約》和亞太事務研究
中心特別邀請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

院長傅崐成教授，作客紐約法拉盛
《紐約亞太中心》，舉辦《建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中國
海洋法律能力的若干建議》及《關
於南海問題》專題講座。

傅崐成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法學
博士、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榮譽法
學博士。是中國大陸"千人計劃"特
聘專家，"中國海洋法學評論"創刊
主編、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院長、
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極地
與深海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PADOD 
Centre)主任。曾任台灣中國時報編
譯、記者、駐紐約特派員、行政院
顧問、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台大
法律系及金門大學教授。台灣、大
陸、俄羅斯仲裁員等職。30餘年來
從事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法、海洋
法、國際私法、海商法、合同法、
仲裁法等等，是著名的國際海洋法
權威，中國政府有關海洋事務的智
囊。

21世紀的中國正在不斷努力建設
海上絲綢之路，加強與各國的貿易
通商。那究竟為什麼中國必須建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呢？  在講座
中，傅教授主要提出三點原因，即
中國的海洋地理位置相對不利；經
濟生活必須仰仗海上交通；以及我
們只有一個地球。而這條海上絲綢
之路所連接的國家，都是現代的民
族國家，其溝通標準及共識，就是
國際法。所以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中，瞭解學習和強調國際
法，海洋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傅崐成教授還針對中國海
洋法目前的現狀提出了問題與建
議。他主要指出，目前中國在很多

◎吳章銓

◎趙韻潔

一．背景
琉球自古是中國的進貢國，但

是中國從來沒有把琉球並入版圖，
始終不曾統治過它，不曾壓迫它，
掠奪它。朝貢關係在禮儀名份上有
高低的位差，實際上是一種互利的
貿易關係，所以琉球對中國不曾懷
有敵意，或防範、反抗的心理。華
人曾經多次移居琉球；琉球國民的
血緣、文化、制度和中華的關係密
切。歷史上的這種淵源，對設想今
後東亞國際關係的格局，有重要的
參考意義。

日本1872年武力吞併琉球，先是
設為藩，後改為縣，但是日本從來
不把琉球視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不
把琉球人視為平等的臣民，而是視
為殖民地人。日本人大量進入琉
球，把日本語言、教育和勢力引進
琉球，其目的是統治、控制、改變
琉球，利用琉球作為對外擴張和國
際戰略的基地，直到今天沒有改
變。

二次大戰之後，按照戰時和戰
後的各項國際宣言、協定、條約，
日本應當退出所有帝國時代侵佔和
吞併的國家和領土。琉球人應當收
回自己的主權，回歸獨立。琉球的
主權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任何佔
領當局，應當屬於琉球人。

1943年《開羅宣言》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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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波茨坦公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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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兩項戰時的聲明，戰後由
於國際局勢原因，沒有簽訂完全的
對日和約，但在《舊金山和約》予
以肯定，該《和約》第3條"信託統
治"中規定：

"日本同意美國對北緯29度以南
之西南群島(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
島) 、孀婦巖南方之南方各島(含小
笠原群島、西之與火山群島) ，和
沖之鳥島以及南鳥島等地送交聯合
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Japan 
will concur in any propos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place under its trusteeship system,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sole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Nansei Shoto 
south of 29 north latitude (including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Daito 
Islands),  Nanpo Shoto south of Sofu 
Gan (including the Bonin Islands, 
Rosario Island and the Volcano Islands) 
and Parece Vela and Marcus Island. ）
"

這條有以下幾層重要內涵：1。
明確琉球不是日本固有領土，是日
本侵略所得，主權不屬日本；琉球
應當回歸琉球人。2. 美國表示要提
議向聯合國申請託管琉球，意即美
國承認琉球應當經過聯合國的託管
過程而自治或獨立；3. 美國表示願
意負起託管責任，即承諾按照《聯
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的託管規
定，"…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
逐漸發展。"（該條（醜）款）；4. 
美國還表示，將成為唯一的託管國
（見上引英文本），承擔協助琉球
未來脫離日本的全部責任；5.  同
時，美國也因此表示無意長期佔領

琉球，或作為軍事基地。6.  日本同
意以上各點，即：琉球不屬於日本
領土，應當經過聯合國的託管程式
而自治或獨立。因此，按照條約的
文字和精神，琉球應當獨立，是
《 舊 金 山 和 約 》 46個 簽 署 並 批 准
國、尤其美國和日本的共同承諾，
共同責任。

二戰前國際聯盟委任日本統治的
太平洋島嶼，在二戰後聯合國交給
美 國 託 管 （ 1947年 4月 2日 安 理 會
21號決議）。美國履行了義務，最
後那些島嶼大部份都獨立了。但是
在琉球，美國沒有履行她主導擬訂
的《舊金山和約》中的承諾，交給
聯合國託管制度，也沒有自行採取
訓政步驟，協助琉球人學習並取得
自治或獨立。相反地，美國不久聽
從日本，把琉球送入日本虎口，以
交換日本讓美國利用琉球為軍事基
地。琉球人完全沒有參與任何決
定。戰後世界上的所有聯合國託管
地都選擇獨立，唯有琉球人沒有得
到選擇機會。琉球是唯一的例外，
被交給戰敗國日本後再度亡國。

美國在日本教唆下認為，日本是
冷戰中對付蘇聯集團中的蘇聯、北
朝鮮和中國的最好幫手，於是在各
方面扶植日本，以琉球為賄賂，拉
攏日本。不顧國際正義和條約，也
不征詢琉球國民或任何人的意見，
於1972年在和中國恢復來往之際，
把琉球（連同釣魚臺群島）的"行政
管理權"移交給前殖民帝國日本，並
發明"剩餘主權"說，給日本吞併琉
球製造藉口。這是美國戰後外交上
的一大汙點。

美國沒有正式承擔託管責任，沒
有幫助琉球獨立，卻把對琉球的行
政權交給戰敗國日本。美國交的是
行政權，照道理說，就是聯合國的
託管行政權。但是日本是個處心積
慮的虎狼之國，把它覬覦的肥肉投
給它，它當然是吃下去，而不會嚼
幾嚼後吐出來。日本立刻把美國所
謂 的 剩 餘 主 權 解 釋 為 "主 權 "。 不
久，就把琉球再度吞併，成為日本
的"領土"。

琉球本是日本殖民帝國的軍事基
地，日本和日本人樂於出租琉球為
美國的軍事基地，換取美國的軍事
聯盟。這就是目前琉球問題的基本
情況。

中國對琉球有責任。
中國古代的所謂朝貢制度，沒有

明確的法律檔規定雙方的權利和義
務，但是明顯的是，中國有義務維
持周邊國家的安定與合法政府。在
朝鮮、越南，以及其他國家，歷史
上往往有向中國朝廷申請保護的事
件。中國無條件地提供援助，事後
自動撤兵，從不要求報償。中國多
次應琉球的要求冊封朝鮮國王，不
曾乘機向琉球提出要求。中國的朝
貢制度，是一種良性的、自我付出
的國際關係制度，和近代西方的帝
國主義制度不同。

基於歷史上千餘年的關係，中國
應當有扶危興絕的責任，有義務在
戰後幫助琉球復國，使她在現代世
界上成為一個獨立、平等、安全的
國家。由於戰後國際、國內的因
素，中國自顧不暇，沒有力量去履
行各種國際責任，但是這並不能辯
解中國對琉球沒有外交和道義上的
責任。

二．獨立
美國最有負起作為發起國際聯盟

和聯合國的國際領袖的責任，履行
在《舊金山和約》中曾經表示的對
琉球人的託管義務；也是履行美國
對聯合國託管制度的責任。

中國應該主持正義，不承認日本
對其帝國殖民地擁有任何所謂"剩
餘主權"，不承認日本吞併琉球為
合法，幫助琉球擺脫百多年被殖民
被迫害的命運而恢復琉球人的民族
尊嚴和國家獨立。並且參加聯合國
共同保障琉球國家之獨立和安全的
機制。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的託管制度源
於一次大戰後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
制度，是國際關係上的重大進步。
國家獨立，民族自由，是人類大社
會的進步。但是在琉球，聯合國沒
有完成任務。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
是戰後獨立的，應當有義務幫助琉
球獨立。

三．中立
在獨立之上，應當進一步促成琉

球成為由聯合國擔保的國際中立
國。

中國不妨在協助琉球獨立的同
時，建議協助她成為由聯合國提供
擔保的永久國際中立國，不被捲入
國際政治、軍事的糾紛，而成為對
全世界的和平、繁榮、綠色海洋發
展做出貢獻的海上瑞士。

瑞士是可敬的中立國，應可以成
為琉球爭取成為國際中立國的參考
榜樣。瑞士的中立有幾百年歷史，
1815年獲得拿破侖戰後的維也納會
議《巴黎條約》承認，因此得到歐
洲各國的尊重，得以在近代幾個世
紀中歐、西歐大國頡頏與戰爭中長
期保持中立，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
樂土，令人羨慕。琉球獲得聯合
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和條
約保障其中立地位，便是得到全世
界的保護，其中立性將非常穩定和
鞏固。這樣的中立地位，肯定是琉
球人的福祉，也是她周邊國家和東
亞的福祉。

中立國的琉球，在內政安排上，
不妨從瑞士的聯邦制度獲得靈感。
瑞士是多民族的聯盟國，國內各州
（canton）擁有很大的自治權力，
而整個國家融洽地團結在一起。琉
球是狹長的島鏈國，南北細長達
1300多公里，歷史和文化頗有不
同，境內有琉球人、華人、日本人
等血裔的民族，將來國內憲政的安
排 ， 不 妨 參 考 瑞 士 的 聯 邦 制
（Confederation），南北分為三個
自治州。

琉球的地緣位置優越，是東亞大
陸和西太平洋兩大地理區域的接
面，海洋資源豐富，一旦脫離大國
博弈中棋子的地位，將成為兩大地
理區域交匯的縱軸軸心，不但本國
社會經濟將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必
然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而且將帶
動西太平洋和東亞的大面積和平與
繁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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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洋權益維護的法律法規制定上，
還有所不足，例如中國與與鄰國之
間的國際海洋邊界，以及中國內部
沿海各省各縣市之間的海洋邊界需
要盡早劃定完成；海上執法活動，
特別是武力使用的規範，依照"包
裹立法"的方式完成相關法律法規
的修訂。針對種種問題，傅教授提
出三點建議，首先建議盡速推動
《海洋執法武力使用規範國際公
約》的國際立法活動，有助於維護
海上安全，同時爭取到21世界海上
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助力。其次建
議中國堅持尊重國際法，尊重其他
國家的主權，強調國際誠信，保持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優良傳統思
想。最後，他強調了深刻認識法律
的重要性，依法治海，強化我國的
海洋法律能力，以在最短期間建設
完成一個強盛的海洋中國作為我們
共同的努力方向。

在本次活動中，傅崐成教授還為
到場的觀眾普及了關於"南海問題
"產生的歷史原因及現狀。傅教授
從明代鄭和航海圖中南海諸島的地
圖，談到了中國1947年及之後在地
圖上被畫成斷續的"九段線"，到如
今在最新版的中國地圖上，重新被
畫 成 "十 一 段 線 "， 或 者 稱 "U"型
線，講述了國際有關"南海問題"的
討論及發展史。

最後，傅崐成教授指出，中國從
來不缺乏海洋法、國際法專家。他
肯定了中國在國際海洋問題上積極
的發展方向，並提出了對加快未來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中
國海洋法律能力，及解決現存的海
洋問題這一腳步的願望。

傅崐成這次應哈佛大學邀請參加
南海問題討論會，他表示，美國曾
在二戰中給予中國幫助與支持，在
未來中國海洋建設的道路中，中美
還是會繼續合作。

本次活動受到聽眾的熱烈響應，
並進行了一小時的互動討論。他感
謝這次機會，與紐約華人共同就中
國海洋問題進行交流。

作者：趙韻潔，山西人，2006年
畢業於北京科技大學。來美國後，
獲幼兒教育碩士，現在在亞太事務
研究中心做義工。

!

!

傅　成教授關於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of the dugong, a sea mammal similar to a manatee. 
The relocation, first proposed in the 1990s,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Okinawa people. The project was delayed for years because of 
local opposition frustrating the DOD and Washington. The new airfield has been widely 
opposed by the people of Okinawa, who consistently blame the huge American military 
presence here for causing crime and pollution. More than half of the 50,000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ersonnel in Japan are based on Okinawa for over a quarter of century; 
the Okinawa people was never happy about the US military base. The recent Okinawa 
governor' election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resolve of Okinawa people. They have 
elected Takeshi Onaga, a persistent opponent of the proposed new U.S. Military base in 
Okinawa, as their new governor, ousting Hirokazu Nakaima who supported the moving 
plan and made a deal with Abe's administration for getting some funding. What does that 
tell us? Should we be surprised by the camp Schwab gate incidence?

In 1962, when the Soviet Union stroke an accord with Fidel Castro to 
establish missile bases in Cuba, Cubans under Castro's dictatorship did not or could not 
object it. However, the U.S., a neighbor of Cuba, strongly objected.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risking a nuclear war, faced down Nikita Khrushchev, eventually succeeded in 
stopping the Soviet missile bases in Cuba.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strong opposition was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America,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ase in history adds another concern for justifying a foreign military base: Is the base 
projecting a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 to the people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Okinawa's case, it would include Chinese (and people in Taiwan), Filipinos, Koreans, 
Japanese, and most importantly, of course, the local people of Okinawa. Reflecting on 
the dangerous 13 day Cuba missile crisis, doesn't this raise an issue: Why does our 
government impose so many military bases on foreign lands? For whose sake and for 
whose harm are they for? Is this the right way to promote freedom and democracy to the 
world by ignoring local citizens' democracy or working with dictating foreign 
government to strong arm military bases in their lands and to pose military power or 
threat to the people in those lands and beyon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people are allowed to question their governments' 
wisdom. Governments are not always right or smart and the people are not always stupid 
or ignorant. The Camp Schwab incidence offers plenty for the U.S. to reflect on - must 
we conduct our foreign policy or foreign relations relying on foreign military bases? 
Canada, Brazil, China, and India are large countries that don't multiply foreign military 
bases! Why must we have them? Are we so insecure in dealing with another country in 
far away land without carrying a weapon? Is this a culture inherited from the western 
cowboy movies? If so, we must blame our foreign policies on John Wayne, sure he was 
always a good guy but he settled things by shooting with his guns. It worked in his 
movies killing Native Americans or Mexicans but would it work forever in a real world 
with nuclear weapons? I seriously doubt it! What about you, fellow American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釣魚嶼，和平山是今天我國釣
魚島的舊名稱。根據百度百科關於
"釣魚島"的名稱來源說明：中國有
關釣魚島的最早文獻出自明朝永樂
元年（1403年）的《順風相送》，
稱該島為"釣魚嶼"。其後文獻及官
方輿圖亦採用"釣魚嶼"名稱，見諸
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
一 次 冊 封 使 陳 侃 所 著 《 使 琉 球

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
江 提 督 胡 宗 憲 編 纂 之 《 籌 海 圖
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乾隆皇帝欽命繪製之《坤輿全圖》
（《坤輿全圖》使用閩南語發音，
稱為"好魚須"[Hao-yu-su]，即"釣魚
嶼 "）。臺灣沿用 "釣魚臺 "名稱至
今。大陸現代則稱該島為"釣魚島
"，有時也用"釣魚臺"的名稱。

1900年，也就是明治３３年，日
本 博 物 學 者 黑 岩 恒 （ 1858年  - 

1930年 ） 在 地 學 雜 誌・第 12輯・

140巻・478-9頁・ （明治33年8月 ）

發表了《釣魚嶼地質圖》。該圖在
事實上沿用了我國明朝和清朝政府
通用的漢字"釣魚嶼"的名稱，在地
圖的英文標題上使用了另外一個當

時通用的釣魚島的別名"和平山"拼
音 名 Hoa-pin-su： Geological Map of 
Hoa-Pin-Su,By.H.Kuruiwa.。

由此可見，釣魚島的名稱詞源都
是來自於清末以前中國擁有管轄權
的官方名稱。

作者簡介：民革黨員，歷史研究
者，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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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絡地址： 118000遼寧省丹東市
019號信箱,手機：18641595126。
電子郵箱：fashion_1@163.com

日本學者的《釣魚嶼地質圖》實際間接證明釣魚島是中國的
◎李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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