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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經在戰後的具體行動上，表明
了各國實際的執行意志，毫無問題
（直到冷戰開始，這項條約的執行
才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特別是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按照宣言
的要求，宣布了“無條件投降”，
以及之後的種種作為，也都完全證
實了《開羅宣言》受到了當事各方
的主觀認定為“有拘束力的條
約。”
因此，《開羅宣言》之作為一項
國際“條約“，毫無疑義。且過去
原本也沒有任何國家（包括日本）
提出過質疑。
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公布
之後，歐洲戰場發生了重大的變
化，納粹德國敗亡，英美中三國領
袖于1945年7月26日再度經過會商，
發 表 了 《 波 茨 坦 公 告 》 （ Potsdam
Proclamation） 。 其 中 第 8條 規 定 ：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
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
小島之內。”至此，一切都在合理
的法律道路上進行著。日本天皇隨
後不久也接受了《開羅宣言》與
《波茨坦公告》的兩度明文要求規
定，宣布了“無條件投降”。這兩
項國際文件也都在國際社會上被當
做莊嚴的條約，被嚴格地遵行著。
不幸的是，東西冷戰很快開始
了。就在1945年《波茨坦公告》發
表之後的6年之後，由于1950年6月
25日爆發了朝鮮戰爭，美國與中國
大陸成為敵對面，因此，1951年9月
4日，美國單方面邀請了52個國家在
舊金山集會，排除了二戰期間犧牲
生命最多的中國的參與，在臺灣與
大陸都沒有獲邀參加的情况下，美
英兩大盟國及其它47個國家，與日
本達成了《舊金山和約》。
這一會議是美國在亞洲建立冷戰
新秩序的產物。由于對日和約草案
的起草工作被美國所壟斷，並幾乎
完全根據美國在二戰後對日本的主
觀安排意志來制定，會議自然引起
了不少國家的強烈不滿。例如：曾
遭受日本侵略、並參加過對日作戰
的印度和緬甸就拒絕參加舊金山會
議 。 9月 8日 ， 參 加 舊 金 山 和 會 的
49國代表在對日和約上簽字，但蘇
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國拒絕
簽字。
按照這一份對於中國無效的《舊
金山和約》的第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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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孀婦岩南方之南方各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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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通
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
民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施行政、立
法、司法之權利。”
總之，琉球群島從此成為美國的
軍事管轄之地。雖然從來沒有經過
聯 合 國 正 式 的 “ 托 管 ”
（trusteeship）安排決議，美國一直
在琉球進行著“非正式的”托管行
為，直到1972年5月15日結束。美國
治理琉球時期，是從1945年（昭和
20年 ） 美 軍 占 領 沖 繩 開 始 ， 直 到
1972年（昭和47年）美國擅自將之
轉交日本為止，前後達27年。美國
當時所管轄的範圍包括沖繩群島、
宮古群島和八重山群島（並不包括
屬於臺灣附屬島嶼的釣魚臺列
嶼）。
多年來，中國大陸政府一向堅持
《開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
的有效性，堅持二戰盟國應該依照
這些條約執行對日本的戰後關係；
反對《舊金山和約》的有效性，認
為美國無權在沒有中國參加的情况
下，將《舊金山和約》的內容強加
諸中國身上。但是，很不幸的是，
當時深陷于冷戰漩渦中的臺灣方面
于1952年4月28日與日本單獨簽訂的
和約中承認了《舊金山和約》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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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位。
不過，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便
臺灣承認了《舊金山和約》的有效
性，美國也只是一個行政托管者，
仍然無權擅自將琉球等小島的“主
權”交給日本。誠如美國政府官員
多次反復承認的，美國自身都從未
取得對于琉球的主權，如何可以擅
自將琉球的主權交付給任何他國
呢？美國的立場是：琉球（以及釣
魚臺列嶼）等島嶼的主權問題，應
留給相關國家自己解決。
近兩年來，由于日本逐漸右傾，
特別是日本不斷否定歷史事實，妄
言修改戰後和平憲法，積極強化武
備，對東亞各鄰邦形成了軍事安全
的威脅；相信對于美國也會形成未
來的危險挑戰。美國政府與學者應
該認真考慮他們的立場。現在，面
對美國的是兩種選擇：
第一、尊重國際條約，重塑美國
的領袖形象，嚴格控制日本的右傾
方向，建立國際互信，維護國際社
會上的法律價值觀；
第二、繼續鄙視國際條約，傷及
自身的領袖形象，繼續玩弄外交文
字游戲，徹底破壞國際社會的法律
價值觀。
我常說：中國就像一頭大象。這
一頭大象，原本有心與西方交流，
學習西方的工業、文化、藝術，成
為一頭能跳華爾茲的“舞蹈大
象”；但是，西方列強却不斷地用
侵略、欺騙、歧視、毀約等惡劣的
手段去刺激他，似乎想要訓練這頭
大象成為一個真正的“攻擊大
象”。這真是嚴重的錯誤。
現在，事實上，中國正在從他與
美國、英國、日本、俄國、德國、
法國等世界“先進國家”交往的歷
史經驗上，深刻見識到了面對條約
被毀棄、承諾被破壞，而當事國依
然可以面不改色地，繼續僞善地、
誇大其辭地空談和平、友好、平
等、互惠的反傳統中華文化價值的
國際社會大國作風。中國會不會隨
波逐流，也成為世界上另一個這樣
的“僞善大國”？或者，中國能不
能轉變國際社會的風氣，打破傳統
大國的僞善傳統，成功宣揚中華文
化中的誠信價值，讓世界各國都成
為 “ 條 約 必 受 信 守 ”
(pactasuntservanda) 的真正“誠信國
家”？著實令人擔憂。
筆者認為，國際條約當然也有被
修改、被放棄的一天。世界人類未
來肯定有權利（甚至有義務）要在
保留人類基本良善公序的基礎上，
尋求更新舊的、錯的國際規範。但
是，二戰末期同盟國家之間所簽訂
的《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
告》，蘊涵著懲凶救亡的人類基本
正義觀，有這莊嚴、崇高的人類價
值觀，不該被放棄、不能被放棄、
也不會被曾經遭受日本血腥侵略的
各國人民所允許放棄。琉球從來不
是日本的領土，也無法被美國擅自
將之交給日本管領。兩項條約的規
定歷歷在目，美國應該尊重這些條
約的諾言。
這本小書是編者在2012年底于厦
門大學召開的“琉球問題學術研討
會”的論文集。書中收集了這次研
討會發表的大多數論文。今
（2013）年適逢《開羅宣言》公告
70周年，且日本右翼政府正在日本
社會鼓吹復蘇軍國主義思維，我們
特別需要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清琉球
問題，看清《開羅宣言》的國際法
地位，力阻美國繼續當年所犯下的
錯誤，結合世界同志，遏制日本軍
國主義的氣焰，以避免亞太地區甚
至全球的和平大局，再度遭受破
壞。
傅 成：滿族人，曾任中華民國
立法委員。現任中國大陸國家“千
人計劃”專家，《中國海洋法學評
論》主編，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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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部分美國官員與學者
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外交策略，
公開否認《開羅宣言》的條約地
位，蓄意降低二戰之後，世界多
數國家對于日本的國際法拘束，
這對于潛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而
言，無疑提供了一個危險的支持
信號。
一 項 國 際 文 件 ( international
document )是 不 是 “ 條 約 ” 很 重
要。因為在國際法上有一個基本
的法律原則：條約必須被遵守。
違反了條約義務造成了他方的損
失，締約方應承擔國際賠償義
務。而一項國際文件是不是條
約，並非根據它的名稱來決定
的。也不是按照他的文件格式來
決定的。而必須考量它的實質內
容。這是國際法上的常識。如果
《開羅宣言》根本不是條約，那
麽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沒有遵守的
法律義務，只剩下了道德義務。
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家
的對日關係就是去了一個重要的
基本法律規範。
按照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
約 》 （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的 定 義 ， “ 稱
‘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而
以國際法為准之國際書面協定，
不論其載于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
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
其特定名稱如何。”從《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的內涵來分析，一
份國際文件是否為條約，需要檢
查它的下列三個要件是否存在：
第一、 達 成 協 議 的 代 表 身 份
是否有相應的職權？
第二、文件內容是否足够具體
詳細，創設了明確的權利義務關
係？
第三、協議各方的主觀意思是
否認為有法律的拘束力？
按照這三個要件來檢視《開羅
宣言》，毫無疑問地，這一份國
際文件是一項國際社會最高層級
的條約。理由如下：
第 一 、 1943年 12 月 1 日 中 、
美、英三國領袖在他們各自的軍
事與外交顧問的協助之下，于埃
及開羅會商完成的《開羅宣
言》，是由三位最有締約職權的
國家領導人完成的。羅斯福總
統、蔣介石委員長和丘吉爾首
相，當時都是三國的最高行政主
管官員。他們的協商條約的職
權，毫無疑問。
第二、就條約的內容來看，
《開羅宣言》明白地創設了具體
的權利義務關係。宣言中的規定
包括：
*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
之目的，在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
略，三國絕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
展疆土之意思。”
* “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
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
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
之一切島嶼，及日本在中國所竊
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
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
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
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
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
使朝鮮自由獨立。”
* “三大盟國將繼續堅忍進行
其重大而長期之戰鬥，以獲得日
本無條件之投降。”
這樣的內容確實已經非常具體
清楚，創造了三大同盟國家之間
的權利義務關係――包括不可趁
機為自己圖利，擴大自己的領
土；必須堅持對日本的戰鬥；必
須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必須要
求日本放棄哪些具體的領土 . . .
等。
第三、就當事各方的主觀意思
而言，不但早已形諸于開羅會談
之後的各國的政策言行上，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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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不只是釣魚台——
本專刊再三再四提到〈開羅宣言〉及〈波
茨坦公吿〉是有原因的。
這是中國經過百年列強淩辱及十四年抗戰
慘勝之後，撈到的近代國際條約遊戲中有利我們的兩根稻草。（之前
所有條約內容都是如何瓜分中國。）
一直以來西方列強（加上一個屁顛、屁顛跟在後頭的日本）玩弄各
種條約遊戲，一旦發現情況不利，就開始偷樑換柱，改變遊戲規則，
舊金山和約就是這麼產生的， 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把中國的權益
抹去了。
有了這兩件看似弱不禁風（各不超過三百字）的法寶，釣魚台問題
就不只是釣魚台問題了，更大的琉球群島及太平洋數不清的島嶼歸屬
問題就跟著來了。
日本每佔一個地方就改名字，「釣魚台」變「尖閣」，「琉球」變
「沖繩」，它以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些地方的歷史臍帶斬斷，造成從來
就屬于日本的假像。但這個假像可能不久就要破滅了。
釣魚台的問題就不多說了，自從亞太事務研究中心和廈門大學於
2012年年底召開〈琉球問題學術研討會〉之後，2013年5月8日，中國
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學者張海鵬等人，在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
琉球歸屬問題「可以」再議。同年5月15日，《琉球民族獨立總合研究
學會》在琉球正式成立。這下日本真要惹火燒身了。
本期責任編輯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琉球民族獨立總合研究學會成立宣言
琉球民族獨立總合研究學會於今
年5月15日在琉球正式成立。他們
的宣言是“把琉球民族從一個”苦
世“（琉球語）的殖民地脫離出
來，而早日實現能够以獨立民族
的 身 份 享 受 和 平 ， 自 由 ， 平等的
“甘世”。我們深切的呼籲所有有
志于琉球獨立的琉球民族能够參加
我們的盛會。“
日本首相安倍于4月28日舉行了
琉球“主權回復日”的紀念活動。
對琉球人來說這是一個“屈辱之
日”。因為日本戰後在1952年不顧
琉球人民的權利和人權而儘自宣布
獨立，所謂的“主權回復日”只是
對琉球人的藐視和侮辱。
琉球和日本一樣本來就是一個獨
立自主的主權國家，而二次大戰後
所謂的對日本的“複歸”是對琉球
主權的二次侵犯。當初在沒有琉球
人的同意下，在沒有國際法的手續
之下，日本並吞了琉球，而在二次
大戰末期美軍要登陸日本時，琉球
又變成了日本人的犧牲品，被迫承
受了美軍的攻擊和日軍的迫害。而
戰後琉球又成了美軍的基地，占據
了日本國內美軍基地的80%左右。
三藩市條約不是全面的講和條
約，而是代表了日美的從屬關係的
條約，只有一部分的國家承認而
已。日本國也從來沒有保護過琉球
人民的生命和財產。1952年日美安
保條約正式生效，“日本為了防
衛，為了阻止武力的侵略，希望能
够維持美軍在日本國內及其附近的
駐扎。“而琉球就變成了日本的
“附近”島嶼了。從此琉球就變成
了軍事殖民地體制下的法理制度的
一環了。日本有了這些保障之後，
因為不必發展軍事，就專心發展經
濟而創下了經濟的奇跡，可也把美
軍基地推給了琉球，犧牲了琉球和
琉球的人民。所以，所謂的“主權
回復日“其實就是日本為了自身的
安全和繁榮切斷了琉球，從而確認
了琉球不是日本的這個事實的那一
天罷了。
本會是以琉球獨立為前提，以此

Interplay of US-China-Japan National Strategies As Revealed By The Diaoyu Island Dispute
Mainstream and Organic (No. 19)
Dr. Wordman
Can we see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U.S.,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world's hotspot, the Diaoyu Islands? Yes, we can.
Although the Diaoyu Islands are small, but the recent flare-up of its
sovereignty issue is not a small matter. Historically Diaoyu Islands were under
China's sovereignty but they were lost to Japan along Taiwan when Japan won
the war against China in 1895 right after Japan invaded and took Okinawa in
1879. When Japan was defeated in WW II, Taiwan and these islands (part of
Yilan Township of Taiwan) were supposed to be returned to China. However,
China was split by two Chinese regim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public of China, both claiming representation of full China,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these islands. Since these islands are close to Okinawa,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trustee of the islands surrendered by Japan, included the Diaoyu
islands in an administrative zone together with Okinawa islands. Post WW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helped Japan to rebuild into a democratic nation and an US
ally. In 1972, the United States turned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rights of the
Diaoyu islands along with Okinawa to Japan despite of the protests from the two
Chinese governments. China has always claimed sovereignty over these islands
but China and Japan agreed to table this dispute for the sake of normalizing their
relation then. Recently, with the right-wing leader, Abe Shinzo, being re-elected
as the Prime Minister, Japan has been trying to nationalize these islands,
rejecting the notion of them being ever a disputed territory. Abe is promoting a
nationalistic agenda of restoring Japan's pre WW II glory and aggressively
pursuing military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Government,
Japan had been recovered quickly from the WW II damage and rebuilt herself up
economically. In 1951, a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was signed, stated in which,
Japan would rely on the US for her security and defense and the US was
permitted not only to act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peace in East Asia, but also
to exert its power on Japanese domestic quarrels (the latter part was deleted
1960). Focus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no defense burden, Japan rose
rapidly as a strong manufacturing country supplying goods to the U.S. and to the
entire world. Japan trailed the US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until
China overtook her. Apparently, Japan was happy to be an economic partn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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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but was never content to be the no. 2 economy as shown by her
growth strategy. The rise of China produced a great concern among Japanese
political leaders. Japan's current behavior, particularly on the Diaoyu Island
dispute, reveal a methodic national strategy to bring Japan back to her
Imperial glory with a desire to dominate Asia again, with or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artner. This methodic strategy includes three prongs. The
first prong is fabricating and dramatiz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o gain
world's attention and possibly sympathy to Japan's hostile activities targeted at
China. The second prong is playing into the new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Pivot to Asia Pacific',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Security Agreement,
obligating the U.S. to get involved in Japan's dispute with her neighbors.
Japan is very eager to play an aggressive role to build alliances with Asian
countries. The third prong is drumming up nationalism in Japan to bring Japan
back to her pre-WW II glory, specifically by revising Japan's peace
constitution to expand militarily with 'attack right', by whitewashing WW II
history and denying the war atrocities (Nanking Massacre, Comfort Women
etc)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and even reinterpreting Pearl
Harbor and Atomic Bombing of Japan. Abe may try to explain these away by
saying that Japan needs to be rejuvenated from an aging society and mindset,
but in reality,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his government not only worries her
close neighbors, China and Korea but even Australia. No wonder, the United
States is taking a pause to reassess the 'Pivot' effect with an uncontrollable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has earned her super power status through the
world conflicts.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champion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ut her foreign policies seem to be more in tune with the 'Hegemony
Theory'. According to John J Mearsheimer,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hegemony theory means a great nation will always
pursue hegemony to dominate over other states, and in the process will always
want to prevent another country to be a hegemon or a competitor. The United
States, by defeating Germany (1900-1918), Japan (1931-1945), Germany
again (1933-1945) and Russia in the Cold War (1946-1992), has essentially
achieved her hegemon status over the West hemisphere. As pointed out by
many analysts, despite of her diplomatic language, the 'Pivot to AP', is the US
strategy to exert US presence in AP, to align her AP partners, Korea, Japan,
Philippine, Taiwan, ... to prevent China to become a competitor or a regional
hegemon. However, maintaining a hegemon status is very costly as seen from

為目標而成立的。本學會的會員必
須是具有琉球血統的琉球人。本學
會是“琉球民族的，由琉球民族組
成，為了琉球民族“而成立的。本
學會不是為了少數的學者而設的，
而是為了所有的琉球民族而成立
的，來分析殖民地主義的一些問
題，並探討，實踐解決這些問題的
思想和方法。
另外本學會也和世界各地有過
或正在經驗過程的獨立國家和民
族，來共同探討和實現我們的目
標。
我們要從被日美兩國奴役的狀
態中走出，創造自己的國家，回復
我們的人權和尊嚴，保護我們的島
嶼，我們的海和天空，更要保護我
們的子孫和先祖的靈魂。在這個鬥
爭的過程當中，我們必須磨練自己
形成一種理論來戰勝那些反對的
人，包括日本政府，日本人，以及
那些被同化了的琉球人。
我們以“國際人權規約”第一
條“人民的自決權”為基礎，實現
琉球的獨立和本來應該有的政治地
位，而我們以“國際人權規約”第
18條 “ 思 想 ， 良 心 及 宗 教 的 自
由 ” ， 還 有 第19條 “ 言 論 的 自 由
“，最後第7條”少數民族的權利
“為依據來推進琉球民族獨立的研
究與實現。
（本宣言有些用語不是十分貼
切，為了保持原貌，未做任何改
動——編者）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會長松
島勝雄教授。

the collapsed Soviet Union. The current economic woos in the United States certainly
makes her ill affordable to pursue a global hegemon alone. Hence, flirting with Japan
in the 'Pivot' policy to let Japan bear some costs in containing China is not out of love
for Japan but more as an economical consideration. However, Japan's willingness to
play with the US strategy and more comes with a huge risk. Japan has her own
agenda (above) which may lead to an uncontrollable situation, damaging the US
interest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global economic chaos or an unimaginable
nuclear war destroying the world.
China claims that her rise in economical power is peaceful and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never intended to be a hegemo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ving no military base outside of her sovereignty lend a good credit to her
claim. However, in Mearsheimer's hegemony theory – well followed by the US
military and national strategists, China will inevitably pursue the path of hegemony. It
is this assumption that drives the U.S. to take measure to prevent the rise of China to
become a hegemon. What is illogical, of course, is that why does preventing a
hegemon justify another's hegemonial behavior? China is concerned with the US
intention and hegemonial behavior in AP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revival of the
Japanese hegemonial ambition. Therefore, out of fear and self-defense, China
engages in m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hina's recent achievements in rocket,
laser, satellite and space technologies are impressive, but then that success fed right
into the US national strategy (hegemony theory) justifying her to deploy the 'Pivot to
AP' policy to stop China to become a hegemon. History tells us, arm race only leads
to war not peace. World Politics tells us, no one can precisely predict what a country
may or may not do in any given condition. Therefore, the current foreign polici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ssuming each other is pursuing hegemony, or must
pursue hegemony do not make logical sense.
The U.S. and China both have achieved great nation status, owning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y with intertwined mutual dependency. The military might
of the two may not be equal but both possess enough nuclear weapons to boot. The
two nations are separated apart on two hemispheres with no direct territorial conflict.
Why should the two countries engage in a hostile foreign relationship simply based
on the 'hegemony theory'? We know, a great nation must pay a big price to be a
regional hegemon and the costs for being a global hegemony is prohibitive for any
nation to bear. One may then ask what will be the gain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play
a hegemony game? If the U.S. and China can establish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open communicatio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ould adjust accordingly. Take
Japan for instance, her government will soon realize it makes more sense to focus on
her aging population then drumming a belligerent tone towards her neighbors. Under
a harmonious G2 relationship, the issue like Diaoyu Islands can quickly evolve into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 Dr. Wordman, A/K/A Ifay Chang, PhD,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and President, TLC Information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