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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筆者亦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建設活動，站在第㆒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民訪談，並依照㈳會科㈻㈻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運動之國際通譯、高㆗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早㆖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㆒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朝鮮對中國太重要了。 不是一般
的外交問題。 由於文化、歷史、民
族、國防、地緣政治、經濟、民間
人際關係等各方面因素，中國必須
保持中、朝間的密切友好關係。 因
此中國必須鄭重考慮長期妥善的國
策，有自己的主張，不隨國際關係
中起伏變化和其他國家的政策所影
響。

朝鮮領導人年輕氣盛，要參與大
國博弈，但是他唯一的牌是危險的
核試驗和中長程火箭試驗。 朝鮮是
否有能力真的擁有足以威脅任何國
家的核武和投擲工具？ 朝鮮是否考
慮到一旦惹得對方的報復反擊，有
多少抵抗能力和生存機會？ 這兩個
問題不需要專家才能回答。 尤其朝
鮮自己也能夠回答。 因此，朝鮮領
導人只要有一點點冷靜頭腦，或者
對國家、民族、山川土地有一點點
的愛惜，就知道核武和火箭都是不
能實際使用的，充其量是作為談判
籌碼。

朝鮮也不可能對南韓自己同胞發
動核攻擊，不但激起韓國的民憤，
也不能得到朝鮮自己國民的贊成。 
畢竟朝鮮半島是同一個民族，同語
言，同文化歷史背景，南北有血濃
於水的感情。 1950年的戰爭是中了
外國強權博弈的圈套，結果大損國
力。 現在韓國實力遠大於朝鮮，背
後更有美國支援，而朝鮮背後指揮
者的蘇聯卻已經解體。 朝鮮如果盲
動，結果必然是被統一。 

既然朝鮮不可能對美國、日本、
韓國造成什麼重大傷害，朝鮮的任
何冒險都不可能有勝算，因此美
國、日本根本可以不予理會，隨便
朝鮮怎麼發展核武和火箭，都是毫
無用處，純粹浪費他自己的國力。 
現在美國卻把朝鮮問題當做異常重
大的國際性威脅之一，理由何在？ 
最重要的理由顯然是日本的挑撥。 
日本要把朝鮮視為是中國的盟邦，
將朝鮮發展核武解釋為對東亞地緣
政治的重大挑戰，撼動以美國為首
建立的東亞國際格局。 日本以朝鮮
為藉口之一，綁架美國與他軍事合
作，從而維持在東亞的舉足輕重地
位，將來還有發展機會。美國也有
自己的打算。美國視日本是戰後培
養最成功的亞洲民主國，是最鐵杆
親美的國家。 美國有日本，太平洋
便成為美國內海，猶如在大西洋彼
岸有英國是美國的血親兄弟，大西
洋便成為美國內海。 在冷戰時期，
美國因為中國屬蘇聯陣營，將中國
定位為敵對國家；雖然70年後中國
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完全加入了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貿體系，但是
仍堅持共產黨專政，自稱為社會主
義國家，政治上保持高調與美國對
立，於是美國仍保持將中國視為潛
在敵國的長期戰略。  為了這一戰
略，美國必須保有日本為堅定的盟
國，以鞏固其兩洋霸局。 

㈰本從㆓次大戰得到教訓：美國

袒中則日敗，袒日則日勝。 日本必須
竭力促動中美對立，才能抓緊美國，
立於不敗之地。 美國因此接受朝鮮核
試為對日本的威脅，對朝鮮採取經濟
和軍事雙重壓力。

美國新任總統喜歡大言炎炎，美國
至上，我武維揚，而且自信有超人的
談判能力，所以在朝鮮問題上採取高
姿態，作為開價手段。但是他最想的
是賺錢；戰爭並不是他積極追求的目
標。以出兵為威脅，是他的談判手
段。但提升軍事威脅便有可能擦槍走
火，同時他還可能為了緩解其他方面
的困難，故意升高朝鮮問題去解套。 
因此美國的朝鮮政策含有不安全和不
穩定因素。然而，談判會有許多迴旋
餘地，而特朗普在國內國外還處處挑
戰，不能專心處理朝鮮問題。 在這樣
種種不定的環境下，中國有迎接挑戰
的空間，也不必處處針鋒相對。 但中
國本身需要有明確穩定的立場，有長
期維持邊境安全和東北亞國際和平的
方案，以及靈活的外交處理能力。

1. 中國首先應區別朝鮮的政權和人
民，在長期政策的運用中不是囫圇吞
地同一對待。 

a，對朝鮮人民必須堅定長期不變的
維護友誼，在任何情況下一定幫助和
援助，與內外政治變動和壓力無關，
也與政權無關。 中國絕不參加任何傷
害民生的經濟制裁，也不參加傷害人
民和國土的軍事攻擊。 這應該是中國
人（指所有中華人）對半島人民（包
括北朝和南韓）永遠不變的態度。 

b，中國對朝鮮政權雖也盡量保持友
善，因為中國不能失去朝鮮這唯一的
鄰國朋友，但必須有底線，如果朝鮮
政權過於忽視中國的勸告，中國可以
在聯合國做出決議的時候棄權，並適
當遵守聯合國的決議。 分別對待政權
和人民無異向政權暗示，中國認為政
權已經不代表人民，如果有其他代表
人民的力量出現，中國將不是現政權
的保皇黨。 

可以相信：韓國希望和平統一；武
力統一不是他的選項。武力統一的過
程是民族自相殘殺，相互破壞國土資
源和文化財富，其結果是產生民族內
部仇恨，統一後治理困難。 韓國對朝
鮮的政策也是區別政權和人民，政權
雖是敵人，人民仍是同胞手足。韓國
將避免發生第二次韓戰，避免傷害手
足同胞。中國可以與韓國合作處理朝
鮮問題，從而加強與韓國的關係。

2. 其次，朝鮮政權的核武和火箭試
驗對中國是不友好的，長期更是不
利，目前已經使美國、日本有藉口提
升對中國的敵意，因此應該勸止。 但
中國不可以直接對朝鮮政權「制
裁」，也不可以參加美、日發動的軍
事制裁。中國應設法把朝鮮問題的處
理從美國、日本的手中移到聯合國
去。 聯合國的宗旨是和平解決國際問
題；聯合國有193個會員國，其主管國
際安全與和平的安全理事會有十五個

理事國，絕大多數是愛好和平的，比
較客觀和冷靜，比任何一國兩國的決
定合理。 1950年北朝鮮的南侵，是蘇
聯所指揮和支援，是蘇聯大舉擴張積
極爭奪世界霸權的一步棋。 當時美國
領袖西方國家擁有獨尊的地位，一呼
百應，舉聯合國大旗出兵抵抗。於是
蘇美在半島展開軍事較勁，蘇聯叫中
國替他當馬前卒。現在形勢有所不
同。蘇聯已經不存在，俄國不足以形
成立即的威脅，而世界也已經多元
化。歐洲有自己的聲音，英、法兩個
安理會理事國都不願意再參加遙遠的
東亞戰爭，聯合國再度處理朝鮮問題
將純粹是為和平與安全。 

中國可以設法在聯合國機制中運
作。聯合國本身與朝鮮沒有衝突，其
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底線應該是：明確
警告朝鮮：只要不射擊他國，就不理
會他的核武發展；一旦朝鮮政權射擊
任何他國，就組織武力制裁，包括以
美國為領導的核制裁：朝鮮將遭遇難
以恢復的毀滅。中國不反對聯合國的
武力制裁，但不參加。中國也保留對
朝鮮人民生活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權
利，包括盡力接納和安頓到中國避難
的難民。 收納難民是國際人道主義行
為，更是尊重中朝人民友誼所必要履
行的義務。這是具體實行上述的立
場：a.政權如果過份，中國將不支持；
b.對朝鮮人民保持不變的友誼支持。 

將朝鮮問題移到聯合國去處理，中
國便解除了與美國對立的一大因素。 
在聯合國中冷靜合作，能增加中美的
合作與友誼關係，符合雙方根本利
益。

3. 中國為自己和為友邦朝鮮的長遠
利益著想，應該設想一個根本方案，
這就是推動朝鮮建立為中立國。這是
唯一可以獲得長期邊境安全和東北亞
和平與發展的最優方案。筆者在《中
美論壇》已經有一篇說明（2017/4/15，
第192期），不必重複。簡單地說，就
是將朝鮮建立為以瑞士中立為模式的
國際中立國，在中、韓、日、俄、美
之間建立一個人間樂土的緩衝國。 其
中立地位由聯合國及安理會承認和擔
保，永遠鞏固。朝鮮的核武能力將轉
變為和平使用核能，由聯合國原子能
機構監督，為國際共同研究和平使用
核能做出貢獻。朝鮮問題將徹底解決
而不需要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中
立國的朝鮮將成為東北亞和平繁榮的
一塊基石，中國邊境永遠安全。朝鮮
中立和開放，其內部的轉變完全由朝
鮮人自己掌握，自然會水到渠成。瑞
士模式的美好前景將使朝鮮政權和人
民都能接受。 朝鮮中立對所有相關各
國都有利無害，他們有理由贊成和接
受。 

結語：中國周邊水陸鄰國共 20個，
蘊含世界上最複雜的邊境形勢，問題
最多。有的地方正醞釀著尖銳的國際
危機，朝鮮就是其中之一。中國需要
有智慧、有遠見地設想短、中、長期
因應政策和國策，並謹慎處理。處理
得當，有助於提升中美的長期友誼和
攜手共創東亞長期和平的願景。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老保
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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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㆒。 後
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
的。

目前亞太地區的第一等大事就是朝鮮半島到
底會怎麼樣？ 儘管外交場面上鑼鼓喧天，海平
面上砲聲隆隆，真的會打起來嗎？ 但凡有理性
思維能力和一般觀察能力的正常人，大概都看
得出來這明明就是玩假的，怎麼可能真的打起
來？  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理性的正常

人，再加上還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想混水摸魚的人從中鼓動（見本期
吳章章銓先生的「正視朝鮮危機」），事情就很難說了。 

王文軍先生在《中美論壇 196期》發表「 雅爾達後遺症 -朝鮮難起戰
火」之後，史學穎先生在198期上提出一些疑問，本期王先生應編者之請
「再論 朝鮮難起戰火」，仍然認為朝鮮難起戰火，希望他是對的，則亞
太幸甚！ 

除了朝鮮半島的問題，最近南海似乎又開始不平靜了。 美國軍方鷹派
動作頻頻，軍機對峙、戰艦闖關，儼然恢復歐巴馬會時期的亞太戰略，
看來特朗晉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的做法正在受到挑戰。 希望Mr. Wordman 
的文章能讓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們多看看。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就前文（中美論壇第 196期）《雅
爾達後遺症、朝鮮難起戰火》，重
點朝鮮難起戰火，雖然雅爾達協定
已經對朝鮮現狀毫無影響力，究其
問題的發展，莫不是從雅爾達埋下
的因果，才有美蘇在背後的主導。 

雖然毛共中國出兵朝鮮，也是一
場迫不得已為自己而戰的戰爭，然
而戰爭的莫不是史達林背後的慫
恿。 蘇俄對中共的武器支援卻是在
五次戰役 ,志願軍穩定在三八線以
後。 戰爭初期，史達林的藉口一直
是準備不足。 五次戰役後，軍事上
美國打不動也不想打，志願軍也打
不下去，戰爭也處在打打停停，為
談判和如何有臉面的結束戰爭而
戰。 而這時中國已經不得已完全站
隊蘇俄，也達到史達林阻止毛共中
國與美蘇等距離外交的打算。 也是
毛共中國在朝鮮戰爭的出色表現，
讓史達林不得已放棄了對旅順港和
中東鐵路的貪念。 就像史達林所說
「勝利者是不應該受指責的。 "

這也不是前期「諸葛亮」後期
「豬哥亮」的問題，是形勢使然，
就像美國政府想不到中國當時會出
兵朝鮮一樣，史達林也想不到當時
的毛共中國敢打並站住腳。

從中日釣魚島爭端來看，中國政
府發言人歷次發言，莫不強調「開
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從不
談及「雅爾達協定」，這也從側面
看出中國政府對「雅爾達協定」是
不滿意和持保留態度的，因為此協
定是背著中國商議出來，出賣中國
利益的協定，而中國還不得不部分
背書。

戰後這幾十年，中國在外交上的
努力，莫不是以「開羅宣言」為精
神，以「波茨坦公告」為指標，逐
步破解「雅爾達後遺症」，恢復中
國原本的生存空間。

釣魚島爭端如此，南海爭端如
此，一帶一路佈局也是如此。

縱觀朝鮮半島的現狀，自 1958年
中共撤軍朝鮮後，一直是美蘇平衡
朝鮮半島，1991年蘇聯解體後，朝鮮
經濟衰退，中朝短暫蜜月，隨著中
國改革開放加快並在1992年與韓國建
交後，朝鮮視中國為背叛，對中國
的關係是利用與敵視，中國在朝鮮
並無實質性的影響力。 所謂「升米

恩、斗米仇」，能較為直觀的體現
中朝關係。 

同時 1992年後，朝鮮也較快的與
美國談判以期建交並達成和平協
定，而蘇聯解體，給美國太多幻
想，從而導致朝鮮失望和上當的感
覺，從而發展核武器以自保，同時
也是和平談判的籌碼。 當然，一些
人認為是金家裹挾朝鮮人民的穩固
金家政權的行為，但不能不承認，
金家行使的是政府權力，猶如沙特
國王行使的是沙特政府的權力，難
道沙特體制與朝鮮體制更有先進性
嗎？ 

談判若要取得公平的結果，是談
判雙發實力的對等，在戰爭中得不
到的在談判桌上也休想得到，朝鮮
發展核武無非是籌碼而已，棄核是
也是需要安全保障的前提下。 對中
國因中韓建交而產生的不信任，中
國的核保護傘對朝鮮來說也是不可
靠的，同時朝鮮也謀求不依靠中俄
的獨立外交。

從這點來講，中國在朝鮮問題上
倒有被朝鮮綁架的意思。

儘管美國航母遊弋周邊，美韓軍
事演習頻繁，朝鮮照樣試射導彈，
恰當的把握時機多次核爆，無懼軍
事威懾和經濟封鎖，我行我素。 這
與核大國玩的核捆綁戰略沒有多少
區別。

倒是韓國媒體從報導「朝鮮試射
導彈」到「朝鮮試射不明飛行物
體」，值得玩味。

從越戰後，和平發展是主旋律，
戰爭不再是解決爭端的唯一選擇，
雖然世界年年有戰爭，但大國之間
卻不會直接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首
要手段，不是誰會勝的問題，而是
不能承擔戰爭帶來的後果。 朝鮮半
島尤其如此。

誰敢再次打響朝鮮的槍聲？ 有理
智的中美不會，享受和平發展的韓
國不會，除非金三胖有迫害狂妄想
症瘋啦，雖然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性，並警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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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章銓

◎ 王文軍

Chinese prefer to use historical evidence in addition to legal arguments in 
defending her sovereignty and heritage claim simply because she had lost her 
sovereignty rights over cities, land, ports, rivers, islands and seas in the recent 200 
years from 19th to 20th century as a victim of aggression. Onl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China was able to stand up and defend her sovereignty interests with a 
voic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by the U.K. in 1997 is the prominent 
example. Whereas any country having a dispute with China on territories 
typically will use arguments based on squatter's claim,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 or bilateral treaties signed within last 200 years when China 
was a victim of aggression.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The claimants in dispute 
with China can not argue in historical terms. Whatever happened to China's 
sovereignty in the recent 200 years were due to war-induced unequal treaties, 
forcing reparation of payments and ceding Chinese properties to the aggressors. 
Evidence of that include cities (examples, Qingdao, Shanghai, ...), land mass 
(examples, Manchuria, northeast of China, ...) and islands and seas (examples, 
Hong Kong, Macao, Taiwan, Penghu, Liujiu, Spratly and Paracel island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China never exhibited ambition to control the China Seas nor the Pacific 
Ocean. In 15th century (Ming Dynasty, 1368-1644), China had the most advanced 
ship manufacturing and ocean faring technologie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had commissioned (1405) Zheng He (1371-1433) to explore the world seven 
times commanding a large fleet of ships with sizes of 450 ft long and 180 ft wide 
dwarfing the flagship sailed by Columbus 4 to 1. (A side note: Several scientific 
evidences support that the Chinese arrived at North America way before 
Columbus did, reference: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r. Ifay F. 
Chang, ISBN 0977159442 2016) Ming Emperor Yong-le, disappointed by no 
advanced civilization compared to China ever found by Zheng's explorations, 
ordered stopping any future exploration by forbidding construction of ocean 
faring ships and destroying the ocean maps so to conserve his national treasury 
demanded by other ambitious projects. (Moving the capit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building the Forbidden City and reviving and extending the Grand Canal) 
Since then (la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irates originated from Japan in the 
ECS and SCS occurred. However, post WW II till today neither navigation nor 
pirating troubles happened as indicated by low insurance rates in the ECS and 
SCS, comparing to Gulf of Aden and Suez (crossing cargo-ship surcharge 
~$10000/day in addition to hull, cargo and collision insurance). China's world 
trade depends on safe passages of cargo-ships; she must care more about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CS or ECS than the U.S. does.   The shipping cost (distance and 
insurance) has motivated China to consider investing in new canals and building 

new ports.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ute (OBOR) program would certainly 
demand safety in transportation.   

Although the U.S. was involved in th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during 
19-20th century by the West, she did not occupy any land or sea properties from 
China other than being a party with the British forcing a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zone in Shanghai, China. Later, Japan, being more vicious than the 
West Powers, launched an all-out war to conquer China (1937) which extended 
into WW II. The U.S. declared war (December 8, 1941) against Japan after 
Japan attacked Pearl Harbor. Thus, the U.S. and China were allies during WW II 
and partners in ending the war.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led by Chiang 
Kai-shek, was the recognized government of the war-torn China. Even though 
Post WW II, the ROC government lost the entire Chinese Mainlan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d by Mao Zedong) through people revolution and 
eventually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U.S. maintained her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ROC and supported ROC's claim on the sovereignty rights of SCS. 
In 194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iro and Potsdam Declarations and with 
American help, the armed forces of ROC at Nanjing accepted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garrisons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On 
6 November 1946, the ROC government sent four warships (provided by the 
U.S.), Taiping, Yongxing, Zhongjian and Zhongye, to the SCS to secure islands 
within the reg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islands being secured, one Spratly 
Island was named the Taiping island after the Tai-ping warship, two Paracel 
islands named Yongxing and Zhongjian and one Spratly island named Zhongye 
a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Today, ROC 
controls Taiping with airport, hospital and school, PRC controls Yongxing with 
1000 in population and modern facilities and Zhongjian whereas Philippines 
occupied Zhongye.  

thOkinawa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became a tributary of China in 17  
thcentury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the Ryukyu Kingdom. In late 19  century, 

Japan went through Meiji Restoration becoming industrialized and militant. In 
1879, Japan annexed Ryukyu and in 1895 seized Taiwan from China for 5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7-26-1945) and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9-8-1951), Japan must surrender to the Allies, accept the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nd return all occupied 
territories back to the original States. Following Japan's surrender, Ryukyu 
Islands were administered by the U.S. (9-2-1945) The U.S. offered the 
administration right of Okinawa and Diaoyu Islands to Japan in 1972 over the 

objection of both ROC and PR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orldwide. Diaoyu 
islands, though very tiny not inhabitable like the other bigger islands, Taiwan 
and Penghu, are historically part of China. All Chinese (cross-strait and 
global) are emotionally defensive about China's sovereignty on Diaoyu 
Islands. Frequent demonstrations took place in the U.S. since 1972 till today 
whenever a controversial Japanese PM visited the U.S. Since China (PRC) 
was recognized by the UN, the U.S. and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sovereignty issue in the ECS and SCS had become PRC'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rritory interests under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 U.S. was aware of it, 
but she gradually shifted her "taking no position" position on China's 
sovereignty (ECS and SCS) to fuzzy position from Dulles-Eisenhower era 
supporting a republic China but favoring ROC over PRC, to Kissinger-Nixon 
era re-normalizing relation with PRC but leaving Taiwan as a thorn on 
China's thigh to Clinton-Obama era pivoting to AP but creating unnecessary 
tension in ECS and SCS.

The PRC-ROC cross-strait issue is a Chinese internal problem left 
unsolved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rupt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Both governments to this day claim representation of the one entire China 
and sovereignty over Diaoyu Islands in ECS and the Spratly and Paracel 
islands in SCS as exhibited by their similar 9-dash and 11-dash ocean 
boundary lines. The U.S. had recognized the ROC 9-dash line as evidenced 
by her naval record but was changing her position because of her military 
strategy targeting China as an enemy. Whether or not this strategy is 
justifiable and profitable is debatable!

So far Trump had devi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US position of 'neither 
accept nor reject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and Tillerson had misstated 
international laws on China's island building activities. The Tillerson-Trump 
team, both inexperienced in foreign policy, should face the challenge to 
define a coherent One China policy – a policy hopefully not targeting China 
as an enemy but cultivating a collaborative US-China relation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world peace and a clear ECS and SCS policy that recognizes 
historical evidence, honors justice, and maintains peace and harmony in the 
AP Region. Based on recent observations, the present US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be making a correction to the Obama-Clinton AP strategy. We 
genuinely hope that the Trump team can learn from history, trace the 
changing US perspectives and truly honor the One China she recognized to 
charter the course of US-China relation  including ECS and SCS issue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Changing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SCS for Justice, Peace and Prosperity 
Dr. Wor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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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1 中國海軍遠航訪問編隊抵達菲律賓東南部城市達
沃，開始為期三天的友好訪問 ,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5 月 1 
日登艦參觀。 

0503安倍通過一場慶祝憲法實施70周年的活動中發佈的
一段視頻表示，他想在2020年前修訂這部憲法，以「明
確」日本自衛隊即日本軍隊的「地位」。 同日， 日本有
數萬民眾在東京的臨海防災公園舉行「護憲」遊行，支援
維護實施七十年的日本戰後憲法。 

0503 特朗普聲稱在合適的條件下，他願意會見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 

0505 印度 5 日下午成功發射南亞衛星，將提供南亞區
域合作協會各國通訊連結和災難救援服務。 也被視為是
印度對抗中國在南亞透過提供貸款、興建基礎設施、協助
發射衛星等增強對南亞國家影響力的舉措。 

0509韓國人權律師文在寅週二當選總統， 在朝鮮問題
上，文在寅傾向于對話，他的當選意味著美韓關係可能出
現新的裂痕。

0514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今天上午在北京揭
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主指演講中，宣佈加大投入
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提供專項貸款、制定一帶一路融資指
導原則等。 各項措施總計將投入近兆元 。 峰會期間，日
本代表將向習近平遞交安倍晉三首相的親筆信，意圖改善
中日關係，南韓方面也宣佈將與北韓代表在北京會晤，有
望藉高峰論壇為緊張的東北亞局勢降溫。 。 

0517 中國兩架噴氣式戰鬥機 17 日在東海上空攔截了美
國一架核偵察機。 CNN稱，中國兩架戰機距離美偵察機

約150英尺(約46米)。 本次的攔截事件是中美戰機在今年
遭遇的第二起類似事件。 

0517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裡斯受日本自衛隊統合
幕僚長河野克俊之邀， 17 日共同站上與那國島啟用的一
座雷達觀測站；哈裡斯還表示，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
保條約」第五條，將像守護北海道一樣守護釣魚島（日
稱尖閣諸島）。 

0520 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結果 20 日出爐，前副總統吳
敦義以 14 萬 4408 票、 52.24% 的得票率，當選國民黨新
主席 。 

0521 一艘美國海軍軍艦在 中國 宣稱主權的一個南海人
工島嶼的美濟礁 (Mischief Reef)12 海裡內航行。 這一行動
顯示特朗普政府在與北京的往來中採取了一種新的強硬
態度。 

0523 中國官方 23 日公佈，四艘中國海警船組成的編隊
上午駛入釣魚島海域。 五天前，中國海警船才在釣魚島
海域釋放無人機，日本自衛隊戰機緊急升空因應。 

0525 美國軍艦 25 日再赴中國控制的南沙美濟礁附近宣
示航行自由行動。 

0530美國國防部表示，美軍一枚升級後的攔截火箭在
太平洋上空擊中了一枚類比洲際彈道導彈，這是國防部
測試是否能擊落朝鮮以接近實戰的速度向美國本土發射
的彈頭首次獲得成功。

0531 安倍 5 月 31 日在首相官邸與楊潔篪舉行會談，表
達為解決北韓擁核問題，謀求與中方合作的想法。 楊潔
篪日前與日本國安高層會談強調，在歷史和台灣問題
上，日方應該言而有信，按規矩辦事。 

亞太大事記（2017.05.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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