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年前的七月，中日在鴨綠江口發生海戰，
隨後戰事擴大到陸地,被迫簽定《馬關條約》。

1868年日本結朿幕府統治，開始《明治維
新》，28年之後，當時世界排名第16位的日本海軍把排名第8位的北洋艦
隊打得全軍覆沒，從此中國沒有實質上的海軍，直到二次大戰結朿才由零
開始，逐漸建立中國海軍。69年之後的今天，中國海軍真的準備好了嗎？

120年前証明光有堅船利砲並不保證可以打勝仗，吳章銓的文章真是值
得我們。本期加入一位新作者－吳廣義紀念甲午的短文。Dr. Ward man 本
期比較美日民主機制運作，縱容安倍修改集體自衛權的錯誤，這是安倍的
勝利，民主的失敗？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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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一役，中國海陸軍全敗，影
響中國的命運，直到現在。其中尤
以北洋海軍的覆滅，中國人特別刻
骨銘心。

古老的中華帝國創痛之餘，突然
驚醒，全國從上到下，改革和現代
化的迫切要求，一發不可抑止。連
清政府也著手進行制度性的改革。
各種改革主張和行動，多不勝舉，
激蕩沖突，百餘年來，巨大的革命
也有兩次，但是正像孫中山先生所
說，至今尚未成功。

現在只談其中一點：海軍。
1.現代海軍。
現代海軍不僅有現代的軍艦和炮

火，更重要的是有現代海軍的戰術
戰略，國際視野，海軍人才。

中國自古有非常優秀的軍事家，
戰略家，中國悠久的文化文明得到
他們的保護，屹立至今，但他們都
是陸戰人才。在海軍方面，中國可
以說是一片空白，沒有出過杰出的
海軍將領，沒有海戰軍事著作，沒
有重要海戰的經驗。明朝鄭和時代
的大艦隊遠航到非洲之角，卻不是
真正的作戰海軍，沒有打過海戰，
沒有建立海上勢力，也沒有留下關
于海軍訓練、作戰、海戰戰略戰
術、海洋立國思想等任何資料給後
人。

自從西力東漸，大清認識了西方
船堅炮利的優勢，但是沒有認識西
方制度的優勢。強調“中體西
用”，不學西方的制度。很多史家
認為，甲午戰敗，主要是中國整體
落後，不僅在于少買一兩條快速軍
艦。

中國最早1866年在馬尾建立造船
廠，是當時最開明，最有識見的左
宗棠的劃時代功業。其主要目的是
造船、造炮和駕駛，不是培養“海
軍人”。沈葆楨有遠見，把船政學
堂學駕駛的畢業生派去英國進海軍
學校深造，並且畢業後進入英國海
軍實習，造就了中國近代第一代的
海軍人才。然而，福州船政局始終
不是海軍軍事學校。到民國二年，
船政局的後學堂才改為馬尾軍校。

北洋海軍在國際局勢危急中急急
購艦成軍，也只顧到“船堅炮
利”，海軍人才無從顧及，將領幾
乎全部是馬尾培養出來的，最高統
帥是陸軍出身。也許李鴻章顧忌當

時朝議，“人”必須是“中學為本”
的人。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各方面制
度上都力求“全盤西化”，首先從新
制教育著手，到甲午戰前，全國國民
基本有小學水平。在海軍方面，
1870年 就 建 立 了 海 軍 兵 學 寮 ， 是
1888年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的前身，學
習當時最強大的英國海軍，培養基層
海軍官兵。一開始就是三年學制，訓
練非常嚴格。海軍軍官是船艦的靈
魂。中日海軍軍官訓練的差異，可以
說已經決定了海戰的勝負。

中國的近代陸軍比海軍開始得晚，
但是發展得快，陸軍主導國家的政治
軍事命運。1885年北洋武備學堂才建
立陸軍學堂，到1912年成立保定陸軍
軍官學校，有了真正的完整的基層軍
官養成教育的學校。國民政府於
1927年化黨軍為國軍，將黃埔軍校改
建為國家的陸軍軍官學校。海軍訓練
難，費用大。晚清各地方大吏先後建
立了幾個水師學堂，在觀念上不足以
稱為現代海軍人才的搖籃。民國時
期，強大的地方軍閥各自建立海軍，
往往設有不同內容的海軍學校，畢業
生不少後來成為海軍軍官的骨幹。但
是海軍和海軍軍官在二十世紀不受重
視。中央的海軍軍校，直到1947年才
在青島成立，不久遷去臺灣。

2.中國大陸需要建立海軍軍校。
中共建政，“解放軍”基本上是陸

軍。海軍偏小，前幾任的海軍司令官
是陸軍將領。解放軍屬於中國共產
黨，由中國共產黨軍委會領導和指
揮。始終保持黨軍的特色，主要著眼
於解放中國。中國基層軍官的來源不
是出自軍官學校，沒有受過嚴格完整
的專業軍學訓練，以效忠于黨為第一
條件，缺乏國際視野，裝備和官兵訓
練長期落後于世界水平。直到2011年
才建立第一個全國性陸軍軍官學校。

海軍比陸軍復雜得多。海軍必然是
科技部隊，團隊作戰，海軍水兵以上
必須經過真正的訓練才能上艦。上艦
後還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打
仗。否則，不僅等于自己找死，而且
害死全船同袍，軍艦一沈就是全軍覆
沒，更可能使得海戰失敗，導致國家
一蹶不振，甚至敗亡。世界歷史上海

In one of my columns, "Democracy - Not An Ideology But A Method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Ideology", I have made the point that ideology is more 
important as a goal and democracy is a tool which may be applied in various 
ways, from one man one vote to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schemes. The 
constitution defines and protects the ideological goal and the democratic method 
in safeguard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specifying the procedure to make 
amendments in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untry proud of her 
democracy, a congress with two hous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residency 
elected by a electoral college is well defined in her constitution. An independent 
Supreme Court is given the authority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American system perfect, probably not, but it worked well for over two 
centuries. The Presidents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ngress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the American citizens  served well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n a 
balanced power.

Now, we seem to see the imperfections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a closer look, it may not be the problem with the democratic 
system but with the political parties or politicians participating in the system. 
When the two parties shifted their ideology to two polarized notions, the 
congress becomes dysfunctional. Legislative process bogs down. The President 
even elected by a popular vote is stuck with the feuding Congress, two houses 
controlled by the two polarized parties. In this situation, the President must be 
exerting his or her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skills to get the Congress to cooperate 
or to compromise to get things done.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has a secure 
lock to protect the n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it requires 2/3 (34) of the 50 
states to pass in their legislatures to call for a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to make 
amendments or proposals to dissolve any par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is 
high threshold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a stable government and a stable 
constitution.

thObama won his second term as the 57  US President in 2012; this election also 
helped his party (Democrat) to gain seats in both Chambers of the Congress. 
However the gain in the Senate, Democrat versus Republican (51+2:47-2) with 
2 Independents, and in the House, Republican versus Democrat (340-8:198+8), 
still presents Obama a challenge to face a Republican controlled House. Out of 
frustration, Obama had used the recess of the Congress to make his 

appointments bypassing the Congress; he had declared in a White House 
strategic meeting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needed to more 
aggressively use executive power to govern in the face of 
Congressional obstructionism. “We had been attempting to 
highlight the inability of Congress to do anything,” recalled 
William M. Daley, th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at the time. 
“The president expressed frustration, saying we have got to 
scour everything and push the envelope in finding things we 
can do on our own. In his Jan 28/2014 address to the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he essentially said he will use his pen to chip away at his agenda in 

th2014. Again on June 30 , 2014, he said, “I will bypass Congress to fix 
immigration.”

This attitude, behavior and action of the U.S. President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eaders of other nations. Sure enough,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Shinzo Abe, the right wing leader in Japan is fast copying 
Obama's playbook to circumvent Democracy except Abe is more vicious than 
Obama and likely to succeed. This must be explained in detail.

Japan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with her constitution very much 
modeled on the US constitution defining their lowe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pper House of Councilors, similar to the US House 
and Senate.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also contains a high threshold for 
making amendments, requiring 2/3 approval of both houses and a 
supermajority vote of the people. One unique article in the Japanese Peace 
Constitution is that Japan shall never wage war or settle issues via military 
action.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assures Japan will never fall into the mind-
set like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which invaded China and conquered the 
rest of Asia resulting in a disastrous WW II with atrocities to this day 
unforgettable and unforgivable by Asian countries as victims of the Imperial 
Japan.  

Shinzo Abe, a nationalistic conservative became the new leader of 
Japan's right wing. From his public statements and policies, he appear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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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ster of double-faced politician destined to bring Japan back to her pre-war 
glory. The first image he projec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Japan is depending on 
the US-Japan Defense Treaty for her national security. He is drumm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pleading to the U.S. for more weapons and support on Japan's 
territorial dispute with China. The second image he projects to Japan is that he is 
the PM to make Japan a 'normal country' again, to build up military strength 
commencing to her economic power and to defend for herself since the U.S. is 
weakening – a clear double talk. Abe's double images are not foreign to political 
analysts in the U.S. and worldwide. As recent as 7/1/2014,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by Martin Fackler and David Sanger, Japan Announces a Military Shift to 
Thwart China, has essentially covered all the facts lea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

How does Abe circumvent Democracy then? Whether he is inspired by 
Obama's speeches or not, he is having a similar attitude except he has the majority 
of the Japanese Congress under hi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He has advocated to 
revising the Japanese peace constitution in a wholesale manner to allow building 
up Japan's offensive military power and to permit Japan to make first strike against 
other nations. This is such a drastic departure from Pacifism, the Japanese citizens 
would not support it especially if they had understood Abe's double images.  Abe 
recognizes his obstacles and understands that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cross the 
high threshold for making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erefore, he is inspired 
(by Obama?) to circumvent Democracy. Instead of pursuing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which the Japanese people will not support, he is using his executive 
power to make the Japanese Congress to reinterpret the Article 9 in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Since he has the control of the majority in the Congress, he has just 
gotten his way of reinterpreting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Now Japan is permitted 
to use its large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rmed forces in ways that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a decade ago. With this reinterpretation, Japan is able to 
forge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other Asian nations such as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o apply more assertive actions in their dispute over Diaoyu, Spratly and 
Scarborough Shoal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As the promoter of Democracy, any circumvention of democracy will 
haunt the United States. Any issue not able to cross over the threshold of 
dissolving the Congress or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must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existing Congress and Constitution.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not bypass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Congress to cheat the people. Obama's endorsing Abe's actions 
is a huge mistake, a disrespect to Democracy and a blind eye to the rising of a 
dangerous Japan threatening the world peace again.

Ifay Chang, PhD,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and 
President, TLC 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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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Fast Copying President Obama in Circumventing Democracy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立碑之事牽涉的問題很多，具體操作仍有待磋商。有興

趣參與及關心後續的進展情況，請與我聯絡 : 

schen1939@gmail.com
第一次去丹東，順便參觀了甲午海戰及陸戰的遺址：

◎陳憲中

! 陳先生：你好！
這幾天，我一直在和丹東港的負責人員聯繫共同

紀念甲午戰爭這件事情，進展很順利。已經與丹東
港集團的執行總裁，具體的規劃、設計人員進行了
交流，大家達成了初步的共識。由于還有許多細節
問題需要探討，先簡要向您通報一下清楚了的情
況：

第一，東港方面歡迎海外同胞參加紀念活動，願
意與紐約臺灣同胞和有關的方面合作，明確表示，
在資金方面，海外同胞能拿多少是多少；

第二，您提出的建立5米高的紀念碑，他們認為
規格不夠，太小；

第三，計劃以建設丹東港1萬7前平米的博物館奠
基儀式為契機，開展公祭甲午英烈、研討、揭碑儀

式等一系列紀念活動，而且每年都要舉辦大型公祭活動；目
前，建設博物館已經獲得國家文物局的批准。樹立紀念碑是
否會遇到政策方面的困難，現在還不清楚。如果有，可否有
勞陳先生幫助疏通？

第四，東港集團收集了大量甲午戰爭的文物資料、實物
和影視資料，發掘了重要文物。為這項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歷
史資料；

第五，請提前通知海外同胞參加紀念活動的人數、人員
名單，我們希望，規模大一些為好。

最後一點，請你們商議一下，是否願意直接與東港集團
加強聯繫。如果願意，我來牽線搭橋。

順頌大安！
　              丹東政協港澳臺僑外事委員會 楊俗
                         2014年6月30日

上（6）月廿日受海外某些團體之委托，到遼寧丹東討論樹立甲午戰爭紀念碑之事。立

碑意向已得到丹東方面的積極回應:

當年沉沒的致遠艦還在這片鴨線江口的水域之下。

虎山是真正的長城東端起點，甲午陸戰中國在此打了一場
漂亮的戰，援軍不繼最後還是失守了。丹東政協港澳臺僑外事委員會主任楊俗（左）及辦公室主

任宋軍（右）與作者攝于鴨綠江海戰處。

戰關係 國家興亡的例子歷歷在目，
驚心動魄。

大陸雖有各種培養技術能力的海
軍學校，卻沒有培養有現代海軍軍
事學素養的海軍軍官學校。做一個
也許不是過于出格的比喻：相較于
清末的“中體西用”論，現在實行
的是“黨體西用”，用人重視對黨
效忠的素質，仍是“船堅炮利”思
想。軍事上既沒有“海歸”可用，
因此人才缺乏。一旦海軍逐漸走出
沿海，問題便逐漸顯現。最近的南
海事件令人深省。 

1999年菲律賓用一個舊艦擱淺在
仁愛礁上。當時中國應當立刻派人
上島，掌握主權，給進入中國領土
領海的客人好好招待，好吃好喝，
幫助他們把船修好，恭送回國。這
是主權國對友邦不幸擱淺船艦應有
的禮遇。但是中國政府和海軍懵懵
懂懂，不聞不問。中國不對菲律賓
的船送糧送水，難道讓友邦擱淺艦
上的官兵在中國國土上餓死麼？于
是菲律賓乘機占領了島礁。

1988年，中越海軍發生一次搶礁
戰--赤瓜礁海戰。一艘越南505號軍
艦受創後在鬼喊礁上擱淺，越南士
兵跑上島，中國海軍不知道怎麼
辦，就讓他們在島上留下，自己離
開戰場。事後中國上下茫然無知，
雖然在附近永暑礁有人有艦，有與
海南基地的聯系，卻沒有去奪回那
個被越南因戰敗擱淺而占領的鬼喊
礁—和附近的瓊礁，也沒有派人去
照料越南官兵，恭送回國，那兩個
島礁就被越南據為已有了。

這兩個例子聽起來不可思議，卻
成為突出的棘手問題，拱手給日
本、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進入南海的
藉口。痛定思痛，建立海軍官校乃
是當務之急。

3.中美合作
建立海軍軍校遠比建立陸軍軍校

困難，不但因為海軍是高科技的軍
種，更因為中國缺乏海軍傳統，沒
有過去的資料、經驗、戰史、官兵
能力可用。如果閉門造車，不計成
本，不計效率，不計效果，自己摸
索地做，那麼，要建立世界一流的
海軍官校、世界一流的海軍，不知
道將等到何年何月。

古人言，“取法乎上!”清朝建立
新海軍的時候，學的就是當時世界
上最強的兩個海軍強國，海軍軍官
是留英學生。雖然一戰而敗，全軍
覆沒，但當時的確是“取法乎
上”。否則，有可能跟日本打一仗
嗎？日本也學英國海軍，卻棋高一

中國應建海軍軍官學校        

! 今年是甲午戰爭雙甲子，往事
固然已成歷史，但是縱觀當今
中日局勢，還是感慨良多。

甲午戰爭對于中國和日本，無疑
都是影響未來百年國運的重大事
件，而兩國對其反思則截然不同。

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日本迫使中
國割地賠款，從此躋身列強，發動
全面侵華戰爭，最終踏上太平洋戰
爭的不歸路。甲午戰爭的發動和得
逞，可以說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
爭的原點。從此，日本成為東方的
戰爭策源地，日軍鐵蹄蹂躪了亞洲
和太平洋的廣大地區，造成數千萬
生靈塗炭。戰後，日本一直刻意回
避甲午戰爭的話題。日本教科書上
只是簡單交代了最基本的日期和數
字，以及給東亞地緣政治帶來的變
化。日本反省和回憶戰爭的出版
物，大都是圍繞著日本慘敗的太平
洋戰爭，而很少提及甲午戰爭。對
于今年的甲午戰爭雙甲子，日本媒
體則不約而同地“失聲”。

中國反思甲午戰爭，痛心疾首這
場戰爭的失敗之慘烈和喪權辱國之
沉痛，剖析清政府的腐敗與缺乏憂
患意識，論及清末洋務運動軍事改
革的不足和歷史局限。戰後，中國
政府和民眾“以德報怨”地遣返日
本戰俘和僑民，善待日本戰犯，而
且一直抱著善良的願望，希望日本
能夠反躬自省，從侵華戰爭歷史中
吸取教訓，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然
而，這樣的善良願望，不斷被日本
保守勢力的倒行逆施所打破。

到了甲午戰爭雙甲子的今年，反

思戰爭浩劫，防止悲劇重演，理應
是加害方日本和受害方中國的共同
理性選擇。但是，隨著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架空
和平憲法，操控發動戰爭權力，中
日兩國對其反響則賦予了特別的含
義。

受害方的中國儘管國力今非夕
比，已經不是任人宰割的清朝，仍
然居安要思危，政治要清明，經濟
要壯大，民族凝聚力要增強，藉以
威懾那些戰爭狂人不敢輕舉妄動。

加害方的反應格外引人注目。日
本戰敗投降已經69年了，日本民眾
大都還停留在身受戰爭之害的回
憶。日本先成為發動侵略戰爭的加
害者，而後才遭到報應，淪為反侵
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民眾儘管對
此都心知肚明，卻大都不心甘情願
地從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原點
開始來深刻地反省。即使今天日本
民眾反對安倍晉三強行解禁集體自
衛權，也主要是不願意捲入對外戰
爭，與反省侵略戰爭歷史還相去甚
遠。究其深層原因，則是日本人的
所謂民族優越感在作祟，內心深處
仍然夢想主宰周遍各國的“劣等民
族”。要想根治這一痼疾，日本要
好好向德國學習。

當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和平
發展勢不可擋，再發動侵略戰爭無
疑是自取滅亡！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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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早早建立軍校，其勝利不是偶然
的。因此今天中國建立海軍官校，必
須師法海軍超強的美國。

有人說，怎麼可能？中美對立，
中國不可能要學美國，美國也不可能
教中國。

關鍵就在：中美為什麼對立？是
否要永遠對立？對立有什麼好？不對
立有什麼不好？中美將來在世界上關
係的定位可能怎樣？最佳前景應該怎
樣？

顯然，未來最佳國際關係前景只
有一個：中美合作，共同維護東亞和
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美國對中國並沒
有終極的野心，希望的是穩定和安
全；其次是怕中國爭強。中國無意也
沒有能力做世界警察，希望的是東
亞、東南亞和西太平洋的周邊和平。
雙方目標是互補一致的。

主要目標一經確定，中國海軍與
美國海軍合作，是當然而必要的，正
如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是當然而必然
的。軍事合作，將改變因為互相猜忌
而形成的惡性循環。

美國也可能不願意與中國合作，
避免被中國迅速取得美國的軍事秘
密，並且不願意讓中國迅速建立大洋
海軍。

要解決這重要的問題，關鍵仍是
中美關係未來的定位。如果中美相互
理解，真心合作，那些問題就都不是
問題。美國不需要防範中國。美國和
許許多多國家有軍事條約和軍事來
往，包括軍購和多不勝數的國際軍事

演習，並沒有互相竊取對方軍事秘
密的問題。美國以其先進的能力，
對于獲得、分析、研判其他國家的
軍事資料，有其獨到處，它從各國
獲得的情報必然比各國從它那裏獲
得的情報多。這種能力差距不論有
沒有來往都是存在的。美國怎麼都
不會吃虧。美國與中國通過合作，
互相增加瞭解與認同，利多于弊，
彼此有益，是雙贏的格局。

為了要打破目前中美關係中的一
些疙瘩，中國必須想方設法，主動
創造機會，與美國建立軍事合作，
而不是被美國疑忌視為假想敵就以
當美國的假想敵而自豪，也不是被
日本挑撥離間與美國對立而束手無
策。被動外交必然是吃虧的，好處
在掌握主動的國家手裏。主動與美
國合作建立海軍官校，是改善中美
關係的要招。

日本戰敗後，海軍官校降級改名
“海上自衛隊第一術科學校暨幹部
候補生學校”，但對入伍生學歷的
要求反而提高，從高中生升提高到
大學畢業生，同時轉而全面學習美
國，與美國軍事合作，其素質是一
流。中國無論如何，必須培養出同
樣高素質的海軍官兵。因此，建立
取法乎上的海軍官校，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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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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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