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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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前，日本在蘆溝橋發動蓄謀
已久的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
的戰爭。 1937年7月7日這一天，因中
日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而被
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已經在殖民統治
下煎熬了42年。 

殖民㆞㆟民承受的雙重壓迫
這 42個年頭裡，台灣人首先遭受

日本軍隊在全島各地的武力鎮壓，雖
然得不到清廷支援，民間武力抗爭依
然持續不斷長達七年。1902年之後沉
寂 了 五 年 ， 在 辛 亥 革 命 前 後 (1907-
1915)又再奮起，先後有羅福星在苗
栗，余清芳、羅啟在玉井西來庵起
義，日本殖民統治者剿撫並行，從招
降、誘殺最終屠殺，腥風血雨極其殘
酷。 

佐久間佐馬太總督的兩度「理蕃五
年」政策下，台灣原住民部落歷經殘
酷的種族滅絕屠殺，後期 1930年發生
的霧社事件，日本殖民者的鎮壓手段
慘絕人寰，震驚了國際世界。 

軍事行動為經濟掠奪清掃障礙，配
合日本大資本進入台灣，透過土地調 
查 與理蕃政策，有系統地掠奪土地森
林自然資源。 組織嚴密的農業移民，
解決了日本本土人口過剩耕地不足的
危機。 相對於此，台灣農民完全失去
選擇耕種的自由，被迫成為日本制糖
會社種植甘蔗的農奴，台灣種植的稻
米過半為供給日本本土，農民自己吃
不上白米飯，只能吃加上很多曬成黑
黑的蕃薯籤飯。 

與此同時，殖民統治者透過各種歧
視政策與奴化教育，企圖從語言文化
傳統的根基上切斷台灣人的民族認
同。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一直承
受著雙重的壓迫，一則來自國家政策
的─帝國的殖民主義─壓迫與橫暴，
另一則是日常生活中日本官吏、員警
和一般日本人處處彰顯的優越感，以
及對台灣人毫無緣由的鄙視和欺淩。

1920年代，環顧無援手的台灣人，
在孤立的反殖民抗爭中開展新的形
勢，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
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地主階級領導的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守護祖國情懷、
民族傳統與 啟 蒙運動的文化協會，
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反抗殖民主
義經濟掠奪與剝削的工農運動─農民
組合、工會、反帝同盟，還有 1928年
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 產 黨。 

山雨欲來風滿樓
自從  1931年日軍在東北製造九一

八事變，隔年春天挾持末代皇帝傅儀
成立偽滿州國以後，台灣島上的空氣
就日漸沉重了起來，「民眾黨」被解
散，台共遭遇大逮捕。日常生活物價
上漲稅金加重，還有員警通過保甲攤
派的各種捐款，1935年以後更有「愛
國獻金」名義的捐款，強迫台灣人為
日本侵略祖國大陸的「聖戰」捐款。 

七七事變之前在台灣發生的祖國事
件和地圖事件，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
囂張氣焰，台灣人已經預感到山雨欲
來風滿樓。 1936年春，台灣新民報社
組團赴大陸華南各地考察，在上海華

僑團體的歡迎會上，民族運動的領導人
林獻堂致謝詞中有「歸來祖國」的話
語，為日本間諜獲悉轉報台灣軍部。  
5月間《台灣日日新報》連日以頭條新
聞大張撻伐，罵林獻堂「非國民」，六
月中在台中公園，獻堂先生再遭軍部嗾
使的「生產黨」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毆
辱。「祖國事件」風波的警示作用極有
成效，特別是對於知識份子與地主階
級。1937年的元旦，新民報因為新年隨
報贈送的世界地圖而攔禍上身，這個「 
地圖事件」只因地圖上的朝鮮半島與中
國大陸著色同為粉紅，而與其殖民宗主
國日本不同顏色，地圖委託大阪日本人
的印刷廠承包，責任雖不在新民報，軍
部卻以此藉口，慫恿幾個右翼浪人到新
民報大鬧一場，威脅要放一把火燒了報
社。4月1日，台灣三家日本人報紙《台
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
報》同時廢止漢文版，總督府同時限令
新民報在6月1日廢止漢文版。新民報不
僅是日據下臺灣人唯一的喉舌，更兼具
保存漢文與民族意識的重任，廢除漢文
版的新民報，無異於失去了最重要的存
在意義。 

台灣㆟在㈦㈦事變後的處境
1937年的七七事變誠然是歷史的轉折

點，祖國大陸開始八年的全面抗戰。  
8月15日，日本台灣軍司令部在宣佈全
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的同時，古莊司令另
發表聲明，殺氣騰騰地告誡台灣人：
「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
國 民 之 言 動 ， 若 一 旦 聞 知 ， 即 與 剪
除」。同日，反殖民抗爭中碩果僅存
的，議會路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宣
佈解散。此後，台灣人的生活完全被籠
罩在戰爭陰影下的風暴圈內，民族意識
濃厚的知識份子，當眾遭受憲兵與特高
員警的盤查侮辱，甚至於無端被長期拘
押的事件，時常在各地發生，最具代表
性的是彰化的賴和，台中的莊垂勝與台
南的歐清石。賴和是台灣新文學的先
鋒，莊先生是文化運動的幹將，歐先生
是名律師，三位都備受台灣人敬重。 

隨著侵略大陸的戰事擴大，日軍開始
在朝鮮和台灣兩殖民地徵召軍用人員。 
1938年宣佈台灣志願兵制度，但緣於對
台灣人濃厚的祖國情懷的不信任，一直
到太平洋戰爭之後才真正實施。 台灣雖
然倖免淪為戰場，卻早在七七事變之
後，就開始有大量青年被徵用為軍夫軍
屬，地位遠較軍人為低待遇更極不人
道；還有青年女子受徵召為護士(甚至於
悲慘的淪為慰安婦)，軍用人員的徵召讓
眾多家庭惶惶不可終日。關於台灣人忠
誠度的微妙問題也在此時浮現，這種危
機感或許才是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的因
素? 威嚇利誘驅使台灣人說日語、改日
本姓名、學習日本國民的生活。並且從
制度上廢除漢文，摧毀中國寺廟，廣建
日本神社，目的皆在於消滅台灣人的漢
文化傳承及民族意識。 

1937年10月國際聯盟對日本經濟制裁
之後，殖民地台灣也深受影響，各種物
資供給陷入困境，加上徵調軍夫導致農

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米糧生產。  
日本人更加緊在台灣搜刮物資，從各種
五金類的回收到強制收購黃金，乃至於
窮兇惡極在農村搜查米糧。 

七七事變之後，大陸同胞同仇敵愾全
面抗戰，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人，雖心繫父祖之國卻身不由已，精神
上充滿無奈苦悶，特別是知識份子最為
煎熬。 1937年9月家父(葉榮鐘)有一首
詩《生涯》寫當時的心境。他自己對其
中『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
呼』兩句有如此解讀：忍淚歡呼「萬
歲」是當時歡送軍人出征的情景，他們
到大陸是去殘殺我們的同胞，蹂躪祖國
的山河，而我們雖則痛心疾首，而表面
上仍不得不歡呼送行。 

回歸祖國參加抗㈰戰爭的台灣㆟
在持續不斷的反殖民抗爭中，台灣人

清楚地認識到只有祖國強大，台灣才可
能自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解放，有志者陸
續在各階段選擇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
日鬥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部霧峰林家
三代人的抗日事跡，1895年抗法名將林
朝棟領導棟軍在新竹抵抗日軍，後舉家
遷回大陸，氣恨之餘客死上海。 其子
林祖密支援孫中山革命，辛亥革命成功
後，在支援羅福星苗栗起義失敗之後，
毅然賤賣龐大家產放棄日本國籍，舉家
遷回廈門恢復中國國籍。第三代的林正
亨在七七事變後，丟棄畫筆進入陸軍官
校，抗日戰爭中在雲南、緬北戰區出生
入死。 

1931年之後，日殖民當局即加緊對民
族人士的控制，領導二林蔗農事件而入
獄受刑的李應章醫師，台灣民眾黨的領
導人謝春木，都在這段時期逃離台灣，
輾轉到上海、重慶參加抗日活動。 

曾任粵桂邊區總指揮的新竹人鄒洪將
軍，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即加入國民革命
軍。出身黃埔軍校的李友邦，北伐時期
深受孫中山器重，領導台灣義勇隊活躍
在東南戰場。從事文化抗日工作的宋斐
如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馮玉祥將軍的
教席，他們都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年
少就決意脫離殖民地回到祖國大陸的典
型。其中也有奔赴延安加入八路軍或新
四軍的，如臺北人沈扶，台南人林棟，
台共烈士翁澤生之妹馮至堅(原名翁阿
冬)，林正亨之妹林岡等。 專攻地質採
礦的丘念台，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抗戰
中，領導台灣青年組織東區服務隊在粵
東做敵後工作，丘念台刻苦樸實的平民
作風，使該團被視為左傾隊伍，不受國
民黨信任，卻在沒有固定經費的困難下
一直堅持抗日工作。 

七七事變之後，在廈門求學的台灣青
年四百餘人，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並首
先發起抗日組織，上海、重慶的臺胞也
相繼組織抗日團體。 抗戰期間，在後
方重慶從事抗日工作的台灣人數眾多，
較為知名的有謝南光、宋斐如、謝東
閔、黃朝琴、游彌堅、李純青、黃國
書、李萬居、連震東、劉啟光、林忠
等。 

殖民地的台灣青年回祖國大陸參加抗
戰的決心，首先要穿過日軍的層層封鎖
線，還要面對嚴峻的客觀現實的考驗。 
此客觀現實是命運強加於他們的日本國
籍身份，以及因為使用日語而與大陸同
胞間的溝通困難，他們難以得到信任，
甚至於產生誤會被懷疑為日本人的間
諜。 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艱難，
鍾浩東、蔣碧玉、 蕭道應、黃素貞和
李南峰等五位青年投奔祖國的曲折經
歷，都道盡了殖民地人民的困窘情境。 
追根究底，這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所造
成的，卻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經驗。 大
航海時代以來，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在
亞、非、拉各洲進行的殖民統治，非僅
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更摧殘
了當地的精神文明，留下眾多至今無法
妥善解決的複雜問題。曾經做為一個後
起的殖民帝國，日本在亞洲地區，特別
是硫球、朝鮮半島、台灣所留下的複雜
歷史問題，還有待後來人努力以赴，探
索修復與自我療癒之途。 

葉芸芸 : 長期關㊟㈰據㆘、戰後初期
及㈤ ○ 年㈹的台灣文史工作者 , ㆖世紀
末，曾與友㆟創辦《台灣與世界》㈪刊
並擔任發行㆟。 

每年的七月份有兩個中國人應該牢記的日子，
一個是七月七日。 中國在鴉片戰爭184年之後， 
忍無可忍之餘，終於堂堂正正站起來了，說明中
國人也是有骨氣、有脾氣的，不過八年，就改變
了過去200 年來節節後退的局面。  但是一直到
1997年七月一日，香港及之後的澳門回歸，才真
正開始洗刷中國土地上恥辱的印記。 

葉芸芸女士及 Mr. Wordman 的文章 把我們帶回這兩個重要的日子，也
看到台灣及港澳的光復和回歸是多麼不容易。 

世界保釣聯盟是一個跨地域的保釣團體，成立四年多以來，經常有活
動，適逢換屆，今年選出香港陳妙德為會長，秘書長仍由大陸的李義強
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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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五
周年，去年底世保根據章程，進行改
選，經理事會推薦經全體會員大會通
過，陳妙德當選新一任世界華人保釣
聯盟會長，任期兩年，可以連任一
屆。

新㆒屆會長 . 副會長. ㊙書長組成
㈴單： 

會長：陳妙德（香港）
副會長：黃定爲（台灣）、
               陳憲中（美國）、
               李義強（大陸）
秘書長：李義強（大陸）
世界華㆟保釣聯盟理事會㈴單：
陳妙德（香港）、羅就（香港）、
區 伯 權 （ 香 港 ） 、 呂 志 文 （ 香

港）、陳裕南（香港）、李義強（大
陸）、林與偉（大陸）、陳福樂（大
陸 ） 、 範 敏 （ 大 陸 ） 錢 光 明 （ 大
陸）、梁智（大陸）、黃定爲（台
灣）、謝夢麟（台灣）、陳銘錫（台
灣）

世界華㆟保釣聯盟㈼事㈴單：
陳憲中(美國)、黃哲操(美國東)、

張碚(美國西)、許登魁(台灣)、李換培
(澳門)、吳建輝(大陸)

新一屆世保理事工作有序的開展起
來.世界華人保釣聯盟三月召開第一次
理事會,確定舉辦世保成立五周年系列
紀念活動 ,首先在網路上進行徵文活
動.其次是在民間保釣日既6月17日在
香港舉行抗議及宣傳活動。

6月17日上午十一時世界華人保釣
聯 盟 及 保 釣 行 動 委 員 會 一 行 約  20
人，在中環郵政總局集合，遊行到日
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日本政府數年
前不理國際法規，單方面宣佈將釣魚
台收歸國有。

遊行隊伍手持橫額「打倒日本軍國
主義」、「日本必須賠償道歉」，由
中環郵政總局遊行至日本駐港總領事
館 抗 議 。  抗 議 人 士 到 達 後 拉 起 橫
額，示威並呼叫口號，抗議日本政府
數年前單方面宣佈將釣魚台收歸國
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冀望日本民
眾與政府正視歷史和國際關係，妥善
解決問題。

日本領事館無派人接收請願信，請
願人士其後將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國
旗及請願信焚燒，然後和平散去。

這次在香港也召開了世保2017年度
第二次理事會,理事會通過決議, 在世
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五周年之際，本
著總結經驗，凝聚人心，宣傳保釣，
團結力量，以及讓社會各界更加深入
廣泛地瞭解民間保釣運動之宗旨，在
2017年年底舉辦「民間保釣運動實物
展」。 現面向全球參與過保釣運動
的海外華僑，港、澳、台、大陸的保
釣人士徵集相關展品。 

保釣的路還很長,世保在陳妙德會
長的帶領下  , 開拓民間保釣新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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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芸芸

  The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feel proud and lucky in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Island and New Territory to mother 
land - China. The seven million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largely Cantonese, 
people with ancestry from the province of Canton speaking the dialect - 
Cantonese. Cantonese people are adventurous and industrious as seen from the 
major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verseas Chinese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success in numerous 
countries through their hard working spirit. The Hong Kong people like the 
overseas Chinese should be proud of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is marvelous trait.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e Hong Kong people went oversea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seek opportunities for making a better living.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recent two centuries (early 19th till late 20th century) is a very sad 
one, numerous wars by foreign invaders. The Qing dynasty was so ignorant and 
corrupt that she was caught totally flat-footed when the Western powers 
descended in China. The first Sino-British War (the first Opium War, 3-18-1839 
to 8-29-1842) brought total disgrace to China. It was this war and its treaty 
(Nanking Treaty, the first major inequality treaty) that had resulted in China's 
ceding Hong Kong to the British Empire as wells as paying 21 million silver 
dollars in three years as war reparations. The Hong Kong people were 
powerless to resist the British occupation but they had never given up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language. To this day, Hong Kong maintained the richest 
Chinese culture, not the least including their Chinese cuisines and way of life. 
  The Hong Kong people really should feel proud of themselves; under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over one hundred fifty years, Hong Kong remained to be 
Chinese as Chinese could be culture wise. During WW II, Japanese attacked 
Hong Kong (December 8th, 1941) with overwhelming forces. Within 17 days, 
the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Mark Aitchison Young surrendered 
(December 25, known as black CHRISTMA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Hong 
Kong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but because of that Hong Kong did not suffer as 
long a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like the Mainland China did. 
Witnessing and envious of the Western powers' encroachment in Asia, Japan set 
its eye on conquering China, first through the Korean Peninsula aiming at the 
resource rich NorthEast of China.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ook place in 1894 

resulted in China ceding Taiwan and Penghu islands to Japan (1985 MaGuan 
'inequality' Treaty). Japan's ambition was not satisfied; Japan continued her 
encroachment and intervention in China while China was trying to establish a 
republic government by removing the Qing court. In 1937, Japan launched a 
premeditated war against China with the intention to conquer the entire China. 
In the end, the Imperial Japan was defeated and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announced 8/15 and formally signed on 9/2). While China suffered nearly a 
decade of Japanese brutal assaults and massacres, Hong Kong was only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for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12-25-1941 to 8-
15-1945). Though the Japanese atrocious criminal deeds were applied to Hong 
Kong as in other Japanese occupied regions (internment, beheading, comfort 
women, etc), Hong Kong was lucky th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s short.
  In comparison, Taiwan was not as fortunate as Hong Kong. Taiwan was 
ruled by Japanese for fifty years (1895-1945). Japan was able to completely 
destroy the Taiwanese anti-Japanese organizations; whereas during the short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s anti-Japan forces were 
effective in killing traitors and protecting Hong Kong small businesses. Japan 
applied a systematic program to 'Japanize' the Taiwan people, forcing the 
residents to change names, to learn Japanese and adopt Japanese customs. 
Taiwan people were forcefully drafted and trained to fight for the Japanese 
Imperial War (Japanese called it "Holy War") during WW II. This 
'Japanization' process had resulted in today's political problem in Taiwan; a 
minority group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Japanization program is still 
advocating a return to Japan movement and seeking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The Japanese colonialism program was never effectiv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brief Japanese rule, hence luckily for Hong Kong there is not much 
trace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which was more brutal and genocidal than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colonial program as evidenced by Taiwan.
  At the end of WW II, due to China's internal war and weak representation at 
the war settlement negotiations,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Britain allowing 

her to rule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Nanking Treaty for another 52 
years. Hong Kong was officially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7 after 151 years 
and 3 months (subtracting 3 years and 8 month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British colonial rule. After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wishing a demise of Hong Kong's economy and seeking a 
proof of Chinese government unable to manage Hong Kong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octrine. However, Hong Kong and China proved 
the ill thinkers wrong. Hong Kong not only did not collapse after her return 
but was able to show the world that Hong Kong can grow together with 
China along with China's first tier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d Canton.  
  Hong Kong came back to China at a time China was developing at a fast 
pace, another lucky fact for Hong Ko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have proven 
that Hong Kong was able to latch onto China's well planned growth and 
maintain her own economic growth even through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global economic setback. At this juncture of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he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really 
feel lucky and proud that Hong Kong has survived and destined to a 
brighter future. Hong Kong was returned when Asia suffered a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1997-1998), then followed a global slowdown (2001), then 
the breakout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2003) and 
the 2008-9 financial crisis originated in the U.S., so the Hong Kong 
economy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low growth rate then returned to 6.1% in 
2006 and was affected again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2008-2009). But 
Hong Kong is recovered with a GDP growth of 2.4% which is comparable 
to the US and double of that of Japan. 
  China continues to invest in Hong Kong with confidence, notably with 
high speed rail system linking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ong Kong 
(XRL) and the cross ocean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and tunnels 
31 miles long connecting the three power economic zones. Hong Kong 
people are notoriously industrious; through hard work they had achieved 
the status of four little dragons in the past. (The uneasiness of Singapore 
today is understandable) We expect to see an even brighter future for Hong 
Kong for years to come. Hong Kong is a 'lighthouse' example for Taiwan to 
contemplate a quick re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Together, they can 
jointly lead a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s envisioned by China's proposal: the One Belt and One Route 
(OBOR) program. 
 Ifay Chang, PhD,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and President, 
TLC Information 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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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7 ㈰㆖午㈩㆒時 世界華㆟保釣聯盟及保釣行動委員會㆒行約 20 ㆟ , 
遊行到㈰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 

㈦㈦事變與台灣㆟的反殖民抗爭

日本駐中國香港總領事，並轉安倍首相：
46年前，日美政府不顧《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

國際法公約之規定，私相授受，將中國領土釣魚島及附屬島
嶼非法「歸還」日本。 這一將領土主權國——中國排除在外
的行為，既不合法更無效。

中國對釣魚島有 500多年的管轄歷史。 早在明朝初年，釣
魚列島就在我國版圖之內，就連日本天明五年（1785年）出
版的《三國通覽圖說》之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
也將釣魚列島標在中國版圖之內。 

近年來，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不斷在中國領土釣魚島挑起
事端，欲再行侵略我中華疆土之陰謀。 雖經中國政府及民間
保釣團體多次抗議警示，仍動作頻頻。 但無論如何，釣魚島
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事實，不能改變，也不允改變。

0601 俄國總理普京宣稱 : 朝核問題只是美國在韓國佈署薩德反導系統的藉口
而已，俄國不會坐視美國在韓部署薩德。 

0602 香格里拉對話會在新加坡舉行，美國派出超級陣容參加會議，重申「美
國第一」及繼續強化

亞太軍力部署的決心。 日本國防部長稻田朋美在會上宣稱支援美日在南海軍
事演練常態化。

0604 日本將在宮古島建立軍事基地，宮古島距離釣魚島只有 160 公里。 
0613 由 日本三菱重工組裝的 F 一 35 試飛成功，從此日本將能自力大批生產

此型戰機。 
0615 韓國海軍在日韓爭議島嶼舉行防禦演習，這是文在寅上任以來的第一次

在該地區軍事演習。 
0617 美國軍艦與菲律賓貨船相撞，損失慘重，七名水手死亡。 0620上周在昏

迷中被朝鮮釋放回國的美國學生奧托 · 瓦姆比爾 (Otto Warmbier)的家人發表聲
明， 稱奧托已經死亡。 朝美關係料將因此事進一步惡化。 

0620 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應越南軍方邀請，率代表團對越南進行「友好訪
問」， 18 日在河內與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總理阮春福等會面之後，中方就突然
宣佈取消原定 20 日舉行的中越兩軍高層第四次邊境磋商，范更縮短行程提前率
隊回國。 

0622 越南和菲律賓海軍在南沙南子島舉行「聯歡運動會」，他們進行了足
球、排球、拔河等一系列比賽。 越南和菲律賓已經在南海舉行過數次運動會，
運動會項目種類愈加豐富。 

0624 韓國外交部長表示，首爾將不顧公眾反對和來自中國的經濟報復，將遵
守部署美國薩德反導系統的協定。 

0626 印度總理莫迪訪問美國，在收到22億的軍購定單之後，特朗普說美印關
係「從未如此牢固」，並將於下（7）月在印度洋舉行美印聯合軍演。 

0627 日本駐美領事筱冡隆說：慰安婦只是收了錢的妓女，引起韓國民眾強烈
不滿，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埃德. 羅伊斯告誡日本，應以正確態度面對歷
史。 

0629上任後首度出訪的南韓總統文在寅，29日展開和川普總統的正式會談，
會晤主要談貿易問題，另外也將討論「薩德」飛彈防禦系統，以應對北韓的挑
釁。 

抗 議 書 中國有句古話：自作孽不可活。 作為全球唯一遭受原
爆之害的國家，日本不反思己過，卻罪責他國，通過篡
改歷史等變態的國民教育，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 如
今，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甚囂塵上，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原爆之痛尚歷歷在目，卻禍心又起。 在安倍等人的帶領
下，日本政府修改自衛條例、和平憲法，妄圖通過掠奪
中國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主權，將侵略的魔爪再次伸向正
走向復興的中國。 安倍等人的一意孤行，正一步步將日
本帶入戰爭的深淵。

值此日美私相授受圖謀我釣魚島主權46年之際，我會
謹代表全球中華兒女再次向你們提出嚴正抗議，並鄭重
聲明：祖宗基業，誓死必保。 釣魚島及附屬島嶼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日本不管通過何種方式，意圖侵佔
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如不聽勸告，一意孤行，必將搬起
石頭砸自己的腳，讓日本民眾重蹈二戰苦難之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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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大事記（2017.06.01 〜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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