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te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media coverage on the arbitration case initiated 
by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 for dispute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ddition, the military maneuvers by the U.S. and China in that area 
have been intensified. Threats and counter threats were traded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powers. The U.S. dispatched two aircraft carrier groups consisting of ten U.S. 
naval ships to the area prior to July 12, 2016, the date of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final awar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China conducted a series of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etween July 5th and July 11th 
right before the ruling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was made. Incidents could result 
from any small mistakes in actions or miscalculations by either side of these 
military maneuvers. Fortunately these things did not happen. As the US is not one 
of the claimants in the dispute and had declined to ratify UNCLO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e can't help but wonder wh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so eager to get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 so 
than the claiming party, in this case, the Philippines? Do we have other unspoken 
motives? 
　　These questions led me to look into the bigger issues concerning our foreign 
policy. Before we delve into that, let's first examine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tter in 
some details.
　　Who Conducted the Arbitration?
　　The case as reported by the media goes like this:
　 　 The Philippines submitted its case to an "international court" about the 
disputed islands against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2013. This "court"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judges, etc., and finally disclosed its final award 
on July 12, 2016. The contents of the award are completely in favor of the 
Philippin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se, at least in a cursory manner, one must know 
what this "international court" is. Is this so-called international court the U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at least part of or directly related to it, as many in 
the media led us to believ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s a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settles the legal disputes submitted by the UN member nations. It is located in 
the Peace Palace in The Hague. In the same building there is also another 
organization called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and the Arbitral Tribunal which handled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is described unambiguously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ICJ:
(http://www.icj-cij.org/homepage/index.php)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wishes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to the fact that the Awar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ssued 
by an Arbitral Tribunal acting with the secretarial assistance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the 
PCA's website (  The ICJ, which is a totally distinct www.pca-cpa.org).
institution, has had no involvement in the above mentioned case and, for that 
reason,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about it on the ICJ's website."
　　The secretarial assistance from PCA mentioned in the statement above is 
described on the PCA website:
　　“In July 2013, the Tribun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ppointed 
the PCA to serve as Registry for the proceedings. The Tribunal's Rules of 
Procedure provide that the PCA shall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registry services as direct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Such services include assisting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ppointment of experts; publish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bitration and 
issuing press releases; organizing the hearings at the Peace Palace in The 
Hague; and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the case, which involves holding a 
deposit for expenses in the arbitration, such as to pay arbitrator fees, experts, 
technical support, court reporters etc. The Registry also serves as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s amongst the Parties and the Tribunal and observer States.”
(https://pca-cpa.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75/2016/07/PH-CN-20160712-
Press-Release-No-11-English.pdf)
　　From these two statements,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ruling did not come from the ICJ but from the Arbitral Tribunal with the 

secretarial assistance from PCA. Neither organiz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CJ and they are not part of UN institutions.

2) PCA is not a court but 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for arbitral tribunals. 
　　How Was the Arbitral Tribunal Formed and Who Foot the Bill?

　　 When the Philippines submitted the original dispute for arbitration in 
2013, five arbitrators were chosen for the Arbitral Tribunal. Out of the five, one 
was recommended by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other four was chosen by the then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Hamburg, Germany, Judge Shunji Yanai of Japan. The fairness of the panel has 
been called into question as none of the five judges – one African and four 
Europeans, have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Judge Yanai 
was onc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s advisor on his plan to amend the 
Japanese Peace Constitution to allow Japan to embark on military actions 

overseas.
　　The expenses of the arbitration including the arbitrators' remuneration 
as report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ere covered completely by the 
Philippines, as China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7/13/beijing-lashes-out-at-south-
china-sea-tribunal-and-the-people-on-it/)
　　The Western Media and the US Role
　　When the US and some other Western media outlets such as CNN, 
New York Times, BBC New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reported the news 
relating to this case, they always phrased their reports in such a way to 
mislead the readers to think that the judgment or award was from the ICJ in 
The Hague, or PCA in The Hague. The fact is they were from this ad hoc 
Arbitral Tribunal, not from ICJ or PCA.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ese 
misleading reports? It looks that they all try to make the "ruling" more 
authoritative than it actual is.
　　The misleading news reporting on the arbitration and the tremendous 
efforts on the part of US taking side with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 led 
me to wonder what is the real story behind this case?  Is it merely for a few 
smal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are there bigger issues involved?
In my view, all these maneuvers stem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ebalancing Asia" strategy. Many people argue for 
that polic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mainta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o prevent the 
dominance of China in that region. But as a concerned U.S. citizen, I want 
to ask our government this question, at what price are we willing to pay for 
sending our troops to that part of the world (the cost of operating the two 
carrier groups in South China Sea is roughly $10 million per day). Why our 
foreign policy is always geared towards maintaining the US military 
dominance all over the world? Instead of going into wars with other 
nations, why can't we cooperate with them to share the limited world 
resources and build a more peaceful world? I fear the huge presence of the 
US milita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ight create disasters in Asia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since 9/11. What do we 
ordinary Americans, asides from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have to 
gain from such adventures? Do we want to create more terrorists coming to 
this country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money we save from not provoking 
unnecessary wars can be put to better use back home, such as modernizing 
our outdated and dilapidating infrastructures.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redirect our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rue 
multilateralism where we work with other nations without resort to 
coercion and dominance. This is the only way we can regain the moral high 
ground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佟秉宇，Paul Tung, 1964台大機械系畢業，1971年 UCLA 材料工
程博士，1986赴大陸創業，2013年退休回美，現任中美論壇社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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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紀念抗戰結束70週年應紐約星島日報
記者陳裕光之邀，發表的談話。－代編者的話)

我認為2012年日本把釣魚島國有化，其實是
対中國另外一種形式的宣戰，中日已經処在交
戰狀態，只是還沒有大打出手。

日本需要時間整軍經武，所以還沒有出重
拳，中國則磨磨蹭蹭，還在奢望日本會幡然悔

悟，不打戰了。 其實這場戰爭已經開始了，日本仍是攻擊方，到目前為
止，中國仍然是挨打的一方。

日本把釣魚島國有化以後，中國才開始在釣魚島海域巡弋，但沒有登島
的報導，而進入12海裡也似有似無，有時候似乎進去兩三分鐘，趕快出
來，不知原因何在？

最近在南海問題上，本來沒有日本什麼事，卻大張旗鼓，信口雌黃，還
要和越南，菲律賓聯合起來跟中國作對。都從前門打到後門了，我們還有
退路嗎？

我覺得目前有三件事可以做：
1.開放及鼓勵中國漁民到中國領土釣魚島附近海域作業，並確實保護他

們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2.在釣魚島上做實地考察測量及研究島上的動植物等自然生態。
3.加強琉球學的研究。
二次大戰以後，所有的戰勝國都放棄殖民地，而惟有戰敗的日本到現在

還佔領著琉球。
日本頭號戰犯裕仁在投降書上清楚明白說要遵守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

告，放棄本土以外的所有侵佔的土地，因此他們繼續佔領琉球是不合法，
而且違背他們的承諾。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一週年，這麼長時間過去了我們仍然受
到強鄰日本的欺壓。難道我們不該做些什麼？

                              陳憲㆗,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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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自157期) 肉類罐頭、黃醬及醬
油、奶油等各道生產工藝，自投料
到包裝，完全消除了手工勞動，既
節省了勞力、又大大提高了生產能
力。該廠實驗室配置了原子黑光分
析儀、近紅外食品分析儀，嚴格進
行 品 質 的 檢 驗 ， 黃 醬 、 醬 油 、 味
精、食用油、糖稀、酒、幹米飯、
罐頭、香腸、奶油、餅乾等食品，
衛生安全，味道鮮美，營養豐富，
深受好評。在平壤的玉米加工廠位
於平壤市樂浪區，由地下1樓和地上
2樓組成，占地面積為1.28萬多平方
米，總建築面積為8600多平方米，
年生產能力為1萬噸。 該廠生產麵
條、餅乾、饅頭、食油、玉面米、
玉米渣、軟糖、玉米花等十幾種玉
米加工品。從投料到包裝的整個生
產工序實現了自動化、流水線化、
無人化、無塵化、無菌化。該廠具
備完整的聯合生產系統，能夠在綜
合調度室操控所有生產工序和經營
管理。 該廠建立了配有CCD攝影機
的生物顯微鏡等尖端分析設備齊全
的嚴格的分析系統，從而確保產品
的 衛 生 安 全 ， 科 學 地 進 行 品 質 管
理。

朝鮮政府傾力建設的白頭山先軍
青年發電站建設和惠山至三池淵寬
軌鐵路鋪設已經陸續竣工使用，是
為了千年負責的高品質工程。坐落
在南浦市的嶺南船舶維修廠有效利
用清潔能源，在廠區內山頂上設置
了多台風力發電機，實現了電力自
給，隨之還建立了太陽能發電站。
風 力 發 電 機 每 台 發 電 能 力 達 十 千
瓦，這些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電池
每天生產電力數百千瓦。區內獨立
的配電系統，將這些電力輸送到資
訊室、生產調度室、科技普及室等
各 單 位 。 他 們 白 天 利 用 生 產 的 電
力，還給蓄電池充電，夜裡則利用
充電的電力。

朝鮮的經濟建設始終以民生為第
一的原則。平壤大慶紫菜加工廠坐
落 在 平 壤 市 統 一 大 街 ， 於 2012年
10月建廠，總建築面積為8000平方
米。該廠在初級加工品紫菜片上添
加調料或烘烤的方法生產烤紫菜、
加工紫菜等多種紫菜加工品。其需
求量日益劇增。2015年7月，金正恩
視察平壤大慶紫菜加工廠時指出，
多生產紫菜供給人民，是遵循金日
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生前意旨，
早日提高人民飲食生活水準的重要
工作之一。蒼空貿易公司開發、生
產可同時消毒和洗滌的多種消毒洗
滌劑（國家規格61029，專利34597-
2008）。產品含有世界衛生組織以
廣譜的、安全的殺菌消毒劑規定的
二 氧 化 氯 ， 殺 菌 力 超 強 （ 只 需 30
秒，殺菌率高達99.9%）。適用於各
種 容 器 、 餐 具 、 瓷 磚 、 玻 璃 、 布
料、果蔬、手以及水的消毒。

在基礎建材方面，朝鮮現有的產能
滿足不了各地建設巨量的建材需求，
這就證明朝鮮在高速發展中。2007年
7月，朝鮮祥原水泥聯合企業與法國
LAFARGE控股集團經簽約成立平壤祥
原水泥合營公司。祥原水泥聯合企業
位處石灰石品質優良、儲藏量豐富，
運輸條件有利的地方。自1989年起負
責生產建築專用水泥。一切生產工序
實現了現代化，並由於自行生產和利
用 石 灰 石 ， 其 生 產 前 景 良 好 。                                      
法國 LAFARGE控股集團擁有200多家
水泥廠，專門生產石膏、砂石及混凝
土。 合營公司成立後，已進行十多次
理事會，進一步鞏固了石灰石礦山的
物質技術基礎，並以去年改建該企業
一號焙燒爐系列，大大提升其能力。
2015年6月在平壤舉行的合營理事會會
議上，總結該企業去年的改建計畫1
（QIP#1），商討新年的投資預算，決
定了改建計畫2（QIP#2）。   

民生所需要的，就是國家所最需要
的，朝鮮近些年特別重視民生產業發
展，而且全國所有行政和企業都重點
發展民生產業，最近的8月3日舉行的
全國八三大眾消費品展在平壤第二百
貨商店拉開帷幕，就體現了這一點。
全國的工廠企業、家屬作業班、利廢
作業班所生產的服裝、日用百貨、食
品等1200多種、13萬多件大眾消費品
亮相本屆展覽。樂浪衛生用品廠於
2012年4月開工，主要生產女人專用衛
生 用 品 和 嬰 兒 尿 布 。 占 地 面 積 為
8500平米。  廠裡有衛生用品生產車
間、包裝室、產品陳列室、科技普及
室等，還具備工人食堂和澡堂等福利
設施。生產現場實現了無菌化和無塵
化。所有生產工序自投料至包裝實現
了流水線。產品裡料為高級棉花，並
因含有高分子樹脂化合物，吸水性
強，通風透氣，涼爽宜人，表面柔
軟，對皮膚刺激皆無。朝鮮有豐富的
陸地水系和東西海域，水產資源豐
富，在保護水產資源的前提下，大力
開展漁業事業，大同江養魚及種魚生
產供應站採用網箱養魚方法，增加魚
產量。首先，在魚食條件好的水域劃
定了網箱養魚區。該供應站考慮河流
速度、水溫度、魚食條件，在大同江
安裝了移動式網箱、在普通江安裝了
固定式網箱。他們採用獨創的科學方
法使生產週期比以前減少到六分之
一，實際產量提高了2~4倍。2016年
7月底，金正恩還視察了綜合漁具廠，
該工廠生產所需的現代化織網機、卷
絲機、成型機等，較前大幅提高技術
裝備水準和生產能力，出色地建立能
根據生產環境找到最合理生產方案的
合併生產系統且實現其高度的科學
化、資訊化，還製造與安裝朝鮮式的
現代化機械。該綜合漁具廠可以隨意
大量生產並充分供應專業水產事業所
乃至駐紮島嶼和海岸沿線的部隊水產
副業所需的各種漁具。

朝鮮有自主研發的汽車工業。德重
汽車合作公司組建於2013年6月，生
產各種高性能貨車。公司在勝利汽車
聯合企業設立載重汽車裝配車間，配
有汽車總裝配線。總裝配線的佈線及
管道安裝、彈簧、車軸、發動機、變
速器等各道工藝流程的作業均由高級
技工進行，裝配完的汽車經嚴格的檢
驗後發貨。公司生產的載重汽車，發
動機功率大，車架為雙層車架，承載
力很大，電子裝置性能良好，實現了
單元化。目前，公司生產的勝利牌
2.5t客貨兩用車、5t、8t、10t、25t級平
車、集裝箱汽車，其品種有十多種，
年產量達幾千輛。公司將有效利用勝
利汽車聯合企業現有的技術力量與生
產潛力，圓滿保障國內對載重汽車的
需求，努力實現重要配件的國產化。
公司把注重品質、擴大品種、講求信
用當作為經營原則。與此同時，進一
步加強自己的技術力量，堅實生產基
礎，密切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在國
內載重汽車領域佔據領先地位，以滿
足國內需求，向國際市場進發。

金剛山位於朝鮮半島中部地區。剛
山國際旅遊開發總公司對旅遊勝地金
剛山予以關注，籌畫將它建成國際性
旅遊地區。目前，已建成和運營的高
城港、金剛山站、鐵路、公路等形成
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給遊客提供更
方便的條件；金剛山飯店、外金剛飯
店、牡蘭館、溫井閣等，日均可容四
千多人；文化會館、高爾夫球場、冰
車場、海濱浴場等現代化文化福利設
施迎接國內外遊客。目前，已有十多
家外商投資企業、幾十家國內企業經
營飯店、餐廳、商店、免關稅業、娛
樂業等。金剛山國際旅遊開發總公司
鼓勵向金剛山特區投資，給投資人提
供優惠的經濟活動條件，並依法保護
投資人的投資、經營所得、合法權
益。

朝鮮始終重視發展交通運輸事業，
最近，鐵道省還舉辦了第31屆科技
節，時間為2016年8月2日至4日在鐵道
省文化會館舉行。國家科學院鐵道科
學分院、平壤鐵道綜合大學、平壤鐵
道局、金鐘泰電力機車聯合企業、元
山鐵道車輛聯合企業等單位的科技工
作者、教師、現場幹部和三大革命小
組員參加了科技節。本屆科技節分設
機械、冶金、建設、電氣、自動化、
資訊和應用單元，以展覽會、介紹
會、新技術交流的形式進行，共有
100多篇（件）科技論文和研究成果
資料亮相。參加方介紹了在圓滿解決
科學組織和安排合理的列車運行方
法、開發和生產現代化鐵運工具、促
進鐵路重量化和高速化方面科技問題
的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朝鮮最近決定建設的開發特區是在
鹹境北道慶源郡柳多島裡的部分地區
設立經濟開發區。

朝鮮是文化普及教育最好的國家之
一，普通的工人，公民都普及到標準
化知識，不限於工業產品的標準化工
作，目前已經擴大到辦公處理、服務

 快速發展的朝鮮經濟事業
◎李景科

（㆘）

在政治信仰，㈳會制度和歷史淵源㆖，㆗國與朝鮮是同志關係，在軍事戰略
㆖是同盟關係，所以，㆗朝關係再㈲矛盾，也是在這個框架㆘。而南朝鮮反共
是第㆒基本國策，軍事㆖是美國的盟友和追隨者。所以，㆗韓關係既使再好，
骨子裡也是敵對的關係。

行業和居民生活的很多領域，隨著
國家的觀光服務工作範圍擴大，對
機場、飯店、服務及旅遊設施的標
準 化 工 作 也 在 國 際 基 準 上 活 躍 進
行。正由於此，朝鮮高度重視知識
創造，2016年7月下旬，朝鮮知識產
品展在朝鮮科學技術殿堂進行。展
覽以實物、模型、圖解版、多媒體
形式展出了榮獲發明權和專利權的
尖端技術產品、應用普及化價值極
高的知識產品等450多件技術方案。
發明總局科長金赫說，展覽開幕後
這5天來，需求量最高的領域就是電
子資訊部門，尤其是對測定及分析
手段和管理系統的需求日益旺盛。
這說明生產活動和運營管理的科學
化、資訊化水準顯著提高，是值得
關注的一大亮點。能夠供用貴金屬
綜合分析儀和各種電子電路的精密
直流、交流電力的混合型萬能電源
端、智慧型電動閥、節能型密閉式
雙重薄膜、不同規格的ＰＶＣ塑膠
絕緣線等在此亮相，頗受參觀者的
青睞。一些藥品因靠國內原料和技
術自主研製，口碑極佳。展覽還安
排各參展單位之間相互進行知識產
品流通業務洽談、技術資料服務、
科技成果發佈會、技術講習班等一
系列服務活動。朝鮮自建國以來，

就高度重視知識和科學事業，更重視
科學工作者，因此，在平壤建成了雄
偉壯麗的未來科學家社區。全國各道
和各個市也建立了地方的未來科學家
社區。

今天的朝鮮，就我們顯而易見的
技術和產品，工具的社會普及和進
步，全國2300萬人口，手機已經普及
到平均7.6人一部（2015年），其功
能與中國的基本差不多，而且初中生
和大學生擁有手機的人比例更高增長
更快。朝鮮各級企業，黨政部門已經
全面在實現辦公無紙化，電腦網路
化，公民領取工資和在商場商店購買
商品也一樣刷卡。

朝鮮的奮鬥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
世界中等工業化國家的目標，這是金
正日在世時候就確定的，屈指算來還
有四年時間，目前，朝鮮的所有領域
都在執行第七次黨代會設定的五年國
家發展戰略新計畫的奮鬥目標，掀起
了前所未有的200天戰鬥。到2020年, 
在金正恩領導及全國萬眾一心的努力
奮鬥下，一個更嶄新的新朝鮮,必會
展現給全世界。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研
究者，58歲，著作《丹東歷史探微》
（2013年，哈爾濱㆞圖出版㈳），
《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年，
㆝津科㈻技術出版㈳）等。

壹、前言
一、 撰寫動機與目的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方休，琉球群

島宜野灣市長補選於2016年1月24日
展開投票，並於7月10日進行參議院
改選。琉球群島為日本距離中國最
近之控制群島，該群島本為一獨立
國家，自日本薩摩藩入侵後，向中
國與薩摩籓雙重朝貢。但明治維新
後，在日本廢籓改縣運動中，日方
將琉球國王軟禁於東京並強行將其
併入治下，更名為沖繩縣，始結束
琉球王國身為主權獨立國家之地
位。

二戰末期太平洋戰爭中，美方發
起沖繩登島戰，沖繩成為日本領土
中唯一遭遇陸地戰的區域，然而在
登陸戰開始前，美方即已開始進行
海域封鎖，此期間更造成對馬丸事
件，造成大量琉球民族學童死亡。
且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亦對沖繩發出
《玉碎令》，強迫並誘騙大量琉球
民族人民自殺。 近年中國崛起，中
國政府開始著手海疆治理，在日本
政府片面破壞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和平原則背景下，中日對於東海
爭端衝突日漸增溫，近日日方更於
國會中提及，未來若中日釣島出現
海警與海保對峙情況時，將派出海
上自衛隊加強力度，中方對此亦提
出強硬回復。

恰逢此時，沖繩縣縣知事改選，
親日本政府派在沖繩縣知事及縣議
員選舉中大敗，由主張琉球自治的
翁長雄志勝出，且在翁長的one 
okinawa的口號下，縣議會亦係翁長
派實質過半，佔絕對多數。要求美
軍基地全面遷出，並堅決反對在邊
野古的新基地擴建，同時撤銷基地
建設許可。此舉造成日本政府與沖
繩政府間的對立，且延伸至法律戰
層面。而日本政府不顧琉球民族的
和平訴求，堅持配合美方新建基

地，並採取強力的驅離措施，此舉造
成琉球民族的慘痛歷史記憶，本係追
求自治運動者，開始轉向獨立運動。

筆者為此特別前往琉球本島參訪琉
球反基地運動現場，並與相關成員交
談，言談間筆者以琉球稱呼該地名
時，多位成員眼眶泛淚，並表達說：
「我們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希望
台灣的朋友能用琉球稱呼我們，而不
是日本人的沖繩」。交談中，琉球反
基地運動成員表示他們正等待日本司
法的判決，看到底日本司法是會判決
翁長知事的撤銷訴訟獲勝，還是判決
安倍政府的代執行處分勝訴當地反對
運動人士並表示，這是他們對日本政
府最後的信任，若日本司法判決結果
對沖繩縣不利，相信將會有更多原本
自治派人士轉向獨立運動。

筆者對於琉球反基地運動人士的交
談中，感到未來若琉球果真獨立，台
灣執政當局對於未來的東海海域與釣
魚台爭端走向將該如何因應？若琉球
獨立對我方有利益時，將如何協助琉
球獨立運動的推進？另外，該如何更
具體的讓共同開發落實並促使東海海
域和平？

有鑑於二戰時期，戰爭對於台灣地
區、琉球與中國大陸人民的共同傷
害，知識分子本於社會良知的角色應
設法促使和平降生於東亞區域。兩強
相爭下，作為東海海域的小型政治實
體的台灣執政當局，更加應該設法避
免衝突導致東亞大戰的爆發。此外，
東海海域下礦產豐隆，且漁業資源富
足。釣魚台海域更是蘭陽地區漁民賴
以生計的重要漁場，而釣魚台下的石
油資源與東海海域下的白樺油田相聯
繫，同屬一礦脈資源，台灣土地面積
狹窄且天然資源不足自給下，釣魚台
列嶼的海洋國土與漁礦資源勢必不可
喪失。且台灣若失去釣魚台列嶼的海
域主權，則日本控制領域就直抵台灣
門前，雖然蔡英文女士勢必較馬英九

總統的對日政策和緩並有利於台灣與
日本交往，但不可忽視的事情是國家
利益，今日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敵
人，對於海域門戶不能因為一時蜜月
期而忽視未來長遠的國家安全利益，
否則勢必將成為21世紀的五代十國的
石敬塘後晉政權。失燕雲十六州,使
宋朝門戶大開,而無拒敵之地；失釣
魚台列嶼將令海疆門戶洞開而無戰略
緩衝地帶。

㆓、今㈰琉球㆞位
有論者認為琉球現下乃係日本國下

轄之一縣， 不屬於國際法或國際關
係理論中的能動者，但此一概念乃係
過時見解。今日的國際法規範對象，

顯已超越國家，亦即國際法所規範
的行為主體已不僅止於國家一者。
國際法學者們對現代國際法的定義
做了些修正，將規範的行為主體納
入了國家、國際組織、個人及非政
府組織……等，並得到一新定義，
亦即當代的國際法係指規範國家及
其他國際社會主體相互間之權利義
務的法律規範。而現代國際公法對
於個人與跨國公司均納入主體範疇
討論，更況乎自治團體？而現代國
際關係理論自冷戰後，討論的對象
及認知上的國際活動主體更涉及到
恐怖主義團體與個人，故無論是國
際法領域，抑或是國際關係政治領
域，均不再嚴守國家為唯一行為者
的立場。

由以保釣㆟士為主推動的《㆗華全球華㆟琉球之友㈿會》於今年㆔㈪在台灣成立，並於㈥㈪舉辦第㆒次《㆗華
琉球論壇》，主題是《琉球的未來與發展》，前排坐者第㆓㆟是本文作者王啟逡，第㆕㆟是㈿會理事長連石磊。

琉球復國運動對東海㆞緣政治之影響（㆖）
◎王啟逡

琉球王國在1879年被日本單方面
兼併。從當時中日談判來看，中國
並未將琉球視為其領土之一部，而
係將其視為一自主國家。且二戰
後，琉球成為聯合國交付美軍託管
之託管地，託管地與其前身的委任
統治地類似，亦為受有限制的國際
法主體，其無行為能力，而由受託
管理國替其行使各種行為。然此制
度的設置目的，主要是促進託管地
人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
發展及促其走向自治或獨立。因
此，自不應當將琉球視為一般日本
治理下的縣級地方自治團體，其自
擁有較一般地方自治團體更高的國
際能動性。（上）

作者： 王啟逡, 台灣省新竹市
人，玄奘大學法律系講師，中華全
球華人琉球之友協會副秘書長 ，專
長為區域研究。

作者：王啟逡，㆗華全球華㆟琉
球之友㈿會副㊙書長、玄奘大㈻法
律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