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孝信創立的《釣魚台教育協會》成立以
來，給台灣保釣運動注入了新動力，但他走
了，有人擔心協會的前途會如何呢？現在看來
是多慮了。林夫人陳美霞接下了擔子以後，繼
續得到老保釣們的支持，又加入很多年青人，
協會的活動更茁壯、更有活力了。尤其六月底

在蘇澳辦的研習營更是紅火，不但把保釣運動原來的書生氣，接上地氣以後，
現在又接上（海）水氣了。釣魚台本來就是在海中的一塊土地，現在又接地又
接水，有漁民的參與，釣魚台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

這個月，日本在東海動作頻頻，在釣魚島背後囤積軍火、建立靶場（宮古
島）、增加兵員（石垣島），又企圖擅改行政區域名稱，看來釣魚島又不平靜
了。

在日本眾多二戰罪行之中，慰安婦問題可以說是最令人蒙羞的行為，而日
本居然可以恬不知恥到不予承認的地步，除非它是另類，這種行為不但日本人
蒙羞，全人類都要蒙羞。中國人太有寬容心了，現在也不得不出來表態了。

Dr. Wordman 的文章分析了中美日的三邊關係對亞太地區的影響。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September 8, 2017, entitled, "Why China Can't Stop Hating Japan", 
authored by Richard McGregor. This article also appeared in the 
Journal's print edition next day but re-titled as "China's Self-Defeating 
Feud with Japan". Mr. McGregor is the author of "Asia's Reckoning: 
China, Japan, and the Fat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Century," 
(Viking). He was born an Australian in 1958, worked as a journalist in 
Asia, UK and came to Washington DC in 2011 as the Bureau Chief of 
Financial Times. Although McGregor's opinion does not represent all 
Americans' views about Sino-Japan relationship, but it does echo many 
pro-Japan and anti-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analysts' essays, 
particularly in the American right-wing camp. The fact that this article 
was re-titled with a bias blaming and predicting China to fail in Sino-
Japan relations, those of us Americans not agreeing with the above 
view must speak out.

Ever since the U.S. initiated a Pivot to Asia policy, Japan seems 
to be eager to be the surrogate of the U.S. in Asia Pacific to rebalance 
the powers in the region. This can be seen from several developments 
involving Japan. These developments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ressed Sino-Japan relationship and the so-called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discussed by McGregor.  McGregor 
posted an intelligent question: Why doesn't China be friend with Japan 
to disentangle Japan-US long-time security alliances to devastate 
American interests in Asia Pacific region? China does and actually 
tries very hard to alleviate the U.S. and Japan's worry of a rising 
China. McGregor then proceeded to analyze why China hates Japan 
and vice versa.  Unfortunately, he didn't answer his intelligent question 
and his account for explaining th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as outdated. The fact that Chinese suffered from Japanese brutality 
and atrocities during WW II did contribute to their unforgettable 
memory but did not deter their willingness to forgive. After Japan 
surrendered, China did not ask for war reparation was already a way of 
showing forgiveness (in contrast with the huge war reparation Japan 
demanded from China in 1895). Yes, Japan's insincere apologies were 
annoying to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he real crocks of the matter is that 
Japan's way of denying their war crimes by white washing history and 
putting lies in their school textbooks. When these dishonorable deeds 
coupled with a purpose of reviving an Imperial Japan and practiced in 
a double-faced diplomacy, it cannot help but infuriate China and her 
people. 

Let's take a few recent developments that have caused more tension 
in the Sino-Japan relationship. Japan orchestrated and rekindled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 in 2012 (which had been tabled by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 Ping and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akeo 
Fukuyama) making those uninhabitable rocky islands a hot spot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U.S. gave Japan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s of those islands 
under protests from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o Japan had de 
facto control, why Japan wanted to rekindle this dispute? Why did the U.S. 
let it happen? From this issue alone, one can see that any China's effort to 
befriend with the U.S. or Japan would be in vain since Japan would do 
anything to embrace the U.S. to advance Japan's ambition to return to a 
dominant power in Asia again. The U.S. never had any second thought to 
improve US-China relationship at the expense of US-Japan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until today, such strategic thinking sounded like a 
wake-up call.  As China is rising as a significant trading partner with most 
nations in the world, and while Japan's right-wing government is busy with 
weapon sales and military alliances, shouldn't the U.S. adjust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Japan appropriately?

As McGregor pointed out, Japan cannot handle China alone, thus 
Japan wants the U.S. to place troops in Asia and eagerly engages the U.S.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allowing Japan to 
expand military forces, endorsing her right-wing government's intent to 
revise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to permit Japan military to attack as well as 
to engage in more war exercises with the U.S. in the Pacific. However, the 
presence of the U.S. in Asia should not raise the tension in Asia leading to 
war. As China is making effort to demonstrate to her neighbors and the 
world that her rise is peaceful not hegemonic, then shouldn't the U.S. think 
twice before placing a threatening military power in Asia? What for? To 
have a war with China? Or to assist Japan to counter China again? These 
are unethical thoughts. What does the U.S. gain in assisting Japan to return 
to her pre-war glory? History showed us there was a brutal Imperial Japan 
attacking the U.S. but never a war-monger China. In the two Asian wars the 
U.S. involved in, China was forced into the Korean War by the Soviet and 
Soviet-US confrontation. In the Vietnam War, China actually disengaged 
with the Soviet and ultimately helped the U.S. in ending the war. 

Another recent development can also illustrate the delicate Sino-

Japan relationship. Though not a par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Japan arbitrarily took sides against China (support the arbitration court 
case filed by the Philippines who discarded it later). Japan openly 
advocated a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diplomatically trying to build 
defense treaties with Asian nations to form a Japan-centric military 
alliance, presumably with permission of the U.S. The SCS was peaceful; 
the disputes of small islands were old fishing right issues which China 
sensibly preferred to handle them through bilateral negotiations. Hindsight, 
the island constructions made by China would never got accelerated if the 
U.S. did not threaten China and SCS with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 OP) which developing into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ould 
potentially choke China's trade route transporting 60% or more goods to 
and fro China. Why has Japan been busy building military alliances and 
beating war drums for the U.S.?  As a great power, China is inviting Asian 
nations to engage joint developments. The real balance of power the Asian 
countries wished for is for peace not for tension, thus what will the U.S. 
gain by playing with Japan in a 'China Threat' drama, not crafted by 
rational thoughts?

Japan should realize that accepting honest historical facts and a 
rising peaceful China is not a bad thing. Japan eagerly promoted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 trade agreement excluding China, but 
ultimately the U.S. pulled out. On the other hand, many of the Chinese 
initiatives lik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program, obviously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surely helpful to Asia, have received overwhelming global 
support including EU powers. Japan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ought to 
join the effort for mutual advantages. Recently, the BRICS Summit was 
held in Xiamen, China, where many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leaders 
attended. The 2017 BRICS Summit promises a great future for those 
participated. Because of BRICS, India and China rationally buried their 
dispute in Bhutan. This is a bright example that Japan and the U.S. can 
learn from.

The U.S. is still a superpower. Her behavior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other countries. McGregor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building a Sino-centric 
club, but that is no reason for Japan to be jealous, a business club is not a 
military alliance like NATO. It opens to everyone. In assessing Sino-Japan 
relationship, McGregor is partially right about the domestic issues in Japan 
may be the culprit. China has grown up with sufficient confidence to rely 
on 'Japan' sentiment to guide her diplomacy.  The U.S., reshaping a new 
administration, is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to renew her China policy and 
revise her legacy strategy based on outdated assessment of China, Russia 
and Japan. Both the U.S. and China stand to gain if joining hands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for world peace.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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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
上以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為主
軸，推動土地改革及進口替代經濟政
策。但是，這樣的政策到1950年代末，
就在美國逼誘下開始逆轉：進口替代轉
向出口導向，節制私人資本轉向鼓勵私
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轉向減缩國家資
本。在這樣的政策發展二十多年後的
1980年代，本土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壯
大。進入1990年代，台灣步入藍綠資產
階級政黨輪替的西式民主道路，而政府
並在資本全球化的浪潮中推行新自由主
義的鬆綁、私有化政策，貧富差距急劇
惡化。

台灣當前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在上述數
十年的政治經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首
先，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挫敗, 從大陸
撤退到台灣之後，就全面推行反共教育
與宣傳──威權、戒嚴、白色恐怖、冷
戰意識形態等等是其中重要內容。數十
年的反共教育管束下，隨著1980年代本
土資產階級的興起及壯大，本土主義興
起，而「四大族群論」、「日本殖民現
代化論」、「戰後再殖民論」以及「二
二八論」等等台灣意識形態逐漸形成。
1990年代之後，在李登輝主導下，政府
數十年的反共教育以去中國化教育的面
貌維繫。到2000年代，台灣意識形態、
反中、親美日、甚至民粹等等主流意識
形態籠罩全台。

這樣的意識形態，對統治階級以外的
多數人民──尤其勞動人民及弱勢群體
──是不利的。要突破這種不利的局
面，只有從根本的教育做起。《釣魚台
教育協會》就是希望從認識釣魚台的切
入點，在教育這個根本上努力的。

《釣魚台教育協會》傳承自1970年代
風起雲湧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運
動），而保釣運動興起的根源是美、日
兩國為了自身的利益，私相授受釣魚台
的行政管理權給日本政府。保釣的內容
非常豐富、感人的故事非常多，但是歸
根究底，保釣精神有兩個特點：1. 理想
主義：愛國愛民、反帝、反殖民、反軍
國主義、反法西斯、反霸權、反剝削；
2. 富國際觀。然而，台灣社會過去數十
年越來越缺乏理想主義與國際觀的發
展，事實上正是與這樣的精神背道而馳
的。

鑒此，《釣魚台教育協會》就是秉持
著上述保釣精神及理想，以釣魚台作為
一面「照妖鏡」，揭露資本主義、美日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日本軍國主義、
法西斯、國際霸權等等的真面目；也介
紹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並且發揚保釣
精神，培育國際觀，進而改造台灣社
會，最終擺脫數十年反共教育導致的台
灣意識形態的束縛。釣魚台教育的工作
由保釣老將林孝信在2011年開始系統推
動，此後釣魚台教育團隊就每年經由
《認識釣魚台》研習營、珍貴資料展、
公民通識講座、討論學習會、電影放映
會、及網站等等方式推動工作。這些多
元的活動中，《認識釣魚台》研習營是

核心──團隊每年在台灣北中南東舉
辦春秋兩季共8場研習營。6年來，已
經有一千七百多人次的學員參與。下
面，筆者特別要敘述今年6月24-25日
我們在宜蘭縣蘇澳鎮與蘇澳漁民合作
舉辦的研習營，同時也與讀者們分享
我們從這次研習營所獲得的最大的啟
發：台灣漁民是發揚保釣精神的最佳
發言人。

過去幾年來，《認識釣魚台》研習
營的講員及學員基本上是關心釣魚台
的知識分子，但是，6月底蘇澳研習營
與之前的研習營有幾點不同：1. 講員
絕大部分是漁會及漁權會的幹部；2. 
研習營融入學員參觀漁港、漁民作業
現場、買賣魚貨現場、漁民文化中心
（如媽祖廟）等等活動，目的是讓學
員更深刻了解漁民；3. 研習營就在蘇
澳漁會會議廳舉辦；4. 學員來自遙遠
的台灣西部台北、台南、或高雄（請
見研習營課程）。兩天的研習營十分
成功，70多位學員學習異常豐碩，他
們普遍的反應是：感動、受激勵、認
為這樣的研習營應該更多人參加、願
意一起投入。筆者認為，最感動、最
激勵學員的應該是：漁民幹部的演講
內容。

演講的漁民幹部一共有五位：蘇澳
鎮漁會理事長蔡源龍、總幹事陳春
生、常務監事林月英、宜蘭縣漁民權
益協會理事長楊德信、及宜蘭縣延繩
漁業協會總幹事林新川。他們分別就
台灣漁民在釣魚台的作業歷史、漁民
的保釣運動、2012年蘇澳漁船出海保
釣行動、台日漁業談判等議題分析。
演講內容十分豐富精彩，但因篇幅有
限，筆者無法一一敘述。欲知詳細內
容，請讀者們進入《釣魚台教育協
會 》 的 網 站 （ 網 址 ：
http://diaoyutai.tw），即可看到圖文並
茂的、這五位漁民幹部的演講內容。

在此，筆者簡單分享這五位漁民演
講內容中讓筆者印象深刻的幾個例
子。這些例子反映，台灣漁民是發揚
保釣精神的最佳發言人。以蘇澳漁民
為例，他們為求生存，在海上作業，
風險很高，工作與生活十分的艱辛，
但是他們也堅毅、勇敢、智慧地維護
釣魚台的主權及他們在釣魚台海域捕
魚的漁權。他們很驕傲地說：他們自
己以及他們的父親、祖父輩百年來都
在釣魚台海域捕魚，而他們許多的人
都曾經在1970年代之前上去釣魚台洗
澡、撿鳥蛋、收集海芙蓉，所以釣魚
台海域是蘇澳漁民的傳統漁場。相對
於知識分子或海外留學生的保釣是基
於理念，蘇澳漁民的保釣是為了他們
的生存、生計、生活！而在他們保釣
的過程中，充分顯現他們是擁有筆者
上述的「保釣精神」的。

漁民在1970年代之後的許多保釣行
動中，有兩次十分精彩、特別值得與

讀者分享的行動。2000年代，美國發動
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並希望日本派兵
支援，而日本遂要求美國承諾協防釣魚
台，於是，有美國在背後撐腰，日本海
上保安廳進而加強驅逐釣魚台海域內的
台灣漁船。根據宜蘭漁權會理事長楊德
信 ， 「 2005年 6月 8日 早 上 七 點 三 十 五
分，漁民通報漁業電台，有一艘台灣漁
船被日本水產廳公務船驅離，而附近其
它的船隻則被公務船用廣播警告，說這
是日本的海域，要台灣船隻離開。當時
在附近海域的50多艘蘇澳漁船都非常的
憤怒。」於是50多艘漁船集結起來包圍
日本公務船。被困在眾多蘇澳漁船中間
的日本公務船只得打電報回日本保安廳
去求救，之後保安廳再打給中華民國外
交部（陳水扁是當時的總統），外交部
後來再聯絡海巡署，之後海巡署就命令
這些漁船解散。那個時候，日本人才警
覺台灣漁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這是漁
民英勇保釣行動的其中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蘇澳漁民保釣最著名的例子
是：2012年抗議日本企圖國有化釣魚台
的漁船出海保釣行動。宜蘭漁權會理事
長楊德信說，「2012年，日本要將釣魚
台國有化，當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蘇澳的漁民其實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
對漁民來講，釣魚台還不是日本的，台
灣漁民就已經被驅離成如此的情況，如
果釣魚台真的變成日本的，那麼漁民究
竟應該要去哪裡捕魚呢？當時漁民都有
一個共識，就是一定要守護釣魚台的主
權，絕對不能讓日本把釣魚台國有化。
當時在漁會的幹部、民意代表以及漁民
的眾志成城之下，2012年就成立釣魚台
籌備委員會。」於是，蘇澳78艘漁船就
在2012年的9月24日浩浩蕩蕩地向釣魚台
方向出海，海巡署在兩旁護航，即使日
本的公務船試圖阻擾、噴水柱，也無法
擋住蘇澳漁船奮勇駛向釣魚台的主權海
域2.1海哩！（按：依據國際法，主權海
域是12海哩）而且就在釣魚台主權海域
巡迴釣魚台一圈，之後勝利返航。上面
蘇澳漁民的保釣行動展現他們令人敬佩
的堅毅、勇氣與智慧，這些漁民堪稱
「保釣勇士」！

此外，漁民幹部的演講內容也反映他
們擁有上述「保釣精神」的許多特質。
下面我以漁民幹部演講的逐字稿中的片
段，來呈現他們這些特質：

●愛國愛民：
「台灣政府經歷陳水扁、馬英九再到

蔡英文擔任總統，國號都是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並沒有滅亡。但如果台灣被日
本佔領，像以前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期
間，進行許多皇民化的政策，那等於就
是滅族。」

「台灣是有自己的歷史，每個家庭裡
的祭祀祖先的牌位都有註明祖先的發源
地，像我就是在福建的金浦。在場的許
多人一定都跟我一樣，所以可以從這個
證據顯示我們是中國人。今天許多問題
就在於我們沒有一個民族意識，因此也
沒有愛國精神。」 

陳美霞：釣魚台教育㈿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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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1. 香港的慰安婦少㊛雕像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過往十多年來
聯同多個團體一起關注日軍戰時慰安
婦的情況，了解到她們當時的慘痛經
歷和後來的遭遇，如今看到這些可憐
的 被 日 本 軍 人 摧 殘 過 的 女 人 相 繼 離
世，而日本政府仍未肯正式承認此罪
行並向她們道歉賠償，令我們感到非
常氣憤；現在我們得悉南韓、德國、
美國等各地陸續擺放了慰安婦塑像，
以表達對這些女士的懷念和支持，並

藉此向日本政府抗議，這些義舉實在值
得我們借鏡。 

年初保釣行動委員會開始籌劃在香
港也擺設「慰安婦少女像」。 四月落
單， 本應應於五月中交貨，但當中幾
經轉折， 最終在七月六日才運到香
港，幹事會當晚開會，決定次日晨曦運
到交易廣場日領館前的行人天橋安放。 

七月七日是盧溝橋事變八十週年，
保釣行動委員會聯同教協、世保及抗日
聯一同到日本領事館示威抗議，要求就
日本侵華罪行正式道歉和賠償，當中特
別是強迫中國婦女作性奴的惡行。我們
向新聞界闡述了在香港設立慰安婦少女
像的意義，一方面是把日本軍國主義殘
暴殺害中國人,並以中國女性為日軍性
奴隸的獸行向世人展現，另一方面是敦
促日本政府正視受害婦女的經年累月身
心苦痛，並且要求日本彰顯公義作出補
償。 

這兩個極具象徴意義的雕像自然觸
動了日本駐港領事的神經，日本領事不
止一次向包括警務處在內的香港政府部
門投訴，特區政府實在找不到這些作為
示威抗議活動的輔助工具有明顯觸犯法
律的地方。

保釣行動委員會設中、英、日文的

廣播和文字解說，並輔以有關慰安婦的
圖片展覧，希望給香港市民及各方的人
士、尤其是年青人認知這一段史實，也
藉此呼喚包括日本有良知、有正義感的
人士，一同促使日本政府拿出誠意，徹
底解決慰安婦問題。

2.  台北的慰安婦少㊛雕像
㆗華保釣㈿會 

8月14日是國際慰安婦節，中華保釣
協 會 、中 華 統 一 促 進 黨 、愛 國 同 心
會、台灣抗日紀念協會等團體聯袂來到

0827  日本自衛隊舉行規模最大的實彈奪島演習，假想敵就是中國。
印度於8月28日將越界人員及設備全部撤回印方一側，中印邊界問題暫告一

段落。
0829  韓國國防部長防美,討論韓軍引進核動力潛艇的必要性。
0830  日本海上保安廳預算草案創新高，增加9%，設專款購裝備，加強釣魚

島警備。
0906  澳大利亞集結30年來最大艦群，遍訪中國鄰國，充當美國在亞太幫

手，承當更多前沿任務。
特朗普將允許放寬日韓増購高端武器的數量。
0908  日本决策者欲與美國共享核武，企圖改變「不擁有、不製造、不運

進」的「無核三原則」。
日本擬在釣魚島附近（宮古島）建射擊訓練場。
0911  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藉由承認朝鮮是擁核國，企圖呼應前防衛相石

破茂,改變日本「無核三原則」的現狀，此舉將刺激東北亞各國競相擁核。
0912  臺灣媒體報導：美國戰將會常態化在臺灣周邊海域接受臺灣船隻的補

給，強化美台軍事關係的意圖明顯。
韓國爆出消息稱美國考慮在韓國佈屬戰術核武器。
0915  朝鮮與韓國在兩小時內連續發射導彈，朝鮮的導彈飛越日本，落在北

海道以東2,200公里以東的外海，總射程3,700公里。韓國發射的兩枚導彈，一
個射中250公里的目標，另一枚則失敗墜海。

0918  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於918～926在北海道附近的鄂霍次克海域舉
行。

0919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威脅要「完全摧毀朝鮮」。為
了打消盟友的疑慮，美國防長馬蒂斯聲稱：美國已有不讓韓國䧟入風險的軍事
選項，到底是什麼選項，馬蒂斯下沒有透露任何細節。韓媒懷疑葫藘裏是否真
有葯。

0921  安倍在聯合國大會演說，配合特朗普對朝政策，聲稱「朝鮮需要的不
是對話,而是壓力。」

0922  新加坡總理統李顯龍訪華密集會晤高層，積極修復中、新關係。
日本擅自把釣魚島國有化五周年之後， 又進一步欲將釣魚島行政名稱改為

「石垣市尖閣」，向中國展示日本實効支配釣魚島。

與台灣漁民攜手共同實現保釣理想與台灣漁民攜手共同實現保釣理想與台灣漁民攜手共同實現保釣理想
◎陳美霞

亞太大事記（2017.08.26〜09.22）

日本在台交流協會，向日本國政府提
出嚴重抗議。

我們認為自二戰結束迄至今日為
止，日本國政府堅持三不政策，「不
認罪」、「不道歉」、「不賠償」此
等行徑，實乃欺人太甚，因此我們堅
持要求日本政府，應秉持大和民族國
格精神，對二戰期間竊占鄰國領土、
屠殺無辜百姓、強徵良家民女充當日
軍慰安婦等禽獸行為要求三要，「要
認罪」、「要道歉」、「要賠償」。

中華統一促進黨也在宣傳車上擺設
慰安婦銅像至今，供人獻花致意!每天
下午還舉辦小型演講，論述日軍在二
戰時期的惡行惡狀，希望國人不能遺
忘。

3.  ㆖海的慰安婦少㊛雕像
世界保釣聯盟 
象征日军"慰安妇"的韩国和中国两

名少女雕像，设立在上海師範大学校
园内的草坪上。

这两尊雕像分别身穿中韓兩國民族
服饰坐在椅子上，短发的韩国少女像
由韩国雕刻家金运成、金曙炅夫妇制
作，梳着辫子的中国少女像由清华大
学美术教授潘毅群和电影制片人史咏

共同制作。
金运成、金曙炅夫妇曾制作位于首

爾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少女像。史咏
被金运成、金曙炅夫妇制作少女像打
动，同时他觉得再制作一个中国少女
像让其和韩国少女像并肩而坐，少女
像就不会显得那么孤单，于是提議与
韩方共同制作慰安妇少女像。

上海師範大學是中國慰安婦的研究
重鎮，成立上海第一所慰安妇博物
馆——《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慰安妇问题研究
专家苏智良是主要促成者。

兩岸㆔㆞的慰安婦少㊛雕像

http://diaoyuta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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