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中國崛起根本挑戰

4.1 中國威脅美國安全？

4.2 臺海危機「美國製造」

4.3 重新武裝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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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魯撒克遜族的平均腦容量為 90~96 立方英

寸，而中國佬的平均腦容量低於 86 立方英寸；⋯⋯由於

中國人的腦容量在幾千年以前就已經達到了最高點，所

以他們將像蒙古種的印度人一樣，寧可被消滅，也不會

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採用西方文明。⋯⋯在每一種意

義上，他們都是同我們正好相反的人；幾乎在每一件事

情上，他們都同我們是對立面：他們的上座是在左邊，

而我們的上座是在右邊；他們的喪服是白色，而我們的

喪服是黑色；他們認為說謊和欺騙沒有害處，而我們認

為有害處；他們認為殺死一個孩子或溺死一個女嬰就像

弄死一隻瞎眼的小狗，是沒有害處的，而我們則認為是

有害處的；1 他們崇拜惡魔，因為他們說，他們不須懼怕

善神，而我們則崇拜偉大的善神，憎惡惡魔。⋯⋯他們

與白種人相比是一種劣等種族，是一種不同類型、不同

文明的種族。2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戰。美國和中

國之間的衝突較之美日衝突範圍更廣泛，包括經濟、人

權、西藏、臺灣、南中國海和武器擴散問題。美國和中

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

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國作為東亞佔主導地位的地區

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

脅。3

4.1 中國威脅美國安全？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全球上千萬人反戰遊行，紐約、

華盛頓萬人空巷，越戰以來盛況空前。如此不得人心，小布

什高票再次當選，4 立即淘汰稍有溫和表示的鮑威爾，提拔強

硬著稱的賴斯，結成更加不妥協的戰爭姿態。蹊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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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時間，美國輿論眾口一詞，伊拉克戰爭理由不夠充

分，聽不到有人批評阿富汗戰爭。5 在英國，美國發動阿富

汗戰爭，直接導致「反戰聯合會」成立。2001 年 10 月 3 日和

2002 年 11 月 18 日，倫敦兩次大規模（五萬和十萬人）反戰示

威。6 在美國，完全沒有類似的反戰活動。9.11 硝煙未散，小

布什毫不猶豫，宣佈戰爭狀態，揮師推翻塔利班，佔領阿富

汗，剪除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長達十年的阿富汗反蘇聖戰，「來自美國、中國及具

有豐富石油資源的中東國家等外國援助，主要通過巴基斯坦

運到阿富汗人民手中。」7 整個 80 年代，「巴基斯坦還是美

國財政援助的代理人和輸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將援助資金的

75％ 給予了較強烈的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集團」。8 「美國

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運動使蘇軍陷入困境」。9

從 1980 年 1 月向阿富汗運送小型武器開始，美國最

終共花費了 50 億美元購置武器運往阿富汗，包括肩扛式

防空導彈和反坦克炮在內。美國還印刷了成千上萬本教

材和訓練手冊，裡面附有好戰的伊斯蘭學生襲擊蘇軍目

標的插圖，並且還在巴基斯坦建立了伊斯蘭戰士培訓基

地。這些戰士都是從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方來的，他們

為了捍衛信仰，和阿富汗人並肩作戰。奧薩馬．本．拉

登就是其中的一個。10

巴基斯坦以信仰伊斯蘭教為由分裂建國。11 「巴基斯坦

把宗教認同當成國家認同。」12 從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

發源地、根據地、大本營。13 「巴基斯坦人與塔利班大多數

都是普什圖人」。巴基斯坦北部的阿富汗難民營，建立了兩

千多座宗教學校，為反蘇聖戰培養、輸送戰士源源不斷。巴

基斯坦的軍方和情報部門，直接成為塔利班的領導骨幹。14  

以致於有學者說塔利班，「實際上也不過是巴基斯坦化的塔

利班，巴基斯坦化了的阿富汗而已。」15 「阿富汗的『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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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事實上是巴基斯坦扶持的外來政權。」16

塔利班成功奪取政權之後，調頭為巴基斯坦的激進分

子，提供暴力活動和軍事行動的訓練基地。17 美國發動「阿

富汗戰爭前，巴基斯坦的中產階級憂心忡忡，害怕巴勒斯坦

社會也塔利班化。」18  9.11 襲擊打醒了小布什：反蘇聖戰勝

利，反美聖戰開始。一旦塔利班和本．拉登支持巴基斯坦的

激進分子奪取政權，美國將面對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核大

國。

美國宣佈攻擊阿富汗之時，巴基斯坦政府選擇依附

美國。但絕大多數的巴基斯坦國民對美國攻擊同為伊斯

蘭國家的阿富汗一事，無不深表反感。而且巴基斯坦人

與塔利班大多數都是普什圖人，巴基斯坦甚至組織普什

圖義勇軍，自願投身阿富汗戰場。因此，如果能策動巴

基斯坦發動政變，則巴國擁有的核子武器便有可能落入

塔利班與本．拉登手中。當時據傳有這樣的危險性，情

況因而十分火急。19

這個十分火急，薩依德這樣的書生都看得明白。

巴基斯坦是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卻無力解決像卡

拉奇這些大城市的貧窮、飢餓和失業問題。所以，巴基

斯坦本來就是個非常不穩定的國家。現在，再加上要配

合美國大規模軍事行動這個大包袱，將會讓這個國家陷

入深深不安。要是穆沙拉夫的軍事政府被一個伊斯蘭教

或支持神學士政權的運動搞垮，那局面將會具威脅性，

因為巴基斯坦擁有核武。那可不是好玩的前景。20

伊拉克戰爭再沒道理，阿富汗戰爭乾綱獨斷，是小布什

順利連任的政治資本。塔利班、本．拉登和巴基斯坦的故事

還沒完，是小布什~賴斯政府更加強硬的政治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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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戰爭勝利三年，本．拉登逍遙法外，塔利班捲土

重來。2003 年 6 月，巴基斯坦報紙消息，奧瑪爾組成阿富汗

聖戰委員會，協調全國抗戰。「一個復甦的塔利班運動從巴

基斯坦邊境的遠山在整個南部展開，並向北部蔓延。」21 塔

利班重組後改名「阿富汗回教運動」，組成更加廣泛的統一

戰線。22

在阿富汗，美國和它的北約盟友的軍隊祇是控制

著一小部分地區。⋯⋯直到現在，本．拉登在巴基斯坦

還是頗受歡迎的偶像。在巴基斯坦的一些清真寺和伊斯

蘭學校，人們被灌輸著對美國人和其他非穆斯林的讎

恨，和阿富汗交界的地區也不在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控制

之下，因此這些地區也依舊是塔利班和基地成員的庇護

所。⋯⋯這樣的國家可能會成為本．拉登理想中的國

度：被一群激進分子控制的伊斯蘭國家，許多人支持原

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而且還擁有核武器。這樣的國

家，可能會在和印度的讎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也可能

把核武器提供給恐怖分子。23

穆沙拉夫堅定的原教旨主義信仰，24 巴基斯坦與伊朗、

敘利亞、中國、朝鮮武器擴散，25 美國一直想把巴基斯坦加

入「邪惡國家」黑名單。26  2003 年，美國外交智囊給巴基斯

坦加冕為「極端主義加核武國家」，懷疑巴基斯坦核科學家

與本．拉登過從密切。「布什政府中有人公開質疑美國是否

應該繼續容忍巴基斯坦」。27

伊斯蘭教立國的巴基斯坦，沒有強烈反對伊斯蘭原教旨

主義的政治力量。28 就這個難以容忍的穆沙拉夫，因為捏著

鼻子協助美國打擊塔利班，隨時可能被極端激進派推翻。29

軍隊及秘密特工部隊裡就深深地埋藏著伊斯蘭激進

分子及塔利班的支持者，而這個國家的公眾輿論，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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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毗鄰阿富汗那幾個省份，均傾向支持奧薩瑪。考慮到

穆沙拉夫政權又是一個軍事獨裁政權，暗殺或發生軍事

政變的可能性過去存在，現在也仍然存在。⋯⋯不管怎

樣，當今的形勢是，儘管穆沙拉夫在美國的支持下仍然

當著總統，但他並沒有控制他自己國家的西部省份或所

謂的部落地區，而且他似乎也無法控制他的一些繼續支

持克什米爾地區恐怖活動的內務部隊。⋯⋯與此同時，

美國在伊拉克和巴以問題上的政策，正在使巴基斯坦朝

著激進化的方向發展。現已達到了這樣一個程度，正如

巴基斯坦一位重要的出版商對我所說的那樣，類似塔利

班的集團極有可能殺掉穆沙拉夫並奪取巴基斯坦及其核

武器和彈道導彈。30 

2004 年，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發表暢銷書， 

「出版 10 天狂銷 50 萬」，預言三年以後。

到 2007 年美國將面臨這樣的局面：擁有核武器的巴

基斯坦被一個類似塔利班一樣的政權控制，並且操縱著

與之相類似的阿富汗衛星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廣類似

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和恐怖行動：在海灣，擁有核武器

的伊朗已經被伊朗式的真主黨意識形態所把持，而沙特

家族在沙特阿拉伯倒臺後，這個國家建立起了 14 世紀式

的瓦哈比神權政治。31

朝鮮的核計劃，是美國、日本、南韓密切關注的另一

焦點。「北韓的秘密核武計劃威脅南韓與日本的生存，而且

是區域中最迫切的戰爭風險。」32 「9.11 以前，美國全國關

注的都是遭到伊朗或是北韓這樣的『流氓』國家飛彈攻擊或

是威脅使用飛彈。2000 年年底，克林頓政府甚至還說出了

北韓發射裝配核子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的日子是 2005 年。

因此，還宣佈了興建反飛彈雷達的計劃。」33 克林頓預言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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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2005 年 2 月 10 日，朝鮮宣佈「已經製造了用於自衛的核

武器，以應對布什政府一貫的公然孤立和打壓。」34  2006 年

10 月 9 日，朝鮮宣佈成功進行核爆炸，招來一片譴責，聯合

國制裁。

北韓的核武問題將是東北亞區域合作的試金石。美

國不推動合作，東北亞情勢就會更緊張，更別說還有核

武擴散問題了。代價相當高。若無法處理這個問題，美

國也就不能在東北亞立足。35

南有原教旨主義巴基斯坦，北有共產黨朝鮮，核武器

加飛彈，構成美國全球化安全的現實威脅。南北兩個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和反美意識形態，中間夾一個諾大中國，什麼聯

繫？亨廷頓早就給出公開、詳細、毋庸質疑的明確結論。

武器擴散一直是儒教~伊斯蘭教聯繫的最為密切和

具體之處。中國在向伊斯蘭國家轉讓常規武器和非常規

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這些轉讓包括：在阿爾及利亞

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備嚴密的秘密核反應堆，表面上它是

用於研究的，但西方專家們普遍認為它具備生產　的能

力；向利比亞出售化學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CSS-2 中程導彈；向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北朝鮮提

供核技術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規武器。除此

之外，北朝鮮在 90 年代初經由伊朗向敘利亞提供了「飛

毛腿C導彈」，此後又提供了這些導彈的機動發射架。

儒教~伊斯蘭教軍事聯繫的中心環節是以中國和在

較小程度上還有北朝鮮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為另

一方之間的關係。1980~1991 年，中國武器的兩個主要

接受國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 70 年代

起，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發展了異常密切的軍事關係。

1989 年，兩國簽署了在「購買、聯合研製和開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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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產、技術轉讓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向第三國出口方面

進行合作」的 10 年諒解備忘錄。1993 年又簽署了一個

由中國為巴基斯坦購買武器提供信貸的補充協議。結果

中國成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應者，為

巴基斯坦提供了幾乎所有種類和用於各軍種的武器」。

中國還幫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產噴氣式飛機、坦克、裝

甲車和導彈的設施。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為巴基斯坦研

製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據說向巴基斯

坦提供了供濃縮用的鈾，為設計導彈提供諮詢，還可能

允許巴基斯坦在中國的試驗場上爆炸核裝置。中國此後

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為 300 公里

的 M-11 彈道導彈，從而違背了對美國作出的承諾。作為

回報，中國從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術和毒剌式導

彈。

到 90 年代，中國和伊朗之間的武器聯繫也變得緊密

起來。在 80 年代的兩伊戰爭中，中國向伊朗提供了其武

器的 22％，並在 1989 年成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應者。中

國還對伊朗公開聲明的獲取核武器的努力給予了積極的

合作。《中國~伊朗合作協議草案》簽署之後，兩國於

1990 年 1 月達成了一個關於科學合作和軍事技術轉讓的

10 年諒解協議。1992 年 9 月，拉夫桑賈尼總統在伊朗核

專家的陪同下訪問了巴基斯坦，然後去中國簽署了另一

個核合作協議。1993 年 2 月，中國同意在伊朗建設兩個

300 兆瓦的核反應堆。在執行這些協議時，中國向伊朗提

供了核技術和核情報，幫助伊朗培訓科學家和工程師，

並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濃縮裝置。1995 年，

在美國的持續壓力下，中國同意「終止」（根據美國的

說法），或「中止」（根據中國的說法）出售這兩個

300 兆瓦反應堆。中國還是伊朗導彈和導彈技術的主要

供應國，包括 80 年代後期通過北朝鮮提供的蠶式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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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化機械裝置」。中國還許可伊朗生產中國式的地對地

導彈。北朝鮮也協助援助，向伊朗運送了飛毛腿導彈，

幫助伊朗發展自己的生產設施，1993 年又同意向伊朗提

供射程為 600 英里的諾冬 I 型導彈。作為這個三角關係的

第三個邊，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領域中也進行了廣泛的

合作。巴基斯坦為伊朗培訓科學家，巴基斯坦、伊朗和

中國於 1992 年 11 月達成了聯合進行核項目的協議。中國

為巴基斯坦和伊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了廣泛援

助，這證明這些國家相互承擔的義務和合作達到了異乎

尋常的水平。

這些事態發展和它們對西方利益構成的潛在威脅，

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成為西方安全議程的

首要問題。36

巴基斯坦「核子之父」卡迪爾汗（A. Q. Khan）提供

核武科技給其他國家的醜聞爆發之後，導致中國在這個

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也曝光，拜中國之賜，世界上的危險

政權和恐怖組織愈來愈容易取得核武科技。回教世界所

造的炸彈中，很多零件都貼著「中國製造」的標籤。37 

2001 年小布什上臺，把朝鮮列入「邪惡軸心國」。

2005 年賴斯昇官，把朝鮮改名「暴政前哨」。38 與其說美國

需要中國幫忙解決朝核危機，不如說布什和賴斯大叫大讓著

向世界宣揚，中國是朝鮮核試驗的後臺老板。賴斯說要聯合

國制裁，因為朝鮮的糧食、能源全靠中國接濟，源源不斷。39  

接下去，像伊拉克一樣，制裁到最後，朝鮮仍不屈服或發生

內亂，美國單邊動武？40 －－另外還有更誘人的戰略利益： 

「如果朝鮮擁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會受到壓力而進行核武

器的研製。美國可能就會有理由在臺灣部署核彈頭。」41

小布什在 2002 年 1 月 20 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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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形容三個流氓國家伊朗、伊拉克與北韓為「邪惡軸

心」，對全世界構成「嚴重而且日益昇高的危險」，在

對付這些國家時，小布什還說：「美國會採取所有必要

的手段，確保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會謹慎從事，但是

時間不容蹉跎，我不會在危雲籠罩之際，坐視情勢惡

化，也不會在危機日益逼近的時候，袖手旁觀。美國不

會讓全世界最危險的政權，使用全世界最具破壞性的武

器，威脅我們。」42

既然如此，中國赶緊與巴基斯坦、朝鮮停止武器合作，

斷絕外交關係，就能和美國化敵為友和氣生財？照樣還是不

行。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

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

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

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

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

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

題。43

換句話說，中國祇有像歐洲那樣，分裂成一個鬆散的聯

盟，纔能化解對美國安全構成的現實威脅。

「綠禍」加「黃禍」，一個模糊的文明加一個確定的大

國，組合配置一套虛實結合的戰略攻擊目標：在諸多穆斯林

小國縱橫捭闔，集中遏制、圍堵、分裂中國。一方面，「綠

禍」意識形態廣泛分佈，22 個阿拉伯國家，中亞、南亞、東

南亞、北非和非洲大陸諸多穆斯林國家，誰家沒有幾個激進

分子？哪個不聽招呼，順手扣上一頂支持恐怖主義的帽子，

怎麼揉搓都有理由。44 一方面，小流氓窮兵黷武，全賴大中

國武器擴散。「黃禍」的友好睦鄰，都是不民主暴政。張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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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一連串「邪惡軸心國家」之主軸，從西南到東北，不說

誰都知道，不是推翻了共產黨的民主俄羅斯。45 所以美國要到

中國周邊建設軍事基地，偵察飛機撞機了，接著恢復飛機偵

察，再加潛艇巡航，不依不饒。

4.2 臺海危機「美國製造」

臺灣是未來太平洋最關鍵之處，誰掌握了臺灣，誰

就控制了亞洲大陸整個海岸。46

1954 年 10 月 18 日，國務卿杜勒斯會見總統艾森豪威爾，

對臺方針斬釘截鐵：「美國永遠不容許臺灣及澎湖落入共黨

之手」。47 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的正式立場一直是所謂 

「戰略模糊」。－－1972 年，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講話：「我們

必須維持模糊，以符合清晰的利益。」48 美國政府同意「祇

有一個中國」。但是「在華府，『一個中國』除了表示美國

在同一時間祇承認一個中國政府之外，從來沒有別的意涵。

就法律而言，在美國國內法的適用上，美國把臺灣視同所有

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49 美國國會制定《與臺灣關

係法》，法律規定「除了用和平手段決定臺灣未來以外，任

何努力，包括封鎖或禁運，都將被看作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

平與安全的威脅，都會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而且）⋯⋯使

美國保持抵抗會危害臺灣人民的安全、社會與經濟制度的任

何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的行動的能力。」

換言之，臺灣認為美國已對它做出承諾，在臺灣與

中國發生敵對時，從法律上講，美國肯定要進入衝突，

並站在臺灣一邊。臺灣將此視為板上釘釘的安全承諾，

類似於冷戰時期那種北約國家之間在任何一國遭到蘇聯

軍隊攻擊時的安全關係。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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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臺灣存放核武直至 1974 年為止。」51 1964 年，

中國首次核試驗成功。「1965 年 6 月，蔣介石批準蔣經國的

建議，把秘密研發核子彈的計劃從研究階段推進到開發階

段。」郝伯村回憶說，「我們自己研究，整個圖案設計差不

多完成了，祇差個試爆。當然，我們不試爆，試爆在電腦上

類比就可以。」52

1972 年《上海公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

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祇有一個中國，臺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她重申她

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53 當時統治臺灣

的蔣家王朝，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尊中華民國為正

朔，說「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不會產生任何歧義。

然而，美國覬覦臺灣寶島，年深日久。霸佔臺灣的狼子

野心，可以追溯到 1854 年，美國海軍貝里提督遠征臺灣。 

「英法聯軍時的美公使伯駕（Peter  Parker），和八國聯軍時

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佔領臺灣的老

牌帝國主義者」。54 二戰期間，由於需要中國抗日，1943 年

發表《開羅宣言》，宣佈東北、臺灣、澎湖在戰後歸還中

國。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9 月，美國戰略業務局到臺灣調

查：

（1）臺灣人是否願意繼續讓中國人統治？

（2）是否願意再讓日本統治？

（3）是否希望將來在聯合國管理下由美國進行託管？

依當時調查的結果顯示，臺灣人不希望被中國人統

治，反而希望接受美國的託管。

1947 年 2 月中旬，2.28 事件前，臺灣人通過美國領事向

馬歇爾請願聯合國託管。8 月，逃往香港的「臺灣再解放同

盟」向魏特曼提交意見書，提出從中國分離、公民投票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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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託管。10 月，美國新聞處長 Colto 向「臺灣參政員聯誼

會」指示七條意見：

一、《開羅會議公報》和《波茨坦宣言》雖然規定

將臺灣歸還中國，但對日和約未締結以前，臺灣的歸屬

尚未正式確定。

二、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臺灣，屆時

臺灣人可以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臺灣的歸屬。

三、現在臺灣是在麥克阿瑟元帥管轄之下，臺灣人

如有任何要求，可以向麥克阿瑟元帥請願。

四、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

忙。

五、臺灣人如願意受美國託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

及託管期限。

六、美國當盡量援助臺灣的經濟建設，復興各種工

業，以解決失業問題。

七、南京政府垮臺後，美國可以即時釋放「2.28 民

變」及其他一切政治犯，可以立即撤銷徵兵、徵糧等政

策。

為此，1948 年 3 月，國民黨政府派孫科到臺灣調查美

國參與臺獨活動。孫科在「記者會上攻擊美國領事館和新

聞處。結果，代理大使、新聞處長和副領事均不得不離開臺

灣。」1949 年 5 月，臺灣宣佈戒嚴，禁止任何政治活動，不

同政見格殺勿論。「如此一來，在國民政府垮臺逃往臺灣之

前，臺灣人期待自中國分離的願望即化為幻影，美國方面的

秘密援助亦歸於失敗。」55

一年以後，美國「準備放棄臺北的中華民國，接受北京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了 5 月 31 日，白宮甚至考慮要派遣國

務卿杜勒斯到臺北傳遞訊息。根據華府解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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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蔣介石）將接到華府傳話，指（A）臺灣在

當前情況下淪陷乃是不可避免；（B）美國不會協助委員

長以避免臺灣淪陷；（C）委員長如果要避免他的手下流

血，唯一能走的路就是要求美國託管臺灣。美國將做好

支持託管行動的準備，在託管付諸實施前，將派遣艦隊

以避免臺灣遭受任何攻擊。56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臺灣「中立」，

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後，正式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57 

8 月 25 日，美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說明：「美國的行動對

該島地位未來的政治解決，不預存立場，此業經表明。該島

的實際地位是：它是太平洋地區盟軍勝利，從日本取得之土

地。像其他類似土地一樣，它的法律地位在沒有國際決定其

前途之前，無法解決。中國政府受盟國之託，接受在臺灣之

日本軍隊的投降。這是當前中國人在臺灣的原因。」

1951 年 9 月，《對日和約》在舊金山簽署，藉口「因為

與會國對哪一個政府應代表中國出席的問題有分歧，中國沒

有參加。」58 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臺灣及澎湖的所

有權利、所有權及主張。」沒有寫明主權交還中國。蘇聯拒

絕簽署和約，因為「此和約嚴重違反中國索回臺灣、澎湖、

西沙及其他島嶼等中國領土的無可爭議之權利。和約祇提及

日本放棄這些領土的權利，但蓄意不提這些領土未來的命

運。」

1952 年，臺灣當局與日本在臺北補簽《雙邊和平條

約》。「外長」葉公超解釋，舊金山和約「並沒有規定（這

些島嶼）歸還中國。⋯⋯因為這些島嶼原來便屬於我們，現

在也在我們管轄之下，而且，日本已根據舊金山和約，在

中、日和約放棄這些領土，因此，這些領土實際上已歸還我

們。」

1954 年，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宣稱，「臺灣和澎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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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和馬祖的管轄地位，在對日和約上有區別。臺灣和澎湖

在技術上而言並不在中國主權範圍內，因為日本並未把他們

讓渡給中國。⋯⋯在此方面應注意日本從未把臺、澎主權

讓渡給中國。日本放棄主權之舉，使臺灣、澎湖的主權未

定。」9 月 19 日，國務院授權美國駐「華」大使畢恩，在華

沙會談中，駁斥中共代表王炳南，「美國不承認中共片面宣

佈對一個主權政府所擁有領土的主張，並進行武裝攻擊，是

內政事務。」9 月 21 日，畢恩奉命反駁王炳南「臺灣自古以

來便是中國領土」的說法，宣稱「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曾在日

本主權下經過 50 年，或其從日本統治下解放，主要是靠美

國在遠東軍事介入的事實。」59 基於「臺灣地位未定論」，

1953 年 4 月 6 日，杜勒斯開記者會，宣佈美國政府「正在尋找

一個可以保證臺灣獨立的辦法，⋯⋯現在正在考慮的一個可

能性是由聯合國託管這個戰略島嶼，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臺

灣共和國。」60

美國戰略菁英遠見卓識，祇要按住蔣介石不讓反攻大

陸，時過境遷，時移勢異，本地人逐步替換國軍士兵、軍

官，自然祇有興趣保衛家鄉。待軍隊、政府內部的當地勢力

坐大，大力推動政治民主，必然導致臺獨掌權。

1953 年 10 月 31 日，國務院遠東地區政策計劃顧問奧

格彭，「開始預言臺灣軍隊及政府要『臺灣化』的必然趨

勢。」軍隊「日益臺灣化之後，政府本身也必須臺灣化。」

隨著時間推移，「鬍子兵」無法保持戰鬥力，國軍祇能本地

徵兵。「臺灣人將不會替政府提供兵力，而不享有政府的權

力。其結果是臺灣日益成為地方的政權，政府更專注於臺灣

的事務，而對反攻大陸日益不感興趣，那也將證明我們更難

把它當作真正的中國政府推介到世界上」。1954 年，助理國

務卿史密斯提出，「雖然失去金門對蔣介石的政府會發生嚴

重影響，但其繼任政府未必主張與中共統一。據我所瞭解，

臺灣人有強烈的分離主義傾向，一個由他們居優勢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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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維持獨立，也可能尋求美國支持他們的目標。」日

後，史密斯進一步提出「兩個中國」的設想，杜勒斯認為蔣

介石當時不會接受，「雖然那在中國軍隊大體變成臺灣軍隊

時，注定要發生。」1958 年 1 月 12 日，杜勒斯會見參議員

葛林，斷定「臺灣人在臺灣的政府及政策上將隨大陸人年紀

老化而更增加影響力。有許多大陸軍人因為年紀大而離開軍

隊，他們的位子由更多的臺灣人補充。如此發展到時候會反

映在臺灣政府的政策上。臺灣人將不會像現在的統治者那樣

有興趣回大陸。」同年,杜勒斯會見澳大利亞外長說得更清

楚：「隨時間的消逝，大部分臺灣的人民將希望臺灣被視為

獨立的國家。」

1968 年 4 月 30 日，國家安全會議幕僚簡金斯報告國務院

中華民國事務處長舒史密結論性分析。

臺灣的「臺灣化」正緩慢但穩定的進展，如此趨勢

合於美國利益。「美國不需要公開表示它預見臺灣終獲

獨立的可能前景，當然美國的防衛承諾應保持不變。」

⋯⋯他們多數相信「臺灣不可避免的會更臺灣化」，更

有許多人，特別是費正清，相信依目前的趨勢來判斷，

臺灣最後獨立是最可能的前景。61

為了這個「最可能的前景」，美國政府處心積慮，辛勤

勞作，孜孜不倦。

第一，大力栽培立志臺獨的持不同政見者。

杜魯門的顧問們建議美國政府鼓勵臺灣進行政治改

革並培養與「臺灣本土有潛力的領袖間的關係，這麼做

的目的是著眼於將來某個時刻，得以基於美國利益的考

量而利用臺灣自治運動」。

臺灣人有自己的優越感。臺灣人經常強調對殖民統

治經驗的正面重要性，例如在日本統治下的經濟與政治



112

史
無
前
例
的  上的發展。日本教育系統與日本經濟政策，加速某種程

度上的繁榮與都市化以及臺灣中產階級的崛起。62

1958 年 9 月 29 日，國務卿杜勒斯會見英國外交大臣藍

吉說：「臺灣人在政治上沒有組織，無法使他們的感受表達

出來。但他們可能寧願獨立於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的影響之

外。由於臺灣人缺乏政治組織及成熟，我們目前無法使他們

進入政府工作。」「藍吉也問到在蔣介石去世以後，以聯合

國託管臺灣來使臺灣人政治成熟是否可行？杜勒斯承認，『臺

灣長期發展是走此方向』，他並提到臺灣人在國民黨軍隊中

所佔的比例增高，這種發展將養成一個對臺灣的忠誠遠高於

對大陸忠誠的軍隊。」

1960 年，臺灣當局逮捕雷震，美國國務院立即發電深表

不安，「中華民國政府任何要凍結政治現狀的政策，都與長

期確定要邁向能吸引日增之臺灣人民支持的代議制政府之美

國政策目標相衝突。」當然，不能設想美國政府逮著臺獨就

支持。臺灣政局混亂，會給大陸帶來可乘之機。政治組織的

逐步成熟，不能操之過急，必須精心挑選，細心培植。60 年

代初，駐「華」大使莊萊德彙報：「臺灣人政客主要是沒有

原則的投機分子，沒有自治的經驗，他們還沒有表現出合作

的能力，其政府的前景將是混亂。而且，臺灣人政客幾乎可

以確定會主張獨立臺灣政策，以取消蔣介石反攻大陸政策的

沉重軍事承諾。」接著，國務院官員（與未解密之人士）討

論類似問題，助理國務卿巴森斯說，「臺灣在美國留學生的

臺灣獨立運動不斷滋長，是我們與中華民國大使館所關心的

另一件事。」「應擴大臺灣人參與政府，⋯⋯我們當然不願

意打開可能導致混亂與災難的無限制政治活動之門。我們所

尋求的是有節制、穩定的使臺灣走向代議、民主的政府。」63

長期以來，美國、日本是臺獨運動的根據地。譬如，廖

文毅自封「臺灣共和國流亡政府總統」，先旅居日本，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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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國。「臺灣再解放同盟」（1948年）、「臺灣民主獨立

黨」（1950年）、「臺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1955年）、

「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56年）、「臺灣青年獨立聯盟」

（1965年）、「獨立臺灣會」（1967年）等等組織，在日本落

地生根，並多採用昭和年號。64 其中「最著名的是臺灣青年

協會，⋯⋯他們在 1960 年成立政治雜誌社《臺灣青年》，一

直發行到 20 世紀結束。臺北不斷對日本政府施壓，要他們嚴

厲取締這些團體。」65

第二，精心扶持大陸經濟學家心悅誠服的經濟奇蹟。

大量直接美援、日援，毋庸贅述。66  1972 年，美國國務

院情報研究局秘密報告指出：

把美國的防衛承諾儘量維持長久。但是，分別吸納

臺灣出口 41％ 及 12％ 的美國及日本市場，對臺灣生存的

重要性，並不下於政治。

在私下談話中，有些負責政策的技術官僚則透露

更廣泛的目的，即永遠保持臺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的

狀態。他們與政治領袖同樣認識到政治穩定與經濟的利

益相互依賴。但是，他們顯然相信如果臺灣打經濟牌成

功，外省籍的統治階級與臺灣人，以後將能發展出一個

以避免被北京所奪取之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穩定新政治秩

序。67

第三，強行推進歸功於蔣經國的民主改革。

80 年代初，「臺灣籍黨員在國民黨內約佔 85％」。68 政

治改革的條件總算成熟了。1984 年，「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

會亞太問題小組以六比一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建議解除戒

嚴令決議》，要求國府廢除施行 30 多年的戒嚴令，並且釋放

政治犯、促進臺灣的民主化。」決議明確指出：「國府臺灣

籍副總統的出現，也證明臺灣本島出生與成長的政治家已足

以擔負政治上的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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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美國參、眾兩院同時通過第 806 號法案－－ 

《臺灣民主》，69 並且以《1986~1987 會計年度外交關係授權

法案》追加脩正案的方式，70 由總統里根簽署，成為聯邦政

府的正式法律。法律規定包括：「（4）在臺灣的省級及中央

政府機關中，已有更多的臺灣籍人士擔任擁有實權的地位。

⋯⋯（6）臺灣在民主運動上的進一步發展，將是美國持續 

《臺灣關係法》所規定之道義上及法律上義務的支撐力量。

（7）美國基於《臺灣關係法》，再度肯定維護與增進臺灣人

民的人權為國家的目標。」

此法通過，「島內外臺灣人民的歡欣振奮之情自不待

言。尤其旅居海外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的臺灣人，更是強

烈受到這項重大外交成果的鼓舞，進一步加深其對於運動的

熱情。⋯⋯在這股信心的催化之下，1986 年黨外人士決定一

鼓作氣朝『組黨』挺進。」接著，臺灣各地要求解除戒嚴的

示威遊行風起雲湧。接著，美國眾議院通過第 2233 號《臺灣

民主化決議案》，要求臺灣當局「（1）承認新組成的政黨；

（2）實現完全的議會民主制。」參議院通過第121號《臺灣

民主化決議案》，要求「臺灣當局應儘速接受並實施以下三

項要求：（1）承認純粹的在野黨成立；（2）廢除新聞檢查

制度，保障人民應有的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3）朝向

完全代議制政體邁進，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並舉行臺灣

全體公民參加的總統直選」。6 月，上述美國議案通過在先；

9 月，民進黨宣佈成立在後。臺灣當局雖然認定以臺獨為綱領

的民進黨為非法，將予以取締，終於沒敢下手。「由此可知

美國的輿論及國會再三通過強硬的決議案，確實發揮應有的

作用，迫使國民黨政權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71

臺灣出現了多個政黨，這除了有助於民主化之外，

還為國民黨不接受大陸當局要求的黨對黨談判找到了理

由。因為國民黨祇是必須參加談判的眾多政黨之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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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民進黨不會輕易接受沒有自己在場的談判結果。臺灣

則必須以國與國的基礎與大陸談判，如此就與大陸處於

平等地位。因而此舉無異於大陸承認臺灣的主權，而中

華人民共和國一向堅持臺灣祇是叛離的一個省，因而中

國祇得拒絕臺灣提出的談判方式。72

經過 50 年播種耕耘、間苗鋤草、施肥灌溉，最終贏得碩

果纍纍的豐收季節。

「大中華」的興起將使臺灣問題結束冬眠狀態，這

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美國在遠東的地位。73

衝突的引發是因為，《上海公報》是基於這種假

設，即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或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臺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我們進入 21 世紀時，這肯定不是事

實。74

臺灣的民主化讓兩岸關係益發惡化。臺灣當局在

民主化的過程中放棄了自己是全中國合法政府的主張。

1972 年上海公報的前提也因而作廢。兩岸不再都堅持世

上祇有一個中國。臺灣放棄對大陸的主張，暗示大陸的

政府對這個島嶼也沒有合法的主張，這是北京當局拒絕

接受的。75

臺灣的大量軍事集結，主要涉及了美國的裝備和美

國顧問，在臺灣島嶼與大陸之間建立了一道可見的「長

城」。在北京看來，美國人正試圖向他們顯示，臺灣將

永遠不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通過展示他們壓倒性的高

科技軍事力量，美國好像認為，他們能保證這一結果。76

臺灣「在整個 20 世紀 90 年代成為僅次於沙特阿拉伯的

最大的外國軍火購買商－－價值近 120 億美元，（這些軍火）

主要來源於美國，包括許多性能良好的導彈、坦克、戰機以

及將整個武器系統聯繫起來的先進的計算机系統。在北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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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灣的軍隊和他們的美國顧問正在準備那種以 1991 年海

灣戰爭和 1999 年巴爾幹戰爭為代表的高科技空戰。」77「把所

有這些系統聯結成一體，足以發動波斯灣戰爭中首次登場的

高科技戰爭。」78 不僅如此，一旦臺灣禁不住打，美國保證

傾全力武力干預。

美國如果默認使用軍事力量強行統一臺灣的嘗試，

那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將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因此，如

果臺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

無所作為。

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79

1958 年，艾森豪威爾總統揚言，「美國不會被武力趕出

該地區。自由世界保持控制臺灣是必要的。如果臺灣有失，

島嶼防線中間將出現大漏洞。如共黨最後控制臺灣，那將是

一個真正的慕尼黑。」1960 年，美國駐「華」大使蘇利文

認定臺灣與澎湖永遠與大陸中國離異，符合美國、日本的利

益，「即使大陸中國改變成良性政權也是如此。」他建議美

國和其他友好國家，「把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權，依盟軍最高

統帥所賦與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權，限於臺灣及澎湖。中華

民國政府是依盟軍最高統帥的授權，最後佔領及治理這些島

嶼。這在我們涉及這些領土的外交行動及條約中，有健全的

法律基礎。」80 2001 年，美國總統布什表態，堅定不移：「美

國將不惜採取一切措施－－即便是需要動用美國的全部軍事力

量－－幫助臺灣自衛」。81

如今，美國政府口口聲聲海峽兩岸不許擅自改變「現

狀」。什麼現狀？半個世紀，祖國事實上處於分裂。李登輝

一而再、再而三地四處賣乖：「臺灣沒有再宣佈獨立的問

題，因為中華民國早就已經獨立了。⋯⋯因此沒有再宣佈

臺灣獨立的必要。」82 「事實上，『一個中國』這個詞自

1999 年 7 月之後已經從臺北外交圈的辭彙中刪除。」83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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脩憲正名臺灣國也罷，間接明確管轄領土範圍也罷，改名換

姓「去中國化」也罷，不過都是完善既成事實，實至名歸而

已。何況，最後還有一招圖窮匕首見，放棄無論如何說不成

「主權未定」的金門、馬祖。84 到2002 年，兩島人口總共不

過八萬多。一旦放棄，不難安置。

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作為美國半個盟友的作用消

失了。這一點，再加上臺灣終於建立了民主政權，致使

美國保守派中出現了一個支持臺灣獨立的動向。85

一個臺灣人控制的政權遲早會宣示在政治上永遠與

大陸分離的意願，也是合理的假定。可以猜想絕大部分

臺灣人寧可獨立，而不要與大陸統一。就像香港總督純

奇日前所說的，如果香港能拖到大海中，與大陸保持安

全的距離，那香港人民也會一口宣佈獨立。⋯⋯但是，

有一件事並不是那麼肯定，即任何負責任的臺灣人團

體，如果沒有相當把握能夠獲得美國的軍事支持，會尋

求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美國是他們唯一願意冒與中共

軍事對抗之風險的潛在盟國。

獨立臺灣的存在，要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證。86

根據美國國內法律，不論臺灣的名義是「中華民

國」或「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美國將視臺灣為獨立

於中國之外的外國。為了防衛目的，美國國內法賦予臺

灣「非北約的重要盟邦」地位；為了外交目的，美國不

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主張，也沒有美國法律規定美國

對臺灣要有外交關係活正式承認。87 

臺灣軍力加強，島內的獨派很可能受到鼓舞而宣佈

正式脫離中國獨立。任何一個中國政府，即使不是高度

權威的政府，踫上這種狀況都不可能坐視。尤其是現在

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在全民激憤的情況下中美可

能開戰，因此而破壞區域安定。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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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代的聯盟之所以能穩固是因為反對蘇聯，大

家都反對共產獨裁。這個聯盟最重要的表述就在北大西

洋公約及美國和日本簽定的安保協定。聯盟的目的是防

止蘇聯擴張。1991 年蘇聯解體，民主聯盟獲得勝利。

不過，這個聯盟未來的任務是什麼就不清楚了。過去十

年，聯盟最重要的工作是本身的擴張，還希望擴張到歐

洲以外的地方。89

確定黃綠兩個敵人之後，聯盟的任務自然清楚，較量的

戰略重心由西向東轉移。

看西線，西線無戰事。「事實上，由於蘇聯已不存在，

歐洲已不再面臨任何軍事威脅。」90 歐盟、北約從前蘇聯

家門口一路東擴，登堂入室，直到迫使俄羅斯懇請加盟的程

度。91 中東雖然不消停，有以色列甘當指哪兒打哪兒的強大

打手，不需要好不容易擠走的英法，重新回來摻和。

看東線，東線烽火狼煙。1996 年臺海危機，「隨著緊張

局勢的昇級，已有近 40 艘美國軍艦開進了臺灣海域。」92  

2001 年，美軍在亞太區多次聯合演習；2002 年，美軍「千年

挑戰」軍事演習；2004 年，又有「夏季動脈 2004」軍事演

習；「一波接一波，美國國防部官員不諱言，亞太區已經取

代歐洲，成為美國戰略安全的重心。」93

東亞的確經歷了幾場差點演變成比歐洲規模更大、

更危險之衝突的小摩擦。1996 年 3 月，美中兩個核武國

家在臺灣周圍，活生生地顯示出一場大戰隨時可能爆發

的危機。在 21 世紀初始，臺灣海峽變成地球上最危險的

地方。1994 年 6 月，美國和北韓在朝鮮半島差點爆發武

裝衝突，規模雖然較小，但仍然相當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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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以自由主義手段處理戰爭與和平遠比歐洲

來得迫切，但東亞卻缺乏共同安全那種正式而且看得見

的特質：透過談判達成，防御掛帥和透明化原則的軍備

限制。事實上，管制亞太地區軍力的正式法令，反而比

20 年代的來得少。此外，在歐洲早已根深蒂固的厭戰情

緒，在東亞的根基則沒那麼深。

後冷戰時期東亞的主要威脅並非來自日本，而是中

國。

在東亞的安全事務上，中國扮演蘇聯在歐洲的角

色：是個無論在國內外都與自由主義標準相去最遠的強

權。94

早在 1997 年，伯恩斯坦、芒羅撰《即將到來的美中衝

突》，開宗明義，把較量的焦點集中在亞洲。

至少一百年來，美國在亞洲追逐的目標是始終如

一的，這就是，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支配那個地區。鑑於

支配亞洲正是中國極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標同美國的

利益就勢必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是發生在一個其經濟上

和戰略上的重要性正迅速使歐洲黯然失色的地區。像在

19世紀那樣，東亞的重大角逐涉及該地區的均勢，即中

國逐漸威脅到美國所保障和照管下的、自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以來一直保持著的大致平衡。95

在亞洲，中國、印度佔人類小一半人口，日本多年是世

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是，不要說全球，就是在身邊地區，

祇能美國一家說了算。這就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這樣強

盜邏輯下的美國利益，怎麼可能不出問題？

曾幾何時，小日本率領四小龍加五小虎並諸多東盟小兄

弟，牽頭「雁型結構」的東亞模式迅猛發展，96  80 年代，日

本堅持「周邊有事」，與中國大陸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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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挾日元昇值東風，伙同臺灣「南下政策」，大舉投資

東南亞。97  1994 年，馬哈蒂爾與石原慎太郎合著《亞洲的聲

音》，為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平反，把太平洋戰爭與亞

洲對西方說「不」聯繫起來，把日本人的「錯誤」輕描淡寫

成，在包括中國的抗日戰爭中，無法準確區別遊擊隊戰士和

平民，誤殺了一些老百姓。接著，繼往開來，隆重推出「新

亞洲共榮圈」，根本沒提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位置。98

值得仔細體會，與日本侵略朝鮮、中國略有不同，東

南亞先被西方殘酷屠殺、欺凌壓榨幾百年。日本拿亞細亞對

立歐羅巴，用「連橫興亞」虎口奪食，解放「亞洲人的亞

洲」，與當地民族主義者，結成複雜微妙的互相利用關係。99  

近衛內閣認為：「亞洲和中國經濟應受日本支配，從歐洲的

侵佔下拯救亞洲是日本的使命」。松岡外相提出：「將亞洲

從盎格魯~撒克遜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以及「將英美資本主

義影響從亞洲清除出去。」為此，日軍揮師亞洲的同時，鼓

勵當地民族主義起義，反抗西方殖民統治。譬如，1944 年，

日軍從緬甸進入印度，「盡可能促使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起

義反抗英國統治。」100 即使戰敗後，日本仍認為從道德角

度沒有理由排斥「大東亞共榮圈」，應當繼續這種幾乎與

生俱來的理想。101  1997 年，著名漫畫作家小林善紀參與的 

《新歷史教科書》寫道：

大東亞戰爭

在開始的一百天中，日本在同美國、荷蘭和英國軍

隊的戰鬥中取得了重大勝利。當地居民的合作是戰鬥勝

利的保障，他們被白人殖民者壓迫了幾百年。日本在前

期戰役中取得的勝利激發了東南亞和印度很多人的勇氣

和獨立的夢想。

在戰爭初期，日本打敗了盟軍，給一直處在歐美殖

民統治下的亞洲人民帶來了希望和勇氣。在英國軍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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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的印度士兵被日軍俘虜後，組建了印度共和軍；他

們同日本軍隊合作，反抗印度政府。在日本的幫助下，

印度尼西亞和緬甸也組建了各自的軍隊。

新教科書裡用一幅照片，1943 年 11 月在東京舉行「大東

亞會議」。東南亞各國代表歡聚一堂，喜氣洋洋。「日本激勵

或者幫助他們獲得了獨立」。祇是沒有提及為什麼不邀請韓國

和臺灣的代表。2001 年 6 月，「投放市場後兩個月內，《新歷

史》一直位於全國十大暢銷書之列。」102

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東京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印

度派出法官代表－－加爾各答最高法院的拉德哈比納德．帕

爾。「祇要帕爾出庭，他一定會向被告鞠躬，他認為這些被

告是亞洲解放運動的發起者。」103

在亞洲的其他國家裡，和日本人合作可以說是沒有

多少污點或甚至完全沒有污點。例如，在印度尼西亞，

民族主義者和日本佔領當局所追求的目標配合得很好。

⋯⋯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領袖們被允許同印度尼西亞

的群眾保持接触，其程度是荷蘭人從來也不肯允許的；

例如，他們被允許到鄉間旅行，並且可以使用無線電廣

播。正如後來的蘇加諾回憶的：

當我請求準許我「去寫作和旅行，以便到我無

法去的地區去緩和那裡的複雜情況」時，他（佔領

軍總司令今村將軍）就把飛機交給我使用並讓我得

以利用報紙。他允許我去召集群眾開會。不僅蘇加

諾的名字，就是蘇加諾的面容也為整個群島所熟

悉。我不能不為此而感謝日本人。

日本人自然是決心依靠民族主義者的「幫助來更有

效地統治印度尼西亞，使之適應日本的戰時經濟需要，

特別是在動員強迫勞工和組織農民交售大米方面進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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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祇得讓印度尼西亞人去填補從前由荷蘭人所掌握的官

僚機構。⋯⋯當戰爭接近結束的時候，日本人不得不要

求印度尼西亞幫助建立一支由本地人組成的輔助部隊，

以抗擊盟軍即將進行的入侵。蘇加諾和他的同僚們都樂

於照辦。結果，當第一批盟軍在爪哇登陸，準備幫助荷

蘭人打回印尼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已

經組織起來了，而且印度尼西亞軍隊堅決反抗荷蘭人重

新建立殖民統治。所以，就印度尼西亞的情況而言，當

傀儡成了最高尚的愛國美德。

儘管印度愛國者蘇巴斯．錢德拉．博斯同日本人搞

了合作，他也受到類似的尊重。1945 年，他在日本人

的贊助下組成印度國民軍，打算讓這支陸軍作為日本大

舉進攻時的一個組成部分，開到印度去把英國人趕走。

⋯⋯今天他仍然被當作是一位民族英雄，甚至還活在他

的許多同胞的心裡。1964 年印度發行過印有他的肖像和

印度國民軍軍徽的印度郵票。在戰後印度的對敵合作者

以叛國罪受審時，甘地和尼赫魯都證明博斯曾經是一位

真正的愛國者。

在緬甸，合作主義者的行列中也有許多值得尊敬的

愛國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山和於 1962 年上臺的

軍事獨裁者奈溫。巴莫是 1942~1945 年日本支持的一個

緬甸政權的首腦。他在寫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時顯然感

到自豪。⋯⋯他激動地寫道，他感到的是緬甸－－以及亞

洲所有的獨立國家－－欠了日本一筆債。正是這筆債使緬

甸的對日合作者們覺得合作不僅有理而且還有功呢。

誰也抹殺不了日本在給無數殖民地人民帶來的

解放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人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的

驚人的勝利，實際上標志著一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

義完蛋的開始。日本人在戰時幫助建立了國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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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國民軍接著又在亞洲的大部分地區樹立了一

種新的精神和意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建立了一批

獨立國家並承認了自由印度的臨時政府，而當時還

沒有任何一個其他交戰國允許在它自己的統治範圍

內談論獨立呢⋯⋯在最後總結歷史時，這一切將比

戰爭時期的緊張關係、激動心情和背叛行為等等，

更長久地留在人們的心中。

大多數中國人和西方人都認定汪精衛是日本的傀

儡；但基於相同的理由，許多日本的學者和宣傳家則同

樣堅信蔣介石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傀儡。104

二戰以後，盎格魯~撒克遜凱旋歸來，重溫殖民舊夢，亞

洲人民再次反抗，爭取民族獨立，然後結成反共同盟，向日本

學習「東亞模式」，與日本合作「雁型結構」，發展經濟。

石原慎太郎 1989 年與盛田昭夫著《日本可以說不》，1994 年

與馬哈蒂爾著《亞洲也能說不》，105 揚眉吐氣，「不」聲

遐邇。結果還是沒有跳出如來佛手心。80 年代末，七國集團 

《廣場協議》，強迫日本開放金融，日元昇值斷線風箏，泡沫

經濟傾覆崩盤，打翻的烏龜仰面朝天，手攬足蹬，一直沒有正

過身來。90 年代中，索羅斯們呼風喚雨，亞洲金融風暴呼嘯

而來，小龍小虎人仰馬翻，狼哭鬼叫。倒是中國人民幣不可兌

換，順勢和平崛起。此起彼伏，「大中華經濟圈」一枝獨繡，

和東盟弟兄們玩起十加一、加二、加三，頗有催迫日本再次 

「脫亞入歐」之勢。

在亞洲，崛起的中國正和美國的盟邦日本爭奪區域

主導地位。韓國因為不自然的原因而分裂，隨時可能爆

發戰爭。臺灣的前途也是爭論的焦點。印尼內部處於動

蕩。印度覺得自己和中國是平起平坐的，卻老覺得受到

中國欺負。中國與印度（以及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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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可以很快的成為核子國家。漸漸強大的中國有點像

帝國時代的德國，羡慕英國、讎視法國，看不起俄國。

今天中國對美國在太平洋地位的看法雖然比較務實了，

但是對日本很不放心，對印度很老大，對俄羅斯很瞧不

起。

亞洲幾個正在崛起的國家都影響到區域的安定。

這塊地區缺少一個安全合作機制來控管。由於戰略上易

遭攻擊，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會因為和鄰國的不愉快過

去而被激發出來。今天亞洲的幾個強權還相當不穩，也

缺乏區域機制，沒有歐洲甚至拉丁美洲的多國政治、經

濟、安全合作組織。亞洲因此是一個崛起的經濟力量、

社會的火山、政治的風險。106

日本覺得中國強大後對日本威脅很大，將影響日本

在區域裡的經濟、政治地位。⋯⋯日本到現在還是唯一

喫過原子彈的國家，擔心自己沒有核子武力，⋯⋯對中

國而言比較不祥的是，日本馬上就能擁有核子武器。中

國認為日本有一群相當好的科學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內，用現成的零件組裝成原子彈（中國一份報告估計祇

要一星期）。日本擁有 44 個反應爐，已經是世界上第三

大核子發電國。日本處理八百多公噸核子燃料的能力也

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的 2100 公噸，法國的 1200 公

噸。今後十年，日本的處理能力會繼續增加。日本即使

現在擁有的原料也已經夠製造幾千顆核彈頭，到時候，

日本將擁有全世界最多的 。簡言之，日本是準核子強

權。107

臺灣總統陳水扁不僅暗示，在 2002 年年初還公開

呼籲和美國、日本一起佈署飛彈防御系統。臺灣媒體對

日本的說法也很支持。臺灣國防專家公開呼籲，日本、

臺灣建立「沉默聯盟」以抵御中國。一個臺灣國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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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日本和臺灣建立沉默同盟，最重要的是日本真的

把臺灣當成盟邦。」

日本必須漸漸的負起完全的國際安全責任，也就是

說要武裝起來。日本的非戰主義不需要採取無限制、單

方面不做區域強權的方式。長期來說，遠東的和平需要

一個不威脅中國，也不受中國威脅以及不會覺得心不甘

情不願地依賴美國的日本。日本作為美國在太平洋的可

靠軍事盟邦，而不是美國的保護國，將可以讓中國在激

發泛亞情緒並讓日本的民族主義往反美路上走的時候，

承擔較大的風險。108

武裝日本，中日較量，既圍堵中國，又牽制日本，一

石兩鳥，一箭雙鵰。中日分別有求於美，狐狸給小熊分餅的

把戲，東亞暢行。中日交惡，東盟各國首鼠兩端，日本、中

國、亞洲，再不會一個勁兒纏著美國說「不」。

重新武裝日本，是美國多年的政策取向。早在 1953 年，

副總統尼克松訪問日本，明確表示「和平憲法」放棄戰爭的

條款是錯誤的。109 晚到 1997 年，退休總統尼克松繼續寫道，

日本「能在享受經濟超級大國地位的同時，又無需承擔軍事

超級大國的責任。這是不能接受的。⋯⋯從短期來看，日本

進行大規模擴軍帶來的問題多，解決的問題少：它所減輕的

美國對日本防務的負擔將是微不足道的，但卻會在該地區造

成動蕩，尤其是在中國和韓國這樣一些擔心日本在軍事上復

活的國家。但從長遠看，日本在亞洲發揮一個與其經濟力量

相稱的軍事作用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適的。⋯⋯在可預

見的未來，日本愈強大，亞洲就愈安全。」110  2000 年，副國

務卿阿米蒂奇主導的 Armitage-Nye 報告，明白表示美國將美英

之間的特殊關係視為美日同盟的典範，－－日本將成為「亞洲

的英國」。111  2004 年 7 月 21 日，阿米蒂奇公然要求日本脩改

憲法，取消放棄戰爭的第九條，說它「妨礙了日美同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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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為確保全球利益部署軍事力量，日本就很難成為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112 接著，8 月 12 日，國務卿鮑威爾對日本媒體

說，「對於日本憲法第九條對日本國民來說是多麼重要這一點

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想履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義

務，就必須根據上述觀點來考慮脩改憲法第九條。」113

冷戰結束，金融危機，自民黨一黨獨大的穩定政權和

50 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歷史終結，日本經濟長期困頓。二

戰慘敗之後，緊跟美國，藉助冷戰、韓戰、越戰死灰復燃的

大和民族，90 年代以來和美國一道，迷失了政治方向，社會

劇烈顛簸。114  1993~2000 年，日本連續更換七屆首相，平均

任期不到一年，史無前例。「在失望和懷疑的年代，石原幾

乎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115 石原慎太郎代表右派勢如潮

湧，「新主流派」應運而生，與美國新保守主義右派勢力齊

心協力，推動日本從不許武裝的戰敗國，轉入「普通國家」

（也稱「正常國家」），由經濟大國轉入政治大國、軍事大

國。

1992 年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案》，1996 年

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 年發表《新日美防衛

合作指針》，116  1998 年通過《周邊事態法》、《自衛隊脩改

法》、《日美物資勞務相互提供脩改協定》，2000 年參眾兩

院成立「憲法調查會」，117  2001 年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施

法》、《海上保安廳脩正案》，2003 年出兵伊拉克，2004 年

脩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通過新的《防衛計劃大綱》，

2005 年發表《共同安全目標聲明》，118 通過《自衛隊法脩正

案》⋯⋯，119 好似重演歷史鏡頭，高擎「日之丸」國旗，高

唱《君之代》國歌，一步一個腳印，大踏步挺進。120

1997 年以來共有七本教科書投入使用，在 2001 年

8 月教育委員會開會之前送交文部省批準的脩訂版中，有

六本教科書都淡化了對戰爭的描述。兩個版本把「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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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改成了「慰安設施」；一個版本刪除了「被軍隊徵

用」這個短語；一個版本稱「很多朝鮮族婦女被送到前

線」，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剩下兩個版本則乾脆刪除了

所有相關的描述。同樣，對日軍暴行的描述也淡化了，

有的版本甚至隻字不提。七本教科書中，四本刪除了有

關日軍在中國使用毒氣的描述，也沒提臭名昭著的 731 部

隊，該部隊曾在中國滿洲數千名被關押者身上進行生物

試驗。他們還刪除了關東軍在中國北方實施的「三光政

策」，即「殺光、燒光、搶光」。教科書中保留了關於

南京屠殺的敘述，但在六個版本中，有五個版本刪除了

遇難的人數：「日本軍隊佔領南京時，他們殺害了大量

的中國公民（南京事件），但日本人民並不知道這件事

（注意：關於具體遇難人數，還沒有一致的看法）。」121

美日安保關係變性，中國政府嚴重抗議，日本政府強硬

回應；接著強佔釣魚島；122 接著在東海爭議區，驅逐中國調

查船隻，授權日本企業開發，123 外交抗議中國在自己領海開

發；接著決定停止中國軟貸款；接著直奔聯合國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接著石原慎太郎赴沖鳥島宣示主權；124 接著提案臺

灣居民免簽證永久化；125 接著曝光《防衛警備計劃》，渲染

2004~2008 年中國攻擊日本的三種可能性；126 接著小泉率大

批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發誓將自衛隊正名「自衛軍」；127 接

著美日協議「司令部機能一體化」；128 接著自民黨通過脩憲

草案；129 接著安倍接任小泉，誓言任內脩改「和平憲法」；130  

接著一定還會有一系列堅決果敢的挑釁行動，故意大張旗

鼓，煽動反華情緒，壓制和平力量，為重新武裝鳴鑼開道。131



128

史
無
前
例
的  圖~1：1988~2004 年，日本、中國和臺灣的軍費開支

�單位：億美元，以 2003 年不變價計算�

資料來源：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世界軍費資料庫

�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美國加強東線的方針既定，日本的戰略地位從「保護

國」晉昇為「可靠軍事盟邦」。全球軍費開支，1988~1990 年

俄羅斯第一，美國第二，英國第三。1991 年美國第一，英國

第二。1992~2004 年，多少年時間了，「不許武裝」的日本，

一直超過英、法，排名世界第二。132  2003 年，全球軍費開

支 9560 億美元。其中美國一家佔全球軍費開支的 47％，日本

名列世界第二，佔 5％。英國和法國排名第三、第四，各佔

4％，其餘 153 個國家佔餘下的 36％。133 「日本現在擁有太

平洋地區最強大的海軍力量，其實力僅次於美國海軍。日本

的陸上自衛隊的人數甚至超過了英國陸軍和海上陸戰隊的總

和。」134 與美國發生的故事類似，日本耐用消費品製造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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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轉移之後，值得重新估量軍工在日本經濟中越來越強大

的作用。

當時日本經濟似乎在滑向無底深淵，因此有些人認

為，提高海外軍隊的實力，可以激活日本的鋼鐵、造船

及其他重工業，從而為經濟復甦提供動力。135

目前在日本，與防衛廳交易的大大小小武器製造商

有 1500 家左右，另有九百多個銷售公司。許多大財團

憑藉防衛廳頒發的特別許可證，成為名副其實的軍火企

業。136

方向既定，目標明確，日本不再顛簸。從經濟大國到政

治大國－－「入常」；從政治大國到軍事大國－－核武裝。

現有五個常任理事國，個個核大國。日本經濟世界第二大實

體，軍費開支世界第二多強權，唯一挨過原子彈的國家�而

且兩顆�，過去死傷慘重，137 現在直接面對流氓朝鮮的核武

恐嚇。138 日本雖然既非盎格魯又不信新教，畢竟是美國東

線無可替代的最大盟友，貼身相撲頭等暴政的地緣先鋒。更

何況，日本關心、愛護、支持臺獨，源遠流長，深入人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同年同月同日，

日本軍官夥同辜振甫等臺灣名流策動「8.15 獨立運動」。139  

以後日本一直是臺獨運動的避難所和大本營。1997 年，日本

民意調查，認為「臺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日本人有 64.3％，

比美國人�59.9％�還多哩。140

2004 年 11 月 24 日，由日本的 47 名議員組成的所謂 

「日臺安保經濟研究會」，公然通過五項決議為：一、尊

重並且支持臺灣內部對於有關「憲法」與「國名」的民

意；二、支持臺灣加盟世界衛生組織；實現李登輝（再

次）訪問日本；四、實現臺灣觀光客免簽證；五、實現將

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表」注記變更為「臺灣」。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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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臺海危機，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懇請美國總統

克林頓發兵，要挾說「如果美國不保臺，日本不是向中國投

降，就是立即核武化。」142  2001 年 9 月，日本防衛廳次官西

村真悟聲明，「日本應該採取行動，以獲得核武器，這肯定會

被看作是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敵意行動。」143  2002 年5 月，

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和平憲法」沒

有禁止日本擁有核武器。「如果祇用於防衛，日本就可以擁

有核武器，日本不能擁有核武器是沒有道理的。」144 當年的

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當年說，「日本擁有核武在憲法上沒有

問題」。145 「2003 年年初以來，美國一直施加壓力，要求日

本用核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並將此意圖告知中國，以間接

迫使北京對朝鮮強硬一點。」146

民主日本軍費開支多年世界第二，百尺竿頭，祇差最後

一個臺階。靖國神社，天理良心，十月懷胎，還真的不讓一

朝分娩不成？

9.11 以前，克里姆林宮就向西方靠攏了。俄國菁英

早就對政府太聽美國的話而感到憂心。9.11 恰好讓俄國

政府有了和美國合作的理由。普京的戰略是經過地緣政

治的計算的。中國在其東方崛起（中國經濟規模已達俄

國的五倍，人口為俄國的九倍），⋯⋯俄國經濟不佳，

人口劇減（已不到 1.45 億，且仍在減少中），俄國別無

選擇。與美國為敵毫無意義，與中國結盟，則勢將居其

下。⋯⋯俄國則擔心久而久之他們在遠東的土地會被更

強大、人口更多的中國拿走。⋯⋯俄國慢慢放棄中俄聯

盟對抗美國霸權以後，中國更形孤立。

印尼人擔心中國崛起，印度人則對中國不把印度當

成亞洲平起平坐的國家感到不舒服，也擔心中國和巴基

斯坦聯盟威脅印度的安全。

遠東地區的和、戰取決於中國與日本的互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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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的互動。⋯⋯臺灣海峽將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發揮的

地方。朝鮮半島可能打一仗以後統一，甚至可以變成核子

強權。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這個核子三角可能成為恢復

傳統戰爭的恐怖地區。一場仗就可能引發大戰。147

註釋：

1  中國人溺嬰的故事在西方廣為傳播。亞當．斯密寫道：「結婚，在

中國是受到了獎勵的，但這並不是由於生兒育女有出息，而是由於

有殺害兒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裡，每夜總有若干嬰孩被委棄街頭

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樣投在水裡。而這種可怕的殺嬰工作，據說是

一部分公然自認的謀生手段」（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

原因的研究》上卷，第 66 頁）。

2  1876 年，參眾兩院成立聯合特別委員會，調查研究中國移民

問題，彙集成《調查中國移民問題的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 

（呂浦、張振鯤：《「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第 56~58 頁）。

1882 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直到 1943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

國需要中國抗日，纔廢除該法案，每年允許 105 名華人移民美國 

（王真：《抗日戰爭與中國的國際地位》第 226 頁）。僅僅 105 個

名額，進一步規定，祇有 75％ 是給生長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另

外 25％ 給海外華人（沈已堯：《海外排華百年史》第 28 頁）。

3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254 頁）。

4  2000 年，布什選票比戈爾少 337576 張，經最高法院裁決，纔當上

的總統（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第 5 頁）。

5  「當政府要求眾議院授權對阿富汗動用武力時，祇有加利福尼亞州

民主黨眾議員芭芭拉．李（Barbara  Lee）有勇氣投下反對票。她

立刻遭到了死亡威脅，而且，用她自己的話說，『被稱作賣國賊，

膽小鬼和共產黨』」（曼寧．麥洛博：〈9.11 事件：恐怖時代的種

族主義〉，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45 頁）。

6  亞利克斯．卡列尼科斯：〈熱亞那和紐約事件後的反資本主義運

動〉，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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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尼克松：《不戰而勝》第 156 頁。

8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76 頁。

9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9 頁。

10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10 頁。

11  穆斯林領袖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

1930 年和 1940 年先後提出「兩個民族」理論。英國殖民當局善加

利用，1947 年實行印巴分治（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

問題大聚焦》第 444~451 頁）。

12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2 頁。

13  1977 年，布托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倒臺，齊亞．哈克深受原教旨主

義宗師－－毛杜迪思想影響，大力推行「社會伊斯蘭化」運動，大

面積實施伊斯蘭法，廢除所有商業銀行的利息，阿拉伯語取代英語

作為國家的第一外語，政府工作人員不得穿西服、打領帶（肖憲： 

《傳統的回歸》第88頁）。以後，除了短暫的貝．布托政權，軍人

掌權與伊斯蘭化相得益彰，愈演愈烈（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

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191 頁）。

14  「1 9 9 5  年這些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伊斯蘭神學院多達

1686 所，至 1997 年增至 2500 所，學生共計 20 多萬人。由於阿富

汗社會沒落衰退且經濟蕭條，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學校得以乘勢興

起，在阿富汗風靡一時。⋯⋯一些西方分析家認為，神學士組織

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巴基斯坦情治單位（ISI）在幕後操縱的傑作」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 69~70 頁）。「在塔利班

的士兵中，有 20％（約一萬名）是巴基斯坦人」（金宜久：《當

代伊斯蘭教》第 265 頁）。另有說法，塔利班總兵力构成，60％ 是

阿富汗人，20％ 是本．拉登手下的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軍隊士

兵和宗教學校派遣的學生兵各佔 10％」（何平：《阿富汗史》第

222 頁）。塔利班，翻譯過來是「神學士」，也稱「學生軍」，是

從巴基斯坦境內阿富汗難民營產生的武裝集團，大部分骨幹讀過巴

基斯坦的伊斯蘭神學院。

15  山內昌之：〈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美國〉，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

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101 頁。

16  平可夫：〈美軍反恐戰爭分析〉，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

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304 頁。

17  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192 頁。

18  埃倫．威利斯：〈恐怖主義的大眾心理學〉，阿羅諾維茨、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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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控訴帝國》第 153 頁。

19  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116 頁。

20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49 頁。

21  Victoria  Burnett 等：“Taliban  names  Afghan  holy  war  council”；

Victoria  Burnett：“Afghans’path  to  democracy  strewn with  

danger”，“Call  for  more  troops  in  Afghanistan”；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5 日，第 7 頁；21~22 日，第 5 頁；11 月 28 日，

第 2 頁。

22  奧瑪爾壯懷激烈：「我們不認為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了⋯⋯（相反

的）戰鬥剛剛開始，戰火剛開始燃燒起來。戰火會一直燒到美國

白宮，因為那裡是無公正可言、專制稱道的中心點。⋯⋯致於美國

在阿富汗的未來，願真主保祐，就像（前）蘇聯乃至更早的英國那

樣，（他們面對的）將是烈火煉獄和徹底的憒敗」（章楊：《美國

的戰爭》第 62 頁）。

23  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3、236 頁。

24  2003 年 6 月，穆沙拉夫訪問英國指出：巴基斯坦位於穆斯林世界

的心臟，直接影響中亞和南亞，阿富汗和海灣地區，「是一個擁

有 1.4 億人口和核武器的國家。這些要素不能被忽視。⋯⋯不幸的

是，當今世界上的所有政治衝突，無論是科索沃還是波斯尼亞、車

臣、巴勒斯坦、克什米爾、伊拉克，都與穆斯林有關。一個不幸的

結果是，穆斯林世界的人民已經開始思索，伊斯蘭作為一種宗教被

當成了（打擊）目標」（Victor  Mallet  等：“Musharraf  stands  up 

and  hopes  to  be  countered”，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9 日，
第 4 頁）。

25  根據美情報部門的情報，巴基斯坦核研究與開發的首席科學家

A．Q．汗博士「曾 13 次訪問朝鮮，曾幫助培訓伊朗核科學家，

曾在 1998 年幫助伊拉克實驗核武器」。美國《洛杉磯時報》說：

「如果國際社會為核擴散列個通緝名單，汗博士肯定名列第一」 

（〈巴基斯坦擔心成為伊拉克〉，《寰球時報》2 0 0 3  年

1 月 24 日，第 2 頁）。2004 年 2 月 3 日，與總統穆沙拉夫談話之

後，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承認把核武器秘密泄漏給伊

朗、利比亞和朝鮮，承擔全部責任。三天後，總統穆沙拉夫宣佈

赦免卡迪爾（〈巴基斯坦「核彈之父」承認泄密〉；〈巴「核彈

之父」獲赦免〉；《信報》2004 年 2 月 3 日，第 6 頁；2 月 6 日，

第 9 頁）。

26  1995 年，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亞、朝鮮、敘利亞被美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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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的名單。「美國官員們還宣稱，巴

基斯坦和蘇丹目前正受到嚴密注視，它們可能也會被列入這個名單

之中」（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3 頁）。不久，蘇丹

榜上有名。

27  〈瓦傑帕伊的最後一搏〉，《信報》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25 頁。

28  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第 194~195 頁。

29  2002 年 10 月，原教旨主義色彩濃厚的伊斯蘭宗教政黨聯盟，在大

選中異軍突起，成為第三大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

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53 頁）。2003 年 5 月，與阿富汗接壤

的兩省領導再次要求實行塔利班式的徹底伊斯蘭化，正面挑戰穆

沙拉夫（Farhan  Bokhar：“Musharraf  cautions  province’s  leaders 

against  Islamic hardline”，Financial  Times，2003 年 6 月 11 日，

第 6 頁）。「伊斯蘭協會」領導人阿哈邁德說：「國家中存在著政

治真空，人民感覺到了改變的需要，布托和謝里夫都沒有能力管理

這個國家。」他認為「舞臺已經為清廉、誠實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搭

好了，人民將加入這個運動」（蔡佳禾：《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運動》第 193 頁）。

30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306 頁。

31  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9~240 頁。

32  1991 年，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如是說（Patrick  Tyler：《中美交

鋒》第 469 頁）。

33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39 頁。

34  〈胡錦濤：革金正日的命〉，《壹週刊》2005 年 2 月 17 日，第

1 頁。

35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29 頁。

36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05~208 頁。

37  唐納力（Thomas Donnelly）：〈認知不一致：中國與布什主義〉，

譚慎格：《重估「一個中國」政策》第 87 頁。表面上看，似乎美

國最關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特別是核擴散。為了防止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擴散，特別是核擴散，美國不惜佔領伊拉克，制裁伊

朗、朝鮮，以戰爭相威脅。製造核彈有兩種辦法，一是把鈾從反應

堆用的 5％，濃縮到武器用的 90％；一是從反應堆廢燃料提取　。

為此，國際原子能署�IAEA�負責人巴拉迪提出，把可裂變物質

的生產置於某種國際控制之下，各國可以為了和平目的向這個國際

機構申請濃縮鈾。2004 年 11 月，聯合國大會表決，147 票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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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票反對，英國和以色列兩票棄權（趙景倫：〈核大戰－－人

類生存最嚴重的威脅〉，《信報》2006 年 10 月 23 日，第 25 頁）。

38  〈朝核危機：朝美各撥什麼算盤〉，《財經》2005 年 3 月 7 日，第

23 頁。

39  “America  and  China：A  relationship  reconsidered”，Economist 
2005 年 3 月 26 日，第 27 頁。

40  「克林頓政府在 1994 年曾認真考慮過發動空襲摧毀北朝鮮的核工

廠」（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84 頁）。另有美國空軍解

密文件證實，1998 年美軍軍事演習，「準備對朝鮮發動先發制人

的核襲擊」（〈美曾秘密籌劃對朝發動核襲擊〉，《參考消息》

2005 年 9 月 27 日，第 5 頁）。2005 年 5 月，曾任里根和老布什顧

問的「新保守派」議員理查德．珀爾和曾任北約盟軍最高司令的韋

斯利．克拉克，在電視訪談節目公開強調：「如果朝鮮企圖成為核

國家，美國已經考慮對它採取軍事行動」（〈克拉克稱美已考慮軍

事選擇〉，《參考消息》2005 年 5 月 24 日�。

41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庫恩：《他改變了中國》第 434 頁�。

2006 年，朝鮮試驗核武器之後，10 月 12 日，南韓《中央日報》發

表社會調查結果，65％「希望南韓擁有核武計劃，反對南韓擁有

核武計劃的有 32％」�〈65％南韓人支持發展核武〉，《信報》

2006 年 10 月 13 日，第 7 頁�。10 月 15 日，日本執政自民黨政調

會長中川昭一在朝日電視臺的節目強調，「日本會維持不擁有核武

的國策，但他認為日本需要對此展開討論。中川昭一說，政府需要

尋求方法，使日本免受襲擊，有人提議擁有核武是其中一個選擇。

中川昭一強調提議的人並不包括自己，但指出和平憲法沒有禁止日

本擁有核武，表示擁有核武可減低甚至消除受襲威脅」�〈日高官

倡檢討無核武政策〉，《信報》2006 年 10 月 16 日，第 8 頁�。

42  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理念》第 242~243 頁。

43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259 頁�。

44  小布什總統「他說的『敵人』是沒有定義的，因此攻擊的目標非常

廣泛。新宣佈的先發制人的準則沒有明確定義恐怖活動是什麼，

也沒有說擴散到什麼程度，美國就認定那是邪惡而必須採取預防

攻擊。說穿了，美國正濫用界定敵人的權力，不採取國際上對威

脅所下的公認定義而先發制人」（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

第 54 頁）。

45  從另外一個角度，「瞥一眼所謂的恐怖分子避難所和敵對無賴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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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地圖，會發現它簡直就是一幅『世界主要能源分佈地圖』，而

且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

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路

線』，計劃鋪設穿過阿富汗的石油管道」（福斯卡斯．格卡伊： 

《新美帝國主義》第14頁）。

46  1994 年，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如是說（孫立祥：《戰

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第 375 頁）。

47  「美國與英國的共同目標是促成中共接受臺灣與大陸分離」（王景

弘：《採訪歷史》第 287、68 頁）。

48  李潔明：《李潔明回憶錄》第 147 頁。

49  「就軍事而言，臺灣是美國出售軍備的最大市場。不過，就外交

而言，臺灣憲法依舊規定中華民國纔是她的正式國名，祇要這個

情況不變，美國不可能承認臺灣。」為此，1971 年，臺灣外交部

次長楊西崑「秘密要求美國大使對蔣介石施壓，要他宣佈以「中

華臺灣共和國」的名義獨立。楊西崑並透露說，當時日本首相也

已經向蔣介石提出同樣建議，但也無功而返」（譚慎格：《重估

「一個中國」政策》第 9 頁）。「1978 年 12 月，當大使伍考克 

（Leonard Woodcock）與鄧小平談判關係正常化時，他必須向鄧

小平保證，美國不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因此

纔有了美國的『一中』政策。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因此承認臺灣的主

權屬於中國，祇表示美國政府在一個時間祇承認一個中國政府。

⋯⋯然而這些年來，原本隱晦且未經限定的美國『一中』政策卻讓

中國領導人和美國高層政治有人誤以為，我們把臺灣視為共產中國

的一部分，因而『一個中國』不再是為了維持中國顏面而虛構的方

便法律名詞，反而成為對中國有理由向臺灣動武的默認」（譚慎

格：〈遷就中國的國族主義：引狼入室？〉譚慎格：《重估「一個

中國」政策》第 63、71 頁）。

50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0~73 頁。

51  羅伊：《臺灣政治史》第 170 頁。

52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第 284~285 頁。臺灣研

製核武器「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的具體過程，詳見鐘堅：《爆心

零時》第八章。

53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2~73 頁。

54  唐德剛：《晚清 70 年》第 5 冊，第 57 頁。

55  戴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第 307~3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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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譚慎格：〈瞭解與誤解－－中國政策入門〉，譚慎格：《重估「一

個中國」政策》第 118~119 頁。1949 年「6 月 20 日，蔣得自東京

的情報，盟總打算把臺灣交聯合國託管，所謂『託管』是一個幌

子，40 年代的聯合國，毋非是美國的代名詞，那位成天拿著煙斗

戴著太陽鏡的麥克阿瑟，預備自己來管了」（江南：《蔣經國傳》

第 216~217 頁）。

57  早在 1949 年 1 月 5 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私人顧問訪當時的代總統

李宗仁，抗議蔣介石經營臺灣：「須知臺灣係美軍從日本手中解放

出來，雖然開羅會議有交還中國的協定，但是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以

前，其主權屬誰？究竟尚未有法律上的依據。今日蔣介石慾據為己

有，移作撤退海空軍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維將軍擬請示司徒

大使向蔣介石提出口頭抗議，但大使尚未決定採取任何行動」（殷

仕：《蔣介石與李宗仁》第 183~184 頁；李宗仁、唐德剛：《李宗

仁回憶錄》下卷，第 718~719 頁）。）。

58  英國考慮香港利益，當時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59  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455、286、456~458、289 頁。

60  譚一青：《蔣介石與美國》第 287 頁。所以，「雖然中國祇要想到

『臺灣地位未定論』就會火冒三丈，這個概念卻是美國對臺灣的生

存和民主成就給予承諾的核心」（譚慎格：〈遷就中國的國族主

義：引狼入室？〉譚慎格：《重估「一個中國」政策》第 62 頁）。

61  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282~283、287、291~292、313~314 頁。

62  羅伊：《臺灣政治史》第 148~149、78 頁。

63  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291、294、297、300~301 頁。

64  孫立祥：《戰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第 343~344 頁。

65  羅伊：《臺灣政治史》第 126~127 頁。

66  「在整個 20 世紀 5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經濟援助佔到臺

灣 GDP 的 6％ 以上，相當於臺灣總投資的 40％」（孫哲、張春：

〈美國在臺「特殊利益」的建搆〉，孫哲：《美國國會與臺灣問

題》第 55 頁）。

67  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404、406 頁。

68  瓊．T．德萊耶：〈兩岸互動的歷史〉，李潔明．唐恩：《臺海危

機》第 25 頁。

69  Section 86，Democracy on Taiwan。
70  Foreign Relation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86 and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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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瓊．T．德萊耶：〈兩岸互動的歷史〉，李潔明．唐恩：《臺海危

機》第 25 頁。

73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60 頁）。

74  「《上海公報》的主要起草人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公報中關於臺灣的這段文字把臺灣問題暫時擱置起來，而雙方都

維護了自己的基本原則。』但基辛格把這一問題已經擱置起來的說

法，祇有在公報中的假設繼續被雙方承認纔是有效的。否則，正如

美國記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曾寫的：『從理論上講，

美國是對不真實的情況予以承諾，即所有涉及這一獨特的歷史形勢

中的人都把他們看作是屬於同一個國家，但在實際上，它承諾要維

護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並沒有認為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麥

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3~74 頁）。「1976 年，

國務卿基辛格問他在中國事務方面的高級幕僚：『如果我們承認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中國可能忍不住要奪取臺灣，到時我們說

要和平解決是沒有力量的，那是中國領土。我們應該怎麼做？』

當時擔任助理國務卿、後來出任駐北京大使的恆安石（Arthur 

Hummel）回答說：『未來唯一的解決方式可能就是臺灣獨立』」
（譚慎格：〈遷就中國的國族主義：引狼入室？〉譚慎格：《重估

「一個中國」政策》第 62~63 頁）。

75  「由於臺灣方面已實質宣佈內戰已正式結束，中共是贏家，情

勢反而演變成史上罕見的大特例：衝突中失利的一方認輸了，

反被贏家視為嚴重的挑釁」�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理念》

第 184~185 頁�。

76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4 頁。

77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1 頁。

78  Patrick Tyler：《中美交鋒》第 6 頁。「20 世紀 90 年代 10 年時間，
美對臺軍售總額 153 億美元」（信強：〈監督與鉗制：國會監督權

與美臺軍售決策〉，孫哲：《美國國會與臺灣問題》第 207 頁）。

79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245~246 頁。

80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123、306 頁）。

1953 年，毛澤東早知道說：「前天我看到艾森豪威爾的一篇講

話，他說：中國要辦民主選舉是不可能的。對艾森豪威爾來說，你

辦選舉他要侵略，你不辦選舉他也要侵略，問題是決定於我們自己

的工作」（毛澤東：〈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幾點說明〉，

《毛澤東文集》第 6 卷，第 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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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252~ 

253 頁）。

82  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第 367、230 頁。

83  譚慎格：《重估「一個中國」政策》第 9~10 頁。

84  為了支持臺灣、澎湖「主權未定論」，美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要求

臺灣當局放棄兩島（譚一青：《蔣介石與美國》第 307~314 頁）。

1954 年杜勒斯說，金門、馬祖等外島，「其法律地位不相同。事實

上，對臺灣及澎湖的技術性主權問題從未解決。那是因為對日本和

約祇提及日本放棄它對這些島嶼的權利及所有權。但是，對日本和

約及中、日和約都未確定其未來的所有權。因此，臺灣及澎湖的法

律地位與外島的法律地位不同，這些外島一直是中國領土」（王景

弘：《採訪歷史》第 461 頁）。

85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257 頁。

86  奧斯本如是說（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429~430 頁）。美國大賣

臺灣軍火，多為美軍淘汰的破爛。這也是臺灣軍購案鬧不下來的重

要原因。2006 年 11 月，臺灣買回兩艘在美海軍服役 20 多年的紀德

級導彈驅逐艦，翻脩一新，舉行「成軍典禮」。臺灣海軍新任艦長

說，翻脩前，「祇能用『滿目瘡痍，不忍卒讀』形容，官兵問他：

『艦長，你確定這真是我們的船嗎？』當時官兵的心情全都跌到谷

底」（〈美淘汰紀德艦在臺成軍〉，《信報》2006 年 11 月 3 日，

第 10 頁）。這樣的軍事援助，當然可以保證「獨立臺灣的存在，

要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證」。

87  譚慎格：〈遷就中國的國族主義：引狼入室？〉譚慎格：《重估 

「一個中國」政策》第 71 頁。

88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24 頁。

89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53 頁。

90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309 頁。

91  「1989~1990 年，蘇聯政府認為美國曾承諾，如果莫斯科同意德國

統一的話，北約永遠不會東擴。」1990 年 2 月 9 日，美國國務卿詹

姆斯．貝克問：「您願意看到一個統一的、在北約之外的、沒有美

國軍隊駐紮、或許有它自己的核武器的德國嗎？還是您更願意要一

個統一的、與北約聯盟的德國，保證北約的管轄不會從它目前的位

置向東移動一英寸？」戈爾巴喬夫回答道：「當然啦，北約領土的

任何擴大都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同意北約『擴大』的決定被認為是美國的背信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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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戰爭儘管令人沮喪，但顯然已使許多俄羅斯人認識到他

們或許是下一個－－北約可能繼續顯示它的力量，在它認為合適的

時候，在它認為合適的地方，也許就是車臣。⋯⋯正如俄羅斯軍官

所說：『北約正在擴大到整個歐洲』」（麥克納馬拉、布萊特： 

《歷史的教訓》第 66、68 頁）。

92  庫恩：《他改變了中國》第 228 頁。

93  〈美國積極圍堵，中美漸吹冷風〉，《信報》2005 年 9 月 2 日，

第 1 頁。

94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理念》第 164、

171、172 頁）。

95  伯恩斯坦、芒羅：《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第 3 頁。

96  所謂「雁型結構」是，日本企業往往在本國生產「頭腦」－－高

科技產品和零部件，在「新興工業化國家」、東盟國家生產「四

肢」－－中等技術產品、零部件和初級產品及加工組裝（薛君度、

陸忠偉：《顛簸的日本》第 309 頁）。

97  黃曉京：〈全球化與東亞地域經濟〉，《香港傳真》No. 2003~36。

98  Mathathir、Shintaro：The Voice of Asia。
99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100  赫伯特．比克斯：《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第 118、286、344 頁。

101  魯恩．本尼迪克特：《菊與刀》第 23 頁。

102  約翰．內森：《無約束的日本》第 135、138、141 頁。

103  赫伯特．比克斯：《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第 447 頁。

104  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第 12~16 頁。

105  《亞洲的聲音》日文版書名是《亞洲也能說不》。

10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16 頁。

10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17、121~122 頁。羽田孜講話，

日本已經建立了「沒有核彈頭的核體制」（孫立祥：《戰後日本右

翼勢力研究》第 248 頁）。值得參閱孫守鵬、趙銀華：〈核武器到

底離日本有多遠－－透析日本的核能力〉，郭偉峰：《中國與日本

的敵對危險》第 157~164 頁。

108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22、

128 頁）。

109  赫伯特．比克斯：《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第 5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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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尼克松：《不戰而勝》第 266~269 頁。

111  王敬智：〈美日防衛合作：日本是否已成為亞洲的英國？〉 

《FICS 歐亞研究通訊》2005 年 Vol.8，第 14~16 頁。

112  唐淳風：《中日兩國會開戰嗎？》第 26 頁。

113  郭偉峰：《中國與日本的敵對危險》第 7 頁。

114  薛君度、陸忠偉：《顛簸的日本》。

115  約翰．內森：《無約束的日本》第 186 頁。「在共同社 2002 年 6 月

初通過電話進行的民意調查中，在被問及誰是今後首相的理想人

選時，27.2％ 的被調查者選擇了石原，而小泉純一郎僅為 19.5％」 

（郭偉峰：《中國與日本的敵對危險》第 360 頁）。

116  石原慎太郎指出：「所謂新指針是美國完全圍繞著臺灣，以中國

為對手考慮著戰爭」（王希亮：《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第

344 頁）。

117  日本的「和平憲法」，1946 年由佔領美軍一手包辦。「起草者們

懷著讓日本再也不能成為美國的軍事威脅的目的開始了工作。」 

《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及以

武力相威脅或是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了達成上述

目的，將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鬥力。不承認國家交戰權」（赫

伯特．比克斯：《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第 422 頁）。

118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5/42490.htm）。早在

1960 年 1 月，美日重新締結安保條約，2 月，共同發表統一見解，

明言所謂「遠東範圍」為「菲律賓以北，包括日本及其周邊海

域、韓國、臺灣」（戴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第 809 頁）。

1996 年，克林頓與橋本龍太郎簽署《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

重點強調包括朝鮮、臺灣、南海和印巴地區的「周邊有事」原則 

（薛君度、陸忠偉：《顛簸的日本》第 139 頁）。

119  「1995 年，美國依據『世界新秩序構想』戰略，把『地區不安

定因素』劃定中東和遠東兩塊地域，設想在不久的未來可能發生

第二次『海灣戰爭』和『朝鮮戰爭』，因而拋出一份《東亞戰略

報告》，建議日本政府對《日美安保條約》予以『新的定義』。

1996 年 4 月，克林頓訪日，與橋本龍太郎發表《日美安全保障共

同言》，決定脩改日美防衛合作的指導方針，將『日本有事』擴

展為『日本周邊有事』，將『保障日本本土安全』擴展到對付亞

太地區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於是，日本政府未經國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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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準就開始了運作。1997 年 9 月 23 日，《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

出籠，規定了一系列與現今《憲法》有悖的軍事戰略指導方針。

隨之，《周邊事態法》、《自衛隊脩正案》及《物品役務相互提

供協定》正式出臺」（王希亮：《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

第 364~365 頁）。2004 年底，脩正《武器出口三原則》，允許導

彈防御相關產品出口美國。2005 年 6 月，眾議院通過《自衛隊法脩

正案》。從 2006 年開始，新一代攔截導彈的聯合技術研究過渡到

開發階段（〈日眾議院通過《自衛隊法脩正案》〉，《參考消息》

2005 年 6 月 16 日，第 1 頁）。日本承擔整個 21~27 億美元研發費

用中的 10~12 億美元（〈日美合作研發新一代導彈〉，《信報》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8 頁）。

120  1999 年，有澳大利亞學者稱「是日本地殼變動的一年」（王希

亮：《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第 488 頁）。小淵執政，自民

黨大踏步「向右轉」，強行通過《周邊事態法》、《國歌國旗法

案》、《通訊監聽法》、設立憲法調查會、著手討論靖國神社改為

特殊法人。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君之代》正式成為國歌，

原本是侵略戰爭的產物。如今「通過了把『日之丸』定為國旗、 

《君之代》作為國歌的法律，而本來這被視為戰後的禁區」（薛君

度、陸忠偉：《顛簸的日本》第 9、38、72 頁）。

121  約翰．內森：《無約束的日本》第 142 頁。

122  「2005 年 2 月 9 日，正是中國的農曆新年第一天。就在中國人民歡

度春節之際，日本內閣決定將右翼團體在我國釣魚島上設立的燈塔

作為『國有財產』收歸國家管理，並由海上保安廳實施管理。明目

張膽地將整個釣魚群島霸為己有。緊接著沖繩縣石垣市的市長就宣

佈，作為政府官員，要到新接管的國土釣魚群島去視察，以宣示日

本主權，並要海上保安廳的軍艦為自己『蹬島的大膽之舉』提供全

方位支援」（唐淳風：《中日兩國會開戰嗎？》第 17 頁）。石原

慎太郎公開揚言：「為了釣魚島不惜對華開戰」（王希亮：《戰後

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第 8 頁）。

123  〈中國警告日方勿在東海開採〉，《信報》2005 年 4 月 9 日，第

12 頁。

124  所謂「沖鳥島」，距離東京 1800 公里，在海水漲潮時，不過露出

水面網球場大小的一塊珊瑚礁。「日本已投資數億美元加固沖鳥

島，以保證珊瑚礁不會被海浪沖走。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沖鳥島上

有過人類居住，卻有 120 名日本人把沖鳥島登記為自己的出生地。

⋯⋯這是因為如果日本能夠顯示沖鳥島有經濟活動和人類居住，根

據國際法就有更多理由聲稱對這個小島及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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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擴展日本的經濟海域」（〈石原視察沖鳥島宣示主權〉，《信

報》2005 年 5 月 20 日，第 8 頁）。

125  2005 年 7 月 7 日，「日本自民和公明聯合執政黨決定，將於本屆國

會提出『出入國管理法』的特例法，以議員立法方式使得臺灣觀光

客的免簽入境日本的措施成為永久化」（〈日擬予臺灣居民免簽待

遇〉，《參考消息》2005 年 7 月 8 日，第 8 頁）。

126  2005 年 9 月 26 日，《朝日新聞》報道「防衛警備計劃」。該計劃

「由陸上自衛隊幕僚監部制定，屬於日本的最高機密。它分析了

2004~2008 年這五年之間可能發生的事態，⋯⋯朝鮮、中國和俄羅

斯被認定為日本的『威脅對象國』。⋯⋯關於中國，計劃設想了兩

種攻擊日本的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由於日中關係惡化或者雙

方在尖閣群島附近海域的資源矛盾深化，中國軍隊為確保其權益，

登陸尖閣群島並對該島發動侵佔性的進攻。第二種可能性是，臺灣

宣佈獨立，臺海發生戰事，日本支援介入臺海戰事的美軍，引起中

國軍隊攻擊駐日美軍基地和自衛隊的軍事設施。此外，計劃也設想

了中國用一個旅的兵力在孤島登陸，利用彈道導彈和轟炸機襲擊日

本本土，或者對日本的城市地區發動游擊和特種部隊攻擊。⋯⋯計

劃認為，朝鮮攻擊日本的可能性大於中國」（〈日本秘密計劃臆造

「中國假想敵」〉，《參考消息》2005 年 9 月 27 日，第 1 頁）。

127  〈小泉誓將自衛隊變成「自衛軍」〉，《參考消息》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1 頁。與此同時，「防衛廳」相應昇格為「防衛省」（〈日

防衛廳昇格法案將提交國會〉，《參考消息》2005 年 12 月 7 日，

第 5 頁�。

128  「美軍在前線作戰，自衛隊在後方支援」（〈軍方加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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