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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簽名 George Bush同樣的簽名 g
不代表同一個人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GeorgeWalker Bush

USA President ‐‐‐father USA President ‐‐‐ son



什麼是有效的法律文件？什麼是有效的法律文件？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OF A NON‐LEGALLY BINDING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5728.pdf

無法律綁定的國際文件‐國際協議

 國際法的位階
 萬國公法不是國際法律而是法理國與國的關係
 國際法公約是國際法第1階
 國際法條約是國際法第2階
‐‐‐
 國際協議只代表合作意向不是法律沒有約束力
 停戰、投降協議是國際協議的一種
‐‐‐
 國內法的位階
 國內法憲法 (ROC及目前的台灣例外，這裏的位階是台灣關係法)
 國內法民法刑法
 國內法契約



國際協議只代表合作意向國際協議只代表合作意向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OF A NON‐LEGALLY BINDING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is not determinative as to whether it 

無法律綁定的國際文件‐國際協議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is not determinative as to whether it 
establishes legal obligations, but rather the intent of the parties, 
as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and context of the document,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nclusion, and the explanations given by 
th   ti "the parties."

 "文件標題沒有決定性，正如其未建立合法的義務，僅只是國
際組織夥伴的意向 “際組織夥伴的意向…。“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must be "gover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in order to be a treaty "law" in order to be a treaty."

 "一個國際協議必需符合國際法，才能成為可執行的條約。"



重新檢視有法律效力的國際文件重新檢視有法律效力的國際文件
○ 有法律效力的國際文件

"一個國際協議必需符合國際法，才能成為可執行的條約。"

 海牙公約 ○ Hague Conventions of 1899 and 1907

一個國際協議必需符合國際法，才能成為可執行的條約。

 五國條約 ○ Five Power Treaty 1922
 開羅宣言 X  1943年12月1日
 波茲坦宣言 X  1945年7月26日
 降伏文書 X  1945年8月16日
 降伏詔書是 X國內法不是國際法

 聯合國憲章○ 1945年10月24日945 4
 日內瓦公約○ Geneva Conventions 1949
 舊金山和平條約○ SFPT 1951○ 95



投降協議的日本代表1945投降協議的日本代表

1945.9.2

日本
天皇陛下(主權實體 1) 及
日本政府(主權實體2)
代表人 重光葵代表人：重光葵

日本帝國 大本営 (作戰本部)
代表人：梅津美治郎代表人：梅津美治郎



舊金山和平條約的日本代表1951舊金山和平條約的日本代表

For Japan
Shigeru YOSHIDAShigeru YOSHIDA
Hayato IKEDA
Gizo TOMABECHI
Niro HOSHIJIMA
Muneyoshi
TOKUGAWATOKUGAWA
Hisato ICHIMADA



不同的國家法人不同的國家法人
大日本帝國 Japan 日本國 Japan

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

天皇
只是象徵

明治憲法

主權實體
帝國議會(政府)

和平憲法

日本國政府帝國議會(政府)

人民

日本國政府

主權人民

George Japan Meiji Bush George Japan Peace Bush

1945 1952

George Bush George Bush戰敗 割地

？？



1947主權獨立的日本國1947主權獨立的日本國

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

天皇
只是象徵

和平憲法
明治憲法 和平憲法

日本國政府

和平憲法

1947年10月29日 新主權脫離舊主權，
即為獨立。
新主權之成立必需

人民

日本國政府

主權人民

新主權之成立必需
舊主權者同意。

和平憲法本質上是一份獨立宣言。
獨立宣言由大日本帝國的其中一個主權實體，
貴族院和眾議院日本四大島人民代表的政府帝國議會貴族院和眾議院日本四大島人民代表的政府帝國議會，
在盟軍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的要求下，
向大日本帝國的另一個主權實體，日本天皇陛下提出。
而獲得同意，頒詔實施。即完成日本國的獨立。而獲得同意，頒詔實施。即完成日本國的獨立。



兩個日本兩個日本
暫時消失的大日本帝國與日本國

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

天皇
只是象徵

明治憲法 和平憲法

日本國政府暫時消失

人民

日本國政府

主權人民

暫時消失

日內瓦第三公約1949的第二條，詳釋的第一段，一般規定：
自1907年以來的經驗表明，許多武裝衝突，顯示所有戰爭的特點，
可能不會依照先前的 海牙公約 規定的任何程序可能不會依照先前的“海牙公約＂規定的任何程序。
此外，已經有許多案例，衝突各方一直爭議敵人政府的合法性，
因此拒絕承認戰爭的狀態存在。以同樣的方式，
使主權國家在兼併或投降後暫時消失使主權國家在兼併或投降後暫時消失，
已經被作為不遵守公約或不遵守其他的人道公約的規避方式。



使主權國家投降後暫時消失使主權國家投降後暫時消失

規避公約
大日本帝國 Japan

海牙第四公約1907
第 23 條「禁止部署武器、投射器具或
意在造成無辜傷害之物資；」
第 條「無論採取何種方式 禁止對於無防備之城鎮

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

第 25 條「無論採取何種方式，禁止對於無防備之城鎮、
村莊、聚落或建築物。進行轟炸攻擊。」

1945.8.6

明治憲法

暫時消失

1945.8.6

人民

暫時消失



美國贏了太平洋戰爭？？
錯！她輸到賠不起！

 我們知道二次大戰時美日的太平洋戰爭，大日本帝
國死了200多萬人。估計有150萬的大日本帝國公民
包括婦女及兒童被殺死，還有許多醫院，被美國無
差別攻擊 不擇手段 嚴重違反海牙公約地摧毀差別攻擊、不擇手段、嚴重違反海牙公約地摧毀。
如果美國沒有在1947年強迫日本國獨立於大日本帝
國之外，殺害150萬無辜公民的賠償金額，應該以美國之外 殺害150萬無辜公民的賠償金額 應該以美
國每個公民的生命價值乘以150萬人，賠償大日本帝
國，這是美國可能要花上上百年上千年，才能賠得
完的天文數字。

150萬 x 1000萬美金 = 150000億美金



太平洋戰爭美國到底要賠多少錢？太平洋戰爭美國到底要賠多少錢？

違反戰爭罪的民事賠償：150萬 x 1000萬美金 = 150000億美金

 1945還有一筆20幾億美金是關於台灣的戰後重建基
金。依照美國的法律，該筆基金如果沒有發出去，
每7年增加一倍 經過68年，現在已經成為200多億每7年增加一倍。經過68年，現在已經成為200多億
美金。再過2年，就會變成400多億美金。這還不包
括身為主要佔領權國的連帶賠償責任；由美國指派括身為主要佔領權國的連帶賠償責任；由美國指派
的中華台北一直到現在都是戰爭罪的現行犯，違反
海牙公約掠奪佔領地的財產、民事政府的資源。美
國到底什麼時候才會開始面對自己違反戰爭法所製
造的東亞的人權問題、金融問題、政治問題、國際
安全問題？安全問題？



在國際法上最早將臺灣、澎湖明列為在國際法上最早將臺灣 澎湖明列為
大日本帝國領土的國際條約

 華盛頓五國條約英文 19229
FIVE POWER TREATY OR WASHINGTON TREATY,
Treaty signed at Washington February 6th, 1922.
Article XIX
(3) The following insular territories and possessions of Japan in the Pacific Ocean, to wit: the (3) g p p ,
Kurile Islands, the Bonin Islands, Amami Oshima, the Loochoo Islands,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and any insular territories or possess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which Japan may 
hereafter acquire.

 華盛頓五國條約第19 條第3項
 千島群島、小笠原群島、奄美大島、琉球、臺灣及澎湖等島嶼

為大日本帝國領土為大日本帝國領土



聯合國憲章聯合國憲章
1945年6月26日簽字
1945年10月24日生效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

1945年10月24日生效

Article 2
4. 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聯合國憲章第二條第 項 聯合國憲章第二條第4項、
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不得使用威脅或武力，或以與聯合國宗旨不
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國家之領土完整或政治獨立。

跟臺灣、澎湖有佔領關係的
美國 ， 中華民國 都是創始會員國，

包括1971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97
都必需遵守聯合國憲章！



舊金山和平條約符合國際法舊金山和平條約符合國際法

 A peace treaty is just a peace treaty. It does not lead 
to the transfer of the sovereignty.g y

 和平條約只是和平條約，並沒有主權轉移。



舊金山和平條約舊金山和平條約
日本國 Japan  1947

天皇陛下
只是象徵

一個國家獨立需要被其他國家承認。因此
1951年舊金山講和條約第一條，即承認日
本國之主權。

和平憲法
｀The Allied Powers recognize the full 
sovereign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over 
Japan (Peace) and its territorial waters’. renounces

主權實體

大日本帝國 Japan 日本國政府

主權人民

e ou ce

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

明治憲法

主權人民

明治憲法
舊金山和平條約第2條的意思是，
和平憲法的日本國，
放棄大日本帝國固有領土

人民
(SFPT article 2. a. b. c. f.) 之主權權利。



主權權利
Right, Title, Claim

 條約上的用語，Right(行政權)、Title(立法權)，Claim(司法權)，
三者即是主權權利。意即三者即是主權權利 意即

 1. 在該領土上，完整實施憲法，人民有著行政、立法、司法
的公民權 不是殖民地人民的公民權，不是殖民地人民。

 2  該領土是固有領土，而不是殖民地。 2. 該領土是固有領土，而不是殖民地。
參見，The Treaty of Mendota, Treaty of peace with Italy。

 舊金山和平條約第2條的意思是，和平憲法的日本國，放棄大日
本帝國固有領土SFPT article 2a. 2b. 2c. 2f. 之主權權利。



舊金山和平條約讓韓國獨立？舊金山和平條約讓韓國獨立？

 韓國的主權：1945投降後，佔領下，盟軍把原生朝
鮮的人載回朝鮮，除了已經跟大日本帝國合併主權
的朝鮮王室仍在日本。

 SFPT 2  J (P )  g i i g th  i d d   f K   SFPT 2a. Japan (Peace) 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Korea, including the islands of 
Quelpart, Port Hamilton and Dagelet.’

在英文文法動名詞的句型 是代表了情況條件成立 在英文文法動名詞的句型，是代表了情況條件成立
後，才進行下一個動作 renounces。
因此 本句的意思是：在日本國(和平憲法獨立)並承 因此，本句的意思是：在日本國(和平憲法獨立)並承
認韓國獨立的條件下，日本國(和平憲法獨立)放棄韓
國領土的主權權利。國領土的主權權利



誰放棄了臺灣 澎湖？誰放棄了臺灣、澎湖？
日本國 Japan  1947

天皇陛下
只是象徵

和平憲法

renounces

主權實體

大日本帝國 Japan 日本國政府

主權人民

e ou ce

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

明治憲法

主權人民

2b. Japan (Peace)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明治憲法 p ( ) g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住在同一個領土(領海)上的主權實體，

人民

( )
只能放棄主權權利，不能放棄主權。



誰佔領臺灣 澎湖？誰佔領臺灣、澎湖？

 General Order No.1  1945.9.2
 a. the senior Japanese commanders and all ground, p g ,
sea, air and auxiliary forces within China (excluding 
Manchuria), Formosa and French Indo‐China north of 
°16° north latitude shall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在中國(滿洲除外) 台灣及北緯十六度以北之法屬印度支那(越南)境內1. 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北緯十六度以北之法屬印度支那(越南)境內

之日本高級將領及所有陸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降。

誰佔領 授權蔣介石 不是中華民國1. 誰佔領？
2. 代理誰佔領？

只是投降？

1. 授權蔣介石，不是中華民國。
2. 由盟軍第一號命令，所以是代理

盟軍佔領。
3. 只是投降？

是不是佔領？



蔣介石只是接受投降？？
還是代理佔領？

 第一號命令第10條、第11條：

 10、所有日本國及日本國統治下之軍部及行當局，
應協助盟國軍隊佔領日本國及日本國統治地域應協助盟國軍隊佔領日本國及日本國統治地域。

 11 日本帝國大本營及日本國該當官憲應做成準備 11、日本帝國大本營及日本國該當官憲應做成準備，
在盟國佔領軍指揮官有所指示之際，收集且移交一
般日本國國民所有之一切武器。般日本國國民所有之一切武器



代理佔領代理佔領
美國國務院的證詞

 the Official U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n Legal Status 
of Taiwan July 13th  1971  statesof Taiwan July 13th, 1971. states

 ‘Pursuant to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General p p q
Order No. 1, issued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 Japanese commanders in Formosa 
surrendered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cting on behalf surrendered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Continuously since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s.  Continuously since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occupied and exercised authority over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佔領下的大屠殺
228 屠殺哪一國的公民？

和平憲法

1947年10月29日



中國蔣介石佔領軍到那裏都一樣！中國蔣介石佔領軍到那裏都一樣！



蔣介石‐人類永遠的敵人
1938.6.9黃河花園口大決堤

蔣介石直接下令執行的慘案，
直接死亡人數保守估計就高達89萬人，
幾百萬人流離失所，被迫逃離家園，幾百萬人流離失所 被迫逃離家園

 海地大地震，震驚全世界，但是目前死亡人數仍然未破
30萬人 南亞大海嘯 估計奪走22萬人的生命 但是兩30萬人，南亞大海嘯，估計奪走22萬人的生命。但是兩
場世紀天災加起來都沒有蔣介石一聲令下有威力。89萬
人從此淪為波臣。人從此淪為波臣



佔領的義務
 A t  69  f P t l I  dditi l t  th  G  C ti  B i  

佔領的義務
 Art. 69 of Protocol I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Basic 

needs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1. In addition to the duties specified in Article 55 of the Fourth 

Convention concerning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the 
Occupying Power shall,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the means 
available to it and without any adverse distinction, also ensure a a ab e o a d ou a y ad e e d c o , a o e u e
the provision of clothing, bedding, means of shelter, other 
supplies essential to the survival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y and objects necessary for religious worshipoccupied territory and objects necessary for religious worship.

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69條被佔領領土內基本需要
一、除第四公約第55條所規定關於食物和醫療用品的義務外，55
佔領國應在其所擁有的手段的最大範圍內，並在不加任何不利區別的條件下，
還應保證向被佔領領土的平民居民，提供其生存所需的衣服、被褥、住宿所和
其他用品以及宗教禮拜所必需的物體。



全世界違反戰爭法最嚴重的全世界違反戰爭法最嚴重的
代理佔領軍‐中華台北‐戰爭罪現行犯

 1947.  === 228 大屠殺敵國公民 <戰爭罪>
 1949.  === 4萬舊台幣換1元新台幣<戰爭罪>
 1949.  === 移入200萬中國難民<戰爭罪>
 1952‐1992   === 831 軍中樂園<戰爭罪>
 1945 2013(現在)  ===  對被佔領地人民徵兵<戰爭罪> 1945‐2013(現在)  ===  對被佔領地人民徵兵<戰爭罪>
 1945‐2013(現在)  ===  對被佔領地人民徵敵國稅<戰爭罪>
 1945‐2013(現在)  ===  要求被佔領地人民唱敵國國歌、效忠敵國<戰爭罪>945 3( )
 1945‐2013(現在)  ===  霸佔掠奪被佔領地民事政府、各級民事機關、各種民

事資源、各級各地法院<戰爭罪>
(現在)     未盡佔領義務 戰爭罪 1945‐2013(現在)  ===  未盡佔領義務<戰爭罪>

 2013 === 阻撓國際紅十字委員會進入<戰爭罪> 
 …、消滅種族、危害人類、消滅語言、破壞固有良好宗教及文物<戰爭罪> … 消滅種族 危害人類 消滅語言 破壞固有良好宗教及文物<戰爭罪> 
 所犯罪惡，罄竹難書



錯誤論點 1：
日本繼承大日本帝國放棄臺灣 澎湖日本繼承大日本帝國放棄臺灣、澎湖？

所以可以住民自決？

 1. 美國讓一個主權國家‐雙主權共構的國家‐日本滅亡？
聯合國憲章連領土完整 政治獨立都不能用武力干涉 居然可聯合國憲章連領土完整、政治獨立都不能用武力干涉，居然可
以用武力滅亡一個國家？這種解釋嚴重危害美國的合法性。嚴
重違反國際法！重違反國際法！

 2. 如果是雙主權共構的國家‐日本放棄了台灣、澎湖，誰完成
了國際法的先佔？了國際法的先佔？
當時在臺灣澎湖上的主權國家，並公開宣稱接收無主權島嶼，
實施憲法的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1971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
承，所以，臺灣澎湖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解釋
1.  嚴重危害美國的合法性。嚴重違反國際法！
2  這種違法主張的是中國建省派！完全沒有住民自決的空間。2. 這種違法主張的是中國建省派！完全沒有住民自決的空間。



錯誤論點2 ：錯誤論點2 
聯合國同意住民自決，所以可以獨立

 1947日本國獨立，美國沒有賠償
違反戰爭法殺害150萬無辜公民的賠償金額，以美國每個違反戰爭法殺害150萬無辜公民的賠償金額，以美國每個
公民的生命價值乘以150萬人的費用。

 臺灣住民自決，獨立建國，損失 臺灣住民自決，獨立建國，損失
1、150000億美金 國際人權法的賠償金
2、200億美金 戰後重建基金
3、68年來，不能回到自己國家，

成為中國奴隸，捐給中國稅金、養中國難民的賠償。
萬換 元 洗劫賠償4、4萬換1元 洗劫賠償

5、整個大日本帝國的領土與領海權利。

 其它：殖民地才有獨立條件。臺灣 澎湖不是殖民地。 其它：殖民地才有獨立條件。臺灣、澎湖不是殖民地。



大日本帝國的領土與領海權利大日本帝國的領土與領海權利



臺灣什麼最多？石油最多！臺灣什麼最多？石油最多！



該離開的中華台北該離開的中華台北

 第四十象推背圖癸卯

 讖曰: 讖曰:
 一二三四 無土有主

 小小天罡 垂拱而治 小小天罡 垂拱而治

 頌曰: 頌曰:
 一口東來氣太驕 腳下無履首無毛

 若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雕 若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雕



該離開的中華台北該離開的中華台北

 第四十一象推背圖甲辰離下離上離

 讖曰: 讖曰:
天地晦盲 草木繁殖
陰陽反背 上土下日

 頌曰:
 帽兒須戴血無頭 手弄乾坤何日休

 九十九年成大錯 稱王只合在秦州



大日本帝國文化大日本帝國文化

 帝國與臣民

 禪、劍道、神風特攻隊

 活在當下、捨生取義、實踐道德、了無遺憾活在當下 捨生取義 實踐道德 了無遺憾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 う ます

Vielen D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