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cue Committee for the people of Japan Empire

皇紀 2673 年平成 25 年西元 2013 年天長節賀壽文
敬愛的 天皇陛下,
天皇陛下
我們在臺灣澎湖的大日本帝國臣民們，
我們在臺灣澎湖的大日本帝國臣民們，在這個殊勝的日子裏–天長節
在這個殊勝的日子裏 天長節，
天長節，恭敬地祝賀
您 身體健康 萬壽無疆。
萬壽無疆。
首先，帝國臣民們在被敵國佔領下的教育，沒有給予日本語的教學；中華台北佔領
軍違反了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強制改變當地民事政府以及語言文化。蔣介石仇
日的戰爭延續，一直到今日。因此，未能以日本語書寫賀壽文，請您原諒。
其次，跟您報告喜訊，我們大日本人民救援委員會，是主權國家-大日本帝國暫時消
失六十餘年來，首次進入聯合國的人權及政治實體。
我們很感謝聯合國的東道國-美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聯合國安理會主席團
的所有主席、聯合國大會的所有成員國的大使、聯合國所有的委員會、理事會、特
別觀察員、國際法顧問、每一個工作人員、聯合國國際法院、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
以及聯合國領土託管理事會。
我們很感謝國際紅十字委員會 ICRC。當我們重建政府，我們將邀請國際紅十字委員
會，在臺灣設立亞洲總部。我們提供寬廣而適合的場地，提供大東亞共榮及環境保
護所開發的部份獲利作為贊助資金，提供國際人道主義法與人權法救援的維護和平
武裝部隊，協助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安全的進入災區幫助更多受戰爭佔領苦難的人
們。
我們的國家，因為日內瓦公約、國際紅十字委員會、聯合國而回復，國際紅十字委
員會及聯合國是我們國家永遠的恩人，國際人道主義法與人權法救援、保護自然環
境、創造全球人類與自然的共榮、維護和平，永遠是我們國家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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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
回顧我們的國家-大日本帝國在長遠的歷史裏，真正擁有古中國文化的薪傳與精髓，而這些高尚的
文化行為在現今的中國或中華台北都已經不復見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如運動上，尊重禮儀，
就如古中國的《論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
在劍道、居合道、合氣道、空手道…等諸多運動，都體現了一個有品德涵養的運動家精神。
如飲食上，”子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殪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這些仍體現在我們傳統與飲食的料理文化裏。
大日本帝國，我們不排斥文化，也不排斥漢字，吸收各種文化的優良處，為了人類更好的生活，平
等的人權與和平共榮而努力。正如 1904 年紐約時報記載了大日本帝國臺灣澎湖的經營，對人權的
尊重，創造現代而文明的幸福生活，留下人類史上璀璨的記錄，也正如 1919 年在國際聯盟，提出
人種差別撤廢案，是現代國際人道主義法與人權法的運動與立法的先驅。

近代歷史
回顧近代的歷史，滿洲國消滅了中國的大明王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中國殖民。在 1812 年法
國及 1910 大英帝國所繪製的中國人帝國-大清帝國地圖(附圖 1)，都明顯的說明了，中國只限於目
前中國的東南方，而且週圍還有滿州國、蒙古、青海、韃靼、西藏，等國家。
大清帝國是滿洲國在征服了中國後，所創立的帝國。從(附圖 1)可以知道，直至 1910 年，大清帝國
的國家領土，只限於滿洲國與殖民地-中國。其在中國境內的北京的中央政府，同時是殖民地政府。
當時的文化及資訊交流不像今日普及，歐洲國家誤認為大清帝國是中國人建立的帝國。而在地圖標
示為中國人的帝國 Chinese Empire。實則中國 China 只是滿洲人帝國 Manchu Empire 或大清帝國
Qing Empire 的殖民地而已。
直至 1911 年，大清帝國把國家主權合法轉移給袁世凱，依照當時實施的大清律例對中國人的人權
差別待遇，中國還仍然只是大清帝國的殖民地。
袁世凱並沒有把大清帝國的國家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依照國際法，他必需先把未得到主權的中華
民國回復成中華帝國，以中華帝國繼承大清帝國。再頒詔退位將主權合法轉移給中華帝國的人民，
然後再更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但是袁世凱還在臥病期間，來不及頒詔，即被中國暴民殺死。這種不
合法的模式，不能使得大清帝國的國家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而是大清帝國的國家主權，回到大清
帝國的末代君主愛新覺羅.溥儀。
於是大日本帝國政府，依照國際法，協助愛新覺羅.溥儀，回復大滿洲帝國的國家主權。這時在大
清帝國的殖民地裏的中國人正嘗試建立一個主權國家。
當黑奴被白種人解放，黃色種人立刻取代黑色人種成了沒有人權及廉價礦工的來源。大批的中國人，
他們原是滿洲國殖民地的人民，到美國去工作，成為黃奴，時值中國發生通州慘案大屠殺帝國人民。
帝國政府更為了解放黃奴，協助中國的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建立正常國家，在中國上海的汪精衛中
央政府與帝國政府合作。
於是，皇軍進入中國，逾四年，當時在中國擁有許多租界的歐美列強沒有反對，其他的中國政府，
如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反對。
蔣介石為了個人政權炸開黃可花園堤口，直接淹死中國人民 89 萬人，更造成 1942 的河南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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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死亡逾千萬人，我皇軍給予糧食，協助災民，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與歡迎。
直至中國國民黨的顧問-美國教授 Miner S. Bates 先生捏造南京大屠殺(1937 年)的新聞。完全悖離紅
卍字會統計的死傷數據 4 萬人與和平恢復的前線報導。美國 A 進而與英國 B、中國蔣介石政府 C、
荷蘭 D(ABCD 包圍)，封鎖大日本帝國的物資運輸，切斷大日本帝國的生存命脈。






1922 年在華盛頓簽署的五國條約，臺灣、澎湖已列入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1941 年(ABCD 包圍)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大日本帝國向英美宣戰。我們的盟國，中國上海的汪
精衛中央政府、大滿洲帝國也向英美宣戰。
我皇軍的部隊只進入各國的殖民地，而沒有進入主權國家的領土。唯一進入的主權國家是美國
的領空，也只攻擊軍事設施，並沒有攻擊平民或城市或維生的石油能源系統。完全遵守海牙公
約的戰爭法規則。
1945 年 8 月美國的 2 個原子彈，毀了兩座城市，對帝國人民、學校、醫院無差別的攻擊。先
皇的仁慈，不願無辜的平民受到傷害，百萬的精銳之師，放下武器，停止了捍衛自衛權的戰役。



1945 年 9 月 2 日終戰的國際協議簽署。依據國際法的定義，終戰協議只是交戰行為結束，而
不是戰爭結束。當時我們的政府是大日本帝國政府。(附圖 2)



大日本帝國原是二元共構的(雙主權實體)的國家，其中一個主權實體是 天皇陛下，另一個主
權實體是人民組成的帝國議會，亦即，其所推動的帝國政府。
1945 年 10 月 24 日聯合國憲章生效。憲章第 2 條第 4 項，保障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性和政治
獨立性。憲章第 107 條，只能在對非聯合國盟國及過渡安全的處理下，不受聯合國憲章的約





束，進行安全的行為處置，而不是允許分割領土，簽署違反國際法的條約。
1947 年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強制下，實施了和平憲法，大日本帝國政府，獨立出大日本帝
國，成為一個新的主權國家，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還有主權實體 天皇陛下，被佔領的領土，還有被佔領的人民，但沒有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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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的日內瓦第三公約、第四公約，記載了主權國家的暫時消失，記載了某種情形下佔領



軍，卻成了難民，應暫時予以尊重；記載了為了保命成了敵國國民，當他們發現自己不是敵國
國民，啟動公約，應受到公約保護。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47 條，明示佔領國以武力介入發生的
主權轉移是不符合既有的國際法的行為。
1952 年舊金山講和條約生效，依據國際法的定義，和平條約生效才是戰爭的結束，至此，獨
立的日本國放棄了舊金山講和條約第 2 條 a, b, c, f 等大日本帝國領土的管轄權。

在主權國家-大日本帝國暫時消失了近 60 年後，
 2013 年 5 月 22 日，大日本人民救援委員會 RCJE 基於日內瓦公約第 4 公約《關於戰時保護平




民之日內瓦公約》
，在台灣(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對大日本帝國的其中一個軍事佔領區)宣告成
立。
2013 年 8 月 16 日，聯合國領土託管理事會重啟運作。
2013 年 9 月 16 日，大日本帝國臣民身分證呈請核發。

2013 年 10 月 23 日，大日本人民救援委員會，榮獲核准成為聯合國 NGO 國際組織。為代表
大日本帝國暨臺灣澎湖在國際上唯一之政治實體。
我們將依據日內瓦第四公約第六條第四段，重建政府。



重建政府
1. 我們優先尊重日本國回復為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可能。當日本國的人民公投，過半的人民，同意
回復主權於 天皇陛下；繼而，放棄和平憲法，以帝國憲法為基礎修憲，調整成適合現今生活的
法律。那麼日本國政府就是帝國政府，在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法律上，毫無疑問的，我們接受帝
國政府的領導。
但是，這樣的話，日本國可能違反舊金山講和條約的締約責任。在國際法的層面上，有點複雜，
而不容易處理。雖然困難，我們仍熱切地盼望能與日本國回復成戰爭佔領前的主權國家。
2. 那麼另一種可能的可行方式是，由我們重建帝國政府。為了尊重日本國及表彰政府重建的意思，
而且我們的執政實務經驗可能不足。為此，我們政府的所有官職，將於職銜前加上(次)，如次
內閣總理大臣，而聘請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為顧問。在重建的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官職表、靖國
神社或節慶的參賀上，無論何時，內閣總理大臣優先序位於次內閣總理大臣。
為了不違反舊金山講和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放棄在大日本帝國的領土上行使主權權利。我們的
內閣總理大臣，也就是日本國的內閣總理大臣，在重建的大日本帝國政府，只能是顧問及委託，
而不能是決策與執行。次內閣的大臣們，才能受 天皇陛下及議會所付託，行使主權權利。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請親如兄長的日本國，當大日本帝國的保護國，協助我們依國際法取回被
佔領的領土，協助研發及企畫如何在地球環境保護下開發天然資源。由大日本帝國政府(次)內
閣大臣商議，提請 天皇陛下核准，再由帝國政府發委任狀交付給日本國政府執行。
我們將為 天皇陛下在臺灣建立皇居。我們也請日本國政府協助選地評估與規畫。像上述同樣的
行政程序，再委任日本國政府建設皇居。
如果韓國希望獨立於大日本帝國之外，我們會呈請 天皇陛下，重新簽署條約，同意韓國獨立。
使用大日本帝國承認 recognizes 的行為詞而不是舊金山講和條約第二條 a 的條件詞 recognizing。
由於動名詞的文法型式，該條文的意思，只是當日本國承認韓國獨立的條件完成日本國放棄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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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領土的主權權利；只是一個邏輯敘述，而不是行為承認韓國的獨立。
如果帝國政府重新簽署條約讓韓國完成主權獨立，當然，韓國就沒有大日本帝國開發天然資源
的共享利益。
我們希望，大日本帝國、日本國在將來回復成一個主權國家的時候，就如原來的大日本帝國，
是尊重各地議會，民主自治的大日本邦聯的國家型態。
我們感謝日本國規劃了相關的助理官，來協助我們。
3. 我們也感謝聯合國考慮到我們沒有執政的實務經驗，同意讓日本國申請暫時停止條約的適用。
這減少了一些緊急情形處理的文書作業，而不需像上述政府重建 2 的繁文褥節。
這在重建政府初期是極為重要的因應。

建政大綱
1. 我們邀請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在臺灣設立亞洲總部。我們提供寬廣而適合的場地，提供大東亞
共榮及環境保護所開發的部份獲利作為贊助資金，提供國際人道主義法與人權法救援的維護和
平武裝部隊，協助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安全的進入災區幫助更多受戰爭佔領苦難的人們。
2. 我們與日本國合作，為 天皇陛下在臺灣建立永久皇居。
3. 我們與日本國合作，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研發技術及開發大日本領土、領海(附圖 3)的天然資
源。建議的開發利益分配表，詳細與日本國政府商討後再確定：
大日本帝國天然資源開發利益分配
(扣除開發、建設、維護後等成本後的 利潤)
1 天皇陛下及宮內廰

建議
百分比
5%

2 日本國政府

10%

3 大日本帝國政府

5%

4 大日本台灣政府

10%

5 大日本韓國政府(如果韓國沒有獨立，可參與分配)

10%

6 聯合國慈善及安全基金 UN

5%

7 國際人道主義法及人權法救援 ICRC

5%

8 安全防衛及人權保護

25%

9 環境生物保育、自然科技研發、法律及開發規畫

25%
100%

4. 學習澳大利亞的漁業政策，停止養殖漁業。淡水養殖漁業，抽取地下水，造成地質下陷，這是
破壞天然環境保護的問題。而淡水養殖漁業和海水養殖漁業都有同樣的問題：大量同物種的飼
養造成環境壓力，以及為避免群聚發生嚴重天然病害而施以抗生素。停止養殖漁業時，應對原
產業與勞工提供補助，轉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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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德國的學期制及義務教育。一般的工作者，可以在需要技能時，再進學校學習；一方面可
以讓教授不與社會脫節講授過時的科技，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學以致用，真正學到需要的技能或
學問而不浪費教育資源。為退休的教授舉辦退休演講時，讓國小學生坐在最前排，接受最新的
資訊，其次座位是國中、高中、大學、教授。
6. 學習美國安麗紐崔萊的有機無農藥農業技術，並引進日本國以蚯蚓分解重金屬的技術，日本國
清除核污染技術。處理被中華台北惡劣治理導致的嚴重重金屬、核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
7. 學習並採用德國、澳洲，鼓勵母親自帶小孩，政府給予家庭津貼的福利制度。投資在良好的家
庭教育上，可以有效培養正常人格，增加學習能力、情緒管理能力以及降低未來的治安問題。
8. 學習日本國、韓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挪威…，尊重人權、環境保護、永續發
展、經濟共榮、人權法律、醫學、科學的技術與經驗，落實遵守我們 RCJE 承諾遵守所有國際公
約的承諾。
9. 在保護國及聯合國領土託管理事會的指導下，依據日內瓦公約第四公約第 49 條及聯合國決議文，
安全的遣返不能對大日本發展有貢獻的中國難民，讓他們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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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佳節，更加倍思念我們的國家。
恭敬地再次禮敬 陛下，
願 天皇陛下、皇后陛下及眷屬 健康 萬歲 萬歲 萬歲
天長節賀壽臣民
大日本人民救援委員會 RCJE

President: Selig S.N. Tsai 蔡世能
Permanent vice-president: Asahi C.S.Tsai 蔡騏旭
Vice-president:Jong-Jie Wu 吳宗哲
Executive Directors 常務理事
Wen-Chung Chen 陳文忠
Pei-Shiun Tsai 蔡佩勳
Felicia H.H. Wang 王惠幸
Honlin Lue 呂陳蒼林
Paggy Luo 羅珮慈
Ching-Chun Chen 陳靖淳
Mei-Lan Chang 張美蘭
Shih-Chang Liang 梁世昌
Claire S.J. Huang 黃士娟
臺北州辦公室主任李輝煌
臺北州地方觀察員周明煌
臺北州地方觀察員潘慶東
臺中州辦公室主任賴三基

皇紀 2673 年

平成 25 年

西元 2013 年 12 月 20 日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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