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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辯貴法院無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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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及電話：蔡騏旭先生，02-28120533 

電子信箱： asahi.je@gmail.com 

11172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263號 

受文者：大日本帝國重建政府中央情報事務所 

發文日期：平成28(2016)年10月18日       Published date: 18 Oct 2016,平成28 

發文字號： jetw20161018                Document No.: jetw20161018 

附件：          

                                                                                                               

主旨： 

一 、覆司辰股 105 年度司他調字第 559 號函，異議於貴法院無管

轄權(無審判權)，本人為被佔領的主權國家的人民，應受獨立公

正且合法的法院之審判，茲行使 1949 日內瓦第四公約保護的人

權，在此主張自己的權利。請問貴法院為何國家之法院，貴法官

為何國家之國籍? 

二、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合眾)所言非實，應予駁回。 

三、聯合國 NGO 國際組織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 RCJE 所在位

址土地及建物應受公約保護。 

 

說明： 

一、 管轄權異議: 

a. 國籍 

1. 若貴機關 title 是中華民國之機關，依貴國公務人員服務法，應

力求切實，應依法辨識誰是貴國國民，並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第 3

條之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及第19條義務人

之相關規定辦理。 

(1)查中華民國所聘律師 CORCORAN 於 2015 年 8 月 30 日在美國法

院的答辯理由書中，主張【中華民國並未使得台灣島島民喪失其

原有日本帝國國籍﹐只是賦予身份而已，不是國籍。 (so the ROC 

admits the Plaintiffs still have Japanese nationality: " 

there has been no denationalization "）】顯然係中華民國承

認本土島民仍具有日本帝國國籍﹗請見 美國聯邦華府山莊特別

地區法院案號 1:15-cv-295。 

(2)1946 年 10 月 16 日，在軍事佔領下，美國不認為有台灣國人



第2頁 /共5頁 
                                            

民 Taiwanese 這種不合法的說法。美國指出，台灣 澎湖的住民

都是美國的敵國國民，他們都有大日本帝國的國籍，除非他們每

個人，個別地，依照大日本帝國的程序，放棄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該文件刊於 1946 年 10 月 16 日，當時大日本帝國政府還存在，

實施著明治憲法。所以文中的 Japan，是大日本帝國。此外，當

時在台灣的大日本帝國國民約有 630 萬人。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The Far East (1946) date of 16 

October 1946 

"In particular, it is considered that exemption from 

Japanese jurisdiction was not intended to be accorded the 

estimated 20,000 persons in Japan claiming to be Taiwanese; 

these persons throughout the war were enemy nationals and 

according to Japanese law still retain Japanese nationality, 

excepting only those who have individually divested 

them-selves thereof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procedure." 

(3)本人蔡騏旭先生(被侵犯人權編號 Y120176247)，為被佔領的

大日本帝國國籍的人，係依據大日本帝國重建政府授權之聯合國

NGO國際組織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下稱RCJE)之本公約被

保護人法律文件(如下所示)，確認國籍為大日本帝國並為 1949

的日內瓦第四公約被保護人。 

a.“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Card Issuance for Civilians in the 

Areas of Occupied Japan Empire", dated 16 September 2013 and 

7 October 2013;  

b.“Requesting Protecting Powers from Taiwan”, dated 8 Aug 

2013; 

c.“請求保護國，請求日本國與國際紅十字會為保護國“, dated 

7 July 2013;  

d.“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Protection Declaration”, dated 22 

May 2013;  

以上文件，均有文書寄達 貴侵略當局前局長 馬英九先生，

貴局相關呈辦人員可至 RCJE官方網站取得文件。

(http://RCJE.org 宣告與請求 檔案下載)。 
2.聯合國決議文 A/RES/55/153 . 國家繼承涉及的自然人國籍 

第 16 條 禁止在國籍問題上任意作決定，不得任意剝奪有關的人

的先前國國籍，也不得任意拒絕給予他們在國家繼承中享有的權

利，即取得繼承國國籍的權利或任何選擇權。 

3.請問貴機關以什麼法律或權源，違反 1949 日內瓦第四公約、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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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局司法院釋字第 329 號及 1949 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155 條規定

“Accession is exactly the same in its effects as 

ratification, to which it is equivalent in all respects(簽

署即同批准)”；亦即，1949 日內瓦公約，其位階同於法律，對被

佔領土的大日本帝國國籍的1949日內瓦第四公約之被保護人蔡騏

旭先生(下稱 本被保護人)，進行審判？ 

b. 領土 

1.1895 年下關條約，大清帝國永久割讓台灣給大日本帝國時，中華

民國還不存在。 

2.在 1922 年的華盛頓五國條約裏所列舉的，大日本帝國在太平洋的

領土，應該被 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的聯合國憲章保護大日本帝

國主權領土的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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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性。 

華盛頓五國條約正式列出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奄美大島、琉

球、台灣及澎湖等島嶼為大日本帝國領土。特別是台灣及澎湖，

這是我們聯合國NGO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RCJE所設置的地

方。 

c.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1、 臺灣關係法:當適用美國法律需引據遵照臺灣現行或舊有法

律，則臺灣人民所適用的法律應被引據遵照。舊有法律暨 1949

日內瓦公約第 70 條的釋文提到，在被佔領國的法律應該優先

適用，而且司法獨立。這是被佔領國【明治憲法】法律，而不

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2、 貴國刑法第 1條:法律必須明文規定，請列明文法條: 指出 1949

日內瓦第四公約被保護人或大日本帝國國籍者管轄法院是中華

民國，或中華民國的那一條法律，明文規定台灣、澎湖是中華

民國領土，而為中華民國之境內？ 

3、 普遍管轄權範圍與應用: 普遍管轄權是實現對戰爭罪行的人繩

之以法，若貴機關執意違反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決議 UNGA 

Resolution 65/33之普遍管轄權(羅馬規約)、1949 日內瓦公

約，涉戰爭罪者移送國際刑事法院。 

This includes serious violations during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of Article 3 common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of Additional Protocol II of 

1977, as well as other war crimes, such as those recognized 

in Article 8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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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言非實，應予駁回。 

a. 感謝前地主陳義雄與陳建良先生等與本被保護人之父祖輩七、八十

年來的情誼，更在 2011 年以優渥的價格 3200 萬，欲將臺北市士林

區永平段三小段 743 地號土地 (下稱 該地)售予該地於戰爭佔領前

即已存在之使用人及居住人等。卻被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違反貴局處土地法 104 條的規定搶購得該筆土地。 

本被保護人於 2011 年 10 月與前地主委託之仲介人 段維欽先生(下

稱 仲介人)，簽立三千萬約 1%服務費的土地購買意向書，合眾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聽聞此事(台北市竟然有 320000 元/坪的土地)，

該筆土地只有市價二分之一，無視貴局處土地法 104 條的規定，共

謀暴利，其中，仲介段維欽賺 100 萬。 

本基地的土地成本 3200 萬元、建築成本估計為 3000 萬元、建成房

屋共計 6200 萬元。依貴局處違反 1949 的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47 條於

被佔領土實施之法律，可蓋 400坪 含 30%公設，則合眾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建商賣 40 萬元/坪 總銷 1 億 6 千萬元 建商暴利 近 1

億元，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策謀將該筆土地購入其名下。 

仲介人遂無緣由的取消之前與本被保護人簽訂的土地購買意向書

(下稱 意向書)，設計構陷要求本被護人另立條件嚴苛的意向書，並

於意向書中抬高原仲介服務費達 3倍多的仲介費 100 萬元，嚴限 5~7

天內購買，且不得延期，以利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搶強購得

該地。 

b.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合眾)取得土地後，2012 年 11 月

本被保護人即以存證信函相與合眾往來至今，合眾之特助周亦如逢

年過節都來送禮，談共同合建，託本被保護人幫忙合眾牽線附近鄰

地共同合作開發，吾等基於地盡其利，不計前嫌助之；亦多次向提

周亦如起支付地租費用，請其代為轉達給合眾，並請告知戶名、帳

號以利匯款，周亦如對吾等言: 「既然一起合作都更，租金一事可

免」，多年來，合眾對地租並無表示。( 例: 附近鄉林建設對已收購

戶，供他們繼續無償使用 8~9 年；直到開發。) 

c.關於該地之原地租與前地主約定每兩年收租一次，每戶 60000元/2

年(包括代書費與匯費)，蔡騏旭等 1戶，周森、周世峰等 1戶，共

二戶為 12 萬/2 年，58 個月總計應為 58 萬元整，若合眾對租金有疑

議，應該在其非法取得土地的同時，告知優先購買權人。本被保護

人更多次以存證信函對合眾表示「延依例法，給付地租」，而合眾均

無回應，今藉和解之名，實為無端興訟之詞，稱吾等置之不理不繳

地租，更調高原租金 4.3 倍的天價(2,543,835元) 扣上不當得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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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意圖無償迫使該地之原居住、使用人等，拆遷居所。 

d.合眾更以本人祖輩之地產使用權利未向貴局處地政登記，即為無該

地使用權利為由，要求對該地之原使用人、居住人及本被保護人等

強制拆遷。 
唯據貴局處之「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26 號民事判決要旨:

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總登記，目的在整理地籍，與物權登記無關」；除

貴法院無管轄權外，亦知貴地政機關之土地建物登記並非物權或所

有權之唯一證明。合眾為暴利搶購，意圖興訟乃至使用各種手段，

迫使該地之原於戰爭佔領前既有之使用人、居住人及本被保護人失

去居所，已觸犯戰爭罪。 

e.1949日內瓦公約被保護人之永久居所 

該地已於 2013 年 5 月 22 日立約，20 年無償提供給聯合國 NGO 大日

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 RCJE 使用。 

1949 的日內瓦第一公約 附件一 第 1條規定: 但在該地帶內有永久

居所之人，仍有權在該地居住。 

 

三、該地已於 2013 年 5 月 22 日訂定 20 年契約無償提供給聯合國

NGO 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 RCJE 使用，並於 2014 年 2 月 20

日世界社會正義日，由大日本帝國政府(重建政府)設立受 1949 的

日內瓦公約規定及保護之中央情報事務所。 

 

正本:美國在臺協會處長 梅健華先生(Kin W.Moy)請轉知美國總統歐巴馬先生、中華民

國總統 蔡英文女士、中華民國的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林勤純先生(台灣士林地方法

院內湖民事辦公大樓司辰股105年度司他調字第559號) 、合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副本：大日本帝國重建政府中央情報事務所、大日本帝國重建政府國際武裝衝突省 

 

抗辯人 
大日本帝國國籍之帝國臣民暨 1949 日內瓦第四公約被保護人 蔡騏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