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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聯合國 NGO 國際組織 RCJE 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 

Introduction to the Rescue Committee for the people of Japan Empire (RCJE)  

of United Nations NGO 

平成 28 年 12 月 23 日 - 天長節 

 

名詞定義 

國家名義實體，大日本帝國之主權，下稱 “大日本帝國” 或 “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重建政府即為大日本帝國政府，下稱”帝國政府”; 

帝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稱為”(次)內閣總理大臣” 

 

國家名義實體，日本国之主權，其於 1947 年 5 月 3 日，在美國軍事佔領下，被強迫

轉移主權給人民，從大日本帝國獨立出日本国，並於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一條 b，被盟

軍承認其獨立並被盟軍允許以”Japan”為其英文名稱，下稱”日本国” 

 

流亡的中華民國或流亡 ROC，下稱”美國派遣的侵略軍-支那難民武裝團體 USAF-CRAG” 

解釋如下:  

(1) 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是由支那人在中國大陸的東南地區，自 1912年開始的獨立建國運動

之名稱。此獨立建國運動曾被蘇維埃聯邦、大日本帝國及美利堅合眾國支持。 中華民國曾與大日本帝國同盟

抵抗美國的侵略，美國支持的支那人蔣介石軍閥謀殺中華民國的領導人，從而蔣介石武力控制中華民國，然

而因為蔣介石的腐敗，被支那人唾棄，1949年 12月的支那人內戰，最後將中華民國滅於其首都南京。  

(2) 支那人軍閥蔣介石及其部隊是非國家武裝團體，且

是美國的佔領代行機構; 美國總統以馬卡殺將軍

為盟軍統帥發布第一號命令，指派支那人軍閥蔣介

石佔領大日本帝國領土台灣，1945年 10月 25日

是支那人軍隊在歷史上首次登陸大日本帝國台灣

島。  

(3) 1949年底的支那人內戰之後，蔣介石不是中華民

國的官員，僅止是美國總統指派的支那人軍閥，他

逃到被佔領的大日本帝國領土台灣，重建流亡的中

華民國(此被美國法院證實，見 大日本帝國 2015

天長節 感恩文告 - 附件 5, 請下載文件，

http://www.regovje.org/files/20160806ECfor20161223.pdf)； 

(4) 支那人內戰之後，蔣介石及他的部隊逃到其他被佔領國家的領土，這使得蔣介石的非國家武裝團體變成支那

難民武裝團體; 

(5) 從上述的 (3) 及 (4)，證明流亡的中華民國，即為支那難民武裝團體； 

(6) 從上述 (2) 及 (3)，證明流亡的中華民國，即為 美國派遣的侵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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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上述 (5) 及 (6)，證明流亡的中華民國，即為 美國侵略軍-支那難民武裝團體，下稱 “USAF-CRAG”; 更

多細節請參考 大日本帝國 2015 天長節 感恩文告 - 附件 5及 6，更多參考關於中華民國，請見附件 3及 4。 

 

獲取更多資訊，請見 大日本帝國 2015天長節 感恩文告 http://regovje.org/files/20160806ECfor20161223.pdf 

 

一、成立過程 

2013 年 5 月 22 日，蔡世能先生、蔡騏旭先生、呂陳蒼林先生、吳宗哲先生、梁世昌

先生、蔡佩勳先生…等人， 

1. 發現自己不是侵略軍(中華民國)的國民，並處在侵略軍的掌控下； 

(符合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4 條，受公約保護之人的定義) 

2. 並且未被安置回到佔領前的國家-明治憲法的大日本帝國； 

(符合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6 條，適用公約並應受到公約保障的利益) 

3. 在被佔領的大日本帝國台灣島台北市，宣告瞭解 尊重 接受 1949 的日內瓦第四公

約，宣告成立 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授委員會 RCJE。並通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

及紅新月國際聯合會、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大會、日本国及 天皇陛

下。 

(符合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2 條規定，未簽約的大日本帝國可以宣告遵守 1949 的日內瓦

公約得到公約的保護)。 

 

2013 年 6 月 18 日，RCJE 請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進駐台灣。 

2013 年 7 月 13 日，RCJE 依據日內瓦第四公約 請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日本国做為

大日本帝國的保護國。 

2013 年 9 月 20 日，RCJE 開始於被佔領的大日本帝國領土台灣島、澎湖諸島，免費核

發日內瓦第四公約被保護人證件暨大日本帝國國籍身分證。 

(感謝阿根廷、感謝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感謝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感謝聯合國第

一、二、三、四、五、六委員會，感謝安理會英國主席、法國主席、阿根廷主席、阿

塞拜疆主席、感謝古巴、感謝敘利亞…) 

2013年10月23日RCJE註冊聯合國，成為聯合國NGO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授委員會RCJE，

下稱 UN NGO RCJE。 

 

2014 年 2 月 5 日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來函，提醒 UN NGO RCJE，國籍證件需由政府核發，並非人民組織

可以認定國籍。 

UN NGO RCJE 為了承擔國際責任、承擔國際人權法責任，依據 2013 年天長節感恩文告，

重建國家，而於 

2014 年 2 月 20 日-聯合國世界社會正義日，UN NGO RCJE 主席蔡世能先生及會員與帝

國臣民，依據 1949 日內瓦公約，於被佔領的大日本帝國台灣島台北市依日內瓦公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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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宣告遵守日內瓦公約、成立大日本帝國政府(重建政府)，並於 

2014 年 3 月 8 日簽署日內瓦公約及其三個附加議定書，送呈瑞士聯邦委員會、聯合國

秘書長及天皇陛下。 

 

二、宗旨 

1、依據日內瓦第四公約，保護及捍衛被佔領的大日本帝國人民於公約應有的人權，

要求美國及美國派遣的侵略軍負出公約規定的佔領責任。 

a.禁止 USAF-CRAG 對被佔領土的平民徵兵。戰爭罪蒐證。 

(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51 條佔領國不得強迫被保護人在其武裝或輔助部隊服務。以獲得志願應募為

目的之壓迫及宣傳均所不許。)  

(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147 條，禁止強迫被保護人在敵國軍隊中服務) 

b.禁止 USAF-CRAG 要求被佔領土的平民效忠敵國，各級學校應該禁止升中華民國國旗及禁止唱中

華民國國歌。並應唱日本国與大日本帝國共同國歌 君が代。 

(海牙第四公約第 45 條，禁止強迫佔領地的住民宣誓效忠敵對國。)  

(日內瓦第四公約第 51 條釋文，愛國情操不被侵犯，人民效忠自己原來所屬的國家。) 

c.應該以原來國家日本語，為本地民事政府官方語言，及以保護國國家語言為本國國家第二語言。 

(USAF-CRAG 變更被佔領地原來語言、以佔領軍全面霸佔民事政府，嚴重違反海牙公約、日內瓦公

約持續到今日，是消滅文化、消滅種族的戰爭罪現行犯)  

d.應該免費提供被保護人，基本的維生物質，配給住宅。由於 USAF-CRAG 的劣質治理、水源嚴重

污染，河水不能直接煮沸飲用，必需自來水廠淨化處理，因此自來水必需免費供應給被保護人。

沒有電力也無法煮飯燒菜基礎維生，因此水電都應該免費供應給被保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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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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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健康醫療應該免費提供給被保護人。被保護人證件應有 USAF-CRAG 之榮民健保卡之福利，並免

收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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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內瓦第四公約 第 91 條) 

f. 應比照佔領國的國民工作、津貼、退休、照顧給予被保護人相同的或更好的福利。  

(日內瓦第四公約 第 38、39、40 條、第 91 條) 

g. 重建法院 

(日內瓦第四公約 第 47 條、第 147 條、第 6 條) 

 

2、在被佔領的大日本帝國領土，執行 1949 的日內瓦公約任務，如協助 被保護人之

一切救濟物資、醫療、免受戰火庇護、人口協尋、宣導日內瓦公約…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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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法、國際人權法培訓 

 

4、重建國家-大日本帝國，依據日內瓦第四公約第六條，讓受公約保護的人，安置回

到他們在戰爭佔領前的國家。 

 

聯合國 NGO 國際組織 RCJE 大日本帝國人民救援委員會 

主席 Selig Tsai 蔡 世能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 

說明：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受到 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的聯合國憲章第二條原則

之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