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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得 以不承认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做为借口，也就是不承认大日本帝国
的另一个主权实体-政府，拒绝承认有交战国家的存在。以此方式持续伤害 被
占领的大日本帝国台湾之平民 于 1949 的日内瓦公约所保护的人权。

第四章 本政府的承诺..................................................................................................
摘要：本政府于美国侵略占领下依据明治宪法、联合国宪章及 1949
的日内瓦公约而成立， 对于 美国侵犯大日本帝国之主权，包括任何
违反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 条，在台湾 澎湖 所建构之政权，
永不妥协！

14

接受国家主权实体 天皇陛下的指示；
永远遵守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三个附加议定书；
对保护国及日本国之国民等同本国国民之最好待遇；
与保护国共享本国国家资源之永续经营之利益。
第五章 本政府与他国的协议......................................................................................
摘要：不接受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唯一指定 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或国际法院，在保护国的陪同下，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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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与美国及其侵略军的协议，包括签署终战协议；
第六章 本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公约及伤害人权..................................................
摘要：请各国尊贵的大使阁下，注意到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
团体(USAF-CRAG，见附件 5)，善于使用各种名称，如中华民国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台湾当局 Taiwan Authorities, 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进行或与贵国企业合作 掠夺被占领土之民事资源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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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行为，请贵国严加查缉。
强烈谴责 美国粗暴地对待大日本帝国及日本国的国家主权及公民人权。
日本国的主权在民的新宪法，完全不是由大日本帝国的人民提出来的，
而是由美国占领军强制帝国议会制定，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家
的政治独立及对其国家人民的政治自由最大的侮辱。
第七章 大日本帝国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摘要：要求 联合国大会接受大日本帝国政府(即联合国 NGO 大日本帝国
人民救援委员会 RCJE 所发起之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成为联合国之会员
国，
为了签署结束战争之和平条约以停止大日本帝国与美国自 1941 年以来
的战争关系；
为了实践联合国宪章对政治独立性及领土完整性的保护；
为了实践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保护；
为了和平对话 以处理过去或将来的战争问题 及 现在占领下的人权问
题；
为了协助美国成为一个尊重他国主权及人权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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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宣告红水晶旭日旗与实践 1949 的日内瓦公约............................................
摘要：红水晶包覆旭日旗，代表着本政府 完全遵守海牙公约、日内瓦公
约、用符合国际法及战争法的方式，来回复国家主权、保护人权的决心。
请各国尊贵的大使阁下，周知贵国国民，已公告的法律中，平成 27 年第
2 号令，可能影响贵国人民于本国被占领土的权益，请特别注意到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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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4 日起，无本政府核发之臣民证、居民证或非保护国之国民者，
其所持有土地或房屋之契约，均属无效文件，请宜先行转移资产。并请
周知贵国企业及国民，勿与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进行侵
犯本国民事资源及各项资源之合作及交易，如本文件第四章第 12 条所示，
敬请配合。
第九章 本政府的紧急代理人......................................................................................
摘要：无论任何原因，我们被强迫消失或诱导消失的时候，请保护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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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政府为大日本帝国政府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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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7 年 天长节 国宴邀请
祝贺 天皇陛下圣诞 并邀请 天皇陛下及尊贵的联合国官员及尊贵的各国大使
到被占领土台湾 参与盛会
20 DEC 2015,平成 27 年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 RCJE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敬爱的 天皇陛下、
尊敬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团、大会及所有工作人员、
尊敬的 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所有成员伙伴与工作人员、
尊敬的 保护国官员 及 1949 的日内瓦缔约国国家政府之官员及人民、
尊敬的 日本国总理大臣 安倍晋三阁下
我们以最恭敬 最诚挚的心 祝贺 天皇陛下圣诞，
并邀请 天皇陛下及尊敬的各位嘉宾参与盛会，
席设 大日本帝国台湾台中，
我们并为您们安排三天到一星期的行程，尽量依照 当年大日本帝国摄政王 行幸大日本
帝国国家领土的路线，悠闲欣赏被占领土上的风景，或者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可以参
观一下侵略军如何在被占领土建设永久污染环境的核能电厂，以及其侵占旧总督府、各
级民事机关及法院，持续到今日，违反罗马规约、1949 的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47 条 第
147 条的严重罪行。
这段期间，我们也刚好可以参观到被占领土，最近正热烈宣传的 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对国
籍保护的 违反战争法的 违反罗马规约的 侵略民事资源的 侵略军(中华民国，附件 5)
长官选举。
我们将以最顶级的住宿及交通，恭敬地等候您们的到来。请直接联系我们大日本帝国重
建政府或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 RCJE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如果可能的话，请尽
量在光驾前通知我们，
让我们有更好的准备来接待您。
如果您们没有给予我们任何通知，
而能在活动中驾临参与，这仍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荣幸，我们会以最好的礼遇来
接待您。
感谢 尊贵的您以宝贵的时间，阅读本文及本政府的 2015 平成 27 年天长节感恩文告，了
解及协助 被侵略占领的大日本帝国的国家主权及国民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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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天皇陛下及皇室眷属及帝国臣民 健康幸福；
各位受邀的 尊敬的嘉宾 健康幸福；
天长节快乐！
恭敬地等候 您的音讯！
恭敬地期待 您的驾临！
叩呈 天皇陛下
顶礼 各国嘉宾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次)内阁总理大臣
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 RCJE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主席
蔡世能 敬呈

CONTACT INFORMATION
Entity: UNs’ NGO (RCJE) Rescue Committee for the people of Japan Empire
Mail Address: No.263, Sec. 6, Yanping 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Email Address: geneva4th@rcje.org, sovaha@gmail.com
Website: http://www.RCJE.org
Entity: Re-establishing Government of Japan Empire
Mail Address: No.263, Sec. 6, Yanping 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Email Address: geneva4th@rcje.org, sovaha@gmail.com
Website: http://www.ReGovJ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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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次)内阁总理大臣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之全权代表 为什么称为 (次)内阁总理大臣？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即为大日本帝国政府，因被占领下不能完全依照明治宪法之制度，
故称重建政府。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之全权代表，称为(次)内阁总理大臣，是依照 2013 天长节贺寿文(可
见 RCJE 官网)，呈禀 天皇陛下之文件。
(次)之一字，除了表示谦让尊敬于日本国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表示了本政府记取大东亚
战争的教训，而采用”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就是，虽然为了拯救亚洲的人民之人权，
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国家与国民的生存权，而发起大东亚战争，这么急切的道德之事
却失败了，而失败了，不只是亚洲的人民失去了人权，自己国家的国民也失去了国际公
约保护的人权。
“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符合德国大哲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的道德理论。
但如果能够容忍，能够放弃 美国以国书侮辱的国家尊严，先让非自治中国(详见 附件
3)的暴乱自己平息-虽然那种暴乱是恐怖的杀害数千万人命，不介入非自治中国的建国，
不发起大东亚战争，我们国家现在还能为亚洲的人权做一些努力，为道德生命的存续。
虽然，大日本帝国是为了避免非自治中国的建国运动伤害到更多的平民，而进入非自治
中国协助秩序，大日本帝国一投降，美国军事控制下的整个亚洲陷入更残烈的暴动。正
是因为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在协助亚洲的秩序。
但是由于大东亚战争的战败，导致亚洲人权保护的失败，道德生命的存续失败，有了这
样的教训，本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提出智慧生命不是 “立即行为道德的事”，而是 “行
为是为了道德生命的存续” - 这种”不究竟”的哲学概念。
这是我们跟 1947 年被强制消失的政府不一样的地方。消失前的政府是圣人 是活在当下
的 开悟的圣人，而本政府是尊重圣人 尊重道德的凡人。本政府认为舍生取义的圣人之
事，是由个人或部队的生命去自行决定是否完成，不是由国家政府的生命去完成。
所以，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之全权代表，称为(次)内阁总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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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7 年 天长节 感恩文告
20 DEC 2015,平成 27 年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首先，请原谅本政府使用中文来公告这篇文书，因为长达 70 年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
的占领或侵略下的教育及生活，帝国臣民们失去了使用原本国家语言-日本语的能力。在
这么 神圣的国家庆典的文书，拥有大日本帝国国籍的臣民们，本应该使用日本语，却只
能使用中文。对此，(次)内阁总理大臣对国家的主权实体 天皇陛下，以及所有大日本帝
国及日本国的人民，表示最深的歉意。
为了改善被占领土人民的语言与文化的断失，请日本国政府与本政府联系，安排官员到
大日本帝国的被占领土 台湾 澎湖，协助大日本帝国的官员及公民，学习日本语以及文
明的生活礼仪与行政礼仪。
其次，请原谅本文使用「帝国」这个词。这个词可能引起一些曾经被殖民国家的反感，
然而，
「帝国」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称为帝国，仅只是标示 谁拥有国家所有权的概念，国家的所有权-也就是主权，而其所
有权之拥有者在于君主-也就是主权实体是君主。
有些国家，他们的主权实体是君主，比如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曾经殖民许多地方，为了避免被提起她曾经的帝国主义，大英帝国改称英国，
英国的主权实体仍是大英女皇)
有些国家，他们的主权实体是政府，比如美国。
有些国家，他们的主权在自己国家的人民，比如日本国。
而帝国主义，则是相当于 罗马规约定义的侵略罪之行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哪些国家
不敢签罗马规约，
不敢签武器贸易条约？事实上，
很可能那些国家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我们的国家，以汉字，称为大日本帝国，只是因为国家的主权实体其中之一是君主，也
就是 天皇陛下。
1947 年 5 月 3 日独立的 主权在民的 日本国，与主权实体是君主的大日本帝国，是两个
不同的主权国家。然而日本国在 1952 年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 1 条 b，被盟军承认其
是一个 独立的 主权在民的 国家，并且使用 Japan 这个词称呼日本国。
为了方便国际法的辨视与讨论，区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 1 条 b 定义的日本国 与 签署
1945 年 9 月 2 日的终战协议的大日本帝国是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 ，本政府使用 Japan
Empire，来指称原来的 在战争被占领前 主权在君的国家。
本政府多次表明，在战争占领前原来的大日本帝国，没有帝国主义，没有侵略任何国家，
没有殖民任何地区的人民。如果有的话，大日本帝国的政府，也就是大日本帝国重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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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愿受到国际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接受审判、处罚及赔偿。
12 月 23 日天长节，是大日本帝国与日本国共同的 神圣的国家庆典。
做为大日本帝国明治宪法国籍的帝国臣民(附件 1)，却跟去年一样，因为没有合法的护照，
不能前往 天皇陛下的皇居参与国家庆典，是帝国臣民们难忘的情怀。
依据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保护国 Protecting Powers 应该进驻被占领土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保护 被保护人 Protected Persons 的生命、财产之安全及使占领国及其
武装集团遵守公约，给予被保謢人公约规定之福利。
并依据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9 条规定，应该由保护国接管海关之民事资源，核发护
照或旅行证件给被占领国的平民。
然而，本政府请求的保护国 日本国，却迟迟没有进行 1949 的日内瓦公约规定的缔约国
保护国应有于公约被保护人之作为，这也使得本政府在请求保护国十几个月以来，我们
的人民没有得到公约规定的保护，也仍然没有合法的护照或旅行证件。
尊敬的天皇陛下，您是大日本帝国的主权实体，为了回复被侵略的国家主权，为了被占
领的大日本帝国国籍的平民的人权，我们恭敬的请教 国家的主权实体 天皇陛下，我们
是不是应该申请其他的保护国？我们是不是应该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会员国？
如果日本国政府仍然没有给予本政府响应，而 我们的国家主权实体，天皇陛下也没有给
予其他指示或不同意见，为了国家的主权，为了承担国际责任，为了人权，为了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对人权保护的承诺，本政府即进行以下的事项：
1. 请求 没有签旧金山和平条约的
瑞士 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schaft、阿塞拜疆 Azərbaycan Respublikası、德国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意大利 Repubblica Italiana、俄罗斯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为大日本帝国的保护国；
2. 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

第一章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对二战之大东亚战争的反省

1. 战争是对人的杀戮，虽然是杀戮武装之人，但关系到杀害人的生命，不应该被合理化。
2. 只在必要的时候，战争是为了人权、生存权及自卫权而发起，而大日本帝国参与二战，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3. 战争绝不是为了国家的或集团的利益。虽然，我们在 美国发起的战争中，发现很多
这种为了其国家利益或其集团利益的现象，特别是我们现在还在 美国侵略军-中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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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武装团体 (USAF-CRAG /,jusaf’krag / , 见附件 5)的侵略占领下。无论如何，为了国
家的或集团的利益，不应该做为战争的借口，战争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4. 美国从美国国籍的 Miner Searle Bates 贝茨教授在 1937 年首次散布关于南京大屠杀(见
附件 2)的谣言，开始介入亚洲事务，侵略亚洲国家。
5. 为了正义的理由而发起战争，可能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无论如何，应该避免伤害平
民。何其有幸，1907 的海牙公约及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协助了战争下保护人权的规
则建立。
6. 为了攻击一个 罗马规约定义的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的主谋者-蒋介石，大日本帝
国为了停止伤害更多人类生命 协助亚洲的国家建立 人权法律的形成，而进入非自治
中国(见附件 3)地区协助 汪精卫的政府 建立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攻击一个危害人
类罪及灭绝种族罪的蒋介石，而波及伤害到亚洲的平民，这是我们有过失的地方，我
们应该受到处罚，但不是由美国执行长达 70 年伤害主权及人权的美国私刑。(这样攻
击恐怖组织的行为，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她比我们的大日本帝国波及伤害更多的平
民，她甚至违反战争法大规模伤害到主权国家的平民，但是本政府不会因为有国家比
我们国家更违法，而不承认自己国家的过失。)

第二章 二战后的大日本帝国与日本国
二战后的日本，从表像(appearance, de factor)上看，大日本帝国投降了，然后依据波茨坦
宣言，由于该宣言认为大日本帝国不民主而且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于是大日本帝国改制
为日本国。依据该宣言，并限制日本国的领土范围，只在四个大岛。
依据波茨坦宣言中提到的开罗宣言，所以日本国放弃了台湾 澎湖，准备移交给在 1912
年开始建立的中华民国。后来，中华民国没有完成建国，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
大陆(附件 3)地区的政权 及 中国的国家代表权。由于流亡的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取得共识，
于是 台湾 澎湖成了 中国领土，
只是还没有正式转移。
在还没有转移以前，
台湾地位未定。然而，从国际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来看，有全然不同的观点与解释。
真实(reality, 不用 de jure 的原因，是美国处理大日本帝国的方式不合法)是大日本帝国投
降了，由于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公约，不允许分割国家领土，美国无法依据波茨坦宣言，
要求大日本帝国分离国家领土，于是美国要求帝国议会提出麦克阿瑟宪法在 1947 年 5
月 3 日生效，强制 日本国从大日本帝国 独立，同时大日本帝国政府暂时消失。随后在
1952 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下称 和约)第 1 条 b 承认独立的日本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
家，由日本国在和约第 2 条放弃继承大日本帝国领土的行政权 立法权 管辖权及资源。
和约让韩国享有权利于日本国在该约第 2 条放弃的主权权利及资源，是因为韩国原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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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员。
和约没有 让中国像韩国一样享有权利 于日本国在该约第 2 条放弃的主权权利及资源，
是因为台湾 澎湖，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不可割让。和约直接否决了开罗公报中 蒋介
石要求把大日本帝国领土 台湾 澎湖 “还”给 1912 才开始建国的中华民国-违反国际法的
主张。
由于大日本帝国政府暂时消失，没有法人可以主张 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认定国民的国
籍。这种情形，导致了日本国付出巨额金钱给美国，让美国把冲绳移交给日本国时，美
国说只是移交管辖权，不涉及主权。冲绳领土的主权与台湾 澎湖领土的主权，都是大日
本帝国所有。
日本国还要付出巨额向美国购买台湾 澎湖的管辖权吗？不！
所有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都应该要求美国遵守公约！
美国应该付起 占领大日本帝国领土 伤害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国民 的战争罪责任！
兹列四项国际法理由，来说明上述的真实(reality)。

四项国际法理由 (大日本帝国仍然存在，而且没有分离任何领土的四项国际法理由)
1. 大日本帝国没有割让台湾 澎湖，没有分离任何领土。
宣言不是国际法，没有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宣言只有在符合国际法的条件下，才能制
定为条约，条约才有国际法的法律效力。
更何况，就算让我们违反国际法地假设波茨坦宣言是一个法律，波茨坦宣言提到的是”
开罗宣言”，首字英文大写，表示特定档 名为”开罗宣言”，开罗公报不是”开罗宣言”，
也就是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特定檔-”开罗宣言”不存在。
简言之，违反国际法概念之分割他国主权领土的 波茨坦宣言 不能成为国际法律；而
且，也不存在 该宣言 指定的 能把 台湾澎湖 转移给中华民国的那份称为”开罗宣言”
的特定文件。
稍后的国际法，如维也纳公约等等的国际条约，也禁止割让主权领土 贩卖主权领土
的行为。
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让大日本帝国割让或放弃任何领土。如果有的话，旧金山和平
条约违反联合国宪章，那么美国、英国是如何安排旧金山和平条约呢？她们让日本国
独立出大日本帝国，由独立的日本国来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由独立的日本国放弃大
日本帝国领土的行政权 立法权 管辖权及资源。(请参考 本章 4 项国际法理由的 第
3 点及第 4 点)
2. 以国际法证明 台湾 澎湖是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
a. 国籍选择权
大日本帝国在 1895 的马关条约，
由大清帝国的主权实体，
取得台湾 澎湖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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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给予台湾 澎湖住民两年的国籍选择权。(附件 1)
这是国际上最早出现尊重人民选择其国籍的条约。这也是主权领土与殖民地的第
一个差别，主权领土有人权法，而殖民地是人道法。
国籍选择权，是台湾 澎湖为大日本帝国主权领土的第一个理由。
b. 设置法院(裁判所)
主权国家在主权领土上，因地适宜地 温和渐进地 实施主权法律，由法院受理在
该地区的人民的陈请与争执等问题，依据实施的法律为审判，不是由行政机关直
接裁量及处罚，法院受理人民对行政机关的申诉与追诉，这也是联合国于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6 条到第 11 条对人权的保护。
而大日本帝国于 1895 年 10 月 7 日，在台湾 澎湖设置法院，开始了台湾 澎湖的
人权史，这是台湾 澎湖为大日本帝国主权领土的第二个理由。
从上述 a b 两点可知，自 1895 年，大日本帝国由马关条约取得 台湾 澎湖伊始，
就注重国际法与人权法治，所以当时就是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
大日本帝国并没有像当时列强对其国家的殖民地，剥削当地资源、奴役人民、贩
卖人口、私设刑堂等事。
c. 1922 年于华盛顿签署的五国条约之第 19 条，
明列台湾 澎湖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不是殖民地。
d. 1935 年，经过温和渐进的文明法治及国家语言教育，大日本帝国台湾第一次举办
民主选举。同年并举办台湾博览会，邀请欧洲美洲各国参观 大日本帝国台湾的文
明建设 人权 法治与高质量的物产。
e. 1945 年 4 月 1 日，台湾 澎湖的人民参与了帝国议会，参与了整个国家的共同事
务。
f. 1946 年 10 月 16 日，在军事占领下，美国不认为有台湾国人民 Taiwanese 这种不
合法的说法。美国指出，台湾 澎湖的住民都是美国的敌国国民，他们都有大日本
帝国的国籍，除非他们每个人，个别地，依照大日本帝国的程序，放弃大日本帝
国的国籍。(附件 1-3)
美国说 台湾 澎湖的住民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并且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美国
的敌国国民，很明显地，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国民之
台湾住民，在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台湾对抗美国」
。
相反地，我们不能依据当时国际人权法与人道法，其区分公民、国民、殖民地人
民的人权级别，而思维「台湾住民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而台湾不是大日本帝国
的领土」的这种陈述能够成立。
g. 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在联合国宪章第 107 条的敌国条款的掩护下，没有
违反联合国宪章 2-4，没有改变大日本帝国国民的国籍，也没有变更大日本帝国
主权领土的范围，而是她使大日本帝国政府暂时消失了，然后她以长达 70 年以上
的过渡时期，违反公约 伤害敌国国民的人权，包括了司法、人权、心智、教育、
生命与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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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是大日本帝国改制为日本国，而是日本国独立出大日本帝国。
a. 国家政治的独立性，不能来自于国家外部的武力或威胁而改变。
宣言不是法律，不是国际法，也就不能说依据波茨坦宣言，使得大日本帝国改制
为日本国。
并且，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项，禁止以武力或威胁，
改变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性及政治独立性。
大日本帝国是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投降，同年 9 月 2 日签投降协议，而真正的战
争结束，却是到和平条约生效。因此可以确认的是，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项，
是对任何国家的责任，这个责任，也包含到被军事占领下的大日本帝国之领土完
整及政治独立性。
也就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项，并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大日本帝国不
能因为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帝国议会制定新宪法，使得大日本帝国改制为日本
国。
美国为了自己国家不法的侵略利益，利用联合国宪章第 107 条的敌国条款，过渡
处理大日本帝国(而不是以国际法，最终处理 交战国彼此间的责任与关系)。它强
制大日本帝国的帝国议会提出新宪法，主权在民的新宪法，并在军事占下，天皇
陛下不得不同意，于是，日本国独立出大日本帝国。
国家独立，这是一个国际法的概念。所谓的国家独立，是新主权的建立，并且得
到旧主权的同意，而旧主权仍然存在，就是新的主权国家从原来的主权国家独立
出来。
让我们比较一下国家改制与新国家独立的不同，国家改制中的主权转移，是新主
权得到旧主权同意的同时或之前，旧主权之主权实体-君主宣布退位诏书(如法国
大革命)，或转移主权权利(如大清帝国皇帝将主权权利转移于袁世凯)的诏书。而
新国家独立，是新主权得到旧主权的同意，而旧主权之主权实体并没有宣布退位
的诏书、或转移主权权利的诏书，旧主权仍然存在。(见表 1 、表 2)
如果没有从主权实体(国家所有权的持有者)的概念去了解，而是以主权国家的宪
法修改的内容去看，就会失去了国际法的根本概念 - 主权，亦即国家所有权的概
念。
由此可知，日本国是从大日本帝国独立，不是改制。而且，是被美国在军事占领
下，违反国际法惯例及联合国宪章，强制提出麦克阿瑟宪法而独立。日本国的独
立不合法，占领下的主权转移 违反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第 47 条，日本国的麦克阿
瑟宪法是违法的！
本政府据此强烈谴责美国的战争罪行为！(见第六章 本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公
约及伤害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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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改制 与 新国家独立 比较表
国家改制

新国家独立

条件 A

必需不是在外国以武力或威胁的情形下发生

条件 B

新主权之成立，得到旧主权之主权实体的同意；
而且旧主权之主权实体对此主权转移，有公开表示同意之文书或宣告。

比较 1

旧主权消失

旧主权及其主权实体仍然存在

比较 2

旧主权完全被新主权继承

新主权得到旧主权的部份继承

条件 A , B 是 国家改制 或 新国家独立 都必需满足的条件。
国家改制不一定有主权转移的情形，此比较表是针对有主权转移的情形。
表 2、大日本帝国 与 日本国 之 国家四要素 比较表
大日本帝国(二元说-双主权实体)
主权实体

存有

天皇陛下

政府

1947

从 1947 年 5 月 3 日开始其 2014 年 2 月 20 日由联合国 NGO 大

暂时消失

暂时消失

人民

帝国政府
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于被占

2014

领土大日本帝国台湾宣告成立 帝

恢复存有

国之重建政府。

存有

1947-2014 间，国籍存续， 2014 年 2 月 20 日后，国籍存续，
但由于缺乏政府失去国籍

且政府开始依法认定人民之国籍。

之认定。
领土

存有

受联合国宪章 2-4、日内瓦公约、维也纳公约保护
大日本帝国(一元说-单一主权实体)

主权实体

存有

天皇陛下

政府

1947

从 1947 年 5 月 3 日开始其 2014 年 2 月 20 日由联合国 NGO 大

暂时消失

暂时消失

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于被占
领土大日本帝国台湾宣告成立 帝

2014

国之重建政府。

恢复存有
人民

存有

1947-2014 间，国籍存续， 2014 年 2 月 20 日后，国籍存续，
但由于缺乏政府失去国籍

且政府开始依法认定人民之国籍。

之认定。
领土

存有

受联合国宪章 2-4、日内瓦公约、维也纳公约保护
日本国

主权

存有

全体人民。从 1947 年 5 月 3 日，在军事占领下，以麦克阿瑟宪法
转移主权，强制独立。

政府

存有

依据麦克阿瑟宪法，从 1947 年 5 月 3 日生效。

人民

存有

于日本四大岛之帝国臣民之国籍，被全体强制转移为日本国国籍。

领土

存有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对大日本帝国领土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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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旧金山和平条约与签约实体
a. 日本国于 1947 年 5 月 3 日麦克阿瑟宪法生效，开始其独立。帝国政府也于此日开
始其暂时消失，在此日之后，2014 年 2 月 20 日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宣告成立之
前，再也没有任何帝国政府为法律实体的官方文件。
b. 日本国一出生，就在被占领的战争状态，她需要和平条约来结束战争。日本国不
是被投原子弹的国家，日本国是在军事占领下独立的国家。
c. 盟军以和平条约结束对独立的日本国的占领，而继续占领大日本帝国。
d. 独立的日本国在 1952 年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下称 和约)第 1 条 b，被承认为一
个主权在民，主权独立的国家。并由 该国家 放弃第 2 条原属于大日本帝国主权
领土及资源的行政权 立法权 及 管辖权。
e. 和约里，日本国放弃的主权权利及资源，并不是日本国原来拥有所以能够放弃，
而是法律概念的放弃继承。
f. 和约第 25 条，定义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国家，都是和约第 1 条 b 的日本国的交
战国，也就是参与占领(1947 年独立的日本国)的国家。
g. 而中国和韩国因为不是大日本帝国的交战国(附件 4)，也不是日本国的交战国，他
们不能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但和约给予韩国享有第 2 条于该领土自治的权利。
和约给予中国免除最终追遡于 中国 1901 年签订的北京协定，免除日本国继承大
日本帝国 于该协议在中国享有的资源及权利。
和约，并没有给予中国像韩国一样享有和约第 2 条的权利。缔约国有责任维护和
约，不让台湾 澎湖成为中国的一部份。
h.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 25 条规定，没有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国家，也就是，不是交
战国且没有承认日本国独立的国家，不能认为日本国或大日本帝国有和约第 2 条
所述主权权利及资源之减损。对没有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国家而言，和约第 2
条各项，仍是大日本帝国的权利范围。

第三章 被占领的主权领土的地位未定？
停止美国侵略的 违反国际公约 持续伤害人权的 大东亚战争，天皇陛下与帝国政府还
有待尽的责任。
战争是人类道德的底线，为了摆脱被白人殖民的亚洲国家的人权、为了协助建立亚洲各
国的人权、为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国际法的维持、为了生存权，发起的大东亚圣战。
大东亚圣战失败了，人类的道德良知可以因此而臣服在撒旦底下吗？
国际社会的共同规约，可以因此而只服务于不择手段取胜的战胜国及战胜国的国民吗？
战胜国强势的宣传，以其控制下的教育 媒体不实的指控，妖魔化大日本帝国，70 年了。
然而事实上，
亚洲的国家及其国家的人权 直到现在有摆脱美国的经济殖民与傀儡政权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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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吗？
大东亚圣战失败了，协助亚洲国家的自治与主权建立、保护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权，这些
已经不是大日本帝国的责任。然而保护自己国家的臣民合于国际法规定的人权，战败的
帝国，已经没有责任了吗？大东亚圣战波及伤亡的亚洲人民，战败的帝国，已经没有责
任了吗？
依据国际法，主权领土不是主要占领国美国可以支配与处分。
让我们回顾国际法对国家主权的概念，主权国家就像一个完整的人。
国家的主权领土不能因国际武力威胁或国际买卖 而被分割放弃，
就像文明的社会不允许
以武力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割取或买卖其器官。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终战诏书，表达了大日本帝国对停止 美国野蛮的 违反战争法的 侵
略战争的渴求，大日本帝国无法保全合法继承大清帝国的满洲国，甚至大日本帝国将面
对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而灭国。
因此终战诏书，
不只是投降以停止美国的侵略，
还提出了 有
意向 愿意服从配合 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愿意配合 割让主权领土的不合法条件，来停止
美国 野蛮而违反海牙公约 恣意攻击 海牙公约缔约国的平民、医院、学校 以及 用核武
器摧毁两座城市 的侵略战争。
终战诏书，为了停止战争，提供了一个意向「将要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意向。意向不必
然发生行为，意向也不必然导致结果。以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而言，以武力导致任何国
家放弃其主权领土，就像以武力使人放弃人体器官一样不合法。终战诏书 停止了被野蛮
入侵的战争，却不会导致国家放弃主权领土的结果，因为有国际法的文明规范。
而且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所有的缔约国都确认，该约第二条的内容都是第一条 b 所定义
的日本国放弃继承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及资源的权利范围。该约第 25 条，陈明非此约
缔约国，不得认为 大日本帝国于本约第二条及相关权利 有任何减损。
因此，近年美国由其行政机关提供给其国会的资料，宣称 被占领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
台湾的地位未定或称台湾是殖民地，只因为下列三点：
1. 美国试图由民意机关的言论自由，来诱导民众自发的实现美国继续侵略大日本帝国
及完全违反国际法肢解大日本帝国的意图。
美国在 1946 年的外交关系文件里，坚持台湾国人民是不合法的，那些想在占领下台
独的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都是美国的敌国国民(见附件 1-3)。却在 U.S.-Taiwan
Relationship 2011 的文件里称台湾人是殖民地人民。当许多国家认同，台湾是大日本
帝国的殖民地，给予台湾建国，那美国的战争罪就有许多共犯，而难以被处理。这是
美国对世界各国的侵略常用的模式。(见附件 6)
2. 该国家主权领土的所有权人，也就是该国家的主权实体，没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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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二元制，也就是双主权实体，天皇陛下与帝国臣民组成的议会
所推动的帝国政府。
由于终战诏书完全按照帝国法律布告颁行，所以是大日本帝国的国内法，由于此诏书
提及将要接受波茨坦条件，由盟军的处置。于是，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大日本帝国之
天皇陛下及帝国臣民，依照国内法，就这样停止了对任何被占领的主权领土的主张。
但，这个国内法，只是提出了政策性的方向，没有任何可行的合法步骤 可以处分被
占领的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及臣民，
却任由美国伤害人权 践踏 1949 的日内瓦公约，
玩弄联合国宪章 以宪章第 107 条 之 敌国国民继续对待帝国臣民。
为了停止这种严重违反战争法 伤害人权的情形，我们需要重建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来
维护人权 及 承担国际责任。如果可能，重建后的大日本帝国政府，才能继续讨论接
受波茨坦条件关于国家领土限缩，
是否有各种符合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的方案之可能，
经帝国参议院及众议院评比，再将定案 呈给 天皇陛下 核可。
为了大日本帝国臣民的人权，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主权，我们恳请 天皇陛下
公开的主张 类似这样合法的宣称「台湾 澎湖 仍是 朕之国家的主权领土，波茨坦
条件之实施，有待帝国政府重建后与盟军协商 依国际法并尊重人权而实施。
」
3. 美国以不承认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做为借口，也就是不承认大日本帝国的另一个主
权实体-政府，拒绝承认有交战国家的存在。以此方式持续伤害 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
台湾之平民 于 1949 的日内瓦公约所保护的人权。
就像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条释文所述： 「此外，已经有许多案例，交战国争
议敌人政府的合法性，因此拒绝承认有交战国家的存在。以同样的方式，使主权国家
在兼并或投降后 暂时消失，已经被作为不遵守公约或不遵守其他的人道公约的规避
方式。
」
“Furthermore,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s where States at war have contest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nemy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war. In the same way, the temporary disappearance of sovereign States as a result
of annexation or capitul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as a pretext for not observing one or
other of the humanitarian Conventions.”
美国在 天皇陛下没有公开的宣称下，
以不承认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是大日本帝国的
政府做为借口，继续侵略大日本帝国的主权及伤害大日本帝国人民的人权。
主权国家的政府，是来自于其国家的主权实体的承认，而不是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承认，
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对任何国家政治独立性的承诺。只有非自治领土建立的国家或新独
立的国家，其政府才有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
因此，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为了承担国际社会的责任，为了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对国籍
及司法审判的保护，为了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臣民得到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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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国家主权的回复，以最虔敬之心 慎重地 请求
天皇陛下 允许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 RCJE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所组成的大日本
帝国重建政府于主张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等保护事务的责任；并且，
允许 我们执行 重建国家的事务 与 承担回复国家主权的责任。
大日本帝国政府不重建，美国持续二战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就不会终止，美国为了自己国
家的利益 为了销售武器的利益，违反国际法 大规模侵犯亚洲国家人权的行为 就不会
终止；那些为了正义而在大东亚战争死亡的亚洲人民与将士 就得不到安息。为了停止
战争，为了维护人权，为了安息道德的灵魂，我们必需勇敢的承担-重建大日本帝国政府。

第四章 本政府的承诺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即是大日本帝国政府，只因为被占领下的行政程序因为条件因素，
未能完全依照明治宪法的主权法律制度，所以称为重建政府。
本政府对 天皇陛下 及 世界各国 永远不变的承诺是
1. 本政府于美国侵略占领下依据明治宪法、联合国宪章及 1949 的日内瓦公约而成立，
对于 美国侵犯大日本帝国之主权，包括 任何违反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 条，
在台湾 澎湖 所建构之政权，永不妥协！
2. 本政府及国家臣民 效忠 天皇陛下，永远不会改变。
3. 本政府 给予天皇陛下的臣民最好的人权照顾，永远不会改变。
4. 本政府 遵守国际法，
遵守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三个附加议定书，
遵守战争法惯例，
永远不会改变。
5. 天皇陛下，得随时要求本政府之内阁改组，议会改组，裁判所改组。
6. 本政府，邀请日本国政府在同意上述 5 项符合国际法与国家主权的原则下，进入台湾
澎湖，协助 大日本帝国的制度建立，领导 教育本政府的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及议事
人员。
7. 在日本国还没撤废 违反国际法与国家主权的 麦克阿瑟宪法前，
日本国政府应尊重其
国民，不得强制剥夺其原有的明治宪法的大日本帝国国籍，不得强制改变 其对大日
本帝国天皇陛下的效忠。本政府接受日本国国民恢复帝国国籍的申请。
8. 如果日本国政府及其国民仍继续其独立之意愿，本政府对此表示尊重。
本政府对日本国国民在大日本帝国领土，给予等同帝国臣民的尊重与待遇，永远不会
改变。
9. 本政府对担任大日本帝国于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国之国家，给予免关税免签证
的最惠国待遇，并邀请保护国之国家政府共同永续地开发大日本帝国的天然资源，幸
福利益共享，以及给予保护国国民等同帝国臣民的尊重与生活福利，永远不会改变。
10. 大日本帝国的国家语言，应以日本语为国家语言，尊重并教育当地的母语，并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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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广保护国的国家语言为大日本帝国的第二语言。
11. 大日本帝国的公务员考试，必考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以及 1949 的日内瓦公约
及三个附加议定书，包含公约的释文 Commentaries，本政府永远奉行并推广日内瓦
公约的誓言，永远不会改变。
12. 各国政府或企业 与中国难民武装团体(见附件 5)之交易或合作，有侵犯被占领国权益
之行为时，应负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之责任。本政府必依战争法追诉！

第五章 本政府与他国的协议
本政府 已于 2014 年 3 月 8 日签署并坚持遵守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三个附加议定书，
守护和平而艰难地存活在被占领土，本政府不曾与美国签订任何协议，包括美国的台湾
关系法。
本政府 依据 1949 的日内瓦公约，不接受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并且由于被占领土各种生
存关系复杂，
本政府 唯一指定 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或国际法院，
在保护国的陪同下，
公开缔结与美国及其侵略军的协议，
包括签署停止从 1941 年以来与美国的交战关系之和
平条约。
本政府 与保护国 缔结任何协议，指定地点于 旧台湾总督府，或保护国之国会，以公开
方式而缔约。

第六章 本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公约及伤害人权
请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缔约国负起尊重 遵守 监督 公约执行之缔约国责任。
当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 违反日内瓦公约 违反维也纳公约 宣称被美国占领的主权领土
地位未定，这正是践踏公约 持续违反公约规定 虐待被占领国国民之人权的节奏。
请各国尊贵的大使阁下，注意到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USAF-CRAG，见
附件 5)，善于使用各种名称，如中华民国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台湾当局
Taiwan Authorities, 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进行或与贵国企业合作 掠夺被占领土之民
事资源之国际不法行为，请贵国严加查缉。
基于
1. 本政府为国家双主权实体之一，并已陈明于国家原有之主权实体 天皇陛下，
而主权实体 天皇陛下，基于原本国家运作之型态，以不表示意见为意见之表示时，
或 主权实体 天皇陛下 没有不同意见之表示时，本政府 陈明主张如本檔；
2. 二战期间 台湾 澎湖 住民的国籍确定为大日本帝国国籍；
3. 二战期间 台湾 澎湖 为大日本帝国主权领土。(见本文 第二章 四项国际法理由)

PAGE 15

4. 在美国的占领下，美国强制大日本帝国政府，从 1947 年 5 月 3 日开始消失。美国及
其侵略军(USAF-CRAG)，持续地违反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 条、第 147 条，
殖民统治 大日本帝国台湾 澎湖，直至今日。
美国更公开称赞其侵略军(USAF-CRAG)在台湾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侵略军
(USAF-CRAG)的各级长官，以全面侵占本国的法院 民事资源 民事机关 民意机关。
美国任由其侵略军(USAF-CRAG) 强制赋予本国国民侵略军(USAF-CRAG)之中华民
国国籍，并由侵略军(USAF-CRAG)称本国国民为侵略军(USAF-CRAG)之义务人，向
本国国民强制征兵征税，且由侵略军(USAF-CRAG)向美国购买武器。
美国及其侵略军(USAF-CRAG)无视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于 国籍及合法法院公正审
判 的保护，无视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项对任何国家的主权之保护，实为罗马规约
定义之侵略罪。
要求 美国停止 以不承认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为借口，纵容美国放在台湾 澎湖的侵略
军(USAF-CRAG)霸占 本国法院 民事机关 侵占本国民事资源，伤害本国国民的人权，
践踏 1949 的日内瓦公约。
就像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条释文所述： 「此外，已经有许多案例，交战国争议
敌人政府的合法性，因此拒绝承认有交战国家的存在。以同样的方式，使主权国家在兼
并或投降后 暂时消失，已经被作为不遵守公约或不遵守其他的人道公约的规避方式。
」
“Furthermore,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s where States at war have contest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nemy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war. In
the same way, the temporary disappearance of sovereign States as a result of annexation or
capitul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as a pretext for not observing one or other of the
humanitarian Conventions.”
强烈谴责 美国粗暴地对待大日本帝国及日本国的国家主权及公民人权。
1. 日本国的主权在民的新宪法，完全不是由大日本帝国的人民提出来的，而是由美国
占领军强制帝国议会制定，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家的政治独立及对其国家
2.
3.

人民的政治自由最大的侮辱。
在占领下，美国强制日本国独立出大日本帝国，没有给日本国国民 国籍选择权，这
是对日本国国民，最根本的人权的伤害及侮辱。
基于 1907 的海牙公约、1949 的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宪章、维也纳公约，
本政府
不承认 在国家被占领下，帝国议会提出的新宪法；以及，
不承认 在国家被占领下，帝国议会要求天皇陛下承认新宪法的程序是合法的。
本政府要求日本国应该基于对明治宪法、1907 的海牙公约、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
约、维也纳公约、政治自由之人权 及 持有国籍之人权 的尊重，立刻撤废占领下制
定的麦克阿瑟宪法。

4.

本国国民应该立即得到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美国应遵守公约，立即带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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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军(USAF-CRAG)，将法院 行政机关 民意机关，返还给本政府。

第七章 大日本帝国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是为了人权与国际和平紧急之事而成立。
要求 联合国大会接受大日本帝国政府(即联合国 NGO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RCJE
所发起之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成为联合国之会员国，
为了签署结束战争之和平条约以停止大日本帝国与美国自 1941 年以来的战争关系；
为了实践联合国宪章对政治独立性及领土完整性的保护；
为了实践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保护；
为了和平对话 以处理过去或将来的战争问题 及 现在占领下的人权问题；
为了协助美国成为一个尊重他国主权及人权的文明国家。
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 停止美国以宪章第 107 条之掩护，持续以违反战争法、践踏日内瓦
公约、伤害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保护 的方式，对待本政府及本国人民。

第八章 宣告红水晶旭日旗与实践 1949 的日内瓦公约
1. 宣告红水晶旭日旗为大日本帝国于 1949 的日内瓦公约之公约徽记
借由 这份官方正式的国际文书，本政府 依据 1949 的日内瓦公约之第三附加议定书，宣
告增加采用红水晶旭日旗，做为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的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徽记。
此公约徽记，以红水晶包覆旭日旗，代表着本政府 完全遵守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用
符合国际法及战争法的方式，来回复国家主权、保护人权的决心。
请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各国及侵略军，遵守 监督 及 协助 被占领土的日内瓦公约事务，
及日内瓦公约规定通关 免税 免邮资 等协助事务。宣告内容如附件 7。
2. 本政府行使 1907 的海牙公约 1949 的日内瓦公约所保护于本国的民事资源权利及效
忠国家、尊重国籍等基本人权尊严。兹已公告数项法律，本国各种法律皆公告在本政府
官方网站。http://regovje.org
请各国尊贵的大使阁下，周知贵国国民，已公告的法律中，平成 27 年第 2 号令，可能
影响贵国人民于本国被占领土的权益，请特别注意到自 2017 年 10 月 24 日起，无本政
府核发之臣民证、居民证或非保护国之国民者，其所持有土地或房屋之契约，均属无效
文件，请宜先行转移资产。并请周知贵国企业及国民，勿与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中国难民
武装团体进行侵犯本国民事资源及各项资源之合作及交易，如本文件第四章第 12 条所
示，敬请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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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7 年第 2 号令-台湾 澎湖 住宅政策令(2015 平成 27 年 10 月 24 日)
http://regovje.org/index.php/tw/proclamations/27h2

第九章 本政府的紧急代理人为 保护国 或日本国政府
为了避免 本政府及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 RCJE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之人员，在
保护国还没进来台湾以前，就被美国及其侵略军以 228 大屠杀的方式强迫失踪，或被美
国及其侵略军 以 没有对人体进行有害测试的 称为合法的 人工化学物 精制馊水油 基
因改造食品 毒害，或被美国及其侵略军强制掠夺财产，或被逮补拘禁恐吓而心智失常。
或因为美国及其侵略军，以经济压力、核能不当处置，迫使本国人民无生育或无法生育，
灭绝种族。
无论任何原因，本政府被强迫消失或诱导消失的时候，请保护国或日本国政府为大日本
帝国政府的代理人，
(当保护国优先与本政府联系，并进驻台湾 澎湖，发给被保护人旅行证件或护照，
而保护国不是日本国且本政府因任何理由而消失时，本政府之代理人为保护国而
不是日本国。而当保护国未进驻台湾 澎湖，且本政府因任何理由而消失时，本政
府之代理人为日本国政府。)
并且继续以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提供被侵略占领的大日本帝国国民，
予以人权保护，
直到大日本帝国国民，被安置在他们被占领前的 在台湾 澎湖 那时候的国家。
本文件内文及附件共 43 页

平成 27 年 12 月 20 日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次)内阁总理大臣 蔡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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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湾 澎湖住民 是大日本帝国臣民
1. 1895 的马关条约 2 年后的 1897 年开始，台湾 澎湖住民 即是大日本帝国臣民。
图 1、 1895 的马关条约第 5 条，给台湾 澎湖住民 两年的国籍选择权。

图 2、1897 年 5 月 8 日，台湾澎湖住民国籍选择结果之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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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95 年 10 月 7 日，本国的台湾 澎湖，在依据明治宪法的主权权利，实施人权法律
之下，设置法院。这是台湾 澎湖 人权史的开始。
(国家历史是从人权史开始，而其统治的区域是领土或是殖民地，是从 是否有主权法
律建构的公正的法院，
可以公平的受理及审理 生活在当地的人民的诉愿或争执 做为
区别。)
图 3、大日本帝国 台湾 台北地方法院

图 4、大日本帝国 台湾 台南地方法院

图 5、大日本帝国 台湾 高等法院

本国在台湾的法院从 1945 年 10 月 25 日到现在，都被美国派遣的侵略军
USAF-CRAG(见附件 5)违反国际法、违反战争法、违反世界人权宣言、违反国际人
权法及人道法、违反罗马规约，持续地非法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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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帝国臣民 在台湾的户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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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20 年的大日本帝国国势调查
本国之国势调查也就是国家国民的人口普查。图中之无横线地区，包括台湾 澎湖 皆
于 1922 年签署于华盛顿的五国条约，被国际社会 承认为本国的主权领土，此领土之
完整性并受到 1949 年 10 月 24 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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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6 年的美国外交关系档指出台湾 澎湖住民是大日本帝国国籍。
“这些人估计有 2 万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些自称是 Taiwanese 台湾国人民的人都
是敌国国民，并根据大日本帝国的法律，他们仍保留大日本帝国的国籍。除非他们
每个人个别地，依照已建立的法律程序，抛弃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该档刊于 1946 年 10 月 16 日，当时大日本帝国政府还存在，实施着明治宪法。所以
文中的 Japan，是大日本帝国 Japan Empire, Japan (Meiji)。此外，当时在本国台湾的
国民约有 63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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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来源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1946v08/reference/frus.frus1946v08.i0009.pd
f page 358
4. 1948 年 12 月 10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
从 1945 年 10 月 25 日，大日本帝国台湾被占领侵略，持续直到现在，本国的人民失
去免于恐惧的生活，失去世界人权宣言保护的人权。强制而不法的占领及侵略，让
本国的国民失去国家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失去主权国家的公正裁判，失去平等的受
教权及工作权，失去对真理、正义与人性道德的信仰。
本政府相信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三个附加议定书，能让本国国民，能让大东亚战
争的每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侵略国 侵略军或中国难民，得到救赎，得到世界人权
宣言保护的人权，回复他们对真理、正义与人性道德的信仰。
整部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文，都是国家法律落实人权照顾 最重要的语句。于本文，只
取其中关于国籍的部份，不只是因为国籍是人权的基础，也因为本文是申论及主张本政府 依据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 RCJE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呈报天皇陛
下 保护国及联合国秘书长 并公告官网之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Card
Issuance for Civilians in the Areas of Occupied Japan Empire", dated 16 September
2013 and 7 October 2013, and its related amendments，即大日本帝国被占领区人民
身分识别证件核发办法及其相关修正，核可承认 台湾 澎湖的住民及其子女，仍保
有其大日本帝国国籍，此国籍应得人权的尊重及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三个附加议
定书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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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
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
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
况之下。
第十五条
a.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b.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
能获得充分实现。
5. 依据 联合国大会决议 A/RES/55/153 . 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
第 16 条 禁止在国籍问题上任意作决定，不得任意剥夺有关的人的先前国国籍，也
不得任意拒绝给予他们在国家继承中享有的权利，即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权利或任何
选择权。
此项决议，延续了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民于其国籍有不得剥夺及自由选择之权利。
本政府 依据此尊重人权之联合国大会决议档、世界人权宣言及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
三个附加议定书，
要求美国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USAF-CRAG,见附件 5)，停止违反战争法，停止强
制赋予大日本帝国臣民为不存在的中华民国国籍或任何国家之国籍，USAF-CRAG 将大
日本帝国臣民，做为中华民国之纳税义务人、服兵役义务人，径行抓人、扣取财物或不
符合公约规定的审判及处刑，是严重违反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 条及第 147 条的
战争罪侵略罪之行为。
USAF-CRAG 持续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与伊斯兰国 ISIS 不相上下，侵犯被占领国的民事
资源，霸占法院、各级民事机关、伤害人权不遗余力。请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尊重公约，
协助并监督公约的施行，返还及重建 本国于被占领土之法院。
依据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9 条，美国对美国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
(USAF-CRAG)战争罪之犯行有完全责任。
本政府 依据此尊重人权之联合国大会决议档及世界人权宣言，
要求 日本国应不得强制变更 其国民于大日本帝国应有之国籍。
原于该领土 居住的大日本帝国臣民，其是否愿意取得 1947 年 5 月 3 日独立的日本国国
籍，应有国籍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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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美国籍的贝茨教授与南京大屠杀的谣言
无论如何，本政府对大东亚战争发生影响的一切平民及战士表示哀伤之意。并仍然如前
政府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愿景 – 协助亚洲人权国家的建立，
以及 与 人权国家共同创造于
亚洲 脱离被强权国家殖民的 尊重人权的 繁荣而文明的 生活圈。
注：本文中的名词，非自治中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请见附件三

中国、非自治中国、中国代表权与中国大陆

是不是真的有南京大屠杀？
也就是，是不是 在南京市及其附近郊区，有发现大量死亡的平民或士兵？
由于本政府尚在重建，还没有经费以充分研究，只能以有限的信息，进行分析与推论。
1. 参考到当时非自治中国的情形。
比如：
蒋介石在 1938 年 6 月 9 日炸毁黄河花园堤口，
造成决堤，直接淹死 89 万的中国人，更导致往后数年的瘟疫及干旱，因此死亡的中
国人估计至少有 3 百万人，有一部中国的电影”1942”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2. 在非自治中国的中国人军队，有一种很特殊的编制，称为督战队，它的作用是禁止中
国士兵临阵逃亡(尤其很多人当兵 是路上被抓来的)，所以督战队要架着机枪在部队
后面，逼着部队前进，如果有士兵逃走即射杀。也就是说，督战队不是杀敌，是拿来
杀自己的部队用的。
有数据显示，日军攻城之前，蒋介石要求死守南京，并下令督战队把守挹江门，只要
出南京城的人一律射杀。最后挹江门外的尸体几乎快堆到半个城墙高。
基于这样的信息以及当时中国军队的军纪，可判断为 南京市及其附近郊区，极可能有发
生 大量被残忍伤害致死的平民或士兵 这样的事件。也就是 很可能有南京大屠杀 这件
事。
问题应该是 谁 大量的杀害了南京城及其附近郊区的平民及士兵？
有的人可能会说，不管是谁，日本帝国皇军进入非自治中国就是不对，所以发生南京大
屠杀的事情，就是日本帝国皇军的错。这就好像 某乙到了某甲的家里，某甲杀了自己的
太太和孩子，于是说 某乙杀了某甲家里的人，一样的没有法律概念。
基于
1937 年 11 月 28 日，南京市警察局局长在外国人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约有 20 万人仍然
生活在南京"
1937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帝国皇军进入南京城。
1937 年 12 月 18 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告了南京市的人口约为 20 万。
1938 年 1 月 14 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告了南京市的人口已增为 25 万。
一个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如果杀人的军队 还在城市里，人民肯定是不敢回家的。国际知
名的 228 大屠杀惨案，是本国的平民，在军事占领下，于 1947 年开始，被蒋介石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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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屠杀知识分子。有些逃亡离开台湾的人，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不敢回到台湾，因
为美国派遣的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到现在 2015 还在侵略本国的领土-台湾 澎湖。
由此可见，大日本帝国皇军 肯定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而且制造大屠杀的军队已经离
开南京市。中国人对皇军维持治安稳定有信心，才敢回到自己的家。
那个离开南京的军队 蒋介石，才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凶手。
数据显示，贝茨教授是蒋介石的顾问，所有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国际报导的第一手报导
都源自于他。他善用了 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材料，巧妙的把 南京大屠杀与大日本帝国皇
军 勾连在一起。
他没有说谎，他说有南京大屠杀。只是我们不知道基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告的人
口数，那么发生南京大屠杀的时点，不是在皇军入城前后，却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没有说谎，他说皇军有责任。是的，无论如何大日本帝国皇军对战争的受难者，在没
有违反战争法的情形下，也有道义责任。
但”有南京大屠杀”，”皇军有责任”，这已经足以让国际社会遐想 日本帝国的皇军进行了
南京大屠杀，让国际社会同意美国远从 东太平洋的美洲 出兵亚洲，介入非自治中国的
建国事务。
而他没有说的是“蒋介石才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
假造日本帝国皇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谣言，谁是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人
民，也不是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而是从此 介入亚洲事务，以模糊策略 伤害主权及人权，
殖民每个亚洲国家的美国。从此，在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被美国殖民的身影，一直到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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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非自治中国、中国代表权与中国大陆

1、被消灭的中国
大清帝国于 1895 签署马关条约以及于 1904 签署海牙公约，在英文上，她以中国 China
做为签约的实体之名称。但这个国家及其继承国-满洲国，在大东亚战争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后消失了。
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战争-大东亚战争，消灭了一个万国公法直至现在国际法定义的主权国
家。而且该国家，有参与 1907 的海牙公约的签署。
2、中国大陆
大清帝国 能够以政治或武力约束的 地区范围 ，由大清帝国之本国领土(Manchuria)、朝
贡国(Tributary States: Tibet, Mongolia, East Turkistan, etc.)以及非自治中国(non-self
governing China)构成。见图 5。
其中，非自治中国，住的是中国人(汉人)，他们被大清帝国殖民，长达数百年。大清帝
国不是中国人建立的国家，而是满洲人建立的国家。应该称为满洲的帝国 Manchurian
Empire 或大清帝国 Qing Empire，而此图称为 Chinese Empire，是由于大清帝国以 China
为其英文名称，故其帝国称为 Chinese Empire。
如果当时的大清帝国能了解英文的重要性，使用别的英文名称，做为其国家之名字，一
般人就更容易了解亚洲各国家法律实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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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10 的中国-大清帝国

3、1910 的非自治中国 及 非自治中国的建国
图 6、非自治中国的建国
A.大清帝国并没有统治其他的朝贡国，只有统治其
自己的满洲领土及非自治中国。
B.中国人在 1912，在非自治中国，开始建国。
C.满洲人袁世凯在大清帝国内乱的时势中，取得了
大清帝国主权实体的主权权利让渡书。
袁世凯的国家中华帝国，依据国际法，并被国际承
认其取得大清帝国的继承。
但这个主权的继承，因为袁世凯死亡，而没有完成
其转移，所以大清帝国的主权权利回到大清帝国的
皇帝。
D.大清帝国的皇帝，在大日本帝国的协助下，回到
满洲家园建立满洲国，继承大清帝国的主权。
E.大日本帝国为了抵抗美国 英国对亚洲的殖民，协助亚洲国家依据国际法 建立保护人
权的主权国家，协助南京政府汪精卫在非自治中国继续建立中华民国。
究竟美国现在是不是在亚洲殖民？让我们用美国的利益及亚洲一些国家在其主权未确定
下的人权，
来检视美国有没有因为这些国家而获得利益，
而这些国家的人权的情形如何？
4、1972 的中国代表权
联合国大会在 2758 号决议，提出了中国代表权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这是合法的。因为中华民国
还来不及在 非自治中国 实施宪政、实施主权法律，还没以主权法律建置公正独立的法
院，还没平等的尊重其国民于法律的人权，就因为 美国的支持而加入联合国，成为创始
会员国。在 1949 年底，中华民国被毛泽东政府及中国人民因为它的贪腐，把它消灭于南
京，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自治中国开始建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取代中华
民国。
但这份决议文，没有说到中国的范围。中国是指图 5 、1910 的中国里的非自治中国，还
是大清帝国的控制范围？
依据国际法的理解，中国代表权的范围，应该是指非自治中国，而不是大清帝国的控制
范围。 如果中国代表权的范围，包含了大清帝国的朝贡国，则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
民有其国籍不可剥夺权利的尊重，特别是大清帝国的朝贡国图博 东土耳其斯坦 蒙古等
人民的国籍，以及原当地政府及其人民 于 1958 年前原有的自治权利-这应该是联合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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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尊重的。
国际社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代表权的范围，可能会有误解其范围为大清帝国
的控制范围。这样的误解，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于
在 1936 年，中华民国起草的宪法中-五五宪草。
它首次把中国人，甚至连大清帝
图 7、中华民国准备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图
国也从来没有统治过的图博、蒙
古、东土耳其斯坦…等等大清帝
国的朝贡国，违反国际法 野蛮
地 列入中华民国的版图。(见图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中华民国
非法的领土宣称，入侵而且并吞
了 图博、蒙古、东土耳其斯坦…
等等大清帝国的朝贡国。在 1959
年中国人首次入侵图博，并吞了
这个大清帝国的朝贡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取代中华民国，而不是继承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完成其建国
即灭亡。而无论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继承大清帝国，因为签署 1899 1907
海牙公约的大清帝国(依当时的国籍法标准，是一个主权国家才能签署国际公约)是一个
主权国家。
而依国际法，
没有完成其建国的中华民国与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没有合法取得大清帝国的继承。所以中国代表权的范围，应该只限于非自治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非自治中国，实施其主权在民的国家宪法，以主权法律保护人
权，以主权法律建构法院保护人权的平等。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被承认主权，而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国际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大清帝国的非自治中国，不包含台湾 澎湖。
不仅是大清帝国把 台湾 澎湖认为是自古以来属于日本(见图 8)，并且认为那是化外之地
-野蛮没文明的地方。大清帝国以武力控制台湾 澎湖的平原区域，仅只是因为要消灭 逃
到台湾 澎湖的大明帝国的残余武力，防止对抗大清帝国的势力从这里发生。
一些大清帝国的数据，也显示 大清帝国在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澎湖 给大日本帝国时，大
清帝国的官员很庆幸这样的割让。
持续大东亚战争的美国及其侵略军(USAF-CRAG，见附件 5)，长期违反海牙公约及日内
瓦公约，全面霸占 本国的民事资源，以持续战争的假知识 教育本国的国民，包括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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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过台湾」的谎言。然而，事实是 台湾 澎湖的先民，不是从中国来的，而是原来就住
在台湾 澎湖或从南海各国移居而住，这很明显地确认在 现代 血液基因的检测上(请参
考林妈利医师的著作- 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
另外，从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家历史数据，可以发现那些国家都严格实施海禁，以严格的
法律-斩立决，也就是，该国家在台湾澎湖的官府 只要发现有中国人偷偷跑到台湾 澎湖，
立刻对其执行死刑，以严格禁止其国家的官员之眷属及其人民到台湾 澎湖。
台湾 澎湖的住民，会使用中国大陆的语言-现称为台湾话，是因为那种语言，在大清帝
国以前的年代，曾经是亚洲的国际语言。
图 8、台湾 澎湖 自古以来属于日本。
大清一统志，
是大清帝国官方出版的地理书。
成书约在 1744 年，
是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在
位时，而大清帝国从乾隆皇帝后，再也没有
扩大其国家的武力控制范围。
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大清帝国的皇帝，
也被中国人称为 外国人统治中国的历史上，
伟大英明的皇帝。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经过乾隆皇帝同
意的大清帝国官方版本的文件之文字，是可
信的。也就是，这是大清帝国及非自治中国
的中国人，都同意这个主张- 台湾 澎湖跟中
国，自古以来没有关系，而且是属于大日本
帝国的领土。
这段文字的记述是
「台湾 澎湖，
自古以来就是跟中国没有往来
的 野蛮的地方，称为东番。
大明帝国天启的年号，大约在 1625 年左右，
被荷兰这种野蛮国家的人所占据。
台湾 澎湖 是属于日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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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不是大日本帝国的交战国，也不是日本国的占领国。

基于附件 3 解析 大东亚战争后 关于中国的国际法问题，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有下列
四种指涉。
1、中国，如果是指签署 1899 1907 海牙公约的中国，她的主权实体转移主权权利给袁世
凯，然后袁世凯死亡，没有颁布任何诏书或关于此主权权利宣告之法律。
这种情形，主权权利回到大清帝国的主权实体-皇帝，大日本帝国协助大清帝国的皇帝，
在满洲人的家园，重建了他们的国家-满洲国。
满洲国当然继承大清帝国的主权，满洲国跟大日本帝国同盟。所以中国不是大日本帝国
的交战国，而是同盟国。
2、中国，如果是指非自治中国(见附件 3)建国的国家-中华民国，依据中华民国起草的五
五宪法，南京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汪精卫政权是中华民国的南京的中央政府(此时在非
自治中国，自称代表中国的政府，还有蒋介石军阀及毛泽东政权，他们也有其他国家的
支持。) 汪精卫政权请大日本帝国协助建国，共同排除美国 英国对亚洲的殖民。所以中
华民国不是大日本帝国的交战国，而是同盟国。
3、中国，如果指美国曾经承认的协助的 非自治中国建国的国家的反抗军 蒋介石的中华
民国(见附件 5)，它在 1949 年底被中国人民唾弃它的贪腐，灭于南京。在美国的协助下，
在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台湾 澎湖 (违反战争法对被占领国国民征兵 大规模
征税 侵占所有的民事机关 民事资源 及 各级法院) 重建流亡的中华民国。这种连国家
都不是的国际恐怖组织，怎么算得上是交战国？
4、中国，如果是指非自治中国在 1949 年 10 月宣告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在大东亚
战争大日本帝国投降后 4 年才出生，不是大日本帝国的交战国。
共同的结论是 中国没有与大日本帝国交战。
关于日华台北和约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上述第 3 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明显不法，然而为什么它在美国
的主导下，和日本国 签署 台北条约，来结束战争状态？
这是美国的模糊策略(附件 6)，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日本国没有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签
署和平条约，而蒋介石军阀在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台湾 澎湖，那么 日本国的国民，台湾
澎湖的大日本帝国臣民，国际社会的国家，会怎么认为？
他们会认为，战争没有结束！中国的蒋介石军阀还在大日本帝国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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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战争的确没有结束！
和平条约，让美国对亚洲国家的 大日本帝国的侵略行为不易被察觉，看起来战争好像结
束了。
日华台北和约，开宗明义即说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应该注意到，旧金山和平条
约没有给中国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权利。旧金山和平条约给了 因为跟大日本帝国
同盟而不能签署和约的 未来的中国政府之权利，而且 最多只限于，做为最终于 1901
年 9 月 7 日于北京的协议文件及该文件所规定的权益。
日华台北和约第 10 条，是说什么样的人 能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
who 先行词的关系语句，不是一般受到中华民国教育下的学者的破英文翻译，他们认为
台湾 澎湖的住民 被权宜地 视为中华民国国民。
岂有条约 敢明文的 把人权 权宜处理？
该约第 10 条 关于人民国籍的部份的规定是，在台湾澎湖的住民里，其已有中国国籍者
(大清帝国的中国国籍)，而且依据中华民国在台湾 澎湖实施的办法，申请中华民国国籍
后，只能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
从这点看来，中华民国是一个中国在台协会 CIT，就像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一样，在不是
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接受国籍申请，所以申请得到核准的人，只能被视为该受理国之国
籍，而不是即为受理国国籍。只有当核准人到受理国的领土上，依照主权国家司法规定
的程序，才能完成国籍入籍的程序。
比 AIT 更严格的是，向中华民国申请中华民国国籍，必需是已有大清帝国的中国国籍的
台湾 澎湖住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东亚战争没有结束！
美国 对大日本帝国的 违反国际公约的 侵略占领没有结束！
日本国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在 1947 年 5 月 3 日从大日本帝国独立。日本国不是来自于
大日本帝国的改制，大日本帝国的主权及主权实体，仍然存在，不会因为战争占领而改
变，这是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项的国际法基准。
日本国是在占领下独立，她处于战争状态，她需要和平条约来结束战争。
在 1951 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
独立的日本国在该约第一条 b 被承认为是一个主权在
民的独立的国家，
由这个日本国 放弃继承 在该约第二条规定的 大日本帝国的某些资源
及领土的主权权利。
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本国独立，摆脱被占领的战争状态，而大日本帝国被持续的占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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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USAF-CRAG /,jusaf’krag /
U.S. Aggression Force – Chinese Refugees Armed Group
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
1. 1938 年，非自治中国的蒋介石军阀，派出轰炸机，轰炸大日本帝国 台湾。
蒋介石军阀是属于非国家武装团体，而无差别的轰炸主权国家的民宅 医院 学校，伤
害平民，已经违反 1899 1907 的海牙公约。
注：非自治中国，请见附件 3
图 9、台湾的敌机视别图
1938 年，本国的台湾军司令部给民众辨视敌机，以便尽快疏散，减少伤亡的敌机视
别图。图中清楚的标示来自非自治中国的重庆机，及其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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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蒋介石军阀，是美国 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 派遣到台湾的侵略军。在
联合国宪章生效的次日，1945 年 10 月 25 日进行接受日本帝国军队投降的典礼。
应该注意到，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派遣蒋介石接受日本帝国军队投降的文句，并
没有像其他条文有 负责 接受日本帝国军事投降的 国家。
也就是，该命令不是让中华民国占领台湾，而是美国派遣蒋介石占领台湾。
虽然，美国国务院的档-台湾的法律地位，该档指称是 盟军(英国、苏联、美国、中
华民国)派遣蒋介石占领台湾。
Pursuant to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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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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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blic of China has occupied and exercised authority over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The view of the U.S. in the intermediate post-war period was typified by a
statement on April 11, 1947 of then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in a
letter to Senator Ball, that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Formosa to China
“has not yet been formalized.”
Official U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n Legal Status of Taiwan
Memorandum
July 13, 1971
To: KA/ROC – Mr. Charles T. Sylvester
From: L/EA – Robert I. Starr
Subject: Legal Status of Taiwan
You have asked for a comprehensive memorandum analyzing the ques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Taiwan in terms suitable for Congressional presentation.
Attached is a paper that should serve this purpose. It is drawn mainly from
the February 3, 1961 Czyzak memorandum, and contains no sensitive
information or reference to classified documents.
Concurrence: L – Mr. Salans
L:L/EA:RIStarr:cdj:7/13/71 ex 28900
但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显示盟军有对美国派遣蒋介石进行任何授权。无论如何，可
以确定的是 美国身为盟军统帅，大日本帝国的主要占领国，派遣一支非国家武装团
体占领 侵略 他国的主权领土，是罗马规约定义的侵略罪。
该档说到 台湾的主权尚未正式转移给中国，然而，台湾的主权可被转移吗？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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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如果有联合国宪章，如果有维也纳公约，台湾的主权永远不能被外来的武力
或威胁转移给任何一种中国(见附件 4)。
3. 美国法院判定，在 1949，蒋介石逃亡到非其国家领土的台湾，并且重建流亡的中华
民国。
图 10、美国法院判定流亡的中华民国。

美国哥伦比亚法院，认为是中国大陆的内战，而且是中国的国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
内战。但符合国际法的正确说法，不是去指涉他国是什么主义的内战，只能客观的
说他们内战，一般的说法是政府军与反抗军，或者两支竞争成为当地政府的非国家
武装团体。此外，当时这两支非国家武装团体的交战，并没有扩及整个中国大陆，
只有在非自治中国的区域，该判决书说中国大陆跌入共产主义，它的意思是，竞争
成为非自治中国的政府的内战结束后，中国大陆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这是不
正确的说法。
一直到 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依照蒋介石的侵略图(见附件 3 图 7)，
不知情地并吞了中国大陆上的图博。正确的说法是：
”1949 年底，在非自治中国的土地上，还没完成建国的中华民国，被唾弃贪腐政权的
中国人，将之灭于南京。蒋介石军阀 逃亡到其 因为第一号命令的派遣 而占领下的
大日本帝国台湾，在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上，重建流亡的中华民国。”
蒋介石在台湾重建的流亡的中华民国，就是美国第一号命令派遣的蒋介石武装集团，
后来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称为台湾当局，国际上或称中华台北，它的国际法学名是
USAF-CRAG(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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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美国及其侵略军
图 11.a 中文版

PAGE 36

Picture 11.b English Edition

PAGE 37

附件 6 美国的模糊策略
承认一个政府或不承认一个政府，会不会违反国际法？
早期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承认谁是哪个国家的政府，会不会违法。造成了强权钻法律
漏洞，伤害人权、不法的谋取自己国家的利益。
现在有联合国的责任条款：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
没有国际法依据地承认一个政府，或不承认一个政府，然后因为这个承认与否，造成了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侵犯到某个国家的或人民的权益，就是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一
个国家或国际组织 对另一个政府行为承认与否，并由于承认而衍生的交易行为，如果违
反国际法，这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就有责任。
美国所谓的模糊策略，就是让其他的国家、社会、以及人们，搞不清楚自己处于哪一种
法律地位，借此强化各国家势力 Powers 在不清楚 自身法律地位及所有权范围 的利益冲
突，制造各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与战争冲突，以此谋取美国的或其集团的 武器销售利益或
资源开发利益。
美国的模糊策略就是侵略策略。从引导南京大屠杀的谣言开始，美国介入亚洲的非自治
中国的独立建国事务，制造亚洲的动乱与纷争，协助蒋介石泯灭人性 大屠杀中国人的恐
怖主义行为，继而以 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 派遣非国家武装团体-蒋介石占领大日本帝
国台湾。
美国不承认合法继承大清帝国的满洲国，
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59 年并吞原本是大清
帝国的朝贡国 蒙古国、东土耳其斯坦、图博…等等国家(他们在大清帝国时期，都是住
民自治，没有被他国统治过)，美国说「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
。美国把旧金山和平
条约第二条的大日本帝国的被占领土，
任由亚洲国家发展成南海争议，
继续其模糊策略，
制造亚洲的动乱及不安定的因素，这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侵略行为。
如果以为美国的本事只是制造动乱，以便美国的武器销售，那还是小看了美国。美国最
利害的模糊策略是 引导不知情的国家，加入她的犯罪计划，成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共犯，比如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署，让美国违法强迫独立的日本国得到国际的承认。
比如纵容蒋介石谋画侵略地图，再以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权导致中国的范围模糊。
比如美国供应武器 核原料给违反战争法 代美国行侵略占领大日本帝国台湾的中国难
民武装团体(附件 5)，还称这种违反战争法的国际恐怖组织为台湾当局；美国公开赞扬国
际恐怖组织的民主，支持选台湾当局的局长，并称他为台湾总统；让国际社会跟台湾当
局做生意或让台湾当局加入国际组织，跟美国一起成为国家 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共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拿着蒋介石的侵略地图(见附件三 图 7)，并吞大清帝国的
朝贡国时，大东亚战争的战胜国-美国没有提出国际法的说明，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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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美国一直以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来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这种行为。
由于 美国用第一号命令派遣占领大日本帝国台湾而在中国内战失败的蒋介石，
在台湾重
建流亡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攻击蒋介石军阀，在 1958 年说台湾 澎湖是其领
土。美国做为大日本帝国的占领国，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绑住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
土范围，却从来不跟国际社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清楚，反而鼓励地说，理解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想法，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要两岸的中国人和平处理。
美国跟中国的三个公报，巧妙的运用了 acknowledge，这个字的正确意义是知悉，不是
法律上承认的意思，但中文把它翻译成承认，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觉得美国已经承认
台湾 澎湖是他们国家的领土。Chinese 是中国人，而原住在台湾的人不是中国人，是大
日本帝国-美国敌国的国民。台湾上有 1949 年逃难来的 200 万中国难民 refugees，正是两
岸的中国人，不是指大日本帝国国民，美国不把真相说出来，也不断地强化中华人民共
和国犯罪的梦境-收复台湾。
(refugees, in-exile,这两个英文字，都表示不是在自己国家领土上。)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上很多国家，唬得团团转，本来就
只有一个中国，蒋介石流亡到不是自己国家的领土上，重建连个政府都不是的假国家它凭什么称为中国？
美国一步一步诱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犯罪。什么是强大的中国？荷兰不强大吗？英国不强
大吗？欧洲的那些国家，她们在二战后休养生息 70 年了，没有战事，人民生活富裕，国
家社会发展繁盛。而美国控制下的大东亚，总是在战争边缘，为什么呢？和欧洲国家的
强大不同的是，美国的富裕是来自于别人的战争。
本政府虽然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为大日本帝国的保护国，但并不排斥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友好外交，而且本政府仍然主张大东亚共荣。本政府并需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大
日本帝国的保护国遣返贵国人民的作业，请协助收容安置 美国违反 1949 的日内瓦第四
公约第 49 条，在 1949 年底，大量移入本国被占领土台湾的中国人民。
本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国、东土耳其斯坦、图博、满洲国…等，都是美国以
模糊策略 侵略 殖民 亚洲的受害者。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而此派遣军及其主人-美国才是伤害全世
界人类道德底线的敌人。
美国一直视大日本帝国为敌国，视大日本帝国的人民为敌国人民，但本政府 做为美国敌
国而且仍被美国占领的大日本帝国政府 只依据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采用符合战
争法惯例为对抗原则，并且不认同伊斯兰国以违反战争法、滥杀无辜平民的方式 对抗美
国。只是，最近美国要求其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USAF-CRAG)向伊斯兰国宣战，
令人出乎意料的发现美国的道德观，跟其他国家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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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国家做为占领国，
强制 被占领国的政府 暂时消失 70 年以上；
派遣 非国家武装团体 占领他国领土；
任由该武装团体 对被占领国的人民强制征兵征税、无偿征用所有的民事资源、全面接
管被占领国 法院 民意机关 各级行政机关 银行 土地 种种民事资源；
任由该武装团体 对被占领国的人民，以 4 万元旧台币兑换 1 元新台币，然后只有占领
国的银行接受新台币兑成占领国的货币，把钱转出被占领国之外；
以不承认 被占领国政府为由，不履行 1949 的日内瓦公约之占领责任；
更以其派遣占领之武装团体 对 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 宣战，
请问这个占领国的军事统帅-总统 是不是符合罗马规约定义的侵略罪？
请问有见过这么无耻的国家吗？
美国用向伊斯兰国宣战的方式，邀请伊斯兰国到被美国占领的大日本帝国台湾，是要伊
斯兰国的成员中介 不签署武器贸易条约的美国的军火商，
把武器卖给本政府吗？然后宣
称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跟伊斯兰国是一伙的？一方面又向本政府官员推销被欧盟列入反
恐管制的比特币，一方面又由美国侵略军-中国难民武装团体(USAF-CRAG)自称合法地
大量供应馊水油 给被占领的本国国民买来吃。
本政府的官员及人民，将面临国际恐怖组织强迫推销武器、货币，然后被美国反恐攻击
致死，以及没经费被饿死、或是奇难杂病死的绝境。
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请 有勇气对抗美国侵略的 遵守国际法的 俄罗斯或其他国家，
做为大
日本帝国于 1949 的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国。
1895 的马关条约、1922 的五国条约、联合国宪章、旧金山和平条约第 1 条 b、第 2 条及
第 25 条，确认了大日本帝国的主权领土范围，其中也包括了台湾 澎湖及南海。
做为大日本帝国主权实体之一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即现在的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本政
府要求美国负起 1949 的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占领责任，
确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对任何国家的
主权及人权之尊重，停止违反日内瓦公约 罗马规约的侵略罪行为！
虽然中国大陆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毛泽东先生以事实证明告诉我们，只有发动人民的
觉醒，用比恐怖主义更恐怖的恐怖主义才能在当地赶走美国殖民主义支持的基地组织。
我们却不认为那是尊重人权的文明的方式，我们认为只有符合日内瓦公约，以国际社会
的正义 驱逐 那些美国以其国家的利益侵略各国的 基地组织，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相
信这个世界仍然有正义，有公约，有人权的法律，感谢联合国接受我们国家的 RCJE 的
注册。
感谢依据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对本政府的人民提供公约规定的权益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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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大日本帝国 宣告 红水晶旭日旗 为公约徽记
20 DEC 2015,平成 27 年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尊敬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Peter Maurer 阁下
尊敬的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 ；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阁下；
尊敬的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
尊敬的保护国；以及，
占领国美国及其侵略军(中华民国,即 USAF-CRAG)
主旨：
为了 遵守 1949 的日内瓦公约，标示 受公约保护之事物及人员。
本政府遵照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并依据第三附加议定书之规定，公告于
大日本帝国被占领土台湾 澎湖，增加采用红水晶旭日旗为公约徽记之事。
请缔约各国、保护国、占领国美国及其侵略军(中华民国,即 USAF-CRAG) 遵照公约规定
尊重 红水晶旭日旗 之建物、车辆、人员，协助日内瓦公约事务之人权保护及救济物品
流通。
细节：
一、本政府 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依据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条规定，
宣告了解 尊
重 接受及遵守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本政府 依据日内瓦公约规定，请
求 日本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保护国，更于 2014 年 3 月 8 日依 1949 的日内瓦第四公
约第 156 条规定，签署上述公约及附加议定书，送呈联合国秘书长及瑞士联邦委员会，
申请为缔约国。
二、本政府 为大日本帝国政府自 1947 年 5 月 3 日暂时消失以来，
被占领下之唯一政府，
由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RCJE 及大日本帝国之公民，
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在大日本帝国的被占领土台湾台北宣告成立。
本政府 及 联合国 NGO 国际组织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RCJE，接受并服从 联合
国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法院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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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政府 使用 大日本帝国之名称，正如我们原来的国家没有帝国主义，只是表示国
家主权实体，相对于 民国是主权在民，帝国是主权在君的国家名称。
我们的国家，在签署 1898 及 1907 的海牙公约以来，如果有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其他主权
国家的领土，或违反战争法规则，或违反罗马规约，或伤害其他国家的平民或攻击医院、
被公约保护的设施，本政府愿受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之公开审判及处罚。
四、 基于 1949 的日内瓦公约及第三附加议定书，本政府于大日本帝国被占领领土 台湾
澎湖，除原于公约规定之徽记外，增加采用红水晶旭日旗为公约徽记。

红水晶旭日旗
大日本帝国 台湾 湖湖
增加采用为
日内瓦公约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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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政府授权 联合国 NGO 大日本帝国人民救援委员会 RCJE，在被占领的大日本帝
国领土，执行公约任务，如协助 被保护人之一切救济物资、医疗、免受战火庇护、人口
协寻、倡导日内瓦公约…等事项之公务车辆及机车，并得悬挂公约徽记之车牌。请 1949
的日内瓦公约之缔约国、占领国美国及其侵略军(中华民国,即 USAF-CRAG)，于公约规
定之各种情形下给予尊重、协助及免费通关。
EXAMPLES

RCJE 于大日本帝国被占领土 执行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事务之车牌

六、本政府于执行公约任务之政府部门，执行保护于占领下之被占领国平民及中立国平
民，即本公约被保护人，如情报提供、协寻、救济、运输、医疗、避免战火波及被保护
建物之病院或国家庇护所之预建或已建地点，采用红水晶旭日旗为公约徽记。
请 1949 的日内瓦公约之缔约国、占领国美国及其侵略军(中华民国,即 USAF-CRAG)，于
公约规定之各种情形下给予尊重、协助及免费通关。
EXAMPLES

本政府公部门 于大日本帝国被占领土 执行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事务之车牌

平成 27 年 12 月 20 日
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次)内阁总理大臣 蔡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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