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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對於線內的島、礁、灘、沙以及海域

均享有歷史性權利，線內的整個海域是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歷史性水域。

三、歷史性權利線說：認為該線標

誌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所有權，這一權

利包括對於線內的所有島、礁、灘、沙

的主權和對於線內內水以外海域和海底

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承認其他國

家在這一海域內的航行、飛越、鋪設。

換言之，這種觀點在主張線內的

島、礁、灘、沙屬於中國領土的同時，

把內水以外的海域視同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四、島嶼歸屬線或島嶼範圍線說：

認為線內的島嶼及其附近海域是中華民

族領土的一部分，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的管轄和控制。

日本沖之鳥島的啟示

筆者認為一旦有了九個人工島，我

們就可以確定含括以上所講的各種管轄

權。根據海洋法公約，人工島除了500米
的安全水域外，並不享有任何海域。低

潮幹出凸地不享有任何海域，但可以作

為衡量領海的基點。低潮幹出凸地在高

潮時是被淹沒的。

日本人對沖之鳥島（Okino  Tor i 
Shima）的處理方式值得參考。日本自

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防止這一塊岩礁

被淹沒，積極圍礁造島，把它改造成島

嶼。這種做法就是在「人工造島」，讓

日本擁有其周邊43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

濟區，獨佔區內的一切漁業資源。試

問：至今有那些國家找過日本的麻煩？

我頂多看到報導說，大陸的海軍艦艇編

隊和海洋調查船開赴那一片海域罷了。

2008年11月，日本以沖之鳥島為

由，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出南

太平洋大陸架延伸申請。日本共同社稱

說有關小組是在2009年9月8日開始處理

日方的申請，預計二、三年後，宣佈最

終裁定結果。

在南海，先斬後奏是一個沒有辦法

的最好辦法。（作者為金門大學教授）

▲太平島。

▓陳發昌

中美洲有 6 個共和政制的國家。由

北至南的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

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巴拿

馬。在政治上，巴拿馬不屬於中美洲的

體群。除哥斯達黎加之外，其他的5國，

目前都跟中華民國維持著敦睦的外交關

係。

在這6 個國家中，巴拿馬的華社，

首先於2004年獲得了政府透過法律，明

訂每年的 3 月 30日，為巴拿馬全國的

「華人節」，尼加拉瓜的，則剛於今

年，獲得了政府透過法律，明訂每年的

11 月 12日，為「扎根於尼加拉瓜全國的

華人節日」。茲簡單的述說如下，跟大

家分享。

尼加拉瓜

根據尼加拉瓜華裔作家劉發彪（音

譯：J. Fabio Lau S.）在其2010年編輯的

《Chino en Nicaragua, 1884 - 2010（尼

加拉瓜的中國人）》一書中，尼加拉瓜

華人的起源，是始自1884年。他們首先

的落腳處，是大西洋岸的城市「藍田

（Bluefield）」。10年之後（即1894），

尼加拉瓜的華人蹤影，也開始出現在太

平洋岸的城市「馬納瓜（Managua即目

前尼國的首都）」、「理安（León）」

等。

1884年到達尼加拉瓜「藍田」的華

人，依他的說法，有「永生公司（Wing 

自重人重 自敬人敬
尼加拉瓜 巴拿馬的華人節

San Co.）」、「謝永勝（Wing Sing 
Chei）」、「華星（Wah Sin）」及一名

來自北美的「譚亨利（Henry Tom）」和

「詹亨利（Henry James）」幾個明顯是

「華人」名字的出現。

另一文據： 1 9 2 5 年，一群創業

家，在「劉斐力（Felipe R. Lau）」、

「關威廉（G u i l l e r m o  G u a n）」、

「陳金文（Kimmen Chan）」、「黃

育智（A n t o n i o  Wo n g  Yo c h i）」、

「羅文（G u i l l e r m o  L o y m a n）」、

「關益兆（ Ignacio  Kuan）」、「梁

勞拔（Roberto León）」、「梁亞迦

（Arcadio León）」、「關阜圖（Fausto 
Kuan）」、「黎佛克（Frank Ley）」、

「費那韋（F. Laway ）」等人的號召

和組織下，成立了「華人鄉誼聯合會

（Union Fraternal China）」。10多年之

後，為了表示他們對國家經濟的重大貢

獻，和他們可作模範的生活方式，尼國

政府於1942年7月16日，透過第149號憲

報，正式和公開的認可他們的組織為

「Asociación China Nicaraguense（尼加

拉瓜中華總會）」。

換句話說，尼加拉瓜中華總會是於

1942年被正式接納和承認的。

在其章程的第二條，明定「中華總

會的宗旨，在改善（提升）會員的倫理

道德價值、智力、社會、文化及物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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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更為重要者，是培植華人和尼加

拉瓜人的傳統價值觀。」

最初的中國移民，大都從事於工

業、商業、農業、文化和社會等活動，

透過提供固定的工作崗位，對全國的經

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下表：

時至今日，很多上述人士的後裔，

在醫療、工程、經濟、科技、律師等領

域，已成了尼國傑出的專業人士。

尼加拉瓜中華總會經多年的努力，

奔走，終於在現任會長劉瑪莉（María 
Lau de Gonzalez）女士領導下的現屆理監

事會，獲得了總統宣佈：尼國國會，通

過法律，明訂每年的11月12日，為「扎

根於尼加拉瓜全國的華人節日」，以認

可於1884年移居大西洋岸，及於1894年
移居太平洋岸的華人後裔，全面溶入尼

加拉瓜國家和民眾的生活，成家立業，

推動全國在工、商業、農業、教育、運

尼加拉瓜傑出華人公司

名      稱 成立時間 從事活動

Min Sun Lon & Co.
（銘新隆公司）

1906 進口商

Kwan On Lon & Co.
（均安隆公史）

1906 進口商

Chong & Cia H.O.
（張氏公司）

1906 進口商

Li Jon Chang & Co,
（曾里理莊公司）

1906 進口商

Felipe R. Lau & 
Co.（劉斐力公司

1910 肥皂製造廠
「榮譽（La 
Fama）」

J. Leonzo Quant
（關理昂）

1920 進口商

Benjamín León
（梁澤民）

1920 肥皂製造廠「勝利
（La Victoria）」

Roberto León
（梁勞拔）

1920 肥皂製造廠
「美洲

（América）」

Guillermo Chui
（崔偉廉）

1920 攝影館「荷里活
（Hollywood）」

上文的中文名稱，均係筆者以廣東口音翻譯

動、服務行業、藝術、科學、軍隊、社

會住宅、市集、出口產品等永續發展的

貢獻。

據了解：尼加拉瓜的中華總會，在

1979展開的尼國內戰期間，有大量的華

僑（華人/華裔）外逃，總會的活動亦隨

之完全停頓，至1992年，才在故會長王

奮進先生（Juan Wong）的兒子王海南

先生（Gilberto Wong）領導下的努力和

奔走下，不但恢復了停頓多年的活動，

收復「失地」，還開始建築會館，成立

中、尼文化中心，把總會的活動擴大，

更把華文教學，列為其主要會務項目之

一。

120多年後的今天，依據今年上半

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的數據，尼加拉

瓜的人口約5百60萬，其中華人占4％，

個人平均收入是2,900.00美元，全國的

貧窮率，大概是48％，失業率約7.3％，

掃除文盲率達67.5％，出生率是千分之

19.46，死亡率是千分之5.03％，國民的

平均壽命是71.9歲。

除海地外，尼加拉瓜曾被定位在拉

丁美洲最窮的國家之一。

我國派駐尼加拉瓜的現任大使，是

邢瀛輝女士（Ingrid Y. W. Hsing）。

巴拿馬

根據巴拿馬華裔社會學家孟雷鳴先

生（音譯：Dr. Ramon Mon）的文獻，巴

拿馬華人的起源是始自1854年。當時，

一艘稱為「海巫」號的船隻，載了705
名中國人，從中國的汕頭出發，駛向美

洲。航程中有11人死亡，即是共有701人
生還，他們於3月30日抵達巴拿馬。這是

中國人正式連結巴拿馬共和國，成為巴

拿馬共和國的共同體一份子的開端。

另一說，中國人最早抵達巴拿馬，

應該是1852年。當時共有300名中國人被

載往巴拿馬，航程中有72人死亡。即是

說，生還抵達巴拿馬的第一批中國人，

共有228人；1853年，另一批425名的中

國人被載往巴拿馬，航程中有96人死

亡，也就是有329人抵達巴拿馬。另一

說法，最先抵達巴拿馬的中國人，是於

1850年，人數不詳。

150多年後的今天，巴拿馬的人口

（2010年普查）約三百三十多萬，華

僑、華人、華裔，估計占全國人口的百

分之五，（更有人說百分之十）。因各

種不同的原因，仍然保持中國籍的，有

大約八萬至九萬人。依據巴拿馬的法

律，不是中國籍（包括土生土長的華裔

和歸化（入籍）巴拿馬籍的華人）的

「巴籍華人」，約有八萬至九萬人，即

總共約有15萬至16萬的華僑、華人、和

華裔在巴拿馬。

依據今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

網站的數據，巴拿馬的個人平均收入是

12,700.00美元，全國的貧窮率，大概是

25.6％，失業率約6.5％，掃除文盲率達

91.1％，出生率是千分之14.43，死亡率

是4.65％，國民的平均壽命是77.79歲。

在巴拿馬慶祝其獨立100週年時，原

籍三邑的譚堅先生（Juan Tam），發動

當時的立法議員（Jacob L. Salas –稍後，

Salas被選為議長），草擬法案，並且得

到其他立法議員的支持，提呈立法議院

大會辯論，經三讀正式立法程序通過，

編號2004年3月30日之第15號法，而成為

巴拿馬共和國的法律之一。該法主旨是

訂定每年的3月30日，為全國華人節，所

以依法、及公開的方式，表彰巴拿馬華

人的正面表現和貢獻。

至此，已經有超過 150 年歷史的巴

拿馬華僑、華人，總算有了屬於自己特

有的法定節日了。

據了解，該法律完成立法程序之

後，立法議院還慎重的與中華民國駐巴

拿馬的大使館協調，選擇了適當的日

期，在金麒麟酒家（Restaurante Golden 
Unicorn），邀請了相關立法議員，僑

社領袖、知名人士等到會，舉行了簡單

卻隆重的交接典禮。首先由議長把該法

律的原始文件，交與當時中華民間駐巴

拿馬的大使胡正堯先生（David Hu）接

收，胡大使隨後轉交與當時擔任巴拿馬

中華總會的會長劉汶輝先生（Antonio 
Lau）接收，完成了全部的交接典禮。

作為教育中心之一的中巴文化中心

（Centro Cultural Chino Panameño），於

一年後，2005年3月30日，在其附設的中

正體育館（Gimnacio Chiang Kai Sek），

作第一次舉行慶祝大會。復於2006年，

為落實該法令之第三條的條文，首次獨

自擔綱籌組、舉行慶祝的活動，並且公

決：在每年（次）的慶祝大會上，公

開表揚由籌備委員會公推，在巴拿馬共

和國之科學、文化、經濟、勞動、以及

社會等領域上，對社會（尤其是華僑社

會）有貢獻的華人3至4名。

2006年中巴文化中心表揚原籍中

山的陳昆慶先生（Victor Chan歿）、原

籍中山的方兆倫先生（Francisco Fong--
已故）、原籍中山的陳華生先生（Julio 
Chang Yin）、和陳用彩先生（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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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原籍不詳、華裔棒球員）；2007
年表揚了原籍中山的張志誠先生（José 
Chong Hon）、張敏儒先生（Manuel 
Chong Nieto原籍不詳、華裔、巴拿馬

名畫家目前已作古人）、李德芳先生

（Arquitecto Ildefonso Lee Valdes、原

籍不詳、華裔建築設計師）、2008年
表揚了黃芬妮女士（Fanny Wong、原

籍不詳、華裔、教育電視台節目主持

人）、原籍赤溪的賴房貴先生（Jaime 
Lay Young）、原籍赤溪的羅銀洲先生

（Moises Lou Martinez）；2009年表揚

了吳約瑟先生（José Barrios Ng、原籍

不詳、華裔、巴拿馬運河管理局副局

長）、原籍寶安的李智明先生（Jorge 
Federico Lee華裔、律師、曾任巴拿馬

政府不同的要職）、原籍台灣的劉豐

彥先生（Liu Fung Yen、曾任台灣駐

▓游騎兵

民國100年9月18日報載擔任過警備

總司令、國安局長和總統府參軍長的汪

敬煦上將，以九三高齡病逝。

10月13日又有一則報導，說美國二

戰王牌飛行員、美空軍特戰之父、諾曼

第登陸戰奇襲策劃人之一，也是協助中

國抗日的「飛虎航空隊員」，更是冷戰

年代協助我國空軍取得F-5戰機的功臣

艾里森少將之喪，我駐美代表袁健生暨

三軍武官，攜同馬總統的褒揚令及「大

同」勳章，於追悼儀式中致贈。

這兩條新聞讓我想起麥克阿瑟「老

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凋謝」的雋語，

也從而勾起一些陳年的記憶。

汪敬煦予人的率直印象，是在雙

面諜江南（劉宜良）在美被「制裁」一

案，鬧得沸沸揚揚之後，市井傳言充

斥，他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擔任講

座，面對新聞幹部學員作整個事件的剖

析，事前鄭重約法三章：媒體不予報

導，只有《中國時報》未能守約，次日

搶了獨家，撰稿記者還獲余紀忠頒獎新

台幣五萬元，劉宜良的遺孀崔蓉芝據以

引起訴訟，要求鉅額賠償，造成當局極

大困擾，情報局長汪希苓則為該案繫

獄，國家形象嚴重受損。比見媒體為了

一日之榮，為害之烈。

民國77年2月，原屬德籍八十歲的

諾達爾先生因為心臟病辭世，他的夫人

黃慧嫻女士隨侍在側，假台北市立第二

殯儀館，作為他的人生終點站，沒有

追懷國之益友諾達爾

顯赫的排場，但有中外友好誠敬的追思

儀式，蔣緯國、汪敬煦和溫哈熊三位上

將分任治喪會的正副主任委員，為他敬

謹治喪，然後，在淒風苦雨中，恭送他

的遺體火化，他的胞妹間關萬里自美飛

來，為他飾終。此外，沒有什麼相關報

導，靈前，一座由我國政府於民國37年
頒發給他的一等光華獎章，述說他的勛

勞。

諾達爾先生壽不及百，但他的生

平，卻長令我們尊崇與懷念！生於德國

萊茵河畔曼涵的諾達爾，在故里讀完大

學，民國19年即前來上海，擔任德國及

比利時商業機構部門經理的職務，中日

戰起，他毅然助我軍委會德國顧問團，

從事重要任務，上海淪陷，隨即轉往香

港繼續工作。但香港政府認為他是敵國

僑民，把他拘禁於印度、錫蘭兩地達六

年之久，抗戰勝利回滬，36年與黃女士

結婚，並歸化我國，大陸情勢逆轉，他

又隨政府來台，致力拓展中歐貿易之

外，更協助政府強化中南美洲的實質外

交。

他在台北南京東路三段，開設過一

家航運公司，優先錄用台大商學系的越

南僑生沈金英，公司會計主任黃聖褒，

是黃女士的么弟，則與筆者互通有無，

共同支援就讀宜蘭農校的印尼僑生、經

濟來源困難的陳婷，直至其學成就業。

我住處陽台的兩株欣欣向榮的山

茶，還是從諾達爾先生陽明山仰德大道

▲華人抵達巴拿馬紀念碑。

巴拿馬技術團團長，目前已退休定居

巴國）；2010年表揚當時的巴拿馬中

華總會會長、原籍清從的黃偉文先生

（Roberto Huang）、原籍赤溪的中巴

文化中心前行政處副主任陳發昌先生

（Fat Cheong Peter Chan）、巴拿馬華裔

歷史學家兼作家、原籍三邑的譚堅先生

（Juan Tam）、及巴拿馬前政府派駐中

華民國大使、原籍台山的華裔莫新度先

生（Julio Mock Cardena）、廣東省花縣

的廖錦山先生（Carlos Liao）、原籍廣東

省揭陽的黃進明先生（Jose Lau）和原籍

廣東省新會的李景仁先生（Henry Li）等

人。

2010年，在慶祝華人節的表揚大會

上，我國註巴拿馬的柯大使說：「今晚

能獲邀與大家共同慶祝巴國華人節，深

感榮幸！150多年前許多華工來到巴拿

馬，開始了史詩般的奮鬥，雖然曾經遭

受許多苦難，但正如陳董事長（中強）

所說的，由於他們的堅持與努力，終於

能夠在巴拿馬生根發展。150年後的今

天，在巴國的華人社群已經成為巴國社

會中重要的組成份子，受到尊重與認

同，並且有了屬於大家的華人節，這是

一項殊榮，我們應該珍惜並且持續努力

讓這個節日實至名歸。」

這該是對華人節的最貼切、肯定和

期許的話了。還盼望尼加拉瓜和巴拿馬

的僑領（團），繼續加油努力。

我國派駐巴拿馬的現任大使，是柯

森耀先生（Simon Ko）。

目前，在中美洲只有巴拿馬和尼加

拉瓜兩國，有法定的「華人節」。（作

者為旅居巴拿馬華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