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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人權的探索 

徐勝 

 

曾健民譯 

 
 

譯者按：本文是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院教授徐勝先生的退休紀念

演講稿，原以日文發表於 2011 年 1 月 19 日。徐勝先生為生長於日

本的韓僑，大學畢業後回韓國讀研究所時，遭韓國政府以違反國家保

安法為由逮捕並入獄十九年。遭刑訊時，引火自焚而顏面嚴重燒傷。

出獄後一心投身東亞人權運動，以無比的精力和獻身的精神奔走於

韓、日、台、琉之間，聯繫各地政治受難人和市民、社會運動團體，

結合東亞地區共同的歷史和現實，站在民眾立場，推動東亞特殊又有

普遍意義的人權運動。 

演講文結合了他的人生和運動實踐經驗，闡述了他從事東亞人權運動

的經過和思考。文中提出了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和日本亞洲主義的

虛偽意識，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

任；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的課題，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

來，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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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義的目的，主要在把「人權的普遍性」這一論題，參照歷史

與社會的脈絡，考察它在東亞的意義。也就是，思考人權的概念在東

亞是如何被接受發展出來的，理解人權在東亞的特別涵義。 

今天的講義算是這學期講義的總括。首先，要簡單講述我的人生

如何與人權發生關係，並產生自覺。其次，要講東亞的人權到底是什

麼？東亞人權的重要課題何在？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明和野蠻

之辯，在東亞又有何意涵？我主要以殖民地支配的歷史責任問題和

「達邦宣言」為主軸進行討論。 

 

一、我的人生和人權 

 

（一）戰爭和殖民地支配 

 

我的祖父母在 1928 年從朝鮮半島中部移住到日本京都。自 1910

年朝鮮被併吞後，日本在朝鮮進行了各種資源掠奪。朝鮮總督府和日

本大地主以農村地區的土地調查事業為名，對朝鮮進行土地掠奪；朝

鮮人失去了土地，被迫流離到北方的滿州或南方的日本。 

 我在 1945 年 4 月 3 日誕生於當時叫周山的京北町，恰好是二戰

美軍登陸琉球不久的時候。周山是一個偏僻的山村（雖然現在從京都

市內搭車到周山只要一小時），當時沒有柏油路，山路險峻，時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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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車子墜崖的事故。 

我祖父母先是住在京都市的常盤，父母結婚後不久戰爭就開始

了，朝鮮人也徵召入伍。當時，我父親是五個兄弟的長男，加上祖父

母、我哥哥，全家共有九個人，都靠我父親一人的工作收入維生。如

果父親被徵召，家族將瀕臨餓死。因此，母親向大秦區長拜託，讓父

親留在周山耕種，以繳納「供出米」代替徵召。 

當時我父親耕種的「一町步」相當於現在三千坪土地，大約普通

農家土地的兩三倍大。收穫的米全部繳納給國家，間作的小麥則全部

作為地租被地主奪走，只剩下碾米落下的米糠、粟米加上田埂種的大

豆算是我家的收成。九人家族就以此加些草根樹皮，忍耐撐了過來。 

隨著戰爭進一步擴大，我父親的緩召被取消，只能過著逃亡的生

活。我剛出生時，母親由於飢餓，乳水完全出不來，只有讓我吃些小

米熬湯和炒大豆粉。但是嬰兒不可能吸收這樣的東西，因此我罹患下

痢，瘦得跟樹枝一樣，處於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餓死的狀態。1945 年 8

月 15 日，當父親悄悄地跑回到田裡除草時，聽到了日本戰敗的消息；

據說父親和母親兩人坐在田泥上痛哭了一場，因為家族的生命危機總

算過去了。就像眼前巨大的絕壁突然崩落了一樣，如果戰爭再繼續一

個月，說不定我就已經餓死了。 

在戰爭結束的兩年前，祖母懷了孕，深夜中腹痛，鄉下的產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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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生（譯按：胎位不正），趕快到京都大學醫院動手術。」因此就用

周山僅有的一台燒木炭的卡車，載著祖母出發；當車走到周山不遠的

山頂時，突然引擎熄火，進退不得，祖母就在黎明前死在車上。母親

婚前住在丹後山田村時，她十六歲的堂兄弟也被戰爭徵用，在丹後山

田車站擔任轉轍手，腳被鐵軌夾到而被火車輾死。當時，許多朝鮮人

死在戰場上、礦山或工廠中，殖民地支配太過於殘酷了。 

 

（二）作為「在日朝鮮人」 

 

1945 年日本戰敗時，大約有兩百四十萬朝鮮人在日本。按官方說

法，其中約有八十萬人是在大戰中遭強擄來日本的。但實際上，約有

百分之六十的人，大約一百四十萬到一百六十萬人是強擄來的。戰爭

結束後，大多數人都回到了朝鮮，我祖父與叔父母也都回去了。 

我家從周山搬到了京都妙心寺旁的花園垠北町，我上了御室小

學。隨後轉學中京，一直從小學中學讀到高中。大約從幼稚園起，我

就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朝鮮人，這是一種自己與近鄰的人不相同的意識

感覺。父親的朋友來我家時，或父母親之間，講的都是朝鮮話。與鄰

居孩子打架時，常被罵「朝鮮人！」於是，我從日本人身上學到了自

己是朝鮮人。 

上了小學，每班大約有四、五位朝鮮人小孩。幾乎都是貧窮到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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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學費和餐費而被老師點名叫出來，或者不做作業而遭老師責罵的

小孩。當時我想：這就是朝鮮人？怎麼會這麼可恥？ 

上了中學後，我開始為自己是什麼人而煩惱。來自於語言、食物

等日常生活文化上的不同所引起的自覺雖然也有，但自己不是日本人

的直覺，主要是周遭日本人所給予的。當時的日本人，仍然拖著殖民

地支配歷史的尾巴，帶有強烈的優越感和差別意識。 

在我中學三年級那年，1960 年 4 月，韓國爆發了反抗李承晚總統

獨裁的「四月學生革命」。在漢城（首爾）的示威中，包括中小學生

在內，有兩百多位學生與青年被殺害。無畏於軍隊警察槍口的反政府

運動不斷擴大，迫使李承晚總統下台流亡。那時，中學三年級的我，

從電視看到這場面，心想為什麼韓國中學生在槍口下也毫不退縮地示

威？ 

剛好，那時候日本也圍繞著日美安保條約進行著歷史上 大規模

的抗爭示威運動。60 年代，亞洲非洲各殖民國家紛紛獨立，被稱為

「黃金的 60 年代」。反越戰運動也風起雲湧，發展成國際和平運動。

就在這學生運動和殖民地獨立運動風靡世界的年代，我經歷了從中

學、高中到大學的青春歲月（請參照《什麼人都有故鄉：在日朝鮮人與我》，

社會評論社，2008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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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運動 

 

1964 年，我第一次到韓國時，日韓會談正在舉行。雙方翌年締結

了「日韓基本條約」。日本在戰敗時，雖然放棄了對朝鮮的殖民地支

配，但並未正式的承認，而且與韓國也一直沒有簽訂正式的外交關

係。因此，在條約上正式終結殖民地支配，並簽訂正常的外交關係，

正是「日韓基本條約」的基本性格。除此之外，條約也觸及漁業權，

以及留日韓國人的法律地位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該條約開啟了日本和韓國之間的經濟和軍事合作

關係。之前，即便有日美安保條約，也有了韓美相互軍事協定，但是

日韓間一直沒有軍事聯繫。而且，日本有憲法第九條（譯按：非戰憲法），

自衛隊並非軍隊，這讓日本與韓國締結直接的軍事條約有實際上的困

難，對美國來說特別不方便。當時，越戰已正式開打。韓國在美國的

邀請下，派遣了青龍、猛虎兩師團約五萬六千人參戰。同時，別說美

國軍政管理下的琉球，就連日本本土也成了越戰美軍的後勤基地。

B52 轟炸機從琉球直接起飛轟炸越南，美國軍艦在日本補給水和食

物，還有美國大兵到日本休假。在那樣的越戰局勢中，美國急迫地要

把日韓兩國在軍事上聯結起來。因此，在美國強烈的要求下，雙方簽

訂了日韓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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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條約對日本來說，在法律層面終結了殖民地支配，同時獲得

再度在韓國經濟進出的機會。對韓國而言，從日本取得金援，既能充

當軍事政權的政治資金，也能夠做為經濟發展的運用。針對日韓條

約，當時日本出現了反對運動，而韓國發生了更大規模的反對運動。

韓國方面的反對理由是：日韓基本條約的第二條僅以「1910 年的日

韓併合條約現在已無效」的字面，企圖以曖昧的方式解決歷史殖民問

題，而沒有取得日本對殖民地支配歷史的謝罪。圍繞著條約的這些字

句，日方可以任意宣稱「朝鮮併合」在過去是合法的，一直到韓國被

承認為獨立國的 1965 年方才無效；相反地，韓方也可以主張「朝鮮

併合」是武力脅迫造成的，從一開始便是無效。條約中雙方作了可任

意解釋的妥協，不顧雙方在這方面的不同見解，而用矇騙的手法達成

了無償三億有償兩億總共五億美金的援助；而且不用請求權的名義，

而用國交恢復祝賀金、經濟援助的名義交給了韓國政府。這種曖昧的

妥協，在歷史問題上留下了禍根，其惡果延續至今。 

日本當時也有反對日韓條約的運動。一是針對美國的新東北亞軍

事同盟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來自日本勞工團體的反對，其反對理由在

於：國交正常化會使韓國的便宜勞動力流入日本，而使日本勞動者的

薪資下跌。第三個反對的理由則是：條約將使南北朝鮮的分斷永久固

定化。當時，主張清算殖民地支配歷史的觀點，幾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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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韓國是在 1964 年 3 月，新學期一開始，馬上就發生

了學生示威活動。6 月 3 日，政府布告了衛戍令進行軍事鎮壓。所謂

衛戍令就是限定地區的戒嚴令，該地區停止憲法、進入軍方掌握行政

與治安權力的狀態，違反命令者將送交軍法，並在市內重點配置了戰

車部隊進駐。 

 當我抵達漢城大學前面時，正是學生向警方投擲石頭，而警方發

射催淚彈的時候。我也受到催淚彈的罩頂，嚐到了痛苦的滋味。然後

我再去高麗大學，當時有近三千名學生正肩並肩地從校門衝向市中

心，與機動隊對峙中。正好有被催淚彈擊中、臉部滿身是血的學生被

學友抬進校門，在示威隊伍的 前頭被高高抬起，學生再次試圖衝出

校門而與警察爆發了衝突。幾天後，戰車在前頭的軍隊衝破高麗大學

校門，進入學校逮捕學生，也就是所謂的「829 學園亂入事件」。 

在警察或軍隊占領學校的狀態中，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韓國學

生們都露出十分沉鬱的表情。韓國當時是個十分貧窮的國家，我發覺

到自己卻在日本過著安逸的生活，因此想到自己應該爭取在韓國學

習，以分擔韓國學生們的一部分痛苦或工作。 

我從高中開始，就組織了在日朝鮮人的「高中生之會」，從事確

立民族認同的運動。一進大學，便投入韓國學生同盟的日韓會談反對

運動，第一次參加了正式的學生運動。大一的夏天，參加了當時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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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屈辱外交」的示威活動，卻以沒帶「外國人登

錄證」的理由被日本警察帶走。在月之輪警署的刑事室裡，一位曾經

在殖民地時代的平壤擔任過刑警的外事課刑事輕蔑地對我說：「『蠢

貨』（朝鮮話）的意思你知道嗎？哼！連朝鮮話都不知道啊！」，我受

到了極大的侮辱。曾擔任日帝爪牙的刑警，戰後還是繼續坐在日本公

安或外事警察的位置上，從事壓迫在日朝鮮人或韓國難民的工作。由

此，可以清楚看見抹著血淚的殖民歷史的一個斷面。 

 

（四）到韓國留學 

 

1968 年我到了漢城大學留學， 主要的目的是想學習朝鮮語。我

的朝鮮人意識是由周圍的日本人所激起的。雖然我每天吃朝鮮泡菜、

朝鮮烤肉，但對朝鮮話、朝鮮歷史和文化什麼也不知道。雖然自己積

極主張要追求「自己是什麼」，卻發覺到要充實那主張的東西什麼也

沒有。再加上，我一直懷抱著這樣的感情：到韓國去，如果可能，要

幫助韓國學生們扛起重負，要分擔他們深深的苦惱和苦痛。 

朝鮮戰爭中，共死了兩百萬到三百萬人，造成了一千萬人以上的

家族離散。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前後，民族分斷已深入，南北敵對局面

逐漸形成，在這過程中南韓誕生了極端反共獨裁的政權。在不經法律

程序的國家暴力中，許多異議者遭到虐殺，或因冤罪而被投入牢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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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朝鮮戰爭前後，單單遭虐殺的民間人士就高達一百萬人之

多。其後，獨裁政權以駭人聽聞的軍事預算、軍備與軍事主義支配全

社會。對於被冷戰所撕裂的民族的巨大苦痛，我一直熱烈地懷著要投

身做點什麼事的想法。然而，我只是一個大學剛畢業，對人世間全然

無知的年輕人；即便有各種煩惱、希望和願望，卻不知道該如何付諸

實現。 

正當我從漢城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修畢，準備擔任學校講師的

時候，在 1971 年 4 月 18 日，我突然被韓國陸軍保安司部以涉嫌違反

國家保安法逮捕。半年後的 10 月 22 日，遭一審判決死刑；1972 年

12 月 7 日，二審判決無期徒刑，上訴遭駁回而確定。之後，1988 年

由無期徒刑減刑為二十年。1990 年 2 月 18 日，經過了十九年的牢獄

生活後被釋放。 

 

（五）投獄和釋放後 

 

關於我被韓國陸軍保安司令部逮捕的經過和獄中的體驗，請參閱

我的著作《獄中十九年》（岩波新書，1994 年）。在那段歷程中，我親身

體驗了恐怖的拷問和強迫思想轉向的煎熬，目擊了執行死刑的恐怖現

場，在長時間惡劣的獨居牢房生活中深知國家暴力的恐怖。另一方

面，由於受到世界要求釋放政治犯運動的支持，我也親身體會了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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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暴力的「人權」的重要性。 

出獄不久後我回到了日本，那是因為我的出獄受到全世界的注

目，給韓國政府帶來不少麻煩，因此韓國政府要我盡快離開韓國。回

到日本後，因為曾遭長期牢獄之災，我受到許多邀請到處去演講。要

求釋放我的運動，主要是以日本為中心進行的；但許多世界人權團體

也加入了支援活動。因此，我也應美國曾參與釋放運動的團體的邀

請，到美國訪問。在被釋放後的 1990 年秋天，大約一個月期間，我

遍訪了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波士頓、紐約與華府等地。這期間，

也接受了柏克萊的聘請，在 1991 年作為客座研究員到了舊金山，體

驗了大規模的反波斯灣戰爭的示威活動。雖然住在舊金山，但經常有

來自美國或歐洲各地的邀請。我以一個半月的時間到歐洲旅行，也曾

應邀到中南美洲與加拿大訪問，實際接觸了國際人權運動。在柏克萊

期間，我也曾參加名為 Stop Torture in Korea 的運動。 

 

（六）「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 

 

1994 年回到日本後，我訪問了台灣。在台北的演講結束後，走訪

了原政治犯監獄、政治犯收容所，還到了馬場町與六張犁公墓等政治

犯受難的歷史現場，親眼目睹了赤裸裸的東亞國家暴力爪痕的實體。

從台灣開始，又到了琉球，到了濟州，到了延邊，我繼續走訪東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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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力的歷史現場。在這歷程中，我理清並聯繫了台灣與韓國政治受

難者之間有其共時性和同歷史性；因此，揭露其壓迫的真相、打開這

些歷史，成了我的此後的課題。也就是，要探究「東亞」到底是什麼？

探求共同受殖民地、冷戰、分斷體制所支配的東亞民眾到底是誰？我

日夜摸索著要如何把貫穿那個時代戰爭、侵略與國家恐怖主義的「日

美為中心的地域支配秩序」轉換成「民眾為中心的地域秩序」，給東

亞地區帶來永久和平的道路（參照《徐勝的東亞紀行：圍繞著韓國、台灣和

沖繩》，鴨川出版社，2011 年 2 月）。 

我出獄以來開始對東亞的和平、人權和國家暴力問題產生高度的

關心，是由於決定我個人命運的朝鮮半島分斷，與日本的侵略、殖民

地支配、敗戰的方式接著冷戰時代的歷史有很深刻的關聯性。對朝鮮

人來說，殖民地支配和國家分斷的命運，是從 19 世紀後半迄今的歷

史中以東亞為舞台發生的事。朝鮮民族的現當代史正是東亞現當代史

的一部分，朝鮮的統一與東亞歷史的轉變是不可分的。 

日本戰敗後，東亞地區的民族解放被冷戰的登場所壓迫肅清，造

成了從台灣 50 年代白色恐怖，濟州島 4‧3 事件到麗水順天虐殺事件

等無數的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因此，為了揭露東亞冷戰的構造以及對

過去歷史的清理，面向東亞民眾的真正解放，我們結合了日本、韓國、

台灣與琉球四地的受難者、研究者和社會活動家，共同舉辦了由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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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言、現場體驗活動以及研究分析三部分構成，純粹民間立場的「東

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從 1997 年「228 事件」五十

周年在台北召開開始，1998 年以濟州 4‧3 事件五十周年為契機在韓

國濟州島第二次召開，1999 年在沖繩，接著 2000 年「光州事件」二

十周年在光州，2002 年在京都， 後 2002 年 10 月在韓國麗水舉辦；

前後共召開了六次的國際研討會。作為運動成果的一部分，在韓國和

台灣促成了國家暴力事件的真相究明、平反並且通過了補償條例。這

個運動的 初議案由我提出的，並進行了四地的聯絡組織，付諸實際

行動（參照《東亞冷戰與國家恐怖主義：朝向廢絕日美為中心的地區秩序》，御

茶の水書房，2004 年）。 

其後，我體認到唯有推翻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以及以「亞洲」

為名的明治以降日本中心的地域霸權，才是東亞各民族彼此合作與和

平共存的道路，也才能促使東亞民族解放運動（去殖民）的真正完成。

從 2005 年開始，我們推動了東亞共同反靖國鬥爭。我們認識到：對

於一向讚美天皇制日本軍國主義，還把被動員而戰死的韓國人台灣人

原日本兵留祀的靖國神社的反對鬥爭，並不只是一場要求政教分離的

訴訟，而是作為一個歷史的認識和清算運動而進行的鬥爭，這才是

重要的課題。於是，我們強烈要求靖國神社廢除台灣人和朝鮮人之強

制合祀。從 2006 年開始，我們繼續採取了「反靖國行動」，使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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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為和平的生存權、人格權和思想信仰自由問題的鬥爭。 

 

（七）「朝鮮併合」一百周年和「東亞歷史、人權、和平宣言」 

 

去年是「朝鮮併合」一百周年，報紙、雜誌與電視等媒體進行了

大幅度的報導，有各種團體發表了聲明或宣言。這些聲明或運動彼此

間或有一些差異，但綜合其基本態度包括有：（1）近代以來，日本侵

略了朝鮮；（2）「朝鮮併合」是不正義、不正當的行為，併合條約是

無效的；（3）1965 年的日韓基本條約把併合條約以及對殖民地支配

歷史的評價曖昧化了；（4）應盡快實現與北朝鮮簽定為了清算殖民地

支配歷史的日朝平壤宣言；（5）在朝鮮併合一百周年的時機，日本首

相應該宣示併合條約的非法和無效，一併解決過去歷史清算的問題。 

關於朝鮮併合的議論，主要都圍繞著日韓併合以及併合條約的合

法或非法性問題上。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從先前的合法論向「不正當但

合法論」轉移，而韓國這邊是主張「不正當且非法論」。總之，韓方

主張「朝鮮併合」是由於脅迫和強制因而是不正當的，再加上帝國主

義時代的國際法本來就是「狼的法」而應該予以否定；即使從原條約

文書內容的瑕疵或當時皇帝押印批准手續的不完備等缺陷來看，把條

約比照當時的國際法規範也是不合法的。 

然而，這種「併合」一百周年的議論，如果不小心，恐怕會被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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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條約的合法或非法爭論矮小化，而認為帝國主義時代的法只要在手

續上有合法性就可以。這種邏輯其實是一種陷阱。我們應該去追問把

民眾奴隸化並進行歧視性支配的帝國主義的法本身的根本性問題才

對。譬如，台灣由下關條約「合法」地成為日本領土，但這是封建支

配者間的交易，民眾只是被賣掉了，根本不知其所從屬。在國民主權

還不存在的狀況下由支配者恣意締結的條約，其有效性應該嚴重質

疑。 

其次，一百周年的議論並沒有把日本對朝鮮支配的歷史定位搞清

楚。日本的侵略從 1875 年的江華島事件開始，而對朝鮮的殖民地支

配實際上從 1905 年的日俄戰爭就已開始。因而，併合一百年應該從

否定殖民地支配這一歷史普遍性的問題上來看。從日本的角度，不要

把「朝鮮併合」矮小化成民族對立問題，而應該把它視為日本明治以

來對北海道、沖繩以及台灣的侵略和支配的連續歷史，因此有必要把

「朝鮮併合」放在更大的世界史脈絡去理解。 

2001 年，在南非的達邦舉行了「反種族主義‧廢除歧視」的國際

會議，共同發表了「達邦宣言和行動計畫」（以下簡稱「達邦宣言」）；

該會把西歐各國的奴隸制以及殖民地支配歷史視為反人道的犯罪。這

是把西歐帝國主義四五百年來的世界史從根本上重新審視的劃期性

活動。在達邦，把近代視為西歐用「文明」對「野蠻」支配的歷史，



16 
 

並指出其支配產生了歧視和偏見，結果造成了奴隸制和殖民地支配的

野蠻行為。達邦宣言告發了現代世界支配和歧視的根源，這作為國際

人權問題，應該可以說是 21 世紀 重要的活動。只不過，由於它在

非洲舉行，奴隸制問題是議論的中心主題，至於殖民地支配問題在數

百項議題中只占有兩項。 

受到達邦宣言的啟示，且以朝鮮併合一百周年為契機，我深刻認

識到西歐的侵略、戰爭和殖民地支配在這一個半世紀中給東亞帶來了

巨大的災難；並體認到只有誠實的謝罪與賠償、防止其再發生的「歷

史清算」，才是朝向締造未來和平的東亞不可或缺的前提。因而，結

合了市民共同起草了「達邦宣言」的東亞版，對日本殖民地支配的歷

史責任進行更具有普遍意義、更具長期性的追究。我們把「東亞歷史、

人權、和平宣言」放在世界史和東亞近現代史的位置上，視其為普遍

人權的問題；並把「宣言」當作準聯合國文件，使其成為有關東亞共

同體議論所必要參考的文件。現在，正整合各領域的現況和課題並完

成行動計畫，預計在 2011 年 9 月的達邦宣言十周年會議中發表「東

亞宣言」的報告。 

 

二、東亞人權的探索 

 

（一）人權是普世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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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人權」是指握有推翻專制支配權力的人民，通過社會契

約的想像，作為近代國民國家主權的「個體」為了防止公權力的暴力

侵犯，作為制御公權力的保證機制創思出來的東西。長期以來，它被

視為國家主權下國民（市民）受保護的權利。然而，它也曾一直是歐

美男性有產者的特別權利；無產者、女性和殖民地人民，都曾長期被

排除在享受「作為人的普遍權利」之外。 

然而，就像法國人權宣言中的「人生而自由且權利平等」那樣，

人權基於超越一切的自然法思想，是「人」生來普遍具有的權利。因

此，人權具有不斷挑戰特殊性的解放性格。亦即，人權先從克服國民

國家內部的歧視，乃至克服國家與集團間的歧視，進一步超越國界。

它從不間斷地實現這種權利，帶著不斷擴大權利的地平線而誕生。 

從鴉片戰爭以來，在東亞登場的西歐帝國列強高舉著「文明」的

大旗肆無忌憚地對所謂的「野蠻」進行了侵略與支配，對東亞各國強

加不平等條約。經過長期的侵略和殖民支配時代，二戰後，大多數東

亞各民族雖然在形式上取得獨立，但是在民主主義或人權制度上則未

能完全確立。再加上，東亞被冷戰的高牆所分斷，東西兩陣營都以本

陣營的世界戰略為 優先，民主主義或人權只不過是為了政治宣傳的

意識形態或主張。美國不斷批判社會主義國家或非同盟國家沒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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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權和民主主義，甚至直接插手別國的「體制轉換」；然而對於

自己陣營內有些國家的獨裁、人權壓迫和大量屠殺不但視而不見，甚

至還助長它。 

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論，主張通過階級革命完成人類 終

的解放，但由於基於階級獨裁論，本來就不是以普遍所構成。在韓國

與台灣等東亞地區，長期間以反共大業為口號，美國與這些國家的獨

裁政權對民眾的虐殺或人權侵犯已經常態化。東亞的人權問題，在社

會上開始被意識到並普遍覺醒，要等到民主化胎動的 1970 年以後。 

在東亞，日本被認為是體現了民主主義和人權的模範國。戰後，

日本憲法中明記了國民主權，從「臣民」轉換為「國民」，開始有了

「人權」意識。然而，其概念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的水準，可以說還沒

有達到對公權力暴力進行熾烈對抗的人權本質性格的深度。日本人曾

經隸屬於明治憲法的「臣民」；戰後雖然日本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了國

民是主權者，第三章「國民的權利和義務」也被視為憲法的 本質部

分，但是另一方面，卻把「天皇」的規定擺在憲法第一章。由此就可

以知道，日本戰前和戰後的斷絕並不徹底。日本國民無法成為現代性

的「個體」由自己主體地確立，可以說很大部分起因於這種不徹底性。

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拆解了日本軍國主義；為了不使日本再度威

脅美國的安全，促成了以「和平與民主主義」為基本性格的日本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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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由於日本憲法並非由日本人自己作為主權者，以血去贖罪取

得的，日本並沒有形成一個接近人權的本質理解的共識。 

雖然說人權這一具有普遍性解放性格的概念，不間斷地擴充擴大

其概念內容；但「人權的普遍性」也曾經是以「文明」之名的西歐世

界支配結構，所建構出的非普遍性概念。特別在東亞的近代史脈絡

中，在戰爭、侵略、殖民地支配與大量虐殺等赤裸裸的國家暴力下，

連生命權、（和平的）生存權與身體安全等基本權利都成為 珍貴的

價值；甚至如日常生活中對朝鮮人的歧視，其原因都出自於以「文明」

和「野蠻」的二元世界觀為前提、並自認為正當的侵略和殖民地支配。

如果不正視這個事實，一般人民要從支配者、壓迫者手中奪取普遍性

人權是不可能的。 

 

（二）文明與野蠻 

 

從西伐利亞條約（1648 年）主權國家體制成立以來，國家的獨立、

平等以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使中世紀的位階秩序崩潰，成立了「國際

關係」，開啟了以獨立平等的主權者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市民社會的道

路。然而，所謂獨立主權，是被認為合乎西歐「文明」標準的國家才

享有的特殊權利，「野蠻」或者「未開化」者是無法享有的。因而，

在這裡，普遍性人權當然是不存在的；「野蠻」者是不被承認有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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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 

與其說「文明」負有把「野蠻」「文明化」的使命，倒不如說西

歐對「野蠻」世界的侵略、支配與教化被視為一種義務。「文明」是

什麼？它原本是一個時代 先進的科學、技術、人文的精華綜合，但

如果文明是以對「野蠻」的侵略、支配與搾取作為踏板的繁榮，那麼

這樣的文明在本質上是「野蠻」。 

1989 年在法國人權宣言兩百周年的紀念會上，據說有一位非洲代

表尖銳地指出：「兩百年來，法國人權宣言並沒有跨越過地中海」。西

歐社會通過市民革命得到了人權的概念後，普遍性人權並沒有超越過

「文明」的高牆。即便傳播了文明，進行了教化，但其人權也無法得

到普遍化。 

 即便文明論批判了西歐文明的絕對優越性，並站在承認多文明的

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但是像在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中所表現的，

仍然論述著西歐文明的優越性。今天，「文明論」就是「帝國主義支

配論」已是大家共識。但關達那摩的虐囚，仍然在「自由」、「民主主

義」、「市場經濟」的價值下恣意而行；以「自由」、「民主主義」、「市

場經濟」的價值指責別國是「恐怖分子」或「失敗國家」，仍然十分

常見。在這裡，不承認普遍人權的「文明與野蠻」二元式世界觀，仍

然發揮著旺盛的生命力。今天，以文明之名的侵略、支配與人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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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被正當化（參照阿部浩己的《超越作為暴力的國際法》，2010 年）。 

西歐作為世界的支配者享受著相當特殊的地位，且經常批判非西

歐世界沒有達到西歐中心的普世人權標準，並以此作為支配他人的手

段；而非西歐世界則對這種「普世人權論」提出了反駁。 

1994 年，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上，有人提出了「亞洲式

的人權論」。在會上，主張人權的歷史階段論或文化論的「東亞式人

權論」受到了主張人權普世論的西歐國家猛烈的批評。的確，社會主

義、儒教文化主義或集體主義包含有對個人自由限制的全體主義性

格；訴諸被殖民受侵略歷史的民族主權論，也比本質上普世的人權

論，具有更強烈的擁護政權的宣傳性格，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歐

美各國對東亞人權的批判，並非純粹為了普世人權的實現，而是有著

為了「政權和平演變」而宣傳的濃厚色彩。 

 

（三）「東亞」是什麼？ 

 

「東亞」並非單指地圖上劃分的地理區位。魯迅曾說過「地上本

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近代以來五百年間，順著歐美列

強侵略與支配的足跡，從拉丁美洲、非洲到亞洲。原本「亞細亞」這

個字是單指希臘西岸到地中海東岸這一帶的地方，但隨著西歐世界的

膨脹，其概念就從近東、中東到極東不斷地擴展；一直達到了朝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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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西歐支配的「亞細亞」的版圖終於完成。「亞細亞」是近代以

降，占據世界秩序中心的西歐所建構出來的歷史與政治的地區秩序概

念。 

明治以來，日本在對抗壓倒一切的西歐風時，所摸索的自主獨立

道路有兩條。兩者與其說是對立的概念，倒不如說是相互滲透互補的

概念。其一是，聯合東亞各民族對抗西歐白人帝國的「亞細亞主義」

的道路；另一條是，模仿西歐帝國主義，壓迫東亞各民族的「歐化主

義」。因此，日本告別了「亞洲的惡友」，進行著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與

支配而與西歐紳士諸君肩並著肩，選擇了滑向「文明」社會行列的道

路。亦即，高舉著「文明開化」的大旗，徹底模仿西歐，以其暴力行

為，拼命地向西歐爭取野蠻的「文明國」的資格。在明治時期為了完

成其 大的外交悲願「條約改正」，是以與俄羅斯對抗當作世界戰略

重要的課題而迎合英國；圍繞著朝鮮半島支配權的爭奪，則是通過

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展示了其實力，才開始有可能被承認為

「文明國」。日本作為東亞的小帝國順利地站了起來。 

諷刺地，通過對亞洲的侵略與支配，日本把誕生於歐洲的「亞洲」

概念偷胎換骨地轉換成日本中心的地域概念。在西歐視線的「亞洲」

上裝上了日本的折射鏡片，就像精於模仿舶來品的日本製品一樣，製

造了日本視野的亞洲。國分良成氏曾說「亞洲就是日本」。日本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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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現代的中國中心的華夷秩序，塗改為日本中心的亞洲地域秩序，

變造了「亞洲」。可以說，日本用「亞洲主義」代替了露骨的「日本

主義」。自此以來，日本作為亞洲的小帝國，隱晦地在「亞洲」、「東

亞」、「大東亞」的名義下推進其地域支配與帝國建設的野心。「大東

亞共榮圈」或「大東亞聖戰」可以說是日本亞洲主義的本質在不意間

暴露出來的東西。 

 

（四）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 

 

1945 年，接著日本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解體後，殖民地支配體制

的清算運動（東亞的去殖民運動）卻隨著冷戰的登場而中途斷絕，東

亞各地的舊支配秩序和階層在美國的支配下重新再編構。日本成為美

國在東亞戰略的中心基地，與原殖民地支配協力者（親日者）的關係

重新聯結；它作為美國巨大暴力的後盾，保持了大部分原大東亞共榮

圈的影響力，結果，東亞民眾並沒有迎來真正的解放。 

一般而言，所謂冷戰，是美蘇兩體制在全球構成了兩大敵對陣

營，不只在政治軍事上，從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在意識型態上組成

了全面對立的體制；而在東亞的冷戰，還凍結了東亞民眾的去殖民化

的歷史進程。換句話說，鴉片戰爭以來東亞民眾 大悲願的民族解

放，受到了極大的挫折。出於美國的軍事戰略利益，其戰後對日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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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的拆解並不徹底，實際上半途而廢；它把主要的原軍國勢力收

攏為輔助者，與它溫存並使其復活，運用它鎮壓了猛烈的東亞民族解

放的動力。其結果，造成了韓國、台灣、東南亞各地激烈的對抗，發

生了大量的虐殺事件。 

成為冷戰 前線的東亞，分斷的高牆切斷了朝鮮半島、台灣海峽

以及越南，在軍事獨裁下實施戒嚴令統治，極端的國家暴力恣意橫

行。在朝鮮半島，經歷了朝鮮戰爭後持續了近半世紀的威權主義統

治；中國經歷了內戰，蔣介石政權在台灣進行了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

統治；越南經歷了四十年的南北對抗。 

在這歷史中，韓國在美軍支配以及分斷‧國家保安法體制下，從

濟州 4‧3 事件到光州虐殺，由國家暴力之手虐殺了無數民眾，據說

犧牲者高達百萬人之多。在台灣，從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到 50 年代

白色恐怖，有上萬的民眾遭到殺害，更有無數的人遭到迫害。這些犧

牲者被貼上「暴徒」、「叛亂分子」、「通匪分子」、「赤匪」的罪名，因

為叛亂者與犯罪者的身分而長期被社會所拋棄。 

1980 年前後，在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過程中，國家暴力的重

大人權侵害問題終於成了反獨裁鬥爭的中心議題而登上了社會舞

台。1989 年的冷戰崩解促使鬥爭加大了推進的力量，把因國家暴力

造成的大量虐殺事件的名譽恢復和賠償運動推上了政治議題的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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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韓國，1996 年成立了「居昌民眾虐殺事件賠償法」，這給光州

虐殺事件的名譽恢復和賠償運動在冷戰‧分斷體制中打開了一個大突

破口。現在，雖然對於「朝鮮戰爭前後發生的民眾虐殺」事件的名譽

恢復和賠償法案的制定還未得到解決，但是以濟州 4‧3 事件的真相

解明和名譽恢復為目的的「濟州 4‧3 特別法」，已於 1999 年 12 月通

過了立法。同時，也通過了「民主化運動關連者名譽回復補償法」與

「疑問死真相究明特別法」。在台灣，也於 1995 年成立通過了二二八

事件賠償法，1998 年立法院又通過了「戒嚴時期叛亂匪諜不當審判

案件補償條例」。 

這些都是東亞各國地區對戰後過去的清算，亦即遲來的正義的實

現；然而， 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對過去日本歷史的清算到現在卻仍

未有進展。現在，所有有關歷史認識、教科書問題、日本軍慰安婦、

靖國強制合祀、強擄勞工與關東大地震時對朝鮮人虐殺等等問題的爭

議，全都起因於此。 

 

（五）東亞殖民地支配的責任問題，才是 21 世紀 大的人權課題 

 

2001 年的達邦宣言，把近代視為西歐「文明」對「野蠻」支配的

歷史；指出了這種支配誕生了歧視和偏見，造成了奴隸制和殖民地支

配的野蠻行為。西歐「文明」社會的所謂「平等」，其實在外部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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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對「野蠻」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支配。在這意義上，這種

「文明」本來本質上就是野蠻的，因此，高舉著「文明的開化」大旗

追隨西歐的日本除了是「野蠻」之外別無其他。 

2009 年秋天，我與前田朗先生等數百人共同起草了「東亞歷史、

人權、和平宣言」。認為不能把朝鮮併合百年當作「謝罪與原諒」的

慶典或一次性的儀式就完結，而是應該把它放在世界史和東亞近現代

史的脈絡中，把它視為普遍的歷史問題，並使宣言有準聯合國文件的

位階。 

從上述人權論的認識及其歷史進程來看，顯然東亞的人權和所謂

西歐的普世人權有所不同。因此，為了剝去所謂普世人權虛偽意識的

外套，實現真正的普遍性人權，有必要改變對西歐（霸權中心）「普

世人權」的理解；在東亞，有必要把日本中心的「亞洲」虛偽意識予

以揭露去除，以變革地域秩序。 為重要的課題，還在對於西歐‧日

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支配歷史責任進行追究，只有通過完成去殖民化

的課題，使近代以來五百年的支配秩序解體，才能實現真正的普遍性

人權。 

而當前 重要的課題，是促使朝鮮戰爭以來持續半世紀以上的朝

鮮半島戰爭狀態終結，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體制；並究明日本過去在

內外由國家公權力侵犯人權的真相，進而恢復權利。為了達成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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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必要促成「殖民地支配就是反人道罪」這一明確的國際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