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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瑩夜召丹羽宇一郎：傅瑩夜召丹羽宇一郎：

華人保釣大事記
1970年12月19日：沈平、李德怡
等人組成 「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
」 。

1971年1月至8月：保釣行動委員
會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數
千華人響應。

1996年 9月 26日： 「全球華人保
釣大聯盟」 召集人陳毓祥在釣魚島
附近海水域宣示主權時發生意外，
不幸身亡。

1996年 10月 7日：港台保釣人士
陳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壽成功登島
，並插旗宣示主權。

2003年 6月 22日：內地民間首次
組織出航保釣運動。大陸公民馮錦
華倡議首登島宣示主權。15名內地
和香港愛國人士組成民間保釣團，
遭遇日本艦艇飛機圍堵無法登島。

2005年 2月 15日：全球華人聯合
行動，香港、北京、江蘇、湖南、
廣州、北美紐約、台灣等同步前往
當地日本領事館進行抗議活動。

2010年 9月 14日：保釣船 「感恩
99」 號前往釣島海域宣示立場，台
灣海巡署派出12艘船艦隨行保護
，遭日本7艘巡視船攔截後返航。

2011年 6月 29日：台灣保釣人士
黃錫麟等搭乘漁船出海，在釣魚島
附近海域遭日方要求駛離。

2012年7月3日：台灣民間保釣人
士搭乘漁船赴釣魚島宣示主權，台
灣官方派出五艘巡防艦艇全程維護
，台日雙方出現短暫對峙場面。

2012年 8月 15日：香港 「保釣行
動委員會」 7名成員登上釣魚島，
並插上五星旗。

本報記者張靖唯 整理

立即放人

港人保釣宣主權港人保釣宣主權 遭日方非法抓扣遭日方非法抓扣

【本報訊】15日16時許，香港 「保釣行動委員會」 部分成員登上釣魚島，並插上五星旗，5
人被日本沖繩警方逮捕。晚上，日本海上保安廳又逮捕了香港保釣船上另外9人。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傅瑩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並與日本外務省副大臣山口壯通電話，就日方在釣魚島
非法抓扣中國公民事提出嚴正交涉。

【本報訊】綜合十五日消息：載有8名 「保釣」人
士和其他成員的香港 「保釣」船 「啟豐二號」，15 日
排除困難，搶灘釣魚島，7位船員登上釣魚島，成功宣
示主權。

日艇多次撞向保釣船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介紹說，保釣船在全力駛向釣

魚島期間，日方派出多艘艦船及直升機驅逐。當 「啟豐
二號」離釣魚島 15 海里時，遭日方巡邏船開水炮射擊
，船員關閉艙門以躲避。

一名船員表示，他們被日方水炮淋了一身後，渾身
都感覺是發鹹的，因為 「啟豐二號」比較老舊，艙門的
密封性不是很好，一陣水炮過來的時候，駕駛艙視線多
少會被遮擋。

船員又表示，被9艘船隻多方面包圍，日方船隻並
先後多次撞向 「啟豐二號」船頭，導致船身毀爛，方向
盤亦損毀，要靠電腦導航才堅持衝上釣魚島。

隨後，多名 「保釣」成員游泳搶灘登陸釣魚島，數
十名日本保安廳人員在島上各個角落進行布控。 「保釣
」人士在登島時，高唱中國國歌，撿拾島上石塊，宣示

主權。
據悉，一名 「保釣」成員登島後，試圖把五星紅旗

插上島上的某一個位置，但他被日本的保安廳人員控制
，其餘的 「保釣」成員立時奪過五星旗，繼續往島上衝
，最後，他們成功把五星旗插在釣魚島上，可惜國旗隨
即被日本警察搶去。

此外，兩名保釣人士跑上礁石，因為礁石被海水腐
蝕非常嚴重，跑步非常困難，而日本方面完全是仰仗人
數上的優勢，把兩名人士控制。

「保釣」成員登島期間，日方派出直升機在上空盤

旋，離 「啟豐二號」最近只有 50 米，而在 「啟豐二號
」的右側差不多10至20米的範圍內，大大小小的日本
船隻、橡皮快艇有十多艘，船上的以及岸上的日本保安
廳人員則估計有五、六十人。

給日本一個 「下馬威」
「啟豐二號」船長表示，這次成功登島並插上五星

旗，對我們來說是給日本人一個下馬威，說明他們派出
了多少船，包圍我們，我們也不害怕的。所以我們船上
的每個人都很感動。

對於香港 「保釣」船隻及 「保釣」人士被日本警方非
法抓扣，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
立場是明確和堅定的。我們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中
方已向日方表達嚴重關切，要求日方不能有任何危及中方
人員、財產安全的作法。

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 15 日援引日本海上保安廳第 11
管區海上保安本部官員的話說，香港 「保釣」人士當日15
時前抵達釣魚島附近海域，此後7名 「保釣」人士排除日
本海上保安官的阻擾，登上釣魚島。沖繩警方以 「非法入
境」嫌疑抓扣了登島的 5 名香港 「保釣」人士，另外 2 人
返回船上。日本海上保安廳晚上又以涉嫌違反入管難民法
（非法入境）為由，逮捕船上另外9人。

香港保釣船 「啟豐二號」12日從香港出發，船上共14
人，包括8名保釣人士、4名船員和2名記者。8名保釣人
士中，有1人來自澳門，1人來自大陸，其餘為港人。

港各界促日本放人
民建聯傍晚到日本領事館抗議，要求日本立即釋放被

拘捕的保釣人士。民建聯15日與香港索償協會及200名市
民發起示威遊行，抗議日本侵犯我國釣魚島主權，並要求
日方不要傷害 「啟豐二號」及船員。示威市民由遮打花園
遊行至日本駐港領事館，並向領事館代表遞交請願信。

本報記者朱晉科報道：本港保釣人士被日方拘捕事件
，引起香港各界人士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表示，香港保釣船成功登上釣魚
島，向日本展示了中國人捍衛領土不可侵犯的鋼鐵意志和
決心。

對於事件未來發展，劉夢熊表示，過往日本對兩岸三
地保釣船和人員只作阻攔、驅趕而不作扣捕、起訴。今次
日方拘捕保釣人士，會令雙方關係更加緊張，如果日方僅
以入境條例遣返保釣人士，可望 「大事化小」，如果日本
試圖援引日本法律起訴香港保釣人士，並監禁他們，中方
將 「退無可退」，只會更加強硬。

京保釣人士日使館遞抗議信
【本報記者步瀟瀟、李理北京十五日電】世界華人保

釣聯盟今日在內地多個地方的美國和日本駐華使領館組織
抗議活動，並遞交保釣抗議信。

早上7時，記者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門前看到約有60
多人組成遊行隊伍，他們身穿印有保釣聯盟字樣的T恤，
手持 「對日宣戰、收復釣魚島」條幅和 「日本鬼子滾出釣
魚島」條幅，以及印有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標誌的旗幟，齊
唱保釣歌曲。

保釣協會發言人還向日本大使館遞交了一封抗議信，
他使用擴音器喊話稱，這封信的收件人是野田佳彥，信中
附帶一把裁紙刀，意在希望野田佳彥自裁，一名日本外交
官接收了抗議信。遞交抗議信後，遊行隊伍再次喊口號後
離去，整個抗議活動歷時近40分鐘。

對於香港 「保釣」人士成功登上釣魚島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支持，他會
密切關注事件進展。

就港人登陸釣魚島被日本當局攔截及拘
留，梁振英 15 日晚召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
隈丸優次，指出特區政府對事件極度關注，
他透過總領事向日本政府傳遞特區政府的三
大訊息：（一）我們重申釣魚島和其附屬島
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香港居民多年來
對這些島嶼有強烈感情。我們不希望見到日
本政府作出任何被香港居民視為挑釁性的行
為。（二）我們要求日本政府不能有任何危
及香港居民和其他中國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
全的作法；（三）我們促請日本政府盡快釋
放所有香港居民和其他中國公民。

特首梁振英
召見日領事

保釣船無懼撞擊保釣船無懼撞擊
搶灘插上五星旗

▲日方船隻先後多次撞向▲日方船隻先後多次撞向 「「啟豐二號啟豐二號」」
，導致船身毀爛，導致船身毀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 「保釣」 人士15日登上釣魚島，
並插上五星旗，成功宣示主權 中央社

乘船赴釣島人員名單
香港：古思堯、羅堪就、曾健成〈留
守船上，未有登島〉、楊 匡、王化
民、盧松昌
澳門：伍錫堯
廈門：方曉松
鳳凰衛視特派記者：蔣曉峰、攝影師
：梁培錦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15日在北京的日本
大使館門前示威抗議 李理攝

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網站消息，中國駐
日大使程永華今晚就香港 「保釣」人員登釣
魚島事向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佐佐江賢一郎
表明嚴重關切，重申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
嚴正立場，要求日方切實吸取以往教訓，確
保相關人員盡快安全返回。

最新動態

■駐日大使促保船員安全

■入境處人員凌晨赴日
鳳凰衛視資訊台最新消息：香港入境處

工作人員將乘坐 16 日凌晨 1 點的航班飛往
日本，與當地使館人員會合。鳳凰衛視將派
出2名人員共同前往。

▼▼ 香港保釣船香港保釣船1515日挺進釣島日挺進釣島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