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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竹岛问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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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日本

承认朝鲜的独立，其应该放弃的地区为“包括济州岛、

巨文岛以及郁陵岛在内的朝鲜”。

　　知悉了美英两国起草的有关该部分的草案内容

的韩国，在同年7月，由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向美国

国务卿艾奇逊递交了一封函件。其内容是“我国政府

要求将第2条a款的‘放弃’这个词语更改为‘（日本

国）同意于1945年8月9日放弃对于朝鲜以及包括济

州岛、巨文岛、郁陵岛、独岛（即日本竹岛）及波浪

岛（中国称苏岩礁）在内的日本在合并朝鲜前原属于

朝鲜的岛屿的所有权利、权源与索取权’”，即“希望

能在日本放弃的地区中追加竹岛”。

　　对于韩国方面的该意见书，美国于同年8月，由

负责 远 东 事务 的 助 理国务 卿 迪安·腊 斯克(Dean 

Rusk)向梁裕灿大使提交信函，作出了如下回答，明

确否定了韩国方面的主张。

　　“……合众国政府不认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应该

采用因1945年8月9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日本

正式或最终放弃公告所涉及地区主权的理论。关于

作为独岛或竹岛或利扬库尔岩而知的岛，根据我们的

信息，这一通常无人居住的岛屿绝没有被作为朝鲜的

一部分对待过，自1905年前后开始便处于日本岛根

县隐岐岛支厅的管辖之下。对于该岛，未发现朝鲜曾

主张对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

　　基于如上所述的经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中，

日本应该放弃的地区被规定为“包括济州岛、巨文岛

以及郁陵岛在内的朝鲜”，竹岛被有意识地从中排除。

如此这般，构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旧

金山和平条约》确认了竹岛是日本的领土。

《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

联合国之间签订 的和 平 条 约。1951年9月8日，在 美

国的旧金山召开和会，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

1952年4月28日，根据该条约的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

旧金山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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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无论依据历史事实，还是依据国际法，
竹岛都明确属于日本固有领土。

●韩国占领竹岛的行为是在国际法上无根
无据的非法占领，韩国根据该非法占
领而对竹岛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不具
有法律正当性的。

●在围绕竹岛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日本将
根据国际法，冷静且和平地解决争议。

日本对竹岛领土主权的

一贯立场

●竹岛 DATA

位于日本海海域中的竹岛属于岛根县隐岐的岛町。由东岛（女岛）、西岛（男岛）

2 座岛屿等组成，总面积约 0.21km2。各岛皆为耸立于海面上的火山岛，岛上缺

乏植被和饮用水。

1951年8月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负责远东事务）的信函（复印件），明确否定了韩方的主张。

封面照片 ：桑原史成

《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对于竹岛的处理

竹岛

绝没有被作为朝鲜的一部分对待过

处于日本的岛根县隐岐岛

未发现朝鲜曾主张支厅的管辖下

对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

21



Part 1　竹岛问题的起源

●1952年1月，韩国总统李承晚发布《海洋主权宣言》，

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划定了所谓的“李承晚线”，在主

张线内广泛水域的渔业管辖权的同时，还将竹岛划

入该线内。随后，相继发生了进入线内捕鱼的日本

渔船被韩国方面扣押的事件，日方甚至出现了人员伤

亡。但是，在同年7月，作为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的

协商机关的日美联合委员会将竹岛指定为美军的轰

炸训练区域，这表明了即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

日本恢复主权后，美国也明确正式将竹岛作为日本领

土。

●1953年7月，甚至发生了对从事非法渔业的韩国渔民

发出离开竹岛命令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遭到韩国当局

枪击的事件。

　　在次年1954年6月，韩国内务部对外发布已向竹岛

派遣韩国海岸警备队的驻留部队。同年8月，在竹岛周

边航行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遭到来自岛上的枪击。由

此确认了韩国的警备队在竹岛上驻扎一事。

　　韩国方面直至目前仍派警备队员驻守，同时还建

立了宿舍、监视所、灯塔、靠岸设施等，继续非法占领。

●韩国占领竹岛的行为是在国际法上无根无据的非法

占领，韩国根据该非法占领而对竹岛采取的任何措施

都是不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按照围绕竹岛领土主权的

日本立场，这是绝不容许的行为，在反复提出强烈抗

议的同时，要求其撤回占领。

●在韩国划定“李承晚线”之后，日本对于韩国方面

主张对竹岛的领土主权、从事渔业、射击日本巡视船、

设置构造物等行为，每次都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此外，

为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该问题，1954年9月，日本向

韩国方面提议将竹岛的领有权问题交由国际法院裁判，

但是同年10月，韩国拒绝了该提议。另外在1962年3

月的日韩外长会谈之际，日本也提议将本案件提交国

际法院裁判，但是韩国表示不接受该提议。进一步地，

在2012年8月，韩国拒绝了第三次的委托提议。

●国际法院的机制是，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委托

其进行裁判时才开始办理程序。因此，即使日本单

方面提起诉讼，只要韩国不主动回应，国际法院就

无法开始程序。

●但是，1954年访问韩国的美国大使范弗里特（James 

Alward Van Fleet）的回国报告中记载有：美国尽管认

为竹岛是日本的领土，但也认为将本案件委托国际法

院裁判是恰当的，并已非正式向韩国提出了该建议。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按照国际法对国

家间的争议 进行裁判。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联合

国的其他机关以及专业机构在取得联合国大会许可的，

可以要求出示劝告性意见。国际法院只受理国家的诉讼，

不对个人以及民间机关、国际机关开放。

国际法院（ICJ）

关键词解说

在李承晚线被韩国军舰扣留了2个多月后释放的日本渔民
（1953年11月）（照片 ：读卖新闻社）

美国大使范弗里特的回国报告（复印件）

国际法院（ICJ）所在地荷兰海牙的和平宫
（照片 ：ANP/时事通信社照片）

1952年1月18日，根据韩国李承晚总统发表的《海洋主

权宣言》，韩国政府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在日本海和东海

的公海上划定的界线。

李承晚线

关键词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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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
济州岛

李承晚线

韩国违反国际
法单方面划定

韩国划定“李承晚线”以及非法占领竹岛 提交国际法院（ICJ）的提议

美国认为竹岛是日本的领土

认为将本案件委托国际法院裁判
是恰当的，并已非正式向韩国提
出了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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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日本固有的领土—竹岛

●现在的竹岛，日本在过去称其为“松岛”，反而是

将郁陵岛称为“竹岛”或“矶竹岛”。从各种地图以及

文献可以得知日本很早就知道了“竹岛”和“松岛”

的存在。例如，除了作为添加了经线纬线的出版日本

地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长久保赤水的《改正日本舆地

路程全图》（1779年初版）外，准确记载了朝鲜半岛

和隐岐诸岛之间的郁陵岛和竹岛的地图还有很多。

竹岛的拥有

●1618年（注），鸟取藩伯耆国米子的居民大谷甚吉、

村川市兵卫从幕府取得了至郁陵岛（当时的日本名称为

“竹岛”）的渡海许可。在这之后，两家交替每年1次渡

海至郁陵岛从事采集鲍鱼、捕猎海狮、砍伐树木等活动。

●在竹岛，1900年代初期捕猎海狮开始盛行，并处于

过度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以稳定

捕猎海狮的活动为目的，岛根县隐岐岛民中井养三郎

提出了租赁竹岛的申请。收到该申请后，日本政府于

1905年1月，内阁会议决定将竹岛编入岛根县。

●岛根县知事根据该内阁会议决定等，在1905年2月，

发出将竹岛命名为“竹岛”，并为隐岐岛司所管的告示，

同时也向隐岐岛厅传达了这一告示。同时，这些信息

在当时的报纸上也有登载，为公众所知。

●另外，岛根县知事接受竹岛为“归岛根县属下隐岐

岛司管辖”的规定，将竹岛登记至官有地台账的同时，

对海狮的捕猎活动也实行了许可制。之后，海狮的

捕猎活动持续到了1941年。

　　两家扬起了带有将军家的葵纹家徽的旗帜，在郁

陵岛从事渔猎活动，所采集的鲍鱼则进贡给将军家等，

即该岛的垄断经营是在幕府公认下进行的。

　　在这期间，处于隐岐至郁陵岛路线上的竹岛，作

为航行目标和途中的锚地，另外作为捕获海狮和鲍鱼

的绝佳圣地而自然而然地被开发了。正如此，日本最

晚也是在17世纪中叶，确立了对于竹岛的领土主权。

●如果当时幕府认为郁陵岛以及竹岛是外国领土，则

在颁发了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的1635年，应

该是禁止日本人渡海前往这些岛屿的，但是当时并

未采取这样的措施。

（注）也有一说是1625年。

《改正日本舆地路程全图》（1846年）
（照片提供 ：明治大学图书馆）

《渡海许可证（复印件）》（收录于《竹岛渡海由来记拔书》）
（收藏、照片提供 ：鸟取县立博物馆）

日本渔民在竹岛周边海域的捕鱼活动盛行
（1930年代）（照片 ：个人收藏〔岛根县竹岛资料室提供〕）

1909年前后的竹岛捕鱼公司
（照片 ：摘自 川上健三《竹岛历史地理学研究》〔古今书院〕）

竹岛的认定 竹岛被编入岛根县

1905年1月28日内阁会议决定
（照片提供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
藏 ：国立公文书馆）现在的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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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对围绕竹岛的疑问的回答

被韩国方面当作是“依据”的古代地图

　　虽然韩国方面有主张认为在16世纪以来

的朝鲜地图中作为“于山岛”描绘了竹岛，但

是在那之前的朝鲜地图中的于山岛均不是竹岛。

被韩国方面当作是“依据”的古代文献

　　例如，韩国方面因《世宗实录地理志》

（1454年）等朝鲜的古代文献中记载有于山、

郁陵两岛位于（蔚珍）县的东边海域，而主张

该于山岛即是竹岛。但是，《世宗实录地理志》

中还记载有“新罗时代称为于山国。亦称为郁

陵岛。”《新增东国舆地胜览》（1531年）中记

载有“据说，于山、郁陵本为同一个岛”，这

些文献中，关于“于山岛”都没有任何详细的

描述。

　　另外，在朝鲜的其他古代文献中对“于山

岛”的描述为 ：有众多人生活在此，出产巨大

的竹子等。这与竹岛的实际形态不相符合，甚

至让人联想到这是郁陵岛。如此，在韩国方

面的古代文献中，未能找到证明于山岛就是现

在的竹岛的韩国主张的依据。

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附件地图《八道总图》中，将于山

岛绘制为几乎与郁陵岛同等大小，并且位于朝鲜半岛与郁陵岛

之间（郁陵岛西侧）。这是将郁陵岛绘制为两个岛屿，亦或者

是凭空想象的岛屿，而不是距离郁陵岛很远的位于东边的竹岛。

《八道总图》（《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收录）（复印件）

于山岛 郁陵岛

Q.1
韩国方面的古代地图与古代文献中是否

记载有竹岛的事情？

A.1
没有。韩国方面虽然主张韩国的古

代地图以及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于

山岛”就是现在的竹岛，但是该主

张没有依据。

Q.2
韩国方面是否有在1905年日本政府将

竹岛编入岛根县以前拥有竹岛领土主

权的证据？

A.2
没有。韩国方面没有出示证明对竹

岛领土主权的具体证据。

详细

　　正如Q＆A1所述，韩国方面主张朝鲜的古代文献中所载名

称的“于山（岛）”就是竹岛，自古以来就是韩国的领土。但是，

朝鲜的古代地图以及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于山（岛）是郁陵岛的

别名，或者是如18世纪以后的地图中所绘制的于山（岛）一样

位于郁陵岛旁的另外一个小岛（竹屿），而不是竹岛。

　　另外，韩方将根据《大韩帝国敕令41号》（1900年）设置

的“郁岛郡”管辖的地区规定为“郁陵全岛和竹岛石岛”，而

主张该“石岛”就是“独岛”（竹岛的韩国名称）。

　　韩方主张，“石（toru）”按韩国的方言也可发音为“toku”，

完全按照发音将其改为汉字时，则为“独岛”。但是如果“石岛”

就是今天的竹岛（“独岛”），为什么敕令中没有使用“独岛”这

一称呼，而使用了“石岛”这一岛名呢？韩方为什么没有使用自

己所主张的竹岛旧名即为“于山岛”等名称呢？

　　另外，假设敕令中的石岛就是指竹岛，也未提供出证明在

敕令颁布前后，大韩帝国实际支配竹岛事实的证据，不能确

认韩国确立了领土主权。

Q.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竹岛被联合国总

司令部从日本领土中除去了吗？

A.3
不是。联合国总司令部没有决定日

本领土的权限。

详细

　　韩国方面主张，联合国总司令部备忘录（SCAPIN）第

677号以及第1033号中从日本的领域中除去了竹岛。但是，

不管是哪一份备忘录都明确规定了“不得将其解释为是领土

归属的最终决定相关的联合国方面的政策”。韩国的说明中

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该SCAPIN第677号第3款中规定“日本被规定为包括日

本四大岛（北海道、本州、九州以及四国）以及大约有一千

个的相邻小岛。（中略）另外，不包括下列各岛”，除郁陵岛

以及济州岛、伊豆诸岛、小笠原群岛外，还列举了竹岛。

　　但是，该SCAPIN第677号第6款中明确规定“该指令中

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联合国有关《波茨坦公告》的第8

款中记述的各小岛的最终决定的政策”（《波茨坦公告》第8

款 ：“日本之主权应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

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因此，韩国方面的主张完全不

成立。

18世纪以后的朝鲜地图上，也出现过把于山岛绘在郁陵岛东侧

的例子。1899年发行的《大韩全图》，虽然是加入了经度和纬度

的近代地图，但是在郁陵岛的附近位置，写有于山二字。据认

为该于山是现在的竹屿，而不是现在的竹岛。

《大韩全图》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收藏）

于山

郁陵岛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