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27日消息：
藏經筒化身USB兼容了知識與時尚，八音
杯墊現代材質上重現了古老樂器優美身段
， 「子曰書包」傳達孔子思想中仁愛與
擁抱世界的情懷； 「樂、歌、佾、禮、麾
」元素設計的 「五生書籤」用Q版造型為
學子打氣；孔孟思想潛移默化於 「信手拈
來」的案頭便條紙上；搭配翰墨書法的論
語圍巾質地輕暖盡顯君子仁人之風的高雅
溫馨……這些都是台北市孔廟全新推出的
孔廟紀念品。往來其間的家長、學子、各
地遊客流連其中，在選擇商品的同時，也
重溫腦海中的儒家文化印象。

在台灣，人們使用 「活化」一詞，常
會體現出一種推陳出新的信心與追求。

現代資訊傳播儒學
26日舉行的2012年台北孔廟春祭典禮

上，明倫中學高一女生楊子函和她的同學
們成為現場矚目的焦點之一，因為這是台
北孔廟祭典有史以來首次允許女孩擔綱禮
生。這是文化傳統因應時代變化，對男女
平等的一種回應。

為喚起社會大眾的儒學興趣，多元創
新傳承儒家思想，台北市政府自2001年起
推出 「孔廟歷史城區觀光再生計劃」，分
別規劃辦理古禮祭典、儒家風格展演與體
驗、中華儒道及傳統文化研習、孔廟情景
劇等多項活動，並增設語音導覽系統、儒
學文化網站、六藝虛擬空間、4D虛擬劇院
等設施設備，以創新行銷方式，讓孔廟成
為傳授儒學的社會大學堂。去年12月啟用

的孔廟多媒體六藝展，運用先進的多媒體
技術打造孔子學堂，以中日英韓四種語言
開展戶外教學。 「不入宗廟，焉知宗廟之
美」，人們在多媒體互動的廟堂之下，從
聽覺、視覺、觸覺全面體驗六藝內涵和儒
家文化的價值，傳統文化的學習漸成興趣
和習慣。

大膽創新再造傳統
不過，優秀民族文化在傳承過程中也

會遭遇瓶頸。老一輩喜愛的布袋戲、歌仔
戲、南音等，曾一度遭遇沒落。為了挽救
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當地劇團大膽創新
，再造傳統。台灣明華園歌仔戲劇團以現
代舞台表現手法在傳統鄉土歌仔戲表演中
融入現代舞的肢體動作；漢唐樂府在古南
音基礎上結合了傳統舞蹈梨園戲，享譽
海內外；布袋戲人物造型時尚前衛，眼
神充滿個性，實現重新火爆。

最近在台灣頗受歡迎的電影《陣頭
》，講述了一群台灣年輕人如何憑藉執
著信念、滿腔熱情和現代創意，
復興了台灣民俗文化電音三太子
。記者在影院看到，觀影人群中
不少是衣時尚的年輕人，他們
在感動的同時，也為文化的震撼
力擊掌喝彩，對這部本該 「小眾
」電影的追捧和喜愛之情不差於
其他大片。

來自大陸的人們會發現，對
傳統文化的 「活化」傳承，是台
灣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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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島活化中國傳統文化

台防長密訪星國掀風波
綠委向媒體泄密 新加坡發抗議信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 27 日報道：
兩年前高華柱以 「參觀新加坡國際航空展」名義，率
高階軍官訪新加坡，與當時的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會
晤，相談甚歡，因此去年底 「國防部」透過管道向新
加坡表達再訪意願時，即使台星雙方已為台駐新代表
史亞平的去留而不快，新加坡政府仍同意讓高華柱訪
星。

訪問行程原本秘而不宣
本月 12 日，高華柱率空軍副參謀總長劉震武等

人訪問新加坡，除會晤新加坡軍方高層外，也參觀軍
事基地和措施。但原本秘而不宣的行程，卻因民進黨
立委薛凌向媒體披露而曝光。據悉，新聞曝光時，還
在新加坡的高華柱，即感受星方壓力與不友善，但仍
按計劃於16日返台。

21 日下午，新加坡 「星光部隊」指揮官楊艾迪
上校無預警前往台灣 「國防部」面見高華柱，態度強
硬地宣讀新加坡政府抗議信。新加坡認為，高華柱訪
星之事被台灣媒體披露，有違雙方事前同意 「秘密進
行」的默契，因此將暫停台新現行所有軍事合作項目
，中斷軍事交流管道，以示抗議。

原訂本周要出訪新加坡進行交流與觀摩的軍方高
階將領考察團，也在楊艾迪送來抗議信後不久，被星
方告知確定 「無限期延後」。

據指出，不僅2月底的訪問團被迫取消，近期所
有台星軍方互動的行程也都喊卡，星方僅告知 「順延
」，但恢復日期不明。

這是繼台駐新代表史亞平引發的 「國歌事件」後
，新加坡政府半年來第二度對台方抗議。 「國防部」
現已全面清查所有與新加坡的軍事合作項目，盡量把
影響範圍減至最小；台 「國安」單位也開會研判台星
關係與現況，因應後續情勢發展。

台否認雙方中斷軍事交流
針對 27 日有台媒報道台灣與新加坡關係生變、

台星中斷軍事交流，台 「國防部」、 「外交部」當天
先後澄清否認相關報道。台 「外交部」表示，目前台
新雙方關係密切友好，台星經濟夥伴協議也順利進展
當中，並未聽說有關軍事合作中斷的消息。

台 「國防部」也表示，台灣與新加坡關係一向友
好，媒體所指台星中斷軍事交流，並非事實。

此外，針對媒體日前報道，因為台灣駐新加坡代
表史亞平與新加坡反對黨往來等作為，導致新加坡關
閉與台代表處的互動。台 「外交部」也作出澄清表示
，這些傳聞純屬媒體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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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行政院長」郝
柏村上周投書島內《聯
合報》，批評當地中學
史地課本暗示兩岸是
「一邊一國」。由於牽

涉敏感的統獨議題，文
章 「一石激起千層浪」，新黨主席郁
慕明、學者王曉波等人紛紛呼籲馬政
府盡快為學校教材 「去獨」。

其實，自四年前國民黨重新上台
後，要求修改 「台獨」課本的聲音此
起彼伏，無奈島內相關部門行動遲緩
，教科書中的 「獨毒」非但未被消滅
， 「抗藥性」似乎與日俱增，正在島
內廣大青少年的腦子裡 「生根發芽」
、 「茁壯成長」。據去年一項民調顯
示，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
降至 4.1%，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
創下新高，升至54.2%。而最近郝伯村
之所以就教科書中的 「台獨內容」有
感而發，也是源於今年春節，當他問
孫女是 「哪裡人」時，孫女答 「台灣
人」，但被問及 「哪國人」時，卻無
言以對。這時郝伯村意識到，島內教
科書的 「去獨」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倘若對此再視而不見，則無異於姑息
養奸，日後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
民眾恐怕是鳳毛麟角了。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只是到了 19 世紀末，清政府腐敗無
能，因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被迫
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從此，祖國的寶島台灣淪為日本
的殖民地，直到半個世紀後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才
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但抗戰平息，內
戰又起，當時在大陸盡失民心的國民
黨政府敗退至台島。儘管如此，蔣氏
父子仍視大陸和台灣為同一個國家，
更嚴厲打擊 「台獨」運動。可見，兩

岸雖分隔，但並不代表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分割。兩
岸目前的現狀是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
只是治權的分離。所以，台灣民眾是中國人的身份
認同不容質疑。然而，這種身份認同卻令島內不少
民眾迷惑不解，究其原因，是 「台獨」勢力把 「獨
爪」伸向了培養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學校和教材。

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的 「台獨」分子主政台灣
20 年，深深地影響了島內民眾對祖國的認同。李
登輝為了把台灣與中國作區隔，於一九九七年推出
《認識台灣》教科書。書本直接把 「我國」改成
「中國」，把 「李白是我國詩人」則變成 「李白是

中國詩人」，一字之差，就把李白劃歸為 「外國人
」了。而這類 「台獨」教材一直延續至陳水扁時期
，即使馬英九上台，情況也沒有明顯的改變。

如今島內的歷史課本不像過去數十年那樣從堯
、舜、禹、湯開始一直講述到現在，而是從荷蘭、
日本佔領台灣講起。這種以殖民史觀為精神的講述
方式，等於把當年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視為外
來政權了。而《台灣史》與《中國史》分別獨立成冊，
更是變相向學生灌輸 「一邊一國」的錯誤思維。

馬英九一直宣稱 「不獨」，並以兩岸和
平為己任，但卻漠視影響青少年心智的 「台
獨」課本，如此言行不一，如何讓人
信服？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27日報道：據台灣媒體
引述軍方人士透露，台灣向美國採購兩艘退役封
存的 「鶚級」獵雷艦，經過啟封作業後，預定今
年年中運交台灣。台海軍是以 「康平計劃」為代
號，投入經費約新台幣31億採購兩艘 「鶚級」獵
雷艦，美方一度想再賣一艘同級艦給台灣，但台
方表明不會增購。

這名軍方人士表示，台灣四面環海，各個港
口及航道易遭敵軍封鎖或是布雷，因此海軍需要
有獵雷艦及掃雷艦加以清除。

台灣海軍目前擁有4艘德國製獵雷艦，另有4
艘遠洋掃雷艦，若加上美製的兩艘 「鶚級」近岸
獵雷艦，將有助於提升海軍戰備能力。

「鶚級」獵雷艦（Ospreyclass）主要負責近
岸掃雷工作，船上裝有高精度獵雷聲納與水下無

人獵雷載具，大幅提高獵雷的安全性及效率。
美國海軍共計生產12艘 「鶚級」獵雷艦，並

於1993至2007年間服役，此級獵雷艦雖未到預定
退役艦齡，但為配合美軍事轉型計劃，因此提早
退役，並陸續對外出售。

這名台灣軍方人士還表示，台灣原可以早幾
年就獲得這兩艘獵雷艦，因為美國首次公告釋出
兩艘 「鶚級」獵雷艦給台灣的時間點為2006年，
當時預計移交的船艦，是預定在 2007 年退役的
「金 鶯 號 」 （USSOriole） 及 「獵 鷹 號 」

（USSFalcon），但因為軍售案拖了很久，錯過當
時船艦剛退役時 「熱艦」移交的最佳時機；美方
直到2010年1月底才通知 「立法院」，通過對台
灣總價大約64億美元的軍售項目，其中就包含兩
艘 「鶚級」獵雷艦。

台 「國防部長」 高華柱日前率團密訪新加坡，經台灣媒體披露後，引發新加坡政府
強烈不滿，派遣 「星光部隊」 （新加坡駐台軍方代表）指揮官至 「國防部」 宣讀抗議信
，聲明中斷台新軍事合作。台 「外交部」 表示，並未聽說有關軍事合作中斷的消息。

美售台退役獵雷艦 年中運交

【本報訊】據中通社 27 日報道：台灣在 「二二八
」四天長假期間受到大陸冷氣團影響，早晚溫差變大。
27 日有媒體稱，正在服刑的前台灣領導人陳水扁的病
況加重，除感染流感逾月未清，近日再出現胸悶徵狀及
腸胃疾病，甚至疑有腫瘤。扁子陳致中 26 日受訪時坦
言，十分擔心父親病況，指父親同日（26 日）已向台
北土城監獄申請戒護就醫，但迄今未獲獄方回應。

《台灣時報》27 日引述陳致中的話說，其父陳水
扁的身體狀況已不如往常，目前 「一身是傷」，除了去
年奔喪時，因跪爬造成的手部傷患尚未痊愈外，流感徵
狀迄今逾月，也沒有好轉。

據透露，陳幸妤上周五（24 日）前往探望阿扁時
，扁告知近日胸悶復發，由於此前扁曾因心血管鈣化而
出現胸悶徵狀，陳氏姊弟擔心父親舊病復發。

據了解，陳水扁近日因教唆偽證案正在高等法院進
行庭審程序，台北監獄方面表示，已收到陳水扁要求戒
護送醫的申請，獄方也已採集陳水扁的糞便檢體送檢，
待結果出爐，再研究有無戒護送醫必要。

阿扁身體不適
子籲戒護就醫

【本報訊】據中通社 27 日報道：台灣中原大學心
理系副教授戴浙去年成立 「海盜黨」，向台灣 「內政部
」申請備案遭否決，日前提訴願再被台灣 「行政院」訴
願審議委員會駁回。戴浙 26 日表示決定要打行政官司
，並提出 「釋憲」，抗議 「內政部」的做法既顢頇又跟
不上時代。

為了主張網路下載合法化，全球近年出現以 「海盜
」為名的政黨，成員並非海盜，訴求的是廢除專利保護
、強化資訊分享自由。而這些另類政黨，目前已經成功
在世界政壇上取得一席之地。

世界上第一個 「海盜黨」（Pirate Party），於2006
年出現在瑞典；當時一群不滿網友下載網路音樂卻遭唱
片公司控告侵權的瑞典年輕人，為了訴求下載無罪的資
訊分享自由，於是組成海盜黨來倡議網路資源應該共享
，沒想到竟迅速吸引許多同樣對網路管制法律不滿的民
眾參與。結果瑞典在海盜黨的推動下，已將網路下載音
樂合法化。隨後，德國也成立海盜黨，而且還在去年柏
林市議會的選舉中，獲得9.8%的選票，取得149席議員
席次中的15席。

學者申組海盜黨遭駁回

【本報訊】據中新社福州 27 日消息：台灣高雄市
副市長陳啟昱 27 日在參觀完福州市殯儀館後，稱 「有
很大的收穫」，並表示將學習福州的殯葬業，為今後高
雄殯葬業改進時提供很好的參考。

陳啟昱率 「高雄市政府民政事務交流考察團」當天
抵達福州，並於下午到福州市殯儀館參訪。隨行的還有
高雄市民政、殯葬等部門負責人及各區長共 30 人，他
們此行是到大陸考察殯葬設施，福州是首站。

陳啟昱一行冒雨參觀了福州市殯儀館的火化弔唁區
、骨灰寄存區、行政辦公區，聽取了福州市方面的介紹
。福州市殯儀館成立於1958年，總建築面積33323平方
米，綠地率50.7%，是園林式、生態化、環保型的殯儀
館。

「福州和高雄這兩個都市的殯葬習俗還蠻相近的
，比如說都要挑黃道吉日，看時辰。」陳啟昱跟中新
社記者講起參觀完的感受時說： 「在福州市區建一個
這麼大的殯儀館，不簡單。這邊的殯儀館綠化做得很
好，接待服務工作相當人性化，很尊重往生者和家屬
，這些做法將為今後高雄殯葬業改進時提供很好的參
考。」

首次到訪福州的陳啟昱笑稱： 「光看殯儀館，就覺
得福州不簡單。」

根據行程，在福州除參觀殯儀館和陵園外， 「高雄
市政府民政事務交流考察團」一行還將遊覽福州的景區
景點，陳啟昱對此安排表示，這將更進一步了解到福州
的進步狀況， 「我們好多區長來過福州好幾次了，每次
都有不同的感受。」

27 日晚，福州市政府將舉行歡迎晚宴，陳啟昱對
此表示期待，他說： 「我們和福州市政府官員會彼此交
換意見，先交朋友，互相認識，然後無所不談。」

高雄副市長考察大陸殯葬業
稱讚工作人性化值得學習

▲台灣向美國採購兩艘翻修過的鶚級獵雷艦預定年中交付
。圖為鶚級獵雷艦金鶯號 資料圖片

▶據說台駐
星代表史亞
平因在新加
坡行事高調
而不受新加
坡政府歡迎

資料圖片

▶為了配合
台北陽明山
花季活動，
士林官邸 2
月24日至3
月 4日舉行
「士林官邸
玫瑰季」 ，
27 日 連 假
期間賞花人
潮湧現，一
名小朋友靠
近玫瑰花聞
玫瑰香氣

中央社

◀前來參加「春
祭」的民眾獲發
「勤學福袋」
與 「狀元糖」

中央社

▲台北市孔廟
日前舉行2012
年 「春祭」 典
禮，典禮中的
六佾舞以傳達
儒家意涵為概
念，編排初、
亞、終三段獻
禮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