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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副主
任葉克冬上周在
台灣展開文化之
旅，首站即拜訪
中華文化總會。
他與會長劉兆玄

見面時表示，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ECFA），使雙方的經貿交流得以機
制化和常規化，未來應致力推動簽署文
化版 ECFA，讓兩岸文化、教育、宗教
交流有所本。當天恰逢島內文化部正式
揭牌，馬英九致辭時表示，期許文化部
有效利用資源，發揚具台灣特色的中華
文化。葉克冬和馬英九不約而同提到促
進兩岸文化交流，可謂 「心有靈犀」，
看來兩岸對深化文化交流和合作頗有默
契。

近年一提到兩岸關係，人們的第一
反應必是雙方日益密切的經貿合作，別
的似乎都是支流末節。其實不然。兩岸
同胞同屬中華民族，血同緣、書同文、
語同聲，中華文化是兩岸最本質、最天
然的聯繫，以前兩岸 「老死不相往來」
，還是 「文化交流」率先打破了隔絕兩
岸的藩籬，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鄧麗君
甜美的歌聲風靡大陸。可見，文化有着
比經貿更能打動人心、更能拉近兩岸距
離的效應和作用。因此，這幾年兩岸不
僅積極促進經貿往來，更致力推動文化
交流。2009 年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就把兩岸文化交流作為重要議題。

文化的範疇廣泛，文化交流絕對不
只是唱唱歌、跳跳舞、看看書、演演戲
。這些屬於淺層交流。近年兩岸在文教
方面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台灣方面承認大
陸部分學校的學歷，使大陸學生可以赴
台求學，兩岸教育終於實現了雙向交流
。但在其他方面還有不少亟待解決的問
題。例如，大陸的文物可以赴台展覽，
但島內卻不願把自己的文物送往大陸展
覽，擔心會被扣押；島內對於大陸媒體
駐點及互設辦事處的問題上有嚴格限制
；在出版方面，台灣業者希望能到大陸
設立公司，擴大市場。雖然兩岸在文化
交流存在的問題看似千頭萬緒、方方面
面，但如果能建立起一套原則性和常規
化的機制，使雙方有了協商和溝通的平
台，不管是什麼難題，也可迎刃而解了

。這也是大陸近年來頻頻呼籲兩岸早日簽署文化版
ECFA的用意和苦心。

馬英九上周展開第二任期，而其改組政府部門的
重頭戲之一正是成立文化部。該部前身是文建會，負
責主管島內文化事務，但由於層級低、資源少，限制
了其業務範圍。如今由 「會」升格為 「部」，人員壯
大到 500 多人，加之領頭人是兩岸三地都熟悉的知名
作家龍應台，文化部可謂人強馬壯。更值得關注的是
，龍應台上任後即表示，文化部屬下的文化交流司的
工作重點就是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如此可為未來四年
兩岸文化交流注入新動力和新能量。龍應台對商簽文
化版 ECFA 也持開放態度，並建議可從舉行 「兩岸文
化前瞻論壇」開始。

馬英九在就職演講中未提到與大陸進行政治軍
事協商，大概是擔心議題過於敏感，在野黨和
島內部分民眾難以接受。但文化議題基本不
涉政治，且大眾化，爭議較少，馬英九無
須顧慮太多，應努力推動兩岸商簽文化
版ECFA。

瀾瀾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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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派籲辯論兩岸路線

美軍使用仿冒零件 台憂購劣貨

民進黨各派支持復設中國事務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A10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民進黨主席選舉結束後，順利當上黨
魁的蘇貞昌，能否修正讓綠營在今年大選
中明顯失分的兩岸政策，打開與大陸的交
流大門，備受各方關注。蘇貞昌勝選後提
出恢復成立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 ，並表
示不排除前往大陸訪問，但面對媒體三度
提問 「是否有具體兩岸政策」 ，則是含糊
以對。

【本報訊】綜合聯合報、中通社及中央社 28 日
報道：在民進黨主席選舉期間，前台南縣長蘇煥智數
度喊出 「世代交替」，不過，黨內多數中生代卻多噤
聲。據了解，民進黨青壯派選後已準備 「大鳴大放」
， 「黨務改革小組」更已擬好初稿，視時機拋出對新
任黨主席及對黨未來發展的建言。

黨改小組成員、民進黨謝系立委趙天麟 「先開第
一槍」，他說，選舉期間只是 「改革前的寧靜」，新
主席必須允許黨員有 「大鳴大放」的空間，甚至應針
對兩岸、內政、 「外交」政策進行各式各樣的 「路線
辯論」，要有清楚的主張、提出前瞻政策。他也說，
蘇對兩岸政策至今還未提出新的主張，往好處想 「空
間很大」。

綠委：不能流於形式
此外，對於蘇貞昌宣布將恢復 「中國事務部」，

黨內不少立委 28 日表態贊成，一些派系也說 「樂觀
其成」，但指出不能流於形式，要發揮實質作用。謝

長廷辦公室表示，非常高興恢復 「中國事務部」，因
為如果不好好處理兩岸問題，民進黨就不可能執政。
在黨主席任內把 「中國事務部」納入國際事務部的游
錫堃，其辦公室表示尊重新任黨主席的規劃，並解釋
當時游錫堃的動作並非不重視兩岸政策，而是當時民
進黨的財務狀況很糟，不得不做出的人力精簡。

曾任民進黨秘書長的立委林佳龍認為蘇貞昌的主
張 「可行」，但重點不在於組織而是功能問題，如果
委員會屬於執行單位，只是擴大黨的組織，如果是政
策性質就應提升位階，不能用 「中國事務部」這樣的
名稱。

扁系立委陳其邁也說，不反對恢復設立 「中國事
務部」與智庫多軌並進研究兩岸相關政策，但民進黨
已有智庫從事大陸政策研究， 「中國事務部」的功能
、定位應明確化。

前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認為，如果
要和大陸交往，由民進黨智庫負責反而會更有彈性；
如果要成立 「中國事務部」，則要考量到這個部門的
角色定位，現階段要做什麼，如果沒有協調、整合的
功能，各單位仍是自行其是，效果就相當有限。

藍營：關鍵要改變思維
國民黨立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吳育升指出，過去

民進黨就有 「中國事務部」，關鍵在於有沒有對兩岸
路線改變思維、做法， 「現在恢復如果只是換湯不
換藥，只有形式上機構的設置，沒有兩岸策略的突
破，死守台灣自決論、準台獨路線，設再多都沒有
用！」

【本報訊】據中通社 28 日報道：專程赴美國查
核牛肉生產安全的台灣考察團團長宋華聰 28 日說，
查訪團此行赴美最重要的是要了解 「到底美國有沒有
落實食品安全？」他認為，經過查核後發現， 「台灣
人吃的（美國）牛肉比美國人吃的還安全！」

農委會或再赴美考察
不過，對於美牛查核團在此行訪查的9家屠宰場

中，發現1家屠宰場去除牛舌扁桃腺作業出現小缺失
，反對黨立委質疑這次的查核團到美國只是 「隨便看
看」，對美牛安全仍不放心；台灣農委會副主委胡興
華表示，6月上旬將會召開專家會議對此再進行深入
討論，如果有必要不排除今年再度派團、二次赴美查
核。

針對美國爆發第四例狂牛症，由台灣農委會與衛
生署組成的美牛查核團 5 日赴美考察，27 日結束 23
天的行程返台，初步結論是美國監測狂牛症機制的敏
感度高於美國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規範，輸入台灣的
美國牛肉 「安全無虞」。

台灣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表示，本次查核團實際全
面查核的屠宰場合計輸台牛肉量佔 34.67%，再加上
重點訪視的 5 家屠宰場，總計涵蓋輸台牛肉總量的
63.31%，但未達原先計劃的78%。考察團專注在狂牛
症防範措施的重點訪視，包括 30 月齡以上牛齡鑒定
及牛隻屠體分齡區隔、特定風險物質去除、工廠執行
美國相關衛生法規品管計劃及美國農業部品質系統評
估計劃的情形等。

除了拜訪美國肉類協會之外，美牛考察團也拜訪

了美國消費者聯盟，探詢美國消保團體對狂牛症的看
法；農委會指出，該聯盟認為在缺乏明確科學證據指
出美國牛肉不安全的情況下，並未建議消費者不食用
美國牛肉。

只到訪少數供台屠宰場
對於這次查訪團在堪薩斯州編號278屠宰場內，

發現牛舌扁桃腺切除流程有缺失，當場跟美國農業部
確認後，美國農業部網站隔天即公布該場暫停把牛肉
出口到台灣；宋華聰認為，這證明台灣人吃的牛肉比
美國人吃的還安全。

不過，部分民間團體及立委仍質疑考察團走馬看
花，35個供應牛肉到台灣的屠宰場只看了9個， 「其
他沒看到的場怎麼辦？」對此，農委會副主委胡興華
28 日在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答覆質詢時表示，希
望未來能增加查訪場數，也將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討論
查場成果，若學者專家認為有必要，不排除年底前再
派員到美國查場。

查核團稱美牛安全 民間疑走馬觀花

【本報訊】據中通社28 日報道：為增進青年學
子對防務的認識，台灣 「國防部副部長」趙世璋 28
日表示，該部去年在南沙太平島舉辦的 「南沙研習
營」活動，成效良好，今年暑假將再舉辦 2 個梯次
，開放大學政治、外交、法律、海洋生態與環保
等相關系所申請，預計 7、8 月成行，每批師生 14
名。

台灣 「國防部」去年7月在馬英九的指示下，於
南沙太平島舉行 「南沙研習營」活動，這是自 1967
年該部委託 「救國團」在南沙舉辦暑期育樂活動
「南疆遠航隊」後，再度於太平島舉行的青年研習

活動。
馬英九其後會見參加研習營的師生時表示，此

次南沙青年研習營師生登上太平島，具有3點重要意
義：首先是當局在南沙群島展現的 「硬實力」，尤

其海巡署由陸戰隊員中挑選海巡官兵駐守在太平島
，讓各界了解當局固守 「南疆」的決心。其次，當
局在太平島上行使 「軟實力」，建置太陽光電系統
及太陽能熱水設備，除了可以省電，更希望打造
「低碳太平島」。再者，前次非軍方青年登上太平

島係 「救國團」於 1967 年所舉辦的活動，此次暌違
40 餘年後，再度復辦研習營，具體落實台灣的 「巧
實力」，值得肯定。馬英九期盼此類活動持續辦理
，讓更多民眾對 「南疆國土」產生感情、加以研究
，進而成為普遍常識。

趙世璋28 日在台灣 「立法院」面對立委詢問時
證實，今年暑期將繼續舉辦南沙研習營，由大學相
關系所提出申請，最主要目標除了推動全民防務教
育之外，另外也能夠支持當局的南海政策，同時對
南海整體生態環保做充分了解。

台軍續辦大學生南沙研習營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28日消息：美國軍事設備
被指使用大量中國大陸仿冒零件。台 「國防部軍備副部
長」趙世璋 28 日說，已請駐美代表團向美方查詢調查
情形與因應作為，目前美方還沒有具體回應。

趙世璋上午赴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備詢，
面對民進黨立委黃偉哲質詢時，做上述表示。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日前提出報告指出，美國軍
事設備使用了大量中國大陸仿冒零件，估計約有百萬件
疑似仿冒零件，當中超過70%來自中國大陸。

黃偉哲質詢，台灣向美採購大量軍品，若其中混入
大陸製品，可能會有資通與品質等顧慮。

趙世璋說， 「國軍」對於零附料件採購有嚴格規定
與管制，不可以使用大陸成品。

對於外購軍備，趙世璋指出，這部分已請駐美代表
團向美方查詢與調查情形及因應作為，目前美方還沒有
具體回應；同時要求各軍司令部循軍購案向美申購裝備
零附料件，於美方驗收前加強品質控管。

【本報訊】據中通社 28 日報道：針對有媒體報道，台
灣廉政署禁止 「教師吃謝師宴」，台灣廉政署 28 日舉行記
者會澄清，強調尊師重道是優良傳統文化，謝師宴也是正常
禮俗，廉政署絕對沒有禁止，因此，老師可以自由參與謝師
宴，毋需報備，更無所謂 「禁止」之說。

據報載，台廉政署去年 12 月訂定 「校園誠信管理手冊
」，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參加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至於教師如要赴謝師宴，都需事前簽報機關學校首長並知
會政風單位，落實登錄程序，否則都屬違法。

對此，消息傳出，引發社會各方側目，痛批廉政署管太
多。廉政署 28 日上午迅速召開記者會，強調學生尊師重道
、舉辦謝師宴感謝師恩，是正常社交禮俗，廉政倫理規範並
未禁止教師參加謝師宴，僅提醒具公務員身份的教師遵守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同時注意利益衝突迴避、饋贈行

為等。為免讓教師誤以為參加謝師宴會違反規定，將予以修
正，並在配合宣導前，再與教育界深入探討。

謝師宴屬正常禮俗
廉政署：絕無禁止

【本報記者李蘭、實習記者張園苑瀋陽28日電】5 月
28日，由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協會、台灣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及遼寧省醫藥行業協會共同主辦、歷時兩天的 「2012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與合作會議」在 「中國藥都」遼寧本
溪舉行，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
名譽會長何魯麗，國台辦原副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
長王富卿，衛生部原副部長、中國醫藥生物技術協會理事長
彭玉，副省長滕衛平等人到會。

會議以生物技術與醫療器械產業技術交流為主題，海峽
兩岸的醫藥生物與醫療器械技術專家學者、企業經營和投資
者逾400人，研討 「中國藥都」發展、醫藥法規、技術研發
等議題和項目合作，及在研發服務、生產配套、銷售服務、
產業基金方面合作。兩岸有關機構簽署了 「中國藥都」生物
基地建設等醫藥生物技術合作協議。據本溪市副市長於海介
紹，這次是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與合作會議第一次在東北
召開，參會企業比以往更多，通過會議進一步加強 「中國藥
都」本溪與台灣醫藥生物技術產業界的溝通、了解，建立信
任關係，為合作打下基礎。

兩岸醫藥界簽生技合作協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28日消息：根據中國大陸商
務部發布的訊息，台灣與大陸在今年 1 到 4 月的貿易額為
476.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2%。

大陸商務部台港澳司近日公布1到4月的兩岸貿易額，
台灣從大陸進口 102.3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0.3%；出
口到大陸374.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7%。單就4月來
看，兩岸貿易額為125.2億美元，比3月份下降9.4%，其中
台灣自大陸進口28.6億美元，下降5.6%，台灣出口大陸96.6
億美元，下降10.5%。

兩岸前4月貿易額下滑8.2%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27日提出恢復設立 「中國事
務部」 ，28日獲黨內積極回應 資料圖片

▲台當局曾於去年組織南沙研習活動，搭載研習
營師生到南沙太平島進行學術研究。圖為研習營
學員在軍艦上合影 資料圖片

◀在去年
的 「台北
國際航太
暨國防工
業展」 ，
雄風三型
超音速反
艦飛彈備
受關注
資料圖片

▼本月中旬台軍在錦江級艦配備台
灣自行研發製造的雄三超音速反艦
飛彈，圖為艦上雄三飛彈發射架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 28 日報道：

對於國民黨立委林郁方 28 日在台灣
「立法院」透露，海軍成功級艦在加裝

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後，曾因局部
承重增加導致艦體中央甲板鋁質結構龜
裂；台灣海軍參謀長許培山表示，目
前這一問題已經解決，不會影響航行
安全。

台灣自行研發製造的雄三超音速反
艦飛彈，有效射程約 150 公里，號稱
「現代剋星、航母殺手」，預計到明年

量產 120 枚，計劃部署在海軍現有的 8
艘成功級艦及7艘錦江級艦上。

目前雄三飛彈已陸續裝配於5艘成
功級艦。但林郁方 28 日在 「立法院外
交及國防委員會」質詢時指出，海軍成
功級艦在加裝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
後，曾出現因局部承重增加，使艦體中
央甲板鋁質結構出現龜裂情況；他質疑
這種情形是否在可補救的範圍內、會不
會對航行安全造成危害？對此，許培山
答覆時證實，因為成功級艦艦體係採無
伸縮縫的設計，確實曾有鋁質甲板出現
龜裂情形；他強調任何裝備在構型更改
時一定會有相關問題，目前這個問題已
經解決，對航行安全不會產生影響。

台艦加裝雄三飛彈台艦加裝雄三飛彈 導致甲板龜裂導致甲板龜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