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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增強太平島軍備

民進黨將設兩岸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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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負責
管轄西沙群島
、中沙群島、
南沙群島的島
礁及其海域的

海南省三沙市正式成立。而當大陸方面
如火如荼地籌建三沙市之際，台灣方面
也未袖手旁觀，正準備落實加強南沙太
平島軍事力量的計劃，可見兩岸在維護
國家領土完整方面 「心有靈犀」。其實
，早前在釣魚島問題上，當中國大陸強
烈抗議日本政府的蠻橫之舉時，台當局
則派出艦艇，護送民間人士出海 「保釣
」，力挺大陸的意義不言而喻。目前兩
岸雖然還沒有正面表示要聯手維權，但
彼此心照不宣、默默合作。

太平島現由台灣方面實際控制，是
南海群島中面積最大，唯一擁有淡水資
源的島嶼。它地處南海心臟地區，扼守
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及巴林塘海峽入口
的要害位置，為海上航行之要衝，堪稱
「南海鑰匙」。1946 年國民黨政府派

遣海軍收復了南沙，並以旗艦 「太平號
」命名了該島。在上世紀 90 年代之前
，台灣方面維護南海主權的立場相當鮮
明，甚至成立了 「南海突發事件緊急處
理小組」。但到了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
時代，台當局為宣揚 「台獨」，企圖發
展與南海周邊國家的 「實質關係」，淡
化了對南海的主權維護。陳水扁更暗中
施壓，把駐守太平島、東沙島數十年的
海軍陸戰隊撤回，由層級較低、軍事色
彩不濃的海巡署人員駐守。

2008年5月馬英九上台後，承認體
現一中內涵的 「九二共識」，兩岸也在
此前提下進行了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
而在維護南海的問題上，台灣方面也加
大了力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南海局勢
日趨緊張和複雜，越南、菲律賓等南海
周邊國家的野心越來越大，挑釁次數越
來越多，光是今年上半年越南滋擾太平
島就達60多次，3月還曾與台灣艦艇對
峙；另一方面，太平島上的武器裝備陳
舊老化，火炮射程近、射速慢，不足以
應付風雲突變的南海局勢和阻嚇對太平

島垂涎三尺的周邊國家。據島內軍方的一份內部報
告，越南和菲律賓在南海的潛在軍事部署，對台灣
方面威脅甚大。因此，這幾年台當局積極部署和加
強太平島軍事力量：去年首批由海軍陸戰隊訓練的
海巡署人員進駐太平島，提高駐島人員的防守素質
；下月將更換老舊的火炮裝置；在 2009 年一度被
否決的擴建太平島機場事宜最近又再提上議程表。

不可否認，台灣方面的舉措將在一定程度上增
強太平島的防守力量，但倘若越、菲等國大軍壓境
，恐怕台灣的駐島兵士將難以抵擋。而且太平島遠
離台灣1600公里，而離越南最近的港口僅600公里
，離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也只有800公里。古語云
「兵貴神速」，待台灣方面的救兵到達時，戰事可

能已經結束。不過，解放軍西沙群島駐軍距離太平
島只有約800公里，正好可彌補台方 「地利」上的
不足。換言之，倘若太平島軍情告急，大陸軍方可
在第一時間馳援。由此可見兩岸聯手推護南海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俗話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台灣與其單
打獨鬥，不如考慮與大陸合作。儘管兩岸目前
在軍事方面未展開合作，但在維護國家領土
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兩岸中國人責無
旁貸，一切分歧和矛盾都應放下，共
同抗敵，不讓外人有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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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 24 日報道：台
「國防部」24 日說，軍方依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需

求，向南沙太平島提供 120 公厘迫炮及 40 公厘炮，並
已完成裝備檢整作業，後續配合辦理武器撥交、輸運及
人員訓練等。

射程擴展至逾萬公尺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等人今年4月參訪南沙太平島防

務，認為裝備不足，建議使用軍方 40 公厘炮及 120 公
厘迫炮。海巡署長王進旺日前到 「立法院」備詢時表示
願意接受； 「國防部」也說願意配合。 「立法院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5月通過相關決議，針對南沙群島火力狀
況，要求「國防部」依海巡署需求，提供相關武器裝備。

據悉，目前島內海軍、聯勤已完成8門L60型單管
高射炮與數目不詳的120公厘迫擊炮的檢整，計劃分別
交海軍前運太平島與東沙島部署。其中，40 公厘高射
炮計劃取代原來的106無座力炮，用於直射海面目標，
射程將由原106炮的7315公尺，推進到40炮的10058公
尺，射速更從原來每分鐘 1 到 2 發，提升為每分鐘 120
發；120公厘迫擊炮也將延伸原本駐島的81公厘迫擊炮
射程，從原來的4800公尺，推展到6100公尺。

下月舉行實彈射擊操演
林郁方表示，因應逐漸升溫的南海情勢，他一向要

求在太平島上部署有效射程比現有迫擊炮和機炮更遠的
120公厘迫擊炮及40公厘機炮；這批火炮運送任務完成
後，他計劃率領朝野立委前往太平島考察火炮強化計劃
部署，不排除考察實彈射擊操演。他透露，除了增加火
炮，立委不排除要求在島上部署更多包括戰車等傳統重
型武器裝備。

按海岸巡防署目前規劃，太平島海巡駐軍8月間將
實施例行火炮射擊操演。對此，海巡署指出，實彈射擊
操演是否公開，一切尊重 「立法院」並按照政策規劃實
施。

另一方面，林郁方說，台灣海研5號探測船年底下
水後， 「立法院」將要求礦務局使用該船前往太平島周
邊海域，實施 「海域震測及鑽探」，展開台灣在南海油
氣開發的前置作業。

台灣 「國防部」 與海岸巡防署24日證實
，目前由海巡署人員駐防的南沙太平島與東
沙島，將強化守島軍備，增加部署高射炮與
迫擊炮。其中，針對太平島火炮強化計劃所
需的40公厘高射炮與120公厘迫擊炮，將由
海軍 「中和級」 坦克登陸艦與海巡署偉星艦
編組特遣支隊，在8月底前運送抵太平島。

【本報訊】香港中通社7月24日電綜述：民進黨
中執會將於25日討論恢復設置 「中國事務部」，之後
還會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推展對大陸各層面的
研究與交流。對於民進黨負責兩岸事務的人事安排，
前主席謝長廷表示，他對相關職務不排斥、也不強求
，他不代表民進黨也可以自己去大陸；他認為，兩岸
雙方有溝通、有交流，可避免很多的誤解，也避免很
多中間人傳話造成更多的誤會。

將擴辦兩岸政策座談會
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24日表示，民進黨主管會報

23日已通過《中央黨部組織規程修正草案》，確定恢
復設置 「中國事務部」，25日提交中執會討論通過後
，會立刻手籌組，並安排相關人事。

王閔生說，蘇貞昌在競選民進黨主席時便承諾將
設立兩岸事務部與兩岸事務委員會，並認為世界在變

、中國大陸也在變，台灣不能以不變應萬變。王閔生
強調，面對崛起的中國大陸，何況大陸是台灣第五大
投資地，所以民進黨對兩岸交流展現自信、積極、正
面的第一步，就是設置兩岸事務部；第二步就是成立
兩岸事務委員會，並擴大舉辦兩岸政策座談會。而兩
岸事務部的設立不只是要跟大陸進行各層面交流，例
如政治交流、經濟交流以及跟更廣大的庶民做交流，
還將進行兩岸事務的推動及聯繫、資料搜集跟分析，
最重要的還有台灣安全跟台海和平的戰略研究等等。

部門主管人事受關注
至於民進黨是否延攬謝長廷到兩岸事務部門，王

閔生表示，兩岸事務部是幕僚研究單位，下設主任、
副主任、研究員與副研究員；未來設置的兩岸事務委
員會是決策討論的平台，會廣納黨內重要人士與專家
學者，而謝長廷的層級應該不是在兩岸事務部擔任職

務。
對於是否擔任民進黨兩岸事務部或委員會的職務

，謝長廷24日表示，他不排斥，也沒有強求，尊重黨
主席蘇貞昌的構想。他指出， 「意見很多，有人認為
我很適合，也有人認為不適合」；民進黨很多元，社
會也很多元，聽大家的意見，讓決策者自己做決定。

謝長廷說，「至於我個人的出路與涉及的走向，如
果涉及兩岸，也不是我個人主觀可以做什麼就做什麼
，看看黨怎麼走，需要什麼樣的人，去走那條路。」

謝長廷指出，兩岸有溝通、有交流，可避免很多
的誤解，也避免很多中間人傳話造成更多的誤會。對
於未來是否登陸交流，謝長廷坦言，如果不代表黨，
自己也可以去大陸，他比較希望是以文化、人道的場
合去；如果是正式的，就比較複雜，會有很多聯想和
要求，要兼顧兩岸和平與台灣的利益，就要比較斟酌
再三。

謝長廷不排除以個人身份訪大陸

【本報訊】據中央社報道：台灣海峽交
流基金會 23 日去函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就北京、四川、陝西、山西等地連日澇災
表達慰問之意。

中國大陸多地連日豪雨成災，海基會發
言人馬紹章指出，海基會特別發函給大陸海
協會，就北京、四川、陝西、山西等地澇災
，造成大陸民眾死亡、失蹤及人民財產損失
等，表達慰問之意。

海基會發給海協會的信函提到，海基會
對北京、四川、陝西、山西等地連日來的澇
災，造成數十位民眾死亡、失蹤及人民財產
損失，感同身受，海基會表達深切的關心與

慰問，並希望受災民眾能早日重建家園，生
活恢復正常。

海基會透露，大約一個月前，台灣南部
發生水災時，大陸海協會也曾經發函給海基
會，對南部受災民眾表達慰問之意。

大陸最近多地連日豪雨，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四川、陝西、山西、新疆等都陸
續傳出災情；其中，根據 22 日的統計，北
京有200萬人受災、37人死亡，損失人民幣
近百億元；四川也有62萬人受災、8人死亡
。而 20 日以來的強降雨，導致大陸共有 95
人死亡、45人失蹤。

海基去函海協 關切大陸澇災

【本報訊】據中通社 24 日報道：繼黨內中
生代政治明星相繼表態挺馬之後，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長子、台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副總召集人
連勝文 23 日表示，馬英九的操守毋庸置疑，只
要是正確政策、專心拚經濟，就絕對不會有任何
跛腳問題。

近期台灣島內油電雙漲、證所稅、美國牛肉
到最近的林益世涉貪案，一連串的風暴，被視為
馬吳團隊最大的政治危機，黨內 「炮打中央」的
批評聲浪不斷；台北市長郝龍斌 22 日率先在黨
內 「政治菁英座談會」上，大動作力挺馬吳，新
北市長朱立倫、台中市長胡志強 23 日也跟進表

態，認為馬吳的清廉操守沒有問題，呼籲黨內團
結一致。

連勝文 23 日出席台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會
議時，被媒體問及會不會與郝龍斌一樣，公開力
挺馬吳，連表示，他個人不認為馬英九會有操守
上的問題。至於馬英九宣布參選下任黨主席，連
勝文認為，黨主席如能聽進不同的聲音，使決策
更周延，專心拚經濟，大多數民眾會支持，即使
馬英九在任內最後1小時，都不會跛腳。

對於吳敦義屢遭爆料，連勝文表示，沒有
證據的事他不隨便發表言論，他看不出有什麼
證據。

挺身勤王連勝文：馬不會跛腳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24日電】台灣大學校長李嗣
涔在正在此間舉行的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聯
誼活動」中表示，由於台灣地區人口出生率集聚下降，
台灣的大學正面臨空校危機，預計在 2016 年台灣高
校將出現大面積洗牌。

李嗣涔校長說，台灣每年的出生人口率正急劇減少
，人口已出現持續下降趨勢，至 2016 年高等學校入學
人數將減少20%，此後， 「再過一、兩年更慘」。他說
， 「2016 年將是台灣高校的一個坎，因為 1998 年台灣
的人口出生數從33萬下降到27萬，這意味18年後，
也就是 2016 年，生源會驟然減少 6 萬，相當於一下減
少了20%。」 「如果這個缺口沒有補起來的話，台灣的
163所大學不知道有多少要倒掉。」

陸生赴台可解燃眉之急
李嗣涔說，增加招收外籍學生和大陸學生也是方法

之一。但現在台灣在招收大陸學生時受 「三限六不」政
策控制。李嗣涔認為，這對島內大學的發展不利。

李嗣涔校長表示，對於大陸來台灣的學生，目前台
灣是收不滿的狀態，為此，他期待台灣政府在此政策上
能逐漸鬆綁，以鼓勵和擴大高校招收大陸學生。

島內出生率急劇下降
四年後恐現空校危機

【本報訊】據中通社24日報道：台灣民用航空局24
日證實，嘉義市機場將成為台灣第 10 個直航兩岸的航
點，民眾最快於今年底，可從嘉義機場搭機往返兩岸。

民航局介紹，台灣已開航的直航機場包括桃園機場
、松山機場、台中機場、高雄機場、台南機場、花蓮機
場、台東機場、馬公機場、金門機場。其中只有金門機
場沒有兩岸直航班機起降過，主要是因為金門與大陸有
小三通，居民可乘船直達廈門，使直航機在當地 「沒有
市場」。

嘉義年底開通兩岸直航

【本報訊】據中通社 24 日報道：儘管去年的辛亥
百年結婚潮加上今年的龍年生子潮，讓台灣人口步入高
齡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14%）的時間延後1年
，但根據台灣經建會最新推估，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比率至 2025 年達到 20%，將超過美國、英國、挪威
，成為超高齡社會；到 2060 年人口年齡中位數是 57.4
歲，意味即使到了 56 歲，在當時的台灣仍算是青年
人。台「行政院」23 日召開第一次人口政策會報，身兼
召集人的副院長江宜樺表示，人口政策對於整體經濟發
展與提升競爭力息息相關；今年適逢龍年，出生嬰兒數
有機會達到23萬人，創下近10年出生人口數的新高。

台人口老化超英趕美
半世紀後56歲算年輕

台軍近年強化
太平島部署舉措

■去年6月首批由台軍陸戰隊學校代訓的海巡部
門官兵，去年6月底正式登上太平島駐守。

■去年6月中旬台軍方決定提供 「海鷗」 級導彈
艇、M41A3型坦克等武器裝備給太平島駐守部
隊使用。

■今年7月台 「國安單位」 日前召集相關部會，
探討擴建南沙太平島跑道案，可能將現有1200
公尺的簡易跑道向海灘及淺海延伸300到500公
尺，令運輸機起降更安全。

■今年8月將由台灣海軍中和級坦克登陸艦與海
巡偉星艦編組特遣支隊，把40公厘高射炮與
120公厘迫擊炮送抵太平島，執行戰備部署。

▲目前太平島上駐守人員有台灣海巡署、空軍等單
位 資料圖片

▲台海軍將運送40公厘炮給海巡署，投入東、南沙
戰備。圖為陸軍同型40公厘炮與實彈 聯合晚報

▲北京暴雨成災，圖為23日房山區東大橋附近，一輛推土車在
水中轉移民眾部分生活用品 資料圖片

▲廣西自治區政協主席陳際瓦24日乘包機抵花蓮，展開為
期6天的訪台行程。這是廣西連續第4年，由自治區主要負
責人率千人團赴台交流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