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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巡署
人員 4 日在南沙
太平島舉行實彈
射擊操演，是台
當 局 50 年 來 首

度公開太平島上的火炮演練實況。今年
以來南海局勢波譎雲詭，先是越南武裝
巡邏艇挑釁駐太平島的台灣防衛人員，
再是菲律賓在中國領土黃岩島海域製造
事端，激起了兩岸中國人同仇敵愾和保
家衛國之心。大陸方面於6月成立了三沙
市，以捍衛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利益，
而台灣方面這幾個月也密鑼緊鼓地增加
太平島的防衛力量。

俗話說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兩岸即使在 「老死不相往來」的年
代，在維護南海諸島主權的問題上仍保
持較為一致的看法和積極的作為。1974
年南越武裝侵佔西沙群島，大陸方面急
調東海艦隊4艘軍艦赴西沙，途經台灣海
峽時，台灣方面不僅沒有阻攔，還打開
探照燈方便解放軍艦隊順利通過。1988
年3月大陸海軍艦艇在南沙赤瓜礁海區對
侵佔赤瓜礁的外國海軍進行反擊作戰，
解放軍曾在太平島停留一周補充糧食飲
水。1993 年台當局還制訂了 「南海政策
綱領」，不排除與大陸合作開發南沙。
但李登輝在執政後期，為了換取南海周
邊國家對 「台獨」的支持，削弱了對太
平島的管理，於 1999 年下令從太平島撤
軍，改由戰鬥力不及正規軍隊的海巡署
接防，兵力也由300多人驟降至100人。
陳水扁繼任後也沿襲李登輝的思維。

由於太平島軍力薄弱，讓本已對該
島及附近島嶼垂涎三尺的越南更加肆無
忌憚。1974 年太平島附近的敦謙沙洲原
本有台灣軍隊駐守，但有一次因躲避颱
風而暫時撤回太平島，殊料越南竟趁此
空檔霸佔了敦謙沙洲。不過，論戰略位
置和自然環境，敦謙沙洲遠遠不及太平
島。在南海群島中，太平島是面積最大
，並唯一擁有淡水資源的島嶼，扼守台
灣海峽、巴士海峽及巴林塘海峽入口的
要衝。而且太平島離越南只有270海里，
離台灣本島卻有860海里，越南一直對太
平島虎視眈眈，光是今年就闖入太平島

海域60多次，更曾進入離島4000米的禁止水域。因此
，台灣加強太平島軍備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台當局近月主要是通過增加太平島火炮射程來提
高阻嚇效力。島上以往火力最強的81毫米迫擊炮，最
遠射程只有 3400 米，但現在部署 120 毫米迫擊炮後，
射程擴大至周邊6000米海域，使覬覦者不敢輕舉妄動
。不過，雖然這是近年台灣方面加強太平島軍備動作
最大的一次，未來也將會加強維修機場和碼頭等基礎
設施，但如果越南 「霸王硬上弓」，強行入侵，以
其 「地利」優勢，台灣方面未必能夠抵擋。當然，
屆時大陸方面必不會坐視不理。越南近年對太
平島僅止於 「騷擾」，主要還是顧忌中國大
陸。看來，在南海、乃至東海問題上，台
灣方面還應加強與大陸的合作。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台灣宜蘭
縣議會8月通過決議登陸釣魚島 「宣示主權」
後，9 月 5 日召開首次籌備會，決定發動漁船
衝破日艦封鎖線，並請蘇澳區、頭城區漁會協
助動員；議員強調， 「登島不是喊爽的而已，
是玩真的」，為防日本阻擾，議會決定設執行
小組密商細節，登島日期保密。

釣魚島行政區屬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針
對釣魚島紛爭升溫，宜蘭縣議員林岳賢8月中
旬在縣議會提出官方版的保釣提案，由縣議會
組團登島 「宣示主權」，維護漁權，獲得在場
議員不分黨派連署支持，並推選縣議員陳金麟
任登島籌備會召集人。

5日召開首次籌備會議，議員林棋山說，
要發動漁船組成船隊，才能包圍日艦衝破封鎖
線，再由主力船搶灘。陳正男議員說，溪北由
頭城區漁會、溪南由蘇澳區漁會發動漁船，然

後在釣魚島海域集結；江碧華議員說，要請軍
方派艦支援護船。吳秋齡、邱素梅議員說，登
島勢在必行，只在海域宣示主權沒有意義；沈
德茂議員說，登島行動要保密，才能成功。

不過，與會的漁會代表態度低調，蘇澳區
漁會理事長陳春生說，發動漁船必須要有經費
配合，除了船租，萬一衝撞損壞要有賠償，漁
民才願意去；還要做好保護，船名要蓋住，漁
民也怕以後被抓走。

籌備會最後決議，登島是共識，並組成執
行小組，由林棋山動員船
隻，並概估所需費用，請
縣府動用預備金支應；此
外，為防受阻擾，以後會
議不再對外公開，登島日
期與方式保密，不再對外
公布。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六日報道：彭佳嶼位
於台灣北方外海，與台灣本島最近距離約 56.22 公里，距
離釣魚島約156公里，行政區隸屬基隆市。從基隆搭乘直
升機到彭佳嶼約30分鐘，搭船則需2個半小時。

馬英九辦公室發言人范姜泰基6日表示，馬英九將率
領相關部會官員及部分朝野立委，預計在中午過後抵達彭
佳嶼，先後視察海巡署巡邏站、氣象局彭佳嶼氣象站，以

及島上的百年古蹟燈塔，同時將慰勉駐島公職人
員。朝野立委有國民黨立委吳育昇、黃昭順、
親民黨立委張曉風等人同行；受邀的民進黨立

委則以另有行程婉拒。

倡共同開發東海資源
范姜泰基並透露，馬英九此行的重頭戲，是就涉及釣

魚島的東海和平問題，發表重要談話。8 月 5 日馬英九表
示，釣魚島是台灣的附屬島嶼，解決釣魚島問題應秉持
「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原則；為

此他提出 「東海和平倡議」構想，呼籲東海問題相關各方
自我克制、擱置爭議，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建立機制合
作開發東海資源。這次視察彭佳嶼，馬英九將進一步就
「東海和平倡議」發表後續推動計劃內容，再度呼籲相關

各方擱置爭議，尋求共同開發資源的可行方案。

海上兵力擔任掩護任務
為了保護馬英九此行的安全，軍方則規劃專案編組，

比照馬英九出訪專機護航編制，在外圍部署海、空支隊進
行護航，海上將有3股兵力擔任策應與掩護任務。

台灣海岸巡防署將派出7艘艦艇，擔任彭佳嶼近岸最
內圍的海上巡邏任務。其中和星艦擔任旗艦，負責搭載隨
行的媒體記者，其餘工作人員與隨扈，則搭乘連江艦、花
蓮艦，與多艘巡防艇編隊航向彭佳嶼，在泊地下錨後，再
由海巡 35 與 20 噸艇接駁記者登上彭佳嶼。航行期間，將
由海巡署警艇示範登艇與消防演習等海上救難科目，和星
艦示範應急戰備，實施20毫米機炮操練。

據透露，馬英九將搭乘空軍S-70C直升機前往彭佳嶼
，空軍也將比照護航 「總統」出訪班機模式，專案編組4
架在空機，掩護低空自松山機場起飛的 「總統」座機，警
戒機是由海軍派遣基隆級艦擔任航管，或由空軍作戰中心
直接管制，軍方將會進行律定。

馬赴彭佳嶼 海空大戒備
7艦4機隨行護航 將演習海上救難

馬英九將於7日登上台灣 「北方三島」 之
一的彭佳嶼視察，屆時海空大戒備，以確保馬
英九安全。他此行重頭戲是在島上 「海疆屏障
」 石碑前，發表 「東海和平倡議」 後續推動計
劃內容。

宜蘭議會密商登釣島
細節保密防日本阻擾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六日消息：台經濟部6
日公布 「經濟部改善經營環境推動會報」成效，包括
於7月簡化陸資來台投資審核程序，新台幣8000萬元
以下案件，授權投審會逕行核定等措施。意即一般陸
資來台低於 8000 萬元的投資案，經會各部會後，最
快1至2周即可核定，不必再經每月召開的委員會議
審查，大幅縮短時間。

放寬赴台商務簽證
為掌握企業經營環境狀況，並研擬解決問題對策

及措施，經濟部自2010年4月起，每月定期召開 「經
濟部改善經營環境推動會報」，會中由相關單位針對
業務及制度面提出檢討及改善作法，並邀請工商團體
及智庫提出相關建議；而上述即為成果之一。

除簡化陸資來台投資審核程序外，投審會7月也
函請內政部移民署修正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商務
活動許可辦法」，放寬邀請人數限制及簡化核發多次

入出境證程序。

陸資可參股營造業
另據《工商時報》六日報道，ECFA後續服務貿

易協議年底即將簽署，據透露， 「內政部」決開放陸
資可投資台灣營造業，但參股以10%為上限。惟行政
院認為股權比例太小，仍可大膽規劃開放幅度。不動
產經紀業的開放，也在檢討之列。

高層官員認為，鬆綁陸資來台投資營造業，兩岸
營造業者可攜手合作瞄準大陸龐大的公共建設市場商
機，搶食大陸營造大餅，創造雙贏。

經部已要求各部會 10 月底前繳交服務貿易協議
檢討開放項目，10 月底前若未檢討完成項目，就無
法搭上這班列車。兩岸有默契，計劃年底前完成服務
貿易協議磋商並完成簽署。

據悉， 「內政部」針對營造業及不動產業正全面
檢討中，目前較確定開放項目是營造業，開放條件是

同意陸資投資10%，包括增資股或參股皆可，但不同
意其經營營造業。

營造公會擔心台灣營造業被大陸以大吃小，極力
建議營建署初期開放比例不要太大。政府官員說，公
共工程島內較缺乏資金及技術，因此公建部分對陸資
開放投資促參項目；另營造業部分，開放陸資可參
與投資一定股權，雙管齊下，引進大陸的資金和技
術。

據悉， 「內政部」提出的開放比例， 「行政院」
方面認為太小，希望 「內政部」進一步檢討評估，不
妨再提高比例。工程高層人士認為，若陸資能參與台
灣營造業者，兩岸業者攜手合作，對共同參與大陸營
造工程投標，進軍大陸營造市場，是雙贏局面。以開
放角度而言，對島內營造業者瞄準大陸市場利基更大。

目前台灣營造業者登陸，禁止從事房地產開發、
基礎建設等投資項目，但純粹房屋或其他土木工程承
攬建造皆許可。

低於8千萬台幣 最快1至2周可核定

【本報訊】據旺報六日報道，島內大陸配偶權益
再傳重大進展。據有關官員表示，長期困擾陸配在台
居留身份轉換的 「保證人」制度，相關單位正研議取
消。也就是說，未來只有來台觀光或短期停留的大陸
民眾仍須有 「保證人」作保；在台依親居留、長期居
留或定居的陸配，將不再受制於 「保證人」約束。新
制最快年底前上路。

根據現行《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
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規定，陸配依法向有關單位
申請在台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時，必須由台灣
配偶或在台設有戶籍的二親等內親屬作保；另外，陸
配涉及居留身份轉換時，也須由 「保證人」作保，負
責陸配在台生活。

現行制度箝制陸配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長鍾錦明日前表示，現

行制度至少有2大缺點。首先，部分台灣配偶將出面

為陸配作保，視為箝制陸配在台生活的工具，只要
「主觀上」不願配合擔任保證人，就能影響陸配身份

轉換的程序；這種現象時常出現在家暴頻傳或夫妻感
情不睦的家庭，造成陸配身心飽受煎熬。

其次，依現行規定，保證人必須負責被保證人
（陸配）在台生活，當被保證人有依法須強制出境情
事，應協助有關機關將被保證人強制出境，並負擔強
制出境所需費用。但相關規定並未附加罰則或強制執
行措施，致使 「權責不符」現象頻生，令 「保證人」
制度徒具形式意義。

有關官員指出，主管機關近期邀集相關單位開會
研商，基本已確定朝取消保證人制度方向努力， 「這
部分也取得兩岸事務主管機關陸委會初步同意」，新
制最快年底前上路。

未來只有短期來台觀光或停留的大陸人士須有
「保證人」作保，長期在台居留的陸配將不再受 「保

證人」約束。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通六日消息：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副會長王在希6日在江蘇南通參加2012台商產業轉型峰
會時，就兩岸民眾關心的釣魚島問題，接受兩岸媒體採訪
。他表示希望兩岸攜手捍衛釣魚島主權。

王在希說，講到釣魚島問題，大家都眾所周知，兩岸
的同胞，同屬一個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釣魚島是祖
先的基業，捍衛釣魚島主權，兩岸人民有這個責任，也有
這個義務。兩岸應該攜起手來，共同來捍衛固有的主權領
土的完整。

在捍衛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王在希希望兩岸能夠合作
。當媒體問到兩岸在實際行動上將會有哪些合作時，他表
示，首先，兩岸合作要有共同的立場，具體什麼合作，需
要雙方協商。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在這一點上，兩岸是
沒有分歧的，應該也是合作的前提。

王在希盼兩岸攜手保釣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酒醉駕車事故頻傳，
台北市交通局與計程車公司攜手，首創全台灣首個獲官方
認可的 「酒後代駕」服務。據交通局5日公布的價格水平，
大約是計程車的三倍，目前已有10家計程車隊宣布即日起
提供相關服務。台北市交通局局長林志盈表示，其實民間
業者提供代客駕駛服務已行之有年，但使用率始終偏低，
交通局分析後發現，問題就出在費用不透明及能見度不高
。由於局方認為 「酒後代駕」服務確有助降低醉駕問題，
故聯同計程車業及保險業共同制定服務費率，盼增加透明
度後會提高使用率。

據介紹，即日起民眾若在台北市內喝醉後不宜自行駕
車，可利用電話預約、現場排班及超商 ibon 等管道預約，
業者會先確認民眾要抵達的地點，並試算里程數報價。若民
眾接受報價，業者就會派司機前往民眾所在地點代為開車
。台北市交通局與計程車隊及保險公司制定的價格規定，
以10公里為基準，10公里內收費不超過1000元（新台幣，
下同），10公里以上每2公里加收服務費用不超過100元。

台北首創酒後代駕
收費較的士貴三倍

【本報記者尹健長春六日電】用肢體動作便可上網聽音
樂的電腦，會說話會唱歌跳舞的機器人玩伴……這些新奇產
品6日在長春舉行的東北亞博覽會台灣精品館內展出，着實
令東北亞各國的參觀者對 「科技改變生活」產生全面而感性
的認識。本次台灣精品館共有 65 家代表台灣最高水平的知
名品牌參展，產品涵蓋消費電子、電動車、影音等多個方面

，共有 「影音體驗」、
「運動休閒」、 「智慧保

健」和 「繽紛生活」四個
主題展區。其中，最大的
亮點是10項榮獲 「全球第
一」的科技產品。

台北世貿中心副秘書
長葉明水告訴記者，作為
台灣優良產品之共同標誌
， 「台灣精品」以協助台
灣產業轉型。台北世貿中
心每年都舉辦 「台灣精品
」評選活動，由台灣精品
評審委員會根據 「研發、
設計、質量、營銷」四項
標準選出，其從中脫穎而
出的產品均代表着目前台
灣產業領域的最高工藝和
科技。

台精品亮相東北亞博覽會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心血管疾病患者最怕急
性發作時未能及時發現、延誤就醫危及性命，台灣大學醫院
、台灣清華大學電機系最近研發出隨身健康照護系統，只要
將小於半張信用卡、外形如同藥水膠布的智慧監測儀器貼在
胸前，就能 24 小時透過手機傳輸心跳資料回醫院，由值班
醫師監控；若突然發病倒地，儀器還有衛星定位功能，馬上
發送簡訊通知醫護人員、家人搶救，日前已成功挽救一名
70多歲老先生的生命。

台研發隨身健康看護系統

陸配赴台居留 將無需保證人

彩繪文旦
鄧昇文將自家文旦（柚子）彩繪上海賊王

等卡通人物銷售，賦予文旦新價值。 中央社

▲台灣精品館展出的摺疊電
動代步車可外插充電 尹健攝

▲馬英九將首度視察彭佳嶼，軍方大陣
仗 「護駕」 。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