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
●馬英九前往距釣魚島主島 140 公里的彭

佳嶼，宣示釣魚島主權屬於中華民族。
9月11日
●台當局召見日本駐台代表樽井澄夫，表

達強烈抗議；同時電召駐日（台北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沈斯淳以最快速
度返台。

9月13日
●台灣海巡署船艦13日前往釣魚島海域進

行 「護漁勤務現地交接」 ，並操演20毫
米機炮，展現護漁決心。

9月13日
●台灣海巡署秘書室主任謝慶欽說，若九

月下旬有漁民甚至議員要登島保釣，海
巡署不僅不會阻攔，還會派艦保護，並
配備特勤隊員協助登島，以免民眾登島
遭日方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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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四日報道：受日本 「購
買」 釣魚島事件的衝擊，保釣運動再次風起雲湧。
為鼓勵台灣人勇於捍衛釣魚島主權，42年前曾在台
灣輔仁大學掀起學生保釣運動的現任北京大學台灣
研究院台籍客座教授陳毓鈞決定，他以個人名義提
供100萬元新台幣，資助登島插旗的台灣勇士。

陳毓鈞說，1970年初，美國政府決定把琉球和
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時，激發了當時美國
和台灣大學生的憤慨。當時，在台大就讀的馬英九
成為大學生保釣運動的一分子。在輔仁大學就讀大
一的陳毓鈞，也在當年的保釣氣氛下，成為輔大保
釣學運的其中一員。歷經42年，近期釣魚島風波引
發東亞局勢的動盪。陳毓鈞指稱，沉寂已久的保釣
運動，在日本 「國有化」 釣魚島後再次興起，激發
了很多老保釣人士的情緒。

陳毓鈞說，看到近期的保釣行動，讓他不禁思
考 「我想能做什麼？」 他至今仍抱着前往釣魚島的
期待。但由於行動不便，只好作罷。最後，他決定
，提供新台幣100萬元給台灣的保釣勇士。

「這只是鼓勵能實現我年輕時夢想的人」 ，陳
毓鈞說，若保釣勇士出海後，試圖登島若仍沒成功
，他還是願意把100萬元拿出來，給後進的保釣勇
士。他表示，此舉是為表達這40多年來的一點心意
，也希望讓台灣民眾了解，保釣之火並未熄滅。

1970年11月
●台灣留學生在美國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
，掀起全球保釣熱潮。
1996年10月
●台北及香港保釣人士赴釣魚島，成功插

旗。
1997年6月
●台灣保釣人士金介壽秘密前往釣魚島，

無功而還。
2003年6月
●大陸民間保釣聯合會聯同香港保釣行動

委員會及台灣保釣人士，從浙江出發往
釣魚島，離島3海里處被日艦攔截折返。

2003年10月
●大陸民間保釣聯合會聯同香港保釣行動

委員會及台灣等人乘「閩龍魚號」從廈門
出發赴釣島，最近距離釣魚島僅百米。

2008年6月
●台灣保釣船 「全家福號」 遭日方船艇干

擾攔阻，海巡署出動 4 艦、5 艇全程保
護，保釣船在艦艇保護下抵釣魚島外海
0.4浬

2010年9月
●台灣保釣船 「感恩99號」 在釣魚島西南

方23浬，遭日本公務船阻擋，後在台灣
海巡署保護下折返

2011年6月
●台灣保釣船 「大發 268 號」 在釣魚島西

方23.7浬，遭日本公務船阻擋，後在台
灣海巡署保護下折返

2012年7月
●台灣保釣船 「全家福號」 遭日本公務船

監控，台灣海巡署派員登上 「全家福號
」 ，防止日方人員登檢。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14日報道，台灣
海巡署 13 日邀請 38 名媒體記者登上 2000 噸的
「和星艦」，到釣魚島海域採訪花蓮艦與連江

艦現地交接任務。13 日上午 11 時 40 分左右，於
北緯 25 度 30 分、東經 122 度 29 分處，兩艦交會
進行 「換班交接」，長達 20 秒的鳴笛聲響徹雲
霄。

隨船的宜蘭蘇澳區漁會總幹事林月英透露，
兩周後，將率當地漁民登釣魚島保釣，宜蘭縣議
會議員也會一起行動，屆時可能有超過百艘漁船
進入釣魚島海域。

海岸巡防署秘書室主任謝慶欽回應， 「天天
護漁、時常保釣」就是海巡署目前的重點工作。
釣魚島是我既有領土，若九月下旬有漁民甚至議
員要登島保釣，海巡署不僅不會阻攔，更會派艦
保護，表達護漁、保釣的決心。

保釣納入海巡署任務
基隆海巡隊隊長陳泗川表示，若接獲民眾要

登釣魚島的消息，艦隊將會從 「護漁」勤務轉換
成為 「保釣」勤務。屆時不只是演練，而是真槍
實彈保護民眾，相信海軍也會支援，呼籲日方別
輕舉妄動。

海巡署 13 日進行了包括釣魚島、赤尾嶼的
「護漁行動」，派出艦艇保護在周遭捕魚的台灣

漁船，最近的船離釣魚島約46浬，被人質疑 「離
太遠」。對此副署長王崇儀表示，海巡署護漁立
場就是 「漁船在哪，艦艇就在哪。」13日的漁船
就離那麼遠， 「但如果開得再近（釣魚島），也
都會跟過去保護。」

王崇儀指出，所謂北方海域不只包括釣魚島
，還有赤尾嶼、黃尾嶼等島嶼，由於這片海域和
日方主張的經濟海域重疊，為避免漁民出海捕魚
時，不時遭到日方船艦驅趕、登檢，所以一直以
來都有 「護漁行動」。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十四日報道：針對
日本野田政府 「國有化」釣魚島列嶼行徑， 「立
法院」國親兩黨立委皆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派遣代
表對台灣提出說明，並將在 「立法院」開議後做
出決議，堅決反對日本竊佔釣魚島列嶼。

多位立委也認為，釣魚島問題始作俑者為美
國，除了對日表達抗議，也應與美方交涉。立委
們也表達了想到釣魚島附近走走之意，建議馬政
府可再強硬一點。

「立法院」國、親兩黨黨團13上午於 「立法
院」召開公聽會， 「外交部」次長董國猷與台灣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沈斯淳受邀報告。沈斯
淳說明駐日代表處維護釣魚島狀況；董國猷申明
政府倡議和平解決東海爭議立場。

立委賴士葆說，釣魚島列嶼主權在我是全民
共識，除了對日抗議，台灣也應與美國交涉。釣
魚島爭議由美國挑起，是這波釣島事件的元兇，
美方不能假仙（假裝） 「沒有任何立場」。而台
灣政府能再多做一點點，代表民意的立委若到釣
魚島列嶼附近繞繞，也可展現寸土不讓的決心。

立委江惠貞也表示，日本為二次世界大戰戰
敗國，竟然還可以不歸還竊佔之地？而其中始作
俑者就是美國，陷台灣於不義。朝野官民應分進

合擊。
此外，國民黨團在下周 「立法院」開議後，

也會立即提議 「反對日本竊佔釣魚島列嶼」，交
由 「立法院」做出決議。

綠營市長下周訪日
另據中央社十四日消息，台南市長賴清德預

定9月19日出訪日本，國民黨台南市黨部14日要
求賴清德到日本要明確對釣魚島問題表態，不要
當軟腳蝦。台南市政府新聞暨國際關係處長陳宗
彥說，賴清德預計19日至23日出訪日本京都及金
澤市，主要目的是城市文化交流。

派艦艇配特勤派艦艇配特勤 無懼日本干擾無懼日本干擾

台灣海巡署13日邀請島內媒體見
證海巡署護漁現地交接勤務，一度距離
釣魚島列嶼45浬。海巡署秘書室主任
謝慶欽說，若九月下旬有漁民甚至議員
要登島保釣，海巡署不僅不會阻攔，還
會派艦保護，並配備特勤隊員協助登島
，以免民眾登島遭日方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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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積極
參加保釣運動
的 熱 血 青 年
「馬英九」回

來了。為抗議
日本政府的 「購島鬧劇」，台灣方面態度
強硬、反應迅速，近期頻頻祭出反制舉措
：從馬英九登上彭佳嶼宣示保釣，到 「召
回」台北駐日代表；從海巡署派出兩艘艦
艇到釣魚島演示護漁，到實施全天候執行
巡邏任務。保釣聲勢一浪高於一浪。海巡
署官員日前還首次表示，若九月下旬有漁
民甚至議員要登島保釣，海巡署將予以配
合。台灣這一周以來全方位的保釣措施不
僅讓人眼前一亮，更大大地振奮了兩岸四
地中國人捍衛國家領土的決心和意志，並
向日本展示了中華兒女團結一致的精神和
同仇敵愾的勇氣勢。

台灣海巡署協助島內保釣人士登釣魚
島，可謂破天荒的大新聞，足以顯示台灣
方面的保釣行動何等堅決，正如馬英九近
日撂下的重話 「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上寸土
必爭的決心不因任何原因動搖」。看來，
如果日本不撤回 「國有化」釣魚島的決定
，台灣方面絕不罷休，抗議行動陸續有來。

1970 年美國政府將中國領土釣魚島
「歸還」日本的無理做法和日本政府企圖

併吞中國領土的蠻橫行徑，引起了全體中
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當時海外台灣留學生
率先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至此，
島內的保釣運動已經歷了四十多個風起雲
湧的年頭。在 「兩蔣」時代，台灣保釣運
動達到高潮，但後來親日的李登輝上台，
保釣運動開始走下坡路，陳水扁 「接棒」

後，也沿襲了李登輝的思維。2006年台灣民間人士出
海保釣，竟被扁當局罰了3萬元新台幣。保釣人士關
於成立合法社團的申請也如石沉大海般杳無音訊。

直至2008年5月馬英九上台，島內民間的保釣運
動才雄風再起，不僅 「中華保釣協會」得以成立，海
巡署還多次派出艦艇到釣魚島海域護漁。不過，對於
登島的敏感舉動，馬政府雖然沒有放寬規定，但會視
局勢而定，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今海巡署公
開支持台灣民眾登島，前所未有。這當然是因為日方
欺人太甚，台灣方面倘若只是耍耍嘴皮功夫，不足以
讓日方感到壓力，而登島則是最能宣示 「主權在我」
的舉動之一。海巡署不但 「開閘」，而且還配備特勤
人員，協助漁民和民意代表登島，預料海軍也會支援
，給近日已着手籌備登島事宜的台灣民眾打了一針
強心劑。

當下釣魚島海域風高浪急，日方對於兩岸
的登島行動必嚴加防備，稍有不慎就會擦槍
走火，危及性命。台灣方面應做足防備
措施，保釣固然重要，人身安全也不
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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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釣 
捐百萬元助勇士登島

◀親民黨立委
李桐豪（右）
14日舉行記者
會，呼籲海巡
署應積極赴經
濟海域護漁，
執行巡弋能力

中央社

▲台灣海巡署
巡防艦13日在
彭佳嶼與釣魚
島間海域執行
護漁任務，確
保漁民作業不
受到干擾

資料圖片

▲台灣民眾日前集會抗議日本政府 「國有化
」 釣魚島 資料圖片

◀海巡署13日在彭佳嶼
與釣魚島間海域，調派
大型船艦執行現地交接
。圖為20機炮操作演練

中央社

▲1996年港台保釣船在日本海軍快艇
包圍下向釣魚島搶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