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台灣訪問的大陸海協會會
長陳雲林，17日上午到達高雄佛光
山佛陀紀念館參訪，佛光山開山宗
長星雲法師在致詞中提到近日熱點
話題 「釣魚島主權問題」 ，星雲表
示： 「釣魚台是我們中國的」 ，認
為兩岸乃至全世界華人都應在 「保
護國家、護土人人有責」 的原則上
緊緊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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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十七日報道：正在台灣
率團參訪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17日在高雄拜會
了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他稱讚星雲大師主張兩岸和平
發展，促進兩岸宗教交流。

當天，陳雲林在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的陪同下，來
到佛光山參觀，受到星雲大師及其弟子的熱烈歡迎。陳雲林
說，兩岸關係雖然曾經一度日趨緊張，但目前呈現和平發展
的大好局面。他回憶說，從 2000 年起，兩岸關係一度陷入
低潮，星雲大師當時站出來呼籲兩岸和平相處，並主張開放
大陸遊客來台觀光。2002 年，兩岸關係陷入危險邊緣，星
雲大師又從西安法門寺引進佛指舍利來台供奉，為兩岸宗教
交流開啟新的一頁。

陳雲林讚星雲促進兩岸和平
陳雲林表示，星雲大師堅持兩岸和平發展的真知灼見，

如今都一一實現了，其情懷令人感動。
星雲大師祖籍江蘇，今年已85歲。1967年，他率領弟

子在高雄創建佛光山，倡導 「人間佛教」的理念，號召民眾
「信佛、行佛、成佛」，在台灣備受尊崇。關於兩岸關係，

星雲大師曾經說過，兩岸人民 「你來我往，我往你來，來來
往往，兩岸就是一家人」，給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對於星雲大師談到釣魚島問題，陳雲林表示，愛是無限
的，看見兩岸同胞齊心相愛，離我們理想的那一刻還會遙遠
嗎？

最後，星雲大師分別致贈書籍給陳雲林、江丙坤、海協
副會長李炳才、王富卿；陳雲林也回贈書畫給大師，讓大師
可以放在佛光山展覽館供兩岸人民欣賞。隨後，陳雲林、江
丙坤在星雲大師陪同下乘車遊覽佛陀紀念館全景。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兩岸連日來先後
採取各種手段，向日本表達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台
灣馬英九辦公室發言人范姜泰基 16 日晚間表示，台灣
方面擬發行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離島郵票」，藉此宣示釣
魚島 「主權在我」的立場；他表示，台灣當局以維護最
大利益的角度進行最後評估，將在最有利的時機發行。

范姜泰基在 16 日晚間的記者會上表示， 「國安會
」早已規劃，尚未最後定案，只是一直在尋找最適當及
對台方最有利之發行時機。據透露，該套 「離島郵票」
還包括幾個在主權議題上有爭議的島嶼，如彭佳嶼、東
沙群島、南沙群島及釣魚島列嶼等，都有考慮納入。島
內媒體透露，有關構想早在馬英九爭取第二任期之前就
已有，但至今仍在等待 「合適時機」再推出。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十七日報道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在兩岸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之後，即將運作，台灣地區 「中央銀行
」近日遴選在大陸的新台幣清算行，17 日宣布結
果，由台灣銀行的上海分行雀屏中選。 「央行」
表示，後續仍要等待人民幣清算行出列，島內外
匯指定分行才能進行人民幣業務。

「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已於今年8
月31日完成簽署，並經台灣行政部門於9月6日核
定。為了具體落實備忘錄共識，台灣 「央行」7日
火速訂出新台幣清算行遴選辦法並受理申請。在大
陸地區設有分行的台灣 10 家銀行中，有 8 家依規
定時間送件提出申請。

經遴選小組分別與8家銀行負責人面談，審視
其外匯指定銀行及大陸分行文件、財務報告及自評

辦理新台幣清算業務優勢後，小組成員一致同意，
由整體條件最優的台灣銀行（上海分行）擔任大陸
地區新台幣清算行。 「央行」指出，8家銀行評選
的成績都很優異，但依照合作備忘錄（MOU）的
共識，只能同意1家大陸地區新台幣清算行，難免
有遺珠之憾。

人幣清算行由大陸人行遴選
台灣 「央行」行務委員宋秋來表示，清算行的

遴選，由兩岸各自進行。台灣 「央行」負責大陸地
區新台幣清算行遴選，獲選出線的台銀須將相關營
業計劃書報「央行」核定，並獲大陸人民銀行核准才
能開辦相關業務；人民幣清算行部分，則由大陸人
行遴選，待對岸也選出人民幣在台清算行後，在台
灣的外匯指定銀行（DBU）才可辦理人民幣業務。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七日消息： 「918
事變」紀念日來臨，台灣島內新同盟會及新黨等
團體將於 18 日集會，呼籲各界 「勿忘 918，保衛
釣魚島」，並將發表保衛釣魚島聲明。

針對日本政府日前強行將釣魚島列嶼 「國有
化」，新黨連日來已多次發表聲明，呼籲島內各
政黨拋棄意識形態一致對外，兩岸合作保衛釣魚
島。現在面對 「918」來臨，新黨等團體表示，9
月18日是日本侵華 「918事變」81周年，是中華

民族災難與恥辱的日子，近來日本政府又片面宣
布 「國有化」釣魚島列嶼，18日將集會共同商議
並發表聲明，強調保釣將朝 「重新檢討美國歸還
琉球主權給日本的合法性」及 「宣布釣魚島為飛
彈靶場」方向研擬，向全民及海峽兩岸當局提建
言。

此外，台 「外交部長」楊進添 18 日將召開
「九一八事變及東海和平倡議」記者會，屆時的

談話內容格外受到矚目。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七日消息：釣魚島局勢
緊張，中國大陸赴日旅遊團紛紛取消。旅遊業者表示，
最近陸客來台旅遊詢問度增加約2成。康福旅行社副總
經理李季柏說，最近陸客來台旅遊詢問度大約增加了2
成，10月陸客來台確定成團的情況，比去年還好。

島內旅行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許高慶說，中國大
陸因釣魚島事件的反日情緒，影響部分原本打算赴日旅
遊的陸客轉移到台灣，但人數難估算。至於台灣人赴日
旅遊，則未受釣魚島事件影響。百威旅行社總經理吳再
裕說，9月底到11月的日本賞楓團已開始報名，很多人
已漸走出 「311」大地震陰霾，赴日旅遊比去年熱絡。
李季柏表示，今年9月整體旅遊表現比去年差，主要是
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因素。

保
釣
喚
起
兩
岸
抗
日
回
憶

朱
穗
怡

日本政府
上周宣布 「國
有化」釣魚島
，向中國擺出
一副挑釁架勢
，但連日來兩

岸民眾響徹雲霄的保釣口號以及有關部
門採取的種種反制措施，勢必讓日方得
意不起來。隨釣魚島局勢升溫，兩岸
民眾的心也緊緊地連在了一起。這種心
照不宣的默契並非人為所能阻撓和打破
，因為它蘊含了濃厚的中華民族情懷，
體現了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手足情，喚
起了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尤其是抗日
史，在上世紀中國積弱的年代，兩岸民
眾都遭受了日本軍國主義鐵蹄的蹂躪，
大陸軍民固然奮勇抗敵，但淪為日本殖
民地的台灣也沒有袖手旁觀。

81 年前的今天，當時盤踞在中國
東北的日本關東軍誣衊中國軍隊炸毀瀋
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以此
為藉口向駐守在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
發動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中國東北全
部淪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 「九一八」
事變。它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
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
幕，激起了中國大陸人民的抗日怒潮。
當時台灣雖然淪為日本殖民地，但沒有
置身事外，而是以各種方式抵制日本殖
民當局在島內發起的所謂 「慰勞滿洲日
軍」的活動。對於日方在島內封鎖關於
「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有人自己翻譯

相關新聞告知民眾。青年們談論 「九一
八」事變時，無不義憤填膺，熱淚盈眶
。當時島內有評論稱讚道： 「許多國家
大事，在彈丸之地而且孤懸在海中的台
灣，由不出息的台灣人任是如何呼喊，
於大局自是沒有反應。但青年的意氣即

所謂憨氣是不可被客觀的認識抑制下去，變為虛偽
的腐化青年，於台灣的前途才能有點向上的曙光。
」可見，台灣同胞雖身在 「日營」，但心向祖國。

相較於大陸同胞，台灣民眾遭受日本侵略者欺
凌的歷史更為久遠。1894 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戰
爭，其後中國戰敗，清廷向日本求和。1895 年日
方提出了苛刻的議和條款，清政府只得接受，與日
方簽署了《馬關條約》，其中明訂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然而，日本接手台灣的過程並不順利，因為不甘束
手就擒的台灣民眾發起了大大小小的防守戰事，日
本花了近半年時間才佔領全台。但台灣民眾的抗日
行動並未就此畫上句號，在隨後的日子裡各種反擊
此起彼伏，與大陸同胞的抗日戰爭遙相呼應。

81 年前兩岸同胞的心緊密相連，81 年後
兩岸同胞的心亦緊密相連。這是因為兩岸
擁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正是這種切
不斷的歷史聯結，令兩岸在處於分隔
狀態的時候，仍能同仇敵愾、一致
對外。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面對 9 月
18 日 「918 事變」紀念日來臨，外傳，上千艘大
陸漁船預定18日抵達釣魚島列嶼附近海域。對此
，台灣海岸巡防署17日表示，目前並未掌握到台
灣島內有保釣團體將在9月18日出海，近日島內
預定出海的保釣行動，是宜蘭縣議會擬於9月22
日出海前往釣魚島海域，目前正在協調中。

海巡署強調，只要是合法出海前往釣魚島海
域的船隻，海巡署都會予以保護。

另外，台灣海巡署日前邀請媒體登上 2 千噸

的 「和星艦」，在釣魚島海域見證 「花蓮艦」與
「連江艦」的 「護漁」現地交接勤務，一度距離

釣魚島列嶼45海里。
早前 「和星艦」在釣魚島西方海域巡航期間

，艦上機炮手操演對海防護射擊。
基隆海巡隊隊長陳泗川日前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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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真槍實彈保護台灣民眾，呼籲日方別輕
舉妄動。

台銀將任大陸新台幣清算行

保衛釣島 新黨籲勿忘918

取消遊日 陸客青睞台灣

宣示保釣 台擬發行郵票

宜蘭縣議會擬月底出海保釣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台灣高學歷何
價？17日媒體關注到島內多達10名碩士生爭搶在超市
補貨、叫賣、殺魚、秤水果的第一線銷售人員職位。
台灣1111人力銀行副總經理何啟聖同日上午表示，台
灣大學林立，博士、碩士供過於求， 「平均一年有
5000個博士畢業，供過於求」，呼籲教育部門重新思
考高等教育政策，以避免人才浪費。

外資超市家樂福將在台中開設新店，因此需招聘

約300新員工，該店公關何默真說，吸引400多名求職
者，當中大多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其中10人更擁有碩
士學歷，經過篩選後，5 名碩士獲聘，成為月薪大約
2.5萬元（新台幣，下同）的銷售員。有成功獲聘的碩
士表示，目前市道低迷，工作難找，不介意從事與專
業無關的工作， 「只要有工作就好！」

何默真坦言，本次招聘並不需要高學歷， 「應徵
者能否錄取的關鍵，取決於工作熱情與態度，學歷高

低並沒有太多加分作用」。她說，基層員工只要能熬
過叫賣、補貨、現場操作等訓練，態度認真，最快大
約在 1、2 年之內就會升上課長，屆時薪水就會三級
跳。

島內媒體發現，頂碩士、博士的光環，不少人
早已向經濟低迷的現實低頭，台北市政府早在2006年
就已有一碩士生應聘掃大街的清潔員工作。對於高學
歷低就現象，求職網站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張旭嵐直
言： 「大學太多導致碩士過剩。」據教育部門資料，
去年共有 24.9 萬多名大專畢業生，碩士約 6 萬人，博
士逾3800人，和前年相較，大專生的畢業人數減少，
但碩士、博士卻出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碩士爭搶基層工 專家籲檢討教育政策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針對陳水扁因
排尿困難，日前再度戒護就醫並住進桃園醫院，引發
民進黨關注，該黨 40 名立委將於 17、18 兩日分兩批
集體前往醫院探扁，並發表聲明連署，要求法務部盡
速同意陳水扁保外就醫。

17日上午，民進黨 「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率同
多名黨籍立委在黨團召開記者會，並發表 「確保陳水
扁完整就醫權，盡速實施保外就醫」聲明，由所有出
席黨團會議的立委簽名連署。黨團幹事長潘孟安表示
，他們將於17、18兩天，分兩梯次到桃園署立醫院探
視扁。

黨團總召柯建銘則表示，桃園醫院已證實扁腦部

出現阻塞性中風，同時扁在臨床上也出現表達及思考
障礙等問題，鄭重呼籲法務部在扁身心病變問題上未
釐清前，不應強制將扁帶回台北監獄。

扁轉介醫學中心精神科
陳水扁在署立（公營）桃園醫院相關診醫療，經

過醫療團隊討論之後，署桃副院長徐錦池表示，由於
署桃神經內科和精神科設備不足，建議轉往醫學中心
檢查；北監表示會立即反映。

對於院方的說明，台北監獄也立即做出回應，北
監秘書楊方彥說，由於陳水扁還有排尿困難，配合療
程繼續治療，直到醫院通知出院才會戒護返回。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釣魚島爭議使兩
岸及日本之間的關係緊張，大陸日前爆發大規模的反日
示威，連帶台灣藝人在大陸及日本的宣傳活動也受影響
，其中台灣 「小天王」羅志祥（小豬）16 日晚透過經
紀人公司宣布，即日起停止前往日本東京的宣傳活動，
而原定月底在東京的首場演唱會也將喊停。

雖然經紀人預期將帶來超過千萬元（新台幣，下同
）的損失，但羅志祥表示，不會覺得可惜，因為這是必
要的決定， 「在（釣魚島）問題未解決前，我們將全面
停止在日本的活動。」對於偶像的決定，兩岸大批小豬
的粉絲紛紛表示理解，先後在其網站的留言版留言表示
支持偶像，認為羅志祥的決定是 「正確的決定」。

東京停演 羅志祥有骨氣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左）17日參訪佛陀紀念館，星雲法師（右）贈送佛陀館套書給陳雲林；陳
雲林回贈法師一幅字畫 中央社

▲海巡署近日表示，派艦艇赴釣魚島海域護漁 中央社

▲台灣銀行上海分行已於今年7月開張 資料圖片

40綠委分批探扁 籲保外就醫

▲為了解陳水扁（中）右腦前額葉舊傷的病因，桃
園醫院17日安排他做脊椎核磁共振成像及照腦波檢
查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