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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協會會
長陳雲林繼上
月赴台北參加
兩會第八次協
商會議後，這
個月又馬不停

蹄地再度率團訪台。有別於以往赴台多
是聚焦兩岸經貿合作，陳雲林這次的重
頭戲是推動兩岸文創產業合作。雖然文
化議題的內容可能較經貿事務要輕鬆，
但文創產業是新興產業，兩岸在此領域
的交流還處於初始階段，正是 「萬事起
頭難」，陳雲林此行的擔子不輕。在短
短十天行程裡，他率領文創團走訪了 10
個縣市，了解了台灣文創產業的現狀，
所到之處均受到熱情招待，可見台灣
方面對於兩岸文創產業合作亦持歡迎
態度。

隨着兩岸經貿關係日益緊密，近年
兩岸也開始加強文化領域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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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合作是
兩岸文化交流重要的一環。 「文創產業
」顧名思義，即結合了文化及創意的產
業。它既可以傳統文化為藍本，注入時
代和潮流因素，形成融合古今文明的新
時尚；又可開闢天地之新，形成別樹一
幟的個人風格。而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浩
瀚博大的中華文化是兩岸共同的寶藏，
為兩岸文創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
作靈感，也成為兩岸文創產業合作的
紐帶。

文創產業被譽為 21 世紀最有前途的
產業之一，涵蓋電影產業、流行音樂產
業、數位內容產業、設計產業、工藝產
業、電視內容等產業。兩岸的文創產業
各有千秋。台灣在流行音樂市場和工藝
設計方面有一定優勢，但是在電影製作
、電視劇製作方面可能不如大陸。此外
，台灣把製造業與文創業結合的方式也
很值得大陸學習。例如，花蓮的一家食
品公司在推銷漁產商品時，還在舊有的
柴魚工廠廠址蓋了七星柴魚博物館，讓
遊客對當年的製作實景與台灣東海岸生
態環境深入了解。雖然台灣文創產業擁
有靈活和無窮的創意，但受限於島內市
場規模小，欠缺周轉資金，生存之路舉

步維艱。而台灣文創產業的這些劣勢正是大陸的優勢
，早在2008年國務院就公布了《關於金融支持文化產
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為文創產業提供了
堅實後盾。

台灣於2009年訂立的文創產業發展方案中明
確指出要開拓大陸市場。其實，登陸搶灘的最
佳途徑就是與大陸同業合作，雙方優勢互
補，共創品牌，走向國際。陳雲林此次
「兩岸文創合作之旅」不會白走的。

瀾瀾觀觀
隔海逾半民眾支持 籲當局強硬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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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面對日本強佔釣魚島，兩
岸合作保釣的聲音有 「加溫現象」 。台灣
媒體一項調查發現，兩個月前，有52%的
受訪者支持兩岸聯手保釣，今次則增加至
54%；對日本 「購買」 釣魚島和 「國有化
」 的舉措，則有 71%民眾表示反對，另
有逾半民眾希望當局能以強硬立場進行反
制。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高雄
註冊的工作平台船 「大瀚711」號，21日駛入釣魚
島海域進行保釣活動，船上多名保釣人士高舉抗議
布條，並且透過無線電廣播，向日方宣示釣魚島主
權。

台灣海巡署表示，21 日上午 8 時 40 分發現
「大瀚711」號未依目的航行，隨即以無線電通聯

，在確認該船航往釣魚島海域後，立即出動和星艦
全程保護其航行安全。據悉，船上船員共8人，包
括6名台籍、2名緬甸船員，其中紀姓船長37歲。

海巡署指出， 「大瀚711」號一度距釣魚島僅

22.4海里，期間雖有3艘日本公務船出現，但雙方
並未發生對峙。 「大瀚 711」號在上午 10 時 45 分
已駛向台中港。

台海巡署指出，當局對於民眾自發性的保釣活
動均秉持 「不衝突、不迴避」原則，善盡保護之責
。海巡署每天都會派遣至少1艘以上巡防艦艇於釣
魚島海域執行巡護任務；海巡署執行維護主權、捍
衛漁權的行動，絕對貫徹到底。

中央社21日引述 「大瀚711」船務代理公司人
員表示， 「大瀚711」歲修完畢，應該只是去 「試
航」，對保釣行動並不知情。

保釣船熱身海巡艦全程護航

兩岸聯手保釣呼聲加溫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台灣
黨政高層人士21日證實，馬英九近日親自數度打電
話，慰留請辭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高孔廉，
獲高允諾 「慎重考慮」。由於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
請辭後，接任人選是過往較少涉及兩岸問題的國民
黨秘書長林中森，因此，嫻熟兩岸事務的高孔廉是
去是留，受到各方關注。

而內定出任陸委會主委的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諮詢委員王郁琦，也已分別慰留依慣例請辭
的 3 名副主委，希望他們繼續為陸委會會務共同努
力。

江丙坤是在19日召開記者會宣布請辭，高孔廉
當時表示要與江丙坤同進退，也提出辭呈。海基會
幕僚人員已將此一辭職案列入27日的董監事聯席例
會議程，並着手進行正副董事長的改選準備工作。

曾參與海基會創立
黨政高層說，高孔廉在兩岸事務上經驗豐富，

1988年島內行政部門大陸工作草創初期，即擔任大
陸工作會報副執行秘書，全程參與規劃陸委會、海
基會的成立；1994年擔任陸委會特任副主委，2008
年起擔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負責兩岸協商
與談判，帶領談判團隊與對岸折衝磋商，獲得高層
肯定。

19日請辭後，馬英九曾數度打電話慰留，盼續
借重高孔廉在兩岸交流方面的豐富經驗，希望他能
繼續襄助新任董事長林中森，而高孔廉雖表示 「做
了24年，想休息了」，但也允諾 「會慎重考慮」。

黨政高層還說，高孔廉任職海基會，治理績效
卓著，深獲江丙坤信賴與台商和各界肯定，這也是
馬英九希望他留任的主因。

陸委會3副主委同獲慰留
另一方面，台灣陸委會與海基會同日換將，預

定轉任台灣駐世貿組織代表的主委賴幸媛19日請辭
，由主委任命的 3 位副主委劉德勛、高長及張顯耀
，也依慣例在20日請辭。內定接任賴幸媛空缺的王
郁琦，當天已分別向 3 名副主委請益，表達慰留之
意。

陸委會 3 名副主委各有所長，劉德勛掌管法政
、聯絡與秘書，行政經歷豐富，嫻熟兩岸事務；高
長負責經濟、港澳，張顯耀掌管企劃、文教。

劉德勛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明，3名副主委
請辭是 「按照慣例」，日後是否留任，或是有新的
人選，將由新任主委王郁琦決定。他強調，主委異
動不影響陸委會的日常業務，目前陸委會正準備針
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業務部門已展開與各部
會的聯繫， 「目前看不到大家需要擔心的問題」。

馬數度慰留 高孔廉允諾考慮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台灣
「立法院」今天舉行全院委員會審查綠營 「立委」對
「行政院長」陳冲提出的不信任案，審查後預訂 22

日進行表決。由於民進黨加台聯黨的席次總共只有
43席，距離過半的57席還有一段距離，已有綠委喊
出倒閣不成換倒馬。藍委則呼籲朝野捐棄成見，強調
當前穩定政局拚經濟的重要。

各界關注的親民黨團經過深思，表明無法支持綠
營 「倒閣」案，傾向不出席投票；無黨籍陳雪生也屬
泛藍陣營；國民黨團預定 22 日一早舉行黨團大會，

內定轉任海基會董事長的黨秘書長林中森可能在卸任
前，再次出席親自督軍，黨團也傾向祭出黨紀，因此
綠營目前只確定掌握 43 票， 「倒閣」案幾乎肯定失
敗。

「立法院」今天一整天舉行全院委員會審查會議
，登記上台的委員可發言5分鐘表達意見，藍綠陣營
大打口水戰，形成拉鋸；院會除了準備上台發言的人
外，其餘幾乎都已離席，部分綠委上台發言，還拿自
製的標語上台作為輔助道具，有的綠委不耐冗長的發
言，在會場玩起手機。多名綠委發言全部針對經濟成

長不佳、民生困苦，以此作為 「倒閣」理由，其中高
志鵬、葉宜津更以馬英九執政無能為由，喊出「倒閣」
不成換倒馬的口號。

藍委發言的人數明顯較綠營為少，大多強調當前
穩定政局的重要，呼籲朝野合作，期許明天 「倒閣」
案表決失敗後，能讓陳冲能無後顧之憂地拚經濟，改
善民生內政。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吳育昇指出，民進
黨在缺乏社會對話基礎下提出 「倒閣」案，根本是政
治鬥爭；馬英九調整兩岸、外交官員，是着眼於提升
台灣經濟動能，他不能接受在野黨杯葛施政的理由。

現時 「立法院」共 113 席，其中國民黨佔 64 席
，民進黨40席、親民黨3席、台聯黨3席、無黨團結
聯盟2席、無黨籍1席； 「倒閣」案如要通過，至少
需要57票贊成。

綠倒閣不成換倒馬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正當
釣魚島海域緊張對峙升溫之際，澎湖防衛指揮部
21日凌晨5時許在馬公五德附近海域，進行模擬假
想敵方船艦試圖切斷台方海上補給，對海進行接續
反舟波的各式火炮攻擊，驗證台3軍兵火力聯合作
戰機制。

澎湖防衛指揮部以防區內炮兵營的 155 和 105
榴炮、裝騎營的 120 迫炮和 M60A3 戰車，同時搭
配空軍嘉義基地起飛的F16戰機與陸航的AH-1W
超級眼鏡蛇攻擊直升機。

現場火炮發射瞬間，火焰直竄炮口、海面激起
的水柱甚是驚人；其中震耳的炮聲，就連遠在幾公
里外正睡夢中的民眾也被驚醒，受邀參觀來賓等直
呼震撼精彩。

不過，今次演練也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正當演
練進行到一半之際，一艘小漁船不顧海巡艦艇驅離
，兩度闖入射擊區域，導致其時進行的120迫擊炮
射擊被迫中斷。經了解，原來該漁船不知有操演，
因之前一天在附近海域下網，21 日上午才會闖入
射擊區進行收網，後來驚覺苗頭不對，已盡速駛離

現場。可幸事件並沒有造成任何傷亡，演習也只耽
誤了 10 分鐘就繼續進行。演習於 21 日早上 7 時前
結束。

澎湖防衛部政戰主任楊安上校接受中央社訪問
時表示，軍方與海巡署事前都會模擬演練漁船誤闖
狀況，做好預防準備。

導彈打靶命中率提高
另據中央社二十一日消息，台 「國防部」今天

公布12日至20日在屏東九鵬基地舉行神弓操演實
彈射擊成果，整體命中率84.6%。射擊成效較上半
年度進步，其中發射檞樹導彈25枚，命中22枚；
刺針導彈27枚，命中22枚。

據介紹，神弓操演主要目的包括驗證三軍短程
防空部隊訓練成效及防空作戰指管能力、接戰程序
與武器效能，獲取實彈射擊經驗及參數。

至於操演內容，軍方指出，陸軍炮兵訓練指揮
部以台澎防衛作戰為假想基礎，整合三軍短程防空
部隊。

綜合中新社、中通社二十一日消息︰旺旺中時民
調中心通過針對台灣700餘位成人的電話調查，發現
71%民眾對日本將釣魚島 「國有化」的手段表示反對
，其中有50%的人表示非常反對及憤怒。交叉比對得
知，泛藍受訪者中有83%表示反對、泛綠及中間人士
則有 67%的人表示反對。其中，20 至 29 歲年輕人持
反對態度的比例高達74%。

2/3年輕人贊成兩岸合作
調查也發現，在兩個月前，有52%的民眾支持兩

岸聯手保釣，目前則升溫至 54%，增加 2%。反對者
則依然維持在28%，沒有出現變化，未表態者，由早
前的21%下降至目前的18%。

交叉比對發現，泛藍有75%、泛綠有42%、中間
有 48%的人支持兩岸合作保釣。此外，20 至 29 歲的
年輕人中有64%贊成兩岸合作保釣，為所有年齡層認
同比例最高者，其他年齡層的支持者在43%到59%之
間。此外，學歷愈高，支持兩岸合作保釣的比例也愈
高。

調查還發現，有52%的民眾希望當局能採取強硬
的做法守護釣魚島。覺得應溫和理性，以免事態擴大
，反而傷及台灣利益者有27%。認為可軟硬兼施者有
1%。對於馬英九雖一再宣示釣魚島主權、強調為
「我國」領土範圍，但民眾對當局護島的表現多表不

滿。調查反映，合計有64%的人認為馬政府在捍衛釣
魚島主權，口水多過汗水，缺乏實質行動，61%認為
過於軟弱；肯定政府表現者僅佔15%。

民間護漁最遲月底出發
此間多家媒體報道，宜蘭蘇澳區漁會於近日發起

成立 「釣魚台（島）維護漁權籌備委員會」，由蘇澳
區漁會理事長陳春生任主委，屆時將集結至少數十艘
漁船繞行釣魚島，向日本抗議表達不滿，捍衛在釣魚
島的合法漁權。目前正開放擁有船隻的漁民自發報名
和對外募集油資，最遲9月底成行。報道說，台灣北
部其他縣市的漁船也已表態要共襄盛舉。

報道還說，台灣漁民保釣行動蓄勢待發，海巡部
門艦艇也進入準備狀態，甚至不排除調動東部，甚至
中部艦艇，保護前往釣魚島漁民和船隻的安全。據悉
，台灣多家政治和民間團體也已聯合，準備 9 月 23
日在台北市發起保釣集會和遊行，抗議日本將釣魚島
「國有化」。

台軍澎湖演練 應對釣島危機

台媒民調主要結果
反對日本 「購買」 釣魚島

支持兩岸聯手保釣

認為當局保釣應更強硬

認為當局保釣欠實際行動

認為當局保釣過於軟弱

71%

54%

52%

64%

61%

■

■

■

■

友達操縱價格被罰5億美元
台灣第2大液晶顯示器（LCD）製造商友達因和同業共

謀操縱面板價格，遭美國聯邦法官判罰5億美元。美國三藩
市聯邦地方法官伊爾斯頓（Susan Illston）台北時間凌晨作
出前述判決。陪審團 3 月已依據美國司法部 2009 年所提指
控，認定友達共謀操縱價格有罪。

美國司法部稍早前曾要求法官重罰友達10億美元，並
對前友達執行長陳炫彬、佳世達總經理熊暉處以10年徒刑
與100萬美元罰款。 中央社

台北老牌儒林書店結業
台北市重慶南路書街全盛時有100多家書店，但近年只

剩20家，老字號的儒林書店21日也拉下鐵門，吹熄燈號。
老闆娘張丹梅表示，1個月店租就要新台幣20萬元，收入根
本無法支付開銷，加上近年來消費者習慣在改變，只好忍痛
收掉經營多年的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是台灣最出名的書店街，沿街高掛
「××書店」的招牌，隨着數位時代的來臨，不少讀者轉為

透過網絡購書，書街不少書店只好轉型或關店。 中央社

「國安密帳」案李登輝再出庭
台北地方法院21日上午開庭審理 「國安密帳」案，李

登輝以被告身份出庭。由於案件屬機密案件，開庭過程均不
公開。媒體詢問李登輝，陳水扁要不要保外就醫時，李登輝
僅四兩撥千斤表示， 「我又沒有保外就醫」，經約15分鐘
庭訊後離去。

同案被告劉泰英也出庭，他在庭後表示，開庭內容涉及
「國家」機密，不對外說明。劉泰英委任律師陳松棟表示，

準備程序大致結束，預計下次可進行審理，雙方都有聲請傳
喚證人。 中央社

扁女「醫院政治論」挨批
陳水扁21日上午轉送台北榮民總醫院接受身體檢查，

但扁的女兒陳幸妤及挺扁的民進黨對台北監獄的安排大表不
滿，陳幸妤直指曾屬軍方醫院的榮總是 「槍桿子醫院」，有
鮮明藍色政治立場，質疑獄方 「別有政治目的」。

有關說法引起台灣媒體嘩然，認為扁家子女硬把老父健
康問題政治化，已令阿扁
成為台北周邊地區醫院的
「不受歡迎人物」。《中

國時報》21日發表特稿，
批評身為執業牙醫的陳幸
妤提出 「醫院政治論」，
一再對醫療人員的專業提
出政治性質疑，卻將阿扁
的健康視為次要問題，極
其荒謬。 中通社

▲高孔廉（左）有20多年兩岸事務經驗，獲馬英九
數度致電慰留。圖為其本月17日與到訪澎湖的海協
會會長陳雲林合影 資料圖片

▶陳幸妤的 「醫院政治
論」 被台灣媒體猛烈抨
擊。圖為陳水扁 21 日
到台北榮總檢診

中央社

▲ 「大瀚711」 號21日駛入釣魚島海域進行保釣活動，海巡署派出艦艇全程護航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