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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重啟談判 日擬拉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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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基
會新任董事長
林中森上周在
大陸展開為期
六天的 「精進
之旅」，所到

之處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 「百聞不如一
見」。但這句話也適用於評價林中森個
人。海基會是島內處理兩岸事務最前線
的機構，攸關兩岸關係發展與台海局勢
穩定，歷屆董事長多是黨政大老級的知
名人士，但林中森雖然擔任公職四十年
，在島內亦不甚出名，遑論大陸方面對
他更覺陌生了。因此他上任之初，各種
評價有之，褒貶不一。這次登陸是他首
次以主角的身份成為鎂光燈的焦點，一
言一行無不受關注，但在媒體 「放大鏡
」式的考驗下，也贏得不少掌聲，正是
「百聞不如一見」。

由於前任江丙坤任內表現優秀，林
中森接掌海基會，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經貿往來在兩岸交流中佔有重要的分量
，而江丙坤是財經專業出身，正好可利
用自己的特長為兩岸經濟合作出謀劃策
。他入主海基會之前，就有多次率團登
陸訪問的經驗，並與大陸地方首長，乃
至中共中央高層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使他處理兩岸事務時更加得心應手。相
較之下，林中森並非財經官員，更無登
陸經歷。這種與江丙坤的 「落差」，難
免讓外界大作文章。但林中森畢竟在島
內政圈打滾多年、見慣風雨，深知 「說
得好不如做得好」，唯有以實際行為，
才能改變外界對他的 「刻板印象」。

林中森出任海基會董事長一職即將
「滿月」。這段時間他給外界最深刻的

印象就是勤快和謙虛，上任四天即赴花
蓮出席台商聯誼會，而且逐一與在場近
三百位台商握手，認識了其中的一百多

位台商會長，而用兩周時間即完成籌備大陸行，也
讓外界刮目相看。據悉，一些台商和海基會內部人
士都勸林中森 「不要太急」，因為訪問大陸之前
有很多事要安排和確定，但堅持 「即知即行」的林
中森展現了雷厲風行的工作效率，大陸之旅在短時
間內得以安排妥當，也反映了他希望盡快進入角色
、彌補不足的迫切心情。因為倘若海基會董事長連
大陸也沒有去過，連大陸是什麼狀況都搞不清楚，
如何幫台商爭取權益，如何與海協會展開協商？

林中森雖然沒有處理兩岸事務的實際經驗，但
從他把參訪團定位為 「精進之旅」，期盼兩岸在既
有良好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與後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與之會面時
提出深化兩岸關係 「四個要點」的精神不謀而合。
可見，林中森對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有一
定認識，並非真如 「一張白紙」。

這次大陸之行林中森初試啼聲，即展
現了 「拚命十郎」的個性。但真正的挑
戰和考驗還在後頭，林中森如何應對
，外界拭目以待。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
：上月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對，
將釣魚島列嶼 「國有化」。據日媒報道，2009年2
月中斷的台日漁業談判將於 11 月重啟，日本 9 月
初提出 「盡早舉行」的建議，台灣也以 「11 月舉
行」為目標，雙方正急於訂立談判議題。有分析指
出，日本是為了阻斷台灣與大陸攜手應對釣魚島問
題而同意與台灣展開漁業權協商的。

台灣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2 日舉行 「CAS 水產
品推廣記者會」，江英智於會後受訪指出，台日雙
方正在進行事先溝通，洽談的議題還未定案。江英
智指出，這次台日漁業談判重點會鎖定 「漁權」，
即漁船作業權利，不會涉及到主權問題。

至於經濟海域若不解決，如何處理漁權問題，
江英智表示，主權和經濟海域有相關性，經濟海域
即根據主權範圍向外延伸至200海里區域。他強調
，這次雙方談判主要針對海域作業部分，對彼此有
爭議的地方會先擱置；而在目前經濟海域重疊的部
分，可能採雙方共同管理方式，進行單純漁船作業
，不過這部分雙方還要再談。

16次談判均無結果
自上世紀 70 年代起，日本不斷加強釣魚島周

邊海域干擾、驅趕台灣漁船的行動，台灣漁民正常
作業大受影響，損失巨大經濟利益。雙方不時在釣
魚島附近海域發生摩擦，2008 年更發生過台灣漁
船 「聯合號」被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撞沉的事件
。日本與中國台灣 1996 年開始就漁權舉行定期談
判，到 2009 年 2 月共舉行了 16 次，有關漁權的談
判毫無進展。

日本 「購島」鬧劇引發中日關係風波後，10
月5日，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突然表態稱，希望早
日重啟日本和台灣關於台灣漁船在釣魚島周邊捕魚
的漁業協議談判。《讀賣新聞》分析稱，此舉的目
的應該是為了 「防止中國大陸和台灣聯手在釣魚島
問題上對抗日本」。此前，日本外交專家曾提議，
日本在同中國大陸強硬對抗的同時，應盡量滿足台
灣對釣魚島周邊漁業權的要求，打消中國大陸和台
灣在釣魚島問題上聯合反日的可能，同時團結東亞
與中國有領土紛爭國家，孤立中國。

【本報訊】台
日經濟海域問題，
根源為 1996 年日
本依聯合國海洋法

，單方面制定 「有關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從最南端的與那國島劃二百海里經濟海域，
把台灣、馬祖都劃到其經濟海域。照這樣的劃法
，台灣如果從釣魚島列嶼劃二百海里經濟海域，
日本的琉球也會整個被劃進來。

由於日本的劃法不合理，台灣和日本曾進行
談判，日本政府雖讓步，但仍堅持中線原則處理
，但此舉造成海域面積就在蘇澳外海，漁船只要
從蘇澳出海，一個多小時就到日本經濟海域。因
此，台灣在 1998 年實施 「『中華民國』專屬經
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因為中線原則對台較不
利，因此主張衡平原則，由雙方協商解決經濟海
域問題。從1996年到2009年為止，台、日進行
過16次漁業談判，但一直無法達成共識。

日本擅自擴張經濟海域後，其海上巡邏艦長
期掛寫有 「此地是日本的領海要立即退出」的
白帶警告標語，不時執行驅離漁船任務；台灣漁
船不論是捕漁、船隻擱淺，還是救難船，都會遭
查扣船並罰錢。有時一些無辜的台灣漁船因潮流
不慎網具漂進日本經濟海域，就被當成賊，連人
帶船一起扣押，罰款430萬日圓，約130萬台幣
，不久前又提高為 1000 萬元日圓，一年所得也
不夠罰款，致使漁民恐懼感更深。

台日漁業談判可望11月重啟，農委
會漁業署副署長江英智22日透露，談判
重點將鎖定漁權，但不涉及主權問題，
雙方經濟海域重疊部分可能採共同管理
方式。

日擅擴經濟海域屢驅台船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為了吸引更多
大陸旅客赴台自由行，台北市觀光傳播局舉辦 「台北一
遊未盡、暢遊之旅挑戰賽」活動，大陸民眾參加 11 月
17 日上海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的挑戰賽，只要答
對100道台北市的觀光旅遊題目，就可以獲選為 「台北
達人」，享用價值百萬元（新台幣，下同）的旅遊獎項。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長趙心屏說，隨大陸客自由行
開放，陸客來台人數持續穩定增長，到今年8月為止，
大陸地區來台北的自由行旅客，已經達到 12 萬人次，
預估今年可望突破16萬人次，可為台北市創造約27億
元的觀光商機。

為了吸引更多陸客到台北市旅遊，11 月份台北觀
傳局到上海參與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將舉辦 「台

北一遊未盡、暢遊之旅挑戰賽」活動。趙心屏說，從即
日起至 11 月 5 日，大陸民眾只要到 「趣台北」新浪微
博加入粉絲團並轉發活動訊息，觀傳局將在11月10日
抽出20名幸運的粉絲參與挑戰賽；參賽者只要答對100
題有關台北市觀光旅遊題目，就可成為 「台北達人」，
獲得7天6夜台北暢遊之旅大獎，市價近新台幣100萬
元。

趙心屏指出，這次到對岸尋找 「台北達人」挑戰賽
，活動獎項全由民間業者提供，包括華航商務艙來回機
票4人行、圓山飯店總統套房或晶華酒店名人套房、百
貨購物禮券及頂級美食饗宴等，囊括吃喝玩樂及住行；
1人中獎、4人同享，若逾1人以上答對100題，則均分
所有獎項。

【本報訊】據中新社新北報道：又到
秋冬 「溫泉季」。擁有 「美人湯」的泰雅
族傳統聚居地烏來，時下遊人不斷，紛紛
前往泡湯浴足，感受泰雅風情。烏來被稱
為 「新北市最美麗的花園」。當地人說，
烏來 「春來賞櫻、夏至涼風、秋見山嵐、
暖泉入冬」，一年四季皆可賞玩。

露天溫泉充滿自然野趣
烏來溫泉位於烏來村的溪谷中。傳說

泰雅族人在溪邊打獵時，突然發現溪邊有
煙霧升起，乃往探視，見熱水自岩隙湧出
，眾人齊呼「ulaikirofu」，意即 「冒煙的熱
水」。桶后溪、南勢溪蜿蜒流過烏來村，
兩側山峰聳峙，岩壁陡立，風光綺麗。南
勢溪畔的公共露天溫泉，充滿自然野趣，
不時有遊客在此享受免費的濯足、泡湯。

數百米長的烏來溫泉街上，依山傍水
密布一二十家溫泉旅館、湯屋。為吸引遊
客，每家溫泉旅館均精心打造不同風格的
泡湯空間，名之以悅景、賞溪、觀雲、聽

泉等等，希望過往遊人歇一歇腳，在烏來
溫泉中丟掉疲憊，怡心寧神。

舊名 「雲來之瀧」的烏來瀑布，是烏
來一景。眼下雖已是枯水季節，近百米高
的瀑布仍氣勢不凡，宛如自雲端垂落，一
波三疊。

觀光台車亦為烏來特色之一。沿途美
景頗多，坐於台車上賞玩，風馳電掣別有
情趣。據當地人介紹，台車建於日據時代
，專用於載送伐木機組及木材；1951 年
發展為人力台車運客至瀑布區賞景；之後
台車動力機械化，就像小型的觀光火車。

觀光台車目前僅行駛於攬勝橋至瀑布
區 1.6 公里的路段，不過，受今年 8 月
「蘇拉」颱風帶來的豪雨影響，台車軌道

部分邊坡崩塌，預計在11月30日前損毀
部分才能修復完工。

薈萃各種山野美食的烏來老街，人潮
湧動。入口處，山豬肉香腸香味四溢，兩
家烤香腸攤排滿了等候的遊人。老街上的
小吃店，大量採用當地山豬肉、放山雞和
野菜等食材，新鮮、地道。招牌竹筒飯、
山豬肉、溫泉蛋以及山珠、山蘇、過
貓等野菜，泰雅風味的馬告雞湯，讓遊客
鍾情有加。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台灣當
局出台方便大陸配偶入境新措施：從22日起，他們再
次入境台灣時便不需按指紋進行比對。

台移民主管部門負責人謝立功當日表示，按此前
規定，申請 「來台團聚」、 「長期居留」或 「定居」
的大陸民眾，須按指紋並建檔管理。再次入境時須按
指紋核對身份後，方可入境。但隨兩岸交流日趨密
切，通婚不斷增加，大陸民眾來台限制正在逐步放寬

，冒用身份來台情形已不常見。
他說，對於經常出入境或攜帶家眷的大陸配偶，

按取指紋造成很多不便。廢除這項入境程序會讓大陸
民眾入境通關更為便捷。但為求慎重，查驗人員仍可
要求大陸配偶按指紋核對身份。

據統計，目前在台灣生活的大陸配偶約有30萬人
，其中 「定居」者約為10萬人。台灣各縣市中，新北
、台北、高雄、桃園4地生活的大陸配偶數量最多，

約佔到總數的三分之一。
此外，據台媒報道，台當局還將修法縮短陸配取

得身份證年限，陸委會本會期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外，國民黨團也將提案修法。

國民黨團表示，會提案修法，將陸配取得身份證
年限比照外配，從 6 年修改為 4 年，親民黨團也表態
支持；不過民進黨和台聯黨立委卻持反對意見，稱此
舉將會衝擊台灣民眾就業機會。

國台辦主任王毅曾多次呼籲台灣重視陸配訴求，
進一步改善他們在居留、定居、工作、生活等方面困
難，取消人為限制與歧視。對此，陸委會回應，去年
就已推動陸配取得身份證年限條例修改。

新聞背景

大陸配偶再赴台不需按指紋

烏來風情讓人醉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台灣新北市1名
女子，日前在網路上結識1位在新竹科學園區擔任工程
師的男子，得知男子有蘋果iPhone4手機，向對方商借
使用後一去不還，經對方幾度追討後竟然寄回4顆蘋果
，被男子到警局控告侵佔。受理警員得知後，笑稱 「借
iPhone4還4顆蘋果，那借iPhone5不就是要還5顆？」

這起借 iPhone4 還 4 顆蘋果的案件，發生在新竹市
。這名 27 歲的羅姓男子，去年底在網路聊天室，結識
家住新北市的 21 歲林姓女網友，雙方相談甚歡，並多
次約出會面。今年2月林女到新竹拜神，羅男全程陪同
，當時林女說自己的手機壞了，羅男便大方的借出剛買
的二手iPhone4給林女使用，雙方並講好1個星期後歸
還。不料過了1星期後，林女便以手機要升級或是到南
部旅遊等理由，遲遲不還手機。羅男事後用手機App和
對方傳訊息連絡，林女問說 「你要我把蘋果還給你是嗎
？」羅回以 「是」，結果3個月後，羅男收到對方以快
遞寄來的4顆蘋果。

台女借iPhone4不還
寄回4顆蘋果抵數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台灣募兵制前
景堪慮， 「立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募兵達成率逐年
下滑，去年軍方計劃招募8675人，僅募得4364人，達
成率勉強過半，歷年最低。

報告另指出，根據軍方統計，近年志願士兵役期期
滿願意續服之比率，雖已從 2008 年的 27.2%，提高至
2010年的44%及去年的34%，但有超過6成的志願役士
兵期滿不願意留營，可見募兵誘因不足。

報告指出，募兵成效與景氣息息相關，2008 與
2009 年適逢國際金融海嘯，募兵報名踴躍，這兩年志
願士兵招募超額錄取，各達9267人及10300餘人，目標
達成率分別是123%與111%。

但到了2010年與2011年局面改觀，軍方計劃招募
志願士兵各16400人及8675人，結果僅募得了10624人
及4364人，目標達成率分別是65%與50%，落差明顯。
募兵制前景堪慮。

新兵難招留不住
台募兵制拉警報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馬英九 22 日
接見孫中山孫女孫穗芳，2人會面時，孫穗芳3度稱讚
馬英九是 「好總統」，希望他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孫穗芳此行回台灣主要目的是捐贈3座孫中山先生
銅像，目前她在全台灣已捐 14 座孫中山先生銅像，全
球則已捐滿100座。

馬英九表示，古人講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要能夠把祖先、長輩的偉大事跡延續，尤其不忘孫中
山先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

馬英九回憶說，4年前他剛上任時，發現在 「總統
府」的孫中山銅像不見了，變成一棵松樹，還好他在
「總統府」服務過，一看就知道不對，一問之下才知道

銅像被搬到新北市三峽的倉庫，後來他特別挑了孫中山
先生誕辰紀念日重新把銅像搬回 「總統府」內。他說，
他有個習慣是，到了一個機關，看到孫中山銅像，都會
先敬禮，所以他每天早上都會向孫中山銅像敬禮。

馬憶述倉庫尋回中山像

阿里山下

▲上月逾百艘台灣漁船奔赴釣魚島捍衛漁權，但遭日本艦艇（左）▲上月逾百艘台灣漁船奔赴釣魚島捍衛漁權，但遭日本艦艇（左）
不斷噴水驅離，台灣海巡艦艇（右）也回噴不斷噴水驅離，台灣海巡艦艇（右）也回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灣的經濟文化中心台北市是陸客必到之處
，圖為陸客在台北101大樓的觀景台參觀

資料圖片

▲新北市烏來的南勢溪畔，除了原有的免費溫泉外，
上游不遠處還有個野溪溫泉，滾熱的溫泉水由河床自
然湧出，只要堆石引流南勢溪水來混合成喜歡的溫度
，即可徜徉在天地之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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