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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台 灣
地區領導人都
會在元旦發表
新年文告，向
民眾描繪新一
年的願景和藍

圖，因而往往被視為 「施政綱要」，備
受各界矚目。馬英九今年在元旦祝詞中
不僅詳細闡述了島內經濟改革的方向，
還花了一定篇幅談及兩岸關係。他罕有
地直接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呼籲，
兩岸領導人都應將確保台海永久和平當
成首要之務，兩岸交流越制度化，兩岸
和平也就越鞏固。習近平日前在全國政
協新年茶話會上也表示，要堅持 「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鞏固和發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造福兩岸同胞
。可見，和平發展仍是今後兩岸關係的
主旋律。不過，相較前四年，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已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的新
階段，兩岸交流與合作也應更上一層樓
，不能只留戀過去四年取得的進展和成
績。

2008年兩岸關係出現了千載難逢的
歷史機遇，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
央適時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思
想和一系列主張，並與國民黨方面、馬
英九當局和島內民眾一起，開創了嶄新
的局面。馬英九第一任期在兩岸關係方
面實現了撥亂反正、創造和平的目標，
那第二任期則應深化交流、鞏固和平。
他日前表示，台灣方面將加速ECFA後續
協商，進一步放寬陸資與陸生來台及陸
客個人遊，近期內通盤檢討與修正 「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取消不合時宜的限
制與歧視性規定，也將積極推動兩岸兩
會互設辦事機構。

馬英九對未來促進兩岸經貿、文教
交流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值得肯定與期
待。兩岸經合仍是今年兩岸交流的重頭
戲，尤其是涉及兩岸之間八千多種貨物
關稅優惠的ECFA後續協商。據說，服務
貿易後續商談已接近尾聲，好消息不遠
矣；貨物貿易後續談判還在密鑼緊鼓地
進行中，預計年底前完成。屆時享受關
稅優惠的貨物將從現時的五百多種擴至
數千種，兩岸市場進一步向彼此開放，
為兩岸經濟融合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也
為兩岸和平營造友好氛圍。

然而，兩岸要維持永久和平，還必
須觸及政治議題。這幾年兩岸關係乘風

破浪、勇往直前，關鍵是建立在 「九二共識」的政治
基石之上。但隨兩岸關係步入 「深水區」，雙方遇
到的分歧將會越來越多，如此就越要加強和擴大互信
，即對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達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
知和一致立場。馬英九近日強調 「兩岸非國與國的關
係」，但此 「否定式」的說法並不明確和清楚，應用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 「肯定式」表述，才能減少

猜測和疑慮。
鑒於島內會出現政黨輪替的現象，兩岸只有建立

軍事互信機制、商簽和平協議，正式終止因內戰歷史
所遺留的兩岸敵對狀態問題，才能明確兩岸一中的
法理關係，更是推動建構制度性的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框架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當下兩岸關係之
融洽前所未有，自言有 「歷史定位壓力」的
馬英九應把握機會，推動兩岸和平制度
化。

瀾瀾觀觀
隔海 馬英九盼兩岸永久和平

台軍情局傳不再派間諜登陸

進一步放寬陸資陸客陸生入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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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元旦祝詞中
向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喊話，盼望兩岸領
導人都以確保台海永久和平為首要任務，
也希望雙方在鞏固 「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
，持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全面擴大與深
化兩岸交流。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報道：馬英九
元旦清晨與副手吳敦義在台北 「總統府」前廣場舉
行升旗典禮。其後，馬英九發表元旦祝詞，當中提
到兩岸和平對台灣的重要性，更罕有地稱呼 「中國
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先生」。他稱，希望與 「習先
生」在鞏固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
和平發展，全面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

馬英九說，兩岸和平是亞太和平的基礎之一，
也是促進經濟發展與提振投資意願的必要條件。 「
過去四年半來，證明改善兩岸關係與開拓國際空間
可以相輔相成」，馬英九指出，台灣未來要繼續在
東亞扮演推動和平與促進繁榮的建設性角色。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馬英九在談話中又展望對兩岸2013年的發展期

望，表示雙方將加速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的後續協商，台灣方面也將繼續放寬陸資與陸生
來台及陸客自由行，同時已開始通盤檢討與修正《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冀能取消不合時宜的限制與
歧視性規定。他還說，（台灣）政府將積極推動兩
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照顧每年來往兩岸數百萬的
廣大民眾，為兩岸和平發展制度化，打下更堅實的
基礎。

馬英九認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
黃子孫，兩岸領導人都應將確保台海永久和平當成
首要之務。兩岸交流越制度化，兩岸人民對彼此的
認識越深入，兩岸的和平也就越鞏固， 「這是我念
茲在茲、全力追求的目標。」

台灣經濟面臨四大挑戰
對於台灣民眾擔心的經濟問題，馬英九在元旦

祝詞中積極回應民意，談到當前政府最緊要的任務
，就是重振經濟活力、重建民眾信心。他指出，台
灣面對產業轉型、貿易競爭、人才流失和人口老化
等四大嚴峻挑戰，但以他為首的執政團隊一定會以
「政策明確、立場堅定、行事果斷」的做法來獲得

民眾的信心與信賴，引導社會共識、結合社會資源

，集中全力向共同目標邁進。
他表示，2013年將是關鍵的一年，政府各部會一

定要針對產業結構轉型、融入區域自由貿易區塊、
科研發展結合產業需求，以及年金制度改革4項核心
問題，展現破解難題的決心與毅力。

馬英九強調，政府要主動為民興利，要求公務
員不要存有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從今
以後要秉持 「多做多對，少做少對」的觀念，積極
做對人民有利的事。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台媒2日引述軍
方權威官員透露，配合台軍 「精粹案」組織改造，
軍情局將有重大變革，未來情報業務將改由參謀本
部聯二情報次長室督導，不再是 「國安局」負責，
並且不再派間諜赴大陸潛伏。

「精粹案」 精簡人手
軍方消息管道指出，軍情局現雖隸屬參謀本部

，但實際卻有兩個老闆，人事由參謀本部管轄，情
報業務卻歸 「國安局」督導， 「國安局長」甚至可
以影響軍情局長乃至高階情報幹部調動，配合精粹
案， 「國防部」決定完全收回軍情局的人事與情報
督導權，並責由聯二情報次長室負責。

至於軍情局電技室，現已搬至新店的溪園，負
責大陸電訊攔截破譯，本來前警總的監聽設備也併
入電技室，但馬英九上任後堅持不做非法監聽，電
技室任務功能萎縮，且與 「國防部」電展室相近，
而績效卻遠不如電展室，因此，電技室未來將併入
電展室，期發揮電訊偵監的整合力量。

軍情局將官員額也將大幅精簡至個位數，並規
劃處長職務由少將降編為上校。據了解，軍情局將
官數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為高峰，達22位之多，現減
至11、12位，配合 「國防部」精粹案，明年底將減至
5、6位，此外，軍情局設立的復興電台也將併入由
「國防部」政戰局主導的漢聲電台。

據了解，目前軍情局已精簡為6個處，其中，一
處負責東北亞，二處負責東南亞，三處負責台灣本
島，四處負責歐洲，五處管情報，六處管行政。

主要搜羅公開情報
軍情局的大陸情搜工作以公開情報為主，吸收

海外與在台大陸人士為輔，已不再派情報員赴大陸
建置間諜網，但在大陸仍設有搜集公開情報的據點
，主要負責搜集公開情報，如期刊書報與學術論文
，由於未派軍職情報員前往，且不搜集機密文件，
只搜集公開出版或發表的資訊，並未觸犯大陸相關
法律，因此，近年已未出現情報員在大陸失事被捕
事件。

「國安局」在海外的情搜管道，同樣亦多有調
整，例如，以往台方會透過東南亞某國，監控大陸
所有船隻進出馬六甲海峽的動態，現亦停止相關合
作；再如， 「國安局」在印度有一項代號稱做 「後
門計劃」，即在大陸的背後監聽其境內通訊，該計
劃曾一度停止又恢復，現今則又停止。

此外，中南美洲某國曾主動接觸，提出由 「國
安局」提供經費，即可取得大陸駐該國大使館的監
聽情資備份，經考量後，台灣已予以婉拒。資深情
治圈人士指出，大陸內部對機密文件管制雖嚴，但
其駐外使館卻並非滴水不漏，一直是台灣取得情資
的重要管道，以往因經費充裕，通常都不會拒絕這
種需要 「付費」的情資。

無論是李登輝或陳水扁時代，軍情局長一職雖
都由軍職轉任，但情報業務多由情幹班出身的人負
責，但軍情局自去年11月一波高層人事調整後，現
已由陸官派主導全局，包括局長湯家坤，副局長劉
德良與執行長陳榮明，全是陸軍軍官出身，這與以
往由情幹班主導情搜的風貌，大不相同。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2013年剛開始，
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在臉譜發文預測未來一年島內政
局表示，2013年馬英九的民調將觸底反彈；而民進黨
會繼續空轉，並因為謝長廷、蔡英文聯手成局，讓蘇
貞昌陷入空前危機。

島內最新民調顯示，儘管馬英九施政滿意度
仍陷谷底只有23%，而蘇貞昌的支持度僅剩蔡英
文的一半。

不過，在數據出爐後，郭正亮仍大膽預言，2013

年馬英九將翻身。他表示，過去一年來，馬英九已利
空出盡，油電雙漲、物價通脹、證所稅、健保補充保
費等爭議都已過去，儘管今年仍有軍公教勞保改革問
題，但早在預期中，不致造成另一波的大威脅。

只有「火大」沒有「主張」
此外，隨全球復蘇和危機暫緩，台股將有一波

反彈，造就消費和就業改善，將抵銷部分的人民不滿
，也使得陳因為台股反彈得到護駕，因此，郭正亮

預言陳可以做到2013年底。
至於民進黨方面，郭正亮表示，在謝長廷與游錫

拒絕參加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會」，就是蘇貞昌
領導危機的開始。而民進黨在1月13日將舉辦的遊行
， 「只有空前火大、沒有重大主張」，仍將使民進黨
繼續陷入空轉。

郭正亮並預言2013年民進黨，將交錯4大 「主
旋律」：一是 「小英之友會」遍地開花，為2016年小
英再起，啟動組織布局。二是謝長廷繼續 「開展之旅
」，繼續主導兩岸辯論及兩岸交流。三是軍公教勞保
改革大對決，蘇貞昌繼續陷入 「沒有重大表態」的空
轉窘境。四是謝長廷、蔡英文聯手成局，蘇貞昌腹背
受敵，面對2014年黨主席連任將陷入空前危機。

郭正亮料蘇貞昌將陷危機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二日消息︰台灣 「國防
部副部長」高廣圻2日到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報告 「經國號戰機性能提升案」。

國民黨立委、 「外交委員會召委」林郁方質詢表
示，台灣 「國防」太依靠美國過日子，很危險，美國
常常有計劃 「謀殺」台灣武器生產計劃； 「經國號」
戰機性能提升納入 「萬劍飛彈」系統，射程遠超過美
國聯合直攻彈藥（JDAM），呼籲 「國防」一定要自
主化。

高廣圻上午赴 「立院」報告 「經國號戰機性能提
升案執行情形」。林郁方質詢， 「萬劍飛彈」納入經
國號 「翔展計劃」整合，萬劍飛彈原預定去年底完成
建案，現在卻傳出軍方決定將產量減少一半，他質疑
是否與F-16A/B性能提升案、美出售聯合直攻彈藥（
JDAM）有關。他並認為， 「萬劍飛彈」是未來維護
台海和平，很重要的武器系統。

高廣圻答覆說，萬劍飛彈與 「經國號」整合沒有
問題，但萬劍飛彈建案程序較慢，後續將全力推動；

減量議題則還在研討，尚未定案。
林郁方認為，美方常計劃 「謀殺」台灣武器生產

計劃，從前 「中科院」尚未研發出雄風二型飛彈時，
美方就不願出售魚叉飛彈，萬劍飛彈還未有影子
時，美方也不肯賣JDAM。相較JDAM射程僅24公
里，空軍參謀長許添勝說，萬劍飛彈射程超過
200公里。

林郁方強調， 「國防」一定要自主化，不要太依
賴美國善意， 「靠善意過日子對國家很危險」，當初
若依賴美國，就不會有雄風飛彈等裝備發展，軍方甚
至可以說服美方讓F-16A/B升級使用萬劍，雖然系統
介面會有整合問題，美方也一定不會同意，但至少一
定要裝在 「經國號」，甚至其他飛行器。

藍委：台軍事不能依賴美國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民進黨1月13日
將發動 「火大」遊行，不過由於財政困難缺乏經費，
2日舉行記者會，公布遊行路線並呼籲民眾慷慨捐款
，為民進黨遊行 「添柴火」。

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表示，馬英九上任以來，經
濟不佳、物價飛漲、民生凋敝，所以13日要發起 「人
民火大 一路嗆馬」大遊行。

另外，由於民進黨財政困難，林俊憲表示，13日
遊行前，將於1月4日起陸續在新北、嘉義、屏東
、台南、屏東、高雄、彰化等地共舉辦6場 「火
大」群眾晚會，現場民眾只要捐新台幣200元，
便可獲得 「火大」毛巾1條；捐500元就可拿到 「
火大」T恤1件。

林俊憲聲稱，民進黨真的很窮，民進黨沒有什麼
資源，民進黨的經費真的是非常困難，因此在每一場
的 「火大」晚會上，希望大家幫忙捐款，為民進黨 「
添柴火」。

林俊憲表示，民進黨將全黨動員參加13日的遊行
活動，包括黨內重要領袖蔡英文、謝長廷、游錫、
呂秀蓮等人都會參加。民進黨也預估這次遊行的參加
人數最少有10萬人，將比 「519」遊行還多。

林俊憲表示，13日的遊行群眾當天下午3時將從
孫中山紀念館仁愛路段出發，延仁愛路前往凱達格
蘭大道，最後抵達位於 「總統府」前廣場的 「火大」
晚會現場；民進黨將在現場發送 「火大」貼紙、頭綁
布條及手搖旗。

民進黨叫窮 遊行變募捐

▲馬英九（後中）2日出席教育部 「繼往開來」 啟動典禮 中央社

▲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2日舉行 「捐柴火、送好物
」 記者會，公布13日的 「人民火大 一路嗆馬」
遊行路線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台灣地方選舉2014年底
才舉行，但藍綠兩軍已開始積極調兵遣將，2日島內消息傳
出，民進黨天王謝長廷之子謝維洲，可能接替轉戰屏東選區
的黨友莊瑞雄，出戰台北市爭選市議員，如若成功，謝維洲
將成繼扁子陳致中之後，又一位踏入政壇前線的「綠二代」。

島內媒體最新消息稱，現任台北市議員莊瑞雄有意在
2014地方選舉中，返回屏東老家出選立委，所空出來的北投
、士林區議員席次，傳出莊已向黨建議，改由謝維洲承接。

有島內媒體2日向謝維洲查證，他以 「八字還沒一撇」
回應，不過，倒是同一選區的綠營議員，擔心瓜分選票已經
產生危機感。

謝維洲為謝長廷養子，現年30歲。曾先後擔任過立委管
碧玲、姚文智的助理，現任台北市議員莊瑞雄士林服務處主
任，近日積極參與基層選民服務，引來外界關注。在2008年
大選期間，當時正在服役的謝維洲，離開崗位參加父親謝長
廷的造勢大會，遭批違反軍人中立原則，受到關注。

謝長廷子或角逐市議員

開車看手機 司機吃罰單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新年伊始台灣有不少新

規定生效，其中最受到矚目的就是 「低頭族」（智能手機或
電子產品使用者）騎車開車時低頭看手機的話，就要被罰。
1月1日才剛過10分鐘，台北一名張姓女子就因為在台北101
的煙火秀現場騎摩托車收看手機賀年訊息，吃下全台第一
張罰單。根據統計，新制第一天上路，全台有將近50人被取
締，又以雲林縣開出16張罰單是全台最多。

台北市交通大隊表示，今年元旦起台灣的汽車、摩托車
駕駛人在駕駛狀態中、或是停等紅燈時，車沒熄火就使用手
機或電腦，不論是通話、傳訊息、玩遊戲、拍照、上網，還
是接收電子郵件、查地圖等，都會收到罰單，汽車駕駛會罰
新台幣3000元、摩托車駕駛罰1000元。

由於這項政策在去年底就已開始宣導，台北市這位張姓
女子，在看到警員展示隨身攜帶的隱藏式錄影機畫面後，心
知不妙，雖解釋說 「我知道元旦起要處罰低頭族，但停紅燈
聽到手機傳來訊息聲，一時疏忽開啟檢視」，還是吃下了全
台第一張低頭族罰單。部分被開罰的民眾表示，並不知道新
制上路。台中市1名摩托車騎士則說，因為路況不熟上網查
地圖，這樣被開罰單很倒楣。

▲謝長廷兒子謝維洲（中）雖未正式步入政壇，但近年曾
擔任多名綠委的助理，對政壇事務並不陌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