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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近日
宣布將於7月舉
行黨主席改選。
由於現任黨主席
馬英九已確定角

逐連任，就算這幾個月國民黨內有 「攖其
鋒芒」者，恐怕也是以卵擊石，屆時的選
舉將不會有太多的懸念。

馬英九於2005年8月首度當選黨主席
，任期本應至2009年，但2007年2月因捲
入首長特別費案被起訴而辭職，後由吳伯
雄接任。2009年10月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
領導人後首次兼任黨魁，任期至今年。對
於馬英九 「三連任」，泛藍陣營意見分歧
：贊成者認為，以黨輔政有利於馬政府推
動各項政策；反對者指出，長江後浪推前
浪，應該讓中生代出頭，甚至有藍委搬出
法規，指稱馬英九競選連任是違法之舉。
儘管眾說紛紜，但從馬英九早於一年前就
高調宣布爭取連任，足見其心意堅定，絕
非旁人說三道四就可動搖其心志。

回想起五年前，馬英九剛當選台灣地
區領導人時，為了顯示自己不分藍綠的超
脫立場，聲稱要做 「全民總統」，所以無
意兼攬黨務大權。然而，理想與現實總是
有差距的，隨島內政治形勢的變化，馬
英九的態度漸漸轉變。最後令馬英九下定
決心回鍋接掌黨權的是， 「行政院」與 「
立法院」溝通不暢順，致使政策推行處處
受到掣肘。2008年7月馬英九提名的監考
兩院人事案竟在國民黨佔四分之三席次的
「立法院」遭遇挫折。當時上任僅兩個月

的馬英九 「總統」寶座還沒坐熱，就受了
自家立委的 「下馬威」，從而才清醒地認
識到掌握黨權的重要性，遂於2009年起擔
任黨魁。

其實，台灣地區領導人兼任執政黨主
席在島內已成政治慣例，從蔣介石、蔣經
國到李登輝都是如此，陳水扁也是以 「黨

政同步」的理由在當選 「總統」後，先後於2002年至
2004年以及2007年至2008年兼任民進黨主席。

馬英九這次繼續爭取連任黨魁，除了為保持政策運
行暢順，也有為國民黨布局2016年大選的意圖。雖然現
在離下次大選還有三年，但國民黨內各路諸侯已是磨
刀霍霍，倘若其中一位諸侯擔任黨魁，將被各界解讀
為國民黨下屆大選的熱門候選人，從而成為黨內
外的眾矢之的，動輒得咎，反而折損了其實
力。可見，馬英九連任黨魁，既為保護自
己，也有利於國民黨營造團結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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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懼美施壓 不與陸合作

金門大膽群島將開放觀光
【本報訊】綜合台媒及中通社二十日報道︰上世

紀國共內戰時期，金門大膽群島被台灣軍方稱為 「前
線中的最前線」！身兼台灣省主席的 「行政院」政務
委員林政則，19日抵金門視察時透露，軍方已同意大
膽群島 「軍改民用」，將於3年內轉做旅遊用途。金
門縣長李沃士表示，將手接管規劃，預計三年內對
外開放，一揭 「最前線」的神秘面紗，料將成兩岸旅
遊新熱點。

離廈門僅4公里
大膽島原名 「大擔島」，是國共戰爭期間，台灣

軍方的最前哨，因蔣經國1951年登島巡視改名至今。
附近相關群島包含大膽、二膽、三膽、四膽、五膽等
小島，總面積不到1.5平方公里，目前島上沒有住民
眾，目前只有大、二膽有百餘名軍人駐紮。由於大膽
群島距離金門本島12公里，離廈門島卻只有4公里多
，一向有 「前線中的前線、離島中的離島」稱號，未
來將成為台灣地區最接近大陸的觀光風景區，也見證
兩岸從烽火對峙到和平發展的過程。

大膽島也見證兩岸關係變遷，陳水扁在2002年5
月藉視察大膽島的機會，宣示兩岸政策。但扁執政時
期，兩岸關係緊繃， 「大膽談話」只是曇花一現。

3年內「軍轉民用」
據了解，由於大膽群島曾經戰雲密布，極具旅遊

賣點，故自兩岸休兵以來，廈門方面每年吸引上百萬
名大陸遊客，搭觀光船從 「海上看金門」。台灣方面

有見及此，故擬 「軍轉民用」，未來當駐軍移防之後
，將由金門縣政府接管，島上的許多文物、景觀，如
戰時的文宣招牌等，民眾將可以登島看個清楚。

林政則19日下午與 「福建省主席」陳士魁到金門
視察，拜會縣府時透露有關訊息，並由李沃士向媒體
說明。李沃士表示，縣府兩年前提出開放大膽、二膽
島嶼發展觀光的構想，已經獲軍方同意，唯一條件是
「一次性移撥」。軍方發言人羅紹和少將表示，金門

大、二膽島開放觀光案，正由 「行政院」研究評估中
，軍方將依據政府政策辦理。

李沃士說，金門縣府觀光處已編列規劃預算，碼
頭設施可望今年發包。據了解，縣府初步排除委外經
營，將先解決島上水、電等問題，自行營運，同時配
合衛生、服務等硬體興建，希望3年內完成接管程序
，將大膽群島打造成金門另一重要觀光資源。

此外，對於近日台灣社會熱議的 「開賭」問題，
李沃士表示，由於大膽、二膽島面積太小，金門已排
除在島上發展博弈娛樂事業的可能性；對金門未
來要不要爭取離島博弈，李沃士表示將以民意為
依歸。

昔日戰場見證今日兩岸和平

邱毅揭兩岸未能聯手保釣主因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A9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馬英九近日在與大陸台商座談時提出
三項理由，主張兩岸不可聯手保釣。前立
委、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邱
毅接受中評社訪問時表示，馬英九提的三
個理由完全不符合邏輯，強詞奪理，馬應
把不能聯手的真正關鍵講出來，就是美國
壓力與台灣內部綠營 「獨派」 的壓力。

【本報訊】據中評社二十日消息︰馬英九18日晚
間出席國民黨 「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大陸台商工
商建設研討會，回應台商詢問時提出兩岸不能聯手保
釣的三個理由，分別是一，中共否認《中日和約》；
二，中共沒有回應 「東海和平倡議」；三，中共不希
望台日漁權談判觸及釣島主權。

三理由不合邏輯
邱毅表示，中共否認《中日和約》與釣魚島主權

問題無關！現在不是已經有馬英九奉之為圭臬的 「九
二共識」了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 「中華民
國」與日本訂定的和約，那是理所當然呀！正如同 「
中華民國」不承認197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
簽署的建交公報是一樣的道理呀！

邱毅指出，東海和平倡議涉及的國家又不是只有
中國大陸，涉及的國家包括美國、日本、韓國、俄羅
斯與中國大陸；大陸沒回應，問題是美國、日本、韓
國、俄羅斯都沒有正式回應呀！

對於馬英九所說中共不希望台日漁權談判觸及釣
島主權，邱毅認為，大陸一直希望台灣與日本談漁權
的時候，不能只談漁權，不能放棄主權的爭取，
因為如果不談主權只談漁權的話，那等於間接承
認日本有釣魚島的主權，所以第三個理由也是完
全不通的。

邱毅表示，大陸認為釣魚島是台灣的，其實後面
還有一句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還認為日本
故意丟出漁權談判誘餌，目的在阻止兩岸聯手保釣，
所以希望台灣不要中計，否則因小失大。

綠營壓力令馬卻步
邱毅指出，兩岸不能聯手保釣的關鍵原因，不外

乎兩個，一是美國的壓力，因為在對美、對中的關係

上，馬英九親美重於親中，美國在釣島問題上又親日
，尤其還有美對台的軍售壓力。二是綠營的 「獨派」
壓力，綠營在台灣仍有顯著的比重。

邱毅強調，台灣千萬不能倒向美國與日本，否則
大陸會反彈，兩岸ECFA後續談判與其他談判都會有
問題。對於 「有人覺得此時是增進台日關係的良機」
，邱毅認為這是錯的。他並呼籲馬英九最好還是要與
大陸保持和善。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二十日消息︰
全球華人保釣聯盟會長黃定為、台灣中華保釣協會
理事長謝夢麟、協會發言人連石磊等人，20日上午
到日本駐台機構、 「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向理事長今井正遞交抗議書，要求賠償漁船損失。

中華保釣協會抗議書指出，今年1月24日日本海
上保安廳船艦，蓄意對台灣附屬島嶼釣魚島外海捕
魚保釣的 「全家福號」漁船進行攻擊，造成船艇引
擎、機具設備損壞，初步估算修繕費高達數百萬元
（新台幣，下同），今提出嚴正抗議，要求賠償，
以符合國際正義與公理。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僅派人接下抗議書，未做任何回應。

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謝夢麟表示，日艦過去對
進入釣魚島水域的台灣保釣漁船噴水阻擋，多會先

對空噴射，給手無寸鐵的漁船有逃生空間，這次竟
然很野蠻、無禮，直接就噴上船，船上的人全部反
應不及，雖然台灣海巡署衝過來幫忙擋水，也緩不
濟急。

約損失500萬台幣
依船長游明川統計， 「全家福號」損失約在500

萬元左右，包括引擎損壞、電力系統漏電受損、無
線電天線折斷，音響、漁燈等也被損壞。

保釣人士赴日本交流協會抗議後，轉往台灣 「
外交部」陳情，盼政府協助求償。代表接受陳情書
的亞太司科長張瑞麟表示，漁民權益應受維護，馬
英九也曾說漁船到哪裡，政府護漁就到哪裡，他會
傳達保釣人士的訴求。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日消息︰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執行長陳德升20日向中通社記者證實，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
炎將應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萬長邀請，於2月27日
抵台，3月1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與蕭萬長進行一場兩岸歷年來
最高層的 「高峰對話」，意義重大，備受各方關注。

陳德升指出，有關曾培炎此行訪台的具體活動安排，目
前仍在緊鼓密鑼籌備中。其中3月1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的
活動名為 「兩岸企業家峰會」，出席的均為兩岸重要知名企
業家，曾培炎先生將會發表專題演講，同時將會與蕭萬長先
生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兩岸 「高峰對話」。

陳德升強調，曾培炎此行訪台，將是歷年來赴台參訪最
高層的大陸人士，為慎重起見，目前除了3月1日出席 「兩岸
企業家峰會」之外，其他活動、參訪還在安排中。陳德升表
示，曾培炎此行訪台預計將停留5天；至於曾培炎此行會否
南下參訪，陳德升則表示，目前一切還在聯繫安排中，預料
下周初，一切明朗化後，將會正式向外發布詳情。

漁船出海遭日艦水炮攻擊
台保釣團體要求日方賠償曾培炎將訪台對話蕭萬長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日報道︰真心換絕情！台北市
陳姓女子在一家出版社任職編輯，20年來一次特別休假都沒
有，且不斷持續加班，但她對公司真心努力的付出，竟換來
老闆的無理解僱，原因是她請事假1.5小時。20多年賓主最
終對簿公堂，老闆說陳女揚言 「開除我」才請她走人，且請
假會造成該公司營業困難，但法官查出是老闆主動提出開除
，19日勒令其依《勞基法》付陳女61萬元（新台幣，下同）
資遣費。

無良老闆被判賠償加班費
法庭指出，出版社老闆敗訴的關鍵，是女編輯暗自錄音

搜證。從錄音內容可知老闆對女編輯說 「去告吧！我開除妳
。」 「就是要點錢，要錢我有的是！」女編輯進一步確認時
，老闆還說 「我就是要開除妳」，這三段對話讓出版社老闆
無法自圓其說。陳姓女編輯向法官說，她在出版社工作20年
，每月領薪水30000多元，公司從來沒有給特別休假，也沒
加班費可以拿，違反《勞基法》。負責協調事件的台北市政
府勞動局指出，資方在此部分違法，需向陳女賠款27.2萬元
的加班費，雙方就此項達成和解。

女編輯20年無休工作
請假1.5小時竟遭解僱

▲全球華人保釣聯盟會長黃定為、台灣中華保釣
協會理事長謝夢麟、協會發言人連石磊等人，20
日上午到日本交流協會抗議 中評社

▲上月日本公務船用強力水炮射擊手無寸鐵的台灣保釣船 資料圖片

▲如今台海局勢安定和平，大膽島也漸漸失去了
防衛功能 資料圖片

▲大膽島離廈門很近，若開放觀光，必會吸引大批
陸客前往觀光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日報道︰為實施《海峽兩
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保護台灣投資者合法投資權益，
鼓勵台灣同胞赴大陸投資，促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商務部
網站20日公布《台灣投資者經第三地轉投資認定暫行辦法》
，自當日起實施。

根據暫行辦法，台灣投資者以其直接或間接所有或控制
的第三地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作為投資者（第三地投
資者）在大陸投資設立企業（轉投資企業），可根據本辦法
提出申請，將該第三地投資者認定為視同台灣投資者（轉投
資認定）。

暫行辦法中的 「台灣投資者」是指以下自然人或企業：
（一）持有台灣地區身份證明文件的自然人；
（二）在台灣地區設立登記的企業，包括公司、信託、

商行、合夥或其他組織，不包括大陸和台灣地區以外的國家
或地區的自然人、企業或機構在台灣地區設立登記的海外分
公司、辦事處、聯絡處以及未從事實質性經營的實體。

暫行辦法規定，商務部會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商務
主管部門（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會同同級台灣事務辦公室負
責台灣投資者經第三地轉投資認定和管理工作。

大陸放寬台商定義
有助保障台胞權益

【本報訊】據中新社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募
兵制20日啟動。當天起，1994年元旦後出生的常備兵
役役男改為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役，首批2000多名新
兵開始前往軍方基地報到。

2015年全面取消徵兵
台灣兵役由義務役制朝募兵制轉型，是台灣當局

領導人馬英九的一項主要政策，這項制度改革意在建
構一支 「量少、質精、戰力強的防衛武力」。如依規

劃於2015年全面實施募兵制，台灣將取消徵兵，軍人
全由志願兵擔任；目前仍是雙軌並行。

屆時，台灣將由素質較高、意願較強的適齡人力
，作為台軍一線部隊主幹；原須服義務役的役齡民眾
改為接受4個月短期的軍事教育、結訓後取得後備軍
人資格，戰時動員編成後備作戰部隊。

20日上午，第一批軍訓役新兵前往台中、嘉義報
到；多名新兵在營區接受訪問時稱，只要服役4個月
「很好」、 「很幸運」。近年來，雖義務役服役時間

已縮短至1年，台灣青年仍以服義務兵役為苦。
台灣軍訓役新兵第一階段（2個月）先接受 「入

伍訓練」，隨後根據專長抽籤，兵科區分為步兵、炮
兵、裝甲兵、工兵、化學兵、通信兵與特戰兵等， 「
專長訓練」須前往不同的兵科學校、軍團或防衛部幹
訓班受訓，以 「一專多能」為原則。

據《中國時報》本月初報道，台軍向募兵制轉型
後，擔憂兵力招募不易；馬英九當局在最近一輪組織
改造中裁減了101名將官、6萬兵力員額。2014年底前
，計劃將台軍兵力從27.5萬人進一步裁減至21.5萬人
，將官員額從393名減至292人，上將員額從12人減至
7人。相關兵力裁減的幕後主要是因應募兵制的預算
和人力需求。

募兵制啟動 義務役只須從軍4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