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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有民
間團體最近進
行了關於台灣
民眾身份認同
的民意調查，
數據結果讓人

喜出望外：超過六成台灣民眾認同自己
是中國人；高達九成人認為自己屬於中
華民族。這是近年來島內首次有民調顯
示，台灣人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
上，肯定的比例超過否定的比例，箇中
原因值得深究。

這些年島內官方和民間機構就台灣
民眾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問題曾做過多次
民意調查，但結果都是一面倒地顯示，
台灣民眾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趨勢逐年
降低，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遠高於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但島內最新
民調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主辦民調
的機構認為，這與問題的設計方式有關
。以往的調查多採用 「分裂式」，島內
受訪者當被問及自己的身份時，有三種
答案可供選擇：是台灣人、是中國人、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受訪者多選擇
第一項 「是台灣人」。但這次則採用 「
融合式」設計，答案包括四個類別： 「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也
可以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但不必
否認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但不是中
國人」等。結果合計超過六成受訪台灣
民眾選擇前三項。

「分裂式」設計和 「融合式」設計
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的第一選項和第
二選項把 「台灣人」和 「中國人」割裂
開來，而後者的四個選項均以 「是台灣
人」為前提，然後才問及是否認同中國
人身份。 「融合式」設計顯然比較客觀
。 「台灣人」與 「中國人」兩種身份並
不存在衝突，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居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就
像香港居民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北
京居民既是北京人又是中國人。 「台灣
人」、 「香港人」、 「北京人」只是生
活區域、日常方言的劃分，但在台灣由
於政治光譜兩極化，加之 「台獨」勢力
興風作浪，使 「台灣人」的身份充滿了
政治涵意，被視為與 「中國人」身份的
對立面。在這種身份混沌不清的情況下
，島內不少人只會選擇 「是台灣人」。
但近日的民意調查則把 「台灣人」和 「

中國人」的身份統一起來，則出現了與以往完全不同
的結果，客觀而清晰地呈現出台灣同胞對中國人身份
認同的真實情況。

民調問題的設計方式固然是影響數據結果的原因
之一，但島內多數民眾認同或不排斥中國人身份，主
要還是因為近年來兩岸關係突飛猛進，台海局勢和
平穩定，島內民眾不僅受惠於和平紅利，更加深
了對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成就的了解，改變了對
大陸的刻板印象，從而對大陸產生好感，潛
移默化之間也漸漸加強了中國人身份的認
同感。

瀾瀾觀觀
隔海美豬再叩門 台灣拒放行

大膽島擬開放 陸客無緣喝頭啖湯

江宜樺企硬 任內禁入瘦肉精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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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在向美國國會提
交的《2013年貿易政策展望》報告書中，
批評台灣對美豬進口設限，台灣外事部門
發言人夏季昌3日強硬重申立場，強調對於
美豬進口議題，政府採行牛豬分離的政策
不變，呼籲美方充分了解台灣的想法和立
場。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台大醫院）3日宣布，該院去年成功完成台灣首宗先換
心、再換肝的器官移植手術，兩次手術隔了10個月。該名50
多歲的男性患者歷經兩次重大移植手術後，恢復情況良好，
創下了台灣少見的多重器官移植成功案例。

台大醫院一般外科副教授胡瑞恒指出，該名患者罹患急
性心肌症，心臟功能相當低，幾乎等同於心臟衰竭，病發後
住進加護病房，必須仰賴心臟移植才能挽回一命。所幸病人
順利等到了一名車禍往生者捐出的年輕健康的心臟，在台灣
移植醫學學會秘書長、台灣換心權威台大醫院教授王水深主
刀下，幫他完成了心臟移植手術，術後定期回診，服用抗排
斥藥物。不過，在術後9個月，這名原本就有乙肝帶原的患
者，突然出現黃疸等徵狀，肝功能指數飆高，被緊急送至台
大，證實為猛爆性肝炎，必須在短時間內再進行換肝手術，
才能保住性命。最後他又在家屬捐出部分肝臟後，再度進行
器官移植手術。

換心再換肝 台大創紀錄

【本報訊】綜合聯合報及中通社三日報道︰
在國共內戰期間被稱為 「前線中的前線」的金門
大膽、二膽列島，日前傳出隨兩岸和平將由軍
事轉做旅遊用途，台灣行政部門發言人鄭麗文3日
表示，政府與軍方原則上已同意開放大膽、二膽
觀光的政策，最快3年內可對公眾開放，但透露開
放將循 「循序漸進」的原則推進，在試驗性的開
放初期，或不允許大陸旅客直接登島旅遊。

大膽島有面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戰時政
宣廣告，每年吸引上百萬人次的大陸遊客從廈門
搭乘觀景船在海上攝影留念。二膽島北距大膽島
約300公尺，僅有0.28平方公里，登島迎面就是前
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所題 「偉哉將士來者勿忘」
石碑，兩島由於與福建廈門距離更近，被台灣軍
人稱為 「前線中的前線」。

鄭麗文3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政府原則上
同意將大膽、二膽列島轉做觀光用途，開放優先
順序將以金門縣民優先、其次是曾駐守過大膽、
二膽島的官兵，再來是台灣民眾。她強調，行政
部門還沒決定通過開放方案， 「此案仍在評估中
，包括大陸觀光客是否登島等問題，仍需進一步
研議」。

據金門縣長李沃士透露，金門縣政府也同意
軍方提出 「一次接管」的建議，未來將安排由海
巡官兵、警察進駐，將在兩、三年內，採試辦、
總量管制方式適度開放，初期由於管理模式、基
礎旅遊設施仍未完善，因此政府不建議在開放初
期讓大陸觀光客登島，就算是台灣遊客也要限量
管制。

旅遊業失龐大商機
李沃士表示，大、二膽島分別只有0.97和0.28

平方公里，面積有限，所以開放觀光時有必要限
量管制；縣府目前的重點放在碼頭整建與基本旅
遊設施規劃，還要解決水、電供應問題。

對於限量管制，旅行社業者則普遍不認同。
有業者指出，大、二膽島每年吸引超過一百萬人
次的陸客進行 「海上看金門」行程，證明這是相
當有吸引力的觀光路線，不開放陸客觀光很可惜
；建議縣府掌握未來主導權，不要斷送明顯可期
的觀光商機。也有業者建議縣府，以空中纜車連
接大、二膽島，或設立海關作為陸客來金旅遊的
第一站，甚至兩岸可考慮合作開發，讓陸客自由
登島。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報道，過去台
灣人宴客最愛吃魚翅，近年來在台灣大飯店喜
宴、年菜上不再出現魚翅，民眾也逐漸改變消
費習慣，魚翅不僅因供過於求，售價下滑一成

，鯊魚更塞爆漁港冷凍庫。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前年發起 「尋找幸福

的翅膀─婚宴不用魚翅」活動，台灣各大飯
店陸續響應，包括君悅飯店、老爺大酒店等知
名飯店菜單已經看不見魚翅。業者透露，餐桌
出現魚翅已從 「高貴」變成 「罪惡」，多數新
人都主動拒絕。

九成食客支持「無翅」
六福集團旗下六福皇宮、六福客棧、關西

六福莊、墾丁六福莊以及高雄金典酒店，去年
開始不再使用魚翅，老饕習慣也逐漸改變。今
年開始，更多人指名因《後宮甄嬛傳》竄紅，
以鹿筋、花膠熬煮的 「東阿阿膠」湯品。

君悅飯店公關總監李佳燕表示，除非客人
要求，去年開始所有菜單取消魚翅。據統計，
去年承接500多場婚宴，只有不到30場新人要
求增加魚翅，9成以上台灣消費者都支持無魚

翅菜單，大量減少魚翅消費。
少了供應市場，漁民也面臨轉型。據指出

，高雄港邊盤商冷凍櫃最近塞滿鯊魚，連漁民
也感嘆從未見過這般景象。船員透露，過去魚
翅價格好，販售魚翅可做為船長、船員的 「額
外收入」， 「割鰭棄身」風氣由此而生。

不過，台灣去年開始嚴禁割鰭棄身，漁船
在境外被逮更動輒面臨新台幣上百萬罰款。船
東不堪損失，開始下令鯊魚 「全魚上岸」才得
分紅，大幅減少船長、船員捕鯊意願。

台當局漁業署科長吳明峰分析， 「全魚上
岸」鯊魚鰭不易摺疊收藏，一隻隻在倉庫內很
佔空間。此外，台灣銷售市場大幅減少，大陸
「禁奢」也不許公務接待食用魚翅，內需、外

銷都減少了鯊魚需求。
基隆北都大飯店總經理林大永表示，有別

於龍蝦、鰻魚量少價揚，鯊魚資源雖然減少，
客人對魚翅接受度卻越來越低，反而供過於求
讓價格不漲反降1、2成，是相當少見的情形。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主任陳玉敏表示，商
業利益創造了魚翅奢華、營養的價值。民眾知
道真相，是告別魚翅最大的力量。

魚翅失寵《甄嬛傳》捧紅阿膠湯

【本報訊】據聯合報三日報道，儘管台當局一再
強調不會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入島，但美國總
統奧巴馬近日向國會提交 「2013年貿易政策展望」報
告，抨擊台當局未遵守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規定，
對豬肉和其他牛肉產品訂出萊克多巴胺（俗稱瘦肉精
）最高殘留容許量標準，對美國豬肉出口台灣造成嚴
重影響。

奧巴馬批台阻美豬入島
奧巴馬在 「2013年貿易政策展望」報告的 「雙邊

與區域談判與協定」章節中，以兩頁多的篇幅討論美
台貿易關係，討論議題除了牛肉和豬肉，還包括稻米
等農產品、知識產權、政府採購協定、藥價等。報告
指出，台灣在2007年評估後已認為萊克多巴胺沒有健
康風險，美國會持續努力，讓台灣全面開放所有美國
牛肉和牛肉產品的市場通路。除了肉品，報告也提到
台灣對殺蟲劑和農藥殘留量未參採國際標準，導致美
國的蔬果、穀類等農產品面臨被拒絕進口的風險。

台經濟重申「牛豬分離」
對於是否開放美豬入島，島內經濟部3日上午重

申堅持 「牛豬分離」立場。經濟部指出，奧巴馬政府
的報告對於台灣處理美國牛肉的作法頗多肯定，包括
立法院依據國際標準制訂食品添加物萊克多巴胺的殘

留標準（MRL），以及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國際
專家所評定的風險標準重新開放美牛進口等措施。

經濟部指出，台灣方面已於去年3月5日明確宣示
「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的立

場。當時，包括台北AIT處長等美方官員，均表示對
台灣的政策有充分了解。

經濟部說，由於台灣居民豬肉消費量為牛肉的七
倍，又喜食內臟，各界對於開放含萊克多巴胺之豬肉

，仍有高度疑慮和關切。此外，目前歐盟、中國大陸
和俄羅斯等，仍然對於含萊克多巴胺之豬肉禁止進口
，因此台灣仍將堅持 「牛豬分離」的政策。

據悉，台灣方面已經多次透過各種管道，包括接
待美方官員、國會議員，以及技術人員時，向美方說
明台灣 「牛豬分離」的處理態度和立場。經濟部還強
調， 「行政院長」江宜樺已明確表示，其任內絕不開
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在台灣擔任 「行政
院長」高位的官員，都獲安排入住台北市金華街官邸，
但接替陳上任的江宜樺卻考慮另覓居所。

據報道，原來江宜樺的長子患有自閉症，需要特殊
照顧，江宜樺愛子心切，考慮到金華官邸設有觀光水池
，擔心入住後可能危及兒子的安全，有意與副手毛治國
換屋而居，卻又因官邸安排受法律約束，行政部門正在
為此 「房事」困擾。

江宜樺目前居於台北市同安街的住家巷弄太窄，政
府車隊出入容易擾民，但政府配置給 「行政院長」的金
華官邸有個生態池，江宜樺考量家中特殊兒的安全，擬
另覓官舍。據悉，如果江宜樺不入住金華官邸，可能改
住位於濟南路的副 「閣揆」官邸，其副手毛治國則安排
住在長安東路的經建會宿舍，目前尚未定案。

據負責管理有關政府物業的 「國產署」署長周後傑
介紹，金華官邸面積約3300平方米，為日式建築獨立屋
，更設有生態觀賞池，也有警官隊進駐，屋齡已近60年

，還會漏水，自游錫時代開始用作 「行政院長」官邸
，迄今已11年，但在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後，劉兆玄、
吳敦義、陳等三任院長均未進住，如果江宜樺也不住
，行政部門將研議 「暫保留」官邸財產，或移撥給財政
部處置。

據悉，江宜樺還是對副院長官邸較滿意。由於副院
長毛治國不能 「越位」入住金華官邸，因此，行政部門
初步規劃，暫時安排毛治國住長安東路二段的經建會宿
舍。

金華官邸或活化開發
「國產署」署長周後傑表示，若官員繼續不入住金

華官邸，署方將視其整體狀況來評估，若過於老舊，考
慮以活化方式進行開發，因該地段為精華區，倘若開放
地上權方式標售，將吸引不少業者前來；不過，若使用
情況良好，署方仍將會予以保存，即便現任院長不住官
邸，未來的首長仍可能進住，處理方面仍要慎重。

江宜樺愛兒心切棄住官邸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2004年大選期間的 「
319槍擊案」中，涉嫌製造兇槍與子彈的唐守義，押返台灣
已1個多月，台南地方法院5日將就唐所涉及的製造槍支與販
槍案開庭審理，唐守義是否會翻供備受矚目。

檢方表示，唐守義因涉及 「319槍擊案」，屬敏感人物
，因此獄方對其安全特別重視。警方指唐守義還未被開放提
訊，如果要提訊，將由特偵組指揮刑事局人員提訊。

檢警偵辦 「319槍擊案」，查出唐守義是製槍者。唐守
義1月25日被押回台灣，移送台南監獄執行涉及藥事法被判
刑的刑期。台南地院這段期間重新整理唐守義涉及槍彈案的
卷宗資料，訂於3月5日開庭。

319案製槍者唐守義明出庭

▲台灣農民去年遊行示威，反對美國豬肉入島 資料圖片

▲台灣不少消費者支持無翅運動，令島內魚
翅價格顯著下跌 資料圖片

▲台灣雖然規劃開放大二膽島，但初期卻不允許陸客登
島 資料圖片

抓周古禮
台北3日舉辦 「抓周活動」。 「抓周」是

我國民間流傳已久的傳統誕生禮之一，嬰兒周
歲時，父母擺上筆墨、玩具等各種物品任其抓
取，用來預測嬰兒將來的志向。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三日消息︰大陸動漫卡通 「喜
羊羊」來台控告著作權遭侵害，被告遭法院判刑。但另一陸
劇《美人心計》來台提告，被告卻獲檢方援引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第78條的規定，給予不起訴處分。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8條規定，大陸人民的著作權在台
遭受侵害，法律救濟權利以台灣人民在大陸享有同等訴訟權
利為限，也就是說，兩岸保障著作權的法令應具備互惠。但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發現，大陸 「刑法」對違反著作權雖有
刑罰規定，但卻需符合 「以營利為目的」、盜版數量達1000
片以上且違法所得超過人民幣3萬元（約新台幣14.5萬元）
等門檻，才構成刑事犯罪。這與台灣 「著作權法」對只要侵
犯他人著作權，不論數量均構成刑責，有顯著差異。

台高檢認為，兩岸法令落差，讓台灣人到大陸打侵權刑
事官司，比大陸人到台灣打侵權刑事官司，困難許多，因此
去年做出決議，對在台遭侵權的數量，未達到在大陸會受到
刑罰的門檻，就應予不起訴處分，以符合司法保障的互惠原
則。

台北地檢署去年分別受理一件陸劇《美人心計》以及 「
喜羊羊」提告遭侵權案件，即援引台高檢的決議，以遭侵權
數量在大陸未達刑罰標準，給予不起訴。 「美」案後來因原
告未提再議而不起訴確定，但 「喜」案聲請再議後，全案發
回重查，檢察官卻改為起訴被告，被告也遭法院判刑3個月
，相同案情卻出現不同結果，引發討論。

知識產權法 兩岸有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