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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你猜
你猜猜猜》是台
灣家喻戶曉的綜
藝節目。最近這
幾天島內坊間也

正在上演真人版的《你猜你猜你猜猜
猜》。台媒紛紛爆料指馬英九長女馬
唯中日前在島內補辦婚宴，馬當局先
是對此 「不置可否」，後來為了滿足
各方好奇心，終於揭開謎底︰馬英九
女婿蔡沛然現任職於香港金融業。

這兩天台灣坊間 「競猜」馬英九
的女婿是何方神聖，連人脈豐沛的媒
體也不得而知。可見，馬英九保密到
家。但這樣的低調作風竟也受到民進
黨人士的嘲諷，說 「馬唯中的私人生
活涉及 『國安』問題」，因為 「住在
香港會成為中國監視的對象」。此番
言論不啻是無稽之談。這反而讓人想
起當年陳水扁兒子陳致中的 「世紀婚
禮」是何等鋪張擾民，與如今馬唯中
的 「平民婚宴」形成了強烈對比。

陳水扁一對兒女的婚禮均在其 「
總統」任內舉行。尤其2005年6月陳致
中迎娶黃睿靚更成為全台焦點。當天
扁家迎親的 「車隊」竟是只有 「總統
」才有權使用的、俗稱 「空軍一號」
的 「總統府行政專機」，包括媒人等
閒雜人等全都上了 「空軍一號」，被

人譏為 「提親一號」。專機落地後，陳致中的禮車為了
「趕吉時」竟大肆闖紅燈。扁家濫用職權、擺闊顯耀已

是為人詬病，把喜慶婚宴變成官商勾結的混濁之地，知
法犯法，更是罪無可恕。當時正值扁政府推行 「二次金
改」、掀起金融機構合併戰之際，各金融機構無不提心
吊膽，害怕被競爭對手吃掉。扁特地邀請了20多位金融
業老闆出席婚宴，目的不言而喻。一些沒被邀請的金融
人士也千方百計地送扁家數百萬元新台幣的紅包，事後
果然如願成為合併戰中的贏家。此外，有富商送給陳致
中價值不菲的鑽表作為賀禮，但其母吳淑珍卻嫌寒酸，
要求退貨換成更貴的鑽戒。如此種種醜態，應了陳水扁
所說 「罄竹難書」。

俗話說 「有其父必有其子」，陳水扁因貪污鋃鐺入
獄，陳致中也難脫干係，涉及作偽證、洗錢。馬英九清
正廉明，家風甚嚴，妻女也謹守分際。其妻周美青自夫
君從政後，從不接家中的電話。她的一些朋友說，周美
青也不給她們手機號碼，以免給有心人找到 「關說」的
機會；馬英九在競選 「總統」期間，她本來和幾位在美
國留學時認識的姐妹們相約聚會，但後來告假缺席，理
由是：瓜田李下，私下聚會，會給人找到說東說西的機
會；馬英九擔任 「總統」後，她毅然辭去工作，以
免有利益衝突。一對千金馬唯中和馬元中也頗有 「
乃父風範」，生活簡樸，不喜張揚，外界對她們
的情況知之甚少。

名人新聞向來是八卦媒體追逐的焦點。
但馬英九一家行事低調，生活平民化，讓
一些擅長 「作文章」的媒體也無可奈何。

瀾瀾觀觀
隔海中國海上執法維權

準軍事力量不可缺

馬英九揭秘︰女婿居港從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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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首度對外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
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將現國家海洋局及
其中國海監、公安部邊防海警、農業部中
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的隊伍和
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國家海
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
。知名軍事專家張召忠11日表示， 「成形
後的中國海警局，我覺得應該統一標識，
統一警服，統一警銜，統一裝備，統一執
法，逐漸發展成為國家的一支準軍事力量
。」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一日消息︰吸納三大
「兄弟」部門精銳之師，擬重新組建的國家海洋局，

將站在新的起點，再出發。在具體實施方案尚未明確
之前，肩負海上維權執法重擔的中國海警局備受各界
矚目，引發臆測。

整合力量捏成拳頭
其實，這項改革已醞釀數十年之久。曾為此呼籲

多年的張召忠認為，雖與人們期望中的 「建立海岸警
衛隊」或 「升格為國家海洋部」均相距甚遠，但歷經
博弈，有關各方今終 「捏成一個拳頭」，這對於中國
海上維權執法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長期關注並為此付諸努力的還有中國戰略文化促
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他在此間對中新社記
者談到，雖然與其預期尚有些不同，但畢竟將海上執
法力量進行了整合，改變了 「九龍治海」和 「以水炮
對火炮」的局面。

「有了中國海警局這個準軍事力量，就可以為中
國的外交鬥爭和軍事鬥爭提供更大的迴旋餘地和有為
空間，形成準軍事力量和海軍梯次配置，更有效地維
護中國海洋權益。」羅援如是評價中國海警局的意
義。

「作為新型海上統一執法力量，中國海警局將加
強海上尤其是近海的維權行動，傳遞正能量。」知名
海軍軍事專家李杰11日表示，此次把相關海上力量有
機結合起來，統一管理和使用，可更好維護海洋權益
，保衛海疆安全。

李杰指出，近年來，海洋問題尤為突出，各國海
洋鬥爭形勢嚴峻，尤其一些周邊國家侵犯了中國海洋
權益，因此，很有必要把過去分散的海上執法部門集
中起來，統一行動。

「人們所熟稔的美國海岸警衛隊和日本海上保安
廳等準軍事化力量，而今在海洋權益爭奪中的地位與

作用愈發凸現。」李杰說，實際上，世界主要海洋國
家都有類似機構。羅援也認為， 「這不必大驚小怪，
只是與國際接軌罷了。」

海警局須加強裝備
覽歷史之維也好，閱現實之困也罷，中國海上維

權執法或雖 「乍暖還寒」，但至少多了一份冀望。在
此背景之下，如何整合各方力量，寄望前行，令人期
待。對此，李杰表示，這需要整體的頂層設計規劃，
包括力量重組、裝備建設等，以使得全部海上執法力
量有計劃、有步驟、分期、分批達成目標。

一直以來，中國海監、漁政不屬於武裝力量，所
以一般情況下不配備重型武器，只有少數船隻可配備
輕武器，如衝鋒槍、手槍、高壓水槍等。

在羅援看來，從公務船到海警船的身份之變，是
此次重組帶給中國海上維權執法最大的機遇。對此，
李杰表示，為更符合未來海上維權行動之需，中國海
警局需配備一些立體化裝備，除排水量較大的船隻之
外，還需配備一些直升機、無人偵察機等，提升海上
裝備一體化和信息化能力。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一日報道︰台灣 「總統府
」發言人李佳霏11日表示，馬英九的大女兒馬唯中的
確在去年與交往多年的哈佛同學蔡沛然於美國紐約註
冊結婚，馬英九感謝大家的關心，也希望外界給新人
隱私。

身為 「第一千金」的馬唯中9日低調在圓山飯店
補請婚宴，連父親馬英九都沒出席；到底新婚對象是
誰、為何不能公開，連日來外界議論紛紛。11日晚間
，李佳霏公開證實，馬唯中的確已經在去年跟交往多
年的哈佛同學蔡沛然於紐約註冊結婚，兩人目前在香
港定居，蔡先生任職香港外商金融機構。

李佳霏指出，蔡沛然在台灣出生，小時候赴美，
父母目前已經退休並定居台灣。9日晚間在圓山飯店
舉行的同學聚會，主要是因海外朋友來台灣，馬家僅
有馬唯中和馬元中出席，以盡地主之誼。

近日多家台灣媒體報道，馬英九大女兒馬唯中，

9日晚上在台北圓山飯店低調舉行喜宴，席開8桌，媽
媽周美青與妹妹馬元中出席獻上祝福，但爸爸馬英九
卻因為要處理 「反核大遊行」相關事宜，所以連女兒
的婚禮都沒有出席，奶奶秦厚修也沒到場。

馬英九有兩個女兒馬唯中和馬元中，大女兒馬唯
中申請到美國哈佛大學就讀，在紐約大學完成碩士學
業後，便留在美國於藝術家蔡國強工作室工作至今。
馬唯中還與台灣地區藝術家蔡佳葳合辦了藝術雜誌 「
Lovely Daze」。

台媒報道，馬唯中去年登上日本雜誌，被評選為
全球最美的千金之一，是台灣地區男人心目中都想娶
的夢中情人。她的婚姻大事眾所矚目，但是馬英九家
庭態度低調，極少人知道這樁喜事。9日之所以選擇
在圓山飯店金融廳辦婚宴，主因是新郎父母當年也是
在此結婚。馬唯中婚後租屋住在香港，9日晚上是補
請喜宴。

【本報訊】鑑於中國大陸的快速軍事發展及部署
，美國國防部承認，如果北京當局對台動武，美軍已
經擋不住了。這是美國第一次如此悲觀看待其協防台
灣的能力。美國國防部認為，美國唯有建立強大的報
復能力才能遏制中國大陸的動武之念。

據台灣《旺報》報道，《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兼
專欄作家侯格蘭撰文透露了美國政府此一觀點。題為
《奧巴馬以亞太為樞紐的政策甚合時宜》的文章指出
，解放軍在沿海密集部署飛彈，已經改變了台海軍力
平衡， 「五角大廈現在已經承認，如果北京以武力攻

擊台灣，美國的飛機及船艦無法成功阻止」；也就是
說，如今美國 「必須倚賴大規模的報復力量」才能嚇
阻解放軍渡海。

籲台勿對美寄望過深
侯格蘭指出，依據美國資深軍事戰略家的說法，

在可能的台海軍事行動中， 「我們已不再是盾，我們
必須轉型成為有效的矛」，亦即美國既然無法捍衛台
灣，只好藉由具備足夠破壞力的打擊力量，使解放軍
心生顧忌而斷了動武的念頭。前幾天，美國海軍戰爭

學院教授霍姆斯表示，1996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派
了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到台海附近， 「當時美國無所
顧忌，今天台灣不要認為美國還是一定會這麼做」。

侯格蘭在文章中寫道，解放軍積極強化海事、反
衛星、網絡等戰力，使美國有必要構建新的太平洋戰
略，也使美國海軍剛成形的 「海空一體戰」概念更顯
重要。文章說，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 「亞洲再平衡」
策略，旨在加強與日本等國的關係以共同面對崛起的
中國，且擴大飛彈防禦的範圍，並增派船艦及陸戰隊
到亞太，凡此都對北京產生心理壓力。

安倍晉三最近訪美。侯格蘭表示，奧巴馬強調美
國支持日本，但奧巴馬卻不觸及釣魚島爭議，且鼓勵
安倍放下民族主義情緒。侯格蘭表示，這些外交手法
如果成為奧巴馬政府的指南，亞洲情勢應會趨於穩定。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一日消息︰台灣 「海
巡署」署長王進旺11日在 「立法院」作業務報告和接
受質詢時表示，為有效防制兩岸跨境犯罪，會依據 「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持續和大
陸執法機關進行情報交流。

王進旺表示，將藉由兩岸學術和執法交流座談會
等方式和大陸進行互動，拓展境外犯罪查緝渠道。此
外，也會強化釣魚島和東沙、南沙海域巡護任務。與
此同時，積極掌握保釣活動和周邊海域情勢發展等情
資，適時採取各種應變措施，維護 「主權」和保障民
眾安全。

「新北艦」 24小時護漁
王進旺說，去年8月、9月間已在南沙太平島、東

沙島部署防務主管部門撥交的40公厘（毫米）炮和
120迫擊炮，以提升南沙、東沙指揮部防衛能力。此

外，同年8月間，也曾派兩艘多功能艦艇進駐南沙太
平島，因應日趨複雜的南沙海域情勢。

另據台灣《聯合晚報》報道，島內 「國安」官員
11日上午透露， 「海巡署」第一艘裝配40公厘炮的新
北艦，將配賦最近釣魚島海域暫定執法線上服勤，預
定本月底成軍，海巡署除規劃在13、14日在高雄海域
靶區首度進行實彈射擊。

「國安」官員指出，新北艦將部署在北部機動海巡
隊，未來固定與其他艦艇在北海鄰近釣魚島海域的暫
定執法線上，執行24小時輪值護漁的勤務。「新北艦」
是台灣海巡署第一艘裝設40公厘快炮的2000噸級艦艇
，40公厘快炮雖然是從海軍除役的陽字號艦艇拆下封
存，但性能優異，同型炮也仍在成功艦、康定級飛彈
巡防艦等海軍主力作戰艦艇上服役，是海軍現役主力
火炮。此外新北艦配備有先進夜視紅外線攝影機，船上
高壓水柱強度也從原先射程80公尺增強到100公尺。

美媒︰華府承認無力協防台灣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一日報道︰面對東沙、南沙募不
到兵守島的情況，台灣海巡署長王進旺11日表示，當局正研
議修正志願役軍職人員輪調規定，可能用輪調的方式，用台
灣本島的兵源來填補外島的空缺。

2012年度海巡署計劃招募64位志願役士兵駐守東沙、南
沙島，但王進旺11日在台灣 「立法院」坦言，最後報到受訓
的人數，東沙僅2人、南沙也只有1人，成效不良。

海巡署今年度又預計各招募30人，有立委質疑招募情況
恐怕又不如預期；到2014年6月島上義務役士兵開始退伍後
，南海兵力不足問題就會開始浮現。

王進旺透露，未來可能修正志願役軍職人員輪調規定，
用輪調的方式來補足兵源；並會調整士官、士兵的比例（士
官可輪調），讓本島士官直接調至離島。當局也準備將離島
加給，從原先的每月1萬2000元新台幣增加到2萬元。

台將強化釣島巡護任務

▲▼中國海監編隊10日陸續駛離三沙市永興島碼頭
，開始進行海島保護定期巡查聯合執法行動

資料圖片

▲首度配備40公厘炮的台灣海巡署新北艦月底在
高雄成軍 聯合報

▲周美青（右）與長女馬唯中行事低調，作風平
民化 資料圖片

▲在台灣中興大學就讀的蔡宛諭，到連鎖咖啡店打工不
到半年，就代表參加台中市咖啡飲品創意大賽，巧思加
入枇杷調製而奪冠。 中央社

枇杷咖啡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一日報道︰針對台軍新潛艦的取
得問題，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高華柱11日表示，海軍將透過
一項整合型研究計劃，推動潛艦自造工作；除潛艦外，面對
已需要汰換的濟陽級巡防艦，軍方也以自製軍艦為目標。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當天在台灣 「立法院」質詢時指出，
台灣海軍司令部已向防務工業發展基金會提出一份總金額約
新台幣1.4億元的潛艦整合型研究計劃；高華柱對此回應表
示，支持海軍的這項計劃，也打算藉此推動潛艦自造相關工
作。

美國布什政府2001年曾同意協助台灣購買8艘柴電潛艦
，但曾任布什政府東亞副助理國務卿的薛瑞福，去年4月在
美台商會公布一份美台軍售報告的記者會上表示，目前台灣
提出的潛艦採購要求沒有進展，可以考慮以別的方法，例如
發展自己的潛艦生產計劃。他說，一旦台灣決定自製柴電潛
艦並提出一個新的計劃，美國政府 「極有可能」支持這個計
劃，讓美國國防工業廠商從旁提供協助。

至於台軍決定在2014年起接收2艘美國除役的 「派里
級」巡防艦，以汰換老舊的 「濟陽級」巡防艦，林郁方詢
問，目前8艘濟陽級巡防艦已到汰換階段，海軍是否打算向
美國再買6艘；高華柱表示，向美購艦是因為有迫切需求，
但美方部分目前進度有些落後，剩下6艘希望能由台灣自己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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