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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
和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最近在北京會見了由新同盟會會
長許歷農率領的台灣退役將領參訪團。
這是大陸自今年3月完成對台系統人事調
動後，首次舉辦與台灣退役將領的交流
活動，而該參訪團也是迄今訪問大陸規
模最大、層級最高的台灣退役將領訪問
團，範圍涵蓋陸海空等軍種，因而備受
矚目。但最令外界感興趣的還是，台灣
退役將領訪問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
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尋求共識、
交換意見。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進
入深化鞏固的新階段，兩岸雙方都在為
推動政治議題協商而努力，台灣退役將
領本着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登陸訪問，
顯然有助探討兩岸政治軍事問題，為今
後破解難題積極創造條件。

兩岸雖然早已結束炮火連天、兵戎
相見的緊張局面，雙方的經濟文化交流
亦相當熱絡，但還未正式結束 「軍事對
峙狀態」，為兩岸和平發展埋下了變數
和隱患。所以，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
機制是雙方不可迴避的協商議題。

一直以來，大陸方面都持續釋放誠
意和善意。2005年3月，中共總書記胡錦
濤就兩岸關係發展提出4點意見，把 「正
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和建立軍事互信」
列為第一點。2008年年底，胡錦濤又表
示，在不造成 「兩個中國」、 「一中一
台」的前提下，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
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
信機制等問題。2010年7月，國防部發言
人耿雁生表示，兩岸軍方 「什麼都可以
談」。

兩岸的有識之士也紛紛為建立軍事
互信機制建言獻策。歸納起來，兩岸軍
事互信機制的內容主要有：第一，宣示

性措施，包括雙方宣示認同一個中國原則，避免武
力衝突、和平解決分歧等等；第二，透明性措施，
包括軍事演習或活動的預先告知、軍事安全信息的
交流、軍事演習的相互觀摩等；第三，溝通性措施
，包括建立領導人與雙方指揮中心的熱線，進行中
低層軍事人員、專家與機構的交流，加強海上軍事
安全磋商等。對於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的路線圖，大
陸方面以及兩岸不少專家學者都認為應 「循序漸進
、先易後難」，可從非敏感區域開始，例如，共同
開發資源、聯手護漁等。最近台灣漁民再次遭菲公
務船射殺，更凸顯兩岸合力護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這幾年兩岸雖然累積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
但軍事議題一時間恐怕還談不起來。這就需要雙方
積極創造條件，為日後展開協商鋪路。而兩岸退役
將領交流就是一種很好的溝通渠道。自2001年首批
台灣退役將領登陸訪問以來，兩岸退役將領之間的
往來已由 「悄然來去」變成 「高調互動」。雖是
退役將領，但畢竟從軍多年、熟悉軍務、了解
內情，對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存在的分歧和
難題，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見解和解決
之道。期待兩岸退役將領成為兩岸建
立軍事互信機制的重要民間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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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九日消息︰軍
方今天說，康定級承德艦赴南方海域策護海巡
艦艇，下波策護軍艦依兵力狀況，可能是康定
級其他各艦或成功級巡防艦。

台灣當局對菲律賓採取11項制裁措施中，
其中一項即包括 「國防部」及海巡署在南方海
域辦理聯合海上操演。 「國家安全會議」成立
的對菲制裁措施應變監督小組將於20日開會檢
視成效。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羅紹和少將19日受
訪時表示，軍方後續相關策護任務一切遵照政
府政策和 「國安會」指導辦理。

海軍紀德級馬公艦、承德艦與海巡艦艇等
16日在南方海域聯合護漁操演，雙方艦艇除穿
越暫定執法線北緯20度線，派出的7艘艦艇更
包夾巴丹島東、西兩側海域。軍艦策護任務1
次約5天，若以承德艦15日出發日算起，這幾

天就要再派另1艘軍艦前往交班。
軍方高層透露，未來要派何種軍艦過去得

依據當時兵力狀況，海軍主力軍艦都可執行策
護任務。下波策護艦種可能會派康定級其他各
艦或成功級巡防艦。另外，濟陽級巡防艦因尚
未配備迅安系統（指管通情監偵），應該不會
納入這波策護的優先考量艦種。

「國防部」表示，海、空軍日前結合海巡
署，執行聯合護漁任務，軍隊以具體策護應援
，作漁民和海巡署的堅強後盾；至於執行護漁
任務所需額外的預算，將在年度預算內彈性調
節，目前不會影響軍隊戰備訓練與防務安全。
未來軍隊將結合戰備訓練任務，配合魚汛期
彈性調整相關作法及機動調整偵巡區，期能
達成 「凡漁民作業海域，即有海巡艦艇保護
，有海巡艦艇的海域，即有海軍艦艇策護」的
目標。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九日消息︰
20日是馬英九連任台灣領導人一周年，台聯
黨團19日表示，泛綠立委連署已過門檻，20
日將提罷免馬英九案； 「立法院」藍營則說
，外患未平，全民要團結一致，目前時機不
宜。

台聯 「立法院」黨團副總召許忠信說，
17日請泛綠立委連署支持罷免提案，現時連
署人數已超過30位，跨過成案門檻。台聯20
日會動員群眾到立法院，向群眾宣布罷免案
的理由及必要性，並正式向 「立法院」提出
罷免提案。

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賴士葆回
應，提罷免案是立委權利，黨團尊重。不過
，目前政府與菲律賓之間因台灣漁民被菲國
公務船射殺爭議還沒落幕， 「立法院」朝野
兩度通過聲明支持政府，並呼籲全民團結一
致，泛綠陣營卻反而要提出罷免案，意圖摧
毀政府，提出罷免的時機相當不宜。

賴士葆又說，馬英九認真推動必要改革
，個人也沒有貪瀆等重大缺失，改革難免會
有陣痛，經濟成長程度雖不如預期，但也不
能因此成為罷免理由，他質疑罷免案能獲得
全民支持，批評民進黨玩兩面手法。

按台灣法律規定，領導人、副領導人罷
免案須經全體立委1/4提議，全體立委2/3同
意後提出，經過半數選民投票，而有效票又
過半數同意罷免時，才可通過。

另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原訂20日南下
舉行 「5．20」就職周年記者會，但受到正
吹襲台灣的強梅雨鋒面影響，府方正審慎評
估各項因素，不排除調整行程。

按原先規劃，馬英九就職周年當天將南
下雲林、彰化地區，包括訪視雲林科技大學
的太陽能研究團隊、發表就職周年談話並召
開記者會，下午再前往彰化台電彰工風力發
電廠等；不過，現在受大豪雨影響，不排除
會調整行程。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針對 「廣大興
28號」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事件，台灣調
查團赴菲碰壁無功而返，台灣外事部門負責人
林永樂19日指出，台菲雙方已提出司法互助請
求，雙方將進行平行調查。台灣 「法務部」同
日再度召開記者會，公布彈頭等相關調查照片
，強調事件不是誤殺，呼籲菲律賓盡快和台方
進行合作調查，找出真相。

台灣 「法務部」19日下午再度召開記者會
，公開目前台方偵查所得證據，包括案發船艙

中彈位置、血跡斑斑的彈頭照片等。 「法務部
」次長陳明堂指出，漁船上共有45發射擊入口
，其中，在有人員的駕駛艙及機艙位置，洪石
成中彈處船艙周圍5公尺，共被掃射24發子彈
，包括左舷後側被擊中16發、上方駕駛艙左側
4發、後側也被擊中4發，顯見菲方人員已有殺
人意圖，並不是誤殺。

菲方人員不會直接偵訊
陳明堂說，當初台方組成的調查小組，是

經過菲國同意後才前往，並依照司法互助程序
進行調查工作。他表示，歡迎菲方派員來台灣
調查，台菲雙方所謂的 「合作調查」，是彼此
提供資料相互交叉做比對，並非要求台方人員
對菲方相關人員直接偵訊；相對來說，如果菲
方來台灣調查，也不是由他們直接偵訊，因此
並沒有侵犯台菲雙方司法權的疑慮。他強調，
若是各說各話，沒有一方能獨力找出真相。

針對菲律賓指控被害漁民是 「壞人」，台
灣 「法務部」19日上午以中英文版本發出聲明
，要求菲律賓就指控提出事實證據，不要空言
惡意指責；如果提不出證據，就是有意掩飾其
錯誤行為。聲明指出，依據廣大興28號航程記
錄器紀錄，事發地點為台灣經濟海域區域內，
並未侵入菲國領海；而菲律賓媒體引述官方報
道，指菲方有錄影等影音紀錄、稱係自衛行為
，但與台灣的偵查證據及初步判斷有所出入。

針對有菲國前國會議員建議由前總統拉莫
斯擔任特使、赴台交涉漁船射擊事件，林永樂
19日表示，雙方有在聯繫，但目前還不確定，
重點還是在菲方要正面積極回應台方的4項要
求。

菲涉事11海警已被軟禁
另據台灣媒體報道，菲律賓海岸警隊總部

對外事務總管巴里羅最近受訪證實，槍擊事件
的調查工作已由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等政府部門
全權負責，結論將由這些部門做出，海警隊只負
責提供相關事實情況，涉事的11名隸屬特別行
動部門海警艦隊的人員已被軟禁並接受訊問。

五月是黑鮪魚季，也是台灣
屏東縣琉球鄉漁民忙碌於南方海
域的時節。討海30餘年的黃吉皇

從早上7時到晚間11時都忙碌在他借來的小店，製作
賣給遊客的麻花卷、包檳榔。老船長已無船出海，還
背負着300多萬新台幣未償清的債務。

店面的左上方，電視節目正反覆播報着 「廣大興
28號」老船長洪石成被菲律賓公務船人員槍殺後緊張
的台菲情勢。 「台灣漁民好可憐，船開出去都是人家
的海。」斜睨着屏幕，黃吉皇搖着頭說。

孤懸台灣南端屏東縣西南海面，小琉球這座不足
7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島嶼美麗卻資源貧瘠，數百年前
從泉州、漳州遷移來的一代代居民都靠大海討生活。
直到近五、六十年，漁民駕着數十噸排水量的延繩釣

船，捕撈鮪魚等高經濟價值魚類，熱銷台灣本島、海外市場，才
過上相對富足的生活，但又常在周邊 「專屬經濟區」紛爭中成為
犧牲品。

黃吉皇的討海生涯從開始到終結都發生在台菲 「重疊專屬經
濟區」。43年前，剛上船從伙夫仔學起時，他所在的漁船就遭菲
律賓扣押；幸得熱心華僑幫忙，十餘天過去，船長拿着華僑預支
的美金認罰後才能駕船回海上作業。

3年兩漁船被扣菲國
2002年，正當壯年的黃吉皇輕信中介公司的所謂 「合法文件

」，在呂宋島沒接着要聘僱的菲律賓漁工，卻等來荷槍的軍警。
漫長的司法程序結束後，他雖得到法院無罪判決，卻仍被地方移
民局無理扣押，幸台方機構以保外就醫為由助其脫身；孑然一身
返台時，他已被扣1年6個月，價值500多萬新台幣的漁船在颱風
中沉沒異鄉。與他同期被菲方扣押者，還有4艘屏東縣漁船、30
多名漁民船工。近3年來，單是小琉球就有4艘漁船因所謂 「非法
入漁、越區捕魚」被扣，其中2艘扣於菲律賓；涉事船東只能自
擔幾近破產的厄運。

近年來，隨着小琉球海島旅遊的興旺，主要由年輕人打理的
160多家觀光民宿如今分布全島各村落，每逢節假日，碼頭上都
擠滿了南來的遊客。這對去年再度向漁會貸款開店的黃吉皇來說
是個福音。精明的老船長讓近日前來採訪他的記者都在店裡留言
，希望打開麻花卷的銷售業績，早日償清債務，安心過他含飴弄
孫的晚年生活。 （中新社）

星媒籲南海建危機調停機制
【本報訊】據中央社新加坡19日消息︰台

菲爭端引起國際關注，新加坡媒體分析指出，
這折射出南海敏感的國際情勢，各方應盡快建
立區域的危機調停機制，避免衝突。

新加坡兩大報章，英文《海峽時報》和中
文《聯合早報》連日來都在要聞版和焦點版報
道事件進展。聯合早報日前社論分析，中國大
陸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趨於強硬，美國高調
重返亞太，一定程度上鼓動此區的一些國家在
領海主權爭議上強化自身立場，而引起大陸警
惕，種種原因重疊，已形成一觸即發之勢。

社論指出，只要南海主權爭議存在，類似
台灣漁民被殺的悲劇就可能再發生，一方面是
執法人員質素問題，一方面是至今沒有明確
的遊戲規則，難保未來不會發生意外的軍事
衝突。

社論因此呼籲，應盡快建立區域性的危機
調停與溝通機制。

台籲菲平行調查尋真相

藍籲一致對外 台聯提罷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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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或派康定級艦南下護漁

報告顯示，48.9%的受訪民眾不滿意民進黨的表現，滿意者只有31%
。不滿意者主要集中在民進黨派系惡鬥、重大議題缺乏政策態度、兩岸政
策不明確、意識形態不同、沒有人才。同時，44.3%的受訪民眾對民進黨
走向執政沒有信心，略高於有信心的41.6%。

綠大老︰ 「不要寵壞民進黨」
雖然民進黨最近成立了 「中國事務委員會」，但仍有高達62.5%受訪

民眾認為民進黨目前沒有清楚的兩岸政策。報告認為，民進黨志在2016年
奪回執政權，卻缺乏開創性的改革視野，如其兩岸政策沒有前瞻性思維，
無法取得台灣民眾的信任；黨組織的改造與體質的提升不足，人頭黨員現
象嚴重，以致無法吸收更多優秀人才。

辜寬敏指出， 「台灣的社會太寵壞民進黨」，台灣的確需要民進黨，
但不能寵壞它。民進黨不能夠認為台灣人民支持民進黨是理所當然的。他
促請民進黨正視危機，否則再這樣下去，國民黨還是可以繼續執政。

必須整合具體兩岸政策
該智庫董事長吳榮義亦認為，從民調結果看來，國民黨表現不佳，但

不見得民進黨自然就會得到社會支持，此外，民進黨不是沒有重大具體政策
，民進黨應該檢討的是「為何有高比例的民眾認為民進黨沒有具體政策？」

民進黨將於25日召開全體代表大會，討論黨內重大議題。吳榮義根據
調查結果，建議民進黨應整合具體而明確的兩岸政策，加強黨組織的改造
和黨體質的提升，同時，培育優秀人才，擴大黨員參與，徹底改善人頭黨
員問題。

此次民調在5月11日至13日進行，通過電話隨機調查了台灣地區20歲
以上的民眾，共完成1070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
負3%。

另一方面，對於民進黨傳出有黨代表要在全代會上提案，讓陳水扁再
入黨，辜寬敏認為，是否回復扁的黨籍 「不是什麼大問題」， 「你一旦離
開現實政治，要回復（影響力）就很困難」。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央社台北十九日消息︰台
灣民間智庫 「新台灣國策智庫」 19日在台北發布民調顯示
，民進黨當前面臨六大危機，包括政黨滿意度仍低、派系
惡鬥嚴重、重大議題無具體政策、兩岸政策不明確、人頭
黨員現象嚴重，以及缺乏改革視野。該智庫創辦人、綠營
大老辜寬敏警告，民進黨如不改弦更張，國民黨還是可以
繼續執政。

台灣環境保護
聯盟舉行519終結
核電大遊行，民眾
手持超大標語沿途
表達反對核四公投
與終結核電的立場
。台北巿警方統計
，約2900人參與遊
行。 中央社

▲綠營大老辜寬敏（右）警告，如民進黨不能應對危機，大力改革，將難以重新執政
中央社

▲

台 「法務
部」 次長陳
明堂（右）
展示台方偵
查所得包括
案發船艙拍
攝的彈頭照
片等證據，
證明菲國公
務船上人員
蓄意殺人

法新社

▲黃吉皇
向記者展
示當年在
菲律賓被
扣時沉沒
的漁船 「
滿吉財三
號」
中新社

上街反核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