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大陸情勢 
 

一、大陸新聞拾零 
企劃處整理 

◆中共首次由外交部公布東山島軍演 
    中共首次由外交部對外公布今年的東山島軍演，並毫不隱諱的將
此次軍事行動稱為「進攻性」。中共官方瞭望雜誌分析，本次東山島

演習要達到 3 大目標，第一，在現代化條件下檢測軍隊聯合作戰的實
力；第二，向臺獨勢力發出警告；第三，向國際社會顯示，運用軍事

手段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共內政，不容外人干涉（德國之聲，2004.7.13）。 
 
◆上海復旦大學 EMBA臺籍學生的比例約占總人數 13％ 
    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EMBA專案辦公室統計顯示，今年 EMBA
學員中，臺籍學生的比例約占總人數 13％，前 3屆臺生比例分別為 6.8
％、12.3％和 17.4％，臺生比例呈快速上升趨勢。不過，為求 EMBA
學生背景的多樣性，校方希望將臺籍學生的比例維持在 10％左右，最
多不超過 15％（中共中央臺「中國廣播網」，2004.6.30）。 

 
◆中共全國臺聯舉辦臺胞青年夏令營 
    中共全國臺聯舉辦的臺胞青年夏令營總營在北京展開活動，參加
者共 1,200餘名，其中 558人來自臺灣、在大陸就讀的臺生 343人、大
陸臺籍大學生 202人，還有部分臺商子女和來自港澳海外的臺胞青年（中
新社，2004.7.14）。 
 
◆中共公安機關將展開大規模掃毒行動 
    中共公安機關將於 8月至 12月展開大規模掃毒行動，主要目標為
切斷包括福建廈門到金門水上通道在內的 7條販毒管道（新華社，200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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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北省政府撥款補助年滿 60歲的臺胞 
    中共湖北省政府自今年起，每年撥 5 萬元人民幣專款給 60 歲以
上，並在湖北設有戶籍的臺胞，每人每月補助人民幣 100 元，由湖北
省臺聯會負責發放（中共湖北楚天廣播電臺，2004.7.8）。 

 
◆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強調政協工作應定位在「大統戰」的目標上 
    香港文匯報報導，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強調，政協的工作應該定
位在大統戰的目標上。據賈慶林解釋大統戰概念的具體內容是，由全

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

和擁護統一的愛國者 4個方面的力量組成統一戰線（法國廣播電臺，2004.7.16）。 
 
◆中共展開基層組織民主新試驗 
    中共正於基層組織中展開一系列所謂的民主新試驗，包括取消常
務委員會、直接選舉黨委書記和黨代表等等，以改變黨內權力過於集

中的狀況，研究大陸民主發展的學者則認為，這種以黨內民主取代選

舉民主的做法帶來的成果有限（美國之音，2004.7.22）。 
 
◆中共當局推出「廉政審計」新措施 
    中共當局推出「廉政審計」新措施，中共國家審計署未來將審查
政府部門及中共中央委員會所屬各單位的帳目，同時也會審核中共全

國人大和部分非政府組織的帳目。過去中共國家審計署僅審核中共國

務院下屬部門和機構的帳目（英國 BBC，2004.7.8）。 

 
◆大陸共產黨黨員共 6,823.2萬名 
    至 2003年底，大陸共有共產黨黨員 6,823.2萬名，比前年淨增 129.1
萬名；黨的基層組織共有基層黨委 16.9萬個，總支部 19.1萬個，支部
309.1萬個（新華社，20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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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俄羅斯簽署「聯合軍事演習備忘錄」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俄羅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在莫斯科
簽署「聯合軍事演習備忘錄」，意謂雙方將舉行史上第一次雙邊聯合

軍事演習（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2004.7.12）。 
 
◆能源外交已成為中共外交重點 
    中共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唐家璇表示，如何維護大陸能源和
資源安全，關係大陸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外界評論認為，能源外交在

中共外交的分量正在上升，能源外交已成為胡溫外交戰略中僅次於大

國外交、周邊外交的第三大環節（新加坡國際廣播電臺，2004.7.26）。 
 
◆個人所得稅收成為中共財政收入重要來源 
    2003 年大陸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為 1,418 億元人民幣，占稅收總
收入的比例從 1994年的 1.4％增長到 6.5％，已成為中國大陸財政收入
的一項重要來源。中共財政部稅政司有關負責人說，將來個人所得稅

將朝向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徵收方式（新華社，2004.7.27）。 
 
◆大陸經濟投資效益降低 
    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表示，大陸經濟投資效益降低的問
題值得關注。每年投資增長率對照次年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影響力已降

為 0.5左右，按不變價格計算，每投資 1元人民幣大約只有 0.2元轉化
為次年的生產總值（新華社，2004.7.7）。 
 
◆中共將企業投資項目審批制改為核准制和備案制 
    中共國務院公布關於投資體制改革決定，將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
制改為核准制和備案制，政府只對其中的重大項目和限制類項目進行

審核，其他項目則採備案制（法國廣播電臺，200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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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鐵路網規劃「八縱八橫」建設 
    今年 1 月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長期鐵路網規畫」，規劃
大陸鐵路網至 2020年完成「八縱八橫」的建設。「八縱」為京哈、東
部沿海鐵路、京滬、京九、京廣、大（同）湛（江）、包柳和蘭昆鐵路；「八

橫」為京蘭、煤運北通道、煤運南通道、陸橋鐵路（隴海和蘭新）、寧（南京）

西（安）、沿江鐵路、滬昆和西南出海通道（中共浙江在線，2004.7.5）。 

 
◆中共加緊籌建泛亞鐵路 
    中共正加緊籌建泛亞鐵路，泛亞鐵路線從昆明市開始，經越南、
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寮國、緬甸等國，是中國大陸與東盟自由

貿易區的交通樞紐（越南之聲，2004.7.27）。 
 
◆中共預訂明年下半年發射第二次載人太空飛船「神州六號」 
    中共預訂明年下半年發射第二次載人太空飛船「神州六號」，飛
船將運載兩名太空人，飛行 5 天。至於太空人進行太空漫步計畫，估
計要到「神州七號」時才能實現（英國 BBC，2004.7.28）。 
 
◆大陸因洪澇災害直接經濟損失達 148.5億元人民幣 
    中共國家防汛抗旱總局數據顯示，截至 7月 20日，大陸農作物洪
澇受災面積 3,066千公頃，成災面積 1,583千公頃，受災人口 4,574萬
人，死亡 381人，失蹤 98人。倒塌房屋 19.7萬間，直接經濟損失 148.5
億元人民幣，水利工程毀損達 23.8 億元人民幣。受災較重的有湖南、
雲南、河南、廣西、貴州、湖北、四川、重慶等省（區）（新華社，2004.7.21）。 
 
◆目前大陸農民平均受教育期間為 7.3年 
    據統計，大陸農民平均受教育的時間為 7.3 年，比城鎮居民少 3
年（新華社，20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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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正推動試行農村計畫生育家庭獎勵輔助制度 
    中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表示，中共當局正推
動試行農村計畫生育家庭獎勵輔助制度，針對農村只有 1 個子女或 2
個女孩的計畫生育家庭，其夫婦年滿 60歲後，由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
給予獎勵補助，每人每年將獲得至少 600 元人民幣（中共河南衛星廣播電臺，

2004.7.12）。 
 
◆大陸流動人口達 1.2至 1.4億人  
    中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表示，大陸的流動
人口已經達到 1.2到 1.4億人，占人口總數的 10%（自由亞洲之聲，2004.7.17）。 
 
◆大陸遊客成為香港旅遊業最大的客源市場 
    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臧明華說，大陸遊客已成為香港旅遊業最
大的客源市場。今年 1 至 5 月，大陸遊港旅客達 480 萬人次，其中來
自福建、廣東的遊客約占大陸遊客總數的一半以上（中新社，福州，2004.7.25）。 
 
◆大陸廣東和深圳一帶綁架案日益上升 
    大陸南方，特別是廣東和深圳一帶，綁架案件日益上升，成為亞
洲綁架案發生最多的地區之一。被綁架者主要為來自香港和大陸本地

的商人，其中只有約 1％的案例受到控告（自由亞洲之聲，2004.7.29）。 
 
◆上海市為大陸離婚率最高的城市 
    過去 20年上海市離婚率激增 20倍，成為大陸離婚率最高的城市，
其中因婚外情離婚的占 6成。2002年，上海市離婚率上升至千分之 4.9，
是全大陸平均的 2.5倍（中通社，香港，20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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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變相拘禁蔣彥永醫師 
粟明德先生主稿 

 
▓大陸退休軍醫蔣彥永與妻子華仲尉，於今年 6月 1日遭
中共軍方秘密拘捕，引起大陸內部及國際上廣泛關注。 

▓中共以蔣醫師身為共產黨員，未能「與（中共）中央保持

一致」，身為軍醫而有違軍紀，決定「辦」他的「學習

班」。 
▓中共「辦」蔣醫師「學習班」的目的，是要迫使他「承

認錯誤」，以削弱他在世人心目中的道義形象。 
 
去年因揭露北京市當局隱瞞 SARS 疫情，而在國際上廣著名聲的

大陸退休軍醫蔣彥永，今年 6 月 1 日，於與妻子華仲尉共赴美國駐北
京使館辦理簽證途中，突然被中共軍方秘密拘捕。中共既未公布拘捕

蔣氏夫婦的理由，也未宣告羈押他們的地點。由於蔣醫師的地位非同

一般，這件事迅即引起大陸內部及國際上廣泛關注，要求中共尊重人

權、立刻釋放蔣醫師的呼聲大起，美國數十名國會議員聯名致函中共

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他正視此事，並採取行動恢復蔣醫師的自由。 
中共對外界呼籲並無立即之回應，直到 6月 15日蔣醫師夫人華仲

尉先行被釋放，外界才大體得知這件事情的經過。原來蔣醫師是因為

今年 3月上書中共中央，請為 15年前的「六四」正名，書中並指證「六
四」確實存在大規模屠殺，故籲請中共為死者平反昭雪，這封信不知

經由何種管道上網，而舉世周知，中共遂以蔣醫師身為共產黨員而未

能「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身為軍醫而有違軍紀，乃決定「辦」他

的「學習班」。 
「辦學習班」是毛澤東時代的惡政之一。它是一旦發現某人或某

一批人有不符中共主流意識的思想行為，便將人強制集中，使與外界

隔離，再施以軟硬相雜的「教育」，直到被「教育」者認錯為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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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法，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後，雖未見明令禁止，但已極少採用。

這次再將這套辦法施之於蔣醫師夫婦，可視為政治上的倒退。 
據路透社援引某知悉內情的人士透露的消息，蔣醫師夫婦因為情

節不同，「學習班」是分開「辦」的，兩人在「學習」時互無聯繫，

華仲尉在「入學」時便絕食抗議，但中共仍強制她寫「思想匯報」，

並訓誡她：只要思想沒有轉變，認識沒有提升，「學習班」就不會結

束。話雖如此，中共仍在拘禁她兩星期後將她放回，但警告她不得會

見記者透露「學習班」內情。 
蔣醫師本人的「學習班」延至 7月 20日才結束，他在與世隔絕的

狀況下足足「學習」了 50天。對蔣醫師這樣一位舉世知名的人士，「正
軍（少將）級」的高幹，採取這種手段對待，說明大陸的法治距離上軌道

尚極遙遠。 
據國際輿論界分析，中共「辦」蔣醫師「學習班」的目的，是要

迫使他「承認錯誤」，以削弱他在世人心目中的道義形象。而迫使他

「承認錯誤」只是一個周密計畫的第一步，下一步將對蔣醫師進行清

算（德國之聲，2004.7.7）。現在蔣醫師雖被釋放，但並非完全恢復自由，他仍

處於軟禁或監視居住的狀況，離家要經過批准，軍方特別告誡他不得

接觸媒體（美國之音，2004.7.21）。 

 

三、從攻擊三峽水壩說起 
歐博士錫富主稿 

 
▓美國官方提出臺灣考慮攻擊三峽水壩。贊成者認為可避

免將美國拖下水。質疑者認為大陸土地大、目標多，效

果有限。 
▓大陸人士對三峽水壩抵禦攻擊能力看法不一。有認為三

峽水壩可抵常規、核武器攻擊，戰前放水不致對下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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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造成毀滅性災難。反對者認為目前導彈技術大壩防

禦不可能，襲擊水庫來不及放水。 
▓目前臺灣執行攻擊能力不足。美方說法意在警告，並透

露臺美軍事整合。 
 

（一）美國有關攻擊三峽水壩之討論 
 2009年三峽大壩蓄水達 175米後，大壩安全將受到廣泛注目。即

使萬噸船隻對大壩進行衝擊、爆炸、燃爆事件，即能對其構成重大傷

害(http://tw.news.yahoo.com/2003/11/24/twoshore/can/4385680.html)。五角大廈 5月 28日提交國會
的「中國軍事評估」指出，臺灣為了嚇阻中國侵犯，可能考慮瞄準大

陸高人口密度城市，或高價值基礎建設，例如三峽水壩(Defense News，2004.6.7，

p.17)。大陸媒體甚至指出，早在 2002年 10月，美國防擴散研究中心發
表一份「對中國導彈建設，臺灣應如何回應」報告，建議臺灣可以嘗

試發展給中國造成不可估量損失的軍事能力，這需要有能力摧毀大陸

軍事、經濟或者具有象徵意義目標的能力，例如人口密集的主要城市、

上海浦東的東方明珠電視塔或三峽水壩（中國時報，2004.6.18，13版）。 

 對於中國可能犯臺採取反擊三峽水壩作為，美國傳統基金會中國
問題專家譚慎格(John Tkacik)表示，五角大廈能夠公開討論臺灣在受到中國

進犯後如何進行反制報復，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攻擊三峽水壩絕對是

個好主意，如果臺灣沒有一個可信的反制能力，到頭來美國還是得下

場與中國一戰。美國國防大學柯爾教授(Bernard Cole)則質疑攻擊三峽水壩的

效果，認為中國大陸那麼大、目標那麼多，不相信一旦戰爭爆發，中

國會因為一兩個目標被炸毀而退縮（自由時報，2004.6.9，3 版）。但有評論認為，

臺灣的有效嚇阻戰略並不是在打贏戰爭，而是提高中國攻臺的代價；

攻擊三峽水壩是臺灣毒蠍戰略低本高效的可能作為，因而更可嚇阻中

國的軍事冒進(John Hill，p.2)。 

 

（二）戰前放水可避免災難 
 同意三峽水壩能度過戰爭災難的大陸人士指出，北京當局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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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首次提出興建三峽水壩時，即將大壩可能被當作軍事攻擊目標的風

險列入評估。中共從 1959 年到 1961 年，首先進行常規武器襲擊的實
驗。由於三峽大壩是混凝土大壩，壩高與壩寬都超過 100 米，能夠抵
禦一定常規武器的襲擊。而從 1964 年到 1972 年，則進行 7 次核轟炸
實驗，實驗顯示，當大壩被 100萬噸的核武命中時，會產生 1,000米的
潰口（唐宜貴、潘勤，頁 27）。 

 從 1978年到 1988年，專家進行三峽潰壩實驗。其結論為：1、戰
爭前夕，水庫可在 5 至 7 天內將水位降到安全位置，這樣可減少潰壩
造成的災害。2、三峽水庫是一線水而不是盆水，水庫長度 600多公里，
平均寬度 1.1公里，這是少見河床型水庫，江水從庫尾流到大壩處，至
少要兩天時間。3、潰壩後第一洪峰的瞬間流量雖然很大，但總流量有
限，下瀉受阻，加上被淹地區的調蓄，對下游地區的破壞作用有限。4、
三峽潰壩不致對下游 6省市造成毀滅性破壞（Ibid）。 

 

（三）猝然突擊來不及放水 
 持相反意見的大陸人士認為，水庫大壩是現代軍事對抗的打擊目

標之一，三峽潰壩將使長江下游 6 省市幾億人陷入絕境，同時三峽大
壩也將成為外部敵人威脅的目標；面對目前的導彈技術，大壩防禦是

不可能的。三峽工程論證報告認為，即使大壩被毀，也只是從壩址到

枝城 100 公里河谷災情較重，不會造成全流域性的災難。但這個結論
的前提是水庫被毀時，蓄水是在 145 米，而不是 175 米；容量是 170
億立方米，而不是 395 億立方米；被毀時間是非汛期，下游水道低。
即使如此，死亡人數也在 30萬到 100萬人，宜昌、宜都、枝城等市縣
均將滅頂。宜昌位於三峽出口，距三峽大壩僅 36公里，潰壩洪水 1小
時即可到達，根本來不及撤退數十萬人口（瞿無希，頁 3）。 

     評論認為，在兩岸軍事對抗中，中國可能攻臺方案之一是使用導

彈襲擊臺灣重要政軍目標。如果中國可以用襲擊方式打擊臺灣，就沒

有理由臺灣不能用襲擊方式反擊大陸。如果襲擊三峽大壩，水庫沒有

時間放水，將造成災難性後果。如果威脅打擊大壩，大陸有兩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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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放水，一是被迫放水。不放水將造成災難性後果，被迫放水將

造成大困難，對手目的已經達到。打擊三峽大壩是臺灣的過河卒，可

用可不用，可用於定點威脅，可用於製造混亂，可用於打擊經濟生活，

可用於打擊軍事後備力量，可用於先發制人，可用於戰略報復，可用

於正面挑戰，可用於暗中打擊(Ibid，頁 4)。 

 

（四）華府意在警告 
有評估認為，由於戰機作戰半徑有限與缺乏中程導彈，目前臺灣

要執行這項攻擊行動能力有限。臺灣距四川三峽大壩至少 1,500公里，
F-16 作戰半徑 900 公里，幻象約 1,200 公里，若無空中加油，加上面
臨大陸的防空網，以戰機執行攻擊任務恐怕力有不逮；臺灣同時缺乏

中程導彈或巡弋導彈，攻擊三峽大壩能力有限，目前只有美軍具備這

種能力（中國時報，2004.6.9，2版）。中共軍方人士認為，美方的說法既不是建議，

也不是提醒，因為美國知道臺灣早在暗中做相關準備，用意在警告（Ibid，

2004.6.12，11版）。 

亦有報導表示，令北京當局驚訝的是，這是美國官方報告首度公

開建議臺灣可以瞄準中國這樣的目標，這透露臺北與華府間軍事合作

的程度。這份報告讓北京領導階層警覺臺美正在增加的軍事整合，例

如五角大廈建議臺美軍方或可共同研擬出在臺海衝突中可攻擊的中國

大陸目標。如此一來，美國勢必有義務要提供臺灣需要的武器，以確

保其有這樣的能力。目前臺灣就算是最先進的飛彈或戰機尚無法攻擊

大壩周遭的防禦網，除非有美國軍事科技的協助，因此五角大廈的報

告，顯然透露出美國有意願提供協助（Ibid，2004.6.13，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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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調整東亞兵力部署及與臺海安全之關係 
                                                                 

楊研究員志恆主稿 

 

▓最近美國分別與日本、南韓舉行調整東亞兵力部署的會

議，美國打算強化日本的軍事角色，同時把戰略重心南

移，尤其是將在倍受重視的下地島建立新的空軍基地，

將對美軍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以及臺灣反制中共海、

空軍的擴張威脅具有加分的效果。 
 

（一）前言 
7 月中、下旬，美國分別與日本和南韓在舊金山、華府舉行同盟

會議，會議中針對美軍駐在兩國的基地之遷移做成重大決定。美軍將

在 2008年把臨近漢城最大的美軍龍山基地往南遷移，同時也將裁減駐
軍員額，漢城附近將只留下少量的美軍。駐日美軍方面，美國提出將

目前設在神奈川縣的海軍基地轉移到山口縣的海軍陸戰隊岩國基地，

位於華盛頓州的美國陸軍第一軍團司令部將轉移到日本神奈川的座間

基地，位於關島的美國空軍第十三空軍司令部將轉移到東京附近的橫

田基地等。整體而言，這樣的調整是「韓減日增」，而如果再把琉球

基地南移，以及美國加強與澳大利亞、臺灣之安全合作一併來看，美

國調整東亞兵力規模之大，是冷戰結束以來空前之舉，其意義不凡。 
 

（二）美軍調整兵力部署原因 
當然，美國調整東亞兵力部署是有其近因與遠慮，從九０年代初

蘇聯垮臺以來，日本人民就一直質疑「日美同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到了 1995年的「奈伊報告」才重新確定美國要維持 10萬駐軍的政策。
不過，東亞國家對於安全情勢的研判已非冷戰時期唯美國馬首是瞻，

美軍在這地區面臨的問題已不僅是針對假想敵北韓或是中共威脅的評

估，有很大部分的因素是來自於同盟國家人民的反對。整體說來，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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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國調整東亞兵力部署的原因有下列幾項： 

◆反美意識的抬頭 

美國在東亞主要的駐軍集中在日本、南韓與關島，其中在日本的

最多，尤其基地數量多且遍及全國，特別是在沖繩縣的基地不但占去

大量的土地，也影響到該縣的土地開發計劃，加上美軍與當地居民之

間的糾紛，包括軍車撞人、強暴女學生等事件不斷發生，沖繩縣民反

美情緒一直沒有消退的傾向。另外，南韓的反美意識也有越演越烈之

勢，從金大中總統推行對北韓的「陽光政策」開始，南韓的反美勢力

更加高漲，南韓國防部長甚至公開反對部署 TMD，以配合美國在東亞
建立飛彈防禦系統。到了盧武鉉競選總統時，更利用反美情緒拉抬聲

勢，同時提出美軍撤出南韓、繼續遵循「陽光政策」等口號。這些因

素都使得美軍駐在日、韓的正當性受到質疑，也迫使美國必須未雨綢

繆，積極尋找替代性基地或駐軍的方案。 
 

◆盟邦分攤防衛責任 

自從布希總統上臺以來，美國的東亞新戰略是以「阿密塔吉報告」

為基礎，重點是強化日本在東亞安全保障的責任與能力。而「911」恐
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更加速推動盟邦分攤防衛責任的腳步，除了

要求盟邦協助派兵參與伊拉克的和平重建工作外，也把區域安全的責

任下放到各個盟邦。最明顯的就是日本角色的提升，美國副國務卿阿

密塔吉甚至表示，希望日本修改憲法行使集團自衛權，使其在日美同

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至於南韓，在最近與美國的磋商後，已表明

在 2020年前將逐步建立自主的防衛力量。澳大利亞更是積極地與美國
簽定部署 TMD合作計劃。 

 
◆美國軍事戰略重心南移 

就美國的東亞戰略而言，北方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北韓，而北韓威

脅主要又以飛彈攻擊駐日、韓美軍基地為主。針對這樣的威脅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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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經說服日本部署 TMD反制。此外，美國也已透過「六方會談」
管道的外交途徑，逐漸形成制約北韓使用核武的國際力量。總言之，

北方威脅在 TMD部署與「六方會談」以及同盟國分攤防衛責任三管齊
下，已不需要有大量的駐軍。事實上，在「911」以前，美國就已經積
極在尋找南方的基地，在布希總統上任前，美國空軍就已委託蘭德公

司進行研究找尋南下的基地，但是當時的考量主要是因應沖繩居民反

美意識高漲，美國必須尋找替代性基地的緣故。根據蘭德公司的報告

建議，位於沖繩南方，距臺灣約 500 公里的下地島是相當符合美軍的
需求。而在「911」後，東南亞成為美國反恐怖主義活動的第二戰場，
美國除了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進行軍事合作外，也加強跟印尼、

馬來西亞之軍事接觸。除了反恐的需要外，中共在東南沿海集結先進

的海、空軍以及飛彈武力，已形成在東亞南方的軍事優勢，此一情勢

的發展已使得臺海、南海的軍事態勢逐漸失去平衡。對美國而言，東

亞南方都是國力較弱的中小型國家，不論是反恐或對抗中共的軍事威

脅能力是不夠的，美國要保障其在東亞的政經軍利益，必然地要把軍

事戰略的重心南移。 

 

（三）對臺海安全之影響 
就美國的軍事部署調整而言，是有因應中共兵力部署南移的因果

關係。冷戰結束以來，蘇聯對中共北方的威脅已大大降低，中共除裁

減陸軍，增強海空軍的武器裝備外，也將軍事的重心往東南地區轉移。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正在南海艦隊集結號稱「中華神盾」先進的 6,000
噸級以上的驅逐艦、俄羅斯製的「基洛級」潛艇，以及 093 型核動力
潛艇，另外，在今年採購第三批蘇愷 30MK2戰機也將裝備在海軍航空
兵。根據華盛頓觀察周刊指出，中共海軍很有可能是要從南海衝出美

日安保形成的太平洋第一島鏈封鎖線。而中共海軍一旦能自由出入太

平洋，往北即能干擾美軍太平洋司令部、關島與日本的軍事合作管道，

往南可干擾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對臺灣而言，能夠從我國東部

危害臺灣的安全。針對中共在東南沿海軍事集結，美國為了不讓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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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太平洋戰略得逞，導致美國及其東亞盟邦的戰略利益受損，因此，

在東亞的軍事戰略重心必然會往南轉移。 
對臺海的安全而言，美國最近調整東亞的軍事部署，是有強化日

美同盟並擴大其維護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意義，當然，這也包括臺海

在內。尤其是美軍新找到的下地島基地距臺灣不到 500 公里，美國若
部署 F16戰機以及 EP-3反潛機，將可以和臺灣的同型機種形成聯結臺
海與琉球空中、制海防衛線，可以有效嚇阻中共的蘇愷戰機與潛艇進

出太平洋，對臺灣反制中共海、空軍的擴張威脅具有加分的效果。 

 

（四）結語 
總之，誠如美國國防部最近提供給國會的報告指出，過去 10年中

共經濟的持續發展，已經協助中共軍方縮小和美國的軍事技術差距，

中共的軍事野心已經引起美國戰略規劃人員的關切。美國調整東亞兵

力部署的軍事戰略目的，在北韓核武問題已經有多邊的國際機制協

調，安全情勢有趨於緩和跡象之下，美國接著要考慮的東亞安全威脅

來源，毫無疑問地就是中共，美國新的兵力部署態勢相當清楚地就是

針對中共。 

 

五、萊斯訪問大陸研析 
鄭專員偉靜主稿 

 
▓萊斯此行著重北韓核武問題，中共則聚焦兩岸問題，且

態度更為強硬。 
▓萊斯提出美日敦促兩岸對話的主張，並指出中共堅持

「一中」作為恢復對話的前提毫無助益。 
▓中共未承諾美方對北韓施壓，並強調美國對香港、臺灣

問題的言行將影響其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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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官員多次重申兩岸政策不變，意圖消除潛在衝

突因素。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在美國總統大選前罕見地展開亞洲之行，

並在 7 月 8 日至 9 日訪問大陸。由於美國已完成伊拉克主權移交，將
部分注意力轉移至東北亞地區，希望穩定朝鮮半島及臺海情勢，為布

希競選連任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萊斯訪問大陸期間，中共對臺海問

題表達強烈關切，萊斯則重申美方一貫立場，並表示願意協助兩岸進

行對話。在北韓核武問題上，萊斯力促中共向北韓施壓放棄核武計畫，

惟據媒體報導，中共領導人並未有所承諾。中共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孫

偉德則表示，美國最近對香港和臺灣問題的言行將使美中關係受到傷

害，並影響中共在北韓核武問題上與美國的合作。 
 

（一）中共對兩岸問題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 
萊斯此次東北亞旋風式的訪問，本想以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為焦

點，但中共抓住機會，對臺海問題表達強烈關切(The Washington Post，2004.7.13；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4.7.10，p.A4)。萊斯訪問大陸期間會晤江澤民、胡錦濤、唐家

璇、李肇星等(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方領導人在 4 次會面集中談的都是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且態度相當強硬) 

(中國時報，2004.7.23，A13版)，其中江澤民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在胡錦濤之前與

萊斯會晤，被認為是凸顯臺灣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時報，2004.7.9，A13版)。另據美

國資深官員表示，中共在對臺問題態度上更為強硬。江澤民向萊斯表

示，如果「外國勢力插手支持」臺獨，中共絕不會坐視不管(The Washington Post，

2004.7.14)。李肇星並向美方提出停止「美臺軍事聯繫」、「官方往來」、

「支持臺灣參與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等要求。分析指出，

北京現階段對臺採取威脅策略係企圖在兩岸議題上爭取有利籌碼(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4.7.21)。萊斯則重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持續信守臺

灣關係法的義務，反對片面改變現狀的一貫立場(中央日報，2004.7.9，1版)，並明

確告知中共，其飛彈部署使臺海軍力失衡，因此美方有必要繼續對臺

軍售(The Washington Times，2004.7.15 )。萊斯同時指出，在討論北韓及臺海形勢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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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問題上，中美之間有必要進行更高層的對話(中國時報，2004.7.8，A13版)。 

 

（二）美國賡續敦促兩岸對話 
萊斯在訪問日本期間表示，兩岸關係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全非

常重要，未來日美兩國應致力促進兩岸對話進展(中國時報，2004.7.8，A13版)。萊

斯在與中共領導人會談時表示，美國願意協助中方與臺灣對話(和萊斯同行的

美方官員表示，萊斯並未具體提出構想，但向中方表示美國願意採取步驟「促進雙方對話，如果此舉有所幫助」) (The 

Washington Post，2004.7.9)，但中共堅持「一中」作為恢復對話的前提毫無助益，

中共應思考如何做才使面對面對話有可能進行(The New York Times，2004.7.9)。萊斯

同時強調美國已採取行動緩和臺獨的論調，特別指出陳總統 520 就職
演說已有所節制，代表兩岸對話的一個機會，中共領導人雖承認陳總

統的言論已有修正，但仍持不信任的態度(聯合報，2004.7.15，A13版)。 

 

（三）中共未承諾美方對北韓施壓 
萊斯此行力促中共向北韓施壓放棄核武計畫，中共領導人並未有

所承諾，僅重申北韓核武問題需要持續對話，美國寄望北韓問題在 9
月復談前與中共取得協調也因此大受影響(The Straits Times，2004.7.10；7.12)。7月 13
日中共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孫偉德表示，美國最近對香港和臺灣問題的

言行將使美中關係受到傷害，並影響中共在北韓核武問題上與美國的

合作(The Washington Post，2004.7.14)。惟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在 7月 15日的聽證會
中表示，臺灣問題是雙邊整體關係的重要議題，但在六方會談上，中

共並沒有把它當作一種談判策略(鳳凰網，2004.7.16)。近來中共與美國談及對

北韓施壓的問題時，似減少合作態度。自 4 月中旬金正日訪問大陸以
來，中共對北韓施壓的立場即已軟化。中共了解到，在美國仍主張對

中共採取圍堵政策的情況下，北韓牌乃是中共的一個有力外交武器，

因此中共一方面樂於繼續主辦六邊會談，再方面則坐待美國在臺灣問

題上提出誘因，再對北韓施加壓力(CNN，200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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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期美國調整兩岸政策的可能性不高 
中共駐美大使館在萊斯訪問後罕見地以召開記者會的形式抨擊美

方，由此顯示萊斯之行並未解決雙方在臺海問題上的歧見，而近期美

方官員也多次重申，美國的兩岸政策沒有改變，也將繼續依照臺灣關

係法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此外，由於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將至，布

希政府可能會避免任何國際政策的調整，以免衝擊選情(中央社，2004.7.8)。媒

體傳出，胡錦濤可能於 8 月前往美國訪問，惟 8 月美國將忙於總統大
選，非進行訪問的合適時間，且除非美國在臺海政策上有所調整，否

則胡錦濤訪美的可能性不高(大公報，2004.7.12)。 

 

六、大陸當局整頓網路色情氾濫 
              

銘傳大學許助理教授志嘉主稿 

 

▓中共召開「全國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

議」，宣示打擊色情網站。 
▓大陸境內色情網站估計 600-700個，可接觸色情網站超
過千家。46％大陸未成年網民（近 700萬人）沉迷色情網站。 

▓6天內獲有效舉報資訊 1萬 660條，其中舉報色情案件
占 93.1％。被舉報色情網站架設在大陸境內的占 20.1
％、在境外的占 79.8％。10餘天內，公安機關關閉已發
現色情網站近 700個。 

▓一個 5 千人上線的色情網站，每月收入約 30∼50 萬元
人民幣。 

 
（一）中共加強打擊色情網站 

今（2004）年 7 月 16 日，大陸有關當局召開「全國打擊淫穢色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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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周永康

宣示，要在全大陸全面打擊色情網站（人民日報，2004.7.17，1版）。這項被稱為「人

民戰爭」的打擊網路色情重大宣示發表後，公安部門也強調打擊的 6
項重點是：色情網站、販售製作色情影像圖片者、色情表演網站、提

供境外色情網站鏈結服務者、利用網際網路媒介色情賭博者、提供未

成年淫穢資訊或利用青少年從事色情活動者（新華社，2004.7.27）。 
打擊網路色情的成果還待時間檢證，但大陸網路色情氾濫的情況

確實相當嚴重。近 10年來，大陸當局加緊建設網路工程、積極推動網
際網路發展，同時也加強對網際網路的管理，透過法令、網路警察、

封鎖網址等方式嚴控網路資訊的流通，但這些嚴格措施仍無法阻絕網

路色情發展。 
大陸媒體統計指出，大陸目前建立的網站達 60多萬個，上網民眾

約 8,500萬人，其中未成年的上網民眾有 1,500萬人。但網路上隨處可
以找到大量色情電影、小說、圖片，黃色笑話，色情光碟，色情網站

鏈結，有些網站還提供影音聊天室，提供色情表演。據估計，僅架設

在大陸境內的色情網站就有 600-700個（中新網，2004.7.16），如果以大陸網民

可以接觸到的色情網站來看，至少上千家（人民網，2004.7.19）。 
 

（二）網民踴躍檢舉色情網站 
網路色情氾濫最大的影響之一，就是青少年發展。據大陸專家保

守估算，高達 46％的大陸未成年網民身陷色情網站，不能自拔（人民網，

2004.7.19），也就是說有近 700萬未成年網民沈迷於色情網站。海南島海口
市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該市未成年網民有 10％經常瀏覽色情網站，
70％曾經瀏覽過色情網站（新華社，2004.7.21）。一項針對北京市 3,000名中學
生進行的上網行為調查顯示，22％的學生瀏覽過色情網站；上海市虹
口區過去 1年半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 26％的案件是由網路
所引發，且此種犯罪呈現攀升趨勢（新華社，2004.5.23）。大陸青少年常犯案件

中，強姦案件位居第三，觀看色情內容是導致青少年性犯罪的一項重

要誘因（中新網，20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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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氾濫的網路色情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今年初曾要求

發動一場圍剿色情的「人民戰爭」（中國時報，2004.7.20，A11版）。大陸網路業者

也發布「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要求業者自律，禁止在網路上

傳播色情內容，簽約業者也超過 1,500家（新華網，2004.7.7）。 
6月 10日中共有關部門開始設置「違法和不良資訊舉報中心」網

站，鼓勵各界舉報不法網站，開設前 3天，上網人數每天平均達 400
萬人次，舉報中心接獲各類舉報 4,603件，有效舉報 3,000多件，其中，
95％的舉報案都是色情網站（新華網，2004.7.7）。 

7月 16日大陸當局進一步宣示打擊色情網站後，公安部門架設的
「打擊淫穢色情網站舉報網站」，6天內便接獲有效舉報資訊 1萬 660
條，舉報色情資訊的案件 9,926條，占總數的 93.1％。被舉報色情網站
的架設地點在大陸境內的案件有 1,690條，占總數的 20.1％；架設在境
外的網站舉報案有 6,678 件，占 79.8％，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人民日報，

2004.7.23，10版）。有關部門初步統計，打擊色情網站行動展開後的 10 餘天
內，北京、遼寧、上海、廣東、重慶等地公安機關已經關閉已發現的

色情網站近 700個（新華社，2004.7.27）。 
從初步整頓行動來看，大陸當局似乎頗有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

原本專家評估大陸色情網站僅 600-700個，但行動開始 10天就關閉了
700個，行動還在持續，如果各單位未虛報成效，便意味著色情網站的
數目可能更多，色情氾濫問題可能比原先估計更為嚴峻。 

 
（三）大陸必須長期加以重視才能解決問題 

大陸網路警察高達 30萬人，但網路色情問題如此嚴重，還要靠民
眾舉報後才大力掃蕩，網路警察似乎只專注政治案件，而忽略了社會

問題，恐怕是有關部門要加以重視的課題。此外，色情網站被關閉不

代表色情消失，依據過去的經驗，許多色情網站被查禁後，很快又重

新開業，6 月這波的查處行動中，13 家被依法關閉的網站，有些網站
在幾小時內便重新開放（新華網，2004.7.7）。網站業者利用變更網址、更換伺

服器等方式，重操舊業，讓公安部門防不勝防，有關部門在網路的科

大陸工作簡報 2004.8.11 19



技和管理的技術方面，都需要加強。 
龐大的經濟利益是網路色情氾濫的最主要原因。根據估算，一個

有 5,000人上線的色情網站，透過電信與金融單位收費，每個月收入約
30-50 萬人民幣（約新臺幣 120-200 萬元），提供網路服務的入口網站可以抽取

20-60％的利潤（人民網，2004.7.13），龐大的商業利潤使得網站難以根絕。 
此外，大陸法令對於色情仍無明確界定（人民日報，2004.7.28，14版），雖然

有關單位強調要嚴審、嚴辦，但法令不夠周嚴，也會影響對色情網站

的打擊力度。 
色情網站是全球性的問題，在網際網路無國界的特色下，色情網

站早已是伴隨網際網路發展出的「副產品」，也成為各國政府關注的

問題。大陸當局雖然下達指令強力整頓，但又要強化管理，又要注意

不影響網際網路的發展，都對有關當局造成壓力，更重要的是，網際

網路科技日新月益，有關部門必須投入龐大的資金、技術及時間才能

有效管制。對大陸當局而言，網路異見的查緝還是重中之重，過去的

重點也都放在網路新聞的監控，整頓網路色情必須像監管政治異見一

樣嚴格與關注，否則還是很難讓有龐大經濟利益的色情網站消失。 

 

七、中共極力打壓基督教活動 
 

粟明德先生主稿 

 

▓「耶穌在北京」一書指出，大陸處於地下狀態的家庭基

督教會，會員總數達 8千餘萬，超過中共黨員總人數。 
▓大衛‧艾克曼預言，大陸的經濟若持續高速發展，未來

30年中，基督徒人數可能達到大陸總人口 3分之 1，即
4億 5千萬以上。 

▓大陸目前有 5大未經官方批准的家庭基督教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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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小群派」、「華人歸主派」、「中國福音團契」、

「獨立教會」，中共將此一概視為非法組織。 
 
曾任時代周刊駐北京主任的大衛‧艾克曼，不久前根據他在大陸

所蒐集的資料，撰成「耶穌在北京」一書，其中列舉了大量中共當局

迫害大陸境內家庭基督教會的事實。據該書說，在大陸處於地下狀態

的家庭基督教會，會員總數達 8 千餘萬，超過中共黨員的總人數，其
成份則上至政治學術菁英，下至工農大眾，無所不包。艾克曼預言，

大陸的經濟若持續高速發展，在未來 30年中，基督徒的人數可能達到
大陸總人口的 3分之 1，即 4億 5千萬以上。「中國這條東方巨龍，或
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 

中共以「無神論」為意識形態基礎，本質上跟任何宗教都是對立

的，但對源自西方、崇尚美國式宗教自由及民主價值的基督教有一種

特殊的敏感。在中共「建政」之前，大陸的基督教會與美國教會有著

千絲萬縷的連繫。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的政治傾向是「反美」，

故切斷大陸基督徒與西方世界間的關係，遂成為一項要政。當時中共

由一名早具共產黨員身份的「基督徒」吳耀宗出面，成立「基督教『三

自』（自治．自養．自傳）革新委員會」，做為中共控制下的基督教體系。在這

個體系之內，「傳福音」已有名無實，主要是通過不斷的「政治學習」，

使原來的基督徒信仰淡化，乃至放棄「有神」觀念。 
在中共這般有計劃的運作下，大陸確有很長一段時間，基督徒人

數大為減少，「三自革新委員會」做為政治花瓶擺著，並無實質的宗

教活動。直到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基督教才又趨活躍，但絕大多

數新皈依的教徒不進入中共官方控制的教會，而以家庭聚會的方式，

進行宗教活動。 
中共對於它統治下的任何組織活動都是極其憎惡的，儘管基督徒

們自認為家庭式聚會沒有任何政治意涵，中共官方則認為凡是組織都

是政治，凡不在官方掌控之下的組織，都必須取締。當家庭基督聚會

快速蓬勃發展之際，中共便施以鐵腕打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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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人權組織之一的「對華援助協會」提供的資料，中共最

近在武漢市一地便逮捕了 1 百多名進行靈修活動的「中華福音團契」
教會領袖，稍後在新疆烏魯木齊也逮捕了百餘名。由於這次的逮捕是

全面性的政策措施，所以被捕而外間不知道的，應是一個龐大數字。 
大陸目前有 5大未經官方批准的家庭基督教會：「重生派」、「小

群派」、「華人歸主派」、「中國福音團契」、「獨立教會」，中共

將此一概視為非法組織。觀察人士認為：「中共當局的高壓政策，非

但消滅不了民間對基督的信仰，反而會使基督徒的信仰更堅定，人數

增加得更多、更快」（美國之音，2004.6.18）。這個結論應無謬誤。 

 
貳、兩岸關係 

 

一、「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 
 

企劃處整理 

 
▓關於兩岸直接通航，有 77.4％的民眾認為應該「有條件
開放」，至於開放的時間，有 54.7％的民眾認為應該「慢
慢來」，有 28％的民眾認為應該「愈快愈好」。 

▓關於政府對臺商去大陸投資的限制，有 58.4％的民眾認
為應「較嚴格一些」；認為應「較鬆一些」的比率為 24.3
％。 

▓有 73.6％的民眾不贊成中共「一國兩制」的主張，僅 9.4
％的民眾表示贊成。 

▓主張廣義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

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的民眾

仍占絕大多數（82.6％），與歷次調查結果趨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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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民眾對兩岸關係相關問題的看法，本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於 7月 16日至 18日，以電話訪問臺灣地區 20歲以上成年民
眾，共完成 1,153 個有效樣本，信賴度為 95％，抽樣誤差在 2.98％左
右。此次調查結果略如次述： 
 
（一）對直航的看法 

關於兩岸直接通航問題，有 77.4％的民眾認為應該「有條件開
放」，有 9.2％的民眾認為應該「無條件開放」，有 1.8％的民眾認為
「根本不應該開放」。與 93年 4月之調查結果大致相當。  

至於開放的時間，有 54.7％的民眾認為應該「慢慢來」，有 28％
的民眾認為應該「愈快愈好」，有 1.9％的民眾認為「根本不應該開放」，
與 93年 4月之調查結果大致相當。 

 
（二）對兩岸經貿交流的看法 

對於目前兩岸經貿交流的速度，有 33.2％的民眾認為「剛剛好」，
有 25.3％的民眾認為「太快」，有 19.4％的民眾認為「太慢」。 

關於政府對臺商去大陸投資的限制，有 58.4％的民眾認為應「較
嚴格一些」；認為應「較鬆一些」的比率為 24.3％，認為應「維持現
狀」的僅 1.9％。其中認為應「較嚴格一些」的比率較 93 年 4 月之調
查結果上升 6.9個百分點。 

 
（三）民眾認知大陸對我敵意 

有 70.4％的民眾認為大陸當局對我政府是不友善的（含「非常不友善」33.9

％、「不友善」36.5％），有 48.7％的民眾認為大陸當局對我人民是不友善的（含

「非常不友善」17.7％、「不友善」31％），與 93年 4月之調查結果比較，認為對我政
府不友善的比率上升 4.5個百分點。 

 
（四）對外交和兩岸關係之優先性的看法 

對於發展外交和兩岸關係之優先性，認為「發展臺灣與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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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較重要」的比率為 34.7％，認為「發展臺灣與大陸的關係較重
要」的比率為 29.7％，認為二者「一樣重要」的比率為 20.3％，與 93
年 4 月之調查結果大致相當。此外，當問及如果發展外交關係會造成
兩岸關係的緊張時，仍有高達 66.8％的民眾贊成繼續發展外交關係，
只有 16.5％的民眾表示不贊成。 
     
（五）對交流速度的看法 

對於政府開放兩岸民間交流的速度，有 36.6％的民眾認為「剛剛
好」，有 20.8％的民眾認為「太慢」，有 14.2％的民眾認為「太快」。
與 93年 4月之調查結果大致相當。 

 
（六）對中共「一國兩制」的看法 

對於中共以「一國兩制」發展兩岸關係的主張，有 73.6％的民眾
表示不贊成，僅有 9.4％的民眾表示贊成。與 93 年 4 月之調查結果比
較，表示不贊成的比率雖下降 7.2個百分點，惟與歷次調查結果比較，
趨勢仍一致。 

 
（七）民眾的統獨立場 

主張廣義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的民眾仍占絕大多數（82.6％），與歷次調查

結果趨勢一致。 
主張「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是 6 種意見裡的最

大多數（占 36.7％），主張「永遠維持現狀」者占 18.5％，與過去調查結果
大致相當。此外，傾向獨立的比率（22.1％，含「儘快宣布獨立」5.4％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

獨立」16.7％）超過傾向統一的比率（13.3％，含「儘快統一」2.6％及「維持現狀， 以後走向統一」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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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陸工作 

 

一、試辦開放中國新聞社記者來臺駐點採訪 
 

文教處主稿 

 

（一） 開放背景 
政府自 89年 11月 10日開放中共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

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等 4 家大陸媒體記者來臺駐點採訪，迄本年 7 月
19日止計有 126批 241人次之大陸記者來臺駐點，對於增進大陸方面
了解臺灣實況有相當助益，政府也視為兩岸資訊正常交流的一項重要

措施。此外，陳總統於五二○就職演說中表示：「希望在既有基礎上，

持續放寬並且擴大兩岸新聞、資訊等交流的相關措施」，為落實陳總

統宣示，主動表示我方善意，在經過政府部門針對實際需求加以評估

後，決定先以試辦方式開放第五家大陸新聞媒體。 
 
（二）開放內容 

本項開放對象為中國新聞社記者，其來臺駐點採訪人數及方式與

之前的 4 家大陸媒體相同，即每次 2 名，為期 1 個月。本項開放於民
國 93年 7月 26日實施，將試辦 2個月，期滿後再評估是否正式開放。 
 
（三）實施情形 

中國新聞社首批來臺駐點採訪記者董會峰、曾嘉受中國時報邀

請，已於 7月 26日晚抵臺展開採訪，為期 1個月。董、曾 2人係中國
新聞社香港分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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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加強宣導福建臺商子弟來金門就學 
 

文教處主稿 

 
▓教育部、本會與金門縣政府赴福建宣導臺商子弟就學政

策。 
▓廈門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漳州市臺商企業協

會，對政府協助臺商子弟至金門就學之政策深表贊同。 
▓主要關注事項：希增加臺商子弟就學點--馬祖、降低通
學臺商子弟金廈輪船交通費用。 

 
（一）前言 

金門與福建一海相隔，透過小三通招收福建臺商子女至金門就

學，俾使更多臺商子弟接受我方教育，為當前政府大陸政策的重要環

節，教育部並委請金門縣政府透過多重管道宣導。本（93）年 6月由金門
縣政府組團，與教育部大陸小組及本會人員赴福建拜訪臺商協會，加

強招生宣導。 
 

（二）訪視情形 
此行於 93年 6月 28日至 7月 3日，赴福建廈門市、福州市、莆

田市、泉州市、漳州市等地，拜會臺商企業協會，主要目的係宣導政

府歡迎臺商子弟來金門就學之政策，並聽取臺商相關意見，同時表達

政府對臺商及其子弟的關懷。各地臺商協會之主要意見，茲臚陳如下： 

◆參與座談臺商對其子弟得以赴金門就學政策多表贊同 

座談現場並有子女已赴金門就學之臺商家長對金門縣教育局表達

感謝，相信應可提高當地臺商送子女赴金門就學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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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通學臺商子弟金廈輪船交通費用 

金門、廈門之間來回船資費用略高，如能商請輪船公司降低票價，

有助於提高臺商送子弟赴金門就讀之意願。本建議臺商協會將主動與

輪船公司協商，請其考慮以學生月票方式，優惠金廈通勤學生。 
 

◆希增加臺商子弟就學點--馬祖 

福州至廈門車程約需 3 至 4 小時，交通費時，如能利用兩馬小三
通，送子弟前往馬祖就學，應較赴金門就學方便。 

 
（三）結語 

福建地區臺商對於政府透過小三通方式，招收其子弟赴金門就

學，使其接受我方教育的政策，咸表贊同。至於他們所關注並建議增

加臺商子弟就學點－馬祖，政府亦相當重視，並將積極協調當地地方

政府研酌。 

 

三、本會舉辦「第五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
體評選」活動 

文教處主稿 

 
為鼓勵民間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兩岸文教交流活動，促進兩岸人民

相互瞭解，本會辦理第五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評選活動，自 6
月 10日至 93年 7月 30日受理報名。 

凡在臺灣地區依法設立之公、私立文教團體及相關事業機構，於

91年 1月至 93年 6月辦理兩岸文教交流活動，有具體事蹟，且符合政
府政策及本會研訂之重點交流項目者，可以推薦或自薦方式參加評選。 

評選分為學術教育、科技體育、藝術文化（含宗教、少數民族）及大眾傳播

（含新聞、廣電及出版）等 4類，每一類將評選出優良績效獎若干名，獲選團體
將優先列為本會委辦交流活動案件之承辦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