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大陸情勢 
 
一、中共「十七大」前的2個敏感話題 

粟明德先生主稿 

 

▓胡錦濤聲威不及3位前領導人毛、鄧、江，雖主導「十七大」會

議召開，不能無視相關社會輿論。 

▓「十七大」前平反六四以及停止改革開放、回歸毛理論的要求

成為2個敏感話題。 
 
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在10月15日召開，這是第一次在

胡錦濤完全主導下的會議，胡的風格與傾向，將透過該會完全顯現出

來。中共至今仍是典型的列寧式政黨，黨的全代會雖然不是真正的權

力執行機構，但現在形式乃至實質上為會後的5年定調，決定大政方針
及政治走向。因此，在正常規劃下，大會的議題都是正面的，會中代

表的發言及活動，都必須對預定的主調無所違逆。總書記的權威愈重

，代表愈能謹守分際，會外的社會脈動對會內影響愈小。 
從1945年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毛澤東定於一尊以來，

至胡錦濤已是第4代。毛因一手打出中共天下，故聲勢無人能匹，享
有絕對權威；毛後的鄧小平也有重大軍功，且常居中共高層，致能一

言九鼎，眾人俯首；繼鄧的江澤民享有鄧氏餘蔭，本身雖無赫赫功勳

，但仍具一言堂架式；相對而言，承繼江的胡錦濤，較之於他的3個
前任，論聲論威，都有所不及。胡雖主控「十七大」，但他對於會前

的相關社會輿論，及會議進行中出現的各種可能動態，就不能完全無

視，至少要選擇性的回應。 
中共慣常將越出會議既定主題的言論或要求，稱為「橫炮」。眼

下「十七大」雖尚未開幕，但兩大「橫炮」已露出苗頭。其一是為「

六四」民運及因「六四」而黯然下臺並被軟禁終身的前總書記趙紫陽

平反的暗流翻騰，漸有成為強烈呼籲的趨勢；其二是與「鄧小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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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站在對立面上的毛澤東死忠份子，

已以「建議」的形式，正式要求中央停止現行政策，重歸毛時代的老

路。這兩派雖不是現時中國大陸社會的主流，但都蘊含著相當能量，

不由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不予重視。 
「平反六四」是「六四」之後18年來從未消逝的話題，只是隨中

共政策的時鬆時緊而時強時弱。可以斷言，「六四」是個非翻不可之

案，早有跡象顯示中共高層對「六四」看法的模稜及分歧。到今天為

止，中共從未宣布鎮壓「六四」之「功」應歸何人，相反的一直在撇

清鄧小平跟「六四」鎮壓的關係，顯見他們對「六四」及鎮壓「六四

」的是與非尚是未決的。在中共「十七大」前夕，直屬中共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的英文中國日報，出現以下一段文字：「大批慶祝奧運來臨

的群眾，聚集在保安嚴密的天安門廣場，這個地方在1989年曾發生軍
隊鎮壓民主示威，造成大量人命傷亡」(中國日報，2007.8.9) 。這個時間有這

種中共過去絕不允許出現的言論，出現在這樣背景的報紙上，絕不能

視為一時疏忽，「它具有某種特殊背景」，應該是合理的懷疑。 
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林若，以82歲高齡被選為

中共「十七大」代表，這給外界某種想像空間。林若是一直要求為趙

紫陽平反的中共老幹部，曾致函鄧小平要求恢復趙紫陽自由。他以代

表身分現身中共「十七大」，很難想像他在為趙平反呼籲外，還有其

他餘力。 
中國大陸的毛派部落格「毛澤東旗幟」在7月12日發表了一篇「

關於『十七大』的建議」，簽名的達3,000人，其中有過去的部長、大
使、將官。這些簽名者絕對有管道可以影響「十七大」的與會者，從

而將該「建議」傳達到會中。「建議」聲言鄧、江已把中國引向了資

本主義邪路，現在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變社會主義為資

本主義；如果「十七大」繼續這樣走下去，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馬上

就會到來；並大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及提出3點建議
：恢復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糾正允許資本家入黨的錯誤決定；

掀起學習馬列毛理論熱潮，展開對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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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自由化的批判；中共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由全代會全體代表差額直

接選舉。這個「建議」出現後，中共中央一度下令封掉這個網站，可

見胡錦濤對這方面的意見是拒絕的。但這2項要求仍可能對中共「十
七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中共與南韓有關東海島礁爭議之研析 

 
中興大學蔡明彥副教授主稿 

 
▓中、韓東海島礁爭議牽涉主權、能源、軍事與漁業問題。 
▓目前島礁爭議尚未白熱化，僅限於地方政府與民間層級。 
▓中共在處理島礁爭議時面臨兩難，若不處理將遭國內批評過於軟

弱，若積極處理又讓中共同時與日、韓出現海洋主權爭端，不利

中共國際形象。 
 

（一）爭議背景  
今（2007）年8月7日，南韓濟州道議會將中共在東海稱為「蘇岩礁」

的海礁正式命名為「離於島」，並將1月18日訂為「離於島日」。中共
方面向來宣稱擁有該海礁的主權，因此中國大陸民間人士對南韓命名

「離於島」的舉動表達不滿，並宣稱將成立「中華保衛蘇岩礁協會」

，未來將前往「蘇岩礁」進行主權宣示（中央社，2007.8.9）。 
中、韓對於東海海礁管轄權爭議，不僅涉及兩國領海問題，也牽

涉海底油藏開發問題。根據南韓方面的資料顯示，黃海與東海的大陸

棚蘊藏的石油資源高達77億噸，未來可能成為繼裡海之後另一個重要
的世界油產區（中央社，2006.9.17）。早在2001年，南韓便投資大約200億韓元（

約新臺幣8億元），在「離於島」島上建造建築物，包括一座可供直升機起降

的鋼筋建築，並在該島設立「韓國離於島綜合海洋基地」，派駐8名常
駐人員。 

東海島礁爭議也牽涉了中共與南韓海軍在東海水域的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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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5日，南韓最新型的「KDX三型」神盾級驅逐艦剛剛下水成軍
，展現南韓提升海軍投射能力的意圖。同時，南韓國防部也在今年5月
宣布將於2014年之前在濟州島設立海軍基地。東海島礁爭議牽涉中共
與南韓海軍未來在東海水域的活動範圍，雙方對於東海海礁管轄權與

相關海域活動範圍的爭議一旦升高，將對中共與南韓的整體關係構成

一定程度的衝擊（Scott Snyder, “China-Korea Relations: Strategic Maneuvers for the ‘Sandwich Economy’”, 

Comparative Connection, Vol.9, No.2, July 2007, p.126.）。 
此外，中、韓對東海島礁的爭議也關係到中共江蘇、山東、浙江

等省分的漁業活動範圍。江蘇省的全國人大代表已計劃在明年3月提出
有關「蘇岩礁」所有權的提案，中共與南韓對東海島礁管轄權的爭議

恐有升高趨勢。 
  
（二）爭議焦點 

針對「蘇岩礁」主權的爭議，中共一向主張「自然延伸原則」，

認為東海大陸棚一直延伸到沖繩海槽中心線，「蘇岩礁」為位於東海

北部的水下暗礁，處於中共東海的大陸棚之上，也在中、韓兩國專屬

經濟區主張重疊區之內，因此中共反對南韓在該水域進行任何單方面

的活動（中央社，2007.8.23）。  
南韓方面則根據「中間線原則」，宣稱擁有「離於島」的所有權

。由於「離於島」距離南韓濟州道僅有200公里，距離上海則有335
公里，因此南韓認定「離於島」位於其專屬經濟海域之內。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礁岩與島嶼不同，不能成為專

屬經濟區或大陸棚，也不能用來做為劃分海洋邊界的依據。有鑑於此

，南韓將「蘇岩礁」命名為「離於島」，刻意把「礁」稱為「島」，

目的在於加強南韓將來處理中、韓兩國專屬經濟區主張重疊區的法理

立場。 
目前南韓對「離於島」擁有實際的管轄權，南韓海岸警備隊巡邏

飛機與海警巡邏艇一直對該海域進行監控，禁止中共人士登陸該島。

另外，根據南韓與日本簽署的「韓日漁業協定」，「離於島」周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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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屬於南韓的專屬經濟區，日本漁船若要在「離於島」周邊海域進行

捕撈作業，必須獲得南韓政府的批准，因此南韓對「離於島」周邊海

域的實際管轄權，獲得日本方面的承認。 
近年來中共對於海洋主權的確保與海洋資源的開發十分重視。中

共因為國內經濟發展導致能源消耗量激增，因此面臨能源短缺問題，

目前正積極尋找新的石油與天然氣供應來源，並在周邊海域加強油氣

探勘工作。同時，中共軍方也提出「海洋為重要生存空間」的概念，

提倡以「全方位、高效益、平戰結合」的方式，加強對海洋資源的保

護與開發。 
在東海地區，中共與日本針對油氣開發區域的爭議仍未解決，中

共為確保東海水域的油氣開採權，已對該水域進行定期維權巡航。中

共對於與南韓在東海島礁主權爭議，並未完全忽略。2005年，中共的
海上偵察飛機曾對「蘇岩礁」上的「韓國離於島綜合海洋基地」，進

行了5次的巡航監視活動（中央社，2006.9.17）。另外，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部繪

圖局所屬的「星球地圖出版社」，也在2006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地圖集」中，將「蘇岩礁」明確標示為中共所有；而中共海軍司令

部航海保證部也印製「蘇岩礁」的詳細海圖，並且公開出售（中央社，2007.8.23

）。 
 
（三）未來可能發展 

中共在處理中、韓東海島礁爭議時，由於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因

素，面臨處理上的困難。 
在國際政治方面，中共目前仍未與日本解決東海油田開發爭端，

雖然中、日雙方同意根據「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透過外交協

商，尋求解決方案，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仍未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此

時中共與南韓的東海島礁爭議若持續升高，將讓中共同時與日本、南

韓出現領海與島礁主權爭議，屆時中共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領海爭議問

題時將陷入「兩面作戰」。 
另外，假如中共與日本、南韓的領海與島礁爭議進一步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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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中共在外交上處於不利的局面，尤其2008年北京奧運舉行在即，
中共若為領海與島礁問題與周邊國家交惡，將對中共的國際形象造成

負面影響。 
在國內政治方面，中共的「第17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即將在今年

10月15日召開，進行新一屆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的人事佈局，在此「
17大」召開前夕的敏感時刻，假如中、韓東海島礁爭議升高，將讓胡
錦濤的「和諧世界」理論出現問題，甚至可能讓胡錦濤面臨無力妥善

處理涉外事務的批評。 
另外，近年來中共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已因「高句麗歷史問題」、

「金玫瑰號貨輪沈船問題」與「南韓駐北京公使意外死亡」等事件，

陷入低潮。假如中共對東海島礁爭議展現強硬態度，可能進一步激發

中共內部的反韓情緒，如此一來不僅會限縮中共領導人處理東海島礁

爭議的外交彈性，也會影響中共與南韓雙邊關係的發展。 
整體而言，中共在處理與南韓的東海島礁爭議面臨兩難的局面，

倘若不處理東海島礁爭議，領導人將遭內部質疑缺乏確保海權主權的

決心，但假如積極處理爭議，又可能引發前述的國、內外負面政治效

應。未來中共較有可能採取的態度是保持低調，減少國內媒體對相關

發展的報導，避免讓中共與南韓東海島礁主權爭議持續升高。但是這

樣的態度是否又會鼓勵南韓在東海島礁爭議上採取更積極的動作，有

待後續的觀察。 
 
三、「和平使命-2007」反恐聯合演習 

歐錫富博士主稿 
 

▓中共參與演習部隊來自蘭州、廣州、南京、北京戰區精銳。考驗

解放軍遠端機動、協同作戰、精確作戰及遠端綜合保障能力。 
▓從聯合演習的實質可了解參演國的政治關係、安全關切、協同

能力及武器發展趨勢。 
▓俄國參與演習意在聯合中共反制美國在中亞勢力。美國舉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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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探索2007維和演習及關島海空演習對應。 
▓今年和平使命演習屬於俄國車臣傳統戰爭形式下的反恐戰爭。

中共希望藉此提升高科技傳統戰爭能力。 
 

（一）中共重視「和平使命-2007」聯合演習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中共、俄羅斯、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

、烏茲別克6國，在8月9日到17日舉行「和平使命-2007」聯合反恐演
習。演習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舉行戰略磋商，11 日在俄羅斯車里雅賓
斯克舉行聯合反恐戰役的準備演練，實兵演練17日在俄國伏爾加河岸
烏 拉 爾 軍 區 的 切 巴 爾 庫 爾 合 同 訓 練 場 舉 行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5/content_6537680.htm)。參演兵力約4,000人，其中
俄國2,000人、中共1,600人。中共出動1個陸軍戰鬥群、1個空軍戰鬥
群、1個綜合保障群，來自蘭州、廣州、南京、北京4大戰區的精銳部
隊。陸軍880人來自新疆軍區摩托化步兵第4師、機械步兵第6師。陸
軍航空兵來自新疆軍區陸航團、38集團軍陸航團。空軍460人來自飛
豹 團 、 空 13 師 伊 爾 運 輸 團 、 空 降 兵 15 軍 45 師 135 團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8/17/CH0708170010.htm)。 

中共認為「和平使命」聯合軍演考驗解放軍：1.遠端機動能力。解
放軍通過鐵路輸送、空軍航空兵轉場、陸軍航空兵直升機轉場和空中

輸送4種方式進行兵力投送。這是中共軍隊第1次大規模、成建制、多
軍種、遠距離的跨國投送。2.協同作戰能力。中共參演部隊不僅要與其
他5國的武裝力量進行協同，還要很好地完成內部來自不同軍兵種、不
同單位的部隊間的協同。3.精確作戰能力。這次演習對參演部隊精確集
散、精確指揮、精確打擊等提出更高的要求。4.遠端綜合保障能力。任
何聯合演習都離不開通信、裝備、氣象、後勤等各類保障，演習在境

外進行，增加保障的難度(http://news3.xinhuanet.com/2007-07/30/content_6450643.htm)。 
 

（二）聯合演習的各種意涵 
從聯合演習的實質可了解：1.參演國家的政治關係。聯合演習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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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治、軍事、經濟關係密切的情況下進行的，對立國家一般不會

舉行聯合演習。非軍事聯盟國家舉行的聯合演習，多以非傳統安全合

作爲主題，彼此存在加強安全合作的現實需要，演習的公開性較強，

例如：中共與俄、法、美、英、印、巴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舉行的

聯合演習均屬此類。2.參演國的安全關切。按威脅性質分，聯合演習分
爲非傳統和傳統2大類。前者爲友好國家以人道主義救援、維和、反恐

等爲主，後者為同盟國家以聯合作戰、協同支援、模擬對抗等爲主

(http://www.chinamail.com.cn/site1/2007ztpdb/2008-08/07/content_911399.htm)。3.參演國軍隊的協同能力
。協同能力如何，不僅是衡量一個軍隊戰鬥力強弱的關鍵，也是評估

聯合演習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爲實現聯合行動、協同配合，參演國

軍隊相互進行通信聯絡和資訊共享勢必不可少。由於聯盟國家長期的

軍事合作，通信裝備相容性比較好。一般友好國家舉行的聯合演習，

通信裝備多數不具有相容性，難以實現直接的互相通聯。4.展示武器發
展趨勢。參演國展示最新武器裝備，通過新武器宣示實力，對潛在對

手施加震懾；通過演習驗證新武器的作戰性能；通過聯合軍演的宣傳

效應，向其他國家兜售軍火(Ibid)。 
 

（三）中、俄與美針鋒相對 
由於美國計劃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莫斯科認為美國採取單邊

主義包圍俄國。俄國全力參與中共主導的上合組織反恐聯合軍演，即在

聯合中共反制美國在中亞的勢力(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IH15Ag01.html)。莫斯

科甚至建議其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包括俄國、白俄

、亞美尼亞、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烏茲別克)與上合組織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除在

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建立據點外，更以雙邊關係方式積極拉攏集體

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使得俄國必需聯合中共共同對抗美國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IH04Ag02.html)。除了對抗美國的共同利益外，中俄兩

國其實各有算盤。在上合組織反恐協商會議中，俄國反對中共派遣數千

名部隊，只同意1,600名。至於裝備方面，俄國表示，中共要求運往俄
國的裝備超過反恐需要，足夠在切巴爾庫里地區進行1場第3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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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大戲。中、俄在上合組織爭當首領（亞洲週刊，2007.7.15，p.10）。 
就在上合組織舉行聯合演習前，美國分別在蒙古與關島舉行演習。「

可汗探索-2007」 (Khaan Quest 2007)維和演習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演習分為3
部分：1.種子教官訓練在7月26日至31日舉行。2.實兵演習在8月1日至15
日舉行。參演兵力1千多人，演練如何執行檢查、巡邏、物資保護與分配
及警備等維合相關任務。除美、蒙主辦國外，有孟加拉、高棉、印尼、

南韓等國參加。3.指揮所演習在8月1日至10日舉行。有18國1百多名軍官
參加(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3/content_6524020.htm)。中、俄兩國以觀察員身分

參與演習。2002年美國與蒙古開始舉行「可汗探索」雙邊演習，以後逐
年演變為多邊演習(Jane’s Defense Weekly, 2007.8.1, p.15)。8月6日美軍在關島展開「勇敢
之盾-2007」（Valiant Shield 2007）海空聯合演習，為期6天。參演兵力有3個航空母
艦戰鬥群，2萬名部隊(http://news3.xinhuanet.com/mil/2007-08/08/content_6492347.htm)。雙方同時間分

別在東亞操兵，頗有東西相互較勁軍力的意味。 
 

（四）中共藉反恐演習提升高科技戰爭能力 
從聯合軍演的意涵來看，上合組織演習以非傳統安全演習為主，

雖非針對北約或美國的聯盟演習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2/content_6515536.htm)

，然而不能否認仍有其針對性。在上合組織架構下，2002年中共和吉
爾吉斯舉行聯合反恐演習，2003年中共、俄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
塔吉克舉行聯合反恐演習；2005年中俄舉行「和平使命-2005」聯合演
習 ， 2006 年 中 共 和 塔 吉 克 舉 行 聯 合 反 恐 演 習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4/content_6530637.htm)；今年舉行「和平使命」反恐

聯合演習，上合組織6個成員國全部參與。反觀2002年美國與蒙古舉行
「可汗探索」雙邊演習，再逐年擴大為多邊維和聯合演習，很明顯在

對應上合組織的反恐軍演趨勢。 
尤其中俄「和平使命-2005」聯合演習名為反恐，實為傳統的陸海

空聯合作戰。「和平使命-2007」與「和平使命-2005」聯合演習不同包
括：1.2005年只有中、俄兩國參加，而今年擴大到上合組織所有6個成
員國。 2.上次演習動用陸海空三軍，而這次只動員陸空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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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8/12/YO0708120011.htm)。3.上次有7千名解放軍及1千8百名俄
軍參加，這次分別為1千6百名及2千名。4.上次演習課目為海上封鎖、
兩棲登陸作戰、強制隔離作戰，這次為聯合偵察、奪控要點、分區清

剿 、 機 動 打 援 及 立 體 追 殲 等 5 個 作 戰 行 動

(http://news3.xinhuanet.com/2007-08/17/content_6552183.htm)。今年「和平使命」演習科目在消滅

數百名恐怖份子，情節類似俄國的車臣戰爭，屬於陸空一體傳統戰爭

形式下的反恐戰爭。中共並不以反恐演習為滿足，中共認為今年演習

在考驗中共軍隊的遠端機動、協同作戰、精確作戰及遠端綜合保障能

力。中共希望藉此提升高科技傳統戰爭能力，難怪美國要舉行「勇敢

之盾」海空聯合演習來對應。 
 
四、中國大陸新聞拾零 

企劃處整理 

◆中共「十七大」「兩新」人士代表人數增加 
中共「十七大」2,217名的黨員代表已經全部產生，其中「兩新」

人士代表人數增加為30多人，約占1.5%。所謂「兩新」是指「新社會
組織」和「新經濟組織」。而這些代表大多原來就是中共官員，後來變

身成為企業主（自由亞洲之聲，2007.8.8）。 
 

◆私營企業主對參與政治興趣濃厚 
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進行的「2006年中國第7次

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及分析」顯示，私營企業主對政治參與表現出

濃厚興趣，有28.8%的私營企業主認為「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最為光榮（新華社，2007.8.8）。 
 
◆近1,800名黨員幹部承認以權謀私 

5月30日，中共中央紀委印發「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嚴格禁止利用職
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要求黨員幹部在30天內主動
交代以權謀私行為。經統計，期限內共有1,790人交代問題，涉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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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達7,789萬元人民幣（中新社，2007.8.2）。 
 
◆讀書雜誌更換主編，象徵新左派失勢 

中國大陸重要的人文學術月刊讀書雜誌，7月份遭更換主編。評論
認為，被視為新左派的原任主編汪暉、黃平被換掉，某種程度上可以

說是新左派失勢的一個先兆（自由亞洲之聲，2007.8.15）。 
 

◆駐中國大陸外國記者認為報導環境沒有達到國際標準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最近調查發現，95%的駐中國大陸外國記者

認為中國大陸的報導環境沒有達到國際標準；67%的記者認為中國
大陸沒有履行在奧運會之前允許完全新聞自由的承諾（自由亞洲之聲，2007.8.2

）。 
 

◆近期至少有15名家庭教會領袖被捕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統計，自7月以來，中國大陸共有8個省市

至少15名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被拘禁（自由亞洲之聲，2007.8.26）。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需要中共認可 
中共國家宗教事務局公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要求，

活佛轉世應當遵循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的

原則，不受境外任何組織與個人的干涉和支配；活佛轉世依次須得到

省、自治區政府、國家宗教局、國務院的審批，而未經政府審批的轉

世為非法並無效（美國之音，2007.8.8）。 
  

◆中美9月開通軍事熱線 
自2002年起，中共軍隊開始選擇性參加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

，並先後對10個國家的14個受災地區進行緊急救災援助；今年9月中美
還將開通軍事熱線，以避免出現擦槍走火和處理突發性危機事件（國際廣

播電臺，200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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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存在6大失衡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毅夫表示，中國大陸經濟存在6大失衡問題

：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差距擴大，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過快，投資增

長過快但消費不足，以及經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巨大（自由亞洲之聲，

2007.8.1）。 
◆追求GDP成長讓環境付出高昂代價 

中國綠色GDP核算小組成員，北京大學雷明教授指出，中國大陸
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為發展模式，扣除最高達10%治理污染成本
，實際GDP有可能是零成長，甚至是負成長（美國之音，2007.8.4）。 
 
◆私營企業突破500萬家 

中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統計，截至6月底，中國大陸現有企業
876.1萬家，比上年底增加13.2萬家，增長1.5%。其中內資企業327.6萬
家，占37.4%；外商投資企業28萬家，占3.2%；私營企業也首次突破500
萬家，達到520.5萬家，占59.4%；個體工商戶則共計2,621.4萬家（新華社，

2007.8.13）。 
 

◆北京空氣污染可能影響奧運賽事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污染專家接受BBC訪問時表示，北京惡劣的空

氣質量有可能引發哮喘等疾病。而國際奧委會官員已警告明年的部分

比賽項目可能因空氣品質問題而需延期（英國BBC，2007.8.19）。 
 

◆中共警察進駐北京10所大學 
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由9月開始，分階段在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10所

高校，設立24小時警務工作站，以及時處理校內的各類刑事、治安問
題（自由亞洲之聲，2007.8.19）。 
 
◆希望工程18年有成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黨組書記顧曉今表示，希望工程實施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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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偏遠山村共建立希望小學13,285所，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學生304
萬名（新華社，2007.8.23）。 

 

◆每年估計有20,000名中國大陸礦工死於礦難 
中共官方統計，中國大陸去年共發生2,845起煤礦事故，造成4,746

人死亡，平均每天有13人死亡。但是根據獨立的勞工組織估計，每年
至少有20,000名礦工死於礦難（英國BBC，2007.7.31）。 

 
◆外資首次進入中國大陸民營醫療機構 

美國海納亞洲創投基金、英國馬丁可利公司與北京佳美口腔醫院

正式簽署融資1,000萬美元的入股協議。這是海外資金首次進入中國大
陸民營醫療機構（中新社，2007.8.6）。 
 
◆城市交通警察平均壽命僅有43歲 

一項對8個大陸城市所作的調查發現，由於工作環境和嚴重的污染
，城市交通警察的平均壽命只有43歲（自由亞洲之聲，2007.8.8）。 
 
◆心血管病成為第1大死亡原因 

中國大陸平均每10秒鐘就有1人死於心血管疾病，每年約為300萬
人；每年新發心肌梗死和偏癱患者分別達到50萬和200萬人。心血管病
已成為中國大陸名列第1的死亡原因，並占死亡原因的近40%（中新社，

2007.8.13）。 
 
◆中國大陸收費公路居世界第1 

全世界現有收費公路14萬公里，其中10萬公里在中國大陸，占70%
，居世界第1（自由亞洲之聲，2007.8.8）。 
 
◆高速公路將統一命名與編號 

今年年底前，中國大陸國家高速公路網已通車的線路，將首次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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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名稱和編號，例如「京港澳高速公路」編號為G4。「G」是「國
」字漢語拼音的首寫字母，寓意國家公路網（河南衛星廣播電臺，2007.7.31）。 
 
◆中國大陸富有人口迅速增加 

胡潤百富榜發行人胡潤表示，中國大陸富翁人數迅速增加，個人

財富超過500萬美元的超級富豪已有15萬人，其中50人的個人資產超過
10億美元、2,000人超過1億美元（自由亞洲之聲，2007.8.16）。 
 
貳、兩岸關係 
 
ㄧ、近期兩岸重要議題之民意調查 

企劃處主稿 

 
▓過半數民眾認為政府對臺商赴大陸投資應採取較嚴格的限制。 
▓民眾認為正名是臺灣內部事務，中共無權干涉。 
▓民意強烈反對中共企圖以非和平手段改變兩岸現狀。 
▓中共不矮化臺灣，絕大多數民眾同意北京奧運聖火來臺。 
▓推動「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有高度民意基礎。 
 
兩岸關係攸關國家發展及穩定，一向廣受社會所關注。今年以來

，包括推動正名運動、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2周年、奧運聖火來
臺、以臺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等，皆為各方討論的焦點。近期本會

及民間調查單位以上述議題所進行有關兩岸關係之民意調查（如附表1），

相關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民眾對兩岸交流的看法 

有35％的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剛剛好」，29％至30％民眾認
為「太慢」，20％左右的民眾認為「太快」。此外，過半數的民眾認
為政府對臺商赴大陸投資，應該採取「嚴格一些」的限制，另有30％

大陸工作簡報 2007.9.12 14



左右的民眾認為應「放鬆一些」。 
 
（二）民眾對自我認同看法 

有50％左右的民眾自認為是「臺灣人」，36％至40％的民眾自認
為「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僅有不到10％的民眾自認為是「中國人
」。此外，在不提示「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選項時，自認為是「

臺灣人」的比率為54％至69％，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率為11％至
18％，而認為兩者都是的民眾從不到10％至23％。 

 
（三）民眾對正名的看法 

高達70％至80％的民眾認為正名是臺灣內部事務，中共沒有權力
干涉或過問。至於正名是否會造成兩岸關係緊張，民眾看法則較為紛

歧，持同意與不同意意見的民眾各占50％及43％。 
 

（四）民眾對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看法 
有74％的民眾認為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對臺灣的政府和人

民是一種敵意的作法，且有81％的民眾表示不同意或不能接受「反分
裂國家法」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和中國必須統一」

，更有高達91％的民眾不同意中共以非和平的手段來改變兩岸現狀。
此外，大多數的民眾（56％至63％）也都感受到「反分裂國家法」制定以來

，中共對臺灣在國際外交或軍事上的打壓都更加嚴厲。 
 
（五）民眾對奧運聖火來臺的看法 

如果中共不再矮化臺灣，高達78％的臺灣民眾同意讓奧運聖火來
臺，也有73％的受訪者支持政府繼續與北京協商，讓奧運聖火來臺能
夠成行。此外，如果北京改用「中華臺北」來稱呼我們奧委會及體育

團隊，有70％以上的民眾認為可以同意奧運聖火來臺；如果將臺北放
在中國大陸「境外」的傳遞路線上，則亦有近60％的民眾同意聖火來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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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眾對臺灣加入聯合國的看法 
高達70％至80％的民眾不同意或不接受中共宣稱「臺灣加入國際

組織需經過中國的同意」、「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沒有資格加

入聯合國」的說法，且贊成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僅有少數民眾持

不贊成的意見（從不到10％至20％）。此外，絕大多數的民眾（70％至85％）認為中共

阻撓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作法，已對兩岸關係造成不良影響。 
 

附表1  近期兩岸重要議題民意調查一覽表 

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主題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1 96.1.4~96.1.6 憲政改革相關議題民意
調查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委託山
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成年
人1,088位 

2 96.1.31~96.2.2 民眾對國家定位相關議
題民調 

中時電子報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成年
人1,066位 

3 96.2.8 國營事業正名 TVBS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975位 

4 96.2.12~96.2.13 民眾對正名的看法 民進黨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750位 

5 96.3.5 陳總統「四要一沒有」
談話民調 

TVBS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832位 

6 96.3.6~96.3.7 陳總統「四要一沒有」
及民眾統獨看法民調 

年代民調中心 臺閩地區年滿20歲民眾
1,073位 

7 96.3.7~96.3.8 臺灣民眾對主權的看法 民進黨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34位 

8 96.3.9~96.3.11 反分裂法兩周年下的兩
岸關係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委託中
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臺 灣 地 區 20-69 歲 民
眾 1,067位 

9 96.4.20~96.4.22 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
看法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國
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72位 

10 96.4.27 民眾對奧運聖火來臺的
看法 

中國時報民意調查組 臺灣地區民眾710位 

11 96.5.4~96.5.6 民眾對中共舉辦2008年
奧運暨兩岸關係相關問
題民調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柏
克市場研究公司 

臺灣地區20-69歲民眾
1,067位 

12 96.6.9~96.6.11 兩岸外交競逐與臺海關
係民調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委託中
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臺 灣 地 區 20-69 歲 民
眾 1,067位 

13 96.6.15~96.6.16 臺灣外交走向 國策研究院委託年代民調
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70位 

14 96.6.18~96.6.22 香港回歸中國大陸10週
年臺灣民眾意見調查 

TVBS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953位 

15 96.6.20~96.6.22 臺灣加入聯合國公投相
關議題民調 

中時電子報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8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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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主題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16 96.7.2 入聯公投相關議題民調 民進黨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669位 

17 96.7.10~96.7.11 總統大選與公投民調 TVBS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127位 

18 96.7.18~96.7.19 公投與統獨議題民調 年代民調中心 臺閩地區年滿20歲民眾
1,074位 

19 96.7.24 入聯公投民調 中國時報民意調查組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成年
人705位 

20 96.8.10~96.8.12 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
看法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國
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95位 

21 96.8.23~96.8.24 臺灣民眾對主權的看法 民進黨民調中心 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844位 

22 96.8.30~96.9.2 臺灣加入聯合國公投民
意調查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委託年
代民調中心 

臺閩地區年滿20歲民眾
1,068位 

23 96.9.3~96.9.4 民眾對2008北京奧運聖
火來臺相關問題看法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中
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臺灣地區20-69歲民眾
1,070位 

 
參、大陸工作 
 
ㄧ、大陸臺商子女暑期返臺參加研習營活動       

 

 文教處主稿 

 

▓大陸暨港澳臺商子女返臺參加「探索臺灣之美」研習營活動情

形踴躍。 

▓研習營內容以認識臺灣為主題，首度移師中部地區辦理。 

▓活動成效獲得臺商家長及子女肯定，盼能持續並擴大辦理。 

  

（一）大陸暨港澳臺商子女返臺參加「探索臺灣之美」研習營

活動情形踴躍 
政府自民國88年起每年暑假推動大陸臺商子女返臺研習營，幫助

臺商子女認識臺灣及補充兩岸教育落差，深獲臺商家長、子女的肯定

與支持，人數逐年增加，並於94年度起擴大辦理，納入港澳地區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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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本（96）年度大陸臺商子女「探索臺灣之美」快樂夏令營，由海峽

交流基金會主辦，味全基金會合辦，陸委會與教育部、文建會共同贊

助指導。今年招收300位來自大陸暨香港、澳門等地區小學3年級至國
中2年級的臺商子女報名參加。自7月7日起分2梯次舉行，每梯次營期9
天8夜。 

 
（二）研習營內容以認識臺灣為主題，首度移師中部地區辦理 

本次研習規劃內容以「認識臺灣」為主題，目的在協助臺商子女

增進對臺灣地理風貌、歷史文化、自然生態及國內等多元化社會進步

發展情形，及建立對鄉土的認識及認同，並首度移師中部地區辦理，

研習營區為逢甲大學。活動內容分室內課程與戶外參訪兩大主軸，動

、靜態課程相互結合並加入實際操作體驗，室內研習課程特別規劃了

「正體字之美」、「臺灣史地」、「原住民文化」與掌中劇傳習等課

程。戶外參訪則安排彰化鹿港古蹟老街、南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臺

中921地震教育園區、故宮博物院、臺北101等臺灣特有自然景觀、文
物古蹟與現代化建設，以建立臺商子女對鄉土的認知及認同，實地感

受臺灣之美，並造訪南投永興國小與本地學生聯誼同歡，營期中並特

別安排「升旗典禮」激發臺商子女的愛國情懷。 
 

（三）活動成效獲得臺商家長及子女肯定，盼能持續並擴大辦

理 
由於主辦單位的用心規劃，研習活動獲得極熱烈迴響，學生家長

對政府關切及重視大陸臺商子女教育均表示肯定及感謝，並希望能擴

大辦理，讓更多的臺商子女有機會參加研習活動。使這個美好的臺灣

之旅帶給臺商子女成長中難忘的回憶。 
海基會游秘書長盈隆專程南下主持7月29日的結業典禮，他特別指

出本項活動突顯3重意義： 
1.臺商子女教育問題，政府必須予以重視與協助，以確保未來臺商子女
回臺後能夠與國內教育順利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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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小至國中的年紀是人格養成、價值觀念與認同塑造的最重要階段，
臺商子女透過豐富而生動的研習課程，有助於認識臺灣歷史文化，瞭

解臺灣的人文社會與山川之美。 
3.臺灣與中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存在許多差異，離鄉背井在外的
臺商子女透過「探索臺灣之美」快樂研習營的活動，可以更進一步了

解家鄉、認同臺灣。游秘書長並表示，未來客觀需求如果持續增高，

不排除增加梯次，以嘉惠臺商子女。 
 
二、專案遣返大陸劫機犯楊明德、林文強之辦理 

情形 
法政處主稿 

 
▓中國大陸劫機犯楊明德、林文強2人已於96年8月14日在馬祖專

案遣返。 
▓中共方面應儘速就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議題與我方進行協商，建

構制度化的合作模式，以有效打擊犯罪，確保兩岸人民生命財

產安全。 
 
（一）中國大陸劫機犯楊明德、林文強已專案遣返 

中國大陸劫機犯楊明德、林文強兩人已於本（96）年8月14日上午在
馬祖福澳碼頭，以專案方式由海基會會同我方紅十字會總會與中共方

面順利完成劫機犯交接及遣返工作。 
楊明德、林文強係分別於民國82年、83年劫持航空客機來臺，經我

方法院判決確定並於服刑假釋後，原訂於88年2月專案遣返中國大陸，
惟於前運金門途中傷害我方執行人員，未能如期遣返，其犯行復經我方

法院判決確定，該2人分別於96年2月及4月服刑及假釋期滿，並於收容
所等待遣返，本會爰依「大陸地區人民劫持航空器入境遣返作業程序」

（下稱「遣返作業程序」）之規定，於96年4月20日邀集相關機關召開決策小組會議
，就遣返之時機及交接地點等進行研商，後續則由海基會召開執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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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負責遣返作業之規劃、任務分工及聯繫協調等事宜。 
劫機犯之遣返係基於人道、安全、便利原則及兩岸兩會以往協商

所獲共識，由本會依遣返作業程序之規定，以專案方式授權海基會完

成遣返交接工作。自民國82年至87年間大地區人民涉嫌劫持民用航空
器來臺案件共13件，合計18人，嗣我方曾分別於86年、88年及90年將
服刑假釋之大陸劫機犯專案遣返大陸，截至本次遣返後，已遣回17人
，目前僅餘1人在監服刑。 

 
（二）中共方面應儘速就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議題與我方進行協

商 
兩岸兩會對於劫機犯遣返等有關共同打擊犯罪議題，以往雖已歷

經多次協商，惟迄未達成協議，而兩岸交流至目前為止，犯罪態樣已

從以往的海上漁事糾紛、偷渡及劫機犯，轉型到走私、刑事犯相互逃

逸、跨境電話詐財等等，因此本會希望大陸方面能儘速就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議題進行協商，建構制度化的合作模式，才能有效打擊犯罪，

確保兩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