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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駁回兩蔣日記移台審判
法院指台法律未確定權力訴訟機構

《兩蔣日記》是蔣介石及蔣經國父子的日
記。其中蔣介石日記，是他自1915年至1972
年7月21日手部肌肉萎縮症不能執筆為止之
私人日記，共57年，是中國歷史上現存最完
整、體量最大的領導人日記。其中1915年、
1916年及1917年之日記，於1918年底福建永
泰縣遭逃難時失落，1915年日記僅存13天。
1924年日記可能遺失於黃埔軍校時期。

蔣介石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

研究所檔案館，已開放供研究者參
閱」，但未知是因蔣介石自己或是蔣
家後人對日記有刪節或塗黑，導致小

部分日記內容不完整。胡佛研究所也在蔣家要求
下，將部分與史學研究無涉的私隱小量內容進行
處理，此部分內容將在2035年完全公開。

蔣經國日記則是由蔣經國從1937年自蘇聯
返回中國直到1980年，以毛筆
書寫；後期日記由於糖尿病視
力模糊，字寫得很大，但字跡
端正。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台12吋晶圓廠可獨資登陸

《兩蔣日記》

蔣經國三子蔣孝勇的遺孀蔣方智
怡在2004年將《兩蔣日記》借

給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史丹福大
學在2013年向法院提起確定權利的
訴訟，以確保在所有權爭議上，不會
被告或負賠償等責任。

後人稱共擁日記所有權
蔣經國的後代，包括蔣友梅、蔣

孝嚴及其兒子等人，宣稱擁有《兩
蔣日記》的所有權，要求史丹福大
學歸還，並且要求將此案移回台灣
審判。不過史丹福大學反對移交台
灣法院審理，認為台灣法律沒有能
夠足以釐清權利行動的程序，無法
保證能夠保障史丹福大學的責任。
承審法官弗利曼認為美國法院有
權利審判。不過史丹福大學要求不
要採用「國史館」以「總統副總統
文物管理條例」等法律作為證據，
也遭法院駁回。此外，弗利曼也強

調在決定所有權歸屬上有兩項重
點，分別是在台灣「繼承法」中子
孫的權利以及「總統副總統文物管
理條例」中的官方文件定義。弗利
曼認為，唯一具有爭議的部分就是
在於《兩蔣日記》在台灣法律中，
屬於私人財產或官方文件。

蔣經國日記尚未公開
資料顯示，蔣方智怡2005年1月10
日以蔣家代表身份與史丹福大學胡佛研
究所簽署保管合約，其中蔣介石日記公
開供研究查閱，蔣經國日記尚未公開。
2010年底蔣家第四代蔣友梅以律師

函提出《兩蔣日記》應屬蔣經國全體
法定繼承人共有的主張，全體繼承人
包括蔣孝章、蔣蔡惠媚、蔣方智怡、
蔣友梅、蔣友蘭、蔣友松、蔣友柏、
蔣友常與蔣友青9人。蔣友梅認為嬸
嬸蔣方智怡不能擅自與胡佛研究所簽
約，侵害其他法定繼承人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美國三藩市聯邦法院

前日駁回台灣「國史館」等將《兩蔣日記》官司移回台灣

審判要求，認為台灣法律沒有能夠確定權利訴訟的機構，

會使美國史丹福大學失去實際的補償，因此仍需留在美國

法院審判。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經濟
部」4日正式公告鬆綁12吋晶圓廠獨資「登
陸」投資辦法，未來12吋晶圓廠將可獨資赴
大陸建廠，投審會即日起受理申請。
面對大陸全力壯大半導體產業的舉措，台

灣業者感受到壓力。台灣半導體協會呼籲儘
速開放晶圓廠獨資赴大陸設立12吋晶圓
廠，提升台灣半導體產業地位。台灣「行政

院」8月31日正式核定12吋晶圓廠獨資「登
陸」案，「經濟部」於4日公告。
「行政院」對核准的12吋晶圓廠登陸投

資有限制：開放廠商可獨資赴大陸新設晶
圓廠，採總量管制，新設晶圓廠以三座為
限，但若參股或併購則不設限；製程技術
需落後該公司在台製程技術一個世代以
上。台「經濟部」還要求廠商對台採購以

帶動台灣供應鏈，且技術不得外流、申請
者不可在台借錢於大陸投資、不得裁減員
工。

台積電：正評估中
作為台灣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台積電

4日表示，目前內部還在評估是否赴大陸
投資設立12吋晶圓廠，並無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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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南登革熱病例
數突破4,000例，疫情未見緩和，市府今日將首次召開
專家諮詢會議，請專業人士獻策，因應這波疫情。
台南市「衛生局」最新統計，台南登革熱病例數

4,115例，1周新增1,414例，以北區疫情最嚴重。台南
市副市長顏純左昨日宣佈，疫情未緩和，市府今日在
台灣文學館召開專家諮詢會議，因應疫情。
顏純左表示，專家諮詢會議列席專家初估10人，包

括前長榮大學校長陳錦生、台大教授金傳春等人，共
商防蚊滅蚊大計。
今日同時也是台南市第一個防疫清潔日，顏純左要

求各家各戶動起來，各局處長將分配到各區督導。顏
純左希望市民除每周六清潔家中一次外，每天也要撲
滅飛蚊。
「行政院」將動用第二預備金新台幣3,000萬元（約
合712萬元港幣）協助台南防疫。

台南應對登革熱
今開專家諮詢會

宋楚瑜暫停行程
重整「參選」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繼國民黨2016「總統

參選人」洪秀柱日前宣佈「暫停行程」後，親民黨「參
選人」宋楚瑜陣營前日也傳出，宋也將重新盤整策略，
暫時不會安排公開行程，粗估至少暫停4至5天。
據了解，宋楚瑜方面「參選」至今，每周除安排1
至3天公開下鄉行程，另外也會安排若干不公開的拜
會行程，其餘時間多安排內部會議，討論選戰策略與
籌組競選組織，並對當前議題交換意見。
據台灣《聯合報》4日報道，宋宣佈「參選」已近1
個月。宋辦目前規劃，在下周公佈第3部競選影片前，暫
時不會安排公開行程，但也可能視情況機動安排公開行
程。

■■製作完製作完
成的成的1212吋吋
晶圓晶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南市議會現已開始噴藥滅蚊。 中央社

◀蔣介石日記早前在胡
佛研究所檔案館公開。

資料圖片

▲台灣早前曾展出蔣介石
日記複印件。 中新社

重慶市地理
信息中心日前
發佈《重慶老
城抗戰遺址地
圖》，當中一
共標註了渝中
老城40餘處抗
戰遺址，供人
們參觀紀念之
用。
據重慶市地

理信息中心有關人士介紹，經第
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重慶共
有抗戰遺址767處，其中現存
395處。現存遺址分佈於全市22
個區縣，其中，渝中是重慶的母

城，也是現存抗戰遺址最多、分
佈最集中的區域，現存抗戰遺址
102處，佔到全市總量的1/4以
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閩112歲人瑞
樂當婚禮司儀

六旬創客退休金開發繪圖軟件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
年紀念日，一名男子當日登上河南洛陽老君山3,000米絕壁懸
崖，展示五星紅旗。 文/圖：中新社

渝發佈抗戰遺址地圖供民參觀渝發佈抗戰遺址地圖供民參觀

峭壁展國旗

■百歲裹足老人張生娘靠着堅毅
養活了3個孩子。記者黃瑤瑛攝

■■重慶老城抗戰遺址重慶老城抗戰遺址
地圖地圖。。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人瑞林鋉娘性格樂觀開朗人瑞林鋉娘性格樂觀開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App有助女性用手機監測生
理期。 網上圖片

■外國學生聚精會神畫臉譜。 網上圖片

老人的身份證顯示，她生於
1903年，當時是清光緒年

間。老人的孫女小李說，村裡有
人結婚，都會請奶奶去做婚禮的
「老人媽」（主持人），由她介
紹賓主、敬茶、收聘禮，並說一

大段四字句的
吉祥話，各種
繁瑣的禮節一
樣不落。主人
家為了表示感
謝，每次都會
給她一個紅
包，從 500 元
（人民幣，下

同）至1,000元不等。林鋉娘說，
賺不賺錢其實不重要，都是給大
家添點喜氣。

長壽秘訣 勤快開朗
泉州市泉港區的張生娘老人今

年剛好滿百歲，她至今還保留着
最古老的傳統—裹足。38歲時就
喪夫的張生娘，因為小腳沒法幹
體力活，只能去海邊掃海蠣殼來
賣。沙灘很軟，小腳踩下去整個
小腿都會陷進去，她只能用膝蓋
代替腳，跪在沙灘上移動，身後

留下兩條
深深的印

痕，像極了車輾過的轍痕，生活
雖然很苦，她用自己的堅強養活
了三個孩子。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這些老

人長壽的秘訣在於心情開朗，愛
勞動。比如泉州安溪尚卿鄉科名
村的百歲老人葉理，揀起茶葉
來，動作還很輕快。她告訴記
者，要長壽，手腳就要多動動。

背着電腦包，身姿矯健，精神很好
的鄒三，是一個66歲的走在創業路上
的新手創客。日前，他用自己的35年
數學教學經驗和退休金，自主開發了
一款初高中數學平面繪圖軟件。

凝聚35年教學經驗
2004年，鄒三從四川內江一所中學

提前退休。2012年，63歲的鄒三決定
重拾年輕時的愛好，好好研究一下計
算機編程。「我教了35年數學，深知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不便。」鄒
老師說，一般在繪圖時，老師們主要
使用直尺和圓規，但對於曲線函數的
作圖，多數情況下只能近似的、象徵
性的作圖，無法準確又快速做出來。
而且解析幾何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動態
呈現，點是按照一定規律在運動，老
師手繪圖不便於學生直觀感受和理
解。「最初我就想做一款數學繪圖軟

件，既能精準繪圖，又方便學生感
知。」於是鄒老師把退休金拿出來，
註冊成立易智繪公司，為開發軟件家
裡還購置了七八台電腦。
鄒老師表示，目前軟件推廣尚困難，

僅有幾所學校試用，但數學老師和學生
的反饋極好，激發了學習數學的興趣。
他說：「下一步就是進行評測，進入政
府採購網站，軟件推廣成功後，還想做
立體幾何方面的軟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盼，
實習記者 宗露寧、劉亮荀 成都報道

河北省石家
莊市第42中學
來自泰國、意
大利、美國等
國家的22名外
國留學生，日
前在學校的中
國文化體驗室
裡，學習了一
堂精彩而有趣
的中國京劇臉
譜課。
16 歲的泰國留學生韓彩麗

說，她從沒見過毛筆和墨，畫
臉譜最大感受就是很辛苦，和
平時在泰國畫畫不一樣，「我
要把它帶回國，因為這是我在
中國的勞動成果，我的開學第

一課很棒。」
據該校來華留學生項目負責人

李慧君介紹，留學生在校學習期
間，每天都有中國文化課，包括
太極拳、舞獅、書法、國畫、音
樂等課程。 ■中新網

河北洋中學生畫京劇臉譜河北洋中學生畫京劇臉譜

首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
創新創業大賽湖北賽區複賽，2
日在湖北工業大學舉行。選手李
斌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生，他
開發出一款名為「經菇棒」智能
硬件和軟件，用來幫助女生監測
生理期。
李斌說，談戀愛時，他發現女

友生理期情緒易起伏，在導師和
國外專家的指導下，經兩年探
索，他利用分子探針的方法，實
現了精準檢測唾液中性激素，有

助於幫女生們科學監測管理生理
變化。 ■《楚天都市報訊》

武漢男大生研武漢男大生研發發「「經菇棒經菇棒」」測經期測經期

■■鄒三開發的數學軟鄒三開發的數學軟
件件，，有助於幾何教學有助於幾何教學
繪圖繪圖。。 記者劉亮荀記者劉亮荀攝攝

福建省泉州市老齡辦日前發佈

最新統計數據，截至今年6月30

日，泉州共有百歲及百歲以上老

人327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0

人，其中女性291人，男性 36

人。記者了解到，泉州百歲老人

冠軍是112歲的林鋉娘，老人不

僅身體硬朗、眼睛明亮、思維清

晰，而且還有一顆童心，現在還

會幫人主持婚禮賺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瑤瑛泉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