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英九登彭佳嶼 促「三海和平」
為東海和平倡議立碑 宣示捍衛釣島主權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評社及中央社報道，台灣地區

領導人馬英九昨日任內二度前往彭佳嶼視察，再度談

到東海和平倡議和捍衛釣魚島主權的立場。他在回答

媒體提問時，否認在卸任前接連登上太平島、彭佳嶼

是為了尋求自己的歷史定位。馬英九稱，和平政策到

哪裡都受歡迎，「因為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

家」，推動台海、東海、南海「三海和平」，讓台灣

生活在和平環境，台灣軟實力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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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馬英九昨
日透露，在4月14日台北召開的國際法的南海
問題會議結束後，將邀請與會的國際學者登太
平島。
馬英九昨日在fb再度發文駁斥菲方指控太平島

不是島嶼，只是資源靠進口的岩礁。馬英九並分
享包括「太平島在國際海洋法上被劃分為『島嶼
（island）』或『岩礁（rock）』，對台灣的權益
有什麼影響」、「太平島究竟有沒有淡水、可耕
地、與其他生活機能」等6點太平島基本知識，
強調如果對菲律賓方面提出的謬論默不作聲，將
對台灣權益造成極大傷害。
2015年年11月下旬，常設國際仲裁法院就菲律

賓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在荷蘭海牙舉行聽證會時，
菲方指控台灣實際控制的太平島不是島嶼，只是
一個沒有淡水、無法農耕、資源全靠進口的岩
礁。這一仲裁案最快可能在今年5月前公佈結
果。菲律賓新聞社引述法律團隊成員報道，如果
太平島被宣判為「島」，菲方將須針對太平島地
位，邀他國一起另提仲裁。

馬擬邀國際學者登太平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報道，昨日是
農曆的三月三，也是傳說中黃帝的誕辰日。
來自五大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萬名各界
人士，昨日聚首河南新鄭黃帝故里，共同拜
謁中華民族的始祖軒轅黃帝。台灣兩岸共同
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淨手上香，祈
福「華夏同源，萬世太平」。
「尋根拜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

也是我們的信仰祖脈，所以這次我們慎終追
遠，到這裡來尋根拜祖。」這是「河洛郎」
蕭萬長第一次到訪河南。黃帝故里祠前，他
揮毫題詞「中華肇造，萬古常新」。蕭萬長
還把寫有「華夏同源，萬世太平」的祈福
牌，親手掛於拜祖廣場的祈福樹上。他說，
這句話代表了他的心願。

台北舉行拜祖大典
此外，台灣軒轅黃帝拜祖大典籌委會昨日

在台北中山堂舉辦第三屆「丙申年軒轅黃帝
拜祖大典」。據悉，台灣舉辦的拜祖大典與
世界各地華人小區等拜祖活動相呼應。
拜祖大典的儀軌遵循古禮進行，莊嚴隆

重。活動結束發送「軒轅米」禮包給到場民
眾，象徵「天賜好米吃福氣、軒轅黃帝保平
安」。來自台北的李女士表示，清明節過後
帶着孩子參與這場盛典，目的就是希望後代
要保有飲水思源不忘本的生活態度。

蕭萬長河南拜黃帝
祈福「萬世太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 廈門報道）高
等院校涉台機構人才培養工作會昨天在福建
廈門舉辦。主辦方之一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
院院長劉國深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大陸目
前涉台專業研究人才不足千人，還是處於緊
缺狀態。
他表示，有人統計大陸專業涉台工作隊伍
有35萬人，他不清楚這個數據標準是如何界
定的，但是他認為，真正受過嚴謹的學科訓
練的人才不會超過一千人，離實際需求還遠
遠不足，當前涉台教學研究的學科教育、在
職教育任重道遠。
劉國深介紹，目前已有80多所的大陸高等院校
開設涉台研究機構，但真正有學位點、能招學位
生的也僅十多家，其餘大部分規模還很小，無法
開設跨學科課程。在此方面，廈門大學台灣研究
院願意與他們分享經驗與資源。
當天開幕的高等院校涉台機構人才培養工作會

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和香港「海峽
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聯合主辦。大陸近
50所高校從事涉台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及兩岸
四地涉台智庫負責人，圍繞「跨學科、跨部門、
跨領域、跨地區協同合作，全面提升涉台人才培
養能力水平」的主題展開研討。

大陸涉台專業研究人才奇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 廈門報道）經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批准，以推動兩岸青少年文化
交流為主旨的「海峽交流文化中心」昨日在福建
廈門揭牌。
據悉，該中心由香港「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

流基金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
心」共同發起。前者提供資金支持，後者倚重廈
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提供智力和學術資源保障，集
合兩岸四地社會力量和學術機構之優勢，共同集
打造交流、教育、培訓、科研與實踐於一體的特
色鮮明的兩岸文化交流平台。全國台聯會長汪毅
夫、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等出席揭牌儀式。
香港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會長、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姚志勝告訴
本報記者，他執掌的基金會擬投入20億元人民
幣，在廈門擇址打造「海峽交流文化中心」活動
基地，力爭將之建成為兩岸四地青少年交流提供
教育培訓服務、並具科研辦公、會議展覽等多功
能的文化中心與總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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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昨日下午乘搭直升機飛抵彭
佳嶼，察看氣象站、燈塔、機動

巡邏站等設施後，參加「東海和平倡
議紀念碑」揭碑儀式並發表談話。

指和平政策到哪裡都受歡迎
馬英九指出，選在當天登彭佳嶼，
是因為10日就是台日漁業協議簽署3
周年，至於日前登太平島則是因為當
天是「海軍」與「內政部」在太平島
上立碑70周年紀念日，兩次都是挑歷
史上的紀念日。
馬英九表示，2012年他提出東海和

平倡議，基於「主權在我、擱置爭
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原則，
呼籲東海相關各方自制，以對話取代
對抗，以和平方式解決東海爭端。
馬英九稱，2012年他到彭佳嶼，提

出「東海和平倡議推動綱領」，提出
台灣、日本、大陸三方，從「台日對
話」、「兩岸對話」與「陸日對話」
等「三組雙邊對話」，到「一組三邊
協商」的構想，作為實踐東海和平協
議的具體步驟。
馬英九稱，面對南海的海洋與島嶼
主權爭議，他去年5月提出南海和平倡
議，呼籲各方降低緊張，增加對話，

遵守國際法，保障各國航行與飛越自
由，維持南海區域和平穩定，並以和
平方式解決爭端。
馬英九表示，他今年 1月 28日，

登上南沙太平島慰勉駐島人員，強
調太平島是島嶼而不是岩礁，並且
宣布南海和平倡議路徑圖，表達維
持區域穩定、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
爭端的決心。
馬英九表示，和平政策到哪裡都受

歡迎，「因為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
有輸家」，推動台海、東海、南海
「三海和平」，讓台灣生活在和平環
境，台灣軟實力被看見。

稱對釣島關心不隨卸任結束
話鋒一轉，馬英九強調，雖然自己

離卸任還剩一個多月，「但只要在
任，該做的事我就會繼續做。」他表
示，對釣魚島的關心不會隨着卸任而
結束。
2005年，陳水扁登上彭佳嶼宣示

釣魚島主權，成為首位登島的台灣
地區領導人，並豎立「海疆屏障」
石碑。2012年馬英九也基於相同目
的登島，而這次則是馬任內第二次
登上彭佳嶼。

彭佳嶼屬「軍事管制區」
彭佳嶼位在東海，面

積約 114 公頃，距離基
隆港約56公里，航程約
2.5 小時，距釣魚島約

140公里。與鄰近之花瓶嶼、棉花嶼合
稱台灣的「北方三島」，與釣魚島互為
犄角控制東海大陸棚，是東南亞航線必
經航道及台灣漁民傳統漁場，島上設有
彭佳嶼燈塔。

彭佳嶼是一座由海底火山噴發所形成
的島嶼，燈塔的位置在島的中央偏東，
是火山口附近的高點，燈塔辦公室與房
舍就建在火山口上。

彭佳嶼最早有人居住歷史可追溯至
1859年（清咸豐9年），傳說因漳泉械
鬥，基隆有20餘戶彭姓漁民遷居於此得
名「彭家嶼」，後來變成現在的「彭佳
嶼」，是基隆沿海漁民捕漁重要的驛
站。

彭佳嶼是北方三島中唯一有人居住的
島嶼，目前仍是「軍事管制區」，僅有
燈塔、氣象站及「海巡署」人員居住，
一般民眾無法一探究竟。「海巡署」並
在島上興建簡易儲水、太陽能設施，並
有直升機坪，提供駐島人員生活必要所
需。 ■資料來源：中央社及中評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台灣中台禪寺開山
方丈惟覺老和尚8日晚間圓寂，享壽90歲。寺方指
出，惟覺老和尚身體機能自然退化，圓寂時面容慈
祥，寺方昨日整理法會場地，悼念老和尚。

致力弘揚佛法推動教育
惟覺老和尚，1928年生於四川省營山縣，1963年

在基隆十方大覺寺剃度出家，並於宜蘭吉祥寺、新竹
圓明寺、香港大嶼山寶蓮寺等地閉關修行。後在台北
萬里山區一茅棚內潛居修行，安貧守道，1987年入
世弘法，於茅棚處闢建靈泉寺。
由於弟子人數遽增，惟覺老和尚選擇在南投縣埔
里鎮籌建中台禪寺，歷經3年規劃、7年建設，至
2001年落成，成為全台最大佛教禪宗道場，與慈
濟、佛光山、法鼓山並列為台灣佛教界「四大山

頭」。他還創辦中台佛教學院，在全世界設立108
家精舍，成立普台小學、中學等，弘揚佛法，推動
教育。
惟覺老和尚生前力促兩岸宗教文化交流。他曾於

2002年赴陝西法門寺恭迎佛指舍利蒞台，於中台禪
寺供奉長達十天；2006年，作為倡議發起首屆世界
佛教論壇的八位佛教高僧之一，他赴杭州參與大會，
並讓中台禪寺與杭州靈隱寺結盟為「同源禪寺」；其
後還應邀出席第二、三屆世界佛教論壇並發言。
惟覺圓寂消息傳出後，信徒紛紛表示哀悼與不

捨。中台禪寺發佈訃告稱，惟覺老和尚功行圓滿，薙
染弟子隨侍左右，安詳示寂。即日起該寺殿堂及園區
暫停開放。

張志軍致唁電表深切哀悼
另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致電台

中禪寺，對惟覺長老圓寂表示深切哀悼。
張志軍在唁電中說，長老一生弘法，殫精竭慮，
啟建道場，重振宗風，是深受兩岸各界敬重的佛教領
袖。唁電還說，長老心懷中華，情繫兩岸，多次率團
來大陸交流，恭迎佛指，締結同源，賑濟災區，捐資
助學，傾心文化，弘揚國粹，是兩岸宗教文化交流的
力行者。長老更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堅定支持者，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錚錚風骨，令人欽仰。
張志軍在唁電中表示，哲人其萎，風範長存。深

盼見燈住持及各位大德繼續秉持長老志願，為兩岸關
係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惟覺長老圓寂 生前力促兩岸交流

中台禪寺位於台灣南投縣埔里鎮一
新里，由惟覺和尚住持，於1994年創
建，目前在島內有80多家分院，並且
定期舉辦禪修活動；2005年5月，惟覺

和尚將住持責任交予弟子見燈和尚。
寺院1994年至2000年開始重新規劃改建，遠望像一

位修行之人靜坐於群山之中。佔地30多公頃，規模龐
大，外觀融合中西工法，將藝術、學術、宗教和文化
融為一體，卻不失禪宗的風格，讓信眾們為之讚歎。
剛落成就榮獲2002年「台灣建築獎」，2003年「國際
燈光設計卓越獎」。

中台禪寺除了建築令人讚賞，硬體設備也相當完
善，有禪堂、四天王殿、菩薩殿、三世佛殿、講堂、
知客室、大寮、齋堂讓信眾參拜、使用。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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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禪寺迄今擁逾80分院

■蕭萬長與台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
（右）、海峽兩岸民意交流基金會董事長饒
穎奇（左）等淨手上香，祈福「華夏同源，
萬世太平」。 中新社

■■惟覺老和尚惟覺老和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高等院校研討涉台機構人才培養。 記者米南 攝

■中台禪寺外觀。 網上圖片

■馬英九昨日任內第二度登上彭佳嶼視察。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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