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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遊艇公司創辦人斥台當局規劃失當

大型豪華遊艇停不進高雄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民進黨當家多年的高雄市
本擁有號稱全台灣最適合發展遊艇觀光的「愛河灣遊艇碼頭
區」，但該項目不僅拖延數年未開發，且今年 1 月提出的開發案
被上周運送遊艇至當地的知名遊艇公司代表質疑規劃不適合當地
水域及氣候。

該公司代表稱此港會因為無法停泊
大型遊艇成為「蚊子港」，呼籲

未來的高雄市長應正視此一問題。台
灣港務公司今年 1 月發佈新聞稱高雄
將於 3 月斥資 5 億元（新台幣，下同）
建造該碼頭，預計 10 月完工，配置
176個泊位，可望成為高雄港新地標，
但工程遲遲沒有動工。

項目欠妥引眾議
擁有 25 年設計建造遊艇經驗、名列
亞洲遊艇名人榜的「優勢遊艇」公司
創辦人 Paul Brackley 船長，上周駕駛
造 價 32 億 元 的 遊 艇 Ambrosia III 赴
台，卻因高雄無大型遊艇港可供臨
停，只好將其停於中信造船廠。
Brackley 船長說，位處高雄市中心
愛河區域的光榮碼頭本可以似歐洲的
摩納哥一般擁有一流的遊艇港，愛河

遊艇碼頭也可以吸引觀光客，帶動當
地商機。然而，台灣港務公司傾向採
用傳統打樁式碼頭(打樁進入海底，連
結浮動碼頭)。Brackley 船長指出，這
種碼頭適用於潮差大、無強風的區
域，但光榮碼頭潮差極小且常有颱風
侵襲，並不適合，加上這樣的設計無
法容納 30 米以上的大型豪華遊艇停
泊。
「大船進不來，錢從哪裡來？」
Brackley船長說。
優勢遊艇統籌企劃 Cassy Wong 則
說，港務公司及高雄市政府期待建造
全台最大的遊艇港，並吸引國外遊艇
進駐、帶動商業發展；問題是，台灣
本地擁有遊艇的人不多，外國小遊艇
更不可能長距離航行到台灣，如果愛
河遊艇碼頭沒有大型遊艇的泊位，連
香港的遊艇都無法經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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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友留言表示：「保羅船長的
看法是確實的，只不過港務公司聽得
進去嗎？」亦有網友稱：「幸虧高雄
市執行效率太差，否則又要白花好幾
億民脂民膏。」

港務：設計未定案
對此，港務公司業務處副處長郭光
輝回應表示，愛河遊艇碼頭開發案仍
在公告招商前的規劃階段；未來採用
何種設計，將由招商後取得經營權的
投資人決定；外傳的 176 個小型遊艇

泊位只是港務公司在招商前的初步評
估，並非定案。

民進黨長期空談
這不是高雄首個失敗的港岸規劃
案。台灣媒體此前報道稱，高雄興達
港在 1998 年曾斥資 77 億元擴建成為遠
洋漁港，但因為配套措施不足加上遠
洋漁業萎縮，19 年來沒有一艘遠洋漁
船停泊，成了全台最貴「蚊子港」；
港區內的海鮮集市大樓、農漁業集展
中心也閒置已久。

專家：台明年經濟恐陷「保2」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稱，
台灣經濟研究院（下稱「台經
院」）昨日召開的「2019 年經濟景
氣趨勢研討會」有專家預測：美國
加息等因素削弱經濟成長動能；若
全球經貿形勢惡化，明年台灣經濟
恐陷「保2」困境。
關於明年景氣，台經院景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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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台明年經
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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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孫明德稱：「預防感冒的
蜂蜜檸檬要多準備一些。」他表
示，明年台灣消費和出口處劣勢；
明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為 2.2%（較今
年少0.37％）的預測或顯樂觀。他建
議台灣加速公共建設。
該院院長林建甫稱，雖然於部分
轉單效應利好，但消費面難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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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美國持續加息將吸走全球資
金，在利差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台
灣或將於明年第一季加息。此外，
台統計部門昨日發佈數據稱，今年
前 9 月台灣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
為 40,864 元 新 台 幣 ， 同 比 增 加
2.6%；剔除物價因素後，實質經常
性薪資僅增0.93%。

■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昨日回應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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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昨日在台灣
地區立法機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業務報告上，
國民黨民意代表柯志恩質疑，台北故宮博物院
正館所在的北院預計在2020年閉館整建3年，
恐衝擊台灣觀光業；但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陳
其南表示，整修期間文物將遷到南院展出，不
會閉館。
柯志恩指出，台灣故宮博物院內部人員提供
的會議資料顯示：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文獻大
樓之特展於張大千展完後關閉，不再提供申
請，開始整修臨時庫房；台北故宮博物院正館
預計 2020 年底封館，展覽全面結束，2021 年
開始搬遷，2022 到 2023 年正館施工。她稱這
可能成為該院創始以來第一次的正館閉館。
她指出，先前「行政院」已經核定「新（台
北）故宮（博物院）計畫」，當中只有提到
2022、2023 年正館整修，並沒有提及正館閉
館。她認為，正館館藏豐富，每年也有近 500
萬參觀人次，其中多數為觀光客，質疑正館閉
館整修，相關的配套措施是否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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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整建非閉館

陳其南表示，「新（台北）故宮（博物院）
計畫」當中就提出北院要整建及擴建，但當時
提的內容只有 1、2 頁，也沒有嚴謹地提到整
建期程。他說，北院幾乎每一棟都要整建；過
去該院也有一面施工、一面開展、一面辦公的
經驗。「這次大家都覺得，不能重蹈以前的模
式，大家都覺得，在整建、擴建過程，應該要
整個停止。」
陳其南亦強調，「不管是整修 3 年、5 年，
對（台北）故宮（博物院）來說，都沒有閉館
的問題，只是把展館變更，把 A 館移到 B 館逐
步展出。」
國民黨民意代表蔣乃辛質詢北院閉館並未在
該計劃中提出，質問陳其南是否有向台灣行政
部門提報計劃變更。陳其南回應：「我們不會
做違法的事，這個不經過上面核准不能動
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黃永泰也表示該
計劃變更已上簽公文。

日前（11 月 9 日）， 由
中國圍棋協會、中國棋院
及上海建橋學院主辦，香
港圍棋協會協辦的第十六
■聶衛平讚「建橋杯」
是中國女子圍棋名片

屆「建橋杯」中國女子圍
棋公開賽決賽，假尖沙咀
馬可波羅香港酒店舉行。
出席是次決賽的嘉賓有：
中國圍棋協會副主席、素
決
■賽選手王星晨（（前左））與蔡碧涵
（（前右））對弈開始

有「棋聖」之稱的聶衛
平，上海建橋學院董事長
■周星增致辭

周星增，中國棋院第二任
院長、原中國圍棋協會主
席王汝南，中國圍棋協會
副主席、國家圍棋隊領隊
華學明，全國象棋女子個

■王汝南致辭

人冠軍單霞麗等。

第十六屆「建橋杯」女子圍棋公開賽決賽圓滿舉行
聶衛平 周星增 王汝南 華學明 單霞麗出席

聶

衛平表示，「建橋杯」16 年來越辦越大，已成為中國
女子圍棋的標準的、靚麗的名片。是屆建橋杯決賽在
香港舉辦更有着深遠的意義，可以更好地宣傳圍棋，宣傳中
華文化。
他指，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圍棋作為「琴棋書
畫」四藝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類運動之一，承載了
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和傳統魅力。這次在香港舉辦圍棋比
賽，意義深遠。參加是次決賽的兩位選手王晨星和蔡碧涵，
都是「媽媽級」選手。希望通過「建橋杯」比賽增強女子圍
棋的信心，像男子圍棋一樣走到世界前列。

周星增冀推港圍棋事業
周星增表示，是屆「建橋杯」決賽在香港舉辦，是希望可
以對香港的圍棋事業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也希望建橋集團

將來可以到港發展，將圍棋事業更進一步發展。他特別提
到，是次來港，也分外緬懷金庸先生，圍棋最神秘的珍瓏棋
局，在其書中得到了很好的宣傳。
王汝南指，建橋曾經舉辦了各種各樣的女子比賽，但是都
停了，只有「建橋杯」越來越好，十六年來不斷發展，走向
海外。他指，香港過去是一片圍棋沙漠，但近年來，情況有
所變化，特別是有很多小朋友將其當作才藝，希望圍棋今後
可以在香港發展的更好。

推動中國圍棋普及化
聶衛平還表示，圍棋作為一種文化，對兒童來說可以開發
智力，提高兒童的精神文明素質；對圍棋愛好者來說，圍棋
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和專注力，減少現代社會中的「浮躁」
風氣。他特別感謝社會各界對中國圍棋的重視和支持，並希
望中國圍棋可以在國民教育中得到更多重視，開展更多活
動，推動中國圍棋普及化、國際化。

王晨星再奪得「建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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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屆「建橋杯」中國女
子公開賽決賽，三番棋第一局
王晨星執黑 230 手中盤勝蔡碧
涵，在三番棋決賽中先下一
城；第二局比賽，王晨星五段
執白中盤戰勝蔡碧涵四段，以
2 比 0 的比分奪得冠軍，同時
獲得了 30 萬元人民幣的冠軍
獎金，蔡碧涵獲得亞軍及 12
萬元獎金。這也是王晨星第二
次獲得「建橋杯」冠軍，此前
她曾在第10屆比賽中登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