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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張靜芸
Ching-yun Chang
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學助理、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助理、台灣
國際法學會辦公室主任，現為智庫助理研究員。本人表示沒有專長，只有關懷，兩岸議題、
國內政治、國族認同、青年世代議題。
專文（節選）
港台學運的深層意涵
因應食安危機台灣仍處前現代社會
統獨已經不是藍綠的切割線
關於《愛琳娜》的世代隨想 從反課綱抗爭看國家認同

黃惠華
Huei-hua Huang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曾任台灣智庫助理、國防部智庫籌備處副研究員，現為智庫助
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國際衝突與合作、城市發展等議題。
專文（節選）
俄羅斯遭制裁轉向拓展亞太市場
中俄戰略合作對美中俄三邊關係的影響
朴槿惠的北韓政策與朝鮮半島局勢觀察
越南新的對外政策：覬覦南海之心

安倍晉三的戰略意圖

王悅年
Yueh-nien Wang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學士，該校法學院國際法暨外交事務學分學程結業，曾任海岸巡防署小
組長（司法警察第210期結訓），現為後備軍法少尉、智庫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防
戰略與政策、軍事、以及海巡議題。
專文（節選）
澳洲的新政府與新挑戰
大憲章八百，習近平訪英，何不諷刺乎？
從皇家海軍建軍模式看英國戰略轉變
請給海巡合理的對待

印亞太的升格－馬拉巴爾2015

從紫光來襲看中國對台經濟吸納

張靜芸

中國紫光集團一日內連下兩城，豪擲六百八十八億台幣取得台灣矽品、南茂兩家封測
大廠的股權，繼取得台灣第二大封測廠力成25%股權後，再度插旗台灣封測業，輿論
一陣譁然。紫光入股台灣半導體產業，一口氣佔據17.4%的全球封測市占率，不僅因具
高度壟斷性引起爭議，更令人擔憂的是紫光集團本身屬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擘畫未來十年中國從製造業大國
邁向製造業強國的戰略計畫，更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邁向製造強國的
第一份十年行動綱領，其中半導體產業更是重中之重的關鍵項目。由中國官方主導的
戰略性主權基金─清華控股，在入主紫光集團取得51%的控股後，紫光集團遂成為半導
體「國家隊」，成為中國戰略性收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執行者，積極展現打造中國晶
片產業鏈的野心。在中國產業戰略考量下，紫光併購案已非單純公司與公司間的競
爭，更涉及台灣國家安全問題，面對中國勢在必得、來勢洶洶的大動作併購台灣封測
大廠，台灣怎能不設防？
相較紫光集團對美國與韓國半導體大廠美光及SK海力士收購與入股計畫，均遭該國政
府以國安因素與避免產業核心技術外流為因阻擋，反觀台灣政府的態度實在耐人尋
味。首先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北京的演講中建議，中國官方應該對台灣施壓開放
產業，否則應禁止既有台灣品牌或台灣製造的晶片在中國銷售，並高調放話若法規鬆
綁，有意投資甚至合併聯發科。正當台灣各界憂慮中國挾帶大量資金衝台灣而來，紅
色供應鏈將再度衝擊台灣產業之際，沒想到我們的經濟部長鄧振中接受英國《金融時
報》訪問時表明：「台灣除了進一步開放別無他法」，更提及政府正考慮撤銷陸資投
資台灣半導體設計產業的禁令，希望在任期結束前完成這項工作。馬政府表明預設開
放立場，後又祭出五大陽春配套措施，包含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業審查通過、
對投資企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陸資投資人於專案審查時應承諾陸資股東不得擔任或
指派其所投資事業經理人、擔任董事人數不得超過其他股東擔任的總人數、不得於股
東大會前徵求委託書等，其中對於企業控制力的指標，將如何裁定，擁有百分之二十
五的控股雖未過半，但對企業可以說不俱控制能力嗎？面對中國資金對台的強硬態
度，配合鬆綁禁令，所端出的配套措施竟是如此的不嚴謹，形同虛設的法令，馬政府
如何能善盡保護核心產業的職責並取信國人！
台灣半導體產業是國內少數的兆元產業，更是僅存的高毛利產業，台灣政府挹注了龐
大的資源扶植培養，是台灣經濟奇蹟的核心與關鍵技術，中國與台灣關係極其敏感與
特殊，引進中資將引發的效應非同小可。開放資金進駐，儘管有助於產業壯大，但需
要擔心的是企業的核心技術是否會因此移出台灣轉移中國，台灣苦心經營的重要產業
與經濟命脈恐受到中國箝制成為附庸，台灣供應鏈融入紅色體系，台灣產業的大片江
山將直接被接收。
中資對台投資，選在馬政府即將下台前湧入台灣，在大選前對台投資的消息不斷，這
樣的時機選擇背後動機也值得國人注意。中國長年對台採行「以商逼政、以經促統」
的統戰策略，也一直將「經濟吸納統戰」作為對台工作的指導原則，常利用中國培植
的經濟傀儡，收購台灣重要媒體或企業。但近期在馬政府有意配合的情況下，中國一
改過往檯面下私相授受的低調路徑，由暗轉明，不僅頻率劇增，規模也較以往來得
大，顯然是理解到明年大選後可能的政黨輪替，以及在二月一日代表新民意的國會開
始運作後變數大，於是搶在馬政府執政末期大舉登台。中國資金在台灣的規模原本不
大，尚不足以構成具影響力的「經濟槓桿」，但從近來種種跡象顯見，未來相較中國
對可能上台的民進黨政府將採取強硬的威脅態度，可預見的是中國另一手，正透過
「買台灣」的經濟吸納，企圖用利益改變台灣民意意向，蠶食削弱台灣經濟實力並獲
取台灣經濟資源，靈巧的施展其慣用的「一手蘿蔔、一手棒子」的兩手策略。
台灣企業的價值在市場價格中遭受嚴重低估，中國趁勢挾持龐大國家資本與銀彈加速
購併，在台攻城掠地戰無不克。馬政府刻意忽視危機之所在，復以高度迎合，正好落
實中國買台灣比打台灣便宜的權謀說法，馬任期最後的數月，他的傾中列車與政策暴
衝正在加速狂飆，面對這樣的現象，除嚴加把關朝野有責之外，國人更需嚴加監督，
更重要的是產業與人民需有高度自覺，才能免除台灣科技產業被連根拔起，不可逆轉
的浩劫。
（原文刊登於2015年12月15日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

讓「創意產業」成為城市發展的工具

黃惠華

透過創意產業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結合，是幾年世界各國城市發展趨勢。日前台北市
政府也推出「大同再生計畫」，希望吸引創意人才進駐，促進城市再生發展。
「創意產業」如何成為城市發展的工具？
「創意產業」與城市發展結合可產生相互依存的幾種效應：一、創意產業透過電影、
音樂、戲劇、視覺藝術、電視節目等，將國家、城市傳播到全世界，以突顯文化價值
及獨特性、吸引觀光與投資。此一產業活絡發展，提高創意人才的需求，使得藝術
家、設計師、作家、演員等「創意階層」的崛起，改變了城市發展路徑。二、城市裡
的咖啡館、公園、博物館、畫廊、商店及節慶活動是城市的組成因素。而音樂、電
影、畫廊、藝術等元素則可以改變城市氛圍，促進城市環境再生。三、住家周邊鄰近
藝廊、音樂廳等創意產業及文化活動，也有助於提高房地產價值。
近年來，創意產業成為歐洲、美洲及東南亞國家發展重點產業之一。最成功的例子就
是英國倫敦市，據了解英國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在「創意產業」領域，2013、2014年產
值達到710億英鎊。不到20年，倫敦的創意產業已不輸給時尚龍頭巴黎了。從商業形態
來看，創意產業以小中型企業生產創意產品為主，許多專家認為，此一產業可以成為
國家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

也要讓業者賺得到錢
城市發展創意產業條件不外乎需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資產、人文素質及高度資本化的
文化工業。以台北市大同區為例，該區內部擁有多處知名歷史景點、建築及傳統產
業，近年來吸引不少社運團體及新創團體駐進，確實具備發展新創產業的基礎。只是
平日缺乏人潮，外國觀光客又以日本客為主，也非多數遊客的首選。缺乏人潮的商店
街，企業又如何生存?相當令人困惑。
創意產業的背後意涵不外乎將產品銷售給觀光客，同時讓人重新接觸、認識傳統文
化。然而創意產業不應該只是業者的行銷、申請經費補助工具而已，如何讓創意產業
成為城市發展手段，同時也要業者賺得到錢，才是市政府需要思考之處。建議先從一
些知名的景點開始，例如重建永樂市場，是否可以與各大紡織公司合作，讓民眾重新
接觸布料或是印染文化歷史？利用迪化街年節商品，推出真正的台灣料理，而非只是
掛著南北貨看板就好；城隍廟靈驗世界聞名，為何不對此多做點周邊行銷？大稻埕觀
光除了遊輪、夕照外，是否可以設計更多不同的玩法？

海洋保育署，真的有利於海洋政策嗎？

王悅年

立法院於今年6月16日三讀通過〈海洋委員會組織法〉，將於行政院下新設「海洋委員
會」作為海洋事務的統合機關，預定於2016年7月正式成立。伴隨著近日〈行政院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總統選舉議題，也讓海洋委員會相關
討論再度受到各界關注。
海洋保育業務－何需疊床架屋？
現行法規中，水產資源與漁業發展由〈漁業法〉管轄，並以農委會為主管機關；海洋
生態保育透過〈海洋汙染防治法〉規範，由環保署負責。新設三級機關海洋保育署，
未來恐會與現有機關產生職權競合或多頭馬車問題。部分人士認為〈漁業法〉僅保護
具經濟價值之漁業資源，未包含不具經濟價值的海洋生物，所以要新設機關來負責。
但保育無關經濟價值。只要修法擴大〈漁業法〉適用範圍即可，無需新設機關處理。
海洋污染絕大多數來自河川上游或沿岸地區工廠、民生排放物所導致的陸源污染。起
源於海洋之污染僅屬於少數，成立海洋保育署難有效對症。未來我們甚至可能見到這
種荒謬畫面：為釐清公務人員責任關係，海洋保育署與環保署人員在海邊爭論某項污
染是否為「陸源污染」、是否出海、何時出海？這並非〈海洋委員會組織法〉設計者
所樂見，但這樣的荒謬只要修改〈海洋汙染防治法〉即能解決，不需要花費預算新設
機關。
沒有船，怎麼出海？
除非投入相當資源造船，否則新設的海洋保育署將缺乏出海值勤能量。對此，論者曾
表示：大噸位海巡艦由海巡署操作，小噸位海巡艇則留給海洋保育署，兩單位以24海
里為責任劃分處。惟海巡署勤務繁雜，現有艦艇排水量小至2.5噸，大至滿載3600噸，
另有以「特殊目的」為設計訴求之載台，舉凡巡護船、除污船、搜救艇、特勤快艇等
等。各級別艦艇在配備上亦有部分不同之處，例如直昇機庫、夜視系統、隔離病房、
氣霧式消防裝置、折臂式吊車、冷凍櫃等等，再再都是海巡署面臨海上多端突發狀況
時艦艇派遣的相關依據。距岸遠近僅為派勤選擇因素之一，上述建議看似理想，卻僅
淪為紙上談兵，毫無實益。
再者，若海巡署小噸位巡防艇移撥海洋保育署，前者因缺乏吃水較輕之載台，後者便
需兼顧所有近海巡弋、查緝走私偷渡、海上救難等勤務。大家便要問：海洋保育署到
底是保育，還是巡弋查緝？除此之外，背後還有更複雜的後勤補保體系與登檢、船務
及武器專長人員事項。新成立的海洋保育署如何有此專業、能量應付？
保育與「第二海軍」責任兼具？
另各國不言明的事實是海巡署「第二海軍」身份，在台灣，岸巡官兵戰時由陸軍各作
戰區指揮，洋巡艦隊則編入海軍，執行低強度護航與近海巡弋，必要時打擊敵方非軍
艦之武裝船隻。雖然以平日任務需求來說海巡武力已足夠，但針對戰時需求，海巡艦
艇是否保留臨時武力擴充空間，將實質影響我軍台澎防衛戰的因應。
據傳政府高層過去就希望海巡艦隊能夠擁有較強大的裝備以因應各式狀況，故2005年
「漢光21號」演習中，海巡署所屬偉星艦就曾進行「雄風二型」反艦飛彈試射，另在
台北艦上裝設「佈雷軌」以便必要時能佈設水雷。這樣的準軍事角色，海洋保育署具
備專業擔任此任務？相關人士又是否願意負擔這樣責任？
海岸巡防署網站詳細列舉該署十一項職掌。規劃中的海洋保育署僅負責其中的兩項，
海巡署仍然掌理多數絕大多數業務。依照〈海岸巡防法〉第4條，巡防機關掌理事項前
五款，所列內容皆緊扣於「管制」、「調查」、「安全」等等文字，雖於同條第7款執
行事項中提到海洋環境保育，且各款前後似無存在優先順序，但綜觀整部〈海岸巡防
法〉著重重點，與世界各國相關機構比較，均可推定海巡署亦應以「執法、救難、準
軍事單位」的身分自居。若海岸保育署位階與海巡署相同，層級明顯不相稱。
最後，海洋事務複雜多元，若為保育便可單獨成立「署」得以獨立，那麼現有「海事
救難」牽涉人命，亦具有高度專業性，是否亦具被提升為「署」的資格？不斷創設三
級機關，台灣的海洋政策將分崩離析，這也絕非是行政院組織改造的初衷。
結語
海洋保育重要性不可言喻，惟本文不贊同以新設三級機關處理之，因此，應廣泛檢討
現行法律與實務，強化漁業署與環保署職責，並從各個面向落實海洋國家概念。值得

一提的是，海巡署目前早已接受來自各單位行政委託，因為其具有遍佈全國海岸線的
安檢所、巡邏站，甚至遠達東沙、南沙太平島均有駐地，諸多單位因為這樣的「方
便」，便以行政協助名義把業務委由海巡署處理，使得原先勤務就很繁重的人員被迫
背負更大壓力，所謂行政協助應僅負責從旁協助，而非代為行使，本文提到的諸多問
題，更不能不負責任地以行政協助一語帶過。惟若實務上無從避免相關安排，則應給
予經費與相應編制等等彌補，而非「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台灣四面環海，卻因為過去的戒嚴管制，人們對於海洋卻長期缺乏正確認知，視海洋
為畏途，連帶不論是環境保育或資源永續取用之觀念上皆有相當進步空間，本文期許
新成立的海洋委員會能夠發揮功能，讓台灣真正蛻變為一海洋國家，而非淪為學者們
過度理想化之造官運動。
（原文刊登於2015年12月3日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

再一次，北約亮劍

王悅年

緣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簡稱北約或NATO)，由美、
英、法在內12個北大西洋國家在1949年成立，為一與蘇聯及其盟邦對立的軍事同盟。
北約功能於冷戰時充份發揮，在蘇聯西側抵擋共產陣營之赤化野心，目前共有28個會
員國。
1991年蘇聯倒台標誌冷戰結束，與北約對峙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簡稱華約)
亦在同年宣告解散。如此震盪般的局勢變動，北約假想敵看似消失，但NATO並未因此
終止運作，而是將本身任務擴及資訊安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海盜
等等問題，並擴張其影響範圍到世界其他區域。
俄羅斯再起
短期內，俄羅斯無法重拾過去蘇聯時期的國力，但就近期新聞事件來看，推定莫斯科
「有意再起」絕非虛言。因此，許多前華約會員國的東歐國家，從1999年開始陸續加
入北約，確實讓俄羅斯感到芒刺在背。
雖然，現代國際紛爭在網路、衛星、飛彈等等技術增長下有了截然不同的定義，但與
「地面部隊之佔領實力」相較，前者仍明顯無法取代後者在戰爭中的決勝性地位。
從地緣政治觀之，俄羅斯烏拉山(Ural Mountains)以西的地區，南邊有裏海、高加索山
與黑海所組成強而有力的天然屏障，但莫斯科西方的歐洲多屬平原地形，因此建立緩
衝區（國防縱深）對俄羅斯國安來講就顯得非常重要。冷戰時期北約與華約的交界在
西德東德邊境，當時，不論是聖彼得堡或莫斯科，距離北約前線均有1500公里至2000
公里的距離。但到2009年時，俄羅斯卻僅能確保白俄羅斯立場仍然親俄。愛沙尼亞、
立陶宛、拉脫維亞均已加入北約，使得西方勢力漸漸「兵臨城下」。從這點來看，俄
羅斯甘願觸犯國際社會而積極介入2014年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的原因，似乎也就恍然
大悟了。
再一次，北約亮劍
面對莫斯科近期大動作軍事介入敘利亞內戰，北約似乎也改以「亮劍」的態度應對。
今年以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海軍與海岸防衛隊明顯活躍許多，除針對地中海非
法移民巡邏與難民救援任務外，也舉辦了多場軍演，多數雖為例行性，但各演習的層
級與整體規模卻明顯升高。
一年兩度在蘇格蘭舉行的Joint Warrior演習，2015年春季有13國共13000名軍人、
55艘軍艦、70架軍機參演。北約官方表示，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者。
今年夏天，來自北約11個盟國共計5000名軍人一同參加Swift Response 15聯合空
降軍演。今年的規模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
10月20日，來自8國的主力軍艦在北大西洋進行歐洲有史以來第一次海上反彈道飛
彈演習，並成功由美軍驅逐艦以標準三型防空飛彈(RIM-161 Standard Missile 3)
攔截來襲飛彈。
今年的Trident Juncture軍演共動用約36000名軍人、160架軍機、60艘艦艇，演習
範圍遍及歐洲、地中海、大西洋，最遠甚至達到加拿大。官方表示2015年是
Trident Juncture十餘年來最大的一次演習。
結語－新冷戰架構
與二十世紀的冷戰環境相比，當代世界藉由經貿所串聯起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經濟
利益深度相交的各國，表面上關係或許較為和緩，但各方的對立本質不會改變。再起
的俄羅斯與東擴之北約再度對峙，將不僅僅影響區域關係，在戰略、利益爭逐下更必
然牽扯非洲、中東及亞太地區。
消息指出，俄羅斯原先向法國訂造的西北風級(Mistral Class)兩棲突擊艦就有兩艘將配
屬太平洋艦隊（註：這項軍購在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後，因為西方各國傳達強烈關
切，法國乃取消軍艦交付，轉賣埃及）；另外，俄羅斯最新戰略彈道飛彈潛艦北風之
神級(Borei Class)，目前服役的三艘也有兩艘隸屬太平洋艦隊。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母港
位於海參崴(Vladivostok)，攻擊能量的增加勢必帶來周邊國家警惕，莫斯科是否有意
擴大其在影響亞太的影響力，也值得台灣密切關注。
面對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的鐵腕與鷹派性格，帶領國家漸漸走出蘇聯瓦解

初期的頹勢，以更為積極的行為重新取得區域與全球局勢發言權。一場「新冷戰」，
或許正悄悄地醞釀當中。

赞0

Tweet

Sh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