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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馬習會的重大意義馬習會的重大意義
11.. 大陸對中華民國的默認大陸對中華民國的默認：：這次這次
雙方領導人的會面雙方領導人的會面，，雖然互稱雖然互稱 「「先生先生
」」，，但無法遮掩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總但無法遮掩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總
統的事實統的事實，，會後記者會上會後記者會上，，馬英九的馬英九的
名牌印的是名牌印的是 「「總統總統」」，，陸方願意在此陸方願意在此
種場景上同意和馬英九會面種場景上同意和馬英九會面，，瞭解兩瞭解兩
岸關係的人都知道岸關係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突破這是一種突破，，

是一種善意是一種善意，，也是一種默認也是一種默認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加加
上大陸中央電視台在報導馬上大陸中央電視台在報導馬
英九出國前在總統府召開的英九出國前在總統府召開的
記者會記者會，，不忌諱的播出中華不忌諱的播出中華
民國國旗的畫面民國國旗的畫面，，這些都具這些都具
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22.. 肯定過去肯定過去，，框架未來框架未來：：
習近平習近平：： 「「過去七年過去七年，，台海台海
局勢安定祥和局勢安定祥和，，兩岸和平發兩岸和平發
展成果豐碩展成果豐碩，，------------正因為正因為
有了這七年的積累有了這七年的積累，，兩岸双兩岸双
方才能進入今天歷史性的一方才能進入今天歷史性的一
步步。。」」這是對過去七年的肯這是對過去七年的肯
定定，，也是對馬英九過去七年也是對馬英九過去七年
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貢獻予以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貢獻予以
肯定肯定。。

習強調要習強調要 「「堅持九二共識堅持九二共識」」，，馬馬
則主張要則主張要 「「鞏固九二共識鞏固九二共識」」，，馬英九馬英九
提出維持兩岸和平繁榮現狀的五點主提出維持兩岸和平繁榮現狀的五點主
張張：：鞏固九二共識鞏固九二共識、、降低敵對狀態降低敵對狀態、、
擴大兩岸交流擴大兩岸交流、、設立兩岸熱線設立兩岸熱線、、合作合作
振興中華振興中華。。這這 「「馬五點馬五點」」形同一個維形同一個維
持台海和平現狀的框架持台海和平現狀的框架。。

33.. 邁向兩岸關係正常化邁向兩岸關係正常化：：
兩岸關係從通商兩岸關係從通商、、通航通航、、通通
郵郵，，到兩岸直航到兩岸直航、、陸客觀光陸客觀光
、、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兩岸兩岸

簽訂簽訂 2323 項協議促使兩岸邁向全面性項協議促使兩岸邁向全面性
交流交流，，到兩岸兩會制度性協商進入陸到兩岸兩會制度性協商進入陸
委會和國台辦負責人的會面委會和國台辦負責人的會面，，一直到一直到
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兩岸領導人的會面，，這些都逐漸體現這些都逐漸體現
了了 「「主權不承認主權不承認，，但治權不否認但治權不否認」」的的
精神精神。。接下來接下來，，如果兩岸能繼續完成如果兩岸能繼續完成
互設辦事處互設辦事處，，簽訂簽訂 「「終止敵對狀態終止敵對狀態」」
或或 「「兩岸和平協定兩岸和平協定」」，，同時同時，，兩岸領兩岸領
導人間也能設立熱線導人間也能設立熱線，，並最終在國際並最終在國際
上能創立一個和平共存互助的模式上能創立一個和平共存互助的模式，，
則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目標可順利達成則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目標可順利達成
。。
44.. 有利區域穩定和平有利區域穩定和平：：過去七年過去七年
，，兩岸在九二共識上交往兩岸在九二共識上交往，，不但促進不但促進
了兩岸的和平發展了兩岸的和平發展，，也消弭了區域內也消弭了區域內
國家的憂慮國家的憂慮，，有利於區域的和平與穩有利於區域的和平與穩
定定。。馬英九總統在與習近平會談時提馬英九總統在與習近平會談時提
到九二共識內容完全不涉及到九二共識內容完全不涉及：： 「「兩個兩個
中國中國、、一中一台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與台灣獨立」」，，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容許的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容許的

」」。。台灣方面明確的表明反對台獨台灣方面明確的表明反對台獨，，
不但大陸方面安心不但大陸方面安心，，國際方面也表示國際方面也表示
歡迎歡迎，，因為這使台海議題不會成為危因為這使台海議題不會成為危
害區域安全的衝突熱點害區域安全的衝突熱點。。

習近平也強調習近平也強調：： 「「我們是打斷骨我們是打斷骨
頭連著心的同胞頭連著心的同胞，，是血濃於水的一家是血濃於水的一家
人人。。」」既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有問題當然要用有問題當然要用
和平的方式及溝通的態度來解決和平的方式及溝通的態度來解決。。習習
近平又說近平又說：： 「「當前當前，，兩岸發展內容方兩岸發展內容方
向面臨方向和抉擇向面臨方向和抉擇，，我們今天坐在一我們今天坐在一
起起，，是為了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是為了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這是大陸方面對明年台灣政局可能發這是大陸方面對明年台灣政局可能發
生變化的憂慮生變化的憂慮，，也擔心台灣方面可能也擔心台灣方面可能
走向台獨走向台獨，，讓兩岸兵戎相向讓兩岸兵戎相向，，重演兩重演兩
岸戰爭的悲劇岸戰爭的悲劇。。
55.. 台灣的國際角色台灣的國際角色：：和平締造者和平締造者
：：馬總統一直強調馬總統一直強調，，台灣要在國際上台灣要在國際上
扮演扮演 「「和平締造者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的角色，，從從 「「東東
海和平倡議海和平倡議」」」」、、 「「南海和平倡議南海和平倡議」」
的提出的提出，，到七年來致力於兩岸關係的到七年來致力於兩岸關係的
改善及這次馬習會的召開改善及這次馬習會的召開，，都說明於都說明於
馬英九及台灣方面致力扮演馬英九及台灣方面致力扮演 「「區域和區域和
平締造者平締造者」」的角色的角色，，而不是而不是 「「麻煩製麻煩製
造者造者」」。。馬總統在馬習會上強調馬總統在馬習會上強調：：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都是炎黃

子孫子孫，，應該互助合作應該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致力振興中華
。。」」既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既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台灣在台灣在
東海及南海主權問題上東海及南海主權問題上，，都會有既有都會有既有
的堅持的堅持。。同時同時，，台灣方面也無意成為台灣方面也無意成為
美日同盟的一份子去圍堵大陸美日同盟的一份子去圍堵大陸。。台灣台灣
希望兩岸和平互助希望兩岸和平互助，，共同振興中華共同振興中華。。
台灣希望在區域強權間能扮演台灣希望在區域強權間能扮演 「「和平和平

締造者締造者」」的角色的角色，，在美在美、、日日、、大陸間大陸間
扮演平衡的扮演平衡的 「「和平締造者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的角色。。
二二、、結論結論：：
馬習會是兩岸關係邁向正常化的一個馬習會是兩岸關係邁向正常化的一個
重要開始重要開始，，也是鞏固兩岸過去七年多也是鞏固兩岸過去七年多
和平發展路線的一個重要總結和平發展路線的一個重要總結。。

馬習會後如何落實兩岸領導人在馬習會後如何落實兩岸領導人在
會中所談到的一些議題會中所談到的一些議題：：如馬英九提如馬英九提
出的出的 「「馬五點馬五點」」：：11.. 鞏固鞏固 「「九二共九二共
識識」」，，維持和平現狀維持和平現狀；；22.. 降低敵對降低敵對
狀態狀態，，和平處理爭端和平處理爭端；；33.. 擴大兩岸擴大兩岸
交流交流，，增進互利雙贏增進互利雙贏；；44.. 設置兩岸設置兩岸
熱線熱線，，處理急要問題處理急要問題；；55.. 兩岸共同兩岸共同
合作合作，，致力振興中華致力振興中華。。具體而言具體而言，，這這
些議題包括些議題包括：：如何落實深化如何落實深化 「「九二共九二共
識識、、一中各表一中各表」」的精神的精神，，如何落實熱如何落實熱
線設立線設立、、如何降低敵意如何降低敵意（（簽訂終止敵簽訂終止敵
對狀態協議對狀態協議、、撤飛彈撤飛彈）、）、兩岸互設辦兩岸互設辦
事處事處、、台灣國際空間台灣國際空間（（尤其是台灣民尤其是台灣民
間人士參與聯合國間人士參與聯合國NGONGO的問題的問題）、）、
台灣參與台灣參與RCEPRCEP及及TPPTPP、、大陸專升本大陸專升本
的事情等的事情等。。

馬英九在記者會上說馬英九在記者會上說：： 「「習先生習先生
是一個務實是一個務實、、坦率坦率、、和具有彈性的人和具有彈性的人
」」，，兩岸關係也需要用這樣的態度來兩岸關係也需要用這樣的態度來
處理問題處理問題。。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很榮幸代表外交部林永樂部長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很榮幸代表外交部林永樂部長出
席美南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承辦的北美洲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第席美南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承辦的北美洲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第
三十二屆年會三十二屆年會。。歡迎各位來自國內歡迎各位來自國內、、北美洲各地及本地區的大同北美洲各地及本地區的大同
盟代表與學者專家盟代表與學者專家((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1日
張錦娟主任委員、王秀姿秘書長、各位僑領、各位貴賓、各

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代表外交部林永樂部長出席美南地區三民主義大

同盟承辦的北美洲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第三十二屆年會。歡迎各
位來自國內、北美洲各地及本地區的大同盟代表與學者專家。

104年前，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基於對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的執著信念，孫中山先生想
要打造的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在一個世紀後，中
華民國已努力實現了這些理想。

今年適逢國父誕辰150週年，我們重申中華民國堅決捍衛自
由、民主、公義、法治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重要性。
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座民主的燈塔，是華人世界中唯一完
全民主的國家。

今年也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70週年，八年
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死傷最多、影響最深遠的民族
保衛戰，抗戰期間共歷經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
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官兵傷亡322萬人，共有268位將領殉國
，平民死傷更在2000萬人以上，生命財產的損失相當慘重。然
而國軍不妥協、不投降、奮鬥到底，終於獲得最後勝利並光復臺

灣，先賢先烈的偉大精神將永誌後人心中。
侵略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因此，我們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目的不是在歌頌勝利，而是在譴責侵略
、防止戰爭、促進和平。中華民國將永遠扮演和平締造者與人道
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

馬總統執政7年多以來，有效開創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與發展，更在最近的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了 「馬習會」，這是
兩岸66年以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歷史性會晤。馬總統在會
中重申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內涵。我方所謂 「一中」，指
的就是當今全世界華人社會中唯一的完全民主國家 「中華民國」
，我們所堅持捍衛的就是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
。這一點在我們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週年
時更具意義。我們紀念抗戰的目的在於促進和平，我們更期待海
峽兩岸基於對等、尊嚴之原則，繼續致力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
定與發展。

1980年代中華民國從一黨獨大轉變為多黨政府體制，進而造
就了1996年歷史上首次由全民投票直選的總統選舉。就像在美
國以及大多數民主國家一樣，在台灣的人民有許多不同的政治意
見，但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經由民主程序一起努力
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一個更好、更繁榮的國家。我們在明年
1月16日舉行的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中，將再次證明民主可有效

運作！最後，我希望以今年年會特刊的兩句賀詞來祝福我們的國
家，那就是 「民主自由行!中華民國讚!」。

謝謝大家，並預祝年會成功!

北美洲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第三十二屆年會
民主自由行 中華民國讚

馬習會與台灣的政治發展
葛永光

台大政治系暨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講於北美洲三民主義大同盟休士頓年會

台大政治系暨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葛永光於台大政治系暨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葛永光於
1111月月2121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北美洲三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北美洲三
民主義大同盟休士頓年會主講馬習會與台灣民主義大同盟休士頓年會主講馬習會與台灣
的政治發展的政治發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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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周 鋒/採訪報導)
美中亞裔健康協會是非盈利機構

，宗旨是為低收入的亞裔移民提供健
康服務和諮詢，提高亞裔人群的健康
水準。該會於11月14日晚6時在 南華
埠彩蝶軒餐廳舉辦第六屆年度籌款
和頒獎晚宴，籌得之款將主要用於建
立芝加哥華埠第一所社區心理健康
中心。

今年籌款會的主題是「每一天都
從希望開始」，目的是向公眾宣傳早
期診斷，預防肝病和肝癌的重要性。
乙肝可謂亞裔人群的健康殺手，亞裔
乙肝病毒攜帶者明顯高於其他族裔，
全美亞裔群體中平均8%-10％為乙肝
病毒攜帶者，前年以來乙肝病毒攜帶
者高達13%。

美亞健康協會創辦了南華埠第
一所非盈利的健康檢查中心以及乙
型肝炎預防中心。在 2012-2013 年期
間，該會為1,091人提供了乙肝檢查，
包括是否攜帶乙肝病毒、體內是否具
有乙肝病毒抗體兩個內容。對於未感
染乙肝病毒者，該會提供乙肝疫苗注
射（前年給 405 人次注射了乙肝預防
針）。治療乙肝的藥物很貴，美亞健康
協會的肝炎診所在前年為118肝炎病
人提供了免費的乙肝醫療服務。美亞

健康協會致力於為社區服務，提高亞
裔族健康和生活品質，並大力提倡公
眾對亞裔族健康狀況的關注，以及向
政府及有關制定政策的公共衛生部
門倡導和呼籲為亞裔社區提供健康
項目和經費。

舉辦年度籌款和頒獎會，一是向
民眾宣傳健康項目預防疾病；二是感
謝為亞裔健康做出貢獻的傑出人士
和團體；三是籌款用於維持和繼續發
展健康項目。本次活動頒獎給幫助美
亞健康協會乙肝項目的團體和個人。
獲獎者：25區蘇禮仕區長和歐維博士
獲傑出領袖獎；亞裔藥劑師協會獲傑
出社區服務獎，由兩位亞裔女士 DA
HAE JUN/JULIANA CHAN領獎。

晚宴由 Yin Kean 女士和鄭征女
士擔任司儀，首先，全體起立，為巴黎
恐怖襲擊事件死難者默哀一分鐘。美
亞健康協會董事長劉炯玲告訴大家
一個喜訊：華埠第一家心理健康中心
已於兩月前獲州政府核可，將為亞裔
提供心理治療服務。這一創舉是行政
主任劉紅在2010年就倡導的，旨在打
破華裔社區對心理（精神）健康問題
不聞不問的現狀。我們現在正積極招
聘心理治療的專業人員和社工人員。
她希望大家能慷慨奉獻出金錢、時間
和禮物，沒有大家的持續支持和奉獻

，美中亞裔健康協
會就不能達到目
標，就完不成繼續
為社區服務的任
務。

芝加哥中領
館趙衛平總領事
致詞高度讚揚美
中亞裔健康協會
對亞裔社區的獨
特服務和傑出貢
獻，他也向四位獲
獎者表示祝賀。劉
紅博士和劉炯玲
還特地讚揚伊州
人類服務廳歐維
博士 23 年來擔任
精神疾病康復服
務協調人所作出
的貢獻並感謝亞
裔藥劑師協會在
乙肝檢測等醫療
服務中傑出的義
工服務。她們還表
揚了以下贊助商和個人：胡曉軍；
ADI 醫藥公司；馬森柱；王濤；Mid-
western 大 學 ； AMERICAN 福 建
BUSINESS ASSOCIATION；太 平 洋
商場 LLC Eddle Ni；希林 Association；

西奈山社區學院；A.T.International/
Steve Hugh; 微 軟 公 司 Darren Liu；
Kevin Qin/Jing Li; 金 國 食 品 公 司；
Pactrans Air &Sea,Inc;Ruby Haughton/
Thomas Pitts,MD;World Richman

Manufacturing Corp.;芝加哥州立大學
；Northwestern Medicine;溫州同鄉會；
大芝加哥地區華聯會；華諮處；華裔
博物館，感謝他們無私奉獻。

美中亞裔健康協會隆重舉行年度籌款和頒獎晚宴美中亞裔健康協會隆重舉行年度籌款和頒獎晚宴

將籌建華埠第一所社區心理健康中心服務亞裔族群將籌建華埠第一所社區心理健康中心服務亞裔族群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
美亞健康協會美亞健康協會

董事長劉炯玲致詞董事長劉炯玲致詞 合影趙衛平總領事合影趙衛平總領事（（右右），），沈如霞沈如霞（（中中），），蘇禮仕區長蘇禮仕區長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 合影劉炯玲合影劉炯玲（（右右11），），馬靜儀馬靜儀（（右右22))與友人與友人

合影左起合影左起：：大陸貴賓黃大清大陸貴賓黃大清，，州長代表州長代表，，沈如霞沈如霞
，，劉炯玲劉炯玲，，黃暉黃暉，，後排左徐佐寰後排左徐佐寰，，後排右張竑後排右張竑 合影合影，，劉紅劉紅，，劉炯玲劉炯玲（（左左22,,33），），鄭征鄭征、、馬靜儀馬靜儀（（右右22,,33）） 鄭征介紹貴賓鄭征介紹貴賓

獲獎者與貴賓合影左起獲獎者與貴賓合影左起：：劉炯玲董事長劉炯玲董事長,,蘇禮仕區長獲傑出領袖獎蘇禮仕區長獲傑出領袖獎
,,歐維博士獲傑出領袖獎歐維博士獲傑出領袖獎,DA HEA JUN,JULIANA CHAN,DA HEA JUN,JULIANA CHAN獲傑出社區獲傑出社區

服務獎服務獎,,趙衛平總領事趙衛平總領事,,劉紅行政主任劉紅行政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