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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上月在大選中
以 80 萬票之差落敗，經
過一個月的分析和檢討，
於日前提出敗選報告初稿
。據說，洋洋灑灑數十頁
，敗選因素數十項，撰寫

報告的人費了不少心思。不過，黨內
同仁並不領情。針對敗選報告的批評
聲浪此起彼伏，更有甚者，嘲諷該報
告 「弱智」，應該收回重寫。黨員炮
火對內、措辭尖銳，可見報告內容與
黨員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根據民進黨的敗選報告， 「英嘉
配」之所以敗北，主要有六大原因：
民眾對民進黨信賴度不足、國民黨成
功操作兩岸經濟恐嚇牌、馬政府強力
運用行政資源、返鄉投票偏低、投票
率偏低，及棄宋保馬發酵。一般而言
，失敗原因既有主觀的自身因素，也
有客觀的外部因素。但民進黨敗選報
告六項敗因中有五項都是分析競爭對
手、外部環境，只有一項涉及自身過
失。不過，報告認為此項敗因也是國
民黨從中作梗所致。它這樣解釋：
「選民對民進黨執政後可能出現的經

濟變動產生疑慮，因而降低對蔡英文
的信任度，其實過去四年民進黨扮演
了稱職的監督角色，但強力監督的結
果，卻被執政者國民黨操作成 『反對
兩岸經貿往來』，進而讓選民產生刻
板印象，覺得民進黨無法處理兩岸經
貿議題」。

俗話說，人在做，天在看。民進
黨是否有能力處理兩岸交流問題、是
否支持兩岸經濟合作，島內民眾心中
自有一杆秤。回想起 2009 年兩岸協
商ECFA時，民進黨高舉反對大旗，
說 「ECFA將使島內四百萬人失業」
、 「ECFA 是糖衣炮彈」云云。2010
年6月兩岸簽署ECFA後，台 「立法
院」召開臨時會審查ECFA，卻遭到
綠委杯葛，起初與藍委爆發口角，繼
而動武，混亂中數人血濺議場。此外

， 「立法院」討論開放陸生赴台法案時，綠委為了
阻撓法案通過，竟把主持人藍委趙麗雲勒昏了。如
此種種粗暴之舉，若不是民進黨的自發行為，難不
成是撞了邪、中了蠱？顯然，報告所稱 「民進黨被
國民黨操作為反對兩岸經貿往來者」的論斷根本站
不住腳。

其實，勝敗乃兵家常事。即使一敗塗地，只要
反躬自省，未來不無東山再起的機會。但民進黨的
敗選報告卻一味把責任推給別人，好比一個人考試
不合格，把責任歸咎為試題太難、同學作弊、老師
偏心等，卻未想到自己平時不用功。當然，自省是
需要勇氣的，因為要把自己的錯處和過失一一挖掘
出來，並攤在陽光下讓大眾檢驗，畢竟是一件尷尬
的事情。不過，正是在這種看似殘酷和自虐的方式
中，一個人才能清醒而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
，挖得缺點越多，將來犯錯的機會才越少。而民
進黨正正缺乏自省的勇氣，不願面對敗選的關
鍵原因，依舊沉醉在那45%的得票率中。長
此以往，民進黨離 「總統府」恐怕不止一
哩路了。

台養豬業號召萬人北上反瘦肉精

疑超速失控肇禍疑超速失控肇禍 國台辦關注國台辦關注
陸客團花蓮翻車34傷瀾瀾觀觀

隔海

●2006年10月，發生在台灣南投一場重大車禍釀成6名大陸
遊客死亡，15人受傷。

●2009年4月，一輛乘載二十多名廣東觀光客的遊覽車，路
過台北市松高路一處工地時，突然天降橫禍，一輛起重機突然從
37層樓高掉落，剛好砸中遊覽車尾部，全車盡毀，2名陸客死亡。

●2010年10月，強颱 「魚」 挾帶驚人雨量重創宜蘭及台灣
東北角，宜蘭蘇澳單日雨量近千毫米，超過 「莫拉克」 創下新歷史
紀錄。迫使二百多名陸客受困發生嚴重塌方的蘇花公路，造成1名
領隊死亡、1名遊客輕傷，一個19人的珠海旅遊團失蹤。

●2010年12月，一輛搭載36名廣東省校長和老師遊覽車，
疑因司機 「恍神」 ，衝入台東縣一處果園，撞毀工寮，8人輕傷。

●2011年3月，一輛搭載大陸遊客的遊覽車在台南市安南區
與一輛拖板車發生擦撞，造成拖板車司機死亡，及7名大陸旅客受
傷。

●2011年5月，南迴公路發生載有大陸旅遊團的遊覽車，疑
因閃避對向車輛撞上山壁，造成1名遊客肋骨斷裂，部分遊客輕度
擦撞傷。

●2011年7月，一輛搭載浙江旅
行團的遊覽車疑因煞車失靈，衝向路
旁水溝，橫躺在道路邊坡，造成1名台
灣導遊、6名陸客輕傷送醫。

●2012年1月，上海市29歲的李
冠一透過大陸國旅集團上海分公司來
台自由行。23日晚從花蓮新城火車站
徒步由東往西行經亞泥鳳凰林路段，
前往太魯閣尋找民宿時，遭一輛電單
車從後方撞上，傷重不治死亡。這是
首宗自由行來台遊客意外身亡事件。

陸客團近年在台車禍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17日報道：17日下午6點20分，
一輛遊覽車行經東海岸省道台11線、指標43公里的 「新磯隧道」以南
2公里處嚴重翻覆，當時車上載有32名大陸旅客，及台灣導遊和司機。

兩名陸客 「死而復生」
花蓮縣消防局隨即啟動 「大量傷病機制」，出動13部救護車趕

到現場，立刻把所有傷者送往花蓮各大醫院，其中10人重傷、20多
人輕傷。當時車內凌亂不堪，車內乘客大多都還能自行爬出車外，
不過有些乘客身上有明顯撕裂傷，研判應該是被碎玻璃或尖銳的物
體割傷。

救護人員在現場發現1位76歲的乘客苟小容因傷重，原本判定
是到院前死亡，但在送到署立花蓮醫院全力急救後，已恢復生命跡
象，現留在加護病房中持續救治。另有1位70歲的姚姓女乘客也一
度失去生命跡象，但在送醫急救後也恢復心跳。

車頭撞向山壁後翻覆
據台媒報道，由台北中興國劇社邀請大陸18個省份人士組成的京

劇交流團，原訂14日到20日在台進行商務考察；但在行程第4天的17
日晚上，交流團分乘的兩輛遊覽車，其中一輛在花東海岸公路台11線
43公里處磯崎路段，側倒翻車，滑到對向車道，車上34人一度受困。
警方初步判斷，因天雨路滑、視線不佳，距離前方車輛過近，在花東
路段上緊急剎車，造成車頭撞向山壁後翻覆橫躺馬路。目前，遊覽車
司機正接受調查。

根據島內公路總局調閱事故遊覽車資料，遊覽車為世晟通運公司
所有，車號590-BB，車齡約13年，車輛及司機都無違規紀錄。公路總
局說，現在旅行社若承接大陸觀光團，限使用車齡10年以下遊覽車，
但商務團不受限。

京劇票友遊台出意外
據悉，中興國劇團是台灣京劇票友團體，發生翻車意外的大陸票

友是應中興國劇團邀請來台，與台灣京劇票友一起交流、票戲。中興
國劇團沈小姐表示，中興國劇團負責人鄭英華已經90幾歲了，年紀大
了，隔了兩年沒有辦大陸票友來台交流活動，沒想到這次交流活動會
發生意外。

沈小姐說，來台的大陸票友已經演出過了，因為嚮往台灣風光自
行找旅行社安排遊覽，想要出去看一看，沒想到卻發生意外。

郭金龍或赴花蓮探傷者
針對大陸18省京劇交流團在花蓮發生車禍，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17日晚表示，希望台灣方面全力救治傷患，妥善處理善後，確保大陸
旅客在台安全。范麗青也呼籲台灣方面，能夠盡量完善旅遊措施，確
保旅行的安全。她說，國台辦對這樣不幸的事件表示遺憾，將持續關
注這起事故的後續情形。

另外，根據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台旅會）人士透露，大
陸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海旅會）台北辦事處也透過相關管道了解
車禍意外情況，台旅會也和海旅會隨時保持聯繫，並提供一切必要的
協助。

正在台北訪問的北京市長郭金龍晚間出席島內貿協董事長王志剛
晚宴，在接獲陸客團車禍的消息後相當震驚，晚宴進行不到一半即匆
匆離開。郭金龍步出會場時表示，對台灣相關單位動員搶救迅速非常
感謝，現在要看行程安排，他將視情況前往花蓮探視受傷的京劇交流
團成員。

一輛接載大陸旅行團的遊覽車，17日晚間6時許
在台灣花蓮花東海岸公路翻覆，車上34人輕重傷，其
中一名受傷最重者，一度無生命跡象，但經過搶救已
恢復心跳。國台辦希望台灣方面全力救治傷者。據悉
，事故原因疑似為遊覽巴士超速失控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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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地點

【本報記者史兵福州17日電
】海峽兩岸2000多名 「順天聖母
」陳靖姑的信眾16日聚首榕城，
參加由福州市有關部門與倉山區
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陳靖姑民俗文
化節。台灣 「立法院長」王金平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特別為本次
節慶活動題詞並送達現場。

本屆陳靖姑民俗文化節以
「弘揚臨水文化，共享平安」

為主題，聯合台灣各順天聖母
宮觀及民間演藝團體共同參與
是項活動，並首次由來自海峽
兩岸的主祭官共同主持祭祀大
典。大典以莊嚴神聖的 「天下
心香匯南台」儀式拉開帷幕，
來自海峽兩岸各宮觀的代表分
兩列依次來到順天聖母神像前
的香爐旁，將從兩岸各宮觀採
集來的香土緩緩倒入香爐內，
寓意把兩岸信眾的虔誠之心匯

聚於此，共同祈福兩岸平安。
祭祀大典按照初獻、宣讀祭

文、亞獻、終獻等禮儀程序進行
，之後是傳統的 「請花」儀式。
只見30對當地的新婚夫婦來到陳
靖姑金身前，分別請走一紅一白
兩朵菊花，並向女神跪拜求子求
女，全場則在女司儀的主持下，
叫 「好」附和。

大典儀式結束後，來自福州
本地的林浦安南伬、三十六婆官
送平安、連江拉線獅、瑯岐肩頭
戲等21支民俗表演隊接連登場，
向來賓呈現了一場與陳靖姑扶危
濟困內容有關的民俗文藝表演。
下午，主辦方還舉辦了 「聖母頌
．兩岸情」詩詞吟誦會和臨水夫
人文化研討會，來自海峽兩岸的
詩詞、民俗專家匯聚一堂，謳歌
臨水娘娘的千秋功績，交流陳靖
姑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台灣是否開放含
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近日來爭議不斷，台灣養豬
協會17日在中部地區舉行臨時大會，決議在3月5日號
召萬人舉行 「反對解禁瘦肉精大會」，將北上台北向
「立法院」、農委會與衛生署陳情，希望作為當局抵擋

美國談判協商的後盾。

綠委主張 「公投」
至於民進黨立委吳秉叡主張，美牛瘦肉精是否解禁

應交付 「公民投票」，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
認為，擴大開放美牛進口議題涉及民眾安全與台美關係
等許多層面，應廣納學者的意見，不能事事付諸 「公投
」；親民黨立委李桐豪則認為，付諸 「公投」的困難性
很高，假如公投沒通過，便無法阻擋含瘦肉精的美牛進
口，故此應該朝修法的方向解決問題。

美國重啟台方放寬進口牛肉談判的議題，引發產業

界與消費者高度反彈。台灣養豬協會 17 日在台中市邀
集養雞與肉牛協會、肉商、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及主婦聯
盟等代表舉行臨時大會，理事長楊冠章表示，經會同多
個消費者團體研議後，初步議決，將在3月5日號召養
豬戶、消費者共萬人以上走上街頭，舉行 「反對政府解
禁瘦肉精大會」。

楊冠章強調，當局萬一解禁含瘦肉精肉品進口，不
僅嚴重衝擊本土畜牧產業的生機，更會危害廣大消費者
的健康，畜牧產業相當能體會當局飽受美方要求開放的
壓力，因此這次北上陳情，就是希望作為當局抵擋美國
龐大壓力的後盾。

農委會籲稍安勿躁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表示，養豬協會理事長前幾天才

從海外回來，對整個事件的背景不清楚，他回來後，農
委會會積極聯繫，大家坐下來討論，請「稍安勿躁」。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台灣桃
園機場時常發生旅客託運行李物品遭竊案，16
日又有旅客報稱託運行李中的相機、手機等物
不翼而飛，航空警察局人員正進行追查。

這名女性旅客 16 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在行李輸送帶上領取自己託運的行李時，赫然
發現行李拉鏈似乎有被人打開的跡象，她趕緊
打開行李檢查，發現原本放在行李裡的智慧型
手機、相機、現金等，已經不翼而飛，趕緊向
航空警察局人員報案。

航空警局表示，這位旅客行李內的物品
，還不能確定是在起飛地被竊走，還是行李
抵達桃園機場後才被偷，目前還有待進一步
調查；警方已經受理報案，並且調閱相關的
監視畫面。

不過，桃園機場入境旅客託運行李內的物
品被竊時有所聞，春節前就有旅客報案，自己
託運的行李箱已鎖了3道鎖，還被撬開，偷走
名牌包；還有1名旅客的行李被人拖到廁所，
貴重物品也全都偷走。航空警察局刑警隊表示
，相關案件還在偵辦中，已經有鎖定對象，但
為了防止機場再發生竊盜事件，會趕緊加派警
員巡邏。

【本報訊】據中央社高雄 17 日消息：高雄
市副市長陳啟昱 17 日證實，月底將率民政局
、區長等 30 餘人到廣州、福州交流殯葬業務
。至於是否有官方交流？他表示，屆時再說。

陳啟昱說，赴大陸參訪殯葬業務一事徵得
市長陳菊的同意，陳菊不反對兩岸交流，尤其
觀摩可以切磋並增進彼此對業務的熟悉度。市
府殯葬業務參訪團包括民政局官員、區長等。
陳啟昱說，大陸有些殯葬業務比台灣環保，有
值得學習之處。他說，縣市合併後，高雄市有
不少公墓要遷葬，也有部分是牴觸都市發展者
，市府有計劃的分階段處理，盼透過兩岸交流
，讓業務推動更進步。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今年大
選前夕，率先站上第一線公開表態力挺 「九二
共識」的義聯集團創辦人林義守，16 日晚宣
布將兌現選前承諾，斥資新台幣300至400億
元在高雄興建全台規模最大的國際精品購物中
心及觀光酒店，以利兩岸交流、促進觀光產業
發展。

今年大選前夕，林義守率先站上第一線公
開呼籲支持 「九二共識」、支持馬英九，並表
態一旦馬英九當選，一定加碼投資大高雄。如
今大選結束，林義守 16 日晚在出席該集團的
春酒宴上公開宣布，將兌現選前承諾，大舉加
碼建設大高雄。

【本報訊】陳靖姑是海峽兩岸民間供
奉的兩大女神之一，與 「海上女神」媽祖
齊名。她是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中具有斬
妖除魔、求子、順產、保平安等諸多神力
的化身。

據統計，目前在東南亞各地的大小臨
水宮就有1800多座，信徒8000多萬人，僅
台灣省以其作為主神祭祀的宮觀就多達

400 多座，信徒近 1500 多萬人，作為附神
供奉的宮觀更是遍布全島。

福州倉山是陳靖姑的娘家所在地，陳
靖姑信仰在這裡廣泛傳播，順天聖母宮觀
遍布城鄉。連續五年舉辦的陳靖姑民俗文
化節，已將倉山區這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
產陳靖姑民俗文化發源地的影響力進一步
擴散到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

兩岸信眾弘揚臨水文化

料料資聞聞新 陳靖姑與媽祖齊名陳靖姑與媽祖齊名

高雄殯葬業將登陸交流

林義守300億投資大高雄

桃園機場再有行李被竊

◀福州民
俗表演隊
現場表演
《三十六
婆官送平
安》等與
陳靖姑扶
危濟困內
容有關的
民俗文藝
節目

史兵攝

▲島內兩家知名超市日前被檢出販賣的美國牛肋
條含瘦肉精，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及消保官17日派
員到各大超市、傳統市場、牛排館稽查，維護消
費者權益 中央社

▲一輛搭載陸客團的遊覽車17日晚間北上花蓮途中翻覆車
道上，造成多名陸客受傷送醫治療 中央社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劉國光

▼救護人員趕
抵車禍現場後
，迅速把重傷
的乘客送到醫
院急救。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