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敦義下月登陸博鰲

性愛列車17歲女主角爆荒淫醜聞

料與李克強會面 強化兩岸高層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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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候任 「副總統」 吳敦義已落實出席4月份在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大陸國台辦發言
人范麗青29日早上在北京證實，吳敦義將以台灣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下稱：基金會
）最高顧問的身份，應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島內媒體同日引述國民黨人士消
息稱，吳敦義料在博鰲會議期間，安排時間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進行會晤，強化兩岸高
層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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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民進黨
主席蔡英文帶着
敗選的遺憾離任
，空出的第一交
椅要到 5 月底通
過黨內選舉才找

到新主人。未來三個月民進黨各路人
馬如何捭闔縱橫，將成為島內政壇的
一大焦點。

1 月 14 日大選投票結束當晚，蔡
英文即宣布辭職，以示負責。當時，
民進黨內就已經瀰漫着一股詭異的氣
氛， 「中生代」的強棒們與 「老世代
」的天王們隔空交戰， 「世代交替」
的口號與 「世代奪權」的罵聲不絕於
耳，以至於攸關民進黨未來選舉的敗
選報告也草草了事，在一片爭議聲中
暫時束之高閣。如今隨着蔡英文正式
退出黨權核心，過去一個月的暗鬥勢
必變成明爭。

民進黨預定本月底辦理黨主席選
舉領表登記，目前參選黨主席呼聲最
高的人選包括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謝
長廷、高雄市長陳菊等人。陳菊雖是
目前黨內各派系較為認可的人選，但
她自始至終都表明以高雄市市政為先
，無意趟黨主席選舉這趟渾水。謝長
廷則受制於2008年大選落敗後 「退出
政壇」的承諾，雖然近年又高調宣布
復出，但已落下口柄。因此，謝系這
些年走 「尊蔡路線」，通過 「挺蔡」
來 「反蘇」。而日前游錫堃突然拋出
「派系協商黨主席」一說，意在表明

黨主席人選須無派系背景。這好比一
把利劍，直指蘇貞昌。面對 「反蘇」
勢力來勢洶洶，蘇貞昌以不變應萬變
，對參選與否，至今未鬆口。去年在
民進黨 「總統」初選中，他僅以一個
百分點之差敗在蔡英文的石榴裙下。
如今 「蔡時代」告一段落，黨內恐無
人敢纓其鋒芒。

民進黨各山頭雖對黨魁寶座垂涎
三尺，但未輕舉妄動，就像看着一朵
漂亮的玫瑰花，卻不敢伸手就摘，生
怕被花杆上的尖刺刮傷。黨主席一職
看似風光，可在黨內呼風喚雨，但亦
不乏頭痛的事情。現階段民進黨最重
要的任務是調整兩岸路線，但黨內同
仁對此毫無共識，倘若舉行大辯論，
必會百花齊放，黨主席如何裁斷，將
是一大考驗。

國台辦昨天強調，只要民進黨改變 「台獨」立
場，與民進黨交往的大門是敞開的，言下之意，若
不與 「台獨」切割，雙方交往 「沒門」。這段時間
雖有不少民進黨人提出種種調整兩岸路線的主張，
但卻無人敢觸碰 「台獨」神主牌。謝長廷早前提出
，民進黨的兩岸路線應向國民黨靠攏，而 「台獨」
大旗則由台聯黨來扛。不過，即使這樣的 「權宜之
計」在黨內亦不獲呼應，逼得謝長廷最後不得不收
回發言。可見， 「台獨」勢力在民進黨內不容小覷
，而這正成為民進黨與大陸方面交流的重要障礙。
未來的黨主席要搬開這塊大石頭，不僅有可能費了
精力且無功而返，更有可能樹敵太多而被趕下台。

此外，蔡英文雖然暫時遠離權力核心，但人
氣還未消退，黨內還有親蔡勢力，2016年再戰
，不無可能。因此，現任黨主席一職是否就
是下屆大選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的跳
板，變數重重。願否為他人作嫁衣，
各派系也不得不慎重考慮。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29日報道：自馬英九、吳
敦義勝選後，外界十分關心已辭去 「行政院長」公
職的吳敦義，會否循2008年 「蕭萬長模式」與大陸
領導人會面，為兩岸未來關係發展指引出新方向，
甚至與大陸方面探討兩岸 「由經入政」的劃時代議
題。

台灣媒體在過去一個月內多次傳出吳敦義 「登
陸」的消息，甚至有指吳將與李克強會面，但台灣
方面及吳敦義本人一再拒絕正面回應是否 「登陸」
及相關細節。

吳敦義以最高顧問身份出席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29日終於公布了有關消息

，她說： 「據了解，吳敦義將以基金會最高顧問的
身份，應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至於
有關吳敦義在論壇活動期間的行程安排，范麗青則
表示，有關活動現由台灣方面人士在安排當中，大
陸方面對吳敦義出席此次活動表示歡迎，同時願意
提供適當協助。

基金會董事長詹火生同日中午 「進一步說明」

，稱台灣方面出訪博鰲論壇的名單已大抵確定，基
金會將由前 「監察院長」錢復擔任團長，吳敦義以
最高顧問身份同行出席。

詹火生曾於2月14日 「事先張揚」吳敦義報名
博鰲論壇的消息，他當時指吳的報名正待大陸方面
確認，一旦順利，吳敦義就可比照蕭萬長 4 年前的
模式出席，並與大陸領導人會晤。台灣 「總統府」
發言人范姜泰基當日回應時稱，有關吳敦義參加博
鰲論壇一事 「尚在行政作業進行中」，因此府方將
在適當時機正式對外公布。

國民黨精英或隨行學習
台灣消息稱，國民黨中央十分重視此次 「博鰲

之行」，將派出多位負責兩岸事務的黨內高層，也
不排除讓一眾在大選中立下功勞的年輕黨內精英隨
行學習。據透露，黨中央初步規劃由大陸事務部主
任高輝、文傳會發言人殷瑋隨行；也不排除拉高層
級，由文傳會主委莊伯仲代表隨行；而現任 「總統
府」正、副發言人范姜泰基、李佳霏也可能獲點名
隨行，兩人在今年大選中與殷瑋同被視為國民黨年
輕新星，三人在今年大選中組成馬辦發言，工作能
力受到肯定。

據悉，2012年的論壇主題為《變革世界中的亞
洲：邁向健康與可持續發展》；不少各地企業領袖
已報名參加，如台灣宏達國際電子暨威盛電子董事
長王雪紅等人。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 29 日報道：
轟動台灣社會的台鐵 「性愛列車」事件再有新進展，
警方 27 日深夜邀請 「唯一」女主角小雨（化名）助
查，竟發現她只有 17 歲，屬未成年少女，亦使包括
同日落網的 37 歲活動發起人蔡育林或因此面臨最高
10年刑期，而其他參與該場火車性愛派對的24名男
女也因此全部惹上官非。

模仿日本電影《痴漢電車》
上周有台灣網民熱議一場發生在2月19日的 「性

愛列車」派對，指有 25 名男女當日參加一場於台鐵
列車上舉辦的私人性愛派對，其中18名男子涉嫌與1
名女子發生群體性交，惹來社會及媒體的關注。

鐵路警察局循線追查後發現，確曾發生有關荒唐
派對，且找到活動發起人蔡育林，並於 28 日以妨害
《風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提出起訴，但
法官 29 日清晨以無串證之虞，表示無需還押監房，
可外出候審。而控方將其後再找到女主角小雨、糾察
員、參加者等人說明案情，進一步還原 「性愛火車派
對」的真相。

「小雨」稱好玩令警方側目
案情透露，蔡育林發起這場模仿日本成人電影

《痴漢電車》的性愛派對，他在上月 19 日以舉辦
「神秘商務會議」為由，租用莒光號521車次的客廳

車廂，邀請包括女主角小雨在內的 25 名男女網友上

車，進行多人性交的荒淫派對。
由於蔡育林向每名男性參加者收取800元新台幣

的報名費，警方懷疑他利用性愛派對謀利，但他否認
，聲稱 「純為愛好」，而小雨也供稱非為錢出賣肉
體， 「就是覺得很好玩」，供詞讓警方側目，父母
落淚。

小雨坦言，活動前就知道大概要做什麼，但剛開
始時，大家都有點緊張，蔡看到沒人出手，就跑過去
先猛抓她的屁股，接着向上抓了她的胸部一把，表示
「開始了！」後來她被推倒，全身脫得一絲不掛，

大家就 「愈玩愈開，輪番上陣」，她坦言 「前五個
男人還能記得長相，後來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上來了
！」

18男涉與1女群交 主犯或囚10年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9日電】國台辦今天上午
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由於適逢民進黨主席交接，民
進黨與大陸的交流成為發布會關注熱點。國台辦新聞
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凡是贊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台
灣各界人士，包括民進黨基層人士，大陸方面都歡迎
他們以適當身份來大陸走走看看。

搞「台獨」不符台胞根本利益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日前表示贊成並願意協

助民進黨與大陸展開交流。對此，范麗青說，凡是贊
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台灣各界人士，包括民進黨基
層人士，我們都歡迎他們以適當身份來大陸走走看看

，了解大陸的發展與進步，了解我們的政策主張，增
進彼此了解。當然，民進黨作為黨的立場，仍堅持
「一邊一國」的 「台獨」主張，我們一貫是堅決反對

的。因為搞 「台獨」不符合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也
違背兩岸關係發展潮流。

有台灣記者追問，是否只要民進黨堅持 「台獨」
立場，大陸就不會與其進行黨對黨的交流？范麗青回
應道，只要民進黨改變 「台獨」立場，大陸與民進黨
交往的大門是敞開的。

至於大陸是否有計劃邀請剛剛卸任民進黨主席的
蔡英文來大陸訪問，范麗青表示，目前沒有這樣的消
息。

民進黨若去獨國台辦歡迎交流

【本報訊】據中通社29日報道：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29日卸任，並在中常會舉行交接儀式，將印信
交給代理黨主席陳菊。陳菊表示，她雖然將扮演
「看守者」的角色，但未來要成立黨務改革小組，

推動民進黨改革腳步不會停息。至於蔡英文則表示，
未來她願意盡自己的力量從事公益活動，如果公益
團體有需要幫忙，請不要客氣跟她的辦公室連絡。

29日下午，在民進黨中常會上，卸任黨主席蔡
英文與代理黨主席陳菊舉行交接儀式。陳菊致詞時
首先感謝蔡英文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帶領民進
黨向前邁進，走過風雨飄搖的日子，而她則願意
「當一個桶箍」，團結全黨，把黨整合在一起，未

來也要成立黨務改革小組，啟動新一階段的黨務革
新，來回應社會對民進黨的期待。至於有面對媒體
詢問她是否可能在 5 月加入角逐黨主席的行列，陳

菊則語氣肯定地說， 「沒有這個問題」。

蔡英文：未來投身公益
29日下午，任期只剩幾個小時的黨主席蔡英文

，在與代理主席陳菊完成交接儀式後表示，未來將
從事公益活動，如果公益團體需要她，她也不吝代
言或給予協助。她還表示，這次大選的結餘款，取
之於人民，當然也要用之於人民，會妥善運用在公
益使用，把支持者對民進黨、對蔡英文的支持轉化
為推動公共利益的一股力量。

據台灣媒體估計，選舉結餘款的部分，據了解
，以一票30元（新台幣，下同）計算，蔡蘇配拿下
609萬票，約拿到1.8億元補助。根據民進黨內規，
候選人須上繳 1/3 給黨中央，因此蔡英文目前仍有
1.2億元左右。

【本報訊】據中通社 29 日報道：今天是四年才會出現
一次的閏年2月29日。台灣 「內政部」日前公布，全台共有
1.63萬 「229壽星」。這些苦等四年才能過一次 「真正生日
」的壽星們紛紛表示，將把握這珍貴的一天各自各精彩，而
不少商戶也把握機會推出 「229壽禮」刺激消費，台北有酒
店將招待 「229壽星」在今天免費用餐，也有酒店推出優惠
住房等促銷套餐，趁機大做生意。

據了解，2 月 29 日是因為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有
365.2422日，按現行的公曆法計算，每一年會多出0.2422日
，於是每四年會有一次 「閏年」，將多出來的一天補在2月
份的29日，以修正時間誤差。

對於剛巧出生在2月29日的人來說，四年一次的生日彌
足珍貴。已經 40 歲的嘉義居民簡婉惠今天將過她人生中的
第 10 個生日， 「每次過生日，都提醒我一口氣老了四歲」
，她更為今天特意請假， 「我要好好犒賞自己一下」，她更
得到丈夫送上價值160萬元新台幣的汽車做為生日禮物。

台中朝陽科技大學共有10多名 「229壽星」，校方今日
向每人送上一份生日小禮物。該校傳播藝術系的黃芷儀說，
哥哥是 3 月 1 日出生，父母在兩人年幼時會在每年 3 月 1 日
一併慶祝兩兄妹的生日，但她常被哥哥說： 「今天是我的生
日，不是妳的！」讓她曾經很不開心。她說，長大後覺得，
雖不能年年過生日，正因為日子特別，所以更珍惜四年才會
出現一次的生日。

此外，島內多家醫院方面表示，由於2月29日每四年才
一次，多數父母都不喜歡子女四年才過一次生日，因此料今
天產科會與往年一樣 「比較清閒」。不過，台中醫院有一名
孕婦請算命師看日子，刻意選在今日剖腹，然而人算不如天
算，最後男嬰還是提前在 28 日出生，護理人員笑說： 「可
能是寶寶不想四年才過一次生日，趕着出來報到。」

生日四年一次
229壽星獲商家厚待

【本報記者鄧德相泉州29日電】台灣最大財險公司富
邦財險今天正式登陸福建泉州，進入泉州產險市場以後，
該公司將發揮台資保險業經營特色，為泉州保戶提供最親
切、最優質的保險服務。

據了解，富邦財險2010年10月於廈門成立，是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生效後，第一家取得開業許可的
台資保險公司，開業一年多來，取得良好的經營成效，2012
年 01 月保費收入在廈門 18 家保險公司排名第六，其中六
成業務來自商業車險業務，憑藉的基礎正是良好的服務口
碑。

台灣知名的富邦金控蔡家來自泉州，為不忘本，富邦
財險與廈門銀行相繼在泉州設立分支機構及分行，富邦集
團創辦人蔡萬才先生，也親自回到故鄉探望宗親。在台灣
，每4輛車就有1輛投保富邦，富邦財險在台灣地區已連續
30年維持市場份額首位。

台財險公司搶灘泉州

陳菊代理黨務 擬啟動改革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 29 日消息：林書豪 「旋
風」席捲兩岸，也吹進國台辦新聞發布廳。記者會開
始前，不少同行仍滔滔不絕大談 「林來瘋」。一位台
灣記者戲稱：如果發布會能和林書豪沾點邊，也會提
高收視率。發布會上，台灣中天電視台記者拋出這樣
一個問題：林書豪在台灣和大陸都非常受歡迎，有沒
有可能請他擔任兩岸的和平大使或是交流大使來促進
兩岸交流？這個問題頓時讓現場記者們會心一笑。

出生於美國加州的林書豪身世極具 「兩岸背景」
。林父祖籍福建，林母祖籍浙江，均是由台赴美留學
並移民美國。而近來因為在NBA賽場上的優異表現，
「林旋風」迅速席捲全球，成為兩岸年輕人的新偶像。

在發布會這個正式場合，發言人范麗青的回應僅
隻言片語。她說： 「美國NBA的球星不在我的評論之
列。我個人倒是很欣賞林書豪的球技。至於你所說的
，我沒有什麼信息可以提供。」

「林瘋」吹進國台辦發布廳
台媒倡林書豪任兩岸大使

▲國台辦證實吳敦義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
問身份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圖為吳敦義29日在
高雄謝票 中央社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呼籲民進黨放棄 「台獨」
立場 中新社

▲ 29日在民進黨的交接典禮上，代理主席陳菊
（右）自蔡英文接過主席印信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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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姚明
和劉翔。連日
來，連續多場
的 「瘋狂 」 表
現讓美籍華裔
球員林書豪一
夜 之 間 成 為
NBA 炙手可熱
的明星，他在
中國受追捧的
程度不亞於劉
翔和姚明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