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兵開民宿 他鄉遇故知
自由行陸客是主要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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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去年底批
覆的《平潭綜合實驗
區總體發展規劃》有
如一台加速器，讓本
已熱火朝天的平潭建
設工程更上一層樓，

獲得了 「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政策支持
。正當大陸方面和島內志士為這個兩岸未來
共同家園出謀劃策之際，台當局卻聲稱，台
灣居民若登陸擔任公職會被處罰。在當今兩
岸人才流動蔚然成風的年代，台灣方面的
「剎車」舉措有如刻舟求劍，不合時宜。

平潭是中國第五大島，福建第一大島，
面積相當於四個香港島，以前一直是貧困縣
。當時人們都說 「平潭島，平潭島，男人多
女人少，只長石頭不長草」。不過，如今的
平潭不但長草，還長 「金子」。由於它與台
灣一衣帶水，與島內的新竹縣僅相距68海里
，相當於兩個多小時的船程，可成為台灣同
胞的第二家園。這種獨一無二的地緣優勢，
注定平潭成為了探索兩岸區域合作的試驗田
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載體。這些年
兩岸關係突飛猛進，簽署了十六項協議，但
這些只是拉開了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
展潮流的序幕，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還有漫長
的道路要走。為了讓將來的發展路途更順暢
，兩岸若能在小範圍內先試行某些政策和制
度，不失為良策。

近年島內有近2000多人次到平潭參觀和

洽談投資事宜。本月初也有35位台灣專才報
名應聘平潭實驗區行政人員、醫師、教授等
職位。可見，平潭正邁向兩岸 「共同規劃，
共同經營，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和共同受益
」的方向。然而，台灣陸委會最近表示，根
據 「兩岸關係人民條例」（下簡稱 「條例
」），如果台灣民眾登陸擔任公職或教職，
將會被罰。

島內於1992年頒布 「條例」，作為處理
兩岸關係的準則和法源。但隨着兩岸關係不
斷向前發展，該條例的某些條款已經落伍，
台灣方面多年來也不斷進行修改。例如，人
民幣兌換問題，以前台灣限制人民幣入境，
但2003年修法，允許旅客攜帶6000元以內人
民幣入境，2008 年 7 月更放寬至台灣本島也
可處理人民幣業務；又如，大陸配偶權益，
2008年12月台 「立法院」修法，大陸配偶取
得身份證的時間從8年縮短到6年，入台後即
可工作，毋須再等 2 年；再如，2010 年台當
局修法允許陸生入島就讀和適度承認大陸學
歷。可見， 「條例」也須與時並進，否則就
會成為阻礙兩岸交流的絆腳石。因此，台灣
方面應盡早修改 「條例」中所謂台灣居民不
得登陸擔任公職或教職的規定。從現今兩
岸人員往來的熱絡程度和自由程度來看
，兩岸人才流動再正常不過，而且還
可以互相學習彼此的先進技能和理
念。共同進步，共創雙贏，何樂
而不為？

瀾瀾觀觀
隔海

台灣花季湧現賞櫻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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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100家民宿 薪酬150萬台幣

【本報訊】據聯合報報道，目前報名 「台灣環島夢想
家」活動的 6000 人中，除了學生、上班族外，還有外國
人、企業高階主管、餐飲集團總監都想搶這分最爽工作。

退休老闆愛上旅遊
第一個報名、也是年齡最大的，是 72 歲的趙鐵雄。

他從鐵工廠工人，當到五金工廠老闆，退休後，將工廠股
分全數賣出，現在的工作就是與全家一起旅遊，至今已花
費上千萬，光是印度和西藏，就玩了三遍。

「我們這些老頭子要走出來！」趙鐵雄說，他十年前
罹患大腸癌，現在已經康復，他說，如果應徵上，要全家
總動員，一起寫博客，一起玩。

趙鐵雄表示，在台灣，年紀大的人搭車都半價，而愛
玩的他，不僅擁有七、八台相機，還在台北、花蓮各放一

輛車，想玩就開車出遊。他最喜歡花蓮的慕谷慕魚和白鮑
溪，當地原住民的人情味，更讓他流連忘返。

俏護士棄百萬年薪
還有一名靚妹俏護士陳靜文，也來爭取成為環島夢想

家。陳靜文在醫美診所工作，年薪已破百萬元，陳靜文說
，她每年都規劃十多萬元預算出外旅遊，最近覺得工作很
累，想休息一下，因此想爭取出任民宿體驗大使。

法攝影師亦湊熱鬧
法國專業攝影師克里斯，雖然完全不會說中文，但在

台灣籍太太的鼓勵下，也報名參加。他說，如果被選為體
驗大使，要和老婆一起到全台各地旅遊，體驗台灣的風土
民情。主辦單位指出，除了個人以外，也可以 「團隊」為
單位報名，通過初選的參賽者，須繳交一分鐘的創意自我
介紹短片，主辦單位將選出 12 名入圍者，並試住民宿兩
天一夜，看誰的介紹最獲評審青睞，就能脫穎而出。

半 年 可 賺 150 萬 元
（新台幣，下同），工作是

暢遊台灣百大民宿、分享精彩旅遊故
事。島內1111人力銀行與東方食宿網將
招募一名 「台灣環島夢想家」 ，工作就
是讓你玩遍全台。開放報名至今，已吸
引近6000人投履歷，年紀從16歲到72
歲都有，報名到下月底截止，將在7月選

出這名幸運的夢想家。

【本報訊】據聯合報報道，高齡八十五歲的李有寬
當年曾是雲南 「反共游擊隊」成員，在滇緬邊區苦戰多
年，如今在南投縣清境農場經營民宿，隨着陸客來台，
曾經的 「敵人」變成 「座上賓」，時代的轉變，讓 「老
兵」百感交集。

海拔兩千公尺的清境農場，除了濃濃歐洲風情，三
百多名滇緬游擊隊成員和後代子孫，在高山上打造的雲
南風情，吸引陸客造訪。游擊隊由雲南來到清境的過程
，也成了陸客愛聽的故事，年輕一代尤其好奇。李有寬
常細說從頭，當年國共內戰時，他加入 「反共游擊隊」
，在滇緬戰役一打就是十一年，外界稱為 「異域孤軍」

，直到彈盡糧絕，一九六一年撤退來台，被分配到清境
開墾，一待逾半世紀，近年來開起水擺夷餐廳民宿。

「當年眼裡最大敵人的共產黨，如今成了座上賓」
，李有寬說，那種感覺很奇妙，以往仇恨已淡，居然有
種 「他鄉遇故知的感覺」。當年來到清境的第一代游擊
隊成員，約有兩百多人，多數離開人世。他們的配偶和
第三代，如今有三百多人還在山上居住。

清境農場理事長楊天福表示，清境農場消費太高，
加上路途不連貫，旅行社通常都不會安排陸客上山，開
放陸客自由行之後，陸客才逐漸增加，今年到清境的陸
客已逾千人，人數成長翻了一倍多。

參加資格：不分男女、不分國籍
工作內容：1.環島體驗主辦單位安排之

100家民宿
2.採訪100家民宿，包含拍照

、文章、編輯（主辦單位
將提供1-2周技能訓練）

3.誠懇屬實地分享民宿的故
事與特色

工作時間：6個月
工作薪水：150萬新台幣

台灣環島夢想家台灣環島夢想家
招聘條招聘條件件

在台灣，民宿是指

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

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台灣民宿的優點
●民宿業者與遊客緊密互動，可以安排介紹更多幽

密有特色的景觀，提供休閒體驗當地活動。

●客房沒有制式規格的布置擺設，卻有結合民宿業

者的夢想及用心，營造溫馨舒適的住宿空間。

●價格低廉、有家的味道。

●民宿業者依當地特質提供獨特的山珍野味，不會

吃到一成不變的制式餐點。

台灣民宿分成六類
台灣合法民台灣合法民宿有宿有24442444家，未合法的民宿有家，未合法的民宿有499499家，家，

所以選擇民宿時，可以先上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查所以選擇民宿時，可以先上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查

詢民宿是否合法。詢民宿是否合法。

●景觀民宿：阿里山、溪頭、南投清境、奮起胡。●景觀民宿：阿里山、溪頭、南投清境、奮起胡。

●原住民部落民宿：桃山民宿村、八卦力民宿村。●原住民部落民宿：桃山民宿村、八卦力民宿村。

●文化藝術民宿：埔里蛇窰●文化藝術民宿：埔里蛇窰、鶯歌陶藝、三義、鶯歌陶藝、三義木雕。木雕。

●觀光農園民宿：觀光農●觀光農園民宿：觀光農場、觀光果園、觀場、觀光果園、觀光茶園。光茶園。

●溫泉民宿：宜蘭礁溪、台北烏來、苗栗泰安、南●溫泉民宿：宜蘭礁溪、台北烏來、苗栗泰安、南

投廬山、台東知本、四重溪溫泉。投廬山、台東知本、四重溪溫泉。

●傳統民宿：大隘山莊以及內灣村。●傳統民宿：大隘山莊以及內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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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人競逐寶島筍工

▲金門民宿頗具鄉土氣息

◀台北縣瑞芳民宿簡樸，收費較一般旅館便宜

◀南投縣清境農場民宿外觀具歐風
典雅

▼坐落在台中市頭汴坑休閒農業區的民宿
，周邊景色秀麗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8日消息：大熊貓 「團團
圓圓」16日自然繁殖失敗後，台北市立動物園隨即進行
第一次人工授精作業。但為把握大熊貓黃金24小時繁殖
關鍵期，園方17日一早做第二次人工授精補強。

大熊貓 「圓圓」16日傍晚出現 「舉尾」待配行為，
園方讓小兩口嘗試洞房，卻因 「團團」不領情宣告失敗
，園方17日幫 「圓圓」進行首次人工授精。

根據四川臥龍大熊貓中心總工程師黃炎表示，年輕
母熊貓發情期較長，高峰期為 3 天。為了把握繁殖關鍵

時間，園方今早 9 時 28 分再度進行第 2 次人工授精補強
，注入1.5ml精液量，精蟲數9千萬。

台北市立動物園副研究員張志華表示， 「團團圓圓
」交配經驗比起去年已有進步，雖然仍未成功達陣，但
園方近期會試着提供影像輔助，幫助 「團團圓圓」培養
感情和練習，雖然缺乏科學證明有用，但能增加互動仍
是好現象，園方也將會持續監控。至於 「團團圓圓」是
否能夠做熊成功，動物園發言人趙明杰說，必須要等 4
個月後才能判斷，通常會在產前15日照超音波確認。

【本報訊】據聯合報報道，三百多株 「滿開」吉野
櫻形成花海景觀，加上新北市櫻花季最後一場活動，17
日超過10萬名遊客湧進淡水區天元宮。雖然警方嚴格管
制交通，但不斷湧入的人流車潮還是塞爆天元宮和周邊
地區，新北市政府預估還有七到十天賞櫻期，籲請民眾
非假日再前往。農業局長廖榮清指出，今年氣候忽冷忽
熱，加上連綿陰雨和強風吹落花瓣，新北市各地櫻花開
得參差不齊，唯有淡水區天元宮的吉野櫻，似乎配合櫻
花季最後一場活動同時 「滿開」。

阿里山一房難求
嘉義縣阿里山櫻花魅力亦無法擋！17 日花季第一個

假日湧進二萬多名遊客賞花，造成大塞車，遊樂區業者

笑開懷，各家旅館爆滿到25日都一房難求。吉野櫻等櫻
花約20起全開，本周是另一波賞花高峰期。

阿里山吉野櫻盛開九成的美景誘惑，不少遊客連夜
開車上山，台中一對情侶先補眠，17 日凌晨四點多開車
南下，上午八點多抵達阿里山，看到遊樂區內停車爆滿
，嚇了一跳，車子停在公路旁，搭乘接駁車進入園區，
輕鬆賞花。

這幾天艷陽高照，阿里山櫻花季從15日開始，平日
每天超過一萬二千人入園，17 日第一個假日突破二萬人
，嘉義林管處阿里山工作站技術士許玉青說，賞花人潮
只能用 「塞爆」形容。

遊樂區大門入口處也湧現排隊車潮，約半小時才能
買到票，遊客認為應機動加開售票窗口紓解人潮。

搶時效 圓圓第2次人工授精

澎湖的碧海藍天與金黃沙灘相互輝映澎湖的碧海藍天與金黃沙灘相互輝映
，是遊客休閒度假的好去處，是遊客休閒度假的好去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東民宿多半是環境幽雅的別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