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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校從
去年起開始招收
陸生，如今一個
學期已過，陸生
在島內的就學和
生活經歷到底如

何，大陸的莘莘學子及一眾家長相當好
奇。近日以 「如何建立大陸同胞在台友
善環境，取消陸配、陸生身份歧視」為
主題的台灣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日前
在台大召開座談會。大陸學生在會上細
訴 「陸生沒有健保不敢看病」的遭遇，
讓人既驚訝又心痛。

文化大學陸生聯誼會會長、來自廣
州的余澤霖說，僑生與外籍學生在台灣
就讀一個學期後就能享有健保，但陸生
卻不行，就有大陸同學打籃球手脫臼，
花了 14000 元（新台幣，下同）治療。
來自浙江、目前就讀於銘傳大學財經系
的劉啟東說，有一名大陸同學去年剛到
台灣時患小感冒，但怕醫藥費太貴不敢
去看醫生，後來變成肺炎，現在已經回
大陸不來台灣念書了。

台灣方面當初開放陸生赴台之前，
制訂了 「三限六不」政策：限制採認大
陸高校數量、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
醫事學歷採認；不加分優待、不影響島
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學金、不允許在
學打工、不得在台就業、不得報考公職
。當時，這些政策一出台，島內輿論已
是一片嘩然。只是沒想到，在實際生活
中，陸生碰到的限制更多。兩位陸生在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不約而同地談到

健保，恐怕不是巧合。看來，陸生的醫
療保險問題亟待解決。

台灣於 1995 年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
險，根據行業身份而設有不同的保費率
，政府也有相應的補貼。因此，民眾加
入健保後，以健保卡到醫療院所就醫的
費用就比較便宜：到一般診所看大概是
50 元至 150 元不等；如果到大醫院去看
病，會因為醫院的等級不同收的費用也
就不同，大概是400元至800元等。僑生
和外國學生在台灣讀書超過 4 個月後也
可參加健保。這意味着這兩類學生在就

醫看病方面享有與當地人一樣的福利。不過，陸生卻
不可以。換言之，他們到醫院看病，須支付較昂貴的
醫療費用。陸生千里迢迢赴台求學，本已不容易，島
內又設下諸多障礙，只會給陸生的生活徒增不便。如
果只因生活問題而放棄學業、打道回府，則未免太可
惜。

島內衛生署健保小組有關負責人表示，由於目前
台生到大陸求學，也沒有加入對岸的社會保險，基於
平等互惠原則，台灣迄未打算同意陸生享有健保身份
。台灣在這方面可謂 「錙銖必較」。不過，大陸對台
生並未設置種種障礙，台灣又為何訂立 「三限六不」
呢？再者，大陸有些學校也為台生提供了社會保險。
至於連在台的外國留學生也可參加健保，但卻未聽聞
外國學校也把台灣學生納入其當地的居民醫療保險體
系。可見，台當局所說的 「平等互惠」不過是推搪之
詞罷了。

據說台灣有關部門就陸生看病問題推出相關的
商業保險，雖有助於減輕陸生的醫療費用，但
這種區別對待陸生與僑生、外國學生的舉
措，仍難洗刷 「歧視」之嫌，更無助提
高陸生赴台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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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盼兩年內完成ECFA協商

綠營青委籌150萬參選主席

憂日韓搶先登陸 馬英九下令加速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星期二A22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為進一步爭取中國大陸市場並因應各
國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帶來的挑戰，台灣
方面希望盡早完成兩岸ECFA後續協商。
據了解，台經濟部 「國貿局長」 卓士昭9
日率團赴上海就服務貿易、貨品貿易與大
陸代表進行業務溝通。

【本報訊】綜合台灣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報道，
陸委會官員先前透露，卓士昭領軍的談判團隊將就電
子商務、旅遊及展覽服務的市場准入等項目，與大陸
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陳星進行新一輪的業務溝通。有
關服務貿易的談判，目前以金融為主；貨品貿易則包
括汽車整車、石化、工具機、面板等項目。

陳星等大陸協商團隊已於3月就貨品貿易協議來
台協商，這也是兩岸高層官員首次針對兩岸貨品市場
開放進行討論。而貨品貿易談判進度，官員強調，何
時完成談判，並沒有具體時間表。唯一的時間表就是
，必須趕在韓國與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之
前完成。

依據ECFA條文，兩岸應就貨品貿易、服務業貿
易、投資及爭端解決等四個項目進行後續協商，目前
只有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取得較大進展，已剩最後幾個
章節文字敲定，可望在預定今年上半年於台灣舉行第
八次 「陳江會」簽署。

期待年底達降稅共識
據悉，馬英九展現很大決心，要加速與各國洽簽

FTA，並要在2年內與大陸就ECFA後續貨品與服務
貿易完成協商。其中，馬英九對貨品貿易進度期許更
高，盼年底針對降稅 「大原則」達成一定共識，部分
成果能端出來。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認為，馬英九拋出希望2年
內完成ECFA後續貨品貿易協商，不是隨便說說，因
為只有搶在日韓與大陸完成 FTA 協商，對台灣競爭
力才有優勢可言，大陸應該也不會因為馬英九點出
「2年內」時間表就刻意拖延，目前兩岸對貨品與服

務業貿易，針對技術問題已加緊展開意見交流中。
江丙坤說，總計 5、6 千項貨品要全部談完，確

實需花一點時間，但要快也不是不可能，可以二路並

進，島內由經濟部與農委會加速與相關產業界溝通，
而兩岸就項目類別如何降稅同時溝通，究竟平均降稅
，或分產業類別降稅，如何分配降稅幅度等，目前兩
岸已經常碰面，展開技術性諮商。

雙管齊下加快協商效率
倘若要加速展開ECFA後續協商，江丙坤建議，

可以仿GATT、WTO小組談判作法，由經濟部成立
專案小組，經建會成立策略小組，經濟部與跨部會次
長級的協商項目若僵持不下，提交經建會策略小組負
責跨部會裁決。他說，服務業項目涉及部會眾多，倘
若由經建會專責協調，可以更加速協商效率。

黨政高層表示，目前 「行政院」也有ECFA小組
，陳 「內閣」一上任指定由財經政委管中閔擔任召集
人，主因管中閔負責協調財經事務。高層說，倘若要
滿足馬英九加速交出協商成果的要求，恐怕需要有一
位對談判及ECFA內涵駕輕就熟的人擔任召集人，其
中經建會主委尹啟銘曾親自催生ECFA，且參與無數
次WTO小組談判，對負責ECFA談判策略研擬及跨
部會協調，老手應更能勝任。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民進黨主席
選舉9日開始領表登記，媒體早知這場 「綠營盟
主」之爭定然是群雄逐鹿的局面，有意參選的
「五大長老」中，蘇煥智、蘇貞昌、吳榮義已在

開跑首天率先領表，遭受黨內 「獨派」勢力阻撓
的蘇貞昌更親身前往台北監獄探望陳水扁，謀求
「整合之道」，盛傳他將於 11 日（周三）正式

登記，並發表參選聲明；而許信良、蔡同榮亦將
快有行動。

更精彩的是，這一戰更將是一場 「老少對決
」。一批 30 多歲的民進黨後起之秀，不滿該黨
的 「老人政治」，同樣在今日上午到黨部領表，
他們決意透過網路籌集150萬元（新台幣，下同
）的參選登記費，自行推選年輕人出選民進黨主
席。民進黨第一屆青年委員沈志霖、曾琮愷等人
表示，民進黨不能再活在過去，希望更多年輕人
參與黨務，這群 30 歲左右的年輕人公推沈志霖
出馬角逐民進黨主席，引發黨內外關注。

曾琮愷說，他們是代表年輕人站出來，代表
民進黨的未來，而他們沒有派系支持，希望他們
的行動可以讓更多年輕人站出來。他坦言，這次

登記費150萬元對他們來說是 「很大壓力」，但
將透過年輕人的力量，在網絡上號召每個年輕人
出500元、1000元，在黨主席選舉 「發聲」，關
心這個黨。

蘇貞昌見扁謀「整合之道」
對於大熱門蘇貞昌來說，後起之秀的挑戰遠

不及派系之爭的可怕。為了化解 「獨派」與本土
社團的反彈聲浪，他趕在登記前夕，特別前往探
視陳水扁。由於兩人上次見面至今 「已隔三秋」
，黨內人士批評蘇貞昌 「無事不登三寶殿」。

據悉，南部的地下電台近日對蘇貞昌頗有怨
言，焦點集中在 「扁蘇關係」上，蘇向 「獨派」
人士陳昭姿、黃越綏、金恒煒等人表達對陳水扁
身體狀況的關心，並希望安排事隔三年的 「扁蘇
再會」。

據陪同蘇貞昌前往探扁的柯建銘轉述，扁蘇
9日早上會面約半小時，大部分話題圍繞在了解
陳水扁的身體狀況，也有談及對馬英九、國民黨
的批評，與民進黨未來發展。陳水扁清楚蘇貞昌
要參選黨主席的意向，但兩人對此沒有多談。

不滿老人政治籲年輕人參與黨務

【本報訊】據聯合報報道，對於馬英九過境印度孟買
，國台辦發言人楊毅日前僅簡單表示， 「據我們了解，這
（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停留」，對記者詢問事前兩岸是否
經過任何溝通，他並未回應。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王建民指出，在兩岸關係穩
健向前的大環境下，馬英九只是單純過境印度，目的是前
往非洲友邦訪問，大陸方面應該不會有太多意見。但他也
坦言，有關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議題，將來只會越來越凸
顯，兩岸須更有智慧因應和面對。馬英九過境印度，事前
是否曾知會對岸？王建民認為，這件事不容易證實，但他
相信 「國共平台」是暢通的，溝通上沒有什麼障礙，彼此
應該有默契，不致於影響兩岸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表示，與民進黨執政時
期相較，大陸方面自然比較願意給國民黨政府更大的國際
空間， 「讓國民黨的執政順利一點」；至於台灣方面是否
曾向大陸打過招呼，張鳴認為，兩岸應該有默契， 「馬英
九向來比較有禮貌」，大陸的態度也會比較軟。

馬訪非過境孟買
國台辦：技術性停留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匯集兩岸學者的
「第二屆愛與和平論壇」9日在高雄市舉行，包括大

陸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被台媒稱為中共智囊的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前台灣 「總統府」
資政蘇起等兩岸知名學者參與。首日活動將圍繞兩
岸民主這一主題進行討論。

俞可平：民主是兩岸共同追求
據介紹，9日首天活動以台灣民主、大陸民主及

各國民主為主題，兩岸學者就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一度
「針鋒相對」。

台灣政治大學教授趙建民在會上表示，大陸是
「百分之百的專制國家」，但民眾的政治權力意識升

高。在場媒體原料有關話語會惹來一眾在場大陸學者
的 「強烈回應」，未料大陸學者們沒有太多反應。

「我今天能來這裡談民主就是一種進步」，被島
內媒體稱為中共智囊的大陸學者俞可平表示，民主是
兩岸人民和政黨共同的追求，也是兩岸高度關注的共
同話題，他認為近年大陸民主化程度已有很顯著的進
步。他又以其個人為例，表示自己 20 年前就想來台
灣交流，卻因抗議不得其門而入； 「今天能來這裡談
民主就是一種進步」，盼兩岸學者透過論壇交流，使
台灣一些學者會更務實理性客觀看待大陸民主。

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則稱，過去外界以為大
陸害怕民主是誤解， 「大陸的民主需要完善、發展，
但同時要根據國情推進，太快會翻船的」，因此大陸
要在穩定經濟的基礎下，找到適合中國發展的民主形
式。

蘇起：台灣不可干預大陸民主
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則認為，台灣民主走

了 20 年，有優點也有缺點，現今大陸民主發展的客
觀條件愈來愈成熟，各界皆樂觀其成。他認為，台灣
對大陸民主化要 「高度關心，但不可過度干預」，以
免造成反效果。蘇起認為，台灣要認識大陸民主發展
相當複雜，不能簡單、一廂情願看待。

部分大陸學者對大陸的民主改革持開放態度，令
島內媒體耳目一新。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
授門洪華表示，民主是世界潮流，大陸走向民主是必
然的，民主是 「必要的好東西」；大陸歷代領導人也
都強調政改的重要性， 「大陸從來沒有放棄政改」。

兩岸知名學者聚高雄熱議民主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9日消息： 「北有圓環
，南有龍山寺」係老台北繁榮的象徵，百年圓環的美
食是老台北人的共同記憶。熄燈歇業整頓近一年的小
吃文化地標台北圓環9日重新開幕，再現芳華。

台北圓環位於大同區，為早期繁榮之地，眾多小
吃攤雲集。上世紀 90 年代經歷 2 次火災並重新整建
開業，但因經營不善，先後於2006年7月、2011年5
月兩度歇業。

台北市市長郝龍斌表示，圓環是台北人共同的記
憶，他高中時也常來這裡品嘗小吃。此次圓環以美食
、「都會森林」為主軸重新開幕，深具特色，相信能夠
再次成為台北市民休憩的好去處，恢復過去的榮景。

接手經營圓環的是台灣廣告界名人聯廣傳播集團
董事長余湘。入主台北圓環公司後，身為台北圓環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余湘展開招商，攜 「花藝新天王
」藍米克與台灣名廚阿忠師一起創新圓環。她告訴記
者： 「希望此舉能延續台北人對圓環的傳統美食記憶

與傳承歷史情感，更能將圓環打造為台北美食文創新
地標。」

經過重新裝點設計後的圓環，將以綠活幸福理念
和美味平價餐飲吸引民眾。置身其中，玻璃建築變身
都會森林天然溫室，成為四季迷你植物園，蓄水池遺
跡經過重新設計後重生為幸福之泉。

傳統餐飲依然是圓環的主要特色。加盟新圓環的
阿忠師，多年來致力於台菜文化傳承，他將為圓環大
展台菜手藝。

此外，不少 「有機樂活」概念店家進駐圓環，包
括豆之味、蛙咖啡、蜜朵麗冰淇淋、星星王子時光茶
室等，以天然、環保、互動為訴求。

「台北圓環相當於北京的大柵欄，是在地美食發
源地。」台北圓環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張殿文說，過
去圓環曾端出道地酒家菜料理，頗受大陸遊客歡迎，
現在已經開放個人遊，新圓環希望迎來更多大陸遊客
到此感受美食、園藝、文創的 「樂活台北」。

台北圓環開幕 打造美食新地標

▲第二屆 「愛與和平論壇」 9日在高雄金典酒店舉行，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右）成為媒體爭
相採訪對象 中央社

▲曾是台北美食小吃代名詞的建成圓環9日正式開
幕，市長郝龍斌（右）剪綵揭幕後，參觀1樓中庭
由市定古蹟蓄水池所改造成的「幸福之泉」 中央社

▲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左3）9日與妻子（左）前往民進黨
中央黨部，領表登記參選黨主席 中央社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9日電】台灣長庚醫院9日在上海
「2012 年台灣名品博覽會」，召開發布會向大陸同胞推介

醫療服務。據了解，長庚紀念醫院是目前最多台灣民眾選
擇的醫療機構，平均每3位台灣居民就有1人至長庚醫院就
醫，同時也是台灣擁有最多境外病患的醫院，每年有來自
世界各地超過15000人次的境外病患專程前往就醫。今次來
滬，該院整合了最具特色的九大醫療中心推薦給大陸民眾
，包括顱顏修復、顯微重建、肝臟移植中心、美容醫學、
臍帶血移植、心臟血管治療、人工生殖、人工關節置換和
健康檢查中心。

長庚醫院方面介紹，大陸民眾至該院就醫，主要以整
形外科為主，包括唇顎裂、小耳症、疤痕修補及乳房重建
等，其次是骨科，集中在人工關節置換及脊椎手術等，以
及神經外科，主要治療椎間盤突出、腦瘤等。

長庚醫院赴滬推介醫療服務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台灣交通部近日被媒體
揭出一筆長達 29 年的 「糊塗帳」。全台約 218 萬名駕駛
1801c.c.到2400c.c.排量的汽車車主，在繳付汽車燃料使用費
時，因交通部於 1983 年制訂的計算標準出現多項人為錯誤
，導致該批車主在過去 29 年以來共多交了 11 億 800 萬元
（新台幣，下同）。

有關問題存在29年，交通部曾換過14任部長，竟無一
人發現此漏洞，直至近日才被媒體追查相關新聞時意外揭發
，全台名車主嘩然。

交通部驚悉大漏洞後，承諾將重新核算收費標準，並將
多收的 11 億元全數退返給相關車主，料每名受影響的車主
可獲退款不少於870元。

台媒揭交通部29年糊塗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