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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語 云
「明知不可為

而為之」，民
進黨前主席許
信良正是具有

這種無畏勇氣和浪漫情懷的政治人物。
他昨天在民進黨主席選舉登記截止前完
成報名手續。與已登記參選的蘇貞昌一
樣，許信良同樣是此次選戰備受關注的
候選人。只不過蘇貞昌實力雄厚、勝券
在握，參選早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許
信良則如 「孤鳥」，勝算甚微，卻甘於
陪跑，讓不少人大感意外。

去年 4 月民進黨舉行 「總統」初選
，許信良同樣在報名截止最後一刻才匆
匆登記，原來是因為囊中羞澀，需時籌
措 500 萬元（新台幣，下同）的報名費
。如今一年後的黨魁選舉，許信良的
150 萬報名費也是借來的。誠然，借錢
參選並不奇怪，因為如果勝選，意味着
政途亨通、回報豐厚。然而，許信良一
度淡出政壇多年，四年前才重回民進黨
，雖然早年曾擔任過兩屆黨主席，但人
走茶涼，且時過境遷，加之年事已過，
東山再起不過是黃粱一夢。去年黨內
「總統」初選，蔡英文和蘇貞昌分別有

超過四成的支持率，而許信良只有一成
多。500 萬的巨額報名費就這樣無聲無
息地蒸發了。

在不少人眼裡，許信良參選，根本
就是一門虧本生意；但在許信良心中，
參選是一種情結、一種理念、一種追求
，非金錢與權力所能衡量。他曾自比苦
行僧，說從小就立志當 「總統」，從政
是為了傳播政治信仰。而 「大膽西進」
則是他在兩岸關係方面的重要信仰。
1995年他出版了《新興民族》一書，提
倡 「大膽西進」，即積極與大陸交流和
合作，1997年又提出兩岸 「三通」勢在
必行。十多年的今天，許信良的 「預言
」一一成為現實。只可惜，當年毫無遠
見的民進黨死守 「台獨」神主牌，不僅
不採納 「良」言，還冷嘲熱諷。時至今
日，其兩岸主張在民進黨內仍是 「異數
」。正是 「革命尚未成功」，許信良遂
利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機會，發表自己
的政見，苦口婆心地勸導黨內同仁痛改

前非。去年黨內 「總統」初選如此，今年的黨魁選舉
亦如此。只是這一次許信良在選舉策略方面多下些了
功夫，畢竟 「不在其位，難謀其政」，掌握了政權，
傳播信仰也就事半功倍了。

許信良昨天發表參選感言時未詳談兩岸政見，倒
是罕見地提到了兩個人：蔡英文和謝長廷。他說，蔡
英文是 「上天賜給民進黨的禮物」，經過2012年大選
的洗煉，2016 年將更完美。他又說，民進黨應成立
「兩岸關係委員會」，應由謝長廷帶領。對於許信良

的 「表白」，蔡謝二人應是心領神會。蔡英文雖然請
辭黨主席，但人氣不減，黨內擁護者眾，均期待她四
年後再戰。至於謝長廷，向來與蘇貞昌不和，近年則
通過「挺蔡」，既保持自己的實力，又抑止蘇系壯大。
這次黨魁戰，外界原本預料蔡系與謝系會推出代理人
，與蘇貞昌抗衡，殊料立場較為中立的高雄市長陳菊
無心黨務，「反蘇」聯盟乏人出戰。許信良正是瞅準
了這個空缺，向蔡謝二人「招手」。此外，許謝二
人關係匪淺。當初許信良重回民進黨，正是獲
謝長廷力邀。倘若許信良有蔡謝兩股力量加
持，不僅可扭轉 「孤軍作戰」的不利局勢
，也將成為蘇系不可小覷的競爭對手。

王毅盼台灣成促中美合作因素

319案新疑點 子彈疑從扁車內射出

期待馬就職演說釋出兩岸積極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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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主任王毅13日在美國華盛頓表示，希望能在馬英九 「520」 就職演說上，聽
到有關兩岸的積極訊息。他認為台灣問題目前仍是中美之間最重要且敏感的問題，期盼
雙方能共同努力，讓這個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積極因素。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13日報道：王毅這趟美國
之行，是國台辦每年的例行工作，這也是他擔任國
台辦主任的第4次美國行。王毅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
常務副國務卿伯恩斯，雙方就台灣問題深入交換了
意見。

王毅華府晤美副國務卿
王毅在會見時表示，大陸方面的對台政策將保

持穩定性和連續性，北京願循序漸進地繼續推進兩
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他強調，中華民族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通過兩岸平等協商解決好有關台灣的各種
問題。在這一進程中，中方希望美方繼續發揮積極
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灣問題真正成為中
美關係中的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因素；真正成為
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為增進戰
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導致戰略互不信任的因素。

王毅說，美方強調將繼續在台灣問題上恪守一
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 「獨立」， 「這與我們的
想法是一致的」。他並說，美方歡迎並樂見兩岸雙
方在各個領域進一步開展對話與合作。美國各界也

高度評價近幾年兩岸關係取得的明顯進展。

強調兩岸仍以經合為主
在拜會完伯恩斯後，對於有媒體問及近來兩岸

是否談及馬英九第二任期內展開政治對話和建立軍
事互信措施的可能性時，王毅在美國國務院門口對
守候的記者說，當前兩岸關係的重點仍是在經濟領
域，因為單單一個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就有大量談判等着進行，何況還有金融合作、產業
合作、投資合作等。但經濟合作也由相對容易的部
分進入比較困難的部分，需要新的動力，而新的動
力來自兩岸互信， 「所以吳伯雄先生這次到大陸參
訪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積極的進展，我們給
予高度的肯定」。

媒體問道，希望在馬英九的 「520」就職演說聽
到什麼樣的訊息。王毅回答說， 「當然希望聽到積
極的訊息，使得整個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保持
良好的勢頭，希望大家都做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事情。」

談到民進黨，王毅依舊表示，如果民進黨堅持
「台獨」立場，將難以進行對話。但如果以個人的

名義，不論什麼立場都希望能來大陸走走、看看，
了解大陸的變化與進步，這對民進黨未來的發展是
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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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13 日報道：台灣 「移民署
」12 日宣布，因應大陸旅客赴台個人遊新增開放天
津、重慶、南京、廣州、杭州及成都等6個城市，將
於28日啟動。台移民署將於4月20日開始受理送件
，每日配額也由500人調高為1000人。

「移民署」官員表示，大陸旅客赴台觀光旅遊
，最近兩個月穩定增加。陸客赴台個人遊，自去年6
月實施，累計申請總數已達72878人，每日平均申請
人數359人。其中，2012年3月及4月每日收件數均
達600人以上，已突破每日500人上限，顯見陸客赴
台個人遊人數呈現穩定增加。

目前大陸旅客赴台個人遊第二批開放試點城市
，業經兩岸相關部門多次磋商並達成兩岸雙方換文

行政程序。第一階段新增天津、重慶、南京、廣州
、杭州及成都等 6 城市，已定於 4 月 28 日啟動。台
「移民署」表示，第一階段試行情形如果良好，第

二階段將後續開放濟南、西安、福州及深圳等4個城
市。另外，為讓大陸旅客更了解台灣，並將他們在
台個人遊的各種體驗寫在博客上，以達宣傳效果，
台旅會北京辦事處甄選出30組共60位旅遊達人，贊
助他們赴台從事自由行活動，而這批旅遊達人預定4
月底開始陸續赴台。

台觀光局統計，從去年 6 月 28 日起開放陸客個
人遊至今年3月31日止，計有57171人赴台，以每人
每天消費250 至270美元，平均停留6天計算，已帶
來新台幣26億元的觀光商機。

陸客個人遊增點 台下周起辦理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 13 日報道：13
日是民進黨主席參選登記最後一天，曾經兩度擔任民
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再度回鍋，登記參選黨主席。許信
良發表參選聲明，第1條就是力挺前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再戰2016大選。

蘇貞昌當選機率76%
民進黨前立委蔡同榮，上午也登記參選，到目前

為止，已登記參選的包括前台南縣長蘇煥智、 「行政
院」前院長蘇貞昌和 「行政院」前副院長吳榮義，加
上許信良和蔡同榮，總計角逐下屆民進黨主席 「5搶
1」正式成局。儘管如此，未來事件交易所最新預測
卻顯示，5人中以蘇貞昌當選機率76%最高，遙遙領
先其他候選人，其他候選人的當選機率都只在6%以
內。

支持蔡英文四年後再戰
許信良當天在完成登記後發表參選聲明，提出5

大政見，其中開宗明義第1條就是 「支持蔡英文再戰
2016」，並自居 「英迷」。他還提出，要把蔡英文
「2012 大選所提政見，透過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成

為民進黨的正式文獻」，並且讓民進黨 2016 年的
「總統」候選人在2014年時，和 「7合1」地方選舉

同時提名，提早進入備戰狀態。
許信良在競選宣言中並未談到兩岸政策，他說，

他研究兩岸政策20幾年，很多不是1、2千字的競選
宣言說得完的，蔡英文競選 「總統」時提出的兩岸政
策，像是概括承受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這很重要的政見，他也支持。

蘇煥智批「挺蔡」不利團結
許信良最後並提出，當選後，將組織成立 「兩岸

關係委員會」，位階與黨主席相同，他屬意謝長廷擔

任兩岸關係委員會主委。他說，謝長廷有遠見，如果
去中國大陸訪問，會更有影響力。

對於許信良提出支持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再戰
2016 的政見，黨主席選舉候選人蘇煥智表示，此時
民進黨最重要的是黨的團結、轉型以及路線討論，許

信良此時表態支持特定人參選 2016，恐提早引爆黨
內矛盾，模糊黨主席選舉的真正焦點，讓黨主席選舉
陷入代理人戰爭，不利於黨的社會形象與未來發展。
他說， 「將小英捲入此次黨主席選舉是非，反陷小英
於不義，也應非小英所樂見」。

許信良角逐黨魁打小英牌

台現致癌假牙疑雲
衛署稱是烏龍事件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及中通社 13 日報道：
2004 年台灣大選投票前夕發生的 319 槍擊案已過 8 年
，有關槍擊案的真相仍然疑點重重，未見水落石出。
最近又有人向傳媒提供新 「事證」，披露一張陳水扁
遭槍擊時搭乘的吉普車彈孔照片，質疑子彈是從車子
裡面射出來，與過去專案人員所稱 「陳義雄從外伏擊
」的說法不同。

照片顯示彈孔「內縮外擴」
據周五出刊的最新一期《時報周刊》報道，追查

319槍擊案長達8年的 「福小姐」，數年來南北奔走，
拿着數百張當日案發的相關照片和影帶，在台南市金
華街、奇美醫院多次比對。 「福小姐」找到一位製作
319 案紀錄片的美籍華人李源生，他從眾多影像資料
中截取出一張當時吉普車右側方拍攝的彈孔照片，顯
示在擋風玻璃上出現的彈孔，呈現 「內縮外擴」的碗
狀痕跡，由此證明子彈是從車子裡面射出來的。

照李源生的說法，這個畫面是由一家電視台攝影
記者意外拍到。319 案發生後，刑事局曾找來鑒識專
家李昌鈺，在2004年4月9日，用激光來判斷彈道。
當天李博士還沒到場時，這名攝影記者在被現場警員
趕走前，從吉普車的右側方，近距離拍下這張關鍵照

片。
李源生和 「福小姐」找島內外彈道專家詢問，大

家根據它內側縮小、外側擴大的碗形彈痕，都表示子
彈是從車內打出去的。

彈頭沒有扁脂肪組織
如果依 「福小姐」所言，子彈從車內射出，那是

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有機會開出這槍？對此 「福小姐
」推論出一個最有可能的情形：陳、呂車隊出發後，
下午1時10分到達南萣橋，先有1名白衣警務人員，
在行進間上了吉普車。隨後又有另1名保安隊員，拿
出1個黑色公事包給車上人員，這人再將包包交給呂
身後的隨扈警衛官盧孝民。 「福小姐」質疑，這個包
包內有玄機。

此外， 「福小姐」和李源生還提出許多疑點，包
括檢警公布的作案彈頭，聲稱陳水扁血流得不多，是
因為槍打到脂肪層較厚的肚子，那為何官方找到的
「鉛彈」中，找不到任何陳水扁的脂肪組織？

在 「福小姐」提出新事證之前，長期調查槍擊案
真相的台灣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朱浤源，3月18日
也表示已掌握3名關鍵證人說詞，足以證明槍擊案是
由台南某知名人物主導。

▲國台辦主任王毅12日在華府與美國國務院官員會
談，圖為王毅於會後接受媒體訪問 中央社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右）13日前往民進黨中央黨部，領表登記參選黨主席 中央社

▲28家台灣旅遊企業13日在青島參展中國最大
旅遊盛會──中國國內旅遊交易會，營銷台灣

王志剛、于光霞攝

▲2004年3月19日陳水扁和呂秀蓮乘坐吉普車
在台南市內拉票造勢。紅圈位置為陳水扁中槍受
傷部位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 13 日報道：隨着台灣油、電價雙
雙調升，民生物資也紛紛喊漲，其中烘焙油業者傳出將調漲
價格一成左右，整個烘焙市場也會因此漲價，以往在市場內
常看到的10 元（新台幣，下同）麵包攤，現在已經陸續消
失。台北市糕餅公會理事長張國榮憂心地說，今年島內將再
次引發一波麵包店倒閉潮。

台灣傳媒 13 日引述烘焙用油龍頭企業南僑表示，由於
烘焙油脂上游原料黃豆漲價已超過兩成，加上島內油電大漲
，因此考慮以分段方式，調漲烘焙油脂價格一成左右。

烘焙用油調漲，首當其衝的就是以往在傳統市場、黃昏
市場或是巷弄內常看到的10 元麵包攤，無論菠蘿包、肉鬆
麵包、青葱麵包、泡芙還是奶油包，通通賣10 塊錢，是家
庭主婦、學生、上班族省錢的好選擇，現在已經陸續悄悄消
失。剩下還在苦撐的少數業者，則不知道下個月烘焙油再漲
後，還撐不撐得下去。一位老闆說，不知道能撐到什麼時候
，只能在還能賣的時候，盡量讓大家吃到美味又便宜的 10
元麵包。業者預估，5月烘焙油漲價後10元麵包店會更少，
尤其可能會從生活費高的大台北地區逐漸絕跡。

油電漲價 便宜麵包店將收爐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13日報道：不少人都
希望擁有一口雪白皓齒，因此，台灣市場對假牙的需求達
240萬顆，但裝入口中的假牙竟可能成為用家致癌的源頭。島
內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13日澄清，報道放射活性標準與
最新版ISO 6872牙科用陶瓷國際標準不符，屬烏龍事件。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說明，牙科用氧化鋯材料列屬
醫療器材管理，須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始得上市，未經核
准擅自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者，可依藥事法規定依法查處。

媒體報道牙科用氧化鋯材料的放射活性最低是為每公
克0.1貝克。食藥局表示，天然氧化鋯材料就存在放射活性
，據ISO 6872牙科用陶瓷國際標準，規範氧化鋯產品的放
射活性應低於每公克 1.0 貝克，而非如報道所載每公克 0.1
貝克，報載產品檢測數值在國際標準範圍下，對人體健康
應無危害，請民眾放心。

事件源於13日島內媒引述台灣牙具業內人士消息，發
現有公司在製造全瓷冠及人工植牙時，其使用的主要材料
氧化鋯（Cubic Zirconia，CZ）有黑心貨流入，有關劣質
產品經台灣原子能委員會（原能會）檢測，發現鈾系放射
性物質超過國際標準逾9倍；原能會提醒，恐會增加骨癌及
肺癌風險。

據中台科技大學牙技系副教授吳世經介紹，氧化鋯是
一種具有韌性的精密陶瓷，除應用在汽車零件等工業用途
，也可使用在人工髖關節中；在牙科應用上，由於透光度
佳且接近自然牙色，可用在全瓷冠、人工植牙的植體支台
齒及人工牙根，美觀、生物相容性高，也較不易引起牙齦
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