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營提案罷免馬英九

時尚達人發明情境旅遊

門檻高難通過 藍營斥政治鬧劇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A23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在馬英九即將完成台灣領導人第一任任期的最後一個星期，民進黨與台聯黨14日
在台灣 「立法院」 提出罷免案，預料在15日送進程序委員會處理，希望能排進下次院
會的議程。對此，國民黨 「立法院」 黨團指責民進黨完全是政治操作，對社會沒有幫助
；親民黨黨團則表示並未參與罷免案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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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海峽
論壇將於下月16
到 22 日 在 福 建
舉行。這是迄今
兩岸規模最大、
參與人數最多、

參與界別最廣泛、涉及範圍最廣的民間
交流盛會。不料，最近幾個月口口聲聲
說要與大陸交往的民進黨，上周決議禁
止黨公職人員參加海峽論壇，原因是
「海峽論壇與國共論壇性質相同，統戰

意味太濃」。民進黨此番言論若不是無
知幼稚，就是故意混淆視聽。

這幾年兩岸建立了多層面的溝通渠
道。相較於 「國共論壇」（已改名為兩
岸經貿文化論壇）着重兩岸政黨之間的
交流，海峽論壇則是兩岸基層民眾相互
了解和結誼的平台。台灣方面參與主辦
論壇的 30 多個單位都是民間機構，大陸
方面的主、承辦單位也大多是群眾社團
及行業協會。九成參與者都是來自兩岸
基層，因而論壇議題主要聚焦民生，包
括改善通關環境、共建平潭實驗區、產
業合作等；活動項目頗具民間特色，包
括台灣特色廟會、兩岸家庭聯誼、烹飪
邀請賽等。

由於海峽論壇的 「草根」特點鮮明
，所觸議題較不牽涉政治，本是民進黨
人士走出 「自閉」怪圈，與大陸交流的
切入點。大陸方面也曾表示，若要展開
黨際對話，須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但另一方面也歡迎島內各界人士多到
大陸來看看走走。言下之意即民進黨雖
不承認 「九二共識」，暫無法與中共方
面展開政黨層級的對話和溝通，但不等
於民進黨人士不能參與兩岸交流活動，
民進黨人士可以適當身份登陸遊訪，一
來可對大陸現狀有清晰的認識，從而明
白兩岸關係日益緊密已是不可逆轉的歷
史潮流；二來也可為將來兩黨展開對話
作一些鋪墊。今年3月民進黨發言人羅致
政便以學者身份赴雲南參加第十屆兩岸
關係研討會，而黨內人士當時也希望能
參加敏感性不高的海峽論壇。殊料，民
進黨高層一紙禁止黨員參加海峽論壇的
通告不僅像一盤冷水，澆滅了黨員登陸

交流的希望，也似一座大山，使自己隔絕於正進行得
如火如荼的兩岸交流活動。長此以往，在島內兩岸議
題只會讓國民黨 「專美」，民進黨將被邊緣化，失去
「話事權」。

今年台島大選民進黨再吞敗果後，也提出要與大
陸交往。言猶在耳，當機會出現時，民進黨卻躊躇不
前，凸顯其言行不一，有糊弄民眾之嫌。其實，兩岸
關係研討會和海峽論壇的性質相似，都屬於民間層級
的活動，但民進黨高層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主
要是因為海峽論壇的知名度和規模高於兩岸關係研討
會，民進黨若派人出席海峽論壇，顯然具有一定的指
標意義。但在當前民進黨內部在兩岸路線轉型的問題
上未有明確方向和共識之前，該黨高層顧慮重重，加
之正值黨魁選戰期間，可謂群龍無首，任何涉及重
大轉變的改革議題都只能待新任黨主席上台後才有
定論。不過，從三場政見辯論會來看，多數候
選人的兩岸主張仍未突破 「台獨」黨綱。
看來，即使新主席就職，民進黨的兩岸
路線在短時間內恐難有讓人耳目一新
的變化。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 14 日報道：馬英九將於 20
日宣誓就職連任，第一任期只剩7天，民進黨團卻在
此時發起罷免行動。這項提案是由黨團總召柯建銘提
出，連署人共有42名，除了民進黨40位立委全數簽
名外，還有台聯黨的3名立委。

三分二立委同意才成案
根據選罷法規定， 「總統」就職未滿1年者，不

得罷免；因此民進黨提出的罷免案，是針對 「第一任
期」的馬英九提出罷免，而不是針對連任後的馬英九
。但即便如此，根據台灣的相關法規， 「正、副總統
罷免案」須經全體立委四分之一提議，全體立委三分
之二同意後提出；而目前台灣 「立法院」共有113席
立委，民進黨40名立委即使再加入親民黨團3名立委
，要通過提案也是 「不可能的任務」。

馬首任任期僅餘一周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在記者會上明言，雖然罷免

案成案的門檻很高，沒有辦法罷免成功，但民進黨圖
的是留下歷史紀錄。台聯黨團總召許忠信表示，他們
不僅要連署罷免案，還要推動修改選舉罷免法，撤除
連任者 1 年內不得罷免的保護傘；就算修法受阻，

在馬英九第二任期滿 1 年後，他們也會繼續推動罷
免。

對於綠營的大動作，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林
鴻池表示，馬英九第一任的任期只剩下1周，民進黨
團的提案沒有意義，完全是政治操作；這是一場鬧劇
，對社會沒有任何幫助。他呼籲反對黨應該思考對社
會的衝擊以及提案的正當性，如果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只會讓社會更亂而已。

親民黨團總召李桐豪表示，親民黨並未參與罷免
案的連署，因為這是在罷免只剩幾天任期的馬英九，
520後馬英九照樣就任，實質意義不大。但基於對罷
免權的尊重，任何黨團都有提案的自由，親民黨團支
持該案依照程序進入院會；至於院會未來若表決罷免
提案，親民黨是否會支持，李桐豪的態度則相當保留。

綠委憂「倒馬」變「助馬」
民進黨內也有不少立委對罷免案持保留看法。民

進黨中央成立的 「罷免專案小組」，由中常委謝長廷
擔任召集人，上周五黨團大會討論是否針對馬英九提
出罷免案時，贊成、反對兩種聲音都有。包括謝系、
扁系立委多傾向支持，其他立委則持保留立場，認為
實質意義不大。

持反對立場的立委認為，此時提出罷免案，將讓
原本國民黨內的反馬聲浪 「縮回去」， 「等於是幫馬
英九轉移焦點，並藉此機會團結國民黨」，同時反讓
社會留下民進黨是 「亂源」的印象，建議應把罷免這
項 「武器」留着，待未來再使用。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 14 日消息：當供職於
大陸一家網絡媒體的王欽結束了4天台灣個人遊後，
她發現自己變得美麗了。不僅是王欽，與她一共感受
此次個人遊的女孩們，紛紛在微博上發表着美麗感言
。讓她們對台灣留下美好印象的，是一位台灣旅遊、
時尚界達人王翎芳，她也是此次主題個人遊的策劃者
和組織者。

王翎芳是一位熱愛時尚與旅遊的台灣女作家，長
期致力於兩岸人文旅遊觀察，她的《台灣自助遊》熱
銷兩岸，向大陸民眾介紹了 「最台灣」的景點、美食
、時尚、商圈。 「路邊攤沒關係，一定要特別。我知
道我找到的都是最好的，因為它們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這位知道新竹市青草湖香腸攤在哪裡、澎湖馬公
島郵局門口的葱油餅很可口的美食達人沒有讓諮詢者
失望。

特色小吃串聯遊覽路線
王翎芳還 「發明」了一種旅遊方式── 「情境旅

遊」。譬如組織遊客到澎湖，她會為大家選擇帆船或
遊艇出海，下午四點半從澎湖本島出發，行駛到海平
面落日最美的地方，就暫泊下來，欣賞從落日到星星
滿天的畫面，然後繼續航行到望安。晚間上岸烤肉，
等潮水下去的時候，潮間帶的生物都出來了，開始抓
螃蟹；第二天一早就能喝到民宿老闆煮的美味蟹肉粥
；然後到東嶼坪最美海域浮潛看藍色珊瑚和小丑魚；
上岸後則可以品嘗漁家老闆娘親手準備的海鮮料理。

在 「粉紅愛麗斯」主題遊中，王翎芳為姐妹們安
排的一項活動，是在海邊的潮間帶品紅酒。每個女孩
穿上最美的小禮服，坐在一張屬於自己的椅子上，腳
剛好可以舒服地泡在海水中。然後面對大海，品紅酒
，吃飄到腳邊的托盤裡的食品，用蕾絲袋裝着自己的
願望，選一個地方藏起來…… 「我想讓每位女孩都能

在短暫美好的寶島遊中找到最美麗的自己。」她說，
秘訣就是讓過程充滿享受與想像，值得回味。

王翎芳認為大陸 「個人遊」遊客的旅遊路線應盡
量 「親民」。 「這樣可以感受最基層的文化，最快接

觸台灣人情味。」她建議，可以由小吃串聯起整條路
線。北部從基隆開始，延伸到九份、蘇澳、宜蘭、台
北、淡水、陽明山…… 「因為小吃中藏着台灣最深最
古早的人文風情。」王翎芳說。

親近大自然 盡享美景美食美酒
蔡英文藉批馬保持影響力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4日消息：前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14日在臉書發表公開信，向馬英九提問 「台灣是不是
國家？中國和台灣是不是同一國家？未來兩岸互動是否以
一國兩區為依歸？」她說，近期輿論對於馬英九的峻言批
判早已積羽沉舟，她無意藉此加入 「批馬」或 「反馬」，
台灣陷入如此情境，前景着實令人深切憂慮，所以不得不
直言相諫。

國民黨發言人殷瑋表示，蔡英文發表公開信，表面上
在 「批馬」，實質卻是民進黨黨內權力競逐戰場的延伸，
是否擔心自己失去舞台，人民會有清楚判斷。

殷瑋表示，馬英九已一再強調 「台灣是我的家園、
『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台灣也是我的國家」。蔡英文

的 「三問」顯然是刻意扭曲，政治操作。
有媒體分析稱，一連串的言行表明，蔡英文已完成

「沉澱」並將重返民進黨，繼續發揮其政壇影響力，並為
再戰2016年大選鋪路。

【本報訊】據中通社 14 日報道：佛光山星雲大師
14 日主動投書媒體、發出新聞稿，籲請馬英九慎重考
量 「優待陳水扁、赦免林毅夫」。

星雲法師指出，如果馬英九基於尊重司法而不能給
與阿扁特赦，或許可以效法當年 「蔣介石對張學良的寬
容政策」，以 「軟禁」代替 「拘禁」；至於因為叛逃而
無法回台省親的林毅夫，星雲法師認為兩岸揚棄敵對，
過去的爭議也應該 「一笑泯恩仇」，讓林毅夫回宜蘭探
親。

星雲大師在新聞稿中指出，日前因為佛誕節和母親
節同時在 「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舉行慶祝大會，大
家不約而同都提到了佛陀的慈悲、母親的仁愛，這讓他
想起了兩個人，一位是陳水扁，另外一位則是現在人在
大陸、台灣宜蘭籍的世界級經濟學者林毅夫。

星雲大師說，撰寫此文非受人之託，也不認識林毅
夫其人，只是基於台灣土地雖小，仁義寬容的精神卻可

以成為世界的表率，感於佛陀的慈悲與母親的仁愛而提
出此一建議。

建議「軟禁」陳水扁
對於陳水扁，星雲大師說，貪污，法所不容，也可

以理解馬英九不考慮特赦的立場；他也認為就算讓陳水
扁保外就醫，也只是權宜之計。因此，在特赦與保外就
醫之間，星雲大師認為可以有個中庸的做法，就是效法
當年蔣介石對張學良的寬容政策，給予他一間房子，讓
他有妻兒陪侍，和家人團聚安度晚年，但限制他不得再
從事政治活動。

至於林毅夫，星雲認為那是時代的個案。他說，
「兩岸關係今非昔比。過去，一邊要反攻大陸；一邊要

解放台灣，如今都成為歷史陳跡」。星雲認為在揚棄敵
對、擱置爭議的現在，也應 「一笑泯恩仇」， 「讓林毅
夫如願回鄉探親」。

星雲大師：優待陳水扁 赦免林毅夫

▲民進黨 「立法院」 黨團總召柯建銘（前中）14
日說，馬英九第一任任期將屆，民進黨和台聯黨
14日正式提出「罷免總統案」 中央社

▲星雲大師14日以公民、佛教徒身份發聲，
提 「優待陳水扁、赦免林毅夫」 建言，盼促進
和諧、改善對立 中央社

▲島內美景勝地墾丁地區的各大飯店最近紛紛推出特色別墅吸引遊客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14日報道：此間傳媒14日引述軍
方消息稱，軍方已經展開改裝工程，將台灣自行研發的 「雄
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裝在海軍近海巡邏主力的錦江級艦
上，使只有500噸的錦江艦，可以攻擊包括航艦在內的大型
水面艦，發揮 「以小搏大」的不對稱戰力。

除此之外，台軍還打算在目前計劃建造的迅海級飛彈快
艇配備雄三及雄風二型飛彈，以 「狼群戰術」對抗大型作戰
艦艇。但美國軍事專家質疑，台灣軍方想以這種 「狼群戰術
」對抗運動速度相對較慢的航空母艦或是大型作戰艦艇，其
成效可能不如預期。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姆
斯日前在日本《外交學者》雜誌發表分析文章，以 「台北還
是先別急於打開香檳慶祝」的說法，表達對於此項戰略的質
疑。霍姆斯指出，台灣軍隊的設想還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
最關鍵的一點是人的因素，即使有最優秀的戰艦，如果沒有技
術熟練、銳意進取的軍人來操控，在戰時仍將形同擺設。

台軍艦部署航母殺手飛彈

台校學士班開始招收陸生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4 日消息：島內大學院校招

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簡稱陸聯會）2日公布招
收大陸學生的台灣大專院校科系名單，且從 14 日起受理報
名。今年較為不同的是，首次有公立大學學士班招收陸生。

根據陸聯會網站資訊，台灣 91 所大專院校今年預計招
收 1566 名陸生名額，對象是戶籍在廣東、福建、上海、北
京、浙江與江蘇等6個省、市學生招生，今年較為不同的是
，金門大學與澎湖科技大學也在招收陸生的名單中，是首次
有公立大學學士班招收陸生。

今年是台灣大專院校招收陸生第2年，從14日開始接受
報名，直到6月19日截止，只要參加大陸上述6個省、市的
普通高等學校統一考試， 「達本科二本分數線以上」的陸生
，即具備報名資格。

台灣教育部規定，目前只有私立大學可招收陸生，但兩
所離島的公立金門、澎湖科大除外。金門最近積極推動 「大
學島」計劃，金門大學今年希望吸收優質陸生，校長李金振
在4月底也到廣州拜訪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學院，並且在當地
宣傳金門大學。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 14 日消息：大陸商務
部 14 日在此間發布消息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ECFA）簽署以來，大陸方對台實施零關
稅的台灣農產品已超過 50 種，今年將研究進一步放
開台灣農產品進入大陸市場的品種和數量的可能性，
擴大島內農產品登陸關稅降稅範圍。

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陳星在給 「ECFA和兩岸農
產品貿易論壇」的致辭中說，2012年1月1日，貨物
貿易早期收穫開始第二階段降稅，超過早期收穫產品
總數94%的貨物均已實現零關稅。其中，18項農產品
中的 16 項關稅已降為零，加上 ECFA 簽定前已經對
台實施零關稅的 30 餘種農產品，大陸方對台實施零
關稅的台灣農產品已超過50種。

商務部的資料顯示，2011 年1月1日ECFA實施
以來，相關工作進展順利、成效顯著。2011 年兩岸

貿易額實現了新突破，達到1600億美元，其中ECFA
項下 18 項農產品據台方統計累計進口 1.25 億美元，
同比增長127%。ECFA顯著推動了兩岸農產品貿易發
展。

陳星說， 「十二五」期間，商務部將積極落實
ECFA和兩岸其他協議，推進貨物貿易、服務貿易、
投資和經濟合作的後續協商，促進兩岸貨物和服務貿
易進一步自由化，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資
及其保障機制。

同時，還將擴大兩岸貿易，促進雙向投資，加強
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並且積極支持大陸台資
企業轉型升級。在農產品貿易方面，將進一步保護台
灣農產品知識產權，加強大陸市場的監管，鞏固銷售
台灣農產品主渠道，推動兩岸農業優勢互補，合作雙
贏。

大陸將擴大台農產品關稅優惠

屏東珍珠石斑魚養殖場雜交出一尾金黃色石
斑，香港有人出價新台幣10萬元，但業者希望讓
牠在台東海生館展示。石斑魚專家何源興說，這
是世界第1尾黃金石斑。 中央社

黃金石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