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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台灣
」與 「神九登天
」是風馬牛不相
及的兩樁事，但
生活在台灣的大
陸配偶卻把兩者

相提並論，抱怨 「嫁到台灣為何比神九
登天還麻煩」。這樣的比喻可能過於誇
張，但大陸配偶赴台定居的繁瑣手續和
漫長的等待時間，以及兩岸婚姻所出現
的各種社會問題，確是多年來困擾兩岸
聯姻家庭的沉疴痼疾，為原本甜蜜浪漫
的愛情故事蒙上了一層陰影。為了給兩
岸婚姻群體提供更好的服務，為了維護
兩岸配偶的合法權益，海峽兩岸婚姻家
庭協會日前在北京成立，民政部副部長
竇玉沛當選為協會會長，由此也凸現了
大陸方面對兩岸聯姻的重視和關心。兩
岸通婚是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紐帶和天
然力量，是對 「兩岸一家人」最準確、
最生動、最直接的註解。

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當局開放居民登
陸探親，不僅使分隔近四十年的家庭得
以團圓重聚，也使一些在島內無力娶妻
的 「王老五」在大陸覓得伴侶，完成終
身大事。迄今兩岸婚姻已經過32萬對，
並以每年一萬對以上的速度增長。由於
多年前大陸窮台灣富，多是一些家境拮
据、學歷不高的大陸婦女嫁到台灣，但
隨着大陸經濟崛起和生活環境改善，越
來越多的兩岸配偶選擇在大陸定居，而
且涉及的相關問題已從婚姻締結拓展到
了收養、就業、社保、醫保、公證、教
育、戶籍、出入境、生育、婚介組織管
理等領域，涉及的對象不僅是婚姻當事
人，還有其子女和親屬，因此，成立專
門的民間機構來解決兩岸婚姻問題是非
常必要的。

然而，促進兩岸婚姻健康發展，單
靠大陸方面還不夠，正是 「一個巴掌拍
不響」，台灣方面的努力不可缺少。多
年來台當局對與台灣居民結婚的大陸人
士赴台定居和工作，採取了許多嚴格的
限制措施，例如，婚後不可立即來台定

居，申請之初每年只能在台停留半年；在 「團聚階段
」的兩年內，不得在台灣工作；繼承台灣配偶的遺產
不得超過新台幣 200 萬等等。這主要是因為當年兩岸
關係緊張對立、充滿敵意，令台當局對大陸配偶也
「另眼相看」，害怕她們如洪水般湧入台灣搶資源、

討生活，害怕她們假結婚、真騙錢。
這幾年隨着兩岸關係改善，島內也逐步解開大陸

配偶頭上的 「緊箍咒」：取得身份證的時間從 8 年減
至 6 年；取消繼承遺產金額的上限；開放工作權。但
仍有不少帶有歧視性質、不近人情的規定：外國配偶
只需4年就可取得台灣身份證，但大陸配偶要等6年；
大陸配偶申請入境需面談，其他國籍除東南亞以外免
面試；大陸配偶入籍後滿10年才能擔任公職，外配入
籍後即可擔任11職等以下公職；大陸配偶犯任何輕罪
都會被迫離境，而外配要被判 1 年以上有期徒刑、故
意犯罪者，才會被取消居留權。

正如國台辦主任王毅日前所說 「婚姻不是政治
，（台灣）放鬆吧」，兩岸聯姻純屬民生事宜，
攸關民生福祉，但願台當局能從人道立場出發
，以平等、開放的心態維護大陸配偶在島
內各領域的權益和尊嚴。

瀾瀾觀觀
隔海台全面檢討兩岸條例

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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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近前指示陸委會全面檢討《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陸委會近日已全面動
起來，全盤檢討修法，希望能趕在下月
「立法院」 會期開始前完成相關法案檢討
。有官員解讀，從馬英九要求全盤檢討兩
岸政策及修法來看，馬第二任期有意讓兩
岸進入 「一個新階段」 。

【本報訊】據《旺報》29 日報道，馬英九近日
接連表態，要求全面檢討兩岸政策和《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繼國民黨中山會報後，馬英九日前接受中央
社專訪時再度提到，要檢討陸配、陸生來台政策，以
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陸生納入健保列優先
陸委會對此指出，為因應兩岸人民往來及交流所

需，已邀集相關機關共同研商，目前各機關已配合兩
岸交流趨勢及實際需求狀況，進行兩岸條例暨相關法
令通盤檢視作業，未來將依檢視成果陸續提出修正草
案。

陸委會這幾日也因此全面總動員，近日接連舉行
內部會議，討論法案優先順序，甚至為此開會到晚間
8點，官員直呼， 「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就
是希望能趕在9月中 「立法院」開議前，完成檢討。

據了解，陸委會將把《行政院陸委會組織法草案
》，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涉及陸生納入健保
、陸配縮短身份證取得年限、兩岸租稅互免內容中的
第17條、第22條、第25條之2修正案，列為優先法
案。高層說， 「都被罵死了，當然要趕快檢討」。

另外，大陸來台參訪的省市團部分人士人權紀錄
不佳，為將人權團體納入專業交流來台人士聯席審查
會中，陸委會也將兩岸條例中第 18 條、第 18 條之 1
修改草案列入優先法案中。

馬盼兩岸進入新階段
馬英九還提到，大選後覺得時候到了，要求兩岸

政策通盤檢討。對此，官員解釋，這代表馬英九希望
在第二任期，兩岸政策要進入 「一個新階段」，所以

對於兩岸政策以通盤觀念來處理。
陸委會高層解釋，雖然是通盤觀念，但兩岸政策

檢討將採 「分區塊」方式處理，而非 「一次到位」。
馬英九也提到，希望盡快促成兩會互設辦事處。

他認為，辦事處應具綜合功能，對於在大陸的台灣民
眾幫助非常大，對來台的大陸民眾也有幫助。他說，
早在海基會成立的第二天，就表示將來會在大陸設立
辦事處，但有人質疑是不是像 「領事館」？ 「結果就
完了、就掛了」。

因此，對於兩岸互設辦事處是否也包含在通盤概
念中，一併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條納入這會
期修法範圍？陸委會官員相當保守地表示， 「要不要
修法，能不能處理，要看政治能量上是否能承受，要
朝野有共識」。

擬大幅修改歧視政策

陸委會近期檢討之兩岸政策
■陸配取得身份證年限由6年縮減至4年

■陸生納入健保

■兩岸租稅互免

■進一步開放陸資入島

■促成兩會互設辦事處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媒二十九日報道：
由台灣軍方駐守的南沙太平島，將於 9 月初進行環
島防護實彈射擊操演，多名立委將於 9 月 4 日前往
太平島實地視察射擊操演。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表示，太平島屬於台灣治理
、駐軍的島礁，立委前往視察，主要是了解駐島官
兵生活所需，加油打氣。但能否成行，屆時還需視
天候狀況而定。

據透露，立委預定9月3日夜宿屏東機場，4日
搭乘空軍C-130運輸機，預定11時前抵達太平島，
聽取海巡部隊簡報，巡視官兵陣地，視察火炮射擊
等各項行程，也不排除會搭船出海。據指出，近日
海巡南沙指揮部官兵密集進行射擊預習，反覆熟悉
火炮射界與標定。

據相關官員表示，太平島進行輕兵器射擊演練

，被外界定義為軍事操演後，已引起越南、美國等
關注，除越南自敦謙沙洲瞭望觀察台軍火炮裝備登
島外，美方也透過管道關切台方相關行動意圖。

台灣行政部門強調，已將相關實彈射擊操演訊
息通知南海周邊國家，並籲請各國船隻，在太平島
進行實彈射擊期間，切勿進入相關管制海域，以維
護安全。

全民南沙研習營成員返台
另方面，台灣軍方近月舉辦兩梯次 「全民國防

南沙研習營」，其中第二梯次成員剛於29日由太平
島返回左營軍港。今年活動由島內 116 所大學，遴
選具備政治、外交、法律、海洋生態與環境保護等
多重領域系所學生，最後由成功大學、台灣大學各
遴選教師兩人、博碩士生12人，組成研習營隊參加。

立委下周登太平島 視察實彈射擊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二十九日報道：
「2012 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將於 30 日在

台灣海峽的廈門、金門海域舉行。兩岸共出動 29 艘
艦船艇、3架直升機、約600 人共同參演。據了解，
此次演練首次模擬兩岸直航客機遇險，並碰撞兩岸直
航客船，導致作業漁船傾覆等多個場景，將更加契合
兩岸 「三通」開啟後紛繁複雜的兩岸海空大交通應急
保障的需要。

據悉，本次演練的主題是 「強化搜救合作、共建
平安海峽、維護兩岸三通、共創兩岸雙贏」，藉由海
上實際演練，整合兩岸海難搜救資源，共同維護台灣

海峽航行安全。
參與演練的兩岸單位包括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

、中國海上搜救中心、中華搜救協會、廈門市政府、
金門縣政府及海峽兩岸海上搜救相關部門。

部分「小三通」航班取消
台灣海巡署 29 日特此發出新聞稿指出，此次演

練由兩岸共同策劃、指揮，以兩岸直航可能發生的海
上突發事件為背景，並以海上人命救助和船舶消防進
行搜救演練，同時驗證兩岸遇險信息通報及緊急應變
機制，對於維護周邊海域航行船舶及人命安全，極具

實質意義。
此次演練海峽兩岸共計出動29艘艦船艇、3架直

升機、約600人參演。演練區域設定在金門與廈門交
界海域，主要演練區域面積約6.2平方公里。演練現
場由台灣海巡署 「台南艦」擔任海上觀禮台，邀請兩
岸相關人員 「同台指揮、同台觀摩」，並各派遣一名
人員共同進行現場解說。所有參演船舶、直升機均
在同一演練區域進行聯合搜救演練，共同完成演練
項目。

為配合演練，金門與大陸廈門東渡碼頭小三通航
班將停航7航班。

首次模擬直航機遇險 驗證緊急應變機制

【本報訊】
據新華社台北二
十 九 日 消 息 ：
「我要一小塊園

地，不要有遍鋪綠草，只要有泥土，可讓小孩
搬磚弄瓦，澆花種菜，餵幾隻家禽。我要在清
晨時，聞見雄雞喔喔啼的聲音。我要房宅附近
有幾棵參天的喬木。」林語堂在《我的願望》
裡寫下了對家園的夢想。1966年他親自設計的
居所在台北陽明山建成，夢想成真。在林語堂
人生的最後十年裡，他和夫人廖翠鳳大部分時
間都居住於此。林語堂1976年在香港病逝後移
靈台北，享年82歲，現長眠於故居後園。

生於福建龍溪的林語堂曾獲美國哈佛大學
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
士學位。因為翻譯 「幽默」（Humor）一詞，
提倡幽默文學，得到 「幽默大師」之名。他是
二十世紀將中國文化精神向西方引介的重要人
物，著有《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
《京華煙雲》等英文名著。

林語堂故居解說員王怡庭說，林語堂喜歡
書桌 「七分莊重中透出三分凌亂」。他的桌上
常擺着牛肉乾、花生與糖，而抽屜也被拉開作
為擱腳處。他晚年正是在此完成了登峰之作
《當代漢英詞典》。

林語堂同時還是一位發明家。在書房的另
一端有一個小小的 「林語堂先生發明特展」。
最令人稱奇的，是他發明的 「上下形檢字法」
及基於此的 「明快中文打字機」。據介紹，
1947年林語堂在美國耗費12萬美元讓工程師依
照 「上下形檢字法」設計鍵盤字碼，製造出一
台 「明快中文打字機」。該打字機只有64個鍵
，每分鐘最快能打50字，直行書寫，能拼印出
九萬個中國字，而且不須訓練即能操作，十分
輕巧簡便。可惜當時因中國遭逢內亂，廠商不
願生產，林語堂也因此瀕臨破產。後來， 「明
快中文打字機」的鍵盤曾授權使用於IBM的中
譯英機器，以及 Itek 公司的電子翻譯機；林語
堂過世後，神通計算機也以 「上下型檢字法」
發明「簡易輸入法」，讓這項發明的影響更大。

林語堂其他的生活發明，包括可以自動填
充牙膏的 「自來牙刷」，幫助發橋牌的 「自動
發牌機」等。

隨着兩岸交流的持續熱絡，林語堂故居也
迎來許多慕名而來的大陸遊客。

林語堂長袖善舞 發明中文打字機

■暑假太盡性學生染病多

簡訊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九日報道：暑假接近尾聲，台
灣各大醫院門診的性病專科竟迎來 「業務高潮」，一股開學
前的 「性病恐慌潮」籠罩寶島的學生哥、學生妹。島內媒體
29日引述台大醫院感染科門診的統計數據，7月及8月兩個
月份中，要求檢測梅毒、淋病、菜花甚至愛滋的人數激增，
較平常多出 2 成以上，且清一色都是 18 到 25 歲的年輕族群
。醫生指出，不少求診者擔心暑假 「太盡性」會染病，趕在
暑假結束前檢查身體，但部分卻不幸被驗出有病。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九日電】由上海市婦聯、上海
社會科學院、上海市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共同主辦的 「2012
滬台婦女文化周開幕式暨第五屆滬台民間論壇」今天上午在
滬開幕。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林澄枝在會上表示，兩
岸女性應進一步加強交流，互取所長，期待發揮 「溫柔的力
量」。中華海峽兩岸婦女經貿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蔡鈴蘭則
表示，兩岸的職場女性都面臨事業和家庭雙重壓力，現代女
性應該給家人留出時間，定時為自己創造一個能暫時與工作
完全隔絕，大口呼吸的個人自由時光。

■兩岸婦女領袖暢談女人經

■大陸首部台商題材電視劇開播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二十九日電】經過兩年多的拍攝

和製作，我國首部反映台商在大陸投資創業的 25 集電視連
續劇《台商》今日在中央電視台首播。下午四時，《台商》
導演謝銅攜主創人員翁家明、嵇波、李欣、褚穎穎等前來深
圳與媒體見面。國務院台辦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范麗
青女士在 「25集電視劇《台商》首播儀式暨新聞發布會」上
說： 「目前台商在大陸地區已多達9萬餘家，為大陸地區特
別是深圳的改革開放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為了爭取合法權益，在台灣的大陸配偶不時舉
行示威表達訴求 資料圖片

▲台灣方面下周將在南沙太平島進行火炮射擊演習
，圖為官兵進行81迫炮射擊預習狀況 聯合晚報

▲遊客在台北林語堂故居參觀林語堂發明
展 資料圖片

新北市
政府29日舉
辦蛋黃酥節
成果發表會
暨頒獎，選
出40家好酥
。除有傳統
烏豆沙口味
（右側），
另有創意的
竹筍、南瓜
、紅麴（左
側）等口味

中央社

蛋黃酥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