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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秉國會見謝長廷
陳雲林與謝共進晚餐

謝長廷登陸 漳州 廈門 北京北京

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份登陸訪
問的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7日下午與國務
委員戴秉國見面，晚上與海協會會長陳雲
林共進晚餐。戴秉國是謝長廷這次訪問大
陸以來，會面層級最高的大陸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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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維
新基金會董事
長名義來大陸
參訪的民進黨
中常委謝長廷
，這兩天分別

與國務委員戴秉國、國台辦主任王毅
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見面。由於這是
近年來民進黨大老級人物與大陸涉台
官員少有的會面，備受各界矚目。會
面的雙方頗為低調，畢竟這只是謝長
廷的私人行程，不代表民進黨。但對
於這位從台灣遠道而來的客人，大陸
涉台官員與之進行非正式會談，一盡
地主之誼，是符合禮節的，有助於增
進對彼此的了解。

今年 3 月以來，民進黨先後有多
位知名人士到大陸參加學術活動，黨
主席蘇貞昌和前任黨主席蔡英文也不
約而同地表達了登陸參訪的意願。對
於民進黨在今年大選敗北後掀起的
「登陸潮」，國台辦主任王毅 8 月曾

表示，對於民進黨人士，大陸方面敞
開大門，只要他們支持兩岸關係改善
與發展，大陸都願意創造條件，讓他
們到大陸看一看、走一走，實際了解
大陸的發展與進步，以及大陸的對台
政策。這番話體現了大陸對台政策的
靈活性。因為大陸一向堅持倘若要展
開黨際交流與對話，必須建立在 「九
二共識」的基礎上，但民進黨至今仍
奉行 「台獨」黨綱，使民共兩黨一直
無法進行正式交流。由此便會陷入一
種 「越不交流，越不了解；越不了解
，越容易誤解」的惡性循環，所以非
正式的會面，或是以智庫名義舉行的
座談，都有利於打破民共不相往來的
僵局。

值得注意的是，據悉，戴秉國是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
謝長廷以個人身份赴京參訪，獲戴秉
國接見，這是大陸方面向民進黨釋出

善意的重要指標。
民進黨在島內擁有不少支持者，是牽制兩岸關

係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大陸方面不可忽視的一股力
量。今年大選民進黨落敗後，黨內曾傳出轉型之說
，但後來卻不了了之，到底現狀如何，未來有何打
算，將對兩岸關係產生何種影響，這些都是大陸相
當關心的問題。而對兩岸問題素有研究、可能出任
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的謝長廷登陸訪問
，給大陸方面提供了一個 「釋疑」的機會。而謝長
廷也可趁機了解大陸方面的底線，日後回到台灣，
可向黨內轉達，讓民進黨決策者清醒地認識到 「在
堅持台獨的條件下與大陸展開正式對話」是不可能
的，制訂切乎實際的兩岸政見才是正道。

俗話說 「百聞不如一見」，了解事物最客觀的
途徑就是直接面對和接觸。戴秉國、王毅和陳雲
林先後與謝長廷會面，這樣的非正式會面於雙
方都是有益的。期待有一天，民進黨能夠
「頓悟」，放棄 「台獨」立場，民共得

以進行正式對話，如此才是真正的
「破冰」。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七日消息：國務委員戴
秉國7日在北京會見了來京參訪的台灣維新基金會董
事長謝長廷，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謝盼大陸給台更大空間
另據中央社報道，謝長廷表示，下午與戴秉國談

話約1小時。他向戴秉國表示，在國際上，有些不涉
及主權、不同性質的領域，例如NGO（非政府組織
）、公益、娛樂等方面，大陸應該給台灣更大的活動
空間。但謝長廷並未提到戴秉國對上述議題的回應，
只表示 「有交換過」意見。

謝長廷指出，由於戴秉國主管大陸涉外事務，因
此兩人才會聊到與台灣國際空間有關的看法。

謝長廷說，兩人也曾談及 「民主政治」及 「民意
」的問題，戴秉國提到大陸的協商政治及民主政治，
而他也提到台灣的民主政治、民主改革及民主協商，
但也是各說各話，畢竟各自發展經驗不同。陪同謝長
廷出訪的民進黨立委李應元說，戴秉國在會面期間，
提出反對 「台獨」的立場，但也知道台獨的形成有歷
史因素。會面氣氛坦率，雙方各自闡述立場。

陳謝12年前緣慳一面
繼6日晚接受國台辦主任王毅邀宴後，陳雲林7

日晚也邀宴謝長廷。謝長廷指出，他和陳雲林的話題
，是從往事聊起的。一聊才知道，他 12 年前（高雄
市長任內）計劃前往廈門而未能如願，當時擔任國台
辦主任的陳雲林曾為此前往福建，原因是 「本來以為
我會去」。

謝長廷說，陳雲林的專長是經濟，所以兩人也聊
到大陸台商的問題。目前大陸台商、特別是中小企業
台商，面臨一些困難，起因於經濟的變化、世界經濟
等問題，讓這些台商經營出現困難。而大陸也為此設
法給予幫助，或是輔導台商轉業。

謝用手機秀賈慶林照片
此外，在當天的參訪行程中被問及對大陸領導人

的印象，謝長廷坦言，大陸對他的政治主張十分了解
，謝長廷更即場拿出自己的手機，向在場記者展示大
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照片，並感慨地說，大陸對
台灣政治人物和政治主張非常了解，相反地，台灣對
大陸不了解，台灣主管大陸事務部門的官員（新任陸
委會主委王郁琦），居然連大陸政治人物都不認識，
還鬧出笑話，這點值得台灣內部應深思。

謝長廷將於8日離京返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北京七日消息：民進黨中
常委謝長廷7日表示，他6日晚向國台辦主任王毅
表達， 「我們不認為有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
並認為有替代方案；而他提出的 「憲法各表」，就
是替代方案。謝長廷並認為，1992 年會談的精神
就是 「憲法共識」。

謝長廷並針對他在北京與中國大陸人士，就政
治方面交換意見的感想表示，必須承認雙方在政治
方面有不同意見，差異是存在的， 「我們也沒有辦
法接受這邊的看法，他們也沒有辦法完全接受我們
的看法」，但雙方都肯定用善意、誠意可以解決差
異，這是有共識的。

至於是否和王毅談到 「超越差異」說，謝長廷
認為，王毅的看法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樣，雙方現
在對差異就是 「各說各話」，將來看時間、歷史演

變，會比較有智慧地解決差異問題。
針對昨晚接受王毅邀宴，謝長廷指出，兩人是

很自然地見面， 「我也沒有排斥」，雙方談了很多
，有2個小時。當然，大家有不同意見，他向王毅
提出他的主張，包括對 「九二共識」的看法；而對
方也了解他對「憲法共識」的主張，也看過他的書。

王毅介紹「1992年會談過程」
謝長廷說，兩人還聊到兩岸及全球這幾年的變

化，包括民主、宗教等問題。但談到 「九二共識」
時，他向王毅表達， 「我們不認為有 『九二共識』
4個字」，且有替代方案，而他提出的 「憲法共識
」就是替代方案。

至於王毅的反應，謝長廷僅表示，王毅有對
「1992年會談的過程」提出說明及解釋。 【本報訊】據聯合報七日報道，以台灣維新基金會

董事長身份登陸的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6日中午在北京行
程出現 「特殊安排」。由具解放軍背景、以促進兩岸統
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出面宴請謝長廷一行，
雙方在餐桌進行交流。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簡稱文促會）成立於二○○
一年六月，以 「開展兩岸文化學術交流，弘揚中華文化
，凝聚民族意識，推進祖國統一」為宗旨。會長是大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許嘉璐，副會長之一是共軍
總政治部少將辛旗。

辛旗在大陸對台研究領域具一定地位，也是解放軍
對台觀點和思維的代表人物，他曾多次訪問台灣，以學
者身份與台灣各界接觸甚多，台灣學界對他並不陌生。

中華文促會宴謝長廷

【本報訊】據中央社上海七日消息：民進黨中常委
謝長廷訪問大陸，見了國務委員戴秉國、國台辦主任王
毅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
深表示，這顯示大陸對此行的重視，謝長廷走了一條大
路。劉國深晚間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謝長廷此
行有多重意義，第一是大陸重視他的到訪。其次，謝長
廷的意見與大陸有分歧，但可貴的是，與大陸交集雖不
夠具體，但有想像空間，謝長廷是民進黨內有一定代表
性的人物，能和中共取得一些交集已很不容易。

關於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劉國深表示，在主
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這方面，現在不急着談，談這些
問題要 「保持車距」，未來透過交流解決問題。

劉國深指出，謝長廷此行順利，應是走了一條大路
，但能否在民進黨兩岸論述方面起質變作用， 「還有很
長一段路要走」。

學者：大陸重視謝長廷到訪

▲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謝長廷7日在北京出席世界杯調酒大賽，圖為謝長廷為參加比賽的台灣
選手加油 中新社

▲謝長廷7日用自己的iPhone手機，秀出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照片 中央社

▲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謝長廷偕夫人游芳枝在北
京參訪老舍茶館。老舍茶館始建於1988年，是集
書茶館、餐茶館、茶藝館於一體的多功能綜合性大
茶館 中新社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聯合晚報七日消息：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7 日表示，謝長廷會晤大陸國
台辦主任王毅，這是私人行程，沒有民共平台的
問題。

蘇貞昌上午在宜蘭縣三星鄉參加 「向資深黨員
致敬」活動前說，謝長廷在出發之前就明白表示，
「這是一趟私人行程，不代表民進黨」。

民進黨內其他人士對謝長廷這次登陸的看法意
見分歧、褒貶不一，以下摘錄部分民進黨人士對謝
長廷登陸言行的看法。

積極看法：將影響民進黨內氣團
前立委郭正亮說，謝長廷屬於實力派，將能影

響謝系立委與黨內氛圍，未來民進黨面對兩岸議題
時，像是陸生加入健保，以及高雄要成為自由貿易
港區、吸引台商回流等，這些政策不是由民進黨所
主導，但都是國民黨接下來要提出的，民進黨不能
和過去一樣抱持相同態度。

謝長廷最主要是傳遞民進黨以後要善意、正面
交流的態度，不能像過去一樣再貼標籤，未來民進
黨面對兩岸議題時，必須提出自己的主張與論述，
再與國民黨區隔。

消極看法：民進黨不會有所改變
前立委林濁水認為，民進黨不會因為謝長廷這

趟行程而有改變。除非民進黨舉辦 「中國政策」 辯
論，謝長廷才能提供經驗，說服黨內，但蘇貞昌沒

有要舉行辯論，他認為謝長廷說服黨內人士機會不
高。謝長廷此行與民進黨立委、縣市首長去大陸一
樣，最後產生效果不會有太多差異。對謝長廷拋出
的 「憲法各表」 ，林濁水認為，兩岸 「憲法」 是互
相不遵守的，怎麼會有共識？況且 「憲法」 在台灣
還有爭論，北京也不可能接受 「中華民國憲法」 。

前 「考試院長」 姚嘉文表示，民進黨主張 「制
憲」 ，謝長廷拿出 「中華民國憲法」 來談，違背民
進黨立場。

前 「中國事務部主任」 賴怡忠說，如果謝長廷
想要以 「憲法各表」 ，為民進黨與共產黨間對話開
拓道路，那將有失分寸，相關議題應該要先在民進
黨內達成共識再說。

中性看法：論述從寬政策從嚴
中執委洪智坤表示，他定位謝長廷是 「民進黨

踩線團」 ，謝長廷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份，
不可能與對岸黨政官員進行政治討論，只是建立民
進黨領導人登陸的協調互動模式，行程不容易出現
驚人之舉，對謝長廷登陸，定位不要太高，期待不
必過深，毀譽不必過重。

立委管碧玲表示，民進黨對兩岸議題應該走向
「論述從寬、政策從嚴」 ，相關政策的討論，都應

該要平等互惠。
民進黨 「立法院」 黨團書記長蔡其昌說，民進

黨的兩岸政策考量，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是否符合
台灣的能力，以及是否符合台灣利益。

藍營批「憲法各表」不可行
國民黨發言人殷瑋說，如果本來沒有 「九二共

識」，又如何以 「憲法各表」替代？謝長廷說法顯
有矛盾。

殷瑋說， 「九二共識」是 4 年來兩岸和解與制
度化協商的基礎。他認為，謝長廷的說法不但與基
本歷史事實不符，也形同否定馬政府上任以來兩岸
所獲致的具體進展；民進黨若不承認 「九二共識」
，在自己黨內有沒有一個一致、經過整合的論述？
在台灣社會當中，能否拿出兩岸政策具體內容取信
於民？如何與對岸進行交流協商？謝長廷的說法顯
然禁不起檢驗。

學者：民進黨應先凝聚共識
對於謝長廷提出的 「憲法共識」，島內空中大

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允傑說，這是民進黨內最接
近 「九二共識」的論述，謝長廷是希望在兩岸問題
上與國民黨有區隔，並爭取大陸的認同。

李允傑說，今年初的選舉過後，民進黨體認到
要重返執政，兩岸是非碰不可的議題，謝長廷的
「憲法共識」試圖為民進黨打開民共對話平台，為

民進黨找一條出路，也為自己建構歷史地位。
但李允傑認為，謝長廷的 「憲法共識」首要面

對的阻礙來自民進黨內部， 「獨派反彈的聲音可能
很大」；而且大陸方面也在觀望，在民進黨內部形
成共識之前，任何論述都不會馬上得到大陸的回應。

謝：憲法各表取代九二共識

▲謝長廷偕夫人游芳枝7日在北京參訪台灣會館
中新社

蘇貞昌定調謝言行不代表民進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