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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維新
基金會董事長身
份登陸的民進黨
中常委謝長廷昨
天結束參訪返台
。雖然只是短短

五天行程，但走訪了漳州、廈門和北京
三個城市，實現了祭祖夢想，見識了大
陸的快速發展，更重要的是，分別與國
務委員戴秉國、國台辦主任王毅和海協
會會長陳雲林進行了會面。謝長廷的這
次私人之旅可謂收穫甚豐。

由於謝長廷在民進黨內頗具分量，
而且還可能出任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
會」主委，所以不少人對他此行寄予厚
望，並給予高度評價：有媒體把謝長廷
比喻為 2005 年率團登陸展開 「破冰之旅
」的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也有人認為
，謝長廷在與王毅會面時提出 「憲法各
表」，意味着民進黨的 「台獨」立場有
鬆動的跡象。

不可否認，在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
事宜遙遙無期之際，具有前瞻眼光的謝
長廷先走一步，抓住國際調酒協會邀請
的機會籌劃了大陸之行。這不僅需要政
治智慧，還要具備不畏人言的勇氣，值
得肯定。但把他比喻為民進黨的 「連戰
」，似乎是言過其實了。當年 「胡連會
」不僅化解了國共宿怨，還達成了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和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五項共同願景」的共
識，為兩岸關係發展開啟了新思維，而
「破冰」的意義正在於此。至於謝長廷

雖然也與中共高層進行了會面，但雙方
仍是各說各話，民共兩黨的 「冰」依然
存在。

謝長廷是民進黨創始人之一，但其
兩岸主張與國民黨較為接近，上世紀九

十年代即提出 「憲法一中」，承認目前台灣奉行的
「憲法」蘊含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意味。他日前又

提出內涵大致相同而名稱相近的 「憲法各表」，雖然
相比 「台獨」黨綱，有其積極意義，但這畢竟只是謝
長廷個人主張，並未成為民進黨上下的共識，若由此
研判民進黨 「台獨」立場鬆動，恐怕言之尚早。

謝長廷登陸前，民進黨內意見不一，但謝長廷要
面臨的更大挑戰恐怕是登陸後回到黨內，如何面對同
仁對其在大陸言行的質疑以及說服黨內高層着手改造
兩岸路線。其間可謂困難重重，目前不僅 「獨派」人
士大肆抨擊謝長廷提出的 「憲法各表」，作為一黨最
高決策者蘇貞昌對於謝此行的態度，也未表露出明顯
的支持，更定調謝長廷在大陸的言行不代表民進黨
。這當中既有蘇貞昌害怕謝長廷搶其風頭的顧忌，
也顯示了蘇貞昌目前還不想觸動黨內兩岸路線的敏
感神經。

然而，不管民進黨部分人士如何唱衰謝長廷，
又或是視而不見、低調以對，謝長廷這次已打響
了第一炮，民進黨這池 「綠水」已泛起了陣陣
漣漪，年初要求黨內檢討兩岸路線的聲音
勢必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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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長廷大陸行效應 漳州 廈門 北京

謝長廷：雙方初建互信
結束大陸訪問返抵台灣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謝長廷這次在
大陸的多項活動都是閉門進行，民進黨內部對謝長
廷的大陸行似乎缺乏 「互信」。黨主席蘇貞昌 8 日
表示，兩岸互動是必要的，但必須要透明公開；民
進黨立委也強調謝長廷在大陸的發言並不代表黨、
也沒有黨的授權，謝長廷能否改變黨內既有的兩岸
論述，還言之過早。

會晤大陸高層屬「意外」
謝長廷此行訪問大陸，除了在廈門祭祖、出席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涉台學者座談外，前往北京參
觀國際調酒大賽時，還陸續跟國務委員戴秉國、國
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及海協會長陳雲林會晤。

謝長廷8日結束在大陸5天4夜的訪問行程，中
午搭機返台前接受媒體訪問，談到對此行的感想時
說，他對大陸很陌生，一開始只是來參加調酒大賽
，沒有設定要見哪些人；但後來各界都很關心，他
也不排斥有些會見行程。對於與戴秉國等人會面，
謝長廷表示沒有事先安排，對他來講，這些是 「意
外的行程」，但他也覺得這是 「很好的結果」。

謝長廷並指出，行前很多人擔心，他會被 「消
費」、 「穿小鞋」、會被 「統戰」， 「其實大家
看到也沒有」，他相信這是跟大陸交流互信的一
部分。

回台後是否會和民進黨內分享此行的結果，謝
長廷重申這是個人行程，不過，他非常樂意和 「願
意的人」分享，這也是 「互信、信賴的一小步」。

蘇貞昌：兩岸互動要透明
至於謝長廷此次登陸訪問，會不會對黨內帶來

後續效應，民進黨正 「嚴陣以待」。蘇貞昌雖然認
同謝長廷 「處理」兩岸差異的說法，以及同意民進
黨應積極自信地面對大陸，但也話中有話地強調，
民進黨一向主張兩岸的互動要透明公開。民進黨發
言人王閔生重申沒有 「民共平台」的問題，謝長廷
這次訪大陸是私人行程，與大陸官員見面、說了什
麼話，是私人的選擇，不代表民進黨。

綠委：兩岸政策非謝話事
謝長廷訪問大陸暢談其兩岸政治理念，是否會

替民進黨帶來新的兩岸論述，是外界關注的一大重

點。對此，民進黨立委黃偉哲認為，民進黨是集體
決策，兩岸政策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謝長廷要改變
黨內既有的兩岸論述、另起兩岸政策的爐灶，還言
之過早。

學術界對謝長廷能否整合黨內共識也表示存疑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陳一新投書報章指出，
謝長廷在處理兩岸差異之前，可能要先認真處理民
進黨內部差異；任何一位民進黨領導人要想整合民
進黨內各派別的不同意見都非易事，何況在謝的主
導之下，多少黨內敢言之士不是遭到排擠，就是被
封為 「十一寇」或被戴上 「親中」的帽子。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八日電】民進黨中常委
謝長廷 8 日結束訪問大陸。資深台灣問題專家李家
泉對大公報表示，謝長廷此行雖說是 「民間之旅」
，但實際是為民進黨探路，他此行對兩岸關係有積
極影響。

李家泉指出，馬英九成功連任後，民進黨進行
過內部評估，承認在兩岸政策上跟不上形勢。而如
不跨越兩岸政策的鴻溝，民進黨將永遠都是在野黨
。因此，現在民進黨內部也有很多矛盾，相互牽制
。他指出，雖然謝是以 「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
的名義登陸，但若蘇貞昌反對，他也無法成行。因
此，謝長廷的登陸實際上得到了民進黨的默認，同
時也表明他個人對大陸是友好的，這實際是為民進
黨探路。

謝長廷所主張的 「憲法一中」、 「憲法各表」
和 「一中各表」是接近的。李家泉指出，在與國台
辦主任王毅會面時，謝長廷提出以 「憲法各表」作
為 「九二共識」的替代方案，這本質上是在兩岸政
策上向國民黨靠攏。 「『九二共識』的核心就是一
個中國、反對 『台獨』，謝長廷 『憲法各表』的說

法和 『一中各表』的內涵是相近的。」李家泉分析
，謝長廷 「憲法各表」的表述很微妙，形式上和承
認 「九二共識」有所區隔，但實際上區隔不了，
「憲法一中」就是國民黨說的 「一中」（即中華民

國），大陸不可能接受 「台獨」，謝長廷 「憲法各
表」的提法與國民黨承認 「九二共識」的思想脈絡
是相同的。

「其實民進黨內部好多人都同意這點，但礙於
面子不能直說，此次謝長廷到大陸來就是抱着觀望
的態度，看大陸的反應是怎麼樣的。」

李家泉認為，謝長廷此次登陸，受到大陸歡迎
，對兩岸的關係有積極的影響。 「大陸早就表明，
民進黨的基層人士只要贊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改
變 『台獨』立場，就可以與之來往。」他指出，謝
長廷是民進黨元老，過去曾主張 「台獨」，但他這
次來，大陸待之以禮，戴秉國、王毅、陳雲林都與
之會面，給他比較高規格的接待。這展現出了風度
，也顯示出大陸說話算數。另一方面，民進黨探路
的目的也達到了，雙方開始接觸，應當說沒有負面
影響。

以 「私人身份」 登陸的民進黨中常委
謝長廷，8日上午在北京結束大陸之行前
表示，這次訪問大陸，見到了一些原本沒
有安排會晤的人，是意外、也是非常好的
結果；他形容這是雙方 「互信」 的一小步
，回台後他會跟願意分享的人分享。

李家泉：謝攜憲法各表登陸探路

【本報訊】據聯合晚報八日報道，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
司公布最新民調顯示，謝長廷前往大陸參訪，57.8%的民眾
認為，對兩岸政治交流與和平發展有幫助；民進黨支持者認
為有幫助達63.2%，國民黨支持者認為有幫助64.7%。

是次調查詢問民眾是否贊成民進黨、共產黨兩黨暫時擱
置對立主張，以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時，有 73.1%表示贊
成、10.3%不贊成。即使民進黨支持者也高達72.9%贊成、僅
15.6%不贊成。顯示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寄望大陸與民進黨雙
方皆能擱置爭議主張，化干戈為玉帛共同推動兩岸的和平發
展。此外，民調還詢問受訪者，未來如果兩岸有機會進行政
治談判，哪些政治人物比較有資格和能力時，在提示姓名、
順序隨機且不限項複選情形下，依回答多寡排序為蔡英文
42.1%、王金平38.5%、蘇貞昌38.0%、馬英九29.4%、謝長廷
25.4%、王郁琦6.6%，有11.8%表示該6位都不能代表其立場。

逾六成綠軍贊成謝長廷登陸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八日報道：台
灣財政部8日公布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出口年
增率10.4%，終結連續6個月的衰退，且出口金額達
271.7 億美元，為近 14 個月新高。不過，累計今年 1
至9月出口2235.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3.9%，預
料全年仍將呈現負增長。

台灣財政部統計長葉滿足表示，9月出口由負轉
正，與礦產品出口量23.8億美元、激增1.4倍有關，

主要輸出到東盟國家。
但值得留意的是，佔台灣輸出產品大宗的 「資

訊與通信產品」跌幅仍大，9 月衰退了 20.1%，主要
是因為手機出口減少 56.9%；1 到 9 月出口金額下跌
23.1%，手機出口更大跌42.6%。

據統計，9月台灣出口月增率10%，年增率與月
增率都達兩位數。而 9 月進口總值 230.9 億美元，年
增率 1.3%，月增率 8%。進出口相抵，貿易出超 40.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25.4%。
累計今年1至9月出口2235.6億美元，比去年同

期減少 3.9%，與亞洲主要地區相比，仍敬陪末座，
預估全年出口也確定負成長；進口 2039.9 億美元，
年減率 5%；累計貿易出超 195.6 億美元，年增率
9%。

葉滿足說，根據環球透視的預估，今年第 3、4
季景氣皆處於谷底，但已逐漸趨穩；由於去年第4季
的比較基期甚低，今年第4季出口可望正成長，根據
歷年情況來推估，第 4 季出口會比第 3 季增長 3%到
10%。

台出口止跌回升 創14個月新高

行政院修法 陸生可望納入健保
【本報訊】據台灣《工商時報》八日報道，台

「行政院」上周完成修改 「兩岸條例」第22條政務
審查會，修改 「停留」規定，將陸生來台唸書期間
視為 「居留」行為，以合法納入健保範圍，這項修
法本周四院會將通過，約有一千多人受惠。

官員表示，基於公平性考量，目前外籍生、僑
生甚至外籍勞工都在全民健保納保範圍內，考量到
公平及人道，希望將陸生納保。就健保財務而言，
陸生多屬20-23歲年輕族群，健保醫療支出相對少
，反而付出多，有利健保財務挹注。

逾千陸生將受惠
未來陸生來台將會拿到 「居留證」，但畢業後

仍須離開台灣，健保服務同時結束，不會像大陸配
偶，因為居留而變成所謂依親長期居留甚至定居台
灣。目前來台陸生約有一千多人，未來這項制度可
望吸引陸生來台就讀誘因，對大專院校招生不足的
情況可望有所助益。

台灣淡江大學法文研究所就讀的大陸學生崔耘
上月因不明重病住進淡水馬偕醫院，但目前有限的
商業保險醫療不足以支付醫療費用，其友人積極對

外尋求援助希望募款減輕其負擔。後來校方告知，
會協助負擔相關醫療費用。但此事再次引起島內對
陸生參加健保問題的關注。

陸委會承諾優先推動
教育部上周表示，曾召集相關部會討論將陸生

納入健保，但考量適法性，因此傾向透過修法。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長黃雯玲指出，先前教育部曾提案
，希望讓有學位陸生比照 「產業科技研究」和 「學
術科技研究」入境大陸人士，加入健保；但後來邀
請陸委會、衛生署等部會討論後，考量合法性和適
法性後，還是傾向透過修法。黃雯玲表示，目前傾
向修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提供陸生納入健保的
法源依據，但修法可能需要一定時間。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上周三在 「立法院」備詢時
指出，上任後要推動3項政策，包括陸生納入健保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拓展兩岸經貿與文化交
流。

王郁琦說，陸生多屬年輕族群，健保醫療支出
相對較少，反而有利健保財務；推動陸生來台就學
，可增加兩岸青年的互相了解，對兩岸關係有益。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八日消息：由台北故宮博物院
與陝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共同主辦，集結了陝西省歷史博物館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8家博物館珍稀館藏文物的 「赫赫宗
周──西周文化特展」8日下午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開展。

據介紹，這次展出的176件珍稀出土文物，幾乎囊括了
60多年來，陝西省出土西周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
多數展品更為近 10 年最新的出土發現，透過本次展覽首次
展出，帶領觀眾重新認識西周王朝多元豐富的政經發展與藝
術成就，揭開距今3000多年前西周王朝的神秘面紗。

據台北故宮博物院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表示，176件珍稀
出土文物中，屬於大陸一級文物者數量高達 54 件套，規模
堪稱空前。包括有刻鑄長篇銘文的青銅器、新近出土的甲骨
卜辭、陶瓷器、蚌器，以及芮國墓地出土的眾多精美玉器、
金器等。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介紹，這次展覽除匯集
大量青銅器、玉器及出土文物外，還將青銅器上的銘文及甲
骨文的原文和釋文一併展出，讓觀眾可以從釋文中了解中國
古代的禮樂制度，以及尚禮尚樂的西周生活。

此次展覽的策展人蔡慶良表示，除了大陸特批來台的
「何尊」、 「牆盤」這兩件明星展品外，陝西省扶風縣出土

的周厲王 「 簋」和 「 鐘」這次也來台與台北故宮典藏的
周厲王 「宗周鐘」聚首同院展出，實在是相當難得且空前的
盛事。他說，分藏兩岸的這3件王器都為周厲王下令鑄造。

兩岸周厲王王器合璧展出

害夫 害夫

▲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謝長廷結束大陸 「開展之旅」 行程，8日和妻子游芳枝搭機抵達台灣桃園機
場，支持民眾熱情獻花 中央社

▲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謝長廷在前往北京首都
機場前接受媒體訪問，滿臉笑容 中新社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上周在 「立法院」 備詢時表示
，上任後將優先推動陸生納保、調整大陸人士在台
取得身份後擔任公職限制、檢討大陸廣告管理規範
等議題 中央社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的陝西省扶風縣出土的周厲王
王器 「 簋」 中新社害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