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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國時報九日報道，對於民
進黨中常委謝長廷登陸，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
任高輝日前分析，相較於蘇貞昌仍具有民進黨
主席身份，前黨主席蔡英文比照謝長廷模式登
陸的機會較高；但高輝也說，蘇、蔡登陸除了
個人主觀意願，最後仍取決於大陸放行與否。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日前表示，謝長廷
此行提出遵守 「憲法」的說法，與過去主張
「台獨」有很大不同，但這是他的個人意見，

或代表民進黨意見，還有待觀察。

國民黨：大陸重視謝到訪
江丙坤在二○○五年以國民黨副主席身份

登陸訪問，並促成黨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不
僅外界關注謝長廷是否扮演當年江丙坤的兩岸
破冰角色，能否促成蘇、蔡接棒登陸， 「國安
系統」對此也高度關注，研判此舉將影響後續
的民共互動與發展模式。

不過，高輝認為，當年江丙坤登陸屬於黨
對黨模式，這次謝長廷登陸屬於個人身份，即
使見到戴秉國等涉台系統領導，也只能說明大
陸方面很重視謝的到訪；他還說，蘇蔡能否登
陸，能否有 「適當身份」也是關鍵。

國民黨 「立院」黨團書記長吳育昇表示，
謝長廷回台後，應立即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舉
行聯合記者會，對外說明謝此行究竟是私人行
程，或是否代表蘇貞昌作試探性的 「破冰之旅
」。

立委林郁方認為，謝長廷此行只是 「千山
我獨行」，大陸以高規格接待，一方面可能是
想拉攏民進黨派系，進而試探蘇貞昌和蔡英文
是否跟進登陸；一方面則可能是藉此逼馬英九
突破漸趨保守的兩岸政策。但他認為，無論如
何，最終就如同謝長廷此行參加調酒比賽一樣
， 「花招看起來很多，但卻沒辦法把一杯酒調
好，激情過後只不過是一場秀！」

據中央社九日消息，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9日說，謝長廷登陸訪問，展現民進黨與 「中
國」的交流意義，希望未來雙方有常態化交往
。她說， 「台灣主權」問題，每個人或許有不
同看法，但民進黨是多元政黨，面對未來情勢
，有必要大家坐下來談，一起討論決定。

國民黨料蘇蔡接棒訪陸
蔡盼民進黨與大陸常態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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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進 黨 中
常委謝長廷的
大陸之旅雖然
已經結束，但
媒體的鎂光燈
依然聚焦在謝

長廷和民進黨上，因為登陸只是 「前戲
」，重頭戲還在後面。各界很好奇：到
底謝長廷此行是否會如催化劑，在民進
黨內產生化學效應，加快該黨兩岸路線
轉型的步伐？抑或民進黨真的是鐵板一
塊，無動於衷，謝長廷登陸不過是璀璨
耀眼的煙花表演，火樹銀花散去後什麼
也沒有留下？

今年大選民進黨再次落敗，黨內一
度傳出檢討兩岸路線的聲浪，謝長廷則
是 這 股 聲 音 的 代 表 人 物 。 其 「修 改
（ 「台獨」）黨綱」的言論猶如一顆震
撼彈，在黨內掀起 「千層浪」，但當時
正值黨主席改選，群龍無首，各吹各的
號，這顆 「震撼彈」也如石沉大海般，
漸漸失去後勁和蹤影。民進黨兩岸政策
辯論終因得不到合適的土壤和氣候，而
不了了之。5月蘇貞昌當選黨魁後，雖然
復設 「中國事務部」，但對兩岸路線轉
型事宜諱莫如深。民進黨調整兩岸路線
的動作似乎戛然而止。直到上周謝長廷
登陸，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事宜才又浮
出水面。

謝長廷這次登陸雖是以個人名義，
但仍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他不僅與大
陸涉台智庫交流，還見到了大陸高層官
員，對大陸涉台政策的底線應有充分了
解。這將促使民進黨人拋棄不切實際的
幻想，並清醒地意識到不放棄 「台獨」
，將無法展開民共兩黨交流，有助於民
進黨制訂切實可行的兩岸政策。但謝長
廷畢竟不是一黨之主，其想法只能成為
建議，若要轉變為政策，不能沒有蘇貞
昌的 「背書」。換言之，謝長廷大陸行
的積極效應能否對民進黨產生輻射作用
，蘇貞昌的態度尤為關鍵。

儘管黨內對謝長廷登陸意見不一、
褒貶有之，而蘇貞昌作為黨最高決策者
，擁有整合各派的資源和權力，倘若他
振臂一呼，明確支持謝長廷，則謝長廷
較為開明務實的個人兩岸主張成為民進
黨主張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但迄
今為止，蘇貞昌並未流露出挺謝的傾向
，反倒是頻頻強調謝長廷言行不代表民

進黨，頗有劃清界線的意味。關鍵在於，蘇貞昌大概
是擔心謝長廷藉登陸重振聲勢，成為其角逐下屆大選
的勁敵，因而極力掩蓋謝長廷登陸後的光芒。是沉
迷個人權力，還是優先考慮黨的發展前途，這
將考驗蘇貞昌的政治智慧和格局，而是否讓謝
長廷出任 「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則是蘇
貞昌表露態度的重要指標。

瀾瀾觀觀
隔海

建立大陸溝通平台 增加島內選民信任
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9日說，他上午

已見過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分享訪問登陸
經驗，蘇貞昌也對他說， 「辛苦」 。謝長
廷表示，民進黨要讓台灣人民相信有處理
兩岸問題能力，執政時和平交流不會倒退
，與對岸也有溝通平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九日消息：謝長廷主
持廣播節目前受訪時表示，這次登陸雖是他個人行
為，但他畢竟是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基於尊重黨
，他已見過蘇貞昌，分享這次訪問經過心得。他說
，是蘇貞昌主動邀約會面，蘇貞昌認為這次非常不
容易、難得，蘇貞昌還對他說 「辛苦」、 「非常辛
苦」。

蘇：跨出這一步不容易
謝長廷表示，外界各種意見他都看到了，有肯

定，也有反對，他都感謝，社會自由就有多元聲音
。他說，要為人民做事，當然要勇於開創、調整，
「如果有其他更好的主張或政策，比 『憲法共識』

更好，比 『憲法各表』更好，我願意聽取」。
謝長廷傍晚在主持廣播節目時表示，蘇貞昌告

訴他，跨出這一步不容易。
謝長廷說，這次訪問中國大陸對未來的影響、

民進黨舉辦多場面對中國大陸系列論壇，及蘇貞昌
聽取他與各界意見後，相信民進黨會有綜合性的政
策決定，但這個政策須由蘇貞昌決定。

謝長廷表示，政黨想要執政，就要讓民眾有信
心。民進黨要讓人民相信，有處理兩岸問題、服務
台商能力，執政時和平交流不會倒退，並與對岸有
溝通平台。他說，踏出這一步，雖然有危險， 「但
是我試試看」，這次至少走出一條小道。黨內對
「憲法共識」有爭議，這是對 「中華民國憲法」認

同的問題，但目前的 「憲法」施行多年，不認同會
產生很多問題，繼續內耗不妥當。

另外，民進黨高層人士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蘇貞昌與謝長廷會面約 1.5 小時，氣氛很融洽；至
於謝長廷有沒有替中國方面人士傳話，他說 「沒有
」。該人士說，日前蘇貞昌提到兩岸互動要透明公
開，只是說明一般性原則，沒有針對性。

「獨派」抨擊謝長廷
至於何時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何時訂定

民進黨人士前往中國大陸行為準則？民進黨高層人
士說，沒有急迫性、也沒有時間表。目前 「台灣前

途決議文」仍是黨內最大公約數。
前 「行政院長」游錫堃在臉書上說， 「建立主

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記載在民進黨綱中，是
民進黨對台灣人民的承諾，也是所有民進黨員須遵
守的信條。

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在臉書稱 「交出一中只換
來戴秉國一面和一餐」，質疑謝長廷是 「曾經選過
總統的人」，屬於民進黨內的 「一線巨星」，卻未
料在大陸未獲 「對等待遇」。

謝蘇會面分享登陸經驗

中時民調：謝登陸掌聲多於噓聲
■44%的人支持謝長廷登陸，13%不認同

■60%的泛綠支持者認同謝長廷大陸行

■33%滿意謝長廷在大陸的言行，17%覺得不滿

■近50%的人認為謝登陸有助民進黨重返執政

■51%的人期許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能登陸

■57%的人希望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登陸

■50%的人認為民進黨應該與大陸交流，3%覺得步
步為營較妥，23%表示應保持既有步調

謝長廷大陸行效應 漳州 廈門 北京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九日消息：國民黨團
書記長吳育昇9日說，現在是處理台日漁權好時機，
但漁權談判不能忘掉宣示 「主權」，沒主權就沒長
期穩定漁權。吳育昇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記者會

中表示，政府認為處理台日漁權談判，不能再像過
去民進黨政府執政時，談16次仍沒進展。第17次漁權
談判，政府非常戒慎用心，雙方協商要在11月談判。

鰻魚缺貨 日開放漁權
他說，日方此時提出談判是基於國際壓力，尋

找適當緩衝，另一方面也是鰻魚在日本市場大量缺
貨，需要台灣漁民大量捕撈，提供日本漁業經濟上
的需求。

吳育昇表示，這是轉述 「立法院長」王金平在
朝野協商時的說法，王金平當時談到日本在福島核
災後，漁業市場供需失衡，今年鰻魚價格飆漲，需
要周邊國家和地區協助。

不過，王金平受訪時表示，這只是因素之一，
當時要談的時候，釣魚島爭議還沒發生，台日關係
本來就不錯，原本就想談第17次漁權談判議題。

此外，吳育昇表示，現在是處理漁權好時機，
日本發現釣魚島爭議引發與中國大陸的危機，讓美
國也有微詞，引發東海危機，政府可利用這個時機

，以漁權談判具體協商。

台旅行社停售日本遊
台灣順怡旅行社日前在網站貼出停售日本產品

的公告。台交通部觀光局9日派員了解後說，這是單
一個案，其他旅行社未跟進。

順怡旅行社在官方網站指出， 「深知日本迷人
的魅力，為我們賺進大把的營收，深知日本許多許
多的好。但釣魚台事件，台灣對日本的友好瞬間似
乎化為烏有，決定停止販售日本旅遊產品及不接待
日本客，希望各位朋友一起支持並且捍衛台灣」。

經營東北亞線的佳品旅行社副總經理李道珩說
，其他承做日本線的旅行社都沒有抵制；在這次釣
魚島事件中，並沒有影響日本旅客來台，也沒有影
響台灣旅客赴日的意願。

交通部觀光局業務組指出，目前台灣旅行社之
中，因為釣魚島事件而抵制日本，順怡算是首例，
但也是僅有的一例，屬於個案， 「他不做日本生意
，還有其他人會做」。

【本報訊】據中通社九日報道：在台灣，警務工
作長期以來都是 「男人天下」，但上周公布的 「一般
警察特考」名單，投考女警人數連續第二年再創新高
，其中 「行政警察」類更首次超越男性，女警比率高
達52%，不少投考女生坦言，經濟不景氣的今天，月
入可達7萬元（新台幣，下同）的 「陀槍師姐」已成
為女大學生的搶手飯碗。

近四成新警員是女性
警政署 2004 年推行象徵兩性平權的女警政策，

兩年前再廢除 「男多於女」招生性別限制，使投考女
警人數逐年攀升，8年來已有近2000名女警入伍，和
男警一樣服巡邏、值班、深夜勤、取締酒駕等外勤危

險工作。
負責台灣公務員遴選的考選部表示，警察人員考

試去年起採雙軌任用制，警大、警專畢業生限報考
「警察特考」；非警校生則限報考 「一般警察特考」

，兩邊的投考女性人數都在上升。
據介紹，今年共錄取682名 「新丁」警員，其中

近四成是女性，包括 17 個女碩士。其中招聘人數最
多的行政警察類，女性更佔了52%，已連續兩年超過
男性，當中不乏名牌大學或海外高等學府的畢業生。
甚至連對體能要求更高的消防類科錄取者，都有四分
之一是女性。

考選部官員坦言，女警人數近年持續上升，除因
廢除招生性別限制外，亦因收入高於職場上其他同類

工種，負責值班、受理報案、巡邏、指揮交通、開罰
單等工作的四等基層警員，底薪4.2萬元，連同加班
費，在台北市最多可月領近6萬元。若晉升到三等警
察，通常很快就可升任派出所所長，月入更可到7萬
元。

今年三等行政警察考試女狀元莊佩樺，實踐大學
畢業後，再拿到美國企管碩士。她返台後在電子大廠
當採購，月入也有4萬多元，女警雖然可能更忙，但
至少每月可多領一萬多元加班費，退休福利也更好。
不過，莊佩樺說，考女警，通過筆試後，還要考800
公尺跑走、仰臥起坐、吊單槓等體能測驗，她每天上
健身房才通過測驗。

「警察就是警察，沒有性別之分，也不會有差別
待遇。」警政署官員說，愈來愈多女警投入外勤工作
，並不影響警察勤務，反而因女警細心、耐心的特質
，在為民服務、偵辦詐騙案和執行交通整理等勤務上
，發揮正面助益。

經濟不景 台女爭當陀槍師姐

▲順怡旅行社日前在網站貼出停售日本產品的公
告 中央社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右2）9日表示，謝長廷登陸，希
望未來雙方有常態化交往。 中央社

▲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右）9日向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左）匯報登陸情況。圖為謝長廷登陸前兩人
在公開場合交談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于光霞青島九日電】 「2012山東（青島）台
灣名品博覽會」將於11日至14日在青島國際會展中心舉辦
。此次展會最大的亮點將是被譽為 「展中展」的台灣精品館
。台灣精品館分為智慧保健、影音體驗、運動休閒、繽紛生
活四大主題展區，共有132件高科技創意產品是從台灣上萬
件產品中評選出的精品展出，這些展品包含消費電子、電動
車、健身、影音、節能等種類；如：只需2秒就能開機的筆
記本電腦、裸眼3D電視、省電的電子紙等。

【本報記者張靖唯、實習記者王坤北京九日電】台灣民
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和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9日下午
在北京舉行紀念台灣作家張我軍先生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
。張我軍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奠基者、是台灣現代
文學史的里程碑式人物。

張我軍先生生於台灣省台北縣板橋市。他在工作之餘勤
學苦讀，熟諳中國、日本之文學。在政治上，他勇敢地聲討
日本在台灣推行的 「皇民化」等殖民措施。在文學上，他深
受胡適等新文化大家的影響，致力於批判八股文、舊體詩等
台灣舊文學，提倡跟上中國大陸文學主流發展的台灣新聞學
，人稱 「台灣胡適」。他著有《亂都之戀》等眾多白話文作
品，並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

■江蘇擴大對台大閘蟹出口
【本報記者趙璐、實習記者強薇南京九日電】自今年江

蘇大閘蟹重返台灣以來，大受民眾歡迎。9日，記者從江蘇
海洋與漁業局外經辦了解到，為滿足民眾需求，江蘇擬擴大
對台大閘蟹出口，並將在本月底組織企業前往台灣進行專場
推介。

經國家檢驗檢疫總局與台灣食品衛生署協商，台灣於今
年放寬了對硝基夫喃代謝物的檢測標準，江蘇大閘蟹時隔6
年重返台灣百姓餐桌。據了解，先期抵達的幾批大閘蟹不僅
順利通過了台灣食品衛生署的嚴格檢測，亦在島內受到好評
，可謂供不應求。江蘇省海洋與漁業局外經辦主任張明豐表
示，目前江蘇正着手準備增加對台出口企業數目，擴大出口
數量。

■山東青島台博會明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