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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熱銷歐
洲的台灣地道飲
料珍珠奶茶早前
陷入 「致癌疑雲
」，如今終於真
相大白。德國官

方最近宣布，經化驗多項樣本，並沒有
發現珍珠奶茶有致癌物，亦無重金屬及
其他危害健康物質含量過高之事。這項
聲明雖然使珍珠奶茶業者得以洗刷冤屈
，卻無法挽回業界所蒙受的巨大損失。
當時正值冷飲最暢銷的夏天，但當 「致
癌珍珠奶茶」的傳聞滿天飛後，在 「寧
信其有」的大眾心理下，當地不少消費
者對珍珠奶茶避之三尺，許多店舖生意
一落千丈、瀕臨倒閉。

「致癌疑雲」源於德國一家媒體指
出，當地一家珍珠奶茶店的飲品經亞琛
（Aachen）科技大學一位教授化驗，發
現含有溴化物、苯乙酮及苯乙烯等致癌
物，還強調珍珠奶茶的原料來自台灣。
這項報道被其他媒體廣泛轉載傳播，讓
全德各地的珍珠奶茶店業務都深受打擊
。現在雖然證實 「致癌疑雲」是一場烏
龍事件，但業者不應自認倒霉而就此作
罷，應通過法律途徑追討賠償。雖然中
國有句老話叫 「得饒人處且饒人」，但
這次事件不僅攸關整個行業的生存，更
攸關中國食品的聲譽，而聲譽對於商家
而言猶如生命一樣珍貴。股神巴菲特曾
說過，要贏得好聲譽要20年，而毀掉它
只需 5 分鐘。對於那些散播不實消息的
機構和媒體，我們不能放之任之，必須
拿起法律武器，捍衛中國食品的聲譽。

最近，德國有逾萬名學生在學校食
堂用餐後發生食物中毒，但德國政府在
沒有確鑿的證據前，不僅回收了所有進
口德國的中國冷凍草莓，還把情況通報
歐盟其他夥伴國。這是否是珍珠奶茶
「致癌疑雲」的翻版，因德國方面還未

公布最終的檢驗結果，目前不得而知。
但德方在還沒有查清原因的情況下，就

把矛頭指向中國食品，如此輕率的舉動與某些 「人云
亦云」的媒體的不負責任之舉無異。

不可否認，這些年大陸和台灣均曾發生過食品安
全問題，引起外界的憂慮，但畢竟只是個案，倘若因
此判定中國食品都是不安全的，甚至動輒 「扣罪名」
，不啻是 「一葉障目，不見泰山」。2010年中國出口
美國的食品的合格率達99.53%，出口歐盟的食品的合
格率99.78%。日本厚生省進口食品監控統計報告顯示
，2010年日本對自中國進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進
行抽檢，抽檢合格率為99.74%，高於同期對自美國和
歐盟進口食品的抽檢合格率。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
珍曾指出，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並非
一個國家獨有。例如，歐洲和美國曾爆發瘋牛症、日
本商家使用過期原料製造糕點、美國菠菜細菌污染
等。

對於食品安全問題，中國人不會推卸責任
，但也請西方國家和媒體不要戴 「有色眼
鏡」看中國食品，從而喪失了應有的公正
立場和理性態度。

瀾瀾觀觀
隔海赴台醫療遊漸走俏

謝長廷：與大陸合作不代表投降

結合觀光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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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青島舉行的2012山東台灣名品
博覽會上， 「健康美麗台灣行」 專區吸引
了不少觀眾駐足諮詢。時下，觀光醫療行
業漸漸在台灣旅遊市場上走俏， 「健康美
麗遊」 日漸成為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新選
擇。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四日消息：民進黨中
常委謝長廷認為，競爭不代表敵對、衝突不代表戰爭
、合作不代表投降，台灣面對兩岸問題時，也得思考
此一環節。

謝長廷登陸行後，繼拜會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前
主席蔡英文，15日將拜會多年前即主張 「大膽西進」
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分享此行心得。謝長廷這兩
天在宜蘭新文化之家舉辦 「第一屆新文化國政班」，
分享從政經驗及登陸心得給謝系子弟兵、黨公職。

謝長廷辦公室發言人林鶴明 14 日接受記者訪問
時轉述，謝長廷在 「國政班」提到，台灣最要緊的是
避免成為大國競合的籌碼，必須要交流，而交流必然
有競爭、衝突、合作。但謝長廷認為，競爭不代表敵
對、衝突不代表戰爭、合作不代表投降，台灣在面對
兩岸問題時，自然也得思考此一環節。

公務員考試包括兩岸問題
另據台媒報道：謝長廷剛結束大陸行，他主張的

「憲法共識」、 「憲法各表」在民進黨內引發爭議；
但這項主張卻成為今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

行政類科兩岸組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一科的考題
，連謝長廷本人都很訝異。

公務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於 10 月 6 日、7
日舉行，當時謝長廷正在大陸訪問。謝長廷幕僚事後
得知 「憲法共識」、 「憲法各表」成為試題，都嘖嘖
稱奇，也很高興這項主張可以獲得出題老師的重視，
讓各界廣泛討論。

公務員高考二級考試司法行政類科兩岸組的 「大
陸政策與兩岸關係」試題，第二題題目是：試說明
「九二共識、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憲法共識

、憲法各表」之核心內容，並自台灣內部、北京、華
府三個面向分析其可行性。

這個科目共有4題申論題，每題佔25分，其他題
目還包括：1950年代以來， 「維持現狀」是美國兩岸
政策的主軸，試說明美國在3次台海危機的角色；試
說明兩岸協商中，台灣如何發揮民主制度的功能等。

除 「憲法共識」、 「憲法各表」入題，高考二級
一般行政等類科（兩岸組）的試題中，馬英九主張維
持台海 「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意涵，以及8月
間提出的 「東海和平倡議」，也都成為考試題目。

憲法共識成公務員考試題

【本報訊】綜合人民網及中新網報道：赤腳站立
在機器上不到三分鐘，便可得知你的身高、體重、身
體成分分析、肌肉脂肪分析、腹部脂肪分析等，在青
島舉辦的 2012 山東（青島）台灣名品博覽會上，健康
醫美形象展區這台 「人體分析儀」吸引了眾多青島市
民的眼球，參觀民眾紛紛排隊感受這瞬間健康體驗。

島內醫療資源優質豐富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中小企業推廣中心張正芬主任

介紹說，這些看來神奇的高科技產品，在台灣的醫療
機構中已經非常普遍，其準確快速的測量數值，常常
讓赴台健檢的陸客讚嘆不已。此次青島台灣名品博覽
會上，台北世界貿易中心特別遴選了9家島內非常優
質的醫療機構、醫美診所，讓山東民眾真切感受到台
灣優質豐富的醫療資源。

張正芬表示，在赴台遊裡加入健康檢查以及醫療
美容項目，讓旅客不僅能領略台灣的美景美食，更能
享受到健康與美麗。台灣與大陸地理位置相近，語言
、飲食、生活習慣及文化背景上都相似，溝通沒有障
礙。加之台灣醫療服務質量更為人文化，醫療護理人
員的服務親切舒服，醫院環境舒適，不像大陸三甲醫
院那樣擁擠，這些都是吸引大陸遊客赴台體驗的重要
原因。

同類檢查費用較大陸低
據悉，本次 「健康醫美形象館」共劃分為 「健康

區」、 「醫美區」、 「台灣行」三個分區， 「健康區
」包含整合樂活養生，以亞洲微創中心為目標的彰濱
秀傳醫院以及擁有世界級醫療水平的台北新光醫院；
「醫美區」則有長虹、美麗爾、米蘭、妮傲絲翠等4

家優質診所，無論美容、回春、瘦身或是時下最流行
的微整形，都可享受到國際級專業服務與合理的價格
。 「台灣行」則帶來以太魯閣著稱擁有好山好水的花
蓮縣，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市，及台灣南部第一大
城高雄市的三大觀光醫療專區，現場提供客制化健康
醫美精緻旅遊規劃服務，讓青島市民零距離體驗島內

優質的醫療服務環境。
鹿港小鎮的秀傳醫院工作人員表示，以檢測癌細

胞的高端醫療設備正子掃描儀為例，目前大陸僅有幾
十台，並且都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台灣有
112台。在大陸醫院有PET等高階影像醫學設備僅用
於疾病篩檢，而在台灣這樣的醫學設備則可以應用在
常規的健康體驗中。台北新光醫院相關工作人員也表
示，台灣在收費方面很有競爭力，大陸做 PET 健檢
費用約為 8000-10000 人民幣，台灣的收費則在 6000
人民幣左右。

據悉，全球前200大醫院中，台灣就佔14家，數
量僅次於美國及德國，排名第三，密度則排名全球第
二。台灣共有504家醫院，診所有超過2萬家，擁有
豐富且優質的醫療健檢資源。

【本報訊】據新華社哈爾濱十四消息： 「來這裡靜心品
味一杯好茶，同時啜飲寶島台灣──彷彿散發着獨特茶香的
茶鄉。」來自台灣霧峰鄉農會的洪政加與各地客商一邊品茶
一邊洽談。正在哈爾濱舉行的世界農業博覽會，吸引了來自
台灣的12家農會組團前來。

「你可以不買，但不可以不嘗。」來自台灣各個農會的
工作人員熱情招呼往來客商和市民品嘗他們的特產。展位周
圍，茶香四溢、果香撲鼻。

作為台灣農會參展團負責人的洪政加說： 「這次過來的
12家農會主要來自台中市。我們台中有海、有山、有平原，
除了海鮮因為運輸關係沒有帶來，像酒、茶、米、果甚至化
妝品和菇類加工品等都有參展。」

梨山茶，霧峰的香米、高山茶、初霧酒，大雅的紅薏仁
……這些特色台灣農產品吸引不少客商前來諮詢。

「往年我們都是在大陸南方跑，東北還沒來過。今年特
別借農博會機會來試試看，最主要目的還是尋求代理商，把
我們的產品引進來，在這邊銷售。」洪政加說， 「現在已經
有幾家達成初步合作意向，主要是哈爾濱的代理商。」

台灣和東北雖然一南一北距離遙遠，但共同點是農業發
達。一個精耕細作技術領先，一個現代化大農業發展迅速。
兩者在物產上也有交叉，例如大米、高粱酒、蜂蜜等，都是
當地特產和居民所愛。

台農會組團闖關東

新聞資料
台灣在今年年初

開放了醫療旅遊簽證
，由台衛生署公告核
准的 30 家醫療院所，

可以 「健檢醫美」為事由，直接申請入台證。大陸遊
客可以直接通過特約醫院代為申請赴台接受健康檢查
或醫療美容，並獲得每次最多停留15天的觀光簽註。
據台灣外貿協會統計，去年共有3.9萬名海外遊客赴台
進行醫美、體檢和疫病治療服務，其中大陸遊客2.4萬
人，預計今年大陸赴台人數將增長101%。

陸客可直接申請赴台體檢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北是一座因水
而興的城市，數千年的淡水河流淌，孕育了台北
的絕代風華。位於淡水河入海口北岸的淡水古鎮
，在最近距離見證着這一切。

淡水古鎮開埠通商已有 150 多年，古風濃郁
，風光宜人，別具風情。記者近日專程前往，置
身於熙攘人流中，走近台北 「母親河」的懷抱。

烙着古鎮歷史記憶的淡水老街，是淡水必逛
之處。老街是中正路、重建街、清水街等大小老
街巷的統稱。其建築式樣多元，閩南宅院、歐式
洋樓、日式建築等雜陳，散布小鎮各安一隅，透
出過往的繁華和滄桑。

淡水鎮古蹟眾多。位於中正路老街中段的福
佑宮，有 200 多年歷史，廟中主要供奉媽祖，又
稱媽祖宮。據當地人稱，福佑宮正對面的市場，

過去是廟前廣場，廣場前即是當年繁忙的淡水碼
頭，福佑宮香火旺盛，每天護佑着船隻和漁民的
平安。淡水最古老的重建街，就是以福佑宮為中
心而發展起來。值得一遊的古蹟不少，如淡水紅
毛城、理學堂大書院、鄞山寺、淡水龍山寺、清
水祖師廟、台灣牧師先鋒馬偕之墓、滬尾炮台、
滬尾偕醫館等，可從中一窺昔日的淡水風貌。

不寬的老街彎彎曲曲，各種食舖、雜貨店、
工藝品店、古玩店等林立，多具古樸之風。而與
中正路老街平行、直接面對淡水河的街道，則以
美食小吃攤點和時尚特色商店居多。來此大飽口
福是當然的選擇。淡水當地特色美食之一的鐵蛋
硬圓黑亮，賣得很火。魚酥、蝦卷、魚丸、烤魷
魚等海產小吃，古早味的蚵嗲、現做限量的花枝
丸等小吃，讓街道充滿了濃濃的香味。

台北母親河流光耀今昔

▲赴台進行身體檢查和美容療程，是台灣除了美景美食之外吸引陸客的又一「誘因」。圖為去年上海一名
遊客在台北新光醫院進行體檢 資料圖片

▲淡水老街有不少別具風味的小吃店，讓遊客
流連忘返 資料圖片

▲謝長廷近日與黨內同仁分享登陸感受。圖為日
前他與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左）會面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十四日消息：很多人知道，到
「中國第一水鄉」周莊一定要去沈廳，坐搖櫓船，吃萬三蹄

，喝阿婆茶。如今，來到周莊的遊客又多了新去處──仍在
試運營階段的台灣 「紙箱王」主題創意園區，短短月餘，這
個 「紙箱王國」為古鎮旅遊增添了新亮點，令許多遊客流連
忘返。

走進周莊古鎮大門， 「紙箱王」主題創意園區就在路左
側。紙箱故事館，萬三館，貓形館，蜜蜂故事館，燈飾館
………小到手表燈具，大到桌椅板櫈，這裡沒一樣東西不是
紙做的。一對來自浙江的遊客看着主題餐廳門口的紙質桌椅
不敢入座，園區總經理陳維林笑着說： 「每天都有遊客好奇
這椅子會不會被坐塌。」

周莊 「紙箱王」主題創意園區是台灣 「紙箱王」在大陸
的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分店。在台灣，這家知名連鎖企
業已有13個主題園區與門市。陳維林說，9月開始試運行以
來，園區一直在根據遊客的喜好調整產品， 「從試運行情況
看，遊客們對我們的產品十分感興趣，下一步要考慮的就是
如何推廣。」

周莊紙箱王國成新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