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登陸 期待百聞不如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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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森抵京 明晤賈慶林

香港月底舉辦九二共識20周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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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進黨
中常委謝長廷
登陸返台後，
島內各界無不
關注民進黨在
處理兩岸事務

方面是否會有讓人耳目一新的動作。但
民進黨最近反對陸生參加健保的態度，
已經給了外界一個明確的答案。

僑生和外籍生在台灣讀書超過四個
月後可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到醫療院所
就醫的費用就比較便宜。但自去年起赴
台深造的大陸學子卻遲遲無法參加健保
，屢屢傳出 「看病貴」的消息，降低了
陸生赴台讀書的意願。馬政府終於上周
完成修法，使陸生具備參加健保的資格
，保費與外籍生看齊，每年繳納近
8988 元（新台幣，下同），政府補貼
6000 元。但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和民進
黨 「立法院」黨團卻認為，陸生參加健
保會讓嚴重虧損的全民健保雪上加霜，
所以陸生應付全額，不應獲得政府資助
，為了 「公平起見」，甚至也應取消外
籍生獲得政府補助的待遇。

對於民進黨反對陸生參加健保的原
因，島內社會一些人也有同感，但細究
之下，就會發現這些疑慮不過是杞人憂
天。根據台灣健保局的數據，外籍生人
均在台一年使用的健保費用約 6200 元
，但自行繳付部分的保費則達 8988 元
，換言之，外籍生不僅沒有給健保造成
負擔，反而還有 「貢獻」。根據保險界
的常識，學生屬於年輕階層，染病率較
低，平均每年的健保花費，其實低於每
年所繳交的保費。陸生若比照外籍生目
前的待遇，根本就不會給健保造成衝擊
。這本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和常識題，
民進黨不可能不知道正確的答案，但依
然極力反對，看來 「陸生增加健保負擔
」不過是藉口而已。

這些年只要一碰到關於兩岸事務的草案，民進
黨主流意見必持反對態度，甚至為了杯葛相關草案
，在 「立法院」大打出手，漸漸給外界一種 「逢中
必反」的印象。但自今年大選再次敗北後，民進黨
似乎也有意改變形象。黨內掀起一股 「登陸潮」，
還復設了 「中國事務部」。這次審議陸生納入健保
草案其實是民進黨展現新風氣的好機會。因為該議
題並不涉及政治敏感層面，純粹從人道立場出發，
也應給予陸生醫療健康的保障。況且僑生和外籍生
早有相關待遇，陸生比照對待，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民進黨高層若贊成陸生納保，也有充足理據平息
黨內的反對聲音。但黨主席蘇貞昌並未珍惜此轉型
機會。這恐怕與謝長廷登陸歸來頗獲好評有關
。倘若此時民進黨對大陸釋出善意，則外界便
會聯想到這是謝長廷對民進黨的影響，使蘇
貞昌頓失風頭。所以，蘇貞昌對黨團「逢
中必反」的保守作為並未加以勸阻，目
的是要淡化謝長廷的登陸效應。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十五日消息：
林中森在大陸將逗留6天5夜，預計走訪北京、湖
北、上海、昆山等4地，其間除參與文化活動及探
訪台商之外，外界特別關注他與大陸涉台官員的初
次互動，當中包括 16 日下午與大陸海協會會長陳
雲林會面，17 日上午則拜會國台辦主任王毅，下
午還將與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面。

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
林中森 15 日在台北會見記者，除了公布參訪

大陸行程外，更透露此行是他個人 68 年來的首次
登陸，認為親身踏足大陸可以收穫更多。據悉，隨
行成員還包括海基會副秘書長馬紹章、陸委會副主
委張顯耀、經濟部次長杜紫軍以及海基會相關同仁
等共13人。

據介紹，此行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在於盡快推動
兩岸互設辦事機構，林中森說，這是依照馬英九早
前在 「雙十文告」中提出的兩岸政策思維之一。他
表示，馬英九在 「黃金十年」願景中的第六項談到
兩岸和平，並在日前的 「雙十文告」中特別重提兩
岸互設辦事機構一事，而自己的前任江丙坤亦在與
陳雲林的 「陳江八會」中已就此相互交換意見，
「大家達成共同的想法，就是彼此都帶回去做一個

規劃、評估、研究，然後再做一個整合」。

林中森今首會陳雲林
林中森說，兩岸已經在非常好、既有的基礎上

推動兩岸交流、兩岸協商、兩岸服務，他會期待繼
續強化兩會交流合作，並列入工作重點，也期待兩
岸能以同理心相互包容，彼此釋出更大的善意，透
過兩會平台，累積更多的互信，簽署更多的協議，
尤其是馬上要推動的兩岸ECFA後續協商，希望能
加速完成。林中森進一步說明，兩岸ECFA後續協
商目前進行非常順利，希望年底能簽署。

據海基會介紹，林中森一行 16 日上午將先前
往北京，中午接受北京市政府宴請，然後拜謁香山

碧雲寺的孫中山先生衣冠塚，當天下午會見陳雲林
並將共晉晚餐。這也是海協、海基兩會自江丙坤退
休後的首次負責人會面，被稱為 「陳林首會」自此
將取代以往媒體熟悉的 「陳江會」。

林中森說，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9月率團來
台，這次海基會訪陸，是兩岸對口單位間互訪交流
，表達出 「禮尚往來」，而且是 「非常重要且必要
」。

17 日上午，林中森等人將先前往北京故宮參
觀，之後與王毅會見。下午，林中森將先與賈慶林
見面，賈也是林中森此行會面的最高級大陸官員，
林在會面後還將與北京、天津台商舉行座談。18
日上午從北京轉往湖北武當山，參加 「武當山興建
60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19日再前往上海、昆山
等地參訪及拜會當地的台商企業，21 日將返回台
灣。

【本報訊】 「我們希望可以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
，促進兩岸人民感情更加貼近、聯繫更加緊密、利益
更加融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盧文端近日接受中評社記者的採訪時這樣說道。

在採訪中，盧文端回顧了統促會香港總會過往為
兩岸作出的諸多努力，亦直言香港在兩岸關係發展進
程中的獨特地位；讓 「九二共識」更加深入人心已是
當務之急。

圖片展示 「九二共識」 來由
盧文端表示，本月底統促會香港總會要在香港舉

行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的系列活動。他說，這次系
列活動有兩個重頭戲：一個是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
座談會，主要演講嘉賓包括了當年 「九二共識」達成
的見證人之一、海協會前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等兩岸學
術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另一個是 「九二共識」二十
周年圖片展，將展出精心挑選的200多張珍貴的歷史

照片，分為80個版共四大部分，即 「九二共識達成篇
」、 「歷史作用篇」、 「現實意義篇」和 「港台關係
篇」。照片內容重展示 「九二共識」的來龍去脈、
「九二共識」的一中實質和求同存異的精髓、 「九二

共識」對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地位及在此基
礎上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豐碩成果等。

從11月起，圖片展還將在香港的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中華書畫藝術中心、浸會大學等地舉辦巡展。今
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圖片展還將在海外華僑華人比較
集中的國家進行巡展。

20個主流團體參與籌備
這次活動的層次規格比較高，有超過20個內地和

香港主流團體參加。其中包括了中華全國華僑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等等，基本上香港主流社團都是這次活動籌
委會的成員。並且，這次活動的籌委會的架構比較高

，邀請的成員涵蓋了香港政經商界精英，統促會香港
總會執行會長盧文端是籌委會主席。

20年前的10月28至30日，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
基會在香港舉行會談，就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如何
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後經雙方
函電往來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 「海峽兩岸均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即 「九二共識」。兩岸二十
年成果纍纍，比如兩岸實現直接 「三通」，ECFA的
簽署、大陸遊客赴台個人遊的實現、中國銀行在台灣
開設分行等等。

20年後同樣的日子，在香港舉辦 「九二共識」二
十周年的圖片展和座談會顯得更加意義非凡。通過舉
行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可以增進香港同
胞對 「九二共識」的認識，擴大港台兩地支持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力量，也希望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兩岸和平發展得以不斷鞏固深化，最終達到祖國統
一、振興中華的最高目標。

唐樹備將出席座談會 200張珍貴圖片巡迴展出

台灣海基會新任董事長林中森，16
日將率團訪問大陸。這趟名為 「精進之
旅」 的6天行程，是林中森履新後與大陸
涉台官員第一次正式會面，也是他個人
68年來的 「處子登陸秀」 。他15日以
「百聞不如一見」 來形容對這次登陸的
期待。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消息：為挽救下滑不止
的施政滿意度，國民黨中央規劃辦理 「扎根專案」，由
黨主席馬英九親自領軍下鄉，率部會首長與黨代表座談
，闡述政策並溝通理念，好讓民眾對當局的 「拚經濟」
有感。

據此間傳媒 15 日報道，儘管反對黨立委的 「倒閣
案」未過，陳冲 「內閣」還是要力拚3個月內拿出成績
單，馬英九則希望好好拚經濟，1個月就讓人民有感。
但施政滿意度民調屢創新低，馬英九正在思考如何突圍
，希望避免跛腳效應擴大，防堵在後年的七合一選舉提
前崩盤。

國民黨中央日前曾全省巡迴舉辦 「政治菁英幹部研
習會」，共有1萬多名義務幹部參與，成為當局的 「千
里眼與順風耳」，內部評估成效不錯。不過這些會議終
究是由黨秘書長主持，也沒有負責政策的官員到場，充
其量只是內部抒發意見與情緒的團結自強大會。

這次的 「扎根專案」將提升參與規格與層級，除了
政務官出席座談，馬英九也將親自坐鎮與黨代表進行雙
向交流，希望透過黨代表在基層為黨辯護政策，讓民眾
了解政策理念。在黨代表眼中，財經部會首長是被點名
優先邀請的最熱門溝通對象，顯見基層期待當局拚經濟
的急迫感。

林中森登陸行程
16日

中午抵達北京，直接前往香山接受北京市政府午宴款待

宴後將前往當地的碧雲寺孫中山先生衣冠塚獻花致意

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會見，並共進晚宴

17日

上午前往北京故宮參觀，之後與國台辦主任王毅會見

下午與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見面

與北京、天津台商舉行座談，並與台商晚宴

18日

上午從北京轉往湖北武當山參訪

19日

前往上海、昆山等地參訪及拜會

21日

返回台灣

馬將下鄉扎根挽民意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上周結束大陸
之行返台的謝長廷，15 日上午拜會同為前民進黨主
席的許信良，許信良高度評價謝長廷為民進黨打開僵
局，民進黨內目前沒有人可以勝任這個任務；而謝長
廷登陸提出的 「憲法共識」、 「憲法各表」，更創造
民、共（民進黨、共產黨）交往的政治基礎，他想不
出比這個更好的主張。

讚謝長廷打破民進黨僵局
許信良是民進黨內較早提出要與對岸往來、要大

膽西進的大老級人馬，而謝長廷則是民進黨內迄今登
陸的最重量級政治人物，2人會面備受矚目。

2人會面後一起召開記者會，許信良高度讚揚謝
長廷登陸之行為民進黨打開僵局，謝長廷提出的 「憲
法各表」的主張，也值得民進黨領導菁英認真思考。

他說，謝長廷提出的 「憲法各表」取代國民黨的 「九
二共識」，創造民、共交往的政治基礎，他想不出比
這個更好的主張。許信良說，民進黨曾經完全否定這
部 「憲法」，但歷經7次 「修憲」，民進黨大都參與
其中，也一直在這個 「憲政」體制下運作，要不接受
這部 「憲法」，是很難自圓其說。

至於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 2012 大選失敗後，曾
提出要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但最近又多次公開
表達，民進黨不急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

對此，許信良表示，民進黨應該要打鐵趁熱，在
2012 敗選後，黨內菁英有高度共識必須調整兩岸政
策。謝長廷現今登陸建立橋頭堡，若有人跟進，民進
黨、共產黨僵局就可解開，如果說現在不是調整的好
時機，哪何時才是好時機呢？2014 年地方選舉，難
道與兩岸沒關係嗎？

許信良：民進黨轉型要打鐵趁熱

【本報
訊】據中通
社十五日報
道： 「要是
生在唐代，
她一定會是
寵妃！」這
是兩岸及日
本網友對台
灣25歲大學
畢業生陳妍
卉發出的驚

嘆。她日前突發奇想，在其個人網誌上公開四種唐代女
性妝容，一步步解構如何 「唐朝仕女仿妝」，在文物及
文獻中可見的大腮紅兼櫻桃小嘴，是一般人對唐朝女性
化妝的印象，這竟被陳妍卉演繹得活靈活現，更有人稱
她為 「再世楊貴妃」。

圖片（見圖）發布 10 天就在兩岸及深受唐文化影
響的日本引起轟動，僅在台灣就已超過 11 萬人瀏覽，
網友大讚 「好像從畫裡面走出來」、 「生在唐代一定是
寵妃」。

畢業於台北教育大學美術系、現年 25 歲的陳妍卉
受訪時說，她對 「中國風」妝容感興趣，也想 「畫來玩
玩看」，經過一個月上網找資料、研究 1000 多年前的
唐朝仕女妝，上月拿自己臉當畫布，實際化妝在臉上，
並在4日將作品發布網上。在這一次創作中，她共換上
四種妝容及從初唐到晚唐流行的 11 種眉型，除解構化
妝步驟，還貼出妝容與仕女圖對照，為提高相似度不惜
畫出極濃黑的短胖粗眉，並用力擠出雙下巴拍照，以達
到唐代女性喜尚豐滿的效果。

台女自畫唐妝紅遍兩岸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在台灣， 「斷食療
法」在癌症患者之間以訛傳訛，誤信可以 「餓死」癌細
胞。基隆一名 52 歲女性肝癌末期患者堅持以此法抗癌
，兩個月內只喝水、吃青菜及中草藥，卻因此體重驟降
14 公斤，可惜不但沒能殺死癌細胞，反因身體營養不
足而提早死於肝衰竭。腫瘤科葉光揚醫生指出，罹癌更
應注意營養攝取，才有體力面對治療，增加存活機會。

台灣營養推廣協會榮譽理事長、弘光科技大學營養
醫學研究所副教授夏滉強調，癌症患者要戰勝腫瘤，營
養一定要充足均衡，蛋白質攝取量更應較一般人增加五
成， 「因為癌細胞比正常細胞聰明，病人缺乏營養，首
先遭殃的必定是正常細胞，若仗還沒打人就垮了，何來
勝算可言」。

【本報記者柴小娜蘭州15日電】10月15日，台旅
會北京辦事處一行在蘭州舉辦 「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業務
座談會」，介紹台灣旅遊環境，推出台灣旅遊新景，及
旅客權益保障具體措施。

台旅會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說，台灣方面力邀組
團社將新出爐的 「台灣十大觀光小城」納入行程（台中
大甲、桃園大溪、台北北投、台南安平等），並推出新
景點 「高雄佛陀紀念館」。近期還將舉辦 「草嶺古道芒
花季」、 「台灣慶元宵」等活動。楊瑞宗介紹，台灣電
影情懷、名人故居及為甘肅鄉親量身打造的 「海洋風情
及農業觀光」，都極具吸引力，能讓旅客深刻體驗太平
洋風光及台灣獨特休閒農業。

台婦餓死癌細胞反喪命

台旅會蘭州推介赴台遊

▶陳妍卉模
仿唐朝仕女
妝容
台灣《蘋果
日報》

▲新任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16日首次率海
基會訪問團赴大陸進行 「精進之旅」 中新社

▲甫從大陸參訪回台不久的謝長廷（右一）16日拜
會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 中新社

▲馬英九（前中）日前出席 「2012台北客家義
民嘉年華主祭大典」 ，向民眾揮手致意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