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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島內
政壇傳出正在
醫院戒護就醫
的陳水扁準備
揭竿組黨的消
息。儘管扁家

否認，但仍觸動民進黨敏感的政治神經
。這兩年來關於扁與民進黨分道揚鑣的
傳聞不絕於耳，但一直是 「只聞樓梯聲
，不見人下來」。不過，民進黨從來沒
有等閒視之，畢竟扁淪為階下囚後仍有
一批 「死忠」支持者不離不棄，加之由
扁子陳致中實際操作的 「一邊一國連線
」（下文簡稱 「連線」）隔三茬五地展
開挺扁連署，可見組黨一事並非空穴來
風，對民進黨而言，可謂福禍難料。

2010 年 11 月陳水扁夫婦因龍潭購
地案、賣官案定讞而被判有期徒刑 19
年。陳致中打 「為家人申冤」的旗號
投入當時 「五都」選舉中的高雄市議員
選舉，並號召其他挺扁的候選人組成聯
合競選團隊── 「連線」，既可趁機壯
大挺扁的政治力量，又可為自己營造選
舉聲勢。結果 「連線」大獲全勝，41
人參選，36人勝出，當選率87%，當選
席次遠超過親民黨4席、新黨3席與台
聯黨2席。扁遂指示 「連線」朝民進黨
內派系化發展，進一步完善組織結構。
2012 年立委選舉，相較於親民黨和台
聯黨合共只有6人當選立委， 「連線」
就已有7人獲得立委席次，實力不容小
覷。但扁家依然按兵不動，顯然另有一
番算計。

扁在島內政壇打滾多年，看盡派系
之間與政黨內部的聚散離合，深知另立
山頭絕非易事，不論是從國民黨出走的
新黨和親民黨，還是從民進黨分裂的建
國黨，乃至由李登輝從藍綠陣營吸收能
量的台聯黨，在國民兩大黨的夾殺和追
擊下，不是名存實亡，就是瀕臨泡沫。
以扁家為精神領袖的 「連線」雖然這兩
年頻頻在選舉中報捷，但卻是依附在民
進黨內部，由民進黨提名，汲取民進黨

資源。倘若獨立於民進黨之外，無疑成了民進黨的
競爭對手，試問，民進黨會手下留情嗎？再者，挺
綠選民向來對破壞團結者並無好感， 「連線」背
「叛徒」之名，恐怕難以樹立威信。所以，扁的算

盤是，除非 「連線」可以與民進黨抗衡，否則不會
貿然出走。以目前 「連線」羽翼未豐的形勢來看，
民進黨依然是扁最可靠和最有力的保護傘。

扁家弊案使民進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扁
自動與民進黨劃清界線，對民進黨未嘗不是好事
。而且 「連線」主張 「一邊一國」，不排除民進
黨內的 「獨派」勢力會隨之而去。如此可減輕
民進黨調整兩岸路線的壓力。但也有人擔心
，扁組黨會削弱民進黨的力量，在選舉中
分散泛綠票源。正是 「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扁家與民進黨都不敢輕舉妄
動。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六日報道：島內
陸委會6日表示，陸客個人遊下階段試點城市，目前
兩岸雙方並無具體結論；至於會不會增加每日人數上
限，要看市場供需調整。

陸客赴台遊熱度不減
在陸客來台個人遊每日配額部分，陸委會副主任

委員劉德勳說，依照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
遊協議修正文件規定，可以依市場供需做調整。現在
每日上限為 1000 人，若日後有需求可由主管機關認
定，做出調整，不需要在小兩會中進行。

據了解，在下階段可能開放赴台個人遊的大陸城
市中，蔣介石故鄉浙江省寧波、雲南省昆明、遼寧省
大連、河南省會鄭州、長江沿岸大城湖北武漢等5城
市呼聲最高。另外，江蘇無錫、湖南長沙、廣東珠海
、河南洛陽、東北哈爾濱、長春及瀋陽等城市，居民
消費能力不低，亦為台灣積極爭取的城市。

台凍結團數盼增散客
大陸遊客赴台旅遊熱度不減，今年10月衝破200

萬人次，陸客佔赴台旅次35%，即赴台旅客每3人就
有1人，但陸客觀光團赴台旅遊質量屢遭抨擊，馬英九
已找來台當局交通、內務等單位討論陸客赴台政策。

據台灣移民部門統計，陸客個人遊 2011 年 6 月
28日開放，截至2012年6月24日為止，申請赴台的
有 103534 人，核准入台有 100435 人，真正入台的有
89007人。2011年大陸旅客總共赴台約130萬人，自

由行的比率佔約6.9%。
據悉，馬英九敲定擴大開放赴台個人遊陸客人次

，暫時凍結陸客團來台人數，以提高陸客赴台觀光質
量，使一般店家也可享受到 「陸客財」；據稱，台灣
當局屬意新增赴台個人遊將以直航城市優先，將目前
大陸沿岸城市擴大到東北、西南及長江沿岸城市，也
讓原定年底召開的兩岸觀光 「小兩會」提前至本周。

另外，看好大陸商務旅客高消費能力，台灣內務
部門也正修法，首度開放陸客多次入台簽註，取消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規定，簽註核發作業時間可減少
近一周，方便大陸商務客隨時赴台度假消費。只要過
去 12 個月內來台 3 次，且無不良紀錄的大陸客，即
可申請1至3年效期多次入台商務簽註。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六日消息：大陸觀光客
來台旅遊屢傳購物遭商店坑殺，台灣交通部觀光局6
日上午發布新聞稿指出，近來已就重點旅遊地區之購
物店、旅館、餐廳及遊覽車進行大規模且全面性的旅
遊品質查核作業，並查緝購物商店逃漏稅、販售假貨
等觀光犯罪不法行為，初步已見成效，已撤銷 13 家
相關公司旅行購物保障資格。

據新聞稿表示，為確保來台旅遊品質，並維護
消費者權益，觀光局會同檢調與稅捐機關，針對購
物商店違法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進行查緝，相關

公司負責人涉及違法，已經法院刑事判決處刑，並
函請島內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撤銷其旅行購物保障
資格。

觀光局也呼籲，飯店、民宿、遊覽車、餐廳及船
舶遊艇等旅遊產業業者，應加強經營風險評估觀念，
慎選合作對象，拒絕信用不佳之旅行業，以利觀光產
業之優良發展。

觀光局還說，已鎖定慣於惡性操作低價團或零團
費、接待品質不佳之旅行業者專案整頓，如相關事證
明確，不排除讓惡質業者退出市場。

大陸赴台個人遊台灣帶來經濟實惠，
台灣觀光局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
（台旅會），7日將在香港與大陸海峽兩
岸觀光旅遊協會（海旅會）協商，雙方將
研究再開放5至10個大陸城市的居民赴台
個人遊，每日赴台個人遊陸客人數上限，
將再增加500人次至每天1500人次。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一趟6分鐘的旅
遊索價20萬美元（約新台幣581萬元），有多少人捨
得？台中市知名的赤鬼牛排負責人張世仁是其中一個

，他5日表示，已繳交20萬美元報名參加太空之旅，
預定明年底可以成行。

「老婆都叫我把我的財產都過戶好，才要讓我去
。」張世仁向媒體坦言，這趟太空旅行全程 2.5 個多
小時，其中在無重力狀態的太空旅行時間大約僅有6
分鐘，儘管家人與他自己都懷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
心情，但希望能一圓小時候的飛行夢想，所以一定會
去。他說： 「怕就是興奮的所在，是有點怕，不怕就
不好玩了。」

外電報道，英國維珍銀河公司（VirginGalactic）
的太空飛機將於2013年年底推出私人太空旅行行程，
據報全球已有約529人報名這項兩小時、花費20萬美
元的太空旅行。維珍銀河公司介紹，太空飛機將做低
軌道飛行，可讓乘客飛達距地球109公里的太空艙內
，獲得幾分鐘無重力的體驗，一窺以漆黑太空為背景
的地球。

將會成為首位踏足太空的台灣人，在報名人龍中
排號 「288 號」的張世仁坦言 「就是為了追求刺激感

」，所以他願意繳交20萬美元參加這趟難得的旅行。
他說，自己從小就喜歡刺激的東西，覺得人生就是要
活得精彩，所以他喜歡從事刺激的活動，如笨豬跳、
生存遊戲、潛水、風浪板等。

須抵NASA受訓3天
張世仁表示，日前已收到維珍寄來的太空船模型

和一份合約，但維珍還要向美國NASA申請營運許可
，預定明年底可成行；一旦獲得通知，他必須於出發
前 3 天抵達 NASA 先受訓 3 天，才能飛上太空，體驗
無重力狀態，從起飛到回到地球，預計全程約 2.5 個
小時。

赤鬼牛排門前經常排隊人潮不斷，去年餐廳更
以年度獎金打響話題，高階主管曾領到 90 個月，算
起來年薪300多萬元（新台幣，下同），基層員工也
有 7.5 個月，今年因為物價上漲，獲利削減，張世仁
提前透露，今年已決定不發年終獎金，只發給員工
一個紅包。

陸客購物屢遭坑殺
台撤銷13家商店保障認證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六日消息：對於媒體報
道 「扁出招組黨，綠營震撼」，陳水扁辦公室6日表
示，陳水扁認為需要4個條件具備下，才有思考組黨
議題的空間。陳水扁認為，只有在 「民意高度支持
（100 萬人連署）」、 「一邊一國連線成員形成共識
」、 「本土派的力量整合」及 「符合天時地利的成熟
的時間點」條件具備下，才有思考這個議題的空間。

扁辦說，陳水扁對組黨議題的看法與想法沒變，
與6月扁辦發布的新聞稿相同，認為 「應該聽人民的
」。組黨須經縝密思考、通盤規劃與多方溝通。

陳水扁呼籲民眾，與其現在討論組黨，不如號召
更多民眾加入一邊一國連線。陳水扁也提出2014年地
方選舉，一邊一國連線成員倍增目標。

另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媒體6日爆料，稱仍在獄
中的陳水扁，因不滿民進黨的冷漠，使其 「保外就醫
」無望，3日首次向探監友人首肯，表示由他一手催
生的政治勢力 「一邊一國」可以 「正式組成政黨了！
」有關消息傳出後，民進黨為之轟動，許添財、陳亭
妃等親扁人士6日先後表明立場： 「不會離開民進黨
」，並向陳水扁發出勸喻： 「不要走一條死路！」

據悉，阿扁不滿民進黨在其 「保外就醫」的問題
上未盡全力，且在 「台獨」立場上搖擺不定，3日與
探監友人談及 「一邊一國」這一政治團體的發展時，
首次表明立場： 「可以組黨了！」甚至連黨名都已屬
意為 「台灣正義聯盟黨」或 「反一中聯盟」，而屆時
阿扁也將被推選為 「榮譽黨主席」。

另組政黨 扁開4條件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六日報道：針對
大陸主辦的 「中國歌曲排行榜」（簡稱 「中歌榜」）
宣布要在台北舉行年度頒獎活動，台灣主管大陸事務
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6日表態說，頒獎典禮和演唱會
應分開處理，如果要在台灣舉辦頒獎典禮，陸委會將
不會同意。

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也說，單純來台表演一定歡
迎，但頒獎典禮部分要尊重台灣的規範。

中歌榜是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屬下北京音樂台主持

的熱門音樂節目，每周評選40首歌曲，年終舉行頒獎
典禮，設立年度最佳及最受歡迎16個獎項，至今已有
20年歷史，是華語歌壇具指標性的盛會。中歌榜主辦
單位 11 月 29 日在北京公布入圍名單時，宣布今年第
20 屆頒獎典禮將於12 月29 日移師台北小巨蛋體育館
舉行，是大陸第一個在台灣舉辦的頒獎典禮。

但包括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內的台灣綠營人士
卻以獎項分為 「內地」與 「港台」2組競賽，聲稱有
「矮化台灣」之嫌，反對在台灣舉行頒獎典禮。

王郁琦6日在台灣 「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時表
示，中歌榜在台灣的活動尚未獲得台方核准，他強調
，頒獎典禮和演唱會應分開處理，演唱會如果純粹是
表演節目，政治敏感度較低，陸委會將依法審核；但
如果舉辦頒獎典禮，就具有相當大的爭議，陸委會將
不會同意。

台灣移民署4日下午邀集26個相關部會代表就中
歌榜在台舉辦活動進行審查，經討論後認為，頒獎典
禮和演唱活動應分別處理，才符合原來申請活動場地
目的；會要求主辦單位提出新的活動計劃書後，於11
日再議。

但陸委會主委明確表態後，台媒研判，中歌榜赴
台一事，恐將胎死腹中。

台不同意中歌榜在台頒獎

赴台個人遊開放時程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開放北京、上海、廈門等3個城市

開放天津、重慶、南京、廣州、杭州、
成都、濟南、西安、福州、深圳等10個
城市

可能開放寧波、昆明、大連、鄭州、武
漢。另外，無錫、長沙、珠海、洛陽、
哈爾濱、長春及瀋陽等城市，台灣亦在
積極爭取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台灣5日一項調查
顯示，若另一半可撐起家庭經濟支出，58%受訪男性願
當 「家庭主夫」；另一項調查顯示，29%職場 「新丁」
月薪低於2萬元（新台幣，下同），勞工團體痛批政府
3年多前因應金融海嘯推出的 「22K（2.2萬）就業方案
」已成為讓青年貧窮化的惡法，一名月領不到19K的大
學畢業生坦言： 「想買智慧型手機，也要不吃不喝2個
月才買得起。」

「1111人力銀行」5日公布《新鮮人就業追蹤調查
》結果，在564名剛畢業或退伍的受訪者中，有逾16%
求職半年仍無所獲，已找到工作者，平均需面試 5.24
次，比去年調查的 4.14 次多。 「職場新丁」的薪水也
不如預期，受訪者平均期望月薪為2.8萬元，但實領平
均月薪僅約 2.5 萬元，其中還有 29%受訪者月入少於 2
萬元。

「薪情欠佳」的不僅是職場新丁， 「yes123求職網
」同日公布的另一項有關男性薪資的調查，顯示在逾千
名受訪者中，58%坦言若另一半可支撐家庭經濟支出，
他們願回家當 「主夫」；46%男性對另一半薪水較高，
不會感到有壓力。

六成台男願當家庭主夫

▲島內一家日前推出 「台灣餐館評鑑」 一書，這
項評鑑歷時3年，從全台超過11萬家餐館中，嚴
選出385間推薦餐館，並在記者會現場展示傳統
中式甜點等料理 中央社

▲英國維珍銀河公司曾於2007年在英國的科學博
物館展示太空飛機艙內設置 資料圖片

愛滋老師故意播毒害7男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針對多層次傳銷活
動變相成為 「老鼠會」、把吸納 「人頭」當主要利潤的
不法行為，台灣 「行政院」院會6日通過 「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草案」，明定傳銷業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
收入來源，違反者最高可處7年徒刑，並科新台幣1億
元的罰金。

「行政院」發言人鄭麗文會後指出，許多變質不法
的多層次傳銷行為往往造成嚴重社會問題，因此有必要
建構完整的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加強傳銷事業的管理
與監督。

台灣公平交易會表示，如果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傳銷
商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之後參加的傳銷商
必定因無法找到足夠的人頭而造成經濟損失、引發社會
問題，因此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明定傳銷不得以介紹他人
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違反者可處以重罰。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台灣杏壇再爆重大
醜聞！台北市一名小學男教師，明知罹患愛滋病，竟仍
透過同志網站用毒品引誘男同性戀者發生 「全接觸式」
肉體關係，最少7名男子遭其惡意播毒。

台北地檢署5日緊急拘提該名男子，訊後認定他惡
性重大，且有串證、逃亡之虞，向法院聲押禁見獲准。
台北市教育局6日也隨即將這名男老師停聘處置。

台灣疾管部門表示，根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明知自己為感染者導致
傳染於人者，可處5年以上、12年以下的刑期。

據悉，該男子所任教的學校於今年9月開學時收到
匿名檢舉，指該名男教師為愛滋感染者，並惡意 「播毒
」給他人，但未具體描述散播途徑。台北市警方上月就
再接獲有關這名男子的匿名舉報，指他涉毒，警方到其
住處搜索，不僅搜出安非他命等毒品，警方還調查出，
這名男老師，明知自己患愛滋，還透過同志網站，利用
免費毒品，誘使男網友發生 「全接觸式」的性關係，目
前正追查5-7名受害男子的下落。

▲陸客赴台個人遊於去年正式實施。圖為島內相關部門正在推銷個人遊方案 資料圖片

▲不少大陸遊客到台灣都會購買當地特產 資料圖片

台灣修法重罰老鼠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