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一日消息︰ 「大陸配偶身
份證的取得年限應從六年改為四年！」約250名大陸
配偶及家屬11日集結台灣 「立法院」前，針對現行陸
配取得身份證比外籍配偶多兩年一事提出抗議。

台灣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會長鍾錦明表示，
大陸配偶取得身份證年限比其他外籍配偶多兩年，制
度不公平且歧視，希望 「立法會」聽見陸配聲音，盡

速通過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
陸配取得身份證年限從六年修改為四年；並盡快讓大
陸學生納入台灣全民健康保險，消除針對大陸籍人士
的歧視性條款。與會的大陸配偶代表說，不應該用政
治角度看待陸配，陸配生活在台灣，對台灣也有很多
貢獻，應盡快給她們公平待遇。

按現行條例規定，大陸配偶依規定許可在台灣依
親居留滿四年，且每年在台合法居留超過183天，可
申請長期居留。長期居留者居留連續兩年且每年居住
超過183天，可申請定居，取得身份證。

「立院」下一會期查審議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陳情結束後邀請陸配及家屬

吃便當。他表示，陸委會關心陸配及陸生權益，也希
望台灣成為一個更公平、更有人性尊嚴的社會，不要
差別待遇。他說，他上任以來推動縮短陸配取得身份
證年限及陸生納健保兩項法案，目前都已送 「立法院
」，但 「立法院」本會期已結束，可能要到下一會期
才開始審查。

另外，針對大陸配偶在台設籍後，因仍具有大陸
戶籍，衍生出難以返鄉辦理戶籍註銷的問題。王郁琦
指出，經陸委會委請海基會與大陸溝通後同意，現大
陸配偶可在大陸31個直航口岸，直接辦理單次台胞證
入境。

﹁
口
水
菜
﹂
暴
露
赴
台
遊
痼
疾

朱
穗
怡

台灣餐飲業
再爆 「口水菜」
醜聞。繼去年高
雄大牛牛肉麵店
把客人吃剩的牛
肉和小菜重新拼
湊後又端出去給

顧客食用，近日台東白沙灣餐廳如法炮
製，把前一桌客人吃剩的菜回收再轉售
下一桌客人。值得關注的是，這兩家餐
廳近年主力做大陸旅遊團生意，如今接
連發生令人噁心之舉，勢必影響陸客對
台灣美食的印象和憧憬，重創台灣旅遊
業的形象。

高雄大牛牛肉麵店和台東白沙灣餐
廳在當地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不錯的
口碑，竟然為了節省成本鋌而走險，讓
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品牌，一夕
間聲名狼藉，不禁讓人扼腕嘆息。曾有
人說，食品製造業是良心行業。由於顧
客不可能親眼目睹製作過程，相關監督
部門也只是隨機抽查，如此更需要食物
製造商或餐飲業者自我監管。不過，在
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的商業社會，一
些不法經營者昧良心，以次充好，以
劣冒優，只看到當前利益，結果紙包不
住火，東窗事發，得不償失。大牛牛肉
麵店事發後儘管改頭換面，但依然逃不
過倒閉的厄運；白沙灣餐廳已被大陸旅
行社列入黑名單，逾20個大陸團即時取
消訂餐。

島內餐飲業食物安全問題亮起紅燈
，也讓陸客團赴台遊品質問題再次被推
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島內有業者指出，
「口水菜」事件除了凸現餐館業的職業

道德意識薄弱，更暴露了陸客赴台遊因
低團費而陷入惡性競爭。赴台遊開放之
初，兩岸為了保證旅遊品質，規定每名
陸客一天的團費平均80美元，後來降至
60美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些不肖旅行社為了搶生意，降低團費

，甚至 「零團費」。但 「羊毛出在羊身上」，低團費
隨之而來的必是低品質，以前陸客可吃到美濃客家菜
或花蓮曼波魚，但近年有陸客反映高麗菜和炒米粉成
了 「主菜」，如今更退化到出現 「口水菜」。

有台灣旅遊業者笑稱，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
的生意沒人做。除了在伙食費上 「動腦筋」，部分台
灣旅社還從陸客購物金額中賺取佣金。赴台遊成了 「
購物遊」，從第一天買到第七天，寶石店、茶葉店、
鳳梨酥店、香煙店等成了 「另類景點」。而店內商品
的價格卻比島內市面上同類商品高，因為旅行社方面
要 「抽佣」，幅度高達50%，以補貼低團費帶來的損
失。「低團費」可能在短時間內讓一些旅行社嘗到甜
頭，但卻嚴重影響赴台遊的品質，難免降低了
陸客的赴台意願。儘管這些不肖業者在兩岸只
屬少數，但 「一粒老鼠屎能搞臭一鍋粥」
，兩岸有關部門切不可等閒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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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議會要陸客走後門

胡志強矢言打造台萊塢

以喧鬧為由訂歧視性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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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口水菜」 醜聞風波未息
，接待陸客的問題在島內又起。陸客在台
北的旅遊熱點之一──台北市議會最近以
「陸客喧鬧」 為由訂立新規，包括禁止大
陸旅行團走正門，只能從後門進出，陸客
飯畢後須由餐廳派人領回大廳，陸客團在
議會內的活動範圍亦被限制在餐廳所在的
地下一樓及一樓大廳。此事引起大陸網民
激烈反響，有人認為應檢討出外旅行國人
的素質，也有人抱怨陸客在台受差別對待
， 「貼錢買難受」 。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十一日消息︰台灣推動兩岸
商貿的重要窗口─台灣貿易中心今年計劃在大陸的陝、冀
、皖、浙等地舉辦9場台灣名品展，並以此為助力繼續開拓
大陸市場。

這9場名品展暫定分別於4月在合肥、5月在石家莊、7月
在天津、8月在大連、9月在杭州和南京、10月在西安和北京
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等地舉辦，將徵集逾3100家台灣廠商共
7500個攤位，展示台灣的產業形象與優質產品。

同時，台灣貿易中心今年還擬組團參加吉林長春的東
北亞博覽會、雲南昆明的南亞博覽會、廣西南寧的東盟博
覽會、新疆烏魯木齊的亞歐博覽會以及黑龍江綏芬河的國
際口岸貿易博覽會，以此為契機開拓邊貿商機。自2009年以
來，台灣貿易中心已在大陸各地舉辦22場台灣名品展，惠
及台商1.25萬家。

台灣貿易中心董事長王志剛10日表示，大陸已經明確
了擴大內需以及加速城鎮化發展等目標，這對台灣廠商來
說意味巨大的商機。展望2013年，大陸以及其他新興市場
仍將是台灣出口貿易的重點。

台貿中心將在陸辦9場名品展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一日消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
謀今天在 「台灣經濟新模式」座談會上指出，台灣還是有
辦法對付三星， 「政府也許可以讓新台幣再貶值一點」。

有台灣 「半導體教父」之稱的張忠謀11日在由前民進黨
主席蔡英文舉辦的座談會上指出，創新與創造價值是企業
成功的關鍵，資本則是企業的重大負擔。蔡英文對此提問
，韓國三星因政府大筆的資金投入而壯大，台灣該如何應
對？

張忠謀說，三星是幾十年來韓國特別環境裡頭產生的
一個 「怪物」，即使是揚言改變韓國政商關係的現任總統
朴槿惠也改變不了。他認為，跟三星整體去競爭是錯的，
日前有一個所謂對抗三星聯盟，這是一個沒用的點子，台
灣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創造一個像三星這樣的企業。

不過，張忠謀認為，台灣還是有能力打倒三星！他指
出，三星的生產範圍極廣泛，包括面板、手機、家電用品
、半導體等，台灣可分別在各產業中以最好的公司與三星
抗衡，如手機業的HTC、半導體業的台積電，如果能夠打
倒三星其中的一個部門，有如拿掉怪獸的一個肺器官，就
有機會擊倒三星。至於當局可以提供企業以什麼協助，張
忠謀認為，新台幣也許可以再貶一點，就像2008年韓圜貶得
一塌糊塗，三星得到匯率幫助一樣，其實三星成為台灣的
勁敵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張忠謀又表示，認同前 「副總統」蕭萬長的看法，認
為政府應該提供產業發展的空間，而不是主導產業發展方
向。他強調，政府應創造一個鼓勵創新及開放的環境，如
同鄧小平在大陸實施的開放政策提升了大陸的競爭力。

張忠謀：台有力打倒三星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東十一日消息︰因回收剩
菜形象重創的台東白沙灣餐廳，今天拉下鐵門結束營
業。業者表示，唯有結束營業，才是對社會大眾最誠
摯的歉意。

台東縣太麻里鄉白沙灣餐廳被離職員工投訴回收
剩菜，業者坦承並向社會大眾道歉；不過，這幾天生
意大受影響。業者11日上午10時30分拉下鐵門，並掛
出結束營業、餐廳頂讓告示，員工看鐵門緩緩落下
，不停拭淚。

負責人方裕表示，回收剩菜事件造成不好觀感，
應該向社會大眾道歉，結束營業表示最誠摯的歉意。
至於15名員工，他會幫忙找工作，或是到其他店上班
，暫時度過年節，員工都能體諒，共體時艱。副總經
理林淑雲帶員工向社會大眾道歉，並且請辭副總經
理職務。

口水菜餐廳結業謝罪

要求取得身份證年限六改四

陸配立院請願促消除歧視

【本報訊】綜合中評社、中央社報道︰國際大導
演李安執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榮獲美國奧斯卡
金像獎11項入圍，作為少年PI 「孕育地」台中市的市

長，胡志強11日上午坦言，聞訊後內心非常振奮，他
個人有信心李安能夠得獎，而且李安一定會在典禮上
提到台灣，如果提到台中更好，對台中來說是絕佳的
行銷機會。他又表示，希望能吸引國際大片來台中拍
片，務求在台中打造一個Tailleywood（「台萊塢」）。

李安執導的 「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電影，包括影
片、導演、攝影、剪輯、電影歌曲、電影配樂、美術
設計、音效剪輯、混音、視覺特效和改編劇本等11項
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由於李安電影中最重要的場景，
就位在台中市水湳經貿園區內、耗資上億元新台幣建
造浪池，台中市政府也都全力配合、贊助。對於李安
有這麼多項入圍，胡志強表示與有榮焉， 「『少年PI
的奇幻漂流』已經成為台灣之光」。

胡志強說，他十日晚已打電報向李安恭賀，他稱
讚李安是個內外兼備的奇才，大家應該要好好珍惜，
從這麼多獎項入圍，證明台中具備很棒的拍片環境。
市府未來也會提供世界級的拍片環境，打造一個
Tailleywood，即 「台萊塢」，他有信心李安的作品一
定會在奧斯卡典禮上大放異彩，更希望因此能吸引到
國際名導、大片，到台中市拍片。他還說，李安的得

獎也還了李安一個公道，畢竟光芒是藏不住的。

台中 「打贏」 澳印日韓
胡志強回憶說，五、六年前李安要帶一批美國福

斯（霍士）高層來亞洲拍片，澳洲、印度都有邀請，
連日本、韓國都願意出機票，但因電影還沒決定要拍
，政府無法出錢，所以李安便找上他幫忙，之後便成
就了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台中市新聞局長石靜文
說，受限於保密條款，片子在台中拍了兩年，市府都
無法行銷宣傳，遭受外界批評，甚至有議員帶大批
媒體前往造浪池拍片現場，但她就是堅持 「不開門」
，當時承受莫大壓力，現在一切都值得。她說，外界
只看到贊助多少錢，結果李安在過程中反而做更多的
回饋，也催生中台灣電影推廣園區計劃。

另一方面，李安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訪問時
表示，他把少年PI帶回家鄉台灣拍，是因為他認為台
灣是我唯一能拍得出這部片的地方，也是唯一願意打
造一個全新設施來拍片的地方。談到在台灣拍電影，
李安表示，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很多人都給他很大幫助
，他下次絕對還想在台灣拍片。

有台灣電視台十日報道：由於台北市議會毗鄰 「
國父紀念館」及101大樓等，成為陸客必逛景點，他
們除了對導遊解說議事堂舌劍唇槍的情況感到好奇外
，亦對議會的餐廳趨之若鶩。有台灣資深導遊表示，
不少陸客認為餐廳價格合理，回去還可向親友誇耀 「
我可是在台北市議會吃飯」，附加價值不小。事實上
，自接待大批陸客團後，餐廳已轉虧為盈。

陸客亂闖議員研究室
不過，問題亦隨之而來。該報道形容，每到用餐

時間或假日，市議會就成了菜市場，大陸遊客大聲喧
嘩，亂闖議員研究室，甚至有人亂丟煙蒂、牙簽等，
市議會遂從上月底開始針對大陸遊客做管制，禁止大
陸旅遊團走正門，只能從後門進出。根據電視台拍攝
到的畫面，大陸遊客用餐後一個接一個走出台北市議
會地下一樓餐廳，上到地下後不能再走正門，只能從

後門進出。新規定還規定來吃飯的陸客只能使用餐廳
廁所，甚至餐廳門口也貼出公告，禁止陸客上二樓，
活動範圍除了在地下一樓的餐廳，還可以到一樓大廳
拍照，不過，二樓、三樓的議事廳，甚至五樓到七樓
的議員研究室，一概不准進入。

有關報道在大陸引起頗大爭議。網民 「老實人真
吃虧」說︰ 「大陸居民衛生習慣和文明風尚確實需要
改善，在國際上聲名太差了。」； 「筍子燒肉」則說
： 「這樣的接待歧視，是國人自己造成的，讓我們都
無語了，有了錢卻沒有素質。」不過，也有網民對新
規定不以為然，特別是最近才剛傳出台東白沙灣餐廳
拿剩菜給陸客食用的事情。網民 「陳濤」就質疑： 「
你拿剩菜的時候怎麼就說只是餐廳的個人行為呢？」

網民 「東莞堯少」則稱︰ 「世界上這麼多好玩的地方
不去，去台灣，（還）搞到被人嫌棄」。

市議會指無前後門之分
針對有關爭議，台北市議會回應台灣媒體查詢時

稱，議會大樓南北兩側各有一個大門，開門幅度一樣
大，靠近仁愛路一側的大門是公務門，對前來議事的
市府官員或者洽公的市民開放，而一般的參觀團體，
比如大陸朋友前來用餐，並不是因公進入，所以會有
專人引導他們從松高路的大門進入。有關做法只會區
分洽公人員與非洽公人員，而非特別針對陸客。不過
，市議會方面並未回應為何餐廳門口貼有針對旅行團
的公告。

受李安少年PI入圍奧斯卡鼓舞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一日消息：由台灣文化部
及製作單位與大陸合拍的電影《花漾》去年底在台灣
上映以來票房欠佳，先被某周刊報道指為 「圖利中資
」，綠營立委接又藉機質疑該片以 「包底分紅」模
式售出大陸版權， 「變相圖利」大陸，痛批參與投資
的台灣文化部做了一筆失敗投資，讓參與演出的台灣
演員名譽受損，引起不少對兩岸合拍電影的負面評論
。對此，多位台灣導演大感不滿，表示無法坐視合拍
電影遭到污名化，痛心媒體的不實報道及政客的誣衊

，使得台灣電影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有周刊本月初報道，質疑《花漾》是兩岸共同出

資，因大陸發行權給陸資企業，且大陸票房破5000萬
元才能有2%分紅，有 「圖利中資」之嫌，更引來了
鋪天蓋地的負面批評。有民進黨立委批評《花漾》不
僅島內票房慘淡，更是 「假文創、真撈錢」。立委陳
其邁質疑，文創補助費用，為何不補助台灣電影，反
而補助兩岸合拍的電影？

導演朱延平指出，近年台灣年輕導演蔡岳勳、鈕

承澤、林書宇等，與大陸合拍片的口碑和票房成績都
很好，這中間經過很多辛苦努力， 「那些非專業和不
懂電影的，沒資格來評斷！」

對於外界質疑的投資分紅方式，《花漾》監製王
莉茗說，該片以 「包底抽成」進軍大陸，開拍前先收
900萬人民幣，大陸票房超過5500萬人民幣再抽成分
紅，形同賣版權，這是最優惠的合作方式；而全球海
外票房則與大陸無關。朱延平亦質疑，怎麼能說台灣
電影和對岸合拍就是 「圖利中資」？ 「台灣電影版權
如賣到香港、星馬，難道就成了 『圖利香港、星馬』
」？亦有資深電影人表示，像《花漾》這種包底分紅
的模式已是近年所見對台灣最有利的案例。

台導演不滿合拍片被誣衊

▲張忠謀（前左）11日建議新台幣 「再貶一點」 ，增強
台灣企業競爭力 中央社

▲白沙灣餐廳副總經理林淑雲（前）11日帶領員
工向社會大眾鞠躬道歉 中央社

▲約250名陸配11日上午聚集於 「立法院」 前抗
議，要求盡快將取得身份證的年限由六年改為四
年 中央社

▲位於台中市水湳經貿園區內的造浪池 中央社

◀台北市議會近年成為陸客的熱門旅遊
景點 資料圖片

▼陸客對台灣的議事文化深感好奇。圖
為陸客參觀市議會會議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