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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岸教
育交流又傳來好
消息。台灣方面
為了鼓勵大陸學
子赴台深造，日
前大幅放寬採認

大陸高校學歷，昨天又增加陸生碩博士
班名額，還準備從8月份起鬆綁 「三限六
不」政策，屆時陸生可望參加健保、在
校內擔任研究助理，並可參加中西餐、
美容等技能檢定。此外，島內教育部正
研究開放大陸專科生來台 「專升本」。
這是台當局首次在短時間內如連珠炮般
密集出台吸引陸生入島的政策。看來，
台灣相關部門是下定了決心，要提高陸
生待遇，改變對陸生 「欲拒還迎」的扭
捏態度。

台灣於2011年起開放陸生赴台讀書
，但兩年來的錄取量讓人失望。目前台
灣教育部規定，陸生赴台名額上限是島
內高校每年招生人數的百分之一，即
2000人，但2011年只招到928名陸生，
2012年略增至951人，缺額率均超過50%
。究其原因，是台當局的 「三限六不」
措施大大降低了陸生赴台意願，即限制
採認大陸大學，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
制學歷採認領域；不加分、不影響台生
名額、不提供獎學金、不可打工、不可
考照、畢業後不可留台就業。這一籮筐
限制為陸生在台讀書生活造成極大的困
擾和不便。去年有民調顯示，近四成在
台陸生後悔赴台，因為沒有充分的實習
機會和獎學金，感覺像 「次等學生」。
尤其不可以像外籍學生那樣參加台灣當
地的健康保險，使陸生在島內面臨 「看
病難」的問題，甚至有人因此中途退
學。

此外，大陸有超過2000所高等院校
，但台當局迄今只承認其中111所高校的
學歷，導致範圍以外的許多大陸學生無

法報讀台灣高校。
台灣當初之所以開放陸生入讀，主要是因為島內

高校生源不足。這60多年來，台灣高等教育快速發展
，高校數量由1951年的12所，增加到2011年的163所，
但島內每年出生人口不斷下降，出生率之低冠全球。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台灣高校面臨招生難的嚴峻問題
。而海峽對岸的大陸這些年經濟實力節節上升，青年
學子出外留學蔚然成風。台灣當然不能錯過如此龐大
而又近在咫尺的大陸市場。

近年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把中國大陸學生視為 「金
餑餑」，爭相拋出優惠政策，例如放寬入學條件，提
供獎學金和移民機會等。反觀台灣，一方面需要陸生
解決島內本地生源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卻拋出種種
限制措施，而結果只能是嚇跑原本有意赴台體驗生活
的大陸學子。

開放陸生赴台政策效果不彰，台灣教育部備感壓
力，遂一口氣推出多項友善措施，希望提升陸生跨
海求學的興趣。但由於一些政策涉及修法問題，
需由 「立法院」最後拍板，由於民進黨立委以
往曾多次杯葛和阻撓相關法案過關，今年教
育部能否順利實施鼓勵陸生赴台的政策，
仍是未知之數。

瀾瀾觀觀
隔海

台擴招陸生碩博士 名額倍增

兩會互設機構近期再溝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四A18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針對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一事，台灣傳媒報道，兩會將於兩周內進行非正式溝
通，海基會副秘書長馬紹章將率3到5人赴大陸，與海協會副秘書長馬曉光進行協商
，由於北京目前正在進行人大、政協兩會，地點將選在大陸沿海城市。

陸委會研擬派駐大陸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十三日報道︰

兩岸兩會第一次非正式溝通已經於1月28日舉行，雙
方對於互設辦事機構的最大共識是 「服務」功能，
主要業務包括經貿、文教、交流、聯繫、急難救助
等。

至於是否核發旅行簽證，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曾
表示，大陸方面擔心造成 「國與國」的誤會，台灣
方面未來會繼續與對岸討論，並盡最大努力說明，
以免發生誤會。

另外，由於兩會互設辦事處在台灣方面要走立
法程序，比大陸方面還要花時間。而 「陸委會組織
法」中，有關設立大陸辦事處也要修改，目前還需
要跨機關協商， 「海基會組織法」的既有條文裡頭
就有登陸設處，比較不成問題。

一塊招牌兩套人馬
王郁琦13日表示，兩岸互設辦事機構預計會有

陸委會官員派駐大陸，也不排除跨部會官員一同進
駐。王郁琦與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上午列席 「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王郁琦在接受國民黨立委吳育昇
質詢時做上述表示。

王郁琦說，海基會赴大陸設點的規劃是 「兩套
人馬、一塊招牌」，由派駐陸委會官員進入海基會
駐陸機構，未來視情況及需求，可能增加其他部會
官員；若作業時程允許，不排除其他部會官員與陸
委會官員一同進駐。

由於兩岸目前已有諸如小兩會（台灣海峽兩岸
旅遊觀光協會與大陸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與台
灣貿易中心等既有的兩岸旅遊、經貿民間辦事機構
互設，彼此也都有一套運作順暢的溝通機制。

王郁琦說， 「如果各部會能整合到海基會駐陸
辦事機構一起辦公」，但也會尊重部會的決定。

王郁琦也另外補充，未來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人
員的安全保障問題，會在名稱上避免使用司法或準
司法豁免的名詞，但希望能在與對岸協商過程中，
談出身份保障及便利措施。

此外，王郁琦在接受親民黨立委張曉風質詢時
指出，未來海基會在希望能在北京之外，在華中、
華南同步設點，但目前仍未談定。

【本報訊】綜合台媒十三日報道︰台灣陸委會主
委王郁琦13日表示，馬英九女兒馬唯中的維安由 「國
安局」負責，若有需要，陸委會會協助 「國安局」與
香港政府聯繫。但 「國安局」還沒提出要求。王郁琦
上午列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在會前接受有關馬英
九的女兒馬唯中維安相關問題的提問，做上述表示。

王郁琦說，馬唯中的維安由 「國安局」負責，陸
委會則扮演聯繫橋樑的角色， 「國安局」未來如果需
要陸委會協助與香港政府聯繫，會應 「國安局」的要
求予以協助。

傳蔡沛然走秀費超林志玲
馬唯中的婚事，繼續成為媒體焦點。據報道，蔡

馬雙方家長3月6日在馬家中興寓所已經舉行過家庭婚
宴，但只席開一桌；此外，還有媒體指出，由於有馬
英九女婿的話題加持，蔡沛然如果再走秀，價碼至少
新台幣500萬元，絕對比外傳200萬至300萬元的林志
玲還要高。據時尚界人士觀察，國際男性超模中，鮮

少有蔡沛然這種系出名門的高學歷，形象大大加分。
不過，針對相關報道，台當局一律不回應。

據報道，當天家宴一切事務都由馬家人自己一手
包辦，連負責維安任務的 「國安」特勤單位都不知情
。3月9日在台北圓山飯店的宴會雖然席開八桌，但雙
方家長都沒有出席，在媒體報道後，府方因此把這場
宴會定位為 「同學會」。

據悉，馬唯中在1999年放棄推甄進入台大，前往
就讀哈佛大學，和蔡沛然認識並開始交往，馬英九
2005年首度透露女兒已有男朋友，有媒體刊登2006年
馬唯中和蔡沛然在台北一同去觀賞雲門舞集表演的照
片，顯示兩人當時就已經在交往；2011年周美青訪問
紐約，就已經見過蔡沛然。此外，還有媒體報道，蔡
沛然已經在香港買下價值2500萬新台幣的房子，作為
兩人的新房。

據外資金融圈人士表示，蔡沛然目前任職香港摩
根大通資產管理的地產部門，職位應該是協理，負責
處理包括台灣高資產人士赴香港投資房地產案件。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十三日報道︰為
吸引更多優秀大陸學生赴台就讀，13日出爐的2013年
陸生赴台就讀研究所招生簡章宣布，今年全台碩博士
班一共核定陸生名額1118個，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此外，台灣教育部12日也宣布，擴大陸大學歷採
認校數增至111家、簡化文件公驗證、降低陸生赴台
就讀研究所報名費等。

今年陸生申請赴台就讀碩博士班即日（13日）起
開始報名，4月9日截止，5月31日放榜。今年共有122
所台灣大學參與招生，其中公立50所、私校72所，招
生名額1118名，包括博士班227名，碩士班891名，比
去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合計575個，增加將近一倍。

陸生聯招會總幹事、南台科技大學教務長張鴻德
表示，碩博士名額提升主要是不少學校參與，擴增名
額數，台大、政大等都大幅增加。

對於台灣當局12日宣布擴大採認大陸111所大學
學歷，台灣的大學普遍表示 「樂觀其成」，認為此舉
將有助於研究所招收陸生。

台大教務長莊榮輝指出，支持教育主管部門循序
漸進的開放政策，目前赴台念書的大陸學生，素質都
不錯，且比台灣學生用功，可產生良性競爭。他分析
國際開放的趨勢是擋不住的，台灣的大學惟有不斷提
升競爭力，才能因應國際潮流。

銘傳大學兩岸中心主任楊開煌說，之前台灣僅承
認大陸41所頂尖大學學歷，這些學校畢業生都比較頂
尖，他們到台灣讀研究所的興趣不大；這次擴大採認
大陸111所大學，包含一般大學，台灣的學校相對比
較好，對陸生有吸引力。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賴鼎銘更直言，大陸
的大學還有很多遺珠，呼籲教育主管部門持續擴大採

認的校數。

大陸將再開放陸生赴台試點
對於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擴大承認大陸70所高校學

歷，國務院台辦新聞發言人對台灣方面擴大承認大陸
學歷表示歡迎，認為此舉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
求，有利於台灣學生來大陸學習深造，也有利於擴大
兩岸青年學生的交流。發言人呼籲台灣方面進一步順
應兩岸教育交流持續擴大的發展趨勢，加快全面承認
大陸高校學歷學位的步伐，盡早取消對大陸學生在台
就讀的各項限制。

記者另從大陸教育主管部門獲悉，大陸擬於近期
增加2個學生赴台就讀學位試點省份。目前只有北京
、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6省市的大陸學生
可赴台就讀學位。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十三日報道︰ 「立法院
國防暨外交委員會」13日上午開會，安排 「國防部長
」高華柱報告「4年期國防總檢討」，綠委蔡煌瑯要求
徵召蔡沛然當兵、還要蔡沛然拍募兵廣告，高華柱反
諷，這有助蔡的縣長選情，立即引來台下哄堂大笑。

當時會議室內的大熒幕上秀出蔡沛然擔任男模期
間拍攝的露肌廣告，蔡煌瑯立即指蔡沛然身高188公
分，體格又壯碩，詢問高華柱，如果這種人不當兵，
會不會很可惜？他還說，馬英九若以最高道德標準表
裡如一，蔡沛然當兵有助整體台軍士氣，可激勵年輕
人從軍 「報國」，讓募兵制成功，增強 「國防」

戰力。
島內僑委會與役政署日前表示，蔡沛然處於緩徵

狀態，沒有兵役問題。僑委會主任秘書張良民表示，
蔡沛然是持有 「中華民國」護照的僑居海外公民，具
僑民役男身份。他指出，根據相關法規，僑民役男的
服兵役義務處於緩徵狀態，若歸台連續居住滿1年，
或是1984年以前出生的僑民役男在台居住滿4個月且
連續3次，則須立即服役。張良民說，根據資料，蔡
沛然未符合上述任何一項需立即服役的條件，因此處
於緩徵狀態。依照規定，僑民的役男身份將在36歲之
後解除，與一般役男相同。

馬唯中維安 台或與港府聯繫

國台辦盼全面承認大陸學歷

綠委要蔡沛然當兵 防長諷作秀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三日報道︰台灣第一
艘具有遠洋探測能力的海洋研究船 「海研五號」
，2月18日首航至南海北部，進行為期19天的海上
探勘，3月13日在高雄舉辦首航成果發表。研究團
隊公布他們在東沙海域發現 「海底火山群」，並
且新發現東沙海床下蘊藏甲烷水合物（可燃冰
），但因為該處海床有大規模海底山崩發生，部
分天然氣已經溢出，必須再做調查才能確知蘊藏
量多寡。

可替代石油能源
甲烷水合物是以固態形式出現在高壓低溫例

如海底的環境中，因此又被稱做可燃冰，全世界
都在研究如何開採，以替代即將耗盡的石油能源。

主持海上探勘計劃的首席科學家台灣中央大
學地球科學系教授許樹坤表示，發現甲烷水合物

的海域是在東沙環礁的南方海域，以往有不少報
告指出在台灣西南海域以及南海有可燃冰的存在
，但在東沙海域的探測則是新發現。研究團隊透
過震測證實海底仿擬反射界面的存在，確定海床
底下有可燃冰，厚度達幾百公尺。但研究團隊也
發現該處海床有大規模海底山崩，而且有氣體溢
出形成的多處 「麻坑」，蘊藏量多寡需要進一步
研究。

除了發現可燃冰，研究團隊也在東沙環礁東
南方約30公里處發現由60幾座海底火山組成的火
山群，分布在3000平方公里範圍內，初步推估形
成年代應該是距今約1、2000萬年前的中新世。

研究團隊認為東沙海域就是因為火山噴發的
堅硬玄武岩，抵擋海流的蝕奪，並且讓低溫高鹽
的底層海水抬升帶來養分，形成如今的豐富
漁場。

海研船南海發現可燃冰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13日表示，未來希望有陸委會
官員派駐大陸 中央社

◀據說，蔡
沛然倘若復
出走秀，出
場費將比林
志玲高

互聯網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旅遊雜誌《Travel+
Leisure》推薦台灣知名的芒果冰為 「全球最美味甜點」
之一。圖為台灣知名商家的芒果冰。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三日報道︰前民進黨秘書長吳
乃仁被控在台灣糖業公司董事長任內受前立委洪奇昌關切
、賤售台糖土地案，台中高分院13日駁回被告上訴，維持
原判，吳乃仁有期徒刑3年10月、洪奇昌2年4月定讞。吳乃
仁、洪奇昌等人並未到場聽判。

台中高分院判決指出，吳乃仁在2003年擔任台糖董事
長期間，受到洪奇昌與長期贊助洪的春龍開發公司總經理
潘忠豪游說，要求將台糖的 「霧峰工業區」等土地售給春
龍。而台糖土地的政策原為 「只租不售」，吳乃仁卻同意
改為 「轉租為售」，經協商後決議以 「公開標售」方式處
理，並違法議定由春龍公司擁有 「法定優先購買權」，以
較低的農地價格核定標售底價，提供給春龍公司參考。

台中高分院指出，經公開標售後，春龍公司依優先購
買權以6億2000多萬元新台幣，僅高於公告現值約100多萬元
取得霧峰工業區土地，造成台糖損失2.5億多元。因此認定
吳乃仁等人所為涉背信等罪，有損台糖公司權益，駁回上
訴並維持一審判決，吳乃仁徒刑3年10月、洪奇昌2年4月；
潘忠豪徒刑則從一審的3年4月改判為3年7月。

另前台中縣建設處長賴英錫涉在春龍公司申請休閒農
場設置許可案中，索賄新台幣140萬元，一審於同案依貪污
罪判處徒刑8年2月；二審改判徒刑8年，褫奪公權4年，追
繳不法所得90萬元。

綠營大老瀆職判囚定讞

台嫌犯在滬落網被遣返
【本報訊】據中新社上海十三日消息︰上海警方13日披

露，滬台警方密切協作抓獲了畏罪潛逃至大陸的台灣籍通緝
嫌犯吳某。當天下午，吳某被遣返回台。

據警方介紹，1969年出生的吳某是台灣新北市人，在台
為他人代理炒股。為謀取私利，吳某非法侵佔他人委託其炒
股的數千萬新台幣資金後潛逃，使輕信其騙術的許多台灣民
眾蒙受重大經濟損失。2012年5月，吳某使用化名潛逃至大
陸，經常在上海及周邊省市活動。

日前，上海警方在工作中發現吳某的行蹤線索。根據《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滬台警方密切協
作，於2月下旬在江蘇昆山將其抓獲歸案。

13日16時許，上海警方協助專程來滬的台灣警方辦案人
員，將吳某押上赴台班機。

▲台灣海洋科學研究船 「海研五號」 首航探勘南海海域
，13日帶回東沙南方海域蘊藏天然氣水合物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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