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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否認購美F-16C/D 

豪放女作家炒作
買錯體書可摸胸！

台版《兩岸常用詞典》發表
兩岸運用線上系統合編 統一規定字義行文要領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國防部」昨天表
示，報載軍方在蒙特瑞會談中提出24架F-16C/D型戰機採購案，
絕無此事。
據台媒體報道，美台年度蒙特瑞會談8月初在美國舉行，台灣

由「國安會」副秘書長陸小榮和「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楊念祖代
表與會。台軍方向美方試探性提出F-16C/D戰機採購案，數量從
原本的66架減少到24架。「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羅紹和對此受訪
時說，絕無此事，相關傳聞純屬空穴來風。
不過，美台商業協會7月18日曾在官方網站發布一篇名為對台美

簽署F-16A/B戰機性能提升發價書的特別評論，內容建議以24架新
型F-16戰機做為戰機升級期間，台灣空防的戰力替補。
「國防部」當時就表示，F-16A/B戰機性能提升案已妥善規

劃，在不影響現有空防戰力與戰備整備情況下，採批次進廠方式
執行。

台金融業赴廈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艷芳 廈門報道）兩

岸貨幣清算協議簽定在即，由台灣多名「立委」
及台銀行、保險業界主要負責人組成的金融考
察團一行30人13日循金廈小三通管道抵廈門訪
問，獲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于偉
國接見。
台灣金融團團長羅明才表示，此行重點是深入

考察大陸目前唯一獲准設立的「廈門兩岸金融中
心」，探索台灣金融業以廈門為跳板、前進海西
經濟區進而佈局大陸的可行性。
據于偉國介紹，作為大陸唯一冠以「兩岸」的

區域金融中心，聚效應日趨凸顯。目前該中心已
落戶項目72個，正在辦理落戶的項目27個，在談
項目252個，總投資額預計超過350億元人民幣。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
九13日在出席發表會時指出，「擱置

爭議、求同存異」是兩岸順利合作的關
鍵，兩岸合編詞典可以消除彼此的隔閡，
為兩岸深化交流做出重大貢獻。他表示：
『大陸也有一些什麼「給力」，我也看不
懂，後來才知道是「empower」的意思，就
是使他有力量；還有就是「雷人」，雲層放
電時打到人叫「雷人」。我覺得像這種隔
閡，其實透過這個詞典慢慢就可以改善過
來，不必刻意的立刻要哪一方改變，但是
透過交流之後，慢慢的讓大家都懂，我覺
得就可以解決問題。」

馬提出合編構想
2008年，馬英九提出兩岸合編中華大辭

典構想；今年2月8日，作為兩岸合作編纂
中華語文工具書項目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華語文知識庫網站」在北京和台北同時
啟動，面向全球網民開通。而網站三大內
容之一就是展現中華語文工具書的成果，
即合編的《兩岸常用詞典》和「兩岸科技
名詞對照表」。
台灣中華文化總會表示，這是歷年來兩

岸合編詞典中，合作層次最高、也是唯一
運用線上編審系統進行兩岸共同編寫、相
互檢視的詞典，不但分台灣版和大陸版，
同時提供網上查詢服務，可謂兩岸合編詞
典的創舉。詞典凡例詳實完整，不管是兩
岸有同有異的字形、字義的呈現，還是行
文要領乃至標點符號的使用，都有統一的
規定。此外，為了讓當地民眾容易理解，
內文的用字遣詞及例句，也彼此尊重，各
依習慣及需要處理。
詞典中還出現了兩岸特殊用詞，如台灣

的假仙、拜票、機車（摩托車、囉嗦、刁

難等意），大陸的（股市）飄綠、待崗等；
兩岸用詞並陳的包括同實異名如「皮包公
司」（大陸）、「空頭公司」（台灣），大陸
的唱白臉在台灣稱扮黑臉，而台灣稱扮白
臉在大陸是唱紅臉意思，和同名異實如鐵
齒（大陸指能言善道，台灣指嘴硬頑固）
等。

大陸版稍後發表
台灣中華文化總會中華語文知識庫專案

經理李 儒對記者表示，據他了解，大陸
版《兩岸常用詞典》由於核校進度，將於
稍後發表。

香港文匯報訊 《兩岸常用詞典》（台灣版）13日在台北舉行新書發表會。

《詞典》由中國辭書學會和台灣中華文化總會合作，收錄兩岸常用的5,700個

字、2萬7千多個詞。催生「兩岸常用詞典」的馬英九表示，兩岸合編詞典

可以減少溝通上的誤解，進而相互理解、體諒，消除彼此的隔閡，為兩岸

深化交流做出重大貢獻。

據中通社電 國務院在2005年8月推行「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新國策下，與台灣新竹市僅隔60海里的福建平潭島，被
列為對台專屬的「綜合實驗區」，經過多年的開發與推
廣，該島現已成為台商在大陸的最新投資樂土。
平潭工商局12日公佈好消息，指該島目前已有台資企業60

家，台企註冊資本總額1.24億元（美元，下同），投資總額

2.47億元，累計實際利用台資5,420萬元。
「實驗區成立前，平潭台資企業只有3家。實驗區成立

後，平潭台資實現『井噴式』增長，今年目前落戶數已是
去年全年總和。」平潭工商局局長薛文表示，平潭綜合實
驗區作為海西區的重點項目，開放開發建設一直備受關
注，突出對台商投資的特殊政策優勢，吸引了台商踴躍投
資。
據介紹，實驗區為鼓勵台胞到平潭創業發展，出台《關

於支持台灣同胞創業發展的優惠政策措施》，從財稅、人
才引進、文教醫療等方面，提出18條支援台胞到平潭創業
發展的優惠政策。
在平潭開設資訊科技公司的台商邱林盛說，公司對於平

潭提出的建設「智慧島」的設想非常感興趣，有意參與平
潭「智慧島」的建設。他說，平潭實驗區為台灣而設，出
台了一系列對台優惠政策，「讓我們投資平潭很有信心。
選擇平潭，我們看中的正是平潭的優惠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由海峽兩岸
關係法學研究會主辦的兩岸
和平發展法學論壇將於本月
2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屆
時來自兩岸的160多名代表
將共襄盛舉。據介紹，此次
論壇主題為「法治經驗回顧
與前瞻」，設「法治理論」、
「民法制度」、「民事訴訟制
度」、「刑法制度」、「刑事
訴訟制度」、「法律實務」
等六個專題，將邀請兩岸權
威學者和實務專家從兩岸各
自法治實踐及其發展角度進
行總結交流。

陸生納健保 台府擬修法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消息，針對大陸學生來台就學能否

納入健保，陸委會副主委高長13日表示，初步決定將朝開
放的方向考慮。高長並表示，開放陸生納入健保必須透過
修法來實現。
民進黨立委吳秉叡日前表示，將提案修改「全民健康保

險法」，讓來台就讀大專院校、且在台灣居留超過6個月的
大陸學生強制加入全民健保。
對此，陸委會副主委高長13日在國民黨團記者會表示，

陸委會、教育部及衛生署等相關單位今年已召開4次聯席
會議，會中達成初步共識，考慮把在台灣修讀學位的陸生
納入健保。高長表示，若要開放陸生納入健保，必須透過
修法，因為目前陸生來台的身分只是「停留」、非「居
留」，而目前只有「居留」才能考慮適用健保法。

據中通社電

台北消息：買
到印刷有瑕疵
的錯體書竟可
憑書撫摸該書
女作家的胸
部？恍若成人
電影情節的故
事卻在台灣真
實上演，引發
爭議。
有「性愛教

官」之稱的32
歲台灣女作家
欣西亞，其讀
者投訴其新書出現排版錯誤，竟公開表示將在19
日的新書發佈會上，讓購得錯體書的讀者「摸胸
謝罪」，並「事先張揚」自己的胸圍是32C，成功
搶佔新聞焦點。
欣西亞外形姣好，以在網絡上言論大膽，葷素

不忌而聞名寶島，更因出版多本男女性事的書籍
而贏得「性愛教官」的稱號。她在12日成為島內
媒體焦點，原來有網友早前發現她的新作《衝破
下體低潮》出現印刷錯體，引發是次「摸胸謝罪」
事件。
有媒體11日就事件專訪欣西亞，她直言「摸胸

部真的沒什麼大不了」，她強調會隔 衣物，男
讀者還需戴上厚厚的隔熱手套！她說，會訂明遊
戲規則，摸胸一次是指把手放在胸部位置最多五
秒，不會有撫摸、挑逗的場面。
律師林鈺雄指出，欣西亞的行為已構成「公然

猥褻」的犯罪行為，「並非一定要『露點』才成
立！只要客觀上足以使人引起性慾的公開行為即
可能構成。」

外乾內多「脂」 台女隱性肥胖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一項分

析亞洲5地健檢報告的調查發現，台灣
女性隱藏性肥胖比例高，平均每3位看
起來不胖的女生，就有一人體脂肪率偏
高，成為外乾內多汁(脂)的「百香果」
女。
這一項調查，是由美兆健檢中心分析

2011年台灣、香港、北京、上海、馬來
西亞等亞洲5地、超過12萬名受檢者的
健檢報告，結果發現，「體重超重」連
續十年蟬聯「十大健康警訊」榜首，平
均每兩人就有一個是胖子，以北京異常
率59.4%最高，其次為馬來西亞57.5%、
台灣51.8%、上海51.7%、香港41.9%。

調查顯示，上海女性隱藏性肥胖比例
最高，佔了38.1%，其次為馬來西亞、
北京、台灣、香港；即使台灣排名第
4，但比率仍有28.2%，相當於每3女就
有一人是隱藏性肥胖。尤其又以19至34
歲年齡層的女性，隱藏性肥胖比例最
高，埋下日後慢性病風險。
桃園美兆健康管理中心院長張盈寬形

容，依脂肪分布的不同，若以水果作代
表，體形可分為囤積在腹部的「蘋果
型」、囤積在臀部與大腿的「水梨型」、
全身分布的「水蜜桃型」、直線形身材
的「香蕉型」與外表看不出、但暗藏在
內臟的「百香果型」。

據中通社電 台南市警員林坤賢的妻女12日約
見台媒體，公開要求該市未婚女議員林宜瑾「還
我老公！」林妻吳淑雰痛斥女議員以「人身安全
受威脅」為由要求警方派員保護，實際上要求丈
夫做她的司機、陪酒男及訴心聲的「知心人」，
林家女兒也慨嘆：「爸爸變別人的！」
吳淑雰說，丈夫林坤賢因與林宜瑾是鄰居，自

去年3月轉任林女的貼身隨扈，卻未料因此影響
了自己的家庭與婚姻。吳女說，丈夫因為要陪林
議員徹夜四處應酬，成為「不歸家的男人」。林
坤賢女兒林洛霓亦稱，父女間的家庭時間幾乎都
給了林宜瑾，慨嘆「爸爸已經變別人的了」，她
並認為父親目前的工作已偏離警察的工作。
林宜瑾則向媒體表示這是「一場嚴重的誤

會」。她說，自己曾因座駕車窗被砸，接獲騷擾
電話和恐嚇留言，去年3月才向市警局申請隨
扈。她又否認林妻的一切指控，認為這是林氏夫
妻的感情爭執波及到自己。
消息曝光後引發台南市民不滿，「警察都去保

護議員，誰來保護我們？」市民陳先生質疑警方
濫做人情，派警員去當議員私人保鑣。
有台媒追查全台22個縣、市議會及地方政府，發

現有56名議員的台南市竟有多達26人（包括正、副
議長）申請隨扈，使用率遠高於其餘21個縣市。

據中通社電 在台灣政壇德高望
重的國民黨大老，黨榮譽主席吳伯
雄竟在「敵營」民進黨內擔任實習
生？傳聞是真的，不過13日到民進
黨總部報名參加的「吳伯雄」，與
人稱「伯公」吳伯雄雖同名同姓，
但足足相差48歲。
民進黨13日招募18名有志從政年

輕人，利用暑假期間，參加該黨各

部門實習工作一個月。工作人員在
當天早上點名時嚇一跳，赫然發現
國民黨元老吳伯雄的名字列在名單
中，一叫之下卻是一位24歲的年輕
人應聲而出。
小「吳伯雄」表示，自己出生當

年，「原裝」吳伯雄剛巧前往嘉義
家中探視，外公為紀念「貴人臨
門」，故將他改名「吳伯雄」。

「吳伯雄」到民進黨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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