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民進黨即將5月20日再度上台，若干重要職位的人選可能
直接牽動兩岸關係，特別是「國安會」秘書長、陸委會主委、海基會董事
長這3項職位，將是蔡英文以下，大陸政策制定與推動的鐵三角。台灣媒體
預料，現任民進黨秘書長兼駐美代表吳釗燮最有機會出任「國安會」秘書
長；現任桃園市副市長邱太三和小英基金會副執行長詹志宏則是陸委會主
委最大熱門人選；而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和民進黨新潮流系大老洪奇昌
均有機會出任海基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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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民進黨發言人阮昭雄昨日在
台北介紹，台灣「大選」當選人蔡英文5月20日上任之後將
繼續擔任該黨黨主席。
民進黨中執會當天討論黨章修訂。據稱，「立委」管碧玲

代表部分黨內人士在會中提議蔡英文兼任黨主席。
阮昭雄在會後記者會上轉述，經各方表達意見後，蔡英文

表態稱，為了未來改革工作推動、落實政見，「現階段兼任
黨主席有必要」，她最後「欣然同意」。
據了解，蔡英文2004年加入民進黨，4年後首次當選黨主

席，成為台灣主要政黨中第一位女性黨主席，並於2010年連
任。2014年，她第三度當選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就任後
仍兼民進黨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昨日上午選舉
召集委員，16席召委當中，國民黨獲得7席，民進黨獲得9
席。時代力量、親民黨未獲得召委席次。「立法院」有8個
常設委員會，每個委員會各選出2名召委輪值主持議事。
據中通社報道，由於國民黨團人數較少，原本預計召委席次

可能只有4到6席。而民進黨「立委」在各個委員會都掌握多數
席次，原本預估可拿下10席召委，「內政」、交通、社福衛環
委員會預料可選出兩席民進黨召委。

民進黨全拿經委會2席
但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投票出現意外狀況，民進黨「立

委」楊曜誤票投給自己，導致3人同票抽籤，國民黨「立委」
王育敏幸運抽中召委。楊曜向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表示，願受
處分，向落選召委的民進黨「立委」劉建國道歉。
「內政」委員會親民黨「立委」陳怡潔把票投給民進黨

「立委」，投票後民進黨「立委」陳其邁、姚文智和國民黨
「立委」黃昭順三人同票抽籤，陳其邁及黃昭順擔任召委。
交通委員會親民黨「立委」李鴻鈞支持國民黨「立委」，

最後由民進黨「立委」葉宜津、鄭寶清和國民黨「立委」陳
雪生三人同票抽籤，陳雪生和葉宜津抽中。
上述結果也使得民進黨僅在經濟委員會2席召委全拿，由民

進黨籍「立委」蘇震清、林岱樺出任。其餘7個委員會召委皆
為1席國民黨、1席民進黨。

「立院」選召委
藍獲7席綠9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東海岸的幹線公路
蘇花公路，昨日發生遊覽車與拖板車相撞車禍，警方稱
有2死28傷，傷者均已送院治療。
宜蘭縣消防局當天下午獲報，台九線蘇花公路129.8公

里處，一輛南下載滿鋼樑的拖板車，疑似因經彎路重心
不穩側翻，直接撞上一輛北上的遊覽車，拖板車司機送
醫急救不治，遊覽車導遊小姐當場死亡。南澳分隊出動
大批救護車前往搶救，由於事發地點為一般轉彎處，並
不是上坡路段，警方研判為超速或超載。
警消人員到場時，發現拖板車被撞飛，幾乎一半車身懸

在護欄外，而遊覽車前方擋風玻璃碎裂，司機及前方乘客
受困車中，司機滿臉是血，意識清楚。救難人員剪破車身，
設法救出受困民眾，其餘乘客則從後方出入門逃出。
警方指出，遊覽車頭嚴重變型，車上是來自台北的旅

行社所組成的旅行團，經統計，含駕駛一共有38人，1
死27傷10人未受傷。拖板車上除送醫不治死亡的司機
外，還有一名印尼籍助手受傷送醫。

拖板車撞旅巴釀2死28傷

台灣《旺報》昨日多篇相關報道指出，兩岸關係
與大陸政策向來是台灣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安會」秘書長負責「國安會」實際運作，權力
之大，非常可能影響整個大陸政策的走向。

吳專長國際關係
報道稱，新的「國安會」秘書長的最大熱門人選
無疑是現任民進黨秘書長兼駐美代表吳釗燮。無論
民進黨內外或相關的專家學者幾乎都指向，吳釗燮
接掌「國安會」的機會最高。
吳釗燮擔任民進黨秘書長期間，更協助蔡英文在
「九合一」大選、「總統」與「立委」選舉獲得大
勝，功勞簿上自是不能少了他。

民進黨內人士透露，吳釗燮專長是國際關係，不
論是陸委會主委或駐美代表的工作，都與台灣安全
高度相關，吳本人也有相當意願，盱衡其經歷與專
長，非常符合「國安會」秘書長的職務。

邱詹曾任職陸委會
至於陸委會主委的人選，報道指出，過去曾擔任這

項職務的政治人物，許多人後來都能更上一層樓，曾
在扁時期出掌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更將出任「總統」，
可見陸委會主委的重要性及受矚目程度。
目下任命新的陸委會主委最熱門人選有二，一是

桃園市副市長邱太三，一是小英基金會副執行長詹
志宏；兩人的經歷及與大選當選人蔡英文的互動，

都被視為非常適任。
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邱太三政壇經歷相當豐富，曾

任「立委」、陸委會特任副主委、高雄市副市長等
職務，與蔡英文都是法律專長，他之所以被看好，
與他和小英的互動非常良好有關。
至於詹志宏的潛力與出線機會也不能小看。小英

任主委時，詹是陸委會企劃處長，負責兩岸談判與
形勢的研析，小英4年主委任內，兩岸有不少重要
事項，包括小三通、八吋晶圓登陸、台港航約談
判、兩岸包機協商等，詹幾乎無役不與，非常受到
重用；他跟小英的默契也佳，有「智多星」稱號。

謝洪均屬「緩衝」角色
此外，新一任海基會董事長人選也是備受矚目。
據民進黨人士分析，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曾主張
「憲法一中」，同時符合蔡英文的「遵循憲政體
制」和大陸強調的「一中」；而新潮流系大老洪奇
昌是綠營極少數公開主張「民進黨不應追求法理獨
立」的民進黨人士，近來更積極穿梭兩岸，二人都
屬於綠營在兩岸論述的「緩衝」角色，未來皆有機
會出任海基會董事長。
民進黨人士分析，以謝長廷和洪奇昌對兩岸事務

的積極，兩人都將是海基會董事長的熱門人選。

邱太三詹志宏爭掌陸委會
吳釗燮料主「國安會」謝長廷洪奇昌或接海基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
九昨日出席台灣工商團體春節聯誼會時
表示，希望將接手的民進黨「大選」當
選人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要用心珍惜、
不要輕率誤判；並期許新的執政當局在
能源議題上找到最有利的能源組合，不
要冒進。

強調沒有和平就沒有繁榮
馬英九致辭時說，過去8年全球遭遇
40年來最嚴重的3次經濟衰退，包含金
融海嘯、歐債危機及全球出口萎縮，但
台灣經濟仍有成長。政黨輪替後有兩大
議題值得思考，首先是兩岸關係，另一
個是能源政策。
兩岸關係方面，馬英九表示，自己就
任以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目前兩
岸已簽署23個協議，雙方事務首長見了
7次面並且互稱官銜，8年來兩岸互訪人
次超過1,800萬。如果抽掉近年來對大
陸的貿易順差，台灣的貿易順差可能就

會變成逆差，「這8年來的努力，把台
灣海峽從過去的戰爭熱點變成和平大
道，沒有和平就沒有繁榮。」
馬英九強調，「習馬會」不是為了去

握手、照相或是吃飯，而是為了鞏固台
海和平，「習馬會」也建立了可大可久
的框架，未來不管誰當「總統」都能利
用這模式。8年來兩岸互動建立了互
信，這也是為何年初「總統大選」時，
三位候選人都喊兩岸維持現狀的原因。
馬英九並呼籲，希望未來的「總統」

要用心珍惜、努力維繫，絕對不要輕率
誤判，才能確保台灣民眾的自由安全。

建議找最有利能源組合
能源議題方面，馬英九表示，核一、

核二、核三除役後，台灣會出現供電缺
口，但民進黨極力想推的再生能源很難
補上缺口。他提醒新的執政當局，問題
不是反核，找到最有利的能源組合才是
要追求的目標。

馬籲小英：兩岸關係勿輕率誤判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昨日開幕，展覽特設台灣精品館，展
示17款台灣生產的優秀自行車產品。圖為馬英九在參觀精
品館時，單手舉起一款台灣生產的單車，以顯示其輕便程
度。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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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遊覽車車頭嚴重損毀。 中央社

年齡：64歲
簡歷：醫生出身，與邱義仁、
林濁水和吳乃仁並稱為民主進
步黨新潮流系的四位元老。曾
任「立委」、民進黨中常委
等。2007年7月到2008年5月
擔任海基會董事長。

年齡：69歲
簡歷：民進黨創黨十人小組之
一。曾任台北市議員、「立
委」、高雄市市長、民進黨主
席和「行政院」院長。2008
年「大選」中敗選後，宣佈退
出政壇，並成立「台灣維新基
金會影子政府網站」。

年齡：-
簡歷：曾出任陸委會企劃處
副處長、處長、主任秘書，
並兼任海基會副秘書長、秘
書長等職務。現為小英基金
會副執行長、台灣戰略模擬
學會顧問、中華經濟研究院
諮詢委員。

年齡：59歲
簡歷：台灣大學法學士，檢
察官出身，後轉任律師，投
入政壇曾任「國民大會代
表」、陸委會特任副主委、
「立委」、高雄市副市長、
民進黨副秘書長等職，現任
桃園副市長。

年齡：61歲
簡歷：台灣政治大學教授，
曾任民進黨當局陸委會主委
和台灣駐美代表。2012年6
月起擔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
長，同年11月兼任民進黨
「駐美代表」。熟悉對美事
務、涉外事務和兩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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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普通話新聞報道
8:55 普通話財經報道及普通

話天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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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爆笑王子逃亡記
5:30 嘆盡全世界
6:00 六點鐘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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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議事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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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計中計狀元財
8:30 非緣勿擾
10:30 夜間新聞
10:50 開心詞堂
11:00 他鄉尋根18載經典回

味: 尋找他鄉的故事
11:30 環遊世界
11:45 少年英雄方世玉
1:35 天南地北
2:05 他鄉尋根18載經典回

味: 尋找他鄉的故事
2:35 鐵血藍天
3:30 金鳳凰
5:30 ATV粵曲會知音: 林家

聲戲寶承傳系列

亞視本港台

10:3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震海聽風錄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0 騰飛中國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14:55 金曲點播
15:00 資訊快遞
15:30 軍情觀察室
16:05 金曲點播
16:10 金曲點播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6:55 有報天天讀
17:20 紀錄．大時代
17:50 金曲點播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地球宣言
19:20 石評大財經
19:50 今日視點
19:55 與夢想同行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0 騰飛中國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社會正能量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與夢想同行
00:35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金曲點播
01:5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02:45 紀錄．大時代
03:15 金曲點播
03:25 社會正能量

6:00 九轉迴香
7:00 浪遊東西
8:00 流行別注
8:30 味道
9:20 創潮居
9:30 浪遊愛爾蘭
10:00 驚奇大冒險
11:00 無間音樂
12:00 Music Café
1:00 LANEIGE補濕專家

K-Beauty呈獻:
愛上Pinocchio

2:00 九轉迴香
3:00 浪遊愛爾蘭
3:30 3日2夜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RUNNING MAN
5:50 尚潮居
6:00 浪遊東西
7:00 微時代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世界第一等
9:30 六合彩
9:35 味力越南
10:05 姊妹淘
10:35 兄弟幫
11:05 LANEIGE補濕專家

K-Beauty呈獻:
愛上Pinocchio

12:00 超級勁歌推介
12:05 記錄的地平線
12:35 Music Café
1:35 大隻B自由行
2:05 創潮居
2:15 味力越南
2:45 LANEIGE補濕專家

K-Beauty呈獻:
愛上Pinocchio

3:40 RUNNING MAN
5:20 尚潮居
5:30 鉸剪狗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生活

圈)
09:23 電視劇:陸軍一號10/36
10:13 電視劇:陸軍一號11/36
11:03 電視劇:陸軍一號12/36
12:35 今日說法
13:12 精彩一刻-普法71
13:57 精彩一刻-普法72
14:43 電視劇:因為是你才喜歡35/

40
15:34 電視劇:因為是你才喜歡36/

40
16:29 2015中國夢-民族輝煌
16:32 2015中國夢-每個人都有一個

中國夢
16:37 2015中國夢-陽光
16:41 2015中國夢-富強之路
16:46 2015中國夢-心弦為誰撥響
16:58 第一動畫樂園
17:08 第一動畫樂園
18:01 第一動畫樂園
18:59 新聞聯播
19:37 焦點訪談
20:00 前情提要《還是夫妻》21/36
20:04 電視劇:還是夫妻21/36
20:55 前情提要《還是夫妻》22/36
21:00 電視劇:還是夫妻22/36
21:52 星推薦
22:00 晚間新聞
22:35 人與自然
23:35 生活提示
23:46 精彩一刻-普法70
00:35 精彩一刻-普法59
01:17 精彩一刻-普法60
02:01 動物世界
02:31 人與自然
03:00 2015中國夢-民族輝煌
03:03 了不起的挑戰
04:31 今日說法
04:59 新聞聯播
05:29 人與自然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09:00 中華醫藥電視劇：
09:4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09:50 天天飲食(海外版)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0:13 遠方的家2016
10:58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記住鄉愁 第二季
14:00 中國新聞
14: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4:16 電視劇：滿倉進城
14:59 電視劇：滿倉進城
15:45 電視劇：滿倉進城
16:28 電視劇：滿倉進城
17:12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7:15 遠方的家2016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記住鄉愁 第二季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體育在線電視劇
22:45 華人世界
23:15 遠方的家2016
24:00 中國文藝
24:30 電視劇：滿倉進城
01:15 電視劇：滿倉進城
02:00 新聞聯播（B版）
02:30 記住鄉愁 第二季
03:00 中國新聞
03:10 電視劇：滿倉進城
03:5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04:00 中國新聞
05:00 電視劇：滿倉進城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J5台 J2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