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初步內定人選名單

「行政院長」 林全 65歲
輔大經濟學系學士、政大財政研究所碩士、美國伊利諾大
學經濟學博士。先後任「行政院」主計長、「財政部
長」，後任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現任世界先進積體電
路公司董事長、台大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法務部長」 邱太三 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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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市副市長。

「農委會主委」 曹啟鴻 68歲
「國中」老師出身，擔任屏東縣長9年，但2014年卸任前
爆發的餿水油風暴，曹遭外界批評並道歉。現任大武山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致力推廣屏東農業永續發展等工作。

「行政院政務委員」 林萬億 63歲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福利學博士，曾任民進
黨副秘書長、台北縣副縣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景森 56歲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1992年任副教授。1994年任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兼任台北縣都市發展委員會
委員。1999年任台中市副市長兼新竹市副市長，2000年
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資料來源：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新舊政府的交接工

作已經陸續展開，為了使「行政院」各部會人事諮

詢有步驟地進行，以回應現任「行政院長」張善政

希望盡早確定交接對口的需要。蔡英文決定由財經

政策總顧問林全擔任「520」後的「行政院長」，並

在本周正式對外公佈後，由他以準「閣揆」的身

份，即時開始人事徵詢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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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擬任新政府「閣揆」
蔡敲定第一波人事 本周正式公佈

由於蔡英文已經連續3天沒有安排公開行程，媒體對於她是否正密集進行
人事佈局非常關心。對於媒體的相關報道，民主進步黨發言人楊家俍沒

有否認。他表示，關於未來新政府的人事安排，蔡英文近期正在就相關的規
劃與人事徵詢，一旦確認，會讓大家知道。

邱太三為「法務部長」
據中央社報道，蔡英文與林全在達成前述共識後，前日也初步敲定第一波

內定人事，邱太三為新任「法務部長」，曹啟鴻為未來的「農委會主委」。
前「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與社福領域的台大教授林萬億，則可望雙雙出
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部分任命消息在前日獲得當事人證實。桃園市政府副市長邱太三證實，蔡
英文前日當面徵詢他出任「法務部長」，而他的態度是「如果需要我，當
然，我就努力嘛」。邱太三目前擔任桃園市政府副市長，預計在3月底到4月
離職。

林萬億證任「政務委員」
而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林萬億也證實，他將出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負責年金改革與長期照顧等重要政策。林萬億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競選期間負責「社會群」政策工作，未來他主要負責政策協調，包括「衛生
福利部」、「勞動部」、「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等部會。
他說，未來重頭戲包括年金改革與長照，此外，包括教育、勞動修法，工

鬥團體先前向蔡英文陳情的勞工事務要兌現，還有教育相關議題，如課綱、
跨部會教育事務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台灣「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日
前接受訪問時表示，陸美台對兩
岸現狀的解釋都不一樣，但台灣
在大陸心中的地位遠超過在美國
心中的地位；兩岸議題上，台灣
過度期待美國的想法並不實際。
蘇起上月率團赴北京、上海訪

問，會見大陸官員及多名涉台智
庫學者。
蘇起認為，美國現在要煩惱的事
情太多了，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到現
在，台灣兩個字一次都沒出現，台
灣離美國好遠，美國要為你出生入
死？蘇起表示，避免在台灣海峽發
生衝突是美國的大政方針，因為台
海發生衝突，朝鮮半島、釣魚台
（島）乃至南海將一路燒起來。台
灣是大陸最在乎的，台灣雖然永遠
是美國的一個籌碼，可是美國不會
支持「台獨」。

「維持現狀」解釋不一樣
他認為，陸美台對「維持現

狀」的解釋不一樣：美國希望蔡
英文把「這個現狀」維持下去，
美國期待的現狀是「兩岸溝通、
兩岸談判」，兩岸不坐下來談
話，表示這個地區隨時會發生危
險，會把東亞海域全部弄亂，台
海變成不安定的地方。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說「不承認『九二共識』
就是改變現狀」，關鍵是「現狀」
兩個字，大陸把「九二共識」與
「同屬一中」視為現狀的一部分。

此外，北京當局很關注蔡英文5月20日「就職」
演說，蘇起推測有三種可能性，第一，民進黨與
大陸口徑一致，「這大概不可能」；第二，蔡英
文5月20日什麼都談，就是不談兩岸；第三，說
了和大陸不一樣的，或是說得不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作為蔡英文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核心幕
僚，林全曾在去年7月接受訪問時提到，未來應該不會入「閣」，而且
任何人找他談，他都表示不會參加任何選舉，「完全不可能，政策才
是我的興趣。」
林全曾任台「財政部長」，被外界視為蔡英文的副手、台「行政院

長」熱門人選。針對是否選舉，他在去年7月被訪時表示，「任何選
舉，都沒有意願」。被問到若蔡英文當選，是否入「閣」？林全表
示，應該不會，不做官，也不做副手。
林全說，競選團隊不等於執政團隊，蔡英文若選上，有權決定「行
政院」成員，競選團隊在選完那天就要離場，讓蔡英文自己思考。
2006年1月16日，台「立法院」三讀通過最低稅負制，時任「財政部

長」林全被坊間稱為是「唯一成功加稅而沒下台的『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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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表示拒入「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十二屆全
國人大台灣團代表陳
雲英昨日受訪時認
為，台灣目前存在高
等教育人才過剩情
況，大陸則因「一帶一
路」建設等發展需要大

量科技人才，兩岸應實施精英人才計劃，實現共贏。
陳雲英是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夫人，全國台聯理
事、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今次大會她就
兩岸交流帶來了一份新建議——加強台灣中青年學

者參與大陸學術活動，實施精英人才計劃。
陳雲英表示，台灣近20多年來的發展，經歷了從

最巔峰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強區到逐漸停滯不前。
目前台灣青年低薪情況嚴重，工資收入逐年下降，
甚至已回到16年前的工資水平；台灣社會失業率
高，中青年、學歷高等人群失業情況尤為嚴峻。
她說，大陸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啟動「一

帶一路」等多項建設，需要各類科學技術人才。
她建議，應開展台灣中青年知識精英在大陸為期
半年、一年的短期講學計劃；鼓勵並開放大陸地
方院校對台灣青年的招聘工作；簡化兩岸學術交
流的審批程序等。

陳雲英籲台青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行政院」土壤液化
潛勢區查詢系統今日將正式上
線，網站分為民眾版、專業
版，民眾只要輸入地址，就能
夠顯示所在地高、中、低3級
潛勢區程度。
經過台南2月地震後，民眾
關注土壤液化議題。「行政院
經濟部地質調查所」今日將開
放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

高雄市、宜蘭縣、新竹縣、新
竹市、屏東縣等8縣市民眾上
網查詢土壤液化潛勢區。
為了加強保障民眾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也將研擬，
未來買屋除了可預先得知是否
為凶宅、漏水等資訊，也可望
掌握土壤液化潛勢區等地質資
訊，若不依定型化契約揭露必
要資訊，最重可處 50 萬元
（新台幣，下同）罰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通社報道，台灣知名音
樂製作人劉天健，驚傳
前日上午11點50分因
心臟病在北京去世，享
年僅53歲。劉天健被
業界譽為「天王製作
人」，曾在上華、索
尼、華納等多家唱片公
司任要職，近期還在
《我是歌手4》中以特邀嘉賓身份亮相。他曾創
作劉德華《男人哭吧不是罪》和王力宏《心、
跳》等膾炙人口歌曲，他也是周杰倫等歌星的幕
後推手之一。訃告昨日發出後，劉德華、王力宏
等歌手及眾多圈內人士均發文悼念。
劉德華昨日在「華仔天地」貼文悼念稱，「天

健，一路走好，你的精神、作品會一直溫暖人間」。
據悉，劉天健曾在今年春節時動了心臟手

術，近因咳嗽導致傷口裂開，猝然離世。他和
前妻育有兩子，他的女友透露目前和他的兒子
商量其後事，預料在北京舉辦追思會。

土壤液化查詢今上線
研公開買屋必備資訊

「天王製作人」劉天健病逝
劉德華貼文悼念

■「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說：
「台灣在大陸心中的地位遠超過
在美國心中的地位。」 中央社■■前前「「財長財長」」林全擬任蔡英文新政府林全擬任蔡英文新政府「「行政院長行政院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雲英陳雲英（（左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天健劉天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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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薛仁貴征東
10:30 葉問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賭場風雲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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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妖怪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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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大食懶加菲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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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天氣報告
7:00 一綫娛樂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公公出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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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0 宣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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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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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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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小老鼠阿Tip
4:30 單車孖寶遊世界 (II)
4:55 叢林小救兵
5:25 魔法遊學團
6:00 財經消息
6:05 食物偵探
6:35 港生活．港享受
7:00 笑笑小電影 (XXV)
7:25 話說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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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明珠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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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別讓身體不開心
7:00 紫釵奇緣
8:00 操盤群英
8:30 環球財經消息
9:00 智富360º
9:15 高人論證
9:25 智富360º
9:45 法證攻防
9:50 智富360º
10:05 交易現場
10:10 通悉牛熊
10:20 智富360º
10:35 牛熊薈瑞
10:45 智富360º
12:00 神鵰俠侶
1:00 智富360º
1:25 交易現場及瞬間看地球
1:30 智富360º
3:10 交易現場及瞬間看地球
3:15 智富360º
4:30 智富之道
5:00 夢想車華
5:30 紫釵奇緣
6:30 別讓身體不開心
7:30 中原地產特約: 樓市外望
8:00 8點財經
8:30 普通話新聞報道
8:55 普通話天氣報告
9:00 普通話財經報道及普通

話新聞檔案
9:15 發現大絲路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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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世界文化遺產
11:15 中原地產特約: 樓市外望
11:45 東瀛潮樓及瞬間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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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微時代
1:00 LANEIGE補濕專家

K-Beauty呈獻: 製作人
們

2:00 九轉迴香
3:00 兄弟幫
3:30 姊妹淘
4:00 超級勁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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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娛樂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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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12:00 超級勁歌推介
12:05 火影忍者疾風傳VI
12:35 早着先機
1:45 雅蘭床褥特約︰安樂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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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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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名言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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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今日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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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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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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大講堂
02:35 金曲點播
02:40 金曲點播
02:45 紀錄．大時代
03:15 金曲點播
03:25 今日看世界
04:00 名言啟示錄

06:00 拜金女王
07:00 周末韓線: 奶酪陷阱
08:15 乘著歌聲的愛情
09:00 秘密花園
10:00 周末韓線: 奶酪陷阱
11:15 和風周末: 直美與加奈子
12:15 深夜食堂
12:50 我係魔術師
13:00 拜金女王
14:00 周末韓線: 奶酪陷阱
15:15 和風周末: 直美與加奈子
16:15 乘著歌聲的愛情
17:00 秘密花園
18:00 周末韓線: 奶酪陷阱
19:15 乘著歌聲的愛情
20:00 乘著歌聲的愛情
20:45 心情好的日子
22:00 生意之神-客主
23:15 海賊王
23:45 心情好的日子
01:00 生意之神-客主
02:15 秘密花園
03:15 海賊王
03:45 心情好的日子
05:00 乘著歌聲的愛情
05:45 拜金女王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06:00 朝聞天下
08:33 生活早參考
09:08 天天飲食
09:26 電視劇
10:15 電視劇
11:08 電視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3 電視劇
14:04 電視劇
15:41 電視劇
16:30 生活提示
16:42 第一動畫樂園
18:59 新聞聯播
19:33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2 前情提要
20:06 電視劇
20:59 前情提要
21:02 電視劇
21:59 晚間新聞
22:37 吉尼斯中國之夜
23:36 電視劇
00:27 電視劇
01:19 中華民族
01:45 人口
02:07 生活早參考
02:37 天天飲食
02:53 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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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中華情
09:57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0:13 遠方的家
10:58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1:00 中國新聞
11: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1:15 天天飲食(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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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遍中國
14:00 中國新聞
14: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4:15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17:12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7:15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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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遍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文明之旅
22:45 華人世界
23:15 遠方的家
24:00 中國文藝
24:30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02:00 新聞聯播（B版）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0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03:5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04:00 中國新聞
05:00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J5台 J2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