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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敗選檢討兩岸政策
民進黨在大選中落敗，兩岸政策成為黨內檢討的重點。前 「行政院長」 謝長廷17日大膽

提出 「修改黨綱」 ，呼籲民進黨未來大鳴大放。立委黃偉哲建議大陸政策大辯論。前新潮流
系中常委段宜康說，謝長廷的建議應該受到鼓勵，即使是「台獨黨綱」也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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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民進黨發言
人梁文傑在網上號召
民進黨支持者罷買台
灣知名電子品牌 HTC
的 手 機 。 他 認 為 ，
HTC 董事長王雪紅在
大選投票前一天發表

支持 「九二共識」的講話，重創民進
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選情，因
而以後寧用台灣 「死敵」韓國三星的
手機。然而，島內網民對此卻不以為
然。有人批評民進黨還停留在 「非友
即敵」的極端意識形態中；也有人說
「終於看到了民進黨在愛台面具下的

逆我者亡的可怕嘴臉」；還有人指出
，民進黨把敗選歸咎於某一位企業家
，根本就是不知反省。

王雪紅上周五下午召開記者會，
在投票前表達她支持兩岸和平及力挺
「九二共識」和馬英九的立場。儘管

之前已有很多企業家公開贊同 「九二
共識」，但王雪紅的言論依然震撼台
灣社會。一方面，這位商界女強人繼
承了父親、台灣 「經營之神」王永慶
的 「遺風」，成為現今台灣首富，其
一言一行對島內民眾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另一方面，蔡英文是台灣首位女
性 「總統候選人」，對女性選民有一
定吸引力，但王雪紅的 「振臂一呼」
，鞏固了馬英九的婦女票源。可見，
王雪紅選前表態，對馬英九的選情應
有幫助，而相對也就不利蔡英文了。

在這次大選中有一個 「反常」現
象值得關注，島內企業界的巨頭不約
而同地高調支持 「九二共識」，包括
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長榮集團總裁
張榮發、義聯集團董事長林義守、台
塑集團總裁王文淵等，尤其是在歷屆
大選中保持 「不表態、不選邊」立場

的科技業也首次打破沉默，逾百位科技界企業主
在選前刊登廣告，力挺 「九二共識」。

一般來說，商人都不會輕易在公開場合表達
自己的政黨傾向，因為從商最講究八面玲瓏的交
際手腕，生怕得罪政客於己不利。但今年上至首
富、下至小老闆，均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主
要還在於兩岸經貿已密不可分，加之國際金融環
境前景不明朗，若台灣失去大陸這個龐大的市場
，恐怕又要重蹈過去扁政府執政八年時的蕭條日
子了。但民進黨對工商界的呼聲置若罔聞，一句
「國民黨只和財團站在一起」就想把企業家妖魔

化。殊不知，擔心兩岸關係倒退影響生計的不止
大商家，還有中小企業、甚至是夜市攤販也有類
似的憂慮。民進黨本想以粗暴簡單的 「階級劃分
」來激起社會矛盾和對立，從中撈取選票，但結
果卻是作繭自縛，被民意拋棄。

蔡英文是否僅因王雪紅的講話而落選，民進
黨心知肚明。其實，島內一眾企業家支持的
是 「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是兩岸大交
流、大合作、大發展的趨勢。民進黨敗
選後若只是一味遷怒他人，作出非理
性的情緒之舉，只能再次證明企業
家的選擇是正確的。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 18 日消息
：國台辦有關負責人日前接受新華社記
者採訪時表示，2011 年在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大背景下，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全
面深化、成果豐碩，呈現八大亮點。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得
到有效落實。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並開展工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6個
ECFA後續協議的商談全面開展，早期收
穫計劃順利實施。兩會商簽的各項經濟
議題協議均積極落實。這都給兩岸特別
是台灣企業和民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
益。

兩岸海空直航繼續擴大。兩岸客運
航班達到每周558班，貨運航班增至每周
56班。大陸對台航點增至41個，台方增至
9個。大陸對台海上直航港口達71個。

兩岸貿易投資穩步發展。1 至 11 月
，大陸批准台資項目 2376 個，實際利用
台資 19.5 億美元。兩岸貿易額為 1465.3
億美元，再創新高。全年大陸赴台投資
企業項目共47個，投資總額6819.05萬美
元，累計總額約2.2億美元。

兩岸產業合作機制化
兩岸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合作擴大。

新增 5 家、總計已有 10 家台資銀行獲准
在大陸設立分行，首家兩岸合資基金管
理公司成立，新增6家台灣金融機構獲得
投資大陸資本市場的許可，新增3家、總
計已有 20 家台資企業獲准在大陸 A 股上
市。

兩岸產業合作進入機制化、制度化
新階段。兩會達成關於加強兩岸產業合

作的共同意見，首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
成功召開，產業合作試點項目順利推
進，兩岸信息產業標準論壇取得積極
成果。

兩岸農業合作不斷深化。新批設立4
家台灣農民創業園，進一步完善創業平
台建設。

廣東、福建、浙江、遼寧、江蘇、
上海、江西等地和有關部門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增強台商在大陸發展的信心
，幫助台資企業轉型升級，促進台資企
業健康、持續發展。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平
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廈門市
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
體方案》等陸續出台，海峽西岸經濟區
和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取得新進展。

國台辦：兩岸經濟交流呈八大亮點國台辦：兩岸經濟交流呈八大亮點
ECFAECFA惠及台基層惠及台基層 大陸助台企轉型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及中通社 18 日報道：台
灣領導人馬英九 18 日提出 「隱性防務」的新概念，認
為台灣軍方在戰略思考上應有新思維，軍事力量不應再
是維護台海和平的唯一依靠，應透過兩岸關係的改善，
持續進行經濟、文化及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以建立維
護台海安全保障的 「隱性防線」。

馬英九於中午在 「行政院長」吳敦義、 「總統府」
秘書長伍錦霖等人陪伴下，出席台灣軍方 2012 年春節
聯歡餐會。馬英九在會上除肯定軍方在剛落幕的大選中
保持中立的做法，亦談及未來防務藍圖及台海和平問題
，並首次提出 「隱性防務」的概念。

軍事不是保台唯一防線
馬英九認為，軍事武力已不再是保障台灣安全的唯

一防線，兩岸之間不該再靠武力互相對立，而應順應兩
岸目前和平的大趨勢，創造更多經濟、貿易、文化、教
育等多方面的交流；馬英九認為，兩岸多方位的交流可
成為多重維護台海安全保障的 「隱性力量」。

馬英九表示，其過去四年任期內致力推行募兵制等
防務改革，旨在將台灣軍隊建設成 「小而精、小而強、
小而巧」的軍事力量；因此，台灣在戰略思考上，不再
把所有的防務都放在軍事方面；特別是具有特殊歷史背
景的兩岸之間，在目前的新格局下，應透過改善兩岸關
係等方面，創造 「隱性的防禦保障」。

馬英九又引用《孫子兵法》中的 「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思想，指出兩岸應更多思
考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兩岸的爭端，為達此目的，兩岸
應透過更緊密交流以創建更多的 「隱形防線」。

馬：改善兩岸關係 建立隱性防務

【本報訊】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 18 日
在聯合報撰文表示，馬英九勝選連任成功，國民黨在選
前打出的 「安定牌」，發揮了臨門一腳的作用；而 「安
定牌」奏效的原因，則是歸功於馬政府的兩岸政策。

和解關係須朝制度化發展
趙春山在文章中強調，馬政府能順利推動兩岸關係

，關鍵在於 「九二共識」。選舉結果顯示，多數台灣人
民樂見兩岸維持並運用這種關係。因此，選後再辯論有
無 「九二共識」，已失去現實的意義。重要的是，兩岸

執政當局如何與時俱進，擴大 「九二共識」的效用，使
兩岸和解關係，朝馬英九眼中的 「制度化」方向發展，
最後達成兩岸永續和平的目標。

對於國台辦主任王毅曾提出兩岸關係應該 「穩中求
進」的主張，趙春山認為，這是務實的想法。他並提出
選後大陸方面和台灣方面如何 「先穩後進」地開創兩岸
關係新局四項建議。第一，兩岸應盡快落實已簽署的各
項經貿協議，包括ECFA在內，讓民眾對於 「和平紅利
」真正 「有感」，尤其要關注利益的公平分配問題。第
二，其他相關協議的後續作業，雙方也應依先急後緩的

原則，循序展開協商，包括投資保障和文教交流等經濟
以外的議題。第三，研究如何擴大 「九二共識」的適用
範圍，使其發揮 「解決爭議，化異存同」的功能。兩岸
和解的正常化，不可能止於經貿互動；經貿互動一旦出
現爭議，也不可能永遠加以擱置。第四，以ECFA 「研
究先行，協商在後」的模式，研討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的
可行性問題。研究的課題包括兩岸在國際社會的相處之
道，對於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合作，以及馬英九在
「黃金十年」提出，有關推動兩岸商簽和平協議和互設

辦事機構等政見的可行性問題。

台學者倡研兩岸政治議題
台海和解不能只靠經貿互助

棄台獨黨綱亦是選項

【本報訊】據中通社 18 日報道：蔣中正與蔣
經國父子的 「兩蔣日記」因受到蔣氏遺族對繼承權
的紛爭，遲遲未能出版。但由台灣 「國史館」典藏
的《蔣中正 『總統』五記》則於18日公開問世。

史館館長呂芳上說，《五記》的出版，應是民
國史研究的盛事；台灣歷史學者潘光哲、黃自進則
認為， 「蔣中正研究」應跳脫超越意識形態的藩籬
，將蔣中正的生命史還諸歷史的本來面目。

呂芳上介紹，蔣中正為中國近代史上關鍵政治
人物之一，他的日記為史學家必讀，是分析近代史
的重要史料，因此館方將其日記分類抄本重新整理
成《困勉記》、《遊記》、《學記》、《省克記》
與《愛記》等五種，由當年蔣的秘書王宇高與王宇
正兩人，就早期蔣中正日記，以編年體分類摘抄纂
輯而成。呂表示，原文重現《蔣中正 『總統』五記
》，有助於後人了解這段歷史。

據悉，《困勉記》記述蔣個人處理黨政事務的
心跡，這部分因為內容最多，分上、下兩冊；《遊
記》是蔣遊歷聞見的紀錄；《學記》是日記中的讀
書心得；《省克記》是日記中 「雪恥」欄自省、自
勵、克己修身之語；《愛記》是對家人、師友、同
志關愛之情與人際關係。

蔣介石《五記》面世
歷史真相得以還原

【本報訊】綜合聯合報及中央社18日報道：謝長廷
17日表示，很多人認為蔡英文選輸是因為大陸政策，因
此，民進黨要面對這個問題，並找出可以兼顧台灣尊嚴
、「主權」，也能交流的替代方案，「黨綱要改也能改」。

謝長廷籲修改黨綱
謝長廷說，民進黨黨綱包括 「台灣前途決議文」和

「正常國家決議文」，如果不修改黨綱，未來空間有限
；台灣需要共生共識，可以從 「憲法」開始，他曾提過
「憲法各表、不重疊共識」，承認 「中華民國憲法」，

但可對其中部分可保有不同意見。謝長廷強調， 「九二
共識」不是唯一的爭點，選民也可能因為教育、米酒政
策而投給馬英九； 「九二共識」對民進黨來講是不存在
的。

此外，謝長廷也說，李登輝選前之夜站台，看起來
很感動，但那個鏡頭可能反倒刺激藍營大團結；台北市
投票率比雲林縣多五個百分點，約五十萬票，難免影響
選情。他表示，民進黨選前預測投票率超過七成八，最

後只有七成四，表示預測錯誤，他雖沒有參與民進黨操
盤策略面，但大選結果和預期有很大落差， 「當然要檢
討」。

「獨派」指敗選無關兩岸
李登輝則表示，馬政府將投票日選在春節前，很多

在外打拚、求學的選民無法返鄉投票，蔡英文敗選，與
是否承認 「九二共識」無關。

「獨派」大老林濁水說，台灣可以發展以品牌創新
研發打入中國市場的方式，不是 「顧腹肚」就要靠馬政
府、也不是 「顧佛祖」就要爆衝，民進黨應建立穩健的
「台獨」立場。

許信良籲提新決議文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18日呼應謝長廷修改黨綱的訴

求。他表示，黨主席蔡英文應在卸任前將大選期間有關
兩岸政策主張變成黨的新決議文，取代舊的決議文。

許信良當天上午出席台灣太平洋發展協會記者會前
受訪表示，他贊成謝長廷的想法，蔡英文這次選得很好
，蔡英文說 「剩下最後一哩路就是兩岸問題」，這次大
選民進黨輸接近80萬票的根本原因就是兩岸政策與立場
讓民眾不放心、仍有疑慮。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及中通社18日報道：
敗選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18日自掏腰包，豪花35
萬元（新台幣，下同）宴請所有協助競選的工作人
員，據參加者透露，小英在致詞時表示將在退任黨
主席後維持一個辦公室，從事政策研究，她又勉勵
在場人士不要為敗選氣餒， 「今天吃飽飯，但不要
喝太多，回去睡完午覺，就要重新開始」。

台灣媒體分析，觀察蔡英文自敗選後的言行，
顯示她對2016年的大選仍是 「有心有力」，認為她
目前急於求去是為重新調整自己面對敗選的心態，
同時以免民進黨的各個派系在敗選之後藉機向其興

師問罪。曾任《中國時報》主編的台灣媒體人汪仁
玠指出，小英此時求去一是以示對敗選負責，二是
給自己一個 「沉淀」的機會，三是趁機旁觀民進黨
大老對她這個 「非典型」領袖的選舉評價，認為小
英有能力再一次出來領導民進黨，甚至再度出擊
2016大選。

蔡英文在致詞時表示，競選辦公室於本周內將
要解散，但她將利用這次大選與2010競選新北市長
，2 次總計兩億多的選舉補助款，重新成立一個蔡
英文辦公室，主要做政策方面的研究及繼續推動
《十年政綱》計劃。

▲簽署ECFA是去年兩岸經貿交流的最大亮點。圖為去年台灣外貿協會
在台北舉辦的新興市場採購夥伴大會，並設置了 「ECFA早收清單採購
洽談專區」 資料圖片

▲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日前呼籲修改黨綱，但仍
否定 「九二共識」 資料圖片

敗選不忘2016 蔡續推《十年政綱》

▲馬英九（左）18日表示，這次勝利絕非個人的
勝利，而是代表所推動的政策路線勝利 中央社

◀蔡英文請
辭黨主席職
務，被點名
可能接棒的
高雄市長陳
菊（左起）
、台南市長
賴清德18日
均強調專心
市政，無暇
兼顧黨務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