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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農產品入島成焦點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2 日消息：台灣
相關官員說，兩岸將針對海關稅則 8000 多項產
品進行檢討，其中有關農業產品是否納入ECFA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開放範疇，也會在這
次討論，由於大陸力主台灣必須開放本身沒有生
產的大陸農產品進口，農產品是否納入ECFA談
判項目，成為這次雙方攻防重點。

目前大陸給予台灣 18 個稅項農漁產品零關
稅優惠，包括茶葉、文心蘭、金針菇、石斑魚、
虱目魚等農漁產品。

面對大陸與韓國即將展開自由貿易協定
（FTA）談判，台灣對於ECFA後續協商進展面臨
相當大的壓力，台經濟部官員說，馬英九已經作
出指示，希望能夠加速ECFA後續協議談判進度。

協商因大選停擺數月
兩岸ECFA貨品貿易協議自去年2月開始進

行協商以來，雙方針對協議文本進行討論，在去
年 11 月雙方進行會商後，因台灣面臨大選敏感
時刻，雙方停頓了數個月，這次大陸商務部台港
澳司司長陳星在大選後率團赴台談判，預料可望
加速貨品貿易協議洽簽進度。

台灣相關官員說，面板、汽車整車、石化與
工具機加工中心等，都是貨品貿易協議台灣方面
爭取的重點項目，這次雙方碰面，會觸及到相關
議題。官員進一步指出，福斯公司目前在台灣投
資案仍停留在評估階段，ECFA貨品貿易協議談
判是否把汽車整車納入零關稅項目，是福斯公司

來台設點的最大考量，經濟部將在談判桌上，盡
力向大陸方面爭取。

增加與日韓競爭能力
面板部分，則因大陸屢屢傳出要調高面板關

稅，但根據島內工業局最新資訊，目前大陸面板
進口關稅仍維持32吋以上大尺寸面板課3%關稅
、32 吋以下面板課5%的關稅，但台灣希望能夠
在ECFA架構下爭取面板輸往大陸零關稅，藉此
擺脫日本與韓國面板關稅的競爭壓力。

至於石化部分，ECFA早收清單談判只爭取
到 PP（聚丙烯）、PS（聚苯乙烯）等出口量較
少的稅則號列納入早收零關稅項目，官員說，爭
取5大泛用塑膠出口到大陸零關稅，是ECFA貨
品貿易談判重點之一。

台盼加速ECFA後續協商
ECFA貨品貿易後續協商加速，台

灣相關官員表示，大陸商務部台港澳司
司長陳星近日將率團來台，針對兩岸貨
品市場開放進行討論，台灣力爭的面板、
汽車、石化與工具機加工中心等將端上
枱面。

【本報訊】據聯合報 12 日報道，德國 iF 獎日前在
慕尼黑的BMW Welt汽車博物館舉行金質獎頒獎典禮
，台灣地區總共拿下三座金質獎，分別是華碩的 LED
投影機、鉅輪的自行車工具組獲得產品設計類金質獎，
中國科技大學的 「中文造字的方式和奧秘」則獲得傳播
設計類金質獎。

iF獎向來有 「設計界的奧斯卡獎」之稱，除了iF獎
外，最大獎項 「金質獎」（iF Gold）更是各界設計人
馬角逐爭取的目標。甫公布的 2012 年 iF 設計獎，總共
有一千六百多個企業、四千三百多件設計作品參賽，競
爭相當激烈。

向來是iF獎、紅點獎等國際設計大獎常勝軍的華碩
（ASUS）電腦，今年以P1投影機拿下產品設計類金質
獎，投影機採用省電的 LED 燈，可放映照片和影片，
輕巧、容易攜帶和使用簡單，使用者可以很快上手，是
它獲得評審青睞的主因。

另一項獲得產品設計類金質獎的鉅輪實業，則是專
門研發設計自行車比賽專用迷你輕量工具的台灣本土廠
商，設計總部在彰化。 「Birzman」是鉅輪實業創辦人
郭中村的自創品牌，贏得金質獎的作品是 「Birzman」
自行車工具組，在極小的體積內容納多種維修工具，向

來是國際自行車越野賽車手的必備裝備。
獲iF傳播設計類金質獎的 「中文造字的方法與奧秘

」，則是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系主任陳世倫與
學生劉郁瑋的作品，特色是以大自然的山、水、漁港等
美景，重現漢字之美，例如 「山」即搭配大雪山美景，
「水」則搭配河川水道蜿蜒的景觀，並搭配中國象形文

字的書法衍化過程，讓外國人從圖片學習了解漢字。

設計界奧斯卡獎台灣奪3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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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效力於美國
紐約人隊的美籍華裔
球 員 林 書 豪 在 上 周
NBA 五場賽事中大放
異彩，帶領隊友獲得
五連勝，個人得分均

超過20分，不僅在紐約掀起一股 「林
書豪風」，更俘虜了遠在千里之外的
中國球迷的心。自去年 7 月姚明宣布
退役後，兩岸球迷失落不已，如今林
書豪橫空出世，可謂填補了這一感情
空白。

然而，有趣的是，兩岸球迷卻因
林書豪的 「所有權」而各執一詞。林
書豪出生於美國加州一個台灣人家庭
，父親是台灣彰化縣人，因此台灣球
迷覺得林書豪將來應代表中華台北籃
球隊出賽奧運，但大陸球迷認為林書
豪祖籍浙江嘉興，也希望他能代表中
國籃球隊出戰。其實，兩岸本就是一
家，黃皮膚的林書豪在白人和黑人壟
斷的美國籃球殿堂打出名堂，那是全
世界華人的驕傲。兩岸球迷應稍安
勿躁，共同為林書豪鼓掌加油才是
正道。

林書豪的奮鬥過程也給兩岸中國
人留下了深刻的議題。在中國人的印
象中，運動員一般不具有高學歷，甚
至還有部分人認為，學習成績不好的
人才會去搞運動。而林書豪不僅是大
學畢業，母校還是年輕人夢寐以求的
「長春籐」名校之首哈佛大學，學的

更是中國父母認為的 「賺錢專業」經
濟學。倘若在大陸和台灣，一個人能
上頂級名牌大學，學得又是熱門專業
，畢業後多會走上舒適安穩的高級白
領之路，而非前景不明、一身傷痛的
運動事業。但林書豪卻毅然選擇了後
者，足見他對籃球運動的熱愛與執著
，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其日後的
「NBA夢想」。

與姚明出生於籃球運動世家不同
，林書豪的父母都是從事資訊業方面

的知識分子。在愛看籃球賽的父親的影響下，林
書豪從小愛上了打籃球，唸高中時被評為加州年
度最佳球員，但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卻沒有通過
NBA 的選秀，2010 年雖換來金州勇士隊一紙合
約，但在坐了一年冷板櫈後就被炒魷魚了，隨後
轉到火箭隊，不到一個月又被棄用，再轉投紐約
人隊，也被刻薄地稱為 「板櫈之星」，直到最近
擔任控球後衛的隊友因傷無法上陣，林書豪才能
像正選球員那樣在場上打了約半小時，終於有機
會得以把多年來錘煉的控衛技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炮而紅。

人們多認為，華人球員要在 NBA 立足，須
在高人林立的籃球場上再 「高人一等」。姚明就
是一個典型例子。他身高2.26米，可以輕鬆地在
對手的防守隊員頭上投籃。林書豪身高雖只有
1.91 米，但他卻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
─對身高要求不嚴格的控球後衛，並憑着優
秀的組織能力和反應迅速的頭腦，做出具威
脅性的助攻，為隊友和自己創造得分良
機。林書豪的成功，可以說對海外奮
鬥的華裔球員更有激勵意義。

林書豪已一戰成名，希望他
戒驕戒躁，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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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12日報道：在台
灣，哪些行業的從業人員被認為最容易劈
腿、當 「小三」（感情第三者）？12日公
布的一項調查發現，上班族認為 「劈腿／

小三」指數最高的職業全是大眾傳播業，像是記者、
藝人、模特兒全都榜上有名。

14 日就是西洋情人節，yes123 求職網 12 日公布
「理想情人職業」調查報告，結果發現，在上班族的

印象當中，大眾傳播業的男性與女性（包含幕前幕後
工作人員）給人感覺最容易劈腿及當感情的第三者。

調查顯示，在表列的17個行業裡，有21%的上班
族認為，幕後製作、模特兒及記者等職業的男性最容
易劈腿；另有 13.9%認為是業務員、銷售人員；也有
12.7%的人認為公關及行銷人員容易劈腿。

而女性之中，調查發現，有 23.9%的上班族相信
，幕後製作、模特兒及記者最容易當別人的第三者；
另外有12.7%認為是公關行銷人員，也有11.4%認為空
服人員才最容易當人小三。

男性社工最不會劈腿
至於被認為最不容易劈腿的職業男性，則是社工

、環保人員，僅有0.6%的上班族認為他們會劈腿；另
有0.9%的上班族認為物流運輸人員會劈腿；而有1.3%
的人覺得行政人員會腳踏兩條船。

職業女性方面，上班族認為最不容易當別人小三
是物流運輸人員，僅有0.5%；另有0.7%認為軍警人員
會成為別人小三；0.9%則認為是資訊工程人員。

yes123求職網公關副理楊舜欽分析，由於媒體經
常傳播演藝八卦，上班族對於感情生活經常曝光的演
藝人員、傳播工作者、記者相當不具安全感，加上不
少戲劇節目中時常刻畫的小三角色，往往都是大眾傳
播人員（演藝人員、模特兒及記者），所以容易使一
般人產生某種刻板印象。

被公認小三指數爆表的模特兒也現身說法，22歲
的模特兒廖孟妘強調，每個行業都有危險的人物，再
安全的職業也會有出軌的風險，因此她自己挑選對象
時還是以人品作為優先考慮。

記者藝人模特兒 小三指數最高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2 日消息：根據
yes123 求職網調查，職場中的男女尋找真愛不易，
單身男女的上班族，若要在職場中找情人，平均要
花1.8年才能找到男女朋友。

三成人靠親朋好友介紹
根據yes123求職網調查，有40.8%的上班族在校

園中、投入職場之前就已經有另一半；有10.7%的上
班族工作1年內就找到男女朋友；11.9%的上班族花
3 到 5 年；7%則是花 5 年以上找到真愛，甚至還有
24.2%的上班族還在尋覓當中。

根據調查，上班族在職場中找到男女朋友的時

間平均花661天，約1.8年左右才能找到情人。且有
30%上班族找尋真愛是靠親朋好友介紹；39.6%的人
從以前同學、辦公室同事下手；18.6%是在社群網路
平台找尋；7%靠搭訕；4.8%在合作夥伴
或廠商中找真愛。

yes123 求職網公關副經理楊舜欽表
示，許多上班族的生活圈太小，工作
環境男女比例懸殊，加上個性關係，
有些宅男、宅女又不喜歡應酬，導致
一直無法找到真愛，直到情人節即將來
臨，才會想要積極找另一半，就會年年
哀嘆情人節自己過。

上班族花1.8年覓得真愛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報道：日前丟
出籌組 「在野監督聯盟」話題的民進黨，傳出
黨團總召柯建銘已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見面；
對此親民黨黨團總召李桐豪 12 日強調，兩人
見面只是交換意見而無任何協議，親民黨團不
會參加所謂的 「在野監督聯盟」。

台灣 「立法院」即將於月底開議，日前民
進黨總召柯建銘提出與在野黨共組 「在野監督
聯盟」的想法，希望能聯合親民黨、台灣團結
聯盟等小黨組成聯盟，制衡在 「立法院」擁有
優勢席次的國民黨。柯建銘宣稱，除了兩岸議
題，民進黨和親民黨什麼議題都能合作。

有台灣傳媒12日報道，柯建銘8日在某飯
店巧遇宋楚瑜，兩人針對未來在議會合作交換
意見，初步已達成共識，其中包括美國牛肉進
口等民生議題。

橘營拒參加綠營在野聯盟

ECFA首輪減免稅項目清單

大陸向台灣
開放之項目

台灣向大陸
開放之項目

農產品項目

18項

計18項

0項

計0項

貨品貿易項目
石化產品88項
運輸工具50項
機械產品107項
紡織產品136項
其他產品140項

計521項
石化產品42項
運輸工具17項
機械產品69項
紡織產品22項
其他產品117項

計267項

服務貿易項目
銀行1項（6細項）

證劵期貨1項（3細項）
保險1項

非金融業8項

計11項
銀行1項

非金融業8項

計9項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2 日消息：港
龍航空首次在台灣招募空服員，預計錄取 50
人，吸引約 3000 人報名，經初步審核約 1500
人符合資格，將於 13 日到 15 日在台北舉行初
試。

港龍航空招募空服的學歷條件雖只要求高
中畢業，卻需中英文流利，這次是第1次在台
灣辦理招募；港龍統計，約3000人報名，但符
合資格者約1500人，分批在13日到15日，台
北舉行第1階段初試，通過者可再參加覆試。
除了港龍航空外，新加坡航空今年在台灣也有
招募空服員活動，初試時間預定在3月中旬；
而長榮航空最近也剛公布招募空服員，報名時
間到3月12日。

港龍赴台聘空姐
3000人搶50職位

◀在 ECFA 早收清
單中大陸開放 18 項
台灣農產品登陸，
而在今後的協商中
大陸可能會要求台
灣進一步開放大陸
農產品入島。圖為
享受大陸關稅優惠
的台灣柳丁在大陸
超市售賣 資料圖片

◀情人節即
將到來，台
北市信義商
圈 12 日 有
不少民眾寫
下愛情祈福
卡。 中央社

◀島內中國科
技大學視覺傳達系
主任陳世倫與學生
劉郁瑋設計的 「漢
字形成」海報，獲得
傳播設計金質獎。

傳播設計金質獎

▲華碩P1投影機使用LED燈，
輕巧、更省電，獲產品設計金質獎。

產品設計金質獎

◀ 鉅 輪
研 發 設 計 的
「Birzman」

自 行 車 工 具
組 ， 可 容 納
多 種 維 修 工
具，獲德國iF
產 品 設 計 金
質獎。

產品設計金質獎

【本報訊】據中通社12日報道：今年是抗
日戰爭爆發75周年，為了紀念空軍抗戰英雄高
志航而籌設的高志航紀念協會12日宣布成立。
高志航兒子高耀漢表示，大陸已經陸續成立多
座高志航紀念館，台灣卻一座也沒有；協會發
起人、前空軍中將周善擇則表示，軍方已同意
在嘉義市撥地興建台灣第一座高志航紀念館，
但相關經費還需要各方捐助。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戰爭爆發，8 月 14 日
清晨，日本機群來犯，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長高
志航率領空軍迎擊，締造 6 比 0 的戰果，首開
對日抗戰空戰全勝紀錄。同年 11 月 21 日，高
志航在周家口一役出師未捷身先死，但相關英
勇史跡，讓他被封為 「空軍戰神」。

台成立抗戰英雄高志航紀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