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軍方堅拒林毅夫返鄉
高華柱絕情 他回來我下台

高孔廉訪閩獲贈父親檔案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A22台灣新聞責任編輯：張 林

台
面
板
業
欲
聯
陸
抗
韓

朱
穗
怡

台放寬陸資入島限制
近期料有重大進展，當局
將擴大陸資參與面板、半
導體、工具機、積體電路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
械設備等五大關鍵製造業

的幅度，投資比率由10%增至50%。這
是三年來島內第三度對陸資鬆綁，開放
投資的企業類別及投資上限均有大幅增
長，對陸資而言固然是一個登台大展拳
腳的好機會，而對島內製造業，尤其是
正陷入虧損深淵的台灣面板業來說，能
得到陸資挹注，好比是枯木逢春。

台灣多年來一直把面板業作為戰略
性支柱產業，市場佔有率一度名列全球
榜首。不過，隨競爭日趨激烈及受全
球經濟環境影響，面板業如今步履維艱
，淪為 「慘」業。號稱島內面板業 「雙
虎」的 「奇美」和 「友達」去年合共虧
損近千億新台幣。其實，自 2010 年底
起全球液晶面板市場就已陷入低迷，價
格跌跌不休，業者叫苦連天。去年又受
歐債問題困擾，液晶電視的需求有降無
升，面板需求更趨疲弱，台灣面板業的
虧損狀態恐怕不是一時三刻就能解決。

雖說 「覆巢之下無完卵」，全球面
板業景氣不佳，台灣的 「死敵」韓國也
是拚命掙扎，但由於其 「體質」比台灣
同行強壯，熬過此波經濟 「寒冬」應不
成問題。一直以來，韓國為稱霸全球面
板業，開拓技術和投放資源的積極性不
亞於台灣，而其戰略布局又更勝一籌。
韓國面板廠的上游和下游布局相當完善
，使韓商較能有效掌控關鍵零組件的成
本與產能，建廠速度亦不受關鍵零組件
短缺困擾，經濟不景時也能消化自產面
板。反觀台灣，面板廠對關鍵零組件布
局的掌握不及韓國，擴產項目備受掣肘
，也因未如韓企那樣擁有龐大的下游產

業，不得不依靠外來採購。
此外，韓國看準中國大陸是電視面板需求增長

最快的市場，2009 年就已進軍搶灘設廠。果然，
去年全球液晶電視出貨量達2億多台，其中中國大
陸市場就超過1億台。台灣業者雖然也看到其中巨
大的商機，但無奈政府態度保守，直至 2010 年才
獲准登陸。而韓國同行已佔先機，加之中國大陸面
板廠也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台灣面板業者的登
陸商機大打折扣。

過去十多年來，韓國的電子工業與台灣具有高
度的利基重疊，而被台灣視為 「眼中釘」。韓國在
國際貿易中的一舉一動都牽動台當局的神經。最
近韓國分別與歐盟、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陸續
生效，馬政府即連夜召開 「國安會」商討對策。台
灣經濟部門擔心，倘若韓國與中國也簽署相關協
定，對島內面板業是雪上加霜。為了抗韓，台灣
面板業早有聯合陸資共同作戰之意。如今台
當局擴大陸資投資台灣面板業上限，給
「求財若渴」的台企注入了一針強心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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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今日新聞網報道，今日 「立法院
外交與國防委員」中，藍綠立委再度質
詢 「國防部」對於林毅夫案的立場。民
進黨立委陳亭妃建議，是否能依循兩岸
打擊犯罪、司法互助等模式，將林毅夫
引渡回台受審，高華柱說： 「要回去查
法律條文，才知道能否適用。」

國民黨立委紀國棟認為，兩岸司法
互助不適用 「軍法罪」，所以不適用林

毅夫案。他更呼籲 「國防部」不要話說
死，軍方以 「參加叛亂組織」為由通緝
林毅夫，但是他認為 「狀態犯」情況通
緝很難持久，即便是大法官解釋，常會
因為大法官換人而有改變的空間。

紀國棟認為，以現在觀點來看，
林毅夫只能算是 「浪子」，軍方應考
量兩岸關係，保留林毅夫返台的空間
。但是他同時認為，林毅夫案並非既
往不咎，他還是必須因為叛逃行為接
受軍法審判。

對於立委呼籲保留林毅夫返台的空
間，高華柱說： 「沒有模糊空間，如果
在他任內林毅夫返回台灣，他身為政務
官，願意下台負責。」

林妻：活到百歲也要回
近日，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返鄉

探親事宜再次成為兩岸熱門話題。先是
台灣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林毅夫希
望適當時候能返回台灣的問題，只要台
軍方不反對，陸委會也不會反對。

對此，林毅夫的妻子、台灣省人大
代表陳雲英 11 日在全國兩會期間出席
台灣代表團開放日活動中表示，林毅夫
不能回台探親不只是林毅夫一家的問題
，這是兩岸幾十萬人的悲劇。她說，她
和林毅夫一直夢想能回台灣，如果有人

企圖以任何方式阻斷他們的回家路，那
就是對不起中華民族。她說，為了完成
這個夢想， 「我們也許要因此非常的長
壽，長壽到我們100歲時，我們也要回
台灣。」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
毅 15 日出席第十屆兩岸關係研討會招
待晚宴致辭時說： 「生活在大陸的台胞
陳雲英女士夢想有一天陪他的丈夫林毅
夫返台祭祖，也許等活到一百歲時就有
希望了。這番話，讓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我想任何人，不管他是什麼政治立場

，聽到這個故事也都不會無動於衷。我
相信，你們的夢想絕不需要再等那麼長
的時間！我們大家都會為你們，以及成
百上千可能有相似境遇的家庭實現夢
想而努力，這也許正是我們今天從事這
份工作的價值所在。」

對林毅夫若返台的法律問題，台
「總統府」22 日晚間表示，林毅夫目

前仍由 「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
通緝中，若返台到案，將由軍法機關依
法律辦理，沒有模糊空間，也沒有任何
例外。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22 日報道，前美
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林表
示，華府政界記得民進黨執政期間，對美牛議
題和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的承諾，希望政
治不要影響 「國家利益」。

葛林 20 日在華府 1 場座談會後指出，
「民進黨選後追尋靈魂，不應該傷害美牛議題

，華盛頓政界記得這件事。他們在位期間高度
支持加強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
和經濟關係，美方當時也希望這樣做。」

他說， 「希望政治操作不要失去控制，給
國家利益蒙上陰影，美方必須加強牛肉安全標
準，這也非常重要。」

對於美牛和重啟TIFA架構會談，葛林強
調， 「從台灣策略和經濟利益來看，不應過度
依賴中國大陸；事實上台灣如果真打算推動，
必須先解決牛肉問題。」

【本報訊】據新華社大連 22 日報道，海
峽兩岸學者 22 日在此間表示，兩岸關係下
一階段應保持熱度，在把握和探索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兩岸可善用政策創
新、民間交流、文教交流等槓桿，為鞏固深
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增長新亮點。

全國台灣研究會 22 日在遼寧大連舉辦
第四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主題為 「未來四
年：台灣政治格局與兩岸關係前瞻」。與會
30 餘名學者就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途徑、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長新亮點等議
題進行研討。

全國台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周志

懷致辭說，未來四年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走向有四個重要因素：兩岸雙方的政策
選擇能否相向而行，關鍵是雙方能否進一
步鞏固政治互信，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問
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兩岸雙向
交流進一步擴大，台灣民意會否隨之發生
變化；面對島內反對 「台獨」、要求和平
，反對對抗、希望雙贏的聲音不斷增強，
民進黨不得不調整大陸政策，會否使其不
再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阻礙與破壞力
量；兩岸在既有對話協商基礎上，能否為
逐步破解兩岸政治難題不斷創造條件，為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再增新亮點。

【本報訊】據中通社22日報道，親民黨新科立委、女作家張曉
風（見下圖）22日在台灣 「立法院」質詢台上為台灣未婚女性請命
，詢問當局在台灣男性不斷娶外地配偶時，有沒有辦法幫助或補助
「剩女」，讓她們有一條出路。台灣 「內政部長」李鴻源則為男性緩

頰，表示娶外配者有苦衷，也可能找不到適合的對象。
張曉風會後向媒體解釋， 「剩女」二字是來自大陸的用語，她表

面上是在開玩笑，但背後卻是流淚，因為台灣有46萬個男性娶了
外地配偶，讓台灣女性的婚姻市場失去了46萬個，而她只是在反映
這些優秀失婚女性的民意。

張曉風當天在 「內政委員會」質詢時大談島內婚配問題，先是問
李鴻源： 「外配的反義詞、相反詞是什麼？」李鴻源一時語塞，往內
政部同仁的方向看去，尋求協助，但沒人遞小抄給他；李就回說 「外
配喔……呃……內配」，引發現場哄堂大笑。張曉風說，正確答案應
該是 「台配」；她還說，台灣每多一個外配，台配就少一個，她實在
不懂 「台灣的雄性動物，為什麼要找異地的雌性動物來婚配？」

張曉風說，台灣有很多適合結婚、非常優秀的女子被台灣男人否
決掉，這是民族非常大的損失；台灣男性寧可讓很多外配進來，因為
外配比較好控制、比較聽話，打的時候也不一定能出聲，因此很多男
人用婚姻觀否決了很多台灣女性的婚姻。她詢問說，在男性不斷娶外
配時，有沒有辦法幫助適齡、優秀的、應該結婚而沒結成婚的台灣女
性，希望當局能補助 「剩女」。

台灣 「內政部」兒童局長張秀鴛表示，當局舉辦未婚聯誼，讓未
婚女性有交往的機會，但仍應該尊重個人婚姻配偶的選擇，即便選擇
不婚，也應該做一些基本的支持。

張曉風則指出，台灣有很多女性是 「被選擇不婚」，台灣男人養
成一種習慣 「愛台灣，但不愛台灣
女人」。她強調， 「愛台灣就要愛
台灣女人、愛台灣就要吃台灣牛肉
、愛台灣就要吃台灣豬肉、愛台灣
就要用台灣勞工。」

對於張曉風獨到的意見，李鴻
源表示完全了解；他也替男士們解
釋說，現在娶外配的家庭，往往有
經濟上的苦衷，也可能找不到適合
的對象。

由台灣
海峽交流基
金會副董事
長兼秘書長

高孔廉率領的海基會參訪團一行，於
22 日下午從廈門乘坐班機返回台灣。
為期 7 天的關懷台商之旅，高孔廉不
僅給在閩台商送去溫暖，也在祖籍地
福建收穫了感動。

祖籍閩侯 5歲隨父赴台
高孔廉祖籍福建福州閩侯縣，大陸

「高氏家譜網」顯示，1949 年，當時
只有5歲的高孔廉隨父赴台。

在閩參訪首日，福建方面從各方收
集資料，福建高層在會見高孔廉時，將
記載其父在家鄉福建完整足跡的 「檔案
」送給他。

「很詫異，也很感動。」此行是給
台商送溫暖，高孔廉也在家鄉收穫了感
動。高孔廉說，父親名叫 「高子通」，
「檔案」記載父親曾在福建永安工作

過。

時隔68年再踏出生地
踏尋父親足跡，高孔廉前往永安文

龍村 「復興堡」，這是抗戰期間國民黨
中央直屬台灣省黨部駐地，自成立以來
陸續開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光復台灣
的活動，為抗戰後期恢復台灣行省、接
管台灣做出了貢獻。

高孔廉在永安出生，時隔 68 年再
次踏上永安這片土地，他十分高興，對
那些珍貴歷史遺跡和文物在自己的出生
地得到妥善保護感到高興，他還欣然題
下 「復興堡：復興中華，史實俱存」、
「山清水秀，尊師永安」予以留念。

為期7天的關懷台商之旅，海基會
參訪團到平潭、福州、莆田、泉州、漳
州、廈門等地參訪台資企業，了解台商
在當地的投資狀況，協助解決問題，並
說明目前台灣方面的兩岸政策。

在福州與台商進行座談會時，台商
集中的訴求是福州要開放台灣自由行、

要增加對台航班，以及台商的權利保護
和糾紛解決等問題。高孔廉表示，海基
會將站在兩岸一起發展的角度，協助解
決問題。

訪台企祝台商「賺大錢」
針對各地台商表達投資保障權益應

受保護的迫切要求時，高孔廉透露，海
基會、海協會今年上半年將舉行第八次
會談，主要簽訂兩岸投保協議，簽完後
台商可以獲得制度化保障。

高孔廉在參訪台企福建集辰農林發
展有限公司時說，兩岸經濟互補性很強
，隨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實施，
兩岸的經貿往來更加頻繁，海基會願意
進一步發揮橋樑作用，擴大兩岸的交流
合作。他還用閩南語祝福台商在福建投
資興業 「賺大錢」。

福州市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蔡聖
談及高孔廉此行時說： 「高孔廉副董事
長把溫暖帶到福州來，帶給了我們。」
冠捷科技集團副總經理賈孝成也表示，
高孔廉此訪，激勵了在閩台商在海西經
濟區的發展信心。

（據中新社福州22日電）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22日報道，中國大陸海協會副會長
張銘清20日在金門訪問時表示，林毅夫想返台是人之常情，兩岸
應與時俱進，不應再存有拘泥成法，不知變通思維。對此， 「國防
部長」 高華柱今天表示， 「國防部」 始終拒絕林毅夫返台，沒有模
糊空間，如果在他任內林毅夫返回台灣，他願意下台負責。

前美國官員談美牛：
華府記得民進黨承諾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
兩岸關係應增新亮點

女立委為島內剩女抱屈

台男愛台灣但不愛台女

特稿

■ 22 日，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的台資企業富士
康廠區直招處，前來應聘的求職者熙熙攘攘。鄭州富士
康廠區直招處自設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一年多來，用
工招聘已經常態化，從周一至周五實行每天不間斷的招
聘方式，一直在吸引大量慕名而來的求職者。

專業從事電腦、通訊、消費電子、汽車零組件等
6C產業的高新科技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設在河南省
人才交流中心的直招處佔據了該中心一層樓的空間，數
名現場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在此一年多來的工作也已
「常態化」。據負責招聘的林先生介紹，這裡只負責普通
工人的招聘，只要年滿16至40周歲、初中以上學歷的
都可以來報名。如今在鄭州廠區工作的工人已經招滿，
雖然目前招的普工都要派到山東煙台、山西晉城和太原
去工作，但每日前來求職的應聘者仍讓他們應接不暇。

■連勝文遭槍擊案將宣判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長子連勝文在 2010 年五都

選舉投票日前夕站台遭 「馬面」林正偉槍擊案經板橋地
院審理，21 日宣布將於 5 月 11 日宣判。連勝文委任律
師團不滿 「誤擊」說，認為 「馬面」是針對連勝文而來
，背後還有影武者，全案並未水落石出。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 22 日接受訪問時說，此案應給
連家交代，對於民進黨要求重新調查，她也反批，民進
黨為何不願意重新調查319槍擊案？羅淑蕾表示，連勝
文案應該要對連家交代，檢調單位的報告可受公評，到
底有什麼疑點，要交代清楚，連家的疑惑要解開，才是
最重要的，有沒有調查清楚？畢竟受害者被這樣打成重
傷，有生命危險。

■台保釣人士出海宣示主權
■中華保釣協會22日表示，約有10多名保釣人士

下午將從新北市瑞芳區深澳漁港出海保釣，由協會常務
監事張春明帶隊。

中華保釣協會原本打算在今年2月底時出海，但因
天候不佳、漁船未安排好，未能出海。

中華保釣協會 22 日臨時宣布，下午 3 時 30 分要從
新北市瑞芳區深澳漁港出海保釣，由保釣協會常務監事
張春明帶隊，成員全為台灣籍保釣人士。海巡人員表示
，民眾若是搭乘娛樂漁船出海，只要有身份證就可上船
，若搭乘一般漁船，則需有船員證才能出港。

■台公務員初試成博士禁地

■台企富士康河南招聘常態化

■收入穩定的 「鐵飯碗」工作，是不少台灣打工仔
的首選，21 日放榜的公務人員初等考試，今年共吸引
近7萬人報考，但最終只有639人獲取錄。但20名擁有
博士學歷的 「黃金考生」竟全數落榜，這已是第 11 年
出現 「博士落榜」的現象，使公務員初等考試竟成 「博
士禁地」。

據考選部表示，初等考試是最基層的公務員 「入門
考試」，由於不限學歷，加上只考四科，且都考選擇題
，故歷來吸引不少考生角逐。不過有趣的是，自 11 年
前開始發現有 「博士級考生」參考以來，11 年來竟無
一名博士可考取初級公務員資格，引發社會爭議。

簡訊

▲ 「美牛風波」 讓台北市衛生局忙個
不停，22日衛生局到萬大路附近生鮮
肉舖進行肉品動物用藥抽驗，以杜絕
非法藥品使用 中央社

▲台 「防長」 高華柱22日再次拒絕林毅夫返台探親 中央社

▲陳雲英說，她和林毅夫夢想有朝
一日可以回台灣，為此，他們也許
要長壽到100歲。圖為多年前已定居
大陸的林毅夫和陳雲英

▲高孔廉（左一）16日率參訪團參觀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