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敦義明赴博鰲

吳淑珍炒股 募集救夫基金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A19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
剩
女
派
﹂
大
戰
﹁

剩
男
派
﹂

朱
穗
怡

最近島內 「剩女派」
大戰 「剩男派」。知名女
作家、親民黨立委張曉風
在 「立法院」為一眾 「優
秀失婚女性」鳴不平。她
批評台灣男性寧可娶 「聽

話」的 「外配」，令台灣許多女性
「被選擇不婚」，還說 「愛台灣就要

愛台灣女人」。但島內人口專家楊文
山則認為，台灣要注意的不是 「剩女
問題」，而是 「剩男時代」已經來臨
。他說，台灣男性並非不喜歡當地女
性，只因沒有足夠的適齡女性與他們
配對，才不得不把目光轉向島外。到
底張曉風與楊文山，孰是孰非，島內
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張曉風作為女性民意代表，關注
女性婚姻權益，為女性吶喊發聲，原
本無可厚非，但台灣的 「外配」也多
是女性。如此一來，張曉風是顧此失
彼了：為本地女性 「維權」，卻背上
「歧視外來女性」的罵名。女性晚婚

、不婚的原因錯綜複雜，單歸咎為
「外配因素」恐怕不盡客觀，而且把
「愛台灣女人」作為 「愛台灣」的標

準，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島內對20至49歲適婚年齡民

眾進行統計的數據顯示：1980 年代，
男性有偶比例 62.3%、女性 74.7%；
1990年代男性59%、女性69%；2000年
代男性有偶比例 53.8%、女性 60.7%；
2010年男性有偶比例已經降低至44.3%
、女性50.9%。可見， 「剩男」的數量
一直高於 「剩女」。不過，以 2010 年
的最新統計為例，島內適婚男女有配
偶的比例其實都不高。因此，不管是
剩男，還是剩女，都是台灣社會要關
注的群體。尤其是島內少子化現象嚴

重，出生率之低乃全球之冠。雖說未婚生育已非破
天荒之事，但在華人社會似仍是禁忌，因此，台灣
適婚一族晚婚、不婚的另一 「負作用」，則是令生
育率跌跌不休。如何讓青年男女覓得佳偶，提高他
們的生育意願，已成為台當局冥思苦想要解決的民
生問題之一。不過，清官難斷家務事。儘管台當局
近年積極充當 「紅娘」和 「催生婆」，制訂了一系
列相關優惠措施，但收效並不顯著。畢竟男女感情
，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當事人自己才明瞭。

其實， 「有頭髮誰想當禿頭」，每個人都有七
情六欲，奉行獨身主義的青年男女應只是鳳毛麟角
，多數人依然在苦苦追尋屬於自己的幸福。只是
「貧賤夫妻百事哀」，不少人因而堅持婚前就必須

有良好的經濟基礎，有樓有車似乎已成為情場的入
門券。這雖有助於保障婚後生活質量，但無形中也
給自己在擇偶的時候設置了一道巨大的障礙。這些
年島內打工一族的薪水升幅有如牛步，而樓價瘋漲
，令婚姻猶如那天邊彩霞，可望而不可及。此外，
可撐起半邊天的現代女性已無須通過婚姻來獲得經
濟上的支持，因而對另一半的要求也自然 「水漲船
高」，斷不會貿然下嫁，寧願 「待價而沽」。

縱觀整個亞洲，晚婚、不婚、出生率低並不
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
國，新加坡等也不遑多讓。如此看來， 「如何造
人」已成為亞洲各個國家和地區要共同面對的
社會問題了。既然以往曾有 「老虎峰會」，
討論如何保護瀕臨滅絕的野生老虎，亞洲
何不辦個 「促婚催生」峰會，商討如
何保持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評網台北29日消息：
吳敦義31日將啟程前往海南島參加博鰲亞洲論壇，除
了眾所矚目的 「吳李會」將於 4 月 1 日上午舉行外，
據了解，大陸方面為了認識吳敦義這位 「新朋友」，
可是做足準備。相關人士表示，吳敦義此行除比照當
年蕭萬長模式外，國台辦主任王毅31日下午也將親自
於海南三亞接機。

大陸期待認識新朋友
據了解，由於大陸方面過去與吳敦義接觸機會不

多，對能透過博鰲論壇的平台，增進兩岸雙方未來
「二把手」的認識與了解，大陸也高度期待。

大陸方面相關人士表示， 「我們當然期待認識新
朋友」，對吳敦義的個人經歷也相當好奇，還提到
「吳敦義是媒體記者出身」、 「當過台灣南部的高雄

市市長」等資訊，顯然對 「李吳會」是做足功課與準
備。

另外，海南當地3個台商協會也將於4月3日中午
在博鰲舉辦午宴歡迎吳敦義，台商們說，大家都很期
待能當面向吳敦義表達心聲。

吳敦義這次是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的
名義參加博鰲論壇，名列論壇 「商界代表」。包括台
北市長郝龍斌、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薛琦及身兼台
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理事長的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

等人將參與不同主題的分組對話。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商業焦點則是世界面板廠龍頭

們，或可能在博鰲論壇上不期而遇。才剛入股夏普的
鴻海科技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他與世界面板龍頭韓國
三星電子社長李潤雨都名列論壇官網上確認與會商界
領袖名單中，外界高度關注這兩大競爭對手是否有見
面機會。

此行議題注重務實交流
上周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會面時提出 「一國兩區」，外界關注這次吳敦義與李

克強見面時是否會觸及政治議題。黨內人士表示，吳
敦義此行準備的議題，將會重在兩岸務實交流面，
包括擴大開放陸資入台投資項目、投保協議、兩岸金
融合作、貨幣清算機制，建立兩岸證券監理合作平台
、貨品貿易與服務業交流等；另外有關教育、文化交
流，吳敦義也可能適時提出。

據悉，博鰲論壇台灣代表團由前 「監察院長」錢
復擔任團長，吳敦義為榮譽團長，訪問團成員包括企
業人士共約50多人，是台灣歷年參加博鰲論壇人數最
多的一次。訪問團預定31日出發，馬英九依例預定於
30日下午會見代表團成員。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29日消息：陸委會副主
委劉德勳29日表示，大陸旅客來台自由行開放的試點
城市可能分階段， 「看哪個城市先準備好就先進行」
。目前，小兩會正進行溝通，盼盡快做完最後確認。

參與兩岸事務人士日前透露，這波新增自由行城
市共10個，分別為天津、南京、廣州、重慶、杭州、
西安、濟南、成都、福州、深圳，但 「未必一步到位
」。

據了解，雙方目前同意分 「兩階段」開放試點城
市。小兩會（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和大陸海峽兩岸
旅遊交流協會）換文當天，擬公布新增試點城市名單
，但僅公布 「第一階段」開放城市的啟動日。至於剩

餘 「第二階段」開放城市的啟動日，可能暫時空白。
劉德勳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試點城市方面，小

兩會正在走行政流程、做最後確認，希望盡快有結果
。城市確認、實施方式部分，他強調政府希望盡快，
「說不定可能用分階段的方式，哪個城市先準備好，

就先進行」。
劉德勳說，關於大陸民眾以企業或家庭為單位

「跨區」參加自由行，陸方已做局部調整。他進一步
解釋，大陸民眾一旦跨省市，戶籍作業就要有相關規
劃或設計，作業程序需要時間安排。

另據知情人士表示，試點城市正進行確認，近期
之內就會公布。

【本報訊】據台灣經濟日報29日報道，台經濟部
「國貿局長」卓士昭將率金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陸委會等相關主管機關官員於4月至上海，
就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後續的服務貿易協議
與大陸進行業務溝通。據陸委會官員透露，台灣方面
的談判團隊將於 4 月 9 日前往上海，就電子商務、旅
遊及展覽服務的市場准入等項目，與大陸商務部台港
澳司司長陳星進行新一輪的業務溝通。

官員指出，ECFA 後續協商，包括貨品貿易、服
務業貿易、投資、爭端解決等四大協議，都各自持續
在進行，目前不方便對外透露進度。而現在可以確定
的是，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進度會較快，應該可以在今
年上半年在台灣舉行的海基會、海協會第八次兩會協
商中簽署。

官員表示，ECFA 簽訂之後，後續較為複雜的服
務貿易與貨品貿易兩項協議，預估都要至少一兩年的
時間進行協商，雖然最近大家比較關注投資保障協議
，但是後續其他協議也依照我方步調在進行中。

據透露，陳星等大陸協商團隊，已於本月就貨品
貿易協議來台協商，這也是兩岸高層官員首次針對兩
岸貨品市場開放進行討論。而貨品貿易談判進度，官
員強調，何時完成談判，並沒有具體時間表。唯一的
時間表就是，必須趕在韓國與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之前完成。

官員表示，日前的協商，雙方有針對海關稅則
8000多項產品進行檢討，對於農業議題，台方主張不
納入談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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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議題是否列入開放，也有在

會談上進行討論，但進度不便透露。

兩岸清算協議5月或有譜
此外，兩岸貨幣清算協議談判，進入倒數計時階

段，5 月 2 日起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
年會，以彭淮南總裁為首的 「台灣中央銀行」官員，
可望藉這場合，與大陸人民銀行官員 「面對面」交流
，成為協議簽署的關鍵會議。

據悉，每年皆親自參與年會的彭淮南，常利用此
機會，針對兩岸金融事務，與人民銀行官員進行意見
交換，上周央行理監事會議會的記者會上，彭淮南明
確點出， 「希望暑假前簽署兩岸貨幣清算協議」，5
月初的這場亞銀年會，已成為兩岸銀行高層官員諮商
的最佳時機。

島內候任副領導人吳敦義以 「兩岸共
同市場基金會」 最高顧問、榮譽團長身份
出席博鰲亞洲論壇，預訂4月1日與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會面。國台辦主任王毅將於
31日下午也將親自於海南三亞接機。國民
黨人士表示，吳敦義將會重在兩岸務實
交流，包括經貿、文教等交流，不會觸及
政治議題。

自由行增試點 擬分階段開放

台官員下月赴滬談ECFA後續協議
大陸盼台進口島內不生產之大陸農產品

料不碰政治議題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29日報道，綠營內部特赦
陳水扁的動作愈來愈大，國民黨中常委邱毅日前爆料
，扁家的目標其實是保外就醫，因此重頭戲會在 「立
法院」，在陳水扁的操盤下，除了祭出過去的帳冊作
為威脅之外，吳淑珍也透過綠色金主炒作股票，籌募
利誘綠委的糧草。

面對一波波的救扁行動，邱毅在中常會中指出
，完全由獄中的陳水扁操盤，而吳淑珍負責指揮，
特赦只是幌子，保外就醫才是目標。因此他要求兼
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對於阿扁特赦以及保外就醫
問題表態。

馬英九表示，特赦是他的權力，他重申沒有這樣
的考慮，至於保外就醫則涉及監獄行刑法，主管機關
是「法務部」，不是他的職權，因此不會干涉，但必須
有一定的條件，他目前觀察這些條件似乎並不存在。

聲稱民進黨人受扁恩惠
邱毅則是爆料指出，為了動員綠營社團與立委營

救陳水扁，扁家祭出棒子與胡蘿蔔。先由吳淑珍在政
論節目大放厥詞，表示民進黨很多人都有拿錢，她手
中握有帳冊資料，甚至直接點名某些人並未去探望她

與陳水扁，恐嚇意味濃厚。
邱毅表示，吳淑珍當下不可能動支 「海角七億」

，所以另一方面，則是號令綠色企業，包括力麒建設
公司郭詮慶家族，以及前好樂迪董事長盧燕賢等，以
她最擅長的炒股手法，炒作力麒集團以及中石化股票
，募集「救夫基金」。他說， 「股神已經重出江湖。」

邱毅指出，身為扁家金主的郭銓慶家族，手中握
有三家上市櫃公司，其中力鵬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股價
最低七元五分，到今年二月十六日股價高達十三元一
角，短線漲幅八成五；力麗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漲幅也
達四成八。

邱毅表示，力鵬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就接獲大陸方
面急單，但消息始終不發布，等到股價炒高後才刻意
邀集媒體餐敘釋放利多。

邱毅表示，他日前已經以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等
罪，正式對吳淑珍、郭銓慶等人提告。

陳唐山救扁 不理黨決議
由本土社團、一邊一國連線發起的 「赦扁連署」

前晚正式啟動，民進黨中常會昨決議，請黨公職在黨
未決議前避免 「個人行動」。一邊一國連線召集人、

民進黨立委陳唐山昨天聞訊後表示，連署行動在中常
會開會前就已啟動，會順應地方民意持續進行；他還
提醒， 「立委不是中央黨部派任的，而是各地選民選
出來的！」

先舉棒恐嚇 再以胡蘿蔔利誘

【本報訊】據中通社 29 日報道：高雄一名從事房
地產的女子，前年因事業不順，要求區內 「風水大師」
曾老先生為其種 「生基」改運，未料衰運未改，更在生
意上慘賠千萬元（新台幣，下同）。她日前擬以詐騙罪
名將 「風水大師」告上法庭，要求對方賠償，但 29 日
被高雄檢察院退回案件，檢查官稱該場法事屬 「你情我
願」，不存在欺詐行為。

據介紹，種 「生基」改運是一種風水手段，指的就
是幫活的人蓋墳墓，把改運者的毛髮、指甲等私人物
品，放入甕中埋在墓裡，據說能改運，部分民眾趨之若
鶩、甚至不乏名人，例如香港華懋集團已故主席龔如心
，生前據稱就曾種生基來求財。但高雄地方檢察院 29
日亦接獲一宗此類風水糾紛案，吳姓女商人狀告 71 歲
「風水大師」曾某。吳女控訴，自己前年生意不順，因

此求助 「曾大師」要求種 「生基」改運，並付出 14.5
萬元的 「薪資」，未料財運未有好轉，更在一次交易中
慘賠千萬元。

台女種生基求財反虧千萬

▲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國際會議中心外景 新華社

▲新北市觀光旅遊局29日公布春遊秘境旅遊行程
，烏來以溪流、瀑布及森林浴聞名，泰雅風情的
「馬告香腸」 、山豬烤肉、馬紹米血糕更是好滋
味 中央社

▲國民黨立委吳育昇（右起）、黨團書記長徐耀
昌29日質疑，吳淑珍不用坐牢後，還上電視政論
節目，是否被監獄認定終身不用坐牢？ 中央社

▲台 「立法院」 29日審議美牛議題，不料卻發生衝
突。會議主席、國民黨立委蔡錦隆（中）被民進黨
立委拉倒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29日報道：台灣29日公布首
個 「幸福感」調查，有高達92.3%的現職 「內閣」官員
認為民眾的生活已達幸福階段。但在同一調查中，逾
1000 個受訪台灣民眾對個人幸福感的平均分數為 64.2
分（100分滿分），但對整體台灣社會現狀感到快樂的
竟低見48.9分，屬於 「不幸福」。

負責調查的《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認為，這可
能與民眾長期接觸媒體、政治、輿論過度呈現社會亂象
有關。踏入 2012 年的第一季，台灣民眾面對美牛瘦肉
精、雞隻禽流感、油電等調漲風聲，搞得社會民心紊亂
。高希均指出，經濟所得已經不是民眾幸福感的唯一指
標，顯示未來政府施政有必要從重視經濟所得，提升到
重視每個人的幸福感。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表示
，要讓 「幸福指數」真正上升，政府未來固然要努力讓
失業率下降、個人所得提高，也要注意社區關係、整體
社會氣氛等外圍因素對民眾的影響。

島內官民幸福感差異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