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孝嚴憶父 坦承未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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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島內大
吹漲風，基層民
眾苦不堪言：曾
經備受歡迎的平
價麵包店逐漸銷

聲匿跡；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大米將漲
價兩成；美食匯聚的夜市攤檔也紛紛加
價；教科書出版商也不甘落後……大陸
財經院校昨天發表第一季兩岸四地消費
者信心指數，台灣地區的物價信心指數
最低，代表當地民眾預期物價上漲的可
能性頗高。此外，近年島內打工一族的
薪水升幅如牛步，但物價卻如坐了直升
飛機似的快速上升，積累已久的民怨終
究會如壓力鍋裡的氣，一爆不可收拾。
近日島內就有人鼓動民眾在下月20日馬
英九就職當天舉行遊行，宣泄不滿。

掀起台灣新一輪加價風潮的元兇其
實是油價上升。台當局本月 1 日宣布，
從 2 日凌晨零時起，台灣 「中油」公司
的無鉛汽油和柴油普遍每升將上漲約 3
元（新台幣，下同），漲幅近 10%。眾
所周知，燃油是經濟建設的重要能源和
動力。油價走向自然成了物價漲跌的晴
雨表，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敏感效應
。在油價調漲後，島內電價當然是亦步
亦趨，除了燃油發電是台灣重要的發電
方式之一，更因為電價長期沒有調整，
台電損失已逾千億元，因此漲幅更甚油
價：住家用電漲價逾 10%；商業用電漲
價10%至20%；工業用電漲幅20%至30%
。由於電價對工商業造成的成本上升更
為直接，波及的行業不勝枚數。

一直以來，島內油價都得到政府方
面的補貼：如果國際油價漲了 8 元，政
府將補貼 4 元給 「中油」，消費者只承
擔 4 元的漲幅，此謂 「減半漲價」。因
此，台灣民眾長期享受低廉油價的優惠
。只可惜這樣的好日子如今終於走到了
盡頭。不僅如此，台灣經濟部未來將實
施 「漲全漲，跌減半」的政策：國際油
價漲多少，台灣亦漲多少；但下跌則不
然，若國際油價跌8元，台灣只跌4元，
希望藉此把以前所虧損的油錢補回來。
正是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島內民
眾今後要把以前所享受的補貼一一吐出
來了。

油電皆漲，不僅成為百物騰貴的導
火線，更將引爆民怨 「壓力鍋」。馬英

九近日亦聲稱 「已做好戴鋼盔的準備」。既然如此吃
力不討好，馬政府為何還要 「硬來」？其實，政府補
貼油價的政策早已為人詬病。這些年國際油價飆升，
但島內依然維持低油價，給本已負債纍纍的政府財政
造成巨大壓力， 「中油」不僅無利可圖，虧損更超過
2000億，瀕臨破產邊緣。另一方面，低油價也使走私
燃油屢禁不止，因為島內燃油便宜，賣出去保證賺錢
。再者，油電價偏低也容易造成浪費，不符合當今節
能減碳的世界潮流。據悉，台灣是亞洲排放二氧化碳
的大戶。

此外，油電價格問題在島內還是政治議題。藍綠
陣營為了爭取選票，在選前均曾採取 「凍漲」舉措
。實施當初確是皆大歡喜，但油價偏偏有升無
跌，政府財力不支時，最後還是要由納稅人埋
單。結果一向偏低的油電費雙雙暴漲，落
差之大反倒讓民眾無所適從了。

瀾瀾觀觀
隔海

大陸財經院校16日發表第一季兩
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台灣在面臨油
電漲價壓力下，物價信心指數居四地最
低，代表島內民眾均預期物價上漲。為
了做好應對之策，不少民眾已 「卯起來
」 囤貨，因為 「苦日子」 要來了。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 16 日報道，島內
PChome24h購物指出，近一周衛生紙單筆下訂5
箱（共300包）的民眾湧現，洗髮精舊包裝特賣
，趁勢訂購五瓶以上的比例也明顯增加，銷售量
是過去的5倍以上， 「瘋狂」搶購再度湧現。

網購銷量大增
民眾瘋狂囤貨，也讓網購的每筆單價提高；

根據Yahoo！奇摩拍賣內部統計，受物價上漲預
期心理的影響，近來民生用品平均每筆訂單金額
，較油電宣布調漲前增長了29%。

Yahoo！奇摩購物中心分析，紙類、尿布要
漲，除衛生紙、尿布訂購明顯增加外，沐浴、清
潔用品近期的銷售量也較去年增長3至5成不等
；PChome24h 購物表示，衛生紙光是這周的銷
量就超過 30000 串（每串內含 6 或 8 包衛生紙）
，尿布周銷也高達6000包。

趁勢搶購3箱、總計180包衛生紙的陳小姐
表示，衛生紙體積很大，開車購買才方便，但油
價漲太多，利用網購免費送到府的服務，分別將
3 箱衛生紙送婆家、娘家、自家，現在購物要
「斤斤計較」。

二線品牌受青睞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發現，這波搶購熱潮

中，價格較便宜的 「二線品牌」銷售業績成長最
鮮明，尤其是 「二線品牌」衛生紙，平均每包單
價皆在 10 元（新台幣，下同）以下，銷售業績
較今年第一季大幅成長4成以上；顯示民眾面對
物價上漲壓力，可以捨棄 「品牌迷思」，省錢才
是王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民生用電漲幅達16.9%
，且於下月 15 日才生效，但全民已提前展開
「節能省電」模式。PChome24h 購物發現，省

電LED燈泡近一周銷量明顯增長2成，累計銷售
量達5000顆，旗下廠商周二將推節能燈泡兩顆8
折優惠，預料搶購會更瘋狂。

而民眾囤貨，與過去的消費經驗有關。以
2008年7月油電雙漲為例，根據主計總處統計顯
示，該月沙拉油大漲6成最驚人，其次是保存期
限比較短的奶粉、即食麵，漲幅較上年同期高出
2成以上，而衛生紙、沐浴用品漲幅也都在一成
以上的水準。

【本報訊】據中通社16日報道：蔣家後代、國
民黨副主席蔣孝嚴與祖父蔣中正或父親蔣經國僅有
數面之緣。島內媒體16日刊出蔣孝嚴的訪問，憶及
童年的苦日子及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坦言自己和
在蔣家長大的孩子很不一樣， 「因為經過苦難，若
在蔣家長大，可能發展就不是今天這樣」。

蔣孝嚴記憶中，第一次與父親蔣經國同處一個
場合是1973年的一個官方酒會，他在酒會上親見擔
任 「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到場，但他只是默默看了
看父親，並沒有電影般的父子相認。

蔣孝嚴說，其實這並非父子第一次接觸，外婆
周錦華曾告訴他，1942年他和弟弟孝慈（已歿）在
廣西桂林出生後，父親蔣經國曾幾度從江西贛州趕
到桂林，探望母親章亞若及兩個兒子，他和弟弟的
名字 「孝嚴」、 「孝慈」也是父親所取，只是當時
年齡太小，已不太記得清楚。

談起自己的童年，蔣孝嚴說，這是自己和在蔣
家長大的孩子最不一樣的地方， 「讀過中壢中學、
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學，求學過程也和一般人
無異」，他自言童年時從不知道自己有這樣一個特
殊的身世。

他說，他與母親等家人在遷台後住在新竹一處

眷村，都是一位叫王升的將軍經常來探望外婆並帶
來生活費， 「那時候他不知王升的來歷，稱呼他
『王伯伯』，只知道只要王伯伯來過，家裡餐桌就

有魚有肉，但過陣子又恢復一般的菜式」。

讀高中時才獲悉身世
蔣孝嚴說，王伯伯因與舅舅鬧不和，在他讀初

中時不再來探訪，家庭的生活幾乎是三餐不繼，長
輩甚至要到市場賒米度日。蔣孝嚴強調，經過苦難
讓人更扎實，若他們在蔣家長大，可能發展就不是
今天這樣。

談及父親，蔣孝嚴說外婆直到他和孝慈讀高中
時才告知身世，兩人難以置信，但生起想見父親的
念頭。他說，自己在1960年代從軍時也無緣在公開
場合見到父親，後來結婚生女後，曾透過王升表達
想與父親見面的願望，也沒有下文，他說 「能理解
經國先生當時的不方便」，因為當時父親正要在政
壇冒出頭，可能擔心競爭者會以此大作文章。

再一次與父親會面，竟已是在醫院瞻仰遺容！
蔣孝嚴說，父親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逝世，
「我和孝慈在孝勇的安排下，半夜11點多，趕赴石

牌榮民總醫院懷恩堂冰櫃前瞻仰遺容。」

【本報訊】據聯合晚報 16 日報道，今年一期稻作
即將在5月初收成，但因油價上漲，帶動物價上揚，糧
商透露，農民耕作、收成成本增加，稻穀烘乾費
用、貨運、油料、包材等各項成本支出也更多，
市售包裝米價格恐跟着上揚，推估漲幅至少超過
兩成。

各稻米專業區業者 16 日在台中開會，糧商、專業
區業者憂心忡忡討論的正是 「漲價」問題。一位中部
糧商表示，農民耕作的肥料、人力、收割成本早增加
，加上今年一期稻作全面收購濕穀，稻穀烘乾費用、
貨運油料、包材、紙箱也全都上漲，市售包裝米漲價
，已 「勢在必行」。

糧商表示，去年政府宣布公糧收購政策時，小包
裝米就應該漲價，但政府不斷 「溝通」，因此市售包

裝米漲幅不如預期，業者大多不敢漲，只取消賣場促
銷的數量與品項減少虧損。

但糧商透露，油電雙漲，白米價格根本 「壓不下
來」，現在市售白米每公斤約39至41元（新台幣，下
同），至少要漲價20%至30%，才足以反映成本。糧商
也說，年後自通路銷售情況發現，民眾的消費習慣已
改變，原本乏人問津的碎米粒、下角米異常熱賣；尤
其餐飲通路改變最為明顯，能漲價的餐飲業者，大多
調整售價反映成本，而不願漲價的業者，多改用次級
米以降低成本。

台灣穀力總經理吳錦壽也說，白米漲價 「跑不掉
了」，各項成本都墊高，若硬壓着白米不能漲價，最
後盤商仍會想盡辦法壓低收購價格，最終受傷害的仍
是辛苦耕作的農民。

米價料漲2成 餐飲業跟風

【本報訊】據中通社16日報道：發生在2004年
的台灣 「319 槍擊案」至今已 8 年，各界質疑聲浪不
斷， 「當事人」之一的呂秀蓮早前要求當局重啟調查
，而將在5月20日就職 「副總統」的吳敦義亦對媒體
表明： 「520 上任後，將針對 319 案進行專案研究」
，據悉，這是藍營高層至今對 「319槍擊案」的最明
確政治宣示。

當年的 「319槍擊案」一舉改變了選舉結果，致
令陳水扁後來居上得以連任，但有關該案的調查卻草
草了結，吳敦義過去曾形容該事件給台灣歷史留下一
宗 「千古疑案」。

島內媒體 16 日引述吳敦義稱，5 月 20 日就任

「副總統」後，他會進行多項專案研究， 「319槍擊
案是目前鎖定的重要一項」；但他並未透露有關調查
將以何種形式進行。

據悉，隨着時間遷移，越來越多人對當年扁政
府對事件草草了結感到不解，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日前在一場私下餐會也提到，希望槍擊案真相早日
水落石出，不要成為歷史懸案；而案發時就在陳水
扁身邊的呂秀蓮也表示，李昌鈺的鑒識報告存有子
彈發射方向等 5 大疑點，認為應該重啟調查，還原
事情真相。

長年調查 「319槍擊案」的 「中研院」研究員朱
浤源表示，吳敦義在完成博鰲之旅返台後，雙方就槍

擊案相關疑點交換意見；據轉述，吳敦義對於槍擊子
彈從外由內還是由內而外射擊也有所質疑，認為應從
刑事局保留當年吉普車擋風玻璃彈孔來釐清真相。

考驗吳敦義政治智慧
朱浤源表示，事件中的最大獲利者就是陳水扁，

「打中陳水扁是鋼彈或鉛彈至今仍無定論，即使是官
方版公布的鉛彈頭，也沒有陳水扁腹部的脂肪組織，
過程疑點重重。」他說，吳敦義支持重啟調查
「319 槍擊案」，希望透過公正與超然第三者還原

事件真相。
同日島內分析稱，有關 「319槍擊案」的真相可

能十分敏感，當吳敦義以副手身份專案研究 「319」
，且事涉最大在野黨的歷史傷口，無可避免要觸及藍
綠對立的敏感課題，這將是對吳敦義政治智慧的重大
考驗。

吳敦義：就職後復查319案

捨棄品牌迷思 省錢才是王道

【本報訊】蔣孝嚴母親章亞若曾就讀於南昌女
中，在中學時就被稱為才女。1926年與時年18歲的
唐英剛結婚，並育有遠波、遠輝兩個兒子，後因性
格不合，唐英剛自殺。章亞若後避至江西贛州，當
時蔣經國剛就任贛州行署專員，章進入行署工作。
她於1939年擔任書記員，後擔任蔣經國的秘書，蔣
經國留俄時雖已娶妻芬娜，但也對章懷有愛意，章
遂成為其情婦，並於1941年懷孕，隱居在廣西桂林。

1942年正月27日，章亞若在廣西省立桂林醫院
產下雙胞胎，乳名為大毛和小毛，後採蔣介石欽定
的名字孝嚴、孝慈。然而，同年8月15日，章亞若
猝死於桂林醫院，由此引發了民國時期一樁撲朔迷
離的公案。對於章亞若死亡之謎，多年來一直眾說
紛紜。蔣經國和章亞若之子蔣孝嚴先生，根據自己
的親身經歷，並經過長期調查，認為其母是由其父
蔣經國在贛南行署的 「死忠者」所殺。

章亞若之死撲朔迷離

▲蔣孝嚴回憶小時候，不論與祖父蔣介石或父
親蔣經國都沒有相處的時刻 資料圖片

▲蔣經國與章亞若 資料圖片

個人遊費用貴
逾半陸客棄行

▲油電費加價造成島內物價跟着上漲，民眾購物時更需精打細算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 16 日報道：台灣著名旅遊景點新
北市野柳地質公園16日又傳出旅客不幸落海意外，1名來自
陝西的金姓旅客，下午隨旅行團到當地遊玩時，疑似跨越警
戒紅線進入禁止區域拍照，不幸失足落海，送醫後宣告不治。

新北市北海岸的野柳地質公園，因為有 「女王頭」等知
名景觀，一直是大陸客遊台時的熱門景點。野柳地質公園表
示，營運7年以來，總共發生2次遊客落海意外，皆為大陸
遊客。

跨越紅色警戒線釀禍
16 日下午 1 點多，來自陝西的旅行團一行 19 人到野柳

地質公園參觀，有幾人往岸邊拍照。當天一直下雨，岸邊岩
石相當濕滑；目擊者李姓男子說，其中金姓旅客獨自跨越紅
色警戒線到岸邊的龍頭石拍照，過不久就看到他失足落海。
同行友人、園區人員趕緊前往搭救，將金男拉上岸，先進行
心肺復蘇術急救，接着在下午2時送往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急救 50 分鐘後，宣告不治。由於金男頭部有多處挫傷，警
方研判可能是先撞到岩石，失去意識落海溺斃。

警方調查，47歲的金男是陝西某村的村長，這次和村裡
的幹部一起來台旅遊，7天6夜的行程已近尾聲，原定17日
一早就要搭機回大陸，沒想到發生意外。

發生遊客落海身亡的不幸事件後，野柳地質公園的海邊
，依舊有許多大陸遊客不顧下雨天海岸濕滑，而且正值海水
滿潮，跨越危險警示的紅線，進入禁止區域內拍照。警方呼
籲遊客務必遵守警告牌規定，拍照時不要隨意跨越警示紅線
，以免發生意外。

陸客野柳失足落海溺斃

【本報訊】據中通社16日報道：台灣自去年開放大陸
居民赴台自由行至今已10個月。島內媒體16日引述兩岸有
關部門的統計數據，發現每日實際來台展開行程的大陸
「自由客」平均僅201人次，不足每天申請人數的一半，逾

半合資格 「自由客」最終放棄來台行程。
原擬來台旅遊的北京市民葉小姐表示，申請到證件後

，前往旅行社預訂食宿與行程，發現費用竟比團費貴出一
倍，無奈放棄來台自由行計劃，慨嘆： 「台灣的自由行並
不自由！」台灣旅遊業內人士指出，簽證、班機和住宿等
都被旅行社掌握，是自由客難成行的主因。

據大陸有關出入境部門統計，合資格內地居民要前往
台灣自由行，需申請《自由行旅客大陸通行證》（簡稱大
通證），過去 10 個月內，平均每天批出 578 張證件，超過
台灣當局規定每天入境不超過 500 人的上限規定。但台灣
「內政部」移民署卻表示，同期每天經自由行抵台的大陸

旅客平均僅有201人，不到核發通行證數的一半。
台灣山富旅行社表示，旅行社可為旅遊團取得較大折

扣，相比之下每名旅客的成本會較低，不少自由行旅客最
終因成本問題打退堂鼓。台灣觀光局長謝謂君表示，去年6
月份開放大陸居民赴台自由行後，截至去年底，平均每天
有151名 「自由客」，今年首季升至每天平均316人，顯示
來台自由行的陸客人次已逐漸加溫。

台物價飛漲 全民瘋囤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