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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大選
中勝選的馬英九
將於周日展開第
二任期，未來四
年兩岸關係何去

何從，備受兩岸各界矚目。縱觀過去四年
，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交出了一份不錯的
成績單，也成為其擊敗競選對手蔡英文的
有力武器。因此，有人預料馬英九將會延
續以 「九二共識」基礎的兩岸政策。誠然
，繼續堅持 「九二共識」完全正確，但隨
兩岸協商議題逐步邁向 「深水區」，若
不進一步鞏固彼此間的政治互信，兩岸關
係恐難深化發展。正是 「逆水行舟，不進
則退」，馬英九的 「520」就職演講是否
觸及相關問題，攸關兩岸關係今後發展的
前景。

目前兩岸交往和協商的前提和基礎是
「九二共識」，內涵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

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意即大陸和台灣同屬一中。而增進兩岸政
治互信，就是要在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維
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
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只有這樣才
能為不斷解決兩岸各領域交往中出現的新
情況和新問題提供更有利條件，營造更良
好環境。

未來四年兩岸雖仍以經貿交流為主，
但不可避免也會觸及到一些敏感議題。例
如，台灣方面要求擴大 「國際空間」，加
入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2009 年由於
兩岸關係大為改善，台北獲邀出席世界衛
生大會。此後，台灣方面還希望加入世界
氣象組織、世界銀行、世界糧農組織、國
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等聯合國屬下
的專門機構。由於這些組織與島內民生息
息相關，倘若台灣方面獲准參加相關活動
，對島內民生、經濟確有幫助。不過，台
灣是中國的領土，倘若台灣方面不清晰表
達這一立場，恐會在國際上形成 「一中一
台」的誤會。但如果馬英九在具有指標意
義的就職演講中明確表示 「兩岸同屬一中
」的立場，則可消除大陸方面的疑慮。可
見，進一步闡述 「九二共識」的內涵有助

於促進增進兩岸互信。
然而，最近島內卻瀰漫一股詭異的氣氛。民進

黨前主席蔡英文發表公開信，警告馬英九若承認兩岸
同屬一中，就是出賣 「台灣主權」。此言甚是荒謬。
兩岸早在 1992 年就達成 「九二共識」，彼此承認兩
岸同屬一中，只是後來李登輝、陳水扁等 「台獨」分
子背棄 「九二共識」，令兩岸關係跌至谷底。馬英九
上台後重申 「九二共識」，或是表示 「兩岸同屬一中
」，都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此外，有台媒擔心，
「兩岸同屬一中」的表達方式會讓 「一中」的名稱引

起爭議。其實，兩岸都有 「求同存異、擱置爭議」
的默契，只要台灣方面承認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至於 「一中」的名稱，在未有共識前可先擱置
，並無損雙方鞏固政治基礎和互信。

馬英九第一任期堅持 「九二共識」，令兩
岸關係從谷底回升。如今連任在即，兩岸
關係能否再創新篇，再度考驗馬英九的
智慧和勇氣。

料重申九二共識加速ECFA後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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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辦高度保密就職講稿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 17 日報道：馬辦方面

近日表示，外界不要無端揣測馬英九就職演說的內容
，5月20日就會揭曉，馬辦不對講稿內容進行任何說
明與評論。有台媒指出，馬辦不只不願事先透露就職
演講的內容，就連講稿的基調、方向，究竟是採取穩
健保守的基調，抑或者會讓民眾耳目一新的突破，也
對外封口。

有黨政人士指出，媒體報道講稿內容，幾乎都將
馬英九過去以來發言的集結，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否
部分內容確實符合就職演說的內容，黨政人士不證實
，也不予否認。

將打造 「幸福生活」
據《旺報》報道，馬英九將以 「幸福、台灣、民

主、中華」等八字、四概念，在就職演說中，闡述理
念。

據了解，自 1 月 14 日競選連任成功後，馬英九
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即陸續安排台灣專研兩岸發展
的學者專家，例如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所所
長及社會科學院院長邵宗海、台大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張亞中等人入府會談。加上5月3日在 「總統府
」接見來台參加 「共創兩岸和平紅利論壇」的大陸人
士李開復、韓寒、馮侖等海歸派學者，馬英九已逐漸
統合完成歸納出 「幸福、台灣、民主、中華」這一戰
略方向。

報道預料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將以 「黃金十年
」為施政藍圖，為讓 2300 萬台灣同胞過一個 「幸福
」生活許下承諾。他將揭櫫改革躍進的決心，全力領
導政府實現 「活力經濟、公義社會、廉能政府、優質
文教、永續環境、全面建設、和平兩岸、友善國際」
的願景。

可望強調兩岸文化交流
在兩岸關係方面，馬英九會維持 「不統、不獨、

不武」的現狀，並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

和平發展。馬英九也將強調兩岸處於一種特別關係，
「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兩岸應在和平穩

定發展的情形下，加速ECFA後續談判，強化創造更
多的兩岸和平紅利。

報道指出，在 「一國兩區」議題上，馬英九是否
會表明 「台灣地區」及 「大陸地區」均屬於 「中華民
國」，以及大陸方面所盼望的 「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

人」說法，將是各方觀察重心。
馬英九屆時可望強調， 「慎終追遠、源遠流長」

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並對中華民族極具重要意義
；他還將以中華語文知識庫的啟用，兩岸合編辭典並
列正簡字體，認為可促進兩岸交流與相互了解，甚至
發展出兩岸通用的文字。

馬英九的演說也將強調發揮地緣利基，提升與
東北亞各國關係，與美國建立友好信任關係，多元
延伸與歐盟關係，拓展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爭取加
入TPP。

王文洋認親 四房料分10億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台中地檢署及警方
自15日開始，採取近期罕見的大規模掃毒行動，出動300
多名警員連續多天搜查全市 100 多處地點，包括最少 10
家初中、高中。警方表示，最少有8個不同規模的販毒集
團入侵當地中小學校園，引誘學生吸毒上癮後再威逼男學
生為幫會販毒，女生賣淫換毒品，最年幼受害者僅14歲
。警方稱，截至17日凌晨已逮捕60名疑犯，救出30多名
未成年受害者，其中21人為學生；警方表示，由於搜捕
行動仍在持續，料涉案人數可能超過百人。

「男的可以賣藥（毒品），女的可以賣身，賺錢一
樣快！」受害少女稱，蕭男等人還要求受害少女介紹同
學下海，又租用多家套房做 「宿舍」，10 多名被控制賣
淫的少女擠在一起，由 5 至 6 名馬夫監控。其中一名少
女三度試圖逃離魔掌，但被抓回，更慘遭煙燙、熱熔膠
條虐打，第 4 次成功逃出直奔警察局，才使慘案落入警
方視線內。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面對開槍、打人、
言語恐嚇等醫院急診室的暴力事件一再發生，台灣醫界及
立委紛紛要求政府介入阻遏。台灣衛生署醫事處處長石崇
良17日認為，醫療機構可以自費申請駐衛警察，費用自
付；但警政署則表示目前人手不足，建議醫療院所多利用
警民連線，警方也會加強巡邏。

據悉，今年以來已有 10 餘宗急診暴力事件，平均每
個月就有2到3件。

台灣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當天就急
診困境等問題進行專案報告，有急診室醫師形容自己就像
在 「地獄」裡工作。急診醫師蕭蔚全指出，他的學長5年
前任職衛生署醫院急診室時，被人在脖子砍了一刀，當場
血流如注；經輸血 3000cc 搶救，事後留下一隻眼無法閉
合的後遺症，打官司5年沒有結束，現在自行開業，退出
急診。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羅文源三姊弟
在台灣富商王永慶於 2008 年去世後公開認父，要求
分享 「經營之神」遺下的巨額遺產。有關要求一度遭

到王家長子王文洋等人的反對，雙方對簿公堂纏訟一
年，至 16 日傳出戲劇性轉變，王文洋表示 「該歸人
家的就應該給」，表示認同羅氏三姊弟（四房）為父
親所出，可同樣享有遺產分享權。

羅文源同日聞悉此事後不願再談雙方和解內情，
只對媒體表示 「一切尊重大哥（王文洋）！」法律界
人士推算，羅文源等三人可憑這一句 「大哥」獲分約
10億元（新台幣，下同）的王家遺產。

羅雪貞、羅文源、羅雪映三姊弟，在王永慶過世
後向法院提出 「生父死後認領」，要求 「認祖歸宗」
並分享王永慶的遺產；一審判決羅氏姊弟勝訴，王永
慶二、三房共9名子女都提出上訴，使官司延至今日
。島內最新消息稱，王文洋 16 日承認羅文源姊弟是
王永慶的親生子女，並願意拿出自己所得遺產的部分
給羅氏三人。

案情透露，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 2008 年去世
後，台北稅務部門核定其留下526.8億元遺產，扣除
遺產稅，大房王月蘭可依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先分享遺產的一半；餘款由大房王月蘭、二房楊嬌、
三房李寶珠，以及二、三房所生王文洋等9名子女共

12個單位一起繼承，每人約有12.3億元。

王文洋決定未獲家族同意
據了解，由於王文洋與羅文源方面已簽下保密條

款，雙方均不願透露和解金額；但據律師介紹，羅氏
三姊弟可得遺產不會超過王家子女應繼承的金額
（12.3億元），推算王文洋與羅氏三姊弟簽定的和解
條款若獲得其他遺產受益者的認同，各受益單位將需
要各自拿出約2.5億元，轉交給羅氏三姊弟，三人因
此可獨享約 10 億元的遺產。但另有消息稱，王文洋
的決定並未獲得其他兄弟姊妹的同意，外界料有關事
情仍然 「未解決！」

王文洋透過代表律師表示，王文洋在官司期間從
未攻擊羅文源姊弟，就是因為王文洋認同雙方是 「自
己人」，不需要在訴訟上採取激烈手段，指王文洋在
一審判決羅文源姊弟與王永慶有親子關係後，願意負
起照顧弟、妹的責任。至於為何雙方拖了一年多才和
解，律師稱，王文洋主要是顧慮其他兄弟姊妹感受，
「擔心其他繼承人對他不諒解。」

【本報訊】據中通社17日報道：兩岸關係在過去四年取得長
足進展，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新階段。中共
中央台辦、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下稱：台辦）主任王毅16日就此
提出四個 「更加重視」，盼兩岸繼續以和平發展推動兩岸交流。

王毅在出席對台交流工作座談會時作出以上表述。該會議由大
陸各省、市、自治區台辦系統主要負責人參加，會議對過去四年兩
岸交流進行了回顧，總結了經驗，分析了形勢，提出了新的任務和
要求。

會議認為，過去四年，在中央對台方針政策指引下，各地區的
對台交流活動均取得明顯成效，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
兩岸各界大交流局面。與會者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由開

創期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對台交流工作要在總結以往成功經驗
基礎上持續發展。

王毅出席會議並講話，指出兩岸大交流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客觀要求和全新實踐，是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結果，是 「人心所向
，大勢所趨」。

放眼未來，他期盼未來的對台工作應繼續以 「推進兩岸關係和
平」為發展主題，以 「廣泛團結台灣同胞」為主線。

在未來兩岸交流的工作實務上，王毅提出 「更加重視規範化和
機制化」， 「更加重視提高質量和水平」， 「更加重視實際效應和
成果」， 「更加重視與基層民眾的接觸與互動」等四個要求，盼雙
方共同促進兩岸交流的健康有序發展的目標。

【本報訊】據中通社 17 日報道：馬英九的第二
任期將在本周日（5月20日）正式開始，島內各大傳
媒近日紛紛推出有關馬政府的施政滿意度調查，多個
調查均顯示馬的施政滿意度低見20%，創其上任四年
來的新低。

分析稱，馬在年初大選期間仍維持支持度過半的
高人氣，但經過美牛進口、油電雙漲、證所稅案等措
施後，民意如坐 「跳樓機」；台灣文化大學政治系教
授楊泰順等專家均指出，馬的未來四年應把握兩岸和
平穩定的有利條件，將工作重點放在民生內政上，真
正將利民的政策做出利民的效果。

TVBS17 日公布的民調顯示，馬的滿意度跌到
20%，不滿意度達64%，是繼2009年 「八八水災」之
後最高的一次，且有近六成受訪者對馬未來施政感到
擔心。而島內同日另一份民調數據顯示，高達64.4%
受訪者認為馬過去四年的施政不及格，當中 45.68%
最不滿意馬政府的經濟政策。

應加強溝通民意
從事管理層的宜蘭居民張先生對未來四年感到擔

心，認為油電等基本開支上調，但經濟又未見同步增
長；花蓮攤販林先生則呼籲馬英九「不要每次選舉時

候才Long Stay」，應就油電加價、證所稅等民生政策
充分聽取民意，「大家都非常怨聲載道」。

文化大學政治學者楊泰順 17 日投書媒體，指出
馬英九自 1 月 14 日當選後至今的 3 個多月內的表示
「像是個誤闖叢林的小白兔」，在美牛進口、油電雙

漲、證所稅案等關乎民生切身利益的政策推行上過於
粗暴， 「士農工商全都得罪光了」。

島內多位政論名嘴認為馬英九 「雖有好政策，卻
無推行的好方法」，導致事倍功半，民意創新低。陳
鳳馨認為，馬英九的改革目標是對的，但方法錯誤。
她認為人民最擔心的，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卻一事
無成，她建議馬英九應加強溝通民意， 「讓選民看到
未來願景，才能要求他們忍受」。

曾任立委的邱毅則認為，改革必會遇上反彈，
因此方法需要調整，且要用對人，才能事半功倍，
將民怨降至最低。他同時批評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在日前發出的公開信毫無重點，並未提出有效政
策。

展望兩岸關係 提四個更加重視
王毅籲重視兩岸基層互動

馬英九將於周日舉行第二任就職典禮，對於就職演說的內容，馬英九辦公室高度保
密。有台媒指出，馬英九將會重申 「九二共識」 ，並呼籲加速ECFA後續談判，期待創造
更多的兩岸和平紅利。

王永慶遺產官司現轉機

名嘴：改革方向對 推行方法錯

馬施政滿意度低見20％

▲自稱王永慶4房子女的羅文源（左起），羅雪
映、羅雪貞3姊弟，去年到台北地院家事法庭出
庭，向法官申請驗王永慶 2 房長子王文洋的
DNA 資料圖片

▲馬英九（中）17日在台北出席島內青年創業協會總會40周年慶感恩茶會，青創會總會長陳世銘（左
）及青輔會主委陳以真（右）陪同出席 中央社

▲國台辦主任王毅近日就兩岸未來發展提出四個 「更加重視」
資料圖片

台中毒販入侵10中學

台醫院急診室暴力案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