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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逆
水行舟，不進
則退」的道理
，在亞洲四小
龍當中，台灣

的感受恐怕最為深刻。這十多年來台
灣已從 「龍首」掉到 「龍尾」，不論
貿易總額，還是個人薪資，都居四小
龍之末。近日島內有媒體一針見血地
點出，台灣 「落單」的關鍵原因在於
2000 年至 2008 年執政的民進黨未能搭
上大陸經濟快速增長的列車，從而失
去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台媒的分析不禁讓人想起當年香
港走出經濟衰退陰霾的經歷。1997 年
香港回歸祖國後，接連受到亞洲金融
風暴的衝擊及非典型肺炎（SARS）的
侵襲，香港經濟在 1998 年負成長 5.5%
，失業率更一度逼近 9%，香港經濟猶
如陷入了一片黑暗的無底深淵。據悉
，香港內部當時出現兩條路線之爭：
有人主張香港應維持國際化特色，與
內地經濟要作適度區隔；但也有人認
為，香港應該全面解除與內地經濟往
來的限制，強化與內地經濟聯繫，才
能找到新出路。最後出於經濟現實的
考慮，香港政府選擇了全面發展香港
與內地的經貿關係。

2003年6月香港特區與內地簽署了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打破了兩地的
關稅壁壘，同時內地也開放數十個城
市的居民到香港自由行，並安排大型
優質國有企業赴香港上市。從此，每
年到香港觀光、購物的內地遊客人數
增加了50%，為香港相關行業帶來逾百

億港幣的商機。內地國企在香港上市也吸引大量外
資投入香港股市，1997年至2007年10年間，港股
總市值從 3 萬億港元激增到近 15 萬億港元。2004
年至 2006 年香港經濟增長率平均達 7.6%，而同一
時期，台灣的經濟增長率則降至3.3%。

事實證明，香港特區政府的選擇是正確的。加
強與內地經濟合作，不僅加快了經濟復蘇的步伐，
而且與自身 「國際化特色」亦無衝突。香港至今仍
是不少跨國集團設立總部和分支機構的理想地點，
尤其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日益緊密，可成為跨國集
團進軍中國內地的踏板。

台灣自四年前國民黨政府重新上台後，也與大
陸方面簽署了類似CEPA的經濟合作協議ECFA，
赴台遊的陸客人數也呈增長趨勢，為島內帶來逾千
億新台幣的商機。島內民眾也得以分享和平紅利。
縱觀當今全球經濟，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和
歐盟這幾年因受債務危機困擾而自顧不暇，但中國
大陸的經濟依然保持上升勢頭，僅與大陸一海之隔
的台灣豈有 「捨近求遠」之理？未來四年，大陸
方面依然把深化兩岸經貿合作作為促進兩岸關係
的重點，台灣應把握良機，在推動兩岸經合方
面的動作還須加大，例如進一步放寬陸資入島
的限制和做好鼓勵陸資投資的配套工作，倘
若抱 「船頭怕鬼，船尾怕賊」的心態
，則難以復現當年居 「龍首」的風光
日子。

瀾瀾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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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聯合報》18日報道：
台灣媒體近日關注 「入世」10年以來，台灣在國際經
貿的舞台上，竟較其他 「三小龍」大為遜色。

當香港與新加坡力爭全球競爭力龍頭之時，韓國
更晉升為世界第7個人均所得兩萬美元、總人口5000
萬的 「20/50 俱樂部」成員，台灣在世界經濟舞台上
卻成為配角。

台灣經濟部官員指出，加入WTO的原意在於希
望享受全球自由貿易的紅利，但沒想到的是，WTO
的全球自由化談判受阻，竟然全面停擺，取而代之的
國與國、區域對區域的 「局部自由化」新區勢，而台
灣在這方面的進程十分落後，使台灣被國際經貿舞台
邊緣化的風險反而愈來愈高。

經濟部次長梁國新說，在全球積極搶進區域經貿
整合的熱潮下，台灣目前僅與中美洲4國簽有FTA，
但僅佔台灣貿易比不到百分之一，影響極微。

經商網絡不夠通廣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專家葉長城指出，台

灣 「入世」10年的整體貿易總額雖倍增，但出口排名
逐年下滑，主要因為經商網絡不夠通廣，台灣的經商
環境也因缺乏外部刺激而愈來愈不具吸引力。根據世
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經商環境報告》，台灣近五年的
全球經商環境排名在 2008 年退步到第 61 名，2012 年
回升至第25位，但韓國已前進至第8名，新加坡更已
穩坐首席好多年。

錯失大陸 「黃金10年」
業界認為，國際貿易的新趨勢是與貿易夥伴之間

簽定FTA（自由貿易協定），使兩地的產業及市場能
更緊密互補，產生更大經濟效益。葉長城指出，因為
台灣與歐、美、日、韓及東協等主要貿易夥伴在簽署
FTA（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度相對緩慢， 「使台灣在
全球新一波區域經濟整合的貿易競爭趨勢下屈居弱勢
。」

政界人士認為，過去10年未能好好把握兩岸關係
展開兩岸經貿，使台灣錯過大陸經濟快速增長的 「黃
金10年」，是台灣 「大落後」的主要原因。

《聯合報》日前引述一位 「行政院」官員說，民
進黨自2000年執政8年以來，兩岸關係就停滯8年；
2008年雖再次政黨輪替，馬政府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
常化，實現和平紅利，但仍不時出現開放節奏過快、
被大陸吃掉的經濟安全隱憂， 「就這麼走走又停停，
台灣如何大步向前？」

【本報記者何德花廈門十七日電】第四屆海峽論
壇一項被各方非常關注的配套活動─首屆海峽兩岸
婚姻家庭論壇今在廈門舉行。來自兩岸一百多對夫妻
，圍繞 「關懷兩岸婚姻、共建美好家園」的主題，展
開交流。包括台灣著名詞作家莊奴夫婦、歌星熊天平
、楊洋夫婦和文化界人士凌峰等知名代表紛紛暢談自
身的跨海婚姻的生活心得，希望能夠通過雙方夫妻間
不斷的溝通和融合，為兩岸幸福姻緣做出表率。

會上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揭牌成立，國家
民政部李立國部長宣布了增進兩岸婚姻家庭福祉的系
列舉措。

李立國在論壇上表示，兩岸婚姻越來越多，目前
已有32萬對，民政部正積極採取措施，增進兩岸婚姻
家庭利益福祉。李立國說，針對兩岸收養領域的新訴

求，正積極推動修改相關政策法規，為兩岸配偶親人
提供更加規範、暢通的收養渠道。同時，在相關部門
協調下，研究解決在台大陸配偶及親屬領取養老金不
便以及配偶被註銷在台戶籍後、恢復大陸戶籍難等問
題，優化公證書副本轉寄程序，細化定居大陸的兩岸
配偶計劃生育相關規定，明確社會保障、戶籍、出入
境等政策，力爭採取更多舉措，為兩岸配偶親友謀得
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據李立國透露，未來將進一步加強兩岸配偶親人
和民間團體的直接交流，鼓勵更多的在台大陸配偶積
極參與婚姻家庭領域的民間團體，使兩岸配偶在幫扶
互助中增進友誼，融入當地生活。民政部將推動兩岸
婚姻登記量大的地方婚姻登記機關，探索引入社會力
量等方式，開展專業化婚姻家庭輔導工作。

台官員籲加速兩岸經貿合作

台灣自2002年元旦日起，以 「中華台北」 的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第144
個會員，當年的台灣也是與香港、新加坡、韓國並肩而行的 「亞洲四小龍」 。10年後的
今天，台灣已淪為 「龍尾」 ，至於箇中原因，業界與官員紛紛指出， 「扁朝8年」 使兩岸
關係停滯不前。但對於馬英九撥亂反正帶來和平紅利，有人卻質疑 「走太快會被大陸吃
掉」 ，有官員遂感嘆道， 「台灣這樣走走又停停，如何大步向前走」 ？

大陸擬修法 為兩岸婚姻家庭謀福

【本報訊】綜合《中國時報》及中通社 18 日報
道，20 多年前台灣曾風行一時的 「娶大陸妹」風潮
，隨兩岸開放、大陸經濟快速起飛，已不是台灣
「對外婚姻」的主流；反倒是大陸收入高、外貌等條

件一流的 「高檔」男女興起到台灣找伴侶的熱潮。中
壢美滿服務中心半年來就接獲十位大陸男女藉探親、
旅遊機會來台尋求真愛。

從事婚姻介紹工作近 30 年的美滿服務中心主任
徐乃義表示，這股 「反攻台灣」的大陸高水平男女求
偶現象令人感慨， 「以前台灣錢淹腳目，大陸女人對
台灣男性趨之若鶩；現在經濟實力翻轉，大陸來台求
偶的高檔男女都蠻強勢的，有種征服感！」他說。

徐乃義當年以 「祖國尋根行」為由，帶團赴大陸
未婚聯誼。一行 24 位男性，在北京某飯店受到 600
多位女性熱烈歡迎，引起廣東《羊城晚報》的報道。
那次聯誼後，一名在基隆郵局工作的台灣男士，娶到
了一名北京大學畢業的大陸女士。

大陸求偶者條件優厚
「這在 20 多年後的今天已不太可能了！」徐乃

義說，過去最輝煌的時代，每個月他都會收到數百份

大陸的求偶資料，現在數量銳減，且分析對方背景發
現，過去大陸求偶男女多出身鄉村，現在不乏上海等
大城市的高收入、白領族群，鎖定台灣男女。

半年來，該中心收到來自大陸的 「高檔」求偶資
料，有喝過洋墨水的企業第二代，指明找會計專長女
子，也有準醫師希望找台灣護理師。有位碩士學位的
大陸女生更表明，比起大陸男士，台灣男士較懂女人
心和體貼。不過她強調， 「婚後必須住大陸，無法接
受長住台灣！」

大陸配偶鄭小姐的母親中年失婚，上周藉探親三
個月的名義從湖北來台，除與女兒相聚，也透過美滿
服務中心找台男第二春。

「兩岸夫妻」 面臨醫保問題
湖南鄧先生 17 年前透過友人介紹與從台灣回湖

南探親的妻子喜結姻緣。他指出，兩岸醫療、教育、
社保等方面的障礙是 「兩岸夫妻」面臨的最大問題。
他解釋，由於兩岸社會上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都不能接
軌，使不少 「兩岸夫妻」為下一代的教育、自己的醫
療保障等疲於奔命， 「我的太太在大陸這邊生了病需
要回到台灣治病，因為她沒有這邊的醫保！」

【本報訊】據中通社18日報道：桃園平鎮18日上
午發生恐怖情殺兇案，1名謝姓男子涉嫌以尖刀殺害女
友，再切除被害人身上雙乳丟在浴室，隨後在住處跳樓
死亡，全案交由警方調查當中。平鎮警方 18 日接獲報
案，指民宅發生命案，立即前往了解，發現謝男已經倒
臥在地上，疑從10樓住處墜樓，不治身亡。

警方初步調查，死者沒有留下遺書，從現場判斷，
謝姓男子涉嫌殺害女友再自殺，女友身上頸部被刺2刀
，頭部2刀，死亡時女子是躺在床上，但乳房被割下。
警方不排除2人發生口角，謝男憤而持刀砍殺女友，警
方在浴室發現兇刀及疑似被割下來的女性乳房，全案交
由警方進一步調查。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 18 日報道：台灣
「立法院」18日上午進行朝野政黨協商，經過1個多小

時的討論後達成共識，確定將在周三（20 日）下午及
21 日召開臨時會，只處理美牛案，國民黨團表示，有
決心完成美牛修法；在野的民進黨、台聯黨和親民黨3
黨則嗆聲，全力備戰，不排除再霸佔議場主席台。

為了阻擋美牛案表決，民進黨立委上周已連續1周
強行霸佔 「立法院」主席台，致使 「立院」空轉、攸關
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美牛進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
，直至 15 日 「立法院」本會期休會都無能表決。為此
，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近日提案召開臨時會， 「立法
院長」王金平 18 日上午召集 「立法院」黨團協商，經
過1個多小時的討論後確認20日上午10時召開談話會
，下午2時30分起到21日召開臨時會，並確定只處理
開放美牛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

王金平重申不行使 「警察權」
至於有媒體報道，外傳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曾建議

王金平動用警察權，排除佔據 「立法院」主席台的在野
黨立委。對此，王金平則重申，反對在 「立法院」行使
警察權。他表示，雖然在 「立法院」議場霸佔主席台不
應該，但任何警察在 「立法院」裡妨礙或干預立法，顯
然沒有法律所允許。

美牛法案 藍綠明再戰

恐怖命案 台男殺女友割雙乳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聯合晚報18日報道，颱
風 「泰利」進逼，台灣行政機構18 日15 時30 分啟用
災害應變中心，要求相關部門和全台各地及早做好防
災準備。台灣氣象部門表示，若颱風 「泰利」實際行
進路徑與預估接近，最快在18日晚間就可能發布海上
颱風警報。

台灣氣象部門還發出預警，若颱風 「泰利」與西
南氣流結合，給台灣地區帶來的累積雨量可能達到甚
至超過1500毫米。其影響範圍包括台灣全島以及金門
、馬祖和澎湖，影響時間可能持續到22日。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休園
另據了解，為防範颱風及暴雨影響，台灣當局林

業部門嘉義林管處已宣布，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將於19
日清晨6時起開始休園，阿里山小火車也將停駛。

台行政機構所設災害應變中心則表示，颱風 「泰

利」可能使台灣山地區域發生泥石流災害，希望山區
民眾配合各項預防性疏散及管制措施，並呼籲民眾避
免前往山區旅遊。同時，要求城市地區提前做好淹水
防災準備工作，台灣西部沿海低窪地區要注意應對淹
水與海水倒灌等災害。

據台灣氣象預報中心課長陳怡良介紹，目前看來
，颱風 「泰利」最可能的行進路徑是經過台灣海峽，
持續往東北移動。其強度雖然不大，但外圍環流非常
顯著。目前預估，從18日晚間開始，台灣中南部的雨
勢就會增大。

島內文化大學大氣系教授劉廣英憂心說，中颱
「谷超」雖然逐漸遠離，卻牽 「泰利」朝台灣逼近

，以氣象局提供的預報資料顯示， 「泰利」沿台灣
海峽一直向東北走，全台都籠罩在西南風裡， 「只有
下雨先後的問題，沒有大小問題，」不僅雨勢較大，
下雨時間也會比較長，全台都要嚴加防範。

颱風豪雨來襲 台島嚴陣以待
花蓮4天181震 最強5級
【本報訊】據中通社 18 日報道：花蓮地區最近地

震頻繁，18日清晨又發生10起有感地震，規模介於里
氏2.9到4.2，最大震度5級。台灣氣象局表示，這次是
15日花蓮發生規模5.4地震後的餘震，從能量釋放的角
度來看，餘震不斷反而是好現象。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統計，4天花蓮地震共181次，其中有感地震82次。

根據氣象局資料顯示，18日凌晨零時8分起到4時
43分，花蓮共發生10起地震，震央在花蓮縣光復鄉、
豐濱鄉，規模介乎里氏規模2.9到4.2，都屬於淺層地震
，深度在5公里到7.1公里之間。

氣象局表示，這次地震是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
板塊擠壓造成，這樣的地震屬於正常能量釋放，未來可
能還會有餘震發生，從過去花蓮北段群發性餘震經驗來
看，曾長達兩到三周。只是群發性餘震不斷會讓民眾覺
得地震變多憂心，但從能量釋放的角度來看，氣象局認
為反而是好現象。

▲日前出席首屆海峽兩岸婚姻家庭論壇的 「兩岸夫
妻」 表現恩愛 中新社

▲這幾年隨着兩岸經貿合作日益緊密，高雄港貨櫃吞吐量有增長的趨勢 資料圖片

▲颱風泰利來勢洶洶，高雄西子灣海岸18日出現
數公尺高的巨浪，聲勢驚人，一對情侶在岸邊觀
浪 中央社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中）、國台辦副主任葉克
冬（右）、福建省副省長陳榮凱（左）17日為海
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網啟動開通儀式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