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魚香茄子原
來沒有魚」、 「U
盤原來是隨身碟」
、 「『打的』是什

麼意思？」這些疑問，並非來自 「老外」，而
是 2012 年暑期到大陸台資企業實習的 168 名台
灣大學生。45 天的實習讓台生們了解到，在同

文同種的對岸，也能體驗不同的社會和生活。
10月13日，這些完成實習的大學生們，聚

集在台灣科技大學會議廳內，向人們展示他
們的實習報告，也分享他們這段難忘的人生
歷程。

台灣大學生赴大陸台資企業實習的活動，
由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陳明璋發起，得到
大陸台商積極配合，6年來已有累計近800名台
灣大學生參加實習。

13 日在台灣科大國際大樓舉行的成果發布
會上，這群來自台灣不同大學、研究所的學生
們分享他們大陸行的感想。來自台灣交通大學
的林東嶽是一名電機系大三學生，他被安排到
江蘇無錫一家台資企業實習。

以為大陸滿街單車
「剛進入住的地方，我嚇了一大跳，比學

校4個人的宿舍還要大。」他說， 「路上的車和
台北一樣多，跟我原本預料的騎腳踏車根本不
一樣。」

類似的衝擊還有很多，在福建惠州一家台
資企業實習的謝怡芳，點了 「魚香茄子煲」後
發現， 「魚香」指的是一種口味，其實裡面只
有茄子和飯，根本沒有魚肉。在經歷了起初的
衝擊之後，這些台灣的大學生也在不斷與大
陸員工接觸、交往的過程中，加深了彼此的
理解。

他們許多人談到，不管來自哪裡，原來大
家在內心深處，有很多東西是相通的。還有一

些學生，拋開了最初的 「台灣優越感」，轉而
看到了大陸同齡人的競爭優勢。

為台商在大陸建人才庫
在上海實習的鄭旭皓到工廠見習後發現，

好多大陸員工工作非常勤奮，這其實跟台灣的
很多人一樣， 「大家背井離鄉去打拚，都是為
了獲得更好的生活」。

林東嶽通過與大陸的同齡人交流，發現對
方知道自己很多不知道的東西，不像自己還是
社會中的一隻 「菜鳥」， 「我發現了自己的渺
小」。

對於實習活動組織者來說，讓台灣大學生
西進大陸實習，既為了開闊學生們的眼界、增
進兩岸的交流，也希望讓這些大學生未來成為
台商在大陸發展的後備人才，促進兩岸共同發
展。

陳明璋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通過組織台灣
大學生到大陸台資企業實習，讓他們親眼看到
大陸的發展和變化，有助於他們早一點着手規
劃自己未來的職業發展道路；同時也希望借此
吸引他們將來畢業後到大陸發展，為大陸台資
企業提供後備幹部。但他同時提醒，在大陸實
習可培養國際觀，但也要有吃苦的心理準備。
就讀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研究所的呂
偉頎，暑假到廣西某台資混凝土廠實習，試
過凌晨兩點被老闆叫起去監工，讓他印象深
刻。

（新華社、中央社）

王志雄自大陸押返台

台生登陸實習 從衝擊中加深了解

十大外逃經濟犯 虧空銀行12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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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十三日消息︰王志雄的落
網經過，頗具戲劇性。話說王志雄逃亡大陸期間，
另娶一名小他十八歲的嫩妻韓冬梅，住在大連市一
棟豪宅。由於王志雄與其岳父年齡相仿、外貌相似
，大陸經濟犯罪偵查局起初無法確認誰是本尊，直
到恰巧看到王在窗邊擁抱嫩妻，才破門將王拘捕。

王志雄在台灣和陳姓女子有一段婚姻，目前已
離異。王志雄被通緝期間，在大陸另組家庭落地生
根；嫁給他的女子外形亮麗，未生小孩。至於現任
妻子韓冬梅則是中醫師，兩人在大連看病結識，相
知相惜。

另外，台灣 「法務部」調查局清查發現，王志
雄逃亡期間，從台灣匯款一千四百萬美元到大陸；
現已移民美國的前妻也經常從香港匯款給王志雄。
據調查，王志雄在上海投資房地產生意，其後投資
不順，逐漸將重心移往大連。由於與現任妻子相會
，王須經常往返上海與大連而暴露行蹤，有台灣媒
體形容其 「為愛露餡」。

大陸經濟犯罪偵查局獲悉王志雄落腳大連，月
前派出一批幹員赴大連明查暗訪；蒐證發現，王志

雄與岳父都上了年紀，體型相似、頭髮稀疏，光從
外貌不易辨認。收網前夕，經偵局探長王傑明清晨
在王志雄住家附近坐鎮監控，持望遠鏡觀察，正好
看到王志雄在窗邊與妻子相擁。王傑明研判此人就
是王志雄，機不可失，立即指揮幹員破門抓人。

怨父親沒讓選議長
王志雄和前妻生的女兒得知父親被捕，特地從

上海和父親搭同班飛機回台；她還拿出手機，讓父
親看她與德國男友合照，請父親放心。但相對與女
兒的融洽關係，王志雄對父親王玉雲頗有怨言。

王志雄向調查人員表示，王玉雲生前交了一個
女朋友，看到他就開罵，父親非常聽女朋友的話，
還阻礙他的政治前途， 「爸爸只要一句話可以讓我
選上議長，但他聽了她的話不讓我選，逼我離開政
壇。」他又說不想讓女兒跟自己一樣討厭父親，他
告訴女兒 「爸爸沒做壞事，會坦然面對司法」。

王玉雲在高雄勢力頗大，居高雄陳、王、朱三
大家族之首，有 「南霸天」之稱，先後擔任市議會
副議長、議長，並做過兩任市長，並曾拉拔弟弟王

玉珍選上 「監委」、兩個兒子王志雄、王世雄當立
委、 「國大」代表，事業版圖遍及兩岸，如今長子
王志雄返台受審，王家盛景不再。

王志雄為愛露餡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三日消息：台灣陸
委會13日表示，副主委高長已請辭並獲准，
其接任人選仍待行政部門日後公布。中央
社同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政治大學經
濟系教授、 「國策研究院」科技經濟組
召集人林祖嘉（右圖），可望成為高長
繼任人，林祖嘉則以 「No Comment
」（不做評論）回應媒體追訪。

陸委會 13 日向媒體發出新聞稿，稱
副主委高長因學校借調期滿，日前向主委
王郁琦請辭並獲批准。新聞稿說，王郁琦
「尊重高長的生涯規劃及意願，勉予同意」，但

邀請高長以財經專業擔任陸委會諮詢委員，已獲高長同意。至於接任人選
，陸委會表示，將由行政部門日後發布相關人事命令為準。

料續掌兩岸經貿政策
中央社引述消息人士稱，林祖嘉可能接下高長的遺缺，主管兩岸經貿

政策。分析稱，如果林祖嘉接下高長的遺缺，這將意味着未來在兩岸經貿
政策上，陸委會將更加精準地執行馬英九對兩岸財經合作願景的規劃。不
過，針對上述傳言，林祖嘉受訪時僅表示 「No Comment」。

據介紹，林祖嘉是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經濟學博士，目前
為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兩岸政策組召集人，也是國民黨
智庫 「國策研究院」的科技經濟組召集人。林長期參與馬英九的兩岸財經
政策， 「黃金十年」政策的制定，林祖嘉也參與甚深。

現任陸委會副主委高長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系博士，歷任中華
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國安會
」副秘書長。高長對兩岸經濟問題相當嫻熟，在 「國安會」期間擔任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專案小組召集人，2009年由當時 「國安會秘書
長」蘇起推薦進入陸委會。

林祖嘉傳接高長
任陸委會副主委

【本報訊】因被控虧空中興銀行126
億新台幣（下同）而被台灣當局通緝、名
列台灣 「十大外逃經濟犯」 的前立委王志
雄，潛逃大陸9年後，上月在遼寧省大連
市落網，12日晚上被解送返台，現正被
羈押禁見。王志雄是兩岸2009年簽署司
法互助協議以來後，第一個被押返台灣的
重量級經濟犯罪涉案人。

綜合中通社、中央社 13 日消息︰ 1998 年時任
高雄中興銀行副董事長的王志雄，為穩固該行經營
權，和前禾豐集團張姓負責人協議，利用4名不知
情員工先向中興銀行超貸 2.5 億元後，購買中興銀
行股票1.4萬張，事後再將購得的股票交給王志雄。

背信罪被判刑4年半
台灣調查局指出，由於這筆貸款自 1998 年 11

月起延滯繳息，且因中興銀行股票下市，無法交易
，使得股東損失 2.5 億元。另一方面，中興銀行
2000 年爆發 800 億元虧空案，當局花了 580 億元填
補資金缺口，最後由聯邦銀行以71億元買下中興銀
行。王志雄及其父親等人被控在掌管中興銀行期間
，涉嫌違法向多個機構貸款共126億元，當中97億
餘元最終成為呆帳，調查局於 2003 年 11 月偵辦中
興銀行超貸案，判王志雄入獄4年半，但王早於同
年3月經香港轉赴大陸。台北地檢署、台北地方法
院分別於 2004 及 05 年發出通緝令，罪名包括背信
、違反銀行法、洗錢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

王志雄父親王玉雲於2007年間因中興銀行案被
判刑確定後，行蹤不明，調查局當時接獲情報，指
王玉雲偷渡到大陸，在上海及杭州置有房地產，與
王志雄等人居住在上海及杭州。

潛逃期間竟在台贏官司
調查局後來還發現，王志雄潛赴大陸期間，曾

於2007年3月及09年4月在上海市向上海市公證處
提出申請委託書公證書，委託在台友人處理他在台
灣的民事官司，並於委託書上載明居於上海，其後
王志雄跨海委託律師訴訟，在台灣打贏一件 「返還
股款」官司，獲得8000萬元求償。

調查局遂於今年5月透過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機制，函請大陸公安部協緝
王志雄。上海市公安單位經多日埋伏跟蹤，日前跨
省前往遼寧省大連市將王志雄逮捕，並由台方人員
將其押解返台。

與一般重大經濟嫌犯不一樣，王志雄返抵桃園
機場時表現平靜，被調查局人員上手銬時神情自若
，還鎮定地說 「沒有問題」，又大方微笑讓媒體拍
照，稱 「在大陸過得不好，回到台灣比較好」。被
問到有什麼話對投資人說時，則表示 「到法院才說
清楚」。王志雄隨後被解送到台北地方法院歸案。
北檢經漏夜偵訊後，13日凌晨向法院聲請羈押王志
雄，北院早上裁定王志雄羈押禁見。

王志雄胞弟、本身也因欠稅案被限制出境的王
世雄13日表示，王志雄有傳一張紙條給女兒，表示
樂於回台打官司。王世雄又稱，王志雄的官司尚未
定讞，希望司法可以還給哥哥清白。

【本報訊】據中央社十三日消息︰王志雄被
押解返台，台灣方面提交大陸遣返外逃經濟犯，
獲積極回應，後續押返將更受矚目。

兩岸於 2009 年 4 月簽署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當時台方向對岸提出一份滯
留大陸的重大經濟犯罪、貪瀆、殺人等通緝名單
，包括盜賣股票的劉偉杰、東帝士前總裁陳由豪
、廣三集團前總裁曾正仁、前中興銀行創辦人王
玉雲及王志雄父子，以及 「立法院」前 「院長」
劉松藩等人。

不過，截至今年9月底大陸遣返台灣的211名
刑事犯中，雖然不乏重大槍擊或毒品犯，但在押
返重要經濟犯方面始終未見突破。這次王志雄是
兩岸簽署司法互助協議後，第一個被押返的重量
級經濟犯罪涉案人。

檢方人士指出，前立委羅福助今年4月在發監
前夕外逃， 「法務部」5月就向對岸送交 「人員遣
返請求書」，其中就包括王志雄。當局更在8月派
員前往大陸，與公安、檢察、法院、司法部協商
重點遣返對象。

檢方人士說， 「法務部」在檢討羅福助外逃
案時一併檢討王志雄外逃案，結果取得兩岸文書
認證。 「法務部」官員表示，這兩年不斷向對岸
反映，希望提升遣返 「質量」，王志雄押返台灣
，在遣返外逃重大經濟犯有指標意義，期望接下
來還能有更多好消息。

經濟逃犯遣台
料陸續有來

▲惟有親身接觸交流，兩岸年輕人才可更了
解對方的文化。圖為台灣學生赴福建中醫學
院學習 資料圖片

◀王志雄十二日晚被押解返抵桃園機場時神情輕鬆 中央社

▲當年台北檢方調查中興銀行超貸案，向公眾展示的證據文件，
足有一個人高度 網絡圖片

◀從大陸
遣送返台
的刑事犯
至今有211
人，但像
王志雄那
樣的重量
級經濟罪
犯，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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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王志雄之父王玉雲（左）早年在高雄勢力龐大
，有 「南霸天」 之稱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