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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評社報道
︰由章亞若教育基金會主辦的 「 『九二共
識』 20周年論壇─兩岸關係發展之新情
勢與展望研討會」 22日在台北舉行，出席
者涵蓋紅藍綠三方面重量級人物。中共中
央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強調，中共十八大報
告涉台主張充滿誠意和善意，今後大陸對
台大政方針不但不會改變，相反會保持連
續性，並着眼未來的發展而與時俱進。

研討會 22 日上午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除了以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出席的孫亞夫及國民
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外，還有海協會前常務副會長唐樹
備、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
坤；至於綠營方面，則有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以及民
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等。

對台充滿誠意善意
孫亞夫在致辭時表示，台灣輿論十分關注中共十

八大報告對於探討兩岸政治關係問題、商談兩岸軍事
安全問題、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的主張。以他個人理解
，這些主張都是着眼於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為有利於
創造逐步解決癥結性問題的條件，從希望兩岸雙方共
同努力的角度，在既有主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充滿
誠意和善意。

──關於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
政治關係，作出和平合理安排」的主張，着眼於為全
面發展兩岸關係打好基礎，以利於兩岸平等協商和各
方面交往，並找到打開破解政治難題瓶頸的辦法。

──關於 「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
定台海局勢」的主張，着眼於降低軍事安全顧慮，以
利於兩岸人民生活在安定祥和的環境中，帶給中華民
族一個和平的台灣海峽。

──關於 「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新前景」的主張，着眼於通過這一協議，
一起承擔避免國家分裂的義務和責任，一起構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框架，規劃兩岸關係發展進程。

鞏固兩岸和平發展基礎
在致辭時，孫亞夫還就如何理解中共十八大對台

政策宣示發表了三點看法：首先需要看到這一宣示的
背景；理解其新意涵與新發展，需要認識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重要思想；理解對台宣示所揭示的思路，需要
把握今後一個時期發展兩岸關係的主要任務和應具有
的要件。

孫亞夫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進入鞏固和
深化的新階段，新形勢下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和深化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四
個要件是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持續推進兩岸交流
合作、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鬥、堅決反對 「台獨
」分裂圖謀。

孫亞夫最後說，兩岸關係一頭在大陸、一頭在台
灣，與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緊密相連，與中華民族的
整體利益息息相關。它的前途命運掌握在兩岸同胞手
上。衷心希望兩岸同胞最廣泛、最緊密地站在一起，
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老字號太平洋
建設準備在福建省平潭島設立辦事處，並評估各種事業的投
資可行性。

太設表示，衡量兩岸政策優勢及平潭島距離台灣近的地
利之便，選定平潭綜合實驗區設立辦事處，進行必要的市場
考察及投資機會的研究與評估。

太設指出，平潭島有特殊地域性，又有經濟開發高強度
，頗受大陸中央重視，當地除了經濟開發區外，還有漂亮的
沙灘，太設有長年經營台北翡翠灣溫泉度假飯店的經驗，具
備進軍當地雄厚基礎。此外，大陸 「十二五」規劃非常重視
環保、綠能事業，太設近年結合光電事業，利用發光二極體
（LED）為光源，設立植物工廠，這些經驗也符合大陸經濟
發展策略，未來值得考慮投資。

太設強調，在平潭島設立相關業務發展據點，暫不涉及
實質投資行為，未來若有可行的投資計劃，將報董事會決議。

太設擬平潭設辦事處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評社報道︰國民黨榮
譽主席吳伯雄在研討會致辭時表示， 「九二共識」是
「白紙黑字的歷史事實」，是兩岸維持和平發展的基

礎，今後的發展仍要以此為基本。他認為，推動兩岸
關係繼續和平發展，首先要深化互信基礎，即 「九二
共識」；其次要深化經濟合作及文化交流；第三，兩
岸雖不能一步到位簽署和平協議，但是可以逐步進行
政治相關議題的會談。

對於兩岸何時展開政治對話，吳伯雄指出，兩岸
在經濟利益、文化血緣是同；在對政治制度、生活方
式、價值觀等方面有異，但也可以拉近。

框架原則顯歧異
談到兩岸的歧異，吳伯雄憶起以下一件 「趣事」

。他說，兩岸的用詞不一定相通，例如他今年與胡錦
濤、賈慶林兩次會談中，對岸高層不斷說明，沒有用
一個中國原則，而是用框架，是更有彈性的善意，但
是他回到台灣發現，大家對框架比較害怕， 「我們還
是認為原則是比較有彈性，而不是框架有彈性，好像
一幅畫掛在牆上，框架一框」， 「哎呀，要框我，架

我」，所以用詞還需要繼續溝通。
不過，吳伯雄強調，兩岸不太可能只談經濟文化

、不談政治，包括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就屬於政治
範疇，但兩岸政治問題要一樣一樣完成，不能期望一
步到位。透過兩岸智庫或基金會腦力激盪，兩岸求同
存異，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等拉近兩岸距
離。

九二共識是政治對話基礎
在隨後舉行的分組討論中，來自海峽兩岸的 30

多位專家學者圍繞新形勢下兩岸如何在 「九二共識
」基礎上增進互信，推進對話與協商等問題進行了
討論。

前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說， 「九二共識」不
僅是兩岸經濟性、事務性商談的基礎，而且為將來兩
岸政治對話、政治商談確定了一個中國的大框架，從
而使這種對話和商談沿着正確的軌道進行。前 「國安
會秘書長」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則表示， 「九
二共識」背後的核心意義在於兩岸的政治互信，有了
互信，才能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環境。

九二共識是白紙黑字歷史事實

吳伯雄倡政治議題會談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味全董事長魏
應充21日建議，企業有無獲利，都該為員工加薪，引發熱
議； 「經濟部長」施顏祥22日透露，目前包括榮剛材料科
技、聚陽實業、阿瘦實業等企業，都有意跟進加薪。

「經濟部」工業局 22 日在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舉行
「改造產業結構 提高附加價值」座談會，由施顏祥主持，

邀請不少紡織業、通訊業及資訊服務業等業者與會。針對魏
應充呼籲企業加薪的一席話，施顏祥會後受訪時表示， 「我
們非常感佩」。

施顏祥隨後提及在座談會上，除了與業界討論產業結構
優化、人才問題外，也談到薪資問題。多數與會業者皆願意
呼應魏應充的說法，替員工適當加薪，其中包括哈伯精密工
業、榮剛材料科技、巨匠電腦公司、聚陽實業、阿瘦實業、
遠東新世紀等企業。

反對意見：虧光了怎加
施顏祥強調，的確需要給員工適當的回饋，企業才能走

得久，而唯有勞資雙贏，企業才能永續發展。
不過，企業界內亦有反對意見。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22 日受訪時表示，他不同意味全董事長魏應充說有沒有獲
利都要加薪，因各行業不同，競爭力及幫助政府衝刺最重要
。 「替員工加薪是很好的事，但不是每個企業都可以這樣賺
吧？魏應充賣食品可能賺的錢多一點，他可以這樣講，這我
要恭喜他！我們也希望如此，但是各行各業不同。」 「虧光
了、搞掉了，還怎麼可以加薪？」

至於遠東集團加薪否？徐旭東說，遠東集團有的加、有
的不加，但普遍每年都有加一點；有的部門特別好，有的部
門差一點， 「我們跟（員工）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評等標準
，做到哪？付到哪裡？」

但徐旭東也說， 「員工這麼辛苦，總要加一點；但最重
要的還是這行業本身競爭力要夠，加完、加光了，沒競爭力
，怎麼辦？一個公司裡，每個人都重要，就這麼簡單。」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前台
灣青年輔導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永璇，涉嫌利用青輔
會去年舉辦的網絡徵文等活動，勾結承辦商碩德實
業負責人蓋冠宇，偽造參賽及得獎名單，貪污新台
幣243萬元。台北地檢署以涉嫌貪污重罪、有串證及
逃亡之虞，聲請羈押兩人，法院22日開庭裁定羈押
禁見。

原本應該幫助青年創業的青輔會，日前卻被立
委踢爆涉嫌利用舉辦有獎徵文比賽等活動，假造得
獎名單，獎品下落不明。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21日指揮廉政署搜索碩德公
司、陳永璇住處等五處地點，約談陳永璇、碩德公
司負責人蓋冠宇、登記負責人劉紹麟及余姓程式設
計師等4人調查。

大學入學榜充得獎名單
廉政署及北檢調查發現，去年八月間升任青輔

會主委機要秘書的前專門委員陳永璇，在去年二月
間辦理 「青年公共參與網站擴充暨網路經營計劃」

，涉嫌與蓋冠宇等多人勾結，製作不實的參加者名
單約二萬餘名、還將華梵大學哲學系錄取214人的入
學榜單當作得獎名單，以及購買活動用獎品的履約
文件等資料，提供予碩德公司向青輔會詐取243萬元
，所得款項及獎品朋分花用，涉及利用職務詐取財
物、偽造文書等罪嫌。

台灣青輔會21日下午召開記者會說明，陳永璇
經辦的 「青年政策大聯盟公共參與網站擴充暨網路
經營計劃」共包含六項專案活動，確認日前遭檢舉
的政策論壇網路議題票選、創意Logo設計比賽、願
景徵文比賽，碩德公司提供的得獎名單確有三分之
二為變造；另外三項活動，碩德公司疑似也有造假
狀況。青輔會已於14日依法提出告訴，將承辦人陳
永璇移送法辦；監督不周的青輔會第三處科長卓志
忠被記大過一次，時任第三處處長黃政民及副處長
張顯頌各記過兩次。

由於檢方不排除有其他共犯涉案，且有多位證
人並未到案，認為陳永璇可能有串證、逃亡之虞；
法院22日開庭裁定陳永璇與蓋冠宇羈押禁見。

公司不盈利照加薪
引發台企業界激辯

▲對於味全董事長魏應充提議，企業有無獲利都該為員
工加薪， 「經濟部長」 施顏祥（圖）22日透露，已有多
家企業表示願意跟進 中央社

【本報訊】據台灣聯合晚報報道︰新浪微博調查指出，
57.4%的兩岸青少年希望到海外念大學、42.6%不想到海外念
大學。兩岸高中生最想留學的前三名國家依序分別是：美國
（17.1%）、英國（15.8%）、澳洲（14.5%）和法國（14.5%
）；赴海外留學的五大好處則分別是：拓展視野68.9%、增
進語言能力 37.8%，和體驗不同的教育環境 37.8%、增加國
際觀35.6%、將來好找工作2.2%。

聯合晚報、富邦文教基金會、新浪微博、高校誌共同策
劃 「兩岸青少年論壇：高中生想到海外留學嗎？」邀請作家
吳若權、兩岸青少年代表、輔導老師張博淳，一起探討青少
年赴海外留學該具備的條件，以及如何增加國際觀。

在論壇上，來台的大陸交換生王夢瑩表示，已經申請到
英國讀書。她形容，到海外留學就是一種對自己的投資，有
助開拓個人視野，而且可以結合東方和西方不同的教育方式
、接觸各種不同國家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觀點，是
很難得的機會。

從小在加拿大受教育，現在回台灣學中文的陳柏儒說，
剛回台時非常不適應上課方式，因為聽不懂中文，加上無法
適應台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讓他一度想放棄，後來慢慢克
服，現在轉到外僑學校念書，但他也重新認識東西方完全不
同的文化。台灣中山女中學學生黃凱晨則說，到海外留學可
以增加國際觀，學習用更客觀、更綜觀的角度去看很多事。

兩岸高中生 逾半想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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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親歷其苦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論壇暨兩岸關係發展之新情勢與展望研討會22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國民黨榮
譽主席吳伯雄（左）、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亞夫（左四）等出席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台灣
正逐步邁向 「超高齡社會」，不少65歲以上的銀髮
老人仍然要為口奔馳。根據一項最新調查指出，有
將近四成的銀髮族還在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家庭經濟需要；也有另外四成的銀髮族需要兒女奉
養，其中半數家庭兒女每個月會提供新台幣一萬元
以下的生活費。

台灣人口老化比率攀升，目前已邁入高齡化社
會。根據草根影響力基金會委託醒吾科技大學民調
中心所做的最新調查，台灣目前有255萬名銀髮族，
其中 37.5%仍在工作，換算人口數約為 95 萬 6000 人
。還在工作的銀髮族中，為了經濟因素繼續工作者
達68.4%，其中一成面臨 「上有高堂父母」的現實，
必須透過工作收益，奉養年過85歲的父母。

醒吾科大民調中心主任鍾志明指出，銀髮族除
了需要奉養年邁的父母外，因為不想給子女太大的
壓力，所以，力求經濟自給自足，這也是銀髮族持
續在職場奮鬥的原因，他說。

八成同意立法規定養父母
鍾志明認為，65 歲以上的銀髮族繼續在職場打

拚，必須工作到70、75歲，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
；儘管這項調查看不出還在工作的老人從事何種工
作，但不少南部地區的老人想要工作，卻沒有合適
的工作，當局應投注更多的資源，開發多元就業方
案，並創立協助銀髮族再就業的職訓、職能培養機
構，妥善利用銀髮族的能力。

除了繼續工作的老人外，調查也顯示，逾四成
的銀髮父母需要兒女奉養，其中有八成的兒女每
月奉養生活費新台幣二萬元以下、以一萬元居多
。另外，約八成的受訪家庭贊成立法規範兒女奉
養父母。

這項調查是由基金會委託醒吾大學民調中心，
在11月30日到12月10日期間，電話訪問20歲以上
、家庭成員有銀髮族的居民，共取得1071個有效樣
本。

上有高堂奉養 子女家用不足

青輔會徵文造假 前專員涉貪被押

結合2013台北花卉展等多項活動的 「花博公
園花卉景觀大展」22日在台北花博公園登場，由
現在起至明年1月20日，為民眾提供繽紛精彩的
花卉盛宴。 新華社

花卉盛宴

▲在台灣，估計仍有近一百萬銀髮族仍要在職場打
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