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中通社 2 日報道：2004 年
台灣大選前夕發生的 「319槍擊案」將屆8周
年，當時腳部中槍受傷的呂秀蓮 2 日探視陳
水扁之後，認為 「319 槍擊案」還沒有破案
，她跟陳水扁都是受害者，扁同意由她代為
發言，呼籲馬英九重新啟動調查，把真相查
清楚。

呂秀蓮與陳水扁於2004年3月19日在綠
營票倉台南市搭乘吉普車掃街拜票爭取連任
時，各中 1 槍受輕傷，幸均無大礙。此案在
扁呂任內宣告偵破，但槍手在破案前已經死
於非命，檢警對案情的描述可說是死無對證
。而呂秀蓮對於槍手目標是否針對她自己，
一直心存疑惑，至今未能釋懷。

近日有媒體報道 「319 槍擊案」發生前

，當時跟在陳水扁身邊的台灣 「總統府」侍
衛長陳再福曾打一通 「神秘電話」，相關內
容一直沒有向外公布，如今陳再福才 「揭曉
」說他是命令 「國安局」特勤中心為扁採買
台南碗粿當點心，再度勾起大眾對 「319 槍
擊案」的種種疑問。

呂秀蓮 2 日前往台北監獄探視陳水扁之
後，認為這件事喚起 「319 槍擊案」還沒有
破案的回憶，她質疑馬英九在未就任時 「一
直要辦這個案子」，但就任以後從來沒有聽
他談過 「319 槍擊案」，好像 「故意忘掉了
」。呂秀蓮說，這個案件撕裂台灣人民情感
，造成藍綠不信任，她跟陳水扁都是槍擊案
的受害者，希望重新啟動 「319 槍擊案」調
查，把真相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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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島內媒體盛傳候
任 「副總統」吳敦義將出
席今年的海南博鰲亞洲論
壇。日前該消息終於獲得
了國台辦的證實。不過，
吳敦義此次登陸的重頭戲

並不是出席論壇，而在於能否與一同出席論壇的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會面。倘若 「李吳會」登
場，必將成為促進兩岸交流與和平發展的又一
盛會。

通常台灣方面出席此類會議，所派人選都有
「身份」考慮。吳敦義這次出訪是掛 「兩岸共同

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的頭銜，不具官方性質。
今年大選馬英九成功連任，其副手吳敦義也順理
成章當選副領導人，但要到 5 月 20 日才正式走
馬上任。1月底吳敦義也辭去 「行政院長」一職
，因此，從2月到就職前，可謂 「無官一身輕」
。而博鰲論壇正好在4月舉行，對暫擁有 「平民
身份」的吳敦義而言，確是一個難得的登陸交流
機會。至於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是博鰲論壇
的會員，吳敦義以其最高顧問身份隨行，也是名
正言順。

其實，吳敦義此次登陸亦是遵循 4 年前的
「蕭萬長模式」。2008年3月大選蕭萬長當選副

領導人，但須等至5月才宣誓就職，剛好有2個
月的 「空檔」可參加博鰲亞洲論壇。與吳敦義不
同的是，蕭萬長當時並非首次出席該論壇。作為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創辦者和董事長的蕭萬長

自 2003 年至 2007 年間曾 5 次率團與會，其間分
別與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會面，2008年4月更獲得中共
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接見。後來，蕭萬長就職，自
2009 年起台灣方面便改派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
會」最高顧問錢復取代蕭萬長，率團參加博鰲亞
洲論壇，亦得以與國家總理溫家寶等大陸領導人
會晤。可見，大陸領導人似已形成了在博鰲亞洲
論壇接見與會台灣代表團的慣例。因此，外界紛
紛預測今年4月吳敦義應有機會與李克強會面。

這些年隨着兩岸人員往來密切，雙方已建立
了不少溝通渠道，但倘若兩岸高層能直接對話和
討論兩岸交流事宜，不僅能清楚、準確、及時地
了解彼此的看法，也有助於消除誤會和積累互信
。然而，由於兩岸高層會面事涉敏感，會面機會
甚少。而博鰲亞洲論壇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難得
的機會。兩岸均有代表團出席，見面是自然而然
的，減少了不必要的紛擾。

從蕭萬長和錢復在博鰲亞洲論壇的經歷可見
，會晤並不是為了作秀，而是切切實實地就兩岸

同胞關心的議題展開討論，尋找解決之道。在 2008 年 「胡蕭
會」，胡錦濤就強調，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交流合
作，繼續推動兩岸周末包機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磋商，繼續
關心台灣同胞福祉並切實維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繼續促進
恢復兩岸協商談判。如今4年過去了，胡錦濤的「四個繼續」
無不一一實現。

儘管兩岸交流在近幾年取得了矚目成績，但未來
還面臨 ECFA 後續協商、進一步開放陸客赴台個人
遊、擴大陸資入島等問題，今年的 「李吳會」因
而備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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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疑患癌獲准戒護外醫

陶子男人登陸出軌論惹眾怒

北監初檢無恙 扁家綠營齊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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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正在台北監獄服刑的陳水扁擔憂
自己患大腸癌，希望能夠戒護就醫、進行
檢查，台法務部2日晚間表示，經過醫師
專業評估後，決定准予陳水扁戒護外醫。

【本報訊】據中通社 2 日報道：兩岸將開
放第二波大陸旅客赴台自由行的試點城市，台
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台旅會）為鼓勵大
陸旅客積極來台自由行，2 日在北京宣布，將
選出 30 組共 60 名大陸旅客來台參加自由行，
參加者只需每天透過微博更新在台的遊記，便
可獲贈來回機票及5600元（人民幣，下同）作
為旅途中的零用金。

台旅會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表示，該會
將舉辦一項名為《悠遊台灣個人遊（自由行）
，百萬獎金大放送》的推廣活動，30名獲選參
加者的遊記最終將進行評選，優勝者可獲10萬
元的現金大獎。據介紹，除最高 10 萬元獎金
的金牌獎一名外，還有可獲3萬元的銀獎兩名

、可獲2萬元的銅獎兩名，另設有網路得票最
高的 「最高網路人氣獎」一個，可獲3萬元獎
金。

楊瑞宗表示，有興趣參與這項方案的大陸
民眾，可 2 人 1 組將以往發表的遊記作品上傳
台旅會，並須提出來台旅遊計劃，經審核後選
出30組正式參與這項活動，並在5月底前完成
來台自由行的行程。

據了解，第二波試點赴台自由行的大陸城
市初步底定，除了天津、南京、廣州、重慶、
杭州、西安、濟南等7個城市確定納入開放名
單外，消息人士透露，可望再增加成都與福州
兩個城市，讓自由行試點城市由目前的3個城
市擴大到12個。

遊台灣寫微博 可獲10萬元大獎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台北2日消息：陳水扁妻
子吳淑珍1日前往台北監獄探視，指陳水扁排便異常
，有時便秘，有時一天拉好幾次肚子；陳水扁懷疑自
己罹患大腸癌，已向台北監獄提出戒護就醫的申請。
吳淑珍聲稱，如果因檢方不同意，讓陳水扁出任何狀
況，她一定找人算帳，不惜發動南部人到台北凱達格
蘭大道示威。民進黨發言人羅致政說，北監應立即評
估陳水扁戒護就醫檢查；前 「行政院長」謝長廷認為
若延誤而危及扁生命， 「不啻形同謀殺」。

最快下周安排入院檢查
扁子陳致中下午前往台北監獄探視陳水扁，事後

他表示扁身體不適，臉色蠟黃，胸悶加上最近大便習
慣異常；雖然日前經檢查後，糞便呈現陰性反應，但
不代表腸胃沒有問題。

陳致中說，扁日前所看的醫生是看感冒的家醫科
醫師，與肝膽腸胃沒有相關。至於日前採集的糞便
檢查只能算是初步，仍希望到醫院進行精密儀器的
檢查。

陳致中說，人命關天，這次關係到陳水扁的醫療
人權，為什麼同窗的獄友有相同症狀，都可以戒護外
醫，但扁卻不行，難道每個人都有差別待遇，這是家
人不能忍受的地方；否則扁有三長兩短，北監關出人
命，應該由誰負責？這是嚴肅問題。

對於陳致中說法，北監表示，下午已安排肝膽腸
胃科醫師進一步檢查扁的狀況，最快下周會安排扁
到衛生署桃園醫院檢查。

醫師指扁有感冒和便秘
法務部長曾勇夫 2 日在 「立法院」受訪

時指出，台北監獄非常重視陳水扁的健
康，已找醫師檢查過 3 次，並採他的糞
便做化驗，結果顯示正常，醫師當時也沒
有提出戒護就醫的建議。曾勇夫證實，陳
水扁目前只有感冒及便秘的徵狀，強調監
獄方面會持續找醫師注意陳水扁的健康情
況，是否戒護就醫，要由獄方評估決定。

法務部政務次長吳陳鐶晚間表示，部
長曾勇夫上午收到台北監獄傳來陳水扁的
糞便潛血反應報告，顯示扁無恙，但曾勇夫
要求矯正機關審慎評估陳水扁的健康狀況，並
澄清自己並未說過 「扁沒有大腸癌疑慮」。

法務部參酌醫師專業評估，認為有其必要
，經過矯正署與北監下午開會，決定准予陳水
扁戒護外醫。

2008年11月16日至19日
扁因禁食引發身體不適，晚上 20 時就近戒護送醫到私立

亞東醫院，16日一早轉院到台北縣立板橋醫院。經過治療後，
19日返回台北看守所。

2009年5月9日至12日
扁第三度絕食，也不服用自備藥物，更多次拒絕看守所的

身體檢查與醫療診斷，終因健康惡化而從台北看守所被送往台
北縣立醫院板橋院區戒護就醫。4天後還押台北看守所。

2011年1月18日至19日
扁 18 日早上 7 時 26 分在警車護送下被送往桃園醫院，進

行心臟檢查。他此前在獄中被診斷出有冠心症與心臟衰竭等問
題，因當時氣溫陡降屢傳不適。

19日上午扁在醫院接受了心臟超音波、電腦斷層、肝肺腎
功能等檢查。院方表示，扁症狀穩定，沒有太大變化。扁於下
午2時25分戒護返回台北監獄。

扁入獄後曾數度戒護外醫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2日消息：扁家為方便
探視，希望能讓扁移監南部。矯正署2日表示，扁還
有司法案件在法院審理，不符移監規定。另外，北監
表示，未接獲陳致中所提的移監申請。

扁家擬申請移監方便探望
陳致中日前表示，家人憂心陳水扁健康，且扁媽

年事已高，扁妻吳淑珍不良於行，所以打算依規定申
請移監南部，方便探視。

矯正署發言人詹哲峰表示，為方便收容人家屬就
近探視，依規定可申請移監，但初步了解，陳水扁因
還有案件在高等法院審理，不符移監規定。

法界人士指出，根據監獄受刑人移監要點，受刑
人的祖父母、父母、配偶或子女因重病或肢體障礙，
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不克
長途跋涉者；或父母、配偶有年滿 65 歲或子女均未
滿 12 歲者，可申請移監。不過，要點中也規定，受
刑人必須沒有其他案件在偵查、審理中，才可提出申
請。

扁有案在審難移監

扁呂再籲重查319槍擊案

【本報訊】據中通社2日報道：憑《大學生了
沒》、《姊妹淘心話》等多個綜藝節目紅遍兩岸
的台灣女主持人陶晶瑩（陶子）惹禍了，她日前
在節目中大談 「男人登（大）陸必出軌」，與多
名男嘉賓大談在大陸的艷遇及外遇，有關言論引
發大批大陸網民不滿，認為陶子及嘉賓的言論對
大陸女性具侮辱性及缺乏尊重，發起大陸觀眾封
殺所有陶子的節目。

台灣綜藝節目集話題討論、遊戲等娛樂元素
於一身，除在島內大受歡迎之外，近年透過互聯
網也在大陸吸引不少觀眾定期追看，包括大小S、
蔡康永及陶子等台灣知名主持人也趁勢打開大陸

市場，一言一行備受大陸 「粉絲」關注。
陶子日前邀陳為民、沈玉琳大談 「姊妹淘最

深的恐懼」，其中談到 「男人登陸必出軌」時掀
起節目高潮，陶子聲稱她曾在大陸的按摩店看見
女子豪放脫衣，而沈玉琳等男嘉賓更大談他們在
大陸的風流艷史，如沈自稱曾用 10 萬元人民幣資
助哈爾濱女友開店，讓她成功 「脫貧」等。

網民批歧視大陸女性
不少大陸網友不滿陶子及一眾嘉賓對大陸女

性發表帶有歧視成分的言論，並質疑主持人與嘉
賓靠取笑、侮辱大陸女性來博取收視率。有網友

大罵，認為陶子等人用詞刻薄、態度輕蔑，要求
她們 「別來大陸發展！」

陶子1日晚間急急回應，表示已聽到大家的意
見，會反省檢討改進， 「謝謝指正，我們要檢討
的是沒有平衡」，她指節目中也有提出台灣男人
在對岸出軌時也應負上部分責任。

嘉賓之一的陳為民澄清，主持人只照着流程
走，絕非惡意，認為是題目定得不恰當，把關不
嚴格，才引起誤會。沈玉琳則認為，在設定主題
時未有充分考慮到兩岸民情不同，才導致大陸方
面的觀眾「感受不同」，身為節目製作人的他表示
，下次類似主題會盡量免談， 「免得傷感情」。

島內一家運動品牌為美國 NBA 球員林書豪推出印有
「LINSANITY」字樣的藍色 T 恤 2 日下午開賣，不少民眾提

早到場排隊，都為搶到 「林來瘋」的T恤紀念。 中央社

「林來瘋」T恤

▲陳水扁曾於去年戒護外醫。當時他戴帽及口罩，躺在擔架上，搭救護車抵衛生署署立桃園醫院
，大批媒體到場採訪。下圖為吳淑珍（左2）日前赴台北監獄探夫 資料圖片

▲陳致中（右）2日前往台北監獄探視父親，希望
父親可戒護外醫，接受進一步檢查 中央社

▲ 「行政院長」 陳冲（左）與 「法務部長」 曾勇
夫（右）2日在 「立法院」 總質詢時表示，是否准
許陳水扁戒護就醫是典獄長的職權 中央社

▲台灣科學教育館2日舉辦 「日本3D幻視藝術畫展
Part Ⅱ」 記者會，參觀民眾在展場中玩得不亦樂乎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