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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岸主流媒體均
在醒目版面對第五次 「胡
吳會」作了詳細報道，適
逢台當局 「新班子」5 月
就職，過去4年突飛猛進
的兩岸關係未來能否更上

一層樓，吳此時率團赴京舉行是次國共
兩黨領袖峰會別具意義。

這些年兩岸在交流合作、協商談判
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一個
中國原則的基礎之上。而兩岸關係今後
若要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則必須鞏固這
一基礎和共識。正如胡錦濤在會見吳伯
雄時強調，兩黨和兩岸雙方繼續鞏固和
增進政治互信，仍然是今後兩岸關係保
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首要關鍵和前進動力
。而增進政治互信，重在堅持 「九二共
識」，反對 「台獨」，意即兩岸雖然還
沒有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
，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
改變。

2005 年國共兩黨舉行 60 年來首次
領袖會晤，便是建立在 「九二共識」的
政治基石上，它不僅分解了國共長達一
甲子的恩怨情仇，更成為日後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培基。國民黨方面雖然也堅
持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但對
大陸方面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卻一直沒
有正面回應。然而，吳伯雄本次 「胡吳
會」上首度詳細闡述了台灣方面關於
「一中」的內涵。他說，海峽兩岸非國

與國的關係，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在
此基礎上求同存異，同的是 「兩岸同屬
一中」，對於異的部分則採取 「正視現
實、擱置爭議」的做法。

吳伯雄關於 「同屬一中」的表述，
不僅對未來4年擴大兩岸經貿、文化交
流具有積極意義，而且也可為兩岸將來
觸及政治、軍事議題作鋪墊。近日，有
學者呼籲馬英九第二任期在促進兩岸關
係發展方面應有 「標誌性貢獻」。馬英
九第一任期，兩岸恢復協商，加速雙方
在經貿、文化交流，但這些仍屬於淺層
合作，兩岸關係要永續和平發展，就必
須使之制度化和機制化，才能確保不會
因島內政黨輪替而變色。但政治軍事相
較經貿文化議題，更為複雜和敏感，沒

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兩岸難以達成共識。
誠然，兩岸何時才能簽署和平協議，須待水到

渠成。不過，兩岸應在等待時機的過程中積極創造
條件，尤其是增進彼此的信任。作為馬英九 「特使
」的吳伯雄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顯然是向大陸
交心。而互信正是在這些日積月累的傾心交談中慢
慢凝聚起來。

兩岸本已於 1992 年達成一個中國原則，即
「九二共識」。只是後來李登輝、陳水扁等 「台

獨」分子興風作浪，嚴重破壞了兩岸互信。近
年國民黨政府雖有撥亂反正之舉，但兩岸長期
固有的、歷史所形成的結構性矛盾，非一朝
一日所能解。事緩則圓，只要兩岸目標一
致，共同努力，即使再困難、再複雜
的問題都能找到解決之道。

瀾瀾觀觀
隔海

島內旅行業者指出，大陸遊客旅行團赴台人數激
增，主要是去年底開始，兩岸直航班機增加，如溫州
、煙台、威海等大陸二線城市居民來台更便捷所致。

陸客潮提早湧現
觀光局業務組組長楊永盛表示，以往大陸客赴台

人數，大概四月會逐漸增加，五月達到高峰，但今年
比較特別，也許是許多旅客日前抱持觀望態度，而近
來兩岸關係和緩，這些因素使得陸客提早湧現。

為了避免因人多產生的違規情形，觀光局派出大
批人力四處調查，而除了遊覽車因島內媽祖遶境吃緊
外，許多觀光地區的飯店一房難求，房價也漲了大約
兩成。觀光局預計這波大陸客人潮會持續到大陸 「五
一黃金周」。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赴台陸客觀光團超過八千人
次，三月日平均也多於六千三百人次，超過每日四千
人次上限。此一 「盛況」導致飯店與遊覽車吃緊，甚
至有旅館違規擴大營業；墾丁、花蓮、台東、澎湖等
觀光地區的飯店一宿難求，房價約漲兩成，最高近千
元，預期這股熱潮將延續到五月中。

三月瘋媽祖，島內旅遊興盛，陸客團和島內民眾
旅遊團搶房也搶車，目前周末假日旅館房價都是以定
價全額銷售，平日住宿折扣也縮減，從原本五至七折
，變成七、八折左右。旅館大賺觀光財，但島內民眾
住宿飯店則平均要多花數百元。

品保協會召集人、東南旅行社副總經理許永裕
說，搶房熱潮中，以每日房價兩千元的二、三星級
商務旅館最搶手，有些旅行社因訂房不足，只好轉
訂較高房價的飯店，且被迫自行吸收差價，而一到
周末假日， 「熱門旅遊地區甚至連四、五星級旅館
都客滿」。

各省大團紛抵台
許永裕建議民眾，最近在島內旅遊，應盡量避開

周末假日以及觀光團常去的風景區，否則不是訂不到
房間，就是瘦了荷包。

陸客赴台觀光熱潮還在加溫，今天起連續三天
，預定抵台陸客團日逾七千一百人次。觀光局副局

長謝謂君表示，兩岸關係穩定，觀光市場穩健發展
，近日各省紛組大團抵台，包括江蘇省長蘇樹林及
山東省旅遊局長于沖等，五一長假入台陸客人次還
可能創新高。

旅館容量吃緊影響所及，近日有旅館出現違規擴
大營業情況的情形。 「可供兩百人入住的旅館，怎有
三百名陸客登記入住？」觀光局從大陸觀光團入住通
報系統發現，旅館業者在合法旅館旁租用一般大樓，
改裝成房間供旅遊團入住，以合法掩護非法、擴大營
業，旅客住宿安全未獲保障。

謝謂君表示，觀光局發現旅館超收陸客團後，通
知縣市政府查處，並要求勒令旅館業者改善，情節重
大可處新台幣五十萬至六十萬元罰鍰。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央社 27 日報道，台灣
空軍救護隊編號7017的S-70C-6直升機，26日晚在蘭
嶼東南方海域，執行漁船傷患後送任務時墜海，6名機
組人員1人獲救5人失蹤。獲救的救護士蔡宜哲27日清
晨送台東馬偕醫院，經檢查身上有多處擦傷，腳踝扭傷
，需留院觀察。

26 日傍晚，位於嘉義水上基地的空軍救護隊接獲
軍方搜救中心通報，指出在蘭嶼東南方外海，一艘漁船
上的漁工心絞痛待救援，空軍救護隊派編號 7017 的
S-70C-6 的救護直升機飛往救援，但晚間 9 時 14 分，
當直升機已抵達現場，正要展開吊掛救援作業時，卻突
然從雷達上消失，之後證實直升機已經失事墜海。

機上有正副駕駛、醫官、機工長及2名救護士共6
人。空軍隨即漏夜出動 C130、空中預警機，以及多架
海鷗直升機，會同海巡署和海軍的 10 多艘船艦徹夜進
行海空搜救。但截至 27 日上午，仍只有 1 名救護士獲
救，其餘5人失蹤。

搜救行動 27 日持續進行，清晨天空微亮，空軍嘉
義基地又加派一架海鷗直升機飛往失事地點，配合海巡
署和海軍船艦，進行陸空同步搜尋。

失蹤的5名機組和救護人員家屬，都已經由空軍派
員接到嘉義基地，連老家遠在金門的副駕駛洪釋豪上尉
，空軍也派出行政專機將他的父親接到嘉義基地，大家
心情全都焦急悲痛不已，一邊等待搜救結果，也期待能
傳回好消息。

台空軍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失事原因。空軍455
聯隊將從 27 日開始連續 3 天，每天下午在嘉義空軍基
地舉行記者會，對外說明搜救進度。

另據報道，基隆海巡隊今天表示，萬里籍漁船 「新
福大168號」在基隆外海翻覆，船上7人下落不明，包

括1名台籍船長、
4 名大陸籍和 2 名
印尼籍漁工，海巡
出動船艇救援，並
申請4架次直升機
馳援。

【本報訊】據中通社27日報道，台灣杏壇再傳醜
聞！22名來自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等
知名學府的教授虛報經費購買與研究計劃無關的私人
用品，26日被台北市調查處請回調查，他們涉嫌透過
不實發票冒領研究補助經費，涉案金額高達430多萬
元（新台幣，下同）。這是台灣教育界自早前中學小
校園午餐賄案以來，又一波校園醜聞，新任 「教育部
長」蔣偉寧當晚收到消息後也表示 「嚇一跳」及 「很
難過」，促請執法部門徹查事件，並要這批 「杏壇老
鼠」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任。

台北調查處會同地檢署經過半年多的搜證，於26
日晚出動160多名調查官，搜查48名疑涉案的教職員
，最終有22名任職於各校的教授、助理教授被帶返問
話，其中17人訊後請回，另5人則被諭令交保候傳，
主要其中3人來自台大，另2人來自台師大。

執法部門表示，雖派檢察官親赴台大、台師大、

政大等學校，禮貌性告知將採取針對該校職員的搜索
行動，但未進入校園搜索。

案情透露，該批教師主要是從事科技、農業等專
業的研究，他們勾結 「元霖企業」，利用申請 「農委
會」、 「衛生署」、 「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機關的研
究計劃的機會，由元霖開具不實發票，虛報經費購買
與研究計劃無關的私人用品，或將研究剩餘款項 「存
起」待用。

調查處表示，26 日共約見 48 人，其中 22 人懷疑
涉案，其餘被列為證人身份。據查，涉案教師挪用研
究經費添購的物品琳琅滿目，包括超市禮券、電視機
、洗衣機、名牌鋼筆、筆記簿電腦、手機等，其中一
名教授用此手法 「獲利」90萬元。

熟悉申領研究經費的人士表示，各政府機關補助
核款規定不同， 「國科會」被認為最寬鬆，有關教授
的研究計劃獲批後， 「業務費、人事費及出差費等都

可以報銷，有些未要求一定要附發票，因此，教授可
『搞鬼』的空間很大。」檢查官透露，目前仍有大批

發票與帳冊在查閱之中，案情不排除擴大發展，可能
有更多人被捕。

島內高校詐領案已非首次
事件轟動台灣高等教育界，台 「教育部長」蔣偉

寧當晚接獲有關消息，表示 「很難過」，並要教授們
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任。台大、政大和台師大27日先
後回應事件，台大表示，尊重司法調查結果，希望盡
快釐清事實，如果調查結果證實教授請領研究費存有
瑕疵，校方將盡速檢討改進相關缺失。

島內媒體揭發，台灣為提高島內科研水平，近年
來不惜重金投入科研方面，推出 「5 年 500 億元」的
頂尖研究計劃，但卻惹來 「杏壇老鼠」的垂涎，高等
院校內已非首次發生詐領研究費案。

日均高達6300人次 觀光地區一宿難求

赴台陸客再創新高
【本報訊】綜合中國時報及台灣媒體

27日報道，兩岸關係迎來穩定發展新格局
，赴台遊大陸旅客再次創下歷史新高峰，
根據台灣觀光局統計，從三月一日到二十
六日，每天赴台陸客觀光團有近六千三百
人次，已超過每天四千人上限，比去年同
期增長六成四，創下單月最高紀錄，這還
不包含自由行和商務旅客。

均為台知名學府教授 虛報經費購私人用品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
27 日報道，中國國民黨榮譽
主席連戰今天指出，台灣與大
陸福建兩地充滿優勢互補的機
會，各領域合作，一定互惠雙
贏， 「大環境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方向必須堅持」。

連戰今晚在台北國賓飯
店宴請福建省長蘇樹林時，
作上述表示。他說，福建和
台灣密切，地緣相近、血緣
相親，80%台灣民眾祖先來
自福建，文緣、商緣以及法
律制度上的 「法緣」都非常
深刻。不論歷史、文化、地
理、人文，兩地都是親上加
親。

連戰舉自己為例，連家老
祖先在福建漳州居住 350 年左右，祖父連橫在 1905
年到福建去辦 「福建日日新報」，從家庭關係來看
，與福建淵源甚深。

他說，福建近年來經濟成長非常快速，提供金
融服務業、物流、觀光事業等兩岸大幅度開發的領
域。兩岸農業合作方面，福建的花卉和台灣花卉界
曾舉辦展示會，茶葉、林業也曾辦展示會，充滿合
作機會。

蘇樹林則重申，這次來台，在平潭相關案件上
因溝通問題，視角不同，有了一些誤解。他稱，有
台灣朋友做了非常好的解釋，認為 「誤解總會消除
，認識會逐步統一」，兩岸基本的認識就是要和平
發展，得到實在利益。他說，平潭實驗區提 「五個
共同」概念沒惡意，稱平潭案是 「非常厚重的禮包
」，要給台灣雙幣制等特殊優惠，但因誤解和顧慮

， 「禮包已經打包好，卻無法帶來」。

「台商眼光比我更厲害」
另據中通社報道，蘇樹林一行27日中午在台北

圓山大飯店，接受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宴請。
蘇在席間強調此行是 「親情之旅」，旨在促進閩、
台兩地的民眾情緣，邀請台灣民眾 「回家裡走一走
」；他說，此行沒有談過一個具體項目，笑稱是因
為 「具體的項目不需要省長來談」，他直言此行不
是來 「做生意」。

他表示，是次來台 「非常敏感」，對於泛綠陣
營質疑他是來台為具爭議的平潭綜合實驗區招商，
蘇樹林笑稱，招商不是省長的主要工作，自己此行
「一個項目也沒談成」，至於平潭是否值得投資，

他說： 「企業家的眼光比我更厲害敏銳」。

蘇樹林會晤連戰江丙坤
平潭是非常厚重禮包

台直升機夜間救護墜海
6機組人員5失蹤1獲救

【本報訊】據中通社 27 日報道，馬英九原定 4
月出訪非洲行程生變。據透露，台 「外交部」26 日
表示，原訂馬英九4月7日啟程訪問布吉納法索、岡
比亞、聖多美普林西比和史瓦濟蘭，但因聖多美元首
屆時另有出訪行程，經多方協商失敗後，決定取消馬
英九訪問該國行程，但其他3國的行程仍維持不變。

據稱，對於出訪行程在出發前臨時生變，馬英
九十分不悅。國民黨立委羅淑蕾也批評， 「外交部
」事前準備工作不足，應該檢討；民進黨立委蔡煌
瑯則質疑，內情不單純，恐怕是 「外交休兵造成的
後遺症。」

對此，台 「外交部長」楊進添 26 日晚堅稱 「台
聖」關係 「絕對沒有問題」，他可以 「掛保證」。這
次行程生變純粹是因為聖多美元首剛巧出訪，經彼此
努力協調一個多月，最後還是沒法改變，台 「外交部
」26日決定主動宣布取消該國行程。

台 「外交」人士認為，這次安排失當，台駐聖國
人員要負責任，台駐當地人員應了解當地政情，任何
與馬英九訪問有關的潛在變數都應完整評估；若能事
前得知聖國元首出訪意願堅定，一開始就不要安排，
也不致讓台陷入臨時取消的尷尬窘境。

馬訪非行程變成4減1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右）27日在台北國賓飯店宴請福建省長
蘇樹林（左），致詞歡迎蘇樹林率代表團來台作客 中央社

大陸書法家蘇士澍
（左二）及劉藝（右二

）27日在北京將拍賣所得，捐給花蓮縣秀林鄉建
圖書館，鄉長許淑銀（右一）及立委高金素梅
（左一）代表接受。 中央社

捐建圖書館

◀▼S-70C-6型
直升機（下圖）
執行救援時墜海
，獲救機組員蔡
宜哲中士（上圖
）27日出院返回
嘉義 中央社

◀陽春 3月
好春光，觀
光的大陸遊
客如潮水般
一波波前往
東海岸的野
柳國家公園
，馳名世界
的 「女王頭
像 」幾乎被
拍照的人頭
淹沒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