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馬英九即將於5月20日
連任就職，民進黨3日公布，將於19日發起嗆馬大遊行活動
，並且將活動延長到 「520」馬英九就職當天，在各縣市火
車站前發起抗議活動，讓人民發出怒吼。

民進黨中常委潘孟安3日舉行記者會表示，現在人民生
活痛苦，但政府卻不懂得謙卑傾聽人民聲音，因此在 20 日
馬英九就職前夕，將於 19 日下午在台北發起大遊行，邀請
各政黨與對政府目前施政不滿的民眾，一起上街表達心聲。

潘孟安表示，他們這次活動的顏色，拋棄傳統的綠色，
而用代表怒吼的紫色，就是歡迎社會各界都能共同來參與，
而不是要挑起藍綠對抗，希望馬英九能真正聽到基層的聲音。

民進黨 「519」遊行共分3條路線，當天下午3時出發，
活動預計到晚間9時結束。

另外，潘孟安表示，民進黨也將活動延長到 「520」馬
英九就職當天，在全台各縣市火車站前發起抗議活動，以遍
地開花的方式，讓更多民眾都能參與。至於民進黨代理主席
陳菊最後將到何處參加，潘孟安表示，還在討論當中。

另有媒體詢問是否會與台聯黨 「520」遊行合作？潘孟
安回應，目前沒有這樣規劃，但可分進合擊，民進黨也邀請
親民黨和各社團參加，避免政治對抗聯想。

綠營嗆馬遊行延至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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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黨
綱是民進黨的神
主牌，但這幾年
民進黨又多了一
塊 「神主牌」，
每逢重要選舉，

該黨一眾候選人無不爭相 「頂禮膜拜」
，以求得 「保佑」。倘若有誰少了這個
指定動作，勢必會成為眾矢之的。這塊
「神主牌」就是如今正在台北監獄服刑

的陳水扁。2009 年時任黨主席的蔡英文
終抵擋不住黨內壓力而去看扁；2010 年
島內 「五都」選舉，民進黨內不少有意
出戰者紛紛前往探監；民進黨日前舉行
的主席選舉首場辯論會中，五位候選人
在談到救扁的問題時，也都不約而同地
表示贊成。

自扁案於 2006 年曝光後，陳水扁之
於民進黨，就如揮不去的夢魘，其貪腐
形象已成為民進黨的包袱和恥辱。按常
理，為了挽回聲譽和重獲選民信任，民
進黨應該對扁案進行深刻反省，以免重
蹈覆轍。不過，民進黨人對扁之錯誤隻
字不提，倒是打着 「司法人權」的旗號
，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救扁運動。最近包
括民進黨和台聯黨在內的43位立委及30
多個社團連署，要求讓扁保外就醫。法
務部證實，這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陳情。如此倒讓人不解了：扁到底何德
何能，雖身陷牢獄，其影響力卻可穿透
那厚厚的圍牆，牢牢地拴住民進黨人的
心？

在 「救扁運動」中， 「獨派」是中
堅力量。儘管馬英九已多次聲明不會特
赦陳水扁，法務部亦澄清陳水扁不符保
外就醫的條件，但 「獨派」依然我行我
素，主要是因為扁已成為 「台獨」的圖
騰。由於這幾年兩岸關係越來越密切，
民進黨的兩岸主張也有向中間靠攏的苗
頭。在 「獨派」眼裡，民進黨終究是不
可靠的，遂寄望於扁。2008 年扁家在海
外洗錢的罪行曝光，但扁卻辯稱這是為
了 「台獨建國」，讓 「獨派」感激涕零

。而且扁父子還於 2010 年 「五都」選舉中成立 「一邊
一國連線」，宣揚 「台獨」思想，令 「獨派」如獲至
寶，更加大了 「救扁」的力道和聲勢。尤其最近正值
民進黨舉行黨魁選舉， 「獨派」瞅準候選人有拉票的
壓力，遂又掀起救扁議題，逼 「未來黨主席」表態。

這次角逐黨魁的一眾候選人中，蘇貞昌的勝算最
大，而其 「挺扁」立場也最模糊，自 2009 年與蔡英文
一起探過扁後就未再對扁 「噓寒問暖」了。不過，上
月他親赴監獄看扁，近日又表明支持扁保外就醫，以
向 「獨派」表明心跡。蘇貞昌的 「反常」舉動固然有
選票的考慮，但細究之下，扁蘇枱面下恐有糾纏不清
的關係。扁案曝光伊始，民進黨意欲與扁切割，扁女
陳幸妤一句 「誰沒拿過我爸的錢」，即令民進黨人改
變初衷。後來扁幕僚又爆料，陳水扁曾資助黨內同仁
選舉，價碼分別是謝長廷選台北市長4000萬（新台
幣，下同）、蘇貞昌選台北縣長（現新北市）2000
萬，以及高雄市長陳菊辦 「愛河活動」1400 萬
等。這些大概只是冰山一角，扁家不過是要
「殺雞儆猴」，警告民進黨人切勿輕舉妄

動。

瀾瀾觀觀
隔海 總統府午夜槍響

居民登陸任教 陸委會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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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總統府」 正大門午夜傳槍響。
一名負責執行 「總統府」 正大門勤務的士
兵，3日凌晨3時在崗哨上以執勤用步槍抵
住心窩自戕，子彈貫穿左胸，經緊急送台
大醫院後，4時左右已無生命跡象。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 3 日報道：台
「憲兵」司令部政戰主任鄭升陽3日清晨證實，負責
「總統府」正門衛哨的士兵高鈺杰，清晨3時在崗哨

上開槍自戕，經鄰哨發現後，送往台大醫院，搶救無
效，宣告不治。軍方初步研判，高可能因為前陣子與
女友分手，一時受到情緒因素影響而自殺。

站哨衛兵疑受感情困擾
台 「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表示，相關細節由

「憲兵」司令部對外說明，府方已於第一時間啟動緊
急應變作業。軍方針對這起疑似站哨衛兵自戕案，已
成立專案小組展開調查。據悉，這是首度有士兵在
「總統府」正門衛哨開槍自殺。

據稱，這名高姓士兵3月6日才到部隊報到，服
役不滿兩個月，3日凌晨3時多在執行 「總統府」正
大門衛哨勤務時，突然拿手持的T91步槍對自己的胸
口開槍，雖然其他衛哨立即施以急救，且送往台大醫
院，但還是宣告不治。

「憲兵」司令部表示，司令部已經和高姓士兵的
家屬接觸，初步了解當事人休假回家都沒有任何異常
狀況，在部隊裡的生活也正常，自戕原因可能和感情
因素有關，應該只是個案。

綠委嘲自殺率高於戰死率
不過，由於 「總統府」正大門是馬英九進出 「總

統府」必經之路，發生這樣的事情，還是不免讓人擔

心馬英九維安是否出現漏洞。台灣軍方已成立專案小
組協助軍檢調查真正肇因，未來如何防範相關問題，
也是今後要檢討與努力的目標。

另外，針對 「總統府」發生衛兵舉槍自盡事件，
引起藍綠立委關注。國民黨立委林郁方對此表示，相
關單位若是掌握士兵有情緒不穩的情況，應該先將他

暫時調離崗位。
對此軍方表示，將會加強管理。而民進黨立委蔡

煌瑯則批評軍方自殺比例偏高，他說，今年到現在為
止，已經有8位軍方弟兄自殺， 「我們阿兵哥自殺比
人家去打伊拉克戰爭死亡率還要高，這已經不單是部
隊管理問題，而是 『國安』問題。」

執勤衛兵自戕身亡

【本報訊】綜合中評網及台灣媒體3日消息：台
灣陸委會最近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交台灣居民
違法擔任大陸公職名單，當中並沒有北京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巫和懋和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
究中心任教的霍德明。陸委會3日表示，台灣居民在
大陸擔任教職，不會受到處罰。

「特聘」或「特邀」不觸法
針對現行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台灣人不得

為大陸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成員或擔任其他任何
職務的問題，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3日下午說，陸委
會是以職務的角度來看，以特聘或特邀來作區隔，因
為特聘或特邀在許多權益上，與政協委員的概念是有

區隔的，所以特聘與特邀並不是正式的職務。
劉德勳說，因為這在內涵上是有差別的，例如很

多是不能參加投票的，不能參加表決，很多在權益上
的不同。因此不是大陸所講正式的政協委員身份，有
些只能參與提案，或是參與一些會議表達意見。

劉德勳說，在教職部分，已經跟教育部討論過，
在送到 「立法院」的169人名單中，沒有列入要去後
續處理，有專任教職的3人都沒有行政職，有行政職
的要另外去處理，兼任不是要去討論的對象。

台灣 「國安局」於 3 月 26 日在 「立法院」公布
資料，指掌握169人到大陸從事公職， 「立法院內政
委員會」決議要求陸委會1個月內交出名單並盡速裁
罰。 「國安局長」蔡得勝說， 「叛逃軍官」黃植誠、

林賢順都曾擔任政協委員，目前只有林賢順還擔任政
協委員。當年叛逃、目前擔任世界銀行副總裁的林毅
夫也在名單中。

169人名單中包括地方政府政協委員或特邀政協
委員73人、各級法院特邀調解員或陪審員63人、各
地仲裁委員會仲裁員14人、各地政府人大特邀代表5
人、加工出口區農業創業園區副主管4人、各省市外
圍團體委員4人、大專院校編制內教師3人、全國政
協委員1人、終極法院涉台事務顧問1人、地方政府
顧問1人。

根據島內 「兩岸關係條例」規定，前往大陸擔任
黨、政、軍職務或教職者，可處以新台幣十萬至五十
萬元罰款。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3日消息：對於近日有
媒體呼籲兩岸共同維護南海主權，台灣陸委會副主
委劉德勳3日說，南海是 「中華民國」固有疆域，沒
有和大陸進行合作可能性。

劉德勳下午在陸委會例行記者會回應媒體提問
，作上述表示。媒體問，若南海島嶼主權遭佔領，
政府有何作法；他說，在維護領土與主權方面，
「國防」力量要再加強。

南海資源部分，劉德勳則說，台灣方面主張以
和平互惠方式共同開發南海。

此外， 「國防部副部長」趙世璋3日表示，在東

沙、太平島部署地對空飛彈，有後勤維保不易等問
題，在南海政治複雜敏感時期，武器部署應以維持
現狀為宜。趙世璋上午到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列席備詢，報告時做上述表示。

軍方：不宜部署飛彈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日前凍結 「國防部」

「一般裝備」經費新台幣2億元，要求 「國防部」就
「東沙島和太平島部署陸射天劍一型或檞樹防空飛

彈規劃情形」提出專案報告後，才可動支。
「國防部」書面報告指出，東沙島原本部署檞

樹飛彈車2部等裝備，但海巡署沒有保修能力，因此
2001 年回運，如果未來東沙、太平島要恢復部署檞
樹飛彈，也會面臨後勤維保不易的問題。

趙世璋說，在東沙、太平島部署短程防空飛彈
可能引發政治爭端，甚至影響相關單位定期偵巡及
以人道援助名義執行海、空運補任務，因此，武器
部署以維持現狀為宜。

最後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讓相關預算
解凍，但要求 「國防部」6個月內，在東沙與太平島
完成部署快炮與迫擊炮。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質詢時表示，台灣花那麼多
的代價守護太平島，就是為了石油。他說，軍方是
不是必要時不排除派艦維護鑽探石油工作的進行？
趙世璋說，不排除派艦，只要有需要的話， 「國防
部」會與海巡署進行協調，並擔任應援的工作。

陸委會：維護南海不需兩岸合作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馬英九3日下午
在府內接見參加 「共創兩岸和平紅利論壇」的兩岸學
者專家，其中還包括在大陸非常有名的作家韓寒。馬
英九表示，兩岸關係在過去4年裡，已經得到許多和
平紅利，雖然還有些問題一時不能解決，但只要能以
和平、理性、互惠的態度面對，兩岸關係一定會更好。

馬英九表示，他上任後努力改善兩岸關係，大致
上已經得到和平繁榮的結果，因為他提出維持台海
「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在 「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過去4年兩岸
已經簽署 16 項協議，透過這種方式，讓兩岸以尊嚴
、互惠、和平的方式推動交流，也讓台灣有更多參與
國際活動的空間，形成良性循環。他強調，兩岸相隔

62年，能夠拿出智慧用非武力的方式解決問題，讓他
感到非常欣慰。未來如果繼續努力，可以看到更多
「和平紅利」。

「共創兩岸和平紅利論壇」由遠見雜誌舉辦，邀
請台灣的 「民主基金會」，以及 「歐美同學會 2005
委員會」的兩岸學者專家參與，有不少大陸 「海歸派
」學者出席。其中還包括在大陸相當有名的作家韓寒
。馬英九在和韓寒握手會晤時，額外引起台灣媒體的
關注，馬英九還說了句 「久仰」，現場氣氛輕鬆。

媒體報道，馬英九下午會見此次活動的相關學者
，除了韓寒外，還有遠見創辦人高希鈞、創意工場董
事長兼執行官李開復。另外大陸人員方面，則有德福
資本創辦人李振福、UT斯達康創始人薛蠻子等人。

馬英九晤韓寒 笑稱久仰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3日消息：根據島內電
影主管機構最新發布的報告，2011 年是 20 年來台灣
電影最繁榮的一年，共有4部自產電影票房突破億元
（新台幣，下同），台灣電影在島內的市場佔有率達
17.5%，是上年的2.4倍。

這份電影產業報告指出，去年觀影人數達600萬
人次，為2010年的3.15倍，總票房金額約15億元。
其中，《雞排英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及《賽德克．巴萊─彩虹
橋》等4部電影票房超過億元。

台灣電影票房的 「井噴式」增長與大陸市場的開
放密切相關。根據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大陸取消對台灣電影進口配額限制。

去年共有5部台灣電影乘ECFA東風 「登陸」上

映，分別是《雞排英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
孩》《翻滾吧！阿信》《殺手歐陽盆栽》與《愛到底
》，總票房約5億元。此外，共有9部兩岸合拍的電
影在大陸上映，票房收入達18億元。

島內行政機構負責人陳衝表示，電影產業被視為
文創產業的火車頭，雖然台灣電影觀影人數及總票房
顯示出一些成果，但仍為 「點的呈現」，未來如何
「從點到面」，利用華人市場及ECFA優勢，進行人

才培養，是台灣電影產業努力的重點。
台灣當局 2009 年推出 「電影產業發展旗艦計劃

」，由當局投入部分資金並吸納民間資本對台灣電影
製作予以補助，為台灣電影產業注入了活力。另悉，
台灣導演魏德聖執導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將於本
月在大陸上映。

受惠ECFA 台電影票房井噴
【本報訊】據中央社花蓮縣3日消息：1名大陸女遊客

3日下午在太魯閣公園區燕子口步道徒步賞景時，疑似一時
失神走在路中央，被遊覽車撞上受傷，經送醫院檢查發現身
上有多處骨折，所幸無生命危險。

花蓮警方表示，這名來自大陸廣西的女遊客王桂英，下
午3時許在燕子口步道徒步賞景時，可能是一時失神走到路
中央，結果被通行的1輛遊覽車撞上，隨後被救護車緊急送
往花蓮慈濟醫院，檢查發現左右小腿、左手臂、骨盆腔有骨
折現象，經院方治療後，意識清楚、生命跡象穩定，目前送
進加護病房觀察中。

花蓮警方初步調查後懷疑，可能是陸客未遵守交通規則
而發生意外，警方指出，最近太魯閣公園區內已發生多起交
通意外，雖然並不嚴重，但希望帶團的導遊多向陸客宣導交
通安全規則，以避免再度發生交通事故。

陸客太魯閣被車撞傷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為因應強風、豪雨可能
帶來天然災害的緊急需求，台灣農糧署特別配送11萬公斤
米糧，進駐南投縣的仁愛、信義與水里等偏鄉各村里與山
區部落來儲放，希望在萬一發生災害時，適時提供糧食，
以安定民心。

據透露，台灣氣象局預測今年第一道梅雨鋒面即將來
到，颱風防汛期緊接着將到來，台灣農糧署中區分署，根
據往年經驗，為了因應強風與豪大雨可能帶來天然災害的
緊急需求，特別依照 「島內糧食救助要點」，免費提供給
縣市政府申請災害儲備米糧，第一批共計有11萬公斤儲備
白米，將陸續運往南投縣的仁愛、信義與水里等偏鄉各村
里與山區部落來儲放；這些白米平時由各鄉鎮公所指定專
人管理，並會派員定期檢查盤點，當萬一發生路毀橋斷的
災害時，就可依規定提供給民眾應急。

11萬公斤米糧進駐偏鄉防災

▲ 「總統府」 3日凌晨發生正門衛哨 「憲兵」 持槍自戕事件。軍方已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派專業
人員協助輔導有心理問題的官兵。 中央社

▲馬英九（右）3日在 「總統府」 接見 「共創兩
岸和平紅利論壇」 與會貴賓，與大陸知名作家韓
寒（左）握手致意。 中央社

▲台灣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劇組
人員上月來香港參加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典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