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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放寬大陸港澳人士逾留規定

教育界責三限六不官方稱盡快調整

■台開展「世界無煙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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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學年度台灣高校招收大陸碩博士
生分發榜單31日放榜，今年共核定招收
575人，實際放榜錄取人數329人，招生
缺額率超過四成二，還有部分學校錄取掛
零。招生不如預期，台教育界歸咎於宣導
不足及受限 「三限六不」 政策。對此台教
育官員表示，對 「三限六不」 的檢討調整
，已經呈報「行政院」，會盡快對外公布。

簡訊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一日消息：在前任
「財政部長」劉憶如因無法接受國民黨版 「證所稅

」閃辭後，台灣 「行政院」31 日近午火速宣布，將
由前 「財政部」次長張盛和（下圖）接任，消息傳
出，政商界多持肯定期待，台股受此消息激勵，原

先下跌大盤、突然反轉走勢，收盤前5分鐘更爆大量
，尾盤急拉62點收紅，攻上7300點大關。

基層做起 賦稅資歷完整
31 日中午， 「行政院」發言人胡幼偉主持院會

記者會突然宣布， 「行政院長」陳冲已決定請前
「財政部」政務次長張盛和出任 「財政部長」一職

，目前正送請馬英九核定。
根據資料介紹，張盛和現年 63 歲，畢業於台灣

大學商學系、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及美國愛荷華大
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張盛和在 「財政部」工作 30 餘年，從基層的稅
制委員會科長、專委到執行秘書一路升遷，之後任
賦稅署署長、常務次長、再轉任政務次長。直到今
年2月卸下政務次長的職務。

藍肯定 橘不滿 綠觀望
正是由於張盛和賦稅資歷完整，對稅務的行政

、理論跟實務都相當熟稔，外界對於他接掌 「財政
部」大多給予肯定。

外界預料，張盛和上任後，必須馬上面對 「證
所稅」這個燙手山芋，據稱，由於張盛和跟藍綠關

係都很好，使得外界對這位新上任部長充滿期待，
希望能讓備受爭議的 「證所稅」推動更為順暢。多
位國民黨立委指出新部長要重視跟 「立法院」的溝
通。

不過，親民黨 「立院」黨團總召李桐豪在聞訊
後卻相當不滿、大罵 「官僚」，他批評陳冲大打安
全牌，想用官僚做租稅改革。

對張盛和是否會有大刀闊斧的財政改革動作，
民進黨黨團副幹事長黃偉哲認為還須觀望。

相對於政界的不同看法，台灣股市在新 「財長
」名單出爐後，卻出現戲劇性變化。

原先 31 日開盤，一路震盪下挫、盤中更一度重
挫逾百點，但是新 「財長」人選出爐，買盤隨着進
場，指數跌幅收斂，尾盤更是硬拉台積電、開發金
、富邦金、日月光等權值股，臨收前最後一盤硬是
拉升62點，指數重上7300點大關、收在7301.5點，
成為亞太股市中最抗跌者。

推動「證所稅」要有耐心
即將接任 「財政部長」的張盛和，在首次面對

媒體談到 「證所稅」時強調，大家要有耐心，循序
漸進。

他說， 「證所稅」有多個版本，目前沒有一個
方案是完美的，但如果有了多數的共識，就是好方
案。

據稱，為盡快完成 「證所稅」的溝通整合工作
， 「行政院長」陳冲31日晚間在官邸舉行便當會，
邀請國民黨團3長及 「立院」財委會立委參加，針對
「證所稅」不同版本的差異，就原理和可行性等方

面進行討論。

張盛和接任財長
激勵台股暴衝收紅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國
民黨 31 日發布高雄市等 9 個縣市黨
部主委、副主委的人事調整案，文
傳會主委莊伯仲說明，此次人事調
整有三大特色，包括年輕化，平均
年齡不到50 歲；專業化，多具碩博
士學歷，且有完整的地方經歷及選
戰經驗；內升拔擢，鼓勵專職同仁
經營選區，深耕地方、扎根基層。

在這一波國民黨人事大調動中
，台南市議員謝龍介被委以重任，
是唯一一位民代兼任黨職，接任台
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坦承台南是
艱困選區，需要更貼近民意，亟需
培植人才，尋找更多形象好、年輕
化的新面孔，為 2014 選戰做周全準
備。

另外，這次人事調動，有兩名
中央黨部副主委，包括原行政管理
委員會副主委李哲華、原組織發展
委員會副主委張雅屏，到基層出任
縣市黨部主委；莊伯仲說，希望他
們能夠深耕地方、扎根經營。

國民黨縣市黨部主委的調整布
局將分階段進行，首批發布的人事
調整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彰化縣
、新竹市、南投縣等9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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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一日消息：據台灣監察
院公布的官員財產申報資料，台灣的駐外人員身家豐
厚，生活普遍優渥，其中駐美代表袁健生身價破億元
（新台幣，下同），駐以色列代表張良任的存款高達
4800萬餘元。

台灣監察院31日公布《廉政專刊》第37期，根據
財產申報資料，駐美代表袁健生與妻子吳垣玲名下存
款有4601萬7895元、有價證券4834萬4194元，以及2
間房子在美國；其中加州的房子在2002年取得價格為
2551 萬 2750 元，華盛頓 DC 的房子則是在 2005 年 4 月
購買，價格為1050萬5250元。

另外，袁健生夫婦名下還有鑽表、鑽戒、翡翠戒
指、南洋珠戒指、古董掛金表、油畫以及國畫，總價
值為511萬2750元。

至於張良任與妻子陳麗慎，存款有4846萬6276元
、有價證券70萬7785元，以及土地4筆、建物2筆。

駐印尼代表夏立言與妻子鄭麗園名下存款有 1251
萬 4185 元、有價證券 1527 萬 8803 元、土地 25 筆、建
物6筆，以及房貸2600萬元。

駐澳洲代表張小月存款1123 萬5559 元、基金8 萬

5081元，房子2間分別位於台北市中正區與高雄市左營
區，房貸162萬3825元，以及債權1980萬3980元，原
因為借錢予親戚買房子。

駐德代表魏武煉與妻子胡靜玉的存款有 2870 萬
2179元、有價證券487萬3991元，以及1間房子含車庫
位於新北市永和區。

台駐外人員身家豐厚
駐美代表財產破億台幣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三十一日消息：台灣高
教界認為，受制於台灣當局對大陸學生的 「三限六不
」政策，即限制採認的高等學校、限制來台大陸學生
總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認；不加分優待、不影響島內
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期間工作、
不會有在台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等，陸
生來台人數始終無法大幅增加。台灣教育部高教司長
何卓飛對此表示，目前正在調整技術性限制，近日公
布結果。

台灣去年首度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研究所，由
於匆匆上路，碩博士班錄取人數僅248人，缺額率高
達62%。今年共核定招收575人，實際放榜錄取人數
329 人，比去年增加 81 人；其中碩士班總計 34 校錄
取299名，博士班14校共錄取30人，招生缺額有246
人，缺額率為42.8%，還是不如預期。

台大錄取最多 電子工程熱門
今年錄取最多陸生的學校仍是台灣大學，共錄取

86人，其次是政治大學42人、新竹清華大學28人、
成功大學25人、中央大學16人、輔仁大學15人、台
灣科技大學14人、交通大學13人、中山大學13人。

統計今年的錄取生，來自廈門大學 31 人最多，

浙江大學也有29人。錄取最多的學類是電子工程44
人，財務金融與企業管理也是陸生優先選擇的熱門科
系，其次是一般法律以及中文、經濟、新聞學類。

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總幹事、南台科技
大學教務長張鴻德表示，今年陸生研究所招生新增
「備取遞補機制」，採兩階段放榜；加上是第二年辦

理招生，愈來愈多陸生知道相關訊息，是錄取人數增
加的主要原因。不過，整體來看受限於宣導及 「三限

六不」限制，核定與實際招生名額還是有差距。張鴻
德建議教育部門應盡速鬆綁 「三限六不」政策，同時
開放更多大陸省市及高校的學生可以報名，才能吸引
更多優秀陸生願意來台就讀。

對此，何卓飛表示，對於 「三限六不」的檢討調
整，已提報 「行政院」，會盡快公布；對於部分招
生不理想的學校，也會在明年核定招生名額時進行
調整。

【本報訊】據中評社報道，台灣 「行政院」院會
31 日上午通過陸委會所提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與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陸委會說，針對進入台灣的大陸或港澳人民，
包括學生，考慮到如果偶因疏忽未依期限辦理延期，
致逾期居留，而且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若依
現行規定強制出境後，再申請入境，徒增當事人及行
政的成本，修法增訂經處罰後，得重新申請居留，無
需強制出境之相關規定。以上修法將函請台灣 「立法
院」審議。

陸委會指出，修法方向主要是完善大陸地區人民
與港澳居民收容、強制出境制度以及建置逾期停居留
之裁罰機制，以符合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於人身自由保障之精
神。

陸委會說，配合 「入出國及移民法」已於 2011
年 12 月 9 日修正相關規定，為進一步賦予大陸及港
澳地區人士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刪除違法逾期居留
被強制出境前暫時收容得令受收容人從事勞務之規定
；另增訂延長、廢止收容之相關規定，並賦予受收容

人對於收容之方法、程序及其他侵害利益情事之即時
救濟途徑。增訂主管機關對於逾期停留、居留之大陸
地區人民或港澳人民，得處罰鍰，及逾期居留未滿
30 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處罰後，
得重新申請居留，無需強制出境之相關規定。

陸委會曾在 2008 年 3 月宣布 「大赦」當時在台
灣逾期居留的近4千名大陸籍配偶，考量原因是大陸
籍配偶可能不了解相關規定及程序，或因資訊不足，
錯過申請延期時間。

【本報訊】據中通社消息：島內媒體31日透露，台灣
當局就面板（顯示屏）產業進駐大陸建廠的相關政策有望於
本周解禁。業界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台灣空有人才與技術，
若政府再阻撓業界西進搶佔生產線與市場，又將使台灣產業
再一次落後於韓國身後。

同日出版的台灣《商業周刊》指出大陸光電行業在台灣
人才的幫助下，使行業內的 「台韓之戰」逐步變成 「中韓之
戰」。

由於台灣方面擔心有關面板的核心技術在進軍大陸後失
去獨家競爭優勢，故在該行業西進大陸的步伐上一再停步。
不過，政策不動人在動。早前就有大陸面板廠從台灣高薪挖
走約200多名精英科研人才，業內人士認為，台灣的人才流
失，或與台灣政府不開放面板產業登陸，導致業界精英缺乏
舞台所致。《商業周刊》指出，大陸已由面板第一大市場逐
步發展成同時兼具第一大工廠，銳意挑戰韓國的行業壟斷地
位。

面對人才流失，市場又遭逢強敵挑戰，台灣面板業促請
政府加快行業登陸鬆綁，使台灣業界可借助大陸的生產力及
市場搶得生機。島內媒體31日引述消息稱， 「行政院」已
收到經濟部呈報的大陸投資負面表列項目修正草案，這波產
業登陸鬆綁，包括開放面板有條件西進，光電、半導體業、
公營銀行、建築等行業都將受惠。

工業及信息化部副部長婁勤儉，早前帶領大陸信息產業
團訪問台灣時也曾強調，現在是台資面板廠赴內地投資最佳
時機，敦促台灣開放面板產業登陸。

台面板業界促加快西進

31 日是 「世界無煙日」，台北市士林區 「蘭雅無煙公
園」於當日揭牌（上圖），成為該市 2008 年推進 「無煙公
園」建設以來確認的第28個 「對吸煙說不」的公園。

近年來，台灣大力推廣禁煙舉措。自台灣 「煙害防制法
」修正案2009年1月實施以來，凡是有屋頂的公共場所嚴禁
吸煙，校園、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社教機
構的室內外空間則全面禁煙。修正案實施以來，台灣二手煙
暴露率持續下降，吸煙人口減少約42萬人。但是，男性吸
煙率仍達 33.5%，每年估計仍有 1.8 萬人可歸因於煙害死亡
。當局表示除禁煙措施外，還應加強實施推廣戒煙、倡導民
眾遠離煙害等策略。 新華社

▲位在北京郊區的望京科技園區，規劃出 「台灣青年創
業基地」 ，專供40歲以下的台灣人前往創業。當地31
日為4家進駐的台灣文創及科技業者一同掛牌 中央社

嘉義地區一群眷村子弟為了保留眷村影像，蒐集數百張
眷村老照片，將自6月2日起在佛光山嘉義會館展出，同時
發起 「尋找影中人」活動，希望找回昔日一起長大的眷村夥
伴。

策展人賴台生表示，這群眷村子弟有感於眷村改建後，
眷村文物大量流失，為了保留珍貴的眷村文物，於是策劃舉
辦 「浪淘沙─眷村老照片展」，展期至6月24日。賴台生
指出，這項活動自去年10月起，透過各種管道及網絡宣傳，
徵求嘉義地區的眷村老照片，經過近半年的努力，共收集數百
張眷村老照片，最後挑選出152張重新掃描、放大展出。

這些眷村老照片內容琳琅滿目，分為：金戈鐵馬、關關
雎鳩、瓜瓞綿綿、青青校樹、投筆從戎、情繫眷村6大單元
，記錄台灣30年至60年的眷村生活點滴，讓參觀者可以一
窺竹籬笆內的風情。展覽結束後將集結出書，保留珍貴的眷
村影像。 中央社

■眷村子弟發起老照片展

近日一段名為《Street Love》的影片成為台灣社會的熱
門話題：一條行人罕至的巷道上，一名年輕美女裹着棉被獨
自躺在一張床墊上，露出香肩，一名男子走到女子身邊並脫
光衣服，裸身鑽進棉被抱美女調情，並做出一連串 「愛的動
作」，其間十多名途人經過現場，表情各異。

台灣警方30 日找到影片男主角楊士毅，依 「妨害風化
罪」將之移交法辦，但楊否認公然猥褻，辯稱所進行的是行
為藝術，主要想凸顯人與人冷漠的感情，重申 「並沒真當街
做愛」。否認有關表演涉及淫穢，重申當天他用膠帶貼住重
要部位，女主角在棉被裡也有穿衣。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出如果拍攝時或在網上公開發放時
而致生殖器裸露，都會觸法而遭判刑。有關行為可被判 「公
然猥褻」的刑責，最高可判1年以下徒刑、拘役或3000元新
台幣的罰金。 中通社

■台男街頭藝術惹官非

▲金門莒光樓展示廳被偷的胡璉青天白日勳章，經大陸
公安單位破獲，31日在金門縣長李沃士（中）見證下，
台刑事局派員交給金城警分局長潘錫輝（左4） 中央社

▲2011年9月首批陸生來台，崑山科技大學舉行新生訓練 資料圖片

◀台灣駐
美代表袁
健生夫婦
與美國在
台協會主
席薄瑞光
（中）合影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