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璉勳章竊賊刑責引熱議

南京美齡宮將進行80年來首度大修

在台犯案逃回大陸 台媒憂不了了之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星期三A23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黑龍江省喬姓陸客月前涉嫌偷竊金門莒光樓展示胡璉將軍青天白日勳章，在大陸被
人贓俱獲，失物也已送返金門，可是有台媒擔心，喬姓犯嫌可能因兩岸管轄權問題而逃
過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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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聯手打
擊犯罪活動最近
又傳捷報。上月
已故金門防衛司
令 胡 璉 將 軍 的
「青天白日勳章

」在台灣金門莒光樓展出期間遭竊。金
門警方隨後表示，經調查後已鎖定76歲
黑龍江籍喬姓男子為重要嫌疑犯，該男
子於案發當天隨團首次來台旅遊，在參
觀莒光樓時僅用 2 分 20 秒就盜走這枚價
值不菲的文物勳章。大陸警方在接獲台
灣警方的通報後立即展開追捕行動，並
在案發後第三天在喬姓男子搭乘的火車
上人贓並獲。

當人們驚嘆兩岸警方合作破案效率
之高時，島內有媒體質疑：偷走胡璉勳
章的竊賊在大陸是否會受到刑責？倘若
不了了之，那豈不是變相鼓勵大陸遊客
來台犯罪？台灣媒體的疑慮主要源於兩
個方面：一是大陸方面通報了破案結果
，並把胡璉勳章歸還給台灣，但至於如
何處置竊賊，台灣方面似乎沒有得到相
關資訊；二是島內有檢察機關表示，依
據大陸法律，盜竊罪是 「屬地管轄」，
喬姓男子在台灣犯案，大陸不會主動管
轄，只要交出贓物就算結案。

兩岸司法互助一直以來都是雙方交
往中頗受關注的重要議題。因為兩岸在
社會和經濟往來不斷增加的同時，兩岸
間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數量、涉案金額也
日趨增加。在兩岸司法機關還未建立正
式合作機制的年代，不少跨兩岸犯罪團
夥就利用這一灰色地帶，大肆實施拐賣
、販毒、洗錢、走私、詐騙等極端惡劣
的犯罪行為。1990 年 9 月兩岸分別授權
雙方紅十字組織於金門簽署了關於遣返
私渡者和刑事犯罪嫌疑人的 「金門協議
」。但直至 2009 年 4 月兩岸司法互助才
取得重大突破。兩岸簽署了《海峽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明訂
除了遣返刑事犯，還包括經濟犯，最重
要的是，詳列了司法互助的內容，包括

協助調查取證、罪贓移交、送達文書等。
然而，大陸遣返的台灣犯人多是在台灣犯案後潛

逃到大陸的，而台灣遣返的大陸犯人多是在大陸犯案
後潛逃到台灣的。至於大陸人在台灣犯案後逃回大陸
的，台灣警方要緝捕歸案，似乎鮮有聽聞。因為這又
牽涉到 「己方人民不遣返」原則。據悉，當年兩岸簽
署 「金門協議」時，台灣方面將兩岸之間的遣返移交
等同國與國之間的引渡，堅持 「己方人民不遣返」、
「政治犯不遣返」、 「宗教和軍事犯不遣返」等原則

，為遣返設置了許多人為的障礙。如今根據 「己方人
民不遣返」原則，大陸無須把偷胡璉勳章的竊賊送交
台灣。當然，這不等於該竊賊無須受到刑責，相信大
陸警方會有處理該案的程序。不過，台灣方面的擔心
並非杞人憂天。隨着兩岸交通日趨便利、兩岸同胞往
來限制日益減少，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大陸居民到台灣
旅遊、經商和求學。假如大陸人在台灣犯案後逃回
大陸後便相安無事，則不利兩岸治安與和諧。看
來，大陸人在台犯案後逃回大陸，又或是台灣
人在大陸犯案後逃回台灣等案件將為日後兩
岸進一步加強司法互助提供了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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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國家文物保護單位 年久失修破敗不堪

【本報訊】據台灣旺報5日報道，大陸觀光客在
金門竊取胡璉將軍青天白日勳章一事，金門警方已經
依竊盜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但金門地檢署承認，這
個案子辦不下去，最後只能不了了之；依據大陸的法
律，這個人在台灣犯案，大陸不主動管轄，最後就是
沒刑責。

竊盜罪是「屬地管轄」
黑龍江76歲喬姓男子，利用到金門觀光機會，5

月4日在金門莒光樓展覽廳，撬開兩個螺絲，取走裡
頭的青天白日勳章。金門警方事後依監視器畫面、小
三通X光儀的紀錄、入出境登記，確認涉案人之後，
移請大陸公安部代查。5 月 7 日，公安部在廈門通往
哈爾濱的火車上，找到喬姓男子，起出青天白日勳章
，並於5月31日歸還台灣。

但大陸的媒體並沒有報道，這名喬姓男子會涉及
什麼刑責。福建一不願具名的律師說，依大陸《刑法
》，竊盜罪是 「屬地管轄」，也就是說，案發地點在
金門就歸金門管，北京不管，哈爾濱也不會管。所以
，這名喬姓男子在大陸的法律層面，是無法可管，交
出贓物就算了事。

台商憂變相鼓勵犯罪
有台商看到這則新聞後質疑，如此一來，等於變

相告訴大陸同胞，到台灣犯竊盜罪，只要能安全逃回
大陸， 「拚得過就是你的」，下次可以考慮去偷台北

故宮的翠玉白菜了。
金門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周士榆日前指出，如果喬

姓男子於離境前被逮，台灣方面當然具有管轄權。不
管美國人、法國人或大陸人，在台灣涉偷竊都歸台灣
管，但此案很特別，嫌犯是回到大陸之後才被發現，
現在金門警方連傳喚當事人的機會都沒有，案子到了
地檢署，檢察官還要再送達文書、傳喚偵查，可以想
見，一定傳不到案，最後只能發布通緝。只要喬姓男
子此生不再入境台灣，這紙通緝令毫無作用。

廈門的大陸籍律師許瓊琳解釋，大陸法律認知並
非視台灣為 「境外」，所以大陸《刑法》竊盜罪對此
事此人是否有管轄權，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層面，特別
複雜。但他認為，類似台灣人在大陸涉案再跑回台灣
，或者大陸人在台灣犯法又回到大陸，案例愈來愈多
，兩岸司法單位有必要提早因應。

周士榆也表示，現在的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並未
就雙方偵查中案件達成互助共識，他會在法務部的兩
岸工作小組會議中，提出這個青天白日勳章案例供內
部參考，以因應兩岸交流頻繁下的新局勢。

兩岸或需再協商溝通
陸委會指出，《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助協議》第6條第3項規定 「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
切利益等特殊情形，得視情決定遣返」，這是兩岸參
考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慣例與精神，納入 「政治犯、軍
事犯及宗教犯不遣返」、 「己方人民不遣返」原則，
作為兩岸協議的屬性，喬嫌因在台犯罪，大陸對他沒
有管轄權。台法務部則表示， 「己方人民不遣返」原
則是根據國際慣例，兩岸犯罪情事可能會愈來愈多，
未來將透過兩會協議時期進行溝通，阻絕犯罪發生。

非法導遊接待陸客 台加重處罰

【本報訊】據中通社5日報道：國民黨台北市議
員賴素如5日召開記者會，揭發該市教育史上最嚴重
的性侵害事件，指某初中一名胡姓課外活動男教師
涉嫌對未成年男童伸出狼爪，將該校最少12名男童
帶往教會供其淫辱。警方同日下午坦言，隨着案情
的進一步深挖，不排除再添受害者。

警方表示，上周接獲校方反映，指有家長投訴
校內任教柔道的胡男疑似性侵其子，經追查後發現
案情嚴重，並於 5 日凌晨將 47 歲胡姓男子逮捕，案
件仍在進一步偵訊中。警方消息稱，由於胡男曾任

教多家不同學校，懷疑受害學生遠超過12人，甚至
不排除有台北市以外的學生也是受害者。

關注事件的賴素如表示，一名受害者母親意外
在其子的臉譜（Facebook）中發現兒子與胡男的對話
，發現自稱 「胡爸」的胡男在臉譜中數度要求學生
替他手淫，同時還會在隔天詢問學生的感受，同時
還會說出 「我是爸爸，這樣做沒關係……」、 「我
以前是醫生，這是幫你做健康檢查……」、 「這樣
可以幫助你長大……」等言詞，讓學生毫無防備，
任其淫辱。

事件曝光後轟動該校園，因為胡男平日與學童
關係相當密切，胡更聲稱在教會服務，自稱是 「牧
師」，在外人眼中，就是一位熱心助人的好老師、
好長輩。但他卻假藉關懷名義，經常透過集體活動
，或給零用錢方式，將學生帶到教會，不僅多次撫
觸學生下體、幫學生 「打手槍」，甚至對學生 「口
交」及 「肛交」，僅在其目前所任教的學校內就已
發現最少12名受害學生。

警方初步消息稱，受害男生大多是來自家境清
寒的弱勢家庭，胡常會給這些學生300元（新台幣，
下同）、1000 元的零用錢， 「這樣很容易就取得學
生對他的信任，胡再伺機下手。」有受害的男學生
表示自己不只一次遭受性侵，因胡是學校的老師，
不敢向校方求援。

台北狼師誘姦逾12男童

【本報訊】據中通社5日報道：全球經濟景氣前景未明
，2011年全台五千大企業表現也受到影響。中華徵信所4日
公布，全台5千大企業去年的企業營業收入總額，僅新台幣
32.95兆元，比上年縮水了1.4兆元；而稅後純益方面更較前
1年衰退3成，從2.02兆元下滑到1.38兆元。

中華徵信所表示，以目前全球景氣趨勢來看，預估今年
5千大企業表現將進一步下滑。

中華徵信所總經理張大為指出，大型企業做為台灣經濟
的領先指標，觀察 2011 年除了無線通信和電腦製造業外，
電子上中下游產業幾乎包辦了主要衰退的產業族群， 「這是
台灣全球競爭力的危機訊號」。

根據調查，去年營收第一的仍是鴻海，約新台幣 2 兆
7733億元，連續7年蟬聯全台營收第一名；在 「獲利」方面
，台積電雖然去年稅後純益從新台幣 1616 億元下滑到 1342
億元，但仍領先第 2 名鴻海逾 500 億元，連續 8 年拿下 「獲
利王」、穩坐島內稅後純益第一。

中華徵信所的調查指出，以往營收相當好的電子中下游
產業因受國際景氣波動牽連，去年產業大多呈現衰退；反倒
是機械、汽車等產業成高獲利、高增長的產業。中華徵信所
預估，汽車與機械等產業族群，可望成為台灣未來產業增長
動力，並於 2015 年成為 「兆元產業」的新星，建議當局及
民間對這些有潛力的企業，應給予更多支援及關注。

台五千大企業營收縮水逾兆元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5日消息：台灣當局觀
光主管部門近日查獲一起台灣旅行社以非法導遊接
待大陸遊客的案例，並依據年初修訂後的辦法加重
作出處罰。針對接待大陸居民來台旅遊的台灣業者
，該部門今年已進行105次稽查行動，12家業者被記
點警告，2家業者受到停業處分。

據了解，為遏制旅遊業者針對大陸居民來台觀
光操作 「低價團」，以不合理購物佣金彌補團費，
台觀光部門年初修訂了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
光活動許可辦法」，對台灣接團社派遣非法導遊接

待大陸旅遊團、在既定行程外安排或推銷自費行程
等加重了處罰力度。

近日，該部門查獲修改相關辦法後的首宗案例
。據介紹，涉案的台灣業者填報了不實的導遊人員
資料，並以合法導遊掩護非法導遊接待大陸遊客。
該業者被記點警告1次並罰款新台幣3萬元，同時加
重處罰，停止其接待大陸旅遊團業務1個月。

赴台個人遊人數不如預期
台觀光部門還表示，將針對大陸居民來台旅遊

持續強力執行各項品質稽查行動，相關業者勿心存
僥倖而以身試法。

另據中央社報道，陸客個人遊第2波新增試點啟
動月餘，入境人數不升反降，平均每日入境人數自4
月的 424 人下降至 5 月 285 人。陸委會說，這是開放
初期正常現象，來台陸客將隨時間逐漸增加。

陸委會指出，新開放6個試點城市於4月底啟動
，多數旅客於 3、4 月份已安排旅遊行程，加上新開
放城市的旅行業者對申辦流程、檢附文件、線上簽
證系統尚未熟悉，需要磨合時間，這些都是影響陸
客來台自由行的因素。陸委會表示，觀光局已透
過台旅會北京辦事處，在 6 個新增試點城市加強宣
傳。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五日電】緊鄰南京中山陵的蔣介石與
宋美齡昔日官邸美齡宮，因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官方近期終於
決定將美齡宮收歸政府部門管理，並對其展開竣工80年來的首次
大規模維修。

蔣氏夫婦當年常居地
美齡宮位於南京市區東郊四方城以東的小紅山上，正式名稱

是國民政府主席官邸，1931 年由當時的南京市政府耗資 36 萬銀
元興建，1933年竣工，因蔣介石與宋美齡常在此居住而被稱作美
齡宮。全部建築佔地120畝，風格中西合璧，富麗堂皇，1991年
被國家建設部和文物局評為優秀近代建築，2001年又被定為國家
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室內陳設均按原樣布置，自1984年3月
起對外開放。

歷經80年風雨，如今的美齡宮雖然早已不復當年的神秘，但
走進這座雄偉高大的宮殿式仿古建築，依然可以窺見昔日的奢華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疏於維護，美齡宮內外多處牆壁已經破損
開裂，門窗也銹蝕不堪，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

正門門口停放的一輛由美國政府贈送給宋美齡的 「別爾克」
牌黑色轎車，車身多處已經銹蝕和破損。正門頂部和二樓陽台
「觀鳳台」的出口處，各種精美的彩繪已經逐漸剝落， 「觀鳳台

」的地面也有多處開裂。三樓蔣介石和宋美齡當年禱告的 「凱歌
堂」內，一些老式地板已經開裂和塌陷。旁邊的洗浴室內，頂部
可能因為漏水而出現很大一塊污漬，傳說當年宋美齡正是在此用
牛奶洗浴。

變身豪華餐廳惹爭議
據悉，1949年以後，美齡宮曾被長期用作高幹療養院和接待

重要外賓的賓館，1990年由江蘇省旅遊局發文將其併入國有企業
金陵飯店集團。去年，美齡宮被爆出開辦餐廳達七八年之久，這
一餐廳消費不菲而且訂餐須憑特殊關係，一時間輿論嘩然。很多
專家和市民都呼籲政府收回美齡宮的管理權，並對其進行修繕。

在輿論壓力下，近期美齡宮的管理權終於由金陵飯店集團轉
交至南京市政府下屬的中山陵園管理局。中山陵園管理局副局長
廖錦漢對本報表示，該局已經向南京市文物局申報對美齡宮進行
維修，並委託東南大學建築設計院的專家制定具體維修方案。維
修的主要內容包括對建築進行排險加固，對排水系統進行疏通完
善，以及對各種彩繪進行重新修復。預計維修工期將長達一年，
屆時美齡宮將暫停對外開放。

廖錦漢說，美齡宮自1933年竣工後，僅在20世紀50年代簡
單維修過一次，此次中山陵園管理局決定對其進行大規模維修，
這在80年來還是首次。

▲遭竊的前金防部司令官胡璉將軍的青天白日勳
章上周由台灣刑事局人員帶回台灣 資料圖片

▲美齡宮外景 賀鵬飛攝

▼美齡宮 「觀鳳台」 出口處的精美彩繪已經剝
落 賀鵬飛攝

▲宋美齡洗浴室頂部出現很大一塊污漬
賀鵬飛攝

【本報訊】據中通社5日報道：距離2014年台灣縣市長
選舉尚有兩年，但有關 「寶島第一都」台北市的下任市長人
選就已不斷傳出 「熱門人選」，其中又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之子連勝文 「熱度最高」。在一片熱情的勸進之聲中，連
勝文的母親連方瑀4日 「潑了一盆冷水」，投書媒體首次以
家人身份談及此事，坦言 2010 年槍擊案陰影仍在， 「家人
不敢同意連勝文選北市長！」

有關 2014 台北市長選舉，僅國民黨方面就有多人被指
為 「熱門人選」，包括認為是馬英九 「欽點」的副 「行政院
長」江宜樺， 「立委」丁守中，自行宣布將會參選的國民黨
台北市議員楊實秋，其中最熱門要數連現任市長郝龍斌也出
言力挺的連勝文。

連方瑀：不敢同意連勝文參選

被爆回收廚餘再賣
高雄牛肉麵店結業

【本報訊】據中通社5 日報道：5 月底被踢爆回收小菜
再賣的高雄 「大牛牛肉麵」，在撐了 10 天後，終於關門。
陳姓負責人沒有露臉，透過電話告訴媒體說，生意一落千丈
，決定結束營業。

上月 23 日，位於高雄中正二路的 「大牛牛肉麵」，遭
員工向媒體爆料回收客人吃剩的小菜，重新湊盤再賣，牛肉
麵中的肉塊，也挑撿出再擺進剛煮好的麵中，或是丟進肉鍋
內，再製為牛肉咖喱飯販售。不過，老闆娘劉苑卿則辯稱小
菜是回收給員工吃的，肉塊是給狗、豬吃的。

事件曝光後引起消費大眾極大震撼，據附近商家表示，
這家麵店被踢爆回收剩菜再賣後，生意大幅滑落，原本一天
有多達7團大陸旅客，座無虛席，但事件曝光後，幾無本地
消費者上門，僅剩個別不知情的大陸旅客捧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