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 台灣新聞

責任編輯：朱瑞宜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台 6.5 級強震 民眾夢中驚魂

台灣宜蘭外海 10 日清晨發生黎克特制
6.5 級強震，全台震感強烈，很多台灣民眾
從夢中驚醒，但未傳出有重大災情。這起地
震是台灣地區三年來最強的一次地震，也是
今年以來島內第二起超過 6 級的地震。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央社及中新網 10 日
消息：據台灣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報道，主要震央
在台灣東部海域，最強震度達 6.5 級，震動雖只維持
約 40 秒，但整個台灣島都感覺到震動。媒體形容
「如同跳舞一樣」，最大震度宜蘭、花蓮均錄得 5 級
震動，這兩地搖晃時間都超過 40 秒，台北市亦有 3
級震感，但持續晃動時間少於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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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高樓搖晃 40 秒

跑、大地震跑不掉」，於是她蓋好被子，握着老公
的手，兩人繼續睡。

不少在台北、新北的居民均表示，地震發生時
先感受到一陣上下搖晃，緊接着是左右搖晃。郭鎧
紋說， 「雙北市（新北市和台北市）」高樓多，震
度 2 級以上的輕微地震就會明顯感受搖晃」，加上這
次搖晃持續了近 40 秒，所以民眾感受比較強烈。地
震一結束，許多人馬上在臉譜上報平安，但也有人
很 「淡定」，住宜蘭市的林小姐說， 「小地震不用

福建有輕微震感
福建福州、泉州等多地均有輕微震感，樓層較
高住戶表示可以感受到明顯的晃動及頭暈。有多名
福州網友表示，睡夢中感覺床在晃動。住在當地鼓
樓區 23 層的鄭先生表示： 「剛看完歐洲杯第二場不
久，還沒來得急睡着，感覺到有震感。」

沒有造成傷亡，但還是很擔心，目前不會考慮報台
灣的團。
然而，旅行社方面表示目前台灣遊未受地震影
響，諮詢的人數也與往日情況差不多。 「我們社這
個月 18 號、25 號到台灣的團現在仍是正常的，沒有
收到旅遊局通知要求暫停或取消。」廣東中旅某營
業部店長黃小姐如是說。
另一方面，鐵青旅遊出境值班室的朱小姐於 6 月

未傳出重大災情
不少台灣居民在日本 311 大地震後，都對島內的
核電廠抗震措施表示關注。 「行政院長」陳冲在地
震發生後，指示原能會查報各核電廠的安全系數，
證實各核電廠安全無虞、運作正常。「行政院」發言
人胡幼偉表示，地震發生，陳冲第一時間接獲災害
防救辦公室報告，立即指示災害防救辦公室查證宜
蘭、花蓮等各地災情狀況，經查證尚無災情傳出。

10 日下午告訴 21 世紀網，6 月 8 號該社有一個 17 人
的團出發到台灣，包括 16 名旅客和 1 名領隊。 「今
天看新聞說是台灣今年以來最大的地震，還是比較
擔心，上午打電話給台灣那邊的領隊了解情況，確
認目前參團的旅客都安全。該團昨天剛好住在花
蓮那邊的酒店，旅客表示被晃感驚醒。」朱小姐
說。
廣之旅經理鄧先生向 21 世紀網指出。一般情況
下，地震後餘震不斷，或災後造成破壞需要時間善
後時，才會對旅遊業造成短期影響，但當地震的安
全隱患解除後，遊客人數又會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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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參加台北 101 登高賽的唯一一位大陸人士

， 「單腿舞王」 翟孝偉扔下枴杖，以驚人毅力，
爬上台北 101 大樓 9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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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新社 10 日報道：台灣
宜蘭外海 10 日清晨發生 6.5 級特大地震，連台北 101
大樓在內的島內主要建築物都感受到明顯晃動，但同
日參加 「台北 101 國際登高賽」的各地健兒無懼地震
陰影，繼續在寶島第一高樓上狂奔。最終由澳洲的男
子選手波米及英國女子選手貝拉蒂分奪男女子組冠軍
，但大陸選手翟孝偉雖僅以第 85 名完成賽事，但卻贏
得最多掌聲，因為他只有一條腿！
據了解，翟孝偉於 1984 年出生於河南濮陽，4 歲
時在一次意外中被拖拉機壓傷，永遠失去左腿。他不
自暴自棄，在熱心人士幫助下，成為一名舞者，屢獲
舞蹈大獎，被中央電視台評選為 「
2007 年度十大新聞
人物」。他還和失去右臂的舞蹈老師馬麗，共同 「用
殘缺創造完美、用有限追求無限」，成為舞台上的情
侶；兩人的舞蹈視頻在美國最大視頻網站 YouTube 播
出，短短半個月時間，點擊突破 800 萬。
這次台北登高比賽中，翟孝偉認為以運動挑戰身

體極限，突破障礙，是非常享受的事。他在比賽中以
40 分 35 秒完成賽事，在全部選手中排名第 85 位，其
驚人的毅力與體能贏得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的掌聲。
他說最後的過程 「幾乎是用爬的」，但很高興最終能
完成比賽。

單腿跳四五個台階
在專訪時，翟孝偉說，為了這次登高賽，他進行
了備戰，專門練習爬樓梯。 「不過，台北 101 大樓的
樓梯和家裡的大不同，爬起來要難得多。」
沒有枴杖，是怎麼爬的？翟孝偉道出 「秘密」：
單腿跳四五個台階，然後繼續，更多時候是借助欄杆
「滑行」。翟孝偉並透露：中途曾經有放棄的念頭。
特別是在爬到 50 多層的時候，從欄杆上滑了一跤，還
好，有驚無險。談及個人的下一步，翟孝偉表示最渴
望有一部自己的舞戲。 「無論是在大陸演，還是在寶
島台灣演，都令我期待。」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 10 日報道：受
西南氣流影響，台灣中南部地區暴雨成災，著名風
景區阿里山在 10 日單日錄得超過 300 毫米的雨量，
造成大華公路坍方，交通中斷，公路總局對阿里山
公路 66 至 88 公里進行預警性封路。而高雄、屏東
及台南同樣因雨成災，多處出現淹水、路塌災情，
其中在美國訪問的高雄市長陳菊 10 日急忙宣布取消
行程，盡速趕回高雄主持救災事務。

據了解，屏東地區的累積雨量為全台之冠，10
日中午就已錄得超過 200 毫米的降雨量，造成全市
最少有三個地方水深超過 30 公分。而台南山區亦因
大雨造成路況不佳，2012 環府城自行車大賽第二天
賽程取消。至於南台灣最大都市高雄市，10 日凌晨
起下起間歇性大雨，部分地區累積雨量都超過 150
毫米，該市於中午 12 點啟動 「二級雨災戒備」，市
內多處道路無法通行，但並未出現大面積災情。

軍方整裝待命救災

40 輛遊覽車南投受困

台灣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下午 4 點發布最
新災情統計數據，指截至 10 日下午 4 時，南部地區
有 39 處積水，22 處已消退，17 處積水尚在處理中
，屏東縣林邊鄉已請求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支援 5 部
移動式抽水機。公路計有因災情阻斷 4 處，預警性
封閉 8 處，目前共疏散撤離 532 人，其中 472 人在屏
東縣來義鄉。
「行政院長」陳冲表示，已動員軍方、經濟部
、交通部及農委會等多個部門進入「水災二級應變」
狀態，一旦雨災進一步惡化，將及時通報及處理。

暴雨也波及中部的嘉義及部分台中地區。公路
總局阿里山工務段表示，在大豪雨的沖刷下，阿里
山公路沿途出現零星落石，為了用路人安全，阿里
山工務段在下午進行預警性封路。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傍晚宣布，為了遊客安全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已自下午 4 時起休園，著名的
阿里山小火車也將在 11 日清晨開始停駛。
此外，因土石流而交通中斷的南投仁愛鄉埔霧
公路南豐段，至晚間 10 時仍未搶通，約有 40 部遊
覽車受困未能下山。

▲ 南台灣豪雨成災，多處地方積水。圖為高雄低窪

地區水深及膝，民眾依然推車冒險涉水

中央社

台 灣 「立
法院」本會期
將於周五起休
會，由於還有
好幾個重要法
案仍未通過，
本周將成為 「剩案大衝刺」的關鍵時刻
。尤其是攸關瘦肉精美牛解禁的《食品
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和證所稅案等備
﹁
受爭議的法案，能否在最後階段闖關成
功，島內各界無不關注。民進黨等在野
黨派近日已揚言發動 「焦土戰」，以肢
體衝突杯葛議事，而國民黨方面也進行
了總動員，務必要讓開禁瘦肉精的法案
﹂
過關。看來，藍綠陣營屆時在議場難免
一戰，而 「立法院」也要經歷混亂吵鬧
的一周。
美牛入島和證所稅等議題在島內均
屬於 「燙手山芋」。2009 年馬政府就已
經在美牛一事上栽了大跟斗。當時，台
美雙方簽署了《美國牛肉輸台議定書》
，明訂美國牛肉為 30 月齡以下帶骨牛肉
、絞肉、加工肉品，去除特殊危險物質
、中樞神經系統、機械取下的肉屑，即
可輸台。由於美國當時仍屬於瘋牛症疫
區，該協議遭到島內部分民眾強烈反對
。但最讓馬政府震驚的是，在美牛爭議
中開第一槍的竟是自家立委。在 「腹背
受敵」的尷尬局面下，馬英九的聲望跌
跌不休。去年以來在島內超市售賣的美
國牛肉又被發現含有瘦肉精，但島內相
關法規禁止使用瘦肉精，馬政府為了給
美牛 「開綠燈」，遂制訂了 「安全容許
、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的
原則，主張有條件開放使用瘦肉精，並
按國際標準制訂含量。但民進黨始終堅
持 「
零驗出」。
至於徵收證所稅，是馬政府推動改
革、實施賦稅公平的重要政策。事實上
，打工一族辛苦賺來的每一分錢，都要
按比例納所得稅，但少數富人靠股市、
房地產賺取大筆利潤，卻無須繳交相應
的稅率。資本利得的相關稅制不公，早
就需要改革。當年李登輝執政時，也曾
推動徵收證所稅，但在遭到反對後即打
退堂鼓。於是在往後二十多年裡，政府
無人敢碰證所稅，馬英九連任後即大刀
闊斧地進行改革，無疑是勇氣可嘉，但由於低估了推
動法案的難度，而折損了一名大將：主管開徵證所稅
的財政部長劉憶如閃電辭職。
此外，對於油價和電價凍漲多年的沉疴痼疾，馬
政府亦高舉手術刀，決心切除。多年來島內油價和電
價偏低，對政府財政造成重大負擔，調升油價和電價
可謂勢在必行，但須選擇合適時機。美牛議題、證所
稅、調升油電價均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勢必
在坊間掀起巨大爭議，馬政府竟希望在數月內一併解
決這些陳年舊案，顯然是欠缺周全的考慮，以致在全
面拉開戰線後，烽煙四起，疲於奔命，顧此失彼。而
民進黨等在野黨派則瞅準馬政府這個缺口，趁機進
攻。而且國民黨內部對近期一系列頗具爭議的議
題也未有明確的共識，明天進行表決的瘦肉精
法案就有國民黨立委表示不支持本黨法案
。馬政府將再次遭遇 「腹背受敵」的不
利形勢。

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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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豪雨成災 阿里山封路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 10 日電】LED 照明正成為時下
台灣 LED 業界搶佔大陸市場的最新利器，10 日來自台灣十
六家 LED 照明領域的頂級廠商，組團參與在此間舉行的
「第 17 屆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並於展中設立 「台灣
LED 照明創新設計產品專區」，展出了 46 件極具創意設計
和創新技術的 LED 照明創新產品，台灣推動綠色貿易專案
辦公室行銷組長馬利艷表示，大陸將會成為台灣 LED 照明
產品最重要的市場。
台灣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照明業務處副處
長李建南表示，億光電子目前在大陸擁有兩間自己的工廠和
三間投資工廠，今年將會在大陸開拓 3000 間民用照明燈具
終端銷售點，他預計公司在大陸今年的 LED 照明產品將會
有爆發式增長， 「中國照明市場佔全球的份額將高達 17%，
這是台灣業界最大的商業機會」。

台 立院 山雨欲來風滿樓

粵赴台遊如常出團
【本報訊】據 21 世紀網報道，台灣宜蘭縣東偏
南 70.2 公里處的東部海域，10 日發生 6.5 級地震，目
前尚無重大災情傳出。廣東鐵青國際旅行社有限責
任公司、廣東中旅、廣之旅等 7 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員
均表示目前暫未收到旅遊局方面的通知，台灣的相
關旅遊線路正常出團。但有大陸遊客考慮到安全問
題，暫時不會前往台灣。一名正在廣東中旅諮詢旅
遊路線的旅客黃嘉敏表示，儘管這次台灣地震暫時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0 日電： 「立法院」11 日將
進入這會期最後 1 周，連續 5 天開院會，休會前將處理攸關
瘦肉精美牛的《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議案
；在野黨要求先解決電價問題，中國國民黨則將動員因應。
「立法院」15 日休會前，將處理食管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證券交易所得稅相關修法，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人事案及在野黨是否可能提出 「倒閣案」，都
備受外界矚目。
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鴻池下午受訪表示，接下來
5 天都會動員國民黨立委，11 日中午將開黨團會議討論對策。
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幹事長潘孟安說，11 日開始是
烽火 6 月最重要的 1 周，每天都會動員民進黨籍立委，上午
會先開黨團會議，凝聚黨團內部對電價、美牛及 NCC 人事
案等議題的共識。台聯黨黨團總召集人許忠信表示，電價已
漲，國民黨沒有合作誠意。直到 15 日前，除非國民黨改變
態度，否則就是焦土戰。
親民黨團總召李桐豪說，國民黨黨團 11 日中午才要開
會，意見無法整合，很可能因而造成議事延宕，甚至這周能
否有議程進展都是未定之數。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 10 日電】隨着兩岸交流增加，
大陸學生赴台灣讀書有增無減。台灣輔仁大學副校長周善行
10 日在廣州舉行招生說明會時向記者表示，目前大陸學生赴
台灣讀書正在升溫。去年輔仁大學首次來大陸招生，原計劃
只有 43 名額，但報名人數超千人，居台灣各大專院校之首
。今年招生人數大幅提高到 104 人，比去年增加一倍。
周善行表示，相比香港高校的全英文教學，輔仁大學的
教學語言以中文為主。不過，輔仁大學也相當重視學生外語
能力的訓練與培養。這樣的語言文化環境，可讓學生在厚實
的文化基底上拓展其國際視野。
輔仁大學今年新推出專門針對大陸學生的 「業師獎學金
」，金額為每名本科生 50 萬元新台幣（約合 12.5 萬人民幣
），相當於學生四年的學雜費，不亞於香港各大學開出的優
厚條件，吸引大陸優秀學生。
輔仁大學 1925 年創立於北京，當時與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燕京大學並稱 「北平四大名校」，1952 年因院系調整
，併入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1960 年在台灣復校。

▲ 台灣氣象

陸客驚慌不敢眠
強震在宜蘭引發零星狀況，該市中央停車場入
口旁一電杆無法承受劇烈搖晃，傾斜 20 度，幸無立
即倒塌危險；北回鐵路 9 班列車因應強震減速，共延
誤 154 分鐘，於上午 8 時 47 分恢復正常；經常發生
泥石流的蘇花公路僅部分路段有零星落石，現已清
除。
「從沒遇過地震，嚇到不敢再回去睡了！」當
宜蘭外海 10 日清晨 5 時發生黎克特制規模 6.5 級強烈
地震時，來自大陸安徽省的旅客王先生正在花蓮的
旅店好夢正酣。突如其來的劇烈晃動雖只維持約 40
秒鐘，但已讓從未經歷過地震的他有過一次 「難忘
的寶島之旅」，整夜不敢再眠。

藍綠總動員決戰立院

台校 50 萬獎學金吸引陸生

震央於海底 61 公里
這起今年規模最大的地震，雖讓民眾直呼恐怖
，但地震測報中心主任郭鎧紋呼籲民眾不用過度驚
慌。他解釋，這次晃動屬於正常能量釋放，不必過
分擔心。他解釋，這次強震是因為菲律賓海板塊與
歐亞大陸板塊發生擦碰所引發的能量釋放，但主震
區在海底深 61.9 公里處，主震發生後餘震也比較少
，到上午 10 時為止，只有兩次規模 5.1 和 4.4 的餘震
，因此並未對台灣本島造成較嚴重的影響。
根據地震測報中心紀錄，宜蘭南澳因最接近震
央，搖晃最明顯，震度 2 級以上總搖晃時間達到
47.54 秒，其中 5 級震度搖了 2.36 秒。花蓮震度也有 5
級，震度 2 級以上的總搖晃時間達 43.38 秒，其中 5
級震度搖了 0.1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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