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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因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
常常遭受颱風和
豪雨的侵襲。受
西南氣流影響，
島內各地這幾天

豪雨不斷，溪水暴漲，公路坍方，道路
被淹，不少縣市停工停課。而且， 「屋
漏偏逢連夜雨」，颱風 「谷超」又逼近
台灣，倘若未來數日路徑不變，台灣目
前的雨災只怕雪上加霜。

台灣四面環海，氣候溫暖潮濕，每
年 5、6 月間會有異常梅雨，6 至 10 月間
則有颱風侵襲，5月至10月的降雨量即佔
全年雨量的78%。這種特殊氣候常給台灣
的夏季帶來豪雨和強風，而台灣的降雨
量也為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2009 年 8 月
6日到8日因受颱風 「莫拉克」影響，島
內48小時內降雨量為2361毫米，而世界
排名第一的48小時累積雨量為2467毫米
。這幾天島內降雨量雖不及 「莫拉克」
風災，但高雄、台中等地三日來的降雨
量也超過1000毫米。

島內雨量豐沛，加上地形陡峻、河
川短促， 「一雨成災」絕非笑話。這幾
年隨着大陸開放居民赴台遊，到島內觀
光旅遊的陸客人數節節上升，旅遊安全
問題也引起兩岸各界關注。2010 年 10 月
下旬，挾帶着驚人雨量的颱風 「梅姬」
重創台灣東部，致使前往花蓮地區的主
要幹道蘇花公路發生嚴重坍方，一輛遊
覽車被沖下山，車內 19 名大陸遊客不幸
葬身大海。雖然事件已過去兩年，但島
內天災的威力已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的
印記。大陸居民赴台前應清楚了解目的
地的天氣情況，以作好未雨綢繆之道。

在台灣，自然災害除了影響居民和
遊客的人身、財產安全，更可能給政壇
帶來震盪。當年 「莫拉克」風災不僅迫
使被指責救災不力的劉兆玄 「內閣」總
辭，也令馬英九的聲望直線下滑。從此

，馬政府一遇颱風和豪雨，均如臨大敵，嚴陣以待。
這兩天馬英九不僅親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聽取災
情彙報，更視察災區，還連續兩天在臉譜提醒各地方
首長切勿掉以輕心。 「行政院長」陳冲昨天上午也南
下勘災。看來，馬政府是吸取了 「莫拉克」風災的教
訓，以防天災變政災。

與行政部門緊急投入救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立法院」的立委們仍為 「美牛法案」而僵持不下

，正是 「風聲、雨聲，聲聲不入耳；救災、防災
，事事不關心」，正當受災民眾需要救助的關
鍵時刻，作為民意代表的立委還在為一時之
氣而在「立法院」杯葛議事，不知下次立委
選舉，他們是否還能得到選民的青睞？

瀾瀾觀觀
隔海台島豪雨颱風接踵來

美牛法案無解藍綠立院僵持

道路多處中斷 兩日五死四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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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鋒面和西南氣流影響，台灣各地持
續豪雨且陸續傳出災情，其中南台灣屏東
地區在11至12日兩天內竟錄得超過1000
毫米的驚人雨量。台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 12日下午公布最新災情，雨災至今已在
南投、桃園及台中造成5人死亡，台北、
新北、高雄等地12日起也陸續宣布全市停
工、停課，城市幾近陷入一片癱瘓。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中新社及中通社 12 日
報道：台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計，到 12 日為止
，豪雨已造成 5 人死亡、4 人受傷。12 日凌晨約 5 時
，在桃園縣蘆竹鄉大新路附近尋獲游姓男子屍體，初
步分析為溺斃；南投縣11日上午10時在仁愛鄉合作
村平靜部落一處工寮遭土石沖毀掩埋，造成2人死亡
；11日晚6時許在台中市和平區的林務局舊佳陽工作
站遭泥石流沖毀，受困的2人被救出後因大量失血送
醫不治。

島內多地停工停課
台灣豪雨區 12 日擴大，除中南部外，北部也降

豪雨。台 「中央氣象局」針對此次西南氣流持續發布
豪雨特報，12 日因受鋒面和西南氣流影響，中南部
山區晚間仍將有大豪雨到超大豪雨發生機率。台 「內
政部長」李鴻源表示，這波豪雨雨量等同輕度颱風，
各部會必須嚴陣以待。 「行政院長」陳冲表示，輕度
颱風 「谷超」已經形成，雖然離台灣還有一段距離，
但對於還需修繕的災區道路，地方政府或相關單位應
加緊完成修補工作。

豪雨致使島內多地停工停課。屏東縣三地門鄉3
天累積雨量 1208 毫米，是這次降雨量最多的地區。
屏東縣政府 12 日早上緊急宣布，三地門鄉口社小學
停止上班上課。此外，南投縣仁愛鄉，高雄市那瑪夏
、桃源、茂林、甲仙、六龜等五個區，以及台中市等
地也停工停課。而人口密度高的台北市、新北市、高
雄市及台南市，因未在第一時間宣布停課，都招致市
民抱怨。

沖毀墓地遺體漂流
此外，豪雨也導致新竹縣湖口鄉和興村公墓旁的

大水溝溢滿，沖毀附近 30 座墓地，有多具遺體在水中
漂流，縣府緊急請求軍隊支援，協助村民打撈遺體。

桃園機場飛機被淹
豪雨對交通造成很大影響。當局農業主管部門

12 日傍晚更新土石流信息顯示，土石流紅色警戒共
411 條，分布在 9 縣 36 鄉 150 村，黃色警戒 416 條，

分布在13縣56鄉194村。
全台省道 28 處因水浸泡中斷，影響民眾出行。

桃園機場管制區內往中興機坪的環場道 12 日嚴重淹
水，車輛無法通行。1架日本航空公司停放在機坪的
過夜飛機的機輪全泡水，差一點就淹到發動機，這是
桃園機場史無前例有水淹飛機的事件。

台鐵鶯歌至桃園段邊坡路基因雨水沖刷流失，台
灣鐵路管理局表示，已緊急派人搶修，但因多處積水
，搶修機具運送不易，增加搶修難度。台北往南列車
因此無法發車，南部北上列車也會受延誤，西部幹線
都會誤點，影響情形難估計。

桃園農業損失慘重
豪雨亦對農業造成嚴重損害。農委會統計，截至

12 日下午 2 時止，農業損失金額估計達新台幣 1 億
4472 萬元。當中以桃園縣損失 6607 萬元較多，次為
南投縣1741萬元、屏東縣1517萬元、高雄市1351萬
元及嘉義縣1112萬元。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2 日消息：豪雨釀災
，台 「國防部」12日說，各作戰區待命兵力共4萬餘
人，主要裝備有發電機404台、抽水機201部、甲車
269輛等7類機具共1200餘部；另規劃營區收容能量
107處，配合地方政府需求。

「國防部」發布新聞稿指出，因應豪雨造成的
災情， 「國防部」及各軍司令部於上午 11 時配合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完成一級開設，第三、四、

五作戰區已完成救災整備與預置兵力規劃。
「國防部」說，目前配合地方政府需求已完成

嘉義中莊、燕巢鳳雄、屏東大武等營區收容安置作
業。 「國防部」指出，各作戰區連絡官已進駐地方
政府，各級指揮官也主動與各縣市政府首長完成電
話聯繫，說明兵力預置規劃情形，後續將依需求提
供支援及災情蒐報，以爭取救災時效。

「國防部」表示，至12日中午12時為止，軍隊
派遣兵力805人，車輛6類75輛，分別協助新竹縣、
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南投縣、嘉義縣及台中
市等地區，執行沙包裝填、鄉民撤離及土石清運作
業。

軍隊救災 4萬兵力待命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2日消息：台灣9日以
來連日豪雨，統計農業損失逾億新台幣。農委會網站
顯示，台北果菜市場整體葉菜類交易價每公斤18.6元
，比8日15.1元漲3.5元，漲幅約23%。

對比12日與降大雨前（8日）的菜價，當中漲幅
較高的有高麗菜每公斤 20.3 元、漲幅約 4 成 4；小白
菜每公斤12.4元、漲幅近5成；青江白菜每公斤11.5
元、漲幅5成8；油菜每公斤12.2元、漲幅6成1。

另據台灣《蘋果日報》報道，台灣中南部連日降
豪大雨，當地蔬菜產地雖未受重創，但小白菜、青江
菜、高麗菜等零售價已飆漲，有南部民眾說，11 日
小白菜、高麗菜都已大漲一倍，一棵高麗菜要價120
元， 「買一餐的菜錢要多一、二百元。」

10 日蔬菜批發市場休市，休市前整體蔬菜批發
價較前一天只微漲 6.4%。葉菜主要產地雲林、彰化
縣農會 10 日表示暫未受災，但近期價格確實略有上
漲。雲林縣農會則表示略揚 3%。市場菜販表示，高
麗菜價格因量少價揚，批發價每斤漲約2元，50斤裝
原550元，現已漲至650元。

家住高雄的許姓家庭主婦說： 「高麗菜1斤從25
元漲至40元，買一棵大約要花120元，小白菜從1斤
15 元漲至 40 元，魚也變貴，只有肉、洋葱、紅蘿蔔
和馬鈴薯沒漲，買一餐的菜錢要多100、200元。」

台當局農糧署表示，一期稻作損失達841萬元最
多，已啟動收購災害稻穀措施，但蔬菜目前受創不大
。大賣場仍有便宜葉菜可供應。

農損逾億 菜價漲幅逾2成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2日消息： 「立法院
」朝野黨團因電價案、美牛案僵持不下， 「立法院
長」王金平12日三度召集朝野協商仍無共識，為讓
立委回選區關心災情，朝野下午決議，13日上午再
繼續協商。

「立法院」院會本周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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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 「立法
院」黨團從11日上午開始佔據主席台並夜宿議場，
並用電線捆綁主席座位、擋住議場主席台後方入口
，要求優先處理電價公式檢討案。

王金平上午 9 時主持協商，民進黨團總召集人
柯建銘提議12日提前休會，讓立委回選區救災；若
國民黨要召開臨時會處理未決的議案，在野黨會奉
陪，趁臨時會前這段時間化解恩怨，雙方冷靜一
下。

藍綠陣營今再協商
參與協商的民進黨團幹事長潘孟安表示，王金

平堅持應先處理 300 多項報告事項後再休會；經討
論，一度達成共識，並草擬結論內容：一、豪雨災
情嚴重，為利立委回選區救災，處理報告事項後就
散會；二、本會期延會期間提前於本日散會後結束
。他說，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鴻池表示須取

得國民黨立委同意，才能確認；王金平表示，就讓
國民黨先行討論，10時30分再協商。

國民黨團隨即開黨團會議，但黨團成員不同意
休會，並批評民進黨阻撓表決美牛相關法案，使立
委們不能全心投入救災。

隨後藍綠協商仍無結論，王金平呼籲雙方再回
去思考，下午 3 時再協商，但仍無結論，王金平表
示，13日上午9時再朝野協商，在這之前暫不開會
。至於國民黨是否會 「夜襲」？他說，不知道，但
他會遵守君子約定，13日上午9時前，他不會走進
議場。

綠委繼續夜宿議場
民進黨立院黨團11日晚繼續夜宿議場，但採輪

班制，僅留15、16名立委固守議場主席台，其餘立
委另覓地方養精蓄銳。

民進黨、台聯黨與親民黨團下午舉辦聯合記者
會，柯建銘表示，13日上午再協商，若國民黨想在
15日硬闖，民進黨將從容以對。

親民黨團總召李桐豪說，現在應全力救災，
若要開臨時會，親民黨樂意奉陪；台聯黨團總召
許忠信表示，若國民黨要硬闖，在野黨會努力阻
擋。

【本報訊】據中央社上海12日消息： 「台灣濃濃人情
味讓我激動又高興！」杭州徐姓男子驚喜，是因為半年前遊
台時丟了皮夾，沒想到高雄警方竟找到並寄回大陸，10 日
他收到包裹，裡頭的鈔票及證件一樣都沒少。

據青年時報報道，從事教育工作的徐先生今年農曆春節
前帶一家三口參加台灣旅遊團，抵台第2天，在高雄前往旗
津半島的渡輪上換衣服時，把皮夾忘在船上，皮夾裡有1張
身份證、3 張銀行卡、人民幣約 4000 元和新台幣 5000 元，
導遊後來帶徐先生到旗津半島上的派出所報案。

徐先生說， 「我以為不太可能找回來了，回杭州後就掛
失並補辦所有證件和卡」。當他10日正忙着加班，太太打
電話告知這個好消息，讓他驚喜不已，他照包裹上的寄件人
資訊聯絡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許椿松先生。徐先生透過電話
向員警許椿松道謝，並邀請許椿松到杭州玩；許椿松則回答
： 「不用謝，我會找機會到杭州玩，下次你再來台灣也要記
得找我喝酒。」

報道指出，徐先生的皮夾是高雄當地市民拾獲後交到警
察局，經核對發現失主是大陸遊客徐先生，於是聯繫海峽交
流基金會（海基會），不過海基會表示應由警察局直接交給
失主，於是許椿松照徐先生身份證上的地址寄回杭州。

陸客春節遊台丟錢包
高雄警方半年後寄回

【本報訊】據中通社12日報道：蔡英文辦公室11日證
實，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已準備成立 「小英基金會」，目前
正送交主管機關立案。小英基金會除了由蔡英文擔任董事長
外，今年初與蔡英文搭檔參選的前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台
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以及前台灣財政部長林全等人，都會是
基金會董事。台媒對此引述黨內人士形容，小英基金會將成
「地下黨部」，雖與新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領導的黨中央合

作，但也相互抗衡；小英顯然在替自己保持一定的政治溫度
，等待再起的時機，蘇蔡之爭延長賽，已然開打。

小英基金會是以今年1月大選的得票補助款籌設，蔡英
文得票 609 萬票，每票可獲得補助 30 元（新台幣，下同）
，大約可獲得1.8億元補助，依民進黨規定，有三分之一必
須上繳到中央黨部，其餘可以自行運用；加上選舉時小豬撲
滿與相關募款的選舉結餘款，一併做為成立基金會的資金。

蔡英文基金會將成立
地下黨部隱然成形

台南副市長將登陸推銷旅業
【本報訊】據中通社12日報道：兩岸交流日趨活躍，

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7月將率團訪問杭州、武漢行銷台南，
這將是賴清德主政以來，台南市政府官員赴大陸交流參訪的
最高位階官員。此外，台南市觀光旅遊局正副局長6月分赴
北京、香港與廈門行銷。

據媒體報道，台南市政府為了促進大陸旅客及各地觀光
客赴台旅遊，開始主動出擊，主要目標市場鎖定大陸與日本
。醫師出身的市長賴清德將觀光醫療視為政見之一，先前經
由市政府、旅行業與各醫療機構安排的踩線參訪行程已經奏
效。

據報道，大陸第一個約20人的台南觀光醫療首發團，
12 日將抵達台南的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接受高階健檢。預
計到今年底前，還會有好幾團到台南進行觀光醫療行程。

此外，同樣是醫師出身的副市長顏純左，也預計7月初
率團前往大陸，以5天時間安排在杭州與武漢，行銷台南市
的醫療觀光及城市旅遊。顏純左此行出訪大陸，亦將是台南
市政府官員赴大陸交流參訪的最高位階官員。

▲新北市12日受豪雨影響，嚴重淹水。消防
隊員以橡皮艇救援出受困民眾 法新社

▲受豪雨影響，新北市土城區12日淹水，部
分一樓住戶忙着掃除積水 中央社

▲桃園機場環場道淹水，1架停放在機坪的日
本航空班機，水淹至引擎底部 中央社

▲台中林務局東勢林管處梨山工作站所屬的
佳陽分站11日晚間遭土石流掩埋，造成2人
死亡 中央社

▲民進黨立院黨團發布120小時動員令，多名黨籍
立委睡在議場，黨團幹事長潘孟安（前起）及書記
長陳亭妃，12日白天抽空打盹兒補眠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