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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見真
情。一輛載有
哈爾濱旅遊團
的遊覽車上周
在台灣遭遇車
禍，造成台灣

司機施俊豪不幸遇難，車上 37 名大陸遊
客和2名領隊受傷。一般而言，面對突如
其來的車禍，乘客驚恐之餘，多會 「劍
指」司機。而這次來自哈爾濱的遊客雖
然驚魂未定、傷勢未愈，但念茲在茲的
卻是事故中唯一喪生的司機施俊豪。據
了解，事故疑似車輛輪胎爆裂所致，而
司機施俊豪在生命最後一刻仍試圖控制
好車輛。也許正是施俊豪臨危不懼、堅
守崗位，車上 39 名乘客才得以逃過一劫
。心存感念的陸客集體籌集了6萬新台幣
交給施俊豪家屬，場面令人動容。

大陸遊客與台灣司機在危難之際表
現出來的兩岸同胞情雖然感人，但由此
也引發出台灣旅遊安全出現危險訊號的
嚴肅問題。自 2008 年兩岸開放赴台遊以
來，陸客團在台灣遇到意外的消息時有
所聞：花蓮太魯閣落石砸傷陸客；蘇花
公路坍方導致一輛載有 20 名陸客的遊覽
車墜海失蹤；阿里山小火車翻覆，造成5
死逾百傷。今年以來陸客遭遇車禍的新
聞同樣接連不斷，平均每月有一個陸客
團發生車禍。

台灣觀光局解釋說，陸客團車禍比
率沒有特別高，是因為陸客團多，才顯
得出事率高，2008年至今，共有11個陸
客團發生車禍事故。如此算來，從今年2
月至7月僅半年時間裡就發生了6起陸客
車禍，事故頻繁率可謂創了新高，若不
然就是台灣方面過去三年的統計數據有
問題。其實，不論意外發生率的高低，
只要有一次，都會給旅客留下陰影，從
而影響台灣觀光業的聲譽和前景。台灣
旅遊部門切不可認為陸客團車禍比率不
高就掉以輕心，而應抱着 「零意外」的
態度來嚴格管理和規範島內旅遊業的各
個環節。

縱觀今年以來這幾起陸客車禍，肇
因多與司機超速駕駛有關。另外，在5月
也有一個韓國旅行團遇到車禍，事後警
方發現司機無牌駕駛。由此可見，島內
不僅要監測旅遊車定期保修等硬件，更
要規管司機這一重要行業。因為車輛在
行駛過程中，整車乘客的性命全都掌握
在司機手中，司機瞬間的操作與反應稍
有差池，後果不堪設想。再者，島內山
勢險峻、迂迴曲折，即使經驗豐富的司
機也須打起十二分精神。然而，目前赴

台陸客團的行程多是八天七夜，司機勞動強度比以前
大，常出現疲勞開車的現象，從而大大影響了司機在
開車時的判斷與應急能力。另一方面，由於司機待遇
較低，紛紛改行當導遊，如此不僅造成 「司機荒」
，也令司機素質參差不齊。因此，台灣旅遊部門
應與島內業界好好溝通，了解司機行業的現狀
及困難，並制訂因應之道，保證司機有充足
的休息時間和良好待遇，從而提高司機的
駕駛技術和職業道德。

瀾瀾觀觀
隔海

馬英九擬對教科書消獨
刪皇民化內容 兩岸歷史合併為本國史

國民黨中常委邱毅11日在中常會建議
應該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 「皇民化」 、
「台獨化」 等不宜的內容，台灣與中國史
應合併稱為 「本國史」 ，獲馬英九認同。
馬英九表示，他辦公桌上現正放着一疊即
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他看了也覺得
很荒謬，內容嚴重違反 「憲法」 。這是馬
英九對爭議多時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
最明確的宣示。

【本報訊】據中評網台北 12 日消息：馬英九強
調，他第一任的時候許多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委員、
審定委員都是前朝的，任期沒到也不能換，所以他已
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有關內容違反 「憲法
」的一些 「台獨化」、 「皇民化」的內容，應該要刪
除；台灣史、中國史應該要合併為 「本國史」，因為
這是符合 「憲法」的既定 「國策」。

邱毅在 11 日的中常會建議兩件事，一是教學順
序應該改過來，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現在是先台
灣後中國；二是要更進一步做到台灣史與中國史合併
為 「本國史」。

批歷史書內容荒謬
馬英九當場即明確表示會積極處理。他說，他的

辦公桌上放着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看了
也覺得很荒謬，例如屏東的慰安婦阿桃當初明明是被
強拉去當慰安婦而非自願。清朝統治寫成清領（清朝
佔領），把清朝、鄭成功、國民黨執政與日本統治都
視為外來政權等；不僅內容錯誤，更嚴重的是違反
「憲法」。

邱毅表示，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以來，甚至馬英九
第一任4年來的幾任教育部長，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
都還是維持扁朝教育部長杜正勝當年的同心圓史觀，
就是先台灣史、才是世界史、中國史，造成台灣的新
世代認為「一邊一國」，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邱毅指出，內容不但失去了淵遠流長的歷史感，
也失去話語權，日軍強徵台灣婦女當慰安婦，居然講
成自願、肯定的態度，日軍佔領台灣稱為日治時期，
教科書內容充滿 「皇民化」與 「台獨化」的思想。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報道：為進一步推
動兩岸經貿交流活動，台灣工業總會 11 日召開
「大陸事務委員會」會議，強力呼籲當局通盤檢討

並修訂 19 年沒有大翻修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包括優先檢討台商任職大陸各級政協的適法性、
開放大陸廣告登台、開放大陸人士來台招商等。

陸委會：不考慮修改
但台灣陸委會對此表示，有關限制目前並不考

慮修改。
台灣工總今年將提出產業政策白皮書，其中關

於大陸事務部的建言，由該會的大陸事務委員會負
責，並由工總副理事長王文淵主持。

與會產、學界都認為，在兩岸簽定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ECFA）後，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不
符合兩岸交流現狀，甚至成為障礙；因此，會中達
成將通盤檢討與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列為今年度
白皮書建言的重點。

工總並針對其中相關條文提出5大建議：
第一、兩岸民間簽定合作協議或意向書，應改

為事後核備。因為大陸訪問團來台簽署投資或採購
意向書（MOU），並不具政治性，當局不僅應支
持兩岸民間單位簽署，還應透過兩岸正式談判，積

極敦促陸方落實協議內容。
第二、工總建議當局應站在輔導台商的立場，

優先檢討台商任職大陸地方政協適法性的規定。依
現行法規，台商出任大陸政協委員會受懲處，但是
，工總指出，擔任大陸各級政協的台商幹部，事實
上是照顧其他台商，況且大陸政協不屬於公職，也
不支薪，因此建議當局應優先為台商任職大陸地方
政協解套，再進一步檢討台灣民眾在大陸任職的相
關規定。

第三、擴大開放大陸企業來台登廣告。工總指
出，在兩岸簽定ECFA後，兩岸服務業將擴大往來
，並逐步鬆綁，開放大陸人力和物資來台，正需要
媒體的配套措施才能發揮開放效益。就像許多台灣
縣市長到大陸推銷水果或觀光，除了透過新聞發布
訊息外，也同樣會透過廣告方式行銷。因此，工總
認為，禁止大陸購買台灣媒體廣告，不符合兩岸發
展現實，反而應擴大開放大陸廣告登台。

第四、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從事招商活動。工總
說，台灣經濟部推動兩岸經貿交流、推動陸資來台
投資，卻禁止大陸來台招商，顯然就有角色上的矛
盾。

第五、將人民幣視為一般島外貨幣。工總說，
應 「正常」看待人民幣，拿掉不必要的限制。

檢討台商任職政協適法性 開放大陸廣告招商

【本報訊】據中通社12日報道：在中國銀行台
灣分行和台灣銀行上海分行先後開業後，延宕多時
的兩岸貨幣清算協議，外傳可望於 7 月底前拍板定
案。

《中國時報》12日報道，兩岸洽簽貨幣清算協
議，進入倒數階段。為避開敏感的政治稱謂，雙方
傾向參酌 2 年前金管會與大陸銀監會、保監會、證
監會簽訂備忘錄（MOU）作法，以換文互遞方式簽
署，不會出現正式官銜，將以台灣、大陸方面貨幣
發行機構代表的名稱簽約。

金融圈預估，台灣若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潛
在商機破兆元（新台幣），不只民眾理財有更多選
擇，企業也可選擇回台籌資，改善島內游資過剩現
象，並為台灣金融市場帶來 「革命性影響」。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後，新台幣與人民幣的
流通將更為順暢。台灣銀行除可承做人民幣存款、
放款、匯款業務及人民幣理財產品外，還可利用此

優勢，逐步發展為人民幣第二離岸中心。

民眾減少匯兌損失
對於媒體上述報道，認為兩岸之間已就兩岸貨

幣清算機制基本架構達成共識，很快就會有眉目。
不論藍綠立委對此都表示樂觀其成，指出兩岸貨幣
清算機制若能上路，將大大減少民眾匯兌損失。

民進黨立委黃偉哲表示，兩岸貨幣清算機制若
能實施，對台灣整體利益有幫助，也可減少民眾匯
兌損失。黃偉哲認為，兩岸貨幣清算機制討論已久
，若能談成也是美事一樁。

國民黨立委林德福也表示，人民幣走勢看好，
兩岸間互動頻繁，兩岸貨幣清算機制應該盡快實施
，讓民眾日後可以在銀行存人民幣。他說，其實現
在很多民眾身上也都有人民幣，但是現在沒辦法存
在銀行裡，這也是一種損失，因為如果可以存銀行
，多少也可以做最佳應用。

兩岸料月底簽貨幣清算協議

扁朝歷史課本獨味濃
陳水扁執政時期為了大搞 「文化台獨」 ，於2008年初對島內高中一年級學生

使用的新版本歷史教科書《中國史》進行了大幅修改，整個課本滲透了濃濃的
「台獨」 意識。以下是當時被修改的部分內容：

■ 「我國」 、 「本國」 、 「大陸」 等用詞改為 「中國」
這就把台灣屬於中國、中國包含台灣的意思，改為了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互不隸屬的意涵。
■把冠在孫中山之前的 「國父」 一詞刪除
「國父」 表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而不認其作 「國父」 ，即表示台灣人不是中

國人。
■把 「統獨」 及 「兩岸分合」 議題編入教材。書稱： 「台灣何去何從是一項大

問題，但是 『台獨』 是否引發戰爭？如何保障台灣不被併吞？如何維持現狀？如
何與對岸交往等等問題，一直困擾台灣人民。」

意在告訴台灣人 「統獨」 及 「兩岸分合」 是可以自由討論、選擇的，推動 「台
獨」 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可以放心大膽去做。

■把 「日據時代」 改成了 「日治時代」
意在合理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
■完全刪除或極度簡化了南京大屠殺的內容
島內教育界當時質疑：這和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立場有何不同？

鬆綁兩岸交流五建議
■兩岸民間簽定合作協議，應改為事後核備
■台商任陸職不應受罰
■擴大開放大陸企業來台登廣告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從事招商活動
■去除對人民幣的限制措施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報道：台灣政壇 「爆料天王
」邱毅 11 日證實，日前接到 「行政院長」陳冲邀請，將在
周五（13日）開始出任台灣最大公營石油公司──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協助推動中油改革。政黨人士一般相
信，近期轟動一時的林益世弊案，疑與公營事業有關，馬政
府盼能利用邱毅的爆料專長，為公營事業揭弊、革新。邱毅
介紹，公股董事扮演的就是內部除弊角色，未來進入中油後
，將先推行 「開源節流」，對薪酬、福利等浪費性支出，
「要好好診斷，進行節流，我會做好第一線把關的角色。」

邱毅任中油董事誓言除弊

【本報訊】據聯合新聞網 12 日報道，林益世賄款金額
兜不攏，全案懷疑還有共犯，特偵組日前對林益世進行測謊
，被問及 「你收到陳啟祥的錢之後，有無分給其他人？」
「你是一人獨吞6300萬元（新台幣）？」等問題時，林益世

心跳、脈搏出現異常波動，明顯有說謊可能；而且根據林家
母子口供，特偵組也懷疑被約談前，林家人已經串證。

據蘋果日報報道，林益世一直都堅持自己有收錢但沒收
賄，這些錢是 「政治獻金、走路工」，而且拿到的是美鈔跟
台幣，這兩年來都不敢花這些錢，也沒有把美鈔換成台幣，
林家母子口供一致，檢方懷疑林家人在約談前已經串證。

【本報訊】據中央社北京12 日消息：台北市觀傳局12
日宣布，在開放陸客個人遊 9 個試點城市，推出 「樂台北
Fun Taipei」套裝行程，標榜提供國際連鎖飯店台北 W
Hotel頂級飯店住宿下殺4折、超過人民幣6000 元優惠手冊
及 「3天2夜雙人機」網路抽獎等多項優惠，並打造 「名人
故居之旅」等5條路線，邀請陸客來台北自由行。

台北市觀傳局副局長邱蓬新表示，台北市去年在上海推
出優惠套裝行程，吸引 2000 人購買，今年把優惠套裝行程
擴大在9個試點城市。

邱蓬新說，這次特別為陸客量身打造5條風格不同的特
色路線。其中， 「經典台北之旅」包括中正紀念堂、台北
101、故宮與士林夜市； 「名人故居之旅」包括已故前總統
蔣中正士林及草山故居、文學大師林語堂居所、張學良將軍
故居─少帥禪園。台北市還推薦適合親子路線 「花博夢幻
之旅」、適合情侶的 「時尚浪漫之旅」； 「電影追星之旅」
則推薦剝皮寮歷史街區、周杰倫電影主題餐廳，以及常有明
星出沒的信義商圈。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後，新台幣與人民幣的
流通將更為順暢 資料圖片

堅稱獨吞林益世測謊未過關

陸客赴台個人遊可享多重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