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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昨天
舉行全台黨代表
大會，不僅選出
新任中執委和中
常委，組成新一
屆權力核心，還

討論了要求公職人選初選應納黨員投
票，並一致通過聲援陳水扁保外就醫
案，反倒是攸關民進黨轉型的兩岸議
題了無聲息。看來，調整兩岸路線仍
未成為民進黨的主流黨意，以致於要
求轉型的微弱聲音淹沒於 「連署救扁
」的浩大聲浪中，黨主席蘇貞昌也因
忙於鞏固權力而 「無暇」顧及兩岸路
線這一棘手問題。

「連署救扁」與 「兩岸轉型」看
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議題，但卻都
凸現了民進黨不知反省、混淆是非的
劣質黨性。民進黨連輸2008年和2012
年兩次大選，關鍵原因在於其 「台獨
黨綱」有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
潮流，有違島內 「拚經濟、求和平」
的主流民意。尤其在今年 1 月大選期
間，兩岸關係史無前例地成為選舉主
軸議題，支持 「九二共識」的民眾不
再遮遮掩掩，而是紛紛公開發表聲明
以示力挺。縱然當時勝負未分，想必
這樣立場鮮明的表態也出乎民進黨人
意料之外，遑論投票結果一出，確定
再次敗北，對民進黨人更是一次震撼
教育了。另一方面，民進黨對貪腐問
題的瞹昧態度，也讓選民心存疑慮。
陳水扁因龍潭購地案和賣官案三審定
讞而被判 17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可謂
證據確鑿、不容狡辯，但民進黨這幾
年來不但沒有反省黨內執政時的貪腐
風氣，還揚言 「救扁」。陳水扁儼然
民進黨的第二塊神主牌，只要他在獄
中 「發號施令」，獄外的民進黨人即
「俯首聽令」。這樣一個不與貪污劃

清界線的政黨，難保上台後不會重蹈
覆轍。

民進黨若想東山再起，必須放棄
「台獨黨綱」，在兩岸路線上作出重

大調整。尤其隨着過去四年兩岸簽署
了包括 ECFA 在內的 16 項協議，未來
四年兩岸關係不論在經貿合作，還是
在文教方面，勢必更加緊密。一個對
兩岸關係不知所措的政黨根本無法引
領台灣社會前進。然而，從今年初敗
選至今的半年時間裡，民進黨在兩岸
議題上仍未有實質的改進動作，近日
全代會上討論的議案不外乎是選制改
革等牽涉派系傾軋的權力運作，蘇貞
昌在大會上也未提及民進黨兩岸路線
何去何從，反而呼應黨員的 「保扁」
提案。他上周已發文給 266 名民進黨

各縣市議會議員和45名各社團負責人，希望他們在會
上提案，支持陳水扁保外就醫。蘇貞昌投黨員所好，
不過是想籠絡人心，與 「勁敵」蔡英文較量。但蘇貞
昌和民進黨不要忘了， 「總統」大選不是綠營範圍
內的選舉，候選人想要取勝，必須獲得島內主流民
意的認可，因此，民進黨應把眼光放遠放大放
寬，把調整兩岸路線事宜盡快提上議程表。
熱衷 「保扁」，淡化 「兩岸」，只會令民
進黨 「萬年在野」。

瀾瀾觀觀
隔海綠營權力核心天王當道

加強軍備 藍委籲延長太平島跑道

蘇謝游勢均力敵 蔡系淡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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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15日召開全台黨代表大會，並舉
行中執委、中常委與中評委改選，在中常委
方面，新潮流拿下3席，是最大贏家；謝系
、游系、蘇系、菊系各拿下2席，綠色友誼
連線各奪1席。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前「行政
院長」謝長廷、前 「行政院長」 游錫堃、高雄
市長陳菊都當選中常委。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5日消息：曾於今年4
月底考察南沙太平島的國民黨立委林郁方 15 日說，
如果能延長太平島機場跑道，運輸機起降會更安全
；未來他不排除再度前往考察。

媒體報道，台 「國安單位」日前召集相關部會
，探討擴建南沙太平島跑道案，可能將現有 1200 公
尺的簡易跑道向海灘及淺海延伸300到500公尺。國
防部軍事發言人羅紹和受訪時說，南海政策由國安
單位主導規劃，他不說明。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林郁方
下午受訪時表示，由於目前太平島機場跑道不夠長
，運輸機降落在跑道上就必須煞車，停下來時也幾
乎到了邊緣，如果能延長跑道，起降會更安全。

他說，雖然延長跑道案曾引發環境保護疑慮，
但台灣要持續佔領太平島，才有說話權利，應以軍
事為先。

另外，林郁方表示，因應逐漸升溫的南海情勢
，他一向要求在太平島上部署有效射程比現行 81 迫
擊炮和 20 機炮更遠的 120 迫擊炮及 40 機炮， 「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及 「國防部」都表示願意配合，未
來他不排除再前往考察。

另據中通社報道，為強化青年學子認識與支持
南海政策，繼去年7月台灣中山大學師生前往南沙太
平島舉辦 「全民防務南沙研習營」之後，今年台
「國防部」再度辦理相同活動，邀請成功大學師生

登島，參加為期7天的研習營，15日返抵台灣。

師生結束「南沙研習營」返台
台灣傳媒注意到，在南海諸島主權爭議日益升

高的時候，台灣 「國防部」的動作具有非常重要的
宣示意義；未來這個研習營隊是否會成為常態，格
外受到矚目。

台 「國防部」表示，為擴展研習層面，今年活
動採公開遴選方式；基於成功大學橫跨政治外交、
海洋生態與環境保護等研究領域，且能延伸南海議
題研究效益，經該校積極爭取，配合防務部門規劃
，組成研習營隊參加。

本案係以海洋法制研習、歷史人文考察、南海
情勢研究、海洋生態體驗為主軸，並見證官兵戍守
海疆辛勞，藉由實地考察南海地區海上交通、安全
維護、生態保護等議題，深耕國土疆域意識，激發
青年學子愛國熱情，達成宣示主權目的。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聯合晚報 15 日報道：
報載台灣離島蘭嶼因住宅用電免費，導致用電浪費
。台電 15 日表示，是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現象，希
望能解除。外界批評蘭嶼當地用電超量、浪費，台
電解釋，主要是受到離島建設條例第 14 條規定，蘭
嶼地區自用住宅用電可以免收影響，目前台電每年
編列約新台幣2000萬元。

白天不關燈 冷氣不關窗
蘭嶼住宅用電免費，導致用電超浪費。台電有

關人士表示，住宅用電破萬度，除了電燈、冷氣在
不必要時仍繼續開着外，研判或許也可能與偷接轉
用有關，但實際原因為何，台電將派人實地了解。
台電員工表示，很多人大白天也不關燈；開冷氣時
，門窗也敞開着，完全不心疼冷氣外泄，會導致用
電量激增。在蘭嶼，有人將冷氣機當除濕、乾燥機
在使用，而且全天 24 小時開着，台電人員曾前往勸
導說 「這樣冷氣機很容易壞」，沒想到電器行教他
，再買一台冷氣機，兩台再輪流開，為的是要讓冷
氣機不容易壞。台電員工還說，在台灣家庭冷凍儲

藏食品都是用電冰箱的冷凍室，但在蘭嶼有人是買
冷凍櫃來冷凍海魚。

優惠政策導致台電虧損
台電 15 日強調，一向都在全台各地宣導節約用

電、節能減碳等觀念，蘭嶼地區也不例外。
台電表示，蘭嶼地區自用住宅用電可以免收的

狀況，主要為台電政策性負擔所給予的優惠，最近
正設法向政府能爭取解除相關用電優待的政策性負
擔。

台電指出，目前所給予用電優惠對象相當多，
蘭嶼只是其中之一，其他還有學校用電、農業用電
、鐵路、路燈用電等項目，每年估計需編列將近110
億元經費，這也是台電造成虧損的原因之一。

蘭嶼居民：商家電量大
台電說，像是澎湖、金馬地區與台灣本島是不

同電網系統，發電成本較高，因此離島地區居民用
電有補助，但非全免，主要根據台灣本島地區平均
用電費率收費，超過的部分由中央主管機關補貼。

台電坦言，蘭嶼地區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4 條規定
，自用住宅用電可以全面免收，算是全台特例。

對媒體報道，蘭嶼每戶平均用電量高出全台1倍
。蘭嶼鄉代會主席曾加油 15 日表示，這種說法太誇
張，當地人待在屋內時間少，且屋外有涼亭，只有
睡覺才開冷氣；台電指的應是商家。

【本報訊】據中通社 15 日報道：台灣新北市陸軍淡水
山仔頂營區，15 日凌晨傳出士兵持槍自殺事件，22 歲鄭姓
義務役士兵凌晨站哨時突然持步槍朝自己左胸開槍，暗夜槍
響驚醒整個營區；經送往台北榮總急救，終於撿回一命。至
於鄭男自戕原因，軍方初步了解鄭男上周五與女友分手，可
能導致情緒不穩，一時想不開而輕生。

據悉，這名鄭姓士兵疑因精神狀況問題，早被列為部隊
「中、高度關懷對象」；陸軍關渡指揮部為何將列管士兵安

排單獨站凌晨的武裝衛哨，軍方已展開調查，將議處失職人
員。

奇特的是鄭男1顆子彈卻出現3個傷口，醫師研判，可
能是子彈打到較堅硬的骨頭，骨頭碎裂穿過后背，才會造成
背後3個傷口的現象。救護員緊急將鄭男送往台北榮總急救
，送醫時意識仍清醒，但有氣胸現象，院方緊急開刀治療，
撿回一命。

台士兵站哨持槍自殺

蘭嶼浪費資源 台電籲取消免費用電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5 日消息：有大陸學
者批評陸客來台環島旅遊行程太趕，意外事故多，觀
光條件差。島內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台聯合會秘書長
許高慶 15 日說，長天數環島是旅遊發展過程，未來
將走向分區分次。

許高慶說，台灣開放陸客來台旅遊才4年，依全
球旅遊發展經驗來看，旅遊發展中的國家，人民出外
都會喜歡長天數的旅遊，像 20 年前台灣人民赴大陸

旅遊，東北行程常常是 2、3 個星期，華中、華南則
是10天以上一次玩夠的行程。

許高慶再以台灣剛開放觀光，民眾到東南亞也是
一次都是 10 天以上行程，很多人都希望出去一次就
全部能看遍各景點才划算。不過，現在台灣民眾到大
陸或鄰近國家的旅遊，不但 2、3 天的自由行愈來愈
多，即使團體旅遊，主要都是 4 天 3 夜或 5 天 4 夜行
程。

許高慶表示，了解旅遊發展歷史，就會知道陸客
來台環島行，將只是一個過程，未來一定會走向分區
、分次，也就是不再一次就走遍全台灣，而是分好
幾次並分區玩，天數少但玩得較透徹也不再每天趕
行程。

至於學者認為陸客旅遊團在台事故率高，許高慶
也無法認同。許高慶說，台灣旅遊業者在風險管控上
比大陸業者好太多。不過，許高慶也認同，長天數環
島的行程是增加事故率的原因之一。

許高慶表示，要改善陸客來台旅遊品質，大陸的
組團社與台灣接待社，應嚴格為行程把關。公會在導
遊訓練時，也加強行程管理。許高慶相信，未來隨着
陸客自由行人數增加，短天數行程將成主力，8 天 7
夜環島團體旅遊行程會逐漸被淘汰。

民進黨主要派系席次
派 系

蘇（貞昌）系

謝（長廷）系

游（錫堃）系

新（潮流）系

（陳）菊系

蔡（英文）系

中執委

4

5

6

6

3

0

中常委

2

2

2

3

2

0

行程趕易出事 未來或分區分次

減少陸客意外 台業界傾向短程化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15日報道：民進黨15日
舉行全代會，其間最受矚目的焦點莫過於黨職改選，由
全台500多名黨代表選出30席中執委，再由中執委互推
10 名中常委。這 10 人將與 7 席當然中常委，組成下屆
中常會，成為民進黨未來的權力核心。7席當然中常委
，包括黨主席、「立法院」黨團3名幹部、「五都」2市長
陳菊、賴清德，以及其他執政縣市長互推出1名代表。

這次全代會最受矚目的焦點莫過於黨職改選，由全
台 560 名黨代表選出 30 席中執委，再由中執委互推 10
名中常委；這10人將與7席當然中常委，組成新一屆中
常會，即民進黨未來的權力核心。中執委選舉結果傍晚
出爐，黨主席蘇貞昌為首的蘇系當選4席，謝長廷及子
弟兵囊括5席，游錫堃的游系拿下6席，高雄市長陳菊
的人馬搶佔 3 席，新潮流當選 6 席，綠色友誼連線 3 席
；另有前立委蔡同榮、律師蔡易余和台南市議員王定宇
也當選。謝系、游系和新系堪稱中執委選舉最大贏家。

蔡同榮落選嘆「壞運」
接着進行的中常委選舉，需3票才到達當選門檻，

派系間也展開合縱連橫。結果謝系得到王定宇合作，由
謝長廷、管碧玲拿下2席中常委；其他當選者包括新潮
流的段宜康、顏曉菁、吳思瑤，游系的游錫堃、陳亭妃
，蘇系的蔡憲浩，綠色友誼連線的何志偉，及陳菊子弟
兵李清福。其間，前民進黨立委蔡同榮與前新系的顏曉
菁、吳思瑤各獲 2 票，3 人抽 2 個當選機會，唯一在場
的蔡同榮上前抽籤，卻沒抽中。蔡同榮說，這是 「壞運
」，沒什麼好抱怨。

賄選疑雲籠罩民進黨
蔡英文並未參與中執委選舉，也未推派 「代理人」

參選，形同全面淡出黨內權力核心。黨內人士分析，蔡
英文雖無人馬，卻仍與多數派系要角維持良好關係，影
響力不容小覷。

此外，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經推舉後

，由現任中評會主委陳勝宏順利連任成功。
由於這次選舉牽動民進黨後續的權力分布版圖，各

派系 14 日晚間起已分別在台北多家知名飯店宴客拉票
，固票餐會一路排到 15 日下午全代會開始前。有不願
具名的黨內人士表示，各派系積極鞏固票源，互相牽制
，誰也不希望在這次選舉中吃虧；黨內更傳出 「一票30
萬、50萬元新台幣」的說法，為這次黨內選舉蒙上權錢
交易的陰影。

挺扁保外就醫案過關
此外，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下午在全代會進行黨務

報告，宣布黨中央在6月27日中執會通過聲援陳水扁保
外就醫案，黨代表無人提出異議。不過，對於黨代表蔡
明通提案，黨中央成立 「救扁小組」，建請黨主席擔任
「救扁小組」召集人，這個提案與其他所有提案都交代

中執會研議討論，交由下次黨代表大會討論。當天黨代
表大會只討論一個提案，恢復公職提名黨員投票與民調
雙制。

▲目前太平島上駐守人員有台灣海巡署、空軍等
單位 資料圖片

▲民進黨15日在台北召開全代會，前 「行政
院長」 謝長廷（前排右起）、黨主席蘇貞昌
、呂秀蓮、前黨主席蔡英文等人出席 中央社

【本報實習記者王芳廈門15日電】第四屆廈金海峽橫
渡於 15 日上午 8 點 20 分在小金門雙口村鳴槍開賽，終點為
廈門市環島路椰風寨救生指揮中心，賽程約8公里。經選拔
共有來自兩岸四地的75支隊伍150名選手參賽：其中，大陸
31隊；台灣35隊；香港7隊；澳門2隊。本次比賽中新生力
量陣容強大，90後選手比例超八成，其中來自台灣暖暖高中
的黃俊銘、福建省游泳跳水管理中心的林鑫瀾為 1998 年出
生，年僅14歲。

本屆橫渡繼續以兩人一組接力的形式進行，並首次採用
芯片計時。經過激烈角逐，四名 90 後小將勇奪男女組第一
名。男子組第一名姚晗出生於 1996 年，張子彬出生於 1993
年，成績為 1：31'29"，女子組第一名楊丹丹出生於 1995 年
，雷珊出生於 1994 年，成績均為 1：35'15"，男女組第一名
的選手均來自福建省游泳跳水管理中心。

今年比賽設總獎金 20 萬元人民幣，錄取男、女組各前
20名的參賽隊給予獎勵。其中，男、女組前3名的獎金分別
為2.5萬元、1.7萬元和1萬元。所有參加活動的選手均將獲
得組委會頒發的獎章和證書。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 15 日報道，熱浪襲捲全台，熱
死人意外頻傳！台南市最近兩天來，就有九位男性猝死案例
，且是十八歲到五十歲的居多，其中十八歲的新兵是在出操
上課時昏倒，雖及時送醫仍宣告不治，檢察官初步相驗，證
實死因是急性心血管疾病所引發，疑跟天氣太熱有關。高雄
市入夏以來也有三起工人疑熱死意外。

此外，台北今天中午12時26分出現攝氏38.1度高溫，
是最近6天內第3次氣溫超過38度。台氣象局說，今年入夏
以來最高溫仍是 10 日台北 38.3 度，今天和 12 日同樣都是
38.1度。不過，氣象局觀測，38.1度高溫維持不久，因午後
對流雲系發展旺盛，雲量增多，局部地區開始降雨，氣溫也
下降。南部白天就有陣雨，氣溫也比前幾天低，高溫約 30
度左右，中部約32度到33度。

金廈泳渡 閩選手奪冠

熱浪襲台 2天死9人

▲蘭嶼當地人過去住地下屋，沒有水電設備；現
在越來越多人改住水泥房，加上因應觀光的民宿
與商家增多，用電大增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