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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獄中
服刑的陳水扁為
「自 救 」 再 出
「奇招」：邀請

前美國司法部長
克拉克赴台探監

。而高齡 84 歲的克拉克也相當 「給力」
，不僅對 「扁因坐牢受苦導致健康不佳
」而深表同情，還把 「扁是否獲准保外
就醫」上升為 「牽到東南亞國家整體人
權的問題」。另一邊廂， 「扁迷」們也
「裡應外合」，以上下午輪班的方式連

續三天在台北監獄門口靜坐。一時間，
「救扁」活動又死灰復燃了。與以前不

同的是，陳水扁這次是越洋求救。在克
拉克赴台前，6月上旬就有3名美籍民間
私人醫療人員探扁，之後提出 「長期囚
禁對陳水扁身心狀況影響」的報告，請
美國民主黨一名參議員在7月上旬致函美
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
坎貝爾，要求召開聽證會，呼籲馬英九
批准陳水扁保外就醫。

扁打 「美國牌」，顯然是希望吸引
國際輿論的注意力，但更重要的是期盼
華府向馬政府施壓，以達到保外就醫的
目的。扁認為，美國對台灣方面的決策
有一定影響力，如果美國 「開口」，馬
政府也不得不 「從命」。然而，扁素與
美國關係不佳，當年以 「切香腸」的方
式推動 「台獨」，被美國政府形容為
「麻煩製造者」，加之 「犯人保外就醫

」事宜純屬台灣內部事務，美國是否會
為一個過時政客而勞師動眾，扁應心知
肚明。但今年以來扁家及民進黨為扁爭
取保外就醫已 「無所不用其極」，搬出
一大堆諸如 「患癌」、 「自殺」、 「寫
遺書」等理由，近日甚至有人提議扁在
臉上塗抹糞便，假扮精神錯亂。但馬政
府的立場猶如鐵山般絲毫未有變動，扁
無奈之下，也唯有抱着賭博的心態，轉

向美國求救。
其實，陳水扁不管向誰求救，關鍵還在於保外就

醫的理據要充分。根據島內 「監獄行刑法」規定，受
刑人必須符合 「在監不能為適當之治療」的情況，才
會被允許保外就醫。但目前扁病情還不至於此。這兩
年監獄方面對扁的身體狀況尤為重視，特地給予了多
項 「禮遇」。例如，允許扁女和女婿分別入監為扁治
療膝蓋、洗牙和製作假牙，成為台北監獄犯人自費指
定醫師治療的首例。在生活方面，扁全年享有熱水沐
浴，每天室外運動時間一小時。為了方便扁寫作讀書
，獄方還專門騰空了一間小舍房作為扁書房，並配備
桌椅。與其他犯人相比，扁在獄中過的是 「上流生活
」，倘若這樣也叫 「受苦」，那其他犯人恐怕早就活
不下去了。扁抱怨 「苦」，不過是仍把自己當 「平常
人」，兩相比較，他無論在獄中享有多少 「特權」，
也不會滿足和感恩。

島內不少人對扁時常挑起 「特赦」、 「保外就
醫」等問題不勝煩擾，但其實最讓人厭惡的是，扁
至今未反省自己的犯行。一個死不認錯的人是
不可能得到社會原諒和同情的。扁與其絞盡
腦汁尋找出獄捷徑，倒不如好好面壁思過
，還有可能會因悔過表現良好而提前獲
釋。

瀾瀾觀觀
隔海郝龍斌突挺扁保外就醫

綠營感振奮 藍營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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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郝龍斌21日上午語出驚人，公開呼籲當局讓陳水扁保外就醫，認為此舉有
助撫平藍綠對立的社會傷痕。對此，民進黨大感振奮，希望有更多藍營人士站出來，敦
促馬英九盡速讓扁保外就醫；國民黨則漠然處之，強調保外就醫是法務部的職權，國民
黨會尊重其專業判斷。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一日報道：因貪入獄
的台灣前領導人陳水扁，為求脫身而連環出招，多
番爭取保外就醫不遂，竟有綠營 「謀士」日前探扁
時向其獻奇計，建議阿扁乾脆在臉上塗屎，裝瘋賣
傻爭取保外就醫，但遭陳水扁當面拒絕。

民進黨及泛綠陣營的救扁工作一浪接一浪，20
日再請來84 歲的美國司法部前部長克拉克與扁子陳
致中前往北監探視阿扁，並一如以往地向台灣當局
喊話，指陳水扁健康極差，要求即時釋放阿扁，但
同樣未獲馬政府積極回應。

據悉，綠營中人多番發動救扁活動均未奏效，
被迫在 「營救策略」上 「求變求新」，以致於日前
多名綠營人士探扁時竟向阿扁獻上 「屎計」。扁搖

頭說： 「要裝很久才有效，而且很容易被識破」，
並指 「屎計」有辱其曾為 「國家元首」的尊嚴。但
阿扁話鋒一轉，接着竟說： 「而且裝瘋賣傻會被北
監扣分，影響我申請假釋。」

法務部矯正署署長吳憲璋表示，依《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受刑人須表現良好並獲得良好評分，
且服刑超過二分之一刑期，才可申請假釋；以阿扁
目前被判合共執行 17.5 年刑期推算，需在獄中行為
良好累積 252 分以上，並完成不少於 8.5 年的刑期才
可申請假釋。就 「屎計」是否可行一事，矯正署官
員說，阿扁若在自己臉上塗屎裝瘋賣傻被識破，不
一定會扣分；但扁若故意塗屎在別人臉上，一定會
被扣分，扣多少分由監獄管理人員認定。

綠營獻屎計阿扁拒裝傻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一日報道：由於郝龍斌
是藍營之中第一人公開表態支持陳水扁保外就醫，外
界不免思疑其有何政治動機。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張其

強下午代為回應說，郝龍斌是鑒於最近藍綠內鬥不斷
，認為應該站出來發出第一聲，希望藍綠放下內鬥，
全力拚經濟。

近期民進黨及深綠支持者發起連串行動，爭取
釋放因貪污被囚多年的陳水扁或讓其保外就醫，甚
至在陳水扁建議下，邀請前美國司法部長克拉克赴
台探監，企圖借助國際輿論壓力掀起救扁高潮。

盼化解藍綠衝突
在此背景之下，郝龍斌 21 日出席綠營團體舉辦

的一項公開活動時致詞說，台灣社會政治上的對立
與衝突不斷上演，不同陣營的傷痕持續擴大，令他
感到遺憾；他認為要化解衝突並不容易，一定要有
一方先跨出友善的第一步，而主政當局可以承擔比
較大的責任，應以正面、積極的態度，處理陳水扁
保外就醫的問題。

郝龍斌說，陳水扁保外就醫， 「不是單純的司
法問題，更牽動許多綠營支持者情感的社會心理問
題，讓陳水扁保外就醫，在撫平社會傷痕上有指標
意義。」郝龍斌並具體建議，相關單位應該組成醫
療小組，成員包括各大教學醫院的專家，針對陳水

扁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詳細評估，從寬考量。
郝龍斌強調，這是自己個人的意見，並未和黨內

進行討論，當然也沒有和馬英九事先溝通。由於過去
從未有藍營重量級人物，對阿扁保外就醫表達支持態
度，郝龍斌的表態，等於是開了國民黨內的第一槍，
備受各方關注。

藍委疑政治考量
民進黨方面對此固然 「樂觀其成」，主席蘇貞昌

表示很高興，強調讓陳水扁保外就醫一直是民進黨的
主張，呼籲更多藍營朋友積極站出來，敦促馬英九盡
快行動。

國民黨中央則冷處理，發言人馬瑋國強調，國民
黨一貫立場就是尊重司法，監獄受刑人的保外就醫問
題是法務部的權責，國民黨會尊重其專業判斷。

國民黨立委丁守中表示，是否給予陳水扁保外就
醫需要醫學專業判斷，不需要賦予過多的政治力量；
他不了解郝龍斌在此時提出這種建議的考量，但認為
如果用政治來考量陳水扁保外就醫的問題，就是變相
減免刑期，會讓司法的公信力打折，也等於是對貪腐
低頭。

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則認為，郝龍斌的發言是延續
星雲大師的思考方式，但也有個人的政治考量，因為
郝龍斌畢竟被認為是出身深藍，拋出保外就醫議題應
該有打預防針的效果，如果一旦行政部門有任何動作
，可以減緩深藍選民的反彈力道。

【本報訊】據聯合報二十一日報道，大陸子女繼承台
灣長輩的遺產將不受限制。陸委會研擬刪除大陸人民繼承
上限的規定，未來大陸子女可與台灣子女平等均分台灣長
輩的遺產，不受新台幣兩百萬元上限的限制。此外，大陸
配偶繼承不動產的相關限制，也將一併取消，擁有完整繼
承權。

馬英九連日指出，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在 1992 年
他擔任陸委會副主委時所訂立，至今沒有太多更動，確實
需要配合現在時空環境，全盤翻修。陸委會已啟動 「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的通盤檢討計劃，配合交流趨勢及實際需
求，將陸續提出修正草案。

現規定最多兩百萬元台幣
據透露，大陸人民繼承上限部分將通盤檢討。現行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規定，被繼承人在台灣的遺
產，由大陸人民依法繼承者，每人不得超過新台幣兩百萬
元；超過部分，歸屬台灣同為繼承之人；台灣無繼承人者
，歸屬公庫。陸委會認為此條文已與時代脫節，研擬刪除
此條文，大陸人民繼承將不受兩百萬元的限制，未來大陸
子女將可與台灣子女平等均分台灣長輩的遺產。

曾參與修法討論的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指出
，1992 年訂此法是台灣與大陸隔絕時期，擔心大陸人搶走
台灣的資源，二十年過去了，社會背景與當年完全不同，
隨着兩岸交流密切，更加凸顯這項法令的荒謬。他指出，
台灣法令對其他國家都沒有繼承權的限制，如果台灣生的
小孩是美國人或尼日利亞人，都可以繼承遺產，唯獨大陸
小孩不能平等分配，可說是 「歧視」。

大陸子女繼承遺產
陸委會擬取消上限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一日報道：民進黨近期吹起
「西進之風」，先有羅致政、蕭美琴等人踏足大陸， 「天王

」謝長廷 20 日晚間證實，他 「正在考慮」是否出席大陸的
一項社會活動。

民進黨近期的新聞焦點全在兩岸事務方面，謝長廷辦公
室 20 日晚證實，已收到國際調酒協會遠東區會長郭朝坤邀
請，請謝出席 10 月在北京舉辦的 「世界杯調酒大賽」，謝
的幕僚表示謝 「還沒決定是否出席，也不排除會去」。由於
謝被指將是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負責人，一旦謝允
諾成行，可能將被解讀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的 「大躍進」。

消息 21 日引發民進黨內關注，民進黨立委黃偉哲、趙
天麟等都對謝長廷登陸一事表示樂觀其成，並認為黨內應盡
快舉行兩岸政策的辯論或討論， 「讓大家有機會參與並凝聚
共識」，以便黨內人士此後在觸及兩岸事務時「有法可依」。

不過，並非所有綠營人士都看好黨內這股 「西進之風」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智坤 21 日投書《聯合報》，以
「葉公好龍」形容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直指民進黨現有領導

核心 「有心愛龍，卻無膽見龍」，一方面大鑼大鼓拋出 「調
整兩岸政策、加強與大陸的互動了解」等響亮口號，但只要
一聽到些許反對聲音，如吳秉叡日前首提 「陸生納入健保」
一遭反對，蘇貞昌等領導層便馬上改變立場。

獲邀赴京參加活動
謝長廷或考慮登陸

▲台北市長郝龍斌（右）是國民黨內首位支持扁保
外就醫的政治人物 資料圖片

▲前美國司法部長克拉克20日到台北監獄探扁，
數百名挺扁民眾聚集在北監場外以示歡迎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評網台北二十一日消息：全
球華人保釣聯盟秘書長黃錫麟20日赴香港，準備
在 22 日與香港保釣船大會師，同時研商下一趟
「送媽祖上釣魚台建廟」行動。

黃錫麟表示，台灣保釣人士已有部分隨着第1
波香港保釣人士返港，日前前往香港迎接，為配
合第 2 波隨同保釣船返港的香港保釣英雄，台港
保釣人士將在22日大會師，研商下一步計劃。

據透露，每次出海，都會恭請來自大甲鎮瀾
宮分香的媽祖神像上船保平安，為了感謝媽祖保
祐，下次到釣魚台，將以登陸為媽祖建廟為主題
，相信台港大陸沿海共同信仰的媽祖，會讓他們
心想事成。

華人保釣聯盟今會師
研議送媽祖上釣魚島

台學者：兩岸可在南海構建戰略鏈
【本報實習記者陳安琪海口二十一日電】越南

、菲律賓等國不斷製造事端，中國大陸成立三沙市
，予以反擊。有台灣學者建議兩岸可構建 「太平島
─永興島─東沙島」的南海戰略鏈，共同維護南海
主權。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復國
近日在中國南海研究院進行學術訪問，並就兩岸南
海相關問題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他表示，兩岸互
信不斷加深，未來軍事合作指日可待。劉復國認為
，解決南海問題急需兩岸 「共同作為」，他建議大
陸協助台灣以 「合適身份」參與協商南海事務，並
通過區域性與國際性南海協議，透過外交第一、第
二軌道與周邊國家進行交涉。

推動三沙與高雄合作
劉復國曾於今年七月在海口舉行的第十屆海峽

兩岸南海問題學術研討會提出三沙市與高雄市
合作的議題，當時得到兩岸多位專家學者的
支持。劉復國21日再次表示，兩市的合作
可以推動兩岸經濟建設，有力維護兩岸在
南海的共同利益。

劉復國說，台灣已有設想與大陸從較
低層的行政單位從進行務實合作。這樣的
合作單純從民生及經濟角度着手，不涉
及主權等敏感問題。現在的三沙市在地
位上與高雄市相同，同屬 「地級市」，
且兩市也同樣管轄着附近海域的群島
及島礁，不論從經濟發展或是戰略部
署上都有着十分相似的作用。而高雄
市是台灣最大的港口都市，也是東南
亞海域重要的交通樞紐，就目前三沙
市的重點建設項目來看，高雄市在海
上捕撈、海洋運輸、觀光旅遊、金融業
、服務業等方面發展比較成熟，可為三

沙市今後發展提供豐富經驗。
劉復國表示，兩岸的專家學者都非常希望促成

三沙與高雄的合作，他們將通過更多的研究及交流
，共同討論切實有效的合作方式及項目，為促進兩
岸務實合作獻計獻策。

對於大陸民間表示兩市合作會因高雄是 「泛綠
大本營」而受阻，劉復國並不認同。他說，民進黨
也有不少人士支持兩岸交流，只要是對高雄、對台
灣在南海方面有利的合作，高
雄市執政部門不會單純因
政治因素排斥與大陸
三沙合作。

▲港台保釣人士準備研商 「送媽祖上釣魚台建
廟」 的行動。 資料圖片

廈金光纜開通 兩岸通訊力增百倍
【本報記者李珊廈門二十一日電】首條海峽兩岸

直達光纜─廈金海纜建成慶典 21 日在廈門舉行，
廈門信道出入口局也在同時舉行揭牌儀式。廈金海纜
的開通，標誌着海峽兩岸經由第三方通信的歷史正式
宣告結束，兩岸通信事業進入了 「截彎取直」、 「海
底直航」的新時期。廈門至金門直通光纜的建成，將
使兩岸之間通訊能力提高百倍。

據介紹，廈金海纜工程在廈門至大金門島之間建
設了兩條 24 芯海底光纜，即廈門觀音山─金門慈湖
海纜、廈門大嶝─金門古寧頭海纜。這項工程大陸方
面由中國電信牽頭，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參與建設，
台灣方面則由 「中華電信」參與建設。

兩岸電信費用料調降
此前兩岸之間的通信網絡，是通過香港等第三地

匯接，由於線路長，運營及維護成本高，兩岸間電信
資費普遍高於正常水平。廈金海底光纜的建設，將實
現兩岸海底直達光纜，有利於提升兩岸電信通信的質

量和水平，也有利於為兩岸民眾提供更加優質的電信
服務。廈金海底光纜將會顯著降低廈台服務外包的通
信成本，提高線路的速度和穩定性。廈金海底光纜直
通後，將改變過去必須通過第三方中轉的局面。以後
，從台灣打向大陸的電話，將通過海底光纜，進入廈
門的電信網絡，由廈門電信平台轉入大陸其他省市；
同樣，大陸其他省市打往台灣的電話，均彙集到廈門
，再通過光纜，經過金門轉入台灣本島。為此，將
帶來更低的通信費用，更穩定的網絡，讓兩岸民眾
受惠。

國家工信部副部長尚冰來廈參加慶典時表示，廈
金海纜的建成，加上福州到淡水的海纜建設，將大大
加強兩岸之間信息通信的交流，推動環太平洋乃至更
大區域之間通信的發展。

中國電信集團董事長王曉初也表示，現在是信息
通信主導的社會，廈金海纜不僅加強了兩岸信息交流
，更重要的是推動兩岸工業的聯繫和發展，大大降低
企業運營的成本。

▲由兩岸電信公司合作建置的廈金海底光纖電纜系
統，21日在廈門與金門同步舉行完工典禮，中華電
信公司董事長呂學錦（中）等人按鈕啟動 中央社

▲ 「三沙地名碑」 是中國在三沙宣示主權的象徵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