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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身 在 監
獄服刑的陳水
扁爭取保外就
醫，一直都是
民進黨和深綠
人士的 「專利

」，不料，近日有藍營人士也加入了綠
營的 「救扁行列」。國民黨籍的台北市
長郝龍斌一番支持陳水扁保外就醫的言
論，好比一顆震撼彈，令本已炙熱的救
扁議題在島內社會猶如炸開了鍋，再次
引起高度關注和激烈辯論。

今年5月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星雲大
師已希望馬政府能 「優待」陳水扁，並
建議仿效當年蔣介石軟禁張學良的 「寬
容政策」，以 「軟禁」代替 「拘禁」，
讓扁與家人一起生活。星雲大師在島內
是德高望重之士，當時的上諫舉措已引
起不少議論，但也不及這次郝龍斌突然
拋出 「救扁論」給台灣社會帶來的驚訝
程度。這不僅因為郝龍斌是首位公開支
持扁保外就醫的國民黨人，更因為其深
藍背景。他的父親是曾任 「行政院長」
、 「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的國民
黨元老郝柏村。郝龍斌於 1995 年因對國
民黨不滿而退黨，加入了具統派色彩的
新黨，後於 2006 年重回國民黨，並於當
年底當選台北市長。郝龍斌的家庭出身
和從政經歷，使外界一直把他劃入了深
藍圈子。而在 「救扁」這個藍綠意見涇
渭分明的議題上，一位 「深藍」市長竟
然 「倒戈投敵」，難怪島內各界驚呼不
已、詫異莫名。

郝龍斌日前表示，支持扁保外就醫
是為了化解藍綠矛盾，撫平社會傷痕。
此說不無道理，畢竟從 2008 年扁案曝光
之日起，藍綠支持者這幾年為扁珍刑期
、特赦阿扁、保外就醫等議題爭吵不休

，加深了彼此的矛盾。但讓扁保外就醫是否就能解開
藍綠心結，則是見仁見智了，因為這無疑是順從了綠
軍的意願，但恐怕會引起藍軍的反彈。而 「順了姑情
逆嫂意」大概也是馬政府一直不允許扁保外就醫的重
要考慮之一，國民黨人士也 「冷處理」相關議題。所
以，郝龍斌的 「和解說」顯然難以說服社會大眾。倒
是其拋出 「救扁論」的動機，引得島內輿論爭相解讀
。這幾天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郝龍斌試圖淡化身上
的深藍色彩，向中間路線靠攏，為將來競選 「總統」
鋪路。

熟悉台灣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台北市長一職好
比是 「總統搖籃」。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當選
「總統」前都曾任台北市長，而且任職期間都有不錯

的民望。郝龍斌雖然也是台北市長，但民望不高，在
去年和今年由媒體舉辦的縣市滿意度調查中常常處於
倒數位置。有人遂斷言，他可能是首位當了台北市長
卻未能更上一層樓的人。2014年島內縣市長選舉，已
連任兩屆的郝龍斌屆時必須讓位他人，因此，他在任
職期間未雨綢繆、規劃未來亦符合情理。他處理台北
市務的方法雖備受爭議，但卻往往抓住關鍵時機 「一
鳴驚人」：2009年當馬政府陷入 「美牛風暴」時，他
是首位發起 「拒吃美牛」的地方首長，堅持站在民
眾的立場；今年馬英九因林益世案而備受批評，
他又率先表態 「挺馬」，成為 「勤王急先鋒」
。最近他又在 「救扁」議題上 「先聲奪人
」，後續效應有待觀察。

瀾瀾觀觀
隔海王毅談綠營西進

要適當氣氛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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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
辦主任王毅二十三日在北京出席兩岸和平
發展法學論壇回答媒體有關民進黨指標性
人士來訪提問時表示，民進黨人士特別是
指標性人物如果以個人身份到大陸走一走
，需要在適當氣氛下有適當身份。

綜合新華社、中通社北京消息：王毅二十三日就
「全球華人民間保釣行動」、 「民進黨人士西進之風

」兩大新聞熱點發表意見。

兩岸民間保釣有共識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日前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

，發表 「兩岸不聯手抗日，呼籲各方自制，以和平為
重」的言論，有台灣媒體向王毅要求回應馬英九的言
論。據稱，王毅並未正面回應馬英九的個人言論，但
他說： 「我想兩岸同胞在維護領土主權問題，在釣魚
島問題，有很多共識，這是客觀事實」。他說，兩岸
民間達成很多一致點， 「我們當然希望共識進一步增
加。」

王毅指出，從兩岸民間角度來看， 「大家（對釣
魚島）還是比較一致的」，而兩岸在這方面的交流與
合作也正在逐步展開，但他認為要見成效 「恐怕還需
要一些時間」。

島內媒體再就近日蔡英文、謝長廷等民進黨高層
先後表示 「不排除訪問大陸」一事向王毅提問。 「我
們還不太了解他們具體想法，還需要進一步了解。」

王毅表示，還需進一步了解，若以個人身份來走
一走， 「需要有適當氣氛、適當身份。」王毅指出，
大陸方面雖沒有公開要求民進黨人物需表態接受 「一
個中國」才能踏足大陸，但強調 「做為一個黨來講，
堅持 『台獨』，我們當然很難打交道。」

堅持「台獨」難開展交流
蔡英文五月回應評論家南方朔 「可訪北京」的建

議時表示，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謝長廷二十日則證實收到一項大陸社會活動的邀請
，他並 「正在考慮是否成行」。

對於蔡、謝兩人的言論，王毅說，大陸方面希望
民進黨能確實調整對大陸政策，真正從台灣民眾長遠
利益出發，調整民進黨以前不切實際、走不通的作
法。但強調若民進黨繼續堅持 「台獨」立場， 「黨
對黨（共產黨與民進黨）之間的交流，當然還是有困
難。」

王毅重申，大陸方面對民進黨人士是敞開大門，
「只要他歡迎支持兩岸關係改善發展，我們都願創造

條件，讓他們到大陸看一看、走一走，實際了解對大
陸發展進步，以及大陸對台政策方向。」

陸媒：民進黨旨在撈選票
對於民進黨近期 「西進之風」大起，外界關注該

黨可能在兩岸政策上 「大轉型」。但《人民日報》海
外版二十三日則有文章質疑有關看法，認為民進黨人
密集 「登陸」非想真正轉型，目的是 「撈選票」。民
進黨先後有羅致政、林佳龍、蕭美琴等代表性人物赴
大陸參加活動，但目前未能就此判定該黨的兩岸政策
「已經轉變」，因為 「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的態度很

重要」。
文章指出， 「西進之風」盛行時，黨主席蘇貞昌

先是在十六日表示正着手研擬黨公職人員前往大陸的
「行為準則」；更對大陸學生納入台灣健保一事緊急

喊停，原定八、九月成立的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會
」亦遭延後，系列舉措都被視為意在降溫。文章指出
，蘇貞昌身為黨主席，雖知道調整兩岸政策的迫切性
，但認為 「民進黨的真轉型不可期，有的只是為了撈
取選票的假動作」。

【本報訊】地下賭場的龐大利益
，誘使台灣警察隊伍內一些不肖分子
與黑道勾搭成夥，使掃黑掃賭的警察
竟變成地下賭場的保護傘。板橋地檢
署二十三日採取突擊行動，動員超過
百名調查官及憲兵，兵分十八路搜索
刑事局、台北市警中山分局民權一派
出所，以及新北市警三重分局偵查隊
。先後約談七名高級警官，當中包括
刑事局三線二星主任秘書許瑞山，由
於搜查行動仍在繼續，料涉案人數將
可能再增加。

中通社消息：檢察院的行動轟動
島內警察隊伍，據了解，這是首次有
刑事局高官涉入受賄庇賭的案件中，
使負責台灣刑事案件的最高單位─
刑事局顏面無存。有參與調查的檢察
官透露，職業賭場如果沒有官警護航
，幾乎很難生存，就算不斷更換地點
， 「被抓也只是時間問題」，想要絕
對安全就只能和警察 「交朋友」。據
透露，由於案件朝集體收賄方向偵辦
，案情可能會愈滾愈大，不排除有更
多高級警官涉案。

為賭場尋覓地點
負責案件的板橋地檢署表示，署

方在四月份收到舉報，指一個流竄台
北市中山區、新北市三重區的大型天
九牌賭場，每月定期向轄區員警行賄
，並提供招待，以換取警方不查緝的
「特殊待遇」。檢察官收到線報後暗

中展開調查，發現台北市中山警分局
民權一派出所、新北市三重警分局偵
查隊部分警員涉案，更意外發現有刑
事局現任高階警官和外勤隊一名組長
與賭場主持人稱兄道弟，懷疑刑事局
高級警官涉入其中。據悉，涉案警員
不僅將警方的掃賭行動提前告知，甚
至主動為賭場尋覓合適地點開設新賭
場。

專案小組二十三日凌晨採取拘捕
行動，指揮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及憲
兵共一百多名警力，先在新北市三重
區成功路查獲這處賭場，逮捕多名賭
客，並查扣帳冊等重要資料。至同日
清晨六點多，再兵分十八路搜索涉案
官警的辦公處所及住處，部分被查警

官是被直接從睡床上帶返地檢署協助
調查。島內最新消息稱，檢方搜索行
動到傍晚結束，被約談的官警、賭場
業者在台北市調處偵訊，晚間將移送
板橋地檢署複訊。

對於懷疑有高級警官涉嫌為地下
賭場護航，警政署上午強調，目前正

在了解警官的涉案情節，會全力配合
檢調偵辦，並已指示督察系統做內部
清查動作，若查出員警風紀，一併移
送檢調偵辦，絕不護短。

警政署下午發表懲處名單，局長
林德華及兩名副局長陳檡文、劉柏良
都在懲處名單之列。

天秤料今晨登陸花東
【本報訊】綜合二十三日消息：台灣氣象局今天表示，

中度颱風天秤的暴風圈已侵襲台灣東半部，預估颱風中心將
在二十四日清晨登陸台東，各地應嚴防豪雨。

氣象局指出， 「天秤」的中心，比較可能的登陸地點為
台東縣境內，但也不排除往北一點，在花蓮縣登陸。

「天秤」晚上八時的中心位置在台東的東方一百四十公
里，以時速十一公里向西進行，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四十三
公尺，瞬間最大陣風每秒五十三公尺，七級風暴風半徑一百
八十公里，十級風暴風半徑五十公里。

來勢洶洶的 「天秤」曾突然 「急剎車」，僅以每小時六
至九公里速度 「龜速」移動。不過，二十三日上午， 「天秤
」的暴風圈已進入東部近海，海陸警戒區擴大，氣象局呼籲
，包括宜蘭、花蓮、台東、綠島、蘭嶼、南投、高雄，以及
屏東等地區，均應嚴加戒備並防強風豪雨。

氣象局說，恆春半島、台灣東南部、東部、東北部及北
部沿海有長浪出現，民眾應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受 「天秤」影響， 「兩馬」航線（馬尾至馬祖）二十三
日下午 「閩珠一號」停航。福州邊檢站工作人員稱，目前，
該航線適逢暑假高峰期，將有不少旅客因颱風影響而行程受
阻； 「兩馬」航線何時能恢復通航，要視具體天氣情況而
定。

福建海峽高速客滾航運有限公司也透露，由於平潭沿海
及台灣海峽風大浪高， 「海峽號」原定於二十五日的航次航
班取消。

颱風吹襲，全台菜價應聲飆漲，據了解，二十二日台北
果菜市場批發價每公斤飆破四十四點四元（新台幣，下同）
，創下二○○八年九月的 「薔蜜」颱風以來最高價。緊接着
，二十三日，儘管 「天秤」龜速未有登陸，讓菜價稍 「喘口
氣」，但是，台北果菜市場蔬菜批發價每公斤仍高達四十一
點八元，較二十二日雖下跌了百分之五點九，但仍比去年同
日漲逾百分之九十四，為最近一年來的菜價新高。

農糧署還預計，這波風災若未對產區造成大損害，菜價
會跌回正常價；但若受重創，復耕菜將無法全數收成，菜貴
情況會再延二到三周。

【本報訊】中評社台北二十三日消息：台北市長郝龍斌
高分貝表態聲援陳水扁保外就醫，震撼政壇。他今天下午在
市政府舉行例行記者會 「與媒體有約」，許多媒體到場採訪
。他也再次強調，提出扁保外就醫議題，就是希望敉平社會
傷痕。

郝龍斌下午在 「與媒體有約」記者會裡，一開始就提到
台北市的就業情形，指出工商團體有解僱勞工的趨勢，因此
計劃提出一系列提振就業的市政方案。

郝龍斌隨即話鋒一轉，指出提振經濟方面，市府能做的
有限，主要仍在 「中央政府」，但過去有許多事情，都因為
藍綠惡鬥、抗爭無法達成，所以他提出扁保外就醫，目的就
是希望敉平社會傷痕。

對於倒扁紅衫軍副總指揮、台北市議員李新表示反對，
並誓死反對郝角逐二○一六 「總統」大位，郝龍斌僅表示尊
重。

【本報訊】台北二十三日消息：在台灣社會引起廣泛關
注的涉嫌迷姦偷拍六十餘名女性的 「富二代」李宗瑞，在被
通緝二十三天後，於二十三日晚間八時三十五分許到台北地
檢署投案。

據台北地檢署發言人黃謀信晚間九時三十分證實，李宗
瑞於當天下午致電承辦檢察官表示要投案自首，並於晚間
到案。檢方予以當場逮捕，並召開偵查庭。

逃亡23天藏身南部
李宗瑞透露，他受一名女性友人協助，一直躲在南部。
二十七歲的李宗瑞係島內某金融界人士私生子，去年七

月底被一對姊妹控告性侵，警方將他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內勤檢察官訊後向法院聲押李宗瑞，但台北地方法院以罪證
不足將李無保釋放。爾後，另有被害人指控李宗瑞疑偷拍性
愛光碟，檢察官日前傳拘不到李宗瑞，認定他逃匿，八月一
日對其發布通緝。隨後，有台灣媒體指李宗瑞涉嫌下藥迷姦
包括藝人、模特兒等多名女性，並刊載了多張顯然是李偷拍
的影像，引發台灣社會的公憤。但也有媒體及名嘴熱衷討論
、猜測受害人，招致失焦及讓被害人二度受害的輿論韃伐。

黃謀信今天召開記者會指出，承辦檢察官因先前曾多次
偵訊李宗瑞，與李親自通電話後，以聲音辨識及詢問對方年
籍等方式比對，確認是李宗瑞無誤，李宗瑞等人向檢察官自
稱將自南部開車北上，並答應每半小時與承辦檢察官通電話
，保持聯繫。

黃謀信指出，李宗瑞約於晚間八時三十五分在律師陪同
下開車抵達北檢，由法警引導進入法警室，由於李宗瑞是通
緝犯，檢察官隨即逮捕他並立即召開偵查庭，確認李宗瑞身

份年籍後，目前正在偵訊中。
黃謀信說，承辦檢察官將初步查明本案犯罪事實、李宗

瑞逃亡經過及是否有人涉嫌藏匿等，待訊問結束，會再次對
外說明初步偵訊結果。

另外，黃謀信說，涉嫌藏匿李宗瑞的一名陳姓女子已向
台中地區某警局自首，正解送北檢，將另指派檢察官偵訊，
查明她與李宗瑞的關係、藏匿李宗瑞的始末及是否有共犯共
同藏匿等。

刑事局主秘等七人涉庇賭
新北市高級警官勾結黑幫

郝龍斌記者會談援扁
重申盼敉平社會傷痕

涉迷姦偷拍 李宗瑞投案

◀板橋地
檢署偵辦
警方包庇
賭場案，
二十三日
晚將刑事
警察局主
任秘書許
瑞山（中
）等人移
送板檢
中央社

◀王毅二十三
日表示，民進
黨人士特別是
指標性人物如
果以個人身份
到大陸走一走
，需要在適當
氣氛下有適當
身份

中新社

▲▼台北地檢署追查李宗瑞
（上，資料圖片）行蹤，二
十三日以藏匿人犯嫌疑人身
份拘提周姓女子（下）說明

中央社

李
宗
瑞
投
案

李
宗
瑞
投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