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宗瑞面臨30年刑期

旅遊巴誤闖限高車道頂部被削

嘉義車禍 24廣東遊客受傷

恆春百年大風雨 淹水斷電

迷姦案檢方已掌握10人受害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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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被控迷姦偷拍多名女子、
逃亡23天的富少李宗瑞，23日晚間向台
北地檢署投案，否認犯罪；不過檢方認定
他涉犯性侵和妨害秘密等重罪，24日清晨
向法院聲押獲准。據悉，檢方目前至少掌
握有10位被害人，李宗瑞最多可以被判刑
30年。

■麥當勞行銷手法引爭議
日前，麥當勞在台灣的行銷手法引發爭議。該公司與全

球人氣動畫偶像Hello Kitty攜手，推出限量版玩偶引發炒
風，在店內做任何消費加99元（新台幣，下同）可換購一
個玩偶，在網上被炒至每個上千元。

麥當勞23日推出最後一款玩偶，引發全台搶購潮，有
消費者22日晚就到24小時營業門市排隊，但徹夜苦等之後
，才發現各店所提供的玩偶數量極少，絕大多數人買不到，
有消費者質疑麥當勞員工見炒風有利可圖，暗中私分玩偶，
多家分店出現消費者鼓噪，甚至有人報警求助。

麥當勞（台灣）公關部副理謝依婷稱，總公司依各門市
營業額分配玩偶數量，23日推出最後一款在當天下午4點已
告售罄，但她表示公司不會再推第二波玩偶補救。 中通社

■單國璽陸親屬赴台奔喪
台灣天主教 「樞機主教」單國璽 22 日晚間病逝，台灣

有關方面隨即與單國璽在大陸的家人聯繫，目前確定單國璽
的大妹和其子女共4人申請赴台奔喪。台 「內政部」入出境
及移民署24日表示，將專案辦理單國璽家屬來台奔喪事宜
，以快速通關和專人協助方式入境。

單國璽病逝後，台灣行政部門隨即與單國璽在大陸的家
人聯繫，說明辦理證件流程和入境通關事宜，並立即給予協
助。

台移民署表示，移民署台北市服務站 24 日將核發入台
證，以便利家屬赴台，而行動不便的單國璽胞妹，會透過快
速通關和專人協助方式入境。 中通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 24 日消息：根據
最新一期《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報道，最近
數年研究人員發現一種類似愛滋病的神秘新
疾病，大部分病例都是在泰國、台灣發生，
也有部分居於美國的亞裔人，他們雖然沒有
感染愛滋病毒（HIV），卻會出現有如愛滋
病的病徵，免疫系統受損，無法像常人一樣
對抗細菌。

參與這項研究的台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微
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謝奇璋 23 日說，
這種疾病目前還沒有名稱，因病人都是 4、
50歲才發病，暫且稱為 「成人發生的免疫缺
損疾病」，大多發生於亞洲人，也許與亞洲
人自體免疫疾病較多有關。它不是遺傳疾病
，與愛滋病毒完全無關，也不會造成傳染，
但感染源與感染途徑至今未明。

這種類愛滋疾病於2004年首次發現，似
乎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而導致的免疫缺損，
它產生自體抗體，去攻擊免疫細胞所產生的
細胞激素 「珈瑪干擾素」，而珈瑪干擾素是
消滅病毒、細菌（尤其是分枝桿菌）的重要
物質。

研究團隊由美國、台灣、泰國等地專家
組成，共收集203名患者資料，年齡介於18
歲到 78 歲，其中台灣患者約有 10 多人。研
究首席作者、美國國家過敏與感染病研究所
臨床助理研究員莎拉．布朗妮說，這是繼愛
滋病之後，另一種攻擊人類免疫系統的病症
。她表示，這種疾病或許與基因有關，也可
能是環境因素引起，現在還不知道真正起因
。有些患者罹病後變得很虛弱，甚至面臨死
亡；但也有患者罹病時間很長，病情起起伏
伏，變得像慢性疾病一樣。還有患者合併出
現類風濕性關節炎、紅斑性狼瘡等自體免疫
疾病。

在台灣，估有上百人感染 「成人發生的
免疫缺損疾病」，男、女罹患率相當。謝奇

璋表示，當患者出現細菌感染時，可以使用抗生素；在免疫
功能的治療上，就要針對免疫功能狀態，採用免疫調整劑，
以減少自體免疫抗體的產生。他指出，以前認為，免疫不足
要加強免疫，但自體免疫抗體造成的免疫缺損，卻要用抑制
免疫的免疫調整劑，以促進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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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局23日在行政部門通過2013年度的 「總預算」
，發現累積未償債務達到52691億元（新台幣，下同）。以
台灣約 2300 萬人口計算，平均每個台灣居民負債約 22.9 萬
元，創下負債新高，外界質疑台灣可能成為希臘第二。台灣
行政部門負責人陳冲24日在一場合指出，台灣與希臘的情
況不一樣，並聲言台灣不會成為下一個希臘。 中通社

【本報訊】綜合二十四日消息：1 輛接
載廣州旅遊團的雙層遊覽車，24日下午在台
灣嘉義市誤闖限高的摩托車道，車頂撞上路
橋幾乎被削掉，造成24人受傷送醫，其中3
人傷勢較嚴重，住加護病房治療。

出事遊覽車載有大陸遊客30人，以及廣
東廣之旅國際旅行社領隊、台灣導遊、司機
各1人。

團員表示，他們是參加台灣 5 天旅遊團
，昨天從高雄入境，今天是第2天行程，他
們吃完午飯後，從嘉義市要轉往阿里山區旅
遊，未料遊覽車轉進世賢路三段的地下道時
，不久就聽到 「砰」的一聲，撞到什麼東西
，許多遊客根本來不及反應。強大的衝撞力
道，加上遊覽車車頂的三分之一幾乎全被削
平，還斷裂塌落到乘客座上，造成20多人頭

部和頸椎受創，以及撕裂傷和擦撞傷，尤其
以坐在車子前方的多位乘客，傷勢較為嚴
重。

事故發生後，嘉義市消防局出動十多部
救護和器材車輛到場，將傷者抬出送醫，遊
覽車內則是物品散落一地，一片凌亂。

遊覽車司機許博修表示，他從博愛路右
轉世賢路時，沒注意到第一個轉彎是機車
（摩托車）道，第二個轉彎才是快車道，並
將快車道標高 4.6 公尺的標誌，誤認為是機
車道的高度，因此才會發生意外。

許博修指出，他駕駛的遊覽車高度為
3.8 公尺，但機車道並未標示高度，因此遊
覽車才會因過高而卡住。

警方指出，受傷的 24 人中，有 11 人需
住院治療，其中3人傷勢較嚴重，住加護病
房治療。3人分別是：黃玉芳（顱內出血）
、林學游（頸椎骨折、胸腔挫傷、下巴骨折
）、顏大芳（頭部創傷併顱內出血、頸椎骨
折、胸椎骨折）。

廣之旅啟動緊急預案
接待該旅行團的台灣全球通旅行社總經

理秦文沂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顏大芳傷勢較
重，需要開刀；而整個旅行團中斷行程，留

在嘉義當地。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四日電】廣

之旅因應旅遊團在嘉義發生事故，立即啟動
應急預案，成立事故處理專責小組，隨後將
趕赴台灣，協助遊客處理相關事宜，旅行社
將墊付受傷遊客在台期間的所有治療費用，
直至傷者返回廣州。

■老蔣「青天白日勳章」流拍
號稱是蔣介石在 1930 年獲頒的 「特壹」號 「青天白日

勳章」，24日在香港拍賣，底標價為280萬元（港幣，下同
）。拍賣官對在場30多個買家連喊三次底價均乏人問津，
最終流拍。

英國收藏品拍賣公司斯賓克於本月中宣布將要出售這枚
勳章，台灣軍方發言人羅致和14日則稱，屬於蔣介石唯一
一枚 「青天白日勳章」在 1975 年蔣氏逝世後，隨之入殮，
不可能流落海外。

但斯賓克稱，這枚勳章此前一直屬私人收藏，若台灣官
方對該勳章有懷疑的話，可派人前來港 「驗明正身」。

中通社

據中通社24日消息：被指迷姦近60名演藝圈明
星、模特兒並拍攝性愛光碟的李宗瑞，在去年7月底
曾被一對姊妹控告性侵，警方將他移送台北地檢署
偵辦，但台北地方法院以罪證不足將李無保釋放；
後來另有被害人指控李宗瑞疑偷拍性愛光碟，檢察
官傳訊不到李宗瑞，8月1日對李發布通緝。

辯稱你情我願
李宗瑞躲藏多日，在親友陸續遭到檢警傳喚約

談、被斷了金援後，於23日夜晚由律師陪同，從彰
化北上台北向檢方投案並接受訊問。檢方隨即漏夜
召開偵查庭，並邀集法醫共同勘驗李宗瑞私處特徵
，和不雅照片進行比對，同時採尿化驗以釐清有沒
有吸毒。

根據了解，李宗瑞在庭訊中供稱，自從被警方
通緝後，一直躲在友人陳美蘭位於彰化的住處，不
曾出門。他否認被害人指控，除了表示沒有使用藥物
迷姦，也強調沒有偷拍，一切都是在合意的狀況下發
生關係，更沒有散布影片一事。不過，由於檢方持懷
疑態度，也認定他涉犯加重強制性交及妨害秘密等罪
嫌重大，有逃亡及串供之虞，清晨向法院聲押獲准，
直接送台北看守所收押。

檢方認為，在扣案的證物中，有部分與李所答辯
的內容明顯不符，認為李的說詞是避重就輕，或是企

圖拿部分合意性交的案情來遮掩涉及妨害性自主的部
分。檢方下周起將陸續就訊當事女子，逐一釐清案
情。

據了解，檢方目前至少掌握有 10 位被害人，如
果以一罪一罰計算，李宗瑞最多可以被判30年。

疑有高人指點
而涉嫌藏匿李宗瑞的陳美蘭，23 日在律師陪同

下到台中刑大自首，訊後以 12 萬元新台幣交保候傳
。陳美蘭後回到台中一棟社區大樓，管委會在住戶名
單中沒有發現陳美蘭的名字，卻發現和李宗瑞父親李
岳蒼（前元大金控董事）同名同姓的人。到底陳美蘭
和李家有什麼特殊交情，是否受李宗瑞父親拜託照顧
兒子，有待檢方釐清；檢警並懷疑兩人主動投案並非
臨時起意，似有高人指點，與律師周延商討後才出面
，已將相關稽證送交專案小組偵辦。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央社24日消息：颱風 「天
秤」24 日清晨 5 時左右在台灣南部屏東縣牡丹鄉附近登陸
。恆春半島3個測站當天的時雨量和日雨量突破創站百多年
來的紀錄。不過據預估， 「天秤」未來走勢將可能由西南
轉向東北，殺個 「回馬槍」，因此台灣各地防災並未因颱
風出海而鬆懈。

日雨量近600毫米
根據台灣氣象部門測得資料，受颱風影響，從24日凌

晨零時起到下午 3 時為止，恆春的日雨量 578 毫米、車城
592.5毫米、墾丁546毫米，都打破百年來紀錄，而且截至
發稿時雨還在下。其中，恆春在上午7時到8時之間的時雨
量為167.5毫米，也突破恆春創站百年的紀錄。密集的降雨
量讓很多居民直說 「從來沒有過的景象」。

恆春多個鄉鎮包括恆春鎮、滿州鄉傳出淹水；風災造
成恆春半島3萬多戶電力中斷，電線杆倒了58支，通信系
統也中斷，下午4時後仍有2萬多戶還沒有修復，台電表示
，25日將繼續修復；中華電信機房淹水，有爆炸危險，緊
急請求抽水，此外，恆春鎮內通訊也中斷了1至2小時。

在屏東積水嚴重的恆南路和恆西路，幾乎家家戶戶都
進水，24日上午一度積水及腰，民眾忙着用沙包擋水、掃
水，仍不敵洪水一再灌入，連恆春基督教醫院也不能倖免
，民眾掃水苦不堪言。

台灣氣象部門晚間近10時表示，台東和屏東分別有21
條和12條溪流發布紅色警戒。

為應對雨災，台灣軍方已經在車城成立前進指揮所，
並調派兩棲突擊車及約1500人支援救災。

全台戒備防雨再來
氣象部門發布豪雨特報指出，24日晚上到25日，恆春

半島、東南部山區及南部山區有局部性豪雨或大豪雨，其
他地區也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大豪雨地區包
括屏東縣、台東縣。

氣象部門表示，天秤過去3個小時移動緩慢，今晚8時
中心位置在高雄的西南西方60公里處。氣象專家鄭明典預
估，受到周邊氣流影響， 「天秤」將回頭，沿台灣東部沿
海北上，對台灣造成二度侵襲。而另一颱風 「布拉萬」距
「天秤」東北約1300公里外，許多專家擔心，一旦雙颱再

走近，可能產生牽引作用，其效應不可想像。

天秤掠屏東龜速徘徊

■台灣人均欠債23萬元

▲傷者被送往當地醫院救治 新華社

▲遊覽車因司機誤入地下道的摩托車道，造成遊覽車卡住，車頂受損
中央社

▲李宗瑞（右）被戒護送往台北看守所
中央社

▶涉嫌藏匿李宗瑞的陳美蘭（左）送台北地檢署
偵訊 中央社

▲ 「天秤」 24日帶來強風豪雨，土石流沖刷
台 26 線 10 公里路段，造成南北車流大塞
車 中央社

◀台灣軍方調派1500人支援救災 中央社

▲墾丁暴雨一片汪洋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