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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馬英九
頻頻指示陸委會
對 「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以下
簡稱兩岸條例）

進行全盤檢討。這是近年來馬英九罕有
多次公開要求修改兩岸條例中某些不合
時宜的規定。過去四年兩岸關係雖然突
飛猛進，但島內一些多年前制訂的條文
規範卻與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
潮流背道而馳。俗話說 「一粒老鼠屎搞
臭一鍋粥」，這些沉疴痼疾的負面效應
現已逐步擴大，窒礙了兩岸關係前進的
步伐。因此，馬英九 「開金口」要撥亂
反正，兩岸各界無不關注。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台灣方面終
於抵擋不住島內要求開放登陸探親的強
大民意，而允許老兵們返回大陸家鄉。
不久，那些 「無親可探」的台灣本省居
民也乘勢前往大陸旅遊、從商。兩岸 40
年 「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被徹底打破
了。因兩岸民間交流而衍生的各種問題
也接踵而來，包括兩岸通婚、投資設廠
、繼承遺產、學歷認證等等，台當局遂
於1990 年產生立法之念以規範兩岸交流
，並於兩年後正式頒布實施。當時由於
對大陸了解甚少，島內對兩岸交往仍存
敵意，兩岸條例採限制性立法，即 「原
則禁止，例外許可」。後來陸委會也因
應兩岸形勢變化，對兩岸條例進行了部
分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是2003 年。但
因扁當局奉行 「一邊一國」的 「台獨」
思想，雖然兩岸條例的指導思想改為
「原則許可，例外禁止」，但 「魔鬼藏

在細節裡」，新條文 「限制多多」，並
導致兩岸協商中斷多年，兩岸關係陷入
低谷，也證實了所謂的 「原則許可」不
過是唬人的幌子。

台當局制訂行為規範來處理兩岸交
往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無可厚非，但本
意應是促進兩岸交流，推動兩岸和平。

倘若其中一些條文成為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桎梏，則
應毫不猶豫地全面修改。國民黨四年前重新上台以來
，也對兩岸條例進行了修補。例如，開放陸生赴台讀
書；承認大陸41所高校的學歷；改善大陸配偶的權益
，包括縮短取得身份證的時間、取消遺產繼承上限等
。但修改者依然抱着管制的心態，導致修改步子緩慢
、修改幅度較小。這種如履薄冰的態度使一些本可令
兩岸經濟受惠的政策至今未發揮出良好效應。例如，
台灣方面對陸資赴台限制過多及配套措施不足，三年
來赴台投資的陸資僅有約 3 億美元，連馬英九也承認
「太難看」。又如，台灣雖然開放陸生入讀，但相關

醫療問題遲遲未獲解決，令一些陸生不得不打道回府
。而台灣僅承認大陸 「985」工程的 41 所頂尖高校也
不合理，其實大陸 「211」工程還有不少素質很好的學
校，台當局應研究擴大承認大陸學歷，以吸引更多陸
生赴台深造。

兩岸條例自誕生以來， 「三年一小修，五年一
大修」，往往是發生了問題，才想起修改。雖然
「亡羊補牢，未為晚矣」，但 「亡羊」是事實

、 「損失」是事實。但願台當局在處理兩岸
事務方面能高瞻遠矚，使兩岸關係少走彎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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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議員擬登釣島釘門牌
頭城鎮釣魚島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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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宜蘭縣議員林岳賢等繼日前提案
倡議全體縣議員登釣魚島護漁、獲宜蘭縣
議會議決通過後，29日拜會釣魚島所屬行
政區域的頭城鎮長陳秀暖，邀請她10月一
同登上釣魚島，並打算將 「頭城鎮釣魚島
路一號」 門牌釘在釣魚島。

【本報訊】據新華社廈門三十日消息：30 日 10
時 30 分， 「2012 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在
台灣海峽的廈門、金門海域舉行。這是自 2010 年以
來，海峽兩岸海上搜救力量再次共同進行的大規模海
陸空聯合搜救演練。

本次演練的主題是 「強化搜救合作、共建平安海
峽、維護兩岸三通、共創兩岸雙贏」。海峽兩岸航運
交流協會名譽理事長徐祖遠、中華搜救協會名譽理事
長鄭樟雄共同擔任此次演練總指揮。海峽兩岸航運交
流協會、中國海上搜救中心、中華搜救協會、廈門市
政府、金門縣政府及海峽兩岸海上搜救相關部門共同
執行此次聯合演練。演練觀禮台設在台灣大型海巡艦
「台南」號上。

演練模擬一架自台北飛往廈門的兩岸直航客機，
飛行途中發生引擎故障，緊急迫降於台灣海峽的廈門
、金門海域。飛機在迫降過程中擦撞一艘兩岸直航客
輪，客輪起火，飛機機身撞擊海面激起湧浪造成附近
兩艘作業漁船翻覆，數十人落水。事故發生後，兩岸
搜救機構立即啟動應急預案，派出直升機前往救援傷
勢嚴重人員，派出潛水員救助被扣在翻覆漁船內的遇
險漁民，協調公務船舶、專業和社會搜救力量搜救其
餘落水人員，過駁遇險飛機和客輪上人員。經全力救
助，遇險人員全部被救起，客輪大火被撲滅、堵漏作
業完成並恢復動力後被護送回港，迫降飛機被拖帶到
安全水域。

首以水上迫降為背景
此次兩岸聯合演練首次以航空器遇險水上迫降為

背景，演練內容更為豐富，囊括了航空器迫降海面人
員逃生操演，兩岸遇險訊息通報及啟動應變機制，現
場救援單位聯繫、通報及任務分配，航空器及船舶滅
火，遇險人員搜救，落海失蹤人員搜尋，人員海上移
交、檢傷分類及後送醫療，以及善後處置等8個項目
。兩岸海上搜救單位共300多人參與演練，共動用兩
岸搜救船舶14艘、救助直升機2架，模擬事故船舶4

艘；另有演練現場警戒船舶4艘，其他工作船舶5艘
、工作直升機1架。演練結束後，參加演練的海峽兩
岸船舶和救助直升機集結編隊，通過主觀摩台接受檢
閱。

去年人命救助成功率96%
「此次演練旨在通過兩岸聯合，加強海峽兩岸相

關搜救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作，有效提升兩岸海上搜
救力量實戰能力，建立更為完善的區域性互助搜救體
系，同時檢驗在海、空難等複合災難情景下兩岸搜救
部門現場指揮協調能力和聯合搜救成效，更好地為兩
岸 『三通』提供海上應急救援保障，推動海峽兩岸海

上人命搜救更高層次的合作，使兩岸客貨運直航更安
全、更清潔、更便捷。」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有關人士
表示。

海峽兩岸搜救部門海上直航安全保障工作成效顯
著。2011 年，在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的直接指揮下，
僅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就在台灣海峽海域組織實施海
上搜救行動209次，成功救助遇險船舶193艘，成功
救助遇險人員1973人，人命救助成功率96.81%。

據悉，兩岸雙方初步商定，今後兩岸每兩年輪流
主辦聯合搜救演練，演練之間的年度輪流主辦搜救學
術研討會，將推動海峽兩岸海上搜救合作的常態化和
制度化。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評網三十日報道：登
島活動發起人林岳賢、陳金麟、蔡文益，當天前往頭
城鎮公所邀約陳秀暖、鎮代會主席林樂賜，10 月初
共赴釣魚島 「釘門牌」。陳、林兩人當場允諾並強調
「責無旁貸」，眾人還共同決定門牌號碼是 「頭城鎮

釣魚島路一號」。
林岳賢也邀請宜蘭縣長林聰賢一同前往，但林聰

賢表示，在公有財產局未將釣魚島使用權撥給宜蘭縣
政府之前，不會登島；不過，他也強調，他目前最關
切的是漁民在釣魚島漁場捕魚的生計問題。

台 「外交部」發言人夏季昌 30 日上午說，目前
還不確定宜蘭縣政府的後續作為，但基本立場是，釣
魚島是我們的。夏季昌說，釣魚島列嶼行政管轄是屬
於宜蘭縣，地方政府要採取相關行政措施，還需要一
些行政程序來處理。

夏季昌還說，至於會不會派艦保護，這牽涉到海
巡署業務，只要是合法的，漁民出海到釣魚島海域去
，海巡署一定會盡全力來保護，展開護漁任務。

藍委警告越南勿窺覬太平島
此外，台灣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9月4日

將前往南沙太平島視察海巡部隊例行火炮實彈射擊訓
練。國民黨立委林郁方 30 日上午表示，南海島嶼易
攻難守，最重要是意志，所以要告訴越南，大家井水

不犯河水，如果要犯，也不會客氣。
林郁方表示，太平島進行火炮實彈射擊，沒有要

恫嚇誰或嚇阻誰，這是每一年都會做射擊的演練，而
且都是小型武器，不像越南都在南海島嶼上部署真正
的大炮，都可以打約 20 公里的加農炮、榴彈炮；台

灣都是小口徑的，例如步槍、手槍，最多是 81 迫擊
炮、搬用機槍而已。

林郁方表示，保衛南海最重要的是要有意志，所
以要求增加島上裝備，因為要讓別人知道，如果要打
太平島，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空拍飛機花蓮失聯

簡訊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報道：在 2009 年
「八八風災」期間連續坐鎮指揮救災長達 13 天、昏

倒送醫成為救災英雄的前台灣消防署長黃季敏，29
日被檢調在辦公室及家中搜出 19 塊金條，總值高達
2700 多萬元（新台幣，下同），轟動台灣社會，疑
為繼前 「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之後，又一宗嚴重貪

污大案。

金條總值2700萬元
檢方懷疑黃季敏在2003年到09年擔任消防署長

任內，圖利廠商超過1億元，30日凌晨移送北檢復訊
，聲請羈押獲准；黃季敏的哥哥黃文宙也因為涉嫌共
組圍標集團，以30萬元交保候傳。

台北地檢署檢肅黑金專組檢察官黃佩瑜，29 日
指揮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站、洗錢防制處、資通安全
處等單位計 160 名調查官，對 42 處目標進行搜索；
其中在黃季敏位於台北信義區豪宅、台塑南北兩處辦
公室內共搜出 15 塊各重 1 公斤的 99 純金，另外 4 條
大小和手機 iPhone 相若的金塊，總值高達 2700 多萬
元，讓檢方傻眼。不過黃季敏否認收賄，辯稱是個人
理財投資所得。

招標採購受賄近億元
據調查局追查，黃季敏涉嫌在7年署長任內，陸

續辦理防救災遠距離無線電通信系統建置案、消防署
通訊設備搬遷案、防救災專用衛星通訊系統及現場通
訊救災指揮車暨整合平台建置案等涉及數十億元的招
標採購案時，指示承辦單位違反採購法公平、公開的
原則及相關規定，不法圖利特定廠商逾億元。

其中，光是 2004 年的 「防救災專用衛星通訊系
統及現場通信救災指揮車暨整合平台建置案」，標金
高達 5 億 9000 萬，全案 44 項採購規定，兩度流標，
黃季敏卻利用職權放寬檢驗標準，讓台灣國際標準電

子公司得標；馬英九在 2009 年 「八八風災」時曾經
在災害應變中心試圖使用這項衛星通訊設備，但卻沒
能順利連線；12 部 「衛星通訊系統指揮平台車」也
全部不堪使用，目前棄置於台南、花蓮、宜蘭、南投
、台東等地消防隊，仿如廢鐵。

另外 2008 年，消防署再辦理系統維護服務案，
標金 7900 萬，也因為黃季敏出面施壓，讓業者得標
。還有 5 項總計 8900 萬元採購案，黃文宙分配一半
得標金額給集團成員，其中 1600 萬元流入黃季敏相
關帳戶，可疑賄款近億元。

「八八風災」 曾坐鎮13天
黃季敏在2002年受陳水扁提拔，年僅50歲就當

上消防署長；直至 2009 年 「八八風災」過後，黃季
敏因為連續坐鎮指揮救災長達 13 天，昏倒送醫，同
年 10 月以健康問題為由請辭，結束長達 7 年的署長
任期。

黃季敏退休前只申報擁有黃金3公斤，存款3000
多萬元；不過檢方發現過去都是公務員的黃季敏和妻
子陳素霞，每月薪資匯到帳戶後就不提領，家人生活
卻極為奢侈，兒子赴美讀書，女兒畢業後也不用工作
，逛百貨公司血拚和出境旅遊是家常便飯，有時每月
近百萬元卡費，黃季敏直接付現，不留卡債。這次搜
查黃家，發現原是教職人員的陳素霞，家裡卻有貴氣
逼人的衣帽間，裡頭的展示櫃放滿約 30 個各式各樣
進口名牌包，還有4大櫃滿滿的華麗衣服，以及水晶
、項鏈、名筆等高檔奢侈品。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三十日消息：台灣一架輕型飛
機30日上午在花蓮一帶執行空拍作業時失去聯繫，機上有
乘員3人。有關方面分別派出4架次直升機，從空中和地面
搜救，至傍晚仍無所獲。搜救工作將於次日持續。失蹤飛機
屬是英國製造的 BN-2 型飛機，機齡 20 年，機上並無飛航
記錄器。飛機 30 日上午 7 時許從台北松山機場起飛，前往
台東進行航空測量途中突然失聯，位置在花蓮、台東和南投
交界的山區。

救災英雄黃季敏涉貪被收押
家中藏19塊金條 疑漂白黑錢

兩岸聯合演練 模擬搜救失事客機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報道：29日才剛到台北監獄
為陳水扁裝假牙的扁女陳幸妤，30日被媒體報道，在台中知
名豪宅 「聯聚方庭大廈」，買下37樓一個單位，面積約130
坪（每坪3點3平方公尺），目前價值約新台幣7千萬元。據
悉，買賣登記日期為本月 20 日，銀行貸款約 5600 萬元由陳
幸妤和趙建銘共同分擔，但單位登記只在陳幸妤與三個兒子
趙翊安、趙翊廷、趙翊佑名下，換言之不算趙建銘的財產。

■扁女擲7千萬購台中豪宅

【本報訊】據中新社上海三十日消息：但凡說起整形美
容，時下陸客通常想到的會是韓國。不過台灣業者卻似乎想
說： 「你們錯了」。來自台北世貿中心的資料顯示，每5位
韓國整形醫師中，就有1位前往台灣長庚醫院學習。在台灣
進行醫療美容的費用約為韓國的2/3，為大陸的1/5到1/3。

自從2008年開放大陸遊客赴台觀光以來，越來越多的陸
客在赴台旅遊的同時，也希望體驗一次台灣的高級健檢醫美
服務。僅今年1至8月份，台灣接待的醫療訪客就達5萬人次
，其中有四成來自大陸。台北世貿中心服務業推廣中心主任
張正芬分析說，大陸消費者赴韓國美容所引發的整形糾紛日
益增多。相較之下，台灣的醫美技術先進，有強大的醫療及
管理技術做後盾，又無語言溝通障礙，是大陸民眾就醫的上
佳選擇。

■台健檢醫美產業搶陸客

台北動物園30日為大陸贈台的兩隻大熊貓 「團團」
和 「圓圓」慶祝8歲生日。據介紹， 「圓圓」生於2004
年8月30日， 「團團」生於2004年9月1日，並於2008
年底來到台灣，深受台灣民眾的喜愛。 新華社

八歲生日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成員本月中在島內日本交流協會抗議，呼籲日本政府停止侵佔釣魚島 資料圖片

▲台灣前消防署長黃季敏（左）因涉犯貪污重罪
30日遭羈押禁見 中央社

▲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現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