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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灣有
名人通過代孕喜
獲三位千金，不
僅成為島內民眾
茶餘飯後的八卦
話題，台灣有關

部門亦再次展開代孕是否合法的討論。
衛生署傾向通過立法規管代孕，讓不少
膝下猶虛的不育夫婦燃起一絲生機。但
這種打破傳統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在全
球各地頗受爭議，常帶來一系列的倫理
、道德、法律、社會等問題，代孕在台
灣能否合法化，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
走。

現今不育不孕症是一種常見的病症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它將成為僅次
於腫瘤和心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但隨
着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已可通過各種
藥物治療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來解決不
育問題，最常見的是人工授精技術和試
管嬰兒技術，但最終仍是由接受治療的
夫婦中的妻子一方來完成懷孕和分娩的
過程，與傳統的繁殖方式可謂 「殊途同
歸」。然而，有些婦女因子宮罹疾而無
法懷孕，於是代孕應運而生。

顧名思義，代孕即替代別人懷孕、
分娩。它與傳統的 「借腹生子」不同，
委託人與代孕者不存在性關係，由相關
醫療機關把委託人的受精卵子植入孕母
子宮，由孕母代替委託人完成 「十月懷
胎」的過程。代孕雖然給不育不孕者帶
來福音，卻也強烈地衝擊着人類傳統的
倫理關係和法律概念，尤其對母親的定
義提出了挑戰。傳統倫理認為，婦女懷
胎十月生產者，母親也。但代孕卻肢解
了母親的角色， 「血緣母親」與 「分娩
母親」並非同一人，到底代孕者與委託
人，誰才是母親，抑或都是母親，由此
亦衍生財產繼承等法律問題。許多國家

和地區的法律規定，只有親自生產的人才能被認定為
母親，如果通過代孕而來的孩子則無法獲得國籍。這
讓通過代孕而獲得孩子的夫婦陷入左右為難的困難，
如果通過辦理養子過繼手續而給予孩子身份，則顯然
違背了渴望 「親生子女」的初衷。

代孕服務是否應該收費，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
題。反對收費者認為，代孕商業化無疑是把婦女的身
體當作商品，使婦女淪為生育機器，貶低了女性的尊
嚴。但支持收費者指出，代孕就如其他社會分工一樣
，代孕者付出了勞動，就應該獲得報酬。在印度，代
孕不僅合法，而且商機勃勃，每年產業收入可達 3 億
英鎊。

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禁止代孕，允許的國家有
美國、比利時、荷蘭、丹麥、匈牙利、羅馬尼亞、芬
蘭、希臘、印度、俄羅斯等。在中國，大陸明令禁止
代孕，香港亦並未開放代孕，台灣雖然仍未讓代孕合
法化，但已多次展開相關討論， 「意識大膽」可謂超
越了大陸和香港。不難想像，倘若台灣開創兩岸三
地先河，不少大陸和香港的不育夫婦必會聞風而至
，因為無須再長途跋涉跑到國外。不過，相較
於其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代孕所牽涉的倫
理和法律問題更為廣泛，台灣有關部門還
應謹慎為之。

瀾瀾觀觀
隔海平潭至台北 3小時直達

台政壇爆貪腐風暴

麗娜輪成功試航 新航線指日可待

■台兩成男以為捐血可驗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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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岸合作運營的 「海峽號」 ，去年十
一月三十日成功開通平潭至台中海上直航航
線。一年後，另一艘客貨滾裝船 「麗娜輪」
（家園號）又從平潭澳前碼頭試航，開闢平
潭至台北新航線。由於 「麗娜輪」 是全世界
同類型渡輪中最高速者，整個航程僅需三小
時。儘管未有正式開通時間表，但觀乎 「海
峽號」 試航約三個月後實現常態化營運，相
信平潭─台北航線正式開通亦為期不遠。

【本報記者史兵平潭三十日電】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三十日消息︰馬英九今
日上午在 「總統府」與觀光產業團體進行座談，他在
會上指出，台灣觀光業的發展，在歷史上實屬空前，
今年觀光人數有望達到700萬人次，其中陸客今年約
200 萬，港澳遊客約 100 萬。但他強調，雖然觀光人
數增加令人欣慰，但觀光品質問題，特別是陸客團費
不斷愈低，業界愈來愈倚賴客人購物抽佣，情況令人

憂心。
馬英九表示，現在台灣觀光發展歷史空前，早年

出去多、進來少，現在數量大量增加，2007 年外來
觀光客372萬人次，上任第一年為384萬，2009年增
到 430 萬，2010 年為 550 多萬、去年增 608 萬、今年
上看700萬，各界期望2016年能創1千萬的佳績，台
灣觀光靠美景、美食與美德，國際媒體、雜誌也對台

灣有正面評價，連高鐵都成了必到景點之一。
他指出，3年前觀光業在一片不景氣的環境下逆

勢成長，現階段應增加投資改善品質，以今年觀光人
數來說，陸客可達200萬，港澳可能會超過100萬，
但陸客團費不斷降低，讓台灣很多的旅行社要靠陸客
購物抽取中間的佣金，這不是正常現象。

馬英九又說，大陸組團社的數量有限，導致台灣
幾百家旅行社競爭激烈，這些不利的問題慢慢浮現，
他雖對觀光人數增加感到欣慰，但也對可能出現觀光
品質或其他方面的問題感憂心；雖然部分陸客入台旅
遊後，可能不會再來第二次，但站在觀光業者的角度
，當然希望旅客能一來再來，因此希望為台灣觀光發
展找到一條正確的出路。

陸客團費續降 業界靠佣金維生

馬英九憂觀光品質下滑

【本報訊】中新社三十日發表評論稱，隨着高速
客滾船 「麗娜輪」30 日從平潭試航台北，象徵着
「兩岸大輪渡時代」正式來臨，亦意味着作為大陸距

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地方，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打造
「兩岸同胞共同家園」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在平潭，兩個 「輪渡」見證了這個中國第五大島
的發展變遷：在過去， 「小輪渡」是進出平潭的唯一
交通工具，是平潭人過去海島生活的記憶；如今則由
高速客滾船的 「大輪渡」往來海峽兩岸，載着平潭

「兩岸共同家園」的夢想啟航。正如平潭綜合實驗區
管委會主任龔清概所說，一年前， 「海峽號」直航台
中，讓平潭與台灣的「一日生活圈」不再是個夢想。

積極推動平潭基隆航線
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介紹說， 「海峽號」貨運

符合兩岸密切的商貿活動，符合具高速性及低成本的
快速海運物流模式的需求，隨着 「海峽號」平潭─台
中航線逐漸成兩岸客貨往來的一條重要通道，平潭也

吸引了大批大型物流商，逐漸發展成兩岸主要物流配
送口岸。

目前，兩岸相關方面都在為平潭至台灣本島第二
條航線的開通而努力，而平潭對台灣基隆港的直航也
在兩岸推動中。

龔清概表示，平潭正在做好台灣車輛經快船運輸
到平潭的相關預案，創造更多方便兩岸往來的條件，
加快打造兩岸物流分撥中心和中轉樞紐， 「使平潭成
為兩岸往來的主通道之一」。

另一方面， 「兩岸大輪渡時代」的開啟，也為台
胞到平潭投資創業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機遇。實驗區
成立以來，400多批次台灣重要團組5000多人次來到
平潭考察洽談，台資企業由4家增加到目前的61家。

兩岸大輪渡時代開啟 成就平潭主通道地位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消息︰中信金控董事長辜濂
松在美國就醫傳出 「病情有危急狀況」，因 「紅火案」被限
制出境的長子辜仲諒，向高等法院緊急聲請解除限制出境，
赴美探病，高院29日以基於人道考量，裁准辜仲諒提繳十
億元（新台幣，下同）保證金後，從11月30日起至12月21
日暫時解除其出境禁令，這也創下台灣司法史上保證金最高
紀錄。

台灣高等法院29 日表示，辜仲諒雖是重大經濟犯，但
親情是重要人倫，相信辜仲諒不會為了找到逃亡海外的機會
而編謊話，虛構親人病況，因此基於人道考量，核准他以十
億元保證金作為擔保，從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1 日暫時解除
限制出境，共計22天。

相關人士透露，十多天前，辜濂松在美國紐約經醫生診
斷腦部有腫瘤，並發出病危通知，因此辜家子女除了長子辜
仲諒外，都在第一時間趕赴美國。據了解，目前辜濂松病情
已稍微回穩。

辜仲諒獲准赴美探病父
10億保證金破歷史紀錄

12 月 1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台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11
月30日發表民調指出，超過兩成男性錯誤認知有感染愛滋
病疑慮時，可藉 「捐血」檢驗。

這項民調顯示，台灣男性對於愛滋病歧視程度略有改善
，但仍偏高，對於愛滋病傳染、預防及治療的知識仍須加強
，例如民調發現，近3成男性不了解愛滋病雖然無法治愈，
但有藥物可控制病情，超過2成男性誤以為可以透過 「捐血
」驗愛滋。 （中央社）

陳水扁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戒護就醫，30 日早上接受鼻
中隔彎曲矯正手術，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鼻塞症狀，術後
繼續住院休養。

台北榮總院方指出，陳水扁接受的鼻道成形術，是小手
術，上午7時開始，由耳鼻喉科醫師陳記得主刀，手術時間
約30多分鐘，估計術後需休養一到二周。因案原在台北監
獄服刑的陳水扁於 9 月 21 日戒護就醫，住進台北榮總迄今
。約一個月前，榮總醫療團隊診斷陳水扁患有重度憂鬱症、
睡眠呼吸中止症、泌尿道發炎等疾病。 （中央社）

■扁睡眠窒息症做鼻部手術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消息︰台灣藍綠政治
人物接連爆出涉貪醜聞。繼前 「行政院」秘書長林益
世涉貪被起訴後，民進黨籍的嘉義縣長張花冠也因涉
嫌在縣府勞務採購等案中索賄，30 日被高雄地檢署

以貪污罪嫌提出起訴。另一方面，國民黨籍的南投縣
長李朝卿因涉及道路災後修復工程回扣弊案，30 日
被裁定羈押，據悉，事件已驚動身兼國民黨主席的馬
英九。

張花冠案的偵辦過程，與林益世案有着驚人的相
似。檢方偵辦期間，發現張花冠向廠商索求賄款時，
遭另一廠商潘永源偷錄製成光碟並寄給張花冠以示恐
嚇，成為檢方突破案情的有力事證，猶如林益世索賄
案中的爆料業者陳啟祥翻版；只不過潘永源沒有得標
，未能成為檢方的污點證人，反因涉犯恐嚇而被起訴。

政府採購涉受賄782萬
高雄地檢署偵辦嘉義縣政府辦理環保局勞務採購

標案、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第二期管理技術服務勞務
採購案和垃圾車及資源回收車採購案等三大案，7月
底大舉搜索嘉義縣政府，以涉案重大羈押包括嘉義縣
長張花冠的胞妹張瑛姬、嘉義縣行政處科員邱豐銘以
及 3 名擔任標案評選委員的大學教授、1 名包商等 6
人，其中張瑛姬延押至今，其餘人等已經釋回。張花
冠則是在 10 月 19 日到案應訊，訊後以 100 萬元（新
台幣，下同）交保。經過4個月偵辦，全案偵查終結
，檢察官11月30日對張花冠等21人提出起訴。張花
冠則表示，今次檢控為政治打壓，她會全力透過司法

途徑證明自身的清白。

縣長室茶葉罐藏30萬
至於李朝卿所涉的災修工程舞弊案，檢調單位於

7日展開首波搜索及傳訊，向南投地院聲請羈押涉收
取回扣的工務處長黃榮德、縣長室簡任秘書張志誼及
扮演中間人的吳姓廠商，地院8日裁定收押，29日發
動第2波行動，搜索包括縣長室、縣長官邸及其住所
等9個處所，並在縣長室搜出裝有30萬現金的茶葉罐
。檢方將李朝卿列為被告進行偵訊，29 日晚間檢方
聲請羈押。經過4小時的聲押庭，南投地方法院30日
中午，以李有湮滅變造證據之嫌、串證逃亡之虞為由
，裁定李朝卿收押禁見。

國民黨發言人殷瑋 30 日表示，對於李朝卿的涉
案， 「馬主席對此非常關切」，同時也要求黨中央掌
握狀況，慎重處理， 「若確定收押，相關考紀機制將
即刻啟動」。

由於李朝卿是繼林益世後又一涉貪的國民黨重量
級政治人物，案件頓成民進黨 「嗆馬」的彈藥。該黨
「立院」黨團書記長蔡其昌強調，李朝卿是國民黨籍

的縣市首長，是馬英九在選舉過程中不斷跟南投縣民
推薦的人選，今天李朝卿涉入弊案，馬英九必須跟社
會大眾說明他的立場及態度。

藍綠政客接連被控

30 日上午寒雨紛紛，但仍無損平潭─台北航線試
航暨 「海峽號」通航一周年慶典的熱鬧氣氛。上午八
時四十分許，伴隨着汽笛及歡送的鑼鼓聲， 「麗娜輪
」從平潭澳前碼頭出發往位於新北市八里的台北港，
緊隨其後的則是前赴台中的 「海峽號」。

明年客量料達40萬人次
據介紹，平潭至台中航線開通一年來， 「海峽號

」共開航單航次293次，載客已超過11萬人次，包括7
萬多大陸旅客及2萬台灣旅客；今年6月正式啟動載貨
以來，載貨量已超過 200 多噸，貨值逾 1000 萬美元，
提早實現了全年預定目標。尤其可喜的是，奇美電子
、華映科技、瀚宇彩晶等一批台灣企業，從台中經 「海
峽號」運送貨物到達平潭轉長三角、珠三角，已實現
24 小時交貨目標，大大縮短了兩岸物流的周期，提高
了這些在大陸設廠的台資企業競爭力。

正因為看到良好發展前景，參股 「海峽號」的台灣
華岡集團決定獨資 7000 多萬美元，從日本購進更為先
進豪華的麗娜輪，開通台北至平潭新航線，與 「海峽號
」實現對開，形成台灣中北部和大陸間的海上主通道，
進一步加大兩岸間航運企業合作經營力道。

拉近兩岸時空感情距離
「麗娜輪」全長112.6米，寬30.5米，最多載客量

800人，最大運載車輛數為355輛，是目前全球最快的
渡輪。平潭至台北港海上距離 90 海里左右， 「麗娜輪
」將以35節的時速，3小時到達台北港。據介紹，台北
港之前是全貨港，此次為開通台北至平潭航線，特許經
由該航線的旅客由台北港進出。福建海峽高速客滾航運
公司總經理葉華陶估計，明年平潭至台灣客運量可望到
40 萬人次。為配合新航線，台灣方面正積極建設台北
港旅檢大樓等配套設施。

出席慶典的平潭綜合試驗區管委會主任龔清概表示
，平潭距台灣新竹僅 68 海里，最有條件成為兩岸不可
替代的主通道。由兩岸航運企業共同經營的 「海峽號」
，不僅成功開啟了兩岸直航新的里程碑，也創造了 「航
空速度」和 「海運成本」的最佳組合。這條高速海路，
不僅為兩岸企業節約了時間成本和運輸成本，而且拉近
了兩岸之間的時空距離與感情距離，有利於加快形成兩
岸共同產業、共同市場、共同家園。

國台辦亦專門發來賀電，讚揚 「平潭與台灣海上直
航的開通並不斷擴大，有利於發揮平潭的地理區位優勢
，為兩岸人員往來、貨物集散、資金流通、信息交匯提
供更多便利。希望平潭實驗區繼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
，進一步擴大與台灣同胞各方面的聯繫，早日把平潭建
設成為兩岸交流大通道。」

30 日的慶典由平潭綜合實驗區主辦，台灣觀光旅
遊局、台中港務局、台北港務局、福建海峽高速客滾航
運公司、福建國航遠洋集團、台灣華岡集團等單位協辦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樺，福建省政協副主席
張帆，全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副秘書長焦建群等領
導及部分台商代表出席。

▲台灣疾管局30日舉行 「響應2012世界愛滋病日」 活
動，台北市開南商工師生總動員排出紅絲帶，宣示防治
愛滋病決心 中央社

▲ 「麗娜輪」 （家園號）出發往台北港 史兵攝

▲乘坐 「海峽號」 往來平潭至台中的第十萬
名遊客、台灣商人朱麒鼎（前排右），在
「海峽號」 開通一周年之際獲贈全年免費
票 中新社

▲張花冠（左）30日出席公開活動時否認涉貪，
強調法院一定會還她清白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