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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葉彥榮在台灣落網被捕，並將被
移交大陸公安部門。可見，兩岸司法部
門同心協力，不法分子定會原形畢露。

自上世紀 80 年代兩岸民間開始交
往以來，兩岸司法互助從無到有，從個
案合作走向規範化制度化建設，合作範
圍逐步擴大，合作機制不斷發展，合作
成效不斷顯現。1990年9月兩岸分別授
權雙方紅十字組織於金門簽署了關於遣
返私渡者和刑事犯罪嫌疑人的 「金門協
議」。但該協議只是有關遣返不法分子
的單項協議，實施遣返作業時須通過民
間機構，兩岸司法部門本身並沒有建立
直接聯繫。這使兩岸在聯合打擊犯罪過
程中取證難、執行難、公證程式繁複、
兩岸警方難以聯合行動等問題懸而未決
。直至 2009 年 4 月兩岸司法互助才取
得重大突破。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
在南京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相較於 「金門協議」， 「司法互助
協議」除了遣返刑事犯，還包括經濟犯
。所以，葉彥榮成為首名從台灣遣返大
陸的經濟要犯。互助協議還明訂了雙方
互通案情等具體的互助內容。這次台灣
出入境部門就是接到了大陸方面的通報
，才得以發現重要線索，於是順藤摸瓜
，找到了葉彥榮。該案向外界傳遞了一
個重要訊息：台灣並非大陸犯罪分子或
貪官污吏逍遙法外的天堂。

據統計，以前多是台灣經濟要犯潛
逃到大陸，鮮有大陸經濟要犯跨海赴台
。而台灣方面向大陸遣返的人多是偷渡

者。不過，隨大陸生活水平提高，加之這幾年兩
岸往來密切，尤其開放了赴台遊，偷渡到台灣的大
陸居民將會越來越少，反倒是一些像葉彥榮那樣身
懷巨款的不法分子或貪官利用赴台遊這條合法途徑
「光明正大」地逃至台灣，進而從事非法活動。據悉
，葉彥榮不論是事先探路，還是攜眷逃匿，都是以
個人遊的形式成功赴台。今年6月已故金門防衛司
令胡璉將軍的 「青天白日勳章」在台灣金門莒光樓
展出期間遭竊。而竊賊 76 歲黑龍江籍喬姓男子也
是以旅遊的名義赴台犯案。所幸大陸警方在接獲台
灣方面的通報後立即展開追捕行動，在案發後
第三天在喬姓男子搭乘的火車上人贓並獲。

隨兩岸民眾往來限制減少、交通工具
增多，雖然給兩岸治安環境帶來挑戰，但
雙方司法部門密切合作，不會給犯罪
分子留下任何灰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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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聯合晚報》十七日報道，大陸最
大的手機儲值卡公司 「捷通達」上月無預警倒閉，公
司負責人葉彥榮在台灣金姓 「小三」的接應下，攜家
帶眷來台藏匿，台灣 「移民署」調查，葉彥榮逃到澳
門期間，竟與金小姐譜出一段戀情，但也因為金姓女
子所穿的 「豹紋平底鞋」，出現在機場的監視畫面中
而露餡，最後被眼尖的 「移民署」官員識破。

「移民署」獲報大陸經濟要犯葉彥榮曾經進出台

灣，隨即調閱機場監視畫面，比對葉彥榮出入境畫面
發現，葉彥榮在機場曾與一名女子接頭，並發現該名
女子腳踩一雙 「豹紋平底鞋」， 「移民署」根據這
項特徵，循線追到金小姐與葉彥榮關係匪淺，正是葉
彥榮的台灣女性密友，且負責接應葉彥榮一家逃亡台
灣的相關事宜。

據悉，在 「移民署」明查暗訪的過程中，金女住
家的鄰居對這位 「豹紋平底鞋」的女子，也留有深刻

印象並進行指認，全案掌握此最重要關鍵，因而現出
破案契機。

調查發現，葉來台後，一家 3 口隨即以 「陳自安
」、 「陳盈楨」及 「陳君君」等化名偽裝身份，入
境台灣後便燒毀入境證件，同時刻意花費月租新台
幣近 3 萬元的透天厝藏匿於台中市巷弄內，飲食均叫
外賣，鮮少出門。移民官跟蹤金女才發現葉彥榮的
藏匿處。

「移民官」說，葉男日前外出買東西，見時機成
熟，上前逮人，葉男還奮力抵抗，所幸仍遭壓制，前
往住家搜索時，發現金女的豹紋平底鞋與剩餘款項。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台灣有不少溫
泉資源，島內居民亦喜在冬天前往溫泉泡澡，在大自
然裡享受 「天人合一」感覺。不過，17 日島內有媒
體揭發，部分野外溫泉水質不佳，總菌落數是標準的
30倍，甚至有16歲高中生戴隱形眼鏡去野溪泡湯，
感染阿米巴蟲而導致失明。

有平面媒體日前和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合作，抽樣檢測宜蘭縣芃芃、南投縣精英
和花蓮縣文山3處知名野溪溫泉。結果發現，芃芃溫
泉水中大腸桿菌，為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溫泉浴池水
質微生物指標9倍，總有機碳也超標；精英溫泉水中
的總菌落數，更是溫泉水質微生物指標標準的 30 倍
，且總有機碳15.62mg/l，為標準值4mg/l的3.9倍；
氨氮含量1.55mg/l，為標準值0.3mg/l的5.1倍，超過
環保署的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還被驗出含有毒重
金屬砷。

野泉水質差料人為
弘光科大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黃文鑒表示

，這些野溪溫泉水質差，是人為造成， 「民眾老遠來
泡的根本就是灌溉用水」。他分析，有機碳、氨氮超
標，可能是肥料、廚餘或排泄物污染造成，而野溪溫
泉多位於河床上，池內溫泉水流速慢，太多民眾泡湯
也會導致水質變差。

台中榮總皮膚科主任沈瑞隆說，野溪細菌多易造

成皮膚炎，有人皮膚傷口並發蜂窩性組織炎住院。台
灣防疫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也警告，誤食或沾染眼睛
，恐致腸胃炎和眼睛發炎。沈瑞隆說，南投山區一名
60 歲男性，日前因皮膚乾燥發癢抓破小腿皮膚，竟
還到住家附近野溪泡湯，返家後傷口紅腫，高燒不退
，就醫才知併發蜂窩性組織炎，住院 10 天才出院；
另一名 16 歲高中生戴隱形眼鏡在台中地區的野溪泡
湯，感染阿米巴蟲而導致右眼失明，他提醒民眾下水
時要取下隱形眼鏡。

溫泉煮蛋不能殺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毒物科主任洪東榮表示，

不少民眾會以溫泉煮蛋，溫度不見得能殺死細菌，若
水中含砷或其他金屬毒物，長期食用可能會罹患烏腳
病，甚至致癌，建議主管單位應管制、公告禁止泡湯
並飲用，確保民眾健康。

雖然各專家一再勸阻，但南投精英村村民似乎不
在意水質問題。村民張先生表示， 「這裡就像自家浴
室，洗這麼久都沒事，還是會繼續來泡溫泉。」南投
與宜蘭縣府得知縣內2處野溪溫泉水質不佳後都表示
會再重驗水質。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觀光產業課長洪鳳嬌表示，精
英溫泉為第四河川局管轄，已建議先設立告示牌提醒
。宜蘭縣衛生局副局長劉建廷說，會研究在地方自治
法規納入野溪溫泉規範。

小三豹紋鞋搶眼泄行蹤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七日消息：第九次全國台灣
同胞代表會議17日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
聲出席會議並講話。

俞正聲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會議的召開表示祝賀，
向廣大台灣同胞表示問候，向各級台聯工作者致以敬意。他
說，廣大定居大陸台胞是推進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的重要力量，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重要力量；台聯工作
是我們黨群眾工作和對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台聯組織是
黨和政府聯繫廣大台灣同胞的橋樑和紐帶，是深受廣大台灣
同胞信任的 「台胞之家」。

各級台聯應創造性開展工作
俞正聲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

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利益所繫、共同心願所在，也是中國共產
黨肩負的重大歷史任務。前不久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
全國代表大會，充分肯定了五年來對台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
，明確提出了今後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全面闡
述了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總體思路和努力目標。

俞正聲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由開創期進入了鞏
固深化的新階段。希望各級台聯組織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八
大精神，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緊緊抓住廣泛
團結台灣同胞的主線，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進一步增進兩岸
政治互信；深化兩岸民間交流，進一步夯實廣泛民意基礎；
加強台聯自身建設，進一步提升工作整體水準。各級黨委和
政府要高度重視台聯工作，及時研究解決台聯工作中遇到的
困難和問題，支持台聯按照法律和章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充分發揮台聯的優勢和作用。

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代表台盟中央致賀詞，中國僑聯主
席林軍代表各人民團體致賀詞。國務委員戴秉國、中共中央
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張克輝等出席了開幕
式。會議由全國台聯會長梁國揚主持。

本次會議為期5天，來自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有關
單位的台胞代表共300多人與會。會議將審議通過全國台聯
第八屆理事會工作報告、全國台聯章程修正案，選舉產生全
國台聯第九屆理事會，聘請全國台聯第九屆理事會名譽會長
、顧問、名譽顧問和名譽理事。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通社及台灣媒體十七
日報道：今年11月，有多人向廈門市公安局經偵支隊
報案稱：廈門捷通達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葉
某榮、何某等人，通過虛構所謂合作開展電信增值業
務的名義，向多人非法集資詐騙共計人民幣9.2億元人
民幣，後攜款潛逃。經審查，廈門市公安局經偵支隊
對這起集資詐騙案立案偵查，並上網追逃。

台首次遣返大陸經濟犯
經查，2009 年 9 月以來，犯罪嫌疑人葉某榮、何

某夫妻倆，註冊成立廈門捷通達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並
開設網站，以此作為平台物色人員作為其電信充值業
務的代理商。期間，葉某榮、何某承諾投資後有高額
回報，並製作安裝虛假的財付通客戶端，在該客戶端
頁面上顯示虛假的交易資金、交易量和回報利潤等交
易情況，最終騙取蘇某等八人投資共計人民幣 9.2 億
元。

11 月 21 日，廈門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掌握到葉、
何二人以旅遊名義從澳門潛逃至台灣。最終在公安
部等部門的協調下，台灣警方將二人成功抓獲。12
月 17 日，台灣警方在台北松山機場將二人移交廈門
警方。

遣返大陸後，廈門警方即對葉某榮、何某二人予
以刑事拘留，對案件展開進一步審理。

公司吸金5.6億後倒閉
台灣 「移民署長」謝立功表示，葉男是繼兩岸於

2009年簽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以來，首度在台緝獲特大經濟犯罪的大陸逃犯。據
悉，葉男及妻女一家三口均在逮捕現場，並現場搜出

67萬元港幣的現金，而負責接濟葉家在台生活的金姓
台灣女子，竟是葉男的 「小三」。

台 「移民署」調查後發現，現年30歲的葉彥榮，
2008年起在廈門成立 「捷通達」公司，搶先投入手機
儲值等虛擬貨幣研發，成為大陸手機充值業龍頭，讓
他迅速吸金，在廈門擁有18家直營店，全國則有1400
家連鎖店，其個人身家亦迅速破億元人民幣。

不過，今年 4 月間，葉彥榮發現公司因急速擴張
出現業務危機，竟透過旗下逾千間店舖於短期內大量
收取客戶的預付款項，截至 9 月份止，共收取全國各
地客戶預付款超過5.6億元人民幣，然後公司無預警倒
閉，而葉彥榮一家亦從此人間蒸發。

攜家眷赴台投靠 「小三」
台灣警方早前接獲大陸警方通報，發現葉曾於 7

月份透過一名金姓台灣女子安排，以個人遊方式赴台
，其後又帶同妻女以假證件經個人遊渠道進入台灣，

並匿藏在台中地區一出租屋內，平日生活由金女代為
安排。

台灣警方在澳門司警配合下查知，原來葉彥榮 7
月在澳門威尼斯人賭場避債期間，結識在威尼斯集團
任職公關的金女，在住房期間，葉對年輕貌美的金
小姐大獻殷勤，最後金小姐更在 「黃金攻勢」下被葉
收為地下情人。

移民官還發現，葉彥榮利用金女台灣身份掩護安
排入境台灣，由於部分越洋電話是打至越南或英國，
懷疑葉可能希望藉由金女協助，取得偽造證件或從事
洗錢等不法活動再潛逃出境。

由於葉彥榮一家 3 口在台個人遊證件已逾期，違
反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在17日晚上被強制出境
，由大陸公安部門接收。不過，葉彥榮與何娣為公司
負責人，在大陸吸金部分恐涉及經濟詐欺犯罪，按照
目前大陸法律有關擾亂國內金融秩序者，將面臨10年
以上有期徒刑。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七日報道：冬天冷颼颼，許
多人喜愛泡溫泉，要是沒有時間，可能就會買溫泉粉回
家泡澡；但台灣消費者保護處抽驗市售溫泉粉商品，只
有1件成分有溫泉水，其他都是化學品或浴鹽調製而成
，並有 28 件不符合衛生署的標示規定，標示查核的不
合格率達62%。為了解市售溫泉粉是不是由溫泉產地的
礦物質或溫泉水製作而成，台灣消保處會同衛生署食品
藥物管理局約訪 19 家業者，發現除了 1 件商品的包裝
標示成分有溫泉水、而且業者提供相關資料佐證外，其
他雖然聲稱擁有 「天然礦物質」、 「天然植物香氛」等
「天然」成分，但皆是化學品或浴鹽調製而成。

消保官王德明指出，有6件商品標榜 「富牛奶精華
」、 「富含維他命C」，經過檢驗卻無此成分，最高可
裁罰 10 萬元新台幣罰鍰。還有 1 件宣稱具 「緩解肩膀
酸痛、治療痔瘡」等10餘項療效的「幽靈溫泉粉」，消
保處找來生產業者時，業者表示「沒生產這款溫泉粉」。

【本報訊】據中央社十七日報道：島內 「海軍司令
部」17 日晚間表示，戰車營下午於新竹湖口坑子口靶
場實施戰力鑑測戰車炮射擊課目，其中一輛 M60A3 戰
車在射擊課目結束變換陣地時，因天色昏暗、視線不明
，不慎擦撞路邊執行彈藥補給勤務的官兵，導致一名軍
官及4名士兵受傷，其中一名黃姓士兵送醫急救後，傷
重不治。受傷官兵分別送往新竹醫院、湖口仁慈醫院、
竹北東元醫院及桃園總醫院救治，參謀總長前往醫院慰
問受傷官兵及家屬。

除了黃姓士兵死亡，其他4名受傷官兵中，楊姓士
兵傷勢較輕，經包紮後已返部休養，另葉姓上尉、邱姓
士兵轉送三軍總醫院，蔡姓士兵續於桃園總醫院接受治
療。 「海軍司令部」表示，將協助黃姓士兵家屬辦理撫
恤等事宜。

在廈門等城市涉嫌吸金5.6億元人民幣
（約合新台幣26.11億元，下同），遭大陸
網友人肉搜索的廈門 「捷通達」 手機儲值事
業公司負責人葉彥榮，17日竟被台中市警方
在市內一出租屋內抓獲，並於當天轉交予大
陸公安部門。

第九次全國台胞大會在京開幕
俞正聲：貫徹中共十八大對台思路

簡訊

■台六成溫泉粉不合格

■戰車撞士兵1死4傷

◀葉男（左
二）在大陸
開手機儲值
等服務項目
的公司，經
營不善倒閉
，吸金人民
幣 5億多元
後逃來台，
台灣方面掌
握情資逮人
，17日訊後
遣返大陸

中央社

▲野溪溫泉別有風味，吸引不少民眾慕名而去
資料圖片

▲第九次全國台灣同胞代表會議17日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俞正聲出席會議並講話。這是俞正聲親切會見與會代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