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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媒七日報道︰陸客
赴台個人遊試點城市可望3月底再增加。據台灣傳媒
引述相關人士透露，兩岸觀光小兩會（台方為台灣
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陸方為海峽兩岸旅遊交流
協會）最快農曆年前將再會面協商增加陸客赴台個
人遊城市事宜，只要會中可敲定開放的城市，就可
正式對外宣布。據報道，這波新增城市以蔣介石故
鄉浙江寧波、雲南昆明、遼寧大連、河南鄭州、湖
北武漢等5城市呼聲最高。

增加直航點方便往來
兩岸航空主管部門上個月曾就直航增點事宜進

行協商，原先大陸與台灣直航城市共有41個，經過
雙方溝通協商後，又增加了8個城市，這49個城市直
航有利雙方民間交流。為此，台方希望下一波增加
個人遊的試點城市，以各省省會和自治區首府、社
會經濟實力佳、有直航班機的城市為開放標的。

相關人士表示，上月初台旅會與海旅會舉行兩
岸觀光小兩會會商時，彼此對持續增加個人遊試點
城市已有共識，而且台方也將希望再開放的城市名單提
交給對岸，對岸表示會進行研究，並於下次會談時討論。

這位人士說，如果一切順利，農曆春節前小兩
會代表就可碰面，並達成開放新增個人遊城市的協
議，在完成相關程序後，即可對外公布，預期3月底
可成行，如果彼此還有不同意見，則可能拖到6月底
才會再開放。自馬英九上台開放陸客赴台觀光以來
，陸客赴台人數快速攀升。據台灣出入境部門最新

統計，2012年陸客赴台總人數已達223.56萬人，比
起2011年增長了近5成，其中個人遊部分隨逐步開
放試點城市，2012年為19萬多人，較2011年的3萬多
人飆增5.3倍。未來隨開放更多個人遊試點城市，
預料數字仍將持續顯著增長。

陸客想領馬英九紅包
距離農曆春節僅剩1個月，預期農曆年間赴台體驗

台灣傳統年味的大陸遊客同比將增加。新滬商集團
董事長蔣好鋒就表示，聽說台灣氣候較溫暖，很想
到台灣體驗濃濃年味，聽說台灣採買年貨很熱鬧，
也想到迪化街店體驗一下市集熱鬧的氛圍。

還有陸客私下探聽，每年台灣當局領導人會發
紅包都吸引民眾排隊，今年也很想親身體驗一下，
親眼見馬英九，領個紅包，討個好綵頭。

赴台個人遊可望再增5市
寧波昆明大連鄭州武漢呼聲高

據台灣傳媒報道，繼大陸開放13個城
市的居民赴台個人遊後，今年3月可望再
開放寧波、昆明、大連、鄭州、武漢等5
個城市。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消息︰距離春節連續假期
僅剩一個月，台灣6家航空公司共提出116班的加班需求
，其中上海增班最多達50班，兩岸民航主管機關預計最
遲周四（10日）可以核定第一波加班機時間，並於11日
開放旅客訂位。

台民航局官員表示，2013年春節加班機時間為1月
27日至2月24日，大陸各航點除繁忙的機場有班次限制
外（北京9班、上海浦東50班、廣州15班、深圳14班、
杭州49班、南京19班）外，其餘航點不限班次，航空公
司可視實際需求，向兩岸申請飛航春節加班機。

目前台灣6家航空公司已提出加班需求，除上海浦
東班次申請達到上限的50班外，其他5處限制航班的城
市，都還有額度；而陸籍航空公司到目前則還未向台灣
民航局提出申請。

民航局空運組長朱冠文說，大陸春運期間各機場都
非常繁忙，近日他們會召開時間帶會議，協調完成後就
會開始審核春節加班機申請案，上月兩岸空運主管部門
協商時，對岸即表明會在10日前核准，在大陸時間帶擬
出後，陸籍航空公司才會向台方提出加班申請。

台官員表示，2013年兩岸春節加班機雖然不如2012
年多（2012年有台灣大選因素），但現在兩岸直航固定
航班已達每周558班，且還有香港、澳門中轉班機，以
及可透過金、馬小三通往返兩岸，應足敷旅客需求。

兩岸春節加班機周五開放訂位

▲高雄佛光山7日在大雄寶殿舉辦 「洗佛迎春活動」 ，近500名義工以人龍接力方式，將供於大殿四
壁的1萬4800尊小佛像一一請下來，為佛像洗塵淨身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亞洲時代來臨，
台灣該如何面對低增長時代？馬英九7日表示，亞洲
將持續扮演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在充滿挑戰的
時代，台灣也應要扮演更積極、更關鍵的角色，未來
除了法令持續鬆綁之外，將建設自由經濟示範區，為
區域整合做準備。

馬英九7日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自2008年金融
風暴後，亞洲即成為世界增長的引擎。台灣位於最接
近亞洲市場的東亞中心，一向是亞洲產業鏈的樞紐。
另外，台灣在地理、文化上，和大陸有非常深的淵源
，互動十分緊密。

對於日前當局所推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馬英九
表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3項重點分別為，第一，

提升島內經營環境，第二，鞏固台灣核心優勢，第三
，推動區域經濟合作。

在提升島內經營環境、鞏固核心優勢方面，馬英
九說，過去5年，台灣的法令鬆綁使經商自由度大為
增加，但是還是不夠。 「不論是政府部門或是企業乃
至一般人民，仍有些保護主義心態，若經商環境不改
善，很難期待經濟有更大成長。」

他強調，除了推出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也應積極
建立自由經濟示範區、放寬投資限制，並進一步鬆綁
相關法規，納入亞洲技術整合、國際物流、國際人才
和台商幹部培訓、亞洲重症與觀光醫療、農產品加值
運銷中心等，帶動區域發展，為下一步參與區域整合
做好準備。

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馬英九表示，他上任
後，兩岸先簽署了ECFA，但早收部分只佔五分之一
，所以要把剩下的服務和貨品貿易在今年趕快完成，
才能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夥伴（大陸）
有個完整的合作基礎。

「未來要持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除雙邊關係外
，也要增加多邊自由化體系，」馬英九說，必須積極
加入美國推動的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貿易協定」（
TPP），以及由東協和大陸推動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RCEP）。

此外，馬英九認為，雖然現在台灣在推動區
域經濟合作上困難重重，但最重要的是台灣是否
準備好。

放寬投資限制 盼完成ECFA後續協商

日月潭禁葷 陸客無緣嘗美食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七日消息︰2012年第四季度台
灣出口額同比增長2.5%，這是台灣出口在連續3個季度負增
長後首次轉正。

台灣財政部統計處7日發布數據顯示，2012年第四季度
台灣出口額775.1億美元，同比增長2.5%，但全年出口額仍
減少2.3%。其中，12月出口額261億美元，同比增長9%，環
比增長4.9%。

統計顯示，2012年台灣出口累計3011.1億美元，同比下
降2.3%；累計進口2707.3億美元，同比下降3.8%。全年貿易
順差303.8億美元，同比增長13.3%。

兩岸貿易方面，2012年12月，台灣對大陸出口70.35億
美元，同比增長12.6%；進口35.34億美元，同比增長10%；
全年累計出口額807.29億美元，同比下降3.8%；累計進口額
409.1億美元，同比下降6.2%。

統計處表示，去年第四季度出口額在3連負後首度轉正
，得益於全球景氣逐漸回穩，以及大陸農曆春節前備貨效應
。全球經濟景氣漸趨回穩，加上手持行動裝置推陳出新等因
素，將有助維繫2013年台灣出口動能。

台出口貿易轉負為正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七日消息︰第16屆兩岸體育交
流座談會7日在台北舉行。率團來台出席本次會議的中國奧
委會副主席楊樹安表示，在倫敦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的大
陸運動員將於今年赴台表演交流。

楊樹安說，這些運動員原本計劃於去年赴台訪問，但由
於訓練和參賽等技術原因未能成行。今年具體的訪問時間和
安排將由中國奧委會和中華台北奧委會協商確定，原則上將
組織一些較受台灣民眾歡迎的體育項目運動員來訪。

本次座談會上，兩岸奧委會負責人共同回顧了2012年度
兩岸體育交流情況，規劃了2013年度兩岸體育交流活動，並
就繼續深化兩岸體育交流與合作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
換意見。

雙方商定了2013年將開展的多項互訪交流活動，除了本
次座談以及大陸優秀運動員訪台外，大陸還將組織訓練基地
人員、運動賽會專業人員、運動產業人員以及體育科研人員
等赴台交流訪問。

同時，中華台北奧委會將組團赴大陸出席第17屆兩岸體
育交流座談會，組團觀摩大陸全運會等。台灣地區的舉重、
游泳、射擊、乒乓球、羽毛球和體操等項目教練也將赴大陸
交流訪問。

大陸奧運冠軍將赴台交流

赴台個人遊開放時程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開放北京、上海、廈門等3個城市
開放天津、重慶、南京、廣州、杭州、
成都、濟南、西安、福州、深圳等10
個城市
可能開放寧波、昆明、大連、鄭州、武
漢。另外，無錫、長沙、珠海、洛陽、
哈爾濱、長春及瀋陽等城市，台灣亦在
積極爭取中

教
授
涉
弊
折
射
台
灣
﹁

假
發
票
文
化
﹂

朱
穗
怡

台灣學界傳
出貪污醜聞，震
驚島內各界。這
些年台灣政壇頻
頻有高官涉弊落

馬，沒想到神聖的學堂也染上官場陋
習。4所公立大學的10多名教授及研
究員因涉嫌用假發票報銷研究費，而
被彰化檢察機關以貪污罪嫌起訴。然
而，該案只是冰山一角。台北和台南
的檢察機關也正在偵辦同類案件，涉
案學者人數至少是彰化的10倍以上，
而且都受聘於頂尖學府。看來，島內
學界這場 「貪污風暴」將有如滾雪球
般越來越大。

在台灣用假發票報銷可謂司空見
慣，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一種 「文化」
，甚至出現了一種買賣發票的公司，
主要工作就是偽造業績，自己可以開
假發票，而後將這種假發票賣給專門
幫別人做假帳的公司。據悉，在台灣
做過生意的，差不多都有過買賣假發
票的經驗。這當然是一種不法行為。
所以，即使貴為最高領導人，也要面
對司法審查。陳水扁夫婦就因為用私
人發票報銷只能用於公務的 「國務機
要費」而被判刑。這次教授報假帳案
與扁家弊案如出一轍。檢方機關發現
涉案教授不實核銷公款，發票上填的
是精密分析儀器，實際上卻買了液晶
電視機放在家裡；還有教授買儀器時
浮報價格，讓決標價高於實際價格，
從而賺取差價。

面對檢察機關雷厲風行的調查行
動，島內教育界卻不以為然。多位精
英人士更在第一時間發表共同聲明，
為涉案教授 「叫冤」。他們認為，不
排除有教授為了謀取私利而報假帳，
但相信更多的教授使用假發票只是純
粹為了圖方便，並無中飽私囊，如果
從嚴執法，會把人才都嚇跑。學界的
態度顯然是希望檢察機關對沒有實際

圖利的涉案者手下留情、網開一面。誠然，犯案動機
不同，直接影響判決結果。但根據島內相關法規，使
用假發票，就算沒有圖利，亦涉嫌偽造文書罪。2008
年時任台北市府秘書的余文因圖方便，以他人支出取
得之金額較大發票，代替實際公務支出金額零碎張數
又多之憑證，報銷馬英九的特別費，而被裁定偽造文
書罪成立，入獄一年。

到底涉案學者有否圖利，還有待司法機關進一步
調查。但島內學界 「買A物報B帳」的風氣確實存在
。不少人歸咎於僵化的報銷制度。一位知名大學的教
授就曾在學界一場會議上公開承認 「每年都報假帳，
否則無法完成報銷流程」。例如，研究時常要跟時間
賽跑，有時花了數萬元買實驗機器，本來要用3年，
但1年就發生故障報廢，如果重新申請撥款，程序相
當麻煩，所以不得不用其他發票報銷其他教研款項，
讓研究得以繼續進行。此外，研究時很多款項難以取得
發票，只好用其他發票充數。所以，學界對一些涉
案教授深表同情，認為是受制度掣肘而誤觸法網。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市井之徒，還
是鴻儒之才，都要接受司法檢驗。倘若從中
發現制度漏洞或灰色地帶，則應 「亡羊補
牢」，以免重蹈覆轍。

瀾瀾觀觀
隔海

▲陸客赴台個人遊於2011年正式實施。圖為島內相
關部門正在推銷個人遊方案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央社南投縣七日消息︰日月潭
所在南投縣魚池鄉舉辦祈安三獻醮典，全鄉禁葷6天
，到訪遊客吃不到 「總統魚」、阿婆茶葉蛋等潭區
美食，遊興受影響。

魚池鄉辦祈安三獻醮典，全鄉從4日起至9日深
夜禁葷齋戒，日月潭風景區各餐廳、旅館飯店都配
合改供應素食。清醮活動預定於10日酬神、普施後
開葷。

日月潭水社、伊達邵碼頭商圈是遊客聚集的地
方，有不少經營邵族風味餐、 「總統魚」套餐的餐

廳；禁葷期間，這些餐廳不是改提供素食就是暫時
關門休息。

「阿婆茶葉蛋」 暫停營業
伊達邵義勇街炸奇力魚、潭蝦、烤山豬肉的攤

位則全都未營業，便利商店也不見茶葉蛋、關東煮
；在玄光寺碼頭賣香菇茶葉蛋受到陸客青睞的 「阿
婆茶葉蛋」，也貼出公告暫停營業。

日月潭禁葷7日進入第4天，陸客團一如往常來
來去去、搭船遊湖，團數並未因而受影響，但留在

潭區用餐的比率明顯減少。一家經營陸客團的餐廳
就說，這幾天接的陸客團不到平常的一半，多數陸
客團改到未禁葷的埔里地區用餐。

前往玄光寺參觀的陸客，見到 「阿婆茶葉蛋」
拉下鐵門未營業，只能望店興嘆，許多陸客為沒能
嘗到阿婆茶葉蛋大呼遺憾。

平時最熱鬧的伊達邵義勇街顯得冷清，賣葷食
的餐廳、攤位關了一大半，遊客只能買麻糬、炸香
菇解饞。來日月潭吃不到潭區水產美食，讓不少旅
客遊興大減。

當地業者說，陸客團因行程早已安排，遊客未
因而減少，但島內旅客得知這幾天日月潭不賣葷食
，降低到訪意願，遊客流失了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