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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行政
部門人事大地震
。 「行政院長」
陳昨天以 「身

體不適」為由突然請辭， 「行政院副
院長」江宜樺隨即接任。雖然馬政府
有在農曆春節前夕、 「立法院」休會
期間改組 「內閣」的慣例，但這次毫
無預警的人事變動依然讓外界錯愕。
不過，乾脆利落的操作手法也杜絕了
流言蜚語對當事人的困擾，更使政局
免於陷入混沌不清的尷尬處境。

陳上任一年即掛冠求去，工作
繁重令其身體不堪負荷固然是原因之
一，但主要還是民望徘徊不前。馬英
九當時青睞陳，是希望這位 「金融
才子」能交出一份亮麗的 「經濟成績
單」，但去年島內總體經濟表現不佳
，累計前三季度僅增長0.49%，其中第
二季度只有-0.16%，民眾薪酬倒退至
14年前。台灣經濟復蘇放緩，主要是
因為去年全球經濟依然籠罩在美債危
機和歐債危機的陰霾下，歐美市場疲
軟，大陸經濟增長趨緩，台灣亦不能
倖免。陳臨危受命，但僅一年時間
也難扭轉乾坤，加之馬政府同時推出
多項改革，觸動了部分人的利益，島
內超過六成民眾要求改組 「內閣」，
而民進黨上月也舉辦遊行高呼 「換內
閣」。為了回應沸騰的民意，馬英九
不得不 「壯士斷臂」。

候任 「行政院長」江宜樺於2008
年5月、國民黨重新上台後才步入政
壇，隔年就接掌 「行政院」第一大部
「內政部」，再後升任 「行政院副院

長」，如今成了第一把手。人們常用
「坐直升飛機」形容一個人仕途順暢

，江宜樺不到五年時間即從政壇新丁
成為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行

政院長」，好比是 「坐了火箭」。江宜樺原任副院
長， 「坐正」雖是順理成章之事，但若無過人本事
，恐怕也難得高層賞識。這位年過半百，島內50多
年來最年輕的 「行政院長」擁有美國耶魯大學政治
學博士學位的驕人學歷，行事風格如打太極拳般剛
柔並濟，而且向來 「不沾鍋」，還有 「使命必達」
的美譽。

江宜樺已成國民黨中生代一顆耀眼的明星，馬
英九視之為左臂右膀，除了寄望於他能繼續執行未
竟的改革工程，也有平衡黨內派別的用意。2016年
大選馬英九不再尋求連任，目前國民黨內最有實力
角逐大位的包括 「副總統」吳敦義、台北市長郝龍
斌、新北市長朱立倫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長子連
勝文等人。倘若由他們接任 「行政院長」，必會被
認定為 「馬英九接班人」。馬英九為了不過早鎖定
接班人，遂選用 「黑馬」江宜樺，既使自己免於提
前跛腳，又可緩和黨內派系傾軋。

俗話說 「時勢造英雄」，島內政局給了
江宜樺 「更上一層樓」的機會，但禍福相倚
，擔任 「行政院長」會成為其政治資本
，還是政治包袱，就要看他的本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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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辭閣揆江宜樺坐正

富少淫魔狡辯 否認迷姦

台行政院深宵人事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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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31日發生 「內閣」 人事異動，震
撼台北政壇。現任 「行政院長」 陳去職
，由副院長江宜樺接任，而 「行政院副院
長」 則內定由交通部長毛治國出任。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二日報道︰島
內 「總統府」31日深夜以 「黨政高層」名義發出的
新聞稿指出，陳因健康與家庭因素，多次向馬英
九表達辭意，馬雖多次強力慰留，最後仍勉予同意
，並聘陳出任 「總統府」資政。

黨政高層說，馬英九肯定陳過去一年，在全
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仍然提出各項經濟振興方案
，希望陳繼續為台灣打拚；至於接任的江宜樺，
他的政務歷練完整，擅長協調溝通，在多項工作中
擔當政府、政黨和 「立法院」之間的協調樞紐。

陳身體不適萌去意
陳1日與江宜樺聯合出席記者會。陳表示，

因為個人健康理由，向馬英九請辭，並非如外面揣
測有陰謀論。他說，1月15日身體檢查時發現部分血
液生化指數過高，讓他決定不因個人因素耽誤政府
大事而萌生辭意；遂於1月23日向馬英九請辭；28日
晚間，馬英九親電，告知將由江宜樺接手 「行政院」。

江宜樺在記者會上對陳表達高度肯定與不捨
。江宜樺說，陳因為健康因素必須休養，他願意
把擔子承擔下來，與優秀的官員，繼續往前走，希
望替台灣創造更好的未來。

馬英九突然換 「內閣」的消息跌破外界眼鏡。
據了解，馬英九雖對改組問題不露口風，但由於31
日晚間就已有江宜樺 「組閣」的消息傳出，高層被
迫在1日 「行政院」年終記者會前，公布這個消息。

「行政院長」換人做，民眾也有期待。工業總
會理事長許勝雄表示，江宜樺有企圖心，具執行力
，但面對複雜的挑戰，首要將台灣經濟帶上來，才
能產生善性循環，促進社會和諧。

綠營指「吳江配」成形
有政界人士認為 「副總統」吳敦義搭檔江宜樺

代表國民黨競選2016年大選組合已成形。民進黨團
總召柯建銘認為，國民黨內接班梯隊很明顯，未來
可能是 「吳江配」參加2016年大選。對於江宜樺成
為最年輕的 「行政院長」，柯建銘說國民黨內的政
治布局值得觀察。

江宜樺是新北市長朱立倫的高中同學，加上牽
涉國民黨中生代接班的卡位戰，因此也讓各界十分
關注。朱立倫1日表示，江宜樺的能力非常強，相信
台灣未來的改革大政方針會處理得很好。積極布局
參選台北市長的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則說，江宜樺是
馬英九栽培的，兩人已捆綁在一起，江必須在 「院
長」任內替馬創造政績，才能往前走。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 「我認罪。」富
少淫魔李宗瑞31日首度當庭認罪，坦承偷拍31名被害
人的性愛影片，願賠償每人20萬元（新台幣，下同）
和解，請求交保回家過年。台檢方認為，李仍否認性
侵及下藥迷姦，認罪是避重就輕，交保恐有串證或逃
亡之虞，合議庭因此決定擇期再裁定。

一名被害人透過律師表示： 「這件事對我的傷害
無法磨滅，遭性侵還被偷拍，不是20萬元能補償的，
絕不同意此和解條件，希望法院重判李宗瑞。」

台灣前元大金融控股董事李岳蒼之子李宗瑞，被
控自2009年8月起，乘在夜店飲酒作樂，下藥迷姦或

將爛醉的女性 「扛屍」回家性侵，還把性侵過程拍照
錄像收藏。受害人包括前女友、女模、藝人共32人，
其中有4人自願與李發生性關係，但不知被偷拍。

去年8月李宗瑞到案後，始終辯稱這些女子都是
自願和他上床，且都同意讓他拍下性愛過程，但未獲
檢方採信，被依加重強制性交、妨害秘密等罪起訴，
依一罪一罰求刑209年，具體求處30年重刑。

直到31日法院審理時，法官問： 「某被害人和你
發生關係時，有穩定交往的男友，為何會自願被你拍
？」李先是低頭沉思，接突然開口說： 「我認罪。
」隨即坦承只有前女友是自願被拍，其他31人都不知

被拍， 「因為錄像鏡頭就放在床邊，隨手就錄了。」
此外，李再度重申，所有女子都是自願和他上床

，他沒有迷姦或性侵對方，不知影片為何外流；為表
歉意，他願賠償31名被害人各20萬元，換取和解、交
保，只希望能回家過年。

但檢方認為，偷拍影片中多名被害人一動也不動
，豈能同意性交；李只願認刑責較輕、最多判3年的
妨害秘密罪，對可判10年的下藥迷姦及性侵部分仍不
認罪，擔心他交保後可能逃亡或影響被害人證詞，反
對交保。

只認偷拍 願賠31受害人各20萬元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二日消息︰台灣內
閣改組啟動， 「總統府」1日晚間證實，彭淮南確定續
任 「中央銀行」總裁， 「連4任」的彭淮南任期將至
2018年2月，成為台灣史上任期最長的 「央行總裁」。

島內任期最長 「央行總裁」
台灣黨政高層指出，就島內金融情勢的安定、貨幣

政策的穩健等層面而言，彭淮南表現有目共睹，備受國
際肯定，對台灣社會及市場的關鍵性更是不言可喻，這
也是馬英九希望彭淮南留任，於下月25日起邁入第4任
任期的重要原因。黨政高層說，彭淮南的留任將讓市場
穩定，讓民眾安心，是社稷之福。

彭淮南是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今台北大學）經濟系

學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碩士、明尼蘇達大學榮
譽法學博士，歷任島內中央銀行主任、經濟研究處處長
、外匯局局長、副總裁、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中國國
際商銀董事長等職。

彭淮南自1998年2月臨危受命擔任央行總裁至今，
已近15個年頭。在彭淮南綜理各項貨幣政策、匯率措施
下，台灣安度兩次金融危機，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後
，成為亞洲復蘇最快的地區之一。

歷年來，在彭淮南帶領下，台灣創造低通脹、國庫
高盈餘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也因此，彭淮南多次獲著
名雜誌如《全球金融》、《銀行家》評選為最佳 「央行
總裁」，也有媒體以 「全球央行總裁皆夢寐以求」來形
容彭淮南的成就。

彭淮南4度連任央行總裁

【本報訊】今年53歲的江宜樺是這次內閣改組
的大黑馬，但由於從政時間不長，外界對他認識有
限。他曾告訴友人，小學一年級，他的理想是希望
長大可以當軍人；到中學一年級，希望長大以後可
以當 「總統」，但上了大學以後江宜樺就不再做夢
了。

江宜樺擁有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是
學術領域頗具學養的 「政治哲學」教授，學貫中西
，愛好論語、老、莊哲學，平時養生之道是 「太極
拳」。他愛古書成痴，國學素養一流，江宜樺對朋
友說，影響他最深的一本書是《論語》，很多不認
識他的人，以為他一定是個老夫子。但原來江宜樺
認為，《論語》裡充滿許多做人做事的智慧。

江宜樺也愛上太極的虛與實、柔與剛，貫穿體

用。他打太極拳多年，而且很有恆心，每到周六，
一定會向太座請假，搭捷運到 「國父紀念館」向太
極老師報到。這個運動，讓江宜樺不僅養生、紓壓
，還可以思索體悟。

江宜樺的太太李淑貞是他在台大 「三民主義研
究社」的社友，目前任教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育
有一男一女。有幾分浪漫情懷的江宜樺，非常戀家
。經常晚上還有開不完的會，他都會抽出空檔，先
回家看看小孩、太座；即使最近忙於救災重建，他
也會關心他兒子的生日如何過，女兒收養的流浪貓
有沒有餵。

江宜樺特別佩服諸葛亮，不僅深謀遠慮、神機
妙算，最重要的，江宜樺說，諸葛亮常在事情發生
之前做了很多準備。

太極拳高手剛柔並濟

【本報訊】據中通社日報道︰針對台灣人民幣業務即
將2月6日正式啟動，兆豐銀行31日宣布，和台新銀行共同
主辦中租子公司 「Golden Bridge」7000萬美元和1.05億
元人民幣的聯合授信案。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台灣首宗美
元和人民幣雙元貨幣的聯貸案，顯示人民幣貸款業務正逐
漸興起。合庫金董事長沈臨龍表示，從去年第3季底，國
際美元聯貸的利率就在走下坡，有些客戶將前2年的貸款
還清，然後申請利率較低的聯貸。

合庫銀主管表示，目前海外美元授信一般為Libor（
倫敦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加200點（bps）左右，人民幣
則在250bps至350bps之間，利率較高。

該主管表示，合庫銀目前有人民幣需求的潛在客戶約
180家企業，需求量為110億人民幣，多為在兩岸間有密切
貿易和投資往來的公司。合庫預估其人民幣存款2年內將
達250億元。合庫銀指出，因大陸放款利率高，且台商不
易獲得當地銀行融資，台灣開辦人民幣業務後，台商回台
融資的需求將會增加。

台設美元人民幣聯貸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桃園警方1月30日掃
滅以33歲男子許家豪為首的在地幫會，抓獲包括許男在內
的8名主要成員，更揭開一個令警方又氣又好笑的 「無間
道計劃」。

原來，警方在許男住宅的搜查行動中，竟搜出歷屆警
校考試題目及坊間的 「警校考試秘笈」，追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自任為 「小南門幫富國社」幫主的許家豪，計劃選
拔幫內一批 「精銳子弟」，派他們考取警校以便日後警黑
勾結，在地方為所欲為，可惜因幫內子弟無心向學，該 「
無間道計劃」自該幫會去年10月成立以來，雖多次逼迫幫
內成員投考警校，但到日前幫會掃滅之日，竟無一人可通
過警校的基本考試。

新北市永和警分局指出，許家豪在桃園市富國路某出
租公寓為堂口據點，自去年初起，以K他命等毒品誘惑近
百名中學在校生或中輟生入幫，並自任幫主。該幫會在桃
園一帶涉及多宗包圍工地、恐嚇勒索、暴力討債等罪行。

黑幫模仿無間道失敗

候任「行政院長」江宜樺
年齡：53歲
學歷：台大政治學學士、政治學碩士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台大副教務長、研考會主委、
「內政部長」 、 「行政院副院長」

候任「行政院副院長」毛治國
年齡：65歲
學歷：成大土木械程系學士、泰國亞
洲理工學院碩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博士
經歷：交通部次長、中華電信董事長
、交通部長

▲ 「行政院長」 陳（右）1日在 「行政院」 年終記者會上宣布因健康因素向馬英九請辭獲准，遺缺將由
副院長江宜樺（左）接任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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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陳在記者會結束後向記者握手致意 中央社

▲彭淮南1998年起擔任 「央行總裁」 至今已有
15個年頭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