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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擬向台提供H7N9病毒株
台媒讚以行動落實兩岸共同防疫

監院報告提李登輝係日人私生子

軍內3年失68文件 近四成屬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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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台媒8日報道，台灣監察
院公布最新調查結果，過去3年台軍遺失機
密公文的情況嚴重，共遺失68份文件，其
中有26件屬機密，比率近四成。其中，陸
軍炮指部的固安作戰計劃更被放到網站任
人下載。

■台上月出口近20月來新高

簡訊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政壇一直傳聞李

登輝親生父親是日本人。台媒8日報道，監察院今年初
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中，記錄學者戚嘉林提及李登輝 「
應該是日本人的私生子沒有錯」等語，成為官方文件
中談論李登輝身世的首例。

有關報道在島內引發極大反響，監察院8日稱，學
者的發言並不代表院方立場，但強調報告內提及的專
家言論經過監察院調查人員逐字記錄，並親自聯絡發
言學者以確認，並無增刪。目前，監察院網站已撤下
這份報告，待檢視調查報告全案內容後，再把報告上
網。

台灣監察院在2013年1月份通過的 「公布版」調查
報告中，記錄了世新大學教授戚嘉林在接受監察委員
訪談時，提及李登輝 「事實上人生不斷在變化，他應
該是日本人的私生子沒有錯」。戚嘉林說， 「台獨」
人士再怎麼樣，對日本的情懷還是不太有的，還是以
「台灣主體意識」為主，唯一例外是李登輝。他在晚

年寫的書，尤其是2000年以後寫的東西，都對日本充
滿 「愛意」的情懷， 「他的親生父親應該是日本人
」。戚嘉林又表示，他是從各種研究中，合理懷疑李
登輝親生父親是日本人，但他也坦言這應該已是不可
考的歷史懸案，自己在說 「李登輝是日本人私生子」

時的語氣是疑問句而非肯定句。
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回應，所謂李登輝 「身

世之謎」是很久以前的傳言，他並不了解為何監察院
調查報告會寫 「這種東西」， 「這麼滑稽的事情，不
值得回應。」

公布代表認同談話內容
事實上，這是首度有官方文件提及李登輝的身世

，自然格外引人側目和諸多聯想。對此，調查監委周
陽山7日回應，基本上這次接受諮詢的專家學者，幾乎
都以署名方式公開談話內容；有關李登輝生父是不是
日本人，這是戚嘉林的說法，他也無法確定其真實性
，放在報告中並不代表他們認同。不過一位監院人士
坦言，如果是 「公布版」調查報告，就代表監委一定
也認同學者談話內容，才選擇對外公布，代表這是 「
可受公評之事」。

目前公開的說法是，李登輝出生於台灣三芝，其
父為李金龍，李登輝為次子，祖籍福建汀州府永定縣
。在李登輝考上高等學校的前年，台灣 「總督府」推
行皇民化運動，李登輝在該運動中更名為岩里政男，
其兄李登欽也改名為岩里武則。他曾表示，他在22歲
之前仍屬日本籍。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疾病管制
局局長張峰義8日表示，目前兩岸衛生防疫部門
溝通良好，大陸方面已同意向台方轉交H7N9病
毒株，以便台方進行疫情檢測和疫苗研發。島
內輿論稱，大陸落實兩岸共同防疫，給台灣人
好印象。

張峰義表示，由於H7N9禽流感病毒仍處於
禽傳人階段，暫時不需要對大陸發出旅遊警示
；他也指出，台灣目前仍沒有出現任何陽性個
案。台疾管局副局長周志浩則透露，正在上海
考察了解禽流感疫情的兩名台灣專家得到了大
陸方面的積極協助，進展順利。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8日通報，4月3日至
今，台灣累計接獲27例疑似H7N9禽流感病例報
告，除仍在檢驗的3例外均已排除感染H7N9禽

流感，其中7日通報的兩例待檢疑似病例已排除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台灣方面已經有能力正
確檢測H7N9病毒。

禁陸客接觸養殖場禽鳥
另一方面，台灣民眾擔心H7N9禽流感，就

連雞蛋禽肉的市場行情都因謠言跌價兩成。高
雄市農業局表示，高雄市一共飼養600萬隻雞鴨
，去年11月禽鳥飼養戶就開始注射，家禽市場
增加檢查次數，又規定來自大陸的旅客，不可
與養殖場的禽鳥接觸。

高雄市農業局指出，防疫工作持續進行，
包括候鳥監測、家禽市場檢驗等都會繼續，農
業局會加強倡導，避免謠言損害雞鴨市場行情
。對於H7N9禽流感疫情可能擴大，衝擊雞鴨家

禽市場，馬英九8日呼籲台灣民眾提高警覺，但
不必過度恐慌。

馬英九表示，衛生署面對H7N9流感疫情的
威脅，已立刻採取必要因應措施，包括將H7N9
流感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當局將以過去應
付SARS和禽流感的經驗，面對這次禽流感疫情
。他強調，防疫如同作戰， 「我們一定會嚴加
戒備」。

輿論盼兩岸合研疫苗
台灣《旺報》8日發表評論指出，大陸處理

H7N9禽流感的透明度更高了，特別是大陸以行
動落實兩岸共同防疫，給台灣人留下了很好的
印象。

評論指出，首先，台灣2名醫生能到上海實

地了解H7N9疫情就是兩岸一大進步。更重要的
是，病毒和疫情是不分界線的，需要各方專家
共同防範，所以大陸在提供H7N9禽流感檢測試
劑給各個國家和地區時，也向台灣地區及香港
地區提供檢測方法。

評論認為，兩岸現在已進入大交流時代，
各種往來密切。就疫情而言，常有突變的病毒
來襲，面對新病毒，兩岸不僅要攜手防疫，還
要共同合作研發能救人命的疫苗。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八日消息：4月初連日春雨令
台灣旱象獲紓緩，但也造成海拔3952米的台灣玉山主峰頂端
石碑遭雷擊受損，石碑位移、告示牌及基座受損；台南孔廟
「禮門」則被傾倒老榕樹壓壞等意外損失。

玉山公園管理處副處長吳祥堅8日介紹說，行山愛好者
及義工近日向該處通報玉山主峰石碑疑遭雷擊毀損，經7日
派員登頂勘查，分析或為4日凌晨受密集 「雷雨包」影響所
致。

玉山主峰原於1967年立于右任銅像，1995年、1996年兩
度遭人嚴重破壞後拆除，此後改立目前刻有 「玉山主峰」及
「標高3952公尺」字樣的玉山原石石碑，被視為台灣意象與

精神的象徵。
看到玉山石碑基座鋼筋裸露、石碑傾斜，有行山愛好者

直稱 「心疼」。玉管處稱，將以人工背砂石材料登頂修補，
希望1周內恢復石碑原貌。

另一方面，台南古蹟孔廟1棵約60年樹齡老榕樹也於本
月6日傾倒，壓壞 「禮門」。台灣文化部門文化資產局古蹟
聚落組科長蘇志銘8日會同專家前往檢視。他說，老樹傾倒
應與風雨天氣有直接關係。專家稱，孔廟 「禮門」有木樑斷
裂、燕尾毀損和屋瓦破碎等情況，但百年紅磚牆未遭嚴重損
壞。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長葉澤山表示，依古禮，每年祭祖大
典進行時須從位於孔廟東側的 「禮門」入正殿，再從位於西
側的 「義路」出來，希望趕在9月祭孔典禮前完成整修。

玉山石碑遭雷擊移位

台灣當局財政主管部門8日公布數據顯示，3月份台灣出
口額為272.3億美元，創2011年8月以來單月新高，比去年同
期增長3.3%。3月份台灣進口額則為240.3億美元，比去年同
期微漲0.2%。與去年同期相比，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出口額增
長5.2%，至109.88億美元，佔其3月出口總額的40.4%；而台
灣從大陸及香港進口額為38.36億美元，下跌3%。 （新華社）

針對《壹周刊》日前爆料報道，稱馬英九胞姐馬以南疑
似捲入台北太極雙星開發弊案，馬以南8日上午正式委由律
師向士林地院遞狀，對《壹周刊》提出訴訟。刑事部分控告
《壹周刊》社長、總編輯和撰稿記者、編輯涉嫌誹謗，民事
部分求《壹周刊》賠償名譽損失新台幣一千萬元，並要求周
刊登報道歉。馬以南透過律師發表聲明表示，發行量或收視
率是媒體生存的根本，但若為此不惜捏造不實新聞，傷害無
辜就有違媒體引導社會風氣的社會良知身份。 （中通社）

■馬胞姊告周刊誹謗索償千萬

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台軍最近3年遺失或未經核
准程序就銷毀的公文多達68份，其中不乏機密或極機
密等級的公文，甚至還包括 「固安防衛作戰」草案，
屬於極機密等級，這還是防務部門向監察院提報的資
料，監委懷疑實際上不只此數。

泄密嚴重引美擔憂
台軍10餘年來機密外泄嚴重，由於台灣使用美製

武器，美軍對此相當關切，多次將此事當成重要議題
與台方溝通。

據了解，台軍檔案管理漏洞百出，有的機密是被
官兵置入電腦，結果遭分享軟件擷取，成為人人可知
的公開訊息；2009年12月，陸軍二一及五八炮指部的
「固安作戰計劃修訂本附件」就被發現在網絡上可以

被輕易搜獲，這份文件被認定為 「機密」。
而花蓮部分台軍部隊的紀律更是鬆散，2010年11

月，花蓮縣後備指揮部遺失 「後備旅編裝表」、 「地
區後備司令部山地後備連編裝表」及 「花蓮地區後備
步三營固安作戰計劃修訂本」等3份被認定為 「機密
」的資料。

軍方輕縱違失極密文件者
固安作戰計劃為台澎防衛作戰的最高作戰計劃，

是每年漢光演習的腳本，但花蓮 「憲兵隊」在2011年
3月弄丟了當年度的 「第二作戰區（花東）固安作戰
計劃草案」，此資料雖名為草案，卻是軍方認定的 「
極機密」資料，等級非常高。

監委指出，按照 「台軍人員違犯保密規定行政懲
處基準表」規定，若軍士官遺失、未經核准銷毀機密
等級為 「機密」或 「極機密」的文件，除了軍士官當
事人要送法辦外，當事人須記過兩次並調離現職，或
記大過一次並調離現職。但多起案件的懲處未符懲處
基準或懲處過輕，例如花蓮 「憲兵隊」遺失屬 「極機
密」的固安作戰計劃，當事人雖被移送法辦，本應記
大過一次卻僅記過兩次。

台防務部門發言人羅紹和表示，尊重監委的調查
意見，後續將依監委意見及相關規定檢討策進。

漢光演習將試射雷霆火箭
另據中通社消息： 「漢光29號演習」將於17日在

澎湖進行，馬英九可望親臨視導；這也是馬英九上任
至今，漢光第一次打實彈。據悉，這次演習較新的武
器是剛部署於外島的 「雷霆2000」多管火箭，預習時
會發射9枚，正式演習時將發射81枚。台防務部門指
出，這次實彈射擊主要依據台澎防衛作戰場景設計。
官員表示， 「雷霆2000」不是精準武器，但發射多枚
可形成一個彈幕，相當有威力。

台糖案洪奇昌提新證求再審

▲新北市政府8日派員到出售活雞的市場進
行消毒 路透社

▲台監察院報告顯示，過去3年台軍遺失機密公文共68份，被評為 「極機密」 、每年漢光演習腳本的固
安作戰計劃甚至放到網站任人下載。圖為去年漢光28號演習中戰車進行搶灘演練 資料圖片

▲台監察院報告援引學者意見，指李登輝近年
屢屢發表親日言論，有理由相信他是日本人的
私生子 資料圖片

▲玉山主峰石碑日前遭雷擊，石碑位移、告示牌及基座
受損；玉管處8日表示，可能是4日凌晨受密集 「雷雨包」
波及所致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前民進黨秘書長吳乃
仁及立委洪奇昌涉嫌賤賣台灣糖業公司土地案日前判
決確定，兩人都要入監服刑。洪奇昌對此不服，8日
向台中高分院聲請再審。吳乃仁則堅持 「不討饒」，
沒有任何大動作。

洪奇昌8日在多名民進黨台中市議員陪同下，到
台中高分院遞交聲請再審書，他的再審書厚達5公分
，近1000頁，提出新事證達31項，其中最重要的是針
對高等法院判決書，強調台糖政策並非 「只租不售」
，而最終賣地的也不是吳乃仁。

吳乃仁被控在擔任台糖董事長任內，受前立委洪

奇昌與春龍公司總經理潘忠豪等人關說，將台糖原本
土地 「只租不售」政策，改為 「轉租為售」，把 「霧
峰工業區」等土地低賣給春龍，導致台糖損失2億多
元新台幣。吳乃仁及洪奇昌被依背信等罪，3月13日
分別被判刑3年10月及2年4月定讞，須入監服刑。

5綠董事長吳乃仁賣地最多
洪奇昌提出的新事證強調，台糖土地政策租售並

行，他提出台糖從2001年起的出售列表，證明台糖12
年來賣出1000多筆土地，法官所說的 「只租不賣」與
事實不符。他又指出，霧峰地區等土地是在吳乃仁卸

任台糖董事長後8個月才公開標售。
不過，根據台糖提供的資料，吳乃仁是民進黨執

政期間，賣地最多的台糖董事長。自民進黨在2000年
取得執政權後，8年間共派任了5位台糖董事長，其中
以吳乃仁任內賣出149公頃土地最多，比第二名的余
政憲出售61公頃土地多了一倍有餘。

台糖主管坦言，當時處理土地沒有 「只租不售」
的內規；但法院判決書記載，春龍公司原不具優先承
購台糖土地的資格，2003年在吳乃仁批示同意下，台
糖董事會決議通過台糖土地買賣交換要點增訂第三之
一條，賦予春龍 「意定優先承購權」的依據，賣地成
交金額遠低於市價。

台糖表示，其後在余政憲擔任台糖董事長任內，
已將「意定優先購買權」條文刪除，自此之後台糖出售
土地都必須公開標售，避免再出現吳乃仁案的弊端。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八日消息︰ 「2013年台灣大學
生赴大陸台商研習活動」8日開跑，計劃招募250位學生在暑
假期間去大陸實習，今年更首度開放在台灣讀書的大陸學生
申請。

活動主辦方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8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
，宣布從當天起接受報名，申請通過的學生將前往大陸各地
區台資企業，開展為期一個半月的實地研習工作。台北經營
管理研究院院長陳明璋表示，該院自2007年開始與大陸台企
合作，6年來共選派了近800位學生赴大陸研習，促進了兩岸
交流，有些學生畢業後已去大陸台企工作。

陳明璋指出，由於受 「三不六限」影響，陸生在台灣沒
有實習機會，他們畢業後可能選擇去大陸台企工作，所以今
年特別開放陸生申請，為他們搭建橋樑。

據悉，提供研習名額的台企近百家，遍布華南、華東、
華北等地，除提供學生免費食宿和專案贊助費用，還會指派
主管級輔導老師。在台灣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包括
陸生）均可提出申請，入選後須提交研習計劃、周報及研習
心得報告。

陳明璋表示，這也是台商回饋鄉里的舉動，可以擴大台
灣學子的視野及對大陸的認識，也讓他們有機會學習前輩們
的開創精神，及早做生涯規劃，更可以擴大兩岸文教交流，
建立產學合作新模式。

陸生可申請到陸台企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