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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有 難 ，
八方支援。近日
四川雅安七級強
震造成近200人遇
難、逾萬人受傷
、150多萬人受災

。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牽動了海峽兩岸
人民的心。大陸方面固然是啟動了緊急
救援機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奔赴災區
慰問災民；軍隊第一時間入川執行搜救
任務；官方及民間籌集的各種物資也紛
紛運往災區。台灣各界當天得知川震的
消息後，也立即展開賑災活動，短短兩
天即籌得數億人民幣。天地不仁，以萬
物為芻狗，但人間自有真情在。兩岸同
胞攜手互助、患難與共的手足情讓人感
動。

台灣因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而常常
發生地震。過去十多年最嚴重的是1999
年9月21日南投7.6級大地震，造成2400多
人死亡。上月南投地區也發生了6級地震
。可見，島內民眾對山崩地裂、房屋傾
倒的恐怖景象並不陌生，對在地震中痛
失親友、家園盡毀的悲傷欲絕和彷徨無
助感同身受。所以，每當大陸發生重大
天災，台灣上下總是在第一時間慷慨解
囊，支援災區。

2008年5月四川汶川8級強震奪走近7
萬人的生命，是繼唐山大地震後傷亡最
慘重的一次地震災難。台灣社會各界高
度關注，紛紛向災區同胞表達關切和慰
問，並派出了救援隊、醫療隊前往災區
救援。台灣社會知名人士、企業和民間
團體，通過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紅
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還有受災省市
政府等，向地震災區捐贈了大量的資金
和食品、藥品、醫療器械等物資。馬英
九夫婦還親赴島內籌款晚會接聽捐款電
話，使捐款數字在一小時內從1000多萬
新台幣，暴增至1億多。即使在災後，台
灣同胞也不斷為災區提供各種後續的支
援服務，例如重建學校、資助受災學生
等。來自台灣的義工們說， 「921」大地
震給台灣人造成了巨大的傷痛，但也留
下了寶貴的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經驗，
他們要把這些經驗帶到四川。

當台灣發生災害時，大陸同胞當然也不會袖手旁
觀。2009年8月台灣中南部地區遭遇半個世紀以來最嚴
重的風災和水災，大陸各界人士本血濃於水的精神
，向台灣方面提供了急需的物資，合計金額超過30億
新台幣。

在災難發生後，捐款捐物固然重要，但最珍貴
的還是那份兩岸中華兒女在危難之際體現出來的
同胞愛和手足情。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團結互助
、共克時艱的精神力量，也將成為兩岸同胞
相互扶持、攜手合作、共同開創兩岸關係
美好未來的強大動力。

台太平島炮擊阻嚇越南

藍委建議法部允珍入院陪扁

火炮射程擴大 越船未敢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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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巡署南沙指揮部4月中旬完成防
衛火炮與輕兵器實彈射擊，去年8月10日
運抵太平島的120毫米口徑的迫擊炮也首
度實彈射擊，總共射擊各式彈藥2000餘發
。海巡署長王進旺22日表示，自從增設火
炮加強防備後，越南公務船已沒有再侵犯
海域。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國民黨立委林
郁方上午在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質詢時透露，
海巡署南沙指揮部已在4月中旬完成上半年的 「防衛性
火炮與武器實彈射擊」，總共射擊各式彈藥2000餘發。
除步機槍、81迫炮、20機炮和40槍榴彈，去年8月由海
軍運抵太平島的120毫米迫擊炮和40毫米防空炮也首度
參加實彈射擊。

半年實彈射擊一次
列席的王進旺表示，太平島火炮射擊每半年舉行1

次，最近1次是在今年4月中旬，由 「國防部」測考，各
項測驗順利通過，沒有卡彈。

王進旺指出，過去還沒增設火炮前，越南籍的漁船
、公務船都經常進入太平島的海域範圍，現在越南籍漁
船進出仍多，但公務船已經沒有進來，海巡署會持續加
強維護主權。

林郁方辦公室會後透過新聞稿表示，這次太平島實
彈射擊中，120迫擊炮除進行單炮射擊，也實施4門120
迫擊炮同步射擊的 「效力射」，在目標區海面激起高聳
的水柱，場面壯觀。 「國防部」所屬軍備局、 「陸軍司
令部」和海軍陸戰隊等單位，編組專案小組前往太平島
，執行裝備檢整並實施測考。

射速每分鐘增百倍
由於近年越南船隻常常闖進太平島海域，台灣 「立

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遂於去年5月通過相關決議，
針對南沙群島火力狀況，要求 「國防部」依海巡署需求

，提供120迫擊炮及40防空炮。其中，40高射炮計劃取
代原來的106無座力炮，用於直射海面目標，射程將由
原106炮的7315米，推進到40炮的10058米，射速更從原
來每分鐘1到2發，提升為每分鐘120發；120迫擊炮也將
延伸原本駐島的81毫米迫擊炮射程，從原來的4800米推
展到6100米。

彭清華訪台 連戰吳伯雄關注川震

【本報訊】據中通社22日報道︰台灣高鐵行李爆
炸物事件及美國波士頓爆炸案引發島內反恐議題討論
。台灣安全局長22日透露，島內有6個反恐任務部隊
，分別屬 「國防部」、警政署與海岸巡防署。法務部
更預警，台駐外館處有遭恐怖襲擊可能，美國及東南
亞風險最高。

台灣安全局長蔡得勝當天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
6個應變部隊依令支援反恐行動，機制建立完善，他
有把握若發生恐怖活動，這些部隊可以在第一時間應
變處置。

他透露，台灣在主辦聽障奧運與高雄世界運動會
期間，曾有兩名恐怖分子入境台灣，雖然他們沒有犯

罪工具，但還是將兩人請離台灣。他說，台北市將在
2017年主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安全局將全力支援，
確保賽會安全無虞順利進行。他表示，台灣沒有民眾
被海外列為恐怖分子，但在安全局的報告中，目前有
超過1000人，被列為具危安顧慮對象。

「這次在高鐵放置炸彈的兩人，原先就在這份名
單當中。」不過，蔡得勝強調，這些人與恐怖分子並
不畫上等號，但針對這些人員會加強管理，特別是在
出席公眾場合的時候。

列席的 「國防部」常務次長廖榮鑫則透露，台軍
執行反恐任務的部隊由陸軍航特部特勤隊、特戰指揮
部1個特戰連、海軍陸戰隊2個特勤中隊及 「憲兵」特

勤隊組成，擔任本島北、中、南部作戰區反恐應援任
務。

他指出， 「憲兵」特勤隊負責島內反劫機及北部
地區反劫持、反破壞任務；陸軍特戰指揮部特戰連，
負責中部地區反劫持、反破壞任務；海軍陸戰隊特勤
隊，負責南部地區反劫持、反破壞任務；陸軍航特部
特勤隊，採空中機動、重點運用方式，依令支援各地
區反滲透、反破壞任務。

駐外機構有遭襲風險
另外，法務部調查局長王福林表示，台灣在世界

各地的駐外機構，遭受恐怖攻擊的可能性，將隨其所
處的環境有所不同，例如美國華府、紐約等重要城市
，因是 「基地」等恐怖組織主要攻擊目標，加上美國
寬鬆的槍械管制，最易遭受恐怖攻擊。

台軍設反恐部隊 千人列黑名單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二十二日報道︰國民黨
立委廖正井、呂學樟22日在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
會詢問，是否可以在台中監獄培德醫院陳水扁房裡
再加一張床，讓扁媽、扁妻吳淑珍到監獄陪扁睡覺，
法務部長曾勇夫答覆說，會請矯正署研究。

呂學樟建議，要不要把吳淑珍和扁放在一起，這
樣就有「居家感覺」，夫妻在一起很好。曾勇夫則說，
會請高雄地檢署執行科，去了解吳淑珍目前健康狀況。

廖正井質詢說，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僅有精神科
，還請台中榮總醫院當扁醫療召集人，這麼完善準備
，民進黨立委知道嗎？曾勇夫表示，他們認為培德醫
院不是綜合醫院所以不接受。

法務部將研究藍委提議
廖正井表示，現在法務部周一到周五開放扁會客

，中風或是重度憂鬱症的人要家人多陪伴，但其他人
的陪同，會讓憂鬱症患者情緒激動，對病情不好。他
也要求，除了人道考量外，是否可以再加一張床，讓
扁媽或是扁的太太進去陪扁睡覺，這對扁的憂鬱症比

較好。
曾勇夫一開始表示，目前法令規定是不可以。廖

正井則說 「好人做到底，既然他是前 『總統』可以給
他禮遇」，不能只有幾個小時會面，最好是可以有家
人陪扁睡覺。曾勇夫說，他們再請矯正署研究。

呂學樟也詢問，扁是因為精神疾病才給他這樣待
遇，但現在監獄有兩千多人都有精神病，是不是可以
一起住進去培德醫院。曾勇夫答覆，目前台中監獄沒
有辦法，這個專區只有規劃給扁一個人使用。

呂學樟又追問，吳淑珍身體狀況有比較好嗎？曾
勇夫表示，比以前好，但還是無法自理生活，要有人
陪侍、因此監獄拒收。

散步影片證扁精神良好
另據中通社報道，陳水扁轉往台中監獄附設培德

醫院服刑，備受各方關注；台灣法務部長曾勇夫22日
在立委質詢時，播放了一段陳水扁之前在台北榮總戒
護就醫時散步的影片，以說明陳水扁精神良好，並不
需要居家療養。

營造居家感覺或有助減輕病情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新社二十
二日報道︰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22
日中午向率團來訪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書記
彭清華表示，兩岸和平成果得來不易，雙
方應珍惜，並深化互信，讓兩岸關係穩健
向前行。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晚上宴請彭清華
時也表示，兩岸和平發展道路是非常重要
而正確的道路，必須要全力勇敢地再接再
厲，務實地精進，並對四川蘆山地震罹
難同胞表示哀悼，對受災同胞表示慰
問。

曾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彭清華，早前
調任廣西後，上午首次以 「地方一把手」
的身份率廣西代表團乘包機抵達台北，將
參加2013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系列活動

，為期五天的行程將在多個縣市進行參訪
、交流，且會深入花蓮基層參訪交流。他
也成為中共十八大後第一位省級主要官員
訪台。

兩岸和平成果來之不易
吳伯雄中午率領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

、詹春柏、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及副
主席洪秀柱等人，於台北市圓山飯店會見
彭清華一行。吳在致詞中先代表國民黨與
馬英九對四川雅安地震死傷表示最深摯的
哀悼慰問之意，他說，馬英九在第一時間
接報後就向大陸詢問可如何協助， 「剛發
生沒有幾個小時，我們（台灣）建議是否
派搜索隊去，後來大陸方面表示已經夠了
，不過我們還是會在盡可能的範圍伸出援

手。」
「兩岸間和平發展成果得來不易！」

吳伯雄續稱，幾年前沒有人能想像兩岸間
可以 「早上在南寧，中午抵台北」；他說
，雙方經貿合作就像是手攜手，文化交流
則是心連心。兩岸應珍惜和平發展的成果
，在 「九二共識」的原則下深化互信，促
進經貿文化交流，讓 「手牽得更緊，心連
得更近」，讓兩岸關係繼續向前。

吳伯雄對首次來訪台灣的彭清華說，
希望能再度鞏固廣西與台灣之間的合作交
流關係。他說，廣西和台灣已有多年交流
合作的經驗，台灣有許多企業都在廣西投
資發展，他希望這次廣西訪問團來訪台灣
，能更加鞏固雙方在各方面的合作交流，
並有進一步發展互動。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遊台灣必到的阿里
山風景區22日驚傳車禍，一輛載有20名大陸旅客的旅遊大巴
，下午途經阿里山公路（台18線）69.2公里處（樂野段）時
與砂石車擦撞，旅遊車上台籍導遊腳踝骨折，其餘20名陸客
僅受輕傷。

嘉義縣消防局表示，事件中無人死亡，22名傷者送醫後
證實並無大礙，詳細肇事原因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據稱，事發在下午2時左右，一輛搭載20名上海旅客的
遊覽車，在結束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行程後，下山途中與砂石
車發生擦撞，旅遊車車頭嚴重損毀，砂石車車頭也變形，但
兩車司機都無大礙。

警方調查指出，這輛遊覽車含司機、導遊共22人；除了
傅姓導遊腳踝開放性骨折，傷勢較嚴重之外，其餘20名陸客
僅受輕傷及驚嚇。由於陸客團成員都要求送醫，因此警方將
這20名陸客送往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石桌醫療站治療，所幸
都無大礙。至於車禍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阿里山車禍 20滬客輕傷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台灣當局教育
主管部門22日表示，將繼續關注大陸H7N9禽流感疫情發展
情況，不排除要求大陸學生下半年新學期來台前，提供
H7N9禽流感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當天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台灣
教育部門有關負責人表示，9月新學期開始台灣各高校預計
將新增約2000名陸生，加上目前在台讀書的8800多名陸生返
校，估計屆時將有一萬多名陸生來台。 「對於8月即將來台
的陸生，將視疫情需要，要求他們來台前進行健康檢查，一
旦確診感染H7N9禽流感，希望他們暫緩來台；對於已經來
台的陸生，將由學校根據相關要求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該負責人表示，目前在台就讀的陸生多是今年2月份以
前由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6個省市來台，
感染疑慮較小。

大陸學生赴台學習於2011年開放，北京等6省市為首批
試點省份，今年將新增湖北、遼寧兩省。

陸生或須提供禽流檢查證明

▲去年8月由台灣海軍運抵太平島的120毫米迫擊炮
近日首度參加實彈射擊。小圖為40毫米防空炮近日
首度參加實彈射擊 中央社

▲陳水扁現入住的台中監獄培德醫院的房舍較為寬
敞，可擺設木質單人床及彈簧床墊 資料圖片

▲廣西壯族自治區委書記彭清華（左）22日率團訪台5天展開經貿文化交
流，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中）晚間宴請訪問團。圖為彭清華送禮物給
連戰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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