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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央社、
中新社報道︰菲律賓公務船亂槍掃射台
灣漁船並造成1人死亡的事件引發全台震
怒，菲方雖早前在壓力下道歉，但仍試
圖撇清並將責任推給台灣漁船。據菲媒
體援引政府調查報告指，台漁船先 「越
界」 捕魚，還發動引擎衝撞到菲國公務
船，菲國是為了 「打擊非法捕魚的壞人
」 ，才會對準引擎開槍，不慎誤擊台灣
漁民。對菲方謬論，台灣領導人馬英九
嚴詞反駁，強調公務船用自動武器掃射
沒有武裝、沒有挑釁的漁船是 「冷血的
謀殺」 。

台灣傳媒引菲律賓《馬尼拉公報》報道指，這
份報告約有3頁，指稱9日在班塔延約39海里外發現
2艘漁船正在非法捕魚，對空鳴槍警告後，預備登
船檢查。但台灣漁船 「廣大興28號」卻突然發動引
擎，衝撞到菲國公務船的右舷後急駛逃逸，指揮官
下令開火攻擊 「廣大興」引擎，讓它失去動力，是
要抓捕非法捕魚的 「壞人」，不曉得有漁民中槍。

菲律賓總統副發言人華爾特17日表示，菲律賓
國家調查局針對台灣漁民被槍殺事件的調查正在進
行之中，最終調查報告尚未出爐。

死者兒子︰睜眼說瞎話
「廣大興28號」船長聽到這份菲媒引述的報告

內容後相當氣憤，要菲國調出錄影帶，公布證據，
不要空口說白話。案件中死亡漁民洪石成的長子洪
育智更氣憤地表示，父親慘死槍下，菲國卻一再推
諉，讓人難以接受。

洪育智指出， 「菲律賓竟然說開槍掃射我們是
意外？難道他們敢開一艘船來讓我們開槍，然後說
意外嗎？」他說，台灣經過檢調調查，相關鐵證都
已完備，提出菲國開槍的彈道、彈着點等，但菲律
賓至今仍提不出相關證據，居心叵測。針對菲方拿
出調查報告，指 「廣大興28號」拒絕菲船上船臨檢
，並突然發動引擎逃離，菲方才開槍，洪育智說根
本是睜眼說瞎話。他強調， 「廣大興28號」聽到槍
聲就嚇跑了，況且小小的玻璃纖維船，怎有可能去
衝撞公務船呢？這用常識想也知道。洪育智強調，
菲律賓不是有錄影帶嗎？公布錄影帶就知道。至於
越界問題，洪育智說，屏東地檢署根據航行紀錄器
調查，已證明船沒有越界。

「非蓄意」說罔顧事實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對於菲律賓上述回應，聲稱

該案是 「非蓄意的生命損失」，感到強烈不滿，指
出以自動武器射擊沒有武裝的漁民，不是 「執行公
務」，而是 「冷血謀殺」，菲方的回應是在刻意淡
化這個事件的嚴重性。馬英九指出，台方要求菲國
正式道歉、賠償、懲兇，並展開漁業協議談判，這
些都符合國際法 「和平解決爭端」的要求，不但合
理，而且可行。他強調，如果公務船用自動武器去
掃射沒有武裝，而且沒有挑釁的漁船的時候，
「那個已經不是執行公務了，那個是 『冷血的

謀殺』！」
台灣 「外交部」亦針對菲方上述調查作出強烈

反擊，指菲國一再辯稱廣大興號 「意圖衝撞，才開
槍自衛」，但菲國公務船長30公尺、重115噸；廣
大興號僅14公尺、排水量15噸，可見菲國 「自衛」
的說法完全不成立，而且經過蒐證，台灣漁船的船
體有50多處彈孔，顯示菲律賓是嚴重違法使用武力
、射殺台灣漁民的殘酷暴行。菲國「非蓄意」的說法
完全罔顧事實。

正在菲律賓調查事件的台灣調查團團長申佩璜
則表示， 「沒看到這份報告無法評論，但台灣有自
己的報告。」他承諾，台灣調查團會持續調查，一
有進展就會向公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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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教長老教
會的莊約翰牧師，有16
年協助被外國扣留漁民
和船隻的經驗。針對台
漁民遭菲公務船射殺一

事，他認為，菲律賓公務船一開始應該是想扣船、
要錢，而不是有意開槍射殺台灣漁民。他接受中評
社的專訪時這樣分析： 「廣大興28號」因不願意被
菲方扣留而逃跑，而菲方則一直追，直到發現出了
紕漏，死了人才轉頭離去。

莊約翰分析台漁逃跑的原因時指出，很多漁船
為了生計，迫不得已越界捕漁，一旦漁船被外國當
局扣留，很難循法律途徑解決。首先，等候上訴期
間，漁船將會被扣留在當地漁港，船上所有精密儀
器全部被搬光、拔光，船員也會被扣留在當地，上
訴最快得等2、3年，沒有一個船員與家屬願意這樣
耗下去。而且，耗到最後，可能還是無法把船拿回
來。

因此，越界捕撈的漁船為了 「全身而回」，大
都寧可私了。假設一艘船價值800萬台幣，對方私下
談判，開價300萬，大多數的台籍漁船與家屬都會同
意這樣的交易。莊約翰指出，一艘停靠在高雄市前
鎮漁港的大漁船，加滿一次油就要400多萬台幣，因
此，300萬對漁民來說算是 「小數目」。

現實中，台灣漁船被外國扣留，台灣當局往往
「愛莫能助」。對此，莊約翰充滿感慨。他憶述，

之前台灣有一個船長在印尼被抓，船隻被扣，台灣
駐雅加達代表致電關心，被扣船長問他，你能幫我
什麼？沒想到對方竟然回答 「無能為力」。船長後
來輾轉尋求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協助。大陸使館官員
馬上打電話給雅加達，語氣是 「我跟你說！雖然我
們的人員犯了法，但是你千萬不可以傷害他！你可
以依照法律審判，但不能攻擊我的人。」

莊約翰說，大陸的五星國旗在海上相當實用，
許多台籍漁船都會在船上準備五星旗 「買個保險」
，這是絕對有效的措施。 （中評社）

台灣海巡署完成護
漁任務，艦艇17日返回
高雄港，6月初將退休
的護漁巡防艦隊指揮官
敖曼偉留下難忘回憶，

認為 「公務生涯無憾」。
屏東琉球籍漁船 「廣大興28號」9日在台菲重

疊經濟海域遇襲，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掃射，導致
洪石成中彈身亡，海巡署巡護船艦12日由 「台南艦
」領軍會同海軍船艦赴南方海域執行護漁，直到17
日上午返航高雄真愛碼頭。

將於6月4日退休的敖曼偉有感而發地說，這趟
護漁，任務規模是空前的，航程也是空前的，沿途
不斷有台灣漁船漁民豎起大拇指，鼓勵他們，自己
退休前還能拚戰， 「公務生涯無憾」。

敖曼偉說，這趟護漁任務不曾發現任何菲律賓
公務船或菲籍漁船，也未見台灣漁船超越北緯20度
暫定執法線作業。另外，16日晚與 「偉星艦」在北
緯21度30分至北緯20度間現地交接時，發現仍有 「
勝吉輝號」等20多艘台灣籍漁船在附近海域作業。

敖曼偉說，海巡署將秉持 「不挑釁、不衝突、
不迴避」原則，持續常態性執行護漁任務，落實巡
防艦現地交接，維持3艘巡艦護漁，達到 「漁船在
哪，海巡就在哪」的護漁目標。

「台南艦」艦長楊志成說，全艦38人都很榮幸
參與這趟護漁任務，其中一名鍾姓駕駛員，12日原
本排假返回屏東陪母親過母親節，但當天一早即銷
假返回崗位投入任務。 （中央社）

台漁民多備五星旗保平安

護漁艦隊指揮官：

公務生涯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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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報告惡劣 誣指台船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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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台灣當局對菲律賓態度強硬，令
越南高度關注事件，越南學者阮玉長接受當地媒
體採訪時指出，今次事件可讓越南獲得許多寶貴
經驗。首先，台灣以非常堅決態度處理事件。台
灣漁船曾於2006年發生類似事件，但是這次台灣
採取強硬抗議措施，除了批評菲國道歉不妥當且
無誠意之外，台灣仍然照常在菲律賓附近海域進

行軍演，並凍結菲勞，召回駐菲代表等，以表達
對菲律賓當局的不滿。他認為，這是台灣政府前
所未見的強硬動作。這次台菲漁事爭議在台灣掀
起眾怒，馬英九政府不再讓步。台灣堅決的態度
，讓南海地區相關各國不可輕視，同時台灣也藉
此展現海軍實力與海巡能力。

台嚴懲菲國引越南不安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十七日消息︰美國
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夏波，17日
對台漁民遭菲船槍殺案表示，現在應該是找出結
論的時候，很清楚，菲國政府必須向死者家屬賠
償，提出台方可接受的道歉。

夏波在國會主持亞太小組聽證會後表示，這
是一宗悲劇事件，他由衷地向死者家屬表達慰問
之意，美國希望菲律賓和台灣共同尋求解決之道
和共識。

夏波強調，美國不願見到兩個親近盟邦好友
發生這宗悲劇，現在應該是找出結論的時候。對
於菲國政府該如何善後，他說，很清楚的，菲國
政府必須賠償死者家屬，提出可被接受的道歉，
同時希望雙方達成共識，避免未來發生類似悲劇
。他表示，台菲過去關係其實不錯，相信台灣當
局會做全面考量，在補償死者家屬的同時，並改
善與菲律賓的關係。他認為，事件不會影響台灣
與菲律賓都是美國親近盟邦的關係，美國對死者
及其家人的遭遇深感同情。

另一方面，美國聯邦眾議員布雷迪16日致函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指出，台灣要求菲律賓就漁案
道歉、懲兇、賠償損失都是理所當然，他同時致
函菲國總統阿基諾三世，指出台灣漁船遭槍擊事

件後，船隻及引擎嚴重毀損，但菲國公務船逕行
離去，未給予任何協助，菲當局應盡速及誠懇回
應台灣所提道歉、賠償損失，及懲兇等要求。

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譚諾克亦於17日發表
聲明，強烈譴責針對台灣無武裝漁船開火攻擊致
死的事件，並說事實釐清後一定要賠償，下令開
火的負責人也應受審。

英國籍歐洲議會議員譚諾克在聲明中表示，
他 「強烈譴責」在台菲爭議海域針對無武裝台灣
漁船的攻擊事件，造成65歲台灣漁民洪石成遭射
擊致死。他說，對無武裝漁船使用致命武力絕不
合理，應立即徹底調查這宗不幸事件。譚諾克又
說，他樂見台灣調查人員到馬尼拉進行全面調查
，也樂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提出的歉意；一
旦事實釐清，一定要對洪家及船東全面賠償，所
有下令對台灣漁船開火的負責人應受司法審判。
譚諾克指出，台菲相鄰，彼此不再進一步升高緊
張是很重要的事。

各國媒體仍密切關注事態進展。意大利網絡
媒體 「信件43」分析事件對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
時表示，向來關注南海局勢的大陸站在台灣這一
邊，大陸的介入可能讓外界解讀為兩岸正朝向 「
一個中國」邁進。

美歐議員齊促菲道歉賠償審兇

【本報訊】綜合台媒報道︰台灣
駐菲律賓代表處17日表示，已從15日0
時凍結菲律賓勞工來台許可；對已取
得工作許可的簽證申請案，從嚴審查
，將延長審核時間為14個工作天。不
過，菲律賓勞工部長巴多茲向當地媒
體表示，台灣凍結僱用新的菲律賓勞
工，對台灣的經濟傷害比菲國還大，
「撤出菲勞只會削弱台灣自己。」

巴多茲說： 「每月大約只有兩千
五百名菲律賓人受僱到台灣。」她說
，台灣若把菲勞遣返回國，對台灣的
經濟傷害比菲國還大。他估計，目前
約有85000名菲勞在台灣，其中四分之
三在製造業，其餘為家務幫傭或當漁
工；台灣菲勞僅佔全球一千萬海外菲
勞不到0.1%。巴多茲說，菲勞是台灣
製造業專業勞工的主力，菲勞若去不
了台灣，可以改去韓國或中東， 「撤
出菲勞只會削弱台灣自己。」有菲律
賓學者指出，以台灣菲勞匯回國的款
項和台灣對菲國的投資金額來看，制
裁對菲國的影響不會太大。

不過，菲律賓對台交涉窗口 「馬
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理
事主席培瑞斯卻有不同表述。他17日
聲稱，決定等台灣的情緒平復之後，
再跟台灣繼續交涉漁船射擊事件，並
呼籲台方重新考慮制裁菲律賓的決定
。他也澄清，MECO不會切斷與台灣
方面的通訊線路。

至於台灣方面提出的正式道歉、
賠償損失、徹查事實嚴懲兇手，以及

重啟台菲漁業協議的協商4項要求，培瑞斯表示，
「有一些比較容易做到」，但他沒有說明具體的內

容。
對於外界普遍批評菲律賓道歉沒有誠意。培瑞

斯不諱言，即使菲方的調查結果還沒有出爐，但是
為了在台菲勞，總統阿基諾三世還是透過他向台灣
人民道歉。他又聲稱台灣人要阿基諾三世親口道歉
，但那不符國際禮節。

▲彰化縣田中鎮有織襪業者推出印有菲律賓國旗顏色以及小
人圖案的襪子，將菲律賓和踩小人的涵意合而為一 中央社

▲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受命調查廣大興28號漁船射擊事件，17日召開記者會說明進度，出示事發當時
疑被菲方用於掃射漁船的14把自動步槍和1把機關槍 中央社

▲台灣海巡署台南艦完成護漁任務，17日返回高
雄港進行裝備保養。圖為海巡人員拆卸艦上機槍
進行保養維護 中央社

▲嘉義縣各黨派議員17日在縣議會大門前焚燒菲律賓國旗，表達
對菲國處置方式的不滿 中央社

▲菲律賓報章17日頭版引述菲國海防隊報告，
反指是台灣漁船拒捕衝撞。圖為民眾閱讀相關
報道 中央社

▲15家台灣廠商16日毅然退出菲律賓國際食品展，以行動
支持制裁菲律賓，台灣館顯得空蕩蕩 中央社

馬英九斥菲冷血謀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