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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器官」病人是否感染 明年5月確定

赴台個人遊 10月起或暴增

移植事故問責醫界衛署互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愛滋器官移植案發生後，台

灣行政院衛生署和器捐中心遭醫界人士嚴辭批評。衛生
署強調，醫師開刀前確認病歷是天經地義，不應為了要
卸責，就摧毀好不容易建立的器捐制度。
台灣傳媒2日引述部分醫界人士說法，指器官捐贈紀錄

資料出錯，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是空殼，未能提供正
確資料；衛生署督導不周，也該負責。
對此，器捐中心董事長、衛生署副署長江宏哲指出，

器捐中心的運作方式是由台灣移植醫學會等醫界專家討

論決定的，器捐中心對器官勸募作業有完整說明，絕無
卸責之意。
衛生署醫事處長石崇良指出，醫師既然為自己的病人

開刀，就應保證器官不是愛滋陽性。
全案肇因於台大醫院因協調人員與檢驗師口頭檢核失

誤、未核對書面報告，且在器捐中心記錄錯誤資訊，醫
師執行移植器官手術前也未確認檢驗報告，導致一名在
新竹市腦死愛滋病男子捐出的器官，植入台大與成大醫
院的5名病患體內。

據中通社2日電　大陸旅客赴台個人
遊人數將從下（10）月開始爆量增長，
大陸最大的網路旅行社攜程網1日在台
北透露，目前該公司每個月赴台的個人
遊人數約有500多人，但近期接單量快
速走高，預估10月「十一黃金周」期
間、或11月個人遊人數可望爆增到3,000
多人，增長達五倍之多。
攜程網1日在台北與台北市政府聯合

舉行「台北、攜程雙網合作」記者
會，攜程網將在網路上設立「台北個
人遊專區」，台北市政府則結合王品餐
飲集團、誠品書店、維格餅家等業者
提供價值人民幣1,000元的各式折價

券。
網站發言人表示，個人遊開放一個多

月來，大陸方面申請入台通行證已有1
萬多人，但辦理簽證來到台灣的只有
4,000多人，顯然還有一半的人準備赴台
灣。
對於近期大陸旅客赴台人數減少的問

題，發言人表示，團進團出赴台人數或
許減少，但大陸客個人遊的人數會快速
增加，之前由於剛開放，許多大陸民眾
還不熟悉，需要一些時間來安排行程，
如今攜程網推出更多陸客個人遊的套裝
旅遊行程，搭配貼心折價券等贈品，將
吸引更多民眾赴台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大醫院愛滋器官移植疏
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1日邀集專家舉行醫療諮詢會
議。相關官員表示，誤植愛滋器官的受贈者，至少要預
防性投藥3個月，停藥後還需追蹤6個月，最快明年5月底
才能確診是否遭感染。
台「疾病管制局」副局長施文儀指出，身陷愛滋病毒

感染風險的5名受贈者，上月26日已展開預防性投藥，3
個月後將視患者情況，再決定是否延長投藥。
當局亦會對5名受贈者施行預防性投藥。台灣移植醫學

會理事長李伯璋態度保留地說，預防性投藥仍是目前最
佳的方法，服藥同時，須監測患者體內有無愛滋病毒抗
體與病毒量，掌握病情。另有醫師認為，不管是否移植

到問題器官，受贈者在術後第一個月，最先要面臨器官
移植急性排斥與感染等問題。

專家：植愛滋器官能活25年
台媒報道，雖然院內已經下達「封口令」，但有一名台

大內科醫師在部落格表示，在妥善醫療照顧下，愛滋病
是不會發病的；台島內對愛滋研究相當權威的陳宜民教
授也提出，藥物控制下，愛滋病不僅不會發病，存活期
也長達25年。
此外，台大內科主治醫師羅一鈞也透過部落格拿出國

際間的醫學文獻證明，愛滋器官受贈者在醫生照護下，
免疫力、HIV病毒量都能控制得宜。

據中新社2日電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2日代
表台行政當局科技顧問群提出建議：台灣必須採取4項行
動，由效率導向型經濟轉型為創新經濟。
4大行動包括更追求原創性研發、盡早完備創新生態系

統、建置世界級大學做為創新引擎、更積極招募全球優秀
人才。
2日在台北閉幕的台灣行政當局科技顧問會議，其主軸

為「蛻變與躍升的科技發展新局」，分「科技政策形成與
治理」和「科技研發與產業應用」兩項議題。
此次會議還達成8類結論，包括以「科技會報」扮演整

合全台政策智庫與行政當局主管部門的平台，每4年制定
台灣的科技政策；科學園區應逐步轉型為高風險但高附加
價值的新創事業發展園區等。
科技顧問群具體建議中還提到，台灣科技方面的計劃應

不僅以論文發表或專利取得數量做指針，而應以任務為導
向，設計不同的評鑒標準與成功指標。台灣應開放科研人
員到企業進行研究的休假制度，促進產學交流。

學者研4措施
轉型台灣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錦屏、通訊員 劉源 湖南

報道）8月25日至9月1日，為期8天的第十一屆湖湘
文化之旅「青春兩岸行．牽手桃花源」兩岸大學生
交流活動在湖南省常德市舉行。來自台灣大學、台
灣清華大學等32所高校的60名青年學生與湖南常德
方面的湖南文理學院等高校60名青年學生結對攜
手，展開湖湘文化交流之旅。
據介紹，活動中兩岸學生共同拜謁了常德會戰陣

亡將士紀念碑，結對體驗桃源山洞溪原生態水上漂
流，參觀中國常德詩牆、暢遊桃花源、柳葉湖等風
景名勝。
來自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曹濬說，此前自己對常

德會戰知之甚少，原來在這裡還發生了這樣一場空
前慘烈的戰役。今年71歲、大陸出生的台灣高校領
隊陳蜀龍說，通過兩岸學子的交流互動，讓他們深
知「中華兒女同根同源，永不忘歷史，我們都是中
國人」。

兩岸百餘大學生
同訪桃花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
國際金價屢創新高，台南警方1日破獲蔡
色祥、蔡國文兄弟涉嫌用黃金混合水銀鍍
在銀塊上，做成假金飾販賣，製造過程
中，因水銀揮發會產生毒氣，兩人全程都
戴 專業的防毒面具，卻連接兩條通風管
到外頭，讓不知情鄰居飽受「毒害」。
台南地檢署1日逮捕蔡色祥、蔡國文兄

弟和同謀李依蓉，查獲假黃金項鏈12 ，
以及金箔、拋光機等製造工具。據調查，
蔡色祥曾是銀樓學徒，學會熔金和塑金等
技術，後因沉溺賭博性電玩，欠下大筆債
務，與弟弟蔡國文一起鋌而走險，製造假
金飾詐騙銀樓及當舖業者。一年多來，受
害者遍佈台北、桃園、台中、彰化、台南
和高雄等地，不法所得上百萬元(新台幣，
下同)。

賣往當舖牟暴利
按照國際金價換算，一條一 重的假黃

金項鏈，市價約6萬元（約16,216港元），
但他們的成本只要1.8萬元（約4,865港
元），因當舖業者通常會以市價7成收購，
他們仍能「賺取」2.4萬元（約6,486港
元）。
警方表示，三人因不確定假金飾是否能

瞞天過海，會先拿到銀樓鑒定，如果通過
「考驗」，再使用偽造證件拿到當舖典當騙
取現金。他們還掌握業者的心理，因國際
金價不斷飆升，假金飾成為流當品後，業
者不會馬上販賣，等發現時三人早就人去
樓空。

兄弟造假金
毒氣累街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今日新聞網報道，前高
雄市議員陳致中因「機要費偽證案」遭判3個月
有期徒刑定讞，不得緩刑，被解職後宣布要參加
「立委」選舉。陳幸妤2日下午到台北監獄探視父
親陳水扁後轉述，父親尊重陳致中個人意願。
陳水扁也認為，有時候同志比敵人更可怕，要

陳致中獲得雙贏，不要傷害民進黨，也不要對他
在高雄市同選區的綠營「立委」候選人郭玟成有
任何攻擊。陳水扁亦提醒陳致中要有心理準備，
指馬英九政府不希望陳致中當議員，也不會讓陳
致中當「立委」。

扁提醒陳致中：
有時同志比敵人可怕

報道指出，
林萬億與沈詩
涵兩人8月6日
一起投宿板橋
悅喜商務飯店
209號房，與他
曾服務過的舊
台北縣府大樓
相 距 不 到 5 0
米。
林妻周淑美

獲知丈夫與女
助理一起投宿商務旅館後，由友人陪同
在209號房前等候約3小時，在兩人開門
要離開時攔下他們。
目擊者指出，當時雙方都保持理性，

未發生口角；林、沈異口同聲強調，無
涉及不軌情事，但林妻無法接受，打電

話請警方到場處理，並堅持控告林萬
億、沈詩涵妨害家庭。
蔡英文驚聞此事，臉色尷尬地表示：

「我們真的不清楚整件事情，但如果傳
聞是事實，我們也覺得很遺憾。」

蘇貞昌舊將 操刀蔡「政網」
林萬億在蘇貞昌任台北縣長任內出任

副縣長，後來隨蘇貞昌到「行政院」接
下「政務委員」職務，目前任教台灣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
日前公佈《十年政綱》，教育篇由他主
筆，是民進黨下屆「大選」十分倚重的
文膽之一。

學術合作密切 畢業後留身邊
板橋地檢署31日召開第一次偵查庭，

林萬億、沈詩涵均未出庭，林妻周淑美

出庭時告訴檢方，與林、沈二人「正在
談和解」，她願原諒兩人；林萬億1日晚
回應，「沒有的事，那都是別人造謠，
我不回應」。
據了解，沈詩涵4年前在台大社會工

作學系研究所念唸碩士班時，林萬億擔
任她的指導教授，曾一起掛名發表《邁
向專精之路：台灣社會工作的下一
步？》論文，沈女取得碩士學歷後，留
在林萬億研究室任女助理。

小英幕僚偕女助理開房「斷正」
被妻怒揭不倫師生戀 竟辯稱「討論研究案」

李登輝斷言：
「蔡彭配」不可能

據中通社2日電　針
對傳媒報道，李登輝

（見圖）日前受民進黨
主席蔡英文所托，在
家中會見台灣「中央
銀行」總裁彭淮南，
撮合「蔡彭配」；李
登輝2日否認「撮合」
傳聞，強調「沒有這
回事」。他認為，看起
來彭淮南是蔡英文優先考慮的副手人選，但他斷
言「已經不可能了」。
李登輝當天在台北天母一家餐廳與媒體記者餐

聚，這也是李登輝20年來，首次與記者餐聚。被
問及是否有撮合「蔡彭配」，李登輝直說，「你
講的這是什麼意思？彭淮南做她的副手？不可
能！」他認為，蔡英文可能希望彭淮南做她的副
手，但「這已經不可能了！」
李登輝說，彭淮南有彭淮南的立場，以及各種

的情形下，不可能做蔡英文的副手，蔡英文可能
要另覓人選。媒體詢問，民進黨的副手應要有什
麼條件，李登輝回答，「我不了解，你要去問蔡
英文，而且蔡英文也沒有來問過我，我也不會告
訴她。」
至於彭淮南日前拜會李登輝，是否曾提及副手

問題？李登輝說，「我沒問這些事情，他又不是
要做我副手！」他強調，8月19日那天，他找彭
淮南到家中作客，討論島內外經濟局勢變化的因
應之道，主要是問彭淮南一些世界經濟問題、股
票下跌的原因，以及面對世界金融的變化台灣要
如何處理等。

大選戰延及手機
蔡英文也推App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2012「大選」戰線已漫延
到網絡領域，繼多名藍營「立委」候選人率先推
出手機應用程式（App）後，如今民進黨「總統」
候選人蔡英文也有自己的App。據台灣傳媒報
道，蔡英文3日召開「蔡英文官網和App發表
會」，並以iPad啟用官網。
蔡英文說，官網和App的啟用，象徵選戰進入

行動化及網絡整合的階段，選戰最重要的挑戰就
是在有限的時間內，以最有效、快速的方法，將
競選及候選人的資訊傳達到選民的手上，使選民
在投票之前有最完整的資訊，進而做出投票的決
定。
據稱，民進黨將採取多種方式和選民連結，首

先是透過「小英之友會」的建立，讓民進黨的競
選訊息，經由人與人之間的傳達連結，快速地傳
播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傳媒報道，民進黨2012參選人蔡英文日前發

表《十年政綱》起草人之一、台大教授林萬億（見小圖），驚爆在上

月七夕情人節中午，和小他30歲的女助理沈詩涵到商務旅館開房，

當場被妻子逮個正 ，警方查獲使用過的保險套。據了解，林萬億

在事發後向妻子解釋，是在和女助理「討論研究案」，

不過卻在警訊時承認和女助理有過親密關係。

據中通社2日電 正當親民黨主席宋楚
瑜剛於1日表態，只要公民連署超過百萬
就決定參選2012大戰，2日又有媒體傳
出，在李登輝居中協調下，宋楚瑜可能
與施明德搭檔共組第三勢力參選2012。
消息傳出震撼台灣政壇。有國民黨「立
委」直言，這是李登輝企圖分裂藍營，
拉倒馬英九的陰謀。
不過，親民黨秘書長秦金生當天很快

便向傳媒否認「宋施搭檔」參選的傳
聞，指宋楚瑜曾經拜訪各界的社會賢
達，但沒有觸及任何副手人選問題。親
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吳昆玉也向外表示，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將申請為「總統」選
舉被連署人，副手人選還在積極尋覓當
中；宋楚瑜與前民主進步黨主席施明德
是好友，但有關搭檔參選2012大選一
事，雙方沒有談過。

國民黨：李登輝的陰謀
對於宋楚瑜有意參選，藍綠兩陣營紛

感到不安。國民黨「立委」邱毅呼籲宋
楚瑜應懸崖勒馬，不要再連署下去。邱
毅更直言，不管「宋施配」或是「施宋
配」，都是李登輝的陰謀，李登輝無論用
任何方法，都要拉下馬英九，他呼籲宋
楚瑜應三思，如果泛藍出現兩組人馬，
勢必兩敗俱傷，泛藍經不起分裂。
綠營方面也表示，如果施明德真的跟

宋先生搭配的話，他們兩個的實力不容
小覷，要審慎看待。

施未現身 難證實傳聞
對於被指是「陰謀操作」，李登輝辦公

室主任王燕軍否認媒體的報道，強調絕
無此事。
至於另一當事人施明德，在相關報道傳

出後，媒體2日登門拜訪，但媒體報道
說，施明德不在家、也不在辦公室，包括
施明德太太陳嘉君、助理在內，也未對外
發表任何意見，無法證實這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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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昨天正式啟用其官網，並推出手機應
用程式。 中央社

■ 不少大陸旅客會乘 「十一」
檔期，到台灣觀光。 資料圖片

■蔡氏涉以黃金加水銀鍍在銀器上販賣，
過程中釋出毒氣排出屋外。 網上圖片

■為蔡英文操刀《十年政綱》教育篇的學者林萬億，日前被妻子「踢爆」與女助
手幽會。據報道，蔡英文得知此事時亦甚震驚。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