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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杏壇老鼠」涉詐430萬
來自台大等名校 以不實發票冒領研究經費

台北調查處會同地檢署經過半年多的
搜證，於26日晚出動160多名調查

官，搜查48名疑涉案的教職員，最終有22
名任職於各校的教授、助理教授被帶返問
話，其中17人訊後請回，另5人則被諭令
交保候傳，主要其中三人來自台大，另兩
人來自台師大。

為「研究」添購禮券電器
案情透露，該批教師主要是從事科技、

農業等專業的研究，他們勾結「元霖企
業」，利用申請「農委會」、「衛生署」、
「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機關的研究計劃機
會，由元霖開具不實發票，虛報經費購買
與研究計劃無關的私人用品，或將研究剩
餘款項「存起」待用。
調查處表示，26日共約見48人，其中22

人懷疑涉案，其餘被列為證人身份。據
查，涉案教師挪用研究經費添購的物品琳
瑯滿目，包括超市禮券、電視機、洗衣
機、名牌鋼筆、筆記型電腦、手機等，其
中一名教授用此手法「獲利」90萬元。
熟悉申領研究經費的人士表示，各政府

機關補助核款規定不同，「國科會」被認
為最寬鬆，有關教授的研究計劃獲批後，
「業務費、人事費及出差費等都可以報
銷，有些未要求一定要附發票，因此，教
授可『搞鬼』的空間很大。」檢查官透
露，目前仍有大批發票與賬冊在查閱之
中，案情不排除擴大發展，可能有更多人
被捕。
事件轟動台灣高等教育界，台「教育部

長」蔣偉寧當晚接獲有關消息，表示「很
難過」，並要教授們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

任。台大27日表示，尊重司法調查結果，
希望盡快釐清事實，如果調查結果證實教
授請領研究費有程序瑕疵，校方將盡速檢
討改進相關缺失。

當局重金投科研反招「老鼠」
島內媒體揭發，台灣為提高島內科研水

平，近年來不惜重金投入科研方面，推出
「5年500億元」的頂尖研究計劃，但卻惹
來「杏壇老鼠」的垂涎，高等院校內已非
首次發生詐領研究費案。台南成功大學去
年有教授要求博士生買發票詐領研究費；
「監察院」去年也發現台大等學校竟濫用
公帑購買碳粉匣和墨水匣，僅在2008至
2011年間，多家科研大學就用了1.17億元
購買，其中僅台灣大學就用了近5000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杏壇再傳醜聞！22名來自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等知名學府的

教授，26日被台北市調查處請回調查，他們涉嫌透過不實發票冒領研究補助經費，涉案金額高達430多萬元(新

台幣，下同)。這是台灣教育界自早前中小學校園午餐賄案以來，又一波校園醜聞，新任「教育部長」蔣偉寧當

晚收到消息後也表示「嚇一跳」及「很難過」，促請執法部門徹查事件。

民進黨避「自取其辱」拒參與「救扁」蘇樹林：平潭是禮包卻遭誤解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一邊一國」連線等

台灣本土社團發起的「救扁總動員」，原訂
27日展開連署，並在5月20日趁馬英九「登
基」之日發動遊行要求特赦陳水扁，但不
獲綠營主力民進黨的支持。民進黨「立院」
黨團總召柯建銘27日強調，特赦是「總統」
的權力，民進黨團沒有任何決議要求特
赦，「既然馬『總統』已經不同意，我們
不需要自取其辱。」
本土社團展開救扁行動後，民進黨內陷

入挺與不挺的拉扯狀態。消息人士指出，
由於扁本人「高度期待」民進黨能對他的
特赦給予支持，所以「一邊一國」早前開
會研商後，確定以連署方式進行聲援，以
凝聚包括民進黨、台聯在內的泛綠勢力，
以壯聲勢。不過，柯建銘27日公開表示民
進黨不參與連署，相信結果將讓阿扁深感

失望。
柯26日表示，近來媒體報道有關扁的特

赦問題，已經造成民進黨很多「困擾」。他
認為，所謂特赦，是要等官司結束才有免
刑、免罪的問題，但目前扁仍聲稱對二次
金改等官司無罪，「相信這(認罪而求特赦)
不會是扁希望看到的結果，所以希望不要
再炒作這項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正在台灣訪
問的福建省長蘇樹林，27日形容平潭案是
給台灣的「非常厚重的禮包」，但因為誤
解和顧慮無法帶來，只好解開禮包，「讓
大家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是善意還是有
問題的禮包」。
蘇樹林27日在台北接受國民黨榮譽主席

連戰宴請，並提及到平潭綜合實驗區。他
接 說，「如果大家認為這是善意禮包，
我們隨時都可以送過來」。他又說，這次
來台訪問，「少數朋友要求我不能講政
治、不能招商、不能招人才，不能為平潭
說什麼，否則就要限制我3年不能到台
灣，所以我壓力非常非常大」。
福建平潭實驗區近來成為兩岸的熱話，

島內也有聲音將平潭政治標籤。為此，國
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王毅最近澄清平
潭實驗區並非「一國兩制」項目。

「台商的眼光比我更厲害」
當天的中午，蘇樹林一行在台北圓山大

飯店，接受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宴
請。他表示，是次來台「非常敏感」，對於

泛綠陣營質疑他是來台為具爭議的平潭綜
合實驗區招商，蘇樹林笑稱，招商不是省
長的主要工作，自己此行「一個項目也沒
談成」，至於平潭是否值得投資，他說：
「企業家的眼光比我更厲害敏銳」。

蘇在席間強調此行是「親情之旅」，旨
在促進閩、台兩地的民眾情緣，邀請台灣
民眾「回家裡走一走」；他說，此行沒有
談過一個具體項目，笑稱是因為「具體的

項目不需要省長來談」，他直言此行不是
來「做生意」。
作為宴會「主人家」的江丙坤說，台商

到大陸發展，不但創造就業機會，也幫助
大陸過去20年經濟成長，「基本上是互利
雙贏」，他又強調，蘇樹林此次來訪符合
天時、地利、人和，一定是圓滿成功。尤
其閩台語言文化優勢互補更加明顯，合作
一定是更有機會，更有成果。

競逐綠營盟主 蘇貞昌將會小英

平潭管委會副主任 11台胞應徵

台女直播燒炭亡 網友旁觀不報警

救護直升機墜海 五失蹤一獲救

據中通社27日電 民進黨主席「大熱門」
的蘇貞昌對是否參選三緘其口，不過27日
黨內最新消息指他「已經準備好了！」。據
知，蘇連日來除向黨內要角「請益」之
外，亦積極與包括名嘴在內的綠營輿論領
袖溝通，更傳出他將在本周內安排與前黨
主席蔡英文舉行「蘇蔡會」，讓外界關注會
否上演去年黨內初選後的「大和解」。黨內
人士普遍認為，蘇貞昌角逐黨主席的態勢
日趨明朗化。
民進黨主席選舉將於4月9日到13日開始

登記程序，目前僅有前台南縣長蘇煥智明
確將要參選，對外界表達「考慮出選」的
則有前立委蔡同榮和蘇貞昌。
最新消息稱，蘇貞昌先後拜訪了呂秀

蓮、游錫 、謝長廷、辜寬敏、姚嘉文等
綠營重量級人物。據黨內消息人士稱，蘇
貞昌在「請益過程」中也向對方闡述自己

對民進黨的理念與主張。
據悉，蘇貞昌近日更先後約見多位親民

進黨的知名媒體名嘴，一位曾與蘇貞昌會
面的名嘴透露，「我們根本沒有黨主席的
投票權，蘇貞昌來拜訪，大家心知肚明」，
他認為這些親綠媒體與蔡同榮、謝長廷等
人關係匪淺，認為蘇貞昌在為自己爭取媒
體曝光率，為復出鋪路。

「世代交替」聲響 蘇悄聚人氣
黨內人士分析，蘇貞昌在去年的黨內初

選中敗在蔡英文手下，眼見敗選後的民進
黨內外充滿「世代交替、修正路線」的口
號聲，被視為「老一輩」的蘇貞昌不敢貿
然跳到台前表明參選立場，於是暗中默默
做工作，但隨 報名日期日近，蘇貞昌可
能會逐漸讓自己的意圖明朗化，以求凝聚
更多人氣。

香港文匯報訊 為破除司法單位給一般
人嚴肅又生硬的刻板印象，台灣宜蘭地檢
署、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監獄、宜蘭縣警
察局，聯合辦理「司法揪團趣一日遊」，
27日正式啟航。當局安排民眾免費參訪刑
事庭、候訊室、介紹押解人犯的械具等，
還可以試穿法袍、體驗酒測、甚至到監獄
試吃免費牢飯、參訪技能訓練工廠。宜蘭
地檢署檢察長呂文忠指出，希望透過民眾
近距離觀察司法體系運作，可以了解司法
機關的便民措施，並加強法律宣導，讓民
眾不致於因為不了解法律而成為犯罪被害
人或是加害人。
據介紹，「司法揪團趣一日遊」預訂每

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三辦理一場次，人數30

至40人，凡是年滿18歲以上的宜蘭縣民都
可以報名參加，而活動訊息公佈後，3、
4、5月份報名都已額滿。

據中通社27日電 「哈啾！哈啾！哈
啾！」可曾想過噴嚏也具「殺傷力」？花
蓮縣壽豐鄉豐田路段26日發生一起打噴嚏
釀成離奇死亡車禍意外。一對七旬高姓姊
妹，妹妹開車載心臟病的姊姊前往市區就
醫，未料途中卻因幾個無心的噴嚏而失控
翻車，兩人雖未在車禍中受傷，但「心力

不足」的姊姊卻已在驚嚇的翻車過程中被
活活嚇死。
警方表示，很多人開車都會遇到打噴嚏

的經驗，但不致於釀成事故。他表示，打
噴嚏時只要方向盤抓牢，視線仍須注意前
方，緩緩將車駛停路邊，等身體狀況改善
再繼續上路，即可行得安全。

宜蘭「司法遊」邀民眾入監吃牢飯

司機噴嚏致翻車 鄰座老婦「嚇死」

■民眾參觀宜蘭地檢署的候訊室。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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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電視是日本夏普公司的重要生產

線。 資料圖片

寶 島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鴻海精密工
業公司將向日本夏普公司（Sharp）
出資，以幫助夏普公司度過經營難
關。夏普公司新社長奧田隆司27日
宣佈，決定向台灣鴻海集團出讓
10%的股權，以獲取該集團670億
日圓（約62.5億港元）的增資。這
意味 ，鴻海集團因此超過日本生
命保險公司，成為夏普公司的最大
股東。
據日本傳媒報道，日本夏普公司

由於電視機事業的長期不振，導致
2011年財政年度（到今年3月為止）
將出現2900億日圓的經營赤字，這
將是夏普公司迄今為止最大的赤字
額。
鴻海集團又稱鴻海精密集團，是

全球電子產品代工領域規模最大的
國際集團之一，其前身是1974年成
立的台灣鴻海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

儘管台「陸委會」針對大陸平潭綜合實驗
區管委會招聘台籍幹部一事，明確宣佈
「任職就違法」，但本報了解到，截至3月20
日，平潭向外界公開招聘專才已收到71位
台胞報名，較月初又增加近40人。其中面
向台灣單招的平潭管委會副主任一職，已
有11位台胞應聘角逐。
平潭管委會招聘負責人陳鏑透露，此次

平潭對外公開招聘將於6月18日前停止大部
分職位報名。「大部分崗位會在6月18號前
定下來，但不排除有部分職位報名人數不
足，為保證招聘質量，可能對部分職位延
長招聘時間。」
據台灣媒體報道，目前正在台灣參訪的

福建省長蘇樹林，在數個公開場合均主動
提及平潭議題，而對於人才招聘話題，依
台方相關規定，全程沒有提及。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傳媒報道，台灣新
北市一名林姓女子於本月18日凌晨，透過
臉書「現場直播」燒炭自殺全過程，9名
留意到事件的網友雖紛紛留言勸她珍惜生
命，但竟無一人及時報警救人，林女形同
在眾人眼前一分一秒地步向死亡，留下：
「死了都要FB(facebook)」的遺言離開世
界。
據調查，死者與36歲王姓男友自去年5

月開始墮入愛河並共賦同居，但近日懷疑
男友另結新歡且經常徹夜未歸，於本月17
日深夜決意燒炭自殺。她將自殺全過程在
網上直播，於17日深夜11時46分，用手機

上傳一張炭盆照片至臉書上，並在臉書的
「塗鴉牆」上表明自己為情自殺。

警方事後從31歲死者林美亨的臉書賬號
中可見，在長達67分鐘的漫長自殺過程
中，有9名網友陸續留言勸她，安慰死者
要樂觀面對感情不快，努力尋找人生方
向，雖有網友從她不斷更新的照片發現她
可能有生命危險，但竟無一人有意識通知
警方介入。
林女最後留言：「應該來不及了，我房

間都是煙⋯⋯，應該都是死了都要FB。」
直到徹夜出外遊的王男18日清早返家，才
發現女友已氣絕。

據中通社27日電 台灣空軍救護隊編
號7017的S-70C-6直升機，26日晚9時14
分在蘭嶼東南方海域，執行漁船傷患後
送任務時墜海，機上有正副駕駛、醫
官、機工長及2名救護士共6人。空軍隨
即漏夜派員會同海巡署和海軍徹夜進行
海空搜救。搜救行動27日持續進行，但
截至當天上午，仍只有1名救護士獲
救，其餘5人失蹤。獲救的救護士蔡宜
哲27日清晨送台東馬偕醫院，經檢查身
上有多處擦傷，腳踝扭傷，需留院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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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廈門、福州等地，每年舉辦台灣

人才專場招聘會。 資料圖片

■台灣大學（圖）、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島內高等院校教授，涉及詐取研究補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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