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中通社5日電 台灣「國防部長」高華柱
5日到「立法院」報告台軍「精粹案」執行
進度，證實由於受到「國防部」6項相關組
織法及中山科學院設置條例等草案沒能在上
一屆立委任內通過的影響，「精粹案」目標
無法依照規劃在2014年完成，必須延後到
2015年才能達成。他強調，精粹案有其急迫
性，希望立委支持並在本會期順利通過相關
法案，以達成台軍精簡的目標。
台軍總兵力近年歷經精實案、精進案與精

粹案，一再精簡。最新實行的「精粹案」原
本規劃在2014年以前，將台軍員額從現有的
27萬5000人，裁減到21萬5000人；將官員額
亦將由現行393人，調降為292人，以達成防
衛作戰最低兵力需求。
軍方指出，精粹案的組織調整將現行陸

軍、海軍、空軍、聯勸、後備、憲兵等6個
司令部，整併為陸、海、空軍3個司令部；
後備、憲兵司令部改編為指揮部，並隸屬參
謀本部。參謀本部編成防空飛彈指揮部。另
外，聯勤司令部整併為陸軍後勤指揮部，負
責三軍通用後勤作業。
不過，由於相關的7項配套法案無法及時

完成，精粹案的完成時程只能展延到2015
年。

裁的未退 募的又進 人員暴增
軍方說，上述法案未能通過除衝擊整體精

粹案執行進程外，還將影響募兵制的推動。
由於凡涉及修法的組織與員額均無法調整與
精簡，且志願役人力逐年增長，及義務役兵
員仍須入營，屆時將會因「裁的還沒退、募

的又進來」，導致人員維持費不僅無法調降
還將暴增，讓原本已經緊繃的軍費預算更雪
上加霜。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認為，「應該不至於」

會影響到全募兵制的實施；但他也指出，
如果台軍總員額無法如期精簡，短期可能
造成人員維持費用無法下降，對原本就已
經失衡的防務資源配置將造成更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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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蔣魂歸何處 藍綠爭議再起
蔣孝嚴：移靈大陸時機不成熟

香港文匯報訊　5日是前台灣當局領導人蔣介石逝世37周年，馬英九當天依例率中國國民黨黨務主管等多人前往桃園

縣大溪鎮慈湖謁陵。與此同時，島內有關蔣介石、蔣經國移靈的問題爭議再起。陪同馬英九前往謁陵、身為蔣家後代的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表示，有人曾提議移靈大陸，但目前時機不成熟。

最近有民進黨立委提案要求台灣內務與
防務主管部門盡快協調，行文蔣家親

屬代表，要求限期回覆是否仍要使用新北市
五指山示範公墓「兩蔣陵園」的問題。蔣孝
嚴表示，移靈要慎重且周延考慮，茲事體
大，當然要尊重家屬意見和國民黨的想法。
他比較傾向於以目前方式繼續保留下去。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

吳育升表示，有關兩蔣是否移靈問題，應尊
重兩蔣親屬意見。
吳育升稱，2005年民進黨執政時期，對兩

蔣「五指山墓園」開始規劃興建與經費投
入，但蔣家親屬迄今沒有任何移靈的意願表
達。如果兩蔣親屬一直沒有意見表達，當局
應明確徵詢其意見。假如沒有移靈規劃，五
指山墓園應釋出作為軍方公墓擴建，紓解軍
方公墓擁擠的問題。

吳育升還指出，兩蔣陵墓暫厝地點已超過
二、三十年，慈湖與頭寮都非常聞名，也成
為較多陸客赴台參訪的地點，從觀光、歷
史、文化等角度看，作為永續安葬的兩蔣園
區，也不失為可行的方法。
也有民進黨人士認為，兩蔣移靈問題不只

是涉及原規劃墓園荒蕪的問題，還要考慮兩
蔣親屬的意願，入土為安及其它問題，都還
需再作討論。
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高華柱說，軍方五指

山示範公墓內的兩蔣墓園，防務部門只是執
行單位，政策和何去何從需由家屬與內務主
管部門協調決定。

移靈閒置6年 蔣家暫無共識
據台媒報道，兩蔣移靈的議題並非近幾年

才有，早在1996年，李登輝當政時代的國民

黨內就討論過，當時分成兩派，蔣緯國一派
希望歸葬大陸，蔣孝勇一派認為應該葬在台
灣，直到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出面暫時擺平。
2004年1月27日，蔣經國遺孀蔣方良、蔣緯

國遺孀蔣丘如雪，代表全體家屬申請兩蔣移
靈，在台灣入土為安，請軍方安排並協助；
不過支持遷葬的蔣方良與長媳蔣徐乃錦分別
在2004年、2005年相繼去世，蔣家後代對兩
蔣是否移靈意見分歧，移靈日遙遙無期。
移靈典禮原定於2005年9月間舉行，但因家

屬於該年8月間函請暫緩辦理，再於2006年9
月函知內政部門，表示移靈事宜應得全體繼
承人的同意，原計劃暫緩執行。蔣孝嚴當時
曾認為，在陳水扁當政時期移靈兩蔣，讓他
感覺不踏實，希望等到馬英九2008年當選後
再說；蔣經國三媳蔣方智怡曾一度倡言要歸
葬浙江奉化，但遭到蔣孝嚴等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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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捨「台獨」「民共」難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基隆關稅局涉嫌
集體收賄包庇走私，台「監察院」昨天
（5日）通過彈劾「財政部」關稅總局前
副總局長呂財益、驗估處前處長史中
美、基隆關稅局前局長蔡秋吉等8位官
員。其中，呂財益是經12票比零票，全
數通過彈劾；此案也創下第四屆監委以
來，一次彈劾最多人的記錄。監察委員

黃煌雄說，這次彈劾人數之多、層級之
高，創下先例。
彈劾案文指出，多名官員多次接受報

關業者宴飲餽贈，不當介入海關人事調
動、洩漏內部文書、向所屬施壓稅務。
當中，基隆關稅局前副局長張良章還多
次出入有女陪侍的酒店，指示所屬關照
特定公司進口的特定貨物。

海關集體收賄 8官員遭彈劾

據中通社5日電　針對民眾開車、騎
摩托車遇到塞車或停等紅燈時，玩手機
或電腦的「低頭族」愈來愈多，「立法
院」5日初審通過修正條文，明訂汽機
(汽車及摩托車)車駕駛人用手持方式使
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似功能裝
置，以至有礙駕駛安全，摩托車駕駛罰
新台幣1000元、汽車罰3000元。
根據新例，這些危險行為包括進行撥

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
全的行為。也就是未來汽機車駕駛人只
要以手持方式使用手機、電腦或類似裝
置，不只講電話會被罰，包括上網、傳
簡訊、玩app等都要罰。

據英國推廣道路安全的公益團體Brake
去年一項針對駕駛人的調查顯示，有兩
成八駕駛人會在開車時傳送簡訊，9%
的駕駛者會趁開車空檔上網、發電郵
等，而邊開車邊傳簡訊車禍肇事率比一
般人高出23倍。

開車玩手機電腦上網將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 島內民眾搭火車，逃
票問題層出不窮，近來台鐵在40多個車
站設置的自動驗票匣門也成為逃票的方
便之門。有傳媒發現，有身體健全的青
壯年乘客，在自動售票機買半價老殘愛
心優待票，順利進站搭完全程。台鐵估
計，以900班車、一班6人逃票來算，台
鐵一天逃票逾5000人。
以台北板橋最低票價18元（新台幣，

下同）估算，逃票者如果沒查到也沒補

票，台鐵一年票箱收入就少了3500多萬
元。
另外，根據台鐵內規，行車距離200

公里以上的車班，列車長都要在車上查
票。對於利用優待票逃票的乘客，台鐵
主管表示，列車長查票時可以要求查驗
證件，查到惡意逃票時會要求補票。但
他也坦承，若碰到短途乘客，或是列車
長查完票後才上車的乘客，確實很難查
得到，難以百分之百防範。

1天5千人逃票 台鐵年蝕3千萬

寶 島 快 訊

振奮島內員工
鴻海7月起大加薪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有民進黨成員「破
冰」與大陸進行交流，甚至掀起「民（民
進黨）共（共產黨）交流」的期望。不
過，有大陸涉台學者對民進黨與中國共產
黨交流表示，民進黨「台獨黨綱」若不作
調整，民共交流就很難有大突破；而兩岸
交流也是趨勢，若不去適應，在兩岸政策
上就沒有話語權。
中央社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

所研究員王建民表示，這次台灣「總統」
大選對民進黨衝擊很大，讓民進黨意識到
若不能對兩岸關係有「正確認識」，是無
法執政的；因此，選後民進黨開始表現理
性，不像過去那樣敵視、甚至仇視大陸。
王建民指出，實際上台灣藍綠基本盤十

分接近，中間理性選民才是決定選舉結果
的關鍵，「而這群選民是贊同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
王建民說，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存

在，對自身是傷害，若不作調整，民共交
流就很難有大突破；但他看來，民進黨短
期內調整「國家定位」的可能性，似乎不
高。
大陸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鄭振清則

表示，兩岸交流及開放是趨勢，民進黨若
不去適應，在兩岸政策上就沒有話語權，
就會被邊緣化，進而影響政治能量。不
過，民進黨目前似乎處於「思想爭鳴」過
程，等新任黨主席選出才能看出其兩岸政
策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團結聯盟預定
馬英九連任就職當天5月20日發起上
街遊行，不過，台北市警察局以規
劃慶典為由，駁回台聯520凱道周邊
的路權申請。台聯黨團總召許忠信5
日嗆聲，不管最後有沒有申請到路
權，台聯當天肯定會走上街頭。
為了抗議台灣大選後一連串民生物

價飛漲、瘦肉精、禽流感等議題，台
聯於3月30日向台北市政府提出路權
申請，打算號召民眾在5月20日上凱
道遊行抗議，但結果被駁回。
台聯黨團總召許忠信表示，台聯

正和民進黨以及其他社運團體協
調，討論520當天是否一起走上街
頭，預計1周後會再度提出路權申
請；無論如何被刁難，台聯520當天
還是會號召民眾上街頭。
對於台聯邀約一起上街頭，民進黨

團總召集人柯建銘5日表示，針對相
關抗議活動，民進黨在1個月前就已
開始討論評估，地點也有腹案，台聯
若願意加入，雙方可以再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台灣油價、電價、民生
用品都在漲價，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為了提振員
工士氣，4日宣佈台灣員工7月將要大幅度調
薪，但他並未透露加薪幅度。法人推估每月約
增加千餘萬元（新台幣，下同）的人事成本，
對毛利率影響不大。台股5日受證所稅議題及
國際股市重挫的不利消息雙重夾殺，指數大
跌，鴻海股價卻是開低走高，逆市上揚。
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在大陸員工自2010

年6月開始調高薪水以來，至今年2月基層勞
工薪水由900元人民幣調高至2200元人民
幣，已經是三度調薪。鴻海在台灣的員工薪
水也在調漲，去年平均調高3%至5%，今年
勢必也會從3%起跳。以基層員工平均3萬至3
萬5千元計算，推估將增加千餘萬元；如果
加計中高階主管，估計僅數千萬元，對毛利
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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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精簡案延期達標 資源恐更緊繃

■台軍的資源調度將臨困難。 資料圖片

自來水含鋁超標 危及島內百萬戶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

自來水公司調查發現有18所淨
水廠清水中的鋁含量超標，
據了解，這18所淨水廠總共供
應129萬戶使用，民眾可能在
不知不覺中，就吃下重金屬
鋁，並可能導致癡呆。

據《中國時報》報道，台水公司委託成
功大學水質研究中心採樣檢驗全台59座淨
水處理廠，歷時兩年、每座淨水廠採樣6
次，結果發現有18所淨水廠的鋁含量超過
建議警戒值（0.15ppm），主要集中在雲林
嘉義台南等中南部地區。
對此，台灣經濟部長施顏祥5日在台灣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表示，這份報告是2
年前的調查，台水公司有責任對外公佈。
他並指出，台灣至今沒有訂出自來水中鋁

含量的殘留標準，目前是參考歐盟或世界
衛生組織(WHO)的數據，清水每公升鋁含
量不得超過0.1或0.2ppm，因此，經濟部
建議環保署須盡速研擬，訂定台灣的相關
標準。

長飲易患癡呆
聯合國在2006年將鋁列入與食品添加劑

同樣的安全規定中，指定人體每周可容忍
的鋁含量為體重每公斤1毫克，以正常女
子50公斤的體重來說，每周可容忍量只有
50毫克。
專家表示，民眾長期喝含鋁的水，會加

速腦部退化，恐增加罹患老年癡呆症的風
險。他指出，台灣水土保持不好、水質不
佳，只要水混濁就會添加鋁混凝劑幫助雜
質沉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