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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論文造假風波 學界籲檢討亂象

「教育部長」落台
「內閣」辭職第六人

台擬開放個人遊陸客理財 江西書記強衛21日訪台

香港文匯報訊 台

灣「教育部長」蔣偉

寧因涉入學者偽造論

文審查風波，在社會

壓力下昨日終於宣佈

辭職，是近年第六位

辭職的「內閣」官

員。事件為台灣曝出

的首例涉嫌造假同儕

審查，島內學界呼籲

應檢討過度重視論文

的亂象。

香港文匯報訊 島內金融界此前曾建言開放陸客赴
台理財，認為將是台灣金融業財富管理的新商機，也
有助台灣發展成亞太理財中心。據台媒報道，台「金
管會」擬開放每年約300萬人次赴台個人遊陸客，透
過OBU(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SU(國際證券分公司)
和未來的OIU(保險業的國際保險中心)理財，首階段
可能與旅行社合作，推出台灣理財之旅，選定人民幣
衍生性金融商品、人民幣基金及投資型保單為強打商
品。
台「金管會」人士指出，接下來是要利用兩岸金
融三會，洽談雙向資金流通問題，確定新的RQFII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及人民幣回流方
式，同時也讓陸客可赴台個人遊兼理財。
據了解，台「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已要求「銀行
局」、「保險局」、「證券局」全力規劃，並已在上

周五（11日）金融總會會議上揭露此政策方向，請
業者提早準備。
「金管會」初步評估台灣金融業最具競爭力的三
大類商品，即人民幣衍生性商品、基金及投資型保
單，可能規劃人民幣與美元等種類，陸客赴台可用銀
聯卡刷卡扣款理財等，初期也可能與旅行社合作，推
出台灣理財之旅等。

兩岸金銀四會有望9月召開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道，第六次兩岸經合會下
月登場，「金管會」不排除爭取人民幣1,000億元
RQFII等金融議題與服貿脫鈎；9月有機會召開的第
四次兩岸銀行監理合作平台會議（又稱「金銀四
會」），「金管會」也將爭取同省異地支行範圍，從
福建擴大到廣東、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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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
道，台北市長選舉日趨白熱
化，外傳國民黨市長參選人連
勝文競選總部已敲定地點，是
位在綠營票倉台北市中山區的
一處新落成商辦大樓。連勝文
競選團隊成員對此表示，日前
找過許多地方，最後認為這個
地點相對適當，所以，「目前
的確以這個地點當作競選總部
為目標」。
據報道，有關競選總部門牌

號碼是 168 號，象徵「一路
發」的吉利數字。內部空間約
佔地200坪(約7100呎)，以當
地行情來算，一坪月租4000元
(新台幣，下同)(約1030港元)，
一個月租金就要 80 萬元(約
20.6萬港元)。

據中央社報道 江西省委書記強衛下周一（21日）率團赴台，
預計在台逗留6天5夜，行跡橫跨台北、苗栗、台中、彰化、南
投、高雄，與工商界人士、基層人士會面，也將參加宗教性活
動。
強衛在台期間行程滿檔，從北到南共赴6縣市。期間，強衛將參
與民俗宗教活動、經貿與文化推廣活動、產業對接座談、鄉親見面
會。也將參觀台灣企業、參訪農業基地，並與政黨人士會面。

兩岸合唱節福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同圓中華夢」第七屆

海峽兩岸合唱節日前在福州福清開幕，共有海峽兩岸22支合唱隊
伍參加，總活動人數約1100人，其中台灣隊伍5支約200人。兩
岸合唱節此前曾在福州、台中、新竹等榕台兩地舉辦。
台灣嘉義大學音樂系合唱團指揮張得恩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大陸合唱團的聲音訓練很扎實，而且有強大的熱情，這
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

■■蔣偉寧蔣偉寧（（前右前右））向向「「教育部教育部」」人員鞠躬致意人員鞠躬致意。。 中央社中央社

英國出版公司SAGE在經過14個月的調查後，本月8日決定
撤回在「震動與控制」期刊上的60篇論文，並懷疑屏東

教育大學副教授陳震遠造假。被曝與陳震遠共同掛名多篇論
文、有長期合作關係的蔣偉寧，前日曾澄清指與陳震遠只有兩
面之緣，「不算認識」。

陳德華暫代「教長」
連日來，在輿論及在野黨窮追猛打下，堅持不肯提出辭職的蔣

偉寧昨日上午終於向「行政院長」江宜樺提出請辭，並隨即獲得
批准。「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表示，蔣偉寧主動提出請辭是認
為繼續留下來恐對推動政務有影響。蔣偉寧辭職，為兩年半的
「教育部長」生涯劃上句號，未來將回「中央大學」任教，「教
育部長」一職由「政務次長」陳德華暫代。
「馬政府內閣」近年多人因爆發醜聞而請辭，前「國防部
長」高華柱去年7月因台兵洪仲丘遭虐死案下台，繼任的楊念
祖則涉抄襲剽竊論文，僅上任6天就下台。前「法務部長」曾

勇夫去年9月遭特偵組指控，被指受「立法院長」王金平請託
關說民進黨「立委」柯建銘的司法案件，曾勇夫及後請辭。另
外，前「工程會主委」陳希舜及前「政務委員」朱雲鵬此前皆
因桃色醜聞請辭。

學者倡廢論文數目規定
同儕審查是一種學術成果審查程式，即一位作者的學術著作

或計劃被同一領域的其他專家學者評審，一般用於學術出版稿
件錄取，以及學術研究資金的審批。陳震遠被指偽造了130個
人頭帳號作同儕審查。屏東地檢署將調查陳震遠涉嫌偽造文
書，並可能追討溢領薪資。
台灣政治大學副教授劉宏恩表示，事件反映學術界長久以來

的亂象，為衝論文數和被引用次數，有人用取巧或灌票手法，
還有胡亂掛名，卻不見得有實質貢獻。劉宏恩稱，調查不該因
蔣偉寧下台而結束，而應當成檢討學術界亂象的契機。
「中央研究院士」吳茂昆表示，學術過於重視論文的現象應

該檢討，論文的品質遠比數量更重要，升等可以論文內容當評
量基準，建議取消碩博士班規定發表論文數目的規定。
台灣大學副校長陳良基表示，事件凸顯學術界在追求論文過

程中已迷失方向，也非個案；科研應有其研究目的，但現在評
量方式已經偏離，「教育部」應設法導正，讓科研回歸本質，
呈現對人類的貢獻為依歸。

■■蔣偉寧蔣偉寧（（中右中右））獲同僚列隊歡送獲同僚列隊歡送。。 中央社中央社

買房子不容易，很多人奮鬥一生就為了買磚頭，不知
對清朝的古人來說，買房難不難呢？湖北武漢市民88
歲的胡少成近日向媒體展示了137年前自家的房契。房
契顯示，當年他家175平方米(約1,883平方呎)的大宅
院，是花了50両白銀購得的，相當於一個當時六品官
員(年薪45両白銀)13個月的工資。

另據記載，清咸豐至同治年間一份俸銀資料顯示，某
縣衙管教育的官員年俸銀40両，教師年領10両，廚師
年領3両3錢8分，享有津貼的學生年補助則為3両4
錢。若以教師年薪計算，則房價相當於5年工資。

位處城中心 擁三房一天井
房契落款日期是清光緒三年（即公元1877年），寫
明了房屋佔地長五丈二尺、寬三丈二尺，計有三間正
屋、一個套房、一個天井、兩個廂房等，換算成現在的
計量單位，房屋佔地面積約有175平方米。這間位於武
昌城中心的宅院，當時的交易價格為白銀50両。
胡先生稱，自家祖上一直居住於此，這張房契是50

多年前，他在清掃過世父母房間時發現的，所以就收藏
起來。鑒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他並未向別人透露此事。
現在，他自覺年事已高才向子女公開。子女將其拿到字
畫裝裱店，給房契加裝木框保護起來。而房契記載的帶
天井的宅院，也早已變成兩層小樓。■《楚天都市報》

「皮影耍起來很好玩，要
演好戲學卻很難。」第一
次接觸皮影戲的柬埔寨大學

生黃金玲說。第十三屆「漢語
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決賽近
日在陝西西安開賽，來自韓國、
緬甸、柬埔寨等八國的選手，向
當地皮影戲藝人拜師學藝，競技
「皮影戲」。
來自新加坡、24歲的鄭祖鵬負

責表演豬八戒，「豬八戒肚子大
大的，性格很溫和，很可愛」他
稱自己在豬八戒的角色中加入了
現代的元素，更具動感。「我唱
皮影已經30多年，他們要在一

天內學會很不容易。」皮影戲老
藝人宋東青說。

■本報記者李青霞西安報道

清朝千九呎大宅 六品官年薪可買

外國生學皮影戲外國生學皮影戲 讚豬八戒可愛讚豬八戒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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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堅持夢想，雙胞胎兄弟
會互相監督和鼓勵。

本報河南傳真

■網友稱世盃賽果藏在簡體字
中。 網上圖片

■■趙建強與趙建強與
趙建偉結伴趙建偉結伴
行貓步行貓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古代的宅院
面 積 一 般 較
大。 網上圖片

趙建強與趙建偉2008年起做兼職
模特，進入模特圈前，兄弟倆

都是製作西餐的廚師。二人某日逛街
時被模特公司的經紀人發現。與他們
簽約的吳總說，在全國有雙胞胎女
模，但是雙胞胎男模還很罕見。當時
遇見他倆，就是看上了雙胞胎這個特
色。

盼赴米蘭 互督互勉
「雙胞胎這個身份是他們引人注目

的地方，並且他倆的形象氣質不錯，
工作很勤奮也很用心。」吳總說。因
為有雙胞胎這個特別標籤，走秀時，
兄弟倆經常會被安排在首秀，而且衣
服都是根據他們的特點量身定製。
兩人目前在河南已小有名氣。據介

紹，最初兩人走秀只有80元出場費，
但是現在已經翻了十幾倍，最多的時
候一場能達到2,000元，且需要提前
幾個月預約才能請到兄弟倆。外出巡
演對於兄弟倆也是常事。有時候，如
果其中一人接到巡演邀請但臨時有
事，兄弟倆則會互相做替身。
儘管保持體形是每個模特的「必

修課」，但趙建強與趙建偉兄弟倆
為了保持一樣的身材，必須相互監

督。如果其中一個人不想鍛煉，或
者特別想吃一些「禁忌食物」，另
一人就會馬上制止。也就是在相互
監督和鼓勵下，雙胞胎兄弟倆才不
斷堅持到現在。

在採訪最後，趙建強和趙建偉兄弟
倆說出了一直埋藏在他們心中的願
望，就是想成為一名專職的模特，希
望能夠走上米蘭時裝周，這也是每一
個模特的夢想。

隨德國在加時
入球擊敗阿根廷，

奪得大力神盃，世界盃終於告
一段落。盛事結束後，又是一
眾球迷「馬後炮」的時間。有
人稱，本屆世界盃4強的命運其
實早已隱藏在中國文字(簡體字)
當中，並稱有關猜想「得到了
驗證」：
德國的「德」字中間有一橫，
他們應該是本屆世界盃的第一
名；阿根廷的「廷」字有兩橫，
就是亞軍，所以，德國隊在決賽
中1-0擊敗阿根廷奪冠；荷蘭的
「蘭」有三橫，那就是世界盃的
季軍；巴西的「西」字的下半部

分明就是「四」，所以他們將在
季軍爭奪戰中輸給荷蘭。
期待下屆的漢字預測早點出

爐，不要等到塵埃落定後。
■鳳凰體育

球球迷迷「「馬後炮馬後炮」」漢字隱藏世盃四強漢字隱藏世盃四強
��

「錯覺嚟㗎啫」

「幻覺嚟㗎啫，嚇我唔倒嘅」天津首家3D錯覺藝術館昨日亮相，
參觀者可在館內體驗不同種類的錯覺空間藝術，不用擔心撿不回自
己的下半身。 ■中新社

■珍藏了137
年 的 清 朝 房
契。 網上圖片

雙胞胎男模
一「模」一樣

「有一次巡演有十

天，我有三四天去不

了。我弟就去了，也沒

有被發現。」河南雙胞

胎男模中的哥哥趙建強

笑告訴記者。以「一

模一樣」為特色標籤，

河南唯一一對雙胞胎男

模趙建強與趙建偉廣受

歡迎。他們都希望有一

天能走上米蘭時裝周，

實現夢想。

■本報記者劉蕊

實習記者李維鄭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