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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葉臻瑜 綜合報道）被

指涉嫌向大陸洩密而去職的台灣陸委會前副主委張顯耀

風波愈鬧愈大。台灣「高檢署」昨日認為，「法務部調

查局」現有資料不足以說明張顯耀涉及「外患罪」，退

回要求補充。而張顯耀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少數人」

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忠良、趕盡殺絕」，他堅稱自己

從事的任何兩岸工作，都是奉行馬英九與上級的指示。

被指洩密 張顯耀：莫須有
斥遭「白色恐怖」檢方退回文件要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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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張顯耀事件，台灣在一個月內已有4
位「內閣官員」接連下台。而且下台原因，
都不是因政策失敗或表現不佳。例如「勞動
部長」因「疑似與女部屬關係複雜」下台、
「教育部長」因「疑似論文舞弊」下台。馬
英九團隊在最後一年半的執政表現，可謂每
況愈下。由於年底台灣將舉行「九合一」選
舉，張顯耀事件極可能令國民黨、馬英九、
張顯耀「三敗俱傷」，更白白送給綠營一個
「大便宜」。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認為，事件顯
示馬政府橫向聯繫與管理出現問題，對於大
陸政策缺少積極性、方向性作為，採取的都
是防衛性、消極性的、單一性的政策。這樣
的政策在執行過程，缺少了更上位的領導方
向，因此底下在執行時，難免所為會跟政策
的設計者有所矛盾與衝突。「關鍵是政府整
個大政策缺少積極方向性的東西，讓底下想
做事的人在橫向聯繫過程中，產生一些難以
調適的現象。」

台灣有輿論分析稱，事件再次重創民眾對
藍營的信心，因為此事無論對張顯耀本人、
馬英九團隊，甚至國民黨都造成不利影響，
並等於在「九合一」選舉前平白再送綠營一
個大禮。

而《聯合晚報》指出，張顯耀案已不只是
「清除叛徒」的個案，它也將好不容易累積
的兩岸互信，撞得搖搖晃晃，
瀕臨崩盤，甚至也將摧毀民眾
對兩岸和平發展的信心。
■記者葉臻瑜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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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橘營重將
主張兩岸「三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 今年51歲的張顯耀於
2012年出任陸委會副主委，次年
再成為特任副主委，今年2月並兼
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可以說，他
在兩岸事務平台上扮演了溝通的
重要角色。張顯耀主張兩岸
「三通」，備受矚目的「張王
會」等，均是由他督導。
「立委」出身的張顯耀不僅對

業務十分熟悉，且身段靈活，兩
岸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延宕
後，張顯耀經常扮演「救火」角

色，時常可見他在各黨籍「立
委」與陸委會之間穿梭溝通。
實際上，2000年張顯耀加入親
民黨後，就是黨主席宋楚瑜倚重
的核心幕僚之一，2001年任「海
基會」董事，2002年任「經濟發
展會議」兩岸組諮詢委員，直至
後期返回國民黨，張顯耀的能力
與膽識，在泛藍陣營內，都頗受
認可。他在「立委」任內，多次
提案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相關條文，推動包括縮短陸配獲
得身份證年限等議題。

曾全程陪同張志軍訪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

舒婕 廈門報道)張顯耀此次
去職被指與國台辦主任張志
軍訪台期間維安不力有關，
皆因6月下旬張志軍首度訪
台的4天時間內，陸委會便
是安排由張顯耀自接機至送
機全程陪同。
記者猶記得，張志軍在高
雄與台農座談時，有台農提
議可從大陸進口蘋果，填補
台灣市場空白。張志軍認為
是個好提議，隨即就請一旁
陪同的張顯耀跟進，現場互
動熱絡。

「九合一」百日倒數 候選人料2萬

據《中國時報》報道，張顯耀之所以去職且接受行政調查，係因
作為台方首席談判代表，將兩岸貿易相關協議的談判底線洩露

給大陸，隨後遭相關單位掌握並回報，令台方決策層頗為震驚，遂
決定將他調職並發動調查。

「少數人為私利損兩岸互信」
「我只不過是個棋子。」張顯耀昨日在記者會上說，他萬萬沒想

到「21世紀新的白色恐怖」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現在鋪天蓋地、
全面動員進行罪名的羅織，從行政疑點到洩密，到現在扣了最大帽
子是『匪諜』；現在陸委會和海基會同仁內部人心惶惶、風聲鶴
唳，所有在兩岸進行協調溝通的人，大家都感到恐懼，這不是白色
恐怖是什麼！」
張顯耀指責是少數人出於私人利益考量，造成兩岸關係急速冷

凍，陷入冰點。「如此一來，兩岸後面如何繼續協商溝通下去？兩
岸所累積的互信將蕩然無存。」
張顯耀稱，自己在陸委會、海基會的兩岸工作上，所有談判，無
論公開或私下的協商、溝通，都是本於「總統」馬英九、前後任
「國安會秘書長」與陸委會主委的指示，「兩岸談判和溝通是非常
複雜的團隊作業，有一定劇本和一定的流程，絕對不可能因為一個
人就可以改變。如果這些指控是真的，也不該只有我一個人要接受
調查。」他表示，會主動前往「檢調」單位，交代具體情況，「絕
不相信少數人可以隻手遮天」。

被暗指說謊 王郁琦：遺憾
張顯耀在記者會後被問到，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和他溝通去職時，
是否有提到他涉及洩密，張顯耀回答：「沒有。」媒體隨後追問：
「那你的意思是『主委』說謊囉？」張顯耀點頭，並未發言。
陸委會對此表示，王郁琦14日與張顯耀溝通時，已明白告知要求
去職是因張顯耀遭檢舉洩密，必須調離現職以接受調查。陸委會
說，對於張顯耀以點頭方式意指王郁琦說謊，王郁琦表示「不解與
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颯颯昆明報道）「科技改變生
活」。正在昆明舉辦的2014昆明台灣名品博覽會上，由台
灣貿易中心領軍參展的「台灣精品館」昨日大放異彩。展
品特別選取來自74家知名企業的140件頂尖產品參展，代
表台灣製造業的先進水平，有11件展品更是被評為「全球
第一」的優良精品，大力推廣台灣高端製造業的優質產品
與創新價值。其中包括全球最快的公路競賽車「捷安特Gi-
ant」 Propel Advanced SL空氣力學成型技術設計。

台11高科技產品昆明亮相

■■張顯耀張顯耀（（右右））在記者會上表示在記者會上表示，，
為還原事實真相為還原事實真相，，若有需要會主動若有需要會主動
找檢調釐清事實找檢調釐清事實。。 中央社中央社

■張志軍訪台期間，張顯耀全程陪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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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通社報道，台灣海基
會董事長林中森將於
下周一（25日）再度
啟程赴大陸一星期，
探訪廣東、江蘇一帶
的台商。台媒報道，
林中森此行將與大陸
海協會長陳德銘會
面。
海基會表示，林中森

此行將前往廣東省汕
頭、清遠、廣州及江蘇
省宿遷、淮安、鹽城等
地，除了與參訪台資企
業及與台商座談之外，
26日將出席在汕頭舉
行的兩岸海洋經濟合作
交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 昨天是台灣年底「九
合一」選舉倒數百日，台灣「中央選
舉委員會」昨日發佈公告，宣佈「九
合一」選舉正式啟動，將於11月29日
投票，選出11130位地方公職人員，而
候選人預料超過2萬人。
「中選會」代理主委劉義周在記者

會上表示，「九合一」選舉將選出
「直轄市長」6位、縣市長 16位、
「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907位、鄉
鎮市長204位（包括6位「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長」）、鄉鎮市民代表2146
位和村里長7851位，總共候選人應選
名額11130人，堪稱是台灣選舉史上最
大規模選舉，候選人預估超過2萬人。
依照公告，「九合一」選舉將於9月

1日至9月5日受理候選人登記申請，
11月29日投票，投票時間從上午8時
至下午4時。「中選會」指出，全台共
有15600個投票所，因規模擴大，「九
合一」選舉將首度使用環保、低成本
的紙票箱，以補充現行票箱的不足。

連勝文推青年政策搶票
另據中評社報道，國民黨台北市長

參選人連勝文昨日表示，一切都依照
既定的戰略步驟踏實前進、不會緊
張，也會盡全力爭取更多市民的認同
與支持。他同時強調，會特別爭取年
輕與網路族群的支持，為此特別推出
協助青年就業、創業的「好小子計
劃」。

■全球最
快的公路
競賽車。
王颯颯攝

■連勝文（中）召開記者會，公布青年政
策。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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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恒生讀寫無障礙計劃
為2000學障兒童及家長提供支援

2012年起，光大控股慈善基金與香港無
國界社工開展「心靈伙伴計劃」，旨在培
養災難社會工作者，在緊急事件發生後前
往前線為受難者進行即時情緒支援和心理
撫慰工作。過去兩年活動的受益人數超過
500人，此計劃不但受到當地教育界及社福界歡迎，也深受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4年8月2日，江蘇昆山中榮公司發生粉塵爆炸事件，導致71人遇難，近200人受傷。「心靈伙伴計

劃」於事後在當地開展4天社工培訓，內容圍繞緊急災難介入技巧、入院探訪、陪伴技巧及哀傷輔導注意
事項等。是次培訓得到當地政府積極配合和民間機構熱烈參與。
無國界社工由2004年起致力災後心靈救援服務，過往曾參與5．12汶川地震、青海玉樹地震、台灣風
災、菲律賓水災以及上海火災等各類型災後支援工作。

恒生義工隊為學障學童出力

東華三院主席施榮恆表示： 「計劃由跨專業的團隊為
讀寫障礙學童及家長提供一站式免費支援服務，協助

學童『投入學習、跨越困難、發展潛能、展現自我』
(CODE)。計劃今年特別培訓了 50 位社區人士成為
『CODE KIDz 大使』，與學障學童一起參與活動，一同
為讀寫障礙支援服務出一分力。計劃得以實現，有賴恒生
銀行的支持，以及熱心人士的參與。」
恒生銀行分行網絡業務主管譚麗表示：「恒生銀行一

直積極推動青少年發展，並支持多個項目。計劃幫助青少
年建立自信及潛能，恒生義工隊亦參與其中，與學障兒童
一起體驗有機耕作。」她特別向為計劃付出良多的心理學
家、導師及家長致謝，並希望學障學童多認識新事物，盡
情發掘興趣。

葉智榮分享心聲 勉勵學童發揮潛能
曾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及多項產品發明專利的產

品設計師葉智榮在典禮中，以過來人身份與4 位參加
計劃的小學生分享心聲。葉智榮出身基層家庭，父母
從不以讀書為唯一出路，反而支持他發展自己的興
趣。雖然他學習文字比別人慢，大學時卻於設計課程
以第一名畢業，最後他在產品設計上創出成就，屢獲
國際獎項。他勉勵學障學童，選擇自己喜歡和合乎個
人能力的事情來學習，便可發揮潛能。分享中他更道
出作為學障兒童家長的心得，鼓勵在場父母多欣賞子
女的優點。
為讓學障學童發揮創意，今年計劃舉辦「CODE KIDz

機械人大賽」，並在典禮上嘉許學童。此外，曾為活動出
力的恒生義工隊及一群來自社區的「CODE KIDz大使」
義工也在典禮上獲表揚。
計劃推行至今，共舉辦約400 場工作坊，當中包括學習
支援、才藝培育、情意發展、家長壓力處理、管教技巧及
親子活動等讓學童在課堂以外的空間，發掘自己的興趣和
潛能，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同時為家長提供網上資訊及
課程，提升家長教導子女學習的技巧。

■東華三院主席
施榮恆(右)向恒生
銀行分行網絡業
務主管譚麗(左)
頒贈感謝狀，以
答謝恒生及其義
工隊支持「東華
．恒生讀寫無障
礙計劃」。

信和集團於本年第一季推出的全新網站，獲頒
2014年度Interactive Media Awards (IMA)地產組別
大獎(Best in Class)，是該組別的最高殊榮。
IMA由獨立非牟利組織Interactive Media Council
於2006年創立，旨在表揚優秀的網頁及設計，提高
網頁的整體設計水平。Interactive Media Council由
從事網頁設計、編寫、程式設計、廣告及其他相關
行業的專業人才組成。
本年共有118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地產相關網站參

賽，大會評審按網站的介面設計、內容、功能、可
用性，及是否符合業界技術5個標準評分。信和集
團新網站獲評判嘉許，在滿分500分的評核中獲得
489分，其中網站內容及功能兩方面更獲滿分，表
現卓越。

信和集團企
業傳訊部副總
經理邱文華表示：「新網站從策劃到設計，能得到
專業界別及公眾的認同，我們深感榮幸。是次獲
獎，印證了集團致力為顧客帶來更優質服務的承
諾。集團會繼續努力，為持份者帶來更大效益。」
新網站提升了設計及功能，除更佳視覺效果外，

亦讓讀者可以更快捷地瀏覽內容和搜尋資訊。新網
站採用最新的自動調整技術 (responsive web
design)，兼容多類桌上與流動裝置，自動調整版面
為用戶提供理想的瀏覽效果。網站亦加入了新元
素，包括更佳的內容編排、更先進的搜尋器、浮動
目錄、RSS新聞資訊和社交網絡連結，讓用戶更簡
便地接收即時資訊及分享內容至社交平台。

信和集團新網站榮獲
Interactive Media Awards 2014地產組別大獎

光大控股伙香港無國界社工開展「心靈伙伴計劃」

■光大控股支持的「心靈伙伴計劃」開展昆山事件培訓支援

由東華三院主辦，恒生銀行全力支持的「東

華．恒生讀寫無障礙計劃」(「計劃」)於日前

假東華醫院禮堂舉行頒獎典禮。計劃從2012年

6月推行至今，為逾2,000 名讀寫障礙的學童

及其家長提供免費支援服務。計劃邀得東華三

院主席施榮恆先生、恒生銀行分行網絡業務主

管譚麗及產品設計師葉智榮擔任主禮嘉賓。

■信和集團推
出的全新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