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機場董事長林鵬良被證實已請辭以示負責桃園機場董事長林鵬良被證實已請辭以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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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桃園地區前日上午的雷暴

雨，造成桃園機場水浸，航班及通往機場的路面交通癱瘓6小時，

是啟用37年以來最嚴重的災情。台灣當局昨日表示初步了解為機場

排水道造成，3天後將出調查報告，桃園機場董事長林鵬良並在當

日請辭以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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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建項目名稱 項目金額 完工百分比 報告期確認收入 累計確認收入 報告期成本投入 累計成本投入

禹州雲頂國際屋頂花園景觀項目 445.01 93.50% 112.97 416.07 96.07 353.85

石獅市寶蓋山登山健身步道（二
段）及景觀提升工程 

486.11 73.07% 355.20 355.20 284.16 284.16

 廈門非物質文化博覽園綠化工程
一標段 

582.27 4.26% 24.79 24.79 21.07 21.07

廈門非物質文化博覽園綠化配套
園建工程一標段 

430.74 56.67% 244.12 244.12 207.50 207.50

福州陽光理想城三期（花語海）
項目 

829.09 67.03% 555.75 555.75 466.83 466.83

安亭新鎮紅線外景觀改造工程 103.49 90.00% 93.14 93.14 83.83 83.83

安亭新鎮14#地塊三角形公園項目
景觀工程 

199.17 85.00% 169.29 169.29 152.36 152.36

（2）對第四季度營收為負數的主要原因。
子公司廈門中毅達環境藝術工程有限公司與《井岡山國際山地自行車賽道景觀配套項目》發包方2015年7月3日簽訂合

同總金額為8450萬元的施工合同，其中包含已完工工程量約80%，約20%的工程量由我方施工，在第三季度子公司由於
工程確認差錯的原因對已完工工程量部分確認了收入及預提了成本，第四季度經子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溝通，此筆業務
確認收入不符合會計準則的規定，出於謹慎性原則，公司於四季度對該筆收入、成本的確認進行了沖銷，因此四季度收
入為負數。由於雙方對工程量確認不一致，合同履行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經友好協商達成一致，雙方於2015年12月23日
簽訂了合同終止協議。至此，該項目實際未在公司產生現金流入或流出，同時亦未產生任何債權債務關係，未造成公司
損失。

會計師意見：
2015年7月3日，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廈門中毅達環境藝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廈門中毅達」）與

《井岡山國際山地自行車賽道景觀配套項目》發包方簽訂合同總金額為8450萬元的施工合同，其中包含已完工工程量約
80%，約20%的工程量由廈門中毅達施工，廈門中毅達根據已完工工程量於三季度總計確認了收入7267萬元。12月23
日，合同雙方了終止協議。我所在預審時發現了此問題，通過與公司溝通，廈門中毅達於2015年10月將前期確認的7267
萬元收入全部沖銷，由此造成了四季度營業收入為負數。

根據在建項目說明2016年預計可確認營收。
2015年度在建7個項目預計今年內會全部完工，對應可確認收入為：1364萬元，截止4月底我司新增4個項目，按協議

約定在今年內完工，預計收入為  3623萬元。在建和新增項目預計營收合計4987萬元。
2016年新增4個在建項目：
《集美過境公路節點綠化提升工程》，合同金額671萬元。
《沈海高速廈門段（同安龍掘東）綠化提升工程》，合同金額858萬元。
《福州三環路綠化景觀提升工程第21標段》，合同金額1973萬元。
《廈門方特水上樂園圍牆工程》，合同金額120萬元。
二、關於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3、2015年10月27日，公司披露重大資產重組預案，2015年11月19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重大資產重組預案，但年報

重大事項中未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任何信息。請公司詳細披露重大資產重組的具體進展，並充分揭示風險。
回覆：
1、重大資產重組具體進展情況
2015年10月23日公司與吉安市萬源泰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源泰」）、江西省天地頤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天地頤」）和杭州啟鳴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啟鳴投資」）簽訂關於購買其分別持有的江西立
成景觀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立成景觀」）41%、10%和10%的《股權轉讓協議》。公司於2015年10月27日披露了
重大資產重組預案。於2015年11月19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公司以現金方式實施重大資產購買江西立成景觀建
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立成景觀」）61%股權等相關議案。

（1）重大資產重組涉及被凍結股權
公司於2016年4月27日披露了黑龍江省大慶市讓胡路區人民法院（下稱「大慶法院」）已凍結立成景觀所有股東100%

的股權包括公司持有立成景觀39%股權。同時，萬源泰持有的立成景觀41%的股權又被江西省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下
稱「鷹潭法院」）凍結，詳見（公告編號：臨2016－026、027）。

公司於2016年5月5日收到大慶法院民事裁定書，公司持有立成景觀39%股權因立成景觀法定代表人陳勇用公司股權
做該借貸案件中的借款擔保被司法凍結。經核實，公司從未授權，也從未同意陳勇（包括任何第三方）用公司名下的股
權做任何形式的擔保。已致函給當事人陳勇、大慶法院，公司對該案件中的擔保行為以及大慶法院根據擔保承諾作出的
凍結裁定，無論從形式要件還是實質要件的合法性均持有異議。公司要求大慶法院依法依職權解除對公司股權的查封凍
結。公司於2016年5月11日收到鷹潭法院裁定書。公司已敦促萬源泰持續提供其持有立成景觀41%股權被凍結的進展情
況，並委託律師與鷹潭法院保持溝通，掌握最新動態。同時，公司將根據法律規定，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詳見
（公告編號：臨2016－032、033、034）。

公司於2016年5月25日收到大慶法院解凍的民事裁定書【文號（2016）黑0604民初763-3】，已解除對立成景觀所有
股東100%股權的凍結，包括公司持有立成景觀39%股權。詳見（公告編號：臨2016－038）。

（2）重大資產重組涉及林權證爭議
公司於2015年10月23日就重大資產重組收購立成景觀61%股權事項與萬源泰、天地頤和啟鳴投資簽署附生效條件《股

權轉讓協議》。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第九條違約責任及特別約定的條款約定：若萬源泰無法在本協議承諾的期限內，
即自本協議簽署之日起6個月內，了結立成景觀與楊瑩儲之間關於5項林權的所有爭議和糾紛，並通過行政復議或者司法
判決等法律途徑保證立成景觀合法有效持有上述5項林權對應的《林權證》。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第三條股權轉讓款的
支付時間、前提條件及調整的條款約定：公司向任一轉讓方支付任何股權轉讓款均以「立成景觀已了結其與楊瑩儲之間
關於《林權證》相對應的5項林權的所有爭議和糾紛，並通過行政復議或者司法判決等法律途徑保證立成景觀合法有效持
有上述5項林權對應的《林權證》」為前提條件，否則，公司有權拒絕支付任何股權轉讓款。

上述條款明確了萬源泰負責了結立成景觀與楊瑩儲之間關於《林權證》的所有爭議和糾紛；明確了結立成景觀與楊瑩
儲之間關於《林權證》爭議和糾紛系公司支付股權轉讓款的前提條件。

2、重大資產重組存在終止的風險
截止目前，江西立成景觀61%股權沒有辦理工商過戶手續，尚未支付61%股權轉讓款。萬源泰持有立成景觀的股權仍

被鷹潭法院凍結，導致公司無法完成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涉及立成景觀股權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截止目前，立成景觀與

楊瑩儲之間5項林權糾紛爭議依然存在，立成景觀尚未合法擁有5項林權所對應的林權證。公司將林權證糾紛的解決設置
為股權轉讓款的支付條件之一，也是從維護上市公司角度出發，保證了上市公司的權益。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關於林權爭議的約定及萬源泰持有的立成景觀股權被凍結的情況，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存在終止
的風險，公司將根據事態的發展，履行必要的程序。公司將持續關注該事項的進展情況及其對立成景觀和公司的影響，
並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同時公司將從維護上市公司及投資者權益的角度出發，及時有效採取應對措施。

三、關於與控股股東關聯往來
4、年報顯示，報告期末，其他應收款中應收控股股東大申集團有限公司為1,019,178.08 元，請公司說明該筆其他應收

款形成的原因、履行的決策程序及款項收回情況。
回覆：
公司及全資子公司廈門中毅達環境藝術工程有限公司2014、2015年度累計向公司控股股東大申集團借款7次合計金額

5900萬元，借款未約定利息，公司在還款時按銀行同期利率支付了利息合計1019178.08元，後經確認不需支付利息，公
司將該筆款項記入了其他應收款，該筆款項公司於2016年度內予以收回。

四、信息披露相關事項
5、公司財務報表中存在大量空白表格，部分未明確是否適用相關披露要求，且存在遺漏和錯誤之處。請公司對比《公

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及《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
則第15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的要求，逐一核對並補充、更正相關信息，包括產銷量情況分析表、成本分析表，
等等。

針對前述問題，依據《格式準則第2號》規定要求，對於公司認為不適用或因特殊原因確實不便說明披露的，應當詳細
披露無法披露的原因。請你公司於2016年6月6日之前，就上述事項予以披露，並以書面形式回覆我部。

回覆：
（1）對成本分析表的說明：

分產品 成本構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成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總成本比例(%) 情況說明

苗木銷售 園林綠化 36,610,652.91 68.68
19,369,339.07 28.93

　

工程施工 園林綠化 16,692,652.95 31.32

紡織機械配件 紡織設備 　 　 26,554,606.14 39.66 　

2014年度公司進行重大資產重組，主營業務由原紡織機械設備製造變更為園林綠化，上年度報表中園林綠化業務的
統計期間為2014年8月至12月，對應成本為19,369,339.07元，紡織設備業務統計期間為2014年1月至10月，對應成本為
26,554,606.14元。我司2015年主營業務收入全部為園林綠化業務不再包括紡織設備業務，收入和成本統計區間為2015年
1月至12月，因前後年度業務內容及統計時間不一致導致此項暫不具備可比性。

（2）產銷量情況說明：

主要產品 生產量 銷售量 庫存量 生產量比上年增減（%） 銷售量比上年增減（%） 庫存量比上年增減（%）

檜柏      654,612株      100 　

玉簪      589,200株 100 　

紅葉石楠      475,000株      100 　

龜甲冬青      390,000株      100 　

毛鵑      368,890株      100 　

為拓展苗木銷售市場，我司積極開發新客戶，為滿足客戶需求我司在自有品種的基礎上採購了相當數量的外購苗木。
包括：檜柏、玉簪、紅葉石楠等花卉苗木。2015年我司銷售外購苗木共計4,346,277株，銷售量最大的前五項為：檜柏、
玉簪、紅葉石楠、龜甲冬青、毛鵑，共2,477,702株，金額合計7,547,034.00 元。

（3）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財務報表中存在的空白表格不適用於公司情況，空白表格只是未進行刪除操作，具體如下：

2015年度報告空白表格 註釋

合併財務報表項目註釋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不適用

持有至到期投資
持有至到期投資情況 不適用

期末重要的持有至到期投資 不適用

商譽 商譽減值準備 不適用

其他流動負債 　 不適用

其他非流動負債 　 不適用

盈餘公積 　 不適用

現金流量表項目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錶 不適用

在其他主體中的權益

在子公司中的權益
重要的非全資子公司 不適用

重要非全資子公司的主要財務信息 不適用

在合營企業或聯營企業中的權益

重要合營企業的主要財務信息 不適用

不重要的合營企業和聯營企業的匯總財務信息 不適用

合營企業或聯營企業發生的超額虧損 不適用

母公司財務報表主要項
目註釋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分類披露 不適用

關聯方及關聯交易 關聯交易情況 關聯擔保情況/本公司作為擔保方 不適用

補充資料

對公司根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
公告第1號——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界定的非經常
性損益項目，以及把《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的項目，應說
明原因。 　

不適用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6月3日

A股證券代碼：600610        A股證券簡稱：中毅達         編號：臨2016－047
B股證券代碼：900906        B股證券簡稱：中毅達B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公司2015年年度
報告的事後審核問詢函的回覆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
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6年5月27日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出具的 《關於對上海中毅達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的事後審核問詢函》（上證公函【2016】0557號，以下簡稱「問詢函」），詳見公司於
2016年5月28日披露的《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對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事後審核問詢函的公告》（公告編號: 臨2016－
041），現對問詢函相關問題回覆如下： 

依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以下簡稱「《格式準則第2
號》」）、上海證券交易所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等規則的要求，經對你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的事後審核，為便於投資者理
解，請公司從行業和經營模式、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與控股股東關聯往來和信息披露相關事項等方面進一步補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關於行業和經營模式
1、年報顯示，公司主要從事園林工程施工及苗木銷售。園林工程施工主要通過招投標或議標方式取得並實施園林項目

工程施工，苗木產銷分為內部調轉和對外銷售。請公司（1）補充披露，報告期內園林工程施工業務收入和苗木銷售收入
的具體金額和佔比；（2）結合上年營業收入，說明兩類業務變化情況及變化的主要原因；（3）根據市場發展變化、結
合已有或正在洽談的項目情況，預計2016年兩類業務可能實現的營業收入；（4）根據預計營業收入情況，預測2016年
業績情況。

回覆：
（1）補充披露2015年施工收入和苗木收入具體金額及佔比：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內容 營業收入 佔比

2015年總營收 67,167,387.41

其中：園林施工 18,901,540.75 28%

苗木銷售 48,265,846.66 72%

2015年全年實現銷售收入67,167,387.41元，其中園林施工18,901,540.75元，佔比28%，苗木銷售48,265,846.66，佔
比72%。

（2）結合上年營收說明兩類業務變化情況及變化主要原因：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內容 2015年 2014年 增減比例%

總營收 67,167,387.41 69,715,951.80 -3.66

其中：園林施工 18,901,540.75 26,021,461.80 -27.36

苗木銷售 48,265,846.66 1,240,637.19 3790.41

  紡織設備 　 42,453,852.81 -100

公司2015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同比減少3.66%，主要原因為：2015年度公司主營業務全部為園林綠化行業，2014年度公
司完成重大資產重組合併進入上市報表園林綠化業務統計期間為8至12月份合計金額27,262,098.99元，另包含了原紡織
設備製造業務統計時間為1至10月份42,453,852.81元。

其中：園林施工業務減小，主要因為：公司2014年的項目在當年陸續竣工，大部分收入已在14年度確認，15年度只有
尾款收入。另2015年受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等，行業內市場競爭加劇，我司15年承接的綠化景觀工程規模較小，產值
因此比上年有所下降。

苗木銷售增加，主要因為：公司積極開拓苗木銷售市場，苗木銷售比上年有顯著增長。
紡織設備銷售減少，因公司主營業務變更為園林綠化，不再經營紡織設備製造。
（3）根據公司項目洽談情況，2016年度施工業務收入預計超過苗木銷售收入，兩類業務實現的營業收入力爭較上年度

同比提升。
按公司2015年度在建工程以及2016年度1-4月份已簽約（或中標）工程統計，上述工程預計可實現2016年度收入約

4987萬元。（具體收入數據以公司經審計後的2016年年度報告為準）
（4）2016年度公司力爭開拓市場、增加工程量，若能實現預計目標則公司業績會扭虧為盈。
2、年報顯示，報告期內竣工4個項目、在建7個項目，同時公司分季度營業收入變化較大。請公司（1）詳細列示竣工

4個項目、在建7個項目報告期內的進展情況及其營業收入的確認情況；（2）結合項目進展和業務模式，分析分季度營業
收入變化的主要原因，詳細說明第4季度營業收入為負的具體原因，並請會計師發表意見；（3）根據在建項目進展，說
明2016年在建項目預計可以確認的營業收入。

回覆：
（1）詳細列式11個項目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015已竣工項目名稱 項目金額 完工百分比 報告期確認收入 累計確認收入 報告期成本投入 累計成本投入

南灣富地綠化景觀工程 1,350,000.00 100.00%       796,635.00     1,350,000.00       936,625.64     1,123,770.00 

漳州台商投資區角泰路
北段左幅綠化帶藍花楹
綠化零星和種植工程 

221,754.00 100.00%
      221,754.00       221,754.00  188,490.90       188,490.90 

漳州台商投資區角泰路
北段渠道兩側中東海棗
綠化零星種植工程

276,347.00 100.00%
      276,347.00       276,347.00  234,894.95       234,894.95 

漳州台商投資區角泰路
北段與角江路交叉路口
綠化零星種植工程

241,635.00 100.00%
      241,635.00       241,635.00  205,389.75       205,389.75 

上 海 中 毅 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灣「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昨日到機場
視察。他表示，勘查後，認為此次水浸

和埔心溪溢堤無關，初步了解為機場內部一條
排水幹道溢流所造成，但還需由專案小組深入
調查，確認是設計問題或管理維護不足，會再
進一步判斷，並追究相關責任。

沒空調大風扇加冰塊降溫
桃園機場問題將由「行政院」工程會進行調
查，3天後提出報告，「交通部」將依調查結
果進行究責和人事檢討，提出懲處名單。
至於停電問題，「交通部次長」吳盟分表
示，第二航廈電力恢復到80%，空調仍無法供
應，站內工作人員出動工業用的大型電風扇與
冰塊，消暑降溫。
而據《聯合報》昨日消息，林鵬良稍早透過
友人表示，自己當天已經書面請辭，以示負
責。林鵬良在辭呈中表示，桃園機場因豪雨溪
水暴漲導致大水浸，雖然工程技術面尚待調查
釐清與解決方案，但自己身為桃園國際機場公
司董事長，理應負起全責，因此自請處分，請

准予辭職，以示負責。「交通部長」賀陳旦證
實此消息，並表示會找到合適的人來承接，希
望能找到最適當的繼任人選。

陸客連遇地震高溫機場癱
台媒此前報道，民進黨「立委」口徑一致把

水浸的矛頭指向桃園機場人事，新當局可能將
因此事件，順勢檢討馬英九時期任命的桃園機
場高層人事，包括林鵬良及總經理費鴻鈞皆恐
官位不保。
另外，因近日適逢台北電腦展期，一位參展

的陸客前日晚間在微博表示，「明年台北電腦
展不敢來了，到台灣第2天碰見地震，第3天
碰見38℃高溫，今天（2日）大雨，機場癱
瘓，滯留在候機室」，並抱怨台灣的設施太陳
舊，一場大雨就讓機場停電、聯外道路淹沒。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則表示，代表台灣門面的

桃園機場發生水浸、停電甚至運作癱瘓，使旅
客對台灣產生負面觀感，也造成旅客的重大損
失，希望當局速謀解決方案。洪秀柱並點名桃
園市長鄭文燦應負責任。

37年最嚴重癱瘓 當局將依調查結果究責
桃機董事長引咎請辭桃機董事長引咎請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暴雨重創桃園機場，導致航
班延誤，昨天上午一名余姓大陸籍男子疑不滿前天該飛的班機
延至昨天才飛，竟訛稱「行李有炸彈」，機場啟動防爆安檢，
最後證實是虛驚一場，余男被依違反民用航空法送辦。
事情發生後，班機旅客由航警局及航空公司人員引導至第二

航廈北過境室重新安檢後回至D5R候機室等待重新登機。27歲
的余男及其同行友人和所有機組員被帶往航警局刑警大隊調查
詢問中。
航空警察局勤指中心上午10時20分接獲通報，指中國國際航

空公司CA-186D班機有旅客向機組員稱行李內有炸彈，機長不
敢大意，趕緊將飛機停靠於612機坪，並通報航警局。
初步調查當時機組員於機上詢問余男攜帶的箱子是什麼東

西，余男聲稱是炸彈。機組員立即通報航警局處置，航警局獲
報不敢大意，包括刑警、保安及安檢等3個大隊趕往現場，並
由安檢大隊長指揮防爆小組防爆處理。
航警局指出，班機上有187名旅客，航警局安檢大隊到場後

依「處理航機上疑似爆裂物作業程序」執行清艙並將託運行李
重新實施安檢，共計檢查8櫃262件行李。

訛稱行李有炸彈訛稱行李有炸彈 陸客遭帶走法辦陸客遭帶走法辦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課綱應依照客
觀史實，但民進黨新當局一上台就馬上廢止前任
的『課綱微調』政策，並沒有邀請專業人士真正
了解『課綱微調』所涉真實史事。」1994年出生
的台灣大學生張永傑昨日接受採訪時說，希望新
當局重新審視「課綱微調」，「還給我們下一代
正確的歷史觀念與價值」。

所謂「課綱微調」是指在上一屆台灣地區領導
人馬英九任內，台教育部門課程審議會微調高中
語文和社會領域課綱，對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
借修改課綱推行「去中國化」作出部分撥亂反
正，如歷史科中將「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
統治」，將抗戰勝利後「接收」台灣改為「光
復」台灣等。當時這一做法曾遭到「獨」派反
對。
5月20日民進黨當局上台。翌日，新上任的台
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就召開記者會，「預告」將
廢止「課綱微調」。5月31日，台行政管理機構
正式以「公報」形式宣佈廢止「課綱微調」。此
舉連日來在島內引發討論，儘管台陸委會發言人
聲稱，廢止「課綱微調」不涉「去中國化」和
「文化台獨」，但此間輿論和相關人士仍一針見
血地指出了此舉背後的「核心問題」。

學者：搞「文化台獨」可致社會分裂
張永傑是一名大學生，也是國民黨黨代表。他

對過去20年的教育有着切身體會。他說，教育本

該呈現真實、正確的歷史價值給下一代，但當年
陳水扁執政時推行「去中國化」，以「台獨」史
觀修改課綱，造成現在不少台灣年輕人不承認自
己是中國人。「課綱微調」就是要修正原來偏向
「台獨」的課綱，希望導正史觀。
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張麟徵說，蔡英文上

台後顯示出很強的意識形態特徵，從馬上推翻
「課綱微調」及最近一系列作為看，民進黨都是
從意識形態本位出發。她指出，可以預見，新當
局會繼續推進、深化「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以
期不斷擴大所謂「天然獨」群體，為該黨在選舉
時創造更多票源，也企圖讓台灣社會在「天然
獨」的喧囂中失去思考和抵抗的能力。
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是「課綱微調」檢核

小組的召集人。他指出，台灣現已有部分青年錯
誤地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廢止「課綱微
調」、推動「12年基本教育課綱」，是要使更多
的年輕人認為「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不必
談兩岸統一」。他還認為，民進黨搞「文化台
獨」會造成社會分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貪污被判刑定讞獲准保外
醫治的陳水扁，日前向台中監獄申請出席6月4日由凱達格
蘭基金會舉行的感恩餐會，並順道返回台北民生東路老家
（已改建為失智協會活動中心）。台中監獄經多日評審作
出決定，同意扁可回老家，認為有助於病情改善，但參加
基金會餐會仍屬「政治活動」，因此「礙難同意」。
連日來，針對陳水扁相關申請，引發社會關注。台中監

獄昨日發佈新聞稿表示，有關陳水扁申請訪視台北民生東
路老家之失智協會，經高雄長庚醫院醫療小組評估，有助
於病情改善，經審核結果，同意申請。

指餐會屬政治活動
至於能否出席凱達格蘭基金會餐會，台中監獄認為，募

款餐會屬政治性相關活動，與保外期間不得從事政治及選
舉造勢活動之應遵守事項相悖，因此礙難同意申請。惟基
於病情改善，同意在不公開的適當場所及媒體不在場採訪
前提下，私下與老友等會面敘舊。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莊瑞雄解讀台中監獄

的說法認為，凱達格蘭基金會餐會地點，陳水扁不能進
去，但餐廳的旁邊只要不公開的適當場所，媒體不在場
即可。
莊瑞雄又以結婚宴客為例指，宴客廳不能進去，但可以

開一個新娘房，讓新郎、新娘休息，也就是陳水扁可以到
新娘房，友人可以到新娘房跟陳水扁敘舊，他還聲稱台中
監獄「高招」，「新聞稿告訴扁迷們，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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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廢「課綱微調」大學生盼導正史觀

■■台灣大學生張永傑說台灣大學生張永傑說，，希希
望重新審視望重新審視「「課綱微調課綱微調」，」，
「「還給下一代正確的歷史觀還給下一代正確的歷史觀
念與價值念與價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暴雨重創桃園機場暴雨重創桃園機場，，導致航班延誤導致航班延誤，，昨日昨日
上午一名男子疑不滿前日的班機延至昨日才上午一名男子疑不滿前日的班機延至昨日才
飛飛，，在機上大喊在機上大喊「「我行李有炸彈我行李有炸彈」，」，被依違被依違
反民用航空法送辦反民用航空法送辦。。 中央社中央社

■■昨日昨日，，桃園機場二航廈的空調未恢復桃園機場二航廈的空調未恢復，，不少旅客不少旅客
熱得受不了熱得受不了，，一直搧風一直搧風。。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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