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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台北關的菸品沒收，若未沒收，還要看桃園市財政局是否裁
對於蔡英文總統指私菸事件是長年積習，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 罰或是否沒收，若法院和財政局都沒有處分，才會由海關將菸
昨說，初步了解各方訊息，包括向相關人員詢問所知悉或親身 品沒收。
經驗，確實是過去形成的陋習，以致部分人員缺乏違法性認知，
但具體情況尚需進一步釐清。
中國國防白皮書 嗆走強軍路
私菸延燒 國安局概括承受…柯承亨：未來配合檢調刑事調查

〔編譯劉宜庭、記者涂鉅旻、鍾麗華／綜合報導〕中國國務院廿
四日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中軍去年八月至九
月首次參加俄國「東方」戰略演習，強調「中俄兩軍持續保持高
度交流」
；批評美國持續強化與日本、澳洲的軍事同盟，在南韓
部署「薩德」
，挑起和加劇大國競爭，為亞太地區安全增添不確
定因素。

利用元首通關禮遇夾帶免稅菸 桃機 B9「國賓門」成特勤犯罪
〔記者謝君臨／台北報導〕國安特勤人員涉走私菸品案持續延
地 釐清訂菸疑點 檢約談華航承辦人
燒，監察院長張博雅廿三日偕同十五名監察委員巡察國安局特
〔記者錢利忠／台北報導〕檢調偵辦國安局利用總統出訪通關 勤中心，針對如何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要求提出報告，國安
禮遇夾帶近萬條「團購」私菸案，發現國安局內部竟將團購免稅 局代理局長柯承亨表示，這次國安人員違反法紀案件，國安局
菸品當成機關福利，歷任總統出訪前都有一名少校軍階承辦人 概括承受，內部已立案進行行政調查，未來將配合檢調刑事調
白皮書全文大約二．七萬字，官媒稱其特點為首次構建新時代
負責聯繫，提早兩個星期向特勤中心、總統府侍衛室等各單位 查。
中國防禦性國防政策體系，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發「登記訂購單」
。
監委巡察特勤中心 要求提出報告 監院指出，張博雅與監院國 益，堅持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貫徹落實新
此次被羈押禁見的少校吳宗憲、張恒嘉，則分別是「自由民主永 防及情報委員會召集人包宗和等十五名監委，廿三日上午巡察 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服務構建人類
國安局特勤中心，由柯承亨等人接待，並在特勤中心聽取特勤 命運共同體。
續之旅」
、「海洋民主之旅」出訪專案的團購窗口。
維安及國安情勢兩項簡報，了解總統選舉候選人維安整備及當
白皮書介紹，此次軍改調整軍隊規模比例，重塑軍力結構佈局，
檢調為釐清華航後台採購的 SOP 流程，以及當初吳宗憲是如何 前國家安全情勢，監委也針對走私菸品案提出詢問。
裁減員額三十萬人，現役總員額減至二百萬。
與華航接洽、華航高層有無接受不正利益並指示承辦者替國安
對於國安人員走私香菸事件
，
包括事件發生始末
、
走私香菸數
單位護航等諸多疑點，昨天深夜也指揮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約
談一名華航承辦者，今凌晨零時許初訊後，將其移送北檢漏夜 量及金額、走私管道及用途、參與人員及涉案層級、揭發人員有 白皮書以大篇幅內容闡述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始終是台海
無受到妥適保護及如何防範類此事件再度發生等，包宗和要求 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威脅，是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
訊問。
提出書面說明。
中國指控台灣民進黨「挾洋自重」
，推行「漸進台獨」並圖謀「法
檢調獲報，華航在歷次總統出訪期間，都會與國安局負責團購
，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
私菸的窗口接洽，提早一至兩個星期替國安局訂貨，等到總統 柯承亨回應表示，對於這次國安人員違反法紀，國安局概括承 理台獨」
，聲稱「台獨」對中國國安和社會穩定構成威
班機出訪歸國，停放在桃園機場供高官專機專用、位於第一航 受，前局長彭勝竹已負起政治責任，向總統蔡英文請辭獲准，未 則」的「九二共識」
脅
。
來將配合檢調刑事調查
，
國安局內部也已進行行政調查
，
處分
廈南邊最後一個登機門並號稱「國賓門」的 B9 登機門時，華航
職員便會將國安局事先訂好的免稅菸品運送至 B9 登機門外面 層級將視調查結果而定。
白皮書還寫道，「中國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國家統一」
，挫
等候，等到總統班機的行李下機後，該批從倉庫運來的菸品便
敗台獨勢力
，
但中國「
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
中國「
針對的是外部
私菸陋習
馬政府時期就有…蔡清祥
：
只要涉犯罪都依法偵辦
被混入下機行李的車隊中，再由國安局派人將委託華航代訂的
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份子及其分裂活動」
。
免稅菸品隨著通關禮遇夾帶出關。
〔記者王善嬿、張瑞楨／綜合報導〕國安局官員涉嫌利用總統蔡
團購免稅菸 當成國安局內部福利 據了解，檢調日前偵訊吳宗 英文出訪勤務走私菸品，還爆出自前總統馬英九時期就有相關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表示，中國想藉白皮書傳達的訊號非常
搞台獨就是死路一條，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憲、張恒嘉兩人，並比對其他受特勤中心統一調度協助載運菸 陋習，法務部長蔡清祥昨天受訪時表示，「無論哪個政府時代， 清晰明確，就是「
只要涉及犯罪
，
都會依法偵辦
。
」
品的國安局士官的供述及證詞發現，吳、張兩人涉嫌從二○一
陸委會批︰挑戰區域安全 說不稱霸是謊言 我國防部發言人史
六年六月總統蔡英文首次出訪的「英翔專案」開始，即負責聯繫
順文回應，中方白皮書在凸顯其高新武器發展，以及持續挹注
蔡清祥昨到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出席「
藥不藥
，
一念之間反
國安局轄下各單位登記免稅菸品「團購」
，訂購者除了有紙張訂
高額國防預算的合理性；同時也顯示中共企圖淡化國際間對其
毒行動博物館」
特展開幕活動
，
面對媒體提問私菸案調查進度
，
單外，有些訂購者則透過 LINE 的群聊功能（僅有參與群聊的
「中國威脅論」疑慮，展現中國統戰的伎倆。
蔡表示
，
檢調單位已經在積極偵辦
，
相信很快會查得水落石出
，
LINE 帳號，沒有成立群組名稱）聯繫。
媒體追問「究責是否有上限？」蔡回答「尊重偵辦單位的決定，一
蔡英文本月十一日出訪的「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於啟程前兩個 定勿枉勿縱！」媒體也問是否追溯前朝？蔡清祥表示，相信檢調 陸委會也回應，中共挑釁行為不但衝擊兩岸和平，已嚴重違反
星期開始，「輪值」統計團購名單的吳宗憲，便將華航提供的「登 單位會一併考慮，如有涉及到犯罪，無論涉及哪個政府時代，都 國際和平原則，更挑戰區域安全秩序。
記訂購單」
，廣發給國安局轄下各單位以及負責元首維安的特 依法偵辦。
中共侈言永不稱霸及擴張、一切軍事建設是為「和平」等，究其
勤中心、總統府侍衛室等，原先只登記九二七四條，後來又追加
根本全是武力侵犯的謊言，呼籲國際社會嚴肅關切並抵制。
對於走私菸品的處理
，
蔡清祥於台中地檢署
，
主持中檢「
查扣變
六百條。
價破億紀念特輯」新書發表會後也指出，刑事案件中，檢方查扣
此外，今年三月蔡英文第五次出訪的「海洋民主之旅」
，當時擔 的物品，有毀壞疑慮，或保值的需要，可以在偵查中經核准後予 因應中國擴武 明年國防預算可望追加至 3600 億
任私菸「團購」窗口的承辦人則是張恒嘉，該次包括國安局及周 以拍賣，拍賣得款可以繳交國庫，或發還給被害人，至於國安局
的香菸，必須依照法律程序進行，「如果有必要的話」
，可以在偵 〔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行政院長蘇貞昌週五將主持一○九
邊單位，團購及夾帶免稅菸品入關合計六八五六條。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全院審查會，因中國不斷進行軍事擴
查中提早做查扣拍賣。
張，基於武器採購等需求，軍方向政院爭取國防預算成長到三
人物特寫》整頓陋習 期待邱國正揮大刀
六○○億元，比去年八月行政院拍板今年度國防預算三四六○
董氏籲禁止免稅菸品
億元，增加一百多億元。
記者涂鉅旻／特稿 在國安單位深陷走私菸品風暴之際，退輔
〔記者吳亮儀
、
蕭玗欣／台北報導〕
國安局人員走私近萬條免稅
會主委邱國正接掌國安局長重擔。
菸品成醜聞，長期推動禁菸的董氏基金會昨指出，我國長年來 科技預算成長約三％ 近一千億元 官員表示，未來將視國防部
在軍中，邱是治軍嚴謹、性格剛強耿直的將領，褪下戎裝的他， 的免稅菸陋習和執法不嚴，導致台灣免稅菸銷售量竟佔全國總 實際需求與中央的財政狀況，核定國防預算額度，明年度國防
則以柔軟身段處理軍人年金改革、退伍軍人國際交流事務，獲 菸品銷售量的十％，較先進國家的不到五％多了一倍，呼籲「應 預算有機會增加一百億元左右；另外，明年度的科技預算，扣除
前瞻基礎的數位科技等經費一八六億元，科技預算成長約
完全禁止免稅菸品」
。
高層賞識。
三％，接近一千億元。
前國際抗癌聯盟
（UICC）
控菸辦公室主任
、
台北醫學大學高志
不過這次，高層要邱國正重執「大刀」
，砍除國安局沉痾痼習，邱
能否在複雜的國安體系中，讓團隊煥然一新，將成這名沙場老 文指出，不少國人以為台灣非法菸品是漁船摸黑從海上走私進 據悉，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歲出預算，將控制在二兆一千億元左
來，事實上台灣每年約一千五百多萬條（一億五千萬包）
、價值 右，至於歲入規模，也超過二兆元，週五的總預算審查會議可望
將的考驗。
超過一百五十億台幣的免稅菸品，是從機場大門大大方方攜 大致敲定各部會的明年預算額度，行政院規劃在八月中旬提報
行政院院會通過後，趕在立法院九月開議前將總預算案送請立
邱國正曾任參謀總長、陸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陸 入。
院審議。
軍裝甲兵出身的他，治軍風格嚴謹，對自己和部屬要求都很高，
我國菸品銷售免稅菸佔一成
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主任林
性格也較剛強直率，雖為他帶來褒貶不一的評價，但其耿直性
清麗質疑，台灣機場免稅菸制度，早變成以合法掩飾非法，大量 官員指出，由於國防事務涉及蔡英文總統職權，政院在本週五
格，獲蔡政府賞識，在他解甲十個月後，出任退輔會主委。
總預算審查會後，將向蔡總統簡報明年度總預算案，國防預算
闖關到國內轉售獲取暴利的大漏洞。
實際成長金額，可望由蘇揆與蔡總統最後會商定奪。
擔任退輔會主委期間的邱國正，面對軍人年金改革重任，隨即
依目前法律規定
，
入境旅客可合法攜帶一條免稅菸
，
但近年台
展現一改過去性格的柔軟身段，除多次強調「溝通」重要性，也
積極和退伍軍人團體接觸，盼凝聚更多共識；另一方面，邱國正 灣免稅菸品總銷售量，竟與成人入境旅客總人數相當，等於全 蔡總統指示國防預算要逐年調整，以每年至少二％的幅度成
在前任主委李翔宙打下的退伍軍人國際交流基礎上，持續擴大 國十五％吸菸與八十五％不吸菸的台灣民眾，人人都至少攜帶 長，國防部因應未來多項軍備武器系統的新購，以及明年國艦
一條菸入境，超量走私闖關及違法夾帶問題嚴重且明顯，主管 國造等進入付款的高峰期，全力爭取國防預算的成長，以有效
成果，為陷於外交困境的我國找出另一條活路。
機關怎可能不知道？林清麗指出，新加坡完全禁止免稅菸品， 嚇阻中國的武力威脅。
在國安單位走私菸風暴越演越烈，加上過去紀律鬆散醜聞不斷 違規攜入恐被罰款五百元新幣（約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元台
，甚至要面臨有期徒刑；澳洲只能攜帶二十五支菸入境、紐 明年歲出預算占首位的是逾五千億元的社福預算，由於法定社
的社會形象，高層屬意邱國正重返第一線戰場，就是盼邱發揮 幣）
西蘭只可帶五十支菸
，香港及澳門則只可攜帶十九支菸入境自 福支出增加，包括對身心障礙者的補貼、中低收入戶的補貼以
四十餘年軍旅與政務官經驗，為國安人員整飭軍紀一番，除根
及老農津貼等社福津貼依物價的漲幅調整，加上政府撥補二百
用
。
除遭外界詬病的陋習，更上緊攸關國安大計的各個螺絲釘。
億元挹注勞保基金，明年歲出預算成長最多的也是社福預算，
約增加三百億元。
林清麗說
，
台灣每十包的菸品消費
，
就有一包是免稅菸
，
比率全
不過，邱國正雖具有多年部隊實務，但國安情報資歷稍嫌不足，
球最高
，
造成國家稅收重大損失
。
要如何快速進入狀況，有效統領軍、警、文各派系合一的國安
埃及斑蚊多室內活動 專家批韓爬樹搞錯重點
局，以及和總統府侍衛室密切合作，讓最起碼的正副元首維安
一名空服員受訪時也表示
，
機上免稅品最熱門的不外乎保養
滴水不漏，局內各成員司其職、行正道，甚至讓國安情報掌握，
有更亮眼的成效，都希冀縱橫沙場多年的邱國正，開出快又有 品、手錶，因為價格相當於市價六折起，比週年慶還划算，且沒 〔記者葛祐豪、蘇孟娟／綜合報導〕高雄市長韓國瑜大動作爬樹
有購買數量限制，很多旅客一買就是上萬元；此外，免稅菸也相 視察登革熱疫情，曾在台大公衛所養蚊子進行實驗的高雄市議
效的解方。
當便宜，外面一條菸的價格，可以買兩條免稅菸，也相當受到旅 員黃捷批評，作秀的成分大於防疫的成分，不如好好寫公文，申
請登革熱預算。
李登輝時代國安首長談私菸案：重整國安特勤紀律 重中之重 客喜愛。
期望蔡政府 明快公正徹查〔記者涂鉅旻、蘇永耀／台北報導〕 華膳空廚存放菸品 關務署要開罰
國安特勤人員參與免稅菸品走私案，震驚社會。
〔記者巫其倫／台北報導〕國安局少校吳宗憲等人利用陪同總
前總統李登輝時代一位國安首長昨日受訪表示，他對此事非常 統出訪，企圖夾帶私菸入境，因九千二百條香菸是存放在華膳
難過，也難以想像，他期望蔡政府能明快地客觀、公正徹底調 空廚的保稅倉庫，立委質疑華膳空廚有明顯疏失。

黃捷︰作秀成分大於防疫 國內蚊子專家、長榮大學榮譽教授
陳錦生也說「根本搞錯重點」
，他強調，高雄的登革熱疫情在市
區，病媒蚊以埃及斑蚊為主，埃及斑蚊棲息點跟人較接近，多在
室內活動，與其爬樹，不如宣導民眾清室內的盆栽底盤、花瓶等
積水容器。

情時非常難過，怎麼會有國安人員公然做這些事情？外界也難
關務署昨召開檢討會議，提出四大檢討方向，認定華膳空廚管
以想像，期盼相關單位徹底調查事件來龍去脈。
理不善，將在一週內裁處，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最高可罰六
他在李登輝總統時代擔任國安相關職務，當時並未聽聞類似情 萬元，情節重大者，並得加倍處罰；另依「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
辦法」規定，最高可罰三萬元，若不加倍處罰，合計最高僅可罰
形，「不清楚此歪風的起始點為何」
。
九萬元。

對養蚊子實驗頗有經驗的黃捷表示，樹洞雖會孳生病媒蚊，但
檢查樹洞、投藥這件事情，專業的環保局跟衛生局人員會做，市
長隨意做出危險舉動，只是造成隨扈和基層人員的困擾而已，
甚至讓基層被究責。

查，當作重要事情處理，國安人員也務必重整紀律，畢竟這是
財政部關務署昨表示，本次事件華膳空廚確實管理不善，將在 對於韓國瑜的驚天一爬，「Wecare 高雄」罷韓 30 行動發起人尹
「重中之重」的事情。
、「緣木求瑜」
、「濫瑜充庶」
、
一週內就現有證據依規定對華膳空廚裁處，但最高僅可罰九萬 立也立刻在臉書貼出「樹民總統」
「
瑜弄市民」
等多個「
成語」
，
諷刺韓國瑜爬樹視察登革熱
。
元罰鍰
。
李主政時期 未聽聞此歪風 這位前國安首長表示，聽聞這件事

他表示，此次走私菸品案問題很大，國安局長彭勝竹第一時間
請辭負責，總統府侍衛長張捷也調職，都是不錯的因應與處理 另外，關務署針對保稅倉庫控管，將於今年八月底前實施電子
方式；而這件事可能和國安會無直接關係，去追究國安會秘書 化管理及建立預警機制，供儲存飛機銷售用品的保稅倉庫業
者，對於菸酒提領數量及移運機上的數量，均應以電子化方式
長李大維的責任，「並沒有意思」
。
傳輸給海關，建立「異常預警機制」
。

黃捷指出，如果韓市長需要親自示範或教學，還是以示範如何
在居家環境消除積水容器為主，比較能擴大防疫效果。
陳錦生則說，樹洞積水「其實未必非得爬上去才會知道」
，現在
已有很多科技工具，像民眾使用手機自拍常用自拍伸縮棒，可
輕鬆取代實際爬樹勘察。

這位前國安首長也說，國安人員要比任何人更重視紀律與規
則，畢竟這批人是維護總統安全、形象者，假如總統身邊的人， 關務署官員說，貨品由保稅倉庫移運上飛機時，現行是以紙本
方式作業，未來將以電子化方式管理，並視必要情形由海關人 陳錦生表示，韓國瑜日前才提出新生態防蚊法，將金獅湖水位
風氣都是這樣，並一味隱瞞，未來恐怕還會發生類似事件。
拉高，利用水中的魚來吃病媒蚊的孑孓，現在又爬樹勘察登革
員監視貨品移運上飛機，以掌握貨物流向。
熱疫情，「重點又搞錯了」
。
因此，當務之急為「扭轉歪風」
，並迅速客觀、公正徹底調查，否
至於扣押菸品部分
，
官員表示
，
法院判決後
，
視法院是否要將暫
則拖越久，對政府傷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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