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逾萬豬農抗議解禁美牛

台創e化病房親友用iPhone探病

警民爆發衝突 當局暫維持零檢出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星期五A2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全台各地的養豬協會8日動員近萬名養
豬戶走上台北街頭，抗議當局有條件開放含
萊克多巴胺（俗稱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
，並以雞蛋、豬糞朝台灣農委會大門丟擲，
現場臭氣沖天，抗議者一度與警方爆發推擠
。經過協商，農委會副主委王政騰向台灣各
地養豬協會承諾，在修正 「食品衛生管理法
」 前，將加強查緝島內外肉品，嚴格執行瘦
肉精 「零檢出」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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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經過
一個月的內部討
論和外部溝通，
於近日定調有條
件開放含有瘦肉

精的美國牛肉入島，並制訂了 「安全容
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
的十六字方針進行規管。但由於此項政
策仍與民進黨等在野黨派及島內相關養
殖業者的主張有落差，不僅未能平息已
鬧得沸沸揚揚的 「毒美牛」爭議，甚至
還有可能成為坊間團體新一輪 「反美牛
運動」的導火線。

細究馬政府提出的十六字方針，也
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民意的憂慮。島內
養豬業擔心若允許進口牛肉可含瘦肉精
，未來政府也可能會對本島豬肉比照辦
理，從而降低民眾對台產豬肉的信心。
馬政府遂保證 「牛豬分離」。對於有民
眾擔心瘦肉精會危害人體健康，馬政府
規定 「強制標示」，意即商家須清楚標
示牛肉產地及相關資訊，以提醒消費者
。此外，牛內臟依然不得含有瘦肉精，
因為內臟所殘留瘦肉精的分量較多。

馬政府的十六字方針看來是在顧及
島內民意與礙於美國壓力之下所作出的
折中方案。 「行政院」5日晚突然宣布有
關決定，而美方官員6日來台討論免簽事
宜，可謂給足美方面子。然而，順了哥
情逆嫂意，折中方案瀕臨破功。昨天逾
千名養殖業者示威抗議政府解禁瘦肉精
。而民進黨更是蠢蠢欲動，認定了這是
一個向馬政府發難的好機會。因為島內
自 2006 年起立法全面禁用瘦肉精，倘若
開放 「瘦肉精美牛」入台，勢必要修法
，而 「立法院」則是把關口。民進黨立
委早已磨刀霍霍，只待時機就會狠狠地
砍向美牛。如今馬政府已明確表態有條
件解禁瘦肉精，民進黨方面仍堅持全面
禁用，並且不排除發動 「倒閣」。親民
黨也表示倘若馬政府一意孤行，會慎重
考慮 「倒閣」的可能性。雖然即使民親

兩黨聯合作戰，也達不到成功 「倒閣」的門檻，但萬
一有國民黨立委倒戈，局勢可就大不一樣了。因此，
民進黨等在野黨派的動向不容小覷。

2009年國民黨政府曾因擴大開放美牛進口而導致
民望急跌，在當年縣市長選舉中的總得票率不如2008
年大選。當時民進黨暗自竊喜，覺得這是 「從天而降
的打馬禮物」。如今美牛重臨，民進黨必不會錯失
「良機」，一方面正好可報2012年大選之仇，另一方

面又可趁機向美國還以顏色。由於前美國在台協會
（AIT）官員包道格在大選前罕見地發表 「挺馬
」言論，民進黨至今不能釋懷。美國在台協會
主席薄瑞光早前欲拜訪還未卸任黨主席的
蔡英文，卻吃了閉門羹。可見，民進黨這次
「反美牛」，打的是一箭雙鵰的算盤。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 8 日消息： 「台
灣第一魚─虱目魚美食發布會」8 日下午在蘇
州舉行。會上，上海水產集團、禎祥食品、學
甲食品三家主辦企業推介了台灣虱目魚系列產
品。同時，為更好地推介虱目魚，其在大陸市
場正式定名為 「狀元魚」。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常務副主任鄭
立中在會上說，2010年到台南學甲鎮時，看到
鄉親們以養殖虱目魚為生，有些家庭收入不高
，回大陸以後，就開始協同三家企業，與台南
100 多戶養殖戶簽訂了協議，在大陸推廣虱目
魚，幫助他們提高收入。

「經過兩年的努力，學甲鎮鄉親們的收入
和生活水準得以提高，我們的努力有了回報。
」鄭立中說，接下來，大陸將進一步支持虱目

魚的宣傳推廣，加強對虱目魚的綜合加工利用
，進一步提高其附加值。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執行長洪讀說，三家
企業之間的合作，為今後兩岸企業未來的合作
樹立了典範，立下了一個里程碑。這三合一的
整合，能夠使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重點項目之一的台灣虱目魚，成為 ECFA 運
作的前哨和典範，進而造福更多的基層漁民。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已享有零關稅的虱目
魚正式登陸華東，上海及蘇州成為首站。據了
解，在台灣漁業產品中，虱目魚是最有代表性
的食用魚種，營養價值較高，又稱 「牛奶魚
」，有 「台灣第一魚」之稱。在台灣南部地
區，虱目魚更是台灣民眾一日三餐不可缺的
美食。

虱目魚登陸改名狀元魚

【本報訊】據中通社8日報道：台 「行政院」5
日宣布有條件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進口，
引起全台養豬農民的激烈反對。

200輛遊覽車北上示威
台灣養豬協會號召近萬名養豬戶8日凌晨從各地

分乘200輛遊覽車北上到台北 「立法院」、農委會抗
爭，並準備雞蛋、豬糞潑灑現場。豬農上午先到
「立法院」外抗議，高舉 「美國瘦肉精滾回去」、
「政府無能、豬農遭殃」的標語，表達 「堅決反對

瘦肉精解禁」立場，並揚言 「如果政府不聽豬農心
聲，這次抗爭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養豬戶在向 「立法院」遞交陳情書後，下午1時
15 分左右轉往農委會繼續抗爭，情緒激動的豬農大
聲鳴笛、呼口號，還拿起事先準備的豬糞、雞蛋，
朝農委會大門丟擲，現場情緒失控、一片混亂，鐵
馬也全部推倒；有豬農爬上鐵馬想衝入農委會，警
方不斷舉牌抗議，雙方一度爆發推擠。

豬農憂衝擊本地豬銷量
雖然當局這次只打算有條件開放瘦肉精美牛進

口，與豬肉脫鈎處理；但豬農擔心 「這次是牛、下
一次就輪到豬了」，尤其是現在台灣豬肉受限於口
蹄疫疫區，無法外銷只能內銷，一旦美國豬肉也開
放，台灣本地豬肉市場將大受衝擊。

對於豬農的抗議，多位分屬各政黨的立委到場
聲援，數十個民間團體串連發起的 「反美牛聯盟」
也前來呼籲完全禁止瘦肉精，絕對不允許有條件開
放。

承諾豬肉不得含瘦肉精
養豬團體在農委會外抗議2個多小時後，農委會

由副主委王政騰出面和養豬團體幹部協調並達成共
識，對於養豬團體提出在未完成修法前，維持萊克
多巴胺零檢出、加強對島內外肉品的查緝以及加重
違法業者刑責，解決當前產銷失衡、協調台糖公司
暫緩出豬至肉品市場，辦理淘汰種母豬、仔豬、凍
存肉豬相關方案並鼓勵外銷，擴編農業經費預算、

避免未來畜牧產業遭嚴重衝擊導致豬價崩盤等訴求
，農委會都正面回應。養豬協會常務監事潘連周宣
布，當天的抗爭到此告一段落，但如果未來修法訂
出萊克多巴胺在肉品的殘留標準，他們絕對會抗爭
到底。

在豬農抗議活動結束後， 「行政院長」陳冲召
開記者會說明政策，仍然堅持 「安全容許、牛豬分
離」的開放瘦肉精方向。他強調並未感受到來自美
方的壓力，民眾健康絕對優於經貿利益，沒有任何
經貿利益能以民眾健康作為代價，因此才會請農委
會邀集專家舉行3次會議，確定沒有文獻證明萊克多
巴胺對人體有害。他指出，考慮到民眾吃豬肉多於
牛肉、又喜歡吃豬內臟的膳食習慣，以及顧及島內
相關產業利益，他對於 「牛豬分離」的原則絕不妥
協。

▲養豬協會8日前往農委會，抗議瘦肉精解禁政
策。民眾一度與警方近距離拉扯衝突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8日報道：互聯網時代的今
日，就算因病入院也不會與世隔絕。台灣大學附屬醫
院斥資9億元新台幣，打造亞洲第一個 「e化病房」
。病人不僅可在床上看電視、上網等，醫生也能與病
患透過視訊進行遠端問診，院方更將在下月推出
專用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屆時病人遠在海外的
親友，也可透過 iPhone 等智能手機進行遠程視訊
探病。

台大醫院將亞洲首個 「e化病房」放在7日揭幕
的心血管中心。該院副院長王明巨表示，新落成的

124 個 「e 化病床」，都有觸控式熒幕，整合網路、
電視、點餐功能，親友手機下載相關手機程式後
，即能透過視訊電話探病。醫生也可透過此系統
與病房內病人、醫院外的病人家屬進行視訊病情
說明會。

王明巨說，多年來不少醫生表示，病人家屬的時
間與醫生的時間未能配合，因此想到透過即時視像通
訊技術解決有關問題， 「這樣一來，醫病之間、醫師
與病人家屬、病人與親友之間，可隨時視訊問診與溝
通。」據台大表示，此系統未來將擴及全台各分院；

長庚等其他醫院也有意跟進。
父親現於台大心血管中心住院的藍小姐是 「e化

病床」的用家之一，她說這套系統除能與醫護人員視
訊外，也能隨時將父親的最新情況即時傳到護理人員
的手機上， 「父親點滴沒了，我在觸控熒幕上點選，
護理師就能隨傳隨到，很貼心。」

但醫療改革團體、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滕西
華卻批評，沒有病人喜歡待在醫院，醫院高層與其花
巨資追逐e化設備，不如用該筆資源補護士的人力，
提升品質，讓病人提早出院。

【本報訊】據中央社彰化縣 8 日消息：彰化縣
竹塘鄉一處蛋雞場傳出雞隻大量死亡，彰化縣動防
所人員 8 日晚間前往雞場進行撲殺，動防所人員先
讓雞隻昏迷死亡後，再將死雞裝袋，用車輛載送到
南投縣的化製廠焚化。彰化縣先前已有 2 處養雞場
傳出禽流感疫情，8日進行撲殺的蛋雞場原先有1萬
3000多隻蛋雞，不過半個月前雞隻出現死亡情形，
目前雞場只剩下7500多隻蛋雞。

由於雞場每天都有雞隻死亡，雖然雞隻死因結
果未出爐，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在取得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同意後，晚間展開預防性撲
殺作業；多名警員先在雞場周邊拉上封鎖線，防疫
所消毒車則針對進入雞場的車輛進行消毒。

動防所人員下午已先讓雞隻禁食，到了晚間再

將藥物摻入雞隻飲水中，7000多隻蛋雞喝下水後昏
迷死亡，身穿防護衣的人員再將死雞裝袋，放入化
製車中，載送到位於南投縣的化製廠焚化。

雞農未通報疫情可罰5萬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所長郭丑哲說，雖然還無法

確認蛋雞死亡是否和 H5N2 禽流感有關，可是由於
先前 2 處雞場都傳出疫情，加上這處雞場雞隻死亡
率太高，他們因此決定先進行撲殺作業。

郭丑哲表示，他們曾詢問蛋雞場蔡姓雞農6000
多隻死雞的去向，不過蔡姓雞農語焉不詳，他們已
會同相關單位追查死雞流向，而雞農未通報雞隻異
常死亡，已觸犯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最高可
處罰新台幣5萬元。

彰化防禽疫 殺雞7500
另有6000隻染病死雞去向不明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8日電】上海市政府今天與台北世
界貿易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主辦 「2012 上海台灣名
品博覽會」。這是由台北世貿中心主辦的 「台灣名品展」首
次來到上海。自 2009 年以來，這一展會已經在北京、天津
、重慶、廣州、瀋陽、南京、東莞、濟南和武漢成功舉辦
13場，累計吸引432萬人參觀，成交額近68億美元。

上海市商委有關人士表示，是次展會去年就開始籌辦，
市商委主任沙海林還專門率領市台辦、市商委赴台商談，並
成立了專門籌委會，旨在通過 「台灣名品博覽會」的舉辦，
促進把上海打造成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中心，把上海建成兩岸
資源、信息、人員交流集散中心。

台北世貿中心總經理趙永全介紹，要說前面9個城市辦
展累積的經驗和人氣，全都是為了上海展會的成功也不為
過。憑藉 2010 年上海市長韓正訪台引發的轟動效應，加上
上海世博會台灣館的成功，島內廠商對於上海市場格外重
視。是次展會的2000個攤位一經推出，兩周內全被預訂一
空。

台灣名品展下月上海揭幕

▶養豬協會與反美牛聯盟等團體，8日在 「立院
」 外反對開放瘦肉精美牛。養豬戶帶着小豬上大
街表達反對立場 中央社

▲台北市動保處每天到家禽批發市場抽樣檢查，並
送往台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檢驗 中央社

▲ 「台灣第一魚──虱目魚美食發布會」 8日在蘇州舉行，公
布大陸市場正式定名為 「狀元魚」 。禮儀小姐在發布會上展
示用虱目魚做成的美味菜品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8日報道：台灣前領導人陳水扁7
日入院檢查發現冠心病，原定8日進行手術，但早上手術前
的心血管微攝影，認為他無需接受支架手術，只要利用藥
物治療即可。

據悉，阿扁是次入院除發現冠心病外，又在前列腺發
現可疑腫瘤，8日更有媒體指其需接受精神科檢查，懷疑其
患有精神疾病。院方及扁子陳致中8日先後否認阿扁有精神
問題，但院方認為阿扁應留院七天接受觀察，以進一步確
定可疑腫瘤的性質。

今早前往醫院陪伴父親的陳致中說，父親關到全身都
是病，認為如果阿扁又回到監所這一個環境， 「我想（後
遺症）心律不整，會有生命上的危險。」而扁家其他親屬
及支持者也先後批評台北土城監獄對阿扁 「不公平」，導
致身體健康受損。

獄方秘書蘇坤銘則回應稱，阿扁每天平均運動半小時
以上，跑步或走路，即使下雨天也安排室內運動， 「我們
對前元首很禮遇，而且也很注意他身體狀況，並未對他有
特別不公平的地方」，蘇強調，陳水扁從沒抱怨過受到不
公平對待。

國民黨 「立委」吳育升8日亦批評扁家 「得了便宜又賣
乖！」他指阿扁經常被媒體拍到在獄中操場運動的畫面，
說明他與其他囚犯一樣有得到應有的運動權利，而且當局
也已批准其接受身體檢查、入院治療，甚至享有特權，在
戒護醫療過程中免去手銬跟腳鐐等戒具，認為扁家不應再
有過分的要求。

扁免動手術只需服藥
扁子否認父患精神病

【本報訊】據中通社8日消息：新竹市集郵家陳德盛花
了10年，從四萬張清朝1908年 「大清蟠龍郵戳」中，篩選
出全年郵戳365枚，卻獨缺2月13日這一張（1908年為閏年
，有366天），多年苦尋不獲卻在7日喜獲花蓮另一名集郵
愛好者無條件捐贈這枚郵票，終於圓夢集齊全套， 「大家都
說我花一輩子也找不到，今天終於圓夢！」

據業內人士指出，這一套完整的年度 「大清蟠龍郵戳」
至少市值200萬元新台幣，但陳德盛表示，這套無價之寶不
管怎樣升值都絕對不會賣，未來將打算拿來作傳家寶。

台漢集齊大清蟠龍郵戳
366張郵票市值2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