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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瘦肉精美牛風暴9日在島內持續延燒
，美方直言，美牛未解，TIFA難談，國民黨立委陳
根德今天在 「立法院」質詢 「行政院長」陳冲時，
痛批馬政府這次 「有條件」解禁含有瘦肉精美牛進
口台灣的決策，是 「極權領導」模式，尤其美國官
員一再發言恐嚇讓人無法認同， 「什麼叫美牛問題
不解決，就沒有TIFA，那就不要談啊！」他呼籲陳
冲應和 「總統」馬英九建議將此事 「緩一緩」，而
「行政院」對解決美牛一事更要硬起來。

陳冲則表示，美方對此事的關切一直存在，不
過，美方一直是用理性、講道理的方式和台灣談這
件事， 「我個人來講，沒感受到施壓！」對於在野
黨指稱在開放美牛後，美豬也會進口台灣，陳冲則
強調，牛豬分離，沒什麼好妥協的，政府考慮人民
的健康，因為台灣人民膳食習慣吃豬肉比較多，對
豬的內臟需求比較大，另一方面若能兼顧產業長遠
利益， 「我也樂見，這點，我不會讓步！」

陳根德指出，這陣子美牛事件基層反應很激烈
，每天都有支持的鄉親打電話給他，千叮嚀萬交代
就是要反對，這件事已經成了國民黨的政治危機。

對於美國官員近來的發言，陳根德指出，AIT處
長司徒文竟然還講，美牛問題不解，沒有TIFA，難
道台灣真是在被恐嚇下同意嗎？免簽很重要嗎？在
他看來，免簽也不過是少數人的需求，再說，沒有
TIFA，就不要簽，現在台美貿易順差不到 600 億美
元，台灣對大陸的順差高達800億美元， 「我們還怕

美國不成？」

美稱扁政時期承諾開放
綠委也炮火四射。台聯黨團提案變更議程，要

求增列討論事項，同時把 「瘦肉精零檢出的法案」
直接徑付二讀，不過，遭到國民黨團總動員反對，
提案沒有闖關成功。另外，民進黨也將啟動地方行
政措施反制美牛，下周一中午，由代理主席陳菊發
出召集令，邀請民進黨六個執政縣市一起在高雄舉
行聯合會議，共同商討瘦肉精美牛問題。

美牛風暴延燒到地方，對於 「行政院」有條件
開放美牛的政策，新北市長朱立倫今天表示，這個
問題應交由專業討論，不應針對特定國家的產品，
站在市政府的立場，只要 「立法院」還沒有修法通
過，就會繼續稽查瘦肉精。台南市議員不分藍綠，
呼籲馬政府審慎三思，市政府官員則是公開呼籲，
一旦解禁瘦肉精，就發起消費者拒吃美牛。

針對含有萊克多巴胺（俗稱瘦肉精）的美國
牛肉能否開放進口問題引發台灣島內激烈爭議，
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發言人萬德福 9
日出示相關文件表示，2007 年陳水扁執政時台灣
曾經通知世界貿易組織（WTO）要建立萊克多巴
胺的殘留標準，但最後屈服於政治壓力而作罷。
他並強調，馬英九上任後在這議題上沒有給美方
任何承諾。

有條件解禁美牛遭抵制
藍委呼籲勿怕美恐嚇 台南官員號召拒吃

【本報訊】據中通社9日報道，台灣海峽交流基
金會 9 日慶祝成立 21 周年，董事長江丙坤許願 「國
泰民安」、老百姓安居樂業、兩岸和平，表示新的

一年將協助馬英九實踐經濟上的脫胎換骨，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進行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
續協商，繼續維持台灣的競爭優勢。

海基會的臉書粉絲團專頁也特別選在當天正式
上線，提供交流、免費講座等資訊。馬英九相當重
視海基會 「開站」，還親自撰寫賀辭說，過去4年
，海基會站在兩岸談判第一線，與大陸海協會舉行
7次江陳會談，簽署了16項協議，為兩岸搭建協商
互動的平台，營造了60年來兩岸關係最穩定的時刻
，也恢復了當年 「辜汪新加坡會談」所開創的風華
，令人欣慰。

在海基會21歲的慶生會現場，滿是愛心粉紅氣
球，顯得喜氣洋洋。江丙坤與副董事長高孔廉共同
吹蠟燭、切蛋糕慶祝。江丙坤表示，21歲是積極進
取的一年，希望未來能進一步發揮海基會的各項功
能，讓相關工作進入新的境界。

江丙坤指出，馬英九在年初當選連任時提到
「第二任要使台灣脫胎換骨」，脫胎換骨包括政治

、社會和經濟等各層面，但經濟方面的改變對台灣

日後最為重要；新的一年海基會將積極協助馬英九
實踐經濟上的脫胎換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進行
ECFA後續協商，特別是投資保障、爭端解決、貨品
貿易和服務貿易，讓台灣經濟在今後能保持競爭力
、優勢，繼續往前進。

江丙坤同時宣布，海基會位於台北市大直的新
大樓將在4月9日正式啟用。不過是否能夠成為他與
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舉行第八次陳江
會的地點，江丙坤表示，第八次陳江會將以 「兩岸
投資保障協議」和 「海關合作協議」為優先議題，
但兩項協議都還在進行協商之中，還沒有充分完成
，所以會談的時間、地點都還沒有敲定。江丙坤說
，要雙方溝通達成協議之後才能實現，現在也不敢
說會在哪裡舉行。

至於兩岸文教協議，江丙坤表示文化在 「政」
與 「經」的中間，確實有些討論空間；台灣文建會
曾研究過，但 「現在還沒有成熟」，是否簽署協議
還要由主管機關進行研擬。

繼續ECFA協商讓台脫胎換骨

▲海基會9日在台北舉辦21周年會慶，海基會董
事長江丙坤（左2）、副董事長高孔廉（中）出席
與會，一同切下蛋糕慶祝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9日報道，傳出涉嫌隱匿疫情
的農委會防檢局前局長許天來疑未去職？ 「行政院」農委會
副主委王政騰今天重申，請辭已生效，將從13職等的局長
轉任12職等的技監，只是調職公文還沒下來。王政騰並說
，農委會目前不會對許天來做懲處，一切待檢調調查結果出
爐。

另據報道，許天來一再否認隱匿禽流感疫情，但有立委
8 日公開一段2 月1 日的農委會專家會議錄音內容，許天來
在該會議上被指公然指示隱匿疫情，致使全台消費者及大批
雞農暴露在禽流感危機之下。多名反對黨立委9日再於 「立
法院」要求 「行政院長」陳冲關注事件。陳冲表示，他已經
指示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徹查真相。而陳保基則承諾10日內
完成行政調查，對外說明。

農委會：許天來將降任技監

【本報訊】台灣地區當選副領導人吳敦
義本月底將出席本屆博鰲亞洲論壇，並規劃
與大陸副總理李克強會晤。吳敦義昨天特別
拜訪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向他請益兩岸交
流經驗。連戰表示，包括李克強等大陸新一
代領導人行事細膩，對兩岸關係都很有想法
，吳敦義應該趁博鰲行的機會，為未來處理
兩岸關係打好基礎。

據中國時報報道，目前無官一身輕的吳敦義，
這段期間低調地進行 「副總統先修班」任務。在
「內政部」聯審會核准他赴海南出席博鰲論壇的申

請後，他昨天專程拜訪連戰，一方面向老長官報告
即將有博鰲之行，同時向他請益兩岸高層往來的
「秘訣」。

讚胡展魄力兩岸碩果豐
據轉述，連戰首先提及他與現任大陸國家主席

胡錦濤的接觸經驗，並特別強調去年在APEC會議期
間，他與胡錦濤再一次確認，認同 「九二共識」是
兩岸展開對話協商的必要前提，也是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重要基礎，這不僅是兩岸經貿互惠與繁榮的
基石，也是兩岸政治互信的憑藉。

連戰對吳敦義表示，他對胡錦濤有極高的評價
，過去幾年來，若非胡錦濤展現魄力和遠見，兩岸
關係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突破與進展，更不會有現在
這樣豐碩的成果；連戰提醒吳敦義，兩岸關係是領
導人必須要面對的議題，不可以視而不見，而目前
兩岸的和平得來不易，必須妥善珍惜。

對於此次將與吳敦義會晤的李克強，連戰則分
享他幾年前訪問遼寧時，與當時擔任遼寧省委書記
的李克強結識的經過。連戰回憶，他的母親趙蘭坤
曾在瀋陽生活，當地還留有趙家祖墳，但遺跡難尋
；沒想到李克強先一步找到趙家祖墳遺址並着手修
葺，更以連戰外祖父之名命名為 「顯陽園」，讓連
戰頗為感動。

冀為兩岸關係打好基礎
連戰同時也提及可望在今年秋天接班的大陸國

家副主席習近平，曾於浙江省委書記任內接待連戰
；習近平對台灣事務的了解，以及對連戰一行人熱
誠接待，都讓連戰留下深刻印象。

連戰對吳敦義透露，他與習、李兩人結識後不
久，習近平即高升國家副主席，李克強也被拔擢為

國務院副總理，彼此間已有相當交情，他與兩人也
一直保持往來，建立堅實的互信。連戰對吳敦義表
示，大陸新一代領導人行事細膩，對兩岸關係也很
有想法，他期許吳敦義此行赴博鰲進行高層交流，
能取得豐碩成果，為未來打好基礎。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左二）夫婦12日受邀到深圳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儀式，中共中央總書
記胡錦濤（右二）偕同夫人特別接待會晤 連戰辦公室提供

▲2006年連戰赴浙江訪問，時任中共
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右）在杭州
會見並陪同連戰參訪 視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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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前領導人
陳水扁疑患 「精神疾病
」的消息，9日再有戲劇
性發展。而對於 8 日有

媒體爆出阿扁疑患有精神病，院方及扁子陳致
中當日異口同聲否認。但陳致中今日反口自爆
，指父親在獄中曾服用精神科藥物。陳致中強
調，據他了解，陳水扁並未要求要服用精神科
藥物，質疑獄方 「為何扁在獄中要服用這類精
神科藥物。」

扁辦質疑獄方「動機不純」
據前扁辦主任、台北市議員江志銘證實，

獄方開給陳水扁的感冒藥裡面有一顆是治療精
神病的藥物，陳致中已就此要求獄方說明。民
進黨立委蔡煌瑯9日就此事在 「立法院」提出質
詢，質疑該藥的 「動機不純」，要求台北監獄
說明。 「行政院長」陳冲回應時稱，將請開處
方的醫師說明；而聲言對事件尚不知情的法務
部長曾勇夫則表示， 「會盡快了解」。

陳水扁住院觀察也使扁家親屬有機會聚首
一堂。扁夫人吳淑珍8日探望丈夫時怒數台北監
獄多宗罪，聲言將向法務部及台北監獄聲請讓
扁保外就醫。吳淑珍批評獄方地方小、照顧不
周等多宗罪，更聲言 「我家中狗屋都比那個
（牢房）大，關在裡面，沒病也會變有病」；
她說，阿扁就算出院，以目前的健康狀況亦不
宜再回去那個只有 0.3 坪（約 1 平方米）的牢房
中。

扁妻要求給扁保外就醫
吳淑珍說，阿扁被關在那狹小空間內，運動量又不足，

才導致心血管阻塞； 「本來是阻塞一條，現在另外一條也阻
塞」；她認為，若阿扁離開醫院後隨即被送返監獄，將不利
其身體恢復，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她又批評阿扁在獄中缺乏照顧， 「凡事要自己動手，要
自己提水、洗衣服，且冬天要洗冷水」，且又缺乏活動空間
，認為阿扁在手術後，與自己的身體條件一樣，都是不適宜
在監獄服刑，因此家人希望能保外就醫。

針對吳淑珍對台北監獄的控訴，監獄秘書蘇坤銘說，陳
水扁每天平常運動半小時以上，跑步或走路，即使下雨天也
安排室內運動，洗澡一周有五天熱水， 「我們對前元首很
禮遇，而且也很注意他身體狀況，並沒有特別不公平的地
方」。

他強調，阿扁從沒抱怨過受到不公平對待。蘇坤銘說，
只要醫院提出建議，獄方會極力配合， 「出院時間不會有時
間表，醫院怎麼說，北監怎麼做。」

法務部當晚重申，阿扁在獄中不會得到特權優待，但也
不會受到不公平對待，至於是否准其保外就醫，獄方尊重醫
生的專業判斷。 （據中通社9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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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扁在服刑
中疑似服用精神
科藥物，呂秀蓮
9日探扁後表示
，藥名為ativan
，是抗焦慮鎮定
劑。署立桃園醫
院傍晚發表聲明
表示，ativan並
非抗精神病藥物
，普遍使用在一
般內外科病人身
上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9日報道，十餘個台灣統派團
體9日在台北召開 「人民政治團體聯合會議」，並通過《宣
言》提出促進國家和平統一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會議由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召集，新黨、團結自
強協會、中國統一聯盟、中華統一促進會、中華黃埔四海
同心會、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台灣統一會、民主團結
聯盟、擎天協會、夏潮聯合會、勞動黨、全民民主統一會
等政治團體的負責人齊聚一堂。

《宣言》要求：誠實面對統一問題，恢復 「國統綱領
」，維護兩岸和平發展，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以期實現國
家的終極統一。

《宣言》表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促進國家
的和平統一，是中華兒女義無反顧的責任。 「願我同胞齊
心協力，奮勇向前，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台 「立法院」 院會9日將朝野立委提案的食品
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付社福及衛環
委員會審查，目前與瘦肉精有關的食管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已有14案付委 中央社

▲目前無官一身輕的吳敦義，這段期間低調地進行 「副
總統先修班」 任務。圖為吳敦義（右）9日參觀2012台
灣國際蘭展，獲贈由活體蘭花鍍金製成的 「黃金蘭」

中央社

台統派促國家和平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