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綠委被指缺席者獨派威脅選票懲罰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A18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救扁行動引發綠營內鬥
陳
水
扁
是
﹁

319
案
﹂
輸
家

朱
穗
怡

瀾瀾觀觀
隔海

本月 19 日正值台灣
「319 槍擊案」8 周年，

雖不是法定紀念日，但
島內無人能忘卻這個令
台灣形象蒙羞的 「世紀
懸案」。當年檢察機關

在重重疑點中匆匆結案，非但未能
平息爭議，反令案情更加撲朔迷離
，成為台灣社會至今難以愈合的傷
口。每年的 3 月 19 日，這道傷口總
要裸露在公眾面前，被割裂、被剖
析、被攪動，結果傷口越來越大，
疼痛與日俱增，藍綠陣營之間的積
怨已成解不開的死結。

當一個人的心靈受到巨大創傷
後，都會接受治療、尋求慰藉；當
一個社會被嚴重撕裂後，亦會想方
設法化解心結、平息紛爭。為查明
「319案」真相、釐清疑點，台灣特

偵組已於 2008 年 3 月重啟調查。島
內民間人士及團體也鍥而不捨地追
查案件內幕。只是案過境遷， 「槍
手」早已灰飛煙滅，一些重要的現
場證據已不複存在，翻案談何容易
。國際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近日就
指出，對於 「槍手」是落水後死亡
還是死亡後落水的疑點，可能永遠
是一個無解的謎，因為當時不知道
是誰批准 「槍手」馬上火化，讓屍
體上暗藏真相的線索也隨 「槍手
」的骨灰長眠地下了。

可見，要揭開 「319 案」謎底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檢察機關的調查
動作只是為了應付民間的一再追問而
做出的姿態。而民間 「打爛沙盤問到
底」也只是為了尋找心理平衡。不少
泛藍人士對 「319案」至今不能釋懷
。他們認為，案發後最大的得益者是
陳水扁，最大的失敗者是連戰。因此
，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然而，從
「319案」後的台灣政治局勢來看，

陳水扁非但 「未得益」，還成為大輸
家，而連戰也非一無所有。

2004 年大選期間陳水扁和民進
黨必定認為 「319案」是天上掉下來

的禮物，不過，如今他們可能 「悔不當初」，因為
陳水扁的連任不管對其個人，還是對民進黨而言，
都是一個夢魘。

扁案曝光始於扁第二任期的 2006 年，當時檢
察機關認定扁夫婦均涉貪污公款。2008 年 5 月扁
卸任後即被列為被告，接受司法調查。結果一查
不可收拾，特偵組在調查 「國務機要費案」時，
還查出了扁家涉及的洗錢、賣官等一連串大小案
件。顯然，扁執政的時間越長，貪污受賄的犯行
也越猖狂，直至深陷泥潭、無法自拔。扁最終淪
為階下囚，背負扁案包袱的民進黨則連續兩次
飲恨大選。

而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在 2005 年率團訪
京，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實現了六十年來國
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為自己在兩岸和
平發展史上留下青名。倘若他於 2004 年當選，
恐怕與胡錦濤握手泯恩仇的人就不是他了。

古語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
之所伏」，陳水扁和連戰在「319案」後的政
治際遇為此哲理寫下了生動的註腳。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21日報道：民進
黨內最近多番表態救扁，除黨中央及全體40位綠委先
後出面聲援，其中高志鵬在 20 日的議會上 87 次追問
陳 「要不要赦扁」，激進程度令人側目。但有 「扁
迷」仍不滿意民進黨的表現， 「獨派」人士金恒煒投
書媒體，怒批民進黨有8名立委在救扁一事上 「一度
想要置身事外」，呼籲泛綠陣營將這批人列入 「黑名
單」，在下次選舉時 「用選票懲罰他們」。

綠委受壓無奈挺扁
有關消息在綠委間引發恐慌，被指「缺席者」之一

的林淑芬聲稱是 「沒聯繫好才未能第一時間簽名表態
支持」。據悉，雖然20日晚間向法務部遞交的陳情書
中，已集齊43名綠委（民進黨40人、台聯黨3人）中
的40個簽名，但外界解讀這是各人感受到金恒煒 「黑
名單論」的壓力才被迫挺扁。

島內媒體21日引述匿名民進黨立委消息稱，自從
扁重返監獄後，其辦公室隨即接到許多挺扁民眾的電
話， 「這些電話都像是有組織性的，要我表態助扁保
外就醫」，甚至還有人向其揚言 「阿扁在裡面會點名
，有來沒來他都會有所表示！」該立委坦言感受到壓
力， 「為避免麻煩，就乾脆出面支持或連署了事」。

台媒批民進黨墮落
民進黨代理主席陳菊21日被媒體問到是否應特赦

陳水扁議題時表示，這是馬英九的職權，他應該怎麼
做， 「民進黨好像不方便評論」。陳菊說，民進黨對
陳水扁醫療人權的關心，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民進黨包括立院黨團、黨中央等，非常關心陳水扁，
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

一場救扁運動令民進黨陷入 「裡外不是人」的
尷尬。台媒分析，民進黨若不表態救扁，有傳阿扁

會爆 「黑金內幕」重創黨內要員，也有指泛綠陣營
內會因此分清敵我，使該黨在選舉中失去強援；但
如今出面挺扁，隨即惹來媒體批評，直斥該黨又一
次集體墮落。

【本報訊】據中通社21日報道：針對台灣前領導
人陳水扁能否保外就醫或申請移監，台法務部次長陳
明堂21日表示，受刑人若罹患在監內不能適當醫治的
病情，通常是指癌症末期或需安寧照顧等，得斟酌情
形，執請監督機關許可後，申請保外就醫；依照目前
醫生評估，陳水扁是可以在監獄裡醫治的狀況，未到
保外就醫地步。

國民黨 「立院」黨團21日上午專門召開記者會，
邀請法務部次長陳明堂以及法務部矯正署副署長詹哲
與會對此提出說明。

癌症末期等重症可保外就醫
陳明堂表示，保外就醫必須參酌醫生的意見，

並由監獄決定；按照過去的案例，通常是癌症末期
、需要安寧照護或骨髓移植等重症，才需要保外就
醫，且受刑人保外就醫時不計入刑期。

法務部矯正署副署長詹哲則指出，依照醫師
評估，目前陳水扁病情穩定，不需要保外就醫。他
強調，台北監獄對受刑人病情的掌控非常積極，若
陳水扁有任何病痛，就會盡快送醫，給予妥適的醫
療照顧。

至於陳水扁是否可以移監至台中培德醫院？陳明
堂則說，醫師評估陳水扁的病況仍可在北監獲得控制
，加上陳水扁有另案在審判中，因此北監評估後，認
為目前不宜移監。

此外，馬英九21日下午以國民黨主席身份，主持
國民黨中常會，會議討論到一周輿情時，有中常委提
及綠營的 「救扁運動」，詢問馬英九是否考慮特赦？
馬英九回應十分簡短明快，表示 「沒有考慮，因為還
有一些司法案件還在審理中。」媒體事後引述與會者
稱，馬英九對於是否特赦陳水扁的態度， 「不論是大
選前或後，立場一致，完全沒有改變過。」

台灣前領導人陳水扁，透過家屬釋出希望保外就醫或獲得特赦的意願，近日迅速得
到泛綠勢力的積極響應，發動一場 「救扁行動」 。不過，這場由本土挺扁勢力發起的政
治運動，卻意外演變成泛綠陣營內的政治鬥爭，是否支持救扁成為激進泛綠分子區分
「敵、友」 的重要依據。

馬英九重申不考慮特赦扁
法務部：扁不符保外就醫條件

【本報訊】據中通社21日報道：正當禽流感、瘦肉精的問
題還在鬧得沸沸揚揚、消費者人心惶惶之際，台灣的食品安全問
題又發現新 「地雷」，傳媒爆出有不肖業者用含有重金屬的工業
用硫酸銅，充當飼料級硫酸銅賣給飼料商，吃進毒飼料的豬、雞
、鴨、鵝等畜禽可能已流向全台，危害消費者健康。台灣農委會
主委陳保基 21 日承認，確實已查出有 4 間飼料商涉及此案，農
委會已經封存上下游共 1400 公斤硫酸銅；其中 1 家因飼料中鉛
含量超標，已遭開罰新台幣1萬餘元。

查扣4000公噸廢電路板
台環保署長沈世宏則形容這是一起典型的以合法掩護非法

的犯罪案件，是環保署近年查獲最大的一起複合式犯罪模式；
環保署 19 日已經緊急查扣 4000 公噸廢電路板等原料，並啟動
專案，追查相關公司的不當利得。

據21日出版的周刊報道，島內最大的印刷電路板蝕刻液回
收廠昶昕實業，涉嫌賣出大量的工業級硫酸銅給飼料商，摻入豬
雞飼料中，再賣給不知情的豬農、雞農使用。爆料民眾表示，去
年 12 月已向農委會及環保署檢舉，也查到 4 家飼料商有違法行
為，但當局卻以 「偵查不公開」為由，拒絕提供業者名單。

在立委強力要求下，台灣農委會21日下午舉行記者會說明
，2011 年 12 月 1 日接獲民眾檢舉，查出昶昕將工業用硫酸銅賣
給6家工廠，其中1家A公司再賣給4家下游飼料廠，造成飼主
誤用。

昶昕公司的含銅廢液處理廠及關係企業，目前每個月處理廢
銅液逾3000公噸，佔島內廢硫酸銅液總量四成，是島內處理硫
酸銅的第一大廠。雖然農委會強調，接獲檢舉後第一時間已經中
斷不法原料的使用，沒有使用昶昕原料的農民仍佔多數；但這些
重金屬飼料生產了多久、被用在哪些產業、流向何處，農委會只
表示還在了解當中，未能澄清吃進黑心飼料的豬、雞、鴨、鵝等
畜禽是否已流向全台，消費者的疑慮，無法就此釋懷。

台驚現毒飼料 食安再響警號
中毒畜禽遍全台 農委會緊急開罰

硫酸銅是重金
屬，分為工業級、
飼料級及農業級 3
種。飼料級硫酸銅

由天然銅礦提煉或是從純銅電解產生，添加在豬
雞鴨等動物飼料中，可作為營養補給品。

台灣農委會畜牧處長許桂森表示，一般正常
飼料每公斤需加入 25 至 50ppm 飼料用硫酸銅，
藉以促進豬雞毛髮生長及造血功能。而由電子工
廠印刷電路板蝕刻產生的廢硫酸銅液，經回收再

利用後，多用在印刷油墨、染料、電池上。農業
級硫酸銅則是在飼料級硫酸銅加入石灰而成，許
多殺蟲劑就使用到硫酸銅。

工業用硫酸銅可能含有鉛、鎘等重金屬，
動物吃下後會因無法代謝，造成對造血及神經
機能的破壞；人如果再吃下這些豬雞，後果難
以想像。

動物飼料添加工業級硫酸銅的消息曝光之後
，令陷於禽流感、瘦肉精焦慮中的台灣消費者，
再度心生恐慌。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 21 日報
道：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21 日上午率領
代表團啟程前往北京，當晚將與國台辦主任王
毅等人共進晚餐，22 日下午料與中共總書記
胡錦濤舉行會談。

向孫中山衣冠塚獻花
吳伯雄並將在 22 日上午前往北京碧雲寺

，代表馬英九在孫中山的衣冠塚獻花致敬。據
台灣中廣新聞報道，這次國共高峰會，是
2008 年以來每年一度的例行性會談，今年由
於台灣大選已經提早落幕，大陸兩會也已結束
，因此受胡錦濤總書記的邀請提早進行。吳伯
雄早上在機場表示，馬英九 20 日跟他做了長
時間的談話，充分交換了意見。吳伯雄指出，
除國共論壇外，高層會談是國共兩黨之間另一

個重要平台。他在 2008、2009 年是以國民黨
主席身份前往大陸參加會談，2010 年起則代
表主席馬英九參加，今年進入第5次。

吳伯雄預定 22 日下午跟胡錦濤舉行會談
，傍晚 5 時 30 分將舉行記者會說明會談情形
。吳伯雄還指出，歡迎其他各黨派也能多前往
大陸訪問，這將有助於增進了解，也有助於在
島內凝聚共識。

周六轉赴河南祭黃帝
這次隨同吳伯雄前往北京訪問的，還有林

豐正、蔣孝嚴、洪秀柱三位副主席，以及副秘
書長黃昭元，大陸部主任高輝等人。結束北京
的訪問行程後，吳伯雄還將在 23 日前往河南
，24日出席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動。

吳伯雄說，國共兩黨高層見面會談對推動

兩岸和平很重要，也有很多功能；台灣剛完成
大選，國民黨繼續執政，大陸希望國民黨派人
過去，如此可以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對於平
潭綜合實驗區爭議，他表示，台灣方面的立場
很清楚，平潭綜合實驗區是 「經濟合作」，若
要合作，應該在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架
構內進行。據他所知，政府正對平潭綜合實驗
區進行評估中，畢竟任何投資都要評估效益及
風險。

另外，吳伯雄還針對民進黨與大陸接觸的
議題表示，台灣是實施政黨政治的民主政治，
所以要靠爭取民意決定執政權。國民黨非常樂
於看到，除國民黨外的其他政黨也能夠多到大
陸去溝通，增進彼此了解。他指出，對台灣來
說，這也有助於內部分歧的縮小及共識的建立
，國民黨是非常贊成的。

【本報訊】據中通社 21 日報道：近日，民進黨執
政的高雄市與大陸交流受矚目。20 日，高雄市副市長
李永得代表高雄市政府宴請到訪高雄的 「兩岸媒體參訪
團」；與此同時，民進黨代主席、高雄市長陳菊 20 日
表示，她從出任高雄市長之後，就與對岸有交流，增加
彼此的認識；她更希望，大陸與台灣的交流勿只限透過
單一政黨，要不然就太可惜。

去年 7 月 21 日，陳菊親自主持市府 「兩岸工作小
組」會議，一周之後 7 月 28 日，陳菊的核心幕僚、高
雄市文化局長史哲率團訪大陸，外界認為這是高雄市府
主動 「伸出橄欖枝」、積極修補與對岸的關係。

今年 2 月 27 日，高雄市副市長陳啟昱率民政局及
區長共 30 多人前往大陸福州、廣州考察殯葬設施。陳
啟昱說，這是兩岸正常的交流，陳菊市長也支持。

近日，大陸媒體參訪團 39 人由天津今晚報社總編
輯鮑國擔任團長，20 日參訪高雄。高雄市副市長李永
得代表高雄市政府宴請一行，李永得向大陸媒體人員表
示，如果沒有到過南台灣和高雄的陸客，以為南部非常
「反中國」、 「兇悍的」，其實高雄是一個非常熱情的

城市，市民也非常熱情、開放，市政府非常歡迎兩岸進
行經貿、文化、觀光交流，彼此更加尊重、更進一步的
發展。

對於高雄市政府高調宴請大陸媒體參訪團，以及包
括高雄市副市長陳啟昱、觀光局長陳盛山、農業局長蔡
復進、新聞局長賴瑞隆、經發局長藍健菖、文化局長史
哲等局處首長近來頻到大陸參訪，高雄市長陳菊 20 日
在市政會議後面對媒體追訪時表示，市府局處首長到中
國大陸參訪沒有什麼特別。

陳菊表示，她上任高雄市長後，市府各局處與中
國大陸一直有互動，如此可以增加雙方更深一層的認
識。

吳伯雄抵京 國共高峰會料今登場

陳菊：兩岸交流勿限一黨

▲民進黨立委林佳龍（左）等人20日要求法務部同
意讓陳水扁保外就醫，並提案修法，對卸任且受有
期徒刑的正、副領導人恢復醫療禮遇 資料圖片

▲台灣客社社長張葉森（左起）20日向法務部遞
交關於要求陳水扁保外就醫的陳情書 資料圖片

新聞資料

工業用硫酸銅損害神經功能

◀民進黨代理
主席陳菊（左
二）21日在雲
林縣長蘇治芬
（左一）的陪
同下，參觀雲
林縣林內鄉的
養豬場的飼料
廠 中央社

◀國民黨榮
譽主席吳伯
雄21日抵達
北京，將於
22日代表國
民黨主席馬
英九在孫中
山衣冠塚獻
花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