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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領表登記 蘇貞昌料參選
民進黨主席選舉下周一起領表登記。
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將 「搶頭香」 ，於首日
登記。前 「行政院長」 蘇貞昌可望在下周
擇日宣布參選。前立委蔡同榮、 「新台灣
國策智庫董事長」 吳榮義也相繼表態參選
，綠營黨魁之爭形成 「四搶一」 戰局。

吳榮義：參選不是為拉下蘇貞昌
吳榮義 5 日在台北召開記者會說，他參選民進
黨 主 席 是 為 了 理 念 與 價 值 ， 「並 不 是 要 拉 下 蘇 貞
昌」。
吳榮義說，他已經拜訪過蔡英文、呂秀蓮、謝長
廷、游錫堃、辜寬敏等人，交換選黨主席的意見和對
未來的看法，但還未和蘇貞昌見面。他表示，民進黨
首要任務是當強而有力的在野黨，嚴格監督政府。原

蘇煥智

蔡同榮
本他並不打算參選黨主席，但後來有一些本土社團、
地方基層、前政務官都來勸進，於是他決定參選。
吳榮義說， 「我不會當拉下蘇貞昌的棋子」，參
選純粹是為了民進黨、為了台灣，要讓民進黨在這個
階段當強而有力的反對黨，下個階段邁向執政。
媒體詢問若當選黨主席後，是否主張特赦陳水扁

蘇貞昌

吳榮義
？吳榮義說，特赦是 「總統」的職權，如果特赦對社
會和諧有幫助， 「總統」當然應該考慮。
此外，最早表態參選黨魁的蘇煥智表示，9 日將
登記參選。對於 「四搶一」戰局。他說，有更多人願
意承擔帶領民進黨的責任是好現象，但社會氛圍與主
流民意都期待世代交替，他對自己選情有信心。

台中南部食水含鋁量疑超標
台媒指超過警戒值 經濟部稱合格

【本報訊】據中通社 5 日報道：針對台媒 5 日報
道，台灣自來水公司調查發現有 18 所淨水廠清水中
的鋁含量超標，導致民眾暴露在慢性中毒、可能導
致痴呆的風險之下；台灣經濟部長施顏祥表示，台
水公司已在研究改善之道，環保署也正在研議制訂
自來水鋁含量的殘留標準。
據《中國時報》報道，台水公司委託成功大學
水質研究中心採樣檢驗全台 59 座淨水處理廠，歷時
兩年、每座淨水廠採樣 6 次，結果發現有 18 所淨水
廠的鋁含量超過建議警戒值（0.15ppm），主要集中
在雲林嘉義台南等中南部地區。
若將 6 次採樣數值平均，超標最嚴重的是台東成
功淨水廠，達 0.454ppm，其中一次採樣達 0.9ppm。
其次是台南楠玉淨水廠，6 次平均 0.396ppm，其中有
一次高達 1.1ppm，超過警戒值 7 倍。嘉義蘭潭淨水廠
也有 0.333ppm，排第三。
根據了解，這 18 所淨水廠總共供應 129 萬戶使

用，民眾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吃下重金屬鋁。聯
合國在 2006 年將鋁列入與食品添加劑同樣的安全規
定中，指定人體每周可容忍的鋁含量為體重每公斤 1
毫克，以正常女子 50 公斤的體重來說，每周可容忍
量只有 50 毫克。
林口長庚醫院毒物科主任林杰梁表示，民眾長
期喝含鋁的水，會加速腦部退化，恐增加罹患老年
痴呆症或失智症的風險。他指出，台灣水土保持不
好、水質不佳，只要水混濁就會添加鋁混凝劑幫助
雜質沉澱；颱風天影響水質，鋁混凝劑就更加多。
而含鋁的清水就算煮沸也沒法清除，民眾要自保，
只能將水盛裝後沉澱一天，再舀上層的水飲用。
對此，施顏祥 5 日在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表示
，這份報告是 2 年前的調查，台水公司有責任對外公
布。但他表示，2011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飲用
水含鋁指引值為 0.9ppm，島內飲用水仍合乎標準，
民眾可以安心喝水。

台當局否認吳敦義將訪美
【本報訊】據中通社 5 日報道：針對有台灣媒體
報道，馬英九副手當選人吳敦義在赴海南參加博鰲
論壇回台後，又將受邀到美國進行訪問，但台 「外
交部」5 日對外否認了這項消息。
據稱，吳敦義應美國胡佛研究所邀請，在 5 月 20
日就職日之前造訪美國。由於吳敦義將以 「副總統
」當選人身份訪美，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因此相關

官員與幕僚不願多談，也不願證實是否已安排訪美
行。
不過，台 「外交部」發言人章計平 5 日上午表示
，目前 「外交部」並沒有安排吳敦義在 「
520」就職
之前訪美，由於吳敦義是 「副總統」當選人，因此
如果有訪美行程， 「外交部」不可能不知道。言下
之意， 「
外交部」直接否認了這項傳言。

隔海

觀瀾

朱穗怡

【本報訊】據《聯合報》5 日報道，民進黨主席
選舉下周開始領表登記，目前除了前台南縣長蘇煥
智已宣布參選外， 「獨派」人士力推的吳榮義 4 日也
表示確定參選。至於蘇貞昌，參選傳聞早已甚囂塵
上，他 4 日在出席公開活動雖然仍不願鬆口，但表示
「下禮拜大家就會知道」，參選態勢已漸趨明朗。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動向也備受關注，蔡英
文 4 月起受邀到大學演講，重返她所熟悉的校園與青
年學子對談。據了解，黨內雖有不少挺蔡人士想在
這次黨主席選舉運作擋蘇，但在諸多考量下，蔡英
文無意涉入這次黨主席選舉的紛擾。日前一度傳出
前 「行政院長」謝長廷、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有意
參選，不過兩人迄今仍無正面回應。
與吳榮義同屬 「獨派」的前民進黨立委蔡同榮
，4 日也明確表示決定參選黨主席。蔡同榮表示，已
確定參選，他本土意識最強，最有幹勁，若當選黨
主席，可帶領民進黨實踐理想。
台派社團人士認為， 「獨派」應整合推派一人
參選。吳榮義說，會繼續與蔡同榮溝通， 「登記之
前都還有努力空間」，但蔡同榮對此則未有正面回
應。

民進黨內有意參選黨魁者

陸客赴台個
人遊最近又有新
突破。從這個月
28 日起，天津、
南京、杭州、廣
州、成都和重慶
的居民可以個人遊的方式到台島觀光，
而深圳、濟南、西安和福州的居民最遲
今年底前也可到台灣自由行。迄今為止
，開放赴台個人遊的大陸試點城市將增
至 13 個。隨着赴台途徑多元化，不僅將
進一步提升陸客的遊台意欲，更為島內
旅遊業及相關行業帶來可觀的商機。
去年 6 月 28 日兩岸開放北京、上海
和廈門為首批赴台個人遊試點城市，如
今相隔不到一年，又開放十個城市，且
開放幅度之大出乎外界預料，原本預估
只是開放三到七個城市，最後兩岸有關
部門卻一口氣納入十個，讓大陸遊客和
島內旅遊業驚喜不已。由此可見，兩岸
互信正在逐步深化。
人員自由流動的範圍寬窄和限制多
少，往往是兩個地區之間關係的晴雨表
。四年前兩岸關係融冰，大陸居民雖可
以赴台觀光，但須團進團出，管制較嚴
格，不過隨着兩岸經貿、文化、教育等
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兩岸關係開始步
入穩定發展階段，去年中兩岸開放赴台
個人遊，標誌着兩岸人員往來進入了新
的里程碑。現在又大幅增加試點城市的
數量，足見兩岸對彼此的信任又更上一
層樓了。當初島內一些黨派曾大放厥詞
，說 「開放陸客個人遊後，陸客逾期打
工、違法犯罪、跳機、滯留不歸的現象
將比比皆是」，但實際上，自開放個人
遊以來的九個月裡，並未發生陸客滯留
不歸的案件。即使四年來在赴台的逾三
百萬人次陸客中，也只有八十一人逾期
滯留，比率為十萬分之三。
大陸有六百多個城市，這次兩岸有
關部門挑選了其中十個，顯然是有特別
考慮。當中既有沿海城市，又有內陸古
都，其中七個還是省會。而它們最大的
共同點則是人口密集、經濟發達、消費
力強，是進一步促進赴台個人遊的生力
軍。廣州已有旅行社表示，廣州人喜歡
旅遊，更喜歡個人遊，預料未來赴台自
由行人數將有爆發式增長。據統計，北
京、上海和廈門已有超過五萬七千名遊
客以個人遊形式赴台。可見，限制較少、行程安排靈
活的個人遊頗受大陸遊客歡迎。進一步增加個人遊試
點，可謂滿足了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便利化和多樣化的
需求。
今年 2 月台當局宣布第二次個人遊的陸客可免附
財力證明。儘管如此，入台自由行仍有諸多限制。例
如，須憑戶口本在原籍地申請；第一次個人遊要提供
財產證明（三萬元人民幣年薪證明或三個月以上的五
萬元人民幣定期存款證明）；未滿 18 歲不可單獨申請
。尤其最不方便的是，入台證只是一次有效，每次
赴台都要提前一個月申辦。其實，這幾年陸客在台
灣的 「成績單」有目共睹：不僅成為在台購買
力最強的客源，滯留不歸者也是鳳毛麟角。
台當局實在不必如臨大敵似地 「防範」陸
客，應放寬限制，大大方方地張開雙臂
歡迎陸客。

個人遊增點凸現兩岸互信深化

綠營黨魁選舉四搶一

星期五

台灣名品展上海揭幕
十項第一首次亮相
▲台經濟部長施顏祥（右）5 日表示，島內飲用水
合乎 2011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飲用水含鋁量
指引標準
中央社

此外，《中國時報》報道，吳敦義結束博鰲論
壇行程後，三日晚間搭乘華航班機返抵台北，馬英
九將親自約見，雙方就兩岸關係進展交換意見；對
於博鰲此行成果，隨團發言人張榮恭轉述，吳敦
義返後以 「圓滿達成任務」形容，看起來心情不
錯。
張榮恭表示，吳敦義此行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會面，代表兩岸高層良性互動與深化雙邊互信；
尤其 「李吳會」提及 「九二共識」，讓 「九二共識
」成為國共平台與兩岸行政系統的共同表述文字，
對兩岸發展更具意義。

島內蔣陵閒置六年惹爭議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五日電】2012 上海台灣名品展 5 日
上午在上海世博展覽館揭幕，為期四天的博覽會場地使用面
積 42000 平方米，共有 800 家台灣知名企業參展，攤位總數
達到 2000 個。
被稱為歷次台灣名品博覽會 「展中展」的 「台灣精品館
」，推出了台灣企業最具創新含量的 65 個品牌，132 件產品
。台北世貿中心行銷專案處處長李惠玲介紹，是次的精品館
，首設 「智慧保健」區和 「繽紛生活區」，共有 10 項展品
擁有全球第一的殊榮，包括全球第一台 PC 界面的體感娛樂
系統、全球第一台無線實物攝影機、全球最小陽壓呼吸器、
全球第一台結合智能型手機功能視頻會議系統等，都是第一
次亮相，有些希望能在大陸找到經銷商。
此次博覽會的一大亮點是首次設立了台灣漁業館，並專
門推薦台灣著名的虱目魚。台灣漁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蔡日
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今次前來參展的台灣水產商 24
家，設有靜態展示和試吃品嘗等多種形式，還邀請了著名大
廚現場示範虱目魚的烹飪。蔡日耀告訴記者，虱目魚在台每
年產量在 3500 噸至 5500 噸，產值在 23 億至 30 億新台幣。目
前上海的一些台資餐館、涉外超市、台灣農產品專賣店已經
能夠買到虱目魚系列產品。虱目魚渾身皆可做菜，引進大陸
的產品除了真空包裝的魚肉外，還有加工過的魚丸、魚鬆、
魚餅、魚肚等等。

蔣孝嚴：兩蔣移靈時機不成熟

▲馬英九 5 日前往桃園大溪鎮慈湖謁陵，並在蔣
介石遺像前追思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 5 日報道：4 月 5 日是蔣介
石逝世紀念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是否移靈遷葬
的話題又再受到關注。蔣經國庶子、國民黨副主席
蔣孝嚴 5 日陪同馬英九前往桃園大溪鎮慈湖致祭後表
示，移靈除須尊重家屬意見，審慎考慮外，還要考
慮台灣民眾對兩蔣的情感因素；近年沒有聽到蔣家
後代或黨政人士對兩蔣移靈一事做任何討論，因此
短期內看不出會有這樣的安排。至於移靈大陸奉化
故鄉，他認為目前條件仍然不成熟。

民進黨立委蔡煌瑯 5 日也在 「立法院」質詢指出
，五指山軍人公墓的兩蔣墓園已經完工 6 年，他要求
「國防部」和家屬聯繫，確定是否還要使用，否則
應該移作他用。
對此，台灣 「國防部長」高華柱答詢時表示，
「國防部」只是兩蔣移靈的執行單位，一切必須等
待「內政部」和家屬的決定。高華柱強調，五指山軍人
公墓本來就規劃為歷任「三軍統帥」的陵寢之用，他
早兩天前往五指山視察，「
蔣陵」
的情況還算良好。

馬英九赴大溪慈湖謁陵

藍委倡建兩蔣紀念園區

為紀念蔣介石逝世 37 周年，馬英九 5 日一早頂
着綿綿細雨，率領吳敦義及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
洪秀柱等黨務主管前往大溪慈湖蔣介石靈前致意；
馬英九主祭，獻花、行三鞠躬禮、俯首追思，並在
蔣介石遺像前瞻仰懷念。
在此之前，民進黨立委薛凌 4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
，耗資 3100 多萬元新台幣、佔地 250 坪（每坪 3.3 平
方公尺），位於新北市汐止區台軍五指山示範公墓
的兩蔣墓園，已於 2005 年 12 月完工，卻因兩蔣是否
移靈等問題未明朗，至今閒置多年。她要求 「內政
部」應限期發文給蔣家代表，再次確認兩蔣是否要
移葬五指山軍人公墓，若蔣家同意放棄移靈五指山
，軍方應該將該處墓園地做妥適使用。

蔣孝嚴 5 日前往慈湖謁陵後說，對於部分立委所
提兩蔣陵墓使用與否的問題，他沒有評論；但移靈
與否茲事體大，一定要審慎、周延加以考慮，並尊
重家屬的意見，國民黨對此也會慎重地思考，要將
廣大民眾對兩蔣的情感因素考慮進去。至於移靈大
陸，他認為過去情勢不容許，目前時機也還不成熟
。他說，以目前方式繼續保留下去，較為符合台灣
絕大多數民眾的想法。
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吳育升則
表示，黨團贊成當局再一次向蔣家遺族明確徵詢是
否移靈，若沒有意願，除了將五指山墓園重新規劃
為軍人公墓擴建使用外，也可將目前的頭寮和慈湖
規劃為永續安葬的地方，改建成兩蔣紀念園區。

▲在上海台灣名品博覽會，台北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正
在向觀眾介紹台北故宮的文創產品
張帆攝

司機開車玩手機將罰3000元
【本報訊】據中通社 5 日報道：針對民眾開車、騎摩托
車遇到塞車或停等紅燈時，玩手機或電腦的 「低頭族」愈
來愈多，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5 日中午初審通過 「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明訂汽機（汽車及摩托車）
車駕駛人用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似功
能裝置，以至有礙駕駛安全，摩托車駕駛罰新台幣 1000 元
、汽車罰 3000 元。根據新修訂的道安處罰條例 31 條之 1 明
訂，這些危險行為包括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
有礙駕駛安全的行為。也就是未來汽機車駕駛人只要手持
方式使用手機、電腦或類似裝置，不只講電話會被罰，包
括上網、傳簡訊、玩 app 等都要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