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委留宿立院反美牛

商務部率團訪台 促兩岸服務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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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立法院」 12日針對開放 「美牛進
口案」 進行表決大戰，為了阻止法案表決
，民進黨繼11日再度霸佔主席台、讓院會
空轉一天後，晚上更搬進數10個睡袋，夜
宿 「立法院」 ，作好輪值守夜準備。不過
，藍營也有因應之道，國民黨團首席副書
記長吳育升表示，午夜過後會不定時動員
突襲，展現國民黨團想要開會的決心。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 11 日報道：
「立法院」這會期進入最後 1 周，朝野黨團 11 日對

開放含瘦肉精的美牛入島仍未達成共識，藍綠立委兩
度在議場舉牌叫陣。民進黨立委一早就佔據主席台，
也將徹夜留守抗爭。

綠營發出120小時動員令
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希望在 「立法院」15 日

休會前表決攸關瘦肉精美牛的 「食品衛生管理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但在野黨堅持先處理親民黨團提出
的 「電價新費率調整前應先送立法院審議」案。民進
黨團上午發出120小時動員令，將持續佔據主席台到
15日，3名台聯黨立委也決定加入輪班抗爭行列。

民進黨團上午 7 時 20 分就佔據 「立法院」議場
主席台，訴求 「反漲價、反毒牛、反獨裁」，之後並
在議場召開黨團會議，決定若國民黨團仍不處理電價
案，將全天24小時、分3班持續抗爭到15日。

「立法院長」王金平上午 11 時召集朝野協商，
國民黨團中午也召開黨團會議，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
長吳育昇說，黨團已備戰且完成部署，將從 12 日午
夜 12 時開始，任何時間點都可能 「啟動攻堅」，要
奪回議事主導權。王金平下午3時再召集協商，朝野
仍堅持不下，國民黨提議先處理美牛案、後處理電價
案，但在野黨反對，協商再度破局。王金平在協商中
緩頰，希望讓民進黨再回去思考一下，下午5時再協

商。
等待協商期間，朝野立委為了要不要恢復開會，

兩度在議場中叫陣，民進黨立委高喊 「不要漲價」，
國民黨則回應 「不要作秀」。民進黨立委隨後陸續搬
進數十個睡袋，準備長期抗戰，民進黨團總召集人柯
建銘則在議場與黨籍立委開會，並將徹夜留守議場。

藍營部署7組人馬因應
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吳育升表示，午夜過後會

不定時動員突襲，展現國民黨團想要開會的決心。

一名國民黨立委透露，針對 「美牛案」表決，黨
團戰略部署分7組人馬因應，包含阻絕人馬3隊、前
鋒部隊等，由吳育升任指揮官，曾任陸軍總司令的國
民黨立委陳鎮湘擔任參謀長。

針對 「美牛案」處理時間，吳育升表示，目前無
法預期，12日到14日都有可能，但黨團已做好隨時
應戰準備，力求美牛案過關。據稱，為了確保美牛案
能順利過關，連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也會參與投
票，並在友黨立委的支持下，國民黨希望讓贊成票數
，衝到63票以上。

藍營午夜將發動突襲

兩岸經貿交流6月火熱登場

【本報訊】據新華社花蓮11日消息：11日午間
甫抵台灣，湖南省省長徐守盛下午就來到花蓮縣吉安
果菜批發市場走訪考察，與台灣鄉親親切互動。

花蓮擁有優美的風景名勝，可口的水果也遠近馳
名。在花蓮縣縣長傅崐萁的陪同下，徐守盛走進吉安
果菜批發市場，實地了解花蓮水果蔬菜的特色以及有
機農業的發展情況。

一位果農停住手中的活兒，介紹說： 「我們每天
的工作從清晨5點就開始了，要趁着水果最新鮮的時
候採割、清洗、包裝。每道工序都不能馬虎了，要讓
每個品嘗到花蓮水果的人都說好啦！」

徐守盛對他豎起大拇指給予讚許，並表示，湘台

農業交流日趨頻繁，合作領域拓寬，互動形式豐富，
湖南岳陽目前就有一個國家級的台灣農民創業園。

在與吉安鄉農會負責人交談時，徐守盛說，台灣
在蔬果體系建設方面走在了前面，形成了 「主管部
門＋農會或專業合作社＋農戶」的運作模式和 「種
植＋加工＋銷售＋拍賣＋信息＋品牌」的經營模式，
在保證品質、建立農產品資訊系統、實行安全標章制
度、提高果蔬生產組織化程度、建立直接運銷制度和
果菜拍賣制度等方面，摸索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
運作機制。他表示，要通過考察學習，進一步借鑒台
灣的有關經驗，運用於湖南的農業發展中，實現湘台
農業合作雙贏。

徐守盛訪花蓮 學習農銷機制

【本報訊】綜合旺報及中央社11日報道：6月，
兩岸經貿交流火熱！由大陸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率領
大陸最大規模的連鎖商貿業者，11 日抵台，將就兩
岸服務業產業合作，進行搭橋。另外，17 日大陸工
信部副部長楊學山也將率團來台，與外貿協會共同在
台召開兩岸高科技產業合作。

隨着兩岸洽簽投保協議進入最後階段，姜增偉
11 日率領大陸最大規模的連鎖商貿業者抵台，就兩
岸進行商貿物流產業合作，進行交流。隨行的團員包
括大陸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美電器、北京新
燕莎控股集團、京東商城等120名重量級大陸連鎖商
貿業者來台。晚間由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梁
國新在圓山飯店作東宴請。

姜增偉將在12日、13日出席由商研院、大陸流
通產業促進中心共同主辦，在圓山飯店登場的首屆
「兩岸現代化商務服務業合作發展會議」。商研院表

示，12 日登場的會議，雙方將就兩岸商業現代化發
展問題，研討包含連鎖加盟與經營環境現代化、電子
商務及商城發展等3大主軸議題，進行分析並擬定策
略。

今年4月初，台經濟部 「國貿局長」卓士昭率團
赴上海，進行兩岸ECFA後續服務業貿易協商時，據
悉，雙方就已敲定加強彼此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
務業領域合作，除決議納入兩岸產業搭橋場次外，雙

方並有共識，力爭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在今年底前完
成協商。

工信部訪問團周日抵台
而大陸工信部副部長楊學山則預計本月 17 日率

中國電子視像協會等3個協會來台，鎖定面板、雲端
計算、物聯網、LED 及汽車電子等產業，進行產業
合作。

隨着兩岸投保協議協商進入最後收尾工作，雙方
力爭在本月底前簽署，這也是兩岸投保協議簽署前，
大陸罕見在同一周內商務與工信部兩位副部長級官員
率團訪台。

據了解，大陸正傾全力發展現代化物流，並在新
36 條中，積極引進民間資金參與。上周五大陸發改
委聯合公安部、財政部等 12 部委發布《關於鼓勵和
引導民間投資進入物流領域的實施意見》，鼓勵民間
資本進入城市配送（含冷鏈）、倉儲、配送、分撥、
物流信息化以及物流園區等重點物流領域和基礎設施
領域。相關人士指出，這些物流通路都是台灣服務業
強項，反觀大陸商貿物流，上架費等各種規費，致商
品流通最後一里路成本偏高，成了各界詬病焦點。也
因此如何加強兩岸商貿物流產業合作，特別是引進台
灣現代化物流業者，前往大陸投資，共同促進大陸商
貿物流現代化，大陸方面相當感興趣。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 11 日報道：11
日，全台持續大豪雨，特別是中南部大雨傾盆而下，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區一處工寮，更因大雨引發泥
石流，3名工人因走避不及慘遭活埋，目前已知兩人
不幸死亡，另一人獲救緊急送醫。另外，超大豪雨，
使得中南部猶如泡在水中，溪水暴漲、公路坍方，災
情處處。

農委會統計，截至 11 日下午 4 時止，各縣市政
府查報農業災情，估計損失累計金額約新台幣 2820
萬元。教育部表示，受災學校有 47 所，災損金額初
估新台幣87萬元，其中以屏東縣災損35萬元最嚴重。

高雄山區2000人被困
持續豪雨造成南台灣多處出現災情，其中屏東縣

霧台鄉唯一對外通道台 24 線出現兩處大坍方，造成

大武、佳暮、霧台村及神山與谷川部落等共有430多
人受困山上。高雄市偏遠山區 11 日多處道路中斷及
橋樑封橋，其中以那瑪夏及桃源兩區最嚴重，因為聯
外道路中斷，初步估計約2000名左右居民受困。

雨勢可能持續至周四
台 「行政院」11 日中午宣布，把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提升為二級開設，由經濟部長施顏祥親自擔
任指揮官， 「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等相關單位
首長進駐。 「行政院長」陳冲已經要求各部會以民眾
、救災人員的安全為優先，同時也呼籲民眾配合防災
措施，降低損害。

台灣氣象部門表示，由於雨勢可能會一直影響到
星期四，因此呼籲民眾務必提高防災警覺，非必要應
避免前往山區和水域活動，確保自身安全。

中南部豪雨2死 47校受災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1 日消息：民進黨立委鄭麗
君11日下午在 「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今年9月將使用
的歷史教科書，教育部卻還在討論相關規範；5月時教育部
舉行會議，提供一份民眾建議意見書給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
委員，希望審定委員根據民眾建議意見書做成決議，進而交
由出版商修改教科書內容。她呼籲不應以政治干預教科書。

鄭麗君說，意見書中提到，教科書談到日本統治時期，
不能談日治時期，要叫日殖時期；不應提及台灣地位未定論
；提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不應簡稱 「中國」，應稱
「中共」、 「中國大陸」或 「大陸」等。

「國教院」教科書發展中心主任楊國揚表示，教科書名
詞使用依據課綱和法令規定，以往也是這樣使用，開會只是
界定更清楚，讓後續編纂教科書者有所依循。

楊國揚說，當涉及台灣經濟或文化、社會時，不涉及政
治就用 「台灣」，例如 「台灣文化」、 「台灣經濟」等；使
用台灣，指的是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

不應提及台灣地位未定論
台教科書將撥亂反正

▲ 「立法院」 12日表決美牛法案，民進黨立委為了杯葛議事，11晚起留宿議場，圖為民進黨立委在睡
袋裡睡覺 中央社

【本報記者李珊廈門11日電】自去年首次亮相海峽論
壇後，今年的台灣縣市推介會將繼續在海峽論壇舉行。記者
從海峽論壇組委會辦公室了解到，今年亮相第四屆海峽論壇
的台灣縣市數量由去年的3個增加到4個，澎湖縣、金門縣
和連江（馬祖）縣與廈門市對接，台南市與泉州市對接。

據介紹，在今年的海峽論壇上，台灣縣市推介會將通過
在大陸推介旅遊觀光、文化資源、產業發展、特色產品及投
資環境等，讓大陸民眾更深入地了解台灣，認識台灣，增進
互動，增加商機，促進交流合作和互惠共贏。其中，在廈門
亮相的三個台灣縣市來自台灣離島地區，金馬澎將聯手推介
好風光。據悉，該活動受到參會縣市政府的熱烈響應，單澎
湖縣政府推介團隊就達44人。

此外，本屆台灣縣市推介會將推動兩岸相關縣市開展對
口對接，屆時還將分別組織廈門和泉州旅遊業、工商業等代
表近400人參加現場推介。

金馬澎將聯手推介離島風光

【本報訊】據中通社 11 日報道：台灣法務部在台中監
獄培德醫院外附設性侵犯強制治療專區，當地居民感到人身
安全受到威脅，前往監獄抗議，引發軒然大波。台中市長胡
志強 11 日怒批法務部偷天換日，要求法務部盡速與當地居
民溝通，否則就算建築執照已發，還是不排除勒令停工，就
是蓋好了也不見得能用。

去年台灣最高法院作出裁定，認為性侵罪犯應該送到公
立醫院接受強制治療，而不是在監獄執行。台灣法務部因此
計劃在台中監獄培德醫院外，屬於獄方的土地興建 「性侵犯
刑後強制治療專區」，性侵犯服刑期滿後，如果評估有再犯
之虞，將強制送往專區治療。

為此，台灣法務部規劃在台中監獄網球場的原地設置強
制治療專區，佔地5800平方公尺，興建兩層樓，3個月前動
工，現在已完成地基，預定 11 月完工。但當地里長到最近
才赫然發現，氣得跳腳，批評法務部事先不跟地方溝通，太
不尊重人。尤其專區緊鄰嶺東科技大學，附近還有兩家小學
，女學生擔心自身安危；日前就有居民前往監獄抗議，擔心
性侵犯出入對附近民眾造成安全隱憂。

「後知後覺」的胡志強 11 日在市政會議上發火，重話
抨擊法務部3年前要在台中市北區興建性侵治療專區，選址
在軍方台中總醫院中清院區，當時他就反對。如今舊案重提
，他不知道法務部去年6月申請要在監獄外自己的土地上蓋
精神病院，就是當初遭反對的性侵專區，等於是偷天換日。

台中設性侵犯治療區掀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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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
」是一個耳熟能
詳的成語典故，
講的是古時有一
個賣兵器的人，

到市場上去賣矛和盾。他說： 「我的盾
是世界上最最堅固的，無論怎樣鋒利尖
銳的東西也不能刺穿它。」接着他又說
： 「我的矛是世界上最尖利的，無論怎
樣堅實的東西都能被刺穿。」這時，一
個看客問道： 「如果用這矛去戳這盾，
會怎樣呢？」結果不難想像，不論賣兵
器者的矛能否刺穿盾，都無法自圓其說
。不少人在聽了這個故事後，都會嘲笑
賣兵器者何其愚蠢。但在現實生活中，
做出自相矛盾之事的大有人在。民進黨
新任黨主席蘇貞昌便是那「賣兵器者」。

民進黨自今年 1 月在大選中敗北後
，黨內外要求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的聲
浪此起彼伏，但由於時值民進黨主席選
舉，各界遂把焦點放在該黨的權力鬥爭
方面。兩周前蘇貞昌當選黨主席後，黨
內關於轉型事宜又浮上水面。對於如何
與大陸交流，蘇貞昌目前雖然沒有新的
論述，但枱面下則是 「鴨子划水」，動
作不斷。他勝選當晚即提出復設 「中國
事務部」，而近日島內政壇則盛傳將由
謝長廷主管民進黨內的兩岸事務，而謝
長廷亦表示 「聽從黨主席安排」。然而
，上周蘇貞昌任命前陸委會主委吳釗燮
為政策會執行長。政策會負責向黨的權
力核心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言，包括黨務
工作、島內民生、兩岸關係等，而 「中
國事務部」顧名思義，主要是研究兩岸
事務。可見，兩個部門的功能有重疊的
部分。但最大的問題是，謝長廷與吳釗
燮對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一事的看法可
謂南轅北轍。

謝長廷的兩岸主張在民進黨內屬於
開明派，立場較為接近國民黨。他早年
曾提出 「憲法一中」的概念，但不為黨
內接受。在民進黨連輸兩次大選後，他
今年又呼籲黨內進行兩岸議題的辯論，
找出與大陸交流之道，否則民進黨將永
遠在野，還說民共兩黨本無冤仇， 「台

獨」並非針對共產黨，只是當年為了反抗國民黨統治
。但吳釗燮卻帶有深綠色彩。他早前表示，民進黨無
需辯論兩岸議題，也無需急於處理兩岸事務。蘇貞昌
任用立場如此對立的兩個人，無異於推銷矛和盾的
「賣兵器者」。他延攬吳釗燮，無非是安撫 「獨派」

，證明 「台獨」神主牌地位牢固，而放出可能由謝
長廷主管兩岸事務的風聲，則是為了搪塞輿論和選
民，以展示自己有意調整兩岸路線。如此兩面
手法可能有助於蘇貞昌平衡黨內派系爭鬥，
但卻不利民進黨兩岸路線的轉型，更讓人
懷疑其是否真有與大陸交流的決心。

瀾瀾觀觀
隔海

▲屏東縣高樹鄉11日清晨淹大水，最深時水淹及
胸，警方緊急救出2名受困居民 中央社

▲大陸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中）11日率領大陸
最大規模的連鎖商貿業者抵台交流 中央社

▲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徐守盛一行11日冒
雨考察花蓮果菜市場、出席長沙市有機農業培訓交
流班結業儀式、參觀立川漁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