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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昨
天在台北舉辦
大型遊行。這
是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去年5
月上任以來組

織的第一場群眾運動。但島內主流媒
體連日來紛紛質疑這場遊行的正當性
和動機。

民進黨這次主辦 「火大遊行」，
據說訴求有三：一、撤換 「行政院長
」陳冲；二、反對媒體壟斷；三、召
開 「國是會議」。民進黨把去年島內
經濟沒有起色歸咎於陳冲，但眾所周
知，受美債和歐債危機困擾，全球經
濟持續低迷，台灣亦不能倖免。至於
「反對媒體壟斷」，民進黨是 「項莊

舞劍，意在沛公」，表面上是呼應島
內社會對媒體過於集中在某一經營者
手中的疑慮，但其實矛頭直指旺旺中
時集團，因為該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在
大陸有生意業務，所以一些綠營人士
便認定中時有陸資背景，以 「陸資入
侵台灣媒體」的莫須有罪名大肆攻擊
中時。事實上，壹傳媒併購案分為平
面媒體和壹電視兩部分，大股東是台

塑集團，中時只佔平面媒體股份的三成二，未參與購
買壹電視，並無違悖島內防止媒體壟斷的相關法規。
至於 「國是會議」，在上世紀90年代島內還沒有實現
政治民主化的時候確實為民眾提供了參政議政的機會
，但在21世紀的今天，島內已實現政黨輪替，目前民
進黨在 「立法院」有46席立委，擁有充分的參政權力
，倘若再召開 「國是會議」，似乎多此一舉，未能引
起輿論的共鳴也屬理所當然。

民進黨因死抱 「台獨」黨綱而連輸兩次大選，士
氣低落，所以不論是前幾年臨危受命的 「新紮師姐」
蔡英文，還是在政壇打滾多年的現任黨主席蘇貞昌，
都希望通過舉辦大型遊行來提振士氣，這本來就是以
街頭路線起家的民進黨慣用的手段。但當年反對國民
黨威權統治不僅是民進黨的主張，更是島內主流民意
追求的目標，當時的遊行有着 「自下而上」的草根性
。如今民進黨的政策訴求缺乏主流民意支持，遊行策
劃是 「自上而下」，淪為民進黨天王鞏固地位的權爭
手段。

蘇貞昌回鍋擔任黨魁已有大半年的時間，卻未見
民進黨出現新氣象，尤其在兩岸路線轉型的問題上，
更是墨守成規，臣服 「獨派」。反觀民進黨內其他天
王：謝長廷因成為近年來登陸層級最高的民進黨人士
而人氣急升；蔡英文雖疏於黨務，但依然活躍於政壇
，其聲勢比蘇貞昌還高一截。為了不讓勁敵專美，蘇
貞昌遂故伎重演，再次組織 「反馬反中」遊行，製造
政治業績，從而提升自己的曝光率。遊行目的變質
，當然難以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也就難以達到凝聚
士氣的效應。

民進黨作為島內最大在野黨，不僅要提出
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
方法，制訂切實可行的兩岸政策，如此
才是獲取民心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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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遊行如挺蘇大會
只有口號 沒有對策

濫用健保 台創另類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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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13日中午發起 「人民火大、一路
嗆馬」 的反馬遊行，黨主席蘇貞昌聲稱要
罷免馬英九和國民黨立委。有民進黨立委
感嘆，動員支持者參加遊行，與其說是回
應民意，其實更像是在替蘇貞昌「輔選」。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中通社及中國時報十三
日報道︰民進黨主辦的 「火大」遊行13日下午3點開始
，大會打出 「換內閣、反媒體壟斷、召開國是會議」
三大訴求，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游錫與呂秀
蓮等天王齊聚台北 「督師」。不過，各個遊行隊伍各
有訴求，與民進黨的 「三面大旗」並不配合，有人控
訴經濟低迷，有人訴求改革退休制度，有人反對興建
核電廠，有人不滿媒體併購壟斷等等。陳水扁兒子陳
致中與公投護台灣聯盟亦上街訴求打破司法獨裁、釋
放陳水扁與終結媒體壟斷。

陳冲回應民眾訴求
民進黨除了動員各地方黨部參加遊行，也串聯民

間社團參與，組成青年大隊、原住民勇士大隊等特色
隊伍； 「沒錢結婚火大大隊」穿婚紗參與遊行最吸
睛；退休軍公教支持改革大隊拉起 「拒揹污名化，改
革不缺席」布條。民進黨號稱有15萬群眾支持；但台
北市警方同日晚間公布數據表示，有關活動大約有9萬
人次參與。

對於民眾的各項訴求，台灣 「行政院長」陳冲傍
晚回應： 「不少訴求，其實政府已在手處理當中。
」他指出，如反媒體壟斷訴求，政府早已在做立法的
工作，但指出立法需要時間去斟酌法律條文，呼籲民
眾等待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法案。

遊行缺乏實質內涵
台媒指出，對於民眾關心的議題，民進黨除了大

搞遊行外，並無力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對策。就以近
期打得火熱的反媒體壟斷修法為例，民進黨態度雖較
藍營積極許多，但倉卒提出的法案幾乎可說是 「千瘡
百孔」，禁不起仔細檢驗。至於其他同樣被列為遊行

重點的年金改革、非核家園、青年失業等問題，牽涉
層面更是複雜，蘇貞昌同樣沒有具體作為，只有幾句
口號。這場缺乏實質內涵的遊行，宛如一場令人眼花
繚亂的嘉年華。有民進黨立委私下感嘆，自己配合黨
中央，動員支持者參加遊行，與其說是回應民意，其
實更像是在替蘇貞昌 「輔選」。

對於這次遊行對台灣政局及民進黨的影響，兩岸
專家均認為，此番 「火大遊行」主題不明、效果有限
，甚至認為由此次遊行可見蘇貞昌在黨內的 「共主」
地位不穩，其個人未來政途隱含變數。

「只是一場為反對而反對的遊行！」北大台灣問
題專家李義虎分析，台灣過去一年經濟表現欠佳，民
間對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 「有些怨氣」，這場遊行剛
好給人民一個表達的機會。 「（示威民眾）也就是散
散步！」身兼時事評論員的吳昆財則稱，這場遊行只
是讓民眾在疲憊經濟衝擊下的一次宣泄，坦言 「台灣
經常都會有。」

【本報訊】據聯合晚報十三日報道，台灣健保
自1995年開辦以來，一直是民眾滿意度最高的施政
項目。但實施17年，島內醫療卻出現了三個另類世
界第一。以人口比例計算，台灣洗腎率最高，植物
人最多，ECMO（葉克膜）病人也最多。

葉克膜非萬靈丹
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柯文哲指出，近幾

年來，ECMO在媒體渲染之下，讓民眾有了過度期
待。一旦病人危急時，家屬往往跪求醫師出動
ECMO 「葉醫師」救命；尤其在健保給付ECMO後
，使用量更是直線上升。

柯文哲調查發現，目前島內區域級以上醫院幾
乎每家都有葉克膜設備，密度之高，可說是世界第
一，至於使用頻率更是位居全球之冠。

柯文哲表示，葉克膜是一種體外維生器，可以
讓病患額外增加2至2.5L/min含氧血，藉此提高病人
血壓、組織灌流，進而增加存活機率。但許多人誤
以為葉克膜是救命法寶，不管病人狀況如何，都要
求醫師裝上葉克膜。這也使得全台申報葉克膜使用
人數逐年增加，健保支付也隨成長。健保局統計
，2010年島內使用葉克膜人次為1077，健保支出
8.92億元（新台幣，下同），2011年則增為1122人

次，健保支付了9.37億元。
台灣洗腎者也很多，一年花費健保逾300億元

，由於健保財務拮据，近年來檢討聲浪不斷。腎臟
醫學會表示，已請腎臟科醫師針對使用呼吸器、陷
入昏迷卻腎衰竭的患者，勸導家屬讓患者進入安寧
療護。

重症洗腎耗40億
島內約有6萬多人洗腎，但統計發現，其中約

有3000名使用呼吸器的患者，雖然已無意識，但還
在進行洗腎。健保局統計，這群患者人接受洗腎、
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醫療費用支出一年高達約40
億元。

此外，據統計，台灣約有一萬多名依賴呼吸器
維生的植物人，每年約花210億元健保經費。柯文
哲指出，島內長期使用呼吸器的患者中，高達七成
為沒有意識的植物人，只要一拔除呼吸器，就會死
亡。許多國家和地區對於植物人並不會積極治療，
反觀台灣每年卻花210億元來照護上萬名仰賴呼吸
器維生的植物人，好像 「積極」過了頭。

據悉，目前健保給付規定，只要植物人使用呼
吸器，就提供給付，這使得健保每年得花上200多
億元。

洗腎率最高 植物人最多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三日報道︰1月13日是台
灣前領導人蔣經國逝世25周年，現任領導人馬英九
、副手吳敦義，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藍營政壇要員
均前往桃園大溪頭寮謁陵；蔣經國之子、中國國民
黨副主席蔣孝嚴也帶同妻兒，向父親致敬。

蔣經國1978年接替父親蔣介石領導台灣，任內
推動 「十大建設」、積極推動台灣電子產業的興起
，而在政治方面也結束戒嚴時期，開放黨禁、報禁
，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一直以來被台灣社會公認
是 「最受尊敬的已故領導人」。

馬英九上午約9時在副手吳敦義、桃園縣長吳志
揚等人陪同下，現身桃園大溪頭寮謁陵，現場有不
少前來憑弔經國先生的民眾見到馬英九深感興奮，
頻頻幫馬英九加油打氣，還搶跟馬英九握手，希
望給予鼓勵。

蔣家第五代引人注目
蔣經國之子蔣孝嚴也帶領妻子黃美倫，以及兩

位女兒蕙蘭、蕙筠到大溪頭寮謁陵，比較特別的是
，蔣家第五代兩位外孫也出現。三代人前來向父親

致敬，蔣家一行離開時見場外記者在捕捉畫面
，大方在頭寮陵寢入口處一起合照，留下難得
鏡頭。

馬英九一行人向經國先生獻花、行三鞠躬，神
情嚴肅，馬隨後進入陵寢長思，向當年對他有知遇
之恩的老長官表達無限的追思。他在離開時遭媒體
追問同日民進黨發起的 「火大遊行」的看法，馬英
九一度靠前，似乎想要表達什麼，但最後仍神情嚴
肅離去，而吳敦義等人也均沒有發表任何談話，隨
後驅車離去。

據了解，馬、吳兩人都與蔣經國有淵源，其中
馬英九1981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返回台
灣，經前 「監察院長」錢復介紹，擔任蔣的英文秘
書，從事翻譯、紀錄等工作。

吳敦義是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就學期間，撰文《
台大人的十字架》一文，刊載於台大期刊 「大學新
聞」，受到時任 「救國團」主任的蔣經國注意，特
別接見吳敦義並向吳訓勉說： 「將來要為人民、為
國家服務。」後來吳畢業後從事記者不久，就獲國
民黨提名參選台北市議員，從此步入政壇。

蔣經國逝世25周年 馬赴桃園謁陵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三日報道︰距離農曆年
不足一個月，台灣社會中的各大機關、商戶陸續依
傳統舉辦尾禡宴會答謝員工。不過，鑒於2012年的
台灣經濟疲弱， 「送龍迎蛇」的尾禡盛宴不復見往
年的千桌流水席、百萬元巨獎，台灣政府部門更是
謹小慎微，不僅 「總統府」、 「立法院」罕有地宣
布不舉辦尾禡宴之外，台灣軍方12日晚間的尾禡宴
也厲行撙節風氣，上至 「軍方一哥」高華柱，下至
一般將官，一人一個行軍飯盒，一桌一個火鍋，往
年的大抽獎、文娛表演全部取消。

尾禡是台灣社會極為重視的習俗，也是僱主答

謝員工過往一年辛勤工作的良機，以往不少公司不
僅舉辦千桌、萬桌盛宴，更會進行抽獎、模仿秀、
魔術、美女艷舞或者藝人獻唱等餘興節目，俗稱 「
尾禡秀」，是台灣打工仔最企盼的一天。

曾經，台灣代工大廠鴻海集團在尾禡席開上千
桌、祭出最大獎200萬元現金（新台幣，下同），郭
台銘甚至拿出300手鴻海股票做為員工抽獎而轟動台
灣社會。但至今已成絕響！鴻海表示，今年公司雖
仍有業績增長，但尾禡將以公益為主題，小年夜辦
慈善園遊會送暖，招待員工看傳統藝術和特殊文化
表演。

13日島內一項調查指出，今年有四分之一的公
司決定取消尾禡宴，受去年出口衰退影響，面板大
廠友達、茂德、廣鎵等電子業大廠去年甚至要裁員
，年終尾禡也自然取消；以精密機械、光電產業為
主的中科，尾禡預算普遍減少20%，中科說， 「營收
少，坦言能省就省。」有多達38%受訪公司坦言將會
縮減尾禡預算： 「把大獎換小獎，或取消宴會，直
接發錢就好！」

不過，去年營業額賺近120億，營收成長28.5%的
王品集團，雖然今年也決定不辦尾禡，但將2000多
萬元 「尾禡預算」用來發放慈善獎助學金。王品解
釋，去年經濟欠佳，考慮到社會觀感，不想舉辦奢
華尾禡盛宴，且要把錢花在需要的人身上，認為這
樣也應會得到大部分員工的支持。

經濟不景 台軍尾禡宴吃飯盒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三日報道︰時代不同了，過去
被視為幫派象徵的刺青，如今成了台灣年輕人時尚標記，
就連台灣軍方也正考慮 「順應潮流」，13日軍方消息稱，
當局正擬修法，破例讓 「刺青客」加入軍隊中的最優秀之
列 「憲兵隊」。

台灣軍方正推行於2015年實行全面募兵制，代替目前
的 「全民（男）皆兵」的兵役制。不過，被台灣軍人譽為
「天下第一營」的 「憲兵營」卻可能面臨 「兵荒」。

軍方最新消息稱，因體格要求條件高、勤務吃重，加
上待遇欠佳，目前男 「憲兵」的招募率僅達37%，軍方擔
心若未及時提升 「憲兵隊」的儲備人員，未來可能就連 「
總統府」的衛哨恐也要唱空城計，因此正研擬放寬 「憲兵
」招募標準，甚至考慮讓過去被 「憲兵」排除的 「刺青客
」也有機會報考 「憲兵」。

據悉，目前軍方8類志願役士兵類別仍禁止刺青，包
括陸軍兩棲偵搜兵海巡署、軍樂隊等。擔任 「憲兵」者要
求更高，除必備體能、學識及家世清白外，刺青者更是直
接被排除。 「憲兵指揮部」政戰主任鄭升陽表示，時代改
變，時下的年輕人把紋身當時尚，幫派符號逐漸褪色，但
認為基於軍隊形象考量，刺青面積限3平方公分大小，而
且必須要衣服能遮掩住，如果位置在四肢、臉部，位置明
顯就不行。

台擬首允刺青客投軍

【本報訊】據《聯合報》報道，台灣彰化縣長卓伯源
的胞弟卓伯仲捲入縣府採購案，彰化地院昨天裁定卓伯仲
和縣府科長李耀全、業者黃四吉羈押禁見。據了解，本案
是檢調掌握卓伯仲一支未公開的手機通話聯繫才有所突破
，卓伯仲看到譯文時當場傻眼。卓伯源是國民黨的明日之
星，如今胞弟涉弊，恐怕會影響其政途。

彰化檢方去年1月開始追查彰化縣府主辦2012台灣燈
會環保袋採購案，直到九月間掌握到卓伯仲的一支神秘的
「人頭手機」，截獲卓伯仲與縣府主管 「全都錄」的對話

，期間檢察官拿手機的監聽譯文說服法官連續三次延長監
聽一個月。

本月9日，檢調展開約談搜索，也是根據這支神秘手
機，確認卓伯仲人在新北市三重區住處，順利拘提到案。

檢調偵訊後，認為卓伯仲、縣府前行政處代理處長楊
瑞美、文書科長李耀全、承製環保袋的敞盛公司負責人馮
啟峰妻子伍碧蓉，及涉嫌向敞盛借牌承攬環保袋標案的黃
四吉，有共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 「購辦公用物品舞弊」罪
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藍營縣長胞弟涉弊被捕

▲健保制度雖然給台灣民眾提供醫療優惠，但也容
易產生濫用的弊病，從而浪費公帑。圖為病人接受
洗腎治療 資料圖片

▲蔣經國逝世25周年紀念日，13日馬英九（中）循
例前往大溪頭寮謁陵，獻花鞠躬敬禮追思 中央社

◀民進黨13日
舉辦火大遊行
，黨主席蘇貞
昌及黨內要角
抵達凱達格蘭
大道後，上台
發表演講

中央社

▼民進黨13日
在台北舉辦火
大遊行，有民
眾穿上白紗禮
服走上街頭，
訴求 「沒錢結
婚」

中央社

▲黃金博物館創意商品 「發財T恤」 一夕暴紅，民眾祈
盼今年經濟好轉，人人發財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