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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上周
在台北舉行遊行
，聲稱要為不滿
國民黨當局施政

的民眾提供泄憤渠道。該黨主席蘇貞
昌更聲嘶力竭地高喊 「罷免馬英九以
及國民黨立委」。但根據島內最新民
調顯示，超過一半民眾不贊成罷免馬
英九。可見，民進黨的 「罷馬」運動
不得人心，注定是 「竹籃打水一場空
」。

根據台灣法規，台灣地區領導人
、副領導人罷免案，須經四分之一的
立委提議，三分之二的立委同意後才
能提出，並經島內過半數選民投票，
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通過。民
進黨目前在 「立法院」擁有40席立委
，佔總立委席數113的約三分之一，可
提議罷免，但要付諸投票恐怕是 「不
可能的任務」，因為即使加上親民黨3
席、台聯黨3席、無黨籍1席、無黨團
結聯盟2席，也只佔全體立委人數的四
成四，跨不過 「三分之二立委同意才
能提案」的門檻，除非有25位國民黨
立委倒戈，但出現這種情況的機率微
乎其微。 「罷馬案」連 「立法院」的
門都踏不出一步，這道簡單的算術題
，民進黨內一眾 「政治精算師」早就
知道答案。蘇貞昌聲稱， 「罷馬案」
不在乎成功與否，主要是為民發聲。
然而，根據民調結果，島內主流民意
並不支持 「罷馬」，蘇貞昌顯然是 「
自作多情」。

自去年以來，馬政府進行了包括調漲油價和電
價、刪減退休公務人員年金、擴大健保收費範圍等
一系列改革，由於時機和手法備受爭議，民望一直
在低處徘徊。民進黨如獲至寶，盤算民氣可用，
趁機把馬英九拉下台。但現實卻與民進黨的推演相
差甚遠。島內主流民意並沒有響應民進黨的 「罷馬
」提議，主要是因為破易立難，縱使推倒了國民黨
政府，但換哪一個政黨來管治台灣？主流民意對最
大在野黨民進黨仍然不放心。民進黨連輸兩次大選
，關鍵在於拿不出切實可行的兩岸政策，而且蘇貞
昌已定調仍走 「台獨」路線，讓選民擔心這幾年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好局勢會敗在民進黨手中。此
外，蘇貞昌去年5月回鍋接任黨魁後，亦未見其對台
灣經濟建設有詳細和系統的政策論述，也加深了民
眾對民進黨執政能力的疑慮。

近幾年兩岸關係如沐春風，雙方經濟關係緊密
，尤其在簽署了ECFA後，更為台灣經濟注入了更
多活水，帶來了無限商機。然而，2008年底金融海
嘯席捲全球，2011年美國、歐洲接連爆發債
務危機，為台灣經濟的復蘇之路帶來了許多
不確定因素，因此， 「求和平、拚經濟、謀
發展」成為島內多數民眾追求的目標
和願景。民進黨卻要大搞政治運動，
顯然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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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23日在該會舉行的年終記者會上表示，有關海基會和海協
會互設辦事機構的議題，是海基會今年工作的重點之一。目前兩岸雙方都有共識，也都
在各自緊鑼密鼓研議中，近期雙方會開始業務溝通，但相關細節目前仍未完成規劃。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二十三日報道︰
台灣海基會23日舉行年終記者會，報告去年一整年工
作重點。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提出航班、觀光、交
流互訪3項有感政績，並期許新的一年，兩岸能有更
深、更廣的交流。

航班觀光經貿成就斐然
高孔廉在會上表示，第一有感就是兩岸每周航班

已達616班，超越了台日、台港航線的密度，兩岸之
間的航點也超過香港跟大陸之間的航點，將來台灣有
望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重要的轉運中心， 「是有很大
的潛力」。

其次，高孔廉提到，去年大陸民眾來台高達224
萬人次，其中團客176萬、自由行19萬、商務22萬、
醫美健檢則有5萬，同時台灣民眾赴大陸人次也突破
500萬人，雙邊互相參訪、旅遊，觀光收入對台灣有
很大的幫助。

最後，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對
產品外銷大陸的助益，數據顯示，台灣去年受世界景
氣影響，總出口下滑了4.3%，但ECFA項目出口卻比

2011年多了1.42%，其中台灣出口大陸金額達1186億
元（新台幣，下同），進口則為437億，貿易順差為
751億。

高孔廉還特別提出教育交流部分，目前台灣在大
陸求學約6775人，大陸來台則為1884人，如果加上短
期交換生11162人，現階段有近1.5萬人在台灣求學。
媒體交流部分，台灣有16家媒體在對岸駐點，大陸在
台則有10家人數約30人。

舉辦活動紀念汪辜會談20年
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表示，今年4月27日至4月29

日是汪辜會談20周年，海基會也將擴大舉行活動。他
強調，擴大深化兩岸間的交流將是未來要務。

對於今年海基會的工作重點，林中森表示，兩岸
兩會一旦互設辦事處，海基會未來的重點會放在服務
台灣民眾和台商上，因此會優先選擇在台商、台屬或
台生聚集的城市設點。林中森說，ECFA後續協議的
商簽是海基會今年工作的重點之一，其中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已進入收尾階段。

林中森表示，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也是海基會今
年工作的重點，海基會會持續加強與大陸擴大各相關
領域的交流。他強調，除了有ECFA後續協定要談之
外，雙方如果有互信就能簽署協議，不論是經貿、教
育、文化、宗教等議題，甚至軍事議題也不會排除，
但以經濟民生為優先。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三日報道：海豚不僅是
動物界的 「智者」之一，更在多個國家與地區被列為
受保護動物。但23日有台灣媒體爆出轟動新聞，稱在
台灣西部雲林縣沿海一帶的東勢、四湖等鄉，竟有漁
民將海豚當成補身的美餐。

業者辯稱海豹肉
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法》自1990年起將海豚、鯨

魚列入 「保育類動物」，並規定宰殺、獵捕保育類動
物致其死亡者，最高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10萬至
50萬元（新台幣，下同）罰金。據台灣動物保護團體
表示，台灣海域的中華白海豚因常被漁民誤當樽鼻海
豚捕獵，估計目前數量不到70隻。

據悉，雲林沿海一帶流傳一個有關海豚的民間傳

說，指清朝年間雲林一帶曾發生大旱、海裡也捕不到
魚，神明便化身成海豚上岸，讓受饑荒所苦的災民分
食，據傳食用 「神明肉」不止能止餓、還能治病，從
此以後，吃海豚補身便成了當地的習俗。

有媒體稱，由於雲林一帶盛行食海豚肉，但又深
知海豚為受保護動物，因此美其名稱為 「海豬仔肉」
或 「神明肉」，且為掩人耳目，有攤商將其作成絞肉
，包在蚵嗲中，讓蚵嗲變成 「海豚嗲」，而且只賣熟
客。

雲林東勢派出所及縣農業處23日派員搜查被指暗
售海豚肉的攤商，丁姓店主拿出高雄貿易商的證明，
強調他們用的是合法從加拿大進口的海豹肉。 「每公
斤150元海豹肉，比海豚肉250元便宜許多」，丁男強
調沒必要冒險。農業處查緝人員表示，去年查緝抽驗

該店6次，採集送驗屠體都顯示為海豹肉，加上業者
有交代購買來源，沒有不法；該次送驗報告約1周後
出爐。

有當地居民稱，被送上餐桌的海豚多是誤觸魚網
或擱淺在海上，特別是台西鄉五條港外的海豐島，常
有海豚擱淺，一般人多吃這類的迷航海豚，但坦言 「
有少數不肖漁民會出海射殺健康海豚」，據悉，一斤
海豚肉在當地要價最少250元，但仍大受歡迎。

過量食用或中毒
有醫生指出，海豚肉可進補完全是迷信！他指出

，過去日本曾有研究，發現長期食用鯨魚或海豚的居
民，體內水銀濃度是其他人的4倍，嗜吃鯨豚肉者，
恐將出現水銀中毒而致命。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十三日消息：台灣
擬將大陸團隊遊客每日來台的配額從4000人次提高
到5000人次，個人遊客每日來台的上限從1000人倍
增至2000人。同時考慮到台灣接待能力，台灣將控
制來台大陸遊客 「尖峰時期」旅客數量，鼓勵旅遊
業開發優質行程，給予優質團體優先發證，改善陸
客來台市場結構，維護旅遊業整體品質和安全。

自2008年7月大陸遊客赴台旅遊啟動以來，大陸
遊客數量持續快速增長。據台灣方面統計，2012年
來台陸客總數已達258萬人次，其中團隊遊客突破
178萬，比上一年增長46%。有關人士表示，希望通
過擴大個人遊規模及增進優質團的市佔率等方式，
雙管齊下，提升陸客來台整體旅遊質量，讓大陸遊
客來台旅遊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此外，為因應旅遊旺季遊客數量暴增，易發生
道路、景區超載以及遊覽車運力不足、訂房供給出
現壓力等問題，台灣對大陸遊客來台將實施 「尖峰
管理」，讓 「尖峰旅客量」移轉至 「離峰」期間來
台，從而平衡旺季和淡季遊客量的落差。

台將大幅提高陸客數量上限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三日消息︰雄霸台灣快餐市場的麥當勞，
21日卻因一條外賣熱線電話激怒台灣消費者。原來，麥當勞的24小時 「
歡樂送」外賣專線，自本月21日起交由港資公司電訊盈科負責，並由電
盈在上海設立客服中心接聽台灣顧客的來電。不過，台灣消費者卻對大
陸客服人員字正腔圓的 「北京腔」不習慣，特別是大批平日以閩南語為
日常生活語言的 「純台客」更與不諳閩南語的客服人員 「雞同鴨講」，
台灣消費者批評麥當勞為節省成本，不顧服務品質，揚言將在網上發起
罷吃運動。據悉，麥當勞與肯德基、漢堡王、摩斯等品牌主宰台灣的快
餐市場，近年新拓展外送服務，平均每天可接近5000張訂單，成為一大
主要收入來源。

大陸接線生聽不懂閩南話
不過，有慣用電話訂餐的台灣 「麥客」自21日起發現，接線人員的

口音 「不一樣了」。高雄市民陳小姐本日下午試用閩南語向 「歡樂送」
訂餐，卻發現客服人員對閩南語 「完全聽嘸」（完全聽不懂），更要求
陳小姐 「無法接受閩南語點餐，麻煩會講中文的人來點」。她改用國語
後又發現服務人員對麥當勞的訂餐流程不甚熟悉，對高雄的地理位置更
是一無所知，坦言對相關服務很失望。

據悉，台灣肯德基也曾嘗試將外賣熱線遷往大陸，但發現台灣消費
者投訴暴增， 「有住於台北市指南路（文山區）的客人下單，客服人員
聽成了濟南路（中正區），結果送了一個多小時也沒到。」肯德基表示
，最終發現大陸客服口音和台灣不同，更不了解台灣路名，因此外送專
線早已回歸本土。另一主要快餐品牌漢堡王則表示，他們自己經營外賣
專線，也不考慮外移到大陸。

麥當勞外賣熱線遷大陸
台民眾投訴雞同鴨講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三日報道：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日前突然宣示要推動反核四（台灣正在興建的第四座核電廠
） 「公投」，希望與2014年選舉合併舉辦，被外界質疑此舉
是為一黨之私、把核能議題扯上政治；同時也引發黨內不同
意見，及反核團體的不滿。蘇貞昌23日下午改口說，提出反
核四 「公投」的時程，會和反核團體一起商量，也要看連署
的進度。

對於蘇貞昌單方面的宣布行動，多個本是盟友的反核團
體及環保團體都擔心 「反核染上政治」，紛紛提出異議。

「核四公投促進會」執行長葉博文22日更直言推 「公投
」綁大選是「頭殼壞掉」，表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先停建核
四，在野黨應杯葛核四預算增加，「不是一心只想選舉」。

公投綁選舉惹爭議
蘇貞昌改口時程未定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三日報道：國民黨中常會23日
通過決議，確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2005到2007年的任期未
過半，應不視為一任，因此馬英九今年可以再次參選連任。

馬英九到底能否再次參選黨主席，近來引發爭論。對於
黨章第17條 「主席的任期為4年，連選得連任1次」，未明文
認定何謂任期中斷；中常委黃昭順23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中提
案指出，馬英九於2005年到2007年間擔任主席，期間未滿2
年，任期未過半，應不視為1任；若參選今年黨主席選舉，
亦未與國民黨黨章規定抵觸，符合人民團體法第49條所要求
的民主原則。

國民黨裁定馬可再選主席

▲台北美女23日展示台北市政府蛇年紅包，紅包將在新
春期間由台北市政府向民眾分發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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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海基會23日舉行年終記者會，董事長林中森（
左）為海基會1年來的成績做總結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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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新北市二十三日消息：中華保釣協
會理事長謝夢麟23日晚表示，預計24日凌晨將從瑞芳深澳漁
港搭船出發，前往釣魚島列嶼，將媽祖神像送至島上供奉。

謝夢麟接受電話訪問表示，這次保釣行動是由中華保釣
協會號召，預計搭一艘船前往釣魚島，成員除了他，還包括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會長黃錫麟等人。

謝夢麟說，他們希望能將媽祖神像送至釣魚島上，以庇
佑台灣漁民。預計24日凌晨搭乘 「全家福號」娛樂漁船，從
深澳漁港出發，預估天亮前可以抵達釣魚島海域。不過，全
家福娛樂漁船船長游明川已經就寢，他的家人接電話表示，
並未聽說24日凌晨有出海行程。

台保釣團體今赴釣島
送媽祖上島庇佑漁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