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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是
馬英九擔任台灣
地區領導人五周
年的大日子。這

原本是馬當局宣傳政績、歌功頌德的
好時機，但當天沒有鮮花、沒有掌聲
、沒有宴席，馬英九罕見地取消了所
有慶祝行程，全天留在台北，坐鎮災
害應變中心，聽取近日豪雨襲台的最
新簡報。不過，馬英九任勞任怨的工
作態度似乎沒有換來輿論的青睞，反
而因為在聽取簡報時打瞌睡而被民進
黨和媒體揶揄一番。作為領導人，在
公眾場合盡露疲態，確是失儀。但最
近台灣漁民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殺一事
鬧得沸沸揚揚，馬英九身為最高決策
者，不得不時刻關注事件進展以及盡
快制訂反制措施，據說近來每晚最多
只睡得4小時。倘若如此，縱有鐵打
的身體也吃不消，就是老虎也有打盹
的時候。

馬英九在低調而尷尬的氣氛中度
過了就職紀念日，但媒體亦不忘送上
「賀禮」─馬英九民望低迷。其實

，馬英九自2008年5月20日上任以來，
施政滿意度鮮少超過50%，民望徘徊
不前，似乎陷入了 「民調魔咒」，更
被刻上 「無能」的標籤。但有意思的
是，去年大選馬英九依然獲勝，穩守
「總統」寶座。可見，島內民眾對馬

當局的施政表現雖有怨言與不滿，但
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仍力挺馬英
九，足以證明台灣主流民意從總體上
來說是支持馬英九施政方向的，尤其
是兩岸政策。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推行
「一邊一國」的 「台獨」主張，給兩

岸經貿交流設下種種障礙，使台灣經
濟空轉了八年。直到馬英九上台後撥
亂反正，堅持 「九二共識」，兩岸兩

會恢復事務性協商，簽署了包括ECFA、赴台遊、
直航等18項協議，兩岸才有了今天和平發展的大好
局面和光明前景。

平心而論，馬英九為推動兩岸和平作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但其民望始終未過 「合格線」，主要
是因為處理島內事務的手法備受爭議，包括油電雙
漲引起物價上升、刪減軍公教人員福利、徵收證所
稅削弱投資者信心、 「核四公投」等。島內油電價
格偏低，政府大量補助，可謂台灣由來已久的痼疾
，馬政府要改革無可厚非，但這幾年受國際金融
海嘯、美歐債務危機以及台灣經濟結構等因素影
響，島內經濟復蘇緩慢，馬政府此刻調升油價和
電價、減少公務員福利，民間當然怨聲載道。更
重要的是，經濟不振，必然影響打工一族的薪資
。有調查顯示，當下台灣民眾的實質平均薪資水
平與14年前無異。民眾感受不到經濟成果，政府
責無旁貸。另一方面，馬英九引以為傲的清廉招
牌也出現污點。前 「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 「
國民黨御用律師」賴素如先後涉弊，外界紛紛質
疑馬英九的用人之道。

去年大選台灣主流民意給了馬英九和國民黨
一次機會，但倘若2016年大選前，民眾要求改善
經濟的願望再次落空，則國民黨岌岌可危。
由於民進黨仍無意拋棄 「台獨」黨綱，屆時
兩岸關係重陷緊張局面的風險大增，台
灣經濟建設又將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

瀾瀾觀觀
隔海馬令海巡署護漁常態化

俞正聲晤台民代 籲增兩岸政治互信

嚴正要求菲正式道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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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2日在北京會見了饒穎奇率領的台
灣民意代表交流參訪團。俞正聲說，大陸政協委員與台灣民意
代表的交流，反映兩岸民意、匯聚兩岸民智，在推動兩岸相互
理解、提供政策建言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提三意見推動兩岸和平
俞正聲指出，過去五年來，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兩岸

關係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和重要成果，鞏固了和平發展的正
確道路，總體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邁入鞏固深化新階段。
他就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三點意見：第一，努力
增進兩岸政治互信，保持兩岸關係發展正確方向。第二，緊密
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三
，着力提高交流的質量和效益，積極推進制度化建設。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張慶黎等參加會見。
此外，俞正聲2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參加全國台灣同

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的台商代表，並發表講
話。俞正聲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進入鞏固深化新階段，
兩岸經濟合作前景廣闊。廣大台商應抓住機遇，爭取在深化兩
岸經濟合作中獲得更大的發展。我們將繼續秉持兩岸一家人的
理念，為台資企業在大陸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努力為
台灣同胞多辦好事、多辦實事。

俞正聲充分肯定台企聯成立6年來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希望台企聯繼續以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己任，牢記服務
台商、促進兩岸經濟交流的宗旨，發揮好橋樑紐帶作用，
團結和引領廣大台商，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兩岸交流，推
動兩岸經濟合作，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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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新
社二十二日報道︰中國國民黨中常
會當天下午邀請台灣涉外事務部門
負責人林永樂就 「菲律賓公務船射
擊 『廣大興28號』事件」做專題報
告。馬英九聽取報告後說，台灣將
進行常態性、長期性護漁活動。他
還說，這不涉及軍事演習，護漁是
海巡署的工作，海軍出動是作為海
巡署的後盾。

籲勿傷害在台菲人
「不能靠別人的善意，要靠自己的實力。

」馬英九說，只要在 「專屬經濟海域」內捕魚
，台灣當局都會盡量維護漁民權益、保障漁民
生命，做到 「哪裡有漁民，哪裡就有海巡」。
他也指出，台灣的治安單位應適度保障菲律賓
在台民衆生活、工作，使其不受傷害或歧視，
不要因菲律賓政府不義的行為遷怒於他們。

馬英九還說，菲國射殺台灣漁民，是冷血
的殺人事件；一定要政府的正式道歉，才能還
漁民的公道。他說，菲律賓海巡人員的船上共
有15支槍，包括自動步槍、輕機槍， 「對着我
們的漁船掃射」。根據檢察官調查結果，在駕

駛艙方圓5公尺內共有26個彈孔，可以想像是多
麼的集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檢察官也是以
故意殺人的方向在調查本案」。

至於賠償，馬英九說， 「做錯事情，就是
要道歉、要賠償，這是我們非常嚴正的要求」。

台艦長證漁民未越界
菲律賓公務船射殺台灣漁民，海巡署中部

地區機動海巡隊台北艦，18日前往南方海域護
漁，22日中午返航台中港。艦長吳金河表示，
台北艦最南抵達北緯19度57分海域，曾挺進距
離菲國巴丹島18浬附近海域，親眼所見台灣漁
民作業均未進菲國領海，任務期間並未見菲律
賓船隻。

屏東黑鮪魚捕獲量也因馬政府護漁有所提

升。東港區漁會表示，5月9日到22日的黑鮪捕
獲量達102條，價值約新台幣5000萬元。

屏東漁民安心作業
東港區漁會統計，到22日為止，屏東黑鮪

魚的捕獲量是143尾，比去年同期多了11尾，其
中從9日到22日的捕獲量就達102尾。

東港區漁會和琉球區漁會都表示，政府大
陣仗南海護漁，讓漁民安心，所以捕獲量有提
升。東港區漁會總幹事林漢丑表示，現在黑鮪
魚的拍賣價活魚起鈎1公斤約新台幣1600元，死
魚起鈎1公斤800到1000元，前幾年捕獲的黑鮪魚
多在200到250公斤左右，今年的黑鮪魚特別大
，多在300到350公斤，以這個數字粗估，單是東港這
次受惠護漁所捕獲的黑鮪產值，就快5000萬元了。

馬英九22日在台北表
示，台灣將以海巡署為主
力，進行常態性、長期性
護漁活動，不允許 「廣大
興28號」 類似事件再度發
生。台灣漁民也趁政府護
漁期間紛紛出海捕魚，黑
鮪魚捕獲量因而上升。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二十二日
報道：台灣漁民遭菲律賓公務船野蠻射殺身亡
，引發社會憤慨；日前網絡又流傳台灣便當（
盒飯快餐）店拒賣菲勞的文章，引起民衆熱議
。經警方調查，22日該文被證實是造假。

據報道，被稱為 「便當文」的網絡文章有
董姓女子、鄭姓記者等版本。內容基本為：有
人說自己看到在台菲律賓籍勞工站在門口，不
僅被拒賣便當，還被老闆娘大聲趕走。文章經
網友廣泛流傳，引起台灣社會大衆對其內容真
實性進行探討。

《四方報》總編道歉請辭
22日凌晨，警方約談臉譜暱稱 「海洋藍」

的台灣《立報》鄭姓記者和假扮便當店老闆的
羅姓友人到案說明。該記者供稱，貼文內容是
14日晚間在台北市南昌街某便當店買便當時聽

到客人談論，添加文章內容後，再貼到臉譜。
警方訊後依規把鄭男和羅男移送偵辦。《

立報》發表聲明，鄭姓記者即日起解職。曾證
明文章為實的台灣《立報》同報系《四方報》
總編輯張正也在22日凌晨在臉譜發文道歉，坦
承誤信 「便當文」為真，他原本就因個人因素
請辭，如今會 「加速辦理」。

《立報》執行副總編輯廖雲章說，鄭姓記
者在事件流傳初期，找人假冒拒賣便當給菲律
賓移工的老闆，與她及張正見面，讓兩人誤信
其所言為真，張正更是因此在個人臉譜發文挺
鄭姓記者。

21日，警方也約談董女，確認她的文章真
實性有問題，將依違反 「散布謠言、足以影響
公共之安寧者」之規，函送台北地方法院簡易
庭。董女也在媒體面前認錯，稱文章來源係 「
道聽途說」。

台記者捏造拒賣菲勞被法辦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台媒22日曝出
養生、抗癌的名貴藥材 「牛樟芝」在經濟部委託的實驗
中發現，吃越多傷腎越大，但遭經濟部隱瞞。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理局強調，任何實驗、任何成分在設定高劑量
之下 「一定會有狀況」，呼籲消費者不必恐慌。不過，
台灣消基會、醫師皆呼籲停服，恐影響數十億元（新台
幣，下同）產值。

據台媒報道，經濟部委託生物科技業者，進行91天
的動物實驗，不料老鼠接受口服牛樟芝子實體粉末一定
劑量後，竟出現細胞異常增生、空洞化，恐對肝、卵巢
造成傷害，且對腎上腺具高毒性，吃愈多傷害愈大，但
離譜的是，經濟部與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去年2月得
知實驗結果，竟未對外公布。

媒體質疑，經濟部是為了數十億元的經濟產值，隱

瞞報告。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技術人員王慧英22日回應稱

，食藥局是在今年4月29日收到完整報告，隨即蒐集相
關資料及研讀報告內容，非報載去年2月。她說，實驗
中大鼠是吃了高劑量以 「椴木培養」的牛樟芝子實體才
出現腎上腺腫大，目前經衛生署認證的3項含牛樟芝健
康食品，均為 「發酵菌絲體」的產品，通過功效認證，
也經過毒性安全測試，消費者不必恐慌。

牛樟芝是生長在牛樟樹上的真菌，為台灣特有種，
早年被島內少數民族用來解酒及治療飲酒過量引發的肝
病。1990年代起學術界開始以牛樟芝為命名發表論文，
後因業者、媒體大肆宣傳醫療功效，使牛樟芝市價水漲
船高，野生牛樟芝拍賣一度創每兩2.2萬元天價，儼然
成為抗癌治病萬靈丹。

多服傷肝 台衛署被批隱瞞報告

【本報訊】據中新社深圳二十二日消息︰廣東深
圳一李姓官員涉嫌在台灣猥褻酒店男服務生的消息曝
光後備受外界關注，記者22日從深圳龍崗區政府新聞
辦證實，龍崗區政府已命該官員立即返回深圳說明情
況。該官員現任龍崗街道辦黨工委副書記，將於22日
從台灣返回深圳。

台灣TVBS電視台21日在其新浪官方微博發布消息

稱，廣東深圳一名李姓男官員，19日到台灣圓山飯店
參加酒宴，藉着酒意，對長相俊秀的男實習行李員出
言猥褻，更把被害人拉進廁所企圖性侵。行李員用力
掙扎逃出後，起訴李姓官員。

李姓官員賠18萬台幣和解
李姓官員賠了18萬台幣，和男實習生達成和解，

檢方則處以緩起訴3年。隨後有網友指該李姓官員是 「
深圳市龍崗區龍崗街道辦副書記李某山」。

深圳市龍崗區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回應稱，已關
注到網絡反映的李姓官員涉嫌在台猥褻一事，已要求
涉事人立即返回說明情況，同時通過有關方面了解情
況，待情況了解清楚之後，將迅速作出相應處理。

記者22日從深圳市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經濟處了
解到，李姓官員此行係參加深圳龍崗區龍崗街道辦組
團赴台經貿考察學習活動，涉及轉型升級等工作。

深圳查官員在台猥褻男侍應案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報道︰繼知名食品大
廠義美傳出使用過期原料後，台灣南部又一老字號食品
材料行被踢爆竄改食材保存期限，把過期食品原料供應
給南部地區的五星級飯店等。台南、高雄兩處地檢署22
日收押4名負責人，依偽造文書、詐欺罪嫌送辦。

台南老字號的食品材料行 「銘哲行」，離職員工爆
料竄改食品保存期限，並將過期食品銷售給各大高級飯
店、學校和餐廳。檢警21日出動50人，兵分二路搜索台南
市中西區、高雄市左營區2家公司，在台南總店查獲大批
過期1年的點心麵、酸奶油和麵皮，及大量修改用的日期
印章，去光水、香蕉水等溶劑；檢調查出，銘哲行是用
去光水抹去製造日期再行壓印，偽造手法非常粗糙。

此外，台南市政府繼續追查供應順丁烯二酸酐的毒
澱粉源頭，22日在善化區茂利麵粉廠封存2公噸的毒澱粉
，將依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開罰。

老字號食材舖出售過期原料

▲台灣有調查顯示，若服用過多牛樟芝會對人體
有害。 互聯網

◀ LG 電
子22日宣
布推出在
台首款防
水智慧型
手機。
中央社

▲四方報總編輯張正（左）與立報執行副總
編輯廖雲章（右）22日舉行記者會，說明鄭
姓記者涉嫌在臉譜捏造拒賣菲律賓人便當事
件始末 中央社

◀▼台灣海巡署台北艦前
往南方海域護漁，22日返
航，艦長吳金河表示，護
漁南界附近約有台20艘漁
船進行作業 中央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2日在北京會見了饒穎奇
率領的台灣民意代表交流參訪團 中新社

防水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