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針對美國發現第四宗
瘋牛症病例，台灣農委會、衛生署組成的美牛考察
團5日啟程赴美，預計將以兩周時間，展開美國牛
肉實地查核工作，查核範圍將遍及美國的主要養牛
州份。
美國農業部4月24日發佈，在其例行監測中發現

加州1頭乳牛感染瘋牛症，引發進口美牛的台灣社
會各界關注。台灣農委會經與衛生署會商後，決定
提早組團前往美國查廠，工廠所在地遍及美國主要
養牛州，包括加州、內布拉斯加州、堪薩斯州、得
州、科羅拉多州及猶他州。

台灣農委會副主委王政騰表示，考察對象是從美
國牛肉今年1月至4月輸台量統計前10名屠宰場中選
定8家，及增加1家自然牛工廠，供應量佔台灣市場
的78.01%。如果發現有不符台美議定書內容的狀
況，輕微者可要求廠家立即改善，最重可以暫時停
止廠商所生產的肉品輸台，直到確認改善為止。
本次訪查行程還包括美國農業部總部及該部所屬

國家獸醫實驗室，以了解美國第四例瘋牛症的流行
病學調查報告、診斷與處理措施。另外，也將訪查
飼料廠、一般養牛場，並一併了解輸歐盟無荷爾蒙
的養牛場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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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升級戰機報價 貴過買新機
向台索近1530億天價 堪稱「全球最貴」

美方去年9月同意對台灣軍方現役的F-

16A/B型戰機進行性能提升，但發價

書拖延超過半年仍未簽定，這種狀況在過

去台灣對美重大軍購中相當罕見。面對這

份「世上最貴」的發價書，台美雙方是就

此進入簽署這項採購案的程序，還是要再

針對部分品項進一步研討，台灣軍方目前

視為高度機密，不予評論。

台灣「行政院」原先核定的F-16A/B性能

提升案預算約為37億美元（約1067.8億新

台 幣 ），

但 美 方

宣 佈 售 台 價

格 為 5 3 億 美 元 （ 約

1529.6億新台幣），採購品

項包括電子掃描相位陣列雷

達（AESA）、頭盔瞄準器、AIM-9X

響尾蛇短程飛彈及AIM-120 C7中程空對空

飛彈等。

據了解，扁政府在2007及2008年都曾編

過購買F-16C/D的預算，當年各為

160億及200億台幣。

立委：台軍目前無法負擔

台媒引述軍方消息說，美方發價

書的最後版本，本月3日前已送交

空軍，依程序必須報請「國防部」

核定，並按慣例向「立法院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說明，但有關官員不願具體

評論台美雙方是否將在本月簽署採購案。

有軍方背景的立委林郁方表示，空軍目

前認為美方提出的性能提升案價格，高得

讓人驚訝，以台灣現階段的財力，恐怕無

法負擔；現在美方最後版本的發價書就算

送抵台灣，但空軍後續恐怕還是須針對個

別品項，一一再與美方展開談判，可能面

臨項目刪減，因為美方目前報價，簡直比

買F-16C/D更貴。

林郁方說，美方預計售台的AESA雷達，

目前連F-16C/D戰機都未配備，但要先裝置

在台軍的F-16A/B上，就需要重新設計修

改，又要再花錢，目前只有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的F-16E/F採取AESA雷達構型。

為添裝備 舊機改裝再花費

台軍將領指出，AESA雷達是F-35與F-

22戰機的標準配備，要裝置在F-16A/B，

就好像美方為台灣研發台版長程預警雷達

一樣，同樣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先導型，

電源結構與線路必須重新設計，戰機外觀

構型也會改變，涉及系統整合與飛行測

試。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晚報》報道，美方準備售予台灣F-

16A/B戰機性能提升案的發價書已送抵台灣空軍，有立委透露，美方

報價高得讓空軍感到驚訝，比買F-16C/D新機更貴，恐怕是世界上最

貴的F16A/B戰機升級方案。

陳致中：救扁連署已逾20萬

7大賣場與政府聯手抗漲 馬：全力維持物價穩定

藍綠立委本周紛赴東沙慰勞官兵面對「柔性逼宮」馬堅持以黨輔政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多名立委日前考察
南沙群島的太平島後，10日又將安排考察
東沙群島。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林郁

方及國民黨立委詹凱臣等人，日前搭機前
往太平島考察。下周輪到民進黨籍立委陳
唐山擔任召委，陳唐山安排10日前往東沙
群島考察。
民進黨籍立委蔡煌琅表示，他會參加這

次的考察。他說，近日來南海局勢詭異，
他將透過立委這次考察，到東沙宣示主
權，也將鼓勵東沙官兵的士氣。
近來，南海主權掀起周邊政府連番糾

紛。據了解，台灣當局所控制的島嶼主
權，是中沙、東沙群島並在南沙群島的太
平島駐軍。日前，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明

確表示，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
可爭辯的主權，兩岸同胞都有責任加以維
護。

雨季防災 五萬兵待命
據中通社5日電 近日台灣連日豪雨，

河水暴漲，各地不斷傳出零星災情，軍方
各作戰區嚴陣以待，做好防災準備，合計
可投入救災兵力約5萬多人，隨時可依地
方需要展開救災任務。
馬英九日前視察台南市全民防衛動員暨

災害防救演習時，針對防救災措施，重申
「料敵從寬、禦敵從嚴」、「超前部署、預
置兵力、隨時防救」及「防災重於救災、
離災優於防災」等原則，指出以目前的科
技，仍難以準確預測雨量，因此，豪大雨

也可能造成極大損失，更加凸顯防災與預
防性撤離的重要功能。
台灣「國防部長」高華柱向軍方轉達馬

英九的上述指示，要求各部隊審慎規劃預
置兵力地點與適切編組災防應變部隊，期
能將災損降至最低。
對此，台灣軍方5日表示，為防範各地

嚴重災情，各級部隊已完成相關人員與機
具災防準備，各作戰區將視災情狀況與地
方政府需要，隨時派遣兵力展開救災任
務，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針對外界傳言
國民黨內出現反馬勢力，對馬英九「柔性逼
宮」要求免兼黨主席之職，國民黨文傳會主
委莊伯仲5日表示，確實有黨代表在中常會
上發言希望馬專心政務，但這樣的發言是出
於不忍馬英九過於操勞，希望外界勿作過度
解讀；而馬主席當時也回應表示，身兼主席
才能貫徹以黨輔政，促使黨政良好互動。
5月2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上，有中南部黨代

表建議身兼黨主席的馬英九，可免兼黨主席
職務，專心政務。此話一出，掀起黨內熱烈
的討論。
但是有傳媒5日對此大做文章，指因油電

雙漲決策導致民調下跌的馬英九，正面臨黨

內鬥爭，從黨代表到立委，已有人要求馬英
九交出黨主席；並以「柔性逼宮」來形容，
稱一股反馬勢力正隱隱串聯，意圖藉由明年
的主席改選改變黨內權力現狀。

台媒：馬應正視黨內聲音
對此，國民黨文傳會主委莊伯仲澄清

說，提出建議的是一名嘉義陳姓黨代表，
出發點在於體諒馬的操勞，希望外界不要
過度解讀。他亦轉述馬英九在當時回應表
示，目前是以黨輔政，因此他必須同時身
兼黨主席的身份，才能充分協調黨、政部
門，貫徹執行政策，目的是促使黨政良好
互動。

不過島內這些聲音，恐非空穴來風。台
灣今日新聞報道指，在野黨立委上周提案
變更議程，主打禁止美牛進口，若非「立
法院長」王金平神聖的1票打成45比44，就
讓在野黨立委闖關成功，藍委楊麗環認
為，黨內立委選擇不出席或不表態，就是
要高層想辦法解決，而非無視黨內立委面
臨的壓力。
至於電價調漲政策遭到民眾反對聲浪影

響，日前馬英九已下令要實施分段調漲，才
讓民怨趨於平緩。不過報道指，馬的政策頻
頻急轉彎，讓黨內立委無所適從，朝令夕改
的狀況如果無法改善，馬政府未來執政恐臨
更多困難。

戒備瘋牛症 台考察團周六赴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
社報道，民進黨主席選舉
第二場電視政見辯論會今
日（6日）預定在台中市
登場。這次由扁朝前「陸
委會」主委吳釗燮、副主
委童振源、前「國防部長」
蔡明憲擔任提問人，一般
預料兩岸、軍事、「外事」
將成焦點。候選人之一的
許信良預料當天「一定會
有火花」。
民主進步黨上周舉行

的首場辯論，由候選人
提問，蘇煥智、蘇貞
昌、蔡同榮、許信良、
吳榮義5位候選人基於黨
內和諧，少有尖銳提
問，對於攸關民進黨
2016總統大選的兩岸議
題，僅在結論階段由候
選人簡單闡述。
至於外界注目的蘇貞

昌，其辦公室指出，蘇貞
昌屆時會 重在「闡述未
來的願景」，至於兩岸、
軍事、「外事」議題，蘇
貞昌擔任過「行政院
長」，對這個議題有自己
的一套想法，幕僚沒有特
別準備題庫給蘇貞昌。

香港文匯報訊 在島內物價漲個不停的
環境下，包括大潤發、家樂福、愛買、全
聯、頂好、松青、台糖等7大賣場，一起推
出各項優惠活動。這些業者與消費者保護
處聯手抗漲，以具體行動力挺政府穩定物
價的政策。
據《中國時報》報道，身兼穩定物價小

組召集人的「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表

示，7家業者在全台千多家門市中推出「抗
漲專區」，平價販售包含鮮奶、奶粉、米、
雞蛋、食用油等16類民生物品，雖然抗漲
專區的商品不一定是最便宜的，但絕對是
民眾耳熟能詳的品牌，也絕不會是過期商
品。他又說，現在還沒有到「百物齊漲」
的狀況，政府會與業者一起努力，全力維
持台灣物價的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當局前
領導人陳水扁之子陳致中，4日晚在台中市
發起第5場「連署救阿扁」活動，現場吸引
數百人，現場販售「釋放阿扁」版衣服，
也有阿扁獄中出版的書籍。陳致中說，已
有20多萬人連署聲援阿扁，下周到台北，
要搜集百萬份連署書救父親。

逐黨魁者批黨內態度曖昧
正競逐民進黨主席的3名參選人蘇煥智、

許信良、蔡同榮，也到場支持。
蘇煥智表示，民進黨面對陳水扁的司法

案件，切割也沒有用，要勇敢面對，面對
陳水扁所有的歷史功過。他說，如果自己
選上黨主席，一定幫助陳水扁讓他盡快保
外就醫；許信良則呼喊要求特赦陳水扁。
蔡同榮表示，民進黨遇到陳水扁司法案

件，最大關鍵點就是民進黨沒有堅決站出
來挺陳水扁；如果他選上黨主席，他會大
聲說出特赦陳水扁。
陳致中說，父親的健康狀況仍未改善，

腫瘤要等切片檢查才能判定良性或惡性，
家人想自費請醫師去探監診斷健康情形，
已向北監提出申請，正等待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面對
島內油電雙漲物價跟 漲，台灣當局
領導人馬英九昨天（5日）在高雄出席
活動時表示，他很過意不去，會盡全
力繼續維持物價穩定。
馬英九表示，台電發電1度成本新台

幣2.8元，但僅售2.6元，過去一直由政
府補貼，但隨 燃料發電成本不斷上

漲，很難維持下去，也影響台灣未來
發展很大，因此電價不得不漲，請鄉
親諒解。
馬英九說，原訂5月15日一次漲足的

電價，延至6月10日及12月10日分兩階
段調漲，且設有一般住宅及小商家不
調電價的辦法，希望藉由延緩調漲電
價措施，讓大家有更多時間去適應。

據中通社5日電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
男子洪榮祥4日凌晨酒後駕車，將騎摩
托車的78歲獨居老人廖金川撞倒後逃
逸；當路人正幫廖急救時，洪某竟繞回
現場，以約50、60公里的時速衝向人
群，把倒地的廖金川再輾一次致死。警
方當天將洪逮捕，5日上午由檢察官依
殺人罪嫌聲押獲准。
24歲的洪榮祥被捕時的酒測值是0.69

毫克。他辯稱自己和朋友吃消夜、喝酒
後開車到街上閒逛，因酒醉不知為何會
撞到人。
圍觀民眾群情激憤，指責洪嫌沒有人

性，如果第一次衝撞立即送醫，老先生
應該可以撿回一命。警方也立即前往洪
嫌住家，將躲在頂樓的嫌犯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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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牛屢為台灣帶來困擾。圖

為早前抽驗出含瘦肉精的牛

肉。 資料圖片

■台當局管轄下的東沙群島。 資料圖片

■裝在F-16 E/F機頭的AESA雷達。 網上圖片

■美國為台軍開出的升級價單，

索價竟高達53億美元。圖為台灣

現役F-16 A/B戰機。 中央社

醉駕撞人回頭再輾
惡司機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今日新聞報
道，新北市板橋區一名15歲少女日前
透過網絡認識一名許姓男子，少女因
翹家無處可歸也無收入，許男和謝姓
女友討論後決定收容少女。不料許男
和謝女竟然在少女面前表演「活春
宮」，還指導少女如何以性服務取悅男
客，之後將少女安排至色情按摩店與
旅館下海接客，少女的姐姐事後得
悉，趕緊報警處理。
據了解，許男收容了少女幾天後，就

要她到按摩店上班賺取收入。經許男和
女友兩人示範各種技巧後，少女開始下
海接客，直到4月中旬少女回家，她還
洋洋得意地告訴姐姐：「我有在賣，有
賺到錢」，姐姐聽聞趕緊報警。

情侶演「活春宮」
誘翹家少女賣淫

■民進黨日前舉行連署救扁。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