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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味先」原料驚爆過期三年
島內食品藥品漏洞連環爆 蔡食安「五環」變「五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
台灣老牌零食「蝦味先」被查到

島內近期食藥品事件（部分）

■台灣知名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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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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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使用過期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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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市衛生局昨日查核下游儲業者。
園市衛生局昨日查核下游儲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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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5 月 17 日 新北市衛生局查獲中榮貿易

用過期三年的材料製作產品，且

公司竄改「極品正露丸」、「極東正露

已 售 出 約 250 萬 包 ， 成 為 近 期 島

丸」等藥品的產品外包裝紙盒有效期，最

內一連串食品藥品安全事故中影

久甚至過期2、3年，過期藥品共546箱。

響最惡劣的事件之一。台灣近日

■5 月 9 日 以鳳梨酥聞名的糕餅大廠維格

頻頻爆出食物安全及藥物安全漏

餅家，涉嫌將新北市門店的產品改標延後
■「蝦味先」日式 ■「發芽大豆養生粉
照燒
中央社 (紅麴)」」 中央社

洞，食安成為島內民眾對蔡英文
當局執政最不滿意的選項之一。

2014 年的頂新劣質油事件不同的是，這一
波食安風暴不僅涉及食品，也有藥品，在
北部、台東、南部均有相關事件爆出。

蔡英文在選前喊出的「食安五
環」，被揶揄為「食安五洞」。
雄市衛生局接獲民眾檢舉，食藥署便
會同高雄市衛生局等單位前往高雄
市大寮區裕榮食品公司稽查，發現業者
涉嫌以過期的柴魚精粉、無水檸檬酸及
紅麴粉等原料製作產品，涉及 4 款該公
司的老牌零嘴「蝦味先」系列蝦條和一
款大豆養生粉。其中柴魚精粉過期近 3
年，無水檸檬酸及紅麴粉等原料也各過
期 11 個月及 8 天。

相關產品周六全下架
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主任劉芳銘說，稽

查人員現場調出業者原料進貨、使用紀
錄，發現柴魚精粉、無水檸檬酸、紅麴粉
等 3 款原料，明明已經過期，業者也沒有
進貨紀錄，卻能持續生產產品。食藥署現
場封存過期原料產品共2,371公斤。
食藥署要求周六（20日）凌晨12時應完
成下架作業，不得再販售。食藥署強調，
有關該業者違規情事，已由檢方後續偵辦
中，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也已勒令該公司暫

時停止營業，配合調查。業者發表聲明向
消費者致歉。
全台各地近日爆出不少食安漏洞事件，
恰逢蔡英文上台一周年，讓人回想起民進
黨去年 5 月執政後，將「食安五環」政策
列為施政重點，具體政策包括投入十倍市
場查驗，聲稱要重建民眾對食安的信心。
然而，在去年 11 月民進黨當局擬開放日
本核災區食品後，島內食安事件頻傳。與

藍營智庫日前公佈的民調顯示，民眾最
不滿蔡英文的治理前三名是兩岸關係
（58.1%）、食品安全（51.9%）及貧富差
距（45.3%）。有學者提醒，頂新劣質油
等一系列食安事件，正是中國國民黨在
2014年選舉中大敗的原因。
中國國民黨「立委」王惠美表示，食安
問題每月一爆，執政當局竟是帶頭的元
兇，包括日本核災區食品、放寬農藥標
準，這都是當局帶領的，「食安五環」變
成五洞，通通都是漏洞。

台商：
「帶路」帶來巨大商機

■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徐興
稱，未來兩岸業者是合作關係，台灣需要大
陸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昨日在福建福州舉行的第十九屆海峽兩岸
經貿交易會上，來自台灣地區的智能科技
產品、消費電子產品、大數據、物聯網等
名品和精品紛紛亮相。台灣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副秘書長徐興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大陸「一帶一路」給台商帶來大商
機，未來兩岸業者是合作關係，台灣需要
大陸市場。
參加今年福州海交會的台灣參展商接近
600 家，其中台灣電機電子同業公會組織的
中小電子企業有近 70 家。徐興介紹，此次
首次以智慧生活館的面目展示台灣目前的
智能設備，如水下耳機、不落灰塵的地氈
和家庭搾油機等，均與生活息息相關，從
增強人們的舒適、安全、便利角度出發而
研製。徐興透露，目前台灣正在研發的智
慧服飾，將與大陸攜手共同制定產業標
準，共贏全球市場。

智能工廠經驗在陸推廣
針對北京剛剛落幕的首屆「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徐興坦言，台灣不應該
缺席，台灣需要大陸市場，同時台灣業
者在「一帶一路」中有巨大商機。徐興
舉例說，台灣業者在南向政策中到印度
投資，發生許多水土不服的情況，「我

們公會的前理事長到印度投資，花兩年
時間才把公司註冊下來，效率非常
低」。他稱，大陸的 OPPO 手機到印度
設廠，供應商依然還是台企。因此，攜
手與大陸企業合作走出去，台企少了很
多單打獨鬥的麻煩。
徐興稱，大陸市場在呈現跳躍性的成
長，而台灣卻一直低迷，台灣若不主動
爭取大陸市場的機會，空間就被島外企
業擠佔；大陸的「十三五」規劃、「 一
帶一路」中有很多台灣企業的商機。徐
興稱，台灣的優勢在零配件的供應上，
業內有很多國際「隱形冠軍」，以筆記
本電腦為例，全球 98.5%的筆記本電腦出
自台灣；在大陸「十三五」規劃中提出
建設智能工廠這一戰略佈局中，台灣在
這其間也有很大發展空間。徐興介紹，
早在三年半前，台企就在江蘇昆山建設
推廣智能工廠，隨着台積電在江蘇南京
投資落戶，台灣的智能工廠經驗會在大
陸推廣開來。

60箱產品遭改標在市場流通。
■4 月 21 日 彰化 3 個雞場檢出雞蛋含有
致癌物質二噁英劑量超標，查封 7,553 公
斤有問題雞蛋，這是台灣首次驗出雞蛋內

藍轟蔡當局帶頭當元兇

高

保存期限，再重新上架銷售，約有 50 至

含過量二噁英。
■3 月 11 日 桃園市遠東油脂工廠「乳瑪
琳」被爆出涉嫌使用逾期回收的奶油，再
製成19項產品，多達90萬公斤。
■3 月 5 日 台灣超過 57 萬人使用的降血
脂藥「冠脂妥」驚爆偽藥情況，批號
MV503 的「冠脂妥」有偽藥混充其中。
來源：中通社

吳釗燮任蔡辦秘書長
嚴德發接掌安全會

■嚴德發

資料圖片

■吳釗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
區領導人蔡英文在其執政周年前夕，於
昨日決定進行人事變動，懸缺 8 個月的蔡
英文辦公室秘書長由安全會議秘書長吳
釗燮出任，吳的職位則由安全會諮詢委
員嚴德發接掌。
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黃重諺宣佈，蔡
英文昨日決定由吳釗燮出任蔡英文辦公
室秘書長，安全會議秘書長由其首席諮
委嚴德發接任，預定下周到任。

自去年 10 月林碧炤辭職
後懸缺至今的蔡英文辦公室
秘書長，總算有了着落。
黃重諺介紹，吳釗燮長期
參與兩岸等事務決策，其表
現獲蔡英文高度肯定。長期
以來，吳釗燮一直是蔡英文
倚重的專業幕僚長，從在野
到執政，蔡吳有充分合作經
資料圖片
驗。蔡英文期待未來繼續借
重吳釗燮經驗，協助推動兩岸等相關工
作，扮演蔡英文決策左右手。
嚴德發軍事歷練完整，軍旅生涯任
內，健全軍隊緊急應變機制，首席諮委
任內，對軍務革新、軍事戰略規劃等提
供重要且關鍵意見。未來出任安全會議
秘書長後，將借重嚴德發專業，協助規
劃未來防務軍事與安全戰略，提升和整
合情報作業與反滲透能量，積極強化台
灣地區在全球反恐參與和作為。

漫畫家鄭問作品展明年台北舉辦

■鄭問生前照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知名漫畫家鄭問 3 月辭世，
其作品展將於明年在台北故宮舉
辦。據稱，這也是漫畫家作品首
次進入台北故宮展出。
鄭問辭世後，各界期待鄭問作
品能集結展出，可惜台灣不重
視，一度傳出將在大陸設展。鄭
網上圖片 問弟子、台北市漫畫工會理事長

鍾孟舜昨日在臉書上說，鄭問展
將在台北故宮舉辦。台北故宮當
天也證實，將與文化部門、文化
總會一起，促成逝世周年鄭問展
在台北故宮舉辦。
台北故宮稱，被日本漫畫界譽
為「亞洲至寶」的鄭問，其作品
結合水墨技法及西方繪畫技巧的
特殊畫風，影響台灣動漫界甚

鉅，堪稱台灣漫畫之寶。
鄭問本名鄭進文，1958 年 12
月出生於台灣桃園縣， 1990 年
在日本發表作品時造成轟動，
被媒體讚為漫畫界的「天才、
鬼才、異才」。鄭問漫畫創作
多以武俠、歷史故事為題材，
代表作品有《東周英雄傳》、
《刺客列傳》等。2017 年 3 月
26 日，他因心肌梗塞過世，年
僅 58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