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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豬入台 軍警拒食
民進黨討好美國 民眾：涉食安怎能體諒？

為換取美方所謂的「友台支持」，蔡
英文當局在推動美國豬進口問題上

一直是一意孤行。2020年8月，作為送給
美國衞生部長阿札訪台的禮物，蔡英文以
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進口美國萊克多巴
胺豬肉、30月齡以上美牛。與此同時，台
灣民意代表機構修訂相關法令，將牛肉及
豬肉排除在萊克多巴胺使用禁止之列以
外。蔡英文在元旦當天講話時，聲稱進口
美豬問題一拖再拖，「已經沒有迴避不處
理的空間」，要大家體諒。美國萊豬入台
前夕，美國在台協會也立即附和，在臉書
發文，稱「美國萊豬是以最高品質完備、
透明、科學標準的流程來檢驗，美國對自
己的食品無比自豪，深具信心」。一唱一
和，用心為何，路人皆知。

學校及體育部門拒食
然而，即便是官方部門，也難以無原則
體諒當局的「苦心」。台灣防務部門發言
人在年底的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表
示，軍人所有的豬肉供應，將以使用台灣
產豬肉為原則。警政部門、教育部門也相
繼發出聲明，強調膳食一律採用台灣豬
肉，絕不採購含有瘦肉精的美豬。
與此同時，農委會宣布，從今年元旦
起，全面推動學校午餐食材補助由原本的
每餐3.5元（新台幣，下同），提高至6
元，藉此讓174萬名學童吃到台灣本土豬
肉。
此外，行政主管機構轄下退輔會也宣示
安養機構不吃，體育署更是表示，瘦肉精
在WADA（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屬違禁物質，「雖
然政府會開放美國豬肉進口，但對於選手
而言，吃的安全永遠是最重要的，因此集
訓中心還是只會採購台灣產豬肉，不會採
購美國豬肉，雖然萊克多巴胺的含量很
低，但再怎樣都不能讓選手冒這個險。」

大賣場無販售計劃
台灣多個超市也不準備售賣萊豬。家樂
福、愛買、全聯及好市多四大賣場重申，
目前無計劃販售萊豬，商品都以台灣豬為
主。家樂褔表示，豬肉商品一向以台豬為
主，沒有考慮進口萊豬。愛買表示，藉由
銷量發現消費者喜愛挑選冷藏新鮮豬肉，
所以沒有規劃進口美國冷凍豬肉，目前可
以在愛買選購的台灣豬肉有屏東台灣珍

豬、台糖安心豚、彰化優酪豬、台中大安
黑豬4種。超市業者全聯指出，除了1%
的加拿大豬之外，99%豬肉皆為台灣本地
產豬肉。美式賣場好市多也表示，目前以
販售台灣豬肉為主，並沒有計劃進口美國
豬肉。
超市不願意賣萊豬，全台近 150 家進

口豬肉業者也表示，「元旦起絕不進口萊
豬」，就算要進口不含萊劑的美國豬肉，
也會經過層層檢驗，像是訂單、合約上會
註明清楚，也會要求檢附證明文件。
餐飲業者則表示，會根據指引明確標示

豬肉來源，鍋貼水餃連鎖店「八方雲集」
表示，全台有超過1,000家的門市，中央
工廠有分南北二廠，南部中央工廠生產的
產品，豬肉來源為台灣豬肉，長期以來由
台糖公司為主要供應廠商，產品配送至中
部以南店家，故中部以南店家現場標示的
豬肉產地來源為台灣。

本地豬緊俏或引市場動盪
小餐飲業者則擔憂，當局開放美豬進

口，影響消費信心。彰化市區老字號的
「泉焢肉飯」經營80年，第三代負責人
謝泊宏表示，餐飲業者最擔心的，無非是
消費者信心受挫，影響生意的問題，雖然
他的店已經是在地老字號，客人都知道其
選用的食材都是在地豬肉，且具有一定知
名度，所以比較不擔心生意受影響，可
是，消費者信心降低，確實是同業間最擔
憂的事。
此外，就是豬肉價格波動的問題。謝泊
宏提到，萊豬進口對台灣豬肉的價格影
響，可能有兩個走勢，一是餐飲業者為避
免生意受影響，爭相選用台灣豬，可能讓
豬肉價格上揚，增加營運成本，二則是萊
豬價格優勢，可能導致台灣豬肉價跌，影
響豬農生產意願，台灣豬肉
供應量萎縮，也可能影響到
餐飲業者的營運。

蔡英文宣布，2021
年元旦開放美國萊豬
與 30 月齡以上美牛進
口，毀了台灣民眾的
三觀。雖高達逾六成
民意反對萊豬進口，

但蔡當局仍然執意通過。
蔡當局放萊豬闖入台灣，不過是出於台

美之間的政治考量。美國針對含萊克多巴
胺的牛、豬進口向台灣施壓，從陳水扁時
代就開始，但蔡英文挖空心思想拓展台灣
國際空間，想在美國的幫襯下加入各種國
際組織，因此不惜犧牲台灣人民身體健
康，不惜讓台灣人民參照山姆大叔腰粗臀
大體弱的健康標準，給台灣人民餵食有毒
食物。

還不僅僅是美國的萊豬，接下來，蔡英
文還想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CPTPP），但這個協定的操盤
手是日本，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因此，
台灣民眾即將面對的另一個現實還可能
是：讓日本核放射食物進入台灣。

蔡英文如此高傲霸道專制，將政治凌駕
於民生之上，將山姆奉為大爺，將民意視
作廢物，在其連任執政期間，狂魔一樣為
「台獨」鋪路，勢必將台灣人民帶入萬劫
不復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

●民進黨愛台灣的方式，就是讓老百
姓吃萊豬。這種不是你情我願，像是
被強迫的雙邊貿易，會不會出賣到台
灣人的健康？

●萊豬政策的制定與立法，就完全符
合民進黨一貫指控黑箱炒作的模式！
一開始與美國協商，就缺乏公開透明
的機制，連貿易談判都沒有，就簽下
不平等條約。

●有食安疑慮的萊豬和日本核食，可
以被政客拿來當作經貿談判的籌碼
嗎？

●只有我民進黨蔡英文當局，有申請
黑箱作業不能被檢視、批評的專利！
還有不可以賣台給中國人，卻可以賣
台給美國人或日本人！

●不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
還有很多國家，像歐盟至今仍維持禁
令。因為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食
安問題，對人體健康危害的疑慮依然
存在。尤其，開放進口全豬，包含豬
隻內臟。歐美國家飲食習慣不吃豬內
臟，台灣有針對食用萊豬內臟，特別
作風險評估嗎？民進黨當局的高官
們，老百姓不願意被當成不確定風險
的實驗白老鼠啊！

來源：痞客邦

萊豬肉究竟是一種什
麼樣的豬肉，令台灣各
界避之不及？
據權威機構解釋：萊
克多巴胺是 β-腎上腺
素興奮劑（乙類促效

劑），可令某些食用動物品種加速生
長，增加瘦肉，俗稱瘦肉精，使用三至
四個月，可令豬、牛等食用動物體內的
脂肪轉變為肌肉組織，從而促進生長和
增加瘦肉比例。
台灣衞生福利部門訂定豬肉的萊克多
巴胺殘留容許量，分別為肌肉及脂（含
皮） 0.01ppm、肝臟 0.04ppm、腎臟
0.04ppm，其他可供食用部位（例如
胃、腸、心、肺、舌、肚、腦、血等部
位）為0.01ppm。考慮到台灣婦女坐月
子期間，喜歡用豬腎補身體，台灣衞生
福利部門將腎臟標準從原來的0.09ppm
降至0.04ppm。
目前，在美國國內，萊劑安全容許值
為0.03ppm，但出口至歐盟和中國大陸
的豬肉，萊劑安全容許值必須為零。
所謂ppm是英文part per million（百
萬分之一）的縮寫，是重金屬限量、動
物用藥殘留容許量及農藥殘留容許量等
有害物質使用的濃度單位。百分比

（%）雖然很容易理解濃度單位，但如
果用來描述非常微小的濃度時，則顯得
不 方 便 ， 例 如 0.0001 % 、
0.0000001 %，這時候化學分析學家就
習慣分別使用 1 ppm 和 1 ppb（part
per billion（十億分之一）的縮寫）來表
示 0.0001 % 及 0.0000001 %。

美有個案疑致自閉兒
聽起來，瘦肉精含量很低，但根據台

灣《聯合報》報道，精神科醫師蘇偉碩
表示，瘦肉精對身體的影響是全身性
的，雖然當局說要吃大量才會有危害，
但事實上，長期低劑量的接觸更危險，
不僅影響生殖力、癌症轉移風險提高，
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加重，目前美國
還有孕婦食用瘦肉精生出自閉症孩子的
訴訟在進行中，同時美國的動物福利團
體與消費者團體也針對美國政府開放使
用瘦肉精在控告政府。
蘇偉碩指出，美國雖然只有兩成的豬

肉有使用瘦肉精，但這些肉一般不會到
國內消費市場，因為價格低而以出口或
加工為主，未來，到台灣應該也是流入
加工廠，如果沒有清楚標示，消費者以
為是台灣加工廠做的，卻不知道肉是來
自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含有萊克多巴胺美國豬肉昨日開放入台，
政治效應及影響才正要開始。台灣行政機構日前直接宣布不予核定地方訂定萊
豬零檢出的自治條例，既有規定也函告無效。
行政機構政務委員羅秉成說，各縣市政府無論是原訂或在2020年9月17日
後修正發布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後新訂的地方自治條例中，訂有一律不得檢出包
括萊克多巴胺的乙型受體素，也就是所謂俗稱的零檢出，是「絕對禁止」，但
當局法規於2020年9月17日公告的是在安全範圍內可檢出，地方自治條例明
顯與台當局政策抵觸。
原訂有自治條例訂定乙型受體素零檢出規定的包括台中市、台南市、基隆

市、新竹縣、彰化縣、宜蘭縣等2直轄市和4縣市，被函告無效。新北市、高
雄市、苗栗縣、花蓮縣、澎湖縣等2直轄市、3縣市則為新訂，台灣行政機構
也不予核定。
此外，立法機構2020年12月底萊豬表決大戰，民進黨民意代表林淑芬、
劉建國、江永昌棄權「跑票」，民進黨團決議停權三年、罰三萬，並送黨部
作為提名參考。劉建國表示，「任憑處置、一切泰然」。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說，黨團處置可分兩部分：一是送黨部作為提名參
考；二是罰錢及不得選擇委員會、不得擔任黨團幹部，情節重大可予以停權
等。黨團會議最後決議對三人各停權三年，會通知當事人有三天申覆期。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民進黨當局不顧民眾反對，執意引進美國萊克多巴胺豬肉（含瘦肉

精豬肉，以下簡稱「萊豬」），新年起執行進口，島內反對民意沸騰。

防務部門、警務部門相繼宣布膳食一律用台灣本土豬。當局轄下不少主

管部門，也相繼表示對萊豬原則性拒絕。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新年致

辭時大言不慚指，進口美豬已經沒有迴旋空間，要民眾體諒，卻讓民眾

更為惱怒：健康如何能體諒？

瘦肉精影響生育 多國禁用

台灣網友論萊豬

霸道的不是萊豬
是蔡英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

地方抵制遭否決地方抵制遭否決
跑票跑票「「綠委綠委」」被停權被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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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規定萊豬新北市政府規定萊豬
或再製品不得進入校園或再製品不得進入校園
營養午餐營養午餐，，萊克多巴胺萊克多巴胺
須零檢出須零檢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反萊豬吸引數萬台灣民眾上街反萊豬吸引數萬台灣民眾上街
遊行遊行。。圖為民眾在民進黨黨部外圖為民眾在民進黨黨部外
的鐵柵欄上張貼標語的鐵柵欄上張貼標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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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

蔡英文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前，釋出美豬、美牛開放訊息。

● 2020年8月28日

作為美國衞生部長阿札訪台的禮物，蔡英文以行政命令方式，
宣布進口美國萊克多巴胺豬肉、30月齡以上美牛。

● 2020年9月7日

農委會修改相關條例，指「牛及豬於國外使用萊克多巴胺，不
在規範之列。」自2021年起生效。

● 2020年10月12日

立法部門衞環委員會召開公聽會，民意代表輪番炮轟這是錯誤
政策，蔡當局應要公開道歉。

● 2020年10月26日

立法機構再度舉行萊豬公聽會，強調進口萊豬的用藥範圍，同時實
行台豬瘦肉精零檢出，形成兩套政策，蔡英文被批「強灌民眾吃萊
劑」。

● 2020年11月22日

台灣有團體發起「秋鬥」抗議遊行，5萬民眾上街對萊豬政策發
出怒吼，堪稱是歷年來活動人數最盛大的一次。

● 2020年12月24日

台民意代表機構表決通過 9 項攸關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行政
命令，2021年元旦起，美國萊豬獲准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