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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停建決議案 緩列院會議程

（綜合報導）立法院程序委
員會今天經表決，暫緩將民主進
步黨立法院黨團提出的 「停建核
四」決議案列入 12 日院會議程。
程委會中午討論 12 日院會議
事日程草案，民進黨團提議，增
列 「政府應立即停止繼續興建核
四廠，並依環境基本法規定推動
台灣成為非核家園」決議案為院
會討論事項，中國國民黨團提議
暫緩列案。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蔡煌瑯表

示，很多國民黨籍立委支持停建
核四，應讓民進黨團提案進到院
會，給所有立委表達意見機會。
國民黨團書記長賴士葆說，
核四屬重要政策，立法院不能主
動宣布停建，民進黨團提案違憲
，建議暫緩列案。
民進黨籍立委陳其邁說，
2001 年國民黨也曾在立法院開臨
時會要求行政院續建核四，誰說
立法院無權決定核四停建與否？
此外，國民黨團也提議將台

灣團結聯盟黨團提出攸關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四大基金提案及
親民黨團提出攸關成立核能四廠
安全調查特種委員會等提案暫緩
列案。
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
鴻池表示，成立特種委員會疊床
架屋，核四議題不應只由特種委
員會少數立委決定，應由所有立
委充分討論。

條例修法，讓陸配更有人
權。
民進黨團幹事長潘孟安受
訪表示，黨團目前還沒針
對 11 日委員會下達動員令
，修法內容尊重委員會審
查結果。
內政委員會的民進黨籍立委李俊俋說，民進
黨一直堅持 「生活從寬，身分從嚴」原則，陸配
取得居留證、工作證的條件都已經比其他外配寬
鬆，但如果領有身分證，隨之而來的權利義務改
變很大，必須嚴謹以對。
李俊俋表示，外配取得身分證必須放棄原國
籍，陸配應該比照辦理。
按現行規定，陸配依規定許可在台灣依親居
留滿 4 年，且每年在台合法居留超過 183 天，可
申請長期居留。長期居留者居留連續 2 年且每年
居住超過 183 天，可申請定居，取得身分證。

陸配身分證縮年限

藍綠不同調

（中央社）國民黨團今天說，支持修法縮短
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年限，盼在野不要杯葛；民
進黨籍立委李俊俋說，須嚴謹以對。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1 日將併案審查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條文修正草
案，擬縮短陸配取得身分證年限。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上午在立法院外表
達訴求，希望陸配取得身分證年限從 6 年改 4 年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賴士葆及黨團幹
部接見促進會成員，並說將支持修法。
賴士葆也說，法案初審時朝野可能互有攻防
，希望在野黨屏棄政治考量，支持兩岸人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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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揆：積極尋求處理核廢方式

（中央社）行政院長江 核廢料的構想與過去經驗完 堇今天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宜樺今天在立法院答詢時表 整呈現，如果涉及大陸官方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教授李
示，核廢處理方式，無論境 ，會找陸委會等相關機關一 昭興、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內或境外，台電都有做過研 起討論。
教授徐光蓉、美國愛荷華州
究，他也會指示相關部會了
蔡正元進一步質詢說， 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賀立維
解外傳中國大陸願意處理台 大陸處理台灣核廢是否會卡 等人舉行記者會，表達對核
灣核廢的訊息。
在政治因素，江宜樺說，因 廢料難以妥善處理的憂慮。
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在立 尚未看到具體資訊，他無法
李昭興說，台灣除了地
法院院會質詢時指出，中國 答覆，但對於這項訊息，行 質條件找不到核廢料最終掩
大陸甘肅省設立大型核廢料 政院絕對會主動了解，這是 埋場外，也受限台灣與美方
貯存場，大陸方面向台電公 未來一周要做的事情，行政 過去相關協定，台灣的核廢
司表達願意協助處理核廢料 部門會主動了解對方所談的 可能無法隨意移到境外。賀
。
內容、細節，只要能處理核 立維說，有些核廢料可做為
地方衛生單位都會發布疫情訊息，
江宜樺答詢說，目前沒 廢料，不管境內或境外，台 核子武器的生成原料，處理
有時地方發布的疫情訊息會比中央
收到這項訊息，但會責成經 電都有做過一些努力。
起來相當棘手。
疾控局快。
濟部與台電公司把所有處理
此外，民進黨立委田秋
邱文達表示，H7N9 疫苗株可透
過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多重管
道，與 H7N9 病毒株同步取得；此外，衛生署副署長林奏延已領 全面啟動防疫網。
衛生署 3 日將 H7N9 列入第 5 類法定傳染病，也就是新興傳
軍組成 H7N9 疫苗工作小組，但是否與對岸合作研發疫苗，目前
染病，並將流感防疫等級，從第 2 級提升到第 3 級。
只是預備階段，還沒談那麼深入，會朝這個方向努力。
衛生署依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將流感防疫等級分 6 級，第 1
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質詢邱文達，如果台灣出現第一起
級是沒有動物流感病毒傳染給人，第
2 級是動物病毒造成人類感
H7N9 禽流感境外移入病例，政府處理步驟是什麼？
邱文達答詢表示，防疫等級將立刻提升到第 4 級以上，各方 染，第 3 級是尚未發生人傳人或持續性社區流行，級數愈高愈嚴
面檢疫將更嚴格，啟動應變醫院，開始用克流感等抗流感藥劑， 重。第 4 級是人傳人且持續性社區流行，第 5 級是一洲跨國流行
，第 6 級是跨洲的全球大流行。

衛署：陸願提供H7N9病毒株
（中央社）行政院衛生署長邱文達今天說，他已看到公文，
中國大陸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已同意給台灣 H7N9 禽流感病毒
株。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王育敏、吳育仁下午在立法院質詢邱
文達，中國大陸是否願意提供 H7N9 病毒株？兩岸防疫單位是否
有管道可直接溝通疫情？兩岸是否會合作研發 H7N9 疫苗？
邱文達答詢表示，他已看到中國大陸願提供 H7N9 病毒株給
台灣的公文，目前兩岸正在交換相關文件，直接從中國大陸取得
H7N9 病毒株沒問題，但東西還沒到手，還不清楚中國大陸會提
供多少病毒株給台灣。
他說，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與中國大陸衛生部疾控局可直接對
話，疾控局會將 H7N9 第一手資訊給疾管局，但中國大陸中央與

美包商欠款 AIT 新館恐延宕
（綜合報導）AIT 新館工程，台灣承
包商抗議遭美國主包商欠款新台幣逾 4 億
，呼籲 AIT 協助解決，否則現在工地停擺
，2015 年進駐計畫恐難達成。
美國在台協會（AIT）新建辦公大樓
工程台灣承包商代表及工人，上午在內湖
新址工地抗議，要求 AIT 介入解決美國承
攬建商衛斯頓公司（Weston Solutions, Inc.
）欠款問題，否則現已 「被迫停工」的工
程恐將無限期延宕。
台灣 3 家承包商偉銓營造、鋐原能源
和承和營造代表隨後也向 AIT 代表面對面
陳情。
與會代表之一涂崇仁表示，承包商主
要希望 AIT 能協助釐清，美國國務院駐外
館舍局（Bureau of Overseas Buildings Operations）發包 AIT 新建辦公大樓建案第一
期工程時，是否有要求主包商衛斯頓依法
繳納付款保證金，AIT 方面回應將協助轉
達。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表示，依據美
國 聯 邦 採 購 規 定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美國政府發包工程，一般
會要求主包商繳納與契約金額相同的履約
保證金（Performance Bond）及付款保證
金（Payment Bond）；若主包商積欠分包
商工程款，分包商可從付款保證金償付。
涂崇仁表示，承包商與衛斯頓協調時
，衛斯頓內部人士透露，衛斯頓並無繳納
付款保證金，這讓承包商非常緊張。由於
無從得知對方到底有無付款保證金，才希
望 AIT 協助釐清，否則工期延宕下去，
「對 AIT 的困難大過於我們」，且影響國
際觀瞻。
他進一步表示，由於主力承包商都無
以為繼，工地只好停擺，若欠款未獲解決
， 「他們計劃 2015 年要進駐，恐怕很難達
成」。
行政院工程會也指出，工程會將協助
包商爭取權益，主契約如有要求主包商繳
納付款保證金，台灣包商權益應可獲得合
理保障，可就此向美方尋求協助，對於工
程款爭議，雙方也可協議仲裁解決。

總統盼加強與加拿大經貿合作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說，台灣與加
拿大貿易關係與合作，近年來有長足的成長，
雙邊貿易超過 60 億加元，希望繼續加強雙方貿
易。
馬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
訪華團。訪華團是應立法院邀請來參加 「中華
民國-加拿大國會議員交流協會」成立大會，由
現 任 加 國 國 會 友 台 協 會 會 長 魏 子 安 （John
Weston）眾議員領隊。
總統說，2012 年，台灣是加拿大在亞洲第 4
大的貿易伙伴、全球第 14 大， 「我們希望在這
方面繼續加強雙方經貿方面的成長」。
他也說，3 年前與加拿大簽訂打工度假協定
，加拿大是第 4 個簽訂的國家，同年的 11 月加
拿大政府給予國人免簽證待遇， 「在往後幾年
，我們到加拿大訪問旅遊的人數，增加了 15%」
；加拿大也成為台灣學生出國留學的第 5 大留學

國。
總統說，在 2008 年與 2012 年兩次總統大選
，加拿大的外交部長都在第一時間道賀，加拿
大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也兩度派慶賀團
來參加就職典禮，以實際行動支持中華民國在
自由、民主等方面的努力，顯見雙方對於這些
普世價值有共同理念。
另外，他也說，雙方的民間互動也非常密
切，包括起源自加拿大的癌症慈善路跑活動
（Terry Fox Run），他也擔任十多年活動的主
任委員，並曾訪問過位於多倫多的總部。台北
在全球好幾百個舉辦這個活動的城市當中，不
論是賽跑的規模、人數跟募到的款項，排名約
第 6、7 名。
他說，這些錢都用在本地的癌症研究，主
要是長庚醫院，對於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蘇貞昌訪星 民進黨低調 馬：盼兩岸合作H7N9疫苗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主席蘇貞昌傳出正
在新加坡訪問，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今天表示
，對此民進黨中央沒有評論、沒有回應。
媒體報導，蘇貞昌昨天在民進黨政策會執
行長吳釗燮、國際部主任劉世忠等人陪同下，
啟程前往新加坡訪問 3 天。
黨內人士指出，蘇貞昌此行是應新加坡政
黨邀請，前往新加坡進行政黨外交，至於會見
到哪些人士、會不會見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前總理李光耀，黨內人士表示， 「該見的人都
會見到」，但目前行程仍在進行中，不便對外
透露。
他指出，因為新加坡較為保守，過去與新
加坡進行政黨外交，向來都比較低調，雙方都
是靠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任與默契往來，現在民

進黨是在野黨，與新加坡的來往也更為謹慎，
這次蘇貞昌出訪沒有公開，也是擔心外界過多
的聯想。
蘇貞昌幕僚透露，蘇貞昌過去與李光耀就
有深厚的交情，在台北縣長任內就曾訪問新加
坡，與李光耀討論城市治理等問題，李光耀多
年前訪台時，也曾與家人一起和蘇貞昌家族餐
敘，可以看出兩人交情並不差。
陪同蘇貞昌出訪的吳釗燮受訪時，則低調
不願表示任何意見。
除了蘇貞昌訪問新加坡外，前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 3 月訪印尼、去年訪問印度，前行政院
長游錫(方方土)剛從馬來西亞訪問回台，前副總
統呂秀蓮日前也訪問菲律賓，綠營天王前後分
別訪問東南亞各國，也引人注目。

綠：兩岸目前沒有政治協商基礎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發言人王閔生今天說，兩岸政治體
制不同，中國還在威權統治，兩岸政治對話還需要時間，目前
沒有政治協商基礎。
馬總統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兩岸談判應是漸進式， 「政
治對話是現在人民需要的嗎？好像不是」。
王閔生說，兩岸政治體制不同，中國目前還在威權統治底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說，兩岸在 2
年前簽署醫藥合作協議，最近發生 H7N9 流感
，希望透過合作，製造相關疫苗，遏止流感蔓
延。
馬總統在總統府接見美國史丹福大學 「胡
佛研究所」訪華團，成員包括所長約翰．雷森
（John Raisian）、副所長大衛．布萊迪（David Brady）等人。
總統說，2 年前與大陸簽醫藥合作的協議
，最近發生 H7N9 流感， 「我們也開始合作，
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合作，製造相關的疫苗，來
遏止這種流感的蔓延」。
「我們過去 5 年也大力的改善兩岸的關係
」，總統說，兩岸已簽了 18 個協議， 「最近我
們有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接近尾聲」，一
方面有助於兩岸經濟合作的增加，對於兩岸人
民具有正面效益。

下，兩岸要政治協商本來就
需要一段時間，畢竟中國要
民主化，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他說，目前中國對台還有超
過 1600 枚飛彈，兩岸目前沒有政治協商的基礎。
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說，馬總統曾經承諾任內不做兩岸政
治談判，人民也不支持現階段進行政治協商。他說，從這次博
鰲論壇來看，中國對台灣的處理方式沒有改變，台灣國際參與
的空間更邊緣化。

此外，總統提到，最近大家很關心東海情
勢，除了過去的釣魚台爭議，又有北韓的挑釁
行動，去年提出 「東海和平倡議」，就是希望
各方都能夠降低緊張的升高，透過和平方式解
決國際爭端。
他說，最近已與日本就漁業方面進行協商
，希望未來能夠從這個部分做到主權無法分割
、但資源可以分享的目標。
總統重申，釣魚台是中華民國固有的領土
，也是台灣附屬的島嶼，如果能夠擱置主權的
爭議，在資源的開發上共同努力，可能更容易
維持東海的和平與穩定。
他說，16 日將與史丹佛大學進行一場視訊
的演講與座談，也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讓美國學
界更瞭解中華民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當中如何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他表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經到收尾階段
，但台灣內部完全不了解有哪些產業會受到衝擊，ECFA 過去 3
年沒有給台灣經濟帶來明顯效益，台灣也沒有因為簽署 ECFA 而
加入區域經濟組織或是東協。他說，兩岸就連經濟面都有很多
問題，更不要談所謂的政治對話。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說，兩岸的政治體制與文明
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對於兩岸政治協商，馬總統目前也只能這
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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