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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不評論媒體報導行程遭洩
（中央社）立法院長王金平
今天對於如何看待媒體報導行程
遭洩一事表示，由媒體評論，
「
不要輪到我評論」。
壹週刊以 「王金平行程，特偵
組全交總統」為標題，報導檢察
總長黃世銘交給總統馬英九的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專
案報告」及相關附件，詳列立法
院長王金平的行程。
不過，府方人士澄清說，這份
附件根本沒有所謂的王金平私人
行程，總統馬英九絕無進行政治

偵防，相關媒體的臆測報導絕非
事實。
王金平上午出席各國駐中華民
國使節團團長沙瓦杜哥（Jacques
Y. Sawadogo）受頒 「立法院國會
外交榮譽獎章」典禮，會前記者
詢問，如何看待媒體報導行程遭
洩一事？王金平表示，由媒體評
論， 「不要輪到我評論」。面對
媒體進一步追問，王金平反問媒
體， 「是你們的話呢？你們覺得
怎麼樣？」
民主進步黨主席蘇貞昌今天

說，民主國家絕不容忍拿公器來
對立法院長及在野黨進行政治偵
防，如果有官員涉及，應立刻下
台。
民進黨下午召開中常會，蘇貞
昌會前受訪時表示，用公器來對
立法院長及在野黨進行政治偵
防，從相關資料與媒體爆料可以
清楚看到，民進黨的質疑非常清
楚正確，這種事情任何民主國家
絕對不能容忍。

民進黨中常會決議 聲援郭瑤琪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中常會今
天通過決議，公開聲援前交通部長郭
瑤琪，並籲請司法給予再審機會，以
還其清白。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司法判決必
須取信社會，個人清白更不容被污
衊；郭瑤琪此案一、二審皆判無罪，
如今卻被重判 8 年，引發高度質疑。
從法律面看，此案判決疑點甚多，僅
憑證人前後矛盾、內容不一的說詞，
就認定收賄，完全違反無罪推定原
則。

蘇貞昌說，為維護司法公信，民進
黨聲援也支持郭瑤琪捍衛個人清白的
行動，包括爭取再審、非常上訴的方
式，並嚴正呼籲司法應該給予最後救
濟的可能，以實際行動建立民眾對司
法的信心。
前交通部長郭瑤琪被控在台北車站
招標案中收受廠商 2 萬美元賄款，遭
判 8 年定讞。
民進黨中常會今天通過中常委高志
鵬、柯建銘、吳秉叡提案，公開聲援
郭瑤琪。

提案表示，郭瑤琪在
民進黨執政時期，歷任
重要職務，戮力從公，
績效卓著，若因其擔任
職務蒙受不白冤屈，民
進 黨 基 於 追 求 司 法 正 綠營擬修法 課污染企業刑責
義、維護團隊形象，理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11 日舉行記者會表示，鑑於日月光涉嫌排放含重金屬廢水事
應支持郭瑤琪捍衛其個 件，將研究修法，取消違規企業租稅優惠、限制外勞引進及課以刑責。
人清白，而且此案判決
斧鑿痕跡遍布，對照林
「為防範司法藉由冤判本黨同志以污 應對本案公開聲援，呼籲司法給予最
益世案更顯藍綠有別。
衊本黨形象，進行政治操弄，中常會 後救濟之可能」。
提案指出，基於來年大選將至，

蘇貞昌：願與柯文哲見面談選戰
（綜合報導）民主進步
黨主席蘇貞昌今天表示，有
時間願意與台大醫師柯文哲
見面，討論台北市長選戰等
相關議題。
有意爭取代表綠營參選台
北市長的柯文哲日前表示，
民進黨內有 「兩個太陽」，
他不知道要跟誰談； 「民進
黨有義務整合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來整合民進黨」。
民進黨下午召開中常會，
蘇貞昌會前受訪時表示，很
高興柯文哲與民進黨中央有

全教總籲保障學生再申訴權

聯絡，如果有時間，可以安
排妥當的時候見面，看約見
面後怎麼談。
媒體問到，柯文哲如果要
得到民進黨支持，唯一的路
是不是就是要加入民進黨？
蘇貞昌說，民進黨一直是開
大門走大路，也有經過全代
會與中執會通過的相關提名
機制，都會公平公正的進
行。
至於蘇貞昌昨天表示，民
進黨在台北市的選舉，從民
選以後就沒有缺席過，媒體

問，是不是解讀為柯文哲如
果沒有入黨的話，民進黨不
會與柯文哲進行第二階段的
整合？
蘇貞昌說，民進黨基於政
黨責任和民主政治，一定會
對首都提出人選，民進黨當
然是就民進黨內來進行公正
的作業，這些都是民進黨的
機制。
他說，民進黨非常歡迎任
何認同民主、希望台北市更
好、有相同意願的人，一起
來努力、打贏選戰。

民進黨籍立委林淑芬（右 2）、
民進黨籍立委林淑芬（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代表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代表 11 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
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
。全
教總與學生代表呼籲政府修法，
教總與學生代表呼籲政府修法
，並在行政上落實學生再申訴機制
並在行政上落實學生再申訴機制。
。教育部回應說
教育部回應說，
，將研議
如何在相關規則中放入 !再申訴
再申訴"" 精神
精神。
。

重查案 軍爆法院要求人體測試
（綜合報導）國防部長嚴明等人今天表示，
前空軍士官蔡學良死亡案，法院要求要以 「人
體」做彈道測試，因無法執行，已回覆高等法
院。
民進黨籍立委邱議瑩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
委員會質詢指出，蔡學良死亡之後，蔡媽媽非常
可憐，國防部承諾如果司法程序要求重新彈道測
試，國防部會配合，現在高等法院希望國防部去
鑑定，進度如何？
嚴明表示，其實一直有在協助家屬，但法院來
文要求用 「人體」進行彈道測試，國防部無法
做。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司長周志仁說，高等法院日
前確曾來文，要求以 「人體」進行彈道測試；但

如果用豬肉都還可以，怎麼可能有人體可以進行
彈道測試？
不過，周志仁說，他們還是按照公文程序，詢
問憲兵指揮部等單位能否照高院來函辦理，但憲
兵指揮部也回文說無法執行，國防部也已回文給
高院表達無法辦理。
邱議瑩也質疑，這是法院有問題，去哪裡找人
體來做測試？
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中士蔡學良民國 97 年 5 月 9
日到陸軍台東地區指揮部太平營區靶場實施 T65
式步槍射擊訓練，頭部中彈死亡，經軍事檢察官
及法醫勘驗，以自殺結案。
蔡學良家屬對軍方判定無法接受，希望國防部
重新彈道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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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盼規範電磁波長期暴露值

民進黨立委劉建國（右 2）與台灣電磁輻射公害防治協會 11 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
民進黨立委劉建國（
會。協會盼政府應公布長時間電磁波暴露極限值
協會盼政府應公布長時間電磁波暴露極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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