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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政府／決策者」網路風險對話初探： 

以批踢踢八卦板「美牛案」轉貼新聞為例 

廖凱弘 

一、問題意識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美牛案」風險政策的網路對話，相較於面對面的溝通而言，

網路提供了一個「虛擬的風險對話平台。 

在本研究業已完成之後，「美牛案」亦於今年(2012 年)七月下旬於立法院臨時會

修法三讀通過，「立法院長王金平敲槌，宣布美牛案三讀過關，藍軍最後是以 63

比 46 票，人數優勢，完成美牛修法，其中包括開放萊克多巴胺容許量 10ppb 以

下的美牛進口，並通過以附帶決議方式，增訂牛豬分離，強制標示，以及排除內

臟，三讀案送進總統府後，10 天內就會生效。」(民視新聞，2012)  

然而，攸關含瘦肉精的美牛是否得以解禁、進口台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

一案，在通過進口之前，其實已在國內紛擾許久，公眾(及立法委員)與決策者之

間亦爭論不休。例如，以本研究所觀察的時間點來說明，「美牛案」在立法院經

過藍、綠陣營攻防戰之後，竟於本次立法院院會休會時(2012 年 6 月 15 日)，仍

未有所定論。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藉由批踢踢「八卦板(gossiping)」網路文本

之對話分析，檢視網路公眾(網友/網友)對於風險政策尚未定案之前(亦即今年六

月中旬「美牛案」未定案前)，如何藉由風險政策之新聞轉貼、回文及推文，與

「政策制定者」(如總統、立法院或執政者)對話? 又其如何對話? 

二、風險溝通的公眾參與論 

在一個現代社會中，政府代表了(國家)管理制度的權力來源，擁有定義科技風險

的主導權；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民眾並非對風險完全無知，而是選擇性地對抗風

險，民眾對政府之官方資訊並不會特別主動去接觸，代表了常民對專家政治及其

背後所代表之制度權威的不信任 (李明穎，2011: 180)，換言之，民眾對風險的

認知與理解、面對與回應，因應與對策，均有其主動詮釋的空間。 

從風險的定義來說，所謂的風險乃是「某事物、外力或環境狀況對人們或人們認

為具有價值的事物，造成危害，而風險通常會被描述成一個損失發生的可能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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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McComas, 2006)。由此可知，風險，是人們對未來可能危險的感知，而

危及的原因，可能來自各種「不確定」狀況。 

然而，在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的過程當中，應首重民眾的互動與主動參

與攸關民眾的風險政策之對話，讓風險訊息轉化成風險預防行為，然後透過網路

平台(如社交媒體或 BBS)的社會互動來達到傳播目的，並深化風險溝通的成效(吳

宜蓁，2011: 148 )，進而形成有效且符合大眾之風險管控政策。因此，網友在網

路公共空間當中進行風險訊息的傳佈，例如在 BBS 上轉貼風險政策制定過程的新

聞，使得其他使用者也能因此獲知相關風險政策訊息，並進行意見的交換、回應

及討論，實有助於風險政策之民主化。 

常民的科學知識，是植基於個人的經驗與信念，與專家透過檢證科學證據，所得

的客觀知識，在認知基礎上有所差異(李明穎，2011)。 

縱然，常民與專家在風險的感知與認知不同，傳統的風險溝通模式，卻強調由政

府及專家由上往下地對常民做風險科學知識的宣導，背後便是預設常民對風險的

專業知識不足，所以政府需透過專家知識，來教育無知及不理性的民眾，這種風

險溝通的模式，稱之為「擴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或「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 

(Leach & Scoones, 2005)。 

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是複雜的，我們需要客觀的專家知識，然而，我們亦需要由常

民所建構的主觀知識。與擴散模式或欠缺模式不同的，即是在風險決策的過程當

中，加入更多民眾的參與，透過一種「參與模式」(engagement model) 的建立，

強調常民應該主動參與到風險溝通與科技的決策裡，增進決策的民主基礎。 

這當中，現代社會可能必須有一些機制或平台，將專家與常民兩種知識聯繫起來，

彼此合作，共同建立知識的成果，這種合作便不會對科學、技術產生偏見，可能

是社會更好的選擇(Kleinman, 2005)。 

不過，有時候常民沒有足夠的科學與技術知識，對風險進行判斷時，仍須仰賴專

家(expert)或媒介(media)所提供的知識或資訊，並以專家的評估和判斷為準。這

當中，常民有時候對自我控制風險的能力缺乏而導致個人的效能感偏低，面對風

險感到相當無助時，便會更仰賴政府或管理機關的資訊(陳憶寧，2011)。然而，

民眾若沒有對機構產生信任感，往往就無法對風險有正面的態度及因應行為。 

因此，從社會學習與溝通的角度觀之，民眾也建構了自己的風險感知與價值觀，

而希望對社會的其他次系統(如政府、技術官僚等)進行溝通與學習，並展開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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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價值認知塑造及判斷，最後形成對風險的信任或不信任觀點(周桂田，2005)。 

 

三、觀察平台 

身為台灣使用者註冊人數最多(目前約為 150 萬人)、同時上站人數最大(約 10-15

萬人次)的 BBS 站台—「批踢踢實業坊」(Ptt Bulletin Board，以下簡稱批踢踢，站

址: telnet://ptt.cc)(維基百科，2012.4.28)。並且，本研究選擇該站的「八卦板

(Gossiping)」為觀察場域，原因在於，註冊的網友(net citizen)得以在這個「公開」

板面，轉貼相關的公眾有興趣之新聞或討論政府政策，並且以「推文」及「回文」

方式彼此回應(見附錄 1-4)，藉此互相討論，暢所欲言地表達對公眾風險事物，

甚至是對政府決策者的看法與建議。 

四、問題描述 

在本文執行當時，立法院原本要處理攸關美牛是否進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

正案，卻於 101 年 6 月 15 日已宣布休會；藍、綠兩陣營擺蕩於議事殿堂，該案

尚無法做出決議，「總統馬英九並於當日晚上緊急邀請行政院正副院長陳冲、江

宜樺、立法院長王金平、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黨團書記長徐耀昌等人在總統府

商討對策…希望下週立院召開臨時會…」(中時電子報，2012)，綠兩陣營的對壘

態勢將延長，恐再次陷入攻防戰的泥淖。 

本研究欲以台灣批踢踢站當中最大的新聞時事討論板面—「八卦板(Gossiping)」

為網路田野觀察之場域。以「美牛案」風險政策為例，探索台灣批踢踢八卦板網

友，如何藉由新聞轉貼、回應(推文或回文)，建構、理解此一政策對台灣社會的

意義，並企圖探討網路作為政府與民眾之間風險對話機制建立的可能／挶限性。 

因此，本研究欲從這個堪稱代表網路年輕世代的批踢踢平台，著手開始觀察網友

在網路中進行與政策執行者的風險政策虛擬對話樣貌，並初探以下的問題： 

1. 批踢踢八掛板網友在「美牛案」轉貼新聞推文及回文中，欲與「誰」對話？ 

2. 批踢踢八掛板網友在「美牛案」轉貼新聞中，對話的內容或議題內涵為何？ 

3. 批踢踢八掛板網友在「美牛案」轉貼新聞中，對話的「語氣」為何？ 

 

五、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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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針對蒐集而來之「美牛案」相關之新聞轉貼、回應及討論，運用對話分

析法(conversation analysis)進行分析。 

對話分析乃是由俗民方法學發展而來，強調社會行動者在互動中的作為(do)與他

們對互動的認知(know)之間的關係；而藉由對話分析，研究者得以了解社會結構、

社會組織或社會制度如何具體運作，且形成作用的過程。不過，對話分析更重視

談話的結構(structures of talk)，看這些談話結構如何生產及再製社會行動的模式

(蘇峰山，2004: 208)。根據質性研究學者蘇峰山的說法，對話分析研究的主題有

(蘇峰山，2004: 208-209)： 

(1) 偏好(preference)，為何某些談話中，某些陳述類型比較受偏愛。 

(2) 對話的展開與結束的形式。 

(3) 相接成對的陳述(adjacency pairs)，如招呼-回應、問候-問候、讚美-讚美。 

(4) 談話主題的經營與轉移。 

(5) 對話的修補(conversational repairs)。 

(6) 如何將壞事帶入談話中。 

(7) 話題轉移機制(mechanism of turn-taking)的研究，是為避免談話的裂痕

(gap)、不銜接的狀況出現。 

由於對話分析的重點是談話的結構，在分析的時候，Siverman(2000: 831)提供了

三個原則以有效運用對話分析： 

(1) 研究者須設法確認相關談話的配對(Pairs,即一組問與答)； 

(2) 研究者須設法從談話者的內容檢視其如何呈現某種角色或身分； 

(3) 研究者應從對話中找出特殊的狀況(如: 要求澄清、說明、補償、笑聲等)，

然後再從此狀況的產生，往前回溯其原因。 

 

六、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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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批踢踢八卦板當中，「美牛案」議題，有關「美牛案風險政策宣示」

之轉貼新聞、相關討論串及推文，進行對話分析。風險政策於政府部門(包括行

政、立法)的膠著狀態，代表該風險決策實攸關民眾生命、健康、安全等面向，

至為重要。下表為對話分析之結果： 

對話內容(網友) 對 話

形式 

對話

對象 

對話內容(新聞內文) 對話議題 對話語氣 

推:都放話要用行政命令

進口了 不用加開臨時會

吧。(N01) 

 

噓:休會就馬上開臨時會

硬要通過,馬的這不是一

黨獨大。(N01) 

 

→:沒有緊急危難卻要加

開臨時會，難道是騜自己

的「緊急危難」(N1) 

 

→ :連藍委都不想幫馬

狗背黑鍋，想過早在之前

就會過了(N1)  

 

 

 

推文 

 

 

 

總統 

 

 

馬英九總統昨晚緊急

邀府院黨高層會商，

決定延長修法戰線，

由國民黨立院黨團提

案盡速召開臨時會，

務必通過美牛案。

(N1) 

 

 

 

 

未來事件   

(臨時會) 

 

 

 

無奈、 

反諷 

先審議那些有根有據、有

是有非的法案不是當務

之急嗎?(N01) 

 

朝野協商如果同意要開

臨時會, 民進黨應該堅

持只處理酒駕案, 否則

就拒絕昭開臨時會(N1) 

 

回文 

 

立院 

 

經立法院長王金平召

集朝野協商，立院最

快下周三、周四開臨

時會，預定只處理美

牛案。(N1) 

 

 

未來事件   

(臨時會) 

 

 

質疑 

噓:當初喊要漲郵電&要

證所稅時還不是說這種

語帶威脅的話(N2) 

 

噓:ecf 搞垮台灣內需工

業 美牛 fta 搞垮台灣農

業 等著看吧(N2) 

 

 

推文 

 

 

總統 

 

馬總統形容，現在是

critical moment（關鍵

時刻），唯有過了這

關，台灣跟全世界主

要貿易夥伴才能夠簽

 

 

未來事件 

(加入世界經

貿組織) 

 

 

不信任、

充滿危機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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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ECFA 之前也說過類

似的話 我只相信台灣快

被他玩死了(N2) 

署經濟合作協議或自

由貿易協議，「讓台灣

活起來，這是我做總

統重要目標」。(N2) 

對話內容(網友) 對 話

形式 

對話

對象 

對話內容(新聞內文) 對話議題 對話語氣 

→:會期沒審 加開臨時

會 如果又沒過 行政命

令開放(N3) 

 

噓:為何不為了民生法案

開臨時會？美牛就可以

開？誰來解釋 (N3) 

 

→  idernest: 阿 不 是

NCC 委員審核 酒駕立法

很趕 結果臨時會只審美

牛?(N3) 

 

→ ginus:如果美牛過了 

其他更重要的為啥不過 

馬 的  會 不 會 太誇 張 

(N3) 

 

 

 

 

推文 

 

 

 

立院 

 

王金平說，這次臨時

會將只審查與瘦肉精

美牛有關的食品衛生

管理法修法的部分，

希望能順利處理完

成，也希望開臨時會

時，大家不要再占主

席台。(N3) 

 

 

 

未來事件   

(臨時會) 

 

 

 

質疑、 

推:就一個免簽就把台灣

賣了民主? 有問過大家

要不要換嗎?(N4) 

 

噓:KMT 是先試吃了美牛

嗎?不然怎麼這令人髮指

的政策及作為?(N4) 

 

→ freewash:做事沒原

則、愛拖全台下水、把台

灣健康賤賣給美國 

 

 

 

推文 

 

 

 

執政

黨 

 

殷瑋說，國民黨中央

全力支持立法院黨團

「儘速加開臨時會」

的提案與立場，國民

黨會堅持正確的方

向，以國家長遠發展

為念，持續團結、再

接再厲，通過攸關台

灣經貿前途的重要法

 

 

未來事件   

(臨時會)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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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N4) 

表 1 本研究對話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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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風險溝通的對話分析 

立法院於 6 月 16 日本會期結束之後，批踢踢八掛板出現了第一篇轉貼新聞(N1)，

即「開放瘦肉精美牛潰敗 立院下周臨時會再戰 (蘋果日報)」新聞轉貼(N1)，讓

網友得知「美牛案」後暫時的議事結果以及後續政府處理的態度。 

分析轉貼新聞(N1)的推文發現，大部份網友針對「總統」欲加開臨時會之態度，

透露出一種「無奈感」(見表 1)；而在轉貼新聞(N1)的回文裡，亦透露出網友「質

疑」立法院只為了「美牛案」就加開臨時會之正當性，卻忽略其他更「有根有據，

有是有非」、更「急」的法案。顯見網路公眾已認為，「美牛案」並非最重要而當

務之急之法案。 

隨後，批踢踢八掛板出現了第二篇轉貼新聞(N2)，即「馬總統：過美牛這關 台

灣就會活起來(聯合報)」新聞轉貼(N2)，這篇新聞應是馬總統在立院正在審議時，

接見美國來訪外賓時的政策談話。在立法院休會之後，網友才轉貼此篇，若與

N1 一文連貫起來，便可知道「總統」對此風險政策之明確態度。 

分析轉貼新聞(N2)的推文發現，網友對執政者將「美牛案」與未來加入世界經貿

組織(指 TIFA)充滿了「不信任」以及「危機感」(見表 1)。由此可見，網路公眾

對「總統」處理風險政策的宣示方向，不表任同。 

在立院僵持不下而休會之後，批踢踢八掛板出現了第三篇轉貼新聞(N3)，即「王

金平：臨時會將只處理美牛案(Nownews 今日新聞網)」新聞轉貼(N3)，轉貼的時

間，正是「總統」召集行政院正副院長陳冲、江宜樺、立法院長王金平、政策會

執行長林鴻池、黨團書記長徐耀昌等人，於總統府商討召開臨時會之情事之後(中

時電子報，2012)。執政者(摠統)宣示：以加開立法院臨時會的方式決議「美牛案」

且只處理此案的決議方向。 

然而，從新聞轉貼(N3)的推文分析得知，網友卻充滿了「質疑」聲音(見表 1)，明

確表達出對於立法院加開臨時會卻只處理「美牛案」，而不管其他民生法案(如酒

駕案或 NCC 新任委員審核)缺乏正當性的態度。 

本研究在 6 月 16 日蒐集之最後一篇轉貼新聞(N4)，是「美牛案 藍批綠反中反美

反民主 (中央社)」新聞轉貼(N4)，與上述三篇不同的是，本篇轉貼新聞的主角

轉變成為執政黨發言人。並且，無論是新聞標題及內文，均似是立法院本會期結

束後，藍、綠陣營不斷攻防與對決的延燒。 

若從對話分析的結果來看此篇轉貼新聞的推文(見表 1)，可以發現，網友與執政

黨的「對話」對壘分明、相互抗衡：執政黨「支持立法院黨團「儘速加開臨時會」

的提案與立場…通過攸關台灣經貿前途的重要法案。」；網友仍回歸到美牛對於

人民健康之風險上，幾近「生氣」的口吻說，「KMT是先試吃了美牛嗎?不然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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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髮指的政策及作為?」及「做事沒原則、愛拖全台下水、把台灣健康賤賣

給美國」等訊息，顯示網友對於(含瘦肉精的)「美牛」風險感知是存在的，因此

對於執政者的政策方向顯得相當「生氣」(N4 推文)。 

綜合對話分析發現，批踢踢八掛板網友對話的對象，主要是「攸關風險政策的執

行者」，以本文的「美牛案」為例，即「總統」、「立院」(立法委員)與「執政黨」

(即具有影響最後結果之多數表決權)；因為含瘦肉精的美牛之風險，是否真的可

能發生，取決在這些政治人物／決策者的手中。這是民主社會與代議政治的必然

面，由少數精英代替公眾，決定未來風險政策的方向並執行之。 

再者，由網路雙方的「對話」或「議題」内容看來，代表某群公眾的批踢踢網友，

對於轉貼新聞當中的「未來事件(臨時會)」，均表達了與政府／決策者「相左、反

對」的態度，某種程度上，網友也說明、表達了持相異態度的理由(見表 1)，並

非完全出自於非理性的謾罵或攻訐；換言之，理性溝通，在這種以轉貼新聞為主

的「虛擬」對話平台，是存在的，這亦有助於網路(以批踢踢這種電子佈告欄為

例)成為一個「有效的」風險政策溝通平台。 

由於「美牛案」已進入立法院表決(但未果)的階段，並且，執政者在本案已有所

「定見」，亦即「召開臨時會，讓美牛案過關」。在此，政府不但展現了其管理公

眾事務的權力，同時亦展現了其對風險定義的主導權(李明穎，2011)。例如以下

之政府／決策者的風險政策宣示： 

「馬英九總統昨晚緊急邀府院黨高層會商，決定延長修法戰線，由國

民黨立院黨團提案盡速召開臨時會，務必通過美牛案。」(N1)、「馬總

統表示，若美牛案無法通過，很難恢復台美經貿談判，台灣希望擴展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機會就會變小。」(N2)、「王金平說，這次臨時會將

只審查與瘦肉精美牛有關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的部分，」(N3) 與「殷

瑋說，國民黨中央全力支持立法院黨團「儘速加開臨時會」的提案與

立場，」(N4)。 

相對地，本研究分析網路公眾對「美國牛」風險政策的傳播內容發現，網友的對

話大多呈現出「消極的」語氣與對於未來風險的不確定性擔憂。例如： 

「美牛過關老子就拒吃牛肉」(N2推文)、「傅高義笑著回說「對、對 現

在沒問題」 代表以後...」(N2推文)、「為何不為了民生法案開臨時

會？美牛就可以開？誰來解釋」(N3推文)、「就一個免簽就把台灣賣

了 民主? 有問過大家要不要換嗎?」(N4 推文)。 

網路公眾「消極的」態度與擔憂，正說明了代表公權力的政府與代表公眾聲音的

民眾，對於「風險定義」的差距：前者，強調實證科學的數據或經濟、外交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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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後者，則偏重在健康、社會文化理性的個人利益(Plough & Krimsky, 

1987)。 

 

八、綜合討論與結論 

攸關風險的技術政策，乃具有社會性及政治性(Kleinman, 2005)，由此看來，充當

風險決策專家的政治人物，必然只能就其考量的面向或重點(比如著重在經濟與

外交上面)執行風險決策，這讓風險決策充滿了許多不定的變數與限制。 

誠如周桂田(2004)所言，將風險管理或控制的決策權，完全交由科技專家及政治

人物決定，將更深化一種「雙重風險社會」的意義。周桂田(2004)認為，「雙重風

險社會」是由於國家及政府隱匿了風險，且遲滯、放任科學理性進行獨大而片面

的風險詮釋；相反地，卻對生態理性、社會理性視而不見；在「美牛案」當中，

我們看見政府／決策者視民眾的不滿的情緒高漲而不見，並且將風險的責任推向

個人(如不吃牛肉即可避免危害自身健康)，轉由個人來承擔疑慮、恐懼和健康／

生態安全之結果(ibid., 2004, p.56)。 

就台灣此次面對「美牛案」的風險政策而言，由批踢踢八掛板轉貼新聞得知

(N1-N4)，網路公眾認為，政府(執政者)僅在意「美牛案」的經濟效益，即「台美

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的復談(N4)，而枉顧台灣民眾的健康(見表一的 N4

推文)。 

本研究認為，這種「雙重風險社會」的形成因素，有一部份固然是政府或執政者

走向「重科學、輕民意」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所處的台灣社會，公眾的

風險溝通或意見表達，呈現了一種「集體隱沒」的狀態。 

本研究認為，所謂風險對話的「集體隱沒」狀態，以批踢踢八掛板「公眾－政府

／決策者」的「虛擬」對話來說，網友知道一旦台灣讓含有萊克多巴胺(瘦肉精)

的牛肉進口，「可能」會導致個人健康風險，讓社會出現危機；不過，這種擔憂

與疑慮，就只是存在於某個對話的機制、平台或(虛擬)對話過程之中(如批踢踢八

掛板)。網路公眾(本研究僅以批踢踢八卦板網友為例)在風險政策高度爭議，未明

朗化之前，習於、擅長「發散式」地向政府／決策者發言、再建言，但卻不知如

何凝聚共識及力量，進行有效的實質「決策」建言。網路風險溝通與對話，彷彿

是發散於空中的煙霧，風一輕吹，便集體隱沒了。 

另一方面，政府／決策者又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力量，不斷釋放「含有萊克多巴

胺的美牛在安全上沒有問題」(N2)，甚至總統接見美國來訪的哈佛學者時，亦提

及「在美國常吃牛肉吧？都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吧？」(N2)，釋放出含瘦肉精的美

國牛肉安全無虞的訊息；同一時間，政府／決策者擅於將「美牛案通過與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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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經貿談判」兩項「風險本質上不相干」的議題綁在一起(N2)，企圖說服公

眾支持修法，讓美牛案過關。由於大眾傳播媒介具有形塑人們風險意識圖像的潛

能(Van Loon, 2000)，而政府／決策者又善於利用媒介議題建構的特質，掌握媒介

之發聲權，並形成一股政府的決策力量，公眾甚至因此「無力」抵擋。形成「對

話」權力不均等的情形，不過此不對等情形，並非表示網路的聲音無法流散至大

眾媒體，或者大眾媒介聲音無法滲透至網路；正好相反，兩者所呈現之內容已然

相互影響。研究者繪製如圖 1，以顯示上述兩類媒介運用於風險傳播時，權力不

對等卻又相互影響的矛盾情形： 

圖 1 公眾／網友與政府／決策者的風險決策對話(資料來源：本研究) 

 

 

 

 

 

 

從圖 1 來看，在風險政策已進入最後「決定」階段時(例如「美牛案」已將進入

臨時會表決)，公眾(公眾／民眾)仍會透過管道(例如批踢踢八掛板)，進行對該風

險政策方向的發聲，然而，以本研究的對話分析結果看來，網友對風險政策的發

聲，透露出一種「無奈」、「反諷」、「生氣」的「消極」態度，並且對政府／決策

者的風險政策走向表現出「質疑」、「不信任」的認知，甚至對未來政府將風險政

策與經濟政策綑綁在一起的做法，充滿了「危機感」(見表 1)。 

再者，網友透過在批踢踢八掛板轉貼關於風險政策的新聞，實際上也在網路上，

開啟(也幫其他網友開啟)了一個與政府／決策者進行「虛擬」對話的「小」平台，

然而，縱然網路標榜代表草根民主的發聲平台，但是在網路中，誰也無法確認彼

此真正「身份」情況下，究竟這個「發聲」，能否能有效傳達至政府／決策者，

而成為影響風險政策的一個力量，目前看來，仍無法有所定論(圖 1 右下角即以

虛線加問號表示這種傳播的不確定性)。 

相較而言，政府／決策者透過大眾媒介，宣示、更宣傳自己的風險政策，其運用

強大、多元的發聲機器(如首長、部會、政黨發言人)，在媒介當中發聲，變成風

險新聞報導裡的主角，最後形成了風險政策的主軸(如開臨時會通過《食品衛生

管理法》讓含有瘦肉精的美牛得以進口台灣)。 

 

公眾(公眾／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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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消極發聲 

大眾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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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政策宣示/宣傳 形成風險政策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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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在風險溝通的最後階段，非旦沒有減輕公眾因為被「排除」在影響自

身甚巨之風險政策之外而產生的怨恨(Bennett, etc., 2010)，相反地，由於政府／

決策者運用強勢媒體的力量，進行風險政策宣示宣／傳，原本發聲管道就少的公

眾，聲音雖充滿了生氣、質疑及不信任，但卻完全無力扭轉已定調之政策。形成

「公眾－政府／決策者」彼長己消的風險對話／溝通的局面。 

有效的「公眾－政府／決策者」風險溝通情境，應該能夠幫助(Bennett, etc., 

2010)： 

(1) 澄清彼此觀點或認知差異之處，然後盡力縮限彼此差異的程度(比如藉由實質

的研究來確認哪個面向可以解決，而哪個面向根本上是價值觀不同導致的)； 

(2) 公眾掌握更多風險資訊，做出更周全的決定； 

(3) 藉由提供一個機制與架構，使公眾得以表達自己對風險政策的關心，減輕公

眾因為被「排除」在影響自身甚巨之風險政策之外而產生的怨恨； 

 

若以此三點來檢視批踢踢八掛板的「美牛案」轉貼新聞、推文及回文，便可發現，

在台灣的整體媒介情境下，政府／決策者與公眾使用媒介的權力差異懸殊，導致

政府／決策者「顯而易見地」宣傳自己的風險政策說帖，而公眾卻無法使用「同

一類型、同樣發聲頻率、同樣觸及廣大公眾」的大眾媒介(如電視)，此時，藉由

網路來「紓發」各種擔憂、憤怒、不滿的情緒，是個不得不的抉擇。 

然而，網路公眾進行風險認知的「消極發聲」(見圖 1)，並無法因此縮限與政府

／決策者之間的認知差距，甚至藉由批踢踢八掛板的風險政策新聞轉貼，進行「虛

擬」風險對話，反而擴大了「公眾－政府／決策者」之間的認知距離，彼此分庭

抗禮，實無助於有效的風險政策溝通進行。 

當然，若從提供風險政策資訊的角度來看，批踢踢八掛板的網友著實充份掌握轉

貼風險政策新聞的「時效性」，讓其他網友得以充份理解、掌握政府／決策者的

風險決策進度與方向。然而，政府／決策者是否會有機會傾聽到網路公眾的發聲，

本研究未能進行探索，建議未來研究可朝此方向努力。 

最後，也是至為關鍵的，即是政府／決策者是否有意願／能力／魄力，提供一個

相當於大眾媒介的風險溝通機制與架構(或法令環境)，使公眾充份表達與自身相

關之風險政策的聲音，讓台灣社會面對一個重大的風險議題時，不再是政府／決

策者刻意地「隱匿」或「轉移」風險(周桂田，2004)，而公眾亦不再是消極地「集

體隱沒」風險意識／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如此，我們可能才能更成熟地面

對風險社會，過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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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RedirectURL&_method=outwardLink&_partnerName=27983&_origin=article&_zone=art_page&_linkType=scopusAuthorDocuments&_targetURL=http%3A%2F%2Fwww.scopus.com%2Fscopus%2Finward%2Fauthor.url%3FpartnerID%3D10%26rel%3D3.0.0%26sortField%3Dcited%26sortOrder%3Dasc%26author%3DKrimsky,%2520Sheldon%26authorID%3D7003276654%26md5%3D00bb261e5fb332afc367741cd1b1703c&_acct=C000051951&_version=1&_userid=7760848&md5=8c30abf250fe1a3463c6fe5ced710b1c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74778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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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批踢踢風險政策轉貼新聞、推文 

編號: N1 

轉貼新聞 

開放瘦肉精美牛潰敗 立院下周臨時會再戰  2012 年 06 月 16 日蘋果新聞 

昨是立法院本會期最後一天，攸關開放含瘦肉精美牛進口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修法，朝野立委的大戰歹戲拖棚仍無結果，立院即休會，國民黨遭受空前潰敗！

馬英九總統昨晚緊急邀府院黨高層會商，決定延長修法戰線，由國民黨立院黨

團提案盡速召開臨時會，務必通過美牛案。 

  

國民黨團最快下周一向立法院遞出召開臨時會要求，經立法院長王金平召集朝

野協商，立院最快下周三、周四開臨時會，預定只處理美牛案。但民進黨揚言

將再全力阻擋，朝野勢將再戰。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616/34304567 

美牛超營養的! 

推文(選擇性) 

推 Yuwuen:我還以為馬英九只是演戲給美國看  沒想到是真的要進口?!!!!  06/16 04:27 

推 biostar:騜被美國抓住把柄，但又不敢負責，強迫藍委扛責任          06/16 04:27 

推 wts4832:都放話要用行政命令進口了 不用加開臨時會吧               06/16 04:28 

推 loversii:就不能等結果出來麼 一定要現在過?                       06/16 04:28 

推 bohun:奇怪，一開始國民黨立委不是一直罵美牛嗎                    06/16 04:28 

噓 qkqk:歹戲拖棚                                                   06/16 04:30 

推 stella323:一定會過的好嗎 搞不好有什麼資料怕被美公布             06/16 04:30 

噓 loversii:選一個美國總統的悲哀                                   06/16 04:31 

推 ndr:屢戰屢敗 vs 屢敗屢戰                                        06/16 04:31 

推 biostar:從一開始全部都是騜在亂搞，真以為是皇帝喔？              06/16 04:31 

噓 ThunderLion:史上代價最高的綠卡 可以進金氏世界紀錄了             06/16 04:32 

→ biostar:騜的特色：「樂民所苦，苦民所樂」                         06/16 04:32 

→ biostar:真的是要跟民意對幹到底耶！                              06/16 04:33 

噓 lin793156:休會就馬上開臨時會硬要通過,馬的這不是一黨獨大         06/16 04:34 

→ ndr:如果鄉民有合法權力可予馬君美國公眾,自然他當得起"美國總統"   06/16 04:34 

→ lin793156:這是一人獨大                                          06/16 04:34 

噓 loversii:我還以為他要發表的嚴正聲明是表態自已是美國人           06/16 04:34 

→ qkqk:樂不思蜀......講白話點就是眼前有得爽管你他媽的去死         06/16 04:35 

→ biostar:沒有緊急危難卻要加開臨時會，難道是騜自己的「緊急危難」  06/16 04:35 

推 kimura0322:那就不斷倒他閣就好 他也沒種解散國會  改選一定輸到爆  06/16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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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star:國民黨立委真的要戰，立法院都不知道已經打幾場架了        06/16 04:36 

→ ndr:問題是不斷倒閣會自傷.民進黨議員不是莽夫.                    06/16 04:36 

→ biostar:怎麼可能只是口號互喊而已？                              06/16 04:38 

→ kimura0322:沒錯 KMT立委也是玩假的 誰會想投贊成票               06/16 04:39 

推 biostar:騜有種開除所有黨籍立委的黨籍啊！                        06/16 04:40 

→ biostar:騜有種就宣布開除所有黨籍立委的黨籍啊！                  06/16 04:40 

→ biostar:對藍委最好的方法是就是不開會，大家都沒機會投下贊成票，  06/16 04:44 

→ biostar:也沒有機會投下反對票，也沒有棄權，每個黨籍立委都一樣，  06/16 04:45 

→ biostar:騜絕對沒種開除全部國民黨立委的黨籍                      06/16 04:45 

→ qkqk:想當初杜月笙都被當尿壺甩在床角下了，你他媽的你以為是誰啊   06/16 04:46 

噓 Andy5566:幹！非得讓自己人民吞瘦肉精不可就是啦？馬的苦民所苦咧   06/16 04:47 

→ biostar:法案沒過就推給民進黨杯葛，民進黨也對支持者有交代        06/16 04:47 

推 wts4832:→ biostar:騜的特色：「樂民所苦，苦民所樂」              06/16 04:48 

→ biostar:大家皆大歡喜， Happy ！ 只有騜要面臨被美帝公布秘密壓力  06/16 04:48 

推 lisy1991516:爽啦                                                06/16 04:56 

推 xyz2:馬那麼強力要開放進美牛，反正立院兩黨團都有反對聲音，國會   06/16 05:03 

→ xyz2:抗議做個戲就好啦，去讓總統自己用行政命令扛責任，管他馬英   06/16 05:04 

→ xyz2:九要在國會裡延長戰線多久，就給它拖沒關係，反正都會開放進   06/16 05:04 

→ qkqk:明日帝國的報紙已經擬好稿了，還要看嗎？                     06/16 05:05 

→ xyz2:口，國會裡抗爭到馬總統受不了，自己乖乖用行政命令解決為止   06/16 05:05 

推 loversii:以騜不沾鍋的性格不會用行政命令，他需要有人幫他揹責任   06/16 05:05 

→ loversii:這法案在這種風頭真的過的話 下次選 KMT 應該會很慘        06/16 05:06 

→ qkqk:慘不慘是相對的，至少人家對老爸有交代                       06/16 05:07 

推 loversii:也對 反正他以後不必選了 不必討好選民 人民死活不關他事  06/16 05:08 

→ ricepaddy:美牛總統                                              06/16 05:20 

推 lunarblue:就為了騜一個人的利益  就要再開臨時會  有夠無恥的      06/16 05:23 

推 qkqk:要平反一下  不是為了騜的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整體 KMT利益     06/16 05:25 

→ lunarblue:民進黨回家睡飽覺  週三請繼續夜宿主席台  謝謝          06/16 05:26 

→ qkqk:因為 KMT凌架個人之上，所以就算杜月笙之流的也指能扔在床角   06/16 05:26 

→ lunarblue:KMT 的也沒多想通過美牛案好嘛  不然早就衝了            06/16 05:28 

噓 qkqk:非也，若不是那些茍且偷生的政客想騙選票，不然早就蠻著幹了   06/16 05:28 

→ lunarblue:反民意通過美牛對那些 KMT 有啥好處  反正騜也跛腳了      06/16 05:29 

→ qkqk:代表人物喔？we-gp 夠份量嗎？                                06/16 05:29 

→ qkqk:               go     靠腰，打錯                           06/16 05:31 

→ loversii:其他不敢講 對騜本身來講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好處            06/16 05:31 

→ lunarblue:不要拿騜的狗來討論  這不在案例內                      06/16 05:31 

→ loversii:不然他不必急成這樣...                                  06/16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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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kqk:哭哭，好歹人家他也是 KMT 的啊                               06/16 05:31 

→ loversii:現在通過如果美國黑白馬沒連任 不認這個條件，不就白吞美  06/16 05:32 

→ loversii:牛了                                                   06/16 05:32 

回文 

: 院最快下周三、周四開臨時會，預定只處理美牛案。但民進黨揚言將再全力阻擋，朝野勢 

                             ^^^^^^^^^^^^^^^^ 

在野黨人數弱勢，一定要用非理性杯葛才可能阻擋法案。 

國民黨喊的「不要空轉，我要開會」我也非常贊同，本周議程根本完全癱瘓。 

但奇怪捏～怎麼不是 "開臨時會，預定處理美牛案以外的所有法案"？！ 

先審議那些有根有據、有是有非的法案不是當務之急嗎？！！ 

-- 

本篇問卦，這星期有哪些法案很急，但被毒美牛牽連沒能審的？ 

最急的就是酒駕修法 

不過國民黨居然只想通過民意反對的毒牛案 

民進黨此時正是拉攏民心的好時機 

朝野協商如果同意要開臨時會, 民進黨應該堅持只處理酒駕案, 否則就拒絕昭開臨時會 

如此跟國民黨滿腦子只想餵台灣人吃毒牛一比較, 民進黨只想處理酒駕案更得民心 

或是民進黨乾脆提出美牛公投案, 讓台灣人自己作主選擇, 看看人民想要 TIFA吃毒牛, 

還是不要 TIFA反毒牛 

真正的民主, 不是投票選總統而已, 而是人民也能對重大議題或法案直接公眾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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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N2 

轉貼新聞 

馬總統：過美牛這關 台灣就會活起來         2012/06/16 聯合報 

馬英九總統昨天表示，我們與美國經貿關係現在有點小困難，就是美牛問題。

馬總統說，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牛在安全上沒有問題，但目前還在爭執當中，

希望能很快克服，以便恢復與美國經貿談判；馬總統形容，現在是「critical 

moment」（關鍵時刻），唯有過了這關，台灣跟全世界主要貿易夥伴才能夠簽

署經濟合作協議或自由貿易協議，「讓台灣活起來，這是我做總統重要目標」。  

馬總統在總統府接見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Ezra F. Vogel）時，提到台美經貿關

係，並主動提及美牛案。  

馬總統還問傅高義，「在美國常吃牛肉吧？都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吧？」傅高義

笑著回說「對、對、現在沒問題」。 馬總統表示，若美牛案無法通過，很難恢

復台美經貿談判，台灣希望擴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機會就會變小。他說，「台

灣百分之七十的國民生產毛額（GDP）都是靠出口，在此情況下，我們無法與

美國保持關係，還希望能超越過去」。  

總統表示，我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協議（ECFA）後，擴展了與其他國家的

經濟合作機會；包括與日本簽署投資保障協議，現正與新加坡、紐西蘭洽談經

濟合作協議，歐盟、東南亞也對台灣有興趣。  

馬總統說，美牛這關過了後，台灣就整個都活起來了，在世界經濟的版圖上，

就能夠有更大發展的機會，這是他做總統重要目標。美牛案修法朝野僵持不

下，副總統吳敦義昨天表示，希望國會不要癱瘓，以民主法治手段讓政策正常

運作。立院議場被在野黨占領、議事癱瘓，無法在本會期完成修法，就算以行

政命令開放，也面臨強制標示問題，相信國人都期待立法院不要被癱瘓，「希

望很多立委老同事，不分黨派，用民主法治手段解決」。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7163609.shtml#comments 

簽 ECFA 也這樣講..搞得台灣現在只剩觀光..還得靠陸客生存.. 
 

推文(選擇性) 

→ fantasibear:我死了                                              06/16 08:35 

噓 waei:是馬英久這狗養的就活起來吧                                 06/16 08:35 

→ nightwing:  吃了美牛 死的人都能活過來了  = =                    06/16 08:36 

噓 Shigeru777:馬狗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06/16 08:36 

推 takmingnoob:馬英九是總統ㄟ~~ 人民選的 還不相信他 到底想怎樣!!   06/16 08:36 

→ lxxlxx:生雞卵的沒有 放雞屎的有                                  06/16 08:37 

噓 q76211635:活你馬阿 真以為美牛是神馬                             06/16 08:37 

噓 Su22:又來了  還在馬扁                                           06/16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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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eowa:高義 你他媽雜碎                                            06/16 08:37 

→ bugmens:關鍵時刻  寶傑表示                                      06/16 08:38 

噓 yoyo365:當初喊要漲郵電&要證所稅時還不是說這種語帶威脅的話       06/16 08:38 

推 Xaymaca:選錯惹    現在只好完全封鎖所有他想做的事                06/16 08:38 

→ yoyo365:真當大家是傻子嗎? 誰會信你說的阿                        06/16 08:38 

噓 yongqing:                                                       06/16 08:39 

→ Xaymaca:千金難買早知道    這一位   你們已經先知道要出賣你們了   06/16 08:39 

推 nangle:老招，哪一次不是用威脅的，ECFA、2012總統大選             06/16 08:39 

噓 blackacre:ECFA 不是會發嗎？怎麼現在台灣死了？                    06/16 08:39 

噓 prince1983:聽妳再放屁~                                           06/16 08:39 

→ nightwing:  八八水災之後  2012還是一堆人信任騜啊  >.^           06/16 08:39 

→ pljck:吃屎不是比較快？                                          06/16 08:40 

→ nangle:騙子總統                                                 06/16 08:40 

噓 happinessum:還在騙                                              06/16 08:42 

噓 pfish9130:過了美豬這關 過了統一這關~                            06/16 08:42 

→ Croy:穢土轉生膩?                                                 06/16 08:42 

噓 aaagang:別再信美國或大陸的話了                                    06/16 08:43 

噓 mecca:被你執政了 4 年台灣竟然死了  還敢講                         06/16 08:43 

噓 monarch0301:狗雜碎                                               06/16 08:43 

噓 hgf125:臺灣就會活起來??承認現在是死了???????                      06/16 08:43 

噓 notea:過 ECFA 這關 台灣ㄟ購發    (咦~~~)                          06/16 08:43 

噓 jh121221:跳票太多次了                                            06/16 08:44 

噓 OPWaug:最好跟骯髒蛆一起在糞坑裡淹死                             06/16 08:45 

推 AlexKo:就像選了馬總統就有 633 簽了 ECFA 就有 FTA 一樣嗎？         06/16 08:46 

噓 F7:以後會講過了統一這關                                         06/16 08:46 

噓 lionleo228:美牛過關老子就拒吃牛肉                                 06/16 08:46 

噓 Croy:放羊的馬總統!!                                              06/16 08:46 

→ s866217:ECFA   ECFUCK      下一次就要説  不統一台灣一定死      06/16 08:46 

→ dlevel:去問楊志良，他拓寬進口美牛的條件，包含牛齡跟牛雜，淹狗     06/16 08:47 

噓 OpenGoodHate:一早就要用掉 2                                      06/16 08:47 

噓 adm123:XD                                                       06/16 08:47 

→ dlevel:好膽就給那位教授吃，再告訴他是高風險範圍。                 06/16 08:47 

→ inconsequent:開放美牛就活起來 那還選總統幹麻                       06/16 08:47 

噓 Flycas:以後換說，趕快統一，你就活起來了？                         06/16 08:47 

→ s866217:2 一早就不夠用                                            06/16 08:48 

→ s866217:我看馬下台台灣就飛起來了                                 06/16 08:49 

→ inconsequent:美牛開放 下一步 美豬開放~                             06/16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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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 otld:台灣已經被你弄到只剩最後一口氣了 美牛再進來就直接斷氣了     06/16 08:50 

→ sulaman:四年前聽過一樣的話，這次至少我不會再信了                06/16 08:50 

噓 Balders:EFCA 簽了 台灣還不是死的 這種鬼話誰會信                  06/16 08:51 

噓 kerokun:那幹嘛選馬英九                                          06/16 08:51 

噓 WenliYang:有馬永遠活不起來.....                                    06/16 08:52 

噓 painkiller:ecfa 搞垮台灣內需工業 美牛 fta 搞垮台灣農業 等著看吧      06/16 08:52 

噓 pipiball:相信 ECFA 的人 這次依然會相信的                           06/16 08:52 

噓 imoimo:                                                         06/16 08:53 

噓 dnzteeqrq:傅高義笑著回說「對、對 現在沒問題」 代表以後...         06/16 08:53 

噓 ichch:馬英九:油電雙漲是為了讓台灣轉大人    請問 台灣變大人了嗎   06/16 08:56 

→ netsphere:那意思是現在是死的                                     06/16 08:56 

噓 geesegeese:這招 ECFA 就用過了 聽你的 老百姓倒楣                   06/16 08:56 

噓 loversii:活啥小 幹林娘 無能馬                                      06/16 08:56 

噓 l17:馬英九統一萬歲哈哈                                           06/16 08:57 

噓 egbertwn:無能                                                   06/16 08:57 

噓 secret1414:ECFA 之前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只相信台灣快被他玩死了       06/16 08:58 

噓 skylion:= =                                                       06/16 08:59 

噓 s866217:有馬在  台灣死定了                                      06/16 08:59 

噓 pinkkate:下次會說 兩岸統一 台灣活起來  然後蛆繼續在 X 黑板高潮 XD  06/16 09:00 

噓 chester71:689 萬人都活的超開心                                   06/16 09:00 

噓 x8051rva:欺善(百姓)怕惡(老美老共)                                 06/1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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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N3 

轉貼新聞 

王金平：臨時會將只處理美牛案  2012 年 6 月 16 日 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 

立法院長王金平今（16）日表示，國民黨立院黨團已經完成臨時會提案，將只

處理與美牛有關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部分，他將與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交換

意見，並召開朝野協商，也希望臨時會可以順利處理完成美牛案。 

 

立法院第八屆第一會期 15 日在朝野抗爭中畫下句點，馬英九總統晚間立即邀

集府、院、黨籍立院高層，召開因應會議，同時鼓勵國民黨籍立委再接再厲，

也支持黨團的意見，盡速召開臨時會處理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 

 

王金平今日受訪時表示，國民黨團已經完成召開臨時會的提案，他將與民進黨

立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交換意見，再來會正式召開朝野協商，討論臨時會相

關事宜。 

 

王金平說，這次臨時會將只審查與瘦肉精美牛有關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的部

分，希望能順利處理完成，也希望開臨時會時，大家不要再占主席台。 

 

http://www.nownews.com/2012/06/16/91-2825006.htm 

推文 

→ alprazolam:大吃一斤                                              06/16 12:41 

→ apa9394:炒飯炒太久 不好吃                                       06/16 12:41 

→ coon182:歹戲拖棚                                                06/16 12:41 

噓 Turtle100:骰需                                                   06/16 12:41 

→ Workforme:燒掉三兆的證所稅表示：^.< 打我啊笨蛋                  06/16 12:41 

推 conshelity:其他法案不重要 只有美牛                               06/16 12:41 

噓 corlos:尚書大人真是機靈                                         06/16 12:41 

推 thisisapen:應該要學白卜庭自備主席台                              06/16 12:42 

→ kimura0322:反正兩邊叫一叫  然後就可以回家等行政命令             06/16 12:42 

噓 ssdog:這樣跟專制國家有啥兩樣?                                   06/16 12:42 

噓 uhmeiouramu:                  美牛最重要 農民閃一邊            06/16 12:42 

→ ssdog:會期沒審 加開臨時會 如果又沒過 行政命令開放               06/16 12:43 

噓 smilelover:                                         利益擺中間   06/16 12:43 

噓 leo0873:欠噓                                                    06/16 12:43 

噓 https:吱吱吵一下 讓吱吱人民覺得他們盡力惹  下屆比較好選 ^.<      06/16 12:43 

→ ssdog:這樣跟對岸的中共有啥兩樣?我明白了 要跟對岸接軌            06/16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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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 mc12355:不要開了啦 跟冷氣依樣省下來                             06/16 12:46 

噓 nokias:不打嗎？                                                  06/16 12:47 

→ kimura0322:真表決還未必過咧 你是藍委你想替他扛嗎  大家再演一下  06/16 12:49 

→ onetwo01:未必,只要王金平出面,搞不好最後真的會乖乖開會           06/16 12:53 

噓 WilliamWill:為何不為了民生法案開臨時會？美牛就可以開？誰來解釋   06/16 12:54 

→ HELLDIVER:驅長:美肉案攸關本人的利益 一定要過!                   06/16 12:54 

→ onetwo01:這兩黨其實都在演,只是之前是演給民眾看的,以後就未必     06/16 12:54 

噓 WilliamWill:為何不為了民生法案開臨時會？美牛就可以開？誰來解釋  06/16 12:54 

→ HELLDIVER:驅長:美肉案攸關本人的利益 一定要過!                   06/16 12:54 

→ onetwo01:這兩黨其實都在演,只是之前是演給民眾看的,以後就未必     06/16 12:54 

→ HELLDIVER:說到王金平啊 驅長很提防他                             06/16 12:54 

→ idernest:阿不是 NCC 委員審核 酒駕立法很趕 結果臨時會只審美牛?     06/16 12:56 

→ onetwo01:因為綠營也不想得罪美國人啊                             06/16 12:57 

→ onetwo01:如果臨時會通過,兩邊都有台階下,民眾會諒解美國人也滿意   06/16 12:58 

→ tenka92417:把王金平的黨籍撤掉他就好笑了...                      06/16 13:25 

→ ginus:如果美牛過了 其他更重要的為啥不過 馬的 會不會太誇張       06/16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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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N4 

轉貼新聞 

美牛案 藍批綠反中反美反民主       2012/06/16 中央社 

中國國民黨發言人殷瑋今天說，民進黨撕毀今年 2 月允諾優先處理食管法關於

瘦肉精議題的朝野協商結論，以癱瘓議事杯葛重大民生議題修法，只會反中、

反美、反民主。 

殷瑋指出，民國 95 年 1 月間，國外狂牛症陰影再度籠罩時，蘇貞昌在民國 95

年 1 月 25 日接任行政院長第一天，當時的衛生署就宣布開放美牛，還溯及既

往，當時完全沒有經過國會同意；民國 96 年 8 月 16 日，民進黨執政時更向全

球貿易夥伴通報萊克多巴胺的安全容許量，開放範圍不只牛肉，還包括豬肉及

牛、豬的內臟。 

他反問，如今民進黨竟回頭高喊反對毒牛，蘇貞昌這是什麼邏輯？民進黨為何

永遠雙重標準？民進黨面對國政重要議題是不是只會「反中、反美、反民主」

這「三反」？ 

此外，殷瑋說，過去全力反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主張不要過度

依賴大陸的是民進黨，如今不惜讓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復談停擺，

也要杯葛美牛的也是民進黨；請問蘇貞昌，民進黨除了霸占主席台、用激烈行

動抗爭、「對外鎖國，對內鎖門」外，民進黨能為台灣經貿未來做出什麼正面

貢獻？ 

殷瑋表示，今年 2 月 24 日朝野協商結論，清清楚楚寫著「立院各黨團承諾以

最優先法案處理有關食品衛生管理法中瘦肉精的處理方式」，民進黨視自己簽

字的白紙黑字如無物，這也叫民主進步嗎？ 

殷瑋說，國民黨中央全力支持立法院黨團「儘速加開臨時會」的提案與立場，

國民黨會堅持正確的方向，以國家長遠發展為念，持續團結、再接再厲，通過

攸關台灣經貿前途的重要法案。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7163770.shtml#ixzz1xxzYm4GQ 

備註:2007 年時騜上也自己反對含瘦肉精的美牛進口，現在自己打自己臉嗎? 

       馬英九 2007 年曾反對進口含瘦肉精的美牛喔 現在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lAQkkZZRkc 

推文(選擇性) 

→ Marino:愛台                                                     06/16 22:31 

噓 cery:就為了一張卡???                                            06/16 22:31 

→ eva19452002:[新聞] 美牛案 綠批藍含中舔美反民主                  06/16 22:31 

噓 kopfschuss:XDDDDDDDDD 反地球算了                                06/16 22:31 

推 ghostl40809:中央社                                              06/16 22:32 

噓 QQmmmmmm:國民黨跟人民站對立 為什麼人民要選這種?                 06/16 22:32 

→ asstitle:民國 95年 1月間 反美牛的不就是 KMT                     06/16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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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jachen168:怎麼樣都有話可以講= =                                 06/16 22:32 

噓 whitezealman:殷瑋必噓                                           06/16 22:32 

→ kopfschuss:陰萎一天到晚只會反問 他媽的到底還會啥?               06/16 22:32 

推 Fuzishan:為什麼殷瑋的發言內容那麼刻意想湊成新聞標題             06/16 22:32 

推 onedvd:表決通過了  藍色立委每人可分得多少髒錢呢??               06/16 22:32 

噓 tedyen:殷瑋到底要被打臉幾次才會爽  還是根本就是抖 M              06/16 22:32 

推 waijr:就一個免簽就把台灣賣了 民主? 有問過大家要不要換嗎?        06/16 22:32 

噓 boyo56:殷偉                                                     06/16 22:32 

推 MacOSX10:不然來公投                                             06/16 22:32 

噓 ttnyhaay:之前的都選輸下台了，你上台卻做跟以前一樣的事.選你幹麻  06/16 22:32 

→ ARMY200R2B2C:結果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06/16 22:33 

→ jily:噓 現在是要對對子膩 我還"賞花賞月賞秋香"咧                 06/16 22:33 

推 MJdavid:愛鄉愛土愛粉味                                          06/16 22:33 

→ EstelleRinz:還有嗎?? 一次講完啊   他 X 的                        06/16 22:33 

→ tests:XDDDDDDDDDDD  這個問題問得好 等於是正面考我 反觀蔡英文..  06/16 22:33 

噓 rezero:k 黨不也雙重標準...                                       06/16 22:33 

噓 Ruid:總比某黨和中國私相授受賣了台灣還自稱愛台                   06/16 22:34 

→ CP543:舔中舔美舔屁股                                            06/16 22:34 

→ hanbin:現在的問題是, DPP是政治利益反美牛, 這樣下去會引發        06/16 22:34 

噓 Terrill:X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06/16 22:34 

→ MJdavid:有三反當然就有五反                                      06/16 22:34 

噓 Ashiow:KMT 是先試吃了美牛嗎?不然怎麼這令人髮指的政策及作為?      06/16 22:34 

→ yschen:美國人取消馬英九綠卡                                     06/16 22:34 

→ nik351235:有沒反美不知道 但是螞蝗這種以黨逼政還敢說人反民主??   06/16 22:35 

→ lostsky93:DPP 反亞洲 反世界 反聯邦地球 反銀河系 反宇宙!!         06/16 22:35 

噓 nokiaman:有種先去反問馬英九啊，當初反，為何現在支持             06/16 22:35 

→ hanbin:美國將 DPP 視為麻煩者                                      06/16 22:35 

噓 yor:乾脆說 DPP 是黑五類就好了 何必廢話那麼多                      06/16 22:35 

→ hqmo:賞花 賞月 賞秋香                                           06/16 22:36 

噓 q76211635:那 KMT勒                                               06/16 22:36 

→ jily:即便是撕毀又怎樣 反正就是吃定你啦 kmt敢反擊嗎? XD          06/16 22:36 

推 boni:三反牌 XD                                                   06/16 22:37 

→ ewayne:KMT 立院黨團:啥時有說要加開臨時會了?                      06/16 22:37 

→ jily:反正這會期你們輸到脫褲已經是事實了 XD                       06/16 22:38 

→ halusai:凱子軍購不曉得誰反美比較嚴重厚 XD                        06/16 22:38 

噓 thatman:沒背完不準說話！                                        06/16 22:38 

→ halusai:騜反對過總統直選，不曉得誰先反民主的厚 xd                06/16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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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 thatman:沒背完不準說話！                                        06/16 22:38 

→ halusai:騜反對過總統直選，不曉得誰先反民主的厚 xd                06/16 22:38 

→ boni:殷偉到底有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多免洗, 給自己留點後路吧         06/16 22:38 

→ jily:現在又沒選舉 誰理你那一套啊 笑死人                         06/16 22:39 

推 TSbb:ㄐㄔ又被主子打臉 XDDDDDDDDDDDDDDDDDDDDDD                   06/16 22:40 

推 sakura000:KMT 賣台賣假賣民主                                    06/16 22:40 

噓 Linzoma:喔  那當初 DPP 為什麼開放美牛沒有成功捏  為什麼呢         06/16 22:40 

噓 ldstar:反你媽                                                   06/16 22:41 

噓 cloudwolf:愛台 12 建設背好沒..                                    06/16 22:41 

噓 jiunyee:反你媽 又在愚民政策                                     06/16 22:42 

→ adware:這怎麼有種打人的喊救命的感覺??                           06/16 22:43 

→ deani:阿扁也說一邊一國 你怎麼不跟進阿                           06/16 22:43 

→ jiunyee:有種公投啊 面對民意 幹                                  06/16 22:44 

噓 adware:因為他跟進會被主子扁                                     06/16 22:46 

噓 freewash:過不了就開始耍嘴皮、貼標籤了 科科                      06/16 22:49 

→ freewash:我也可以說國民黨反健康、不要臉、甘做奴犬不做人         06/16 22:50 

→ freewash:做事沒原則、愛拖全台下水、把台灣健康賤賣給美國         06/16 2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