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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金剛

多行不義必自斃
魏家「良心」事業自陷黑心風暴

鮭魚還鄉只為財
一句耳熟能詳的俗話說：「錢財

如糞土」，但偏多失德逐臭夫。粵諺

有云：「人無横財不富，馬無夜草不

肥」，香港人因而熱衷賭馬，明知馬票

中奬機會不高，雖然「買了輸定，不買

窮定」，咸認還是值得一搏，蓋寧可輸

定，不可窮定也；而得失無礙社羣。

至於台灣幸運彩券，頭奬機率千萬

分之一，若一朝鴻運當頭，大喜過望，

得主仍多會不忘捐獻，回饋社會弱勢；

不中，則視同贊助公益，坦然未悖「君

子愛財，取之有道」大義，於人無害。

江湖達人「寧犯皇法，不犯眾

怒」，奉為立身處世準繩；惟有「財迷

心竅，利慾薰心，為富不仁」奸商，利

令智昏，不知百種巧怪，不如一實，反

覆變詐，不如慎始；不自重者取辱，不

自畏者招禍。一旦逐臭得意上雲端，便

自以為泛泛眾生皆愚魯，芸芸普羅俱

草芥。這是大家對頂新集團相關新聞報

導，所獲致高調炫富的醜陋行狀。

它漠視企業倫理，頂著「鮭魚還

鄉」的光環，坐擁殊榮，却將劣質油品

帶進台灣，不惜竟藉口腹腸道，毒害全

民，污染整個市場，摧毁美食王國積數

十年建立的形象。一夕食安風暴，除了

魏家避免自用，舉國上下，幾乎莫不人

人遭殃。如此惡質，只為積聚不義之

財，允稱大惡，乃至引起公憤，民間同

步聲討，法曹重刑制裁，名廚下跪，業

界受創，有司見責，有如火山之怒潮噴

發，岩流遍瀉，一時難以降温，肇因都

在損人利己，傷天害理，其心可誅。

主嫌魏應充，檢調大動作起訴，求刑30
年，民眾稱快，網友還嫌過輕，認應比

照中國大陸三鹿奶粉主犯判處死刑。

魏應充主持糧油事業羣經營決策

會，指派幹部陳茂嘉，赴越南訪廠，得

知供應商只營運有害人體的飼料油；他

不但裁示繼續進貨，還打算拉攏為戰畧

生產夥伴，大搞黑心油，面對地檢署應

訊，則表示不知情。已是為圖私利，妄

顧大眾食安；且亳無悔意。

毒鮭操作炒房大賺
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在立法院財

委會重批，頂新當年空手回台，不但不

是一帖補藥，有違政府初衷—希望台商

回來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國民所

得；魏家反而透過財務槓桿操作購地炒

房，大賺台灣人的錢，匯到海外。

彭淮南直指魏家回台，先發行台

灣存託憑證（Taiwan Depository Receipt 
TDR），籌得資金後買下101大樓股權

（37.17%，砸下61億），轉頭即以八成

七股份跟銀行質押，借錢投資不動產，

它實際花不到九億，魏應交即可出任副

董事長兼執行長，掌控總資產408億元，

年租金收入逾12億的台北101。
立委質疑，頂新於2010年以101億元

取得三重新燕土地，積極變更為住商用

地，得第一、華南、兆豐等公立銀行違

規籌組融資70億元聯貸之助，使魏家透

過地目變更，潛在獲利逾兩百億元。

媒體概估頂新魏家自2005年迄今，

在台獵地掃樓，包括只用1%的自備款，

買下九戶帝寶（總計持有14戶），先後

不到十年即翻漲近三倍，削41億；首

批買進的九戶，每坪成交價僅80至88萬
元，現在每坪價碼已逾260萬元。▲頂新集團下轄的企業，賣黑心地溝油毒害全台灣，「台灣美食王國」蒙塵。財政部長張盛

和：「頂新、正義既然會賺人民的黑心錢，也一定會逃漏稅，要加強查緝逃漏稅。」兩岸
應聯手制裁黑心豪門企業。右圖為康師傅方便麵天津工廠。

▲台灣地標101大樓，代表台灣形象，魏家經營權雖被政府逼退，卻不出脫37%股權，令人深感
憂心魏家伺機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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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富比世（Forbes）》雜誌披露

的「全球富豪排行榜」，2009年魏家四

兄弟淨資產在32億美元之譜，名列台灣

富豪第五，今年則已攀升至86億美元，

五年暴增1.68倍。

其次，「康師傅」控有33%股權，

市值約達1,400億；味全四成股權，市

值約50億；「台灣之星」電信業52%股

權，估計他們的身價，逾2,600億。

財政部要求頂新釋出101大樓持股，

金管會要公股銀行抽緊銀根等措施，魏

家也擬妥化解滅頂壓力的招數，打算釋

出101百分之七的股權，讓公股股權過

半；將味全三重土地開發案主導權轉移

至子公司，讓聯貸案不致停擺。在形勢

比人強的壓力下，放棄收購中嘉案。

值得玩味並予查證的是，呂秀蓮11
月1日到桃園輔選，爆料頂新集團所有

投資，背後隠藏「滅台計劃」的政治陰

謀，直批魏氏兄弟「壞事做絶，好處撈

盡」，要求立即扣押魏家財產、撤查所

有不法。真是語出驚人，她指稱魏家入

主101之後，中國重要公司或官員來台，

已以此作駐點，甚且成為「北京中南海

駐台辦事處」，說中國對台野心，在紅

頂商人的配合下，已達侵門踏戶地步。

扭轉乾坤莫如修德
魏家企圖讓陷入食安風暴的魏應充

全身而退，一方面表態願捐款作公益，

為了「扭轉乾坤」，還找來風水師，大

改「起家厝」成美文化園區的風水，將

祖厝前門擺設方位，按天干地支調整，

園內流水造景，將代之以植草鋪平，矮

石圍牆予以加高，迷信可以改運。

由魏應充負責策畫進行的園區工

程，計耗資上億美元，佔地達十六點五

公頃，以珍貴喬木綠化；花逾千萬購入

五十餘株造形美觀的油杉，配合其他植

物，構成綠籬。結果彰化檢方還接獲檢

舉，指油杉為台灣特有且公告為稀有保

育植物，魏家此舉涉嫌違反文資保存

法。檢方為此還於最近傳喚魏某調查。

天然油杉羣與台東蘇鐵、海棗和穗

花杉，同被併列為台灣四大奇木。

魏家口說「回饋台灣」，行卻毒害

全台，這條「還鄉鱷魚」，已為鄉邦鄰

里，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朝野難於見

容，都是咎由自取。

清季紅頂商人胡雪巖，曾縱横於

宦海商場，炙手可熱，又得失無常，他

的府第中堂，直書「傳家有道惟存厚，

處世無奇但率真」楹聯，以「勉善成

榮」為第一義，雖繁華已成灰飛，亭台

依舊，紅樑挺立，令人近視遠瞻，猶覺

餘芬尚存，頂新魏家，欲藉風水堪輿改

運，不如反求諸己。茍不修德，雖邪神

亦不與焉。

昔人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

費力張羅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之事決不

做。桐城學派張氏聰訓齋，語多格言、

名論，嘗云「能讀書者不賤、自食力

者不餓、知敦品者不傾、慎擇交者不

敗」。若以此審視魏氏兄弟，他們財足

以買飛機、購豪宅、置遊艇、聚寶藏，

卻言則譬如湯文，行則有如狗豨，窮得

只剩一身銅臭、有知識的市井文盲、楚

楚衣冠的土豪，飛黃騰達，不過因緣時

會而已。

輿論向正義伯致敬
這次毒油事件的被踢爆，六十歲，

只有國小畢業的劉姓老農，因為受不了

緊鄰餿水油工廠所發的強烈臭氣，搞到

食不知味，稻作被毒死，幾經交涉請求

改善未果，迫得只好請人架設監視器，

只會簡單操作，錄下長達兩年的過程，

所拍攝的影像和照片，寄到屏東縣政

府，地方環保局和警方，來看看就走

了，之後没有下文。廠主郭烈成還以

「我黑白兩道都通」回應。

案子送到台中一分局認識的員警手

裡，才有了進展。

黑道也在門前撂下威嚇，老農只好

連夜攜同老伴搬家避鋒頭。我們也從茲

看到綠色執政的地方政府，效率之差和

養癰為患；挺身維護正義者，反無安全

保障。

▲魏家在故鄉永靖打造成美公堂園區，「正字基地」延伸，正乃為人處世之本，惟魏家賣黑心
毒油行徑，實在很諷刺。

▲清朝紅頂商人胡雪巌故居楹聯，勉族人要存一片好心，做百般善事，才能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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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屏東縣長候選人潘孟安，主

打「安居樂業」為標的，國民黨的簡太

郎強調「屏東愈來愈好」，對一個「餿

水油的故鄉」來說，類此政治口號，不

提如何落實，即已低估大眾智慧，不知

選民如何有感？

時論直指喪盡天良的企業主，賺暴

利、住豪宅，壞事做盡後，再到佛堂坐

小板凳、低頭聽經求心安；或捐款漂白

換逍遙，想藉偽善消災，則如何正人心，

布公道？那真是披着袈裟的佛地魔！

本文成稿之際，媒體又續爆「頂新

毒油，疑含橙劑」，彰化地檢署二度採

樣化驗，追查越戰期間，美軍藉噴灑世

紀之毒「橙劑」，使熱帶雨林迅速枯萎落

葉，以利殲滅藏身叢林的越共野戰軍。

橙劑含有劇毒戴奧辛，屬第一類致

癌物，即使半衰期也長達40年，若由土

壤污染進入食物鏈，連豬隻吃了都會罹

癌，凡知情的台灣民眾，莫不對「越南

茶葉」敬而遠之。此類積存在動物體內

的脂肪，頂新若已透過大幸福公司供應

的飼料油進口，那「代誌」才大條呢！而

且法無明文，可採「變相販毒」論處。

魏家兄弟盤滿砵滿之餘，應該抱憾

尚未廣設醫院診所，收納罹癌病患；投

資納骨之塔，定卜財源滾滾，八輩子享

用不盡，他們滿口「愛台灣」，原來台

灣錢，卡好賺！

因循為官推諉卸責
一名藍委爆料，說魏應充被起訴前

夕，接到財經官員致電，希望停止抨擊

頂新，強調魏家已放棄101經營權，主嫌

魏應充也將被以重刑起訴，期盼為經濟

發展、味全員工生計等多重考量，也別

再逼頂新釋出101的37%股份。

設若此言屬實，則顯示財經官員敢

於明目張膽向立委關說，則無異表明，

頂新集團「門神」，已縱横藍綠；此一

藍營名嘴級立委，要求身分保密，免遭

明年改選被封殺提名。倘係財經官員被

冒名出此，當局亦應認真撤查，予以澄

清，並予究辦。

媒體質疑我們的海關、衛福部都攔

不住問題食材進口，因為油能不能吃，

給誰吃，海關不管；熟豬油和其他豬

脂，則從1989年以來，均無進口紀錄，

2013年12月，卻異常開始大量進口，關

務署、衛福部、國貿局都知情，從未嚴

加查驗，只要能拿到A4大小的一紙「食

品及相關產品輸入許可通知」，載明申

報公司、品名、製造商、數量等14項欄

別，經食藥署蓋章，即等同檢驗合格，

順利放行。

海關人員的說詞，是他們只會以

鼻聞、眼看是否合乎品項，對輸入油品

望、聞像油，是可食抑飼料用，憑證放

行，餘不過問，說「豬油能不能吃不是

我的事，品質是衛福部的事」。更不會

有人奇怪，不產豬油的香港，怎能出口

很多油到台灣。

兩個怪胎應運而生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10月22

日正式掛牌成立，這是馬總統在國安會

議上所作的決定。一次太陽花學運，產

生一個青年國政顧問團；一個食安風

暴，又胎生「食安辦公室」，我們可以

預見，在馬先生的任期內，只要風動塵

起，肯定還有第三第四胎新生兒；精簡

軍力則有如結紮。

負責督導「食安辦」的衛福部長蔣

丙煌稱，食安辦就像是食品安全後面的

參謀本部，做一個統合、協調、指揮的

動作，讓食安運作更有條理、節奏，更

完整，希望在這樣的架構下，國人食品

安全能更獲得保障。

這是我們所見最空洞、無趣而且拙

劣的官樣文章、屁話！

頂新黑心油案，引爆國人怒火，

且一發不可收拾，我們也欣見彰化地檢

署的司法團隊，發揮高度戰力，三周之

內即不但把主嫌魏應充送入大牢，全案

偵結起訴，尤以領軍的女檢察官姚玎霖

的精明幹練，軟硬兼施，首先扳倒魏應

充，值得為她按個讚！（作者為本會會

員）

河北省人大僑務參訪團蒞訪

11月4日，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

任謝計來（前排右四）、僑聯副主席季

加宇（前排左三）等一行11人來訪，理

事長陳三井偕常務理事沈大川接待。

陳三井說，為研究勤工儉學曾到

過保定及石家莊多次，參訪保定軍校舊

址、勤工儉學紀念館、天下第一橋趙州

橋及革命聖地西柏坡等處，今天見到從

石家莊來的諸位嘉賓感到非常親切。他

特別介紹他的著作《青史留痕》、《旅

歐教育運動》、《輕舟已過萬重山》等

書，他說他不是愛現而是要與大家交

流。他也提到近年來接待過大陸各省市

僑聯的朋友，接待人大算是第一次。

九月國僑辦邀請，訪問北京、天津、承

德、秦皇島等地，河北省僑聯申永貴處

長及劉景會副處長，特從石家莊趕來承

德接待，盛情可感。

謝計來表示，來台灣之前已聞陳

三井大名，今天拜訪算是老朋友了。他

說，「僑」對於兩岸和平發展是非常重

要的橋樑，此外，他也簡介河北省概

況，人口7,300萬、11個地籍市，高速公

路通車里程排全國第三，交通發達，北

京到石家莊乘高鐵70分鐘即可抵達。他

希望能與僑協多交流，期盼下次能在石

家莊接待我們。

沈大川則說，九月參訪河北省承

德及秦皇島，經濟發展深刻印象。他提

到謝計來與習近平是同年，可以為實現

「中國夢」加足馬力。

季加宇則面邀本會組團到石家莊訪

問，交流愈多愈親切。

謝計來致贈本會「無極剪紙」數

冊，陳三井回贈本會水晶座。會後餐

敘，暢言盡歡。（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