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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座談 政治日程

點擊圖片可瀏覽相關圖片

針對台灣政府日前援助菲律賓災民一事，國民黨立
委林郁方今（13）天在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上，提醒外交部長林永樂說，此事牽扯到國家形象
的提升，行善要讓人知，外交部應主動拍一些照
片，傳出去讓國際看到。圖：王立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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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頭殼newtalk2013.11.13 王立柔/台北報導

針對台灣政府日前援助菲律賓災民一事，國民黨立委林郁方今（13）天在立法院外交及國

防委員會上，對外交部長林永樂表示，他期望透過這次救災，促使雙方日後得以順暢解決

問題，且此事牽扯到國家形象的提升，行善應欲人知，他提醒外交部主動拍一些照片，傳

出去讓國際看到。

強颱海燕日前侵襲菲律賓，造成當地災情慘重，死亡人數至少上萬；台灣在第一時間內捐

助20萬元美金，外交部與國防部昨天更派遣兩架次C-130運輸機載運物資飛往菲律賓，而

外交部長林永樂今天赴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接受備詢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則表示，菲

律賓目前最迫切需要的是食品、飲水、毛毯與帳棚等物品，預計還會有物資進來，援菲沒

有上限。

林永樂稍後在答詢民進黨立委蕭美琴時也指出，日前因國內慈善團體響應，募集的物資短

短1天內就超過100噸，價值逾5000萬元，外交部會盡快配合國防部，派遣運輸機將這些物

資送往菲律賓，相關運費約需7000萬元。

蕭美琴則讚賞外交部的作法，表示雙方政府過去曾有過悲劇，但廣大災民是無辜的，台灣

身為菲律賓最近的鄰國，有道義提供援助；她也指出，這或許有助於雙方未來解決問題，

就像日本在福島311核災發生、接受台灣大力援助之後，也促成台日漁業協定的快速簽訂。

國民黨立委林郁方也有類似看法，表示他期望菲律賓透過這次救災，會被台灣感動，他再

引日本福島311核災的例子，指出日本政府對於台灣的救援深深有感，後來在許多地方上對

台灣變得友善，不然日本原來其實也是個「媚共」的國家。

林郁方更提醒林永樂，雖然平常行善應不欲人知，但牽扯到國家形象的提升，行善就要讓

人知道，他提醒外交部主動拍一些照片，傳出去讓國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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