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日今召開漁業預備會
擱置釣島主權 制訂捕撈規則

台校園癮君子6年增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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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日 第
17 次 漁 業 會
談預備會議將
於今天在日本
東京舉行，再
次就釣魚島周

邊海域捕撈作業議題進行談判前的預備
磋商。單是從雙方舉行會談的次數就可
看出，台灣和日本在漁權方面的分歧和
糾紛何其嚴重，以至於舉行了 16 次會
談都無法達成共識。如今這場馬拉松式
的談判看似露出曙光，但這幾個月來釣
魚島海域又籠罩在日本 「購島鬧劇」的
陰霾下，給台日漁業會談埋下了一顆不
定時炸彈。

台日漁業糾紛源於 1996 年日本單
方面制定 「有關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
層法」，從最南端的與那國島劃二百海
里經濟海域，把台灣、馬祖都劃到其經
濟海域。日本擅自擴張經濟海域後，其
海上巡邏艦長期掛寫有 「此地是日本
的領海要立即退出」的警告標語，不時
執行驅離漁船任務。台灣漁船不論是捕
漁、船隻擱淺，還是救難船，都會遭查
扣船並罰錢。因此，從 1996 年至今，
台日共進行了 16 次漁業談判，但一直
無法達成共識，原因就在於雙方對釣魚
島主權的立場不同。今年9月日本政府
竟然 「國有化」釣魚島，台灣方面若與
日方展開漁業談判，無異於承認日本的
蠻橫行徑。

一直以來，日本政府對於與台灣進
行漁業談判都抱漫不經心的態度。每
次發生漁業糾紛，日艦的驅逐作為都表
現得相當強勢，而台灣漁船總是處於下
風。所以，台灣方面總希望能盡快簽署
《台日漁業協定》，以保障台灣漁民的
權益。雙方上一次漁業談判已是三年前
了。但最近日方態度一百八十度轉彎，
突然積極起來，希望能與台灣重啟漁業
談判，還意有所指地說，日台比鄰而居
，難免會有 「懸案」產生，重要的是冷
靜且顧全大局因應 「懸案」。言下之意
，即認為釣魚島主權存在爭議。然而，
對於中國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必須正視現
實、承認爭議、糾正錯誤、回到談判解

決爭議的道路上，日本政府至今未有較積極的回應
。日方對中國大陸和台灣擺出兩副臉孔的用意，可
謂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給台灣一點 「甜頭
」，希望台當局減弱保釣聲勢。因為中國大陸和日
本假如因釣魚島問題擦槍走火而發生軍事衝突，台
灣的立場及所處的戰略位置尤為重要。

日本不僅不希望看到兩岸 「聯手」保釣，也不
希望看到兩岸關係過於密切。日本政府向來視崛起
的中國為威脅力量，兩岸統一只會增加中國的實力
。此外，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理
所當然要配合華府 「挾台制中」的戰略。

台當局為漁民爭取漁權，無可厚非，
但應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須知漁權重
要，主權更重要。台灣切勿掉進日方
的 「糖衣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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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聯合晚報二十九日報道，台灣教育部每年針對
各級學校學生進行尿液篩檢，統計數據顯示，近六年來吸毒學生
人數翻倍成長，從2006年231人次，到2011年增加為1810人次
，其中又以高中、高職學生檢出比率最高，其次為初中生。學生
濫用藥物以三級毒品如K他命（香港俗稱K仔）、FM2、一粒眠
等最多，1810 人次裡就有 1548 人次是吸食三級毒品，佔將近
86%。

濫藥學生最愛K仔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從2006 年至今，以包含K他命及一粒

眠在內的三級毒品為例，查獲的人次就由2006年的104人次，到
2011年暴增為1548人次，增加超過十倍。吸毒的初中生，由87
人次增為598人次；高中生更由141增為1174人次，增幅六到八
倍。更驚人的，6年來已查獲39人次小學生吸毒。同一時間，島
內法務部統計，因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遭起訴的人數雖也大幅
成長，由2006年的28000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42000人，但增幅
不到兩倍。可見校園查獲的吸毒人口確實漲勢驚人。

教育部軍訓處副處長林煌表示，學生濫用藥物最多的就是K
他命。K他命被視為 「入門毒品」，使用後會產生幻覺，學生濫
用最常發生在大型音樂活動、PUB或生日派對等場合。

根據島內外研究，學生濫用藥物的盛行率大約1%到1.7%，
但這些毒品代謝速度很快，如果不是在使用後馬上被驗出，一、
兩天內就代謝光了，就算驗尿也驗不出來。教育部表示，K他命
尿液篩檢試劑近幾年才開發出來，加上中學教師對於學生吸毒反
應的敏銳度提升，才會造成通報數字攀升。

只罰款無阻嚇效應
長期關注學生吸毒問題的新北市議員林國春指出，毒品入侵

校園的嚴重程度， 「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學校基於維護校譽而
未將吸毒學生通報警察機關，更是助長校園毒品氾濫，林國春說
： 「我若是市長，一定要求警察局在學校設置巡邏箱。」

林國春說，日前有位媽媽到他服務處請求協助，因為她的孩
子與另一位17歲少年無照騎機車被警察臨檢，警方在少年身上
搜出K他命，少年坦承是要拿去賣給另一位少年，一包500元；
林國春指出，青少年因好奇，導致學生販賣毒品情況嚴重，從高
中校園氾濫至初中，甚至竟還出現12歲的製毒師。他指出，由
於K他命列為三級毒品，現行法令對於查獲三級毒品只有行政罰
則，即罰鍰新台幣1萬元至5萬元，並得接受8小時以內勒戒講
習， 「爸媽幫忙交了罰款，對於販賣毒品的學生來說，根本沒有
嚇阻作用。」

【本報訊】據聯合晚報二十九日報道，新竹
市警方上月破獲以新竹縣男子邱建達為首的校園
販毒集團，邱的2個哥哥也涉案，3兄弟還找學
弟妹幫忙賣毒，將毒品流入中學、大專校園，為
躲避監聽，電話裡以 「我很想你」、 「輪胎」為
暗號，還在校園內交易毒品。

類似情節，近來在各縣市上演，毒品入侵校
園的嚴重性令人心驚。不少學校師長感嘆，「請
警方大力掃蕩，把藥頭抓起來，不要讓毒品進校園
。」目前不但都會區學校淪陷，連民風淳樸的偏鄉
中學也難逃毒害。學生族群把K他命視為入門毒
品，在部分學校，學生買K就像買糖果般容易。

苗栗縣近來一起槍擊命案，兇嫌竟是年僅
17 歲的少年，青少年或中學生捲入幫派組織被
利用的情況，近年來在縣內一再發生，警方、縣
府教育處、學校和學生校外會近來已針對防製毒
品、幫派入侵校園，建構聯繫的平台和網絡，深
入掌握行為偏差或有違法傾向學生的狀況，防患

未然。

「索K」 嚴重傷害泌尿系統
K他命在台灣被列為第三級毒品，島內中學

生濫用情形相當嚴重。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成癮防
治科主任吳泓機說，毒品分級須從成癮性和濫用
趨勢來考量，K他命使用雖不若海洛因成癮性高
，但近年來青少年使用人口急速上升，的確有思
索重新分級的必要性。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泌尿科醫師張美玉表示，
愈來愈多年輕人「索K」導致下泌尿道功能出問題
，才 20 歲出頭就得穿紙尿布、揹尿袋，光她手
上就同時有 8 到 10 名患者，其中年紀最小的只
有 18 歲，可能 13、14 歲就開始「索 K」了。研究
顯示，每天吸食K他命10克，2周後就會有急尿
和疼痛症狀，但大部分都是 5 到 10 年後才出現
問題。使用K他命一旦上癮，會導致膀胱壁纖維
化、增厚，造成頻尿、急尿、下腹痛甚至腎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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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事部門29日宣布，台日第17
次漁業會談的會前預備會議，定於30日在
日本東京舉行，就雙方關切的 「作業水域
」 及 「養護管理」 問題進行磋商；發言人
夏季昌表示，目前無法透露太多內容與細
節，等會議結束後會適當對外說明情形。
他希望雙方能坦誠廣泛地交換意見，最後
能達到具體的成果。

校園販毒不是電影情節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九日報道：台灣 「立法
院長」王金平28日在台北會見到訪的日本交流協會會
長大橋光夫后表示，他有向日方表達台灣對台日漁權
談判立場，期盼第17次的會談有成果，否則會影響人
民內心感受。

料明年初舉行正式會談
根據日本傳媒報道，台日雙方從1996年8月起，

開始就釣魚島周邊海域捕撈作業議題進行談判，但由
於雙方對作業水域範圍等問題存在分歧，因此自2009
年 2 月以來，談判已經擱淺了 3 年半以上。台灣的漁
民鑒於相關海域是傳統漁場，希望盡早恢復捕撈作業
。而日本政府為阻止兩岸在釣魚島問題上聯手對日，
因此對台讓步、設定簽署《日台漁業協定》的目標。

台灣方面這幾個月以來的保釣行動反應之快、態
度之硬、聲勢之大，近年罕見。6月26日上午日本東
京都議會8名議員前往釣魚島周邊海域，下午台灣海
巡署船隻即奔赴釣魚島海域 「護漁」。7 月 4 日當日
方保安人員準備強行登上台灣保釣船檢查時，台方海
巡署艦艇態度強硬，馬上派出特勤人員搶先上船保護
台灣保釣人士，日艦只得怏怏而去。9月近百艘台灣
漁船齊集釣魚島海域，爭取合法漁權讓日本艦艇疲於
應付。

30日舉行的預備會議，主要是為明年初恢復中斷
3 年 9 個月的台日漁業正式會談鋪路。日本多家媒體
稱，原計劃12月恢復日台漁業談判，但因日本要舉行
國會大選而延期到明年初。預備會議將準備正式談判
時簽署的《台日漁業協定》。

多位負責台日漁業談判的台灣官員透露，雙方預
定將擱置釣魚島主權爭議問題，主要就如何制定雙方
漁船在日本專屬經濟水域與台灣劃定的漁業捕撈水域

重迭的海域開展捕撈作業的規則交換意見，並針對防
止濫捕措施、管理捕撈鯖魚、竹筴魚等漁業保護議題
加以討論。台方估計，預備會議應該不會只開一次，
要看兩邊是否達成共識，有了具體進展，就會正式召
開第17次漁業會談。

日方代表團團長已確定是日本交流協會東京本部
總務部長，但夏季昌不願說明台方人選，只表示雙方
團長的層級對等，台北會派人前往東京與會。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消息：台日
29 日簽署產業合作備忘錄（MOU），台灣經濟部工
業局副局長呂正華表示，經雙方多次開會後，未來
將鎖定 11 項特定產業合作，包括風力發電、太陽光
電、電動車、LED 照明、手工具、機械零組件、電
子設備、數位內容、生技醫藥、資訊服務及電子商
務等。

亞東關係協會、日本交流協會當天代表台日雙方
，在台北簽署 「為強化台日產業合作搭橋計劃之合作
備忘錄」，呂正華於會後記者會中做以上表示。

呂正華表示，由於台日產業互利互補的地方相當
多，因此在去年台日經貿會議中，台灣主動向日方提
出洽簽產業合作 MOU，並獲對方熱烈回響。他指出

，今年 3 月經濟部成立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TJPO）後，期間雙方幕僚多次洽商，再加上經濟
部長施顏祥於9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期間與
日方進一步溝通，雙方終於正式簽署。

根據工業局統計，今年至10月止，日商來台投資
已突破新台幣 100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5%，且投
資件數達 505 件，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 40%，顯示日
商來台投資有逐漸加溫的趨勢。

驗證協議降低企業成本
此外，歷經7年，台日29日還簽署了電機電子類

產品驗證相互承認協議（MRA）。台灣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長陳介山估計，最快半年至1年即可正式上路

，大幅降低企業驗證成本。
陳介山表示，這項協議適用產品為台灣 「商品檢

驗法」架構下的277項電機電子類商品，以及在日本
「電氣用品暨材料安全法」架構下的454項電機電子

類商品。
陳介山表示，這項協議涵蓋的產品，佔近年台日

雙方每年進出口總值已達新台幣600億元以上，未來
將有效協助台日電機與電子類產品出口業者降低驗證
成本。

陳介山以電鍋為例，在台灣進行安規及電磁相容
性（EMC）測試，需花費 10 萬元，但在日本測試卻
要花30萬元，且不包括產品運費；在台灣測試若不合
格，還可修改，但若產品大量運至日本測試，一旦要
退運，將會非常麻煩。

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廖了以透露，預計年底前簽署
台日藥事規範合作架構建置備忘錄，將促使雙方藥事
規範環境邁向更高層次。

【本報訊】據中新社天津二十九日消息：台灣海基
會前董事長江丙坤 29 日從南開大學校長手中接過學位
證書，成為該校名譽博士。

江丙坤在頒授儀式上表示，將繼續推動兩岸交流，
為兩岸和平發展奠定永久的基礎。當日下午，南開大學
省身樓報告廳座無虛席。15 時許，頭戴博士帽，身披
紅、黑相間學位袍的江丙坤出現在師生面前，全場響起
熱烈的掌聲。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消息：民進黨
「立院」黨團29日要求在跨媒體壟斷法制未完備前，

先駁回壹傳媒併購案。國民黨 「立院」黨團質疑是政
治考量。

民進黨 「立院」黨團書記長蔡其昌上午召開記者
會表示，30日 「立法院會」民進黨團將提案以主決議
方式要求公平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在跨媒體壟斷的相關法規尚未完備前，先行駁回壹
傳媒併購案。

他表示，壹傳媒併購案對台灣媒體生態是一場浩
劫，期待國民黨 「立院」黨團在 「立法院會」中，不
要動員封殺民進黨團提案，共同關心媒體言論生態。

民進黨立委李昆澤也說，壹傳媒跨媒體交易案一
旦通過，市佔率將達一半，言論市場將會過度集中，

強勢跨媒體壟斷變成打擊異己、破壞公共監督，馬政
府不能只站在經濟市場的角度考量，應從保障多元言
論來思考。

中國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書記長吳育昇說，壹
傳媒產權移轉是否違反法令，黨團支持 NCC 及公平
交易委員會依相關法令審查，立場中立。但他質疑民
進黨團對目前壹傳媒產權移轉的關注程度，是基於政
治考量。

至於有學生集會反對壹傳媒產權移轉，吳育昇說
，因學生集會不符合法定程序，黨團理解集會學生的
立場，但無法與他們對應。

台日簽備忘錄 聚焦產業合作

【本報訊】據中央社新北市二十九日消息：前 「行
政院長」謝長廷 29 日說，人類進步是從少數變多數的
過程， 「憲法共識」目前是民進黨內少數，相信有一天
會變成台灣多數。他說，他提出 「憲法各表」後，沒被
鬥倒，目前也有人支持，且在壯大與增加中。

日前訪問大陸的謝長廷，啟動 「開展未來」校園講
座，首場下午在淡江大學，和師生熱烈互動。有大陸學
生問到，台灣共識需要 2300 萬人決定，但台灣人對現
狀的理解不同，如何形成共識？ 「憲法各表」能成為基
礎嗎？謝長廷表示，人類進步就是從少數變成多數的過
程，像以前不准女生在天熱時穿少一點，現在可以。

他說，好的兩岸政策，應該要多數台灣人民支持、
不會引起兩岸緊張、可獲得國際支持、不會犧牲台灣價
值；台灣價值就是民主、法治與人權。

提問的陸生認為，謝長廷提出的兩岸政策論述，沒
有提到中國大陸，沒有注意中國大陸民眾感受；謝長廷
表示， 「不會引起兩岸緊張」，就是提到中國大陸。

壹傳媒併購案 綠營籲駁回
江丙坤獲頒南開大學名譽博士

謝長廷：憲法共識會獲認同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二十九日電】第三屆福州國
際溫泉旅遊節在福州開幕，豐富的溫泉旅遊資源不僅吸
引到長三角、珠三角、西部地區等地的大批知名大中旅
行商踴躍前往，也吸引來馬祖觀光協會就兩地旅遊業的
開拓合作。29 日，馬祖觀光協會與福州旅遊協會簽署
合作協議，具體項目還在招商與洽談中。

另外，國土資源部 28 日向福州市授予 「中國溫泉
之都」的稱號。

▲今年9月宜蘭漁民發起 「為生存、護漁權」 活動，赴釣魚島抗議日本竊佔台灣傳統漁場 資料圖片

◀島內反毒活動
別出心裁，讓民
眾通過熒幕模擬
看到吸毒後容貌
的變化，以加強
對毒品的警惕心
與反毒的行動力

資料圖片

▲台灣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29日榮獲天津南開大
學頒授的名譽博士學位。圖為江丙坤在頒授儀式上
發表感言 中新社

馬祖福州簽協議共拓旅遊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