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輕人失業率高企

■台駐美代表金溥聰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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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灣
罕見同一天有
兩位地方首長
傳出貪污醜聞
：國民黨籍南
投縣長李朝卿

因捲入道路災修工程收取回扣案被收
押禁見；民進黨籍嘉義縣長張花冠則
因在縣府採購案中索賄被起訴。涉弊
的兩位縣長分屬藍綠陣營，恰好可折
射出島內不同政黨對反貪懲弊的不同
態度。

對於違法亂紀的黨員，國民黨黨
章規定，經法院判決一審有罪者停權
，二審判決有罪則撤銷或開除黨籍。
李朝卿目前還沒有被定罪，但國民黨
考紀會已決定停止其黨權，可以說是
以相當嚴格的標準，對涉貪黨員作出
懲處。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嘲諷國民黨
「作秀」，但以這些年國民黨推動反

貪倡廉的雷厲風行之勢來看， 「作秀
」二字難以服眾。

國民黨的 「黑金政治」長期為人
詬病。馬英九自 2005 年 7 月擔任國民
黨主席以來，不畏各種阻力，進行了
大刀闊斧的改革，主要體現在選舉提
名人選上。他寧可選舉失敗，也不願
提名涉弊和背景複雜之人。2009 年縣
市長選舉，馬英九因堅持選用正派清
廉人士而與地方派系水火不容，一度
影響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情，但馬不為
所動，並提醒內部要有輸的準備。
2010 年在馬英九的主導下，島內首次
成立了打擊貪污的廉政署。對於數月
前發生的前 「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
索賄案，馬政府非但沒有偏袒，案子
開審前就已經開除了林益世的黨籍。

民進黨處理涉弊黨員的規定和程
序與國民黨大致相同，但在執行上卻
常常 「手下留情」。對於張花冠案，
民進黨認為起訴還不需黨紀處理，還
說 「司法頻擺烏龍」、 「案子有政治
動機」云云。不可否認，起訴意味
案子將進入審訊階段，只要仍未被判
刑，當事人仍是無罪之身。因此，在

起訴階段，各黨對涉弊黨員的處理方法，可謂見仁
見智。但民進黨對於黨員被起訴，猶如條件反射般
，動輒歸咎 「政治迫害」，難怪被罵 「護短」。

2008 年陳水扁家族弊案震驚島內外，陳水扁
下台後更成為首位鋃鐺入獄的前領導人。當時不少
民進黨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國民黨 「政治追殺」陳水
扁。如今部分涉扁案件已塵埃落定，但民進黨仍沒
有對扁案進行深刻反省，反而頻頻發起 「挺扁」、
「救扁」活動。去年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

名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中，竟有四人弊案纏身
。民進黨對貪腐黨員如此 「寬容大度」，難
免令島內民眾和輿論質疑該黨的反貪決
心，擔心民進黨若重新執政，是否又
會再出現 「陳水扁」。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聯合報二日報道，根據台灣主計總
處統計，今年1到10月，整體失業率為4.24%，而20
至29歲的青年失業率，平均高達10%，青年失業率是
整體失業率的2.35倍。

如以 1981 年與 2011 比較，30 年來，青年失業未
見好轉，其中，20 到 24 歲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
差距，從原本的2.57倍，擴大到2.9倍；而25到29歲
的年輕人，更從0.82倍升至1.62倍。

近30年失業率趨勢也顯示 「高學歷、高失業率」
，上世紀 80、90 年代，以教育程度相對低、15 到 19
歲族群失業率最高。2008 年後，20 到 24 歲族群失業
率超過15到19歲族群，開始穩定居冠；而今25到29
歲年齡組的失業率也快速攀升。

閒置人力易令社會動盪
主計總處官員說，以世界各國來說，年輕人失業

率通常是全體失業率的兩倍。因為 「年輕人比較勇於
換工作」；在台灣，隨教育程度提高，大家進入職
場的時間也後延，很多人是 25 到 29 歲才找第一份工
作。

台灣 「中央研究院」院士段錦泉說，希臘與西班
牙的年輕人長期沒工作，閒置的人力不但拖累財政，

也導致社會動盪；青年失業問題如持續惡化，未來20
年到30年，勢必發生稅基、社會公義等更大的社會問
題。段錦泉說，人口老化加上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
下，顯示台灣的經濟危機是結構面問題，而非經濟周
期；經濟周期過了，景氣就能回溫，結構面問題如未
解決，即使景氣好轉，台灣恐怕也無緣消受。

法律畢業生月薪僅6000
「僱主一開口就是 22K（新台幣 22000 元，約港

幣6000元）、加班也沒加班費」一名七年級（出生於
1981 年至 1991 年期間的年輕人）的台大法律系畢業

生，應徵法務助理，僱主開出的薪資讓他有 「被羞辱
的感覺」，但是就算考上律師，也只加薪3000元，七
年級畢業生面臨寒冷的 「求職冰河期」很無奈， 「這
是目前最常聽到的薪資」。

不少法律系畢業生反映，擔任法務助理和實習期
間的低薪，大家總想 「熬一熬就過去」，律師執照
到手之前，是待宰的羔羊，不過到手之後，薪水雖然
有所成長，但遠遠不及十年前的水準。

低薪之外，助學貸款也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呂
東融從台大電機系畢業後，除了在大學當研究助理，
每個月為了償還學貸，得兼家教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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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憂台灣希臘化
台灣主計總處統計顯示，30年來，20

歲到29歲的年輕人失業問題持續惡化，青
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台灣 「中央研究院」
院士段錦泉說，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台灣
經濟已面臨結構性困境，若無法及時解決
，台灣恐希臘化或西班牙化。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針對毒品入侵校
園問題嚴重、濫用三級毒品 K 他命（Ketamine，香港
俗稱K仔）的人數10年來增加6倍，台灣地區領導人
馬英九 2 日指示，警方、教育單位有必要加強查緝，
列為重點項目。

全台首座 「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當天在台灣
中正大學正式成立，馬英九及台灣教育部長蔣偉寧等
主持揭牌典禮。這個中心設置反毒宣導簡報室、毒品
危害陳列室和教材設計與影音多媒體教室，可透過影
片欣賞、遊戲互動等向青年學子宣導反毒知識，是島
內大專院校的創舉。

馬英九表示，毒品氾濫是全球關注的問題，在台
灣K他命10年來已增加6倍，由於K他命成癮性相對
較低，且徵狀不明顯，很難查覺，無聲無息便侵入校
園，值得相關單位注意，並列為重點查緝項目。

馬英九說，他在19年前擔任台灣法務部長時，嘉
義地檢署查獲高純度海洛英 336 公斤，是台灣有史以
來查獲最多的一次；當時他便向毒品宣戰，訂出 「斷
絕供給、減少需求」目標，並分「緝毒、拒毒、戒毒」
三項工作，減少毒品吸食人口。而長期以來，海洛英
、安非他明等一、二級毒品吸食人口沒有明顯成長，

不過，K他命卻大幅增長；他要求衛生部門應宣導施
用K他命對身體的傷害，告誡年輕人不要輕易試用。

島內校園反毒宣傳不足
台灣教育部表示，海外的反毒宣導深入校園，而

島內目前只有北部有反毒教育單位，且屬於司法機構
；因此決定在中正大學成立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
加強中南部反毒宣導，預計可帶動南部約100所、約3
萬8400人次學生參與反毒衛教宣導活動。

K他命屬於中樞神經抑制劑，與PCP（phencycline
）同屬芳基環己胺類結構，為非巴比妥鹽類，原是用於
人或動物的一種速效、全身性麻醉劑，但於1970年代
在美國西岸開始被濫用，早期使用均與MDMA（搖頭
丸）混合使用，近年來逐漸單獨使用，目前在台灣列
管為三級毒品。

依台灣現行法律，施用三級毒品K他命並無刑責
，加上取得容易，讓青少年趨之若鶩，已成為高中學
生的入門毒品。有鑒於此，台灣法務部 12 月 27 日舉
行的毒品審議委員會，將第 8 度討論是否將 K 他命升
級為二級毒品，持有者可處 2 年以下徒刑或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金。

向毒品宣戰 台擬嚴查K仔

【本報訊】據聯合報二日報道，為了青年人就業
領域，高雄市農業局推動 「農業育成計劃作業組」，
已有不少人投入，大學剛畢業的 7 年級（1981 年至
1991年期間出生）女生徐薇清，今年7月起到有機農
場 「認養」田地耕作，學拿鋤頭，剛開始笨手腳，如
今已成種玉米高手。

「我想要親近土地」，徐薇清今年才從東海大學
社會系畢業，毅然決定下田種菜，報名參加高雄岡山

區農會推動的 「農業育成計劃作業組」，在中崎有機
專區，透過完整教育訓練計劃，學做有機農業。

中崎有機專區峰達農場負責人余威槿和太太蘇
慧玲撥出部分農地，讓徐薇清實作。蘇慧玲說，原
本報名已截止，但看到徐薇清一直懇求參加，才勉
強接受， 「主要是看她弱不禁風的模樣，擔心她可
能無法忍受日曬雨淋」，半年來，她做得比別人更
認真。

徐薇清說，剛來時，碰到最大的困難是不知道怎
麼拿鋤頭，慢慢學習，現在雖然還是 「卡卡的」，但
已能運用自如。

大學畢業，要學種田，沒有鬧家庭革命嗎？ 「吵
架、流淚是有啦！」徐薇清說，剛開始媽媽是捨不得
，偶爾還會大老遠從屏東到田邊，看她耕作，不過經
過近半年的觀察，媽媽也放心了。

每周有 1 到 3 天在農地，她除了拿鋤頭翻土，還
要在高麗菜田中捉菜蟲；由於是有機耕作，不能噴農
藥，只能在大太陽下捉毛毛蟲，剛開始看到軟軟的毛
毛蟲， 「的確下不了手，但眼看葉菜都被吃光，只
好閉眼睛捉了」。

女生改行務農 鑽研有機耕作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日消息：台灣方面預
計年底啟用長程預警雷達，可偵測與追蹤長短程彈道
飛彈、巡弋飛彈。若對岸發射飛彈攻台，可多出好幾
分鐘預警及反應時間。軍方官員透露，美方來台的技
術支援小組還在交接，未來預警雷達啟用後，仍會有
部分駐廠人員留在台灣支援。

坐落新竹樂山、總經費新台幣400億餘元、空軍
代號 「安邦計劃」的長程預警雷達已經竣工，預計年
底可以正式啟用。軍方人士指出，這套美國售台的預
警雷達，功能號稱比美國現有的同型雷達還要強，可
偵測與追蹤長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等；若對岸發
射飛彈攻擊台灣，雷達可鎖定飛彈軌跡，並可多出好
幾分鐘的預警及反應時間。

美國出售這套系統過程中不斷加價，引發外界質
疑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買貴許多。不過，台灣 「空
軍司令部」參謀長陳添勝中將曾在 「立法院」答詢時
解釋，台灣長程預警雷達偵測範圍達 3000 浬，連 0.1
公尺匿蹤飛機都找得到。

立委要求美方付費
有立委建議，軍方不得將長程預警雷達的情資分

享給美國，美方若想要需付費購買。對此，台灣 「國
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次長劉溪烈中將指出
，台灣的長程預警雷達屬於封閉系統網路，相關資訊
只要軍方不分享，美方就無法收到。

軍方官員表示，這套系統是台灣向美國買斷的設

備，美方若要索取相關資訊，必須透過一定程序取得
授權後才能索取資料。另外，軍方指出，雷達陣地配
置方陣快炮與誘標雷達，將來犯的飛彈導引至其他地
方，保護陣地不受攻擊。

預警雷達情資 台不與美分享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台灣新任駐美代表
金溥聰，在美東時間1日傍晚搭機抵達華盛頓就任，他
在機場表示，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朋友，未來會繼續深
化台美關係，尤其是經濟、安全夥伴關係。金溥聰2日
隨即展開一連串與僑界、美國行政部門等相關單位的拜
會行程。

至於民進黨駐美代表吳釗燮也將於3日抵華盛頓，
金溥聰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很歡迎跟他見面」，但
要看吳釗燮自己的時間及行程安排。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台灣台東縣舉辦
的熱氣球嘉年華，今年暑假兩個月共吸引 80 多萬人潮
造訪，讓其他縣市也有意在明年跟進；對此台東縣政
府表示，明年度將率先推出 「自由飛」行程，由於必
須有合格的飛行員及航空器熱氣球，此舉將獨步領先
其他縣市。

一個個熱氣球緩慢升空，場面壯觀，台東熱氣球嘉
年華會舉辦才第2年，卻已經打響名號，今年總計吸引
80 多萬人次造訪；縣府預估明年活動收入約可達 3000
萬元新台幣，包含熱氣球體驗收入800萬元、周邊商品
權利金100萬元，以及企業贊助等。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日報道：成立已有 20 年、
在音樂界很受歡迎的 「中國歌曲排行榜」，日前宣布月
底將在台北舉行頒獎典禮，揭曉今年度各大獎項得主。
對於這場華語音樂圈指標性的音樂盛宴，圈內外人士都
十分期待，但台灣一些綠營人士卻不滿獎項分成 「內地
」、 「港台」兩組，聲稱有 「矮化台灣」之嫌，反對在
台舉辦，要求當局駁回申請。

對於 「中歌榜」能否在台舉行頒獎典禮，台灣移民
署2日說，將由各機關組成的聯審會於4日開會決定。

1993 年成立的中歌榜，是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
華語流行音樂排行榜，找來大陸港台歌手巡迴各省市演
唱，每周評選 40 首歌曲，定時播出，年終舉行頒獎典
禮，設立年度最佳及最受歡迎16個獎項。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日消息：冬季的台北細
雨綿綿，正在台北故事館舉行的 「甜點 故事 台灣味
」特展，將一場舌尖上的懷舊旅行慢慢開啟，娓娓講述
百年來台灣甜點發展過程中的點滴故事，勾起人們溫暖
甜蜜的回憶。

展覽通過大量珍貴史料，包括有200年歷史的糕餅
製作磨具等，呈現了甜點在台灣大眾生活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

台灣的甜點素有盛名，台北的大街小巷也遍布各式
甜點舖，空氣中彷彿都瀰漫一股甜香。據介紹，在歷
史的演進過程中，台灣傳統糕點不僅繼承了福建、廣東
等地的特色和習俗，後由於島內糖業發展迅速，甜點原
料逐漸豐富。尤其是最近數十年，很多傳統老店開始學
習將東西方糕點製作工藝融合起來，發展出更具寶島特

色的 「舌尖美味」。鳳梨酥、太陽餅等各式甜點也由此
成為台灣最知名的伴手禮。

台灣糕餅文化專家張尊禎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糕
餅與寶島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是在各種年節、禮俗
、宗教祭祀等活動中，代表不同寓意的糕點不可或缺。
例如拜媽祖時節，信眾為了表示虔誠，除了以 「紅龜粿
」祭拜外，糕餅店還會應景推出 「媽祖餅」、 「平安餅
」等特色商品。

她說，台灣不大，卻有許多別具地方傳統與特色的
糕餅點心，例如 「新竹竹塹餅」 「台中太陽餅」 「豐原
綠豆椪」 「鹿港鳳眼糕」等。此外，在文創產業概念的
推動下，也湧現各式各樣結合地方特產、以 「文化入餡
」的新產品。

台灣糕點蘊含中華習俗

▲長程預警雷達 互聯網

▲2012台北國際牛肉麵節料理廚王大賽2日進
行創意米食組比賽，第一名作品由獨創多種吃
法、結合牛肉麵和米食的創意作品 「新寶島牛
肉麵」 獲得 中央社

▲島內中正大學在教育部經費補助下，2日正式
成立 「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 ，邀請馬英九
（右）出席揭牌儀式 中央社

▲第三屆海峽兩岸船政文化研討會船政後裔平安會
香祈福儀式2日在福建船政天后宮舉行。圖為當日
舉行的船政後裔平安會香祈福儀式上，擔任主祭的
船政大臣丁日昌玄孫、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
主任丁遠超（圖中）行三獻禮 中新社

船政後裔祈福

■台東熱氣球明年起載客

■綠營阻撓台北辦中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