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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去年11月
重啟漁業會談，經
過幾個月在談判桌
上的多番較勁，昨
天有消息傳出，日
本政府將作出重大
讓步，允許台灣漁

船進入釣魚島海域12浬範圍捕魚。換言
之，台灣漁船今後可自由出入釣魚島海
域。

根據現行規定，只要台灣漁船一進
入釣魚島海域12浬，就會遭到日本公務
船的蠻橫驅趕。今年1月一艘台灣漁船就
在該海域遭日艦的強力水炮射擊而險些
解體。如今日本政府有意 「網開一面」
，與台灣方面共享釣魚島豐富的海洋資
源，台灣漁民固然高興，而台當局亦自
感得意。只是台日漁業糾紛由來已久，
雙方歷經16次談判而毫無交集，如今日
方在惡意製造 「購島事件」後受到中國
大陸強烈抗議的敏感時期，突然變臉，
向台灣送大禮，不啻是 「黃鼠狼向雞拜
年─不安好心」。據說，日方開出的
條件是，台灣方面須放棄 「登島」這樣
的保釣行動。這無異於要求台灣以 「主
權」換取 「漁權」。台灣方面切不可接
受這種自失立場的條件。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台灣官民上下
一心，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活動，
規模之大，反應之快，態度之硬，近年
罕見。馬英九多次強調寸土不讓，還下
令海巡署漁季要天天到釣魚島海域護漁
。去年9月台灣有70多艘漁船揚帆並進，
赴釣島捍衛漁權。與此同時，大陸海監
船也在釣魚島海域展開常態巡邏。兩岸
保釣讓日本政府疲於應對。為了分化兩

岸保釣力量，日方不得不拋出 「誘餌」拉攏台灣，希
望台當局能減弱保釣聲勢，因為中國大陸和日本假如
因釣魚島問題擦槍走火而發生戰事衝突，台灣的立場
及所處的戰略位置尤為重要。可見，日本政府這次與
台灣磋商漁業糾紛時 「破天荒」低下高昂的頭，主要
是害怕兩岸同仇敵愾、一致對外。由此更突顯了兩岸
聯手保釣的重要性，因為這正正切中日本政府的 「要
害」。而日方有意放寬台灣漁船在釣魚島海域活動的
限制，也是兩岸保釣的成果。

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行政管轄權屬於台
灣省宜蘭縣頭城鎮。台灣漁船赴釣魚島捕魚，無須經
日本政府同意。只因日方擅自擴張經濟海域，肆意驅
趕台灣漁船，才造成台日之間的漁業糾紛。因此，台
日就漁權問題進行談判，不應是日方 「允許」或 「批
准」台灣漁船進入釣魚島海域，倘若台當局接受這樣
或類似的字眼，等於自棄 「主權」，承認日方擁有釣
魚島。這不僅與台當局的保釣立場相左，也為台灣日
後的保釣行動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日本政府現在只是為了分化兩岸才願意在釣魚
島漁權問題上向台灣讓步，不排除將來風平浪靜
後又舊態復萌。所以，台灣應緊記 「沒有主權
就沒有漁權」，與大陸聯手保釣才是正道，
勿讓日本政府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瀾瀾觀觀
隔海 日擬取消執法線

同根同源 台胞登陸祭黃帝
【本報訊】據中新社陝西黃陵四日消息︰

「人，不能忘記根在哪裡！黃帝陵作為炎黃子
孫共同的精神家園，縱使相隔萬水千山，華夏
血脈永恆不變。」台灣勞動黨名譽主席羅美文
如是說。

巍巍橋山，泱泱沮水，癸巳年清明公祭軒
轅黃帝典禮4日在陝西黃陵橋山軒轅殿前廣場舉
行。羅美文說，在台灣他的家族依舊保留每逢
農曆正月初二、正月十五、端午節、中元節、
中秋節和農曆十二月十六祭拜祖先的傳統。雖
然祖輩220多年前落戶台灣，至今已是第六代，
但他一直教導子女，告訴他們老家在廣東梅縣。

據統計，全球華人有規模的 「重返黃帝陵
」尋根祭祖始於上世紀90年代，十幾年來，前
來拜祭黃帝陵的港澳台同胞與海外華人華僑已
逾百萬人次，龐大的數字體現出了民族認同感
、凝聚力與向心力。連戰、吳伯雄、宋楚瑜、蔣
孝嚴等台灣知名人士都曾赴黃帝陵謁陵祭祖。

4日，在有九五之尊含義的9時50分，公祭
典禮正式開始，全體肅立，擊鼓鳴鐘。台灣優
農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信誠表示，首次參加
黃帝陵祭祖儀式，令他心潮澎湃。

台校設讀經課學習中華文化
記者發現，這些台灣同胞，無論年長或年

輕，大都有深厚的 「黃帝陵情結」。台灣屏
東縣教育局局長王文化對中新社記者說，他希
望有更多的台灣年輕人熟讀《四書》、《五經
》等國學經典，從而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在
台灣屏東縣，部分小學已開設讀經課，意在樹
立少年兒童對傳統文化認知與傳承的意識。

據了解，台灣地區有多所黃帝廟（祠），
每臨清明節，台灣同胞在島內都要舉行各種紀
念黃帝活動。自1949年以來，每年清明節台灣
當局都舉行 「遙祭黃帝陵典禮」，宣示兩岸同
胞同根同源同祖。

▲ 「三三會」 會長江丙坤（右）和台灣新黨
主席郁慕明4日在陝西黃陵縣參加公祭軒轅
黃帝典禮 中新社

新聞背景
【本報

訊】台日漁
業談判主要
是為了解決

台日雙方重疊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範圍，
特別是釣魚島海域，日本主張管轄琉球群
島和釣魚島海域，台灣對此無法接受。

釣魚島海域處在黑潮湧生流區域，漁
產特別豐富，台灣北部的宜蘭、基隆漁民
世世代代在那捕魚。但日本卻單方面在台
日海域之間劃出一條中間線，照理事前必
須跟台灣洽談重疊海域問題，但日本完全
不跟台灣商量，對台灣的要求 「嗤之以鼻
」，現在這條中間線已經劃到了台灣海峽
，甚至把台灣、馬祖都劃到其經濟海域。

由於日本的劃法不合理，台灣和日本
曾進行談判，日本政府雖讓步，但仍堅持
中線原則處理，但此舉造成海域面積就在
蘇澳外海，漁船只要從蘇澳出海，一個多
小時就到日本 「經濟海域」。因此，台灣
主張由雙方協商解決經濟海域問題。從
1996年到2009年為止，台、日進行過16次
漁業談判，但一直無法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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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帶警告標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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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單方面擴經濟海域屢驅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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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灣《中國時報》4日報道，台灣與
日本的漁業會談可望出現重大突破，日本政
府傾向取消其訂立的釣魚島海域周邊12浬的
「暫定執法線」 ，讓台灣漁船能自由往返該
處作業，不受日艦騷擾驅逐；條件是台灣漁
船不得有類似登島的 「挑釁」 行為。報道稱
，雙方本月底前可能針對漁船合法作業水域
範圍簽署正式備忘錄。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四日報道︰近日，台
灣各地民眾紛紛開始掃墓祭祖。4月4日，是中華民
族傳統節日清明節，也是清明假期第一天，在這個
「正日子」，掃墓活動達到了高峰。

已有10多年歷史的台北免費掃墓公車，一如既
往，清晨5點半動。在台北捷運（地鐵）動物園站
2號出口，中新社記者看到，民眾排隊上免費公車，
秩序井然。 「每個座位都是博愛座」，是客運公司
打出的口號。各轉運站裡，工作人員隨時奉上免費
烏龍茶、咖啡，並提供掃墓工具。

集中焚燒更環保
台北富德靈骨塔安放了先人的骨灰，民眾祭祖

儀式均在塔前的廣場上進行。寫 「祭拜參考流程
」的海報隨處可見，並建議民眾在半小時內完成。

2013年起，富德靈骨塔現場不再焚燒金銀紙，
改為集中代焚。記者看到，民眾紛紛領取紙袋，填
上往生親友姓名，再裝入金銀紙交給殯葬處服務台
，匯總後將被運至焚化廠集中焚燒。

便民服務、為環保簡化流程，台灣民眾的掃墓
活動輕鬆卻不失莊重。從富德靈骨塔再搭免費公車
到附近的富德公墓。60多歲的洪女士和先生拿鏟
子清除完雜草，就開始擺放鮮花、麵包等祭品，並
焚香鞠躬。墓碑上刻 「安徽桐城」字樣，表明了
墓主人的祖籍地。 「這是我父母親的墓，自1949年
隨國民黨軍隊到台灣後，父親在開放探親前一年去
世，沒回過大陸」，洪女士告訴記者。在富德公墓
漫步不時看到刻山東、浙江等字樣的墓碑，透露
了主人生前的簡單信息。在這個中華民族的傳統節
日裡，看到敬祖睦宗的傳統在海峽兩岸間延續。

集中代焚 台民眾祭祖展新俗

▲台北市富德公墓今年實施集中代燒金銀紙，以
減少空氣污染，維護環境品質 中央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四日報道︰台灣《天下》雜誌
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台灣地區800萬個家庭一年至少在食物
上浪費、損耗2400億元新台幣；全台每天產生的4萬桶餐廚
垃圾，桶桶相疊高度超過70棟台北101大樓；台灣民眾每年
浪費在食物上的錢足以讓全台小學生免費吃營養午餐39年。

《天下》調查中心主任吳挺鋒分析認為，台灣人多為 「
外食族」，家庭採買量供過於求，再加上普遍的 「吃到飽」
餐廳（即自助餐廳，定額消費後餐飲不限量），很容易造成
食物浪費。

調查顯示，35%的受訪台灣民眾每周超過3天在外吃晚
餐，其中以20-39歲的青壯族群為主（48.8%）。另外，有
六分之一的台灣民眾每月至少要光顧一次 「吃到飽」餐廳。

對於在外用餐的剩菜，台灣民眾會怎麼處理？有32%的
受訪者表示，完全不會打包。雖然有近八成的民眾覺得其他
人把食物丟掉 「很浪費」，但僅有59.7%的人認為自己這樣
的行為 「很浪費」。

台媒籲學校加強食物教育
在食物購買方面，80.7%的受訪者表示家中會多買所需

分量的食物，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更坦承，家中買來的菜常常
或偶爾沒吃、沒煮就丟棄了。

《天下》總編輯吳迎春表示，珍惜食物是全球趨勢，日
本已經將 「食育」納入教育科目，韓國明年將推出廚餘秤重
收費制度，大陸也在 「厲行節約」，避免 「舌尖上的浪費」
。台灣民眾應改變浪費食物的陋習。

調查顯示，高達九成的受訪民眾支持 「學校應該要加強
食物教育」，讓孩子從小養成低碳飲食的良好生活習慣。據
介紹，這項調查在上月19日至26日進行，成功訪問1136位20
歲以上的民眾。

台舌尖上的浪費
每年高達2400億元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四日消息︰台灣股票高手蘇松
泙連賺台股41年，在新書 「平民股神蘇松泙系列2：不蝕本
實戰操作」中，他分享自己台股實戰操作第一手告白。

數學零分、不會英文、不懂電腦的素人股票高手蘇松泙
，自創不蝕本投資術、買高賣更高等投資方法，連賺台股41
年，一生只靠投資股票養活全家，從負債出發，到累積近億
財富。蘇松泙在新作中公開所有台股實戰操作的第一手告白
，帶領散戶在股市裡安心賺錢。

蘇松泙強調 「賺錢才加碼」，他表示，散戶要在股票市
場賺錢是不容易的，最重要的關鍵是，他拿出一筆本金後，
只有贏錢才加碼，賺到錢以後，把本金抽回，讓獲利去滾，
這樣永遠都不會蝕本；可以在股市不蝕本地買賣股票、長期
存活，累積下來就能有不錯的獲利。而不蝕本，進一步就 「
不蝕利」。蘇松泙說，他賺錢時，會放大部位去賺，但賠錢
時一定縮小部位，並且透過不斷比價換股，賠的錢就會比別
人少，甚至可以保有當初賺來的錢。

蘇松泙也說，當年度除權息股不好做的時候，5個步驟
就能趨吉避凶。他指出，首先要試水溫，看最早除權的股票
是否有行情，若不明顯，則小量操作，直到行情轉好，再加
大下單金額；並且只做「當年度焦點股」與「每年必做股」；參
考上周走勢先低掛，尾盤再買足；除權當天賣出現股，挪出
現金到隔天除權股；股利所得超過一定繳稅額度就要停手。

台灣股神41年不蝕本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四日報道︰台
灣外事部門負責人林永樂3日證實，經過上月第二次漁
業會談預備性協商後，台日雙方陸續透過非正式協商
管道交換意見，並就兩地漁船作業水域獲得 「非常具
體的結論」；目前僅待部分技術性問題解決後，雙方
就能以正式文件公布談判結論，至於文件形式是採協
議或備忘錄，還需最後磋商。

目前海峽兩岸漁船只要進入釣魚島周邊12浬內作
業，就會被日本巡邏艦艇驅趕。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
九3月29日會見到訪的日本僑團代表時表示，馬上進入
4月漁季，台灣漁民一定會到釣魚島海域捕魚，希望台
日在漁權方面盡快達成協議。馬英九重申，在去年日
本提出把台灣的附屬島嶼釣魚島 「國有化」主張前，
他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希望雙方能夠經過協商共同
開發資源，台北的立場就是 「主權在我、擱置爭議、
和平互惠、共同開發」，主權沒有辦法退讓，也沒有
辦法分割，但天然資源可以分享，希望用和平方式解
決爭端。

日防兩岸聯手有意鬆口
據台媒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極不樂見兩岸在

釣魚島問題上聯手，為避免於汛期來臨後，衝突態勢
持續升高，他亟欲在漁汛期前，先解決與台灣之間的
漁權糾紛；因此日方代表近期在與台方非正式協商中
首度鬆口表態，未來願讓台籍漁船進入日方 「執法線
」內作業，條件是台灣漁船不得有類似登島的 「挑釁
行為」。報道稱，由於日方釋出的 「善意」符合台方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台方也傾向接受。

但日方協商時也提出，日本漁民在釣魚島周邊海
域漁場上設有類似延繩釣裝置，藉以吸引魚群聚集，
希望台灣漁船不要靠近相關區域，也不要設置相同設
施。台方則認為這項條件可能影響台灣漁民權益，而
有所保留。雙方因這類的技術性問題，至今仍未達成
最終共識。

台漁民禁登島保釣
對此林永樂表示，台方與日方談判的首要目標，

是讓台灣漁民在漁汛期的作業不受外力干擾，目前雙
方對於作業水域確實已有共識，但牽涉漁業技術部分
，雙方仍持續密集協商， 「只需要最後一點點時間，
就能報告好消息。」台媒報道，日本有意讓台漁船進
入釣魚島12浬範圍內。

台日漁業會談於2009年2月以後中斷談判，去年11
月30日為了重啟談判，在東京舉行第17次台日漁業會
談首次預備性會議，未能達成共識；第2次預備性會議
在今年3月13日召開，雙方對漁船作業水域及漁業資源
養護等議題充分交換了意見。

允台船入釣島捕魚
◀今年1月
日本公務船
用強力水炮
射擊台灣漁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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