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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課綱合法無須撤銷
若鬧事學生認錯可考慮撤告

香港文匯報訊 「反課綱」學生代表昨日與「教育部

長」吳思華對談。吳思華表示，課綱微調在去年2月已經

公佈，並走完程序，除非能夠證明不合法或不適當，才

可能去談撤銷。他還表示，在課綱微調的程序中雖有瑕

疵，但並無違法。「教育部次長」林騰蛟受訪時表示，

會將新課綱的爭議列為補充附錄，並完全尊重學校選

書，而且也會寬容看待日前闖入「教育部」的學生，只

要學生承認這是不好的行為，會朝撤告方向努力。

馬英九要求李登輝就釣魚島言論道歉

香港「灣仔碼頭」水餃高雄廠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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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白色正義社會聯盟
（下稱「白盟」）昨日舉行記者會表
示，反課綱爭議導致人倫撕裂、理性失
序，8月8日前若「反課綱」學生還不
退場，白盟將會到民進黨中央前訴求一
起帶孩子回家過父親節，停止政治操弄
學生。
據中央社報道，周大觀的弟弟周天觀

日前參加「反課綱」活動，與父母在
「教育部」發生衝突，畫面透過新聞傳
播引發社會討論。但有網友質疑，周天
觀過去支持過反對太陽花學潮的白盟，
這次親子失和可能是自導自演。
白盟發言人陳建華昨日在記者會公佈

過去白盟舉辦活動的影片，並表示周天
觀從未現身參與白盟活動。他還說，也
許過去周天觀支持過白盟，就算周天觀
現在想法已不同，但仍隨時歡迎周天觀
重新支持白盟的理念，但他對網友抹黑
周天觀感到不齒。

指微調符合程序
陳建華說，他們認為這次課綱微調並

非反對者所謂的「洗腦、黑箱」，微調
過程符合程序，「反課綱」學生與人士
不應一再喊一些打高空的口號，白盟決
定即日起參與支持課綱活動，並在網路
上發起「疼惜爸媽，讓孩子回家」活
動。
此外，陳建華說，「反課綱」事件已

衍生太多亂象，更導致人倫撕裂、理性
失序，也確有民進黨與親綠政治社團介
入「反課綱」學生活動的證據，如果8
月8日前「反課綱」學生還不離開「教
育部」，他們就會發動到民進黨中央黨
部前柔性訴求「請民進黨讓孩子回家」
的活動，不讓民主失序。

■「反課綱」學生佔據「教育部」前廣場已88小
時，逾百名警力仍在周邊維持秩序。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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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道）台
灣「反課綱」的學生運動持續延燒，被稱做是
「高中版太陽花學運」。兩岸學者對有「台
獨」影子的幕後黑手在推動事件發展的觀點深
信不疑。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張文生更斥責，「獨派」給學生指點迷津，吶
喊助威，令「反課綱微調」最終賦予「反統
一」的政治意涵，而學生們也淪為了民進黨為
明年大選造勢的「馬前卒」。

綠營已妥協 藍營要堅守
「不難看出，台灣每次學運遊行場合都有

『老運動員』的身影。」張文生指「老運動
員」就是民進黨、「台聯黨」、北社、人本教
育基金會及「黑島青」等「台獨」政黨和社
團。他們在學生中扮演着指點迷津、吶喊助威
的角色，給「反課綱微調」賦予「反統一」的
政治意涵。「學生們懂得什麼是台灣史觀或中
國史觀？還不是『獨派』學者和名嘴在鼓吹，
甚至『教育部長』今天（3日）和學生們的對

話也純粹是『雞同鴨講』。」
在他看來，此次「反課綱」運動和「太陽花

學運」不同，後者是為了去年的「九合一」選
舉，令蔡英文借勢競選了民進黨主席。而此次
學運直指明年1月的「大選」，「只是打着
『反課綱』旗幟的一次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煽
動」。張文生說，儘管新課綱於 8 月 1 日上
馬，但是學校可以自行選擇用新或舊教材，其
內容也不列入學生考試範圍，甚至具體的修改
部分還可以再斟酌，這樣的退讓已是合情合
理。「其實民進黨已經妥協，但『台獨』勢力
卻還未放棄，就看國民黨是不是守得住了。」

他認為，上月30日一學生被認為是「反課
綱」而燒炭自殺，使這次運動找到了新的動
力。9月份，學校開學後，「反課綱」運動只
會愈演愈烈。他認為，這次學運收場只有國民
黨撤回新課綱，學生們「班師回
朝」，「台獨」勢力另選戰場。
抑或是學生們撐到1月16日「大
選」後，自動解散，兩種可能。

「獨派」操縱學生「反課綱」意在「反統一」

■■「「反課綱反課綱」」學生代表與學生代表與「「教育部長教育部長」」
吳思華吳思華（（右二右二））會談現場會談現場。。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李登輝7月23在東京外國記者協會
中，竟然公開聲稱「釣魚島是日本的，不是台灣領土」，引
發台灣島內聲討浪潮。現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昨日投書
媒體指出，李登輝此話違反史實、「憲法」、國際法，嚴重
傷害「國家主權」、人民感情，是重大失言，要求李登輝收
回此話並向人民道歉。

用歷史記載揭李言行矛盾
綜合報道，馬英九昨日投書《中國時報》，以長達2,000
字的篇幅，從歷史、地理、地質與國際法4大層次，說明釣
魚島（台稱「釣魚台」）是台灣固有領土的原因。他並以李
登輝在1997年7月於「總統」任內，將釣魚島劃歸宜蘭縣頭
城鎮大溪里的當年所為，指出李登輝今日所言前後嚴重矛
盾。
馬英九強調，他身為台灣地區領導人，捍衛釣魚島主權與
漁權乃其天職；因此不論過去曾任或未來可能擔任台灣地區
領導人的人，都不容在中國主權上有任何懈怠或背叛。
馬英九在文中首先強調，「歷史上釣魚島為台灣屬島與固
有領土」。馬英九指出，釣魚島在西元1403年（明永樂元
年）「順風相送」書中即有記載；「顯然我漁民經常使用且
清廷早已有效統治，絕非日本所稱『無主地』」。
其次，馬英九也強調，「地理上釣魚島距離台灣更近，漁
場一向屬於台灣」。他指出，釣魚島位於台灣東北方，南距
基隆102海里，北距日本沖繩首府那霸230海里，是「台灣
東北部漁民傳統捕魚區」。日據大正時期1920年與1926
年，台灣總督府均將釣魚島漁場劃歸台北州，當時曾以總督
府公報正式對外公佈。
第三，他表示，「地質上釣魚島屬台灣本島自然延伸」。

馬英九說，釣魚島屬於台灣大陸礁層之自然延伸，並非琉球
群島的自然延伸，在地質上與琉球並不銜接。
最後，馬英九在文中指出，中日甲午戰後，1895年中

日簽訂《馬關條約》，釣魚島隨台灣被割讓日本。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日宣戰並廢止《馬關條
約》。1943年，中、美、英三國公佈《開羅宣言》，明
定日本竊取中國的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
歸還中國。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規定開羅宣言的
條件必須實施。同年9月，《日本降書》表明接受《波茨
坦公告》。
這三項歷史文件相互連結，《日本降書》更收入聯合國

出版的《聯合國條約集》，證明三項文件均具國際法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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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地
區領導人馬英九在學生時代曾是一名
不折不扣的「保釣急先鋒」，並在保
釣相關的法理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
他的哈佛大學國際法博士論文—

《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
資之法律問題》，研究的就是關於釣
魚島的問題，這也是台灣首個研究釣
魚島問題的學術作品。
馬英九返台至政治大學教書時，再

對釣魚島問題深究，並於1986年出
版《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
劃界問題》一書，系統論述了釣魚島
是中國領土的法理依據。
2003年，時任台北市市長的他，
以國際法學會理事長身份出席了「第
二屆釣魚島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一
篇非常專業的「保釣」論文。
在演講時，他表示：「三十年來我

一直有一個夢想，期望有一天能到國
際法院，代表中國參加這個訴訟，捍
衛釣魚台（即釣魚島）主權，這個夢
想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實現，也許以
後也沒有這個機會，但是我們還是要
做好這個準備，法律
的、歷史的、地理
的、地質的資料通通
要做好準備」。

■馬英九昨日投書媒體，要求李登輝收回有關釣魚島主權言
論並道歉。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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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居民登陸證》延期至5年

康師傅：從未使用台灣油品

香港文匯報訊 繼國際連鎖速食店麥當勞決定出售台灣經
營權後，來自香港的知名冷凍水餃品牌「灣仔碼頭」，母公
司台灣通用磨坊昨日表示，因全球供應鏈重整及冷凍水餃市
場規模逐漸萎縮影響，7月31日起關閉生產冷凍水餃的高雄
廠，停止生產，目前市面上仍有庫存的商品會繼續販售，但
賣完後不會再補貨販賣，未來市面上也看不到商品。
據中通社報道，「灣仔碼頭」是香港水餃大王臧健和
1978年於香港創立，從碼頭小吃起家，後進軍百貨通路，
隸屬美商通用磨坊公司後，成為全球品牌；2006年在高雄
設廠，專門生產冷凍水餃，一粒水餃單價達4.2元新台幣
（約1元港幣），以高價著稱，在台灣市場佔有率曾達2

成，位居首位。

公司60天前大量解僱員工
高雄的「灣仔碼頭」工廠現已歇業，全廠共有66名員
工，以及另外12名行銷管理人員，業者於31日送解僱計劃
書至台灣勞工局，預計9月30日解僱。
台灣勞工局表示，台灣通用磨坊在60天前通報大量解
僱，並依法付薪並給假，並無違反法令；勞工局後續會對
受波及員工提供就業輔導等協助，但迄今尚未接獲灣仔碼
頭任何員工的申訴，也沒接獲該公司員工組自救會的消
息。

■「灣仔碼頭」母公司台灣通用磨坊昨日表
示，7月 31日起關閉生產冷凍水餃的高雄
廠。目前市面上仍有庫存的商品會繼續販售，
但賣完後不會再補貨販賣。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據福建省
公安邊防總隊消息，新修訂的《福建省沿海邊防治安
管理條例》於本月初起施行。新條例規定，《台灣居
民登陸證》有效期由原來的1年延至5年，便利台灣船
舶在福建沿海停泊。
根據新條例，台灣船舶到達福建省台灣船舶停泊點

後，船舶上台灣居民需上岸的，應向停泊點所在地公
安邊防部門申請辦理《台灣居民登陸證》；持有《台
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的，經登記後不再辦理《台
灣居民登陸證》。
令人關注的是，為方便台灣居民登陸，新條例將舊

條例中規定的逐航次申請辦證，調整為5年有效，並
可多次登記，但每次登記的有效期限不得超過台灣船
舶本航次停靠期限。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近日網絡上流傳的「某台灣導
遊惡意中傷康師傅」的視頻，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昨
日發佈聲明稱，康師傅在大陸生產與銷售的產品從未
進口並使用台灣相關油品。
據中新社報道，聲明稱，自去年開始，康師傅已多

次通過官方及媒體渠道進行事實澄清，國家質量監督
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台辦也分別於去年10月22日和10
月29日正式發佈澄清消息，證實康師傅在大陸生產所
使用的油品安全無虞。
針對相關視頻中的惡意中傷行為，康師傅控股表
示，已於第一時間向相關媒體平台進行舉報，並已向
所在地區警方報案，提請司法介入調查。對於個別自
媒體社交賬戶持續煽動及散播謠言的行為，康師傅將
按照國家針對「散播網絡謠言」的法律規定，嚴肅追
究其法律責任，堅決維護企業品牌名譽及合法權益。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昨日發佈聲明稱昨日發佈聲明稱，，康師康師
傅在大陸生產與銷售的傅在大陸生產與銷售的
產品從未進口並使用台產品從未進口並使用台
灣相關油品灣相關油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綜合報道，「反課綱」學生和群眾於7月31日翻越入「教育部」
圍牆內，與警方對峙至今。「教育部長」吳思華昨日下午在

「國家圖書館」和「反課綱」學生及教師代表對談，包括7名「反課
綱」學生代表、3名教師和1名台灣人權促進會代表等人出席。
吳思華指出，課綱微調在去年2月已經公佈，並走完程序，只有證
明不合法或不適當，才有可能談撤銷。根據「監察院」調查，認定沒
有不合法的地方，台灣人權促進會也曾到地檢署提告，4月也已經結
案，課綱公聽會確實比較倉促，先前也已經道歉，大家質疑不完美的
過程中，出來的東西是否有問題，但事實上並沒有太多的發現。

爭議點將列入附錄
林騰蛟也在會後表示，「教育部」肯定學生代表對於公共事務的關
心，學生到「教育部」抗議後，這是第一次正式和「教育部長」吳思
華面對面談話，吳思華也釋出4點善意。
林騰蛟指出，針對政府資訊不夠透明，「教育部」將徵詢課審會高
中分組委員同意，希望10天內能對外公佈委員名單；新課綱修正的
17點爭議，同意以補充方式列為新課綱附錄；「教育部」完全尊重學
校選書，若教師要重新選書，也完全尊重；新課綱實施後，將進行滾
動修正，包括委員組成、審議程序、專業對話，將以更嚴謹方式辦
理。
針對學生希望暫緩新課綱的訴求，座談會中並未達到共識，但「教

育部」願持續和學生保持良性善意的互動，希望讓事件得到好的解
決。
對於「反課綱」學生日前闖入「教育部」，林騰蛟表示，不管是未

成年或具學生身份者，「教育部」將以最大寬容態度看待，只要學生
承認這是不好的行為，「教育部」會朝撤告方向努力。

藍綠民調結果相反
國民黨團邀請台灣文化與教育研究學會秘書長林忠山公佈民調。林

忠山說，據民調顯示，有58.9%民眾反對學生包圍「教育部」、
57.4%民眾認為不應該因政治因素讓高中學生出來抗爭；在「目前抗
議課綱微調的學生包圍『教育部』，要求『教育部長』下台，請問您
支不支持這樣訴求」的問題下，有58.4%民眾反對。此外，民調也指
出，對於課綱微調後，增加「中華文化」部分，以及「光復台灣」、
「婦女被迫做慰安婦」等爭議較大的段落，支持課綱微調的民眾都比
反對者來得多。
不過，民進黨團書記長陳亭妃被問到相關問題時，稱民進黨先前也
做出一份民調，數據是和該份民調「完全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