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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內地未訂活雞供港日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向來備受矚目，海
洋公園隆重其事，繼續炮製萬聖節盛
事「哈囉喂全日祭」。今年更首次展
開大型公開招聘活動，吸納新血，打
造更強大嘩鬼團隊。今年公園將於本
月15日起，聘請近2,000名員工，較去
年增加超過四成。獲選「鬼才」最高
時薪可達140元，更有機會受聘為長期
員工。
海洋公園連續第14年舉辦「哈囉
喂」活動，去年更實行由日至夜的
「全日祭」，大受歡迎。海洋公園今
年乘勝追擊，展開由日至夜、更大規
模，歷年來最具驚嚇性的「哈囉
喂」。本月將進行一連串的「千人嘩
鬼大募集」招聘活動，職位包括
1,000名嘩鬼演員、400名後台工作人
員、超過 500 名前線及後勤服務員
工。成功受聘將在8月至11月期間於
公園內工作，時薪由45元至最高140

元，部分職位月薪更逾4萬元，表現
出色可獲發高達薪金百分之二十的獎
金。

接受20小時專業培訓
今年招募的職位多元化，共有4個部
門，分別為遊樂設施執行部、餐飲
部、零售部及節目部及服裝組。其
中，節目部及服裝組包括嘩鬼演員、
舞蹈員、歌手及樂手等，後台職位包
括舞台監督、鬼屋統籌、服裝員等。
海洋公園演藝節目總監歐陽綺華表示，

演員面試需接受情境演技、角色投入和
劇本演繹三個測試。她表示曾錄取不少
無演出經驗但滿腔熱誠的員工，故歡迎
各界人士應徵。成功入選的演員將按不
同崗位接受合共20小時的專業培訓。「千
人嘩鬼大募集」第一站於本月15日在旺
角朗豪坊舉行，屆時將會有表演及遴選
錦囊心得分享。應徵人士需帶同履歷表
及近照到場登記及面試。

■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祭」千人嘩鬼大募集，急召2,000名「鬼才」參與萬聖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海園「哈囉喂」時薪140聘2,000「鬼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活雞暫停供港4個月
的期限即將屆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最近
與內地相關部門聯絡，但暫時未有確實恢復供港的日期。
他又說，由於活雞供港前需要有5日的隔離檢疫期，他
對雞隻能夠在期限屆滿後立即恢復供港「有保留」。

檢疫安排需時 或難如期復供
高永文日前稱最快可於本月20日恢復內地活雞供港，
不過，他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打鼓嶺暫時活雞分
流站基本措施已做好，下周可隨時準備在必要時運作，
但由於活雞供港前要數日時間檢疫及安排，下星期是否
可恢復供港「有保留」，或未能在限期前恢復供應。
他解釋，近日向內地有關部門討論何時可以恢復引

入內地供港活雞，暫時仍未有一個明確的日期。他
指，相信內地有關部門和養殖業界仍在進行工作，內
地業界亦需要準備和考慮一些商業上、營運上的工
作。當局未來數天會繼續與內地有關方面密切聯繫，
有確實日期會向公眾公布。
他又指，明白本地從業員非常着緊相關事情，當局會

與業界保持聯繫，目前未有明確恢復供港日期，但相信
不會等很久。他重申，本地及內地持份者均不希望再有
樣本驗到有禽流感，而打鼓嶺的活雞分流站只是作為應
變之用，內裡仍有工程未完成，但已可以準備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現
時並非每個港鐵站都設有公共洗手
間，乘客一旦「人有三急」實在頗為
不便。港鐵表示，現時仍有10個轉
線車站尚未設有公共洗手間，港鐵會
在大型翻新工程時增設公共洗手間，
其中旺角、太子及金鐘將於2015年
底前完工，其餘7個亦會於2020年底
前加設公共洗手間。

旺角太子金鐘2015年底完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書面回覆
議員質詢時表示，現時港鐵83個車
站中，有41個站設有公共洗手間，
其中10個為轉線車站。至於另外10
個還未設有公共洗手間的轉線車站，
港鐵將在進行大型翻新工程時加設公
共洗手間，當中旺角、太子及金鐘將
於2015年底前設有公共洗手間，餘

下7個轉線車站，包括尖沙咀、油麻
地、荔景、中環、北角、油塘及調景
嶺，亦將於2020年底前加設公共洗
手間。
張炳良又指，港鐵亦曾仔細研究在

現有車站加建公共洗手間的可行性，
結果顯示存在相當的技術困難，包括
排污系統的容限、鄰近高壓電流設施
和裝設獨立通風系統的需要。他引述
港鐵指，現時未有公共洗手間的車站
到附近最近的公共洗手間的步行路程
及時間一般只需約200米，即約4分
鐘步程。
而港鐵在日後設計及規劃新鐵路線

或延線時，例如西港島線，會在站內
或鄰近車站的地方提供公共洗手間，
但位置仍需因應每個車站實際的地理
環境、鄰近社區對公共洗手間的地面
位置及通風井位置等的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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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趙虹）過去數月，
港鐵列車事故頻繁，但仍按「可加可減機制」，
宣布於6月29日起加價3.6%，引起社會廣泛關
注。九龍社團聯會於五月中訪問逾一千四百多
名市民，發現近六成受訪者認為港鐵故障頻密，
並認為現時港鐵最需要處理的是擠迫及車費問
題，該會認為港鐵應檢討現時「可加可減機
制」，以及引入高層扣薪制度。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顏汶羽提到在是次調查

中，四分之一在職人士不滿意港鐵服務，
50.5%受訪者表示需要等候兩班或以上列車
才能上車，近四成受訪者則認為港鐵最需要
檢討現時「可加可減機制」，超過七成受訪
者表示最期望直接調低車費，逾一半受訪者
認為增加列車班次是最有效改善車廂擠迫情
況。

九龍社聯倡引入高層扣薪制度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亦表示，基本上

市民對現時港鐵服務皆不太滿意，現時「可加
可減機制」的整體票價調整幅度只參照工資及
物價指數是不足夠，市民承擔能力及港鐵列車
事故的次數和時間也應納入其中。該會秘書長
洪錦鉉直言，現時港鐵推出的優惠措施是「小
恩小惠」，市民不能直接受惠，而調低車費是
最能令市民直接受惠，「港鐵應引入高層扣薪
制度，列車事故次數和高層薪酬掛鈎，這樣可
使港鐵高層對事故有承擔責任。」
「現在港鐵最迫切需要處理的是調整票價

及完善交通分流系統。」王惠貞表示，新東
北發展計劃將令東鐵線服務的人口增加，但
東鐵目前打算以9卡車廂列車取代12卡車廂

列車，載客量將下降，因此政府可預先規劃
分流配套，以紓緩東鐵線列車未來的車廂擠
迫情況，「政府可發展專線巴士在公共交通
系統中的角色，以紓緩列車擠迫情況。」

■九龍社團聯會調查發現較多市民認為港鐵
最需要處理車廂擠迫及車費問題。 趙虹 攝

政府今次提交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
草案》回應了網民對表達自由的關注，提

出就多個項目提供刑事和民事豁免，包括戲仿、
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評論時事；引用；聯
線服務提供者暫時複製版權作品以配合技術上
的需要，使數碼傳送過程順暢；聲音紀錄的媒
體轉換；以及教學（特別是遙距學習）和方便
圖書館、檔案室和博物館的日常運作。
不過，有關豁免需要符合公平處理原則，
包括新作品處理的目的及性質，是否作非牟
利目的還是商業用途；作品的性質；新作品
處理後所佔分量；以及處理對作品的潛在市
場或價值的影響等。

「經濟損害」成主要考慮因素
草案又就未獲授權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的行
為，訂明相關的刑事制裁。當局於2011年曾提
出在裁定涉刑事侵權時，應考慮行為是否造成
「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有意見認為有關
描述意思含糊。新例草案建議為訂明「經濟損
害」作為主要考慮因素，指出替代原作品為一
重要因素，供法庭考慮有關刑責。
不少網民都會創作「舊曲新詞」，早前有
網民上載《罪與佛》的惡搞「佛教概念大
碟」，沿用流行曲本來旋律，並配以涉及佛
教成份的歌詞並上載互聯網。政府消息人士
指，是否侵權要視乎新作品有否取代原作
品，而有關歌曲內容屬於諷刺，在新例下可
獲豁免，但個別個案仍要由法庭作裁決。
至於有表演者以「原曲原詞」翻唱歌曲並

上載片段上網，政府消息人士稱，若果作品
不屬豁免範圍，只是抒發個人情感或展示才
藝，便不會獲豁免，但是否涉及法律責任要
視乎有關行為有否獲版權擁有人的許可或授
權，如YouTube已與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
及多間唱片公司簽訂許可協議，便可上載重

新演釋的作品。

作品取代原作不獲豁免
而不少網民都會將電視劇截圖上載社交網站、

論壇作評論，政府消息人士稱若果涉及兩三句
對白的截圖，可符合公平處理原則，但若將整
個電視劇和電影作截圖，就會有很大爭議。至
於有人將外語電視劇和電影等配上字幕，再上
載至網上供人下載和觀看，政府消息人士指有
關翻譯屬於版權持有人的權利，有關作品亦會
取代原作品，故有關行為不獲豁免。
政府消息人士表明，今次修例是確保版權

制度與時並進，緊貼科技和海外發展，強調
修例不會收窄表達和創作自由。而即使現時
法例未就戲仿作品作出豁免，至今亦未有版
權持有人向法庭提出訴訟，故不擔心修例後
擴大豁免會增加法庭訴訟。

下周三提交立法會
政府會於本周五(6月13日)將《2014年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刊憲，並於下周三(6月
1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及後由立法會
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及作三讀。至於會否擔
心過程會遇議員「拉布」，政府消息人士
指，會盡量向立法會議員和相關法案委員會
作解釋，過去亦已諮詢議員和持份者進行，
相信草案某程度上已滿足各方人士的要求。
而參考上次審議草案的進度，新例最快於

明年中於實行，豁免部分可即時生效，但民
事和責事責任修訂亦會先進行公眾教育後，
約半年後才實施。

版權修例擴豁免 惡搞諷刺免刑責
緊貼科技海外發展 無收窄創作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互聯

網近年經常出現俗稱「惡搞」的戲仿作

品，大多涉及原作品版權的「二次創

作」。政府經過多輪諮詢後，將於下周

三向立法會提交《2014年版權（修

訂）條例草案》，新例將擴大版權豁免

範圍至戲仿、諷刺、評論時事、截圖

等，同時亦澄清侵權行為的刑責門檻，

以「經濟損害」作為主要考慮因素。政

府指，今次修例是確保本港版權制度與

時並進，緊貼科技和海外發展，強調不

會收窄表達和創作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早在
2006年起已就本港版權制度進行三輪諮詢，
並於2011年6月向立法會提交2011年條例草
案，但當時社會關注「二次創作」會受到當
時條例修訂的影響，甚至有人稱草案為「網
絡23條」。由於當時立法會須處理其他較迫
切的事務，條例草案沒有恢復二讀辯論，並
隨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而失效。而政府去年
亦就在本港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完成4
個月公眾諮詢。
政府今次提交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
例草案》，部分內容亦沿用2011年條例草案
的建議，包括引入傳播權利，讓版權擁有人
可通過任何電子傳送模式傳播其作品。現時
法例未有涵蓋的串流，今次修例將包括在內，
以助版權擁有人在數碼環境中利用作品和促
進開發數碼內容。

平台毋須主動監察侵權活動
新例亦會訂立法定「安全港」制度，訂

明聯線服務提供者例如論壇、討論區等，
毋須主動監察平台有否出現侵權活動；若
出現侵權活動後採取合理措施遏制或停止
有關活動，平台只需承擔有限的法律責
任。
條文亦會配以自願性質的實務守則，提

供實務指引和程序，服務提供者收到侵權
通知後可跟從。
政府消息人士指，科技尤其互聯網發展

迅速，市民行為亦不斷改變。很多海外司
法管轄區已更新版權條例，當局需要緊貼
國際趨勢。政府又提到，部分美國版權擁
有人協會聲稱本港現時法例未能在數碼環
境中提供足夠版權保護，並建議將香港列

入當地有關知識產權法案的「值得特別關
注」名員和「監察名單」，雖然美國貿易
代表今年未有將香港列入名單，但本港仍
面對著有關壓力。

引入「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有保留
而網民提出引入「個人用戶衍生內容」
作版權豁免範圍，政府消息人士對此仍有
保留。他指，「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是十
分廣闊和含糊的概念，現時未有一個獲國
際社會接納的定義，只有加拿大有將此納
入當地版權制度，但當局會繼續密切注意
國際主流發展。
而今次版權條例過程長達8年，政府指
下一輪亦會着手檢討其他版權議題，包括
研究涉表演者權利的條約、放寬視障人士
的作品版權、圖書館、孤兒作品等。

順應民意潮流 草案一改再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
盛）市面近年出現「小米盒
子」等網路電視機頂盒，市民
只需將儀器連接互聯網和屏
幕，即可收看節電影、電視
劇，以至外地電視台直播。政
府消息人士表示，「小米盒
子」本身不是侵權作品，只是
一個技術和工具，如何侵權要
視乎具體個案而定，例如要了
解它的操作方式、伺服器是否
在港，才可作跟進。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版權條

例受地域限制，只能管豁香港
發生的情況。若果有關方面在
港發放侵權作品，海關便可透
過版權條例執法。若果並非在
港發生，本港並沒有能力處
理。政府消息人士又指，市民
現時可從不同網站收看電影和
劇集，若果網站伺服器設在香
港，當局可根據版權條例，去
看是否有足夠證據執法；若果
網站不在香港，本港無從執
法。
至於可以超連結分享版權作品，

政府指若超連結只提供連接一網
頁的材料，而分享者沒有分發侵
權複製品，例如將歌曲上載至網
站供下載，該純粹分享連結行為
不會構成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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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消息人士指，是否侵權要視乎有否
取代原品，而有關屬諷刺性的歌曲在新例下
可獲豁免，但個別個案仍需法庭裁決。圖為
網民製《罪與佛》的惡搞「佛教概念大
碟」。 網上圖片

資料來源：政府消息人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新例會否收窄表達和
創作自由？

版權豁免有何條件？

截圖會否獲得豁免？

上載「原曲原詞」演
唱會否構成侵權？

創作「舊曲新詞」會
否構成侵權？

以超連結分享版權作
品會否構成侵權？

不會。新例擴大版權豁免，並澄清對版權擁有人造成損害
的刑事責任。

法庭會考慮整體情況，包括：是否屬商業性質、作品性
質、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該處理對該作
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只要符合豁免範圍和公平處理，便不會構成侵權。

若不涉豁免範圍，只是抒發個人情感或展示才藝，有可能涉
及侵權。需否承擔法律責任視乎有否獲版權擁有人許可或授
權。

文本表達新詞不涉侵權；若演唱後上載互聯網，若不涉豁免
範圍，只是抒發個人情感或展示才藝，有可能涉及侵權。

純分享連結，但沒有分發侵權複製品，不會構成侵權。

新版權條例問與答

港鐵故障頻港鐵故障頻 逾七成人盼減價逾七成人盼減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