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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郝龍斌交連署書參選黨魁

年金改革今審議 團體夜圍「立院」
蔡當局兩千警力設障 藍營轟「拒民千里外」

雙創賽發「英雄帖」陸企命題招台青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立法院」今日審查公務

人員退休撫恤法草案（下稱年金

改革案），為防止抗議民眾，當

局昨日在「立法院」周邊架起重

重拒馬與蛇籠，出動超過2,000名

警力，應對團體發起的「夜宿圍

城」行動抗議。中國國民黨批評

當局這樣的做法是把民眾當成土

匪，拒絕溝通是缺乏自信而且可

恥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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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前馬英
九副手吳敦義昨日上午登記參選中國國民
黨主席，一共繳交22萬餘份連署書，創下
黨主席參選史上新高，展現強勁氣勢。另

一名參選人副主席郝龍斌也繳交了超過10
萬份。兩人都表示，要努力在第一輪投票
就爭取票數過半當選，「一輪過半才是減
少分裂的唯一辦法」。

國民黨這次主席選舉競爭激烈，6名參
選人衝刺連署書數量，全部總計甚至可能
超過黨員人數，代表有不少黨員重複連
署，不過這些重複連署，都將在審查的時
候，被視為無效。
昨日上午，吳敦義在吳營總召集人曾永

權、吳營組織部執行長李哲華與青年軍陪
同下親赴國民黨中央登記，他將連署書分
裝成15箱，總共繳交22.1891萬份，輕鬆
跨越1.3322萬份的連署門檻，還多出20萬
餘份。

「一輪過半減少分裂」
吳敦義被詢問有否信心第一輪投票就過

半獲勝時說，他的目標如此，但這不是信
心的問題，畢竟這次參選人數多達6人，
要「一輪過半」的難度非常高，但他也呼
籲黨員在第一輪投票就解決問題，就可以
真正在選後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大家可以

很快就團結在一起，所以「一輪過半是減
少各種分裂的唯一正確選擇」。
吳敦義還說，原本卸任馬英九副手後，

他以為可以卸下重擔，但眼見「國事」日
非，國民黨卻無法重整旗鼓甚至自亂陣
腳、反擊無力，實不容他獨善其身，置身
事外，因此義無反顧投入這次黨魁選舉。
郝龍斌也在昨日登記參選國民黨主席，

並繳出逾10萬份連署書，其中有1萬多份
是黨員自行連署郵寄回來，郝龍斌表示，
有信心爭取第一輪就勝選。
郝龍斌也強調，登記參選是為國民黨而

戰，陪他來的都是地方意見領袖，國民黨
要站起來，民意是再起的唯一力量，若他
能當選黨主席，一定以民意為依歸，敏銳
反映民意，民眾希望國民黨做的事就盡力
做，不希望民進黨做的事，國民黨要全力
擋住，才能爭取在2018年縣市首長選舉、
2020年領導人大選中勝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曾
在「太陽花運動」中爆紅而被封為
「太陽花女王」的劉喬安，2014年遭
周刊爆料是援交妹，她涉嫌作偽
證，遭檢方起訴。台北地方法院昨
日審結，判處劉喬安有期徒刑3個
月，全案可上訴。
劉喬安於2014年出現在「太陽花

運動」的抗議現場，因暴露穿着
及靚麗外形被拍下後在網上爆
紅，隨後有周刊臥底偷拍，並踢
爆劉原來是高檔援交妹，曾前往香
港賣淫。
劉喬安控告時任周刊社長及撰稿記

者等人涉嫌妨害名譽、妨害秘密。北
檢偵查此案時，曾以證人身份傳喚劉

喬安出庭，劉簽名具結，證稱是去賣
酒，而非援交。
檢方勘驗劉喬安被拍的影片，及
她與記者間的通訊記錄，認定劉去
酒店賣酒的說法不實，以涉犯偽證
罪查辦。
台北地院在今年2月16日首度開庭
時，劉喬安向法官坦承犯行，並供稱

會這樣做，是要保護小孩，怕孩子會
受到欺負或霸凌，希望法官給她自新
的機會。
除本案外，劉喬安去年還被控跨國

媒介賣淫案，台北地院審理後，法官
依兩個「圖利媒介性交」妨害風化
罪，判她有期徒刑6個月，可易科罰
金，緩刑2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六屆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澳台賽組委會昨日在
台北舉行發「英雄帖」。據悉，今年的大
賽將進一步升級優化，開闢行業賽，新增
企業命題挑戰賽，由大陸的行業龍頭企業
通過大賽命題池發佈「招賢榜」，提出項
目合作、技術難題招標和技術需求等，並

提供資金池，助力台青在大陸市場站穩腳
跟，目前已有中興、TCL等知名陸企參
與，將於9月上旬進行路演評審。

台青去年奪冠創自拍機器人
作為該賽事去年冠軍的台灣自拍機器人

專家，小綠草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李經康

「現身說法」，向媒體介紹他的參賽經歷。
李經康表示，自拍機器人的核心技術是

芯片開發，這是台灣業界的強項。但創新
項目要做大做強，需要資金的投入、廉價
的原料和廣闊的市場，這是當前大陸的優
勢。幾年前，他經朋友介紹來到深圳，從
區域性的創新大賽開始，參加了多個比

賽，終於在去年榮膺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
澳台賽冠軍，並獲得60多萬元（人民幣，
下同）的獎金和諸多投資意向。
據介紹，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於2014年新

增港澳台賽，落戶廣東省，每年舉辦一
屆，已成為聯通兩岸創新創業項目及要素
的知名平台。三年來，參賽的港澳台項目
從200多個增至700多個，上百家兩岸投
融資機構參與其中，近30個項目融資對接
成功，融資金額近5億元。

「太陽花女王」涉作假證被判刑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為迎接
台灣屏東縣墾丁海洋年度盛事珊瑚產卵
季，台灣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及
墾丁公園管理處攜手合作，自昨日起至21
日的晚間6時至11時，一連4天在海洋中
心官網進行「墾丁珊瑚產卵秀」直播，邀
請民眾一同欣賞海洋奇觀，關懷海洋生
態。
海洋中心表示，珊瑚產卵聯合觀測自

2015年迄今，已邁入第3年，去年還首創網
路直播水下即時影像；雙方今年再共同規
劃，擇定在歷年產卵旺盛的核三廠出水口附
近作為重點觀測區域。
同時，透過在該處海域架設3部水下攝

影機，以水下即時影像系統掌握珊瑚大量
產卵的時間，並配合物理海洋的海流調查
及生物採集方法，掌握珊瑚卵數量及漂散
過程，以及投入海洋中心各項研究能量進
行聯合觀測下，了解墾丁南灣地區珊瑚卵
的擴散與着床範圍。

墾丁珊瑚產卵線上直播

■墾丁珊瑚產卵網路直播。 中央社

■郝龍斌（左圖右）吳敦義（右圖左）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登記參選國民黨主席，入場
前喊口號為自己打氣。 中央社

■「太陽花女
王 」 劉 喬 安
（前左）涉嫌
作 偽 證 遭 起
訴。圖為她今
年初出庭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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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今日審查公務人員退休撫
恤法草案，而監督年金改革行動

聯盟則是發出昨晚「夜宿圍城」動員令，
號召群眾包圍「立法院」抗議，「立法
院」從17日夜間就開始周邊架起重重拒
馬與蛇籠，將「立法院」團團圍住，只留
下兩個出入口方便人員進出，戒備森嚴。
台北警方表示，「夜宿圍城」活動應

會超過2,500名陳抗群眾，市警局、警政
署在「總統府」、「行政院」、「立法
院」、「內政部」及「總統官邸」各出動
1,500名、500名保警。

蛇籠「鐵拒馬」阻攀爬
「立法院」現場則架設1,248具「鐵拒
馬」、230捆蛇腹型鐵絲網、670具大型
護欄、680具鐵馬護欄、14輛鐵絲網車，
以及4輛照明車，其中，蛇籠架設在「鐵
拒馬」之後，主要是為了嚇阻攀爬。
事實上，相關團體昨晚行動相當克
制。除了在「立法院」外圍的活動，數十
名監督年金改革聯盟成員繞道桃園機場高
呼口號，大喊反污名，還我尊嚴，以及抗
議執政無能，引起入出境旅客關注，儘管

氣氛緊張但並沒有擴大相關活動。

「拿軍公教當土匪」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廖國棟批
評說，執政的蔡政府沒自信，必須要用拒
馬、蛇籠重重設障，拒民於千里之外。廖

國棟為抗議「立法院」外層層的拒馬與蛇
籠，欲將象徵軍公教的木偶掛上蛇籠時，
手指不慎遭鐵片割傷。他說，輕輕碰觸蛇
籠就傷到了，這刀片真的非常鋒利可怕。
一旁的國民黨團書記長王育敏也痛批，民
進黨的蔡政府「太可恥了，用這麼鋒利的
刀片欺負台灣人民，一碰觸就流血」。
台北市議員秦慧珠則質疑，市警局到

底是收到何種情資，需要動用千名警力對
抗2,500名陳抗群眾？怒批「根本是拿軍
公教當土匪。」
郝龍斌昨晚7時30分前往「立法院」

慰問現場的軍公教人員，他看見周圍遍佈
的拒馬時，批評蔡英文政府用刀片、拒馬
阻絕了軍公教對政府的訴求，用刀片、拒
馬阻絕了溝通，是很過分的一件事。
「蔡政府不是說自己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嗎？」郝龍斌指出，對於民進黨用這種
方式感到很可恥，而軍公教不是暴民，
是政府最重要的支柱，現在是民主社
會，應該「以對話取代對立」，這絕對
才是當務之急。

台灣年金改革，即退
休金改革，涵蓋社會保險

和退休兩個層次。台灣早自1950年以來，就
逐步開辦各項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但問題
出在，所有的年金收支運作都趕不上人口老化
速度，使台灣人「老後的生活」亮起紅燈，雪
上加霜的是，近年年輕世代低薪化，但須繳更
高保費來負擔退撫赤字，「相對剝奪感」升
高，更讓年金的戰火，延燒到「世代對立」。
年金現在面對很大的財務危機，收支失衡，

退休者繳太少、領太多，軍人在2011年已發生
收支失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分別已在2015
年、2014年發生，勞工在2018年即將發生。
軍人、教育人員、公務人員都分別在2020年、
2030年和2031年，瀕臨基金用罄的問題。
年金制度非常複雜，包括：軍人保險、軍人

退撫、公教人員保險（公務員、公校教職員、
私校教職員）、公務人員退休、學校教職員退
休、私校退撫、政務人員退職、法官退養金、
勞工保險、勞工退休、「國民」年金、老農津
貼、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等13種制度。去年6
月23日台灣召開年金改革會議首次會議，着
手改革沉疴多年的年金問題。 ■網上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創辦的凱達格蘭基
金會，今日於台北舉辦12周年募款餐
會。基金會昨日對外發出邀請函，執行
長陳致中表示，陳水扁希望能跟大家表
達感謝，講幾句致謝詞。
凱達格蘭基金會去年6月的募款餐

會，陳水扁曾向台中監獄申請出席，但
台中監獄不准他上台，因此陳水扁只能
關在會場旁包廂，與支持者會晤，而不
能公開出席。
陳致中表示，今年的餐會，因為老朋
友之間溫馨的聚會，他的父親很希望出
席講致謝詞，對大家長期以來的支持與

關心表達由衷的感謝。人情之常，也是
台灣社會很重視的。
據了解，陳水扁認為凱達格蘭基

金會募款餐會，只是單純跟老友敘
舊，不算政治活動。就像去年底，
其女兒陳幸妤牙醫診所開幕時，中
監同意讓陳水扁致詞，但只能單純
表達祝賀之意，不能有政治性演
講。因此今年陳水扁也打算比照同
樣模式辦理。
陳水扁保外就醫後首次公開致詞，是

去年 12月 24日陳幸妤牙醫診所開幕
時。陳水扁當時致了23分鐘的詞，他自
稱那「不是演講的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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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辦募款餐會 扁盼到場「講幾句」

■抗議年金改革的民眾夜晚在台北市中正
區青島東路與鎮江街口表達訴求。中央社

■■「「立法院立法院」」周邊架起重重周邊架起重重「「鐵拒馬鐵拒馬」」與蛇籠與蛇籠，，
蔡當局被轟拒民於千里之外蔡當局被轟拒民於千里之外。。 中央社中央社

■軍公教團體舉起「反污名」標
語牌表達訴求。 中央社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動員軍公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動員軍公
教團體教團體，，昨日發動昨日發動「「夜宿圍城夜宿圍城」」抗抗
議行動議行動，，下午聚集至下午聚集至「「監察院監察院」」大大
門口簽署陳情書並遞交門口簽署陳情書並遞交。。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