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

台  海  新  聞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7年
2017
年 4 月 20
20日
日（星期四
星期四）
）

抗議年改 洪斥蔡沒資格指三道四
蔡稱不能放任暴力拖延改革腳步 反年改人士強調無脫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中新社報道，台灣「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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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年金改革草案的反對聲一浪高過一浪，抗議民眾昨日在場外與「立委」、官員
和媒體發生推擠。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當日強硬表態稱，絕對不能放任以暴力
拖延改革的腳步，早上抗議活動的脫序行為警方一定嚴辦，但是相關團體表示不
接受民進黨當局該指控，表示沒有脫序行為。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也指出，一
個民心盡失的領導人蔡英文，沒有資格對上街頭抗議的民眾指三道四。此外，
「立法院」昨日初審攸關年金改革的各版本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草案，由於國民
黨「立法院」黨團要求先召開公聽會後審查，最後藍綠達成共識，同意 26、27 日
開 2 場公聽會，公聽會前不審查。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昨日審查攸關
年金改革的各版本《公務人員退休撫恤

法》草案，反年金改革民眾前日發起「夜宿圍
城」行動，並揚言長期抗戰。「立法院」昨日初
審攸關年金改革的各版本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草
案，年金改革方案進入最後關鍵，抗議民眾院外
集結，高喊反年改等口號，阻擋「立委」、官員
等進入，警方開道過程仍發生推擠衝突。
蔡英文下午親自舉行記者會，對社會大眾喊
話。她說，這個年金改革的方案，已經經過了社
會的充分討論，現在，就是改革的最後關頭。
「我們絕對不能放任以暴力來拖延改革的腳
步」。蔡英文稱，對於當天上午，以暴力方式，
阻止「立委」、官員及相關人員進入「立法院」
開會的脫序行為，警方一定會嚴辦。

示威召集人：沒破壞行動
對於蔡英文的強硬表態，聯盟召集人黃耀南回
應，抗議人士前晚都是席地而臥，沒任何破壞行
動，說他們是脫序行為，他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至於出現追打官員、「立委」行為，黃耀南
說，他也曾受到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推擠，在
正常推擠過程中，有人不小心跌倒受傷，難道也
要他們負責嗎？他強調，這兩天除了有部分小規模
推擠外，沒造成什麼影響，相較於「太陽花運
動」，沒有違法事實和行為。
洪秀柱昨日指出，台灣最溫和、穩定的退休公
務員被逼到上街，阻止不公不義的年金改革法
案，一個民心盡失的領導人蔡英文，沒有資格對
上街頭抗議的人民指三道四。她說，蔡英文和民

■洪秀柱（中）前晚到場支持抗議年金改革人士。
中央社
進黨在選舉時，先以污名化公務員退休制度製造
社會對立、切割社會，執政後又假改革之名，行
毀棄公家對軍公教警消的承諾之實。

國民黨轟蔡把民眾當敵人
洪秀柱特別指出，民進黨政府架設有史以來最
多的拒馬來對付民眾抗議，這種做法絕對不是
「謙卑、謙卑再謙卑」、「溝通、溝通再溝
通」，不但是「此溝不通」，還橫加阻撓，讓人
非常痛心。
另外，國民黨昨日召開中常會，砲轟蔡當局很
可惡，認為在「立法院」架起刀片拒馬，是把百
姓當敵人、把民眾當土匪一樣。國民黨副主席林
政則說，軍公教一生貢獻很多，受到委屈，為權
益走上街頭，國民黨全力支持他們的訴求。

郝洪到場聲援 暗鬥參選黨魁人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監督
年金改革行動聯盟前晚發起「夜宿圍
城」行動，抗議年金改革方案。參選
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郝龍斌及洪秀柱先
後抵達現場慰問。洪痛罵，民進黨當
局應向軍公教道歉，郝則表示軍公教
不是暴民。

兩人痛批蔡當局對不起軍公教
洪秀柱和郝龍斌兩人錯開時間
到場慰問退休的軍公教人員。黨
魁參選人前後到場，引起台媒比
較兩人的人氣。據報道，現場有
退 休 軍 人 稱「郝主席」，但洪秀柱

則由「主人」退役將領吳斯懷陪同
到場，還一路走上宣傳車進行約 10
分鐘的演說。
先到場的郝龍斌說，軍公教不是
暴民，是執政當局對不起軍公教，
竟然還用鐵籠、拒馬隔絕軍公教，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蔡英文說自己
是最會溝通的，應該要用溝通取代
對立。
洪秀柱一小時後也到場，有軍人直
接對洪說，支持你當主席，但是建議
兩件事，一個是換掉不分區「立委」
王金平，一是讓韓國瑜當副主席帶頭
衝，但洪當場沒有回應。

縣市長施政民調 花蓮傅崑萁摘冠

■花蓮縣長傅崑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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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媒昨日公佈全台 21 位
縣市長的施政表現，無黨籍的花蓮縣長傅

崑萁居冠，民進黨籍的新竹市長林智堅居
第 2 名，至於另一個無黨籍的台北市長柯
文哲滿意度則跌至倒數第 3 名。調查結果
中，全台幸福感最強烈的是特產高粱酒的
金門縣。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2018 年將舉行縣市
長改選，各縣市首長任期剩下不到 2 年，
施政表現對爭取連任者具有關鍵性影響。
台灣《周刊王》委託民調公司，針對 21
位縣市長進行施政滿意度調查，有「花蓮
王」之稱的傅崑萁以 80.3%的滿意度排名
第 1，傲視藍綠縣市長，也是唯一滿意度
超過八成的地方首長。
林智堅施政滿意度高達 77.2%緊追在
後，表現勝過台南市長賴清德和高雄市

長陳菊兩位「綠營天王」。金門縣長陳福
海及桃園市長鄭文燦，排名則為第 3、第 4
名。

柯文哲滿意度倒數第3名
至於一直以來人氣相當高的柯文哲滿意
度不到五成，僅微幅領先倒數第 2 的彰化
縣長魏明谷 0.5%，不滿意度卻直逼四成，
飆到全台第 2 高，僅次於滿意度墊底的嘉
義市長涂醒哲。
對此，台北市發言人劉奕霆回應，柯文
哲對於各界所做民調都會作為施政參考，
將持續努力在市政工作。
傅崑萁則透露，滿意度奪冠秘訣就是拚
命做，他指出，目前民進黨當局施政不

佳，對花蓮縣的觀光、農業造成不小衝
擊，花蓮只能自己找出路。
民調公司副總邱源寶分析，此次調查結
果凸顯縣市長新人快速崛起，力壓政壇老
將，新手上路就都能得到近七成縣民高度
認同，非常不容易。
在各縣市幸福感排名上，幸福感最強烈
的是金門縣，其次依序是花蓮縣、南投
縣、新竹市及台東縣。反倒是擁有直轄市
資源的「六都」，僅以台南排名第 7 最
佳，新北更落居19名。
邱源寶分析，一般而言，民眾經濟收入
愈高、幸福感愈高，金門縣因金酒貢獻財
源，居民福利遠比台灣各縣市更佳，居民
幸福感最強並不意外。

台金雕大師吳卿 首度在北京開展
■吳卿金
雕 作 品
《瓜瓞綿
綿》。
記者
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由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主辦的
《緣生妙有隨緣自在——吳卿金雕木刻精
品展》昨日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
幕。引介台灣雕刻藝術家吳卿的30件木刻
與金雕作品，深入展陳其四十餘年來豐沛
的創作能量及旺盛的藝術創思，其中包括
《瓜瓞綿綿》、《行走的女人》等經典作品。
國務院台辦原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原會

長陳雲林在開幕式上表示，加強兩岸文化
藝術交流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希望
兩岸藝術界共同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
今次展覽以「緣生妙有 隨緣自在」為
主題，將吳卿不同時期的作品展出，分四
個主題架構呈現：禪意系列、生死系列、
環保系列、生態系列等；透過實體具象，
呈現創作者之修、之美、之藝。從精緻木
雕的鑽研出發，走上金雕藝術的開創之

路，吳卿結合各種雕塑工藝的工序與工
法，以99.99%的高純度黃金為用料，既延
續了傳統「金屬工藝」的技藝傳承，亦應
用當代的新興科技。展覽將於29日落幕。
據悉，吳卿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木雕
螞蟻的創作，40 年來刀耕不輟，創作出大
量精品力作。他的金雕作品《瓜瓞綿綿》
於1993年被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這
是該院首度典藏在世藝術家作品。

洪秀柱痛批，民進黨當局應立刻向
軍公教道歉，並將精算數據拿出來，
接受全民檢驗，但若做不到這些，就
必須停止任何版本的年金審查。
昨日上午，郝龍斌突襲到場，前往
「立法院」給國民黨籍「立委」加油
打氣。郝受訪時表示，雖然國民黨籍
「立委」勢單力薄，但絕對會捍衛軍
公教的權益。
對於郝龍斌突然現身給藍委加油，
宛如是領導者的「行前喊話」，一名
挺吳敦義的「立委」表示，他不知道
郝龍斌要來，是突然來的，大概是有
人告訴他黨團要開會。

亞協將更名台日關係協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日本交流
協會已改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灣「外
交部長」李大維昨日表示，台灣作為對口的
亞東關係協會（簡稱亞協），將於 1 個月內
改名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
日本交流協會今年 1 月 1 日起，變更名稱
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當局也於 3 月初宣
佈，作為對口的亞東關係協會，將改名為台
灣日本關係協會，並獲「行政院」核定。
李大維當天列席「立法院」備詢，民進黨
「立委」蔡適應質詢時問到籌備進度，李大
維答覆，亞東關係協會將在 1 個月內改名，
屆時也會在台灣舉行更名儀式。

屏東市長夫妻涉貪各囚16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屏東市長
林亞蒓在擔任議員期間，與丈夫藍俊良（改
姓前名陳俊良）涉嫌詐領政府補助款近千萬
元（新台幣，下同），屏東地方法院昨日宣
判，依貪污治罪條例，夫妻倆利用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罪，各被判 16 年徒刑，褫奪公
權5年。
據檢方調查，林亞蒓 2006 至 2013 年擔任
議員期間，涉嫌向縣政府申請經費，以補助
陳俊良成立並擔任總幹事的 5 個協會，前後
共253次，共請領959.7萬元。
調查發現，藍俊良所設立的協會實際上並
無運作，補助款項用於購買高爾夫球具、冷
氣、淨水器及電腦等放置在家中供私人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