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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海  新  聞A21 ■責任編輯：譚月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台灣破獲有史以來最大宗

兒童販賣案，解救出11名越南

兒童。這些兒童的親生父母請

黑中介幫孩子尋找台灣「假父

母」，通過製造假出生證明，

佯裝投奔「父母」移民赴台，

希望為孩子創造更好的條件，

背後故事頗為心酸。

誠品店分佈情況
■台灣 共41間
北部：台北市13間、新北市5間、桃
園市4間、宜蘭市1間、新竹市1間

中部：台中市4間、雲林縣1間

南部：高雄市7間、台南市3間、屏
東市1間、台東市1間

■香港 共3間
太古店、尖沙咀店、銅鑼灣店

■大陸共1間
江蘇蘇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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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移民署」台中專勤隊昨日表示，
外事部門日前受理台灣居民、在台外

籍配偶為親生子女申請護照來台時，發現孩
童在越南出生時，幫他申請來台護照的「生
母」人卻在台灣，出現「隔空產子」狀況。
外事部門說明，該案是駐胡志明市辦事

處去年6月間主動查報17名年齡介乎8歲
至15歲的未成年人，疑似遭不法集團利
用，持用經越南公證的不實出生證明申請
台灣護照，其中14人已申獲台灣護照，11
人並已在台定居，母親均為已歸化台灣的
越南裔配偶。
外事部門與「移民署」成立專案小組，

經9個月調查，日前在雲林地檢署檢察官
指揮偵辦下，動員150多名幹員兵分20
路，前往南投、雲林、嘉義、高雄等地，
執行7次拘提、搜索，救出3男8女，為台
灣最大宗兒童販運案。

中介每孩獲利多至逾5萬
台中專勤隊調查，17對「假父母」均為
台灣男子、越南籍女子的夫妻，因有地緣
關係，他們透過越南當地的人口販子，偽
造當地醫院出生證明，將孩童佯裝為新住
民夫妻的親生子女，申請護照來台，不法
中介每孩可獲3,000美元（約23,370港元）

或7,000美元（約54,530港元）不等代價。
「移民署」查獲以此手法申請入境的越

南籍兒童有17名，其中，3名來台後又返
回越南，另3名經台中專勤隊通報後，由專
勤隊通知外事部門註銷護照，拒絕入境。

要求驗DNA「假父母」才招供
台中專勤隊指出，遭販運的孩童來台多

是想要獲得較好的生活環境，來台後，他
們多從事美髮、務農、採茶等勞務工作，
勞務所得歸「假父母」，其中多以女童為
多，因他們認為女孩個性較乖順，可幫忙
做家事。

到案的「假父母」，原以為使用假醫院
出生證明辦「假子女」來台天衣無縫，起
初都拒不認罪，直到專勤隊幹員出示越南
政府外務廳出生證明驗證文件，並要求
DNA鑑定後才鬆口。
台中專勤隊調查，遭販賣來台的孩童，
最小6歲，最大僅14歲，11名孩童已請轄
區社政機關、教育單位介入協助中。
34名在台「假父母」，訊後依違反人口
販運防制法及護照條例等罪嫌，移送雲林地
檢署偵辦。也啟動「台越合作預防及打擊犯
罪協定」，由「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
組」過「外交」管道，持續追查涉案人等。

台破最大販童案 解救11越南孩
黑中介代辦假護照 佯裝投奔歸化「父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
台灣才女作家林奕含自殺案引發
各界對補習班老師實名制與管理
的關注，台灣「立法院」昨日三
讀通過被視為「狼師」條款的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 根據新修正的條
文，未來補習班負責人與員工、
老師執行業務或對外招生時，應
披露真實姓名；補習班外籍人士
首次申請聘僱許可時，需繳交
「良民證」，並附上原護照國開
具的「良民證」。
三讀條文明定，短期補習班招

生、書面契約及利用其場址或其
他方法所為之廣告或宣傳，涉及
負責人、教職員工姓名時，均應

披露其真實姓名，且不得有虛偽
不實之情形。其負責人、教職員
工執行業務及對外招生或廣告
時，亦要披露其真實姓名。補習
班聘僱教職員工前，應向官方查
詢所聘人員有否性罪行前科。

條文納「良民證」規定
為防範「狼師」，三讀條文也

納入「良民證」規定，明定補習
班聘僱教職員工前，應檢具相關
名冊、學經歷證件、身份證明文
件影本，並附上最近3個月內核發
的經查刑事記錄證明書等基本資
料，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至於聘僱的教職員工若為外國

人，第一次申請聘僱許可時，應
附上其原護照國開具的「良民
證」。「直轄市」、縣市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派
員檢查。短期補習班負責人如涉
性罪行，「直轄市」、縣市教育
行政機關應廢止補習班立案。
條文明定，短期補習班的教職

員工若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
削經判刑確定，或通緝在案者，
以及有性侵害行為或情節重大的
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少權益
行為，經政府機構證實後，補習
班應予解聘或解僱；若有非屬情
節重大的性罪行情節，涉事教職
員於犯事後1年至4年不得聘用或
僱用。

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台辦發
言人安峰山昨
日應詢表示，
從國家安全部
門獲悉，台灣
居民李明哲因
涉嫌「顛覆國
家政權罪」，
經檢察機關批
准，已於近日

被湖南省安全機關依法逮捕。
安峰山表示，國家安全機關偵查查

明：2012年以來，李明哲頻繁進入大陸
活動，與大陸有關人員勾結，制定行動
綱領，建立非法組織，策劃、實施顛覆
我國家政權的活動。今年3月 19日，國
家安全機關對進入大陸活動的李明哲依
法採取強制措施。經審訊，李明哲等人
對從事危害我國家安全活動供認不諱，
司法機關將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誠品生
活總經理吳旻潔昨日在股東會後指出，除
台灣、香港、大陸有展店計劃外，也評估
在東南亞及日本開店。
吳旻潔認為，馬來西亞是熟悉的華人

社會，有評估設點的可行性，日本雖然
不是華人社會，但卻是精緻零售業的典
範。
誠品生活去年在台灣增加林口店、台

中遠百店、高雄SOGO店。吳旻潔透
露，明年下半年台灣南部也有機會展店。

她指出，在香港開設第3個據點太古
店後，至此從銅鑼灣、尖沙咀，到港島
東，形成完整金三角的佈局。她表示，
尖沙咀店開了3個月就改裝，銅鑼灣店
也將在6月改裝，太古店預計在第4季大
改裝，3個店都1,200坪，銅鑼灣店的書
最多。
江蘇蘇州店開幕一年，店面採租賃方

式營運，未來上海、深圳店也將採租賃
方式，但未來在大陸其他地點展店，不
排除採用委外經營的方式。

涉「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明哲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領導人蔡英文辦公室前日驚爆性騷擾爭議事
件，外界關注持續至今。繼前晚發聲明
「滅火」後，蔡辦發言人黃重諺昨日重
申，蔡辦立場就是以最高的標準嚴查不
法，勿枉勿縱。
蔡辦侍衛室傳出性騷擾爭議事件，一名女

軍官控訴，自己遭蔡英文一名男性內衛隨扈
騷擾。蔡辦前晚發聲明回應稱，正依性別平
等相關法規辦理。
黃重諺昨日被問及性騷擾爭議事件時重

申，事件正依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辦理，蔡
辦立場就是以最高的標準嚴查不法，勿枉
勿縱。
被媒體追問蔡英文是否知道此事時，黃重

諺說，幕僚每天都會向蔡英文報告相關輿
情。至於蔡英文怎麼說？黃重諺指，基本上
就是依法辦理。
對於媒體追問事件細節，黃重諺稱，為

了確保當事人合法權益，沒有辦法透露任
何資訊，要等到所有調查釐清後，再作進一
步說明。
據了解，前日傳出蔡辦一名男性內衛隨

扈，疑以通訊軟件傳送不雅照片與言語文
字，給蔡辦一名女軍官，並在蔡辦內洗手
間與停車場有攔阻舉動，女軍官已向直屬
主官投訴，該名男隨扈現已調職。

傳性騷擾事件
蔡辦：以最高標準嚴查

■李明哲因涉嫌「顛覆國
家政權罪」，已被湖南省
安全機關逮捕。資料圖片

■■台灣誠品大陸首家旗台灣誠品大陸首家旗
艦店江蘇蘇州店艦店江蘇蘇州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誠品生活總經理吳旻潔（中）在股東會後指
出，除陸台港續開店外，也正在評估於東南亞及
日本設點。 中央社

■「狼師」條款規定補教師須實名制。圖為台灣一補習社的宣傳
牌。 中央社

■■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拘捕多名涉偽造子女出生證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拘捕多名涉偽造子女出生證
明申辦護照到台灣的越南籍女子與台灣男子明申辦護照到台灣的越南籍女子與台灣男子。。 中央社中央社

■■「「移民署移民署」」台中專勤隊偵辦台中專勤隊偵辦，，查查
獲獲「「假父母假父母」」透過越南人口販子透過越南人口販子，，
製造假出生證明製造假出生證明。。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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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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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電視J2台

6:0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7:45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快樂長門人
9:10 開心老友記
9:40 文化新領域
10:15 旋風忍者
10:45 布公仔遊樂團
11:15 幪面超人鎧武
11:50 宣傳易
12:00 體育世界
12:30 Y Angle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星期六影院︰逃學威龍2
3:25 視點
3:35 活得好Easy及超級勁歌

推介
4:00 爆旋陀螺 擊爆戰魂．神
4:30 Think Big遊學團
5:00 波比3兄弟
5:30 寵物小精靈XYZ
5:55 在森林和原野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新聞透視
7:30 超級台灣任務
8:00 玩轉香港日與夜
8:30 馬家開飯
9:30 不懂撒嬌的女人
10:30 最緊要好玩
11:00 勁歌金曲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廣告雜誌
12:00 妙手仁心III
1:00 宣傳易
1:05 皆大歡喜
1:40 宣傳易
1:50 德國盃決賽-法蘭克福對

多蒙特
4:00 趣眼看人生
4:30 內有愛犬
5:00 民間傳奇-步飛煙

6:00 金融概要
7:00 恩雨之聲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脈搏
9:00 小雲兔與外星仔
9:30 銀河守護隊
10:00 權能時間
11:00 港生活．港享受
11:25 明珠檔案
11:50 財經雜誌
12:15 逆天潛能
1:05 放眼世界360(I)
2:00 寵物LOL
2:50 碧咸走進亞馬遜
3:45 音樂熱點
4:00 奇趣英語(II)
4:25 孩子義工團(II)
4:55 我的志願101
5:25 忍者藝術家
6:00 星球大戰：反抗軍起義

(II)
6:30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7:20 警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

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笑笑小電影(XXVII)
8:30 全美一叮(XI)
9:20 花生動畫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魔盜王 決

戰鬼盜船
12:30 晚間新聞
12:45 瞬間看地球
12:50 賽馬預測
2:15 深宵影院：熱爆

MADAM
4:20 笑笑小電影(XXVII)
4:45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K-Pop
7:30 鑽石王牌
8:30 味力越南
9:00 Music Station
9:40 搜搜首爾
10:00 謝謝款待
11:50 創潮居
12:00 搵食飯團
12:30 男子啦啦隊
1:30 美麗魔法
2:30 南遊物語
3:30 一日三餐-農村篇II
5:20 創潮居
5:30 打工看世界
6:00 Music Café
7:00 VS嵐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加拿大潮什麼
9:00 RUNNING MAN
9:30 六合彩
9:35 RUNNING MAN
10:45 僱傭妻子
11:45 我的英雄學院
12:15 搜搜首爾
12:35 胆識過人
2:05 加拿大潮什麼
2:35 Music Station
3:10 搜搜首爾
3:30 僱傭妻子
4:30 球慶典 FIESTA
5:30 我的英雄學院

06:30 文化長河-山川行
07:00 家多一點點
08:05 星期六問責
09:00 光影我城IV
10:00 綠上行3
11:00 零距離科學2
12:00 識多一點點
12:30 8花齊放
13:00 華人作家
14:00 獅子山下2015
15:00 音樂動起來
15:30 香港故事-音樂．人間
16:00 小伙子大本營
17:00 喵喵魔法盒
17:18 Pop Up！大冒險
17:30 小星人Go Go Go
17:45 小船Sydney
18:00 脈搏
18:30 頭條新聞
18:55 天人合一之綠色先鋒
19:00 萬象潮中2.0
20:00 味之天下
20:30 滋味科學
21:00 警訊
21:30 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7
22:00 寵物情．人
22:30 新聞天地
22:45 天人合一之綠色先鋒
22:55 手語隨想曲
23:00 演藝盛薈
00:50 見面．見香港
01:00 警訊

06:00 朝聞天下
08:35 彭德懷元帥-30-31
10:14 2017等着我黃金檔-5
12:00 新聞30分
12:36 撒貝寧時間
13:36 尋寶-我有傳家寶
14:28 木蘭媽媽-16-18
16:57 精彩一刻-大國工匠古音

新韻良心鑄鍾劉佑年-4
17:17 2017歡樂中國人-重播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40 焦點訪談
20:04 2017出彩中國人-有夢就

出彩-3
20:07 2017出彩中國人-3
21:59 晚間新聞
22:37 開講啦
23:35 2017出彩中國人-3
01:15 生活提示
01:20 晚間新聞
01:50 動物世界
02:36 星光大道
04:09 撒貝寧時間
04:59 新聞聯播
05:29 人與自然

06:20 鳳凰觀天-問答神州
07:00 金曲點播
07:15 龍行天下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財智菁英匯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鳳凰大視野
09:35 設計家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金曲點播
10:40 生命密碼
11:25 金曲點播
11:3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12:00 文化大觀園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築夢天下
13:30 金曲點播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我們一起走過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財經正前方
16:05 設計家
16:10 金曲點播
16:15 鳳凰精選
17:30 世紀大講堂
18:15 寶島聚焦
18:45 文化大觀園
19:15 生命密碼
20:00 一虎一席談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皇牌大放送
22:45 笑逐言開
23:30 鳳凰精選
00:45 文化大觀園
01:15 生命密碼
02:00 一虎一席談
02:50 築夢天下
03:15 世紀大講堂
04:00 凡人歌
05: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45 笑逐言開

6:00 一煮成名
7:00 耆妙退休生活
8:00 星級會客室：苗僑偉、戚

美珍(下)
8:30 三個喼神自由行
9:00 權能時間
10:00 藝承者們
10:30 帶阿媽去旅行
11:30 香港有寶證
12:30 四個轆．台南周圍Look
1:00 我愛煮食男
2:00 往事．並不如煙
3:00 名廚．鄉土濃情甄文達
4:00 港味傳奇
4:30 小俠森森
5:00 日文通一通
5:30 陳啟泰．吳綺莉 不老的

傳說
6:30 那夜凌晨，讓我們感動過

的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來吧冠軍
9:00 杜汶澤食住上
10:00 天下第一Friend
10:30 放試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2:00 娛樂新聞
12:30 靈異單元劇：大凶捕
1:30 天下第一Friend
2:00 我愛煮食男
3:00 往事．並不如煙
4:00 名廚．鄉土濃情甄文達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8:00 耆菜
08:30 Cooking媽嫲
09:30 企鵝找麻煩MAX
10:00 戀愛班長
10:30 功夫搖搖
11: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12:00 午間新聞
12:30 我愛幸運七
14:30 恐怖醫學
15:30 本地薑
16:00 香港聖殿
16:30 寶狄與好友之超原能星戰

S3
17:00 時間飛船24
17:30 區區有樂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杏林在線
19:00 大鳴大放
19:30 View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Crisis
21:45 尋覓原味
22:15 交換旅遊日記
22:45 精裝送禮仔
23:45 晚吹-男人講嘢
00:15 海賊王
01:15 Interviu
01:30 深宵新聞
02: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03:00 山步．行
03:30 屢見耆工2
04:00 文化交叉
04:30 Cooking媽嫲
05:30 是日本人遊關西2-東瀛地

膽自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