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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執政當局推出備受爭議的

「前瞻計劃」一度陷入僵局，朝野

持續爭執不下，藍綠大戰一觸即

發。民進黨團提出「前瞻計劃」改

為4年4,200億元（新台幣，下同，

折合港幣約1,095億元），中國國

民黨團表示應可接受，但軌道建

設經費須砍到剩下1/3。最後，台

灣地區立法機構臨時會昨日三讀

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

案」，建設項目包含軌道、水環

境、綠能、食安與少子化等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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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改四年逾千億 朝野達共識
綠表面讓步 藍籲砍軌道經費

台灣地區立法機構臨時會已於本月3、
4日連續2天進行朝野協商，處理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關鍵的
期程、年限、預算規模與項目等條文全數
保留，國民黨「立委」4日晚間繼續夜宿
議場。不過，全案昨日上午出現轉折，民
進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總召柯建銘表
示，黨團同意將「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特別
條例草案」改為8年8,400億元，並分為2
期，以4,200億元為第一期，朝野各讓一
步達成共識。

民進黨圖「頭過身就過」
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書記長
林為洲同步在議場內召開記者會說，對
於4年4,200億元的期程與預算規模勉強
接受，但對於軌道建設預算仍佔大多數
不能接受，後續條例審查時會繼續爭
取，未來特別預算提出時，也會繼續嚴

格監督。國民黨「立委」在召開記者會
後，撤離主席台。
有傳媒分析指，民進黨團力拚在台灣地

區立法機構臨時會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
別條例草案」，為求維持朝野和平氣氛，
甚至向國民黨團釋出善意，主動將原本8
年 8,900 億元的特別預算，縮減成 4年
4,200億元。表面上看起來民進黨團讓步
了，但其實是為了做面子給國民黨團，希
望換取後續通過特別預算的空間。民進黨
的如意算盤是，畢竟只要「前瞻條例」先
通過，等於「頭過身就過」。

國民黨：原計劃書須改
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總召林

德福昨晚受訪時指出，國民黨團當初的
堅持就是年限、預算砍半，4年4,200億
元應可接受，但目前卡在軌道建設，這
也是國民黨最關注的部分，還是希望軌
道建設經費可以砍到剩下1/3。至於分兩
階段執行，林德福表示，第二階段還是
要經過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同意，到了第
二階段已經過了4年，那時台灣地區立
法機構已經隔屆，有可能民進黨4年後

就變成在野黨。
昨日三讀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草案」，預算則以4年為期程，預算上限為
4,200億元，並有究責規定。條文並列明
「前瞻」基礎建設項目共8項，包括軌道建
設、水環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
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
品安全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等。
林為洲表示，現在「前瞻」限縮成4年
內只能花 4,200 億元，原先的「前瞻計
劃」書就必須改，不能故意規劃期程4年
以上建設，否則就是變相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勞基法一例一休」上路半年，民怨反高
漲。 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56%上班
族認為「一例一休」讓生活變更差，且大
企業人資長（港稱人力資源總監）一致認
為，「一例一休」是新創產業絆腳石。

四成五認為收入減少
1111人力銀行昨日與《今周刊》共同

舉辦調查記者會，針對千名上班族、17
家市值超過千億元新台幣的企業人資長
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八
上班族認為「一例一休」造成勞資關係緊
張，五成八上班族認為，長期而言會削弱
台灣競爭力。

此外，五成六受訪上班族坦言，「一例
一休」施行後生活反而變得更差，更有四
成五認為「一例一休」的施行，導致收入
因而減少，且有三成五坦言收入不夠用，
必須兼職。分析「一例一休」的兩大問
題，一是當局為解決少數人的問題，卻讓
沒問題的多數人統統出現問題。因為「周
休2日」雖是世界潮流，但為了保留企業
運作彈性，鮮有國家把「周休2日」視為
強制性而入法。
根據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的研究，

放眼全球，把「周休2日」入法的僅13個
國家或地區，且大多是小國。即使對工時
規範最嚴格的德國，在周休方面也僅規定
「僱主不得在周日或國定假日要求勞工工

作」；日本與香港則是規定，「每7天至
少要有1天休假」；韓國與美國甚至沒有
對周休到底幾日進行規範。
根據調查結果，所有人資長均認為，連

續上班6天以上違法的規定太僵化，應改
為每兩周休4天，至於休哪4天，視行業
特性與每個人工作性質，由勞資雙方自行
協商即可。
1111人力銀行副總經理李大華認為，台
灣產業逐漸朝多元化發展，「勞基法」相
關規範難以一體適用於全產業，建議當局
現階段能持續放寬磨合期，並針對各產業
的個別需求予以詳細說明輔導，降低企業
及勞工的磨合成本，才能達到勞資和諧的
理想境界。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中
市大安區一家禽場雞隻傳出異常死亡，經農
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確診為H5亞型高病原
性禽流感，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昨日依作
業程序防疫，共撲殺土雞2,115隻，並進行
消毒，以防止疫情擴散。
台中市動保處表示，這次共計撲殺土雞
2,115隻，銷毀飼料175公斤，針對場內外
及周邊環境進行消毒作業，也對該家禽場半
徑一至三公里內的家禽場進行臨床訪視，目
前皆無發現異常。
另外，動保處表示，近期全台不時傳出禽

流感疫情，全都是土雞養殖場，天氣炎熱照
理不利禽流感病毒活動，往年夏季幾乎不太
會有禽流感疫情，今年情況很特別，到現在
還不時傳出確診案例，且確診場都是土雞飼
養場。農委會研判可能是環境中病毒活躍，以
及土雞分批出雞的產業習性易讓病毒傳播。
動保處指出，為避免禽流感疫情擴散，呼

籲農戶加強人車管制及場區內外清潔消毒，
確實落實場區自衛防疫工作，並請勿參訪其
他禽場，也勿使用非法疫苗，以保障家禽產
業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看見台
灣》導演齊柏林搭乘凌天航空的直升機失
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正調查事故原因，
因直升機並無黑盒，飛安會拆解機上發動機
（引擎）後，已送到美國原廠進一步鑑定。
針對凌天航空編號B-31118、Bell-206B型

直升機的事故調查，飛安會成立飛航操作、
維修適航、天氣、生還因素及機載裝備等5
個專業調查分組。
該架失事的凌天直升機是加拿大製造，

但機上的勞斯萊斯（ Rolls-Royce）引擎是
美國生產，原廠及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
會（NTSB）、加拿大運輸安全委員會
（TSB），都有派人參與調查。飛安會說，
調查小組拆解引擎後，日前已送到美國進一
步鑑定分析，鑑定報告至少需2到3個月。

齊柏林失事機引擎
送美鑑定

台中驚傳禽流感
撲殺逾2000土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今年63
歲的三立電視台董事長林崑海被踢爆與
43歲的民進黨籍高雄市議員顏曉菁一起
上摩鐵（汽車旅館），雖然林崑海針對此
事原本持否認態度，但看到照片後才瞬間

語塞，顏曉菁則尚無回應。
引述《鏡周刊》報道，林崑海上月23日

傍晚被拍到，自駕黑色賓士A250載着顏
曉菁出遊，一路從高雄直奔台南，最後進
了知名摩鐵夏卡爾。待了大約一小時後，

林、顏兩人驅車前往中西區吃牛肉湯，接
着又去土雞城採購兩大包食物，最後才由
林送顏回家。
對於林海崑到底有無和顏曉菁外遇，

《鏡周刊》報道中寫到，先詢問到林海

崑，他一開始堅定否認，並說「這都是
亂講，如果有證據就給他報，沒有證據
不要亂報」，否認雙方的關係，再進
一步強調說：「這些都是道聽途說，
不是事實。」但當《鏡周刊》表明握
有相關的照片與資料時，林海崑瞬間
結巴，重複了幾次「那！那！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八屆台
灣學生天府夏令營昨日在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博物館開營。120餘名來自台灣新竹縣益民
中學、高雄市陽明國民中學、彰化縣正德高
中等學校的師生將在四川開啟為期8天的三
國文化之旅。
該次夏令營以「三國文化參訪體驗」為主

題。活動期間，台灣師生將在四川聆聽三國
文化專題講座，前往成都武侯祠、南充閬中
古城、廣元劍門關等著名三國文化旅遊景點
參觀，深入品讀三國文化。

逾百台灣師生赴川品「三國」
■針對「一例一休」政策的調查報告結果顯
示，有56%上班族認為生活變差。圖為該
調查結果公佈有45%民眾認為「一例一
休」減少薪水收入。 中央社

■■中國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佔領主中國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佔領主
席台席台33天天22夜後夜後，，昨日在議場高舉反對昨日在議場高舉反對「「前前
瞻計劃瞻計劃」」的口號牌抗爭的口號牌抗爭。。 中央社中央社

■■台中市動保處昨日撲殺土雞台中市動保處昨日撲殺土雞 22,,115115
隻隻，，工作人員並進行消毒工作人員並進行消毒。。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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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香港早晨及交通消息
8:10 香港早晨
9:00 交易現場
9:30 深港滬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小廚當家II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談情說案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掌上明珠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光之美少女︰美樂天使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靈裝戰士
5:50 財經新聞
6:00 議事論事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射鵰英雄傳
9:30 賭城群英會
10:30 打工捱世界II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天地豪情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談情說案
4:30 畫時代
5:00 民間傳奇-十五貫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童話救兵(III)
9:25 瘋狂問答過山車
9:30 動物地圖集(X)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GTN環球瞭望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XLVII)
4:30 童話救兵(III)
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5:00 動物地圖集(X)
5:30 開心紙鎮
6:00 財經消息
6:05 寰宇體壇
6:35 吉列體壇一周
7:00 天人合一2016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8:00 免疫妙法
8:30 糕點大都會
9:00 港生活．港享受
9:30 話說當年
9:35 手足情深小宇宙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黑色警報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神盾局特工(II)
12:55 全美一叮(X)
1:50 音樂熱點
2:00 手足情深小宇宙
2:55 港生活．港享受
3:25 糕點大都會
3:55 免疫妙法
4:20 寰宇體壇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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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戀愛要結婚
7:00 幸福的麵條
8:00 繼承者們
9:00 我的導遊是明星10
10:00 行走的餐桌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浮士德的微笑
1:00 嫉妒的化身
2:00 不要戀愛要結婚
3:00 幸福的麵條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RUNNING MAN
6:00 世界第一等
7:00 浮士德的微笑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地球的慶典
9:30 六合彩
9:35 #後生仔傾吓偈
10:05 繼承者們
11:05 嫉妒的化身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Music Café
1:35 打工看世界
2:05 味力越南
2:35 嫉妒的化身
3:30 RUNNING MAN
5:30 JoJo的奇妙冒險

06:30 香港故事
07:00 海底漫遊-華人攝影師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獨立好戲
10:00 也文也武
10:3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11:30 社企有道2
12:00 危機潛藏
13:00 五夜講場-文學放得開
14:00 家多一點點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與CEO對話-真知灼見
17:00 城市遊棄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香港故事-本土 plus+
18:00 Yes I Can！音樂廳
18:30 青春學堂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5 超好玩實驗
19:30 月兒與地球兒
19:43 孖辮小淘氣
19:52 大頭妹與乜東東
20:00 手語隨想曲5
20:30 議事論事
21:00 寸嘴導賞團
22:00 香港故事
22:30 新聞天地
23:00 五夜講場-講女時間
00:00 議事論事
00:30 寸嘴導賞團

06:00 朝聞天下
08:38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9:29 擒狼-3-5
12:00 新聞30分
12:36 今日說法
13:14 中國相冊
13:20 幸福愛人-11-14
16:46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10 我的1997-13-14
21:59 晚間新聞
22:38 2017出彩中國人-精編
00:24 生活提示
00:33 動物世界
01:20 晚間新聞
01:52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2:39 精彩一刻-出彩中國人

2017第二期萌娃雙截棍
02:59 2016挑戰不可能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6:20 鳳凰觀天下：震海聽風錄
07:00 鳳凰早班車
09:00 鳳凰大視野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4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鳳凰觀天下：震海聽風錄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軍情觀察室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鳳凰觀天下：石評大財經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社會正能量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社會正能量
04:00 名言啟示錄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5:55 時事辯論會

6:00 創富早餐
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90後玩樂台灣
1:00 開市埋位
2:00 交易所直播室
2:45 外匯先機
3:00 財經即時睇
3:30 商品有價
4:00 交易所直播室
5:00 大行報告
5:30 積木戰士
6:00 Hello Kitty繽紛樂園
6:30 茶馬古道新探索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地膽帶路日本遊
8:30 我的金雨
9: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30 娛樂新聞
12:00 同SING同戲
12:30 快樂地球Travel Maker
1:00 喜出望外
1:30 我的金雨
2:30 同SING同戲
3:00 地膽帶路日本遊
3: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4:30 快樂地球Travel Maker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愛不單行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山步．行
12:55 智富通
13:30 她很漂亮
15:00 智富通
16:00 神魄
16:30 神勇小白鼠
17:00 決鬥大師VSR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街角有樂
19:00 愛不單行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20 回歸廿年．智庫
20:30 又，吳海英
21:30 詭探
22:00 闔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22:30 築地100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豁出去漫遊
23:30 晚吹-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00:00 深宵新聞
00:30 音樂密密報
00:35 偵探的偵探
01:30 又，吳海英
02:30 晚吹-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03:00 她很漂亮
04:30 愛不單行
05:30 本地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