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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車輾轉 台胞返鄉心酸路
176 班春節加班機取消 機票幾漲價一倍

春節加班機，機票價格幾漲一倍，讓不少返鄉過節的台商、台生深刻體
會何謂「人在囧途」。許多台生被迫擠紅眼航班，凌晨回台，更有台商
無奈選擇搭船回台，最終卻是「一路吐回台」；甚至有台幹不堪機票負
荷，只好留在大陸過年。

話題。176班春節加班機取消，大陸台商、
台生今年為了返鄉過節，搭紅眼班機、轉
機、搭船返台。在上海讀書的陳姓學生無
奈地說，今年返台最慘的恐怕就是台生這
群人。原本都已訂好東航的加班機票要開
心回台，沒想到蔡政府不准，最終加班機
取消，「害我今年差點回不了家」。

「幾乎快瘋掉」
「得知加班機被取消，我幾乎整個人快
瘋掉」，該學生直言，每年加班機的票本
來就不好買，如今要改訂更是談何容易。
而加班機被取消後，機票價格幾乎飆漲一
倍，最終想盡辦法才勉強買到航班回台；

「整個計畫都被打亂了」。
該學生還稱，回台當天才是惡夢開始，
由於買到「紅眼航班」，時段差，回到台
灣家裡都已凌晨 3、4 點；隔天早上一醒
來，兩眼變成「黑輪」了，把媽媽嚇了一
跳。

耗近12小時方抵家
陳姓學生的窘況只是冰山一角。上海台
商謝先生表示，加班機被取消後，他與家
人選擇從平潭搭船回台灣。而從上海搭高
鐵到福建，已耗掉整整 5 個多小時，還要
再轉乘巴士到平潭又花掉 2 個小時，最後
從平潭搭船回台至少也要 4 小時，一路波
折花了近12個小時才回到溫暖的家。
謝先生直言，為了返鄉過節，只能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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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晃到台灣，暈船時大人身體不舒服忍
一忍就算了，小孩卻是一路暈船吐回台
灣，做父母的看在眼裡是既心疼又無奈。
「能回得去的都算是幸運的，有的只能留
在大陸過年」。上海台幹葉先生坦言，台

幹不像大老闆，能放的就是那幾天的假，
今年好不容易搶到加班機的票，最終還是
回不去，就算要改訂機票，費用又是貴得
嚇死人，也只能無奈跟家人訴苦說：今年
回不了家了。

馬英九買年菜 人氣旺攤商也瘋狂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卸任後人氣高
漲，昨日恰逢小年夜，他照慣例一早就
到興隆市場買年菜，受到攤商和民眾的
熱情歡迎，民眾不但爭相索取馬英九所
寫的春聯，更有女攤商撲向馬英九熊抱
合照，還偷襲親馬英九右臉，讓馬尷尬
笑說：「我要昏倒了。」
馬英九卸任後人氣旺，近日他寫的
春聯在兩岸都大受歡迎。昨日一早，他
在大姊馬以南等人陪同下，前往老家旁
興隆市場採買年菜。過去每年的小年
夜，馬英九都會陪母親秦厚修到興隆市
■馬英九（前左）一路買菜，一路發放親手寫的春 場買年菜，他曾在臉書說，媽媽煮的味
道，是他繼續打拚的動力。其母 2014
聯，受到鄰居們的熱情歡迎，紛紛要求合影。
中央社 年 5 月過世後，馬英九就沒在小年夜到

市場買年菜。

女攤商錫面 啼笑皆非
馬英九昨日一早再度到興隆市場買
年菜，並一路向攤商、民眾拜年，發放
由他親筆書寫的狗年春聯，民眾爭相索
取、要求簽名、合照，馬英九都積極配
合。

水餃豬頭皮 每年必買
昨日也是西洋情人節，有位女性攤
商攔下馬英九要跟他合照，還大喊「情
人節快樂」，但馬一時誤以為是「新年
快樂」，正要回應，一個轉身，女攤商
已經撲在馬的懷裡，還偷襲親馬英九右
臉，讓馬尷尬笑說「我要昏倒了。」

談到年夜菜要吃什麼？馬英九表
示，今年大姊馬以南與三姊馬冰如都
在，她們都有很厲害的菜單。一趟下
來，在馬家大姊的張羅下，除買青江
菜、蒜等蔬菜外，過去馬英九每年必買
的水餃與豬頭皮等滷味，這次一樣沒有
放過。
採買結束，馬英九受訪時被問到他
的春聯今年在兩岸都大受歡迎，在大
陸網路上更傳出一幅被叫價到人民幣 1
千元，馬英九對此表示，很開心、很
意外。不過，他也說，「人民幣 1,000
塊啊，這……好似有點離譜」，有媒
體笑說，馬英九的春聯為兩岸融冰，
馬英九則說，他「已經融了很多
年」。

台檢 600 公斤搖頭丸 史上最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
灣法務主管部門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昨日
宣佈，破獲史上最大宗的 MDMA 毒品
（俗稱「搖頭丸」）走私案。調查人員初
步估計，該批毒品總重約 600 公斤，市值
至少達新台幣 30 億元，可供 2,300 萬人次
吸食。
台北市調查處先於 1 月下旬在基隆關攔

獲 400 公斤搖頭丸成品，掌握相關情報
後，日前又在成衣貨櫃內發現 200 公斤搖
頭丸。

藏於兒童衣物中
據了解，該批搖頭丸是夾藏在兒童衣物
裡，再用紙箱包裝，分別用 3 個貨櫃走私
運來台灣，因為夾藏方式過於簡單，很容

易就被海關識破。
前往取貨的陳姓毒梟已被逮捕，陳供出
另名共犯，該名共犯目前已逃亡，警方正
全面緝捕，陳男訊後移送法辦。
調查局指出，本案總計查獲 600 公斤搖
頭丸成品，破史上搖頭丸走私量最大紀 ■該案總計查獲 600 公斤搖頭丸成品，破史
錄，估計可供 2,300 萬人次吸食，相當於 上搖頭丸走私量最大紀錄，危害極大。
網上圖片
全台灣總人口數，危害極大。

香港文化旅遊購物地標「1881」，
今 個 春 節 特 意 呈 獻 以 「Victorian

台大校長遴選會 1 月 5 日選出「中研院」
院士管中閔為新校長，原定 2 月 1 日上任，
後續卻傳出擔任企業獨立董事、論文案等爭
議，在教育部門要求下，台大遴選會於 1 月
31 日再度開會，確認管中閔當選資格無疑
義，但至今仍未核定。
由一群台大教授自主形成的台灣大學自主
行動聯盟籌備會 13 日發佈新聞稿指出，台
大教職員工生及校友日前發起「抗議政治力
介入台大，堅守大學自主」連署，獲 4,000
多人響應，連署書寄給台灣地區領導人、
「閣揆」及教育部門負責人後，卻被「已讀
不回」。
台大自主聯盟預計 21 日上午在凱道集
合，呼籲當局有關單位尊重台大遴選會選
出的合法校長，並希望政治力及政治團體
不要介入。

綠營征戰北市人選未定
近八成倡提名自己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民進黨年
底台北市長參選人選未定，「立委」姚文智
宣佈爭取提名，台灣地區前副領導人呂秀蓮
也有意角逐。台灣世代智庫昨日公佈的民調
顯示，76.9%的民進黨支持者認為民進黨與
柯文哲的價值理念不相同，有 78.8%認為黨
應該提名自己的候選人，有 66.5%支持民進
黨提名姚文智。
該民調顯示，民進黨若提名姚文智與國民
黨參選人丁守中、台北市長柯文哲競爭，黨
內有 50.5%支持姚，只有 31.5%支持柯。並
且，受訪者認為在上述競爭格局下，姚文智
的競爭力強於呂秀蓮，兩者支持度分別是
16.1%和11.6%。

花蓮再有兩宗4級餘震
餘震趨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昨日
上午 8 時到中午 12 時，花蓮一連發生 5 宗地
震，其中 2 宗都達黎克特制 4.0 級。氣象部
門表示，這是 6 日深夜花蓮大地震之後的餘
震，已經趨緩許多。
根據台灣氣象局地震中心監測資料，昨日
上午 8 時 16 分花蓮發生黎克特制 4.0 級地
震，地震深度 11 公里，8 時 21 分又發生一
宗 4.0 級地震，地震深度 16 公里，震央都位
於花蓮壽豐鄉，這 2 宗地震的最大震度都在
花蓮，為3級。
地震中心表示，6 日的大地震迄今餘震不
斷，已達到 343 次。昨日上午花蓮發生的
4.0 級地震，也是餘震。觀察整體地震測報
資料顯示，目前餘震已趨緩許多，但 2 月仍
有規模 4.0 級以上餘震的發生可能性，不可
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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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台灣
教育部門至今未核定台灣大學新校長人事
案，台大自主行動聯盟將於 21 日走上凱達
格蘭大道（簡稱凱道）抗議。教育部門昨日
解釋，是依相關規定做適法性監督，在符合
大學自主原則下審慎妥處。

籲政治勿介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東方、廈門航空被迫取消 176 班

年返鄉過年到底有多難？」恐怕已
「今成當前台商、台生圈最「流行」的

台大教授下周三上街
抗議校長被卡關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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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獅匯演
維多利亞時期是情人節卡片開始普及的先驅，
因此「1881」特意將此浪漫傳統配合新科

Romantic Rendezvous」為主題帶 技，以AR（擴增實境）設計了一個互動衣櫥，讓
來維多利亞式的浪漫場景，以巴 遊客穿越時空回到過去，「換上」雍容華貴的復
洛克式屋頂及天花、立體金色雕 古盛裝，製作獨一無二的電子傳情卡，市民可自
行在社交媒體中配上綿綿情話，表達濃情蜜意。
此外，「1881」於指定日子更特別呈獻浪漫滿溢
造而成的場景，再配合古典壁燈 的四重奏音樂表演，多首醉人古典樂曲讓您與愛
及歐式油畫，讓遊客仿如置身於 侶融化於這甜蜜氛圍，締造扣動心弦的回憶。
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黃思行表示，
古典的英式宮廷中，重現另一時
2017 零售市道加快回暖，訪港旅客數目回升，
代的經典氣派。
以及股市暢旺為本地消費提供正面動力，尤其於

花柱廊等維多利亞式設計元素打

過去的聖誕假期「1881」的人流及消費額均錄得
雙位數上升，個別大型國際品牌更有十分可觀的
升幅，當中更有不少單一的大額消費；農曆年及
情人節是購物旺季，料消費金額將較去年同期升
逾 10%。此外，「1881」將於 2 月 19 日（年初
四）在廣場中央隆重舉行「金龍醒獅賀新歲」匯
演，「成雙成對」的醒獅寓意好事成雙，並祝願
商戶狗年生意興隆。
春日四重奏音樂表演將於2月25日及3月11及
25 日，在「1881」3 樓花園平台舉行，商場由即
日起至 4 月 2 日期間，於「1881」即日累積消費
滿指定金額，即可換領一系列禮品。

新地獎學金助員工子女追尋夢想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一向重視人才，關顧員
工，更將關懷延伸至員工家屬。集團為減輕子女升
學對員工造成的經濟負擔，特設「新地集團員工子
女本科獎學金」，資助基層員工子女接受大學教
育，今年共有十三名員工子女獲獎學金，入讀多間
本地高等學府，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等，修讀牙醫、職業治
療、土木工程、新聞與傳播、會計等學科。
日前，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親自嘉許今
屆的獎學金得主，並分享學習點滴和人生經驗，鼓
勵一眾年輕人把握大學校園良好的環境，努力學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前排中)嘉許獲
習，積極吸收各種知識，同時多參與課外活動，擴 獎學金的員工子女，並寄語他們努力學習，豐
闊視野，並嘗試投入義務工作，回饋社會。
富人生經驗，學有所成後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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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馬術週」會議香港開幕
拓區內馬術運動發展
於香港舉行的首屆「亞洲馬術週」會議早前順利舉行。逾
60 位來自知名馬術聯會、地區馬術會所及業界代表，來臨亞
洲國際博覽館參加是次會議，與其他專家交流，討論未來亞洲
馬術運動發展。是次「亞洲馬術週」得到香港賽馬會作為「創
辦夥伴」，為年度盛事「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帶來重要的
新元素。同樣由馬會作為「創辦夥伴」的香港馬術大師賽今年
舉行第六屆，是全球矚目的五星級馬術盛事。
於開幕禮上，馬會主席葉錫安表示，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對
馬術運動的熱誠，可謂與日俱增。他說：「正因此，這個亞
洲首辦的馬術會議，更顯重要。會議同時匯聚了世界最主要
和新興的馬術組織代表，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重要平台，就多
項馬術相關議題分享經驗及專業知識。會上，主要的歐洲馬

■馬會主席葉錫安(右三)、國際馬術聯會第八分區主席黃啟芳
(左二)、歐洲馬術聯合會主席 Hanfried Haring(右一)、香港馬
術 總 會 會 長 利 子 厚 ( 左 一)、 EEM 行 政 總 裁 Christophe
Ameeuw(右二)以及「亞洲馬術週」主席 Raphael Le Masne
de Chermont (左三)參與「亞洲馬術週」的剪綵儀式。
術聯會會分享馬匹護理及騎手健康的內容，會議亦會論及馬
術在亞洲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