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遴委會：

若無合法理由 拒絕重啟遴選校長
台網友票選「最爛夜市」墾丁大街名列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桃園平鎮敬鵬廠房28日晚間發生大

火，造成消防員5殉職1命危1插管及

5傷慘劇。針對指揮調度及現場第一

時間指派救災決定的質疑，桃園市消

防局表示，尊重司法調查。基於對殉

職同仁的責任，桃園市消防局長胡英

達昨日早上請辭獲准。

桃園市消防局表示，28日晚間9時26分
接獲民眾報案指出，桃園平鎮敬鵬廠

房發生大火，第四大隊山峰分隊代理分隊
長蘇文遠在第一時間趕抵現場時，聽到有
員工受困，隊員立刻佈線派遣消防人員分
兩線進入火場搶救。

抵達現場大發脾氣？
消防局表示，直到9時45分，現場指揮
權轉移給抵達現場的組長陳宏銓，當現場
升級為三級火警時，指揮官立即以無線電
呼叫撤退。並在10時10分將現場指揮權轉
移給第四大隊大隊長黃世忠，不過此時現
場回報進入搜救的7位同仁已經失聯。隨着
火災在11時升級為四級火警時，指揮權隨
後也轉移給在11時20分抵達的消防局長胡

英達。
針對《聯合報》指出消防局長胡英達在
趕抵現場時曾大發脾氣責問，以及外界對
現場指揮調度不當的疑問，消防局表示，
由於消防局長胡英達已經在昨日上午請辭
獲准，檢警除了相驗殉職消防員遺體，也
將擇期解剖確認死因，加上桃園地檢部門
已經傳喚救災時的指揮官以及敬鵬工業平
鎮廠長黃德清等人說明，並調閱相關資
料，在尊重司法調查的前提下，不再對外
討論案情。

錯誤信息救錯地方？
消防局表示，由於目前敬鵬廠房仍在悶

燒中，現場的高溫及揮發的毒氣對人體有
害，因此消防局火災調查科仍無法進入現

場調查，需等到火場的火勢完全熄滅，甚
至等到建築降溫才能進入收集證據。
台灣消防部門副負責人江濟人昨天在接

受採訪時表示，敬鵬公司在火災發生時，
包括提供人員受困訊息或平面圖，時間比
較晚。江濟人指出，按照規範，廠商在發
生火災時，要有專人在警衛室或工廠出入
口引導提供搶救資訊，「但這次看來也做
得不是那麼好」。江濟人說，消防分隊對
於列管場所平常都有掌握，但可能對現場
化學品的掌握，做得不是那麼好。
外傳是錯誤訊息害消防隊員殉職，是否

「救錯棟」？台灣內務主管機構次長邱昌
嶽表示，罹難消防員身上沒有外傷，最大
問題是吸入毒性化學物質，也有消防員被
高重力物品打到，都還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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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消防局長請辭獲准
被疑火災現場指揮不當

■■桃園平鎮敬鵬廠房桃園平鎮敬鵬廠房2828日發生大日發生大
火火，，造成消防員造成消防員55殉職殉職11命危命危11插管插管
及及55傷慘劇傷慘劇。。桃園市消防局昨日針對桃園市消防局昨日針對
外界對現場指揮調度不當的質疑表外界對現場指揮調度不當的質疑表
示示，，尊重司法調查尊重司法調查。。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教育
部門27日駁回台大校長遴選結果，台灣大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昨表示，遴委會是在合法程序下
選出新任校長，除非教育部門給出合法的理
由，否則不會重啟遴選。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發言人袁孝維昨天
受訪表示，台大遴委會於1月5日順利選出校
長，1月31日被迫再度開會，並確認管中閔當
選結果無疑義，而教育部門於4月27日駁回遴
選結果，遴委會經過半數委員同意後，於4月
28日發聲明，重申無法接受教育部門的「駁
回」。
袁孝維指出，遴委會聲明已經非常清楚，是
在合法程序下選出管中閔為新任校長，遴委會
已三度表達意見，除非教育部門給合法的理
由，否則不會重啟遴選。

馬英九昨日也對教育部門的做法表示痛心，
他說身為台大校友，感到非常痛心，整個事件
發展非常離譜。他批評教育部門違法濫權，不
僅打擊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且踐踏制度，
傷害價值，「是最不可原諒的一點」。
馬英九說，教育部門可以這樣對台大，也可
以這樣對其他學校，「台灣的教育，尤其是大
學教育，要怎樣過得下去呢？這是全台灣人的
課題，不只是台大而已」。
當被媒體問到，是否認為蔡當局強力的政治

力介入校園？馬英九回答，「對，真的是沒辦
法想像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1月5日選出台大教授管
中閔為新校長，原預訂2月上任，卻遭質疑擔
任企業獨立董事、論文案、赴大陸活動等爭
議，教育部門4月27日駁回遴選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近來
屢傳台灣夜市天價小吃坑殺遊客事件，
因此有網站發起票選全台最爛夜市的活
動，位於台灣最南端的夜市「墾丁大
街」拿下榜首，高雄六合夜市居次。
作為台灣旅遊名片的夜市，已經成為

創收的重要來源，但鑒於最近許多觀光
夜市負面消息頻傳，網站「蕃新聞」發
起讓網友票選「全台最爛夜市」的活
動。
票選結果總計1,248位網友投票，其

中墾丁大街以 266票（21%）拿下第
一、高雄六合夜市238票（19%）排名
第二，在北台灣鼎鼎有名的士林夜市
126票（10%）排名第三。另外，台南
花園夜市、基隆廟口夜市、饒河夜市等
也全都榜上有名。最後一名則由台中的
逢甲夜市獲得。
據報道，上榜的夜市都曾爆出離譜天價

坑殺遊客新聞，引發觀感不佳。墾丁大街
近日陸續爆出2盤1,800元（新台幣，下
同，約合港幣476元）的天價滷味、180
元（約合港幣47.6元）的乾麵。六合夜市
則曾有媒體報道一盤炒烏魚膘標價160元
（約合港幣42元），結賬時卻要價1,680

元（約合港幣445元）。
入選米芝蓮台北推薦名單的台北士林

夜市，則因為超貴水果攤在這幾年傳出
爭議。最近一次是有韓籍人士向水果攤
購買水果，7袋要價1,500元（約合港幣
397元），被網友戲稱灑了金粉。

■■墾丁夜市近來因物價哄抬過墾丁夜市近來因物價哄抬過
度度，，導致風波不斷導致風波不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目目前前，，黃山風景區共有肩運員黃山風景區共有肩運員140140名名，，他們他們
每天都要腳踩白雲每天都要腳踩白雲，，挑貨上山挑貨上山，，挑戰體力挑戰體力

和意志的極限和意志的極限。。
五一小長假第一天五一小長假第一天（（44月月2929日日），），黃山風景黃山風景

區遊客接待量明顯增多區遊客接待量明顯增多，，物資需求隨之增多物資需求隨之增多，，
肩運員作為景區物資運輸線上的主力軍肩運員作為景區物資運輸線上的主力軍，，肩上肩上
的擔子也比平日更重的擔子也比平日更重。。
4646歲的吳功銀在黃山擔任肩運員已有歲的吳功銀在黃山擔任肩運員已有2323年年。。上上

午十點半午十點半，，滿頭大汗的他正行走在黃山的蹬山道滿頭大汗的他正行走在黃山的蹬山道
上上。。吳功銀是黃吳功銀是黃山肩運員裡出了名的大力氣山肩運員裡出了名的大力氣，，工工
友們平時喊他友們平時喊他「「大牛大牛」，」，別人一趟挑運別人一趟挑運6565至至7575公公
斤左右的物資斤左右的物資，，他一趟挑的重量可達他一趟挑的重量可達100100公斤公斤。。

全年幾乎天天出工全年幾乎天天出工
吳功銀當日所挑運的物資是山上一處正在維吳功銀當日所挑運的物資是山上一處正在維

修的公廁需要的水泥修的公廁需要的水泥。。從他所在的雲谷中轉站從他所在的雲谷中轉站
出發到達目的地麓勝亭出發到達目的地麓勝亭，，總長是總長是33..55公里的上公里的上
行山道行山道。。挑運一趟需挑運一趟需22個多小時個多小時，，他一天挑運他一天挑運
二趟二趟，，總共要挑總共要挑200200公斤重的物資公斤重的物資，，需來回步需來回步
行行1414公里的山路公里的山路。。
多年的重複工作多年的重複工作，，體能方面吳功銀已經完全體能方面吳功銀已經完全

適應適應，，即使有時身體會痠痛即使有時身體會痠痛，，一般休息一夜一般休息一夜，，
就會恢復就會恢復。。所以所以，，一年一年365365天天，，只要身體吃得只要身體吃得
消消，，吳功銀幾乎都會出工吳功銀幾乎都會出工。。
黃山山路曲折黃山山路曲折、、陡峭陡峭，，但吳功銀的步子似乎但吳功銀的步子似乎

並沒有常人想像中那般沉重並沒有常人想像中那般沉重。。在他看來在他看來，，工作工作
時時，，除了要有好的體力除了要有好的體力，，用的扁擔用的扁擔、、走的速度走的速度
都有講究都有講究。。
穿着綠色馬甲的吳功銀告訴記者穿着綠色馬甲的吳功銀告訴記者，，他每天挑他每天挑

擔需要用到兩副扁擔擔需要用到兩副扁擔：：一副是扁的一副是扁的，，負責挑負責挑
運運；；另一副則是休息的時候用來支撐貨物的另一副則是休息的時候用來支撐貨物的。。
吳功銀一般每前進吳功銀一般每前進33到到55分鐘左右休息一次分鐘左右休息一次，，喘喘
口氣口氣，，喝口水喝口水，，讓雙腿放鬆放鬆讓雙腿放鬆放鬆。。在黃山挑在黃山挑
貨貨，，最怕腳打滑最怕腳打滑，，所以吳功銀常年只買一種迷所以吳功銀常年只買一種迷
彩色的勞務鞋穿彩色的勞務鞋穿，，一雙一雙2525元人民幣元人民幣（（約合港幣約合港幣
3131元元），），平均每年要穿壞平均每年要穿壞66雙鞋雙鞋。。

隱瞞女兒黃山挑貨隱瞞女兒黃山挑貨
吳功銀是安徽樅陽人吳功銀是安徽樅陽人，，離家在外這麼多年離家在外這麼多年，，

2323歲的女兒每次問他在黃山做什麼工作歲的女兒每次問他在黃山做什麼工作，，他都他都
沒有正面回應過沒有正面回應過。。用吳功銀自己的話說用吳功銀自己的話說，，要是要是
女兒知道了女兒知道了，，心裡肯定會不好受心裡肯定會不好受，，畢竟在黃山畢竟在黃山

挑貨挑貨，，不是一般的體力活不是一般的體力活。。
吳功銀在往山上挑貨時吳功銀在往山上挑貨時，，
時常有路過的遊客主動為其時常有路過的遊客主動為其
讓道讓道，，並向他豎起大拇指並向他豎起大拇指，，有的甚至拿起相機有的甚至拿起相機
拍照拍照。。
對於自己的這份職業對於自己的這份職業，，吳功銀表示吳功銀表示，，一方面一方面

黃山離老家很近黃山離老家很近，，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雖然工作辛苦雖然工作辛苦，，
但是收入不錯但是收入不錯，，特別是景區管理規範特別是景區管理規範，，宿舍樓宿舍樓
都配備了電視都配備了電視、、網絡信號網絡信號，，浴室浴室2424小時供應熱小時供應熱
水水，，還提供免費用餐還提供免費用餐，，讓他覺得有保障讓他覺得有保障。。

日前，加拿大女孩Simone在北京市奧林匹克
森林公園發現有一位老人蹚水進入小島，從草叢
中撿起了幾枚鴨蛋裝在塑料袋帶走。Simone和
朋友幾次要求老人將野鴨蛋放回，但老人拒絕。
二人將事情反映至公園管理處後，在工作人員要
求下，老人終放回野鴨蛋。工作人員也提醒，現
在正值許多野生鳥類繁殖季節，希望遊客在遊覽
時愛護野生動物和牠們的家園，發現異常情況也
可撥打森林公安電話舉報。
Simone回憶，4月15日，她帶着幾個小朋友
到北京市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遊玩，剛好看到了一
個老人穿着雨鞋蹚水進入一個小島，拿了幾枚野
鴨蛋。「我並不清楚他拿了多少個鴨蛋，也不知
道他要拿鴨蛋做什麼，但這種行為在加拿大是不

被允許的，就決定跟着他。」因語言不通，Sim-
one多次要求他放回，老人也說了一大堆話，但
是兩人都聽不懂對方說什麼。
「後來那個老人和他妻子碰面又分開後，他

身上的鴨蛋就不見了。」Simone說，她當時決
定如果沒有什麼措施能夠阻止老人拿走鴨蛋的
話，她就會一直跟着老人。最後，Simone打電
話向自己的朋友鮮女士求助。
鮮女士說，接到電話後她立即趕到了Sim-

one所在的地方。她多次勸說了老人，也提出
花錢購買，但鴨蛋已不在老人手裡，老人也
堅稱他手裡並沒有鴨蛋。鮮女士給遊客服務
中心打了電話，但並未得到明確的回覆。她
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當時我有點打退堂鼓

了，要不這
事兒就算了
吧。但是看
見 Simone 在
旁邊特別着
急，都快哭
了，就決定
還是要管這件事情。」鮮女士再次給遊客服
務中心撥通電話說明情況，工作人員稱會轉
達相關部門，隨後有四五個工作人員趕過
來，在他們的勸說下，老人最終讓他的妻子
送回鴨蛋，並將8隻野鴨蛋放回原處。前後
花了一個多小時，Simone說。

■《北京晨報》

5月的「天象劇場」，好戲不
斷。天文預報顯示，「寶瓶座伊塔
流星雨」、「木星衝日」、「C/
2016 R 2彗星過近日點」、「金星
合月」等四大天象將先後登場。
率先出場的是有着哈雷彗星

「血統」的寶瓶座伊塔流星雨，
將於5月6日達到極大。「雖然流
星較多，但遺憾的是，今年該流
星雨的可觀測時間很短，而且盈
凸月與流星雨輻射點非常接近，
月光干擾較為嚴重。」天文教育
專家、天津市天文學會理事趙之
珩說。
太陽系的「大個子」木星將在5
月9日上演「衝日」表演。「衝
日」前後，木星距離地球最近，也
最明亮，是觀測木星的最佳時機。
「當天日落後不久，木星從東

南方慢慢升起，亮度-2.5等，璨如
寶石，黎明時從西方落下。如果
天氣晴好，幾乎整個夜晚肉眼都
清晰可見。」趙之珩說。
不僅有木星衝日，C/2016 R 2

彗星也將在這天過近日點，「這顆
彗星最早是由美國泛星巡天計劃望
遠鏡於2016年9月觀測到的，其在
一個很扁長的軌道上繞太陽運行，
轉一圈要用兩萬年。此次該彗星進
入了太陽系內部，是我們觀看它的
唯一機會，感興趣的公眾不可錯
過。」趙之珩強調說。
5月18日晚，備受追星族喜愛的

「金星合月」美麗天象將靚麗登
場，屆時只要天氣晴朗，中國公
眾借助肉眼即可欣賞到這幕浪漫
的「星月童話」。趙之珩提示
說。 ■新華社

■■加拿大女孩加拿大女孩SimoneSimone勸老勸老
人放回野鴨蛋人放回野鴨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擔挑兩百斤日行數十里
黃山挑貨郎體力不一般

安徽黃山是中國著名的山嶽型景安徽黃山是中國著名的山嶽型景

區區。。由於地形的特殊性由於地形的特殊性，，這裡有一項這裡有一項

工作工作，，幾乎需要完全靠體力才能完幾乎需要完全靠體力才能完

成成，，那就是物資運輸那就是物資運輸。。而承擔這項工而承擔這項工

作的作的，，則是黃山的肩運員則是黃山的肩運員，，人們習慣人們習慣

上稱之為上稱之為「「黃山挑山工黃山挑山工」。」。 ■■中新社中新社

老人公園內私拿野鴨蛋老人公園內私拿野鴨蛋
外國女孩跟一小時追回外國女孩跟一小時追回

「木星衝日」等四大天象5月上演

■遊客見到吳
功銀為其豎起
大拇指。

網上圖片

■■4646歲的安徽黃山歲的安徽黃山
肩運員吳功銀合計肩運員吳功銀合計
每天要挑每天要挑200200公斤公斤
貨物行走約貨物行走約1414公里公里
山路山路。。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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