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報道，台灣軍公教「年金改革」7月1

日上路，退休公教與退伍人員18%優惠存款利率分別在2年半及分10年歸

零，共約33.3萬人受影響，引爆訴願、復審潮，也有縣市政府聲請「釋

憲」爭權益。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昨日批評，軍公教「年金改革」對退

休軍公教人員影響重大，軍人「年改」7月1日就要上路（實施）過於倉

促，甚至連通知函都發生缺失。據悉，台灣安全防禦主管部門為了讓「年

改」快速上路，於近日寄出首批五萬份通知函，結果寄錯地址、級職算錯

等錯誤百出，令退伍軍人抱怨連連。

軍公教「年改」實施 33萬人受影響
錯誤百出致怨聲連連 吳敦義轟台當局太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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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果登陸展銷 果商：紓滯銷 幫助大

台灣立法機構去年6月及今年6月三讀修
正通過攸關軍公教「年金改革」的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卹條例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例，同步在今年7月1日實施。

18%優存利率2年半歸零
這波「年金改革」對退休公務員與教職人
員衝擊最大的是18%優存利率2年半內歸零
及調降所得替代率。支領月退休金者，18%
優存利息在今年7月1日到2020年底，年息
將為9%，2021年起年息為零。
領取一次退休金的退休公教，18%優存分6
年調降，今年7月起降為12%，2021年降為
10%，2023年降為8%，2025年起僅剩6%。
所得替代率方面，年資滿15年，所得替代

率為 45%，分 10年降到 30%；年資滿 35
年，所得替代率為75%，分10年降到60%。
退休公教年金最低保障金額32,160元（新台

幣，下同）；退休金計算基準從現行退休前一
個月，逐年調整為最後在職15年平均薪額。
軍人「年改」方面，年金最低保障金額為

少尉一級本俸加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8,990
元，服役滿20年的退休俸起支俸率為55%，
每增加一年加2%；俸率上限，軍官為90%、
士官95%。
18%優存有退場機制，退伍軍人原領月退

休所得（含18%優存利息）高於新制月退休
俸，之間差額分10年平均調降；18%優存本
金於第11年歸還。
領一次退伍金但有18%優存的人，且每月
利息超過38,990元部分，新制實施首年降為

12%，分6年調降，第7年起將為6%。
這波「年改」受衝擊人數，據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資料，208,000餘名退伍人員，約
63,000人受影響；台灣銓敘部門說，近17萬
名退休公務員，約13萬人受衝擊；教育主管
部門表示，已退15,119名教職人員，受影響
14,483人。
吳敦義昨日出席「八百壯士捍衛中華協

會」成立大會，表示國民黨主張2項基本原

則，第一是當局應好好拚經濟，提高經濟成
長率與競爭力，「庫房有錢，民眾就能過好
日子」。
第二是政府4大基金（郵匯儲金、勞保基
金、勞退基金、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經營績
效不彰，投資報酬率僅0.5％，反觀島外主權
基金投報率可達10％以上。吳敦義認為，當
局溝通、努力力道都還不夠，期盼將來還有
重新檢討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台北市一家顧問公司不滿曹姓員工
以數百封簡訊侮辱老闆識人不明，
開除曹男後向法院請求確認僱傭關
係不存在。台高院認為，曹男行為
已達重大侮辱，開除合法，日前判
決公司勝訴。
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指出，曹姓

男子任職顧問公司，同年5月即遭
公司以工作能力不足為由開除。曹
姓男子不滿遭開除，打官司要求公
司照給薪資勝訴確定。但公司不滿
曹男屢以簡訊辱罵老闆與同事，二
度開除曹男，並請求法院確認僱傭
關係不存在，一審勝訴，曹男不服
上訴至高院。
顧問公司向高院主張，曹姓男子

共傳送719則手機簡訊給老闆，另
傳數百則簡訊給同事，已符合「勞
動基準法」對僱主等人有重大侮辱
行為規定，開除合法。
曹姓男子則主張，簡訊內容並非

以使人難堪為目的，且當時雙方為
訴訟劍拔弩張，他深感委屈才以平
時用語習慣寫簡訊，不達重大侮辱
程度，且公司未採取漸進式懲戒手
段，即第二度開除，有違最後手段
性原則。

稱老闆「亡國之君」
判決指出，曹姓男子曾傳「你讓

呂布當軍師，讓諸葛亮當先鋒武
將！？汝之用人，豈能不亡」「你
的自戀，真是夠了！亡國亡種，夫
復何用」等簡訊給老闆，還罵同事
「無能又無恥，着實可恨無比」。
高院承審合議庭認為，曹男將老

闆比為古代庸君、亡國之君，以自
戀、不知謙和形容老闆，還以阿
斗、無能、無恥等字眼形容同事，
訊息數量多達數百則，足使老闆、
同事難堪，已屬重大侮辱行為。
合議庭認為，曹姓男子的侮辱行
為嚴重破壞老闆與同事的信任關
係，顧問公司依「勞基法」規定開
除曹男符合比例相關原則，也無違
最後手段性原則，判顧問公司勝
訴，全案可上訴。

七百簡訊鬧老闆
法院裁開除有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8夏
季台灣水果節」昨日上午在北京開幕。參與
的台灣果商表示，展銷對當前水果滯銷狀況
「非常有幫助」。
今年水果節名為「鳳芒畢露」2018台灣鳳
梨、芒果展銷會，由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
台灣事務辦公室、台灣苗栗縣政府及北京市
供銷合作總社主辦。

台灣果然田營銷整合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姿
君表示，此次帶到北京的7噸鳳梨主要產自
台灣南部和東部，平時售價約為每顆20至23
元（人民幣，下同），水果節間每顆15元。
據報道，今年台灣果蔬全面盛產，香蕉、

鳳梨等作物出現嚴重滯銷導致價格下跌明
顯。台企南投農資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蔡漢
明表示，大陸多地市場的照顧和幫助讓島內

的部分水果得以順利銷出。

京半年購台鳳梨逾800噸
林姿君指出，往年大陸對於台灣鳳梨的採

購量大概在一年兩萬噸左右，而今年截至4月
份的採購量就已突破三萬噸。「這能看出，
大陸對於台灣水果銷路的支持非常大。」
.她說，水果展銷不僅對緩解島內水果滯銷

狀況有實質幫助，還能讓大陸各地市民對台
灣水果有更多認識。除北京外，今年在福
建、上海等地都會有夏季水果展銷活動。
北京市果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鄭現武在開幕

式上介紹，北京今年上半年已累計銷售台灣
鳳梨49個貨櫃、共計800餘噸，達歷年同期
新高。這證明台灣水果深受大陸消費者認
可，兩岸農副產品交流合作正在逐步深入。

■台灣軍公教「年金改革」在爭議中於今日上路。圖為退伍軍人團體「八百壯士」上月集結
在台灣立法機構外抗議「年金改革」。 資料圖片

熱門餐廳排起長龍，「絕望」的顧客坐到附近的
餐廳，戳戳手機，稍等片刻，就有服務員端着那家
餐廳的餐食來了！
這種全新的餐飲業態叫做「共享餐廳」。前日，

滬上首家「共享餐廳」從黃浦區市場監管局拿到了
食品經營許可證，進行了內部試營業。
下午14時，打浦橋日月光4樓，坐在「美味不用

等共享餐廳」106號桌上的趙先生打開「美味不用
等」手機客戶端，掃描桌上二維碼，餐廳周邊7家
飯店的菜單便跳了出來，冷菜、熱菜加主食，一共
86種。他選擇了其中一家飯店的葱香牛舌，用手機
完成了支付。
幾乎同時，3分鐘步行距離外的一家川菜館內，

事先等候着的「共享餐廳」服務員接到訂單，來到
廚房傳菜口。傳菜口另一頭，廚師已將做好的葱香
牛舌放進了碗碟中。接過葱香牛舌，服務員給碗碟
蓋上保鮮膜，放入專用餐食周轉箱，開始推着周轉
箱往「共享餐廳」走。
到了「共享餐廳」後，傳菜員從周轉箱裡取出葱

香牛舌，撕掉保鮮膜，對擺盤稍作調整後，放到托

盤上，再由跑堂端送到了趙先生的桌上。從下單到
上菜，整個過程不到半小時。
「開設共享餐廳的初衷，是解決熱門餐廳排隊的

『痛點』。」上海美味不用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負
責人李軒坦言，美味不用等做了很久的餐飲排隊系
統，積累了豐富數據，他們發現，因長時間排隊，
飯店顧客的平均流失率在20%左右，如果能夠拓展
熱門飯店的堂吃空間，就能挽回這些流失的顧客，
因此有了「共享餐廳」的創意。 ■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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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樂山「八婆麻辣燙」
開進深五星級酒店

品美食拒絕排長龍 滬首間「共享餐廳」試業

18歲的吳建智在求助信裡稱，14年前，大他兩歲的哥哥吳
建早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觸電，導致
雙臂截肢。「但哥哥很堅強，生活
的不幸沒有讓他放棄。」為了讀
書，吳建早學會了用腳寫字，可因
為生活無法自理，他無法獨自上
學。
2006年，吳建早在家等了兩年，

與弟弟吳建智一起上學。從此，弟
弟成了無臂哥哥的雙手，擔起了照
顧哥哥上學的重擔。
兄弟倆今年同時參加了高考，分

別考出404分、480分的成績，一個
離二本線僅差26分，一個超了二本
線50分。可分數不同的二人，很難
被同所學校錄取。

志願填報成難題
「哥哥如果沒有我的照顧，就無

法繼續上學，我不想哥哥大學夢因
此破滅。」弟弟吳建智說。哥哥吳
建早卻不想為了自己，犧牲弟弟的
前途。「寧願棄學，也要成全弟
弟。」因意見不同，兄弟倆遲遲未
能填報志願。
吳建早說，從2006年起，弟弟為
照顧他上學，每天早上總是第一個
起床，自己洗漱完畢後，又忙着扶

哥哥起床，幫哥哥穿衣服、洗臉、
刷牙；放學後，又要端來飯菜照顧
哥哥吃完，再清洗餐具……
「哥哥在高考前一個月洗澡時不

慎摔了一跤，摔斷了鎖骨。但上完
鋼板，他又堅持回來上學。」吳建
智說，哥哥平時比其他人更勤奮，
因為他知道別人一分鐘完成的任
務，他卻要兩倍甚至三倍四倍的時
間。

「兄弟倆非常懂事」
在兄弟倆的高中班主任萬太姣和

學校音樂老師林琪心中，兄弟倆學
習刻苦、感情和睦，給全校師生提
供了滿滿的正能量。
林琪介紹，兄弟倆家住巧家縣老

店鎮法土南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
的農民，靠務農為生。爸爸患有糖
尿病和股骨頭壞死，行走都存在困
難；媽媽半年前還被毒蛇咬傷，才
出院沒多久。「兄弟倆非常懂事，
讓人心疼。」林老師說。
談及對大學的憧憬，哥哥吳建早

說，因為身體原因，他想上一個合
適的專業。未來也希望能讀研。弟
弟喜歡水利水電、機械設計等方面
的專業，盼能早日學有所成，為家
庭分擔重擔。

又到填報高考志願時又到填報高考志願時，，

雲南省昭通市巧家縣第三雲南省昭通市巧家縣第三

中學高三畢業生吳建中學高三畢業生吳建

早早、、吳建智兄弟吳建智兄弟

倆倆，，卻陷入與別卻陷入與別

人不同的兩難和人不同的兩難和

焦 慮焦 慮 —— 大 家大 家

好好，，我是巧家我是巧家

縣第三中學高縣第三中學高

三學生吳建智三學生吳建智，，

我今年畢業了我今年畢業了，，

既讓我高興既讓我高興，，又讓又讓

我感到無比擔心和憂我感到無比擔心和憂

慮……近日慮……近日，，一封求助信一封求助信

在網上流傳在網上流傳，，感動眾多網感動眾多網

友友。。 ■■中新網中新網

人們常說「食在四川，味在樂山」，串串香源自四
川樂山牛華鎮。這個彈丸小鎮美食雲集，在諸多美食
中以麻辣燙最為著名，而論及麻辣燙創始人，當地人
都會想到「八婆麻辣燙」。央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
國3》介紹了樂山的這一美食。節目播出後，天南海
北的食客慕名去樂山牛華鎮排隊吃牛華八婆麻辣燙。
近兩年，牛華八婆麻辣燙創始人周慶飛、張永貴

將生意交給了女兒張愛佳和女婿代克勤打理，兩位

「85後」年輕繼承人與時俱進，讓牛華八婆麻辣燙
走出了牛華鎮，並於近期入駐了深圳五星級酒店。

源於街邊小攤 曾走進《舌尖3》
「夾絲豆腐，在豆腐中夾入脆爽的蘿蔔絲，竹籤

一串，撒上花生粉，蘸上甜酸味的汁水，滋味無
窮」……在《舌尖上的中國3》的鏡頭下，牛華八
婆麻辣燙活色生香，而這一風靡全國的美味，30年
前只是為了養家餬口的街邊小攤生意。「牛華八
婆」這個名字源自創始人張永貴。張永貴在家中排
行老八，因生活艱苦家中姐妹多，父母為了順利帶
大子女，故叫他「八婆」。
1988年，張永貴為了補貼家用，在牛華鎮的人市

口，擺起了一個蜂窩煤爐子，放上兩口湯鍋，將菜
穿在竹籤上，八婆麻辣燙初具雛形。不曾想，這卻
在口味挑剔的四川俘獲了大批食客，30年不衰。
目前，除了牛華鎮總店外，八婆麻辣燙已在成都

開設3家直營店，年底預計達到5家。今年6月，張
愛佳和代克勤第一次戴上了國際連鎖品牌酒店的廚
師帽，在蛇口希爾頓酒店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介
紹樂山的串串。
「我很高興麻辣燙能夠作為樂山美食和川菜的代

表走進《舌尖3》，我也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愛上牛
華八婆麻辣燙。」代克勤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

■哥哥吳建早並沒有因為生活的不
幸而放棄學業。圖為他在用腳寫
字。 網上圖片

■■兄兄（（右右））弟二人弟二人
的合照的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兩位「85後」繼承
人——張愛佳（左）和
代克勤。 香港文匯報

記者熊君慧 攝

■在五星級酒店的自助餐廳中，「接地氣兒」的麻
辣燙別具特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 攝

■■周轉箱周轉箱「「傳傳
菜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