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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公職任內為雜誌撰稿遭彈劾
律師指管「並非兼職」彈劾「於法不合」台媒稱無礙校長資格

台漢對妻兒施暴惹眾怒

管中閔去年1月 5日當選台大校長
後，因涉赴大陸兼職、被指論文抄

襲等爭議未能上任。歷經一年風波，今
年1月8日正式上任。「監委」王幼玲、
蔡崇義去年3月調查管中閔赴陸兼職
案，從管的報稅資料中，發現他在某周
刊匿名寫社論。15日，台灣監察部門召
開管中閔在擔任公職期間兼職的彈劾審
查，以7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彈劾。
據指出，管中閔擔任台大教授期間，
就與該周刊完成口頭約定供稿作為社
論，獲取每年約65萬元（新台幣，下
同）的固定稿費報酬。但管中閔其後獲
邀擔任「政委」後，並未中止合作，在
擔任政務人員的2012年2月至2015年2
月期間，持續不斷匿名供稿，共獲取約
190萬元的報酬。管中閔提送的書面說明
中，稱「僅是純為受邀投稿，從未擔任
周刊任何職務，並非兼職」。王幼玲認
為，是否擔任職務並非認定重點，管中
閔長期固定以匿名方式撰寫社論，實質
上屬於兼職無誤。

因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請辭又回任台灣
教育部門負責人的潘文忠表示，尊重台
灣監察部門的職權，現在還在審理的初
步過程，之後彈劾案還需移送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複審，等複審結果出爐後，才
能處置。
據《聯合報》指出，政務官只有申誡與
撤職兩項處分，但後者極少用到；因此
一般而言，對政務官的彈劾，象徵意義
大於實質。管中閔去年當選台大校長，
是在被彈劾行為發生之後，彼此之間沒
有延續性，因此校長資格應不受影響。
至於管中閔赴陸兼職的爭議，台大此
前已發出聲明，管中閔前往大陸參加國
際會議、發表論文、開會、演講等短期
行程，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台教育
部門也曾對外表示，未發現管中閔有兼
職、兼課等違反行政規範的情事。

受邀闡述政策是其本職
島內媒體詢問管中閔態度，管中閔說：

「有需要時候自然會回應。」隨後管中閔再

次回應：「小心用詞、沒有違法。」
律師葉慶元則表示，台灣監察部門認
定的兼職行為，是為雜誌撰寫評論，這
經台灣司法部門認定並非兼職行為，所
以彈劾顯然「於法不合」。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胡幼偉

表示，政務官應邀在媒體上闡述財經政
策，是他本職就該做的事情，這怎麼能
叫做「違法」兼職呢？他並質疑，政務官
都不講話，民眾怎麼會了解政策涵義？

他指出，歷屆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都要
求政務官多跟各界溝通，甚至要求多上
談話性節目，掌握政策詮釋話語權，管
中閔應該受到表揚，而不是該受彈劾。
台灣行政機構目前力推要各部會捍衛

政策，此番彈劾之後，媒體關切未來會
否影響公務員投稿捍衛政策的可能？台
灣行政機構發言人谷辣斯．尤達卡說，
即便是公務員捍衛政策，也不能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監察部門15日通過彈劾

案，認定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違法」兼職，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台

媒認為，此彈劾案應不影響校長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星展銀行15日發佈2019年台灣經濟
展望報告，預期短期經濟循環已經來
到高點，今年經濟增長率自去年的
2.7%降至2.2%，出口也將面臨挑戰。
星展銀行當天舉行2019年經濟展望

記者會，會中對台灣2019年經濟示
警，指出上半年經濟增長率恐難保
2，全年GDP雖然估計2.2%，但不排
除會再下修。

中美貿戰影響或浮現
星展銀行指出，經歷連續三年的復

甦後，台灣短期經濟循環可能已經來
到高點。由於新興市場的增長趨緩，
美國經濟增長也已達高峰，預期全球
需求2019年將會減弱；傳統電子產品
領域的需求疲弱，晶圓需求減弱，都
為台灣的電子業出口前景帶來挑戰。
此外，中美貿易爭端的負面影響也可
能在今年浮現，台灣經濟恐難倖免。
星展指出，雖然外在挑戰多，但台

灣仍有政策選項可以因應，例如各級
政府負債佔台灣生產總額的比重自
2012年的39%降至2017年的36%，
顯著低於法定上限的50%，若有必
要，當局有足夠的空間透過財政措施
支撐經濟發展。
星展最後預測，台灣2019年財政以

及貨幣政策維持中性，財政政策方面
存在寬鬆的空間與可能性，將可能在
2019年下半年或2020年上半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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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大陸提
出率先與金門、馬祖通水、通電、通氣
和通橋，金門縣長楊鎮浯15日表示，縣
政府會掌握兩岸契機和氛圍，計劃在農
曆春節前組團到福建洽談相關事宜。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可以率
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
水、通電、通氣、通橋。福建省省長唐
登傑14日在福建省兩會發表政府工作報
告時提到，2019年將促進閩台經濟社會

融合發展，推動與金馬通水、通電、通
氣和通橋。
楊鎮浯當天出席活動時受訪表示，金

門最需要的是民生資源，以及經濟發展
方面的合作與交流；雖然以地方政府角
度而言，不應介入太多政治事務，但金

門會掌握兩岸契機和氛圍。他說，福建
省是金門的好鄰居。他透露，縣府計劃
農曆春節前組團到福建省拜會，提出可
先行先試的交流做法，以及在相關議題
上可以協作的方向，爭取雙方合作，希
望可以很快有具體成果。

金門縣府擬春節前赴閩 洽談「四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新北市
一林姓男子因兒子買的肉丸未加辣椒，連續對
妻兒暴力相向。該事件相關視頻一經曝光，連
日來引起社會輿論撻伐。
據聯合新聞網、《中時電子報》報道，13日

晚，七名當地民眾前往施暴男子住處，同樣對
其暴力相向。警方抵達現場後將林姓男子送醫
治療，並拘捕其中兩名動手打人者。與此同
時，該男住處外有網友直播炒辣椒的視頻，觀
看人數最高峰時段達九萬人次。直至當晚11
時，在轄區警察驅離下，民眾才逐漸散去。
由醫院走出後，林姓男子面對媒體拒絕道

歉。這一態度再度引發網友反彈，台媒甚至稱
有黑道勢力表示要採取手段「教育」他。對
此，台灣警方呼籲，勿動用「私刑」，請相信
司法公正。

■■管中閔公職期間為雜誌撰稿遭彈劾管中閔公職期間為雜誌撰稿遭彈劾。。圖為圖為88日台灣大學舉辦第日台灣大學舉辦第1212任校長職務任校長職務
交接典禮時交接典禮時，，管中閔接受採訪管中閔接受採訪。。 中央社中央社

■ 章站亮與孩子們一起
生火。 網上圖片

■「萬福之源」新春大禮包。 網上圖片

在江西省鷹潭市余江
區春濤鎮黃泥小學，無論
風霜雨雪，一個特殊的露
天灶台每天下課後準時點
燃，溫暖着全校25位留
守兒童。
多年來，黃泥小學物

質條件艱苦，乃至連食堂
都沒有。2018年9月，44
歲的章站亮來此擔任校
長，此前，他曾在春濤鎮
的其他小學擔任老師。初
來乍到，為了能給這些常
年遠離父母的學生帶去溫
暖，章站亮自費買菜為他
們義務加餐。從「糯米排
骨」到「可樂雞翅」，從
「冰糖雪梨羹」再到「魚
頭豆腐粥」……黃泥小
學每天的菜餚從未重複。
「有一回，我和孩子

們做麻辣茶葉蛋，我們全
校25個孩子大概提了有
50來條建議，做了大概
有5、6次，做出了酸、
甜、苦、辣等很多味道。
可能味道不是那麼好，但
是孩子們卻玩得很快
樂。」章站亮說。

盼能強化學習興趣
此外，章站亮還通過

互聯網直播煮飯，呼籲更
多的愛心人士關愛這些留
守兒童。
從黃泥小學所在的春

濤鎮通往余江城區有約十
五公里的路程，然而這裡
的孩子卻很少有機會出去
走走。章站亮希望，自己
烹製美食可以強化孩子們
對於學習的興趣，讓知識
改變貧窮的命運。

■新華社

1月10日晚上8時後，接到兒子康康打來的電話時，老曹仍在忙碌
地加班。此前幾天，老曹和同事們
連續抓獲兩名販毒人員，查獲毒
品30餘克。為徹底摧毀販毒鏈
條，他們展開秘密偵查，已經連
續4天過着黑白顛倒的生活。
電話裡，康康有些調皮地催
促他：「爸爸，你不要加班
了，早點回家。」老曹在電

話裡滿口答應，掛斷電話後，老
曹埋頭繼續工作。
半個多小時後，康康已經完成了所有

作業，但爸爸還沒有到家。他原本打算
再給爸爸打電話的，但媽媽吳女士告訴
他：「爸爸在外面抓壞人，現在不方便
接電話。」聽此，康康沒有再堅持給爸
爸打電話。他突然發現家裡有一個空的
牛皮紙信封，便跟媽媽提出要給爸爸寫
一封信。寫信的紙張，是他平時練字用
的拼寫紙。康康將書信寫好裝進信封
後，便獨自去房間睡覺了。

希望父親少加班
直到11日凌晨零時40分左右，老曹才

下班回家，差點就倒在沙發上睡着了。
然而，茶几上一個牛皮紙信封，引起了
他的注意。信封上稚嫩的三個鉛筆字，

寫的是老曹的姓名，但除了「曹」字
外，其他兩個字都是拼音。老曹好奇地
打開信封，抽出信紙，上面寫道：「老
爸：祝您工 zuo（作）shun（順）li
（利），zhua（抓）huai（壞）人的時
hou（候）不yao（要）shang（傷）到
自己。ai（愛）您的兒子」
書信只有短短25個字，其中有9

處漢字用拼音代替。老曹反覆看了
幾遍書信，心裡有點酸楚。
他打開手機發了一條朋友
圈：「加班回家，疲勞
一掃而光」，配圖是兒
子寫給他的書信。這條
微信迅速引來老曹的眾
多好友點讚，不少好友
稱讚他「兒子真棒」，也有
好友說：「看得老淚縱橫」。
「我真的沒想到，他會寫這個（書

信），很感動，怎麼說呢，雖然對
他（兒子）照顧得不多，但（兒
子）還是很懂事，會主動學習，主
動看書。」老曹表示，目前連

「愛」字還不會寫的兒子，竟會用這種
方式來表達愛意。事後，老曹曾抽空跟

兒子聊過書信的事情，
「他（兒子）說希望我
少 加 點 班 ， 陪 他

耍。」

遼寧省瀋陽故宮博物館15日正式開始售
出「萬福之源」新春大禮包，其中的清代
乾隆皇帝御筆親書的對聯、福字，是近400
年來首次從宮內走向民間。
瀋陽故宮博物館文化創意產業部主任蘇陽

表示，這是該博物館有史以來第一次推出新
春大禮包，希望以該文創產品為載體，為民
眾帶來吉祥、如意的美好新春祝福。據介
紹，禮包中共包含對聯、門神、福字、剪紙

窗花、紅包五項年禮，僅印製2,000套。
其中，對聯「福凝東海增芝算 祥擁西池

長鶴齡」的原版懸掛於瀋陽故宮頤和殿西
壁，為乾隆皇帝御書聯，以祈福母親能夠長
壽。橫批為「鴻運景福」四個字，同樣為乾
隆皇帝手書，寓意大福大運之意。福字與橫
批「鴻運景福」中的「福」字同一出處。
同時，該禮包中的兩位門神取自宮廷中

專用門上辟邪、祈福裝飾物——清將軍門

神，原藏於瀋陽故宮，第一次走出宮牆守
衛百姓家門。還有「五福」紅包，分別是
福、祿、壽、喜、財，紋飾細節都來自清
宮中的寶物，分別具有不同的美好寓意。
蘇陽說，禮包的包裝盒也得到精心設

計，盒蓋上嵌有一枚紀念幣，文字取自孝
莊文皇后寢宮「永福宮」門額之上，有福
壽長久、永享幸福之意。
據介紹，此次新春大禮包已通過網絡線

上預售的方式進行推廣，以擴大瀋陽故宮
品牌的影響力和傳播力，讓博物館走入大
眾生活。 ■中新社

6歲兒拼音寫暖心信
叮囑警察父不要受傷

老曹是四川

省南充市順慶

區公安分局的

一名緝毒民警。

1月 11日，再次

加班到凌晨下班的

他回到家裡，見到

客廳茶几上放着一

封寫有自己名字的

信封，但除了「曹」

字外，另兩個字用

拼音代替。書信是6歲半的兒子康

康（化名）寫給他的，全文只有短短

25個字，其中9個字是用拼音代替

的。信裡寫道：「老爸：祝您工 zuo

（作）shun（順）li（利），zhua（抓）huai

（壞）人的時 hou（候）不 yao（要）

shang（傷）到自己。ai（愛）您的兒

子」看到紙上的稚嫩文字，老曹心裡

一陣酸楚。 ■《成都商報》

老爸：祝您工

zuo（作）shun

（順）li（利），

zhua（抓）huai

（壞）人的時hou

（候）不yao（要）

shang（傷）到自

己。

ai（愛）您的兒子

瀋陽故宮推新春禮包 乾隆御筆對聯首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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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康康給老
曹所寫的信。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