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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機師續罷工 累地勤過勞
勞資糾紛已僵持三日 員工內訌加大負面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蔣煌基及東森新聞、
中央社報道，台灣中華航空機師罷工已過三

華航取消航班情況

天，協商未見進展，10 日下午，因罷工導致工

（2月11日）

作量增加的華航地勤人員，到台灣交通主管部
門抗議，令原本的勞資糾紛，演變成員工內
訌，罷工負面影響愈演愈烈。根據中華航空在

航班號

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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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提供的資料顯示，11 日預估共 28 個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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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受影響旅客約 3,639 人，其中包括要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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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福建開工的一批台商。此外，高雄亦有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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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曼谷的兩個往返航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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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名華航地勤人員昨天下午到台灣交通部門陳情，
請交通部門拒絕機師工會訴求，要求機師工會停止
胡鬧，罷工機師立刻上工。
華航地勤認為，機師選擇在春節期間，用無預警方式罷
工，造成其他同仁利益受損，泯滅社會大眾新年期間空中
交通權益。忙着處理旅客簽轉其他航班退票，還要忍受旅
客的責罵及抱怨，不少地勤都說他們才是真正過勞。

約

地勤斥機師
「綁架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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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地勤人員10日下午到台交通部門陳情，希望台交通部門拒絕機師工會訴求。

中央社

華航地勤集結在台交通部門前高喊口號「停止罷工、回
來開工」，「綁架旅客、人神共憤」。據台灣媒體報道，
當天在華航員工內部社群軟體上流傳署名為深愛公司，也
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華航員工的一則訊息，內容表示，對
於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在春節旺季期間，利用綁架整個社
會的卑劣手段，主導華航機師罷工的做法，他們不想再沉
默。
這群華航地勤說，2016 年華航空服罷工，華航已被撕
裂一次，現在機師罷工又撕裂一次，讓他們好傷心，他們
不滿罷工機師的訴求而自願站出來，不是公司內訌，而是
表達華航最多數沉默員工的心聲，也希望罷工的機師快回
來開工。

逾 60 航班取消 料損失 2000 萬
陳情的華航地勤認為，機師罷工是綁架旅客，當場也代
為向社會鞠躬致歉，並表示他們會堅守崗位，為旅客服
務。
華航公告稱，自 8 日至 10 日總計取消超過 60 個航班，
營收損失估約新台幣 0.78 億元（約合港幣 2,000 萬元），
其他影響金額尚在估算中。由於罷工仍在進行中，預料華
航營收損失恐將進一步擴大。
根據截至昨日下午 5 時為止的統計，10 日的華航班機共
有22個航班取消，影響旅客約3,800人。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華航 11 日取消的航班中，包
括一個往返福建廈門的航班。
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受此影響，有百餘位台商往返廈門和桃園受到影響。不
過，截至記者發稿，包括廈航在內的航空公司，正在陸續
接收轉機旅客。
據介紹，11日取消的華航航班為早上8時40分桃園飛廈
門的 AE991 航班及當日 11 時 45 分廈門飛桃園的 AE992 航
班。
吳家瑩表示，華航駐廈門機構已知會廈門等相關方面，
就此次機師罷工導致旅客往返台灣和廈門的出行作妥善安
排。同時，廈航、台灣立榮航空在內的相關航空公司，正
緊急接收受影響旅客。
廈航方面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時表示，11日將派機接送
受影響旅客，目前具體接送方案相關方面正在緊急協商，
亦將提供充足運力保障旅客出行。
截止至 10 日晚 9 時 30 分，廈門航空作出調整，其 11 日
11 時 25 分桃園飛廈門的 MF888 航班，由原來的 737 機
型，調整為787-9機型，座位將多出40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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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師罷工第三天，累及地勤人員。圖為昨日的桃園機 ■截至昨日，已有數千乘客行程受華航罷工
中央社
場。
中央社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華
航機師罷工進入第 3 天，前日晚機師
工會與華航首度進行協商，雙方卡在
執勤時間計算方式存有歧見，工會雖
作出退讓，無奈仍無法達成共識，罷
工將持續下去。
機師工會理事長、同時也是此次談
判代表李信燕（長榮機師），昨日上
午在松山機場外停車場，針對前天晚
上勞資雙方談判過程接受媒體聯訪。

李信燕透露，當日 6 小時的協商
「卡關」，關鍵在於雙方計算工時認
定不同，工會主張以飛航執勤時間
（Flight Duty Period， FDP）為準，
包含執勤前報到準備與飛機降落後等
相關工作的飛航執勤時間作為計算工
時 ， 但 華 航 認 定 飛 航 時 間 （Flight
Time，FT）為基準，且堅持飛航時
間 8 小時以上才派遣 3 名機師，也導
致協商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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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過程中，工會也作出退讓，同
意由原來飛航執勤時間 8 小時以上航
班，得派遣 3 名機師出勤，改成「飛
航時間」7小時以上，得派遣3人，無
奈依舊無法達成共識。

機師：一退讓就是 2.5 小時
李信燕說，若單一航段飛行時間達
3.5 小時，來回就要 7 小時，再加上前
置準備時間2小時，以及落地的地停時

間1小時，其實飛航執勤時間就已超過
10 小時，因此工會退讓的版本看起來
雖僅差1個小時，事實上等同一口氣至
少退讓了2.5個小時。
李信燕也轉述，會議中台灣交通部
門希望勞資雙方和諧，也提出各退一
步，將飛航時間 8 小時，改成 7.5 小時
以上派遣3名機師，「但華航也是第一
時間回答，沒有辦法、不可以，因為
成本問題」。

稱每人賠 100 美金 台交通部門遭打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森新聞報道，
台灣交通主管部門 10 日對外說明賠償
方案，透露因罷工受影響的旅客權
益，華航將負起全責，若因航班取消
滯外的個人將比照空服員規定，每日
補 助 100 元 美 金 （ 約 合 港 幣 785
元），而旅行社部分則是實報實銷。

不過，華航晚間卻澄清補償方案不是
每個人都有，打臉台交通部門負責人
林佳龍的說法。
華航機師罷工造成滯外旅客因航班
取消或延誤而衍生的支出，日前傳出
是旅行業者負擔，交通部門昨日二度
召開緊急會議，交通部門負責人林佳

「此心安處是吾鄉」
春節是海峽兩岸同胞
共同的節日。己亥豬年
春節期間，不少廈門台
胞留在大陸過春節，在
別樣的年味中感受家一樣的溫暖。來
自台中的許展榮自2007年開始在大陸
創業，今年是他在大陸度過的第八個
春節。
同台灣一樣，在廈門，紅龜粿是新
春時節必不可少的食物。把捏好的糯
米包上餡料，往龜印上一扣壓，一個
佈滿花紋的紅龜粿就成形了。
「紅紅的粿糕，讓人感受到新年的
喜慶吉祥，烏龜的造型也很可愛。更
重要的是，廈門的紅龜粿就是記憶中
阿嬤以前做出的味道。過了這麼多
年，我依然很喜歡。」許展榮說。
除夕夜晚，許展榮和很多台商一起
圍爐，吃水餃象徵元寶，吃魚象徵年
年有餘，吃火鍋象徵家人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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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
定義相左 勞資協商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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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展榮看來，春節是中華民族歷
史悠久、最為隆重的節日。
「在台灣過春節，與大陸各地可謂
大同小異：掃塵、貼春聯、貼『福』
字、置天地桌、守歲、祭祖。」許展
榮說，「這些充滿儀式感的活動，凝
聚着中華兒女的情感寄託，傳承着中
華民族的倫理觀念。」
新的一年，許展榮期待繼續開拓大
陸電商平台，持續引進台灣的優質產
品到大陸市場。

圍爐聚
「家人」焰火送祝福
另一位台胞陳清隆表示，更喜歡在廈
門過春節，因為這邊「年味兒」更濃。
「廈門的大街小巷春聯高張，綵燈
絢爛。」陳清隆說，「到處生機勃
勃，一片喜氣洋洋。」
過年是團圓的節日。在大陸多年，
因為工作關係，陳清隆都沒回台灣過

年。與往年一樣，他召集了十幾個沒
回家的台胞，與自己的員工一起，在
自己開辦的馬克客棧庭院內，一起打
火鍋圍爐。
「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吃着餃
子、年糕、白切雞、丸子，談笑風
生，就是一大家子的感覺，暖暖的，
很溫馨。」陳清隆說。
今年大年初一，陳清隆還參與了廈門
金門同放焰火活動。交錯變幻的焰火五
顏六色，配合着特效花束等高科技表演
效果，讓廈金海域變得絢爛無比。
陳清隆說，滿天的絢麗焰火，透
過淺淺的台灣海峽，互相傳遞新春
祝福。
陳清隆到過全球23個國家和地區。
2003 年，他決定定居廈門。「人就像
南飛的大雁，生命中有一種力量始終
在呼喚着我回家；廈門，就是我的
家。」陳清隆說。
■新華社

龍要求華航盡可能緊急調度疏運外，
也要求華航對滯留海外無法返回旅客
衍生支出提出對案，華航代表回應，
承諾賠償給乘客（包括旅行業者及散
客）的方案，凡受罷工影響的交通
費、食宿，檢附單據即可實報實銷。
不過，華航於當日晚間澄清，該案

屬不可抗力，補償部分則須視「特殊
個案」個別檢視。華航重申有關此次
機師罷工行動，因屬不可抗力因素，
不在航空公司責任範圍，相關回應已
公告於華航官網，但旅客特殊個案會
進行檢視，將再公佈申請專區，敬請
旅客諒解。

花蓮飛行傘失事 教練遇難陸客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花蓮昨日發生飛行傘
墜落意外，造成一名台灣教練死亡、一名大陸遊客受傷。
綜合中央社、中時電子報等台灣媒體報道，當天上午，台
灣一名王姓飛行傘教練帶着一名大陸遊客在花蓮萬榮鄉明利
村山區飛行時發生意外。
警方表示，當天上午8時38分獲報，明利村山區發現飛行
傘失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後發現，王姓教練有墜落傷，當
場失去生命跡象；另一名男性陸客意識清醒，稱腰椎疼痛。
兩人都被緊急送往台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救治。
記者當天中午致電醫院時得知，王姓教練送醫後宣告不
治，受傷陸客仍在治療中，暫無生命危險。
■意外發生後，兩名傷者被送往醫
失事原因仍在調查中。
院。
中央社

2018 年 13.5 萬對成婚 創島內近 9 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內務部門
近日公佈最新統計顯示，2018 年台灣登記結婚
對數 13.5 萬對，較 2017 年減少 1.91%，創近 9 年
來新低。
其中，結婚雙方均為台灣民眾的佔 84.8%，與
非台籍人士結婚的佔15.2%。
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台灣涉境外人士的婚
姻中，大陸配偶 6,944 人，佔 33.7%；港澳配偶
1,272 人，佔 6.17%；東南亞地區配偶 8,749 人，

佔 42.45%。與 2017 年相比，新增大陸及港澳配
偶數量減少734人。
2018 年台灣登記的婚姻中，非台籍女性配偶
15,223 人，高於非台籍男性配偶的 5,385 人，但
非台籍男性配偶的比例呈現增加趨勢。
統計還發現，2018 年，台灣民眾與非台籍人
士結婚對數佔所在地區總結婚對數的比例，以
金門和馬祖的 23.21%最高，台灣東部地區的
11.94%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