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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澳門特
區立法會日前召開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
止蘇嘉豪議員職務，從 12 月 5 日起生效。
去年 5 月 15 日下午，蘇嘉豪等組織遊行，
途中游行隊伍在行車道上行進，堵塞正常
交通， 特區檢察院於今年 3 月對蘇嘉豪等
作出控訴，指控其涉嫌觸犯加重違令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澳門特
區人才發展委員會日前舉行 2017 年度第二
次大會，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當日表
示，現時澳門居民的勞動人口中，超過三
分之一具有高等學歷，根據特區第一個五
年規劃，至2020年，該數字將達至40%。

澳門光影節大三巴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澳門

光影節在大三巴牌坊開幕，即日起至 31
日，分別在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白
鴿巢公園、瘋堂斜巷和氹仔龍環葡韻等 8
個地點都會設有燈飾裝置及互動遊戲；大
三巴牌坊、聖安多尼教堂和望德聖母堂同
時設有光雕表演。

近千商號獲“誠信店”標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澳門特

區消費者委員會近日向近千家商號頒發
2018 年度“誠信店”標誌。其中有大約 750
家獲優良及以上評級，11 家商號更被評定
為A級特優“誠信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上台

後擬再次修訂《勞基法》，爭議在於修法後將賦予企業彈性安排工時的

權利，連日來引發多場勞團抗議活動。多個勞團日前繞行台灣地區立法

機構抗議修法，由於會場內朝野也爆發衝突，數百名情緒高昂的抗議群

眾試圖衝入圍牆，並與現場警員三度爆發衝突。勞團表示，將在2018

年選舉中制裁民進黨。

台勞團抗議綠修法 爆衝突
憂成過勞之島 稱“2018選票制裁”

朝野“立委”當天審查法案過程中爆發多起衝
突，在場外，籌備多日的勞團一早號召數百人

到場，手持標語高喊口號繞行抗議，表達對修法的
強烈不滿。台當局則早已佈置上千警力應對。

抗議的勞團認為，賴清德日前與民進黨“立
委”餐敘，似已達成共識，要強渡關山，呼籲民進
黨回頭是岸，在野黨不能打假球，全台勞工應抗爭
到底。

轟綠對不起“民主”二字
中午時分，抗議人潮忽然衝向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圍牆，和阻擋的警方發生首波衝突，有人丟擲雞
蛋，勞團與警員扭打成一團，部分民眾試圖奪警方
盾牌。抗議民眾不斷喊“反對《勞基法》修惡！還
我七天假！”口號，隨後兩度與警方爆發推擠衝
突，場面混亂不已。

昔日反“服貿”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當天也

到場演講，直批民進黨對不起“民主”這兩個字。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則表示，勞工

薪資微薄，沒辦法當民進黨的金主，民進黨才要修
法；但票票等值，呼籲勞工們要在2018年選舉，
以選票制裁民進黨。

范雲與數十位義工早前參與由勞工團體所發起
的行動，聚集群賢樓，呼籲民進黨別再踐踏勞工；
人民當初支持的是承諾讓台灣人不再過勞的民進
黨；別讓台灣成為過勞之島，才是真的功德無量。

斥當局假“彈性”之名
范雲說，台灣2011年到2015年間的398件過

勞案件，“真正的過勞狀況一定更為嚴重”。亦有
當日到場的團體負責人表示，政府不應該假“彈
性”之名，放着中小企業自生自滅，而是要協助中
小企業面對產業的困境，才能真正創造中小企業與
勞工的雙贏。

這次修法“勞動部”將勞基法中對於工時和加
班費的保障，改交給各事業單位的勞資會議，台灣
工會的組織率是7.3%，有召開勞資會議的比率是
4.96%，何況勞資協商中，勞方往往處於弱勢，本
該是保障勞工權益的“勞動部”反而置身事外，將

勞工的權益交給資方來處理。
另有團體指出，民進黨“立委”要懂得反映民

意，如今再修法，卻不是要兌現民進黨選前承諾，
呼籲民進黨別讓台灣成為過勞之島，才是真的功德
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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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寫字樓租賃開支貴絕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早前香港中環

中心以逾400億元（港元，下同）天價易手，令市
場嘩然。據戴德梁行最新研究顯示，香港取代倫
敦，成為全球寫字樓租賃開支最高的城市，每個辦
公桌間的年度開支高達 21.4 萬元，按年上升
5.5%，大幅拋離第二位的倫敦達21%。報告指，香
港寫字樓空置率低企，加上近年備受中資追捧，因
而登上全球寫字樓租賃成本最昂貴的城市。

戴德梁行日前公佈《全球寫字樓租賃開支報
告》，以該行的租賃數據分析了全球58個國家/地
區共215個寫字樓市場的情況，以每個辦公桌間為
計算單位，為上述市場中新建或新裝修的辦公場所
進行排名。結果顯示，香港的寫字樓租賃開支攀升
至每年每個辦公桌間花費213,970元的水平，按年
上升5.5%，主要由於待租空間緊絀，以及來自中
資機構的殷切需求推使。

鎊匯跌 倫敦寫字樓租金降19%
有關數字大幅拋離倫敦西區的每年17.7萬元租

賃開支，該行指出，基於英鎊匯價下跌，倫敦每年
每個辦公桌間的開支較2016年下降了19%，排名
因而跌至第二。今年共有三個亞太區市場躋身全球
首10位，分別是香港，以及第三位的東京和第九
位的悉尼。

該行又指，在香港租用可配置100
名員工的辦公場所，同一筆開支若用
於其他市場，所能租用的面積足夠於
多倫多配置300名員工，於馬德里配
置500名員工，或於孟買配置900名員
工。

港供應緊絀中資需求殷帶動
報告指出，香港取代倫敦，成為

全球寫字樓租賃開支最高的城市，主
要是受到待租空間緊絀及來自中資機
構的需求所帶動。事實上，近年香港
錄得多宗全幢商廈成交，均有中資身
影，上月蔚為熱話的中環中心402億
元天價成交，牽頭的公司就有傳具內
地石油公司背景。上半年綠景（中
國）則以90億元，購入觀塘8 Bay East
全幢，成為九龍歷來最貴全幢商廈成交個案。這些
高價成交正反映中資對香港甲級商廈樓面需求之殷
切。

遷離核心區 共享辦公室應對
戴德梁行香港董事總經理蕭亮輝指出，面對全

球最高的租賃開支水平，香港不少大型機構及跨國
公司都紛紛採取策略，盡量善用空間以減少開支。
除了遷離中環等核心區外，企業亦正逐漸投向以活
動為本的靈活辦公桌間設計，以及採用共享工作空
間的策略，既能節省租金，又可享受更靈活的租務
安排。蕭氏預期，這些趨勢將會持續，並為香港整
體寫字樓租賃需求帶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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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播《過台灣》
述兩岸血脈相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大型歷史

人文紀錄片《過台灣》，早前在中央電視台紀
錄頻道開播。該片共14集，每集56分鐘，從
台灣的遠古時期開篇，重點講述從明朝末期到
1945年台灣光復三百多年間的台灣史。通過大
陸先民移民台灣、開發台灣、建設台灣、保衛
台灣的一個個篇章故事，展現台灣的歷史發展
軌跡，以及兩岸同文同種、血脈相依的歷史淵
源。

該片出品方之一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副董
事長葉雄彪表示，《過台灣》的拍攝始於2009
年，歷時八年完成。其間曾四度赴台，並在大
陸的福建、廣東、北京等多個省市展開拍攝，
採訪了兩百多位專家學者及普通民眾。該片經
十幾位資深文史專家嚴格審查，幾經修改，形
成了一部“台灣歷史的滄桑畫卷、兩岸人民的
共同記憶”。

《過台灣》總導演鄭宏志介紹說，作為一
部文史類紀錄片，《過台灣》內容厚重、史料
豐富、脈絡清晰、語境平實，有助於台灣歷史
的普及和認知。

《過台灣》由福建省海外聯誼會、福建省廣播
影視集團、福建省閩南文化發展基金會、福建省東宇
影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從12月4日至17日，《過
台灣》將連續14天與全國觀眾見面。

港運動員聯署盼關注性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菲律賓政府4日
起恢復審批已暫停3星期的外傭海外工作證明申
請。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指出，暫停審批以來，
全球積壓約7.5萬宗申請個案，其中香港有1,200
宗，他們會加快處理。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預計，審批時間會比平時
長一倍，如果外傭未能趕及在本月中取得工作證
明，或需待聖誕後甚至下月才能到港。

日前陸續有中介公司前往菲律賓駐港總領事
館提交文件。領事館勞工領事德拉陶端透露，全

球積壓約7.5萬宗海外工作證明的申請個案，香港
則有1,200宗申請有待審批。

他又指，由於全部個案皆由馬尼拉相關部門
負責處理，故他無法透露需時多久，但強調明白
事件影響很多家庭，現時已增加資源加快處理，
有信心能於2月底處理好積壓的申請。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表示，積壓個案
加上近日新增申請，預計香港有約1,500宗個案有
待處理，審批時間可能會較平時長一倍，原本需時
兩三個工作日，現在可能要至少7天至10天。

菲傭海外工作證明恢復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田徑運動
員呂麗瑤自爆小時候曾遭她信任的教練性侵後，
港人給予她無比支持，本身是運動員者感受更
深。一班香港運動員日前發出聯署聲明，希望喚
醒社會各界人士對運動員被性侵犯的關注，同時
呼籲各界避免對當事人作出言論攻擊，並促請政
府及各體育部門作出一系列具體行動，包括對任
何形式、任何程度的性侵犯零容忍；及避免讓教
練及工作人員與運動員有不必要的身體接觸等，
以保障運動員的安全，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聯署聲明指出，身為運動員對香港體壇的性
侵犯案件深感遺憾與難過，並指在運動員的角

度，教練和工作人員是陪伴運動員成長的同行
者，是絕對可以信任和敬重的人，“任何形式和
程度的性侵行為損害了相互間的信任，對運動
員，特別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及兒童的傷害至深和
影響深遠。”

聲明指，發起是次聯署，是希望藉此加強社
會各界人士對運動員被性侵犯的關注，同時呼籲
各界人士避免對當事人作出言論攻擊，並促請港
府及各體育部門作出一系列以下具體行動，保障
運動員的安全，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第一，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性侵犯零容
忍，對任何懷疑個案處戒備狀態，徹查事件，並
對個案作出公平處理。

第二，給予教練及工作人員清晰的指引，例
如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避免運動員與教練獨
處等。

第三，鼓勵運動員，尤其是未成年的運動
員，在遇到性侵事件時積極求助，確保事件得到
即時處理。

第四，在接到懷疑個案時，安排心理團隊作
出跟進，以確保運動員得到情緒的支援，令訓練
受最低的影響，並向當事人及受影響運動員提供
適當的輔導。

第五，定期舉辦有關性教育的講座，提高運
動員保護自己的意識。

■■呂麗瑤自爆呂麗瑤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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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台灣衛生福利部門公佈的最新調查顯
示，台灣15歲以上民眾的志願服務參
與率約22.8%。截至2016年，全台領
有志願服務紀錄冊的義工逾 105 萬
人。其中，女性義工約69.2萬人，男
性義工約35.8萬人。

據悉，在12月5日國際志願者日
前夕，台衛生福利部門首度針對15歲
以上民眾進行志願服務調查研究。本
次調查包括兩類對象，一是台灣地區
年滿15歲以上的一般民眾，二是領有
志願服務紀錄冊的領冊義工，分別採
取電話訪問及郵寄問卷進行調查，共
回收7,000份有效問卷。

調查顯示，台灣一般民眾志願服
務參與率為 22.8%，略低於美國的
24.9%和日本的26.3%。近五年來，領
冊義工中，18至29歲的年輕義工人
數最多。

志願服務參與率逐年攀升
調查還顯示，最近五年內參加的

志願服務類型中，一般民眾義工與領
冊義工皆以“社會福利服務”、“環
保服務”、“教育服務”和“衛生保
健服務”居多。至於服務動機，一般
民眾義工以“行善助人”最多，“學
習成長”居次；領冊義工則以“學習
成長”最多，“行善助人”居次。

對於參與志願服務的最大收穫，
兩類調查對象均以“生活更加充實”
居首。此外，參加志願服務吸引人的
部分，一般民眾義工前三名依序為
“認識新朋友”、“增進身心靈健
康”、“獲得成就感及榮譽感”；領
冊義工則依序為“增進身心靈健
康”、“認識新朋友”、“獲得成就
感及榮譽感”。

台灣“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
司司長李美珍表示，調查結果顯示，
台灣民眾投入志願服務逐年攀升，投
入服務領域多元，顯示志願服務已蔚
成風氣，義工現在是台灣重要的人力
資產。

立法會中止蘇嘉豪議員職務

勞動人口逾三分之一有高學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