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新聞

1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

台當局強推“勞基法”引民眾臥軌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東森新聞報道，台“立

泛綠交惡

鐵馬拒民意 強驅爆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 同為泛綠的“時
代力量”“立委”黃國昌 8 日晚表
示，對過水式的協商非常失望，將
撤回所有“時代力量”的修正動
議，不再參與接下來的協商。據中
央社報道，8 日清晨，已經絕食靜坐
了近 60 個小時的 5 名“時代力量”
“立委”被警方帶離，結束靜坐。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下午召集
朝野黨團協商攸關一例一休的《勞動
基準法》（簡稱“勞基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晚間討論到第 34 條，
輪班間隔時間相關條文時，蘇嘉全表
示先休息到晚間7時繼續協商。
協商繼續進行後，黃國昌首先
發言表示，協商到現在為止，讓他
非常失望，“勞基法”“修惡”，
對年輕朋友、對勞工是嚴重傷害，
希望行政部門再想一想，把修正草
案撤回去，前面都還不是“深水
區”條文，卻完全感受不到“行政
院”有怎樣的善意。
黃國昌說，藉着協商休息時間，
黨團進行嚴肅討論後，認為“這樣過
水式協商，沒辦法接受”，“時代力
量”黨團不會再奉陪下去，不會再參
與接下來的協商，也撤回所有修正動
議。黃國昌隨即在晚間 7 時 12 分離
席。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首席副書
記長李彥秀說，少一個黨團，朝野協
商等於沒有用，要不要再緩一下，去
跟“時代力量”溝通？不過，親民黨
“立委”陳怡潔也表示，修法真的不
要劃定時間表，“現在‘時代力量’
都走了，要怎麼好好協商？”

法院”臨時會日前開，朝野協商“勞基法”修正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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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展開抗議行動，要求民進黨撤回“勞基法”修法。
勞團還在場外抗議行動中與警方三度爆發衝突，晚間更
出現過激行為，一度衝入台北車站，臥軌抗爭。
管“立法院”被層層鐵籠拒
儘馬圍住，當日大雨不斷，多
個勞工團體仍一早來到“立法院”
周邊，奮力抗議。由各地勞團組成
的“2017 五一行動聯盟”一早出現
在“立法院”外舉行記者會，表示
8 日來抗議只有一個訴求：要求民
進黨當局撤回修法。勞團呼籲所有
反對“勞基法”修法的人一同上街
表達撤回修法的聲音，同時不排除
將有激烈抗議行動。

院內外氣氛緊張一觸即發
勞團質疑，執政黨怎能對這麼
多反對聲音充耳不聞，還用層層拒
馬跟鐵籠將民意和人民訴求阻擋在
外？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
慧更語帶哽咽地指出，加班費核實
計算已經很過分了，卻還鬆綁“七
休一”、鬆綁輪班間隔，為什麼蔡

英文、賴清德都不聽聽勞工、專家
學者的聲音，難道他們心中只有資
本家的聲音嗎？
記者會結束後，勞團為了將反
對修法的心聲傳入議場，率領群眾
繞行被重重拒馬包圍的“立法
院”，試圖尋找縫隙靠近議場。不
過期間與警方爆發三波推擠衝突，
場面一度僵持。
傍晚 6 時 30 分，桃園市勞團約
15 人赴台北車站，在第三南下月台
臥軌抗議。鐵路警察局立即派出上
百名警員到場，發起臥軌行動的吳
嘉浤及徐任遠在月台遭警方逮捕，
但仍有多名成員佔據軌道並高喊口
號。
勞團表示，今天是台灣歷史上
第三次臥軌抗爭，因為民進黨上台
以前，蔡英文承諾勞工降低工時，
但結果卻是一場又一場的噩夢。為

港 歲女童疑遭虐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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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
源報道）屯門時代廣場一個五口
之家，表面溫馨背後疑隱藏恐怖
虐兒惡行，其中被虐的 5 歲女童前
日昏迷後送院不治，全身多處傷
口大面積潰爛，警方已將案件改
列謀殺案處理。警方經深入調
查，懷疑其外婆與案有關，8 日以
涉嫌虐兒將她拘捕，其後，經調
查後獲准保釋候查，下月初向警
方報到。消息指，警方 7 日仍拘留
女童生父及繼母調查，而 8 歲兄長
亦被發現滿身新舊傷痕，營養不
良，跟過世胞妹一樣疑遭人長期
用藤條、拖鞋及剪刀三大酷刑施
虐。據悉，男童就讀的屯門興德
學校證實早前發現他身有傷痕，
事件早已轉交社工跟進，惟仍無
法及時阻止慘劇發生。
疑遭長期施虐昏迷後送院不
治的 5 歲女童陳瑞臨，屍體 7 日凌
晨由仵工舁送殮房，以便稍後法
醫剖驗死因。女童就讀小學三年
級的 8 歲兄長，目前在屯門醫院內
科病房留醫，由社署跟進。

港生雪雕摘國際大賽優秀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千報道）記者
從哈爾濱工程大學第十屆國際大學生雪雕大
賽組委會獲悉，由香港城市大學 7 名學生創
作的雪雕作品《電車》獲得該賽事優秀獎。
香港城市大學會計專業學生曾泳僖說，
雖然他們都是第一次接觸雪雕製作，沒什麼
經驗，但是大家配合得很好，這是非常特別
的一次體驗。
香港城市大學的雪雕作品名為《電
車》，電車作為香港最早期的交通工具，自
1904 年開始普及並沿用至今，現已逾 110 年
的歷史，。據悉，本屆雪雕大賽以“品味工
程雪韻．暢遊一帶一路”為主題，共有來自
中國、法國、泰國等 7 個國家和地區的 55 支
代表隊參賽。

時代力量 退出協商

內朝野備戰，場外人聲沸沸。勞團一早冒雨在“立院”

■台當局漠視群眾在寒雨中抗議“勞基法”，還用層層拒馬跟鐵籠將
民意訴求阻擋在外。
中央社
了反對修法，勞工一次又一次走上
街頭，但民進黨完全不知檢討，希
望臥軌可以讓當局聽見勞工的心
聲。
不過，民眾對於勞團臥軌動作
持保留態度，不少民眾在臉書上留
言認為，這樣過激的行為，於各方
無利，還是慎重為好。
在“立法院”，被問到 8 日是
否就能完成“勞基法”修正草案三
讀。“立法院”院長蘇嘉全回應
稱，各黨團針對“勞基法”修正草

案已提出 200 多個修正動議，光是
宣讀條文就要耗費大量時間，當天
不可能完成三讀。至於 10 日是否會
完成三讀，他表示未作最後確定。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林為洲在出席協商前受訪表示，國民
黨團支持特休假可遞延1年為限，未
休完可發給工資，加班可換補休，補
休方式按加班費率折算天數，而輪班
間隔時間堅持維持11小時，並在7月
1日實施，反對鬆綁“七休一”，其
他部分可協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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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教授膺國家科學一等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8日上
午在北京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
勵大會。2017 年度國家科技獎共評
選出271個項目和9名科學家，香港
科學家共摘得六項大獎。香港科技
大學教授唐本忠主持完成的“聚集
誘 導 發 光 ” 項 目 （ 下 稱 AIE 項
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
獎。這是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首次
頒發給兩地科技融合項目。

地科技合作中獨具優勢。科技大學
發佈的信息顯示，國家自然科學獎
乃中國自然科學界中最高榮譽，獎
項自1956年成立以來，僅有33個學
者或團體獲頒最高級別的一等獎，
約佔所有獎項的百分之三。唐教授
為科大創校以來首位獲此殊榮的學
者，亦為香港自 1989 年參與角逐國
家自然科學獎以來，第二位奪得此
榮譽的本地科學家。

唐本忠：我的一甲子禮物

港獲獎“含金量”
歷來最高

唐本忠領銜主持的 AIE 項目，
聚合兩地頂級科研力量，通過浙江
大學（現華南理工大學）秦安軍教
授和孫景志教授、北京理工大學董

■科大教授唐本忠 8 日在北
與往年相比，香港科學家今年
京人民大會堂領取國家自然
獲獎數量並不多，但獲獎“含金
科學獎一等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 量”創下歷史新高，更顯示出在兩

工展生意近 10
10億破紀錄
億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一連 24 天的第五十二屆工
展會 8 日在寒流陣雨下結束，
廠商會總結指，今屆工展會總
銷售額接近 10 億港元再創高
峰，打破歷屆紀錄。香港文匯
報記者走訪多個展商，他們都
表示首兩個星期勢頭強勁，消

費力猛如虎，高峰期是聖誕
節、元旦，本來展期最後 3 天
也是消費高潮，但受制於天雨
影響，致整體表現難再突破。
不過，整體來說生意按年上升
10%至 30%，期望 2018 年零售
消費承接工展會的好勢頭，由 ■工展會最後一天，不少市民冒雨
入場。
梁祖彝 攝
年頭好到年尾。

消費者信心調查 港列四地榜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馬琳）近期香港市道回暖，
惟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統計
咨詢中心的最新調查顯示，去年
第四季的兩岸及港澳四地消費者
信心指數，香港得分最低，比對

上一季少逾 3 分，是唯一下跌地
區，其餘三地均有微升。當中香
港消費者對置業的信心指數，更
跌至僅得 36.8 分，是有調查 9 年
以來的最低紀錄。
整體結果顯示，四地中以內

地的信心最高，有105.1分，澳門
獲 88.1 分居次，台灣以 87.5 分位
列第三，三地分數均按季上升 1.2
分、0.1 分及 4 分。然而，香港只
得 86.8 分排榜尾，較對上一季下
跌3.1分。

宇平教授、港科大（現武漢大學）
李振教授的共同努力，獲得國家自
然科學獎一等獎。“香港科學家原
創的‘聚集誘導發光’概念，已成
為一個由我國科學家開拓引領、多
國科學家競相跟進的研究領域”，
國家科技獎勵辦有關負責人這樣評
價。“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相當
難，這次真是非常驚喜，像是上天
給我一甲子的禮物”，今年滿 60 歲
的唐本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表示。唐本忠從 2001 年開始提出聚
集誘導發光（AIE）的原創概念，經
過十幾年的發展，全球已有 80 餘個
國家和地區超過1,500個研究單位的
科學家進入這一領域。

濠江快訊

過境赴東南亞旅客升1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據
澳門機場資料顯示，去年東南亞航線旅客
上升 10%，其中共 78.7萬人次旅客經澳門
往泰國，泰國來澳旅客有 19萬人次。其中
澳門赴泰國的以澳門居民及內地旅客為
主，其中內地旅客佔一半。

議員質疑公屋需求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
門房屋局邀請議員聽取公屋需求研究報
告。多名議員質疑報告只沿用舊的人口普
查數據及無提供往年的社屋，經屋申請數
字及未將經濟變化因素納入研究，或低估
公屋需求，結論不符合實際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