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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公寓惡火19
紐約公寓惡火
19死
死 缺逃生梯凸顯法規脫節
（中央社紐約 9 日綜合外電報導）紐約市
布朗克斯區一棟十多層樓公寓今天失火，造成
9 名孩童在內 19 死數十傷，初判起火原因是一
電暖器故障所致。死傷主要是吸入濃煙造成，
公寓雖無違規，但凸顯法令脫節。
「華盛頓郵報」 報導，已退休的前紐約市
消防局副局長布拉克（Jim Bullock）認為，布
朗克斯公寓大火慘重傷亡，是最典型的吸入性
濃煙釀禍，通常這比烈焰更危險但卻易被人們
忽略。
官員表示，這棟名為西北雙子公園（Twin
Parks North West）的公寓，起火點位於較低
樓層的樓中樓單元，蔓延到門廳後就未再擴大
，會造成至少 19 死，是因有毒濃煙沿著樓梯間
竄入，讓更多人窒息。
現擔任紐約消防顧問的布拉克說： 「這類
建物，火勢通常不會蔓延太大，但濃煙卻會到
處亂竄。」 他說公寓火警通常濃煙造成的傷亡

遠高於火焰，塑料著火後會生出有毒
物質，導致氰化物中毒。
布拉克還說，火警再次凸顯自動
關閉式安全門的重要性。自動關閉式
安全門能減緩火勢與濃煙從起火點蔓
延到建物各處，紐約市的建築法規規
定建物都需安裝。
業主表示公寓有按法規安裝自動
關閉式安全門，沒有違規；紐約市消
防局長尼格羅（Daniel Nigro）告訴媒
體： 「不幸的是，有住戶進出後把門
固定於打開狀態，使得當時門沒法自
動關閉。」 他還說像這樣的建築物都
沒有外部逃生梯。
選區為當地的聯邦眾議員托瑞斯
（Ritchie Torres）表示，紐約布朗克
斯區很多建築都缺乏應對火警的基本設施，諸
如灑水頭、裝有自動關閉安全門的樓梯間，以

（路透社
路透社）
）

及每個房間與公共區域都裝火災警報器。
他說： 「法律規範與這些建物的實際狀況
間經常存在嚴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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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擴散 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1/
01
/10
10/
/2022

為了迎接虎年之到來， 我們
準備一系列之慶祝活動，因疫情之
繼續擴散， 勢必要停辦， 但是我
們仍然將透過電視网路傳媒在缐上
舉行。
兩年多來， 新冠病毒已經打
亂了我們社會的秩序 ，截止今天
為止 ，全球死亡人數已經高達五
百四十八萬人， 美國死亡已突破
八十三萬六千人， 新的奧米克卯
病毒每天平均染疫人數至少在五十
萬人以上， 這個可怕的數字正在
使許多公衛專家束手無策。
全國檢測中心還是在排長隊
，政府允諾的居家測試劑仍然無法
全面分配 ，全美有十萬病患正湧
進緊急救援醫院。
我們眼看這波疫情再一次考驗

拜登政府之應變能力， 雖然總統
一再呼籲大家一定要去打疫苗，
數千萬人仍然視若無睹， 他們難
道沒有看見那些送進急救中心的人
？ 絕大部分都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人。
眼看美國和歐美西方國家似乎
已經無技可施， 只有等待全體免
疫一天之到來 ，這是多麼悲哀的
時刻啊。
我們仍要大力呼籲大家要特別
自我防護 ，除了打足加強針之外
， 盡量避免去人群擁擠之地方，
並且一定要戴好口罩， 做好勤洗
手之衛生工作。
這是一場人類浩劫 ，也許對
人類過度開發地球的一次控訴和反
擊，

今晨在紐約布朗區之公寓，又
有十九名孩童被大火吞噬， 真是
令人哀痛 人生悲劇在不斷上演。

面對未來 ，我們大家都沒有
悲觀的權利， 不論任何艱難 ，還
是要努力不懈的面對挑戰。

We Have No Right To Be Pessimistic
by way of streaming live on TV and on the
internet.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ovid-19 has
greatly interrupted the order of our society. As
of today, the number of deaths worldwide has
reached 5.48 million. The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ceeded 836,000.
The average number of infected people has
reached at least over one-half million. This
terrible number is making many health
experts feel very helples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order to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Tiger we
are preparing a series of outdoor
celebrations. Due to the continued spread of
the epidemic, it is necessary to postpone the
in-person events, but we will still hold them

We are still seeing many long lines at the
Covid-19 testing centers. The Covid-19
home testing kits promis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still not fully distributed.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daily are still pouring
into emergency rooms of hospitals all over
the country.
Although President Biden has strongly urged

and called on people repeatedly to get
vaccinated,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till turn
a blind eye to getting the shot. Why don’t
they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the hospital are people who are
not vaccinated?
We still strongly appeal to everyone to take
special self-protection measures, including
wearing your masks, washing your hands
frequently and avoid going to crowded public
places.
Today there is more sad news from New York
City. This morning, 19 people were
swallowed up by a five-alarm fire in a large,
8-story apartment building.
This is really a very sad moment. This is a
human tragedy for all of us. We still need to
face reality,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it may
become. We have no right to be pess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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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觀點:: 把歡笑遺留人間
把歡笑遺留人間-- 鮑勃
鮑勃•• 薩格悄悄離開塵世
薩格悄悄離開塵世】】
美國喜劇巨星鮑伯薩格（Bob Saget）今天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一家旅館逝世，享壽
65 歲 , 奧蘭多當地警方獲報後前往旅館調查，並沒有發現他曾遭到任何外力致死，也非任何藥
物濫用而奪命，換言之, 純粹屬於生理因素而死亡 , 由於鮑勃•薩格的家人沒有在身旁, 所以他
是一個人靜悄悄的離開人間, 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當我與內人及霸兒在密蘇里州的旅館從 CNN 新聞快報中得知這個噩耗時, 內心極度震撼與
悲傷, 因為鮑伯薩格是 90 年代在電視上陪伴著我們家庭一起度過好長好長一段歡光的開心果,
記得當時還沒有 YouTube, 也沒有 TikTok 斗音, 鮑伯薩格每星期日晚上在 ABC 所主持的 America's Funniest Home Videos 是我們全家一起必看的節目, 他總是以詼諧的語調和滑稽的動作
讓我們開懷大笑,看完後讓我們提振精神準備第二天上班上課, 而他在”歡樂滿屋”（Full
House）電視劇情中飾演的那一位喪偶的單身父親所展現出來的父愛更是讓人溫馨不已，他真
的是一位演技精湛的好演員, 儘管這些年來我並沒有再觀賞他的其他節目, 但依然可以從各種
新聞報導中得知她的近況, 從各種照片和視頻中看來, 現在的他比以前胖得太多了, 乍眼看去,
他與 CBS 夜間脫口秀主持人 Stephen Colbert 長得很酷似呢。
這次鮑勃•薩格是因為工作才到了奧蘭多, 沒有想到卻出了意外，不, 或許那是命中註定
的吧 ? 從許多影視圈名人在 Twitter 追懷他的言語就可以知道鮑勃•薩格是個善解人意的好人,
他工作是多麼敬業而且以好人緣受到許多同事們的歡迎, 諾曼•李爾在推特向他致敬:”鮑勃是
個可愛的人，也很有趣，在我看來，他很搞笑,我們是親密的朋友，可恨的是,我不能再愛他了
。“
在不久前因為貝蒂•懷特 (Betty White) 去世，薩格才在 Instagram 帖子中向這位偉大的
女演員致敬，並寫出他對對死亡的看法。 “貝蒂生前總是說她一生都懷念失去的丈夫，好吧
，現在按照貝蒂的設計,在來世，他們會在天上團聚了!”
現在鮑勃•薩格走了, 我與家人再次向他說聲: “謝謝您! 您曾帶給我們歡樂，願您在天上
天天快樂永不孤獨!”

韓國總統候選人提議“廢除女性家庭部
韓國總統候選人提議“
廢除女性家庭部””
韓兩性之爭成總統大選焦點
（綜合報道）韓聯社 10 日稱，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廢除女
性家庭部”的提議，連日來成為韓國大選的熱門話題。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批評
此舉是“為了爭奪 20 多歲年齡層男性的選票”，韓國政府總理也表示反對廢除女性家庭部
。一時間，兩性之爭再成大選爭論焦點。
尹錫悅 7 日在社交媒體上提出“廢除女性家庭部”。次日，尹錫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重申打算廢除女性家庭部的想法。 9 日尹錫悅再次公開表示，在韓國兩性平等很重要，未
來不要再強調什麼“女性家庭部”，可以改成諸如“性別平等家庭部”等。對此韓國總理
金富謙表示，“比起廢除，進行改組可能更好”。有分析認為，國民力量黨正在以廢除女
性家庭部為引導，一方面爭取 20 多歲男性選民的歡心，一方面試圖抓住包括未來政府機構
改革在內的政策話題主導權。但國民力量黨內部對這種針對特定年齡、性別階層進行拉票
的行為也有分歧，認為可能“因小失大”。
韓國在 2001 年設立女性部，2005 年改組為女性家庭部，旨在促進性別平等，防范家
庭暴力、性虐待、性交易及保護相關受害者，提高韓國女性地位及兒童福利等。在傳統父
權觀念深植的韓國，女性家庭部的設立看似幫助女性，但其擬定的政策多次被質疑不符合
時代變化，不僅沒幫到女性反而助長韓國年輕男性的相對剝奪感與反女權聲浪。今年一項
民調顯示，20 至 29 歲男性中，自認自己是嚴重性別歧視受害者的比例近 79%。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受寒流影響，6 日，以日本首都圈為
主的太平洋一側出現降雪。日本氣象
廳時隔約 4 年向東京 23 區發布大雪警
報。東京都中心積雪達 10 厘米，航空
及鐵路運行等均受到影響。
報道指出，日本列島上空寒流等
影響，以日本首都圈為主的太平洋一
側出現降雪。日本氣象廳稱，當地時
間 6 日下午 6 點，東京都中心地區積
雪達 10 厘米。東京都中心地區觀測到
積雪，為 2020 年 3 月下旬後約 1 年零 9
個月來的首次。
報道稱，日本首都圈降雪高峰截
至 6 日，但在降雪的地區，7 日也需要
註意交通混亂及因路面凍結而導致摔
倒事故等。
據日本各航空公司稱，截至當地
時間 6 日下午，東京羽田和成田機場
起降的國內航線中多個航班被取消，
近萬人受到影響。據東日本鐵路公司
(JR 東日本)介紹，降雪導致東海道線
等部分列車晚點。
此外，日本氣象廳也對茨城和千
葉兩縣發出大雪警報，並呼籲靜岡縣
及愛知縣等各地註意大雪。

日本東京時隔近 4 年發布大雪警報

積雪達 10 厘米

日本申請將兩份佛教史料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含中國唐朝史料
綜合報導 日本文部科學省2021年11
月10日發布的消息，被共同社中文網特意
挖了出來。共同社中文網 4 日刊載文章，
闡述日本政府向聯合國申請「世界記憶名
錄」(又稱「世界文獻遺產」或「世界記憶

遺產」)的中國唐代佛教史料。文章稱，這
兩份史料分別為「智證大師圓珍相關文獻
典籍—日本・中國的護照—」以及「凈土
宗大本山增上寺三大藏」，其中智證大師
圓珍相關文獻典籍是從中國唐朝帶回的珍
貴資料。
報道聲稱，關於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記憶名錄」
審查製度，以「南京大
屠殺」相關資料被列入
名錄為契機，日本要求
進行改革，UNESCO 出
臺了相關國家可提出異
議的新製度。作為新製
度下的首批申遺項目，
日本政府去年11月決定

推薦兩份古代傳承下來的佛教史料，各史
料相關團體已向UNESCO提出了申請。進
行甄選的文部科學省幹部聲稱：「這些史料
均為國寶或國家重要文化遺產，進行了充分
的學術調查。認為不大可能出現異議。」
共同社提到，這兩份史料為「智證
大師圓珍相關文獻典籍—日本・中國的
護照—」以及「凈土宗大本山增上寺三大
藏」。圓珍相關文獻典籍是大津市園城寺(
三井寺)和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 56 份古
文獻群，均為國寶；東京都港區增上寺的
三大藏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
報道繼續說，上述 56 份文獻是平安
時代將密教傳入日本的圓珍從中國唐朝
帶回的佛經和佛教繪畫等，還包括唐朝
政府發行的通行證「過所」。據園城寺
介紹，「過所」雖然有發掘出土的案例

日教授撰文預測：
八年後日本將不再是發達國家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日本「鉆石在線」網站 6 日發表
了該國一橋大學名譽教授野口悠紀雄的一篇文
章，引發爭議。作者在文章中稱，過去 50 多年
裏，日本一直享有發達國家的地位，但現在有
統計數據顯示日本正在逐漸失去發達國家的地
位優勢。
文 章 稱 ， 日 本 GDP 值 持 續 走 低 是 可 能 導
致它跌出發達國家行列的一個重要因素。從
1970 年以後的約 50 年時間裏，日本人均 GDP
值始終維持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的平均值——該平均值可以作為衡量國家是
否是發達國家的指標，也就是說，從 1970 年
開始，日本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一直屬
於發達國家。但從最近 20 年開始，日本的人
均 GDP 值逐漸下降，其作為發達國家的地位
也開始下滑。
日本的人均 GDP 值在 2015 年為 0.981，低
於 OECD 平均值 1。但這只是受日元貶值影響
，所以在 2016 年，日本很快又恢復到 1 以上的
平均值。2020 年，日本的人均 GDP 值與 OECD
的平均值接近，按照這樣的趨勢，日本的人
均 GDP 值將逐漸低於 OECD 的平均值，到 2030
年左右，日本的人均 GDP 值將僅為 OECD 平均
值的一半。這意味著日本將不再是「發達國
家」。
那 麼 ， 如 何 才 能 阻 止 日 本 的 人 均 GDP 值
下滑的態勢呢？野口悠紀雄認為，恐怕只有
提高經濟增長率，且 2022 年尤為關鍵，因為
很多機構預測擺脫新冠疫情影響後，日本經
濟增長率在這一年會很高。但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國家在
2022 年 也 將 有 望 迎 來 經 濟 高 速 增 長 。 因 此 ， 為 了 繼 續 維 持 發
達國家的地位，日本需要避免人均 GDP 值低於 OECD 平均值，
並 且 還 至 少 要 保 證 日 本 經 濟 增 長 率 與 OECD 成 員 國 平 均 水 平
相當。
野口悠紀雄在文章中表示，世界主要國家今年將會努力從
新冠疫情中恢復經濟，通過加強在尖端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奠
定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日本能否把握時機，從新冠疫情中恢復
經濟，無疑至關重要。

，但這是全
世界唯一一
份保存傳承至今的原件，是了解唐朝交
通製度的重要史料。
此外，報道稱，增上寺三大藏則是
佛教經典《大藏經》總計約 1.2 萬份的三
版典籍總稱。具體為記錄佛經的折本和
冊子，據稱一處收藏三版在全球十分罕
見。均由德川家康收集捐贈。
這三版是十二至十三世紀在中國和朝
鮮用木板製作、十三至十五世紀印刷而成。
被視為佛教研究的基礎，增上寺強調「還是
東亞活字文化和印刷技術的結晶」。
「世界記憶名錄」因2015年「南京大
屠殺」相關資料被列入名錄遭到日本的反對
，「慰安婦」資料的申遺也因日本強烈反對
而被推遲判斷是否列入名錄，2017年後凍結

了新的審查。2021年4月UNESCO敲定新製
度，若相關國家存在異議，在達成共識之前
不會列入遺產，此次將是新製度下的首次審
查，預計2023年決定是否列入。
有關南京大屠殺歷史，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曾多次重申，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
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殘暴罪行，鐵證如山
，國際社會對此早有定論。日本國內極少數
人試圖抹殺、掩蓋、歪曲這段歷史，是對國
際正義和人類良知的公然挑戰，與日本領導
人開歷史倒車的錯誤行徑一脈相承，應引起
國際社會高度警惕。中方嚴肅敦促日方正視
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以負責任態度妥善處
理有關歷史遺留問題，以實際行動取信
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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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新內閣增設一個扶貧部長
地方政府感到高興

卡羅拉· 舒滕在看守內閣中任農業
部長。
協調作用和設置 「暫停按鈕」
鹿特丹主管扶貧工作的副市長格
勞 斯 （Michiel Grauss ） 很 高 興 專 門 設
立一個部長關註扶貧政策，「我們在
鹿特丹看到，賦予某人的協調作用是有
效的。」
2016 年，有四分之一的鹿特丹兒童
生活在貧困之中，而目前這一比例為六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在首都渥太華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了
2021 年 12 月 31 日與原住民就歧視性的兒童福利製度達成的賠償協議細
節。加拿大政府將向原住民提供總額 200 億加元的賠償，同時投入 200 億
加元用於此項製度的改革，協議總額為 400 億加元。
這是加拿大歷史上金額最大的此類庭外和解協議。這項協議雖然不
具約束性，但是規定各方必須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執行該協議。第一民
族大會估計，超過 20 萬名兒童和青少年有申請賠償的資格。此外，加拿
大政府同意投入 200 億加元用於第一民族兒童和家庭服務計劃的改革，
改革將分五年進行。
這項初步協議還有待聯邦法院和加拿大人權法庭的批準，這兩個法
庭都裁定聯邦政府在兒童福利製度上對第一民族兒童存在歧視。
歷史上，加拿大等國曾將原住民兒童送入所謂的寄宿學校，學生們
被以數字編號的方式稱呼，校園內性虐待在內的各種虐待行為並不鮮見
，這一模式是（文化）種族滅絕的製度。2021 年 5 月 27 日，加拿大不列
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當地有關部門對以前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學校場
地進行調查，發現 215 名埋在該地的孩童遺骸。

歐盟對不參與俄美北約安全談判感到憤怒

俄羅斯：你不是軍事集團
綜合報導 上周，俄羅斯常駐歐盟代表弗拉基米爾· 奇若夫（Vladimir Chizhov）表示，該組織（歐盟）不不是一個軍事集團，這也是俄方
選擇向北約提出安全保障建議的原因。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未具名的歐洲高層人士的話說，歐盟希望能
在即將舉行的俄羅斯、北約和美國之間的安全保障談判中發揮作用。
《金融時報》報道，消息人士對定於下周在日內瓦和布魯塞爾舉行
談判的安排表示失望，稱其為「俄羅斯官員與華盛頓和以美國為首的北
約討論烏克蘭和整個歐洲大陸的安全」。
這位消息人士稱，「盡管美國官員一直與布魯塞爾和個別歐盟國家
的官員保持密切聯系，但華盛頓並未尋求改變莫斯科提出的（有關安全
保障俄方方案）談判安排。」
消息人士還聲稱，歐盟遭遇的這種邊緣化，反映了布魯塞爾「對歐盟
自身安全政策的內部分歧」，他認為「在當前情況下，（美方的拖延）
暴露了歐盟內部的分歧，使我們更無法對俄羅斯做出統一的回應」。
此前，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爾（Josep Borrel）周二（4 日）宣
稱，布魯塞爾在未來幾年的歐洲安全架構談判中「不能成為中立的旁觀
者」。
俄羅斯常駐歐盟代表奇朱夫強調，俄方「不反對歐盟在北約和歐洲
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中扮演的支持角色」，但俄方「不打算根
據我們的（安全保障）建議使歐盟變成一個軍事集團」。
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此前證實，俄副外長亞布科夫與美國第一
副國務卿謝爾曼將於 1 月 10 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談。她還透露，俄羅斯-北
約理事會將於 1 月 12 日舉行會議，俄羅斯與歐安組織將於 1 月 13 日舉行
磋商。
根據安全保障建議草案，俄羅斯要求北約停止向俄羅斯邊境的東擴
，避免邀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或在其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

西南華人浸信會

綜合報導 受奧密克戎毒株影響，澳
大利亞當前疫情形勢嚴峻。澳大利亞衛生
部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 1 月 6 日晚 21
時，全澳在過去 24 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
72357 例，達到歷史新高。
澳大利亞此輪疫情暴發主要受到奧密
克戎毒株影響，激增的確診病例讓醫院不
堪重負，許多一線醫護人員需要每天工作
18 小時，多家醫院因積壓大量入院申請，
只能讓確診患者在停車場等待數小時後才
能就診。
激增的病例也導致澳大利亞勞動力
不足與供應短缺。澳大利亞運輸工人工
會 5 日表示，約 50%的卡車司機因疫情被
隔離，使澳大利亞的供應鏈面臨「巨大
壓力」。物流運營商報告稱，每天有三
分之一到一半的勞動力因感染或隔離而
無法工作。
澳大利亞連鎖超市沃爾沃斯稱，因交
貨遲延和供應鏈困難，部分商店已經缺貨
。另一家連鎖超市科爾斯集團已對家禽和
肉製品采取限購措施，並稱「預計需要幾
周時間才能完全恢復（供應）」。
澳大利亞衛生部數據顯示，自澳大利
亞首次出現新冠疫情後，每日新增確診數
據相對平穩，至 12 月上旬每日新增確診未
超過 3 千例。
去年 12 月中旬，澳大利亞每日新增確
診數激增，16 日突破 3 千例，22 日突破 5
千例，27 日突破 1 萬例。
今年 1 月 1 日，澳大利亞每日新增確
診數增至 3.5 萬例，5 日約 6.4 萬例，6 日達
到 72357 例，創歷史新高。
綜合路透社、SBS 世界新聞消息，澳
大利亞此輪疫情暴發主要受到奧密克戎毒
株影響，激增的確診病例更是讓醫院不堪
重負。
據報道，在新增確診數較多的新南威
爾士州，許多一線醫護人員不得不每天工
作 18 小時以應對不斷增加的需求。
疑似或確診新冠的病例到達急診科
後，醫護人員還德在停車場等待數小
時，因為各個醫院積壓著大量的入院
申請。
南澳大利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阿德裏
安· 埃斯特曼表示，由於新冠疫情導致澳

大利亞住院人數增加的情況
令人震驚，隨著感染人數的
增加，澳大利亞衛生系統將
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住院人數
激增的壓力。
「如果只有 5%的感染
者 住 院 …… 而 如 果 每 天 有
20000 例病例，那麼要住院
的人太多了。」埃斯特曼說
道，「任何醫院系統都會在
這種壓力下吱吱作響。」
而且，澳大利亞處理此
輪疫情時還在遭遇各方面重
重壓力，一方面是抗原檢測
試劑盒面臨庫存短缺問題，
另一方面則是檢測中心的結果等待時間長
達數小時。
路透社報道稱，澳大利亞在疫情早期
通過大力封鎖成功控製住了新冠確診病例
數量，但目前該國的感染率遠高於亞太地
區其他國家（地區），該國的一些流行病
學家預測，未來的情況可能更加糟糕。
除了醫療系統，澳大利亞的物資供應
也面臨著重重困難。
綜合路透社、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消息
，澳大利亞運輸工人工會 5 日表示，約
50%的卡車司機因疫情被隔離，使澳大利
亞的供應鏈面臨「巨大壓力」。
物流運營商報告稱，每天有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勞動力因感染或隔離而無法工作
。
目前，澳大利亞連鎖超市科爾斯集團
（Coles）已在南澳大利亞以外的門店采取
限購措施，每位顧客最多只能購買兩包肉
糜、雞胸肉、雞腿肉和香腸，快速抗原檢
測試劑盒最多只能購買一份。
該公司發言人稱，希望客戶只購買他
們需要的產品，預計需要幾周時間才能完
全恢復（供應），「我們也看到我們越來
越多的業務團隊被要求進行隔離，我們將
繼續監控整個業務團隊成員的可用性
（availability）」。
澳大利亞連鎖超市沃爾沃斯（Woolworth）表示，該公司在新南威爾士州和昆
士蘭州的多種產品存在供應問題。在全澳
範圍內，公司的家禽和一些肉製品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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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減少。
該公司發言人稱，由於新冠疫情對整
個供應鏈的影響，「我們的門店正在經歷
一些庫存交貨遲延情況」，「在收到下一
批貨之前，（我們的）門店可能會在一整
天的時間裏減少一些產品的可用性」。
報道稱，該公司目前雖未采取新的限
購措施，但早在去年已經限製每位顧客只
能購買一份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
澳大利亞運輸工人工會全國秘書邁
克爾· 凱恩稱，聯邦政府未能優先為該
國流動性最強的勞動力提供快速抗原檢
測。
「病毒正在通過運輸供應鏈搭便車，
使工人和整個行業處於危險之中。」凱恩
說，「政府必須優先考慮運輸工人及其雇
主，社區再次依賴他們來保證澳大利亞的
安全出行。」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農民
聯合會也敦促聯邦政府和維多利亞州政府
加快為供應鏈工人提供快速抗原檢測。
「維持我們供應鏈的工人越少，供
應鏈就越脆弱，這直接威脅到我們的糧
食安全。」該聯合會總裁艾瑪· 傑爾馬
諾說。
1 月 5 日，澳大利亞政府取消了對卡車
司機的常規新冠檢測要求，以緩解嚴格的
檢測要求所帶來的壓力。
「我們需要卡車司機繼續運輸。」澳
大利亞總理莫裏森稱，「由於較高的病例
數，該系統面臨壓力，但這就是奧密克戎
毒株的本質，你必須堅持下去。」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新內閣的計劃
新內閣計劃每年撥出 5 億歐元，用
於勞動力市場改革和消除貧困和債務。
副市長們希望，扶貧部長不僅能解決現
有的貧困問題，還能增加生存的機會，
以防止新的貧困。他們擔心，撥款數額
太低而無法實現目標。
莫爾曼說：「因此，部長必須與
同 事 們 好好合作，才能防止貧困的發
生。」
她在鹿特丹的同事格勞斯說：
「目前，醫療保險中的基本保險，已
經不包括口腔保健，所以，作為扶貧
部長，必須與衛生部長討論。她還必
須與司法部討論罰款和收賬的問題。因
此，我的建議是：一起來做，整個內閣
都參與進來。」

澳大利亞半數卡車司機隔離
供應鏈面臨巨大壓力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呂伐登
呂伐登副市長凱肯（Hein Kuiken）
估計，他所在的城市約有 20% 的居民
難以維持生計。在一些社區，甚至是
50%。為了防止新一代在貧困中成長，
這個弗裏斯蘭首府的扶貧政策主要針對
兒童。
他說：「不幸的是，我們為成年人
做得很少。作為一個市政當局，我們想
嘗試取消債務，這樣，他們就不再承受
日常的壓力，並且可以再次為自己的未

來努力。」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59

E

加拿大政府將向原住民
就兒童福利製度賠償 200 億加元

貧困中的人們的壓力很大， 「這就是為
什麼作為政府，你必須對壓力保持敏感
。如果人們不支付賬單或罰款單，你可
以寄信了解原因，也可以詢問他們需要
你做什麼。」這種方法是成功的，以前
有財務問題的人經常退出市政當局的債
務減免計劃，現在減少了一半。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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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大城市對新內閣增設一個扶貧
政策部長職位感到滿意。各個城市的副
市長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並
希望扶貧部長能夠采用當地成功的扶貧
政策。
貧困在大城市尤為普遍，通常，市
政府具體負責實施扶貧政策，但新內閣
現在想做更多。候任扶貧部長卡羅拉· 舒
滕（Carola Schouten）今天和候任首相呂
特見面，她希望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將
貧困兒童的數量減半。

分之一。
因為每個荷蘭城市都製定了自己的
扶貧政策，所以每個城市可以提供不同
的支持和幫助。格勞斯說，有時這些差
異是非常大的。「一個貧窮家庭可以在
三公裏以外的一個地方，可能獲得多於
2000 歐元的支持。」
阿姆斯特丹也有自己的扶貧政策和
具體措施。例如，在問題獲得解決之前
，接受債務咨詢的阿姆斯特丹居民，將
不再收到賬單。阿姆斯特丹負責扶貧的
副市長莫爾曼（Marjolein Moorman） 說
，這可以消除精神壓力並防止出現新的
困難，如精神問題和失業。
她希望，新的扶貧部長將在整個荷
蘭推出這種設置「暫停按鈕」的措施，
「這是讓人們快速擺脫債務和貧困的一
種方式。」
鹿特丹副市長格勞斯也看到生活在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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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安全保障問題磋商已於日內瓦啟動
（綜合報導）俄美安全保障問題談判已於日內瓦啟動。預計磋商的核心問題將是俄羅斯與
美國的安全保障條約草案。
據報導，談判以閉門形式舉行。預計此次磋商的核心問題將是俄羅斯與美國的安全保障條
約草案，其中包括在相互射程範圍內不部署中程和短程導彈的條款，放棄進一步擴大北約，並
減少軍事演習等。
1 月 9 日晚，俄美代表團以晚宴形式進行會晤。而磋商的主要部分則於 1 月 10 日以閉門形
式進行。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率領俄羅斯跨部門代表團，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率領美代
表團。
近期，俄羅斯與美國和北約圍繞烏克蘭問題關係持續緊張。俄烏雙方在兩國邊境地區部署
了大量軍事人員和裝備，美國和烏克蘭聲稱俄羅斯可能準備“入侵”烏克蘭。對此，俄方多次
予以否認，強調北約活動威脅俄邊境安全，俄方有權在境內調動部隊以保衛領土。
在此次雙邊會晤結束後，俄羅斯還將與北約在 1 月 12 日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進行會談。

美海軍擬將新兵訓練期延長兩週
以提高預防自殺、應對性侵等能力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今年將把為期八週的新兵訓練營項目延長兩週，以提高新兵的應
急技能和戰備能力，並使他們具備預防自殺、應對性侵犯、欺辱和種族主義等相關問題的能
力。
報導稱，這一消息公佈之際，美國海軍正在處理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與軍艦相關的危機
，包括致命的火災和碰撞事故。據美聯社報導，在海軍中，自殺、性侵犯和其他令人反感的
行為也有所增加。
海軍少將詹妮弗•庫卓（Jennifer Couture）說:“我們告訴新兵，這些都是我們希望你們
做的事情，也是我們所希望的行為方式。”她補充說，這些訓練包括尊重他人，讓同伴負起
責任。
“我們非常堅定地認為，這些行為直接影響我們的戰備和海軍士兵的表現。”庫卓說。
2017 年，海軍指揮官建議改變士兵的訓練方式。當時，美國海軍發生了兩起致命碰撞事故，
造成 17 名士兵死亡。在一份關於如何提高航海訓練、導航和船舶設備使用水平的報告中，相
關人員列出了數十條建議，睡眠和壓力管理也包括在內。
據報導，在一些退役和現任軍人參與了 2021 年 1 月 6 日的國會山騷亂之後，美國軍方還試
圖根除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拜登政府命令海軍對“極端主義”進行“清理”。一些士
兵告訴福克斯新聞網，他們在服役期間接受了涉及政治的訓練，允許士兵在服役期間倡導
“黑人的生命也是命”，但被禁止採取其他“政治”立場。

美得州眾議員參選人叫囂：
美得州眾議員參選人叫囂：
中國學生禁止入高校
（綜合報導）得克薩斯州一名女子在 5 日
的時候在社交軟件上發出呼籲，該女子是眾議
院參選人雪萊•路德，她呼籲應該“嚴厲禁止
中國學生進出入得州的所有大學”。
這句話剛發表出來就得到了強烈的抨擊，
有不少網友認為雪萊是在煽動種族歧視，並且
還指出，雪萊是得州一美髮店的老闆，但是在
2020 年疫情爆發的時候，因為拒絕停業防控疫
情她被判 7 天的監禁，但是僅僅兩天就被釋放
，這其中想必是政府得到了什麼“好處”吧，
才會如此輕易的被釋放。
也正是因此，雪萊成為了疫情初期“反封鎖”
的首批代表人物。並在當年競選了參議院，最
終以失敗告終，有消息稱，今年 3 月，她還會
再次參選。
現在有不少網友表示，不希望其競選州眾
議員，這是一位帶有種族歧視的參選者，對於
之後的發展是會有影響的。得州眾議院華裔議
員吳遠之對雪萊的這種行為非常憤慨，並強烈
譴責道，這可能會煽動種族暴力，不利於該州
的社會穩定發展，必須刪除這樣的言論並致歉
。
但是，雖然雪萊刪除了原本針對中國學生
的言論，隨之又變本加厲，發表了針對“中國
共產黨黨員”的相似言論，還表示，不應該用
得州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下一代的中共領導人，
再一次遭到抨擊。
有網友嘲諷道，即使如此，也無法遮掩種
族歧視的事實，同時還指出，得州對這種種族
歧視以及仇視外國人的做法不能予以支持，是
不健康也不符合民權法規定的。

1964 年的《民權法案》早已經明確規定了禁止
所有美國公立學校以及大學存在“種族歧視”
的現象，不能對“民族血統”帶有歧視的“有
色眼鏡”。
在去年，在美國的亞裔民眾受到了不少種
族歧視，不管是生活上還是身體上都遭受了不
少傷害。有相關數據顯示，美國對於仇視亞裔
的犯罪率正在不斷飆升，相比去年，足足增加
了 361%，已經上漲到了 73%以上。這也就意味
著，亞裔民眾時刻都得提防在美國街頭會面臨
的未知風險。
根據相關機構在去年 11 月發出的報告中可
以看到，一直到 9 月底，就已經接收了將近
6000 起仇亞裔的事件報告，已經遠遠超過了
2020 年的事件報告總和，可見，亞裔在美國所
遭遇的是我們所不能想的。
有不少新聞報導過，不少亞裔民眾走在街
上，莫名其妙被種族歧視者當頭一擊，或是直
接被槍擊。所以，在面臨雪萊明確的種族歧視
之時，會遭受到得州民眾的反對，僅僅是為了
社會的安定。
除此之外，吳遠之憤怒髮言稱，雪萊的言
論暴露了她的無知，不論是隨意將中國留學生
牽扯進政事之中，又或是推動反亞裔犯罪，都
是可惡的行為。就算是為了 3 月的競選博取眼
球，也不應該這麼做。
面對各方的譴責，雪萊並不打算致歉，並
且還對吳遠之進行了攻擊，撐稱其為“社會主
義民主黨人”。即使否認自己是種族歧視，但
並沒有任何人買單。

紐約市長任命親弟弟當警察局副局長，年薪 24.2 萬美元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新任非裔市長埃里克•亞當斯
（Eric Adams），剛上任一個星期就醜聞纏身。 1 月 7 日，他任
命了自己的親弟弟當紐約警察局副局長，年薪可達 24.2 萬美元
。
不僅如此，他還任命了自己的好朋友，深陷腐敗醜聞的前
警察局長菲利普•班克斯（Philip Banks），擔任負責公共安全
的副市長。
據《紐約郵報》1 月 7 日報導，紐約市新上任的非裔市長埃
里克•亞當斯（Eric Adams）將任命自己的親弟弟為紐約警察
局副局長。
亞當斯的弟弟，伯納德•亞當斯（Bernard Adams），今年
56 歲，曾是紐約市警察局的一名警官，2006 年退休。自 2011
年起，他開始在弗吉尼亞聯邦大學擔任停車場管理助理主任。
《紐約郵報》稱，伯納德•亞當斯本人已證實，他將負責
監督政府事務，但全部職責範圍並沒有立即明確。副局長屬於
文職職位，年薪通常在 24.2 萬美元左右。
亞當斯的這一舉動迅速引起廣泛爭議。 1 月 9 日，在接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亞當斯拒不承認有任何
“裙帶關係”，而是為自己辯護稱，他任命弟弟為紐約市警察
局副局長，是因為他需要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來保護他，來防止

“白人至上主義和仇恨犯罪”。
“讓我把話說清楚。我的弟弟有資格擔任這個職位。第一
，他將負責我的安全，在我們看到白人至上主義和仇恨犯罪增
加的時候，這對我來說極其重要。”亞當斯稱，“我必須以非
常嚴肅的方式對待我的安全。”
亞當斯還稱，他的弟弟將幫助他，在保證市長安全，和仍
然保持對紐約人“平易近人”之間取得“平衡”。
“我需要這種正確的平衡，我不希望這個城市的人民認為
市長不平易近人，認為我不願意在他們想代表的事情上與他們
接觸”。亞當斯稱，“你看到我在上任第一天就坐了地鐵，這
些都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弟弟有社區事務背景，是我需要的那種平衡。他是在
警察局工作了 20 年的退役軍人，了解執法情況。在這些時候，
我需要一個我信任的人在我身邊保護我的安全，而我深深地信
任我的兄弟。”
因任命親屬，亞當斯的任命結果將交由利益衝突委員會審
定。亞當斯並未透露結果，稱“這個過程正在進行中。”
除此之外，據《紐約時報》報導，亞當斯還任命了自己的
好朋友，深陷腐敗醜聞的前警察局長菲利普•班克斯（Philip
Banks），擔任負責公共安全的副市長，引發廣泛爭議。

2014 年，班克斯因深陷聯邦腐敗調查，不得已從紐約警察
局辭職。當時，班克斯並未受到法律指控，但後來被聯邦調查
局列為未被起訴的同謀者。
根據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證據，班克斯接受了兩名商人喬納
• 雷 奇 尼 茨 （Jona Rechnitz） 和 傑 里 米 • 雷 希 伯 格 （Jeremy
Reichberg）的高檔餐飲、體育賽事門票以及國外和國內旅行，
這兩名商人試圖賄賂他，來獲得警察護送、特殊停車特權等好
處。但因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個人利用職務之便為這些商人
提供好處，班克斯最終並未被起訴。
對此，亞當斯為自己的好朋友辯護稱，班克斯並未犯罪，
只是犯了一些“錯誤”。 “我不能任由壞人對好人做壞事……
我手上有一個有才華的人，（他）只是做了一些……錯誤的決
定。”亞當斯為其辯護稱，“（班克斯）沒有做任何犯罪的事
情。”
“我相信，菲爾（菲利普•班克斯）承認有一些真正的錯
誤，（但）他沒有被指控犯罪。”
儘管極力為自己辯護，但亞當斯“任人唯親”的舉動還是
迅速引起了美國網民的憤怒。
紐約作家溫斯洛抗議稱：“紐約市有 900 萬人，而紐約市長埃
里克•亞當斯任命了他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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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十四五”建“1+12+N”港澳青年雙創平台體系

何謂“1＋12＋N”

在穗港青：減後顧之憂 利北上逐夢



是指以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創新創業孵
化基地為龍頭，打造
一個國家級、國際化、示範性、綜合性、多功能的
創新創業孵化平台，圍繞“1+12+N”目標，發揮核
心示範及資源樞紐作用，為各地創新創業孵化基地
提供資源支撐，成為大灣區港澳青創基地的典範。

“1”

香港文匯

“12”

薇、帥誠 廣
州報道）《廣

東省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下稱《規
劃》）7 日正式發布。根據《規劃》，在“十四
五”期間，廣東省人社廳將從推進大灣區“人才

“N”

通”“社保通”、拓展就業創業空間、實施“灣
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

構築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熱土，是助力港澳青年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快車道的重要舉措。根據

《規劃》，廣東將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
創業孵化基地為龍頭的“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平台體系。爭取到2025年底，珠三角9市各建設至
少1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的
基礎設施、制度保障、公共服務供給到位。

粵孵化2394港澳項目 吸3455港澳青就業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廣東已建成以大灣區（廣
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為龍頭、12 家重點基地為骨
幹、珠三角57家特色基地為基礎的“1+12+N”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體系，孵化港澳項目 2,394
個、吸納港澳青年就業 3,455 人。“接下來我們還要
高標準建設這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體系，完善創
新創業生態鏈，搭建港澳青年創業‘大舞台’。”廣
東省人社廳黨委書記陳敏表示。
針對《規劃》，廣州市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聯盟理事長陳經湛透露，目前廣州已有 46 個港澳台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都是“1+12+N”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孵化基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從中央到
省級再到市級的政策支持和引導，讓我們基地在對接
港澳青年和企業時都更加順暢。”陳經湛認為，雙創
基地應該發揮下沉到企業和產業的功能，盡可能細化
港澳青年的服務內容，讓更多的港澳青年人才願意來
到內地創業就業。
目前已入駐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的

是指培育建設南沙粵港澳（國際）

青年創新工場、中國（江門、增
城）“僑夢苑”華僑華人創新產業
集聚區、廣州科學城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深港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中國橫琴
澳門青年創業谷、佛山港澳青年創業孵化基地、惠州
仲愷港澳青年創業基地、東莞松山湖（生態園）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中山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平
台、中山翠亨新區“澳中青年創新創業園”、肇慶新
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12家基地。

報訊（記者 李

區人才”工程、推動重大平台項目建設 4 方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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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學生在參加內地就業宣講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創業港青 Sai 則認為，內地政府給予的創業政策和配
套已非常好。“如果可以提供更多利好政策，比如降
低入駐基地的門檻，相信會有更多港青願意加入大灣
區的快車道。”

將優化事業單位招聘港澳居民管理辦法
在就業方面，此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也明確鼓勵港澳居民來內地國有企事業單位工
作。對此，陳敏指，廣東還會繼續優化實施事業單位
公開招聘港澳居民管理辦法，加強政策宣傳解讀，全
面總結分析在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中港澳考生的報考、
錄取、行業分布情況，實施開展專項招聘，吸引更多
港澳青年投身大灣區建設。此外，廣東省人社廳也將
支持實施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健全利於港澳居民特
別是在內地學校畢業的港澳學生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
措施。包括有：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組織開展粵
港澳青年職業訓練營和創新創業大賽等。

雙創基地可助港澳青精準對接崗位
此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工聯會方面了解到，“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於去年7月截止後，因疫情影響
及招聘崗位不對口等因素，提供的 3,000 個內地工作
崗位仍存在空缺情況。針對此情況，陳經湛表示，接
下來雙創基地也將加強在相關領域的對接合作，充分
了解港澳青年對崗位的意向，以及招聘企業對港澳專
業人才的需求，爭取做到精準對接，讓來到內地創業
就業的港澳青年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事業。

是 指在示範性平台和基地的牽頭
下，帶動各地建成一批社會化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孵化載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帥誠

廣東將放寬港澳專才執業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帥誠 廣州
報道）在 7 日舉行的廣東省政府新聞辦新聞發
布會上，針對粵港澳三地人社機制對接和規則
銜接，廣東省人社廳黨委書記陳敏介紹，“十
四五”時期，廣東將深入實施“灣區通”工
程，重點推進人社領域“四個通”，也就是
“就業通”、“社保通”、“人才通”、“治
理通”。

研建社保服務跨境協作機制
以“社保通”為例，該工程將逐步推動粵
港澳三地社保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學習港澳
經驗，豐富社保供給。“目前，港澳居民在粵
參加養老、失業、工傷保險累計已經有27.5萬
人次，社保卡持卡人數已經有 19.54 萬人，下
來我們將進一步落實港澳人員在內地參保的政
策，細化參保的指引，探索建立社保服務跨境
協作機制，推動三地社保服務順暢對接，加快
社保卡跨境應用和境內外融合服務。”陳敏表
示。而“人才通”方面，則除了《規劃》中提
出的，要構建服務留才“新環境”。陳敏指，
還要建立完善港澳及境外專業人才職稱申報評
審機制、推動擴大跨境執業資格准入範圍、逐
步放寬港澳專業人才在大灣區（內地）執業限

制、在重點領域以單邊認可帶動雙向互認，以
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方式繼續開展“一試三證”
職業技能評價交流合作等。
據悉，截至目前，3,169 名港澳專業人才
獲得內地執業資格，在大灣區內地便利執業。
澳門大學會計系 2019 級港籍學生廖同學指
出，自己通過學校了解到，只要申領了居住
證，在內地報考 CPA 資格證及考試內容都與
內地居民沒有區別。正是由於港人在內地獲得
執業資格的步驟越來越便利，吸引了越來越多
的香港年輕人留在內地工作。
還有“就業通”和“治理通”，前者指加
強就業創業政策協同，暢通港澳人員來粵就業
創業渠道，以及持續完善“1+12+N”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孵化體系。後者着重於打造和諧勞
動關係示範區。包括探索建立跨境勞動用工糾
紛替代性解決機制，在廣州、深圳和珠海共聘
任 30 名港澳籍仲裁員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
試點範圍，打造與國際接軌的勞動爭議速調快
裁的服務模式；探索建立粵港澳勞動保障監察
執法協作機制，加強違法行為聯動查處；最後
開展粵港澳薪酬比較研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勞動爭議聯合調解中心，支持珠海橫琴、深圳
前海建設和諧勞動關係綜合試驗區。

台灣新聞
星期二

2022年1月11日

Tuesday, January 11, 2022

A7

台灣與加拿大啟動FIPA探索性討論 強化雙邊經貿
(綜合報道）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今天與加拿
大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舉行雙邊視訊會議，宣布台灣
與加拿大啟動 「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IPA）探索
性討論 ，是強化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行政院晚間透過新聞稿表示，鄧振中與加拿大
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Mary Ng）10 日透過視訊會談
，雙方就台加雙邊經貿關係、供應鏈韌性、多邊及區
域經貿議題等交換意見。
行政院指出，雙方在會議中宣布台灣與加拿大
啟動 「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rrangement， 簡 稱 FIPA）
探索性討論（exploratory discussions）。
行政院說，加拿大是台灣的重要經貿夥伴，2020

年台加雙邊貿易總額約 55 億美元，台灣是加拿大在
亞洲第六大貿易夥伴，台灣對加拿大直接投資累計金
額逾 2.56 億美元，加商來台投資金額累計逾 5.57 億美
元。
行政院指出，台灣與加拿大啟動 FIPA 探索性討
論，是強化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里程碑，對於加拿大
深化印太區域合作，及台灣與理念相近夥伴加強經貿
連結也有助益。
行政院表示，雙方也同意，在進行台加 FIPA 探
索性討論的同時，未來將持續強化供應鏈?性，並發
掘商業機會，另將促進新興議題合作，包含科技、原
住民、教育等議題，共同推動雙方包容性成長與貿易
。

春節前換新鈔 1/24 開跑
兌鈔地點開放地圖查詢
(綜合報道）農曆春節即將到來，中央銀行今天表示，已經
洽請台銀、土銀、合庫等 8 家金融機構，選定 454 家分行（郵局
）為指定兌鈔地點，1 月 24 日至 1 月 28 日連續 5 個營業日可以兌
換新鈔。
央行表示，為了便利民眾農曆春節前兌換新鈔，央行洽請
台灣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彰化商業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及中華郵政公
司等 8 家金融機構，並選定 454 家分行（郵局）為 111 年指定兌
鈔地點。
央行也建立 「新鈔兌換地點一覽表」地圖連結，民眾於央
行官網、臉書及行動 APP 上可輕鬆查詢到指定兌鈔地點位置，也
結合 Google 地圖及 QR Code，方便民眾使用手機查找。
此外，央行也將於 1 月 22 日至 1 月 27 日，在主要報紙刊登
公告，詳列 454 家指定兌鈔分行（郵局）名單。
央行表示，新鈔兌換日程訂於今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28 日，

鄭文燦召開防疫會議

桃園市長鄭文燦 10 日上午召開防疫會議後指出
日上午召開防疫會議後指出，
，桃園機場群聚案目前已 24 人
共計連續 5 個營業日；上述期間，7 家
確診，
確診
，每個確診個案都衍生出家庭
每個確診個案都衍生出家庭、
、職場
職場、
、社區傳播鏈
社區傳播鏈，
，其中
其中，
，確診居服員的家庭
銀行的 371 家指定兌鈔分行，以及中華
傳播鏈，
傳播鏈
，傳播威力特別大
傳播威力特別大。
。如果疫情有升高
如果疫情有升高、
、升溫
升溫，
，防疫對策還會再加強
防疫對策還會再加強，
，大家要
郵政公司位於都會區的 24 家指定兌鈔郵
有心理準備。
有心理準備
。
局，均將開設 「新鈔兌換專櫃」，加強
式進行紅包轉帳傳遞心意，包括利用手機門號轉帳發放數位紅包
服務民眾
另外，59 家偏遠地區郵局，則於一般營業櫃檯辦理兌換新 ，不只避免人潮群聚，也可節省社會資源，並達到數位轉型的效
果。
鈔。
央行官員表示，各金融機構對數位紅包轉帳上限規定可能不
新鈔兌換期間，各兌鈔地點大門及營業廳均將張貼 「本分
行（郵局）提供兌換新鈔；壹佰圓券每人限兌 100 張，其餘各面 同；不過約定帳戶平均約達 200 萬元，非約定帳戶則最高 3 萬元
，民眾可多多使用。
額鈔券酌量供應」告示，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前往兌換。
農曆春節前夕，民眾或是金融機構對於資金需求都非常龐
央行提醒，因資金調度及庫存限額等因素，各銀行兌鈔地
點每日新鈔供應有限額，如果民眾無法充分兌得所需新鈔，可以 大，因此農曆年前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新台幣發行額大多會達到
洽其他鄰近兌換地點辦理。若有問題，請電洽（02）2357-1945 高峰。央行官員也提到，去年農曆年前最後營業日，新台幣通貨
發行額首破 3 兆，今年應該也會突破 3 兆元， 「通常會創新高，
。
央行說，為了落實新鈔兌換防疫不群聚，鼓勵民眾以數位方 （成長率）大概 7%至 8%不會令人驚訝」。

物價稽查小組再出擊 鎖定 2 連鎖餐飲業、3 供應商
(綜合報道）法務部表示，物價聯合稽查小組今天稽查 2 家近期漲價的連鎖餐飲業者，並向上溯源 3 家上游供應商，將研析業者、廠商有無恣意哄抬價格等情事，以遏止不法。
法務部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這次稽查的業者，地點分布在台北市、新北市及台中市，仍由法務部偕同經濟部、財政部、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部會單位
所組成的跨部會聯合稽查小組，共同執行本次聯合稽查行動。
稽查行動於今天上午 10 時許展開，除請下游餐飲業者說明具體漲價原因、品項、漲價幅度、供應商名單及佐證資料外，也同步向上溯源供應商，就稽查項目請其具體說明進銷貨的價格、數量與
漲價品項原因、漲幅及佐證資料，以釐清上、中、下游供應鏈有無不合理漲價。
後續稽查小組將進一步研析業者有無恣意哄抬價格或囤積不應市銷售等情事，以遏阻不法。
新聞稿最後提到，持續聯合稽查，以平穩國內民生物價，是政府當前積極推動的政策，稽查小組將深入溯源追查，確保國內民生物資充裕，物價穩定，貫徹 「有政府，會做事」，讓民眾安居
樂業，安定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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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應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方面建立平衡關係
吳建民（
吳建民
（Dominic Ng）
Ng）著

美國總統喬•拜登（音譯，Joe
Bide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11
月進行視訊會晤，就穩定兩國關係進
行對話。雙方秉著求同存異的態度，
在氣候變化、放寬記者簽證限制，以

及設置常識性 「護欄」 避免武裝衝突
等議題上達成共識。
然而，許多特朗普（又譯川普）
時期（Trump-era）設下的對華禁令
仍然存在，美國國會在對華開放政策
上達成共識也仍遙遙無期。
美國要與中國合作共存、良性競
爭，就必須要瞭解如何兼顧經濟增長
和國家安全。找到這個平衡點並非易
事，但我們可以通過採取相應措施克
服挑戰。
首先，無庸置疑的是美國勞工從
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中受益。對華出
口為美國帶來超過 120 萬個工作崗位
。在美投資的中國企業直接雇傭了近
20 萬美國人。另一方面，在華營運的
美國企業推動了社會發展、收入增加
和科技創新，進而有助於美國本土就
業增長。保持雙邊經貿關係對於減緩
通貨膨脹、保持高就業率和經濟活力

至關重要。
再者，暫且不論中美雙方的外交
語境，兩國的經濟往來實際上與國家
安全問題無關。很容易被忽視的一個
事實是，美國從中國進口最多的五類
商品皆為消費品，包括電腦、手機、
傢俱、玩具和其他塑膠製品。這些商
品佔美國對華進口商品數量的三分之
一。
如果將範圍擴大至從中國進口的
所有其他非敏感物品，這個數字就更
為可觀。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近期委託進行
的一項研究發現，歐盟 80%以上從中
國進口的商品和一半以上出口中國的
商品都與國家安全無關。通過將這些
領域排除在安全考量之外，我們可以
因時制宜，專注於解決真正的威脅。
即便在可能有潛在風險的領域，
美國也已備有相關措施。舉例來說，

美 國 海 外 投 資 委 員 會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CFIUS）的職責是評估
海外投資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該
機構既可以完全阻止某些交易，也可
以提出緩解措施以解決可能出現的問
題，例如確保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士才
能使用特定技術，或者避免交易敏感
資產。
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2020 年
CFIUS 調查的 88 項交易中，近 20%
在採取相關風險管控措施後得以通過
。只有 8%的交易由於委員會無法解
決其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而被放棄。
這類措施有助於解決潛在的國家安全
問題，同時確保美國對企業保持開放
。
上屆美國政府在應對國家安全風
險時往往只是就事論事，缺乏統籌規
劃。單看前總統特朗普對抖音（Tik-

Tok）採取的強制措施所引發的市場
混亂，就能明白設立正式程序在應對
挑戰方面的重要性。也因如此，總統
拜登已重申美國保證將公平對待投資
者並保持對企業開放。
展望未來，決策者們應通過提出
合理的提案，規範對華經濟關係。對
美國海外投資進行審查等做法，不僅
對保護國家安全沒有明顯效果，還可
能會削弱美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造成深遠影響。
決策者們應謹記，美國從海外經
濟關係中受益匪淺，其中包括中國。
在大多數情況下，保持美國開放與維
護國家安全之間無需取捨。應對風險
要對症下藥，而不是力度越大越好。
當下，全球經濟仍面臨變種新冠
病毒和供應鏈中斷的雙重危機，與貿
易和投資夥伴達成適當平衡比以往更
為重要。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王力宏認衰宣佈退出演藝圈 楊楚楓
台灣歌手王力宏和前妻李靚蕾婚變
的風暴自 12 月中爆發以來，哄動整個
華人世界圈子，多天以來，這兩位原是
郎才女貌的夫妻，空中交火。最後王力
宏眼見大勢已去，只好發文認錯：“沒
經營好婚姻，給家人帶來困擾，沒給大
眾做好偶像該有的形象，都是我的錯。
”並表示：“給爸爸媽媽靚蕾孩子們鄭
重道歉。”
不過王力宏在微博發出的長文中，
回應了太太李靚蕾的七點聲明，作為反
擊。他表示與李靚蕾是二○○三年在演
唱會現場認識，後來十年沒有聯絡，第
一次郵件聯繫時，李靚蕾已經廿六歲，
並非未成年。他稱五年○八個月的婚姻
，令他活在恐懼、勒索和危險之下，再
次強調結婚是被李靚蕾拿孩子威脅。一
九年八月五日兩人分居，去年十二月開
始談離婚協議，稱李靚蕾並非一毛錢都
不要的形象；雙方最後簽定給付女方一
點五億元人民幣，包括洛杉磯房子的一
半、投資股票的一半，還有每個月廿一

萬元生活費等等；王力宏還希望李靚蕾
可以讓他見孩子。最後，王力宏向大眾
、被牽連進來的朋友、爸爸媽媽道歉，
並表示會再一一回應李靚蕾所寫的五千
字指控。
然而一天不到，王力宏又在臉書再
發道歉聲明：“左思右想，男人還是應
該承擔起所有的責任。我不再做任何解
釋和辯解，沒經營好婚姻，給家人帶來
困擾，沒給大眾做好偶像該有的形象，
都是我的錯。在這裡，給爸爸媽媽靚蕾
孩子們鄭重道歉。既已離婚，爭論過去
種種已經無意義了。“從今往後，我會
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會承擔起一個父
親、兒子和公眾人物的責任，經濟上生
活上盡可能的照顧靚蕾和孩子們。我準
備暫時退出工作，留出時間陪伴父母和
孩子，彌補這次風波帶來的傷害。”
王力宏也說：“靚蕾，我們還是要共
同照顧撫養三個孩子的，你們住的房子
我會過戶到你的名下。孩子們的撫養教
育，我也會全程參與並承擔費用。此事

肯定主要是我處理不當。再次向大家道
歉。”
讓我解讀一下王力宏的道歉文字：
他是以“都是我的錯”及“準備暫
時退出工作”作結，企圖為連日的爆炸
性新聞劃上句號。不過，事情是否真的
已經完結仍未可知，因為王力宏只是負
責接招，一切還須看掌握主動權的李靚
蕾是否願意完結事件、讓王力宏較有體
面地退下火線。
回看王力宏的道歉文，其實可以看
到多少有點不情願。那句“左思右想，
男人還是應該承擔起所有的責任，我不
再做任何解釋和辯解”，原來在王生心
目中，要經過無數次思想掙扎、無力爭
辯的情況下，才省起男人應該承擔責任
；之所以無力爭辯，顯然是因為已經被
質問到口啞啞，更不知李靚蕾手中還有
多少實證，害怕越是爭拗就越被爆出更
多黑材料，所以才不想再作出爭辯，以
免惹屎上身。
至於“既已離婚，爭論過去種種已

經無意義”，明顯就是不想就婚外情、
約炮及召妓等行為作任何回應；雖然沒
有否認，但總比承認的好。“從今往後
，我會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這句大
概可以解讀為以前太過粗心大意，不知
道已經被黑科技取得那麼多罪證，往後
必然會更小心，不會再留下任何痕跡。
至於“暫時退出工作，留出時間陪
伴父母和孩子”，想說的大概是幕前形
象盡毀，未來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工作，
而且個人“嗜好”已經通天，想繼續再
約炮是難上加難，未來只能留在家中等
發霉。
如果更加精簡地翻譯道歉文，其實
就是帶着發爛渣的語氣說︰“得啦得啦
，係我錯晒，你拎住我咁多黑材料，最
把炮係你啦，我唔夠你講，你想點就點
啦，我認衰仔，得未？”
兩大高級知識分子互揭女貪財男好
色，李靚蕾與王力宏爭相大貼特貼公開
信，罕見的高水準娛樂新聞。其實，這
是並不娛樂的“妻離子散”倫理慘劇，

竟成了“花生友”的娛樂。豈有此理，
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學了一身本事，卻縱
情性愛、搵銀；道德呢？做人的常識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