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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中央社）韓國政府針對中國旅客
的防疫措施引起中方不滿，繼停發簽證
後再祭出針對韓國旅客採檢的 「相應措
施」；但韓國國務總理韓惪洙今天仍表
示，是否在2月底恢復發給中國公民短期
簽證仍須慎重考量。

韓聯社報導，韓惪洙今天與國內媒
體會談時，就韓國針對中國公民停發旅
韓短期簽證是否可能影響兩國關係的提
問做以上表示，認為就目前入境的中國
旅客採檢結果來看，是否完全鬆綁簽證

限制仍須審慎看待， 「簽證問題都已通
報中方，也正持續溝通」。

韓國政府去年底因中國疫情快速擴
散，要求所有來自中國旅客入境後必須
採檢陰性，暫停發給中國公民短期簽證
至 2 月 28 日，相關措施可能視狀況延長
；中國政府對此大表不滿，也基於 「相
互原則」，停發韓國公民赴中國短期簽
證。因同樣原因遭中國停發日本公民赴
中國普通簽證的日本已經在恢復簽證業
務後，獲中方恢復審發簽證；但對於尚

未恢復簽證業務、甚至進一步延長至2月
底的韓國，中方今天宣布自2月起，要求
所有來自韓國旅客入境後須採檢。

韓國近期疫情似有放緩，但因自 30
日起實施第一階段鬆綁室內戴口罩規定
，往後疫情變化仍待觀察，當局可能更
審慎看待中國旅客入境防疫問題。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統計，從
實施入境採檢的1月2日至今天凌晨零時
為止，從中國持短期簽證入境韓國的外
籍旅客共4萬1503人

中對韓旅客入境要求更嚴 韓總理：復發簽證須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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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arrived at
our
Southern
News
Group
grounds at
7:00 am
Saturday
morning,
the sky was
already
drizzling. I

received many phone calls and was asked if the festival would
cancel. I told them no. Rain or not, we would continue. The night
before many people came to set up our stage and booths and
posted billboards and all the final preparations were ready.

Due to the forecast last week of 80% chance of rain, we
changed to this weekend, but we never thought about still more
rain for this week.

At 9:30 am many were coming. Leaders and guests arrived
at the VIP reception and we put golden ring scarves on them.
Although the drizzle occasionally interrupted, it still couldn’t
stop their arrival. About 10:00 am Mayor Turner, State Senator
Whitmire and Alief School Superintendent Dr. Mays arrived, one
after the other. In the VIP party I introduced the guests to our
newly approved Global One Bank and told them about the
planned building of the Financial Center in front of our media
center. I also briefed Mayor Turner about the new pla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cluding the new bridge,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and outdoor theater.

When we all moved to the outdoor stage at 10:30 am, God
seemed to approve. The rain had stopped The Lion dance and
the sound of gongs and drums kicked off.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were held in the wind and rain. There
were still many in the enthusiastic audience sitting under
umbrellas who were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 27 years that we have celebrated the new year in
intermittent rain. We are so grateful to all those sponsors and
performers. It was really an unforgettable time in my life. 0101//3030//20232023

We All Danced In The Rain At TheWe All Danced In The Rain At The 2727th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th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週六上午七時，我們到達美
南新聞廣場時，天空已經飄著細
雨，接到許多人之電話，查詢是
否要繼續舉辦。我告訴他們一定
要如期進行，廣埸上之大舞台及
攤位是週五晚上就搭好的，此時
天已大亮 ，但是還是下著小雨
，工作人員穿上雨衣繼續各項準

備工作。一大批年輕朋友志願者
正在忙著吹汽球， 張貼廣告牌
，試音響做最後之準備工作。
由於上週預測百分之八十有

雨，我們改期到本週，可是還
是有陣微雨，但是我們仍然要如
期舉行，也別無選擇了。
九時半許多社區人士到達現

場，大㕔中同仁們貴賓們戴上金
黃色圈巾，雖然細雨偶而中斷，
但還是阻擋不了他們的到來，還
未到十點，市長特納、德州參
議員威德邁、學區總監梅爾博士
，及國際區同仁都先後到達，
我為他們介紹了剛得到聯邦儲備
銀行批准的環球第一銀行及即將

破土興建之美南金融中心大樓
，同時向市長簡報國際區未來
之建設藍圖，包括天橋、國際
文化博物館及室外演出廰等。
我們和市長準時在十時半登

上大舞台，上天似乎是庇護我
們，雨已經停了。在鑼鼓聲中
舞獅揭開序幕，一連串的國際
社區表演節目在風雨中進行，
台下仍然有許多熱情的觀眾不
斷叫好。
這是我們二十七年來首次在

間歇之雨中進行慶祝新年之活動
，我們感激數十個贊助廠商及演
出人員，真是風雨見真情，令
人難忘。

二十七屆春節園游會二十七屆春節園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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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性的趨勢警報：北極地區的全球變暖助長了永久凍土上的大火

西伯利亞北極地區在2019年和2020

年經歷了異常數量的火災。這引起了科學

界的關註，因為北極地區有大面積的永久

凍土，這是壹層永久凍結的底土，積累了

大量的碳。火災會破壞永久凍土層，並導

致以溫室氣體的形式釋放碳排放。

壹直沒有答案的問題是，2019-2020

年火災的這種增加是壹種特殊情況，還是

壹種隨著北極變暖而變得更糟的趨勢。

現在，發表在《科學》上的壹項新研

究，由來自西班牙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

）和CREAF的科學家Adrià Descals和Jo-

sep Peñuelas領導，表明溫度的上升正在

推動北極地區火災的指數式增長。TheT-

reeMap的火災專家David Gaveau，以及

來自荒漠化研究中心（CSIC-瓦倫西亞大

學）、瓦赫寧根大學（荷蘭）、京都大學

和印度尼西亞的國際林業研究中心（CI-

FOR）的研究人員也參與了這項研究。

第壹作者 Adrià Descals 解釋說，

“僅在2020年，在西伯利亞北極地區發

現了423場火災，這些火災燒毀了大約

300萬公頃的土地（面積幾乎和整個比利

時壹樣大），造成了2.56億噸二氧化碳

當量的排放，這與西班牙的二氧化碳年

排放量相似。隨著未來氣候變暖，這些

大火將在本世紀末反復出現，並將對北

極和全球氣候產生不同影響”。

對四十年的衛星觀測的分析
作者從1982年到2020年的衛星觀測

中，量化了北極圈以上的西伯利亞地區

的燃燒面積，該地區覆蓋2.86億公頃。"

雖然觀測結果表明，2020年的火災季節

是特殊的，但迄今為止在這個偏遠地區

還沒有進行過精確的定量評估，"共同作

者David Gaveau說。

在這項工作中，科學家們表明，與

溫度有關的火災風險因素在最近幾十年裏

有所增加，每年燒毀的範圍與這些因素之

間存在著指數關系。Josep Peñuelas解釋

說：“溫度正在達到壹個關鍵的閾值，超

過夏季平均溫度10°C的小幅增長可以指

數級地增加燃燒的面積和相關排放。”

作者解釋說，2020年的夏天是四十年

來最溫暖的，2019年和2020年之間的大面

積燒毀是前所未有的。大約有470萬公頃

的土地在2019年和2020年之間燃燒，導致

總排放量為4.12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

“我們檢測到北緯72度線以上的火

災，在北極圈以北600多公裏處，那裏

的火災是不尋常的，而且在燃燒時仍能

看到冬季的冰，”Adrià Descals解釋說

。“許多火災是在相差幾天的情況下被

發現的，因此我們假設雷暴和閃電的增

加是火災的主要原因，盡管需要進壹步

調查以證明人類活動可能對這個偏遠地

區的火災季節產生多大的影響”。

空氣溫度的上升和火災風險
壹些能夠加劇火災風險的因素明顯

增加，而這些因素都與氣溫上升有關。

該研究解釋說，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幹

燥的天氣條件、更長的夏季和更多的植

被等因素呈現出壹致的趨勢。

作者指出，“2020年的夏季平均溫度

——為11.35度——從本世紀下半葉開始將

非常普遍，如果北極變暖繼續以同樣的速

度進行。”正如Adrià Descals警告的那樣，

“這些溫度異常增加了火災風險因素，所

以導致2019年和2020年火災的條件到本

世紀末將在北極地區反復出現”。

壹個將火災因素聯系起來的解釋模型
在2019年和2020年，西伯利亞北極

地區的火災率超過了過去四十年的水平

。僅在2020年，火災數量是1982年以來

平均水平的7倍，而且它們破壞了空前

的泥炭地面積。何塞普-佩努埃拉斯解釋

說，“這些因素的串聯是產生火災率上

升的原因”。更高的溫度解釋了更早的

解凍，這反過來又允許更大的植被生長

和增加燃料的可用性。

研究員Aleixandre Verger說：“事實

上，有更多和更早的植被減少了土壤中的

水的可用性，植物遭受更大的水壓力。”

反過來，“極端熱浪，如2020年在西伯利

亞北極地區，增加了對幹旱的脆弱性，因

為它們可以使植物幹燥，減少泥炭水分，

從而增加火災強度和碳排放”。

另壹方面，熱浪，首先是地表溫度的上

升，可以增加對流風暴和閃電，迄今為止在北

極地區非常罕見，但“隨著氣候變暖，它們預

計會增加，因此，氣候變暖對火災風險有雙重

影響：壹方面，它增加了植被和泥炭地對火

災的易感性，另壹方面，它增加了由雷暴引

起的點火數量，”Adrià Descals解釋說。

研究工作表明，北極地區已經在經

歷氣候變暖引起的火災模式的變化。

“2019年和2020年被燒毀的地區可能是

特殊事件，但最近的溫度趨勢和預測情

景表明，到本世紀末，如果溫度繼續以

目前的速度上升，像2019年和2020年那

樣的大火將頻繁發生，”Adrià Descals

和Josep Peñuelas總結道。

法國公布2022年人口統計數據：
新生兒數量減少至72萬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機構公布2022年人口統計數據，當年新生兒數

量減少至72萬。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當天發布的數據顯示，法國現有居民人數為

6800萬人，2022年法國人口增長0.3%，人口增長率與2020年和2021年相比

基本保持穩定。法國2022年共有72.3萬名嬰兒出生，比2021年減少1.9萬。

數據顯示法國婦女的生育率近年來呈下降趨勢，2022年法國育齡婦女

平均生育1.8個孩子，而2021年法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84個孩子。法國

BFM電視臺稱，2022年是自1946年以來新生兒數量的最低紀錄年份。

數據還顯示，2022年法國有66.7萬人死亡，比2021年多5000人，比

新冠疫情暴發的2020年少2000人。分析認為，法國2022年死亡人數仍

然較高是由於人口老齡化、新冠疫情持續以及當年發生的熱浪導致。

2022年法國女性的預期壽命為85.2歲，男性為79.3歲，接近2021年的水

平，但與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仍略有降低。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還公布了2022年法國婚禮數量達24.4萬

場，創下2012年以來婚禮數量的紀錄。分析認為這是由於新冠疫情導致

原定於2020年和2021年舉辦的大量婚禮推遲至2022年。如新冠疫情暴

發的2020年法國婚禮數量只有15.4萬場。

在法國的結婚年齡方面，2022年法國男性平均結婚年齡為39.6歲，

法國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37.2歲，與2021年相比均略有上升。另據法國

婚慶行業統計預測，由於仍有不少人將婚禮舉辦日期推遲，2023年法國

婚禮數量很可能會繼續上升，有可能達到30萬場。

馬克龍：法國將加大國防支出
推動軍事轉型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發表法國年度防務政策演講，表示法

國將加大國防支出，推動軍事轉型。

馬克龍當天在法國西南部的壹處空軍基地發表這壹演講。他表示，將

加大法國國防支出，提議2024年到2030年的國防預算為4130億歐元。他

說，這意味著到2030年，法國的國防預算相比於2017年他就任總統時將

翻壹番。法新社稱，2019年到2025年的法國國防支出為2950億歐元。

馬克龍表示，加大國防支出旨在確保法國的自由、安全和繁榮以及

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他進壹步指出，2024年到2030年國防預算的重要

目標是推動軍事轉型，以便使法國軍隊“適應高強度沖突的可能性”。

他說，4130億歐元的軍事預算將令法國軍隊展開“深層變革”，這

將是“不可逆轉的”。他強調，“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情，我們必須做

得更好。”

馬克龍稱，法國將為本世紀的挑戰做好準備。國家必須對其武裝部

隊進行轉型，以應對戰爭的需要。他還提及未來“混合戰爭”的威脅，

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以及恐怖主義的持續威脅等。

馬克龍在演講中呼籲對法國的核武器進行現代化，稱法國軍事戰略

應加強法國作為獨立全球力量的作用。他還說，法國將增強針對網絡攻

擊的反應能力，並將增加無人機和軍事情報等方面的預算。

法新社稱，相關國防預算計劃於今年夏天送交法國議會表決。

富士山水質為何下降？
理解和管理這些世界“水塔”有了新策略

綜合報導 山脈被稱為世界的“水塔”，

山區河流對當地居民和下遊人口都是至關

重要的水資源。目前，山區地下水已被公

認為是壹種重要的水資源。世界上最具標

誌性的山脈之壹即包括日本富士山，也於

2013年6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名錄。

富士山在當地有著“水之山”美譽。數

千年來，從這座火山湧出的地下水和冰冷的

地下水泉水為數百萬人提供了安全的飲用水

，推動了旅遊業的發展，並供應了農業生產

。在山的高海拔部分，豐富的降水補充了山

兩側由巖石玄武巖組成的含水層，最終在富

士山的山麓形成了無數的淡水泉。

目前的概念模型認為，富士山是壹個

簡單的層流地下水流系統，三個含水層之

間幾乎沒有垂直交換。即富士山的泉水被

認為完全由靠近地表的淺層地下含水層提

供。然而，這壹模型無法解釋富士山復雜

的水文地質學，以及近期的水質下降，這

被認為與地下水汙染有關。

瑞士巴塞爾大學的Oliver Schilling及其

同事近期在國際期刊《自然-水》發表的壹

項研究挑戰了上述模型。他們提出，富士山

千年來提供飲用水的巨大地下水和泉水網絡

，是由深部含水層所滋養的。這些發現來自

壹種新的水文示蹤技術，研究者認為，這或

有助於我們理解富士山的水質下降。

他們在研究中指出，傳統地下水位監

測方法和經典水文學示蹤劑無法探測富士

山不同深度地下水的垂直混合。為了調查

可能的垂直混合，Schilling及其同事使用

三種非常規的天然示蹤劑，即氦、釩和環

境DNA(eDNA)。使用這些示蹤劑組合，他

們發現了深層地下水註入的證據。

Schilling等人提出，根據泉水中發現

的氦濃度，富士川河口斷層帶(the Fujika-

wa-kako Fault Zone)——日本構造上最活

躍的結構——可能為垂直水流提供了通道

。他們認為，流動時間長的深層地下水上

湧，可以解釋泉水中的高釩濃度。

Schilling等人還表明，在富士山泉中存

在的微生物eDNA證實了其深層地下水來源

，因為允許這壹特定DNA的微生物生長的

環境條件，目前僅在富士山極深處發現。

總體而言，上述這些發現表明深層的

地下水註入了富士山的泉水。

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土木與資源工程

系的Lauren Somers在同期刊發的新聞觀點

文章中指出，這項研究中的三種示蹤劑以

前都使用過，但像Schilling和同事所做的

那樣，將它們組合在壹起是新的。

Somers提到，如果單獨使用每個示蹤

劑，將限制對其結果的解釋。但是氦、

釩和eDNA的結果在富士山的調查地點相

互關聯良好，這為作者的解釋提供了信

心，即壹些大氣地下水從深處湧出，穿

過含水層之間的低滲透層，促成了泉水

的流動。Somers同時指出，這些發現也證

明了傳統水文地質方法在某些情況下的

缺點。

Schilling等人總結稱，理解富士山的

這些通道和水流，可以為防止、管理地下

水和泉水汙染提供信息。

Somers同樣認為，世界各地數百萬人

依賴因氣候變化而改變的山區水文系統，

但在許多地區，山區地下水系統的內部運

作仍不清楚，這妨礙了有效的地下水管理

。“Schilling和同事的研究為解決這壹挑

戰提供了見解和工具。”

百年時間才能自然分解！多國持續升級“限塑”措施
綜合報導 塑料制品真就是

“双刃剑”的典型代表，它们

的出现，方便了人类的生活，

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

为严重的就是环保，自然状态

下，塑料分解需要100-200年，

有的甚至需要数百年，一旦滥

用，对人类的生活环境的负面

影响不可估量。

进入到2023年，世界多个国

家已经开始升级“限塑”措施：

法国规定，自今年1月1日

起，逐步禁用一次性塑料包装

，到2025年实现对塑料制品的

100%循环利用，力争减少不必

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到2030

年将一次性塑料瓶的出售量减

少一半。

泰国出台政策加强公私合

作减少塑料使用，将在2025年

之前禁止进口塑料垃圾。第一

阶段将从2023年开始，将根据

实际产能确定限制进口的塑料

垃圾数量；从2024年开始，将

只允许进口50%的塑料垃圾；

直至2025年全面禁止进口所有

塑料垃圾。

德国则开展了提升回收率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活动：顾客

会将塑料空瓶投到退瓶机器里，

而后从其中收到超市代金券，

这些塑料瓶回收后，可以重复

利用大约25次，用于生产其他

各种制品，总体循环利用率为

93.4%。

关于限塑，联合国去年初

就曾制定了首个应对塑料危机

的全球协定，并通过了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终止塑料污染决

议（草案）》，决议指出，要

建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到2024年达成一项具有国际法

律约束力的协议，涉及塑料制

品生产、设计、回收和处理等

整个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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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巴基斯坦西北部白夏瓦市警察總部內清真
寺遭到自殺炸彈客攻擊，死亡人數已增至100人
，白宮今天 「強烈譴責這起道德上令人無法接
受的恐怖攻擊」。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發言人華森（Adrienne Watson）表示
： 「恐怖主義是站不住腳的，鎖定參加禮拜的
人在道德上令人無法接受。美國準備在重建與
復原上支持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內政部長薩努拉（Rana Sanaullah
）告訴國會，死者包括97名警察和3名平民，
傷者仍有27人情況危急。

白夏瓦巿警察總部是情報和反恐部門所在
，當局正就全巿戒備最森嚴之一的地區為何出
現如此重大安全漏洞展開調查。

白夏瓦市警局長伊加茲汗（Muhammad Ijaz
Khan）今天指出，這是一起有針對性的報復攻
擊。

昨天下午開柏普赫圖赫瓦省（Khyber Pak-

htunkhwa）首府白夏瓦市（Peshawar）警察總部
的爆炸，把一整面牆和幾乎整個屋頂炸毀，瓦
礫碎屑噴擊現場警察。事發當時有300到400名
警員聚集警察總部院區的清真寺禮拜。

伊加茲汗告訴法新社： 「我們身處打擊好
戰分子行動的最前線，因此成為目標。目的是
要打擊我們作為執法力量的士氣。」

開 柏 普 赫 圖 赫 瓦 省 警 察 首 長 安 薩 里
（Moazzam Jah Ansari）告訴記者，一名炸彈客
假扮成訪客進入清真寺，身上一共帶了10到12
公斤的 「爆裂物」。

他表示，這次事件可能是一個過去曾經斷
斷續續附隨於巴基斯坦塔利班（Pakistani Taliban
）的好戰組織所為。

激進組織 「巴基斯坦塔利班」則發表聲明
，否認犯案。去年11月，巴基斯坦塔利班結束
對政府部隊停火，此後巴國好戰分子攻擊數量
大增。此案是近年來安全部隊傷亡最慘重的攻
擊之一。

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增至100死 白宮強烈譴責恐怖攻擊

美國1位空軍上將近日有份爭議的備
忘錄，他預測2025年美軍將與中共開戰，
但卻未說來由，僅帶幾句台灣明年總統大
選，這是軍人爭取國防預算的典型招數，
即 「誇大敵人威脅」，果不其然，有美國
智庫學者吐糟， 「美國國會正在考慮削減
國防預算」，美軍將領用意是在提醒文人
政府，戰事在即，不能砍預算。

事實上，不只這位美國空軍上將提出
警告，去年10月，美國1位海軍上將也說
，美軍要做好美中發生軍事衝突的準備，
還說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此外，美軍
印太司令部司令，也是1位海軍上將，在
2021年被問到中共可能入侵台灣的時間，
也說 「這個問題比大多數人想像的離我們
更近。」

總之，美軍自己在唱黑白臉，有一派
擔心中共犯台迫在眉睫，也有一派說，中
共還不具全面犯台的能力；但要說美中為
了台灣，2025年會打開，連美國國防部都
聽不下去，隨後聲明這位空軍上將談話，
不代表五角大廈的看法。更何況，美中打
不打，是文人總統做決定，哪是軍人說得
上嘴。

其實，我軍方以往也用過類似招數，現則
因台海軍事情勢嚴峻事實，且美國如同刀架在
脖子上，逼著我增加國防預算，不必再使用
「共軍在新疆沙漠蓋一座與台中清泉崗一模一

樣的基地」、 「蓋一座尺寸比例相同的總統府
」等手段，爭取國防預算。

值得政府警愓的是，面對中共軍力增強與

威脅，美方高度關注，並要求日本、台灣等第
一島鏈國家增加國防預算，整軍經武，但有關
美中必將一戰，而且是為台灣不惜一戰的說法
，務必冷靜理性因應；就怕有些美軍將領，喊
殺喊衝，鼓勵台灣挑釁中共，也怕美政治人物
蹭台海危機熱度，卻是為了其自身政治利益。

總而言之，無論是兩岸或美中，一旦發生
戰事，沒有贏家。

誇大敵人威脅 軍方爭國防預算老招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將於2月2日訪問菲律
賓。美菲官員透露，美軍繼大規模調整在日本
軍事部署後，也將擴大取得進入菲律賓關鍵基
地的權限，預料最快在奧斯汀到訪馬尼拉會晤
菲國防長及總統小馬可仕時宣布。這次擴大權
限可能涉及讓美軍進入呂宋島北部2處軍事基地
，一旦台海或南海發生衝突時，美軍便擁有就
近支援的戰略據點。

《華盛頓郵報》1 月 31 日報導，一名美國
國務院官員說，美菲耗時數月在菲律賓多座基
地完成評估等相關前置作業，已敲定至少2處基
地。菲國防官員則說，雙方幕僚近日持續溝通
關鍵細節，至少有2處新的基地在呂宋島，待美
菲兩國防長會晤時正式定案。

根據美菲2014年簽訂的《加強國防合作協
議》（EDCA），馬尼拉同意美方使用5座軍事
基地。去年11月，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訪菲期間
，美方提出要增加使用5座基地來儲存武器裝備
等軍事物資。據菲律賓參謀總長巴卡洛透露，
新的基地包括呂宋島北端卡加延省2處地點，還
有巴拉旺省。卡加延省鄰近台灣，在 「台海有
事」時可能成為戰略據點。

另一方面，法澳外交關係持續修復，1月30
日，法國外長柯隆納、防長勒克努與澳洲外長

黃英賢、防長馬勒斯在巴黎舉行 「2+2」會談，
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其中第24條 「共同強調台
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呼籲透過對話和
平解決兩岸問題，而非威脅、武力或強制手段
。」

這是繼2021年8月30日後的第二份法澳2+
2聯合聲明，挺台論述明顯升級。聲明 「重申反
對片面改變現狀的立場，承諾在符合國際組織
章程規範之條件下，雙方共同努力支持台灣有
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另重申將持續深化與台灣
經濟、科技、貿易、技術及文化領域之關係。
」。

聲明第23條則指出，法、澳兩國 「強烈反
對」在南海威嚇與破壞穩定的行為，包括 「爭
議項目的軍事化」。法澳4位部長也在此條重申
，兩國將在符合國際法的前提下，持續於印太
地區輸送與部署軍力。

我外交部昨表示，此聲明展現法、澳兩國
政府堅定友台立場，也凸顯台海和平是維護自
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乃至國際社會穩定繁榮
不可或缺的一環。未來台灣將持續與理念相近
的國際夥伴深化合作關係，致力實現共同目標
及願景。

台海有事可馳援 菲將開放美軍使用呂宋島2基地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上月初才稱，他不敢
斷言中共短期內會犯台，但近日美空軍機動司
令部司令米尼漢卻在內部備忘錄警告，美中最
快可能在2025年開戰，引起外界驚愕。華府有
學者指出，這凸顯美國文職與軍方將領看法分
歧，今年共和黨重掌眾議院後，國會出現削減
國防開支的呼聲，美軍將領此刻強調台海有戰
爭威脅，有力保國防預算的意味。

2021年3月9日，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戴維森（Philip Davidson）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
示，中國計畫在未來6年，即2027年，具備侵
台能力，此說法隨即被稱為 「戴維森窗口」。
去年10月，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吉爾迪（Michael
Gilday）發出警告說，他不排除中國侵台窗口，
可能提前到2022年或2023年。

戴維森現已加入民間智庫，他率領 「國家
亞洲研究局」智庫團於前天抵台訪問6天。外交
部北美司司長徐佑典說，訪團成員高度關注台
海安全情勢，預定拜會蔡英文總統、國安會祕
書長顧立雄與國防部、經濟部、陸委會等單位
。戴維森日前接受日媒專訪時，仍稱中共會在
2027年前嘗試犯台。

2021年3月23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
基里諾（John Aquilino）在提名聽證會，被問及
中國可能侵台問題時，他答稱， 「這個問題可

能比大家想像的更迫在眉睫。」去年12月，他
又在雷根國防論壇上示警說，那些對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感到驚訝的人，應該考慮中國對台發
動類似襲擊的可能性。

對於美國軍方將領頻頻提出台海兩岸可能
一戰的警告，華府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院」外
交政策研究主任歐漢龍（Michael O’Hanlon）
說， 「美國政府稱中國為 『步步進逼的挑戰』
或 『我們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這些措辭
是經過精心挑選，旨在說明美國需要考慮與中
國開戰的可能性，並著眼於嚇阻它。」

但是歐漢龍批評米尼漢 「將嚇阻的重要性
與戰爭可能性混為一談」，他擔心這類對中國
將一戰的態度，若在美國愈來愈盛行，可能導
致小危機難以控管，而成為大衝突的導火線。

另一華府智庫 「蘭德公司」的國際防務資
深研究員何天睦（Timothy R. Heath）則指出，
美軍領導人更密切關注近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
變得更加老練和危險，他們也有更迫切的擔憂
。

但何天睦認為： 「這裡有一個政治角度，
國會正在考慮削減國防預算。這些將軍們，我
不想這麼說，他們有動機提醒領導人注意潛在
的重大安全威脅，而這需要強有力的國防。」

美將領中國攻台論 為保國防預算

「紐約時報」援引知情人士報導，前美國
總統川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期間向成人片女星
「暴風女」丹尼爾斯（Stormy Daniels）支付封

口費的案件，今天將提交大陪審團審理。
紐時報導，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將開

始就此案提交證據，這將為對川普提出刑事指
控奠定基礎。

據 紐 時 報
導，有人看到
該案證人、八
卦雜誌 「國家
詢 問 報 」
（National
Enquirer） 前
發行人裴克爾
（David
Pecker）進入
曼哈頓下城的
大陪審團所在
大樓。

這 些 舉 動
表明，曼哈頓
地區檢察官布
萊 格 （Alvin
Bragg） 即 將
就是否起訴川
普做出決定。

布萊格的辦公室拒絕就該報導發表評論。
丹尼爾斯說她與川普有過性關係，並在

2016年總統大選前收到了13萬美元，以換取不
討論她與川普的關係。川普否認發生過這種情
況，並在2018年告訴記者，他對付給丹尼爾斯
的錢一無所知。

川普付女星封口費案 傳提交大陪審團



AA55亞洲時局
星期三       2023年2月1日       Wednesday, February 1, 2023

首爾市政府推出“元宇宙”公共政務平臺
綜合報導 首爾市政府正式啟

動元宇宙服務，構建經濟、教育

、稅務和行政等部門的行政服務

平臺。

首爾市政府對媒體表示，當前

社會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非接

觸式服務越來越普遍，信息通訊手

段不斷發展，數字世代成為主流，

首爾市政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提出“元宇宙首爾”這壹全新行

政服務概念。該平臺以自由、同

行、聯接作為核心價值觀，意在

囊括各項公共服務，打造創意與溝

通空間、平等的超現實空間、融合

現實空間。

具體來看，“自由”的核心價

值體現於可供自由交流和創意表達

的空間。在這個全新的社區空間裏

，最具代表性的地點有書香首爾廣

場、當季小遊戲、市民公開展、元

宇宙市長辦公室，全年365天、全

天24小時開放。

“同行”的核心價值體現於

全民攜手同行的世界，在這裏所

有人都是虛擬形象，摒棄身體、

年齡、環境等不平等因素。在這

個平等的超現實空間中，有金融

科技實驗室、企業扶持中心和首

爾十大旅遊景點體驗。化身虛擬

形象的參與者，不受現實中的身

體、年齡和環境限制，和平相處

，聯接虛擬和現實生活，還能有

機會創造附加價值。

“聯接”的核心價值體現於聯

接虛擬與現實、人與人、人與物的

現實融合空間。青少年輔導虛擬咨

詢室、120公共服務線上咨詢、證

明文件開具、稅務廣場(地方稅服

務)未來有望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市政

溝通渠道。

此外，“元宇宙首爾”還提供

各種用途的會議室，從壹對壹咨詢

室到可容納壹百人的會議室。任何

人都可以利用線上聊天、語音、視

頻和數據共享功能舉行會議，不受

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首爾市政府計劃，於2023年開

展“元宇宙首爾”項目的第二階段

，擴大多領域的市政服務，例如元

宇宙市民安全體驗館、房產簽約、

東大門設計廣場(DDP)元宇宙、外

國人支援項目和青年政策的探索

與制定。市政府還計劃，鼓勵各

區各單位單獨構建元宇宙服務，

最終整合到元宇宙首爾平臺，更高

效地為公民提供基於虛擬世界的公

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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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社會已經嚴重老齡化，而

年輕人不結婚不要孩子的現象也十分普遍。

根據經合組織的最新數據顯示，在日本

，1970年出生的女性，50歲時無子女的比例

高達27％，在發達國家中最高。

這個指標有可比數據的國家共17個，排

在日本之後的是芬蘭，比例要低得多，為

20.7％，在往後是奧地利、西班牙。

經合組織的數據不包含布德國，但是德

國自己曾經統計過，1969年出生的女性無子

女比例為21％，略高於芬蘭。

如果將女性出生時間設定在1965年，有

24個國家有可比數據，日本的比例仍然最高

，達到了22.1％，超過英國、美國等主要發達

國家。

另外，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

究所的統計顯示，2000年出生的日本女性中

，可能會有31.6-39.2％的終生不會生育子女。

如果考慮到男性居高不下的未婚率，這

壹數字可能還會更高。

分析認為，近年來造成日本女性無法生

育的最大原因是無法結婚，因為她們找不到

經濟實力匹配的結婚對象。

其次是抗拒生育的女性越來越多，尤其

是年輕女性，據推算在所有女性中抗拒生育

的人占比達到5%。

在人口學上，女性到了50歲的時候還沒

有子女，就被視為“終生無子女”(Childless)

，因為之後再生育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韓國遭超強暴風雪襲擊
數百條航線停航停運

綜合報導 超強寒流裹挾強風暴雪襲擊

韓國，導致其境內多地客輪航線停航，濟

州機場全部航班被取消。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 24日消

息，截至當天上午11時，韓國各地86條客

輪航線的113艘客船停航。濟州地方航空廳

稱，233個出港航班和233個進港航班於24

日全部取消。

受大雪影響，內藏山、多島海、無等

山等六個韓國國立公園的137條散步路線被

封鎖，全羅北道、全羅南道和濟州道等地

的七處道路也禁止通行。

報道稱，韓國各地發布寒流警報。預

估截至25日，氣溫將比往年降低10到15度

，26日才會恢復正常氣溫。

為應對連續低溫下的大量供電需求，

韓國政府宣布啟動“非常應對狀態”。為

避免發電機組重新啟動時可能發生故障，

韓國電力公司也在年假期間補強輸電線路

及全國1442個傳統市場配電設備。

日本第211屆例行國會開幕
岸田文雄發表施政演說

綜合報導 日本第211屆

例行國會開幕，會期共150天

，到6月21日結束。

據報道，當日，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在眾議院全體會

議上發表了施政演說。岸田

文雄表示，將把兒童、育兒

政策定位為最重要的政策，

著力推進“異次元少子化對

策”。

岸田文雄表示，日本

2022年全年新生兒數量預計

將跌破80萬，已到了能否維

持社會功能的緊要關頭，將

努力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

。對此，岸田文雄表示，政

府的方針主要有三點，壹是

加強以兒童補貼為中心的經

濟支援，二是擴充面向育兒

家庭的服務，三是實施工作

和育兒的兩全之策。

據報道，岸田文雄在施

政演說中還表示，將切實強

化防衛能力，今後5年內將確

保43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

在應對新冠疫情上，岸田文

雄表示，今春將把新冠病毒

在《感染癥法》上的定位下

調為與季節性流感同級的“5

類”。為應對今後可能出現

的傳染病風險，將向國會提

交設置“內閣感染癥危機管

理統括廳”的相關法案。

在能源政策方面，為實

現穩定的能源供給，岸田

文雄強調“必須確保多種

能源”，表示將推進把廢

棄核電站改建成新壹代核電

機組，並延長現有核電站運

轉年限。

日本將作為G7輪值主席

國於今年5月在廣島舉辦G7

峰會，對此岸田文雄表示，

將努力推進“新時代的國家

建設”和“穩定的國際秩序

建設”。岸田文雄在施政演

說中還談及物價高漲、俄烏

局勢和氣候變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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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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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方：資料不實不批款 議員促加強監管

為鼓勵香港企業進軍內地及東盟市場，香港特區政府早年

推出“BUD 專項基金企業支援計劃”（簡稱BUD Fund）向中

小企提供資助。香港文匯報發現坊間有自稱“包成功”顧問公

司代客辦理相關申請手續，記者日前隨一名中小企老闆放蛇暗訪，顧問公司的顧問不惜教唆

中小企“造數”，以及“報大”員工人數，務求符合申請資格，騙政府逾百萬元（港元，下

同）資助後，顧問會收取當中三成資助作為服務費。法律界人士指出，有關行為已涉嫌詐

騙，顧問及有關中小企均須負上法律責任。一名中小企老闆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被該顧問公司

濫收費用，惟因事件“唔見得光”，受騙亦只好啞子食黃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藉詞文件不齊“吞訂”女苦主失財3萬

向記者硬銷造假招數“抽佣三成”苦主遭濫收費 怕穿煲不報案

BUD專項基金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負
責執行。對於香港文匯報發現有“顧問”教
唆申請者以“假人頭”申領新增聘員工的資
助，該局發言人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 企業遞交申請時或許未落實增聘員
工，故無須填報有關員工姓名，但當項目完
成後，報告便要填報相關員工，以及提供受
聘證明文件，否則相關開支將不獲資助。

懷疑有詐將轉介執法部門
對於有“顧問”稱可安排職員為申請企

業“代答”生產力促進局的查問，發言人表
示按照申請指引，申請企業必須委任其所屬
員工擔任項目統籌人及副項目統籌人，負責

管理項目的推行。
該局會提醒申請企業必須確保申請中所

申報及提交的所有資料，均屬真實及正確，
並已反映截至申請書遞交當日的真實情況。
如企業提供虛假資料，會被視作違反申請指
引及條款，有關申請會被拒絕。
如懷疑申請或獲批項目涉及違法行為，

將轉介有關個案予執法部門處理。政府及生
產力促進局亦將保留暫停或終止核准項目資
助的一切權利。
據該局提供的資料，2019年1月至2022

年10月底，該基金共收到9,980宗申請，已
處理的申請共5,023宗，當中3,401宗獲批，
涉及的資助額約為23.11億港元。

針對有不法之徒教唆他人申請BUD
Fund資助時虛報員工人數，律師陳子遷近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申請政府資助時需如
實申報資料，不能弄虛作假，否則可能干犯
《盜竊罪條例》中的欺詐罪，一經定罪，可
被判處監禁14年，“不論是教唆他人虛報
資料的顧問，還是同流合污的申請者，一旦
提交虛假資料，同樣有機會觸犯法例，千祈
唔好以身試法。”

香港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認
為，特區政府在推出資助之同時，需加強監
管及檢視其成效，“不應將惠及中小企的資
助變成一塊‘肥豬肉’任人宰割，甚至被不
法分子有機可乘。”

特區政府2012年6月推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
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簡稱“BUD專項基

金”），協助企業透過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
市場，開拓及發展內地市場業務。該基金早前更加碼，
每間企業於基金下的累計資助上限提升至700萬元，而
每間企業可獲資助的核准項目上限亦加至70個。

鬼祟追問“介紹人”與商業登記
由於申請手續及所需文件繁複，故坊間湧現不少顧

問公司，部分顧問聲稱員工曾在審批機構工作，掌握評
審準則云云，吸引不少對申請程序一知半解的中小企幫
襯。這些顧問公司除收取前期的服務費，若申請成功，
獲批資助金額要與顧問公司“三七分賬”，即三成資助
額屬顧問公司所有。
為揭開這些顧問公司的招數，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

線報成功接觸到一間顧問公司。對方警惕性甚高，不斷
追問介紹人身份，似乎有關服務相當隱蔽，只在熟人圈
子裏互相流傳，顧問要求記者先出示商業登記等資料，
才肯現身洽談。記者遂以助理身份隨一名珠寶店老闆與
該顧問公司面談，珠寶店老闆訛稱有意在澳門搞展覽擴
充市場，該顧問公司才稍稍放下戒心介紹服務。

顧問聲稱，曾為不少中小企成功申請基金，揚言

“申請無難度”，並落足嘴頭說：“BUD Fund計劃的
申請範疇包括12項，搞個推廣用途的App，上限拎到
100萬元，投資網上或媒體廣告都拎到錢，上限100萬
元，如果參加展覽，資助額更加不設上限，聽落係咪好
正、好容易申請先。”

搵熟人“做員工”出糧否“你明啦”
見珠寶店老闆開始心動，該顧問即拍心口說：“得

啦，以你公司的營業額，我寫一份申請200萬元資助的
計劃書，包保得！ 100萬（元）你袋硬。”記者隨即追問
有何方法可以拎足200萬元，對方起初欲言又止，“梗
係有辦法啦，唔係你都唔使搵我啦。”

稱可操作假電郵應付審批
經記者再三追問，顧問突然壓低聲線說：“咁啦，

可獲資助的項目中有一項係政府資助請員工，（資助
額）上限有成100萬（元）㗎，只要你話會請3個新人，
每個員工月薪3萬幾（元），請3個就可以申請到100
萬。”見珠寶店老闆及記者面帶猶豫，該名顧問即加多
兩錢肉緊說：“你有好多熟朋友的，到時搵佢哋做（冒
認）你員工，最後有無出糧、出幾多糧，得你哋兩個先
知。”說畢，即投以一個暗示的眼神：“呢啲嘢，你明

㗎啦。”他表示，申請人無須提交員工姓名，“你填話
會開幾個乜東東職位就得。”

珠寶店老闆直言不懂講大話，顧問隨即“賣大包”
說：“放心啦，你開個同你員工姓名一模一樣的電郵戶
口由我操控，當審批人員查到來，我會代答所有問題，
我手上有晒全部問題的標準答案，保證唔會令人懷
疑。”這種度身訂做的“申請套餐”，需先付3萬元訂
金，“當中有1萬元係行政費，申請成唔成功都要畀；
另外兩萬元係按金，申請唔成功可以退回。另外，申請
成功的話，獲批資助額我哋收30%當作佣金，不過見你
有熟人介紹，減至15%。”

“顧問”教唆假聘請 騙政府百萬資助

◆◆記者直擊有記者直擊有““顧問顧問””
（（左左））不停游說申請者找來不停游說申請者找來
幾位相熟朋友做幾位相熟朋友做““人頭人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攝

���


◆梁小姐被“顧問”游說付
3 萬港元協助申請 BUD
Fund，惜4個月過去，對方
根本沒遞交任何文件，最後
更推說因申請文件不齊全，
難以辦理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 攝

◆“顧問”甚至聲稱可以“代答”審
批人員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申請BUD Fund需要提交計劃書，部分企業因
為不熟書，遂聘用顧問公司協助辦理申請手續，然
而坊間的所謂顧問良莠不齊，部分人甚至混水摸
魚，以教路為名要求申請者繳付數萬元（港元，下
同）申請費，最後卻連申請表也未遞交，便以“文
件不齊全無法跟進下去”為由，單方面終止申請並
沒收訂金，令申請者欲哭無淚。

從事美容儀器業務的梁小姐也因此成為苦主。她
近日向香港文匯報講述被騙經過時表示，因想推廣公
司品牌，去年底在友人介紹下認識一位自稱姓盧的
“顧問”，對方自誇有豐富的申請經驗，揚言公司
“班底”來自負責審批的秘書處，熟悉申請竅門，梁
小姐聽罷為之心動，馬上約見，該名盧姓“顧問”
提出到梁小姐的公司實地視察環境，擺出一副認真態
度。見面後，“盧顧問”拋出“往績”大晒“實
力”。梁小姐憶述：“佢一嚟就畀份申請攻略我，話
只要佢出手（申請），成功率係百分百，從未失過
手，見佢講足一小時頭頭是道，當然信佢。”

玩話術捉字蝨 申請者嘆中伏
回家想了幾天後，梁小姐決定提出申請，“盧

顧問”遂邀請她到“顧問公司”見面，梁小姐應約
到埗後一看，發現該“顧問”公司僅租用一個共享
空間辦公，惟之後“盧顧問”用超卓的口才說服梁

小姐不再懷疑該公司的“實力”，“佢猛話BUD
Fund非常容易申請，話只要肯遞份申請表，至少可
以拎到人工補貼，嗰度有成100萬。”
“盧顧問”提議梁小姐先付3萬元訂金展開申請，

若申請最終不成功，會退還兩萬元，梁小姐心想以幾
萬元訂金便可博一個100萬元的資助，便決定提出申
請並交付3萬元訂金。“盧顧問”拍心口稱會馬上展
開申請，倘申請獲批，客人要把基金批出的三成資助
作為顧問公司的佣金，“盧顧問”賣大包向梁小姐說：
“不過見你係熟人介紹，只收15%便可以。”

梁小姐聽罷感到條件不錯，便於去年1月中展
開申請，怎知4個月過去，仍是音訊全無，“佢話明
由遞文件開始，大約兩個月就會有消息，點知等極
都無下文。每次打去問佢，就賴話我無畀齊資料，
當我補交多一次資料，佢又話由於負
責幫我生產產品的公司仍未交齊
文件，所以至今申請唔到。我愈

諗愈唔對路，覺得佢諸多藉口，於是要求退回訂
金，點知佢發爛渣話係我自己中止申請，一毫子都
唔會退。”

對於曾承諾申請不成功退回兩萬元訂金的說
法，“盧顧問”也死口不認，反指是梁小姐單方面
中止申請，而非“申請不成功”，加上“顧問公
司”已花費不少時間協助審閱前期申請文件，故拒
絕退款，梁小姐愈想愈氣：“擺明呃我啦。我按佢
意思交齊晒文件，佢又突然提出新要求，到你提交
埋補充文件，佢又再提出其他要求，到頭來我交唔
出（文件），佢就將責任賴晒落我度，成件事根本
就係騙局。”

她認為政府需就協助申請的顧問設立監管制
度，包括考慮就這類顧問設立考試及發牌制度，並
監管其操守，“做保險同地產經紀都要考牌，點解
呢類協助申請幾百萬（元）資助的所謂顧問就無監
管呢？”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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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潮州鎮建基老街曾經商業鼎盛，至今
仍有數家百年老店屹立不搖，但老街不敵時代
變遷、逐漸沒落成 「汽機車行駛而過的一條街
」，為此，鎮公所計畫透過公民審議，在老街
例行性封街辦活動，帶遊客徒步逛老街，盼重
振風華。

潮州鎮公所主祕王建元指出，建基路是潮
州鎮發源最早的地方，在日據以前商業活動就
很興盛，時過境遷，百年家具行、印刷廠依舊
屹立不搖，數家百年老店都傳至2、3代，建基
路也變成建基老街，但老街的風華並未因老店
的存在而持續發光發熱。

王建元不諱言，建基老街不敵時代變遷沒
落，看在多數人眼裡，它就只是條汽機車可通
行的老街道，但有情懷的人卻為此不捨，不懂
鹿港老街可以發展起來，建基老街為何不可？

為此，潮州鎮公所有意以 「外圍包裝內圍
」、再透過封街徒步的方式，將遊客再帶進建
基老街。王建元說，潮州日式建築園區、三山
國王廟、福安宮、戲曲館等景點都包圍著建基

老街，若能適時將老街變成徒步區，加上辦活
動串聯周遭景點，可望創造觀光加乘效果。

王建元分享，台灣好基金會去年在建基老
街封街舉辦 「春潮集」，效果非常好，不僅獲
得街坊相挺、也吸引不少遊客到訪，所以公所
相信若能持續性或例行性封街辦活動，建基老
街的美會漸漸再為人所知，畢竟只有慢慢走、
慢慢看，才能體會老街的味道。

不過，老街上住戶與店家卻持不同看法，
有店家說，大家長期以來的經營模式就是這樣
，若封街不讓車子進來，生意受損該怎麼辦？
傳統產業適合這樣經營嗎？住戶則說，若封街
沒有配套措施，對住戶是一大困擾。

對此，王建元坦言， 「封街不是公所說封
就封」，民眾的顧慮公所都有考量，要讓建基
老街變成徒步區，需要凝聚社區意識，所以將
透過 「公民審議」藉由座談、活動等聚集
NGO團體與民眾一同討論可行性，初步有8成
民眾對此方案有共識。

屏東潮州建基老街 規畫徒步區

最長春節連假台東湧進百萬遊客，不僅帶
來觀光財，也帶來比平日多1倍的垃圾量；而
台東都歷遊客中心、富岡地質公園、綠島牛頭
山等多處景點及藝術品也遭到人為蓄意破壞，
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呼籲遊客愛惜環境，
違者可依觀光條例裁罰5000元。

東管處昨天公布多項遊客脫序行為，其中
監視器畫面拍下1名男子走入東管處都歷遊客
中心展場，先將吊在天花板上的藝術展品拿在
手上把玩，下一秒卻是把它硬扯下來，放在一
旁直接離去，東管處寫下 「藝術品的殘骸」將
照片PO網。

2020年通過文資審議、被稱為小野柳的富

岡地質公園內，部分富岡砂岩上也被發現遭人
刻畫 「井字遊戲」，東管處說 「小野柳的岩石
會哭」；才剛啟用的綠島牛頭山導覽牌，也遭
人重擊砸壞；另有民眾無視告示牌及封鎖線，
硬闖景點。

人潮不只帶來破壞，也帶來垃圾，尤其海
濱公園常有民眾燃放鞭炮，留下滿地垃圾。據
台東縣政府統計，春節連假台東湧入 104.9 萬
遊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帶來的垃圾量
也更驚人，其中台東市清運量是平日的1倍，
春節累計總共585噸垃圾，讓早已爆滿的垃圾
掩埋場負擔更沉重。

最長春節連假 台東景點遭蓄意破壞

一名在父親開設的補習班擔任班主任的少東
，見到一名貌美的正妹小美前來應徵工讀生，竟
趁著疫情期間補習班遠距教學，公司內只有他和
小美兩人之際，竟偷偷將網路購買來迷姦水摻入
小美飲料，導致小美昏睡在地，當場親吻胸部猥
褻，但進一步要硬上時，卻因小美雙腿僅微張而
無法得逞。事後小美提告，阿明一審遭判4年，
經上訴後，兩人賠和解償160萬元，但高雄高分
院仍依妨害性自主未遂罪，維持4年原判，仍可
上訴。

根據判決書，阿明在父親所經營之補習班擔
任班主任，110年6月，一名正妹小美前來應徵
工作，阿明見小美年輕貌美，竟心生歹念，當時
因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嚴峻，補習班採
取遠距教學而無學生前來補習班上課，竟利用僅

有他與小美到班之機會，趁機想對小美下手。
當晚阿明將旋將補習班鐵門拉下，趁小美於

用餐中暫離餐桌之際，偷偷將自網路購買俗稱迷
姦藥水之 「F水」約半瓶摻入小美之飲料中，還
將飲料拿到廁所將冰塊倒掉，再放回餐桌。

小美用餐完畢不明究裡喝下該杯飲料，立刻
因藥效發作全身癱軟昏倒在地板上。阿明接著親
吻小美胸部，並進行性侵，卻因小美雙腿僅微張
導致未能順利進行而未遂。

阿明一審遭判 4 年徒刑，但阿明事後以 160
萬元與小美和解，小美也向法官求情輕判，但二
審法官認為，阿明有性騷擾及強制猥褻前科，且
他下的藥量相當可觀，導致小美昏迷 22 小時，
惡行重大，因此維持原判。仍可上訴。

正妹女工讀生遭下藥睡22小時 補習班少東 「進不去」 慘賠160萬重判

吳姓毒犯去年因吸毒被送觀察勒戒，但他計畫逃亡，先在戒
治所舍房內吞下筆蓋，製造戒護就醫機會，在醫院病床上掙脫手
銬，並拿起醫院的滅火器，噴灑攻擊管理員，意圖脫逃，結果被
管理員及醫院人員合力攔下。台北地檢署依妨害公務、脫逃未遂
罪起訴吳男。

起訴指出，43歲吳男因吸毒，去年8月9日起進入法務部矯

正署新店戒治所觀察、勒戒
，吳男 8 月 19 日上午在舍房
吞服筆蓋，戒治所派管理員戒護他到新店耕莘醫院就醫。

院方檢查後，將吳男留在醫院急診室走廊上觀察，20日凌晨
，2名管理員在場戒護吳男，並以手銬將吳右手銬在病床欄杆上
。不久，吳男掙脫手銬，趁2名管理員不注意之際，自病床上坐

起，拿取放置在床尾牆角的乾粉滅火器，噴灑2名管理員，並往
走廊另一端逃跑。

結果醫院人員發現，與管理員合力攔下吳男，吳男的脫逃計
畫失敗，事後戒治所將吳男移送北檢偵辦。檢方認為，吳男涉犯
妨害公務、以強暴犯脫逃未遂罪，依法起訴。

毒犯吞筆蓋裝病住院 拿滅火器猛噴管理員落跑仍遭逮回

陳姓男子詐騙從事銷售淨水礦物粉的謝姓男子，謊稱自己認
識前議長弟弟，可靠關係取得高市水利局的標案。陳男索討疏通
費不成，揚言找槍手對付謝男，另謊稱投標遭司法機關鎖定偵辦
，要謝男花錢打官司、找人頂罪，害謝男前後付出703萬元。調
查局獲報後偵辦，高雄地檢署訊後依恐嚇、詐欺取財罪起訴陳男
。

陳男2021年1月某日與謝男、另名黃姓友人閒聊時，謊稱自

己認識前議長曾麗燕的弟弟
「小汪」，只要花60萬元，就

能取得水利局招標的淨水工程
。謝男表示想要得標後再付錢

，引發陳男不滿。
陳男先到謝男住家外拍攝照片，透過黃男傳給謝男，表示自

己找了2名槍手要到謝男住家開槍。謝男嚇到當天就先交付6萬
元現金息事寧人，隔月便將60萬元現金交給陳男。

陳男食髓知味，2021年3月又謊稱水利局 「第七科」科長想
收取450萬元賄賂，要謝男負擔270萬元，謝男不疑有他，又乖
乖付帳。

事隔2個月，陳男故作驚慌、打給謝男，表示市府政風處逮
到他們使用不實礦物粉，必須打官司請律師，謝男立即匯款7萬
2000元至陳男指定帳戶。

2021年6月，陳男再度打給謝男，表示自己遭到司法機關偵
辦，為了脫身，必須找人頭頂罪，謝男害怕之餘，還是乖乖付出
現金和支票共360萬元，此時的他才懷疑遭陳男自導自演詐騙，
報請調查局高雄市調處偵辦。

調查局人員傳喚陳男到案，找來前議長曾麗燕的胞弟對質，
另向市府水利局查證，發現陳男滿口謊言，最後將他移送高雄地
檢署偵辦。檢方依據相關事證，依法將陳男起訴。

高雄男稱疏通水利局搶標 詐友70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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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特殊 3-2-1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01/25/2023

20% 首付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购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购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辅助计划”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 從現在開始到從現在開始到
22月月66號號，，太平洋抽油煙機正舉行農曆太平洋抽油煙機正舉行農曆
新年大特賣新年大特賣，，凡購買抽油煙機型號凡購買抽油煙機型號
SCSC8888或或SCSC9898，，均可獲均可獲99折優惠折優惠，，
PQPQ6868型號則可減＄型號則可減＄150150元元。。購買任何購買任何

一種型號抽油煙機一種型號抽油煙機，，均送牛頭均送牛頭
牌真空保溫瓶禮品套裝一套牌真空保溫瓶禮品套裝一套。。

此外此外，，牛頭牌牛頭牌IHIH智能電飯鍋智能電飯鍋
減減$$100100元元，，有珍珠白色有珍珠白色、、和泰和泰
金灰色供選擇金灰色供選擇。。還有很多其他還有很多其他
優惠優惠，，歡迎今天上網歡迎今天上網www.www.

pacificHoods.compacificHoods.com
蒸霸氣抽油煙機蒸霸氣抽油煙機SCSC9898 智慧智慧
引擎蓋引擎蓋

SCSC9898蒸霸氣是太平洋吸力表現最蒸霸氣是太平洋吸力表現最

亮眼的機種亮眼的機種，，擁有擁有12001200 CFMCFM
TURBOTURBO頂級大吸力頂級大吸力，，同時也傳同時也傳
承太平洋獨有的高溫蒸氣洗功能承太平洋獨有的高溫蒸氣洗功能
。。太平洋蒸霸氣太平洋蒸霸氣SCSC9898更是一台更是一台
智控家電智控家電，，時刻為您監控廚房空時刻為您監控廚房空
氣品質氣品質，，人不在家人不在家，，透過手機一透過手機一
鍵遙控鍵遙控，，就可自動凈化空氣就可自動凈化空氣，，期期
待將科技融入你的廚房生活待將科技融入你的廚房生活，，帶帶
給你最享受的清新體驗給你最享受的清新體驗。。

它具有新的專業風格設計它具有新的專業風格設計，，
22個強大的渦輪鼓風機個強大的渦輪鼓風機（（高達高達
CFMCFM12001200！），！），自動蒸汽清潔自動蒸汽清潔
，，66速隱藏式觸摸控制速隱藏式觸摸控制，，空氣品空氣品
質監測器和質監測器和Pacific Kitchen+Pacific Kitchen+應用應用
程式連接功能程式連接功能。。

這款蒸霸氣這款蒸霸氣SCSC 9898，，有變頻有變頻
雙馬達雙馬達，，高速更強勁高速更強勁，，低速更安低速更安
靜靜，，美國本土境內免運費美國本土境內免運費、、馬達馬達
終生保養終生保養、、1010 年部件保修年部件保修。。可可

選配壁掛式安裝選配壁掛式安裝。。
牛頭牌智極鋼釜牛頭牌智極鋼釜 (IH)(IH) 智能電智能電
飯鍋飯鍋

牛頭牌牛頭牌IHIH智能電飯鍋使用來自日智能電飯鍋使用來自日
本首創的本首創的IHIH電磁發熱技術電磁發熱技術，，包覆面積包覆面積
5050%%以上以上，，一鍵啟動一鍵啟動，，磁速每秒磁速每秒15001500
次次 // 720720度全面翻滾度全面翻滾，， 食材在鍋內平食材在鍋內平
均受熱均受熱，，快速鎖住食材營養快速鎖住食材營養，，釋放最釋放最
原始的味美鮮甜原始的味美鮮甜。。

內鍋專利牛頭鋼高導熱材質內鍋專利牛頭鋼高導熱材質，，採採
用日本高級複合金不銹鋼特製用日本高級複合金不銹鋼特製，，無塗無塗
層層、、高儲熱高儲熱，，讓您健康烹煮無負擔讓您健康烹煮無負擔。。
鹼性咖哩鹼性咖哩、、酸性優格酸性優格，，再酸再酸、、再鹼再鹼、、
再嚴重的磨損再嚴重的磨損，，IHIH智能鍋通通不怕智能鍋通通不怕！！
擁有強大火力擁有強大火力，，內外兼具的牛頭牌智內外兼具的牛頭牌智
極鋼釜極鋼釜 IHIH智能鍋智能鍋，，有如米其林大廚有如米其林大廚
親自為您掌廚親自為您掌廚，， 高科技智能面板高科技智能面板，，微微
電腦控溫電腦控溫，，讓您的廚藝如虎添翼讓您的廚藝如虎添翼！！ 2424
小時預約功能小時預約功能，，精確掌握烹煮時間精確掌握烹煮時間，，
與佳餚相約不遲到與佳餚相約不遲到。。

智能電飯鍋美國大陸境內免運費智能電飯鍋美國大陸境內免運費
，，終身內鍋保修終身內鍋保修，，有多層內鍋有多層內鍋，，1818個個
月電氣保修月電氣保修。。
客戶評價好客戶評價好

一位太平洋抽油煙機的用戶表示一位太平洋抽油煙機的用戶表示::
對我在太平洋抽油煙機的體驗非常滿對我在太平洋抽油煙機的體驗非常滿

意意。。不久前不久前，，我從他們那裡為我的廚我從他們那裡為我的廚
房購買了一個抽油煙機房購買了一個抽油煙機，，它使我的廚它使我的廚
房無異味房無異味、、無油脂無油脂。。客戶服務很棒客戶服務很棒，，
從那時起從那時起，，我的抽油煙機就沒有遇到我的抽油煙機就沒有遇到
任何問題任何問題。。

另一位用戶說太平洋是強大的抽另一位用戶說太平洋是強大的抽
油煙機油煙機，，讓房子不再有食物的臭味讓房子不再有食物的臭味。。
在改用太平洋之前在改用太平洋之前，，我用另一個知名我用另一個知名
品牌品牌，，每當我做飯時每當我做飯時，，我的煙霧通報我的煙霧通報
器就會響起器就會響起，，房子裡總是有輕微的食房子裡總是有輕微的食
物氣味物氣味，，我家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我家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客廳客廳。。

更多詳情請上網更多詳情請上網:https://:https://
pacifichoods.com/pacifichoods.com/，，或電或電::
800800--988988--22682268
有任何問題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在工作時間內致請隨時在工作時間內致
電電718718--633633--36883688與太平洋聯繫與太平洋聯繫。。

太平洋抽油煙機舉辦農曆新年大特賣太平洋抽油煙機舉辦農曆新年大特賣
優惠加禮品優惠加禮品 讓廚房更清新讓廚房更清新 不再油煙瀰漫不再油煙瀰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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