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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安卡拉6日綜合外電報導）土耳其東南部與敘利亞接壤的地區昨天
凌晨發生規模7.8強震，已知逾3000人喪命。台灣、歐洲聯盟（EU）、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與多個歐美國家都承諾提供援助。

法新社報導，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表示，土耳其境
內至少1121人喪生。

敘利亞新聞社（SANA）引述敘國衛生部表示，包括阿勒坡（Aleppo）、哈
瑪（Hama）、拉塔基亞（Latakia）、托土斯（Tartus）等敘利亞政府控制區的城
市。

救援組織 「白盔」（White Helmets）則說，敘利亞西北部的反抗軍控制區
超過380人死亡、逾1000人受傷。

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表示： 「我們無比震驚，並密切關注土耳其與
敘利亞邊境的地震消息。德國當然會提供幫助。」

常與艾爾段關係緊張的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也推文： 「我
們收到來自土耳其與敘利亞空前強震後的駭人影像。法國準備提供當地民眾緊
急救援，我們心繫失去親友的家庭。」

英國外交大臣柯維立（James Cleverly）表示，英國將立即派遣一支76名搜
救專家組成的團隊，攜帶裝備和救難犬前往援助土耳其。

土耳其救難人員6日從倒塌的建築物中救援受困者。
歐盟危機管理執行委員雷納希克（Janez Lenarcic）也說，歐盟將派出救難團

隊，並準備進一步協助土耳其。
他推文道： 「來自荷蘭與羅馬尼
亞的團隊已經出發。」

雷納希克的辦公室稱，土耳
其已請求歐盟協助。

烏 克 蘭 外 交 部 長 庫 列 巴
（Dmytro Kuleba）在推特表示：
「烏克蘭準備好派遣一支大型搜

救人員團隊，前往協助因應危機。我國與土耳其方面緊密協調這支搜救團隊的
部署。」

比利時、波蘭、西班牙、芬蘭也說準備派員協助。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
（Jens Stoltenberg）亦表示，盟國將動員協助土耳其因應災情。

與敘利亞和土耳其關係緊密的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也表示願
意援助兩國。

路透社報導，蒲亭在寫給艾爾段的訊息中表示： 「請接受我對貴國強震導
致多人傷亡和大規模災損的深切哀悼。我國準備提供這方面的必要協助。」

蒲亭也向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傳達類似訊息，他表示，俄
國 「與喪失摯愛者同感傷痛」，俄國準備好提供幫助。

土耳其地震土敘兩國逾土耳其地震土敘兩國逾30003000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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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canceled his trip to China due to
the incident of the unmanned
Chinese airship that entered into
U.S. airspace.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that the airship
is of a civil nature and is use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uch as
meteorology and explained that
the airship seriously deviated
from its scheduled route.

The Pentagon earlier
deni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 claim saying that it is a
surveillance balloon. The
Pentagon also claimed that
another Chinese spy balloon is

currently transiting over Latin
America.

This incident undoubtedly
exacerb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arouses anti-China sentiment in
Congress.

Because of the Taiwan
issue, this is still a critical
conflict for the two countries.
Even Blinken’s future
achievements will now be
limited, even whenever he may
visit China.

We are worried that the two
major powers of the world will
again face yet another serious
challenge. 0202//0404//20232023

Blinken Cancels His China TripBlinken Cancels His China Trip

美國國防部宣稱，一個有三輛大巴士大的侦察汽球
在北部蒙特納州上空被發現，官員們確定是屬於中國
大陸，這個汽球目前在航空軌道之上方運行，目前對
軍事及地面不構成威脅，這項指控正逢國務卿布林肯
前往北京訪冋前夕，拜登總統在接到報告後，不建議
把這個汽球打下來，因為他顧慮會對居民造成傷害，
目前美方已經把此事通告中國大陸政府及駐華府使館。
大陸官方表示，這個汽球是用於民間科研之用，而

且美方是事前知情，這個汽球將在美國上空停留數天
之久，它是在六萬英尺高空飛行，美國國防部同時在
拉丁美洲上空也同時發現了中國大陸之巨型汽球，中
國政府承認該汽球為中國所屬，並對汽球誤飛入美國
領空表示遺憾。
由於汽球事件，布林肯國務卿宣布已經取消前往

北京之行程，他在週五取消行程時表示，他不希望這
一事件主導他和中國官員之會談。
此事件無疑是讓中美兩國關係雪上加霜，並且激

起美國國內反中之情绪，尤其是國會反華之議員們。
由於台灣問題仍然是美中衝突之症結所在，布林

肯即便訪華，其成果也是有限。

布林肯取消訪華布林肯取消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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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大師離去大師離去 -- 星雲法師一生星雲法師一生
慈悲弘道慈悲弘道//興學辦報傳揚文教源遠流長興學辦報傳揚文教源遠流長
佛光山開創人星雲法師在兔年農曆初十五圓寂離開喧囂的塵世，享耆壽97歲。當大

師離去的消息傳到海外時, 內人正在芝加哥佛光山的道場做例行的義工, 在得知宗師殞落
後, 芝加哥佛光山的信眾追隨者無不感到悲戚, 多年來, 星雲法師一直在我們報系長期刊登
專欄, 他親自執筆與口述的”人間萬事”是我每一期必讀的精神糧食, 他的文字平易近人,
但字裡行間傳遞了生命的意義,充滿了睿智與和煦, 讓我與內人受益良多, 雖然我們從未與
大師謀面過, 但總是感覺他離我們的距離很近, 尤其是每當從視頻與錄音裡聽到他帶有渾
厚鄉音的話語更是讓我們感到無比的親切。

星雲法師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雖然他並沒有接受過高等的教育, 也沒有亮麗的學
歷, 但是他卻有淵博的知識以及豐富的閱歷, 他的人生就像是一本厚重的書, 書中蘊藏著無
窮無盡的人生知識與常識, 正如我讀到他生前在我們報系所刊登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人
生的加油站”中所說的:”人生都是世間的過客，都是孤獨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有
資糧才能走長遠的路。油是人生的能源，是人生的動力，是人生的營養；有了油,就等於
汽車可以開往世界各地，但是如果油料不繼，也是無可奈何。所以人生百年，你想要到
達自己所定的目標，就必須事先預備好加油站，才能供你長途旅行，而 「加油」 就是對
我們的勉勵。”

星雲法師的一生充滿了顛沛流離, 他出生於國共內戰時的中國大陸,從小剃度出家, 修
學佛法,並於1949年去到台灣, 從事佛教的工作, 後來把弘法當成了他自己的終身事業, 並
憑藉著自己毅力,在南台灣篳路藍縷建設佛光淨土,開創了佛光山的宗教事業 , 後來更跨海
到了美國洛杉磯成立了國際佛光會在海外弘揚佛法, 他更了不起的就是提倡教育, 不斷興
建學校, 作育英才,迄今為止已在全球創辦了十六所佛學院以及五所大學，並把世界各地兩
百多所寺院學校化, 那是相當卓越的教育成就, 而且為了傳揚中華文化以及弘法,他還創辦
了一份報紙”人間福報”, 以讓佛教的慈暉無遠佛屆, 所以星雲大師也是一位文化報人, 他
常勉勵大家每天至少要看一份報紙以增廣見聞!

星雲法師走了, 他留下了無窮盡的遺產--從宗教、道德、文化、教育以及人生的哲理
……..事實上星雲法師對人生看得非常平淡與平實, 他曾說過:”人生最大的福報莫如無病
康健; 處事最大的樂事,莫如無事免難。”當我們在懷念他時, 細細咀嚼他所遺留下來的這
兩句法語, 才真的感受到他也是一位引領我們前進導師!

歐盟就設定俄羅斯石油產品價格上限達成一致
(綜合報導）歐盟國家同意對俄羅斯石油產品（例如柴油）

設定每桶100美元的最高限價。歐盟輪值主席國瑞典證實了這一
消息。歐盟還就取暖油等俄羅斯打折石油產品的最高限價達成
協議，設定為每桶45美元。

歐盟國家的內政部長和司法部長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一次
會議上討論了此提案。歐盟的目標是在七國集團對進口俄羅斯
石油產品的價格上限於2月5日生效之前在聯盟內部達成協議。

對於西方國家針對俄羅斯石油產品的製裁措施，俄羅斯總
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地時間2月3日表示，西方對俄羅斯的製
裁將進一步擾亂國際能源市場，同時，俄羅斯也將採取相應的
反制措施。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我們對此（新一輪制裁）
的態度是消極的。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制裁必將導致全

球能源市場進一步失衡。當然我們也會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
以保護我們自身利益不受影響。

此前，俄羅斯已宣布自當地時間2月1日起，正式禁止向在
合同中直接或間接使用設置價格上限機制的法人實體和個人供
應石油。根據法令，若合同中設置價格上限機制，俄羅斯石油
出口商必須通報俄羅斯海關和能源部，且出口商須承諾在規定
時間內修改合同，否則將被視為違法行為。這一法令將持續至7
月1日。

自去年12月5日起，歐盟成員國、七國集團和澳大利亞對
俄羅斯海運石油出口設置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作為反制，
俄羅斯總統普京於當月簽署總統令，禁止向對俄石油進行限價
的國家出售俄石油和石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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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軍方官員表示，壹名韓國

士兵28日在韓朝邊境附近訓練時發生槍支走火事件，

誤射實彈。韓國軍方已即刻通知朝鮮方面，稱這次射

擊不是故意的。

韓聯社：“江原道陸軍訓練時機槍走火，已向朝

鮮通報”韓國軍方表示，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28日下

午6時27分，當時壹支韓國陸軍部隊在東部江原道的韓

朝邊境地區進行軍事訓練。此次訓練沒有計劃進行射

擊，但壹名士兵誤射了4發實彈。所有子彈全部落在朝

韓軍事分界線南側，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報道稱，走火事件發生後，韓國軍方立即通過廣

播通知朝鮮，多次強調射擊不是故意的，並提高了應

急準備狀態。

壹名韓國軍方官員表示，目前還沒有在朝鮮方面

看到任何“特別的跡象”，韓方正在對事件的具體情

況進行調查。

韓聯社稱，根據朝韓兩國在2018年9月簽署的軍事

協議，雙方同意停止所有敵對行動。此舉旨在緩解地

區緊張局勢、建立互信。朝韓邊境的最近壹次交火發

生在2020年5月，當時有4發來自朝鮮的子彈擊中非軍

事區中部的壹個韓軍崗哨，韓國軍隊隨後開槍還擊。

去年12月26日，曾有5架朝鮮無人機越界進入韓國領空，其中

韓國軍方確認其中1架無人機直接飛往韓國首都首爾，並在飛行約

3個小時後返回朝鮮。韓方派出戰機攔截，但未能命中目標，壹架

戰鬥機還墜毀。

韓國國防部1月5日承認，朝鮮無人機闖入了韓國總統府周圍

的禁飛區，其航跡掠過總統府禁飛區北部邊緣地帶。但韓國軍方發

言人強調，龍山總統辦公室的安全並無異常。

李在明全面否認地產弊案所有嫌疑
稱檢方“搞政治”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最

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以犯罪

嫌疑人身份到案，就慰禮新城和大莊洞

地產弊案接受檢方傳訊。結束調查後，

李在明表示，他感覺檢方不是在辦案，

而是在“搞政治”。檢方並不是為了查

明真相而進行調查，而是以起訴為目的

捏造事實。

據報道，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反腐

搜查第壹部就慰禮新城地產弊案對李在明

進行訊問，反腐搜查第三部從下午起，就

大莊洞地產弊案進行訊問。由於李在明拒

絕深夜受訊，問訊於當晚9點結束，李在

明在確認訊問記錄內容後離開。

李在明涉嫌在擔任城南市長時期作

為慰禮新城、大莊洞開發項目的最終決

策者向民間開發商透露城南市和城南都

市開發公司內部機密，使其獲得巨額收

益。他還涉嫌決定刪除超額利潤回收條

款，使城南市無法取得追加利潤，給城

南市造成巨額損失。

報道稱，李在明在書面陳述中全面

否認所有嫌疑。檢方認為，有必要基於

書面陳述再次傳喚李在明。但李在明已

表明僅到案壹次，因此很可能拒絕第二

次受訊。

此外，在受訊過程中，李在明方面

和檢方就調查拖延問題產生矛盾。李在

明表示，檢方為了追加傳訊拖延調查，

反復提出相同的問題，拿出相同的材料，

這種行為屬於國家權力的私有化。

檢方則表示，李在明拖延到案受訊

，由於涉案地產項目已長時間進行，調

查範圍龐大，檢方基於最終結決策者接

受匯報並批準的內容進行了詳細調查。

檢方計劃在研討審訊內容後再次傳

喚李在明。若李在明拒不到案受訊，

預計檢方將該案和城南足球俱樂部贊

助金涉腐案壹同合並，向法院提請批

捕李在明。

泰國多地PM2.5超標
曼谷市建議市民居家辦公

綜合報導 泰國空氣汙染

監測部門表示，當天全國大

部分地區的空氣質量處於不

安全水平，包括首都曼谷在

內的全國 50 多個府 PM2.5 超

標。

監測顯示，當天泰國除了

南部地區10多個府空氣質量良

好外，其他地區大都出現不同

程度的空氣汙染，其中最嚴重

的龍仔厝府部分區域PM2.5濃

度達到每立方米132微克，遠

超過每立方米50微克的安全水

平。

曼谷及周邊地區全天基本

被霧霾所籠罩，當地數十個空

氣質量監測站監測的PM2.5濃

度均超過安全值。曼谷市市長

查察當天表示，受天氣條件以

及焚燒產生的煙霧等影響，2

月 1日至4日曼谷地區空氣汙

染情況可能出現持續加重的趨

勢。

鑒於空氣質量堪憂，曼谷

市政府已加強對部分企業、工

地和車輛等汙染源的檢查，並

建議市民近期盡量居家辦公，

減少出行和戶外運動。

安倍回憶錄預售火爆
曾因“敏感內容”延期出版

綜合報導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

《安倍晉三回憶錄》將於2月8日出版，

內容為對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長篇采

訪。該書原計劃於去年年初出版，但由於

有很多“敏感內容”，當時應安倍本人要

求，出版被延期。在安倍遇刺身亡後，經

其夫人安倍昭惠同意，本書得以面市。

報道稱，對安倍的采訪由讀賣新聞社

特別編輯委員橋本五郎與社評副委員長尾

山宏於安倍卸任首相約壹個月後(2020年

10月)開始進行，采訪共計18次，時間

跨度約1年，采訪時長達36小時。《安

倍晉三回憶錄》收錄了全部采訪內容。

報道稱，回憶錄內容涉及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在回憶錄中

，安倍透露，特朗普看起來好戰，但實

際對軍事行動持消極態度。特朗普以及

美國政府曾試圖“拼命隱藏真正態度”

，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朝鮮發現這壹點，

美國對朝施壓將失去作用。

記者註意到，盡管《安倍晉三回憶

錄》的正式發行日期是2月8日，但從1

月 30日起就開始接受預訂，當日便登

上日本亞馬遜網站非小說類圖書排行

榜第壹名。

安倍晉三於2006年9月首次出任日本

首相，翌年9月以健康為由宣布辭職。他

於2012年12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直至

2020年8月因健康問題辭職，是連續在職

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7月

8日在奈良縣奈良市街頭演講時遭槍擊，

經搶救後不治身亡，終年67歲。

另據報道，壹部關於安倍晉三的

政治紀錄片《妖怪之孫》將於 3月 17

日起在日本公映。這部紀錄片主要通過

采訪的方式探討安倍晉三究竟是怎樣

壹 個 人 、 給

日本留下了什

麼 遺 產 等 話

題 。 紀 錄 片

片 名 之 所 以

是 《 妖 怪 之

孫》，是因為

安倍是被稱為

“昭和之妖”

的甲級戰犯、

前首相岸信介

的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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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前大選被指存違規
德國法院批準柏林地區重新投票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正式批準柏林地區於2月12日重新舉

行大選。去年11月，德國最高法院已做出判決，由於存在違規，2021年

9月26日柏林地區大選的投票結果無效。

據報道，德國最高法院當日裁定，柏林地區有爭議的2021年聯邦選

舉和地方選舉按計劃於2月12日重新舉行。法院駁回了幾項推遲重新投

票的緊急請求。

2021年的柏林地方選舉中，中左翼的社民黨以微弱優勢獲勝，並與

緊隨其後的綠黨結成聯盟。社民黨市長弗蘭西斯卡· 吉菲在有爭議的選

舉後上臺，面臨著中右翼基民盟的激烈競爭。反對黨基民盟稱贊法院31

日的決定“有利於民主和柏林”。

2021年9月26日的德國大選日，柏林地區的選舉被指混亂。由於當

日聯邦選舉和地方選舉投票壹起進行，此外還有柏林馬拉松賽同時舉行

，很多投票點的工作出現事故，部分選民在投票期限結束後仍在進行投

票，還有選票被送到錯誤地點。經過數月的調查，德國法院表示有理由

在柏林地區重新進行投票。

“德國之聲”指出，柏林地區重新投票不會影響讓朔爾茨上臺的聯

邦議院選舉結果，但可能會重組各聯邦州代表組成的聯邦參議院的權力

平衡。

聯邦議院與聯邦參議院均為德國最高立法機關。但作為議會內閣制

國家，德國內閣須由聯邦議院議員組成，故聯邦議院為國家政治權力中

樞。

澳央行：新版5澳元紙幣
不會采用英國君主形象

綜合報導 據報道，澳大利亞央行表示，該國新版5澳元紙幣將采用

原住民設計，而不是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形象。

澳央行表示，新版5澳元紙幣的圖案將取代2022年去世的英國女

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該銀行表示，這壹決定是在與政府進行磋

商後做出的，政府支持這壹改變，此舉是向“第壹批澳大利亞人的文化

和歷史”致敬。

目前，5澳元紙幣是澳大利亞僅存的壹張印有英國女王肖像的紙

幣。報道指出，英國君主仍然是澳大利亞的國家元首，但和許多前

英國殖民地壹樣，澳大利亞也在辯論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與英國

的聯系。

英國《衛報》援引《悉尼先驅晨報》2022年10月的民意調查報道稱

，有43%的人更喜歡5澳元紙幣上有澳大利亞人，34%的人說查爾斯三世

是他們的選擇。

據美聯社報道，澳財政部長吉姆· 查默斯2日表示，這壹變化是

實現良好平衡的機會。“硬幣上仍然會有英國君主的圖案，但5澳元

紙幣會更多地講述我們的歷史、遺產和我們的國家，我認為這是壹

件好事。”

報道稱，澳央行計劃在設計該紙幣時征詢原住民意見，預計這壹過

程將需要數年時間。

歐盟經濟好於預期 但未擺脫衰退風險

綜合報導 歐盟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

據顯示，2022 年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3.5%，歐盟增長3.6%。此

外，去年第四季度歐元區經濟環比增長

0.1%，連續第四個季度實現正增長。

分析人士指出，由於今冬異常溫暖

的天氣部分緩解了能源危機，同時歐盟

多國財政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歐盟經

濟得以避免陷入衰退，表現好於市場預

期。但目前許多歐盟成員國經濟仍處於

接近零增長的停滯狀態，未能徹底擺脫

衰退風險，前景依然黯淡。

數據顯示，歐洲主要經濟體中，德

國和意大利受能源危機影響較嚴重，去

年四季度經濟輕度萎縮，而法國和西班

牙則勉強維持小幅增長。

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去年四季度

GDP環比下降0.2%，不及市場預期，經

濟前景不容樂觀。知名金融機構荷蘭國

際集團宏觀研究部負責人卡斯滕· 布熱斯

基指出，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德國經濟會

在短期內健康復蘇，德國政府過去三年

的財政刺激政策只是穩住了經濟，並沒

有真正提振經濟。

專家認為，能源供應緊張、通脹居

高不下、貨幣政策收緊等將是今年歐盟

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

國際能源署日前對歐洲 2023 年的

能源供應形勢“敲響警鐘”，認為歐

洲不應因近期能源價格有所下降而放

松警惕，敦促各國政府立即采取行動

保障能源供應安全。該機構預計，

2023年歐盟面臨約270億立方米的天然

氣短缺，約占歐盟天然氣基準總需求

的6.8%。

當前歐洲地區通脹水平依然居高難

下。雖然2022年11月歐元區通脹率出現

17個月以來的首次下降，12月繼續放緩

回歸至個位數，但這距離高通脹完全得

到控制或物價企穩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通脹高企正在不斷侵蝕消費者購

買力，歐洲多國國內需求不斷收縮。荷

蘭國際集團高級經濟學家貝爾特· 科萊恩

指出，在疫情平穩後壹段時間內，消費

經歷了強勁反彈，但現在消費者正在調

整支出，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家庭消

費都出現了大幅收縮。

目前歐元區通脹水平及預期仍遠高

於歐洲央行設定的通脹目標2%。歐洲央

行表示，將繼續收緊融資條件，不惜壹

切代價對抗通脹。2022年 7月至今，歐

洲央行已連續四次大幅加息共250個基

點以遏制通脹。

歐洲央行下壹次貨幣政策會議將於2

月2日召開。經濟學家普遍預測，歐洲

央行將繼續加息50個基點。萬神殿宏觀

經濟學研究公司高級歐洲經濟學家梅拉

妮· 德博諾表示，歐洲央行將繼續采取大

幅緊縮政策以抗擊通脹。

歐洲央行繼續大幅加息將增加企業

和家庭借貸成本，導致經濟活動放緩。

壹些經濟學家認為，歐元區仍有可能陷

入衰退。

科萊恩表示，在全球經濟整體疲

弱的環境下，歐元區出口能否持續增

長難以確定，投資也將面臨加息帶來

的壓力。預計2023年初歐元區經濟將表

現疲弱，不排除第壹季度出現負增長的

可能性。

凱投宏觀首席歐洲經濟學家安德魯·

肯寧哈姆認為，歐元區將在今年上半年

陷入衰退，原因是歐洲央行收緊貨幣政

策的影響加劇，家庭在生活成本危機中

苦苦掙紮，外部需求低迷。

此外，為防止經濟陷入深度衰退

，歐洲多國政府提供了大量財政支持

進行“輸血”，導致公共財政狀況顯

著惡化。經濟復蘇乏力可能會對財政

刺激力度造成影響，並危及政府債務

的可持續性。

10年來最大規模！
英國50萬人因薪資問題舉行大罷工

英國多達50萬人因薪資問題舉行罷工，

導致交通網絡癱瘓、多地學校停課。法新

社稱，這是英國大約10年來舉行的最大規

模罷工。

籲做出改變
英國約50萬人大罷工
據報道，此次罷工行動約有50萬人參與

。其中有多達30萬名教師、10萬名公務員，

以及數千火車司機和邊境部隊工作人員等。

罷工對教育、通勤等造成嚴重影響，

經濟損失或高達2億英鎊。此外，預計約

有2.3萬所公立學校被迫關門，數百萬學

生無法上課。

成千上萬的教育工作者舉著“孩子們

應得到更好的”和“拯救我們的學校，買

單”等標語牌在倫敦市中心遊行。32歲的

小學教賴斯說，希望這次遊行規模能傳達

壹個強烈的信息，“政府應為他們的管理

方式感到羞恥。很明顯，人們不高興，需

要做出改變。”

參加遊行的工會代表格雷厄姆則稱，面

對激增的生活成本，員工們別無選擇，只能

罷工。“不僅薪資追不上通脹，車費、市政

稅和房租都在上漲。即使我們沒有失業，仍

然不得不去食物銀行領取免費食物。”

英國政府或不讓步

勞工怒火還將延燒？
然而，英國政府在工資要求上似乎

另有立場。路透社指，蘇納克政府對工

會采取強硬立場，認為向大幅提高工資

的要求讓步將進壹步加劇英國的通貨膨

脹問題。

英國首相蘇納克對罷工導致學生停課

進行譴責。他說，“我們孩子的教育是寶

貴的，他們今天應該在學校接受教育。”

英國教育大臣基岡也稱，她對教師們的離

開感到“失望”。

有報道稱，當局目前可能正考慮借鑒

法國的法律，該法律要求教師必須在計劃

罷工時提前48小時通知。此外，蘇納克有

可能就反罷工立法，要求關鍵公共部門人

員，比如醫護、消防員、教師等，即使舉

行罷工，仍然需要維持基本服務，否則就

會被解雇。

分析稱，英國政府若推動《反罷工法

》和擴大警察執法權力的《公共秩序法》

實施，勢必引爆勞工更大怒火，恐加劇英

國社會動蕩不安。

數月以來，受通貨膨脹影響，英國多

行業接連舉行罷工。英國公共和商業服務

工會(PCS)警告稱，未來將會有進壹步協調

壹致的罷工。

伊拉克古城拉格什發現5000年前酒館：有長凳、烤箱和冰箱
綜合報導 考古學家在伊拉

克古城拉格什發現了壹個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2700年的古老酒館。

據報道，考古學家們於伊

拉克古城拉格什發現了這個埋

藏在地下約5.8 米處的古老酒

館，該酒館被分成壹個露天庭

院餐廳和壹個房間，房間裏保

存有長凳、烤箱、壹個有5000

年歷史的古老冰箱。此外，還

發現了幾十個圓錐形的碗，其

中裝著魚的殘留物。據報道，

拉格什位於今天的伊拉克境內

鐵羅（Telloh），是美索不達米

亞南部最古老和最大的城市之

壹。

拉加什考古項目主任、賓

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家霍利· 皮

特 曼 （Holly

Pittman） 表 示

，此次發現意

味著古代社會

並非僅由精英

和被奴役者組

成，而是還包

括壹批古老的

中產階級。來

自賓夕法尼亞

大學的另壹位考古學家古德曼

（Reed Goodman）說:“事實上

當時有壹個公共集會場所，人

們可以坐下來喝酒、吃魚，他

們不是在國王的暴政下勞作。

這些物件給我們呈現了壹種更

加豐富多彩的古代城市史。”

據報道，此次拉加什的考

古挖掘工作由賓夕法尼亞大學

博物館（Penn Museum）、劍

橋 大 學 （University of Cam-

bridge）和伊拉克國家文物和遺

產委員會（State Board of an-

tiques and Heritage）合作開展

，期間采用了無人機攝影和基

因分析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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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邊是矽谷風聲鶴唳，科技巨頭大廠動輒宣布數万人規模的裁員，另一邊卻
是美國非農就業節節走高，1月份新增就業51.7萬，遠高於預期的18.5萬的水平，失業率進一
步下降至3.4%，已經是美國自1969年以來最低的失業率水平。

事實上，這兩種觀察都沒有錯。科技大廠大規模裁員是實實在在的，在美聯儲加息收緊流
動性的大背景下，高成長性的科技行業，成為首當其衝的重災區，未來業績前景預期不佳令科
技巨頭不得不採取削減開支的措施。

但是放到全美國全行業的更大維度下來看，美國的就業市場狀況卻是在近一段時間內持續
改善的，即便是在裁員潮的影響下，美國科技行業的失業率在1月份為3.9%，雖然高於總體的
3.4%的水平，卻依然低於建築行業、休閒旅遊行業超過6%的失業率水平，甚至還低於該行業
自身在2022年同期4.2%的水平。

但利好的就業市場數據，對於市場中的投資者來說，卻不見得是個好消息。 3日當天，美
國國債收益率與美元飆升，美股在連續多日上漲後出現大幅下跌，主要是受到投資者對於美聯
儲可能重新加碼收緊貨幣政策擔憂的影響，這份意外利好的報告，也讓美聯儲所應對的美國經
濟狀況變得更為複雜，進一步考驗其未來對貨幣政策實施和把控的能力。
矽谷裁員潮正在進行中，但整體佔比較小

新年伊始，始於2022年底的裁員潮在矽谷有愈演愈烈之勢。谷歌、亞馬遜、微軟這三家科
技巨頭，成為新一輪矽谷科技公司裁員的重災區，加上去年第四季度便宣布裁員1.1萬人的社
交巨頭Meta，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僅這幾家矽谷科技巨頭裁員的總數已超過5萬名。

大公司的高調裁員，容易讓人產生美國就業情況惡化的直觀印象，但如果放到更大的全美
國全行業的維度來看，美國的整體就業市場情況，並非像在矽谷感受到的那麼糟糕。

這正是最新的美國非農就業報告，以及過去幾個月的這份報告所呈現出來的情況。根據美
國勞動力統計局2月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目前有超過1.5億就業人口，而科技行業就業人
口總數不到1500萬，因此科技行業就業人口僅占美國全部就業人口約不到10%。簡單對比，
2022年全年科技行業裁員人數不到15萬人，但僅1月份全美新增就業就超過50萬。

具體來看，在裁員潮的影響下，高科技信息行業失業率在1月份為3.9%，高於3.4%的總
體失業率水平，但依然低於2022年1月份的4.2%的水平。
美國失業率創54年來最低水平

對於就業市場的觀察，還需要從一種動態而非靜態的角度去進行。即便是在就業非常強勁
的年份中，在美國1.5億勞動力市場上，每個月也會有約140萬人失業，同時有400萬人自願放
棄工作，但同時，平均每個月也有600萬人重新找到工作。

從最新發布的這份非農就業報告來看，近一年來，排除季節性因素，美國就業市場總體呈
現出穩中走強的趨勢，失業率也呈現總體下降趨勢。

放到更長的時間線來看，過去5年，除了因為疫情導致2020年4月出現單月非農就業大幅
減少超過2000萬以外，美國就業市場在接下來基本保持了健康穩定增長。

2023年開年首個月份，美國新增非農就業51.7萬人，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之外，這一數據
已經明顯高於整個2022年月平均新增40.1萬的水平。美國勞工統計局在這份報告中稱，1月份
的非農就業增長是在全行業都在進行，其中增長最明顯的是休閒旅遊行業、專業商務服務和醫
療部門，此外，政府部門的就業人數也在增長。

分部門來看，1月份，休閒旅遊行業新增12.8萬名就業，比2022年全年平均每月8.9萬增
長了43.8%。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國休閒旅遊行業就業人數依然比2020年2月份疫情前的
水平少49.5萬人，換句話說，如果美國休閒旅遊行業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水平，且之前損失的就
業崗位並非永久性消失，那未來該部門仍有近50萬的新增就業潛力。

專業和商務服務行業新增就業8.2萬名，同樣高於2022年月均增加6.3萬名的水平。政府
部門1月份新增7.4萬名就業。醫療部門新增5.8萬名就業，同樣高於2022年月均新增4.7萬的
水平，其中救護車醫療服務新增3萬、護理和住院服務新增1.7萬。

分具體行業來看，1月份美國失業率最高的行業是建築行業，失業率達到6.9%，最低的則
是採礦、油氣開採行業，失業率僅為0.3%。

另外可以看到，在1月份貢獻新增就業最大的休閒旅遊行業，1月份失業率仍在6%以上的
高位，但相比去年同期的8.2%的水平大幅下降，這也意味著該行業未來仍有進一步貢獻新增就
業的潛力。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是非農報告中所提供的關於失業人口維持失業狀態時長的信息，根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最新的1月份，失業人口保持失業狀態時長的中位數為9.1週，也
就是大約2個多月的時間，這意味著失業的人在2個月後就能找到工作，從這個指標來看，美
國的就業市場也保持著比較良好的健康狀態。

這份利好的1月份非農就業數據，一定程度上出乎許多人的意料，這也是被許多市場人士
密切關注的一份非農就業報告，因為這可能直接關係到美聯儲接下來的貨幣政策決策。

在連續大幅加息抑制通脹後，美聯儲已經在過去的兩次貨幣政策會議上，下調了利率的提
高幅度，本周剛剛結束的聯儲貨幣政策會議上，美聯儲宣布將基準利率提高25個基點，較上一
次會議的50個基點的水平進一步下調。

在本周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結束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儘管再度重申了美
聯儲應對通脹的決心未動搖，但他也首次承認了通脹出現了緩解的跡象，美聯儲放緩加息的幅
度，就是為了進一步觀察整個經濟未來的走向，調整貨幣政策以適應經濟情況的變化。

可以說，在經歷了短時間大幅度加息，將美國通脹從35年新高的水平拉低至目前約6%的
水平之後，美聯儲走到了一個分水嶺，接下來貨幣政策的取向可能需要更為精細化的操作，基
於美聯儲雙重政策目標：價格總水平穩定和最大化就業，美聯儲無時無刻不在尋找一個最為完
美的貨幣政策尺度，但非農數據的意外利好，則加大了貨幣政策的複雜度，一方面通脹明顯降
溫，美聯儲已經看到了快速提高基準利率的政策效果，因此開始放鬆踩剎車的腳，擔心進一步
的收緊貨幣政策可能令經濟蒙受衰退風險，但另一方面，利好的就業市場，卻又令美聯儲擔心
經濟出現過熱，通脹再度抬頭，不僅讓之前的勝利果實付之東流，同時會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
。

非農就業數據的利好，也令市場對於美聯儲可能重新加碼收緊流動性的預期升溫。美國2
年期國債收益率及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3日非農就業數據發布後的早間均出現跳漲。美元也在
經過1月份的下探後，出現明顯上漲。

對於非農就業報告，對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決策的影響，Brandywine Global的基金經理
Jack McIntyre表示，儘管1月份非農就業數據意外地呈現利好，但他並不認為美聯儲在接下來
會加碼收緊利率水平。

“就業數據是非常滯後的經濟指標，所以就業數據或許將會是最後一個反映經濟走弱的指
標，”McIntyre說，“美聯儲深知這一點，所以他們不會僅僅就這一次報告，就加速他們對流
動性的緊縮步伐。”

他預計美聯儲在3月份的貨幣政策會議上仍會宣布一次加息決定，但這並不會對美國經濟
順利進入2024年帶來實質性影響。

“通常1月份的就業報告都會充滿噪音，”RSM美國首席經濟學家Joseph Brusuelas表示
，“這次報告誇大了潛在的趨勢，所以對美聯儲在3月份就停止加息的呼聲需要重新考慮。”

（綜合報導）微軟收購動視暴雪一事似乎正面臨更多的反對。據 Politico 報導，歐盟已就
這筆 687 億美元的交易向微軟發出正式的反壟斷警告。

Politico 沒有透露有關警告內容的確切細節，但他們指出：在“反對聲明”中，歐盟官員
“闡述了該交易可能威脅視頻遊戲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因。”

微軟發言人大衛卡迪表示：“我們致力於解決方案並為這筆交易尋找前進的道路。我們
正在仔細傾聽歐盟委員會的擔憂，並相信我們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

在 9 月開展初步審查後，歐盟委員會於 11 月對這筆交易展開了“深入調查” 。
“我們必須確保 PC 和主機遊戲的未來和現有分銷商以及 PC 操作系統的競爭對手供應商

都有機會，”委員會負責競爭政策的執行副總裁瑪格麗特維斯塔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除此之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因此決定起訴微軟，從而試圖阻止這筆交易。

裁員潮下非農就業數據卻大超預期裁員潮下非農就業數據卻大超預期
美國真實就業狀況究竟如何美國真實就業狀況究竟如何？？

（綜合報導）根據國外科技媒體 The Streamable 報導，Netflix 表示在美國暫時不會施行新規
，這些新規用於打擊密碼分享現象。

Netflix 目前已經從美國的幫助頁面刪除了相關內容。 Netflix 回應稱此前員工誤操作，因此在
美國也同步上線了打擊密碼分享的新規。

Netflix 發言人表示：“新規目前僅適用於智利、哥斯達黎加和秘魯，但員工誤操作導致在其
他國家 / 地區也同步上線了。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已經更新調整”。

Netflix 在 FAQ 頁面中明確表示，不住在一起的用戶無法共享 Netflix 賬號。 IT之家了解到，
該平台將使用 IP 地址、設備 ID 和賬戶活動等信息來確定登錄到您賬戶的設備是否連接到您的主
要位置。

如果登錄賬戶的新設備位於不同的位置，Netflix 將需要一個臨時代碼，允許連續 7 天登錄該
位置。 Netflix 解釋說，攜帶主要設備旅行的人在其他地方使用 Netflix 不會有任何問題。但為確
保不間斷訪問 Netflix，您需要至少每 31 天從主要位置連接到 Wi-Fi 一次。

NetflixNetflix：：美國市場暫時不會限制用戶之間共享賬戶美國市場暫時不會限制用戶之間共享賬戶

歐盟已就動視暴雪交易案
向微軟發出反壟斷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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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檢大樓開燈
確認出入境線路

羅湖口岸或有望2‧6通關
◆◆羅湖口岸聯檢大樓羅湖口岸聯檢大樓11樓入境深圳大門樓入境深圳大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備受關注的羅湖口岸通關時間近期一直有傳聞
無證實，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再度致電深圳

市口岸辦，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沒有收到羅湖口
岸恢復通關的消息。

特區政府：冀盡快公布通關消息
香港特區政府回覆傳媒查詢時，沒有正面回應

羅湖口岸通關日期，僅稱“通關事務協調組”與內
地相關單位在農曆新年期間保持緊密聯繫，進展積
極和正面，有信心很快就會達成全面通關，期望很
快公布消息，包括取消核酸檢測要求、增加開放口
岸數目，以及取消人數安排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赴羅湖口岸和羅湖商業城採

訪看到，一些清潔工正在給商業城和長途汽車站進
行衞生清潔。

海關5G檢疫設備已設立
在羅湖口岸，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相關部門的

工作人員正在現場調研通關路線，清潔工用高壓水
槍清洗牆壁和路面。步入聯檢大樓，整個大樓內燈
光已經開啟，所有電梯均正常運行，在2樓到3樓
的位置均設有海關健康申報指引，人工查驗和快捷

通道等標識完整，3樓海關5G智能衞生檢疫設備已
經設立。在海關檢疫線拉起了一道鐵門，鐵門內的
工作人員正在施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獲悉，昨日，包括政
府機構的南湖街道、羅湖口岸和深圳地鐵有關負責
人一起，前來與羅湖商業城商討即將通關後的旅客
出入境線路安排。據悉，出入境人流將全部從羅湖
商業城連廊3號橋進出羅湖口岸聯檢大樓，港入和
內地客將均從羅湖口岸3樓入境香港；以前2樓個
人遊入境香港的通道暫時關閉，估計是在改造施
工；港人和內地及國外遊客從羅湖口岸大樓一樓入
境深圳。

商戶憧憬再現往日繁華
金羅湖商業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勝

安表示，“羅湖口岸馬上就要通關了，所以我們與
業主、商戶都非常地喜悅和歡喜，近段時間以來眾
多商戶都在備貨、整理自己的貨物和打掃衞生。羅
湖商業城物業近幾日在測試電梯運行是否正常，以
檢測有沒有故障，並檢查燈光、聘請第三方清潔公
司保持商城的衞生。”他還重點介紹稱，“目前我
們正在設計商城的整個裝飾和那些歡迎顧客的標

語。”
他感嘆，“疫情3年商城和所有商戶都特別艱

難，通關在即，終於雲開見月明了，憧憬着再現往
日的繁華，只要通關就有希望。”近3年來，該商
業城不收租戶一分租金，只收管理費，並且還是五
折優惠。其間只有兩成商家退租流失，八成商戶仍
在堅守，表明他們仍然看好未來通關後帶來的機
遇。

在該商業城2樓，港資大快活茶餐廳有關負責
人賴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因為疫情他們歇
業了3年，因為口岸即將通關，所以昨日與同事前
來檢查餐廳座椅，看有無需要更換，以及電腦收費
系統是否正常，並做一些整潔工作。為了迎接通關
機遇，他們將從其他分店轉派部分員工，並招聘一
些員工，大概有二三十人，並計劃6日正式營業。
他稱，疫情前他們生意火爆，是其在珠三角五家店
舖中生意最好的，因此十分期待口岸恢復通關帶來
的機遇。

該商城從事服裝銷售的潮汕人沈小姐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3年來因為疫情一直關門歇業，自己
只得外出打一些零工，如今通關了感覺終於等來了
機會。因此她前來整理貨品，查看是否需要補貨。

掃碼看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香

港與內地上月8日恢復第一階段通關，但羅湖口岸至

今並未開通。2月1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羅湖

區南湖街道、羅湖口岸、深圳地鐵和羅湖商業城有關負責人

一起協商和確認即將通關的線路安排。羅湖商業城從事眼鏡

銷售的商家曾先生表示，羅湖口岸2月初將通關，出入境人流

全部從羅湖商業城連廊3號橋進出，商業城讓商戶們利用這

幾天時間盡快整理、配齊貨物，通關首日都開門營業迎接

香港、本地和國外遊客。羅湖商業城港資茶餐廳大快

活有關負責人賴先生表示，他們正整理餐廳桌椅

和招聘員工，準備6日營業，以迎接通關

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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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商業城商戶展
示收到物業公司的手
機短訊通知，指羅湖
口岸2月6日通關。
香港文匯報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
州報道）內地與香港有序恢復通關
後，首個春節黃金周赴港遊旅客量
不及預期的消息備受關注。廣州是
內地赴港遊旅客重要來源地，香港
文匯報記者1日通過街頭、出入境辦
證大廳及微信等渠道訪問，發現23
位受訪者中，超過六成表示今年有
赴港旅遊及商務交流計劃，近期未
赴港是因急於與家人團聚及復產後
工作量上升而無法抽身。談到是否
會因為此前一些網絡負面輿論而影
響對香港的印象，超過九成受訪者
予以否認。目前，網上赴港預約簽
註業務仍較為緊張，廣州各辦證大
廳最早可預約日期已經延到2月20
日之後。受訪者表示，當前赴港主
要困擾是核酸檢測證明及簽註預約
名額有限，盼優化相關措施。

元旦後忙工作及過年
1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廣州市

公安局荔灣分局綜合辦證中心看
到，距離下午開放時間還有半個多
小時，大廳門前已經有大量市民排
隊等候。

珠寶批發零售商陳先生帶着兩
個女兒前來辦赴港簽註。他將參加
下個月在香港舉辦的珠寶展，這是
他3年來首次參展。屆時妻子和兩個
女兒會一同赴港，工作、旅遊兩不
誤。同時在場等候的梁阿姨表示，
春節期間，兒女從外地回廣州過
年，今次和兩名老友去辦理赴港簽
註，準備本月中旬去香港旅遊。

在廣州某電網公司工作的黃先生
正計劃3月或4月和家人去香港旅
遊。“1月到現在，我們很多項目在
加速推進，工作比較忙，加上返鄉過
年，沒有來得及去辦理香港旅遊的事
項。香港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旅遊地，
如今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階段，且我
們都因為‘陽’過而有保護抗體，風
險較小，肯定會去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街頭隨機訪問
了7位廣州市民，其中5位明確表示
已經辦理赴港簽或在上半年會辦理，
年內有赴港計劃，通過微信群訪問的
11位在穗工作友人，則絕大多數表示
會在今年、最遲明年赴港，或者在香
港轉機。對於當前赴港的困擾，有受
訪者表示，如果在港逗留超過1天，
很有可能在兩地都需要做核酸檢測，
十分繁瑣，這是最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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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元宵提燈受歡迎將加碼新北元宵提燈受歡迎將加碼 22//44再送限量特別版再送限量特別版
元宵節將至元宵節將至，， 「「新北好運兔新北好運兔」」 提燈提燈（（中間及最右邊中間及最右邊））有有22款造型及多種變化玩法款造型及多種變化玩法，，相當相當

受歡迎受歡迎，，新北各區公所新北各區公所33日與日與44日多點發放日多點發放，，55日元宵節當天在新北燈會再加碼送日元宵節當天在新北燈會再加碼送10001000份份；；
另外另外，，44日在新北燈會將送日在新北燈會將送10001000份紅色特別版份紅色特別版 「「開運兔寶寶開運兔寶寶」」 提燈提燈。。

（中央社）長期關注永續經濟趨勢的國際調查研究機構 「企業騎士」（Corporate Knights）公布
2023年全球百大永續企業排行榜，台灣高鐵首度入選，成為全球排名第9的永續企業，同時也是入選
的19家亞太地區企業中的第一名。

高鐵董事長江耀宗透過新聞稿表示，配合國家2050淨零碳排政策目標，同時結合ESG（環境保
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國際趨勢，高鐵提前布局，去年底完成2023年到2027年的中長期策略規
劃，目前正逐步將各項業務目標結合ESG精神，以持續強化公司治理。

江耀宗指出，高鐵肩負國家骨幹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責，希望透過落實ESG，提供旅客安全
、優質及創新的旅運服務，並持續引領台灣邁向更加進步、美好的新生活。

企業騎士為總部設於加拿大的調研與媒體公司，已連續19年針對全球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
進行永續性評選，觀察指標包括能源、碳、環境、社會治理績效、永續收入及投資、氣候與永續發
展等。

高鐵表示，公司未來將在追求環境永續、實踐ESG理念與提升經營效益的各項指標中，尋求創
新的經營模式，希望積極發揮綠色運具的優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環境永續競爭力，朝成為 「引
領進步、創造美好的生活平台」的企業願景不斷邁進。

（中央社）通訊軟體 LINE今天宣布，將在 2 月 17 日舉辦第 7 屆台灣開發者大會 LINE TAIWAN
TECHPULSE 2023，回歸實體形式，主題聚焦開發治理與創新應用，將有超過30名講者輪番上陣。

LINE在官網發文說明，TECHPULSE 2023活動當天上午的場次，將由LINE台灣技術長陳鴻嘉分享
2022年在地發展重點、揭露今年的技術策略，以及為提升LINE台灣研發工程團隊工作效率與發揮資源
效能所做的開發治理布局；另將首度公布人工智慧（AI）最新技術應用SmartText自然語言處理平台。

此外，全台突破 140 萬用戶的純網銀 LINE Bank，將由資訊長翁銘壯發表自家應用程式介面平台
（APIM）的未來策略和應用場景，闡述如何讓LINE Bank拓展至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每一個場景。

TECHPULSE 2023活動下午場次以雙廳制進行，除了為與會者介紹LINE台灣研發工程團隊今年最新
的技術與在地化應用，也邀請傑出新創團隊與LINE台灣Internal Hackathon前3名獲獎團隊展示數個服
務的創新技術架構，分享各種有趣的實作經驗。

台灣高鐵首度入選全球百大永續企業 排名亞太第一

LINE台灣開發者大會2/17登場
聚焦開發治理與創新

生物可分解塑膠不易處理 PLA
免洗餐具8月起禁用

（中央社）環保署今天表示，當初規定8大類管制對象不得提供塑膠類免洗餐具時未把生物可
分解塑膠（PLA）材質納入，所以進一步預告修正限制使用，即日起彙整各方意見，預計8月1日實
施。

環保署今天發布新聞指出，民國91年7月開始規定公部門、公私立學校、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
、量販店、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有店面餐飲業等8大類管制對象，不得提供塑
膠類免洗餐具。

在95年及108年2次修正，擴大管制政府部門、學校餐廳、百貨公司 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
內用飲食，不得提供使用各類材質免洗餐具。

環保署表示，但是當初 「不得提供塑膠類免洗餐具」沒把生物可分解塑膠排除、限制使用，
加上考量近年業者多以生物可分解塑膠作為限塑後的替代材質，而此材質除必須在特定條件環境才
能快速分解，國內也沒有合適的再利用方式及堆肥設施做處理，外觀又跟保麗容瓶等相似，回收處
理時會產生混淆，衍生環境問題。

基於以上考量，環保署指出，因此今天預告修正 「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公告
事項第二項草案，將對生物可分解塑膠材質免洗餐具進行限制，預計於8月1日起實施。

倫敦旅展台灣館倫敦旅展台灣館 書法體驗吸引民眾駐足書法體驗吸引民眾駐足
倫敦消費者旅展倫敦消費者旅展22至至55日舉行日舉行，，除了旅遊諮詢除了旅遊諮詢，，台灣館還舉辦書法體驗台灣館還舉辦書法體驗、、打卡送台灣打卡送台灣
燈會兔年提燈等活動燈會兔年提燈等活動，，十分吸睛十分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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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隨著疫情的解封隨著疫情的解封，，沈寂近三年的沈寂近三年的
僑界活動也逐漸活絡起來僑界活動也逐漸活絡起來。。本周日僑教中心人聲鼎沸本周日僑教中心人聲鼎沸，，高朋高朋
滿座滿座，，各校友會的成員歡聚一堂各校友會的成員歡聚一堂，，說不完的重聚之樂說不完的重聚之樂。。連近連近
年來鮮少在僑界露面的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與何瑞燕夫婦也年來鮮少在僑界露面的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與何瑞燕夫婦也
出現現場出現現場。。還有專程訪美的還有專程訪美的 「「國民黨海外部主任國民黨海外部主任」」 立法委員立法委員
陳以信陳以信、、網路知名主持人朱學恆網路知名主持人朱學恆、、近日主辦近日主辦 「「台海和平論壇台海和平論壇
智庫智庫」」 的翁履中教授的翁履中教授，，加上加上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僑僑
教中心王盈蓉主任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以及僑務榮譽職人員葉宏志以及僑務榮譽職人員葉宏志、、王敦正王敦正、、
王秀姿王秀姿、、趙婉兒及會員趙婉兒及會員、、來賓等二百多人來賓等二百多人，，全場熱鬧非凡全場熱鬧非凡。。

會長何怡中致詞介紹並感謝與會嘉賓會長何怡中致詞介紹並感謝與會嘉賓，，並表示當天是元並表示當天是元
宵節宵節，，向大家拜個晚年向大家拜個晚年，，祝福大家身體健康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萬事如意，，兔兔
年行大運年行大運。。並表示該活動有精美的物品並表示該活動有精美的物品，，應景的點心應景的點心，，精心精心
佈置的燈謎牆等等佈置的燈謎牆等等，，分別感謝風雅集召集人謝家鳳的湯圓團分別感謝風雅集召集人謝家鳳的湯圓團
隊隊。。美國味全公司總經理李樂罡贊助關東煮美國味全公司總經理李樂罡贊助關東煮：：精彩的餘興節精彩的餘興節
目由各校友會策劃執行和演出目由各校友會策劃執行和演出；；淡江大學贊助燈謎活動淡江大學贊助燈謎活動，，美美
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贊助紅包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贊助紅包，，另外經文處處長羅復文加碼另外經文處處長羅復文加碼
贊助贊助，，德州知名牛排店禮券抽獎德州知名牛排店禮券抽獎，，出席的僑務委員出席的僑務委員、、諮詢委諮詢委
員等皆提供現金和獎品員等皆提供現金和獎品。。

當天除了聯歡活動當天除了聯歡活動，，還有會員虞定邦和張翠英將結婚禮還有會員虞定邦和張翠英將結婚禮
金金70007000元元，，全數捐做校聯會獎學金全數捐做校聯會獎學金，，在羅復文在羅復文、、陳以信和王陳以信和王
盈蓉見證之下交給校聯會獎學金理事長劉美玲代表接受盈蓉見證之下交給校聯會獎學金理事長劉美玲代表接受。。何何
怡中指出從怡中指出從19911991年開始年開始，，連續連續3232年年，，該會幫助無以計數學該會幫助無以計數學
生圓夢生圓夢，，疫情期間也無間斷疫情期間也無間斷，，去年共發放去年共發放1010萬元獎學金給萬元獎學金給

5151名學生名學生。。今年的獎學金申請在二月底之前今年的獎學金申請在二月底之前，，歡迎學生譜請同時捐贈者支持歡迎學生譜請同時捐贈者支持，，可前往可前往JCCAA.ORGJCCAA.ORG網站查詢網站查詢。。
在羅復文在羅復文、、陳以信和王盈蓉分別上台向大家祝賀致詞之後陳以信和王盈蓉分別上台向大家祝賀致詞之後，，FASCAFASCA 舞龍隊學生們舞龍隊學生們，，帶來帶來 「「祥龍獻瑞祥龍獻瑞、、免年免年

吉祥吉祥」」 由羅復文由羅復文、、陳以信獻上紅包傳遞吉祥美好祝福陳以信獻上紅包傳遞吉祥美好祝福，，接著由台大校友會接著由台大校友會，，文化及師大等校友會所帶來的文化及師大等校友會所帶來的，，流流
行金曲行金曲 「「““免免””飛猛進飛猛進」」 ，，賀歲金曲串燒賀歲金曲串燒 「「前免似錦前免似錦」」 ，， 「「小媳婦回娘家小媳婦回娘家」」 歌舞劇歌舞劇，，動感的太極帶動操動感的太極帶動操 「「揚眉揚眉
““免免””氣氣」」 及排舞帶動跳及排舞帶動跳，，再加上摸彩和猜謎再加上摸彩和猜謎，，全場氣氛歡樂全場氣氛歡樂，，驚喜歡呼聲不斷驚喜歡呼聲不斷。。

美南大專校聯會周日下午舉行美南大專校聯會周日下午舉行
「「20232023年新春團拜聯歡活動年新春團拜聯歡活動」」

國民黨海外部主任陳以信
周日會晤黨員，談明年總統大選

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主任陳以信周日來休市訪問，
先在僑教中心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新春團拜
上會晤校友外，隨即趕往糖城，在中山學術會會長唐
心琴辦公室與本地國民黨同志聚會，談到明年總統大
選和 「九合一選舉」 的市長選舉完全不同，絕對不能
輕敵樂觀。他估計民進黨基本盤有六百多萬張票，而
柯文哲民眾黨也會有二百多萬張票，剩下的票我們要
如何爭取？因此，每一張票都很重耍。而要贏得明年
的選戰，他要同志幫忙三點：出力、出錢、出票，缺
一不可，陳主任要同志們早作準備，除了出錢、出力
，還務必即早準備，組隊回台投票。只要有中華民國
的有效護照，只要在40天前在所屬戶籍登記，就有資
格投票。希望大家作好準備，明年回去投票！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立委陳以信立委陳以信（（右右 ））及及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左 ））共同為舞龍開共同為舞龍開
光光。（。（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右起右起））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會會
長何怡中長何怡中，，立法委員陳以信在大會上立法委員陳以信在大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會長何怡中致詞會長何怡中致詞,,並介紹感謝並介紹感謝
與會嘉賓與會嘉賓。（。（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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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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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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