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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9日出席歐盟高
峰會，並分4批與歐盟各國領導人會談。他在記者會
說這趟出訪 「沒有權利不帶著成果回去」，歐盟雖
宣布更多對俄制裁措施，但烏克蘭最想要的戰機尚
未獲明確承諾。

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閃電出訪歐
洲行程的最後一站是歐盟總部。由於他在俄國入侵
後的首度出國是去年12月訪美，第2站是無預警搭
英國皇家空軍專機訪英，第3站是在巴黎與法國總統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共進晚餐，讓盼他已久的歐盟面子有點掛不
住。

但數日前傳出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公開洩露他的到訪日期及演說安排，引發安全疑慮
，差一點把事情搞砸，還好澤倫斯基誠意十足如期
現身，在歐洲議會演說後赴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與27個會員國領導人談話。

而且，原本傳出會員國總理、總統們爭相想要
與他 「雙邊會談」，讓歐盟行政幕僚傷透腦筋，最
後，據歐洲新聞網（Euronews）報導，除了已經在

巴黎一起吃過飯的2位，其餘25國政府首長分
成4批，接連與澤倫斯基開 「群組會議」。

澤倫斯基在這趟鐵人行程中以高耐力承受
歐洲各方政治需求的 「疲勞轟炸」，部分原因
也是為了藉著露面、握手帶來新刺激，降低歐
洲在戰事長達近一年下的 「烏克蘭疲勞」現象
。長期抵抗侵略的烏克蘭處境之艱困和意志之
頑強，由此可見一斑。

雖然歐盟官員經常強調對烏克蘭援助最多
的是歐盟，據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
sula von der Leyen）所說，開戰一年來歐盟援
助總額達670億歐元，但澤倫斯基出訪國家的
順序可說是按武器援助多寡排列，看得出他的當務
之急。

烏克蘭想要西方國家盡快援助先進戰機和長程
投射武力，但美國尚未首肯、英國只表態願訓練烏
軍空官駕駛 「北約等級」的戰機、法國說 「只要有
必要」都可以；德國才剛在盟友數個月的壓力下同
意捐助豹2型坦克，先前傳出反對提供戰機；比利時
總理德克魯（Alexander De Croo）則在高峰會前明

言拒絕，因為 「我們國家自己需要戰機，它們要用
來保護北約」。

澤倫斯基在高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被問到是否希
望獲得實質承諾，包括援助戰機，他說： 「我沒有
權利不帶著成果回去。」

但他也說，協商要求武器時 「看到了正面跡象
」，且有些討論內容不能公開，以免俄國取得烏克
蘭軍力進展的資訊。

澤倫斯基歐盟行澤倫斯基歐盟行 口惠多承諾少口惠多承諾少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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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s of angered Chinese Americans marched in
Houston's Chinatown on Saturday and exercised and proved the
right of Chinese people to awaken American society to a growi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ir midst.

In the Texas Senate there is currently a bill under
consideration that will try to prevent Chinese citizens from buying
land in Texas. Passage of this bill will have a great and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First of all, this bill violates the spirit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n fact, the nation has been built by
immigrants.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Chinese labor came to
this country to build the railroad. Later over the years, millions of
Chinese elite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building of this great

nation, whether it has been in the sciences, finance, technology
or medical fields and they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why are we treating them now like second
class citizens?

We need to point out this law will do serious damage to our
economy which will in turn lead to much unemployment and lost
jobs and will cause much financial harm 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We would like to call on the Texas Senate to decisively
reconsider any further action and/or discussion on this bill, and
furthermore, to withdraw it immediately from consideration for any
further legislative action to rightfully respond to, and appease the
united anger and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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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hallenges Never End NowOur Challenges Never End Now

怒氣沖天的華亞裔人士在週六之大遊行，證明
了華人在美國社會之覺醒和政治上極待爭取之權利
。

如果今天让德州制定法律，不讓中國公民賭購
買土地，這將是有請多極大之影響，首先是違反了
美國立國及以移民建國之精神，對於華人之宗祖國
之歧視。

超過一百多年從修建鐵路到數以百萬計之華人
精英參與了美國之建設，無論在科技、金融、醫療
、政府部門都有極大之貢獻，難道這就要一筆勾消
，把華裔視為二等公民嗎？

我們要非常遺憾的指出，如果這項禁令成真，
這必然會嚴重影響華人到德州之投資意願，將造成
地產經紀之失業和經濟之發展。

我們要呼籲德州參議院要悬崖勒马，立即取消
此法案，取除華裔公民之疑慮和不滿。

我們的挑戰將永無止境我們的挑戰將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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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日本火山大爆發日本火山大爆發，，第二天還第二天還
發生了地震發生了地震，，親美首相很無奈親美首相很無奈

【綜合報道】對日本而言，這幾天可以說是怕什麼來什麼，
用一句話去形容，沒有比“天災人禍一起來”更合適的了，親美
首相岸田文雄可以說是倍感無奈。

關鍵時刻，日本傳出了3個噩耗。
第一件事，日本突發地震。 2月9日下午，日本熊本地區發

生了3.7級地震，最大震感為3，震源深度為10公里。至於地震
有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暫時還是未知數。

在這之前，2月5日上午，日本海域發生了5.8級地震，生活
在不遠處的日本民眾感受到了震感。

因為地處地震帶的原因，“發生地震”對日本而言，已經算
不上什麼新鮮事了。但即便如此，每當地震突然到來時，當地日
本民眾還是會感到擔憂，因為誰也不知道，接下是否有餘震。

第二件事，日本火山大爆發。 2月8日，在毫無徵兆的情況
下，日本櫻島火山連續兩次噴發，地點在鹿兒島，火山灰甚至噴
到了距離火山口3400米的高度，火燒口還冒出了濃煙。很快，
日本便決定，將櫻島火山周邊地區的警戒級別提升到3，還不忘
呼籲當地日本民眾注意火燒碎屑。

日本專家表示，櫻島火山下的岩漿庫正在擴大，因此，接下
來還有可能繼續噴發。與2月9日發生的地震一樣，日本並沒有
透露人員傷亡情況，有可能沒有日本民眾因此傷亡。

這幾天，土耳其大地震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很多國家都為
土耳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但土耳其還是付出了沉重的傷亡
代價，這讓人們悲痛不已。對日本民眾而言，無論是地震還是火

山噴發，又或者是海嘯，難免會有“感同身受”之
感，因為沒準哪一天，日本也會爆發大地震。

當然了，因為災難多發的原因，日本比很多國
家的災前防備還有災後救助都做得好一些，但這不
意味著日本可以掉以輕心。無論何時，富士山火山
都吸引著日本的注意，一旦噴發，受影響的將不止
日本。

第三件事，與讓人防不勝防的地震和火山噴發
相比，這件事可以說是美國導致的。 《沖繩時報》
透露，美國曾在2019年寫過一份關於“美軍基地土
壤存在嚴重污染”的報告，然而，美國軍方選擇了
刻意隱瞞事實，沒有如實告訴日本。該報告顯示，
形成的污染很可能會對當地日本民眾帶去傷害，且
有可能會危害日本兒童的健康。

這些年，美軍沒少在日韓肆意妄為，比如毆打
日韓民眾、在日韓打造生化武器實驗室和擅闖日本
公民的住宅。美軍之所以如此底氣十足，與日韓的
忍氣吞聲有關——很多時候，日韓不敢找美國麻煩
。即便是犯下罪行的美軍士兵，也很難受到相應懲
罰，這讓美軍更加有恃無恐。

用日本專家友知政樹的話說就是，美軍這麼做的深層次原因
，在於美國把日本當成了殖民地。

還是那句話，日韓要想真正地走向世界，就必須鼓起勇氣、

邁出驅逐美軍這一步。如若不然，類似於美軍欺負日韓民眾的悲
劇，還會再次發生，因為美國根本不會在乎日韓的感受。

接下來，且看日本會不會就此事找美國要一個交代。

土耳其大地震死亡的人數不止2萬多人，有可能是驚人的20多萬人
(綜合報導）土耳其大地震死亡的人數可能不只是2萬多人，

有可能是驚人的20多萬人。這是當地專家的預估。
土耳其和敘利亞地震現在已經證明有2萬多人遇難死亡，當

地專家預測可能最多還有20萬人埋在地震的廢墟當中，如果這
個說法被驗證的話，那太可怕了。

這意味著土耳其的這次大地震，傷亡太慘重了。如果20萬
人現在還被埋在廢墟當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生命最佳的救援
期72小時已經過去。因為地震發生在2月6日早晨四點多鐘。這
麼長的時間內埋在廢墟下的人們，能夠活下去的可能性已經微乎
其微了。

第一，埋在廢墟下的人可能絕大部分大多數在房倒屋塌的時
候、就已經被砸死在裡面。能夠在縫隙當中存活下來的人，苟延
殘喘的人，應該是很少的。

第二，土耳其這次大地震之後，當地出現了雨夾雪的天氣。
氣溫一度接近於攝氏零度。這樣的低氣溫對於倖存於廢墟當中的
人們來說是致命的。

因為6日早晨4點多的地震，人們普遍還在睡夢當中估計都
沒有穿什麼衣服。所以埋在廢墟當中的人們，大多數應該是衣衫
單薄，經不住這樣的低溫。人在這樣的低溫當中，應該很快就處
於失溫和休克、乃至於死亡狀態。

一般所說的72小時生命救援黃金時間，是指在溫度攝氏零

上25度左右的氣溫的情況下。當地這麼低的氣溫，即使在廢墟
當中沒有被砸死的人，也會在短時間內因為身體失溫，被凍死。
這就意味著土耳其的這次大地震，其死亡的人數可能遠遠超過最
初報導和人們預料的死亡人數。現在時報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
2萬多人。

第三，土耳其的這次地震，受災害的民眾數量太巨大了。這
主要是由於震級太高，又接連發生兩次高震級地震所導致的。

2月6日早晨四點多鐘，發生了一次7.8級的地震，當天下午
1:24分，再次發生第2次7.8級的地震。此前有報導說第2次發生
的地震是7.6級，也有的報導說是7.4級。現在一般媒體的報導都
說第2次地震的震級也達到了7.8級。

可見一天之內發生兩次7.8級的地震，兩次地震的中心相距
96公里，這種狀況還是比較少見的。這不僅導致地震比較嚴重，
而且等於擴大了地震災害的範圍。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這次發生在土耳其和敘利亞強震的受災民眾
可能高達2300萬人，其中包括大約500萬貧困人口。 2000多萬
人的災民，這對土耳其的救災來說難度是巨大的，特別是其中的
500萬貧困人口。

世界也從來沒有像土耳其這次地震一樣，出現了數量最多的
一次對地震災害的大規模援助。已經有65個以上的國家，對土
耳其地震災害進行緊急救援。各國派出的緊急救援隊超過2600

多人。
中國救援隊先遣

人員8人，已經在第
一時間趕到土耳其中
國後續救援隊員，82
人也已經趕到土耳其
，他們攜帶了20多噸
的救援物資和裝備。
中國多支國家救援隊
、和民間救援隊先後
前往土耳其參加緊急
救援工作。

中國政府向土耳
其緊急捐款 4,000 萬
人民幣，向敘利亞捐
款 3,000 萬人民幣和
200萬美元的現金現匯。其他中國的捐款超過1,000萬人民幣以上
。

中國這次對土耳其和敘利亞地震的緊急援助和緊急搜救隊員
的迅速出發和抵達，體現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對世界各國人民安
全關照和負責任的態度。

“中國-東盟國際中文教育學術研討會”
在泰國格樂大學舉行

綜合報導 “中國-東盟國際

中文教育學術研討會”當地時間

2月3日在泰國格樂大學以線上

線下方式舉行，來自中國和東盟

地區的數百名專家學者參會。

研討會以“國際中文教育在東

盟——現狀與未來”為主題，由泰

國格樂大學中國國際語言文化學院

主辦，中國-東盟國際中文教育研

究中心(泰國格樂大學與北京語言

大學合作建立)承辦，中國廈門大

學、華東師範大學、重慶師範大

學、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臺灣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越南河

內大學孔子學院、泰國皇太後大學

、藍康恒大學、朱拉隆功大學孔子

學院及泰國華文教師公會協辦。

格樂大學校長楊金泉在致辭時

表示，中文是壹門很重要的國際語

言，泰國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中文人

才。本次研討會為泰國乃至東盟國

家中文教育的創新與發展搭建平臺

，將對中文教育的發展起到積極的

推動作用。

擔任大會主席的泰國高等教育

科研與創新部秘書長達努·旦特緹表

示，中文在中泰兩國的合作中發揮

著重要的作用。本次研討會順應了

中國、泰國以及東盟國家中文教育

的發展趨勢，相信大會將進壹步助

推中文教育的發展。

中國教育部語言合作交流中

心—曼谷中心主任趙燕清、泰國

華文教師公會主席羅宗正、格樂

大學中國國際語言文化學院院長

羅勇等也在會上致辭，對此次研

討會的舉辦給予高度評價。

鑒於泰國華文教師公會主席羅

宗正40多年來熱心泰國華文教育推

廣工作，對泰國華文教育作出了卓

越貢獻，開幕式上，楊金泉向羅宗

正頒發了“格樂大學客座教授、中

國國際語言文化學院顧問”聘書。

本次研討會邀請天津師範大學

校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鐘英華

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研

究院/華文教育研究院院長吳應輝教

授，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亞

洲語言文化學部副主任、博士生導

師陳誌銳為主講嘉賓，分別以《國

際中文教育的“表達驅動”教學理

念》《東盟中文教育提質增效協同

創新策略》《新加坡華語資料庫與

國際中文教育》為題作主旨報告。

研討會有40余篇論文參會，分

別在4個分會場依次進行匯報和專家

點評。優秀論文將於會後結集出版。

據了解，此次“中國-東盟

國際中文教育學術研討會”是首

屆會議，以後每年將定期舉行。

韓國：自華入境旅客陽性率已為零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發布數據稱，當天自華入境

旅客的新冠落地檢陽性率為零，

是韓國對自華入境的短期停留人

員實施新冠落地檢後時隔1個多

月以來的首次。目前情況下，期

限為本月底的落地檢和暫停簽發

中國公民赴韓短期居留簽證措施

是否會提前取消備受關註。

據韓聯社報道，統計顯示，

當天自華入境人員共有1136人，

其中164人在入境後接受新冠核

酸檢測，沒有人確診感染。上月

22日至28日，自華入境韓國人員

7399人，其中7272人在入境後接

受新冠核酸檢測，146人確診感

染。陽性率為2%，較前壹周下降

0.9個百分點。

報道稱，韓國政府從上月2

日起對自華入境人員實施落地檢

等多種強化防疫措施。自華入境

人員的落地檢陽性率壹度超過

30%，但防疫部門上月5日起要求

所有自華入境人員須在登機前提

供行前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或行前24小時內醫療機構開具

的抗原檢測陰性證明，此後陽性

率逐步下滑。

而對於是否會提前取消落地

檢和暫停簽發中國公民赴韓短期

居留簽證等措施，韓國國務總理

韓悳洙上月底在與跑口記者團座

談時表示，若入境中國公民的新

冠核酸檢測結果在可控範圍之

內，將考慮提前取消簽證停發

措施。但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情況

總括團團長林淑英當天則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春運給疫情

帶來的影響有待觀察。

2023年初，韓政府要求自1

月2日起所有自自華入境的短期

停留者須在入境後立即接受核酸

檢測，並在規定場所等待直至檢

測結果出爐。檢測結果呈陽性者

須在臨時隔離設施進行為期7天

的隔離。自中國內地赴韓的所有

航班須壹律降落在仁川國際機場

。同時，還有諸多入境韓國的中

國旅客在社交媒體爆料稱，中國

人入境韓國遭受不公待遇，包括

入境程序繁瑣、被要求帶上黃色

標識牌、還有被拉到“小黑屋”

隔離的風險等等。

對此，中國外交部長秦剛1

月 9 日同韓國外長樸振通電話

時，對韓方近期對自華入境人

員采取臨時限制措施表達了關

切，希望韓方秉持客觀、科學

的態度。

“壽司恐怖主義”令日本商家叫苦食客難安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社

交網絡近期掀起壹股令人不適

的惡搞風潮。為了點擊率，壹

些日本網友紛紛拍攝在回轉壽

司惡搞的短片，並分享在社交

平臺。視頻裏，他們舔著公共

醬油瓶，吐在其他人的壽司卷

上。他們用公用碗裏的勺子啜

飲，還對著鏡頭笑。

他們的每個視頻都產生了

數百萬的觀看次數，上周已成

為日本社交媒體上最熱門的話

題，並引發了日本全國性的反

感浪潮，以至於壹個新詞“日

本壽司恐怖主義”（“sushi

tero”）在日本網絡流行。

其中壹段視頻尤其引起公

憤：壹名金發高中男生在回轉

壽司連鎖店“壽司郎”的壹間

門店內，四周張望後，拿起公

用醬油瓶偷舔了瓶口並放回原

處，還將茶杯的整圈杯口舔了壹

遍，最後，他用手指將自己的口

水塗抹在了傳送帶上的壽司表

面。該視頻在推特上的瀏覽量超

過4000萬次，許多網友表示今

後對回轉壽司敬而遠之，而受害

商家“壽司郎”的母公司股價在

1月31日大跌4.2%，市值蒸發

168億日元（100日元約合人民幣

5.23元——本網註）。

為此，“壽司郎”於1月

31日報警處理。該店2月1日發

表聲明稱，已經與涉事17歲少

年及其監護人取得聯系，少年

已經道歉，但現階段尚未取消

報案。

然而，繼“壽司郎”這段

視頻在網上走紅之後，日本多

地出現模仿行為。日本九州人

氣連鎖烏冬店“Sukesan Udon”

也遭人惡搞，社交平臺上出現

壹段視頻顯示壹名男子在該店

狂舔公用的湯勺，並且得意地

對著鏡頭豎大拇指。網友怒斥

男子“惡心”“行為令人食不

安心”“不敢再外出吃飯”。烏

冬店知悉後已報警。

與此同時，壹段4年前拍

攝的視頻也再次受到關註，受

害者是另壹家回轉壽司連鎖店。

片中顯示，壹名男子將壽司拿

出後又將其放回了傳送帶上。

該壽司店最近也報了警。

這些惡搞視頻引起網友熱

議，是否應該因惡作劇報警，

尤其是部分涉事人員明顯未成

年。同時，也有人對回轉壽司

經營者表示同情。

為了挽回民眾對回轉壽司

的信心，不少商家也作出調整。

據日本電視臺網站報道，“壽

司郎”網站3日發布通告，該

公司取消了在每張桌子上都放

置調味品和餐具的慣例，也不

再將做好的壽司放在傳送帶上

循環傳送，而是需要顧客用桌

面上的觸摸屏先行點餐。“壽

司郎”還表示，將會在壹些門

店的傳送帶餐品上添加亞克力

隔斷，以防顧客有意或無意汙

染食物。

《華盛頓郵報》指出，過

去在YouTube的日本分站上，

惡搞視頻就壹直有不小的熱度

，視頻拍攝者靠制造麻煩來吸

引點擊率。這些短片中，有的

人在超市結賬前打開包裝吃食

物，或在新冠疫情高峰期不戴

口罩亂走。但過去這些視頻都

未打破圈層，只在YouTube上

小範圍傳播，如今因為推特等

社交媒體的用戶增多，類似惡

搞視頻更易引起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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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巴西媒體報道，巴西海軍在該國近海擊沈了退役航母

“聖保羅”號。此前，巴西環保機構及人士反對巴西海軍實施該計劃。

巴西環球網援引巴西海軍的壹份聲明報道稱，當天，巴西海軍“在

必要的技術能力和安全條件下”擊沈了退役航母“聖保羅”號。

巴西最大新聞門戶網站UOL報道稱，巴西海軍3日下午使用炸藥將

“聖保羅”號炸沈，沈沒地點距離巴西東北部大西洋海岸約350公裏，

水深大約5000米。

巴西海軍宣布，在該國近海漂浮約3個月的“聖保羅”號正在進水

，有沈沒風險，因而沒能獲準停泊巴西港口。巴西海軍打算讓這艘航母

沈入目前所處海域，那裏屬於巴西專屬經濟區。

2日，巴西環境與自然和可再生資源研究所等環保機構對巴西海軍

主動擊沈退役航母“聖保羅號”的決定發出警告，認為這樣做會導致航

母組件中的有毒化合物多氯聯苯被大量釋放到海水中。此舉不僅會汙染

海洋生物和食物鏈，而且人類食用受汙染的魚類後，將引發癌癥和新生

兒先天性疾病等嚴重健康問題。

據報道，“聖保羅”號航母前身是巴西2000年從法國購買的退役航母

“福熙”號。這艘常規動力航母排水量約3.2萬噸，可搭載約40架飛機。

該航母於2018年從巴西海軍正式退役，2021年被賣給土耳其壹家從

事船舶拆解的造船商，但2022年被拖拽至歐洲海域，還沒通過直布羅陀

海峽時就折返，因為土耳其政府2022年8月底以航母船體包含約10噸有

毒的石棉材料，恐構成環境威脅為由，拒絕其入港。

德國第四季度GDP意外萎縮
“歐盟火車頭”發生了啥

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德國2022年四季度季調後GDP初值環比

下降0.2%，不及市場預期水平。

德國聯邦統計局稱，這是自2021年

第壹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萎縮。在此之前

，德國第三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分別

增長了0.5%和0.1%。

德國是歐盟經濟的火車頭。去年第

四季度的GDP數據意外萎縮，為德國今

年壹季度的經濟增長增添了不確定性，

也給歐盟經濟澆了壹盆冷水。

與歐盟經濟表現大相徑庭
之所以說德國經濟2022年第四季度

的GDP萎縮是“意外”，原因是，其與

歐盟近期的經濟表現大相徑庭。

目前，歐盟暫時扛住了俄烏沖突初期對

歐洲能源價格、通脹率造成的嚴重沖擊，與

2022年的高點相比，能源和電力價格大跌了

80%以上，跌到了俄烏沖突前的水平。

此外，暖冬減少了對天然氣庫存的消

耗。截至1月中旬，歐盟國家的天然氣庫

存仍達到近乎滿負荷狀態的81%，比過去

10年的平均庫存水平高了40%，因此現在

歐洲基本已無人談論能源危機。

在能源危機臨時解除的情況下，歐盟國

家CPI已連續數月回落，今年1月份歐元區

經濟還實現了難得的擴張，采購經理人指數

（PMI）6個月以來首次升到了50以上。

相比之下，德國這個火車頭的數據

就有點難看了。實際上，與整個歐盟、

歐元區的經濟指標走勢壹樣，德國能源

和電力價格也得到了控制，消費者信心

指數也連續4個月回升，但經濟還是在

第四季度萎縮了。

那麼，原因何在？

高通脹導致私人消費下滑
德國聯邦統計局表示，德國2022年

四季度GDP萎縮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消

費出現了下滑。而此前不久，德國聯邦

統計局還認為，2022年四季度德國私人

消費將出現強勁增長的勢頭。

德國的私人消費下滑自然是受通脹

率影響。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1月初公布的數

據，德國12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同比上升8.6%。這個數據的背後，是許多

德國普通家庭生活方式的改變。

據德媒報道，因受困於高通脹，去

年有將近壹半的德國民眾被迫改變了生

活方式。比如近六分之壹的人為節省開

支少吃壹頓飯；40%的人為節省開支不

再吃價格貴的食材，或省掉飯後甜點。

實際上，德國應對能源價格上漲和

通脹的力度是歐盟國家中最大的。

去年9月，朔爾茨政府就給德國企

業和家庭開出了2000億歐元的支票，以

應對能源價格上漲和通脹率高企。這壹

政策因為投入大甚至引發了法國等國的

不滿，認為是在給德國企業變相補貼。

可是，朔爾茨政府的手筆雖然大，但

動作卻晚了。比如天然氣限價計劃，從今

年1月1日起才開始施行，而家庭和小企業

到今年3月才能享受到限價的好處。給中

低收入家庭的月均190歐元的租房補貼也

是今年開始實施。因此，中低收入者還是

不敢花錢、沒錢消費，導致私人消費對德

國經濟“沒有任何積極貢獻”。

德國經濟出現了結構性問題
德國2022年四季度GDP意外萎縮，

讓德國經濟站到了十字路口，但這個路

口只有兩個路標：停滯和衰退。

如果今年壹季度德國GDP繼續萎縮，

那麼德國經濟就將陷入衰退陷阱。事實上

，經合組織預測，2023年德國很可能成為

歐元區國家中唯壹經濟負增長的國家。

即使從經濟指標看，德國經濟不會

陷入技術性衰退，但其他壹些指標顯示

，德國經濟陷入停滯幾乎不可避免。

受能源價格飆升影響，2022年有大

批德國制造業企業減產、停工、轉產甚

至倒閉。產能萎縮導致去年5月德國出

口出現了30多年來首次逆差。

此外，德國制造業存在嚴重的勞動力

短缺，目前崗位缺口已達到了200多萬個

。去年，德國壹些行業出現的罷工潮，又

進壹步削弱了德國制造業的產能。

可以說，能源問題、勞動力問題已經

演變為德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類似的問

題在其他歐盟主要經濟體也不同程度地存

在。去年歐盟國家扛住了能源危機，不代

表這些結構性問題就會自動消除。

經濟問題總會映射到地緣政治上。

由於能源安全問題臨時緩解，加上暖冬

，所以在重大國際事務上，部分歐洲國

家越來越傾向采取更具有攻擊性、傾斜

性的策略。問題是，這種策略能否有助

於解決經濟問題，又能持續多久？

加拿大本土新冠疫苗研發生產商
宣布將停止運營

綜合報導 作為加拿大本土新冠疫苗Covifenz的研發和生產商，總部

位於魁北克城的藥企Medicago公司宣布，該公司將停止運營。

該公司的獨資母公司、日本三菱化學集團已決定停止Medicago公司所有

業務，不再對其進行投資，並將有序結束其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業務及運作。

三菱化學表示，停止Medicago運營的原因是，自Covifenz疫苗在加

拿大獲批以來，新冠疫苗的需求和市場環境等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因

而集團決定不再繼續推進Covifenz疫苗的商業化，也認為繼續對Medica-

go開發的產品進行商業化投資是不可行的。

加衛生部2022年2月下旬批準Covifenz疫苗可用於18至64歲成年人

，使之成為加官方審批通過的首款本土研發新冠疫苗。與加官方認可的

其他疫苗不同，該疫苗為植物源性的病毒樣顆粒(VLP)疫苗，是首個使

用植物蛋白技術的新冠疫苗。

2020年10月，加政府宣布向Medicago公司投資1.73億加元，以助其

疫苗進入臨床試驗。加政府還與該公司簽約，預購最多7600萬劑疫苗。

Medicago公司成立於1999年，現有員工逾600人。其業務聚焦於基

於植物蛋白技術的疫苗和抗體研究。

加聯邦創新、科學和工業部長商鵬飛對媒體回應表示，加政府正尋

求有助於保住就業崗位、技術和知識產權的解決方案。魁北克省經濟廳

長則透露，政府正在與潛在買家接觸。

巴西海軍宣布在該國近海
擊沈退役航母“聖保羅”號

職業吸引力下降
歐洲多國面臨教師短缺問題缺問題

綜合報導 據報道，歐洲多國中小學

校面臨教師短缺問題。相關數據顯示，在

2022年教師資格考試結束後，法國中小學

校仍有超過4000個崗位空缺；意大利媒體

和教師工會指出，該國目前有1.5萬名教

師崗位空缺。直到今年新學年開課前，意

大利仍有大量教師崗位空缺，政府不得已

雇用大批臨時工；瑞典對教師崗位的需求

超過7萬個；英國大約有3/4的學校正在通

過各種途徑招聘更多教師……

目前，法國教育部已將2023年教師資

格考試註冊時間延長了兩周，但報名人數

仍未達到預期。法國教育部部長帕普· 恩

迪亞耶指出，教師職業的吸引力持續下降，

今年法國依然面臨嚴重的教師短缺問題。

法國尼斯壹所學校的校長萊拉· 本· 奇克表

示，法國中小學校普遍存在師資短缺狀況

，其中近63%面臨“至少缺少壹名教師”

的情況，這給中小學的教學質量等帶來負

面影響。奇克說，由於缺乏教師，壹方面

現職教師工作壓力增大

，常常需要身兼數職，

另壹方面課程開設也受

到限制，學生課時被迫

減少，甚至基礎課程的

課時都得不到保障。對此，法國眾多學生家

長十分不滿，他們聯合成立了壹個名為“我

們需要教師”的組織，要求改變師資短缺現

狀，督促學校正視學生課時減少問題。

德國預計2025年將出現2.5萬名教師

缺口。據德國媒體報道，目前德國柏林的

幼兒園和小學教師出現嚴重短缺，退休潮

將加劇這壹問題——預計未來4年將有1

萬名在校教師退休。德國人口最多的北萊

茵—威斯特法倫州在2022年新學年開始時

就存在4400個教師職位空缺。德國教育與

科學工會就教師短缺發出警告：“學校取

消課程的情況已經成為常態”。

歐洲媒體分析認為，造成歐洲多國出

現教師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職業

吸引力下降、培訓路徑不明確、地域流動

受限、薪資水平下降等。例如，法國的教

師工資偏低已成為離職的主要原因。上世

紀90年代，法國剛入職不久的年輕教師工

資約為最低工資的2倍，但眼下已降至1.1

倍，幾乎持平。經合組織數據顯示，目前

法國教師的法定工資普遍低於經合組織與

歐盟的平均水平。據報道，2021年提前離

職的教師有2286人，約為10年前的4倍。

此外，像德國的教師需要承擔較多行政

工作，匈牙利的教師“工作時間不斷增加”

，都導致教師離職。不少專家建議，要緩解

教師短缺問題需要從政策、培訓等方面多管

齊下，進壹步提升教師薪資水平，改善工作

環境，更加尊重教師的社會價值。

智利林火持續肆虐
熱浪來襲再添變數

綜合報導 智利中南部多地森林火災持續肆虐

，已造成24人死亡。智利政府官員警告，目前形

勢“非常復雜”，中南部地區新壹輪熱浪來襲或導

致情況進壹步惡化。

智利內政部副部長曼努埃爾· 蒙薩爾韋7日說

，政府確認火災造成24人死亡，更正先前報道的

26人。警方已逮捕17名涉嫌縱火的嫌疑人，其中

幾人做過焊接工作或焚燒衣物和動物皮毛。

按蒙薩爾韋說法，預計高溫天氣將持續至10

日，馬烏萊大區和紐夫萊大區部分地區氣溫可能超

過35攝氏度，天氣情況“非常復雜”。他敦促救

災人員“為任何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好準備”。

據路透社報道，目前智利林火過火面積超29.3

萬公頃，全國仍有約80處活躍山火。

據法新社報道，智利約2200名職業消防員和

3400名誌願者參與滅火。多國已派出專業人員及設

備協助滅火。紐夫萊大區、比奧比奧大區和阿勞卡

尼亞大區已進入緊急狀態，大火造成逾2100人受傷

。受火情威脅，洛斯裏奧斯大區發布紅色警報。部

分政府官員擔心，首都聖地亞哥周邊地區也可能發

生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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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建造業議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未來有各類大小基建工程項目陸續上馬香港未來有各類大小基建工程項目陸續上馬，，包括包括““北部都會北部都會

區區”、”、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以至房屋供應增加等……香港建造業議以至房屋供應增加等……香港建造業議

會預計未來公私營總工程量每年超過會預計未來公私營總工程量每年超過33,,000000億元億元（（港元港元，，下同下同），），惟建造惟建造

業人力資源配套卻遠遠追趕不上業人力資源配套卻遠遠追趕不上。。該議會最新公布的人力預測數據顯該議會最新公布的人力預測數據顯

示示，，業內由地盤工人業內由地盤工人，，以至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一律以至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一律““鬧人手荒鬧人手荒”，”，由由

今年有約今年有約66%%至至1515%%人手短缺人手短缺，，惡化至惡化至20272027年最高約年最高約1616%%至至2020%%，，屆時屆時

行業整體缺行業整體缺55..55萬人萬人，，尤以技術工人最渴市尤以技術工人最渴市。。議會表示議會表示，，未來會加強未來會加強

培訓科技人才培訓科技人才，，但若仍未能應付需求但若仍未能應付需求，，最終或需輸入外勞最終或需輸入外勞。。有有

建造商表示已開展的建造商表示已開展的““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部分項目部分項目，，已出現人手已出現人手

不足的情況不足的情況，，對工程產生一定影響對工程產生一定影響，，促請業界與特區政府促請業界與特區政府

商討紓緩人力短缺的方案商討紓緩人力短缺的方案，，包括包括““搶人才搶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張弦

香 港 建 造 業香 港 建 造 業
““人手荒人手荒””的禍的禍
根根，，原來早種於原來早種於
長達長達66年的攬炒派年的攬炒派

議員大肆拉布議員大肆拉布，，以致大量政府工程堆以致大量政府工程堆
積積。。20202020 年後年後，，立法會恢復正常議立法會恢復正常議
會文化會文化，，大批延後的政府工程加速推大批延後的政府工程加速推
出出，，令令““一時餓死一時餓死、、一時做死一時做死””的建的建
造業造業，，在疫情期間加班趕工在疫情期間加班趕工，，都無法都無法
令大量工程如期完工令大量工程如期完工，，加上年輕人對加上年輕人對
建造業有建造業有““污糟污糟、、無文化無文化、、唔安全唔安全””
等錯誤印象等錯誤印象，，不願入行不願入行，，以致建造業以致建造業
青黃不接青黃不接。。有工會及工人表示有工會及工人表示，，為免為免
影響香港建設影響香港建設，，無奈接受輸入外勞計無奈接受輸入外勞計
劃劃，“，“但一定要比本地工人待遇高但一定要比本地工人待遇高，，
以免搶走本地勞工飯碗以免搶走本地勞工飯碗。”。”業界又呼業界又呼
籲年輕人入行籲年輕人入行：“：“呢行專業高薪呢行專業高薪，，畀畀
啲耐性學技術啲耐性學技術，，將來一定搵到錢將來一定搵到錢！”！”

老師傅鼓勵年輕人踴躍入行老師傅鼓勵年輕人踴躍入行
做泥水工的區師傅入行做泥水工的區師傅入行1313年年。。他他

88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20202020年前年前，，由於大量政府工程撥款被由於大量政府工程撥款被
拉布拖延拉布拖延，，令業界收入受損令業界收入受損、、年輕人年輕人
看不到前景不願入行看不到前景不願入行，，已入行工人也已入行工人也
大量流失大量流失。。20202020年後年後，，大批工程重新大批工程重新
上馬上馬，，業界忙得不可開交業界忙得不可開交，，他開設的他開設的
公司公司，，經常七八個工程同時趕工經常七八個工程同時趕工，，實實
在趕不及只好延期完工在趕不及只好延期完工。。去年初第五去年初第五
波疫情波疫情，，又令大量工程被迫停工又令大量工程被迫停工、、延延
期期，“，“當時我有個地盤七八個夥計當時我有個地盤七八個夥計，，
一人中招全部隔離一人中招全部隔離，，搞到我一個人出搞到我一個人出
馬頂住馬頂住。”。”

他直言他直言，，社會人士一直對建造業社會人士一直對建造業
有有““污糟污糟、、無文化無文化、、唔安全唔安全””錯誤標錯誤標
籤籤，，令不少年輕人不太願入行令不少年輕人不太願入行，“，“連連
廣東新到港人士廣東新到港人士（（入行入行））都少咗好都少咗好
多多，，現在多咗外省現在多咗外省，，同埋南亞裔工同埋南亞裔工
人人，，但言語溝通問題影響培訓速度但言語溝通問題影響培訓速度，，
亦令工期拖慢亦令工期拖慢。”。”

區師傅呼籲青年入行區師傅呼籲青年入行：“：“香港受香港受
速食文化影響速食文化影響，，後生仔一入行就以為後生仔一入行就以為
可以搵好多可以搵好多，，其實培養一個師傅要兩其實培養一個師傅要兩
三年三年，，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大師傅要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大師傅要55
年以上年以上。。學徒人脈不足開工不足學徒人脈不足開工不足，，一一
個月可能只有個月可能只有11..77萬萬（（港元港元，，下同下同））
至至11..88萬元萬元，，但做到師傅級搵到四五但做到師傅級搵到四五
萬萬，，做到大師傅月入起碼做到大師傅月入起碼77萬以上萬以上，，
這行有前途這行有前途，，一定搵到錢一定搵到錢。”。”

工會籲莫渲染地盤工傷意外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接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立法會立法會
拉布文化由拉布文化由20142014年一直持續到年一直持續到20202020年年，，以致大量以致大量
公共工程積壓公共工程積壓，，大量建造業工人生計受影響大量建造業工人生計受影響。。20202020
年後積壓的工程一下釋放出來年後積壓的工程一下釋放出來，，肯定幾多人手都唔肯定幾多人手都唔
夠用夠用。”。”

在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建造業由於密集工作建造業由於密集工作，，是疫情重是疫情重
災區災區，，大量人手染疫隔離大量人手染疫隔離，，亦令大批工程停工亦令大批工程停工、、延延
期期。。直至去年下半年直至去年下半年，，大部分工友康復返回崗位大部分工友康復返回崗位，，
才恢復工程進度才恢復工程進度。。但近日香港與內地全面復常通但近日香港與內地全面復常通
關關，，不少工友是兩地家庭不少工友是兩地家庭，，立即請長假返鄉立即請長假返鄉，，又令又令
不少工程無法如期推進不少工程無法如期推進。。

黃平呼籲特區政府將工程分為輕重緩急黃平呼籲特區政府將工程分為輕重緩急，，按香按香
港建造業承受能力港建造業承受能力，，逐年逐批推出逐年逐批推出，，使業界不至於使業界不至於
拚命趕工拚命趕工、、增加工業意外風險增加工業意外風險，，也減少大批工程不也減少大批工程不
能如期完成的不理想局面能如期完成的不理想局面。。

他又呼籲不要渲染地盤工傷意外他又呼籲不要渲染地盤工傷意外，，避免予公眾避免予公眾
““建造業不安全建造業不安全””的錯誤印象的錯誤印象，，他指出香港建造業他指出香港建造業
在全球都處於領先在全球都處於領先、、專業地位專業地位，，意外率比全球大部意外率比全球大部
分地方都低分地方都低。。

黃平無奈地表示黃平無奈地表示，，為為免影響香港建設免影響香港建設，，工會工會
無可奈何地接受輸入外勞計劃無可奈何地接受輸入外勞計劃，，但必須保障本地但必須保障本地
工人飯碗工人飯碗，，包括規定以較本地工人高的薪金聘用包括規定以較本地工人高的薪金聘用
外勞外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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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鬧人手荒 搵外援大勢所趨
2027年料整體缺5.5萬人 由專業人員到地盤工皆渴才

 &

香港建造業議會8日發表最新的《建造業人力
預測》報告，推算建造業勞動力的供求差異

將愈來愈大。議會推測，建造業在專才、技術人
員及前線工人等層面的人手短缺比率由今年的約
6%至15%，增加至2027年最高約16%至20%，其
中技術工人會由今年欠缺約1萬人，上升至2027
年約4萬人。工地技術人員及監督人員由今年欠缺
約3,500人，上升至2027年約8,500人。而專業人
員由今年欠缺約4,000人，上升至2027年約6,500
人，即屆時行業整體勞動力缺口將高達5.5萬人。

本地工友優先 外勞最後方案
議會表示，去年全年培訓了約一萬名工人，

比前年多一倍，其中約200人是組裝合成專才，
未來會加強培訓科技人才，減低地盤所需人手，

若仍未能補足人手缺口，最終或需輸入外勞。建
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說：“本地的工友一定優
先，我們會全力加強訓練工作，真的訓練到最
後，然後才會考慮是否需要輸入勞工，這是最後
的方案。”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建造業界缺乏專業人士、技術人員及地盤工
友，未來持續擴大的缺口，無可避免對工程產生
影響，他舉例指，現時“北部都會區”一些發展
項目已經開展前期準備，但還未正式開工便發現
所需的人手不足。他感嘆地表示：“這樣下去基
本建設未做好，該如何推動香港經濟。”

政府增撥資源 多管齊下育才
他透露，業界正在考慮如何利用科技、新建

築方式解決人手問題，“嘗試用多點機器去代替
人手，或者多運用MIC（組裝合成）等建築方
式，在工廠組裝好才運到工地進行拼合，減少工
人工作量。”

林健榮表示，業界及政府須面對人手不足，
並且為缺口將繼續擴大的現實協商解決方案。他
希望能讓更多內地人才到港工作，不過相應的兩
地相關專業資格認證、住宿、家屬安置等問題仍
需繼續詳細商討。

香港發展局8日回應表示，特區政府會制訂
策略，多管齊下以應對未來人力需求。去年，政
府向議會撥款10億元，以培訓人才和提升技術，
又向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合共注資22億元。局
方正與業界攜手推行香港建造業推廣計劃，推廣行
業的專業形象、發展機會和對社會建設的貢獻。

議員專家倡精簡輸入外勞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香港建造業求

人才若渴，現時亦有制度輸入建造業外勞，但
業界指出流程繁複，每名外勞動輒需時六個月
才成功申請到港，若涉及專業資格，還要進行
資格認證才能投入工作。有專家建議，特區政
府應適度簡化“補充勞工計劃”，以及優化兩
地專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制度。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建造業界目前有機制申請輸入外勞，但
要求比較嚴謹，“根據目前制度，需要在特定
項目證明人手不夠，例如刊登招聘廣告多時仍

未請到本地人員，才能獲批申請（外勞），當
中的程序繁複，曾見過一間公司申請了半年才
成功。”

人力補充合理選項 社會不應排除
他建議政府應放寬、簡化該制度，使之更

具彈性，例如不再規定“特定項目”或崗位
人才才能申請。在兩地專業資格認證上亦需
花費時間，希望爭取簡化認證程序。他亦建
議業界可以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和建築
信息模擬等技術，提升建造工程容量。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顏汶
羽認為，社會不應排除輸入外勞作為人力補充
的合理選項，建議政府可在確保本地就業優先
的前提下，探討放寬建造業輸入外勞的機制，
包括精簡申請程序、縮減審批時間，以確保行
業有充足的人手供應，並做好相關解說工作。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建議政府加
強對建造業人力資源的規劃，包括加強宣傳，政
府亦要切實解決職業安全問題，令業界有更安全
的工作環境，同時亦需要加強建造業培訓，令所
有願意入行的新人都得到足夠培訓。

◆◆建造業議會預計建造業議會預計，，至至
20272027年業界整體缺年業界整體缺55..55
萬人萬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預測人力供求缺口預測人力供求缺口 （（即需求量減去供應量即需求量減去供應量））

工種

熟練/半熟練工人

技術員

工地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2023年（人）

10,000-15,000

2,500-3,000

1,000-1,500

4,000 -4,500

2024年（人）

15,000-20,000

4,000-4,500

1,500-2,000

5,500-6,000

2025年（人）

15,000-20,000

4,000-4,500

1,500-2,000

5,500-6,000

2026年（人）

20,000-25,000

5,000-5,500

1,500-2,000

5,500-6,000

2027年（人）

35,000-40,000

5,500-6,000

2,000-2,500

6,0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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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公羊””88人先遣隊人先遣隊 抵港轉機赴重災區抵港轉機赴重災區
中國政府及民間救援隊雙線馳援土耳其中國政府及民間救援隊雙線馳援土耳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浙江杭州報道）2月6日，土

耳其連續發生兩次7.8級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

失。千里之外，中國政府第一時間啟動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機

制，決定向土耳其和敘利亞提供緊急援助。7日上午，中國社

會救援力量公羊救援隊派遣隊伍攜帶救援設備及搜救犬，從杭

州基地出發經香港轉機趕赴土耳其最嚴重的災區開展救援。土

耳其駐香港總領事Mr. Peyami Kalyoncu當日下午專程前往香

港國際機場，看望慰問公羊救援隊先遣隊的全體隊員。當天下

午，由應急管理部派出中國救援隊82名隊員攜帶救援裝備和

物資，也從首都機場出發飛赴災區。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大

家紛紛留言“平安歸來”，也為土耳其受災的民眾集氣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7日說，中方十分關注土耳其
和敘利亞發生強烈地震。面對
當前重大地震災害，中方將全
力施以援手。

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
有關提問時表示，習近平主席
6日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致慰問電，
向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
難者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誠摯
慰問，表示相信土耳其和敘利
亞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夠早日克
服災害影響，重建家園。

毛寧說，地震發生後，中
國駐土耳其、敘利亞使館第一
時間發布領事提醒並啟動應急
機制，全面了解核實中國同
胞、中資機構和人員安全情
況。目前暫未收到中國公民傷
亡報告。“我們繼續提醒在土
耳其和敘利亞的中國同胞注意
防範地震次生災害。”

“土耳其、敘利亞都是中
國友好國家。面對當前重大地
震災害，中方將全力施以援
手。”毛寧說。

“下階段，中方還將根據
兩國需求，繼續提供支持和幫
助。”毛寧說。

◆◆公羊救援隊隊員從公羊救援隊隊員從
香港轉機香港轉機。。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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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應急管理部派出的中國救援隊主要由
北京市消防救援總隊、中國地震應急搜救中

心、應急總醫院人員組成。公羊救援隊則是有豐
富救援經驗的社會救援力量。得知土耳其地震
後，公羊救援隊立即啟動國際救援響應預案。經
向上級有關部門和土耳其駐上海總領事館報備同
意，成為內地首支社會力量救援隊參加國際救
援。此次派去的先遣隊由8名富有國際救援經驗的
地震救援專家組成，他們攜帶先進的雷達生命搜
索儀、破拆救援裝備和一條搜索救援犬，他們將
去地震受損最嚴重的災區參加救援工作。

具豐富經驗 曾多次跨國救災
在公羊隊的微信群裏，“平安歸來”的祝福

早已刷屏，人們在擔心隊員安全的同時，也為中
國的民間救援力量感到驕傲自豪。據了解，公羊
救援隊2008年於杭州成立，並逐步發展壯大，成
為一支專門應對災害事故應急響應的國際化專業
救援隊伍，救援範圍面向全國和全世界。汶川、
玉樹、雅安、魯甸、景谷、九寨溝、康定、台灣
地區等地地震救援，以及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多
次跨國地震救援中，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我們在海外有非洲、歐洲、北美、南美四
個基地，就是為了能夠做到全球迅速響應。”
“70後”的何軍是公羊救援隊的創始人，他表
示，他的目標是在全球任何一處的災難，除非是
一些非常偏遠的地區，都要能夠在24小時之內到
達現場。“我們國家經歷過唐山大地震、汶川地
震，所以我們更加懂得那一種無助的心情。”

不懼危難 赴巴國救援簽“生死狀”
“針對每個地區的救援行動，都會提前進行

評估，在評估完之後兩小時之內就可以啟動。”
在多次的跨國救援行動中，令何軍印象最深刻
的，是2015年10月應巴基斯坦紅新月會的邀請，
醫療隊前往巴基斯坦開展人道救助。“當時我查
閱了許多資料之後，發現這次的人道救助非常不
靠譜。救援的地點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的塔
利班地區，安全得不到保障。”

當時大家心裏清楚，可能會碰到許多難以預
計的情況。參與此次救援行動的人，無論是企業
家，還是診所的老闆、三甲醫院的主任醫師，出
發之前簽署了一份“生死狀”：發生人身意外均
由個人自己承擔，同時本人及家屬自願放棄對浙

江省公羊會公益救援促進會，包括此行行動指揮
官及同行人員的一切連帶刑事、民事責任和財產
賠償。

在何軍眼裏，這份“生死狀”，簽下的不只
是白紙黑字的合約，更是彰顯着中國民間的力量
和決心。“公羊隊有着嚴格的考核制度，包括救
援理論、常用繩結、GPS導航、等高線判讀、8字
環加抓結下降、無線電設置、規範用語等。這樣
的考核形式不僅鍛煉了隊員們的實際技術操作能
力，還加強了隊員們的應變能力和心理調節能
力。”

隊員定期培訓 救援能力保持高水平
通過層層選拔成為正式隊員後，公羊隊隊

員們也要接受定期的救援知識教育和技能培
訓，如救援醫療培訓、無線電通信操作與交
流、無人機知識、水域裝備及繩索裝備介紹等，
這些考核與培訓活動使救援隊員的專業素質和救
援能力保持在較高水平，以便災害發生時第一時
間集結專業隊員奔赴災區。“哪裏有天災，哪裏
就有中國救援。我們的志願者非常了不起，是
‘和平年代的勇士’。”何軍說。

◆中國政府派遣中國救援隊赴土耳其實施國
際救援。圖為2月7日，中國救援隊隊員在
清點醫療物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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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無黨籍立委黃國書今天表示，中
研院生醫所執行的台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
，除存有適法疑慮，倘若基因資料處理不慎，恐
產生國安疑慮，呼籲衛生福利部及中研院盡快釐
清爭議，做好民眾基因資料的安全防護。

中研院表示，TPMI 計畫為單純學術研究，
沒商業合作，更無資料外洩國外情形。

衛生福利部長薛瑞元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
表示，衛福部將與中研院、國科會配合，進一步
了解包括是否有資料外洩的疑慮等，並依相關法
規處理，另外也正修法，讓人體生物資料庫更嚴
謹。

衛福部醫事司專門委員彭美珍補充說明，據
了解這個計畫已經暫時停止，至於基因外流部分
，也沒有輸出國，任何人體生物資料庫輸出都必
須經過衛福部同意，提送計畫後還要自評風險程
度，經委員審議，過程嚴謹。

黃國書今天與律師陳為祥在立法院召開 「中
研院生醫所精準醫療計畫，收集人體生物資料是
否合法？」記者會，提出質疑。

黃國書說，去年11月審查中研院預算時，他
曾針對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執行中的
台灣精準醫療計畫商業技轉瑕疵問題提出質詢，
而此涵蓋全台60萬名民眾基因資料的醫療研究計
畫，存有 5 點適法疑慮，而且 TPMI 恐未符合相
關法規，導致民眾病歷及基因資訊有外洩的高度
風險。

黃國書表示，基因資料不只具龐大商業利益
，更對國家安全造成衝擊，各國無不加強保護本
國基因資料。以台灣而言，凡因醫學研究等目的
，收集人體檢體、衍生物或相關資料、資訊，均
應依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規定，取得提供人
的同意，並應納入國家人體生物資料庫保管，而
醫療器材的准用，均應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申請許

可。
然而，黃國書指出，TPMI與全台16間大型

醫學中心及醫療院所共同合作，存在可能未取得
參與者簽署人體生物資料庫參與者同意書、未依
法告知退出權等狀況。

黃國書指出，據瞭解，目前計畫已經蒐集到
近60萬筆台灣民眾的基因資料與病歷，郭姓計畫
主持人個人也持有備份，且TPMI接受全外資控
股的GeneRight公司贊助，已與境外公司商業合
作，中研院生醫所保存的受試者資料可能外洩至
國外從事商業利用。

黃國書接著說，這些資料也可能流出給境外
敵對勢力做不當使用，導致全體民眾的生物資訊
安全都暴露在外洩風險中，恐有國安之虞，建請
衛福部、中研院等主管機關進一步查處。

中研院回應指出，台灣精準醫療計畫（TP-
MI）為研究計畫，適用人體研究法，有在研究對
象說明暨同意書中揭露所有須告知研究對象事項
，計畫團隊依循中研院及合作醫院醫學研究倫理
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方式與內容，取得研究對象
同意，同意書內容包括告知退出權益。

中研院說，為維護參與民眾退出研究權益，
計畫執行期間未將資料永久去連結，但參與者資
料都有 「去識別化」，金鑰由醫院持有，研究人
員無法取得個人資訊。

中研院表示，TPMI 非建置人體生物資料庫
，不適用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未申請設置
人體生物資料庫，也非進行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毋須按醫療器材管理法申請許可。

中研院說，由於非臨床使用，檢測結果由合
作醫院告知受試者，且不能作為臨床診斷治療依
據；實驗結果報告根據國際醫藥組織指引，符合
基因研究倫理設計，與實際醫療行為無關。

（中央社）2023 年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展
春季展首場品牌商務媒合會今天登場，邀請
來自美國、加拿大、巴西、德國、韓國、澳
洲等9國27位買主，與國內48家連鎖加盟業
者進行123場次視訊及現場洽談，商機預估約
1570萬美元。

2023年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展春季展今天開
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和外貿協會辦理 「國
際連鎖加盟商機日–品牌商務媒合會」，迴
響良好。

貿協透過新聞稿表示，台灣的手搖飲已在
國際打出知名度，但除了手搖飲外，買主對
其他特色餐飲如水餃、炸雞、甜品等多元類
別亦展現高度興趣，顯示台灣的連鎖加盟品
牌能量，在後疫情時代的成長力道相當可期
。

貿協指出，本次商機日有1/3買主來自美國
，顯見該市場潛力；其中，美國關島食品進
口商Tai Fa的洽談代表Shyh Jye Huang表示，
台灣的水果茶產品深具特色，例如 「一芳水
果茶」在手搖飲品牌競爭激烈的關島市場頗

能展現差異化，雙方預計於今年8月在當地新
開幕的賣場開啟首店。

另外，來自澳洲的GMP公司本業為醫藥和
保健食品製造商，因意識到澳洲手搖茶飲商
機蓬勃，有意另開展新事業，在本次洽談會
中，與以黑糖珍奶聞名的知名手搖飲品牌相
談甚歡，極有潛力合作於當地展店。

未來GMP亦可透過其本業的商務網絡，將
台灣連鎖品牌帶往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布局。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在連鎖加盟展春季
展開幕式致詞表示，台灣連鎖茶飲及特色美
食，不僅在東協市場大放異彩，也積極前往
歐美先進國家以及世界各國插旗，未來將整
合台灣連鎖品牌供應鏈，把產業生態系推向
國際舞台。

此外，貿協為協助業者開發國際市場，積
極連結國際產業公協會，今天即由副秘書長
李惠玲代表貿協與馬來西亞零售連鎖協會
（Malaysia Retail Chain Association，MRCA）
簽訂合作備忘錄，強化雙方的互惠合作。

立委指TPMI計畫資料恐外流到國外
中研院：無外洩

2023國際連鎖加盟商機日
媒合金額估達1570萬美元

環保署擬修法課徵資源循環促進費 增進減碳效益
（中央社）環保署長張子敬今天表示，氣候

變遷因應法已立法通過，盼今年調整為環境部以
利業務推動，並擬修正廢清法，由環保署課徵
「資源循環促進費」，推進資源循環利用，增進

減碳效益。
環保署將推動廢棄物清理法修正，將原本以

廢棄物管理觀點進行管理的作法，調整成從資源
循環利用的觀點進行管理；原管理觀點是怕業者
亂倒廢棄物，現在調整為有利於形成資源循環利

用時，就不要用那麼負面的手段管理及限制，因
為促進資源循環利用也是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減
碳措施。

環保署補充，目前廢清法修正草案尚待草擬，
將明定資源物定義，擴大資源範疇促進循環利用
，例如半導體業使用過的廢硫酸，可降階給其他
工業類別的工廠使用，也可純化再回歸半導體業
使用，相關產業的資源循環鏈結龐雜，需要一一
盤點規劃。

台灣搜救隊獲歐盟代表肯定台灣搜救隊獲歐盟代表肯定
台灣搜救隊出動兩梯次人員馳援土耳其地震災區台灣搜救隊出動兩梯次人員馳援土耳其地震災區。。消防署消防署99日晚間說日晚間說，，兩梯次人員兩梯次人員

已進行部分整合已進行部分整合，，並接受派遣前往並接受派遣前往L-L-55工作場地救援工作場地救援，，另歐盟代表也親訪台灣隊基地另歐盟代表也親訪台灣隊基地
以表達高度肯定以表達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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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熱烈祝賀20222022CYFCYF基金會年度大會基金會年度大會
暨頒獎典禮獲得圓滿成功暨頒獎典禮獲得圓滿成功

(本報訊）2023 年 2 月 4 日，Clemence
Youth Foundation(CYF基金會）在休斯頓騰龍
教育學院隆重舉辦了2022年度大會暨頒獎典禮
，獲得圓滿成功！典禮由休斯頓著名主持人周
明明，Adelaide Clemence, Andy Wu 一起聯袂
主持，全體CYF會員，家長義工，包括各界社
會賢達都親臨會場，齊聚一堂，共饗盛典！年
度大會帶有濃郁民族風格的舞獅表演，以及陣
陣溫馨歡快的笑聲中拉開帷幕！

美國國會議員Troy Nehls 派遣代表蒞臨會
場為CYF基金會頒髮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嘉獎
令！董事長張晶晶女士代表CYF 基金會接受嘉
獎令！

頒獎典禮在 CYF 董事長兼創始人 J.J.
Clemence 張晶晶女士精彩而振奮的新年獻詞中
拉開了帷幕，張董事長對CYF基金會的2022年
度發展作了全面的總結，表揚和讚許了CYF基
金會致力於提高華裔青年形象，為華裔青少年
提供各式各樣的做義工服務社會的機會，鍛煉
其自主能力以及施展才華的平台，吸引很多華

裔青年及家長投入社會公益事業，為社
區謀福，同時基金會本身也得到蓬勃發
展，會員人數一直持續穩定增長！
張董事長指出由CYF基金會主辦的

Got Talent ABC 慈善音樂會在休斯頓社
區取得巨大成功，美國國會議員Gene
Wu, 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的代表都親
自蒞臨會場發表講話，同時為CYF基金
會和張董事長頒發國會議員嘉獎證書，
CYF基金會得到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同
時肯定和嘉獎，可喜可賀！
在獲得美國國會議員的肯定之後，張

董事長帶領CYF基金會首創並組織了華
裔青少年進行德州奧斯汀首府遊學夏令
營!

張董事長親自安排所有學員們被德州最高
法院大法官，德州議員代表，以及德州首府政
府官員親切接見，面對面的談話交流，氣氛融
洽，內容生動有趣，大大的幫助了孩子們了解
和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也讓美國政府的領
導人看見和欣賞華裔青年的優秀品質，是一個
非常難得和成功的雙向交流機會，孩子們和家
長們都受益非淺，非常盼望下次還有機會再繼
續參加！

2022年CYF基金會還組織了參觀縣政府機
構，青少年管教所，休斯頓警察局等公立機構
了解美國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架構，同時觀摩警
用摩托車錶演，優秀警犬表演等活動，特邀白
宮總統秘密警察給孩子們講解安全知識，面對
面和孩子們互動，這些活動都是首次向CYF華
裔青少年公開，孩子們很興奮，寓教於樂與民
同樂！

除了大型的組織活動，CYF基金會在各位
義工的幫助下，還組織了飛碟射擊活動，高爾

夫球活動，時尚體型訓
練活動，老人院獻愛心
活動等等面向不同需要
人群的活動，青少年義
工們都在社會實踐裡得
到很大的鍛煉，活動結
果也頗受好評！

CYF 基金會張晶晶
董事長牽線搭橋鼓勵祖
雁老師帶領學生參加
2022佛山國際友好城市
繪畫比賽，最終三名學生獲得殊榮，他們不但
收穫人生第一個國際繪畫比賽獎項，還收穫了
精美的獲獎證書和禮品，實在是可喜可賀！

張董事長隨後代表CYF 基金會頒發2022
年度獎學金，一共十位優秀青少年獲得獎勵，J
Tech CEO 王峻，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保險
經紀人Laura Wang, 福遍學區代表候選人，以
及CYF董事陸晶等為獲獎青年頒發獎狀和獎金
，J Tech CEO 王峻發表講話，鼓勵莘莘學子努
力奮鬥，以後為社會做更大的貢獻！

感謝少林寺文化中心釋延禪師傅及弟子，
單簧管演奏家天吉思老師，阿紫詩歌少兒朗誦

團，Rachel Lee, Stephanie Jiang, Ying, Alys-
sa Wang, Olivia Zhang , Lonny Sui, Eric Jia 為
現場觀眾奉獻了精彩美好的節目！

在晚會的最後，張董事長帶領CYF基金會
各部門的負責人，全體義工對CYF年度工作做
出了最終褒獎總結，同時提出2023年的工作計
劃展望，鼓勵所有CYF會員要團結一心，努力
服務，造福社區，培育優秀的青少年，使之成
為社會的棟樑之才！相信 2023 年 Clemence
Youth Foundation 必將再上一個新的台階，展
開一個新的篇章！期待您及家人都加入CYF這
個大家庭，我們一起攜手為孩子們共創美好未
來！

張董事長為張董事長為CYFCYF 20222022優秀義工頒獎優秀義工頒獎
CYFCYF 基金會張晶晶董事長和祖雁老師為獲得基金會張晶晶董事長和祖雁老師為獲得20222022
佛山國際友好城市繪畫比賽的得獎學生頒獎佛山國際友好城市繪畫比賽的得獎學生頒獎

感謝著名畫家張要武先生及各界人士捐獻親筆劃作感謝著名畫家張要武先生及各界人士捐獻親筆劃作，，體育器材體育器材
，，生活用品等等進行現場拍賣生活用品等等進行現場拍賣，，為為CYFCYF基金會募款基金會募款，，特別感特別感
謝積極購買捐贈物品的善心人士慷慨解囊謝積極購買捐贈物品的善心人士慷慨解囊，，愛心奉獻愛心奉獻！！

休斯頓著名主持人周明明休斯頓著名主持人周明明，，Adelaide Clemence, AnAdelaide Clemence, An--
dy Wudy Wu 一起聯袂主持一起聯袂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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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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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