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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政府今天公布，
1月消費者物價年增6.4%，高於市場
預期。這項數據去年衝上40年高點後
連7降，但受能源價格回升、房租居
高不下影響，通貨膨脹降溫明顯趨緩
。

勞工部數據顯示，1 月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增 6.4%，略低於去
年12月的6.5%，創2021年10月以來
新低，但高於市場預期的6.2%；如剔
除波動較大的食品與能源價格，核心
CPI年增率從去年12月的5.7%微降至
5.6%，高於市場預期的5.5%。

如觀察單月物價變化，CPI經季
節調整上漲0.5%，漲幅高於去年12月
的0.1%；核心物價月增率保持在0.4%
。兩項數據都高於市場預期。

近 一 年 來 ， 聯 邦 準 備 理 事 會

（Fed）為壓制通膨而積極升息，政
策利率已達2007年以來最高水準，官
員暗示還有進一步升息空間。美國
CPI年增率從去年6月創40年來新高
的9.1%逐步下滑，但通膨降溫似乎遭
遇瓶頸，數值仍遠高於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前3年
平均值2.1%。

根據勞工部數據，包含房租的居
住費用1月上漲0.7%，占整體物價漲
幅近半。過去半年走低的能源價格回
升，在汽油、天然氣漲價帶動下，1
月漲幅達 2%，不利通膨進一步降溫
。

因應通膨情勢演進，聯準會主席
鮑爾（Jerome Powell）將物價拆成 3
大類：貨品、房租、剔除房租的核心
服務通膨。

隨著供應鏈瓶頸緩解，貨品通膨
自去年起逐步降溫。美國房租因租屋
需求增加而飛漲，但近幾個月出現降
溫跡象，專家預期今年春季後將回穩
。部分經濟學家將最後一類稱為 「超
核心」通膨，這類物價漲勢最為頑固
，與美國勞動市場極度吃緊、員工薪
資迅速上升密切相關。

最後一類通膨率盤據在 4%左右
。鮑爾曾說，這項數值下滑前，聯準
會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這使得投資人關注每月物價數據
之餘，還得留意官方就業報告。美國
勞工部 3 日公布，1 月非農業就業人
口激增51.7萬人，遠高於市場預期；
失業率降至3.4%，創53年來新低；平
均時薪年增率從去年12月的4.8%降至
4.4%，工資成長持續緩和。

美國通膨頑固 1月CPI年增6.4%高於預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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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2

In order to protest the Texas Senate’s proposed bill that
would ban Chinese citizens from buying land in Texas,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d by Ms. Lou Ling and many other leaders
gathered last Saturday in front of the HMart grocery store in
Chinatown. Hundreds of Chinese Americans marched down
Bellaire Blvd. carrying signs of protest.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three congressmen and a congresswoman were
among the crowd of supporters saying that this evil bill should be
overthrown, while some of the speakers were even openly
shedding tears. The emotions were running very deep and it was
all very touching.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we have ever had
such a large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s marching in our
community.

But after this hot- blooded moment, we should now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how we can best help our people fight

against this unfair law.
We really suggest two very important things: votes and money.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all of the politicians depend on votes and
donations to be elected. We must have a very strong
organization to educate our people to let them know that unless
we participate and take action, we will be out of the process and
this bill will pass.

Toda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ace big challenges. The anti-China atmosphere in Washington
politic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and this is very
worrying for all of us.

We as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in this country need to get
organized and united to fight for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We
must fight for justice today and for the future of our children
tomorrow! 0202//1313//20232023

Our Anger ContinuesTo BurnOur Anger ContinuesTo Burn

為了抵制德州參議院提出中國公民不可購買土地案，華人
社區在羅玲女士之組織號召下，週六上午數百位華亞裔人士結
集在休斯敦中國城黃金廣場前，舉行示威遊行並得到休斯敦
地區三位國會众議員，市長特納之熱烈支持，他們在大會上
指責共和黨提出之惡法，將是德州之不幸，在大會上甚至有
人灑淚會塲，令人動容。這也是我們首次有如此龎大之隊伍
，在百利大道上遊行發出我們的怒吼。
但是我們在此熱血沸騰之時刻過後，我們更要思考今後如

何以實力說話，我們的建議還是從選票和鈔票下功夫，美國
政客們是否當選也決定於這兩個因素，首先我們社區已經有選
民委員會及一些政治團體，我們一定要以捐款及實際參與來表
達我們支持之行動，我們更要學習猶他人，在美國是如何參政
之途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今天華裔在美國社會之處境將愈趨嚴峻，主要是中美兩大

強權之矛盾是難予化解，華府政壇反華氛圍日愈激烈，令人
擔憂。
我們在美國之華裔同胞，大家唯有團結起來，堅決反對

一切反對華裔之法案，請千萬記住：我們手中之選票和捐款
，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們的怒火在繼續燃燒之中我們的怒火在繼續燃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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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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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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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預計今年糧食總產量
將達3.02億噸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巴西糧

食總產量預計將達3.02億噸，較2022年增產14.7%。

數據顯示，巴西今年糧食作物收獲面積預計將達7580萬公頃，較

2022年增長3.5%。

大豆、玉米和稻米是巴西的主要糧食作物。今年這三種糧食作

物的收獲面積預計占全部作物收獲面積的 87.5%，產量占全部糧食

產量的 92.9%。其中，大豆收獲面積增長 4.6%，產量預計為 1.475 億

噸，增產 23.4%；玉米收獲面積增長 4.1%，產量預計為 1.225 億噸，

增產 11.2%；稻米收獲面積下降 4.4%，產量預計為 1030 萬噸，減產

3.6%。

從地區看，今年巴西中西部糧食產量預計達1.419億噸，占全國總

產量的47%，位居榜首。其次是南部，產量達9110萬噸，占全國總產量

的30.1%。第三是東南部，產量達2810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9.3%。而

東北部和北部分居第四和第五，產量分別達2590萬噸和1500萬噸，分別

占全國總產量的8.6%和5%。

馬托格羅索州是巴西最大產糧區，預計該州今年糧食產量占

全國糧食總產量的 29.3%。其次是巴拉那州(14.9%)、南裏奧格蘭德

州(13%)、戈亞斯州(9.2%)、南馬托格羅索州(8.1%)和米納斯吉拉斯

州(5.8%)。

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巴西糧食總產量達到

2.632億噸，創歷史最高紀錄。

土耳其強震致兩國逾1.2萬人遇難
土總統埃爾多安視察災區

截至目前，強震已造成土耳其和敘

利亞兩國超過1.2萬人死亡。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當地時間8日趕赴災區視察，

並承諾將為災民提供安置房屋。

爭分奪秒！他們徒手搜救被困人員
據法新社最新消息，相關官員和醫

護人員表示，地震已造成土耳其9057人

死亡，敘利亞至少3042人死亡。隨著時

間流逝，找到幸存者的工作顯得越來越

急迫。

“那些即使沒有倒塌的建築物也嚴

重受損。現在廢墟下的人比廢墟上的人

多。” 達裏斯壹位名叫哈桑的居民說。

他沒有透露自己的全名。“每座倒塌的

建築物下都有大約400-500人被困，只有

10人在試圖把他們拉出來，而且沒有機

器。”

在土耳其南部大片地區，人們在嚴

冬中尋求臨時住所和食物，並在成堆的

瓦礫旁痛苦等待，家人和朋友可能仍埋

在那裏。壹些土耳其人指出由於缺乏設

備、專業知識來營救被困人員，盡管有

時能聽到呼救聲也無能為力。鄰國敘利

亞也遇到了類似情況。

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亞，居民

有時在沒有基本工具情況下徒手搬開瓦

礫，急著尋找仍受困在斷垣殘壁中的親

人。民眾等待增援部隊抵達的同時，彼

此詢問有沒有安全帽、鐵槌、鐵棍、繩

子，隨後自行展開開挖作業。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8日先後到卡

赫拉曼馬拉什和哈塔伊等受災省份視察

災情。他在回應有關救援工作的問題時

承認，“機場和道路有些問題，但現在

好多了。我們明天和以後會更好。我們

在燃料方面仍然存在壹些問題……但我

們也會克服這些問題。”

埃爾多安補充說，“截至目前，包

括士兵、憲兵和警察在內的共有21200名

人員在哈塔伊工作。”他還表示，土耳

其政府的目標是在受影響的10個省份的

無家可歸者建造住房。

敘利亞政府表示，已建立了100多

個配備救援物資的避難所，包括在阿勒

頗、哈馬、霍姆斯等。敘利亞還將數十

座清真寺改造成地震災民中心。

動容壹幕：姐姐被困廢墟仍用手保
護弟弟頭部

隨著救援的推進，震後壹些令人動

容的場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

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蔔省壹個村落

遭遇強震後，壹對年幼姐弟在廢墟中受

困超過36小時後終於獲救。搜救人員發現

被夾在巨大水泥板中間的姐弟時，姐姐正

舉起小小的手臂，保護著弟弟頭部。

這對姐弟的父親回憶說，“我們感

到地面在顫抖……瓦礫開始從我們頭頂

落下，我們在下面待了兩天。人們聽到

了我們的聲音，我們獲救了——我、我

的妻子和孩子們。感謝上帝，我們都還

活著，我們感謝那些拯救我們的人。”

視頻顯示，當孩子們裹著毯子從廢

墟中被擡出來時，當地人歡呼雀躍。他

們隨後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土耳其哈塔伊，在首次地震襲擊該

地區52小時後，8歲的伊吉特· 卡克馬克

被救援人員從廢墟中救出。他從壹個救

援人員傳遞到另壹個救援人員手中，直

到最終被等候在現場的母親再次抱入懷

裏。

歐洲三國稱數月內
向烏克蘭交付至少百輛老式坦克
綜合報導 德國、荷蘭與丹麥國防部

在壹份聯合聲明中說，將投入資金，修整

軍工企業庫存中至少100輛“豹1”式坦克

，並在數月內交付烏克蘭。

路透社援引聲明報道，烏方將在數月

內接收至少100輛“豹1 A5”型坦克以及

零部件、彈藥並獲得操作、後勤支援培訓。

具體細節有待與擁有這款坦克的幾家企業

商討。

據法新社報道，上述交付承諾是德國、

荷蘭和丹麥達成對烏軍援“豹式坦克新倡

議”的壹部分。按照聯合聲明的說法，這

壹倡議是向烏克蘭提供“豹2”主戰坦克

的“補充”，比利時也表露參與意願。

“豹1”坦克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自主研制的首款主戰坦克。首輛“豹

1”坦克於1965年交付聯邦德國陸軍。現

階段，德軍不再使用“豹1”坦克。

荷蘭國防大臣卡伊莎· 奧隆格倫接受

荷蘭廣播節目公司采訪時說，“豹1”雖

是舊款，卻“經過考驗”，正在接受修整

以做好作戰準備，對烏克蘭人而言“肯定

能發揮作用”。

壹些軍事分析

師指出，“豹1 A5”

型坦克火力和機動

性較強，但裝甲防

護弱，戰場生存能

力遜於俄羅斯和烏

克蘭軍隊主要裝備

的T-72型坦克。德

軍裝備的“豹2”式

坦克各方面性能更

強，但德國現階段

只承諾援助14輛。

聯合聲明寫道，

德國政府已經批準

從軍工企業庫存中向烏克蘭提供總計178

輛“豹1 A5”型坦克，但最終交付數量取

決於坦克“所需的修繕工作”。

在美國等盟國壓力下，德國政府1月

25日宣布向烏克蘭提供“豹2”主戰坦克

，為烏方組建兩個坦克營，首批將從德軍

庫存中抽調14輛“豹2 A6”型坦克。

德國國防部長鮑裏斯· 皮斯托裏烏斯7

日在事先未宣布的情況下訪問烏克蘭首都

基輔，說14輛“豹2 A6”型坦克將在3月

底前交付。他告訴德國媒體：“來自德國

的援助相對快，眼下我們在等待其他夥伴

國就‘豹2 A4’型坦克達成壹致。”

據法新社報道，截至目前，已經公布向

烏克蘭提供坦克具體數量的國家寥寥無幾。

波蘭承諾提供14輛“豹2 A4”型坦克，加

拿大將提供4輛。挪威、芬蘭、西班牙和葡

萄牙暗示會提供，但沒提具體數量。
英國首相蘇納克
小規模改組內閣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蘇納克宣布改組內閣，將商務、能源與產業戰

略部以及數字化、文化、媒體與體育部兩個部門拆分為4個部門，並任

命新內閣大臣和保守黨主席。

根據英國政府網站，蘇納克7日宣布，將商務、能源與產業戰略

部拆分為能源安全與凈零部和商務與貿易部；將數字化、文化、媒體

與體育部拆分為科學、創新與技術部和文化、媒體與體育部。由商

務、能源與產業戰略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主管能源安全與凈零部，英國

貿易委員會主席、婦女和平等事務大臣凱米· 巴德諾赫兼任商務與貿易

大臣，前英國教育大臣米歇爾· 多內蘭擔任科學、創新與技術大臣，前

英國住房、社區與地方政府事務大臣露西· 弗雷澤擔任文化、媒體與體

育大臣。

英國政府表示，此次部門重組是為實現蘇納克2022年底提出的五項

承諾，即通脹水平減半、經濟恢復增長、減少國家債務、減少國民保健

服務的等候名單以及驅逐非法移民。部門重組後，能源安全與凈零部負

責確保長期能源供應並降低通脹，同時借助“零碳”運動發展核能和可

再生能源。商務與貿易部主管英國內外英企、投資和貿易。科學、創新

與技術部將致力於科學創新，並推動英國成為創新型經濟體。文化、媒

體與體育部將繼續專註於媒體、藝術和體育工作。

此外，蘇納克還任命前貿易大臣格雷格· 漢茲擔任執政黨保守

黨主席。1月底前任不管大臣兼保守黨主席納齊姆· 紮哈維因稅務問

題遭解職。

自2022年10月擔任英國首相以來，蘇納克面臨英國經濟增速放緩、

保守黨黨內分歧等問題。路透社稱，近來英國民調顯示，反對黨工黨支

持率領先於保守黨，蘇納克面臨執政能力和黨內壓力的雙重考驗。

俄羅斯老牌車企
以1歐元收購前日產壹工廠

綜合報導 俄羅斯伏爾加汽車制造廠披

露，這家老牌汽車制造商從俄羅斯中央汽

車與汽車發動機科學研究院手中收購日本

日產汽車公司先前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壹座

工廠。

這是2013年4月28日在北京汽車博物館

拍攝的伏爾加牌轎車。新華社發

伏爾加汽車制造廠說，公司方面7日同中

央汽車與汽車發動機科學研究院簽署協議，

以1歐元（約合1.07美元）的價格收購聖彼得

堡前日產工廠99%的股份，按當日匯率支付

等值盧布。中央汽車與汽車發動機科學研究

院保留剩余1%股份。

伏爾加汽車制造廠表示，今年下半年將

恢復這座工廠的生產。

聖彼得堡這座日產工廠2009年投產，最

初投資額大約2億美元，後來進行擴建，年產

量大約10萬輛。俄烏沖突去年2月升級後，

日產以象征性價格把包括這座工廠在內的在

俄資產轉移給隸屬於俄羅斯工業和貿易部的

中央汽車與汽車發動機科學研究院，並保留6

年的回購權。工廠去年11月底停工。

伏爾加汽車制造廠位於薩馬拉州，生產

拉達品牌多款汽車。它先前還為日產、雷諾

等外國車企組裝汽車，俄烏沖突升級後合作

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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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前聯合國大使、前南卡羅來納州州長
海利（Nikki Haley）14 日表示，她將在 2024
年尋求共和黨總統提名。

路透報導，海利14日透過她的團隊電子
郵件傳送的一段影片中說： 「我是海利，我正
在競選總統。」

報導指出，這使她成為川普在共和黨總統
提名競選中的第一個直接挑戰者。其他可能參
加2024年總統提名競選的共和黨人包括佛羅
里達州州長迪尚特、美國前副總統彭斯、 南

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史考特、新罕布什爾州州長
蘇努努和前阿肯色州州長賀勤森等人。

海利在她的影片中說： 「現在是新一代來
領導的時候了—要重新釐清財政責任，確保我
們的邊境安全，並強化我們的國家、自豪感和
目標。」

她還回顧了她的外交經驗稱，中國和俄羅
斯都認為我們可以被霸凌。 你們應該要知道
，我無法忍受被霸凌。 因此當你穿高跟鞋踢
回去時，他們的傷會更重。

美前聯合國大使 宣布參加共和黨總統提名

俄烏戰爭將滿一年，美國總統拜登政府
官員向基輔示警，若烏軍未能抓緊 「關鍵時
刻」反攻，後續美援恐面臨挑戰。

《華盛頓郵報》引述不具名官員報導，
白宮決心傾力挺烏，但若基輔用罄國會已授
權的援助方案，最快將在今夏面臨挑戰；因
自聯邦眾議院易主後，不少共和黨人就揚言
不再援烏。拜登政府包括中情局長伯恩斯
（William Burns） 、 白 宮 副 國 安 顧 問 范 納
（Jon Finer）、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
man）、副防長卡爾（Colin Kahl）等官員都
在先前訪問基輔時，直接了當地告訴烏國總
統澤倫斯基局勢的急迫。

對於當前膠著戰能否有所突破，分析人
士認為，俄烏雙方都不太可能在 「可預見的

未來」奪得決定性的軍事優勢。美國前情報
官員肯達爾-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
說： 「這感覺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時刻。」

報導指出，華府尊重澤倫斯基團結國家
的方式，但也憂心戰爭持續下去將對俄國有
利。一名美國高層官員表示，基輔應優先考
慮春季反攻的時機與執行，特別是受西方國
家訓練使用複雜武器的烏軍戰士投入戰場後
。

官員說，此刻激戰的烏東城市巴赫姆特
（Bakhmut）是俄國總統普丁的首要目標，俄
軍奪下後雖不見得能替戰爭帶來重大轉變，
但仍可被莫斯科以 「我們在地圖上又多了一
個據點」來宣揚。

美籲基輔抓緊關鍵時刻反攻 春季最佳

白宮表示，美國 10 日到 12
日擊落的3個高空飛行物，由於
氣候惡劣、地處偏遠、崎嶇難行
，尚未找到殘骸，目前尚無證據
顯示這3個飛行物和中國或任何
外國間諜偵察計畫有關。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SC）
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告訴
記者，美國當局 「尚未看到任何
跡象或事物，明確顯示這3個物
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氣球計
畫的一部分，或明確涉及外部情
報蒐集行動」。這3個飛行物兩
個在美國擊落，一個在加拿大擊
落。

柯比表示，這3個物體 「有
可能僅是和商業或研究實體有關
的氣球，因此是良性」。

不過柯比強調，中國正在運

作一個 「資金充沛，蓄意執行的
計畫」，利用難以發現的高空氣
球，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從事間諜
偵察活動。

根據五角大廈和白宮，派人
前往找尋殘骸，弄清這3個飛行
物真相的工作，因為氣候惡劣、
地處偏遠和地勢險峻，顯得困難
重重。

柯比表示： 「我們認識到可
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找到殘骸墜
落的地點並取回。」

一個中國偵察氣球1月28日
入侵美國領空，4日遭美擊落，
墜入海中。這起事件導致華府與
北京關係緊張，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Antony Blinken）也因此延
後訪中。

美國國防部官員昨天表示，

已在南卡羅來納州外海約 50 英
尺深的地方打撈到中國間諜氣球
的 「重要」部分。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報導，一艘配備起重
機的打撈船 10 日抵達此區，在
天候情況許可下開始從海底吊起
殘骸，包括偵察氣球下方的有效
負載以及電子設備。

中國偵察氣球攜帶的設備重
約 907 公斤，大小如 3 輛校車。
美國國防部官員說，敏感零件將
送至聯邦調查局（FBI）進一步
調查。

美 國 國 防 部 長 奧 斯 汀
（Lloyd Austin）說，工作人員
打撈到相當多的中國偵察氣球碎
片。

白宮：未找到3飛行物殘骸無證據顯示和中國有關

美日韓副外長13日在美國華府舉行會談，三方重申了朝鮮
半島無核化原則，並決定加強三邊合作，應對北韓日益加劇的核
導威脅。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長）趙賢東、美國副國務卿
雪蔓和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森健良當天舉行會談並在會後會見記
者，闡明三方將進一步加強合作。

據韓聯社14日報導，針對中國問題，雪蔓強調，包括美日
韓在內的同盟將在遏制中國挑戰國際秩序的行為等方面開展合作

。我們將在南海應對來自中國的安
全威脅，努力維護台灣海峽和平。
同時也將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尋求
同中方合作的方案。

對於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在報告中指出，韓方應加入美日經
濟政策協商委員會（EPCC）和由
美國主導的 「四方加安全對話」
（Quad-Plus），雪蔓說，對新的

合作形式也持開放態度，沒有比這更強大的鐵三角合作。
就中國的 「偵察氣球」（中方稱 「無人飛艇」）問題，趙賢

東雖然沒有點名，但表示侵犯他國領土和主權的做法，絕不為國
際法所容許，可以依據國際法對此採取必要的措施。森健良則直
言，中國侵犯美國的領土和主權，美國對此採取合法的應對措施
維護主權，日本也支持美國的這一立場。就俄烏戰爭，趙賢東表

示，我們將持續支持烏克蘭，使其儘快恢復和平與穩定。
針對北韓日益加劇的核導威脅，趙賢東表示，美日韓三方將

堅決應對來自北韓的一切挑釁，努力實現北韓完全無核化，沒有
無核化的和平是假和平。他表示，我們將構建穩固的韓美聯合防
衛態勢，加強美日韓安全合作，應對北韓威脅，並將切斷北韓開
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的資金來源。他表示，我們重申
與朝對話的大門依然敞開，並敦促北韓重返無核化對話。我們對
北韓的人權狀況深表憂慮，一致決定加強國際社會對這一問題的
認識。

雪蔓表示，美日韓三國的關係強而有力，而且日益強大。我
們的同盟堅若金湯，我們的友誼對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安全至關重
要。她表示，三國政府再次就應對北韓威脅的必要性和朝鮮半島
完全無核化達成共識。她說，北韓史無前例地發射彈道飛彈，正
在威脅韓國、日本、鄰國乃至全世界。三國將合作遏制北韓，促
其棄核並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同時呼籲北韓回歸對話。

美日韓副外長華府會談 美副卿雪蔓：努力維護台灣海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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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只能做勤雜工，印度或錯失“人口紅利”

綜合報導 今年，印度將超過中國，

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印度在幾個月內突破這壹重大裏程碑

的可能性在1月17日激增。當天，中國報

告說，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了60多年來的

首次減少。

這壹轉變將對這兩個擁有超過14億人

口的亞洲大國產生重大的經濟影響。

對印度來說，經濟學家和分析人士所

說的“人口紅利”可能會繼續支持其快速

增長，因為健康的勞動力人數會增加。

然而，也有人擔心這個國家可能會錯

失良機。這是因為印度根本就沒有為數以

百萬每年進入勞動力大軍的年輕求職者創

造就業機會。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1年的數

據，這個南亞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超過9

億。印度政府稱，未來十年，這壹數字預

計將達到10億多。

但專家警告說，如果決策者沒有創造

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些數字反而可能會成

為累贅。已經有數據顯示，由於缺乏工作

機會且工資低，越來越多的印度人甚至都

不去找工作。

根據世界銀行2021年的數據，印度的

勞動參與率為46%，在亞洲是最低的。相

比之下，中國和美國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68%和61%。

印度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錢德拉塞

卡爾· 斯裏帕達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

者說：“印度正坐在壹顆定時炸彈上。如

果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創造足夠的就業崗

位，就會出現社會動蕩。”

總部設在孟買的獨立智庫印度經濟監測

中心稱，印度2022年12月的失業率為8.3%。

相比之下，美國去年底的失業率約為3.5%。

印度經濟監測中心首席執行官馬赫

什· 維亞斯去年在壹篇博客文章中寫道：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年輕人群體……

而當今世界並不缺乏資本。理想的情況是，

印度應該可以抓住這個勞動力和資本都唾手

可得的機會來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然而，

印度卻似乎沒趕上車。”

並非所有人都是工程師。缺乏高質量

教育是印度失業危機背後的最大原因之壹

。斯裏帕達說，決策者“在教育層面上出

現了嚴重失敗”。他還說，印度的教育機

構強調的是“填鴨式學習”，而不是“創

造性思維”。

由於教育水平低和就業崗位不足的雙

重作用，數以千計的高校畢業生——包括

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畢業生——最終只能

申請低級別政府職位，比如月薪不到300

美元的“勤雜工”。

亞洲第三大經濟體也需要創造更多的

非農就業崗位，以發揮其全部的經濟潛力

。根據最近的政府數據，印度超過45%的

勞動力受雇於農業。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20年的壹份

報告，印度必須在2030年前創造至少9000

萬個非農就業崗位才能吸納新增勞動力。

專家們說，這些工作中的許多崗位可能是

由制造業和建築業創造的。

日本核爆受害者集會
呼籲保存廣島最大核爆遺留建築

綜合報導 日媒報道稱，日本壹市民團體在日本

核爆資料館舉行集會，要求保存日本廣島市遺留的最

大規模原子彈爆炸建築“舊陸軍被服支廠”。

據報道，當地時間2月5日，約60人組成的市民

團體在日本核爆資料館舉行集會，對核爆遇難者默哀

並獻花，並要求保存日本廣島市遺留的最大規模原子

彈爆炸建築“舊陸軍被服支廠”。

據報道， “舊陸軍被服支廠”於1945年在廣島

原子彈事件中，遭受了原子彈爆炸卻未倒塌。該建築

距離廣島核爆炸中心約2.7公裏，在原子彈爆炸後成

為救護站，見證了大量核爆受害者的死亡。另壹方面

，被服支廠也曾於1913年被用作制作軍服等的工廠，

參與此次集會的團體成員也強調了該建築被用作“加

害方”的壹面，強調稱“不能再次被用於戰爭”。

據報道，廣島縣政府正探討如何利用“舊陸軍被

服支廠”。市民團體於此次集會上決定，將向廣島縣

政府請願成立用於保存和利用該建築的基金會。核爆

受害者、團體聯合代表切明千枝子（93歲）表示：

“被服支廠是見證戰爭悲慘的幸存者，希望繼續得到

守護。”核爆受害者、副代表內藤達郎（81歲）表示

：“如果被服支廠能見證到廢除核武器的壹天，那就

再好不過了。”

據報道，廣島市以原爆建築物登記的建築物有86

件。其中最大級的是“舊陸軍被服支廠”，占地4棟

。廣島縣政府曾於2019年12月發布對“舊陸軍被服

支廠”部分拆除的方針。對此，民眾要求保存該建築

的呼聲不斷擴大。

韓國國會舉行梨泰院事故百日追悼會

親歷者籲查明真相
綜合報導 據報道，梨泰院大規模踩踏事故發生100天，韓國國會舉

行追悼會。遇難者遺屬、朝野領導層和國會議長金振杓出席。

遺屬敦促在首爾廣場開設正式聯合靈堂，並制定特別法、建立

獨立調查機構。遺屬協議會代表李鐘澈(音)表示，遺屬每天都要心

碎數百、數千次，希望朝野能夠不分彼此，合作確保此類事故不再

發生。

曾出席國政調查聽證會的事故親歷者金熠輝(音)強調，事故的唯壹

原因是對密集人潮的管理失敗，迫切需要查明真相。

國會議長金振杓在追悼會上表示，盡管國政調查已結束，但制定對

策並不存在時間限制，將群策群力解決制度上存在的問題。

國民力量黨非常對策委員長鄭鎮碩表示，政府和執政黨對社會事故

負有無限責任，將徹底查明原因、制定對策。

共同民主黨黨代表李在明表示，對總統尹錫悅未出席追悼會倍感遺

憾。

2022年10月29日晚間，韓國首爾市梨泰院發生踩踏事故。事故共

造成158人遇難，196人受傷。此後，12月有壹名事故幸存者因心理創傷

選擇自殺，最終死亡人數統計為159人。

2023年1月13日，韓國警察廳梨泰院事故特別調查本部公布了事故

調查結果，向檢方移交23名涉案公務員，其中6人被捕。

日
本
推
出
機
器
自
提
免
稅
品
服
務

綜合報導 日本壹家旅遊服務商

推出網上選購免稅商品服務，消費者

可以在線下單，到機場自助服務機上

提取商品，避免了拎著大包小包旅行

等麻煩。

據報道，這項服務由WAmazing

公司提供，目前有近7000種商品供選

擇，包括網紅零食、化妝品、日用品

等。

消費者需提前 3天在WAmazing

網站下單，支付商品價格的20%作為

預付款，3天後到機場自提櫃掃描二

維碼和護照，並通過面部識別進行身

份確認，同時支付剩余80%尾款，即

可開櫃取貨。

WAmazing 營銷經理岸野香織

說，在實體免稅店尋找想要的商

品比較費時間，而且商品說明通

常只有日語，WAmazing 網站有中

文和英文版本，令外國遊客購物

更加輕松。

從去年10月起，WAmazing已在

東京羽田機場 3號航站樓、大阪關

西國際機場、北海道新千歲機場等

機場設立免稅品自提櫃，計劃將該

服務推廣到所有能接待入境國際遊

客的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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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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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推“人才簽”粵港科研界振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廣東嘉騰機器人自動化有限公司副總裁陳洪波
是“優粵佛山卡”B卡人才，屬於此次大灣區
人才簽政策中的“其他人才”之列。他認為該
政策將形成粵港雙贏的局面。

廣東推出優粵人才卡制度，就是為吸引各
類符合當地需求的各類高層次人才，如今人才
卡有了“大灣區人才簽註”功能和便利，將提
升人才卡的含金量和吸引力。對香港來說，合

資格的內地人才可以便捷往來粵港及單次逗留
30天，可以吸引各類高端人才前往香港開展業
務交流、商貿活動甚至置業、商業消費等。

逗留時間較長合作增加互信
陳洪波又指，從產業和投資的角度看，兩

地的互動越來越多。在香港的很多投資或者合
作項目，周期往往比較長。如果項目主要負責
人或關鍵崗位的人才，能夠一次在香港逗留30

天，對香港合作方來說，能夠更好地持續開展
合作業務，增加雙方的信任度，也提升項目的
運作效率，這無形中提升了香港的競爭力。

“比如，我們是生產智能移動機器人的，
未來不排除在香港的機場、碼頭、工廠等地落
地銷售項目，能夠長期在港開展業務，能夠增
加香港的甲方對我們的信任度和認可度。”陳
洪波說，這也增加了企業開拓香港市場的信
心。

根據發布，6類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內地人才
包括傑出人才、科研人才、文教人才、衞健人

才、法律人才和其他人才（詳見表）。根據政策，
相關人才可辦理5年、3年和1年的簽註。國家出
入境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項政策的實施
將有力促進灣區人才、技術等要素便捷高效
有序流動，更好滿足灣區內人才之間交流
交往的新需求新期待，為內地和港澳經濟
社會發展注入新活力新動能。

便利人才流動深入互動
華南師範大學計算機學院副院長、博士生

導師、廣東省數據科學工程中心副主任趙淦森
長期在科研一線工作，與港澳業界交流較為頻
密。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政策
落地後，會去申辦相關手續，爭取盡早拿到人
才簽證件。他說，新政策能夠有效地推動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人才與港澳同業的交流和互動，讓
大灣區內的高層次人才要素資源更加好地流
動。

“比如這幾天由聊天機械人ChatGPT
引起的人工智能話題大熱，我很想盡快與香
港同行共同探討相關技術和行業的發展，共同
推動人工智能研究合作。”趙淦森說，這種交流
與探討對香港來說同樣十分重要。他指出，香港
在很多領域有研發優勢，面向國際研究前沿、市
場前沿，但本地市場和產業體系不如大灣區內
地。有了人才簽政策，三地科研人員可以更頻
繁、更深入地互動，共建大灣區創新生態。

面對面合作交流更高效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轉化醫學研究與發

展中心副研究員王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新政策對促進兩地科研交流有非常大的幫助，助
推資源互通，他會在政策落實後的第一時間就去申辦簽
註，與香港的項目合作方溝通接下來的研究方向，研討
深港創新合作項目的申請等，“過去3年的經歷告訴
我們，還是線下的合作交流更高效，大家一碰面，
很多事情就能更順利的解決。”王言說。

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窗口城市，而
且國際化程度較高，新政策有助鼓勵內地包括科研
及文教人才來港進行交流和服務，亦反映了國家對香
港正步向由治及興、對人才有極大需求的支持。莫家
豪提到過去在疫情期間，很多內地學者反映希望親身
到香港交流，藉香港這平台與外國的學者和人員交
流，“很多外國人因為不了解內地，或部分因為政策
的緣故，阻礙了彼此之間的來往交流。”因此，他認
為，新政策能提升香港作為中西交流中心的地位，也
可推動民間外交。

帶動港創科研究和發展
香港特區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亦認為，香港院校是該政策的直接受惠者，隨
着近年特區政府不斷投放資源發展創科，也有不少新
的創科公司成立，這些都需要優秀的研究人才，而內
地一直是人才的主要來源，但過往內地人才來港手續
較為繁複，新政策下簡化來港程序對帶動香港創科研
究和發展，以至建立人才團隊都有莫大好處。

全面通關滿月，兩地人員往來再有利好消息。中國國家出入境

管理局9日發布公告，為便利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從事科研學術交流

活動，促進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自2023年2月20日起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註政策，在粵港澳大灣區

工作的傑出人才、科研人才等內地6類人才可申辦往來港澳人才

簽註。根據政策，持證人在簽註有效期內可不限次數往來香

港或澳門地區，每次停留不超過30天。粵港兩地科研人員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都對相關政策

表示歡迎，指新政策能夠讓大灣區內

的高層次人才要素資源更好地流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趙一存、郭若溪、金文博

廣州、深圳、北京、香港 連線報道

6類人赴港交流 每一次可留30天

◆ 往來港澳人才
簽註式樣。
國家出入境管理局供圖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

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諾貝
爾獎等國際知名獎項、國家級獎項獲得者，在自然科學、社會科

學、文化藝術領域取得國際公認重大成果、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專家學
者，國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選者，在世界一流大學、科研機構擔任正教

授、正研究員職務人員，世界五百強企業聘僱的科學家，廣東省人
才優粵卡A卡持卡人以及對灣區建設發展作出突出貢獻人員

科研機構包括：國家實驗室及基地、全國重點實驗室、
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
中心、國家認定企業技術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
產業創新中心、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中直科研院所、省屬科
研院所、省實驗室及分中心、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省級新型
研發機構，以及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單位等

高等院校包括：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發
布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包含省外高
校在粵辦學機構)，廣東省發布的廣東省高水平大學，以及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等具有法人資格
的內地與港澳、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等

對灣區建設發展作出重大突出貢獻或者灣區急需的頂尖人才

灣區內地城市科研機構副高級以上職稱人員

灣區內地城市高等院校副高級以上職稱人員

在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的副高級職稱以上衞生
健康專業技術人才及衞生研究人才

主要包括：衞生專業技術人才(醫療類副主任醫師及
以上，藥學類副主任藥師及以上，護理類副主任護師及以
上，技術類副主任技師及以上）、衞生研究人才（副研究
員及以上）

簽註有效期：5年

簽註有效期：3年

簽註有效期：3年

簽註有效期：1年

在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參與在香港、澳門法律仲裁
程序的內地仲裁員，處理內
地與香港、內地與澳門投資
爭端的內地調解員等法律人
才

簽註有效期：3年

簽註有效期：1年

主要包括：世界五百強企業總部及其粵港澳大灣區地區總部
高級管理人員，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與智能製造等產業高端
人才，重點發展領域、行業聘僱的內地人才和創新創業團隊成
員，廣東省人才優粵卡B卡持卡人，仲裁機構管理人員，以
及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並在灣區連續工作滿3年的人員等

人才類別及可申辦簽註有效期

灣區內地城市人才、科技創新主管部門認定的
高層次管理和專業技術人員

科研人才科研人才

文教人才文教人才

衞健人才衞健人才

法律人才法律人才

其他人才其他人才

◆ 廣東嘉騰機器人公司副總
裁陳洪波 記者敖敏輝攝

◆ 華南師範大學計算機學院
副院長趙淦森 受訪者供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大灣區內地城市試行大灣區內地城市試行66類人才往來港澳簽註政策類人才往來港澳簽註政策。。圖為香港城市大學深圳福圖為香港城市大學深圳福
田研究院內科研人員正在做實驗田研究院內科研人員正在做實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粵企：開拓香港業務增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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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22日《台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
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成為全台唯一限制外送
員外送服務時間的法令，引發不少外送員不滿
，指侵犯自由勞動權益，也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市議員陳怡珍提案刪除限制外送時數的條文
，但14 日議會法規委員會審查時，支持與反
對意見卻壁壘分明，最後決議送請大會討論。

據了解，目前全台只有新北市、高雄市及
台南市訂有自治條例管理外送平台業者；其中
，台南更是唯一規定 「外送平台業者不得使外
送員每日累計外送服務期間超過12 小時」的
直轄市，引發不少外送員批評不合理。

外送員代表陳先生認為，實際執行外送服
務時，不僅經常出現長距離的遠單，還有停等
紅燈、待轉、尖峰時間、塞車、爬高層樓、找
門牌等不可抗力的因素都會耗費時間；如果一
天限制只能外送12 小時，恐將影響外送員生
計及增加外送員搶單騎快車、冒險違規，更容

易發生交通事故。
主持議案審查的議員穎艾達利解釋說，自

治條例中的累計外送時間，指的是從平台接單
起到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指定地點的時間，並不
包括待命時間；市府勞工局職安健康處也認為
，自治條例上路4個多月以來，共抽查293名
外送員，發現每天接單時間平均只有7小時，
自治條例限制不超過12 小時，應能滿足現況
需求。

議員蔡育輝反對刪除限制外送時間的規定
，他認為，根據內政部統計，外送員車禍肇事
率逐年提高，如果不限制外送時間，恐將引發
超時工作，進而出現公共安全問題。

議員蔡麗青、郭鴻儀則指出，自治條例上
路僅4個多月，目前的參考數據尚嫌不足，建
議應該收集更多數據，並將此案送請大會討論
。

台南限制外送員工時 議會審查修正案掀論戰

太陽能光電公司計畫在雲林縣北港鎮北港
滯洪池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14日在北港鎮樹
腳里活動中心舉辦說明會，強調將打造知性、
休閒光電綠能舒活園區，並提出各種公益回饋
方案，但地方民眾認為太陽能光電設施影響觀
光與防洪，堅決反對，光電公司最後表示將持
續溝通，設法取得共識。

水利署在北港鎮與水林鄉交界處台糖土地
設置 「北港滯洪池」，總面積37公頃，由於
占地廣大，吸引光電業者向台糖承租土地發展
太陽能光電，為讓地方民眾了解相關設施，14
日舉辦說明會。

同陽能源公司經理陳輔民表示，光電設施
容量為 21.62MW，將結合北港、水林農特產
，以太陽能光電模組於滯洪池排列出花生、地
瓜等圖騰，並兼顧排洪安全與水域生態，每年
公益回饋50萬元現金或等值節能家電、2座電
動車充電樁、淨零排碳教育館等，與地方共生
共榮。

現場近百名民眾均持反對意見，大罵之前
都沒有告知要設置太陽能裝置，臨時通知舉行
說明會，根本是要大家幫光電公司背書，北港
鎮扶朝里里長姚水評認為滯洪池功效不彰，現
在又要安裝太陽能設備，情況只會更糟，要求
先改善滯洪池功效再說。

雲林縣議會副議長蔡咏鍀說，此案是中央
能源局核准，但也要尊重地方意見，地方要求
先把水的問題處理好，後續才推動光電產業，
這點他也贊同。縣議員黃文祥提到，縣府才向
中央爭取北港、水林觀光軸帶2億餘元經費，
現在卻要在滯洪池設置太陽能板， 「是要叫遊
客來看太陽能板嗎？」。

北港鎮長蕭美文指出，北港滯洪池除水利
功能，也是在地民眾休憩場域，未來還要發展
觀光產業，地方擔心太陽能光電設施可能造成
生態失衡、產生光害、日後清洗等問題，希望
相關單位審慎評估。

北港滯洪池設光電設施 居民堅決反對

嘉義市定古蹟黃文醫生
故居（津本食堂喫茶部）14
日動工修復，市政府文化局
官員與屋主王伯智醫師家人
祭祀祈求修復工程順利，預
計工期400天，於2024年中
完工，市長黃敏惠期許修復
後為嘉義市再添地方創生新
亮點。

市府文化局長盧怡君表
示，經文史調查研究，黃文
醫生故居創建立於 1935 年
，曾是 「津本寫真館」，後
來開設 「津本食堂喫茶部」
，1958年黃文醫師購入後作
為診所，並將原食堂喫茶部
空間局部修繕當作診所及住
家用途。

2012年王伯智醫師買下
這棟老宅，2017年登錄為紀
念建築 「黃文醫生故居」，
2019年屋主邀請文資專家發
掘爬梳文化資產新事證，提
報指定為古蹟，2020年文資
審議會決議升級為市定古蹟
。

市府文化局指出，此監
造案及工作報告書由原設計
建築師李浚熒建築師事務所
擔任，工程由實式木造有限
公司負責，將恢復早期建築
原貌，重現日式木構結構、雨淋板、現代主義風
格及藝術裝飾風格，全案總經費約2753萬元（含
工程費2473萬），由文化部、市府、屋主7、2、
1成比例分攤，各是1927萬元、550萬元、275萬
元。

黃敏惠表示，黃文醫生故居位於市區精華商
業區，屋主將它保存活化，並提報文化資產價值

身分，成為市定古蹟，修復後將結合健康促進及
餐飲來營運，與建築物歷史脈絡相結合，是公私
協力讓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可貴案例，嘉義市也將
多1棟古蹟活化與地方創生的新亮點。

王伯智表示，文資審議的過程辛苦，但能為
地方留下珍貴的文化資產是非常難得的機緣，修
復完工後，將會成立基金會營運，為保存文化資
產與促進醫療健康盡一分心力。

老醫生故居變嘉義市定古蹟修繕活化用途

高雄搜救隊因仍未通過消防署規定的國際
救援認證，在國際救災中仍無法以 「縣市」隊
伍方式輪值出國救援，消防局說，今年1月18
日已正式行文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認證，預計
於6月完成演練檢測通過認證，但高市議員白
喬茵質疑，高雄人員和硬體設施完備，為何申
請認證速度卻比其他縣市還慢？

台灣搜救隊與5隻搜救犬結束土耳其救災
任務，讓外界對於台灣特搜隊和特搜犬備感榮
耀。為了提升國際人道救援的品質，消防署推
出特種搜救隊國家認證計畫，2022年8月規定
通過認證的縣市才能派遣出國救援，目前有4
個縣市通過認證，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台東
縣、屏東縣。

高市消防局目前有 23 名特搜人員，參加
過大小地震搶救，包含高雄及鄰近縣市，都具
有豐富救災經驗，另有9隻搜救犬，其中2隻

通過 「全國災害搜救犬 IRO 評量檢測」高級
認證、4隻獲中級認證、1隻初級認證，合計
共7隻通過認證優秀之高效能搜救犬，另外2
隻則為培訓犬。

白喬茵表示，楠梓的搜救犬馴養中心設施
完備，她不禁想問，為何高雄市消防局遲遲不
申請特種搜救隊國家認證計畫？更質疑 「還是
局長消極不想多事？或是根本不重視搜救犬的
養成？」

高市消防局表示，去年開始便積極策畫參
加國際特搜救援的認證，密集辦理分組訓練、
專業訓練、集中訓練、綜合演練及模擬消防署
認證全情境36小時不間斷操作演練，1月18日
正式行文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認證。認證過程
除人員訓練外，消防局也採購超過 1000 萬元
各式新式裝備器材，特搜隊伍有信心完成通過
認證，將編排更縝密組織團隊。

出國救援 高雄特搜隊差1認證
高雄愛國國小學生利用 RFID 技術、發明

「車輛方位警示系統」，打造路口即時顯示裝置
，提升救護車穿越路口的安全性，勇奪2023世界
青少年發明展台灣選拔賽金牌。另6件發明作品
也獲獎，共獲一金、二銀、二銅、二佳作好成績
。

2023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台灣選拔賽 4 至 5 日
在台北市內湖高工辦理複審，愛國國小四到六年
級的學生利用寒假，結合創意想法與觀察到的生
活問題，在老師指導下完成 「發明作品類：水上
農場」、 「社會照顧類：具指路功能之盲人杖系
統」、 「教育類：校園清潔垃圾籃」、 「教育類
：午餐桶保溫器」、 「綠能科技類：可調式出水
裝置」， 「災害應變類：車輛方位警示系統」與

「未來科技世界繪圖類：太空垃圾回收飛船」等
7項作品。

金牌獎作品 「車輛方位警示系統」利用
RFID技術在救護車上貼上射頻標籤，當車輛靠
近有偵測裝置的路口時，紅綠燈旁的顯示幕上就
可看到救護車的來向，提醒用路人提早禮讓，減
少救護車在路口發生事故的機會。

創作的五年級學生張芳瑜、謝如婷、施昀彤
表示，她們發現救護車為趕赴救援，行駛至路口
時常常受限、甚至被撞，才發想出這套便利更有
效的改善措施。

銀牌作品 「校園垃圾清潔籃」由三年級學生
陳仲廷、王諄堯與盧宏恩打造垃圾可自動分離的
充電裝置，有效減少垃圾袋重量。

禮讓救護車 小五生發明警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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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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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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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投資物業，只需20%首付，好利率，

貸款金額從十五萬到一百萬。

全美47州和DC。

詳情關注：GMCCLOAN.COM

讓喬遷更省心提供一流搬家服務
四季搬家公司 價格便宜 品質保證

春光普照春光普照 華人園藝協會開始耕種華人園藝協會開始耕種
熱心參與熱心參與ALIEFALIEF社區中心義務勞動社區中心義務勞動

(本報休士頓報導) 二月十日周五上午八點，在春寒料峭中，
HCHC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熱心公益的義工們，准時抵達了Alief社
區中心的Harvest 園地，開始義務勞動！

位於Bellaire Boulevard 和Kirkwood 交口的Alief community center
，花費$5800萬，歷經三位市長，終於在今年一月份開幕了。它的建
築物面積是70,000平方呎，占地37英畝，其中圈了一塊地，四周搭建
了铁絲网，里面已經建好大大小小的抬高花床，做為社區有機蔬菜示

範基地，華人園藝協會義工們此次就是開墾這塊有機蔬菜示範基地。
連同市府負責人Harris 女士，9位巾幗不輸三位鬚眉，大家分工

合作，一邊開心幹活一邊閒話家常，圓滿完成篩土除草的任務，下周
四就可以在鬆軟透氣的土壤開始種菜啦！

在休息時間裡，大家還分享了兩位會員溫馨提供的點心熱茶和午
餐豬排便當，補充了充沛的能量，在此給大家點個讚！

接下來，HCHC園藝團隊的兩個勞動梯次分別是：

Feb 16th, 周四 12pm-3pm, weather permits
Feb 20th, 周一 8am-2pm, weather permits
俞老師將安排開始種植春季蔬菜，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共襄

盛舉。
請加周老師微信號: chouhwa ，或發短訊281-685-5566聯繫。

【本報休士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是公司，當需要搬家的時候，
因為面臨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遷團隊來協助，
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用那麼操心。休士頓地區的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二年的搬
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態度，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
得良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或者
特殊搬遷如：鋼琴、展場、繪畫等，四季搬家都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
期待。在搬家過程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家訓練有素、
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免費估價。公司有各種大小貨

車，專門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司或個人還有特別優待
，同時，也優惠前往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可

以隨機應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當天才聯絡，不
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配合
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與倉
儲公司也有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繪畫

作品、各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品，四季搬家與
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在

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教會、或專業鋼琴家等進行鋼
琴的搬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墊，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產搬
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小東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
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容物，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

、主衛生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二、三、四等數字，等
搬過去之後要歸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運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
出去，或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要有新的開始。

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
品的保護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
過去後，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也節省空間，節省運
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
閒雜物品，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包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
個箱子，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到。

8.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
廚房用黃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包裝箱子上，然後在新
居中，把匹配的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搬運人員就知
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提高搬運的效率。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清楚地標明，工作人員會額外

謹慎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連絡電話:(281)

903-7688、832-867-5467，或上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
或是公司行號喬遷或是公司行號喬遷、、鋼琴搬遷等服務鋼琴搬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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