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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美聯邦參議員費特曼因憂鬱症住院美聯邦參議員費特曼因憂鬱症住院
（中央社華盛頓16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

聯邦參議員費特曼的幕僚今天表示，費特曼近日
接受了臨床憂鬱症的住院治療。去年11月美國
舉行競爭激烈的期中選舉，但贏下關鍵賓州的費
特曼在選前一度中風。

法新社報導，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費特曼
（John Fetterman）因為高大身形、非典型穿著
風格以及隨和近人的魅力而成為媒體寵兒。他上
週曾因頭暈住進醫院，最近才剛返回工作崗位。

費特曼的辦公室指出，醫師們確定，54 歲
的民主黨人費特曼當時並非再次中風。

他的幕僚長詹特森（Adam Jentleson）透過
聲明說： 「雖然費特曼一生中時斷時續地出現憂
鬱，但情況在最近幾週才變得嚴重。」

費特曼接受國會醫護人員的建議，昨天前往
位於國會大廈北方45分鐘車程的華特里德國家
軍 事 醫 學 中 心 （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接受檢查。

詹特森還說： 「檢查完費特曼後，華特里德
的醫生告訴我們，費特曼正獲得他所需的醫療照
護，很快就會恢復。」

費特曼贏下關鍵搖擺州賓州，被民主黨認為

是去年11月期中選舉的最大勝利之一，也讓
民主黨陣營以51席勝過共和黨的49席，繼續
在聯邦參議院掌握一度看似不可能獲得的多
數席次。

身高約203公分的費特曼，在選戰期間常
以他招牌的帽 T、短褲裝扮亮相，他在去年
期中選舉擊敗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支持的知名外科醫師奧茲（Mehmet Oz）。

費特曼在選舉前的5個月一度中風，讓他公
開露面的機會有限，他還透露自己 「差點死了」
。

費特曼的太太吉賽兒．費特曼（Gisele Fet-
terman）推文表示： 「他尋求協助並取得自己需
要的照護，我為他感到驕傲。」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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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a Beijing duck dinner with
Commissioner Cagle after he lost the
election. We tried to comfort him by
saying that, "To win or lose is still not
unusual."
I personally knew Commissioner Cagle
not more than one year ago because of
the redistricting of the County. His
district changed to include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For a Republican,
that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him in this
part of county and in last November's
election he lost the seat.
Just last August, Cagle approved the
building of an Asian style pavilion in our
district. It is still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within a year. Unfortunately,
he will not be the person who will cut
the ribbon when the structure is opened.

Cagle is a Republican. He served as a
Judge for 22 years and as a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for 8 years. He
has so many Chinese Asian friends,
including his assistant who was a
female Chinese American lawyer.
In our meeting Cagle said that he is still
very concerned about our community
and told me he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us.
We decided to hire him as our attorney.
He readily accepted our offer. I joked
with him that from now on, we will need
his protection.
Cagle told me that even though he lost
the election, he is now making more
money and has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0202//1717//20232023

Our Dear Friend Commissioner Cagle Is Now Our AttorneyOur Dear Friend Commissioner Cagle Is Now Our Attorney

在國際區敗選的前郡長柯克我們日前又在中國城晚餐，
品嗜北京烤鴨及中國美味，我也只有說，勝敗仍兵家常事。

我們和柯克郡長之結識只有一年多，他是被民主黨佔多
數的赫里斯郡把他的選區從北邊劃到了西南區，包括國際區
在內，由于選民結構之改變，使他的選戰打起來特別吃力，
不料他八年任期後只有交出權力。

就在去年十月，在他七十五萬美元資助下，在我們區內
建造一座中式涼亭，並且已開始建造，預計今年底竣工，可
惜剪綵的人已經不是他了。

柯克是忠誠的共和黨人，曾経做過二十二年的地方法官
，八年的郡長，他和許多人不太一樣的是酷愛中國菜，更有
許多華人朋友，包括他早年雇用的法律助理也是華人女律師
。

在那天的聚餐會上，我們談了許多關于國際區未來之發
展，他仍然十分奮亢地支持我們社區建造一個和諧之社會。

我也當㘯聘請他為我們的法律顧問，他也欣然接受，柯
克先生已経在政界服務了三十年，他告訴我，沒有選上他唯
一的好處是職業律師可以賺到更多的錢，並和家人相處之時
間增多了。

友情永固的柯克郡長應聘為法律顧問友情永固的柯克郡長應聘為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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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在西方國家的計劃中，所有國家都應該支
持自己的“援戰行動”，尤其是那些盟友國家，更應該立即
參與進來。一旦這些國家沒有參與，就會遭到西方國家的報
復。就像印度，就被西方國家輪番施壓和敲打。現在又輪到
了中東國家以色列，在該國爆發嚴重抗議後，美國、英國、
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集體落井下石，對以色列進行報復性施
壓。

環球網報導稱，內塔尼亞胡政府推出了司法改革，要加
強總理對司法部門的控制權，同時削弱司法機構推翻立法和
行政命令的能力。對於這樣的改革，以色列公民集體抗議，
認為內塔尼亞胡政府正在剝奪以色列的“司法獨立”，正在
建造一個“權力集中國家”。在反對聲中，以色列公民掀起
了抗議活動，10萬人站在街頭抗議內塔尼亞胡。

就在內塔尼亞胡應對居民抗議之際，美英法德意五國突
然出手了。這五個國家的外交部長發布聯合聲明，他們認為
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合法定居點”違反了和平原則，
這不僅無法解決巴以兩國的衝突，反而會造成更加無法調解
的危機。表面上看，五國是擔憂巴以沖突，事實上，五國是
在威脅以色列，是在報復以色列。

俄烏衝突後，以色列沒有站在西方國家這邊，沒有製裁
俄羅斯，更沒有向烏克蘭送出一發子彈，這讓西方國家對以
色列政府相當不滿。尤其是換屆後的以色列政府，更是沒有

參與西方國家行動的計劃。對於如此不聽話
的以色列，西方國家可以說是相當的憤怒。

幾週前，烏克蘭呼籲各國提供彈藥，讓
烏克蘭有抵抗俄軍的能力。然而，沒有一個
國家宣布提供彈藥，以色列更是沒有絲毫表
示。美國最後決定，拿走放在以色列的儲備
彈藥。 20萬枚放在以色列的“儲備彈藥”全
部被美國拿走了，交給了烏克蘭軍方。

通過這樣的方式，美國在警告以色列，
自己可以從以色列手中拿走所有的武器，可
以完全掏空以色列的國防力量。這個立足於
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對於美國武器相當依賴
，如果沒有美國提供的武器，以色列幾乎不可能同時應對周
圍的阿拉伯國家。所以說，以色列幾乎沒有離開西方國家的
可能。

因此，內塔尼亞胡只能像徵性妥協。當時內塔尼亞胡稱
，會考慮向烏克蘭提供防空武器的可能。但是他隨後的解釋
，卻讓西方國家對他的象徵性妥協並不滿意。他解釋稱，以
色列沒有提供彈藥，那是美國政府的決定，他們拿走了放在
以色列的彈藥，然後交給了烏克蘭。

在西方國家看來，以色列還是沒有認清自己的地位，還
是沒有明白西方國家的意思。因此，美英法德意五個國家集

體行動，用反對以色列的方式，再次報復以色列，逼迫內塔
尼亞胡在援烏問題上妥協。

這五個國家暗示內塔尼亞胡，如果不聽從自己的指揮，
那麼他們將不再提供武器，也不再支持內塔尼亞胡爭奪巴勒
斯坦領土的行為。對於以色列來說，這就是釜底抽薪的行為
，讓他們不得不考慮西方要求。

有一點不得不說，那就是內塔尼亞胡與拜登政府之間的
恩怨。當時內塔尼亞胡要求美國對伊朗不要妥協，堅決打擊
這個“恐怖國家”。但是拜登沒有理會他，反而用行動嘲諷
他就是“即將下台的總理”，這讓內塔尼亞胡對拜登政府相
當不滿。

提出新外交政策不到提出新外交政策不到2424小時小時
俄羅斯和歐洲決裂俄羅斯和歐洲決裂，，廢除廢除2121項關鍵條約項關鍵條約

（綜合報導）俄羅斯軍方正在積極備戰“春季攻勢
”，想用一次大規模的進攻，徹底瓦解烏克蘭的反抗意
志，政治方面，克里姆林宮也做出了相應的安排。俄外
交部長拉夫羅夫在國家杜馬上發表講話，提出了一項新
的外交政策，其目的簡單又粗暴，那就是：結束西方對
國際社會設置框架的壟斷。

長久以來，這個世界都是在西方制定的規則下運轉
的，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美國手握世界霸權，歐
洲、中東，包括東南亞的日、韓等國，都是美國的附庸
。對美國來說，這個規則叫“順我者民主，逆我者獨裁
”，而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獨裁。

以俄烏衝突為例，在西方媒體堅持不懈的宣傳下，
世人多認為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實際上，烏克
蘭親西方政權過去8年對烏東地區的持續轟炸，從未見
諸報端，一些有良知的記者、學者也曾嘗試公開真相，
但在消息傳出的第一時間，就會引來西方各大新聞機構
的集體封殺。

再比如北溪管道爆炸案，自從美國資深調查記者西
摩-赫什公佈調查報告以來，美國主流媒體都保持著詭
異的沉默，俄方一再要求聯合國進行調查，聯大秘書長
發言人卻表示，沒有接到發起調查的授權。

美國炸掉北溪管道，遠不止是針對俄羅斯，而是想
打壓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德國，阻止他們率領歐洲獨立自
主，這樣美國就能增強對歐洲的控制力，始終把歐洲這

片博雷利口中的“花園”，當成他們的韭菜田。
這些，都是美國霸凌全世界的直接證據，俄方的新

外交政策，就是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瓦解美式
霸權。拉夫羅夫講完話不到24小時，俄國家杜馬正式
宣布，終止歐洲委員會憲章在俄羅斯的權利，雙方簽署
的21項關鍵條約也被全部廢止。這件事情，並非俄羅
斯臨時起意，去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委員會就
暫停了俄羅斯的成員國資格，隨後，俄羅斯宣布退出該
委員會。

如今相關條約被廢除，意味著俄羅斯將和歐洲徹底
決裂，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這個決
定造成的附帶影響可不小，首先歐洲人權公約在俄羅斯
，就將徹底失去法律效力。以前呢，俄羅斯國內的反對
派，比如阿列克謝-納瓦利內之流，經常以人權為藉口
挑戰普京政權，沒事就跑去歐洲委員會告狀，現在這條
路被徹底斬斷，就有利於普京鞏固自身的政權。

更重要的是，藉由這次決裂，俄羅斯應該認清了一
個事實，那就是歐洲國家，從來沒把俄羅斯當歐洲國家
。即使過去幾百年，從沙皇俄國到現在的俄羅斯，再怎
麼對歐洲示好，斯拉夫人在歐洲人眼裡也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

當下，歐盟對俄羅斯的第十輪制裁還在路上，據說
連坐便器都被納入了製裁範圍，連廁所都不想讓俄羅斯
人好好上，這樣的歐洲，不跟他們決裂還在等什麼呢。

以色列爆發嚴重抗議後以色列爆發嚴重抗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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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2022年工業產值同比下降0.7%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巴西工業產值

同比下降0.7%。這是該國工業產值在2021年同比增長3.9%之後首次萎縮。

數據顯示，與2021年相比，2022年巴西受調查的26個行業中有17

個出現下降。其中，采礦業降幅達3.2%，對巴西工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最

大。其次是紡織產品業下降12.8%，機械和設備業下降8.4%，橡塑制品

業下降5.7%，冶金業下降5%。不過，焦炭、石油產品和生物燃料業增

長6.6%，汽車制造業增長3%，食品業增長2.4%。

在四大類工業品中，耐用消費品下降3.3%，中間產品下降0.7%，資

本貨物下降0.3%，半耐用和非耐用消費品下降0.2%。

數據還顯示，經季節性調整後，2022年12月，巴西工業產值環比零

增長，保持平穩，但同比下降1.3%。與2021年同期相比，2022年第四季

度巴西工業產值同比增長0.5%。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安德烈· 馬塞多(André Macedo)表示，

2022年巴西工業產值萎縮的原因包括利率上升、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率等

因素，這直接影響了信貸成本和家庭收入，進而影響消費。2022年12月

，巴西工業產值較2020年2月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仍低2.2%，較2011

年5月的歷史最高值則低18.5%。

2019年和2020年巴西工業產值分別同比下降1.1%和4.5%。

英國教師因薪資過低走上街頭

綜合報導 在利物浦的希望大街上，

壹輛救護車經過罷工者的遊行隊伍，車

上的工作人員按響喇叭，用揮拳和鼓掌

表達對罷工者的支持。受此鼓舞，人群

中爆發出呼喊聲，人們更加起勁地揮動

旗幟。

法新社稱，2月1日，為抗議薪資過

低問題，英國掀起了約10年來最大規模

的罷工。“全英50萬人在罷工中團結起

來。”英國《利物浦回聲報》寫道。截

至2月6日，談判進展緩慢，罷工潮暫時

沒有結束的跡象。

1月31日，英國“脫歐”滿3周年。

這3年裏，英國實現了“脫歐”的部分

政治訴求，但關鍵的經濟問題未能像

“脫歐”派政客承諾的那樣迎刃而解。

在失去歐盟國家勞動力等因素的作用下

，英國本就不景氣的經濟雪上加霜。此

後，俄烏沖突爆發，歐洲追隨美國對俄

施加多輪制裁，引發了壹系列反噬：能

源價格飆升、生活成本水漲船高、通脹

率高企。英國政府的支持率節節下降，

新首相蘇納克的支持率從去年10月當選

時的52%跌至本月初的38%。

英國人選擇在“脫歐”3周年紀念日

與蘇納克執政百日（2月2日）之間掀起

罷工潮。走上街頭的有30萬名教師、來

自124個政府部門和機構的10萬多名公

務員、數千名火車司機……罷工導致多

地交通癱瘓、學校停課。英國《每日電

訊報》稱，這是壹場“事實上的全面罷

工”。

與其他行業的勞動者相比，教師們

打算堅持得更久壹些。他們的困境並非

壹日之寒，而是長達十余年的緊縮和削

減造成的。據英國 iNews新聞網報道，

整個2月和3月，英格蘭和威爾士成千上萬

的教師計劃斷斷續續地罷工，直到英國最

大的教師工會全國教育聯盟（NEU）與政

府達成協議。“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絕大多

數學校可能連續數日關閉或部分關閉。這

是全國性和地區性罷工的結合。”iNews

寫道，“在NEU成員以壓倒性多數投票贊

成罷工行動後，學生們將在未來兩個月內

面臨廣泛的課程中斷。”

NEU參與投票的成員中，90%的英

格蘭教師和98%的威爾士教師支持罷工

。他們要求政府提供高於通脹水平的薪

酬補貼，並給學校增加預算。由於薪資

過低，英國四分之壹的教師在獲得教師

資格後的3年內轉行，極大地影響了該

國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

2022年，英國教師獲得了平均5%的

加薪，但政府沒有為此撥給學校額外的

資金。教育界呼籲通過加薪留住“疲憊

不堪的教育工作者並吸引新員工”，讓

受預算削減損害的教育系統得到修復。

“我希望我的孩子們有壹個受政府

重視的教育系統。目前，我只看到削減

、削減、削減，我的工資和學校的預算

都在減少。削減是全方位的。孩子們應

該得到更多。”36歲的教師吉爾· 雷德利

告訴《利物浦回聲報》，教師們都在咬

牙死撐。因為預算不足，她只好從自己

的3個孩子手裏拿走玩具，供學生使用

。“我們偷了自己孩子的玩具，把它們

帶進教室。因為他們（政府）不給錢添

置玩具。”她說。

“我們需要什麼就自己制作……孩

子們應該得到更好的東西……我們已經很

久沒有得到恰當的加薪了，但預算還是

越來越緊張。用於聘請輔助人員的錢少

了，用於資源的錢少了，用於壹切的錢

都少了。”雷德利說，當校方從捉襟見

肘的預算裏擠出錢給他們加薪時，那種

感覺就像“從孩子們手中偷走膠棒”。

英國智庫“英國財政研究所”的數

據顯示，2010年至2019年期間，按實際

價值計算，英國政府對每名學生的支出

減少了約9%，這反映了保守黨政府削減

預算的力度。在連續幾屆保守黨政府執

政期間，英國教師的實際工資下降了9%

至 10%。NEU 則稱，教師實際工資自

2010年以來減少了23%。鑒於通脹率高

達兩位數，預計今年大多數教師的實際

工資將進壹步下降。

蘇納克曾表示希望加強學校的數學教

育，但NEU稱，該計劃未能解決教師短缺

的問題，這意味著，每八節數學課中就有

壹節是由不具備資格的教師教授的。

英國路透社報道稱，蘇納克的母校

、英國九大公學之壹溫徹斯特公學的教

師參加了2月1日的罷工。校方拒絕對此

發表評論。

在倫敦，英語教師露西· 普雷斯頓為

了還貸，利用晚上的時間當家教。兼職

意味著她無法給兒子過生日，但她別無

選擇：“我的心都碎了。如果我能賺到

足夠的錢，就不必在晚上做家教，生活

會快樂得多。情況太令人沮喪了。”

這位單親媽媽告訴路透社，還貸花去

了她工資的三分之二。為了多賺壹點錢，

她騰出壹個房間租了出去。她購買便宜的

冷凍食品，而不是新鮮的食物。生活壓力

讓她覺得自己“每個月都在掙紮”。

悉尼· 海金頓是倫敦東部壹所學校的

助理校長兼音樂教師，他已經記不清，

學校有足夠的員工來維持運轉是哪壹年

的事。去年，該校有經驗的全職教學人

員中，超過三分之壹提交了辭呈，而實

習教師只填補了空缺職位的五分之壹。

有人被迫去食物銀行領取免費食品，有

人去超市找工作。

教育工作者們指出，當學校得不到

政府支持、自掏腰包支付教師工資時，

就只能減少購買教科書、升級設備和安

排教學旅行方面的預算。

“妳減少了戶外教學，妳不去大英

博物館，妳不再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事物

。於是，學習變得更加單調乏味。”在

英國經營著50多所學校的綠洲慈善機構

創始人史蒂夫· 查克對路透社說。

教育水平持續下降會帶來什麼樣的

後果，是英國目前無法回答的問題。

聯合國報告：氣候變化將導致“超級細菌”增加

綜合報導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日前發

布的壹份報告認為，氣候變化及其他環境

因素可能使細菌增強對抗生素的耐藥性，

產生更多“超級細菌”。

根據這份報告，2019年，全球大約

500萬人的死亡與微生物耐藥性相關聯。

如果不采取措施遏制微生物耐藥性增強趨

勢，預計到2050年，每年相關死亡人數將

上升至1000萬人。

按照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說法，

細菌耐藥性可以自然產生，但人類過

度使用抗生素加快了這壹進程。那些

幸存下來的“超級細菌”耐藥性、傳

播性更強，而且能夠橫向傳遞“耐藥

基因”。

國際社會對耐藥性的關註點主要在於

過度使用抗生素，但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環境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環境規劃署報

告指出，氣候變化可從幾個方面加劇微生

物的耐藥性，比如，氣溫升高會加快細菌

的生長速度，從而加快微生物對抗生素的

耐藥基因傳遞速度。

報告作者之壹、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生

態系統工程學教授戴維· 格雷厄姆在新聞

發布會上說：“隨著氣候變得更加極端，

特別是氣候變暖，耐藥性的進化速度真的

會加快。”

專家們舉例說，氣候變化引發更多嚴

重洪災，可能導致居住環境過度擁擠、衛

生條件惡化和汙染加劇，水中的人體排泄

物、重金屬和其他汙染物將為微生物耐藥

性進化創造有利條件。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英格· 安

德森說：“壹些引發環境退化的因素也在

加劇微生物耐藥性問題，這可能會破壞我

們的衛生和糧食系統。”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專家斯科

特· 羅伯特說：“氣候變化、汙染、天氣

模式變化、降雨增加、城市和城鎮化地區

人口更密集——所有這些都會促進微生物

耐藥性傳遞。我確信，除非我們采取相對

嚴厲的遏制措施，這種現象只會隨著時間

推移而加劇。”

這份報告題為《準備迎接超級細菌》

，當天發布於在加勒比島國巴巴多斯舉行

的抗菌素耐藥性問題全球領導人小組第六

次會議。

研究人員警告：太空經濟升溫或對臭氧層構成新的威脅

綜合報導 據報道，發表在

《 新 西 蘭 皇 家 學 會 雜 誌 》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Zealand）的壹份新研

究表明，盡管與其他人類活

動相比，目前火箭發射產生

的汙染物排放量相對較小，

但在未來幾十年內，火箭發

射產生的排放量可能會增長

到與民航業相當。研究人員

寫道：“火箭發射產生的有

害氣體和顆粒直接進入中層

和上層大氣，對臭氧層的威

脅可能非常嚴重。”

這 份

研 究 強 調

， 當 下 全

球 太 空 經

濟 的 興 起

可 能 會 再

次 破 壞 修

復 地 球 臭

氧 層 空 洞

的 努 力 。

目前全球大約有70個國家擁有

航天機構，私營航天公司也變

得越來越普遍。由理查德•布

蘭森的“維珍銀河” (Virgin

Galactic)、傑夫•貝佐斯的“藍

色起源”（Blue Origin）和埃

隆•馬斯克的 SpaceX 為主導

的“億萬富翁太空競賽”，正

在推動全球的衛星發射和太空

旅遊計劃的數量呈上升趨勢。

報道稱，2022年，全球太空市

場的價值接近145億美元，預

計到2030年將增長近兩倍並達

到近430億美元。

研究人員表示，目前火箭

發射和太空垃圾造成的汙染沒

有受到任何框架的監管，他們

呼籲引入監管框架，采取協調

壹致的全球行動測量運載火箭

的排放量並共享數據，以構建

壹幅呈現火箭發射可能造成的

環境風險的圖景。他們還建議

，應將對臭氧層影響的考量納

入火箭設計和開發的行業準則

之中。

據報道，1987年，國際社

會曾簽署《關於消耗臭氧層物

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旨在

淘汰對臭氧層有害的氟氯化碳

（CFC），以應對臭氧層空洞

問題。聯合國於今年1月發布

的壹份報告證實，目前臭氧層

空洞正在縮小，並有望在40年

內恢復。

“排放門”余波不斷
多家德國車企遭韓國罰款
綜合報導 韓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公平貿易委員會說，4家知名德國汽

車制造商合謀利用軟件限制柴油車尾氣清潔技術的使用，公平貿易委員

決定對其中3家車企處以合計約3350萬美元的罰款。

公平貿易委員會在壹份聲明中說，梅賽德斯－奔馳、寶馬、奧迪和

大眾公司利用軟件，限制柴油車尾氣清潔過程中用作催化劑的尿素液的

消耗量，可能導致溫室氣體壹氧化氮排放量超標。

“這4家企業的行為構成以限制競爭為目的的合謀，阻礙采用更先

進壹氧化氮還原技術的新柴油車型研發。”公平貿易委員說，“結果導

致本地消費者選擇先進環保車型的機會受限。”

據韓聯社報道，公平貿易委員決定對梅賽德斯－奔馳、寶馬和奧迪

處以金額不等的罰款。大眾因相關車型未在韓國銷售而未受罰款。

德國汽車業2015年曝出“排放門”醜聞。多家車企陸續獲查實，曾

借助軟件調整柴油發動機運行狀態，使氮氧化物排放在尾氣檢測狀態下

達標，以掩蓋發動機正常行駛狀態時排放量大幅超標的真相。

幾年來，“排放門”醜聞余波不斷。歐盟委員會2021年認定大眾和

寶馬串通限制柴油車排放清潔技術的使用，對兩家企業處以總計8.75億

歐元罰款。

據路透社報道，梅賽德斯－奔馳及其韓國分支去年還因柴油車尾氣

排放相關虛假宣傳而在韓國挨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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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打壓消費熱情物價上漲打壓消費熱情
日本家庭支出連降兩月日本家庭支出連降兩月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

公布的數據顯示，由於物價

上漲令消費承壓，2022年

12月日本家庭支出同比下

降1.3%，為連續第二個月

下降，環比下降2.1%，創

近壹年來最大月度降幅。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

2022年12月，兩人或兩人

以上的日本家庭平均花費

328114日元。12月日本家

庭支出較上年同期下降

1.3%，不及經濟學家此前

預 測 ； 11 月 的 降 幅 為

1.2%。經季節性調整後

，12 月日本家庭支出環

比下降 2.1%，為自 2022

年2月下降2.8%以來的最

大月度降幅。

日本家庭支出是反映

日本私人消費情況的關鍵

指標。路透社報道稱，去

年以來，隨著日本對新冠

疫情限制措施的放寬，占

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

）壹半以上的私人消費支

撐了經濟。日本政府2022

年3月取消了所有國內限

制措施，並於10月放松了

邊境管制，加之疲軟日元

的支撐，提振了日本旅遊

業的發展。但與此同時，

日本通脹水平創逾40年來

最高水平，限制了國內消

費支出。

高通脹背景下，日本

人工資增幅追不上物價上

漲速度。日本厚生勞動省

2月 7日公布的初步報告

顯示，2022年日本月平均

名義工資為326157日元，

上漲 2.1%，為 1991 年增

長4.4%之後的最大增幅，

但由於通脹水平超過了名

義工資的增長，2022年經

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比上

年下降0.9%。

厚生勞動省數據還顯

示，因冬季獎金大幅增加，

日本2022年12月名義工資

較上年同期增長4.8%，創

1997年以來最大增幅；日

本當月實際工資較上年同

期增長0.1%，這是自2022

年3月以來的首次增長。

彭博社報道指出，日

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官員此

前壹再強調，要提高工資

以支持伴隨著溫和通脹的

經濟增長。但 2022 年 12

月實際工資的微弱漲幅表

明，考慮到通脹因素後，

日本的工資增長仍遠不能

為家庭提供額外的消費能

力。

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

，2022年12月日本去除生

鮮食品的核心消費價格指

數（CPI）經季節調整後

為104.1，同比上升4%，

漲幅為 1981 年 12 月以來

最高。至此，日本核心

CPI已連續16個月同比上

升。

報道還指出，由於工

資走勢與日本央行貨幣政

策密切相關，日本名義工

資的大幅增長可能引發市

場猜測，日本央行將在新

行長的領導下調整或退出

長期以來的超寬松貨幣政

策。

日本央行現任行長

黑田東彥將於今年4月卸

任，日本政府將於本月

晚些時候提名黑田東彥

的繼任者。

朝鮮慶祝建軍75周年 金正恩攜妻女出席閱兵式
綜合報導 據朝中社報道，紀念朝鮮人民軍建軍75周年閱兵式8日晚在平

壤金日成廣場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朝鮮武裝力量最

高司令官金正恩出席並檢閱了部隊。

據報道，金正恩同女兒和妻子壹起抵達廣場。

在閱兵現場，朝鮮功勛國家合唱團為閱兵式奏樂入場，空降陸戰兵進行高

難度集體降落特技表演，隨後，綜合軍樂隊奏響軍歌。

金正恩檢閱了朝鮮人民軍儀仗隊和共和國武裝力量的主要部隊軍旗。他勉

勵人民軍指揮官，贊揚他們在強化軍力的前哨和爭取國家繁榮富強、造福人民

的戰場上彰顯戰鬥氣概。

報道稱，在歡迎曲聲中，金正恩步入閱兵廣場主席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

員會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委員會組織書記趙甬元，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李日煥、金才龍、全賢哲陪金正恩女兒在貴賓席就座。

隨後，名譽騎兵方隊、抗日七團象征方隊、曾在朝鮮祖國解放戰爭時期立

下戰功的各軍事單位的象征方隊以及各軍種多支方隊等，接受檢閱。

在閱兵飛行中，組成五角星和數字“75”的飛行方陣燃放耀眼的煙花，飛

躍廣場上空。

報道稱，朝鮮戰術導彈方隊、遠程巡航導彈方隊、戰術核武器運用部隊方

隊、洲際彈道導彈方隊，也相繼亮相閱兵式。

據朝中社此前報道，金正恩7日出席朝鮮人民軍建軍75周年紀念宴會並發

表講話，向人民軍和共和國武裝力量的全體官兵表示熱烈的祝賀和問候。

他表示，在當前如此艱苦的環境中，朝鮮軍隊之所以能夠充滿力量，是因

為繼承了革命武裝力量第壹代的崇高使命和堅定的革命精神。他指出，“朝鮮

人民軍75年歷史的最大光榮在於歷經歲月洗禮、經受歷史狂飆也毫不動搖、

代代相傳的偉大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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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自2月6日內地與港

澳人員往來全面恢復以來，粵港

澳大灣區居民旅遊互訪的熱度不斷上升，推動港珠

澳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客流、車流持續高位運行。

據港珠澳大橋邊檢站統計，截至2月15日零時，該

站共查驗出入境旅客近20萬人次，車輛超6萬輛

次，同比大幅增長217%和76%。春節“返鄉潮”

疊加“旅遊熱”，帶來人氣復旺，市場向好，折射

出灣區發展活力。

灣區旅遊升溫快 環珠三角成新寵
春節“返鄉潮”疊加“旅遊熱”港珠澳大橋客流同比增逾2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15日宣布，將依法對損害
中國主權、安全的有關美國實體採取反制
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正當權益。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當天主持例行
記者會時宣布，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
美國領空完全是一宗由不可抗力導致的
意外偶發事件，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說明
情況。然而，美方濫用武力、過度反
應，升級事態，並以此為藉口非法制裁
中國企業和機構。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將依法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的有關美國
實體採取反制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和正當權益。

美國2月4日在南卡羅萊納州上空擊落
中國民用飛艇，之後還將六間據其稱與之
相關項目的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

上合組織：美違反國際法精神
此外，上合組織秘書長張明15日就美

國擊落中國無人飛艇事件答記者問時表
示，他注意到，中國政府已針對此事多次

作出說明，表示該無人飛艇屬民用性質，
用於氣象等科研，由於氣候因素嚴重偏離
預定航線，是一次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情
況。美國國防部此前也表示這個飛艇不會
對地面人員構成軍事和人身威脅，美方在
此情況下卻執意使用武力擊落，顯然反應
過度，違反了國際法精神和國際慣例。

張明說，上海合作組織一貫主張，所
有國家應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以談判協商
等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移民管
理局15日發布消息，鑒於韓國已恢復審發中國公民赴韓短期
簽證，國家移民管理機構自2月18日起，對韓國公民恢復簽發
口岸簽證，恢復實行72/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另據中國駐
韓國大使館微信公眾號同日發布的消息稱，自2月18日起，中
國駐韓國使領館恢復簽發韓國公民赴華訪問、商務、過境以及
一般私人事務類短期簽證。

此前，韓國政府於當地時間10日表示，決定從本月11日
起恢復向中國公民發放赴韓短期簽證。韓聯社消息稱，韓國政
府採取上述措施的同時，綜合多方因素和情況，考慮分階段放
寬針對自華入境人員採取的其他防疫措施。

“先去珠海泡溫泉，晚上回澳門坐摩天輪！”2月14日恰
逢情人節，香港私家車主鍾先生一早便攜同家人經港

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入境，開展行程滿滿的“甜蜜之旅”。
“從中山發團，到港澳開展兩天一夜遊，不用半天報名人

數就滿了。”帶團經港珠澳大橋出境的導遊陳小姐表示，目前
內地赴港澳團隊遊火熱，不少港澳線路產品上線即爆滿。

灣區遊客“雙向奔赴”加速
全面恢復通關以來，大灣區遊客“雙向奔赴”加速。據港

珠澳大橋邊檢部門分析，自2月6日恢復內地居民與香港、澳
門團隊旅遊經營活動以來，團隊旅遊已成為當前口岸客流大幅
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在“澳車北上”政策的帶動下，自駕
遊旅客數量亦有明顯上升。

據港珠澳大橋邊檢站數據顯示，僅2月12日，該站單日通
關客流量達3.1萬人次，創近三年新高，其中珠海、香港方向
旅客數量增長態勢明顯，單日超1.3萬人次，與全面恢復通關
首日相比，增加近1倍。

“目前出入境旅客以廣東及港澳居民為主，隨着其他省份
居民赴港澳旅遊需求的逐步釋放，旅客數量將進一步增加。”
港珠澳大橋邊檢站相關負責人稱，港珠澳大橋聯通粵港澳三
地，從珠海至香港的車程不到一小時。越來越多灣區居民選擇
經大橋進行聯城旅遊，“珠海一日遊”、“環珠三角遊”成為
旅遊新熱點，大灣區“黃金三小時旅遊圈”正加速重啟。

料春運廣東高速公路2.6億車次 增17%
目前灣區高速公路網也日趨完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

底，廣東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超1.12萬公里，居全國首位，其
中6車道以上高速公路佔比過半。自駕出行成為主流，高速公
路小客車車流量佔交通運輸總流量的比重持續上升。

據廣東省交通運輸廳統計，今年春運期間，廣東高速公路
日均車流量突破641萬車次，其中1月27日（年初六）全省高
速公路車流量超761萬車次，創春運單日歷史新高。粵港澳大
灣區高速公路車流總量約1.93億車次，同比增長超16%，預計
至2月15日春運結束，廣東全省高速公路累計車流量將近2.6
億車次，同比增長約17%。

春運車流量是觀察經濟運行的“晴雨表”之一。春節“返
鄉潮”疊加“旅遊熱”，使得兔年春節廣東的旅遊、消費市場
更為火熱。數據顯示，今年春節黃金周，廣東高速日均入粵車
流量約34.15萬車次，日均同比增長超50%，是春運前10天日
均入粵車流量的三倍。今年春節期間，廣東各大商場超市、影
院、旅遊景區、酒店、餐廳等消費場所亦重現人潮湧動的火熱
場面。攜程數據顯示，春節假期內，目的地為廣州、深圳的整
體旅遊訂單量同比分別增長1.2倍和近1.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敖敏
輝 廣州報道）歷時40天的“2023年春
運”15日正式落幕。廣鐵15日介紹，廣
深港香港段恢復開行近一個月來發送進出
香港旅客達54.8萬人次。有港人趁今年春
節香港高鐵新通廣州東站到廣州探親過
年，還到江門鄉下拜年和遊玩，體驗了一
番今年春運“丁財兩旺”復甦發展的場
景。

今年春運是內地疫情防控措施優化後
的首個春運，回鄉過年、探親訪友、旅遊
觀光等出行需求得到集中釋放。據廣東省
交通運輸廳統計，今年春運自1月7日啟
動，至 2月 13日鐵路累計發送旅客逾
3,239萬人次，同比增長近37%；預計到2
月15日春運結束，廣東累計發送旅客達
1.03億人次，同比增長近4.6%。

另據廣鐵透露，今年春運廣鐵到發旅
客同比增長24%，恢復到 2019年同期
85.6%，其中，廣深港香港段自1月15日
恢復開行，截至2月15日發送進出香港旅
客54.8萬人次，日均1.7萬人次。隨着2
月6日內地與香港全面恢復通關，廣深港

高鐵客流回溫明顯，2月11日最高峰發送
3.1萬人。

全國春運發送旅客15.95億人次
香港高鐵的復運，給兩地團圓家庭和

情侶帶來極大的便利。春節前夕，港青何
晉華搭乘高鐵到廣州，與久未見面的內地
女友在廣州相聚，雙方約定前往香港過春
節。春節期間，何晉華每天安排三四個行
程和目的地，帶着女友把香港逛了個遍。
“2．14”情人節前夕，何晉華又從香港
來到廣州，與女友過了一個浪漫的節日。

港人莫女士亦稱，她在今年春節前的
年廿八那天搭乘廣深港高鐵到廣州，和在
廣州工作的小兒子一起共度闊別三年的春
節團圓時光。當時適逢春運高峰期，但網
上購票比較方便，西九龍站和廣州東站的
客流量大而有序，在廣州東站刷“回鄉
證”過閘機也很快。“這是香港高鐵新通
廣州東站後，我首次坐高鐵到廣州，較以
往坐的廣九直通車快近半小時，感覺像高
鐵開到了廣州的家門口，節省了輾轉時
間，以後準備經常往返穗港探親遊玩。”

莫女士說。
2023年春運2月15日結束，作為疫

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的第一個春運，跨區域
人員流動明顯增加。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春運工作專班數字顯示，春運40天，全
國預計發送旅客15.95億人次，流動中國
呈現旺盛活力。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復運近月 發送旅客54.8萬人次

◆ 春運期間，一趟從香港西九龍站至廣
州東站的高鐵列車抵站，旅客走出列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中方將依法對有關美國實體採取反制措施 韓國公民赴華短期簽證
18日起恢復簽發

���
�(

◆港珠澳大橋自全面恢復通關至今，出入境旅客同比大增逾2倍。 香港文匯報珠海傳真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3年2月19日       Sunday, February 1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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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待專責小組拍板即入紙勞工處
港新護工難招聘 珠三角請千人

香港公立醫院的人手荒持續，護士職

系更是重災區，截至去年12月流失率高達

10.7%，分擔護士工作的病人服務助理也

“一員難求”，影響護理質素，住院病人

呼喊多次也未必有職員提供協助。為改善

病人服務助理人手短缺問題，以免加重護

士工作量，加劇流失率，有消息指醫管局

研究從大灣區內地城市，輸入逾千名外勞

擔任病人服務助理的可行性，香港醫管局

未有正面回應，僅稱：“香港醫療行業整

體出現人手短缺，正透過不同途徑盡量加

強招聘員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吳健怡

醫管局2021/22年度年報顯示，截至去
年3月31日，該局共有89,812名員

工，醫療人員（包括顧問醫生、高級醫生
等）佔6,941人；護理人員（高級護士長、
註冊護士等）佔29,793人；護理支援員工
（包括健康服務助理、病人服務助理等）
則有17,893人，當中的病人服務助理主要
職務是輔助護士，例如為住院病人提供護
理服務、照顧起居飲食及個人衞生，以及
護送病人、消毒及處理雜務等工作。月薪
介乎1.6萬元至2.2萬元。

醫管局無正面回應
據消息人士了解，醫管局正研究從大

灣區內地城市引入病人服務助理的可行
性，若該局專責小組“拍板”，稍後會向
勞工處申請。醫管局15日沒有正面回應有

關消息，強調除在招聘平台進行招聘外，
各醫院聯網定期有招聘日，並會透過退休
後重聘計劃重聘合適人員。截至2022年12
月，醫管局內有逾1,200名病人服務助理在
退休後，以全職合約形式延任，該局也已
制定一系列措施吸引和挽留人才。醫管局
會繼續密切留意人手安排及改善員工的工
作環境，亦會檢視不同措施支援員工，會
繼續推出更多不同方案，以加強招聘人
手。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
鴻昌15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病人服務助
理是病房內的基層職位，負責協助、護理
等工作，一般需要完成“健康服務助理訓
練課程”或“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
務）”證書課程，就能勝任，門檻較低，
是適合引入外勞的工種。

病人換片等半小時
他說，此類職位辛苦、人工低，故流

失率及空缺率高，一直以來都“請唔到
人”。他表示支持醫管局另覓渠道招聘到
足夠人手補充空缺，病人服務助理不足會
影響醫院服務質素，“不少住院病人反
映，晚上繁忙時段人手少，較難叫來病人
服務助理提供幫忙，例如病人需要協助去
洗手間、需遞水或換尿片等，通常都需要
叫上兩三次，等候十幾分鐘，甚至半小時

才有人過來，病人肯定覺得難
受，尤其是小便或大便後，急
需病人服務助理換尿片。”

彭鴻昌表示，若要輸
入外勞，病人或會擔心
外勞語言溝通、文化差
異等問題，而影響服務
質素。他認為醫管局
需要有一個招聘及監
督機制，“招聘的人
應該要符合香港入職
學術資格要求，招聘
後需要進行一段時間
培訓，包括簡單語言
溝通等，他們正式工作
後，亦應該監督其工作
質量，看當中有沒有出現
什麼問題、病人反映如何
等等。”

他表示理解勞工界擔心輸
入外勞會損害本地勞工權益，但
還是要看實際情況行事，“一直都
請唔到足夠人手才考慮輸入外勞，醫管
局亦不可能專登不請本地人，走去請外地
人。”他認為醫管局若真的要輸入外勞，
必須與勞工界進行商討，包括招聘條件等
等，商討過程要從病人的需求及利益為優
先考慮。

香港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
林哲玄15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暫未有聽聞醫管局將從大灣區內地
城市引入外勞擔任病人服務助理。

他認為，輸入外勞的大原則是保障本地就業機會，若
無法從本地勞動市場填補人手，才要考慮輸入外勞，
但過程中必須確保工資不受影響。

林哲玄指出，病人服務助理對於醫療發展很重
要，他指出公立醫院前線護士承受沉重工作壓力、很
多資源短缺及分配不合理，護士需要身兼多重角色，
應付複雜的環境和不同的期待，巨大的工作量及長期
心力交瘁，“個個專科都缺人，真的是層層受影響，
護士除了配藥、派藥、跟醫生巡病房外，就連一些厭
惡性的工作亦要負責。”這些原因都使不少護士吃不
消，壓力更是“爆煲”而選擇離職或者轉行，導致護
士流失率較嚴重，但是這個人才缺口卻一直未能填
補。

他認為，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病人服務助理的
職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護士分擔工作壓力，協助護
士及按照指示執行臨床檢查工作，對挽留護士有一定
幫助。他期望醫管局盡快解決公立醫院的困境，紓緩
護士壓力，才能更好服務市民，提供優質的護理。

倡參考英星輸入政策
有學者亦表示，現時全球各地各行各業都“人才

荒”，輸入外勞已經是大勢所趨。團結香港基金醫療
及社會發展研究主管田詩蓓表示，香港的醫生、護士
及醫務化驗師等界別的人手短缺加劇，這種情況可能
為市民的護理質素帶來負面影響。她亦提到英國及新
加坡等國家均因在疫情期間，為填補流失的大量醫護
人員而聘請外勞，建議政府參考這些國家的相關政
策，輸入符合本地資格及優質的勞動力。“本地勞動
市場以及輸入外勞可以雙管齊下，目的都是為了解決
香港醫療缺人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工會：薪金過低難吸新人

二級病人服務助理（內科） 18,335元至22,916元

三A級病人服務助理（住院病人服務）16,867元至18,176元

香港醫管局去年3月底
人手狀況

病人服務助理月薪

職員組別 人數

醫療人員（包括顧問醫生、高級醫生等） 6,941人

護理人員（高級護士長、註冊護士等） 29,793人

專職醫療人員（包括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等） 8,941人

護理支援（包括健康服務助理、病人服務助理等） 17,893人

其他（包括行政人員、支援人員等） 26,244人

總計 89,812人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2021/2022年報

貨幣：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招聘廣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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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稱香港醫管局正研究從大灣區內地城市輸消息稱香港醫管局正研究從大灣區內地城市輸
入逾千名外勞擔任病人服務助理的可行性入逾千名外勞擔任病人服務助理的可行性。。圖為圖為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視察醫院病房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視察醫院病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護士護士、、病人服務助理都是公立醫院空缺率病人服務助理都是公立醫院空缺率
高的職系高的職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工 會 指工 會 指
出出，，隔離設隔離設
施曾高薪聘施曾高薪聘
用一班有持用一班有持
護理員資格護理員資格
的護工的護工，，建建
議醫管局用議醫管局用
相若的薪金相若的薪金
聘請他們聘請他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健怡）對於香
港醫管局研究引入病人服務助理，香港勞
工界人士表示反對。有工會指出，香港不
缺人力資源，但醫管局多年來沒有大幅提
升病人服務助理的待遇，過低的薪金嚇怕
新人，反對醫管局貿然因人手短缺就提出
大規模輸入外勞，並建議首先理順退休後
重聘計劃、完善支援職系晉升階梯及待
遇，以加強挽留人手，透過不同途徑進行
本地招聘，又認為醫管局應盡快交代事
件，以免打擊在職工友的士氣。

醫院管理局支援職系員工協會理事黃
垚銓15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堅決反對醫
管局在沒有諮詢工會意見的情況下輸入外
勞。他認為現在仍然有很多人想入職做病
人服務助理等工作，工會舉辦的相關課程
報名和入讀人數眾多，證明仍有人想入
行。但問題是病人服務助理的工作辛勞程
度與薪酬待遇不成正比，“一位新人升到
頂薪點的逾兩萬元（港元，下同），需要
花十七八年，對新人一點都不吸引。”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會務顧問馮權國
認為，輸入外勞應按照原有機制處理，預
先申請並由勞顧會審視是否本地工人已可
應付，如在合理工資待遇下，仍未有足夠
本地工人，方可考慮輸入外勞。他指出疫
情期間，竹篙灣隔離設施以及亞博館高薪

聘用一班有持護理員資格的護工，如今隔
離中心逐步關閉，醫管局應該以可觀的薪
金聘請這班護工，絕對能滿足公院需求。

馮權國建議，醫管局向擁有一定年資
的員工提供訓練及相應資格，增加他們晉
升的機會，“二級病人服務助理約1.8萬元
薪金，可以升至一級病人服務助理約2.4萬
元薪金，薪酬待遇的提升以及有前景，相
信都會吸引新人入行。”

此外，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吳
偉玲批評，現時公立醫院人手短缺，與工
作量大和不良的“病房文化”有關，她認
為現時的醫院環境處處都是壓迫感，尤其

是承擔厭惡性工作的病人服務助理，很多
工友都認為自己處於“最低階級”，在工
作期間沒受到應有的尊重而令他們選擇離
職，促請醫管局建立健康的職場文化，才
能留住人手。立法會議員林振昇指出，過
去曾收到工會代表多次反映，醫管局推行
的“退休後重聘計劃”未如理想，不少年
滿60歲的支援職系工友申請計劃也遭到拒
絕。他認為不論報道消息孰真孰假，醫管
局也有必要重新檢視支援職系的人力資源
安排。立法會議員周小松亦建議，應該優
先透過提升薪酬來吸引及挽留人手，而非
大量輸入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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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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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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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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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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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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交接典禮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交接典禮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中華公所主席交接中華公所主席交接，，由李迎霞由李迎霞（（右一右一
））將主席重任交給新任共同主席唐心將主席重任交給新任共同主席唐心
琴琴（（左二左二）、）、江麗君江麗君（（左一左一），），而由而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右二右二））監交監交。。

出席交接典禮的長官及十七個社團的委員及代出席交接典禮的長官及十七個社團的委員及代
表合影表合影。。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及貴賓持情人節禮物合影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及貴賓持情人節禮物合影。。

新任會長譚開尹致詞新任會長譚開尹致詞，，表示以表示以 「「惶恐和感謝惶恐和感謝
」」 的心情擔任會長之職的心情擔任會長之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右右
一一））代表僑委會委員長頒發賀狀及嘉勉狀給李迎霞主席代表僑委會委員長頒發賀狀及嘉勉狀給李迎霞主席（（右二右二
），），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左一左一）、）、江麗君江麗君（（左二左二）。）。

出席交接典禮的貴賓出席交接典禮的貴賓（（右起右起））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僑僑
教中心主任王盈蓉教中心主任王盈蓉、、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江麗君江麗君。。

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右右）、）、江麗君江麗君（（左左 ））頒頒
發嘉勉獎盃給李迎霞主席發嘉勉獎盃給李迎霞主席（（中中 ）。）。

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左起左起 ））洪良冰洪良冰
，，唐心琴唐心琴、、王秀姿王秀姿、、甘幼蘋甘幼蘋。。

世華工商婦女會由會長何真世華工商婦女會由會長何真（（右一右一））率領理事到現場服務率領理事到現場服務
，，擔任義工擔任義工。。

中華公所李迎霞主席中華公所李迎霞主席（（右右 ））頒贈紅包給秘書長頒贈紅包給秘書長
羅秀娟羅秀娟（（左左 ））獎勵她的辛勞盡責獎勵她的辛勞盡責。。

中華公所主席交接中華公所主席交接，，由李迎霞由李迎霞（（右一右一））將主席重將主席重
任交給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任交給新任共同主席唐心琴（（左二左二）、）、江麗君江麗君
（（左一左一），），而由而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右二右二））監交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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