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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近10號&6號高速Warehouse出售，
18,000呎，近全新，適合場辦自用，或投
資出租，售$1,998.300。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赏樱之旅$1598起(包機票 門票 小費)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1/15-29金三国泰越柬15天郵輪$1788起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1999起

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日本江南13天 $488起（包機票 門票 小費）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休斯頓最大報社竟然！
-暴風雪襲美東南部
-原創 | 遇見最好的自己

(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說，本屆政府將讓美國產
品能夠在中國市場有一席之地
。

蓬佩奧周二接受福克斯新
聞網晨間節目“福克斯和朋友
們”采訪時說，川普總統致力
於打開中國市場，並為美國企
業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蓬佩奧說，美中關系充滿

挑戰。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對
手。他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
地區挑釁頻頻，並且針對美國
實施間諜活動。

“中國正在全世界進行網
絡攻擊。我們國土安全部、聯
邦調查局和國務院正在合作，
抵擋這些來自中國的威脅”，
蓬佩奧說，“貿易也是很大的
一部分，川普總統致力於讓美

國公司能夠在中國市場有一席
之地。這是個很大的市場，總
統致力於為美國企業創造一個
公平的競爭環境”。美中兩國
在川普和習近平本月初宣布暫
停貿易戰之後開始進行初步談
判，在被問及雙方是否快要達
成一致時，蓬佩奧說，“我想
已經快了，我希望在未來幾周
對此發表新的聲明”。

蓬佩奧蓬佩奧：：川普將為美國產品打開中國市場川普將為美國產品打開中國市場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政府將開拓中國市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政府將開拓中國市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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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雖然加拿大最高法院11日宣布
華為CFO孟晚舟可獲保釋，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
明凱在北京遭大陸逮捕，引起美加高度重視。據
媒體報導，美、加兩國國政府正考慮對國內民眾
或已經在大陸旅遊的公民，發布對陸旅遊警訊。

據路透社（Reuters）11日報導，因擔憂北
京當局可能因為孟晚舟被捕一事展開報復，美國
國務院消息人士表示，正考慮發布新的旅遊警示
給前往大陸的美國公民，包括企業高層人士。今
年1月，美國也曾發布過對陸旅遊警示，其因為
「在禁止離境方面擁有廣泛權力，無論是因商業

糾紛或協助調查，都有可能會被限制出境」
當詢及美國政府是否將對及將前往大陸的企

業人士發布旅遊警示，國務院發言人帕拉迪諾
（Robert Palladino）表示， 「任何訪問大陸的人
都要謹慎行事」 、 「前往旅遊或居留的美國公民
，仍有可能遭陸官方任意拘留審問」 。

加拿大電視新聞網（CTV）引述消息人士說
法指出，因為擔心加拿大人在大陸的安全，聯邦
政府正考慮提高加拿大遊客赴陸的風險水準，有
可能向加拿大人或正在大陸旅行的加人發出旅行
警告。

憂華為案遭報復憂華為案遭報復 美加考慮發布陸旅遊警示美加考慮發布陸旅遊警示

（綜合報導）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保釋成功，
全案終於可以稍微鬆一口氣，此前中國大陸上至
官方、下至一般民眾群情激憤，聽證會外大陸民
眾高舉國旗、標語支持孟晚舟，大陸民企更直接
補貼員工購買華為產品，全國上下一條心，華盛
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點評：孟晚舟
案已經無關公平正義，對大陸人民而言，這件事
關乎國家尊嚴。

孟晚舟被加國警方逮捕消息曝光後，大陸媒
體報導，包括夢派科技、成都軟易達信息技術公
司、陝西利安發展集團等民企相繼宣布補貼員工
使用華為產品，夢派科技作法更極端，若發現員
工購買蘋果手機，將給予百分百懲罰。

不僅如此，孟晚舟出席聽證會時，法庭外大
陸人民高舉國旗、標語，要求盡快釋放孟晚舟，
顯示大陸全國上下一條心，力挺華為、孟晚舟到
底。

在孟晚舟獲得交保後，華盛頓郵報出具評論
，指出大陸網民一面倒認為美國蓄意衝著華為而

來，因為華為是中國大陸科技領頭羊，民眾情緒
憤慨，一位29歲民眾就表示： 「這無關乎法律
問題，整件事本質上就相當卑劣。」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教授吳心伯一語
道破： 「孟晚舟一案讓大陸全民更支持華為、重
視華為之後的發展。」

作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任內兩大計畫 「一
帶一路」 、 「中國製造2025」 的主要骨幹，華為
的重要性自然不用說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直言： 「華為可以有今日，一
帶一路是重要推手。」

當寮國國家主席沃拉吉（Bounnhang Vo-
rachith）5月出訪北京時，接待他的兩位重量級
人物，一位是習近平，另一位就是華為東南亞地
區部總裁吳偉濤。

復旦大學學者宋魯鄭在大陸《觀察者網》投
書，他認為此次美國赤裸裸地挑釁不是壞事，尤
其大陸處在社會轉型的矛盾期，網民難得團結一
致， 「華為事件意外扮演中國道路的試金石。」

孟晚舟案掀民憤 華郵：公平正義是其次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梅
伊（Theresa May）處理脫歐
協議引發不滿，執政黨保守黨
國會議員今天對她進行不信任
投票。開票結果剛剛出爐，她
獲得200票支持，另有117票
反對，挺過逼宮危機。依照規
定，保守黨一年之內不得再提
不信任動議逼宮。

這次 「後院著火」 被認為
與梅伊推遲脫歐協議投票、在

推動協議方面不力有關。在今
天黨內不信任投票中，梅伊最
後贏得 200 票支持，超過了
159票的多數票門檻，贏得黨
內信任，仍是保守黨領袖，將
繼續擔任英國首相、推動英國
脫歐進程。英鎊盤中一度漲
1.5%。

美陸貿易戰接連出現緩和
的正面發展，加上梅伊安然度
過黨內不信任投票的逼宮危機

，歐洲3大股市今天應聲大漲
。

倫敦FTSE 100指數終場
上漲 73.25 點或 1.08%，以
6880.19點作收。

法蘭克福DAX 30指數漲
148.92 點 或 1.38% ， 成 為
10929.43點。

巴 黎 CAC 40 指 數 漲
103.25 點 或 2.15% ， 收 在
4909.45點。

《華爾街日報》12日引據消息人士報導
，中國大陸為進一步緩解與美國貿易對峙，將
推出新計畫，取代遭川普政府批評是保護主義
的 「中國製造2025」 。新計畫中承諾向外國
企業展開雙臂，擴大市場。

美國股市12日一早開盤大漲逾330點，
本報截稿前一度增至340點。根據《華爾街日
報》引述曾聽取簡報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國大
陸最高規畫機關和資深政策顧問正在擬定取代
「中國製造2025」 的政策。新計畫將淡化大

陸主宰製造的野心，並對外國企業參與持較開
放態度。 「中國製造2025」 是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讓中國成為機器人、資訊和清潔能源車
等高科技業龍頭的藍圖。

美國川普政府官員認為， 「中國製造
2025」 是保護主義下的政策，鼓勵國家補貼
國內企業並強迫外國夥伴轉移技術，威脅全球
產業公平競爭。倘若新計畫批准，可望獲得部
分外國企業支持並說服川普政府官員，讓他們
相信北京當局正在推動有意義調整。

（綜合報導）臉書總部當地時間11日傍晚驚傳炸彈威脅，Instagram總部也在附近，美國警方
已緊急疏散臉書辦公大樓人員。

據舊金山灣區電視台、新聞應用媒體Circa報導，臉書位於加州矽谷中心地帶門洛公園（Menlo
Park）的總部驚傳炸彈威脅，紐約市立警察署當地時間下午接獲一通匿名電話，稱臉書位於矽谷的
總部大樓有炸彈，紐約警方隨即通報加州門洛公園警方。

除了臉書總部，照片分享網站Instagram總部也在附近，警方於當地時間下午5時22分發出警訊
，緊急疏散臉書大樓內工作人員。

警察署隨後在官方推特上說明大樓工作人員已全部撤離，加州聖馬刁郡（San Mateo County）
炸彈鑑識人員已進入大樓確認有無爆裂物。

無獨有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紐約辦公室6日晚間也驚傳收到炸彈威脅，導致直播
節目中斷，當時紐約警方也是緊急撤離辦公大樓內所有人員，所幸最後未發現任何爆裂物。

200票支持117票反對 英首相梅伊挺過逼宮危機

臉書總部驚傳炸彈威脅大樓緊急疏散 大陸考慮新計畫取代 「中國製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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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政府最近正積極向菲律賓
出口軍用防空雷達，這類雷達能夠探測和追蹤他
國戰鬥機，並導引防空導彈進行攻擊。一旦此筆
交易實現，將是2014年日本廢除長達50年的
「武器出口3原則」 以來首次軍火外銷。

據《日經亞洲評論》報導，東京正在向菲律
賓遊說購買三菱電機製造的FPS-3防空雷達系統
的升級型號，這是日本航空自衛隊自1991年以
來持續使用的導彈防禦和空域監測系統。

報導說，這批防空雷達系統價格預計在10億
日元到20億日元(台幣2.75億~5.5億元)之間。日
本政府消息來源指出，馬尼拉還就此事與美國和
以色列接觸，可能在明年初做出決定。

日本與菲律賓的軍事合作原以聯合軍事演習
為主，近年來擴展到軍用設備。今年3月日本海
上自衛隊向菲律賓海軍捐贈了TC-90教練機，也
同意在6月份將陸上自衛隊使用的多功能UH-1H

直升機贈予菲律賓。
報導表示，日菲雙方的軍事合作主要著眼於

中國大陸在南中國海建立更強固的軍事設施，雙
方對於建立海上防衛夥伴關係具有共識，因為南
海也是東京和馬尼拉貨物與能源運輸的重要海上
通道。日本向菲律賓出口防空雷達，也是希望提
升其對空中與海上的探測和監視能力，有助於維
護該地區的安全。

日本自1967年訂定 「武器禁止出口三原則
」 後的幾十年來，日本從未有武器出口，直到
2014年4月日本內閣制定 「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
」 ，只要有利於日本安全，允許向外國轉讓國防
設備和技術，並在某些條件下參與國際聯合開發
。不過多年來日本從未成功向國外銷售武器，其
間曾嘗試向澳大利亞出口潛艇，以及向法國出口
軍用裝備、向英國出售P-1巡邏機、向泰國出售
雷達，全部功虧一簣。

頂著和平憲法賣武器頂著和平憲法賣武器 日將突破日將突破5050年來首次軍火外銷年來首次軍火外銷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梅伊決定將國會表決脫歐的日期延後，引發諸多國會議員不滿，甚至遭
自己人反戈一擊！梅伊所屬的執政黨保守黨內國會議員，正準備對她提出不信任投票。

英國執政黨保守黨 「1922委員會」 主席布雷迪（Graham Brady）表示，12日在國會對首相梅
伊發動不信任投票，時間將在晚間6時至8時（台灣時間13日清晨2時至4時）間。布雷迪說，已取
得尋求發動不信任投票門檻所需的15%保守黨國會議員支持。

梅伊表示將捍衛自身首相一職，並表示當前的決定都是為了國家利益。據路透社報導，目前至
少有75名保守黨議員表示，在不信任案投票時將支持梅伊。

倘若315席保守黨國會議員當中有158席投票反對梅伊，梅伊將因此下台。但梅伊如能平安度
過這次不信任投票，保守黨成員在接下來一年不能再提第2次不信任案。

英相梅伊脫歐引不滿 黨內發動不信任投票

（綜合報導）南韓總統文在寅與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今年已三度會面，雙方氣氛融洽，
文在寅更曾提及，也許金正恩有機會在2018
年首度訪問南韓，但並未指出確切日期。

不過眼見今年即將告終，遲遲沒有相關消
息，南韓媒體今天引述總統府青瓦台消息指出
，由於北韓方面一直沒有回覆，首爾難以展開
相關的安排，因此金正恩在今年內回訪南韓一
事可能告吹。

報導指出，由於在首爾舉行文金四會的維
安工程難度浩大，即使北韓現在提出回覆，南
韓當局的各種準備工作，至少需要耗到10天
，基本上篤定來不及。

南韓統一研究所所長鄭英泰（音）表示，
美韓領袖峰會曾提出，在平壤實現完全無核化
前會維持制裁，導致北韓認定就算回訪南韓，
恐怕也撈不到實際利益，才會遲遲沒有正式回
覆。

（綜合報導）巴西聖保羅（Sao Paulo）
附近一間大教堂周二（11日）發生槍擊命案
，一名男子持槍闖入教堂，殺害4人後飲彈自
盡，另傷及4人，行凶動機不明。

據了解，事件發生在聖保羅市西北100公
里外的工業城市工業城巿坎皮納斯（Campi-
nas），今天下午1時（台北時間11日晚間11
時）左右，坎皮納斯這間教堂剛結束彌撒，信
眾還在禱告時，一名男子帶著左輪手槍和.38
口徑手槍進入，坐在信眾後方。兇嫌持兩支手

槍，闖進教堂內大開殺戒。其中大部分遭擊中
的都是年長者。

目擊者表示，槍手行兇時先向身後的板凳
開槍，接著朝任意方向開火，教堂外廣場的警
察聽見槍聲趕來，槍手連忙逃往祭壇，朝警察
開火，但沒多久就不敵警力，中彈倒臥在地。
受傷後的槍手眼見插翅難逃，隨即朝頭部舉槍
自盡。目前尚未確定槍手的行兇動機，他和受
害者的身分也仍待官方公布。

（綜合報導）聽說阿聯酋航空和波音公司要聯合推出鑽石飛機？這款聯名飛機還有個可愛小名
叫 「Bling 777」 ，一名巴基斯坦女乘客率先在個人Instagram上披露這件事，消息一出震驚各界，超
過上千人回覆。

不過如果你真的相信了，可能要大失所望，Bling777其實是一名女藝術家在照片上重新編輯後
的傑作。這名藝術家叫莎拉（Sara Shakeel），本月初她從伊斯蘭馬巴德國際機場準備飛往米蘭時，
看到窗外的阿聯酋航空飛機，創作靈感大爆發，立刻拍下照片，為這架波音777機型添新裝，在照片
上為機身鑲滿鑽石後閃閃發光，在粉紅色的天空下更顯耀眼。

莎拉在個人IG PO上照片，立刻引起網友瘋狂轉發，至今按讚人數破6萬，貼文底下更有數百人
回覆，還有天真網友詢問： 「這是真的嗎？」

莎拉的隨手創作也引起阿聯酋航空關注，甚至在官方推特上轉貼這張照片，更起名為 「Bling
777」 。

至於未來阿聯酋航空與波音公司（Boeing Co.）有沒有機會推出鑽石航班？有網友嚴肅回應技術
上不太可行： 「機身鑲滿鑽石會增加飛機重量，可能造成嚴重飛安問題。」

北韓遲未回覆 金正恩今年內訪韓機率極低

阿聯酋要出鑽石飛機？BlingBling閃瞎眼球
巴西大教堂遭開槍掃射5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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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關鍵時刻”促歐佩克達成減產共識
沙特承壓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同意從

2019年起削減原油日產量大約80萬桶。

伊朗方面“開綠燈”促使歐佩克成

員達成共識，繼而著力與非歐佩克產油

國會商。雙方7日達成壹致，每天將減

產120萬桶。

【伊朗“開綠燈”】
壹名熟悉歐佩克會議情況的人士7

日告訴記者，伊朗在“關鍵時刻”促成歐

佩克形成共識，使這壹組織可以重新著

力與非歐佩克產油國會商。

“是的，”這名消息人士說，“伊

朗原則上同意（減產）。”

伊朗石油部長比詹· 納姆達爾· 贊加

內7日說，25個產油國達成壹致，將削

減原油日產量120萬桶；其中三分之二

的減產額度由歐佩克成員國承擔，其余

額度由俄羅斯等10個非歐佩克產油國分

擔。

歐佩克成員認同削減原油產量有必

要，但沒有就具體減產額度達成壹致。

兩名熟悉會議情況的人士早些時候告訴

記者，伊朗要求不減產。

“伊朗將堅決要求豁免，直至美國

取消制裁。”其中壹名消息人士說。另

壹名消息人士說，伊朗要求歐佩克在公

報中詳細說明伊朗可以不減產。

英國能源視線咨詢公司說：“豁免

伊朗是最大障礙……如果不能達成壹

致，減產時間表將推遲至2019年第壹季

度。”

美國今年5月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

協議，恢復對伊制裁。首批制裁8月重

新啟動，涉及伊朗金屬、礦產、汽車

等非能源領域；第二批制裁11月5日重

啟，涉及伊朗能源、金融等領域。沙

特、俄羅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已經增

加原油產量，以抵消伊朗原油出口減少

的份額。

【沙特承壓力】
國際原油價格已跌至低於每桶60美

元，10月以來下跌接近三分之壹。油價

下跌促使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產油國討

論削減產量，以推高油價。不過，產

油大國沙特面臨美國要求保持低油價

的壓力。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伊朗

事務特別代表布賴恩· 胡克本周早些時

候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與沙特石油大

臣哈立德· 法利赫會面。路透社報道，

這是歐佩克召開會議前的“罕見”動

態。沙特方面起初否認兩人會面，隨

後證實。

美國黑金投資公司總裁加裏· 羅斯

說：“美國政治壓力明顯是歐佩克會議

的主導因素，限制沙特為平衡市場采取

行動的空間。”

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經由社交媒

體“推特”施壓，希望歐佩克能維持現

有產量，“不要限制生產”。

【俄方將減產】
沙特石油大臣法利赫先前說，可能

的減產額度在每天50萬桶至150萬桶之

間。他認為可接受的減產額度是每天100

萬桶，實現這壹目標需要俄羅斯承諾大

幅度減產。

俄羅斯能源部長亞歷山大· 諾瓦克6

日在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與總統

弗拉基米爾· 普京會面，次日早晨返回維

也納，繼續會商減產事宜。

壹名俄羅斯能源部門人士告訴記

者，俄方已經做好每天減產大約20萬桶

的準備。

路透社以不願公開姓名的人士為

消息源報道，俄羅斯以外的非歐佩克

產油國可能貢獻每天額外減產 20萬桶

的額度，使總體減產額度達到每天

120萬桶。

64歲真人版“阿甘”18天穿越新西蘭

創下新紀錄
綜合報導 兩個星期前，新西蘭男子Perry Newburn完成了壹項壯

舉，從北向南跑步穿越新西蘭全境，全過程耗時18天8小時，創下了耗

時最短穿越新西蘭全境的新紀錄。值得壹提的是，Newburn已經是壹名

64歲的老人了。

兩星期前，當Newburn跑到南島城鎮Bluff的終點時，他和支持者稱，

這次穿越新西蘭全境的耐力跑共完成2100公裏，耗時18天8個小時，打

破了保持40多年的耗時最短記錄，將之前的記錄縮短了19分鐘。

這18天裏，Newburn平均每晚上只睡3個小時，每天跑步行進120公

裏。他從北島北部的雷恩加角（Cape Reinga）出發，終點是南島Bluff。

但上周，Newburn在社交網絡上發帖稱，他決定不申報這次新記

錄，原因是自己的行進路線包括壹些危險路段，不希望自己的行為給其

他選手傳遞錯誤的信號。

“這次長跑的部分橋梁和路段狀況糟糕，對於長跑者來說是不安全

的，因此我希望告訴外界，穿越這些危險路段只是我自己的決定。”

Newburn 寫道，同時他稱這次長跑遭遇了暴風雨，而且給他帶來了

失眠的困擾。在穿越新西蘭的18天裏，他靠土豆煎餅和巧克力奶昔補

充能量。

但Newburn強調，這次穿越跑還是讓自己收獲頗豐，包括成功為自

閉癥基金會籌集到7000紐幣的善款。

據報道，Newburn雖然不是壹名職業的耐力跑選手，卻對這項運動

情有獨鐘。今年9月份，他完成了6天的阿德萊德耐力跑，以573公裏的

成績排名第四。

據悉，此前長跑穿越新西蘭用時最短的記錄在1975年由Siegfried

Bauer創下，之後40多年壹直無人打破。

南亞東南亞大學聯盟在昆明成立
16國百余所大學加盟

綜合報導 南亞東南亞大學聯盟10

日在中國雲南昆明成立。該聯盟吸引來

自中國、印度、泰國、新加坡等16個國

家的103所大學參加。

聯盟是按照平等、自願、合作、發

展的原則組成的非盈利性、非法人的區

域性國家大學聯合體，旨在進壹步增進

中國和南亞東南亞國家人民間的理解，

搭建區域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平臺，促

進區域優先發展領域的合作研究，提升

中國和南亞東南亞大學之間的合作水

平，構建區域高等教育共同體。

聯盟吸引來自中國、阿富汗、巴基

斯坦、柬埔寨、老撾、緬甸、孟加拉

國、馬爾代夫、馬來西亞、尼泊爾、斯

裏蘭卡、泰國、新加坡、印度、印度尼

西亞、越南等16個國家的103所大學參

加。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泰

國瑪希隆大學、朱拉隆功大學，印度金

德爾全球大學、尼赫魯大學等。聯盟秘

書處常設雲南大學。

在當日的成立大會上，聯盟還發表

《昆明宣言》，提出將定期舉行校長論

壇，圍繞區域國際高等教育創新發展的

共同議題展開對話，共享辦學經驗；搭

建聯盟成員資源共享平臺，建立聯盟內

高校國際化需求

信息庫；推動人

才聯合培養，積

極探索國際化人

才培養模式，實

施本科生和研究

生聯合培養、學

分互換、學歷互

認，建立聯盟內

國際認證體系；

推動科學研究的

國際合作，加強

智庫交流，共建

國際聯合實驗室

和其他科研平臺；打造特色品牌，不斷

豐富合作的形式和內容。

斯裏蘭卡科倫坡大學校長 Laksh-

man Dissanayake 認為，南亞東南亞地

區，有著尚未被完全發掘的巨大機遇。

聯盟的成立，將實實在在地促進區域間

經濟社會發展。非常期待聯盟各成員大

學能在學生學者交流互換、學術建設等

方面開展更多更深層次的合作。

“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有著悠久

的交往歷史。聯盟的成立，是大家應對

共同挑戰的需要。”復旦大學副校長陳

誌敏稱，聯盟打破了對地區劃分的固有

思維，構建了跨越東亞、東南亞、南亞

的大學聯盟，具有開創性意義。同時，

聯盟的成立也反映各方需求，未來發展

可期。

泰 國 瑪 希 隆 大 學 校 長 Banchong

Mahaisavariya表示，聯盟的目標和使命

是為了搭建合作的橋梁及更好的未

來。當下是快速變革的時代，國際溝

通、合作至關重要。希望聯盟能成為

區域重要組織，促進區域間教育的交

流與合作。
當心！研究稱長期玩手機的兒童

大腦似出現變化

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壹項仍在進行的大型研究初步數據顯

示，重度使用智能型產品玩電子遊戲的兒童，腦部“紋路”出現

了變化。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初步研究數據顯示，每天用這類電

子產品超過7小時的9至10歲兒童，大腦皮層有過早變薄的跡象。大腦

皮層是大腦最外面的皮質，負責處理感官信息。

據報道，執行這項研究的醫生道林稱：“我們不知道這是否跟(盯著

手機的)屏幕時間相關，也不確定這是否是件壞事。”

研究報告還顯示，每天盯著屏幕超過兩小時的孩子，語言和推理考

試表現較差。

據悉，NIH研究掃描了 4500 名兒童的大腦，其最終目的是找出

屏幕時間是否具有成癮性，但研究人員稱需要數年時間才能了解長

期後果。

然而，美國小兒科學會（AAP）最新版“屏幕時間指引”作者克裏

斯塔· 基思表示：“像我這樣的調查人員擔心的是，在許多方面，我們

有點像在對下壹代兒童進行壹種非人為且無對照組的實驗。”

據悉，研究初步資料將於2019年初開始公布。

美國小兒科學會目前建議家長，除了視頻聊天，避免讓18至24個

月以下的兒童使用手機等電子產品。

人類到底能否戰勝癌癥？
諾貝爾獎得主告訴妳答案

綜合報導 在斯德哥爾摩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2018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

主之壹、京都大學特別教授

本庶佑講起了人類將在哪壹

年征服癌癥。

本庶佑日前在斯德哥爾

摩的卡羅林斯卡學院召開記

者會，他談及對未來的展望

時表示，免疫療法將成為今

後治療的關鍵，“即便無法

完全消除癌癥，或許將可以

抑制增長。”

在被問及“人類是否可

以征服癌癥？如果可以的話，

何時可以？”這壹問題時，

這位科學家回答說：我不能

肯定“究竟何時”。

他表示，“就我而言，

PD-1的臨床試驗始於2006年，

2012年就註冊了第壹種藥物，

而只有到了今天，經過近20

年的工作之後，我才可以說

它們獲得了成功，大量的患

者（在這種藥物的幫助下）

治愈了癌癥。不過，今天比

起20年前來有更多的人在尋

找抗癌藥物。我相信到本世

紀中葉，到2050年左右，治

療會對幾乎所有類型的癌癥

都有效。並不是說可以完全

地擺脫腫瘤，而是說人們可

以身患腫瘤繼續生活，同時

腫瘤它不會進壹步病變”。

與本庶壹起獲得2018年

諾貝爾獎的美國得克薩斯大

學教授艾利森也出席了記者

會。本庶介紹稱，將兩人各

自參與開發的癌癥治療藥等

並用後，效果得到提升。

今年 10月 1日，2018 年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

同為免疫學家的艾利森及本

庶佑獲獎，以表彰他們“通

過抑制負免疫調節在癌癥治

療方面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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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曾經在10月突然宣佈大幅
削減國防預算的美國總統川普，在把美軍搞得
人仰馬翻之後，現在又出現政策髮夾彎了。據
美國《軍事時報》(Military Times)報導，川普
將於本周內宣佈大幅增加2020財政年度軍費
支出計劃，由原先削減2%反轉為增加5%，
此一結果將遠遠超出五角大廈最樂觀預期，使
美國軍費達到至少7500億美元。

《軍事時報》指出，川普的髮夾彎決定是
在國防部長馬蒂斯(Jim Mattis)共和黨國會議員
積極遊說之後做成的，理由是削減軍費支出將
有害國防建設與國家安全。

原先依據川普的指示，五角大廈將被迫將
原先的7330億美元削減至7000億美元以下，
而其他聯邦支出計劃亦將削減5％，以控制政
府赤字。直到本月初，川普還在推特上公開發
文抱怨今年美國716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實在
太高，聲稱將與中俄領導人會談裁減軍備以免
陷入大規模軍備競賽。而由於國防預算文件按
時程必須在12月底或1月初完成，以便2月公
佈聯邦預算，使得五角大廈為調整預算而抱怨
連連。

報導說，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
》透露，12月4日川普與國防部長馬蒂斯、參
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因霍夫(Jim Inhofe)、眾議
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桑伯里(Mac Thornberry)會
談後，決定將2020財政年度國防預算擴增到
7500億美元以上，較前一年度增加幅度近5%
。

此一消息至少短期會激勵國會內的鷹派，
馬蒂斯和其他人認為，多年來軍事預算不足使
得許多軍事裝備更新難以解決，但同時外國的
對手，特別是中國，把這種現象當作是擴增軍
備趕上美國的好機會。

不過，報導說，民主黨國會議員認為國防
預算與其他國內優先事項相比已過於龐大，1
月份民主黨接管眾議院後，任何預算協議都需
要民主黨領導人簽署才能生效。國會明年不但
要決定新年度的財政預算，還要在明年10月1
日前就更廣泛的政府開支預算達成協議，以避
免觸動2011年實施的 「自動減少赤字」 相關
規定。一旦觸及自動減少赤字的上限，2020
財年軍費將降至6000億美元以下，這對五角
大廈來說會是一場災難。

變化趕不上總統一句話 川普將反向大增國防預算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的前私人律師柯恩（Michael Cohen）因國會通俄門調查中說謊
、及支付封口費給與川普有染的女子等罪，今天遭聯邦法官判處3年徒刑。

今年4月，柯恩住家和辦公室被聯邦調查局（FBI）幹員突襲搜查，他在8月承認於2016年
總統大選前夕，分別支付給成人片影星 「風暴丹妮爾絲」 （Stormy Daniels）13萬美元、前花
花公子女模麥克道格（Karen McDougal）15萬美元的封口費。此外，柯恩11月承認，在通俄
門調查中，曾就2015至16年間所參與的 「莫斯科川普大樓」 建設計劃，配合川普，向兩院情
報委員會作 「虛假陳述」 。

柯恩曾為川普效力10年，是川普昔日心腹，川普捲入通俄門調查後，柯恩為自保而跟聯邦
檢察官達成認罪協議，並在法庭上親口指控前老闆。柯恩在聽證會中形容對川普的幻想破滅，
稱他是因為對川普 「盲目的忠誠」 才會犯下這些罪行，現在他知道，事實上，川普沒有什麼值
得欣賞的。他表示，為掩蓋川普的骯髒行為，對每一項承認的罪刑負全責。

掩蓋 「骯髒行為」 付出代價 川普前律師遭判刑3年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周二才表示，美

中目前貿易談判頗有成效，如今美中的貿易談判
恐再出現變數！孟晚舟一案引起北京強烈不滿，
日前已傳喚美加兩國駐華大使表達抗議。目前加
拿大法院已裁定孟晚舟以1千萬加元交保。最新
外媒報導指出，美國多部門將於本周公布中國竊
取美國商務機密和高科技的多項指控。

外媒引述川普政府消息來源指出，司法部將
公佈涉嫌為中國情報機構工作的駭客調查起訴，

指控這些駭客長期參與針對美國網路的間諜活動
。此外，川普政府還計畫公佈原屬機密、有關中
國入侵美國網路的資訊，並將對負責人進行制裁
。

不過美國總統川普周二則是先在推特發文，
稱美中貿易談判富有成效，認為雙方可在3月1
日之前的截止日期達成貿易協定。如今美國政府
若在此時增加對中方的指控，恐讓近日美中關係
再雪上加霜。

孟晚舟被保釋 美將公布陸竊取高科技機密指控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1日在白宮接受路透專訪，雖未直接談及對於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
加拿大溫哥華被拘一事是否知情、甚或下令，但稱此案若涉及國家安全或有助與大陸達成貿易協議
，他絕對會介入美國司法部控告孟晚舟一案。 「只要是對國家好的事，我都會去做。」

問及是否要求引渡孟晚舟至美國，川普回應指，要先看北京方面有什麼要求。他表示，華為被
指控的那些做法很麻煩。美國指控孟晚舟涉嫌誤導跨國銀行，導致這些銀行在涉及伊朗的交易上，
違反美國制裁禁令，因而要求加拿大拘留孟晚舟，並尋求引渡至美。

川普補充，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尚未跟他討論孟晚舟案，但大陸已跟美方人員溝通過。被詢及
是否會干預此案，他說： 「如果我認為它對國家有利，如果我認為它對達成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
易協議有利、對國家安全有利，我絕對會在必要時介入。」 川普還表示，他希望北京向美國開放更
多市場，並停止竊取智慧財產權行為。

孟案若成貿易戰籌碼川普 「必要時介入」（綜合報導）網路巨擘Google近日陷入
隱私外洩風波，又因替中國開發具審查功能的
搜尋引擎 「蜻蜓」 而惹起批評。執行長皮猜11
日出席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時，稱目前並
無計劃於中國推出搜尋引擎，但內部仍持續研
究其可能性，並披露有逾百人參與。

皮猜在聽證會上稱： 「我們已得知若在中
國推出搜尋引擎會是什麼情況。」 但未透露具
體細節。他續指，Google有大批人員參與該
計畫，宣稱搜尋引擎 「蜻蜓」 為 「內部努力」
，承諾公司會以透明方式，及諮詢官員後才會
推出。

對於共和黨指控Google透過操縱搜尋結

果，大多顯示右派負面消息、抑制保守派觀點
，皮猜否認搜尋結果有任何政黨偏見，強調
Google唯一使命是 「提供準確及可靠信息」
，否則違背公司的核心原則及商業利益。

在聽證會前夕，Google+爆出安全漏洞，
洩露逾5000萬帳戶隱私資料。皮猜稱可採取
更多措施，但沒有承諾改變Google隱私政策
。

另有共和黨議員問及，為何搜尋 「白癡」
（idiot）一詞時，出現的卻是多張總統川普的
圖片，皮猜解釋指搜尋屬大規模運算過程，並
從搜尋引擎取出數十億個網頁內容，並根據關
聯性、熱門程度等條件，得出搜尋結果。

Google執行長作證 爆100人參與開發 「蜻蜓」 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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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獅航：11月乘客總人次微降不超過5%

綜合報導 印尼獅航宣布，該公

司今年11月的乘客總人次與去年同

期相比只微降不到5%。獅航稱，不

能斷定乘客人次的減少與10月底發

生的獅航空難相關。

據報道，獅航總裁西拉伊特對

媒體公布了上述消息。他稱，“數

字有所下降但不是太顯著”。

西拉伊特還稱，11月通常是旅

遊淡季，因此並不能“清楚說明”

10月的空難是否影響了11月的乘客

總人次。

獅航壹架波音737 MAX 8型客

機10月29日早晨從雅加達起飛，前

往邦加勿裏洞省首府檳港。客機起

飛13分鐘後與地面失去聯系，後被

確認墜入距雅加達東北海岸約15公

裏的爪哇海海域，機上189人全部

遇難。

獅航之前表示，由於美國波音

公司在空難報告中對獅航做出不公

暗示，獅航或取消220億美元的波音

訂單。

日
本3

所
私
立
大
學
承
認

曾
操
作
醫
學
系
入
學
考
試
成
績

綜合報導 日本的巖手醫科大學、金

澤醫科大學和福岡大學3所私立大學日前

分別舉行記者會，發布消息稱曾在醫學系

入學考試和編入考試中操作成績。

報道稱，此前，日本高等院校中已經

有東京醫科大學、昭和大學和神戶大學被

曝光違規操作考分，地方的私立大學也查

明存在諸多不恰當判斷是否錄取的情況。

在普通入學考試復試中，福岡大學在

高中調查書評分環節對不同考生實行差別

待遇，對應屆生加20分、對復讀1年的往

屆生加10分、復讀2年及以上的往屆生不

加分。該措施從2010年度入學考試起執行

至今。

金澤醫科大學在特別入學考試中對應

屆生、復讀1年生、校友子女和本地考生

等加分，普通入學考試的補錄環節也優先

錄取年輕考生。

巖手醫科大學在包含面試等的綜合考

核中，除補錄了比落榜生分數低的1名考

生外，還在接收他系學生的編入考試中優

先錄取了本校牙科系的學生。據悉，補錄

生的錄取完全由校長等決定。

福岡大學稱，該校“沒有考慮限制多年復讀生的入

學”，透露已設置調查委員會，將查明不恰當操作的

經過。金澤醫科大學考慮如果因不恰當操作而不合格的學

生有入學意願，擬使其在2019年度入學。巖手醫科大學也

將研究如何挽救受到不利判斷的考生。

鑒於東京醫科大學曝出違規操作，日本文部科學省8

月起開始對所有設置醫學系醫學專業的大學展開緊急調

查，已查出多所大學疑似違規，但未公開大學名稱，要求

其自行說明。

文部科學省計劃本月內匯總最終報告，正在研究應對

措施，包括決定公開所有疑似違規的大學名稱等。
彌補本國勞動力缺口 日本國會通過擴大外勞法案

綜合報導 日本國會參議院在反對黨的

激烈抗議聲中，通過了旨在增加引進外勞

的《出入境管理》修正法案。這是日本有

史以來第壹次出臺允許企業雇傭外國藍領

工人的法律，凸顯了日本勞動力嚴重不足

對經濟社會造成影響的現狀。當局的初步

計劃是從明年4月起的5年內，引進超過34

萬名外國勞工。

報道稱，安倍政府此次急於通過發出

外勞準證的正規辦法，反映出日本的勞動

人口銳減已對國家經濟發展構成威脅。日

本目前15歲到64歲的人口有6600萬人，預

測這個勞動年齡層到了 2040年將減少約

1500萬。

安倍政府按勞動部門的數據制定引進

方針，擬在 5 年裏從發展中國家吸納

345150人，以彌補日本的勞動缺口。

目前，日本發出的外來勞動準證只限

於醫療、學術以及廚師等專門領域。新法

實施後，將擴大到日本急需人手的農業、

建築、護理以及飲食行業等14個領域。其

中，情況最迫切的護理業擬引進6萬人，

其次是餐飲業，擬引進5.3萬人，建築業需

4萬人。

據了解，安倍政府最初提出的目標是

引進50萬人，基於自民黨內也有反對聲，

才做出了調整。

擴大引進外勞後，當局將按照技能程

度推出發給壹般工人的“特定技能1號”

以及發給熟練工人的“特定技能2號”這

兩種居留準證。前者簽證有效期最長五

年，後者10年。

目前，在日本的外來勞動力有 128

萬人，其中真正領到工作簽證的僅 20

萬 人 ， 絕 大 部 分 是 以 “ 實 習 生 ” 、

“留學生”的名義居留打工。鑒於法

律的不健全，外國員工遭到雇主虐待

等事件頻發。

反對黨議員有田芳生針對上述法案

說：“之前，因為法律的不完備使在日本

的外勞缺乏保護。2015年到2017年的兩年

裏就有69人死亡。如果新的法律還是為了

充數而推出，這種姑且的做法必將種下更

大的禍根。”

日本法務部長山下貴司8日回答記者

詢問時表示：“當局將在4月新入國管理

法落實以前，盡所能豐富其內容，做好壹

切準備。”

日本NHK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贊成

更改法律擴大引進外勞的人有27%，30%的

人不贊同，36%未表態。反對者的理由是

引進過多的外勞恐怕會破壞日本的社會秩

序。同個調查也顯示，日本企業當中有八

成歡迎這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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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rt一詞較為正面，講streetart會覺得是塗鴉，有啲
負面。”香港塗鴉藝術家Pantone C說。Pantone C
這句說話中，提到“城市藝術”與“街頭藝術”的
概念。其實除上述兩個概念外，還有“公共藝術”
（public art）。“公共藝術”包含的範圍最廣，既
可指實體作品如雕塑，也可以指平面作品如壁畫，
甚至在公共場合進行某個行動，均可定義為“公共
藝術”。至於“城市藝術”和“街頭藝術”，則與
塗鴉有淵源。城市藝術最原始的形式是塗鴉，至於
街頭藝術的其中一種創作形式為塗鴉。前者多為合
法，後者則未必合法。前者的塗鴉較着重與城市環
境結合，後者則着重個人情感的表達。“街頭藝術
未必是合法，但urban art基本是合法的。以前未有
urban art出現時，我好無奈唯有叫street art，合法
定唔合法都叫street art。”Pantone C說。對於有接
觸過塗鴉藝術的人來說，Pantone C的名字也許並
不陌生。他從事塗鴉藝術創作已十多年，現主力從
事塗鴉藝術教育的工作。他曾玩過反叛的街頭藝
術，也參與過城市藝術作品的創作。

談香港掀起城市藝術風，實不為過。作為經驗
豐富的藝術家，Pantone C亦對此有感。近年，香
港街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無論商業區如
中環，還是老區如深水埗，都不難看到它們的身
影。極具個性化的塗鴉作品，風格與題材多元化，
可謂百花齊放。而這道獨特的城市風景，也成了旅
遊雜誌和網站推介遊人打卡的熱門去處。作為塗鴉
作品，精緻的作品固然亮眼，然而，“非法”才是

塗鴉的內在精神，那麼對玩塗鴉的人來說，合法的
塗鴉仍可否叫塗鴉呢？

“‘非法’才是塗鴉本身存在的價值。”
Pantone C說。對塗鴉藝術家而言，最享受的是從
事非法行為所帶來的自由。“非法的，好享受自
由。”對玩塗鴉的人來說，這種由無拘無束的藝術
創作所帶來的自由是無價的。Pantone C曾經也是
喜愛自由的“街頭藝術戰士”，無論在澳洲讀書，
還是在香港，也享受過塗鴉帶來的快感。後來，時
間久了，覺得再這樣繼續“過街老鼠式”的玩法也
不是辦法。此後，便逐漸轉移軌道。現在，
Pantone C主要從事教育工作，走入學校，教後生
仔玩塗鴉。以往游擊戰式的創作講求個人風格，一
般人未必看得明，也未必懂得欣賞。如今，除下面
罩，Pantone C更多的是創作合法的城市藝術作
品。最近，Pantone C又有新作品。今次他與一眾
藝術家參與由恒基舉辦的“藝里坊ARTLANE”活
動，在皇后大道西與德輔道之間的空間，畫上壁
畫。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壁畫，Pantone C的作品
較特別，因塗鴉是他的拿手好戲，故今次他在地盤
的坑鐵上，用噴漆描繪人物剪影圖案，一路圍繞着
長50米的坑鐵走下去，會見到爵士樂隊演奏、披頭
四樂隊的經典唱片封面The Abbey Road及芭蕾舞
者等。作品看上去不如其他壁畫作品般仔細，他形
容是“粗枝大葉”。

為了今次的創作，Pantone C在事前做了十幾
次site visit，最後以三至四天完成作品。其他藝術家
的壁畫作品由於畫在大廈外牆，因此只要大廈一日

仍在此，壁畫也在此。但由於Pantone C的作品畫
在用以圍地盤的坑鐵上，因此待地盤完工後，作品
也隨之消失。雖然有點遺憾，但他認為只要發揮了
urban art的作用，亦滿足。“Urban art的價值就是
將藝術融入生活，像在今次的製作過程中，有家長
帶小朋友經過，小朋友說了句‘so beautiful’，是
很大的鼓勵。”

Urban Art發展在進步
近年，“urban art”在香港興起，談到

“street art”與“urban art”的分別，Pantone C表
示“urban art”一詞確實較為老實和正面，也可以
概括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講street art，傳統上
一定覺得是塗鴉，有啲負面。”記者問他喜歡做非
法的還是合法的，他笑言各有千秋，自由固然有自
由的好，但轉玩另一種形式，也有好玩之處。
Pantone C表示，“urban art”一詞也是近年才在
香港較常聽到，但在外國，城市藝術的氣氛已經好
成熟。他憶述，當年在澳洲讀書時，在墨爾本有幾
條原本並不起眼的後巷，後來cafe、酒吧進駐此
地，更陸續出現了很多塗鴉作品，吸引旅客專程到

此朝聖，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區。他又表示，在美
國的費城，亦有當地社區透過“urban art”的方
法，活化舊區。費城有“世界壁畫之都”的美譽，
全城共有約3,500幅壁畫，不過有趣的是當年費城
推 行 “ 壁 畫 藝 術 計 劃 ” （The Mural Arts
Project），卻起源於對街頭塗鴉的反制。當時由藝
術家 Jane Golden領頭，與一眾塗鴉藝術家美化社
區。“好多時在社區老化的情況下，如何令社區變
得更有生氣，就是透過urban art。”他說。外國
urban art的發展早已上軌道，在香港，作品是有
的，但仍不算多，而Pantone C認為，香港亦慢慢
進步中。他認為，urban art始終由西方傳入，也需
時扎根。他又提到，塗鴉所用到的工具，外國早已出
現，由於當地的噴漆實在過於普遍，因此美國有地方
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歲以上才可購買噴漆，“外國的塗
鴉風氣太盛行，基本上隨處可見塗鴉蹤跡，你唯有禁
止他們購買噴漆。”但在香港則近十年才開始引入。
至於“土地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在寸金尺土的香
港，想找一個理想的創作空間，亦非易事。“相比起
其他東南亞地方，香港想找個地方也未必那麼容
易。”不過，Pantone C認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外
國亦有自己的玩法，故不必執着於比較兩者。
Pantone C現時從事塗鴉藝術教育，間中也參與跟市
區活化有關的藝術創作。他表示，由於街頭藝術愈趨
普遍，人們對於塗鴉的接受程度亦較以往高。“我哋
塗鴉時要戴‘豬嘴’，街坊多少有點避忌。以前行過
會指手畫腳，所以會覺得自己在作奸犯科。現在最多
快行快過，有的則會停下來看。相比起以前，他們對
這類創作的接受程度確實高了。”他說。

Pantone C認為，香港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地
方，讓藝術家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香港有好多隱
姓埋名的artist，只是欠機會畀自己的作品expose。
我做咗（塗鴉）大大話話十幾年，見到有好多新
晉，以前想搵好多街頭作品都無，到後來陸續多
啲，亦都形成了一個氛圍。應該要繼續keep住做呢
件事。一旦少咗或者無咗，就好可惜。”

■■Zue Chan
Zue Chan的作品的作品《《澆花中的小女孩

澆花中的小女孩》。》。

■■Pantone CPantone C現時主現時主
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
育工作育工作。。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芬蘭藝術家
芬蘭藝術家Riitta Kuisma

Riitta Kuisma作品作品《《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Zue ChanZue Chan創作了多幅作品創作了多幅作品。。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lessy ManBlessy Man（（右右））與與Henry LauHenry Lau的作品的作品《《彩虹彩虹
樓梯樓梯》。》。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法國藝術家法國藝術家Elsa JeandedieuElsa Jeandedieu的作品的作品《《經典荷里經典荷里
活傳奇人物活傳奇人物》。》。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Pantone CPantone C的作品的作品《《壁畫隧道壁畫隧道》。》。

““城市藝術城市藝術”（”（urban arturban art））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其最原始其最原始

的創作模式是塗鴉的創作模式是塗鴉。。近年近年，，香港也興起香港也興起““城市藝術城市藝術””的概念的概念，，街頭街頭

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

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香港城市藝術的興香港城市藝術的興

起起，，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同時提供同時提供

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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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rt一詞較為正面，講streetart會覺得是塗鴉，有啲
負面。”香港塗鴉藝術家Pantone C說。Pantone C
這句說話中，提到“城市藝術”與“街頭藝術”的
概念。其實除上述兩個概念外，還有“公共藝術”
（public art）。“公共藝術”包含的範圍最廣，既
可指實體作品如雕塑，也可以指平面作品如壁畫，
甚至在公共場合進行某個行動，均可定義為“公共
藝術”。至於“城市藝術”和“街頭藝術”，則與
塗鴉有淵源。城市藝術最原始的形式是塗鴉，至於
街頭藝術的其中一種創作形式為塗鴉。前者多為合
法，後者則未必合法。前者的塗鴉較着重與城市環
境結合，後者則着重個人情感的表達。“街頭藝術
未必是合法，但urban art基本是合法的。以前未有
urban art出現時，我好無奈唯有叫street art，合法
定唔合法都叫street art。”Pantone C說。對於有接
觸過塗鴉藝術的人來說，Pantone C的名字也許並
不陌生。他從事塗鴉藝術創作已十多年，現主力從
事塗鴉藝術教育的工作。他曾玩過反叛的街頭藝
術，也參與過城市藝術作品的創作。

談香港掀起城市藝術風，實不為過。作為經驗
豐富的藝術家，Pantone C亦對此有感。近年，香
港街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無論商業區如
中環，還是老區如深水埗，都不難看到它們的身
影。極具個性化的塗鴉作品，風格與題材多元化，
可謂百花齊放。而這道獨特的城市風景，也成了旅
遊雜誌和網站推介遊人打卡的熱門去處。作為塗鴉
作品，精緻的作品固然亮眼，然而，“非法”才是

塗鴉的內在精神，那麼對玩塗鴉的人來說，合法的
塗鴉仍可否叫塗鴉呢？

“‘非法’才是塗鴉本身存在的價值。”
Pantone C說。對塗鴉藝術家而言，最享受的是從
事非法行為所帶來的自由。“非法的，好享受自
由。”對玩塗鴉的人來說，這種由無拘無束的藝術
創作所帶來的自由是無價的。Pantone C曾經也是
喜愛自由的“街頭藝術戰士”，無論在澳洲讀書，
還是在香港，也享受過塗鴉帶來的快感。後來，時
間久了，覺得再這樣繼續“過街老鼠式”的玩法也
不是辦法。此後，便逐漸轉移軌道。現在，
Pantone C主要從事教育工作，走入學校，教後生
仔玩塗鴉。以往游擊戰式的創作講求個人風格，一
般人未必看得明，也未必懂得欣賞。如今，除下面
罩，Pantone C更多的是創作合法的城市藝術作
品。最近，Pantone C又有新作品。今次他與一眾
藝術家參與由恒基舉辦的“藝里坊ARTLANE”活
動，在皇后大道西與德輔道之間的空間，畫上壁
畫。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壁畫，Pantone C的作品
較特別，因塗鴉是他的拿手好戲，故今次他在地盤
的坑鐵上，用噴漆描繪人物剪影圖案，一路圍繞着
長50米的坑鐵走下去，會見到爵士樂隊演奏、披頭
四樂隊的經典唱片封面The Abbey Road及芭蕾舞
者等。作品看上去不如其他壁畫作品般仔細，他形
容是“粗枝大葉”。

為了今次的創作，Pantone C在事前做了十幾
次site visit，最後以三至四天完成作品。其他藝術家
的壁畫作品由於畫在大廈外牆，因此只要大廈一日

仍在此，壁畫也在此。但由於Pantone C的作品畫
在用以圍地盤的坑鐵上，因此待地盤完工後，作品
也隨之消失。雖然有點遺憾，但他認為只要發揮了
urban art的作用，亦滿足。“Urban art的價值就是
將藝術融入生活，像在今次的製作過程中，有家長
帶小朋友經過，小朋友說了句‘so beautiful’，是
很大的鼓勵。”

Urban Art發展在進步
近年，“urban art”在香港興起，談到

“street art”與“urban art”的分別，Pantone C表
示“urban art”一詞確實較為老實和正面，也可以
概括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講street art，傳統上
一定覺得是塗鴉，有啲負面。”記者問他喜歡做非
法的還是合法的，他笑言各有千秋，自由固然有自
由的好，但轉玩另一種形式，也有好玩之處。
Pantone C表示，“urban art”一詞也是近年才在
香港較常聽到，但在外國，城市藝術的氣氛已經好
成熟。他憶述，當年在澳洲讀書時，在墨爾本有幾
條原本並不起眼的後巷，後來cafe、酒吧進駐此
地，更陸續出現了很多塗鴉作品，吸引旅客專程到

此朝聖，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區。他又表示，在美
國的費城，亦有當地社區透過“urban art”的方
法，活化舊區。費城有“世界壁畫之都”的美譽，
全城共有約3,500幅壁畫，不過有趣的是當年費城
推 行 “ 壁 畫 藝 術 計 劃 ” （The Mural Arts
Project），卻起源於對街頭塗鴉的反制。當時由藝
術家 Jane Golden領頭，與一眾塗鴉藝術家美化社
區。“好多時在社區老化的情況下，如何令社區變
得更有生氣，就是透過urban art。”他說。外國
urban art的發展早已上軌道，在香港，作品是有
的，但仍不算多，而Pantone C認為，香港亦慢慢
進步中。他認為，urban art始終由西方傳入，也需
時扎根。他又提到，塗鴉所用到的工具，外國早已出
現，由於當地的噴漆實在過於普遍，因此美國有地方
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歲以上才可購買噴漆，“外國的塗
鴉風氣太盛行，基本上隨處可見塗鴉蹤跡，你唯有禁
止他們購買噴漆。”但在香港則近十年才開始引入。
至於“土地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在寸金尺土的香
港，想找一個理想的創作空間，亦非易事。“相比起
其他東南亞地方，香港想找個地方也未必那麼容
易。”不過，Pantone C認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外
國亦有自己的玩法，故不必執着於比較兩者。
Pantone C現時從事塗鴉藝術教育，間中也參與跟市
區活化有關的藝術創作。他表示，由於街頭藝術愈趨
普遍，人們對於塗鴉的接受程度亦較以往高。“我哋
塗鴉時要戴‘豬嘴’，街坊多少有點避忌。以前行過
會指手畫腳，所以會覺得自己在作奸犯科。現在最多
快行快過，有的則會停下來看。相比起以前，他們對
這類創作的接受程度確實高了。”他說。

Pantone C認為，香港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地
方，讓藝術家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香港有好多隱
姓埋名的artist，只是欠機會畀自己的作品expose。
我做咗（塗鴉）大大話話十幾年，見到有好多新
晉，以前想搵好多街頭作品都無，到後來陸續多
啲，亦都形成了一個氛圍。應該要繼續keep住做呢
件事。一旦少咗或者無咗，就好可惜。”

■■Zue Chan
Zue Chan的作品的作品《《澆花中的小女孩

澆花中的小女孩》。》。

■■Pantone CPantone C現時主現時主
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
育工作育工作。。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芬蘭藝術家
芬蘭藝術家Riitta Kuisma

Riitta Kuisma作品作品《《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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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rt一詞較為正面，講streetart會覺得是塗鴉，有啲
負面。”香港塗鴉藝術家Pantone C說。Pantone C
這句說話中，提到“城市藝術”與“街頭藝術”的
概念。其實除上述兩個概念外，還有“公共藝術”
（public art）。“公共藝術”包含的範圍最廣，既
可指實體作品如雕塑，也可以指平面作品如壁畫，
甚至在公共場合進行某個行動，均可定義為“公共
藝術”。至於“城市藝術”和“街頭藝術”，則與
塗鴉有淵源。城市藝術最原始的形式是塗鴉，至於
街頭藝術的其中一種創作形式為塗鴉。前者多為合
法，後者則未必合法。前者的塗鴉較着重與城市環
境結合，後者則着重個人情感的表達。“街頭藝術
未必是合法，但urban art基本是合法的。以前未有
urban art出現時，我好無奈唯有叫street art，合法
定唔合法都叫street art。”Pantone C說。對於有接
觸過塗鴉藝術的人來說，Pantone C的名字也許並
不陌生。他從事塗鴉藝術創作已十多年，現主力從
事塗鴉藝術教育的工作。他曾玩過反叛的街頭藝
術，也參與過城市藝術作品的創作。

談香港掀起城市藝術風，實不為過。作為經驗
豐富的藝術家，Pantone C亦對此有感。近年，香
港街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無論商業區如
中環，還是老區如深水埗，都不難看到它們的身
影。極具個性化的塗鴉作品，風格與題材多元化，
可謂百花齊放。而這道獨特的城市風景，也成了旅
遊雜誌和網站推介遊人打卡的熱門去處。作為塗鴉
作品，精緻的作品固然亮眼，然而，“非法”才是

塗鴉的內在精神，那麼對玩塗鴉的人來說，合法的
塗鴉仍可否叫塗鴉呢？

“‘非法’才是塗鴉本身存在的價值。”
Pantone C說。對塗鴉藝術家而言，最享受的是從
事非法行為所帶來的自由。“非法的，好享受自
由。”對玩塗鴉的人來說，這種由無拘無束的藝術
創作所帶來的自由是無價的。Pantone C曾經也是
喜愛自由的“街頭藝術戰士”，無論在澳洲讀書，
還是在香港，也享受過塗鴉帶來的快感。後來，時
間久了，覺得再這樣繼續“過街老鼠式”的玩法也
不是辦法。此後，便逐漸轉移軌道。現在，
Pantone C主要從事教育工作，走入學校，教後生
仔玩塗鴉。以往游擊戰式的創作講求個人風格，一
般人未必看得明，也未必懂得欣賞。如今，除下面
罩，Pantone C更多的是創作合法的城市藝術作
品。最近，Pantone C又有新作品。今次他與一眾
藝術家參與由恒基舉辦的“藝里坊ARTLANE”活
動，在皇后大道西與德輔道之間的空間，畫上壁
畫。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壁畫，Pantone C的作品
較特別，因塗鴉是他的拿手好戲，故今次他在地盤
的坑鐵上，用噴漆描繪人物剪影圖案，一路圍繞着
長50米的坑鐵走下去，會見到爵士樂隊演奏、披頭
四樂隊的經典唱片封面The Abbey Road及芭蕾舞
者等。作品看上去不如其他壁畫作品般仔細，他形
容是“粗枝大葉”。

為了今次的創作，Pantone C在事前做了十幾
次site visit，最後以三至四天完成作品。其他藝術家
的壁畫作品由於畫在大廈外牆，因此只要大廈一日

仍在此，壁畫也在此。但由於Pantone C的作品畫
在用以圍地盤的坑鐵上，因此待地盤完工後，作品
也隨之消失。雖然有點遺憾，但他認為只要發揮了
urban art的作用，亦滿足。“Urban art的價值就是
將藝術融入生活，像在今次的製作過程中，有家長
帶小朋友經過，小朋友說了句‘so beautiful’，是
很大的鼓勵。”

Urban Art發展在進步
近年，“urban art”在香港興起，談到

“street art”與“urban art”的分別，Pantone C表
示“urban art”一詞確實較為老實和正面，也可以
概括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講street art，傳統上
一定覺得是塗鴉，有啲負面。”記者問他喜歡做非
法的還是合法的，他笑言各有千秋，自由固然有自
由的好，但轉玩另一種形式，也有好玩之處。
Pantone C表示，“urban art”一詞也是近年才在
香港較常聽到，但在外國，城市藝術的氣氛已經好
成熟。他憶述，當年在澳洲讀書時，在墨爾本有幾
條原本並不起眼的後巷，後來cafe、酒吧進駐此
地，更陸續出現了很多塗鴉作品，吸引旅客專程到

此朝聖，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區。他又表示，在美
國的費城，亦有當地社區透過“urban art”的方
法，活化舊區。費城有“世界壁畫之都”的美譽，
全城共有約3,500幅壁畫，不過有趣的是當年費城
推 行 “ 壁 畫 藝 術 計 劃 ” （The Mural Arts
Project），卻起源於對街頭塗鴉的反制。當時由藝
術家 Jane Golden領頭，與一眾塗鴉藝術家美化社
區。“好多時在社區老化的情況下，如何令社區變
得更有生氣，就是透過urban art。”他說。外國
urban art的發展早已上軌道，在香港，作品是有
的，但仍不算多，而Pantone C認為，香港亦慢慢
進步中。他認為，urban art始終由西方傳入，也需
時扎根。他又提到，塗鴉所用到的工具，外國早已出
現，由於當地的噴漆實在過於普遍，因此美國有地方
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歲以上才可購買噴漆，“外國的塗
鴉風氣太盛行，基本上隨處可見塗鴉蹤跡，你唯有禁
止他們購買噴漆。”但在香港則近十年才開始引入。
至於“土地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在寸金尺土的香
港，想找一個理想的創作空間，亦非易事。“相比起
其他東南亞地方，香港想找個地方也未必那麼容
易。”不過，Pantone C認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外
國亦有自己的玩法，故不必執着於比較兩者。
Pantone C現時從事塗鴉藝術教育，間中也參與跟市
區活化有關的藝術創作。他表示，由於街頭藝術愈趨
普遍，人們對於塗鴉的接受程度亦較以往高。“我哋
塗鴉時要戴‘豬嘴’，街坊多少有點避忌。以前行過
會指手畫腳，所以會覺得自己在作奸犯科。現在最多
快行快過，有的則會停下來看。相比起以前，他們對
這類創作的接受程度確實高了。”他說。

Pantone C認為，香港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地
方，讓藝術家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香港有好多隱
姓埋名的artist，只是欠機會畀自己的作品expose。
我做咗（塗鴉）大大話話十幾年，見到有好多新
晉，以前想搵好多街頭作品都無，到後來陸續多
啲，亦都形成了一個氛圍。應該要繼續keep住做呢
件事。一旦少咗或者無咗，就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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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5353歲的山西農民謝明生而言歲的山西農民謝明生而言，40年前
只有13歲的他靠雙手和鐮刀1個小時

能割1小壟麥子，即使“快手”的父親一天
也割不完一畝。如今，他指揮兩台收割機1
小時能收完20畝小麥。

“小時候最不想幹的就是夏天割麥子，
太陽曬得臉脫皮，麥芒刺得渾身癢。”謝明
生說，1992年村裡開始出現拖拉機等現代農
機，割麥子的時間越來越短。“很難想像，
以前我們一家6口要幹半個月的活，現在只
要1小時。”

一小時產糧1.4億斤 GDP增近230倍
當中華大地上農業巨變刷新着人們的想

像力，疾馳的改革開放列車也在改變世界對
中國經濟的認知。

1個小時，在1978年中國能創造的國內
生產總值（GDP）僅為4,100多萬元（人民
幣，下同），到2017年增至94億元。近230

倍的躍升背後，是40年來中國經濟憑藉年
均9.5%的增速，總量從不足3,700億元到
82.7萬億元的歷史跨越。

1個小時，根據2017年統計數據計算，
中國生產出了大約1.4億斤糧食，新登記企
業近700戶，約1,542個城鎮居民走上工作
崗位，移動支付約230億元，收發快遞近
460萬件，交易了超過30億元貿易額……

1小時裡的中國變遷，折射一個東方大
國的歷史性跨越。

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封
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對外開放，改革開放釋放
出巨大的制度活力和生命力。

把時間的軸線拉回到40年前——1978
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把黨
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
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華巨輪駛入歷史
新航道。

改革從農村發軔，向城市推進，市場經
濟的大門由此打開；設立經濟特區，開放沿
海港口城市，中國經濟進入世界經濟大循
環……社會活力和創造力噴湧而出，演化成
推動制度變革的強大力量。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40年風雲激盪，每一輪大發展大飛躍，

都起始於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重大突破；
40年櫛風沐雨，每一次解決發展難題，都依
靠黨帶領全體人民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
開放。

上世紀90年代初，面對嚴峻的國內外
形勢，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發出新一輪改
革動員令，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
啟了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加快向市場經濟

轉軌的歷史進程。
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席捲全

球，中國沉着冷靜應對，堅定深化改革，積極
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高舉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經濟、
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黨的建設、國防
軍隊等各個領域改革全面推開。

市場主體超億戶 製造業總量世界第一
面對經濟發展轉軌和複雜外部環境，經

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
這個核心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
完善，全面開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當過放牛娃，開過照相館，辦過電冰箱
配件廠，研究過裝潢材料，造過摩托車——
1998年，歷經多次創業的吉利控股集團董事
長李書福憑着一股不服輸的勁頭，開啟了中
國民營企業造汽車之路。

“遇到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才有我們
這些人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的機會。”李書福
說。1998年第一輛車下線，2010年8月收購
沃爾沃汽車公司100%股權，今年2月收購
戴姆勒公司9.69%股份……吉利汽車迎來大
發展。

40年來，市場主體數量從不足50萬戶
增加到1億戶以上；2017年底，全國國有企
業資產總額達183.5萬億元，民營企業數量
超過2,700萬家；製造業總量連續多年穩居
世界第一，商品短缺和憑證供應時代一去不
復返……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
務實——一條思想紅線貫穿始終，改革開放
以雷霆萬鈞之勢在東方大地展開，迸發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1978年，改革開放的一聲春雷震響在古老的東方，將沉睡的中國喚醒。小崗村的18個紅手印，蛇口工業區

的“開山第一炮”，多哈敲響的中國“入世錘”……一個個改革開放的歷史印記標識着輝煌40年。正如習近平總

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文：新華社 圖：資料圖片

長江上游支流赤水河，發源於雲
南，流經貴州，在四川境內匯入長江，
是國內唯一一條未被開發的長江支流，
生態價值彌足珍貴。

今年2月，雲南、貴州、四川三省
簽署協議，按照1:5:4共同出資2億元設
立赤水河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基金，
分配比例為3:4:3，為三省共同守護一江
清水建立了機制保障。

中華民族母親河發展道路的轉變，
折射着發展理念的深刻轉型。

伴隨經濟引擎的高速旋轉，結構性
矛盾加劇，產能過剩、風險上升、環境

惡化、資源瓶頸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開
始凸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
社會主要矛盾。

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
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從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
學發展，到新發展理念……改革開放40
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內涵不
斷豐富，發展實踐更為全面。

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
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係我國
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進入新時

代，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一條高質量
發展的道路正在繪就。

新興產業崛起 構建現代經濟體系
北京中關村、上海浦東、深圳南

山，杭州的互聯網、合肥的人工智能、
西安的航空航天、貴州的大數據、長春
的生物醫藥……今日中國，一個個創新
高地正在崛起，一個個新興產業集群蓬
勃生長，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
力。

數字印證着新時代中國經濟的內生
質變——2017年，全國新產業新業態

新模式經濟增加值相當於GDP比重的
15.7%，創新驅動指數比上年增長
13.4%，研發經費支出佔GDP比重提高
到2.13%，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為8.9%；

2018年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
值佔GDP的比重上升至53.1%，對經
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8%；最終消費
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78%，內
需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

一個指向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經濟
體系正加快構建，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
正在發軔。

發展理念轉型 創新協調可持續

幾十年前，吉林省吉林市孤店
子鎮還是一片荒草甸。如今，荒地
上建起村屯，村屯發展為城鎮，優
質稻米生產、精深農產品加工、溫
泉冰雪旅遊三產融合發展，孤店子
鎮打響了名氣。

40年來，中國城鎮化率從
17.9%增長到58.5%，2013年至
2017年間，就有8,000多萬農村
轉移人口成為市民，昔日“鄉村
中國”快速邁向“城鎮中國”。

40年前，改革開放打破桎
梏，規模龐大的人口流動大潮塑
造着充滿活力的中國；進入新時
代，以深化改革撬動，鄉村振興
和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相得
益彰，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刻下
深深印記。

區域協調發展 統籌兼顧
40年來，中國城鄉區域空間

格局不斷打開，釋放出空前巨大
的發展潛力——新世紀以來，面
對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形
勢，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
基地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
發展的區域發展總體格局逐步形
成。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察局馭勢，實施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着力開拓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以京津冀協同
發展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
人口經濟密集地區有序疏解功
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優
化開發模式；以共抓大保護、不
搞大開發為導向，以綠色發展為
引領，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
展；以“一帶一路”建設構建統
籌國內國際、協調國內區域發展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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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迸
發
活
力■■4040年來年來，，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與世界共同與世界共同

成長成長、、共享機遇共享機遇。。圖為上月在上海舉辦的進博會圖為上月在上海舉辦的進博會，，人人
們在烏茲別克斯坦展區參觀手工藝品們在烏茲別克斯坦展區參觀手工藝品。。

（（貨幣貨幣：：人民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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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rt一詞較為正面，講streetart會覺得是塗鴉，有啲
負面。”香港塗鴉藝術家Pantone C說。Pantone C
這句說話中，提到“城市藝術”與“街頭藝術”的
概念。其實除上述兩個概念外，還有“公共藝術”
（public art）。“公共藝術”包含的範圍最廣，既
可指實體作品如雕塑，也可以指平面作品如壁畫，
甚至在公共場合進行某個行動，均可定義為“公共
藝術”。至於“城市藝術”和“街頭藝術”，則與
塗鴉有淵源。城市藝術最原始的形式是塗鴉，至於
街頭藝術的其中一種創作形式為塗鴉。前者多為合
法，後者則未必合法。前者的塗鴉較着重與城市環
境結合，後者則着重個人情感的表達。“街頭藝術
未必是合法，但urban art基本是合法的。以前未有
urban art出現時，我好無奈唯有叫street art，合法
定唔合法都叫street art。”Pantone C說。對於有接
觸過塗鴉藝術的人來說，Pantone C的名字也許並
不陌生。他從事塗鴉藝術創作已十多年，現主力從
事塗鴉藝術教育的工作。他曾玩過反叛的街頭藝
術，也參與過城市藝術作品的創作。

談香港掀起城市藝術風，實不為過。作為經驗
豐富的藝術家，Pantone C亦對此有感。近年，香
港街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無論商業區如
中環，還是老區如深水埗，都不難看到它們的身
影。極具個性化的塗鴉作品，風格與題材多元化，
可謂百花齊放。而這道獨特的城市風景，也成了旅
遊雜誌和網站推介遊人打卡的熱門去處。作為塗鴉
作品，精緻的作品固然亮眼，然而，“非法”才是

塗鴉的內在精神，那麼對玩塗鴉的人來說，合法的
塗鴉仍可否叫塗鴉呢？

“‘非法’才是塗鴉本身存在的價值。”
Pantone C說。對塗鴉藝術家而言，最享受的是從
事非法行為所帶來的自由。“非法的，好享受自
由。”對玩塗鴉的人來說，這種由無拘無束的藝術
創作所帶來的自由是無價的。Pantone C曾經也是
喜愛自由的“街頭藝術戰士”，無論在澳洲讀書，
還是在香港，也享受過塗鴉帶來的快感。後來，時
間久了，覺得再這樣繼續“過街老鼠式”的玩法也
不是辦法。此後，便逐漸轉移軌道。現在，
Pantone C主要從事教育工作，走入學校，教後生
仔玩塗鴉。以往游擊戰式的創作講求個人風格，一
般人未必看得明，也未必懂得欣賞。如今，除下面
罩，Pantone C更多的是創作合法的城市藝術作
品。最近，Pantone C又有新作品。今次他與一眾
藝術家參與由恒基舉辦的“藝里坊ARTLANE”活
動，在皇后大道西與德輔道之間的空間，畫上壁
畫。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壁畫，Pantone C的作品
較特別，因塗鴉是他的拿手好戲，故今次他在地盤
的坑鐵上，用噴漆描繪人物剪影圖案，一路圍繞着
長50米的坑鐵走下去，會見到爵士樂隊演奏、披頭
四樂隊的經典唱片封面The Abbey Road及芭蕾舞
者等。作品看上去不如其他壁畫作品般仔細，他形
容是“粗枝大葉”。

為了今次的創作，Pantone C在事前做了十幾
次site visit，最後以三至四天完成作品。其他藝術家
的壁畫作品由於畫在大廈外牆，因此只要大廈一日

仍在此，壁畫也在此。但由於Pantone C的作品畫
在用以圍地盤的坑鐵上，因此待地盤完工後，作品
也隨之消失。雖然有點遺憾，但他認為只要發揮了
urban art的作用，亦滿足。“Urban art的價值就是
將藝術融入生活，像在今次的製作過程中，有家長
帶小朋友經過，小朋友說了句‘so beautiful’，是
很大的鼓勵。”

Urban Art發展在進步
近年，“urban art”在香港興起，談到

“street art”與“urban art”的分別，Pantone C表
示“urban art”一詞確實較為老實和正面，也可以
概括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講street art，傳統上
一定覺得是塗鴉，有啲負面。”記者問他喜歡做非
法的還是合法的，他笑言各有千秋，自由固然有自
由的好，但轉玩另一種形式，也有好玩之處。
Pantone C表示，“urban art”一詞也是近年才在
香港較常聽到，但在外國，城市藝術的氣氛已經好
成熟。他憶述，當年在澳洲讀書時，在墨爾本有幾
條原本並不起眼的後巷，後來cafe、酒吧進駐此
地，更陸續出現了很多塗鴉作品，吸引旅客專程到

此朝聖，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區。他又表示，在美
國的費城，亦有當地社區透過“urban art”的方
法，活化舊區。費城有“世界壁畫之都”的美譽，
全城共有約3,500幅壁畫，不過有趣的是當年費城
推 行 “ 壁 畫 藝 術 計 劃 ” （The Mural Arts
Project），卻起源於對街頭塗鴉的反制。當時由藝
術家 Jane Golden領頭，與一眾塗鴉藝術家美化社
區。“好多時在社區老化的情況下，如何令社區變
得更有生氣，就是透過urban art。”他說。外國
urban art的發展早已上軌道，在香港，作品是有
的，但仍不算多，而Pantone C認為，香港亦慢慢
進步中。他認為，urban art始終由西方傳入，也需
時扎根。他又提到，塗鴉所用到的工具，外國早已出
現，由於當地的噴漆實在過於普遍，因此美國有地方
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歲以上才可購買噴漆，“外國的塗
鴉風氣太盛行，基本上隨處可見塗鴉蹤跡，你唯有禁
止他們購買噴漆。”但在香港則近十年才開始引入。
至於“土地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在寸金尺土的香
港，想找一個理想的創作空間，亦非易事。“相比起
其他東南亞地方，香港想找個地方也未必那麼容
易。”不過，Pantone C認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外
國亦有自己的玩法，故不必執着於比較兩者。
Pantone C現時從事塗鴉藝術教育，間中也參與跟市
區活化有關的藝術創作。他表示，由於街頭藝術愈趨
普遍，人們對於塗鴉的接受程度亦較以往高。“我哋
塗鴉時要戴‘豬嘴’，街坊多少有點避忌。以前行過
會指手畫腳，所以會覺得自己在作奸犯科。現在最多
快行快過，有的則會停下來看。相比起以前，他們對
這類創作的接受程度確實高了。”他說。

Pantone C認為，香港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地
方，讓藝術家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香港有好多隱
姓埋名的artist，只是欠機會畀自己的作品expose。
我做咗（塗鴉）大大話話十幾年，見到有好多新
晉，以前想搵好多街頭作品都無，到後來陸續多
啲，亦都形成了一個氛圍。應該要繼續keep住做呢
件事。一旦少咗或者無咗，就好可惜。”

■■Zue Chan
Zue Chan的作品的作品《《澆花中的小女孩

澆花中的小女孩》。》。

■■Pantone CPantone C現時主現時主
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
育工作育工作。。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芬蘭藝術家
芬蘭藝術家Riitta Kuisma

Riitta Kuisma作品作品《《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Zue ChanZue Chan創作了多幅作品創作了多幅作品。。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lessy ManBlessy Man（（右右））與與Henry LauHenry Lau的作品的作品《《彩虹彩虹
樓梯樓梯》。》。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法國藝術家法國藝術家Elsa JeandedieuElsa Jeandedieu的作品的作品《《經典荷里經典荷里
活傳奇人物活傳奇人物》。》。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Pantone CPantone C的作品的作品《《壁畫隧道壁畫隧道》。》。

““城市藝術城市藝術”（”（urban arturban art））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其最原始其最原始

的創作模式是塗鴉的創作模式是塗鴉。。近年近年，，香港也興起香港也興起““城市藝術城市藝術””的概念的概念，，街頭街頭

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

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香港城市藝術的興香港城市藝術的興

起起，，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同時提供同時提供

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Urban Art
Urban Art在港興起

在港興起
藝術家一展所長
藝術家一展所長 尋覓創作意義

尋覓創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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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澄泥硯與中國端

硯、歙硯、洮硯齊名，為

中國四大名硯之一。其工藝從宋代開始就逐

漸失傳，澄泥硯非遺傳人王玲扎根黃河邊30

多年，不僅恢復了澄泥硯的製作技藝，還創

作出澄泥磚雕、金沙泥茶具等黃河泥系列作

品，獲得國內外大獎80餘項。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鄭州報道

王玲，1967年11月生，
女，漢族，安徽太和人，高
級工藝美術師，藥物澄泥硯
製作工藝發明人，第二屆、
第八屆、第十屆國家級“山
花獎”獲得者，國家級“德
藝雙馨民間文藝家”，河南
省“三八”紅旗手，河南省
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黃河澄泥硯）代表性傳承

人。
作為鄭州市民革成員，

她在2004年當選第十一屆鄭
州市政協委員，2009 年、
2014年分別當選第一、第二
屆惠濟區政協委員。當選以
來，她積極參政議政，對鄭
州市民間藝術的傳承發展，
對繁榮鄭州市旅遊市場，起
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王玲是安徽太和縣人，太和縣屬安徽阜
陽，地近河南周口，文化和黃土一樣厚

重。“從小與泥為伴，我和弟弟的書本費都是
我捏泥人換來的。”她說。

她的丈夫張存生，三四歲時就跟家裡人學習
泥塑，也是視泥如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就算是以之為樂，也比不上
愛之如命。二人因為共同的愛好和高超的技藝，
在1986年被鄭州黃河遊覽區聘為職工，主要負
責景區人文雕刻。“從小嚮往黃河，當時一到
黃河邊看到滔滔河水，萬里奔流，便覺得找到
了根。”王玲回憶。這藝術之“根”一扎就是
30多年。

文化瑰寶重現於世
1988年7月的一天，丈夫張存生接待了齊

白石弟子、國畫大師盧光照先生。盧先生得知
他善塑泥人，感慨道：“一提到這個‘泥’
字，就不能不想到黃河澄泥硯，黃河澄泥硯在
唐代被文人列為硯中第一。傳說乾隆皇帝嚮往
澄泥硯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澄泥硯堪稱硯中

極品，更重要的是，它是黃河文化的一個重要它是黃河文化的一個重要
組成部分，惜乎不傳矣。”

盧先生這番話激勵了夫婦二人，他們下定
決心恢復澄泥硯技藝。漫長的探索之旅從尋泥
開始，夫妻倆沿着黃河一路觀察沿河泥沙，終
於發現黃河中下游獨特地理環境中沉積千年的
泥沙最為適宜。二人又在保留古法土窯燒製的
基礎上，澄泥、晾曬、和泥、雕刻、燒製……
經過20道工序，歷經3年，試驗131次，1991
年5月，他們終於掌握了最關鍵的燒製技術，
製作出真正意義上的“黃河澄泥硯”。

黃河澄泥硯一經問世即得到專家的好評，先
後被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院、河南博物
院、新加坡南洋藝術博物院，以及美國、馬來西
亞、韓國等多國珍藏。在申請到國家發明專利
後，黃河澄泥硯首次參加全國旅遊商品大賽，便
一舉斬獲“天馬金獎”。

久違的文化瑰寶重現於世，重如石，細如
玉，觸之如童肌，扣之若金聲，視之光彩照
人，貯墨不腐，不枯不凍，寫字作畫飄出陣陣
清香。

恢復澄泥硯技藝後的王玲和丈夫張存生恢復澄泥硯技藝後的王玲和丈夫張存生，，
帶着對藝術的癡迷，終日在黃河邊的院落裡製
硯、雕磚，王玲稱那段時間為“最幸福的時
光”。

丈夫離世獨守技藝
1999年澳門回歸前夕，國務院號召每個省

份拿出一份禮物贈予澳門，張存生在河南省古
建專家李傳澤指導下設計的“九龍晷”在河南
省80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九龍晷”融合透
雕、鏤空、線刻等多種表現手法，並且挑選
“鯉魚黃”的顏色，充分體現黃河文化的特
色。九條龍代表河南九千萬人口，九龍回首象
徵九州歸一。為設計這件作品，張存生坐在電
腦前整整熬了三日三夜，直到病倒，並且被檢
查出腎衰竭。不到一年時間，就因病離世。

“當時覺得天都塌了，感覺自己也活不成
了。”王玲回憶道，“很多人勸我離開這裡，
但是我覺得他還在這裡，不願意離開。我更願
意守着這個院子、守着我們的技藝，澄泥硯就
像我們的孩子。”

參政議政 傳承發展民間藝術

黃河漬泥製硯
重現唐宋重現唐宋古貌古貌

澄泥硯傳人王玲 系列作品獲獎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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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6年，王玲
和張存生就在黃河遊覽區
內創辦了黃河金沙泥藝術
研究所，黃河金沙泥含有
金光顆粒和對人體有益的
礦物質，故被專家學者命
名為黃河金沙泥藝術。黃
河金沙泥藝術除了黃河澄
泥硯之外，還有黃河澄泥
磚雕、黃河金沙泥茶具兩
大類。

黃河澄泥磚雕是將
傳統的小塊磚雕改變為先
雕刻後燒製的大型陶版磚
雕，採用高浮雕、淺浮
雕、陰陽線刻為一體的手
法處理人物背景和故事畫
面。畫面風格典雅，人物
惟妙惟肖，堪稱“中原一
絕”。王玲創作的磚雕多

以《四大名著》中的故事
為題材。
黃河金沙泥茶具是

選用黃河中下游沉積的
含有多種礦物質的泥
沙，經過澄清、成型、
球磨、雕刻，然後高溫
燒製而成。
基於澄泥硯、磚雕、

金沙泥茶具等多品類的作
品，1999年，王玲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中國
民間工藝美術大師”稱
號，她的作品《九龍回歸
硯》、《黃河岸邊是我
家》、《八仙如意硯》也
先後榮獲中國民間工藝美
術最高獎“山花獎”，她
還被授予“德藝雙馨民間
文藝家”榮譽稱號。

■金沙泥茶具
造型別致。

■三國演義
磚雕《草船
借箭》。

■紅樓夢磚雕《元春省親》。

■■黃河澄泥硯代表性傳承人王玲在創作中黃河澄泥硯代表性傳承人王玲在創作中。。

■《飛天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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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作好失敗的
準備，就不要創業。”
基於此前的經歷，張亞
榮說，這是創業的基礎
門檻。在張亞榮看來，
創業的過程是給社會創
造更多價值的過程，如
果一個人想要創業，並
將自己所有的身家都投
進去，甚至還從親朋好
友處借錢，這樣的創業
一旦失敗，不僅這位創
業者承擔不起，反而還
會給社會帶來一些負
累，他並不贊同這樣帶
有很大“賭博”意味的
創業。張亞榮指出，尤
其是在實體經濟領域的
創業，投資金額較大，
更應作好萬全準備再創
業。

張亞榮說，十多年
來，他在企業工作過，
與別人一起創業過；有

的項目成功，有的項目失敗。他
總結，虛實結合的創業更易成
功，所謂“虛”，即創業者對公
司未來發展應有願景與規劃，所
謂“實”則是創業要有實打實的
利潤與收益，要有做事腳踏實地
的團隊作支撐，太“虛”或太
“實”均不利於企業長遠發展。
張亞榮坦言，此前與他人合作創
業的過程中，就缺少了虛實結合
的創業經驗，他也經歷了不少隨
着企業發展壯大後卻背離創業初
衷的情況，他最終都選擇了離
開，他深知自己不是簡單的想做
件事，而是想要做一份事業。

同時，張亞榮分享創業過程
中另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即創
業團隊的選擇。

合肥新站高新區是國內唯一一個國家級
平板顯示產業基地所在地。驅車前往

泰沃達的路上，可以看到京東方、晶合集
成電路等一批企業在此集聚。香港文匯報
記者見到張亞榮時，他正在辦公室與幾位
投資人商議下一步的投資發展計劃。張亞
榮略顯激動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年
是全球首條高世代線京東方10.5代線的元
年，未來65英寸和75英寸液晶面板的市場
將十分廣闊，專注導光板的泰沃達早已實現
110寸導光板的研發，發展前景十分可觀。

十年積累經驗 看準商機創業
1980年出生於陝西秦嶺的張亞榮，靠

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山坳，2004年大學畢
業後，順利進入全球最大製作液晶顯示背
光模組的台灣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從
事研發工作。在中強光電的4年，張亞榮
從普通員工晉升為研發主管，對背光模組
相關產品的設計、技術研發等進行了扎實
的深度學習。4年後，張亞榮辭職，與兩位
海歸博士一起到浙江寧波創業，從事平板
顯示行業相關材料的研發生產，他負責市

場銷售。2010年至2015年，張亞榮又先後
在兩家企業做平板顯示行業相關項目運營
管理工作。入行的11年間，張亞榮逐漸積
累起了技術研發、市場銷售、企業運營等
方面的經驗及人脈。

2015年，京東方10.5代線項目動工，
張亞榮知道，他自主創業的機會來了。張
亞榮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解釋道，超大化是
面板發展的未來趨勢。10.5代線量產後，
65英寸、70英寸液晶面板將成為市場主
流，而在液晶顯示行業，此前8.5代線的配
套材料大部分為國外進口，而10.5代線是
全球首條，意味着配套材料在國內外均無
成熟產業鏈。

自籌資金起步 邀韓團隊加盟
張亞榮解釋說，在這些配套材料中，

作為液晶顯示器光源提供者的導光板就是
很重要同時也是技術門檻很高的配件之
一，未來到2022年10.5代線全部建設投產
後，將有近1億台的產量，超大導光板的
市場需求量會十分驚人。用張亞榮的話
說，這個市場就是新增的紅海市場（指競

爭殘酷的既有市場）中的藍海市場（指未
知的市場空間）。

當看清未來發展方向後，張亞榮對他
的創業進行了虛實結合的規劃。他集合了
此前在該領域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夥伴，更
通過此前積累的人脈資源，找來平均年齡
在65歲，從事設備研發幾十年的韓國技術
團隊加入。張亞榮團隊自籌500萬元（人
民幣，下同），兩家投資機構投資1,000萬
元，用這些資金，在2016年底，經過團隊
的努力，全球首台110寸導光板的產業化
設備研發成功，並成功投入量產。隨後，
伴隨着對設備穩定性的不斷改進，泰沃達
拿到了來自韓國三星、京東方、康佳等客
戶的訂單。基於未來廣闊的市場增長空間
以及泰沃達的企業發展願景，張亞榮成功
引進兩輪融資，累計獲得4,500萬元資金，
為企業後續研發提供了資金保障。

張亞榮還透露，現在，泰沃達已在着
手進行新設備的研發，以期對原有設備進
行調整和提升，進一步提升泰沃達的市場
競爭力。張亞榮預計，公司的銷售收入將
在今年年底達到近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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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後後””創客創客張亞榮張亞榮：：着手新設備研發着手新設備研發 提升市場競爭力提升市場競爭力 創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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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沃達的韓國團隊進行導光板泰沃達的韓國團隊進行導光板
設備研發設備研發。。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20162016年對於年對於““8080後後””創業者張亞榮來說創業者張亞榮來說，，是個特殊的年是個特殊的年

份份，，他實現了人生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自主創業他實現了人生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自主創業。。那一年那一年，，他他

召集了同在平板顯示行業有着十餘年工作經驗的幾位夥伴召集了同在平板顯示行業有着十餘年工作經驗的幾位夥伴，，在在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區，，成立了合肥泰沃達智能裝備有限公司成立了合肥泰沃達智能裝備有限公司（（下文簡稱下文簡稱““泰沃達泰沃達”）。”）。基於對該行業十餘年基於對該行業十餘年

的經驗的經驗，，張亞榮果斷將泰沃達的發展方向定位在超大面板配件和生產器械領域張亞榮果斷將泰沃達的發展方向定位在超大面板配件和生產器械領域，，在白熱化的在白熱化的““紅海紅海””市場中尋找市場中尋找

未知未知““藍海藍海”。”。目前目前，，公司生產的公司生產的110110寸面板導光板生產已步入正軌寸面板導光板生產已步入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合肥報道合肥報道

��
����

■■導光板製作導光板製作。。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 張亞榮張亞榮
通過視頻介通過視頻介
紹導光板製紹導光板製
作流程作流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趙臣趙臣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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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嘉義市果菜市場總經理陳火川
日前向檢方遞狀舉發市長選舉無效，陳火川今
天出庭並提供訪談里長、里幹事的問卷分析報
告當佐證；檢方表示將於17日簽結或向法院提
選舉無效之訴。

連任失利的民進黨籍嘉義市長涂醒哲，11
月24日投票結果，以2302票之差敗給國民黨
籍市長當選人黃敏惠。涂醒哲的核心幕僚陳火
川質疑這次選舉公投綁大選，涉及選務疏失與
影響選舉公平，日前具狀向嘉義地檢署舉發選
舉無效。

陳火川今天下午出庭表示，嘉義市有177
個投開票所，投票日當天下午4時以後，還有
64個投開票所在投票；選舉人在等待投票時，
還能一邊透過手機了解開票資訊，恐怕造成棄

保效應，影響投票意向。
他向檢察官表示，市府日前對84名里長、

58名里幹事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這次選舉綁
10項公投，是否會造成投票困擾；經過問卷分
析發現，等待投票愈久的投票所，涂醒哲得票
愈低，足以證明選務疏失造成棄保效應，造成
選情逆轉。

涂醒哲今天出席嘉義市第27屆國際管樂節
宣傳記者會後接受媒體提問表示，陳火川是代
表許多市民及支持者舉發，認為投票過程有瑕
疵，造成選舉不公，必須追求真相。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表
示，檢方預定17日簽結或向法院提選舉無效之
訴。

舉發嘉市長選舉無效 嘉檢17日簽結或提訴

（中央社）國防大學曾姓少校，涉嫌利用
擔任採購官及後勤官之便，勾結廠商協議詐領
小額採購案的工程價金，不法所得逾新台幣80
萬元。桃園地檢署今天依貪污治罪條例將他和
另5人起訴。

桃園地方檢察署發布新聞稿表示，曾姓少
校從2014年7月擔任國防大學少校採購官及後
勤官，藉由職務之便，連續多次盜刻廠商印章
以浮報、虛報採購數量、施作次數及欺騙廠商
匯款錯誤之手法，詐領國防大學 「率真校區環
境清潔委商維護」 採購案及各項小額採購案的
工程價金。

檢方表示，永易公司廖姓負責人去年3月
至7月承攬 「率真校區清潔維護委商維護案」
，曾男卻浮報夾子車、懸臂車入校清潔次數計
28次，詐領勞務工程價金共23萬8000元。

在擔任採購官期間，並以每件採購案1至2
萬元的價碼、或透過借款名義，向小額採購案
合作商永易公司索賄，在2015年12月至106
年8月間取得27萬5000元。同時，以自行製
作永易等公司估價單的方式，據此虛報、浮報
小額採購工程價金共17萬3400元。

檢方指出，曾男同時以出具 「國防大學總

務處請購簽辦單」 方式，浮報率真校區採購
「捲筒式衛生紙」 需求，再透過球友徐男找來

劉姓零售業者製作假發票，取得6萬7160元的
利益後對分。

另外，曾男從2016年8月起，也與好宅公
司負責人蔡姓前同袍，協議詐取小額採購案件
價金，從2016年10月至今，詐領採購價金共
29萬3000元，曾、男再以每筆小額採購1萬
元的價碼，取得賄款計9萬元。

檢方表示，最誇張的是，去年9月間，曾
男明知永易公司並無施作 「率真校區清潔維護
委商維護案」 中， 「雜草、樹木等清運」 ，以
及 「夾子車進入校區清運工作」 ，竟要求永易
公司偽造國防大學採購案相關履約文件，再由
他冒用國防大學勤務連官兵之名義，在驗收文
件上的 「檢查人」 欄位簽名，企圖藉此領取採
購案勞務價金74萬8000元，但遭國防大學查
知，並以違反政府採購法函送偵辦。

桃園地檢署偵查終結，曾姓少校不法所得
高達80多萬元，相關犯行有辱官箴、敗壞軍紀
，分別依照貪污治罪條例、刑法及商業會計法
將他與5名外包廠商被告人提起公訴，在押被
告曾男也在今天移至地方法院審理。

涉詐領採購金 國防大學少校敗壞軍紀遭起訴

（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一名
25歲林姓員警，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複訊後聲請羈押禁見，台北地
方法院今天晚上開庭後裁定羈押禁見。

此外本案另有一名周姓被告也被檢方聲押禁
見，法院開庭後於今晚11時左右裁定羈押禁見
。

中正二分局今晚召開記者會說明，督察組組
長林信介表示，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在偵辦毒品案

件期間，發現中正二分局林姓員警涉入其中，經
檢方指揮督察室和中正二分局於昨天針對林姓員
警約詢和搜索住處。

林信介說，林姓員警於今天經檢察官複訊後
聲押禁見，警局也召開考績會及重大風紀案件狀
況檢討會，將林姓員警依規定處以停職，直屬主
管調整為非主管職務，其他相關人員也將從嚴追
究、絕不寬貸。

北市警疑涉毒 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中央社）法務部廉政署今天表示， 「踩在
腳底下的幸福是人民最有感的」 ，因此今年發動
路平專案清查，發現公務員涉貪6件，另節省公
帑及增加國庫收入合計新台幣3888萬7100元。

廉政署說，廉政沒處理好，路是舖不平的，
道路舖設不良及回填不實，造成的民怨居高不下
；廉政署從公益、民怨角度切入，針對國營事業
管線機構及各地方政府，自3月至10月間發動
「路平專案」 專案清查。

廉政署新聞稿指出，經清查3318件工程，
歸納出10類共通性工程違失態樣、研提28項策
進建議、發掘公務員涉貪6件、廠商不法19件
、追究公務員行政責任11人，其中涉貪態樣包
括圖利、洩密、驗收不實等。

新聞稿提到，專案清查發現的各類違失情形
，除涉嫌刑事不法移送司法偵辦，並轉請各權管
單位依相關規定予以裁罰扣款及要求廠商改善重
作，節省公帑及增加國庫收入總共3888萬7100
元，確保公共工程品質。

廉政署清查還發現，部分縣市政府向管線機
構收取路修費，管線機構施工完成後僅在路面進

行暫時修復，即交由地方政府進行路面完整修復
，但因暫時修復的路面耐久性低、易生裂縫坑洞
，地方政府若未立刻修復，將導致路面品質不佳
，進而損害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發生國家賠償案
件。

廉政署建議各政府機關參考 「台南市道路挖
掘管理自治條例」 ，要求管線機構負責路面修復
，並訂立裁罰規定、建立巡檢制度，透過積極管
理課予管線機構落實工程監督的責任。

廉政署認為，路平問題主要在於 「施工品質
不佳」 、 「材料管控不良」 、 「孔蓋不平整」 及
「未落實監造」 等因素，確保道路及管線挖掘工
程品質的核心，應是路權管理機關（指縣市政府
）與主辦工程單位（包含管線申挖單位，如國營
事業等）的共同責任。

新聞稿指出，廉政署將秉持行政院中央廉政
會報的裁示，持續與路權管理機關、主辦工程單
位合作，追蹤管控各項策進建議執行情形，並滾
動式檢討修正，共同提升道路及管線挖掘工程的
施工品質，營造安全平坦順暢的道路環境。

廉政署清查路平專案公務員涉貪6案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嘉義市黨部原定今天法拍，由於國民黨已與黨工們針對如何支付薪資
進行協調，經債權人（黨工）具狀聲請暫緩執行，因此暫緩法拍。

國民黨因財產遭黨產會凍結，造成300多名離退黨工僅領到4成退休金，因而向台北地方法
院聲請民事強制執行；嘉義地方法院今年5月21日受台北地院委託，執行查封國民黨嘉義市黨
部，原訂今天進行法拍。

不過，嘉義地方法院傍晚發布訊息指出，由於國民黨與黨工們已針對如何支付薪資進行協調
，經債權人（黨工）具狀聲請，地院今天暫緩執行。

嘉義地院指出，因最高行政法院日前已駁回黨產會抗告，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停止執行裁定已
確定，因此，國民黨嘉義市黨部的執行程序暫緩，將等到12月底債權人與國民黨協調後，才會
決定是否再訂拍賣日期。

黨工薪資協調 國民黨嘉義市黨部暫緩法拍

遭爆視察帶妻玩樂遭爆視察帶妻玩樂楊家駿說明澄清楊家駿說明澄清
有媒體報導移民署長楊家駿以公務視察之名帶太太到處吃喝玩樂有媒體報導移民署長楊家駿以公務視察之名帶太太到處吃喝玩樂；；內政部表示內政部表示，，本案已本案已

造成社會觀感不佳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影響政府機關形象影響政府機關形象，，將先行調整楊家駿職務將先行調整楊家駿職務。。楊家駿楊家駿（（前前））1212日上午在日上午在
移民署舉行記者會說明移民署舉行記者會說明。。

接下當選證書接下當選證書侯友宜侯友宜：：實踐承諾不負所託實踐承諾不負所託
新北市長當選人侯友宜新北市長當選人侯友宜（（右右））1212日表示日表示，，接下當選證書的重擔接下當選證書的重擔，，代表代表400400萬市民的託付萬市民的託付，，

會把這個無限的責任放在心裡會把這個無限的責任放在心裡，，實踐承諾不負所託實踐承諾不負所託，，以惜福的心扛起責任以惜福的心扛起責任。。

台中立委補選登記台中立委補選登記 邱于珊無黨籍參選邱于珊無黨籍參選
台中市第台中市第55選區立法委員補選選區立法委員補選1212日開始登記日開始登記，，在這次台中市北屯區以親民黨籍參選市議員在這次台中市北屯區以親民黨籍參選市議員

選舉失利的邱于珊選舉失利的邱于珊，，改以無黨籍登記參選立委改以無黨籍登記參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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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为期4天的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日前在上海落幕，“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城

市群”概念，将江南文化的讨论推向新高度。以江南文化为文化根脉的上海，也正向更加开放

包容、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迈进。江南文化有着怎样的深刻内涵？如何向世界展现

“江南文化”这块金字招牌？专家学者和实践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江南文化是纽带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强调，文化是提升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用好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充分激发上海
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成更加开放包
容、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努力使

“上海文化”品牌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
在出席长三角文化产业博览会论坛的专家

看来，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成长基因，
以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为共同纽带，长三角
区域结成紧密的共同体，既有历史文化的渊源
也有现实经济的基础，更有市民心理的引力。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
史机遇期，江南文化在新时代要焕发出新活
力。

“光是‘江南文化’这四个字，就已经让
人感到非常鼓舞了”，著名作家王蒙认为，对
许多文化人而言，江南文化不仅仅是文化产业
的品牌，更是民族不可或缺的一段重要历史。
王蒙说，江南近现代在产业、服务业、商业方
面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处处走在前面、
奔向全面小康的发展，说明江南文化又是一个
象征劳动效率、科学技术和匠人精神的概念。
从名人、景点、碑亭、书籍、寺庙、道观，到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日常民俗，长三角有太
多太多的文化载体，但在王蒙看来，文化更重
要的表现在于人。“我相信，我们不但会有各
种物质的产业的成品，而且完全可以做到使长
三角地区这些城市，成为文明的典范、文化的
典范、世道人心的典范和贯彻体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的典范。”王蒙如是说。

江南文化是高地

提到江南文化，就不得不说自成一派的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是根，上海文化是叶，只
有江南文化根深，才让上海的文化品牌枝繁叶
茂。”上海社联主席、研究员王战认为，江南

文化堪称继先秦文化、中原文化之后中国文化
的第三座高地。其独有的移民文化与融合的宗
教文化支撑商业活动，提升了古代长三角地区
商人的地位，改变了人们重农轻商的价值观，
并进一步影响了海派文化的崛起。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化
可谓光彩夺目。江南文化，如何做到从中华文
化的百花园脱颖而出？现今对打造上海文化品
牌，又有什么意义？

学者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纵观历史，两
晋南北朝政治中心转移，吴越文化与南迁而来
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脱胎换骨，逐渐形成生
命力强劲的江南文化。北宋末年，中原王朝遭
遇靖康之耻，重演退守一幕，江南却因祸得
福，随经济中心南移完成走向全面腾飞。至南
宋，民间已盛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
语。到明清，江南更是成为财赋之地、人文渊
薮。近现代，西风浸染，作为桥头堡的上海，
在江南文化基础上又熔铸出海派文化。而作为
母体的江南文化，也因不断变革和创新，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活力。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燕爽在
论坛上表示，长三角三省一市地缘相近，人缘
相亲，文化一脉，创造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江
南文化，这一文化处处体现着诚信、开放、包
容的区域精神体质。

江南文化走出去

不仅要研究、挖掘好江南文化，同时也要
向世界推广优秀的江南文化，让更多人通过长
三角地区独有的文化形式和技艺，知江南、爱
江南、忆江南，这是更多实践者的追求。今年
9 月，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牵头，联合上海市
文联、东方网等单位共同创意发起的“艺江南
——中华文化走出去”项目在上海松江广富林
朵云书院正式启动。

“艺江南”以创新方式、创新手段，生机
勃勃地传播江南文化，让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
文化在交流中互动互鉴、交相辉映。在启动仪
式上，主办方为来自上海驻沪领馆的领事和外

企高管们准备了一场独具韵味的江南文化午
茶，外宾们观昆曲、听古琴、品香茗、体验非
遗木刻水印技艺，都对江南文化表现出了浓厚
兴趣。埃及驻沪总领事哈立德·优素福在接受
采访时说，这场活动真的让他沉浸在江南文化
之中。中国和埃及都拥有灿烂的传统文化，通
过参加“艺江南”活动，让他对江南文化产生
了深深的喜爱，希望今后能将这么好的文化项
目带到埃及。

走出去，收获连连。9 月 22 日，“艺江南·
江南百工”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巡展在新加坡
中国文化中心和郑和·朵云轩 （马六甲） 惊艳
亮相，集中展示了花丝镶嵌、木版水印等长三

角地区数十种非遗作品和技艺。数位海派非遗
手工艺大师现场进行展示展演，向当地民众介
绍和推广中国非遗文化，现场互动很是热闹。
10 月 12 日，“艺江南·金山农民画京都展”走
进日本京都，展出 75 幅金山农民画，题材覆盖
上海金山乡土人情、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东
京艺术大学副校长保科丰巳面对一幅幅农民画
杰作，连说“太令人感动了”。

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源，上海则是江
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未来，发源于上海的

“艺江南”还将不断扩大朋友圈，搭建更多平
台，推动长三角地区更多优秀文化资源走出
去。

挖内涵 走出去

上海擦亮“江南文化”金字招牌
海外网 刘 强

“艺江南——中华文化走出去”启动仪式上，中外嘉宾沉浸在清雅别致的江南文化意蕴中。
海闻摄

岁末年尾，回望来时路。国际
风云激荡，世界充满焦虑。逆流
中，中国声音响彻全球，中国方案
绽放光彩。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面
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
时代课题，中国展现大国担当。这
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4次出访，参加
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以及G20峰会等多场国际会议。习近平主席用
充满感情的话语和充满理性的分析，为世界增添
了确定性，提供了方向感。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
流，习近平主席再三表明，中国是多边主义的
维护者和捍卫者。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当今世界经济风起云涌、风
险挑战凸显的形势下，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一起
谋划发展合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在 G20 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
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习近平主
席在 G20 峰会上为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提出
三个导向：开放导向、包容导向和规则导向。

面对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在
G20 峰会上就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四个坚持：第
一，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第二，
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第三，坚持
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第四，坚持普惠
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勇于担当，寻找
出路。“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一种伟大的尝试。今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习近平主席
今年四次踏出国门，每到一地，都在积极扩大

“一带一路”朋友圈，寻找“一带一路”倡议和
各国发展战略之间的契合点，并亲自发声排除外
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杂音。在今年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
演讲时还郑重表示，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

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没有
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不会关起门
来搞小圈子，不是有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
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
大道。无论是在非洲、欧洲还是拉美，“一带一路”
无疑都是高频词汇。

“一带一路”在世界越来越受欢迎。塞内加
尔成为西非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
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首个同
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菲
律宾与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菲律
宾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葡也签署
了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
今年的诸多场合发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音。
正是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大
国情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认可并接受中国主张。

在机场热情迎接习近平
主席的毛里求斯总理夫妇、身着传统服饰热情舞
蹈的巴新民众、西班牙国王夫妇的家宴、阿根廷
的“解放者圣马丁大项链级勋章”、为习近平主席
专机护航的战机、为习近平主席车队护卫的礼宾
马队……点点滴滴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的魅力。这，就是中国
方案的魅力。这，就是中国的魅力。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中国，在国际风云激荡中领航
■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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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1212 月月
1313 日至日至 1212 月月 1616
日日
休士頓台灣松年休士頓台灣松年
學院舉行學院舉行
秋季學期結業典秋季學期結業典

禮及學習成果展禮及學習成果展
林雲傑博士航太專家作演講林雲傑博士航太專家作演講
主題主題 「「民航導航系統民航導航系統」」
1212--1313--20182018(Thur)(Thur)上午上午1010時時
97209720 Town Park Dr.,#Town Park Dr.,#104104,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聖誕聯歡餐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聖誕聯歡餐會
1212--1313--20182018（（Thur)Thur)下午下午 66時時 3030
分分

姚餐廳姚餐廳
97559755 Westheimer Rd. Houston,Westheimer Rd. Houston,
TX.TX.7704277042

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授證典禮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授證典禮
暨年終志工感恩餐會暨年終志工感恩餐會
1212--1414--20182018（（Fri)Fri)下午下午66時時3030分分
姚餐廳姚餐廳
97559755 Westheimer Rd.,Houston,Westheimer Rd.,Houston,
TX.TX.7704277042

中山學會舉行羅智強休士頓演講中山學會舉行羅智強休士頓演講
「「兩岸崩兩岸崩，，民主危民主危，，20202020撥亂反撥亂反
正關鍵之戰正關鍵之戰」」
1212--1515--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1111時時
China BearChina Bear

1275512755 SW Fwy,Stafford,TX.SW Fwy,Stafford,TX.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長期護理的市場現狀與需求長期護理的市場現狀與需求，，和和
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陳祖貴主講陳祖貴主講
1212--1515--20182018（（Sat)Sat)中午中午 1212 時時 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22時時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6901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Corporate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20182018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開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開
幕式幕式
1212--1515--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
94409440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208208,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1010、、1111、、1212月月
慶生會慶生會
1212--1616--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11時時3030分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Westoffice Dr.,Houston,
TX.TX.7704277042

美南世新校友會美南世新校友會、、休士頓台大校休士頓台大校
友會友會、、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
舉行舉行 「「常見眼睛的疾病與正確保常見眼睛的疾病與正確保
健健」」 講座講座
林柏成醫師主講林柏成醫師主講
1212--1616--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 22 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Westoffice Dr.,Houston,
TX.TX.7704277042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二十一屆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二十一屆舞
展展
「「絲路綺夢絲路綺夢」」 暨暨 J&H-Star WayJ&H-Star Way
兩校合作首次滙報演出兩校合作首次滙報演出
1212--1616--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 22 時時 3030
分及下午分及下午77時時
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
1050510505 Cash Road,TX.Cash Road,TX.7747777477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年會分會年會
暨會員聖誕聯誼晚會暨會員聖誕聯誼晚會

1212--1616--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55時時3030分分
Crowne Plaza HotelCrowne Plaza Hotel
90909090 Southwest Freeway,HousSouthwest Freeway,Hous--
ton,TX,ton,TX,7707477074

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分會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分會
舉行舉行20182018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
前馬英九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前馬英九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
先生先生
美中美中、、美南巡迴演講美南巡迴演講
「「中華民國的未來發展趨勢中華民國的未來發展趨勢」」
1212--1616--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77時時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29302930 West Sam Houston PkwyWest Sam Houston Pkwy
South,Houston,TX.South,Houston,TX.770427704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二零一八美國華
人石油協會第四次午餐與學習活動，於12
月 8日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30分，在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的
恆豐銀行大樓12樓會議室溫馨舉行。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首先致歡迎詞
，接著楊梅理事介紹主講人牟敦堅先生。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楊梅理事談到，此
次午餐會，我們特別邀請Formosa公司總
監牟敦堅先生為我們講解他對全球以及台
灣油氣勘探的見解。講演人牟敦堅先生從
事油氣探勘多年，他畢業於台灣大學和愛
荷華大學地質糸。畢業後加入美國西方石
油公司（Occidental),在 1990年代曾任該
公司全球探勘總地質師，之後，他在丹麥
的馬士基石油公司（Maersk Oil)負責全球
探勘新項目的拓展。2016年他在台灣創立
了福爾摩沙能源（Formosa Energy),致力
於島內油氣的探勘與開發。牟敦堅先生於
12月8日的CAPA聚會上和大家分享一些
他全球工作的經驗，以及對未來傳統油氣
探勘如何能夠取得成功的看法。

Formosa公司總監牟敦堅先生說，隨
時間和科技的進展，探勘開始尋找許多盆
地裡地下的各種複雜儲油氣構造。他以圖
表說明，油氣探勘在一個盆地或區域內的
典型演化過程（A Creaming Process)。
地質觀念，科技與工藝的突破和客觀環境
的改善讓許多含油氣盆地得到回春的機會
。探採科技不斷的演進在油氣探勘歷史中
扮演關鍵的角色。北海，一個成熟盆地內
近年來創造出來的驚喜。公司的成功探勘
策略：公司最有效的探勘策略應是先初步
廣泛激盪各種創新構思，再接著以客觀審
慎的技術評估及風險管理，篩選出最有潛
力、成功率最大、及投資報酬率又最高的
目標，來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堅持這種
做法，三至五年內保證可見成效。最後在
此要提醒大家：. We have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We have
always developed ideas and technolo-
gies to overcome。 .Look outside the
box and develop new ideas。 .Look be-
yond the boundaries( or don't let some-
one else set the boundaries)。 .There
are always more prospects to devel-
op-keep on open mind.牟敦堅強調，創
新構思是全球油氣探勘未來之成功關鍵。

Formosa公司總監牟敦堅先生在會上
也主講 「臺南糖恩山石油及天然氣礦區，
竹頭崎老油田之再開發與探勘前景」 。福
爾摩沙能源股份有限公司。Formosa En-
ergy公司開創及發展歷史： .中華民國之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於西元2003年12月
31日修正礦業法之後開放民營。 .公司發
起人為牟敦堅（前美國Occidental Petro-
leum全球探勘總地質師與丹麥全球探勘新
項目總監）。.公司聚集了有關石油探採及
熟諳政府法規程序之各界專業人才，並籌
足前期探勘資本，組成了一個經驗豐富，
又有國內外成功紀錄的經營團隊，開始評
估台灣陸上有前景礦區。 .公司理念目標
為充分開發國內本土油氣資源，降低對進
口能源依賴，進而長久延續台灣油氣上游
探勘生產事業，創造石油業界工作機會，
並增進地方繁榮。 .西元2016年4月21日
，經濟部經審查後核發本公司申請之台南
糖恩山石油及天然氣礦區探礦權執照。 .
西元2017年公司正式提出申請鑽探糖恩
山一號井所需之礦業。

福爾摩沙能源公司為什麼要選擇在台
灣探勘油氣？牟敦堅先生說明：1.台灣是
一個能源匱乏的國家，每天需要進口近百
萬桶的石油和大量的液化天然氣。 2.台灣
過去也曾經生產過不少的天然氣和凝析油
，表示盆地具有生油氣的潛力。 3.近年發
展出來的許多現代探勘觀念與技術，在台
灣尚未被充分運用。 4.台灣需要一些中小

型的私營公司，來從事一些較小規模的探
勘工作。 5.在全球各國都在四處爭取潔淨
能源的今天，開發台灣的本土油氣資源益
形重要。探勘台灣陸上油氣的有利條件：
擁有已證實的豐沛石油系統。壟斷超過70
年的油氣事業留下不少優質的探採目標。
探勘新觀念與鑽採新技術並未在台灣被充
分利用。台灣極度缺乏本土能源是自產油
氣市場的保證。有完整的交通網和油氣、
電力管線。 能供應高品質的人力服務和專
業人才。政府積極鼓勵工商業投資。

牟敦堅主講人提到，糖恩山礦區探礦
權申請地理位置：礦區範圍覆蓋糖恩山山
脊西側之台南市玉井區及東側之南化區，
北端在楠西區龜丹附近。糖恩山礦區之地
質構造：.礦區位於台灣西南部麓山地帶，
涵蓋了地表的竹頭崎背斜的南部構造。 .
構造西側以北北東走向的竹頭崎逆斷層為
界，北邊以近東西走向的龜丹溪橫移斷層
為界，形成了一個大體上北高南低的斷層
封閉。地面出露由上中新世上部至上新世
之地層。 .竹頭崎逆斷層西邊為玉井向斜
。 .向東傾斜的竹頭崎背斜東翼，以及向
西傾斜的玉井向斜東翼所形成的 「三角地
帶」 ，可能存在竹頭崎斷層下盤深部複式
儲油構造，可做進一步探勘。糖恩山礦區
內有常見的地表油氣苗：.油氣苗四竄於此
地應已超過百萬年以上，證明了台灣南部
竹頭崎構造周邊的石油系統非常活躍，並
且也早已讓油氣成為自然環境的一部分；
當地居民表示構造東側鹽水坑溪之水基本
上已不適合飲用。 .本區已有21個鑽孔資
料，可大幅降低地質、環境及工程風險。
竹頭崎（糖恩山）礦場之歷史：.1941年
日據時代即開始生產油氣。 .光復後1945
至1966年共鑽井20餘囗。 .油氣開採總
量達6，195公秉（相當於39，000桶）
的輕油，以及52，946，189立方公尺的
天然氣。 .採收率據本公司估計，過去所

產油氣之總量，不足地下地質總儲量
百分之一。

牟敦堅主講人說明，糖恩山礦區
石油探採的新契機：新的石油系統模
型：深埋在台灣南部屏東平原之下含
高有機碳（Toc)的三民頁岩，成熟後
生成大量油氣，在地表薄皮構造下向
北運移到橫切竹頭崎構造南端的龜丹
溪斷裂帶時，被封阻而形成了竹頭崎
南部構造的油氣儲集。.新的逆衝褶
皺帶構造解釋：近年來對於褶皺逆衝
帶構造複雜形貌的認識，有了大幅度
的進步。新的構造解釋模型，主要是
以中新統下部的厚層頁岩做為區域性
的斷層滑動面，依據平衡剖面的基本
觀念，推論出竹頭崎背斜與玉井向斜之間
的三角地帶深部，很有可能形成複疊構造
。此類構造是未來探勘工作的重要方向。
.新的儲油岩特性認知：近三四十年來，對
儲油岩不同沉積相特性的了解有著巨大的
進展。竹頭崎油田的主要產層長枝坑砂岩
以及其上覆的糖恩山砂岩，在橫向都存在
有顯著的層厚和沉積相的變化，早年快速
的產量衰竭，也明確指出這些砂岩的缺乏
連通性。台灣南部嘉南地區，從漸新世晚
期南中國海拉張到中新世末台灣與菲律賓
海洋板塊開始發生碰撞，一直處在一個由
西北淺海陸相同進入東南深水海盆Pas-
sive Margin的過渡帶上，其後中央山脈的
快速抬升，也形成了山前急遽下降的斜坡
和峽谷盆地。中新世晚期到上新世晚期，
在糖恩山周圍地區的沉積物，由西北至東
南的方向，應該存在有從淺海陸棚到深海
洋盆的相變。新的水平鑽井技術：現代水
平鑽井技術，始於1980年代，公元2000
年以後水平鑽井工藝日趨成熟，到今日已
為油氣業界例行之鑽探模式（yet to ap-
ply in Taiwan)。水平鑽井應能改善竹頭崎
油田低滲透性儲油層低產能、低採收率的

問題。西方業界應用此技術，已可將這類
低滲透率儲層的採收率提高至30%以上。

牟敦堅主講人提到，糖恩山礦區油氣
探勘對台灣的重要性：三.長程，對社會國
家的重要性：.降低台灣對國外能源進口依
賴及供需失調時之衝擊。 .間接協助國營
中國石油公司的未來轉型。 .穩定國內天
然氣供應以及天然氣發電、供電的需求。
.提供台灣朝向綠能發展的安全過渡環境
。 .加強石油上游產業實力，可為台灣將
來成功投資國際能源事業預做準備。油氣
探勘與鑽井生產作業對環境之影響極微，
可以達到幾近於零排放零污染的高標準，
尤其是天然氣，因為其主要成份甲烷的低
碳含量，及幾乎完全不含其他空氣污染雜
質的特性，它的探勘生產可視為一種綠色
礦業行為，在節能減碳推展綠能的路程裡
，辦演一個過渡時期，提供能源穩定供應
者的角色。 台灣具有兩個活躍的石油系統
，以往的探勘工作又相對不足。許多新的
探勘思維，如果能夠有系統的去驗證落實
，仍舊可期待去發現蘊藏量超越北台灣的
可觀油氣資源。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四次午餐與學習活動
福爾摩沙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總監牟敦堅主講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左一左一））
於於1212月月88日頒發感謝獎牌給主講人日頒發感謝獎牌給主講人ForFor--
mosamosa公司總監牟敦堅先生公司總監牟敦堅先生（（左二左二），），主主
持人楊梅理事持人楊梅理事（（右一右一））見證見證。（。（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1213THU_A1_Print.pdf (p.1)
	1213THU_A2_Print.pdf (p.2)
	1213THU_A3_Print.pdf (p.3)
	1213THU_A4_Print.pdf (p.4)
	1213THU_A5_Print.pdf (p.5)
	1213THU_A6_Print.pdf (p.6)
	1213THU_A7_Print.pdf (p.7)
	1213THU_A8_Print.pdf (p.8)
	1213THU_A9_Print.pdf (p.9)
	1213THU_A10_Print.pdf (p.10)
	1213THU_A11_Print.pdf (p.11)
	1213THU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