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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勿損兩岸和平

■台灣首枚自
製衛星「
製衛星
「福衛
五號」
五號
」 預計 8
月 25 日 於 美
國加州發射。
國加州發射
。
中央社

回應美國允軍艦泊台港口 強調反對美台任何官方往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據外電報道，美國參議院
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28 日審議通過
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其中的一

■美國參議院軍事
委員會通過美國軍
艦在台灣港口定期
停靠。
停靠
。圖為台灣此
前向美國採購的
「派里級
派里級」
」軍艦駛
進左營軍區。
進左營軍區
。
。
資料圖片

項條款允許 美 國 海 軍 軍 艦 例 行
停 靠台灣港口，並允許美軍太平
洋司令部接受台灣提出的靠港要
求。對此，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吳謙昨日說：
「我們一貫堅決反
對美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和軍事聯繫。我們敦促美方恪守在
台灣問題上向中方作出的承諾，停
止美台軍事聯繫，以免給兩國兩軍
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損害。」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獲兩黨支
持，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以 21 票

對 6 票，通過重新建立「美國海軍在高雄
或其他合適的台灣港口定期停靠，並且允
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接受來自台灣的停靠」。台灣當局
防務主管部門昨日表示，凡有利於台灣防
務安全及區域穩定的交流合作，該部門表

示歡迎並樂觀其成。
中央社報道將有關表決形容為「美國聯
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美國對台政策的
一項重大改變」，認為美國此舉可能激怒
中國大陸。報道稱， 如果獲得美國國會通
過，該項新政將撼動在「一個中國」政策之
下，美國對中國大陸近40年的順從。

中方應觀察事件發展
知名國際問題專家、原中國社科院美國
研究所副所長陶文釗向香港文匯報稱，美
國國會每年都會通過一些涉及台灣的決議
或類似的表決甚至立法案，比如之前的所

謂「美國台灣旅行法」等，類似的法案每
年都會有通過的，但最後能否成為法律並
生效，還要取決於美國參眾兩院的通過，
以及通過後總統有沒有簽署。
「而且即使是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並得
到總統的簽署成為法律，最後到底做不
做，做多少，還是要由行政當局來決定
的。」陶文釗說，國會可以通過這樣的決
議，讓美國的軍艦去停靠，但最後到底去
不去停靠，停靠的次數怎麼樣，頻繁不頻
繁等，都還要有行政程序來確定的。
不過，陶文釗亦提醒，相關事件也表明
美國國會當中一些人親台的意向，是對

大減退休金 藍委憂掀教授出走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聯合報》
報道，台灣地區立法機構臨時會持續處理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
案，中國國民黨黨團昨日召開記者會，會
中「藍委」陳宜民、柯志恩、賴士葆、費
鴻泰、江啟臣等人均憂心，教職人員的
「年金改革」方向，未來將造成大學教授

出走，進而嚴重影響台灣學術競爭力。
國民黨團副書記長陳宜民表示，台灣教
授薪資已經不高，助理教授薪資才約6萬元
（新台幣，下同，折合約1.5萬港元），同
時擔任教授者年齡都約 35 歲。反觀香港大
學教授雖無退休金，但薪水卻比台灣高出
數倍，可以儲蓄為退休作準備。台灣的教

授薪水已經偏低，若月退休金預估從最高
約10萬元（折合約2.6萬港元），減半到約
6萬元，恐怕會出現人才問題。

不利學術發展
曾任政大教授的「藍委」賴士葆表示，
沙特阿拉伯、中國大陸、美國等都用 5 倍

「一中」原則的挑釁，值得中國大陸警
惕，並要對此堅決表示反對，密切觀察事
件下一步的發展。
該項對台政策的改變是由多位參議員推
動擬議，白宮看法如何尚不得而知。美國
總統特朗普 2 月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通電話時重申美方對「一中」政策的承
諾。相關法案現在交由美國參議院考慮，
同時，該項新措施也須經聯邦眾議院通
過。根據法案摘要，該項新政策也指示美
國國防部協助台灣發展「包括載具和水雷在
內的水下作戰能力」，並要求加強戰略合作。

法案與特朗普不同調
江蘇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相平在
接受海外網採訪時表示，此法案的提出顯
示出美國參議院內部有人「不識趣」，不
知道整個世界大勢和中美大局，這些小動
作實在沒有必要，也不會達到任何效果。
「他們想把中美關係帶向何方？」劉相
平指出，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出的法
案跟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並不同調，
「美國內部有一些人還抱着遏制、防堵中
國的舊思維，甚至是冷戰思維」，無非就
是想打「台灣牌」。
不過，劉相平也表示，在海峽兩岸形勢
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後，如今「台灣牌」並
不能起什麼作用，特朗普也不會支持。

薪資挖角台灣教授，但因為台灣還有健
保、退休制度保障，所以台籍教授仍願意
留下，但年改制度讓誘因消失，不利於台
灣的學術發展。
曾在私立大學任教的國民黨「立委」
江啟臣說，台灣學術人除了流失到島
外，恐怕還會造成高教私立化，教授為
了薪資往私立學校移動，私校開始以教
學、研究品質來招生，進而提高學費，會
使學生出現階級化，對於家庭背景不優渥
的學生並不公平。

台製衛星「福衛五號
福衛五號」
」
料8月在美發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科技部門轄下太空中心昨日說，台自製的首
顆衛星「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福衛五
號）」，預計將於8月25日凌晨2時50分在美
國搭載SpaceX公司獵鷹九號火箭發射升空。
台科技部門昨日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會議
報告「福衛五號」衛星計劃。太空中心主任
張桂祥在院會後記者會上介紹，「福衛五
號」是一顆高分辨率（台稱解度）光學遙測
衛星，結合島內微像公司及中央大學等產學
研 50 餘團隊，歷經 6 年研發，總經費 56.59
億元（新台幣，約14億港元）。
「福衛五號」重 450 公斤，為八角柱形，
高 2.8 米，搭載有先進電離層探測儀，可用
來建置太空天氣模式、觀測電漿擾動變化，
以及研究電離層在地震前的可能異常現象
等。「福衛五號」將延續「福衛二號」遙測
任務，所拍攝影像可應用於防災勘災、土地
安全、環境監控、學術研究及人道救援協助
等用途。
張桂祥說，「福衛五號」預計於7月19日
啟運前往美國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場，
進行衛星升空前的最後測試驗證及與火箭結
合作業。

洪秀柱今請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
黨主席洪秀柱今日請辭黨主席。她表示，栽
培年輕人非常重要，她自己本來就有中華青
雁基金會，未來會充分利用平台找出優秀青
年從政或跟大陸方面交流。
談到兩岸主張，洪秀柱說，按照台灣「憲
法」，就是「一中憲法」，為因應國家統一
前的需求，也就是未來國家是要統一的，所
以有「國統綱領」，有短、中、長期計劃。

香 港 善 德 基 金 會 主 辦

「認識《基本法
基本法》
》─實踐一國兩制
─實踐一國兩制」
」系列比賽圓滿舉行
為進一步推動香港學校宣傳、學習《基本法》的條文及理念，提高教師、學生、家長對《基本法》的認識了解，日前香港善德基金會主辦
了一系列以「認識《基本法》—實踐一國兩制」為主題的《基本法》知識系列比賽，包括：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全港小學標語創作比
賽、全港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全港家長平面設計比賽共四項賽事。

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結果
冠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亞 英華書院

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入圍名單（72間）

全港小學標語創作比賽入圍名單（124間）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九龍真光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屯門天主教中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佛教大雄中學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蘇浙公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林大輝中學
青年會書院
青松侯寶垣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英華書院
迦密聖道中學
香島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九龍塘官立小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大埔官立小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仁德天主教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天水圍官立小學
天主教伍華小學
天主教佑華小學
天主教柏德學校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天主教聖華學校
台山商會學校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民生書院（小學部）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佛教慈敬學校
佛教榮茵學校
沙頭角中心小學
育賢學校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真光女書院
神召會康樂中學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崇真書院
張振興伉儷書院
陳樹渠紀念中學
勞工子弟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喇沙書院
循道中學
惠僑英文中學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聖士提反堂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母院書院
聖言中學
聖若瑟書院
聖馬可中學
裘錦秋中學（屯門）
裘錦秋中學（葵涌）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廖寶珊紀念書院
漢華中學
福建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德蘭中學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寶血女子中學
觀塘瑪利諾書院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保良局雨川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迦密梁省德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學校（小學部）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香港潮商學校
海怡寶血小學
海壩街官立小學
般咸道官立小學
荃灣商會學校
荃灣潮州公學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馬鞍山靈糧小學
啟基學校
國民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深水埗官立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華德學校
華德學校（上午）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慈航學校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季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全港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入圍名單（179間）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聖公會基樂小學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聖安當小學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滬江小學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閩僑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德萃小學
樂善堂小學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樂善堂劉德學校
樂華天主教小學
潮陽百欣小學
寶血會嘉靈學校
靈光小學

上水惠州幼稚園（分校）
九龍迦南中英文幼稚園
上水堂幼稚園
上水禮賢會幼稚園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分校
大埔商會幼稚園
大埔商會張學明幼稚園（將軍澳）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 分校 )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正校)
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葵涌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幼稚園
中華傳道會基石幼稚園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元岡幼稚園
元朗東莞同鄉會王少強夫人幼稚園
天主教海星幼稚園
天主教聖安德肋幼稚園
天樂幼稚園暨幼兒園
心怡天地幼稚園
心怡天地幼稚園（沙田）
心怡天地幼稚園（麗城）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
世界龍岡學校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
加州天地幼稚園
可立幼稚園（嗇色園主辦）
民生書院幼稚園部
田景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全完堂幼稚園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
好時光幼兒學校（沙田廣場）
好時光幼兒學校（粉嶺中心）
安基司幼稚園（粉嶺）
安基司國際幼兒園(滌濤山)
安基司國際幼稚園
竹園區神召會太和康樂幼兒學校
竹園區神召會梁省德中英文幼稚園
佛教沈東福幼稚園
佛教金麗幼稚園
佛教傅康幼稚園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青怡分校）
官塘浸信會幼稚園

明我幼稚園
明慧國際幼稚園 (北角分校)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東華三院何藍瓊纓幼稚園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兒園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東華三院徐展堂幼稚園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東華三院蕭旺李滿福幼兒園
欣苗幼稚園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長洲聖心幼稚園
青松湖景幼稚園
保良局方王換娣幼稚園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保良局吳多泰幼稚園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保良局張心瑜幼稚園
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
保良局慧妍雅集幼稚園
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
保良局譚歐陽少芳紀念幼稚園
宣道會秀茂坪陳李詠貞幼稚園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思博幼稚園
柏基國際幼稚園(九龍)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龍門居分校）
約克中英文幼稚園
美東村安琪幼稚園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景峰花園分校）
英藝幼稚園
英藝幼稚園（九龍塘）
英藝幼稚園（元朗）
英藝幼稚園（天水圍）
英藝幼稚園（屯門）
英藝幼稚園（沙田）
迦南幼稚園﹝荃灣﹞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順龍仁澤幼稚園
香港五常法幼稚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全港家長平面設計比賽入圍名單（66間）
香港保護兒童會林護幼兒學校
香港保護兒童會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幼兒學校
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西北扶輪社幼稚園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香港培正小學 (幼稚園)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栢基海韻幼稚園
根德園幼稚園 (多實街)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彩蒲幼稚園
粉嶺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
荃灣浸信會幼稚園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
荃灣商會鍾來幼稚園
荃灣聖母幼稚園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啟思幼稚園（深灣軒）
國際英文幼稚園 (雅息士道)
國際英文幼稚園 (羅福道)
基督恩臨幼稚園（麗城）
基督堂幼稚園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灣景）
基督教宣道會太和幼稚園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幼兒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幼稚園
基督教聖約教會司務道幼稚園
基督教樂道幼稚園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幼稚園部)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馬鞍山）
崇基幼稚園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青衣）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園
救世軍田家炳幼稚園
救世軍禾輋幼兒園
救世軍吳國偉紀念幼稚園
救世軍海富幼兒學校
救世軍荃灣幼兒園
救世軍富強幼稚園
救世軍慶恩幼稚園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雅麗斯俊宏軒幼稚園
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幼稚園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新界婦孺福利會上水幼兒學校
新界婦孺福利會元朗兒童樂園
新界婦孺福利會長發邨幼兒學校
新界婦孺福利會粉嶺幼兒學校
新界婦孺福利會博康邨幼兒學校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山景邨幼稚園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聖公會聖基道幼兒園（葵涌）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荃灣）
聖母幼稚園
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
聖嘉勒幼稚園
路德會沙崙堂幼稚園
路德會良景幼兒園
嘉福浸信會幼兒園
綠楊幼稚園
鳳溪幼稚園
德萃幼稚園
德寶中英文幼稚園（黃埔花園）
慧中幼稚園
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樂善堂鄧德濂幼稚園
鄰舍輔導會元朗幼兒園
學之園幼稚園
翰林幼稚園（天水圍）
勵志會陳鄭潔雲幼稚園
禮賢會荔景幼兒園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耀良幼稚園
寶血幼稚園
寶兒中英文幼稚園
耀基創藝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
耀基創藝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上水）
蘇浙小學幼稚園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上水堂幼稚園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分校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 分校 )

香港潮商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海怡寶血小學

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

荃灣商會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朗屏邨真

荃灣商會鍾來幼稚園

光幼稚園

基督恩臨幼稚園（麗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太和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救世軍禾輋幼兒園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救世軍慶恩幼稚園

仁德天主教小學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景嶺書院

元岡幼稚園

雅麗斯俊宏軒幼稚園

天主教海星幼稚園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天主教新民書院

新會商會中學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山景邨幼稚園

世界龍岡學校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民生書院幼稚園部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田景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聖公會靈愛小學

安基司幼稚園（粉嶺）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安基司國際幼兒園(滌濤山)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安基司國際幼稚園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竹園區神召會太和康樂幼兒學校

嘉福浸信會幼兒園

佛教沈東福幼稚園

福建中學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寶兒中英文幼稚園

欣苗幼稚園

耀基創藝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

長洲聖心幼稚園

耀基創藝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上水）

保良局方王換娣幼稚園

靈光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宣道會秀茂坪陳李詠貞幼稚園
英藝幼稚園（屯門）
英藝幼稚園（沙田）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