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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公祭地震遇難者
學童捐千元獎學金助災民

*+

香港文匯報
訊 綜合聯合新
聞網、新華
社、中央社報
道，花蓮大地

震，釀成 17 人死亡、285 人受傷，花
蓮縣府昨日中午在市立殯儀館舉行聯
合追思公祭。天空下起雨，彷彿也為
不幸的罹難者哭泣，會場佈置近四千
朵大白菊，以「翅膀」為意象，象徵
追思緬懷與祝福之意，伴隨着小提琴
聲，場面十分哀戚。花蓮縣長傅崐萁
說，聯合追思公祭今天正式完成，希
望逝者能得到安息，家屬能夠停止悲
傷，平靜地過新生活。國台辦當天也
對台灣有關方面的救援，以及對受傷
大陸遊客和遇難者家屬給予關照和協
助表示感謝，並希望遇難遊客的善後
事宜得到妥善處理。

台灣民眾紛紛捐
出善款，希望能協
助災民早日重建家
園。而台北市有 2 名小學生也捐出獎
學金，邀請全台學生一起幫助花蓮渡
過難關。
花蓮縣府收到一封署名給「傅縣長
伯伯」的信，內有一封手寫信和一張
千元大鈔（新台幣，下同），信紙上
稚嫩的字體有點歪斜，呼籲全省同學
能夠「10 塊、100 塊」捐給花蓮縣政
府，字裡行間可見小朋友對花蓮災民
最誠摯的愛心。
據報道，他們是台北市的兩名小學
四年級學童，有感於災民的苦痛，把
平時努力讀書得到的 1,000 元獎學金
捐獻給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員工
收到這封信之後直呼「揪感心！」不
停誇讚這 2 位學童「真的很懂事」，
也透過幕僚替仍在進行災後勘查的花
蓮縣長傅崐萁轉述，「他們對花蓮的
愛，縣長伯伯收到了」，讓花蓮重建
團隊更有力量。
■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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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6 日深夜發生 6.5 級地震造成傷亡，昨日舉行震災聯合公祭。圖為罹難者家屬在儀式最後上前靠近親人遺照，
雙手合十致哀。
中央社

蓮 6 日深夜發生 6.5 級地震，至今已有 17
花人遇難，其中包括
9 名大陸遊客。花蓮

縣政府昨日在市立殯儀館舉辦震災罹難者聯合
公祭，包括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秘書長吳釗
燮、行政主管部門秘書長卓榮泰、大陸事務委
員會主委張小月、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田弘
茂，皆到場表示哀悼。

北京三代五口無一生還
10 日尋獲北京的一家三代五口楊捷、丁守
慧夫妻及兒子楊浩然遺體，暫厝於花蓮市立殯
儀館，另外還有 2 名被壓在瓦礫堆下的祖父母
丁文昌、何鳳華。
傅崐萁表示，除了向家屬表示無限的哀悼，
也希望他們能夠平復心情繼續生活，畢竟這樣
的天災是過去沒見過的，希望逝者能得到安
息，家屬能夠停止悲傷。他並提到，這次地震
給了大家很多省思，如何應對這越來越嚴重的
天然災害，希望當局能夠培養、訓練所有的地
方政府，應對這樣的天然災害，盼能有一套完
整的政策，讓所有鄉親有所依循。

大陸已捐逾9千萬新台幣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昨日表示，花蓮強震以
來，大陸有關方面和社會各界高度關切。國台
辦、海協會、中國紅十字總會、中國地震協會
等有關方面和北京市、福建省、廣東省、廣西
壯族自治區等地方第一時間以不同方式向災區
同胞表達慰問，對兩岸遇難同胞表示哀悼。國
台辦與台灣有關方面及花蓮縣保持密切聯繫溝
通，及時了解救災進展情況，協調有關方面做
好隨時赴台救援和提供救助設備的準備。大陸
有關方面、地方和台資企業踴躍捐款捐物，支
持災區同胞早日渡過難關、重建家園，據不完
全統計，已捐助合計 2,087.5 萬元人民幣（約
合9,274.4萬元新台幣）。

續協助家屬赴台善後
安峰山介紹，此次震災中共有 9 名大陸遊客
不幸遇難、6 名大陸遊客受傷。國台辦、海協
會高度重視，會同公安部、國家旅遊局和有關
省市迅速啟動應急機制，迅速核實遇難和受傷
人員信息，緊急開通「綠色通道」，為傷亡者
家屬及證件遺失人員加急辦理入出境證件，全
力協助遇難遊客家屬赴台處理善後。海峽兩岸
旅遊交流協會和北京市台辦還派出工作組陪同
家屬赴台，協助處理善後事宜。
安峰山最後表示，台灣有關方面、花蓮縣政
府和救援人員全力開展搜救，對受傷大陸遊客和
遇難者家屬給予關照和協助，我們對此表示感
謝，並希望遇難遊客的善後事宜得到妥善處理。

■台灣地區救難總隊昨日派代表出席花蓮地震罹難者聯合公
祭，向罹難者鞠躬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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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業者捧着罹難者遺照進入靈堂。

中央社

■台北市某小學四年級的 2 位學童，有感於災民
的苦痛，把 1,000 元新台幣獎學金捐給花蓮縣政
府。
網上圖片

台擬推旅宿耐震分級標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中通社報道，
花蓮強震造成統帥大飯店傾倒，台灣觀光主管
部門負責人表示，將找專家討論，擬在旅宿網
推出耐震標章，提供旅宿建築物資訊，重拾民
眾信心。
花蓮地震震垮統帥大飯店，引起社會大眾對
台灣旅宿安全的重視，觀光主管部門旅宿組組
長陳瓊華昨日受訪時表示，目前台灣並沒有耐
震標章呈現耐震度，這次兩間飯店受災應視為
個案，觀光部門也計劃找主管部門「營建署」
及專業技師，針對全台旅宿的耐震度進行通盤
體檢。 至於如何提供資訊，她說耐震標章只是
一個可能的方向，細節仍要和「營建署」及專
家討論。

將啟動高樓耐震快篩
此外，台灣相關事務主管部門政務次長花敬

群昨日表示，將針對 1999 年「9．21」大地震
前所興建的供公眾使用、非單一所有權人的高
樓層建築物快篩，主動通知進行耐震評估，若
結果確認有安全疑慮，將要求耐震改善。
花敬群表示，這次花蓮地震後，相信各界已
有強烈共識。主管部門將強制「9．21」地震前
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物納入健檢範圍，由地方政
府主動調閱建照圖進行快篩，快篩後具有潛在
高危險疑慮建築物，主動通知進行耐震評估；
未依規定辦理耐震評估者，依法處 6 萬元以上
30萬元（新台幣）以下罰鍰。
目前初估「9．21」地震以前興建的12樓以上
建築物，全台灣有7,850棟；9樓以上建築物有1
萬 2,656 棟，這些都是要全面進行快篩的標的
物。評估結果確認具有安全疑慮者，要求進行耐
震改善，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於一定期間內提出
重建計劃、都市更新計劃或全面性補強計劃。

■花蓮強震造成統帥大飯店傾倒，台灣觀光主管部門負責人表示，擬在旅宿
網推出耐震標章，重拾民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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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餘震 台胞赴震中捐幹細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花蓮大
地震期間，一名高雄上班族無懼震災，依
約如期到花蓮慈濟醫院捐贈幹細胞，順利
讓護士將幹細胞帶回大陸完成移植，他還
祝福受贈者快快好起來，要一直保持正面
心情。
大陸一名罹患再生不良性貧血患者上個

月在花蓮的幹細胞庫配對成功，這在非親
緣人群中只有十萬之一的幾率。然而，就
在約定 2 月 7 日採集幹細胞的前一天，花
蓮卻發生強震。

「一點也不後悔」
地震發生時捐贈者睡在醫院裡面，被餘

慶富涉詐貸 董事長遭求刑 30 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台防務
部門承造獵雷艦的慶富公司涉嫌詐貸，案件
昨日宣告偵查終結，高雄地檢署依詐欺、背
信、偽造文書和違反《銀行法》等罪嫌對公
司董事長陳慶男求刑 30 年，併科罰金 10 億
（新台幣，下同）。

受害總額達131億元新台幣
高雄地檢署去年 8 月間，接獲檢舉慶富涉
嫌於標得獵雷艦採購案後，為有助向銀行辦
理貸款，涉嫌以虛偽文件充作購料證明，假
■檢方依多項罪嫌起訴慶富董事長陳慶男（右 增資向銀行辦理貸款，檢方搜索慶富總部旗
二）、副董事長陳偉志（左）父子。 中央社 下多處公司，傳喚陳慶男、陳偉志及相關業

務承辦人員等。
高雄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葛光輝表示，
台防務部門籌辦獵雷艦採購案已逾 10 年，歷
經萬難由慶富得標，但相關被告因公司資本
額過低、無力負擔巨額履約保證金及預付款
還款保證金，且其他投資事業欠缺資金等龐
大資金缺口，共謀以虛偽不實採購合約向多
家銀行詐得過渡性融資總額，受害總金額高
達131億元。
檢 方 對 陳 慶 男 求 刑 30 年 ， 併 科 罰 金 10
億；副董事長陳偉志則被求刑 25 年，併科罰
金 6 億。另外，前執行長簡良鑑求刑 20 年，
併科罰金3億。

震驚擾了睡眠，讓他有些緊張。但是，即
使碰上花蓮發生大地震，卻一點也不後悔
來這一趟，能幫助人就值得了。花蓮慈濟
醫院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說，非常
佩服這位捐贈者，能勇敢堅持下去，也感
謝他的無私付出，希望捐贈者的愛心，成
為幫助受贈者恢復健康的力量。

家人表示支持
捐贈者的家人剛開始有點疑慮，詳細了
解後尊重他的決定。之前，隨着身體檢查
及捐贈日的到來，他特別注意自己的生活
作息，希望能對受贈者有幫助，展現了無
私助人的愛心。

《台北米芝蓮指南》3 月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米芝
蓮公司昨日宣佈，將於 3 月 14 日召開
媒體發佈會，推出《台北米芝蓮指
南》，台灣將成為全球第 30 個發行
《米芝蓮指南》的地區。
《 米 芝 蓮 指 南 （Le Guide Michelin）》是由知名輪胎廠商米芝蓮所
出版的美食旅遊指南，分為紅色及綠
色封面。紅色指南介紹酒店及餐廳資
料，被譽為「美食界聖經」；綠色指
南則是提供旅遊資訊。
米芝蓮公司曾在 2011 年出版過台灣
綠色米芝蓮指南，出版後，台灣紅色
米芝蓮指南何時推出受到關注。米芝

蓮官方在去年 11 月召開記者會，米芝
蓮區域總裁方諾德（Bruno de Feraudy）會中曾預告，將於 2018 年第一季
出版《台北米芝蓮指南》。方諾德也
在記者會上表示，即便是路邊小吃，
只要符合米芝蓮標準，也有機會入
選。
歷經約 3 個月時間，《台北米芝蓮指
南》發佈時間終於確定，米芝蓮當天
宣 佈 ， 將 於 3 月 14 日 召 開 媒 體 發 佈
會，米芝蓮及台灣旅遊觀光部門代表
連袂出席，公佈《台北米芝蓮指南》
相關資訊，屆時就能一探上榜店家名
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