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彈」狂炸南台灣 嘉義農損最嚴重

重慶發佈58條惠台措施 深化渝台交流合作

台青入穗創業 只需帶好項目
逾600台商參展廣州台博會 台青創業就業展區亮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台青只要帶着技

術、帶着創業項目來廣州，就可以獲得「拎包」入駐，創業一

條龍的各項免費服務。昨日，2018廣州·台灣商品博覽會（以

下簡稱「台博會」）在廣州琶洲展館開幕。此次台博會，超過

600家台商報名參展。以「台灣好青年築夢在廣州」為主題，

集結了15個台青創業項目的台青創業就業展區成為了當日的

展會明星，台青們紛紛在現場分享了他們在廣州創業的經驗故

事。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台博會現場發現，台灣的食品、生物科

技、教育及文化創意等創業項目在廣州孵化快，市場受歡迎程

度高，平均僅一個半月就能在各類專業服務的扶持下成功落

地。廣州已成為台青「登陸」創業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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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增5登革熱病例 疑因菜園活動所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衛

生主管部門「疾管署」昨日公佈，新北
市、台中市新增5名登革熱患者，都有菜
園活動史。該部門呼籲，近日豪雨襲台，
民眾應趕緊清理積水容器，以防登革熱疫
情再擴大。
「疾管署」當日發佈新聞稿稱，新北市
新莊區新增患者兩名，分別是合鳳里60多
歲女性及瓊林里50多歲男性，兩人分別於

8月15日及21日發病。據調查，合鳳里女
性曾有瓊林里菜園活動史，瓊林里男性則
是住在菜園附近，分析兩人都與瓊林里群
聚相關。
此次新莊區的登革熱群聚感染始於7月

初，至今已是第三波疫情。第一波共有3
人感染，第二波共7人，第三波至今有8人
感染。
此外，台中新增3個病例，個案為2女1

男、年齡介於40多歲至60多歲，三人陸續
於8月16日至19日發病後就醫。這三人雖
然都不是大里區居民，但發病前都有在大
里區東升里一處「開心農場」的活動史，
分析屬同一波開心農場群聚感染，至今個
案累計達7人。
據此前通報，2018年截至8月21日，台
灣共計28例登革熱本土病例，分別為新北
市16例（均為新莊區）、台中市6例、台
北市及嘉義縣各2例、桃園市及高雄市各1
例。

台青點讚穗創業環境
陸點零甜點工作室負責人 袁林翰：

用成功經歷指引後來者

■ 創業成功會反哺機會給後來者。來這邊創
業有指引，連申請營業執照都有專人幫
助。其實一開始，我們對創業沒有概念，青年之家會
一步一步來專人指導，給予我們很好的創業基礎。我
們創業有市場了，未來發展好了，也可以在協會的對
接下繼續幫助這一類的台灣創業者來這邊發展。

鮮語智慧（廣州）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總
監、實驗室負責人 沈尹琪：

台灣位置不足欣然赴穗

■ 工作主要負責水培研發，一開始來廣州是
因為待遇問題。在台灣，對於農學相關的專業人士需
求已經飽和，要尋求更深層次的發展，在台灣可能沒
有位置，待遇也會比較普通。大陸的市場，無需贅
言，所以最後有機會被邀請來廣州就欣然前來。

鮮語智慧（廣州）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產品經理
王顯政：

台辦給予資源多幫助多

■ 來這邊工作、創業，最大的感受就是廣州
市台辦給予了非常多的資源幫助。廣東有1.1 億人口
的市場，加上時下推進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對於健
康蔬菜，一直有很強的高端需求，所以對現在參與的
項目很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整理

據穗台灣青年之家（以下簡稱
「台青之家」）副會長尤浩宇

透露，穗「惠台60條政策」頒佈之
後，台灣「個體戶」青年，尤其是
帶着技術、手藝來穗創業的，可謂
是「天時地利人和」。

台青之家幫扶 提供大量資源
據透露，穗「台青之家」在廣州海

珠區開闢孵化基地，為創業初期的台
灣青年提供創業所需的各項專業對接
服務，以期更好的孵化這些創業項
目，助力他們成功地落地發展。尤浩
宇表示，在廣州市台辦的幫助下，一
開始台青之家可以獲得半年的免費場
地，也能一邊接洽本地大量優質企業
資源。雖然，政府免費場地提供周期
有限，但並不妨礙台灣青年的創業發
展。
尤浩宇介紹說，當日展會現場人
氣頗高的陸點零甜點工作室，帶來
的甜點展示，設計創意都是來自台
灣。如今通過台青之家的協助，自6
月份試營業至今，每天下午都能有
四五百份的訂單。
據了解，陸點零甜點工作室的創
業小團體是兩對情侶，成員雖少但
臥虎藏龍。創始團隊之一的成員劉
婷，曾在蔡依林的蛋糕工作室工
作，也獲得過台灣本土及國際上不
少專業甜點比賽的冠軍。該工作室
創始人之一袁林翰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以前到過大陸很多城市遊
玩，在台灣工作了3年之後，他與自

己的女朋友、弟弟以及弟弟的女朋
友萌發了一起創業的心願。當把創
業目光投向廣州後，身在台灣的他
們很快就獲得了廣州台青之家的邀
請和指引。
目前，陸點零甜點工作室在產品

研發和市場拓展上已開始步入軌
道。尤浩宇透露，他們運營得很
好，已具備獨立運營的資質和渠
道。在台青之家的幫助下，工作室
如今亦有機會依託台灣現有在穗發
展較好的甜甜圈品牌連鎖店，一併
銷售甜點開拓線下市場。

繼續吸引人才 免費幫助創業
秉着「母雞孵小雞」的思路，廣
州台青之家在免費扶持首批成功創
業的四到五個台灣美食創業團隊之
後，未來也將吸收更多有志創業的
台青前來廣州，在成熟的市場基礎
上免費幫助更多台灣「個體戶」成
功創業。
近年來，在廣州的台灣青年項目、

創業、就業人數持續上升。據不完全
統計，近3年來，廣州新增台灣青年
創業項目近100個，涉及超算技術、
時尚電商、生物科技、節能環保、動
漫文創及餐飲連鎖等各個領域。新增
台灣青年創業就業人員近2,000人，
就業人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醫療
衛生、金融、服務及高等教育等領
域，總體層次較高。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目前，已有26位台灣專業人士獲
得廣州市「人才綠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台灣設計師高簡生五年前在廣
州創立個人品牌「不覺堂」，專注於
人文茶器的台灣原創品牌。
談及自己的設計優勢，高簡生認

為，不能單純用優勢來說。過去多
年來，一直尋求茶器皿年輕化的設
計，以茶道陳設生活美學，吸引更
多年輕人對中國茶文化的喜愛。高
簡生說，早年他只喜歡喝咖啡，但
後來在工作中接觸到茶文化和陶
瓷，自己逐漸對這方面的設計產生

了興趣。
談及過去五年在廣州的創業，高

簡生透露，市場更多的是合夥人在
負責，自己主要負責設計這一塊。
一提到這位合夥人，高簡生揚起了
嘴角，他笑說，是6年前在寧波一個
展會上的一場巧遇，沒想到逛着逛
着就「掉下」了一個廣州本土合夥
人。高簡生表示，年輕人還是要早
點思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這樣在
一些交流中也許就能碰到志同道合
的人。

逛展會巧遇合夥人 設計師創個人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重慶市政府
台灣事務辦公室前日透露，重慶市政府已正式
發佈實施《關於促進渝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旨在進
一步深化渝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逐步在投資
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重慶企業
同等待遇，逐步為台灣同胞在渝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努力打通惠台政策
「最後一公里」。
經梳理發現，《若干措施》具體包含惠台措

施共58條，內容涉及經濟交流合作、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和台灣同胞在渝學習實習、就業創
業、居住生活等5個方面。
在經濟交流合作方面，支持註冊地在重慶的台

資企業依法到重慶區域性股權市場掛牌。鼓勵台
資企業向重慶轉移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長
江經濟帶發展。加強渝台著作權、專利權等兩岸
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合作，依法
保護台灣同胞及其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
在台灣同胞在渝就業創業方面，鼓勵並協助

台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劃」「萬人計
劃」和重慶市重點人才項目。

在台灣同胞在渝居住生活方面，支持在重慶
長期居住的台灣同胞參與重慶社區建設、社區
服務，列席重慶各級政協會議，受邀擔任警風
監督員，加入重慶市青年企業家協會等社團組
織。在重慶市台辦設立聯繫窗口，為在重慶的
台灣同胞提供緊急救助服務，在定點醫院開設
緊急救助「綠色通道」。
重慶作為大陸西部重要的台資集聚區，目前

已累計批准台資企業1,683家，累計合同台資
280.94億美元，累計實際利用台資60.53億美
元。台灣已成為重慶第五大貿易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由23日
開始到24日，受熱帶低壓「雨彈」接連兩
日狂炸，嘉義、台南、屏東及高雄等南台
灣地區到處大淹水，災情嚴重。其中嘉義
縣農業損失最為嚴重。

農作盡泡水中 農夫徒呼奈何
持續大雨來襲，嘉義縣沿海地區自前日
傍晚開始下起暴雨，直至昨日上午仍未停
歇，包含鹿草鄉、義竹鄉、朴子市及布袋
鎮等地，24小時累積雨量均超過500毫
米，達「超大豪雨」等級。嘉義多個養豬
場、養雞場淹水，據嘉義縣農業處統計，
至少有2畜牧場受災，初估約有2,000隻豬
及16萬隻大雞和小雞淹死，還有葉菜水果
等農產受損情形，損失難以估計。
據報道，嘉義縣政府已請軍方協助農
民，幫忙禽畜養殖場善後，將死豬和死雞
運走；因農民擔心若不盡快清理，怕其他
倖存的禽畜受到感染，損失更慘重。
另外，大豪雨也在高雄市釀成嚴重水

浸，高雄市區自前日晚開始，許多道路出
現淹水，部分地區水深半個輪胎高，不少
網友調侃「市區變好多游泳池」。路軌較
高的輕軌雖可維持營運，但形成水上行車
的特殊場面。
高雄市農業局昨日發佈消息稱，初步估

算此次雨災農損面積達22.3公頃，累計損
失金額約34萬元（新台幣，下同），以木
瓜受損最嚴重，農損災情仍持續查報彙整
中。
緊鄰高雄的台南縣市，經過一夜大雨，

昨日多處傳出積淹水災情。有民眾哀嘆，
水都淹到大腿高了，比「88水災」（2009
年8月8日）時還嚴重。據氣象局雨量觀
測，台南市後壁區從前日下午6時到晚間9
時，3小時累計雨量達166毫米，雨勢驚
人；許多農夫關心農作，看着心血全泡在
水中卻無能為力，徒呼奈何。
交通方面也受大豪雨影響，南台灣公路
嚴重水浸，公路總局昨日傍晚表示，昨
日，共有224條客運路線受影響，其中207
條公路客運路線需停駛。截至當日傍晚5
時，還有11條路段封閉。教育方面，截至
昨日下午2時，共計有157校受災，其中高
雄市最多有51校、台南市40校、雲林縣
26校、嘉義縣26校，合共受災損失金額初
估為新台幣1,806萬元。

高雄「巨資」治水 暴雨戳破牛皮
另據聯合新聞網報道，熱帶性低氣壓造

成南台灣淹水災情慘重，交通也因此幾乎
停擺，不過上個月才有媒體報道，高雄市
水利局12年來投入303億元治水，如今一

場暴雨，戳破水利局牛皮，將高雄打回原
形，成「汪洋一片」。消息傳到批踢踢實
業坊（簡稱PTT）引來批評聲無數。有網
友表示：「舉債花了303億治水，結果50
天內就破功」；亦有網友稱：「（滯洪
池）還少兩座，難怪會淹水！」

■■嘉義降超大豪雨嘉義降超大豪雨，，多個鄉鎮水浸多個鄉鎮水浸。。
圖為嘉義東石鄉猿樹村圖為嘉義東石鄉猿樹村。。 中央社中央社

■廣州大力扶持赴穗創業台青，提供一條龍的各項免費服務。圖為陸點零甜
點工作室創業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2018年天災人禍
其實，在筆者的《2018年大預測》裡早有論述：財源不足，房地產拖累，政府治理

力度大。東方大國有大口舌是非，夏天帶來極大爭鬥，造成更多經濟損失。無禮相
爭，大規模無情爭戰打殺上東方門戶來壓制（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即如此）。全年約有
7至8次7級到8級地震。颶風嚴重，至少有25次大風襲擊。夏天引發死亡人數超過
200（夏天泰國普吉島颶風翻船死亡近200人即如此）。8月和冬天也有大風。火災，
乾旱，酷熱。金融面臨管控調節壓力。制裁加大。原油被爭而稀缺。
再從今日的預測也可看到，財物官司經濟損失厲害，高層權威被兄弟國家推翻。美
國發動的貿易戰以及推翻聯合國協議、氣候協議、伊核協議等等即如此。
2018年8月22日早上6時多庚申月丙戌日辛卯時，奇門遁甲裡，庚加辛戊天沖值符
值使門傷門在坤宮。時辛加壬天芮與歲戊加壬天禽六合死門在坎宮。日丙加丁天柱白
虎驚門在艮宮。測今年事，當尋太歲戊和時辛，現戊與死門在一起，表明一年死人不
少，戊年年命高層人物（如戊寅年生的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易去世。投資虧損現象
嚴重。死門加休門，財物事不吉。戊加死門，作偽財。戊加壬，凡陰陽之事都不利。
幸有天禽星申月旺相利於遠方求財，卯時東方風起，禽鳥西鳴。時辛加壬，凶蛇入
獄，兩男爭女，訴訟不息，先動失理。這與貿易戰相對應。辛加死門，主盜賊，失脫
難獲。天芮不利財物及官責。值符飛臨月庚，高層領導指示被兄弟國推翻，如美國。
庚宮克制太歲戊宮，也為高層及投資被制。庚加戊，百事不可謀為，凶，也主投資資
本折損。庚加辛，遠行車折，驚死。傷門加死門，主官司印信凶，出行大忌，病凶。
傷門加庚，主訟獄被刑杖，凶。
又用六壬法看。午月將加卯時。丙上甲申騰蛇，申上丁亥太陰。戌上己丑太常，丑
上壬辰青龍。三傳甲申騰蛇、丁亥太陰、庚寅白虎。外部流動偏財如貿易引發官司，
或移動車輛發生車禍。內部土地房產食品服裝財源相刑爭。最後形成不利文書政策。
或有大風災地震。時間卦《水澤節》變《兌為澤》。妻財巳火臨朱雀持世。目下火氣
仍旺，表明春夏財源和財之爭激烈。風災火災乾旱酷熱厲害。秋冬可望得到化解。
搖卦得《艮為山》變《巽為風》。官鬼寅木絕破之地臨青龍化進。元神妻財子水臨
玄武化父母巳火絕地。子孫申金化進，父母午火臨勾陳動化妻財亥水。由此看，風
災、地震、酷熱、火災都會帶來損失。財富因文書而遭損失。冬天變好。
從2018年年卦《天風姤》變《天水訟》也知，風災、水災、火災、乾旱、酷熱，
是主要天災。春夏發起的經濟政策官司，是主要人禍。

著名易學專家，曾連續十四年成功預測新年世界大勢，用易理為政要和企業
全息預測決策服務二十七年，著有《財富預見力》、《2013年大預測》、《2014年大預測》、
《2015年大預測》、《2016年大預測》、《2017年大預測》、《2018年大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