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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團隊一致支持設馬哈利卡基金
本報訊：由財政部長陸諾領導的小馬科

斯總統經濟團隊昨天表示支持擬議的馬哈利

卡財富基金，同時敦促立法者通過該法案。

陸諾在電視簡報中表示，菲國旨在建

立一個效仿印尼和新加坡成功的主權財富基

金。

陸諾說：「我們，小馬科斯政府的經

濟團隊，大力支持創建馬哈利卡財富基金，

作為推進繁榮議程和實現政府經濟目標的工

具。」

陸諾、預算部長邦彥達曼、國家經濟

發展局長描利薩坎和菲央行行長迷達拉簽署

的聲明表示，馬哈利卡財富基金將幫助菲律

濱增加對基礎設施項目和農村發展（如農業

等）的投資和資助。

他們表示，馬哈利卡財富基金還將帶來

「代際利益」。

例如增加下一代獲得投資收入的機會，

以及減輕財政壓力。

陸諾說：「鑑於所有這些，我們敦促立

即頒布創建馬哈利卡投資金的法案。讓我們

不要延誤經濟發展。讓我們不要剝奪我們人

民實現繁榮的機會。」

他還表示，他們「有信心」該基金未來

的管理人員將有效利用和管理可投資的公共

資金。

他說：「他們將能夠確保高回報的替

代投資平台的可用性，為基金獲得最佳的絕

對回報，在需要時找到額外的資金流動性來

源，並在使用可投資基金方面進行額外的制

衡，從而實現更好的風險管理。」

在公眾強烈反對後，該法案的起草者在

較早前修改了提案，將公務員保險署和社會

保險署排除在資金來源之外。

在沒有公務員保險署和社會保險署作為

資金來源的情況下，陸諾表示資本將來自菲

土地銀行和菲律濱開發銀行，它們「資產價

值數兆披索」。

菲土地銀行和菲律濱開發銀行最初將各

提供500億披索的種子基金。 與此同時，菲

央行在法律頒布後的頭兩年，「應匯出其宣

布的全部股息」。

在隨後的幾年中，中央銀行應將其股息

的50%匯入該基金。

圖為以色列Elbits Systems公司的Sabrah輕型戰車。

數民間團體紀念日本侵菲81週年
本報訊：12月7日上午，菲律濱退伍軍

人子女聯合會代表、眾議員羅曼·羅武洛，

菲律濱退伍軍人銀行第一副總裁邁克·維惹

里雅，聲援「慰安婦」組織「自由老嫗」

（Malaya Lolas）和「獻花給老嫗」（Flowers 

for Lolas）律師丹尼斯·戈禮楚，戰時遺產協會

幹事迭戈·亞米蘭地和戈仁·加道那在甘武寧麵

包咖啡館舉辦的「麵包論壇」上共同呼籲在

青年學生中推廣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學

習，牢記二戰歷史，維護亞洲和平。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入侵菲律濱，麥克阿瑟將軍領導的駐菲美軍

敗退，隨後日本軍事佔領菲律濱並實行殘酷

統治，三年導致一百多萬菲人死亡。演講者

呼籲教育工作者、媒體人記住菲律濱退伍軍

人和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主義

以及受害者的故事，例如默默無聞的「慰

安婦」，日本至今拒絕承認和賠償「慰安

婦」。他們說，弘揚歷史對亞洲國家建設、

維護和平非常重要。

眾議員羅武洛是眾議院第5719號法案的

主要推動者，該法案旨在整合對第二次世界

大戰歷史的全面研究，特別是菲律濱士兵表

現出來的英雄主義。在聽到二戰期間遭受奴

役的「慰安婦」的困境後，他支持所有這些

故事都應該被妥善記錄和保存。羅武洛現在

是國會基礎教育委員會主席，他的叔叔、已

故外交官和作家加洛斯·羅武洛在1941年12月8

日日本入侵菲律濱時是菲軍少校。邁克·維惹

里雅說，退伍軍人團體和菲律濱退伍軍人銀

行將在2023年3月組織「勇敢騎行」，以紀念

史詩般的「描沓安死亡行軍」81週年。他呼

籲公眾支持這個項目，以保持第二次世界大

戰歷史的活力。1942年初，菲律濱和美軍士

兵被日本侵略者強迫從描沓安步行到丹轆省

的加巴斯，導致一萬多名美軍和菲軍士兵死

亡。

支援「慰安婦」受害者的丹尼斯·戈禮

楚律師，敦促政府幫助「慰安婦」受害者實

現她們長期以來的三項要求：第一，日本政

府正式為「慰安婦」的戰爭罪行道歉，日本

士兵傷害了菲律濱婦女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

婦女；第二，對「慰安婦」受害者的賠償；

第三，在日本和菲律濱教科書中保留「慰安

婦」悲劇的歷史

許多非政府組織，如Lila Filipina，Malaya 

Lolas，Flowers for Lolas等，以及已故選美皇

后妮莉亞·仙楚等活動家，多年來一直在為

「慰安婦」受害者尋求正義。戈禮楚說，由

於她們的痛苦和恥辱，菲律濱各地眾多的

「慰安婦」受害者從未說出她們的故事，那

些選擇說出她們故事的人永遠不應該被遺

忘。

戈禮楚向已故的瑪麗亞·羅莎·盧娜·亨順

致敬，綽號「羅莎老嫗」（Lola Rosa），是

1992年第一位公開講述她的故事的菲律濱

「慰安婦」受害者。

以色列公開輕型戰車實體
菲裝甲師即將有真正戰車

本報訊：以色列Elbits Systems公司日前

在羅馬尼亞防長訪問位於海法的總部期間，

首度公開已獲菲律濱採用的Sabrah輕型戰車實

體；隨著今年包括155公厘52倍徑「鐵刀」輪

型自走砲、120公厘M125A2自走迫砲車，以

及裝甲架橋車等新購裝備皆已陸續到貨，預

計Sabrah輕型戰車也將很快成軍服役。

Army Recognition網站報導，推特帳號

「Ronkainen」公布Elbits Systems公司首度

公開Sabrah輕型戰車的消息；並指出安裝的

實際砲塔和今年6月在法國舉行歐洲防務展

（Eurosatory）期間，所展出的模型不同。由

於前述多種武器裝備皆由Elbits Systems公司得

標，因此可謂是菲律濱自2018年由總統杜特

蒂簽署的Horizon 2現代化計劃中，地面裝備

部分的最大贏家。

據先前的報導，菲律濱陸軍的「潘巴

托」（Pambato）裝甲師，已在今年4月底舉

行該師第1戰車營重啟儀式，為接裝新車做好

準備。該國在Sabrah服役前，戰車數量為零。

僅有M113改裝的76公厘L23A1主砲火力支援

車，以及使用比利時90公厘低膛壓砲的輪型

火力支援車。

車 重 約 3 0 噸 的 S a b r a h 輕 型 戰 車 是 以

GDELS公司的ASCOD履帶式甲車底盤為基

礎，另行安裝1座採用105公厘主砲的雙人砲

塔而成；該車具備Torch-XTM 戰鬥管理系

統，防護性能達北約標準（STANAG 4569）4

級，並能另外整合主動防禦系統。

菲軍的Horizon 2的現代化計劃，共採購

18輛履帶式Sabrah輕型戰車，10輛相採用同砲

塔但改用Pandur II輪甲車底盤的輪型戰車，

以及指揮車和裝甲救濟車各1輛。根據先前報

導，這批Pandur II輪甲車底盤是由奧地利原廠

提供設計，但由捷克的Excalibur Army公司負

責承造。

敦洛沒收逾百萬元過期凍肉
本報訊：菲海岸警衛隊在昨天表示，

當局已在馬尼拉市敦洛區沒收了據稱是進口

的過期冷凍肉，估計市場價值為1,005,100披

索。國家政府呼籲在聖誕佳節期間，對問題

題肉類保持警惕。

菲海岸警衛隊表示，當局在週三突擊檢

查了位於仙佩德羅街的一個冷藏設施，並中

發現了1450公斤無骨牛小腿（巴西牛肉）和

3110公斤冷凍豬鼻肉（德國豬肉）。這些肉

都被儲存在總共369個容器中。

由於非洲豬瘟的威脅，禁止從德國進

口豬肉，這一發現引起了商人和消費者的警

覺。該行動由菲海岸警衛隊特遣隊、農業部

廣域檢查局、國家肉類檢驗局和國都區警署

的區域特別行動組聯合執行。此前，政府收

到有關在線銷售過期冷凍肉的消息。

據菲海岸警衛隊說，上述行動是為了確

保遵守第9296號共和國法或菲律濱肉類檢驗

法的規定。

該法於2003年頒布，旨在加強國家的肉

類檢驗系統，確保在市場上銷售的供人類食

用的肉類和肉類產品是安全和質量優良的。

政府告誡公眾不要購買和食用過期的

肉類，因為這可能會導致食物中毒和其他疾

病。沒收的過期肉類被運往武六干省仙沓馬

利亞以作適當處置。

慶祝聖母瑪利亞無原罪節

小馬鼓勵無私奉獻不求回報
本報訊：在菲國正在慶祝聖母瑪利亞無

原罪節之際，小馬科斯總統鼓勵菲律濱天主

教徒無私奉獻，不求任何回報。

小馬科斯在一份聲明中說：「在逆境和

順境的時期，我們謙卑地祈求天意，尤其是

當我們克服我們的局限、弱點和缺陷時。」

小馬科斯補充說：「願我們也能像聖

母瑪利亞一樣，努力放棄我們的個人主義傾

向，渴望慷慨地奉獻自己，而不求任何回

報。」總統還敦促菲律濱信徒在實現國家願

望的過程中相互信任上帝和彼此。

他說：「當我們讓共同的經歷塑造我

們的歷史，引導我們實現國家的抱負時，讓

我們對萬能的上帝充滿信心，彼此信任。在

這些事情的交集中，我們一定會學會堅持下

去，獲得更大的勇氣。」

他希望在全國慶祝聖母無原罪節之際，

菲律濱人可以提醒自己，重新審視自己存在

的理由，並「本著無條件服從和恆久的愛的

精神」尋找使命感。

小馬科斯說：「我相信，無論未來的日

子多麼不確定，我們很快就會明白上帝的旨

意，以及我們憑著信仰走過的旅程之背後的

目的。」

日本兩架戰機二戰以來首次抵菲
中國專家憂為南海添不穩定因素

本報訊：日本航空自衛隊 6日派遣兩架

F-15戰鬥機抵達了菲律濱北部馬巴拉卡特市

的克拉克空軍基地，菲律濱空軍則出動4架

FA-50戰機迎接。這是二戰之後，日本首次向

東盟國家派遣戰機，目的是「友好交流」。

中國軍事專家不滿地認為，日本的行為與

企圖或將為南海增添更多不安全和不穩定因

素。

據《共同社》報導，菲律濱在二戰中被

日本佔領，期間約有110萬平民喪生。舊日

本軍隊的特攻機曾從馬巴拉卡特市的機場起

飛，菲國反日情緒一度高漲。馬巴拉卡特市

市長加爾博6日向共同社強調，不應忘記戰爭

中的犧牲，但也應該向前邁進，「現在是和

平年代，日本是夥伴」。

中國《環球時報》報導，軍事專家宋忠

平7日表示，日本正計劃逐步淘汰F-15戰機，

在美國的默許下，日本考慮把F-15戰機送給

菲律濱。

因此先派2架飛機過去，讓菲律濱空軍來

熟悉戰機性能，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軍事專家魏東旭則說，日本的企圖會對

南海增添更多不安全和不穩定因素。在這其

中，美國發揮了很大影響力，美國希望把亞

太地區盟友整合到一起舉行聯合軍事行動，

同時希望日本能在南海周邊找到落腳點，使

得日本航空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能夠進行整

合和補給，得以更好地輔助美軍開展各種軍

事行動。

《日本國憲法》限制日本發展國防軍

備。宋忠平認為，一直以來日本認為自己是

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正常

國家意味著它勢必要尋求突破各種各樣的藩

籬，這就會出現更多的首次，日本要用小

步快跑的方式來突破和平憲法對自身種種限

制。

掃毒探員知法犯法落網

沓義市暫停與菲緝毒署合作
本報訊：在本週初進行的打擊毒品

行動致使執法人員被捕後，沓義市已暫停

支持和協調菲緝毒署。

地 方 政 府 單 位 昨 天 在 聲 明 中 稱 ：

「在刑事調查結果出來之前，沓義市暫停

對 菲緝毒署的支持和協調。市政府堅持

認為，相關人員應承擔責任。」

它還要求歸還其在2018年移交給菲

緝毒署南區辦事處的建築物，以便將其重

新用於值得公眾使用之處。

國都區警署表示，在一名臥底警員

於12月6日冒充買家後，菲緝毒署南區負

責人盧塞羅、菲緝毒署探員阿拉巴斯特羅

和拉古諾以及司機瓦洛在他們的總部被

捕。查獲的物品是三個裝有白色結晶物質

的小袋，危險藥物委員會估計價值為68萬

披索；一袋疑似沙霧的物質，危險藥物委

員會估計價值為850萬披索；和一些電子

秤。

菲 緝 毒 署 發 誓 要 進 行 內 部 調 查 ，

「以查明案件的真相」。它還表示正在加

強反情報工作以檢查其團隊。

沓義市地方政府表示，它認為這起

事件是「對最高秩序的背叛」。

市政府表示：「緝毒人員利用市政

府提供的設施犯罪，參與毒品活動令人反

感且不可原諒。」

它指出，只有在菲緝毒署南區辦事

處「認真努力清理其害群之馬後，才會恢

復協調。」它補充說：「沓義市非常認真

地打法毒品。它要求菲緝毒署做出同樣水

平的承諾。」

菲緝毒署3官員被捕
警調查毒品再售行為

本報訊：在沓義市拘捕了3名菲緝毒署

人員後，菲國警將徹查菲緝毒署的一些成員

參與循環利用遭當局沒收的毒品的行為。

菲國警發言人法哈多表示，他們目前正

在與拉索所領導的菲緝毒署領導層協調，以

擴大調查範圍，將其他人納入調查範圍。

法哈多說：「我們將調查除盧塞羅之

外，還有其他人參與毒品循回使用的可能

性。 請記住，被捕的不僅是盧塞羅，還包括

另外兩名探員和司機。」

她補充說：「這就是他們非法活動的大

膽程度。你能想像嗎，毒品就在他們的辦公

室裡出售。」

拉索根據經確認的關於菲緝毒署南區辦

事處涉嫌出售毒品的情報，向警方發出了行

動信號，要求警方於12月6日到沓義市的菲緝

毒署採取行動。

除了負責南區辦事處的盧塞羅之外，菲

緝毒署探員阿拉巴斯特羅和拉古諾以及司機

馬洛也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