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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5年級閱讀數學 東南亞第二差
本報訊：由於菲律濱及其貧窮鄰國的大

多數五年級學生在小學教育結束時不具備最

低限度的閱讀和數學技能，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強調了「利用潛力」幼兒教育的必要性。

2016年，聯合國通過可持續發展目標呼

籲為所有兒童，包括菲律濱約3000萬學生提

供優質基礎教育，引導學生獲得相關學習成

果，並使他們具備所需技能，特別是語言和

數學技能。

但根據2019年東南亞小學學習指標的結

果，菲律濱只有10%的學生達到了可持續發

展目標4.1.1教育水平所規定的小學教育結束

時的最低閱讀標準，17%的學生達到了最低

數學標準。

菲律濱五年級學生的閱讀平均分為288

分，落後於越南（336分）、馬來西亞（319

分）、緬甸（292分）和柬埔寨（290分）。

菲律濱僅領先於老撾，老撾學生的平均分為

275分。

288意味著菲律濱五年級學生可以流利地

閱讀一系列日常文本並理解其含義，但只有

10%的學生達到了最低熟練水平，即理解具

有熟悉結構的文本並管理競爭信息的能力。

菲律濱五年級學生的數學平均分也是288

分，這表明他們一般可以應用數字性質和測

量單位，但只有17%的學生有能力進行數學

運算，包括分數，以及解釋表格和圖表。

菲律濱和緬甸的學生平均得分也為288

分，落後於越南（341分）、馬來西亞（315

分）和柬埔寨（289分），領先於老撾（五年

級學生平均得分279分）。

在寫作方面，菲律濱五年級學生的平均

分也達到了288分，落後於越南（327分）、

馬來西亞（318分）和緬甸（298分），領先

於柬埔寨和老撾（285分和283分）。

這表明，菲律濱學生的寫作能力非常有

限，他們的想法支離破碎，詞彙量不足，因

為大約46%的學生在寫作方面達到了最低水

平，他們在寫作中表達想法的能力有限，可

以用非常有限的內容寫出幾句話。

圖為義工昨日在巴石市社區學習中心內教學生算術。該學習中心是時任副總統麗妮·羅
貝禮道設立的，用來幫助學生提高教育水平。該中心擁有免費上網設備和教師。

美防長奧斯汀擬訪菲
本報訊：菲駐美國大使羅麻地斯昨

天透露，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一直計劃訪

問菲律濱。

羅麻地斯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奧

斯汀希望會見在本月初剛被任命領導菲律

濱國防部的牙未斯部長。

羅麻地斯告訴ANC：「奧斯汀部長

一直計劃來菲律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得知他想來菲律濱已經一個多月了，所

以，我們有一位新的國防部長，他期待著

會面。」

他補充說：「主要目的實際上是能

夠再次與我們的國防機構互動，尤其是與

我們的新國防部長互動。」

此前有消息稱，馬尼拉和華盛頓就

在西菲律賓海進行聯合巡邏進行了認真討

論。羅麻地斯澄清說，聯合巡邏不僅限於

美國，還可能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其他盟

友一起進行。

他說：「首先，我們有來訪部隊協

議，我們有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我們有互

防條約，所以，這只是我們與美國的防務

關係或防務聯盟的許多方面的一部分。」

他補充說：「聯合巡邏並不真正意

味著它針對任何一個國家。它基本上意

味著我們真的能夠像來訪部隊協議一樣具

有互操作性......如果在任何情況下發生衝

突，我們將始終能夠做好準備......」

羅麻地斯進一步強調，小馬科斯總

統的主要目標是確保資源豐富地區的和平

與安全。

他說：「小馬科斯總統在西菲律濱

海的主要目標確實是尋求和平與安全，而

且重要的是，他想確保我們的漁民能夠繼

續在這些水域捕魚，因為他們幾個世紀以

來一直都在那裡捕魚。」

衛生部要求小馬
授權購二價疫苗

本報訊：衛生部已要求小馬科斯總

統特別授權採購二價疫苗。

在週三晚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

時，衛生部負責人維吉爾表示，該機構正

在與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莫德維進行談判，

以採購新疫苗。

二價新冠疫苗是針對奧密克戎變種

和原始病毒的改良疫苗。

她說：「我們正在請求總統辦公室

的特別授權，以便我們可以進行採購，我

們只是在等待他們的回應。」

衛生部負責人說，雖然使用現有劑

量的疫苗接種計劃將持續一年，但該機構

不能在沒有特別授權的情況下採購額外的

疫苗。

在採訪中，維吉爾透露，其他國家

已經提出捐贈二價疫苗。

衛生部還在與聯合國支持的國際疫

苗共享計劃 COVAX進行談判，以獲得更

多針對奧密克戎的疫苗。

維吉爾說：「在二價疫苗到達並且

我們確定數量之前，我們無法肯定誰會接

種這款疫苗。」

衛生部的目標是在2023年第一季度之

前提供二價疫苗。

自菲律濱於2021年3月啟動接種計劃

以來，菲國超過7380萬或94.52%的合資格

人口已全面接種新冠疫苗。

在這個數字中，超過2120萬人接種

了一劑加強針，380萬人接種了兩劑加強

針。

已註冊芯卡若丟失
應立即向當局報告
本報訊：根據第 11934 號共和國法

令，也稱為手機芯卡實名註冊法，菲國所

有新的和現有的手機芯卡都必須在 2023

年4月26日之前註冊。隨著該法律已經生

效，如果已註冊的手機芯卡被盜或丟失，

該怎麼辦？

丟失手機芯卡的情況並不少見。 隨

著圍繞此事的法律越來越嚴格，如果發現

自己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據國家

電信署說，答案很簡單：如果手機芯卡被

盜或丟失，用戶有義務立即向當局報告。

國家電信署表示：「最終用戶有義

務立即向其各自的公共電信實體報告丟失

或被盜的手機芯卡。」國家電信署強烈提

醒公眾，法律禁止銷售被盜的手機芯卡。

它重申：「應處以六個月至兩年不

等的監禁，或處以不少於10萬披索，但不

超過30萬披索的罰款，或兩者並罰。」

小馬促海警保衛國家邊界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提醒菲海岸警衛

隊時刻準備好並注意保衛國家邊界。

他在總統府舉行的菲海岸警衛隊人員宣

誓就職時發出了這一呼籲，他告訴他們，他

們是前線人員，應該準備好應對來自菲國海

岸線的任何威脅。

總統通訊辦事處引述小馬科斯的話稱：

「因此，我們必須保護自己，我們必須做好

準備，明白我們所做的工作，並努力確保我

們沒有任何不幸事件，我們沒有任何錯誤，

任何誤解可導致問題升級到超出我們的控制

範圍。」

他補充說：「我相信我們所有的軍官

都知道這項任務，我們所有的軍官都知道如

何完成這項任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繼續盡

我們所能支持你們，讓我們的公民感到安

全。」

小馬科斯指出，許多曾經屬於海軍的職

責已經轉移到菲海岸警衛隊，其主要職責是

搜救和邊界巡邏。

他補充：「原因很簡單。 我們這樣做是

為了避免通過向該地區派遣菲律師軍隊的部

隊和資產來加劇緊張局勢。因為我們說這些

不是軍艦，它們是海岸警衛隊。」

他說：「但隨著過去幾年中許多事件的

開始顯現，我們可以說，這項任務變得更加

緊張。 現在你們不僅要保衛海岸線，還要保

衛我們的國民。」

由於菲海岸警衛隊的使命，小馬科斯

說，他的政府繼續升級該機構的能力、設施

和設備。

他說：「這對菲律濱公民的安全至關重

要。 它對保衛國家至關重要。這對保衛我們

的領土至關重要。」

亞洲開發銀行
批准5億美元貸款

 以促進菲律賓勞動力市場復甦
本報訊：亞洲開發銀行（ADB）週四表

示，它已批准5億美元的政策性貸款，以幫助

菲律賓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影

響。

該貸款根據新冠肺炎後商業和就業恢復

計劃提交，旨在為政府提供援助，以放寬商

業和投資環境，促進就業。

它還旨在支持擴大勞動力市場計劃的舉

措，以解決技能不匹配問題，並促進培訓，

以重新培訓工人，使他們能夠滿足當前就業

市場的需求。

亞行高級公共管理經濟學家薩米爾·哈

提瓦達（Sameer Khatiwada）在一份聲明中表

示：「隨著經濟慢慢走向可持續增長道路，

確保私營企業獲得政策支持，使其更容易開

展業務和創造就業機會，這一點很重要。」

他補充道：「這項計劃有望幫助創造就

業機會，讓企業重新投入行動，並為流離失

所的工人、青年和婦女重返勞動力市場鋪平

道路，通過培訓提高他們的技能，並將他們

與高質量的工作聯繫起來。」

根據菲律賓統計管理局的數據，去年11

月，失業的菲律賓人降至218萬，低於上月的

224萬。

這意味著失業率為4.2%，為2005年4月以

來的最低水平，表明我國已恢復到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然而，亞洲開發銀行指出，勞動力市場

復甦「仍然不平衡」，因為私營企業的工資

就業仍然低於疫情前水平，而非正規就業仍

然較高。

惠譽評級：
提高信用卡利率上限
有助於提升銀行盈利能力

本報訊：全球信用觀察機構惠譽評級週

四表示，菲律賓央行調整信用卡交易利率上

限的決定將提高國內銀行的盈利能力。

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在評論中表

示，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將信用卡持卡

人未付餘額的利率上限從每月2%提高至3%的

決定「將提振銀行的淨利差。」

這位信貸觀察人士表示：「我們估計，

新宣佈的利率上限可能為銀行業增加300億至

400億美元的利息收入。」

它補充道：「如果銀行放鬆標準或更積

極地擴大信用卡投資組合，信貸成本的上升

可能會部分抵消這一收益，但我們預計，如

果經濟沒有新的衝擊，這表明該行業的盈利

能力可能會略微超過我們的基本情況，任何

增長都不會是實質性的。」

央行於2020年11月實施了信用卡交易月

利率2%的上限，以減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借

款人的債務負擔。

2022年國內經濟增長7.6%
本報訊：2022年最後一季度，菲律賓經

濟增長了7.2%，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7.6%，

主要原因是經濟活動增加，主要是在通脹率

上升的情況下，需求被抑制。

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署長阿森尼

奧·巴裡薩坎表示，在本地區公佈第四季度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主要新興經濟

體中，菲律賓增長最快，其次是越南，增長

5.9%，中國增長2.9%。

他在週四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我們

改進了新冠肺炎風險管理措施，放寬了流動

限制，創造了一個積極的經濟前景，推動了

經濟活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儘管外

部阻力重重。」

巴裡薩坎表示，政府正在實施的進一步

提振經濟復甦的措施正在發揮作用。

他說：「我們2022年強勁的經濟增長

表現證明，我們經過校準的政策和戰略幫助

我們走上了復甦之路，並走上了實現我們在

2028年前建設一個包容、繁榮和有韌性的社

會的道路。」巴裡薩坎表示，由於經濟在第

四季度全面恢復，被壓抑的需求推動了增

長，家庭消費約占國內產出的四分之三，投

資約佔五分之一。

他表示：「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改善、旅

遊業、報復和度假支出的增加以及面對面課

程的恢復，支持了本季度的增長，進一步反

映了消費者和投資者對經濟的信心的強勁反

彈。」

巴裡薩坎表示，如果不是通脹率上升，

「增長率可能會再高出1至2個百分點。」去

年12月，通脹率升至2008年11月以來的最高

水平，當時已加速至8.1%。

他補充道：「這表明總體需求對通脹的

敏感性。」

就經濟活動量而言，巴裡薩坎表示，除

旅遊業等其他行業外，許多行業的國內增長

已經恢復。

他說：「但就人均收入而言……我們還

沒有完全恢復。」

巴裡薩坎表示，政府堅決確保菲律賓人

能夠獲得高質量的工作，以減少他們在國外

工作的需求。

他說：「整個群島的包容性增長將是我

們將貧困率從2021人口的18%降低到2028年一

位數水平的工具。」

國家統計師丹尼斯·馬帕（Dennis Mapa）

表示，2022年全年GDP增長7.6%，超過了政

府當年6.5%至7.5%的增長預期，是繼1976年

8.8%之後的最高值。

馬帕表示，第四季度的增長低於上一季

度的7.6%，主要是批發和零售貿易、機動車

和摩托車維修、金融和保險活動以及零售房

地產和住宅所有權推動了國內增長。

他表示，國內需求依然強勁，家庭最終

消費支出（HFCE）季度環比增長2.1%，主要

是餐館和酒店、食品和非酒精飲料以及雜項

商品和服務。家庭最終消費支出的同比增長

率為7%。

馬帕表示，在主要經濟產業中，農業、

林業和漁業萎縮1.7%，原因是甘蔗、大米、

家禽和蛋類產量下降。

與此同時，巴裡薩坎表示，政府正在積

極評估當前形勢，以解決國內通脹率上升的

問題，預計到今年下半年，通脹率將回到政

府2%至4%的目標範圍內。

他說，政府繼續允許進口一些食品以增

加國內供應，並補充說，不這樣做將損害消

費者和國內增長。

然而，巴裡薩坎表示，其目標是通過對

農業部門的投資，最終改善國內生產和糧食

安全。

他說：「因此，政府將專注於通過農業

機械化、研發和加強行業間聯繫來實現農業

和農業綜合企業的現代化，以創造更高價值

的產品並使其多樣化。」

十二月貿易逆差擴大至45.96億美元
本報訊：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週

四公佈的數據顯示，儘管進口收縮速度快於

出口，但2022年12月，菲律賓貿易逆差繼續

擴大。去年12月，貨物貿易差額（BoT-G），

即進出口總值之差為45.96億美元，比11月

的37.09億美元赤字更大，但比2021年同月的

51.16億美元赤字要小。

亞太大學高級經濟學家希德·特羅薩表

示：「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最好是對地緣政

治風險和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的擔憂。」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持續的衝突擾亂了

全球供應鏈，美國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對其

與莫斯科的貿易安排進行了修改。

特羅薩表示：「因此，這些不安情緒已

經影響到了對外貿易，並導致了出口和進口

的難看的放緩。」他補充說，進口和出口的

放緩可能會持續到2023年上半年。

當月進口收入同比下降9.9%，從113.95

億美元降至102.63億美元，也反映出上個月進

口收入從108.09億美元下降。

鋼鐵進口出現下降，下降41.7%；雜項製

成品增長15.3%；運輸設備下降10.9%；電子

產品下降10.8%；工業機械和設備下降8.6%；

電信設備下降1.3%；以及其他食物和活的動

物下降1.0%。

這些抵消了金屬礦石和金屬廢料進口的

增長542.9%；穀物和穀物制劑增長15.9%；礦

物燃料、潤滑油和相關材料增長13.4%。

中國仍是當月最大的進口商品供應國，

占當月進口收入的22.7%，達到23.3億美元。

緊隨其後的是印度尼西亞，為10.7億

美元，占10.4%；日本為8.0985億美元，占

7.9%；美國，6.9975億美元，占6.8%；韓國為

6.9785億美元，占6.8%。

今年迄今為止的年度進口總值為1371.6

億美元，與2021年記錄的1168.8億美元相比，

增長了17.3%。

出口從2021年12月的62.78億美元下降至

56.67億美元，降幅為9.7%，也低於11月的71

億美元增長。10個主要大宗商品類別中有6個

出現年度下降——椰子油下降39.5%；化學物

質下降24.7%；電子產品下降13.9%；其他製

成品下降9.8%；金屬成分下降3.0%；以及電

子設備和零件，下降2.7%。

陰極和陰極材料的出口增長了69.1%；

點火接線組和其他接線組增長24.0%；其他

礦物產品增長13.2%；機械和運輸設備增長

12.4%。

中國也是當月出口額最高的國家，出口

額為9.8084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17.3%；其

次是美國，出口額8.115億美元，占14.3%；日

本7.9358億美元，占14.0%；香港，5.6993億

美元，占10.1%；新加坡為3.4641億美元，占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