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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綜合報導）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高盛
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今天宣布
，將關閉在俄羅斯的業務，成為俄國侵略烏
克蘭後，首家退出俄國的美國大型銀行，讓
同行面臨跟進壓力。

路透社報導，在國際制裁俄國的情況下
，西方金融機構在俄國愈來愈難經營，一些

銀行已在討論是否還要維持業務。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歐洲

銀行對俄羅斯曝險金額最高，但美國銀行曝
險金額也高達147億美元。

高盛在電子郵件聲明中寫道： 「高盛將
遵照監管許可規定，逐步停止在俄羅斯的業
務。」

一名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匿名透露，高
盛會逐步關閉業務，而非立即撤出，若有損
失也 「無足輕重」。

3名知情人士表示，俄國上月入侵烏克
蘭後，高盛在莫斯科大約一半的雇員已經或
即將遷往杜拜。高盛銀行在莫斯科員工人數
約80人

高盛將退出俄國高盛將退出俄國 首度美國大銀行撤離首度美國大銀行撤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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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ven in our oil production
state of Texas, Houston’
s pump price broke $4
dollars and reached its

highest level in history.
This shocking figure
represents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economy.

Yesterda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a
huge budget including a
staggering $13.6 billion
aid package to Ukraine.
President Zelensky
continued to call on
NATO and EU countries
to impose an air
blockade, but the experts
predicted that the Russia
forces will take over the
capital in just a matter of
time. Ukraine needs to
start to prepare for a
government in exile.

More than two million
refugees have fled their
hometowns in Ukraine.
We have seen the largest
wave of refugees since

World War II.

After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e
suspension of oil and gas
purchases from Russia,
major U.S. companies
have also withdrawn their
business, one after the
other.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Russian ruble has put
great pressure on Russia
’s economy.

Because NATO and the U.
S. are unwilling to send in
ground troops to fight,
Ukraine’s military alone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defend the country and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t is very sad that the talk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Turkey
have been concluded and
no specific agreement
was reached.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war in Ukraine is
constantly disrupting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s
economy and politics. We
all hope both leaders from
Russia and Ukraine will
use their shared wisdom
to face and solve all
disputes.

We all need peace to
relieve everyone’s pain
and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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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Prices Break Record AsOil Prices Break Record As
Two Million Refugees FleeTwo Million Refugees Flee

即便是在盛產石油燃油的德州休斯敦，今
早的油價打破了四元美金 ，登上了歷史上最高
紀錄 ，這個令人震驚之數字， 代表了世界局勢
及経濟之繼續惡化。

在華府，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巨大预算，其
中包括給予烏克蘭的一千三百六十億援助， 總
統澤倫斯基繼續呼籲北約及歐盟國家實施空中
封鎖， 但是專家們預測， 俄軍攻入烏克蘭首都
基輔只是时間問題， 並將演變為游撃惡戰 ，烏
克蘭需要開始籌備流亡政府來因應未來之變數

近二百萬難民已逃離家鄉， 我們看到兵荒
馬亂， 奔波流離的孩童老弱婦孺 正在上演自第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

繼拜登總統宣佈停購俄羅斯之石油天然氣
之後， 美國之各大企業也相繼撤除 俄羅斯盧幣

貶值，給予它巨大之壓力 ，普丁在向全國之电
視講話中，要國人共體時艱。

由于美國不願和俄羅斯進行正面武裝衝突
， 北約也不會遣派地面步隊支援 ，單靠烏克蘭
之反抗不足以堅守國土， 而首都之失陷只是时
間問題。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在土耳其之會談已經結束， 並未達成任何具體
協議， 但拉夫羅夫外長表示 ，普丁並不反對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進行會面討論。

目前烏克蘭之戰局， 正不斷牽動世界経済
政治之格局， 物價高漲， 難民逃亡 ，我們希
望政客们要有大的智慧來面對爭端 烏克蘭之情
勢，目前已經十分明顯， 希望俄烏兩國領導人
能立即進行面談 為大家解除痛苦。

油價破紀錄油價破紀錄 兩百萬難民逃離兩百萬難民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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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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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印度5 省的議會選舉今天揭曉，

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獲得壓倒性勝利，
特別是在人口最多的北方省。若以北方省為觀
察指標，BJP有望延續聲勢，在2024年贏得大
選，繼續在中央執政。

印 度 的 果 阿 省 （Goa） 、 曼 尼 普 爾 省
（Manipur）、旁遮普省（Punjab）、北阿坎德
省（Uttarakhand）和北方省（Uttar Pradesh）
，因當屆省議會的會期於今年3月結束，因此
於2月至3月初舉行改選。

選舉委員會今天開票，截至印度時間傍晚
7時，在北方省議會的403個席次當中，BJP囊
括252席，其次為社會主義黨（Samajwadi）的
114席，最大在野黨國大黨（INC）只取得2席
。

在果阿省議會的40個席次當中，BJP贏得
20席、INC以11席居次；旁遮普省議會有117
席次，由小老百姓黨（Aam Aadmi Party，AAP
）拿下92席、INC以18席居次，BJP只有2席
。

北阿坎德省議會有70個席次，由BJP拿下
47 席、INC以 19 席居次；曼尼普爾省議會的
60個席次當中，由BJP以32席居首，國家人民
黨（National People's Party）以8席排名第2。

北方省是印度人口最多的省分，人口超過
1億9981萬，占印度總人口的16.17%，選舉結
果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全國選民的政黨傾向，因

此也被視為2024年大選的重要觀察指標。
一名分析人士向中央社表示，BJP受到青

睞，主要是因為它在 2014 年執政後，推出多
項基礎建設及社會福利方案，且相對於INC的
甘地家族，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出
身草根，善演說、具有群眾魅力，為BJP加分
不少。

挾此次勝選的勢頭，北方省省長阿蒂提亞
納特（Yogi Adityanath）有可能回鍋擔任省長
；他現已被視為莫迪的熱門接班人。

另一方面，分析人士認為，INC因曾經長
期執政而失去改革動力，逐漸被選民拋棄；此
次選舉失利，恐連在野龍頭的地位都將丟失，
甚至陷入存亡關頭。

分析人士說，就這次的選舉結果而言，
BJP在旁遮普省掙扎，顯示宗教與種姓制度仍
是影響印度選舉的重要因素。

旁遮普省民眾多信奉錫克教，被認為 「印
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BJP一直不受選民
青睞，加上莫迪政府前年通過農業3法，引發
旁遮普農民長達1年的示威，使得這樣的情況
雪上加霜。

而AAP在旁遮普省異軍突起，使它成為首
個能在印度兩個行政轄區執政的地方政黨，分
別是旁遮普省和德里首都轄區。分析人士認為
，這個以 「第3選擇」姿態出現的新興政黨，
具有在5到10年間挑戰BJP的潛力。

席捲印度5省議會選舉
執政黨BJP大選聲勢高

瑞典宣布增加軍事預算 冷戰以來最大成長幅度
(本報訊）瑞典總理安德森今早在針對軍

事戰略問題的記者會上宣布，瑞典將提高軍事
預算，新的軍事預算將佔瑞典國內生產毛額的
2%，並增加國防兵力，以對抗現今面對的安
全威脅。

瑞典總理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
表示，為了維護瑞典安全、支持烏克蘭、增加
瑞典的防衛能力，政府將增加軍事預算。

瑞典預計將從軍備預算從去年的660億增
加到 1080 億，佔瑞典國內生產毛額（GDP）
的2%。瑞典上次這樣大幅的增加軍事預算是
在1950年代期間。

這並非瑞典近年第一次計畫增加軍事預算
，在2020年，政府就有計畫在2025年達到整
體軍事預算比起2014年的預算多85%的目標。
然而有鑑於現今局勢危及，政府決定採取更加

激烈的手段。
為了維持瑞典國內穩定、爭取國會多數，

安德森表示，政府將會透過穩健、長期、可行
的手段達成增加軍事預算的目標，因此並沒有
為何時達標設下期限。

安德森說，瑞典將加強軍事防衛以及平民
防衛力量。

軍人數量預計將從6萬增至10萬，也許將
需要更多年輕人入伍服役，投入國土防衛，但
實際的數量將取決於平民防衛的狀況。

瑞典在野黨對安德森的決定多表同意。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

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
PRI）的研究，瑞典自1997年後，軍事預算就
一直下降，從國內生產毛額的2%降到2011年
的1.1%，到去年才微升到1.2%。

在國際社會強烈要求調查俄羅斯潛在戰爭
罪行呼聲之際,俄軍又露出猙獰面目, 襲擊了烏
克蘭一家婦幼醫院，造成無辜平民死傷慘劇
， 世界各國譴責俄羅斯之聲不絕於耳, 然而俄
羅斯強暴烏克蘭的行為似乎非到完全佔有而不
停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進入第三週了, 兩
國談談打打, 打打談談, 由於烏克蘭堅不接受
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併吞, 也不承認盧甘
斯克和頓涅茨在該國境內獨立, 所以為了維護
國土完整誓死捍衛到底, 只是殘酷的戰爭最終
不得不迫使烏克蘭向俄羅斯豎白旗。

現在的問題是，一旦戰火結束，我們將生
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未來我們將如何定義
一個國家的實力？是通過軍事力量與和無視法
治，還是通過外交和民主的途徑？

這一次俄烏戰爭的焦點是克里米亞,事實
上, 無論從歷史上、法理上或感情上來看, 克
島並沒有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歸屬,在當前民
族主義被戰火激發下，要接受克里米亞被俄羅
斯奪走並承認頓巴斯地區的獨立，不但烏克蘭
不同意, 而且歐美國家更不願看到克里米亞在
俄羅斯掌控下增大其在黑海的實力。在歷史上

,俄羅斯和西方的衝突，幾乎都與爭奪黑海控
制權有關,因此克里米亞歸屬問題，也牽扯到
國際上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 所以俄烏戰爭已
非國家主權概念之爭, 而是一場關乎世界和平
的地緣政治之爭。

歷史上的俄羅斯並不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
族, 俄羅斯人的歷史慣性是去征服別人的國家,
1990 年蘇聯崩潰之後，俄羅斯除了擁有核武
可以震懾世界之外,已不再是超強大國, 在民族
國家形成後，威權主義趨向式微,國際間的結
盟合作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基
本上已逐漸脫離人類最原始弱肉強食之叢林法
則, 國際社會重視的應該是來自于對民主與人
權法治的承諾，以及對和平決策的集體追求
， 那是一種世界一家的概念。

普京一心想讓俄羅斯再次偉大, 但在他領
導下的俄羅斯與其他國家關係並不十分緊密,
除提供能源與武器外，各種重要合作交流並不
多, 現又靠著拳頭去進犯烏克蘭, 縱使佔有了,
也絕非可以永久擁有，只會讓俄羅斯帶來孤立
無援的窘境罷了。

【李著華觀點 :佔有絕非擁有
歷史在看俄羅斯強暴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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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子能機構警告：
烏核電站周邊交火或導致“嚴重後果”

綜合報導 烏克蘭核設施附近發生的小規模衝突，周三在聯合國環

境大會上引發激烈討論，國際原子能機構警告稱，這場“前所未有”的

衝突可能會導致“嚴重後果”。

俄烏雙方都表示，周三在烏克蘭紮波羅熱核電站周邊地區，交火仍

在繼續，該核電站是歐洲最大的核電站。

紮波羅熱核電站周邊的交火，促使國際原子能機構對這一“前所未

有”的情況發出警告。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拉斐爾 格羅西（Rafael Grossi）表示，該機構正

在“嚴重關切”，這是在已建成的大型核電站設施周邊首次發生軍事衝突。

在一次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緊急會議上，格羅西表示，影響核設施的事件

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加重人類的痛苦，並對烏克蘭境外的環境也造成損害。

他說，俄羅斯周二通知國際原子能機構，俄軍已經控制了紮波羅熱核電站。

上周，俄軍控制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在1986年4月發生了一場臭

名昭著的災難後，該核電站現已關閉。

格羅西說，烏克蘭核管理機構SNRIU已請求國際原子能機構“立即

提供援助”，以確保切爾諾貝利和其他核設施的安全，國際原子能機構

正在評估這一請求。

一名烏克蘭官員在聯合國環境大會上指責俄羅斯軍隊“在襲擊我們

的城市，破壞基礎設施，殺害我的同胞，試圖摧毀一切。”他還聲稱，

俄羅斯軍隊正試圖占領烏克蘭的核電站。

一名俄羅斯代表反駁稱，是烏克蘭軍隊8年來一直在打擊烏克蘭東

部頓巴斯地區所謂“親俄分裂分子”，而西方卻沒有提出任何抗議。

“這場戰爭導致烏克蘭東部1.2萬人死亡，他們死于烏克蘭士兵和

新納粹部隊之手。”這名俄羅斯官員說，“尊敬的代表們，你們剛剛還

在支持他們，爲他們喝彩。那場戰爭並不是我們挑起的。”

美國商店抵製俄羅斯伏特加
費者還能喝到其他國家的伏特加

綜合報導 美國一些零售品牌正在抛售俄羅斯伏特加，以此回應俄

羅斯對烏克蘭采取的軍事行動。在美國消費的伏特加實際上只有一小部

分來自俄羅斯。盡管如此，像克羅格和帕布裏斯等品牌爲了抗議此次衝

突，已經撤下伏特加的産品。美國消費者還能喝到其他國家的伏特加。

美國超市零售品牌正在將一些伏特加産品從商店中撤下，以此作爲

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制裁。伏特加在美國文化中與俄羅斯密切相關。

俄羅斯出口的伏特加僅占全球的8.3%，最大伏特加出口的兩個國家是瑞

典和法國。在美國消費的伏特加實際上很少來自俄羅斯。考慮到這一點

，許多酒類商店拒絕參與將俄羅斯品牌從他們的商店中撤出。

Bevz的一位發言人稱：“與我們合作的獨立零售商並沒有推出帶有

俄羅斯標簽的伏特加”。“因爲斯米諾伏特加、本色伏特加、蘇連紅牌

伏特加都不是俄羅斯制造的，這些都是産自美國並在美國裝瓶的。”蘇

連紅牌伏特加是最受歡迎的伏特加品牌之一。該品牌雖然創立于蘇聯時

期，但實際上是由北約、波羅的海之一的拉脫維亞所生産。

但美國俄亥俄州、新罕布什爾州和得克薩斯州等幾家大型零售商和

州在最新舉措中顯出，美國零售企業對于俄羅斯針對烏克蘭行動的強烈

反對正在日益高漲。這些超市的立場幾乎沒有什麽區別。

德國總理：製裁歸製裁
德國會繼續進口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朔爾茨辦公室發

表聲明稱，德國支持對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采取“廣泛和有針對性的制裁”，但

這不包括制裁俄羅斯能源。因爲這對德國

公民的日常生活至關重要，且“沒有其他

辦法”確保歐盟的能源供應。

德總理朔爾茨辦公室聲明

朔爾茨辦公室關于能源供應的聲明如下：

德國歡迎所有國際努力，通過廣泛和

有針對性的制裁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作出反應，包括制裁俄羅斯金融機構、莫

斯科中央銀行和500多名個人。這同樣適

用于對重要商品的出口限制。

我們所有的措施都是爲了給俄羅斯帶

來長期、可持續的沈重的打擊。

但歐洲有意將制裁俄羅斯能源供應排

除在外。目前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確保歐洲

的供熱、交通、電力供應和工業能源供應

。因此，來自俄羅斯的能源對于德國公民

的日常生活來說至關重要。

幾個月來，德國聯邦政府一直在與歐

盟內外的合作夥伴合作，開發俄羅斯能源

的替代品。但這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實現的

。因此，我們作出了一項決定，即繼續與

俄羅斯在能源供應領域的展開合作。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歐洲版“Politico

EU”報道，這份聲明發布前一天，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表示，美國正

在與歐洲盟友就禁止進

口俄羅斯石油進行談判

，以增加俄政府壓力。

美國《華爾街日報

》曾報道稱，由于德國

近些年實行減少核電和

淘汰燃煤電廠的政策，

德國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

俄羅斯天然氣的買家。

據歐盟統計局數據，德

國一半以上的天然氣是

從俄羅斯進口。其他歐

盟國家天然氣自俄羅斯

進口的平均占比也不低，達到了40%。

“今日俄羅斯”援引數據指出，德國

約55%的天然氣供應依賴俄羅斯。歐盟國

家一半以上的能源産品依賴進口，其中，

俄羅斯提供了41%的天然氣、46%的煤炭

和27%的石油。

在俄羅斯宣布承認頓巴斯地區獨立後，

德國總理宣布暫停德俄天然氣項目“北溪2

號”項目評審程序。但俄烏問題升級之初，

在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的壓力下，德國方面一

直未就封存“北溪2號”管道做出承諾。

就在德總理發布聲明的同一天，德

國副總理兼經濟與氣候保護部長哈貝克談

及該國能源供應時直言，“下一個冬天讓

我有些擔心”。

哈貝克說，如果來自俄羅斯的煤炭或

天然氣供應鏈中斷，德國的下一個冬天會

很艱難。“我們將能很好地度過春季和夏

季，但下一個冬季仍然讓我有點擔心。”

哈貝克表示，盡管他贊成逐步淘汰核

電，但由于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問題，德國

政府正研究是否可以延長核電站壽命以減

輕負擔，且可能“保留燃煤電廠儲備”。

同時，德國將建造兩個液化天然氣終端，

以允許從美國等供應商進口天然氣，減少

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一批烏克蘭難民，又讓英法“互掐”

綜合報導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甯

（Gérald Darmanin）喊話英方盡快解決

想要入境英國的烏克蘭難民簽證問題，

痛陳英方的做法“不人道”（inhumane）。

但英國內政大臣帕特爾（Priti Patel）全

盤反駁了法方的指控，並稱“英國政府

根本就沒有遣返任何人。”

據報道，達爾馬甯對法國新聞頻道

（CNews TV）表示，目前，已經有400

名烏克蘭難民抵達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加

萊（Calais），其中150人被英方告知，

他們無法前往英國。

據達爾馬甯介紹，自俄烏軍事衝突

爆發後，大約有2500名烏克蘭人來到法

國，有些難民希望去西班牙、葡萄牙，

以及英國等國家。

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截至目前，俄

烏衝突已經讓150萬人逃離烏克蘭。聯

合國警告，這場戰爭或讓500萬人流離

失所，烏克蘭局勢可能釀成“本世紀歐

洲最大的難民危機”。

據“The Local”新聞網早前報道，

法國作爲歐盟成員，依據“九十天原則”

接納了那些沒有簽證的烏克蘭人。而這

些難民想進入英國則非常困難，因爲已

經脫歐的英國政府規定必須持簽證才能

入境，簽證申請過程又非常漫長。

“The Local”援引法媒早前報道稱

，上周一（2月28日），有烏克蘭的一

家九口人從加萊港前往英國，然而他們

因沒有簽證被遣返，他們目前住在酒店

裏。

“現在是極端情況，我們必須停止

這種官僚形式主義，”達爾馬甯說，

“我和帕特爾關系不錯，她會解決這個

問題的，但一定要盡快。”

達爾馬甯介紹道，盡管法國方面曾

向帕特爾建議在加萊就地開設一個特別

領事館，但英方還是讓他們去巴黎或者

布魯塞爾申請簽證。

法新社還拿到了達爾馬甯寫給帕特

爾的信。這封措辭激烈的信中，法國內

政部長痛斥他的英國“同行”做法“極

不妥當”，“不人道”，讓難民“處于

痛苦之中”。

達爾馬甯寫道，在這場危機中，你

方使館代表應該立刻批發簽證，讓（這

批難民和）家人團聚，這已刻不容緩。

然而，英國內政大臣帕特爾堅稱，

英國沒有拒絕任何想前往英國和家人團

聚的難民的簽證申請。她解釋道，如果

英國真的這麽拒簽的話，那麽“敵對因

素”可能會借此大做文章。

帕特爾表示，英方也沒有讓任何難

民返回加萊。“讓我澄清一下法國政府

的說法：英國政府沒有拒絕或遣返

（turning anybody around or turning any-

body back）任何人。”

帕特爾表示，英國政府有工作人員

正在加萊港，幫助逃離家園的烏克蘭家

庭前往英國。“所以說我們沒有提供任

何援助是不准確的。”

昨天，英國內政部稱，所有的申請

中心內，“大約50份烏克蘭難民的簽證

已被批准”。帕特爾稱，英國正在“竭

盡所能”，加快簽證審批程序。

但據《金融時報》數據，烏克蘭難

民已經在網上成功提交了5535份在線申

請，還有11750名難民已經開始但還沒有

完成申請。

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多國已准備

迎接難民潮。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2

月24日表示，美國也已准備就緒，但估

計多數人還是想去歐洲國家。

而歐盟僅用4天就達成一份“曆史

性”決議。3月3日，歐盟同意立即爲逃

離戰爭的烏克蘭人提供保護和權益。這

是歐盟20年來首次動用保護條款收納烏

克蘭難民。

英國副首相多米尼克· 拉布（Domi-

nic Raab）3月4日對LBC電視台表示，

考慮沒收俄羅斯“寡頭”的房産來安置

烏克蘭難民。“如果我們有證據和法律

依據，那麽我們就會這樣做。”

然而，歐盟官員也曾因爲對比不同

國家難民的所謂“質量”引發爭議。2月

25日，保加利亞總理佩特科夫表示，

“這些不是我們習慣的難民。”他認爲

，烏克蘭人是“我們的親戚、家人”，

此外，“這些是歐洲人、聰明、受過教

育的人”。

烏克蘭談判代表說願討論“非北約模式”
綜合報導 烏克蘭與俄羅斯

談判的烏方主要代表達維德· 阿

拉哈米亞日前說，鑒于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對吸納烏克蘭爲成

員國的冷淡回應，烏方准備好

討論一些“非北約模式”。

美國福克斯新聞電視台網站5

日晚發布其記者通過視頻會議軟件

對阿拉哈米亞的專訪實錄。阿拉哈

米亞是烏克蘭人民公仆黨議會黨團

主席，參加了烏俄前兩輪談判。第

三輪談判定于7日舉行。

當被問及烏方如何看待成

爲北約成員國以及第三輪談判

是否涉及此議題，阿拉哈米亞

說：“我們從北約國家得到的回

應是，他們甚至沒有准備好就接

納我們這件事進行討論，未來5

年或10年都沒有可能。”

“我們不會再爲申請加入北

約而努力，我們會爲結果而努力，

但不會爲了過程費力。”他說。

阿拉哈米亞說，烏方准備

好討論一些“非北約模式”，

例如烏方可以從美國、英國、

德國、法國等國獲得直接的安

全保障，烏方對與更多國家討

論此事持開放態度。

他強調，烏方不會在維護

領土完整問題上妥協。

俄羅斯方面暫未回應阿拉

哈米亞上述表態。俄羅斯2月24

日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

動前，向西方提出安全保障建議

，其中核心內容包括要求北約不

吸納烏克蘭爲成員國。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

京6日與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

馬克龍就俄烏局勢通電話近兩

小時。一名法國總統府消息人

士告訴美聯社，普京告訴馬克

龍俄方無意襲擊民用核設施，

願就此議題保持對話。

普京6日還與土耳其總統

雷傑普· 塔伊普· 埃爾多安通話

大約一小時。克裏姆林宮說，

普京告訴埃爾多安，俄方願意

爲解決衝突與烏方和外國夥伴

對話，在烏方停止軍事攻擊和

滿足俄方安全要求的前提下終

止特別軍事行動。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 貝內

特6日與普京通話。他5日到訪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與普京面談

大約3小時，隨後與烏克蘭總

統弗拉基米爾· 澤連斯基通電話

，當天晚些時候飛抵德國首都

柏林，與德國總理奧拉夫· 朔爾

茨磋商烏克蘭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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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俄烏戰局持續，西方國家加大對烏克蘭的人
道與軍事援助。國際貨幣基金（IMF）董事會9日決定提供烏
克蘭14億美元的緊急財政援助，以協助滿足緊急支出需求，並
減輕戰爭衝擊經濟。

路透社報導，IMF總裁喬治艾娃聲明表示，預估今年烏克
蘭將陷入嚴重經濟衰退，目前烏國資金需求大且急迫，隨著戰
事持續，還可能大幅增加。即便戰爭結束，烏克蘭也會需要額
外的奧援。世界銀行7日才剛通過對烏克蘭的7.23億美元貸款
與撥款。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於當地時間9日晚間抵達波蘭首都華沙

，雖然名義上是與波蘭總統及總理舉行會晤與視察美軍，預計
雙方談論主要議題仍是俄烏衝突，及對烏克蘭進行軍事援助，
還有可能移交波蘭米格-29戰機等問題。

美國政府持續提供人道及軍事支援給烏克蘭。國務卿布林
肯與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9日通電話，商討美國對烏國安全
和人道主義物資支持，並討論俄軍對烏克蘭人口密集中心的襲
擊問題。雙方還討論促使俄羅斯停止軍事行動所能努力的外交
合作內容。

此外，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10日也與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
尼科夫通電，重點討論美國向烏克蘭軍隊提供防禦性武器等相

關安全援助。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向烏克
蘭提供將近140億美元的人道和軍事援助；美國商務部也表示
將加速審核向烏克蘭出口武器申請案。

除美國外，加拿大與西班牙也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軍用武器
。加拿大國防部宣布，將向烏克蘭提供5000萬美元的致命和非
致命性軍武援助，其中包含軍事無人機和其他專用設備。西班
牙國防部則準備運送一批新的武器至烏克蘭， 「協助烏克蘭人
表現英勇的防禦」。

美烏展開合作 防俄取得烏克蘭軍用生物研究

美禁運俄羅斯石油
一場比誰先倒下的石油戰爭

（綜合報導）美方表示，他們正與烏克蘭合作，防止入侵
的俄羅斯軍隊查扣生物研究素材。國際間擔心恐有國家或肆無
忌憚的不法人士會想用這類素材製造生物武器。

法新社報導，國務次卿盧嵐（Victoria Nuland）
在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直接被問到烏克蘭有無生

物武器。
她說： 「烏克蘭確有生物研究設施，我們現在擔心俄軍很

可能正千方百計想拿到。因此我們正與烏克蘭就如何不讓任何
這類研究素材落入俄軍之手展開合作。」

俄國外交部6日推文指出，俄軍發現有證據顯示，基輔正
銷毀由五角大廈資助、在烏克蘭當地的軍用生物計畫相關資料

。
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表示，俄

軍想藉機形塑烏克蘭正在研發髒彈（dirty bomb）與生物武器
，以合理化侵烏行徑。

俄國國際傳真社（Interfax）報導，盧嵐承認美國在烏克蘭
確有經營生物實驗室後，俄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斯魯茨基
（Leonid Slutsky）不排除基輔與華府恐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BWC）。

斯魯茨基今天在社媒Telegram上寫道： 「多年來在俄國家
門口就一直有危害我國安全的直接威脅，這個威脅不僅對俄國
，也會危害到歐陸，甚至整個世界（看看COVID-19就知道）

。幕後出資的美方很清楚，若俄國專家拿到2月24日以來倉促
銷毀的實驗室樣本，很可能證明基輔與華府違反禁止生物武器
公約。」

俄國下議院議長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表示，國會
將提案請相關國際組織來調查烏克蘭境內的生物實驗室運作情
況。

下議院新聞部引述沃洛金今天在國會說： 「我們將責成外
交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起草決議，訴請聯合國、歐洲理事會議
員大會（PACE）、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議會大會（OSCE PA
）及相關國際組織介入，傳達調查烏克蘭境內生物實驗室活動
的必要。我們會在11日的全院院會提出。」

挺烏挺烏！！IMFIMF砸砸1414億美元億美元
美加軍備再加碼美加軍備再加碼

（綜合報導）俄烏戰火持續延燒，美國8日對俄羅斯宣布
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資深媒體評論員黃暐瀚分析，美國及英
國雖然都採禁運措施，但是對高度仰賴俄羅斯能源供給的歐洲
國家而言，絕非易事。面對禁運石油，美國像是蚊子叮，對歐
盟各國算是斷手斷腳，就像拿刀插在自己腿上，跟插別人腿上
，這種痛的感覺是完全不同。

美國總統拜登8日宣布，美國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天然氣和煤炭。英國首相強生也跟進宣布禁運俄羅斯石油。
不過，其它歐洲國家卻未跟進。

黃暐瀚說，全世界3大石油生產國，最大是美國，第2大

是沙烏地阿拉伯，第3大就是俄羅斯。但是從出口國來看，第1
大是沙烏地阿拉伯，第2大是俄羅斯，俄羅斯1天輸出500萬桶
原油，賣到中國大陸20%，賣到歐洲約60%，剩餘的20%賣到
包括美國的世界各地。

黃暐瀚表示，俄羅斯靠賣油賺錢，美國總統拜登等於是打
蛇打7寸，祭出禁運制裁讓俄羅斯沒油可賣，抓住俄羅斯的經
濟命脈，方向看起來是正確，但是實際情況是，美國或許有本
錢這麼做，但高度仰賴俄羅斯能源供給的歐洲國家，就不見得
了。

俄國石油只占美國原油進口量3%，倚賴程度並不高，禁止

進口影響有限。不過，在歐洲，以德國為例，30%石油仰賴俄
國進口，且短期內無法找到替代來源，這個10倍的差距，就是
為什麼至今美國宣布禁運石油只有英國跟進，而歐盟各國沒有
跟進的主因。

換言之，禁運俄羅斯的石油對美國來講像蚊子叮，對歐盟
各國來講算是斷手斷腳，這種痛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在能源
成本高漲之下，美國和歐洲未來幾個月的通膨率可能再度惡化
，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這時就成為一場比誰先倒下的石油戰
爭。更完整的分析，敬請鎖定每週四晚上8點首播，品觀點YT
頻道 「暐瀚觀點」。



AA66亞洲時局
星期五       2022年3月11日       Friday, March 11, 2022

台灣新聞

韓國“國恥”！“泡菜1號大師”被取消稱號
韓國“ 泡菜1號大師”、韓星食品

社長金順子（也有翻譯爲金洵資）因被

爆其泡菜工廠使用嚴重腐爛發黴的原料

制作泡菜而被取消食品大師稱號，有關

爭議連日來持續發酵，引發韓國社會強

烈關注。

“10顆白菜，8顆切開都是壞的”
據報道，今年1月中旬，有關金順

子下屬泡菜工廠存在衛生問題的舉報開

始出現，兩段視頻顯示，工廠裏的工人

正在切開已經腐爛的蘿蔔，且現場衛生

狀況令人作嘔。記者聯系了該公益舉報

人後獲得了20多個使用變黑大白菜和腐

爛蘿蔔制作泡菜的視頻，總時長爲22分

30秒。

一段錄于今年 1月 12 日的視頻顯

示，工人不斷將變黑的白菜葉子摘下

來，即使摘到最裏層，菜葉也還是黑色

的，但是工人們仍然把這些菜葉疊起來

備用。一段錄于2021年10月8日的視頻

顯示，制作泡菜的白菜堆積如山，但葉

子的顔色異常，似乎還有刺鼻氣味，因

爲能聽到一名員工說：“味道太重了，

這樣都能用，我還能說什麽呢？”還有

工人在切爛了一半的蘿蔔，主要是把太

爛的部分切掉，但看著剩余蘿蔔的切面

，仍然是斑斑點點。

舉報人還展示了一份去年10月對工

廠使用蘿蔔和白菜進行的“原料檢驗報

告”，內容包括“白菜內外葉腐爛，不

宜出口”“出現嚴重腐爛氣味”等。另

一份報告中寫道，“蘿蔔大部分腐爛，

可以觀察到黴菌”“10顆白菜，8顆切

開都是壞的”“平均使用率應爲52%”

。這意味著約一半的白菜應該被扔掉而

不是被人食用。該報告是白菜品質管理

人員向韓星食品經理和高管進行彙報的

公司內部文件。

舉報視頻還顯示，用來盛放蘿蔔

塊的箱子上也有黴菌，還有幼蟲在爬

，存放包裝好的泡菜的盒子裏可以看

到蟲卵。視頻中有“味道不對”“太

髒了”“我才不吃這些泡菜呢”等對

話內容。

“當場沒有發現他們使用了腐爛食
材”

事情曝光後，金順子發文就下屬泡

菜子公司的衛生問題向廣大消費者道歉

，並表示正在銷毀相關商品並將徹查原

因。

韓國農林畜産食品部2月22日派出4

名調查員前往被曝光的工廠進行了9個

小時的調查，但作出的處罰僅僅是“罰

款50萬韓元（約合2600元人民幣）”。

調查員稱，不能采取行政處罰或刑事指

控，因爲“當場沒有發現他們使用了腐

爛食材”，唯一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對工

廠“因餐具和容器衛生不良而導致的疏

忽”進行罰款。

過輕的處罰引發民衆強烈不滿，

網民評論稱“真的好髒，這叫人怎麽

吃？”“企業家打扮得光鮮亮麗，卻

做如此龌龊的事情！”“這樣的企業

難道不該被重罰嗎？”據，針對韓星

食品泡菜生産的情況，有業內人士表

示，韓星食品的這種做法讓很多嚴格

遵守食品規定並誠實安全生産的企業

備受打擊。還有食品業界人士表示，

韓星食品的出口産品外形設計成傳統

的泡菜壇子形狀，包裝上大字印著

“100%韓國制造”，並宣稱通過了韓

國政府的食品安全管理認證，這種

“垃圾泡菜”簡直是韓國“國恥”。

在巨大的爭議和批評聲中，韓國

農林畜産食品部本月 4日對外宣布，

召開相關會議後決定撤銷金順子的食

品大師稱號。2007 年，金順子被評爲

韓國“食品大師”，也是泡菜領域的

“1 號大師”。韓國《朝鮮日報》稱

，這是韓國政府從 1994年首次設立食

品大師認證制度以後，首次出現取消

資格的案例。

1954 年出生的金順子在韓國可謂

教家喻戶曉的名人，其 1986年創辦的

韓星食品堪稱韓國泡菜的代表性企業

。金順子是韓國泡菜界的專家，人送

外號“爲泡菜而瘋狂的女人”，其名

下有28項關于泡菜的專利，旗下企業

生産175種各類泡菜産品，是1986年漢

城亞運會和 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泡菜

供應商。金順子去年接受《韓國經濟

》采訪時自賣自誇稱，“我們家泡菜

不辣也不鹹，都是選擇白菜、蘿蔔、

洋蔥等直接制作，完全使用傳統配方

，因此味道純正。”

“問題泡菜”仍在他國銷售
“讓韓國蒙羞的泡菜醜聞……”韓

國《中央日報》報道稱，韓星食品及其

子公司共有4家泡菜工廠，其中被曝光

的是子公司“孝元食品”位于忠清北道

的工廠，該工廠生産的泡菜主要用于出

口，所占比例大約70%。據報道，目前

韓星食品出口到全世界28個國家和地區

，代表性的海外市場包括中國、美國、

日本、印尼、泰國等。雖然醜聞曝光後

韓星食品關閉了涉事泡菜工廠，但已運

往海外的“問題泡菜”仍在正常銷售，

如澳大利亞大型連鎖超市仍在出售印有

“泡菜大師”金順子頭像的問題泡菜。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韓國大部分購物網

站、大企業食堂和大酒店等已經拒絕購

買韓星食品生産的泡菜，並給消費者提

供退貨退款服務。

對韓星食品和其老板金順子後續將

如何處罰也成爲外界關注的焦點。根據

韓國《食品衛生法》相關規定，違反衛

生規定生産不良食品最高可判5年有期

徒刑和5000萬韓元罰款。有韓國食品業

界人士表示，韓國關于生産劣質食品的

處罰太輕，很多食品公司繳納少量罰金

就故技重施，韓國有必要加大對黑心食

品企業和負責人的懲處力度。

出生率驟降帶來“人口危機”
泰國將建生育中心

綜合報導 爲遏制出生率驟降帶

來的“人口危機”，泰國計劃設立

兒童保育和生育中心來鼓勵生育。

據路透社7日報道，泰國人口出生率

2013年以來已經下降近1/3，2020年

出生人口數爲54.4萬，是過去60年

來最低水平。

泰國高級衛生官員素旺那猜

稱，政府已經認識到幹預的必要

性。據悉，泰國預計在 76 個府開

設生育中心，並通過社交媒體的影

響力來支持這一計劃。泰國法政大

學人口學專家迪拉稱，泰國正在走

向“超高齡社會”，60歲以上人口

將占總人數的1/5以上。由于社會狀

況不同，泰國民衆對生育的態度受

到債務和養老問題影響，這種情況

很難扭轉。

泰國國家規劃機構負責人達努

差指出，出生率下降趨勢可能給政

府財政帶來壓力。專家們稱，即使

在今天，老年人的福利也遠遠不夠

，每月補貼大概 600 到 1000 泰铢

（約合110到19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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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孟蓋鎮區班貝村南部一山谷內

，村民發現了一具疑似被殺害抛屍的男性遺體。根

據死者體貌及服飾特征，當地村民表示死者爲1月

10日失聯的德昂民族黨（TNP）鎮區主席邁努涵。

梅奇努村莊一名村民表示，在聽到鎮區德昂民

族黨主席被殺害的消息後，3名村民及一名僧人外出

打聽相關消息，在路上發現了疑似邁努涵的遺體。

雖然死者的遺體被發現時已經辨認不清楚，但是村

民們堅信死者就是邁努涵。一名從南撣邦軍

（RCSS）出來的德昂族士兵向村民透露，說是邁努

涵一家人已經被判處了死刑。

對于邁努涵遇難一事，孟蓋鎮區TNP政黨副

主席吳賽隆表示，此前，邁努涵一家被捕後被安

置在南撣邦軍總部，之後他們說會在 2月 7日與

另外12名被抓的人一起釋放。之後，TNP中央向

他們發去放人信函時，南撣邦軍表示沒有抓捕過

邁努涵。

據當地民衆透露，對于抓捕平民一事南撣邦軍

在媒體上從未承認過，2019年2月27日，撣邦北部

南渡鎮區曼裏村12名村民被南撣邦軍武裝抓走。南

撣邦軍武裝態度非常堅決，表示從未抓捕過村民。

之後，在村民出具了抓人證據後，南撣邦軍才于

2019年3月29日，釋放了8名被捕的曼裏村村民。

據悉，2021年3月27日，南渡鎮區曼薩村村民

邁奇茂勒、吳哎茵被捕，4月10日，耶歐村長吳甲

勇與兒子邁餒林綏，邁餒林烏5人被捕。之後，南

撣邦軍鎮級負責人塞瑞勒表示，會在情況穩定後釋

放耶歐村村長1一家3人。

（中央社）今年台灣燈會移師高雄舉辦，吸
引許多遊客前往衛武營、愛河灣欣賞燈會展演，
而旗山延伸燈區展出以大量寶特瓶製作的 「85大
樓」地標燈飾作品，也是此屆燈會唯一用回收物
製作的展示燈，雖然燈會已經結束，但該展示燈
仍擺在高市府環保局外供民眾觀賞。

為了讓民眾在燈會期間透過燈飾了解資源回
收的重要性，高市府環保局在旗山公共體育場燈
區擺放 「海洋首都，魚躍藻礁」燈飾作品，該展
燈運用大量寶特瓶製作高雄知名風景地標 「85大
樓」及 「大魚」燈飾作品，藉以傳達環境保護的
重要性，同時呈現高雄的觀光特色。

85大樓燈飾共5公尺高，主體是採用不同尺
寸的透明寶特瓶堆疊而成，燈光則採用七彩炫光
LED燈，仿若海底的珊瑚礁，而大魚則是運用廢
棄塑膠籃、洗菜籃及魚網、浮球、寶特瓶等堆疊
成形，燈光採用藍、白LED燈打造，以友善海洋
概念創作，藉此作品建立維護海洋資源的觀念，
也是此屆燈會唯一用回收物、廢棄物製成的展燈

。
高市府環保局說明，該燈飾約使用2500支寶

特瓶組合而成，設計製作費用約150萬元，由環
保署全額補助，展示在旗山運動場武德殿旁，燈
飾作品會選擇以 「85大樓」呈現，是因為85大樓
為高雄著名地標，而大樓旁的 「大魚」則是希望
襯托出高雄港都城市的特色。

此外，除了 「85大樓」及 「大魚」外，為了
感念清潔隊員終年辛勞付出，展燈旁還設置2個
180公分高的可愛版清潔隊員燈飾，希望藉以對
默默付出的環保英雄致上最高的敬意，該清潔隊
員燈飾也以手拿板提醒民眾做好資源回收及廢電
池回收工作。展燈作品不僅讓賞燈民眾了解環保
的重要性，更能體會高雄港都城市的在地特色，
大獲賞燈民眾好評。

雖然燈會已經閉幕，但 「海洋首都，魚躍藻
礁」燈飾作品並沒有消失，近日從旗山燈區移回
高市府環保局外展示，每到晚間燈飾亮起時，總
能吸引路過民眾關注，也成為環保局的新亮點。

唯一回收物展燈
高市環保局外供觀賞

（中央社）斥資2億多元的雲林縣道156線
麥寮至崙背景觀道路改善工程，去年9月完工通
車，但崙背鄉永安宮前最近卻發生下陷情形，
為抓出元凶，雲林縣府工務處10日召集自來水
公司、台電、中華電信等單位當場開挖，證實
是水公司汰換管線後，未依規定回填控制型低
強度材料，縣府將依《公路法》裁罰15萬元。

縣道156線崙背鄉永安宮路段1.5公里長、
寬1公尺有管溝狀下陷狀況，用路人抱怨像騎馬
一樣顛簸，工務處對照管線申挖計畫書、對照

施工照片，研判是自來水公司回填不實導致，
但水公司不認帳。工務處召集各管線單位，10
日由縣長張麗善親自會勘開挖，水公司見狀，
承諾改善責無旁貸，1個月內完工。

工務處長汪令堯解釋，水公司原本必須以
「控制型低強度材料」回填，但現場材料是原

土回填，造成路基底層承載力不足，呈現管溝
狀下陷。縣府將依《公路法》第72之2條規定
處15萬元罰鍰，要求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的話，按次連續處罰之。

張麗善表示，縣道156線為配合打開天際線
，天空纜線、人手孔下地，與水公司、台電、
中華電信3大管線單位歷經多次協調，各管線單
位分別進場施作，再由縣府施工團隊進場進行
路面刨鋪。

張麗善說，縣府好不容易爭取經費養護路
面，最近卻接到不少民眾反映路面明顯凹陷，
鄉親質疑是縣府工程品質不好，為查明真相，
當眾開挖，自來水公司願意承擔5公里路段重新
施作，屆時會以錄影方式嚴格監督施工品質。

汪令堯表示，縣道156線為麥寮、崙背鄉民
行車要道，亦為六輕通勤、蔬果產業運輸、觀
光的重要幹道，整體改善經費超過2億元，其中
，雲林縣光自籌款就近4000萬元，為延長道路
使用年限，路基養護是近年道路施工要點。

汪令堯說，針對未依規定回填的單位會持
續追查，一旦違反規定者，將嚴格處理，以確
保民眾用路品質與行車安全，也維護道路使用
年限。

雲縣道156線下陷回填不實水公司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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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39 Weekly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6 $2 3/6/22 9/2/22

2240 Break The Ban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0 $2 4/6/22 10/3/22

2294 Lucky 3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8 $2 4/6/22 10/3/22

2355 20Xtra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5 $2 4/13/22 10/10/22

2249 Super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7 $5 4/13/22 10/10/22

2347 777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3 $10 4/13/22 10/10/22

2338 500X Loteria Spectacular          
Overall Odds are 1 in 3.10 $50 4/13/22 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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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0日（星期四）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行政長官宣布系列抗疫措施

增加收治患者
‧中央援建的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4月起分階段投入服務
‧伊利沙伯醫院改為新冠病人定點醫院，提供1,500張病床
‧陸續將公立醫院半數病床改為接收新冠患者，涉及約9,000張病床
（以上措施合共提供逾1.6萬張病床）

增加醫護人手支援
‧已向中央請求派出內地醫療團隊支援，以提升處理重症病人能力
‧內地醫療團隊將進駐河套區應急醫院，以及支援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亞博館社
區治療設施

加強長者隔離及暫託服務
‧分階段啟用啟德郵輪碼頭的隔離及暫託中心，提供1,200張病床
‧另有多7個體育館可改作隔離及暫託中心，專門收治病情較輕及穩定長者
‧提高誘因在本地招聘長者照顧員，同時由內地輸入照顧員

加強支援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
‧優先支援未爆疫院舍進行閉環管理，包括提供專用酒店及車隊接載員工

為院舍提供足夠防護物資及口罩
‧爭取本月18日前為全港千多間院舍院友接種首劑新冠疫苗

支援家居隔離的無病徵或輕症長者
‧提供更豐富的抗疫物資包，內有快速檢測包、中成藥、溫度計及健康手冊等
‧醫護主動致電家居隔離長者作臨床評估或遙距診症，並設專用醫療熱線
‧家居隔離長者若需見醫生面診，醫管局17間指定診所會提供優先診症名額
‧若長者病情惡化，會即時安排送院治療

購置口服藥物
‧醫管局已向默沙東及輝瑞藥廠購入足夠數量的口服抗新冠藥

物，其中一款（默沙東藥廠口服藥）已在使用，另一款（輝
瑞藥廠）口服藥下周抵港

加強新聞發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除逢周二開行政會

議外，每日將聯同相關局長舉行
新聞發布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資料來源：林鄭月娥記者會

林鄭：多管齊下抗疫減死亡
病床增逾萬六病床增逾萬六 內地醫護將進駐河套區應急醫院內地醫護將進駐河套區應急醫院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海嘯式爆發，截至9日第五波累計已有

586,017人染疫，2,656人死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9日公布採

取一系列措施抗疫，重點是減少死亡、重症及感染，包括設立定點醫

院、騰出公立醫院病床收治新冠病人（見另稿），再加上中央援建的落

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下月分階段投入服務，令接收新冠病人的病床增逾1.6萬張。醫護人手樽頸方面，香港特區

政府已向中央請求派出內地醫療團隊到港支援，內地醫療團隊將進駐河套區應急醫院，以及支援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提升收治新冠患者的能力。

��(���

◆◆伊利沙伯醫院改為新冠病人定點醫院伊利沙伯醫院改為新冠病人定點醫院，，提提
供供11,,500500張病床張病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伊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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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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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為集中專家和資源救治新冠病
人，醫管局將重整醫療資源，將伊利沙
伯醫院改為定點醫院，提供1,500張病床
予新冠病人，正入住該院的380多名非新
冠病人，將於下周日(13日)悉數遷往其他
醫院或安排出院，伊院急症室9日起亦不再
接收非危殆病人，創傷病人將轉往其他醫院
治療。醫管局並租用伊院附近的逸東酒店，
以安排醫護入住。其他公立醫院日後亦會騰
出一半、近9,000張病床收治新冠患者。醫管
局強調，此舉能做到集中病人、專家、資源及
救治的目標，有助降低重症及死亡率。

首度發緊急警示 全港手機齊響
香港特區政府前年斥資1.5億港元設立的緊

急警示系統，可在極端天氣、嚴重公共安全和衞生
事故等緊急情況下通過流動網絡向用戶發出公告及
訊息，有關系統9日首次使用，9日午近6時向全港
手機用戶發出伊院改為定點醫院，急症室只接收新
冠患者和有生命危險病人的訊息，而手機收到訊息
時持續發出聲響以提示市民。

其他公院一半病床共九千收疫患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9日在記者會宣布，

伊利沙伯醫院改為救治新冠患者的定點醫院，未來
四天消防處協助轉移現於伊院的非新冠病人到其他
醫院。伊院是第三間定點醫院，早前醫管局已公布
將天水圍醫院及北大嶼山醫院只接收新冠患者，共
涉及400張病床。至於其餘的公立醫院，則將會把整
體一半的普通病床，包括復康和急症病床改為接收
新冠病人的病床，涉及近9,000張，並希望私家醫院
配合接收部分醫管局的病人。

伊院380非新冠病人轉院或出院
香港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會上補充，伊院9日

開始陸續將大部分合適的非新冠病人轉往其他醫
院，以騰出病床接收新冠病人，發揮作為綜合大型
新冠病人定點醫院的功能，而初步估算，有250名病
人要轉往其他醫院，其餘約130名病人評估後已確定
是康復中，故未來數天將陸續安排出院，只有少量
臨床上不適合的病人不能安排。

他表示，大部分病人會轉到九龍中聯網其他醫
院，其他六個醫院聯網亦會協助接收病人，另外一
些適當的病人則由私家醫院幫忙接收。至於病人轉
院的運輸安排，則由醫管局非緊急救護車隊負責，
醫療輔助隊和聖約翰救傷隊等亦會協助，預計整個
病人運送約在三四日內完成。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何婉霞9日在疫情簡報會表示，各醫院急症室會
實施特別安排，救護車只將有生命危險和緊急病人
送往伊院，病情不緊急則送到其他醫院，創傷病人
則會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及港島瑪麗醫院。

另三醫院將陸續轉為定點醫院
她表示，伊院附近的逸東酒店則會安排房間給醫

護人員入住。而繼伊院外，稍後律敦治醫院、靈實醫
院及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亦將陸續轉為定點醫院。

◆政府緊急警示系統9日首次使用，向全
港手機用戶發出伊院改為定點醫院的訊
息。 手機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疫情
嚴峻，單靠公營醫療體系“打疫戰”只會事
倍功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9日表
示，已與私家醫院就四大範疇進行討論，部分
議題獲共識，包括協助公立醫院診治病人、營
運專為長者而設的社區隔離及暫託中心、為一
旦驗出確診的門診病人提供治療，以及多做網
上或視頻診症。林鄭月娥表示，明白私家醫院
亦欠缺大量人手，但希望能透過合作、互相諒
解來推進私家醫院參與抗疫工作的角色。

林鄭月娥指出，私家醫院一直都是特區
政府的合作夥伴，與香港醫院管理局多年來
亦有合作，而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過去一直與香港私家醫院聯會或個別私家醫
院聯絡，希望他們幫忙處理一些非新冠病
人，從而令醫管局可以集中處理新冠病者，
特別是重症病者。她表示，前天曾與私院代
表舉行視像會議，對政府提出的4項要求，
部分因人手問題及私家醫院特性的問題，未
必可以百分百做得到。

該4項要求包括向特區政府借出一半病
床，但私家醫院同時反映即使借出病床，他
們亦未必有足夠人手提供服務，且若接收新
冠病人便須改裝病房，加設一些空氣清新或
轉換儀器等。林鄭月娥表示，私家醫院就此
提出反建議，不以提供病床數目為準則，而

是協助特區政府診治病人，令病人在私家醫
院的專業服務下能夠更快離開公立醫院或回
家康復。她表示，已要求陳肇始及醫管局盡
快與私家醫院聯繫，令私家醫院在抗疫工作
中發揮得最好。

協助營運體育館隔離中心等
第二項要求是希望私家醫院協助營運設

於室內體育館、專為長者而設的隔離及暫託
中心；第三是即使有門診病人被驗出確診新
冠肺炎，亦會繼續提供治療；第四則是多做
網上或視頻診症。林鄭月娥表示，私家醫院
均已答應。

私院撐政府抗疫 協助診治病人

林鄭月娥9日晨舉行首個加強版新聞發布
會，她坦言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傳

播力之強、傳播速度之快，可說是令人“觸
目驚心”，逾50萬患者當中，有10萬沒有
病徵，另有2,000多人離世，當中絕大部分
為年邁長者，特區政府吸納內地專家意見，
特別是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新冠疫情應對處
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的建議
指，現階段工作重點是減少死亡、減少重症
和減少感染，並通過快速擴大醫院治療能
力，集中收治患者入院、集中資源救治病
人，避免病人病情惡化成為重症或危殆個
案，甚至不幸死亡。

特區政府將爭取下月起分階段啟用中央
援建的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另外，林鄭
月娥表示已向中央提出請求，由中央派出內
地醫療團隊支援香港，而內地醫療團隊將會
支援河套區的應急醫院，以及支援去年由中
央援建共有820張負氣壓病床的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以及亞博館社區治療
設施，令這兩個設施有更多醫療人手，可提
升救治重症病人的能力。

5萬多隔離設施單位料可達標
至於社區隔離設施，她表示早前希望爭

取5萬多個社區隔離設施單位，相信應可達
標，因第二個中央援建的前新田購物城社區
隔離設施會在近日啟用，設施籌備工作亦已
上了軌道。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會確保每位香
港市民的健康，絕不會用所謂“躺平”態度
應對疫情。她並引述梁萬年對香港今波疫情

有 三 個
深 刻 印
象，包括
特區政府對
防控工作是
高度重視，
惟第五波來勢
洶洶，全社會共
同抗疫的氛圍是十
分濃厚，以及全港市
民努力配合防疫工作，
故她有信心為香港建立打
贏疫戰的基礎。

林鄭月娥表示，上周五與
梁萬年就香港疫情商討兩個多小
時，新措施是按其建議進行，相信梁萬
年亦都接納。

中央支援下港不缺物資 現最缺人手
她強調，在中央支援下香港特區不缺物

資，現時最缺的是人手，因如此大量市民成
為確診者須隔離，加上緊密接觸者亦須檢
疫，香港亦有部分人員未能上班，私家醫院
也欠缺大量人手，成為抗疫最大問題，故有
必要向中央提出請求派出內地醫療團隊支援
香港。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表
示，非常歡迎內地醫護到港支援，“公立醫
院已有調派人手到方艙醫院，整體上哪裏都
缺少醫護人手。”馮權國還建議，內地醫護
到港後不應僅限於在方艙醫院協助，“個別
小型醫院，甚至大型醫院的個別病房樓層，

都可以考慮交由內地醫護管理，既然中央願
提供人手協助，就應當充分利用，一切圍繞
打贏這場仗為目標。”

業界：冀兩地醫護更好分工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認為，特區政

府請內地派醫療團隊到港協助是好事，但估
計內地醫護要到公立醫院協助，會需時協
調，最好是專門在新建設施援助，令兩地醫
護有更好分工。他又建議政府招募有外地醫
護執業資格的香港市民協助抗疫。

◆林鄭月娥9日公布採取一系列措施抗疫，重點是減
少死亡、重症及感染。



AA88中國焦點
星期五       2022年3月11日       Friday, March 11, 20222022年3月10日（星期四）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9日在參加特邀香港
人士界別協商會議時提到，只要香港有要求，中央
全力支持香港抗疫。多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9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央對香港的關懷不
是講空話，由專家、物資到運輸，各個環節也是
“有求必應”，對香港開出的要求清單“照單全
收”，市民看在眼裏，暖在心上，紛紛表達對中央
的感激之情。“國家視香港如親人，港人亦如
是。”

譚錦球：凝聚各界齊抗疫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表示，夏寶龍副主席傳達

了中央對香港疫情、香港市民的殷切關心、全力支
持，還非常細緻列出國家對香港支援的物資比疫情
前還多一些，請市民放心，物資絕對保證供應，讓
我們再次強烈感受到國家是香港堅強後盾。他希望
特區政府切實落實中央期望，負起主體責任，在大
局意識、統籌能力、體察民情加強能力，政協委員
也要凝聚各界同心抗疫。

林健鋒：國家視港如親人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健鋒指，夏

寶龍副主席的講話顯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由
專家、物資到運輸，各個環節也是“有求必應”，
對香港開出的要求清單“照單全收”，反映中央對
香港的深厚情誼及關愛，亦加強了香港抗疫的底氣

及信心。“夏主任形容一家人做到的事情都會做，
令我好感動，國家視香港如親人、不分彼此。”

姚志勝：中央支援暖民心
全國政協委員姚志勝表示，夏寶龍副主席談到

中央援建方艙醫院、調撥醫療資源等，對香港的關
懷不是講空話。今次疫情中，許多市民已從中央援
港的抗疫人員物資和設施中得到實實在在的支援，
更多生命得到及時救助。市民看在眼裏，暖在心
上，紛紛表達對中央感激之情。

佘德聰：配合政府贏疫戰
全國政協委員佘德聰表示，“國家視香港如親

人，港人亦如是”。夏寶龍副主席傳達了中央對香港
的關懷和支持，特區政府更要打贏這場“疫”戰，除
了用好中央支持和內地援助，更應該積極統籌應對，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作為港區政協委員，將盡職履
責，全力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盡己所能為疫情防控
及經濟民生提供支持。

政協委員：中央關懷非空話 專家物資樣樣齊

參加特邀香港人士界別協商會議 勉堅定信心“風雨過後見彩虹”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寶龍9日上午參加特邀香港人士界

別協商會議。根據新華社報道及多

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轉述指，夏

寶龍在會上強調了四大要點，包括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中央所做的一

切都是真心為香港好，希望愛國愛港力量

要更加積極有為，並強調香港的發展前景

是光明的。他指出，香港跟內地是一奶同

胞，全國人民對香港是熱愛的，內地多個

省市都在對香港進行援助，要人有人，要

物資有物資。他勉勵大家要堅定信心，無

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有中央的支持，有

全體港人的共同努力，都會過去。風雨過

後見彩虹，香港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報道

據新華社報道，夏寶龍在參加特邀香港人
士界別協商會議時說，完全贊同政府工

作報告和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兩個報告通
篇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內涵豐富、簡潔務實、催人奮進。只有
堅持“愛國者治港”，才能把中央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到實處。希望港區委
員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愛國者
治港”的重要論述，不斷加強能力建設，在
香港疫情防控、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
更好發揮作用，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
出新貢獻。

中央支持 必過難關
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參加會議後接受

媒體訪問。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在會面後引述
道︰“夏寶龍副主席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必須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但這並不是說中央要代替特區政府的管治。還
要實行中央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比如在控制
疫情方面，中央及時提出指導意見，特區政府
還是要承擔主體責任。”
高永文又指，夏寶龍副主席講話主要圍繞

幾點：明確表示中央堅持和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希望香港各界不要
在此方面有任何顧慮；強調中央處理香港問
題，總是從為香港好這個角度出發，是真心為
香港好；圍繞“愛國者治港”力量如何去建
設。
高永文並表示，夏寶龍副主席最後在講話

中希望香港各界都要堅定信心，無論遇到什麼
困難，有中央的支持，有全體港人的共同努
力，所有困難都會過去，“風雨過後見彩虹，
香港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履職盡責 做到“五有”
全國政協委員胡劍江表示，夏寶龍副主席

在講話中重點提到了香港愛國愛港力量要更加
積極有為，希望大家為香港整體利益認真履職
盡責。“夏寶龍副主席強調，愛國者除了他之
前提出的‘五個善於’外，還要做到‘五
有’，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
作為。”中央相信廣大愛國愛港力量一定能把
“一國兩制”實踐好，發展好。

一奶同胞 全國關愛
“從夏寶龍副主席講話中，能感受到中央

永遠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中央所做的一切都
是真心為香港好。”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表
示，夏寶龍副主席在講話中提到中央關注香港
抗疫和援助工作，列舉了一系列詳細的數字。
“他提到專家組在香港不分白天黑夜地忘我工
作。還派出專業的屠宰員到香港屠宰場協助工
作，確保香港食品供應。他一再重申，香港的
要求中央肯定會有求必應。夏寶龍副主席還在
講話中提到，全國人民對香港都很關愛，內地
很多省市都在對香港進行援助，他們與香港就
像一奶同胞的兄弟一樣。這些都讓我們非常感
動，我覺得我們香港人很有福氣，國家就是我
們最堅強的後盾。”

大家
的擔子還很重，

除了要做到我提出的
“五個善於”，還要做
到有情懷、有格局、
有擔當、有本領、

有作為。

◆夏寶龍表示，風雨過後見彩虹，香港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好的。圖為夏寶龍早前在深圳主
持召開援港抗疫協調會。 資料圖片

●夏寶龍指，內
地十四五個省市
通過專班對香港
進行援助，要人
有人，要物資有
物資。圖為中央
援港專列。

資料圖片

夏
寶
龍：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 特區貫徹好高度自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9日上午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五
次會議台灣代表團審議。在聽取陳軍、符之冠、梁志
強等代表發言後，汪洋指出，過去一年，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對台工作有為有
效、穩中有進。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台海方
向不確定不穩定性增多，但時、勢、義始終在我們這
一邊，我們有應對各種複雜局面的綜合實力和必勝信

心。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黨中
央對台工作決策部署，樹牢底線思維，發揚鬥爭精
神，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扎實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兩岸同胞要把握歷
史大勢，堅守民族大義，多謀增進同胞福祉之策，多
做加強交流合作之事，多為促進心靈契合之舉，攜手
共促祖國統一大業、民族復興偉業。

汪洋參加台灣代表團審議：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9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
政協主席汪
洋參加十三
屆全國人大
五次會議台
灣代表團的
審議。

新華社

夏寶龍金句
◆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才能把中央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到實處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不是代替特區政府的管治，還
是要實行高度自治。在涉及香港發展、穩定、安全等
重要方面，中央會及時提出指導性意見，希望特區政
府堅定執行，按照“一國兩制”把香港治理好

◆從回歸前到回歸後，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香港好

◆香港跟內地是一奶同胞，全國人民對香港是熱愛
的，內地十四五個省市通過專班對香港進行援助，要
人有人，要物資有物資。中央對香港的關懷愛護就是
通過這些具體事傳遞到香港的，而不是空喊口號

◆大家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香港發展規律、全國人民
和香港的整體利益認真履職盡責，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中央堅信廣大愛國愛港力量一定能夠把“一國兩
制”實踐好、發展好

◆大家要堅定信心，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有中央
的支持，有全體港人的共同努力，都會過去。風雨過
後見彩虹，香港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資料來源︰與會全國政協委員引述



AA99新聞圖片
星期五       2022年3月11日       Friday, March 11, 2022

體育圖片

停在大橋上的列車酒店停在大橋上的列車酒店 可以泡在泳池裏眺望自然風光可以泡在泳池裏眺望自然風光

南非當地一家酒店南非當地一家酒店，，在新冠疫情期間另辟蹊徑在新冠疫情期間另辟蹊徑，，改造了一列有百年改造了一列有百年
歷史的列車歷史的列車。。這輛列車酒店停在塞拉蒂吊橋上這輛列車酒店停在塞拉蒂吊橋上，，這座橋橫跨克魯格國家這座橋橫跨克魯格國家
公園中心的一條河公園中心的一條河。。經過精心設計裝修經過精心設計裝修，，這家列車酒店可以提供這家列車酒店可以提供2424個個
房間房間，，在壯觀的自然背景下在壯觀的自然背景下，，有一個野生動物觀景臺有一個野生動物觀景臺，，還有一個伸出鐵還有一個伸出鐵
軌外的露天遊泳池軌外的露天遊泳池。。

甘肅山丹馬場馬群甘肅山丹馬場馬群
在祁連雪峰下悠閑覓食在祁連雪峰下悠閑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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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
組（ACIP）召集人李秉穎昨透露，高端已針對
12～18歲青少年申請緊急使用授權（EUA），但卡
在 「橋接再橋接」而尚未通過，他認為沒道理，如
今大部分的人都已有抗體，所以不太可能再做對照
研究；不過，專家指出，新冠肺炎疫苗沒有 「橋接
再橋接」的先例，加上青少年數據少，以此比較疫
苗效果可能不夠精準。

李秉穎指出，高端針對 12～18 歲青少年申請
EUA，但食藥署不給過，原因聽說是不能 「橋接再
橋接」。高端疫苗一開始是以免疫橋接方式，拿成
人的中和抗體與AZ疫苗比較，如今則想用小孩子
的抗體與成人比較，看看兩者是否差不多。

李秉穎稱 應考慮急迫性
李秉穎以肺炎鏈球菌疫苗為例，從7價到13價

就是採免疫橋接，後來推出的20價疫苗，就是與13
價疫苗 「再橋接」來的，還沒在台上市。國際上已
有 「橋接再橋接」的作法，只要能確保抗體足夠就
行。現在沒有抗體的人已太少，不太可能再做對照
研究。疫苗要考慮急迫性，不是所有東西就要用最
嚴苛的條件來看。對於食藥署不同意的決定，直言
沒道理。

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邱政洵則表示，以新冠肺

炎疫苗來說，全世界沒有 「橋接再橋接」的先例，
食藥署的做法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當時高端疫苗
以免疫橋接方式通過成年人的EUA之所以可行，是
因為數據很多，而青少年的相關數據則很少， 「橋
接再橋接」很可能不夠精準。

食藥署長吳秀梅說，高端EUA不是沒通過，而
是在等更多資料，證明對青少年有效。外界一直討
論，對審查委員也會有點干擾。食藥署已要求高端
補件，但若有世界衛生組織（WHO）進一步的資
料會更好。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藥品審查要有一
定的科學證據，不管是過或不過，都是這樣的立場
辦理。

去年首用橋接 爭議不斷
高端疫苗從去年申請EUA上路就爭議不斷。高

端疫苗去年 6 月 10 日宣布解盲，同日食藥署公布
EUA審查標準，決定採用免疫橋接方式審查國產疫
苗的申請，只要效力不遜於AZ疫苗即可。在這之
前，中研院士陳培哲曾直言，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是
2期做完就給EUA，在野黨也質疑解盲、公布標準
的時間太湊巧，引發外界熱議。食藥署仍於7月17
日完成專家審查會議，通過了高端疫苗的EUA申請
，而高端疫苗也在8月23日正式開打。

（中央社）宜蘭綠色博覽會26日在
冬山河生態綠舟登場，今年以 「夢幻島
嶼」為主題，新北也二度在綠博開設物
產館，透過智能互動體驗，將新北的山
海美景與農特產品介紹給民眾，新北市
長侯友宜昨與宜蘭縣長林姿妙同台宣傳
，新北市民於4月18日至24日造訪綠博
，優惠比照宜蘭縣民，門票只需100元，
展期至5月8日。

侯友宜表示，宜蘭是大台北生活圈
的美麗花園，綠色博覽會已經辦了22年
，新北市前2年一直跟林姿妙併肩作戰，
推動永續環境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他上任3年多，一直希望大台北的
生活圈 「北北基桃宜」能夠共好，所以
有很多區域合作議題，新北跟宜蘭攜手
合作包括文教、交通、環境力等11案，
現已完成5案，還有6案在持續推動當中
，期盼讓北台灣民眾的生活更好。

林姿妙表示，歡迎大家到綠博走走

，今年綠博秉持過往的環境生態保育信
念，打造一座具有深邃美麗生態地景、
希望之河人文歷史故事、精彩互動表演
藝術以及豐富水陸育樂體驗的 「夢幻島
嶼」，並與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
花蓮縣、台東縣合作，成為友誼城市。

在綠博的新北物產館以童話為元素
，結合AR、VR與互動投影等智能科技
，展示奇幻新北山海世界，並介紹新北
市特色農產品、重要農業政策與國際合
作成果，還能買到新北特色商品，開展
期間並推出相關優惠。

農業局補充，綠博門票平日150元、
假日250元，新北市民在 「新北縣市周」
期間（4 月 18 日至 4 月 24 日），或達 20
人以上的學校團體，得比照宜蘭縣民，
門票只需 100 元；另購票人數達 20 人以
上的一般團體，可購買假日200元、平日
120元的優惠票。

專家：新冠疫苗
沒橋接再橋接先例

（中央社）台灣邁入高齡社會，為減輕醫護負擔，台北醫學
大學護理學院獲企業捐贈總價值逾360萬的 「智慧化24小時安全
健康自動巡房系統」，未來將導入教學端與醫院臨床端，協助醫
護運用智慧科技，落實精準照護、提高照護品質及效率。

根據統計，台灣目前約有76萬名失能、失智及身心障礙者
，預估2026年失能人口將突破百萬人。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及疫情的衝擊，如何減輕醫護照護壓力、減少感染風險，就變得

相當重要。
「智慧化 24 小時安全健康自動巡房系統」，是利用只有

2mm的智慧光纖照護薄墊，可放置在枕頭下、床單或床墊底下
，因無電磁波不需要穿戴，可24小時即時偵測病患的呼吸、心
跳、睡眠等各種生理狀態變化，一旦出現異狀，會發出警訊通報
醫護，及早介入處置。

疫情期間，甚至可提供零接觸遠端即時監控、異常通知、健

康提示、離床翻身提醒和睡眠活動紀錄。這套系統更榮獲全球百
大科技研發獎等相關獎項，並被聯合國列入全球COVID-19創
新報告，與莫德納、嬌生、AZ等疫苗並列。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周桂如說，非常感謝第一健康董
事長王義郎、滙嘉健康董事長楊淑貞兩人的愛心，這套系統適合
用於護理之家及失智症照護等長照機構，未來也可用在學校的智
慧模擬病房，供護理學生實習。

北醫大獲捐創新輔助科技 防疫照護再升級

宜蘭綠博3月26日登場 新北市民限時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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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全球經濟正面臨著各種
挑戰與不確定性。首先，病毒株已發生多次變異，
從最一開始的Alpha到後來的Delta、Omicron等，
未來不排除還會有其他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
變異株出現。其次，伴隨著美國國內經濟的強勁成
長，通膨的問題席捲而來。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則
是出現通膨率以及經濟增長較低的情況。為了應對
上述的問題，美聯儲極有可能在三月開始採用緊縮
性貨幣政策，而中國人民銀行則是相反。如此措施
都將對今年的有效匯率以及貿易情況造成影響。究
竟加息能否在減緩通膨速度的同時讓美國維持一定
的經濟擴張？中國降息後是否能夠促進經濟成長？
再者，美國國內突然暴增的需求讓世界上其他的生
產者來不及應對。近期全球供應鏈是否能夠迅速擴
張以應對美國的需求？在這次報告中，我們會回答
上述幾個問題，並回顧這段時間內，美國與中國的
經濟發展與全球供應鏈的情況。

美國經濟的現況與前景
2021年第四季，美國經濟年成長率高達6.9%。

實質GDP的部分則是在2020年出現3.4%的負成長
後，於2021年回到了5.7%的正成長。事實上，如此
快速的復甦以及成長讓美國經濟在2021年第二季就
回到了疫情前高峰，年底時GDP也回到了原本長期
的成長曲線上（圖一中紅線）。令人惋惜的是，伴
隨強勁經濟增長而來的還有高通膨的問題。

《2022年美中經濟報告》中展示美國實質潛在
GDP與實質GDP的線形圖

圖一、美國實質潛在GDP與實質GDP
2021年12月，美國總體通膨率（與去年同期比

較）上升至7.1%，為四十年來新高。至於核心通膨
率（排除食品與能源類別，與去年同期比較）則上
漲了5.5%，是近三十年最高。這些數字與美聯儲和
安德森預測中心去年做出的預測相差甚多。究竟發
生了什麼？簡單來說，那就是需求遠遠大過了供給
！以美國食品與零售業的銷售情況為例，這段時間
的銷售已比歷史趨勢高出8%~11%（圖三中的紅色虛
線）。除此之外，下面幾個驅動力也是造成美國現
在高通膨的原因：（1）因2020/2021年的財政刺激

政策而提高的可支配所得，（2）因遠距工作而提
升的大面積住宅需求，（3）限制令解除後在餐廳
與零售店的報復性消費，（4）因為股價、房屋等
資產價格上升所產生的財富效應而提高的支出。

儘管商品與服務的需求上升，但是部分關鍵產
業的供給並未趕上需求的增加。美國的原油與天然
氣產量依舊比疫情前的高峰低8%，汽車產量則是低
5%。其他產業的供給增加則是受到勞動力的限制。
目前社會上勞動力仍然比疫情前高峰低2%。

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
於1月26日的記者會上表示美聯儲將在三月結束資
產購置計劃，並且極有可能同時推動加息。鮑威爾
特別強調，美聯儲自始至終在努力維持價格的穩定
性，其亦提到新一輪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即將來臨。
對此，美國的經濟會出現什麼反饋？我們根據過去
幾輪的情況加以分析。

圖四顯示了自1970年以來八輪貨幣緊縮政策的
時間與當時的聯邦基金利率。圖五則是展示了這幾
輪政策推行後十二個月的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舉
例來說，第一次緊縮性貨幣政策於1972年三月推行
。在1972年二月至1973年二月這段時間，聯邦基金
利率提高了3.29個百分點，通膨率提高了6.1個百
分點，失業率減少了0.7個百分點，標普500指數提
高了8.6%，而名目房價指數則是增加2.1%。

在這八輪政策施行後的頭一年，利率成長皆在
0.75個百分點（2016）到3.3個百分點（1972）之間
，通膨率在-0.8 到+6.0個百分點之間變動，失業率
則是在每一次都降低。股權市場中，股價漲了五次
，跌了三次，而名目房價指數在每一輪皆增加。我
們可以從這些歷史數據推斷說今年三月即將推行的
政策並不會自行造成經濟衰退。

目前在預測美國經濟時所面臨的最大風險仍然
是持續延燒的新冠疫情以及其所帶來的其他後續問
題。在我們的預測中，我們假設隨著時間過去，變
異株將會對經濟產生越來越少的影響。然而，這只
是個假設。如果到時候事情並非如此，我們所做的
預測就太樂觀了。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線形圖，展示美國按年
通膨率

圖二、美國通膨率（與去年同期比較）
《2022年美中經濟報告》中展示增加的美國實

質零售與食品銷售的線形圖

圖三、增加的美國實質零售與食品銷售
《2022年美中經濟報告》中展示聯準會歷史上

幾次推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間率的線形圖

圖四、聯準會歷史上幾次推行緊縮性貨幣政策
的時間

《2022年美中經濟報告》中展示緊縮性貨幣政
策施行後第一年經濟指標變化的條狀圖

圖五、緊縮性貨幣政策施行後第一年經濟指標
的變化（百分點變化：聯邦基金利率、通膨率、失
業率；百分比變化：標普500指數、名目房價指數
）

數據源：美聯儲、美國勞工統計局、羅伯特．

席勒在線數據庫
中國的經濟現況與前景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2021年的GDP

成長了8.1%，製造與出口產業是帶動2021年成長的
最主要因素1。這個數字比許多機構的預測都高出
許多。鑒於中國人民銀行對近期經濟情況所做出的
政策回應，我們推斷中國經濟應有很嚴重的問題沒
有被提上檯面，才會有如此數字。

我們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以提供一組對照數
據2。模型主要採用三個重要變量：能源消費/電力
生產的年成長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總貿易量
（出口加進口）。為了校準，我們也納入了世界前
13大經濟體的數據。欲知更多詳情可參考附錄。

根據我們的模型，中國2021年的GDP成長率應
為6.9%，比中國國家統計局的8.1%低3。圖六為模
型估計出的GDP成長率（紅線）與中國國家統計局
過去官方數據（藍線）的比較。兩者在2007年開始
皆出現類似的下降趨勢，但我們的估計通常比官方
數字再低一點。另外，我們估計出的高變動性情況
與其他大型經濟體所經歷的較為相似。

短期內，中國經濟會面臨強大的阻力。比如，
2021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把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降為
8.4%（降低了0.5個百分點），此舉相當於為整個
金融體系注入了1,880億美元。這已經是2021年7月
之後，他們第二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了，目的是要
刺激因房地產市場暴跌而衰退的經濟。雖然不清楚
這些操作是因為預測說有成長緩慢的經濟而主動採
取的，還是為了應對房地產市場的內部崩壞，但是
我們預測2022年中國的經濟成長會遠低於我們
2021年所做的估計。

我們可以從中國地產市場的現況來佐證中國難
以維持高經濟成長率。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地產開發
商，恒大集團正面臨著破產的危機。其在市場上有
3,000億美元的債務，且已開始選擇性地不履行部
分債務。除此之外，造成恒大集團問題的運營模式
在中國並不少見，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一個國
家性的問題，整個房地產行業透過高額舉債過度發
展。圖八即說明了這個問題。2021年，中國建設了
448億平方英尺的商業建築及一般住宅，差不多是
美國50億平方英尺的9倍。在過去的八年裡，中國
實際上已建設比美國現存商業建築及一般住宅空間
還多的新空間了。雖說中國的人口為美國的四倍，
且人口成長的速度也比美國快，如此快速且大量的
建設並不是基於市場原則而發展的，是中國的經濟
政策在背後驅使。為了避免經濟衰退的出現，中國
的經濟政策一直鼓勵建設發展，因此房屋的供給遠
遠大於市場上的需求。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目前最
大風險為房地產泡沫、與其相關的債務問題以及零
容忍的新冠疫情政策。

美中經濟報告美中經濟報告20222022
動盪時局下的貿易與成長動盪時局下的貿易與成長：：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前景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前景((上上))

克里斯托弗· 弗兰奇(Christopher French)

（伦敦大学反常心理研究中心创立者）

大多数以为自己见了鬼的人其实并

没看见任何东西。很多情况下，人们说

的比这还要模糊，比如声称有非常强烈

的、身边存在“某种东西”的感觉。有

些痛失亲人的人会认为自己闻到了逝者

生前爱用的香水、或者常抽的香烟。

如果你说这都是幻觉，别人往往以

为你是说他们疯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非医学界人士中，产生幻觉是一种非

常普遍的现象。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

都可能会产生幻觉。

我们对睡眠麻痹现象尤其感兴趣，即

所谓的“鬼压床”。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约8%的人在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基本

的鬼压床。还有些人群，如精神病患者和

学生等，经历该现象的概率则高得多。

基本的鬼压床是指，你处于一种半

睡半醒的状态，也许即将睡着，也可能

即将醒来，这时你出现了暂时性的麻痹

现象，可能要过几秒才能脱离这种状态

。多数情况下，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顶多让人有些不爽

罢了。

但对少数人来说，这

种经历引发的症状会

令人惊恐不已，比如

强烈的、身边有鬼的

感觉。就算你看不见、也听不到房间里

的动静，你还是感觉有东西在那里。你

也许还会出现幻觉，比如听到说话声、

脚步声、或机器运行的声音，可能还会

看到暗影在房间里穿行，或见到光线、

巨大的身影等等。你还可能产生触觉上

的幻觉，如感觉有人抱着你、或有人在

你脖子后面吹气等。要记住，在经历这

些感受时，你根本动弹不得。

因此，如果有些人从未听过睡眠麻

痹这个科学和医学概念，在产生了上述

经历后，难免会将其解释为某种超自然

力量。并且由于这种经历十分普遍，只

要一小部分人经历了睡眠麻痹，就会产

生五花八门的超自然解读。

迈克尔· 尼斯(Michael Nees)

（美国拉法耶特学院人类因素、感知与

认知实验室、心理学院助教）

我们对世界的现象体验——即我们

相信自己见到和听到的东西——是由我

们从外界获得的有限、不完整的输入不

断构建起来的。落入眼中的光线、传到

耳中的声波可能来自多个光源和声源。

例如，昏暗房间角落里的模糊人形

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个鬼，也可能只

是一件挂起来的外套。为避免混乱，我

们会主动构建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而

这往往反映了我们的偏见和期待。

有时我们的感知并不能精确反映真

实世界的情况。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

就是一种常见的误解行为，指人们将某

个随机的(因此不具有特定意义的)事件

解读为一次具有意义的事件。例如，人

们常将随机组合的物体看成人脸，甚至

常有人声称在面包片上看到了耶稣的面

庞。

有一些研究显示，相信超自然力量

的人尤其容易将人类特征赋予模糊不清

的刺激物。此外，在周围环境阴森瘆人

时，人们也更容易把此类刺激物解读为

鬼魂。

尼尔· 达格纳尔（Neil Dagnall）与

凯斯· 德林克瓦特（Keith Drinkwater）

（尼尔· 达格纳尔为曼彻斯特都会

大学应用认知心理学准教授，研究反常

心理与认知心理。凯斯· 德林克瓦特为

曼彻斯特都会大学高级讲师）

有些人相信在肉体死后，灵魂仍可存

活。在这一前提下，看见鬼便可证实“死

后生命”的存在，使人们感到安心。

还有人用环境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

，如电磁场和超声波等。加拿大神经科

学家迈克尔· 佩辛格（Michael Persinger

）证明，将大脑颞叶暴露在变化的电磁

场中，可使人产生类似闹鬼的体验（如

感觉身边有鬼、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觉

得有人在触摸自己等）。

毒性物质也可使人产生闹鬼的感觉

。毒理学家阿尔伯特 · 唐尼（Albert

Donnay）提出假设称，持续暴露在某些

物质下（如一氧化碳、甲醛、杀虫剂等

）可使人产生类似闹鬼的环境。肖恩·

罗格斯（Shane Rogers，民事与环境工

程副教授）也报告称，有毒菌类引发的

幻觉也可激发见鬼的错觉。

奥 拉 夫 · 布 兰 克 教 授 （Professor

Olaf Blanke）近日证明，这种幻觉也可

能由迷失认知方向感导致，尤其是感觉

运动信号。在他的研究中，受试者眼睛

被蒙住，然后双手在身前做出种种动作

。一台机器人站在受试者身后，实时模

仿受试者的动作，同时触摸其背部。由

于机器人的动作完全同步，受试者便适

应了这种空间差。然而，受试者动作与

机器人触摸之间的时差会使其丧失方向

感，同时产生强烈的“闹鬼”的错觉。

特伦斯· 海因斯（Terence Hines）

美国佩斯大学神经学教授《伪科学与灵

异现象》

人脑善于识别规律。如果你置身荒

郊野外，听到身后有动静，最好将其想

成一头接近你的狮子或老虎，即某种具

有实体、带着目的而来的东西。因为假

如它有自己的目的，你只要跑掉就没事

了。就算你背后空无一物，你跑几步也

没什么损失。可见我们进化出了所谓的

“假阳性”思维模式，不怕一万，就怕

万一。

还有一种解释和人们的预期有关。

关于这一效应，研究人员开展了一些很

有意思的实验。几年前，我的一名学生

带一些人去了当地的墓地。他们先是被

带到一块墓碑前，被告知这是一名老人

的坟墓，他在72岁时无疾而终。大家

都不觉得瘆人。当时已经是半夜，但他

们并没有任何怪异的感觉。

而在另一晚的同一时间，他们被带

到另一块墓碑前。据说埋在这里的人是

一个少女，因为被男友抛弃而自杀，而

那一天正是她的忌日。结果人们吓坏了

，声称自己看见了她、或是听见了她的

声音。这都是由预期导致的。我并不是

说这些人在撒谎、或者昏了头，他们的

大脑只是做了大脑该做的工作：利用已

有信息进行推断，只不过得出了错误的

结论。

为什么有人经常遇见鬼？
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就是一种常见

的误解行为，指人们将某个随机的(因此
不具有特定意义的)事件解读为一次具有
意义的事件。例如，人们常将随机组合
的物体看成人脸，甚至常有人声称在面
包片上看到了耶稣的面庞。

众所周知，凡人皆有一死，无论你
是谁，贫穷也好，富贵也罢，都难逃在
地下腐烂的结局。

不过，大多人都不愿接受这个可怕
的事实。很多人相信存在某种形式的来
世生活。还有少数人认为存在一个中间
地带，人死后既不会在地下腐烂，也不
会下地狱，而是会游离在人世间，时不
时吓吓他们的孩子，或在自己被谋杀的
凶宅里吓吓新搬来的住户。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做过的一项调查
显示，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见
过鬼。考虑到我们对古人的其它信念总
持鄙夷态度(比如放血疗法)，这个比例
颇令人吃惊。在本文中，著名心理学家
和神经科学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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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去年七月下旬
在休士頓中國城Harwin 與Gessner交口上
原「媽媽超市」舊址，新開了一家全美連鎖
超市「新榮超市」。兩位老闆梁勝、黃榮富
來自芝加哥、紐約，在全美多州大城市都開
設超市，一看即知是經營超市的行家，踏入
該超市，發現該超市猛然寬敞了許多，貨物
擺設極具學問，使每位初踏入該超市的客人
，一個個瞪大眼睛，目不暫捨，因為無論貨
的品質和價格，實在太吸睛了。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品嶄新

、豐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都不相信全世
界最好的美貨，都出現在這裡了。大家忙不
迭地把貨品裝上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
掃光了。一趟「新榮超市」之旅，簡直比逛
百貨公司、博物館還過癮，尤其掌管一家三
餐、生計的家庭主婦。從來沒看過這麼多好
貨，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真是「目不暇接
」！

「新榮超市」本週（3/9/2022～3/15/
2022 ）特價品如下：燒臘雙拼飯$5.99/盒
，滷味豬大腸$6.50/盒，滷水豬耳$3.99/盒

，滷味豬舌$3.99/盒，叉燒$8.99/磅，燒鴨
$24.99/只，貴妃雞$22.99/只，滷水鴨（大
）$24.99/只。另外，禮品卡充值$100元，
即送6元。以上特價品售完為止，廣告圖片
只供參考,該超市保有最終解釋權。

太多的好貨、美食，不及一一介紹，您
周末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以「眼見為實
」！「新榮超市」的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am—8:00pm, 地址：5708 S.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832）
380-8885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春季大酬賓春季大酬賓，，推出多項特價品推出多項特價品
禮品卡禮品卡，，充值充值$$100100元元，，即送即送$$66元元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 的梁勝老闆的梁勝老闆（（右右））與黃榮富與黃榮富
老闆老闆（（左左 ））合影於超市大門口合影於超市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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