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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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恐用核武普丁恐用核武 拜登組秘密團隊出招反制拜登組秘密團隊出招反制
（ 綜 合 報 導 ） 《 紐 約 時 報 》 （New

York Times）23日引述多名匿名美國官員報
導，白宮已經悄悄召集國安官員組成 「老虎
隊」（Tiger Team），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丁
可能動用核武、生物、化學武器等情境，制
定緊急計畫。

據悉這支團隊是在2月28日、也就是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4天後由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Jake Sullivan）簽署備忘錄召集，團
隊成員一周召開3次機密會議。美國官員透
露，這支團隊在設計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在
北約國家增兵及武裝烏克蘭軍隊等劇本上扮

演中心角色，此外，團隊也檢視俄軍攻擊行
駛在北約領土上的烏克蘭軍援車隊時的因應
狀況，以及戰爭如果擴大至摩爾多瓦、喬治
亞等鄰國、歐洲各國面臨的難民危機等狀況
。

報導指出， 「老虎隊」研究的主要問題
是，哪一條紅線會促使北約在烏克蘭動用軍
事力量，美國總統拜登先前已經表示非常不
願意走到這一步，擔心與俄羅斯直接對抗會
導致衝突失控，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紐時》指出，上述這些緊急狀況預計
將成為拜登與北約盟友開會時的中心議題，

一個月以前，這些情況似乎還只是紙上談兵
，但如今，白宮及北約似乎已認識到俄羅斯
為擺脫烏克蘭僵局，可能會動用自己最強大
的武器。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
berg）23日首度警告，就算俄羅斯只是在烏
克蘭境內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北約國
家也會造成 「可怕後果」，報導指出，他似
乎在暗示化學或具有放射性的煙塵可能會飄
過邊界，據悉北約正在檢視這種附帶損害是
否能被視為對北約的攻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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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months of preparation
by our STV colleagues, the
first camp for junior
reporters will be accepted
for registration starting
June 5th. Asian kids will be
given basic training in
broadcasting and
interviewing news skills.

We often hear people say
that the Jewish people in
America always teach their
kids in two professions.
The idea is that one day
the kid will grow up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CBS News. The other idea
is that the kid will become a
Wall Street executive
because media and finance
are the lifeblood of our
society.

The history of Asian
Chinese immigration to
America has taken place
for well over one hundred
years. From the early era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mmigrants, today
we now have becam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a
multi-ethnicity society. But
still, very few of us can
climb to the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or on Wall Street.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
artist Xin Jian,
Editor-in-Chief Kai Jun,
TV anchor Wang Zie, TV
Host Tiemei Chan and
producer Michael Ke for

their efforts of organizing
the camp to make it a big
success.

We also want to advise all
the parents that the children
’s school curriculum
score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ir leadership and
language training are
indispensable.

We are very excited that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taken a giant step towards
training our younger
generation. We hope that
they will be our leaders of
tomorrow and the
backbone of society in the
future.

0303//2424//20222022

We Are OfficiallyWe Are Officially
Launching Training CampLaunching Training Camp

For Junior ReportersFor Junior Reporters

經過美南電視台同仁們多月來的籌備，
第一屆美南小記者播音培訓班已经在接受報
名中 ，將從六月五日起，給予華裔靑少年們
播音和採訪新聞的基本訓練， 据說報名情況
非常熱烈。

訓練班將由美南新聞各部門主管同仁，
以她們多年來之經驗傳授給華裔學子 ，让他
們在孩童時代就能感受到媒體力量，對社會
之極大影響。

我們常聽人說 ，在美國為數只有一百多
萬的猶太人， 他們教導孩子們進入最重要的
兩大行業 ，一個是成為CBS 電視網之老總
， 另一行業是成為華爾街股市操盤手， 換
言之， 媒體和金融是美國社會之命脈。

華亞裔在移民美國之歷史已近一百多年
， 從早期排華和歧視移民之年代， 一路走

來 ，我們已經成為多元族裔重要的組成份子
， 但是， 我們在主流媒體和華爾街能夠攀
上主管位子的還是為數甚少。

我們非常感謝藝術家辛建老師， 美南新
聞總編蓋軍， 電視主播王潔， 電視制作麥
可以及電視主持人陳鐵梅小姐之努力籌措，
這個訓練班之成功是可預期的。

我們也要在此奉勸家長們 ，孩子在學校
之課程非常重要， 但是， 當他們要進名校
和走出社會時， 個人之處世及領導能力、
語言之訓練是絕不可缺乏的一環。

非常興奮美南新聞從即日起 ，擔負起對
華亞裔孩童們培訓之工作， 我們更希望他們
將來是社會中堅領袖人物， 为我們在美國社
會揚眉吐氣。

美南小記者培訓班正式啟動美南小記者培訓班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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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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內部消息人士爆料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混亂，導致安全局內部對普丁
愈來愈不滿，尤其西方制裁影響他們的生活，抱怨不能帶
孩子去迪士尼玩，如今普丁 「每周」都面臨被政變的威脅
。

俄羅斯自2月24日進攻烏克蘭以來仍未拿下基輔，英
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流亡海外的俄國人權
社運人士奧塞奇金（Vladimir Osechkin）告訴英國《泰晤士
報》（The Times），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消息人士告訴他，
內部對於普丁的不滿愈來愈高，尤其官員們對於西方的制
裁愈來愈感到挫折，這代表這些特勤官員不能飛往自己的
度假別墅，或是不能 「帶他們的孩子去巴黎迪士尼樂園玩
」。

報導指出，聯邦安全局官員的薪水高於一般俄羅斯民
眾，政府也會分配公寓，普丁本身就在1998至1999年間擔
任聯邦安全局局長，2000年晉升俄羅斯總統。

奧塞奇金說，普丁讓俄羅斯享有20年的穩定局勢，讓
包括安全局官員、警察、檢察官等這個體系的人擁有良好

的生活品質。
他稱，如今這批夢碎的幹員認定，如果有必要，他們

願意改變整個體系， 「這場戰爭持續的每一周、每一個月
，安全局人員叛變的可能性也跟著上升。」

奧塞奇金並未透露自己的消息來源，僅表示對方在安
全局裡負責小型分析部門，他說自己是在2021年10月首度
與該名消息人士接觸。

奧塞奇金4日才根據消息來源發布2000字報告，指出
普丁對烏克蘭的戰爭將如同 「納粹德國」般 「完全失敗」
，報告內容指出，在持續面臨烏軍的完全抵抗下，俄軍將
「沒有勝利的選項，只剩下失敗」。

報告也稱，俄羅斯政府與多支在烏克蘭的部隊失去聯
繫，代表莫斯科無法得知確切的死亡人數。

俄羅斯安全局專家、調查新聞網站 「冒險者」（Bell-
ingcat）執行長葛羅西夫（Christo Grozev）表示，他已經將
這份報告交由自己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線人看過，儘管
他們不完全認同報告的所有觀點，但證實了報告確實由內
部人士所寫。

「不能去迪士尼」 惹毛俄菁英
普丁打烏亂七八糟恐遭政變

北韓試射洲際飛彈 韓國 「不甘示弱」 發射多枚飛彈
(本報訊)北韓在今天下午2點44分（格林尼治標準時間上午

6點44分發射了一枚洲際飛彈(ICBM)，據日本海岸警衛隊的說法
，它落在日本青森縣以西170公里的日本海，那裡屬於日本專屬
經濟區（EEZ）內。對此韓總統文在寅表達抗議，同時韓國軍方
也進行自己的彈道飛彈或巡弋飛彈，向北韓表示自己也有反擊的
能力。

路透社報導，韓國軍方表示，這是北韓今年的第11次飛彈

試射，該型飛彈應為火星 17 型(Hwasong-17)，最大飛行高度 6,
200公里，射程為1,080公里，已屬於洲際彈道飛彈。

據韓國參謀本部表示，火星17型應該是平壤國際機場附近
的順安基地所發射的。

韓國立即試射了自己的玄武 2 型彈道飛彈，它的射程 500~
800 公 里 ， 以 及 購 自 美 國 的 MGM-140 陸 軍 戰 術 飛 彈 系 統
(ATACMS)，海星-II 艦對地飛彈、以及 2 枚聯合打擊炸彈

（JDAM），以證明他們 「有能力精確打擊導彈發射場」，韓國
參謀長聯席會議在一份聲明中說直接說 「如有必要，可以對北韓
進行源頭打擊。

這是文在寅總統任內罕見的強烈回應北韓飛彈射擊，韓國國
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徐柱錫（ Suh-Choo-suk）表示： 「嚴厲譴
責北韓的行為，此舉明顯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北韓曾經
向國際社會承諾會暫停洲際彈道飛彈試驗。」

俄駐聯合國副大使：若北約挑釁 俄國有權用核武
(本報訊)俄羅斯駐聯合國副大使紀柏梁（Dmitry Polyanskiy）

表示，如果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挑釁」，俄國有
權使用核武。

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的發言人昨天說，如果俄國
覺得面臨 「攸關存亡」的威脅，總統可能會按下核按鈕。

英國天空新聞網（Sky News）報導，被問到蒲亭讓全球其他
地方面臨核戰可能性是否為正確時，紀柏梁回說： 「如果俄國被
北約挑釁，如果俄國遭北約攻擊，為什麼不對，我們是核武大國

。」
他說： 「我不覺得這麼說是對的，但威脅俄羅斯、試圖干預

也是不對的。因此，當你們在與核武大國打交道時，當然必須計
算你的行為引發的所有可能後果。」

紀柏梁還說： 「我不認為我們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當然，
這種事不是由我評估，我不在當地，你也不在當地。你們看的是
影片，看的是許多被認為是假新聞的影片。你們相信一種說法，
我們相信另一種。」

天空新聞網將美聯社記者在烏克蘭馬立波市（Mariupol）拍
攝的照片給紀柏梁看，畫面是公寓大樓遭俄羅斯飛彈擊中，還有
烏克蘭兒童的遺體被埋在狹窄溝渠內，但紀柏梁拒絕承認這是俄
國做的。

紀柏梁聲稱是烏克蘭在攻擊自己的建築與平民，他說： 「我
們從一開始就說，我們的軍隊沒有對烏克蘭平民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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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日增確診創新高
多州推遲“解封”日程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疫情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內德國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94931人，創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最高紀錄。多個聯邦州

近日表示，將推遲原定于20日取消絕大多數防疫措施的“解封”日程。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

人數分別爲294931人、278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確診17990141人、

死亡126420人。需接受ICU重症監護治療的患者總數當天增加7人，爲

2304人；該國截至目前至少有6300萬人已完全接種疫苗，約占該國總人

口數的75.8%，至少有4830萬人已接種加強針，占總人口的58.1%。

德國用于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數(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

計新增確診數)繼續上升至1651.4，亦再度刷新疫情以來極值。

根據德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此前達成的“三步”解封計劃，德國

將在3月20日取消絕大多數新冠限制措施。然而鑒于感染人數不斷增加

，多個聯邦州近日表示，將延長現有防疫舉措至4月2日。聯邦政府此

前在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的草案中，規定了兩周過渡期。

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圖林根、下薩克森等多個聯邦州表示，將延長現

有防疫措施至4月2日；柏林州則希望維持當前防疫措施至3月31日，此後將僅保

留少數基本防疫舉措，如在公共近距離交通、醫院和養老院內強制戴口罩等。

近日來，3月20日最終“解封”的計劃已招致多方批評。德國患者

保護基金會董事會成員歐根· 布裏施(Eugen Brysch)表示，聯邦議院不能

在修正案中埋葬理性。如果激進的“自由日”一派占據上風，那麽按照

目前發病率，預計每天將有數百人死亡。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主席齊格弗裏德· 魯斯烏爾姆(Siegfried Russ-

wurm)認爲，在感染人數創新高情況下，大幅放寬防疫舉措是不負責任

的。他同時呼籲提高疫苗接種率。

意大利內閣批準放寬防疫限製
5月起停止使用綠通證

綜合報導 意大利內閣會議決定，3月31日將結束國家衛生緊急狀態，4

月30日前室內仍保留佩戴口罩義務，從5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綠色通

行證健康證書。

據報道，意大利內閣會議決定，從4月1日起，停止50歲以上群體

工作場所強制綠色通行證制度，不再強制疫苗接種。在今年年底之前，

疫苗義務仍然適用于衛生部門、RSA老年療養中心的工作人員。

從4月1日起，進出辦公室、酒店、銀行、商店、博物館等場所不

再需要綠色通行證；出入酒吧、餐廳以及乘坐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不再需

要加強版綠色通行證；乘坐飛機、火車、輪船僅需基礎版綠色通行證；

體育場館的接待容量將恢複至100%，但仍需基礎版綠色通行證。

在4月30日之前，綠色通行證義務仍適用于室內、在餐廳用餐、遊

泳池、健身房、娛樂中心以及參加會議和體育賽事等。

此外，從4月1日起，學生上課僅戴外科口罩即可，不再強制佩戴

Ffp2口罩；除新冠感染者外，與新冠患者密切接觸人員不再需要強制隔

離，可聽從醫生建議。

意大利內閣會議決定，從4月1日起，取消設置疫情緊急狀態下的

科技委員會和特別專員，將在衛生部設立一個專職部門，負責處理過渡

期事務，並繼續推進疫苗接種工作。

5月1日起，意大利將全面取消綠色通行證。乘坐本地交通、飛機、火車

、輪船以及出入健身房和其他封閉式體育場所不再需要佩戴Ffp2口罩。

油價攀升！英法等國偷油案件頻發，運輸從業者苦不堪言
綜合報導 受疫情與戰事等因素影響

，近期油價飛漲，英國油價本月一度升至

每桶139美元，創下14年來新高。黑色産

業“應運而生”，偷油賊日前在英國格外

猖獗，不少運輸從業者苦不堪言。

據報道，早在去年9月，英國就陷入

了一場汽油供應危機。官方統計顯示，英

國今年1月的貨物盜竊犯罪案中，燃油盜

竊案占比高達38%，當月平均每天發生4

起偷油事件，比油價上漲前翻了一倍。

英國警方警告稱，偷油事件絕非小偷

小摸行爲，而是各地幫派展開的有組織、

有預謀的集體犯罪。爲實現利益最大化，

一些幫派甚至專門研究過貨運公司的運營

模式。在實施犯罪時，不法分子通常會用

小刀或鋼絲鉗撬開油箱蓋，用油泵與目標

車輛的油箱連接，幾分鍾就能把一箱燃油

抽幹。他們還會僞造車牌、使用衛星定位

擾頻器逃避追捕。另有一些不法分子會洗

劫司機隨身財物。“必要”的時候，偷油

賊甚至會襲擊車輛司機。此前有報道稱，

一名司機發現異狀後下車查看，卻被人用

斧子砍傷腿部。還有傳言稱，不法分子將

催眠氣體放置在目標車輛引擎蓋下，讓它

們順著出風口排出，從而將司機迷暈。英

國諾維奇市卡車司機托馬斯去年某日清晨

醒來後發現油箱空空，這讓他損失1000英

鎊，還在路上受困一天半。大約在兩周前

，紐卡斯爾一處貨運倉庫被盜走1.5萬升

燃油，損失高達2.5萬英鎊。

《巴黎人報》稱，類似犯罪事件近期

在法國也呈上升趨勢，油箱容量在500升

以上的大型車最易成爲不法分子目標。法

國警方反映，該類案件受害人多爲收入微

薄的普通民衆，他們除損失燃油外，還要

自費修理被破壞的油箱。

有媒體認爲，油價攀升趨勢或在全歐

洲成爲一種“新常態”，歐洲多國已經分

別出台應對措施。比如，法國和德國近日

均頒布“加油打折”相關福利，以減輕司

機的經濟負擔。國際能源署（IEA）近期

則極力倡導節約能源、減少油耗，並提出

一系列參考建議。比如，該機構建議發達

國家降低高速公路限速標准，降幅爲每小

時10公裏。該機構還建議各國設立“無車

星期天”，並建議公衆選擇自行車等“成

本低廉”的出行方式。此外，IEA呼籲用

人單位加強“遠程辦公”，每位雇員最好

能每周在家工作3天。據IEA估計，如這

些建議得到廣泛采納，全球每日可減少

270萬桶油耗。

歐洲奧密克戎BA.2肆虐病例激增
意大利和法國增幅顯著

綜合報導 過去一周，全球範圍內的

新冠肺炎病例增加了4%。但隨著一種新的

亞變種在世界多地傳播以及多國放松限制

，歐洲的一些國家，包括意大利和法國都

出現了病例激增，前者比本月初增加了

43%，後者增加了36%。

據報道，新冠病毒的病例激增主要

是奧密克戎(omicron)BA.2 亞變異體所致

，以及大多數新冠病毒防疫限制的取消

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及感染免疫力的減

弱。

在歐洲，由隱形奧密克戎引起的新一

輪感染已經開始。它已經在英國、德國和

法國占據主導地位，並在荷蘭、意大利、

奧地利和瑞士的激增中發揮了作用。目前

BA.2已占德國新病例的一半以上。

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分子腫

瘤學教授勞倫斯•楊(Lawrence Young)說，

很明顯，BA.2比BA.1更容易傳播，加上

緩解措施的放松和免疫力的減弱，導致了

當前感染的激增。

勞倫斯•楊表示，雖然BA.2的傳播性

更強，但可能與病例增加有關的其他因素

是限制放松、社交聚會增多、戴口罩的人

減少，以及對以前感染和接種疫苗的免疫

力下降。盡管陽性檢測呈上

升趨勢，但住院和死亡人數

並沒有以同樣的速度增長。

牛津大學結構生物學教

授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說，我主要關心的

是那些易受感染的人，對于

他們來說，這種疾病是很嚴

重的。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

萊裏(Pierpaolo Sileri)表示，

至少有三種高傳染性但不太嚴重的新冠肺

炎病毒奧密克戎變種目前正在意大利傳播

。較溫和的奧密克戎亞變異體已占據主導

地位。

意大利金貝基金會(Gimbe)主席卡塔貝

洛塔(Nino Cartabellotta)警告，到3月底，

每天新感染病例的逆勢增加可能會達到每

天12萬至15萬例。

根據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對新冠

病毒多個變體的流行、分布進行的最新

快速調查發現，意大利奧密克戎變種仍

然是最主要的變體，流行率約爲 99.86%

。奧密克戎 BA.2 亞變異體流行率約占

44.07%。

研究表明，BA.2可以在人們從更常見

的奧密克戎譜系中康複後不久再次感染，

盡管這種情況罕見，並且主要發生在患有

輕微疾病的年輕未接種疫苗的個體中，不

會導致住院或死亡。

目前一些歐洲國家正在觀察冠狀病毒

病例的增加，在英國，一些專家將新冠病

毒病例激增歸因于BA.2，而德國的病例數

仍然很高，法國、瑞士、意大利和荷蘭也

正在面對新病例激增。

意大利民防部20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60415例，死亡病例93例。截至20日

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13861743例，死

亡病例157785例，治愈病例12531134例。

指控胡塞武裝擾亂石油供應
沙特稱不會為供應短缺負責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

政府周一表示，該國對全球

石油供應短缺“不承擔任何

責任”。美聯社指出，此前

一天，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

一家煉油廠和其他能源設施

發動了一系列襲擊，而沙特

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報道稱，這一罕見的嚴

厲警告與這個産油國以往發

布的謹慎聲明大爲不同，因

爲沙特官員明白，即使是他

們最輕微的言論也可能影響

油價，攪動全球市場。

沙特新聞社援引沙特外

交部的一份聲明稱，沙特

“不會對石油設施遭到襲擊

導致的全球市場石油供應短

缺承擔任何責任。”這份聲

明還稱，這些襲擊可能會對

已經因爲俄烏衝突而陷入困

境的能源市場造成“嚴重後

果”，“國際社會必須承擔

起保護能源供應的責任”，

以威懾威脅“沙特生産能力

和履行承諾能力”的襲擊。

美聯社稱，也門胡塞

武裝對沙特石油設施的襲擊

，標志著也門戰爭的嚴重升

級。這場戰爭于2014年爆發

，胡塞武裝隨後占領了也門

首都薩那和該國北部的大部

分地區。沙特阿拉伯及其盟

友則以毀滅性的空襲作爲回

應。持續七年後，也門內戰

演變成一場血腥的僵局，並

引發了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

主義災難。

美聯社指出，該聲明發

布之際，沙特仍與歐佩克和

其他産油國在限制增産的協

議上保持一致。到目前爲止

，海灣阿拉伯産油國頂住了

拜登政府要求增加原油産量

以幫助降低油價的壓力。

根 據 美 國 汽 車 協 會

（AAA）的數據，全球能源

市場已經對俄烏衝突做出了

震蕩和波動的反應。本月早

些時候，美國油價達到了每

加侖4.33美元的曆史紀錄，

周一又降至4.25美元。布倫

特原油目前交易價格在每桶

112美元左右，低于本月早

些時候的近140美元，但仍比

戰爭爆發前高出約15美元。

今日俄羅斯電視台（RT）

指出，美國和英國禁止從俄羅

斯進口能源的決定也給市場帶

來了巨大壓力，拜登政府不願

批准在美國的鑽探許可，並拒

絕允許美加“拱心石”（Key-

stone XL）油氣管道工程完工

，更是雪上加霜。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敦

促沙特阿拉伯領導的歐佩克

集團增加石油産量，但歐佩

克迄今拒絕這麽做。然而，

美國官員告訴美聯社，最近

已經增加了對沙特阿拉伯導

彈攔截系統的供應，以保護

其設施免受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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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俄羅斯應當被踢出
20國集團（G20）。在談到中國是否援俄時，拜登指出，他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明援俄的後果，他認為中國清楚與西方
未來經濟聯繫更勝於與俄羅斯。

正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與西方領袖面對面商討俄羅斯軍事入
侵烏克蘭的拜登（Joe Biden），今天在結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領袖會談後舉行記者會。

拜登首先宣布美國對俄羅斯的新一波制裁名單，以及對烏
克蘭的人道援助，並將接納10萬名烏克蘭難民。

在被問及若俄羅斯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回應時，拜登
表，若俄羅斯使用化學武器， 「我們會做出回應」，至於回應
的性質則取決於武器的使用。

至於是否考慮將俄羅斯逐出G20，拜登明確表示，他認為

應當將俄羅斯排除於G20之外，但 「這取決於G20」。
在談到中國是否援助俄羅斯時，拜登指出，他與習近平上

周 「非常坦率」的對話，他 「並未威脅」，但明白告訴習近平
若是援助俄羅斯將面臨的後果，並指出許多美國與外國企業因
為俄羅斯的野蠻行徑選擇撤離俄羅斯。

拜登向習近平表示，他知道中國期望與歐洲和美國建立經
濟關係，並表明若是援助俄羅斯是將自己置於重大危險之中。
拜登認為中國清楚未來與西方的經濟聯繫更多於與俄羅斯，
「我希望他不會參與」。

拜登也指出今天的會議討論北約與歐盟有必要建置系統，
以監控是否有人違反制裁規範。

北約領袖也在峰會結束後發出聲明，呼籲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羅斯，及避免採取

有助俄羅斯規避國際制裁的行動。聲明強調，北約盟國對中國
官員最近公開評論感到憂慮，呼籲中國停止強化關於克里姆林
宮對戰事的不實敘述，特別是關於俄羅斯宣傳戰事以及對北約
的立場，以促進和平解決衝突。

拜登今天一連出席北約領袖峰會、七大工業國集團（G7）
與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3場會議，商談俄羅斯軍事
入侵烏克蘭局勢，並展現西方國家的團結一致。在結束今天的
行程後，拜登明天將轉往接納大批難民的波蘭了解現況。

拜登表示期望能與烏克蘭難民會晤，訪問難民將強化他的
看法，亦即必須採取重大行動，協助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的人
們重新安置。

動見觀瞻 美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聽證 兩黨激辯

美國恢復中國352產品關稅豁免

（綜合報導）2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提名聯邦上訴法院
法官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人事案一旦獲得參議院通過，她將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裔
的女性大法官。

美國大法官的任期是終身制，人事更迭會對國家帶來深遠
影響。但美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例為6：3，已經
嚴重失衡，而傑克森係補位即將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
（83歲），她的加入並不會改變保守派占優勢的失衡狀態。

3月21日，傑克森出席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的首場提名
聽證會。民主黨議員在發言中均對她給予讚美和支持，但多位

共和黨議員認為，她在量刑上對罪犯 「過於軟弱」。
傑克森則強調，在擔任法官期間一直堅持 「獨立性」，從

「中立角度」裁決案件。
傑克森現年51歲，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目前是哥倫比

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她還擔任公設辯護人多年，在
刑事案件中為貧困的當事人辯護。

美最高法院史上只有過2名非洲裔大法官，且都是男性。
如果參議院最終批准傑克森的提名，她將成為第3位非裔大法
官和第6位女性大法官。

美最高法院擁有9位大法官，傑克森的加入也將讓現任女

性大法官人數增至4人，並擁有2名非裔大法官。但保守派和
自由派大法官比例仍將維持在6：3，其中包括前總統川普任命
的3名大法官。

不過，拜登藉由提名傑克森，可望在11月8日期中選舉之
前，鞏固女性、少數族裔和自由主義者的政治支持。美最高法
院對美國政治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在未來幾個月，最高法院將
對可能限制墮胎權和擴大擁槍權作出裁決，此外還將審理有關
種族問題的案件。

拜登拜登：：俄應被逐出俄應被逐出GG2020
中清楚與西方經濟聯繫更勝俄中清楚與西方經濟聯繫更勝俄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18日通電話討論當前美中關係及俄烏戰爭局勢後，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23日（當地時間）發布聲明，宣布恢復對中國352項
產品的關稅豁免。但由於此次豁免商品數量少於之前原先考慮
納入的549項，中國商務部24日呼籲美國盡快取消對中國全部
產品的加徵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21年10月宣布，擬重新豁免549
項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並就此徵詢公眾意見。時隔近半年後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聲明確認對中國進口商品中的352
項進行豁免，並指出這是在全面徵求公眾意見、並與美國相關
機構協商後的結果。

根據聲明，這352種對中豁免關稅商品包含了自行車零件

、電機、機械、化學品、海鮮和行李箱，豁免期追溯至2021年
10月12日，並持續到2022年12月31日。聲明稱，豁免關稅的
決定已考慮之前的公開諮詢意見，包括有關產品能否在中國以
外的地方獲得、美國本土能否生產，以及有關供應鏈轉變對全
球採購的影響等因素。

對於美國此次關稅豁免，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玨婷24日表
示，這有助於相關產品的正常貿易。但中方始終認為，美方單
邊加徵關稅措施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不利於世界。在當
前通膨持續走高、全球經濟復甦面臨挑戰的形勢下，希望美方
從中美兩國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盡快取消全部對
華加徵關稅，推動雙邊經貿關係早日回到正常軌道。

美國前川普政府於2018年以 「不公平」貿易為由，對總值

37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加徵關稅。但後續有超過2200項中
國產品取得關稅豁免，以減輕美國業者和零售商的負擔，其中
549項的豁免延長一年，但也已於2020年底到期。

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二月份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與去年同期相比高達到7.9％，創40年來新高，生產者物價
指數（PPI）也來到10％，俄烏戰爭導致原油價格飆漲更將進
一步推升原物料價格。針對中進口商品的懲罰性關稅，皆由美
國進口商負擔，最後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美國企業和民主、共
和兩黨議員不斷要求拜登政府減緩美企進口中國產品關稅負擔
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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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通報，過去 24小時新

增2707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創下單日確診

最高紀錄；新增死亡病例 80例，爲今年以來

最高。

首都曼谷市新增確診病例3252例，仍居全

國之首，其後爲呵叻府和春武裏府。

截至當天，泰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30萬

例，累計死亡24075例。

泰國總理巴育當天主持召開新冠肺炎疫情

管理中心會議，會議決定，將本月底到期的

《緊急狀態法》實施期限延長至5月31日。這是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泰國政府第17次延長《緊急

狀態法》實施期限。

會議同意恢複舉辦泰曆新年宋幹節(潑

水節)活動，但期間禁止民衆進行潑水、抹

粉、飲酒等。至于滴水禮、浴佛、寺廟活

動及其他民俗活動可正常舉行，不過相關

活動須做好防疫措施且不得在道路等公共

場所舉行。

會議同時決定，新增清邁和碧武裏府2個旅

遊示範區，將原先包括曼谷、普吉、甲米等府

在內的8個旅遊示範區增加至10個。

此外，會議還決定簡化國際遊客入境泰國

的手續。從4月1日起，入境遊客不再需要提交

入境前的核酸檢測證明，但在抵泰首日須做一

次核酸檢測，入境後第5天須做一次抗原檢測。

入境遊客隔離時間爲5天，並須購買保額至少2

萬美元的醫療保險。

RCEP對馬來西亞生效
馬政商界看好馬中合作新機遇

綜合報導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系協定(RCEP)正式對馬來西亞生效

。馬來西亞政商各界在看好RCEP

促進該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看好

馬中經貿合作將迎來新機遇。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和工業部當

日表示，“RCEP代表充滿活力的經

濟增長，將成爲經濟振興的重要裏

程碑。”貿工部在其發表的聲明中

指出，RCEP對馬來西亞生效，爲馬

來西亞經濟融入“世界最大自由貿

易區”鋪平道路。聲明認爲，RCEP

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提升貿易

便利化程度、取消非關稅壁壘、改

善營商環境。“RCEP有助于馬來西

亞更好利用全球貿易和投資生態系

統並從中獲益”。

貿工部副部長林萬鋒當日出席

“RCEP之下的中國—東盟”論壇時

，呼籲馬來西亞企業善用RCEP生

效契機，落實自身改革和強化與區

域夥伴的合作關系。

林萬鋒說，馬來西亞和中國通

過“一帶一路”倡議和馬中經貿合

作規劃等合作機制創造豐碩的經濟

成果，馬中貿易額在去年創下曆史

新高。他呼籲馬中企業繼續強化合

作，互補互惠，善用各自競爭優勢

攜手開拓更大市場和商機。

林萬鋒表示，RCEP生效後，馬

來西亞政府將推出各項計劃，幫助

企業進行“能力建設”，強化企業

競爭力和生産力，協助企業自動化

升級和數字化轉型。

談到馬來西亞企業界應如何

迎接 RCEP 時，馬來西亞著名企

業家、中國—東盟商務協會總會

會長林玉唐指出，“我們絕對不能

忽略未來全球發展格局下的‘中國

元素’”。

根據馬來西亞貿工部的數據

，RCEP成員國占馬來西亞對外貿

易總額六成，其中中國占馬來西

亞對外貿易額約 19%。截至 2021

年，中國已經連續 13年成爲馬來

西亞的最大貿易夥伴；馬來西亞

是中國在東盟地區的第二大貿易

夥伴。

林玉唐認爲，從上述數據可以

看出，伴隨著RCEP的生效，馬來

西亞出口將持續受益，企業和投資

者的貿易成本隨之降低，帶動馬來

西亞經濟走向疫情後的複蘇軌道。

本地企業和消費者也能從中受益良

多。

林玉唐指出，中國經濟持續強

勁增長，“中國是理想的投資目的

地”。在RCEP的助力下，加以中

國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定3.0

談判的即將開啓，中國與馬來西亞

的雙邊經貿與投資關系，將會更上

一層樓。

韓警方調查“籌錢雇凶殺尹錫悅”網帖
韓民衆請願要求懲罰

綜合報導 韓國網上近日出現“籌錢雇凶

殺尹錫悅”帖子。據韓聯社消息，首爾警察

廳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報道稱，雖然多數帖子在引發爭議後已

經刪除，但批評聲音仍沒有停止。“青瓦台

國民請願”系統也出現要求對此進行懲罰的

請願。目前，警方正在確認相關人士是否存

在威脅、違反信息通信網法等嫌疑。

據報道，韓國一些社區網站近日出現雇

凶殺候任總統尹錫悅的討論。報道介紹，相

關帖子在選舉結束後出現，一開始像玩笑一

樣出現一兩篇，但隨著最近討論的深入，甚

至出現了買凶殺人的費用等具體信息。一些

民衆感到事態嚴重，已向情報、調查機關進

行舉報。報道還提到，這些社區網站在此前

的總統大選中主要支持執政黨候選人。

“真心想在5月9日前買凶殺人”“拜托

籌籌錢，雇凶殺尹錫悅”“如果籌集雇凶殺

人的費用，我出4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100元)

”等帖子此前出現在大型社區網站“女性時

代”，該網站只有女性才能加入，並有82萬

名會員。報道稱，但這只是單純的泄憤性質

，之後類似聲音也逐漸消失。

據報道，但從17日前後，另一個親執政

黨的大型社區網站“the qoo”再次出現類似

帖子。“最近雇凶殺人的行情怎麽樣？”

“聽說菲律賓買凶殺人30萬韓元，那30萬人

每人出1韓元的話，30萬人是否全部構成教唆

殺人罪”……

尹錫悅宣布將總統府遷到國防部後，類

似帖子出現爆發性增長，“尋找去菲律賓找

殺手的同行者”“買凶殺人25萬韓元”等。

相關帖子被其他社區網站曝光後，出現

了不少批評聲音。有網民表示“已向國家情

報院舉報了相關網站的帖子”。隨後，“the

qoo”網站上出現了一些“澄清帖子”，如

“這是一場流行的惡作劇”“難道我不在的

時候募捐了嗎？”報道稱，這些網友的意思

是說，現在還沒有付諸實際行動，應該沒事

吧。

日本福島多個發電站因地震嚴重受損
恢復前景渺茫

綜合報導 自附近海域16

日發生7.4級強震後，日本福

島縣多個火力發電站受損嚴

重，恢複前景渺茫。

據報道，在距離震源

最近的福島新地發電站，

地震後部分設備遭到嚴重

損壞，恢複前景渺茫。此

外，原町火力發電站也因

地震停運，恢複前景仍不

明朗。

日媒稱，早在 3 · 11 地

震發生後，新地、原町火

電站就曾因海嘯嚴重受損

。新地發電站與相馬港相

鄰，地震發生時，正在運

行中的1號機因受到強烈搖

晃而自動停運。後續調查

表明，站內多台重要設備

受到巨大損壞，修複需要

相當長的時間。

（中央社）新竹縣政府為推廣縣內運動風氣
，今年啟動健康新生活運動，邀請全民報名參加
健走百萬步抽獎，只要在今年活動期間4至8月
份，1個月走20萬步以上即可參加抽獎。縣長楊
文科率先表態自己一定要參加，雖較難恢復年輕
時秦漢的俊美外貌，但也要成為像洪金寶一樣靈
活的胖子。

世界衛生組織曾公告，全球統計有25％的成
年人不能達到關於身體活動水平建議，有80％以
上的青少年明顯活動不足。因應後疫情時代來臨
，縣府衛生局推廣全民一起運動，在今年4月到8
月底活動期間，邀請民眾先登錄表單填寫資料，
每人每月若達到健走20萬步標準，再將證明回傳
，每月將抽出40名幸運者送出300元禮券。

日前楊文科在粉絲頁貼出年輕時的照片，俊
美外表被網友大讚是秦漢翻版，但也有網友無情
留言 「如今是洪金寶」，楊文科表示，並不覺得

歲月無情殘酷，因為 「洪金寶也是很靈活的胖子
，身手矯捷」，他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動起來，並
率先表態已下定決心參加健走活動。

縣府為鼓勵大眾多多運動，去年已先在縣府
內部舉辦健走競賽，由政風處長章宗耀以5個月
內走出588萬多步，奪得百萬健走王美譽。

章宗耀透露自己年輕時就愛步行，曾從板橋
走到故宮又折返，去年參加府內健走競賽，得失
心重，每天無論等車、工作之餘、在家看電視等
，都瘋狂踏步行走，創下驚人步數。

新聞處長莊淇銘也分享運動心得，他自稱1
天走1萬步，1周要打4次球。他強調，全民健保
和長期照顧基金未來恐面臨破產，但每個人健康
的程度超過醫療費用，健保就可以永續，且要用
長期健康的觀念取代長期照顧，維持健康是個人
義務，不能把自己的不健康變成下一代的負擔。

竹縣健康新生活
健走百萬步可抽獎

（中央社）台北市大直樂群二路萬豪酒店
對面，24 日下午2 時許傳出槍擊案。警方獲報
，1輛黑色賓利轎車停在萬豪對面馬路上，後座
被人開了1槍，無人受傷，現場賓利車駕駛報案
，表示與陌生人發生爭執，槍手無故開槍，已
搭計程車逃逸，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追捕，晚

間 7 時左右，北市警專案小組已在萬華區逮到
53歲賴姓嫌犯。

賴嫌初步供稱，作案槍枝已丟棄，警方報
請檢方偵辦後，將根據他的說詞全力搜尋槍枝
。不過，賴嫌疑似有施用毒品，堅稱是 「上錯
車」，警方不排除他是受人教唆開槍警告，詳

細開槍動機，深入偵辦中。
據了解，該輛賓利停在萬豪對面，駕駛正

在車內等在萬豪酒店樓上開會的老闆，右後座
車門卻遭陌生男子拉開，一屁股坐下來。駕駛
下車與陌生男子發生爭執，請他離開，陌生男
子唸唸有詞說， 「這不是我的車嗎？」雙方拉

扯，男子竟掏出一把手槍，朝左後座開1槍後徒
步再攔計程車逃逸。因該車停在紅線旁，警方
已將車子移至萬豪樓下，由鑑識中心採證。至
於詳細開槍動機，將待警方逮人後深入釐清。
據了解，賓利車主疑似為某國際投資公司林姓
董座，警方將向他了解最近有無與人結怨。

賓士男槍擊千萬賓利 逃5小時棄槍被逮稱： 「上錯車」

（中央社）2022高雄智慧城市展24日登場，各大醫療院所
相繼推出智慧醫療及照護科技，成果亮眼。高雄醫學大學醫療體
系推出失智檢測遊戲及智能長照系統，高雄長庚醫院 「智慧化微
生物報告自動驗證系統」可助醫師精準開出抗生素，民生醫院
「創新長照復能」系統能擴及居家使用，提升長者持續復健訓練

的意願。
高醫 「健康福祉科技整合照護系統」內含全國唯二的 「健康

福祉整合性個案管理科技照護資訊系統」、展現智慧長照的 「防

走失電子圍籬」、 「失智預防MAC-VR」，以及All-in-One智
能 「全自動血液透析與呼吸器」等裝置，體感科技失智風險評估
軟體更能透過遊戲檢測，兼顧尊嚴。

高雄長庚 「U-Dr.遠距醫療系統」透過工作車及行動醫療箱
，藉著 「五官鏡」即時回傳遠端影像，提高山地離島偏鄉地區民
眾的診治先機，迄今服務近萬名病人。 「U-ADC電子藥櫃及智
慧調劑檯」可協助藥師2秒內找到正確藥品、完成調劑。 「微生
物檢驗智慧串聯」是國際第一套智慧化微生物報告自動驗證系統

，可助醫師快速精準使用抗生素。
民生醫院 「iCue智慧床墊照護幫手」可即時偵測病患呼吸、

離床或久臥狀況，還能生成分析報告。 「創新長照ANYCARE
復能訓練系統」是全國第一套專注醫療復建矯正訓練系統，整合
視、知覺與感覺，透過互動遊戲協助年長者自主學習、記錄參數
。

高雄智慧城市展 醫療科技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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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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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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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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擬再邀內地中醫藥專家助抗疫
特首：緊急法可提供遙距問診法律基礎

香港立法會23日舉行行政長官答問大

會，多位立法會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更有效利

用中醫藥抗疫。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表示，會繼續推進中醫藥發展，提升中醫藥

在港地位，又透露會根據早前接到的專家建

議，向國務院港澳辦提出再邀請一批中醫藥

專家援港。就有議員建議特區政府支持內地

醫療機構為港人提供免費遙距問診，林鄭月

娥表示，若內地有醫療機構能提供遙距問診

服務，特區政府會認真考慮，並表示香港現

有的緊急法能提供有關法律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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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界議員黃英豪 23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
上，要求特區政府考慮提升中醫藥在抗疫上

的應用，包括邀請內地及香港的中醫專家擔任特區
政府的專家顧問；動員本地中醫界力量，加入治療
確診者團隊；將18區中醫診所指定成為治療確診
者的指定診所；全面批准引入已在內地證實有效的
防疫中藥方劑；邀請內地專家與香港專家共同研製
適合香港的方劑等。

冀提升中醫藥在港地位
林鄭月娥回應說，特區政府從新冠疫情，尤其是

第五波疫情中受到很多啟發，包括中醫藥可以在其中
發揮更大作用。近年來，政府推進中醫藥在港發展，
她希望藉此體會及提升中醫藥在香港的地位。

她指出，內地有很多傑出的中醫藥專家，香港本
地亦做得不錯，如浸會大學的中醫學院提供網上診症
服務及研發防疫湯包，特區政府亦正協助他們取得豁
免，透過內地進行大規模生產，冀能在未來派發防疫
湯包給市民飲用，由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的中醫藥遙
距診症項目亦在22日開通。

林鄭月娥表示，日前抵港的內地援港專家亦有不
少中醫師，包括300位上周從廣東多所三甲醫院援港
醫護的領隊張忠德就是廣東省中醫院的副院長，曾在
內地11個不同地方協助抗疫。按照早前接到流行病
調查專家、重症專家等的意見，除流調專家、流行病
學專家、重症專家等外，特區政府將向國務院港澳辦
提出，再邀請一批中醫專家援港，“我們很快便會進
行這項工作。”

商界（第三）議員嚴剛提到，國資委旗下的中央
企業遠程醫療平台準備通過線上的方式，免費為香港
市民進行遠程問診服務，但內地醫生的醫療資質是否
能夠被允許在內地為香港提供遠程醫療還不能確定，
故希望特區政府給予支持。

林鄭月娥回應說，她自己曾多次到內地考察，了解
到內地的遙距治療做得非常成功。事實上，是次疫情反
映了遙距問診很重要，故無論是醫院管理局或一些香
港的中醫團體都在提供網上服務，“要是內地有醫療
機構也願意加入，我們肯定會考慮。”現在香港已有
緊急法，能為中央或內地支援香港抗疫提供法律基礎。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已將中
醫用於新冠病毒病的復康治療
中。香港醫管局23日在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自
2020年4月推出“中醫門診特
別診療服務”，至今已有約

4,600名病人、逾1.4萬人次參加。有康復者參與
計劃後表示，染疫後曾有行路氣喘的後遺症，在
接受中醫治療後明顯改善。

醫管局又於去年初在社區治療設施及北大嶼
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推出“住院病人中醫特
別診療服務”，為住院病人提供中醫藥治療，發
揮中西醫協作在抗疫治療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對特區政府
計劃邀請內地中醫專家來港支援香港抗疫，有
立法會議員及多名香港中醫藥界代表23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醫藥近年在內地廣
泛全過程用作抗疫，成效顯著已得到證明，建
議邀請內地及本地中醫藥專家加入特區政府的
專家顧問團，相信定能透過中西醫結合治療幫
助更多病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
會會長李應生指出，中醫藥源遠流長，是我國五
千年傳統文化國粹，從古至今疫情流行期間，均
能發揮一定的治療效用。我國向來重視中醫藥發
展，擁有龐大的中醫藥科研及治療團隊，臨床經
驗豐富，“如能派出中醫藥專家來港支援及指導
抗疫工作，我們無任歡迎，肯定對香港中醫藥界
提升不少效能，結合成一支強而有力的抗疫治療
大軍。”

香港中華中醫學會會長、工聯會工人醫療
所主任中醫師鄭思榕表示，若內地能派遣中醫
專家援港是一件好事。中醫藥近年在內地廣泛
全過程用作抗疫，尤其在治療輕症轉重症及控
制重症病情上，成效顯著，已得到證明，而香
港的中醫藥界亦不忍市民受疫情煎熬，希望為
抗疫出一分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民建聯早前
已就如何善用中醫藥抗疫向特區政府提出多項建
議，涉及預防、治療、復康等方面，並建議邀請內
地及本地的中醫專家加入特區政府的專家顧問
團，邀請內地有管理方艙醫院經驗的中醫團隊與
本地大學中醫學院合作，共同管理一至兩間方艙
醫院，作為中西醫結合治療的試點。

她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願意向國務院港澳
辦提出邀請內地中醫藥專家來港感高興，認為
有助醫管局等在未來更重視中醫藥的應用，及
透過中西醫結合治療幫助更多病人。她相信，
香港緊急法讓有關安排在法律上沒有難度。

中西合璧可幫更多病人
議員及中醫藥界：

有康復者行路氣喘
經中醫治療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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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大電視播出抗疫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展示板：中央
援港，同心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早前到訪浸大中醫抗疫遠程醫療中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指出，政府雖暫緩推行全民強制檢測，
但並非放棄採取這項抗疫手段，而是“將有限資源
放在刀刃上”，凝聚力量減感染、減重症、減死
亡，故須繼續建設社區隔離設施以加強能力，到疫
情末段時，會考慮以全民強檢找出社區剩餘的感染
者及切斷傳播鏈，又強調香港會努力不懈，絕不
“躺平”，目標與國家一致，就是保護市民生命，
盡快遏制疫情。

林鄭月娥23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強調，本地和
內地專家均認為全民強檢須掌握時機，否則徒勞無
功，浪費資源並沒有效果。她解釋，全民強檢其中
一個時機是在疫情爆發初期，內地不少城市也在出

現疫情時通過此手段找出感染者，惟香港第五波疫
情發展急速且猛烈，特區政府當時並無能力推行全
民強檢。至於下一個實施時機就在疫情末段，當疫
情已下降到某個水平時，為了更徹底地找出社區內
剩餘的感染者，或將傳播鏈切斷，進行全民強檢乃
可行做法。

對國家衞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
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日前表示，香港暫緩全民檢測不
意味“躺平”，林鄭月娥感謝其肯定及解釋，特區
政府目前不少抗疫重點都是吸納梁萬年的意見而作
出，包括上述的“三減”，以及優先處理長者和集
中資源、集中治療、集中專家、集中救治的“四個
集中”。

她續說，暫緩全民強檢對現時建立的隔離設施
並無影響，當所有方艙設施或隔離設施準備好，便
更有條件進行全民檢測。她指出，抗疫手段會按疫
情不斷優化，全民強檢若有助達至目標便定會執
行，特區政府不會計較資源，而全民強檢也不會是
“一刀切”，特區政府必定提早告訴市民，不希望
市民接收錯誤訊息。

特區抗疫目標跟國家一致
林鄭月娥指出，特區政府抗疫目標清晰，是跟

國家一致，要保護市民生命，須盡快遏止疫情，重申
要以最小代價達至最大抗疫效益，最大限度減少對經
濟及社會發展的影響，並以恢復正常通關為目標。

擬疫情末段全民強檢 找出剩餘感染者

◆◆ 特區政府的抗疫精神是努力不懈特區政府的抗疫精神是努力不懈、、堅定信心堅定信心、、
不不““躺平躺平””亦不心存僥倖亦不心存僥倖。。圖為彩虹邨翠梅樓圖為彩虹邨翠梅樓2323
日圍封強檢日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林鄭月娥23日與在港考
察的內地專家會面，就香港特區最新疫情發展
和特區政府採取的措施交流意見。林鄭月娥表
示，內地醫療專家促進了兩地醫護在治療方面
的交流和合作，包括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
治療中心實行中西醫協作，更好地發揮中醫藥
的應用策略，減低輕症變重及紓緩病情。特區
政府會繼續探討如何進一步發揮中醫藥治療和
預防新冠病毒功能。

她感謝中央對特區抗疫的全力支持，包
括自上月中起先後派出三批抗疫經驗豐富的專
家到港，考察和指導特區抗疫工作，又衷心感
謝各專家組到港後與特區抗疫團隊的不同單位
會面和交流，到多個地點實地調研特區的抗疫
工作，並在不同範疇提出中肯務實的意見。

林鄭月娥強調，雖然本地第五波疫情早
前的急升明顯受到遏制，但特區政府絕不鬆

懈，會繼續全力落實“減重症、減死亡、減感
染”，除了採取針對性的檢測工具以盡早在社
區揪出感染個案外，亦會加強實施分層分流的
治療及隔離策略，根據病情緩急輕重，向患者
尤其是長者提供適切支援，同時提升“一老一
幼”的疫苗接種率。

研發揮中醫藥治療防疫功能

◆ 林鄭月娥23日與在港考察的內地專家會
面，就香港特區最新疫情發展和特區政府採
取的措施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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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骸拋撒面積巨大。墜機區域果園和梯
田被衝擊成平地或者水坑，竹子撕裂倒
伏，一些樹幹完全斷裂，而飛機殘骸的
拋撒面積又非常大，山的另一邊甚至也
發現飛機殘骸，搜尋工作非常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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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航墜機一黑盒尋獲 即送京修復破譯
搜尋範圍達4.6萬平米 發現人體組織碎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22
日在事故發布會上，東航發言人表示已
經選派了160多位援助專家，開展“一戶
一冊一專班”的援助服務。據此前報
道，梧州當地已啟用一家定點醫院組織
70名心理醫生待命，隨時準備對到梧家
屬進行心理疏導，並安排志願者對家屬
進行一對一的服務。一起空難的發生，
不僅牽涉着乘客背後的家庭，也影響着
搜救參與人員，乃至屏幕前的每一個
人。

“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心理干預，
對很多人來講，心理創傷可能是持久
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中
國災害防禦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專委會秘
書長祝卓宏表示，面對痛苦，我們要分
清楚這是屬於正常的哀傷，還是需要治
療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區分主要有三個
要點：創傷記憶的表現特點、痛苦嚴重

程度和對社會功能的影響程度。

家屬目前處急性應激階段
祝卓宏表示，空難中家屬的心理創傷

期可大致分為急性應激階段、憤怒情緒釋
放階段、探討賠償階段、抑鬱階段和接受
復原階段。

此次事件的乘客家屬們，目前屬於
急性應激階段，心理急救尤為重要，往
往需要親友的陪伴、支持或心理援助專
家、精神科醫生的幫助。通過心理急
救，幫助穩定情緒、建立情感連接、獲
得社會支持、保證安全、配合調查、確
認遇難者信息，參與處理善後事宜，還
可以減少或避免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等
情況。

救援人員心理健康亦重要
而參與救援的搜救者、現場組織

管理者等人員目睹空難現場後，也容
易出現急性應激反應。比較常見的症
狀是經常出現情景記憶的閃回，導致
失眠、經常做噩夢。迴避談及相關話
題、容易驚嚇反應等，還有的容易發
脾氣或易被激惹。祝卓宏建議，該類
人群短期內應盡量減少搜索網絡相關
信息，減少激發創傷記憶的線索、話
題和場景。

外界可以通過組織的方式開展團體
心理干預，讓他們在交流體驗和感受中
獲得彼此的理解、支持。

此外，祝卓宏還表示，旁人也可
以通過觀察該類人群的情緒煩躁、睡
眠困難、抽煙喝酒加劇等情況，主動
詢問其是否經常閃回或不自主回憶起
搜救情景，“要鼓勵他們主動尋求心
理諮詢，或前往精神科接受診斷治
療。”

▲3月23日，墜
機事故現場下
雨，工作人員在
墜機事故現場搬
運鋪設道路的竹
排。 新華社

◀村民、志願者
往墜機事故救援
現場搬運物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新

華社、人民日報及央視新聞報道，23

日下午，中國“3·21”東航飛行事故

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在廣西梧州舉行

新聞發布會。據通報，東航MU5735

航班的一部黑匣子（又稱黑盒）已於

當天被發現，初步判定為駕駛艙語音

記錄器，目前已經送往北京進行修復

和譯碼。截至23日晚19時，消防救

援人員共搜尋區域面積 4.6 萬平方

米，發現有部分飛機殘骸和人體組織

碎片。此外，受天氣影響，23日凌晨

事故現場開始下雨，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和遲滯了救援活動。

◀▲東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的一部黑匣子
已於23日被發現。圖為救援人員發現黑匣子。

視頻截圖

救援工作仍繼續 心理援助已先行

救援面臨難點

來源：央視新聞

現場地形複雜，大型器械難以開展工
作，只能依靠人力和無人機進行搜救。
在搜救的時候，搜救人員還需要保證殘
骸處在原始位置，同時還要避免山火導
致殘骸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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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難
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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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難
點事故地點有降雨，為救援增加難度。從

風雲四號A星拍攝合成的真彩色雲圖，
可以看出事故地點上空的雲層始終很厚
重，而據救援人員介紹，當地土壤吸水
量大，墜機搜尋現場存在小規模滑坡可
能，為現場救援增加不確定性。

民航局航安辦主任朱濤在23日晚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3日16點
30分左右，在主要撞擊點附近發現一部黑匣子，外觀破損嚴

重。初步判斷是駕駛艙語音記錄器，目前已連夜送往北京進行修復和
譯碼。

正全力搜尋另一個黑盒
據悉，失事飛機裝有兩個飛行記錄器，其中飛行數據記錄器

（FDR）安裝在客艙尾部，記錄時長25小時左右，記錄參數約1,000
個左右；駕駛艙話音記錄器（CVR）安裝在貨倉尾部，可以記錄四
個通道聲音，記錄時長大約兩到三個小時。據民航事故調查中心主任
毛延峰介紹，由於本次事故情形比較罕見，空管雷達顯示，飛機是在
巡航階段突然下降高度，且下降率很大，“我們希望能夠盡快找到機
上兩部黑匣子，送到專業實驗室進行譯碼，這對我們梳理事故鏈條、
還原和分析事故原因非常重要。”

有專家分析黑匣子搜尋難度較大原因時表示，“飛機黑匣子一般
為橙紅色，鮮艶的顏色便於搜尋；電池可使用30天左右，其間會不
斷向外界發送信號。因飛機墜毀的山區地形複雜，目前只能靠人力和
無人機搜尋。”

由於持續下雨，搜尋現場泥濘不堪。目前，指揮部正組織力量全
力搜尋另一部黑匣子。23日下午，搜救人員已動用專業設備，對事故
現場地面以下的區域進行探測，同時將以主要撞擊點為中心，擴大搜
索半徑，展開拉網式搜尋。為了無縫搜索、不留死角，消防救援隊員
們大部分要在沒有路的山坡上穿行。在陡坡上，隊員們需要結繩攀
爬。在墜機的核心位置，一面更陡的山坡上，機體碎片密集，旁邊擺
放了數字標記牌。空氣中可以聞到明顯的燃油味。

飛行員健康與資質符要求
東航雲南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孫世英在23日下午的發布

會上表示，墜毀的飛機是2015年6月22日引進，飛機維修一直嚴格
按照維修技術方案實施，技術狀況穩定正常。起飛前，飛機符合維
修放行標準和適航要求，正常放行。同時，該航班飛行機組3人，1
名機長，2名副駕駛。三位飛行員的飛行執照和健康證都在有效期
內，健康狀況良好、飛行經歷完備，符合局方要求。機長在2018年
1月聘為B737機型機長，飛行總經歷時間6,709小時，第一副駕駛飛
行總經歷時間31,769小時，第二副駕駛飛行總經歷時間556小時。
目前了解到，三位飛行員平時的表現也都是很好的，家庭情況也都
比較和睦。

毛延峰還稱，飛機失事時，航路上天氣適航，無危險天氣。關於
通信，根據機組與空管單位地空通話紀錄，該機自昆明起飛一直到航
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機組與空管單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聯繫。

救援現場已集2000人
隨着救援全力展開，現場已集結多路救援力量。據國家應急處置

指揮部介紹，廣西派出的消防救援、武警、公安、民兵等1,400多名
救援人員，雲南省森林消防總隊駐防廣西隊伍、廣東隊伍678名人
員，正積極有序開展現場救援；電力、通信等部門，安排3輛應急電
源車，調運6台應急發電機到現場，架設應急通信設備，確保救援現
場電力保障有力和基站通信暢通。但23日凌晨開始，東航客機墜毀
事故救援現場下起了雨，現場救援搜尋工作一度暫緩。

廣西自治區消防救援總隊總隊長鄭西在發布會上通報，截至23
日晚上19時，消防救援人員共搜尋區域面積4.6萬平方米，發現有部
分飛機殘骸和人體組織碎片，已移交調查工作組。

受短時強降雨影響，事故核心區域形成了部分積水深坑，對事故
調查工作造成了一定影響，現場已調集相關設備和救援人員展開排水
作業，抽排積水約80立方米，為事故原因調查清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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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埃及發掘五座古代墓葬埃及發掘五座古代墓葬 距今約有距今約有40004000多年歷史多年歷史

埃及開羅南部埃及開羅南部SaqqaraSaqqara考古遺址現場考古遺址現場。。近期近期，，考古學家在該地區發現五考古學家在該地區發現五
座古代墓葬座古代墓葬，，可追溯到公元前可追溯到公元前22702270年的古埃及王朝年的古埃及王朝。。圖為在五座古墓之一圖為在五座古墓之一
的的BetiBeti墓內墓內，，一名考古學家手持手電筒一名考古學家手持手電筒，，查看附著象形文字的墻壁查看附著象形文字的墻壁。。

美國得州山火蔓延美國得州山火蔓延

美國得克薩斯州山火繼續蔓延美國得克薩斯州山火繼續蔓延，，已造成至少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人死亡，，5050所房屋被所房屋被
燒毀燒毀。。得州這場大火被稱為得州這場大火被稱為““伊斯特蘭綜合大火伊斯特蘭綜合大火”，”，由由44場山火組成場山火組成，，
其中其中33場始于場始于1717日日，，11場始于場始于1616日日。。得州農工林業局得州農工林業局1818日下午在社交日下午在社交
平台上說平台上說，，大火已燒毀約大火已燒毀約184184平方公裏土地平方公裏土地，，1515%%的火勢得到控制的火勢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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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時節春風時節，，上百只天鵝在柴達木盆地可魯克湖翩翩起舞上百只天鵝在柴達木盆地可魯克湖翩翩起舞。。在碧波在碧波
蕩漾的湖水中蕩漾的湖水中，，大天鵝大天鵝、、灰鶴等野生鳥類時而翩翩起舞灰鶴等野生鳥類時而翩翩起舞，，時而振翅高時而振翅高
飛飛，，時而低空盤旋時而低空盤旋，，為春日的可魯克湖增添了一份美麗與靈動為春日的可魯克湖增添了一份美麗與靈動，，呈現呈現
出一幅五彩繽紛的生態之美畫卷出一幅五彩繽紛的生態之美畫卷。。圖為三只天鵝在冰面上嬉戲圖為三只天鵝在冰面上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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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歷史創造歷史！！
FF11巴林站周冠宇首場分站賽拿分完賽巴林站周冠宇首場分站賽拿分完賽

20222022年年FF11巴林揭幕站巴林揭幕站，，法拉利車隊勒克萊爾從桿位發車奪冠法拉利車隊勒克萊爾從桿位發車奪冠，，中中
國車手周冠宇在個人職業生涯首場國車手周冠宇在個人職業生涯首場FF11分站賽中以第十的成績拿分完賽分站賽中以第十的成績拿分完賽
，，創造了歷史創造了歷史！！

[[西甲西甲]]西班牙人西班牙人11--00馬洛卡馬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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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父母都希望孩子贏在起
跑點，就有一名網友上網發問，因為友
人的孩子都要上國中了，近期討論到要
選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好奇如果讓
孩子讀私校是好選擇嗎？貼文引起網友
討論，也有過來人點出私立學校的特點
，能讓做父母的比較安心。

原PO在PTT女板發文表示，身邊
朋友的孩子都要進入國中階段，有些小
孩個性較散漫，青春期也變得不太受控
，父母們也討論到選擇公私校的問題，
有人認為公立好好念也不會太差，但私

立資源好像比較齊全，競爭力也比較高
，好奇大家都怎麼決定？

部分網友認為可以選擇公立， 「有
錢再讀私校，沒錢讀了會很慘」、 「自
己本身唸國高中私校六年，其實不太推
，累到太超過了」、 「自我管理能力強
的孩子讀公立也是嚇嚇叫」、 「最完美
的狀況是公立遇到好導師，加上班上至
少有幾個會讀書的」、 「公立國中升學
率屌打私立國中，幹嘛唸私中？」

但另一派網友則是考慮孩子易受同
儕影響， 「公立學校沒辦法確定同學素

質」、 「私校課程多元，對孩子多少有
益，姪女讀私校基礎有比較扎實，尤其
英文資源還不錯」、 「看小孩個性，需
要人督促的就去私校」、 「念私校國
中+公立高中吧」。

也有人點出讀私校不是要追求成績
， 「書讀不好沒關係，出社會賺錢的工
作很多，不需要高學歷，但是如果跟群
屁孩整天下課後混在一起，最後被帶去
吸毒，就下半輩子毀了」。

（中央社）月薪超過18萬2000元民眾未來要多繳健保費了!
衛福部昨天預告修正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擬將現
行投保金額上限從18萬2000元調高至21萬9500元，估計有13.7
萬人受影響，每人約增加116至1939元不等保費，實施後每年可
望為健保挹注17億財源，最快5月實施。

為維持健保財源穩健，衛福部今年射出 「調漲部分負擔」、
「調高投保金額上限」、 「廢除旅外國人停復保」3支箭，其中
「調漲部分負擔」、 「調高投保金額上限」兩項草案均已預告，

僅剩 「廢除停復保」尚未預告，不過 「調高投保金額上限」與
「廢除停復保」在健保會取得較高共識，至於 「調漲部分負擔」

則還有雜音。
衛福部社保司長商東福指出，近幾年基本工資已調漲11次

，調幅高達46％，但健保投保金額上限卻連續12年沒調整，為
讓高所得者負擔較多保險責任，決議提高投保金額上限，調幅介
在於4％至21％。

商東福說，調高投保金額天花板後，估計有13.7萬人受影響
，其中包含眷屬，不過多數都為受雇階級，僅需負擔30％的保費
，每月增加的保費介於116至581元，僅有2萬人為自行開業的
醫師、律師等專技人員，每月增加的保費較高，約在388至1939
元之間。

另健保署昨也宣布，末期衰弱老人、末期骨髓增生不良症候
群、罕見疾病及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中所列出，處於不可逆轉昏
迷狀態、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難以治
癒疾病，均適用安寧療護服務，推估約有700人受惠，最快也是

今年5月1日起實施。
健保署長李伯璋表示，現行健保安寧療護醫療服務範圍包括

醫院、居家及照護機構，由醫療團隊依末期病人需求，提供自入
院、出院至居家相互扣連的整合性照護。健保署統計，使用安寧
療護服務人數從106年約4萬3千人，至110年已達約6萬3千人
，110年給付安寧相關費用共計16.8億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副祕書長張賢政醫師表示，每年陪伴
許多末期病人走出苦痛，讓他看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體會健
保給付安寧療護的重要性，此次健保安寧收案對象修訂，彰顯健
保對病人自主權的重視與對罕病病友的關懷。

投保天花板上修 健保每月最高多繳1939元

國中讀私立競爭力較好？
過來人曝1特點勝出：無關成績

（中央社）全台24日新增15例本土個案，其中高雄終止長
達半個月 「嘉玲」，化工廠群聚一口氣增加13例確診，另2例則
是嘉義喜宴傳染鏈的延燒；值得注意的是，15人均為突破性感染
，高雄市長陳其邁坦言 「這是對阻斷Omicron傳播鏈的大挑戰」
，專家則呼籲加速第3劑疫苗覆蓋率，以避免傳染給未接種的年
長者。

工廠個案Ct值12.6至23.3 包括一高中生
高雄昨天暴增13人染疫，Ct值介於12.6至23.3。前鎮區一

間小型化工廠1名40多歲女性23日輕微鼻塞、喉嚨痛，到診所
就醫後快篩陽性，醫師立即轉介醫院PCR採檢，結果確診，衛
生局也馬上針對她任職的化工廠擴大採檢。

該化工廠共57名員工，檢出11人染疫，高市府擴大匡列採
檢，發現另有2名員工家人也確診，包含1名瑞祥高中高三學生
，防疫團隊昨對全校2413名師生採檢，初步全為陰性。

高市衛生局表示，此案緊急匡列職場、同住接觸者、社區接
觸者等3圈風險對象共250人，由於高中生母子曾於3月13日到
鳳山區鳳大餐廳參加喜宴，目前已向餐廳取得桌次圖並掌握人員
名單，以釐清相關傳染風險。

住台南個案搭火車通勤 足跡擴及11車次
陳其邁強調，13例個案中，10例打過3劑疫苗、3例打過2

劑，均屬突破性感染，但症狀都非常輕微，甚至多位是無症狀患
者，這對阻斷Omicron病毒傳播鏈是很大的挑戰。

這起群聚案目前感染源不明，陳其邁指出，根據Ct值初步
推斷，案22456較早發病，可能是指標個案，但也不排除是確診
的高中生母子13日參加高雄喜宴時染疫，因為該場宴會約10桌
，賓客中有些是從疫情高風險地區前來的親友。高雄化工廠群聚
中，案22455住在台南，被列為台南的確診個案，這名台南永康
區50多歲男子已接種3劑疫苗，22日喉嚨痛、流鼻水，23日採
檢，24日確診，Ct值15.5，匡列170人，因他搭火車通勤，隔離
前除20日在家，18日到23日從台南火車站、永康大橋站搭火車
往返高雄，足跡擴及莒光號、自強號、區間車等11車次。

被匡列隔離嬤孫咳嗽 二次採檢雙雙轉陽
此外，嘉市耐斯喜宴傳染鏈延燒，雲林縣昨新增2人確診，

案22395（阿嬤）、22396（孫女），為第三波傳染，退休男校長
傳給 1 名教會女性友人，友人又傳給同事，同事再傳給母親
（22395）、姪女（22396），嬤孫 22 日被匡列隔離時，第一次

PCR檢測陰性，23日2人都咳嗽，第二次採檢雙雙轉陽，阿嬤
Ct值18.2，孫女Ct值27.8。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指出，英國和瑞士等歐洲國家最近
疫情再起，死亡與重症比例又攀升，正因第3劑打太慢、僅打2
劑的疫苗保護力消退之外，Omicron的亞型變異株BA.2已逐漸取
代BA.1變成主流病毒株，先前高雄港群聚即是BA.2，此病毒是
否更容易逃脫、或更易導致重症感染，須嚴密觀察。

打3劑照中鏢 專家安慰 「Omicron如第4劑」
對於近日本土個案都是突破性感染，陳秀熙指出，打完2劑

者，須檢視是否已過了5個月的保護力，至於打完3劑，約14天
後到2個月內仍有效，雖然Omicron具疫苗逃脫力又可重複感染
，但國人還是要加快第3劑疫苗覆蓋率，才能避免傳染給尚未接
種的年長者。

中研院生醫所兼任研究員何美鄉也表示，打過疫苗者不會因
Omicron造成深層的全身性感染，長期嚴重後遺症機會也少很多
，且最新研究指出接種3劑疫苗後，再感染Omicron的中和抗體
濃度更高，妙喻 「第4劑打Omicron是運氣好」。

本土疫情蠢動 高雄＋13 全是突破性感染

（中央社）國內何時才能夠解封？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
預防接種組（ACIP）召集人李秉穎昨悲觀的指出，也許明年都
不見得有機會，並指若月底就縮短居家隔離至7天可能太快，恐
面臨社區感染爆發風險。衛福部長陳時中則表示，整體解封這是
一條一定要走的路，但要兼顧解封同時不要受到太大傷害，開放
過程裡面，一定有一些漏出來的，那就是無法避免的。

李秉穎昨接受廣播節目訪問時提到，疫苗接種率越低解封速
度越慢，以台灣目前的情況來看，月底若要改成7天檢疫 「我覺
得太快」，但明年是否有機會完全解封？ 「必須看未來的疫情趨
勢，也不能說完全沒機會。」

李秉穎指出，一旦放寬檢疫標準，就要面臨社區感染爆發的
風險， 「有可能開放到7天後就爆發，到時候又要改回10天」，
因此我國可能會在10天與7天檢疫之間來回幾次，要完全與病毒
共存仍需很長一段時間。

振興醫院感染科主任李明政表示，台灣至今有2萬多人感染
，換算全人口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感染率，此時若一口氣開放，
恐使醫療量能崩潰，增加死亡率，因此國內必須審慎應對。

李明政建議，當前仍應積極提高疫苗覆蓋率，先將第一劑覆
蓋率提高至9成，第二劑覆蓋率提高至8成，第三劑覆蓋率提高
到7成，才有本錢縮短入境隔離天數，若以目前接種速度推算，

至少還要再過3至6個月才有機會全面解封。
目前我國新冠疫苗覆蓋率第1劑88.3％、第2劑78.1％、第3

劑48.8％。對於台灣今年是否有機會完全解封，陳時中表示，很
難去預測這樣的情形，但整體來講是一條一定要走的路，在各方
面的競爭力都要去考慮，但怎麼樣在解封同時又不要受到太大的
傷害，大家也要有共識。

陳時中說， 「太大的傷害」包含重症率、致死情況，另一個
則是心理層面，像專案泡泡人員染疫， 「大家就覺得好像壓力非
常大，當然我們不希望有破口，但大家可能在開放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一些漏出來的，那就是無法避免的。」

李秉穎鬆口 明年都不見得能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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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近日完成室內 「臺
灣文化藝廊」 的布展工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
振源特地前往主持啓用典禮。他在3月23日和文
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務委員張世勳、劉秀美、
陳美芬及陳建賓，以及僑務諮詢委員宋明麗、賴
江椿、鍾桂堂及海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吳明穎等
人共同剪綵，並進行揭牌。文化藝廊的展品將永
久展出，提供在地民眾了解臺灣文化的管道。

童振源希望藉由文化藝廊的啟用吸引更多外

國訪客造訪文教中心，藉由小小文化櫥窗展現臺
灣的多元文化及軟實力，也提升文教中心的服務
功能。史坦福（Stafford)市議員譚秋晴則表示，很
高興能參與剪綵，為臺美文化交流展開新頁。啓
用典禮之後由中心臺灣文化導覽團隊引導觀禮群
眾欣賞藝廊展品，並由長期擔任解說員的僑務顧
問陳逸玲全英語介紹，藉由展品娓娓道來臺灣四
百年的文化及移民歷史。

陳奕芳指出，臺灣文化藝廊的發想和宋明麗

所倡議的 「臺灣文化導覽（Splendor of Taiwan)」
專案密不可分。這個專案在民國97年實施以來，
已有逾10萬人次在地學校師生及企業人士參與，
團隊藉由臺灣節慶文化及民俗多面向宣傳臺灣，
在僑學界極具口碑。但團隊希望更上一層樓，將
觸角延伸到臺灣歷史、藝術及族群文化，在爭取
各方協助及支援後，23日終於將成果公諸於世。

文化藝廊展品係以文化部前身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所提供的 「文化百寶箱」 為基礎，再匯

集各方文物傳達臺灣文化萬象，充分展現當地僑
團與國內單位的合作無間。據了解，著名畫家陳
澄波的複製畫是由達拉斯及休士頓兩地的臺灣同
鄉會引介，北美臺灣研究學會威州分會才贈送給
文教中心；客家文物展區由休士頓客家會成員合
力募集文物、親手佈置；展示臺灣傳統及金光布
袋戲的布袋戲工作坊則由張世勳及志工陳嘉倫等
人合作彩繪。而十分吸晴的故宮文物複製品當然
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現在孩子們回到學校后現在孩子們回到學校后，，
如何解決未完成的學習問題如何解決未完成的學習問題？？

33月月2323日童委員長主持休士頓文教中心日童委員長主持休士頓文教中心
「「臺灣文化藝廊臺灣文化藝廊」」 啟用啟用

客家文物區展現客家大院風貌客家文物區展現客家大院風貌「「臺灣文化藝廊臺灣文化藝廊」」 字身五彩繽紛字身五彩繽紛，，呈現臺灣著名自然景點呈現臺灣著名自然景點。。童振源童振源（（左六左六））親自主持啟用典禮親自主持啟用典禮

珍妮·曼裡克
COVID大流行加深了兒童的教育鴻溝。數百萬

人在閱讀和數學水準上落後了。這種學習損失，
專家建議稱之為"未完成的學習"，導致面對面教學
中斷。哪些計劃和策略將說明孩子們彌合教育差
距，並對再次學習感到興奮？民族媒體服務召集
的發言人表示，將學業與職業道路聯繫起來，將
藝術和音樂教育帶回課堂，並加強社區學校模式
，將激勵孩子們重返課堂。EdSource前執行董事、
資深教育記者路易士·弗裡德伯格（Louis
Freedberg）說："在大多數州發生的事情之一是，
學校和專案有更多的錢，這些項目實際上可以幫
助學生和家長瞄準並度過大流行，但也幫助學校
更有效地與孩子們合作......這跨越了共和黨人和民

主黨人：人們的說法是，學校很重要，不僅僅是
為了學習，不僅僅是為了三個R，閱讀，寫作和算
術，而且是為了學生的身心健康。"現在的關鍵是
關注現在學生回到學校可以做些什麼來吸引他們
：有一種叫做基於項目的學習，這是一種學生在
個人和小組專案中探索現實世界問題的方法 https:
//www.edutopia.org/ 。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
策略，擁有職業技術教育和課程，在學校提供實
習和支持服務，如諮詢和補充閱讀。"我們必須將
其他藝術和音樂課程帶回學校。這曾經是學校課
程的關鍵部分，不幸的是，它已被全國各地掏空
。在加利福尼亞州，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在今年11月的投票中提出一項倡議，為學校的藝術
和教育專案再投資一百萬美元。華盛頓特區Ed

Trust的P12政策助理主任Allison Socol表示： 「未
完成的學習是其他人通常所說的學習損失或學習
差距。我們使用這個短語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
個是它是一個更具資產的框架，希望通過資源和
支持學生絕對可以取得進步。第二個原因是，我
們希望它能將注意力從指責學生轉移到系統教育
領導者身上。"解決學生未完成學業最有效的策略
分為三個方面：第一類是有針對性的強化輔導，
有時被稱為高劑量輔導。第二個是擴大或延長學
習時間。第三是牢固關係的重要性。"聯邦政府提
供了大量資金來支援地區和學校滿足學生日益增
長的學術，社交和情感需求。總金額為1900億美
元，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的救援計劃。社區學校
學習交流董事總經理，加州教育政策分析高級政

策和研究員Hayin Kimner表示："社區學校不是指
計劃或資助策略。當我們談論社區時，我們談論
的是整個學校的改進戰略，其中地區和學校與他
們的社區，教師，學生，家庭，工作人員共同努
力，並與社區機構和地方政府合作，以調整他們
的資源，以改善學生的成績。"在COVID期間，那
些與家庭建立牢固關係的學校和地區可以更快地
轉向應對遠端學習技術的差距，並真正思考如何
與學生見面。所有學校都可以是社區學校。這是
關於重新構建和提出學生和人際關係的核心重要
性，作為做這些計劃和策略的一部分。如果沒有
這些信任關係，我們將無法在大流行恢復和公共
教育轉型方面達到我們需要達到的水準。

多重因素致中東糧食漲價
主要進口國布局糧食安全

近來，多重因素導致中東多個糧食

進口國食品價格漲幅明顯，多國政府出

台增加食品補貼、降低食品附加稅等一

攬子措施，並通過進口來源多樣化、增

加糧食種植和發展現代技術等舉措，加

快布局糧食安全。

多重因素導致食品價格飆升
在多個中東國家，受俄烏衝突、高

通貨膨脹率、新冠疫情等因素綜合影響

，小麥、玉米、谷物和肉類價格近期漲

幅明顯。

俄羅斯是全球主要小麥生産國和出

口國。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烏克蘭和

俄羅斯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的近30%，

是全球重要“糧倉”。俄烏衝突導致的

供應鏈中斷致使市場供應趨緊，引發全

球糧食價格大幅波動。

埃及80%的進口糧食來自俄羅斯和

烏克蘭。開羅商會烘焙部負責人阿蒂亞·

哈馬德告訴新華社記者，該國面粉價格

從2月的平均每噸9000埃鎊（1埃鎊約合

0.06美元），飙升至3月的1.1萬埃鎊。

土耳其葵花籽油有近四成依賴進

口，主要進口來源國爲俄羅斯和烏

克蘭。近期，該國葵花籽油價格漲幅超

三成。

與此同時，近兩年來土耳其的小麥

進口成本也持續增加。土耳其官方數據

顯示，2020年進口一噸小麥平均價格約

230美元；2021年，受疫情影響，進口

價格上漲至297美元；今年以來，受該

國高通脹率和俄烏衝突影響，這一價格

已飙升至346美元。

糧食安全問題凸顯
持續走高的糧食價格，對部分中東

國家糧食安全的影響正在逐漸顯現，尤

其是經濟已陷入困境的黎巴嫩和也門。

黎巴嫩小麥進口商艾哈邁德· 胡泰特

告訴新華社記者，黎巴嫩近年來一直深

陷金融危機和嚴重的外彙短缺，俄烏衝

突進一步推高該國進口食品價格。由于

全國小麥主要從烏克蘭進口，黎巴嫩可

能面臨小麥短缺。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3月發布的

數據顯示，也門有多達3.1萬人正在面臨

饑荒。過去的三個月中，從烏克蘭進口

的小麥占也門進口小麥份額的31%，但

進口價格比2015年高出7倍。

標本兼治保障糧食安全
目前，埃及、土耳其等國已出台

一攬子措施，旨在幫助民衆應對快速

上漲的食品價格；同時，多國政府也

在積極布局，從根本上加強本國糧食安

全保障。

埃及總理馬德布利近期宣布，政府

將增加出售帶有國家補貼性質食品攤位

的數量，同時加強市場價格監管。埃及

貿易與工業部宣布，自3月11日起禁止

小麥、蠶豆、小扁豆、意大利面和各種

面粉出口三個月。

土耳其政府也已宣布降低基本食品

增值稅，同時大幅提高每月最低工資和

退休人員養老金。

從長遠來看，部分中東糧食進口國

正尋求以多重措施加強糧食安全。馬德

布利表示，埃及正在拓展包括美國、阿

根廷、加拿大、巴拉圭在內的更多小麥

進口國。

近年來，埃及政府通過提供種子化

肥、教授種植技術、保證政府收購價等

措施，持續鼓勵農民增加糧食耕種面積

和産量，效果明顯。埃及農業部長古賽

爾日前表示，埃及小麥進口量已經從前

幾年的1200萬噸，大幅下降到2021年的

約550萬噸。

阿聯酋《國家報》報道，該國去

年開始啓動“食品技術谷”項目，旨

在開發和使用現代技術增加糧食産量

。盡管阿聯酋適合耕種的土地面積稀

少，但借助垂直農業、水培技術等，

農業産值近年來迅速增長。該國計劃

在未來三年內，將農業産值增長到

220億美元。

韓國積極應對“單人家庭”
綜合報導 韓國“單人家庭”的數量正在急速增

長。根據韓國統計廳的最新數據，韓國“單人家庭”

的比例由2018年的29.3%增長至2019年的30.2%,並在

2020年達到31.7%，相比2000年的15.5%增長1倍有余

，近乎每3個家庭中就有1個“單人家庭”。

“單人家庭”激增的原因是韓國人結婚年齡正

在持續向後延。2021年12月首爾市發布了人口動

向報告書，以10年爲界，2000年首爾市男性的初

婚平均年齡是29.65歲，2010年增至32.16歲，而到

了2020年已推延至33.61歲；相應女性的這三個數

值爲27.5歲、29.82歲、31.60歲，也已超過30歲。

而根據韓國統計廳2020年人口調查統計，30歲至

40歲男性獨身比例達到50.8%，這是該數值有統計

以來首次過半；而這一年齡層女性獨身比例達到

33.6%，也超過了總數的三分之一。

對于“爲什麽選擇單身生活”，40%的人給出

的答案是“獨自生活更自由方便”。但事實上這只

道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

“單人家庭”往往使人難以求得幫助和關懷。

韓國統計廳2021年就“社會孤立度”數值進行了調

查。社會孤立度指的是在人際關系、經濟、精神上

需要幫助時難以求得幫助的人口比例。得出結果爲

34.1%，相比2019年27.7%高出了6.4個百分點。韓

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處于社會孤立狀態。“單人

家庭”數量的增長、老齡化的加劇是這一數值持續

增長的根本原因。

“單人家庭”會加重人的孤獨感。去年國際輿

論調查公司益普索在全球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進行

過一次調查，在“感到孤獨”一項中，有38%的韓

國人勾選，在發達經濟體中處于明顯偏高的水平，

而加拿大、美國的比例爲31%，日本則爲16%。韓

國“單人家庭”比例過高是一個重要原因。

“單人家庭”還可能對健康産生負面影響。

“單人家庭”激增帶動了韓國酒類消費。據韓國政

府部門調查，受疫情影響，近90%的韓國人將飲酒場

所搬到家中，而其中近半數是獨自飲酒。另外，“單

人家庭”患抑郁症的比例也明顯高于其他人群，目前

韓國每百人中，就有15人出現過抑郁症狀況。

爲應對“單人家庭”現象，韓國各地方政府已

展開積極行動。首爾市近期公布了未來5年的“單

人家庭安心生活綜合對策”，並爲此投入5.58萬億

韓元，從醫療、安全、心理健康、住房四個方面著

手，幫助“單人家庭”解決生活難題。

在醫療方面，首爾市繼續推廣“安心就醫”服

務。市民通過電話申請後，專業陪護人員將提供往

返醫院的陪同服務，並可幫助辦理挂號、繳費、住

院和出院等手續。針對某些居民區犯罪多發現象，

將增加社區安全員數量、增設監控攝像頭，並推出

“安全門衛士”服務。政府還試點引入人工智能電

話問候服務，服務對象可定期收到有關生活狀況和

身體健康狀況的問詢電話。在住房方面，至2026年

，首爾市將向“單人家庭”提供7萬戶以上

的小型定制住宅，並從今年開始試運行租房

簽約協助服務。

韓國地方政府還通過優惠措施吸附“單人

家庭”，以期拉動地方經濟。京畿道城南市計

劃從今年4月開始，每月向滿19歲以上的“單

人家庭”組成的社團提供活動費支援，並組建“單人

家庭”社區。釜山市計劃在單間式公寓密集的大學街

建立女性親和型“單人家庭”安全綜合小鎮，租賃對

象爲單人青年家庭。韓國多地還出現了由舊房改造而

來的“共享租賃”房屋，在爲“單人家庭”減輕租房

負擔的同時，將有效防止“單人家庭”可能引發的抑

郁症和孤獨死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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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觀世音菩薩誕辰，德州佛教會於三
月 二十日上午十時假玉佛寺大雄寶 殿舉行觀
音聖誕法會。本會會長宏意師父 帶領常住僧
衆諷誦大悲咒為大衆祈福，以《菩薩低眉 金
剛怒目》為題開示大衆。內容如下:

菩薩低眉 金剛怒目表示佛教要救度無量
眾生的時候，應有善巧方便。用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眾生。因為佛教是一個大學校，所以
有兩個精神：

一 眾生平等： 人人皆有佛性，可以學
習，都有機會成佛。

二 捨怨捨親：冤親平等，教學當老師，
不能有分別心，要有教無類。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雲: “應以
何身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因為眾生根性不同，所以採
取不同的方式來教化。基本上有
兩種方法：

（一） 心性善良柔和者，菩薩低眉， 慈
悲攝受。

（二） 心性剛強頑劣者，則金剛怒目，
威力降伏。

行菩薩道的人，修慈悲，要做一個有力
的慈悲人。不要做一個懦弱的慈悲人。應該
具備以下三種力：

(一 ) 智慧力-- 能判斷是非， 不能先入為

主或聽一面之辭，應維持基本原則，不能善
惡不分。

(二) 自在力 -- 能掌控因緣，在現實生活
中，行慈悲時，永遠主宰因緣的變化。

(三) 善巧力 -- 能應對變化，不只保護自
己，還可以照顧現實的因緣，甚至可改變對
方，讓對方得到進步。

我們應念觀音，學觀音，做觀音， 把觀
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表現出來。開示後宏

意師父祝福大衆平安健康，諸事吉祥，增福
增慧。

最後宏意師父帶領常住師父上供，為供
奉延生祿位者及所有護法居士會友祈福回向
。法會在十一時半圓滿。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趣，請
致電玉佛寺 281-498-1616。

2022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年觀音聖誕法會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

欣逢觀世音菩薩誕辰，德州佛教會
於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假玉佛寺大
雄寶殿舉行觀音聖誕法會。本會會
長宏意師父帶領常住僧衆諷誦大悲
咒為大衆祈福，以《菩薩低眉 金剛
怒目》為題開示大衆。內容如下:

菩薩低眉 金剛怒目表示佛教要救度
無量眾生的時候，應有善巧方便，
用不同的方法去幫助眾生。因為佛
教是一個大學校，所以有兩個精神
：

一 眾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可
以學習，都有機會成佛。

二 捨怨捨親：冤親平等，教學當
老師，不能有分別心，要有教無類。

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應以何身
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因
為眾生根性不同，所以採取不同的
方式來教化。基本上有兩種方法：

（一） 心性善良柔和者，菩薩低
眉，慈悲攝受。

（二） 心性剛強頑劣者，則金剛
怒目，威力降伏。

行菩薩道的人，修慈悲，要做一個
有力的慈悲人。不要做一個懦弱的
慈悲人。應該具備以下三種力：

(一 ) 智慧力--能判斷是非，不能
先入為主或聽一面之辭，應維持基
本原則，不能善惡不分。

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
(二) 自在力 -- 能掌控因緣，在現實生
活中，行慈悲時，永遠主宰因緣的變化
。

(三) 善巧力 -- 能應對變化，不只保護
自己，還可以照顧現實的因緣，甚至可
改變對方，讓對方得到進步。

我們應念觀音，學觀音，做觀音，把觀
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表現出來。開示
後宏意師父祝福大衆平安健康，諸事吉
祥，增福增慧。

最後宏意師父帶領常住師父上供，為供
奉延生祿位者及所有護法居士會友祈福
回向。法會在十一時半圓滿。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趣，請
致電玉佛寺 281-498-1616。

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

欣逢觀世音菩薩誕辰，德州佛教會
於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假玉佛寺大
雄寶殿舉行觀音聖誕法會。本會會
長宏意師父帶領常住僧衆諷誦大悲
咒為大衆祈福，以《菩薩低眉 金剛
怒目》為題開示大衆。內容如下:

菩薩低眉 金剛怒目表示佛教要救度
無量眾生的時候，應有善巧方便，
用不同的方法去幫助眾生。因為佛
教是一個大學校，所以有兩個精神
：

一 眾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可
以學習，都有機會成佛。

二 捨怨捨親：冤親平等，教學當
老師，不能有分別心，要有教無類。

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
(二) 自在力 -- 能掌控因緣，在現實生
活中，行慈悲時，永遠主宰因緣的變化
。

(三) 善巧力 -- 能應對變化，不只保護
自己，還可以照顧現實的因緣，甚至可
改變對方，讓對方得到進步。

我們應念觀音，學觀音，做觀音，把觀
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表現出來。開示
後宏意師父祝福大衆平安健康，諸事吉
祥，增福增慧。

最後宏意師父帶領常住師父上供，為供
奉延生祿位者及所有護法居士會友祈福
回向。法會在十一時半圓滿。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趣，請
致電玉佛寺 281-498-1616。

2022年觀音聖誕法會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應以何身
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因
為眾生根性不同，所以採取不同的
方式來教化。基本上有兩種方法：

（一） 心性善良柔和者，菩薩低
眉，慈悲攝受。

（二） 心性剛強頑劣者，則金剛
怒目，威力降伏。

行菩薩道的人，修慈悲，要做一個
有力的慈悲人。不要做一個懦弱的
慈悲人。應該具備以下三種力：

(一 ) 智慧力--能判斷是非，不能
先入為主或聽一面之辭，應維持基
本原則，不能善惡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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