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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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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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新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二十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二十六
【美南新聞泉深】拜登宣布與歐

洲建立新的能源工作組，以剝奪普京
用於“驅動他的戰爭機器”的利潤

美國總統喬·拜登宣布了一項新
舉措，旨在剝奪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
爾·普京用於“驅動他的戰爭機器”
的歐洲能源利潤。

拜登與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
拉·馮德萊恩一起在布魯塞爾發表講
話說，俄羅斯正在利用其對向歐洲提
供石油和天然氣的限制，以“脅迫和
操縱其鄰國”。

拜登表示，美國將幫助歐洲減少
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並確
保歐洲大陸在接下來的兩個冬天有足
夠的供應。

拜登說：“調整過去十年建造的
天然氣供應鏈和基礎設施需要一些時
間，因此我們必須確保歐洲的家庭能
夠度過這個冬天和下一個冬天，同時
我們正在建設基礎設施為實現多元化
、有彈性和清潔能源的未來。”

該小組由白宮和歐盟委員會的代
表主持，旨在尋找液化天然氣的替代
供應，並減少對天然氣的總體需求。

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依
賴已被證明是西方懲罰莫斯科入侵烏
克蘭的主要症結所在。雖然美國禁止
進口俄羅斯能源，但歐洲發現切斷其
供應要困難得多。

拜登說：“我知道消除俄羅斯天
然氣會給歐洲帶來成本，但從道德角
度來看，這不僅是正確的做法，而且
將使我們處於更強大的戰略基礎上。
”

白宮表示，美國將與其他國家合
作，努力在 2022 年向歐洲供應至少
150 億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氣。

高級政府官員表示，運往歐洲的
150 億立方米液化天然氣來自多個來
源，包括美國和亞洲國家。但官員們
並沒有詳細說明氣體的來源。

週五的聲明是美國過去幾個月努
力為歐洲特別是亞洲尋找替代能源的
成果。官員們表示，這些努力將持續
到今年，以達到 150 億立方米的目標
。

一位官員表示，讓歐洲擺脫俄羅
斯能源的依賴相當於“用美國更可靠
的供應商取代不可靠的液化天然氣供
應商”。

該小組還將致力於通過減少甲烷
排放和使用清潔能源為運營提供動力
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拜登說：“這場危機也提供了機
會。這是一種催化劑，它將推動我們
在清潔能源目標上加倍投入所需的投

資，並加速實現我們未來的淨零排放
。”

馮德萊恩稱贊聯合能源工作組是
努力使天然氣供應遠離俄羅斯的“一
大步”。

馮德萊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作為歐洲人，我們希望從俄羅斯走
向多元化，轉向我們信任的朋友和可
靠的供應商，因此，美國承諾今年向
歐盟提供至少 150 億立方米的液化天
然氣是一大步朝這個方向發展，因為
這將取代我們目前從俄羅斯獲得的液
化天然氣供應。”

美國還承諾在 2030 年前確保額
外 500 億立方米美國液化天然氣的穩
定需求和供應。馮德萊恩表示，這將
取代俄羅斯向歐洲供應的叁分之一天
然氣。

她說，這使歐盟“現在走上了正
軌”，並強調歐盟需要“不僅為明年
冬天，而且為未來幾年”確保供應。

此外，由於當前的天然氣基礎設
施將來可能用於清潔氫氣，它在“我
們的經濟脫碳”中發揮了作用，她繼
續說道。

她補充說，歐盟和美國之間的合
作“展示了我們民主國家的力量”，
拜登在歐洲的存在向世界發出了“強
有力的信息”。
俄羅斯聲稱其部隊用巡航導彈摧毀了
烏克蘭的大型燃料庫

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伊戈爾·科
納申科夫週五聲稱，俄羅斯軍隊摧毀
了基輔附近“最大的剩餘燃料庫”，
並使用海上發射的卡利布 （Kalibr）
巡航導彈進行了打擊。

科納申科夫聲稱：“3 月 24 日
晚，在基輔郊外的 Kalynovka 的一個
燃料基地，用海上發射的 卡利布巡航
導彈進行了一次精準打擊。”

科納申科夫補充說：“為該國中
部地區的軍事部隊提供燃料的烏克蘭
武裝部隊剩餘的最大燃料庫被摧毀。
”

本週，有關俄羅斯在烏克蘭使用
的軍火庫的更多細節浮出水面。

美國總統喬·拜登週一證實，俄
羅斯也在其入侵中使用了高超音速導
彈。

拜登說：“如果你注意到，俄羅
斯剛剛發射了高超音速導彈，因為這
是他們唯一可以絕對確定達到目標的
武器。這是一種重要的武器……幾乎
不可能阻止它。他們使用它是有原因
的。”

但英國情報部門甚至拜登自己的
國防部長都淡化了俄羅斯使用其空射

金紮爾（Kinzhal）導彈的情況。
馬裏烏波爾當局估計 300 人在俄

羅斯對劇院的襲擊中喪生
馬裏烏波爾市議會表示，根據目

擊者的報告，它現在認為大約 300 人
在 9 天前俄羅斯對該市劇院的襲擊中
喪生。

該建築被用作被圍困的馬裏烏波
爾市的主要避難所之一，但在 3 月
16 日遭到俄羅斯空襲。據估計，在劇
院避難的人數在 800 到 1,300 之間。

由於包括通信網絡在內的城市基
本服務幾乎完全崩潰，有關此次攻擊
的全部範圍的信息出現緩慢。

馬裏烏波爾在戰前是大約 45 萬
人的家園，自 3 月初以來一直受到俄
羅斯軍隊的持續攻擊，衛星圖像顯示
居民區遭到嚴重破壞。

英國國防部：烏克蘭已重新佔領
基輔以東的城鎮和防禦陣地

英國國防部周五在其最新情報更
新中表示，烏克蘭軍隊已經重新佔領
了基輔東郊的城鎮和防禦陣地。

該部表示：“烏克蘭的反擊以及
俄羅斯軍隊在過度擴張的補給線上的
後退，使烏克蘭得以重新佔領基輔以
東 35 公裏（21 英裏）的城鎮和防禦
陣地。”“烏克蘭軍隊可能會繼續試
圖將俄羅斯軍隊沿西北軸線從基輔推
向霍斯托梅爾機場。”

該部表示，與此同時，俄羅斯軍
隊向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薩的推進正在
停滯不前。

該部補充說：“俄羅斯軍隊仍在
試圖繞過尼古拉耶夫，因為他們希望
向西駛向敖德薩，但後勤問題和烏克
蘭的抵抗使他們的進展放緩。”

根據烏克蘭官方的說法，在周四
的激烈戰鬥之後，該國軍隊重新奪回
了基輔以東的領土，扭轉了俄羅斯先
前的戰績。 CNN 定位的社交媒體視
頻顯示，在首都以東約 35 英裏（55
公裏）的 Lukyanovka 小定居點，烏
克蘭軍隊和一些繳獲的俄羅斯裝甲部
隊。
澤倫斯基稱歐洲對俄羅斯的製裁“為
時已晚”

3 月 24 日星期四晚上，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在 Facebook 上發布的
一段視頻中向歐洲理事會發表講話，
他感謝歐洲理事會成員對俄羅斯實施
制裁，但表示“為時已晚”。

澤倫斯基週四晚間在臉書上發表
的歐洲理事會講話中說，如果制裁是
預防性的，俄羅斯就有可能不會發動
戰爭。

他告訴理事會：“您們封鎖了北

溪 2（ Nord Stream 2）。我們很感
激您們。沒錯，但也有點晚了。因為
如果及時，俄羅斯就不會造成天然氣
危機，至少有機會阻止他們入侵。”

澤倫斯基告訴成員國：“俄羅斯
軍方看不到尊嚴是什麽，他們不知道
什麽是良心，他們不明白我們為什麽
如此珍視我們的自由，這決定了這個
國家將如何生活。”

他說，俄羅斯已經摧毀了烏克蘭
的 230 所學校、155 所幼兒園，並殺
死了 128 名兒童。

他說：“整個城市，村莊灰飛煙
滅，什麽都沒有了。”“俄羅斯軍方
殺害了記者，盡管他們看到了他們身
上的“新聞”字樣，他們可能沒有教
養，只為殺人。”

澤倫斯基在致辭中感謝成員國的
支持，但沒有感謝匈牙利，並呼籲匈
牙利總理歐爾班“是時候決定”如何
對待俄羅斯。

他說：“你猶豫要不要製裁？你
猶豫是否讓武器通過？你猶豫是否與
俄羅斯進行貿易？沒有時間猶豫，是
時候做出決定了。”
烏克蘭告訴美國它每天需要 500 支標
槍和 500 支毒刺

根據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提供
的一份詳細說明所需物品的文件，烏
克蘭在過去幾天更新了美國政府提供
的額外軍事援助的廣泛願望清單，其
中包括比先前要求的多數百枚防空和
反坦克導彈。

烏克蘭人最近幾週提交了類似的
清單，但最近向美國立法者提出的要
求似乎反映了對美國製造的毒刺防空
導彈和標槍反坦克導彈的需求不斷增
長，烏克蘭表示每天迫切需要每種導
彈 500 枚。

據了解這兩項要求的消息人士稱
，在這兩種情況下，烏克蘭要求的導
彈數量比最近提供給美國立法者的類
似清單中的要多數百枚。

新名單發布之際，烏克蘭人聲稱
他們在俄羅斯正在進行的襲擊中面臨
潛在的武器短缺——這引發了美國和
北約官員的一些抵制，他們強調更多
的軍事援助已經進入該國。

到 3 月 7 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不到兩週後，美國和其他北約成員
國已向烏克蘭發射了大約 17,000 枚
反坦克導彈和 2,000 枚防空導彈。

從那時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
國家一直保持武器和設備的流通，即
使俄羅斯威脅要瞄準這些貨物。

一名高級國防官員表示，2 月下
旬批准的 3.5 億美元安全援助計劃中

的最後一批在過去幾天內抵達烏克蘭
，而接下來的兩個總額為 10 億美元
的援助計劃已經開始抵達。

美國總統喬·拜登週四表示，
“就在我發言的時候，裝甲系統、彈
藥和我們的武器正在進入烏克蘭。”
這位國防官員表示，在設備從多個陸
地邊境口岸進入烏克蘭之前，將需要
“多天多次飛行”才能將設備運往東
歐。

與此同時，週叁，英國宣布將向
烏克蘭運送包括反坦克和高爆武器在
內的 6,000 多枚導彈，並為烏克蘭軍
方提供約 3,300 萬美元的財政支持。

提供給 CNN 的清單詳細說明了
其它幾個緊急需求，包括：噴氣式飛
機、攻擊直升機和 S-300 防空系統
等。

文件中列出了兩種類型的俄羅斯
製造的噴氣式飛機，其中一種旨在為
地面部隊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根據
提供給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清單，
烏克蘭要求每種飛機提供 36 架。

一些國會議員認為，美國應該盡
快向烏克蘭提供他們要求的武器。

來自內華達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傑
基·羅森（Jacky Rosen）上週末訪問
了波蘭和德國，會見了幫助抵達這些
國家的烏克蘭難民的民間社會組織，
以及駐紮在國外幫助人道主義工作的
美國軍隊。
羅森說，她這次旅行最大的收獲是實
地的“緊迫感”。

羅森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他們需要所有的工具，不僅要在戰
爭中倖存下來，還要贏得戰爭，所以
我們是否為他們提供空對地導彈、無
人機，以及所有的軍事支持。”
美國評估：烏克蘭可能對俄羅斯船隻
進行了成功的攻擊

據一位國防官員稱，美國評估發
現烏克蘭很可能確實在別爾江斯克成
功襲擊了俄羅斯船隻。然而，目前尚
不清楚襲擊中使用了哪種武器或哪類
武器。

該評估與英國國防部的類似聲明
相呼應，該聲明稱，烏克蘭軍隊襲擊
了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地區的“高價
值目標”，包括一艘登陸艦和位於別
爾江斯克的彈藥庫。

週四早些時候，烏克蘭表示他們
摧毀了停靠在亞速海別爾江斯克港的
登陸艦“奧爾斯克”號。來自該市的
視頻顯示，碼頭區冒出濃煙，並發生
多起爆炸。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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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勾畫未來勾畫未來 與高新技術接軌與高新技術接軌 贏得先機贏得先機
HCCHCC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應職場的
各種變動，休斯頓社區大學(HCC)協
助學子與在職人士攀升高科技生涯
，有數百門課程可供選擇，最快數
個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學成之後
快速地就能找到工作，在科技、健
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熱
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

休斯頓社區大學(簡稱 HCC)是
休斯頓最著名的社區大學，HCC擠
身為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之一，已
在大休斯頓地區服務了50年，目前
每學期給數萬名學生提供副學士學
位和證書課程。

讓自己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休斯頓社區大學師資雄厚、學

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高級製造業
贏得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
獲得副學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
只要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
。無論是高中畢業生，或是在職人
士，若希望在職場上更勝一籌，就
到HCC選擇理想的課程。

HCC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
校區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
近，直接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
裔朋友，涵蓋高級製造、信息技術
、數字通信、視覺和表演藝術、商
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
全、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數

碼遊戲機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
業無人機操作等，都是熱門項目。
在高級製造業方面，包括三維打印
(3D printing)、AutoCAD製圖、計算
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程技術、機
械技術等等，市場的需求都頗高。

HCC西南校區共有四個校園，
每個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程，
讓學生很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的
校園，選擇他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
育 ， 包 括:WEST LOOP 校 園 、
STAFFORD 校 園 、 MISSOURI
CITY校園、及BRAYS OAKS 校園
。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
能夠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
的場所，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
變生活的機會，讓學生達成更好的
人生目標。

HCC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
群，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
人教育的在職人士，都是HCC的服

務對象。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
，來滿足不同行業的技能需求，讓
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或在HCC獲
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四年制
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

HCC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
繼續深造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
年制大學，HCC學分普遍被四年制
大學承認，可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
，繼續大學課程的後兩年，以取得
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 HCC
畢業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
有所長，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 提供一邊工作、一邊在HCC進修
的機會，提升專業水平，在HCC取
得證書後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
行業需求最新的技術相接軌。對現
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是希望轉換
行業，HCC提供大量高新技術課程
，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取
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的三
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全
（Cybersecurity）很紅火，學生來
HCC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
以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
2020年，HCC成為德州第一家、也
是唯一的一家社區大學創設了人工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簡稱 AI)
副學士學位課程。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
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
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項
目，學生一邊在HCC學習一邊經由
學徒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帶薪學
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為
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有夜校、以及週末的課
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

是學費便宜很多，學生在HCC上頭

兩年，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
，這樣子學費可以省很多。例如，
若是住在HCC校區範圍內的學生，
在休斯頓大學修一門課的費用可以
在HCC修6門課。如果是HCC校區
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
多實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
可以選擇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
，上課時間更有彈性，且注重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這些好處都讓不少
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HCC的教授
也在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
樣，教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
少。

為大眾提供免費課程

HCC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
部主任鄭通表示，HCC的學生在拿
到副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
好的工作，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
門幫助學生找到工作。

HCC對於符合資格的學生，提
供 免 學 費 課 程 ， 詳 情 可 洽
713-718-5381。亦有為所有公眾開
設 的 免 費 網 上 課 程 ， 詳 情 可 洽
713-718-5350。還有為50歲以上年
長者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
洽713-718-5350。
報名入學網址:
https://hccs.edu/virtuallobby、
https://hccs.edu/apply/，
電話: 713.718.2000。

休士頓中華公所所屬僑團代表共同休士頓中華公所所屬僑團代表共同
歡迎中華民國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歡迎中華民國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

（（本報訊本報訊））國立中興大學與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國立中興大學與美國猶他州立大學（（Utah StateUtah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於於20222022年年33月月2323
日簽署合作協議日簽署合作協議，，國立中興大學由林俊良副校長代表薛富盛校長國立中興大學由林俊良副校長代表薛富盛校長
出席出席，，與猶他州立大學校長與猶他州立大學校長Noelle CockettNoelle Cockett完成簽署完成簽署。。駐舊金山駐舊金山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賴銘琪處長及教育組組長周慧宜與辦事處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賴銘琪處長及教育組組長周慧宜與辦事處林
世政副組長受邀出席簽約典禮世政副組長受邀出席簽約典禮。。

國立中興大學及猶他州立大學合作案的幕後推手是兩校所共國立中興大學及猶他州立大學合作案的幕後推手是兩校所共
同培育出來的傑出校友王敦正博士同培育出來的傑出校友王敦正博士，，他自他自20112011年起成立基金支年起成立基金支
持持 iPACEiPACE 計畫計畫(A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in Agriculture, Cli(A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in Agriculture, Cli--
mate and Environment with Taiwan)mate and Environment with Taiwan)，，促進兩校師生交換互訪及促進兩校師生交換互訪及
學術研究合作交流學術研究合作交流。。iPACEiPACE計畫主持人王世宇教授表示計畫主持人王世宇教授表示，，兩校兩校
20182018年便已締結過院級協議年便已締結過院級協議，，本次約本簽署深化了合作意涵本次約本簽署深化了合作意涵，，

未來更將擴增為全面性的校級合作未來更將擴增為全面性的校級合作，，將華語推廣納入合作範圍將華語推廣納入合作範圍。。
簽約典禮現場有來自猶他州臺裔留學生社團簽約典禮現場有來自猶他州臺裔留學生社團、、企業企業、、僑胞及僑胞及

台美各界賢達逾台美各界賢達逾4040人與會人與會，，場面熱絡場面熱絡，，是猶他州近兩年疫情以是猶他州近兩年疫情以
來首度大規模的來首度大規模的
教育盛會教育盛會。。
聯絡人聯絡人：：駐舊金山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駐舊金山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sanfrancisco@mail.moe.for.twsanfrancisco@mail.moe.for.tw
Cell:Cell: 415415--728728--65256525
猶他州立大學報導聯結猶他州立大學報導聯結：： https://www.usu.edu/today/story/https://www.usu.edu/today/story/
usu-extends-agreement-with-taiwans-national-chung-hsusu-extends-agreement-with-taiwans-national-chung-hs--
ing-universitying-university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與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與美國猶他州立大學USUUSU合作更上一層樓合作更上一層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代表休士頓25個主要社團的休士頓
中華公所，於3月23日（本周三）下午一時半在僑教中心展覽室歡
迎前來休士頓訪問的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博士及其同行僑
委會官員。歡迎會由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以法暨李迎霞致歡
迎詞並與當天出席的中華公所各社團代表，包括僑教中心陳主任、
黃泰生、王秀姿、江麗君、劉秀美、李雄、丁方印、馮啟豐、羅秀
娟、楊國貞、方宏泰等人贈送德州紀念品予委員長童振源博士 。
童振源委員長還親自頒發僑委會遴選的 「海外傑出青年獎」予周浩
恩。周浩恩目前正競選哈里斯郡第四選區區長，今年5月24日將競
選第二輪投票競選。

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在致詞時表示： 「中華公所」是僑界團結
的象徵。讓我們大家共同為中華民國加油。他還介紹台灣目前在全
世界受到支持，台、美關係，可說是1949年至今最好的時期，俄
烏戰爭爆發，美國立即派遣特使團至台灣。不只美國，日本、歐盟
都通過決議案，全數支持台灣。疫情爆發之初，我全民上下一心，
在一個月的時間，成立口罩生產線，不只自用，僑委會還送出1900
萬片口罩，給海外僑胞使用。國際上各國，也懂得 「投桃報李」，
我們給他們口罩，他們送我們疫苗。包括立陶宛、捷克、匈牙利等

歐洲國家，把疫苗送給我們，日本也對我們有7、8次捐獻，達175
萬劑，美國給我們的疫苗更高達250萬劑。2018年3月，中美展開
貿易戰、科技戰，美國70%的零組件，來自台灣，台灣成為 「供應
鏈」的角色— 把各個產業鏈對接。2020年，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達
3.36%， 去年達6.45%，今年也至少達4.42%。台灣是21年來同月失
業率最低，也是21年來投資率最高。過去台灣發展，一定會有爭
議，但我尊重。我們的經濟自由，全世界第六，我們的民主，全世
界第八，我們比先進國家進步。在全球變化中，台灣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已連續23個月，出口訂單正成長。我們已連續25年成長率
亞洲第一。

在提問的部分， 「臺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希望僑委會能
爭取 「全美台聯」的互動，因為今年九月開第四屆年會。委員長表
示：一切可談。 「關懷救助協會」的施惠德醫師提問： 「中華民國
臺灣」的法源在那裡？委員長表示：中華民國應與台灣是一體的，
目前為止， 「中華民國臺灣」是大家能共同接受的共識，包括國際
的共識。過去國民黨政府也是如此公開的講話。 「言論自由」我尊
重。國內共識：總統，是經過 「選舉」產生的。代表 「僑聯」的姚
嘉為發言，她曾擔任 1995-1997 年 「美南寫作協會」會長，她在
「海華文藝季」申請 「未央歌」的作者前來演講，這是僑界盛大之

事，因為當時有 「海華文藝季」申請經費，才能有辦活動的費用。
賴清陽律師代表 「國建會」發言，提到老華僑如關振鵬等人反應：
我們沒有祈求政治上的特權，中華民國何去何從？歷史的教訓：規
避戰爭！一時民粹，激起戰爭。老華僑社團何去何從？民進黨何去
何從？今日民進黨，明天國民黨，請聆聽僑民心聲！

委員長表示：清陽兄為中華民國、台灣盡心盡力。中華民國何
去何從？僑務工作，以服務最重要，現今 「僑委會」在全世界有38
個據點（我之前是36個），我2020年6月到僑委會上班。僑委人
成立數位科技、綱路科技、智能科技。疫情期間，在全世界以AI
方式，辦了三場歌唱比賽、作文比賽。希望以 「智能僑委會」在未
來了解各位的需求，讓各位與台灣合作、交流，與台灣對接。最後
，希望匯聚僑胞能量，致力於投資、合作、交流、人才各方面。

當天僑委會的同行官員，包括委員長童振源博士、海華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吳明穎、執行長李欣龍博士、僑教處副處長黃正杰、僑
民處北美科科長莊博智、僑商處專門委員王盈蓉等人。他們並與當
天出席的僑團代表大合照，留下珍貴難忘的畫面。

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林春良與猶他州立大學校長諾埃爾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林春良與猶他州立大學校長諾埃爾··科克科克
特簽署了擴大兩校學生和教師交流的協議特簽署了擴大兩校學生和教師交流的協議。。

圖為出席的圖為出席的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兩位共同主席李迎霞兩位共同主席李迎霞（（前排右五前排右五
）、）、黃以法黃以法（（前排左四前排左四））及各社團代表與童振源委員長及各社團代表與童振源委員長
（（前排左五前排左五）、）、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前排右四前排右四））等人大等人大
合照合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圖為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及全體代表贈送德州紀念品予委員長童圖為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及全體代表贈送德州紀念品予委員長童

振源博士振源博士（（左七左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博士圖為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博士（（右二右二））親自頒發僑委會遴親自頒發僑委會遴
選的選的 「「海外傑出青年獎海外傑出青年獎」」 給周浩恩給周浩恩（（右一右一）。（）。（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俄烏戰爭會否引起第三次
世界大戰？現時的俄烏局勢
，究竟會不會再惡化下去，

這是很多人擔心的問題，但在暫時來看，並沒有解答之處。
在分析這問題之前，我們且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由於奧

利地王儲在塞爾維亞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暗殺，前者要求後者交代
，談論不攏，因而打起來，歐洲各國各幫一方，因而引起戰火。

在當時，沒有人想到過，這場仗會引致這麼多國家參與，德國
甚至輕率到給奧地利一張 「空白支票」，任後者決定一切。大家根
據以往的戰爭經驗，也決想不到，這場仗會打這麼久，傷亡這麼慘
重。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波蘭被德俄瓜分而發生，但在頭7
個月，英國和法國只是在軍事動員，完全沒有任何真正的戰爭準備
，當時很多人亦認為，真正的戰鬥永遠不會出現。

然後，在1941年的倫敦大轟炸後，法國也成立了維琪政權，
大家以為這場戰爭已告一段落，誰知德國竟然轉頭去突襲蘇聯，然
後日本又偷襲珍珠港，令到美國加入，這才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

比諸今日的俄烏戰爭，只爆發了不到一個月，這中間可能發生
的變故實在太多，這正如一個一歲的嬰兒，雖然他已 「投胎」，可
作出某程度的分析，可是要預測到其未來，未免太多變數。

後來美蘇發生的 「冷戰」，很多人認為已等於是第三次世界大

戰。查當時大部分的國家，都以為三次大戰、世界末日即將
到來，因此有錢人都在建造地下碉堡，以防核戰，中國也在
「深挖洞、廣積糧」，以防三次大戰爆發。

這直至在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後，方才漸漸有人認為，第
三次世界大戰不一定會發生，美蘇戰爭只會局部地打代理人戰爭，
例如在越南、在拉丁美洲、在中東、在非洲等。

總括而言，現在時間尚早，變數太多，甚麼也難以斷定。不過
，我肯定如果西方大國直接介入，情勢便會危險得多，畢竟，俄羅
斯特別已在2020年立法，允許國家可以在阻止戰事惡化的大前提
下，可使用核武器，而這種事先張揚的聲明，在它形勢惡劣時，說
不定真會爆發。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事己踏入第二個月，烏克蘭多處持續受
到俄軍的猛烈炮火的狂轟，衛星圖片顯示首都基輔、郊區小鎮伊爾
平(Irpin)、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Chernihiv)等多地己遭受到嚴重破
壞。第二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及切爾尼戈夫等城市，據報發生多
名烏當地官員，被俄軍綁架事件。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指出：頓巴
斯地區和克里米亞安全保障問題等，將會由烏克蘭人民投票決定。
澤連斯基稱烏永遠不會屈服

日昨俄媒《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作出最新報
道： 迄今為止，俄軍大單死傷人數己達9,861死、不過報道不久後
即被刪除，該報宣稱遭受到駭客攻擊，胡言亂語。

俄軍日前向馬里烏波爾發出最後通牒，稱當地居民若然放下武
器投降，將會獲准離開，否則會接受 「審判」。馬里烏波爾市長和
市議會議員均拒絕投降，亦不相信俄軍會讓他們安全離開。

馬里烏波爾在俄羅斯入侵前大約住有45萬人，戰事發生後一

直受俄軍猛烈轟炸及圍困，當地官員上周曾指，該市近九成建築物
被俄軍摧毁，衛星影像顯示，馬里烏波爾住宅區遭受嚴重破壞。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透過影片發表談話時說，馬里烏波爾被俄軍猛烈
攻勢 「化為灰燼」，但這座城市會 「撐得住」。他敦促烏克蘭人
「盡一切力量保衛國家，拯救人民」。

烏克蘭文傳電訊社報道，引述烏克蘭國會網站指出，切爾尼戈
夫2個村莊的首長、1名地方議員，以及2名地方政府官員被俄軍
綁架。烏克蘭獨立新聞社亦報道，哈爾科夫也發生俄軍綁架村莊首
長事件。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認為：能與普京直接對話，是結束戰爭的
關鍵要素。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烏克蘭永遠
不會屈服於俄羅斯發出的最後通牒，而基輔、馬里烏波爾和哈爾科
夫等面臨激烈戰鬥的城市也不會接受被俄軍佔領，並促請德國停用
俄羅斯能源，並對俄關閉港口。他重申希望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直接
對話，認為這是結束戰爭的關鍵要素。被問到烏俄談判最終會作何
妥協，澤連斯基指，包括頓巴斯地區和克里米亞安全保障問題等，
將會由烏克蘭人民投票決定。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親克里姆林宮的《共青團真理報》
周一(21日)在其網站刊登一篇報道，引述俄國國防部數據，指俄軍
死傷人數達9,861死、逾1.61萬傷。不過，這篇報導出版不久後便
被刪除，但 BBC 成功截圖存證。《共青團真理報》編輯 Vladimir
Sungorkin隨後告訴英國廣播公司，上述數字是駭客攻擊所為，該
報稍後將正式發布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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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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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新冠病毒侵襲，大陸深圳市經過七
日(3月14日至3月20日)的半封城措施，
全市公共交通停運，並進行了三輪全民

核酸檢測，已在3月21日下午宣布，基本上實現社會層
面的動態清零，可以立即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

深圳有1,250萬人口，幾乎是香港的兩倍，卻能在七
天裡把疫情控制，可謂為香港作出了榜樣。所以，香港
有不少聲音，覺得香港應該學深圳，盡快推行全民檢測
，並配以一定的禁足措施，就一樣有機會達到動態清零
的效果。

偏偏在這個時候，特首卻宣布，香港暫時沒有條件推
行全民檢測，還準備逐步放寬在社交距離方面的限制。社會因而出
現了很多反對聲音，認為香港這樣做，等同向病毒投降，與選擇
「躺平」沒有多大分別。香港一旦選擇與病毒共存，往後就難有機

會與內地通關。
不過，內地的專家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內地負責應對疫情的

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認為：特首的選擇是客觀的，是依據香港疫情在

態勢上的變化，按科學原則，所作出的相應優次修訂，不能說這就
意味香港已選擇 「躺平」。

梁萬年指出：全民檢測涉及時機和條件問題，最有效的時間是
在疫情的早期，進行大面積檢測，把傳染源識別和控制住；另外到
疫情後期，當疫情降到一定的水平後，才開展檢測來達到社會上動
態清零的目標。

梁萬年強調指出，香港暫時不做全民檢測，並不意味著防疫
「躺平」。

從梁萬年的反應來看，內地專家並非都是唯命是從的黨八股，
而是會按照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的真正專家。內地專家
初來香港的時候，有人散播謠言，說這批人來港的目的，就是要迫
香港的官員一定要行內地那套封城強檢的防疫措施，有人還一早就
趁香港未封城及時離開香港。事實證明內地的專家還是有能力作客
觀判斷的。

本人早已指出，以Omicron已經擴散的廣度與深度，受感染的
人數已非香港現有的隔離措施所能應對。現在把這些受感染者都檢
測出來，只會把香港的防疫系統一下子壓垮，對香港有害無益。因
此，與其到今天才去搞全民檢測，不如集中力量去照顧好重症者，
減少死亡人數。

有人埋怨香港特區政府，為甚麼沒有在Omicron疫情剛開始的

時候，就學深圳那樣，
搞半封城式的全民檢測
。問題是香港與深圳雖
同屬一國，行的卻是完
全不一樣的制度。深圳
的公務員以黨員為基礎
，隨時可以聽從黨的召
喚，派上前線做本職以
外的工作；但香港的公
務員卻只是 「打份工」
，各自都會按章來維護
自己的利益，連特首也
指揮不動。再者，內地
有健全的街坊組織，可
以有效限制社區內非必
要的人流活動，並負責
起代買食物、藥物與其
他生活必需品的工作。如果香港貿貿然進行封城，只會造成比竹篙
灣更嚴重的亂局，叫特區政府更難向市民交代。此之所以，我認為
特首選擇現時不搞全民強檢是正確的，只是能決定得快一點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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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難學深圳七天清零

波音危機再現？
中國東航一架載有一百三十二人的客

機於本月廿一日失事，讓國內國外都大
為震驚。這宗事故不僅意味中國民航四

千二百餘日的安全運行紀錄就此終結，更意味着有不少家庭將
因此而失去至親。目前搜救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工作及事故調查
的工作，已經展開。

雖然這架失事客機不是在華停飛的七三七MAX，且事故具體的原因尚無法確定，但對於美國航
空巨頭波音公司來說，這宗悲劇事件，無疑是自兩宗七三七MAX空難以來的又一個“動盪時刻”。

美國知名的財經媒體《巴倫周刊》評論稱，最新墜機事故的發生，只會讓人們更加相信，在波音
試圖讓七三七MAX在華恢復飛行之際，該公司存在一些長期問題。影響737MAX復飛《紐約時報》
則認為，東航墜機是波音面臨的最新危機，這宗事故可能會引發新的監管審查，並使波音七三七
MAX在華恢復飛行產生新的變數。

七三七MAX對波音而言相當重要，有業內人士向觀察者網指出，七三七MAX是波音目前絕對
的主力，也是能向中國交付的唯一機型。如果因為本次空難，七三七MAX再次推遲恢復飛行，對波
音業績的打擊將是“毀滅性”。

本次東航失事航班並非之前已經停飛的波音七三七MAX機型，而是一架波音七三七——八○○

（NG），於二○一五年六月交付，目前機齡僅僅是六點八年。NG的意思是“新世代”（New Gen-
eration)，這種機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研發，目前有七種型號：——六○○、——七○○、——
七○○C、——七○○ER、——八○○、——九○○和——九○○ER，並設有商務機型BBJ。

根據波音統計數據，廿五年來七三七NG系列全球範圍內共交付六千三百○一架，是目前為止波
音產量最高的飛機，且安全記錄相當優秀。中國市場運營有大約一千二百架。本次東航空難是中國首
宗波音七三七NG空難事故。

觀察者網查詢波音公司《一九五九至二○二○商用噴氣式飛機事故統計報告》發現，從七三七的
初代機型到“經典型”再到本次東航客機所屬的“新世代”型，事故率呈現下降趨勢。也正因為此，
美國許多行業分析師和專家不願得出結論，認為東航本次空難是由波音七三七NG的根本性設計缺陷
造成的。 也許是飛機設計上引致空難，既然如此，考慮到安全問題以及空難原因尚未調查清楚，東
航已宣佈停飛在中國所有七三七——八○○（NG）機型，直至有調查報告出爐為止。

“我認為了解這宗特定事件（本次東航空難）的實際情況非常重要，因為這關係波音的信譽問題
。在具體的調查情況公佈之前，投資者將在一定程度上暫停對波音的投資。”美國金融分析公司梅利
烏斯研究的董事總經理斯賓加恩作出以上的表示。因此我說：此刻 「波音危機 再現」，一點也不花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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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13.41亿元罚单引发的“蝴
蝶效应”

这张罚单金额之高，再次刷新了网

友对量词的定义。

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

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在2019至

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

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

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薇娅追

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亿元。

热心吃瓜网民立即算了一笔账：1

薇=1.5冰=4.5爽。这令网友不得不怀疑

：“她们和我们使用的是否是同一货币

单位。”

薇娅采用的偷税方法与此前雪梨如

出一辙：注册个人独资企业之后，将个

人收入转换成企业收入，赚取其中的个

税率差，从而实现逃税目的。

引爆舆论场的重磅炸弹，热闹了观

众，苦了品牌方。

偷税事件曝光之后，薇娅、雪梨的

微博无法查看，抖音、小红书账号被封

，淘宝店关停，店铺商品全部下架——

简单理解就是全网封杀。

在全网封杀之前，薇娅、雪梨的直播

计划表排得满满当当。雪梨预计在11月

23日、24日两天举办秒杀节和零食节。薇

娅封杀当晚7点预计举办“薇娅彩妆节”

，合作的品牌方不乏丝芙兰、完美日记、

贝玲妃、MAC等国内外头部品牌。

原定“薇娅彩妆节”预告。

与大主播合作之前，品牌方一般会

根据预估量提前备货。两位大主播全网

消失，品牌方为直播准备的货品不能就

地“消失”。

据一位服装供应商推测，雪梨封号，

除了影响1600名员工就业，上游工厂损失

更大，估计将损失几亿元的采购额。

更为紧急的是，一些保质期较短的

食品类商品。据悉，与薇娅合作的部分

零食、调味剂品牌，目前已开始紧急清

库存。

“一姐”不在 也不会再有

深受重伤的品牌方会不会寻找新

“一姐”？至少，淘宝不会造，也造不

出下一个“一姐”。

薇娅和李佳琦，一度是占据直播

半壁江山的两位主播。不可否认，他

们的成功是因为努力和勤奋，但正如

薇娅参加《十三邀》所说：“我要珍

惜这个时代给我的东西，我的运气太

好了，很多人努力一辈子都没有赶上

一个好的时代。”

行业发展初期，淘宝希望通过树立

头部主播，让外界看到淘宝主播，乃至

淘宝直播的潜力。于是，淘宝便将大量

免费流量倾注在“淘主播”身上。

2017 年，淘宝正式启动“超级 IP

入淘计划”；2018 年双十一晚会上，

李佳琦凭借“涂口红打败马云”一战

成名；2019 年发布的“启明星计划”

，让明星加入主播行列，继续放大主

播个人效应。

就这样，薇娅、李佳琦被时代选中

，站在浪潮之巅，淘宝趁势增长。2018

年，淘宝直播首次突破千亿元交易额，

同比增速近400%，往后两年同样翻番式

增长。

本是基于店铺销售的淘宝在直播生

态中，主动权却牢牢掌握在主播手中。

如何登上薇娅、李佳琦的直播间，变成

了品牌方，特别是新品牌绞尽脑汁思考

的事情。

今年“双十一”的欧莱雅事件爆

发，两个头部主播居然能联手“封杀

”全球美妆第一品牌。“品牌苦李佳

琦、薇娅久矣”的行业潜规则曝光在

大众面前。

大家惊讶地发现，平台、品牌、

主播本是在一张牌桌上打牌，主播却

有如此之大的话语权，甚至挟流量以

令行业。

平台当然不希望是被要挟的那一方

，淘宝的流量扶持方向随之发生改变，

转向“去中心化”。据《人物》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快手卖货一哥辛巴曾

向淘宝示好，称自己如果去淘宝直播会

在一个月之内做到头部位置。但淘宝拒

绝了，原因是淘宝想要推动品牌和商家

自播，不想“主播独大”。

以今年双十一的运营规则为例，淘

宝旗帜鲜明地扶持腰部主播和店铺自播

，并为其准备了亿级流量补贴。

“一姐”不会再有，品牌方也不想

把希望全部压在任何一个主播身上。

凭借主播一己之力带出圈的品牌完

美日记、花西子今年也逐渐减少和主播

的合作。品观App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前5个月，李佳琦共直播82场，其中，

完美日记和花西子登陆直播间占比分别

为22%、44%。到了今年同期，数字锐

减近半，分别为14%和21%。

对已有很强渠道优势的成熟品牌来

说，卖货并非是他们核心诉求，通过直

播让品牌深入消费者心智，才是他们的

主要目的。而这种对品牌心智的追求，

是主播“直播15分钟”很难实现的。

主播翻车之前，品牌其实早已提前

撤离。

万物皆可开播？这是个问题

品牌回到了自己的直播间。

薇娅偷税事件爆发之后，欧莱雅、

玉泽这两个此前与其合作的品牌登上热

搜。

薇娅、李佳琦同时宣布暂停与巴黎

欧莱雅的合作。

前者在今年双十一，与两大主播为

了“最低价”撕破脸皮；后者则因停止

与李佳琦团队合作，转头投奔薇娅直播

间，如今薇娅被封杀，再次将它卷入了

“忘恩负义”的舆论旋涡。

前者让消费者认识到最低价已经不

是主播独有的权力，品牌直播间同样很

“香”；后者让品牌方意识到自有渠道

的重要性。

品牌自播崛起，势如破竹。今年双

十一共有10万个品牌在自己的直播间与

消费者互动，其中43个品牌自播间成交

额超1亿元，而去年破亿的品牌自播间

数为33个。

各个品牌自播间画面。

品牌自己搞直播的优势自不必多说

，有很强的可控性。相比较头部主播的

几分钟露出，品牌自播渠道触达消费者

的次数、时长变多，但成本降低。而且

直播中积累下的粉丝就是品牌的私域流

量，后期再通过运营手段，促进拉新和

复购。

但搞自播，和把自播搞起来是两码

事。

直播带货通常用ROI（投资回报率

）来计算投入产出比，投入1万元，如

果销售额达到2万元，即ROI是2。据海

豚社联合创始人那明远介绍某短视频平

台电商环境时提到，大V带货普遍ROI

能做到4—5，而品牌自播的ROI仅为2

左右。

转化效率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玩不转”。

一位家具行业的直播从业者小轩告

诉新周刊记者，起步阶段，他们遇到的

问题是直播专业化——直播间环境设计

、主播话术培训、上链接上福利等环节

设定。小轩所在团队摸着石头过河，一

步步迭代升级。

至少这个问题有解。由于家具行业

客单价高，消费者决策周期长，导致直

播间销售效果并不能直接体现。很多主

播“播着播着感觉没什么效果，就不怎

么积极，更多的是应付差事”。

行业特性，让小轩团队连保持常态

化且专业的直播频率都做不到。

万物皆可开播卖货，理论上如此，但

是不是所有品类都像美妆产品一样完美切

合“使用效果可展示”的直播属性呢？

薇娅熄火 直播永动

当所处行业与直播带货生态不相容

时，这其中的“不适合”就需要品牌自

播团队自己调整。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像

小轩一样，是从零开始学起的小白，或

是如小轩的领导一般，是有着丰富的线

下店铺管理经验的从业者。

当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时，最好

的办法便是“抄”——借鉴成熟直播

间的做法：一位主播，坐在摆满各类

商品的桌子面前，背后是印着品牌名

的宣传板。

“佰草集延禧宫正传”直播间反其道

而行之。直播间布景完全复制古代宫廷场

景，服化道设计精良细腻。主播手拿“从

贵人一步一步升级为贵妃”的剧本，是否

晋升全靠当晚直播间的GMV。拒绝雷同

的推销话术，主播用“王爷”“格格”之

类的称呼与消费者进行互动。

据悉，该账号在某短视频平台开播

5天，观看人次便突破82万，6场直播吸

引了10万粉丝……

但后续销售转化率似乎并不高，陷

入了“有人围观没人买”的尴尬境地。

据小轩介绍，很多品牌自播间的KPI不

是简单的销售额，有的品牌看重培养品

牌形象，有的着重培养专业的直播团队

，有的就看转化率。

当你看到佰草集直播间第一眼没有

直接滑走，而是像追电视剧一样，等着

看娘娘最后荣升为皇后、皇太后时，佰

草集的目的就达到了。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并不长期看好该

类型账号的发展，“直播本身就是一门

不容易赚钱的生意，在原本的团队配置

、流量成本上，还要追加成本更高的剧

本策划团队。如果货品本身的毛利率没

那么高，赚钱就更难了。”

正因如此，尽管品牌自播势头凶猛

，但远远没到重估头部主播价值的时候

。头部主播仍具有极强的市场号召力，

在日常销售和清理库存方面，自播低成

本会更加有优势。

一鲸落，万物生。

主播逃税带来的行业规范，正好去

掉了主播“人设+低价”的滤镜，使得基

于主播个人产生的冲动消费趋于理性。

呼兰说的“经济学奇迹”或许还会

上演，只不过，利益链条上的商家、顾

客以及作为渠道的主播，三者的利益将

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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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評價1：兇手身分沒驚喜？殺人動機太弱？

《華燈3》上線前，不少網友都很期待想要知道兇手是誰，不過觀眾對第三季的評價整體不

如一、二季，尤其是殺死蘇慶儀的真兇。第三季終於揭曉，原來殺死蘇慶儀的就是花子，她之所

以殺了蘇慶儀，是因為兩人在休息室內爭吵，蘇罵她像羅雨儂身邊的一條狗，這勾起了花子對渣

男前任的傷痛記憶，錯亂之下的花子於是抓狂殺害蘇。

花子當初就是網友猜測的兇手熱門人選之一。之前就有網友分析過，指出花子說自己案發當

日在河堤看淹水，這理由實在太瞎，認為她很可疑，加上錄音帶的女聲毫無疑問是她，因此當初

就有很多人覺得花子應該是兇手。而另一派則是認為兇手沒這麼好猜，因此期待著反轉，只是沒

想到最後兇手真的是花子。這也讓網友對結局評價兩極，覺得沒有驚喜感、有點小失望，也有人

認為花子對蘇慶儀的仇恨與殺人動機都有點弱，認為看完第三季結局有種「頭重腳輕」、「雷聲

大雨點小」的感覺。

劇情評價2：劇情太拖太冗，隔太久才排播很可惜！

不少網友對《華燈》第三季的整體評價都是有點拖，認為拍成24集有點太長，尤其第三季有

很多回憶戲份，網友認為這不太必要，也讓劇集節奏顯得有點冗長。

另外也有網友指出，覺得《華燈3》Netflix隔了太久才排播，有點可惜。《華燈》前兩季熱度

、討論度都很高，網友覺得當時就該趁勢趕緊播出，這樣大家對劇情的記憶點也會比較深。如今

隔了太久才播出第三季，很多人都已經快忘記前兩季在演什麼了，而第三季劇情又沒有更吸引人

的亮點，這也是第三季口碑沒有前兩季高的原因之一。

劇情評價3：蘇慶儀黑化過程沒交代？網友： 「會死根本自找的」
追完前兩季，網友都期待《華燈3》對蘇慶儀的部分能有反轉，然而到最後也沒有說清楚蘇

慶儀為什麼會突然黑化，因此劇情整體看下來，蘇慶儀表面上是個八面玲瓏的媽媽桑，實際上是

嘴砲十級強者，不僅和多年好閨蜜撕破臉，私下還經常無差別攻擊阿季、愛子、花子、百合、何

予恩……因此人人都突然超恨她、每個人都想殺她。前兩季蘇慶儀人設前面立得很複雜立體，但

看到最後不少PTT網友卻表示：「蘇媽媽真的很反社會」、「她會死根本就是自找的」、「就是

個心理有病的奇葩女」。

劇情評價4：羅雨儂從頭 「聖母」 到尾！

也有不少網友認為蘿絲太「聖母」，最多人不解的是結局最後羅雨儂在蘇的墳墓面前緬懷她

的一幕。網友認為，蘇慶儀對她做的每件事，都是全方位的「毀滅式攻擊」，蘇慶儀搶她男友、

誣陷她、扭曲她的好意、想要搶走子維，還把光的股權分出去，等於奪走羅雨儂最重要的人，連

帶毀了她的事業。都這樣了，兩人還對對方說：「我希望你好好的」、「我無法想像沒有你的人

生」，這種情感讓許多網友直呼羅雨儂真的像蘇說的有「施捨病」。不過也有人替羅雨儂說話，

認為蘇都死了，重要親友過世，無論對方對自己做過再過分的事，人一死可能都不會太計較，因

此也有人能夠理解蘿絲的情感轉折。

劇情評價5：子維結局網友氣到胸悶！

子維線則是讓不少觀眾覺得很難過、氣到胸悶。這麼多年都是羅雨儂在照顧子維，她做的就連

親生媽媽都比不過。觀眾本來都還期待會有反轉、團圓，子維最後卻還是認祖歸宗，也讓大家很生

氣。羅雨儂和子維沒有血緣關係，確實很難搶奪監護權，只是這發展讓人太意外，因此許多觀眾都

無法接受子維最後的收尾。其實《華燈3》並不算爛尾，幾乎每個主要角色都劇情線都有收完整，

只是相比前兩季，第三季故事比較平淡，亮點也不多，也因此才會有這麼兩極的評價。但《華燈》

依舊有很多優點，演員也都貢獻了驚豔的演技，是近年熱度難得那麼高的台劇，依舊值得一看！

兇手沒驚喜，蘿絲從頭 「聖母」 到尾

Netflix《華燈初上3》迎來大結局，殺死蘇慶儀的凶手身分終於揭曉
，不過網友對於劇情的評價卻兩極，認為第三季劇情太平淡、劇情拖，
兇手更是沒有驚喜感。以下是網友對《華燈初上3》結局評價，蘇慶儀黑
化太莫名其妙？會死都是自找的？羅雨儂從頭聖母到尾，與蘇和解太傻
眼？子維線網友氣到胸悶！

《華燈初上3》結局被罵翻？
蘇會死根本自找的？

由台灣遊戲團隊赤燭遊戲所打造的《還願》在先前

上市時儘管受到了許多爭議，但像是「慈孤觀音渡四靈

顯四方」、何老師、美心等遊戲角色或台詞都令玩家們

琅琅上口，而先前上一部作品《返校》在影集化與電影

化之後也收穫了一定的成功。現在赤燭團隊正式宣布，

《還願》將與公視一起創作改編影集。

根據粉絲專頁影劇好有梗的消息指出，繼先前《還

願》確認將由製作人李烈主導，進行電影版的創作後，

今 (24) 日更宣布將與公視集團一起打造遊戲改編影集

，也讓大家很期待到底會有哪些演員加入同台飆戲。

《還願》的電影版預計將由製作人李烈與《返校》

導演徐漢強攜手合作改編，而影集版目前官方仍未釋出

更多的相關資訊，只是就原本的遊戲長度而言，《還願

》大約就等同於一場電影的遊戲時長，因此若要改編成

影集的化勢必也會補全更多的相關遊戲背景，或者有更

多的劇情能夠延伸，有鑑於先前《返校》的成功，因此

也讓大家非常期待這次的改編作品。

《還願》影集化確定
由赤燭遊戲與公視

進行合作改編

久未推出戲劇作品的高宇

蓁，在恐怖鬼片《頭七》驚

喜亮相，飾演Selina 任家萱

的姊姊，談到接演契機，高

宇蓁自招是鬼片愛好者，

「還不知道角色內容就直接

答應」！

高宇蓁2019年後幾乎沒有

戲劇作品，其實很多劇本找

上門，但都被她忍痛推掉，

「戲劇拍攝時間長，可能長

達半年、一年，時間上沒法

協調，電影有拍攝期限在，

比較好調配」。時間必須做

精準分配，主要是因為她還得兼顧公司「大創紅」與自有保養

品牌「J.KAO」的營運，她說：「沒辦法拋下公司去拍戲，但

只要時間上可以配合，都會願意接拍。」

雖說這兩三年沒有拍戲，但她心態、狀態都還是在線上，

一進劇組感覺依舊熟悉，不同的是拍電影步調比較慢，戲劇得

在緊迫時間內完成大量拍攝，光是記台詞就很累人，電影步調

放慢許多，有時候光是一個燈就要打很久去塑造氛圍，「好玩

的地方也在這裡，覺得很有趣」。

她在電影中必須打扮樸素，然而即使劇組找了很素雅的衣

服，穿在她身上還是很亮眼，光定裝就定了兩次。演出時她幾

乎沒化妝，一度有點擔心在沒什麼妝容的狀態下要在大螢幕讓

眾人檢視，但她認為這就是考驗膚質與品牌的時候，「我自己

不是天生皮膚好，也會過敏泛紅，加上長時間拍戲日夜顛倒，

要告訴大家沒有所謂天生麗質，要靠後天努力」。

現在將自己定位成演員或商人？她認為兩者皆是，其實只

是不同身份轉換，笑說：「現在去演商人會很得心應手吧？」

認為當演員與經營品牌不同，演員把角色顧好就好，但經營公

司有很多面向要考量，對事情判斷要更果決。

在劇中是長女的她，現實生活中也是，無時無刻都肩負著

責任，必須努力照顧所有的人，長期下來會不會壓力很大？她

想了想：「有時候會有點壓力，覺得幹嘛這麼累啊？但這個想

法不會太久，與其當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不如當一個能夠

掌控自己的人。」所以不管再累她也沒想過放棄，「這是我的

選擇就要去達成。女明星是女明星，不會因為我要做老闆而放

棄女明星的身份，我覺得一天是藝人終身就是藝人，一輩子躲

不開鎂光燈，只是在不同時刻適時轉換」。《頭七》將於4月

1日上映。

兩年零戲劇作品
高宇蓁曝原因

忍痛推掉好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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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夏天》發佈“熱血一夏”版預告

野性青春即將綻放

由蘇哲賢執導，陳嘉樺Ella、耿樂領銜主演現實青

春電影《野夏天》曝光“真相版”預告。 通過這一全

新的角度，展現出影片在高燃熱血的基調下，還有更深

層次的社會性思考。 電影將於3月25日正式上映。 對

於電影拍完3年後終於登上大銀幕，眾人甘苦回憶再上

心頭，此次為電影創作、演唱主題曲的高爾宣更驚喜現

身，獻上力挺。

該片主要講述了懷才不遇的記者吳又立（陳嘉樺

飾），因緣際會之下遇上失意潦倒教練高繼書（耿樂

飾）及天真單純的田徑隊少年的故事。 影片在高燃

熱血的基調下，旨在傳達更深層次的社會性思考。

那個夏天似乎還有著許多未被發現的禁區，預告最後

吳又立的淚水與獨白也印證了這一點，而此種走向，

也讓觀眾對影片的期待又增幾分。 將少年和現實的

熱血對抗呈現得淋漓盡致充滿張力。 在同時發佈的

終極海報中，幾名主演集結真花中學的中型客車前，

火燒雲和藍天的交錯寓意著燃情青春和冷酷現實的碰

撞，令人期待十足。

兩個成年人吳又立和高繼書則站在少年跑過的路徑

旁，作為這個夏天的親歷者，見證了這群少年的拼搏和

成長。 另一方面，Ella在預告中展現得演技也可圈可點

，再加上電影拍攝過程中劇本幾度修改，讓吳又立這個

角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Ella來講是極大的挑

戰。 除了演員演技令人期待值拉滿，影片所傳達的深

層思想也讓該片與以往的青春片有所區別，在真實展現

懵懂歲月的同時，更多了幾分對社會現實的揭露。

即便路上滿是坎坷，你還願意跑下去嗎？ 這一關

乎人生和夢想的發問，直指每個將要長大的少年。 此

次《野夏天》曝光的定檔海報便給出了一個蕩漾著青春

朝氣的回答：“我想一直跑下去”。 但幾比特少年以

“不到最後一刻不能放弃”的青春熱血激勵了高繼書，

一起走上與輿論和現實對抗的賽場，而青春少年勇敢無

畏、哪怕跌倒也要爬起來跑下去的勇氣，更足以感染每

一個正處逆境的人。 原本以為只是熱血青春片，居然

還有這麼多隱藏的秘密，一定不會錯過。 而一切真相

，靜待3月25日最終揭曉。

由日本導演日向寺太郎執導，巍子、陳瑾、

强宇、欒蕾英、張立、單冠朝主演的溫暖劇情片

《安魂》發佈終極預告及海報。 預告以十分溫

暖治癒的畫風展現了一對步入老年的父母，從失

魂落魄到驀然釋懷，進而振作起來笑對人生的過

程。 在同時發佈的終極海報中，巍子和陳瑾的

面部表情十分突出，下方是幼時的父子，搭配漫

天的晚霞，寓意著這對父母靠著美好的回憶支撐

著度過餘生。

此次曝光的終極預告中，開場父親唐大道

（巍子飾）懺悔自己是“世上最不稱職的父親”

，便將觀眾帶入到故事之中。 乍聞噩耗的不可

置信、獨自崩潰到泣不成聲，備受打擊後的呆滯

木然，都在老戲骨巍子的精准演繹下為觀眾感知

。 絕境時刻，母親瑞英（陳瑾飾）歷經傷痛卻

非常冷靜克制，呈現出一比特堅強的母親形象

； 父親卻甘於沉溺幻景，明知是騙局也毫不在

乎，面對老伴的責問，一句“你報了警我就再也

見不到這孩子了”更是令人唏噓。

影片中這對父母面對人生重創時表現出極大

不同，並非意在探討孰對孰錯。 有人能够儘快調

整好情緒，有人則完全無法接受，他們不斷陷入

自責、懺悔之中。 那些無法釋懷的人，需要我們

給予更多的時間和耐心。 失去的不可追，珍惜當

下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預告的結尾放晴的天空一

樣，終有一天會迎來暖陽，獲得心靈的寧靜。

電影《安魂》改編自河南籍軍人作家、茅盾

文學獎得主周大新同名小說，由戛納電影節最佳

影片《鰻魚》編劇富川元文執筆，《螢火蟲之墓

》導演日向寺太郎執導。 中日團隊的通力合作

，使得影片呈現出典型的中國家庭、父子情感，

又透著日式導演穩健沉著的風格。 父子、夫妻

劍拔弩張針鋒相對，但面對家庭重創，一家人還

是選擇握緊彼此的手，疏離與分歧背後是深深潜

湧的愛意。

自影片定檔3月25日以來便獲得了萬眾期待

，率先觀影的首批觀眾細膩捕捉到了對於中日不

同思維下的情感表達。 有觀眾表示，中國人可

能更多的是遺憾，面對親人的離去會感到自責和

內疚； 日方會更加克制，希望能夠儘快從悲傷

中擺脫出來。 影片極具寫實的情感也戳中了許

多觀眾的痛點。 這樣溫暖色調的故事，不僅僅

是為了訴說人生的種種遺憾，更是為了給予活著

的人安慰和繼續前行的力量。

影片由河南電影電視製作集團有限公司、秉

德行遠影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株式會社

PAL電影公司（日本）、大原神馬（北京）影視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浙江聚麗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易中道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秉德行遠

影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紮馬影業文化

有限公司發行。 影片即將於3月25日全國公映

，天上人不永隔，久別必重逢。

《安魂》終極預告海報雙發
巍子陳瑾以回憶溫暖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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