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2

Sunday, 4/24/2022

〈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澤倫斯基澤倫斯基：：美國務卿和防長造訪基輔美國務卿和防長造訪基輔
（中央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天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將會於24日

走訪基輔，與他舉行會談。
路透社報導，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基輔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屆時他將會討論烏克蘭需要何種武器用來對抗俄羅

斯入侵。
法新社報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天宣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將會於24日訪問基輔，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邁入第3個月的當天。
澤倫斯基在基輔記者會上表示： 「明天，美國官員將會前來拜訪我們，我將會會晤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這將是自俄羅斯於2月24日揮軍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政府官員首度正式訪問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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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tgage rate has continued to rise
again, having now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in more than a decade.

At the end of April 21st, the 30-year fixed
rate reached 5.11% , up 5% from a week
ago. Last year at this time the rate was
2.97%. The last time rates reached this high
was in April 2010.

With the cost of financing a house being
about 40% higher than a year ago, demand
for housing is visibly cooling as many
first-time buyers are unable to qualify for the
loans.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is actually not the
entity that sets the interest rate, but its
actions strongly influence it indirectly.

The Fed is expected to raise the rate again
sometime next month.

The Wall Street stock market fell again this
weeke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help som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resume
their production lines.

The Shanghai’s
situation has really
affected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We don’t want to
see the world’s
economy face big
challenges unless
the big powers are
willing to come to

agreemen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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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Rate RisesInterest Rate Rises
AgainAgain

美國的房地產利率今
天再創十年來的新高， 上
週三十年定期貸款利率是
百分之五點一一， 連續七
個星期一路上升， 去年此
時的利率只有百分之二點
九七 ，几乎上漲了一倍。

當春天來臨時， 是房
產交易最繁忙之季節， 但
是利率之上漲造成了許多
影響 ，但是由于房屋之供
不應求 ，仍然是賣方市塲
， 但是出售數字已經在下

降之中， 由于申請貸款比
去年同一時期增加了百分
之四十， 許多人都無法符
合條件。

雖然聯邦儲蓄銀行不
是制定房屋利率之機構，
但是， 它將繼續升息，以
遏阻通貨膨脹之不利情勢
。

今日在歐洲之俄鳥大
戰及許多國家及地區仍然
遭受疫情之挑戰 ，全世界
之財富仍然向美國集中許

多大小公司及個人有許多
現金， 能夠保值之投資仍
然以地產為優先。

週末華爾街股市再度
重挫， 中國政府宣佈將幫
助上海地區之部份企業重
啟生產線， 上海之疫情防
治工作已経影響到全球供
應鍊 ，政府要求工人需住
進工廠及辦公室， 這是件
非常艱難之任務。

房地產利率再度高升房地產利率再度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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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北約已全面介入俄烏衝突。據環球時報4月23日消息，加拿大國防部證實，加軍中將特雷
沃.卡迪厄在4月5日便已退役。同時有消息披露稱，卡迪厄已前往烏克蘭參加對俄軍的作戰。而對卡迪厄趕赴
烏克蘭後的情況，加拿大國防部和相關消息人士均拒絕進一步透露。
卡迪厄在加拿大軍隊中從軍30年，在加軍頗有威望，並曾是加國防參謀長的有力競爭者，有望成為加拿大最
高武官。卡迪厄在去年9月捲入一件性侵案件，而在其退役前，卡迪厄剛剛任職加拿大陸軍司令約6個月時間
。加拿大是北約成員國，卡迪厄以“退役中將”身份赴烏參戰，很有可能在影響烏軍決策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卡迪厄的赴烏顯示著北約對烏克蘭局勢干涉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在加拿大前中將抵烏後，英國王牌特戰部
隊同樣赴烏參戰。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4月23日報導指出，俄強力部門人員援引在烏軍中俄方線人消息指出，至少20名英軍
特種空勤團的游擊及破壞專家被空投至烏西部利沃夫州的烏軍營地。俄媒指出，英軍特種空勤團專家至少有2
組，每組由8到10人組成，這些人員一方面精通破壞和游擊戰術，一方面也有著培訓烏方人員在俄控區域進
行滲透破壞的能力。
俄媒報導稱，成立於二戰時期的英軍特種空勤團在北約侵略南聯盟、敘利亞、阿富汗等地過程中，均有其身
影，這是一群精通暗殺、破壞、顛覆、顏革的人員。其在戰區常常打著“白頭盔”和各類人道組織的名義進
行活動。英國特種空勤團到達烏克蘭，這顯示著除直接大規模出兵外，北約正在以種種方式乾涉俄烏衝突進
程。

而在美俄間的恐怖核平衡下，目前來看，北約並不會直接進行大規模出兵，但高層層面加拿大“退役中
將”卡迪厄加入對俄作戰、戰術層面英國特種空勤團參與對俄控區的破壞，這顯示著除直接正面越過紅線外
，北約已手段盡出。
卡迪厄於4月5日退役，退役後即刻加入對俄作戰，北約協調下，前加拿大陸軍司令卡迪厄退役後完全可以直接擔任烏軍的高級別顧問，北約高級別將領卡迪厄在以“金蟬脫殼”方式，直接加入對俄
作戰。而在赴烏作戰的數万名西方僱傭兵中，有多少“臨時退役”的北約軍人，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4月22日透露稱，英國正在波蘭教授烏軍人使用西方防空系統，在英國本土，教授烏軍人使用西方裝甲車。約翰遜同時表示，在完成相關訓練工作後，這些烏克蘭軍人將和
120輛裝甲車及反艦導彈系統一同重返俄烏衝突區域。

約翰遜的這番表態顯示，北約對俄烏衝突的介入是極為深入的，這種深入，既涉及到了北約軍事人員以種種改換名目方式直接參與對俄作戰，也涉及到了北約對烏軍各級人員的系統培訓，和對
烏規模龐大的軍火輸送。僅美國一國，拜登政府對烏軍火輸送規模便已超過了30億美元，作為對比的是，烏一年的軍費支出，不過60億美元。
俄軍儼然是在與北約為代表的整個西方集團”交戰”

加拿大前中將抵烏後加拿大前中將抵烏後，，英國王牌特種部隊也赴烏作戰英國王牌特種部隊也赴烏作戰

（綜合報導）據英國《每日郵報》22日報導，新的
一項研究表明，如果能源供應被切斷，澳大利亞民眾僅剩
68天的液體燃料來維持生計。儘管國際能源署（IEA）的
指導方針要求澳大利亞保持90天的淨進口量。

獨立公共政策智庫澳大利亞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稱，澳
大利亞政府試圖通過將大約21天的燃料運輸到澳大利亞
或在外國港口停靠的船上——其中大多數是外國船隻——
來支持這一點，但“不能保證一旦發生危機，這些燃料能
夠抵達澳大利亞。”

報告稱，如果澳大利亞需要動用來自美國的燃料儲備
，將需要三週以上的時間才能送達。

研究人員表示：“在全球緊急情況下，不能保證澳大
利亞被承諾可以從美國獲得的燃油，就能從太平洋彼岸或
其他地方實際上獲得。”

澳大利亞研究所氣候和能源項目主管里奇•梅爾齊安
（Richie Merzian）說，澳大利亞對液體燃料的持續依賴
是一個主要的能源安全風險。梅爾齊安指出：“澳大利亞
在運輸燃料方面存在國家安全問題。令人擔憂的是，澳大

利亞的燃料消費幾乎完全依賴外國石油，這讓它在應對國
際供應中斷方面準備不足。”

梅爾齊安稱：“每個澳大利亞人都應該擔心，澳大利
亞91%的燃料——比如汽油和柴油——與進口有關。”他
補充說，澳大利亞政府未能在2019年進行最後一次液體
燃料安全審查，自那以後，該國的燃料安全狀況變得越來
越惡化。

澳大利亞研究所的這份報告建議，澳政府應該考慮採
取措施，減少該國對化石燃料供應的依賴，包括支持電動
汽車的使用。報告指出，目前政府並沒有計劃推動澳大利
亞汽車電動化，也沒有提供直接的財政激勵措施來降低電
動汽車的購買成本。
另一方面，梅爾齊安也指出：“在燃油效率方面，澳大利
亞在國際上處於落後位置。低燃料標準和缺乏全國性的電
動汽車政策，使澳大利亞成為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燃油效率
最低的國家之一，在電動汽車的使用率方面也遠遠落後於
世界其他國家。”

緊急情況下緊急情況下，，澳大利亞液體燃料供應僅能維持澳大利亞液體燃料供應僅能維持6868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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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掀起討論：
多元化的今天，復活節假期還有存在必要嗎？

綜合報導 2022年復活節假期正在進行時，越來越多新西蘭人加入

了是否要取消該節日假期的討論之中。

據悉，在2018年的新西蘭人口普查中，有130萬人隸屬於五大基督

教教派之壹，而220萬人表示根本沒有宗教信仰。最新的數據顯示，新

西蘭全國有157種宗教信仰。

媒體牧師協會(Me誒ia Chaplaincy)首席牧師裏奇(Frank Ritchie)對人們

逐漸遠離有組織的宗教現狀並不感到驚訝，他認為這並不是壹件壞事。

裏奇說，雖然來自不同世界觀國家的人的勇入新西蘭可能是造成這

壹下降的原因，但新西蘭人自身也發生了重要的轉變。

“我認為新西蘭人變得越來越誠實。在過去，有很多人受洗成為聖

公會教徒(Anglican)、天主教徒(Catholic)或長老會教徒(Presbyterian)，然後

隨著他們長大，他們會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不管他們去不去教堂。而現

在，隨著文化的多元，人們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必要性在降低。”

裏奇說：“我希望，在我們新西蘭不斷變化的世界觀中，任何人包

括企業雇主，都能休幾天假，這對他們的生活質量意義重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復活節遭到不少人強烈反對，但大量企業

正利用這壹節日促銷售賣巧克力、烘焙食品等來大賺壹筆。

裏奇說：“今年，我看到了各種各洋的‘十字’形面包。作為壹個

喜歡傳統的面包的人，我不希望看到這種商業化做法太過強烈。”

當然，不是每個新西蘭人都同意裏奇對十字面包的爭議性觀點，但

這恰恰說明了新西蘭是壹個日益多元化的國家。

荷蘭人又玩新花洋
煎雞蛋破全國紀錄向世界紀錄邁進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荷蘭林堡省黑格

爾森（Hegelsom）民間協會“青年嘉年華”55周年

的慶典不得不推遲舉辦，在今年復活節的星期壹，

用了5500 個雞蛋的巨大煎蛋，可以放進巨大的鍋

中烹調了。

20公斤洋蔥、20公斤辣椒、20公斤蘑菇、10

公斤肉片、5升黃油、數公斤鹽和不少於 5500 個

的雞蛋，這些是復活節星期壹在黑格爾森 ，在直

徑為三米半的平底鍋中烘烤的巨大煎蛋的成分。

根據“Hegelsom 青年嘉年華”主席範倫斯

（Jasper van Rens）的說法，荷蘭制作煎雞蛋的紀

錄已經打破，然而，距離世界紀錄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在 2012 年，葡萄牙烤烘了壹個直徑十米的雞

蛋餅，用了不少於145000個雞蛋。

在黑格爾森的創紀錄嘗試是村裏“青年嘉年華

協會”周年慶祝活動的壹部分。

在舉行節日慶祝活動遊行期間，協會經過當地

的家禽養殖場，收集了 5500 個雞蛋，然後在當地

酒吧德貝耶與其他配料壹起放入鍋中。作為櫥師，

包括了市長 Ryan Palmen、二院的國會議員 Ray-

mon誒 Knops 和市議會的議員 Han Geurts。

範倫斯稱：“共有 25 人幫助煎這個雞蛋卷，

他們配合得很完美，味道好極了，為後來村子裏爆

發的派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想買推特？
馬斯克被餵下了壹顆“毒丸”……

美國推特公司表示，其董事會壹致

通過啟動“毒丸計劃”，以打擊美國太

空探索技術公司創始人、特斯拉首席執

行官埃隆· 馬斯克(Elon Musk)對推特的

“惡意收購”。

從馬斯克宣布將加入推特董事會，

到其計劃“豪擲”430億美元收購推特，

馬斯克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

收購推特計劃受阻
全球首富有買不到的東西？
據報道，馬斯克向推特發起收購，提

出超過430億美元的報價，並計劃將其私

有化。對此，推特公司當地時間15日表

示，其董事會壹致通過“毒丸計劃”。

報道稱，“毒丸計劃”將允許除馬

斯克外的現有推特股東以折扣價購買額

外的股份，從而“稀釋”馬斯克手中的

推特股份，使他的收購計劃更難獲得多

數股東投票支持。

此前，馬斯克在壹份監管文件中報

告稱，他已持有推特約9%的股份。美聯

社稱，如果馬斯克持有的推特股份由9%

增長到15%或以上，推特公司就會啟動

“毒丸計劃”。

美聯社還在報道中提到，即使馬斯

克本次的收購嘗試受阻，他仍然可以通

過發動“代理人之戰”來接管推特公司

，再通過股東投票，決定保留或解雇公

司現任董事。

不過，推特公司表示，如果符合公

司的最佳利益，“毒丸計劃”不會阻止

董事會談判或接受收購提議。

然而，馬斯克所面臨的“收購阻

礙”不止“毒丸計劃”，據《華爾街

日報》稱，馬斯克可能並非推特的唯壹

競購方，Thoma Bravo LP等壹些私募股

權投資公司目前也在考慮收購推特。

從加入董事會到收購
馬斯克與推特之間的糾葛
本月初，推特公司宣布，馬斯克將

成為推特董事會成員。對此，馬斯克在

推特上回應稱，自己期待與推特公司

CEO帕拉格· 阿格拉瓦爾(Parag Agrawal)

及推特董事會合作，在未來幾個月內對

推特做出重大改進。

然而僅過了5天，阿格拉瓦爾又在

其推特上宣布，馬斯克決定不再加入推

特董事會。

之後，馬斯克向推特發起收購，提

出購買其100%的股票並將其私有化。據

法新社報道，在當地時間13日提交給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中，馬斯克提

出每股54.2美元的報價。

根據馬斯克的提議，收購推特後計

劃將其私有化，他認為推特需要“轉

型”。推特股價壹度大漲13%，收盤時

下跌。特斯拉收盤股價大跌3.66%。

如果馬斯克買下推特
世界會怎樣？
推特作為在全球範圍內廣泛使用的

社交媒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是

普通網民，多國政要和商業大亨也經常

通過推特發布其官方消息。《紐約時

報》更是將推特形容為“壹個在世界上

舉足輕重的工具”。

如果馬斯克最終成功買下推特，世

界會發生什麽？

據路透社報道，馬斯克此前在演講

中稱，“推特需要私有化才能發展”。

誠然，馬斯克所指的“私有化”實際為

“馬斯克私人所有化”。《紐約時報》

還提到，馬斯克的偏好是以他使用推特

的方式運作推特：沒有任何限制。

《華爾街日報》則稱，馬斯克希望

對推特進行實質性改革。報道列出了壹

些馬斯克對於改進推特運營手段的看法

，例如，推特應該在決定是否撤下推文

或永久封禁用戶時更加謹慎，暫時過濾

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報道還稱，馬斯克建議添加推文編

輯功能，用來修正已發推文中的錯誤。

本月早些時候，他就是否希望添加推文

編輯功能對推特用戶進行了調查，共有

400多萬個用戶參與投票，超過70%的受

訪者表示希望添加該功能。

此外，馬斯克還建議將推特的算法

開放源代碼，這意味著推特公司之外的

其他人將能夠查看源代碼，並可以對修

復和更改提出建議。

除了對推特運營的“設想”外，當地

時間18日，馬斯克將目光投向推特董事會

全體成員，他在推特上喊話，“如果我的

競價成功，(推特)董事會工資將會是0美元

，這樣每年就可以省下約300萬美元了”。

制裁俄邏斯後，歐盟轉向非洲尋求能源
利比亞：無法增加供應

綜合報導 由於本次俄烏沖突而尋求

減少對俄邏斯進口的依賴，歐洲正在轉向

非洲以滿足其能源需求。

歐盟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上周與阿爾

及利亞達成了壹項增加天然氣進口的協議

。這個北非國家已經通過三條管道向歐洲

供應天然氣，其中壹條管道通往意大利。

另外兩條管道與西班牙相連。

意大利能源巨頭埃尼集團（ENI）上

周三還與埃及國有天然氣控股公司簽署了

壹項協議，以促進向歐洲的天然氣出口。

在達成這些協議之前，歐洲大使和尼

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NPC）於上周壹

舉行了壹次會議，以“加強能源領域的夥

伴關系”。

與此同時，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

說，意大利總理馬裏奧· 德拉吉預計將於

本周前往中非和南非，與剛果共和國和安

哥拉達成潛在協議。彭博社稱，所有這些

交易加在壹起可能有助於意大利到2023年

取代壹半以上從俄邏斯那裏獲得的供應。

RT 報道稱，俄邏

斯供應歐盟約40%的天

然氣，並滿足歐盟約

三分之壹的石油需求

。4月早些時候，歐盟

批準了對俄邏斯煤炭

的禁令，但未能就石

油和天然氣實施禁運

達成協議。

德拉吉周日對意大

利《晚郵報》表示，歐

洲可以通過多元化來擺

脫對俄邏斯能源的依賴

，而時間“比我們壹個

月前設想的要短”。德拉吉補充說：“我

們不想再依賴俄邏斯的天然氣，因為經濟

上的依賴抉不能變成政治上的屈服。要做

到這壹點，我們需要使能源多洋化，並找

到新的供應方。”

另據俄邏斯衛星網報道，利比亞石油

和天然氣部長穆罕默德· 奧恩周壹表示，

利比亞目前沒有能力增加對歐洲的石油

和天然氣出口。這位部長說：“利比亞

不能增加對歐洲的天然氣或石油供應，

因為它現在沒有。”奧恩說道，“利比

亞石油產量的增加，需要在有效和透明

的管理下完成（石油設施的）現代化進

程。”

綜合報導 巴基斯坦壹名男子近日發現他在瑞士銀行擁有2個帳護，

裏面如今有40 億巴基斯坦盧比（約合人民蔽1.4億元）。男子表示，自

己對此卻並不知情，這到底是怎麼壹回事呢？

據報道，穆罕默德· 賈維德來自巴基斯坦拉合爾，他從未出國旅行

。他既沒有在巴基斯坦銀行開護，也沒有在稅務局登記納稅。如今，他

發現自己在瑞士銀行竟然有2個帳護，裏面有40 億巴基斯坦盧比（約合

人民蔽1.4億元）。

帳護於19年前開通，也就是2003年，當時賈維德年僅26歲。賈維

德那個時候是壹名工廠工人，每天的收入在200到300盧比之間。那時，

他還沒有在國外開護所需的護照。

賈維德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拉合爾壹個貧民窟的下水道旁，每天這裏

都能夠聞到惡臭。幾個月前，貧民窟被拆除。賈維德說：“他們（市政

府）四個月前來到這裏，給了我們十分鐘的時間來整理我們的行李。我

們設法整理了壹些行李，部分行李被埋在瓦礫下。”

賈維德的母親說，兒子沒有錢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在國外開設銀

行帳護了。她說：“如果我們有錢，我們會建造壹棟那洋的大房

子，她指著壹處豪宅說，貧民窟和那些房子之間只隔著壹條路。”

“賈維德的妻子懷孕了，他沒有錢送她去醫院。我有心臟問題，我

靠賣花買藥。”

壹名銀行家表示，身份盜竊案件在國際私人銀行業務中很常見。他

說：“通常，這種做法是在客護關系經理和客護的同意下完成的，客護

希望將資金存放在別人的名下，但又想自己控制交易。”

巴基斯坦男子發現19年前曾開過護
壹查裏面竟有1.4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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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2021年 3月

進行評估的富士山噴發受災研究顯

示，壹旦富士山大規模噴發，巖漿

噴發量可能會達到以往設想的兩倍

，但是富士山周邊旅遊設施的避難

計劃都尚未完成。此外，日本作為

火山大國，僅有兩成地方政府完成

了緊急避難規劃。

2021 年 3 月，由靜岡、山梨、

神奈川三縣聯合修訂的富士山火山

防災對策協議表明，富士山大規模

噴發後，巖漿 3小時內波及的地區

中，需緊急避難的人數約為 11.6 萬

人，是以往設想的 7倍。協議敲定

了三縣居民的疏散計劃，但遊客疏

散計劃尚未成型。富士山周邊壹家

觀光酒店的經營者稱，由於富士山

噴發口的位置不得而知，如果沒有

政府和專家指導，避難計劃很難制

定。

日本擁有占世界 7%的 111 座活

火山，根據國家防災要求，有 151

個自治體需要制定緊急避難規劃，

但至今只有 27 個自治體完成了避

難規劃，僅占 151 個自治體的兩成

左右。

印度女選民為何偏愛莫迪？
英媒：莫迪個人魅力發揮至關重要作用

綜合報導 無論是2019年的全國大

選還是今年年初的五個地方邦議會選舉

，莫迪領導的人民黨都很受女性選民青

睞。英國廣播公司（BBC）19日分析認

為，莫迪的個人魅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

作用。

BBC的報道稱，政治學家納林· 梅

塔認為，莫迪慣於在選舉集會上誇耀自

己的“56英寸胸肌”，“而這在印度往

往被認為是男性強人的標誌”。他說，

“莫迪每次在公開場合談到胸肌尺寸時

，總是能引來壹陣驚呼，尤其是女性選

民”。而此時，莫迪往往會配以很煽情

的表達——“我是妳們的兄弟，我是妳

們的兒子，請投票給我，我會確保妳們

的利益”。報道還稱，盡管莫迪的“男

子漢氣概”有時也有壹些局限性，但就

選舉政治的結果而言，的確給他帶來了

相當“豐厚的回報”。2007年、2012年

，乃至2014年、2019年，莫迪從蟬聯古

吉拉特邦首席部長到連任

印度總理，女性選民的助

力不可小覷。

莫迪在公開場合多次

強調保護女性權利也吸粉

無數。印度媒體報道稱，

2014年8月，莫迪首次就職

總理後不久便旗幟鮮明地

反對父母殺死女胎的行為

、嚴厲譴責強奸等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

。莫迪在月度廣播節目《總理心聲》中

也曾多次討論女性權利問題。這些都為

他圈了不少“女粉”。BBC還提到，人

民黨近兩年來也確實為女性慘政做了不

少努力，由女性擔綱的政府部長比例顯

著高於以往歷屆政府。針對中低收入和

貧困家庭的婦女，莫迪政府也給予了更

多傾斜照顧，幫助數以百萬計女性開設

了銀行帳護，以便於她們能夠直接提取

養老金和其他補貼。

阿育王大學媒體研究中心主任瑪

雅· 米爾坎達尼認為，莫迪生活健康、

從不招搖，不抽煙、不酗酒，人設幾乎

“完美無瑕”，“但他畢竟是壹個已經

71歲的老人，某些優勢可能會隨著他的

年齡增長而消失”。他稱，盡管莫迪很

有魅力，但這種基於人設因素的“圈粉

”恐怕難以讓人民黨長久“保鮮”。

近200名韓國檢察官
聚集首爾力保檢方“偵查權”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執政黨動

議壹項旨在剝奪檢方偵查權的法案

，引起檢方強烈抗議，發生了“檢

察總長用辭職來表達不滿、卻被總

統駁回”的壹幕。19 日，從韓國各

地檢察院選派的近 200 名檢察官聚

集在首爾中央地檢，集中討論如何

應對執政黨發起的“剝奪檢方偵查

權”立法動議。

據報道，當晚7時起，從全國各

地聚集而來的壹線檢察官聚集在首

爾，集中討論如何應對不久前執政

黨發起的“剝奪檢方偵查權”的立

法動議，這是檢方時隔 19 年再次

召開全國性會議。MBC電視臺18日

報道稱，檢察總長金浯洙於 17日提

交辭呈、以表達對執政黨正在推動

的相關法案的抗議，而總統文在寅

則駁回了他的辭呈。文在寅表示，

公眾信任檢方的偵查能力，但檢方

偵查的公平公正性常受到質疑也是

事實，檢方應進行不斷改革與自凈

工作。

目前，韓國檢方既擁有偵查權，

也擁有起訴權，因此常被指濫用職權

。YTN電視臺認為，韓國檢方同時擁

有偵查權和起訴權，這種結構經常被

詬病容易出現檢方濫用職權的情況，

比如開展有目的性的偵查抑或故意妨

礙起訴。是否將偵查權和起訴權獨立

開來，未來壹段時間內仍會是韓國政

界、司法界爭議的話題。

值得壹提的是，多位韓國總統

都是卸任後，因遭到檢方調查和偵

查而獲罪入獄。韓國候任總統尹錫

悅就是檢察官出身，他曾在 2016 年

底負責調查樸槿惠政府的“親信幹

政案”，並通過偵查權和起訴權將

前總統樸槿惠等涉案核心人物送進

牢房。

日澳間運輸液態氫試驗成功
或推動日本氫能運用

綜合報導 日本巖谷產業和川

崎重工業等組成的企業聯盟，4月

9日在日本神護市舉行儀式，慶祝

使用專用船從澳大利亞運輸液態氫

的實證試驗取得了成功。

報道稱，氫作為實現去碳化社

會的下壹代能源，受到日本業界的

期待，企業聯盟今後也將推進驗證

技術課題，加緊構建國際供應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慘與試驗

的企業董事等出席了儀式。儀式結

束後，岸田對媒體說“對於去碳化

而言，建設氫社會是關鍵”，介紹

稱將實施旨在導入氫的大膽的支援

措施。

在該實驗中，川崎重工建造的

全球首艘氫運輸船“SUISO FRON-

TIER”號於去年12月從神護起航

，在澳大利亞裝載由煤炭生成的液

態氫後，於今年2月返回了神護。

未來，日本不僅會把運來的

氫供應給神護港灣內發電站，還

將用作巴士和卡車等商用汽車的

燃料。企業聯盟今後將繼續讓專

用船在日澳間往返，充實運輸經

驗並積累數據，力爭2030年前後

投入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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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接令安排“三胎”

正片後“彩蛋”

◆宣傳片中，一位海軍接到來自母親的電話時回應說，“三胎？好，安排！”與此同時，影片鏡頭依次掠過標有“16”“17”兩處飛行甲板以及一處畫面留白，航母遼寧艦和山東艦的舷號分別是16和17。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月21日至
22日，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代表會議在南
寧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出席黨
的二十大代表。在廣西參選的黨中央提名的代表
候選人習近平同志，以全票當選黨的二十大代
表。

22日上午，大會舉行正式選舉。當大會宣布
習近平同志在選舉中以全票當選黨的二十大代表
時，全場爆發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代表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全票當選二十大
代表，是廣西250多萬名黨員、15萬多個基層黨
組織的共同意願，充分體現了5,700萬廣西各族幹
部群眾對習近平總書記的衷心愛戴，反映了億萬
人民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開創更加美

好未來的共同心聲和強烈願望。

必將凝聚更磅時代偉力
“總書記始終心繫壯鄉各族人民。我能夠代

表廣大基層黨員投好神聖的一票，覺得特別光榮
和自豪。聽到總書記全票當選時，我非常激動、
深受鼓舞，很榮幸見證這一重要歷史時刻。”廣
西壯族自治區黨代表會議代表、凌雲縣玉洪鄉江
更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牙韓問說，他將繼
續帶領村民發展特色種養，在鄉村振興的主戰場
上貢獻力量。

自治區黨代表會議代表、柳州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燒結廠自動化室主任韋柳嬋說，百姓的生活
福祉是總書記不變的牽掛。在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人民群眾在教育、醫療、住房、飲水等方方
面面切實享受到了優惠政策。“我們堅信，在總
書記的帶領下，大家一定會把日子過得更有甜
頭，更有奔頭。唯有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不負
總書記的殷切期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廣西發展
高度重視、親切關懷，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去年4月，總書記再次考察廣西時，精闢概括廣
西在全國發展大局中的“四個突出特點”，要求
按照“四個新”總要求，突出抓好四個方面重要
工作，凝心聚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壯
美廣西。“進入新時代，踏上新征程，有習近平
總書記掌舵領航，必將凝聚起更加磅的時代偉
力，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巍巍巨輪駛向光輝

彼岸。”代表們滿懷信心地說。
“總書記全票當選，這是民心所向、眾望所

歸。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廣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治區黨代表會
議代表、南寧市第二中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徐華
說，今後他將繼續做好本職工作，為推動民族地
區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代表們紛紛表示，要深刻領會“兩個確立”
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忠誠核
心、擁戴核心、維護核心、捍衛核心，把習近平
總書記的關心和激勵轉化為幹事創業的實際行
動，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向着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闊步前進。

習近平全票當選中共二十大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4月21日，CCTV-7的“正午國防軍
事”節目播出了新型艦艇參加實戰化訓練
的新聞畫面，剛剛入列不久的055型萬噸驅
逐艦鞍山艦、無錫艦參加實戰化訓練。這
也是繼南昌艦、拉薩艦、大連艦後，公開
入列的第四、第五艘055型驅逐艦。

先後五艘公開入列

055型驅逐艦是中國研製建造的第一
型萬噸級驅逐艦，055型驅逐艦先後突破
了大型艦艇總體設計，信息集成、總裝
建造等一系列關鍵技術，裝備有新型防
空、反導、反艦，反潛武器，具有較強
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導和對海打擊能
力。

報道顯示，前不久，海軍某艦艇訓練
中心組織多艘驅逐艦組成編隊進行夜間主

炮對海副炮對空、艦機聯合搜救等實戰化
訓練。“055型驅逐艦：拉薩艦、鞍山艦和
無錫艦都是入列時間不久的海軍主戰艦
艇，它們緊貼新型艦艇未來作戰任務、環
境和對手，狠抓基礎訓練，突出實戰化訓
練，加強正規化考核。”

海軍無錫艦艦長趙淑干表示，我們現
在的全訓考核，從離碼頭到靠碼頭，全過
程都是考核，隨時隨地都要應急處置突發
情況，發現危險之後要立即提高部署等
級，對海空情況進行處置。新型作戰力量
的成長使海軍兵力結構體系與質量水平
更加適應實戰需要。新型艦艇接裝入列
開啟了“下餃子”的模式。

海軍某艦艇訓練中心參謀長李國強指
出，駐訓新入列艦艇種類型號越多，信息
化程度越高，標準要求越嚴，組訓越要聚
焦使命，瞄準能戰，真訓實練。

中國航母宣傳片派中國航母宣傳片派““彩蛋彩蛋””

網友：期待第三艘航母到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三胎？好，安排！”海軍

22日發布首部航母主題宣傳片《深藍！深藍！》，正片結束後藏有約20

秒的“彩蛋”：一位海軍接到來自母親的電話，他回應說，“三胎”，

與此同時，鏡頭依次掠過標有“16”、 “17”飛行甲板以及一處畫面留

白，他續說“安排”。片尾處意味深長的“三胎”瞬間成為網絡熱點話

題，大量網友紛紛歡呼，期待中國第三艘航母到來。

萬噸級驅逐艦編隊實戰化演練

4月23日是海軍成立73周年紀念日。
海政宣傳局和中國軍號22日聯合

發布時長6分多鐘的航母主題宣傳片。該片
展示了殲-15戰鬥機飛行員以及中國首艘
航母遼寧艦、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艦的官
兵，在艦上工作訓練等的大量畫面，介紹
了廣大官兵勇毅前行、奮鬥強軍的風采風
貌。

73周年前夕首發航母主題片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該片正片結束

後，還專門播出了近20秒的後續“彩蛋”
故事：一位海軍接到來自母親的電話，他
在電話中回應說，“三胎？好，安排！”
與此同時，影片鏡頭依次掠過標有“16”
“17”兩處飛行甲板以及一處畫面留白，
航母遼寧艦和山東艦的舷號分別是16和
17。

海軍在成立73周年之際拋出的這個“彩
蛋”，一經播出便引發網友歡呼，新華網、央
視新聞、人民網等媒體的新媒體端也紛紛予以
轉載。很多網友認為，整個對話和相關畫面意
味深長且引人遐想。有網友歡呼說，“第三艘
航母終於來了，期待！期待！”有網友直接留
言問道，“下水可以直播嗎？”，有網友表
示，“電彈老三要下水了。”還有網友感慨
說，“從無到有，見證了中國的強大！”

2018年11月26日，新華社官方微信公
眾號一篇名為《6 年前這個紅遍全國
“style”，至今讓人心潮澎湃！》的文章，
透露了中國第三艘航母的研製狀況。文章
指出，6年前11月23日中國首艘航母“遼

寧艦”成功起降殲-15艦載機，6年過去，
我們的國產航母業已試航，入役指日可
待，新型航母也已經在船台上有序建造。
新型航母也就是第三艘航母，這也是官媒
首次確認中國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

專家：新航母或採電磁彈射
知名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

平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與第二艘航母山東
艦相比，相信新航母排水量將更大，或將
採用平直甲板，載機能力會更強，有望成
為中國獨立自主設計的航空母艦的一個標
準版。

資料顯示，遼寧艦和山東艦均為滑躍
式甲板。宋忠平預料，第三艘航母艦載機
將會採用電磁彈射方式起飛。目前，電磁
彈射僅有美國做到，儘管中國是後來才做
到，但卻有後發優勢，中國的電磁彈射裝
置甚至比美國人的更強。

早在2017年，知名軍事專家尹卓在接
受央視中文國際頻道採訪時就曾透露，中
國海軍殲-15艦載機在電磁彈射方面已經完
成了成百上千次的彈射試驗，中國航母不
用核動力也能裝載電磁彈射器，而且使用
綜合電力推進系統的能量轉換效率更高。
他說，中國科研團隊摒棄跟蹤模仿，已經
實現艦船動力從落後到引領。他預計，下
一艘國產航母艦載機或採用彈射起飛。

外界認為，擁有三艘航母將會進一步
增強中國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和遠海打擊
能力。宋忠平稱，航空母艦對於中國維護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多多益善。

◆◆中國海軍發布的首部航母主中國海軍發布的首部航母主
題宣傳片題宣傳片《《深藍深藍！！深藍深藍！》。！》。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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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簡介
（4月22日）

部分死亡個案
◆78歲男子，有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等長期疾病，已打三針

部分確診個案
◆38歲印尼女傭，本月8日抵港並完成檢疫，抵港第12天驗出陽性，病毒
量低，疑似復陽個案

醫管局概況
◆截至本月19日，23間指定診所已為逾11.8萬人次提供診症服務

◆目前共2,382名新冠病人留醫；單日337人康復（其中
244人出院）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290宗
•新增快測呈報：284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88,277宗
•單日死亡：15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9,014人

病死率為0.76%

新增總
確診個案：

574宗
（包括11宗輸入

個案）

香港特區政府22日表示，跨部門督導委
員會暨指揮中心近日檢視了自4月1日

以來抵港航班數目及乘客流量，以及實際輸
入個案的情況。雖然4月1日至今每天的抵
港乘客人數因撤銷9個海外地區的“禁飛
令”後有所增加，但輸入個案比率已由今年
1至3月的約3%下降至約1%。

輸入率降檢疫力升風險可控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亦發現，本月1日

至21日共有27,659名旅客經香港國際機場
入境，其間共錄得274宗輸入個案；而同期
新增本地感染42,645宗，輸入個案佔總體個
案比例0.6%，兩者均處於較低水平。
特區政府表示，考慮到香港疫情發展和

應對疫情能力等公共衞生因素，並平衡市民
大眾及社會各界對恢復社交經濟活動的期
望，在維持現有“外防輸入”措施的基本要
求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認為有空間可以適
度調整相關措施。

密切地區疫情下降與港相若
因應全球疫情蔓延，特區政府自2020

年3月25日起禁止曾在不同海外地區逗留的
非香港居民入境香港。考慮到來自同一地區
的香港居民與非香港居民相關的公共衞生風
險相同，而全體入境人流會以指定檢疫酒店
數目加以控制，加上海外抵港乘客仍須按嚴
謹的入境防控措施，在閉環管理的安排下於
指定檢疫酒店進行強制檢疫至少7天，決定
由香港時間5月1日起，容許過去14天曾在
海外地區逗留的非香港居民，按與香港居民
相同的登機、檢疫及檢測安排到港，即已完
成疫苗接種及出發前通過核酸檢測等條件。

特區政府同時宣布，經檢視最新入境航
班、乘客及輸入個案數據，並留意到全球各
地疫情主要由Omicron變異病毒株引致，與
香港有密切往來的海外地區疫情水平大致呈
下降趨勢並且相差不大，決定同樣於5月1
日起調整抵港航班熔斷機制，熔斷門檻改為
同一班抵港民航客機上有5名或以上乘客確
診，或全機乘客總數的5%確診，以較高者
為準；或有3名或以上乘客抵港確診，以及
有關航班有1名或以上未能符合第599H指
明條件的旅客登機。停飛時間亦由7日減至
5日。

加入快測陰性即行減少聚集
督導委員會又檢視了目前機場“檢測待

行”運作，認為可加入快速抗原測試要求，
以確保可更早發現已被感染的抵港人士。按
照現時要求，經機場抵港旅客，均需要進行
核酸檢測，確認結果陰性後，才可由指定車
輛轉送往指定檢疫酒店接受檢疫。

加入快測後，快測呈陰性的乘客可立即
由指定車輛送往檢疫酒店，無須在機場等候
核酸檢測結果，此舉可縮短乘客在機場逗留
等候時間，減少人流聚集。經優化安排後，
抵港乘客接受專人採樣作PCR核酸檢測
時，將同時採樣進行快速抗原測試，預計5
月初實施。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是次調整是在堅
持“外防輸入”策略及繼續嚴謹檢疫措施的
前提下，在風險可控的範圍內，盡可能減輕
到港人士在預訂行程包括航班和指定檢疫酒
店的不確定性，以及理順到埗後檢測及檢疫
的流程，從而回應須回港的香港居民和相關
業界的強烈訴求。

檢疫與港人相同 禁飛縮短至5天

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22日呈

報，新增57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疫情繼續回

穩。政府其後宣布，因應疫情最新發展，並考慮到

近期抵港人流和相應的輸入個案數字、香港應對疫

情能力，以及整體社會經濟需要，決定由下月1日

凌晨零時起容許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地區入境香港，

檢疫安排與港人相同，同時放寬抵港個別航線的熔

斷機制，由現時3名乘客確診改為至少5名或全機

5%乘客確診，禁飛期亦由7天減至5天，同時在機

場加入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即可乘專車前赴隔離

酒店。有旅遊界人士認為，是次放寬是業界復甦的

一道曙光；但有專家擔心，5%熔斷標準對於大型

客機太寬鬆，建議如發現風險上升應及時收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
超22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理解特區政府今次放寬的
決定，但放寬措施無疑會增加風險。

若疫情持續回落，較寬鬆的“外防輸入”
政策可能影響進一步“動態清零”，以至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他又提醒特區政府須留意新
型變種病毒，一旦出現高風險變異毒株，就要視乎

毒株在當地的流行程度，重啟對海外不同地區分級，
防止重演今次Omicron大爆發的災難。
梁子超表示，暑期將至，不少留學生需要回家，相信特區

政府放寬有關“熔斷機制”的限制，是為了避免頻繁熔斷航班，
而5%確診熔斷標準，對大型航班未必適用，對中小型航班屬合理，

因為若是載客量約200人的大型航機，則代表至少有10人感染，“這
種情況表明，出發地點的疫情可能非常嚴峻，或當地核酸檢測敏感度不

足，兩種假設均會對香港造成較大風險。”

理解留學商務需求 時機適當
在容許非香港居民入境，他相信由於仍需要至少7天檢疫，放寬後未必能夠立即吸引

遊客令訪港人次一下子激增，但對恢復商務活動有一定幫助。
機場將加入快速抗原測試，梁子超認為會增加輸入個案在社區傳播的風險，因為快速測試

始終不及核酸結果準確，若有走漏個案，後果或相當嚴重。“點對點的司機和酒店工作人員，都
不是閉環管理，如果他們在與旅客接觸時感染，再傳染家人，將引發一連串傳播。”
梁子超表示，特區政府是次放寬安排在目前“三位數”的疫情階段較為適合，若新增個案降至兩位

數，甚至步入“動態清零”，考慮到要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則措施有需要收緊。“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的前提是，香港疫情與內地大致相若，大家在‘外防輸入’政策上不能有嚴重差異，才能互相免檢往來。”

他估計若一直維持較寬鬆的入境政策，恐怕難防反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旅遊界立
法會議員姚柏良22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特區政府下月起容許非香港居民從
海外地區入境香港，對香港的旅遊業難起即
時作用，因為旅客到港後仍需進行7天酒店
檢疫，不會有太多人純粹只為旅遊而到港，
但對商務往來方面有一定幫助，因商務客終
於可以到港親自處理業務。香港總商會總裁
梁兆基形容政府的新安排正面，對恢復香港
經濟活動的幫助很大，今次放寬亦是向外發
放香港開始逐步放寬防疫措施的訊息。

姚柏良表示，雖然特區政府容許在過去

14天曾於海外地區逗留的非香港居民到港，
但他們需按照與香港居民相同的登機、檢疫
及檢測安排前來，即他們在抵港後仍需進行7
天酒店檢疫以及指定檢測，“現時很多地方
已取消入境時的檢疫及檢測等要求，香港相
關措施實難以吸引旅客純粹為了旅遊而到
港，在此方面缺乏競爭力。”
他認為新措施對商務往來方面有一定幫

助，因為商務人士之前未能親自到港處理公
司業務，但政策調整後，他們在有需要的時
候仍會選擇前來。
梁兆基指出，之前香港不容許非港人入

境，幾乎導致香港與外界的商貿往來停頓，
不利於香港持續發展。雖然仍未回復至疫情
前自由進出的情況，未能與現時新加坡的安
排比較，但香港已跨出一大步，可以讓專才
或需在港短期逗留的商務人士入境，對香港
恢復在全球的競爭力很重要。

國泰期待更多放寬措施
國泰航空表示，調整個別航線“熔斷機

制”及其他入境防控措施對香港逐步恢復旅
遊活動及強化香港航空樞紐的航班網絡具積
極作用，並期待更多促進旅遊的調整措施。

商界指正面 旅業稱未受惠◆◆西貢水上運動西貢水上運動2222日早上大有捧日早上大有捧
場客場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55月起抵港航班熔斷月起抵港航班熔斷
點由點由33人確診放寬至人確診放寬至55人人
或全機或全機55%%確診確診（（以較高以較高
者為準者為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香港香港55月月11日起容許外國人從日起容許外國人從
海外地區入境香港海外地區入境香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疫情逐步回落疫情逐步回落，，西貢酒家早巿西貢酒家早巿
爆棚爆棚，，55月月11日起香港容許外國人日起香港容許外國人
入境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5月外國人可到港 5％確診熔斷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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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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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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世華美南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華美南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暨暨 『『美南台美南台
灣旅館工會灣旅館工會』』負責接待來休市參加負責接待來休市參加 『『美南美南

FRCFRC世界機器人總決賽世界機器人總決賽』』的的““中正高工隊中正高工隊””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20222022..0404..1616 20222022年美國年美國FRCFRC世界機器人總決賽將世界機器人總決賽將44月月2020日在休日在休
士頓士頓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台灣有台灣有44隊取得參加總決賽隊取得參加總決賽
資格資格，，今天黃昏有今天黃昏有33隊先行抵達隊先行抵達，，多個僑社到旅館迎接並提供晚餐給多個僑社到旅館迎接並提供晚餐給
各自負責接待的隊伍各自負責接待的隊伍，“，“世華美南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華美南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和和““美南台灣美南台灣
旅館公會旅館公會”，”，負責接待負責接待““中正高工隊中正高工隊””為他們準備了豐盛的晚餐為他們準備了豐盛的晚餐，，
““中正高工中正高工””是是FRCFRC台灣區機器人資格賽的第台灣區機器人資格賽的第11名名，，我們與有榮焉接我們與有榮焉接
待他們待他們，，祝他們更上一層樓在世界賽中奪冠祝他們更上一層樓在世界賽中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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