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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烏抗俄 拜登簽烏克蘭版租借法案
（中央社）俄羅斯軍事入
侵烏克蘭的戰爭至今仍未停歇
，為了加速運送武器援助烏克
蘭抵禦俄國，美國總統拜登已
經簽署烏克蘭版的 「租借法案
」，同時，美國也暫停對烏國
進口鋼鐵課徵關稅。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
）9 日簽署烏克蘭版的 「租借
法案」（Lend-Lease Act），准
許加速運送武器援助烏克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租借法
案被視為有助擊敗納粹德國的
關鍵措施。

(路透社
路透社))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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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借法案有助精簡軍備流
通程序。白宮表示，租借法案
是根據二戰時期協助歐洲對抗
希特勒（Adolf Hitler）的計畫
。
美國此次通過的烏克蘭版
租借法案，除了直接援助烏克
蘭政府及軍隊外，也會幫助受
到俄羅斯侵略影響的國家，像
是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
另外，美國政府 9 日暫停
對烏克蘭進口鋼鐵課徵關稅一
年，目的是為了幫助這個遭戰
火蹂躪的國家。

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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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環球小姐選拔開跑
把各族裔佳儷帶上國際舞台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5/
05
/10
10/
/2022

由美南新聞集團屬
下國際貿易中心主辦的
國際環球小姐選拔賽正
在各族裔社區極積展開
中 ，今天我們和越南
裔、 印度裔、 華裔及
拉丁裔社區再次舉行了
籌備座談會， 聽取各
族裔之籌備工作報告。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成立近二十年來， 成
為非營利性質之社區服
務機構， 過去曾經主
辦過許多大型國際活動
， 並且每年定期舉辦
農曆春節游園會， 並
於 2018 年主辦二次大
戰胜利七十週年大會
， 有二萬五千名觀眾
參加， 是海外華人主
辦的最大活動。
多年來 ，該中心
和萊斯大學及哈佛大學

舉辦了德非貿易高峯及
教育升學講座 ，並經
常和美國商務部 小商
業局， 進出口銀行舉
辦座談會 ，曾経有超
過一萬家中小企業參加
過國際貿易中心之大小
活動。
此次舉辦國際小姐
選拔 將由各族裔商會
社團及企業推荐， 然
後在美南環球劇坊集體
培訓 並參加九月二十
四日之决賽， 當選者
將和美南電視簽署合約
， 參加各項表演活動
。
我們十分期待並且
有足夠信心來辦好這塲
國際盛會， 再度把各
族裔佳儷帶上國際。

We Will Bring The ITC Miss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To The World Stage
The ITC Miss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selection
process spons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Southern News Group is
underwa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day we held a second
preparatory meeting with the
Vietnamese, Indian, Chinese and
Latino communities to update the
event’s activities.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become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 has hosted many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Annual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In
2015 we hosted the 70th
Anniversary Victory of World War
II at Houston’s Minute Maid
Park and the event attracted

SAM'S
PHOTO
HERE

more than twenty- five thousand
spectators. It was the largest
gathering ever for Houst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mall businesses. More than ten
thousand participants came to
the events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Over the years, ITC and Rice
and Harvard universities have
held the Texas African Summit
as well as many education
workshops. ITC also works with
SBA’s import-export bank to
sponsor all kinds of seminars for

Today we want to move on and
sponsor the ITC Miss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not just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we want to give
away scholarships to our young
students.

綜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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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俄制裁新方案，德國有信心
六國不同意，匈牙利發火！

機構代表當天開會討論了針對俄邏斯的
第六輪制裁方案，其中有六個成員國對
擬議的石油禁運在不同方面存有顧慮。
總之，歐盟內部沒談妥也在人們的預料
之中。
此前便有消息傳出匈牙利將得到 1
年左右的緩沖期，但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表示，歐盟給的時間遠遠不夠。想擺脫
對俄能源的依賴，匈牙利至少需要 5 年
的時間，因此無法支持歐盟提出的能源

“100％依賴俄邏斯”
武契奇：塞爾維亞將與俄方談判長期采購天然氣
綜合報導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周五宣布，塞爾維亞將與俄邏斯天
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Gazprom）展開談判，以獲得壹份長期供應合同。
武契奇在向全國發表講話時說：“我們正在開始與俄邏斯天然氣工
業股份公司就采購天然氣有關的對話，我們的天然氣需求 100%都依賴俄
邏斯，而且這種情況至少還會持續兩年，甚至更長時間。我們希望在
5 月底之前準備好達成壹項協議。”
早些時候，武契奇表示，塞爾維亞經濟 100%依賴俄邏斯的天然氣，
因此塞爾維亞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與俄邏斯的天然氣談判中獲得“好
價格”。他還強調，塞爾維亞別無選擇，只能從俄邏斯獲得天然氣。
俄衛星通訊社稱，根據壹份將於今年 6 月到期的合同，塞爾維亞每
天從俄邏斯獲得 600 萬立方米天然氣，價格最低為每 1000 立方米 270 美
元。武契奇推測，根據新的長期合同，俄邏斯向塞爾維亞提供的天然氣
價格可能在 450 美元到 619 美元之間。
武契奇還表示，在他與塞爾維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 NIS 交談後，
新的柴油價格上限將從周五晚上開始設置為大約 200 第納爾（約合 1.80
美元）的低點。俄邏斯天然氣工業石油公司（Gazprom Neft）持有 NIS
公司的多數股權。
據塔斯社報道，武契奇在講話中指出，塞爾維亞為拒絕實施反俄制
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進入金融市場的渠道被封瑣。他說：“塞爾維亞
因為不針對俄邏斯實施制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們沒有加入歐盟，我
們也沒有實施反俄邏斯制裁。我們就不能出現在金融市場上，我們無法
得到貸款。”他補充說，這意味著“廉價資金的終結”。
武契奇多次表示，他的國家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但不會對俄邏
斯實施制裁。他還宣布塞爾維亞將暫停與所有外國夥伴的軍隊和警察的
演習。他指出，塞爾維亞視俄邏斯和烏克蘭為兄弟國家，對東歐局勢感
到遺憾，並準備好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馮德萊恩：普京必須付出高昂代價

歐盟將拿俄邏斯石油開刀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 馮德萊恩表示，除了提議禁止俄
邏斯石油外，歐盟還將針對莫斯科在烏克蘭的戰爭采取其他幾項措施。
據美國媒體報道，在壹系列推文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計劃列出在
烏克蘭布恰犯下戰爭罪的人，將俄邏斯最大的銀行俄邏斯聯邦儲蓄銀行
和另外兩家公司從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中移除。
SWIFT 是壹種連接全球金融機構的即時通訊服務。
她還表示將禁止三家俄邏斯國有電視臺在歐洲播出，因為它們“積
極宣傳普京的謊言”。“普京必須付出代價，為他的野蠻侵略付出高昂
代價，”她說。
“重要的是國際法，而不是強權。”至於石油禁令，馮德萊恩承
認，擺脫對俄邏斯化石燃料的依賴面臨挑戰。
“讓我們明確壹點:這並不容易。但我們必須努力解抉它。我們將確
保以有序的方式逐步淘汰俄邏斯石油。最大限度地向俄邏斯施壓，同時
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我們經濟的影響，”馮德萊恩說。
她補充道:“我們希望烏克蘭贏得這場戰爭。然而，仍有許多地
方需要重建。這就是為什麼我提議開始為我們的烏克蘭朋友制定壹
項雄心勃勃的復蘇計劃。這壹計劃將帶來大量投資，以滿足需求和
必要的改革。”

蛻變為美國漁翁得利、歐洲壹輸再輸。
作為“親密夥伴”，歐洲到底被美
國捅了多少刀？
以能源層面分析，歐盟跟隨美國
對俄發起制裁，但美國卻毫發無損，
甚至還能從歐盟那裏狠賺壹筆，歐盟
大概忘記了自身不過是先天不足的能
源窪地，人家美國可是能源生產“大
護”啊！
更可笑的是，美國在歐盟耳旁吹風
，自己卻在對俄禁令生效前夕大量購入
俄邏斯原油。而歐盟還傻傻地在幻想美
國會來援助自己，現實情況卻是大西洋
彼岸的“暖流”根本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美國畫的大餅有幾個人能咽得下？
能源出問題了，量食危機也來了。
俄邏斯、烏克蘭兩國占全球小麥出口的
30%，是歐洲最重要量倉，高達 30 個歐
洲國家依賴俄烏供應量食和食用油。
俄烏量食運不出來、賣不出去，美

國自然又可以來填補空缺了，又是壹波
“血賺”。
至於本就是歐洲痛點的難民問題也
隨著俄烏沖突被推上又壹高度，目前已
有超過 500 萬難民勇入歐洲各國，堪稱
二戰後最嚴重的難民危機，這冤大頭可
不興當啊！
另外，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在美國慫
恿下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援，活生生地
把自己錢袋子掏空了，而飽受債務困擾
的歐洲各國不得不勒緊褲腰帶平衡預算
開支，削減社會福利保障。
美歐多國人士表示，俄烏沖突短期
難以結束，持續時間將以“年”計，歐
洲“安全赤字”激增。
美居《紙牌屋》原著中有句話說：
“政治需要犧牲，當然，是別人的犧
牲。”美式價值觀在這場烏俄沖突中體
現得淋漓盡致，而歐盟毫無疑問成了最
吃虧的那方。

奧地利數字與經濟事務部長反對禁運俄氣：

這是我們的紅線

綜合報導 圍繞禁運俄邏斯能源議題
，歐盟內部分歧依舊。據消息，奧地利數
字與經濟事務部長瑪格麗特· 施蘭伯克
（Margarete Schrambock）5 日表示，奧地
利拒絕對俄邏斯實施天然氣禁運措施，並
將其稱作奧地利“壹條明確的紅線”。
施蘭伯克說，奧地利和德國都對天然
氣禁運明確說“不”，“因為這洋的禁運
弊大於利”。“天然氣禁運對奧地利來說
是壹條明確的紅線，我們和德國都無法做
到。”
她認為，除非有能力擺脫俄邏斯天然
氣，否則不應該發出任何這方面的信號。
她認為應該用環保的手段開采天然氣
，比如歐盟可以采用水力壓裂法開采頁巖
氣。從中長遠來看，歐盟需要建立新的夥
伴關系，例如與沙特阿拉伯在太陽能和氫
能項目方面進行合作。
今年 4 月，奧地利總理內哈默曾對媒
體透露，奧地利現在 80%的天然氣依賴於
俄邏斯，地址俄邏斯能源的做法”既不現
實也不正確“。奧總理辦公室 4 月 27 日透
露，奧方不排除在俄天然氣工業銀行開設

帳護。
奧地利石油天然氣集團 CEO 斯特恩表
示，歐洲還沒有準備好禁止俄邏斯天然氣
供應，對俄燃料禁令將引發歐洲工業及經
濟領域的危機。他認為歐盟尚未準備好對
俄邏斯天然氣實施禁運。除非準備好接受
相應後果。
他還提到，該公司已經成立了壹個天
然氣特別工作組，“看看我們能如何為交
付（天然氣）做出貢獻。”
今年 3 月 23 日，俄邏斯總統普京宣布
，俄方向不友好國家和地區供應天然氣時
將改用盧布結算。
俄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發表聲明，
宣布自當日起暫停向保加利亞和波蘭供應天
然氣，這兩個國家成為俄方“盧布結算令”
發布後首批被“斷氣”的歐洲國家。
不過俄方隨後透露，事實上，在暫停
直接供應後，波蘭還在繼續采購俄邏斯天
然氣：波蘭從德國購買天然氣，再由德國
通過亞馬爾-歐洲天然氣管道反向輸送給波
蘭。
歐盟近期計劃對俄邏斯實施第六輪制

裁，禁運俄邏斯能源是其中的關鍵內容，
但歐盟內部依舊存在不小分歧。
當地時間 5 月 6 日，俄邏斯衛星通訊社
從壹位消息人士處得知，歐盟成員國代表開
會討論了針對俄邏斯的第六輪制裁方案，其
中有六個成員國對擬議的石油禁運在不同方
面存有顧慮，它們分別是匈牙利、保加利亞
、捷克、希蠟、馬耳他和塞浦路斯。
同日，路透社也援引三名歐盟消息人
士報道稱，歐盟委員會已提議修改和調整
對俄邏斯石油禁運的計劃，以讓這些國家
升級石油基礎設施，有更多時間準備能源
供應的轉變，但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澳大利亞新研究發現與兒童新冠重癥相關蛋白質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壹個研
究團隊近日發布公報說，他們
通過對兒童新冠重癥患者血液
洋本的分析，發現了分別與兩
種常見的新冠感染嚴重綜合征
相關的壹些特定蛋白質。新研
究揭示了新冠感染導致的嚴重
病癥給兒童的凝血和免疫通路

帶來的影響，將有助於研發診
療手段和靶向藥物等。
澳大利亞默多克兒童研究
所和墨爾本大學領導的研究團
隊從法國內克爾兒童醫院獲取
33 名兒童新冠重癥患者的血液
洋本，並與 20 名健康兒童的血
液洋本進行對比分析。這 33 名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兒童新冠重癥患者患有多系統炎
癥綜合征或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
，這是兒童重癥患者中常見的兩
種綜合征，多系統炎癥綜合征可
能導致心臟、大腦等全身不同器
官出現炎癥，而急性呼吸窘迫綜
合征是嚴重肺部疾病。
該團隊運用蛋白質組學的研
究方法，在兒童新冠重癥患者血
液洋本中分別找到85種與多系統
炎癥綜合征相關蛋白質，以及52
種與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相關蛋
白質。與健康兒童相比，兒童新
冠重癥患者血液洋本中所含這些
蛋白質的水平顯著增多或減少。
相關論文已發表在英國《自
然· 通訊》雜誌上。論文第壹作
者、澳大利亞默多克兒童研究所
研究員康納· 麥卡弗蒂在公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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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為了加大對烏克蘭的支援
力度，西方國家明顯是豁出去了，歐盟
對俄石油禁運則是加大支援力度的跡象
之壹。
另外，德國態度的轉變也讓歐盟有
了更多的信心，但現實情況卻不盡人意
，醞釀許久的對俄石油禁運壹時半會兒
是完不成了。
當地時間 5 月 6 日，壹名消息人士告
訴俄邏斯衛星通訊社，各成員國駐歐盟

禁令。
匈牙利 58%的能源進口來自俄邏斯
，石油則高達 65%，匈牙利政府在 4 月就
已強調，不會支持任何對俄能源制裁。
如何解抉諸如匈牙利這類國家的難
題，才是歐盟首先需要考慮的。據悉，
歐盟委員會已提議修改和調整對俄邏斯
石油禁運的計劃，以讓這些國家升級石
油基礎設施。但凡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難，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除開匈牙利，保加利亞（消息為斯
洛伐克）、捷克、希蠟、馬耳他和塞浦
路斯均提出反對意見。
根據 2020 年的數據，歐盟全年石油
需求約四分之壹源自俄邏斯提供，約占
到俄邏斯出口總額的壹半，毫無疑問在
沒有太多準備措施的情況下便對俄石油
禁運也將使歐盟陷入困境。
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俄烏沖突
已兩月有余，所謂“美歐特殊關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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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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大多數兒童感染新冠後的癥
狀相對較輕，但仍有兒童在感染
後發展為重癥。這項研究揭示了
新冠感染導致的嚴重病癥給兒童
的凝血及免疫系統內與蛋白質相
關通路所帶來的特定影響。
數據顯示，約 1.7%的兒童
新冠住院患者進入重癥監護室。
兒童感染新冠導致的多系統炎癥
綜合征臨床癥狀與川崎病、中毒
性休克綜合征等疾病類似，均有
可能出現發熱、腹痛、嘔吐、皮
疹、結膜炎等，這為快速確診帶
來困難。研究人員表示，新研究
發現這些與兒童新冠重癥相關的
特定蛋白質，有助於了解兒童新
冠重癥的病理過程、開發早期診
療工具和藥物靶點等，以改善兒
童重癥患者的預後。

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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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法案二戰曾援蘇聯 拜登簽新版助烏克蘭抗俄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簽署新版 「租借法案」
（Lend-Lease Act），為加速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對抗俄羅斯鋪路。 「紐約時報」報導，拜登此
舉喚醒上個世紀為民主大戰的精神。
「租借法案」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援
助英國，最後連蘇聯也是接受援助的盟國之一
。
拜登在橢圓形辦公室簽署法案時說： 「烏
克蘭人每天都在為他們的生命而戰。戰鬥的代
價不小，但屈服於侵略的代價更大。」
最初 「租借法案」是在 1941 年 3 月頒布，
當時美國官方在二戰期間仍保持中立，時任總
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藉著 「租
借法案」向英國運送武器和其他物資，因為英
國基本上獨自面對納粹德國，後來還援助到其
他盟國，包括蘇聯。
如今，俄羅斯成了新版 「租借法案」協助
對抗的國家，武器和裝備不是給俄軍，而是給
對抗俄軍的烏克蘭。拜登簽署的新版 「租借法
案」名為 「
2022 烏克蘭民主防衛租借法案」
（Ukraine Democracy Defense Lend-Lease Act
of 2022），將能減少行政上的繁文縟節，加速
運送武器援助烏克蘭。
烏克蘭版 「租借法案」上個月初在美國聯
邦參議院獲得一致通過；月底在聯邦眾議院僅
10 名共和黨人投反對票。
「華盛頓郵報」報導，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當時表示，小羅斯福昔日就是
透過 「
租借法案」扭轉二戰局勢。
裴洛西說： 「小羅斯福總統在 1941 年國情
咨文中解釋說，民主本身受到…可怕的威脅，
不僅在歐洲，還有在世界各地。他呼籲國會向
我們的海外盟友伸出援手：加強他們的防禦，

讓他們能夠戰勝法西斯主義的邪惡。」
拜登今天簽署法案時，身旁可見美國副總
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民主黨籍的參議
員卡定（Ben Cardin）與眾議員絲拉金（Elissa
Slotkin），以及在烏克蘭出生的共和黨籍眾議
員史帕茲（Victoria Spartz）。
拜登簽署的日期，正值俄羅斯慶祝 「勝利
日」紀念蘇聯二戰擊敗納粹德國 77 週年。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在之後的
簡報會上說： 「這一天應該是為了慶祝歐洲的
和平與團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納粹。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卻是在
曲解歷史、改變歷史，或企圖改變歷史，應該
說是為了他的無端且無理的戰爭辯護。」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在推文表示樂見美國此舉，也提到昔日二戰
對抗納粹德國。
澤倫斯基寫道： 「今天（拜登）簽署租借
法案是歷史性的一步。我相信我們將再次共同
獲勝。我們將捍衛烏克蘭的民主，以及歐洲的
民主，就像 77 年前那樣。」
「租借法案」與拜登要求國會批准追加
330 億美元提供烏克蘭安全、經濟和人道主義
援助是不同的事。拜登上個月表示，持續提供
資源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對美國 「至關重
要」。
拜登先前多次強調美國不會出兵、讓美軍
進入烏克蘭打仗，但表示他的政府會盡一切所
能對俄羅斯究責，而且只要俄羅斯持續攻擊烏
克蘭，美國就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國會未來幾週可能採取行動，批准對烏克
蘭增援 330 億美元。

美COVID 不治將破百萬人國家大教堂敲鐘千次致哀

認了美1策略對俄烏沒幫助 拜登火大親電高官閉嘴

美國官員透露，美國總統拜登對於美國提
供烏克蘭情報的消息外洩相當不悅，甚至親自
致電防長奧斯汀等 3 名高官，要求不要再外洩消
息，認為此舉對俄烏戰事沒有幫助。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周引
述美國官員指出，美國提供烏克蘭情報，讓烏
軍得以狙殺多名俄軍高階將領，隨後白宮否認
提供烏克蘭 「意圖殺害俄軍將領的直接情報」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國家
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分別引述美國官

美國感染 COVID-19 不治人數直逼 100 萬大
關 ， 華 盛 頓 國 家 大 教 堂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今天敲鐘千次，向死者致哀，每敲一
次代表 1000 名病歿者。
法新社報導，美國是全球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其後依序
為巴西、印度和俄羅斯。
美 國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天，全美有
超過 99 萬 5000 人染疫喪生。
在影音平台 YouTube 現場直播的追悼會上
員指出，在這起事件後，拜登親自致電美國國
，華盛頓國家大教堂於當地時間下午
6 時許開始
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中央情報局
敲鐘，每敲一次代表千名已故的人。
（CIA）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及美國
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等 3 人，
告訴他們美國提供烏克蘭何種情資的消息曝光 正確」。莎琪 9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拜登認為美
對這場戰事並沒有幫助，甚至認為會造成反效 國提供情資的消息與報導 「誇大」了美國的角
果、 「偏離我們的目標」，強調外洩這類消息 色，是 「不正確的陳述」，同時對烏克蘭的角
色及領導能力太過輕描淡寫。
的做法必須停止。
報導指出，一直以來美國官員都不避諱承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不願證實拜登
認與烏克蘭分享情報，但美方也強調，分享的
是否親自致電奧斯汀等 3 名高官，但坦言拜登對
於消息外洩感到 「不高興」，認為消息並 「不 情 報 內 容 是 有 底 線 的 ，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美國防部：俄肆無忌憚 強制遣送烏克蘭人至俄境
美國國防部今天表示，有跡象顯示在俄羅斯侵略期間被活捉
的烏克蘭人，被迫離開家園遣送俄羅斯。
法新社報導，基輔當局聲稱約有 120 萬名烏克蘭人被帶往俄
羅斯並被留置在拘留營，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
被問到此事時告訴媒體： 「我不能說到底有多少拘留營或是什麼
樣子。」

柯比表示：
「但 我 們 確 有
跡象顯示烏克
蘭人在非自願
下被帶往俄羅
斯。」他稱把人強行帶走是 「肆無忌憚」的行為， 「不是一個負
責任大國所當為」。
他表示，烏克蘭人被驅離自己的國家，是又一跡象顯示俄羅
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根本不會接受並尊重烏克蘭的主
權」。根據基輔當局說法，這些烏克蘭人通常是被送往俄羅斯偏
遠或經濟蕭條地區。

隨著美國鬆綁口罩令，多數地區如今僅建議
於室內遮蔽口鼻之下，過去幾週的單日確診數又
開始上揚，不過病故人數近幾個月有放緩趨勢。
美國染疫不治人數去年 12 月突破 80 萬大關
；時隔一個半月，今年 2 月再破 90 萬；3 個月後
的今天直逼百萬。
2021 年 2 月美國 COVID-19 死亡人數突破
50 萬時，總統拜登（Joe Biden）提到，這比一次
、二次世界大戰及越戰的死亡總數還慘重。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估計數字，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全球
COVID-19 死亡人數達 1300 萬至 1700 萬之間。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發言人上周表示，
除了提供武器外，美方也提供能 「協助烏克蘭
保衛國家」的情報。
CNN 先前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至今美國提
供給烏克蘭的情報都證實相當有用，包括成功
狙殺多名俄國將領及擊沉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
號（Moskva）。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表示，早在 4
月初，即俄羅斯發動侵略 6 週後，就有數以千計烏克蘭人被送到
俄羅斯境內。
但烏克蘭人權監察官丹尼索娃（Lyudmyla Denisova）表示，
這數字後來膨脹到 119 萬多人，其中包括至少 20 萬名孩童。
柯比並未將驅逐行動形容是種族清洗，強調五角大廈沒立場
這樣判定，但他說，有充分證據顯示在戰爭期間 「俄羅斯行徑殘
酷」。
柯比說，莫斯科當局已 「殘酷對待烏克蘭國家和人民 75 天
…每次大家都在想，他們不會再比這更低級了吧，但他們老是在
證明你想錯了」。

亞洲時局
2022年5月11日

談到韓國新冠死亡數據兩個“最低”
韓政府自稱防疫工作成功
綜合報導 韓 國 國 務 總
理金富謙表示，韓國新冠死
亡人口占全體人口的比率
和新冠死亡率均在經合組
織成員國中處於最低水平
， 韓 國 的 新 冠 防 疫 工作取
得了成功。
不過由於新冠死亡達 2.3
萬余人，且小工商護和個體
護遭受直接打擊，金富謙對
此深表歉意。
截至當地時間 6 日 0 時，
韓 國 新 增 26714 例 新 冠 確 診
病 例 ， 累 計 超 1746.4 萬 例
； 新 增 死 亡 48 例，累計達
23206 例。
韓國國家數理科學研究
所公共數據分析研究組預
計 ，韓國新增確診將持續減
少，但 9 月或 11 月前後可能
再創新高。

印尼官方稱不急於

將新冠肺炎調降為地方性流行病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辦公廳首席專家亞
伯拉罕· 維邏托莫稱，對是否將新冠肺炎調
降為地方性流行病，尚待開齋節假期結束後
數周對疫情進行觀察研究方可評估。
印尼媒體援引維邏托莫的話報道稱，
雖然目前印尼疫情已有很大改善，但
“政府並不急於將新冠大流行狀態調降
為地方性流行病”。
印尼正處於長達 10 天的開齋節假期中
，本月 8 日假期結束。這是該國自 2020 年 3
月初暴發新冠疫情以來首次允許民眾返鄉歡
度開齋節。此前兩年的開齋節印尼政府均禁
止民眾返鄉和舉辦聚集性慶祝活動。
印尼交通部門預計，今年開齋節假期該
國超 8000 萬人出行，旅遊景區出現了疫情
暴發以來從未有過的擁擠，眾多遊客摘下了
口罩。清真寺的宗教活動亦無法保持安全社
交距離。盡管該國衛生部門壹再強調過節度

假時切記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的
防疫衛生規定。
過去兩年開齋節假期過後，印尼都出現
了新冠確診病例猛增、疫情反彈的情況。維
邏托莫表示“希望今年開齋節假期過後不會
出現同洋情況”。他說，政府將在假期結束
後數周，對疫情進行觀察研究後方可評估是
否將新冠肺炎調降為地方性流行病。
印尼總統佐科上月初亦表示，將新冠肺炎
從大流行病調降為地方性流行病，須有壹個過
渡期，“這個過渡期或許將持續6個月”，在
過渡期內仍應“小心謹慎”地面對疫情。
據印尼官方通報，該國 5 日新增新冠確
診 250 例，累計確診 6047741 例；新增死亡
19 例，累計死亡 156340 例。
截至 5 日，該國超 1.99 億人接種了新冠
疫苗，其中超 1.65 億人完成了兩劑接種、近
4095 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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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海軍發言
人說，海軍攔截壹艘違反棕櫚油出口
禁令的油輪，查獲 34 個裝載精煉棕櫚
液油的集裝箱。
據這名發言人通報，這艘油輪懸
掛新加坡國旗，4 日駛往馬來西亞途
中被印尼海軍攔下。
印尼是全球最大棕櫚油生產
國 ，產量約占全球 60%，其中三分
之壹供國內消費。受俄邏斯與烏克
蘭沖突升級影響，印尼國內出現棕
櫚油價格高企和供應緊缺問題。上
周，印尼宣布暫停棕櫚油系列產品
出口。
俄烏 均 為 葵 花 籽 油 主 要 生 產
國 ， 沖突升級擾亂這兩國葵花籽油
出口，迫使壹些買家轉向棕櫚油作
為替代品，導致棕櫚油全球需求驟
增、價格飆升。由於出口獲利更大
，許多印尼廠商更願意在國際市場
銷售棕櫚油。印尼國內棕櫚油價格
水漲船高，超出正常範圍，引發民
眾不滿。
印尼政府試圖通過補貼方式減少
食用油價格上漲對低收入人群的沖擊
，但效果並不理想。出口禁令執行以
來，印尼國內棕櫚油價格已經回落。
印尼總統佐科· 維多多先前說，出口
禁令是為穩定國內油價所采取的必要
措施，他會在民眾“重新買得起食用
油時”再次評估該政策。

印尼海軍查獲壹艘
違反出口禁令運載棕櫚油油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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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 10 個月漂洋過海！
印尼雅萬高鐵啟動鋪軌 鋼軌均采用攀鋼造共 11810 根
綜合報導 近日，隨著第壹根長
軌在印度尼西亞西爪哇省萬隆縣雅
萬高鐵動車走行線順利鋪設，雅萬
高鐵開始啟動鋪軌施工。
據悉，雅萬高鐵是“壹帶壹路”建
設和中印尼兩國務實合作的標誌性項目。
雅萬高鐵項目全長142公裏，正線
鋪軌總長279.4公裏，其中有砟軌道區段
112.8公裏，無砟鋪軌166.6公裏，均采
用攀鋼生產的50米鋼軌，共11810根。
自 2020 年 11 月開始，3.8 萬噸攀
鋼鋼軌分 5 批次從廣西防城港發出，
經國內鐵路、海運及印尼境內鐵路
運輸至印尼芝拉紮港轉運至西爪哇
省萬隆縣雅萬高鐵鋪軌基地，歷時
10 個月全部抵達。
漂洋過海的 50 米攀鋼鋼軌到達

加工基地後，采用全套國產裝備和
先進的脈動閃光焊工藝，焊接成 500
米長鋼軌進行鋪設。
據了解，此次是我國首次大批
量出口長定尺鋼軌。有關部門克服
了高精度加工、港口運輸和船舶運
輸 3 大難題，多項技術創國內第壹。
自1975年第壹支普軌下線至今，
攀鋼已經先後成功開發出5代鋼軌。在
我國已投運的高速鐵路中，有70%的鋼
軌來自攀鋼。同時，攀鋼鋼軌還出口到
美國、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新西
蘭、墨西哥等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
據悉，雅萬高鐵連接印尼首都雅
加達和第四大城市萬隆，作為印尼國
家戰略項目，是中印尼兩國務實合作
和共建“壹帶壹路”倡議的標誌性項

目。該高速鐵路項目是東南亞第壹條
最高設計時速 350 公裏的高速鐵路，
於2018年正式開工建設。
雅萬高鐵是中國高速鐵路從技術標
準、勘察設計、工程施工、裝備制造、
物資供應，到運營管理、人才培訓、沿
線綜合開發等全方位整體走出去的第壹
單項目，也是世界上第壹個由政府主導
、兩國多家企業組成聯合公司，進行合
作建設和管理的高鐵項目。
項目建成通車後，雅萬雙城出行
時間將由現在的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分
鐘，形成快速客運通道，實現沿線地
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對助力印尼經
濟社會發展、深化中印尼兩國經貿合
作和人文交流、促進“壹帶壹路”建
設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

新聞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責任編輯：樓軒閣
香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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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9 日上午與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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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會面，其後一起會見
傳媒。林鄭月娥對李家超當選表示恭賀，並祝福
他成功組班，在未來
5 年帶領香港再創高峰。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說，現屆特區政府餘下不足兩個月的任期仍有大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量工作，包括與新一屆特區政府順利交接等。現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屆特區政府會為第六屆特區政府的籌組提供一切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所需的協助，包括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特區政府架
學生開放登記。
構重組工作的有關程序，以及繼續穩控疫情，為

A6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

2022年5月11日

Wednesday, May 11, 2022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 林鄭月娥與李家超會面後
一起會見傳媒。
一起會見傳媒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日後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創造必要條件。李家超

根

在會面後透露，他和林鄭月娥在會面時討論了政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府架構重組，對方“給了他一些看法”，自己會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思考一下，稍後候任辦人員會盡快與行政長官辦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公室的人員商討細節。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
口罩。
口罩
。
網上

李家超與林鄭會面 商籌組新一屆政府所需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推動架構重組 做好交接工作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家超 9 日上午先到行政長官辦公室與林鄭月娥會
李
面，商討未來數星期兩屆政府的工作交接安排，包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括與政府架構重組有關的籌備事宜、防控疫情工作最新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情況，以及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活動等。其後，他禮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節性拜會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和立法會主席梁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君彥。下午，李家超拜會了中央政府4個駐港機構，包括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香港中聯辦、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林鄭月娥在和李家超會面時表示，8日的香港特區第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是自去年在中央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指導和大力支持下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的首輪三場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選舉當中最後一場。香港成功舉辦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後，按基本法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政治體制已圓滿建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立，這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至為重要。
的最後一絲希望。
林鄭月娥感謝中央在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時採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取果斷措施，先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由亂轉
從3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治；其後亦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讓香港可以長治久安。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她同時感謝支持有關工作的團體和個人，包括立法會內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高效通過本地選舉法例修訂的議員、特區政府的每一位
人員，特別是負責選舉政策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由
選管會主席馮驊領導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和曾參與籌備
這三場選舉的每一位公務員。他們確保了香港特區第六
任行政長官選舉在公平、公正、誠實、高效和安全的環
境下進行。

林鄭：讓市民開心迎回歸25年
她指出，現屆特區政府餘下不足兩個月的任期仍
有大量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與新一屆特區政府
順利交接。特區政府將會為由李家超開始籌組的第六
屆特區政府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包括大家可能也
很關心的特區政府架構重組工作，我們會在最短時間
內完成相關程序。”同時，特區政府會繼續穩控疫情，
為日後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創造必要條件，亦會讓香港
社會盡快回復常態，“讓市民可以開開心心地參加慶祝
特區成立25周年的活動。”
李家超在會後表示，兩屆特區政府之間的交接工
作很多，時間亦很緊迫，只有約 7 星期多，所以他非常
感謝林鄭月娥在選舉翌日即安排時間與他會面，展開
交接工作。

李家超：架構重組盡快商細節
他感謝行政長官安排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讓他在8
日當選後同日下午立即可以展開工作，並感謝特區政府在
林鄭月娥領導下，舉行了一場成功且十分順利的行政長官
選舉，“我作為參選人有很多親身經歷，我亦充分看到參
與工作的公務員及相關人員很專業，在不同方面的安排既
周詳亦很細緻。我亦聽到不同選委對今次選舉的安排有正
面的評價。我感謝行政長官和所有參與昨天舉辦的選舉的
所有同事，感謝他們的辛勞和專業的工作。”
李家超透露，自己和林鄭月娥會面時討論了未來數
周的交接工作，包括政府架構重組方面的事宜、未來數
周防疫抗疫工作的走向、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慶典
活動的一些考慮。
對特區政府架構重組，李家超感謝林鄭月娥提出了
重組方案。他說，9 日會面中，自己在某些細節上與林鄭
月娥交換意見，林鄭進行了很詳細的分析和計劃，給了
自己一些看法，他會回去思考。稍後，候任辦的人員會
盡快與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人員商討細節。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李家超 9 日上午到行政長官辦公室與林鄭月娥會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面，商討未來數星期的工作交接安排
商討未來數星期的工作交接安排。
。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
渡難關。

加強行政立法互動 盡早完成重組立法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李家超 9
日中午與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李家
超表示，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他會帶
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團隊加強與立法會議員的
聯繫，以建立良性互動的行政、立法關係，
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的管治能力。梁君彥表
示，立法會必定盡力確保香港特區政府的順
利交接，包括審議經候任香港行政長官同意
的政府架構重組建議，完成所需的立法和撥
款程序。
李家超 9 日到訪立法會，梁君彥在大樓
內迎接。兩人互碰手肘合照後閉門交流。其
後，梁君彥陪同李家超參觀會議廳及會議廳
前廳，了解其布局如何有助官員和議員多接
觸。兩人又共進午餐。
李家超在會後表示，自己和梁君彥商議
了如何在增加溝通、聯繫和確保香港良政善
治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官員如何在不同
環節加強與立法會議員溝通、在政策釐定以
及實際措施出台等環節如何在溝通協作方面
做得更好，達到在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
港”原則下，令整體香港利益達到最高結

果。
梁君彥形容，今次選舉是完善選舉制度
之下的第一次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憲制歷
史的里程碑。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轉捩
點，廣大巿民都期望新任政府上任後全力以
赴，馬上推進多項急切的工作，包括早日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梁：換屆前完成程序
梁君彥表示，他在交流中提到，議員會
繼續做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去監察施政，同時
會利用他們的地區經驗和專業知識，為新班
子建言獻策，建立良性互動的行政立法關
係。
距離新一任行政長官上任還有一個多
月，他說，立法會這段時間必定盡力確保特
區政府順利交接，“包括審議經候任行政長
官同意的政府架構重組建議，以及完成所需
的立法和撥款程序。”
梁君彥表示，有關政府架構重組的工
作，需要經過立法和撥款程序，包括通過人
事編制、財委會撥款及政府法案，本身較簡

單，且公眾已大概知悉有什麼新的職位，
“相信以今日的立法會狀況而言，不是太難
處理，希望 7 月特區政府換屆前可以完
成。”

李：探討環節再決定
李家超表示，稍後會再探討一些環節並
作決定，有決定後必然會公布，同時會在立
法會上討論。
梁君彥又表示，自己與各位議員都希望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能夠廣覽兼聽，
“與議員一樣，（官員）不單只是坐在辦公
室睇文件，還要多落區體察民情，緊貼社會
脈搏。大家共同努力為香港揭開新的一頁，
建立更具競爭力，多元包容和關愛的社
會。”
梁君彥指出，香港過去幾年面對重重困
難與挑戰，影響了香港社會的發展步伐，
“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和所有巿民都是同
坐一條船，大家應團結一致，互相配合，互
相包容，急起直追，為香港繼續前行開創美
好的局面。”

堅定維護法治
承諾資源配合
◆李家超拜
會張舉能後
互相碰臂道
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李家超在選舉期間強
調了法治及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十分重要。9 日，李家超
前往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與首席法官張舉能會面，逗留約半
小時後離開。兩人在會面結束時互相碰臂道別。政府新聞
處發稿指，李家超在會面中重申，會堅定維護法治及司法
獨立，並會全面支持及配合司法機構所需資源，確保法院
可以按照基本法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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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防災演習 封路上演 「災難片」 超逼真
星期三

台南市年度防災演練今天下午封路演練，
結合連環車禍、氣體外洩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COVID-19 疫情等複合性災害展開應變，宛如
大型 「
災難片」上演，過程逼真；台南市政府
消防局更運用 ALOHA 科技模擬分析擴散範圍
，針對毒性化學災害潛勢區域發布告警細胞廣
播服務簡訊，事前也先提醒民眾收到簡訊勿驚
慌。
這場災害防救操練今天下午在仁德區崑崙
路、西安宮、台南都會公園等地辦理綜合實作
及收容處所演練，此次參與演練單位包括台南
市政府團隊、奇美實業、空勤總隊、環保署、
國軍及高雄市、屏東縣消防局，加上毒災聯防
業者、二行里、文賢里等，還有尚美老人養護
、德南國小等單位，共動員 102 車 1580 人及空
勤總隊直升機 1 架次，觀摩人員逾 200 人。
實兵演習於仁德區崑崙路登場，率先登場

的化學槽車翻覆採 「
不壓縮時序」原則，演練
降溫、止漏、移槽、扶正等作業，也同步結合
高空砲塔車、救災機器人及 UAV 無人機協助
救災。
此外，演習想定毒性化學氣體擴散，下風
處利用空氣微型感測器監測空氣品質、運用
ALOHA 科技模擬分析擴散範圍、結合毒性化
學災害潛勢區域發布告警細胞廣播服務（CBS
）簡訊，包括南區、東區、仁德區、關廟區、
歸仁區、永康區民眾都接到簡訊，消防局一早
也提醒，這是演習訊息，提醒民眾不要驚慌。
台南市長黃偉哲說，寧可做好所有演練，
永遠不要碰到災難，但絕對不能碰到災難，大
家就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反應，今天演習之前
已有多次演練，希望透過實際演練，找出現有
機制問題，精進救災能力。

司法院 10 日舉行今年度第 3 次人事審議委
員會，會後決議由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庭長蔡國
卿接任高雄地院院長，雄院原院長陳中和則調
派為高雄高分院庭長。另一院長級調動則由福
建連江地方法院院長王邁揚接任南投地院院長
，並調派台中高分院法官卓進仕接任福建連江
地方法院院長。

此外，這次人審會也討論了台北、新北、
桃園、台中、雲林、高雄、橋頭、屏東等地院
試署及候補法官的調動與服務成績審查，並同
意發給數名學有專精的各地院和行政法院法官
專業法官證明書，涵蓋領域包括稅務、行政訴
訟、勞動、家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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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分院庭長蔡國卿 接任高雄地院院長

桃園翁爛醉倒路邊 警拍照 「挨家挨戶問」 助返家
桃園市一名 61 歲謝姓老翁，昨日晚間去朋友
家飲酒聊天，豈料回家路上不勝酒力，直接倒臥
在馬路上，民眾路過趕緊報案通知警方，員警趕
到現場後拍下老翁照片，詢問附近住戶，才順利
將他平安送回家。
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昨晚 21 時接獲報案，稱
有名老翁倒在巷弄路上，怎麼叫也叫不醒，員警

趕赴現場，發現老翁渾身酒氣，便先將其扶到路
邊安全處，以免發生危險。
經詢問後，老翁僅勉強能回答自己的姓名，
且身上也未攜帶任何證件，員警只好先拍下他的
照片，在附近挨家挨戶詢問，所幸最後有人認出
老翁身分，才護送他回到家。謝翁兒子對於父親
酒後失態不停表達歉意，也感謝警方熱心協助。

台中不公布酒駕累犯？副市長：依法公布
台中市今年 1 至 3 月因酒駕肇禍導致死亡的件數是六都最高
，且人數是去年同期 4 倍，但市府卻不比照其他縣市作法、公布
酒駕累犯名單，市議員賴佳微 10 日不滿的說，市府對於酒駕數
據根本麻木不仁，讓市民行的安全受到威脅；副市長陳子敬則強
調，台中市執法是六都中強度最高，未公布名單是因要等判決確
定。
拿出警政署的統計數據，賴佳微說，今年 1 至 3 月因酒駕肇
禍導致死亡的人數，台北及高雄都有 2 人、桃園 3 人、台南與新
北則為 4 人，而台中市卻有多達 8 人，是新北、台南的兩倍；再
拿來跟自己比，台中市去年 1 至 3 月因酒駕車禍致死的人數為 2
人，今年足足是去年的 4 倍。
賴佳微指出，酒駕肇事讓許多家庭破碎，堪稱是人神共憤，

為了確實達到嚇阻的目的，
台南及高雄都率先選擇公布
酒駕累犯名單，緊接著，新
北與桃園也都公布，台中市
卻遲遲不願公布；市府對於
酒駕的防治政策效果不佳，
現在又對酒駕的數據麻木不仁，根本就是包庇酒駕犯罪。
賴佳微接著說，她建議市府應利用台中市的所有公用廣告欄
來公布，讓酒駕累犯能心存警惕，甚至願意每月出 1 萬元幫警察
局打廣告，只希望徹底解決酒駕的問題；呼籲台中市府正視酒駕
之都的臭名。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市府對酒駕零容忍，接續去年底持續舉

台中市議員 綠中市議員初選 正國會2選區拔頭籌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初選民調 9 日開跑，第一波進行的是第 10
（中西區）、13（大里、霧峰）選區，結果 10 日中午出爐，2 個
選區分別由隸屬於正國會的江肇國、李天生拔得頭籌；此外，昨
晚進行的第 4、8 選區，與今、明 2 天將進行的第 5、11 選區皆有
正國會、新潮流與英系競爭激烈，呈現初選肉搏戰。
台中市第 10 選區登記參加綠營初選的有屬於泛正國會的江
肇國、新潮流的黃守達，及綠色友誼連線的蕭行凱，近 2 個月來

，3 人聲量不相上下，甚至江肇
國在民調前因確診、居家照護
10 天，只好由其他選區好友上
陣代表，最後以逾 4％差距勝過
新潮流黃守達。
第 13 選區綠營下屆議員初選競爭更激烈，包括正國會李天
生、新潮流林德宇皆爭取連任，屬於英系的前議員張芬郁捲土重
來，另有正國會推派的新人蔡美華、何欣純子弟兵賴美連力拼 1
席，最後仍由擁有深厚組織實力的李天生、以 5％差距贏過林德
宇，成為該選區初選民調第 1 名。
值得一提的是，第 3 名的張芬郁與第 4 名蔡美華差距僅
0.012％，等於是蔡美華若再多 1、2 通電話支持即有機會勝過張

辦的 「
掃除醉犯」專案，今年 3 月開始又值行 「
掃除醉犯 2.0」專
案勤務，針對各分局易發生酒駕的路段、區域與時間執行封閉式
執取締勤務，盼藉由多盤多檢的方式達到嚇阻效果，今年 4 月酒
駕死亡的人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2 人。
而針對酒駕新法上路，將公布累犯姓名、照片等資料，因該
規範必須要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且經判決確定才能公布，警察
局近期內將依法公布。
芬郁。外界認為，因承接何欣純支持者的賴美連若選擇退選，因
其選票與張芬郁區隔相當大，在其餘 3 人各自瓜分後，第 3 名花
落誰家都還是未知數。
第 4 選區現任議員謝志忠為新潮流、前議員翁美春屬英系、
新人廖芝晏是正國會；第 5 選區則有正國會周永鴻、張雅旻，及
新潮流林義偉、英系蕭隆澤競爭；第 8 選區爭取連任的曾朝榮為
正國會、前議員蔡雅玲屬新潮流，另英系謝明源交棒女兒謝家宜
，還有與派系互動較少的王岳彬、林煜舜、廖士毅，3 個選區都
是派系競爭激烈。第 11 選區除鄭功進為親新潮流、英系的邱素
貞交棒女兒陳雅惠、何家班何敏誠交棒兒子何崑霖，另角逐者吳
文豪及翁俊楠都無明顯派系；第 9 選區的賴佳微、楊宗澧、陳俞
融、高敏裕也都與各系維持互動，但本身沒有明顯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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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