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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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美國中西部今夏旱象嚴重，德州棉
花農裴基（Sutton Page）的棉田幾顆粒
無收，預估只能搶救約 1/5 的作物；美
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全美棉產量恐下滑超
過2成。

法新社報導，裴基僅表示今年 「收
成欠佳」，現實則是德州北部的旱情根
本是災難；大部分裴基的同行甚至放棄
收成，留下一片片光禿禿棉田的景觀。

德州棉產樞紐的勒波克（Lubbock）
，過去12個月降雨量只達正常值的一半
，僅有的一點降雨也來得太晚，救不了

棉田。
裴基說： 「從今年1月開始到5月，

簡直是一滴雨都沒有。然後5月起氣溫
又飆到近攝氏38度，還有達時速30英里
的風勢，把一切弄得乾燥到不行。」

美國的棉產量僅次於印度、中國而
居世界第 3，全美近半棉花產自德州。
美國農業部估計，德州今年的棉產量將
下滑58%，全美棉產量對比去年則減少
21%，產量將是2015年以來最低。

棉花是德州西北部在地經濟命脈，
但德州理工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

） 農 業 經 濟 系 教 授 哈 德 遜 （Darren
Hudson）擔心，2022年的收成恐會是30
年來最慘情況之一。

考量全球紡織業連鎖效應和經濟已
受COVID-19疫情震盪等因素，哈德遜
研判乾旱帶給德州當地的經濟衝擊恐達
20億美元。

30歲的歐爾曼（Landon Orman）在
離 達 拉 斯 西 方 3 小 時 車 程 的 阿 比 林
（Abilene）附近一處2000英畝的棉田上
班，未灌溉的棉田裡毫無發芽不說，局
部有水可澆灌部分，產量也得腰斬。

乾旱摧毀德州 全美棉產量今年恐掉2成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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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年之工程位於休斯敦國際區之艾利芙
社區中心已接近峻工，這座佔地三十七英畝七萬
英尺之全功能現代化建築將把圖書館、市府衛生
局及醫療體育館全部包容在同一社區中心大樓。

市府管理局助理主任威拉表示。我們希望為
市政府將來的社區中心做出一個成功之範例，將
市府對市民之服務和娛樂結合在一起。

這座位於百利大道和柯武路口之現代化玻璃
建筑落成之後將是國際區一個完美之地標。

市議員唐姆斯女士要感謝多年來艾利芙社區
委員會之努力，當她當上市議員時就投票支持撥
款五千九百萬元立即開始興建工程。

國際區是由各種新移民組成之社區，我們使
用一百種以上之方言，他們來自中國大陸、台
灣、越南、伊拉克、瓜地馬拉、非洲地區。

我們正在熱烈歡迎這座美侖美奐之新地標拔
地而起，加上正在興建中的東方亭閣和國際文化
博物館，將充分標誌發掦族裔文化傳統。

全功能現代國際區全功能現代國際區 艾利芙社區中心開放在即艾利芙社區中心開放在即

Most Innovative Alief Community Center Opens SoonMost Innovative Alief Community Center Opens Soon

The more than 70,000 square-foot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hat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brary,
Parks, & Health) will include a library, a senior center and a clinic

run by the City of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will be open soon.
The 37-acre complex also will have a public swimming pool,

skate park and soccer field and tennis courts.
Richard Ella, Assistant Director of Houston’s General

Service Department said, “We hope that the center will be a
model that will be replicated across the city.”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credited the Alief Super
Neighborhood Council for keeping the pressure on the city to
provide the funding, and said her first vote in the city council was
to authorize the fu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We live here in this area to enjoy unique experiences like
culture and diversity and many of our new residents ar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Taiwan, Vietnam,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e speak over 100 dialects her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now.

We are also very proud that so many businesses have
mov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help create and participate
in our thriv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Alief Community Center will be a new landmark for our
area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project which
we are so very proud to be a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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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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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賣家提供全網最低價
亞馬遜在美國加州面臨新反壟斷訴訟

綜合報導 加州總檢察長RobBonta宣

布對亞馬遜發起反壟斷訴訟，指控這家在

線零售平臺通過與第三方賣家和批發商簽

訂協議的方式，擡高價格，抑制競爭。此

舉違反該州的反壟斷法和不公平競爭法。

正式起訴前，加州對亞馬遜進行了兩

年多的調查，走訪對象包括賣家、亞馬遜

的競爭對手，以及該公司的現任及前任員

工等。目前，加州已將壹份長達84頁的訴

狀提交給舊金山高等法院。

訴狀中提到，為避免與其他在線電商平

臺展開價格競爭，總部位於西雅圖的亞馬遜

要求商家簽訂合同，保障不在亞馬遜以外的

平臺提供更低的價格——包括沃爾瑪、Tar-

get、eBay 等網站。對不遵守合同的商家，

亞馬遜可能會將其商品從產品列表和搜索結

果中降級，甚至暫停或終止其賬戶。

RobBonta表示，亞馬遜強迫商家達成

擡高價格的協議，導致其他電商平臺的價

格不具優勢，消費者轉向亞馬遜作為網購

的首選，這進壹步鞏固亞馬遜在美國零售

電商市場的主導地位。

數據顯示，亞馬遜在美國擁有超過1.6

億Prime會員，僅在加利福尼亞州就有約

2500萬。加州總檢察

長辦公室披露的壹項

調 查 指 出 ， 96% 的

Prime會員表示，比起

其他在線購物平臺，

他們更有可能從亞馬

遜購買產品；74%的

消費者在準備購買特

定產品時直接選擇亞

馬遜。

基於龐大的用戶群

體，亞馬遜成為商家重

點布局的分銷渠道。有

賣家表示，“我們無處

可去，亞馬遜知道這壹點。” 還有賣家稱

：“找不出可替代亞馬遜的選項。”

RobBonta在壹份通報中指出，因為亞

馬遜推行的反競爭合同，加州消費者在網

購時支付了更多費用。“通過今天的訴訟

，我們正在反擊——不會允許亞馬遜以犧

牲加州消費者、小企業主和公平競爭的經

濟為代價來屈從於市場。”

記者註意到，加州總檢察長的訴訟提

出了多項救濟措施。具體包括，要求舊金

山高等法院下令禁止亞馬遜簽訂和執行損

害價格競爭的反競爭合同；責令亞馬遜支

付損害賠償，以補償因漲價而給消費者造

成的損失；同時還應對亞馬遜作出罰款，

以威懾其他考慮采取類似行動的公司。

針對這項反壟斷訴訟，亞馬遜方面

表示希望法院盡早駁回，並且重申第三

方賣家擁有自主定價的權利，但亞馬遜

也有權不突出那些價格沒有競爭力的賣

家商品。

選舉失利後
瑞典首相宣布辭職

綜合報導 瑞典議會議長安德烈亞斯· 諾倫接見了瑞典首相瑪格達萊

娜· 安德松，並接受了她的正式辭職。此前壹天，安德松承認在2022年

議會選舉中失利，並宣布辭去首相壹職。

安德松說，溫和聯合黨領導的反對黨陣營在這次議會選舉中以微

弱優勢獲得多數支持，但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她會繼續領導好過渡

政府。她對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成為瑞典第二大黨深感憂慮。瑞

典《每日新聞報》稱，中右翼陣營在議會獲得多數席位，溫和黨領

導人克裏斯特森看起來將贏得首相職位，並組建新政府。然而，如

何克服政黨間分歧，組建壹個讓自由黨和瑞典民主黨均滿意的政府

是克裏斯特森將要面對的最大挑戰。該報稱，克裏斯特森必須決定

哪些政黨將在他的政府中獲得部長職位，不參加政府組建的政黨將

得到什麼實質性政治讓步作為補償，如何協調右翼陣營間合作以制

定四個政黨都支持的政府預算等工作，都需要在9月27日新議會開始

之前作出安排。

瑞典電視臺報道稱，現任議長安德烈亞斯· 諾倫表示，9月26日

，新壹屆議會成員將齊聚壹堂討論新議長人選。9月27日，瑞典國王

將宣布議會開幕，議長可以提名新首相。最早在9月30日，瑞典新壹

任首相將會被選出，但是不排除需要更長時間的可能。

歐洲議會聲稱匈牙利已非“完全民主”

綜合報導 據歐洲新聞臺網站（Eu-

ronews）報道，歐洲議會當天在壹份不

具備約束力但極具象征意義的報告中聲

稱，匈牙利已不再是壹個“完全民主”

，而應當被視為壹個“選舉獨裁的混合

政權”（hybrid regime of electoral autoc-

racy）。報告指責匈牙利雖然定期舉行選

舉，但是不符合所謂的“基本的民主規

範”。

對此，有網民嘲諷稱，歐洲議會對

於民主的定義：遵從美國霸權。

報道稱，這份報告15日在歐洲議會

上以433票贊成、123票反對、28票棄權

高票通過。

部分歐洲議員在會上援引了壹系列

近些年來匈牙利名次下跌的國際指數排

名，聲稱“專家們越來越壹致地認為，

匈牙利不再是壹個民主國家”。

這些議員還將矛頭直接指向自2010

年以來壹直掌權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並譴責他的政府“蓄意地及系統性地努

力”破壞歐盟的核心價值觀。

他們列出了壹長串據說在匈牙利受

到威脅的基本權利，這包括選舉制度、

司法獨立、隱私權、言論自由、新聞媒

體多元化、學術自由、LGBTIQ權利以及

對少數群體、尋求庇護者的保護。

報告最後寫道，歐洲議會“對歐盟

缺乏果斷行動導致了匈牙利民主、法治

和基本權利崩潰，使該國變成壹個選舉

獨裁的政權而深表遺憾”。

報道指出，這應該是第壹次有歐盟

機構宣布某個歐盟成員國“不是壹個合

適的民主國家”，盡管後者是加入歐盟

的必要的先決條件。

值得註意的是，歐洲新聞臺、法新

社等媒體在推特上也發布了相關的報道

，而大部分網民對歐洲議會的這壹決議

持嘲諷態度。

有網民表示，“翻譯壹下：匈牙利

當選政府不夠左翼-進步。”

“歐洲議會對於民主的定義：服從

美國霸權。”

“說得好像歐盟有‘民主’的版權

壹樣。歐盟就是壹個對彼此差異零容忍

的泡沫。虛偽！”

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匈牙利壹直

拒絕“站隊”，並未和歐盟保持步調壹

致。

沖突爆發伊始，東鄰烏克蘭的匈牙

利就沒有發表支持烏克蘭的言論。歐爾

班還在3月初簽署壹項法令，禁止從匈

牙利領土直接向烏克蘭運送武器。此外

，歐爾班還多次重申，不會支持任何對

俄能源制裁。

最近兩周，七國集團（G7）和歐盟

接連表態，決定對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

氣產品實施限價。匈牙利拒絕跟風，同

俄氣公司簽署了壹份供氣協議，根據協

議內容，俄方從9月1日起每日將通過

“土耳其溪”管道向該國額外供應580

萬立方米的天然氣。

據報道，多位歐盟官員表示，因

“廣泛的腐敗問題”，歐盟委員會計劃

於本周日（18日）建議削減大部分撥給

匈牙利政府的歐盟資金，涉及金額達百

億歐元。

“政客”新聞網歐洲版指出，這是

歐盟首次因為對於“法治和民主規範”

的擔憂如此接近實際剝奪壹個成員國的

預算資金。匈牙利是歐盟資金的凈流入

國。歐盟反欺詐辦公室（OLAF）統計稱

，2015-2019年期間，匈牙利的歐盟資金

支出中有近4%存在違規，這是迄今為止

27個歐盟國家中比例最高的。

塞爾維亞總統：
歐洲正面臨自1945年以來最艱難冬天

綜合報導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在議會特別會議上警告稱，塞爾維

亞與歐洲壹樣，正面臨二戰以來最艱難的冬天。

據報道， 這次塞爾維亞議會特別會議討論了近期的重要議題，包

括科索沃和能源問題。武契奇13日和14日都長時間參加了議會辯論，

每天辯論的時間超過10小時。在總結發言中，武契奇警告稱，“我想讓

人們知道，接下來的6個半月，直到明年3月31日，將是二戰後整個歐

洲最艱難的時期。這也將是塞爾維亞及其公民從1945年到現在最困難的

年份之壹。”

他表示，塞政府已經在為冬季的到來進行準備。到目前為止，全國

的地下儲氣庫儲備了6.63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這“應夠塞爾維亞用兩個

月”了。

9月 5日，歐洲能源價格快速飆升，歐元兌美元匯率跌至0.99以

下（目前回升至 1:1），刷新近 20年來最低紀錄，歐洲股市開盤後

出現暴跌。9月3日，數萬捷克民眾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

廣場遊行集會。示威者打出“好東西都給了烏克蘭，我們只有兩件

毛衣”等標語，譴責“親西方”的政府卷入俄烏沖突、對俄實施制

裁，卻對飆升的能源價格束手無策，沒有幫助交不起供暖費的本國

人。

高盛公司近期在壹份報告中警告，市場仍低估了歐洲能源危機的

深度、廣度和結構性影響。報告中評估稱，如果政府不及時幹預，歐

洲家庭的能源賬單會在2023年年初激增至2萬億歐元，在峰值時將占

到歐洲整體GDP的15%，所造成的能源危機將比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

危機更為嚴重。

僵局再升級！德國以能源安全為由接管俄油德國子公司
綜合報導 德國將接管俄羅

斯石油 (3, 0.00, 0.00% )公司

（Rosneft PJSC）在德國的子公

司，包括在三家煉油廠的股份，

以應對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機。

德國經濟部周五表示，聯

邦網絡監管機構BNetzA將接管

RN煉油與營銷公司（RN refin-

ery & Marketing GmbH）和俄

羅斯石油德國子公司（Rosneft

Deutschland），以及其在施威

特、卡爾斯魯厄和福堡三家煉

油廠的股權。這與今年早些時

候德國接管俄羅斯天然氣(1.1,

0.00, 0.00% ) 工 業 股 份 公 司

（Gazprom Germania）德國子

公司的情況類似。

德國經濟部表示，此舉

“ 抵 消 了 能 源

供 應 安 全 面 臨

的 迫 在 眉 睫 的

威 脅 ， 並 為 施

威特煉油廠的保

護和未來奠定了

重要基礎”。

這意味著德

國與俄羅斯的僵

局升級，兩國數十年的緊密合

作正在逐步結束。今年晚些時

候，德國還將停止進口俄羅斯

原油，這是歐洲在經濟上孤立

俄羅斯行動的壹部分。

不過，德國在與俄羅斯的能

源僵局中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無論是在石油還是天然氣方

面。天然氣價格飆升以及俄羅斯

收緊對歐洲供應，已經促使德國

政府對能源公司實施了壹系列紓

困和救助貸款計劃。據知情人士

透露，德國政府目前正就收購

Uniper SE和另外兩家大型天然

氣進口商進行深入談判，以避免

本國能源市場崩潰。

到目前為止，靠近波蘭邊

境的施威特煉油廠壹直通過德

魯日巴管道從俄羅斯獲得原油

。該煉油廠可能難以從俄羅斯

手中繼續獲得足夠的燃料，以

供應柏林和德國東部其他地區

。該煉油廠可能會嚴重依賴從

波蘭獲取國際海運石油。

德國經濟部表示：“該決

定伴隨著對未來的全面壹攬子

計劃，這將為該地區提供轉型

推動力，並支持煉油廠通過替

代能源來確保石油供應，”並

補充說，保險公司和銀行不願

再與這些公司做生意。

德國總理肖爾茨和經濟部

長羅伯特· 哈貝克將於周五晚些

時候在柏林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介紹對俄羅斯石油德國子公

司的國有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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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近日再度承諾，若中國武力
犯台，美國將協防。美媒報導評論，美國公開
支持台灣的熱情反映對中國的 「新鷹派共識」
，美中關係多年來持續惡化，未來可能更糟。

美國總統拜登 18 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
公司（CBS） 「60 分鐘」（60 Minutes）節目
專訪中被問及若中國武力犯台，美軍是否會出
兵協防台灣？拜登果斷地回答： 「會，若發生
前所未有的攻擊（unprecedented attack）」。

主持人再三確認，是否代表與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不同，若中國侵台，美軍的男男女女將
會保護台灣，拜登再次回答說： 「對。」

美國新聞網站VOX報導，這至少是拜登
任內第4次打破美國長期以來的 「戰略模糊」
政策，就北京宣稱有主權的民主台灣提出承諾
，也是明確地表達華府如何以 「新鷹派現實」
看待中國。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
月訪台後，中國在台海周邊軍事演習予以回應
，讓世人對中共挑釁的軍國主義印象深刻。

美國國會兩黨皆支持裴洛西訪台，即使有
專家認為相關時機升高美中情勢，不過，公開
支持台灣的熱情反映了美國對中國的 「新鷹派
共識」。

許多觀察家認為拜登對中國採取的路線，
很像前任美國總統川普。

美國兩黨政治對各項政策幾乎都很分歧，
唯獨對中國議題有共識。塔弗茲大學（Tufts
University）國際政治學教授德雷茲納 （Dan-
iel Drezner）把2019年比喻為 「新紅色恐慌」
（New Red Scare），也就是 「中國構成生存
的威脅，不僅在經濟、政治和軍事，還包括意
識形態」。

「紅色恐慌」（Red Scare）是美國歷史上
興起的反共潮流，第一波發生在 1917 年至
1920年間、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第二波始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50 年代初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盛行之際，反共思潮後來影
響了美國許多政策。

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侵略性，美軍去年對
太平洋防禦投入 71 億美元，比拜登要求的多
了約 20 億美元；為對抗中國在科技及生產的
主導性，拜登政府主張復興美國的產業政策。

鷹派的聲音崛起，儘管有些學者反對，不
希望引起新冷戰，但兩黨的共識認為中國的政
策傷害了美國經濟、威脅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
位。儘管這些都不是新議題，近年的美國總統
皆認知亞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舞台。

過去 10 年，美國對中國政策有大轉變，
從歐巴馬政府 「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
策，在亞太優先的前提下仍給予和中國交往的
空間；接著川普政府強調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
，打美中貿易戰、提高進口關稅等，這是美國
冷戰結束以來首次公開揭示 「對抗強權」；現
在拜登政府提出一系列反中政策，美國進入
「強權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的

時代。
報導指出，2022年民主黨的亞洲政策與共

和黨的政策很相似，只是少了煽動性的論述，
並為合作預留空間，而兩黨都主張對中國採強
硬態度，且 「現在」就要強硬。

拜登政府把美中關係緊張以及國會兩黨的
鷹派態度都歸咎於中國。美國國務院顧問查列
特（Derek Chollet）說，中國對裴洛西訪台反
應過度，並切斷了所有對話，包括氣候變遷議
題， 「他們弄巧成拙、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
。

不過，蘭德公司政治學家馬扎爾（Mi-
chael Mazarr）提出警語，美國更加傾向鷹派抗
中的同時，要想清楚如何從這樣的關係獲利，
並保護最重要的利益。

拜登承諾協防台灣 美對中新鷹派共識成型

美國內華達州舉行的里諾全國飛行競賽
（Reno National Championship Air Races）期間發
生一起致命意外，一架參賽的飛機墜毀當場變成
一團火球，飛行員當場死亡。

根據里諾飛行競賽協會（Reno Air Racing
Association）的說法，事故發生在美國內華達州
的噴射機黃金賽期間，這場比賽是里諾全國飛行
競賽賽當中的一部分，當事故發生時，飛行員駕
駛著捷克造的 「海豚」教練機（Aero L-29 Delfin
）正在嘗試第3圈，而本起致命的意外也迫使所
有其他競賽飛行員立即返回地面。

YouTube直播中捕捉到了墜機的可怕畫面，
當中節錄出來的一段10秒的影片在，這架飛機重
重的撞向地面，而影片中的解說員也忍不住喊出
「喔不！不！」，而比賽場控人員也於無線電中

大喊 「紅旗，紅旗」的術語，這場意外的影片目

前社群網路上流傳，引起了媒體和群眾的關注。
在新聞發布會上，里諾飛行協會的首席執行

長兼主席泰林（Fred Telling）表示，在墜機發生
前，飛行員處於6圈賽事當中的第3圈，泰林還
說，所有其他飛行員都安全著陸，現在關於事故
的信息和數據很少。已故飛行員的姓名尚未公佈
。

里諾飛行競賽開始於1964年，根據里諾飛行
競賽協會官網的說法，今年的比賽計劃於9月14
日至9月18日舉行。 事故發生後，該協會宣佈，
今年的比賽已經暫停。

而18日的墜機事故並不是這項賽事的第一起
致命意外。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2011年
的賽事期間，一架失控飛機撞向觀眾，造成11人
死亡，60多人受傷。

美飛行競賽意外 連人帶機變火球全都錄

日本《讀賣新聞》20日報
導，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
，日本、美國、英國、澳洲與
紐西蘭等五國外長將在聯合國
大會期間，於本月下旬在美國
紐約舉行會談，預料五國協助
太平洋島國的框架將擴大。法
國、德國、韓國等國家考慮加
入，首先將以觀察員的身分出
席外長會談，目前正在進行協

商。
報導指出，日美英澳紐五

國於今年6月成立 「藍色太平
洋 夥 伴 」 （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PBP）框架，目
標在牽制通過經濟援助、強化
對太平洋島國影響的中國政府
，擴大該框架將更進一步強化
圍堵中國的態勢。

報導說，歐洲近年來對中

國的警戒感升高。法國在南太
平洋有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等領土，中國的海
洋活動挑起其敏感神經。德國
近年來也整合與印太地區相關
的外交戰略，加強對該地區的
接觸。

韓國尹錫悅政府也和中國
保持一定的距離，姿態明顯傾
向於強化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日美英澳紐組太平洋島國框架 法德韓擬加入

美國總統拜登在電視專訪中重申，若中國武力犯台，美國將
協防。雖然白宮發言人事後又稱對台政策不變，但這已是拜登任
內第4度的類似談話，也是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台
海局勢緊張之後的首次，且這次拜登 「保台說」比先前又更加清
晰明確。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昨天表示，拜登再度重申美國政府對台

灣堅若磐石的安全承諾，外交部
表示誠摯感謝。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節目《60分鐘》18日播出拜登的
專訪，主持人佩利（Scott Pelley
）提問說， 「關於您的對台承諾
，有什麼是習主席應該知道的？
」拜登答稱： 「我們認同很久之
前簽訂的內容，而且有 『一中政
策』，台灣對於他們的獨立自行
判斷。我們的立場沒有移動，我
們不鼓勵他們獨立。我們不會，
那是他們的決定。」

佩利問： 「但美軍會防衛台灣嗎？」拜登說： 「會的，如果
事實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攻擊。」佩利追問， 「所以講明白一點
，與烏克蘭的情況不同，萬一中國入侵，美軍、美國的男男女女
將會保衛台灣？」拜登則說， 「是的。」

另外，拜登警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若中國違反對俄制裁

將是 「滔天大錯」（gigantic mistake），美國和其他國家可能停
止向中國投資。

拜登稱，他在習近平於北京冬奧與俄羅斯總統普丁會面後不
久，與習通電話， 「這不是為了威脅他。我說， 『若你認為美國
和其他國家在你違反對俄制裁後，會繼續在中國投資，我認為你
正在犯一個滔天大錯，但這是你的決定。』」

CBS播出專訪後，一位白宮發言人立即表示，拜登先前也曾
表達過同樣的觀點，並強調美國對台政策不變。拜登此前說法曾
被指是口誤，但其類似談話已是第4次，有學者認為不能以此等
閒視之。

華府智庫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計畫主任葛
來儀在推特上寫道， 「這是拜登第二次說，我們應該讓台灣決定
是否獨立」，這將比 「保台論」更讓中國擔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19 日表示，中國已經對美國提出
「嚴正交涉」。她敦促美國要 「小心適當地」處理與台灣有關議

題，不要對台獨勢力送出 「錯誤信號」。她並稱，中方會保留所
有必要措施來因應分裂國家的活動。毛寧警告，不要站在14億
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拜登第4次談保台 白宮：對台政策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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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兩年出口下降
“半導體危機”讓韓國“芯焦慮”

半導體出口萎縮令韓國業界開始感

受焦慮。“半導體產業不景氣可能持續

到明後年”，韓國YTN電視臺報道稱，

半導體作為韓國最大出口商品，最近正

顯現不同尋常的動向。半導體占韓國出

口總額的20%，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導致的消費萎縮，加上中國半導體產業

開始崛起，韓國半導體產業的未來面臨

更大不確定性。

預測半導體危機將浮現
據韓國YTN電視臺報道，8月貿易

數據顯示，由於全球經濟乏力，韓國半

導體產品時隔2年出現出口減少，加上

美國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限制愈演愈

烈，多數業內展望認為半導體產業未來

壹兩年都將面臨持續衰退。報道稱，雖

然美國正繼續遏制中國，但蘋果公司上

個月決定選擇了壹家中國公司長江存儲

作為其新機型的存儲半導體供應商，這

令韓國企業感受到更加緊迫的競爭感。

在全球NAND閃存市場上，韓國三星電

子和SK海力士目前以35.5%和18%的市

場份額占據第壹和第三的位置，但中國

長江存儲以成為蘋果供應商為契機，將

正式開始追擊韓國企業。

實際上，韓國連續4個月出現對華

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半導體對

華出口不振的影響。中國市場占據韓國

半導體總出口的60%。8月份韓國對華半

導體出口比1年前下滑3.4%，這也導致

韓國自2020年6月以來連續26個月增長

的半導體出口增長態勢戛然而止。

《韓民族新聞》報道稱，全球通貨

膨脹導致需求萎縮，半導體價格下降，

再加上美國增加了半導體設備或軟件等

對中國出口限制，韓國半導體產業的不

確定性正在增大。甚至有人預測，第四

季度半導體價格有可能崩潰。在這種情

況下，美國對中國的半導體相關出口限

制對韓國企業來說更是危機因素。

某韓國半導體企業相關人士表示，

“在產品市場價格普遍下降的基礎上，

美國的半導體政策還有待觀望，韓國企

業認為調整投資或雇傭的必要性增大，

但是目前無法制定出明確的變革路線與

計劃。”韓國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金良

彭認為，“隨著半導體供應過剩、全球

需求減少及庫存增加，價格下降、中國

技術快速追趕、美中技術競爭加劇等風

險同時發生，韓國半導體產業的不確定

性正在加重。”

面臨三大問題
壹項行業調查顯示，大部分半導體

專家認為，韓國半導體產業處於危機狀

態。韓國商工會議所最近以30名半導體

專家為對象實施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專

家調查”顯示，認為“危機初顯”的專

家占 56.7%，認為“危機之中”的為

20.0%，60%以上的專家預測危機“至少

持續至後年”。韓國西江大學電子工學

教授範鎮旭表示，“如果說過去半導體

產業的動蕩主要源於暫時性的外部環境

惡化和半導體周期，那麼此次局面則是

不知何時結束的強國間的供應鏈競爭，

以及中國的技術追擊，業界的危機感和

不安感比任何時候都強。”

面對韓國近期越發明顯的“芯焦慮

”，黑龍江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

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笪誌

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韓國半導體

產業的主要出口國是中國，受限於美國

對芯片產業的政策鉗制，韓國對華出口

量會受到嚴重影響，韓國國內的產能暫

時缺乏承接市場，這使得韓國國內焦慮

不已。其實韓國應該正視壹個事實，即

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半導體產

業鏈不斷完善，芯片自主研發能力的加

強，中國半導體的市場占有份額未來還

會不斷擴大。

遼寧社會科學院朝鮮韓國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員呂超告訴記者，韓國的芯片

多服務於高尖端產品，中國的芯片則集

中於中低端產品，因此，中國長期以來

是韓國的主要芯片進口國，韓國的貿易

多年來也是順差。不過，近年來，中國

在芯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芯片發

展迅速，在高尖端芯片領域進步飛速，

市場競爭力也不斷提升。

呂超認為，韓國當下的“芯焦慮”

主要是因為韓國半導體供應鏈不完整、

國內市場容量小以及過於依賴海外訂單

三大問題。“韓國的芯片產品在對外貿

易中占比非常大，當國際半導體市場出

現供需波動，韓國首當其沖。尤其是半

導體供應鏈，壹旦發生問題，韓國的芯

片產業受到的沖擊非常大。”

“韓國半導體原材料對中國依賴比

例越來越高”，韓國紐西斯通訊社12日

報道稱，在美國越來越明顯地將中國排

除出國際半導體供應鏈之際，韓國半導

體關鍵原材料對中國的依賴正在增加。

努力平衡中美因素
韓國關稅廳（海關）發布的統計數

字顯示，今年1-7月用於半導體制造的氟

化氫進口額為6516.8萬美元，其中78.1%

從中國進口。2019年中國產氟化氫占韓

國總進口比例為 50%，但去年猛增至

70.1%。近年，韓國與日本因為強制勞工

判決問題發生貿易爭端後，韓國壹直試

圖提高氟化氫本土化生產比例，因此有

觀點認為，半導體關鍵原材對華依賴度

過高“可能也會產生大問題”。

作為半導體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氖氣，韓國從中國進口也在猛增。今年

韓國氖氣總進口額達4.8億美元，中國產

品占比45.0%。今年韓國從中國進口氖

氣的金額比去年猛增1594.7%，特別是每

公斤氖氣的價格已經從去年的每公斤

216美元漲到今年的2553美元，漲幅超

過十倍。7月份氖氣的平均價格突破了

每公斤 3221 美元的歷史新高。不僅如

此，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發布的數

據顯示，韓國半導體生產的關鍵原料鎵

和鎢的96%和84%要從中國進口。有分

析認為，韓國對華半導體關鍵原材料的

進口短期內難以大幅減少。

“美國旨在吸引全球投資北美產能

的《半導體支援法》效果有限，韓國半

導體會是否會被潑冷水？”韓國《先驅

經濟》12日的報道稱，最近美國高盛首

席經濟學家領銜的研究團隊分析認為，

美國《半導體支援法》不足以解決過去

幾年的半導體供應鏈問題。韓國主要半

導體企業正期待從美國《半導體支援法

》受惠而加大對美投資。然而，如果考

慮美國當地半導體工廠的投資成本和運

行成本，有業內人士表示，從半導體制

造公司的角度來看，很難從《半導體支

援法》立即獲得較大收益。因此，韓國

不能將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未來寄托在美

國身上。

面對美國極力拉攏韓國加入的“芯

片四方聯盟”，韓國商工會議所近期的

壹項調查顯示，36.6%的受訪者認為其對

韓國影響積極，46.7%的受訪者則持負面

看法。

日本政府要求議員出席安倍國葬時禁食5小時
綜合報導 據消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

葬舉辦在即，日本政府日前發給國會議員的通知

中提到，國葬活動期間的5小時內禁止進食。該

消息引發眾多議員質疑，相關人士稱“只靠喝水

過5個小時太辛苦”“今後可能還有人因此不出

席”。

安倍國葬定於9月27日在東京北之丸公園的

日本武道館舉行。日本政府下發的相關通知中，

寫明了出席國葬要求的服裝、集合場所等信息。

國會議員需在指定地點等待大巴接送，中午集合

。通知還明確寫道，“包括罐裝、瓶裝飲料、相

機等，禁止攜帶壹切手持行李”“會場內設有供

水地點，自上車起至獻花結束期間（約5小時）

，禁止進食”。

收到通知的眾多國會議員紛紛表示相關規定難

以理解，有人稱，僅靠喝水度過5個小時很辛苦，

並猜測今後會接連有人因此而不出席活動。

日本政府稱，基於此前國葬案例，將安排千人

自衛隊實施相關禮儀活動，如鳴炮19響、樂隊演

奏等。此外，東京警視廳將在國葬期間采取最高規

格的戒備。目前，安倍的國葬因總額高達約16.6億

日元（約合人民幣8061萬元）而遭到日本各界質疑

。近期多家日媒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超半數日本民

眾反對為安倍舉辦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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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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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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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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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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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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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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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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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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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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院舍疫情
◆新增3間安老院舍出現確診個案，涉及3名院友，另有4名
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學校疫情
◆656間學校共呈報1,014宗陽性個案，涉及885名學生和
129名教職員

◆過去7天有450間學校呈報2宗或以上個案
◆12間學校共13班需要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懷疑BA.5個案佔比約74.3%，BA.4佔9.7%，BA.2.12.1佔3.4%，BA.2.2佔12.6%

醫管局概況
◆現有2,760名確診者留醫，其中322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7人危殆，合共51人危殆，當中14人於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9人嚴
重，合共57人嚴重

◆一名有長期病患需胃部造口餵奶4歲確診男童，9月14日因發
燒、氣促送天水圍醫院，15日凌晨轉送屯門醫院，16日

上午惡化離世，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

•本地個案：8,868宗
•輸入個案：131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6人（11
男5女，50歲至102歲，其
中一名85歲男死者在家中離
世，由法醫呈報）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639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8,999宗

◆“新世界維港
泳”將於下月23日星
期日舉行。圖為去年
“新世界維港泳”盛
況。 資料圖片

16日疫情

◆張竹君（左）
和何婉霞（右）
出席疫情簡報
會。 中通社

維港泳照游 渣馬跑止步
專家指馬拉松難免人與人接觸增 政府風險評估需更高門檻可理解

香港新冠肺炎

確診數字 16 日雖

稍為回升至 8,999

宗，但香港大學本

月7日的最新病毒即時有效繁殖率已降至0.9826，較第

五波疫情反彈後於6月8日最高峰的1.8478大幅回落，

顯示疫情趨於穩定，而在疫情回穩下，中國香港游泳總

會主辦的年度盛事“新世界維港泳”再度回歸，將於下

月23日星期日舉行，賽道由灣仔金紫荊廣場公眾碼頭出

發，以尖沙咀星光大道為終點，參賽名額共1,500個。不

過，香港田徑總會16日宣布，原定11月20日舉行的另

一項年度盛事“渣打香港馬拉松”因至今尚未收到批准

舉行，故決定取消。有專家指出，馬拉松涉及旅客還有

本地的參加者，難以避免社會人流、人與人的接觸在相

關活動的時間段有所增加，相信政府的風險評估需要更

高的門檻，也需要更多的時間，這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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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過去一天
新增16名新冠確診患者離世，是過去9天以來單
日最多。一名未計算在新增死亡個案的4歲長期
病患男童，於前日因氣促到天水圍醫院求醫，被
轉送屯門醫院隔離治療，到16日上午病情惡化，
搶救無效死亡。男童家人懷疑涉及不當餵食，醫
院管理局則指出，男童本身肌肉張力有問題，須
由胃喉餵食。醫院已盡力救治，其個案已轉交死
因裁判官跟進調查。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
險管理）何婉霞16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該名
離世4歲男童13日確診，15日因氣促先到天水圍
醫院求醫，同日轉送屯門醫院，其入院後有發
燒、咳嗽及氣促情況，至16日上午病情轉差，搶
救無效離世。

男童母親陳太16日向傳媒表示，兒子送入
屯門醫院時清醒，醫院亦致電家人表示其情況
穩定，詎料16日早上約9時30分收到醫院致電
通知男童正在搶救，她趕到醫院時兒子已離
世。

陳太指，兒子因為遺傳病而需要以輪椅代
步，去年12月曾進行胃造口手術，只能造口餵
奶。就此，她在兒子入院前曾跟醫護了解詳細情
況，但16日晨趕到醫院時看到兒子身旁放了一樽
奶，有護士表示未為男童餵奶，另一護士其後則
指男童已進食，說法不一。她懷疑涉及人為錯

誤，餵食手法有問題。
何婉霞回應表示，該男童有長期病，肌肉張

力有問題，需要長期照顧並由胃喉餵食，而醫護
已經盡力救治該男童。由於個案已轉交死因裁判
官跟進調查，故暫未計入最新死亡人數統計。

16日新增的16宗離世個案，其中一名85歲男
子本月11日核酸檢測陽性後，當天在家中離世，個
案由法醫呈報。另15人則於醫院離世，涉及10男5
女，介乎50至102歲，有9人未打齊3針。

其中，50歲男病人周三（14日）因胃痛入
院求診，其血壓過低須急救，後發現血液有細菌
感染，病情危急被送入深切治療部，至前日不
治。他入院後多次檢測均呈陰性，但由於其曾於
本月12日快測陽性，因此仍納入新冠死亡個案。

香港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5月後的死亡率有所下降，是因為政府推出
了很多防疫措施，包括竭力提升疫苗接種率，以
及為高危人群處方新冠口服藥等。

她強調，死亡率在打針及未打針、不同年紀
群均有不同：未打針死亡率高，如整體死亡率
0.6%，打齊3針只有0.04%；80以上未打針死亡
率達8.4%，打3針後跌至1.12%。

張竹君坦言，目前“一老一幼”接種率仍不
理想，5歲至 11 歲有 6.4 萬人一針未打，佔
16%；6個月至4歲有98,500人未有打針，佔
49%；80歲以上有116,340人仍一針未打。

4歲長期病童確診惡化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府
16日公布，考慮到香港以外地區已廣泛接種新冠
疫苗，加上香港“疫苗通行證”要求將進一步加
強，故由17日起修訂對所有來港人士適用的“臨
時疫苗通行證”，劃一要求他們至少接種兩劑疫
苗。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臨時疫苗通行證”
安排適用於所有抵港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及非香
港居民，以及從內地、澳門、台灣及海外地區抵
港人士。劃一申領條件即意味就算循“回港易”
及“來港易”抵港人士，若要進入必須出示“疫
苗通行證”的指定處所，亦須至少接種兩劑疫
苗。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為配合實施
“疫苗通行證”，於今年5月為來港人士推出

“臨時疫苗通行證”安排，是考慮到從香港以外
地區抵港的人士或未能在相關地區接種本地“疫
苗通行證”所要求的劑量疫苗，可給予有意在香
港停留較長時間的抵港人士足夠時間，在香港接
種額外劑量疫苗以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同時便利短暫停留香港的人士進入“疫苗通行
證”適用處所進行日常活動。

11歲或以下兒童例外
由17日凌晨零時起，抵港人士獲發“臨時疫

苗通行證”的疫苗接種要求將會劃一，包括12歲
或以上人士須已完成疫苗接種，才符合要求以獲
發“臨時疫苗通行證”，一般而言是指兩劑疫
苗。至於曾感染新冠肺炎的康復人士，則須已接

種一劑疫苗方可獲視為已完成接種。
若因健康原因而不適合接種、並持有相關醫

生證明書的人士，或已接種一劑認可新冠疫苗並
持疫苗接種紀錄，但在接種該劑疫苗後獲發醫生
證明書，證明其因健康原因未能接種第二劑新冠
疫苗的人士，亦符合獲發“臨時疫苗通行證”的
要求。考慮到香港以外地區為11歲或以下兒童接
種疫苗的安排比成人較遲開始，現階段他們可在
尚未接種疫苗的情況下獲發“臨時疫苗通行
證”。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臨時疫苗通行證”
旨在為抵港人士提供過渡期，讓他們在抵港後接
種疫苗以滿足“疫苗通行證”的接種要求，並便
利短暫停留香港的人士進入“疫苗通行證”適用

處所。合資格的抵港人士如有意在香港停留較長
時間，就應在抵港後盡早按“疫苗通行證”的接
種要求接種所需劑量的疫苗，以及早得到疫苗保
護，並在“臨時疫苗通行證”失效後可繼續進入
“疫苗通行證”適用的處所。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在國家聯防聯控框架

下，接種疫苗並非跨省/市/區出行的一般要求，
亦沒有要求從香港入境內地的人士必須接種疫
苗，故特區政府未有計劃要求內地來港人士必須
接種疫苗，以免窒礙兩地人員正常往來。
民建聯生政策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梁熙表

示，香港疫情不穩，入境人士接種兩劑疫苗，一
來可保護自己，亦可避免因重症而為香港醫療體
系帶來更大的壓力。

至少打兩針“臨時疫苗證”劃一申領條件

泳總16日宣布，今屆維港泳賽事以“全城游出
快樂力量”為主題，由今日上午11時起至本

月23日晚上11時59分接受網上報名。泳總將採取
嚴格防疫措施，泳手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藍
碼”要求，入圍參賽者領取選手包當日，即活動
舉行前48小時內須接受主辦單位安排的免費核酸
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亦須遞交電子健康申報
表；比賽當天到達賽事場地前也要自行快測；所
有入場人士要掃“安心出行”二維碼進入場地。

泳手報名可捐100元做善事
因應疫情對基層市民帶來衝擊，今屆報名表

增設捐款選項，泳手繳交報名費時可選擇捐出100
元做善事，泳總收集捐款後會撥捐物資捐贈配對
平台“ShareforGood愛互送”，由平台合作夥伴
仁濟醫院代購適切物資，分配予60間非牟利機構
再轉贈有需要人士。

另一體育盛事“渣打香港馬拉松”則宣布取
消。田總表示，大會至今未獲批准舉行賽事。由
於距原訂賽事日期只有兩個月，一眾跑手及持份
者未必有充足時間準備，大會別無選擇下決定取
消賽事，又表示會繼續留意疫情發展，在許可情
況下盡快恢復賽事。

楊潤雄：局方已努力協助審批
對渣馬取消，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表示，他在16日傍晚才得知有關消息，已指示同事了
解情況，看有什麼可以協助。他表示，自上周接獲田
總的申請後，局方已努力協助審批，特區政府內部有
不同部門要參與及提供意見，近日也陸續批准舉辦不
同活動或比賽，反映特區政府希望在不影響疫情和防
疫措施下，能舉辦多些賽事讓市民參與。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
剛表示，今次主辦方已積極制定方案，尋求最安
全模式舉辦賽事，自己早前亦盡力為主辦方和政

府協調，惟賽事最終未能如期舉辦，難免感到失
望。近日，他收到不少體育總會求助，對來年舉
辦賽事仍充滿不確定性，希望政府能盡早公布清
晰指引，預留足夠時間予主辦方籌備。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泳舜表示，明
白疫情下復辦大型賽事絕不容易，業界要有充分
時間準備，政府亦要平衡公眾安全，找出可行方
案，期望特區政府與田總保持協調溝通，制定可
行方案，在兼顧防疫安全下，考慮爭取將賽事延
期至明年初舉辦，同時讓其他大型賽事盡快復
辦。

梁子超：無法肯定11月疫情下降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16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今次中秋令最近的確
診個案有所上升，雖然未必影響疫情長久趨勢，
但就出現了波動，因此當前不能肯定11月疫情有
明確下降，而馬拉松與渡海泳不同，需要主辦方
和參賽者提前一定時間準備。政府對整個活動成
功舉行、不影響疫情有責任，因此要見到明確的
疫情下降信號才能放心給活動開“綠燈”。

他直言，馬拉松這項國際活動，不單涉及旅
客入境，還會有本地的參加者，不能避免社會人
流、人與人的接觸在相關活動的時間段有所增
加，相信政府的風險評估需要更高的門檻，及再
觀察多些時間，是希望確保活動不會對疫情產生
不利的影響，以免令醫療系統再次受壓，是可以
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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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一個儲蓄互助社傳出遭女辦
事員疑似挪用互助金3000多萬元，社員連日到
互助社前等候想領錢。一名社員表示，互助社
只把女職員停職，他存了100多萬元，很擔心
領不回來，雲林縣調查站也接獲檢舉，正在釐
清案情。

據了解，該儲蓄互助社有500多名社員，
以退職公教人員、農民為主，存款利率較銀行
高。任職10多年的女辦事員已頗受信任，不少
人把儲蓄簿交給她保管，幾百元、幾千元存入
，至今才知無儲蓄紀錄。

據了解， 「女辦事員挪用儲蓄金」消息傳
出是因有社員存入 50 多萬元，對帳單卻只有
8000元。

社員表示，本月中秋節前夕傳出女辦事員
疑似挪用竊取社員儲蓄金3000多萬元，她後來
停職沒上班，大家都很擔心她捲款跑路，互助
社目前未對她求償，消息傳開後，社員每日守
在互助社想領回辛苦錢。

社員之一的廖男表示，全家共10人加入該
儲蓄互助社，存款約100多萬。康姓老婦表示
，16 年來陸續存 42 萬元，都是打農工賺的血
汗錢，互助會的理監事幹部說一定會處理，她
信不過而且很擔心。

多名受害人這幾天紛紛向警方、調查站報
案，至於多少人受害、金額多少、是否挪用都
在釐清中。

雲林互助社遭挪用3千萬 女辦事員停職消失 社員血汗錢蒸發

台北榮家為深化員工廉潔誠信與正確法律
認知，特別於今天舉辦今年度的 「員工法紀教
育訓練」課程，邀請輔導會法規會專員曾懋銓
授課，宣導 「圖利與便民」及 「公務員法律責
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

課程內容藉由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解圖利罪
構成要件，包含 「公務人員」、 「明知故意」
、 「違背法令」及 「獲得好處」等16字箴言，
讓榮家員工們能夠透過簡易判斷標準，區辨圖
利與便民的差異，以達到合法便民的工作目標

。另列舉公務員常見之刑責態樣，對於個案違
法性及發生原因、興革建議及防弊作為進一步
說明，提供員工警惕借鏡。

台北榮家主任劉化宇致詞時感謝榮家員工
們在工作崗位上的辛勞付出，並提醒為提供住
民優質廉能服務是每位榮家員工應盡之本份，
期許員工應持續秉持 「精進服務品質，建構安
全家園，涵養廉潔家風」的工作重點與目標，
依法積極任事，快速回應住民需求，讓住民能
夠有感榮家團隊行政效率及減少民怨發生。

台北榮家舉辦法紀教育訓練 宣導廉潔防弊

台南市警五分局今天下午在北區北成路一處透天厝查獲藏身民宅的天九牌賭場，屋內擠滿平均
60歲的20名阿公阿嬤級賭客，得知警察來了，現場慌成一片，有阿嬤焦急想從後門落跑險跌倒，警
察當場攙扶安撫 「麥緊張」；最讓警察傻眼的是，賭客慌張歸慌張，卻搶在警察抵達前收走桌上賭
金，現場只剩300元賭金。

「警察來了！」警方今天下午4點多在該處賭場查扣賭資3OO元，抽頭金7萬元、1副天九牌等
相關證物，不少賭客趕在警察到來之前，搶著收走桌上賭金，現場亂成一片，警方納悶人這麼多，
賭金怎這會這麼少？雖看到有長輩口袋 「鼓起來」，但這群年長賭客都堅稱， 「口袋的不是賭資」
，眼看阿公阿嬤護錢心切，也讓警察無言， 「那就不該來賭博，亂花錢啊！」

警方指出，近來接獲民眾檢舉，北區北成路1間4樓透天厝常有人出入，懷疑有人在經營賭場，
埋伏多日，台南市警五分局偵查隊及市警局督察室靖紀小組今天共同查獲藏身民宅的這處天九牌賭
場，帶回負責人72歲林男以及20名賭客共21人，警訊後，將林男依賭博罪嫌法辦，20名賭客依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函送裁罰。

公嬤玩天九牌聞警來 賭金收到剩300元警逮21人

桃園市龜山區大林派出所昨攔查違停轎車
，豈料駕駛假意配合後加速逃逸，不斷繞路、
逆向危險駕駛，逃了5公里後被困在鶯歌車陣
中，遭警方破窗壓制，發現車內2女都是毒品
通緝犯，車上也搜出毒香菸、吸食器，全案詢
後依毒品、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

龜山警分局大林派出所員警在龜山區興中
街與萬壽路二段路口，攔查33歲高姓女子所駕
駛白色自小客車，高女先假意配合竟加速逃逸
，不斷繞路、逆向，沿路逃往新北市鶯歌區，
員警一路尾隨至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288號前

車陣中，將該車攔截下。
因高女不願配合下車，員警避免駕駛人繼

續危害其他用路人，當場以強制力擊破車窗，
將高女及顏姓女乘客（33歲）拉出車外，經查
兩人均為毒品通緝犯，各背4條通緝。逮捕過
程中，造成三名員警手部受傷，顏女也受傷，
均送醫治療，現場查扣摻有海洛因毒品香菸及
吸食器。

警方表示，2通緝犯為了逃跑，不顧其他
用路人安全，全案依毒品危害條例、公共危險
罪嫌移送法辦。

2女共背8條通緝罪狂飆5公里還逆向警破窗逮人

彰化縣和美鎮白姓單親爸爸，19日淋巴癌往生，留下一對小
六和小四兒女，兩兄妹和爸爸一直相依為命，爸爸生病後，生活
失序，沒錢繳水電，被斷水、斷電，兄妹半個月沒洗澡、喪葬費
也沒著落，消息曝光各界愛心翻湧，彰化縣政府也公布捐款帳戶
。

議員賴清美表示，接到里民通報白姓鄉民癌症病逝的消息，
前往關懷，才發現這起讓人心痛的處境，白姓小兄妹和爸爸相依
為命，但原本開怪手打零工的爸爸罹癌後，家庭經濟成大問題，

學校得知白家被斷電，發起捐款
，協助代繳電費，但沒想到半個
月前，連水費也沒繳，也被斷水

了。
據了解，這位白姓爸爸42歲，去年離婚後，前妻把和前任

生的孩子一起帶走，白男往生，家屬連絡前妻，前妻拒絕扶養這
對兒女。白家親友支持也很薄弱，白男大哥沒結婚，身體病弱，
需打胰島素、二哥已離婚，不住當地，生活也不好過。

小兄妹生活在悲慘世界，激起各界愛心，紛紛要求捐款，並
想到，數月前和美鎮葉家3兄弟在老舊三合院，三餐不繼餓到呈

彌留狀態。老大還因敗血症引發多重器官衰竭離世。呼籲人人都
要多關心鄰里。

社會處表示，白男近期病況惡化，已主動提出申請並已核列
低收入戶，協助醫療及健保等補助，19日病逝，白男因受疫情影
響，導致收入中斷，家中經濟陷入困境，遭停水停電部分已由社
工連結資源提供急難救助金予以協助。

社會處表示，縣長王惠美得知白男病逝，即派員關懷，將協
助白男喪葬事宜、未成年子女的後續監護和生活照顧，協助穩定
家庭生活，捐款可至彰化縣社會救助金專戶，在備註欄註明 「指
捐和美小兄妹」。

單親爸逝世 「留兒女獨活」 成悲慘世界 縣府公開捐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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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城工商

電費猛漲電費猛漲，，該如何聰明用電該如何聰明用電??
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服務佳電力公司服務佳，，分享家庭與商業用電的技巧分享家庭與商業用電的技巧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俄烏戰爭引發能源危機
，天然氣價格猛飆，加上高溫與持續少雨，各國也
出現異常氣溫，在在都加劇調漲電費的趨勢，可以
說，全球的電價都在漲，包括美國、歐洲、澳洲、
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國都陸續調升電價。休斯頓
今夏熱浪來襲，電力需求量非常高。種種因素，加
上通脹率居高，高昂的電費已經成為民眾最關心的
議題之一。

無論是家庭用電、商業用電，只要了解一些用
電技巧就能減少電費，您知道如何聰明用電而省錢
嗎？休斯頓有30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費規則與服
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司，知道用電技巧，則
省心又省錢。

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家庭主婦劉太太最後選
擇用Reliant 電力公司，原因是Reliant服務好，口
碑信譽俱佳，是德州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BBB 的
年度Ex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獲得
專業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業用電、搬家通
電、轉換電力公司和防盜系統等服務，加上有華人
專門為華裔社區服務，劉太太曾換過幾家電力公司
後，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是Reliant的服務比
較周到。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Reliant 的電

，Reliant有華語的市場負責人員幫忙，她叫林玉儀
(Yuyi Lin)，協助接電等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
切，尤其是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司休斯頓的華裔
市場，國語、粵語和英文都相當流利，在Reliant銷

售電力超過十年，經驗豐富。曾在I10 Ranch 99大
華內的Reliant 門市部銷售電力7 年，為住戶和商業
提供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務。與她
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她在解釋用電
的部分非常清楚，非常靠。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一位用戶楊先生表示，有些電力公司希望招攬客
戶，只說了部分用電收費，等到用戶實際上收到電
費通知，收費往往高出很多。而Reliant 電力公司的
林小姐，會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能源費用是多
少？輸電費用是多少？

月費是多少？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之
後才簽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度的用電有很大
的費用差別，或是有隱藏費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
的計畫，但實際上卻吃虧了。例如，1001kWh 與
1999kWh 同價，如果你平時用1001 kWh 左右就虧
了，用1999kkwh比較合算。所以，要根據自家用
電量來選擇不同計劃。按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
2000 kwh 的平均價，但有時1999 kwh 和2000 kwh
會差很遠，有人一看2000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
但實際上，他們可能用不到2000 kwh 。因此，提
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找一家信譽優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有合同的

話，能源費Energy Charge是固定的，價格比較便宜
。另一方面，沒有合同的，好處是沒有罰金，可以
隨時走。沒有合同的比較適合房東或經紀人出租房
子，短期用電。

輸電費，無論你用那個電力公司，會上下浮動
。輸電費是由電線桿公司如Center Point 來決定的
。輸送費主要受天氣影響，例如預測到大的自然災
害將來臨，可能花大量人工去修理電線桿，費用就
會高點。Houston的電線桿公司是 Center Point，不
管用那個電力公司，輸電費在同一電線桿公司區域
是統一價。

合同過期前，如果你是Reliant 客戶，Reliant
會寫信通知你續約，如果不續約，電價也會變，所
以最好能續約。

商業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知道，所交

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
很多錢。商業電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分別
來了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 的 量 度 單 位 是 千 瓦 時 （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價格。通常天然氣
、油、太陽能、風能、天氣和供求關係等等影響
EnergyCharge。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如果某城市高峰
期不夠電用，會向別的城市要電，如果長途運輸電
，運輸過程中電會損耗很多，所以有些公司有這項
收費，一般是用電量少的合約，Reliant 公司的En-
ergy Charge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用電量大的公
司，可包可不包，看具體合同而定。

第二部分是用電的速度 Demand (KW) ：De-
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接滿同樣大小的一
缸水，你可以打開水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也可
以快快用15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怎么用沒什麼

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電差別可大，
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用電受15分鐘的用電與平常用電的比例影
響。如果你某個15分鐘用電很多，Demand大，電
線桿公司會為你準備大的用電量，會收貴很多。這
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收，並非電力公司決定。休
斯頓的電線桿公司是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Home Depot，晚上要給機器充電，

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電，結果發現電費很貴。後來
分開時段來充電，電費就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
集中在15分鐘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上述情
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通電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國護照通電

。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
5天辦比較好，因為查證件需要1-2个工作曰。大
部分人，如果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要5pm
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些公司要幾天。

如轉換到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消原來公司
，Reliant會替客戶把原來公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
原來公司斷電，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供特別服務
，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Yuyi.Lin@nrg.com。
微信/Line ID: yuyilin2005

林玉儀林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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