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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報導，美國商務部將在
今年6月底開始受理390億美元半導
體製造補助方案申請，今天公布相
關計畫。

美 國 頒 布 的 「晶 片 法 案 」
（CHIPS Act）還針對在美國蓋晶
片廠提供 25%的投資稅收抵免，估
計價值總額240億美元。

拜登政府想辦法要讓半導體製
造生產重回美國，晶片法案是其中
核心一環。而這項行動的成功與否
，關乎美國能否達成在全球市場保
持領先中國的企圖心。

根據美國商務部說法，申請到
超過1億5000萬美元直接資金補助
的企業， 「若有任何現金流或收益
超出申請方的預估值，且超出幅度
高於商定的門檻，將必須把其中一

部分與美國政府分享」。
此外，爭取到補助的企業，也

禁止將晶片資金用於發放股利或購
買庫藏股，且若在 5 年內有任何購
買自家股票的計畫，必須提供相關
細節。

美國商務部表示，在審核補助
申請時將考慮 「申請方不實施庫藏
股的承諾」。

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已經注意
到，一些大型美國半導體企業近幾
年已將數以千億計美元資金投入購
買庫藏股。其中大廠英特爾（Intel
）自2005年以來已花費超過1000億
美元購回自家股票，並且也支付股
利。

美 國 商 務 部 長 雷 蒙 多 （Gina
Raimondo）還說，申請補助的企業

必須提出人力計畫，當中包括人力
需求概述。她表示，想爭取超過 1
億5000萬美元直接注資的申請方，
必須遞交 「將如何提供員工可負擔
且易取得托幼服務的計畫」。

此外，申請企業必須顧及計畫
的 6 項優先領域，包括規劃 「未來
致力於在美國半導體產業進行投資
，例如在美國建造研發設施」。還
要承諾使用美國生產的鐵、鋼與建
築材料。

而核准的直接資金補助規模，
預料大多會介於預估資本支出的5%
至 15%。美國商務部表示，依照其
大致預測，包含貸款或貸款擔保在
內，企業獲得的補助將不會超過預
估資本支出的35%。

美晶片法補助規定出爐 須繳多餘獲利限制海外擴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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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mergence of AI robots,
there is a wave of prosperity and also
panic around the world. These robots may
be the savior or the killer of our world.

After the official launch of ChaGPT,
there wer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ubscrib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program can talk to users according to
any dialect, whether it is English, Chinese,
Japanese or Spanish.

Its functions include programming,
translating, writing, poetry and making

special suggestions to the users.
Our world will be changed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robots, the large part of
which will be that much basic work will be
replaced, especially industrial assembly
and catering, cleaning and various
distribution work.

Recently a robot has also been
invited to our media center. It can deliver
the newspaper and say 'hello' to our
visiting customers and guests.

We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progress and top prior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the bringing of
happiness to all human beings. We also
want to tell all the politicians that now you
need to consult with a robot before you
make your decisions because the robot
has a very large data base to help you.

Today, the robot that is in our office
we want name “Southerner." We hope
with an upgrade in software, Southerner
can solve some of our problems. I think
this will be in just a matter of time. 0202//2727//20232023

Can ChatGPT Robots Solve Part Of The World's Problems?Can ChatGPT Robots Solve Part Of The World's Problems?

隨著AI機器人之出現，全球掀起一陣興興和恐慌
，這個機器人可能是走進我們世界之救星或殺手。
ChatGPT正式推出之後，全世界立即擁有上億的

訂戶，它能夠以對話方式與使用者對話，不管英文
、中文、日文及西班牙文多國語言都能辨識。
其功能包括：寫程式、翻譯、寫詩歌，並且為

使用者提出具體之建議。
我們的世界真的因為機器人之出現而改變了，其

中最大部份將是許多基本之工作將被取代，尤其是工
業裝配及餐飲清潔及各種配送工作。
最近我們的媒體中心也請來了一位機器人，它可

以遞送公文並向上門的客人們問好。
我們始終認為科技之進步應該是為人類帶來幸福

為最優先，他們能為使用者找到正確的答案，以先
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大數據，來告訴人們如何對付難
題。
我們也要正告那些當政者，在你們做出任何重大

決策之前，應該請教機器人也許是個重要的歷程。
我們請進了這位機器人，為他取名為美南人，

希望今後隨著軟體升級和更新，能為我們解決些難題
，這是已經在進行中的大事。

我們辦公室來了一位機器人我們辦公室來了一位機器人
ChatGPTChatGPT 機器人能解決世界難題機器人能解決世界難題？？

A Robot Came To Our OfficeA Robot Came To Our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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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機建模研究：
全球家庭能源總開支或上升62.6%-112.9%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能源》最新發表

壹篇建模研究論文指出，由於烏克蘭危機導致的能源價格變化，模擬能

源危機下家庭開銷的情景顯示，全球家庭能源總開支或上升

62.6%-112.9%。

該論文介紹，烏克蘭危機使全球能源價格在2022年急劇飆升，疫

情後經濟復蘇帶來的需求上漲，使當前的價格漲幅進壹步擴大。普

通家庭因取暖、降溫、出行產生的能源賬單以及整個全球供應鏈的

其他商品和服務成本均有所上升。許多政府因而推出幫助家庭和企業

的支持政策。隨著危機的持續，理解能源價格影響的分布對於提供定向

支持十分必要。

論文共同通訊作者、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克勞斯· 胡巴塞克(Klaus Hu-

bacek)、英國伯明翰大學單鈺理和合作者壹起，模擬了能源價格上漲對

116個國家的201個消費組別(代表不同消費水平人群，消費水平按中位

數劃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覆蓋了全球87.4%的人口。他們根據煤及煤

產品、原油及石油產品和天然氣在2022年2-12月期間不同階段的均價，

構建了不同的能源價格情景。

論文作者將這些情景與跨區域投入產出法相結合，用來評估這些價

格變動對家庭能源開支的影響。他們認為，家庭的能源總開支上升了

62.6%-112.9%，這會使家庭開銷增加2.7%-4.8%。他們還估計，全球另有

7800萬至1.41億人口可能會因為這些開支增加而陷入極端貧困。

論文作者總結指出，定向能源補助可以幫助脆弱的家庭，同時有必要

針對食物等必需品的成本上升提供幫助。他們強調，應對生活成本危機的

短期政策必須符合氣候減緩目標和其他長期可持續發展承諾。因此，需要

采取多邊行動消除全球社會在獲取可負擔能源道路上的不平等現象。

應對生活成本危機
倫敦將向公立小學學生提供壹年免費校餐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市長薩

迪克汗宣布，將在今年9月開始

的2023-2024學年向倫敦公立小

學的學生提供免費校餐。新計劃

將惠及約27萬名照現行標準沒

資格享用免費校餐的學生。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援引

英國政府數據報道，當前約四

分之壹的倫敦中小學生可以享

受免費校餐。據慈善機構“兒

童貧困行動小組”估計，由於

先前獲得免費校餐的標準十分

嚴格，約21萬名貧困學齡兒童

無法申請到這項福利。

這項緊急計劃將耗資1.3億英

鎊（約合10.7億元人民幣），預

計可為每名小學生省下440英鎊

（3636元人民幣）夥食費。薩迪

克汗在聲明中說：“生活成本危

機意味著我們整個城市的家庭和

兒童都迫切需要額外支持。”

英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水平

接近40年來最高點，不少人在

維持日常生活上捉襟見肘。

英國獨立食品援助網絡調

查了85家向民眾免費提供食物

和生活必需品的慈善機構“食

物銀行”。結果顯示，89%的

“食物銀行”認為，去年12月

至今年1月人們對其需求同比上

升；超過80%的“食物銀行”

反映，首次需要幫助的人大量

增加，需要持續而非偶爾領取

食物包的人數也在增加。

“我們增長最快的對象是低

收入、入不敷出的上班族。”倫

敦南部壹家“食物銀行”的工作

人員蘇·帕裏什說，去年聖誕節，

“食物銀行”提供了數量 “創

紀錄”的聖誕食品包並更換了

部分常規食品，因為有人“告

訴我們，即使是在聖誕節，他

們也沒有能力支付使用烤箱產

生的電費”。

依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日

公布的壹項調查結果，今年1

月下旬至 2 月初接受調查的

2700 多名英國成年人中，約

60%這個冬天在家裏減少了電

力或天然氣的使用，以應對食

品、燃料和能源開支增加。

英國國家統計局同日還公布

了另壹項調查結果。這項調查於

去年9月至今年1月間進行，涉及

1.85萬名英國成年人。結果顯示，

與壹年前相比，34%的25歲至34

歲調查對象借或透支了更多錢。

歐盟未能就第十輪對俄制裁方案達成壹致

將舉行更多會談

綜合報導 據報道，歐盟外交官員透

露，歐盟國家未能在當天的會議上就第

十輪對俄制裁達成壹致。歐盟各成員國

代表將繼續舉行會談，以爭取在2月24

日俄烏沖突壹周年之際推出新的制裁措

施。

“有幾個問題懸而未決，包括橡膠和

報告（俄羅斯在歐洲資產）的義務。”壹

名匿名外交官員透露，歐盟代表們計劃在

當地時間23日下午舉行更多會談。

報道指出，歐盟的第十輪制裁方案

涉及壹項貿易限制措施，其中包括禁止

歐盟進口俄羅斯橡膠。歐盟還希望成員

國更加有效地追蹤俄羅斯在其領土上的

資產，從而利用這些資產“幫助烏克蘭

重建”。但消息人士透露，部分國家不

希望因沒有履行報告義務而被罰款。

不過，這幾名歐盟外交官員仍對談

判的前景保持樂觀。另壹名消息人士說

：“我們仍然相信，明天（23日）可以

很快達成協議。”他告訴路透社，預計

歐盟國家會在當地時間24日正式敲定第

十輪制裁方案。

俄羅斯塔斯社也在22日援引布魯塞

爾消息人士的話稱，歐盟所有國家都同

意，第十輪對俄制裁方案應在2月24日

生效。消息人士強調，這將是歐盟在俄

烏沖突壹周年之際釋放的壹個“重要信

號”。

當地時間2月15日，歐盟外交與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宣布，歐盟委員

會當天正式提交第十輪對俄制裁措施。

本輪制裁將涉及金融銀行業、軍民技術

出口等。

博雷利稱，此輪制裁將涉及100余

個個人和實體，包括俄方軍事、政治和

宣傳人員。制裁內容包括價值超過110

億歐元的出口禁令，以及進壹步限制軍

民兩用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出口。歐方建

議對47種可用於俄羅斯武器系統（包括

無人機、導彈、直升機）的新型電子元

件進行管控。

塔斯社提到，歐盟官員在當地時

間 17日還宣稱，迄今為止，歐盟已經

找到並凍結了總計 215 億歐元的俄羅

斯公司和個人的資產。該官員說，歐盟

將繼續致力於尋找和凍結俄羅斯資產，

同時尋找將這些資金轉移到烏克蘭的合

法方案。

但烏克蘭方面仍對新壹輪制裁方

案的力度感到不滿，呼籲歐盟“更進

壹步”。烏克蘭經濟部長尤利婭· 斯維

裏登科 22日出席歐盟的閉門會議前對

媒體表示，烏克蘭希望將制裁方案的

重心放在俄羅斯的核工業上，把俄羅

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等企業列入制裁清

單。

不過，路透社指出，由於匈牙利、

保加利亞、法國和比利時等歐盟成員國

已明確表示反對，歐盟目前不會限制與

俄羅斯核工業的合作。

自去年2月以來，以美歐為首的西

方國家紛紛宣布制裁俄羅斯。歐盟迄今

為止已實施了九輪制裁措施，並在今年2

月21日批準將制裁有效期延長至2024年

2月24日。

盡管歐盟仍試圖加強對俄制裁的力

度，但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1日的國情咨

文演講中表示，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動

的“經濟戰”至今壹無所獲，未來也不

會成功。

普京透露，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羅

斯商業已經證明它能夠適應任何外部形

勢，與2021年12月相比，盧布在俄羅斯

國際結算中的份額翻了壹番，增長到三

分之壹，若考慮到“友好國家”貨幣，

則份額超過壹半。而由於國際收支強勁

，俄羅斯不需要借款或“乞求”國外資

金。

普京還稱，俄羅斯正在進入新的

經濟周期，其結構具有全新特征，俄

羅斯的通貨膨脹到年中將接近目標指

數的4%，而歐盟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

12%。

“反俄制裁只是壹種手段，正如西

方領導人自己宣稱的那樣，目標是‘讓

俄羅斯公民受苦’，從而從內部破壞我

們的社會穩定，但他們的算計落空了。

事實證明，俄羅斯經濟及其治理模式比

西方想象得更加堅韌。”普京說。

法國人面對通脹不敢消費
儲蓄水平創新高

綜合報導 據報道，法國存托銀行的數據顯示，2023年1月，法國A

種儲蓄賬戶、持續和團結發展賬戶的凈存款額達到112.2億歐元（約

820.18億元人民幣）。其中，A種儲蓄賬戶作為法國人的首選理財工具

，凈存款額達92.7億歐元（約677.63億元人民幣），是自2009年以來的

最高水平。與此同時，1月持續和團結發展賬戶的凈存款額達19.5億歐

元（約142.55億元人民幣），這也是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甚至超過了

消費受到限制的新冠疫情期間。

由於法國人在12月會收到年終獎等獎勵，1月通常是存款高峰期

。不過，儲蓄水平創新高主要是受到加息消息的影響，法國政府此

前已宣布從2月1日起，A種儲蓄賬戶、持續和團結發展賬戶的利率

從2%提高到3%，這是自2009年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法國儲蓄研究

所（Cercle de l’épargne）主任菲利普· 克雷維爾表示，毫無疑問，法

國家庭決定將流動賬戶中的款項存入儲蓄賬戶，以充分利用3%的利

率來增加收入，對未來經濟形勢惡化的恐懼解釋了這種謹慎態度，

部分家庭更喜歡存錢而不是消費。他認為，這種趨勢應該會在2月和

3月繼續下去。

法國A種儲蓄賬戶的存款上限為 22950 歐元（約 16.78 萬元人民

幣），持續和團結發展賬戶的存款上限為12000歐元（約8.77萬元人

民幣），不包括利息所得。雖然這兩個免稅賬戶的利率已大幅提高，仍

遠低於當前6%的年通脹率。

瑞、芬“入約”談判將於3月恢復
瑞典外相：期待7月實現入約

綜合報導 據報道，瑞典首相克裏斯

特松表示，瑞典、芬蘭和土耳其之間關於

加入北約的談判將於3月恢復。

另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報道，瑞典外交大臣比爾斯特

倫2月 22日接受該頻道采訪時表示，瑞

典和芬蘭堅定地推進“今年成為北約成

員國”的目標。

CNBC主持人問及，鑒於瑞典與土耳

其的緊張關系，瑞典是否能實現“入約”

的目標？比爾斯特倫表示：“當然會（實

現）”。

他表示，畢竟北約30個成員國中的

28個已經批準了瑞典和芬蘭的“入約”

申請。所以“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他還補充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本周宣布該國準備恢復談判，這是個好

消息。

比爾斯特倫表示，瑞典已經努力履行

其在備忘錄中承諾要做的壹切，包括準備

在3月向瑞典議會提交新立法。

他說：“現在是土耳其議會啟動批準

程序的時候了。我們認為這是正確和適當

的做法。”

他還表示，瑞

方目標是讓瑞典在

7 月的北約峰會上

正式成為北約的壹

員。

瑞 典 和 芬 蘭

2022年5月申請加入

北約，但遭到土耳

其的反對。按照規

程，北約必須在30

個成員國“壹致同

意”前提下才能吸

納新成員。

土耳其、瑞典、芬蘭三國此前曾舉行

過兩次三方備忘錄聯合機制會議，以協商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事宜。

經過多輪談判，土耳其、瑞典、芬蘭

2022年6月底簽署備忘錄，確認土耳其同意

支持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瑞典和芬蘭將不

支持庫爾德工人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人

民保護部隊”以及“居倫運動”，並同意

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國防設備的限制。

而在今年 1月 23日，埃爾多安宣布

“無限期”暫停談判，他表示，土耳其

不會為瑞典加入北約“開綠燈”。當時

土耳其多次就瑞典允許部分極右翼人士

和土方認定的恐怖組織支持者集會提出

抗議。

除土耳其之外，匈牙利是另壹個拒絕

批準兩國“入約”請求的國家。但當地媒

體2月21日報道說，匈牙利議會可能會在

下月初批準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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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當
地時間27日參加美國商會主辦的活動上談到台
灣問題時表示，透過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顯然對台灣負有獨特的責任，他強調，
美國有義務在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維持自己的軍
事力量，以確保台灣當局有能力阻遏中國現在
或將來採取的任何進攻行動。

伯恩斯提到，中國對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
洛西訪台後，所採取激烈反應，違反過去70年
台海現狀，也引發日本等國強烈反彈；因為他
們明白，全球一半的貨櫃每天經過台灣海峽，
中國引發的任何干擾活動，將對全球經濟帶來
不可避免、極負面後果。

伯恩斯說，美國及其盟友希望看到北京政
府尊重台海現狀，停止一些更咄咄逼人的活動
，尊重美國需要和平解決台海差異的事實。美
國希望與中國有一個和平未來，不希望發生衝
突，就像拜登總統明確表示的那樣，但美國會
堅持自己立場。

談到美中關係時，伯恩斯坦承， 「目前顯

然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時刻」。他本來認為，
在拜登與習近平去年11月印尼峇里島會晤後，
兩國今年會有機會使關係更為穩定，國務卿布
林肯原定2月初訪華，但中國的偵察氣球事件使
得這一切成為不可能。

伯恩斯說： 「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中國
在氣球問題上，在全球輸掉了立基點，在世界
各地失去影響力和信譽。他們現在反而把這歸
咎於美方。這有點歐威爾風格，因為我認為各
界都知曉事情真相。」

伯恩斯表示，美國與日本、菲律賓等印太
盟友關係的強化、澳英美安全協議的簽署以及
西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建立等加強華盛頓在該地
區地位。在他看來，這種民主同盟力量讓北京
感到意外。

盡管美國政治在很多方面處於兩極分化狀
態，但伯恩斯認為，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在中
國問題上具高度共識，這是華盛頓與北京這個
「難以打交道」的政府交手時的巨大優勢。

美駐華大使：美有義務阻遏北京犯台

CNN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警告，
如果中國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給俄羅斯攻打烏
克蘭，美國將會嚴懲涉及的中國企業和個人，
這可能讓中國付出重大經濟代價，在全世界面
臨嚴重問題。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這是
美國在此問題上對中國最直接的警告，也是布
林肯（Antony Blinken）最明確及公開的警告，
凸顯美中兩大超級強國間的攤牌態勢迅速惡化
。

布林肯在哈薩克表示： 「中國在俄羅斯侵
略烏克蘭問題上不能腳踏兩條船。它不能一方
面提出和平方案，同時又助長俄羅斯點燃的戰
火。」

美國官員近10天來一直警告，情報顯示中
國正考慮提供俄國致命武器等援助，招致北京
當局憤怒回駁，凸顯兩國早已惡化的外交關係
，正受幾乎每日爆發的新危機搖撼，從最近的
偵察氣球爭議至再度燃起的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病毒源頭爭論。
昨晚，白宮給政府機構30天的時間，來確

保聯邦設備和系統中沒有中國影音分享應用程
式TikTok，而眾院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今
晚將召開成立後首場聽證會，就此啟動為期兩
年的選擇性與中國 「脫鉤」籌畫行動。

布林肯表示： 「我們確曾非常明確警告中
國提供此類援助的影響和後果。」他指的是本
月18日於慕尼黑安全會議場邊與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會晤，以及去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厘島會談。

他表示： 「譬如說，我們不會猶豫鎖定違
反我們制裁或參與支持俄國戰爭行動的中國企
業或個人。」

新的對抗，以及美中兩軍在亞洲日益升高
的緊張關係和兩國為台灣日趨升溫的僵持局面
，正使長期醞釀、一度僅是理論上的超級強國
對立戲劇化，突然間成為日常現實。

布林肯：若中國援俄武器 將嚴懲涉及中企和個人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提名現任勞工部副部長
蘇維思出任勞工部長。若獲國會同意，她將成
為拜登政府首位亞裔、也是首位華裔內閣首長
。

蘇維思（Julie Su）將取代即將離職的現任
部長華爾希（Marty Walsh）出任勞工部長的傳
聞已久，拜登（Joe Biden）今天正式對外宣布。

拜登在聲明稿中讚許蘇維思是經得起考驗
且經驗豐富的領袖，她將繼續建造更強勁、更
堅韌、更具包容性的經濟，為美國民眾提供公
平的工作報酬與平等的出人頭地機會。

拜登期待與蘇維思持續合作，建造一個為
勞工服務的經濟體。他期望參議院能儘快通過
這一提名案，以便 「我們能為美國勞工完成任
務」。

蘇維思在 2021 年 7 月出任勞工部副部長前
是民權律師，曾任加州勞工與勞力發展廳
（California Labor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廳長，精通中文與西班牙文。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與貿易
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也是亞裔，但不領導
部會。

蘇維思獲提名勞工部長 拜登政府首位亞裔部長

隸屬英國國防部的 「防衛科學科技實驗室
」（Dstl）今天發布 「來自未來的故事」，盼透
過 「有用的虛構作品」，探索未來20年防衛科
技可能發展，作者是曾聯手撰寫 「魔鬼艦隊」
的政治學者辛格和前軍事記者柯爾。

「魔鬼艦隊」（Ghost Fleet）2015年在美國
初版，副標題為 「下一場世界大戰」，描寫美
、中兩大強權爆發戰爭，俄羅斯協助中方入侵
夏威夷並掌控太平洋，戰事從實體延伸至虛擬
空間，驚悚懸疑風格堪比 「獵殺紅色十月」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辛 格 （Peter W. Singer） 及 柯 爾 （August
Cole）為Dstl撰寫8篇長度、形式、視角各異的
故事，分別探索量子運算、人體性能增強科技
、人工智慧、 「淨零碳排」科技、人類心理與
行為操控科技、無人機技術、自主運算等的未
來可能發展、運用和影響，以及可能需應對的
威脅。

Dstl表示，辛格和柯爾除了深入研究相關領
域，也針對各主題訪談專家，以確保作品的知
識價值和洞察力。相較於傳統的學習方式，
「故事」更有助各界理解、感受潛在的安全威

脅。

英國國防部首席科學顧問麥克林（Angela
McLean）為這 8 篇 「來自未來的故事」（Sto-
ries from the Future）撰寫導言提到，在預測未
來科技發展趨勢方面，科幻小說作者往往能超
越同代人許多年，例如網際網路、行動電話、
無人駕駛技術、電力潛艦等，都曾出現在相關
作品。

麥克林說，國防領域必須善用科幻敘事的
創意和遠見，激發創新、 「先見之明」及靈活
、具韌性的解決方案，為未來預做準備。

Dstl在故事集前言提到，最關鍵的歷史時刻
往往遠在新聞頭條事件發生前，早就開始了。
「有用的虛構」（useful fiction）結合想像力、

科學理據、基於事實的研究和創意溝通手法，
以有別於白皮書等正式文件或純虛構科幻小說
的方式，刺激讀者從沉浸式思考、理解和情感
體驗，進而採取實際行動。

除了英國，Dstl指出， 「有用的虛構」已獲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美國、澳洲軍
方等組織採用並展開相關計畫，以利預測未來
的作戰環境、指認足以顛覆或扭轉情勢的新科
技和重要地緣政治變化，並相應調整專業軍事
訓練內容。

美中大戰小說作者身分曝光！寫科幻故事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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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簽下史上最大客機訂單
綜合報導 印度航展火熱舉辦的同時

，印度航空公司也簽署了商業航空史上

最大飛機訂單。印度航空公司宣布將向

歐洲空中客車(33.63, 0.31, 0.93%)公司和

美國波音(211.66, -0.55, -0.26%)公司訂購

合計470架飛機，總數超過以往任何單

家航企壹次性采購飛機數量。

根據公布的交易數據顯示，該航空

公司將購買250架空客噴氣式飛機，包

括 210 架 A320neo 系 列 飛 機 和 40 架

A350，按照2018年的價格計算，價值接

近 850 億美元。同時，該航空公司計

劃購買 220 架波音機型，包括 190 架

737Max、 20 架 787 和 10 架 777X，波

音表示按照標價計算價值約為340億美

元。

在這個基礎上，印度航空還有25架

空客飛機的租賃，加在壹起購買總數將

達到495架。這個訂單量已經超過了美

國航空公司十多年前購買460架空客和

波音飛機的訂單總和，是商用航空史上

最大的壹筆交易。

據悉，印度航空為印度規模最大的

航空公司，由印度傳奇人物J.R.D．塔塔

創立，在經過69年的國營歷史後，去年

被塔塔集團斥資152億美元完成了私有

化，使印度航空重回塔塔家族的懷抱。

在被國內第壹財團塔塔集團接管

後，印度航空不僅卸下了數十年來的

虧損和負債，同時還獲得了堅實的經

濟支撐。媒體分析指出，在塔塔集團領

導下的印度航空，正試圖從阿聯酋航空

公司和卡塔爾航空手上“分壹杯羹”，

讓印度人轉變以往需要在迪拜和多哈轉

機的出行習慣，使印度成為未來的大型

航空樞紐。

目前，印度航空是印度最大的國際

航空公司，但其國內航空市場份額去年

只占不到9%。印度航空的目標是在2027

年年底之前占有30%的國內份額。

業內分析認為，現階段印度航空面

臨的最大挑戰將是修復其受損的國際聲

譽，多年來“管理不善和準點率低下”

已成為了印度航空公司的標簽。印度廉

價航空公司IndiGo正壹步步占領越來越

多的市場份額，如果再不改變，印度航

空或只能處於連年虧損的狀態。

印度總理莫迪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印度航空的這筆“史上最大交易”

是推動印度航空業發展的重要壹步。

印度航空公司新任CEO Campbell Wilson

表示，他們現在正在努力恢復印度航空

的國際聲譽，擺脫以往延遲、破敗、機

隊老化和服務不佳的形象。

媒體稱，在這筆巨額訂單之前，塔

塔董事長Natarajan Chandrasekaran 就已

經著手對印度航空公司進行改造，從機

組人員的新制服到飛機的座椅和機上娛

樂系統，共投資超過4億美元翻新其寬

體機隊的內飾。

Chandrasekaran 表示，此次購入的

A350飛機將用於“全球所有超長距離的

飛行”，單通道的A320飛機將用於短途

航線。

按照路透社說法，人口大國印度的

民航市場需求巨大，為通常是“贏家通

吃”的航空產業提供了“罕見富礦”。

在空客總部所在地法國，法國總統馬克

龍和莫迪在視頻通話中將這筆交易稱作

法印兩國加深合作的壹項“成就”。在

與莫迪的通話中，美國總統拜登也稱贊

這筆交易為“歷史性交易”。

從空客、波音等主機制造商以及壹

系列國際媒體的視角來看，印度地區正

在成為新的民航領域高增長市場。波音

公司表示，未來20年，印度客運量預計

每年增長7%，需要2210架新飛機。波

音亞太區商業營銷董事總經理 Dave

Schulte 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印度市場

正在迅速復蘇，其國內運力已超過

2019年的水平，預計到本十年末，國內

客運量將翻壹番。

數據顯示，2013 年印度大約擁有

400架飛機；到2021和2022年度，這個

數字增加到了約700架。目前，印度的

多個航空公司正在大規模擴張機隊，如

印度航空、Akasa航空和IndiGo都已經下

了大筆訂單，預計到2027年，印度或將

擁有約1200架飛機。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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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北海道大學研

究生院特聘教授小林泰男等人的團隊正在研究如何減

少牛打嗝排出的溫室氣體甲烷。

牛胃裏的微生物在分解飼料牧草等過程中產生甲烷，

被認為是氣候變暖的因素之壹。團隊力爭找到能抑制甲烷

產生的飼料，並通過牛胃裏的傳感器和人工智能(AI)研究

有效的餵食方式，目標是在2050年前實現減排80%。

該團隊除北海道大學外，農業與食品產業技術綜

合研究機構(農研機構)、物質與材料研究機構(NIMS)等

也參與其中，研究項目名為“牛甲烷削減項目”。

牛有4個胃，借助約7000種微生物的力量消化包

括食物纖維在內的牧草、轉化為營養源。甲烷在最大

的第壹個胃中產生，食物通過微生物分解發酵產生氫

氣，其他微生物再將氫氣轉化為甲烷。

此前的研究發現，把腰果殼中提取的油與飼料混

合後，氫氣會轉化為牛的營養源“丙酸”，而非甲烷

，結果可使甲烷排放量減少約兩成。

為找到具有更好減排效果的飼料，該團隊正在測試

驗海藻及植物油等飼料。他們在北海道立綜合研究機構

的“酪農試驗場”(北海道中標津町)等地反復展開研究。

在牛吃飼料後甲烷排放達到峰值前投餵甲烷抑制

飼料，則抑制甲烷的效果最大。由於每頭牛達到峰值

的時間不同，因此將把小型傳感器放入第壹個胃裏，收集微生物活

動數據以掌握甲烷排放量。考慮用AI進行數據分析，開發出能在最

佳時機自動投餵抑制飼料的系統。

傳感器為長約10厘米的圓柱形，約為壹根膠棒大小。小林表示

“希望能在2030年前開發出這種傳感器”。

日本警方用X光檢查海邊神秘球狀物：

或為外國浮標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靜岡

縣濱松市海灘出現壹個巨大的鐵

球狀物體，用途不明，引發輿論

熱議。靜岡縣警方已通過X光射

線等方式進行解析，稱該物體或

為外國制造的巨型浮標，縣政府將

於23日將其從海灘撤走。

該不明球狀物體直徑約 1.5

米，重 300 千克，呈現橙褐色，

疑似鐵質，兩端有凸起的把手。21

日，靜岡縣警方爆炸處理班進行解

析後，確認球狀物是中空的，沒有

爆炸等危險。該物體或為外國制作

的浮標，用於進行海洋調查。

警方調查結果公布前，東海大

學海洋學部教授山田吉彥也表示，

該物體或為浮標，用於在海邊設置

漁礁。近幾日或受海風影響，浮標

被浪推到沙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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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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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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洲搶包山活動時間及內容長洲搶包山活動時間及內容
日期（時間）

4月16日
（上午9時至下午7時半）

4月30日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4月30日
（下午2時至6時）

5月14日
（正午12時至下午6時）

5月26日至27日
（26日晚11時30分至27日
0時45分）

◆資料來源：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項目

搶包山訓練

搶包山訓練

搶包山選拔賽

攀爬嘉年華

搶包山決賽暨
頒獎典禮

活動內容

個人賽200名參加者接受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
訓練

搶包山接力邀請賽參加者接受攀總提供的訓練

分初賽及複賽兩輪，成績最佳12名參加者（包括
最少3名女參加者）晉身比賽

有攀總教練示範攀包山技術、攀爬同樂、攀包山隊
際接力賽等

個人賽（3分鐘內摘包，總分最高者取勝）、摘
取最多平安包的「代代平安獎」，以及長洲社團
組織組隊參加的搶包山接力邀請賽（名額6隊，3
人一組）

4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3年2月25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搶包山比賽復
辦，令一眾包山健兒又有展現身手的好機會。曾
九次奪魁的“包山王”郭嘉明及五次折桂的“包
山后”黃嘉欣，24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均表示會參加今年的比賽。郭嘉明表示，得知
至少兩名過去曾入圍決賽的選手也會參賽。黃
嘉欣指，停辦三年，或有一批年輕攀爬運動
員蓄勢待發，“今年比賽可能會見到不少年輕
新面孔，實力不容小覷。”

距離比賽不足三個月，兩位冠軍級選手各自
有保持狀態的方法，並不擔心訓練時間緊迫影響
水準。郭嘉明透露，過去一直有保持訓練，“接
下來時間就會集中臂力、握力等訓練。”

黃嘉欣疫下當義務修樹員
黃嘉欣雖由2021年從攀石項目中退役，現

轉任教練，需經常為學生示範動作，也有參加攀
樹、攀冰等比賽，疫情期間更會當義務修樹員，
“其實攀爬類運動同搶包山都有共同之處，因此
我嘅狀態一路有保持。”

郭嘉明：搶包山寓意驅疫
搶包山停辦的三年裏，長洲居民只能通過派

發獲取平安包。身為長洲居民的郭嘉明表示，居

民都很理解疫情下的聚集是不必要的，“搶包山
始終不是重點，得到神明的保佑才是重點。”

今年在疫情緩和下復辦，郭嘉明十分興奮和
期待，“搶包山本就有驅瘟疫的寓意，今年能夠
復辦，相信氣氛會很好！”

現在搶包山活動已演變成兼具比賽和嘉年華
的盛世活動，黃嘉欣認為今年復辦是十分好的機
會，“無論是運動員還是普羅大眾都有機會參與其
中，有助於香港社會復常。”同時，她認為搶包山
作為香港傳統文化之一，對遊客極具吸引力，“相
信今年包山嘉年華都會吸引唔少遊客，又幫到香港
旅遊業。”

包山王包山后：迎接新銳挑戰

太平清醮是長洲一年一度的盛事，更被列入第三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今年長

洲太平清醮主要項目飄色巡遊及搶包山比賽，將在5月
26日佛誕當日舉行。香港康文署24日宣布，18歲或以
上、健康及體能良好人士可參加搶包山比賽，下周一起
接受報名，下月20日截止。參賽者必須完成攀包山架
及防墮安全訓練後，通過選拔賽、初賽和複賽，爭
奪12個決賽席位。

主辦方盼到時已撤“口罩令”
翁志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日前已舉辦首

次會議進行籌備工作。由於過去三年因疫情關
係要減少人流，暫停了飄色巡遊、搶包山活
動，其他儀式亦從簡，故復辦前，飄色及包山
的材料要檢查有否損耗，重新翻新及更新。目前
距活動舉行約3個月，仍有足夠時間準備，“已呼
籲其他參與團體找找自己的工具，找找獅子、麒麟
等，有否損壞、有沒有事，要否重新做過。”

疫情爆發前，長洲太平清醮吸引5萬至6萬名遊
人，停辦上述活動已三年，翁志明預料今年比往年熱
鬧，估計不少巿民也會湧到長洲看飄色和觀看搶包山比
賽，人流更多，而以往也有不少內地旅客到場觀賞，
“現與內地已恢復全面通關，也將吸引不少旅客重
臨。”目前“口罩令”仍生效，他期望活動舉行時已撤
銷“口罩令”，否則或會為相關活動申請豁免戴口罩。

每年太平清醮的長洲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除舉
辦包山嘉年華及搶包山比賽外，也會豎立3座高逾15
米的包山進行祭祀，但過去三年有關包山大縮水，由
高約15.5米減至約4.6米。一直製作大包山的陳金原
師傅24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搶包山比賽的包山由
康文署外判負責製作，但長洲其他包山均由長洲包山
師傅用竹枝製作，他已接到電話要再製造原來高度的大
包山。

師傅憂“紮山”手藝失傳
他介紹，製作大包山使用茅竹，較搭棚使用的竹更

粗，而今年復常後這些竹要全面更換，“紮作大包山的
竹有使用年期，壽命只有三四年，之前所用的竹作廢，
要全面重新添置。”搭建該3座大包山，需要動用逾百
枝茅竹，製作歷時一個月。

現年52歲的陳師傅直言，有關的手藝出現傳承問
題。自己雖有兩名兒子，十多歲的長子雖有幫手，但他
沒有興趣繼承製作大包山的工作，“係家族傳落嚟的工
藝。我年輕時跟爸爸學做大包山，現在家族成員包括哥
哥、姐夫、細佬及外甥一齊去做，但一啲年紀大咗難以
繼續，年輕的本身亦有工作，未必請到假。我本身搞室
內裝修，時間上才較彈性。”

他指出，大包山一年才做一次，難以收徒弟製
作，擔心這些工藝日後會失傳。

◆◆包山王郭嘉明和包山包山王郭嘉明和包山
后黃嘉欣后黃嘉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長洲復辦飄色搶包山
時隔時隔33年盛事再現年盛事再現
主辦方：檢查翻修籌備忙 料人流超疫情前

香港步向復常之路，過去三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而停辦的長洲太平

清醮飄色巡遊及搶包山比賽，將於

今年5月26日復辦，參與搶包山比

賽的健兒可在下周一（27日）報名

參賽。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主席翁

志明24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

露，他們已開始籌備工作，各街坊

將會檢查飄色的道具和進行翻新，

同時會更換製作包山的竹枝等，預

料屆時將吸引大量遊人到長洲，人

流或較疫情前的五六萬人為多。香

港文匯報在採訪了製作包山及飄色

的師傅時，他們均提到這些傳統手

藝已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擔心未

來沒有人傳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長洲太平清醮的長洲太平清醮的33座大包山均由陳金原一家合力座大包山均由陳金原一家合力
製作製作，，惟擔心有關工藝無人傳承惟擔心有關工藝無人傳承。。圖為以往豎立大圖為以往豎立大
包山支架情況包山支架情況。。 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FbFb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
明）疫情前，長洲太平清醮
每年也有十多台飄色參與巡
遊，各街坊會現時已着手準
備復辦巡遊，開始構思今年
的飄色題材，其中計劃製作3
台飄色的長洲北社街坊會，
現任理事長魏炳輝及負責飄
色製作的李智偉均表示，先
會翻新飄色的道具，構思題
材後繪畫圖紙進行製作，但
最難是物色扮演不同人物的
小朋友，即所謂“色芯”。
除要符合角色要求，“色
芯”還要夠膽量，而不少家
長都會心痛子女烈日下表
演，更會阻撓，令“色芯”
買少見少。

負責為街坊會製作飄色
的李智偉，年幼時曾當“色
芯”，20餘歲起跟隨老師傅
學習製作飄色，至今已有30
多年經驗。他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由於過去3年停辦巡
遊，飄色的支架及車轆等都
需要檢查，若未能翻新就要
重新製作，加上每年有不同
主題，也要改裝舊有支架並
製作裝飾和其他道具。

“色芯”要眉精眼企夠膽量
他表示，飄色製作期約

兩個月，而最難的是物色
“色芯”，“要好似星探咁
到幼稚園搵，見到眉精眼
企、面相合適主題嘅就會問
佢哋家長，留低電話等佢哋
覆，亦有人會主動問要唔要
佢哋小朋友做‘色芯’，但
唔係個個都合適，唔能夠太
重，否則支架難以承托。”

同時，也要“色芯”夠膽
量，“綁在飄色上，有啲小朋
友初時以為好玩，上到去就嚇
到喊。”在確定人選前，要小
主角最少站在飄色台上兩三
次，“第一次睇佢哋驚唔驚，
做好飄色後要再上去試位，第
三次則要上去試戲服。”他表
示，曾試過巡遊當天“色芯”
扭計，只好取消該台飄色巡
遊。目前，令人擔心飄色表演
已青黃不接，不少年輕人未肯
入行，擔心後繼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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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者稱，飄色巡遊最難物色扮演不
同人物的小朋友，即所謂“色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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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長謝國樑昨宣布，即日起在基隆廟
口夜市等5處地點，試辦設置行人專用垃圾筒
，希望這項政策讓基隆成為觀光友善城市外，
也讓市容更乾淨、漂亮，呼籲民眾別將家戶垃
圾丟入專用垃圾筒，另提醒市民自 3 月 1 日起
，亂丟垃圾罰鍰從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提高到24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謝國樑表示，市府經過長時間思考、討論
後，決定在廟口夜市等鬧區增設垃圾桶，他認
為，廟口夜市是世界知名小吃觀光景點，但要
觀光客在吃小吃後，還要把垃圾帶回車上，甚
至帶回家裡丟，對觀光客實在很不方便，因此
市府即日起在市區增設垃圾桶，不過，他也特
別呼籲，千萬不要把家戶垃圾丟入公共垃圾桶
。

謝國樑強調，他在市區長大，常在廟口等
處走動，認為廟口夜市周邊的垃圾問題相當嚴

重，不排除是觀光客因為找不到垃圾桶，才隨
處棄置，市府增設行人專用垃圾桶，除了更加
友善觀光客，也會透過科技執法遏止亂丟垃圾
，希望與市民一起打造基隆市成為乾淨家園。

目前基隆市政府在廟口夜市前人行道、吉
祥大樓地下道出口、金鷹銀樓旁邊、正祥復健
診所人行道及仁五路公車站等5處，增設行人
專用垃圾桶。

基市環保局長馬仲豪說，廟口假日人潮較
多，行人專用垃圾桶清運次數也是重點，環保
局規畫將清運次數由每天 3 趟增為每天 5 趟，
後續將視垃圾量調整清運次數。

他也指出，增設行人專用垃圾桶主要目的
是希望能減少騎樓、街道的垃圾，此外，市府
自今天起，將亂丟垃圾罰鍰提高為2400至6000
元，籲市民不要隨意棄置垃圾以免挨罰。

改善市容 基隆廟口夜市增設垃圾筒

為防範大陸勢力、選舉賭盤介入2024年台
灣總統大選，最高檢察署日前邀集調查局、刑
事局開會，決議自今(1)日起啟動 「整合防止境
外勢力介入選舉」、 「整合打擊選舉(網路)賭
盤」2大聯繫平台，最高檢並指示檢調警以專
責專人彙整分析相關資料。爬梳勾稽可能嫌疑
人，並建請法務部比照貪瀆、賄選及重大案件
，鼓勵民眾檢舉境外勢力、賭盤介入大選因而
破案者，從優給予獎金等獎勵。

最高檢上月6、8日邀集調查局、刑事局召
開 「整合防止境外勢力介入選舉聯繫平台會議
」、 「整合打擊選舉(網路)賭盤聯繫平台會議
」，決議自 3 月 1 日起由最高檢、台灣高檢署
、刑事局、調查局成立 「113 年公職人員選舉
防止境外勢力介入選舉聯繫平台」、 「113 年
公職人員選舉中央打擊選舉（網路）賭盤聯繫
平台」；各地檢署在選舉查察期間，發覺有境
外勢力以金錢、財物（包括虛擬通貨等）或其
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案件，即陳報聯繫平台協
調處理。

「境外介選聯繫平台」、 「打擊賭盤聯繫
平台」自今天起每3個月召開一次，自7月1日
後每2個月召開1次，10月1日起每月召開1次
。 檢調警須派專人彙整選舉相關及賭盤資料進
行分析，並就特定意圖介入我國選舉者，爬梳
勾稽可能嫌疑人，陳報最高檢彙整。

最高檢要求警調如查出異常交流金額情事
，即時通報各地署專責檢察官指揮偵辦，並針
對賭盤案件溯本清源，必要時依《洗錢防制法
》洗錢罪聲請通訊監察。如遇跨轄區案件或須
緊急處置者，陳報聯繫平台協調辦理。

另為了增加檢警查緝的動力、民眾檢舉的
誘因，最高檢建議刑事局、調查局就查緝境外
勢力介入選舉、賭盤案件訂定績效考核方式與
獎懲辦法；最高檢將對偵辦有功的警調人員函
請獎勵，也將加重檢察機關選舉查察評比成績
，以鼓勵偵辦；另建請法務部就民眾檢舉境外
勢力介入選舉、選舉賭盤案件因而破案者，明
文增列給獎事項並從優獎勵。

防陸介入2024大選！最高檢設聯繫平台 可望發檢舉獎金

高雄港是台灣最大商港，經常吸引大批釣客
前來朝聖，但港區水域常有暗流與瘋狗浪，礁石
更常隱沒在水下、暗藏危機。目前在高雄開放3
處垂釣區，今年度截至2月底，高雄港務警察總
隊就已經取締128件違規釣客，其中，一港口中
隊在轄區3處未開放的碼頭和礁石區就取締高達
40件。

台灣港務公司開放8座商港，一共14處垂釣
區，目前在高雄港所開放的垂釣區，包含高雄港
台電灰塘防波堤堤道、高雄港旗后山下舊台機造
船廠旁護岸、高雄港第二港口北防波堤，釣客可
透過 「商港垂釣預約系統」預約後，就可免費垂
釣。

其中，位在旗津區的一港口周邊水域，因為
鄰近西子灣等觀光地區，釣客較易抵達，但目前
僅開放旗后山下舊台機造船廠旁護岸供釣魚，但
因為附近人多，有釣客開始會前往鄰近未開放的

台機碼頭、第一港口信號台礁石區及一港口南北
堤，人少加上漁獲多，吸引愈來愈多釣客闖入。
經統計，一港口中隊今年2月期間，取締違規釣
客就高達 40 件，加上去年全年打撈落海遺體、
急難救助、搶救落海民眾也多達21件。

今年度截至 2 月底，高雄港務警察已取締
128件違規釣客，警方先以勸導為主，但基於釣
客和航道安全，屢勸不聽就會開罰，違者可依
《商港法》開罰，可處600至3000元，並得沒入
其釣具。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呼籲，釣魚前應先了解遵
守相關規定及安全注意事項，避免造成危險、傷
害，在港區開放區域內從事各項休閒活動，應確
實遵守港區相關規定，例如禁止航道捕及釣魚、
非開放區域釣魚、遊憩等；如遇突發狀況，應立
即呼救並通報港警妥適處理。

高雄礁石藏危機籲釣客勿以身試險

外界引頸期盼的高雄新地標，興建近10年的高雄港旅運中
心，即將在3月6日迎來首艘豪華郵輪巴哈馬籍 「七海探索者號
」，內部規畫曝光，有22座移民署人工櫃台及4座雙向自動查驗
通關櫃台，還有多國語言同步翻譯機，準備就緒，喜迎首批停靠
旅運中心的國際郵輪旅客。

耗資50億元的高雄港旅運中心，隨著疫情趨緩，將於3月6
日迎接巴哈馬籍豪華郵輪 「七海探索者號」，隨後在3月9日也
將有及馬紹爾群島籍 「諾蒂卡號」停靠，預計分別帶來 600 及
650名的外籍旅客。

外部以表現海浪流體動態為設計意象，搭配充滿未來感的
3D曲面帷幕牆，內部空間昨搶先曝光，挑高樓層設計猶如置身
歌劇院般，1樓大廳設有旅客休息區以及行李提領區，走出大廳
外，輕軌C9旅運中心站就在門口，方便旅客搭乘。

2樓主要為郵輪旅客出入
境，經最長可延伸 35 公尺的
旅客橋進到通關區，環境寬
敞舒適，現場並規畫 22 座移
民署人工櫃台及4座先進雙向
自動查驗通關櫃台，大部分都已準備就緒，可依現場人數調整動
線。高港指，旅運中心通關效率為母港每小時3720人次、掛靠
港3500人次。

再走到3樓外的1500坪的海岸步道，無敵海景一覽無遺，一
旁室內空間預計規畫咖啡輕食區。另外，港務公司表示，針對當
天旅客做好防疫配套，並設置2台中、英、日、韓4國語言同步
翻譯機，讓旅客通關升級有感。

港務公司也將於3月6日與3月9日中午12時至下午時點，

將開放3樓海岸步道，讓民眾可於海景第一排，觀賞豪華國際郵
輪靠泊高雄港的獨特美景。

旅運中心其餘空間，6樓部分辦公空間去年與遠傳電信簽約
，3至7樓辦公空間在今年2月13日辦理公開閱覽，2樓免稅商店
空間已與澎坊公司簽約，配合相關工程進行裝修，其餘商業空間
除餐飲及伴手禮外，將納入辦公空間人員消費需求，擴大招商多
元性。

高雄港旅運中心開箱 通關設施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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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自雇职业, 仅需24 月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贷利率

• 高达90%的按揭贷款，无MI
• 信用分数可低至660分
• 有两年的止赎权、空头交易、破产或代

用契约的时间。
• 无需提供报税
• 贷款额度高达300万美元
• 需要两年的自雇职业
• 第二套住房和投资物业的贷款率最高可

达85%。

• 可用1099
• 购买和兑现或利率期再融资
• 12或24个月的企业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至少

50%的企业）。
• 12个月或24个月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

至少25%的企业）。
• 业主自用、第二居所和非业主自用
• 可提供40年的利息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首付，$1.5M貸款額，自住購房，
30年固定6.25%，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自顧職業，僅需24
月銀行對賬單。

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 down, $1.5M loan amount, 
Primary Home Purchase 30 year 
�xed 6.25%0.5 point, 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Self Employed, Just need 24 month bank statement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ons may apply

Bank
Statement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貸款都要經過核保批准和信用審查, 本廣告並不代表信用批准.

Bank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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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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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美南新聞休斯頓報導) 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
會舉辦的音樂評鑑)是全球規模最大、且最具權威的音樂鑑定考
試機構，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學人孜孜不倦的參加其音樂鑑定，
真心希望能了解自己的音樂實力與程度。每一學期，Cixi音樂教
室都會有不同的學生參加ABRSM的評鑑，從剛剛起步階段的一
級開始、到高級程度的純演奏文憑都有。最近，新的成績出來，
Cixi音樂教室的學子們再次贏得ABRSM的肯定，取得出色的成
績。
ABRSM:國際間最具權威的音樂評鑑機構

ABRSM成立目的是為推廣音樂教育，努力提供地區性之音
樂考試、及音樂教育一個完整體系與架構，一般考試分為第一到
第八級，其後是ARSM (純演奏文憑)、DipABRSM (委員會文憑)
、LRSM (演奏執照、教學執照、指揮執照)、和FRSM (院士)。
凡是通過的人，都會收到由倫敦本部所頒發的證書。

以往，ABRSM一年只有兩次現場考試，現在則增加了網路
考試。學生和家長們可以選擇要參加現場術科考試，還是遠距演
奏考試。

現場術科考試內容包含考曲三首，音階、視奏和聽力測驗，
每一年只有兩次報名機會。而遠距演奏考試包括四首 「考試曲目

演奏」，內容沒有包括
考音階、視奏、聽力測
驗項目，隨時可以參加
，只要準備好就可以報
名，學生和家長都比較
沒有壓力，所以參加的
人比以前更為踴躍。
老師們用心引導

Cixi音樂教室的老
師們，都是音樂大學畢
業的音樂專家，具有多
年豐富教學經驗，只要
學 生 有 興 趣 參 加
ABRSM，老師都站在

鼓勵的立場跟學生解釋，並且非常用心的指
導，幫助學生們準備考試。

目前，Cixi教室裏的學生們多半喜歡參加
遠距演奏考試模式，學生在任何時候只要準備好演奏的四首樂曲
，就可以錄影上傳參加，成功獲得卓越成績的學生也越來越多，
學生的成就感不斷上升，同時也變得更喜愛學習音樂了。
證明自己並設立新目標

Cixi音樂教室的創辦人Cixi認為: 參加ABRSM考試的目的，
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音樂水平，同時建立新的目標，尋找對音樂興
趣的刺激，並不是為了讓學生添加壓力。

Cixi總是鼓勵學生們，挑選自己喜歡的考試曲目來學習，這
樣才會享受準備考試的過程，考試的時候才能情緒投入，並自然
流露出曲子的風格。

一般來說，學生準備曲目的整個過程大約是1-2個月，如果
用太長時間去學習同樣曲子的話，學生會開始煩躁厭倦，考試便
變得沒有意義了。
放在國際的標準來評量，激發潛能

在美國，有些人也會參加美國的音樂評鑑，然而，美國的標
準沒有國際的高，如果要站在世界的角度來看自己，ABRSM絕
對是一個重要的認可。

ABRSM認證了孩子的學習成果，學生們參加各個等級測試
被國際所承認，能夠了解學生整體的音樂素質，讓學生更有動力
在音樂的路上繼續前進。

Cixi過去曾經教過兩個公立學校，她覺得ABRSM的考試和
學校的考試不同。她表示： 「我們教室裏的學生能在ABRSM考
試中找到自信，而不是一個競爭的目標。當然，並非所有的人都
適合參加音樂考試，我們不會強迫學生去參加ABRSM，但只要
有興趣報名的學生，老師們都會幫學生發揮實力，將個人的學習
進步和造詣放在國際的標準來評量，激發他們的潛能去表演音樂
。而家長對學生最大的支持，是幫助孩子找出時間來作每天不間
斷的練習；更好的父母是，當孩子不累的時候，給予練習樂曲的
稱讚和獎勵。
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音樂

於學生來說，參加ABRSM都是自己的選擇，想知道自己是
否真的到了某個程度，是那個程度裡很厲害的?或者只是及格?想
對於自己的音樂程度更加的了解。當然，因為是自己願意去參加
的，當成績出來之後，也會很開心期待下一次的晉級測試。老師
們並不會逼迫學生參加，所以學生不會對這個考試有壓力或是反
彈。

Cixi音樂教室的一位學生Kristi 表示: 參加ABRSM 幫助她更
好地體會與理解音樂，更深入地理解音樂理論。另一位學生
Helen則說，參加ABRSM 讓她很開心，因為她覺得自己在音樂
上有所成就，她很高興看到自己的音樂考試成績，並且知道自己
在音樂方面做得很好。

Cixi音樂教室的焦點，是幫助學生在學習音樂這條路上，能
找到樂趣與成就感，以引發學生的音樂興趣為先，一旦學生樂在
其中，自己便希望能更上層樓。對於家長的部分，如果有不了解
ABRSM的，Cixi音樂教室也會對家長解說，當家長們看到孩子
的音樂不斷有進步，也都非常開心。

在同學之間，如果看到認識的朋友ABRSM的成績出來，或
是已經考到第幾級了，也會有激勵的效果，能彼此鼓舞。
Cixi音樂教室(Cixi Music Studio)

佳評不斷，Cixi音樂教室被譽為是大休斯頓地區最好的音樂
學校之一，教授鋼琴、歌唱、小提琴、吉他等，有一對一教學，
也有優質的小班課程，三個教學點都位於華裔朋友居住比較密集
的地方，分別在休斯頓中國城、梨城和凱蒂。教師團隊專業、富
有熱情、認真、親切，都有豐富的演奏與教學經驗，至今已耕耘
了17年個年頭。
連絡電話：281-826-2256。
中國城地址： 9730 Town Park Dr., Suite 96, Houston, TX 77036
梨城地址：2809 Miller Ranch Rd. Suite 401, Pearland, TX 77584
Katy地址：15022 Lakefair Dr., Richmond, TX 77406
網站：https://www.ciximusic.com/
Facebook頁面https://facebook.com/ciximusicstudio/

在國際權威的鑑定中獲得不凡成績在國際權威的鑑定中獲得不凡成績
CixiCixi音樂教室的學子贏得音樂教室的學子贏得ABRSMABRSM肯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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