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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簽國防授權法 獲兩黨大力支持
金額 7700 億美元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美國白宮今
天表示，拜登總統已將 2022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簽署
為法律，授權國防支出 7700
億美元。
國會參、眾兩院本月稍
早以壓倒性多數，表決通過
這項國防法案，為國防部制
定政策的這項年度法案獲得
民主與共和兩黨大力支持。
2022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
法所許可的軍事支出較前一
年增加大約 5%，一度因國會
議員在對中國和俄羅斯政策
上產生爭執，而致審議進程

陷入停頓，後經兩院兩黨議
員密集磋商而達成妥協。
預算用途包括為部隊官
兵調升軍餉 2.7%以及添購戰
機和軍艦，並支應地緣政治
威脅的應對戰略，尤其是俄
羅斯與中國構成的威脅。
法律中與中國有關的部
分包括分配給太平洋嚇阻倡
議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的 71 億 美 元 、 一 項
美國國會支持台灣防務的聲
明，以及禁止國防部購買新
疆強迫勞動產品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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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墨寶和叮嚀
在陽光普照的美國南方, 雖然
疫情仍然嚴峻,但是居住在休斯敦
的市民們正在興高采烈的歡樂新年
假期, 對每個人而言,家人親友之團
聚是每年最重要的時光。
我們在家中後庭佈置了具有假
日氣氛的長型餐桌， 大家共享一
頓義大利式之麵條， 頗有西方文
化之色彩。
午餐過後， 最主要的一項活
動是我的書法表演 ，多少年了 ，
我把父親為我親筆揮寫的一幅字畫
在场陳列出來 ，其中寫道「优秀
之誉，碩士之光，振作精神， 開
創基業 ，忠於國家， 信義為本，
獻出智慧 ，邁步向前， 蔚兒勉之
，父字於 寶島」。這幅早已泛黃
的墨寶常年掛在我辦公室內， 幾
乎每日必看， 數十年如一日。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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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7
27/
/2021

今天我特別把父親之親筆墨寶
搬到了後院中堂， 也把已經多年
不曾揮寫的毛筆硯台搬上了台，
在外孫家豪及外孫女文綺充當書童
之協助下， 當場為她們寫下了孟
子所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
體膚。」
時光飛逝， 父親離世近數十
載 ，他的挺秀書法和勉勵， 常存
在心， 每當面臨艱困 ，抬頭見到
這幅墨寶 ，都會再次振奮，勇往
直前。
今天這埸書寫毛筆表演， 給
外孫們確實帶來了震撼教育， 更
希望她們能體會長輩之苦心。
辛丑年暮 於德州休斯敦 隴西
勤莊

Father’
Father
’s Calligraphy
On this Christmas Day in Houston,
Texas, we have a sunny day
although the pandemic is still
severe, but for everyone’s family
reunion,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of the year.
My wife and I set up a long table
with a holiday atmosphere in our
backyard. All of the family enjoyed
the Italian-style spaghetti that we
cooked for them.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lunch,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was my
calligraphy performance. Today I
moved my father’s calligraphy
writing to my backyard on which
he wrote to me many years ago.
My dad was always encouraging
and cheered up my spirit to fight

for my future. I have hung this
piece of art in my office for the last
forty years.
Today I set up a table with a brush
and some black ink and with
assistance from our grandson
Andy and granddaughter Ava,
even though I haven’t practiced
for many years, I wrote to them
saying, “When you are ready to
take on a big task in your life, you
must work hard and overcome all
of the challenges.“
My calligraphy writing really
brought a “shocking education”
to them. We hope one day that
they will come to realize our deep
love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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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觀點:: NBA 染疫
染疫-Omicorn
-Omicorn 肆虐
肆虐,, 球季該暫停
球季該暫停】
】
突如其來的新冠最猛變種 Omicron 過去幾星期以來在世界各地造成了疫情災難，現在就連
美國的 NBA 都深受其害, 據 NBA 官方統計, 東西兩區 30 支隊伍全都染疫了, 到目前為止, 已有超
過 116 人確診而進入 NBA 聯盟與球員工會所簽訂的” 健康與安全規程” (health and safety
protocols) 暫時不可出賽, 全聯盟有四分之一球員確診, 但 NBA 似乎沒有立即中止球季的計畫，
這真是匪夷所思的。
記得去年三月,由於受到新冠毒影響, 在猶他爵士隊球星 Rudy Gobert 被確症後，NBA 當機立
斷中止季賽，儘管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影響眾多人利益，但 NBA 讓季賽嘎然而止的決定卻是關
心球員健康以及尊重生命的體現。
美國人熱愛體育，體育競賽已融入美國人日常生活中，對一般美國人而言，他們的一年 4 季
並不是指春夏秋冬, 而是指 NBA 籃球、MLB 棒球、NFL 美式足球與 NHL 曲棍球年復一年永不終
止的比賽，所有比賽除了因世界大戰而中止外,NBA 因傳染病而叫停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由於 NBA 具指標意義，所以去年所有的運動賽事包括 MLB、NHL、NCAA 大學籃賽、ATP
男網賽以及歐洲各國足球聯賽等都急著跟進 NBA 而叫停, 當然其他各國運動競賽不是取消就是延
賽，COVID-19 衝擊了世界體壇，直到今年初，體育活動才從全面關閉中恢復過來，沒想到現
在勢必又受到影響！
這次 NBA 受到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芝加哥公牛隊, 首先是當家中鋒佛契維奇篩檢呈陽性反應而
立即被隔離, 隨後三天兩頭都傳出球員被感染, 自 12 月份以仝隊已有 13 位球員確診, 公牛隊醫拉
什大學醫學中心骨科運動醫學外科醫生柯爾表示，球隊已處於高風險環境中，所以 NBA 首度取
消了公牛隊對陣底特律活塞隊的比賽, 隨後公牛隊主教練比利多諾萬也染疫不能上場調度兵力,
到昨天連主控衛朗佐鮑爾也與另外兩位員也確診, 全隊包括明星後衛扎克•拉文與德羅贊等無一
倖免, 公牛隊原本戰績輝煌, 名列東區第一, 但自從球員確診後, 已退居第二名，凸顯球員缺席給
球隊陣容留下的巨大裂痕, 當然那些臨時召募來的球員是無法彌補損失的, 為了健康和公平起見,
NBA 球季真該暫停了。

奧地利前總理明年將在矽谷上班，
奧地利前總理明年將在矽谷上班
，年薪
年薪50
50萬歐元
萬歐元
（綜合報道）奧地利 ORF 電視台 27 日報導稱，本月初退出政壇的奧地利前總理庫爾茨
已經獲得了美國矽谷公司的一份高管工作，雇主疑為美國大數據公司帕蘭提爾（Palantir）
。行業專家稱，這份工作年薪高達 50 萬歐元。
《奧地利日報》26 日首先報導稱，因涉嫌腐敗被調查而辭職的前總理庫爾茨最近與美
國一家公司簽訂了一份工作合同，將於明年 2 月開始上班。
奧地利新聞社 27 日跟進報導稱，庫爾茨的新雇主疑似是曾被稱為“美國最神秘初創公
司”的帕蘭提爾，這家公司於 2004 年成立，據稱首位客戶是美國中情局，直到 2015 年才
走入公眾視線，2020 年登陸紐交所。
據報導，庫爾茨於 2019 年在矽谷之行期間結識了帕蘭提爾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彼得·泰
爾，並於 2020 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與該公司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卡普見了面。而
帕蘭提爾聘用庫爾茨，似乎也是看中他作為奧地利前總理的背景。另有媒體報導稱，聘用
庫爾茨的是矽谷一家投資公司，但未說明具體名稱。
在推特上，庫爾茨 24 日已用英語寫下了他的聖誕祝福：“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假期輕
鬆愉快，新年快樂！”此前，庫爾茨多用德語發推文。
現年 35 歲的庫爾茨曾於 2017-2019 年以及 2020-2021 年兩度擔任奧地利總理。在檢
察官對他涉嫌腐敗展開調查後，他於今年 10 月辭職，並在 12 月初宣布辭去所有政治職務。
他當時說，“對我來說，一個新篇章開始了”，並表示將重新定位職業發展，未來將把重
心放在家庭。
奧地利《皇冠報》稱，庫爾茨與女友已經育有一個兒子，預計未來他將穿梭於美國、
奧地利、德國和瑞士之間。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會帶著家人移居美國。

亞洲時局

日方平均每年多付 100 億日元

樸槿惠胞妹宣布參選下屆總統
稱韓政界汲汲於爭權奪位
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胞妹、前育英財團理事長樸槿
姈于 21 日在首爾新聞中心召開記者會，宣布參加第 20 屆總統
選舉。
據報道，樸槿姈表示，現在政界和總統候選人不關心團結全民
的治本之策等，汲汲于爭權奪位。應通過修憲將一權獨大的總統制
改爲雙首長並立的半總統制，並爲共生經濟提供制度支持，防止機
會和能力不平等造成收入不平等。
樸槿姈指出，具體方案是爲農村和漁村引進基本收入制度，將
生産、流通、金融、教育等公共性領域的一半進行國營化。
她還表示，21 世紀是文化集大成期和文明大轉型期，並呼籲
通過韓國內部團結實現統一，進而爭取世界和平。
據此前報道，韓國前總統樸槿惠因陷入“親信幹政”醜聞，于
2017 年 3 月遭彈劾而失去司法豁免權。
2021 年 1 月 14 日，韓國大法院對樸槿惠“親信幹政”案和受賄
案作出終審判決，判處樸槿惠 20 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180 億韓元
，追繳 35 億韓元。此外，樸槿惠還因違反公職選舉法被判 2 年，目
前樸槿惠累計刑期爲 22 年。
樸槿惠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被拘留，如果剩余刑期全部服滿
，她將以 87 歲高齡在 2039 年出獄。

日本大阪診所起火案嫌犯 月
11 購汽油

駐日美軍“保護費”漲了

綜合報導 采訪辦案人員獲悉，關于日本大阪市
北區鬧市區北新地一棟大樓 4 樓的心理內科診所起
火，並造成 24 人遇難的火災，涉嫌殺人和縱火的嫌
疑人谷本盛雄(61 歲、職業不詳)11 月下旬，在大阪
市西澱川區的住處附近加油站購買了汽油。
據報道，日本警方還在其住處發現了散發汽油
味、裝有褐色液體的塑料容器。消防部門的簡易鑒
定結果顯示，從液體中檢出了油分。據稱，在大樓
火災約 30 分鍾前，該住處曾發生小火災，室內地板
也檢出了油分。診所起火點附近已確認有油分，大
阪府警方懷疑是谷本有計劃地連環縱火，正展開調
查。
谷本在西澱川區的住處距大樓約 3.5 公裏，有信
息稱一年多前他一度搬離，最近開始重新住在這裏
。公共費用的簽約人爲谷本，該住處還有診所的藥
品袋。
小火災之後，谷本前往大樓。案發前，沿途監
控攝像頭拍攝到疑似谷本的男子騎著自行車背著背
包，車架上放有類似紙袋的東西。抵達大樓後，嫌
疑人將兩個大紙袋帶進診所。起火點附近發現了燒
焦的打火機。
據報道，谷本的臉和手等部位被燒傷，因一氧
化碳中毒等處于危險狀態。現場是“西梅田心理與
身體診所”。火災發生在當地時間 17 日上午 10 點 15
分前後，室內的 27 人心肺功能停止被送醫。之後確
認 24 人死亡，年齡在 20 至 60 多歲。當天，診所計劃
實施支援停職人員等重返職場的集體治療項目，可
能因此來院人數較多。

或曾計劃連環縱火

綜合報導 日美兩國政府圍
繞 2022 年 度 起 ， 5 年 的 駐 日 美
軍駐留經費的日方負擔金額，
就 總 額 定 爲 約 1.055 萬 億 日 元
( 約 合 人 民 幣 592 億 元) 達 成 了
共識。每年度平均約爲 2110 億
日 元(約合人民幣 118 億元)，超
過了現行水平。
報 道 稱 ， 2022 年 度 起 5 年
的駐日美軍經費，日方負擔
的平均每年度的費用，比
2021 年度增加了約 100 億日元(
約 合 人 民 幣 5.6 億 元)， 日 本 政
府希望，從新增日美聯合訓
練項目、強化日美同盟的角
度獲得理解。
報道指出，一方面，駐日
美軍基地水電燃氣費的日方負
擔金額減少，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新增了日美聯合訓練項
目，這一部分日方負擔的費用
有所增加。
據 報 道 ， 日 美 2022 年 1
月將召開由外交和防務閣僚
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
委 員 會 ” (2+2) 會 議 ， 計 劃 屆
時簽署有關未來 5 年經費的
文件。

台風“雷伊”致菲律賓 49 萬人流離失所
菲全方位行動救助重災區
綜合報導 強台風“雷伊”近日橫掃菲
律賓。8 次登陸，給棉蘭老島、米沙耶群島
、巴拉望等地帶去毀滅性風災。菲律賓總統
杜特爾特連續多日在災區視察，確認災情並
部署傾力救災。連日來，菲政府、軍隊全方
位投入救災行動。
21 日，杜特爾特的遊艇開往台風“雷
伊”重災區，將作爲水上醫院服務于迪納
加群島和蘇裏高島。19 日從馬尼拉出發的
菲 律 賓 海 岸 警衛隊一艘海警船，載著約 50
噸救援物資和醫療、救援和救災增援小組，
21 日上午抵達蘇裏高。
作爲菲信息及通訊技術部現有衛星通訊
系統的補充，菲總統新聞部所屬的危機通訊
公司提供的衛星互聯網，在蘇裏高薩雅克機
場開始提供服務，保障 PCOO、PTV、PNA、
IBC、RTVM 和菲律賓電台持續直播災區情
況。

菲律賓中部重鎮宿霧一度大面積停電
。菲律賓能源部長庫西通報，宿霧市部分
地區已恢複電力供應，其中包括醫院、自
來水公司、政府機關和一些企業。馬尼拉
電力公司將派遣 150 多名人員，以及起重卡
車等設備，幫助宿務島恢複電力供應。
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宣布將爲菲提供救
災援助。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通過社交
媒體聲明，中方緊急救災物資正運往超強台
風“雷伊”受災地區災民手中。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律賓辦事處
21 日在官方網站上表示，台風“雷伊”導致
菲律賓近 49 萬人流離失所。該辦事處正在與
菲律賓社會福利和發展部合作救災。
據菲國家減災委員會報告，迄今爲止
， 台 風 導 致 的 死 亡 人 數 已 攀 升 至 156 人 ，
另有 37 人失蹤，275 人受傷。但由于各種原
因，目前只有 9 位死者和 2 位傷者姓名得到

證實。當天，菲律賓司法部部長梅納多· 格
瓦拉稱，該部法醫將協助確認台風中的傷亡
情況。
數據顯示，截至 20 日下午 5 點，卡拉巴
松、比科爾、米沙耶群島、三寶顔半島、棉
蘭老島中部、達沃和卡拉加地區的農業損失
已達 3.623 億比索，12906 名農民和漁民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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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總理提防疫“兩階段計劃”
第五波疫情將最猛烈

最猛烈一波。
他說：“根據數學模型預測，到 12
月 30 日，奧密克戎變種毒株將在希臘占
據主導地位。之後，隨著病毒的持續擴
散，到明年 1 月中旬時，每日新增的病
例數量將再次出現爆發式增長。”此外
，他還提到，目前希臘實施的防疫措施
並不能阻止奧密克戎的蔓延，需要出台

法總理宣布聖誕新年假期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達 851 萬例。法國總理卡斯泰
當天宣布聖誕新年假期期間的防疫措施。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法國 17 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58128 例，累計確
診病例超過 851 萬例，爲 8518840 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現爲 121333 例，
新增死亡病例 163 例。法國新冠住院患者人數現爲 15410 人，重症患者人
數爲 2901 人。
全法新冠發病率現已升至每 10 萬居民中有 520 名感染者。法國東南
部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岸大區仍是法國新冠發病率最高的地區，現已
升至每 10 萬居民中有 800 名感染者，當地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已升至
8.4%。
法國總理卡斯泰宣布聖誕新年假期防疫措施。他表示，跨年夜將禁
止舉辦大型公共聚會和煙花彙演，禁止在公共道路上飲酒，並建議人們
即使接種新冠疫苗，也要在參加假期聚會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他呼籲
人們“有責任尋找大型聚會外的其他慶祝方式”。
卡斯泰還宣布，從明年 1 月開始，第二劑和第三劑疫苗接種的時間
間隔將從目前的 5 個月縮短到 4 個月。另外，爲了繼續推動民衆接種疫
苗，政府將在明年初提出一項法案，將目前使用的健康通行證改爲疫苗
接種通行證，意味著人們只有通過接種疫苗才能進入餐廳、咖啡館等餐
飲場所和博物館等公共場所。
卡斯泰指出，不能讓少數法國人拒絕接種疫苗而影響整個國家的生
活。根據現行規定，即使沒有接種疫苗，仍可以憑借有效的新冠病毒檢
測陰性證明來獲取健康通行證。
受疫情影響，法國總統馬克龍取消了下周訪問非洲國家馬裏的行程
，卡斯泰也取消了今年年底訪問約旦的行程。
法國官方數據稱，法國目前已有 5246 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約占
法國人口的 77.8%；已有 5139 萬人完成兩劑接種，約占法國人口的 76.2%
；已有 1883 萬人接種第三劑疫苗。

設計獨特+安全性高

哥斯達黎加紙幣獲評拉美最佳
綜合報導 英國公司“國際偵查”近日宣布，由于紙幣的設計及安
全性，哥斯達黎加新版紙幣被評爲拉丁美洲最佳紙幣。
據報道，作爲全球領先的貨幣安全商業情報來源之一，“國
際偵查”近日舉行了“高安全性印刷制品獎”頒獎典禮，哥斯達
黎 加 新 版 全 套 紙幣最終被評爲拉丁美洲最佳紙幣，同時哥斯達黎加
新版 20000 科朗紙幣還被單獨授予了 2021 年拉丁美洲最佳單張紙幣。
據悉，哥斯達黎加新版紙幣使用高分子材料制作，耐用性至少
是此前棉紙鈔票的四倍，使用壽命可達 64 個月。因破損退出市場流
通後，新版紙幣可以 100%回收，並制作成公園、遊樂場的長椅、欄
杆等物品。
同時“國際偵查”也強調，哥斯達黎加新版紙幣上還繪制有
哥斯達黎加特有的動植物及生態系統，這彰顯了哥斯達黎加的國
家形象。
此外，哥斯達黎加新版紙幣在特定區域設計有浮雕紋樣，所有鈔票
也都設計有全息圖案。居民在翻轉鈔票時，鈔票的圖案、顔色、文字會
發生變化。考慮到其特殊設計及安全性，哥斯達黎加新版紙幣最終被評
爲拉丁美洲最佳紙幣。

西南華人浸信會

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
因惡劣天氣推遲發射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當地時間 21 日稱，受法屬圭亞那庫
魯航天中心所在區域的惡劣天氣影響，詹
姆斯· 韋伯太空望遠鏡的發射日期將從 12
月 24 日推遲至最早 12 月 25 日。
詹姆斯· 韋伯太空望遠鏡原定于美東
時間 24 日 7 時 20 分從法屬圭亞那庫魯航天
中心發射升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
稱，21 日，就在 NASA 宣布已經完成發射
前檢查後不久，有關惡劣天氣的消息傳來
。NASA 在其官網稱，22 日，工作人員將
再次評估未來天氣狀況，以確認是否將發
射日期定在 25 日。NASA 稱，運載火箭和
詹姆斯· 韋伯望遠鏡“在總裝大樓內處于
穩定和安全的狀態”。
詹姆斯· 韋伯望遠鏡是已建成的性能
最強、造價最高的太空望遠鏡。美聯社報
道稱，詹姆斯· 韋伯望遠鏡比哈勃望遠鏡
“強大百倍”。其耗資約 100 億美元，重 7
噸，主鏡直徑 6.5 米，由 18 片巨大六邊形
子鏡構成，遮陽板面積相當于一塊網球場
大小。由于體型巨大，該望遠鏡將以折疊

綜合報導 2021 年以來，能
源價格失控，歐洲天然氣價格
飙升了約 600%。隨著天氣轉冷
，加上能源供應原本就跟不上
需求，預計歐洲本周能源短缺
問題將加劇。目前，短期電價

飙漲已迫使歐洲的金屬冶煉廠
和化肥生産商減産，對當地經
濟複蘇構成威脅。
彭博社報道，歐洲多國本
周的氣溫料將降至零攝氏度以
下，這使得正在應對低風速和

關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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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爲哈勃望遠鏡的繼任者。從 2004 年開
始，來自 14 個國家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
工程師合力打造了這台望遠鏡。
建成之後，詹姆斯· 韋伯望遠鏡計劃
于 2018 年發射升空，但因技術、預算以
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其發射日期被多次
推遲。

法國核電中斷的電網更加緊
張。此外，在周末減少供應
後，俄羅斯可能繼續限制通
過一條主要管道輸往德國的
天然氣流量。
2021 年以來，能源價格已
經失控，其中歐洲天然氣價格
飙升了約 600%。在法國，周一
的交付電力上漲至自 2009 年以
來的最高水平。德國電價則達
到有記錄以來第三高的水平。
能源價格上漲助長了通貨
膨脹，讓正設法遏制新冠變種
毒株奧密克戎傳播的政策制定
者更頭疼。俄羅斯和烏克蘭之
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可
能使能源危機進一步加劇。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10:00am
11:00am
11:15am
1:30 pm

托克集團總裁衛傑明上月
已警告，歐洲可能在寒冬遭
遇連續停電。在那之後，法
國電力公司宣布停運占全國
核電發電量 10%的反應堆。受
核電中斷影響，電力生産商
不得不使用更多天然氣來維
持電供。然而，俄羅斯可能
繼續限制天然氣供應，而目
前歐洲各天然氣儲存點的庫
存也僅爲上限的 60%，是同期
以來的最低點。
交易員預計，隨著亞洲需
求下降，歐洲的液化天然氣供
應將會增加，但由于貨物轉移
需要時間，這可能要等到 2022
年 1 月。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狀態發射升空。
在飛行一個月
後，該望遠鏡將到
達 距 地 球 約 160 萬
公裏的觀測位置，
並停留在地球夜面
，與地球同步繞太
陽運行。以遙控方
式令其各部件順利
展開並精准就位，
將給研究人員帶來
巨大挑戰。
在詹姆斯· 韋伯
望遠鏡到達指定位
置後，研究人員還
需 5 個月對其進行各項檢查。該望遠鏡
將在 2022 年晚些時候開始收集數據以及
第 一 批 圖 像 ， 從 此 肩負起觀測宇宙形成
後最初出現的星系以及搜尋地外生命迹象
等任務。
在 1989 年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詹姆
斯· 韋伯望遠鏡的概念首次被提起，其被

歐洲天然氣價飆升 600%
天氣轉冷能源短缺問題料加劇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須是在完成疫苗接種後的 9 個月之內，
過了時限就必須追加接種。
歐盟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新
規定預計將從從立案 2 月 1 日起，在 27 個
成員國內生效。
雖然該項措施須要取得歐盟成員國
的同意才能生效，不過歐盟官員表示，
相信這項新規將能得到足夠的支持。
一旦新條規生效，歐盟國家將有義
務讓持有有效通行證的完成接種旅客入
境。不過，在冠病疫情惡化等合理情況
下，它們可以施行進一步的防疫限制，
例如要求入境旅客出示冠病檢測陰性證
明或接受隔離等。
爲了更好地防範病毒在國際間的傳
播，包括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臘在內的
多個歐盟國家目前要求來自其他歐盟國
家的旅客除需提供疫苗證書在還需持有
病毒檢測的陰性證明才能入境。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59

E

法國累計確診病例達 851 萬

疫情防控工作的“兩階段計劃”。第
一階段是讓民衆參加慶祝活動的前後
進行測試，以了解自己是否被感染。
他說：“人們希望在安全的前提下度
過假期，而不會使經濟和社會在此後
由于疫情反彈陷入停滯。”他敦促人們
不管是否已經接種疫苗，都應該積極進
行病毒自測。
第二階段的防控工作將在假期後開
始，這將取決于希臘疫情的具體發展。
他說：“一切都將取決于實際的相關數
據。”他指出，可能會在 2022 年年初出
台新的限制措施，例如，增加遠程辦公
比例、改變酒吧和餐廳的開放時間等。
不過，他排除了學校關閉的可能性。
歐盟官員周二表示，歐盟執行委員
會通過一項規定，將歐盟新冠疫苗證書
的有效期定爲九個月。這也意味著，歐
盟國家的民衆要入境其他成員國時，必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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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6424 例新冠病
毒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 1044301 例，
當日新增死亡77例，累計死亡20055例。
塞薩洛尼基亞裏斯多德大學環境工
程學教授薩利亞尼斯接受采訪，談到疫
情的發展狀況時表示，由于奧密克戎毒
株存在，第五波疫情將成爲希臘遭遇的

新的措施來控制疫情。他建議，可采取
的措施包括增加遠程辦公、遠程教學的
比例，同時增加病毒檢測的強度。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舉行的內閣
會議上表示，政府不打算在聖誕節和新
年假期之前采取額外的防疫措施，也不
會要求民衆進行強制性的新冠病毒快速
檢測。不過，政府將鼓勵民衆在節日慶
祝活動前後，進行病毒自我測試。米佐
塔基斯說：“的確有衛生專家提出，讓
所有人在進入休閑和娛樂場所時需進行
強制性快速檢測的建議。但我拒絕了該
提議，因爲我認爲，這樣的措施對已經
接種疫苗的人而言並不公平。”
按照計劃，當局將在接下來的幾天
內向民衆提供兩次免費的新冠病毒自測
盒。民衆可以前往藥店並出示其社會保
險號(AMKA)，免費領取自測用具。
米佐塔基斯還在會議上提出了近期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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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聞
星期二

2021年12月28日

Tuesday, December 28, 2021

A5

拜登上任一年之際，美反槍支暴力支持者表達不滿
（綜合報導）拜登執政第一年即將結束，美國預防槍支暴
力運動的支持者們表達了對這位總統的失望。
據報導，一年前拜登上任時，預防槍支暴力運動的支持者
們曾對拜登抱有厚望，希望他能在槍支管制方面取得進展。然
而，隨著他第一年任期的結束，他們卻感到失望。
支持者們說，拜登對最近在密歇根州發生的校園槍擊案
（一名高二學生在學校開槍殺害了四名學生）的反應和應對不
夠理想。
而在國會，控槍努力也面臨來自共和黨人的阻力。槍擊事
件發生後，參議院民主黨人試圖通過立法擴大槍支銷售的背景
調查，但遭到共和黨人的阻撓，最終在參議院闖關失敗。
"我認為這裡要強調的最大一點是，總統今年一直是預防
槍支暴力（GVP）運動的朋友，我們對此表示感謝。但坦率地
說，他並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領導者。”“為我們的生活而戰
”政策副主任齊納特•葉海亞說。
"我們絕對感到驚訝。（去年）我們真的抱有很大的希望
，因為他（在競選時）作出了很多承諾。我們對總統已經採取
的一些行動表示感謝，但他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多事情
需要全面、從上而下地執行。"葉海亞補充說。
倡導者們希望拜登對國會施加更多壓力，使其在槍支暴力
問題上有所作為，但參議院中兩黨各佔一半的席位是通過任何

法規的主要障礙。活動人士承認存在政
治障礙，但還是表示失望。
“他們是所有政府中（在槍支問題
上）做得最多的嗎？不，這遠不夠。”
布雷迪 PAC 的高級顧問、2018 年佛羅里
達州帕克蘭校園槍擊案中一名受害者的
父親弗雷德•古滕伯格說。
不過，白宮方面駁斥了對政府缺乏
控槍全面戰略的批評，稱“我們在 2021
年推行了全面戰略，而我們也將繼續在
新的一年裡執行這一戰略”。
據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槍支
暴力在美國呈現了螺旋式上升。根據美
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數據，2020 年
美 國 的 謀 殺 案 數 量 上 升 了 30% ， 達 到
21570 起。其中，77%的謀殺案與槍支有
關。
另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統計，從 2016 年至今，美
國死於槍支暴力事件的人數已超過 23 萬人，另有 19.3 萬人在槍
支暴力事件中受傷。
有分析稱，20 多年來，美國基本上沒有通過任何有實際意

義的控槍法案。控槍努力步履維艱，則與美國國會兩黨尖銳對
立密切相關，而且代表槍支製造和買賣的利益集團早已滲透到
美國政治生活方方面面。

航班接連三天被大批取消，
航班接連三天被大批取消
，美國人出行度假因
美國人出行度假因“
“奧密克戎
奧密克戎”
”受阻

（綜合報導）平安夜，全球大面積航班延誤或取消，大批渴望回家的旅客被困——這一消
息佔領不少西方主流媒體的頭條位置。
到了 27 日，路透社的頭條依舊是：“連續第三天，新冠阻礙美國人度假旅行。”
據路透社報導，隨著新冠疫情導致可用的機組人員數量減少，美國航空公司 26 日取消了超
1300 架次航班。在船上出現疫情后，還有幾艘遊輪不得不取消停靠港口。這打亂了成千上萬聖

誕遊客的計劃。
“一些週末出行過聖誕的美國人，已經連續第三天在痛苦之中，而這本是旅行高峰期。與
此同時，‘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正在全美迅速蔓延。”路透社寫道。
儘管美國總統拜登上周公布了新防疫政策，並繼續推廣疫苗接種，但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
福奇在談到“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時說：“病例數可能會漲得更高。”
他警告稱，未來幾天美國的病例將不斷增加，並可能“擠兌醫療資源，尤其是在那些未接
種疫苗者比例更高的地區”。
t 隨著感染病例的增加，航空公司已被迫取消航班，飛行員和機組人員需要隔離。還有一些
地區的惡劣天氣，也加劇了旅客的困境。
25 歲的恩喬利•羅德里格斯（Enjoli Rodriguez）本該乘坐達美航空公司的客機，從洛杉磯
飛往肯塔基州列剋星敦市。但航班在平安夜被取消，26 日她仍與數千人一道被困原地。
達美航空為她重新預定了經過底特律的航班，但航班延誤，她又錯過了轉機。
在底特律機場，羅德里格斯說自己被憤怒的乘客、慌亂的航空公司代表和帶小孩的家庭包
圍著：“我聽很多人講述了他們的恐怖故事。我們都被困在密西根州，困在底特律，想去往不
同的地方。”
外媒援引航班跟踪網站 FlightAware.com 統計稱，截至當天下午三點左右，商業航空公司就
已經取消了 1318 架次在美國境內或進出美國的航班。而聖誕節當天，共有 997 架次航班被取消
，平安夜有近 700 架次航班被取消。這三天，還有數千航班出現延誤。
另有多家媒體報導，在船上發現新冠病例後，至少三艘遊輪被迫返回港口，沒有前往計劃
中的港口。
與此同時，一些州已經在為即將到來的新年假期做準備，警告居民減少與病毒接觸的可能
性。
“‘奧密克戎’在全州範圍內激增。”路易斯安那州衛生部門 26 日發推稱，與“奧密克戎
”相關的住院人數在過去一周增加了一倍，並敦促居民在新年前做好安全防範。
據路透社 26 日消息，截至目前，美國新增新冠病例中，“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感染者佔近
四分之三。截至 26 日的過去一周，美國日均新增近 18 萬例，比此前一周增長 45%。

美國人均壽命降至 77 歲，新冠疫情並非第一死因

（綜合報導）官方數據統計顯示，2020 年美
國人均壽命為 77.0 歲，一年來減少了整整 1.8 歲，
為 75 年來最大降幅。其中女性平均壽命 79.9 歲、
男性為 74.2 歲。
這也是自有官方統計數據以來，美國人均壽命
首次低於中國。目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為 77.3
歲。
美國人均壽命如此狂跌的主要原因在於新冠疫
情，截至目前，已經有 83 萬多人美國人死於新冠
肺炎。如今，新冠肺炎已經成為美國民眾第三大死
因，而第一和第二大死因分別是心髒病和癌症。
官方調查數據還顯示，2020 年美國的人口增
長率也創下了二戰以來的新低。從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美國新增人口還不到 40 萬人。這是
美國自 1937 年以來，首次每年新增人口低於 100 萬
。
美國創新低的人口增長，主要因為三個因素：
低出生率、新冠疫情帶來的高死亡率、以及疫情下
移民人口的減少。
無獨有偶，全球不止是美國的人均壽命在下降
。此前的一份調查研究顯示，在被調查的 29 個歐
洲、南美等國家中，有 27 個國家在 2020 年人均壽

命減短，其中更是有 22 個國家的人均壽命減少了 6
個月。
回過頭來看美國。其實仔細看這份調查報告，
我們會發現在人口壽命減少背後一個更為可怕的事
實：2020 年，非裔美國人的人均壽命下降了 2.7 歲
，僅為 72 歲，是所有美國人群體中下降最多的；
而美國白人的平均壽命僅下降了 0.8 歲，目前為 78
歲，仍比美國黑人高出整整 6 歲。
這一結果其實也並不令人意外。根據此前的調
查數據顯示，非洲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的新冠
死亡率是美國白人群體的整整 3 倍，住院比例是美
國白人的整整 4 倍。新冠疫情下，本就更為貧窮、
健康狀況更差的非洲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的生
存條件變得更為惡劣，失業、飢餓、疾病成為常態
，這一群體人均壽命的減少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就算排除疫情因素，美國的人均壽命在發
達國家中也是最少的之一。貧富差距帶來的生活壓
力、昂貴的醫療、無處不在卻又屢禁不止的槍支、
毒品和暴力犯罪、還有無時無刻不再荼毒、麻痺底
層民眾的垃圾食品，讓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近 20
年裡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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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版控評亂象頻頻 炮製“熱文”煽動網民

當前流量造假、黑公關、網絡水軍問題相互勾
連、互為策應，損害網民合法權益，擾亂網絡輿論環
境，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中央持續重拳出擊整
頓。中央網信辦 22 日召開全國網信系統視頻會議，部
署開展為期兩個月的“清朗·打擊流量造假、黑公關、
網絡水軍”專項行動。

網信辦今年輪番出擊

時間

名稱

2月

“清朗．春節網絡環境”專項 群眾反映強烈、影響上網體驗的網絡生
行動
態亂象

5月

“清朗．整治網上歷史虛無主 歪曲黨史國史軍史、鼓吹歷史虛無主義
義”專項行動
等有害信息

5月

“清朗．算法濫用治理”專項
利用算法從事的違法違規行為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不久前豆瓣網被
揭水軍控評亂象。
揭水軍控評亂象
。

中央網信辦負責人介紹，此次專項行動聚焦
流量造假、黑公關、網絡水軍問題亂象，
重點開展三方面整治任務：一，分環節治理刷分
控評、刷單炒信、刷量增粉、刷榜拉票等流量造
假問題。聚焦生活服務、書影音評分、社交、短
視頻等平台，重點整治僱傭專業寫手和網絡水軍
虛構“種草筆記”“網紅測評”，或通過“養
號”、佔領前排好評、勸刪差評等方式，對影
視、歌曲、文學作品以及商品、美食、景點進行
刷分控評等問題。
業內人士指出，不久前被曝光的“豆瓣網對
古裝劇《風起洛陽》和網絡劇《誰是兇手》未看
先評”就屬於典型的水軍控評亂象，水軍接到任
務之後可能都沒看過這部劇，一模一樣的評論就
出現在評論區了，這不僅會破壞打分平台的客觀
性與公信力，還影響正常的文藝評論。
網信辦稱，專項行動將緊盯短視頻、直播、

主要針對對象

5月

違規註冊認證行為、假冒黨政機關、媒
“清朗．規範網站賬號運營”專 體、機構和名人賬號名稱等亂象、蹭時
項行動
政熱點、標題黨、色情“擦邊球”、規模
化“洗稿”等惡意營銷亂象

6月

粉絲互撕謾罵、拉踩引戰、挑動對立、
“清朗．‘飯圈’亂象整治”
侮辱誹謗、造謠攻擊、惡意營銷等各類
專項行動
有害信息

7月

“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 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妨礙青少年上網
境整治”專項行動
學習的不良信息

8月

“清朗．整治 PUSH 彈窗新聞 移動應用程式 PUSH 彈窗違規推送、過
信息突出問題”專項行動
濫推送等擾亂網絡傳播秩序問題

12月

“清朗．打擊網絡水軍、流量
網絡水軍、流量造假、黑公關
造假、黑公關”專項行動

電商平台等商品營銷環節，治理製造虛假銷量、
虛假好評等問題；重點關注社交資訊、論壇社
區、視頻直播、應用商店、小程式等平台環節，
整治批量購買粉絲、增加“殭屍粉”“達人
粉”，組織水軍製造虛假閱讀量、評論量、轉發
量、點讚量、下載量、曝光量等問題。
二是持續整治網絡黑公關亂象。重點打擊以
在網上發布負面信息為由，對他人進行敲詐勒
索，牟取不當利益的行為；整治蹭炒社會熱點，
炮製所謂的“熱文”“爆款”，刻意煽動網民情
緒進行惡意營銷的問題；集中處置惡意假冒、仿
冒或者盜用組織機構及他人賬號發布信息內容，
以吸引關注或實現自我炒作目的的問題；嚴肅查
處網站平台及相關工作人員收受財物，為企業或
個人刪除負面信息的問題；打擊商家編造競爭對
手負面信息或誤導性信息，有組織地炒作發布、
助推上升熱度，損害企業合法權益的行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據北京新華多媒體數據有限公司發布的《網
絡“黑公關”研究報告》顯示，“黑公關”有一
套成熟的操作流程，大都從公眾易關注的熱點切
入，誇大標題、曲解事實，比如給某個明星打上
“小三”人設，給某個企業貼上“假貨下水道”
的標籤。近年來網絡“黑公關”愈演愈烈，對正
常輿情空間與經濟秩序造成傷害。
三是堅決查處涉網絡水軍信息、賬號及相關
操控平台。全面清理一批打着“網絡兼職”“招
募寫手”名義推廣引流或招募水軍的信息；集中
查處一批批量註冊、發布同質信息，用於製造虛
假數據、蹭炒熱點話題、攻擊詆毀他人、沉降負
面信息的水軍賬號；嚴厲打擊一批群控軟件和提
供刷量服務的掛機平台。網信辦要求，打擊流量
造假、黑公關、網絡水軍亂象，是 2021 年“清
朗”系列專項行動的收官之戰，要強化組織領
導，推動專項整治工作取得扎實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浙江省
消保委 23 日發布“雙 11”期間對淘寶、
拼多多、京東、快手、抖音 5 個平台的直
播消費體察情況，指出近三成主播存在不
合規現象，近四成直播商品不符合國家標
準。浙江省消保委同日約談 5 家平台和相
關主播，並要求在三個工作日內提交整改
報告。
據澎湃新聞報道稱，此次消費體察選
擇了淘寶七位主播、拼多多四位主播、京
東兩位主播、快手兩位主播、抖音兩位主
播，共 17 位，其中包括網絡人氣排名前
十位的李佳琦、薇婭、羅永浩、雪梨、烈
兒寶貝、Timor小小瘋等知名主播。
體察中發現，有五位主播存在誇大宣
傳，用絕對性廣告語、與其他直播間進行
價格對比等問題，浙江省消保委消費體察
購買商品共 80 個批次，包括服裝、鞋
類、食品生鮮、玩具、電子商品等。購買
後委託第三方權威機構就商品質量、標識
標籤、理化指標等按國家標準進行檢測。
檢測後發現，80個批次樣品中29個不
符合國家標準，比率為36.25%。其中，三
無產品10個，商品質量不符合國家標準9個
（存在人身安全隱患4個），材質成分不符
合國家標準7個（假冒材質1個），標籤不
規範3個。其中，“三無產品”問題在拼多
多、快手平台發現較多。此外，商品質量、
材質成分不符合國家標準共檢測出 16 個
批次，佔購樣總數的20%。浙江省消保委指
出，體察中發現直播間還存在水果短斤缺両
現象。

浙消保委約談 直播平台 主播

嚴打水軍黑公關 網信辦再祭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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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平台負責人：已下架問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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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 日約談會上浙江省消保委對各
平台及主播體驗和檢測發現的問題逐一通
報，法律專家進行點評，並督促各平台拿
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要求五家平台和
相關主播在三個工作日內（即 12 月 28 日
前）提交正式的整改報告。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有關負責人表
示，對違規主播和商家，平台已按規則對
應進行處罰。
拼多多有關負責人表示已將所有涉事直
播間停播七日，同時下架相關不符合國家標
準的商品，並要求商家改正違法違規行為。
京東負責人表示已通知商品銷售商家、
主播，並第一時間對涉及商品進行下架處理。
抖音負責人表示平台已對相應商品採取封禁
措施處理，同時，對相似商品進行回掃核查。
快手負責人表示已強制要求涉事主播學
習規則並進行考試，並對涉事商品做下架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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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補貼1月中旬開放申請 若哄抬物價撤銷資格
(綜合報道）經濟部今天表示，為減緩調漲基本
工資對受疫情衝擊產業的負擔，預訂明天公布基本工
資補貼作業要點，並將在明年 1 月中旬受理業者網路
申請。經濟部強調，若業者在補貼期間有不法哄抬物
價等行為，將撤銷並追回補貼款。
經濟部透過新聞稿說明，補貼方案適用對象包
含農業、服務業及受到疫情連帶影響衝擊較深的部分
工業，如食品、紡織、服飾製造業等；另外，托嬰中
心、長照機構、醫事機構、補習班、幼兒園、休閒農
場、養殖漁業及駕訓班等受到疫情影響的事業類型，
也可適用本次補貼方案。
經濟部指出，申請事業須符合 110 年 9 月及 10
月合計營收較 109 年同期衰退 20%的條件，由政府補
貼雇主因基本工資調漲所增加的成本；因此申請事業
須有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並將以明年 1 到 6 月投保薪
資在 2 萬 5250 元級距的員工人數、及部分工時員工人
數（投保薪資 2 萬 4000 元以下級距者），分別以每人

1000 元及 560 元計算補貼。
至於每個月補貼上限，將以今年 10 月 31 日投保
在 2 萬 4000 元、2 萬 5200 元等 2 個投保薪資級距的員
工人數及部分工時員工（投保薪資 2 萬 3100 元以下級
距者）人數為限；65 歲以上員工及永久居留的外籍人
士，也得以職業災害或勞保投保身分列入補貼計算。
經濟部強調，政府推動基本工資補貼與業者共
體時艱，但也要求事業能夠肩負社會責任，保障員工
及兼顧消費者權益；如於補貼期間有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 21 條有關基本工資規定而遭裁罰者，或經公平會
、法務部等查獲於補貼期間有不法哄抬物價、囤貨居
奇等行為，經濟部將撤銷並追回補貼款。
本補貼將一律採線上申請，預計於 111 年 1 月中
旬公告受理時間及申請網址，受理申請至 3 月 31 日，
如經審核通過，第一次補貼款最快可於 3 月份取得勞
保投保人數後發放；補貼款項將每 2 個月、分為 3 次
發放。

央行打炒房連環拳 11 月
建築貸款增速創 19 個月新低
(綜合報道）房市交易續熱，不過營造成本高漲，加上政府相關部會接力打炒房，讓建商推案
轉趨審慎，央行今天公布 11 月房貸與建築貸款餘額，雙雙續創新高，但建築貸款年增率 14.25%，
為 19 個月以來最低增速。
根據央行統計，11 月房貸餘額為新台幣 8 兆 6994 億元，較 10 月暴增 848 億元，年增率 9.44%，增
幅也較上月擴大。
央行官員表示，第 4 季本來就是傳統購屋旺季，國人傾向在農曆年前安頓下來，加上交屋潮及
疫情趨緩後的遞延性買盤出籠，均推動房貸餘額顯著上升。
對於央行 9 月祭出第 3 波選擇性信用管制，10 月又找國銀 「喝咖啡」，要求務必根據授信風險，
落實差異定價，房市交易依舊熱絡，央行官員解釋，政府的房市管控措施主要針對多戶、投機族

史上首次 高雄跨年蓬萊舞台 2 巡防艦坐鎮
高雄跨年晚會推出雙舞台，
高雄跨年晚會推出雙舞台
，高雄市政府 27 日再揭最新亮點
日再揭最新亮點，
，包括海軍 「成功軍
艦」 、 「武昌軍艦
武昌軍艦」」 2 艘巡防艦將坐鎮蓬萊商港 6、7 號碼頭
號碼頭，
，創下高雄獨有
創下高雄獨有、
、史上
首次海軍參與跨年的里程碑。
首次海軍參與跨年的里程碑
。

群，並未影響首購、自住，剛性需求仍會支撐起部分房市交易。
此外，央行官員指出，政府陸續祭出各項房市管制措施，效益會慢慢發酵。
儘管房市交易熱絡，反映建商信心、被視為房市風向球的 11 月建築貸款餘額為 2 兆 7537 億元，
年增率 14.25%、持續放緩，且創下去年 5 月以來的最低增速。
央行官員分析，除了央行，內政部、金管會都陸續推出健全房市相關方案，試圖讓房市降溫，
而近兩年土地成本上揚，又有缺工、缺料的狀況，營造成本高漲，考量這兩大因素， 「他們（建
商）推案或開工會比較審慎、謹慎一點」。
今年以來，房市持續火熱，央行在第 3 季理監事會祭出第 3 波選擇性信用管制後，12 月理監事會
再度出手，貸款成數限制為史上最嚴，且加重力道防堵建商養地。
央行最新出爐的書面報告中，111 年度業務計畫重點內容也寫到，將持續督促金融機構控管不動
產授信風險，防範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貸款，協助房地產市場健全發展。

物價稽查小組 28 日起清查中上游供應商
(綜合報道）民生餐飲漲聲頻傳，行政院成立跨部會 「物價
聯合稽查小組」查證業者漲價合理性。經濟部表示，業者指出調
整價格是因應成本增加，因此稽查小組明天起將進一步向上溯源
，清查中、上游供應商原物料價格。
因應近期民生餐飲漲價情事，行政院成立跨部會 「物價聯
合稽查小組」，請業者提供具體漲價原因、品項、漲價幅度、供
應商名單及相關佐證資料，由法務部偕同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
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財政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跨部單
位共同至現場稽查，逐一查證業者漲價的合理性。

經濟部晚間發布新聞稿表示，今天持續配合行政院 「物價
聯合稽查小組」，針對近期漲價餐廳，再擇定具指標性的 9 家連
鎖品牌餐飲業，包括火鍋店、速食店、特色料理餐廳及手搖飲店
等，地點分布在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等，進行實地
稽查作業，以了解餐飲業者調整價格情形及蒐集相關資訊。
經濟部指出，受稽查業者多能理解政府為穩定物價作為、
並配合提供資料，也表示各項物資成本皆有上漲，調整價格是因
應成本增加，如國外進口食材、國際物流費用、租金等調漲；業
者也建議應向上溯源相關原物料的供應商，以釐清物價調漲原因

。
因此，經濟部表示，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明天起將進一步向
上溯源清查中、上游供應商原物料價格。
經濟部補充，經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查證，如發現涉有公平
交易法第 15 條聯合行為、第 25 條欺罔行為或刑法第 251 條意圖
抬高交易價格、囤積物品等情形，即會交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
務部所屬檢調機關依法速查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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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再傳捷訊
獲《Bank Director》
Director》評為 「最佳董事會
最佳董事會」」
【帕薩迪納訊】美國權威金融雜
誌《Bank Director》於近日公佈 2022
年 RankingBanking 研 究 結 果 。 華 美
銀 行 集 團 （East West Bancorp） 憑
藉董事的多元化和他們代表的專業領
域，以及有效的管理實踐，在 「最佳
董 事 會 」 （Best Boards） 評 比 中 榮
獲第一名。此外，在《Bank Director
》早前發佈的 「2021 年銀行績效計分
卡 排 行 榜 」 （2021 Bank Performance Scorecard）中，華美銀行還
憑藉 2020 年的穩健營運表現，從全
美三百間規模最大的上市銀行中脫穎
而出，在總資產 5 百億美元以上的銀
行評選中榮登榜首。《Bank Director
》雜誌是銀行產業的主要資訊平台之
一，99%的美國銀行中，有超過 2 萬
名資深主管和總監訂閱該雜誌。
任美國財政部技術協助辦公室基
礎 設 施 顧 問 的 華 美 銀 行 董 事 Molly
Campbell 表示： 「多元化的董事會成

員帶來了廣泛的視角。雖然有時我們
會有分歧，但我們都十分願意各抒己
見，共同幫助銀行實現更好的發展。
」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
行 長 吳 建 民 （Dominic Ng） 表 示 ：
「我很高興看到銀行董事會的多元化
組合以及領導和管理能力受到肯定。
獲評 『最佳董事會』 證明多元化有助
於我們實現強勁的財務表現和實踐
『以客為本』 的企業文化。」
2022 年 RankingBanking 的 統 計
資料來源為標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公開資訊及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相關資料等
。2022 年 「最佳董事會」 的完整榜單
請 參 閱 https://www.bankdirector.
com/rankingbanking/best-boards/。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
股票代號 EWBC 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
市場（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為總部位於南加州
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6 百 10

億美元，在美國和中國共有超過 120
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
州、喬治亞州、伊利諾伊州、麻薩諸
塞州、紐約、內華達州、德州以及華
盛頓州；在中國，華美銀行在香港、

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
的分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及廈門
亦設有辦事處。有關華美銀行的相關
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eastwestbank.
com 查閱。

關於華美銀行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華女榮獲國際醫學期刊一等獎 楊楚楓
筆者有位澳門婦聯小學校友甘勵珍
。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入讀初中時，便因
家境困難，未能完成初中學業，便要外
出謀生，來維持家庭開支。幸運的是在
製衣厰工作時，得到潮州籍老闆的賞識
，不但結為夫妻，還舉家移民到澳洲雪
梨，繼續從事製衣生意。
婚後不後，她生下一雙女兒。在廣
府潮州人心目中，他們大多數是重男輕
女，因此我這位校友的三母女，在家中
便遭受白眼看待。
我自少跟甘氏感情不錯，更同情她
的遭遇，當她移民到雪梨且 一連生下兩
女時，我曾在賀咭中為她寫下一首詩，
以作鼓勵。其中兩句是：
「千金復千金 香塵不是塵」 。以示
鼓勵。
果然甘氏沒有氣餒。.她用心栽培雙
女，供書教學。終於有所回報。新近接
到一則喜訊：
澳洲悉尼的一位年輕華裔女醫生榮獲了
歷史悠久的放射學領域的國際醫學期刊

一等獎，成為自 1953 年以來世界首位獲
此殊榮的華裔女子。該位女醫生便是吾
學友女兒。
聽到喜訊，我馬上上網追看詳情：
近 日 ， 悉 尼 康 科 德 醫 院 （Concord
Hospital）的華裔醫生霍雅接到英國國際
醫學放射學委員會的獲獎通知，她發表
的一項評估降低肺部活檢後氣胸率技術
的研究論文獲得了 2020 年度《英國放射
學雜誌》（BRJ）一等獎。
英國放射學雜誌是英國放射學會的
國際研究期刊，是放射學及相關科學領
域最老牌的科學期刊，其歷史可以追溯
到 1896 年。該期刊也是當今放射科醫生
、腫瘤放射學家、放射治療師、放射技
師和放射生物學家的必讀刊物。
畢業於新南威爾士大學醫學專業的
霍雅在悉尼出生和長大。她對媒表示，
作為第一位華裔獲獎者，她感到非常榮
幸。這份獎項進一步激勵她和她的團隊
繼續進行醫學研究，利用微創技術降低
病人的並發癥，及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霍雅的獲獎論文——《CT 引導下的
肺部活檢的氣胸率：風險因素的全面系
統回顧和雲分析》發表於 2020 年 1 月 3
日。霍雅說，肺部活檢最常見的並發癥
是氣胸，可能會危及生命並延長病人的
住院時間，她的這項研究有可能減少威
脅生命的並發癥。
當被問及是什麽激勵她從醫時，她
說，“雖然這聽起來很老套，但能成為
一名醫生是一種榮幸，因為醫生可以拯
救病人的生命，給我一種巨大的成就感
。”
霍雅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她家人和
朋友的支持。她說，“我的父母、姐姐
、伴侶和朋友都非常支持我追求自己的
理想。”
吾友甘女仕在電話中向我講出：她
女兒的成功離不開自律、不懈的努力及
廣泛的興趣愛好。
「她上大學一年級時，開始發表多
篇論文。上學期間及畢業前期，曾經在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紐約林肯

醫院及英國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進修學
習和實習。因此，開闊了視野，提高了
知識水平，為獲得此項榮譽打下了基礎
。」
當被問及在教育女兒過程中遇到的
困難時，吾友坦然地表示： 「作為外來
移民，在教育孩子立足西方社會過程中
，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文化和語
言的差異”，“其次，因為工廠生意工
作很忙，我其實沒有更多時間來輔導和
陪伴孩子的。」
為了盡量解決這些困難，她引導孩
子多參加公共活動，多交朋友，了解和
掌握當地多元文化，建議孩子多讀西方
社會的書，包括法律法規。以便擴大視
野，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此外，她還讓孩子多參加學校的各
種活動。她介紹說，霍雅有很多興趣。
小學時學過音樂，吹過黑管樂器；中學
打過 Netball，參加過女子足球隊，還是
Netball 的裁判，參加過軍訓，中學 14 歲
去麥當勞打工；大學時去印度搞支援，

很積極地參加學校上下的很多活動。
女兒還在 2015 年悉尼著名的伊士活
（Eastwood）青蘋果節活動中摘得女王
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