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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11

12045

Wednesday, 3/3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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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今天核准 50 歲
以上或免疫不全者施打第4劑莫德納或BNT疫苗，與
第3劑須間隔至少4個月。選打單劑型嬌生疫苗與追
加劑的民眾，也可再追打一劑mRNA疫苗。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邁入第3
年，由於疫苗效力會隨時間降低，部分國家陸續建議
年長者或高危族群施打第4劑疫苗（亦即第2劑追加
劑），包括瑞典、以色列與智利，美國今天也加入行
列。

美國FDA今天宣布，核准50歲以上民眾或12歲
以上免疫不全者，於第3劑疫苗施打至少4個月後，
接種第4劑疫苗。核准疫苗名單包括莫德納（Moder-
na）與輝瑞BNT（Pfizer-BioNTech）疫苗。

FDA生物製劑評估暨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斯（Pe-
ter Marks）表示，目前證據顯示，年長者與免疫不全

民眾體內預防 COVID-19 重症的保護力，會隨時間
部分減弱。根據新數據分析，施打第 2 劑莫德納或
BNT追加劑，有助高危族群提高保護力。

此外，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
也宣布，依據最新研究數據，先前接種嬌生（John-
son & Johnson）疫苗與追加劑的民眾，即日起得以再
追打一劑mRNA疫苗。

CDC 今 天 公 佈 一 份 最 新 研 究 ， 比 較 嬌 生 與
mRNA疫苗混打效力。在預防送急診方面，施打一
劑嬌生疫苗效力僅 24%，打兩劑嬌生效力雖提高至
54%，仍遠不及施打一劑嬌生加一劑mRNA（79%）
，或接種3劑mRNA疫苗（83%）的效力。

在預防住院上，也出現類似結果。根據研究報告
，上述疫苗組合效力分別為31%、67%、78%及90％
。

美核准50歲以上與免疫不全者 施打第4劑疫苗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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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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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ing courses for junior
reporters of Southern News
Group is about to start in our
new International Studio. We
are so grateful that many
youngsters will join our team.

Education is a centuries-old
plan. School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and ethical education affects
everyone’s life. Over the
years, Asian Chinese families
living in United States have
given priority to their children
’s education. First,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talented
youth among the major ethnic
groups, to have the youth
educated is the main reason
to improve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The training courses for our
young reporters will last for
several weeks. A select group

of our senior reporters and
editors will teach them all
about how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news reporter in
the future.

We deeply feel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duty of our media
company is to convey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Over the
years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McDonald’s Corporation
to sponsor Education
Workshop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have taught thousands of
youngsters and their parents
how to choose the right
college and apply for
scholarships.

For many years, I have
worked with many young
students. I told them to
remember five simple letters:
HAATS, meaning that you

must have a Healthy mental
and physical body; you need
Ambition and need aspiration
for a goal in your life;
Action-you must take action
to reach your goal; Time,
which we all have, in a good
environment to attend
school; and finally, a Sincere
attitude and serious spirit to
face all the work and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We welcome these twenty
young students as they join
our Southern News Group
family. Under the careful
guidance of our team
members, we want to
cultivate you as a talented
reporter in the future.

0303//2929//20222022

Education Is A Centuries-Old PlanEducation Is A Centuries-Old Plan

教育是百年大計，學校教育、社會教
育、家庭教育及倫理教育，影響了每一個人
的一生，可謂缺一不可，多年來，旅居美
國的華亞裔家庭把孩子們之教育列為優先首
位，因而在各大族裔中人才輩出，家庭経
濟得到改善是主要原因。

籌備多時的美南小記者培訓班即將在六
月五日正式開課，已經有近二十位孩童青少
年報名，在數週的時間中，希望培養孩子們
語言組織恊調能力，了瞭解社會，掌握信息
，成為一名成功的小记者及小主持人。

我們深感傳媒事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
向社會傳達消息，也就是發揮教育之功能
，尤其是培養下一代成為優秀的國民，多
年來，我們和麥當勞舉辦了無數次升學教

育講座，為成千上萬即將進入大學的新鮮人
解答選校及如何申請奬學金等問題，在他們
人生中最關鍵之時刻做出正確之選擇。

多年來，我也常在学校中面對許多年青
學子，希望他們能努力做到五個字，那就是
“HAATS。”首先是要有個健康的心理和身
體，更要為人生設立自已的志願和目標，
必須為這些目標採取行動，包括接受良好的
學校社會教育，最後你一定要有一股認真之
精神，這些都是我們成功必備之條件。

我們歡迎這二十位年輕學子，參加美南
新聞之行列，你們都是社會未來的棟樑，
在我們金牌老師團隊之指引下，培養出陽光
優雅大方的氣質，努力為社會做出貢獻。

美南電視小記者培訓班即將開課美南電視小記者培訓班即將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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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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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加碼製裁：凍結65個俄羅斯
白俄羅斯個人和實體資產
綜合報導 英國宣布對另外59個俄羅斯個人和實體以及6個白俄羅

斯實體實施制裁。

英國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制裁中又增

加了65個個人和實體，他們(它們)的資産將被凍結”。

據法新社、英國天空新聞網報道，受制裁的個人包括俄羅斯外長拉

夫羅夫的繼女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首席執行官。受制裁的實

體包括俄羅斯鐵路集團(Russian Railways)、俄羅斯私人軍事公司瓦格納

集團(Wagner Group)和俄羅斯鑽石巨頭阿爾羅薩公司(Alrosa)。

報道稱，追加的制裁意味著現在有超過1000個俄羅斯個人和實體受

到英國的制裁。

此前在當地時間15日，英國政府宣布對俄羅斯350名個人和23個實

體實施新一輪的資産凍結和旅行禁令，包括俄羅斯前總理梅德韋傑夫、

克裏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和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

此外，英國還承諾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奢侈品，將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産品

征收35%的額外進口關稅，拒絕給予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貿易最惠國待遇。

受對俄製裁影響
全球有色金屬價格飛漲

綜合報導 俄羅斯是全球重要的有色金屬生産國和出口國，礦産資

源豐富，冶煉産量占比較大，且本國消費相對較小，以出口歐洲爲主。

俄烏衝突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禁令一日多過一日，已經引

發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動蕩。

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鎳金屬生産國，保障全球大約20%鎳的供應。

俄烏局勢升級後，俄羅斯遭受西方國家層層制裁，引發市場憂慮。3月8

日，金屬鎳價格在英國倫敦金屬交易所首次突破每噸10萬美元，堪稱

“史無前例”。鎳是一種常用工業金屬，廣泛用于不鏽鋼、鎳基合金、

電鍍和新能源汽車電池等生産領域。

俄羅斯還是全球重要的鋁出口國之一，2021年俄羅斯電解鋁産量

370萬噸，占全球總産量的5.4%，其中超80%用于出口，主要出口地爲

歐洲、亞洲等。3月20日，澳大利亞宣布向俄羅斯禁止出口氧化鋁和鋁

礦石，包括鋁土礦。俄羅斯約20%的氧化鋁供應來自澳大利亞，澳方的

出口禁令將導致俄羅斯鋁的生産受抑制。消息一出，全球鋁價大漲。

除了鎳和鋁，俄羅斯在其他金屬的全球交易中也占據關鍵位置，如

钯、銅、銻和铍等。钯金來說，俄羅斯是钯金最重要的生産國之一，其

钯礦占世界總量的40%，受對俄制裁影響，钯的價格也與近期創下新高

。钯在汽車使用的催化轉換器中有著廣泛應用，一旦供應受阻，人們只

能使用更加昂貴的鉑金作爲替代。

此外，能源價格高企也會導致有色金屬的冶煉成本提升。因此歐洲

能源價格大漲，也會間接導致金屬類大宗商品價格上移。

金屬供給不足和價格波動的負面影響正在持續發酵，並波及世界各

大經濟體。歐洲和美國的電子設備和汽車行業陷入困境。最終，美國和

西方的制裁反噬自身。

馬克龍：相信中國不會參與任何形式升級俄烏局勢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北約組

織峰會及七國集團（G7）峰會後，對記者

們表示他相信中國想盡力阻止烏克蘭地區

的軍事衝突，中國不會做出讓局勢升級的

事情。

據路透社報道，馬克龍在記者會上

說：“中國作爲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員，一

個重要大國，除發揮居中調停的作用，幫

助我們勸說俄羅斯停止這場戰爭外，不會

做出別的事情。”

“我願意相信中國會一如既往地堅持

他們關于（國家）領土主權的看法，繼續

尋求阻止這場戰爭。我願意相信中國不會

參與任何形式的（局勢）升級行動。”

當地時間3月24日，比利時首都布魯

塞爾，北約組織、七國集團和歐盟罕見地

同一天召開峰會，目標直指俄羅斯。北約

國家領導人會後發表了聯合聲明，譴責俄

羅斯的“入侵”行爲，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更多支持，並在東歐地區進行一系列軍事

部署。

這份聯合聲明還單獨提到中國，聲稱

“呼籲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維護《聯

合國憲章》確定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

維護國際秩序，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羅斯

的戰爭努力”。

據“政客”網站歐洲版報道，一名北

約外交官稱這條對中國發

出的“明確無誤的尖銳信

息”，得到北約領導人們

的認可，其中包括親中國

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和法

國總統馬克龍。他表示馬

克龍通常更喜歡與中國建

立緩和的關系。

報道還透露，北約秘書

長斯托爾滕貝格稱，所有北

約國家領導人都希望中國能

夠利用自身影響力動搖俄羅斯。

3月25日，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對

北約聲明涉華內容進行回應。發言人表示

，堅決反對有關聲明和言論對中方進行無

端指責和猜忌，以及施加脅迫和壓力。北

約應反躬自省，徹底摒棄冷戰思維，按照

安全不可分割原則，通過對話談判尋求構

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

3月23日，中國外長王毅在訪問巴基

斯坦時發表講話稱，烏克蘭危機告訴世人

的是，追求獨享安全或絕對安全，將自身

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之上，矛盾終會爆

發。在21世紀的今天，搞軍事集團和陣營

對立，不得人心，也沒有前途。

近期，包括美國總統拜登在內的西方

國家政客及領導人集體炒作“俄羅斯請求

中國軍事援助”的消息。拜登及其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還威脅道，如果中國這

麽做將面臨嚴重後果。

不過就在拜登出訪歐洲前夕，沙利文

于3月22日召開媒體吹風會，並一改此前

炒作言論，當衆表示他沒有發現任何有關

中國給俄羅斯提供武器裝備的證據。

此前3月20日，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接

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主持人提

問稱，中方會向俄方提供資金和武器嗎？

秦剛大使明確指出：有關中方向俄方提供

軍事援助的說法是虛假信息，我們對此反

對。中方給烏克蘭人民送去食品、藥品、

睡袋和嬰兒奶粉，而不是向任何一方提供

武器彈藥。我們反對戰爭，將盡一切努力

推動局勢降溫。

加拿大專家稱可能會出現春季疫情
英國仍呈快速傳播態勢

世衛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歐洲中部時間25日18時15分(北京時間

26日1時15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較 前 一 日 增 加 1608935 例 ， 達 到

476374234例；死亡病例增加5143例，達

到6108976例。

美洲：加拿大專家稱可能會出現春
季疫情

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安大略省新增667

例新冠住院病例，連續第三天小幅回升，

但重症監護病例數依然在下降。24日，一

個調查小組對安大略、魁北克、艾伯塔和

不列顛哥倫比亞這四個省的汙水采樣調查

發現，新冠病毒的傳播重新增強。但該小

組無法確定是否會出現新一波的疫情。

多倫多大學傳染病專家艾薩克· 博格

奇認爲，從目前的數據模型看，加拿大

有可能在今年春季出現一次疫情的“顛

簸”。他表示，這可能是一波較小的疫

情，不幸的是，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的

數字會相應地上升。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

截至北京時間26日6時21分，美國新冠

肺炎累計確診病例達79913159例，累計

死亡病例達976489例。在過去約24小時

裏，美國新增32421例確診病例、新增

791例死亡病例。美國國家稅務局近日宣

布，調查人員發現，聯邦新冠疫情纾困

資金遭詐騙總額已經超過18億美元。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

巴西新增確診病例34576例，累計確診

29802257例；新增死亡病例256例，累計

死亡658566例。巴西權威醫療研究機構

奧斯瓦爾多· 克魯茲基金會25日發布公

告稱，目前，巴西全國26個州和一個聯

邦區的重症監護室病床使用率低于

60%，這是該數據自2020年 7月以來的

首次，顯示巴西新冠疫情持續好轉，各

地醫療機構的壓力進一步減輕，是一種

樂觀的情況。

不過，該機構表示，目前巴西疫情

雖已減緩，但病毒傳播率仍較高，建議

民衆在戶外封閉場所以及人群聚集的開

放場所仍要堅持佩戴口罩。

歐洲：新冠病毒在英國仍呈快速傳
播態勢

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在截

止到3月19日的一周內，英國新增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達100萬例，比此前一周

上升29.7%，表明新冠病毒仍在英國快速

傳播。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在于奧

密克戎變異毒株的傳染性較強。

法國新冠疫情最近持續反彈。法國官

方數據顯示，全國連續三天的單日新增確

診病例超過14萬例：23日新增145560例，

24日新增148635例，25日新增143571例。

法國單日平均新增確診病例現已回升至11

萬例，與上周同期相比增長43%。

法國累計確診病例現爲24779912例

；累計死亡病例現爲141551例，新增死

亡病例108例。全法新冠發病率現爲每

10萬居民中有1095名感染者，新冠病毒

檢測陽性率爲28.8%。

亞洲：越南首都新增確診下降較多
越通社援引越南衛生部的消息說，

自24日16時至25日16時，越南全國報

告新增確診病例 108979 例，累計達

8761252例；新增51例死亡病例，累計達

42196例。首都河內市同日新增確診病例

數繼續下降，爲近1.1萬例，比前一日下

降1682例。河內市也是全國單日新增確

診病例數下降最多的地方之一。

韓聯社援引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統計數據：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

天0時新增確診病例近33.56萬例，累計

達11497711例；新增死亡病例323例，

累計達14617例，平均致死率爲0.13%。

有報道稱，韓國醫療保健系統正面臨

重壓，不少因其他疾病住院的患者及醫

務人員染疫。韓國衛生和醫務工作者聯

盟(KHMU)表示，僅在21日和22日兩天

，約有6%的醫務人員被迫隔離。KHMU

呼籲當局采取緊急措施，以防止醫療系

統崩潰。

共同社報道，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後

藤茂之當日透露，已與鹽野義制藥公司

基本達成協議。若能獲批，將采購100

萬人份由該公司開發並申請批准的新冠

口服藥。這將是日本政府首次購買本國

企業開發的面向輕症患者的口服藥。

大洋洲與非洲：澳大利亞建議高危
人群接種第四針新冠疫苗

澳大利亞衛生部長格雷格·亨特宣布，

據澳免疫技術咨詢小組的建議，澳65歲以上

居民、在養老院和殘疾人托養機構接受護

理者、16歲以上免疫力低下者等人群在

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加強針的4個月後

，應在澳今年進入冬季(6月至8月)前，

再接種一針加強針，以增強防護力。

亨特說，新冠病毒與流感病毒等呼

吸道病毒類似，冬季可能會出現新冠病

例增加的趨勢。澳聯邦衛生部數據顯示

，截至3月24日，澳16歲以上人群中，

超過95%已接種兩針新冠疫苗。

澳各州和地區衛生部門的統計數據

顯示，截至25日下午，澳報告24小時內

新增確診病例超過5萬例，新增死亡病

例超過 20例。澳至今累計確診病例超

40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5800例。

據非洲疾控中心數據，截至25日，

區域內累計有 11318615 例確診病例、

184044例死亡病例。

澳大利亞一只迷失澳大利亞一只迷失綿羊躲在灌木叢中
被救回後剪被救回後剪下80斤羊毛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一家動物救助組織

從灌木叢裏救回了一只迷失的綿羊，從它

身上剪下了80斤的羊毛。

一名市民在亞曆山大的灌木叢中發現了這

只瘦弱的迷失綿羊。救援組織到達時，羊的狀況

非常糟糕，羊毛瘋長打結嚴重，連臉都看不到

。隨後它被注射鎮靜劑帶回了救援中心。

由于這種人工培育的綿羊不會自然脫

毛，所以工作人員花費幾個小時來修剪，

一共從它身上剪下了80斤重的羊毛。目前

它已完全康複，並且在農場裏與其他幾只

被救出的羊成爲了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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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五角大廈已公開2023會計年度預算提案，
而美國空軍除了提出2341億美元（約6.7兆台
幣）的要求外，更打算淘汰33架佛羅里達州汀
道爾空軍基地（Tyndall Air Force Base）的F-22
戰機。自從2018年10月颶風摧毀汀道爾基地起
，F-22就從附近的艾格林空軍基地（Eglin Air
Force Base）起飛。

據《防務新聞》（Defense News）和《空
軍雜誌》（Air Force Magazine）28日報導，美
國空軍想要淘汰最舊的 33 架 F-22，利用省下
來的錢研製 「下世代空優」（NGAD）專案的
尖端戰機。

美國空軍部長肯達爾（Frank Kendall）說
，2023年的預算是受到中國迅速現代化的刺激
，也考慮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目的在於帶來
脫胎換骨的改變。而空軍領導階層認為，2023
年預算提案是2024年提案更深層轉型的前奏。

要是國會點頭，這些F-22戰機將被送往亞

利桑那州戴維斯-蒙森空軍基地（Davis-Mon-
than Air Force Base）的戰機墳場（The Bone-
yard），使 F-22 的總數從 186 架縮減為 153 架
。

美國空軍預算官員佩查（James Peccia）說
，要把這些F-22升級為適用戰鬥的教練機花費
太大，8 年可能需要 18 億美元（約 517 億台幣
），不如用來升級擁有較先進感測器的較新型
F-22，並改良F-35A。

去年美國空軍要求採購 48 架 F-35，但這
次只要了33架。肯達爾說，減少相關採購，是
為了要讓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有
時間修正一些問題，以打造第4批次戰機。

事實上，大刀砍掉的共有240架軍機，除
了F-22之外，還有絕大多數空中預警機。此外
，美國空軍還想送 26 架較老舊的 F-16C/D 戰
機進墳場。目前他們正尋求17億美元（近490
億台幣）資金，以發展NGAD專案。

送33架F22進墳場 大砍F35採購 美針對中俄拚了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儘管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引發危機，美國仍快速落實將焦點日益
放在亞太地區的印太戰略。

拜登在白宮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時表示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面臨 「空前挑戰」，但
華府並未因烏克蘭戰爭分心。

拜登說： 「即使在我們處理歐洲危機的同
時，我的政府仍強力支持快速落實印度太平洋
戰略。」

拜登形容美國是個 「感到自豪的印太國家
」，並表示希望確保這個地區 「自由與開放」

。白宮認為崛起中的中國試圖宰制國際貿易路
線。

李 顯 龍 呼 籲 美 國 與 東 南 亞 國 家 協 會
（ASEAN）集團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表示 「這
有助於美國在亞太的存在、加深與許多友人的
關係和強化在這個地區的戰略利益」。

李顯龍說，希望拜登 「深化」與中國的關
係，但也與其他國家 「強化」關係。這反映做
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新加坡希望同時與美中維持
良好關係。

拜登：儘管俄入侵烏克蘭 美仍快速落實印太戰略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艾迪耶摩今天表示，美國

與盟國計畫持續加重針對俄羅斯的經濟施壓，最
新一波制裁將鎖定對俄軍侵略行動至關重要的多
個產業，其中包括相關供應鏈。

路透社報導，艾迪耶摩（Wally Adeyemo）
正在歐洲訪問，與盟友商討如何強化並執行對俄
制裁。根據他準備在倫敦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
所（Chatham House）發表的演說內容，西方國
家擴大制裁之舉旨在削弱 「克里姆林宮操作其戰
爭機器的能力。」

在演說稿中，艾迪耶摩提到： 「除了針對讓
克宮得以進行惡意活動的企業進行制裁，我們也
計劃採取行動，破壞他們的關鍵供應鏈。」

艾迪耶摩表示： 「我們將與超過 30 個夥伴
與盟友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俄國對烏克蘭的入侵
行動。」不過，他並未說明下一波制裁措施將鎖
定哪些特定產業或企業。

他還強調， 「只要俄軍入侵行動持續進行，
我們的夥伴與盟友將致力採取更多重要舉措，以
限制俄國經濟發展。」

自莫斯科2月24日揮軍入侵烏克蘭以來，西
方國家實施的制裁包括凍結俄國中央銀行外匯資
產、禁止與俄國主要銀行和菁英階層進行強勢貨
幣交易、限制先進半導體與其他技術出口等。艾
迪耶摩先前曾說，這些措施已導致俄羅斯陷入
「金融危機」。

艾迪耶摩將制裁成果歸功於各方努力，以及
民主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的國際經
濟和金融體系。當時各國合作設立了國際貨幣基
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世 界 銀 行
（World Bank），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前身等國際組織。

他說： 「我們的回應表明，國際金融體系和
經濟市場不會向不尊重領土完整與自決的核心原
則者開放。」

艾迪耶摩指出，為讓經濟制裁發揮效力，相
關措施必須經過審慎評估。各方應避免單獨採取
行動，且制裁措施須結合明確政策目標，以利在
目標達成後解除相關制裁。

美副財長：西方計畫擴大對俄制裁納入相關供應鏈

五角大廈消息人士說，他們計畫加快生產
標槍(Javelin)反坦克飛彈，還有刺針(Stinger)防
空飛彈，以便在提供烏克蘭軍隊抵抗俄羅斯之
餘，不會耗盡自己的庫存。

據 CNN 報導，最新的願望清單顯示，烏
軍向美請求每日各提供500枚刺針和標槍飛彈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麥克斯威爾（Jessica Max-
well）表示，刺針的生產線原本已經關閉，但
現已重啟，以完成國外銷售清單。而美國防部
也 正 在 和 製 造 商 雷 神 技 術 公 司 （Raytheon
Technologies Corp.）協商，考慮增加生產量或
是加快生產速度。

麥克斯威爾說，選項包括在生產線上增加
人員、製造新零件以替換舊的，或是購買額外

的工具或測試設備。目前生產一批刺針飛彈彈
大約需要18到24個月，具體時間取決於批次大
小。五角大樓並未透露具體的彈藥庫存，但根
據國防部的政策，它維持了衝突中可能需要的
彈藥量。

據五角大樓稱，標槍反坦克系統正處於全
面生產模式，但五角大廈正在考慮提高產量。
標槍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
tin Corp.）發出聲明說，有能力滿足可預見未
來不斷增長的需求。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預算案，到2022年，標
槍反坦克系統的年產量可以超過 6,000 套。而
在刺針重新生產之前，雷神技術公司也獲得了
一紙3.2億美元的訂單。

武器賣翻天 幫烏軍抗俄 美要量產標槍飛彈

美國國防部今天表示將派出 6 架美國海軍
EA-18G 「咆哮者」電子作戰機到德國，以強化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戰力。

五角大廈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表示，
EA-18G 「咆哮者」電戰機 「不會被部署用於對
付在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部隊」。

「這些電戰機的部署，完全符合我們對於強
化北約東翼沿線嚇阻力和防禦力所做的努力。」

柯比表示，這批電戰機從美國華盛頓州的惠
德貝島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Whidbey
Island）出發，預計今天抵達德國史班達勒姆
（Spangdahlem）空軍基地。

他表示，EA-18G 「咆哮者」電戰機是 F/
A-18 「大黃蜂」戰機的改良版，專門進行電子
作戰，使用感應器來迷惑敵方雷達與空防系統。

柯比表示，將有240名海軍隨這批電戰機一

起前往德國。
在今天公布的預算案中，美國白宮公布斥資

69 億美元來協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並為
北約成員國提供支持。

美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加強對烏國的援
助，包括提供安全協助與人道援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促請北約國家將更多武器送到烏克蘭，包括先
進的戰機、飛彈防禦系統、戰車、裝甲車及反艦
飛彈。

目前為止，美國已排除將飛機或其他大型武
器系統送往烏克蘭。

美國總統拜登擔心核子對峙風險，曾示警美
國任何直接捲入烏克蘭的衝突恐引發 「第三次世
界大戰」。他下令限制美國介入的程度，以避免
衝突升高。

美國欲提升北約戰力 派6架咆哮者電戰機至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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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 (METRO) 董事会将于2022年4月5日星期二中午12点举行听证会，
就2022年6月METRO拟议服务变更征求公众意见，特此通知。  公众受邀参加听证会并亲自发表意见。  

公众也可以通过Zoom参加公开听证会并发表意见（ https://us02web.zoom.us/j/87455341414，或者拨打
346-248-7799或1-888-475-4499 （免费），会议ID为874-5534-1414）。此外，如果您不想在听证会
上发表意见，也可以访问网页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观看直播。听证会的录
像也将保存在METRO的网站RideMETRO.org上以供回放。

拟议服务变更可能包括：

3、29、36、108号路线调整；2、4、5、7、11、28、29、30、32、50、63、80、82、85、102、108、
137、151、161号路线时刻表变更；服务市中心的停车换乘走廊以及对170和171号路线重新编号。  
METRO将继续进行临时服务调整，应对不断变化的乘客情况和可使用的劳动力。

将于2022年3月29日星期二开始在网上和METRO RideStore大厅内提供一份拟议路线图和可用时刻表，
供公众查阅。METRO RideStore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主街1900号（邮编77002）
的李·P·布朗METRO管理大楼内，开放时间工作日上午8:00至下午5:00。

听证会将于2022年4月5日星期二中午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主街1900号的二楼董事会会议室
（可乘坐6、11、32、44、51、52、54、82、 85、102、137、160、161、162号
METRO路线和METRORail轻轨前往）举行。   

如何就服务变更发表意见
如果您想亲自或以虚拟方式公开发表意见，请在听证会举行之前至少48小时致电713-739-4834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注册成为METRO董事会办公室的公众发言者。  如上所述，
您可以在2022年4月5日星期二亲自或以虚拟方式参加听证会并发表意见。
如果您预先注册，在听证会上将首先听取您的意见。  您会在适当的时候被点名发表意见。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表意见：

• 写信给METRO，收件人：2022年6月服务变更，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主街1900号（邮编77002）；

• 将主题行注明“2022年6月服务变更”的意见传真至 713-652-7956；

• 拨打METRO客服电话 713-635-4000；

• 在METRO网站——RideMETRO.org上提交意见。 

所有意见应在2022年4月5日星期二中午12点之前提交给METRO。

帮助残疾人士
可以为残疾人士提供辅助服务或其他格式的公共文件。残疾人士可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五（5）
个工作日致电 713-750-4271。

语言援助
根据要求，METRO按照其语言援助计划提供免费的语言援助，帮助读、写、说或理解英语能力有限的顾客

。

如需语言援助和其他安排，应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48小时致电713-739-4018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向董事会办公室提交请求。

其他
1.本次听证会符合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第9030.1E号通告

（2014年1月16日发布，第VI-7页）的要求。

2.METRO在其服务、项目和活动中，在准入、提供使用权、处理方式或雇佣方面不存在基于残疾的歧视。

3.METRO致力于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参与交通系统服务，或被剥夺受到

《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保护的使用交通系统服务的利益。

发布日期：  

拟议服务变更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韓國單日新增確診超33萬例
醫療系統面臨重壓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

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天0時，韓

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約 33.5 萬例，累計確診超

1149.7萬例。

據報道，韓國單日確診病例

較前一天減少3934例，連續兩天

徘徊在33萬例左右。此外，新增

死亡病例323例，累計死亡超1.4

萬例。現有重症患者1164例，連

續19天保持四位數。

有報道稱，韓國醫療保健

系統正面臨重壓，不少因其他

疾病住院的患者及醫務人員染

疫。韓國衛生和醫務工作者聯

盟(KHMU)23日表示，僅在21日

和22日兩天，約有6%的醫務人

員被迫隔離。KHMU呼籲當局

采取緊急措施，以防止醫療系

統崩潰。

朝鮮發射新型洲際導彈引關註
韓媒：韓國進行現政府成立以來首次武力示威

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朝鮮

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的指導下，

朝鮮于24日下午在平壤國際機場

成功試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火

星-17”。這一消息引發美日韓的

強烈反應。

據朝中社報道，金正恩24日

親臨試射現場指導“火星-17”試

射全過程。金正恩表示，朝鮮新

型戰略武器的誕生再次向全世界

充分展現其戰略武裝力量。要讓

世人認清形勢，任何膽敢侵犯朝

鮮安全的勢力必將付出沈重代價

，任何軍事威脅恫嚇都絲毫不能

動搖朝鮮的國防力量，朝鮮將憑

借強大的軍事技術實力，爲繼續

與美帝國主義長期較量做好萬全

准備。報道稱，這枚導彈的最高

射高爲6248.5千米，射程爲1090

千米，在飛行約67分鍾後，精准

降落在朝鮮東部海域的預定目標

水域。

朝鮮媒體“我們民族之間”

25日在報道中對韓美計劃4月舉

行聯合軍演並制訂新的對朝作戰

計劃表示強烈不滿。報道稱，朝

韓于2018年9月19日簽署軍事協

議後，韓方表面上呼籲對話，實

則致力于搞軍事敵對行爲。

據報道，韓國總統文在寅

當天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文，

稱朝鮮發射遠程導彈讓半島安

全陷入嚴峻形勢，韓國正在打造

“固若金湯”的國防力量。韓國

候任總統尹錫悅也在社交媒體上

就朝鮮發射導彈提出“嚴正警告

”，強調“朝鮮通過挑釁得不到

任何好處”，這是尹錫悅當選韓

國總統後首次就朝鮮發射導彈發

聲。作爲回應，韓國國防部長官

徐旭25日視察F-35A隱形戰機的

“大象漫步”演練，檢查空軍戒

備態勢。韓聯社稱，這是韓國現

政府成立以來首次進行的大型武

力示威。

韓美防長和外長 24 日晚通

電話，就共同應對朝鮮試射洲

際彈道導彈的合作方案進行討

論。一同出席七國集團峰會的

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在會晤時也談及此事。美

國白宮官員在一份聲明中稱，

美日領導人譴責朝鮮試射洲際

彈道導彈，同時強調通過外交解

決問題的必要性。拜登重申對韓

日安全的“堅定承諾”。美國國

務院針對朝鮮發射導彈宣布對兩

家俄羅斯公司和一名俄羅斯公民

、一家朝鮮機構和一名朝鮮公民

實施制裁，稱他們“向朝鮮導彈

項目轉移敏感物件”。

韓國KBS電視台稱，朝鮮在

兩個月前的勞動黨政治局會議中

就已暗示將重啓洲際彈道導彈試

射。當時朝鮮官方媒體宣布，朝

鮮將全面重新考慮預先和主動采

取的信任構建措施，重啓暫停的

所有活動。有分析認爲，朝鮮試

射洲際導彈或預示著朝鮮將結束

對美、對韓協商局面。還有分析

認爲，4月朝鮮將迎來一系列重

大紀念日，包括金正恩就任朝鮮

勞動黨第一書記十周年，金日成

誕辰110周年等，朝鮮有可能通

過這次成功試射洲際導彈烘托氣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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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海軍解救了一名在海上漂

流了18天的越南男子Ho Hoang Hung，因爲疫

情，該男子與在印度工作的妻子已經兩年沒見

了，由于沒有准備印度簽證，于是他選擇從泰

國劃船去印度。

據報道，3月2日，37歲的Ho Hoang Hung

從越南胡志明市乘機抵達泰國曼谷，並准備轉

機飛往印度孟買，以探望2年沒見的妻子。抵

達曼谷後，Ho Hoang Hung發現去印度需要簽

證，但他並沒有提前申請，因此無法搭坐飛往

孟買的航班。

于是Ho Hoang Hung想到了另外一種方法

，他從曼谷乘坐公交到了吉普島，然後在那裏

買了一艘2.5米長的小橡皮艇，決定劃船穿過

孟加拉灣，到達2000公裏開外的印度。

3月5日，Ho Hoang Hung帶上他的行李箱

，正式出發了。

在海上漂流了18天後，23日，泰國的甲米

府的一艘漁船在斯米蘭群島附近發現了Ho Ho-

ang Hung。漁民因爲與Ho Hoang Hung語言不

通，而且海風海浪強勁，于是聯系了當地的海

事安全局。

泰國海事安全指揮中心的Pichet Songtan表

示，該男子沒有地圖、指南針、GPS或備用的

衣物，船上只有少量的水和一些方便面。由于

受到逆風的影響， Ho Hoang Hung在海上的

行程也沒有取得什麽進展。

目前，Ho Hoang Hung被接回到吉普島接

受詳細的審訊，泰國海軍也聯系了越南大使館

和印度大使館，但尚未得到答複。

有網友對Ho Hoang Hung爲愛情的勇氣感

到敬佩，也有網友認爲男子過于冒險，航線都

不了解，幸虧遇上了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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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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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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港染疫死亡率未反映實況
引圍封數據以25%居民中招推算 全港料累計180萬人確診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8日在

抗疫記者會上，引用近日“圍封強檢”大

埔廣福邨4幢樓宇發現當時呈陽性以及曾

染疫居民人數，相等於該4幢樓宇總居民

人數的四分之一，若將這比例套用至全

港，推算全港可能已有180萬人染疫；但

目前香港計算死亡率卻以逾100萬人染疫

作基數（分母），未能反映真實情況。她

表示，會待疫情較穩定後整理和分析所掌

握的公共衞生數字，以便日後了解香港是

次疫情的客觀情況。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相信，真正受感染的

人數比呈報數字為高，惟暫時未知確實數

字，只能沿用“死亡率”原有計算方法。

而“病死率”才能準確反映因感染新冠肺

炎而死的情況，但必須逐宗個案分析死

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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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指出，特區政府在抗疫的任何一個階
段均循“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策

略，而“早發現”一定要依靠進行病毒檢測，目
前單是化驗所的核酸檢測能力已達每天30萬次。
她強調，不論“圍封強檢”與“檢測公告”進行
的檢測，抑或市民自行接受的快速抗原測試，均
有助衞生防護中心掌握香港的感染情況，並提供
適切的隔離和治療。而在進行“圍封強檢”所得
到的經驗，更為日後推行“全民強檢”提供參考
價值。

她總結由第五波疫情至今，特區政府一共進
行287次“圍封強檢”行動，過去一星期所找到的
初步陽性個案比率持續下降至10%以下。其中28
日晨完成圍封的粉嶺牽晴間第五座共有549名受檢
居民，只找到兩宗陽性檢測個案，陽性比率為
0.36%；而疫情高峰時，“圍封強檢”的最低陽性
率為1.4%。

因為大廈污水驗出的病毒量偏高而於上周五
及上周六一併進行“圍封強檢”的大埔廣福邨4
幢樓宇，即場發現的陽性個案比率為4.9%，雖然
都是一個相對低的比例，惟另有20%居民是因過
去3個月曾經染疫而豁免該次強檢，即顯示該4
幢大廈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已先後染疫。

快測平台推出前 不少人已病癒
近日有很多學者用很多模型推測香港目前整

體的感染率。林鄭月娥表示，按常理都知道香港
的實際感染數字不只100萬人，尤其在早期未有自
我呈報快速抗原檢測陽性結果之前，相信不少人
都在快測平台推出前已痊癒。她以“圍封強檢”
中收集到的數據推算，確診人數比例大約為四分
之一，換言之全港可能已有180萬人染疫。因此她
認同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所說，
現時以逾100萬確診呈報總人數作為基數（分母）
計算死亡率會出現高估情況。

不過她亦指，即使用整體感染人數取代實際確
診個案作為計算死亡率的分母會更加準確，但目前
很難判斷應採用哪種方法估算整體感染人數，須待
疫情較穩定後整理和分析所掌握的公共衞生數字，
以便日後了解香港是次疫情的客觀情況。

張竹君：“病死率”更準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8日在疫

情簡報會上釐清死亡率概念，指香港每日公布的
是呈報個案病死率，是比較普遍的說法，並非專
有名詞，“病死率”才能更準確地反映情況，但
要逐宗個案分析死因。對於有專家建議用估算的
實際確診數字推算，但她認為始終沒有確實的數
字作分母相除，其數值亦只能用作參考。現唯一
可做的，仍只能用已呈報的個案去計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第五波疫情至今，香港特區
政府一共進行287次“圍封強
檢”行動，平均每天進行三四
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表示，雖然“圍封強檢”是強制
性，但在執法過程中，發現有約
2,800名居民沒有遵從規定進行
檢測，佔整體受檢人士3.5%。
法律規定違反有關規定的人，會
面臨一萬港元的定額罰款。此
外，在過去287次“圍封強檢”
行動中，有16,710戶、佔整體拍
門戶數的10.5%沒有應門。

至於暫停一個月後，最近重
啟的強制檢測公告，整個第五波
疫情以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曾
經就2,118個地點發出強制檢測
公告。自從恢復該公告後，檢測
量每天都比較平穩，並沒有突然
飆升的趨勢，現時每天大概是8
萬次，上周五（25日）的強制
檢測初步陽性個案比率是
6.3%，林鄭月娥認為該公告仍
是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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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第五波疫情令
香港死亡個案激增，高峰期間更有部分遺體未及處
理。香港衞生署署長林文健28日在抗疫記者會上
表示，已從多方面作出改善，包括將遺體貯存空間
由1,350個增至4,600個，亦理順了領取遺體的流
程並增加人手；每日遺體辨認個案的名額亦由29
日起增至200個。香港食環署署長楊碧筠表示，東
華三院轄下的紅磡寰宇殯儀館亦會由29日起轉為
感染新冠病毒離世人士舉辦喪禮的指定殯儀館，並
開放了館內指定地方，以及增設靈堂予持牌殮葬商
為先人進行化妝及舉行瞻仰遺容儀式。

“寰宇”列疫歿者指定殯儀館
林文健指出，在急症室死亡或送到醫院前已

死亡的個案，一般須送至公眾殮房由衞生署處
理，並向死因裁判官作出呈報，而公眾殮房因應
需處理的遺體數目在過去一個月以倍數增加，已
從三方面採取了應變措施。

衞生署轄下有3間公眾殮房，合共提供506
個固定遺體貯存空間。林文健指出，在第五波

疫情來臨時，衞生署已透過重開九龍公眾殮房
等措施，將遺體貯存空間增至約1,350個，但仍
不敷應用。其後衞生署得到私營機構包括慈善
團體的幫忙借出遺體貯存空間，同時在沙田富
山公眾殮房附近設立新的遺體貯存設施，以及
加快完成興建新富山殮房，令遺體總貯存量已
增至現時逾4,600個貯存空間，在急症室離世的
病人數目在過去一星期逐漸回落，壓力已得到
紓緩。

另一方面，衞生署理順了領取遺體的流程及
增加人手。林文健強調，由於領取遺體有一系列
程序，亦涉及死因裁判官的運作，衞生署須謹慎
處理，確保程序一絲不苟，故已透過調配增加約
70名同事加快處理有關工作及增加遺體辨認時
段。衞生署亦與死因裁判法庭和警方合作制訂措
施，除需要解剖的個案外，家屬在辨認遺體後兩
個工作天內便可領取火葬證明書，並可於取得證
明書當天領回遺體。至今，於富山公眾殮房附近
新增的遺體貯存設施共安放逾1,800具遺體，辨
認遺體的個案名額亦由29日起增至每日200個。

同時，衞生署為離世者家屬設立了9814
1325“疫時哀傷情緒支援熱線”，由臨床心理學
家為不同人士作情緒支援。

食環署：屍體搬運人手增半
楊碧筠指出，食環署亦由2月底開始大幅增

加人手，將轄下屍體處理隊由10隊增至25隊，
搬運人手數目亦增加50%，車隊亦有增加，現時
屍體運送工作已大致回復正常。她表示，已由2
月開始將火葬場合共每日可預約的節數由約140
節增至目前接近300節，預期和合石下月初兩個
新火化爐投入服務後，節數可再增加。 她並
指，已延長辦理火化服務的三合一辦事處的服務
時間，目標是任何申請可於即日辦妥。

至於棺木的問題，她指香港每月約需250至
300副，當中95%來自內地，但由於疫情關係，
運送棺木到港曾出現阻滯，經食環署與內地單位
協調後，3,570副棺木已從本月14日至26日期間
由內地運到香港，現時棺木供應加上香港庫存基
本充足。

遺體貯存量增至4600 衞署：理順領取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波疫情凸顯
出長者疫苗接種率偏低所引申的問題。香港特區政
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28日於電台節目表示，
港府將試行“主動接觸接種”方式，在“圍封強
檢”中，主動為檢測陰性、仍未接種疫苗的70歲以
上長者、行動不便的傷健人士接種疫苗。試行計劃
本周開始，首先選擇一兩棟大廈進行，若順利就推

廣到所有圍封行動中。
聶德權說，港府現時提高接種率的重點在“一

長一幼”，決定採取主動接觸、“針搵人”的方
式，上門為希望接種新冠疫苗、但礙於行動不便的
長者或殘疾人士打針，希望未來能做到“一個不
漏”。

他表示，港府本周在圍封行動中，會設立登記
平台為合資格長者登記，取得對方同意後，就派外
展隊上門打針，會安排好一切流程，包括如何向接
種者發針紙等。

他透露，目前有社福機構自行組織醫療團隊提
供上門服務，跟進約6,000宗個案，港府會參考相
關的經驗，下周推出網上登記平台，由地區組織在
派送物資時，留意有需要人士，協助報名打針。在
登記平台運作成熟後，會開放給所有市民使用。

截至28日，全港1,100間安老及殘疾人士院
舍，特區港府已經全部安排外展接種隊上門接種疫
苗。聶德權說︰“現時約有四成的院友受到感染，
要等他們康復以後，才能接種疫苗，未來會繼續做
外展接種服務，接種第二針，然後第三針。希望盡
快將所有院舍都做到‘疫苗全覆蓋’”。

他強調盡快將所有年齡群接種率提高到八九
成，這樣整個社區的疫苗保護屏障才能堅固，對於
未來盡快回復正常，壓住疫情，都很重要。

聶德權：本周設平台為圍封長者登記打針

◆聶德權表示，政府將上門為“圍封強檢”的長者
接種疫苗。圖為醫護人員為長者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28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引用近日“圍封強檢”大埔廣福邨4幢樓宇發現當時呈陽性以及曾染疫居民
人數，推算全港可能已有180萬人染疫。圖為大埔廣福邨廣仁樓28日天“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過敏
協會28日公布的一項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在180名過敏患者
中，有近九成人已打至少一劑
新冠疫苗，而當中只有5%的受
訪者在接種疫苗後，出現需要
醫療照顧的不良反應。協會呼
籲過敏患者可安心接種新冠疫
苗。

該協會向180名過敏患者
發放調查問卷，以了解他們疫
苗接種情況及疫苗安全性，參
加者年齡介乎5至17歲，逾三
分之二患有濕疹，三分之一患
有過敏性鼻炎，五分之一有食
物過敏史，而其他受訪者有哮
喘、藥物過敏和過敏性休克的
過敏史。

調查指，近九成受訪者已
經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約有55%
受訪者已經接種兩劑疫苗，約
34%已接種第三劑疫苗。調查亦
指，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願意在
必要時接種加強劑。協會表示，
新冠疫苗對於過敏患者而言是極
為安全的，即使有過敏病史的人
士也不應避免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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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桃園市黨部舉辦市議員參選
登記，7名青壯派議員組成 「桃園青年
問政連線」一起登記，他們說，桃園是
最年輕都市，但市府照顧並未到位，希
望持續監督。另外前縣長吳志揚陪同桃
園區參選人吳家靖登記，希望給青年機
會。

桃園青年問政連線成員，包括梁為
超、朱珍瑤、林昭賢、陳美梅、張桂綿
、簡志偉、涂權吉一起登記，他們說，
桃園是全台年輕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
平均年齡37.5歲，在六都中最年輕，但
是桃園市長鄭文燦對年輕人的照顧沒有
到位，包含公共托育中心、公立幼兒園
、托育補助、親子友善空間，都不如新
北市。

他們也說，很多人因為桃園工作機
會少，往雙北市求職，不但有通勤成本
，也影響生活品質。希望未來4年繼續

擔任民代，要求市府改善，讓桃園成為
適合年輕人的城市。

登記桃園區議員的新人吳家靖則在
前桃園縣長吳志揚，還有其父親、前議
長吳振寰陪同下登記。昨天大批記者見
到吳志揚來到登記現場，不少人還嚇了
一跳，以為吳志揚也是要來登記參選市
議員。吳志揚則說，期待年輕人為地方
服務，也能有新的觀念，國民黨更需要
年輕化。他也說，若有需要且有時間，
可以幫忙輔選。

不過談到市長選舉人選時，吳志揚
三緘其口，他說，這次主要是為年輕人
加油打氣，國民黨也沒問他參選市長的
事情，更不會對人選評論，以免被外界
有其他的解讀。媒體詢問吳志揚，國民
黨桃園市長人選，一定要在地人嗎？吳
則回應不評論。

桃園市議員 陪藍營議員登記 吳志揚避談市長選舉

高雄市111年忠烈祠春祭國殤暨軍人忠靈祠春
祭典禮於29日上午分別在壽山忠烈祠、燕巢園區及
鳥松園區舉行。高雄市副市長史哲代表市長陳其邁
主祭，軍方代表、市府各一級機關及各界機關首長
陪祭，儀式在海軍陸戰隊樂儀隊引領下，典禮莊嚴
、肅穆。

高雄市政府兵役處指出，軍人忠靈祠燕巢及鳥
松園區祭典分別在昨天10時、11時30分舉行，在
海軍陸戰隊樂隊禮樂聲中備極崇敬，追思遺族家屬

約計1000人在寧靜園區緬懷先人。
副市長史哲逐一慰問烈士遺族親屬，並且致贈

慰問金，現場充滿感性及溫馨的氣氛。
市長陳其邁則特別提醒，防疫期間在室內或人

潮多的處所，請大家戴口罩、量額溫及勤洗手做好
防疫措施，另可利用線上祭拜追思先人，民眾也能
在非假日期間前往忠靈祠祭祀，如此分流祭祀降低
群聚感染風險，一起為控制疫情同心努力。

高雄市春祭國殤祭典 千名遺族追思
新北市29日舉辦 「技職學習歷程—課程

學習成果競賽」，教育局長張明文表示，今
年結合全國科大及產學資源，推動學習歷程
檔案健檢、模擬面試、預修大學課程、專屬
技職營隊等合作計畫，並辦理技職課程學習
成果、自主學習成果及專題實作等競賽，豐
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多元表現，協助學生進
入理想科大。

教育局表示，技職生課程學習成果展示
不同於一般學科，包含了許多技能專業知識
與實習歷程。 「技職學習歷程—課程學習成
果競賽」讓首屆適用108新課綱的技職生找
到自我優勢、厚實學習歷程檔案，今年共有
171件作品參賽，經書面評選初選後，擇優
選出 42 件，29 日進行口頭報告決選，再選
出特優2件、優等3件、甲等5件與入選等共
17件獎項。

入選 「學習歷程-課程學習成果」Gains
競賽的二年級同學黃玥樺表示，在平面構成

設計課程學習中，認識到有色卡紙、道林紙
、模造紙等不同平面紙張的應用方式，也學
到需要運用多種技巧才能完成 「立體屋」作
品，她也在學習歷程成果中，把自己的學習
過程記錄下來，經常省思如何做得更好。

鶯歌工商廣告設計科老師陳奕伶說，平
面構成設計實習課程著重在平面紙張的立體
應用，藉由圖學與繪畫技巧將平面紙張轉化
為立體屋的概念，學生需熟悉切割、崁入等
技巧，與善用直立式、摺疊式等立體結構，
才能讓作品具備獨特風格。

通過初選的新北高工三年級鑄造科同學
趙羿凱說，在特殊鑄造實習課程，了解到操
作步驟需要非常謹慎，基本技巧的紮實學習
，才得以成功完成作品，他也在成果中記錄
自己在實習課程，如何結合一、二年級所學
的機械、鑄造實習技能，運用於精緻作品實
作。

新北技職學習成果賽 17件獲獎

民進黨嘉義縣年底公職人員選舉黨內登記作業4月18日起跑
，全縣18鄉鎮市長提名名單多數已敲定，但是重點鄉鎮水上鄉
、中埔鄉、太保市等尚在協調中，至於人口數最多的民雄鄉，因
縣議員黃芳蘭、林淑完皆表態爭取黨內提名選鄉長，經雙方共識
，29日晚間以市話民調決定誰代表民進黨選鄉長，民調結果今天
公布。

林淑完、黃芳蘭在地耕耘多時，基層支持度高，雙方實力伯
仲之間，由於現任鄉長何嘉恒2任屆滿，2人早早表態要爭取提
名，雖地方高層從去年底一路居中溝通到今年，但兩人態度堅定
，互不退讓，讓高層很頭大，甚至一度點名第3人選，試圖藉此

刺激林、黃2人協調、讓步，但均未奏
效。

鑑於民雄人口數達7萬多人，一向
是各路人馬必爭之地，為避免內部分
裂，衝擊綠營整體選情，在立委陳明文、鄉長何嘉恒協調下，林
淑完、黃芳蘭同意比照2014年模式，以民調一較高下。

確定舉行電話民調後，黃芳蘭、林淑完不約而同換大型看板
，這幾天也站上街頭拜票，昨更掃街走透透大力催票。對於民調
結果，林淑完表示有信心取得鄉長參賽權，但就算結果不如預期
，也會欣然接受。黃芳蘭則說盡力而為，她對自己有自信。

民進黨嘉義縣黨部主委林秀琴指出，雙方協議內容包括民調
高的選鄉長，低的選議員，希望在此共識、默契下，避免因初選
影響黨內和諧，至於水上等鄉鎮則持續溝通中，且4月18日至22
日才開放登記，實質提名作業尚未展開。

林秀琴說，開放登記後，如鄉鎮長人數登記超額，會先協調
一次，不成再辦民調，至於縣議員部分，仍以各選區提名過半為
原則，如人數超過又溝通無效才會辦初選。

綠營2議員爭民雄鄉長提名 民調今出爐

國軍政戰將領4月1日將有一波異動，海軍政戰主任孫常德
中將屆齡退役，遺缺由國防部政戰局副局長劉慶斌少將升任，並
占中將缺；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史順文少將升任陸軍六軍團政戰主
任，遺缺由陸軍公共事務組長孫立方上校升任、占少將缺；另馬
防部政戰主任，由政戰局政綜處長龔瓊玉上校升任、占少將缺。
龔瓊玉將於7月1日晉任少將，屆時國軍將有3名現役女將軍。

這波政戰將領人事異動
，還包括國防大學政戰
學院院長陳育琳少將升
政戰局副局長；六軍團
政戰主任陳中吉少將升

任政戰學院院長。
此外，陸軍八軍團政戰主任張維新少將升陸軍政戰副主任，

遺缺由政戰局文宣心戰處長樓偉傑少將升任；文宣心戰處長一職
，由陸軍航特部政戰主任王俊傑少將升任；陸軍馬防部政戰主任
唐明德少將升航特部政戰主任，馬防部政戰主任由龔瓊玉上校升
任。

這波政戰將領異動特色，是新聞出身並曾任青年日報社長的
孫立方，升軍事發言人，占少將缺。以往政戰官科要升少將，幾
乎都從政戰局的處長、副處長職位晉任，軍種司令部幾乎都沒機
會。

近幾年時勢有所改變，軍種負責新聞的組長都有升少將的例
子，如陳中吉、史順文、海軍艦指部政戰主任馮國維，還有空軍
空作部政戰主任唐才彬等，現又升了孫立方。

過去政戰升將領都是政綜、文宣、保防與監察的天下，軍種
的新聞組長根本升不到，現則趨勢反轉，在國軍重視媒體報導的
情況下，軍種負責新聞的組長，已有多人晉升少將。

政戰將領異動 孫立方接軍事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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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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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0330WED_A1_Print.pdf (p.1)
	0330WED_A2_Print.pdf (p.2)
	0330WED_A3_Print.pdf (p.3)
	0330WED_A4_Print.pdf (p.4)
	0330WED_A5_Print.pdf (p.5)
	0330WED_A6_Print.pdf (p.6)
	0330WED_A7_Print.pdf (p.7)
	0330WED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