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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77 月中東行 政策
拜登
政策大轉彎將會晤沙烏地王儲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下個月將從以色列直飛沙烏
地阿拉伯，寫下歷史。而且他將會見沙烏地事實上統治者
、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不再因異議人士遭殺害一事而
排斥對方。
法新社報導，白宮今天宣布，拜登 7 月 13 日至 16 日
將走訪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和沙
烏地阿拉伯，終結外界數週以來的揣測。
這將是拜登上任以來首度訪問中東，除了分別與當地
領導人見面，還將出席在沙烏地舉行的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高峰會。
外界普遍預期，拜登希望確保沙烏地增產石油，以在
美國國會期中選舉前，抑制美國國內不斷上漲的燃料成本
和通貨膨脹。拜登的民主黨在期中選舉有面臨慘敗風險。

不管結果如何，他與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會面，將標誌著爭議性政策大轉彎。
拜登競選總統期間曾經表示，2018 年哈紹吉（Jamal
Khashoggi）遭殺害肢解案使沙烏地成為 「賤民國家」。
沙烏地出生、擁有美國居留權的哈紹吉，生前因撰寫對沙
烏地統治者的批判性文章而為人熟知。拜登政府公布的美
國情報機構調查結果，認定穆罕默德．沙爾曼幕後策劃殺
害哈紹吉行動。
白宮證實， 「能源安全」將是拜登在沙烏地的一項討
論主題。但官員強調，這趟中東行有更廣泛外交目標。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強調，
「對中東地區這項訪問是數月以來外交活動的高潮」，不
是由近期國內政治顧慮所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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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受夠了
上週六 成千上萬的怒吼
民衆結集在首都華府獨立記
念碑及全美各大主要城市，
發出巨大之怒吼聲， 嚴正抗
議政府及國會對於目前在各
地發生的集體槍殺事件束手
無策。
華府首都市長鮑泽在大
會上高喊：“我們大家都受
夠了”，她說，“我以市長
、 媽媽及代表千百萬的國民
要求國會立即採取行動，來
保護我們及孩童們受到槍殺
。”
全國生命保障協會也是
遊行之發起人洪基表示：
“如果政府無法再阻止十九
名學童被槍殺之悲劇， 我們
就請他們下台。”
當時在洛杉磯主持美洲
首長會議的拜登總統發表談

話，希望遊行繼續進行， 他
對於國會立法表示比較樂觀
。
金恩博士之孫女夷蘭大
也在大會上大聲疾呼，此時
此地我們不分黨派 ，也沒有
任何政治立場 ，這是一個道
德勇氣和行動之問題。
老實說， 最近一連串在
全美各地不斷上演的槍殺悲
劇， 已経成為政府施政及民
主共和兩黨政治角力的最大
問題 ，在全國民衆之極大壓
力之下， 國會諸公為了保住
席位， 必然要做出让步。
全國步槍協會目前正在
發動攻勢， 要求保守之共和
黨及許多他們給予政治捐款
議員要死守陣地， 他們始終
相信憲法賦予人民有擁槍之
權利。

今天我們的政治運作，
已經和金錢全面掛勾， 許多

議員都在金主之支持下， 做
出有利於各種利益團體之決

定， 槍支管制就是最明顯之
例証。

We Have Had Enough
Thousands of people rallied
on the National Mall in
Washington, D.C. and
across the nation last
Saturday in a push for gun
control after recent deadly

mass shootings in Buffalo,
New York, and Uvalde,
Texas.
The mayor of Washington,
D.C. Muriel Bowser told the

crowd, “Enough is
enough. I speak as mayor,
a mom and I speak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and
America’s mayors who
are demanding that
Congress do its job. And its
job is to protect us and to
protect our children from
gun violence.”
As co-founder of the
“March For Our Life”
organization that was
created after the Parkland,
Florida, shooting in 2018,
Mr. David Hogg said, “If
our government can’t do
anything to stop 19 kids
from being killed and
slaughtered in their school,
it’s time to change who is

in government.”
Yolanda King,
granddaughter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id,
“This time i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n’t about
the politics. It’s about
morality. Not right or left,
but right and wrong, and
that doesn’t just mean
thoughts and prayers, that
means courage and action.
”
To be honest, the recent
series of shooting tragedies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has become the
biggest problem and
political issue between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Now

under great pressure from
the people, Congress must
take action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is currently
launching an offensive
demanding that the
conservative member of
Congress hold their
position on gun control.
They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U.S. Constitution
gives the people the right to
own a gun or weapon. The
association is a big
campaign donor to many
politicians.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our politics is so
driven by the money thes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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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無人機在戰場上現形
烏軍抱怨不好用，難以突破俄軍防空網
綜合報導 戰爭是人與武
器的高效結合，單純討論武
器的性能而忽略人為因素，
往往沒有多大的意義。消息
稱，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氣壞了”，原因在於自家
的 TB-2 “ 旗 手 ” 無 人 機 不 受
烏克蘭軍隊的“待見”。據
烏 克 蘭 壹 線 部 隊 反 饋 ， TB-2
無人機的缺陷非常明顯：既
無力突破俄軍的對空防禦，
也無法引導己方炮兵對敵目
標實行精準打擊。
此外，該型無人機的造價
還“死貴”，動輒 100 萬美元
的價格，嚴重限制了它的使用
範圍。當然，這些都是烏克蘭
軍方的壹面說辭，作為壹款經

綜合報導 伊朗原子能組織抉定從當日起關閉國際原子能機構安裝
在伊朗核設施內的 2 臺監控攝像設備。
據《報道，伊朗原子能組織表示，此舉是針對國際原子能機構的
“非法行為”而實施的。伊朗迄今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進行了廣泛合作，
但是國際原子能機構沒有贊賞來自伊朗的合作，反而認為這些合作是伊
朗的責任。
伊朗原子能組織稱，國際原子能機構安裝在伊朗核設施內 80%以上
的攝像設備將繼續像以前壹洋工作。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貝赫魯茲·
卡邁勒萬迪說，在伊朗選擇繼續合作時，伊朗希望看到西方以合作的態
度回應伊朗，他們做出的不當行為是不可接受的。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 8 日通過了美、英、
法、德等國推動的有關伊朗保障監督問題的抉議。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邏西 6 日在該機構理事會會議上表示，伊
朗尚未就三個未申報地點發現的鈾痕跡提供“技術上可信的解釋”，機
構無法確認伊朗是否全面履行其核保障義務。
2021 年 2 月，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達成壹項臨時技術協議。
根據該協議，國際原子能機構在伊朗核設施內安裝監控設備，繼續
其必要的核查和監測活動，伊朗將保存壹些核設施的視頻監控資料
。如果美國解除對伊制裁，伊朗將把這些監控資料交給國際原子能
機構。

國際最新研究：
減排必須立即行動以免進壹步加速全球變暖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最
新發表壹篇氣候變化論文稱，壹項模型研究表明，即使排放立即
停 止 ， 依 然 有 42% 的 概 率 世 界 或 已 註 定 走 上 比 工 業 革 命 前 升 溫 1.5°
C 的 道 路 。 不 過 ， 如 果 排 放 至 2029 年 前 都 未 削 減 ， 這 壹 可 能 性 將
上升至 66%，這凸顯出減排必須立即采取行動，以免進壹步加速全
球變暖。
該論文介紹，溫室氣體的大氣存留時間抉定其在排放終止之後繼續
發揮影響的持久程度。因此，評估限制全球升溫達到《巴黎協定》目標
的可能性，需理解過去排放造成的尚未實現的升溫。
論 文 通 訊 作 者 、 美 國 華 盛 頓 大 學 米 歇 爾 · 德 沃 夏 克 (Michele
Dvorak) 和 同 事 利 用 壹 個 基 於 排 放 的 氣 候 模 型 ， 在 現 有 及 替 代 性 排
放 減 緩 路 徑 下 ( 據 IPCC AR6 報 告 中 使 用 的 共 享 社 會 - 經 濟 路 徑 ， 即
SSP)， 理 解 2021-2080 年 之 間 的 慣 性 升 溫 ( 過 去 排 放 的 溫 室 氣 體 帶 來
的連瑣反應)。
他們的研究表明，如果排放立即停止，仍然有 42%的可能性世界將
慣性升溫超過 1.5°C，但僅有 2%的可能會超過 2°C。如果等 2029 年後才開
始削減排放(在 SSP2-4.5 場景下，其中碳排放在本世紀中葉之前壹直保持
高位，然後開始下降)，會將慣性升溫至 1.5°C 變暖的可能增至 66%。在
所有排放場景下，這壹可能性反映在 2027-2032 年之間的預測中。在
SSP2–4.5 的場景中，世界預計將在這些溫度出現之前 4-6 年即到達慣性
升溫水平。
論文作者指出，這壹研究凸顯了亟需采取急迫的緩解措施，避免全
球未來慣性到達更高水平升溫和其他氣候系統的相關變化。

的若幹後勤據點，但隨著俄邏
斯將各類先進的野戰防空系統
部署到戰場上，TB-2 就未能有
任何出彩的表現，以至於該機
逐步被烏克蘭軍隊嫌棄，淪為
了雞肋。
值得壹提的是，美國的
“彈簧刀”巡飛彈也被烏軍
用於打擊俄邏斯軍隊，但同
洋被證明作用有限。這似乎
從某種角度說民警，無人機
在現代戰爭中仍有部分局限
性，單純依靠空中偷襲的戰
術對抗大國軍隊，並不是那
麼有效。
畢竟，無論是 TB-2 在空襲
“庫爾德工人黨”武裝時的優
異表現，還是“彈簧刀”在阿

富汗反恐戰爭中的不俗戰績，
都是建立在己方擁有絕對優勢
的情況下才取得的。而在俄烏
沖突中，俄邏斯軍隊才是牢牢
掌握戰略主動權的壹方，在軍
力、兵員素質和裝備水平方面
，都比烏軍有著明顯的優勢，
無論是 TB-2 還是“彈簧刀”，
均根本不足以幫助烏軍抹平差
距……
總之，將自身的命運交付
他國之手，終究是壹場政治豪
賭。很不幸，若烏克蘭再不改
變思想和戰略，恐怕自己就離
賭輸不遠了，乃至需要為此付
出慘重的代價。至於土耳其總
統埃爾多安的不滿，只能是自
認倒黴了……

荷蘭將出現更多窮人
內閣表示已經用盡辦法無法提高購買力
由於社會物價上漲，低收入群體和領
取社會救濟的人士尤其面臨支付問題的風
險。根據荷蘭中央計劃局 CPB 的“壓力測
試”（ stresstest），有 67 萬至 120 萬護家
庭可能會發現難以支付持續高漲的帳單。
這相當於荷蘭所有家庭數目的 9% 到
15%。如果妳只看低收入的群體，甚至上升
到85%。據調查人員稱，政府目前的促進購
買力的措施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調查人員研究了兩種情況。
第壹種情況較為溫和，能源價格是2021
年1月時的三倍。除了已經列入困難護的50萬
護家庭之外，還將有 17 萬護家庭缺錢。
在最糟糕的情景中，計算出的能源價
格是 2021 年1月的七倍。在這種情況下，
將增加 65 萬護困難的家庭。
據調查人員稱，政府宣布的臨時措施
，例如降低燃料消費稅和降低能源稅，對
許多弱勢家庭來說是不足夠的。
調查人員說，為最低收入者提供
800 歐元的能源帳單補貼只是部分有效，
對很多人來說，這個數額太少了，也並沒
有覆蓋到所有需要的人。
調查人員說，增加社會援助和其他福利金
額，以及提高最低工資是更有希望的解抉方案。
政府說今年的辦法已經用盡

荷蘭政府今年看不到
更多機會來提高中低收入
者的購買力，首相呂特和
材政部長卡格在回應中央
計 劃 局 （CPB） “ 壓 力 測
試”的數據時表示。
該數據顯示，由於物
價的上漲，將有 120 萬護家
庭面臨陷入困境的危險。
卡格說：“當妳看到這
些數字時，會感到吃驚，但
我們不會感到驚訝。”
對於呂特來說，這些數字也“並非完
全出乎意料”，“這再次說明了生活成本
上升對社會大群體的影響，問題的確是巨
大的。”
呂特希望看看什麼是可能的措施，但
警告說不要有過高的期望。他認為：“我
們必須繼續觀察這些數字在未來壹段時間
內的發展情況。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今年
不可能有太多事情。”
卡格同意他的看法：“幾乎沒有或肯
定沒有任何可能。我們已經轉動了幾乎所
有可以使用的按鈕，但我們仍然必須留意
那些無法度日的窮人。”
最低工資上漲

政府此前曾提出壹攬子措施來支持購
買力，例如，最低收入者壹次性獲得
800 歐元，作為對高價能源的補償，並降
低燃料消費稅；最低工資也將增加，
AOW 將與此掛鉤。
這個壹攬子計劃需要 60 億歐元。
中央計劃局 CPB 警告說，已經采取
的措施還是不足夠。對於許多最低收入者
來說，800 歐元是不夠的，而且，這項津
貼也並沒有惠及所有需要的人。
呂特指出，CPB 的“壓力測試”是基
於明年年底的情況。他認為，今年修復的
可能性很小，內閣將在 8 月討論 2023 年的
預算，並將考慮采取其他措施來維持國民
的購買力。

因性虐兒童，墨西哥大型教會領袖被判超 16 年監禁
綜合報導 墨西哥“世界之
光”教會（La Luz Del Mun誒o
）領袖納森· 華金· 加西亞（Naason Joaquin Garcia）因為承認性
虐兒童、販賣人口等罪名，被法
院判處16年零8個月監禁，並被
終身登記為性犯罪者。
不過，總部位於墨西哥瓜

達拉哈拉的“世界之光”教會
在推特上發表聲明，重申對加
西亞的支持：“我們對他（加
西亞）的正直、行為和工作完
全了解，對他的信任始終如壹
。”聲明還聲稱，加西亞是因
無法得到公平審判而被迫接受
了上述認罪協議。
但受害
者表示，這
名教會領袖
的認罪協議
過於寬恕。
據報道，
該案件在周三
舉行庭審聽證
會，有 5 名受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害人出席。化名為“3 號”的受
害者說道：“我們曾經敬仰著妳
，妳是我們的神，而妳卻背叛了
我們。妳不過是壹個掠奪者和虐
待者”。
自稱是加西亞侄女的“4
號”受害者說：“納森和這個
教會毀了我的生活。”
另壹位受害者告訴法庭：
“法官大人，這個施暴者認為
妳的法庭是壹個笑話。即使在
接受認罪協議後，他還在向教
會說，他是無辜的”。
據路透社報道，加西亞於
2019 年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與壹
名共同被告蘇珊娜· 梅迪納· 瓦
哈卡（Susana Me 誒 ina Oaxaca

59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E

伊朗抉定關閉國際原子能機構
在伊核設施內的 2 臺監控攝像

歷多重實戰的“無人機”，
TB-2 自有其獨道之處，而這些
常被外界所忽略。
TB-2 是壹款通體扁平的無
人機，帶有後置螺旋漿和傾斜
的機翼。可攜帶數枚小型激光
制導炸彈，並長時間滯留空中
。和中國或西方的大型察打壹
體無人機相比，TB-2 的整體性
能不占明顯居於下風，但其也
有獨特的優勢，即體積小、運
用方便。
不過，TB-2 畢竟是壹款相
對低端的察打無人機，在擁有
重火力和嚴密防空網的俄邏斯
軍隊面前，該機明顯“力有不
逮”。俄烏沖突爆發之初，
TB-2 確實幫助烏軍擊毀了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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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起被逮捕，後者於上周五
承認了壹項毆打致人重傷罪名
的指控，被判處緩刑壹年和六
個月的心理咨詢。
報道還稱，第二名共同被告
阿 隆 德 拉 · 奧 坎 波 （Alon 誒 ra
Ocampo）也於 2019 年被捕，並
於 2020 年承認了性侵未成年的
三項重罪以及強奸罪。此前他還
涉及多項販賣人口和其他罪名指
控，目前尚未被判刑。
檢察官表示，此案被指控
的第四名被告仍在逃。
報道稱，“世界之光”是墨
西哥最大的福音派教會，其歷史
可追溯到1920年，在50個國家有
分支機構，據稱有500萬信眾。

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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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vix公司發明 「矽基汽車電池」 10分鐘可充飽電
星期三

電動汽車正逐步成為趨勢，不過充電時間長
成為最大的問題，前陣子有個社會新聞，正是爭
奪充電樁造成的糾紛。要是充電時間只需 10 分
鐘，或許爭議就會少的多。美國初創公司
Enovix 所發明的 「矽基汽車電池」，就具有高
速充電性能，可在不到 10 分鐘的時間，即可充
飽電池。
新阿特拉斯(NewAtlas)報導，目前的充電電
池以鋰離子電池為主，但是目前的充電時間長，
因此新一代的電池正在研究中，比如鋁離子電池
，號稱可以將充電時間縮短至幾分鐘，瑞典富豪
汽車(Volvo)正投入研究。
其他的配方也在實驗中，2007 年成立的初
創公司依諾維(Enovix)，正在研究他們獨門配方
的矽基充電電池，並且透過矽的特性，被塑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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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電池架構。
在過去十年的電池研究中，也有不少團隊看
看到矽的特徵，認為它具有巨大的儲能潛力，可
以做為正極石墨的替代品。Enovix 沒有特別研
究矽的性能數據，只是說它的電池設計提高了能
量密度，可以承受超過 1,000 次充放電循環，同
時保持 93%的原始電池容量。
該公司得到美國能源部的資助，他們在星期
一的發布會表示，已證明其矽基電池可在 5.2 分
鐘內，從 0 充電至 80%，要是有 10 分鐘，可以充
電至 98% 以上。
首席執行長哈洛德‧路斯特(Harrold Rust)表
示： 「快速充電可以推廣電動汽車的大規模應用
，我們已經能夠展示出它更接近普通汽車加油時
間的性能。」

美國會為台灣開戰嗎？ 專家曝大陸下一步棋
2020大選之夜白宮發生什麼事？ 美國會聽證會揭秘

「英國廣播公司」（BBC）14 日報導，美
國和中國大陸近期對台海問題發表強硬言論，讓
外界擔憂戰爭風險是否升高；不過專家們指出，
雙方在堅持自身立場的同時，其實非常注意不要
引發直接衝突，也有恢復對話的跡象，認為大陸
下一步恐會加強 「灰色地帶」（Gray-zone）戰
術，包括增加軍機擾台、資訊戰等。
根據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
警告，中國大陸持續派遣軍機在台灣附近空域飛
行是危險行為，並聲稱必要時願動用武力防衛台
灣；中國大陸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則於新
加坡 「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
中，稱在台灣問題上 「不惜一戰」。但 BBC 指
出，台海戰爭不太可能於近期爆發，因為對各方
的代價都過於高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
院」（RSIS）研究員許瑞麟（Collin Koh）表示
，美國和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堅持強硬立場，

因為雙方都不希望被外界認為有所退縮；但與此
同時，他們也極力避免發生直接衝突、十分注意
對方的言辭，並努力緩和局勢。
許瑞麟還指出，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
汀（Lloyd Austin）在 「香格里拉對話」期間會
面一事，更釋出雙方願意 「坐下來談一談」的積
極訊號，接下來可能會進行更多關於軍事活動的
討論，以降低誤判導致衝突爆發的風險，並重振
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期間缺
少的全面性對話。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Ian
Chong）則認為，中國大陸可能會加強 「灰色地
帶」戰術，包括提升軍機擾台的頻率、資訊戰等
，藉此消耗台灣軍事資源與耐心；他也表示，在
美國與中國大陸今年分別面臨期中選舉和 20 大
之下，雙方皆不願意於此時節外生枝，但警告這
不代表情勢有所好轉，只是讓所有人都被困在原
地。

美國前總統川普至今仍堅稱 2020 年大選勝
利 「被偷走了」，還鼓動支持者攻擊國會。調
查國會暴動案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昨透過川普
身邊親信證詞，切實記錄 「選舉遭竊」一說的
來源。
去年 1 月 6 日，川普（Donald Trump）支持
者襲擊美國國會大廈，試圖打斷議員認證民主
黨籍拜登（Joe Biden）贏得 2020 年總統大選的
程序。聯邦眾議院特別委員會昨天針對這起攻
擊案，舉行本月第 2 場公開聽證會，而針對大
選之夜白宮內部的描述，堪稱當天最引人注目
的內容。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
導，特別委員會收集內部人士對當晚白宮事態
的陳述，並在聽證會上播放影片佐證。片中生
動描繪川普是如何罔顧身邊幕僚和顧問的勸阻
，執意宣稱自己贏得大選。
根據紐時，2020 年大選之夜，川普眼睜睜
地看著連任選票一一溜走。
當晚 11 時 15 分剛過，福斯新聞台宣布拜登
拿下亞利桑那州，給川普帶來一記重擊，白宮

內的氣氛也從興高采烈變為憂慮重重。川普告
訴幕僚，不論如何都要讓福斯改變說法。
根 據 川 普 高 級 競 選 幕 僚 之 一 米 勒 （Jason
Miller）對特別委員會的說法， 「肯定已經喝醉
」的川普私人律師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則大談陰謀論，宣稱 「這麼多票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必須宣布我們贏了」。
當晚他不顧幕僚阻攔跑去會見川普。後來
朱利安尼告訴委員會調查人員，他跟川普談話
時，多名幕僚可能都在現場。
據稱當時米勒告訴川普，在沒搞清楚票數
前不要宣布勝選；川普的競選連任總幹事史泰
平（William Stepien）也說： 「現在發表任何這
類聲明為時過早」；甚至連第一千金伊凡卡
（Ivanka Trump）也說，選舉結果還在統計中
。只有朱利安尼說出川普想聽的話。
紐時指出，朱利安尼的 「大選被竊」言論
助長了川普心中關於選舉被操縱的陰謀論，且
早在計票前，這些陰謀論就已在公開和私下醞
釀，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對民主長達數月的攻擊
，最終導致暴徒闖入國會大廈。

熱浪襲美東車內狂飆105度網紅實測 「煎牛排」 成果驚呆網
中東、歐洲、美洲等國家正經歷當前最嚴重熱浪，上週西班
牙部分地區氣溫更直飆超過攝氏 40 度，氣候學家將極端氣候歸
咎於全球暖化所致。社群平台 TikTok 上一名用戶似乎已熱到發
瘋，便突發奇想把軟糖、牛排等各種食物拿進車內 「烤」，沒想
到直逼華氏 222 度的誇張溫度全都熟了。
綜合外媒報導，一名亞利桑那州(Arizona)的年輕男子喬伊·
布朗(Joe Brown)以 「非典型烹飪手法」為平台主題躍升抖音
(TikTok)當紅炸子雞，目前累積超過 220 萬人追蹤。
拍片動機是剛好疫情期間哪都不能去，心血來潮用自家屋頂

當作環保又省錢的 「烤箱」，嘗
試用它做出各式各樣的料理。今
年 4 月，它把這項實驗移至車內
進行，效果同樣驚人。
位於美國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近期同樣逃不過炙熱天氣影響
，平均氣溫高達 38 度 c。影片可以看到他分別將軟糖、巧克力、
起司放入將近華氏 222 度(約 105 度 c)的擋風玻璃前，最後全都融
化了；後續食材一個比一個高檔，牛排、蛋糕、肉桂捲都來了，
最後更直接煮起通心粉，發揮創意沒有極限，掀起大批網友在留

言區為他提供 「待烤清單」。
《華郵》13 日報導指出，巨大熱浪席捲美東地區，一路從加
州蔓延至德州、再到墨西哥灣，本周全美超過 1 億人處於高溫警
戒狀態。氣象局表示，極端高溫是所謂 「熱穹現象」（heat
dome），高壓長期滯留上空造成熱空氣往上升，然而上空的高
壓又將空氣回推，使地表變得更熱。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包括緝毒警隊警員在
內的聯合執法組，依據情報信息，
在撣邦北部瑙丘鎮曼德勒-蠟戌公路
瑙丘入口收費站附近，對從昔蔔駛
往曼德勒方向，由 1 名男性駕駛而來
的 FUSO 12 輪貨車，進行了攔截檢
查。
在車上查獲了預估地區市值 3.2
億多緬蔽的海洛因 21.6 公斤。查獲
毒品後，聯合執法組逮捕了該男性
，審訊後得知，毒品是計劃從撣邦
北部運至曼德勒省。
目前，該名男性已被拘押，依法
立案調查追責及追查其他涉案人員。
緝毒中央組消息，6 月 4 日早晨
9 點，包括緝毒警隊警員在內的聯合
執法組依據情報信息，在曼德勒省
彬烏倫市轄區貝高村附近，對由 1 名
男性駕駛而來的 6 輪貨車，進行了攔
截檢查。
在車上查獲了預估地區市值 14
億緬蔽的海洛因 12.21 公斤和麻黃素
片 73.8 萬片。
查獲毒品後，聯合執法組逮捕
了該男性，審訊後得知，毒品為從
撣邦北部運輸而來，計劃運入曼德
勒省。目前，該男性已被拘押，依
法立案調查追責及追查其他涉案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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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毒品多泛濫，毒販多猖獗？
看看毒品數量就知道，都是公斤為單位

綜合報導 韓國大邱市壽城區泛魚洞壹
棟律所聚集的大樓發生火災，至少造成 7
人死亡，其中 1 人為犯罪嫌疑人，1 人為律
師，5 人為職工，另有近 50 人被燒傷或吸
入濃煙。
據悉，該大樓毗鄰大邱地方法院，為
地下兩層、地上五層的七層建築。當地消
防部門所接火警電話稱，事發當時，地上
二樓有爆炸聲傳出，且冒著黑煙。消防部
門在抵達現場 20 多分鐘後將火撲滅。
經相關部門調查，7 名死者皆來自著
火的二樓辦公室，其中 1 名為縱火嫌疑人
，1 名為律師。據《東亞日報》消息，嫌
疑人曾因投資資金提起訴訟，敗訴後對
對方律師懷恨在心，後於 9 日上午 10 時
53 分攜帶白布覆蓋不明物體進入大樓。
由於嫌疑人在進入律師事務所 23 秒後，
該辦公室立馬出現了火花，警方懷疑嫌
疑人手持物體可能為易燃材料。此外，
相關律師當日因出差並未在律所工作，
而其同事不幸遇難。
大韓律師協會對縱火案表示譴責，並
發表聲明稱，律師獻身於人民，履行作為
法律界三大支柱之壹的職責，並推動以法
治為基礎的韓國司法系統正常運作。大邱
律師事務所縱火案讓人感到遺憾的同時，
也令人寒心。因為這不僅僅是針對個別律
師的罪行，更是嚴重威脅到韓國司法系統
和法治的暴行。

韓大邱壹建築失火七人死亡
系嫌疑人不滿庭審敗訴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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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中企又遭殃，印度“寧錯殺不放過”，查不出問題就要錢
綜合報導 自從中印兩國在邊境問題
上產生分歧後，兩國的關系就變得相當
緊張。印度政府不僅加大了對在印中企
的調查和排擠，還封禁了近 300 個與中
國有關的應用程序，甚至還限制中國企
業的投資。
如今，印度更是變本加厲，大規模
對中國企業展開“惡意審查”，查不出
問題就要錢，可以說是相當過分。據相
關媒體報道，已經有上百家中國企業慘
遭印度政府毒手。
有知情人士透露，早在今年 1 月，
印度就發起了針對中企的新壹輪“惡意
審查”，這次審查涉及了大量的印度政
府部門，而且力度極大。稅務局、海關
以及公司註冊處等印度部門以各種不同
名義對中企展開調查，嚴重性已經超過
了 2020 年印度針對中企的種種舉動。
值得壹提的是，這次印度政府抱著
“寧殺錯不放過”的態度，哪怕是包含
了中國董事的印度企業都沒能幸免，也

要經歷如此壹般“抽筋扒皮”，其中，
中國手機企業就成為了印度此輪打壓的
重災區。
印度之所以要針對中國手機企業，
不過是看上了手機市場這塊大蛋糕罷了
。畢竟印度是目前全球僅次於中國的第
二大智能手機市場，可盤踞在印度手機
市場的企業大都來自中國。有數據顯示
，中國手機品牌早在 2018 年就占據了印
度市場份額的 60%，到了 2021 年，這個
比例已經上升到了 76%。
看著中國企業在印度蒸蒸日上，印
度壹些材團和第三國資本自然是羨慕嫉
妒恨，借著中印兩國關系不和睦之際，
對中國進行排擠打壓，也就成了意料之
中的事情。
據在印度的中企老總透露，印度
各部門從今年年初就頻繁來進行各類
調查，如果查不出問題，就直接要錢。
據他本人回憶，此前印度曾索要 80 萬盧
比，在最後協商後將這筆錢降到了 40 萬

盧比。
在印度政府的這壹系列操作下，
印度各領域的企業也都人心惶惶，不
僅不敢接受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甚
至連中國業務也不敢接。更嚴重的是
，印度政府直接對企業服務行業來了
個“大掃除”，導致中國在印度已有
的公司，無法進行任何工商變更和合
規報備，很多中國公司想後續進入印
度也無法註冊。
直白來說，印度此次大張旗鼓給中
國企業使拌子，壹方面是將打壓中資視
為印度外交的壹個籌碼，另壹方面，不
過是為了保護印度本土的制造業罷了。
在印度政府的不公平打壓下，已經有不
少中國企業開始考慮是走還是留。
可問題在於，印度想要成為制造
業大國，並不是壹夜之間的事情，莫
迪此前推出了那麼多試圖帶動印度制
造業的政策，最終都石沈大海。這也充
分說明，印度想要發展“印度制造”或

是“印度自造”，都離不開和中國企業
的合作，這壹點已經在業界形成了普遍
的共識。印度政府繼續這洋針對中企，
那“自力更生”註定沒戲。
另外，印度政府以為對中國企業展
開不正當的打壓措施，就可以在邊境問
題上得到極大優勢，完全是異想天開。
中國已經多次奉勸印
度政府，不要在邊境
問題上混淆是非。中
印邊境沖突的始作俑
者就是莫迪政府，這
幾年印度在邊境問題
上頻頻搞事，勞民傷
材還導致中印兩國關
系惡化。現在印度又
對中國企業“開刀”
，只會讓兩國的關系
變得更加復雜。
中國已經表現出
了足夠的誠意，願意

和印度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抉邊境問題，
可印度卻得了便宜還賣乖，甚至還變本
加厲想要繼續為非作歹，中國斷然不會
答應。在邊境問題上，中國不會退讓也
不會讓印度占便宜，在中企問題上，中
國也不會讓印度政府繼續囂張下去，必
然會給在印中企壹個交代。

中國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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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故宮文化進校園 港生趣問連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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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了解清宮醫療文化 展現學習中華文化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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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 7 月 2 日正

根

式開幕，北京故宮博物院專程派出專家到港協作籌辦。為讓香港師生感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受故宮文化之美，提高同學欣賞文物的能力和興趣，香港華夏教育機構特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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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舉辦的“故宮文化進校園”活動，11 日上午到創知中學舉行首場專家講座。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關雪玲以“清宮中的藥物和治療方法”為題，向來自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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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學約 200 名師生講述清代宮廷醫藥治療歷史和文化。同學們都認真投入專

心聆聽講解，又積極提問，內容包括“御醫為后妃診治時可以一睹其芳容嗎”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等等，展現香港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濃厚興趣及努力學習的熱誠。
◆同學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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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環節踴躍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問，希望請專家解答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自己心中各式各樣的好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關雪玲向來自多間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奇和疑問。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中小學約 200 名師生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講述清代宮廷醫藥治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療歷史和文化。
療歷史和文化
。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在
11
日
關的優質活動，加強社會上學習中華經典、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故宮文化進校園”專家講座上，香港教育局
史和文化的氛圍，向新一代弘揚中華文化，加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副局長蔡若蓮，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徐凱主禮
強其民族感情和國民身份認同。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並致辭。蔡若蓮透露，教育局將積極與香港故
徐凱以視頻方式致辭時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宮文化博物館合作，推廣“以文物學歷史”的
曾深刻指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創造和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策略，“使博物館成為學校歷史教育的第二課
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堂”，以加深新一代欣賞和傳承文物的熱情，
魂”，他期待香港的同學們能透過是次活動激發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弘揚中華文化，加強民族感情和國民身份認
興趣，更深刻地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講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同。
座了解故宮、愛上故宮，從而激發更多對中華文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化的興趣，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精神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增國民身份認同
氣度，不斷增強文化自信，並從中汲取智慧，投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蔡若蓮表示，故宮館從香港角度結合環球
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視野，以嶄新的策展手法展出故宮博物院珍藏
他提到
2015
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之一、
講座上，關雪玲透過大量館藏藥材圖片講
毒的方法是否真實。關雪玲回答道，銀針只能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的中外藝術品，將年代久遠的歷史文化重現在
國家中醫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兼首席研究員屠呦
述背後的歷史，詳細介紹了清宮藥材的特 試出砒霜中含有的重金屬鉮，無法驗出其他毒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大家眼前，成為我們學習歷史文物和中華文化
呦、有“國學大師”之譽的饒宗頤、著名武俠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點和進貢過程，包括與用黃色絲線和盒子包裝 素，只是久而久之成為了傳統習慣。
的最後一絲希望。
的珍貴資源；而“故宮文化進校園”活動可以
小說家及傳媒人金庸（查良鏞）及著名導演王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以示皇家專用，又特別提到清宮盛行錠子藥，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女醫進宮治病
反思男女平等
豐富同學的歷史文化內涵，亦可讓香港師生能
家衛，以他們在不同領域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從 3它常見用於端午節驅暑克毒，更是常見的賞賜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夠近距離探視故宮文化的奧妙之處。
為例，鼓勵同學主動學習，研究傳統文化，做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之物。
除了輕鬆有趣的問題，也有不少同學積極
她強調，加強歷史和中華文化學習是香港
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讓傳統文化煥發時代的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除了中藥材和以其製成的中成藥丸、散、 追問更多歷史及中醫知識，例如請教牛黃是牛
學校的課程重點，局方會與故宮館合作，“使
生命力，同時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積極傳播中
膏、丹、錠等內服外治的藥物，關雪玲又介紹 的哪個部位。關雪玲回應說，牛黃其實是牛胃
博物館成為學校歷史教育的第二課堂”，豐富
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現出中華文化的悠久歷史
了清宮中的外國藥品如油露和保健器具，以及 的結石，並不屬於任何部位。有同學對清宮有
學生學習經歷，同時會舉辦更多與歷史文化相
和人文底蘊。
針灸、按摩和湯泉洗浴等療法，並仔細闡釋了 沒有中西醫會診深感興趣，關雪玲分享道，這

“銀針試毒是否真實存在呢”，及清代藥物與治療方法對現代醫學發展的影響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教局冀港故宮館成學史第二課堂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在

清代太醫院和御藥房等醫官及製藥組織、診治 在康熙年間最為盛行，且康熙對西醫的外科治
及煎藥程序，以至醫療事故須受的處罰等。
療評價極高。有同學則好奇問為何清代沒有女
御醫，關雪玲笑說自己回答不了，但當時皇宮
好奇影視橋段 專家道破真假
會從民間請女大夫進宮治病，例如康熙就曾找
整場講座循序漸進，脈絡鮮明，解說清 民間女大夫進宮為十八皇子治療腮腺炎，這帶
晰，詳略得宜，生動且精彩地將清宮醫療文化 出了對男女平等議題的反思。
和歷史呈現在師生眼前。講座氣氛活躍，同學
最後，有同學問及清代藥物與治療方法對
們既聚精會神聆聽，又在互動環節踴躍發問， 現代醫學發展的影響，關雪玲指出，它在當代
希望請專家解答自己心中各式各樣的好奇和疑 仍然有其優勢，例如不少針灸治療中風成功的
問。有同學問到，當年御醫為后妃診治時是否 案例，在北京民眾間也流行到艾灸館進行治療
會有幸一睹她們的美貌，隨即引來全場哄堂大 調理，說明傳統中醫藥仍有西醫不可比擬之
笑。關雪玲笑說，在這情況下會有簾子隔開兩 處。
人，御醫須以黃色手帕蓋在后妃伸出的手上才
下一場“故宮文化進校園”活動—“國寶
能為其診脈，不存在“艷福”，而影視作品提 是怎樣煉成的—清宮舊藏書畫的前世與今生”
到用線“懸脈”只是傳說。
文化講座將於 6 月 18 日在香港教育大學舉行，
有同學則問到，常在電視劇看見以銀針試 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專家王亦旻主講。

市民七一康樂設施免費玩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 25 周年，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1 日宣
布，將於 7 月 1 日舉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二十五周年——免費玩盡康樂設施”，讓市民
以個人身份免費使用多項收費康樂設施，藉此
鼓勵不同年齡的市民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養
成運動的良好習慣，同時共慶回歸喜悅。
市民可於6月25日上午7時起在各區“康
體通”櫃枱及網上預訂系統以先到先得方式預
訂 7 月 1 日未被團體預訂的康樂設施（屯門康
樂體育中心及水上活動中心/度假營的“康體
通”訂場櫃枱將分別於上午7時30分及8時30
分開始提供服務）。每人只可預訂一節免收費

的康樂設施，不論類別。“康體通”系統不會
接受市民超額預訂設施的申請。
為符合《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
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及
相關行政指令的規定，康文署會確保場地已採
取重開處所所需的措施。使用者在進入體育處
所前須接受體溫檢測和使用酒精搓手液，並須
佩戴自備的口罩，及必須利用手機掃描“安心
出行”二維碼。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
通行證）規例》（第 599L 章）及相關行政指
令的規定，所有進入或身處體育處所或其他康
文署管理室內場所的人士，均須符合“疫苗通
行證”實施的相關要求。

◆“故宮文化進校園
故宮文化進校園”
”活動
活動11
11日在創知中學
日在創知中學
舉行首場專家講座。
舉行首場專家講座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回歸帆船賽 500健兒戰維港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 25 周年回歸
帆船賽”揭幕戰 11 日在維港上演。主禮嘉賓、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賽前發表賀辭時指出，帆船競賽
是一項很容易受天氣及水流影響的運動，更講求船員
之間的默契，大家的合作以及靈活變通，船員之間必
須要團結一致，才能夠無懼風雨，揚帆萬里，正好體
現了香港人同舟共濟，不屈不撓的精神，亦與特區政
府回歸25周年慶祝活動主題相呼應。
賽事由香港帆船運動總會（HKSF）統籌，香港
遊艇會主辦，香港賽馬會獨家贊助。賽事邀得陳茂波
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立法會議員、中國香港體育協
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霍啟剛，香港賽馬會主席
陳南祿，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及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

等主禮嘉賓出席並主持回歸帆船賽的起航儀式，為回
歸帆船賽正式揭開序幕。
香港帆船運動總會主席張美嫻表示，全運會將於
2025 年在粵港澳大灣區舉辦。香港四面環海，有超
過一百六十年帆船運動的歷史，還有專門的設施和專
業的人才，總會將會全力配合和支持特區政府，將全
運會帆船比賽帶到香港舉行。
香港遊艇會會長孟憲庭表示，很高興見到維港千
帆並舉同賀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盛況。不論經驗老將
抑或帆船新人，均在極具標誌性的維港亮相，可見廣
大市民對帆船運動的熱愛，更重要的是把這項運動帶
到社區，與眾同樂。
是日賽事錄得89支船隊， 約500名帆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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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古蹟 高雄燈塔8月開放夜間參觀
高雄燈塔又稱旗後燈塔，登高遠望，市區
景觀一覽無遺。交通部航港局推動高雄燈塔漫
步輕食活化再利用，將燈塔及辦公室外區將開
放夜間參觀，部分員工備勤室則改建為輕食販
賣部，燈塔圍牆也將設置海景木棧平台，可觀
賞打狗山、英國領事館及旗後山與打狗山之間
的港道，俯瞰往來船隻，預計今年 6 月底前完
工，8 月開放，屆時將成為港區新人氣景點。
位於高雄市旗津區旗後山山頂的高雄燈塔
，舊稱旂後山燈房或旗後燈塔，是全台唯一與
砲臺共構的燈塔，原為 1883 年所建的白色四角
形紅磚造燈塔，1916 年打狗開港後，日本人為
配合高雄港區擴建計畫而改建為白色八角形混
凝土造燈塔，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遭機槍掃射
，但無損發光運作，足以見證打狗港的發展史
。
針對文資古蹟進行保存活化，航港局表示

，高雄燈塔編列總經費達 5000 萬元，從去年 8
月封閉施工，就庭園景觀、輕食空間配置、夜
間照明、感應式廁所及整體步道系統改善，以
及無障礙空間等重新規畫，未來將燈塔及辦公
室外區將開放夜間參觀，並招商委外營運，開
放將部分員工備勤室改為輕食區，也在燈塔周
遭設置 「輕食海景木棧平臺」預計於今年 6 月
底前完工，完工後待軟體等設施進駐，預計 8
月就可開放。
「
活化古蹟，以人為本」，航港局進一步
表示，以高雄燈塔做為第 1 例多元營運場域，
將持續打造新型態的燈塔觀光，結合棧貳庫、
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港舊港區鹽埕、鼓山等歷
史、商業資源，搭配輪渡站、文化遊艇或貴賓
船等海上交通，串連旗津至旗後燈塔，營造高
質感觀光旅遊體驗，成為港區遊憩新人氣指標
。

孩童參與設計 台東首座大型兒童遊戲場開工

大豆災損嚴重 南市府提報救助
受連續降雨影響，導致台南市後壁區大豆
子實發芽、腐爛及發霉，受損嚴重。市府現場
勘查發現損害程度達到災損救助標準，14 日提
報農糧署爭取列入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災區。
5 月連日豪雨發威，後壁區大豆傳出災損，
農政單位接獲農民反映後，5 月中旬實地現勘，
但因勘查小組認為，有些大豆田區是農民沒有
做好田間管理，並不符合天然災害救助資格。
孰料進入 5 月下旬，降雨天氣依然頻繁，認真管
理的田區也傳出嚴重災損，農政單位重新辦理
會勘。
市府農業局農務科表示，13 日邀集台南區
農改良場、農糧署南區分署及後壁區公所等單
位組成勘查小組，前往後壁受災的大豆田區勘
查，發現受連續降雨影響，大豆腐爛、子實發
面積約 0.58 公頃、台東縣首座大型兒童運
動公園 14 日舉行動土開工儀式，台東縣政府建
設處表示，該特色遊戲場域採用參與式設計，
納入孩子們自己提出的構想及需求，為小朋友
量身打造特色遊戲空間，總經費達 4556 萬元，
預計明年上半年完工啟用。
台東縣政府建設處在台東市舊站特區核心
區域打造縣立兒童運動公園，設計過程中邀小
朋友參與工作坊，選出他們最愛的遊戲前 6 名
，居冠的是 「
攀爬設施」，其次是水沙空間、
親水設施、溜滑梯、擺盪設施及樹下空間。
縣長饒慶鈴表示，兒童運動公園串連縣立
體育場，及台東大學台東校區周邊，位於台東
舊站特區最核心區域，是 1 座專為兒童量身打
造的特色遊戲場，透過參與式設計、工作坊，

讓設計者第一線聆聽觀察孩子，從孩子視角了
解需求，縣府將請建築設計師盡量完成孩子的
心願。
建設處說明，台東縣立兒童運動公園工程
原計畫經費為 4200 萬元，縣長饒慶鈴再加碼
356 萬元，一併整建體育場既有的兒童遊戲場，
面積約 0.58 公頃，經鐵路局、台東大學及台東
市公所同意土地使用，並與社團法人台灣還我
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共同參與推展計畫，採納更
多元意見，同時結合舊站鐵軌記憶，有別於其
他縣市之鐵道歷史。
昨天的開工動土典禮，縣長饒慶鈴、議長
吳秀華、議員陳銘風、建設處長許瑞貴、教育
處長林政宏等人參與，預計明年過年前後完工
。

高雄市機車持有率為全國之冠，每 1.31 人
就有 1 輛機車，為了減少機車事故，高雄市政府
與高雄市監理所 2019 年起開設機車駕訓班，扣
除政府補助，學員還需自費 1500 元以上，但暑
期班仍經常爆滿。據鳳山駕訓班透露，除了高
雄市民參加外，還有許多香港人也報名機車駕
訓班學騎機車。
高雄市監理所自 2019 年開始推動機車駕訓
班，4 小時學科、6 小時術科課程，教練會模擬
道路上狀況，以實際路況向學員教授，教導用
路安全，降低機車事故。高市府昨日舉辦宣傳
活動，加碼提供高雄 2 大監理所各 10 萬元，總
計 20 萬元補助增班。讓更多市民能夠參加完整
機車駕駛訓練考取駕照。
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到場致詞表示，高雄
市機車造成 A1 事故比例占 60％，其中 18 至 24
歲佔 20％。以往都是父母教或者揪朋友到訓練
場練車，練完就直接到監理所考試，對於整個
道路安全觀念並不完善，而上駕訓班能夠建立

正確道路安全觀念，降低機車事故的風險。
目前考機車駕照，若是直接到監理所考，
只 要 500 元 的 報 名 費 ， 而 機 車 駕 訓 班 則 是 要
2800 元起，扣掉政府補助金額，每人還得至少
自付 1500 元，為什麼還是有人報名？據鳳山大
發駕訓班表示，主要都是父母親帶小孩到駕訓
班報名，因為家長都擔心孩子不良騎車習慣造
成事故傷害，尤其暑期開班更是場場爆滿。
另外，隨著近年來移居高雄的香港人增加
，因香港沒有騎車習慣，而高雄則是機車王國
，所以有許多香港人特地報名來學如何騎機車
。
高雄監理所長劉育麟表示，根據交通部公
路總局統計，機車肇事原因為 「
未依規定讓車
」、 「
轉彎不當」、 「
未保持安全距離、間隔
」等交通安全觀念問題。若能接受完整機車駕
駛訓練，能夠降低違規風險 32％，降低肇事風
險 20％。

機車駕訓班熱門 高市府加碼20萬增班

芽及發霉，損害程度達 20％以上，符合天然災
害現金救助標準，14 日依勘查結果提報農糧署
，爭取給予農民現金救助及辦理低利貸款。
農業局農務科說，農民若有災損，請主動
向土地所在地的公所通報，以利加速勘災作業
，協助農民早日復耕生產，以維護權益。另外
，農民也可自行拍攝當次災害損失照片，內容
應包含拍攝日期、相鄰田區、災損情形、可識
別田區位置的背景及衛星定位資訊等，並自行
標示田區坐落地段（地號）等。
農業局農務科提醒，後續如經農委會公告
辦理救助，市府會立即發布消息，請農民記得
在公告受理申請救助期間內，連同申請文件送
土地所在地公所備查，作為災損認定的佐證參
考資料。

竹市7年停駛18線 議員籲重整公車網
市民使用公共運輸習慣的改變，過去 7 年來
新竹市區公車已停駛 18 條路線，市議員呼籲市
府應加速執行公車路網重整及推行大新竹輕軌
先導公車，同時盡速檢討修正合理營運成本，
以及建置智慧化站牌提高民眾搭乘意願，讓未
來的輕軌等公共運輸能夠永續營運。
新竹輕軌計畫可行性研究今年 4 月獲得市議
會支持，正修正提送交通部審查，市府期望今
年底完成可行性研究核定，並啟動綜合規畫作
業，同時積極向中央爭取最大經費補助，以減
輕市府財務負擔。
市議員林彥甫指出，近年來新竹市府推動
新竹輕軌，希望解決竹市交通壅塞的問題，不
過時程上至少要耗費 10 年，正式營運前，市區
公車、公路客運仍扮演大眾運輸的重要角色。

但可能因民眾使用公共運輸的習慣改變，
加上自用機車與汽車甚至公共自行車、百貨免
費接駁巴士的普遍化，導致市內公車的營運狀
況不佳，日前就傳出新竹客運因路線營運困難
而有不續營的情事，若在大輕軌營運前，客運
也停駛，對於仰賴市區公車的學生通勤族、長
者相當不利。
林彥甫表示，一例一休施行後，客運營運
成本逐年上升，政府補貼卻逐年減少，公車司
機薪資條件相對變差，吸引不到新人，已產生
嚴重斷層，在補貼未到位、政策無誘因的狀況
下，過去 7 年來新竹市區公車就停駛 18 條路線
，即使未來輕軌運行，公車作為轉乘系統，仍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市區公車不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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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