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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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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今天在蘇格
蘭接受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任命，接替卸
任的強生（Boris Johnson），正式成為新任首相。

官方發布的照片可見47歲的特拉斯與女王握手，接受她
的任命，成為女王在位70年來任命的第15位首相。

這場象徵性儀式在蘇格蘭高地（Scottish Highlands）的巴
爾莫勒爾堡（Balmoral Castle）舉行，因為96歲的女王健康狀
況不佳，因此不適合返回倫敦。

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透過聲明宣布： 「女王今
天在晉見儀式中接見伊莉莎白‧特拉斯議員閣下，並委託她
組成新政府。」

聲明還說： 「特拉斯女士接受女王陛下的任命時，親吻

了女王的手。」
巴爾莫勒爾堡上一次出現權力交接是在1885年，當時女

王的高祖母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在此任命首相。
根據傳統，即將卸任和即將上任的英國首相會在倫敦市

中心的白金漢宮接連晉見女王。
自1952年以來，僅有一場首相任命儀式是在倫敦之外舉

行。當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女王的父親英王喬治
六世（King George VI）駕崩後，在希斯羅機場（Heathrow
Airport）晉見甫登基的女王接受任命。

經歷7月開始的一場激烈角逐之後，特拉斯5日在保守黨
內部投票中獲勝。如果天氣狀況允許，預計她將於今天下午4
時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外發表她就任後的首次演說。

特拉斯正式就職 英女王在位70年來第15位首相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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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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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ll fire which sparked north of the City of Weed in
California has burned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acres and as many
as 100 homes may have been destroyed.

Three people have been injured in the blaze. 132 other
structures have been affected nearby.

Officials said Mill the fire began in a shed in
an inside portion of forest products. In the
meantime, a forest fire crew also arrived to
combat the nearby mountain fire where more
than 1,000 residents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area.

Governor Newsom declared a state emergency to increase
available resources for the firefighters and local people.

This is very sad to say, but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weather
and the very dry season, California suffers many mountain fires.

0909//0505//20222022

Mill Fire Burns Homes In CaliforniaMill Fire Burns Homes In California

一陣木材工廠之強風大火週日正在吞
噬超過萬畝的北加州地區,維德市有四千多
畝地被吞噬，近一百個住宅被摧毁。
在十英里附近山上也發生另外一個森

林大火，對地區居民造成嚴重威脅，已経
有千人遷移。
市府及州長紐森已經宣布此地區是重

災區，將盡力來搶救大火。
由於氣侯變遷近年來在加州各地不斷

發生森林大火，已經嚴重影響到人們之生
活，被稱之為“黃金之州”已經不斷在變
色中，如果環境無法改善將會對生命財產
繼續造成損失。

野火肆虐北加州野火肆虐北加州

華裔領銜組美國第三黨華裔領銜組美國第三黨
曾經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的華裔參選人楊安澤最近聯合共

和及民主黨政界人士正式宣布成立進步黨，旨在代表對目前兩黨不
滿之選民另謀出路。
楊安澤表示，有百分之六十二之選民希望我們出現第三黨，因

為他們認為民主共和兩黨無法為我們實現目標
。
根據進步黨之目標可望在明年夏天舉行全國

代表大會並準備在2024年參加總統大選。
我們對於楊安澤之雄心大志表示由衷之敬佩

，他真是我們亞華裔之光，我們深感今天在非常特殊之政治環境下
，一定要向社會大眾發出聲音，代表我們少數族裔之力量。
今天我們國內外環境非常惡劣之情勢下，我們必須把少數人之

力量凝聚起來，向當權者表達我們之不滿。

Andrew Yang Working On A Third PartyAndrew Yang Working On A Third Party
Asian American politician, Andrew

Yang, along with a group of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officials, are forming a
new third party called, “Forward.”

Yang told reporters that 62% of
Americans now want a third party, a
record high, because they can see that
our leaders aren’t getting the job done.

The new party is planning a national
convention next summer and will soon

seek to run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sincerely admire Andrew Yang’
s ambition. He is really the light of our
people. We deeply feel that today in a
very difficult political environment, we
must have a voice to the politicians and
get their attention and express our
dissatisfaction and unite in our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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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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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冬季能源短缺
英國博物館將成冬季“避風港”

綜合報導 英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或將在這個冬季成為人們尋求溫

暖的“避風港”。據報道，為應對冬季能源短缺，減少因寒冷造成的死

亡，英國地方議會、社區團體和慈善機構將提供“溫暖網絡”，業界人

士正敦促政府提供資金，保證博物館和圖書館等公共建築在最寒冷的月

份向負擔不起取暖費的人們開放。英國博物館協會政策經理阿利斯泰

爾· 布朗表示，“博物館是應對這場能源危機的重要‘支點’，但許多

博物館甚至難以為自己供暖。”

報道稱，目前柴郡威德內斯的科技館年度天然氣續約報價從9700英

鎊上漲至5.4萬英鎊，倫敦圖書館經營商GLL方面也稱，他們已花費2.8

萬英鎊購買新座位和其他家具，為冬季做準備。此外，養老機構的情況

也不容樂觀，慈善機構“關懷英格蘭”透露，很多養老機構運營商面臨

高達500%的能源成本漲幅，壹些運營商正考慮減少接收人數。

持續幹旱迫使美國農民
毀作物賣牲口

綜合報導 美國持續的幹旱不僅影響農業，畜牧業也面臨挑戰。不

少農民不得不忍痛賣掉飼養多年的牲畜，以減少損失。

美國農會聯合會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四分之三的美國農民

認為今年的幹旱正在影響收成，他們的收入將顯著降低。37%的農

民說，他們正在割掉那些因幹旱不會成熟的作物。而去年此時，這壹

比例為24%。

美國國家環境信息中心數據顯示，美國本土7月平均氣溫為76.4華

氏度（約合24.7攝氏度），是美國有氣象記錄128年來第三熱的7月。除

蒙大拿州外，美國西部其余州7月氣溫都排得進歷史前十熱。

美國農業部上周在每周匯總的天氣和作物匯報中說：“幹旱正在迅

速惡化，席卷中部、南部平原和中南部地區，耗盡土表水分，對牧場和

多種夏季作物構成顯著壓力。”

美國農會聯合會估計，西部、南部和中部平原將近60%的區域今年

正經歷嚴重幹旱。

美國農會聯合會會長齊皮· 杜瓦爾說：“這場幹旱的影響將持續數

年，不僅影響農牧民，而且影響消費者。許多農民不得不做出極其痛苦

的決定，賣掉飼養多年的牲畜，毀掉種植數十年的果樹。”

美國農會聯合會上述調查於6月8日至7月20日進行，涵蓋得克薩

斯、北達科他、加利福尼亞等遭遇極端幹旱的15個州。這些州的農業產

值占到全美近壹半。

在加州，50%接受調查的農民稱已經因為幹旱而毀掉果樹和多年生

作物。全美範圍內，33%接受調查的農民說不得不這樣做，這壹比例近

乎去年的2倍。加州是農業大州，全世界80%的扁桃仁產自這裏。

由於水源幹涸、水草被吃光，得州牧民不得不提前賣掉牲畜，牲畜

存欄量減少50%，為全美最高；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岡州次之，分別為

43%和41%。

美國農會聯合會預計，美國消費者購買水果、蔬菜、堅果等食品的

開支將增加，因為種植相關作物的州大部分正在經受嚴重旱情。

英國：今年6月從俄燃料進口量
自有數據以來首次跌至零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

據顯示，今年6月份，英國從俄羅斯進口

的商品總額為3300萬英鎊，同比暴跌96%

，首次沒有從俄羅斯進口燃料。

數據顯示，英國6月份從俄羅斯的燃

料進口量自1997年有數據以來首次跌至零

。俄烏沖突發生前，俄羅斯曾是英國最大

的成品油供應國，占英國進口總量的

24.1%，俄同時供應英國 5.9%的原油和

4.9%的天然氣。

今年3月份，英國約翰遜政府宣布，

英國將“逐步”擺脫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

氣的依賴。約翰遜同時呼籲，西方各國要

共同確保能源替代方案。路透社報道稱，

約翰遜今年接連訪問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重要成員沙特、阿聯酋等國，

希望中東國家能增加石油產量，以緩和不

斷飆升的國際油價。但英國媒體認為，到

目前為止，沙特方面並未承諾會向西方國

家提供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

英國《獨立報》稱，包括希思羅機場

、維珍航空公司、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內

的全球英國委員會集團表示，英國大部分

飛機的燃料來自荷蘭鹿特丹，而鹿特丹的

燃料由俄羅斯提供。英國商界高層表示，

英國可以成為由植物油和廢料制成的“綠

色”飛機燃料的主要供應商。但這種“綠

色”燃料何時能夠真正使用，市

場仍存疑問。

截至今年7月，英國市場能

源價格，尤其是天然氣價格壹路

飆升。英國《星期日郵報》引述

當地企業的警告說，大多數英國

企業將在10月份重新談判電價

和燃氣價格，今年電力和天然氣

續簽合同的價格可能是前年的4

倍。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花旗

銀行發表的報告預測，不斷上漲

的天然氣價格，可能會使英國通脹率在明年

1月升至18.6%，且高於其他主要西方國家。

報告同時預測，英國天然氣價格的升幅也可

能高達33%。此前，英國央行曾預測，英

國通脹率在今年年底可能升至13%。

事實上，英國使用的從俄羅斯進口的

天然氣占比不到5%，對於更多的歐洲大陸

國家來說，這壹比例約為40%。半島電視

臺23日的報道說，由於擔心俄羅斯長期供

應中斷，歐洲天然氣合約價格上漲約16%

，達到3月以來最高水平，這也導致電價

漲至新高。

歐盟委員會分管綠色事務的執行副主

席弗蘭斯· 蒂默曼斯認為，歐盟的目標是

壹年內把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減少2/3，

以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方式包括進

口更多液化天然氣、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

、通過節能增效減少需求。但是，蒂默曼

斯擔心，從天然氣向新能源過渡期間，壹

些國家可能不得不增加對煤炭的依賴。

荷蘭首相呂特在今年3月份曾表示，

要加大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但立即做

出改變“會破壞世界各地的供應鏈，尤其

是歐洲的供應鏈”，同時也會對烏克蘭產

生影響。 德國總理朔爾茨也提到，德國

正尋求俄羅斯能源的替代品，但短期內無

法實現。朔爾茨說，歐洲對俄羅斯的制裁

措施刻意豁免了能源供應領域，因為這些

能源對歐洲至關重要，目前沒有其他方法

來保障歐洲的供暖、電力和交通能源。

咖啡要漲價了？
最大咖啡出口國巴西受極端天氣影響產量下降

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於世

界最大的咖啡出口國——巴西

去年連續經歷了幹旱和霜凍的

惡劣天氣，該國壹些地區的阿

拉比卡咖啡豆產量只有往常的

壹半。與此同時，惡劣天氣也

對另壹個主要咖啡生產國——

哥倫比亞的咖啡產業造成了打

擊。“這對我們來說是壹場大

危機。”Minasul咖啡合作社總

裁、咖啡農何塞· 馬科斯· 馬加

良斯（José Marcos Magalhães

）說。

分析人士告訴該報，從

2021年7月開始，巴西近12個

月只生產了約3570萬袋咖啡。

而兩年前這個數字是4870萬袋

。卡紮裏尼貿易公司駐巴西的

咖啡經紀人蒂亞戈· 卡紮裏尼

(Thiago caszarini)表示，壹旦巴

西今年的咖啡收成預估完成，

全球阿拉比卡咖啡的價格可能

會上漲。

在維持了幾年的平穩價格

後，咖啡價格於去年迎來了近

幾年的首次上漲。巴西的惡劣

天氣推動咖啡價格在2021年達

到近幾年來的最高點，這是全

球大宗商品市場所遭受的壹系

列破壞之壹。但如果今年的收

成比人們擔心的還要少，這可

能會加劇國際供應短缺的狀況

，並推動價格再次上漲。很顯

然，咖啡業和許多行業壹樣，

也受到了供應鏈和新冠大流行

帶來的影響。

國際咖啡組織表示，全球

咖啡消費量將再次超過產量，

價格也會進壹步攀升，而惠譽

國際解決方案則表示，洲際交

易所倉庫的庫存處於本世紀的

最低水平。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

據，隨著美國面臨幾十年來最

高的通脹，2022年 7月每磅咖

啡的平均價格已經達到了6.11

美元，而壹年前價格僅為4.56

美元。為了節省開支，很多人

開始選擇自己在家沖泡咖啡而

不是去咖啡店買咖啡，但超市

裏的速溶咖啡價格也同樣在上

漲。

歐盟第壹煤炭大國波蘭
民眾開始排隊買煤

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波蘭炎熱的夏

日中，幾十輛汽車和卡車排隊在博格丹

卡（Bogdanka）煤礦前購買燃料。壹位

在車中等了3天的退休老人感嘆稱，現

在的情景“比蘇聯時期更糟”。還有數

百萬戶家庭，都將面臨冬天煤炭緊缺的

窘境。

波蘭是歐洲煤炭發電大國，也是歐

盟最大產煤國，年產煤炭超5000萬噸，

進口煤炭則為1200萬噸。鑒於價格因素，

進口煤炭主要用於家庭和小型供熱廠，而

波蘭此番“激進”制裁俄羅斯煤炭，無

疑給當地民眾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

博格丹卡是波蘭境內的壹個大煤礦

，位於首都華沙東南部。近期，煤礦前

停滿了排隊買煤的汽車。壹位叫做阿圖

爾（Artur）的退休老人告訴路透社，他

本周二（23日）壹路從30公裏外的斯韋

德尼克（Swidnik）趕來，希望為家庭買

幾噸煤。

“今天我們有了廁所，但還是沒有

自來水。”阿圖爾說，他已經在自己的

小汽車裏睡了3個晚上。他的邊上，是

壹輛輛卡車、拖掛車和轎車。

“這已經超乎想象，人們睡在車裏

。沒想到會過上比蘇聯時期更艱難的日

子。”阿圖爾如此表示。

路透社介紹稱，波蘭是歐盟內煤炭

發電大國，80%的電力來自煤炭發電，

超380多萬戶家庭依賴煤炭供暖。但近

年來隨著更深層次開采成本的增加，煤

炭產量穩步下降。

每年，波蘭的煤炭產量超過5000萬

噸，進口煤炭為1200萬噸，其中約800

萬噸來自俄羅斯。波蘭和德國，也是歐

盟最大的煤炭生產和使用國。由於俄羅

斯煤炭價格便宜，且成批出售，因此更

適合家庭和小型供熱廠使用。

今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後，歐盟對

俄羅斯實施煤炭禁運。相對於歐盟定下

的8月前逐步取消購買，波蘭激進地從4

月起就實施禁令，這也讓波蘭面臨煤炭

短缺和價格上漲的問題，最受影響的是

普通民眾。

如博格丹卡這樣的煤礦，他們每年

都把絕大多數煤炭賣給發電廠，很少會

直接向個人售賣。博格丹卡去年只向普

通民眾售賣了不到產量1%的煤炭。此外

，這些煤礦也缺乏向普通客戶運送煤炭

的物流。

波蘭煤炭商會會長盧卡什· 霍巴茨

（Lukasz Horbacz）表示，俄羅斯煤炭

進口的下降始於今年 1 月，當時俄羅

斯已開始軍演，“但造成短缺的主要

原因是立即生效的禁運。這徹底顛覆了

市場。”

普通民眾飆升的需求，已經讓博格

丹卡和其他礦山開始限量銷售，並要求

客戶線上預約。博格丹卡煤礦發言人喬

瑪（Dorota Choma）告訴路透，他們周

五（26日）向約250戶家庭出售了煤炭

，未來也將繼續銷售，以縮短民眾的等

待時間。

另壹家波蘭煤礦貿易商Weglokoks則

表示，將增加從其他國家的進口。波蘭

政府此前則評論稱，波蘭“有足夠的的

燃料滿足需求”。

今年7月，波蘭下令兩家國有控股

公司從印尼、哥倫比亞和非洲等國進

口數百萬噸煤炭，並向面臨煤炭價格較

去年冬天翻了兩倍或三倍的房主提供補

貼。

霍巴茨認為：“多達 60%使用煤

炭取暖的人可能受到能源短缺的影

響。”

回到博格丹卡煤礦前，61 歲的當

地 農 民 彼 得 · 馬 西 耶 夫 斯 基 （Piotr

Maciejewski）也在 23 日加入等待大軍

，他說已經準備好了漫長的等待。

“我的拖拉機還排著，我要回家先

睡個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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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 1 日在黃金時段於費城發表
演說，不過由於距離期中選舉太接近，加上演
說內容太 「政治化」，讓美國4大新聞台拒播
。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拜
登1日於黃金時段在費城發表演說，不過美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國家廣播公
司（NBC）、美國廣播公司（ABC）、福斯新
聞（Fox News）等 4 大新聞台都未連線播映，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引述
消息人士指出，由於距離期中選舉只剩2個月
，這些新聞台認為拜登演說的本質偏 「政治化
」，因此沒有播映，分別改放映影集或新聞節
目。

報導指出，即便白宮官員事前強調拜登的
演說 「不會關於特定政治人物、甚至關於特定
政黨」，不過這些新聞台似乎並不買單，最終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及微軟國家廣播
公司（MSNBC）轉播了這場演講。

《每日郵報》指出，傳統上美國總統鮮少
在電視黃金時段發表演說，除非發生國家級災
難時才會這麼做，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各大新
聞台也會轉播總統演說，確保所有民眾獲知消

息。不過過去也有新聞台跳過太過政治化演說
的前例，例如2014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及哥倫
比 亞 廣 播 公 司 就 沒 有 轉 播 前 總 統 歐 巴 馬
（Barack Obama）有關移民改革的黃金時段演
說。

上周四的演說中，拜登猛烈抨擊美國前總
統川普是 「美國的威脅」， 「川普及擁護 『讓
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口號的共和黨人代表威脅我們國家根
基的極端主義」， 「平等及民主正遭受攻擊。
」

儘管拜登澄清並不認為每一個共和黨人都
是極端份子或威脅，不過他指出，如今共和黨
正是由川普及 「讓美國再次偉大」擁護者主導
， 「那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威脅。」報導評論
，這是拜登至今對川普最為嚴厲的批評。

不過拜登此番言論立即引來外界撻伐，連
《華盛頓郵報》都發表評論批評拜登的演說
「太偏頗」，對好心的美國人太嚴厲，評論更

指拜登的演說沒有團結國家。
針對外界批評，拜登隔日改口，澄清並未

將任何川粉視為對美國的威脅。

拜登狠批川普慘踢鐵板 美4大新聞台拒播

最新解密的美國情報指出，俄羅斯正向北
韓購買數百萬砲彈及火箭，顯示西方制裁正嚴
重限制俄羅斯的供應鏈，迫使莫斯科轉向 「被
排斥國家」取得軍事物資。專家及美國官員指
出，西方的經濟制裁並未嚴重削弱俄羅斯，對
寡頭的制裁也未能削弱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權力
，不過轉向北韓顯示莫斯科急了，可能意味著
俄羅斯的軍事工業面臨 「大規模失敗」。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
最新解密的美國情報指出，俄羅斯向北韓購買
數百萬砲彈及火箭，情報並未揭露俄羅斯在何
時採購多少數量的武器、以及武器的確切型號
，不過美國官員表示，除了短程砲彈及火箭，
預期俄羅斯也試圖向平壤購買其他軍事裝備。

值得注意的是，幾天前俄羅斯才收到首幾
波伊朗製無人機，報導指出，這顯示西方祭出
的制裁及出口管制正損害莫斯科為軍隊供應物
資的能力。

《紐約時報》指出，西方祭出的廣泛經濟
制裁至今仍未削弱俄羅斯，飆漲的能源價格填
補了俄羅斯國庫，對俄羅斯寡頭的制裁也未能
削弱普丁的影響力。

不過美國官員表示，經濟制裁確實對俄羅
斯重建軍隊的能力造成影響，制裁妨礙了莫斯
科購買武器、或購買能製造武器的電子設備。

儘管莫斯科曾冀望北京能繼續供應俄羅斯
軍隊，不過美國官員近期表示，即便中國大陸
願意進口俄羅斯石油，但至今北京仍尊重西方
的出口限制措施，而不出售俄羅斯軍事設備或
零件。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
曾數度警告，任何陸企如果違反對俄羅斯的制
裁，美國將會關閉他們的業務，切斷他們獲得
美國科技以製造半導體的管道。

一名美國官員表示，轉向北韓顯示莫斯科
的急切，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軍事
專家凱根（Frederick W. Kagan）分析，這代表

俄羅斯無法生產發動戰爭所需最基本的軍事設
備， 「克里姆林宮必須向北韓或任何人購買砲
彈或火箭，唯一的原因是，即便是最基本的層
面，普丁也不願意或無法動員俄羅斯經濟投入
戰爭。」凱根指出，平壤生產的152公厘砲彈或
卡幽沙式（Katyusha）火箭都不是高科技產品。

限制俄羅斯的軍事供應鏈是美國削弱莫斯
科的核心戰略，目標是阻礙俄軍在烏克蘭的戰
爭，以及未來威脅鄰國的能力。

報導指出，近幾個月來俄軍的行動及美軍
情報都指向，俄軍包括巡弋飛彈在內等精準制
導武器的失敗率很高，尤其在戰爭初期，半數
以上的這類武器要嘛無法發射，要嘛無法命中
目標。俄軍彈藥庫裡的高精準武器庫存也逐漸
消耗殆盡，迫使部隊降低對飛彈的依賴，轉而
依賴更為殘酷的砲彈戰略。

《紐約時報》指出，俄羅斯向北韓購買砲
彈，顯示俄軍的供應鏈問題比外界以為得更嚴
重，不只局限於精準飛彈或尖端高科技武器，
如果情報屬實，代表俄羅斯現在或未來將面臨
短缺，俄羅斯的工業基礎正設法滿足軍隊在戰
爭中的需求。

凱根分析： 「這非常有可能標示了俄羅斯
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的大規模失敗，可能對俄羅斯武裝部隊造成根
深蒂固且非常嚴重的影響。」

近幾周來烏克蘭加強對俄軍彈藥庫的攻擊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攻勢對俄軍整體彈藥庫存
的影響，不過確實有跡象顯示礙於維護及儲備
等問題，俄軍的砲彈效力已經下降，報導指出
，砲彈落地前在空中爆炸最能傷害敵軍，不過
近期俄軍轟炸形成的彈坑畫面顯示，許多砲彈
是在落地後才爆炸，降低了對烏軍戰壕的破壞
。

目前並不清楚北韓的砲彈狀況，不過報導
指出平壤有大量彈藥庫存。

美情報揭密俄急了 最新舉動曝軍隊 「大規模失敗」
俄羅斯2月底入侵烏克蘭以來多次轟炸學校

、醫院等民間設施，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y）屢次呼籲將俄羅斯列為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甚至近日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重申，希望
美國將俄羅斯認定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不過
美國總統拜登昨（5）日被記者問到俄羅斯應否
被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時，他僅回了一個
「不」字，接著露出微笑。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多次轟炸醫院、學校
、人潮擁擠的商場、火車站等，俄軍撤退後也
在基輔郊區小鎮布查（Bucha）發現大批居民遺
體，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多次呼籲各國將俄羅
斯列為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例如4月美國官
員證實，澤倫斯基在與拜登通話時，要求美國
認定俄羅斯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6月底、7月
底，烏克蘭購物中心及監獄出現大規模傷亡時
，澤倫斯基也重申應將俄羅斯列為支持恐怖主
義國家。

近日美國廣播公司（ABC） 「今夜世界新
聞」（World News Tonight）節目主持人穆爾
（David Muir）前往基輔採訪澤倫斯基時，澤倫
斯基再度強調希望美國認定莫斯科為支持恐怖

主義國家。
澤倫斯基在專訪中多次以 「恐怖份子」代

稱俄羅斯， 「與恐怖份子對話是有問題的，你
不能與恐怖份子談任何事，在他們對我們的人
民、平民所做的事後，世界上的多數國家都理
解我們在應對一個恐怖主義國家。」

「在我們發現強暴、虐刑、謀殺、大批遺
體後，這不是戰爭，這純然是明確的恐怖主義...
，所以我們不能和恐怖份子有任何妥協，我們
不能和恐怖份子有任何對話。」

路透社報導，拜登昨日在白宮被記者問及
俄羅斯是否應該被列為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時，他回了一個 「不」（No）字，華府記者勞
福格魯（Alex Raufoglu）發布推文描述，拜登回
應完後露出微笑。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葛蘭姆（Lindsey Graham
）及民主黨參議員布魯門塔（Richard Blumen-
thal）7月訪問基輔時表示，提案將俄羅斯列入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當時俄羅斯外交部北

美司司長達爾奇耶夫（Alexander Darchiev）警告
，如果參議院通過提案，恐代表華府跨越不歸
路，俄美外交關係將面臨最嚴重的損害，包括
降級外交關係、甚至斷交。

俄羅斯是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拜登回1字打臉澤倫斯基

俄羅斯今天表示，為回應美國制裁，俄羅
斯已再將25名美國公民列入黑名單，其中包好
萊塢著名演員班史提勒（Ben Stiller）和西恩潘
（Sean Penn）。

法新社報導，美國等西方國家因俄羅斯攻
擊烏克蘭，對莫斯科實施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制
裁，為此俄羅斯已禁止超過1000名美國公民入
境。

俄羅斯外交部聲明表示，將這些人增列入
黑名單，是為了回應美國 「不斷擴大對俄羅斯

公民的制裁」。
班史提勒和西恩潘皆公開力挺烏克蘭，兩

人於6月先後與烏國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會面。除了這兩人，名單上還包括
幾位美國政界人士。俄羅斯外交部稱，他們是
「被永久禁止進入俄羅斯」。

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美國當局繼續走恐
俄路線、破壞雙邊關係和升高俄美對抗的敵對
行動，將繼續遭到堅定拒絕。」

報復美國制裁 俄國禁班史提勒和西恩潘等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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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核電機組重啟 日本核能政策有大變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為確保今後電力穩定供應，日

本政府考慮新建並重新啟動更

多核電機組。

岸田文雄當天在首相官邸

以線上方式出席壹場能源政策

會議時說，為了重新啟動核電

機組，中央政府應帶頭采取壹

切可能的對策。他呼籲政策制

定者和行業專家考慮“建設具

備新安全機制的新壹代核反應

堆”，同時“最大化地利用現

有核電站”。

從目前10個增至17個
岸田文雄提出，明年夏季

之後，使核電機組重啟數量從

目前的10個增加到17個。核電

機組運營期限目前最長是60年

，為充分利用現有機組，今後

考慮在這個基礎上再進壹步延

長運營時間。

此外，岸田還表示要對研

發和建設新壹代核電站反應堆

展開討論，並爭取在年內提出

具體方向。福島核事故之後，

日本政府壹直表示不會再考慮

新建或擴建核電站，而岸田這

壹表態顯示，日本的核能政策

迎來了重大轉變。

日本所需能源主要依賴進

口，近期受國際市場能源價格

大漲影響，進口成本飆升。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福島

第壹核電站事故發生後，日本

民眾對核電站安全性的擔憂至

今未消除，政府推行新核電政

策可能面臨不小阻力。

日本目前大約3/4的電力來源

於火力發電，所使用的天然氣

等燃料幾乎全部依賴進口。日

本每年從俄羅斯薩哈林2號項目

進口大約600萬噸天然氣，而據

估算，運行1個核電機組就能減

少使用100萬噸左右的天然氣。

民眾反對聲音變弱
作為降低能源進口依賴、

確保供電穩定的重要措施，日

本計劃到2030年使核電在總發

電量中占比提高到兩成左右。

實際上，福島核事故前，核電

在日本電力結構中曾占到三

成，而目前只有 4%左右。核

事故發生後，許多日本民眾

對核能產生恐懼心理、反對

重啟核電。然而，經歷了今

年春季和夏季兩次電力緊張

，面對日本政府拉響的電荒

警報，反對核電的呼聲迅速

變弱。本月公布的壹項調查

顯示，高達七成受訪者贊成

用核電來應對電荒。

韓男子故意損毀抗日女將軍肖像壁畫

被警方立案調查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警方證實，壹男

子破壞了參加韓國抗日獨立運動女將軍金命

時的肖像壁畫。警方目前已以“損壞財物”

嫌疑對該男子正式立案調查。

據報道，壹名50多歲韓國男子來到位於

昌原市馬山合浦區壹紀念金命時將軍的主題

步道，對金命時肖像壁畫和寫有其個人生平

簡介的展示牌等4處噴灑灰色油漆，進行損毀

。警方通過查找監控錄像和進行實地探訪調

查，於26日將嫌疑人抓捕。

報道稱，在審訊過程中，該男子向警方

表示，自己對於金命時在今年“光復節”時

被認定為“獨立運動有功者”而心存不滿，

因此采取了行動。目前，警方正在調查其具

體犯罪經過。

據報道，金命時在今年韓國“光復節”

77周年紀念日當天，被韓國國家報勛處認定

為“獨立運動有功者”，並追授愛國勛章。

《國民日報》稱，1927年，當時還在莫斯科

留學的金命時赴中國上海，投身到韓國抗日

獨立運動中。此後，金命時還以朝鮮義勇軍

指揮官的身份率領部隊向位於哈爾濱的日本

領事館發起進攻。金命時因其抗日事跡，被

韓國民眾稱為“騎著白馬的女將軍”。

報道稱，目前昌原市政府已對金命時壁

畫的損毀情況進行了確認，對此將邀請壁畫

原作者從下月起展開修復工作。

印度收緊小麥出口
埃及“提醒”協議有效
綜合報導 針對印度政府收

緊小麥出口，埃及供應和國內貿

易部長阿裏· 穆塞勒希22日說，

埃及與印度先前達成的18萬噸小

麥購買協議依然有效，但印度方

面何時“發貨”不得而知。

穆塞勒希當天告訴記者：

“就（小麥）購買量和價格，我

們已有協議，壹共買18萬噸，價

格為每噸400美元。”據路透社

報道，這是穆塞勒希首次公開埃

印小麥采購協議的具體價格。

穆塞勒希說，埃及購買的小

麥尚未運離印度，“我們的貨物

在港口”。

埃及和印度起初定下的小麥

購買量為50萬噸。穆塞勒希6月

宣布雙方簽署了18萬噸小麥購買

協議。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小麥生產

國，今年高溫天氣導致糧食減產

。印度外貿總局5月中旬發布公

告，對印度小麥出口實施臨時禁

令。據路透社報道，印度依然允

許向埃及等存在糧食安全需求的

部分國家出口糧食。

“大家知道印度出現

嚴重熱浪，明年收成受到

影響，他們自然想先保障

自身供應，這是他們的權

利。”穆塞勒希說。

俄羅斯2月下旬對烏

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後

，全球小麥價格上漲。作

為全球小麥進口大國，埃

及尋求小麥供應源多樣化。

為增加小麥戰略儲備，埃及

政府本財年已經采購180萬噸小

麥。宣布與印度達成小麥購買協

議後，埃及還向法國和俄羅斯等

國家下了大單。

穆塞勒希說，埃及當前的小

麥戰略儲備可維持本國約7個月

消費所需。

綜合報導 尹錫悅總統日程被第壹夫人金建希的粉

絲俱樂部外泄，引發不小爭議。總統辦公室方面就此

公開道歉。

報道稱，韓國第壹夫人粉絲俱樂部“熱愛建希”

聊天室中出現尹錫悅即將赴地方訪問的消息。發帖者

寫道：“告示，尹錫悅總統將於8月26日中午12點訪

問大邱西門市場。拜托大家多多參加，多多宣傳。到

時在公共停車場集合。”出於安全考慮，韓國總統的

行程壹般在活動結束前不會對外公開，即使有時會向

記者預告總統的部分行程，但也不會說明具體地點。

事情發生後，總統辦公室高級官員表示，“正在

進行內查，確保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總統警衛

處也正在就消息外泄途徑等展開調查。針對可能的消

息外泄渠道，該官員稱，很多國民力量黨黨員希望通

過大邱市黨部參加活動，因此不排除無意泄露總統具

體行蹤的可能。也就是說，尹錫悅訪問大邱的消息可

能已在當地傳開，第壹夫人俱樂部僅是轉述消息。

不過，對於總統辦公室的上述解釋，外界仍質疑

不斷。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發言人表示，“這

是威脅總統安全的嚴重事件”“真不知道是怎麽管理

總統日程的”。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籍大邱市市長洪準

杓也公開表示：“把這個組織解散了吧。”據悉，這

並非第壹夫人俱樂部首次泄露安全秘密。今年5月，該

組織發布尹錫悅夫婦在龍山總統辦公室的合影，引發

爭議。當時總統辦公室相關人士解釋稱，“照片是負

責跟隨金建希女士的職員拍攝的，公開之前金建希本

人應該是知道的，因此不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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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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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再逾萬“疫苗通”擬下調至5歲
無針15個月女嬰染疫命危 當局促家長帶兒童接種減重症風險

香港1日新增10,586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是相隔5個月以來

單日確診個案再次破萬宗。

再多一名未接種疫苗的15

個月大女嬰在染疫後情況

危殆，幸及早送院，腦

部掃描暫時未見異常，

而早前兩名染疫後引起

壞死性腦炎的幼童至

今仍然危殆。香港衞

生防護中心1日透露，

特區政府研究將“疫苗

通行證”適用年齡下調

至5歲，並有兩個月過渡

期讓家長有足夠時間為子

女打針。措施一旦生效，5

歲或以上人士必須接種兩針疫

苗才能進入食肆等處所。中心促

請家長帶同兒童接種疫苗，降低他

們的重症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1日疫情

院舍及學校疫情
◆6間安老院及1間殘疾人士院舍爆疫
◆再多84間學校共呈報139宗個案，以下班別需停課一周：

•屯門第一代英文幼稚園1E班 •神召會禮拜堂天澤幼兒園K3班
•嘉琳中英文幼稚園K2E班 •元朗協康會水邊圍中心特殊幼兒中心的士組
•弘立書院3義班 •元朗俊宏軒雅麗斯英文幼稚園M班上午GROUP B及K1B

變異病毒
◆BA.5個案約佔新增個案52.8%；BA.4佔7.2%，BA.2.12.1佔6.5%，其餘33.5%是BA.2.2個案

醫管局概況
◆現有2,627名確診者留醫，當中349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7人危殆，合計48人危殆，當中14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21人嚴重，合計58人嚴重
◆1名未接種疫苗的15個月大女嬰，染疫後一度抽筋，正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目前維
生指數穩定，能自行呼吸。另外，有2名兒童情況危殆留醫，包括早前公布17個月大
男嬰及5歲9個月大女童，均因急性腦炎入院
◆聯合醫院外科病房1名77歲男病人周二（8月30日）確診後，追蹤發現多4
名病人染疫

◆醫管局放寬出院標準，確診第7天或之後檢測，CT值高於30，加
上臨床條件合適可出院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病例：10,342宗
•輸入個案：244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1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488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10,586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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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確診個案再次破萬。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於1日疫情簡報會上表示，

香港大學最新即時病毒繁殖率達1.36，顯示一名患者
可傳染超過1人。同時，最新病毒數據顯示，懷疑帶
有BA.4或BA.5病毒株的個案繼續增加，其中BA.5佔
新增個案的 52.8%，BA.4 佔 7.2%，BA.2.12.1 佔
6.5%，BA 2.2佔33.5%。目前BA.5引起的疫情仍在
不斷上升，預計上升趨勢會持續，但難以預計上升速
度有多快。
“我們當然不希望重複第五波早期時一日很多萬宗

的情況。現在我們大部分市民都會打針，打得好一些，
但一老一幼仍是差一點，希望這可做得較好。免疫力下
降當然會有此情況，但如果都有打針，維持得到，應該
不至於、不希望回到以前的情況。”張竹君表示。

目前3染疫幼童危殆
新冠病毒對兒童健康帶來極大的威脅，再有兒童

染疫後病情危殆。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
準）劉家獻公布，一名沒打疫苗的15個月大女嬰於8
月30日快測陽性，1日凌晨病情突然惡化，曾三次抽
搐，到聯合醫院急症室求診，情況危殆。
女嬰經救治後可自行呼吸，維生指數穩定，腦部

掃描檢查顯示正常，暫時沒發現病變，正在深切治療
部留醫。女嬰母親及同住祖母亦檢測陽性。
劉家獻表示，連同這名女嬰，目前有3名染疫幼童

情況危殆，包括早前確診的17個月大男童，診斷為由新
冠病毒引起的急性腦炎和腦膜炎，仍需要插喉呼吸，維
生指數穩定，醫院會密切留意其情況。至於早前公布的
5歲9個月大女童情況仍然危殆，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疫苗通”降齡將設過渡期
接種疫苗是預防兒童染疫後患重症的有效方法，但

目前5歲至11歲兒童首針的接種率為八成，兩針接種率
六成，三針則約一成，其中6個月至3歲的首針接種率
僅12%。
目前，“疫苗通行證”只適用於12歲或以上人

士。張竹君預告，特區政府將於下周公布下調“疫苗通
行證”適用年齡至5歲的政策細節。
她透露，特區政府會要求5歲或以上兒童必須接

種兩針才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同時會有兩個月
過渡期讓家長為子女安排打針，“不想太複雜，所以
暫時兩針先。我們當然希望便民，但希望鼓勵家長
（安排子女）盡快打針。政府希望留有充足時間與容
量，可以打針、預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苗通行
證”擬降低使用年齡門檻至5歲，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1日回應表示，政府考慮通過“疫苗
通行證”達至疫苗接種的目標，數據亦顯示兒
童打針後有助減少重症風險，希望全社會一同
推動兒童接種。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醫學
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隆表示，
希望政府盡快推出相關措施，又呼籲家長莫再
等待第二代疫苗，保護幼童坐言起行、馬上為
子女打針。

擬通過“疫苗通”達至接種目標
李家超1日下午會見傳媒時表示，特區政府

抗疫政策的基礎，是要保護高風險人士，防止輕
症變重症，防止重症患者死亡。在確保高風險人
士得到保障，及香港醫療系統能夠應付疫情和維
持對社會正常服務的情況下，將會容許社會在正
常生活方面得到最大的空間，故政府考慮通過
“疫苗通行證”達至疫苗接種的目標，保護長者
及幼童等高危人士。

劉宇隆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支持“疫
苗通行證”適用年齡下調至5歲，有助進一步加
大兒童打針的誘因，並表示香港正與疫情“賽
跑”，打針可大幅減低重症機會，希望有關措施
盡快推出，“刻不容緩。”

被問及小童未有智能電話，或難以執行措

施，他認為解決方案總比問題多，又強調特區政
府目前需要盡最大努力幫助兒童接種足夠疫苗劑
量。

他贊同縮短接種復必泰第三針的寬限期，從
而加速“疫苗通行證”推進，並建議家長若擔心
復必泰會引發兒童心肌炎，可以安排子女轉打科
興，又呼籲家長千萬不要等第二代疫苗才為子女
安排接種。

另外，劉宇隆指出，根據歷史經驗，疫情
大流行結束“快則3年、慢則5年”，粗略估
計世衞組織有可能在明年年中宣布新冠疫情結
束，屆時市民在流行季節和人多場合才要戴口
罩，非流行季節或室外可除下口罩。

特首冀全社會同推動兒童打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為進一步提升兒童疫苗
接種率，特區政府擬下調“疫苗通行證”的適用年齡至
5歲或以上人士，屆時兒童進出表列場所必須完成兩針
疫苗，或醫學豁免證明。但買手機及每月上網費用，對
於基層家庭而言是重大經濟負擔，他們希望政府接納以
紙本針卡替代“疫苗通行證”。
育有兩女一子的梁女士，兩名分別10歲及9歲的

女兒已打齊兩針疫苗，兒子則只有兩歲未受新措施影
響。梁女士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擔心新
措施生效後要花一筆錢為兩名女兒買手機，以及負擔
每月上網費用，“我要照顧2歲兒子，不可能老看着
兩個女，有時親友帶女兒出去，如果實施新規定，無
手機可能很多地方不能去。”她希望政府用針紙替代
“疫苗通行證”。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贊成通過“疫苗

通行證”提升兒童接種率，但希望執行時彈性處理，
不要一刀切要求所有兒童使用“疫苗通行證”。
她指出，之前部分表列處所強制使用“疫苗通行

證”後，使不少長者為手機苦惱。社協為基層長者募
捐500多部手機，只是杯水車薪，大批基層長者因此
不能進入食肆、街市。如果新規定一刀切應用在兒童
身上，基層家長或要為子女買智能手機，造成沉重經
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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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疫情蔓
延至私家醫院，香港浸會醫院1日宣布
放射診斷部有13名員工確診，醫院緊急
服務不受影響，但非緊急服務或會延
緩，院方對受影響的醫生及病人深表歉
意。至於公立醫院，有2,627名確診者
留醫，兒科病房已爆滿。醫管局為加快
病床流轉，1日宣布放寬出院指引，患
者即使未完成兩針，但只要確診第七天
或之後，其中一次核酸檢測結果CT值
大於30，即可出院。政府專家顧問相
信，隨時準備重開定點醫院。
浸會醫院表示，染疫員工包括10名

放射技師、兩名護士及一名健康服務助
理。他們在周日一同出席一個社交活
動，他們已按政府規定進行隔離。曾出
席同一活動的另外7名員工已列作密切
接觸者，即時隔離及休假。
公立醫院則出現逼爆情況，1日新

增349名確診者入住醫管局醫院，合共

2,627人留醫；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的
病床已由200張加開至240張，需聘用
私家醫生以兼職形式在中心工作，以及
有醫管局員工願意以特別酬金加班，避
免其他公營醫療服務再受影響。
為加快病床流轉，即日起住院確診

者只要臨床情況許可，以及在確診第七天
或之後，核酸檢測的CT值大於30，就可
出院，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
準）劉家獻說：“如果病人第一天有病徵
或在樣本採集當天，而樣本是陽性，我們
會稱之為‘第零日’，接下來才是第一、
第二日，但如果他沒有這些日子，他的核
酸或快測陽性的當天就是第一天。”政府
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
系講座教授劉宇隆透露，現時兒科病房已
爆滿，需要向其他成人病房借床，承認並
非好的安排，估計疫情如果進一步攀升至
每日超過1.5萬宗，開設定點醫院就只會
是一步之遙。

確診7天CT值逾30可出院

◆6間安老院爆
疫，其中南華護老院

第一分院有1名院友染
疫。圖為南華護老院第
一分院。 中新社

◆首批“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種站”1日投入服務，為市民提供免費的
科興和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圖為位於銅鑼灣的“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
種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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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連任的嘉義縣議員羅士洋因捲入布袋
鎮公所1件非法回填廢棄物的魚電共生綠能開發
案，被檢調廉列為嫌疑人，一度失聯，6日到案
經檢方複訊後，被裁定30萬元交保。事後，他
除深感委屈外，也強調為民服務不收報酬。

嘉檢表示，羅士洋涉犯《貪汙治罪條例》
，經合法傳喚遲未到案，檢方考量犯嫌涉入情
節輕重、有無逃亡之虞等情形，裁定30萬元交
保。

羅士洋受訪時說，他以前從事建築業，對
申請建照、使用執照等相關行政流程相當清楚
，經常受請託幫忙；擔任議員時，他長期熱忱
為民服務，不收禮、不收紅包，在地方上可受
公評。

羅士洋近日為此案傷神顯得清瘦，他認為
，擔任民意代表為民服務，卻蒙不白之冤，深
感委屈。在委任律師繳交保證金後，由妻子及
支持者陪同步出地檢署。

據查，去年北部1家綠能公司在布袋鎮一處
魚塭開發魚電共生，在向布袋鎮公所申請建照
後，已於去年11月間動工。但王姓、楊姓及謝
姓業者等人，竟非法回填含有砂、石、磚、瓦
、混凝土塊等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羅士
洋疑受人請託關心申請案進度。

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江炳勳指揮桃園市調
查處、廉政署南調組、嘉義縣調查站幹員，2日
持搜索票搜索布袋鎮公所、羅士洋議員服務處
等多處，羅在失聯1天後，透過律師表示將於6
日到案。

羅士洋為民進黨籍，已連任6屆縣議員，今
年將爭取第7次連任。

至於現任布袋鎮長陳鳳梅也是民進黨籍，
曾任2屆縣議員、4屆布袋鎮民代表，以及2屆
布袋鎮長，今年則轉戰縣議員，她也因涉案2日
被諭令10萬元交保。

嘉縣議員羅士洋 涉弊案交保喊冤

下屆雲林縣議員選舉69人角逐43席，民進
黨提名16人、國民黨提名8人，69人中有31人
是現任議員，從鄉鎮長轉換跑道選議員的有4人
。其中，斗六區是雲林縣治所在地，也是最激戰
的選區，18人爭10席，政治素人最多；北港區
有蘇家表兄弟之爭，參選7人都是老將，將有一
場硬仗。

下屆雲縣議員選舉共有69人登記，比本屆
75人參選略少。第一選區斗六、林內、莿桐共
有18人登記參選，角逐10個席次。參選人中，
現任議員7人登記，從鄉長換跑道1人，從里長
直攻議員有2人，政治素人則有陳芳盈、鄭自勤
、林聖智、林靖冠、張光儀、呂宜臻等6人，本
屆最低當選票數5216票。

第二選選區斗南、古坑、大埤應選6席，本
屆最低當選票數6887票，下屆多達12人登記，
戰況有史以來最激烈。其中現任有5人，另吳滄
得、簡慈坊都是前縣議員；大埤鄉農會前總幹事
吳錦凉、前理事長陳世彬都加入選戰。

第三選區虎尾、土庫、褒忠、元長應選9席

，因人口增加，下屆議員席次從8席增為9席，
本屆最低當選票數是5375票。本區參選的14人
中，有7人角逐連任，算是苦戰區；4年前落選
的蔡秋敏、陳乙辰都捲土重來，縣議會議長沈宗
隆本屆是本區第一高票者，在此囊括9003票。

第四選區西螺、二崙、崙背應選6人，共7
人參選，4人尋求連任，一般認為是較為輕鬆選
區。不過，7名參選者沒有素人，全都是歷練過
基層選舉的老將，本屆最低當選票數是4939票
，韓國瑜的妻舅李明哲在本區挑戰第4次任期。

第五選區台西、麥寮、東勢、四湖應選7人
，11人參選，本屆最低當選票數4424票。本區
有4人尋求連任，最受矚目的是四湖蘇家表兄弟
蘇俊豪、蘇國瓏之爭，2人分別為現任副議長、
四湖鄉長，蘇俊豪本屆囊括1萬0115票。

第六選區北港、水林、口湖應選席次從6席
減為5席，有7人參選，4人尋求連任；其餘3人
中，王新堯是本屆落選頭，代表民眾黨重披戰袍
；林哲凌是現任口湖鄉長；蔡咏锝是北港鎮代會
主席。

雲林縣議員選舉 69人角逐43席
高市府觀光局 5 日起在田寮月世界舉辦熱

氣球活動，搭配中秋節，特別製作6米高超應
景的充氣玩偶 「繽紛嫦娥兔」，打造網美打卡
景點。此外，特別獻上中秋大禮，除原本3顆
熱氣球外，中秋連假3天再加碼1顆，等於每天
增加80個名額可搭熱氣球。

觀光局長周玲妏表示，今年以更舒適遊憩
環境迎接遊客到來，不僅完成環湖步道、玉池
欄杆及特色山羊月亮公車亭，還在月世界玉池
旁的月球公園打造新的熱氣球飛行場。

為讓民眾中秋連假到月世界搭熱氣球登月
，原本現場已有3顆熱氣球，觀光局再加碼1顆
繫留熱氣球，期間限定中秋連假3天，網路售
票名額也好評再加開，每場80個名額。

觀光局說明，加碼名額即
起在7-11的ibon線上系統及全台7-11ibon

機台同步售票，名額有限。至於熱氣球繫留搭
乘時間視日出時間調整，上午場約為5時30分
至7時30分，下午場4時至6時，並視當日線上
購票報到與天候狀況釋出現場購票搭乘名額。

今年除熱氣球繫留體驗外，迷你熱氣球光
影展演秀也相當精彩，現場設置多處網美打卡
點，包括熊熊球、微笑球、還有融合地景地貌
的6米高繽紛嫦娥兔，就是要讓遊客拍好拍滿
美照。

此外，去年月世界熱氣球太夯，造成交通
大打結，今年市府加強交通疏運，在月世界場
域周邊規畫5個活動停車場及隆后宮、義民爺
廟2個備用停車場，備用停車場並提供接駁服
務。活動會場周邊全線禁止路邊停車，並將視
現場車流實施彈性交通管制措施，也鼓勵民眾
多搭大眾運輸工具。

中秋來月世界 6米高嫦娥兔等你打卡

缺工加上少子化，不僅產業端抱怨難覓人才，學生也抱怨所
學未必符合職場所需，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整合產官學資源成立育
才平台，結合5所大專院校推出6個專班，學生進入專班後，將
一邊上課學習知識，一邊上班培育工作職能，且薪水比照基本工
資還加碼多1000元，以增加誘因。

官田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季惠卿指出，缺工問題雖無法
透過產學合作就能解決，但透過該計畫，多少可紓緩部分產業缺
工，但主要目的是藉由產業端與學校端合作育才，讓學生高職畢
業後，進入大學即可至職場習得專業技能，及早摸索 「我的未來
在哪裡」。

嘉南藥理大學攜手6家企業開辦 「大健康藥粧生技職人專班
」，預計每年招收35位高中職畢業生，4年求學期間一邊在校學
習，也提早在職場卡位。嘉藥副校長張翊峰說，該專班除了縮小

學用落差，也有助提升經濟弱勢
學生的升學與就業意願，達到學
校育才、產業獲得人才、學生獲
得就業機會的 「三贏」。

崑山科大 「精密智慧製造實
務產學攜手 2.0 專班」、 「環工
機電實務人才培育專班」明年將
招收80人，學生每周上班4天、
上課2天；跟以往不同的是，學
生就業期間比照一般員工，且領
有比基本薪資多1000元的薪水，還可累積年資， 「以前是學生
到公司實習，現在是員工到學校讀書」，讓學生兼顧學業與接軌
職場。

市長黃偉哲說，6個專班涵蓋工業、生技、健康照顧等各產
業的人才培育，期盼育才平台落實 「做中學」，協助學生就學、
就業無縫接軌，除幫助學生順利度過投入職場的撞牆磨合期，從
長遠來看也能為台南留才。

台南產官學育才平台專班 學技兼領薪
10日就是中秋節了，有感於最近疫情升溫

，為避免造成群聚感染，台中市長盧秀燕6日
在市政會議宣布，台中市僅開放2處地點供民
眾烤肉，分別是清水鰲峰山公園、北屯區中正
露營區，烤肉民眾除拍照、用餐外，都必須要
戴口罩，呼籲民眾留心防疫。

盧秀燕在市政會議表示，今年中秋節連續
3 天假期，但新冠疫情沒有遠離，尤其 BA4、
BA5有升溫趨勢，台中市參考中央防疫指引，
特別呼籲沒有接種疫苗的老人、幼兒都儘量不
要參加活動；為了平衡防疫與節慶需求，台中
市仍開放清水鰲峰山公園、中正露營區烤肉區
供公眾烤肉，其餘綠地、公園都禁止烤肉。

盧秀燕強調，中秋節將屆，近來餐會活動

多，她參加社團活動時，發現不少民眾忘記不
得逐桌敬酒、敬茶等規定，提醒民眾應留意；
此外，因應節慶及連假可能出現的人潮，營業
場所應加強清消，市府目前仍有 「台中市餐飲
安心吃振興補貼」，鼓勵業者加強營業場所消
毒。

針對《康健》雜誌城市長照力大調查，台
中市的長照措施獲六都第一。盧秀燕說，高齡
社會來臨，城市長照特別重要，台中市服務據
點數量全國最多，長照服務率涵蓋平均值達
70％以上，市府於 2020 年推出 「長照即時通
APP」，今年升級2.0版，操作介面簡單，還新
增預約接送功能，不熟操作者可撥 「1966長照
專線」。

疫情升溫中市僅開放2處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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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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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城工商

花開花落花開花落 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體貼自己與家人體貼自己與家人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也是如此，
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
題，有上車也有下車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
。無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至庶民
，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點做好生前計
畫、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
也更需要趁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然而，隨

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
疫情，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
下，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107萬人
，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
了才考慮，其實，現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
」。

為善終做好規劃，就如同好的財務規劃一般，
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也能避免不須要的麻煩
。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士頓最具規
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
為民眾談談，為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
幫助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事」對於華

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
安葬，並且庇佑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禁忌，

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
都在不同地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好身後的規
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
葬禮進行預先計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
將可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按照自己的

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
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細考慮自己
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

教信仰，但與子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
的臨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要確
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多年前做生
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
，當父母親去世，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
許多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遭受喪親之
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
一般來說，在人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
使用，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能支付
。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家人將被要求在葬
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
味著減輕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之一是省錢

，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
。當您計劃並提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
保證。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為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了許多，也不必為
再多付錢。以當前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
孫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在多年購買
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
這為我們節省大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臨很多意想

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
木棺材嗎？媽媽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
？如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猜測，
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先計劃，使家人免

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內進行。即

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
爭執不休，因為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
舉行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避免匆
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禮，以書面形式寫
下詳細內容，不僅可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
而且可以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經歷情感上

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
葬或是火葬，葬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
，並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們所需
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用做出一個又一個
的葬禮細節決定。家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
度中，回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受
的心情。

推出優惠，僅在月底前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

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
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
型服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Memorial Oaks 對大眾推出優惠，包括高達
10%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60個月0%利率，無
需信用評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10% Off的優惠。
這個優惠折扣僅在本月底前有效，請立即致電預約
： 吳 玉 玲 832-494-6710。 Memorial Oaks 地 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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