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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採購美國採購9292億輻射病藥物億輻射病藥物 疑應對核戰威脅升溫疑應對核戰威脅升溫
（中央社華盛頓7日綜合外電

報導）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近日
宣布，為了預防緊急核子事件，它
已向美國安進公司（Amgen）採購
2.9 億美元的輻射疾病治療藥物
Nplate（恩沛板）。

美國 「國會山莊報」 報導，美
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轄下
戰略準備與應變局（Administra-
tion for Strateg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4日在聲明稿中說
，這項行動是 「因應一旦發生放射
性或核子緊急事件，為了替拯救生
命有更好的準備，長期以來所做努
力的一環」 。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的說法，暴露在高輻射劑
量 下 引 發 的 急 性 輻 射 症 候 群
（Acute Radiation Syndrome，
ARS）可能產生多種症狀，嚴重時

會對人體造成毀滅性後果，例如骨
髓傷害或內出血。

Nplate可供成人與兒童服用，
作用是讓通常由放射線造成的失控
出血減少。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
）最早在2008年批准Nplate，用於
治療會造成嚴重出血的一種自體免
疫疾病；去年1月又將批准範圍擴
大，可用於治療輻射疾病。

目前正值國際社會日益擔憂，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可能動用核
子武器。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最近對外威脅，俄國將採取
一切必要行動來獲得勝利，且不會
遲疑出動核武。

美國官員已揚言，一旦俄羅斯
動用核武，華府將採取決定性的行
動，蒲亭也將面臨嚴重後果。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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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組織決定每天減產二百萬桶
石，這將使油價再度上升，石油公司
將再創暴利，但對即將到來之期中選
舉對民主黨不利。
當通貨膨脹及物價高漲使得一般

大眾再度遭受油價上升，真是雪上加
霜，大家之購買力因而下降。
白宮方面表示石油組織之減產是

不必要的，拜登總統可能會釋放更多
的儲備石油來平衡石油組織之減產，
也要改善選民在期中選舉之態度。
目前休斯敦地區油價是每加崙二

點九四美元，全美油價是三點七八美
元，由于各國之減產，油價勢必會上
漲。
縦觀世界局勢，俄烏戰況目前仍

無終結，歐洲各國將深受天然氣短缺
之苦，而且中美關係繼續惡化，全球
化地球村恐已成為歷史之名詞，我們
十分憂心，如果情勢繼續下去，世界
將永無安寧之日。

油價將再飈升油價將再飈升

OPEC Reduces Oil ProductionOPEC Reduces Oil Production
After OPEC reduced oil production by two million barrels a day, it could mean bigger profits for oil companies, higher

gasoline prices and big headaches for the Democrats in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
We are already concerned about rising prices and inflation. Consumers will lose buying power as higher prices erode their

income.
When facing the election, the Democrats risk losing control of Congress. Even though President Biden made a trip to

Saudi Arabia in July, it had little effect on persuading OPEC to continue to produce more oil.
The White House will consult with the Congress on additional tools for reducing OPEC’s control over energy prices.
In the meantime, President Biden will order the release of more national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in coordination with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in Ukraine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Unless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price of oil will not come down again very soon.



【綜合報道】受俄烏衝突影響，歐洲面臨能源
危機，在冬季即將到來之際，歐洲多國推行節能措
施。繼西班牙、德國和法國之後，意大利政府10
月7日簽署了一項有關冬季節能的法令。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在今年2月之
前，意大利是歐洲第二大俄羅斯天然氣進口國，俄
氣進口量佔其總供應量的40%，而目前該比例下降
至10%。為應對能源危機，意大利生態轉型部長羅
伯托•辛格拉尼7日簽署法令，內容包括2022年至
2023年的中央供暖天數減少15天，一些地區的住
宅暖氣溫度將下調1攝氏度。

除意大利之外，許多歐洲國家已經宣布了類似
的節能措施。法國能源轉型部10月6日公佈了2022
年冬季節能計劃，住宅、教育機構、辦公室和對公
眾開放場所的冬季供暖溫度不得高於19攝氏度，
一些公共設施將不提供熱水。該節能計劃還呼籲法
國人減少熱水淋浴時間，夜間徹底關閉處於待機狀
態的電子設備。

西班牙政府今年8月通過了一系列節能新政，
在冬季，企業、餐館、博物館等場所的暖氣或空調
溫度不得高於19攝氏度，在開空調或暖氣時應關
閉門窗，而商店櫥窗的照明在晚上10時後必須關
閉。德國已經停止了對公共紀念碑和建築的（景觀
）照明，並可能會關閉公共建築入口、走廊和門廳
的暖氣。

不過，英國政府尚未發布節能措施。英國氣候
部長格雷厄姆•斯圖爾特10月7日表示，儘管此前
英國國家電網曾警告說，家庭和企業今年冬天可能
每天面臨3小時的停電計劃，但英國政府並不會強
制要求人們使用更少的能源。

據路透社報導，歐盟國家針對能源危機的應對
措施仍然存在分歧，大多數國家要求歐盟設置天然
氣價格上限，但是在細節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德
國、丹麥和荷蘭則反對設定價格上限，擔心此舉可
能使它們難以購買到足夠的天然氣，並抑制減少能
源消費的動力。

歐洲多國推行節能措施應對能源危機歐洲多國推行節能措施應對能源危機
意大利縮短冬季供暖時間意大利縮短冬季供暖時間

（綜合報導）德國前總理默克爾10月6日表示，歐洲安全架構中唯有俄羅斯共同參與，歐洲才能實現持久和
平。 2005年至2021年擔任總理的默克爾出席了慕尼黑舉行的《南德意志報》成立77週年的紀念儀式上發表了上
述聲明。

據德國《南德意志報》10月6日報導，她說長久以來的冷戰將持續直到俄羅斯的參與（幫助）下才能真正實
現永久和平。這位前總理表示，烏克蘭的事件是一個“轉折點”，並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聲明需要非常

認真地對待。 “我們都必須認真看待他（普京）的話語，而不是從一開始就把它們歸類為虛張聲勢。”
“今天完全不同。俄羅斯和普京總統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正在摧毀包括當時的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在內的國

際社會，在赫爾辛基協議和《巴黎憲章》中達成的一切基礎。今年2月24日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轉折點。”
這是一個轉折點，我們都需要認真對待他的每一句話語，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將它們歸類為虛張聲勢。鑑於俄

烏衝突這一令人震驚的情況，我認為德國、歐盟和北約採取團結一致的立場以及如何採取堅定的立場來保護國家
主權和完整，這一點非常重要。包含烏克蘭和重建。

在我看來，雖然現在看似難以想像，即該如何在國際法框架內發展未來的歐洲安全架構，最終只有當俄羅斯
也共同參與在內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

因為只要我們還沒有真正做到這一點，冷戰也不會真正結束。無論如何——我也深信——時間不會倒流，
1989、1990年的劇變太深刻了，當時的經歷太深刻了，好轉是可能的。 ”

默克爾再表態默克爾再表態：：歐洲安全架構歐洲安全架構，，唯有俄羅斯共同參與才能永久和平唯有俄羅斯共同參與才能永久和平

加拿大央行行長稱該國通脹壓力尚未緩解加拿大央行行長稱該國通脹壓力尚未緩解：：無法停下加息步伐無法停下加息步伐
（綜合報導）加拿大央行行長蒂夫·麥克勒姆6日說，加拿

大銀行不能放鬆當前快速的加息步伐，因為它尚未看到有證據表
明基礎通脹正在緩解。

報導稱，自3月以來，加拿大央行已連續5次上調政策利率
，目前的利率達到3.25%，這是14年來的最高利率。人們普遍

預計，加拿大央行將在10月26日再次作出加息決定。
麥克勒姆在哈利法克斯對一個商業團體發表的事先準備好的

講話中說，儘管前瞻性指標表明加拿大經濟開始放緩，但勞動力
市場仍然吃緊，需求仍然超過供應。

他說：“我們尚未看到表明基礎通脹已經下降的明確證據。

再加上近期仍處於高位的通脹預期，顯然這意味著進一步加息是
有必要的。”

麥克勒姆說，雖然全球通脹可能已開始緩解，但加拿大國內
壓力並沒有緩解。他還說：“這並不意味著加息沒有奏效，只是
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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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危機影響愈發嚴重之際重之際
各國正加倍投資石油管道管道

綜合報導 盡管各國承諾要變得更加

環保，但全球的石油管道仍在不斷增長。

全球能源監測機構 (GEM) 的壹份最

新報告稱，在創紀錄利潤的推動下，各國

正在開發24166公裏的新輸油管道——幾

乎相當於地球直徑的兩倍——其中10351

公裏已經在建設中，其余正在規劃中。與

2019年的評估相比，在建管道的長度增加

了壹倍多，而擬議管道的長度大約減半。

美國擁有最大的在開發容量，估計為

2829公裏，其中大部分位於墨西哥灣沿岸

的二疊紀盆地，耗資約79億美元。

印度也是在建管道的領頭羊，以2824

公裏的正在開發管道緊隨美國之後，估計

耗資40億美元。在建管道包括位於該國東

北部、全長1630公裏的Paradip Numaligarh

原油管道，該管道預計將於2024年底投入

使用。

面對歐洲和美國對其油氣的制裁和抵

制，俄羅斯正在開發2051公裏的新石油管

道，意在通過增加對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出

口彌補歐洲損失，耗資約40億美元。

GEM的數據顯示，盡

管有抵制禁令，但仍有幾個

歐洲國家投資於俄羅斯的石

油項目。俄羅斯擬議中的

1600公裏的東方石油管道的

所有者包括荷蘭MME和瑞

士Vitol。而裏海管道的股東包括美國的埃

克森美孚和殼牌、英國BP以及意大利埃

尼集團。

從區域來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管道

開發方面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正在建設

1950公裏的輸油管道，另外還有4540公裏

的擬建項目。其中包括受爭議的東非原油

管道，該管道將從烏幹達的壹個國家公園

鉆探石油，輸送到坦桑尼亞海岸的壹個出

口終端。

由於GEM只能獲得三分之二新管道容

量的數據，保守估計，如果這些管道建成

且能夠繼續運行到其平均使用壽命結束，

它們將在未來幾十年裏每天輸送300億桶

原油。當這些石油燃燒時，每年將產生46

億噸二氧化碳，這相當於全球第二大汙染

國美國的排放量。

顯然這與各國商定的限制全球變暖的

氣候目標不壹致，要實現目標，到2030年

，全球碳排放量必須下降50%。

“對於批準這些新管道的政府來說，

報告顯示他們幾乎是在故意不實現氣候目

標，”該報告的研究員Baird Langenbrun-

ner說，“盡管氣候目標可能會讓化石燃料

基礎設施成為擱淺資產，但是化石燃料消

費大國，正加倍投入石油管道的擴張。”

今年夏天的北半球，極端天氣事件輪番

上演。而隨著氣候危機的影響變得更加嚴重

，油氣行業正逐漸失去建設新項目的社會許

可。GEM估計，如果氣候危機行動阻止新

管道的充分使用，對項目開發商而言，這意

味著高達754億美元的資產擱淺風險。

英國“限水令”可能持續至明年
綜合報導 英國數月來遭遇

嚴峻幹旱，降水偏少、水庫水

位驟降，迫使多地發布“限水

令”。多家水務公司警告說，

如果今年秋冬季節的降水量無

法高於往年平均水平，那麼限

水令恐怕會持續到明年。

這些限水措施往往包括禁

止用水管給自家遊泳池註水、

暫停噴泉、禁止在自家用水管

沖刷洗車等，不過存在例外情

形，例如允許洗車行運營。

英國天空新聞頻道9月29

日援引泰晤士水務公司工作

人員的話報道，過去將近壹

年來，英國多地降水量低於

往年平均值，河流、水庫以

及地下水位顯著降低，“我

們需要秋季和冬季降水高於

往年平均值，讓(河流、水庫

等)儲水量恢復到正常水平，

這樣才能為明年春季和夏季

做好準備”。

按照泰晤士水務公司發言

人的說法，今年是英國有記錄

以來最幹旱的年份之壹，全年

大部分時間降水偏少。盡管近

日迎來壹些降雨，限水令也取

得壹定節水效果，但是多地河

流和水庫的水位仍然顯著低於

往年平均值。

這名發言人說，要想讓河

流、水庫和地下水位恢復到正

常值，需要接下來數月“有很

多很多降水”。

約克郡水務公司近期也通

知客戶，如果今年冬季幹燥少

雨，那麼限水令可能持續到明

年。

約克郡水務公司上月發布

限水令時說，該地區降水“已

跌至我們有記錄130多年來的

最低水平”，多座水庫的儲水

量降至50%以下，其中最嚴重

的甚至跌至20%。

約克郡水務公司工作人員

尼爾· 德威斯擔心，就算今冬降

水量達到正常值，“到明年春

天水庫也僅能恢復到 60%至

70%的儲水量，如果我們明年

夏季再次遭遇幹旱，後果不堪

設想”。

盡管英國多地水務公司紛

紛出臺限水令，但不少輿論批

評這些公司維護基礎設施不善

，導致漏水浪費嚴重。

據英國水務公司協會數據

，英國目前有大約21.6萬英裏(

約34.8萬公裏)的自來水管可追

溯到19世紀，這些老舊水管出

現漏水的情況相當普遍。英國

國家審計局壹份報告說，英國

平均每天漏掉多達30億升的自

來水。

歐盟將禁止
俄羅斯產廁紙

綜合報導 為了從烏克蘭沖突中剝奪莫斯科的貿易收入，歐盟提議

禁止進口俄羅斯制造的衛生產品，從肥皂、剃須用品到衛生紙和除臭劑

。周三在布魯塞爾公布的第八波反俄制裁措施，還將禁止進口幾種鋼鐵

產品，並試圖對俄羅斯石油設置價格上限。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 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宣布:“我們

不接受烏克蘭的虛假公投和任何形式的吞並，我們決心讓克裏姆林宮為

事態的進壹步升級付出代價。”據她說，擬議中的制裁方案預計將使俄

羅斯額外失去70億歐元的收入”。

據 Politico 網站報道，該計劃要求歐盟居民不使用俄羅斯制造

的“美容或化妝”產品、剃須用品、個人除臭劑、牙線、肥皂和

廁紙。

就在馮德萊恩宣布這壹消息的幾天前，德國最早的衛生紙制造商之

壹哈克爾以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飆升為理由申請破產。

哈克爾和其他德國公司曾要求聯邦政府限制能源價格，以保持償債

能力，但那是在周壹壹系列爆炸破壞了兩條“北溪”管道、切斷了德國

與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之前。與此同時，政府官員已經指示德國人少洗

澡，使用毛巾，以節省熱水。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 紮哈羅娃在評論擬議中的制裁時說

，在這些衛生用品和節約用水之間，人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200年前

那封著名的信，據說法國皇帝拿破侖在信中對他的妻子約瑟芬說:

“不要洗澡。”

歐盟還打算制裁哲學家亞歷山大· 杜金，他的女兒達裏婭上個月在

莫斯科的壹次汽車炸彈襲擊中被暗殺。俄羅斯已經確認了恐怖襲擊的兩

名嫌疑人，稱他們都是烏克蘭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俄烏沖突帶來2008年以來最嚴重糧食危機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俄烏沖突導致的糧食和化肥價格

暴漲正在造成自2008年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糧食危機，令3.45億人的生命

和生計面臨危險。

報道稱，雖然糧食危機正在影響世界不同地區的國家，但受影響最

嚴重的是48個低收入國家，其中許多國家依賴從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糧食

進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壹份新的報告中說，由於嚴峻經濟挑戰和制

度薄弱，其中約壹半的國家，比如索馬裏、南蘇丹和也門等顯得尤其脆

弱。

報道還稱，自 2018 年以來，隨著惡劣天氣、地區沖突和新

冠大流行擾亂糧食生產和分配並推高糧價，糧食不安全狀況不斷

加劇。

報道指出，俄烏沖突後，糧食局勢急劇惡化。來自這兩國的糧食和

化肥出口急劇下降，促使其他壹些國家實施出口管制。俄烏兩國合計占

全球小麥貿易的30%、玉米的20%和葵花籽油的7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在壹篇新的博文中說：“我們正在

遭受嚴重的糧食短缺。在全球範圍內，每晚有超過8.28億人餓著肚子

睡覺。”雖然自烏克蘭恢復谷物出口以來，糧食價格有所下降，但

仍大大高於戰前水平。由於戰爭擾亂了農業和經濟活動，明年的前

景仍不明朗。

綜合報導 2022 年巴西總

統選舉第壹輪投票正式開

始。11 名各黨派總統候選

人參與角逐，爭奪下壹任

總統寶座。

當天早上，巴西最大城市

聖保羅天氣晴朗，陽光明媚，

人們陸陸續續來到各個投票站

進行投票。上午10時 30許，

中新社記者來到聖保羅市中心

壹個投票站采訪，這是壹所學

校，是臨時借來當投票用的。

巴西大選有許多投票站設在學

校裏。

學校門口有兩名全副武裝

的警察來回巡視，維持秩序。

選民有不少人是開車來的，學

校門口的街道兩旁停滿了各式

小車。

記者在現場看到，選民進

行簡單的身份鑒別和填寫登記

後，就依次徑直走進教室裏投

票。教室裏人不多，不擁擠，

現場秩序井然。教室裏豎立壹

臺電子投票機，選民需自己壹

人操作電子投票機完成投票。

整個投票過程約5分鐘。

巴西各大電視臺對當天的

大選進行輪番轉播，即時更新

各地的選舉情況。

據巴西媒體報道，當天上

午8時13分，巴西左翼陣營勞

工黨候選人、前總統盧拉在聖

保羅州聖貝爾納杜-多坎波市

(Sao Bernardo do Campo)壹所

學校投票站投票。投票結束後

，盧拉說，“這是巴西歷史上

最重要的壹次選舉，我參加投

票很高興。”

當天上午8時50分，巴西

右翼陣營自由黨候選人、現任

總統博索納羅在裏約熱內盧市

西區壹處投票站參加投票。他

投票後對媒體說，“必須尊重

幹凈的選舉。”

巴西大選第壹輪投票將於

當天下午5時結束，晚上7時

開始計票，選舉結果預計將於

當晚揭曉。

根據巴西法律，如果總統

選舉第壹輪投票沒有候選人得

票過半，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

人將在第二輪投票中決出勝負

。第二輪投票定於10月 30日

進行。

除選舉總統外，當天選民

還將投票選出巴西聯邦眾議院

的全部513名議員、聯邦參議

院全部81名參議員中的三分之

壹、全國26個州的州長和巴西

利亞聯邦區的區長以及各州議

會的議員。

巴西權威民調機構Data-

folha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盧

拉和博索納羅仍位居民調前兩

位，他們獲得的民意支持率分

別為48%和34%，遙遙領先於

其他總統候選人。如排除空白

、廢票和未決票，盧拉的潛在

有效得票率達到50%，博索納

羅為36%。

據 巴 西 最 高選 舉法院

(TSE)統計，巴西今年大選有

1.56億名註冊選民，較2018年

大選時增加6.2%，占巴西總人

口約72.5%。

巴西大選直擊：選民平靜投票 現場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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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憲法法院裁定，巴育恢復總理職務
綜合報導 泰國憲法法院裁定，泰國總

理巴育的任期並未超過任職八年的最長期

限，自 8月 24日起已停職五個星期的巴育

即將復職。為預防民眾因不滿判決在法院

外抗議，泰國當局已將憲法法院所在區域

列為管制區，限制公眾進入，直到 10月 3

日清晨6時。

路透社等外媒報道，泰國憲法法院以

6:3的投票結果裁定，巴育的總理任期應從

2017年頒布新憲法時開始計算，於2025年

屆滿。

法院作出裁決後，巴育在他的臉書上寫

道，他尊重憲法法院的判決，並對給予他鼓

勵的人表示感謝。巴育稱，從現在開始，他

將繼續完成任期，帶領國家進步。

巴育在2014年發動政變後得到了泰國國

王的任命和支持。2019年，他的政黨贏得政

變以來的首次大選，他也被議會再次任命為

泰國總理。

2017年，泰國頒布的新憲法規定，無論

是連續任職還是分階段任職，任何人不得擔

任總理超過8年。

泰國反對派於是在今年8月17日向國會

主席川呂沛提呈請願書，要求憲法法院裁定

巴育任期9月屆滿，必須下臺。泰國憲法法

院於當地時間8月24日受理了反對黨質疑總

理巴育任期而提交的請願書，並以5票對4票

通過表決暫停巴育的總理職務，直到法院作

出最終裁決。另壹方面，由於巴育還兼任國

防部長，而該職位沒有任期限制，因此他可

以繼續擔任此職。

泰國反對黨認為，巴育2014年5月發動

軍事政變，並自2014年8月24日起擔任總理

，根據總理不超過8年的憲法條例，巴育應

於2022年8月23日24時完成全部任期。而巴

育的支持者認為，他的任期應該從實施新憲

法的2017年或從舉行上壹次大選的2019年算

起。

根據日程安排，泰國下壹屆選舉將不晚

於2023年5月舉行。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泰國法院的這

項裁決使巴育有可能主持11月計劃在曼谷

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日本經濟

新聞援引政治觀察人士言論報道稱，巴育

或將在峰會後解散泰國議會，並提前舉行

大選。

柬埔寨機構舉辦活動講述中柬友好故事
綜合報導 在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

和柬埔寨參議院秘書處的支持下，柬埔

寨參議院圖書館與柬中關系發展學會合

作舉辦講座了解中國國慶，並分享中柬

友好扶貧示範村經驗。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參贊武傳兵詳細

介紹了中國國慶日的由來及主要慶祝活

動。武傳兵強調，中柬兩國地緣相近、

文緣相通、人緣相親，是傳統友好鄰邦

，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希

望大家繼續關註中國的發展，講好兩國

友好交流故事，弘揚好兩國世代友好的

主旋律和正能量，永遠做中柬友誼的忠

實傳承者、堅定維護者和鐵桿接班人。

柬埔寨參議院圖書館館長高萬那樂迪

指出，柬埔寨參議院獲得中方的寶貴援

助，包括援助新樓和

改善圖書館的環境，

對增加圖書館讀者人

數做出了積極貢獻，

能夠讓讀者更加深入

地了解關於世界特別

是中國的知識。

柬中關系發展學會

會長謝莫尼勒特別提

到，今天的中國人民

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中國

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柬埔寨參議院秘書處人力資源發展辦

公室主任坤蘇萬葉達在活動上講述有關

中國民間組織對柬埔寨扶貧工作所做的

巨大貢獻，尤其是通過資金和技術援助

，幫助柬埔寨實施扶貧示範村項目，即

通過項目使柬埔寨借鑒中國在減貧工作

中的經驗和做法，使當地村莊實現脫貧

致富。她相信，在中國民間組織的幫助

下，該扶貧示範村項目將繼續推廣到柬

全國各村莊。

來自柬埔寨參議院、首相府、新聞部

、教育青年和體育部的官員，以及中國

和柬埔寨民間組織代表、媒體記者等共

約40人參加本次講座。

緬甸武器亂象
接連有槍支彈藥被查獲
緬甸曼德勒省敏建公共行動委員

會發布信息稱，9月29日午間1點左右

，Natogyi PDF對敏建鎮標貝示範村管

理員的住所發動襲擊，繳獲7支槍。

軍方在壹輛私家車上查獲武器
彈藥

9月 29日午間，緬甸撣邦南部

昆欣鎮與孟賓鎮之間的達裹橋軍方

檢查站，軍方檢查人員對車輛進行

稽查時，在壹輛私家車上查獲槍支

及RPG火箭彈、子彈、槍榴彈等。

稽查過程中，車輛司機僥幸逃脫。

壹民團副領導人遇襲身亡
9月29日早上7點30分左右，緬

甸孟邦直通鎮疊巴仁村，坐在茶鋪

的民團副領導人吳索溫（56歲）遭

槍殺，壹支轉輪手槍被繳。

據悉，吳索溫遇襲，頭部中槍

當場身亡。隨身攜帶的壹支轉輪手

槍、部分子彈和部分文件被槍手帶

走。事件發生後，直通人民防衛隊

發布信息宣稱對襲擊事件負責。

軍警在壹輛私家車上查獲武器
9月28日，緬甸孟邦壹個檢查站

內，執勤軍警依據情報信息，對壹輛

私家車進行攔截檢查時，查獲PAN-

ZER ARMS GEN 2 BP-12槍 4支、

槍管1支、格洛克手槍2支、點32手

槍1支、SIGSAUER 手槍2支、各類

彈匣27個、子彈150發和1個槍托。

之後，車上的2名男子被逮捕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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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車+高品質營地將成商家投資重點

�� �


降群聚染疫風險 方便照顧老幼 成本支出適宜
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的國慶假

期，中國多城繼續宣布本地度假倡

議。如果說去年國慶假期，半個朋友

圈都在晒露營，那麼今年則“捲”起

了“有車有房”的旅行。對旅行者而言，房車（又稱露營車）旅行，既可

以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不必要的人員接觸，進而最大限度地降低

染疫風險，又有方便照顧隨行老幼等優點。“平台45個車次的房車項目早

在半個月前就訂完了，連參加展會的樣車都被拉來救急，可見有多火

爆！”杭州“蝸小牛”房車旅遊行的負責人沙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最

近幾年受疫情影響，國內旅遊市場的產品都在往精品、小眾的方向轉移。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房車露營近郊房車露營近郊遊遊親子度假兩相宜親子度假兩相宜

“我算反應快的，五一假期後就開始籌劃國慶
的房車遊了。”八月底，沈女士就在“蝸

小牛”平台上預定了國慶出行的房車，兩天一晚費
用3,280元（人民幣，下同），一大一小兩張床的
配置，住一家三口正好。“閨蜜得知我的選擇後，
也趕緊報了同一條線路，結果才晚了一周，就要
3,580元了。”閨蜜的女兒跟沈女士的兒子差不多
大，兩家常常約在假期一同出遊，大人小孩都有個
伴。

避免染疫成自駕出行首因
“沒有疫情的時候，國慶假期我們一般會選擇

北京、新疆、三亞這些比較遠的地方，我跟他爸請
兩天年假，就可以利用孩子的春假出去多玩幾天
了。現在因為疫情，學校建議不出省，所以這三年
基本都是短途遊，以自駕出行為主。”沈女士坦
言，這些年家裏的親子遊行程都是她預定的，也總
結了幾個經驗。“第一要安全，第二要方便，第三
才是好玩有趣，這也是我選擇房車旅行的原因。”
她解釋稱，安全方面，盡量使家人減少搭乘火車、
飛機或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住酒店和進餐廳等
相對封閉場所的機會，避免與不必要的人員接觸，
進而降低染疫或成為密接或次密接的幾率，為假期
後家人復工復學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還有小
朋友有自己的生物鐘，也不如成年人那樣能控制排
洩，他說困就困，說餓就餓，說要上廁所就要上廁
所。之前我們全家出遊，遇到最多的緊急狀況就是
給孩子找廁所，很多次都是爸爸扛着他一路狂奔，
我拖着兩個行李箱在後面狂追，別提有多狼狽。”
因此，自五一假期第一次房車出行後，沈女士立馬
拍板決定國慶也要這樣遊。

“這一次我選擇的是‘蝸小牛’的千島湖營
地。”沈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國慶期間營地

除了提供日常餐飲，還增添了宋代點茶體驗、戶外
採摘、篝火晚會以及星空電影等活動。“白天能帶
着孩子環湖騎騎自行車，晚上自己動手烤串，吃完
了還能與同伴們一起玩桌遊，或者看電影，行程挺
豐富的。”最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幾乎都在戶外進
行。在青山綠水間呼吸清新空氣，對於久居室內的
都市人而言，也頗具吸引力。

親近大自然 孩子更有新鮮感
“房車就是升級版的露營。”沈女士說，帳篷

露營更適合年輕的小情侶，但像她這樣拖家帶口
的，還是有輛房車比較方便。當然，露營的成本相
較而言也更貴一些。“3,280元只是租賃房車的費
用，並不包含油費和過路費。好在國慶假期全國的
高速都免費通行，可以為我們省下了一筆開支。”
此外，營地的餐飲和活動費用也不包含在內，“全
部加起來總要五六千元吧”。但若算起總賬來，卻
與其他出行度假方式的花費相當，首先酒店和餐飲
等費用節假日期間會有比較高的漲幅，此部分大體

可與房車租金和營地管理費沖抵，“就住宿的體驗
感而言，房車肯定不如酒店，但對孩子更有新鮮
感，能住得離大自然更近。”

提供24小時管家和旅拍服務
“兩次房車旅行都是我們以前曾去過的地方。

但當夜晚打開天窗，躺在房車裏就能看到星空的感
覺，與住酒店是完全不同的，對小朋友來講也較有
新鮮感。”沈女士坦言，如今的房車營地也越來越
“捲”，除了提供24小時管家服務，還為配備了專
業旅拍。“這讓我對今年的‘朋友圈攝影大賽’
（在朋友圈晒假期旅行圖）很有信心！”
翻開小紅書，與“房車”相關的筆記累計已經

超過了40萬篇。在抖音“房車”和“房車旅行”兩
個話題下，相關視頻播放量共計超200億次。飛豬
數據顯示，2022年1-9月房車遊商品累計銷售額已
達到2019年同期的近3倍。越來越多的家庭已經湧
入這個賽道，“一擲千金”為孩子策劃一場親近大
自然的快樂旅行。

“目前，房車主要分為自行式
（擁發動機可開動）房車、拖掛式
（無發動機，需依靠其他汽車牽引
移動的）房車和其他改裝房車（出
廠為普通客或貨車，後期進行改
裝）。其中，自行式房車又可細分
為A、B、C三種，而拖掛式房車則
可細分為A、B、C、D四種。”沙
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市面
上看到的，多為6米以下的自行式C
型房車，持C1證即可駕駛，且多為
自動擋。“即便是對第一次試駕房
車旅遊的新手來說，也不存在太高
的技術門檻，只需要適應一下就可
以開上路了。”

玩家多為中等收入家庭
事實上，沙漠所在的“蝸小

牛”，原本的主要業務是銷售和改
裝房車，近幾年隨着國內房車旅遊
市場的興起，才又專門開闢了旅遊
板塊。“2021年6月新板塊上線，
就遇到了暑期親子遊的風口，一個
月不到接了150多單，大都是以
30~40歲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為
主。”沙漠坦言，房車遊始於歐美
國家，疫情後才慢慢被國人所發現
和接受。“但這個市場的增幅很
快，幾乎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
增長。”

不僅僅是“蝸小牛”，另一個
上汽集團旗下的房車出行品牌——

“房車生活家”也遇到了國慶訂單井噴的
狀況。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平台上搜索發
現，10月1日至3日期間，所有型號的房車
均顯示“車輛已租完”；10月4日至6日期
間，唯一還能下單的房車為5座5臥（家庭
款）的C型房車，價格是1,418元（人民
幣，下同）/日，比假期前的租賃價格
（618元/日）貴了一倍不止。

新疆青海四川成熱門地
據“房車生活家”相關負責人透露，除

了江浙滬附近的短途遊，也有不少家庭選擇
了長線遊。“西北的新疆、青海、西南的四
川，都是今年國慶黃金周的房車出行熱門
地。”在該負責人看來，私密性很好的房車
可以解決疫情帶來的安全、衞生、防疫等問
題，而且房車內部雖小卻“五臟俱全”，該
有的臥室、餐廳、廚房、衞生間一應俱全，
滿足了人們便捷出行的要求。

作為千島湖旅遊集團招商引資項目，“蝸小
牛”千島湖房車營地佔地90餘畝，共有院落式標準
房車營位100餘個。該營地於2021年10月4日開啟
試營業，雖然錯過了黃金周的前幾日，但也嘗到了
國慶遊的甜頭。因此，今年公司從暑假後期便開始
策劃黃金周的宣傳方案，邀請小紅書和微博的旅遊
達人前來打卡，並將各類套餐放在旅遊平台上進行
前期推廣。

“房車與熱門旅遊線路結合，能夠更好地打開
市場。”杭州淳安“蝸小牛”房車管理公司的副總
經理蘇鏡清是90後，也是一名自駕車的愛好者。在
他看來，千島湖的旅遊已經非常成熟，通過營地可

以串聯起千島湖周邊豐富的旅遊資源，將文化體驗
遊、紅色文化遊、親子參與遊、團建聚會等旅遊產
品組合起來，向車友推薦體驗，形成雙贏的模式，
從而帶動鄉村旅遊的快速發展。

年輕人和親子人群佔比高
“以前來諮詢的都是老玩家，今年更多的是

新玩家。”蘇鏡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其中很
多人就是被小紅書等平台推薦來嘗鮮的，他們需
要的服務不僅僅是單純的房車租賃，而是相對成
熟的房車遊旅行產品。“對於房車出行而言，由
於吃住都在外面，享受戶外自然風光的同時，會

面臨更多的挑戰。因此，環境優美、設施完備、
活動豐富的營地類產品將是公司下一步的投資重
點。”
在各家旅遊平台的積極推廣下，鸕鳥山露營公

園、莫干山大洋里星空露營基地、湘湖沐心島房車
度假營等露營地都一一被帶火。“在房車旅行市場
中，年輕人群、親子人群佔比很高，捕捉到他們的
個性化需求，提供讓他們有共鳴的旅行產品，是平
台切入市場的初衷。”飛豬交通事業部副總經理向
敏坦言，目前國內的房車遊行業還在初級階段，需
要更多懂旅遊、懂房車的商業主體參與進來，共同
培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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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假期國慶假期，，營營
地為孩子們準備地為孩子們準備
了 許 多 互 動 遊了 許 多 互 動 遊
戲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沈女士與閨蜜的房車旅行沈女士與閨蜜的房車旅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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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荷專家港初選載荷專家港初選 硬標硬標符合必推薦符合必推薦
司局長籲專才大膽報名 個案逐個審核提供合理彈性

是次在港選拔載荷專家是實現“零的突破”。黃
偉綸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再次表示，國家

這次在香港選拔載荷專家，反映國家對香港的關愛，
對香港科技界的認同和對特區政府的支持。

初選在港進行 國家綜合評審
這次選拔對懷揣航天夢的港人而言，更是圓夢良

機。特區政府將於本月6日起至本月27日舉辦初選。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麥德偉3日同場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初選工作不會成立委員會處理，
特區政府會招募滿足國家提出的基本要求的合適人
選，並盡快安排體格檢查等。孫東表示，初選程序在
香港舉辦，不會有內地官員參與，經特區政府選出的
人才再推薦給國家有關方面，他們會再做綜合評審。
黃偉綸表示，27日收齊報名之後，會盡快遞交給有關
部門。

香港特區政府2日公布，參加選拔人員須為香港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持有相關領域博士學位且
專業領域經驗不少於3年，年齡介乎30歲至45歲，男
性身高162厘米至175厘米，女性身高160厘米至175
厘米，具健康體魄且非過敏體質，沒有影響飛行服務
的病史和家族病史，視力達標，普通話較好等。孫東
表示，是次選拔標準是依照國家在全國統一的基本選
拔標準，國家有自己一套更嚴謹的判斷依據，包括生
理、心理、專業學術方面，這留給國家再進一步考
量。

探索新課題 招才不拘一格
此外，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等

亦是這次選拔的要求之一。麥德偉表示，這是適當的
要求，將來的載荷專家代表國家進行好重要的任務，

“申請人士需要加一些個人資料，做類似聲明，內部
也會有機制核實相關的資料是否符合相應的要求。”

載荷專家主要負責開展太空試驗研究、操作和使
用太空實驗設備、配合飛行乘組其他航天員開展站務
管理等日常工作，對專業能力要求頗高。由於工作可
能涉獵的範疇廣泛，是否具備跨學科背景的人士更有
優勢？孫東表示，根據他對有關文件的理解，只要滿
足相關領域都是可以的，“我的理解是現在太空探索
是人類的一個新課題。在各個領域我們都需要進行不
斷的探索，我們的知識都是有限的，所以現在的階段
並不存在某一個領域一定比其他領域重要。”

若果有興趣人士不肯定自己的條件是否符合要
求，黃偉綸呼籲：“不要想這麼多，報名先，我們逐
個看，會有適當的專家評估。”他表示，因為每個人
的經歷很不同，因此會提供合理彈性。他並強調只要
符合硬性標準，特區政府都會推薦。

黃偉綸透露自己曾任特區政府新聞處處長期間有
機會與年輕人見面，不少年輕人會提及是否有機會上
太空，如今國家航天事業發展如此之好，港人亦有了
這個機會，“我們有信心會有優秀的人出來。”孫東
亦表示，知道有港人曾經擁有航天夢，這次是港人過
去“想都不敢想”的機會。

第三批預備航天員選拔時，國家從約2,500候選
對象中選出18名預備航天員，當中包括4名載荷專
家。是次經推薦的港人將與其他候選人競爭兩個載荷
專家名額，競爭同樣相當激烈。黃偉綸和孫東均表
示，國家從香港選拔載荷專家，相信是肯定香港在基
礎科研相關領域的成績。他們對香港推舉的人才有信
心，認為對港人被成功選中是合理期望，呼籲有志之
士“不要猶豫、努力去做”，希望合資格人士勇敢走
出來。

國家航天事業飛速發展，

港人亦有機會圓夢太空。中國

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啟

動，將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

荷專家。負責跨局協調及宣傳

教育工作的香港特區政府財政

司副司長黃偉綸、負責具體選

拔工作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3日一同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不少港人過去

很想圓航天夢，這次的選拔是

他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機

會。他們呼籲有志之士不要猶

豫、不要懼怕，努力去做，相

信會有港人被成功選中。招募

期從本周四（6日）開始，他

們表示政府會逐個個案研究並

提供合理彈性，呼籲有興趣人

士大膽報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任智鵬

◆航天員在空間站工作。 資料圖片
◆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啟動，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
家。圖為航天員在水下進行出艙訓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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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家首次在港選拔載人航天
載荷專家，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認為，這說明香港參與國家航
天任務經歷了由“量變”到“質變”
的過程，在國家支持下，香港青年人
參與航天事業的“夢想”，正一步步
化為“現實”。

孫東表示，過去十多年間香港社
會一直與國家航天發展接觸，如積極
組織包括到訪北京載人航天工程辦公
室、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等參觀活動，
惟多屬於鼓勵青少年認識關心的層
面；香港理工大學團隊多次以其先進
科研技術為國家“嫦娥”探月任務、
“天問一號”火星探測等提供支持；
近年包括香港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及
城市大學等陸續開辦航天航空工程類
本科課程，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也開
展相關的研究生培育，科研人員及企
業亦有多個相關項目起步。

他認為，對年輕學生及科研人員
來說，今次選拔為他們展示清晰的目
標，是促進香港STEM教育的契機，
激勵對航天感興趣年輕人更努力學
習，預計教資會及各所大學或有更大
動力投放資源開辦更多航天領域的課
程，持續加強相關人才培育。

至於大學科研層面，他表示，現
時研資局每年設有不同的主題研究撥
款，相信今後與航天有關的各領域，
包括工程與科學，以至心理學等方
面，資源投放亦會進一步加大。

◆◆黃偉綸黃偉綸（（中中）、）、孫東孫東（（左左）、）、麥德偉麥德偉（（右右））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趁着這股航天熱，香港財政司
副司長黃偉綸透露將開展“馬拉
松”式的航天科普活動，他相信通
過全民參與的科普活動，港人自然
會見到國家航天事業的成功，“獲
得的自豪感和看國家隊在奧運贏了
比賽，或者取得進步時沒有分
別。”他相信隨着對航天事業的了
解愈來愈深入，香港市民，包括年
輕人會對身為中國人感到很驕傲。

是次載荷專家選拔即使不是人
人能滿足條件，但仍讓港人感到雀
躍和鼓舞。黃偉綸說有小朋友和他
說航天夢可能成為現實，即使未必
是他自己實現夢想，但見到其他香
港人做得到，“投入感都很大。”

為讓港人有機會更深入了解航
天領域，特區政府緊鑼密鼓地開展
各項工作。黃偉綸透露，宣傳活動
將面向全體市民，但年輕人是焦
點，並會配合國家載人航天事業的
大事舉辦活動，例如夢天實驗艙發
射、天舟五號貨運飛船和神舟十五
號發射等。

黃偉綸3日早上已與香港教育
局局長蔡若蓮溝通，料將在學校舉
辦徵文比賽和關於航天科技的問答
比賽，亦會在中小學舉辦不同講座
及展覽。他同日早上亦與香港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溝通，將
在社區做展覽，亦會與年輕人、青
年團體商議是否有合適的活動可開
展。至於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方面，
香港太空館和香港科學館未來會就
航天主題推出不同的展覽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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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更深入融國家港更深入融國家 冀航天業分杯羹冀航天業分杯羹
航天科技發展離不開產業，香港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今次選拔將可成為香港相
關科研產業的重要契機，他舉例指，國家“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預計到2025年總產值將達到
一萬億元人民幣，隨着近年航天科技在全球逐漸
形成產業，加上香港融入國家愈來愈深入，希望
香港亦能從龐大的航天產業中“分一杯羹”，那
既可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也能發揮香港的“窗
口”作用，將國家發展優勢輸出到海外，同時幫
助國家引進海外從事尖端航天科技研究的人才，
真正做到“利用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他表示，過去大家都覺得航天與香港人離得
很遠，令相關產業欠缺直接“需求”，至最近三
五年，香港航天科技集團成立，香港也加入了國

際宇航聯成為重要會員，而去年香港發射了第一
顆自己的衛星“金紫荊一號”，至今香港科學園
亦已有數家與衛星發射相關的科技企業落戶，可
見航天科技產業相關的公司正愈來愈多。

助國家優勢走出去 港商機無限
衛星導航系統是航天科技產業其中的核心

項目，現時全球四大系統包括有美國的GPS、
歐盟的“伽利略”、俄羅斯的“格洛納斯”及
中國的“北斗”系統。孫東表示，隨着“北
斗”系統快速發展，去年產值已達4,000億元人
民幣，2025年更將達一萬億元，“這麼大的產
業，香港能不能分一杯羹？我們都拭目以待，
希望能以‘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作為一個契

機，背靠祖國，利用香港讓國家的優勢走出
去，走到‘一帶一路’國家去，並會為香港帶
來無限的商機。”

他認為，在國家支持下，香港應利用此契機
將航天科技“落地”，那亦與現時的“再工業
化”政策一脈相承，有利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具體做法可以把一些國家比較好的航天技
術引入香港，在香港作為高增值產業迅速發展起
來，並在香港建立基地，發揮“窗口”作用，將
國家發展優勢輸出到海外，如此便能讓整個航天
科技產業的一部分於香港“做起來”，“那是巨
大的商機，如果以‘北斗’一萬億元產值計，如
果香港參與的能達到一千億元，就相當於把我們
的GDP上升了數個百分點。”

11..參與國家航天任務由參與國家航天任務由““夢想夢想””變成變成““現現
實實”，”，有助加強香港年輕人有助加強香港年輕人STEMSTEM教育教育

22..促進香港創科發展促進香港創科發展，，為香港相關人才培為香港相關人才培
育育、、科研投入及與內地協作提供契機科研投入及與內地協作提供契機

33..推動創科產業推動創科產業““落地落地”，”，讓航空科技成讓航空科技成
為香港為香港““再工業化再工業化””的一部分的一部分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孫東訪談孫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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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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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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55625562::
55655565::
55685568::
55705570::
55425542::
55435543::
55445544::
55545554::
55555555::
55565556、、55595559::
55615561::

「「20222022年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年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活動活動

圖為圖為 「「萬全保險公司萬全保險公司」」 的負責人鄭帥帥的負責人鄭帥帥（（右右 ））及保險福利及保險福利
顧問菲菲顧問菲菲（（左左））在他們的展示攤位在他們的展示攤位。。 圖為圖為 「「婦科醫生婦科醫生」」 黃立民黃立民（（左一左一））正在接受病人的諮詢正在接受病人的諮詢。。

圖為出席健康日醫師諮詢活動的醫師在結束時與主辦圖為出席健康日醫師諮詢活動的醫師在結束時與主辦
單位代表合影單位代表合影。。

「「醫學講座系列醫學講座系列」」 由由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會會
長鄧福真長鄧福真（（左立者左立者））致詞致詞，，並介紹當天的貴賓並介紹當天的貴賓。。

Dr. George Burnazian (Dr. George Burnazian ( 右右 ））演講演講 「「性病的症狀和種性病的症狀和種
類類，，猴痘的症狀和傳染途徑猴痘的症狀和傳染途徑」」 由施惠德醫師由施惠德醫師（（左左 ））
擔任中譯擔任中譯。。

許環麟醫師主講許環麟醫師主講：： 「「流感患流感患
病風險和嚴重程度病風險和嚴重程度 」」 。。

林承興醫師主講林承興醫師主講：： 「「次世次世
代代Covid-Covid-1919 疫苗疫苗 」」 。。

圖為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的圖為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的
注射攤位注射攤位。。

各攤位前擠滿了前來登記各攤位前擠滿了前來登記、、諮詢的民眾諮詢的民眾各攤位前擠滿了前來登記各攤位前擠滿了前來登記、、諮詢的民眾諮詢的民眾
「「心臟科心臟科」」 豐建偉醫師豐建偉醫師（（左一左一））正在接受病人正在接受病人
的諮詢的諮詢。。 圖為圖為 「「光鹽社光鹽社」」 的展示攤位的展示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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