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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股週二收盤
漲跌不一，市場正評估公共衛生
事件對美國及全球經濟的影響。
蘋果發布預警，令避險情緒提高
。

蘋果發佈業績預警後，市場
正評估美國及全球製造業與金融
業可能受到的影響。美國達拉斯
聯儲主席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週二也表示，公共衛生事
件造成下行風險，美聯儲正在評
估其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蘋果公司（AAPL）週一表示
，由於供應商的生產受到影響，
預計公司將無法達到季度業績目
標。這家公司在聲明中表示：
“與這些產品生產相關的每個人
的健康和福祉是我們最重視的東
西，目前我們正在與供應商和公
共衛生專家密切協商。”

蘋果公司表示，預計季度營
收將無法達到此前設定的630億美

元至 670 億美元目標；目前全球
iPhone 供 應 將 暫 時 受 限 ， 這 些
iPhone供應短缺也將暫時影響公司
的全球營收。此外，蘋果產品的
在華需求也受到抑制。不過蘋果
也指出，中國境外市場對蘋果產
品的需求十分強勁，符合預期。

分析師稱，中國在全球製造
業、銷售與供應鍊等方面都佔據
重要地位。

在美股近來連續上漲後，美
國銀行首席信息官邁克爾-哈特尼
特警告稱，長久以來的低利率使
風險資產的崩潰成為必然。他指
出，自 QE1 啟動以來，美國股市
上漲了269%。

哈特尼特稱，由亞馬遜、奈
飛、谷歌、推特、EBAY、臉書組
成的“電子商務”泡沫從 2009 年
金融危機時的低點上漲超過1000%
，現在它已經成為有史以來最大
的資產泡沫。

蘋果發布預警蘋果發布預警 避險情緒提高避險情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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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從武漢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後續的經濟影響實難估計，由於許多國家已
對中國大陸下達飛航禁令，使得大陸所主導的
「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將被拖慢腳步，削減大陸對亞洲國家的經
建力量。

新冠肺炎在全球已造成 1800 多人喪生，其
中大多數都發生在中國大陸，使得這個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必須封城、封省，減少人員往來，許多
人無所事事，這將大幅影響中國大陸的許多經濟
計畫，當然包括一帶一路。

十幾位國際公司的高層主管表示，許多國家
中止與中國大陸的交通往來，大陸的工程人員無
法參加海外項目，工廠中止了原本與大陸的進口
訂單，連帶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將是一環接一環
的骨牌效應。

原本中國鐵路國際集團(China State Railway
Group)，斥資了 60 億美元在印尼建設高速鐵路
，從首都雅加達，抵達距離約140公里的萬隆。
但如今這條鐵路正處於停滯狀態，該公司的一位
不願透露姓名的主管說，公司成立了一個特別工
作隊，以監測冠狀病毒的傳播，並敦促所有回家
過農曆新年的大陸籍僱員，先不要返回印尼，避
免節外生枝。這位主管說，該公司勸阻了大約
100多名大陸工程人員，其中大多數是資深工人
或管理人員。

大陸國有企業最高監管機構在周二的簡報會
上也表示，疫情爆發使一些海外投資項目 「陷入
困境」。比如印尼與青山控股集團(Tsingshan
Holding )、格林美公司(GEM Co Ltd)，和浙江華

友鈷業(Zhejiang Huayou Cobalt)，都出現合作停
滯的情況，因為印尼在2月初停止了與中國大陸
的航班，並拒絕過去14天曾去過中國大陸的旅
客入境。

根據大陸國家移民局的數據，目前已有超過
133個國家與地區，對中國大陸實施了嚴格的入
境限制。

就連與大陸關係最好的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雖然官員稱，中巴經濟走廊（CPEC）並未因冠
狀病毒造成影響，但是一些管理人員從大陸返回
巴國後，仍然要自主隔離。

柬埔寨的施亞努市 經濟特區當中，許多原
本供應給大陸的高級管理人員辦公室，現在空無
一人，因為他們返國過年後，目前無法入境。在
施亞努市 經濟特區，有160多家企業和2萬多名
工人，現在他們沒有主管，只能以視訊進行遠端
連絡。

經濟學人的大陸經濟分析師馬羅（Nick
Marro）說，病毒造成的影響可能反應在大陸第
一季度的經濟表現，同時大陸經濟放緩，也會對
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產生連帶影響。

孟加拉就是其中之一，該國幾個重大基礎設
施是仰賴大陸的投資，包括佩拉燃煤電廠(Payra
coal power plant)的調試，就需要大陸的工程人員
協助，該電廠有超過2,000名中國大陸的工程人
員，其中40％的人在農曆新年假期回家，但現在
可能趕不上2月的最終調試。比較好的消息是，
經過14天的隔離檢疫，本週一，有20名大陸員
工允許回到電廠工作。

冠狀病毒減緩大陸一帶一路計畫

利比亞國民軍(LNA)的官方 Facebook 上發
表聲明，其部隊摧毀了一艘泊在的黎波里港口
的土耳其船隻，因此該船運載了提供給敵對勢
力利比亞民族協議政府(GNA)的武器和彈藥。
這是LNA首度攻擊土耳其的資產，目前土耳其
當局尚未就此事件發表評論。

俄國衛星網報導，LNA表示，他們攻擊土
耳其船隻是符合國際協議的，因為土耳其表態
支持GNA利比亞民族協議政府，而且提供武器
就是違反國際協議。

路透社援引港口官員的話說，LNA發射了
4 枚飛彈擊毀土耳其的貨船。當局在星期二襲
擊後，將包括油輪在內的所有船隻移出港口，
避免再遭攻擊。

土耳其外交部長卡夫索格魯（Mevlut Ca-

vusoglu） 表示，LNA在上個月片面離開停火談
判，顯示他們已出錯在先，而且由總理沙拉吉
(Fayez al-Sarraj)領導的GNA才是聯合國認可的
利比亞合法政府，LNA的哈夫塔爾元帥(Khalifa
Haftar)必須停止反叛國家的行動。

相對的，總部設在利比亞東部城市托布魯
克(Tobruk)的LNA則表示，安卡拉試圖征服北
非國家，他們呼籲利比亞人起身對抗外國勢力
對利比亞的干預。

一份國際分析表示，雖然的黎波里的GNA
是聯合國支持的官方政權，但是就目前兩方勢
力的情況來看，LNA取得利比亞多數地區的控
制權，而GNA所掌握的僅在的黎波里周圍，呈
現四面楚歌的困境，即使土耳其表態支持GNA
並提供武器，也很難挽回頹勢。

利比亞LNA擊毀土耳其貨船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南韓今（18日）公布
境內新增1人確診，患者是1名住在大邱的61歲女性。此外，新
加坡新增2例確診，其中1人是先前從武漢回國、年僅1歲的幼
兒；泰國昨日也新增1例確診。

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表示，國內最新的確診患者沒有出國
記錄，與先前已知的確診患者也毫無關聯，目前正在大邱醫療院
接受隔離治療。由於自16日起，南韓境內已增加3例感染路徑不
明的確診患者，當局正加緊調查，以防範社區感染。目前，韓國
境內累計31人確診，其中10人已康復出院。

此外，南韓的總統專機空軍3號已於18日下午2點50分許抵
達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準備從鑽石公主號上撤離公民及其家屬。

不過，下船前的檢疫結果呈陽性
，或出現疑似症狀者將無法登機
。

南韓駐日大使館表示，預計
將有5人於今晚9點下船後，直
接轉乘專車赴機場登機。專機則將於19日凌晨4點從日本出發，
8點抵達首爾金浦機場。

新加坡為中國大陸之外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17日再新增2
例確診病例，其中1例?1歲男嬰，9日從武漢搭機返回星國並接
受隔離，16日確診，目前狀況穩定。男嬰的家人則無人確診。另
1例則是1名35歲男子，患者曾與之前確診的星展銀行職員有過

接觸。截至17日中午，新加坡共有77人確診，其中5人已康復
出院。

據泰國衛生部17日宣布，境內新增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患者是1名60歲的中國女性，其家人日前也被確診感染。泰國目
前累計確診35例，其中15人已痊癒出院。

韓、泰、星再增確診病例 星國77人感染成陸以外最大疫區國



AA33要聞速讀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三       2020年2月19日       Wednesday, February 19, 2020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發言人星期二對外
表示，厚生勞動省正在計畫把愛滋病的治療方
式，用來治療新冠肺炎。日本的新冠肺炎病例
數量不斷增加，已成為大陸以外疫情最嚴峻的
地區，全國公共衛生安全正受到考驗。

日本政府現在正積極準備，努力在最快時
間內實施臨床試驗，測試愛滋療法是否能對新
冠病毒產生效果。但對於何時實際可以用在病
人身上，時間表則未定。

星期二當日，除了鑽石公主號郵輪上診斷

出的 88 位病患以外，和歌山縣還有 3 位新增案
例。日本政府為防堵疫情擴散，呼籲民眾盡量
避免出入公眾場合，許多公司也配合實施在家
上班的政策。

新冠病毒至今仍無有效的疫苗或藥物，大
陸和泰國也都嘗試過拿愛滋病藥物和流感疫苗
，用來對抗新冠肺炎。現在日本也急於試驗這
一線生機，想要在最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否
則一旦疫情拖延或擴大，則可能會影響到七月
開幕的夏季奧運會。

日本擬將愛滋病療法 用來對付新冠肺炎

（綜合報導）新加坡今（18）日晚公布新
冠肺炎新增4起確診病例，其中3起與神召會恩
典堂感染群有關，確診累計達81例。

新加坡迄今有 5 個 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武漢病毒）感染群，包括新加
坡基督生命堂、永泰行、君悅酒店的國際會議
、實里達航空嶺工地與神召會恩典堂。神召會
恩典堂感染群至今有21例，約占確診病例總數
1/4。

新加坡政府今天起啟動抗疫津貼計畫，凡
罹患呼吸道疾病的新加坡公民與永久居民，到

指定的900家私人診所看病都能獲補助津貼。
另外，從今晚 11 時 59 分起也以更嚴格的

「居家通告」（Stay Home Notice）取代現行
「缺席假」（leave of absence），凡接獲 「居家

通告」者，14天內不得外出，違者受罰。
新加坡從1日23時59分起，禁止所有過去

14天內曾到過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新加坡或在
新加坡轉機，也禁止任何持有中國大陸護照的
旅客入境新加坡，不過，如果已有一段時間未
入境中國大陸，移民與關卡局或許會斟酌處理
。

新加坡新增4例新冠肺炎確診 啟動抗疫津貼、居家通告

（綜合報導）終於在11日迎來了 「流冰接岸初日」，雖然比去年晚了13天，但依舊吸引許多
遊客前往觀光，乘坐破冰船一睹壯闊的冰雪世界。不過日前卻有名男大生為了拍攝流冰美照，竟
然直接走到浮冰上面，結果整個人就飄離了岸邊，受困在海上半個小時之久，所幸最後安全回到
陸地上，結束一場虛驚。

根據日媒報導，日本一名19歲的男大生12日前往北海道旅遊，來到網走市的鱒浦觀光景點附
近時，他為了拍攝流冰美照，竟然直接踏到了浮冰上面，未料浮冰隨海流逐漸飄離岸邊15公尺遠
，男大生孤立無援的困在海中央，足足有30分鐘之久。

好險後來有一陣海風，將浮冰從海上吹往陸地，再度接岸後，男大生才自己走回陸地上，毫
髮無傷的脫困，所幸並沒有造成任何悲劇發生。當地警察接獲消息後，也嚴正呼籲民眾，踏在浮
冰上是非常危險的行為，切勿輕易嘗試，反則會釀成嚴重後果。

男大生為拍美照 「踏上浮冰」 悄悄飄離岸邊 無助受困海中央
（綜合報導）2月18日，一名槍手在曼谷一家購物中心連續

開槍，造成至少1死1傷。這是10天前，發生在泰國士兵猛烈掃
射造成30人死亡的再一起槍擊事件。

據報導，槍擊事件發生在曼谷鬧區，靠近世紀電影廣場
(Century The Movie Plaza)與勝利紀念碑附近的一家美容診所外面
。死者是一名女性，是診所的櫃台小姐，與槍手是前男女朋友的
關係。

監控攝影機拍到槍手行兇的全過程，此人衝進美容診所後就
拿出手槍拉起滑套，坐在櫃台的死者完全來不及逃跑，就被槍手
開了7槍，下手非常兇殘，槍手在確認死者身亡後立即逃避。

泰國警察隊長帕塔納恰洛
恩（Krissana Pattanacharoen）說
，槍手已逃離現場，不過已掌
握到他的身份，正全力追捕。

據警方透露，兇手是攜有
槍支騎摩托車來到商場，並且
該男子十分熟悉這家美容診所
，因此在犯案逃跑的非常快。

槍手此前還在臉書上貼出練習射擊的圖片及影片。
2月9日，曼谷東北部的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發

生一起泰國士兵持制式步槍掃射賣場人群的可怕事件，造成至少
20人死亡、31人受傷，舉國震驚。

泰國再傳商場槍擊至少1死1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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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企業雇員通勤者越來越多
上班路程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根據德國城建研究所對於通勤人員數量的最新評估報告

顯示，2018年，德國企業雇員的通勤人數為1930萬人，創下了歷史新高

，而在2000年以前，德國企業雇員通勤人數僅為1490萬人。

據報道，德國企業雇員通勤者泛指工作和居住分別在兩個城市的人

，在大城市內居住並工作的人，雖然上班的路程也可能很遠，但不會被

計算在通勤者之內。

根據德國城建研究所評估報告，近年來，德國企業雇員不僅跑通勤

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且上班的路程也越來越長，甚至壹些地區的企業雇

員上班路程接近了50公裏。

數據顯示，10年以前，德國企業雇員通勤者上班的平均路程為14.8

公裏， 2018年已升至16.9公裏。特別是住在大都市城郊的企業雇員上

班的路程更長。諸如梅克倫、勃蘭登堡和薩克森等州大部分地區的企業

雇員，通常上班的路程會達到30公裏以上。

調查顯示，目前德國共有340萬企業雇員跨州工作，而在1999年只

有210萬人跨州工作。另外，從前東德聯邦州到西德聯邦州工作的企業

雇員，遠多於從西德到東德工作的人。2019年，大約有41.5萬人住在東

德，而工作地點卻在西德，但從西德到東德工作的人，僅為17.8萬人。

報告指出，2019年，慕尼黑通勤者人數為39萬人，是德國通勤

者最多的城市。其次分別是法蘭克福37.4萬人、漢堡35萬人和柏林

31.5萬人。

三大美國航空運營商
決定延期恢復運營737 MAX

美國航空公司、美國聯合航空公

司分別將美國波音公司 737 MAX系列

客機的預期恢復運營時間延遲至 8 月

和 9 月。美國西南航空公司前壹天作

出類似決定。

【推遲運營】
美國航空公司在壹份聲明中說，把

預期恢復運營MAX的時間推遲至8月18

日。同壹天，美聯航確認預期9月4日恢

復運營MAX。

美國西南航空公司宣布打算8月10

日起恢復運營MAX。

路透社報道，業界原先預期監管機

構2月或3月批準MAX復飛，上述三大

美國航空運營商原本打算6月初安排這

壹機型投入運營。壹般而言，航空運營

商需要在美國聯邦航空局發放復飛許可

後用至少30天培訓飛行員、升級軟件和

作必要的飛機維護。

MAX系列客機是波音最暢銷機型，

投產以來在全球售出大約 5000 架，直

至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3月兩起重大

空難導致 346 人死亡、暴露這壹機型

“致命”設計缺陷。聯邦航空局去年

3月針對MAX系列客機發布禁飛令。

波音今年 1月預期，年中才能獲得復飛

許可。

【夏季承壓】
通常情況下，美國航空運營商在夏

季迎來客運高峰。推遲運營MAX意味著

上述三家航空公司將連續兩年在旺季承

受收入損失。

美聯航說，夏天旺季時，MAX系列

客機原本每天執飛80趟航班，即每月大

約2500趟。

美國航空公司的MAX系列客機原本

每天執飛140趟航班，即每月大約4300

趟。

路透社報道，包括達美航空公司在

內的壹些航空運營商因原先沒有運營

MAX系列客機而增加了機票銷量。

波音主要競爭對手、歐洲飛機制造

商空中客車公司說，美國政府打算對空

客客機加征關稅將令面臨客機短缺的美

國航空運營商雪上加霜，關稅負擔最終

將由美方空運商和乘客承受。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先前發表聲明

，美國將從3月18日起把從歐洲進口飛

機的關稅從10%提高至15%。

【試飛推遲】
波音方面壹直在尋求更新軟件系統

，以修正導致兩起空難的缺陷。不過，

新隱患不斷浮出水面，為復飛前景增添

變數。

作為美國聯邦航空局驗證MAX能否

復飛的關鍵程序，認證試飛壹再推遲。

路透社報道，原計劃MAX本月接受認證

試飛，但由於發現隱患，測試不得不推

遲。消息人士本周說，預期4月以前不

會有認證試飛。

路透社報道，壹個未解難題是關聯

飛行控制的兩個線束距離太近，可能觸

發短路，加大飛行員控制飛機的難度。

波音告訴聯邦航空局，無需將兩個線束

分開。

聯邦航空局方面2月初證實，MAX

新軟件測試中，關聯安定面配平系統的

駕駛艙指示燈錯誤亮起，但推測這不會

“嚴重推遲”MAX復飛。

法國經濟界人士
關註新冠肺炎疫情對法中經濟影響

綜合報導 法國經濟界人士最近兩天紛紛就新冠肺炎疫情對法中經

濟的影響予以關註。

法國財政和經濟部長勒梅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2020年法國

經濟增速減少0.1個百分點；疫情顯然將對全球增長和法國經濟產生

“真正的影響”。

勒梅爾認為，距離這壹流行病的高峰可能並不太遠。他說，這意味

著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將降低0.2個百分點。

法國BFM商業電視臺當地時間12日晚播出“中國經濟”(Chine Eco)

專題訪談節目，法國企業家和學者與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共同討論新冠

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參加訪談的法方嘉賓中，來自戰略研究基金會和巴黎政治學院的中

國問題專家邦達茲表示，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由2003年的6%

上升到現在的16%，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因此，疫情如

果沖擊中國經濟，也必將沖擊世界經濟。想從中國疫情中漁利的想法是

錯誤的。

法國工業攪拌機制造商MIXEL公司董事長埃羅表示，中國政府為防

控疫情采取了及時有效的措施，這些措施正在發揮作用。他相信相關封

鎖措施能盡早解除，交通運輸能夠恢復，企業能很快復工復產，中國經

濟也會很快重啟。

埃羅認為，中國有很好的市場，其優勢不會因疫情改變，他對中國

經濟前景保持樂觀和信心。他還表示，其公司不會因為幾個月的疫情中

斷在華15年的發展。

盧沙野在訪談中介紹了當前中國抗擊疫情形勢和舉措，他表示，疫

情對中國經濟影響是暫時和有限的，中國政府已出臺恢復經濟增長、支

持企業的措施，包括法國在內的外國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小行星即將撞地球？
別慌離我們最近也有577萬公裏

綜合報導 部分英國媒體

在最近壹周報道稱，美國國

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經

觀測到壹顆小行星將要在

“情人節”後的周末飛抵地球

，估測最大直徑近1000米，飛

行速度超 3萬公裏/小時，具

備“潛在危險性”。

這類報道並沒有說錯，

但考慮到這顆標記為2002pz39

的小行星離地球最近時距離

也有500萬公裏以上，地球上

的人類無需

擔心受到任

何傷害，世

界末日尚不

會到來。

在NASA

對近地天體

的監測中，

這顆小行星

將在北京時

間2月15日（周六）晚上7點

左右距離地球最近，“僅為

”0.0386個天文單位——約合

577萬公裏，超過地球到月球

距離的15倍。

該機構旗下Twitter 官方

賬號“近地天體觀測”也發

布辟謠，強調小行星距離很

遠。自2002年發現這顆天體

以來，它的軌道壹直在密切

追蹤中。

它也的確被歸類為“潛

在危險小行星”，因為距離

地球約740萬公裏以內，直徑

超過150米的天體都屬於這壹

類別。

巧合的是，7年前的2月

15日的確發生過小行星撞擊

地球的事故。2013年，壹顆

直徑約20米的小行星沖入俄

羅斯車裏雅賓斯克上空的大

氣層並在空中爆炸。據CNN

介紹，當時它釋放的能量是

第壹顆原子彈爆炸的20到30

倍，產生的亮度超過太陽。

這起事故損壞7000多座建築，

震碎無數人家的玻璃窗戶，

並因此導致1000多人受傷。

從那以後，可能毀滅地

球的小行星在傳言中出現過

很多次，但到目前為止，人

類暫且安然無恙。

不雅視頻泄出後
馬克龍親密盟友退出巴黎市長選舉

綜合報導 巴黎市長選舉前

四周，最終候選人只剩下了兩

位。另壹位有力競爭者，作為

法國總統馬克龍親密盟友的本

傑明•格裏沃因網絡上泄出的

壹份不雅視頻而被迫退選。

據報道，馬克龍的親密政

治盟友——“共和國前進”黨

成員本傑明•格裏沃因網絡上

泄出的壹份不雅性愛視頻而退

出巴黎市長競選。

這份性愛視頻最初發布在

壹個名為 pornopolitique 的網站

上，該網站的壹則帖子中公開

了疑似本傑明•格裏沃與壹名

女性聊天的截圖，截圖中他向

這名女性發送了自己自慰的視

頻。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

，從帖子內容無法得知消息是

發送給壹名還是多名女性的。

格裏沃本人既未證實也未否認

截圖中的內容。但在宣布退選

時，他提到自己的聊天內容

“被盜取”。

“我不想再暴露自己和家

人了，現在各種花招都有了，

這太過分了。”格裏沃對法新

社表示，他對“被竊取的私人

對話、匿名攻擊和死亡威脅”

感到遺憾。

格裏沃稱，他已經與總統

馬克龍就此事溝通過，馬克龍

向他保證將向他繼續提供支持

。

這名42歲的政客2017年曾

擔任過經濟部長的國務秘書，

此後他還擔任過愛麗舍宮發言

人。2019年 3月，格裏沃辭去

發言人職務，作為“共和國前

進”黨代表參加定於今年3月

舉行的巴黎市長選舉。

格裏沃退選後，只剩下兩

名候選人爭奪巴黎市長職位：

現任市長，社會黨人安妮•希

達爾戈和獨立候選人塞德裏克

•比利亞尼。塞德裏克· 比利亞

尼原為“共和國前進”黨成員

，現已退黨以獨立候選人身份

參選。

曝出格裏沃不雅視頻的

Pornopolitique 是壹個發布有關

政客和公職人員不雅視頻和相

關批評帖子的網站，由俄羅斯

藝 術 家 彼 得 • 帕 夫 倫 斯 基

（Petr Pavlensky）創立，他因

在2017年放火焚燒法國銀行大

樓的外墻而被法國判刑。網站

介紹將自身定義為壹個“揭開

政客虛偽面目”的曝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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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為了防止移民非法入境，美
國總統川普不惜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動用國防
經費支出築牆經費，至今已砸下了將近 20 億
美元。然而所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幫
助移民非法入境的人蛇們早已備好新招，他們
特別研發出 「偽裝雲梯」讓移民翻牆入境，外
表與圍牆混搭在一起，讓警方難以辨別，而價
格僅需要5美元。

據《今日美國》（USA Today）14日報導
，美國邊境巡邏隊指出，在墨西哥華雷斯城的
人蛇集團研發出了一種外表與鏽銅色圍牆相近
的 「偽裝雲梯」，它們由鋼筋製成的，可以鉤
在牆頂部，不容易被警方發現。報導指出，在
美德州厄爾巴索市內的邊境圍牆裝置滿了這類
雲梯，在墨西哥的這一邊等著準備非法越境的
人來到，而另一旁雲梯也已有人蛇集團備好。

美邊境人員表示，自從去年當地美墨邊境

圍牆建好後，非發入境事件仍層出不窮， 「一
些人通過那些梯子發大財」，已經注意到犯罪
組織在兩國邊境攜手合作，現在已將這些梯子
從牆上取下並切斷，以免再次遭人非法使用。

這些由0.9公分的方形鋼筋組成的階梯在
墨西哥又稱 「卡斯提洛」（Castillo），不僅適
合攀登，在末端還可以U型整個掛在圍牆頂端
，不僅難被警方察覺，相對於天價圍牆，其造
價每 6 米僅需 5.3 美元，在華雷斯城就買的到
這種鋼筋。

為了實踐競選諾言，川普不惜以國家緊急
狀態名義動用國防經費，一度引發美國史上最
長的政府停擺，但他至今已獲得460公里的築
牆經費。另外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指出，白
宮預算草案中，川普已經提出額外的 20 億美
元築牆經費，而在白宮壓力下，這筆經費恐再
次由國防部買單。

川普上億圍牆 遭百元 「過牆梯」 破解

（綜合報導）一項新發表的研究顯示，新
型冠狀病毒（COVID-19）S蛋白與人體細胞一
種蛋白?的結合力比SARS病毒高出10倍以上。
這一研究或揭示了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性較強的
主要原因。

2 月 17 日，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和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科研人員，聯合在預印本論
文平台bioRxiv上發布了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
研究發現。

研究人員利用冷凍電鏡技術解析了新型冠
狀病毒的刺突蛋白（S蛋白）結構，還利用表面
等離子共振技術（SPR）分析了S蛋白與人體血
管緊張素轉化?2（ACE2）的親和力。結果發現
，人體ACE2蛋白與新型冠狀病毒S蛋白結合的
親和力，比與SARS病毒S蛋白結合的親和力高
10到20倍。

這一研究或揭示了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性較
強的主要原因。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S 蛋白與
人體ACE2的高親和力，可能助推了這種病毒人
傳人的容易程度。」論文稱，但是需要進一步
研究來檢驗這種可能性。

德國之聲報導說，與SARS病毒的感染原理
一樣，新型冠狀病毒也是透過與人體ACE2蛋白
結合，介導病毒進入細胞內。中國醫學科學院
基礎醫學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免疫
學系副主任黃波接受《科技日報》採訪時表示
，美國科學家最新的研究結果，只能說明新型
冠狀病毒比SARS病毒更容易進入人體細胞，這
與病毒的傳染性可能有一定關係，但並不能斷
定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性就是 SARS 病毒的 10
到20倍。

黃波告訴記者，病毒的傳染性除了與進
入人體細胞的容易程度有關外，還與機體免
疫力、病毒在細胞內的複製快慢等多種因素
有關。

從傳染能力上來看，這次的新型冠狀病
毒（學名SARS-CoV-2）明顯高於SARS病
毒。2月11日，中國國家疾控中心等研究機
構聯合發表的近九千例新冠病毒疾病確診病
例和疑似病例數據顯示，新冠疾病的基本傳
染數（R0，即一個感染者平均感染其他人的
人數）達3.77，高於SARS（0.85-3）。

在德州大學的研究團隊看來，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人體細胞的關鍵在於S蛋白與ACE2
蛋白的結合，搞清楚新型冠狀病毒S蛋白的
結構，以及它與ACE2之間的相互作用，或
許就能搞清楚為什麼新冠肺炎的傳染性比
SARS強。發表在bioRxiv上的這篇論文尚未
經過正式的同行評議。

德國之聲報導說，S 蛋白是新冠病毒感
染機體的關鍵組分，也是研製新冠肺炎疫苗
和抗體抑制劑的關鍵靶點。解析新型冠狀病
毒S蛋白的結構，將為後續疫苗和抗病毒藥
物的研發，提供了重要的結構生物學數據支
撐。

免疫學專家黃波說，2019新型冠狀病毒和
SARS 病毒 S 蛋白結構非常相似，因此針對
SARS病毒S蛋白受體結合區的抗體，有可能識
別新型冠狀病毒S蛋白的受體結合區，此即所謂
的抗體交叉反應。這項研究顯示，兩種病毒受
體結合區之間的抗體交叉反應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這項研究得到證實，將說明，不能簡單

認為針對 SARS 病毒的抗體，其同樣可以針對
2019新型冠狀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由於該病毒與
SARS病毒同屬冠狀病毒，且具有某些類似性，
對這兩種病毒的比較一直是科學家們研究的重
點之一。但目前對於新冠疾病，包括潛伏期、
傳染期的長短、動物宿主等一些重要特點，學
界尚未其有定論。雖然傳播率更高，但新冠肺

炎的死亡率遠遠低於SARS。
倫 敦 帝 國 學 院 的 流 行 病 學 教 授 弗 格 森

（Neil Ferguson）指出，與SARS相比，新冠病
毒的重症率要低得多，許多輕症患者、無症狀
患者於是無法意識到自己可能患病，從而造成
各國衛生系統不能把這些人列入疫情統計之中
。

美新研究：新冠病毒受體親和力遠高於SARS

（綜合報導）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蘋果公司周二發出銷售警告，強調新冠肺炎已對全球供應鏈造
成嚴重衝擊。因大陸工廠生產電子零件的效能大幅降低，iPhone的製造速度大打折扣，加上大陸市場
對智慧型手機的需求也因疫情而降低，預計今年度第一季的財報將很不樂觀。聲明一出，當日股價應
聲下跌2.6%。

隨著蘋果股價下跌，蘋果相關企業也跟著重挫，高通(Qualcomm)、安華高科技(Broadcom)、科沃
(Qorvo)、思佳訊通訊技術(Skyworks Solutions)的股價紛紛下跌1.8%-2.3%不等。

與手機製造業相關的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了1.6%，涵蓋較廣的S&P科技類股指數，也相較前天降
低了0.6%。

華爾街分析師解釋，這兩天的市場已經反映出新冠肺炎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了，令投資人擔心的是
，疫情的走勢仍然不明，未來的不確定性高。

但根據《路透社》報導，美國今年經濟體質穩健，內需市場相當硬朗，大部分投資人還是抱持著
樂觀的態度，上週美股才飆上了歷史的新高點。

蘋果聲明受到疫情打擊 美股全面收黑

（綜合報導）據美國《軍事觀察》（Military Watch）網站報
導，美國海軍計劃撥款 2 億美元，用於新一代重型巡洋艦
（Heavy Cruiser）五年研發計劃最初兩年的投入。新型重型巡洋
艦將替代美國艦隊中排水量9800噸的 「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
（Ticonderoga）。美國 「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首艦1981年下
水，已屬老舊。

《軍事觀察》指出，如果美國海軍能夠汲取此前的教訓，那
麼在2030年前將獲得能夠與大陸海軍艦艇相匹敵的現代化巡洋
艦。報導說，美國海軍要求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別為項目研究

撥 款 4640 萬 美
元 和 約 1500 萬
美元。

《軍事觀察》
說， 「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已經遠遠落後於大陸的055驅逐艦
。055驅逐艦裝備有性能突出的電子設備、防空系統和艦載武器
也十分先進，其中包括射程為350公里的鷹擊-18反艦飛彈，未
來還將裝備鷹擊-XX高超音速飛彈，這種飛彈射程為1000公里
，速度高達 9 馬赫。《軍事觀察》網站指出，俄羅斯也為發展
22350型 「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級」多用途遠洋護衛艦投入了大
量資金。

《軍事觀察》指出，美國海軍此前推進的兩個項目失敗，因

此新型巡洋艦的研發就顯得非常重要。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項目
失敗的原因在於（採用的新技術）不可靠，採購數量由32艘降
為3艘，導致成本高昂，美國海軍無艦替代 「阿利·伯克級」驅
逐艦。美國海軍 「濱海戰鬥艦」LCS項目也面臨同樣問題。

美國代理海軍部長托馬斯．莫德利（Thomas Modly）2月3
日表示，必須對美國海軍的水面兵力結構重新配置，以對抗可能
出現的敵人。依據美國海軍2049年前發展計劃，2034年之前將
擁有355艘艦船，其中包括12艘彈道飛彈核潛艦、66艘多用途核
潛艦、12艘核動力航空母艦、104艘大型水面艦艇（巡洋艦和驅
逐艦）、52艘中小型戰艦（護衛艦、瀕海戰鬥艦和掃雷艦）、38
艘登陸艦。，近年來，美國海軍的實有軍艦總數在270至290艘
之間。

美研發新型重巡洋艦 擬替代 「提康德羅加級」



AA66亞洲時局
星期三       2020年2月19日       Wednesday, February 19, 2020

《訪問部隊協議》終止後 菲律賓將停止所有美菲軍演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防部發聲明

稱，菲美《訪問部隊協議》(VFA)失效

後，“我們將停止跟他們(美國)壹起

舉行演習”。

報道稱，菲律賓11日正式知會美國

，將退出兩國於1998年簽署的菲美軍隊

訪問協議。這項協議將於美國政府收到通

知的180天後終止。

菲律賓國防部長德爾芬· 洛倫紮納13

日在聲明中表示，由於菲律賓已正式知會

美方終止《訪問部隊協議》，在180天內

《訪問部隊協議》仍具效力期間，2020

年預定的菲美軍事演習將照常舉行。

洛倫紮納在聲明中說，不過，在180

天期滿前，“我們的美國對口單位可以選

擇終止既定的演習”。

聲明指出，壹旦軍隊訪問協議失

效，“我們將停止跟他們(美國)壹起

舉行演習”。

據報道，終止該協議的決定出自菲總

統杜特爾特的命令。杜特爾特此舉的導火

索是美國政府在今年1月以“侵犯人權”

為由拒絕了菲律賓壹位現任國會參議員的

赴美簽證。杜特爾特曾公開表示，如果美

國不做出改變，菲方將會在壹個月內終止

《訪問部隊協議》。

對菲律賓此舉，美國總統特朗普12

日說，“如果他們想要那麼做，我真的無

所謂，這可以省下很多錢。”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則表示，菲律

賓的決定“令人遺憾”，是走上錯誤

的方向。

《訪問部隊協議》是菲律賓與美國在

1998年簽署的重要軍事協議之壹。該協

議規定了美方軍人、軍事相關人員以及軍

事裝備進入菲律賓的條件、活動範圍以及

可獲得的便利，其中包括雙方舉行軍事演

習的相關內容。按照雙方約定，如要終止

協議，任何壹方以書面形式通過外交渠道

通知另壹方，在通知180天之後條約自動

終止。

目前，菲美之間在安全合作方面還有

於1951年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和於

2014年簽署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

菲美軍隊訪問協議於1999年5月生效，為

被派往菲律賓進行軍事演習和人道援助的

美軍賦予法律地位。

另外，菲美每年定期舉辦肩並肩(Ba-

likatan)、海上戰備暨訓練(Carat)及兩棲登

陸(Phiblex)3大系列聯合演習，兩國軍方

約有300項演習及交流活動。

“肩並肩”聯合軍演是菲美每年

規模最大的聯合演習，約在 4、5 月

間舉行，屆時 180 天的軍隊訪問協議

終止日尚未到期。2020 年菲美“肩並

肩”軍演是否會受影響，目前尚未

可知。

柬埔寨首相洪森看望“威士特丹號”郵輪乘客
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相洪森到西

哈努克省西港碼頭，看望停靠當

地的“威士特丹號”郵輪遊客並

親切握手，連聲表示“歡迎來到

柬埔寨”。

“威士特丹號”郵輪1455名乘

客和800多名船員對獲準停靠柬埔

寨及對洪森首相登船慰問發出大聲

歡呼“謝謝”！

“威士特丹號”郵輪在遭多國

拒絕靠岸後，在柬埔寨結束了漂泊

大海兩周的經歷。

現場記者會上，洪森就政府批

準“威士特丹號”郵輪停靠西港做

了說明。洪森表示，柬埔寨尊重人

權和生存權。郵輪上有2000多人，

來自 41個國家和地區，如果連生

存權都沒有，還談什麼人權？政

府已對 20名乘客做了檢測，是健

康的。在郵輪停留期間，政府批

準乘客到西港海灘遊泳、遊玩，

如計劃到暹粒參觀吳哥景區旅遊，

將提供便利。

洪森說，現在不是恐慌和歧視

的時刻，是要壹起面對和解決問題

的時刻。柬埔寨雖不是富裕國家，

但柬埔寨國家和人民有同情心。

當日上午，柬埔寨政府出動多

輛巴士，將“威士特丹號”約100

名乘客送往西哈努克省國際機場飛

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據悉，第二批

乘客將飛往金邊，從金邊國際機場

轉機返回自己的國家。

“威士特丹”號郵輪1月16日

從新加坡出發，停靠東南亞多個港

口後到達中國香港。在接上新乘客

後，郵輪2月1日從中國香港出發，

但由於擔心新冠病毒傳染，該船被

至少5個國家或地區的港口拒之門

外。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2

日在日內瓦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柬

埔寨同意接受“威士特丹號”郵輪

靠岸。譚德塞表示，根據世衛組織

得到的信息，這艘郵輪上沒有疑似

或確診的新冠病毒病例。

13日上午，柬埔寨衛生部大臣

曼本亨、旅遊部大臣童坤、西哈努

克省長以及當地民眾到港迎接獲準

入境停靠的“威士特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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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環境保護

組織“綠色和平”表示，日本

經濟產業省汙水處理對策專家

小組委員會於10日向日本政

府提交了關於汙水處理方案的

最終報告。報告中建議，將目

前儲存在福島第壹核電站中的

大約120萬噸汙水排放入海。

這份報告分別分析了將汙

水排放入海和排入大氣的技

術要求和費用成本，從儲存

用地和節約成本等角度出發

，最終建議政府選擇將汙水排

放入海。

據悉，最後有關對策還

需要日本政府作出決定，但

日本並未公開最終宣布決定

的時間。

報道稱，日本經濟產業省

和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作為應對

福島核電站事故的主要負責部

門，此前他們提出的方案都得

到了日本政府的采納。因此，

綠色和平組織表示，這份報告

提交後，日本政府將更加堅定

將汙水排放入大海的決心。

日本政府在把核電站汙水

排放入海之前，還需要得到福

島海岸漁民的同意。據悉，如

果沒有漁民的同意，政府就無

法決定將汙水排放入海。

綠色和平組織首爾事務所

的氣候能源運動家張瑪麗(音

譯)表示，日本最終選擇了韓

日兩國民眾壹致反對的汙水

排放入海方案。雖然還需要

通過福島市民的同意，但僅

憑他們的力量，並不足以阻

止日本政府的排放計劃，韓國

政府必須迅速根據國際法采取

相應行動。

另壹方面，據韓媒報道，

韓國外交部官員13日表示，

“日本經濟產業省汙水處理對

策專家小委員會提交了報告

書，但這只是勸告性意見。

對此，我們應該等待看日本政

府將采取怎麼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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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台灣於15日傳出首起感染
新冠肺炎死亡案例，不斷升溫的疫情造成民
眾恐慌，也讓口罩的需求大幅提升，但當民
眾在寒風中苦等口罩時，本刊卻直擊台南大
愛藥局手握百萬貨源，在半個多月內爽賺至
少3000萬元，還能將 「貨」分給親友和同業
，威風程度宛如 「口罩地下司令」。

2 月 14 日情人節深夜，有沒有鮮花已不
重要，為情人搶買到口罩才是 「真愛」。台
南市大同路 2 段的大愛藥局（大愛）前人聲
鼎沸，大家都在搶購政府管制不到的口罩，
「7天買2罩」的國家政策在這裡彷彿只是口

號，因為他們擁有充足貨源，能一次供應數
10萬到近百萬個醫療口罩。

本刊偽裝急需醫療口罩的台商上門，陳
姓老闆娘（陳女）起初說只剩N95和防霾口
罩，但記者表示 1 次要購進數萬個，她頓時
改口稱樓上還有1000個醫療用口罩，但許多
客人在排隊等貨，大量貨源需要 「調調看」
。

陳女接著秀出手機LINE上面滿滿的訂單
炫耀， 「你看，我還欠3個客人各50萬個口
罩。」陳女自豪的說，這些客人都是從四面

八方找上門， 「只有我們家有口罩啊，呵呵
。」記者瞄了一眼手機簡訊，上頭訂單都是5
千個起跳到數10萬個不等。

而大愛的口罩售價也貴得嚇人，防霾口
罩一個要價129元，而成本不到2元、市價約
5元的醫療口罩，單片竟賣15元，但仍每天
秒殺。陳女透露， 「我們除夕夜進的 5 萬個
口罩 1 天就賣光了，而且每天都有口罩賣」
。

陳女還炫耀，因與口罩工廠老闆娘關係
良好，才能在徵收人員手上取得穩定貨元，
更秉著 「有錢大家賺」的精神，除提供口罩
給親友客人，還會 「割貨」給同業賣，威風
程度宛如 「口罩地下總司令」。

本刊致電大愛藥局，店家否認私賣口罩
和哄抬物價，表示只有配合政府政策販售，
並沒有額外牟利。工業局表示，目前由人員
駐點被徵收的工廠，生產線產出口罩就立刻
裝箱收走，也會有專業人員從旁協助，確保
口罩能順利產出，應不會有工廠偷賣的情況
出現，但囿於人力有限，倘若真有非法行為
，則交由調查局偵辦。

台南藏 「口罩地下司令」 握百萬貨源爽賺千萬

（綜合報導）日前有陸配搭高鐵回高雄
，遭高市衛生局依違反居家檢疫規定罰15萬
，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認為不合理，建議撤
回罰單；高市衛生局長林立人18日說，罰單
已寄出，會再參酌中央意見綜合考量，但呼
籲中央通則性規範，讓地方有所依據。

上周一名陸配從上海搭機返台，自桃園
搭乘高鐵回高雄，遭高市衛生局依違反居家
檢疫規定裁罰15萬元，事後卻引發爭議，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僅呼籲最好別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並未 「禁止」搭乘，建議高市
府撤回罰單。

高市衛生局長林立人18日表示，當時採
用居家檢疫通知書的相關規定，認定違規，
中央後續雖有法規上其他解釋，但舉發通知
書已依《傳染病防治法》寄出，這位陸配後
續可循行政救濟管道提出申訴，市府將參酌
中央意見綜合考量。

不過林立人強調，據中央針對威士特丹

號防疫規範，與該船遊客在密閉空間2公尺
內、接觸15分鐘以上，若沒戴口罩就需居家
隔離；若需要居家檢疫的民眾可搭大眾交通
工具，萬一後來不幸變確診個案，同車廂前
後2排乘客也都要追蹤，勢必增加防疫負擔
。

他說，類似案例揭露後，台鐵、高鐵可
能要花更多人力清潔、消毒，呼籲中央考量
是否有其他交通方案協助需要返家的民眾；
高市新聞局長鄭照新則進一步呼籲中央與各
縣市討論相關防疫規範，做出通則性運送規
定，大家才能有所依據。

此外，高市府17日宣布加強防疫力道，
所屬大中小型活動延期或停辦，但具體標準
如何？林立人說，這項防疫宣示是為了減少
社區傳播風險，相關細節本周四下午將跨局
處討論；鄭照新補充，原則上以室內活動為
主，但內門宋江陣等戶外節慶活動，不需停
辦或延期。

居家檢疫搭高鐵 高市籲通則性規範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肆虐人心惶惶，不過也出現難得的 「好消息」，一名7旬老太太原本堅持要

和 「吵了一輩子」的老公離婚，因為防疫期間大家都在忙著抗疫，所以決定不給政府添亂，撤回離婚告
訴，再和老伴繼續吵下去。

其實，這名老婦是看到許多家庭因為染患新冠肺炎，導致家庭成員悲歡離合，在這節骨眼，她想到
珍惜這份 「團圓」的真諦，所以選擇繼續容忍下去。

大陸《新京報》報導，原告是一名七十餘歲的老太太，年前，老人起訴稱，她與老伴兒吵了一輩子
架，現在子女均已成家，經過慎重考慮，她決定離婚並要求分割房產，全案先由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調解員最初電話溝通被告及雙方子女時，老太的丈夫並不願意離婚。他承認，兩人的確經常吵架，
但如今雙方年紀都大了，也一起經過那麼多風風雨雨，並不想鬧進法院。子女們也表示，父母在一起幾
十年了，肯定是有感情的，他們不希望雙方分開，但他們尊重父母的意願。

但是老太太說，她早些年就想離婚，但為子女都忍下了。如今年紀大了，就想為自己 「任性」一次
。老太太的代理律師解釋，本來起訴時，老太太堅定離婚，但是經由調解員告知丈夫和子女的想法，又
有些拿不定主意了。如今疫情嚴重，法院又做了這麼多工作，老太太決定不給法院添麻煩，於是委託律
師辦理撤訴。

新冠肺炎延燒 七旬老嫗惜緣取消離婚與老伴攜手吵下去

（綜合報導）台南市後壁區嘉田村一處玉米田，被台南社區
大學調查發現，該農地部分土壤殘留不銹鋼爐碴，部分土壤的鉻
含量甚至超標12倍，高達3300多毫克，致農民種植的玉米死亡
，玉米葉也呈現烤焦狀，質疑該農地不適合植物生長，要求市府
重新整治並檢測玉米是否安全。

市府環保局18日派員現場勘查確認位置，並立案調查，將
連繫地主並進行必要的採樣檢驗作業，一旦該農地發現爐碴存在

，將要求提送改善計畫限期改善；
另農產品如有受汙染之虞，必要時
也將會同農業局會勘認定進行剷除
銷毀。

台南社大指出，2009年1家科技
公司租用後壁鄉嘉田村崩埤段的農

地作為不銹鋼爐碴再利用處理場，當時還收受其他公司的爐石產
品及爐石粉，但因使用量少，將爐石等堆置在場內，又因貯存不
當，還遇上莫拉克風災雨水漫流，致汙染鄰近農田，2012年12
月被市府公告為汙染控制場址命令改善，2013年7月才解除列管
。

不過，台南社大調查發現，市府雖已解除列管，但農地還是
遭受汙染，農民種植的玉米不僅植株死亡，玉米葉還呈現烤焦狀

，明顯是因土壤含鉻影響磷的吸收，加上土壤還夾雜不銹鋼爐碴
，根本不適合植物生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副教授黃煥彰表示，環保署規定，鉻的土
壤汙染管制標準值為250ppm，土壤汙染監測標準值為175ppm。
但據調查，台灣農地表土鉻的自然含量一般為0.2ppm左右，底
土一般為0.13ppm左右，且土壤中鉻的自然背景濃度平均值不超
過50ppm。當土壤中鉻含量高於50ppm時，更將造成植物中毒死
亡。

台南社大質疑，法規只要求土壤鉻含量整治到250ppm以下
，這樣能確保作物生長嗎？對此環保局則回應說，針對台南社大
質疑現行土壤採樣方法所採集的土樣，不足以代表土壤汙染情形
，該局將向環保署反映。

玉米田疑遭汙染南市環保局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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