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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美司法部控告谷歌公司違反反托拉斯法美司法部控告谷歌公司違反反托拉斯法
(中央社)美國司法部控告網路業巨擘谷

歌公司（Google）違反反托拉斯法，谷歌表
示這項指控有 「嚴重瑕疵」，如果政府勝訴
，使用者將更難取得優秀的搜尋工具和平價
智慧型手機。

美國司法部與11個州控告谷歌濫用稱霸
網路的地位妨礙對手競爭，對消費者造成損
害。司法部表示不排除任何選項，包括讓谷
歌拆解。這是美國數十年來最重大的反托拉
斯案件。

谷歌資深副總裁華克（Kent Walker）在
部落格貼文說： 「美國反托拉斯法旨在促進
創新和協助消費者，而非讓競爭環境有利於
個別競爭者，或使人們更難獲得他們想要的
服務。」

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11月
3日舉行，司法部在選前提告Google，可能
會被視為是種政治姿態，因為這實現了美國
總統川普的承諾。他曾答應過選民，會追究
某些遭指控打壓保守派聲音的企業。

與司法部共同提告的11個州，檢察長都
是共和黨籍。

這宗訴訟案將是美國政府20多年前對微
軟公司（Microsoft）提告的劃時代案件以來
，針對保護市場競爭採取的最重大行動。

由於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都在對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
和臉書（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進行調
查，這宗案件可能只是政府採取其他重大反
托拉斯行動前開出的第一砲。

國會議員和消費者長久以來一直指控，
Google濫用在網路搜尋和廣告市場的獨霸地
位，妨礙對手競爭以提升獲利。 Google 母
公司Alphabet股價不斷走高，目前市值已超
過1兆美元。

批評家指出，歐洲主管機關雖對Google
祭出鉅額罰款並強制其改變作法，但還不夠
嚴厲，必須要讓Google有結構性改變，才能
扭轉這家公司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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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週一非常嚴厲批評醫療專家
福其是個炸彈，嚴重影响川普之選情， 如
果我聽他的話，美國已經有五十萬人死於
疫情。

福其博士日前在電視訪問中表示，川
普總統染疫是意料之中，因為他在白宮大
法官提名大會中幾乎沒有人戴口罩，也未
做到隔離。

我們非常遺憾， 值此國家面臨疫情災

難的時候， 負責指揮的白宮和醫療專家公
開互嗆， 對於如何防範步調都無法統一
， 真是一大不幸。

全國確診人數已經超過八百一十萬，
死亡已到二十一萬九千人 ，這是何等之大
事。

數以百萬計的社會基層正在遭受失業
之苦痛，我們還是要呼籲國會諸公，尽快
解決紓困方案 ，來解決大家燃眉之急。

President Trump openly criticized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Dr. Anthony Fauci Monday
saying that, “people are tired of hearing Fauci
and all these idiots. These people that have
gotten it all wrong. Fauci is a nice guy and he’s
been here for 500 years. But he’s called every
one of them wrong,” Trump told campaign
staffers.

“Every time he goes on TV there’s always a
bomb. But there is a bigger bomb if you fire him.
But Fauci is a disaster. I mean this guy, if I
listened to him, we would have had 500,000
more deaths.”

The president's comment followed Dr. Fauci's
statement in an interview with "World News
Tonight" anchor David Muir in which Fauci stated
he was not surprised Trump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after the White House event
announcing Trump’s Supreme Court nominee
during which guests were not wearing masks or
practicing social distancing.

We so much regret these comments at this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Our president just can’t seem
to agree with a top medical specialist. With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just two weeks away, the
medical community has already warned that the
darkest period of the coronavirus is still to come.

There have now been more than 8.1 million

COVID-19 cases in the U.S. with more than 219,
000 deaths.

If our political leaders can’t accept the truth
from our specialists, how can we fight with the
virus?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many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When will the stimulus package
pass in the Senate and get it to the President
Trump to sign it? This is so very urgent to help
all our citizens.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020//20202020
President Trump OpenlyPresident Trump Openly

Criticizes Dr. FauciCriticizes Dr. Fauci
總統摃上醫療專家總統摃上醫療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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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與以色列完成海上劃界
首輪非直接談判

綜合報導 在聯合國主持、美國調解和推動下，黎巴嫩與以色列代

表團完成了海上劃界首輪非直接談判。

據消息，黎以兩國在黎南部納古拉鎮的聯合國駐黎臨時部隊司令部

舉行了時長約壹個半小時的會談。據黎巴嫩媒體報道，談判雙方人員並

未采取直接交談，而是通過壹名聯合國中間人來傳遞信息。

黎巴嫩總統府發布聲明表示，劃界談判不涉及與以色列簽訂“國際

條約”，不是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和承認以色列國。黎巴嫩代表團團長

亞辛準將則表示，兩國的談判只涉及技術性問題。“這是解決兩國海域

劃界問題的第壹步，基於黎巴嫩國家的最高利益，我們期待談判可在合

理時間內實現劃界目標。”

據報道，雙方約定在10月28日再次舉行會談。與此同時，聯合國

對此發表聲明稱，雙方會談“富有成效”。據塔斯社15日報道，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14日對兩國就劃定海上邊界談判表示歡迎，並稱聯合國

將繼續全力支持談判進程。

另據報道，自貝魯特港口區8月初發生劇烈爆炸以來，黎巴嫩國內

經濟危機加深。黎巴嫩能源專家勞麗· 艾塔揚認為，黎巴嫩與以色列同

意就海上邊界談判符合黎方利益，以便黎巴嫩能在相關海域進行能源開

采。以色列區域外交政策研究所能源專家加比· 米切爾則在接受采訪時

表示，恢復談判的事實對雙方而言已經是壹個重大突破。

以色列和黎巴嫩未建立外交關系，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兩國

壹直未簽訂和平協議，且未能就邊界劃分問題達成壹致。由於近年勘探

發現在兩國爭議的地中海海域蘊藏豐富的天然氣資源，雙方都希望能夠

加以開發利用，由此兩國均堅持這片約860平方公裏的海域屬於本國專

屬經濟區。

法內政部首次發布月度治安報告
打擊販毒成治理重點

綜合報導 為回應外界對於治安狀況透明度的關切，當地時間13日

，法國內政部首次發布月度治安報告。報告中著重提到警方打擊販毒的

情況，此外防範激進化、打擊性別歧視行為也作為重點被提及。

據報道，法國內政部長達馬南自上任以來，就將打擊販毒行為作

為其安全政策中的重點，並保證他不會“唯數字論”，而會“唯效

果論”。針對公布月度治安報告的做法，他表示這是出於增強透明

度的考慮。

法國9月份治安報告中顯示，當月因涉嫌販毒案，法警方逮捕了

1189人次，比8月增加25%；9月1日到10月8日間，執法部門共對吸毒

人員開出9532張定額罰單(200歐元)。此外，當局9月份查獲4.2噸大麻

和277公斤可卡因，後者的數量比8月(1.3噸)有顯著下降。

在打擊極端主義方面，達馬南表示法國9月份關閉了12個與激進化

勢力有關的場所，而從2020年年初以來，共有73個被懷疑同激進勢力有

牽連的場所被關閉。

達馬南還表示，目前有231名因為激進化而處於非法地位的外國人

需要被驅逐出境，其中180人已經被關押，另有851名非法移民登記在防

範激進化的名冊上。

法國負責公民身份事務的助理部長希亞帕則稱，自從法國2018年將

性別歧視侮辱行為入罪之後，各地共報告2000余起此類輕罪行為；2020

年9月，有142起行為得到懲處，比8月的86起也有明顯增加。

世貿組織裁定歐盟可對
美進口產品和服務采取反制措施

綜合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作出仲裁裁

決，允許歐盟以美國違規補貼飛機制造

商波音公司為由，每年對不超過39.9億

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實施加征關

稅等貿易報復措施。

據世貿組織公布的這份仲裁報告顯

示，由於美國政府逾期未執行世貿組織

裁決，並繼續對波音公司實施違規補貼

，於是作出上述裁決。

仲裁報告稱，在2012年 9月至2015

年9月期間，美國華盛頓州政府以減稅

手段違規補貼波音公司，造成空客公司

的飛機銷售和進出口損失。因此，歐盟

有權做出報復措施，以抵消美國違規措

施對歐盟造成的損失。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當天在壹份

新聞公報中表示，華盛頓州的減稅政策

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撤銷，因此歐盟沒有

對美國產品實施報復的“有效基礎”。

歐洲國家政府對空客實施大規模補貼，

給美國飛機制造業工人和企業造成損害

，美方將加強與歐盟的談判。

其實，歐盟和美國圍繞波音和空客

的補貼爭端可回溯至2004年。按照路透

社的說法，歐盟與美國互訴對方違規補

貼各自飛機制造商的兩起案件構成迄今

全球最大規模企業

貿易糾紛。報道稱

，美國2004年以歐

盟向空客提供非

法補貼為由，向

世貿組織提出訴

訟；歐盟隨後也

向世貿組織起訴

美國政府向波音

提供非法補貼。

對此，世貿組織

先後裁定，雙方

均存在對各自航

空企業提供非法

補 貼 的 問 題 。

2019年 10月，世貿組織曾因歐盟違規

補貼空客公司，授權美國每年對約 75

億美元的歐盟輸美商品和服務采取加

征關稅等報復措施。

截至目前，歐盟暫未決定何時出

手報復。據報道，歐盟仍需向世貿組

織正式申請授權以加征關稅。路透社

報道，鮮有分析師認為，歐盟會在美

國大選前作此決策。對此，有分析人

士預期，世貿組織裁決後或將導致歐

美貿易緊張關系升級，同時亦有可能

如美聯社的說法，仲裁也可能促使雙

方開啟“密集談判”，為解決長達 16

年的爭端提供契機。

對此結果，歐盟委員會負責貿易

事務的執行副主席瓦爾季斯· 東布羅

夫斯基斯在社交媒體表示，歐盟將立

即與美方聯系，以“積極和建設性的”

態度確定下壹步行動。“我們強烈希

望能夠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否則將被

迫保護自身利益，以適當方式予以回

應。”

亞阿互相指責對方發動進攻
新壹輪停火不到4分鐘告吹

綜合報導 亞美尼亞

和阿塞拜疆兩國開始停火

。不過，此次停火僅持續

了幾分鐘，戰端便再度開

啟，隨後，亞阿兩國互相

指責對方違反停火協議。

據報道，亞美尼亞外

交部此前曾表示，亞阿兩

國決定於當地時間 10月

18日0時停火，阿塞拜疆

外交部新聞處也證實了這

壹停火決定。不過，戰端

在停火不到4分鐘內再度

重啟。

對此，亞美尼亞國防

部發言人斯捷潘尼揚表

示，“盡管宣布了新壹輪

人道主義停火，但阿塞拜

疆武裝部隊再次粗暴破壞

協議。當地時間7時20分

前，阿塞拜疆用炮火在南

部方向發動進攻，以占據

有利陣地。雙方均有人員

傷亡。”

她此前表示，阿塞

拜疆在北部方向從 18日

0 時 04 分至 2 時 45 分實

施炮擊，在南部方向從

2時 20分至2時45分實施

導彈襲擊。

而阿塞拜疆方面則指

責是亞美尼亞破壞了停火

協議。阿國防部新聞處指

出，“盡管宣布從 10月

18日0時起開始實施新壹

輪人道主義停火，但亞美

尼亞武裝部隊再次粗暴破

壞協議，在夜間使用迫擊

炮和火炮轟炸了傑布拉伊

爾鎮地區和阿拉斯河岸邊

的村鎮，我方部隊采取了

適當的回應措施。”

亞阿兩國9月27日在

納卡地區爆發新壹輪沖突

，雙方均指責對方違反此

前的停火協議，率先發動

軍事進攻。連日來，沖突

造成包括平民在內的數百

人死亡。

10月9日，應俄羅斯

方面邀請，亞阿兩國外長

抵達莫斯科進行談判，亞

阿雙方同意自10月 10日

中午起在納卡地區停火，

但隨後雙方不斷指責對方

破壞停火。

創紀錄！
俄羅斯載人飛船僅用3小時抵達國際空間站

綜合報導 俄羅斯和美國

的三名宇航員乘坐俄羅斯的

“聯盟號”MS-17載人飛船，

從哈薩克斯坦發射升空前往

國際空間站(ISS)，僅3小時又

3分鐘即抵達並成功對接，創

下新紀錄。

據報道，三名宇航員分

別是來自俄羅斯航天局的萊

茲可夫(Sergey Ryzhikov)和庫

德 - 斯 維 契 科 夫 (Sergey

Kud-Sverchkov)，以及美國宇

航局的魯賓斯(Kathleen Ru-

bins)。

當天，俄羅斯航天局在

社交媒體上證實，“聯盟

號”飛船成功與國際空間站

對接，這次旅程“只花了短

短 3 小時又 3 分鐘，創新紀

錄”。完成對接時間比預定

時間早4分鐘。

法新社稱，這趟旅程是

僅花3個多小時，就能與國際

空間站對接的太空載人飛行

，比通常的旅程節省壹半時

間。

據報道，這次發射任務

正好處於美國太空探索技術

公司(SpaceX)的兩次任務之間

。美國宇航局在2011年後睽

違9年，於2020年5月底從佛

羅裏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把道格拉斯· 赫爾利和羅伯

特· 本肯兩名宇航員送上國際

空間站。兩人於8月2日平安

返抵地球。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還計

劃11月再度送宇航員進入空

間站，並執行完整的半年期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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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怪聲在夜晚傳出，像彈珠掉落地面般
聲聲入耳。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安全工程人員倫
齊（Mark Lenzi）和妻子頭昏眼花、頭疼，並
有睡眠問題，而他們的孩子睡醒時則流著鼻血
。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19日報導，倫齊一家當時以為，這可能是廣州
的霧霾所致。然而，空污卻無法解釋他突然喪
失記憶，甚至連工具的名字都不記得。

2018年時，超過12名在中國大陸的美國官
員與家屬說，他們聽到奇怪的聲音，並出現種
種症狀。結果不只在中國大陸，還有好幾國都
出現這外交神秘事件，引發有關秘密高科技武
器和外國攻擊的推測。

不過，最大的問題之一，仍在於川普政府
官員究竟信不信，這些駐大陸官員經歷了2016
和2017年時，駐古巴使館的外交和情報人員都
曾出現的 「哈瓦那症候群」（Havana Syndrome
）。在這兩個國家，美方人員都曾聽到怪聲，
接著出現頭疼、昏眩，視線模糊與記憶喪失的
症狀。

然而，華府處置的方式卻截然不同。紐時
的調查發現，負責監督相關事件的國務院不顧
診斷，並扣住基本情資，沒提交國會，提出不
一致的評估。

在古巴的案例中，川普政府從使館撤回多
數人員，並發出旅遊警告，甚至說美國外交人
員遭受針對性攻擊。此外，美國總統川普還從
華府驅逐了15名古巴外交人員，同時展開獨立
調查。

然而，川普政府卻對北京採取較軟的態度
，2018 年 5 月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告訴國會，其中一名美國官員的醫療
細節顯示，相關症狀和駐古巴人員的病狀如出
一轍。可是不久國務院就讓步了，說在中國大
陸發生的只是 「健康偶發事件」。部分官員和
他們的律師說，駐古巴的美國官員可以請公假
復健，而在中國大陸的人員最初卻必須請病假
和無薪假。此外，美國國務院也沒有針對在大
陸的事件展開調查。

川普政府並未多提在大陸的事件，並淡化
可能有敵國在背後主使的看法。然而，據3名
現任和前任官員，還有其他熟知相關事件的消
息人士透露，中情局（C.I.A）高層官員在赴海
外分支機構了解後說，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
事件。

曾負責CIA俄歐祕密活動的波利馬羅普洛
斯（Marc Polymeropoulos）說，2017年12月，
也就是他還48歲時，在莫斯科的飯店內遭受攻
擊，以致嚴重暈眩，後來受偏頭痛之苦，最後
只好退休。

由於相關事件涉及中情局官員，因此從未
公開，更令人懷疑，俄羅斯在全球各地發動攻
擊。部分中情局資深俄羅斯分析家、國務院官
員，以及外界科學家和數名受害者認為，由於
俄羅斯擁有能傷害腦部的武器，又有心破壞華
府與北京，還有和哈瓦那之間的關係，因此是
最可能的嫌犯。

然而，中情局仍滿腹狐疑，而國務院高層
也表示，他們還沒確定原因。

美駐陸官員遭神秘攻擊 批華府隱瞞災情

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小行星探查船歐西里
斯號(OSIRIS-REX)，在經過一年仔細地繪製了
貝努小行星(Bennu)的影像之後，準備嘗試對小
行星表面 「觸碰」，以挖取表面的塵土樣本，再
返回地球。

歐西里斯號是一連串任務的縮寫 「起源、光
譜解析、資源調查、安全，表層土壤探測」
(Origins, Spectral Interpretation, Resource Identifi-
cation, Security, Regolith Explorer)， 其 縮 寫
OSIRIS ，是埃及神話中的重生神歐西里斯。

貝努原名小行星 101955 ，直徑大約 495 公
尺，是在1999年被發現，是 「阿波羅型小行星
」，它的運行軌道有時候會與地球重合，也就有
可能會撞擊地球，是潛在威脅天體。

NASA 表示，預計在 10 月 20 日降落在離貝
努表面僅3公尺的高度，然後伸出3公尺長的機
械臂，向貝努的表土進行挖掘，10秒鐘的時間
大約可以收集至少50克的塵土，確定收集到足
數量後，就準備返回地球，要是順利，在 2023
年就抵達地球。

NASA歐西里斯號 將輕觸貝努小行星

美國證實，華盛頓和莫斯科非常接近達成
軍備控制協議。雙方將同意凍結核彈頭數量並
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延長一年。
一般認為，若雙方達成限武協議，可被列為川
普繼撮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和解後，另一項
外交成就。

美方官員說："我們非常非常接近達成協議

。" "俄羅斯人同意凍結彈頭，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不能在未來幾天解決剩餘的問題。"

川普政府一直敦促俄羅斯在11月3日美國
總統大選之前達成協議，這將為川普總統在競
選活動的最後關鍵衝刺階段提供外交成就。

上個星期五，雙方談判還限於僵局。俄羅
斯總統普丁針對明年2月即將到期的新削減戰略

武器條約自動延長一年的提議，並不被美方接
受。直到週二才出現轉機。俄羅斯外交部周二
表示，如果美方同意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的執行期限，莫斯科也將同意美國長期以來對
凍結彈頭的要求。

美國官員表示，尚待解決的其他問題包括
如何核查核彈頭凍結和對於核彈頭的定義。

這項協議的目的是為未來可能達成的條約
爭取時間，川普政府一直表示未來任何學角戰

略武器的談判應將中國大陸包括進來。雙方官
員均表示，目前美國與俄羅斯官員正在談判的
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並未具體提及中國。

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規定雙方可以部署的彈
頭數量限制為1,550，一旦達成協議，美國政府
將凍結存在於飛彈短程系統和儲存的彈頭。

非政府組織軍備控制協會的賴夫說："以前
從未對所有彈頭進行過凍結。" "定義和驗證這
種凍結絕非易事。"

普丁送川普大禮雙方快達成削減戰略武器協議

印度國防部19日宣布，澳大利亞海軍將
參加印度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美國海軍今年
的 「馬拉巴爾」（Malabar）聯合訓練。日
本共同社20日報導說，這是四國在 「自由

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下合作的一環，旨在牽制在
印度洋和南海擴大影響力的中國。

10月6日，美日印澳在東京召開 「四方安全對話
」（Quad）外長會議，就加強合作推進該構想達成共
識。共同社指出，印度在北部拉達克地區爭議區域與
中國軍方持續對峙，如今奉行不結盟外交的印度與美
日澳加深安全領域合作，預計將遭中方反對。

印度國防部未透露訓練的詳細日程，但料於11月
在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實施。據分析，考慮到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四國隊員將避免接觸，限定為海
上訓練。印度和美國從1992年開始實施馬拉巴爾聯合
訓練，2015年敲定日本定期參加。去年的訓練在日本
近海實施。

澳大利亞上一次參加是在2007年。澳大利亞外長
佩恩和國防部長雷諾茲19日發表聲明稱，受印度邀請

，澳大利亞軍方將參加今年的聯合訓練。這是現行聯
合訓練框架形成之後澳大利亞首次參加。

佩恩在聲明中說： 「訓練將進一步增進四國之間
的合作，鞏固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雷諾茲表示：
「這展現了印度太平洋四個主要民主國家間的深厚信

賴關係，以及為安全領域共同利益展開合作的意願。
」

此外，印度國防部也發表聲明表示： 「將為維護
海上的安全，加強與各國的合作。」

另一方面，日本防衛相岸信夫19日向媒體透露，
將在南海周邊海域舉行海上自衛隊與美海軍、澳大利
亞海軍的三國聯合訓練。

據共同社報導，岸信夫19日與訪日的澳洲防長雷
諾茲在防衛省舉行會談，就展開協調把澳軍納入自衛
隊從平時起保護艦艇及飛機的 「武器等防護」對象達
成共識。如果實現，將是除美軍以外的首次。作為
2015年安全保障相關法下成為可能的自衛隊新任務之
一，將針對在東海南海加強活動的中國加強警戒監視
活動。

「「QuadQuad」」 強化印太防衛關係強化印太防衛關係 澳洲將加入美日印海上軍演澳洲將加入美日印海上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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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首都進入“非常緊急狀態”
總理巴育發出警告

綜合報導 曼谷的反政府示威活動持續發酵。泰

國政府15日淩晨4時發布公告，宣布曼谷地區即刻進

入“非常緊急狀態”，禁止5人以上集會，違者將被逮

捕，且最長可被拘留30天。不過周四仍有成千上萬示

威者違反規定舉行抗議。當天早上，20多人被逮捕。

據報道，上萬示威者聚集在曼谷拉查巴松十字路

口，要求政府釋放當天早上被逮捕的抗議者。抗議者

原定於周四下午4時30分在這壹區域舉行集會，但在

指定時間的壹個小時前，這些人就開始聚集。在附近

維持秩序的大約2000名警察最初可以應付不斷增加

的人群，但下午5時30分許，示威者占據了拉查巴松

整條街。雖然政府已經宣布曼谷進入“非常緊急狀

態”，但泰國警方似乎並未對抗議者采取行動。

法新社15日報道稱，當天早上，泰國學生領

導人在社交媒體上敦促支持者走上街頭。據泰國

《曼谷郵報》報道，警方15日早晨逮捕了20多名

非法集會且反抗警方驅散的示威者，包括3名集會

組織者。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5日晚報道，當天

早晨曼谷警察在驅散示威活動時逮捕了抗議活動的

幾名主要組織者，不過壹名負責人、大學生羅勇逃

脫沒被逮捕。他周四在臨時演講臺上說，他們的要

求若不被滿足，那麽示威者們不會離開廣場。

就在15日民眾抗議的當天，泰國總理巴育簽

署公告宣布，周三的集會遊行“並非經由《憲法》

承認的和平集會”，造成民眾混亂，擾亂王室車隊

，對國家穩定和民眾安全造成威脅，且不利於防範

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必須及時予以制止。公告宣布

，禁止發布危害國家的新聞，禁止出售或散布所有

可能會對民眾造成恐慌的書籍、印刷物、電子信息

或其余物品。公告授權泰國副總理巴逸擔任此緊急

狀態執行負責人，而且警方有權禁止民眾進入任何

指定區域。美聯社引述泰國政府發言人阿努查的話

稱，巴育已於15日上午下令，將對妨礙王室活動

和侮辱君主制的極端分子采取嚴格措施。

已經被泰國憲法法院裁定解散的新興政黨未來

前進黨15日發表聲明，稱此前壹天的示威集會沒

有出現武器，屬於和平集會，政府此舉侵犯了人民

權利。該黨譴責“非常緊急狀態”，要求政府立即

撤銷相關命令。

今年7月以來，泰國爆發壹系列反政府示威活

動，示威者提出修憲和改革君主制等訴求。據BBC

報道，2014年以來，以學生為主導的抗議運動已成

為泰國當局面臨的最大挑戰。美聯社稱，泰國示威

者開始批評王室和君主制是壹個“令人震驚的轉折

”。法新社15日援引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分析人士

提蒂南的話稱，曼谷目前的局勢是“不穩定的”。

據報道，巴育周五將召開內閣會議，說明關於

頒布緊急狀態公告的情況。按照法律規定，泰國總

理有權單獨決定發布緊急狀態公告，但必須在3天

內通報內閣會議，以得到內閣會議的認可批準。15

日在拉查巴松十字路口參加集會活動的學生領袖稱

，他們呼籲民眾16日下午5時再次在這壹區域聚集

，以對抗政府的“非常緊急狀態”，同時宣示民眾

的三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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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全國災難管理委員會消

息稱，強降雨引發的洪澇災害正在加劇，已有

超過21萬民眾受災。

連日來，受熱帶風暴影響，新壹輪強降雨

覆蓋柬埔寨19個省市。柬埔寨全國災難管理

委員會說，截至16日上午，已有18人在持續

的洪澇災害中喪生，其中包括8名兒童，超過

5萬個家庭受洪災影響。

柬埔寨全國災難管理委員會還通報稱，有

5萬所房屋、439所學校、13萬公頃稻田，以

及許多道路、橋梁被洪水淹沒和破壞。

此輪強降雨引發的洪水也使柬埔寨首都金

邊遭到重創。10月13日傍晚，金邊降雨量突

破歷史極值，每小時高達197毫米，加之白特

諾河因暴雨而泛濫成災，洪水湧入金邊市南部

，導致朗哥區超壹半面積陷入水災。截至15

日晚，朗哥區積水沒有消退，反而因持續降雨

和白特諾河水位持續上漲，加劇了水患災情。

從當地電視臺拍攝的畫面中可以看到，金

邊朗哥區目前仍處於大面積積水的狀態，有的

地方水深及胸，壹些地勢低矮的房屋只剩屋頂

露出水面。當地武裝部隊官兵動用快艇和船只

，將受災居民撤離至安全地帶。

柬埔寨首相洪森15日深夜趕赴被洪澇襲擊的金邊朗哥

區，指導救災抗災工作，慰問受災民眾。洪森承諾政府將

動用所有資源，及時采取泄洪等搶險措施，幫助民眾盡快

恢復正常生活。

洪森要求，武裝力量全力以赴開展救災抗災工作，幫

助受洪水威脅的民眾緊急撤離，最大限度地減少水災造成

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他也強調，民眾要提高警惕，隨時註

意災情的變化，及時采取適當的措施。

洪森說，在水災發生後的24個小時內，政府接獲各界

熱心人士捐款累計約600萬美元。政府將捐款投入抗災救

災，修復受災道路和幫助民眾重建家園。

日本橫濱等地出現異臭是地震前兆？

神奈川知事：謠言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神奈川縣多地出現

異常臭氣，16日，神奈川縣政府對此前在橫

須賀采樣的臭氣進行分析後表示，在取樣空

氣內發現了汽油成分，但具體產生原因尚不

得而知。此外，針對此次臭氣是地震前兆的

言論，神奈川縣知事黑巖佑治予以了否認。

據報道，從6日開始，神奈川縣的橫濱和

橫須賀等地消防部門相繼接到了當地居民報

警，稱當地出現了不明原因的異常臭氣。隨

後，神奈川縣政府開始對這壹情況進行調查

，並在12日和14日分別在兩地出現臭氣的地

區進行了空氣采樣。

報道稱，神奈川縣政府發布的檢測結果

顯示，在橫須賀采樣的空氣中含有汽油成分

，其中丁烷的濃度高出通常的7至14倍。該

縣政府隨後表示，由於采樣空氣中各種物質

毒性都很低，且濃度不算高，對人體健康不

會產生影響。

此外，神奈川縣政府還稱，在對橫濱和

橫須賀兩地采樣空氣進行分析後，“發現有

壹定的共性，不能否定是由相同原因產生的

。”

不過，針對此次臭氣產生的原因，縣政

府負責人稱“尚無定論”，這名負責人同時

表示，“將與消防和海上保安廳等合作，進

壹步確定(臭氣)發生原因”。

在異臭發生後，日本網絡上有部分人聲

稱這可能是發生大地震的前兆，對此，神奈

川知事黑巖佑治表示，這是煽動不安情緒的

謠言，政府將會及時傳達調查結果，“希望

民眾不要被虛假信息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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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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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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未平息，冬季流感

高峰期又即將殺到，市民爭相注射流感疫

苗。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致電20間私家診

所、醫院及醫療集團，只有6間仍有小量疫

苗供應，可謂一針難求；有得打也是“海

鮮價”，部分診所索價千元（港元，下

同），較原價三四百元抬價幾倍。另外，

有參與“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

費）”計劃的幼稚園，因為負責的醫務機

構疫苗不足，只夠為學生注射，老師無份

接種。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表示，今年有

意接種疫苗的市民較往年多約兩倍，相信

業界現時至少短缺約3萬劑流感疫苗。

流感缺疫苗 金牛換一針
楊超發：接種市民較往年多兩倍 料業界至少缺3萬劑

19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宗數：15宗

‧輸入個案：14宗

菲律賓：1宗

土耳其：2宗

美國：1宗

英國：2宗

印尼：1宗

西班牙：1宗

俄羅斯：2宗

哈薩克斯坦：1宗

印度：3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1宗

新增個案資料

帝苑酒店群組
‧個案5255：21歲女，酒店員工家人，
無病徵，由檢疫中心送院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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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衞生
署已訂購約87萬劑季節性流感疫苗。港大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19日在電台節目
中表示，今年冬季流感疫苗在全球供不應
求，加上亞洲及歐美等地出現新冠病毒疫情
大反彈，會否增加雙重感染的風險仍是未知
之數，亦是令疫苗供應緊張的原因之一，預
料香港流感疫苗亦會供不應求。香港衞生署
所訂購的疫苗可能分批到港，雖然合約列明
供應量有彈性，但最終可額外加訂的機會不
大，他建議疫苗優先為學生及長者注射。

他說，參考去年冬季流感高峰期，小學

生與長者的需求已達80多萬劑疫苗，若只計
及高危群組所需，相信衞生署今年訂購的疫
苗一定用得盡，建議政府與私家醫生商討，
以成本價將部分疫苗撥給私家診所，又應訂
立接種優先次序，首先為院舍人士、65歲以
上長者以及6歲以下幼童接種，以減低流感爆
發機會。

何栢良又提到，參考7月至8月在澳洲、
新西蘭等南半球流感疫情，由於當地政府實
施多項社交距離措施，民眾亦有戴口罩，令
流感疫情大幅紓緩，個案數字創當地過去十
年流感疫情新低。

十類獲豁免抵港人士
◆須往返香港與外國地區履行其職責的機組
人員

◆貨船船員（只限有貨物操作的貨船）

◆客船船員

◆須履行與政府相關運作的政府人員(包括領
事人員)

◆為履行規管工作的國際義務及/或參與國際
合作的香港金管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及保監局屬執行董事（或同等職
級）或以上級別的公職人員

◆為確保各項政府工程所採用的服務或建造
組件，必須在外國工作的建造業人員

◆為應對新冠疫情進行研究及/或為香港特區
政府提供意見的學術專家或國際組織相關
人員

◆為家居檢疫供應手環及其他相關材料的公
共機構及其夥伴機構的職員及相關人員

◆為香港供應個人防護裝備、其原料或生產
設備的公共機構及其夥伴、機構、公司或
組織相關人員

◆a. 持有由民航處根據《1995年飛航（香
港）令》（第四百四十八C章）發出的航
空營運人許可證的企業所指定的高級管理
人員（最多兩名人員）；及
b. 香港機場管理局的高級管理人員

備註：對於沒有貨物操作的貨船船員以及客
船船員，其豁免強制檢疫及換班安排由2020
年7月29日起暫停，直至本地疫情受控。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本地個案有所緩和，19日持續第三天沒有不明
源頭本地個案，新增的15宗確診個案中，14宗
屬輸入，餘下一宗是早前帝苑酒店感染群組的家
屬。輸入個案成為主流，但香港的入境檢疫制度
又“擺烏龍”，恐觸發新一波疫情，一名由印度
抵港的25歲領事館人員，日前入境時被衞生署
誤當為“豁免檢疫”人士類別，在機場留下樣本
後即獲“放行”，直接返回其寓所，而毋須到酒
店檢疫，其後發現其樣本呈陽性才立即送院。署
方承認，當日的檢疫安排有誤，就事件致歉。有
專家表示，對於印度等疫情高發地區，即使是領
事人員等“豁免檢疫”人士，也應在機場等檢測
結果呈陰性，才允許進入社區。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公布，19日香港新增15
宗確診個案，14宗屬外地輸入，患者分別由菲
律賓、土耳其、美國、英國、印尼、印度、西
班牙、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到港。當中兩人為
外傭，分別從菲律賓及印尼來港，另有3人為
機組人員。

唯一的本地個案是有關聯個案，患者是21
歲女子（個案5255），是早前出現感染群組的
帝苑酒店員工的家人，患者由檢疫中心送院，
無病徵。帝苑酒店群組至今累計9人染疫，5人
為員工，4人為員工家屬。

非獲豁免級別 樣本見陽
但有消息指，早前確診的一宗印度輸入個

案，25歲男患者是印度領事館職員。根據《外
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五百九十
九E章），有10類外國抵港人士獲豁免檢疫，
包括機組人員、政府人員（包括領事人員）及
疫情有關的學術專家等，抵港後毋須到酒店檢
疫。

衞生防護中心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該名
男患者於本月15日從印度抵港，登機前已取得
陰性檢測報告，抵港後提供其為駐港領事館人
員的身份證明，衞生署誤以為是豁免檢疫人

士，遂按照相關規定，安排他在機場留下深喉
唾液樣本後，乘坐由領事館安排的專車送返薄
扶林花園6座的居所，進行14天醫學監察。但
同日，衞生防護中心知悉其檢測結果呈初步陽
性，立即將他送院治療。病人報稱一直獨自留
在居所，沒有外出。

衞生防護中心在跟進該宗個案的情況時，
從相關政府部門得悉雖然該名人士為駐港領事
館人員，但並非獲豁免強制檢疫的級別。根據
現行政策，該名由指定高風險地區抵港的人士
必須在酒店房間接受強制檢疫。衞生署就有關
檢疫安排有誤致歉，並已提醒相關人員應謹慎
處理豁免強制檢疫安排，避免同類情況再次出
現。

何栢良：無結果前放行不理想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在

電台節目中表示，明白部分人士有豁免檢疫的
需要，但對於印度等疫情高發地區，衞生署應
該在病毒檢測方面作出特別安排。他說，如果
有從印度抵港的人士獲豁免檢疫，在未有病毒
檢測結果之前，就允許有關豁免人士進入社
區，做法不理想，可能會將傳播鏈帶入社區。

他建議，政府應設法加快檢測，有些地區
會在機場擺設快速檢測儀器，進行單一樣本檢
測，一小時內即出檢測結果。

何栢良倡學生長者先打

誤當“免檢”入境 印度領館職員返寓所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隨機抽樣致電共20間私家醫
生診所、醫療服務機構及私家醫院，查詢流感疫

苗存貨及收費，發現疫苗短缺情況嚴重，僅6間醫療機
構仍有存貨。有診所表示，只為“熟客”提供疫苗注
射，也有診所護士透露，藥廠供貨緊張，來貨時間遙
遙無期，估計11月中旬至12月才有來貨。

診所要求新客另付280元檢查
面對貨源短缺，疫苗變得“海鮮價”。沒有政府

資助的市民在私家診所注射疫苗的價格，普遍為300元
至400元不等，但有診所要求新客戶，要額外付280元
接受醫生檢查才能注射疫苗；也有私家醫院要求市民
參加“疫苗套餐”，否則檢查、診金加注射費或高達
過千元。

大部分連鎖醫療機構及少數私家診所獲政府資助，
為合資格人士注射流感疫苗，香港文匯報記者抽樣發
現，多數診所或醫療機構要求合資格人士補貼數十元至
200元差價就能注射，但有一間醫院雖然獲政府資助，
但卻要求合資格人士付原價接種疫苗，護士說：“無資
助人士400元，有資助人士都係400元一針。”

有幼園學生可打老師無份
另外，現時有約450間小學及760間幼稚園、幼

兒園等參與“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
劃。有參與計劃的幼稚園表示，收到醫務機構通知
指，額外訂購予老師接種的疫苗缺貨，所以只有學生
可以注射。

位於沙田的一間幼稚園負責人指，於6月份時一併
訂購了疫苗予老師接種，原定11月中全校師生共200
人可一齊接受注射，但現時只有學生可接種，負責人
說：“突然間失了預算，醫務機構通知我們由於疫苗
非常短缺，本年度內亦未必可提供到在資助計劃以外
人士 (老師) 所需疫苗。”

楊超發冀調撥公院疫苗應急
這些學校外展計劃所需疫苗均是由私家醫生負責

訂購的，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19日在電台節目上表
示，部分有份參與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的私
家醫生，未能搶購到足夠疫苗，工會正與食物及衞生
局商討，希望能在公營醫療體系內，撥出部分疫苗給
私人市場使用。

他解釋指，近日有不少巿民提早到私家診所注射
流感疫苗，數目已較往年多約兩倍，形容情況前所未
見。他說，很多私家醫生反映流感疫苗已經“斷
貨”，會內有約200名醫生合共缺至少3萬劑流感疫
苗，實際短缺情況或更嚴重。他指出，有巿民以往會
到政府門診接種流感疫苗，但今年改到私家診所接
種，亦有十多年來從未有注射流感疫苗的市民去接
種，而長者到私家診所打針的人數亦增加，“有一批
病人多年來都沒有來打針，今年就自動自覺帶同家人
來打針。”

醫學會表示，今年流感疫苗需求增加導致短缺，
早前有會員投訴指，疫苗來貨數量較訂購量少，“訂
100針只收到70針”，現時想加購已經無貨，最快要
下月才有供應。

■青衣華逸酒店昨天上午有一批醫療用品運
入酒店內，為展開指定隔離酒店做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大型連鎖醫療集團近日也出現缺針情況。圖
為屯門碼頭連鎖診所。 中通社

▲有幼稚園因疫苗不足，只夠為學生注
射，老師無份接種。圖為幼稚園學童在
校內接種流感疫苗。 資料圖片

■何栢良建議
疫苗優先為學
生及長者注
射。圖為醫生
前往安老院為
長者接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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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陸軍564旅郭姓副排長去年奉派
北上受訓，但因武漢肺炎爆發，訓練計畫有變
。而郭男卻未如期歸建，而是心存僥倖返家休6
天假，橋頭地院依違反職役職責罪判郭男3月，
可易科罰金。

橋頭地院判決書指出，民國98年入伍的郭
男，原是駐地在高雄市阿蓮區的陸軍裝甲第564
旅聯兵一營戰車二連上士副排長，他去年12月
23日起奉派至關指部后山營區，參加109年度聯
合戰區層級模擬圖臺操作訓練。

不過，今年初因武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疫情爆發，訓練計畫變更
。而郭男本應於今年2月21日返回原單位歸建

，3月9日復返受訓，但他卻未經告知，便自2
月21日起返家休假，直到564旅的原單位察覺
有異聯繫他，郭男才在3月6日回營，共放了6
天假。

橋頭地院法官審酌，郭男為現役軍人，本
應守法依指揮履行職役，但他卻趁外地訓練因
疫情變更期程機會，心存僥倖擅自不歸返報到
，影響部隊領導統御及軍隊紀律維護甚鉅。

法官也考量郭男犯後接獲通知即返回營區
，且坦承犯行，因此依違反陸海空軍刑法職役
職責罪判處郭男3個月徒刑，得以9萬元易科罰
金，全案可上訴。

陸軍副排長受訓趁疫情未如期歸建偷休假 遭判3月

（中央社）軍情局岳姓少將、張姓上校、
周姓上校退役後捲入共諜案，涉嫌多次引介軍
情局退役軍官認識大陸國安人員，甚至交付情
報資訊。北檢今天指揮調查局搜索、約談岳姓
少將等3嫌到案。

檢調初步認為，岳姓退役少將等人涉嫌違
反國家情報工作法，洩漏或交付涉及情報來源
、管道或組織及有關情報人員與情報協助人員
身分、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等資訊。

岳姓退役少將等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法的
發展組織罪嫌，檢調將一併深入追查。

檢調獲報，張姓、周姓軍情局上校退役後
涉嫌於民國102年間，邀約傅姓軍情局退役上校
至中國大陸，張男還親自陪同傅男搭機前往，

並在當地會見大陸國安人員。
105至107年間，張姓、周姓退役上校頻繁

邀約岳姓退役少將前往中國大陸，3人曾一同前
往，岳姓退役少將也曾單獨赴陸與大陸國安人
員見面；岳姓退役少將還涉嫌受周男之託，交
付文件給大陸國安人員。

此外，張姓、周姓退役上校於105至106年
間，引介王姓軍情局退役上校前往大陸，認識
當地國安人員。

台北地檢署今天指揮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
工作站，兵分3路搜索涉案退役將校的住居所，
依犯罪嫌疑人身分約談退役的岳姓少將、張姓
上校、周姓上校到案，另約談多名證人協助釐
清案情。

疑涉共諜案 軍情局3退役將校遭約談

（中央社）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天在市議會
答詢指出，警方將穿戴智慧戰警頭盔讓警員在
騎警車巡邏時可辨識車輛資訊，有助提升執勤
效率；警局長陳檡文表示，12月上路，三重及
海山警分局試辦。

新北市議會今天進行市政總質詢，民主進
步黨市議員賴秋媚戴上 「智慧戰警頭盔」質詢
表示，新北市推動的科技防衛城2.0，是否能增
加破案率，還是會造成警員的負擔。

侯友宜指出，穿戴智慧戰警頭盔可讓警員
在行車過程中辨識車輛資訊，有望提升執勤效
率。透過科技辦案，一定可以提升勤務效率，
破案率也會提升；上線後，每個月都會開治安
會報及警政工作會報，追蹤成效。

陳檡文表示，目前仍在實驗階段，預定11

月底驗收，最快可望在12月上路，將先提供給
三重及海山警分局的派出所40個頭盔試用，頭
盔就如同移動式的車辨系統，藉由員警巡邏時
可進行路上汽機車車牌辨識，將可增加員警執
勤效率。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智慧戰警頭盔結
合新北警蜂動態影像蒐集及辨識系統1.0，藉由
大數據、邊緣運算及雲端AI技術，讓員警看到
哪有車牌就辨識到哪裡，有助對贓車、涉案車
、高風險車輛查緝及數據分析。每套要價為新
台幣3萬8000多元。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智慧戰警頭盔與目前
路口監視器功能類似，但更具機動性，功能以
車牌辨識是否贓車為主，沒有人權爭議問題。

新北智慧戰警頭盔12月上路 三重海山分局試辦

（中央社）台東縣某國中發生性霸凌事件
，此校一名國三學生性霸凌學弟。台東縣教育
處今天發布新聞稿表達遺憾，並做出回應事件
經過及輔導措施，加害學生記大過 1 次及主動
提出縣外轉學。

教育處表示，此件校安通報案件發生在 9
月中旬，當日中午校長發現一名學生眼角瘀青
，帶至教導處詢問原因，得知此名生在宿舍遭
學長霸凌，學校立即依規定校安通報；隔天學
校請雙方家長到校召開輔導會議，當場行為人
與其家長向受害學生及家長道歉，受傷學生先
在家休養。

教育處指出，此案發生過沒幾天，受害學
生家長再得知孩子 9 月初另疑遭性猥褻情事，

教育處長林政宏也與校長等相關人員當日親自
到受害學生家中了解經過及安慰孩子。

隔天再邀請雙方家長到學校參加第二次輔
導會議，會中徵得家長同意，請輔諮中心心理
師立即介入啟動對受害學生輔導工作，避免二
度傷害，並請學校提校園環境改善計畫，避免
校園安全死角及加強宿舍管理。

另外，學校依規定召開性平會議，組成調
查小組啟動調查中；並召開獎懲會議決議記行
為人 1 次大過，加害學生家長認為孩子有改變
學習環境的必要，主動提出縣外轉學，教育處
並通知轉學學校做輔導措施，並持續追蹤輔導
。

台東縣某國中傳性霸凌加害生記過自願縣外轉學

（中央社）陸軍一名陳姓士官長向翁姓中士4次借錢有51萬元未還，引起翁姓中士家屬不滿
，向國防部反映，陳姓士官長不服遭記4支大過並撤職而提告，法院認定過度處罰判陳姓士官長
勝訴。

判決指出，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的陳姓一等士官長因於民國107年起陸續向下屬翁姓中
士借款，逾期限未還，衍生翁姓中士家屬不滿，打國防部1985專線電話反映。

指揮部行政調查認定，陳姓士官長於107年8月3日、22日、108年1月18日及2月間，分別
以家中急用、裝潢修繕、轉換低利貸款金融機構及家中又有急用等為由，向翁姓中士借貸4次，
金額總計約新台幣56餘萬元，於調查結束前仍有51萬餘元未清償完畢。

指揮部依4次借貸行為，各記大過1次並撤職；陳姓士官長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由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審理。

法院今天指出，撤職處分是因累計大過次數的結果，而非綜合評價陳姓士官長是否確實已經
不適合留任現職；公務員獎懲制度的基本精神在於 「對人格的整體評價」，因此行政機關在決定
懲處措施時，應按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法院認定，陳姓士官長4次借錢行為被切割評價4次處罰並撤職，屬於過度處罰，也不符比例
原則，因此判決陳姓士官長勝訴。可上訴。

向屬下借款未還遭記4大過並撤職 士官長提告勝訴

藍委再占議場藍委再占議場 杯葛蘇貞昌施政報告杯葛蘇貞昌施政報告
國民黨立委不滿行政院長蘇貞昌未對政府放寬萊豬進口道歉國民黨立委不滿行政院長蘇貞昌未對政府放寬萊豬進口道歉，，2020日上午占據立法院議場主日上午占據立法院議場主

席台席台、、官員席官員席、、備詢台及質詢台備詢台及質詢台，，蘇貞昌無法進入議場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蘇貞昌無法進入議場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

蘇貞昌第蘇貞昌第44度赴立法院施政報告度赴立法院施政報告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中中））2020日上午第日上午第44度赴立法院施政報告並備質詢度赴立法院施政報告並備質詢。。

環團籲終止知本光電環團籲終止知本光電 保護棲地保護棲地
卡大地布部落與環保團體卡大地布部落與環保團體 「「萬人聯署萬人聯署，，綠能放對地方綠能放對地方，，終止知本光電終止知本光電」」 聯合記者會聯合記者會2020日日

在行政院前舉行在行政院前舉行，，反對知本光電開發排擠瀕危保育物種的重要棲地反對知本光電開發排擠瀕危保育物種的重要棲地，，呼籲只有放對地方呼籲只有放對地方、、做做
對設計對設計，，才是真綠能才是真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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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本報訊）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推動了一個新的
選票追踪系統，供選民檢查其郵遞選票和投票的狀態。在Harris
縣，通過郵遞寄方式進行投票的選民，將首次能夠追踪Harris處
理其郵遞選票之過程。從申請到郵寄出選票，並確認是否收到選
票。郵遞投票追踪系統將為選民提供有關其按郵遞選票申請程序
和郵遞投票狀態的更多信息，並使他們瞭解何時可以期望收到與
選舉有關的郵件。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 “我們正在為11月選
舉以通過郵遞方式投票的選民，創紀錄的數目而做準備。”
“為選民提供更多信息-使他們能夠追踪其申請狀態，何時將選
票郵寄給他們以及何時本辦公室收到您的選票-”使選民對郵遞
投票過程感到安心。我鼓勵Harris縣申請郵遞投票的選民來通過
我們的網站追踪他們的選票。”

您可以訪問https://harrisvotes.com/Tracking?lang=zh-CHT使

用郵遞投票狀態追踪器。選民只
需輸入他們的姓名，出生日和社
會安全號的最後四位數字或Texas
州身份證號。迄今為止，本辦公
室已寄出244,359張選票至申請郵
遞投票的選民。

如您在選民登記時未填寫駕
照或社會福利安全卡號碼，那麼
此追蹤系統將無法查明您的郵遞
選票狀態。但您可至致電本辦公
室，以提供姓名或住址要求查詢
您的郵遞選票是否有被接受。也
可直接與我連絡 JoAnne Ray 713-274-4325。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在Twitter，Facebook
和Ins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郵遞選票追踪系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白宮辦公廳主任
梅多斯（Mark Meadows）表示，白宮提高了刺
激方案報價到將近1.9萬億美元，因為星期二在
大選迫在眉睫之前達成了一項協議。總統願意
以直接付款方式提供一些額外的錢，他願意以
PPP 形式向餐館，酒店和小型企業提供額外的
錢。”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
，必須在星期二之前達成協議，以便立法有機
會在大選之前獲得通過。 姆努欽和佩洛西分別
代表白宮和民主黨進行談判，仍在討論民主黨
2.2 萬億美元的提案和白宮 1.9 萬億美元的提案
。雙方一直在努力解決交易中有關測試的問題
。 姆努欽表示，他的一方將接受民主黨關於該
條款的措辭後，佩洛西（Pelosi）說，白宮做出
了“無法接受的改變”。她說：“白宮已經刪
除了《英雄法案》 55％的測試，追踪和治療的
錢。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兒童稅收抵免，失
業救濟，州和地方資金等。

即使白宮和民主黨之間達成兩黨協議，在
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中，也可能遭到強烈反對
。麥康奈爾在周六的聲明中說：“如果佩洛西
議長讓眾議院與政府達成兩黨協議，參議院當
然會考慮。”梅多斯對佩洛西的樂觀表示贊同
，稱佩洛西“希望”在周二之前達成政府與民
主黨之間的刺激協議。他週一說：“總統，努
努欽秘書和我本人不僅做出了修改，而且做出

了重大修改，這有可能損害共和黨的支持。”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說，與白宮就新的冠狀

病毒援助計劃進行的談判在周日陷入僵局，因
為參議院共和黨人仍對增加開支保持警惕和限
制。佩洛西說，政府最新提交的1.9萬億美元報
價，提供的資金不足，也沒有測試，接觸追踪
和治療冠狀病毒的國家計劃。佩洛西：過去一
周，總統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沒有認真對待針
對這種病毒的戰爭。眾議院民主黨人已爭取撥
款750億美元，並製定了一項測試，追踪和治療
該病毒的國家計劃。白宮計劃包括大約450億美
元的新資金，缺乏國家測試和追踪計劃，也沒
有解決病毒對少數民族的不成比例的影響。川
普總統在此問題上的簡短評論說，共和黨人仍
然渴望達成協議。

在參議院共和黨人的回擊之前，白宮上週
五第五次增加了對參議院議長佩洛西的報價近
1.9萬億美元。參議院民主黨和佩洛西對白宮冠
狀病毒的1.9萬億提議不滿意。佩洛西說，白宮
的新提議“向前邁進了一步，向後退了兩步”
。 麥康奈爾在電話會議上告訴川普，努努欽和
佩洛西之間的任何協議都難以通過共和黨控制
的參議院。 1.9萬億美元報價是川普政府在整個
會談中提出的最大提案。經濟學家們說，如果
沒有另一項救濟協議，臨時裁員將成為永久性
裁員，更多企業將關閉，這是典型的衰退的特

徵 。 由
於 政 府
援 助 在
過 去 五
個 月 中
枯 竭 ，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美 國 人
陷 入 了
貧 困 ，
而 這 些
人 的 人
數 可 能
會 在 沒
有 緩 解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增 加 ，
更 多 的
美 國 人
會面臨挨餓，公用事業關閉甚至無家可歸的情
況。自5月以來，又有800萬美國人跌破了貧困
線，同一時期有 600 萬美國人陷入貧困。儘管
2.2 萬億美元的 CARES 法案提供的資金是歷史
上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但其效果持續的時間

不足以支撐那些處於財務困境中的人們，尤其
是在就業市場和經濟尚未復甦的情況下。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上週表示，國會為經濟提供的支
持太少的風險大於提供過多的風險。 他說，前
者可能會導致更長或更弱的復蘇。

白宮在週二的截止日期前提出1.9萬億的冠狀病毒刺激交易
美聯儲說太少的經濟支持大於過多的風險會導致更弱的復蘇

白宮辦公廳主任梅多斯白宮辦公廳主任梅多斯（（Mark MeadowsMark Meadows））表示表示，，白宮提高了刺激方案報價到將近白宮提高了刺激方案報價到將近11..99
萬億美元萬億美元，，因為星期二在大選迫在眉睫之前達成了一項協議因為星期二在大選迫在眉睫之前達成了一項協議。。

(休士頓, Texas州)–在“提前投票”的第
一星期，Harris縣有近720,000的選民在11月3
日的大選中進行了投票。並且在提前投票前四
天的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每天投票人數超過
10萬人，該縣122個提前投票所創紀錄的以平
均每小時有1萬名選民投票。 2016年大選的總
投票人數為1,388,898，在提前投票期間總投票
人數為977,279票。

Harris 縣 行 政 書 記 官 Chris Hollins 說
“Harris縣在提前投票的第一周打破了歷史記
錄，超過70萬Harris縣選民參加投票並發表了

自己的聲音。” 。“我們提供了比以往更多
的選民投票方式，從將提前投票地點的的數量
增加三倍，到提供免下車投票和24小時開放
的投票所 - 這是兩個Texas州歷史上的第一。
任何人壓制Texas州投票的努力將是不能容忍
的。Harris縣的選民正在大聲疾呼地傳達這一
信息。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在
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關注@Harris-
Votes。

Harris縣2020年11月大選 選民提前投票率有望超過2016年總投票率
2020年提前投票前7天的投票率 是2016年提前投票率的73% 總投票率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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