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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壟罩德州的冰風暴，除了造成
百萬戶斷電、停水、無暖氣可用，釀成數
十人凍死外，後續影響仍持續發酵，不只
民眾繳不起高額電費，當地最大、最古老
、服務超過 66 萬戶的供電商布拉索司電
力公司（Brazos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ve
）也因為支付不起天價帳單於昨日聲請破
產保護。

2月中的冰風暴導致德州近半電網失
效，不過當地各大電力公司仍持續盡力供
電，它們被迫以極高的費率購買替代能源
供電，以及支付其他費用，現在布拉索司
電力公司從電網營運商德州電力可靠度委
員會（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cil of Texas
，ERCOT）收到的帳單顯示，13日至19
日短短7天的電費高達21億美元。

布拉索司電力公司昨日發布聲明指出
，21 億美元帳單是公司 2020 年電費帳單

的3倍，而德州電力可靠度委員會要求在
幾天內支付，儘管布拉索司電力公司可以
要求消費者付費，不過他們昨天表示不會
轉嫁給消費者， 「不會將這場災難性的金
融事件強加到會員及消費者身上。」

德州電力可靠度委員會是德州當地電
力調度機構，他們向購電者收費，也向上
游供電者付費。在德州電力可靠度委員會
的推動下，冰風暴期間，電價現貨市場的
價格被推高至每百萬瓦時9,000美元，服
務費率也提高至平時的500倍。

能源專家指出，布拉索司電力公司聲
請破產可能只是第一槍，由於多數德州居
民使用的是固定費率計價，這使的供電商
面臨價格波動的風險。德州電力可靠度委
員會昨天表示，總計各大供電商仍有高達
24.6億美元帳單尚未支付，顯示當地供電
市場的財務壓力相當大。

電費飆天價 德州最大電力公司宣告破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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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政局不斷惡化，軍方展開對示威
者之血腥鎮壓，週日之衝突至少已造成十
七人喪生，根據消息人士透露，截止目前
為止，軍方已經拘留了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反軍政府人士，緬甸軍方仍然不顧聯合國
之勸阻，不願釋放翁山蘇姬等前政府官員
。

近半世紀以來，這個大多數篤信佛教
的富饒國家，在軍政府之掌控下，可以说
是民不聊生，緬甸盛產玉石、原油及豐富
之天然資源，稻米每年至少可收成二次，

整個國家有著非常肥沃之土地，早在一九
四八年從英國殖民地獨立之後，政治情勢
從未安定下來，在一九六〇年代執政之尼
溫政府，更是倒行逆施，把私人企業收為
國有，隔夜宣布百元及五十元大鈔全部做
廢。

幼年時期，曾隨父母遷居緬甸北部多
年，對於當年之混亂局面，至今記憶猶深
，每當我再次看見那些戰火不息息之㘯面
，也感同身受，唯望這塊佛寺林立的國土
，早日重現和平之曙光。

Myanmar security forces on Sunday launched
their most violent and deadly crackdown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s. At least 18 people
died and more than 30 people were injured.

According to the UN Human Rights Office, po-
lice attempted to extinguish a nationwide pro-
test movement against a military coup in
which they arrested the civil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A UN statement condemned the escalating vi-
olence and urged the military to immediately
halt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peaceful pro-
testers. But military leaders ignored it.

Myanmar (also called Burma) is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Asia with vast natural re-

sources. The country produces oil, jade and
rice. Most of the people in Myanmar are Bud-
dhists.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want to be-
come monks when they grow up.

I spent my early young age with my famil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Burma. I still remember
the nation was so poor with no running water
or electricity. When General Ne Win came to
power in 1960, he nationalized all the busi-
nesses under the government, making all one
hundred and fifty dollar bills worthless.

It is very sad that such a beautiful country is
still under a corrupt government. We all hope
that Burma will come out of this conflict and
become a peaceful nation.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0303//0202//20212021

Myanmar Military ForceMyanmar Military Force
Opens Fire On ProtestersOpens Fire On Protesters

緬甸前途堪慮緬甸前途堪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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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差！

巴西壹治療中心近四個月
超600只動物死亡

綜合報導 近四個月來，位於巴西裏約熱內盧州的巴西環境與

可再生自然資源研究所(Ibama)治療中心中，有 600 多只野生動物

死亡。據報道，負責經營該救治中心的外包公司於 2020 年停止提

供服務。

該機構是巴西最大的野生動物治療中心之壹，1200種動物生活

在其中。根據電視頻道RJ2播報的畫面，動物們的生活在非常臟的

環境之中，幾乎沒有食物。該中心目前只有四名員工，他們正盡其

所能地工作。但是由於人數過少，他們幾乎無法清理死去的動物。

另外，治療中心很臟，還活著的動物飽受饑餓之苦。

此前的團隊由十個飼養員組成，他們負責清理空間、餵食和

照顧動物。這些工作人員屬於壹家第三方公司，該公司 2020 年沒

有與 Ibama 續簽合同，在 2020 年 7月 30日就曾表示不想延長合同。

據匿名工作人員稱，該中心後來又緊急雇用了另壹家公司，但其

服務於 2021 年 1 月 17 日被中斷。與此同時，每天都有新的動物到

達該治療中心。

聯邦警察局接到投訴並於22日對該治療中心進行了調查。此外，該

中心的員工也被要求提供相關證據。

據報道，負責招聘飼養員團隊的是該中心的負責人亞歷山大·

迪亞斯· 達· 克魯茲，他於2019年 3月上任。Ibama稱已經召集生物多

樣性秘書處工作小組及研究所董事會，將對該情況進行調查並采取

必要措施。

黃金簽證移民無法預約疫苗接種？
希臘衛生部回應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880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達180672例；新增死亡24例，累計死亡達

6321例。

盡管希臘新冠疫苗接種預約平臺已開放了部分年齡段的接種預

約申請，但由於沒有希臘社會保障登記號(AMKA)，大量“黃金

簽證”持有者無法預約接種疫苗。就此，希臘衛生部承認立法空

白的存在，但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法規出臺，從而使這類公民能夠順

利接種疫苗。

60歲的尼盧弗· 塔裏卡婭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她是土耳其的退

休人員，兩年前在雅典市中心買了房。隨後她加入了“黃金簽證”

計劃，該計劃可向外國投資者提供五年的居留許可，但並不提供在

希臘的工作許可。這些外國投資者沒有希臘社保號，他們只能購買

私人保險。

塔裏卡婭於2月11日相關註冊網站上提交申請，要求預約接種疫苗

，但直到21日都未收到回復。她還在上周拜訪了多個公民服務中心

(KEP)，同時也去了她所在地區的壹些藥店。但由於預約疫苗只需AM-

KA號而無需稅號，這些機構都無法優先處理她的請求。

報道指出，目前有數千人加入了“黃金簽證”計劃並在希臘生活，

他們的信息在預約疫苗平臺上都無法查到。盡管目前沒有AMKA號的人

可以用稅號來填寫接種疫苗的申請，但表格提交後他們還未得到任何回

應。

針對這壹問題，希臘衛生部承認立法空白的存在，但在不久的將來

會有壹項法規出臺，從而使這類公民能夠順利接種疫苗，並稱疫苗接種

計劃不會落下任何壹位公民。

秘魯新增確診7923例
馬丘比丘3月將對遊客重新開放

綜合報導 秘魯25日通報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7923例。當天，庫斯科(Cusco)大

區州長讓· 保羅· 貝納文特證實，秘魯主要

旅遊景點馬丘比丘將於3月1日開始對遊

客重新開放。

秘魯衛生部2月25日發布的新冠疫情

數據顯示，與前壹日報告相比，新增確診

病例7923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

為4744例，另有3179為補增，累計確診

1308722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220例，

累計死亡45903例。目前仍有14665人住

院，已有1210749人康復。

24日，秘魯政府宣布，3月1日至14

日期間，解除對新冠擴散風險“極端高”

的地區的強制性社會隔離措施，同時發布

了壹系列新的限制措施。

據報道，這些新限制措施包括：宵禁

時間為晚上9點至次日淩晨4點；自3月7

日和14日，周日全體實施強制性社會隔

離；省際陸路運輸運力限制為 50%至

100%；禁止舉辦大型活動、嘉年華和傳

統節日；室外表演場所、商場、購物中心

和百貨公司的容量限制為20%。

同時，銷售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超市、市場、酒館和藥房的容量限制為

40%；藥房和藥

店允許24小時提

供送貨服務；餐

廳 容 量 限 制 為

30%，並可在淩

晨 4時至晚上 11

時提供外賣服務

；銀行和其他金

融實體容量限制

為 40%；沙龍、

水療中心、理發

店等容量限制為

40%；圖書館、

博物館、考古遺

址、文化中心和畫廊、植物園和動物園的

容量限制為30%；文化教育場所容量限制

為20%。

當地時間25日，庫斯科(Cusco)大區

州長讓· 保羅· 貝納文特證實，秘魯主要旅

遊景點馬丘比丘將於3月1日開始對遊客

重新開放。貝納文特歡迎中央政府采取措

施，授權恢復參觀博物館和考古遺址等活

動。他補充說，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恢復庫

斯科的經濟和旅遊部門。

貝納文特說：“我們壹直在與中央政

府協調，並實施限制措施，以在疫情防控

和經濟復蘇之間保持平衡。庫斯科大區的

新增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人數開始下降，

我們希望這種下降將繼續下去。”

州長強調說，庫斯科不能再等了，

重新開放馬丘比丘和考古遺址將是引

導該地區經濟復蘇的主要信號。新冠

疫情對庫斯科的經濟影響是巨大的，

2020 年庫斯科損失了約 50 億索爾的收

入。他說：“我們必須重新振作起來

，向前看。”

研究：德國逾兩千萬人若感染新冠將面臨較高重癥風險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

布的壹項最新研究顯示，由於

年齡和基礎疾病等原因，該國

有約2160萬人如果感染新冠病

毒後將面臨較高的發展為重癥

的風險。德國總理默克爾當天

表示，首先發現於英國的新冠

變異毒株比原始毒株侵略性更

強，可能導致第三波疫情，人

們現在必須明智且謹慎地應對

，以避免屆時整個德國再度陷

入全面“封城”。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

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和

死亡人數分別為8007人、422人

。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

顯示，截至當地時間當天21時

45分，德國累計確診2416573人

、治愈 2217075 人、死亡 69680

人。截至當天，德國已接種

5373222劑疫苗，1854928人已接

種第二劑。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

研究所當天公布的研究顯示，

該國年滿15周歲人群中有超過

壹半面臨新冠重癥風險，總人

數約為 3650 萬。這當中有約

2160萬人為高風險人群。

造成上述人群面臨較高重

癥風險的原因包括年齡(65歲以

上)，以及患有糖尿病、慢性腎

病和肥胖癥等特定基礎疾病。

此外，重癥高風險人群還因教

育水平和地域而呈現不同的分

布。其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

人士有49.2%屬於高風險群體，

受教育程度居中和較高的人群

則分別僅有21.9%和 23.9%屬於

高風險群體。地域方面，德國

西部薩爾州和東部各州居民面

臨高重癥風險的比例最高。

默克爾當天接受德國《法

匯報》采訪時作出前述表示。

談及 3月 3日聯邦與各州商議

“解封”時間表的前景，她表

示，現在正是厘清“當前提條

件得到滿足時，應如何‘解封

’”的時候。

默克爾認為，“解封”需

要把握三個方面：首先是能在

多大程度上放松當前嚴格的人

際接觸禁令，其次是何時令中

小學高年級和高等教育機構復

課，最後是商鋪、餐館、酒店

、文體設施等何時重開。

她強調，無論“解封”具

體日期為何，都必須擬定出包

括在何種條件下才能夠“解封

”上述三個方面中某壹項的方

案。

澳最古老巖畫曝光
是壹只1.7萬年前的“袋鼠”

綜合報導 根據近日公布的壹項

研究，壹幅澳大利亞原住民藝術家

在17000多年前創作的袋鼠畫作，

成為澳大利亞最古老的完整巖畫藝

術。

據報道，這幅在西澳大利亞州

金伯利地區出土的石壁畫作，以早

期自然主義風格繪制，約2米長、

與袋鼠實際大小相仿。

這幅約17300年前的作品顯示

，澳大利亞已知最古老巖畫藝術以

動物為主，類似在印尼和歐洲所發

現的早期洞穴藝術。

此前，研究人員在澳大利亞各

地發現數千個巖畫藝術遺址，其中

在金伯利地區數量尤其多。不過，

要確認這些畫作的年代非常困難，

因為判定這些藝術品創作年代，所

需要的礦物和有機材料非常難尋。

報道稱，研究人員通過量測位

於畫作下方和上方的古代蜂巢所釋

出的放射性碳信號，來判定了畫作

年代。

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洞

穴壁畫是在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發

現，至少可以追溯至455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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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據《路透社》報導，人工智慧國家安全
委員會(NSCAI)1日發布最新報告，報告中呼
籲美國各大學應加強防制措施，以免敏感科
技為共軍竊取。隨著美國官方報告正式警告
敏感科技為大陸所竊，凸顯各界對於學術研
究成果安全性的關注與日俱增。

谷歌（Google）前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領導的 NSCAI，1 日發布研究成果
報告。該報告除了提及美國與中國大陸在人
工智慧(AI)與半導體供應鏈的角力外，還警告
大學研究成果遭竊取的部分。

報告中建議，大學應讓研究資金的來源
與合作關係透明化，還應成立個人與實體資
料庫，舉凡有風險的人員與實體，都應予以
標註。NSCAI委員路易解釋，資料庫有助於
避免 「看到黑影就開槍」，使美方針對其背
景進行完整調查。

路易補充，美國迄今仍缺乏具體指導標
準，讓部分大學將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排除於
任何研究案；事實上，只因其來自大陸，就
貼上其研究計畫不可信，違反了無罪推定原
則。

美國大學協會科學政策與全球事務副總
裁史密斯則表示，過去大學一直苦惱如何評

估風險，如今終於有具體建議，實屬樂見。
由於缺乏資源，各大學在登上新聞版面頭條
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研究成果已遭竊並成
為國家安全破口。

不過，亦有專家認為，即使NSCAI發布
新報告，但如何認定那些大陸實體與解放軍
有隸屬關係，則甚是困難。雖然部分大陸大
學與共軍暗通款曲，但這類的聯繫多半檯面
下，並不明確。

施密特表示，該報告對於中國大陸在AI
與半導體領域的活動，進行完整的研究。中
國大陸投入大量的資源與優秀人才於此，美
國有必要採取快速行動來維持相關科技的領
先。

在NSCAI公布最終報告的同時，美國起
訴至少 5 名中國大陸學者。這些學者於 2020
年在美國各城市遭逮捕，理由是未坦承自己
與大陸軍方的關係，而遭控簽證詐欺罪。

目前聯邦大陪審團已起訴史丹佛大學的
中國大陸訪問學人宋琛。宋琛有解放軍身分
，卻以虛假聲明隱匿其解放軍身分，而遭美
司法部指控簽證詐欺、妨礙司法、毀損文件
。不過，中國大陸卻否認竊取美國研究。

美AI國安委員會籲大學加強敏感科技保護 防止大陸竊取

美國前總統川普一名顧問今天表示，川
普在卸任前，已和夫人梅蘭妮亞於 1 月接種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

這名顧問並未提供其他細節，只說 「川
普總統和第一夫人已於1月在白宮接種疫苗」
。

目前不清楚川普和梅蘭妮亞（Melania）
是施打美國製藥廠莫德納（Moderna）研發的
疫苗，或是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與德國
生技公司BioNTech合作研發的疫苗。

川普去年10月初宣布染上2019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並在華府近郊住院數
日。

「國會山莊報」（The Hill）報導，去年

12月時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等官員陸
續注射疫苗，但川普一開始並未接種，其他
人曾提到他接受抗體療法，作為治療感染新
型冠狀病毒一環。

川普過去曾在社群媒體上表達對疫苗的
懷疑態度，專家擔心他過去的言論以及他在
任時不願打疫苗的態度，會讓民眾更加猶豫
是否接種。民調曾顯示共和黨人接種意願比
民主黨人低。

法新社報導，川普昨天在他卸任後的第
一場演說中表示，所有人都應接種疫苗，對
抗已在美國奪走50多萬條人命的2019冠狀病
毒疾病。

顧問：川普卸任前已接種新冠疫苗

美國紐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性騷擾年輕女性的醜
聞連環爆，繼2名前下屬指控後，第3名女性昨（1）日也出面指
控性騷，指出在一場婚禮上初次見到作為賓客的古莫，沒想到古
莫竟撫摸她因禮服設計而裸露的腰部，她禮貌拒絕後，古莫竟進
一步捧起她的臉要求親親，古莫捧起女子臉頰的畫面也被捕捉下
來。

綜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美國版《太陽報》
（The U.S. Sun）報導，第3名女子昨日出面指控也遭到紐約州
長古莫性騷擾。這名33歲女子叫作蘿許（Anna Ruch），她描述
2019年9月在朋友的婚禮上初次見到古莫，當時古莫對新人敬完
酒並且在會場內穿梭搭話，當友人介紹兩人認識時，蘿許感謝他

在致詞中對新婚友人的讚美，原
本只是充滿善意的感謝，沒想到

古莫卻進一步伸手碰觸她的背部下方、接近腰的部位，蘿許當時
穿著露背洋裝，古莫就這樣把手放在她的裸腰上。

蘿許回憶古莫的碰觸讓她很不舒服，她馬上伸手推開古莫的
手，明確表達自己的不舒服，沒想到古莫卻反稱蘿許 「挑釁」，
接著更進一步用雙手捧起蘿許的臉頰，詢問 「我可以親你嗎？」
音量大到連站在附近的友人都聽得見。

蘿許說自己當下真的感到很不舒服、很丟臉，同時也感到困
惑，當古莫的臉愈靠愈近時，她馬上轉頭躲開，蘿許說當下實在
太困惑，因此仍繼續和古莫合影。目睹整個過程的友人拍下了古
莫捧著蘿許的臉的畫面，友人後來上前詢問蘿許的狀況，蘿許這
才確定古莫的行為不適當，當天她思考了很久，後續決心當面向

古莫說不，不過古莫已經不見蹤影。
現年63歲的古莫性騷醜聞連環爆，蘿許是至今第3位出面控

訴他性騷擾的女子，包括前助理、經濟發展顧問鮑藍（Lindsey
Boylan）、25歲前衛生政策顧問班奈特（Charlotte Bennett）等2
名前下屬，日前相繼揭露在工作場合中遭古莫強吻、詢問性經驗
、暗示和老男人上床的經歷。

不過《紐約時報》指出，蘿許的案例又稍微不同，性騷擾的
場合不是工作場所，而且兩人才剛認識就爆出騷擾。另外這幾起
案例的共通點是，出面指控的女性年紀都比古莫小好幾輪。

針對前下屬指控性騷，古莫28日首度道歉，但強調只是愛
開玩笑，不認性騷，認為自己的玩笑話遭到誤解，不過班奈特昨
日回應砲轟古莫的解釋只是在躲避公審。

紐約州長性騷連環爆鹹豬手亂摸正妹討親親畫面曝光

美國貿易代表署今天在貿易報告中談及中國
時表示，將要求中國履行貿易承諾，使用一切可
用工具，因應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並將中國侵
害新疆少數民族人權列為優先事項。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今天將2021年度
貿易政策議程及2020年度報告送交國會，並對外
公布。貿易代表署在新聞稿中表示，總統拜登
（Joe Biden）期望公平的國際貿易體系，推動包
容性經濟成長並反映美國普世價值。拜登的貿易
議程將打擊世界各地的強迫與剝削性勞動條件、
貪腐、對婦女與少數族裔的歧視，恢復美國的全
球領導力。

在談到中國時，這份報告表示，將採行全面
性戰略因應中國的脅迫與不公平貿易行為，拜登
政府了解中國脅迫性與不公平貿易行為傷害美國
勞工、威脅美國技術優勢、削弱美國供應鏈韌性
，並破壞國家利益。因應中國挑戰，須有全面性
戰略和更有系統的方法。作為美國對中國全面性
戰略的一部分，拜登行政部門正全面檢視對中貿
易政策。

報告表示，拜登行政部門將致力於採取一切
可用工具，處理中國一系列傷害美國勞工與企業

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報告指控中國採取關稅與非
關稅壁壘限制市場准入、政府認可的強迫勞動、
過剩的產能、利用不公平補貼與鼓勵進口替代的
產業政策和出口補貼、強制性技術轉移、非法獲
取和侵害美國智慧財產權、審查與其他在網際網
路和數位經濟的限制，以及在許多領域未給予美
國企業相當於在美的中企獲得的類似待遇。

報告也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與其
他地區針對維吾爾人、其他少數民族、少數人宗
教的廣泛侵害人權表達關切，並列為優先要務。
報告指出，美國人與全球各地消費者都不希望見
到商品架上有強迫勞動的商品，勞工也不應遭到
國家支持的系統性壓迫制度壓迫。拜登行政部門
的貿易議程將考慮對抗強迫勞動與在全球市場強
化問責制的所有選項。

報告也表示，拜登行政部門將透過強化執行
力以確保中國履行貿易義務，在國際規則出現缺
失時也將透過包括加強與盟邦及夥伴的合作等方
式因應。同時將在國內對美國勞工、基礎建設、
教育與創新進行必要的轉型投資，強化美國競爭
力，使美國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以因應中國的經濟
政策挑戰。

美：全面因應陸不公平貿易 關切新疆強迫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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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喜朗歧視言論余波
約1000名誌願者退出東京奧運

綜合報導 前東京奧組委主席森

喜朗涉嫌性別歧視言論風波過後，

已約有1000名誌願者選擇退出在夏

天服務奧運會和殘奧會。

相關組織者說，從2月4日到2

月8日，大約收到390份辭呈。到2

月11日，這壹數字達到740份。截

至22日，已約有1000名誌願者選擇

退出宣布退出。

東京奧組委壹共為奧運會和殘

奧會招募了約8萬名誌願者，放棄的

人數比例超1%。

不過，奧組委表示，這壹事件

對東京奧運會的運營沒有影響。

83歲的森喜朗於2月3日在日本

奧委會董事會會議上抱怨稱，“有

女性在場的會議時間太長了。而且

女人競爭意識強，壹個說完另壹個

也壹定要說”，因此建議限制女性

在會上的發言時間。

這些言論立刻在日本引起了巨大

爭議。奧運誌願者相繼退出，運動員

和贊助商也紛紛發出嚴厲聲音。

2月12日，森喜朗宣布，由於

自己的言論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將

從即日起辭去奧組委主席職務，並

為其言論道歉。

疫情改變理想職業？
韓國學生更關註衛生領域

綜合報導 在近日公布

的針對韓國小學生夢想從事

的職業排名調查中，“醫生”

超過“YouTube 博主”和

“教師”，登上第2名。希

望成為醫生、護士或生命科

學研究員的初、高中生也大

幅增加。分析認為，是新冠

肺炎疫情改變了學生們對未

來職業的理想。

據報道，韓國教育部和

職業能力開發院在2020年7

月至10月，面向韓國23223

名小學六年級、初中三年級

和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展開調

查，並於2021年2月23日公

布了“小初高中生職業規劃

教育現狀”研究報告。

報道稱，2020 年小學

生最想從事的職業依然是

運動員，第 2 名是醫生，

第 3 名是老師。初中生最

希望從事的職業是老師，

其次是醫生，第 3 名是警

察。高中生最希望從事的

職業也是老師，第 2 名是

護士，第 3 名是生命與自

然科學家或研究員。

報道指出，比前壹年

相比，學生們對衛生、醫療

領域的關註度有所上升。

2019年，醫生在小學生的理

想職業中排名第4，在高中

生的理想職業中排在第11名

，而在2020年，這壹名次分

別上升到了第2和第5名。在

高中生的理想職業中，第2

、第3名都是與衛生和醫療

有關的職業。

此外，值得關註的是，

學生們不再紮堆偏好某壹項

特定職業，而是表現出多元

化趨勢。在小學、初中和高

中生的理想職業中，選擇前

十種職業類型的學生比例分

別只有48.8%、39.7%和34%

，與五年前的52.7%、41.7%

和40.9%相比大幅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還改變

了老師們對學生進行職業

規劃指導的方式。過去壹

年中，通過電話咨詢和網

站、社交網絡接受線上咨

詢的學生比例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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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布消息，首屆

“中國—菲律賓馬尼拉論壇”定於3月3日下午3點

以線上方式舉行，主題為“攜手合作推動經濟復蘇

——中國對疫後地區經濟復蘇的作用”。

為進壹步推動中菲兩國加強了解、增進信任、消

弭分歧，讓更多人成為共促中菲友誼的同行者，今年

1月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訪菲期間，與菲前總統、菲

律賓中國了解協會名譽主席阿羅約共同宣布，由中國

駐菲律賓大使館與“菲律賓—中國了解協會”聯合成

立“中國—菲律賓馬尼拉論壇”，創新性打造了中菲

“增互信、促合作、化分歧”的對話交流新平臺。

據悉，在首屆“中國—菲律賓馬尼拉論壇”上，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將發表主旨演講，

並同與會者進行答問互動。此次論壇重在分析中國發

展為世界和地區帶來的機遇，探索中菲及本地區後疫

情時代實現互利共贏的新領域、新途徑和新抓手，為

中菲及地區經濟復蘇提供智力支持。

菲前總統、菲律賓中國了解協會名譽主席阿羅約

將在此次論壇上致賀辭，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菲貿

工部長洛佩茲將致開幕辭，東盟秘書處、亞行負責人

以及中菲涉雙邊關系及經濟領域官員、專家、學者和

媒體等各界人士將應邀出席。

此次論壇將通過中國駐菲大使館、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菲中電視臺、中國—東盟報道等新媒體平

臺進行現場直播或實時報道。論壇主辦方歡迎中菲各

界朋友共襄盛舉，積極關註並參與這場思想碰撞的盛

會，攜手推動中菲關系持久穩定發展。

日本防疫緊急事態宣言將到期
入境限制或繼續實施

綜合報導 東京、大阪等日本10

地為期2個月的防疫緊急事態宣言，

即將在3月7日迎來最後的解除期限。

相關防疫規定在壹定程度上限制了社

會經濟活動，對於餐飲等行業帶來了

相當大的壓力。因此，部分地區正在

討論提前解除宣言。

本輪緊急事態宣言在發布之初，

日本政府就已表明將視感染情況，延

長實施期限或提前解除。

壹些感染情況已經緩和的地區要

求提前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大阪府、

京都府、兵庫縣、愛知縣和福岡縣於

23日至24日先後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請

，要求在2月內提前解除宣言。與愛

知縣同屬名古屋都市圈的岐阜縣雖然

尚未表態，但是極可能和愛知縣壹起

行動。是否允許提前解除宣言，日本

政府將在26日作出決定。

而感染相對嚴重的首都圈的東京

都、千葉縣、神奈川縣、埼玉縣，雖

然感染人數也有了明顯的減少，但政

府和專家都認為如今單日新增感染人

數保持在了300人左右，並沒有繼續

減少，如果過早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可能會再次反彈。因此，首都圈基本

確定不會提前解除。

而對於因緊急事態宣言而收緊的

入境政策，日本政府日前已經

確立了壹個大致的意向——即

使緊急事態宣言全面解除，也

不會立即放寬入境限制。

對於日本來說，疫情不僅

關系社會經濟活動，同時還關

系到預定今年夏天舉辦的東京

奧運會。盡管日本當前限制外

國人入境會影響奧運會的舉辦，但是

日本輿論對於疫情下繼續舉辦奧運的

反對聲越來越高，日本太早放寬入境

限制可能進壹步拉高民眾對奧運的反

感情緒。

東京奧運會是否允許外國觀眾入

境日本觀看比賽，目前尚未確定，國

際奧組委2月24日稱將在4月底作出

判斷。日本入境限制政策何時放寬，

或許要配合奧運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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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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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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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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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他案件被羈押或囚禁
的被告胡志偉、譚得志及黃
之鋒，1日晚在法院由囚車押
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47人顛覆政權案 申押後3個月再訊
待警查400項數碼鑑證析資金流向 控方反對保釋

因組織和實施參與所謂“35+

初選”而干犯香港國安法被捕的

55名攬炒政棍，2月 28日向警方

報到，其中 47人被“落鑊”控告

違反香港國安法中的“串謀顛覆

國家政權罪”，須即時還柙。案

件 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庭上指各被告串謀犯案，旨

在顛覆國家政權，嚴重干擾、阻

撓、破壞香港特區政府履行職

能，企圖最終令行政長官解散立

法會及辭職。控方申請將案押後

至 5月 31日再訊，以待警方作進

一步調查，並表明反對被告保

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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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47名攬炒政棍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犯案時間長達逾
半年，一眾攬炒政棍“挖空心思”計劃企圖奪取
去年立法會選舉中35席以上席位，否決財政預
算案，癱瘓特區政府運作，最終令行政長官解散
立法會及辭職，達至全香港攬炒“歹毒目標”。
控方1日在庭上指，2019年12月至2020年

7月，戴耀廷在區諾軒協助下主張“35＋”和
“攬炒”，並且在《蘋果日報》先後發表文
章，主張反對派陣營要在立法會選舉中奪取35
席以上席位，並否決財政預算案，最終令行政
長官解散立法會及辭職。區諾軒則在facebook
發文指，希望在立法會取得大多數議席，藉以
對抗政權，區諾軒更表示正與戴耀廷合作，嘗
試協調組成一個參選名單。
2020年4月，戴耀廷繼續在《蘋果日報》發

表多篇文章，闡述要藉取得立法會多數議席來否決
財政預算案，從而癱瘓特區政府，最終迫使中央解
散立法會和結束“一國兩制”。區諾軒在接受《蘋
果日報》訪問，承認“35＋”會增加達至“五大訴
求”的議價能力，亦可以達至攬炒目的。
其後，戴耀廷及區諾軒聯同“民主動力”的趙

家賢、鍾錦麟召開記者會，宣布將於2020年7月
11日及12日舉行“初選”，由香港民意研究所提
供技術支援。
趙家賢稱，“民主動力”會協助統籌及物流安

排，呼籲群眾捐款；鍾錦麟則指會為“票站”選
址。另吳政亨則曾支付13.5萬港元，於7月3日
在《蘋果日報》刊登頭版廣告宣傳“初選”。至於其
餘42名被告，則為“初選”的參選人，全部表明
會擁護戴耀廷及區諾軒的主張。不過，因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嚴峻，去年7月31日特區政府需
要因應疫情，宣布押後原於同年9月6日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最終令攬炒政棍奪取立法會“歹毒
目標”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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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1日，多個愛國民間團體先後
到法院外揮舞國旗及拉起橫額請願，支持嚴懲暴徒及賣國賊。
1日上午約8時許，一批愛國團體到警方指定示威區請願，

他們拉起寫有“嚴懲漢奸賣國賊、國安立法齊入冊”橫額，以
及舉起“支持國安法，嚴懲47個暴徒”等標語牌，並揮舞國旗
及高叫嚴懲賣國賊口號。
香港政研會代表當日上午約10時抵達示威區，他們拉起印

有部分被告頭像及“泛民初選涉違選舉舞弊，違反國安法隨時
終身坐監”字句的橫額，高呼口號，聲討觸犯香港國安法顛覆
罪的47名反中亂港分子。其間突有多名黑衣人上前挑釁及進行
拍攝，雙方展開罵戰。在場戒備及維持秩序的警員見狀，立即
上前分隔雙方。
香港政研會代表說：“我們不怕，我們還要溫馨提示他

們，違反國安法要坐（監）很久！”並表示香港政研會曾於去
年7月12日向警方舉報“初選”違法，政研會將密切關注事
件，繼續舉報，直至將所有暴徒繩之以法。

這宗社會各界關注的香港國安法案件，由香港
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審理，律

政司由副刑事檢控專員(特別職務)楊美琪代表，案
件主管為警隊國安處高級督察張堃婷。各被告的
代表律師，包括資深大律師許紹鼎、梁家傑、夏
博義及潘熙，以及大律師黃瑞紅、吳宗鑾及譚俊
傑等。案件原定1日上午約11時開庭，司法機構
因應案件涉及被告及律師人數眾多，預留法庭內
95個座位予被告及律師，家屬、傳媒代表及公眾
人士則被安排在法庭的延伸部分旁聽。
1日上午約9時，各被告在不同警署陸續由警

車押送到法院，但早前因其他案件被羈押或囚禁
的被告，包括胡志偉、譚得志及黃之鋒，則由囚
車押送；另被告徐子見因在醫院留醫，1日未有
到庭應訊。因各代表律師在法院羈留室內輪候會
見各個被告需時，導致開庭時間一再延遲。
至中午約12時45分，各被告始陸續進庭，由

於人數眾多，部分被告需安排坐在犯人欄外一
排，其餘被告則坐在犯人欄內；其間女被告何桂

藍高呼她至開庭前仍未與代表律師會面。總裁判
官蘇惠德在出庭時表示，由於仍有多名被告尚未
會見律師，為給足夠時間予辯方，遂押後至下午3
時30分開庭。從直播鏡頭所見，庭內至少有10個
警員駐守看管各被告。

圖當選後逐步迫特首辭職
47名被告各被控一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控罪指，他們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
日期間，在香港一同串謀及與其他人串謀，旨在
顛覆國家政權，而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
施，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即當選立法會
議員後，濫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職權，包括在
立法會取得大多數控制權，藉以對特區政府提出
任何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均不予區別拒絕通過，
並迫使香港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從而癱瘓政府
運作，最終導致行政長官辭職。

控罪又指，各被告謀劃或煽動促使他人參選
或不參選立法會選舉，並承諾當選或煽動他人當

選後，審核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
時，按謀劃行使或不行使基本法職權，以及故
意或蓄意不履行或疏於履行立法會議員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特區等的職責，嚴重干擾、阻撓、
破壞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

警方需時分析涉案資金流向
控方庭上申請，將案押後3個月至5月

31日再訊，以待警方繼續進一步調查，包
括多達400項電腦、手機及sim卡等數碼鑑
證，仔細分析涉案資金流向，並可能考慮
是否加控其他控罪，以及需要向政府官
員，包括選舉事務處人員錄取口供等；控
方同時以沒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
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表明反對全部被
告保釋。
直至1日晚深夜香港文匯報截稿前，法

院仍在處理各被告申請保釋，暫未知47名
被告是獲准許保釋或須繼續還柙候訊。

愛國團體促嚴懲危害國安罪行

控罪書指出，全部被告被控於2020年7
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間，在香港串謀
及與其他人串謀，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而組
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威脅使用武
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即：

（一）為以下目的宣揚，進行或參與一
項謀劃，旨在濫用其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受託的職權——1.在立法會取得
大多數控制權，藉以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提出的任何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不論當中
內容或內容的利弊如何，均不予區別拒絕通
過；2.迫使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根據基
本法第50條解散香港立法會，從而癱瘓政
府運作；3.最終導致行政長官因立法會解散
和重選的立法會拒絕通過原財政預算案而根
據基本法第52條而辭職；

（二）為達致該謀劃，參選或不參選立
法會選舉，及／或煽動、促使、引致、誘使
他人參選或不參選該選舉；

（三）承諾或同意當選立法會議員後，
及／或煽動、促使、引致、誘使他人當選立
法會議員後，在審核和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
預算或公共開支時，按照該謀劃，行使或不
行使其根據基本法第73條所訂的職權；

（四）承諾或同意在該選舉當選後，及
／或煽動、促使、引致、誘使他人在該選舉
中當選後，故意或蓄意不履行，或故意或蓄
意疏於履行其立法會議員職責，即擁護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服務；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
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

控罪書重點

●●一眾被告一眾被告11日上午陸續由警車押送到法院提堂日上午陸續由警車押送到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當日戴耀廷、區諾軒、趙家
賢、鍾錦麟召開記者會，宣布
舉行所謂“初選”。資料圖片

●西九法院泛民涉顛覆國家政權案，警員在法院外戒備，呼籲黑衣人散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批黑衣人在法院門外大批黑衣人在法院門外
擾攘擾攘。。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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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花蓮縣政府前教育處長李裕
仁等人涉採購弊案，被羈押逾8個月，花蓮
地方法院今天裁定新台幣100萬元交保，限
制住居、出境出海。

李裕仁因涉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嫌，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不正
利益罪嫌，犯罪嫌疑重大，經台灣花蓮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李裕仁在去年6月11日花蓮地檢署偵查
時被羈押禁見，去年8月7日檢察官偵查終
結起訴，花蓮地方法院裁定續押，期間他3
次提出交保，都因法官考量審理終結前不排
除有串供、滅證的可能而被駁回。

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庭長黃鴻達今天表示

，這次法官同意具保，為承審法官經合議庭
裁定，已傳喚證人交互詰問完畢。

李裕仁於民國107年間任花蓮縣政府教
育處副處長，向教育部體育署爭取補助經費
後，指示所屬的花蓮縣立體育場辦理 「花蓮
縣立棒球場設計案」、 「花蓮縣立棒球場整
建案」採購，另指示花蓮縣立體育高中辦理
「花蓮鯉魚潭水上運動訓練基地興建工程委

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採購。
李裕仁明知政府採購法規範，涉夥同時

任花蓮縣體育會理事長汪錦德等人，洩漏相
關工程標案電子檔給有意投標廠商，事後收
受廠商交付賄款新台幣8萬1500元，並圖利
廠商30萬元。

花蓮縣前教育處長李裕仁涉採購弊案 百萬元交保

（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北投分局林姓
偵查佐（停職中）承辦拾得遺失物業務，涉
嫌侵占民眾遺失的4萬元。士林地院認為林
男危害官箴且矢口否認犯行，今天判處有期
徒刑2年8月。全案可上訴。

士林地方檢察署起訴指出，林男自民國
106 年起即負責承辦拾得遺失物業務，108
年8月間，民眾拾獲張姓民眾遺失的新台幣
5萬元現金、存摺8本，送交北投警分局大
屯派出所交給張姓值班員警。

張姓員警隔天將張姓民眾的遺失物送交
林姓偵查佐簽收，林男先將存摺寄回銀行，
張姓民眾接獲銀行通知後，前往北投警分局
欲領回遺失的現金，但林男只發還1萬元，
涉將其餘4萬元據為己有。

張姓民眾離開警分局後深感困惑，向最
初受理的張姓員警確認當時民眾送交的金額
；張姓員警隨後陪同張姓民眾找林男對質，

林男才發還4萬元，案經北投警分局自清移
送法辦。

士林地方法院審理時，林男否認犯行，
一度辯稱保管袋破了錢掉出來，才一時沒全
數發還；辯護人則辯稱可能因為張姓民眾音
量小，導致林男誤聽才誤發，剩下的4萬元
依規定也必須送到市警局，林男不可能獨吞
。

承審合議庭調查全案事證，認定張姓被
害人與張姓員警證詞可採，林男辯詞顯然是
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認定林男犯貪污治罪
條例的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
事證明確。

合議庭審酌，林男危害官箴並減損公務
機關執法的威信，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犯
後態度不佳，但犯罪所得在5萬元以下，依
法減輕其刑，今天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
褫奪公權2年。全案可上訴。

警涉侵占民眾遺失物4萬元 士院判2年8月

（中央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2名員
警今天在高美館旁協助攻堅，過程中拔槍射擊19發
壓制，李姓嫌犯中彈不治。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
指示，表揚慰問參與圍捕有功人員，並從優獎勵。

以57歲李姓男子為首的6名嫌犯1月24日在嘉
義市犯下擄人勒贖及強盜案件。從事網路業的柯姓
富商當天凌晨3時半步出SPA會館，遭嫌犯持槍強
押上車輛，並帶往嘉義縣朴子監理站對面，恐嚇被
害人找人交付300萬贖金後，在凌晨5時10分被釋
放。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配合嘉義縣、市警察
局與刑事警察局偵八隊共同偵辦李姓男子擄人強盜

案，上午發動攻堅圍捕，見犯嫌欲從車內持槍攻擊
同仁，岡山分局2名員警拔槍射擊19發壓制，李嫌
中彈後送醫搶救不治。

市警局表示，同仁在攻堅圍捕時奮勇身居第一
線，見歹徒駕車衝撞，並欲持槍對警駁火攻擊，當
機立斷予以射擊火力壓制，確保在場同仁人身安全
，機智英勇殊堪嘉許。黃明昭已指示，表揚慰問參
與圍捕有功人員，並從優獎勵。

黃明昭重申，面對暴力不法情事及犯罪份子，
警察局全體同仁必將嚴厲追緝，捍衛法治、維護治
安的決心與立場不容挑戰。

高美館槍戰擊斃持槍嫌犯 高市警從優獎勵

（中央社）法律系畢業的陳姓男子涉嫌招募直播主，安排小編群代替直播主在交友平
台攬客，誘騙15名網友贊助新台幣997萬餘元，還讓直播主與網友見面強化詐術，北檢今
天起訴陳男等12人。

台北地檢署指出，陳男畢業於某大學法律系，利用較一般人了解法律專業術語及構成
要件的機會，意圖遊走法律漏洞，甚至將直播主背景設定為法律系學生，顯有降低網友戒
心、產生嚇阻網友提告效果居心。

檢察官認為，陳男案發後不斷打壓被害人，甚至假意法律意見協助，誆騙員工頂罪，
還教唆直播主不實陳述，明顯知法犯法、惡性重大，且被害人不乏因此傾家蕩產、身心受
創，建請法院對陳男從重量刑。

起訴書指出，陳姓男子於民國107年起擔任一家公司的直播主部門主管，選定藝名愛
黎、娜娜、白白等外型亮麗直播主，安排小編群以直播主相片、身分建立交友平台帳號，
由平台隨機配對男網友。

陳男將小編分為 「新客手」、 「回客手」，由 「新客手」將男網友介紹至直播平台觀
看直播並打賞，確認男網友上鉤後，由 「回客手」透過LINE與男網友聊天，並寄送他人
代寫的情書、紅色手鍊、無限期按摩券給男網友，另以交換八字等話術，讓男網友誤以為
正與直播主交往。

小編群進而以違反禁愛令、媽媽強迫嫁別人收了聘金等話術，要求男網友繼續贊助；
若男網友察覺有異，小編便開始以眼睛看不見等藉口疏遠，陳男甚至請母親配合演出，假冒直播
主母親錄音安撫男網友。

陳男為取信男網友，還安排直播主外出與男網友見面，甚至要求直播主對男網友做出撫摸手

掌等親密動作，使多名男網友誤以為真的在跟直播主本人交往，而持續贊助金錢。
檢察官認為，陳男、小編群、直播主等12人涉嫌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嫌，詐騙15名男網友達新

台幣997萬餘元，今天向法院提起公訴。

直播主詐欺集團騙網友近千萬北檢起訴12人

蘇揆立院施政報告蘇揆立院施政報告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22日赴立法院日赴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並備質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並備質詢。。蘇貞昌指出蘇貞昌指出，，新的一年新的一年，，行政行政

團隊將以團隊將以 「「顧好安全顧好安全、、打拚經濟打拚經濟、、創造機會創造機會」」 為為33大施政主軸大施政主軸。。

吃鳳梨挺農民吃鳳梨挺農民 邱國正邱國正：：有政策國軍當然全力配合有政策國軍當然全力配合
中國大陸自中國大陸自33月月11日起暫停進口台灣鳳梨日起暫停進口台灣鳳梨，，造成部分農民擔心將影響收益造成部分農民擔心將影響收益。。國防部長邱國正國防部長邱國正22日在日在

立法院回應媒體詢問是否鼓勵國軍所屬伙食團踴躍購買鳳梨相挺台灣農民時說立法院回應媒體詢問是否鼓勵國軍所屬伙食團踴躍購買鳳梨相挺台灣農民時說，，國軍當然全力配合國軍當然全力配合。。圖圖
為邱國正列席立法院院會備詢為邱國正列席立法院院會備詢。。

民團遞法庭之友意見書聲援王光祿民團遞法庭之友意見書聲援王光祿
司法院司法院33月月99日將在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日將在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聽取布農族獵人王光祿使用獵槍案的聽取布農族獵人王光祿使用獵槍案的

雙方意見雙方意見。。為聲援王光祿為聲援王光祿，，原住民族青年團體與原住民族青年團體與NGONGO人權團體人權團體22日前往司法院遞狀提日前往司法院遞狀提
供法庭之友意見書供法庭之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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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民主黨人急切地希望
國會在未來兩週內通過拜登總統的1.9萬億美元的冠狀病
毒救助法案。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就在通過參議院的批
准。 眾議院以微弱的優勢通過了該法案，以抗擊流行病
並促進經濟發展。法案通過的瓶頸取決於共和黨的批准
，因為共和黨人表示，該計劃太昂貴了，其中包括諸如
運輸項目之類的事情，而這些項目與新冠病毒的救濟無
關。 參議院從3月1日當周開始對眾議院的計劃提出修
正案，那麼修正案將會被送回眾議院接受再次投票。 如
果下周該法案得到參議院批准，那麽其將向美國家庭、
失業人群、新冠測試以及疫苗分發提供財政援助。很多
美國人將直接收到1400美元的支票。

眾議院在2月27日清晨批准了一項1.9萬億美元的經
濟刺激方案，旨在給疫情中受到影響的個人、企業和地
區提供經濟援助。在投票中，眾議院中所有共和黨議員
均對該法案投出反對票，但因民主黨人占多數，該法案
最終以219比212獲得通過，將被提交至參議院。 盡管
眾議院中的共和黨人對該紓困方案全部投出反對票，但
該法案仍以微弱多數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將被提交至參
議院。這個1.9萬億美元的方案旨在刺激因疫情遭遇打擊
的美國經濟。今年1月20日上任的美國總統拜登主推這
一紓困方案，稱該計劃將被用於刺激經濟、創造新的就
業機會。

預計參議員們將在本週開始提出修正案，因為他們
試圖決定如何應對進步的民主黨人所熱衷的最低工資增
長。 經過眾議院通過的新冠病毒援助法案，將使全國時

薪最低工資自2009年以來首次從7.25美元提高至15美元
。在這份1.9萬億美元的方案中，最具爭議的是將最低時
薪提高到15美元的要求。目前，聯邦最低工資為每小時
7.25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表示，到2025年將最低工資
提高到15美元，可以為2700萬工人帶來加薪，並使90
萬美國人脫離貧困線，但這可能會使140萬美國人在未
來四年內失去工作。不少參議院議員在上周表示，這一
條款是不可接受的。

民主黨人表示，目前已有超過50萬美國人因新冠疫
情喪生，且有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因為疫情失業經濟遭遇
沈重打擊，鑒於此必須採取果斷的行動。這項全面性的
法案意圖刺激美國經濟，並執行拜登的提案，為新冠病
毒疫苗和其他醫療設備提供更多資金，是民主黨籍總統
拜登的優先要務。雖然美國民眾希望有更多經濟支持，
但在國會僅有些微過半優勢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對
於如何提供最佳方案有著嚴重分歧。民主黨還表示，共
和黨議員反對該法案是違背民意。共和黨人則稱，該經
濟刺激計劃過於昂貴，而且會導致資金被用於與抗擊疫
情無關的領域。

在參議院議事規則之下，這一類 「預算協議」法案
允許以簡單的多數票通過。大多數其它法案，都需要得
到至少60名參議員的支持，才能免除程序障礙，避免議
員利用 「冗長辯論」阻止法案通過。這項眾議院議案中
的爭議性提案，旨在逐步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從目
前的每小時7.25美元，提高到2025年的15美元。

眾議院批准了拜登的1.9萬億元的冠狀病毒救助法案
如果法案得到參議院批准很多美國人將直接收到1400美元的支票

最具爭議的方案是將最低時薪提高到15美元的要求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衛生署
昨天發佈消息表示：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緊急批准強生公司的一劑 COV-
ID-19 疫苗三天後，昨天下午 NRG 公園已
送達12000劑。強生疫苗將對老年人，有特
殊需要的人，交通困難的人和無家可歸的人
特別有用。前兩個已批准用於緊急用途的
Moderna 和 Pfizer 疫苗，相隔數週需要兩次
劑量。儘管疫苗正在NRG公園運送，但不
會在那兒注射。該疫苗將在其他地區的疫苗
接種地點注射，並將有6000 劑疫苗送往休士
頓衛生署。

一萬二千劑強生疫苗昨送達休市
對老年人對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人特別有用特殊需要的人特別有用

強生疫苗昨天強生疫苗昨天（（三月二日三月二日））下午送達休市下午送達休市。（。（照片由哈里斯郡衛生署提供照片由哈里斯郡衛生署提供））

美國民主黨人急切地希望國會在未來兩週內通過拜登總統的美國民主黨人急切地希望國會在未來兩週內通過拜登總統的11..99萬億美元的冠萬億美元的冠
狀病毒救助法案狀病毒救助法案。。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就在通過參議院的批准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就在通過參議院的批准。。

眾議院在眾議院在22月月2727日清晨以微弱的優勢通過了一項日清晨以微弱的優勢通過了一項11..9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
，，旨在給疫情中受到影響的個人旨在給疫情中受到影響的個人、、企業和地區提供經濟援助企業和地區提供經濟援助，，以抗擊流行病以抗擊流行病
並促進經濟發展並促進經濟發展。。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月有陰晴圓缺，
人生也是如此，尤其去年的新冠疫情，
讓許多人失去至親。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死亡是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大課題，不
管貧富貴賤，無論種族、職業，上至總
統下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
何面對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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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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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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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我們降
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死亡越想得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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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禁忌話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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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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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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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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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
歡迎參加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

(Memorial Oaks) 在 3月14日(星期日) 上
午十點到下午二點，舉辦的清明節VIP
新墓產發布會，對公眾開放參觀。可預
約 網 上 視 頻 約 會 及 參 觀 。 高 達 18%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60 個月
0%利率，無需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
12% Off。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僅
在開放日之前有效。許多家庭給予Me-
morial Oaks 很高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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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 約 電 話 ： 832-913-5888。 Memorial
Oaks 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
ton。

日昇日落日昇日落 做好生前計畫為何如此重要做好生前計畫為何如此重要??
33月月1414日舉辦清明節日舉辦清明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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