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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路透社路透社))

（中央社科羅拉多州波爾德23日綜合外電報導）美
國科羅拉多州一間雜貨賣場昨天發生大規模槍擊案，造
成10 人喪生，警方公布凶嫌是21歲男子艾利薩（Ah-
mad Al Aliwi Alissa），他已被控犯下10起一級謀殺案。

案發地點在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Denver）西北方
50公里波爾德（Boulder）一間名為King Soopers的雜貨
賣場。當局表示，艾利薩來自丹佛郊區阿瓦達（Arvada
）。

波爾德警察局長艾勞德（Maris Herold）在記者會表
示： 「凶嫌是艾利薩，21歲。」

艾勞德說，凶嫌在與警方交火時中彈，目前在醫院
，情況穩定。

艾勞德表示： 「他被控犯下10起一級謀殺案，不久
後就會被移往波爾德郡監獄。」

艾勞德一一宣讀 10 名死者姓名，他們的年齡介於
20 歲至 65 歲間，包括率先抵達現場的 51 歲員警塔利
（Eric Talley）。

警方表示，槍手做案動機仍然不明。

美科羅拉多州10死槍擊案 警方公布凶嫌姓名年齡



AA22
星期三       2021年3月24日       Wednesday, March 24, 2021

大俠天下行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of the anti-Asian mother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saying that,
“Because so many Asian stu-
dents are in the schools, i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our kids to get into top
universities because the Asians
come into our subdivisions and the
price of our real estate keeps on
rising.”

In the last century a lot of Asian im-
migrants flowed into America. They
now comprise six percent of our
population including people from
China, India, The Philippines, Viet-
nam and twenty other countries.
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eat different foods. Our outstanding
immigrants are leading the most
powerful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and Zoom. But we also

have a lot of them who liv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But increasing
numbers haven’t led to increases
in power politically.

Today the hate crimes have
reached the highest point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nd most of
us are worried about our future and
our safety.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work to-
gether in our community to partici-
pate in more social and charitable
events to show our support.

The pandemic brought a lot of trag-
edy to our community. Our country
is facing the biggest difficulty ever.
Unless we can be united, w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future.

0303//2323//20212021

TodayToday’’s Asian-Americanss Asian-Americans

一位反對亞裔的白人婦女
在社交平台上寫道: “亞裔學
生們在学校中優越之成績把許
多白人學生擠到後面，而上不
了好大學，學區好的社區被亜
裔抬高了房價，让我們住不下
去了。 ”

我們來自亞洲各國的移民
和移民後代，講不同之語言吃
不同之食物，但是我們中間出
現了領導美國主要企業的領䄂
，也有更多從事小型生意，諸
位餐廳及按摩店之劳苦工作，
雖然亞裔人在美國之平均收入
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也有
許多是掙扎在貧窮缐上。

我們是全美人口增加最快

的族群，截止目前為止，佔全
國人口之百分之六，其中以來
自中國、印度、巴基斯坦、越
南、 韓國、菲律賓為最多，但
是我們大家並不團結，主要是
對各宗祖國之诉求不盡相同。

是的，由于許多政客對亞
裔之偏見，加上中國在世界之
力量不斷增強，导致今天在美
國之華亞裔處境日愈艱難。

我們在此要呼籲亞裔族群
應該更加走進社區，關懷社會
，多多行善，盡到國民應有之
義務，同時要參予各種政治活
動，能在政治上發聲。

我們亞裔在社會之處境我們亞裔在社會之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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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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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英國“脫歐”
法蘭克福鞏固歐洲大陸金融中心地位

綜合報導 國際咨詢公司Z/Yen集團

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德國

法蘭克福首次超過盧森堡、巴黎、蘇黎世

等歐洲大陸其它主要金融中心，躋身全球

前十大金融中心第九位。專家指出，法蘭

克福從英國“退歐”中獲益頗豐，吸引了

大量銀行機構前去落戶。

位於英國倫敦的Z/Yen集團自2007年

起發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持續對

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進行競爭力評估和排名

。法蘭克福位於德國中部黑森州，為德國

和歐盟範圍內的金融重鎮。該市是歐洲央

行、德國央行和數百家德國本國和國際銀

行以及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

當天公布的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

數(GFCI29)對全球126個金融中心進行了

研究並作出排名。其中，法蘭克福的排名

較2020年9月上升7位，取代舊金山躋身

第九。談及法蘭克福排名快速上升的原因

，指數編制方認為，這或可歸因於其從英

國“脫歐”中受益。

據德國監管機構統計，目前其已向約

60家有意或正在在法蘭克福創立歐元區

新總部的銀行、金融服務提供商和保險公

司發放了牌照。法蘭克福官方數據顯示，

自從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已經有

3600個工作崗位被轉移至當地，且此趨

勢還在繼續。另據德國央行數據，目前已

有6750億歐元資產受英國“脫歐”影響

被轉移到法蘭克福。法蘭克福金融合作協

會(Frankfurt Main Finance)預計，到 2022

年年底，該數字將達到10000億歐元。

法蘭克福金融合作協會主席格哈德·

維斯豪耶(Gerhard Wiesheu)向中新社記者

表示，這無疑是多年來法蘭克福金融領域

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同時我們

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個排名指數可作為

參考，但並不一定完全準確。與此同時，

英國‘脫歐’後市場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形勢也將持續變化——所以我們絕對不能

安於現狀”。

該指數參考的指標包括基礎設施、法

律法規、人才勞動力及城市生活質量等。

紐約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的地

位。倫敦仍位居第二，但綜合評分有所

下滑，目前僅領先第三名上海1分。

65歲以上人群易重復感染新冠
歐盟將推數字綠色證書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歐洲中部時間3月17日19時34分(北

京時間18日2時34分)，全球新冠累計確

診病例達 120383919例，累計死亡病例

2664386例。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

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3月

18日8時26分，全球累計確診121128745例

，累計死亡病例2679007例。

據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新冠肺炎的

重復感染幾率很低，但在65歲及以上的人

群中重復感染的情況卻相對常見。研究稱

，大多數新冠肺炎患者在治愈後的6個月內

似乎都能夠避免再次感染，而少數重復確

診人群中65歲以上老年人居多。據悉，老

年人的免疫系統對重復感染的防護效果只

有約47%，而年輕人有約80%。

研究人員稱，這個結果證明了每個

人都需要接種疫苗，尤其是那些年齡較

大且更可能發展為重癥的人群。

美洲：美國宣布三項新計劃抗擊新冠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3月18日統計

數據顯示，美國累計確診病例29603457

例，累計死亡病例537955例。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拜登政

府於當地時間3月17日宣布了一項22.5億美

元的計劃，用以解決新冠肺炎相關的健康

問題。據稱，這項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

部資助的計劃將專註於擴大新冠相關的醫

療服務範圍，尤其是增加少數族裔以及鄉

村地區民眾檢測和就診的機會。

同日，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簽署

了另一項價值1.5億美元的計劃，以幫助

新冠確診患者獲得單克隆抗體治療。目

前，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準了三種

單克隆抗體治療方法，以幫助患有輕度

至中度新冠肺炎的非住院患者。拜登健

康平等工作組負責人史密斯(Marcella

Nunez-Smith)博士稱，單克隆抗體治療的

積極效果十分明顯，可以預防新冠確診

患者受到更嚴重的癥狀影響。

除以上兩項計劃外，美國衛生與公

眾服務部17日還宣布將向境內各州撥款

100億美元，以幫助全國提供基礎教育的

學校進行新冠監測。同時，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也將發布有關在學校和其

他公共場所如何使用新冠監測系統的新

指南。

路透社3月17日報道稱，此前墨西

哥和加拿大曾向美國請求分享多余的新

冠疫苗，而白宮新聞秘書詹· 普薩基稱美

國正在“慎重考慮”這一請求。

歐洲：歐盟將推新冠“數字綠色證書”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通過一項立法提

案，計劃推出包含新冠疫苗接種情況的

“數字綠色證書”供成員國參考執行，同

時表示將努力推動證書與國際接軌。

牽頭謀劃此事的歐盟委員會當日發

布的公告顯示，“數字綠色證書”為免

費獲取，包含持有人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檢測證明以及感染新冠病毒後的康復

證明，還包含核驗持有人身份的加密二

維碼和電子簽名。

另外，對於公眾最為期待的“疫苗

護照”問題，該公告稱如果成員國接受

“疫苗護照”，則“數字綠色證書”中

的疫苗接種證明應被視為“疫苗護照”

，至於接種哪些疫苗等同獲得“疫苗護

照”，公告稱以接種在歐盟上市的疫苗

為準，但成員國也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

其它疫苗。

英國王儲查爾斯於3月17日發表文

章，公開批評反對接種疫苗的想法。查

爾斯在文章中稱，“疫苗能夠保護英國

社會一些最易感染的人。上個月，多位

英國皇室成員都接種了第一針新冠疫苗

，其中包括了94歲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和她99歲的丈夫菲利普親王。

當地時間3月17日德國疾控機構公

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3月8日至14日

的一周內新確診病例中感染“B.1.1.7”

變異毒株的比例已升至72%。報告警告

稱，鑒於“B.1.1.7”毒株已達到如此之

高的占比，德國恐將面臨新增確診病例

數 的指數級增長。

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

截至當地時間3月17日晚21時40分，德

國累計確診2610910人、治愈2383264人

、死亡74743人。

亞洲：馬來西亞總理稱不會再次
“封國”或“封州”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3月17日稱，

該國開始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後，未來將

不會在全國或一個州的範圍內實施行動

限制令，僅會根據疫情具體情況在特定

地區實施管制。同日，穆希丁在面向全

國的直播講話中還宣布推出“人民與經

濟強化策略計劃”，用以推動疫後經濟

復蘇並對受疫情影響民眾提供援助。

3月17日，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

中心稱，曼谷當日新增確診病例達167

例，占全國總確診數的六成以上，而這

與近日發生在曼谷邦開區(Bang Khae)市

場群聚感染有關。該中心發言人表示，

政府十分擔憂曼谷邦開區的群聚感染。

由於該區市場攤販與國內各地都有生意

往來，目前已導致泰國東北部的四色菊

府出現首例確診。

非洲與大洋洲：非洲累計確診逾405萬
據非洲疾控中心最新發布的數據，

截至當地時間3月17日5時，非洲54個

國家累計確診 4051362 例，累計死亡

108391例，累計治愈3641349例。

加拿大人口增長率跌至
百余年來最低值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最新人口估算數字顯示，受到新冠

疫情影響，加拿大2020年的人口增長率跌至1916年以來的最低值。

截至今年1月1日，加拿大估算總人口為38048738人。該國去年人

口增加不足15萬人，增長0.4%。以增長數字和百分比計，分別是1945

年和1916年以來的最低增幅。

加拿大去年死亡人口為309893人，在歷史上首度突破30萬。據該國

公共衛生部門數據，其中約5.1%，即15651人為新冠相關死亡病例。加

拿大去年出生人口372727人。

但加統計局表示，死亡人數增加並非去年人口增幅下降的主因。疫

情對人口變化的最主要影響是減少了國際移民。該國去年接納移民

184624人，較2019年減少近半，也是1998年以來的最低值。而疫情之前

加官方為2020年設定的移民吸納目標是34.1萬人。

數據亦顯示，在2020年第四季度，該國死亡人數達到有記錄以來的

季度峰值，其中新冠相關死亡病例為6324例。但同時期，移民人數和其

他構成人口增長的指標都已出現回升。

截至3月18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新冠感染病例近92.3萬例，其中

包括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逾4200例；康復近87.1萬例，死亡22590例

，尚有活躍病例29280例。

加速推進
意大利計劃提前4年實現完全數字化目標

綜合報導 意大利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部部長科勞(Vittorio Colao)

表示，意大利計劃最早可在2026年實現《歐洲復蘇計劃》所設想的完全

數字化的目標。

據報道，科勞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技術創新和數字

化轉型部擬確定了確保到2026年在整個意大利實現寬帶接入的目標，比

歐盟委員會設定的在歐盟實現數字過渡的最後期限提前了四年。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科勞強調了意大利的數字交易如何能夠帶來公民生

活的重大變化，並使該國在國際背景下更堅強，獲得發展的獨特機會。

為了實現2026年的這一目標，科勞解釋了將要進行的六項主要工作

，包括全國範圍內數字化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和擴展、公共管理數據的充

分利用、服務訪問、安全性，以及雲計算服務的訪問更好的改善。

科勞表示，作為確保意大利數字轉換完全成功的進一步行動，政府

還計劃在整個領土範圍內擴展寬帶，將公共行政服務數字化並簡化各種

渠道，以使公民能夠輕松訪問所有服務。

科勞指出，創建更快、更直觀的數字渠道，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技能

，以及為數字化轉型過程創建支持結構，都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實現

更輕松、更健康、更具包容性的生活服務。

無法學會唱“情歌”
瀕危王攝蜜鳥交配或受嚴重影響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國立

大學一項最新研究發現，極

度 瀕 危 的 王 攝 蜜 鳥 (Regent

honeyeater)由於雄性幼鳥難以

向年長雄鳥學習鳴叫，正失

去它們獨有的叫聲，或嚴重

影響交配能力，加劇數量下

降。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生態

學 家 羅 斯 · 克 拉 特 斯 博 士

(Dr. Ross Crates)說：“許多

鳥類學習鳴叫聲的過程與人

類學習語言的過程類似——

通過聆聽別人的聲音來學習

。”5 年來，他一直在跟蹤

瀕危的王攝蜜鳥的歌唱能力

和繁殖情況。

“這些鳥現在非常罕見

，在它們巨大的範圍內分布

非常稀疏，我們認為，當一

些幼鳥離開巢，自己出去遊

蕩時，它們無法找到其他成

年王攝蜜鳥來學習它們的歌

聲。”

這一發表在《英國皇家學

會學報B》期刊上的研究稱，

雄性王攝蜜鳥在更多同類的棲

息地中演唱豐富、復雜的調子

，但在其他地方則只唱出簡單

的調子。

克拉特斯博士表示，無法

將這種獨特的歌聲傳承下去，

可能會進一步導致這種物種的

衰落。

他說：“我們擔心，這可

能是一個危險的警告信號，表

明如果這一物種開始失去它們

的歌唱文化，它實際上正處於

滅絕的邊緣。”

克拉特斯博士說，這可能

會影響鳥類的交流能力，也

會降低它們找到配偶的機會

。“許多鳴鳥，包括王攝蜜

鳥，都會用它們的歌聲來吸

引雌鳥。”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森林

鳥類保護組織的負責人米克·

羅德裏克說，這充分證明了保

護工作的持續必要性。他說：

“我以前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

。這非常令人難過，也非常令

人擔憂。”

報道稱，為了挽救該物

種的瀕危處境，研究團隊播

放野生王攝蜜鳥的正確叫聲

，讓人工飼養的王攝蜜鳥學

習，希望有助它們放生野外

時吸引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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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美國賓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裴利日前提
出法案，要求行政當局把台灣視為 「北約+」
成員，以加強美台防務合作。目前 「北約+」
成員國包括日本、澳洲、韓國、以色列和紐西
蘭。

美國之音（VOA）報導，眾院外交委員
會成員裴利（Scott Perry）19 日提出 「台灣+
法案」（Taiwan PLUS Act），目的是要美國
把台灣視同 「北約+」（NATO Plus）成員，
在軍售上享有和成員國同等的待遇。

此前也曾有國會議員主張將印度納入 「北
約+」成員，將 「北約+5」擴大為 「北約+6」
。

裴利當天上午在亞太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
上強調，這項法案是為了提高對中國軍事威懾
的能力。他還說，美國應該對中國更加強硬，
並給台灣外交承認。

根據裴利辦公室提供給美國之音的法案內
容，這項法案指出，台灣是美國第10大貿易
夥伴，有15個國家承認它是一個獨立國家，

而且目前也被美國依據 2003 年 「外交關係授
權法」視為一個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台灣關
係法」也表明，美國將提供台灣適量防禦性武
器與服務，以便台灣維持足夠自衛能力。

法案還說，包括 2020 年 「台灣保證法」
、2021年 「國防授權法」都有相關條文要求美
國提供台灣足夠防衛能力；在美中經濟暨安全
檢討委員會 2019 年的報告中，更建議美國國
會將對台灣的軍售待遇提高到與美國盟友一樣
的級別，並且建議美國國會廢除任何關於事前
通知國會的規定。

法案指出，台灣應被認定為一個 「北約+
」成員，且在法案生效後的5年期間，台灣在
相關法律規定上應 「被視同有如一個國家」，
以便法條的適用和執行。

裴利辦公室在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附加說
明，這項法案並規定，美國國務卿獲得授權可
無限期延長法案效期；國務卿在決定持續執行
法案符合美國國安利益後，得以每次將法案延
長5年。

美議員提案將台灣納入 「北約＋」 強化防務合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
天將在布魯塞爾的首度正式訪問行程中展開魅
力攻勢，致力重建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盟邦以及與歐洲聯盟的關係。

法新社報導，這位華府最高層級外交官將
參與兩天的北約外長會議，並與歐盟首長會談
，試圖修補前總統川普任內的緊繃關係。

川普政府與塔利班（Taliban）敲定 5 月 1
日為美軍撤離期限後，有關北約在阿富汗
9600 名駐軍的未來問題，列入布林肯和北約
的重要討論議程。

北約盟邦正在等待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做出
是否遵守該撤軍日期的決定。一般預料，布林
肯不會做出具體宣布。

北約祕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
）在記者會上說： 「沒有簡單的抉擇，不排除

任何選項。」 「安全情勢很艱難，我們會採取
所有必要措施維持部隊安全。」

拜登上週表示，華府要在這個迫在眉睫的
最後期限撤軍，勢必相當 「困難」。

北約盟邦先前表示，願意在阿富汗延長留
駐，如果華府也決定這麼做的話。目前美國在
阿富汗派駐約2500 名美軍，美國的支持對於
維持北約任務而言非常重要。

美國助理國務卿瑞克（Philip Reeker）表
示，將在對的時機與，北約盟邦一起撤離。

而在歐盟，布林肯預定與歐盟執委會主席
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歐盟外
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
），商議包括俄羅斯與中國在內的緊迫挑戰。

華府亟思爭取布魯塞爾支持，加入民主聯
合陣線共同因應不斷崛起的中國。

美國務卿出訪修補與北約歐盟關係 也談阿富汗撤軍

拜登上任後，大批移民挺進美國南部邊境，
引發美國社會疑慮，數周來拜登政府持續拒絕記
者、人權團體進入邊境拘留所了解狀況，如今拘
留所內人滿為患的照片曝光，也顯示美墨邊界真
的有大問題，邊境管制人員根本無力負擔。

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昨（22）日公開德州邊
境城鎮唐納（Donna）一間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
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
的臨時收容中心內部照片，畫面顯示收容所爆滿
，一共劃分出8個用塑膠簾子隔開的簡易空間，
提供照片的民主黨眾議員庫維拉（Henry Cuellar
）指出，每一個空間約容納了260人，其中一個
空間甚至容納了超過400名未成年移民。

這些沒有父母陪伴的兒童移民睡在薄床墊上
，身上覆蓋鋁箔毯子，他們雖然都有戴口罩，但
是空間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美國疾病管制
暨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建議，民眾應保持2公尺距離
防範新冠肺炎。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引述
維權人士說法指出，這些移民沒有獲得足夠的食
物。

美聯社報導，拜登上任後，超過 1.5 萬名兒
童移民被收容在邊境臨時拘留中心，引發美國社
會關注，不過拜登政府一直以來拒絕用 「災難」
等字眼描述邊境移民問題，和川普開放部份媒體
進入收容中心參訪的情況也不同，拜登政府拒絕

讓記者、非營利律師進入拘留所檢視移民生活及
人權狀況。

美聯社指出，過去一個多月來7度向國土安
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申請檢
視邊境收容設施，不過都被已讀不回；本月部份
律師造訪唐納的邊境收容設施，同樣被拒絕進入
，導致律師們只能訪問設施外的兒童移民。

拜登掩蓋邊境問題的作法愈來愈受到抨擊，
連民主黨人都看不下去，因此此次德州拘留所內
部畫面曝光，也讓外界得以一窺拜登政府下的邊
境真實情況，而且顯示美墨邊境真的有大問題，
庫維拉形容兒童移民被收容在條件 「相當糟糕」
的設施內，呼籲應該盡快將這些未成年移民轉至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照顧設施。

庫維拉說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人員在
這樣的狀況下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他們沒有
足夠能力照料孩子，而且需要政府的協助。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昨日表示，
美國政府正在為未來幾天、甚至幾周內入境的人
員提供住所。

截至20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臨時收
容設施約有1萬名移民，將近半數都是沒有父母
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數千人已經在這些設施中逗
留超過3天。

大量移民湧入美 拜登掩蓋的邊境秘密曝光

美國科羅拉多州超市發生槍手濫射事件，
警方說，包括1名警察在內，至少有10人死亡
。由於槍聲大作，引發驚逃，超市內外還躺著
許多傷者，有些傷者躺在地上痛苦地大叫。

據CNN和《每日郵報》（Daily Mail）22
日報導，波爾德（Boulder）當局推文說，槍
擊事件約在下午 3 點前不久，發生於金蘇柏
（King Soopers）連鎖超市。1名目擊者說，槍
手一句話也沒說，一進門就開始射擊。還有1
名男子說，事發當時，他就坐在停車場內，聽
到最初發射的槍聲，接著他跑到角落，就看到
有些人躺在地上。

51 歲的警官塔利（Eric Talley）周一率先
趕赴現場馳援，但不幸喪生。波爾德警察局長
哈洛德（Maris Herold）說，他表現很英勇。

而據《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

導，另一名目擊者穆恩莎德（Sarah Moon-
shadow）說，當她正準備結帳時，就聽到槍聲
，於是立刻要21歲的兒子快跑。 「我說，快
跑，別看了！跑就是了！」她說，自己很肯定
槍手正朝他們的方向走來。最後這對母子安全
逃生，但後來卻看到有1名男子躺在街上。

穆恩莎德說，當時她立刻跑向前，打算幫
他，但兒子抓住她的外套說， 「不，我們沒辦
法幫他，我們得走了」。

還有一名男子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
網（CBS News），事發當時，他的女婿去超
市藥房，準備打新冠肺炎疫苗，同行的還有外
孫女。後來只見槍手進來，二話不說，就開槍
射了在他們前面的婦女。他們邊躲邊趁機跑上
樓，躲進衣帽間裡，待了1小時。最後警方從
屋頂入內，幫他們安全脫身。

槍手美超市濫射至少10死 1警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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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变更虚拟公众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董事会将于2021年4月7日星期三中午12点举行虚拟公众
听证会，听取公众对其提议的2021年6月METRO服务变更的意见，特此通知。公众听证会将在Zoom虚拟会
议平台上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进行。 

公众可访问https://us02web.zoom.us/j/84898063394加入Zoom上举行的虚拟听证会或拨打：
346-248-7799或1-888-475-4499（免费），会议ID: 848 9806 3394。  只有当您想在听证会上发表意
见时，才需要参加Zoom会议。  否则，您可以访问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在
线观看虚拟听证会的直播。  听证会的录像也将存档于www.ridemetro.org。

根据公共卫生官员目前的指导意见，建议限制亲身参加公开会议，以减缓冠状病毒（又称COVID-19）的传
播，因此听证会仅会在虚拟环境下进行。

提议的服务变更包括：

32、45和46线路的线路调整；4、6、8、25、32、45、46、54、80、82、88、96、209、219、229、
236、249、259、269、291和433线路的时刻表变更。  METRO将继续进行临时的时刻表调整，应对保持
社交距离和可使用的劳动力。

从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开始，将在网上以及在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主街1900号（邮编77002）的李·
P·布朗METRO管理大楼METRO RideStore的大厅内提供拟议线路图和有效的时刻表的副本，供公众审查。

如何对服务变更发表意见
建议希望发表公开意见的人士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48小时致电713-739-4834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其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注册成为METRO董事会办公室的公众发
言者。    如果您预先注册，听证会上将首先听取您的意见。  您会在适当的时候被点名发表意见。或者，您
可以在预先注册的发言者之后，通过在Zoom平台上选择“举手”功能或通过电话加入时按*9来提供公开意见
。来电者将自动进入静音状态。  在识别出未注册的发言者的姓名或电话号码后，其麦克风将被取消静音，
并可以提供意见。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 写信给METRO，收件人：2021年6月服务变更，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主街1900号（邮编77002）；

• 将主题行为“2021年6月服务变更”的意见传真至（713）652-7956；

• 拨打METRO客服电话（713）635-4000；

• 在METRO网站上提交意见——www.RideMETRO.org。 

所有意见应在2021年4月7日星期三中午12点之前提交给METRO。

帮助残疾人士
对于残疾人士，可以提供辅助服务或其他格式的公共文件副本。残疾人士可在公众听证会举行前至少五（5
）个工作日致电（713）750-4271。 

语言援助
根据要求，METRO按照其语言援助计划提供免费的语言援助，帮助读、写、说或理解英语能力有限的顾客
。如需语言援助和其他安排，应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48小时致电713-739-4018或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向董事会办公室提交请求。

其他
1. 本次公众听证会符合联邦交通系统管理局第9030.1E号通告（2014年1月16日发布，第VI-7页）的要求。

2. METRO在其服务、项目和活动中，在准入、提供使用权、处理方式或雇佣方面不存在基于残疾的歧视。

3. METRO致力于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参与交通系统服务，或被剥夺受到《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保护的使用交通系统服务的利益。

虚拟公众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局（METRO）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朝鮮稱若美不取消對朝敵視政策
將繼續無視美方接觸

綜合報導 “沒有必要響應美國爭

取時間的把戲。”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

崔善姬17日發表談話，證實美國自2月

起多次通過不同渠道試圖同朝鮮進行接

觸。據報道，崔善姬表示，朝鮮已闡明

立場：只要美國不取消對朝敵視政策，

就不會實現任何形式的朝美接觸和對話

，因此將繼續無視美國的接觸。在朝鮮

半島另一邊，韓美在結束外長防長“2+

2”會談後發表聲明稱，兩國一致認為

朝鮮核導問題是同盟事務中的首要問題

，並重申合作解決該問題的立場。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外交部長官鄭

義溶和國防部長官徐旭18日在首爾同

到訪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

斯汀舉行韓美外長防長“2+2”會談，

兩國再次確認了包括朝鮮在內的國際社

會全面履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的重

要性，並正在緊密協調與朝鮮半島有關

的所有問題。聲明還表示，奧斯汀和布

林肯重申美國對韓國的協防及動用一切

力量提供延伸威懾的承諾。韓美商定加

強同盟威懾態勢，並再次強調通過聯合

演習應對所有共同威脅，維持聯合防衛

態勢的重要性。

“朝美角力正式開始”，韓國

YTN電視臺稱，訪韓期間大談朝鮮威

脅的布林肯在韓美外長會後的一句話令

人關註，那就是美國對朝政策的目標是

“朝鮮無核化”，而非此前的“朝鮮半

島無核化”。有專家認為，這種表態蘊

含著拜登政府的戰略意圖。但據朝中社

報道，崔善姬在談話中強調，只有營造

在平等立場上一起交談的氣氛，才能實

現對話。但在美國政權交替後傳出來的

都是瘋狂的“北朝鮮威脅論”和“完全

無核化”老調。美國國務卿竄訪日本時

大肆叫嚷正在重新考慮一切手段，嚴重

刺激了朝鮮，不知他來到韓國後又會吐

出什麼樣驚人的詭辯。

韓國《世界日報》報道稱，此次韓

美“2+2”會談期間，美國對朝鮮的批

評傾瀉而出，這無疑對希望促成朝美對

話的韓國政府形成新的壓力，“韓國要

在美朝之間充當中間人的作用越來越難

”。就在崔善姬再次表態“美國如果不

撤回敵對政策就沒有朝美對話”的當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仍然高調批評朝鮮

的“人權問題”，這無疑讓未來朝核問

題解決蒙上陰影。

外，對於美方稱中國應該在半島無核

化問題上繼續發揮作用，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1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認為朝鮮半島近年來來之不易的

對話緩和局面值得珍惜。有關各方應相

向而行，共同致力於管控分歧，積極推

進對話接觸，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按照

雙軌並進思路堅定推進半島問題政治解

決進程，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方將繼

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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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宣布，東

京都及其周邊的埼玉縣、千葉縣和神奈川

縣的緊急狀態將於21日到期後解除。但宮

城縣因近期確診病例急速增加，自行發布

地方級緊急事態，將實施至4月11日。

據報道，3月17日，宮城縣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107例，創下新高，18日，這一數字

達98例。

宮城縣知事村井嘉浩與仙臺市長郡和子18

日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若疫情持續擴大，恐

會讓醫療體系負荷過重，因此單獨發布宮城縣

地方級的緊急事態宣言。

宮城縣緊急事態將實施至4月11日，要求

民眾避免舉行歡迎會、歡送會、賞花會等多

人聚集的宴會活動，以及避免不重要與不緊

急的外出等。此外，因仙臺市內疫情擴大，

將在市內鬧區集中實施核酸檢測(PCR)。

另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截至

當地時間 18 日 18 時 20 分，日本當日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1499例，累計確診452771例

；新增死亡病例32例，累計死亡8764例。

韓國新冠確診超9.7萬例
近66萬人接種第1劑疫苗

綜合報導 韓國疾病管理廳中央防疫

對策本部表示，以當地時間19日0時為

準，韓國新增463例新冠確診病例，新

增病例連續3天超過400例。 全國累計

確診病例達97757例。

新冠疫苗預防接種推進團表示，以

當地時間19日0時為準，韓國新增17501

人接種新冠疫苗，累計有超65.9萬人完

成了第1劑疫苗接種。

接種新冠疫苗後疑似出現不良反應

的申報累計達9607例，其中大部分是接

種後經常出現的肌肉痛、頭痛、發燒和

惡寒等癥狀，達9400余例。

防疫當局表示，發燒、肌肉痛和頭

痛等癥狀大部分會自然消失，或在服用

退燒藥、止疼藥後即可減輕。不過服用

退燒藥等後，癥狀仍持續2天以上未獲

好轉或情況突然惡化，須就近前往醫療

機構接受治療。

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第一總協調

官姜都泰表示，從2月開始正按部就班

地進行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另外，將從

本周末開始接種第2劑輝瑞新冠疫苗。

韓國從上月底開始為新冠醫務人員

接種輝瑞新冠疫苗，將從開始接種的第

3周後，也就是本月20日開始接種第2

劑輝瑞新冠疫苗。

為杜絕投機
韓國將研討調整公職者房產登記方案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

(KBS)報道，韓國共同民主黨和政府為根

絕房地產投機，發布加強對公職者管理

和監督的對策，研討將須進行房地產財

產登記的公職人員擴大至所有公職人員

的方案，若公職人員因房地產投機而獲

取不當利益，將回收其利益的3至5倍。

據報道，當地時間19日，韓國共同

民主黨代理黨代表金太年在國會舉行的

高級黨政協商會議中表示，韓國土地住

宅公社(LH)等負責房地產相關事務的公

職人員將義務進行財產登記。

金太年強調，

將研討擴大進行財

產登記的公職人員

的範圍，對象擬包

括公務員以及公共

機構、地方自治團

體、地方公營企業

有關人員在內的所

有公職人員，並將

積極研討進行房地

產交易時進行預先

申報的制度。若公

職人員因投機而獲

取不當利益，將采

取回收其利益3至5倍的有關措施。

國務總理丁世均強調，今後在發布

新的宅基地計劃時，將通過土地所有者

現況或交易關系預先調查徹底進行管理

，避免再次出現投機爭議，並將盡早擴

大房地產交易分析專責組織。

此前，韓國土地住宅公社職員被曝

涉嫌違規投機，引發輿論眾怒。丁世均

11日針對調查情況發布報告稱，通過對

國土交通部、土地住宅公社職員的交易

情況進行調查，有20人疑似存在違規交

易，主要集中在京畿道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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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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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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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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播苗謊靠害 特首勸喻收手
率司局長接種第二劑科興 籲市民速打針築防疫屏障

香港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 22日聯同多

名司局長接種第二

劑由內地研發和

生產的科興新冠疫苗。她其後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截至前

晚共有35萬名香港市民接種了第一劑疫苗，並指出接種疫

苗仍然是防控疫情中最有效的措施。她並譴責極少數人傳播

失實消息，勸喻他們必須收手，並希望市民不要因為近日一些

個別案例而擔心，因而不去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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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早前林鄭月娥率先與一眾司局長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展覽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

科興新冠疫苗後，22日他們在政府總部接種第
二劑疫苗。其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和環境局局長黃錦
星因接種首劑疫苗的時間不一而未有出席。

林鄭月娥是次接種疫苗時同樣神情輕鬆，
整個接種時間約數分鐘便完成。及後，林鄭月
娥向傳媒展示實體的針卡記錄及舉起“V”字的
勝利手勢。

隨後，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和其他局長依次接種，部分人士接種
後亦舉起拇指示意。

港接種準備足“幸運幸福”
其後，林鄭月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由2

月26日截至前晚，共有35萬名香港市民接種
了第一劑疫苗，如果以16歲或以上的人口計
算，接種率為 5.3%，不算差但可以做得更
好，因為香港在疫苗接種方面是相當完備，
並形容為頗幸運、幸福。“第一，當全球很
多地方都正在爭奪疫苗供應時，香港的疫苗
供應是相對充足；第二，香港接種疫苗的網
絡很完整，甚至是很方便；第三，在香港可
以接種疫苗的居民範圍是相當廣泛；第四，
香港安排了很多專家不斷監察疫苗接種後的
反應；第五，如果真的有不幸事故發生，特
區政府亦得到立法會的批准成立有10億港元
的應急保障基金。第六，香港的抗疫工作是
很清晰地告訴市民，並在疫苗接種方面採取
很公開、透明的方法。”

她指出，最近國際形勢亦出現令人擔心的
情況，每日全球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回復至新
增逾50萬宗，歐洲一些地區又進入新一波疫

情，反觀由於英國疫苗接種率非常高，大概有
37%人口已經接種疫苗，所以英國每日的確診
個案已經下降至幾千宗。這亦說明全世界的防
控策略都要靠疫苗接種。

她表示，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經過專家評
估，已認可作緊急使用的兩隻疫苗，即科興和
復必泰都是安全有效的。因此，她希望市民不
要因為近日一些個別案例而擔心，因而不去接
種疫苗。

批污衊疫苗最終傷害醫護
另外，她譴責很少數人士在社交媒體或用

其他方法傳播一些失實消息，做一些危言聳聽
的傳聞，甚至是有意圖地污衊國產疫苗，特別
是身為醫護的人士，更加令人心痛。故她勸喻
他們必須收手，否則打擊了市民對於接種疫苗
的信心，最終受害的，部分也是醫護人員，因
為他們將會在醫院內承受很大的工作壓力。同
時，她亦勸喻市民不要被這些消息誤導，為己
為人，保護自己、保護社區，希望市民盡快加
入疫苗接種行列，讓香港築起一個防疫屏障，
令各行各業和市民可以盡早恢復正常活動。

被問及接種了第二劑疫苗後的感覺如何，
林鄭月娥表示完全沒有什麼感覺，針口沒有
痛，亦沒有感到頭暈或其他方面的問題，但留
意到其中一位專家說，可能打第二針之後的反
應會比第一針大，所以會特別留意自己的身體
狀況。

至於接種疫苗後通關一事，林鄭月娥認為
現時使用“疫苗護照”通行仍然是一個較早的
階段，因為香港和內地接種的比例還不算高。
但認為要是香港、澳門和內地因為疫苗的接種
率增加慢慢地建立起防疫屏障，肯定會對往後
兩地人員的往來有正面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接種第一劑
科興疫苗的香港巿民本周起可陸續打第二針。港
府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22日指出，接種第二劑疫苗後的反應一
般會較大，但一般只維持短暫時間，只有打首劑
時出現嘴唇腫、風癩及呼吸困難等較嚴重反應的
市民，不適宜接種第二劑，其他市民也盡可能打
齊兩劑。

許樹昌22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準備接種
第二劑疫苗人士可諮詢過敏科醫生，查清楚致敏
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轉接種其他疫苗。他指
出，接種第二針疫苗因刺激免疫系統，個別人士
的身體會出現較大反應，但整體反應屬輕微，而
反應只是短暫不會持久，接種者可因應個人需
要，決定打第二針時是否需要請半天假期休息。

對於有市民接種復必泰疫苗後出現抽搐暈
倒的情況，許樹昌認為，可能是太驚及太緊張
的迷走神經反應，與疫苗安全無關。

復必泰次劑副作用強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指出，供

港的兩款新冠疫苗中，以復必泰（BioNTech）
第二劑的副作用較強烈，56歲以上人士，發燒
率由首劑的1.4%升至11%；頭痛率也由20%增

至40%，所以如果打該疫苗第一針後有嚴重過
敏反應的市民，不應接種第二針。

至於科興疫苗，他指出不同年齡層的免疫反應
都不同，18歲至59歲接種者在第二針的全身性免疫
反應較第一針低，但60歲以上接種者，不論是全身
或局部的免疫反應都較高，建議市民在接種科興第
二劑疫苗時，可因應自身情況預留半日作休息。

崔俊明強調，一般疫苗在接種第一針後，身
體出現的抗體會在一兩個月內消失，如果相隔太
長時間才接種第二針，抗體水平和有效率未必會
維持在最高水平，如無不良反應的市民，盡可能
打齊兩針。

何栢良倡發布數字除疑慮
不過，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22日表示，暫時未有數據顯示，延遲幾星期接
種第二針疫苗，會影響最終的疫苗成效，強調
本港使用的兩款新冠疫苗，按已公布的數字分
析，復必泰屬安全，科興亦沒有出現危險訊
號，市民不用因擔心而不接種第二針疫苗。

他指出，根據目前數據，看不到接種新冠
疫苗後會引發中風或心血管病等，但明白市民
有憂慮，或選擇延遲接種第二針，政府應每日
發布相關疾病的入院數字，以釋除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行政會
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22日中午在政府總部接種第
二劑科興新冠疫苗，多名立法會議員接種後表示
並沒任何痛楚或暈眩的感覺，並呼籲各位市民了
解自己身體狀況後盡快接種疫苗，才可達至群體
免疫。他們又表示，希望政府可以積極與內地溝
通，放寬已經接種完兩劑疫苗的跨境打工仔的跨
境手續和限制。

梁君彥：接種是擺脫疫情首步
在特首及各司局長接種後，部分行政會議成員

依次接種疫苗。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整個接
種過程順利，政府安排亦十分細緻，她接受注射後
並沒任何痛楚或暈眩的感覺，身體沒有出現不良反
應。

她說，順利接種第二劑疫苗後，相信大約一個
月才會產生保護效果，感到安心之餘也十分高興。
她並呼籲各位市民當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後，在適合
時機盡快接種疫苗，因為正如許多專家所說，全港
要有接近七成市民接種才可達至群體免疫。

其後，立法會議員開始接種疫苗。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在多名立法會議員接種前表示，22日部分立法會
議員前來接種第二劑疫苗，是在身體力行地告訴所有
市民知接種疫苗是安全的，亦是建立群體免疫最直接
的方法，以及為香港擺脫疫情的第一步。

建制籲市民接種達群體免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後會見

傳媒，他們均表示沒有不良反應。黃定光表示自己
接種完後很精神，形容接種完第一劑後龍精虎猛，
相信第二劑亦會如是，並呼籲市民為人為己，為香
港早日解決疫情，盡快接種疫苗。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呼籲市民諮詢醫生意
見後盡快接種疫苗，因為只有越多市民接種才能在
社會內產生群體免疫。

她希望特區政府與內地單位討論，放寬已經接
種兩劑疫苗的跨境打工仔的跨境手續和限制。

郭偉强表示，抗疫絕非單打獨鬥的事情，而是
要全社會一起出心出力，又指不論是哪一款疫苗，
市民都要相信及尊重科學，因為群體免疫十分重
要，並希望市民能夠體諒現時的就業狀況，幫助社
會盡快復元，踴躍參與疫苗接種計劃。

建制盼放寬“齊針”者跨境限制

許樹昌：若首針反應大不宜打次劑

●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呼籲市民踴躍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2222日接種第日接種第
二劑科興疫苗二劑科興疫苗，，並展示針並展示針
卡記錄及舉起卡記錄及舉起““VV””字勝字勝
利手勢利手勢（（圓圖圓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圖片左起依次為：張建宗、鄭若驊、陳帆、李家超，分別接種第二劑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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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斬斷幫派不法金流，警政署
於1至22日執行 「全國掃蕩賭博、洗錢及轉帳
水房專案」，查獲具規模職業賭場和網路賭博
等共203案、1020人等，其中28案有黑道幫派
主持或涉入。

警政署刑事局今天舉行專案記者會，署長
陳家欽表示，繼日前執行兩波全國同步掃黑行
動後，為斬斷黑道賴以生存的不法金流及溯源
揪出幕後分子法辦，近期接續執行 「全國掃蕩
賭博、洗錢及轉帳水房專案」，針對簽賭網站
、地下匯兌洗錢水房等暴利源頭掃蕩，以徹底
瓦解幫派組織。

陳家欽指出，這次專案查獲具規模職業賭
場16件、447人，網路賭博16件、352人，地
下匯兌68件、174人，以及詐騙洗錢水房19件
、47人，現場共查扣新台幣4138萬餘元。

此外，同步清查其中 28 案有黑道幫派主
持或涉入等情，包括有四海幫海中堂、海竹堂
，天道盟太陽會、正義會、濟公會、不倒會，
竹聯幫天堂、地堂，以及新竹地區的三光幫、
風飛沙幫和台北市牛埔幫及地區角頭在內。

刑事局偵查第四大隊副大隊長何明賢說明
，日前接獲檢舉指有簽賭集團於不特定網站經
營美國職棒大聯盟（MLB）、日本職棒、中
華職棒、美國職籃（NBA）和彩票賭博等，

經查發現55歲邱男等3嫌涉嫌經營 「巨力」和
「泰金888」等賭博網站，見時機成熟於3月

17日在新北市板橋區逮3嫌送辦，現場查扣現
金1087萬餘元和支票830萬元等贓證物，並續
追有無幫派涉入。

偵查第六大隊副大隊長廖水池也指出，日
前接獲情資指嘉義市55歲李女涉經營境外六
合彩賭博網站牟利，經蒐證後於3月15日執行
搜索，當場查獲李女和現金300 萬元等贓證物
，警詢後解送嘉義地檢署複訊，檢察官諭令以
10萬元交保，持續清查幫派涉入事證。

另，偵六大隊今年1月還獲報31歲蕭男等
人涉經營 「歐博娛樂城」賭博網站，經蒐證查
知劉嫌在北市中山區租用綜合商務大樓設置賭
博機房，但外觀懸掛科技公司招牌且門禁森嚴
，並可用 「BBIN」虛擬貨幣代替現金下注，
以規避警方查緝，專案小組於3月15日執行搜
索逮19嫌送辦。

偵九大隊先前執行網路情蒐則發現，天下
運動網和博金運動網長期經營國內外運動賽事
網路賭博，經長期埋伏監控蒐證，於3月15至
19日兵分多路查獲50名從事運動簽賭的組頭
，下注賭資逾20億元，其中一對林姓夫妻還
在民宅內打造六合彩開獎直播攝影棚，以吸引
賭客下注。

警政署掃蕩賭博斬金流 查獲203案逾千嫌犯

（中央社）台北地檢署偵辦台北市中山分
局員警包庇酒店業者案，查出陳姓、許姓刑警
涉嫌收受賄賂，昨天約談2人到案，檢察官今
天向法院聲押。台北地院認定2人有勾串之虞
，裁定羈押禁見。

檢調調查，中山區一家大型酒店集團，為
避免遭警方取締，每月支付賄款給管區員警，
逢三節（包含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再加碼
賄款。檢調去年10月間起展開8波搜索、約談
行動，聲押6名員警及多名業者。北檢今年2
月間起訴2名員警及10名業者。

檢調另查出，酒店集團除了行賄派出所員
警，涉嫌民國105年4月至107年4月間，透過
白手套按月向中山分局第2、3刑責區的陳姓

、許姓偵查隊員行賄新台幣2萬元至6萬元不
等款項。

北檢昨天指揮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站，兵
分4路搜索，並約談陳、許到案。檢察官複訊
後認為2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重罪，犯罪嫌
疑重大，且有勾串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

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認為本案尚有諸多
重要待證事實尚未明確，而陳、許均有未據實
陳述、與證人有互相配合的動機及可能，且本
案所涉為重罪、具體犯罪情節嚴重，有相當理
由足認2人均有勾串共犯之虞，裁定羈押禁見
。

北市中山分局2警涉收受酒店賄賂 遭羈押禁見

（中央社）台南市消防局強化救災，今年全
力推動裝備器材研究計劃，並成立研析小組，改
善救災裝備器材，且在53個外勤單位主力車輛裝
設 「無線電輔助轉播設備」，讓救災安全更有效
率。

台南市消防局今天指出，消防局今年初對外
勤人員問券調查後，開始探討外勤救災設備，以
「水帶」、 「空氣呼吸器」、 「空氣灌充機」、
「動力橡皮艇」等為主題進行分析，預定7月完

成報告，以提供業務單位明年度消防搶救工作計
畫及未來裝備器材採購修正方向。

消防局表示，空氣灌充機小組為了解空氣灌
充機保養維護與對消防人員健康的影響層面，請
來專業技師講解空氣灌充機構造及保養維護應注
意事項；動力橡皮艇小組也運用內部問卷調查，
了解平時保養維護方式與故障問題的關聯性，展

開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提升救災裝備安全。
消防局也透過內部各項管理機制，強化救災

裝備器材保養維護，除有助於提升救災安全，也
讓救災裝備器材發揮最大效用，市民安全更有保
障。

另外，台南市消防局強化災害現場搶救，必
須透過無線電頻道指揮調度及傳遞相關訊息，以
解決無線電指揮頻道受到地形地物及其他因素干
擾收訊的問題，因此，消防局已在53個外勤單位
主力車裝置 「無線電輔助轉播設備」，全面使用
中。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市府強化消防救災，
已編列採購預算，購置無線電、中繼台周邊設備
及輔助轉播設備等，讓消防人員進入火場搶救時
有更多保護措施，同時提升消防搶救實力。

強化救災 台南研析改善消防裝備

（中央社）失智的林姓男子就醫時，醫囑餐點須 「碎食」，
入住才3小時，照護員未把麵包撕碎就給林男食用，導致林男噎
食成植物人，家人提告求償，法院判醫院和照護員需賠償共557
萬餘元。

基隆地院判決書指出，林男的兒女主張，黃姓照護員明知父
親林男須以 「剁（撕）碎飲食」，卻擅自將 「未經撕碎的紅豆麵
包」放任林男大口進食而未在旁照料，導致林男因噎食引發窒息

昏迷，加上醫師和照護員急救不
當，林男送醫後成植物人。

林男家人因而向法院提出醫院、
醫師和照護員須賠償林男新台幣

507萬餘元，3名子女各100萬元，合計求償807萬餘元。
被告答辯，林男從入院至噎食昏迷僅時隔3小時，難以判斷

他有無吞嚥能力，加上家人誤將麵包交給護理人員，且林男拒絕
醫院供應的碎食餐點，黃姓照護員信任家屬攜帶的食物應無疑慮
，並考量醫院無提供麵包碎食的往例，才會將未經撕碎的紅豆麵
包交給林男食用，且急救過程符合醫療標準程序。

法官認為，林男既經醫囑必須 「碎食」，就算紅豆麵包是家

屬提供的鬆軟食品，或醫院尚無供應麵包碎食的往例，黃姓照護
員將紅豆麵包交給林男前，只能遵照醫囑先將紅豆麵包撕碎後再
讓林男食用，才算善盡協助病患用膳的照護義務。

另外，法官表示，經函囑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後
，認定黃姓照護員實施的哈姆立克急救法，及醫師實施的心肺復
甦術與醫療常規相符，並無疏失，但黃姓照護員受僱醫院負責照
護病患，醫院須負連帶責任。

法院審理後，判決醫院和黃姓照護員應連帶給付林男407萬
餘元和林男的3名子女各50萬元，共計557萬餘元，全案可上訴
。

未遵醫囑撕碎麵包害噎成植物人照護員判賠557萬

蘇揆為殉職飛官默哀蘇揆為殉職飛官默哀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2323日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對行政院長蘇貞昌（（前排右前排右））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部會首長列席部會首長列席。。會會

議開始前蘇貞昌率全體為國軍失事戰機殉職飛官默哀議開始前蘇貞昌率全體為國軍失事戰機殉職飛官默哀。。

林佳龍視察松機智慧通關系統林佳龍視察松機智慧通關系統
交通部推動全台機場智慧化交通部推動全台機場智慧化，，由台北松山機場首建置人臉辨識智慧化通關系統由台北松山機場首建置人臉辨識智慧化通關系統，，交通交通

部長林佳龍部長林佳龍（（前右前右））2323日上午前往視察日上午前往視察。。

中捷綠線中捷綠線2525日恢復試營運日恢復試營運 盧秀燕陪市民搭首班車盧秀燕陪市民搭首班車
台中捷運綠線將於台中捷運綠線將於2525日起恢復試營運日起恢復試營運，，市長盧秀燕市長盧秀燕2323日在市政會議表示日在市政會議表示，，捷運綠線最重要任捷運綠線最重要任

務就是務就是 「「安全通車安全通車」」 ，，恢復試營運當日第一班車她將陪同市民一起搭乘恢復試營運當日第一班車她將陪同市民一起搭乘，，見證台中捷運綠線的歷史見證台中捷運綠線的歷史
性一刻性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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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生活著兩千多萬亞裔人口，大家共同建設著這個族裔
多樣化、文化多元化的國家。但是，近期屢屢發生的全美各地針
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事件讓亞裔族群不禁憤慨，無端的仇恨行動已
經大大破壞了各族裔之間的和平相處，多地出現的針對亞裔發生
的店面打砸、人身傷害、肆意謾罵、人格侮辱、槍擊犯罪等性質
十分惡劣的事件，令我們忍無可忍，必鬚髮出我們的聲音。

在此，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強烈譴責這種仇視亞裔族群
的犯罪行為，並藉此喚起全體民眾的關注，讓我們要用法律手段
維護自身安全，用強有力的聲音發出自己的心聲，用堅決的態度
對仇視亞裔的行為說“不”！

我們都知道，美國亞裔族群是一個優秀的少數民族族群，勤
勞、善良、智慧，不喜好挑釁爭鬥，凡事以和為貴，講究獨善其
身，但是現在，面對仇視亞裔的犯罪行為，全體亞裔人民不能再
獨善其身，要兼濟天下，同心同德，萬眾一心反對這種行為，為

爭取平等的生存空間而不再做“啞裔”。
幾天前，美國國會眾議員孟昭文特別推出了“反仇

恨犯罪法”法案，並將為司法部設新職位。孟昭文表示
，“這個法案，將解決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針對亞裔
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增加的問題。該法案通過後，將在司
法部設立一個新職位，以便展開對仇恨犯罪的審查，並
監督與COVID-19有關的仇恨犯罪行為。”

因此，我們強烈譴責仇視亞裔的犯罪行為的同時，
也積極支持國家從立法著手，設立專門司法機構作為保
障，並加強執法力度，依法嚴懲傷害、殺害等仇視亞裔
的犯罪行為，並通過廣泛宣傳，建立起族裔平等、多元
文化、相互尊重的社會大環境。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眾人拾柴火焰高。希望全美
亞裔民眾，包括山東籍鄉親們，廣泛團結起來，同聲共振，用我

們手中的公民權利來有效制止仇恨犯罪行為的發生，努力實現族
裔與族裔之間公平、平等、和睦的社會氛圍。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強烈譴責仇視亞裔的犯罪行為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自從今年開始全世界首次普通人民
可以去太空旅行，太空旅行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休士頓華
商經貿聯誼會」搶先在3月21日（周日）下午二時，推出一場線
上全球專題演講,邀請到美國太空總署（NASA)國際太空站計劃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Program )的太空環境工程師和科學
家- 丘雅鈺博士（Dr. Yayu Monica Hew ),從她的工作心得中為我
們分享宇宙奧祕探索旅行，星球移民，太空資源，太空商業發展
與趨勢，以及太空商業化之機會與風險。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蘭主持這場講座。她首
先介紹主講人丘雅鈺博士，台北市北一女畢業後移民美國，她在
2013年獲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航空航天工程和物理學雙學士學位
，並分別在2015及2018年獲得斯坦福大學航空航天工程碩士及
博士學位。目前，她在休士頓波音公司工作，擔任美國太空總署
國際太空站計劃的太空環境系統工程師和科學家。

丘雅鈺博士一開場即以1969年歷史上最早成功登陸月球的
三位太空人和現今的太空人作比較。顯示種族、國籍、所學專業
不再局限於試驗飛行員和軍方背景的各種改變，所以，想成為太
空人不再只是夢想，她也以自己的經驗分享，針對自己有興趣的
事要持之以恆，加強多方面的興趣，參與各種活動，包括救援、
實驗研究等等，成為太空人在身體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因此她堅
持每天體能鍛練二小時。

談到 「太空」的定義，她說在國際太空法， 「太空」大家都
有機會去探索，不應該有任何國家的領域限制或歸屬。他們劃一
條離地62英里（即100公里）高度為卡門線（Karan Line )為現行
大氣層和太空的界限定義。接著，她又介紹 「國際太空站」空管
中心（在休士頓）的裝備和工作情形。它面積猶如一個足球場那
麼大，使用至今已20年。2000年11月首批太空人登上太空站，

目前可以提供一次六個太空人同時一起工作和生活。如
何適應在無重力的情況下完成工作，在太空中生活，飲
水的使用是93%循環利用。所以笑話說在太空中， 「今
天的飲水喝的是昨天的咖啡」。她也介紹超過20年的太
陽能板，及 「國際太空站」載人類的上太空計劃。從
「國際太空站」可見地球的全景，每90分鐘可繞行地球

一次。目前國際太空站有八個接口，四個在美國區，四
個在俄國區。

她提到太空環境是怎麼回事？人體在無動力狀況下
，肌肉密度改變，眼球、女性生殖器官產生變化。加上
長期無法與人講話（寂寞），輻射造成癌症，沒有空氣
，材料吐氣，電漿（正電，負電）以及太空垃圾等問題
都需一一去克服。

她也提到太空旅行與產業趨勢、資源相關的研究與
發展方面，逐漸現出商機。美國太空總署（NASA )開始
往私人合作關係、獨立產業等發展。如針對實驗材料送
上太空作輻射反應，3D在無重力的情況下列印等商業
合作。NASA 鼓勵企業合作發展貨運及客運載人上太空
船等。為國際太空站開發、營銷和推廣商業產品和服務
提供更多機會，以助拓展太空探索市場。

丘博士也在最後的問答時間，針對目前的商機部分作解答。
如工程方面的測試分析、電子產品工程及採礦相關等，生物醫學
和環境天氣預報及支援等項目。黃春蘭會長還提醒有興趣的觀眾
可前往華商經貿聯誼會的官網，觀賞完整的會議紀錄影片。

由於黃春蘭會長也是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當
天，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嘉賓與會，並在會議開始時一一介紹，包
括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代表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僑

務委員陳建賓，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葉宏志和甘幼蘋，世華商
經貿總會世界總會長李志俊，世界監事長李玉香，世界名譽總會
長吳毓苹、吳睦野，以及亞洲總會長王興義，日本會長陳慶仰，
以及大川佳那世界資訊長，林啟安歐總會長，李雲偉非洲總會長
，鄭秀明北美洲總會長，以及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會長們，台
灣商會會長們等各地嘉賓與會，場面極為盛大。

「宇宙探索旅行，太空商業發展與趨勢」 講座
丘雅鈺博士帶大家一窺驚奇有趣的太空生活

時間: 2021 年 3 月 25 日, 星期
四,下午 2 至 3:30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密碼: 1234567
主題: 慢活不怕老+烹飪示範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

社區健康工作者)
過年後,我們每個人都大了一歲

,我們都無法避免變老,你知道有些
習慣,有些飲食讓您變得“更老”,
生活起來“更老”,其實我們可以改
變變老的過程和方式,改變一些生活
步調,,調整一些飲食,建立一些好的
習慣,健康的對待自己的生活,樂觀
地看待變老,我們可以慢慢老,活得
更好,邀請您一起來學著慢老。

中華老人協會健康食療講座
慢活不怕老+烹飪示範

圖為主講人丘雅鈺博士圖為主講人丘雅鈺博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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