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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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州 4 月至 5 月溫度高於平均，天候乾旱，州長紐松
（Gavin Newsom）今天擴大乾旱緊急狀態範圍，宣布州內58郡中
的41郡進入乾旱緊急狀態。

路透社報導，紐松今天指示州內水資源管理當局考慮修訂水
庫供水規定，並採取其他保護措施。民主黨籍的紐松擔任州長才
第1任期，就因處理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不當
面臨罷免。

紐森認為，加州乾旱，有部分是全球氣候變遷造成，今天宣
布緊急狀態讓加州得以在緩解乾旱衝擊的管理規定上保持彈性。

紐森表示： 「我們正和地方官員以及其他夥伴合作保護公共
衛生、安全和環境，也呼籲所有加州人節約用水來因應這個挑戰
。」

但此舉遭到野生動物保護組織 「拯救加州鮭」（Save Califor-
nia Salmon）批評，他們指控紐松偏袒大型農業利益， 「上次旱災
期間的水管理不善導致鮭魚垂死、市內水供應孳生有毒藻類」，
「加州老舊的水權體制讓城市與環境陷入困境，杏仁卻可以取得

淨水」。
紐森4月宣布北加州2郡進入區域乾旱緊急狀態。

加州水情吃緊 州長宣布41郡進入乾旱緊急狀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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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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a year ago when the
coronavirus attacked the world,
many of us suffered and life was
changed.

When former President Trump
said the words, "China Virus," the
whole country was influenced by

these verbal attacks. And now,
just in the last year, we have had
thousands of hate crime cases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in our
major cities.

Our community now just feels
very unsafe and worried about
our daily life.

We are so glad that many of our
community leaders, including Mr.
Howard Sun who is leading a
group to form an organization
called, “Justice Alert Alliance,”
has sprung into action.

This alliance will create a new
APP that will let victims when
faced with an attack to not only
report immediately to the police
and 911, but also will let their

loved ones and family members
be notified and come to the res-
cue. The APP will be available on
order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is a critical time. All of us
need to be united to fight crime.
When you look at our community,
especially a lot of the elderly,
they are afraid to go outside. The
whole community is under a
threat. We need to come to res-
cue them.

We all wish that the pandemic
will get better soon. But we still
need to urge all community lead-
ers and politicians to support this
great mission.

We need to get back to peace
and peace of mind.

0505//1111//20212021

We Strongly Support TheWe Strongly Support The
““Justice Alert AllianceJustice Alert Alliance””

自從新冠病毒肆虐以來，世界
各地遭受之苦痛難予描述，全美各
地之疫情雖在不斷好轉之中， 但
是由于前總統川普對中國病毒之攻
擊，造成全美對華亞裔之嚴重歧視
，更發生了數千個暴力事件，導致
我們亞裔社區從未有過的焦慮情緒
。

過去一年以來，在華人人口眾
多的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及休斯
敦，他們的店家和住宅受到了嚴重
之威脅，許多年長者更是不敢獨立
上街，許多犯罪份子更趁機打刧和
施暴。

有鋻於事態不斷惡化，居住在
紐約多年的新聞界前輩孫連生先生

等多位僑社領袖经過多次商議，決
定出錢出力，共組美國正義警報聯
盟，將在全美各地展開互助互愛的
大行動。

這项工作已經有序進行之中，
今後將利用最新科技來為全美社區
服務，這個報警APP 系統不但直
通當地警察局，並以現場直播方式
立即轉發至親朋好友及附近會員之
手機上。

今天是我們自救救人的時刻了
，這套救災救命之系統，將在近期
內向各界公佈，我們應該毫無保留
地支持這項極有價值及必需之社區
行動。

我們在為我們在為[[全美正義警報聯盟全美正義警報聯盟]]催生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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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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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漁業爭端發酵
兩國船只加強在澤西島附近海域活動

綜合報導 法國與英國的漁業爭端近日發酵。兩國船只6日加強在澤

西島附近海域活動，引發外界關註。

法國與英國的漁業爭端是因英國脫離歐盟後的相關海域捕撈權問題

引發的。數十艘法國漁船6日聚集在英國澤西島的主要港口聖赫利爾港

，抗議英國方面對前往澤西島附近海域捕魚的法國漁船施加新的限制。

法新社報道稱，當天前往聖赫利爾港抗議的法國漁船約有50艘。抗議事件

發生後，英國向這一海域派遣了兩艘海軍艦船。法國歐洲事務部長博納表示，英

國的這些動作“不會嚇倒我們”。法國也向該海域派出兩艘海岸巡邏艦。

法國諾曼底地區捕魚委員會協助組織了當天的抗議活動。該委員會

負責人稱，法國漁船不會試圖進入澤西島的港口，也不會阻止當地漁船

的作業，而是就英國對法國漁船實行限制措施表達不滿。

英國澤西島距離法國北部沿海地區僅有23公裏。該島捕撈水域以前

一直對法國漁船開放。但由於2020年英國正式脫離歐盟，澤西島根據英

國“脫歐”後的貿易條款向法國漁船頒發新的捕撈許可證，對許可證持

有人附加新條件。法方稱獲準進入該海域的法國漁船明顯減少。

法國官方對此表示不滿，指出相關規定是英國單方面施加的，沒有

經過法英兩國代表正式討論，對於法國漁船來說是不公平的。法國漁民

也認為英方故意拖延，阻礙他們在相關海域捕魚。

法國海事部長吉拉爾丹本周警告，法國可能采取報復措施，削減對

澤西島的電力供應。英國官方回應說，吉拉爾丹的相關言論不可接受。

博納表示，法國仍在尋求與歐盟和英國在漁業問題上繼續展開合作。

希臘公布多項解鎖計劃
30歲以上群體將可預約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5月6日傍晚的

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3421例新冠

患者，累計確診355445例。因新冠病毒而

死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83人，累計死

亡人數為10847人。

據報道，希臘公民保護部在 5 月 5

日晚公布了下一階段解鎖路線圖。從 5

月 8 日起，對於面積在 500 平方米以上

的商店，每50平方米可容納1名顧客；

從5月 10日起，行政法院以及民事和刑

事法院將重開；從5月 10日起，與輔導

高考以及外語資格考試有關的補習中

心將重新開放；從5月 17日起，大學中

的實驗室、實習診所以及再培訓中心

將重開。

而根據此前公布，從5月10日起，學

前班、小學、初中和高中將在開展每周兩

次自測的前提下恢復正常上課，超過110

萬名學生和12.7萬名教師將重返校園。但

接收0-4歲幼兒的托兒所則可能在5月20

日或24日才能重開。

希臘計劃從5月15日起開放旅遊業，

政府發言人佩洛尼5月6日表示，只有持

有疫苗接種證明或者病毒自測證明的人

，才能進行跨大區旅行。但政府尚未決

定只接種了1劑疫苗的人士是否也被納入

其中。

雖然外界盛傳

從 5月 15日起，民

眾外出申報制度終

止，跨地區出行限

制也將同日取消。

但希臘投資與發展

部長佐治亞迪斯 5

月 6 日在受訪時稱

，不排除希臘民眾

在 5月 15日之後在

外出時仍要進行短

信申報。相關最終決定政府將在未來幾天

公布。

另一方面，單劑強生新冠疫苗從5月5

日起施打，希臘政府正加速為民眾接種疫

苗，以盡快建立群體免疫墻。在5月5日

，希臘就創下一天接種11.1萬劑新冠疫苗

的紀錄。而5月6日的接種量也有望超過

10萬劑。

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6日上午宣

布，從5月底開始，30-44歲年齡組別人士

可以申請所有品牌的疫苗。

根據現時規定，希臘民眾不可以自選

將要接種的新冠疫苗品牌，30-39歲人士預

約接種的是阿斯利康新冠疫苗，45歲以上

的人士可以使用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

和強生四種疫苗。

基基利亞斯說，到5月底，將有70%

的60歲以上人士接種了新冠疫苗，力爭到

7月份，希臘所有成年人都接種新冠疫苗

。但他對希臘護理人員的疫苗接種率感到

不滿意。基基利亞斯稱，希臘醫生的疫苗

接種率超過85%，希望護士和醫院工作人

員的疫苗接種率更高。他透露，明年將考

慮對希臘公立醫院中所有員工強制進行新

冠疫苗接種。

基基利亞斯還表示，待歐洲藥品管理

局批準對兒童使用新冠疫苗後，希臘也會

迅速對兒童進行接種。

印度或不可避免第三波疫情
世衛組織與德國共建流行病情報中心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歐洲中部時間5月5日16時38分，全球

新冠累計確診病例153954491例，累計死

亡病例3221052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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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8時21分，全球累計確診154759285例

，累計死亡病例3237107例。

美洲：美國稱支持豁免與新冠疫苗
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

據顯示，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疫情最嚴重

的國家，新冠累計確診病例達32557295

例，累計死亡病例579265例。

當地時間5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戴

琦表示，為結束新冠疫情，美國政府支持

豁免與新冠疫苗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

戴琦在聲明中稱，美國政府重視保護知

識產權，但此舉是為了盡快普及安全有

效的疫苗，結束新冠肺炎疫情。同時，

美國政府將繼續加強與私營部門以及所

有可能夥伴的合作，擴大疫苗的制造和

分銷並努力增加生產疫苗所需原材料。

美方將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為實現新

冠疫苗知識產權豁免的相關談判。但鑒

於該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各方所需達成的

共識，這些談判“需要時間”。

同日，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

究所所長福奇表示，疫苗資源較充沛的

發達國家有義務協助缺乏條件的國家接

種疫苗，以確保這些國家不會因新冠肺

炎“受難並死去”。福奇稱，我們現在

最需要的就是結束疫情，而結束疫情的

最佳途徑就是疫苗的公平分配。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最新發布

的報告顯示，截至5月5日美國全境已接

種疫苗近2.5億劑，占已分發疫苗的約78%

。美國已有約45%的人口接種了第一劑疫

苗，約32%的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種。此外

，7日內單日平均接種210萬劑疫苗，相比

上周疫苗接種速度降低約20%。

歐洲：世衛組織與德國共建流行病
情報中心

歐盟發布公告稱，因印度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激增，歐盟將緊急援助220萬

歐元支持印度應對疫情。公告顯示，援

助資金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是通過世衛

組織在新冠肺炎患者病例管理方面向印

度提供支持，二是協助印度加強新冠病

毒實驗室檢測能力。

世衛組織與德國政府5日共同宣布

將合作在柏林建立一個“WHO流行病情

報中心”。該中心將攜手全球合作夥伴

，監測全球範圍內的傳染病和流行病風

險，並幫助各國預防和響應。同時，該

中心還將促進全球公私部門、學術機構

和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幫助各方更好

地獲取數據和信息。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稱，新冠大

流行的啟示之一，是世界需要顯著提升

數據分析能力，以幫助領導者們在充分掌握

信息的基礎上對公共衛生問題進行決策。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新設立的中

心將成為全球大流行病預防平臺，促進

來自政府、學術界和私營部門的各方機

構參與其中。

俄羅斯新冠病毒防控指揮部5日稱，

俄當日新冠病毒傳播指數(指一個新冠病毒

感染者在隔離前所能感染的人數)降為0.94

，達到3月26日以來最低水平。此外，自

4月23日以來，俄羅斯10個疫情最嚴重的

地區病毒傳播指數首次全部降為1以下。

對此，俄病毒學專家阿爾特施泰因表示，

俄羅斯疫情仍然處於高峰期，只不過這個

高峰期感染人數相對不高。

亞洲：印度官員稱第三波疫情不可
避免

印度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維賈伊· 拉加

萬5日表示，鑒於目前該國新冠病毒傳

播水平居高不下，印度將不可避免第三

波疫情。拉加萬稱，雖然還不清楚第三

波疫情發生的時間和規模，但印度政府

應為此做好準備。拉加萬還表示，目前

正在印度國內肆虐的第二波疫情此前已

被“預測到了”，但沒有被預測到的是

這波疫情的嚴重程度。

據印度衛生部公布的數據，該國過

去24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382315例，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連續兩周超過30萬例

，累計確診20665148例；新增死亡病例

3780例，累計死亡226188例。

據印度媒體報道，印度城市海得拉

巴的尼赫魯動物園中，有8只亞洲獅確

診感染新冠病毒。這些獅子已被隔離並

接受治療，目前狀況良好。

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5日下午公布的

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內尼泊爾新增確診

病例8605例，這也是尼泊爾出現疫情以來

單日新增病例數首次突破8000例。目前尼

泊爾累計確診病例為359610例。此外，過

去24小時內尼泊爾新增58例死亡病例，累

計達3475例。這是尼泊爾出現疫情來，單

日新增死亡病例數最多的一天。

非洲：非洲累計死亡病例數近12.3萬
據非洲疾控中心當地時間5日8時發

布的數據顯示，非洲累計確診病例達

4587568例，累計死亡病例122969例。

澳總理宣布將優先
讓澳籍“弱勢群體”自印度回國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道，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宣布，從本月15日

開始將允許澳大利亞人從印度回國。

莫裏森稱，此次恢復航班的目的是優先帶回停留在印度的澳大利亞

“弱勢群體”，共有約900人。據悉，5月下旬澳大利亞將開放3次航班

幫助這些“弱勢群體”回國，這些人回國後將被統一安置在該國北部的

一處隔離點。

澳政府下周還將決定是否重啟從印度起飛的商業航班，以使停留在

印度的另外8000多名澳大利亞人有條件回家。不過，莫裏森稱，政府不

太可能在短期內恢復來自印度的商業航班，而是要求當局接受更多的專

門航班。

此外，莫裏森否認了對印度的強硬措施會損害雙邊關系的說法，他

表示本周五晚些時候會與印度總理莫迪直接溝通。

4月27日，澳大利亞政府宣布一項新旅行禁令，禁止所有從印度回

國的澳大利亞人入境，並對違反者處以罰款和最高五年的監禁。這項禁

令發出後隨即招致大量批評反對之聲。批評者質疑澳政府為何只針對印

度發布旅行禁令，而沒有對來自其他高風險國家的來訪者實施嚴格的限

制，並稱此舉是侵犯人權的“種族主義行徑”。

沙特官員：沙特與伊朗正就地區局勢問題舉行對話
綜合報導 路透社援引沙特

外交部負責政策規劃的高級官

員拉伊德· 卡瑞姆利的話報道稱

，沙特與伊朗之間正在進行的

對話“旨在緩解地區內的緊張

局勢”，但沙特方面希望看到

“有誠意的行為”，因此評估

對話的影響還為時尚早。這是

沙特官方首次證實沙特與伊朗

之間實現直接接觸。

此前英國《金融時報》曾

報道稱，沙特和伊朗高級官

員於今年4月 9日在伊拉克首

都巴格達舉行了直接對話，

雙方在對話談及了也門胡塞

武裝等議題，試圖通過對話

修復雙邊關系，但沙特媒體

援引沙特外交部的表態對此

予以否認。

伊拉克總統薩利赫則在本

周參與一次視頻會議時透露，

在伊拉克方面的主持下，沙特

和伊朗官員近期在伊拉克境內

舉行了“不止一次”會談。

2016年 1月，沙特方面因

沙特駐伊朗使領館遭沖擊宣布

與伊朗斷絕外交往來，雙方關

系一度劍拔弩張，但近期沙特

方面態度有所緩和。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 本· 薩

勒曼4月下旬在接受當地媒體

電視采訪時表示，沙特願意

在伊朗方面放棄“消極行為”

的前提下與其建立良好關系，

但同時強調，伊朗“發展核

計劃和在地區內支持民兵組

織的行為”對沙特國家安全

造成嚴重威脅，沙方正在與

國際社會密切溝通以求解決

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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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英國 「金融時報」今天報導，美國總統拜登
已選定由前芝加哥市長易曼紐出任美國駐日本大
使。易曼紐也曾擔任民主黨籍前總統歐巴馬的白
宮幕僚長。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引述熟悉拜
登（Joe Biden）團隊討論過程的多名消息人士指
出，之前曾有人猜測易曼紐（Rahm Emanuel）將
成為駐中國大使，但駐中職位預料將由前高階外
交官勃恩斯（Nick Burns）出任。

駐日大使是華府最重要的外交職位之一，日
本首相菅義偉也是拜登在白宮接待的第一位外國
領導人。

美日在那時的會議宣示將肩並肩面對獨斷的
中國，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呼籲與中國 「坦率交流
」，同時表態關切北京加強海上行動、打壓香港
與新疆民眾、升高與台灣的緊張情勢等行徑。

華府向來會派備受矚目、精於政治的人駐於
東京，若易曼紐獲任命，將延續這項傳統。美國
已故前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女兒卡

洛琳．甘迺迪（Caroline Kennedy）也曾在歐巴馬
（Barack Obama）第2任期擔任駐日大使。

易曼紐是以色列移民之子，以生氣蓬勃的形
象、極度支持民主黨為人所知。

他曾於民主黨籍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
）任內待過白宮數個職位。民主黨在2006年期中
選舉從共和黨手中搶下聯邦眾議院控制權，也被
認為是易曼紐幕後策劃的功勞。2009年他重回白
宮，成為歐巴馬的幕僚長。

之後他曾擔任兩任芝加哥市長，但他婉拒角
逐第3任，當時讓政壇建制派感到驚訝。

易曼紐還有態度粗魯、時而出言不遜的名聲
在外，被認為是他在芝加哥政壇打滾受到的訓練
。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日本
專家索里士（Mireya Solis）告訴金融時報，東京
雖然看重易曼紐與拜登的關係，仍對他率直的名
聲略感 「不安」。

美駐日本大使新人選 傳前芝加哥市長易曼紐出線

曾對梅琳達不忠比爾蓋茲沉迷裸趴狂野生活揭密

美國最大燃油管線營運業者 「殖民管線」
（Colonial Pipeline）遭駭客攻擊，已關閉整個
網絡。總統拜登今天說，這起勒索攻擊的幕後
主使是一個以俄羅斯為據點的團體。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認為發動攻擊的
駭客團體是 「黑暗面」（DarkSide），這個飄
忽不定的組織去年開始活動，企圖鎖住企業電
腦系統，以勒索贖金。 「殖民管線」公司受制
於勒索軟體，被迫以安全為由關閉管線控制系
統；拜登昨天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拜登對媒體說： 「我們情報人員手中…目
前並無證據指向（此案）與俄羅斯有關，即使
有證據顯示，發起攻擊的人、勒索軟體是在俄
羅斯。」

「殖民管線」營運被迫中斷第3天，公司
今天表示，正朝恢復部分管線運作的方向前進
。這條管線總長8850公里，是德州和紐約州
之間最大的燃油網絡。

這起事件很可能妨礙美國東部許多地方的
汽油、柴油和噴射機燃料供應。白宮副國家安
全 顧 問 薛 伍 德 - 藍 道 爾 （Elizabeth Sher-
wood-Randall）說，拜登隨時獲知最新消息
。

薛伍德-藍道爾說， 「殖民管線」公司告
知白宮，目前未有損失，燃油運輸尚未中斷，
可相對迅速地恢復連線。

路透社報導，根據美國汽車協會（AAA
），美國加油站的石油價格上週平均每加侖上
漲6美分，來到每加侖普通無鉛汽油2.967美
元（約新台幣82.5元），且可能因為這起駭客
攻擊，價格很快就會飆上2014年以來的最高
點。

若加油站油價再漲3美分，全國平均油價
就會達到2014年11月以來的最高點。

「殖民管線」公司今天表示，預期本週末
之前將恢復很大一部分的營運服務。

法新社報導， 「黑暗面」去年開始攻擊中

、大型企業，目標多數在西歐、加拿大、美國
，據稱駭客向受害企業勒索數十萬到數百萬美
元贖金，以比特幣（Bitcoin）支付。企業支付
贖金後，駭客才會提供解鎖電腦系統的程式。

此外， 「黑暗面」也會下載並扣留大量企
業資料，並威脅企業，若不付贖就公開資料。

「黑暗面」在黑暗網路（Darknet）的官
網聲明中，否認有任何政府支持，聲稱 「我們
沒有政治傾向，不涉入地緣政治，不需要把我
們與一個明確的政府綑綁在一起來尋找我們的
動機」。黑暗網路是需要特殊軟體、特殊授權
、特殊設定才能存取的網路空間。

「黑暗面」還表示： 「我們的目標是賺錢
，不是給社會製造麻煩。」

資安專家阿爾佩洛維奇（Dmitri Alpero-
vitch）說，他的團隊認為 「黑暗面」在俄羅斯
受官方庇護。

他推文表示：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由俄羅
斯運作（可能受到庇護）的勒索軟體組織，這
個組織讓一家向（美國）東岸輸送45%石油供
應量的公司停擺。這是犯罪嗎？當然是。」

他還說，這 「無疑」 「嚴重」危及國家安
全，尤其是美俄關係。

但網路安全專家凱洛（Brett Callow）接
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訪
問時說，有關 「黑暗面」來歷的一個跡象是，
這個組織使用的軟體，不是為了用在初始設定
語言為俄語或其他幾個東歐國家語言的電腦上
而設計。

負責網路事務的白宮副國安顧問紐柏格
（Anne Neuberger）則僅表示，多數勒索軟體
都來自跨國犯罪集團。

媒體詢問， 「殖民管線」公司或其他受害
企業是否應支付贖金？她說，拜登政府不提供
這類建議，這些企業 「若不得不付贖，須權衡
成本效益」， 「這通常是私營部門自己的決定
」。

美國輸油管線遭網攻 拜登：駭客據點在俄羅斯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過去曾
稱和前妻梅琳達交往前 「生活中只有微軟」，
不過傳記作家披露，單身時的比爾蓋茲私生活
其實相當狂野，沉迷女色、會到全裸夜店玩，
還會和朋友在家裡開全裸泳池趴，邀請脫衣舞
孃助興，這些事蹟不僅圈內人知情，連梅琳達
也知道，蓋茲甚至在交往初期還有出軌行為，
只是主流媒體都不敢報。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
74歲的傳記作家華勒斯（James Wallace）接受
專訪時表示，比爾蓋茲年輕時從來就不是什麼
「唱詩班男孩」的風格，他和其他微軟員工瘋

狂開趴，除了出去玩，還會帶脫衣舞孃回蓋茲
家繼續開趴，他強調年輕時的蓋茲絕對不只是
個科技宅， 「他那時確實有好好玩過。」

綜 合 《 每 日 郵 報 》 、 《 紐 約 郵 報 》
（New York Post）報導，華勒斯曾經是《西

雅圖快訊報》（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的
記者，他曾為比爾蓋茲撰寫2本傳記，聚焦蓋
茲 1990 年代時的生活，在 1997 年出版的第 2
本著作《超速：比爾蓋茲與控制網路空間的競
賽 》 （Overdrive: Bill Gates and the Race to
Control Cyberspace）中，他描述蓋茲年輕時
「沉迷女色」，會在西雅圖的家中瘋狂開趴、

到西雅圖的全裸夜店玩樂，還會和友人在家裡
的室內游泳池裸泳，開泳池裸趴和脫衣舞孃廝
混。華勒斯指出，蓋茲當時的生活只是延續哈
佛大學時期的生活方式而已，在哈佛求學期間
，蓋茲就經常光顧波士頓以情色表演、脫衣舞
秀、賣淫等著稱的紅燈區 「Combat Zone」。

即便到了1988年和梅琳達（Melinda Gates
）開始交往後，這樣的生活方式仍持續了一段
時間，尤其是到外地出差時， 「他經常和報導
微軟、科技產業的女記者調情。」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10日（周一）核准輝瑞與BioNTech研發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擴大
到12到15歲的青少年，州政府可在今秋之前讓中學生接種疫苗。專家認為，隨著FDA擴大接種年齡
，有助美國進一步降低感染率。

美國官方目前核可16歲以上人士施打輝瑞／BioNTech疫苗。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訂於
本周三開會審查施打年齡擴大至12到15歲一案，倘若獲CDC批准，最快本周開始為青少年接種疫
苗。

美FDA核准12到15歲接種輝瑞疫苗 最快本周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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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法務部公布了素媛

案罪犯趙鬥淳的近況：出獄後，他只

在去年(2020年)年底走出過家門，此後

近5個月一直閉門不出；有警察一對一

監視趙鬥淳，平均每月要與他見面20

次；待新冠疫情緩解後，還會安排趙

鬥淳接受心理治療，以幫助其戒酒和

矯正錯誤的性觀念，防止再犯。

據韓媒《世界日報》報道，韓國

法務部稱，趙鬥淳去年為采購生活用

品外出一次，離家前曾向警方報備，

全程都有警察跟隨。

韓國法務部還透露，將在今年年

底前研發一款智能電子腳鏈，該腳鏈

面向趙鬥淳等被限制飲酒的性犯罪者

，通過收集佩戴者皮膚分泌的體液，

實時監測其酒精濃度，防止佩戴者暴

力犯罪的再次發生。

趙鬥淳現年69歲，2008年，他在

京畿道安山市，綁架並性侵一名8歲

的小學女生，致其殘疾。但法官判

定其“年齡大並且酒後精神不穩”

，加上當時韓國刑期上限的法律規

定，最後趙鬥淳僅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引發社

會公憤。2020年12月12日，趙鬥淳刑滿出獄，引發

民怨沸騰。

綜合報導 國際奧委會(IOC)宣

布，將向參加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的各國和地區代表團，提供美國制

藥公司輝瑞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

日媒指出，雖然歐美和中東的

接種工作得到推進，但日本等明顯

落後，國際奧委會此舉意在打消對

舉辦奧運表示懷疑的論調。

據報道，日本奧運相丸川珠代

透露，計劃最快5月底開始提供，到

7月23日奧運會開幕前打完第2劑疫

苗。她表示，將給日本代表團的

“約1000名運動員、1500名總教練

和教練”接種。

國際奧委會力爭安全辦賽，已

與共同開發疫苗的美國輝瑞公司和

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簽署了備忘錄

。國際奧委會雖然建議參賽運動員

接種，但不將此定為義務。

據稱，輝瑞首席執行官(CEO)艾

伯樂在與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談時，

提出願意提供合作，經過日本政府

和國際奧委會磋商，最後得以實現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說：“這是

展現實現安心安全的奧運和與東道

主國團結的新舉措。”

尼泊爾旅遊局：截至5日珠峰大本營一切正常

綜合報導 日前，有尼泊爾

媒體報道，2021 年春季登山季

珠穆朗瑪峰的一些登山者出現

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癥狀。此外

，5月 4日從另外一個世界知名

高峰——道拉吉裏峰大本營撤

回加德滿都的 4 位尼泊爾夏爾

巴登山協作人員於 5 日接受了

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進一

步引發了人們對包括攀登珠穆

朗瑪峰在內的各支登山隊伍的

擔憂。

連日來，尼泊爾媒體關於

珠峰已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波

及的消息甚囂塵上，但是尼泊

爾相關部門始終沒有正式回應

。5日，尼泊爾旅遊局負責人米

拉在接受尼泊爾當地媒體采訪

時表示，截至周三 5 日，珠峰

大本營一切正常。5日晚，總臺

記者致電尼泊爾文化、旅遊與

民航部媒體聯絡官，但對方拒

絕對尼泊爾媒體的報道作出解

釋。

“昆布咳嗽”與新冠癥狀相
似 尚難確診

尼泊爾登山救援專業機構

——喜馬拉雅救援協會的一位官

員說，在珠穆朗瑪峰大本營發現

至少有二十名登山者正在遭受

“嚴重咳嗽”之苦。但是目前

不能確定是由於高山地區常見

的“昆布咳嗽”還是新冠肺炎引

起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肺

部都充滿了液體，患者的癥狀相

似。

尼泊爾凱拉斯航空公司的負

責人潘迪說，過去一周該公司曾

經幾度飛到珠穆朗瑪峰大本營接

應人員撤離，但是後續沒有接到

任何醫院的聯系追蹤通知。

各登山隊一切正常

彼此不接觸
記者向駐紮在大本營的幾個

登山機構進行了解情況時，各個

團隊都紛紛表示自己的團隊一

切正常，並且按照尼泊爾旅遊

局的要求，各自團隊集中在自

己的帳篷裏活動，團隊之間彼此

不接觸。

登山許可證發放破紀錄 大本
營現有兩千人

據尼泊爾旅遊局的統計，2021

年春季登山季共有408位登山者獲

得了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許可，這

是自1953年人類首次成功登頂珠

峰以來，尼泊爾頒發珠峰登山許

可證最多的一次。每位登山者根

據自己的情況雇傭了一些夏爾巴

協作和後期保障人員，算上官方

安排的醫療救援人員，目前在珠

峰大本營的駐紮人員總數約有

2000人。

馬爾代夫議長在爆炸中受傷
內政部長：無生命危險

綜合報導 馬爾代夫議長納希德在其住宅

附近發生的一次爆炸事件中受傷，已送醫接受

治療。馬爾代夫內政部長謝赫· 伊姆蘭· 阿蔔杜

拉表示，納希德沒有生命危險。

據報道，社交媒體上發布的照片顯示，

在事發現場有一輛被損毀的摩托車。據媒

體此前報道，該起爆炸事件發生於該國首

都馬累，爆炸起源於一輛停在

納希德汽車旁的摩托車。該摩

托車在納希德進入汽車時發生

爆炸，造成包括納希德在內的

多人受傷。

在爆炸事件發生後，馬爾

代夫外長沙希德對事件表示

強烈譴責。馬爾代夫總統薩

利赫表示，政府正在嚴肅處

理這起事件，相關調查正在

進行中。

目前，警方正對該起事件

進行調查，並敦促人們避開發生爆炸的區

域，不過沒有提供更多關於該起事件的細

節。

另外，警方也暫未說明，該起爆炸事件是

否存在暗殺企圖。不過，鄰國印度的外交部長

蘇傑生在社交網站上稱，該起爆炸是對納希德

的襲擊，並祝願他早日康復。

國際奧委會宣布
將向東京奧運代表團提供輝瑞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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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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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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4

無錢無樓無力 逾半港人唔想生
“二字頭”僅16%願生兒育女 婦聯提八大建議增意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受到關注，然

而出生率卻持續偏低。香港婦聯上月就

港人生育意願展開調查，共訪問逾

1,200名市民，56%受訪者表示不願意生

育，當中主要因為房屋、經濟及社區支

援不足所致。調查團體提出八大建議

（見表），促政府修訂各項家庭友善政

策，加快互助幼兒中心轉型，並讓有子

女家庭優先輪候公屋或居屋，提升港人

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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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八大建議
●政府帶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繼續完善幼兒服務，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
顧計劃

●增建公營房屋，有子女家庭優先輪候，同
時向首置市民提供免息或低息貸款

●落實標準工時相關政策
●產假薪酬完善至全薪
●立法會盡快批款，在各區開設社區設施和
增設至少一間幼兒中心

●加快互助幼兒中心轉型，支援多元化幼兒
照顧服務發展

●盡快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每年循
序漸進增加，追回落後的服務水平

資料來源：香港婦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調查於上月21日至30日進行，共訪問了1,254
名20歲至49歲市民，當中有近56%受訪者表

示不願意生育，而願意生育的則有44%，較2019
年42%新低點後上升兩個百分點，但已是2018年
起連續第三次有較多人不願生育。

其中20歲至29歲人士中僅16%願意生育，而
30歲至39歲則有55%願意生育。

逾半倡有子女優先上樓
在不願意生育人士中，有91%表示育兒經濟壓

力大、88%指房屋空間不足及87%因工作繁忙、沒
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小朋友而對生育卻步，整體數字
均較2019年有輕微上升。

調查中，逾五成受訪者認為政府優先安排公
屋、居屋予有子女家庭最能增加市民生育意願，其
次是提供育嬰津貼、兒童學習津貼及實施家庭友善
政策，分別有49.4%及47.9%。

此外，調查發現，不論願意生育與否的受訪
者，均有逾六成並不了解政府幼兒照顧服務，當中
40歲至49歲年齡層佔68%，反映當局在推廣相關
服務的工作和渠道上並不足夠，導致一些想生育的
市民無法適切得悉相關政策資訊。

促政府帶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香港婦聯副主席暨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

歐陽寶珍表示，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因經濟、房屋及
工作狀況而不願生育，因此建議政府增建公共房
屋，讓育有子女的家庭優先輪候，及向首次置業市
民提供免息或低息置業貸款，解決他們的房屋問
題。

另外，促請政府帶頭全面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包括五天工作周、彈性上班時間、僱主託兒服務，
建立工作與生活平衡環境，並落實標準工時相關政
策，減低員工因工時過長影響工作效率、身心健康
外，亦能騰出時間維繫家庭關係。她並提倡政府把
產假薪酬由現時的五分之四完善至全薪。

她還建議，政府繼續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
計劃”，包括加強保姆訓練、上調服務獎金、增加
中心託管地方，以回應市民需求。同時促請立法會
盡快批款，在各區開設社區設施和幼兒中心、加快
互助幼兒中心轉型，支援多元化幼兒照顧服務發
展，並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每年循序漸進
增加名額，追上落後的服務水平，以此作為港人生
育的誘因。

已婚8年的九龍社團聯會青
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顏汶羽表示，
自己一直都打算生育，但礙於工
作繁忙，計劃一再擱置。他坦
言，現時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家

庭，在港生育需要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房屋、經濟
能力，甚至照顧者等，然而育兒政策持續落後，現
時政府託兒服務嚴重不足，多年來沒有推進任何計
劃，加上消費物價、樓價只升不跌，不少人都要支
撐經濟收入，導致生育意慾下降。

顏汶羽指青年房策無着落
顏汶羽說，香港樓價高企而且都是納米樓，

生活空間嚴重不足，曾接觸一些年輕夫婦，結婚
後與家人同住，“連二人世界都無，何況三人世
界？”他指，青年房屋政策一直紙上談兵，十多

年來沒有任何改善，進一步導致年輕夫婦降低生
育意願。

育兒費用高昂亦是不少人不願生育的原因，
顏汶羽指政府應為育兒家庭提供津貼，減輕他們
的財政壓力。他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
若港人生育意慾持續下降，而政府繼續視若無
睹，未來將直接影響香港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
市場老化。

不少網民亦有同樣觀點。“窩輪數錢組※常
威”表示︰“正正常常兩公婆加埋月入50k（5
萬港元）都未必敢生，除非屋企已有樓或者老竇
老母唔使你養。”“Wynonna Chu”指︰“只能
慨嘆係現實社會嘅無奈，亦都可以理解。”
“Louis Ng”亦謂︰“食又貴，住又供唔起，邊
敢諗生育下一代，生完教唔掂，又唔想害咗個小
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二人世界都無，何況三人世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中文大
學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
均面對的問題，香港因女性普遍擁有高學歷與
工作能力，社會亦出現遲婚跡象，加上樓價高
企、生活開支增加等，讓年輕夫婦對生育計劃
卻步。

他續說，現時香港人口不斷下降，生死比
例不平衡，但男女平均壽命已延長，人口老化

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即使香港是一個交易平
台，毋須大量勞動人口支撐金融交易，但久而
久之仍會影響本地生產總值，同時導致經濟體
系逐漸收縮，重蹈現時歐洲本地生產總值出現
負增長的覆轍，形成惡性循環。

莊太量指出，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城市，
可通過新來港人士、投資移民及留學生為市場
吸納年輕人才維持勞動市場人口，較日本等無

法輸入移民的國家更勝一籌，但港人生育意願
低同樣需要解決，而導致生育意願低的主因是
樓價高企，年輕人無法負擔置業費用。

惟他指出，深圳一帶樓價已節節上升，
預計香港樓市不會再像非典時一樣大跌，只
能依靠政府增建公營房屋，為青年置業伸出
援手，才有機會扭轉港人生育意願下降的情
況。

學者憂港人口老化惡性循環

港將與粵深公僕互換“掛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0
日晚接受央視《新聞1+1》節目訪問，與主持人白
岩松視頻連線。被問及特區政府正與中國內地部
門商討加強香港公務員培訓，包括讓公務員到內
地單位“掛職”一段時間，林鄭月娥透露，特區
政府很快會與廣東和深圳簽署相關事宜，讓兩地

公務員互換“掛職”。她並指出，現時對香港最
重要的任務是當5月26日在立法會審議通過相關
法例修訂後，爭取按時辦好三場選舉。她亦強調
大灣區對香港來說有無限機遇，認為香港有信心
搭上大灣區這艘船。

就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上月在立法
會透露，正與內地部門商討加強香港公務員培
訓，包括讓公務員到內地單位“掛職”一段時
間，以便觀察學習，並指未來亦希望引入規定，
要求公務員必須在三年試用期修畢內地培訓課
程，才獲長期聘用。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過
去以來一直都有這個計劃，而現時亦將重點放在

大灣區，她透露特區政府很快會與廣東和深圳簽
署相關事宜，讓兩地公務員互換“掛職”，促使
他們更加了解兩地情況。

全力辦好三場選舉
被問及現時對香港最重要的任務，林鄭月娥

指出是當5月26日在立法會審議通過相關法例修
訂後，會爭取按時辦好三場選舉，包括選委會選
舉、重新選民登記、投票安排等，整個時間表非
常緊密。在大灣區建設方面，林鄭月娥認為大灣
區會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相信香港可以和內地
有協同發展。她指出，香港要做的事情是增值，

並為整個大灣區增值，並相信深港河套能吸引很
多海外科研機構落地園區，加上在金融方面香港
和深圳的互補性很強，期望香港和深圳聯手能達
到很好的效果，合作共贏。

對於有聲音稱大灣區會將香港掏空，林鄭月
娥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香港每年培
養很多人才，所以需要尋找更大的市場供他們發
揮，因此政府要做好大灣區相關的宣傳推廣教
育，並提供機會讓年輕人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
她強調，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是分不開的，香港
既是貢獻者亦是受惠者，認為香港有信心搭上大
灣區這艘船。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1010日晚接受央視日晚接受央視《《新聞新聞11++11》》節目節目
訪問訪問。。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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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銀行經理諸慶恩涉偽造定存
單，判刑後病故，高檢署聲請再審，今天遭
高院駁回。高檢署晚間聲明表示深感遺憾，
但司法應為 「人民」而存在，將向最高法院
提起抗告，以平抑冤曲。

台灣高等檢察署聲明表示，聲請再審時
已就諸慶恩遭高院判決有罪後，二審檢察官
是依諸慶恩聲請，為諸慶恩利益上訴，但上
訴並不合法的理由予以詳細論述。高院裁定
並未敘明不予採納的理由，高檢署對此深感
遺憾。

高檢署指出，諸慶恩被訴偽造文書案，
相關司法人員在偵審過程一再與富商翁茂鍾
不當接觸，使諸慶恩未能獲得公平、公正、
公開、透明的審判。

高檢署表示，諸慶恩於二審判決有罪後
，為爭取清白而請求檢察官上訴，最終卻因
死亡，最高法院判決不受理，導致始終未能
取得企盼的無罪判決，家屬聲請再審之途也
因而受阻。

高檢署認為，司法應為 「人民」而存在
，高檢署仍將就高院駁回再審的裁定，向最
高法院提起抗告，以平抑冤曲。

全案起於，百利達銀行台北分行資產負
債管理部經理諸慶恩於88年間，遭檢舉在處
理強制執行怡華公司1000萬美元本票期間偽
造定存單，提供給法院作為擔保。

一審台北地院判諸慶恩等3人無罪，二審
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91年間改依偽造文書
罪判諸慶恩4月徒刑、得易科罰金，緩刑3年
，另2人無罪；怡華另提附帶民事訴訟，求償
新台幣5億多元。

92年間，諸慶恩於刑事案件上訴最高法
院期間死亡，最高法院就諸慶恩上訴部分予
以駁回，就檢察官上訴部分改判不受理而定
讞。諸慶恩享年37歲，留下妻子及當時年僅1
歲及4歲的女兒，2名女兒承受怡華所提求償
訴訟，怡華最終敗訴確定。

高檢署 3 月 18 日認為諸慶恩應受無罪判
決，聲請再審，主張本案聲請再審標的為二
審改判諸慶恩偽造文書有罪案件，檢方及諸
慶恩均上訴最高法院不合法，案件有罪定讞
而非不受理，可以聲請再審。

高院認為，本件最終判決為最高法院不
受理的程序判決，非有罪實體判決，檢方聲
請不合法而駁回，可抗告。

為諸慶恩聲請再審遭駁 高檢署深感遺憾將抗告

（中央社）調查局今天於台北市木柵垃
圾焚化廠，公開銷燬總重212公斤的239箱毒
品，箱數為歷年之最。局長呂文忠表示，不
容毒品犯罪向公權力挑戰，將持續結合憲警
等單位打擊毒品犯罪。

法務部調查局新聞稿指出，今天下午舉
行民國110年度全國獲案毒品證物公開銷燬儀
式，為110年全國反毒活動揭開序幕。

調查局表示，自民國82年起即依行政院
核定的 「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要點」
規定，設置 「獲案毒品證物保管專庫」，負
責各機關緝獲的第一、二級毒品，包括海洛
因、大麻、古柯鹼等計17種毒品證物檢驗、
集中保管及銷燬作業。

調查局指出，去年經法院判決確定，獲
核發處分命令應銷燬各類毒品計6076件，重
量212公斤776.87公克，於今天公開銷燬；但
銷燬毒品數量龐大，總箱數239箱為歷年之最

，特協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派員協助全程戒護。

新聞稿提到，本年度銷燬毒品中，包含
海巡署107年12月於台東破獲當時史上最大大
麻田一案，該案犯嫌種植794株大麻，單此一
案件的獲案毒品就有118箱之多。

調查局表示，公開銷燬儀式由法務部長
蔡清祥主持，並與局長呂文忠、北市府環保
局長劉銘龍共同啟動銷燬程序，所有毒品在
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金聰、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黃怡騰、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
會執行長鄧昭芳及媒體見證下投入爐內焚化
。

呂文忠致詞時表示，公開銷燬儀式展現
政府對於反毒、打擊毒品犯罪的決心，而政
府打擊毒品一向不遺餘力，不容毒品犯罪向
公權力挑戰，將持續結合海關、警政、海巡
、憲兵等單位一起打擊犯罪。

調查局銷燬212公斤毒品 總箱數239箱創新高

（中央社） 「商業事件審理法」將於7月1日
施行，增設的商業法院與智財法院合併為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司法院人審會今天通過商業法院
法官的多個人事案，法官林欣蓉派任商業法庭庭
長。

司法院指出，商業事件設專責法院審理，
「商業事件審理法」、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

織法」定於7月1 日施行，增設商業法院與原智慧
財產法院合併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採二級二
審制及調解前置程序，處理金額逾新台幣1億元

的重大民事商業事件。
司法院人審會今天通過商業法院法官的人事

案，智財法院法官林欣蓉派任為商業法院的商業
法庭庭長，高院法官陳蒨儀、林佑珊、林玉蕙及
湯千慧，及士林地方法院法官林昌義、新竹地院
庭長吳靜怡，調任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商業法
庭法官。

此外，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再任高院法官，
並以新職調派司法院發言人室辦事兼發言人。

商業法院7/1上路 司法院人審會通過派任法官

（中央社）高市今晚發生一起襲警案件，董姓員警晚間6時多在執行指揮交通勤務時，突有一名
男子持疑似鐵鎚鈍器攻擊董員後腦勺，造成2公分撕裂傷，男子隨後騎車落跑，警方正全力追緝。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晚間指出，董姓員警晚間6時多在三民區民族路、大順路口指揮交
通，有一名男子卻突然騎車停在董員旁邊，接著就從後面持疑似鐵鎚鈍器攻擊董員，隨後拔腿就跑。

董員轉頭發現男子，立即忍痛衝上去追男子，但男子卻跑向附近一輛機車，騎車逃逸無蹤。董員
經送醫發現後腦勺有2公分撕裂傷，並包紮傷口，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也已前往醫院探視。警方已
鎖定特定男子，正全力追緝中。

高市警指揮交通遇襲男子持鈍器敲頭拔腿落跑

（中央社）北檢偵辦中崙派出所案，處分前所長許書桓緩起訴。台北市警察局今天表示，
本案並無請託、關說等情形，單純為許書桓和巡佐傅榮光思慮不周所致，尊重偵查結論。

市警局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台北地檢署今天針對轄下松山分局中崙所案發布偵查終結報
告，尊重其公正客觀調查後所作偵查結論。

同時，針對外界相關疑慮，北檢也加以說明，這和市警局秉持 「不掩飾、不護短、不庇縱
」堅持還原刪除影像嚴正查處原則相同。

市警局說，本案並無 「請託、關說、施壓」等情事，單純為許書桓與傅榮光2人思慮不周
，直接刪除電腦資料所致。

市警局表示，今後將加強法治教育，強化駐地安全，收回派出所長刪除電腦資料權限，並持
續打擊黑幫嚴懲暴力穩定治安。

北檢偵辦中崙派出所案，勘驗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等人手機對話紀錄，查無施壓、關說，
認定許書桓要求傅榮光格式化監視器畫面，考量2人認罪，今天處分緩起訴。

此外，中崙所前副所長顏敏森罪嫌不足，不起訴；砸毀警用電腦徐姓男子被依毀損公物罪嫌
起訴，另9名黑衣人罪嫌疑不足，不起訴。

前中崙所長許書桓緩起訴 北市警：尊重偵查

跨黨派立委為護理人員爭取權益跨黨派立委為護理人員爭取權益
國民黨立委張育美國民黨立委張育美（（中中）、）、民眾黨立委蔡壁如民眾黨立委蔡壁如（（右右22））與民進黨立委邱泰源與民進黨立委邱泰源（（右右））1111日在立法日在立法

院舉行記者會院舉行記者會，，在國際護師節前夕送花感謝護理師辛勞在國際護師節前夕送花感謝護理師辛勞，，並一同為護理人員爭取權益並一同為護理人員爭取權益。。

中捷綠線通車後運量下滑中捷綠線通車後運量下滑 盧秀燕盧秀燕：：首週合乎預期首週合乎預期
台中捷運綠線正式通車收費後運量下滑台中捷運綠線正式通車收費後運量下滑，，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圖圖））1111日在市政會議中表日在市政會議中表

示示，，綠線通車首週運量約為試營運的綠線通車首週運量約為試營運的5454..99%%，，比率過半比率過半，，表現合乎預期表現合乎預期。。

立院三讀立院三讀 台灣歷史博物館文學館升格三級機構台灣歷史博物館文學館升格三級機構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1111日三讀通過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組織法日三讀通過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組織法、、國立台灣文學館組織法國立台灣文學館組織法，，從原本的四級從原本的四級

機構提升為三級機構機構提升為三級機構。。圖為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敲槌通過圖為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敲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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