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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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藥廠莫德納
今天向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申
請 全 面 批 准 其 研 發 的 COV-
ID-19疫苗，成為第2家尋求監
管機關核准並廣泛使用的藥廠。
目前莫德納在美國只取得緊急使
用授權。

莫德納（Moderna Inc）的
競爭對手美國藥廠輝瑞（Pfizer
Inc）和其合作夥伴德國生技公
司 BioNTech，已於數週前向美
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申
請 全 面 批 准 使 用 它 們 研 發 的
2019 冠 狀 病 毒 疾 病 （COV-
ID-19）疫苗。

全面批准使用疫苗可能是緩
和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

的重要步驟，美國和其他富裕國
家境內的疫苗猶豫愈來愈令人憂
心。

全面批准使用疫苗，也可讓
藥廠可以直接行銷它們的疫苗，
以及幫助企業和政府機關為員工
施打疫苗。

莫德納表示，未來數週將持
續以滾動方式提供數據給食品暨
藥物管理局，並要求優先審查。

莫德納已與美國政府達成協
議，供應3億劑COVID-19疫苗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超過 1 億 5100 萬劑
莫德納疫苗已配送至美國各地，
截至5月30日為止，已施打約1
億2450萬劑。

莫德納向美國FDA申請 全面批准使用其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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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 went to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on Memorial
Day to honor those who died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and urged
Americans to strengthen and
protect the nation’s democracy.

Biden said, “Democracy itself is
in peril here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What we do now and
how we honor the memory of the
fallen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democracy will long endure.”

The president said, “We owe
the honored dead a debt we can
never fully repay.”

On this Memorial Day the U.S.
also decided to fully withdraw
from Afghanistan.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e
lost a total of 2,312 service
members there. This number

does not include all of the lives
lost at home from service-related
illnesses and suicides.

When we review all of the wars
we have participated in over the
last seventy years, including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we have lost so
many lives and spent b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se wars. We have
witnessed over this time so many
people at home who have
suffered and lost their loved ones.

On this day, especially on
Memorial Day, our nation needs
to rethink about the future of
Americ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really need peace and
not war.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we
have now lost more than six

hundred thousand lives. The
world is in a serious crisis. As
human beings we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We need to stop
these senseless wars.

0606//0101//20212021

Honoring Our Fallen ServiceHonoring Our Fallen Service
MembersMembers

拜登總統國殤紀念日在阿靈頓國家公墓向
陣亡將士官兵們致哀，他表示我們對於為國犧
牲的將士們有著極大的歉疚，我們的國家建立
在一個崇高的理想之上，但是我們的民主正遭
受空前之挑戰。
美國決定今年九月一日起全部从阿富汗撤

军，根據国防部之數據，共有二千三百一十二
人喪生，其中不包括許多回國後因病去世的退
役軍人。
這场歷经二十年的戰爭，可能為美國在國

外戰爭中劃下句點，但是戰爭所帶來的悲劇，
可能永遠無法消失。
今天的國殤紀念日，那些躺在公墓的犧牲

軍人，可能就是政客們錯誤決定的犧牲品，他
們是在一些錯誤之決策下奔赴戰㘯。

回顧二次大戰以來，我們以世界警察之姿
態，在全球各地掀起戰爭，無論在亞洲、中東
、美洲及中南美洲後院，結果是槍桿子未能解
決世界爭端。
這一年多來，新冠病毒奪走了六十萬國人

之寶貴生命，所幸拜登總統大刀阔斧之疫苗接
種計劃，拯救了國人及经濟，我們總算從廢墟
中走出來。
做為一個亞裔美國人，我們正遭受那些政

治狂人及種族歧視之無知對待，無視我們對社
會之貢獻，政府應該積極作為，發揮法律保障
措施，共同維護國民共同之安全權益保障。
值此國殤紀念日，我們盼望全國人民應充

分體會戰爭之可怕，和平之珍貴。

國殤日之省思國殤日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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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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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防長稱俄是“頭號威脅”
俄方：這都是北約增兵的借口

綜合報導 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萊士稱，俄羅斯艦船在英國附近海域

的活動增加，俄羅斯是“敵人，是頭號威脅”。對於西方經常發表的

“俄羅斯威脅論”，俄方多次強調俄不打算攻擊任何北約國家，稱該論

調只是北約在俄邊界附近部署更多裝備和隊伍的借口。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對該報稱，

“‘好奇’的俄羅斯艦船經常來我們這裏。現在，經常有幾艘俄羅斯軍

艦‘造訪’我們。”

華萊士還稱，去年年底，在愛爾蘭海發現了一艘俄羅斯潛艇，並補

充稱，英國“很長、很長時間都沒有發現那裏有他們的存在。”

英國國防部3月發布了使軍隊現代化升級的戰略，在戰略中還確認

了將俄羅斯視為“威脅”的態度，並談到了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增加軍事

存在的計劃。

英國海軍於2020年12月表示，那幾日在該國領海附近對9艘俄艦艇

進行伴行並追蹤動向。

英國海軍和空軍經常對在該國附近航行的俄羅斯艦艇及飛行的俄飛

機進行跟蹤觀察。俄軍方沒有侵犯邊界，在國際水域和空域行駛。英方

經常指出俄方人員行事很專業，所有伴行情況均以無事件發生結束。

西方政治家經常發表“俄羅斯威脅論”。俄方多次強調俄方不打算

攻擊任何北約國家，俄外長拉夫羅夫認為北約很清楚這點，只是在以該

論調作為在俄邊界附近部署更多裝備和隊伍的借口。莫斯科多次表示，

對北約力量在歐洲增加表示擔憂。

秘魯19個大區發現C.37變種病毒
自4月起開始流行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國家衛生研究所(INS)指出，在秘魯全國19個

大區發現了C.37新冠變種病毒。

INS在這些地區抽取了623個樣本，在該機構生物醫學實驗室基因組

測序平臺上進行了分析。INS介紹說，這種變異毒株最初於2020年11月

在利馬的一名病人身上發現，之後卡耶塔諾· 埃雷迪亞大學的團隊將其

命名為C.37，截至2021年3月共有20人確診感染該病毒。

INS稱：“我們認為，由於C.37變種病毒的遺傳特征，可能會避開

人體的免疫反應，我們已經在其他變種病毒中看到過這種情況，這意味

著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可能會再次感染。”

INS強調，這是一個值得關註的變種病毒，但仍在研究它是否會導

致嚴重感染或具有更高的感染率。美國、智利、巴西等國也發現了C.37

變種病毒。

此前，秘魯衛生部長烏加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約80.5%的

新增確診病例所感染的是C.37變種病毒，此病毒自4月起開始流行。另

有11.7%的確診病例感染了在巴西發現的變種病毒，1.9%的確診病例感

染了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

烏加特強調，盡管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新冠肺炎確診及死亡病例數均

已開始逐漸下降，但在部分地區，如該國南部的阿雷基帕，情況仍不容

樂觀。

25日，秘魯La Libertad大區區長和防疫行動指揮部主席曼努埃爾·

科羅內爾表示，盡管正在推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但La Libertad仍有出

現第三波疫情的可能性，新冠病毒仍有可能繼續變異，20至40歲年齡組

將是最受沖擊的人群。

巴以停火之後
加沙地帶的居民又以何處為家？

綜合報導 巴以雙方無條件停火已經

執行一周的時間，避難的加沙民眾陸續返

家。

然而以色列空襲期間，加沙城內大量

民居被毀、大量民眾傷亡。面對家破人亡

的處境，這些居民又以何處為家呢？

幾張破布組成的帳篷，幾把破舊的椅

子，這是馬哈茂德現在的全部家當。而就

在帳篷旁幾步的距離，是他曾經的家。5

月14日的一場空襲，讓這棟三層小樓瞬間

變成一片廢墟，也瞬間摧毀了馬哈茂德一

家的生活。

加沙城流離失所者 馬哈茂德· 阿塔爾

：這裏曾經是我的房間，我和我的妻子、

孩子住在這裏，就是在這裏，空襲到來時

房子瞬間就塌了。我發現自己在門框下面

， 所以保住了一條命。我爬出來後用探

照燈在廢墟裏尋找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大

聲喊著他們的名字，我聽到了他們的聲音

，但沒有用。

空襲後，加沙的民防隊趕來營救，但

最終找到的只有冷冰冰的屍體，在這場空

隙中馬哈茂德的妻子以及三個孩子全部遇

難。曾經鮮活的人，如今只剩下手機中的

幾張照片可用來追憶，馬哈茂德即便沈默

也難掩悲痛。

加沙城流離失所者 馬哈茂德· 阿塔爾

：這是艾米拉，她五歲了，這是塞拉姆，

他才兩歲，這是艾米拉和哥哥哈立德在家

和鴿子一起拍的照片。

然而馬哈茂德卻來不及悲傷，與他同

住的弟弟在空襲中僥幸幸存卻受了傷，只

能勉強拄著雙拐行動。失去親人又需要照

顧弟弟，沒有生計的他們只能依靠少量的

援助，在帳篷中搭夥度日。

加沙城流離失所者 伊哈蔔· 阿塔爾

：我們沒有了工作，也沒能從廢墟中取

出任何東西，我們只能希望趕緊進行重

建。

只是毀壞的房屋可以重建，破碎的

家庭卻再難重聚。對於以色列空襲中失

去至親的加沙人來說，停火難以撫平傷

痛，重建也無法慰藉心靈。在巴以戰火

硝煙中求生存的他們，又能以何處為家

呢？

加沙城流離失所者 馬哈茂德· 阿塔爾

：在我們住了十五年的那棟房子裏，我、

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的記憶，都在那一瞬

間化成了灰燼，我也不知道目標，不知道

未來 ，不知道人生的意義。

馬克龍訪問盧旺達
承認法國在盧旺達大屠殺中的責任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

訪問盧旺達，承認法國在1994

年盧旺達大屠殺中的責任。

馬克龍當天在盧旺達首都

基加利的大屠殺紀念館發表講

話，表示已經認識到法國在盧

旺達大屠殺一事上的責任。他

說，法國對盧旺達負有政治責

任，並有義

務直面歷史

，認識盧旺

達人民所遭

受的痛苦；

然而法國對

於真相調查

長期選擇了

沈默。

馬克龍

強調法國沒有參與當時發生的

種族滅絕，“不是殺人者的幫

兇”。大屠殺紀念館安葬了超

過25萬名大屠殺遇難者。馬克

龍在紀念館向死難者獻花圈。

另外，他還透露法國將會向盧

旺達派遣大使。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對馬克

龍的講話表示肯定。他與馬克

龍在基加利會談後舉行了聯合

記者會。卡加梅表示，馬克龍

的相關表態“比道歉更有價值

”。他認為盧旺達和法國的關

系今後將得到改善。

法國總統馬克龍此前決定

編撰報告研究法國在1990年至

1994年盧旺達局勢中所起的作

用，並向公眾開放有關檔案。

報告得出的結論認為，當時的

法國政府對大屠殺的準備工作

“視而不見”，對了解殺戮的

程度“反應遲緩”，但法國並

沒有直接參與沖突。

馬克龍訪問盧旺達之際，

法國與盧旺達都期待兩國關系

的進一步恢復。法國政府發言

人阿塔爾表示，此訪“特別有

意義”，馬克龍願意以“完全

透明的方式”面對歷史問題。

1994年4月至7月，盧旺達圖

西族和胡圖族發生大規模暴力沖

突，共有50萬至100萬人被殺害

，其中大部分死者為圖西族人。

希臘穩步推進疫苗接種
新冠“數字綠色證書”將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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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例新冠確診病

例，目前累計確診396970例；

新 增 死 亡 39 例 ， 累 計 死 亡

11955例。

希臘衛生部部長基基利亞

斯宣布，從5月 29日起，年齡

在30至34歲的人士將可以預約

除了目前正在使用的阿斯利康

疫苗之外的輝瑞、莫德納和強

生疫苗。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

也在當日表示，希臘疫苗接種

計劃正在穩步推進。雖然有可

能形成血栓的潛在風險，但阿

斯利康疫苗的接種年齡限製沒

有改變。不過該委員會同時指

出，50歲以下的女性形成血栓

的風險更高。

希臘國家藥品組織(EOF)5

月26日宣布，自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在該國啟動以來，共有5例

血栓形成病例與接種阿斯利康

疫苗有關。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

會主席西奧多裏杜說：“委

員會註意到，50 歲以下女性

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

栓性血小板減少綜合征(TTS)的

風險更高。不過，考慮到流行

病學數據和目前病毒的傳播情

況，委員會仍然決定建議按照

目前的方案繼續接種。”根據

希臘目前的疫苗接種計劃，30

歲以上的人群均可施打阿斯利

康疫苗。

另一方面，希臘數字治理

部長皮埃拉卡基斯將於5月 28

日向公眾展示新冠“數字綠色

證書”。該證書包含一個防偽

二維碼，涵蓋持有人的疫苗接

種、病毒檢測結果以及確診後

康復情況等信息。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此

前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希臘已

經為“數字綠色證書”的簽發

做好了準備。

歐洲議會5月 20日宣布，

經過多輪談判磋商之後，歐盟

三大機構已就新冠“數字綠色

證書”達成協議。之後，歐洲

議會議員將在6月7日舉行的全

體會議上對協議進行投票。歐

盟期待7月1日正式推出這一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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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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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矢言，下個月在日內
瓦與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召開
首場峰會時，將針對人權問題施壓。

法新社報導，這次與俄國領袖面對面對
談，美俄關係正緊繃，堪稱近年來之最，華
府如今把目標縮小至建立起足以互相理解、
能在某些領域合作上的關係即可。

有關這場排定於下個月 16 日舉行的峰
會，拜登今天在演說中表示： 「再過兩週我
將在日內瓦與蒲亭總統會面，屆時將闡明，
美國將不會坐視任由他侵犯各項權利。」

拜登自入主白宮以來，已對莫斯科當局
祭出多項新制裁，聲稱俄羅斯參與攻擊美國

資訊科技業者SolarWinds，並重施故技、干
預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

除此之外，華府也嚴詞譴責莫斯科當局
幾 乎 毒 殺 並 囚 禁 知 名 異 議 人 士 納 瓦 尼
（Alexei Navalny）。

美俄之間的關係趨緊，另一個原因還包
括烏克蘭。俄羅斯已經掌控烏國大片領土，
近來又派出重兵駐守邊界，大秀軍力。

而另一個焦點則落在俄羅斯支配的白俄
羅斯，白俄羅斯先前為逮捕旅居海外的一名
反對派人士，迫使一架飛經其領空的客機降
落，引發國際社會撻伐。

美俄領袖峰會 拜登：會施壓人權問題

澳洲一名高階軍官今天說，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尚未結束
，澳洲和美國今年仍將合辦大型聯合軍事演
習，但會大幅縮減規模。

兩年一度的美澳 「護身軍刀」（Talis-
man Sabre）聯合軍事演習一向被視為兩國
結盟的重要象徵，今年的演習將於7月展開
，規模大約會是往年的一半，因為能入境澳
洲的外國部隊人數有限。

除了美澳之外，加拿大、日本、韓國、
紐西蘭、英國也將參與演習。

澳洲海軍中將強斯敦（David Johnston
）表示，約有1萬7000人參與這次演習，其
中2000名外籍人士入境澳洲，須接受14天
隔離。

他在澳洲參議院聽證會中說： 「今年…
在澳洲領土上行動的外國部隊會比較少。」
他補充： 「但所有來到澳洲境內的人都須接
受隔離措施。」

澳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本土疫情，
過去 18 個月以來，一直非常嚴格地管制外
來旅客入境人數。

法新社報導，澳洲和美國軍方都期望演
習照常舉行，尤其澳洲持續面臨來自中國的
外交壓力。澳洲為此制定了計畫，要在演習
期間將多數外國部隊安排在境外。

上一次 「護身軍刀」演習在 2019 年，
當時有3萬4000人參與，多數是澳、美兩國
人員。

美澳7月例行軍事演習 考量疫情規模減半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伊朗非政
府組織（NGO）已提起訴訟，稱在美國制裁下，瑞
典公司拒絕將罕見疾病患者所需的醫療器材出口至
伊朗，導致患者更加痛苦、甚至死亡，要求該公司
賠償並提出替代方案，而非坐視問題繼續發生。

根據報導，總部設於荷蘭海牙的伊朗非政府組
織 「伊朗國際刑事法中心」（ICICL）提起訴訟，
稱美國前總統川普2018年5月下令退出通稱伊朗核
子協議的 「聯合全面行動方案」（JCPOA）後，雖
聲稱會 「為人道主義行動保留窗口」，但瑞典美尼
克醫療器材公司（Molnlycke）仍不再向伊朗提供
「美皮蕾」吸收泡棉敷料（Mepliex Silicone Foam

Dressing）等醫療器材，讓伊朗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
疱症（Hereditary epidermolysis bullosa，俗稱 「泡泡
龍」）患者十分痛苦。

此罕見疾病主要是由於負責維繫皮膚表皮與真
皮附著的組織產生突變，讓患者的皮膚異常脆弱，

稍微摩擦便可能破皮或產生腫大的水皰或血皰；目
前並無根本治療方法，患者須每天重新包紮以維持
皮膚完整及不受感染。

伊朗約有1000名 「泡泡龍」患者，其中1人荷
斯拉維（Hadi Keykhosravi）告訴 「半島電視台」，
說這種病 「就像把滾水一滴一滴倒在皮膚上」，但
美尼克公司的敷料能迅速吸收傷口滲液，讓傷口更
快癒合，大幅減輕痛苦。而在少了這些先進敷料後
，荷斯拉維愈來愈難避免傷口受到感染，最終有一
條腿在2020年6月被迫截肢。

ICICL指出，自美尼克公司停止向伊朗出售相
關醫療器材以來，當地已有30名 「泡泡龍」患者死
亡，且大多為兒童；而對其他仍掙扎求生的患者來
說，痛苦則大增70%。該組織呼籲美尼克公司取得
豁免美國制裁的許可，或找出替代方案，讓伊朗患
者能繼續獲得賴以為生的醫療器材，並對目前受影
響者提供賠償。

美國制裁下 罕見疾病患者正在死去

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相當於參謀總長）山崎幸二，今天跟訪日的美國印太司令會談時說，有關任
何嘗試在東海改變現狀的行為，日本將以堅強意志透過日美合作堅決因應。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山崎幸二今天跟來訪的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美國海軍上將阿基里諾
（John Aquilino）舉行會談，確認日美將持續攜手促進地區和平與穩定。

阿基里諾今天訪日，是4月接任印太司令後的首度出訪外國，並在下午赴日本防衛省與山崎會談。
山崎致詞考量到中國時說，雖然日本目前所處安全保障環境非常嚴峻，但美國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

5條所展現的強烈承諾，讓日本感覺受到鼓舞。
山崎說， 「有關任何嘗試在東海改變現狀的行為，日本將以堅強意志，透過日美合作堅決因應」。
阿基里諾致詞時說，日美同盟是為了維持這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他上任後首度出訪外國就選擇

日本，是因為對他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未來將與日本確實合作，共同致力各項工作。

見美印太司令 日統合幕僚長：合作因應東海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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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变更虚拟公众听证会通知

公众可以通过Zoom访问https://us02web.zoom.us/j/87455341414 或拨打：
346-248-7799或888-475-4499（免费电话），会议ID：874-5534-1414，参加虚拟听证会。
仅当您想在听证会上发表意见时，才需要在Zoom上参加。  否则，您可以在
https://www.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上在线观看虚拟听证会的直播。
听证会的录像也将被保存在www.RideMETRO.org上。
  
8月拟议服务变更包括：

实施Gulfton环线；2号线、3号线、5号线、9号线、23号线、25号线、30号线、36号线、38号线、39号线、
44号线、47号线、48号线、49号线、50号线、56号线、58号线、59号线、63号线、64号线、65号线、
66号线、67号线， 70号线、72号线、75号线、76号线、77号线、78号线、79号线、82号线、83号线、
84号线、87号线、97号线、98号线、102号线、108号线、151号线、所有市中心停车换乘走廊以及
METRORail红色、绿色、紫色路线的时刻表变更。METRO将继续做出临时时刻表调整，
应对保持社交距离和可使用的职工人数。

2021年6月1日星期二开始，将在网上以及李·P·布朗METRO管理大楼（位于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2）METRO RideStore大厅内提供拟议线路图和有效的时刻表的副本，供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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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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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表公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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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可以发表意见。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表意见：  

• 写信给METRO，收件人：2021年8月服务变更，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 将主题行为“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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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ideMETRO.org上提交意见。

所有意见应在2021年6月8日星期二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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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援助和其他安排应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48小时通过致电713-739-401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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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议服务变更虚拟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鉴于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董事会将于2021年6月8日星期二中午12点举行虚拟听证
会 。董事会邀请公众对2021年8月METRO拟议服务变更发表意见，特此通知。听证会将在Zoom虚拟会议平台上通
过电话和视频电话会议进行。

因儲存冰箱未插電源
日本119人被錯誤接種常溫疫苗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27日，日本橫濱市發布消息稱

，當地發生了一起新冠疫苗接種烏龍

事件，因儲存疫苗的冰箱沒插電源，

119人被錯誤接種了常溫疫苗。

據報道，此次事件發生在橫濱市

的瀨谷體育中心。該接種點的工作人

員在前一天為了解凍疫苗，將疫苗從

冷凍冰箱轉移到冷藏冰箱時，沒有註

意到冷藏冰箱並未插入電源。

橫濱市方面表示，解凍後的疫苗

原本應在2至8攝氏度的環境下保存，

但這次的疫苗在8攝氏度以上的環境

放置了約18個小時。

在工作人員註意到這一情況前，

已經有119人接種了常溫保存的疫苗

。剩余的247人份的疫苗隨後被作廢

處理。

對於接種了常溫疫苗的影響，橫

濱市表示，尚不能確定具體影響。不

過，報道指出，這119人可能難以產

生充分的新冠抗體，今後需要進行抗

體檢測，若有必要應再次接種。

對於此次事件，橫濱市政府負責

人表示，“對接種人員深表歉意，今

後會定期確認和記錄冰箱溫度，努力

防止再次發生(類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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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發布

預測結果稱，用於儲存福島第一核電站處

理水的儲水罐，預計會在 2023 年春季前後

被裝滿。

據報道，東電反應堆報廢負責人小野明在當

天的記者會上表示，“若按中央政府的方針在

2023年春季開始排海，那麼現階段沒有必要增設

更多儲罐”。

據東電介紹，現有儲罐可保管約137萬噸處

理水，截至2021年5月底，儲量已達126萬噸，

照此下去，將在2022年11月前後全滿。

東電將把現有儲水罐中約3萬噸的容量轉用

於放射性物質測定等排海準備工作。作為其補充

，將在已拆除的舊式儲罐原址，新設容量約3萬

噸的儲水罐。東電稱，若到2022年11月前後開始

使用這些儲水罐，就能在開始排放之前繼續存儲

處理水。

小野還表示，為了迅速開始排放，將提前把

處理水放入用於排放準備的儲罐內，並完成放射

性物質測定工作。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縣附近海域發生

9.0級特大地震。受此影響，東電運營的福島第一

核電站1至3號機組堆芯熔毀。東電持續向1至3

號機組安全殼內註水以冷卻堆芯並回收汙水。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將上述

核汙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排放入海。排放將於約兩

年後開始，排放時間預計將持續20年至30年。

韓國民調：
韓日民眾僅二成對對方國家有好感

綜合報導 韓聯社消息稱，韓國全國經紀人聯合會下屬韓國經濟研

究院近日發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韓國和日本民眾中僅二成對對方

國家有好感，約七成受訪者認為應改善雙邊關系。

報道稱，韓國經濟研究院委托民調機構Mono Research針對韓國

和日本民眾共1431人(韓國人714人，日本人717人)進行了相關調查

。結果顯示，僅有16.7%的韓國人和20.2%的日本人對對方國有或很

有好感，48.1%的韓國人和42.8%的日本人對對方國沒有好感或有反

感，互無好感占比高出好感兩倍多，持中立態度的占比分別為35.2%

和37%。

報道提到，盡管如此，兩國國民仍期待改善雙邊關系。78%的韓

國人和64.7%的日本人認為兩國政府應致力於構建合作關系。就需要

合作的領域，韓國人回答“共同研究歷史問題”的最多，占23.5%，

其後依次是“經貿領域”(21.7%)、“文化· 旅遊”(20.4%)。日本人則

依次為“文化· 旅遊”(23.2%)，“經貿領域”(21%)、“軍事安全”

(17.2%)。

另就韓日矛盾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報道稱，受訪者認為是“兩

國公眾互不信任”(韓國人29.3%，日本人28%)和“雙邊交易萎縮”(韓

國人22.2%，日本人16.2%)。

韓聯社提到，韓國經濟研究院方面表示，韓日領導人有望在下月

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上會面，應借此積極謀求發展兩國合作關系的

方案。

菲律賓擴闊疫苗接種人群範圍
允許民宿恢復全面運營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府發

布公告，菲新發傳染病機構間

工作組（IATF-EID）27 日批準

擴闊疫苗接種人群範圍，允許

正規民宿恢復全面運營。

隨著疫苗不斷抵達菲律賓

，菲政府優化防疫計劃，將疫

苗註射人群，從一線醫護工作

者、長者、基礎病患者、政府

主要官員，擴闊到在住所以外

的指定地點工作的私營機構雇

員；中央政府機構雇員，包括

中央政府擁有和控股公司雇員

和地方政府雇員；在戶外工作

的工人、個體經營者，以及家

政工人等。

菲總統發言人兼 IATF-EID

的發言人哈利· 洛克表示，醫護

工作者直系親屬將被納入優先

接種組；海外菲律賓勞工，將

在疫苗接種計劃啟動後4個月內

部署接種。

同日，IATF-EID批準持有

該國旅遊部（DOT）頒授運營

證書的民宿（Staycation）恢復

運營，可以經營場所100%容量

，為民宿客人提供住宿服務。

民宿可以不把新冠檢測作為住

宿的先決條件，但客人年齡需

在18歲至65歲之間。在菲律賓

首都大馬尼拉及周邊實施“一

般社區隔離（GCQ）”的民宿

，只允許接待“來自同一家庭

的客人”。

此前，根據菲社區隔離的

綜合指導方針，只有經過交通

部認證的酒店或住宿機構，才

允許為客人提供合法的住宿。

在一般社區隔離（GCQ）區域

內，經交通部認可的住宿酒店

，只可為休閑客人提供最多

30%的客房。

截至 5 月 25 日，全菲新

冠疫苗接種量為 4495375 劑，

已有 100 多萬人接種兩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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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梁悅琴）“全
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獲商界積極響應，相繼捐
出車票、股票、定存優惠吸引市民打針。港鐵宣
布將送出500張全年車票予已接種疫苗的市民，
中獎者可於一年內無限次乘搭港鐵本地車程（機
場快綫、港鐵接駁巴士、往來羅湖及落馬洲的車
程及東鐵綫頭等車費除外），以每天兩程最長車
程27元（港元，下同）計算，一年約值2萬元，
總值高達1,000萬元。

為鼓勵員工接種疫苗，港鐵除了原有的一天
“身心健康假”外，當員工完成接種兩劑，獲額
外多一天假期，如果員工接種後不適，亦可以請
假在家休息。本月下旬公司將在九龍灣車廠安排
疫苗外展服務。

睿智送出150萬元股票
睿智金融集團5月31日表示將捐出價值150

萬元的上海實業環境股票，以抽獎形式送予已
接種新冠疫苗的15位市民，參加者必須年滿18
歲、持有效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已於香港
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較早前完成接種者亦

可參加。上海實業環境31日收市每股報1.2元，
無升跌，每手1,000股，以每名中獎者可獲得價
值10萬元股票計，即每名中獎者可獲贈83,333
股。

中信銀行宣布，即日起至9月30日止推出
“齊心抗疫定存優惠”，所有新舊客戶親臨任何
一間分行出示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之有效證
明，以新資金敘造一個月港元定期存款可享1厘
年利率優惠，新資金由1萬元起，20萬元止。

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表示，該公司現時已
有一半員工完成接種疫苗，打完兩針可享有合共
6天假期，預料員工接種率下月可達75%。

新世界發展發言人31日表示，集團鼓勵員工
接種新冠疫苗，包括提供2天有薪針假，以及早於
今年1月1日起，透過旗下富通保險向香港員工提
供免費疫苗副作用保障等。該集團亦正安排員工
外展接種服務。

利嘉閣地產增設“疫苗有薪假期”，由6月
1日起所有接種新冠疫苗的員工，每接種一針即
可享有1天有薪假期，接種滿兩針即享有2天有
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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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針客着數多
港鐵贈500張年票

●“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5月31日宣布啟動。左起：香港疫苗顧問
專家委員會成員曾浩輝、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特首林鄭月娥、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港府僱員享疫苗假 一針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為進一步

鼓勵政府僱員盡早接種新冠疫苗，香港特區政
府5月31日宣布，即日起至今年8月31日，政
府僱員在接種每劑疫苗後，享有疫苗假期一
天。所有政府僱員包括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和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均合資格。至於今
日之前已接種疫苗的政府僱員，亦可就每劑疫
苗追溯假期，申請於明年3月31日或之前放取
一天疫苗假期。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記者會上
指出，港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亦會推出鼓
勵僱員打針的措施以起帶頭推動作用。他表
示，政府已要求各法定及公營機構同樣為僱員

實行有關安排，並獲得積極的回應。他有信心
前線政府人員的接種率，會比香港整體接種率
為高。

籲僱主安排疫苗假期
港府已於5月31日起為前線政府僱員實施

“以接種疫苗取代定期檢測”的安排。前線政
府僱員在接種第一劑疫苗並提供疫苗接種記錄
後，可獲豁免進行定期病毒檢測；未接種疫苗
的人員必須每兩星期進行一次鼻腔和咽喉合併
拭子樣本測試。聶德權呼籲其他企業的僱主，
強烈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在能力可行的情況下
提供便利，包括為員工安排疫苗假期。

打疫苗路路通打疫苗路路通 不打針處處禁不打針處處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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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6月10日起第二階段“疫苗
氣泡”措施

●擬容許已接種疫苗顧客帶同未能接種
的小童及長者，在D類食肆用餐，每
枱最多12人

●增加酒吧、夜總會及卡拉OK同枱人
數、延長營業時間，增加容納人數上
限等

●倘爆新一波疫情，限制未接種疫
苗人士進入食肆、學校、
宿舍、地盤、圖書
館、博物館、戲
院、表演場所及
體育場所等

公務員接種疫苗

●6月1日至8月31日接種每一劑疫苗
後，可享“疫苗假期”一天

●接種第一劑疫苗並提供接種記錄後，豁
免定期檢測

接種疫苗記錄

●本周起“安心出行”2.0版本可儲存疫
苗接種記錄和針卡二維碼

●現時“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可下載電
子針卡，或以智能電話拍攝或截圖方
式，把針卡二維碼儲存在手機內

●協助業界開發掃描程式和
系統驗證針卡二維碼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

新措施

推廣疫苗接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親
自發信予逾百個地產
商、零售協會、僱主
聯會、同鄉社團等呼
籲響應運動

●設立疫苗接種抽獎牌
照熱線 2117 2783，
便利商界和團體舉辦
抽獎活動，並加快處
理牌照申請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接種可老幼接種可老幼1212人同枱人同枱““零針零針””研禁入九場所研禁入九場所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有所放緩，但新一波隨時一觸

即發，香港特區政府爭取在今年 9月前的黃金接種

期，築建免疫屏障，以防疫情去而復返，將與商界攜

手推高疫苗接種率。防疫措施方面，最快本月 10日

起，港府將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食肆等處所的防疫限制，例如讓已打針的食客帶同小

童及長者，最多每枱坐12人用膳。同時研究當下一波疫情爆發時，禁止未打針的市民進入九大

特定處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不想再看到香港因疫情反覆，處所時開時關，當疫情再來

臨，防疫措施不會一刀切，改為按打針與否釐定社交距離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林鄭月娥5月31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去年11
月下旬爆發的第四波疫情基本上已經完

結，截至31日已經37天沒有出現源頭不明的本
地確診個案，惟當日有1宗初步確診個案，或涉
及源頭未明的本地人士，這說明要完全做到1宗
個案也沒有，現實上有困難，而唯一可以令香
港真正走出疫境的有效途徑，就是市民大規模
接種疫苗，建立保護屏障。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指出，變種
病毒株具更高傳染力，或會引致更嚴重情況，
新一波疫情一旦爆發，有機會於短時間內急劇
擴散，“台灣最新一波的疫情確診數字由累計
的1,000多宗升至8,000多宗，只是10天的事，
所以要非常小心。”

本月10日開始疫苗氣泡2.0
她表示會與有關業界溝通，有望在本月10

日落實第二階段“疫苗氣泡”，視乎不同處所、
行業或活動的實際情況放寬社交限制，包括調整
處所或聚集的人數上限、營業時間、可進行的活
動、小組間的距離、佩戴口罩等要求。

她以食肆為例，已接種疫苗者可更多人同
坐一桌，也可用膳至更晚，“如果一家人當中
大部分人，如三分二的成員已經接種疫苗，而
其他成員因年紀或其他原因未能接種，仍可用
膳至晚一點，也可以更多人同坐一桌，例如可
12人一桌，讓市民多些機會一起外出吃飯。”

新一波疫情研作限制
陳肇始還透露，當下一波疫情來臨，會研

究是否限制未有接種疫苗者進入食肆、學校、
宿舍、地盤、圖書館、博物館、戲院、表演場

所、體育場地等爆發大規模感染風險較高的地
方。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表示，市
民現時除了可將紙本針卡下半部分撕開隨
身攜帶外，也可透過“智方便”應用程
式或以拍攝、截圖方式，把針卡二維
碼儲存在手機內。為進一步方
便市民攜帶和展示針卡二
維碼，“安心出行”即
將推出2.0版本，把疫苗
接種記錄和二維碼儲存在
內，而“智方便”的用戶也可
在下載電子針卡時將二維碼收納在
電子錢包內，預計一兩天內，先於蘋果手
機iOS系統推出有關功能。

已有驗證二維碼App
為配合商戶和企業為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

優惠，薛永恒表示，已開發了一個簡易的流動應
用程式“驗證二維碼掃描器”，便利餐飲和其他
處所，掃描顧客的針卡二維碼，“如打了一針會
顯示‘已接種第一劑疫苗’字樣；如打了兩針會
顯示‘已接種第二劑疫苗’，若兩者皆不是會顯
示‘二維碼資料錯誤，未能認證’。”

至於有企業推出抽獎或提供優惠鼓勵市民
接種疫苗，林鄭月娥指出，私人機構有責任和
義務，因他們希望早日通關、想多做些生意，
若私人機構提供抽獎等誘因，香港民政事務總
署已成立一站式的牌照諮詢服務，方便、配合
商界等舉辦有關活動，她認為這正是香港精
神，為達至一個共同目標而努力，相信市民會
視自身健康而考慮打針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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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司法院今天通過 「傳染病流
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
施行期間，由司法院及行政院就所屬分別核
定，為使當事人受公平審判等，明訂可遠距
視訊開庭並公布指引手冊。

司法院指出，傳染病流行疫情一旦蔓延
，戕害國家機制的正常運作甚鉅，司法機關
如果因傳染病流行疫情影響而無法妥適運作
，除有害於憲法所保障的訴訟權，更難以實
現公平正義。

為維持刑事、民事、少年、家事、行政
訴訟及其他司法程序於疫情嚴重期間的有效
進行，保障當事人受妥速及公平審判的權利
，並兼顧程序參與者的健康及安全，司法院
於今天院會通過 「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
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共分5章，計13
條；草案將儘速送請行政院會銜後，函請立
法院審議。

草案重點包含，緊急制定本條例的必要
性、本條例為特別法，由司法院或行政院考
量所屬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依照傳
染病防治法中央主管機關實施的相關防、檢
疫措施辦理時，是否影響司法程序的有效進
行，而分別核定所屬機關適用本條例的期間
及施行地區。

此外，法庭設置等事項得採取應變處置
或措施，得使用遠距視訊科技設備進行、科
技設備傳送文書、事後補行製作筆錄以及法

院處理刑事個案，認為審判有重大困難時，
得停止審判。

司法院今天也公布公布 「法院遠距視訊
開庭操作手冊1.0」，提供法院及當事人於疫
情期間，使用遠距視訊方式開庭的相關技術
支援與操作指引。

手冊內容提及，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疫情，全國 3 級警戒
期間延長至6月14日，雖已宣布各級法院原
則上暫緩開庭，但若法院長期無法開庭審理
案件，將影響人民訴訟權利，也會延遲公平
正義的實現，為兼顧疫情期間避免群聚、防
止感染的需求，聽取各級事實審法院、律師
界的意見，研擬出此手冊。

手冊分為 「法院版」及 「當事人或關係
人版」，重點包含，採用U會議軟體進行遠
距視訊開庭，只要有適合的資訊設備，即可
參與遠距視訊開庭；提供多種視訊開庭形式
，以因應個案需要；遠距視訊的參與者，也
要遵守法院的訴訟指揮，依審判長指示進入
、退出視訊開庭，不可以讓未經許可的人員
出現在參與者附近（恐有影響自由陳述之虞
）。

此外，參與者可以透過視訊觀看、聆聽
法官、當事人或關係人的表情與發言、檢閱
證物，也可以透過視訊陳述意見、回答問題
、提交文書與證物，例如，提交文書，可透
過鏡頭展示，讓法院截圖的方式即時提出。

司法院通過疫情程序特別條例 遠距視訊開庭指引

（中央社）調查局今天表示，近期中國網民散布台灣醫療崩潰等假訊息，且與台灣科技
重鎮竹科有關，並炒作民間自購疫苗議題，有進一步衍生社會動亂之虞，調查局已密切關注
調查。

法務部調查局新聞稿指出，經密切蒐報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
情期間境外勢力操弄爭議訊息動態，發現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群近期出
現指稱及暗示某企業有群聚、確診擴大跡象等爭議訊息。

新聞稿表示，相關訊息出自疑似境外勢力操控的社群帳號，且標的指向科技重鎮新竹科
學園區相關企業單位，恐有發動假訊息攻擊跡象，為遏止境外勢力操弄不實訊息影響台灣科
技業營運、危害經濟發展及公共秩序，調查局已密切關注調查。

調查局指出，爭議訊息包括推特社群謠傳 「某企業門口不知道為啥聚了一大批人…這是
咋了有人感染了嗎…」從爭議訊息散布者的貼文內容、文字均屬中國習慣用語，並以其互動
對象及個人頁面綜合判斷，是中國網民所操作。

此外，LINE社群今天起流傳 「Google連署表單： 『政府與民間一起努力救疫情，也要
救經濟』提出疫苗採購相關訴求」訊息，疑遭不明人士偽冒擅加 「新竹科學園區的新竹企業
經理人協進會」名義轉傳。

調查局表示，經向 「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查證，此訊息非出自協會，且連署內容起
源於臉書且無發起人名義，初步瞭解問卷連結尚無個資洩露情形，將持續溯源追查實際製作者，
如有觸犯刑法或妨礙防疫等不法情事，將依法偵辦。

新聞稿指出，近期中國網民基於案3443（35歲某企業男性員工）新聞，在各類社群散布有關
台灣疫情、醫療崩潰、大量火化等假訊息，呼應聲量激增，暗指台灣防疫前景不佳，且與科技重

鎮及相關企業單位有關，並炒作民間自購疫苗議題，有進一步衍生社會動亂之虞，因此即時揭露
相關資訊供有關產業、社會大眾預先防範提高警覺。

調查局呼籲民眾，若發現疑似境外勢力操弄爭議訊息情資，可向調查局通報。同時重申散播
不實疫情訊息將負刑事責任，民眾切勿轉傳不實訊息以免誤蹈法網。

調查局：境外爭議疫情訊息指向竹科 密切關注

（中央社）林姓男子等19人涉嫌在花蓮地區
租下民宿，設置詐騙機房詐騙中國民眾，刑事局中
部打擊犯罪中心獲報後循線查緝，共破獲2處詐騙
機房，警方偵辦後，將林男等19人依法送辦。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五隊今天表示，刑事局
中部打擊犯罪中心日前接獲民眾檢舉指出，有詐騙
集團於花蓮縣地區活動頻繁，涉嫌以假冒中國公安
方式，對中國不特定民眾詐騙，警方立即與花蓮縣
警察局刑警大隊共組專案小組蒐證，並報請花蓮地
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辦案人員查出，涉案的詐騙集團為躲避警方查
緝，以偽裝短期旅遊租客方式，承租旅館或民宿，
再將機房輾轉藏設於承租地點中，經警方長期偵查
後，鎖定設於花蓮縣新城鄉與吉安鄉民宿內的2處

詐騙機房。
警方分別於4月27日及5月12日，持搜索票前

往查緝，現場分別查獲集團幹部31歲林姓男子與
成員等8人，以及集團幹部24歲曾姓男子與成員等
11人到案，並查扣筆記型電腦、手機、路由器、網
卡等證物。

警方查出，涉案的詐騙集團透過手機，撥打給
不特定中國民眾，以偽裝公安謊稱被害人行動電話
門號，或信用卡遭冒用且涉及刑案等話術騙取信任
，再轉接假冒中國檢察官的不詳成員，誆騙被害人
匯款，初步估計逾20人受害。

警方偵辦後，將林男等19人依詐欺及違反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嫌，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並
持續追查其餘共犯。

詐騙集團機房藏花蓮民宿 刑事局逮19人送辦

（中央社）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堂弟王清山被控
索賄關說某董事長交保未遂及偽造文書等案，高等
法院更一審今天依偽造文書罪判刑1年8月，可上
訴。另關說部分，2月間先判刑1年3月確定已入
監。

判決指出，王清山（原名王郁雄）為前立法院
院長王金平的堂弟，於民國103年初向張姓男子佯
稱，他與與堂兄王金平獲得 「聯合國緊急救援物資
流通有限公司」的授權，處理人道救援事宜，這家
公司在香港某銀行有100億美元資金，其中100萬
美元欲匯至國內，屬國家機密，因手續費不足，欲
借款新台幣200萬元，借期3個月等語。

判決指出，王清山出具偽造的 「聯合國緊急救
援公司授權書」及香港某銀行結餘證明書，使張男
陷於錯誤，雙方簽立 「融資合作約」後，王清山陸
續得款130萬元。王男未清償借款且避不見面，張
男才知受騙報案。

此外，王清山於104年12月底因詐欺案遭羈押
在台北看守所時，與和旺聯合實業公司負責人劉永

祥羈押在同一房；王清山向劉永祥表明其為王金平
堂弟，佯稱可利用此人脈關係協助劉男早日交保獲
釋等語，導致劉男誤信為真，告知妻子電話號碼。

判決指出，王清山交保出監後即電聯及傳簡訊
給劉妻稱 「你拿1600萬元，一個禮拜就讓劉永祥
回來」等語，又於面會時要求支付司法關說活動費
，後因劉妻察覺有異而未支付任何款項。

一審認定王清山構成二罪，依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判1年10月、詐欺取財未遂罪判1年3月；二審
輕判行使偽造私文書罪1年8月、詐欺取財未遂罪
仍判1年3月，案經上訴，最高法院2月間，駁回
詐欺罪部分而確定、另將偽文部分發回高院更審。

高院更一審開庭期間，王清山主張，本件偽造
文書罪部分，單純為借貸關係，自身也被他人所騙
。

更一審依張男證述及香港某銀行說明資料等證
據，認定王清山犯罪明確，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
刑1年8月，可上訴。

王金平堂弟涉詐又偽造文書更一審判刑1年8月

疫情延燒疫情延燒 民眾至市場買菜民眾至市場買菜
國內國內COVID-COVID-1919疫情持續升溫疫情持續升溫，，全國三級警戒延至全國三級警戒延至66//1414，，11日上午新店建國市場買菜民眾及攤商都日上午新店建國市場買菜民眾及攤商都

確實戴好口罩確實戴好口罩。。

區公所派員巡查市場攤商防疫措施區公所派員巡查市場攤商防疫措施
新店區公所新店區公所11日派員前往建國市場日派員前往建國市場，，巡查攤商防疫措施有無落實巡查攤商防疫措施有無落實，，也呼籲民眾戴好口也呼籲民眾戴好口

罩罩、、不要逗留不要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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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和國建會合作的 Business Management 論
壇定於2021年6月5日 (星期六) 下午1時至3時
利用線上 GoToWebnar 平台舉辦免費股票市場
分析講座。

邀請到重量級股票專家張南庭先生來做線
上股票投資分析，講座重點：

* 拜登政策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
* 原物料價格全面上揚, inflation 多快會來臨；
* 利率上升, 美金貶值是股市的隱憂；
* Fed. 印鈔票, 政府撒錢, 欠債怎麼還 ?
* 如何長期投資指數和ETF？
*在疫情之下如何找出投資的通道及解決生意上
或工作上的困境並分析如何理財及投資。

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於美國取
得數學碩士學位卻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 歷經40多年創業經營不同的生意
，尤其經營了 33 年 teacher supply 的
生意，也同時經營房地產投資。四十
多年來除了生意之外一直醉心鑽研股
票投資，他所舉辦過的投資講座已超

過三十餘次，深受投資觀衆歡迎，他的願望是
幫助大家計劃最好的長期投資，同時分享他的
經商理念。希望大家踴躍撥冗出席參加!
* 地點：線上會議平台 GoToWebinar（請事先
下載免費APP）
* 時間：6/5/21 @1-3PM (Central Time/US &
Canada)

*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完全免費。會後有
Q&A時間。
* 請務必註冊才會收到入場 link，每一個人的
Link都是獨立的。
* 報名方法(1)scan f海報中的 QR Code，(2)訪問
國 建 會 網 站 ： acap-usa.org, 點 擊 「Upcoming
Event」, 點擊 6/5 的 「Business Management」，
您就會看到這場講座的註冊處。只需要花您幾
十秒的時間就可以完成。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
聯 絡 孫 玉 玟 會 長 E-mail： lisasun1118@gmail.
com 或電281-777-7783；或何真副會長E-mail
： yaochristi@yahoo.com 或 電 832-866-3333。
歡迎撥冗出席。

（休士頓/ 秦鴻
鈞報導 ）國殤日全
美行動，逾 30 城市
舉行反仇視亞裔的
集會，對抗現在針
對亞裔的歧視、暴
力等仇恨事件。而
於此同時，在休士
頓國際區 「國際貿
易中心」（ITC )也
同時進行一項大型
亞裔周活動及頒獎
儀式，由休士頓市
西南管理區主席李
雄及休士頓西南管
理區執行董事李成
純 如 （Alice Lee) 女
士，向在 2020 年抗
擊疫情中奮不顧身
，為休士頓社區做
出努力的各界義工
頒發了社區英雄獎
狀。獲獎者包括休
市著名的導演、編
劇，及休士華人治
安聯防隊隊長梁晨（Hunter ), 他也應李雄主席
之邀，兩人共同主持頒獎。 得獎人還包括：亞
商會Yvonne Chen, 華夏中文學校的Ruiting Wu
和休士頓東方招牌公司老總Yifeng Lu; 在疫情擴
散期間奮力助人的呼吸師 Jessica Kong ; 為工作
在災情第一線的人們送溫暖的高中生Evan Jin 和
義工Dongmei Yu、 Noelle Huang 以及多年來義

務服務社區的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隊員Omar和
Ning Chen 等人。

當天出席頒獎儀式的還有 「李氏公所」的
李娟，她和夫婿在25年前創辦了德州水平最高
的Harmerly School 系列學校，以及應邀專程趕
來的休大教授白先慎。他特別提到於5月21日
在德州醫學中心（TMC )舉行的 「反亞裔歧視
集會 」。以及當天在現場發放的400個黃色口

哨。他也提到亞裔、黑人、西裔三個黨團請他
去演講，以及應如何解決美國低端人口的收入
問題。

當天，並現場頒發獎牌給十位獲獎的義工
。之前，並由獲獎人梁晨導演向全場朗讀得獎
人獎牌上的文字：

「這不是我生來的使命 這是我無悔的選擇
」

他們是學生、上班族、小店主或者平凡的
醫護工作者……是街頭巷尾，與你我擦肩而過
的普通人。

2020年新冠病毒侵襲全球，在肆虐的疫情
中他們成為社區志願者奔赴不同崗位，無私奉
獻、竭盡所能。默默無聞，但英勇非凡；微光
點點，卻聚成明炬照亮風雨征程。 」

國殤日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先生
向社區義工十人頒發社區英雄獎狀

世華工商婦女與國建會本周六合辦
「免費股票市場分析」 線上講座

圖為李雄主席圖為李雄主席（（左左 ））頒獎給華人治安聯防隊隊長頒獎給華人治安聯防隊隊長、、導演梁晨導演梁晨（（右右 ））((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

圖為所有得獎者與頒獎者李雄主席圖為所有得獎者與頒獎者李雄主席（（前排右四前排右四 ））及貴賓及貴賓（（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白先慎教授白先慎教授、、
李成純如執行董事李成純如執行董事、、李娟校長等人合影李娟校長等人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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