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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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
）今天宣布，鑒於2019冠狀病毒疾病（CO-
VID-19）Delta變異株確診率暴增，防疫解封
日期將延後一個月，至7月19日。

路透社報導，根據強生政府今年2月勾勒
的路線圖，當局指出，所有社交限制措施都
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而解封日期 「不會早於
」6月21日，那天之後酒吧、夜店等服務才可
全面開放。

然而，近幾週來，境內確診案例又快速成
長，禍首就是最先在印度發現的 Delta 變異株
。衛生官員認為，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可能比
先前的主要病毒株高60%；醫學專家也已警告
，恐引發第3波大流行。

英國 「每日郵報」（Daily Mail）同時報導
，根據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HE）最新報告，
目前為止，42名因感染Delta變異株而身亡的

英國民眾當中，有近1/3的29%已經施打了兩
劑的疫苗。

雪上加霜的是，這份報告認為，Delta變異
株的家庭傳播風險比最早在英國流行的Alpha
變異株高6成4，在室外的傳播力又高出4成。

英國昨天新增確診 7490 例，死亡 8 例。6
月7日至13日的確診病例增加幅度，幾乎比前
一週高50%；而6月2日至8日的住院人數，又
比前7天升高了15%。

英國政府已強調，任何的防疫限制鬆綁都
是不可逆的，意味著要做就必須謹慎。

Delta變異病毒肆虐 英國延後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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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Asian Americans are still in
lockdown, even as many
Americans are leaping into
summer with “unmasked
normalcy.”

People living on the east coast,
especially in New York, are

worried about riding in the
subway. A surge of anti-Asian
attacks during the pandemic is
now holding back many Asian
families from joining the rest of
Americans to normal.

Almost all Asians now say they

are afraid for their safety. Many
people still avoid subway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most
are staying away from
restaurants.

Many people don’t want to go
to supermarkets other than Asian
markets where they feel more
comfortable.

According to the AAPI, a coalition
of community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s, there were more
than 6,600 attacks and other
incidents targeting Asians in this
country.

Many parents also now worry
about their children returning to
school and want them to feel
safe.

Today we are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take more action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We need
to increase more police patrols to
protect our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e new U.S.
Census, there are twenty-two
million Asian Americans living in
the U.S. Most of the population
are well-educated and
professional people who are here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ies.

It is very regrettable that a lot of
politicians because they are
trying to make a political
statement only create more hat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We want all Asian people to be
united and to fight back and be
careful when you look at your
local politicians. When the
election time comes, we need to
judge them by their behavior.

0606//1515//20212021

Millions Of Asians Still InMillions Of Asians Still In
““LockdownLockdown””

雖然全美疫情持續減緩，全國各
地航空海灘充斥游客，大部分學校也
重回學校上課，但是生活在這裡的亞
裔美人仍然處於不安全的生活狀態。
住在美東各大城市的人，每天必

須依靠大眾交通工具出行，更需要到
大型超市購物，他們目前都在減少出
門之次數，學校让同學們回到教室之
後，許多亞裔學生還是拒絕回到教室
。
根據反歧視亞裔聯盟統計，近一

年來共有超過六千起歧視亞裔事件，
這個激增之數字和疫情有密切關聯。

我們要呼籲政府切實落實反歧視
亞裔之法律，一定要把那些犯罪者嚴
加懲處。
今天我們面臨太多的國內外問題

，民主共和兩黨更是水火不容，公然
把元月六日攻擊國會大樓的暴徒視為
正當的政治行動，我們還要领導世界
民主國家嗎？
全美亞裔超過二千萬人，他們對

國家之貢獻有目共賭，如今遭受如此
之待遇，是不公平，是不道德的！

亞裔美人仍生活在恐襲中亞裔美人仍生活在恐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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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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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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累計確診近200萬例
印度報告的變異病毒或已擴散？

綜合報導 秘魯新增2799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超199.8萬

例。當天，秘魯生物學家警告說，在阿雷基帕確認的印度報告的變異病

毒病例患者，患病已超過一個月，這表明該變異毒株有足夠的時間擴散

到秘魯多個地區。

據報道，秘魯生物學家巴勃羅· 冢山指出，根據以往的經驗，當在

一個地區檢測到新冠病毒新的變異毒株時，它可能已經擴散到更多地區

。他說：“這一變異毒株很可能是通過國際航班抵達秘魯，經過利馬，

並通過飛機或巴士抵達阿雷基帕，也很可能已經擴散到全國。”

不過，他強調，盡管這應該引起民眾警惕，但最好的保護措施仍然

是：政府加快疫苗接種進程，民眾遵守嚴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如戴雙層

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他說：“我們決不能降低警惕，近來秘魯多個地區的疫情有所緩解

，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正在減少，但如果我們放松，疫情將很有可能反

彈。”

另外，衛生部健康福利和保險部副部長貝爾納多· 奧斯托斯表示，

將在未來幾天內發布關於印度報告的變異毒株的監測報告。

9日，阿雷基帕大區Cerro Colorado地區的一名78歲女性確認感染印

度報告的變異毒株，該患者並無出境旅遊史，但曾與一名新冠肺炎疑似

患者接觸。

奧斯托斯指出，目前衛生部正在加派醫療團隊前往阿雷基帕，援助

當地醫務工作者對抗疫情。近期，阿雷基帕的疫情呈上升趨勢。

加拿大多個省份逐步解封重啟
綜合報導 在已經歷了三波新冠疫情

沖擊的加拿大，隨著控製疫情曙光再現，

多個省份正逐步解封並重啟經濟。6月11

日，累計報告病例數居全國之首的安大略

省踏入其三步重啟計劃的第一步。

按照安大略省規劃，實現60%的成年

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且等待兩周後便可進

入第一步重啟。這一階段可在低風險區域

恢復聚集人數有限的戶外活動，有限度開

放零售業。餐飲業則可以恢復露天就餐區

服務。目前該省逾73%的居民已接種首劑

疫苗，逾11%的居民完成兩劑接種。

今年4月初，面對第三波疫情的壓力

，作為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的安大略省在

全省範圍內重新實施“封城”，隨後又再

次施行“居家令”。因疫情好轉，該省於

6月初先解除了“居家令”，隨後開始逐

步推動經濟重啟。

11日天氣晴朗，記者在大多倫多地區

萬錦市(Markham)的不同商業區看到，不少

民眾拖家帶口外出赴餐館、商場消費。不

過，當局對商家均設有客容量限製，令餐

館露天就餐區、商店外普遍大排長龍，甚

至有顧客稱需排隊逾一小時。

根據安大略省規劃，重啟的每一步將

持續至少21天，若屆時達到設定的疫苗接

種比例，且其他公共衛生指標走勢良好，

則可進入下一步。

自 5 月下旬開

始，加拿大多個省

份開始陸續推行分

階段解封、重啟措

施，或公布其重啟

路線圖。在不列顛

哥倫比亞省，餐館

堂食及一些聚會活

動已經有條件恢復

。在魁北克省，自1

月上旬開始實施的

宵禁令已解除。新

不倫瑞克計劃在 7

月進入重啟第二階段，來自省外且已接種

疫苗的旅行者屆時可豁免強製隔離。

加公共衛生署表示，目前全國範圍內

的每日新增病例、入院病例、重癥病例、

日均死亡病例等所有7天滾動平均值都在

穩步下降，顯示疫情控製取得良好進展。

但衛生部門近來反復警告，代號為

“Delta”的高傳染性新冠變種病毒在新增

病例中漸據主導，在疫情“熱點”地區加

快提高疫苗接種率是防範第四波疫情的關

鍵。隨著疫苗供應漸足，目前安大略省已

在推動加速第二劑疫苗接種。

加聯邦政府近日也放出口風，計劃從

7月初開始，完成新冠疫苗充分接種的加

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搭乘航班返抵加拿

大時無需接受為期3天的強製酒店隔離。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6月11日發出提醒

說，目前加拿大第三波疫情形勢有所緩解，

但高傳染性變異病毒仍在傳播，且自加乘機

赴華人員仍不時出現輸入性病例，甚至有已

完成疫苗接種人員赴華後確診。為維護好自

身和公共健康安全，仍需毫不松懈，繼續提

高警惕，持之以恒，加強防範。

使館再度提示，務必嚴格遵守當地衛

生部門的防疫規定。堅持“非必要、非緊

急，不旅行”原則，盡量避免長途或跨境

旅行。如確須回國，應選擇直航赴華，毋

赴第三國轉機。接受“雙檢測”後，應居

家隔離；如登機前出現疑似癥狀，請取消

行程，及時檢測就醫。

巴西累計死亡病例數破48萬例
最高法院投票同意巴西舉辦美洲杯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88092例，累計確診17210969例；新增死亡病例2504例，累計死

亡突破48萬例，達482019例；累計治愈15670754例。

巴西聯邦最高法院(STF)11名大法官10日投票駁回有關反對在巴西

舉辦美洲杯的上訴，允許巴西舉辦2021年美洲杯，並強調比賽期間應采

取嚴格的防疫措施，防止新冠病毒傳播。

原定於2020年舉辦的美洲杯比賽因為疫情推遲到今年6月13日至7

月10日舉行，為阿根廷和哥倫比亞聯合舉辦。此前，哥倫比亞和阿根廷

因國內局勢和新冠疫情因素先後宣布放棄舉辦權。

南美洲足聯5月31日宣布，2021年美洲杯將改在巴西舉辦，6月1日

，巴西政府正式宣布“接手”舉辦美洲杯。據悉，巴西美洲杯所有比賽

將在巴西利亞、裏約熱內盧、戈亞尼亞和庫亞巴四座城市舉行。揭幕戰

將於6月13日在巴西利亞的馬內加林查體育場舉行，由東道主巴西迎戰

委內瑞拉。7月10日將在裏約的馬拉卡納大球場迎來決賽。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10日表示，他已與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凱羅加

(Marcelo Queiroga)商量，是否允許巴西打過新冠疫苗或者已經感染過的

人不戴口罩出行。對此，凱羅加表示，他已收到總統要求對不用戴口罩

進行研究的請求，但醫學專家認為，目前巴西新冠疫情仍十分嚴峻，這

項措施是魯莽的，現在使用口罩等防護用品是必不可少的。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10日20時，巴西已有逾5279萬人接種了新

冠疫苗，占該國人口總數的24.93%。其中2352萬人已完成第二劑接種。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談判毫無進展
英歐“香腸戰爭”將如何發展？

綜合報導 在英國正式“脫

歐”後，與歐盟的關系進一步

惡化。近日，雙方都指責對方

沒有完全遵守“脫歐”協議中

，關於向英國北愛爾蘭運送貨

物的規定。這被英國媒體稱為

“香腸戰爭”，因為它會影響

英國其他地區向北愛爾蘭的冷

藏肉類的運輸。

6月30日，有關愛爾蘭與

北愛爾蘭地區邊界安排的北愛

爾蘭議定書即將生效，屆時英

國其他地區和北愛爾蘭之間的

貿易將面臨很多障礙，包括英

國製造的香腸將難以在北愛爾

蘭銷售。

《歐洲時報》援引路透社

報道，6月9日，爭端進一步升

級，雙方官員關於避免北愛爾

蘭貿易障礙的談判未達成任何

協議。英國表示，它可以再次

單方面延長豁免某些食品檢查

的寬限期，歐盟則表示，它們

可能推進其法律行動。

英國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弗

羅斯特，當天在倫敦接見了歐

盟委員會副主席馬洛斯· 塞夫科

維奇以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任何突破性進展，

也沒有任何談判破裂，我們將

繼續談話。”弗羅斯特表示，

“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做的是找

到一些解決方案。”

一位英國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沒有協議，所有選項都將

被討論，包括倫敦方面進一步

延長寬限期，在6月30日以後

免除對運往北愛爾蘭的某些食

品的檢查。

路透社稱，這一僵局可能

給周末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

會蒙上陰影。

塞夫科維奇表示，“我相

信七國集團和歐洲領導人會提

出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我們

現在應該關註的是經濟復蘇

……以及如何在歐盟和英國之

間形成和建立一種新的戰略夥

伴關系。”

據《泰晤士報》報道，英

國首相約翰遜可能收到來自美

國總統拜登的警告。美國將警

告倫敦遵守與歐盟的協議，保

護北愛爾蘭長達23年的和平局

面。

約翰遜曾表示，希望在英

格蘭西南部舉辦的G7峰會展示

他所謂的“全球化的英國”。

他還稱，並不擔心這次風波在

會議上引發輿論關註。

報告：2020年澳大利亞人因詐騙損失達8.51億澳元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競爭和

消費者委員會(ACCC)發布的年

度目標詐騙報告指出，在2020

年，澳大利亞人因遭受詐騙而

造成的損失達到8.51億澳元。

詐騙者利用“澳大利亞危
機”實施詐騙

據報道，ACCC 稱，與

2019年相比，2020年澳大利亞

人因遭受詐騙造成的損失增加

了近2.2億澳元。ACCC副主席

裏卡德(Delia Rickard)表示，這

些損失是由2020年獨特的災難

性環境造成的，詐騙者們“迅

速利用了澳大利亞的危機”實

施詐騙。

ACCC收到了 1330份與毀

滅性的山火有關的詐騙報告。

此外，詐騙者還利用了受害者

對新冠疫情的恐懼實施詐騙。

報告稱：“與2019年相比，

在2020年疫情中，衛生和醫療詐

騙損失增加了2000%以上，損失

金額達390多萬澳元。”

報告還顯示，待在室內的

時間越長，澳大利亞人使用

APP和互聯網的情況就越多，

這使得他們容易遭受網絡釣

魚詐騙，並接到冒充澳稅務

局和其他政府機構的自動應

答電話。

防詐騙需協調整個社區共
同努力

針對上述情況，ACCC報告

指出：“不斷增加的損失以及(

民眾)向ACCC和其他機構提交

的報告表明，相關機構需要持續

協調整個社區一起努力，提高

民眾對詐騙的認識並防止詐騙

。”任何認為自己可能受騙的

人，都可以向詐騙監察(Scam-

Watch)網站提交一份報告。

報道指出，針對網絡情感

詐騙，ACCC副主席裏卡德表

示：“不要接受你在APP上認

識的人的理財建議，永遠不要

給在網上認識的人提供財務或

個人信息。”

就冒充政府機構的詐騙，

ACCC表示，在2020年，以威脅

為基礎的騙局對年輕人的影響更大

，尤其是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

對此，ACCC發言人解釋稱

：“要記住的關鍵是，政府機構

永遠不會向你的手機發送預先錄

製的信息，或威脅要立即逮捕你

。如果你接到恐嚇電話，不要驚

慌，思考並檢查他們的故事是否

真實。如果你不確定一個電話是

否合法，可以掛斷電話，在通過

電話簿號碼搜索後，直接給該機

構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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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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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是 「失言機器」的美國總統拜登在
甫落幕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高峰會上也
頻頻失言出糗，12日的會議上，英國首相強
生（Boris Johnson）才剛介紹過南非總統拉
瑪佛沙，下一秒拜登又提醒要介紹拉瑪佛沙
，讓強生當場糾正拜登 「我剛剛才介紹過」
，引來全場各國領袖笑翻。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
英國天空新聞網（Sky News）公布一段於12
日舉行的G7峰會影片，畫面中作為東道主的
英國首相強生開場歡迎各國元首到來，他依
序介紹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南
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南韓
總統文在寅，下一秒78歲的拜登馬上插嘴，
「還有南非總統」，他一邊轉頭提醒強生、

還一邊把手指向對面的南非總統拉瑪佛沙。
只見強生從善如流，結結巴巴地說 「還

有南非總統」，聽到強生介紹南非總統時，
拜登還雙手握拳，似乎相當滿意，不過強生
最後補了一句： 「就像我稍早說過的。」

拜登聽到後反問： 「喔，他有嗎？」臉
上露出相當困惑的表情，強生也馬上回應：

「有的，我真的有。」
這段開場插曲引來在場各國元首一陣笑

聲，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故意調侃坐對面的拉瑪佛沙： 「你被叫了2
次。」

不少網友看到影片後紛紛為拜登感到
「好糗」，不過也有人為他緩頰，指出強生

的英國腔英文真的讓人聽不懂。
拜登在G7峰會期間的失言事件不只這一

樁，13日在英國康瓦爾紐基機場（Cornwall
Airport Newquay）召開的記者會上，他連 3
次將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講
成COVID，白宮後續發布的逐字稿還必須用
括弧更正是 「COVAX」。

另根據福斯新聞（Fox News）報導，同
一場記者會上，拜登提到希望人道救援被內
戰蹂躪的敘利亞，但是他3度將 「敘利亞」
搞混為 「利比亞」，會後幕僚替他向媒體澄
清是 「敘利亞」。

這起失言風波也惹來網友嘲諷，有人發
布推文拜託媒體幫忙 「翻譯」一下拜登到底
在說什麼。

拜登又累了？各國領袖面前大出糗 當眾被他打臉

儘管美國空軍是否會信守承諾，採購1,
783架F-35的問題揮之不去，但洛克希德馬
丁（Lockheed Martin）副總裁兼F-35專案經
理勞德黛（Bridget Lauderdale）預料，國際間
對這款隱形戰機的需求將增加。

據《防務新聞》（Defense News）14 日
報導，勞德黛10日在視察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F-35生產線時強調， 「我們真的沒
看到興趣有任何減少」。她強調，歐洲夥伴
透過這平台，能夠一起行動，並看到平台戰
力的能力和實力，而F-35不但盡了本分，也
在自我推銷。

勞德黛說，目前F-35在加拿大，瑞士和
芬蘭等國競標，預料會在2021年選出得標者
，或是決標者。而她有自信，F-35會很難打
敗。此外，勞德黛透露，還有其他國家也對
F-35很感興趣，但她不願詳述，究竟哪些國
家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顧客。

然而，洛馬的樂觀和排山倒海而來的批
評形成鮮明對比。有人認為，它的造價和戰
力不成正比。儘管按照最初的構想，F-35是
款低成本戰機，但要是把所有的開發，採購
和維護成本都算在內，專案的總成本可能高
達約 1.7兆美元。

洛馬在不斷努力下，降低F-35A單位成

本已有進展，如今1架已降到8,000 萬美元以
下，大約相當於1架第4代戰機的成本。不過
，運作與維修費用依舊昂貴。美國國防部在
2022會計年度中，要求以120億美元採購85
架F-35，只有海軍在年度優先未編列預算項
目清單（Unfunded Priorities List）中，額外要
求採購F-35C。

雖然美國空軍參謀長布朗（Charles Q.
Brown Jr.）說過，F-35會成為空軍戰鬥機隊
的 「基石」，但在成本壓力下，空軍可能無
法徹底執行採購 1,763 架 F-35A 的計畫，而
可能被迫買較低價的4代戰機，以汰換部分
F-16戰機。此外，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史
密斯（Adam Smith）3 月也怒斥昂貴的 F-35
，說他想停止再把錢朝那特定的無底洞扔。

然而，F-35專案仍在國會獲得廣泛支持
，但132位眾議員5月已連署，力促對相關專
案繼續提供財務支援。而他們在國際機械師
及航太工人工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 IAM）裡
找到了盟友。這工會代表超過25萬名直接或
間接參與打造F-35的工人，而它已為專案加
強遊說。工會的政治與立法主任索羅門
（Hasan Solomon）說，他們將利用任何可動
用的政治與立法工具，來保護F-35專案。

全球對F-35需求強勁 美搖擺也沒差
美國聯邦眾議員葛林今天為上個月的不當言辭

公開道歉，說她不該把 COVID-19 防疫口罩與接
種疫苗，比作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造成600萬猶太人
喪生的納粹大屠殺（Holocaust）。

路透社報導，共和黨籍的葛林（Marjorie Tay-
lor Greene）在記者會中表示： 「我錯了，這困擾
我一兩週了。」她又說，沒有什麼事可與納粹大屠
殺相提並論， 「我知道自己說的話很傷人，為此我
非常抱歉」。

她說今天早上去參觀了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還
說自己 19 歲時曾去波蘭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
（Auschwitz）。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了

100多萬名猶太人。
現年47歲的葛林今年1月才走馬上任聯邦眾議

員，但這不是她第一次在華府引發軒然大波。
2月間，民主黨掌控的聯邦眾議院將她自兩個

重要委員會除名，懲罰她發言不當，例如支持對民
主黨人行使暴力。

當時，葛林同樣撇清自己所說的話，她表示：
「這些都是過去的言辭，並不代表我。」

葛林是前總統川普的死忠支持者。她入主國會
前，曾發聲支持許多沒有根據的陰謀論，包括 「匿
名者Q」（QAnon）有關民主黨菁英私底下都是崇
拜撒旦的戀童癖和食人族的說法，還認為加州野火
是有人蓄意用太空雷射光束引起的。

防疫口罩比喻成納粹大屠殺 美眾議員道歉

警方表示，美國喬治亞州一名超市收銀員今天遭顧客槍殺，
起因是規勸顧客戴口罩引發口角。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引述 「亞特蘭大新聞憲政
報」（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與喬治亞州調查局（Georgia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報導，下午一時過後不久，狄卡布郡
（Dekalb County）大熊超市（Big Bear Supermarket）一名女收銀
員請30歲男顧客塔克（Victor Tucker Jr.）戴口罩遭拒，兩人發生

爭執後，塔
克東西也沒
買就走出店
外。

誰料到塔
克隨即折返

，據稱朝著女收銀員頭部開槍，介入處理的退休員警也遭波及中
彈。

「紐約郵報」報導還說，塔克開槍後試圖從前門逃走，但隨
即遭到趕來的員警制伏逮捕。他也被送至醫院治療，目前狀況穩
定。

狄卡布郡（Dekalb County）警長馬杜斯（Melody Maddox）

在記者會上說： 「是因為口罩的緣故。我不知道當時有戴還是沒
有戴。民眾對要不要戴口罩各有看法，尤其現在正處敏感時刻。
」

馬杜斯說，事發前超市裡有幾位顧客，槍手冷不防掏槍射殺
收銀員後，警衛隨即開槍還擊。

根據共和黨籍州長坎普（Brian Kemp）發布的行政命令，喬
治亞州的商店可請求顧客戴口罩以避免散播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病毒，但禁止強迫。

馬杜斯說，3人都緊急送醫，身中2槍的警衛情況穩定，但
她沒有公布上述人士的姓名。

馬杜斯說，警衛是有30年警界資歷的當地後備員警，在超
市兼差，事發當時有穿防彈背心。

規勸顧客戴口罩起爭執 美超市收銀員遭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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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為加速新冠疫苗接種，

在東京與大阪開設大規模疫苗接種中心，但 6

月 14 日至 27 日的接種名額有大量空缺，至今

還有約 8成無人預約，日本政府擬放寬接種對

象居住地與年齡等限製。

東京都與大阪府的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

中心由自衛隊負責接種業務，從 5 月 24 日起

運作。

據報道，目前東京會場向住在首都圈 1都 3

縣(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與神奈川縣)的 65

歲以上高齡民眾開放預約，大阪會場向關西圈3

府縣(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65 歲以上民眾

開放預約。

但根據日本防衛省資料，截至當地時間 10

日上午 10 時，有 14 萬個 6 月 14 日至 27 日接種

名額的東京會場，仍有約 8成名額無人預約；

有 7 萬個名額的大阪會場，也還有約 7 成名額

剩余。

因此日本政府擬放寬預約接種條件，目前已大

致決定不限居住地，例如赴東京與大阪出差者，便

可順便施打疫苗。

此外，大規模疫苗接種中心目前僅限網絡預

約，防衛省也計劃開放電話預約。日本政府還考

慮不限年齡，讓64歲以下民眾也可預約。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指出，6 月 14 日至

27 日的接種名額還有很多，不過 28 日以後

的名額幾乎都已被要接種第 2 劑的民眾預約

滿，他呼籲還沒接種第一劑疫苗的民眾盡快

預約。

韓國光州建築倒塌調查進展：
拆遷工作涉違規操作

綜合報導 韓國光州市東區的

一處拆遷樓9日發生倒塌事故，導

致一輛公交車被埋，造成多人死

傷。韓國光州市東區政府 10 日

消息，分析倒塌住宅的拆除計劃

書發現，拆遷工作未遵循計劃書進

行。

據此前報道，當地時間9日下

午4時22分許，位於光州市東區鶴

洞的一棟5層建築在拆除時突然倒

塌，導致一輛公交車被埋，造成9

人遇難，8人重傷。

韓媒報道稱，相關拆遷公司向

區政府提交開發區內10棟建築的

拆除計劃書，並於5月25日獲批。

拆除對象中包含9日晚發生倒塌事

故的5層建築。拆除計劃書包含了

安全性研究結果和具體的拆除順序

。建築從上到下、從外墻到內墻再

到板坯進行拆除。為了保障各層拆

除時的安全，設置支架並按照頂樓

建築、板坯和扶壁的順序拆除。

然而，區政府根據事故視頻和

居民陳述推測，拆遷公司未遵守拆

除計劃書中的相關規定。

公司方面表示，9日正式啟動

拆除工作。但從市民提供的視頻中

可知，從1日開始，挖掘機在4到5

樓未拆除的情況下，先從3樓以下

部分動工拆樓。

與此同時，區政府認為，業主

委員會簽署允許監理不常駐現場的

合同本身沒有大問題，但拆遷過程

中監理不在場可能違規。

區政府當天在記者會上表示，

雖然有待警方查明，但從各種跡象

來看，懷疑拆遷公司未按照拆除計

劃書拆樓。區政府計劃再次確認拆

遷公司提交的拆除計劃書是否合法

、是否遵守國土部的規定，以及審

批部門是否盡責。

韓國青瓦臺發言人樸炅美10

日表示，總統文在寅當天聽取行政

安全部長官全海澈和光州市市長李

庸燮對光州市拆遷樓倒塌事故的報

告，要求徹查真相，追究責任。

文在寅表示，為故人哀悼祈福

，向受害者和家屬、光州市民表達

深切慰問。他要求有關部門和地方

政府為遇難人員葬禮和傷員治療提

供支援。

東電擬排核汙水前不測濃度
僅靠計算判斷是否達標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在兩年後向海中排

放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汙水，為了讓

核汙水中的放射性氚濃度低於標準

值，在排放入海前將使用海水進行

稀釋，但東電目前的方針是不對稀釋

後的核汙水進行濃度測定，將僅靠計

算判斷是否達標。

報道稱，有關放射性氚的日本國

家標準為平均每升水6萬貝克勒爾，

東電則獨自設定了每升1500貝克勒爾

的標準，計劃將核汙水用海水稀釋

100倍後排放。但東電目前的方針是

在排放前不對稀釋後的核汙水進行濃

度測定，將僅靠計算判斷是否達到排

放標準。

日本原子力規製委員會的相關會

議上，有人對東電的方針表示了擔憂

，“為了體現安全性，應該在測定之

後才考慮排放”。該委員今後將就該

方針是否妥當展開討論。

泰國國會下議院批準政府
舉債5000億泰銖用於應對疫情

綜合報導 泰國國會下議

院 10 日投票批準政府舉債

5000 億泰銖 (約合 1030 億元

人民幣)，用於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

泰國政府憲報網站上月曾

發布公告，授權財政部借款

5000億泰銖，以解決由新冠肺

炎疫情引起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國會下議院10日就此投票表

決，最終以270票贊成、196票

反對、2票棄權，通過了政府

這一舉債計劃。

按照政府計劃，這 5000

億泰銖的用途主要包括：300

億泰銖用於購買治療新冠肺

炎的藥品、醫療用品和疫苗，

以及用於疫苗的研究和開發；

3000億泰銖用於紓困計劃，幫

助民眾度過疫情難關；其余

1700億泰銖用於社會和經濟振

興項目。

泰國財政部部長阿空在當

天投票前表示，由於疫情導致

許多企業

失去收入

或倒閉，

政 府 在

2021 財 年

無法征收

太多稅收。

他堅稱，

政府將把

公共債務

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

下，並保持財務紀律、成本效

益和透明度。

此前，泰國總理巴育9日

在國會下議院辯論開始時表示

，泰國急需借款，因為沒有人

知道疫情何時會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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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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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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衞生署、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比對過香港自去
年12月起所有輸入性新冠肺炎個案，以及核對台灣和深
圳近期患者的病毒基因排序，和世界衞生組織的病毒基
因庫，仍然未能找出與17歲少女病毒基因吻合的個案，
但袁國勇仍相信她最有可能是透過人傳人受感染，建議
香港政府未來要為所有入境人士做血清測試，以進一步
堵塞防疫漏洞，但指進行全港大型抗體測試會浪費不必
要公帑，強調最有效的防疫措施仍是全民打針。

少女與其媽媽及其姐姐先後確診新冠肺炎，她們都
帶有N501Y變種病毒。袁國勇透露，少女染疫後，最初
的病毒CT值很低，反映病毒量高，之後CT值快速上
升。其母親初期的CT值相當高，之後一度回落再上升，
顯示媽媽比女兒遲受感染，相信是少女傳播病毒給母親
及胞姐。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已經成功追蹤約140名密切接
觸者，並安排他們接受檢疫，暫時未有人確診，但袁國
勇同時提醒，近七成感染N501Y病毒的患者都沒有病
徵，不能排除這些密切接觸者曾染疫卻無病徵，並將病
毒傳給少女。

他建議，衞生防護中心安排所有密切接觸者，在完
成21天隔離前做一次血清測試，“可能有人傳播病毒之

後好快轉返陰性，靠拭子檢測陽性機會好細，相反用血
清測試可以搵到出來。”他認為，如果可以證實有人曾
受感染，衞生防護中心便可以透過他們再進行另一層接
觸者追蹤，從而了解變種病毒如何流入香港，並堵塞有
關漏洞。

不排除社區有變種毒傳播鏈
袁國勇坦言，該三母女引起的變種病毒群組未有造

成疫情爆發是“好彩”，但亦有可能是隱性傳播鏈未被
發現。“最近無在本地社區擴散，可能只是好彩，以及
衞生防護中心進行的密切接觸者追蹤做得夠快，但這種
樂觀的情況可能只是假象或海市蜃樓，不能排除社區有
變種病毒的隱性傳播鏈。”

他說，大部分源頭不明個案，經調查後都找不到源
頭，因此只應盡量在邊境防控方面做到滴水不漏，落實
為入境人士驗抗體。

他透露，政府為入境人士進行血清抗體測試，可以
防止病毒輸入，相信政府有考慮和準備。至於有否需要
將血清測試的範圍擴大至社區，他認為雖然血清測試的
費用較基因測試為低，但要用好多資源，認為應將資源
先用於入境人士和緊密接觸者。

●老鼠在港出沒問題嚴重，袁國勇建議特
區政府加強滅鼠等清潔工作。圖為街道後
巷擺放的捕鼠籠。 資料圖片

●●袁國勇袁國勇（（左二左二））視察屯門德榮工業大廈視察屯門德榮工業大廈。。

港鼠患嚴重恐散播變種毒
袁國勇視察染疫少女行蹤 鎖定三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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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4日新增的唯一一宗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屬輸入病例，

40歲患者從印尼抵港後，驗出

L452R變種病毒株，本地“零確診”記錄已保持 7天。至於早前感染帶

有N501Y變種病毒的17歲少女，其感染源頭至今仍是不解之謎。身兼香

港政府專家顧問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14日與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到少女居所、補習社、寵物店等地視察後，鎖定三大染疫

原因，除了較常見的人傳人以外，還有物件傳人，以及動物傳人。袁國

勇指出，動物傳人的可能性雖然較人傳人低，但也不能排除少女經大鼠

染疫，加上香港鼠患並不罕見，香港大學實驗室早前證明N501Y變種病

毒可以感染大鼠。

人傳人最可能
倡入境者測血清

途徑二途徑二

病毒透過死物將病毒傳人的情況，在全球不同地方
也發生過，故袁國勇指，不能排除染疫少女因為接觸過
受病毒污染的冷凍食物或貨品而受感染，所以“物傳
人”同樣是今次個案追蹤的調查方向之一。袁國勇14日
聯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人員到染疫少女住所視察，並
在雪櫃取走一些冷凍食物樣本，以及到區內一些食物供
應地點，檢取食物樣本進行化驗。

“物傳人”並非危言聳聽，香港文匯報早前進行多
輯專題報道探討冷鏈播疫危機。事實上，新加坡和愛爾
蘭的研究團隊通過實驗發現，在攝氏4度至零下20度環
境裏，添加到雞肉、三文魚、豬肉裏的新冠病毒仍能存
活21天，並帶有傳染性。

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去年爆發疫情後，當地研究人
員也曾深挖疫情源頭，後來將疫源逐步鎖定到批發市場
負一層一個水產攤位上，該攤位唯一的進口商品是冰鮮
三文魚。研究人員於是對該市場供應商冷庫採樣，在三
文魚魚體上檢出了陽性樣本，得出的結論是，疫源為境
外疫情高發區的冷鏈進口食品。

少女住所雪櫃取樣
追查“物傳人”

途徑三途徑三

滅鼠有待加強 食肆舊樓重災��

途徑一途徑一
該名確診少女

上月曾在旺
角 Little
Boss 寵物
店購買一

隻龍貓，故袁國
勇與衞生防護中心人員14日早上先到該
寵物店視察抽取約50個環境樣本，初步
呈陰性。

袁國勇表示，雖然少女被龍貓傳染的
可能性較低，但患者所購買的龍貓來自荷
蘭，該國早前亦曾出現貂鼠感染並引起大
爆發。當地政府調查後發現，病毒由人傳
給貂鼠後，再出現貂鼠傳人的情況，而確
診少女亦曾除下口罩與龍貓玩耍，所以他
亦不能排除少女經動物傳染的可能性。

此外，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早前反覆
為少女的龍貓進行病毒測試，暫時無發現
牠帶有新冠病毒。

除了龍貓外，老鼠亦可能是將病毒傳
染給少女的可能途徑之一，袁國勇解釋，
香港居住環境狹窄，鼠患並不罕見，而香
港大學實驗室早前證明N501Y變種病毒
可以感染大鼠。

袁國勇與衞生防護中心人員14日轉
到少女位於天水圍天盛苑盛譽閣的住所，
以及她曾出席補習班的屯門德榮工業大
廈，以調查有關地方的鼠患情況，但視察
後認為其住所環境乾淨，工廈後樓梯或廁
所等位置的鼠患問題亦不十分嚴重。

倡食環署展滅鼠行動
他並透露，香港大學團隊已經檢驗過

69隻在德榮工業大廈捕捉的老鼠，暫時未
發現有老鼠帶有新冠病毒，但強調大廈衞

生情況仍待環境樣本檢驗完成後，才能下
結論，仍然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展開滅鼠
行動。

袁國勇被問及是否有信心可以找到少
女的感染源頭時，他坦言有關工作主要是
回顧患者之前去過的地方，但時隔一段日
子，許多現場證據已被破壞，大部分流行
病學調查都是找不到爆發源頭，強調最重
要的是政府做好邊境控制，提出為入境人
士進行血清測試。

香港醫管局轄下大型醫院及衞生署現
時均設有血清儀器，每間醫院每日最多可
以測試1,500個樣本，但袁國勇指有關測
試的成本高昂，每次成本最便宜索價40
港元，不可能大規模推行，“做所有測試
是很浪費金錢，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香港
很多公帑用在不需要的地方，對香港很
傷。”他反問：“有什麼好得過大家接種
疫苗？”故強烈呼籲市民打針預防新冠肺
炎。

香港政府專家顧
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指出，早前的實驗室測試曾
證實，N501Y變種病毒會感染老鼠，而
老鼠在港出沒問題嚴重，有一定傳人風
險，建議特區政府加強滅鼠等清潔工作。
翻查食環署的資料，去年全年香港的整體
鼠患參考指數為3.6%，雖然低於2019年
的4.2%，但油尖區及東區俱錄得7.4%的
分區最高指數，前者更於今年上半年升至
12%，鼠患級別升至二級。有油尖旺區議
員表示，重災區主要為食肆及舊樓一帶，
批評政府多年來的滅鼠方式欠缺突破，促
請政府要積極改善問題並多加巡查與加密
清潔。

自2000年起，香港食環署定期在各
區指定監察地點設置誘餌，進行鼠患參考
指數調查，以監察鼠患情況。現時於全港
19個分區共有50個監察地點，各監察地
點的鼠患參考指數，是根據老鼠咬囓誘餌
數目佔該監察地點收回誘餌的比例，計算
出來。資料顯示，去年全年各分區的鼠患
參考指數均低於10%，顯示大部分分區的

鼠患情況於調查期間並不普遍，整體指數
為3.6%，較2019年稍有改善。

然而，食環署早前上載今年上半年部
分分區（大部分新界區未有資料）的指數
資料顯示，油尖區（油尖與旺角是分開兩
區）繼去年以7.4%冠絕全港後，今年上
半年進一步升至12%，其次為深水埗區的
7.3%及灣仔區的5.6%。任何地區錄得的
指數介乎10%至20%，即代表鼠患級別屬
二級，鼠患情況略為普遍，食環署的滅鼠
工作會覆蓋整個鼠群的活動範圍。

民建聯油尖旺區議員孔昭華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油尖旺及深水埗區
的鼠患問題向來存在，指數視乎氣候及環
境衞生情況時高時低，但重災區主要為食
肆及舊樓一帶，“由於該些地方的衞生環
境較差，老鼠繁殖力較強；九龍站等私人
管理上比較注重衞生的地區情況則較理
想。”

他批評特區政府多年來的滅鼠方式欠
缺突破，促請政府要積極改善問題並多加
巡查與加密清潔；食肆及市民亦應自律，
注重衞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袁國勇指不排除染疫少女是因接觸袁國勇指不排除染疫少女是因接觸
過受病毒污染的冷凍食物或貨品過受病毒污染的冷凍食物或貨品。。圖圖
為市民揀選凍肉為市民揀選凍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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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爭取負責外
出相驗遺體的檢察官等第一線高風險司法人
員，列入優先疫苗接種類別，中央指揮中心
今天回覆同意。

中央指揮中心同意把各地檢署實際參與
外勤相驗的檢察官、法醫師、檢驗員、辦理
相驗事務的檢察事務官、外勤公務車司機等
人，列入施打名單。

法務部官員指出，已請各地檢署提供實
際參與外勤相驗的人員名冊，以利送交指揮
中心傳至相關健保系統，待系統內有資料，
人員即可以第二類優先施打的身分，至各地
負責施打的醫療院所預約施打公費疫苗。

檢察官協會日前指出，國內武漢肺炎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嚴
峻，檢察官依法就非病死或可疑非病死者負
有相驗之責，為維繫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
勢必於承受高度染疫風險的環境，執行相驗
死者及訊問死者家屬等職務，也呼籲應將負
責司法相驗工作的檢察官、書記官、司機列
入 「高接觸風險工作者」，儘早施打公費疫
苗，以免成為防疫破口。

北部某地檢署檢察官指出，相關相驗的
防疫防護裝備還夠相驗團隊使用，但署內目
前只有法醫師打過疫苗，目前若有死亡須相
驗案件，會派兩部車分別載法醫、檢察官前
往，也會視情況採取，檢察官視訊指揮法醫
相驗。

爭取司法相驗人員優先施打疫苗 指揮中心同意

（中央社）司法院人審會今天決議通過
多項人事案，包含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調
派為懲戒法院法官、民事廳長李國增調派為
桃園地院院長。

以下為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內容
：一、調派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為懲戒法
院法官。二、調派司法院民事廳長李國增為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院長。調派彰化地院院長
邱志平為台中地院院長。調派法官陳毓秀為
彰化地院院長。三、調派最高法院法官袁靜
文及許錦印等2人為同院法官兼庭長。四、
調派桃園地院院長邱瑞祥為最高法院法官。
五、調派法官蕭胤瑮、方彬彬、李釱任、林
麗玲、林海祥、周盈文、錢建榮、許秀芬、
莊松泉等9人於最高法院辦理審判事務，至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第 63 期分發
（113年間）前1日止。調派法官洪慕芳、侯
志融等2人於最高行政法院辦理審判事務，
至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第 63 期分發
（113年間）前1日止。

六、原在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辦理
審判事務的法官李媛媛調派為台灣高等法院
法官兼庭長、法官楊真明調派為台灣高等法
院台中分院法官兼庭長、法官高愈杰調派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庭長。七、調派台
灣高等法院法官楊皓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法官兼庭長程怡怡、桃園地院法官施育傑、
花蓮地院法官陸怡璇等4人，調派司法院辦
事。

此外，推選最高法院法官李寶堂、台灣
高等法院法官紀文惠、新北地院法官曹惠玲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王皇玉等4
人，為 「司法院裁判書類審查委員會」委員
。推選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蕭惠芳、台灣高等
法院台南分院法官蔡川富、高雄地院法官李
承曄、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劉
靜怡等4人，為 「司法院庭長任期審查委員
會」委員。推選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蕭惠芳、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林超駿等2人，
為 「司法院職務評定再復核委員會」委員。

司法院新人事 副秘書長葉麗霞調派懲戒法院法官

（中央社）桃園市高齡長者武漢肺炎疫苗接種
今天啟動，八德區一名罹患大腸癌的91歲老翁等
待接種時，突然失去呼吸心跳，送醫後仍不治；院
方表示，死因待釐清，是否做武漢肺炎篩檢仍待確
認。

日本捐贈近124萬劑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
eca）疫苗，桃園首波獲配5.6萬劑，81歲以上長者
上午開始分3天施打，全市設25個社區疫苗接種站
。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證實，中午12時許老翁剛
進八德大忠國民小學疫苗接種站，坐下來等醫師評
估時，被家人發現臉色發白、表情不對勁，衛生局
人員立刻現場撥119，送聖保祿醫院急救，仍宣告
不治。

聖保祿醫院說，老翁約中午12時47分送達醫
院，到院前就已無呼吸心跳，一直急救到約下午2
時10分仍宣告不治。

桃園91歲翁罹大腸癌 接種站待施打疫苗時猝死

（中央社）司法院今天指出，3級警戒期間，
各級法院已逐步進行遠距視訊開庭，法庭仍公開，
民眾若有旁聽需求，可前往旁聽，為避免線上違法
錄音錄影，不採線上直播或遠距視訊旁聽。

司法院發布新聞稿指出，國內武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嚴峻，3級警戒
期間，所屬各級法院已逐步進行遠距視訊開庭，當
事人及關係人可以藉由遠距視訊設備，在家中、事
務所、其他機關或法院內的延伸法庭參與審理；除
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外，不論是否採行遠距視訊
開庭，法庭仍然公開，民眾若有法庭旁聽需求，可
前往法院旁聽。

新聞稿提及，法庭公開原則是確保公正審判的
重要方式之一，法院組織法第86條明文規定：訴

訟的辯論及裁判的宣示，除不公開案件外，應公開
法庭為之，因此3級警戒期間，除依法不公開審理
的案件外，不論是否採行遠距視訊開庭，法庭仍然
公開，民眾仍可進入旁聽。

司法院指出，法院組織法第90條第3項前段另
規定： 「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
、錄影。」為了避免線上違法錄音錄影，損及當事
人及關係人肖像權、隱私權的危險，故不採取線上
直播或遠距視訊旁聽。

因此請欲到院旁聽的民眾盡量事前與法院聯絡
，以確定案件開庭與否，及方便法院進行防疫規劃
；並請落實實聯制登記、全程佩戴口罩、勿交談飲
食、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以及遵守法院的導引安排
，共同維護健康。

司法院：各法院遠距視訊開庭 法庭仍公開可旁聽

（中央社）今天是警察節，警政署也表
揚28名全國模範警察，有24人均為外勤第一
線工作者，另警政署行政組秘書兵界力因全
力規劃執行去年武漢包機勤務並降低國人對
疫情恐慌，榮獲殊榮。

警政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全國44個
警察機關共推薦113名警員參加今年第57屆
模範警察甄選，透過甄審小組嚴格評審，選
出28名全國模範警察，其中24人都在外勤第
一線工作打擊犯罪，且有3人為女性模範警
察。

毒品防制是維護治安的首要工作，警政
署說，今年仍以查緝毒品犯罪、打擊詐欺犯
罪及檢肅幫派犯罪為治安工作重點。榮獲全
國模範警察之一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員警李
士杰，偵破林嫌等3人將改造槍械搬移至汽
車旅館案，成功查獲改造槍械和槍械零件組
等贓證物。

此外，同樣獲獎的還有新竹縣政府警察

局鍾志杰，成功偵破李嫌等9人涉嫌製造、
運輸、販賣新興毒品彩虹菸集團案；另，刑
事警察局潘靜怡則是偵破洪嫌等人涉嫌運輸
、製造第三級毒品一粒眠案件，將心存僥倖
的不法分子繩之以法。

警政署指出，署內行政組秘書兵界力因
規劃並執行去年武漢肺炎（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武漢包機等勤務，安全
護送檢疫對象至集中檢疫場所隔離，在疫情
大流行初期有效隔絕 「境外移入」病毒傳入
國內的風險，確實有效降低國人對疫情恐慌
，也榮獲全國模範警察。

由於往年全國模範警察均在 615 警察節
前夕頒獎表揚，警政署說，今年因疫情嚴峻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和地方政府防
疫措施，今年第57屆全國模範警察表揚活動
改由各警察機關、學校首長轉頒，向堅守工
作崗位的無名英雄們致上最高敬意。

警政署表揚全國模範警察 28警獲殊榮

柯文哲視察疫苖接種站柯文哲視察疫苖接種站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右右））1515日前往設在台北市信義國中的日前往設在台北市信義國中的COVID-COVID-1919社區接種站社區接種站，，視察長者接種視察長者接種

疫苗場地與狀況疫苗場地與狀況。。

長者施打疫苗先問診長者施打疫苗先問診
台北市高齡長輩疫苗接種台北市高齡長輩疫苗接種1515日啟動日啟動，，開放開放8585歲以上長者施打歲以上長者施打，，長者依序排隊報到長者依序排隊報到

，，由醫護人員問診後依序施打由醫護人員問診後依序施打。。

立法院聯席會議立法院聯席會議 柯建銘口罩滑落柯建銘口罩滑落
立法院立法院1515日舉行第日舉行第33會期第會期第11次臨時會財政次臨時會財政、、內政內政、、經濟經濟、、教育及文化教育及文化、、交通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聯席會議生環境委員會聯席會議，，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圖圖））發表意見時口罩滑落露出鼻子發表意見時口罩滑落露出鼻子，，被同被同
僚提醒後立即拉上僚提醒後立即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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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訊）2021年《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開始徵件
了！延續去年 「聚焦臺灣‧報導臺灣」的核心概念，本屆以
「看見疫情下的華媒影響力」為主題，鼓勵在疫情艱難時刻

仍持續製作相關報導的海外華文媒體。報名自6月15日起至8
月15日止，歡迎以華語，透過文字、聲音或影音刊播之海外
華文媒體，踴躍報名參加！

《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係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辦
理，今年已進入第二屆。近兩年COVID-19肆虐全球，在如
此艱難的困境下，海外華媒仍恪守新聞崗位，持續報導有關
臺灣人在世界各地的努力與貢獻。因此本屆即以 「看見疫情
下的華媒影響力」為主題，希望可以藉由海外華媒的參賽，
讓世界看見臺灣。

除了原有的 「平面／網路報導類」及 「廣播報導類」，

今年增設了 「電視／影音報導類」，共三大類9個獎項，以
及特別為僑委會全球新聞志工設置的 「僑務電子報新聞報導
特別獎」，鼓勵海外僑胞擔任僑務電子報新聞志工，報導當
地僑社活動及僑民動態。 「平面／網路報導類」、 「廣播報
導類」、 「電視／影音報導類」每個獎項得主將獲頒2,500美
元獎金及獎座一面， 「僑務電子報新聞報導特別獎」則將獲
頒榮譽獎牌一面。

2021年《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報名自6月15日起至
8月15日止，入圍名單將於8月25日公告在官方網站。歡迎
海外華媒踴躍參加，讓世界看見臺灣的抗疫韌性與文化軟實
力。更多參賽報名規範及內容請上官方網站（http://www.
ocacmediaawards.tw/）查詢。

看見疫情下的華媒影響力
2021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徵件開跑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2021 年 3 月和 4 月，總統拜登公佈一
項總額為1.8萬億美元的龐大計劃，將為美國家庭擴大教育機會
和兒童保育，其中部分資金來自對美國富人數十年來的最大加稅
。這項名為 「美國家庭計畫」的項目，是拜登第三項主要立法提
案，其中包括1萬億美元的支出與針對中低收入家庭高達8,000
億美元的減稅和稅收抵免。該計劃將使全國的學前班和社區大學
免費，將兒童稅收抵免延伸到2025年。這些措施加在一起將重
新制定美國稅法和社會福利計劃，大幅擴增聯邦政府對家庭的支
持，將總體稅收負擔轉移到了富人身上。而且他將採取步驟處理
稅法中的公平性，這些步驟得到美國公眾支持。拜登現在尋求利
用總統職權，來重塑和調整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和生活。

然而，商業新聞秘密發布的文件顯示，億萬富翁沒有
繳納他們應得的稅款。同時，許多普通水平的酒店和餐館
和其他企業找不到足夠的人來擔任女傭和洗碗工等，因為
他們負擔不起拜登計劃的每小時最低工資 15 美元的高薪
。儘管拜登向富人宣布了他的稅收計劃，但富人有各種方
式來抵消拜登的稅收計劃。億萬富翁使用房地產計劃和股
票飼養計劃來避免向 IRS 納稅。據報導： 0.001% 的超級
富豪通過房地產，尤其是股票的升值賺取大部分錢，當然
這不徵稅。並且他們有無數方法可以從銀行貸款中獲取資
金，這樣他們就可以免稅過活。 根據當前的稅收漏洞和
扣除規定，這些億萬富翁中沒有一個支付接近 37% 的最高

邊際稅率，事實上有些人根本沒有交稅。
億萬富翁支付自己微薄薪水的做法是因為

億萬富翁在資本收益中賺了很多錢，他們
不需要高薪的收入。麥當勞 (MCD)、塔吉
特 (TGT) 和 Chipotle 的首席執行官，他們
現在已經或正在將最低工資提高到 15 美元
。 有12 家大而富有的企業不僅獲得了更多更好
的員工申請工作，而且流失率也下降了。至少有
一家公司指出，員工人數增加抵消了成本的增加
，從而增加了銷售額。

但更高的員工工資並不一定意味著損害企業的
業務。 正如雅虎財經的 Brian Sozzi 指出的那樣，
Chipotle 剛剛提高了價格，並且很快，它的股票
就上漲了。因為人們現在願意為他們的食物支付
更 多 費 用 。 儘 管 最 新 的 菜 單 價 格 上 漲 ， 但
Chipotle (CMG) 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因為為墨西哥

捲餅或沙拉碗支付更多費用而失去客戶的跡象。億萬富翁聘請專
家大軍向他們的薪酬方案中註入數百萬甚至數十億美元，但與此
同時，他們正在盡其所能並瘋狂地考慮避稅工作計劃以避稅。

有傳言說，一些最富有的美國人繳納的稅款比他們的一些員
工少。關鍵是富人能夠通過法律程序避稅。大多數超級富豪利用
對稅法的深刻理解來利用所有可用的法律方法來減稅。資本收益
管理被視為長期資本收益的資產按 15% 的稅率徵稅，長期收益
可節省大量稅收。拜登政府當局需要想出有效的稅收方法，並堵
住稅收漏洞，真正向那些富人徵稅，以實現他最初的稅收計劃，
以達到他的 「美國家庭計畫」的工作計劃目標。

拜登的美國家庭計畫資金來自對美國富人的最大加稅
億萬富翁聘請專家盡其所能地考慮避稅計劃以避稅

20212021 年年 33 月和月和 44 月月，，總統拜登公佈一項總額為總統拜登公佈一項總額為11..88萬億美元的龐大計劃萬億美元的龐大計劃，，將為將為
美國家庭擴大教育機會和兒童保育美國家庭擴大教育機會和兒童保育，，其中部分資金來自對美國富人數十年來的其中部分資金來自對美國富人數十年來的
最大加稅最大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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