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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中央社）科學家今天表示，輝瑞/BioNTech疫苗
與莫德納疫苗，能在人體引發持久免疫反應，可能可以
抵禦新型冠狀病毒數年之久。

目前已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只要2019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的病毒及其變異株演化結果不會跟現
在差太多，接種這2款mRNA疫苗的大部分人可能不須
追加注射。最新研究再度呼應這項看法。

此外，即使病毒確實大幅變異，接種疫苗前曾染疫
康復的人，可能也不需要追加劑量。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帶領
上述研究的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
versity in St. Louis）免疫學家艾里貝迪（Ali Ellebedy）表
示： 「這種疫苗能讓我們免疫力如此持久，這是個好跡
象。」研究結果已刊登在 「自然」（Nature）期刊上。

艾里貝迪與同事上月曾表示，染疫康復者體內能辨
認新型冠狀病毒的免疫細胞，會在感染後留在骨髓內至

少8個月；另有團隊的研究指出，所謂的記憶B細胞會
在染疫後至少1年內持續成熟和強化。

研究人員基於這些發現表示，染疫後再接種疫苗的
人，免疫力可能維持數年，還可能終身免疫。但從過往
的研究未能了解，光靠接種疫苗可不可能產生類似的持
久效果。

為了找出問題解答，艾里貝迪團隊觀察了記憶細胞
的來源─淋巴結。

人體在染疫或接種疫苗後，淋巴結會形成一種叫作
「生發中心」（germinal center）的特殊結構。生發中心

猶如B細胞的訓練營，能讓B細胞更熟練地發揮作用，
並學習辨識多種病毒基因序列。這些細胞練習的序列愈
多、時間愈久，就愈有可能擊退可能出現的變異株。

人體染疫後，生發中心會在肺部形成；但接種疫苗
後，生發中心會出現在腋窩的淋巴結，正好方便研究者
取得。

研究：輝瑞、莫德納疫苗 保護力可能長達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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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though Texas has passed the gun law,
it still applies to people with clear criminal
records who are 21 or older, or at least 18 for

the people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The places where the carrying of handguns is
not permitted under present law do not
change. Such places include polling place,
government buildings, courthouses, high
schools, racetracks,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amusement parks and bars.

After all, the new law really opens a new
chapter for the State of Texas.

Before we becam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exas was a nation state. Because Texas is
such a rich state, we hav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Many people moved to Texas
looking for opportunity.

My dear friend Dr. Jimmy Helms, a retired
dentist whose patients included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has built his
own old western town on his 105-acre ranch.
We have known Jimmy for many years and
we have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He also
has named me as a Deputy Sheriff of New
Dubina. I brought a lot of my friends to visit
the small western town. He always greets us
with the warmest party in his house.

Jimmy’s New Dubina old west town has
been filmed on television many times.

Like many Texans, Jimmy always carries a
gun on his compound.

Almost one and a half year later, we visited
Jimmy again in his old town. We are so glad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almost over. We
need to go and visit this beautiful land more
often.

0606//2929//20212021

Old Western Town At NewOld Western Town At New
Dubina, TexasDubina, Texas

德州州長上月在最新持槍法
案簽上大名之後，從今年九月一
日開始，二十一歲以上的德州
人可以在大街上公開持槍，不
需有任何執照，此一法律真是
使德州佬回到西部牛仔的時代了
。
德州在加入美利堅共和國以

前是個獨立的國家，因地廣人
稀，盛產石油黑黃金，家財萬
貫，而且極有牛仔精神，許多
州民還以穿上長靴頭戴牛仔帽為
榮。
我的好友景米洪醫生是老布

什總統之御牙醫，多年來他在離
市近百哩處擁有百畝莊園，並
自建一八六O年代西部牛仔小鎮
，定名為新杜彬納市，自命為

市長兼警長，我們在友人之介
紹相識多年，洪醫生和我特別
投緣，並任命我為副市長兼副
警長，並且把他莊園的密碼交
給我，每次我和友人前往拜訪
參觀，他都無比之親切，尤其
對我們華裔同胞，洪醫生家中
和身上都擁有槍枝，他是標準
保守德州人，他對我們始終親
如家人，臉上永遠掛著友善的
笑臉。
這是我一年半後首次返回新

杜納鎮，我們再次熱情擁抱，
久別重逢有回家之感覺。
德州人有許多就如他一樣

，擁槍自重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也不足為奇了。

西部牛仔小鎮西部牛仔小鎮 早已早已 「「擁槍自重擁槍自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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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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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籲秘魯振興航空業：
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綜合報導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呼籲秘魯當局和航空公司，在振

興航空業方面共同前進，因為航空業對秘魯社會經濟發展和連通性有突

出貢獻。

IATA表示，在2019年，秘魯利馬豪爾赫· 查韋斯機場客流量達到

2360萬，航空業加強了秘魯的連通性，創造了36.6萬個相關工作崗位。

此外，得益於航空業的發展，秘魯的蘆筍、各種水果、棉花等產品

出口至地球上最偏遠的市場，為國內生產總值(GDP)做出了64億美元的

巨大貢獻。

然而，目前這些數字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世界上許多國家因新

冠疫情而遭受了巨大損失。

IATA估計，到2020年底，秘魯的航空業將損失大約72%的乘客，

這將導致對秘魯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減少近34.3億美元，並使與該部門

有關的大約229470個工作崗位面臨風險。

IATA指出，“由於與航空業相關的各政府機構和其他關鍵參與者

之間缺乏協調和信息，秘魯航空業復蘇一直停滯不前。盡管在秘魯運營

的航空公司正在努力改善這種情況，但仍然面臨著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運

營環境。”

IATA呼籲秘魯政府與航空業進行更好的合作，必須保證利馬機場

的運營能力，以滿足乘客的需求並保持穩定的時間表。

同時，IATA還強調，政府要更新目前的衛生和邊境控製措施，采

用國際最佳做法，取消對國際旅客的面罩要求，調整對完全接種疫苗旅

客的入境要求。

此外，IATA也呼籲防止航空業運營成本增加，避免過度監管或征收費

用和關稅，使其競爭力低於該地區的其他運營商。IATA還希望，政府優先

為一線航空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以確保客運業務的穩定和安全。

瑞典法院維持華為5G禁令
華為愛立信同時發聲

綜合報導 華為被瑞典政府禁止參與

5G頻譜拍賣活動，對於這項不公決定，華

為公司提起了上訴。當地時間6月22日，

斯德哥爾摩行政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駁

回華為上訴，判定瑞典政府的決定並不違

法，即維持了這項“華為5G禁令”。

判決結果公布後，華為方面作出回應，

尊重判決，但對此感到遺憾，並稱正研究進

一步法律救濟途徑，以捍衛自身權益。公司

中東歐和北歐地區執行副總裁則強調，華為

將繼續爭取進入瑞典市場的權利。

而路透社則在報道中直言，法院的

這一判決，一方面破壞了華為在歐洲重

新布局的希望，同時也增加了其競爭對

手、瑞典電信巨頭愛立信（Ericsson）遭

到“報復”的可能性。

上月24日，愛立信方面曾發出警告

性預測，預計該公司在華5G市場份額將

大幅縮水，部分原因和瑞典將中國供應

商排除出本國5G網絡建設之外有關。就

在此時，愛立信也通過發言人強調，法

院的判決“可能會對包括愛立信在內的

瑞典企業和瑞典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當地時間6月22日，瑞典斯德哥爾

摩行政法院在其官網發布了一則聲明，

對外說明了有關華為上訴瑞典政府的有

關判決情況。

聲明稱，法院已於當天駁回了華為

在兩起案件中所提出的上訴，並再度提

及所謂“安全理由”，聲稱瑞典政府禁

止華為參與本國5G頻譜拍賣活動，是為

了“保障瑞典國家安全”，因此此前兩

項排除華為相關決定是正當的。

去年10月 20日，瑞典政府以所謂

“安全理由”禁止華為和中興參與其5G

網絡建設。當時，瑞典郵政和電信管理

局（PTS）宣布，將禁止參與之後5G頻

譜拍賣的企業使用華為或中興公司的5G

設備，正在使用的華為或中興設備則必

須在2025年初之前完成更換。

當時，PTS解釋稱，決定是經瑞典武

裝部隊和安全部門的評估後製定的。而如

今，斯德哥爾摩行政法院在聲明中同樣聲

稱：“瑞典的安全非常重要，法院考慮到

，只有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門共同掌握著安

全形勢和瑞典所面臨威脅的整體情況。”

判決結果公布後，華為於6月23日

發布聲明回應稱，尊重斯德哥爾摩行政

法院的裁決，但對此感到遺憾。由於本

次法院判決並非最終判決，公司正研究

進一步的法律救濟途徑，以捍衛自身權

益。網絡安全是華為的最高綱領。華為

呼籲瑞典相關機構基於事實，製定客觀

、統一、可驗證的網絡安全標準。

華為中東歐和北歐地區執行副總裁

肯尼斯· 弗雷德裏克森（Kenneth Fredrik-

sen）則對路透社表示：“這（判決結

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法院也是

根據瑞典安全局（SAPO）的假設得出的

結論。我們將繼續爭取進入（瑞典）市

場的權利。”

路透社提到，在華為的5G設備和技

術被美歐各國不斷打壓之後，芬蘭企業諾

基亞（Nokia）和瑞典企業愛立信等公司搶

占了歐洲市場份額，韓國企業三星電子

（Samsung Electronics）也與英國電信集

團沃達豐（Vodafone）簽約，成為其5G

網絡設備供應商，進軍了歐洲大陸。

報道同時還認為，如今的這一判決

結果可能會產生諸多後續影響。一方面

，判決結果破壞了華為試圖在歐洲市場

卷土重來的希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其

競爭對手愛立信遭到“報復”的可能性

。事實上，路透社上月的另一則報道就

曾判斷，判決結果恐影響到這家瑞典企

業在中國市場的前景。

就在5月24日，愛立信發行的一則招

股書中包含了具有警告性質的內容，該公

司預計它們在中國推出5G網絡的市場份額

可能小於目前在華電信基礎設施市場的份

額，部分原因是瑞典將中國供應商排除出

本國5G網絡建設之外，從而引發了爭議。

而對於瑞典政府在5G領域所作出針

對華為的決定，就連愛立信也認為值得

商榷，還曾為華為發聲，力挺競爭

法院判決後，愛立信方面的一名發

言人稱，公司已獲悉了這一消息，並表

示：“這（判決結果）可能會對瑞典和

瑞典相關產業的經濟利益產生不利影

響，其中也包括愛立信。”

據消息，5月11日，桂從友大使在

使館接受瑞典媒體專訪時，被問及如何

看待瑞典將華為排除出5G建設之外和愛

立信在華發展的問題。

桂從友大使當時表示，瑞典禁華為

令不是基於事實，沒有任何法律和事實

依據，是個政治決定，把雙方正常經貿

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泛意識形態

化，中方堅決反對。希望瑞方本著公開

、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場競爭和開放

原則，盡快糾正錯誤決定，為中國企業

在瑞典正常、合法經營提供應有的營商

環境。愛立信在華經營狀況要由中國市

場和消費者來決定。

巴拿馬半年來接到7212起家暴投訴

施暴者多醉酒
綜合報導 巴拿馬檢方近日表示，截至6月中旬，他們2021年以來已

收到7212起家庭暴力事件投訴。巴拿馬國家行動中心官員羅納德· 哈恩

表示，大多數家暴案件的施暴者都處於醉酒狀態。

據報道，哈恩分析，大多數施暴者往往都處於醉酒狀態。醉酒加劇

了施暴者的心理波動，並使受害者受到口頭或身體上的攻擊。

此外，巴拿馬家庭事務檢察官瑪麗亞· 莫雷拉近日表示，這些案件

中，有1479起發生在巴拿馬省。

莫雷拉呼籲民眾，在遇到家暴事件時應立刻向當局進行報告。莫雷

拉指出，家暴不僅指身體上的暴力，也包括心理上的暴力，家暴案件也

不只限於夫妻關系中，同樣也會涉及到子女、父母及其他相關親屬。

莫雷拉表示：“104熱線是一個重要的工具，在政府的支持下，

（通過）它能最終將施暴者繩之以法，並為受害者提供照顧。此外，居民

也可以通過致電巴拿馬檢察機關或檢方的其他分支機構來進行舉報。”

據介紹，巴拿馬警方的緊急呼叫電話是104，居民撥打後，最近的

警察局就會立刻應答並開展行動。

希臘限製措施再松綁
31%人口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接種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520例新冠肺炎患者，目前

累計確診419455例；新增死亡14例，累計

死亡12595例。

限製措施再松綁
為希臘政府提供防疫措施建議的衛生

專家委員會23日召開會議，討論關於進一

步放松限製措施的事宜。根據討論結果，

該委員會提出了如下建議：取消目前實施

的宵禁措施； 在人員不密集的戶外場所

不再要求強製佩戴口罩，其他場所仍需佩

戴口罩； 將每張餐桌的容客量上調至10

人； 對於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無

需再進行強製性病毒自我檢測等。

進一步的取消限製措施也說明希臘的

疫情形勢正在好轉。不過，傳染病學專家

哈拉蘭博斯•戈戈斯強調，盡管流行病學

的數據呈現出利好趨勢，但是距離達到群

體免疫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戈戈斯說，要想獲得群體免疫，接種

新冠疫苗的人數必須至少覆蓋70%人口，

但是隨著變異病毒的傳播風險加劇，這意

味著要想真正實現群體免疫，疫苗接種率

可能得更高。

31%人口已完成疫苗接
種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

書長希米斯托克利斯在6月

22日舉行的疫情通報會上說，截至目前希

臘已有31%的人口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種，

43%的人口已經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西奧多

裏杜則在當天的疫情通報會上表達了變異

病毒可能引發第四波疫情的擔憂。最早出

現在印度的新冠變異毒株德爾塔正在成為

世界流行的主要毒株。這一變異病毒有著

超強的傳播性，在美國、葡萄牙、德國、

法國和西班牙都已發現了感染這一病毒的

患者。

但她指出，第四波疫情幾乎只會影響

未接種疫苗的人，同時由於疫苗接種工作

的順利展開，重癥病例和死亡病例也將會

較此前減少。

希臘再現接種第二劑輝瑞疫苗後死亡
病例

日前，一位來自希臘北部城市卡泰裏

尼的61歲男性醫生在接種了第二劑新冠疫

苗後死亡。這名男子是在6月19日接受第

二劑疫苗註射的，接種的疫苗為輝瑞新冠

疫苗。

20日下午他感到不適，被緊急送往醫

院。盡管當醫護人員對其進行了搶救，但

不幸的是這名男子最終還是被宣告死亡。

據悉，這名男子生前未患有基礎疾病。目

前法醫正對其死因進行調查。

這已經不是希臘首次出現接種第二劑

輝瑞疫苗後死亡的病例。6月18日上午，

一名57歲希臘女性接種第二劑輝瑞疫苗10

分鐘後，在醫院觀察區稱感到胸部和背部

灼痛，隨後昏倒並心臟驟停。現場醫護人

員馬上對她實施心肺復蘇、插管等搶救措

施，但經過1小時的努力後，該女子仍不

治而亡。

此外，希臘近期記錄了20多起例心肌

炎和心包炎病例，但尚不清楚這些病例是

否與接種mRNA新冠疫苗有關。輝瑞和莫

德納的新冠疫苗都屬於mRNA疫苗。

龍卷風和冰雹襲擊捷克
致至少1人死亡300人受傷

綜合報導 一場強勁龍卷

風襲擊捷克，造成至少1人死

亡、近300人受傷，捷克東南

部房屋遭到破壞。

據俄羅斯衛星網援引捷克

電視臺報道，根據捷克衛生部

等部門數據，捷克東南部的強

大龍卷風導致至少1人死亡、

近300人受傷，位於與奧地利

和斯洛伐克邊界附近的7個村

鎮和霍多寧市受損嚴重。

該電視臺援引霍多寧醫

院院長揚· 傑薩爾日克的話稱

：“南摩拉維亞的風暴至少

奪走了一人的生命。”受災

地區已宣布緊急狀態。

據法新社報道，捷克內政

部長哈馬切克在個人社交媒體上

表示，所有可用的救援單位都在

行動或轉移至霍多寧地區。數百

名醫務人員、消防員和警察從捷

克各地趕到災害現場。

此外，奧地利和斯洛伐

克的救援人員也在協助救援，

捷克軍隊也被派往災區。

據天氣預報消息，龍卷風有

3至4級風力(共5級)，遭受龍卷風

地區的冰雹尺寸達10厘米。

據報道，這場龍卷風和

網球大小的冰雹除造成人員

傷亡外，還摧毀了一家養老

院和動物園。龍卷風還造成

大面積停電和交通中斷，捷

克共12萬戶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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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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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美國空軍對敘利亞真主黨陣營發
動空襲，稱為 「固有決心行動」(Operation In-
herent Resolve )，然則這也引來了真主黨的報
復，美軍發言人在推文中說，駐敘利亞美軍在
星期一遭到一連串火箭彈襲擊，雖沒有人傷亡
，但部隊也用火砲加以還擊。

參與過伊拉克的反伊斯蘭國戰役的美軍發
言人馬羅托上校(Col. Wayne Marotto)在推特上
說，火箭彈的攻擊沒有造成人員受傷，設備的
損失正在評估中。

他沒有說明襲擊發生的確切地點，也沒有
說明誰可能應對此負責。

馬羅托還說，美軍基地在遇襲後，立即對
發射火箭彈的可能位置，以大砲來還擊，這是
出於自衛的行動。

這場火箭彈襲擊事件，發生在美國空軍派
出 F-15E 「打擊鷹」 (Strike Eagle) 和 F-16C
「戰隼」(Fighting Falcon)戰鬥機，對伊拉克-

敘利亞邊境的空襲後一天。五角大樓表示，伊

朗支持這些邊境上的民兵組織，包括卡塔伊布
真主黨( Kata'ib Hezbollah )和卡塔伊布賽義德·
舒哈達（Kata'ib Sayyid al-Shuhada 縮寫 KSS）
，他們用伊朗提供的無人機，對美國和北約聯
軍發動襲擊。

在火箭彈轟炸的前一天，半島電視台在推
特上發布了一條據稱來自艾爾-舒哈達(al Shu-
hada，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城鎮)阿拉伯語
消息，內容是： 「從現在開始，我們將與美國
佔領區發動公開戰爭，並以飛機瞄準美軍駐伊
拉克基地。」

馬羅托說，襲擊發生在當地時間晚上 7 點
44分左右，火箭彈數量不少，而目標是基地的
武器庫。

五角大廈還表示，自4月以來，伊朗支持
的民兵，至少對美國和伊拉克聯軍基地進行了
5次無人機襲擊。隨後，五角大廈也發布了3起
空襲的影片以茲佐證。

美國對敘利亞空襲後 駐敘美軍遭到火箭彈反擊

佛州濱海瑟夫賽德鎮（Surfside）香普蘭大
廈南棟（Champlain Towers South）半坍事件已
確認造成11人死亡，另還有150人失蹤，坍塌
原因仍然不明。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28日報導，該大樓最初僅計畫建
造12層，但最後決定於頂樓加蓋，讓其高度違
反當時瑟夫賽德鎮的建築法規。

根據報導，在原始計畫中，香普蘭大廈南
棟提供住宅用的區域僅為12層樓，但建商最後
決定額外建設一層頂樓公寓（Penthouse），讓
該大樓總高度增加了15英呎（ 4.57公尺），超
過當時瑟夫賽德鎮的法規上限，但該鎮委員會
最後給予建商針對高度限制的特別許可，讓香
普蘭大廈南棟和稍後建造的香普蘭大廈北棟
（Champlain Towers North）都擁有頂樓公寓。

邁阿密資深機械工程師亨茲（Heinz）透露
，1980年代佛州南部建商試圖繞過高度限制是

「常見的事」，且經常未就此諮詢建築師。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指出，濱海建
築物的頂樓公寓能帶來相當大的利益，香普蘭
大廈南棟的頂樓公寓才剛在上個月轉手，價格
為290萬美元；並稱建商當時曾被控在申請該
建築的許可證時有賄賂行為。

目前仍不清楚該設計與大樓半坍是否有關
。曾參與相關建築審查的維吉尼亞理工學院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營建工程教授
李昂（Roberto Leon）表示，頂樓公寓導致的
重量增加在計畫修正時有被考慮，並為此額外
加固了結構，但該加固雖符合當時的建築標準
，卻不及佛州近年修訂過的加強要求，並稱若
柱子損壞，重量分佈確實可能導致結構崩壞。
不過曾參與該建築建設的工程師胡拉多（Man-
uel Jurado）強調，若設計有重大缺陷，建築會
在一兩年內出現徵兆，而不用等上40年。

佛州大樓半坍 美媒曝這個設計違反法規
美國白宮28日證實總統拜登將不會前往日本參與東京奧運暨帕運；正研擬由美國第一夫人吉兒

（Jill Biden）訪日出席。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28日表示，對於東京奧運暨帕運，

「拜登沒有計劃出席」，將如同既往，由美國政府的代表團出席。
另外，吉兒的發言人告訴NHK，目前正討論安排吉兒前往日本的可能性，將靜待拜登宣布代

表團成員。
報導指出，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美國由時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率團出席；2016年裡約

奧運由時任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帶隊。

白宮證實了 拜登不去東奧 擬安排第一夫人出席

隨著旅遊業自 2019 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疫情中
復甦，聯合航空公司今天宣布
，將向波音（Boeing）和空中
巴士（Airbus）採購 270 架飛機
，訂單總額達354億美元。

聯 合 航 空 公 司 （United
Airlines）計劃購買 200 架波音
與70架空巴的飛機，根據目錄

價格估計總額達354億美元，不
過航空公司通常最後支付的金
額都比目錄價格還低。

這是聯合航空有史以來最
大一筆訂單，聯合航空高層稱
這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時刻，代
表了因為疫苗的關係，旅遊業
前景大幅好轉。

然而，聯合航空和其他大

型航空公司 7 月公佈財報時，
4-6 月季度料再出現虧損，反
映一年多來重創旅遊業營收的
旅遊危機持續拖累財報。

聯 合 航 空 執 行 長 柯 比
（Scott Kirby）說，聯合航空的
商務旅遊量仍滑降 60%，國際
旅遊的減幅更大。

看好疫情後旅遊業復甦 聯合航空將採購270架飛機
綜合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RT）報導，
美 國 匹 茲 堡 艾 勒 翰 尼 醫 療 體 系 （Allegheny
Health Network）的研究人員昨（28）日在美
國《內科醫學年鑑》（Annals of Internal Medi-
cine）上發布美國首起接種莫德納疫苗引發罕
見血栓不幸喪命的案例。

報告指出，這名65歲男子在接種第2劑莫
德納疫苗10天後住院，接種疫苗後他反覆頭痛
、雙腿疼痛一周，就醫前2天開始呼吸困難。

男子本身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症（Hyper-
lipidemia）等慢性疾病，就醫後很快就被診斷
出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的罕見血栓症狀，
他同時有深部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及血小板減少症（Thrombocytopenia

）。
醫療團隊試圖找出男子出現血栓併血小板

低下症候群的原因，包括感染新冠肺炎、其他
病毒，或是由栓塞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TTP）
造成，不過上述所有因素全被排除，最終團隊
總結男子出現的罕見血栓症狀是由疫苗所誘發
。

報告指出男子在住院3天後就出現腦靜脈
竇血栓（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這
是一種罕見的血栓型態，可能導致出血。儘管
經過12天快速治療，團隊也窮盡各種方式，包
括用下腔靜脈濾器收集大血塊、以及使用Bi-
valirudin等抗血栓藥物，男子最終仍不幸病逝
。

全美首例莫德納引發罕見血栓 65歲男接種10天後住院身亡



AA55亞洲時局
星期三       2021年6月30日       Wednesday, June 30, 2021

日本最高法院：
不認可夫妻別姓，婚後改姓合乎憲法

綜合報導 針對“夫妻別姓”

是否合乎憲法一案，日本最高法院

作出判決：不認可夫妻別姓，婚後

改姓合乎憲法。

據報道，2018年，居住在日本

東京的3對夫婦用各自姓氏登記結

婚時，遭到拒絕。之後，他們向當

地的法院起訴，認為日本《民法》

和《戶籍法》中不認可“夫妻別

姓”的規定，違反了秉持男女平等

原則的《憲法》。

不過，受理該案的法院隨後都

認為，“夫妻別姓”並不違憲，對

這三對夫妻的起訴予以了駁回。

之後，日本最高法院受理了該

案，並在2021年 6月 23日作出判

決。判決認為，《民法》裏不認可

“夫妻別姓”的規定合乎憲法。不

過，在當天參與審判的15名法官

中，有4人認為“夫妻別姓”規定

違憲。

據介紹，2015年日本最高法院

也曾進行過同樣的審判，當時的判

決結果也認為“夫妻別姓”規定合

乎憲法。

對於審判結果，此次的審判長

大谷直人表示，即使距離上次的判

決已過去6年，社會和國民意識會

發生變化，但在考慮這些情況之後

，法庭還是認為，不應對此前“夫

妻別姓”製度合乎憲法這一判決進

行更改。

目前，日本法律規定，同一

戶籍的夫妻須使用相同姓氏，且

“冠夫姓”的情況最為普遍。不

過近年來，隨著時代發展，越來

越多的日本民眾要求對這一製度

進行調整。

東京疫情反彈
專家稱奧運開幕時“德爾塔”毒株占7成

綜合報導 向日本厚生勞動省就新冠對策建

言獻策的專家組織稱，“東京疫情趨於反彈令人

十分擔憂”。京都大學流行病學教授西浦博在會

議上還出示一份估算結果，顯示到東京奧運會開

幕的7月23日，傳染性較強的“德爾塔”變異毒

株在日本新增病例占比將達到約7成。

據報道，東京近一周的新增感染人數是上周

的1.08倍，6月23日新增感染人數為619人，時隔

約1個月再次超過600人。專家組織主席脅田隆字

在記者會上指出，“這應該是反彈的情況。尤其

以年輕人為主，從東京都中心地區開始感染。”

專家組織就該國的感染狀況分析稱，新增

感染人數呈現減少趨勢，但尤其在以東京為中

心的首都圈，已從停止減少轉為持平。分析稱

，“反彈後感染人數持續驟增的話，可能造成

醫療吃緊。”

西浦的估算顯示，“德爾塔”毒株在國內呈

現擴散趨勢，在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到期後的7

月12日，該變異株占比恐超過半數，而再過一個

月後恐超9成。他認為“德爾塔”毒株的傳染性

是原始毒株的1.9倍，是英國首先報告的“阿爾

法”變異毒株的1.32倍。

厚勞省的抽樣調查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1

日，日本累計感染“德爾塔”毒株的人數為13個

都府縣的153人。

脅田就東京奧運會的觀眾人數稱，若疫情惡

化，“我認為基於(專家組織等客觀的)評估由奧

組委進行判斷很重要”。

柬埔寨國會代表團
考察並高度評價金港高速項目建設

綜合報導 柬埔寨國會代表團日前考

察並高度評價金港高速建設。由中國路橋

投資建設的該項目建成後將成為柬埔寨第

一條高速公路。

柬埔寨國會代表團一行在中國路橋總

經理助理、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總經理周勇和項目總承包部總經理胡釗光

陪同下，參觀了金港高速沙盤、項目K27

互通立交施工現場及、K45-K68瀝青粘合層

施工現場、中心實驗室、K114改性瀝青廠生

產現場及K187項目終點環島施工現場。

柬埔寨公共工程與運輸大臣孫占托在

考察中表示，感謝中國路橋對金港高速項

目付出的辛勤努力，對項目進度、質量、

防疫等方面給予高度評價，將給予項目建

設有力支持，爭取明年9月實現提前通車

。柬埔寨國會第九委員會主席Nin Saphon

在考察中表示對柬埔寨高速公路建設的快

速推進感到自豪，並高度贊揚中國路橋對

柬埔寨發展提供的有力支持。

記者24日從項目部獲悉，金港高速是

連接柬埔寨首都金邊和全國最大港口西哈

努克港之間的高速公路

，也是柬埔寨經濟發展

急需的一條高速通道。

項目建成後會將金邊到

西哈努克市港口的通行

時間從5個小時縮短到2

個小時，將有效降低物

流成本。項目在建設期

已直接雇傭3239名柬籍

員工，占到了施工人員

的78%。

據介紹，中國路橋

自2001年以6號路項目(

世界銀行項目)進入柬

埔寨市場以來，在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

領域積極奉獻當地社會，截至目前，累計

建設完成公路裏程2125.88公裏，移交民生

基建項目1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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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一名假扮印度行政服務

(IAS)官員並實施假疫苗接種的男子23日

被警方逮捕。這名男子在加爾各答多地

設立了假接種點，已為數百人接種了假

疫苗。

據報道，印度議員、知名演員米米·

查克拉博蒂22日被邀請至其中一處假接

種點打疫苗，但她在接種完後並未收到

短信提示或接種證明，於是產生懷疑，

並將此事通知了警方。

警方很快就抓捕了這名叫做德班加·

戴布的嫌犯，並在假接種點內查獲了假

身份證明、偽造的市政府文件以及消毒

液和口罩等物品。

據報道，米米· 查克拉博蒂作為首席

嘉賓被邀請前往這個加爾各答南部的疫

苗點接種。她說，自己來這裏接種疫苗

是為了鼓勵人們接種疫苗。

據報道，大約有250人在這個接種

點接種了假疫苗。

該嫌犯還在加爾各答多地設立了類

似的假接種點，在這些地方接種的人數

多達數百人。嫌犯還自稱是從市場上購

買的“真疫苗”。

查克拉博蒂說，“樣本已經送到實

驗室，我們將在接下來的4至5天內知道

疫苗中的成分。我和官員談過，從我收集到的信息可以說

，小瓶中沒有任何有害物質，但我們都知道它們不是疫苗

。一旦實驗室結果回來，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

警方也表示，已經對接種的不明物質進行采樣分析，

如果成分為安慰劑或者其它種類的疫苗，就會給受騙者重

新接種疫苗。

目前，加爾各答市已經決定，強製要求所有官方接種

點以外的接種組織者從衛生部門獲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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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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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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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斷再啟 周四起禁英航班抵港
影響逾兩萬留學港生 家長急撲機票冀子女禁令前回港

留學英國港生“回港潮”下，香港頻

頻接收由英國輸入的變種新冠病毒個案，

28日香港新增的 3宗確診個案全屬輸入病

例，均帶有 L452R變異病毒株，當中一人

由英國抵港。因應英國變種病毒病例趨

升，香港特區政府28日晚宣布，由本周四

（7月1日）午夜零時起禁止所有英國赴港

的民航客機着陸香港，但香港飛往英國的

航班則不受影響。有海外升學顧問指出，

英國有逾兩萬名港生留學，暑假是他們回

港高峰期，今次“禁飛令”使部分港生滯

留當地，不少家長正“撲機票”，趕及在

禁令實施前提早返港，或考慮讓子女到其

他國家再轉飛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
生防護中心繼續就香港社區首宗Del-
ta變種病毒個案進行流行病毒調查，
染疫的27歲男機場地勤相信是本月
11日身處機場臨時樣本收集中心時，
疑受3名剛抵港印傭傳染，香港大學
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28日指
出，Delta變種病毒潛伏期中位數為3
天，患者10天後才發病，懷疑該地勤
並非“零號病人”，或有其他感染者
在社區“播疫”，建議政府為本月11
日到樣本中心的人士進行抗體測試；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
教授蕭傑恒則認為，Delta可以持續
18天在人體內保持高病毒量，增加社
區傳播風險，建議持續覆檢曾與患者
到訪同一地點人士，以免有“走
漏”。

倘商場空氣不流通或受感染
另外，男地勤在大埔新達廣場兼

職時，曾與他在同一櫃位工作的24歲
女顧客服務員工，27日亦確診，初步
基因分析亦顯示帶有L452R變異病毒
株，仍有待確定是否屬Delta變種病
毒。她發病前除於本月24日到大埔超
級城外，本月22日上午亦曾到大埔昌
運中心商場，政府27日晚已將新達廣
場、大埔超級城及昌運中心商場列入
強檢範圍。

何栢良表示，Delta變種病毒傳
播性高，可經空氣傳播，倘該商場空
氣不流通，市民或會受感染，呼籲曾
到該處的市民進行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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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5,000元
（港元，下同）消費券申請表格28日開始在
各區郵政局、民政諮詢中心等辦事處派發，市
民也可以到該計劃的官網下載表格，紙本申請
途徑下周一（5日）開始接受遞表，最快9月
領取第一期金額，較電子申請途徑遲一個月收
錢。民建聯中西區支部主席楊學明28日接獲
不少長者查詢表示，填寫表格時遇到困難，尤
其對四大支付工具存疑問，對計劃一知半解，
他建議政府安排人員於公共服務機構、長者中
心等為長者提供協助。八達通亦發聲明表示，
市民毋須就消費券額外提升卡內限額及使用新
卡，消費券亦不會影響長者享用兩元乘車優
惠。

“填完都不知要在哪遞交”
電子消費券申請表格28日開始在各區郵政

局、屋邨辦事處及民政諮詢中心派發，不少市
民冒雨到場索取表格，並以長者居多。黃太表
示，雖然知道透過電子途徑遞交申請表，較快
領取到首期消費券，但奈何她不諳電子科技，
“這麼大年紀還用什麼電子？我什麼應用程式
都沒有，我現在拿了消費券（表格），填完後
都不知道要在哪遞交。”

楊學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長者
即使到各區郵局索取表格後，仍會遇到填表疑
問，他亦接獲不少長者查詢，“他們對申請途
徑一知半解，不知道可以使用八達通領取消費
券，也誤解消費券可以當作醫療券使用，或像
生果金一樣可以無限期儲起來。”也有長者在
填寫申請表格時，不懂用英文填寫姓名等，就

此楊學明擬在下月開設街站為有需要長者提供
協助，或為他們辦理網上登記及開設電子支付
平台賬戶。

他認為，政府可簡化申請表格，“其實，
身份證號碼已經可以辨別持有者的身份，表格
可以簡化一下，唔使填寫中、英文名，只需填
寫身份證號碼、聯絡電話及選用的支付平
台。”他續建議，政府在社區公共服務機構安
排人員協助長者填寫表格，以及到社區中心、
公共圖書館等為長者開設消費券講座，為他們
傳遞正確的消費券資訊。

八達通：毋須提升限額用新卡
八達通公司28日亦發聲明表示，市民毋須

額外辦理增額手續提升領取消費券的八達通限
額，八達通會在領取第一期消費券時自動提升
至3,000元。此外，市民亦毋須申領新卡領取，
只需沿用手上的八達通即可申請，而長者使用
長者八達通領取亦不會影響兩元長者公共交通
票價優惠。

28日新增的3宗確診個案，均是涉及L452R
變異病毒的輸入個案，其中一名19歲女

患者20日搭乘英航BA031航班由英國抵港，入住九
龍貝爾特酒店隔離檢疫，25日發病，而她未有接種
新冠疫苗；至於另兩宗個案，則分別為納米比亞抵
港的20歲男子及印尼赴港的47歲外傭，當中20歲
男患者亦未有接種疫苗，印傭則曾注射一劑疫苗。

兩周輸入個案 逾三成來自英
香港文匯報統計顯示，本月15日至28日的兩周

內，香港共有40宗輸入個案，有13宗、即超過三成
來自英國，當中12宗均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特
區政府28日晚宣布對英國實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
制”，本周四起禁止所有航班由英國抵港，同時將
英國風險評級由A2組“甚高風險地區”，進一步提
升為A1組“極高風險”，限制曾逗留當地超過兩小
時的人士登上任何赴港民航客機，以阻止其經轉機
到港。

特區政府去年12月將英國列為“極高風險”地
區，後因當地疫情改善先後於5月及6月下調為A2
組及B組風險評級，惟英國近期疫情持續反彈，Del-
ta變異病毒株廣泛傳播，多名抵港人士帶有L452R
變異病毒株，故第二度對英國所有航班禁飛。

一名在英國留學的港生表示，所讀課程已完
結，原本計劃9月回港，已購買機票，現在不知能
否如期回港，不知有關安排會持續至什麼時候，感
到無奈。

新措施令留英學生難回港
專門經營英國升學的教育機構“英識教育”，

其教育顧問張曉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新
措施令大批英國留學生將難以回港，“不少學生過
去一年也未有返港，很多人計劃7月初趁暑假回
港，不少家長亦忙於預訂香港指定檢疫酒店，但現
時禁飛，令他們受影響。”

她表示，現於英國留學的港生約有2.5萬人，當
中兩萬人就讀大學，5,000多人則為中小學生，而由
於英國部分學校今年提早完結學年，部分學生本月
陸續回港。

根據機管局網頁，國泰、英航及維珍航空每日
也有一班客機由倫敦希斯路機場赴港，但張曉雯認
為不足以應付需求，“我們已接獲不少家長查詢禁
飛情況，很多人想‘撲機票’或改機票，提早在7
月1日前回港，但相信機位會爆滿。”

有家長考慮讓子女“過冷河”回港
在新機制下，登機前21天曾逗留A1組地區兩

小時人士不准赴港，她指有家長正考慮讓子女轉往
其他地區如曼谷、杜拜或新加坡等，寧願在當地隔
離檢疫，21天後才回港，但抵港後也要接受檢疫，
換言之暑假大部分時間在檢疫中度過。

國泰航空28日晚表示，會暫停倫敦希斯路赴港
的客運航班，直至另行通知，但香港往倫敦的客運
航班不受影響。

填消費券表格遇困難 長者求助民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原訂
本地“零確診”紀錄保持28天就能與澳門特區通
關的目標，早前因為27歲機場地勤感染Delta變
種病毒而夢碎，但澳門特區政府28日表示，若該
個案屬輸入相關個案，且沒造成社區傳播，兩地
會視乎實際情況，調整計算個案清零的方法，使
香港不一定需要連續28天本地零個案也能通關，
或會放寬兩地通關免隔離限制措施，但先決條件
是要香港沒有在小區內出現本土確診病例，並強
調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才享有通關便利措施。

香港上周一名機場男地勤確診Delta變種病
毒，使香港保持17天的本地“零確診”紀錄“斷
纜”，之後該名男地勤兼職的場所有一名同事也

告染疫。

社區傳播 或調整計算方法
澳門山頂醫院醫務主任戴華浩28日表示，澳

門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但如果該兩宗
個案屬於輸入相關個案，並沒有造成社區傳播，
香港不一定要連續28天本地“零確診”，兩地才
可以“通關”，“假設這兩宗同源（頭）個案是
輸入相關個案，沒有在社區造成傳播的話，有機
會可以視乎實際情況去調整（通關）計算方法，
即是不一定要連續28日（零個案）。”他強調，
港澳兩地政府正細化有關通關方案，重申至今未
有具體時間表。

澳門指港通關未必需28天本地“零確診”

●澳門政府會視乎實際情況，調整計算清零方
法。圖為港珠澳大橋通往澳門的口岸。資料圖片

●5,000元消費券申請表格28日開始派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少家長正
“撲機票”，趕
及在禁令實施前
提早返港。圖為
早前乘坐英國航
班返港的留學
生。 資料圖片

▲香港由本周四午夜零時起，禁
止所有英國民航客機着陸香港。
圖為入境人士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後接受檢疫安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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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雲林縣北港鎮長蕭永義涉賣
職缺各收受新台幣120萬到150萬元不等金額
，雲林地院今天依貪污罪判蕭永義共6罪，應
執行 10 年 2 個月。蕭永義說，收到判決書後
會與律師討論提出上訴。

雲林地方法院指出，蕭永義為償還競選
期間的債務及日常開銷支出，從民國108年5
、6 月起，透過蔡姓商人為白手套，涉嫌以
120萬元到150萬元不等代價，分批買賣清潔
隊隊員的正式職缺。

法院調查，蕭永義分別收受蔡姓男子等6
人賄款，不法所得共 750 萬元，蕭永義等 16
人均坦承所犯。

雲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宣判，蕭永義涉
嫌收受賄賂共6罪，每罪被判7年6個月，合
計應執行10年2個月，褫奪公權8年，不法所
得750萬元沒收。

法院表示，白手套蔡姓商人應執行2年，
褫奪公權5 年，緩刑5年，須向公庫繳付50萬
元。

其餘涉嫌交付賄賂的清潔隊員或里長、
里幹事等14 人，因坦承犯行，分別判處易科
罰金及緩刑，須繳付公庫6萬到8萬元不等罰
款。

雲林縣府民政處指出，蕭永義涉犯貪污
罪，且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縣政府將
在正式收到法院判決書後，依地方制度法第
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停止其鎮長職務，並
依第82條規定，派員代理鎮長職務。

蕭永義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表示
，尊重司法判決，但針對部分事證，法官並
未釐清，收到判決書後會與律師討論提出上
訴。

北港鎮長蕭永義涉賣職缺收賄判10年2個月 將上訴

（中央社）全國疫情三級警戒，有詐騙
集團假冒北市警官偽稱疫情期間推線上筆錄
擬騙民眾個資，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今天呼籲，若來電提及 「偵查不公開、線上
筆錄」等關鍵字，必是詐騙。

刑事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武
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情持續延燒，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5月
15日宣布全國提升第三級防疫警戒，但有詐
騙集團冒假檢警並鎖定居家防疫民眾行騙。

根據調查發現，此類詐騙集團先竄改來
電號碼，使民眾誤以為接獲公務機關或企業
機構電話，例如地檢署、警察局、戶政事務
所、中華電信或醫療院所等，隨後再偽稱其
為該單位員工，並誆稱被害人的身分證遭盜
用、電話費未繳或請領醫療補助金且涉及刑
案。

詐騙成員假意基於協助被害人，透過線
上製作筆錄，以核對身分並進一步詐取被害
人個資，要求需交付其名下現金、金融帳戶
、提款卡及密碼等以證清白，還強調 「偵查
不公開」不得告知親友洩漏案情，使得被害
人因恐懼無法向相關單位求證而受騙。

市刑大呼籲， 「偵查不公開」為規範檢
、警機關的偵查人員，並不適用民眾，且檢
、警絕不會以全國疫情進入三級警戒為藉口
，而要求民眾 「線上製作筆錄」。

此外，北市警局電話總機代表號（02）
23313561 僅具受話功能、非供撥出使用，無
法於一般話機來電時顯示號碼，也不具傳真
用途，外界撥打後立即進入語音服務系統，
民眾若接獲來電提及 「涉及刑案、司法調查
、偵查不公開、監管帳戶、線上筆錄」等關
鍵字，必是詐騙，請務必提高警覺。

偽警疫情期推線上筆錄 北市刑大：必是詐騙
（中央社）徐姓工程師向前東家聯發科公司

求償，主張他跳槽港商後，因聯發科以假處分手
段使他無法工作領薪。二審今天認定勞資權利義
務失衡，競業禁止條款無效，聯發科須給付 198
萬多元。

高院指出，徐姓工程師主張，從民國96年10
月間受僱於聯發科技公司，負責實體設計時間樹
Clock Tree 相關工作，屬於晶片設計後端品質管
控，未接觸圖形處理器CPU技術，也未參與 「16
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的技術相關計畫。

徐男主張，他於 103 年 4 月 19 日離職，於同
年6月18日另受雇於香港商鑫澤數碼公司，但聯
發科明知他無重製、洩漏營業秘密，也未違反所
簽署的聘僱契約書營業秘密條款，卻向法院聲請

定暫時狀態的處分，導致他形同失業12個月，聯
發科須賠償他的損失。

一審新竹地方法院判決聯發科應給付徐男美
金10萬4409元（含薪資與分紅損害），經上訴，
二審台灣高等法院認為，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失
衡，競業禁止條款無效，為免雇主規避須補償，
並保護勞工權益，聯發科技須補償徐男因在一定
期間競業禁止所受的損害。

二審認定，徐男與鑫澤公司約定的每月薪資
，及處分禁止競業期間共1年又10日，扣掉徐男
在處分期間有工作收入新台幣5萬元，實際所受
的薪資損害應為新台幣198萬5000元，至於分紅
部分的損害，未舉證證明是屬經常性給與，不應
准許。全案可上訴。

聯發科競業禁止條款無效 工程師獲賠198萬元

（中央社）前公懲會委員長石木欽遭監察院
彈劾，懲戒法院今天公開審理，司改會辦公室主
任蕭逸民登記旁聽並表示，希望盡快開放線上旁
聽，此案很多真相要調查，必須進行實質審理。

石木欽懲戒案，今天下午2時在台灣高等法
院刑事庭大廈專一法庭（及延伸法庭）公開進行
言詞辯論程序。

因應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防疫措施，專一法庭不設旁聽席；另於
司法院多媒體簡報室設延伸法庭開放記者旁聽席
12席、民眾旁聽席8席，依規定核發旁聽證，領
有旁聽證者始可入庭旁聽。

蕭逸民、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務專員馬千
雅自稱法庭觀察員，下午1時許前往登記旁聽並
受訪表示，對於石木欽案開庭，最重要的是 「我

們認為還有很多真相要調查」，因此，不可以用
時效理由予以結案，也就是此案不得以逾懲戒權
行使期間而為免議判決。

蕭逸民指出，石木欽一直在公開場合主張這
個案件已經超過就公務人員懲戒法的10年懲戒時
效，但是他認為法官法第52條明定，免職這樣嚴
重處分是沒有懲戒時效的。

蕭逸民表示，大法官解釋也指懲戒時效必須
按照比例來進行，也就是說公務人員懲戒法10年
時效已經被大法官宣告違憲，因此，才會訂出法
官法有關免職懲戒沒有時效的相關規定。

他指出，石木欽在擔任公懲會委員長期間所
審理判決的案件，也是主張重大違失是不受時效
限制，從這些來看，他認為此案必須進行實質審
理。

石木欽懲戒案開庭 司改會籲須實質審理找真相

（中央社）新北市某兒少安置機構練姓男輔導員涉嫌猥褻多名少年，一審認定15罪，判刑
4年10月。二審認定練男僅犯6罪，改判4年，案經最高法院日前駁回練男上訴，全案定讞。

練姓男子涉嫌在民國105年至106年間，利用擔任少年的生活輔導員而擁有監督、教養的
權勢，猥褻多名少年。被害少年向家長反映，全案因此爆發，練男後來離職。

台北地檢署依加重強制猥褻罪，對練男提起公訴；一審的台北地方法院審理期間，練男否
認犯罪，辯稱是為了解決少年的需要，才協助陪睡、聊天，因為嚴厲管教小孩才被誣告。

一審認為，4名被害少年就案發經過的證詞，得以互為佐證，並與安置機構社工的證述情
節相符，且有相關通報紀錄、輔導紀錄，得以作為補強證據，認定共4名少年受害，構成15罪
，判處練男應執行4年10月。

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依相關證據認定僅3名少年受害，練男構成6罪；
但二審認為，練男沒有悔意，不容輕縱，一審就6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0月或1年，稍嫌過輕
，各改判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

練姓男子不服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認為，二審判決並無違背法令，日前駁回上訴
定讞。

安置機構輔導員涉猥褻少年判刑4年定讞

鄭文燦主持桃園市府防疫會議鄭文燦主持桃園市府防疫會議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2929日上午舉行防疫會議日上午舉行防疫會議，，市長鄭文燦市長鄭文燦（（圖圖））表示表示，，2828日公布一名武漢肺炎日公布一名武漢肺炎

確診個案是某護理之家住民確診個案是某護理之家住民，，一採陽性一採陽性、、二採陰性二採陰性；；機構內機構內110110人採檢全數陰性人採檢全數陰性，，確診者將確診者將
進行三採進行三採，，護理之家目前分區照顧不跨區支援護理之家目前分區照顧不跨區支援，，並採取不進不出原機構照護並採取不進不出原機構照護。。

邱國正主持將官晉任典禮邱國正主持將官晉任典禮
國軍將官晉任典禮國軍將官晉任典禮2929日舉行日舉行，，國防部長邱國正國防部長邱國正（（圖圖））表示表示，，面對敵情面對敵情、、疫情疫情、、極端天候等多極端天候等多

重複合式威脅重複合式威脅，，國軍各項戰備訓練不容懈怠國軍各項戰備訓練不容懈怠。。

農委會推農產嘉年華促銷搶救芒果農委會推農產嘉年華促銷搶救芒果
屏東縣枋山鄉發生屏東縣枋山鄉發生DeltaDelta變種病毒群聚感染變種病毒群聚感染，，當地出產的芒果遭退訂當地出產的芒果遭退訂。。農委會農委會2929日舉行線上記日舉行線上記

者會者會，，農糧署長胡忠一農糧署長胡忠一（（左左））指出指出，，病毒不會經蔬果傳染病毒不會經蔬果傳染，，呼籲民眾上台灣農產嘉年華網站購買呼籲民眾上台灣農產嘉年華網站購買
，，一起力挺果農一起力挺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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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問: 什麼是乙型病毒性肝
炎？

答: 乙型病毒性肝炎（簡稱乙肝
）是一種由乙肝病毒引起的對人類
肝臟造成傷害的傳染性疾病。一部
分人在接觸乙肝病毒之後沒有辦法
抵抗感染，並會被病毒伴隨終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患有慢性乙
肝的人群會轉為更嚴重的肝臟疾病
，其中包括肝硬化和肝癌。目前慢
性乙肝在世界範圍內已成為引發肝
癌的首要原因。

問: 乙肝有多普遍？
答: 乙肝病毒在世界範圍內都非

常普遍。現在全球有接近3億人患有
慢性乙肝，其中在美國的慢性乙肝
患者有200萬左右。在美國，每年約
有2000人因乙肝相關的肝臟疾病死

亡。

問: 乙肝有哪些症狀？
答: 乙肝通常沒有症狀，有許多

人感染乙肝數十年也不會感到不適
。如果出現病症，可能的症狀包括
發燒，疲勞，食慾不振，胃痛，胃
部不適，嘔吐，尿色深，淺色糞便
，關節疼痛，皮膚和眼睛發黃。

問: 為什麼乙肝對亞太裔
族群的影響要超過其他族裔？

答: 人類感染乙肝已有數千年之
久，在世界某些區域包括亞太地區
較為常見。在這些地區中有多達20%
的人會感染乙肝病毒。在高感染率
國家出生的人有很大的感染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的亞太裔中，
平均每十二個人就有一個人會感染
乙肝。正因為如此，亞太裔也是肝
癌患病的高危群體。但是通過醫療
護理及治療，許多肝癌病例是可以
避免的。

問: 為什麼檢測乙肝對亞
太裔族群非常重要？

答: 乙肝檢測能夠拯救生命！即
使乙肝病毒多年來一直在悄然無息
地對他們的肝臟造成傷害, 大部分慢
性乙肝患者都沒有任何症狀。

問: 乙肝有治療方式嗎？

答: 對於一名乙肝患者來說，了
解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可以幫助他們緩解肝臟損傷
甚至預防肝癌。如果醫生知道您患

有乙肝，他們能夠幫助觀察您的肝
臟健康狀況以及評估您是否需要用
藥，這些藥物能夠停止病毒在您體
內繼續繁殖。醫生還可以給您提供
關鍵的飲食建議，並在您服用任何
药物或草藥之前進行評估，因為部
分草藥可能會造成肝臟損害。

問: 乙肝有哪些傳播途徑
？

答: 乙肝通過血液以及其他體液
直接接觸傳播。許多慢性乙肝患者
是在分娩期間以及初生嬰儿期被感
染的。乙肝不是遺傳病也不會被遺
傳。

問: 乙肝不會通過哪些渠
道傳播？

答: 乙肝不會通過日常接觸或者
唾液傳播。如果您和乙肝患者一同
居住，您可以放心與他們一起用餐
，分享食物餐具以及讓他們幫忙準
備食物。擁抱，咳嗽，打噴嚏以及
接吻也不會傳播乙肝病毒。您無需
在家中替乙肝患者準備單獨的餐具
或居住區域。

問: 乙肝能夠預防嗎？
答: 現在已經有安全有效的疫苗

能夠預防人們被乙肝傳染。但不幸
的是有許多人在注射疫苗前就已經
被感染。目前初生嬰兒例行接種乙
肝疫苗已經在全美國以及許多其他
國家及地區執行。任何與乙肝患者
一起生活的人也應該注射疫苗以防
乙肝傳染。
cdc.gov/knowhepatitisb/zh

乙型肝炎知識問答乙型肝炎知識問答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根據雅虎新聞的一項新民
意調查，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對犯罪的擔憂日益加劇，開
始拖累拜登總統的支持率，並可能預示著總統所在政黨
在 2022 年中期選舉前面臨更大的挑戰。 這項於 6 月
22 日至 24 日對 1,592 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調查發現，
絕大多數 (55%) 現在將“暴力犯罪”描述為美國的“非
常大的問題” ，遠遠超過接受調查的人數對冠狀病毒
大流行 (36%)、種族關係 (39%)、經濟 (41%) 或政治正確
性 (39%) 的關注程度。

認為暴力犯罪是一個非常大問題的美國人的人數比
上個月增加了 6 個百分點，而共和黨人（其中的人數
從 56% 增加到 65%）。上個月，45% 的民主黨人將暴
力犯罪描述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現在這個數字高出 8
個百分點（53%）。 與此同時，47% 的美國人現在不贊
成拜登處理犯罪的方式，高於上個月的 43%；只有
36% 的人讚成。 在民主黨人中，對拜登犯罪方法的反
對增加了 3 個百分點（達到 17%）。

總統在所有美國人中的支持率比 4 月底下降了 4 個
百分點（至 50%），而他的不支持率上升了 6 個百分點
（至 43百分）。研究表明，美國的暴力犯罪一直在上
升，與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2021 年第一季度美國
32 個城市的兇殺案數量增加了 24%，而加重攻擊率則
增加了 7%槍支襲擊率上升了 22%。 絕大多數美國人似
乎都意識到了這些趨勢，整整 69%（上個月為 65%）告
訴雅虎新聞和 YouGov，他們認為美國的暴力犯罪正在

增加，而不是減少（7%）或保持不變。
儘管拜登告訴美國人仇恨犯罪是美國社會的毒瘤，

美國人應該共同努力廢除和消除它，但事實是仇恨犯罪
和與槍支有關的暴力事件在美國主要城市不斷發生。
人們對永久的自我安全感到緊張，美國似乎沒有安全的
居住區。 除了美國兩黨都擔心槍支相關的高犯罪率外
，沒有政治參與的人也擔心槍支暴力在美國社區的各個
部分蔓延。 最糟糕的是，持槍犯罪的人越來越年輕，
甚至是年輕的女孩持槍犯罪。 槍支管制是美國立法者
獲得確保人民安全的良好解決方案的核心。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導致暴力犯罪激增的原因以
及可以採取哪些措施方面仍然存在嚴重分歧。幾乎所有
共和黨人都說警察不夠強硬（52%）或“差不多”
（29%）。 去年 5 月，抗議者聚集在紐約市的哈林區，
抗議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最近的死亡。 本週，拜登
在白宮舉行了一場活動，談論預防暴力犯罪和槍支暴力
，並吹捧民主黨在沒有任何共和黨支持的情況下通過國
會的 COVID-19 救濟計劃中的資金，並且他已簽署成
為法律- 已被用於加強執法。 拜登說：“槍支暴力增
加的城市能夠使用美國救援計劃的資金聘請社區警務所
需的警察並支付加班費。”大多數美國人現在表示，他
們更擔心社區犯罪（51%），而不是警察對少數族裔的
暴行（37%）；大多數美國人（57%）表示他們擔心
“美國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將崩潰”。

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對犯罪擔憂日益加劇拜登的支持率呈下降
大多數美國人表示他們擔心“美國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將崩潰”

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對犯罪擔憂日益加劇拜登的支持率呈下降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對犯罪擔憂日益加劇拜登的支持率呈下降，，大多數美國人表示大多數美國人表示
他們擔心他們擔心““美國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將崩潰美國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將崩潰”” 。。

許多美國人認為許多美國人認為，，在某些人看來在某些人看來，，停止槍支暴力行動是一個尊重生命的問題停止槍支暴力行動是一個尊重生命的問題。。（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新冠疫情後，全球市場面臨的一大
危機就是通貨膨脹。6月10日美國勞工部，也公布了美國的CPI
超過了5%，這也比上個月又高了許多，所以通貨膨脹的陰影，
再次籠罩在全世界的上空。新民調顯示，總統拜登的支持率呈下
降趨勢。美國4月物價相較之前同期上升了4.2%，美國的通貨膨
脹最近達到13年的新高，財政部長耶倫此前也兩度喊話加息。
景氣逐漸復甦的同時，美國也同時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根據美
國勞工部發表的消費物價報告顯示，整體國內物價相比前幾年的
同月份上升4.2%，其中，汽油與前年比大幅上升了49.6%；航空
運輸上升9.6%；房屋租金上升2.1%。汽車、運輸業、旅宿業方
面大幅提升，其餘各個項目也呈現漲幅趨勢。目前由於拜登政府
積極實施疫苗接種和經濟政策，使得全美景氣復甦，各種民生物
品和各項服務的需求逐漸提高，也因此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但整體經濟持續走升。

2021年6月美國勞工部的報告顯示，美國5月份的物價指數
上漲了5%，超過了經濟學家預測的4.7%，這是美國近13年以來

最高的通貨膨脹。就是美國的物價增長已經超
過了經濟學家的預期，甚至美國主流媒體《華
爾街日報》都受不了這個物價漲幅程度，也出來指責通貨膨脹太
高了。物價上漲不是最可怕的，這背後反映出的美元貶值越來越
快才是可怕。在國際市場上，白銀、銅已經比疫情之前上漲了一
倍左右，黃金也比疫情之前漲了50%以上。如果單一的一種商品
漲價，我們可以認為是市場因素。比如說今年汽車漲價，我們可
以認為是汽車晶元短缺使汽車成本增加導致汽車漲價。但是現在
幾乎所有商品都在飛漲，我們就不能說是某一類商品的市場問題
了，這些商品都以美元為計價單位，那麼只能說是美元貶值了
。

物價上漲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很多公司因為疫情的原因停止加
薪甚至裁員。存錢越多，貶值越大，這就讓一個努力勤奮的人的
經濟受損越大。美聯儲在疫情緩和之後，依然維持0利率，市場
上美元越來越多，這才是美元貶值的主要原因。漲工資的窘境導
致通貨膨脹，“如果你提高最低工資，就會導致通貨膨脹”。美

聯儲這麼做的理由是，美元不再堅守價值。財政部長耶倫曾經幹
過美聯儲主席，她知道美元貶值過快的危害性。所以耶倫先後在
5月4號，6月5日接受採訪暗示加息；拜登政府要搞4萬億大基
建，她又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必須加息了。

美國最大的產品是是美國本身，包括了美國的建國理念、制
度、文化、金融和政府，美元就是美國這個商品的標價。美聯儲
一味的給市場注入美元，美元就不斷貶值。美國政府幻想著繼續
發錢與中共競爭，但是美元貶值之後，資本還不會留在美國。美
聯儲和美國政府不再堅守價值理念可能會讓美元崩潰，隨之帶來
的或許就是美國的衰敗。拜登政府，在3月份撥款1.9萬億刺激
經濟後，目前提議撥款$4萬億，投資基建等項目，但都備受共和
黨人批評，認為支出過多，加劇通膨和債務危機，並且沒有緩解
國內更為緊急的需求等。如果通膨壓力無法盡快緩解，未來可能
會給美國經濟復甦帶來更大壓力。

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聯準會一直在努力實現2％的通膨目標
如果通膨壓力無法緩解未來會給美國經濟復甦帶來更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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