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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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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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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表示，此數據包括上週五（2
日）至週日（4日）期間全美的槍擊案
件和受害者，其中還包括多起大規模槍
擊案件，代表有多起案件的死傷人數在
4人以上，不包含槍手本人。且相關資
料仍在繼續更新，數字還可能進一步增
加。

槍枝暴力嚴重的芝加哥有至少83人
被槍擊、其中14人身亡，傷者甚至包含
1名5歲和1名6歲的女童；另有2名芝
加哥警察在驅散群眾時遭到槍擊，所幸
目前傷勢穩定。

今年槍支暴力事件較去年同期飆升
40%的紐約市，週末期間則發生21起槍
擊事件、共 26 人中槍，較去年同期的
25起槍擊事件、30人中槍略為減少；不

過4日國慶日當天發生12起槍擊事件、
13 人中槍，較去年的 8 起槍擊事件、8
人中槍略為增加。

另 外 ， 職 業 高 爾 夫 球 選 手 席 勒
（Gene Siller）3日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郊區頭部中槍身亡，該球場還有其他2
人受到槍擊。

大規模槍擊案方面，德州沃斯堡有
多名男子4日在口角後，於一家洗車場
附近爆發槍戰，造成8人受傷，其中大
多是旁觀的無辜者；維吉尼亞州諾福克
則有3名少年少女和1名6歲女童在一次
槍擊案中中槍，當地警方已逮捕1名15
歲少年；俄亥俄州一場有數百人參加的
街頭派對也發生槍擊案，造成1人死亡
和11人受傷。

美國慶假期逾400起槍案 150人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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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and one-half
years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ur community has
changed. Because of so many

hate crimes and economic
reasons, many people choose to
go back to Asia because they are
disappointed with what is

happening in America.

Last week we had the honor to
greet Texas Senator John
Whitmire in our media center. We
also told the senator how worried
we are these days in our
community. Senator Whitmire is
a very senior senator. He has
served in the U.S. Senate for
thirty-eight years.

In the conversation, I told the
senator that the people in our
area are very worried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community.
Many politicians have used the
virus as a shameful stigma
towards Asian Americans. The
huge impact of hate crimes has
also change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the
way to protect our rights.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Gene Wu also joined us to meet
with a group of minority media
leaders. We are also so glad
Representative Wu is doing a
great job for our community. We
need to give him more support,
including financially and by going
out to vote.

Many Asian families need to let
their next generations become
politicians, instead of just
becoming doctors.

The world is changing. Asian
American should take more
political paths.

0707//0606//20212021

More Asians Need To EnterMore Asians Need To Enter
The Political ArenaThe Political Arena

近一年半來，由於新冠疫情之肆虐
，全國各地仇視亞裔的氣氛高漲，生活
在美國的華亞裔正面臨諸多挑戰，許多
人回归故里，也有大部分人不知所措，
這是近幾十年來，我們在海外至少是心
理上最低潮的時刻。

上週末，德州參議員惠特邁來到美
南新聞總部，我們有一次非常坦誠的對
話，惠特邁是德州參議院最資深的議員
之一，他已服務三十八年之久，對於議
事之運作非常熟識，多年來對亞裔及非
裔社區非常關心，在我們的交谈中首先
我表達了對許多政客之煽動形成對亞裔
之仇視，這種可恥之行為會人髪指，我
也向他介紹二十多年来，休斯敦國際區
及西南華埠，經過許多移民之努力，已

経締造了經濟之奇蹟，這些貢獻是
大家有目共賭之事實。

今天國際大環境在銳變之中，
這也促使生活在海外的華人面臨困
境，尤其在心理上，我們必須做好
充分之準備。

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地緣政
治和經濟版圖也相繼改變之中，我
們要充分認知參政是保障我們權利
的途徑，如果我們不管政治，政治
也會找上我們。

諸如華裔州議員吳元之，我們
要大力支持他為我們發聲，他是我
們華人之表率，老實說，我們寧願
少幾位醫生，希望更多年輕人能走
進政界，乃是社區之福也。

華亞裔應多走政治之路華亞裔應多走政治之路



AA33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1年7月7日       Wednesday, July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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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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揭秘北極海冰大量消失之謎：
反常的夏季風和冰層變薄

綜合報導 2020年夏季，北極“最後的冰區”海冰大量消失引發

廣泛擔憂與關註。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獲取專業學術期刊《通

訊-地球與環境》最新發表一篇氣候變化研究論文稱，反常的夏季風

和冰層變薄造成了北極“最後的冰區”海冰在去年夏天大量融化、

消失。

北冰洋格陵蘭北部的旺德爾海通常覆蓋著堅密厚實的經年冰

雪，人們預期在氣候變化之下，它會比北冰洋任何區域都能堅持

更久。這個地區常被稱為北冰洋“最後的冰區”。但在 2020 年夏

天，與氣候預測相反，北冰洋“最後的冰區”出現了廣闊的開放

水面。

這一地區是北極熊、海象和海豹的重要避難所。最新研究結果表

明，面對氣候變化，最後的冰區或許比此前認為的更為脆弱。

為調查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北冰洋“最後的冰區”意料之外的海冰消

失，論文通訊作者、美國華盛頓大學阿克塞爾· 施威格(Axel Schweiger)

和同事使用衛星圖像和數學模型，其中納入了2020年旺德爾海的環境條

件。他們通過研究估計，2020年夏季大量海冰消失絕大部分由反常天氣

引起，強力的夏季風把海冰從最後的冰區吹走了。

同時，論文作者還根據1979年以來的數據對這一地區進行了數值模

擬，結果表明，長期以來氣候變化導致海冰變薄，促使2020年的冰層融

化加劇，使最後的冰區在反常氣候條件下更為脆弱。

論文作者建議，後續進一步研究應出於保護目的嘗試量化最後的冰

區對氣候變化的恢復力，因為這一區域可能最終會成為依賴冰面生存的

哺乳動物最後的夏季棲息地。

數千人抗議加拿大種族滅絕 總理“反思國家失敗”
綜合報導 加拿大又在一所

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附近發現

上百個埋有兒童遺骸的無標記

墳墓，這是一個多月來的第三

起類似發現。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下庫特內班德”原住民部落

周三發聲明說，在該省克蘭布

魯克市一所前原住民兒童寄宿

學校舊址附近發現182處無標記

墳墓。

專家以探地雷達探測到這

些墓冢，有的骸骨埋於地下僅

0.9米至1.2米深處，這些骸骨相

信屬於七歲至15歲兒童。發現

墳墓的寄宿學校從1912年運營

至1970年，由天主教會代聯邦

政府管理。

這是一個多月來第三個發

現大量無標記墳墓的原住民兒

童寄宿學校舊址。5月28日，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一所原住民寄

宿學校舊址附近發現215具遺骸

；6月24日，薩斯喀徹溫省一原

住民寄宿學校原址附近也發現

751處無名墳墓。

報道指出，加拿大聯邦1867

年成立後，逐步建立原住民兒童

寄宿學校製，試圖“同化”原住

民。2015年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

員會發布調查報告稱，自19世紀

4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約有

15萬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梅蒂

人等原住民兒童被剝離原生家庭

，送入寄宿學校。

報道稱，這些孩子被迫接

受白人的殖民同化教育，直到

忘掉原民族的文化和語言。暴

力和性侵事件在寄宿學校司空

見慣，至少4000名兒童被虐致

死。上述委員會將此定性為

“文化種族滅絕”。

7月1日是加拿大國慶日，

政府迫害原住民的證據曝光後

，多個城市取消國慶日慶祝活

動，取而代之的是聲援原住民

的活動。

在首都渥太華，數千人穿

橙色上衣上街遊行，紀念原住

民寄宿學校製度下的受害者和

生還者，他們高舉橫幅，寫著

“不以種族滅絕為榮”。在多

倫多，數百名身穿橙衣者在市

中心遊行聲援原住民兒童。橙

色已成為抗議種族滅絕行為的

代表顏色。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國慶

日致辭中說，前原住民寄宿學

校發現的兒童遺骸，“迫使我

們不得不反思國家歷史上的失

敗，以及原住民和其他許多人

仍面對的不公”。

根據安格斯· 裏德研究所上

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大約30%

原住民和少數族裔覺得自己在

加拿大被視為外人，大約36%

原住民和42%少數族裔表示，

加拿大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

德國疫情數字降至近一年來新低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

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數”降至 4.9。這是德國官方用於監測該

國新冠疫情嚴峻程度的這一重要指標自 2020 年 7 月以來首度降至

5以下。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671

人、16人，累計確診3730353人、死亡91023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接

種7580萬劑次新冠疫苗，共有31487487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總人口的

37.9%。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德國“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最

高值出現在2020年12月22日，達197.6。自今年4月至今，德國疫情已

逐步趨穩。截至3日當天，德國已有約40個縣市近七日實現零新增。另

有四個縣市的“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大於20，其中包括

擁有德國最大國際空港的法蘭克福。

針對當前對秋季可能暴發新一波疫情的擔憂，德國國會反對黨綠黨

、左翼黨和自民黨敦促德國聯邦政府提前做好準備。

左翼黨黨團主席魏斯勒表示，去年夏天的相關準備工作可謂是一團

糟，為此現在必須馬上為秋季可能在中小學出現的感染數上升現象提前

做好準備。綠黨黨團主席戈林-埃卡特敦促聯邦政府立即在出入境關口設

置檢測點，並強製對所有出境度假返程旅客實施檢測。自民黨則呼籲調

整當前以公民自願為主的疫苗接種策略，改為派出移動接種隊，對那些

沒有下定決心的人實施說服，並提供現場接種服務——尤其是前往那些

經濟狀況較差的社區。

泰坦尼克號殘骸破損腐蝕逐漸消失
專家稱不可避免

綜合報導 著名沈船泰坦尼

克號的殘骸正在逐漸消失。自

撞擊冰川沈入海底後，船體一

直在受到洋流和細菌的侵蝕。

有專家表示，泰坦尼克號的消

失僅是“時間問題”。為記錄

下這一珍貴歷史，一家水下探

索公司已組織科考隊對沈船進

行記錄。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文

章稱，泰坦尼克號殘骸現況

不佳：船體到處都是孔洞，

瞭望臺已經完全消失，影視

作品中極具代表性的船首欄

桿也會隨時倒塌。自 1985 年

殘骸被發現後，泰坦尼克號

的桅桿已經倒塌。事故發生

時乘客聚集的甲板，破損也

十分嚴重。深海洋流和細菌

對船體的破壞顯著，每天都

有大量的鐵流失。

有專家認為，隨著破洞擴

大和船體分解，殘骸會在幾十

年內完全消失。為此，一支科

考隊已出發前往泰坦尼克號沈

沒的北大西洋海域，對船體的

侵蝕情況進行記錄，並研究船

只沈沒對水下生態系統帶來的

影響。組織此次科考的水下探

索公司總裁拉什表示：“大海

要將殘骸帶走了，我們要在其

消失或變得無法辨認前記錄下

這一切。”

研究泰坦尼克號的歷史學

家索德認為，此次科考不太可

能有全新的發現，但會對殘骸

的分布有進一步了解。泰坦尼

克號歷史學會前主席卡姆達曾

說：“應該讓大自然拿回屬於

她的東西。泰坦尼克號變成海

床上一片棕色的汙漬，只會是

時間問題。”

駐阿富汗美軍預計8月完成撤軍
阿局勢恐亂上加亂？

美國白宮宣布，駐阿富汗美軍預計將

於8月底前完成撤軍，具有標誌性意義的

巴格拉姆空軍基地也已移交給阿富汗軍隊

。對此，分析認為，近來，阿富汗國內襲

擊事件不斷，安全形勢日趨惡化，隨著美

國草率撤軍，當地局勢恐“亂上加亂”。

美國預計8月底前完成撤軍
當地人擔憂安全形勢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表示，駐阿美軍

預計將於8月底前完全撤出，較9月11日

的預期設定提前。

同日，美國五角大樓方面稱，所有美

軍及北約士兵已經撤出阿富汗巴格拉姆空

軍基地，正式將其交還給阿富汗政府。這

一行動標誌著美軍在阿富汗行動已接近完

成。

對此，30歲的阿富汗人雷亞表示，美

軍“不應該這麽快就離去”，“在阿富汗

政府站穩腳跟之前，他們本可以停留更長

時間。”他還表示，現在阿富汗人需要

“共同努力，重新建設國家。”

曾為美國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伊利

亞斯則說，“對阿富汗來說，這是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塔利班已經到達城

市邊界，現在阿富汗人

民對我們的未來感到恐

懼，他們擔心未來會怎

樣。”

報道指出，曾為美

軍工作的阿富汗平民也

感到愈發焦慮和絕望。

他們大多擔任翻譯、司

機等，連同家屬約有超

過5萬人。這些人雖然可

以申請“特殊移民簽

證”前往美國，但程序

繁瑣。美國正研究將這些人轉移至烏茲別

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作為“中轉

站”等候簽證。

始作俑者倉促離開
當地局勢恐“亂上加亂”
香港《大公報》指出，這場長達20年

的戰爭代價巨大，超過2300名美軍士兵陣

亡，2萬多人受傷。阿富汗國內有超過6萬

名安全部隊成員喪生，而平民的死亡人數

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隨著美國草草撤

軍，當地局勢恐亂上加亂。

統計顯示，自美軍開始撤軍僅數天

後，塔利班武裝就攻占了阿富汗407個地

區中的69個，將控製權擴大到142地，包

括長期受政府控製的北部省份。

駐阿美軍指揮官米勒日前警告，若按

目前的情況繼續發展，“阿富汗將走向內

戰”。美國情報界還預計，阿富汗政府在

美軍完全撤出後兩年內“崩潰”。

不過，7月2日，當記者連番追問有關

美軍撤出後阿富汗的安全問題時，美國總

統拜登卻說，“我想講點開心事。”他說

，會在下周回答他們的問題，但現在是假

期周末（獨立日前的周末），“我要慶祝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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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表示，此數據包括上週五（2日）至週日（4日）期間全美的槍擊案件和受害者，其中
還包括多起大規模槍擊案件，代表有多起案件的死傷人數在4人以上，不包含槍手本人。且相關
資料仍在繼續更新，數字還可能進一步增加。

槍枝暴力嚴重的芝加哥有至少83人被槍擊、其中14人身亡，傷者甚至包含1名5歲和1名6
歲的女童；另有2名芝加哥警察在驅散群眾時遭到槍擊，所幸目前傷勢穩定。

今年槍支暴力事件較去年同期飆升40%的紐約市，週末期間則發生21起槍擊事件、共26人
中槍，較去年同期的25起槍擊事件、30人中槍略為減少；不過4日國慶日當天發生12起槍擊事
件、13人中槍，較去年的8起槍擊事件、8人中槍略為增加。

另外，職業高爾夫球選手席勒（Gene Siller）3日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郊區頭部中槍身亡，該
球場還有其他2人受到槍擊。

大規模槍擊案方面，德州沃斯堡有多名男子4日在口角後，於一家洗車場附近爆發槍戰，造
成8人受傷，其中大多是旁觀的無辜者；維吉尼亞州諾福克則有3名少年少女和1名6歲女童在一
次槍擊案中中槍，當地警方已逮捕1名15歲少年；俄亥俄州一場有數百人參加的街頭派對也發生
槍擊案，造成1人死亡和11人受傷。

美國慶假期爆逾400起槍擊案 至少150人被殺

根據報導，雖然愈來愈多州確立大麻的合
法地位，但美國聯邦政府仍將其列為非法麻醉
藥品，因此大多數銀行拒絕對販賣大麻的店家
提供貸款，或允許其開設帳戶存入所得，讓大
多數店家內都存有大量現金；加上大麻本身便
是容易轉移和兌現的貨品，讓這類店家容易被
不法份子盯上。

部分店家選擇購買槍枝保護自己，但也有
許多人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科羅拉多州安全
諮詢公司 「大麻安全專家」（Cannabis Security
Experts）合夥人波特（Derek Porter）便指出，
由於員工不一定受過槍械等相關訓練，將保全
業務外包是比較有效的選擇。 《富比世》表示

，在緊繃的就業市場中，這已成為退伍軍人的
新優勢。

保全公司 「Invicta Solutions」執行長巴倫
格（Paul Ballenger）表示，除了為學校、宗教
設施和購物中心等提供保全，其也正全力在推
進大麻合法化的地區提供服務，預計今年內於
紐約、紐澤西、佛州等地開設分店；而在他旗
下的武裝保全中，就有至少一半是退伍軍人。

加州保全公司 「Operational Security Solu-
tions」也表示，該公司旗下的武裝保全有許多
是退伍軍人，並強調他們會定期接受藥物測試
，因為在使用武力守護性命的關鍵任務上，絕
不允許保全人員的反應被大麻所影響。

大麻合法化 竟影響美退伍軍人就業機會

美軍上週悄悄撤離阿富汗巴格蘭空軍基地，
守衛基地的阿國部隊表示，他們事先並未接獲美
軍通知，如今不僅要接管美方留下的數千名塔利
班囚犯，勢必也會面臨敵方攻擊。

巴格蘭空軍基地（Bagram Air Base）曾是數
萬名美國和北約士兵駐地，也是阿富汗戰爭的重
要據點。美軍全面撤離後留下的安全漏洞，阿富
汗軍隊可能很難填補。

巴格蘭基地新指揮官柯西斯坦尼將軍（Mi-
rassadullah Kohistani）5日告訴參觀基地的記者，
「大家知道，我們沒辦法跟美軍比，差別很大。

但我們會根據自身能力...努力做到最好，盡量保
護並服務所有人」。

欠缺明確交接或過渡計畫似乎讓守護基地任
務面臨更大挑戰。

柯西斯坦尼說： 「我們不知道美軍的撤離時
間表，他們離開時也沒通知我們」。

柯西斯坦尼麾下約有 3000 名士兵，遠不如
全盛時期美軍與北約士兵的數量。但他堅稱，基
地有 「相當充足」士兵，能阻擋塔利班攻擊守住
基地。

美軍悄悄撤離阿富汗巴格蘭基地 沒通知也未交接

伊拉克維安官員表示，美國部隊今天晚間
擊落在美駐巴格達大使館上空的一架武裝無人
機。幾個小時前，美軍駐紮的伊拉克西部一處
基地才剛遭火箭襲擊。

據法新社記者說法，美國防禦系統朝巴格
達空中發射火箭；伊拉克維安方面的消息來源
表示，火箭齊發，射下一架裝有爆裂物的無人
機。

美國目前在伊拉克部署2500名軍力，作為
國際聯合部隊一環，共同打擊聖戰組織 「伊斯
蘭國」（Islamic State）。自今年初起，已有47

起攻擊鎖定美國在伊拉克的利益。
其中 6 起涉及今天這類無人機，由於這類

機種能閃避空防，相關戰術很讓聯軍頭痛。
新的無人機攻擊引發的關切，可從美國最

近投入高達 300 萬美元資金，徵求美國在伊拉
克利益遭受攻擊相關資訊可見一斑。

此外，國際反聖戰士聯盟表示，今天的另
外一起事件中，3枚火箭攻擊了伊拉克西部沙漠
一個駐有美軍的伊拉克空軍基地。

這次攻擊的目標是阿薩德空軍基地（Ain
al-Assad ），但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美駐巴格達使館上空出現武裝無人機 遭美軍擊落

美國資訊科技公司Kaseya執行長今天表示，以他們公司為核心的一場網路勒索軟體攻擊行動
，波及全球約800至1500家企業。

路透社報導，Kaseya執行長沃柯拉（Fred Voccola ）在訪談中表示，很難去評估2日這場攻擊
的確切影響，因為受波及的主要都是Kaseya客戶的客戶。

Kaseya總部位於美國佛羅裡達州，是一家向IT外包業者提供軟體工具的公司。部分企業規模
過小或不夠大，沒有自己的科技部門，就會把相關後台工作交給IT外包業者處理。

而Kaseya所提供的工具之一2日遭駭客發動勒索軟體攻擊，在全球五大洲造成數以百計企業癱
瘓。儘管受波及的多為小型企業，諸如牙醫診所或會計事務所等，影響在瑞典卻更有感，數百家
超市因收銀機無法作業而被迫關閉，在紐西蘭，幼稚園和學校則被逼下線。

宣稱為這次攻擊行動的幕後主使，已要求7000萬美元贖金來恢復那些受影響企業的資料。
根據紐西蘭政府電腦應變中心（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駭客來自一個稱為

REvil 的駭客組織。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說，REvil也與上月全球最大肉品加工商之一JBS遇駭事件有關，導致

JBS支付價值1100萬美元的比特幣贖金給駭客。
法新社報導，牛津大學網路安全教授馬丁（Ciaran Martin）表示，儘管受創的全貌仍不詳，本

月2日的這場事件 「或許是史上最大一場勒索軟體攻擊」。

美科技公司遭勒索軟體攻擊 5大洲1500家企業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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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恢復
為在尼外國公民辦理常規簽證

綜合報導 尼泊爾移民局宣布，自2

日起恢復為在尼外國公民辦理因新冠疫

情而停辦的常規簽證。

根據尼泊爾移民局發布的公告，凡

持有效期至4月28日的尼泊爾簽證且準

備在7月8日前離境的在尼外國公民，可

在從加德滿都特裏布萬國際機場出境時

補辦簽證手續且無須繳納任何費用；

凡持有效期至 4月 28 日的尼泊爾簽證

且在7月8日前申請續簽者，在辦理簽

證時免繳滯納金和罰款；所有7月8日

之後申請簽證者，須支付辦理常規簽

證所需全部相關費用；外國遊客可申請

將其旅遊簽證的有效期從之前的150天

延長到210天。

尼泊爾移民局局長巴特拉伊在接受

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隨著恢復常規簽

證辦理，預計將有大約1100名在尼外國

護照持有人從中受益。目前仍不開放對

外國遊客的落地簽。包括外交官在內的

特定外國人群如需來尼泊爾，可憑相關

政府部門的推薦信獲得尼泊爾簽證。

今年4月初，尼泊爾暴發新一波新

冠疫情。尼泊爾移民局自5月20日起暫

停所有常規簽證服務，許多在尼外國公

民受此影響無法辦理簽證延期等相關手

續。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所在的加德滿

都谷地等地雖一再延長抗擊疫情的封禁

措施，但最近兩周已開始放松相關管製

措施，尼泊爾當局已允許國際和國內航

班自7月1日起有限度恢復運營。

根據尼泊爾衛生和人口部1日發布

的疫情數據，該國過去24小時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1857例，累計確診640662例；

新增死亡病例33例，累計死亡9145例。

菲完成兩劑疫苗接種者無人重度感染死亡
綜合報導 菲律賓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FDA)發布通告，截至6月20日，

該國210多萬完成兩劑疫苗接種者，僅

0.6%的人報告有反應，累計有30多例

輕度感染者，無人在接種14天後因新

冠病毒重度感染住院、死亡。

FDA總幹事埃裏克· 多明戈(Eric

Domingo)表示，疫苗在該國的表現，

支持了一些國家臨床試驗的報告結論

，即疫苗可以降低重癥住院率和死亡

率。他表示，獲得緊急使用授權的疫

苗對預防新冠病毒是安全有效的，使

用它們的好處大於風險。他強調完成

兩劑接種很重要，因為第二劑註射兩

周後，身體才能獲得最佳保護。

同日，菲衛生部長也敦促菲人接

種疫苗。

當天，菲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克在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截至6月27日該

國已 1000 多萬人接種疫苗，其中

7538128人接種了首劑，2527286人已完

全接種疫苗。迄今，菲律賓共收到了

1700多萬劑疫苗。

洛克表示，盡管發現了新的變種

，但該國政府通過疫苗接種部署，控

製住了國家首都大馬尼拉地區(NCR)及

鄰近四省新冠病毒感染的速度。

當天，菲律賓衛生部流行病學局

(DOH Epidemiology Bureau)德古茲曼局

長(Aletheia de Guzman)透露，6月13日

至26日，菲全國平均日發病率為每10

萬人約5.42例。在過

去兩周內，菲律賓全

國範圍內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增長率為－

9%。她表示，“從

全國範圍而言，菲律

賓的新冠肺炎疫情等

級已經屬於低風險級

別”。

菲律賓衛生部數

據顯示，在過去兩周

，首都大馬尼拉地區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數量相較前兩周大幅減少26%。目

前，菲全國僅有拉古納省、達沃地區

、西米沙耶地區、東米沙耶地區等被

列為疫情高風險地區。

德古茲曼強調，雖然菲律賓大

部分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好轉

，但他國出現的新型毒株可能會引

發新的疫情反彈，提醒人們繼續做

好防護。

福島核電站548個存放核廢料的集裝箱

出現腐蝕或凹陷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近日發布消息稱，福島第一核電

站內用於存放核廢棄物的集裝箱

出現腐蝕或凹陷，問題集裝箱數

量多達548個。

據報道，3月，福島第一核

電站方面發現，站內用於堆放核

廢料區域的核輻射量出現異常，

後確認是一座儲存核廢料的集裝

箱已被腐蝕，並發生了泄漏。

4月15日起，東電公司開始

對共計5338個裝有同等汙染程

度核廢料的集裝箱進行檢查。截

至6月30日，完成了對其中3467

個集裝箱的檢查，這其中，有

272個出現腐蝕，另外還有276

個發生凹陷。

東電公司表示，他們已經用

含有玻璃纖維的膠帶，對問題集

裝箱進行了修補。並稱，受此影

響，原計劃在6月底結束的檢查

作業，將推遲至7月底。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

“3· 11”東日本大地震，引發巨

型海嘯及福島核災難，造成上

萬人死亡，當地大量居民流離

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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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幾天來，馬來西亞社交網絡掀起“白旗

運動”，呼籲因新冠疫情致生計困難的民眾在住所屋外升

起白旗或掛白布條求助，並呼籲社會對參與家庭積極伸出

援手。不過，馬國內也有聲音批評這一做法“意味認輸”

，有損尊嚴。

這一呼籲於6月底在馬來西亞社交網絡上出現後迅速

走紅，獲得馬多位社會知名人士和不少網民支持，多個社

交媒體顯示此話題成為最熱門話題之一。稱贊者認為這是

“疫情下最暖心的活動”，並紛紛呼籲民眾當看到周邊家

庭有掛出白旗或白布條時應主動伸出援手。也有不少社會

組織表示願意提供幫助。馬來西亞媒體近日來已報道多起

家庭參與“白旗運動”後獲得援助的新聞。

不過，馬社會也有聲音批評稱，掛白旗意味認輸或容

易產生不佳聯想，對此運動持保留態度。

疫情暴發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受到影響，有不少企業

組織指在目前嚴格防疫措施下，可能導致大量企業倒閉和

員工失業。馬來西亞社會輔導組織也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

時透露，疫情暴發給民眾心理帶來較大影響，求助電話增

長約五成。

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民生影響，馬政府已先後推出八

個紓困計劃，其中最新的計劃於6月28日公布。馬總理穆

希丁稱，此計劃以保障民生、支持企業和加快疫苗接種為

重點，希望盡量保護民眾。

馬來西亞婦女、家庭和社會發展部長麗娜· 哈侖1日亦

表示，相信“白旗運動”作為民間互助可以協助政府全面

照顧受疫情沖擊人士。她介紹，馬政府此前推出192項各

類援助計劃幫助有需要民眾。馬政府還規劃設立社區支援

中心，為受疫情沖擊而影響心理健康人士提供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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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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家：“光時”與“港獨”有直接關係

唐英傑案

火彈襲禮賓府案
高中“踩線女”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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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備戰術背心的警配備戰術背心的警
員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員在銅鑼灣崇光百貨
外駐守外駐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網罪科網罪科55日交代就日交代就
網上煽暴言論罪行拘網上煽暴言論罪行拘
捕一人捕一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首宗涉違香港國安法
案被告唐英傑，於去年7月1日駕
駛插有“光時”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衝
向警方防線，導致3名警員受傷，被控煽動他人
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及危駕共三罪。案件5日在
高等法院進入第六日審訊，繼續由控方專家證
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作供，他指“光復香
港 時代革命”8字口號的始創者梁天琦主張“建
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而爆發修例風波後“光
時”口號亦伴隨着“香港獨立”等口號，前後語境
一致，並出現燒國旗及毀壞國徽等破壞行為，可
見口號與主張“香港獨立”有直接關係。

黑暴同屬“否定中國管治”語境
控方5日在庭上繼續播放梁天琦於2016年競

選立法會補選時的造勢大會發言。劉智鵬指出，
片段中梁天琦說他認同“本土民主前線”前召集人
黃台仰的一番話，包括要“以勇武抗爭”、“打倒港
共政權”、“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等，而“本
土民主前線”則主張香港本土與周邊的地域及族群
沒有關係，並爭取“香港人自己處理香港事”的
政治目標，認為中國無權處理香港的事務。可見
這是梁天琦政治理念的一個總結，亦解釋了“光
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意思。

控方其後再
於庭上播放一些反修例遊
行及集會的新聞片段，片段中參與遊行或集會的
示威者曾高叫“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香港
獨立 唯一出路”等口號，又有一系列暴徒破壞
社會秩序的活動，例如燒國旗，將中聯辦大樓的
國徽塗污，在牆上噴寫“支聯辦”等字句。控方
指，自前年6月爆發修例風波後，警方的調查顯示
由前年6月9日至今年7月1日，389天中有218天
的示威活動曾使用“光時”口號。

劉智鵬指，毀壞國徽屬挑戰國家政權；將中
聯辦寫成“支聯辦”，將中國指稱為“支那”，
即以外國人的立場去看中國，結合“光時”口
號，即是欲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治權威，甚
至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管治。劉智鵬
認為，梁天琦於2016年創造“光時”口號的時
間，與前年7月21日中聯辦門前的示威事件，前

後語境一致。而“光時”口號是一個政治口號，
與“香港獨立”有直接關係。

對於“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8字，劉智鵬指
關鍵詞語是“光復”及“革命”，兩詞在中國均
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而漢語是約定俗成地使用的
言語，意思不會因個人喜好而改變。

他引用《說文解字》指“光復”的確實意思
是“光：明也；復：往來也”。自古皇帝“光復
祖宗基業”是指取回江山、政權、國土。認為辯
方專家報告指“光復”是取回“Glory（意指：榮
譽、喜悅、名聲、繁榮等）”的解讀，既含糊又
無內容。

至於“革命”一詞，劉智鵬指屬中國原有的
詞組，最早的使用追溯至商周時代的湯武革命，
而“革命”只有一個意思，便是“推翻政權，取

而代之”，亦可是順應天命地進行。晚清時期受
“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以“革命”作為英
文revolution的翻譯，“革命”一詞近代均使用於
政治方面，但第二個次要意思則是用於形容非政
治意思的突破性發展，如工業革命、科學革命
等。

劉智鵬教授在回答辯方盤問時，進一步強調“光
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意思是指“解放香港，改變時
代”，又或是“攞返香港，改變時代”。他指梁天琦
在2016年競選立法會補選時，把“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8字放在重要的語境，賦予8字穩定的意思及用
法，進一步確定8字的用法與歷史用法一致，遵從了
字詞約定俗成的意思及用法。

審訊今日繼續，續由辯方盤問控方專家證人
劉智鵬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打擊打擊暴恐暴恐

警方：必對鼓吹恐襲者嚴厲果斷執法
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任何人

也要為自己言論負責。上周四(1日)

銅鑼灣發生針對警員的“孤狼式”恐
襲案後，有黑暴隨即在網上發出煽暴
言論，將兇徒美化為“烈士”、散播

仇警及鼓吹暴力，意圖再激化他人作“孤狼式”犯案。
在警方全力打擊鼓吹恐怖活動罪行下，繼4日拘捕兩名
涉嫌網上煽惑他人殺警及向警察建築物縱火的男女後，
5日再於油麻地拘捕一名34歲本地男子，涉嫌網上散播
“斬警員”及“炸警察宿舍”等言論，同案被捕人數上
升至3人。警方強調，對於鼓吹恐怖活動、煽惑他人參
與恐怖活動、在香港孕育恐怖主義等罪行，全屬有違道
德、倫理及價值觀等，警方必定竭盡所能嚴厲果斷執
法，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最新被捕的34歲男子，涉嫌“煽惑他人犯意圖傷人”罪名。據
了解，他涉於7月2日在連登發布煽暴言論，包括叫人“斬警

員”及“炸警察宿舍”，更設定日期指是犯案的日子等，帖文則有
黑暴“讚好”或留言支持。

消息指，上周四晚銅鑼灣發生針對警員的“孤狼式”恐襲案
後，警方留意到網上不斷有人鼓吹要以不同方式悼念殺人不遂的兇
手，甚至有家長帶同年幼孩童進行悼念，意圖美化、浪漫化、英雄
化甚至合理化兇手企圖謀殺的冷血行為。更有攬炒黑暴或文宣，在
不同網上社交平台瘋狂發布鼓吹暴力，以不同手段襲擊、甚至殺害
警務人員的言論，這種煽暴激化言論必須遏止。警方網絡安全及科
技罪案調查科經調查後，4日分別在天水圍及沙田拘捕兩名涉嫌煽
惑他人殺警及向警察建築物縱火的男女，包括20歲姓葉女學生及
任職廣告26歲姓馮男子，兩人至5日仍然被扣查。

至今，警方追查網上散播煽暴言論行動未有停止，之後再鎖定
多一名34歲男子，涉嫌於案發後翌日於網上發布鼓吹暴力、以不
同手段襲擊警員的信息。5日上午，探員根據資料於油麻地區拘捕
該名涉案男子，並搜獲兩部涉案智能電話帶署作進一步檢驗。警方
仍在調查案件，包括連串網上有人散播煽暴言論行為，背後是否有
組織操控或支持等，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譚威信強調，網絡世界並非無
法可依，好多適用於現實世界的法例，同樣適用於網絡世界，言論
自由不包括騷擾、恐嚇、煽動暴力等言論；但很多犯法的人，也會
用各種藉口淡化其罪行，其實只是幌子。他重申，市民是享有言論
自由，但行使相關權利並非毫無限制，言論自由也要在一個法律
框架之內進行，每個人也應該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對於鼓吹
恐怖活動、煽惑他人參與恐怖活動、在香港孕育恐怖主義等
罪行，全屬有違道德、倫理及價值觀等，警方必定竭盡
所能嚴厲果斷執法。

被問及若在網上平台對煽暴言論“讚好”或回應
等是否犯法時，譚威信指有否干犯相關罪行，需
要視乎發布這些言論的人的發布意圖，警方會
就每一宗案件獨立作調查，視乎每一個言論
內容，不能一概而論。但他重申，任何人
散播及鼓吹暴力、煽惑他人犯法等言
論，也有可能觸犯法例。警方必定
會一視同仁作出調查，根據證據
作出適當行動。

香 港 新 聞 2021年7月6日（星期二）4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凌
晨，中區禮賓府遭投擲土製燃燒
彈縱火案再有新發展，繼警方追
查35小時拘捕一名無業青年閃電
破案。警方經連日深入追查，5
日再於沙田拘捕一名涉案女中學
生，案件被捕人數上升至兩人。

被捕女生盧×瑤(19歲)，涉
嫌“串謀縱火”罪名。據了解，

盧女為今年香港中學文憑
試(DSE)考生，與家人同住
沙田顯徑邨，與早前落網
的24歲青年王俊彥為
情侶關係，涉曾經陪

同王到禮賓府
外“踩線”。

案發於上周四凌晨1時許，有
人向中環禮賓府投擲一個土製燃燒
彈，燃燒彈落於圍欄內一個小斜坡
草地，並發生爆炸及起火警。警方
到場調查，發現6個卡式石油氣罐
及4樽助燃劑，爆炸品處理課經檢
查認為物品經結合製成土製燃燒
彈，幸事件中無人受傷。
案發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探員經過大範圍追蹤“天
眼”下，鎖定涉案疑犯身份。翌日
中午12時許，探員根據資料到達
馬鞍山錦豐苑拘捕24歲青年王俊
彥。警方之後繼續追查是否有在
逃同黨，再鎖定案發前王的姓盧
女友曾經陪同他到禮賓府外“踩
線”，相信她知情及與案有關。5
日上午，探員掩至盧女位於沙田
顯徑邨寓所將其拘捕；警方調查
仍在進行中。
同案被捕的24歲無業青年王

俊彥，被控一項縱火罪，5日於東
區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控罪指，
被告於今年7月1日在香港上
亞厘畢道香港禮賓府內，無合
理辯解而用火損壞屬於香港特
區政府的禮賓府，意圖損壞該

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被損壞。
控方庭上申請將案件押後，

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包括進行
科學鑑證。辯方不反對押後，並提
出保釋申請，控方反對被告保釋。
據了解，因案件發生在7月1日，
性質及案情嚴重，控方有意把案件
轉介高等法院處理。裁判官劉綺雲
聽畢雙方陳詞後，拒絕被告保釋，
將案押後至9月27日再訊。

●從“光時”等違法主張
到刺警案，背後皆有極
端分子透過網絡煽動。

設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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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軍高雄總醫院爆發藥品採購
弊案，岡山、左營分院13名軍醫官被查出收取
藥商17萬至99萬元回扣。高雄地方法院依貪
污治罪條例，判刑1年9月至7年8月不等，全
案可上訴。

根據高雄地方法院判決，中校杜政璋民國
103年調派國軍總醫院岡山分院擔任臨床藥事
科主任，主要負責管理藥品庫儲，兼任院內藥
品衛材審查委員會委員。但103年至106年在
職期間，透過軍聯標案、院內藥品留用案、提
供用藥明細等方式，共收取藥商99.8萬元回扣
。

杜政璋利用藥品採購提報權限，將藥品列
入院內提報需用藥品，每提報1項就可獲藥商

1萬元至3萬元回扣，同時用院內系統資料，
定期提供涉案藥商、醫師用藥習慣及數量明細
資料，並因此獲得數百元至數萬元不等回扣。

透過用藥明細，包括在岡山醫院擔任軍醫
官的張朝杰、高建仁、傅江輝；在左營分院擔
任軍醫官蔡文正、湯旭南、劉開璽、翁銘偉、
林承志、喻興?、徐嘉宏、黃其權、黃夢麟，
透過加強經銷特定藥品，從藥商手中分得13萬
元至78多萬元利潤。

高雄地方法院審理後，依13名軍醫官均坦
承收取回扣，且13人均屬刑法上公務員，以貪
污治罪條例判處杜政璋有期徒刑6年，其餘12
人分別被處以有期徒刑1年9月至7年8月，並
沒收全部犯罪所得，全案可上訴。

國軍高雄醫院藥品採購弊案 13名軍醫官被判刑

（中央社）台南市 60 歲陳姓男子從中國
廈門返台後未遵守1人1戶居家檢疫規定，遭
台南市衛生局裁罰新台幣 10 萬元卻逾期未繳
，行政執行署台南分署扣押陳男銀行存款，家
屬才於今天繳清罰款。

行政執行署台南分署指出，陳男於今年5
月13日從中國廈門返台，未遵守1人1戶居家
檢疫規定，造成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傳播風險，5月14日在南
區住家被查獲，遭台南市衛生局依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
項裁處 10 萬元罰鍰，因逾期不履行，移送到
台南分署強制執行。

台南分署表示，接獲案件後清查陳男名下
財產，並核發執行命令扣押陳男銀行帳戶內的
存款，陳男家屬於今天到台南分署繳清罰鍰。

台南分署指出，違反防疫規定遭裁罰而被
移送執行的民眾，若有經濟困難而無法一次清
償，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分期繳納；但若
拒不繳納，台南分署將強力執行。

違反居檢60歲男拒繳10萬罰款 存款被扣押才繳清

（中央社）台北市 「虎林專案」引發各界關注，不料今晚竟發生一起扔擲汽油彈縱火案，警方
調查發現是兩男因爭風吃醋談判未果，李嫌竟持刀追砍和丟汽油彈，幸無人傷，全案依法送辦。

北市警消今晚7時30分許獲報，指信義區虎林街發生爭執案，經派員到場調查了解，李姓男子
懷疑妻子和陳姓男子外遇，兩男爭風吃醋談判未果，李男竟持刀追砍陳男並扔擲汽油彈，幸未造成
人員受傷。

現場有保麗龍箱遭燒毀，受損面積約0.1平方公尺。由於近來虎林街、永春市場周邊成武漢肺炎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感染熱區，案發地點敏感、引發關注。

全案詢後，警方將李男依涉公共危險罪、恐嚇罪和傷害罪嫌送辦。

北市虎林街遭扔汽油彈 兩男爭風吃醋起爭執

（中央社）高等法院審理中國籍男子周泓旭
與新黨青年軍王炳忠、侯漢廷等人涉犯國家安全
法案件，今天開庭，王炳忠等人說，一審獲無罪
，已無限制出境必要，請求解除，但檢方反駁指
應維持。

一審認定檢方舉證不足，判決被告王炳忠、
侯漢廷、林明正、王進步及周泓旭無罪，檢方不
服提起上訴，台灣高等法院受理分案，由法官張
江澤為受命法官、審判長張惠立、陪席法官廖怡
貞組成合議庭。

張江澤考量一審裁定被告的限制出境於7月
22日期滿，案件已繫屬，今天傳喚被告及辯護人
到庭，聽取意見。周泓旭因疫情關係未到庭，委
任辯護人說明。

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及王進步等4人在
庭上均強調，一審判無罪，無犯罪嫌疑重大，工
作及家人均在台灣，不會逃亡，相關證據一審已
調查3年才宣判，沒有勾串證人及湮滅證據之虞
，因此原本限制出境的理由已消失，已無限制出
境必要，請求解除限制出境。

王炳忠說，曾在大陸出版著作及上媒體節目
，此為不定期，沒有檢方所指的重心在大陸，他
尊重司法，之前被限制出境3年，已變相被懲罰

；林明正說，被判無罪卻繼續限制出境，等於是
個懲罰。

侯漢廷表示，現在他是台北巿議員深耕工作
，絕對不會逃亡，之前跟著台北巿政府去歐州及
美國訪問，結束後回台繼續審理程序，充分展現
已無限制出境必要。

辯護人認為法官心證有偏頗，聲請法官迴避
，因一審裁定被告延長限制出境2個月，他們不
服，提起抗告後，高院駁回抗告案的合議庭，與
本案為同一合議庭，且不能以周泓旭非台灣人或
外國人，就認為有逃亡之虞；周男在台舉目無親
，也不能打疫苗，被限制出境跟監禁無異。

全案緣於，台北地檢署偵辦周泓旭涉吸收外
交人士未遂案時，查到王炳忠等人涉嫌利用 「燎
原新聞網」等組織，吸收台灣現、退役軍人等各
階層人士，依違反國家安全法將王炳忠與其父王
進步，以及林明正、侯漢廷等4人起訴後，再追
加起訴周泓旭。

台北地方法院4月28日判決無罪，並裁定王
炳忠等人限制出境至5月22日，後來考量上訴作
業時間，再裁定自5月2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2個
月；北院因主文寫2個月，理由誤寫8個月，今
天裁定更正。

涉違國安法出庭 王炳忠侯漢廷盼解除限制出境

（中央社）彰化縣一名游姓老翁賭博缺錢，心生歹念竊取房東鑰匙，持折疊刀闖入另名獨居女
子房間，持刀恐嚇被害人交出存錢筒，游翁涉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彰化地院判處徒刑8年。

根據台灣彰化地方法院今天公布的刑事判決書，游姓老翁因賭博缺錢花用，得知住處同一層住
戶為獨居女子，竟心生歹念竊取房東的鑰匙，凌晨趁女子熟睡時持折疊刀闖入房間。

原本熟睡中的被害人驚醒，游翁對女子稱自己要搶劫但不會傷害她，女子看見游翁手上拿著折
疊刀，心生恐懼，於是從衣櫃抽屜拿出存錢筒，將存錢筒以及裡面的現金新台幣2150元交給游翁。

游翁得手後拿出現金，把存錢筒和鑰匙丟棄，警方獲報循線逮捕游翁，扣得游翁作案時穿的衣
服、折疊刀等證物，游翁經檢方訊問後遭起訴。

地院法官審理此案，認為被告曾對親屬觸犯加重強制性交罪，經判處有期徒刑8年，也按月領取
彰化縣政府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被告在警詢時辯稱說直接向被害人問說有沒有錢可以給他，被
害人就直接拿給他現金，強調是要跟對方借錢。

判決書指出，法官認定被告粉飾案情，即使犯罪所得不高、告訴人全身而退，被告犯案動機及
手段實在難以引起同情，因此依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判有期徒刑8年，全案仍可上訴。

老翁持刀闖獨居女子房間搶劫地院判8年徒刑

環南市場復市環南市場復市 陳時中視察陳時中視察
台北環南市場因疫情休市台北環南市場因疫情休市33天後天後，，66日凌晨恢復開市日凌晨恢復開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中（（右右44））與醫福會執行長王必勝與醫福會執行長王必勝（（右右）、）、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右右55））上午在環南市場自治上午在環南市場自治
會長林勝東會長林勝東（（右右22））陪同下陪同下，，視察市場是否落實防疫措施視察市場是否落實防疫措施。。

蘇貞昌視察計程車司機疫苗施打情形蘇貞昌視察計程車司機疫苗施打情形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前中前中））66日到台北內湖高工視察計程車司機疫苗施打情形時表示日到台北內湖高工視察計程車司機疫苗施打情形時表示，，台台

灣目前疫苗覆蓋率已超過灣目前疫苗覆蓋率已超過1010%%，，民眾屆時輪到施打順序時儘快施打民眾屆時輪到施打順序時儘快施打，，中央也已宣布疫苗接種中央也已宣布疫苗接種
預約平台預約平台，，希望覆蓋率能提高希望覆蓋率能提高，，讓台灣得到集體保護讓台灣得到集體保護。。前左為衛福部長陳時中前左為衛福部長陳時中，，前右為交通前右為交通
部長王國材部長王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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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作者:符永豐(美福保健藥局經理)、
呂岳勳(美福保健藥局家庭藥師)

一、前言
便秘已是現今最為常見的通病，尤

其是在大都市生活的人。在 「工業時代
革命」及 「電腦時代革命」後，大部分
人員長時間在辦公室作業。一坐最短時
間是一、二小時，有時在趕作業進度時
，長達四、五小時坐不離席已司空見慣
。由於工作忙碌，忘了補充水分以致體
內水份持續的流失，且常以 「速食」來
果腹，加上工作的壓力，這些種種因素
相加起來，久而久之便導致便秘。

二、便祕的定義
便秘是指因糞便過於太硬或太乾，

而排便不順或難以排泄的狀況。一般而
言，正常如厠次數約每天三次到每週三
次之間。不同患者對便秘的敘述也盡不
相同。最常見描述的有用力排便、糞便
硬結塊狀、沒有完全排空感覺、及排便
次數減少。便秘在醫學上被定義為每週
如厠少於三次，嚴重便秘則每週如厠少
於一次。便秘也可以與腹瀉交替呈現。

三、便秘的產生
直腸裡面大部分時間是空的，當結

腸的糞便進入直腸後，刺激直腸上的感
受器，通過排便反射，使我們產生排便
意向，於是直腸收縮，肛門括約肌鬆弛
，橫膈肌和腹肌收縮，憋氣，腹壓增加
，將糞便排出體外，這是正常排便過程
。

便秘常見的疾病有結腸慣性及骨盆
腔功能障礙。此外，其他原因如藥物

（止痛藥、胃藥、抗膽鹼藥物等）、排
便習慣不良、低纖維飲食、瀉藥過度濫
用、荷爾蒙失調、及懷孕期間雄激素及
雌激素的變化。此外，久坐、及不正確
如厠的姿勢也會導致便秘。

四、臨床症狀
包括:排便不順、如厠後排便不全感

、糞便呈硬塊狀、腹部膨脹感、肛門裂
痕或血便（硬塊糞便強行通過肛門時）
、偶爾糞便淤積於結腸內而引起腹痛

五、如厠座姿與便秘的關係
「一根腸子通到底」，則一路順暢

無阻。如圖一左邊座姿上半身與下半身
呈90度、腸子折彎，不易排便。圖右邊
上半身往前傾，腳跟踩在小板凳上。此
時身體與下半身呈35度，直腸被拉直易
於異便排出。

六、為何每天必須補充大量的水份
如圖二所示，左邊為每天攝取及體

內新陳代謝產生的水份。右邊為體內從
各方管道所排出的水份。雙邊水份不平
衡時，易導致便秘的產生。

七、如何緩解便秘的困擾
1.遠離垃圾食物、多多進食含有高

纖維的食物。
2.工作不忘運動：改善骨盆腔失調

及增加腸道的蠕動。
3.足量補充一天流失的水份，且分

次攝取。
4.如厠時採取腸道 「拉直」座姿，

腳踩小板凳。
5保持良好排便習慣。
6.保持愉悅心情，適當的調節身心

靈。
八、治療
在評估和治療便

秘方面時，有幾個
原則須注意:1.區別
急性（近期發作）
和慢性便秘。避免
忽略了應緊急治療
的疾病。2.儘早治
療，採用危害最小
的治療方式，以防
止便秘現象惡化。
防止因頻繁使用刺
激性排便藥物對結
腸造成的潛在性的
損害。3.如果對輕
微藥物治療沒有預
期效果，則需要評
估慢性便秘的成因

。
九、藥物治療
1.中藥
藥名及其功效
大黃: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涼血解

毒，逐瘀通經。
芒硝:瀉下攻積，潤燥軟堅，清熱消

腫。
番瀉葉:瀉下通便。
蘆薈:瀉下通便，清肝，殺蟲。
火麻仁:潤腸通便。
郁李仁:潤腸通便，利水消腫。
松子仁:潤腸通便、潤肺止咳。
2.便秘成藥
● 潤滑劑瀉藥(lubricant laxative):

這類藥物通常僅適用於短期便祕。長期
使用，可能會影響維生素的吸收，尤其
是懷孕期間、吞嚥機制受損的病人，少
量的吞嚥油性潤滑劑瀉劑可能會進入肺
部而引肺炎。此外，礦物油還可能會降
低某些藥物如血液稀釋藥如Coumadin和
口服避孕藥的吸收，降低其藥效性。

● 糞便軟化劑(emollient laxatives):
屬此類藥物如Docusate可增加結腸中水
的含量，使大便軟化。Docusate服用後
一星期後才見效。它可能影響腸道對礦
物油和某些藥物的吸收。

● 高滲透性瀉劑:是不可吸收的化
合物，其主要功能保留結腸內水分的再
吸收而達到軟化糞便的效果。最常見的
高 滲 透 性 產 品 的 有 乳 果 糖 （ 例 如
Kristalose）、山梨糖醇（sorbitol)、和聚
乙二醇（例如MiraLax）。這些產品可長
期安心使用，並且幾乎沒有副作用。這

些藥物可能被結腸中細菌消化轉化為氣
體，導致腸胃有脹氣的現象。可酌減量
避免副作用的產生，其中聚乙二醇的作
用較小。

● 鹽類瀉劑：含有不可吸收的離
子如鎂、硫酸根、磷酸根及檸檬酸根。
這些離子將水份帶入結腸中，數小時後
達到軟化糞便的效果。鎂對結腸有刺激
作用，且腎功能受損者若長期服用含鎂
產品會有鎂中毒。

● 刺激性瀉劑:增加小腸和結腸的
蠕動、及減少結腸中水的再回收，達到
軟化糞便的效果。刺激性產品非常有效
，但會引起嚴重的腹瀉，導致脫水和電
解質（尤其是鉀）流失。它們也比其他
類型的瀉藥更容易引起腸痙攣。如前所
述，長期使用刺激性瀉藥可能會損害結
腸並使病情惡化。Ducolax是一種刺激性
的瀉藥，會影響結腸的神經，進而刺激
結腸的肌肉以推動結腸中糞便的推進。
此外，還有灌腸製劑及肛門塞劑，對於
無法口服或小孩有所助益。選購時應告
訴藥師您的病況，藥師會提供您最安全
，副作用最低，及最有效的瀉劑。

結論
我們的腸道如同排水管一樣，應時

時保持暢通，定時添加水管 「通樂」製
劑，以防止阻塞、及保持順暢無阻。如
果您不希望 「肚子一堆大便」，那您必
需每天補足身體流失的水量，攝取足量
的 「纖維」，以保持腸道暢通。別忘了
，規律的運動是增加腸道蠕動不可缺少
的項目。

美 福 藥 局 藥 物 諮 詢 專 線 ：
281-506-2453。地址：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5, Houston, TX77036(中國
城敦煌廣場旁)。

【【醫藥專欄醫藥專欄】】暢快人生暢快人生------談便秘談便秘

上廁所坐姿與排便的關係上廁所坐姿與排便的關係

本文作者符永豐本文作者符永豐((右右))、、呂岳勳呂岳勳

體內若水份不平衡時體內若水份不平衡時，，易導致便秘的產生易導致便秘的產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110 年雙十國慶籌
備會第二次工作會議，於6月27日（星期日）
下午三時在線上舉行。今年預定會有24項活動
，而當天發言的以已收到活動計劃書和收支報
告的社團為主。

今年的國慶籌備會主委劉志忠首先在會上
致開場白：陳奕芳主任，陳美芬、劉秀美僑務
委員、趙婉兒僑務顧問，王秀姿諮詢委員及各
社團負責人及國慶籌備會團隊參加這110年雙十
國慶籌備會第二次的工作會議。首先特別感謝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和江麗君主席，在他
們的大力協助下我們籌備會才順利的組成，今
年總計有24項精彩的慶祝活動，大家同心協力
共同辦好110年國慶系列活動的光榮任務。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表示，對劉志忠
主委在疫情出現變化之時，不畏艱辛，勇敢承
擔重任，給予鼓勵和肯定。並表示當日與會主
要是聆聽大家的意見，並盡量協助和提供服務
，僑教中心作為海外僑民支援者，只要僑民有
共同的心聲和相同意見，中心絕對支持與贊助
。

籌備會秘書長何真表示：當天因時間限制
，參與解說的以目前已經收到和進行中的社團
為主，其他細節請利用會議之後私下聯繫詳解
。

在分項討論部分： 「美南大專校聯會」代
表許建彬報告：今天將於10月23日（星期六）
跟去年一樣舉辦跨領域的 「精英論壇」活動，
時間從早上10點到下午4-5點，場地會使用僑
教中心大禮堂和樓上跟樓下比較大的教室。目
前課程的細節仍在緊鑼密鼓的規劃中。

開幕典禮：由籌備會主辦。跟往常一樣將
邀請處長、主任及各界政、商代耒，及國慶系
列活動的負責社團及僑胞們一起參加開幕剪綵
，地點將在僑教中心展覽室或大禮堂。

國慶返國致敬團： 「世華美南分會」會長

Lisa 報告，返國致敬團因為時間的關係，全球的
活動改成12月，所以10月份沒有辦法成團回去
，必須把這個機會讓給其他社團。另外一個
「臺灣美食烹飪」活動，將於9月12日下午2點

至4點，在Campbell Learning Center舉行。歡迎
僑界推薦各烹飪高手3到4位，示範台灣國民美
食、台灣小吃等台灣料理。

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報告，三個活動項目
：（一）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展覽，自 9 月
12日至27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二）國
慶杯高爾夫球賽：9 月19 月（星期日）下午一
點在 El Dorado@Qual Valley Golf Court 高爾夫
球場舉行。（三）國慶花藝展覽：10月2日、3
日舉行。這是松年學院最知名的項目，近20年
的師資及教學作品，今年多增一項現場操作示
範。

國慶醫療講座：由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分會/
世界廣東同鄉會主辦。江麗君會長報告：9月28
日（星期六）下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或203教室
舉行。邀請施惠德醫師主講，針對COVID-19
病毒對呼吸系統的症狀和心臟血管等嚴重的影
響，疫苗可能對心血管病變的副作用等等問題
的探討。

國慶福遍慶祝遊行活動：美南臺灣旅館公
會主辦。劉志忠代為報告：感謝 「經文處」的
大力贊助，今年將有兩部馬車參加遊行，增加
的第二部馬車將由經文處教育組安排留學生代
表參加。遊行的日期是9月24日（星期五），
旅館公會及經文處密切配合，藉由慶祝遊行活
動讓數以萬計的主流群眾看見台灣，有留學生
的參與、民眾向心力展現僑胞愛臺灣及慶祝國
慶的熱情。

台大校友會辜千慈報告，台大校友會今年
承辦二個項目：（一 ）中秋賞月活動，9月25
日下午2點30分到5點之間（暫定），目前預計
是100人到200人，規劃有一個半小時的表演節

目。（二）國慶青年羽球賽，10月30日（星期
六）與休斯頓健康羽球社一起舉辦。時間從早
上八點或九點開始，目前可以到24對，人數介
於100到150人左右。

國慶自行車比賽：成大校友會會長張世曉
報告，9月26日（星期日 ），確定時間還未敲
定，可能在四點以後。

「中文學校學生台灣主題海報展」： 「中
文學校聯誼會」會長林婉真報告，依慣例會在
10 月1 日之前在僑教中心走廊展出七所中文學
校學生所製作台灣主題的海報。

「國慶寶島電影院 」：國慶籌備會/北一女
校友會會長楊嘉玲報告，去年頗受好評的國慶
寶島露天电影院，為它展開一個序曲，為僑社
的朋友帶來具有本土特色的電影，一個迷你的
電影節，還摻入一些夜市的元素。今年將於10
月2日星期六晚上5點鐘到10點鐘舉行。至於是
戶外還是室內還會再進一步討論再作決定，歡
迎舊雨新知提供不同意見給我們作為參考。

國慶華台客語演講比賽：客家會會長馮啓
豐報告：今年經羅復文處長大力推薦，舉辦客
家演講比賽。因為考量到報名人數，所以考量
方向為台語客語華語三種，以年齡分組，細節
及演講主題再定出。時間暫定為10月3日星期
六下午2點至4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國慶歌唱比賽：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
長馮啟豐報告：比賽訂於10月24日（星期日）
下午2點至4點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不限卡
拉OK, 唱華語、台語、客語、英文歌或藝術創
作歌曲皆可，年齡在18歲以上。

雙十國慶西畫展：西畫社李美音報告：將
於10月8日（星期五 ）掛畫，在僑教中心展覽
室展出到17日。共展出學員作品100張畫。

國慶秋遊：龍岡親義公所劉秀美報告，選
了幾個地點，要等到7月份才能確定日期。原則
上第一個想去的目的地是寶塔禪寺，備案會考

慮去台塑所在城市。
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茶會及頒獎典禮：劉志

忠報告，10月10日（星期日 ）10:00am在僑教
中心前廣場舉行，今年計劃恢復以往的盛況，
有舞龍舞獅，榮光會護旗，FASCA,同源會、中
華公所、北一女校友會儀隊、華僑協會、大專
校聯會旗隊、糖城台聯會、重型機車俱樂部等
，升旗結束之後有茶會。

國慶風箏節：國慶籌備會/休士頓中文學校
聯誼會劉志忠報告，計劃請台灣風箏協會文化
導覽的老師，教學生如何製作風箏。德州的風
箏節是在3月，而我們的活動在10月份，所以
才選擇接近海邊的公園舉辦。因路途遙遠，可
能把幾個活動放在一起來增加人數。中華公所
計劃要辦一個野餐活動，可以一起合作。

雙十國慶健行：美南藝文社/中山學術研究
會代表郭蓓麗代表會長唐心琴報告，10月16日
（星期六 ）在Oyster Creek Park5 舉行健行活動
，希望能有50-100人報名參加。劉志忠建議如
人數無法達到預期，可以考慮和風箏一起合辦
。

國慶晚宴：10月31日（星期日）透過鄭昭
委員多方接洽，選定當年馬總統蒞臨的飯店
Omni Galleria 安排國慶晚宴。鄭昭委員非常
Lucky找到了該場地，對方也給了非常好的價格
。

陳奕芳主任補充說明，福遍郡遊行馬車原
本都是一部，僑委會補助款裡面做為外交贊助
的，另外一部是經文處贊助，處長覺得這個活
動蠻有意義的，所以大力支持。

最後，劉志忠希望大家盡量互相配合，有
彈性的一起共同完成國慶系列活動，展現出大
休士頓僑胞對中華民國的熱忱與向心力，一切
依照德州防疫政令規定，健康與安全擺在第一
位，體面活動第二位，會做好萬全的準備。

110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二次工作會議
於周日（6月27日）下午三時在線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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