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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自 COVID-19 大流行以來，美國
確診總數今天突破 4000 萬人。Delta
變異株引發的第4波疫情正把許多州
的醫院系統逼到臨界點。

財經雜誌 「富比世」（Forbes）
網站報導，時間回到5月下旬的陣亡
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許多
人認為這是夏季的非正式開始，當時
美國平均每天新增不到2萬5000例，
但在今天勞動節前，已升至每天新增
16萬例以上。

「今日美國報」（USA Today）
今天報導，美國目前每天新增確診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人
數比去年勞動節週末要高出 316%，

染疫住院人數比前一年增加158%。
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累計有

64 萬 8910 人死於 COVID-19 相關疾
病，每日新增染疫死亡人數過去兩週
飆升55%，自3月下旬以來，美國首
次平均一天增加超過1500人病故。

阿肯色州西北慈善醫院加護病房
護 理 師 懷 特 （Claire White） 說 ：
「去年，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筋疲力

竭，因為情況悲慘、令人沮喪。」
「如今情況依然悲慘且令人沮喪，但

這原本可以避免。」
根據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資料庫，Delta變異株疫情橫
掃全美，截至昨天已有超過 10 萬
2000名美國人染疫住院。

自2月第一週以來，美國每日平
均新增染疫住院人數首度超過 10 萬
人，令全美各地過去 18 個月以來因
疫情衝擊而筋疲力竭的醫療院所再次
不堪負荷。

7月下旬美國每天接種的疫苗劑
量探底降至約 50 萬劑，目前平均每
天接種約95萬劑，但仍有47%美國人
未完全接種，使得 Delta 變異株得以
傳播。

拜登政府計劃在9月下旬開始施
打疫苗追加劑。不過白宮首席防疫顧
問佛奇（Anthony Fauci）昨天表示，
「可以想見」只有輝瑞疫苗能在本月

20日前取得批准，莫德納（Moderna
）疫苗可能 「頂多再推遲幾週」。

美國確診數破4000萬 Delta疫情恐壓垮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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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until last week, IDA’s March
through the northeast as a
tropical storm claimed at least 51
lives in states including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Maryland and Connecticut.

Since IDA made landfall as a
Category 4 hurricane, the storm
was responsible for a total of 60

deaths.

The governor of New Jersey
said, “We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We are going to clean
up and we are going to stay
together, maybe for a long time.”

In Texas, Governor Abbott
signed into law last Wednesday a
measure that would prohibit
abortions in Texas as early as six
weeks --before some women
even know they are pregnant,
This bill also opens a new frontier
in the battle over abortion
restriction. Abortion rights groups
have promised to challenge the
new law.

Abbott also signed a new law
that bans homeless encampment
on public property in Texas. The
law makes it illegal to set up a

shelter or store belongings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
offense is a Class C
misdemeanor and punishable by
a fine of up to $500 dollars.

With the hurricane and the
abortion law and the homeless
encampment law being passed in
Texas, it makes for a more
difficult life for a lot poor citizens.

We all agree on clearing the
mess on the city streets,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governmen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
homeless find jobs and give them
shelters in which to live.

Today we are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in our nation. We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to
overcome so many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in this time of disaster.

0909//0606//20212021

IDA Was One Of The Worst FloodingIDA Was One Of The Worst Flooding
Catastrophes In The NortheastCatastrophes In The Northeast

上週的埃達颶風経過墨西哥灣後直撲美東
各州，包括紐約州市都遭到重大打擊，將近六
千萬人在酷熱的天氣中受困受苦，拜登總統親
臨視訪，聯邦政府之緊急救援，然而災區重建
需要時日才能回到正常生活。

在此同時，由共和黨控制的德州議會同時
通過禁止六個星期內墮胎法案，最高法院對此
案沒有採取任何緊急行動，因此在德州此法律
已經生效，反對人士認為，至少有百分之八十
五以上的墮胎者會受到影響。因為她們多半無
法在六星期內察觉是否懷孕，在此同時，徳州
議會也通過了流浪漢和無家可归者不能在街頭
或橋下隨地搭蓬而居，違者將被拘留和罰款，
拜登總統表示，他對德州通過的法律將反對到

底 ，決心維護婦女墮
胎之權利。

這一週來 ，一連
發生的天災和嚴厲之法
律規章， 將會不斷增
加下層社會之困苦，
但是從社會治安之角度
而言， 流浪漢在市內
造成之問題也日愈悪
化 ，也導致犯罪率之
大增。

居於人道之立場，
政府應拿出更多之措施，幫助他們就業或安置
在統一之地方，而不是置之不理，何況聯邦政

府對地方及市政府都有不同之補助，我們要為
這些貧困大眾帶來更多的關懷。

天災人禍頻傳天災人禍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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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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尼日利亞再現綁架學生事件
官方出臺緊急措施

綜合報導 尼日利亞西北部紮姆法拉州一所中學遇襲，73名學生被

不明身份武裝分子綁架。該國四州政府已出臺多項緊急措施，防止類似

暴力犯罪。

紮姆法拉州警方發表聲明稱，當天上午一夥不明身份武裝分子

闖入該州馬拉東地區卡亞村一所中學，綁走了73名學生。當地警方

正在與軍方合作，努力搜救被綁架學生，同時追捕武裝分子。為防

止其他類似綁架事件，安全部門已在卡亞村及其周邊地區加強了安

保力量。

紮姆法拉州警察局長阿尤巴· 埃爾卡納當天表示，州政府已

下令立即關閉該州所有中小學，並在 13 個襲擊風險高的地區實施

宵禁。

目前，尼日利亞的紮姆法拉州、尼日爾州、卡齊納州和卡杜納州均采

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以應對頻發的暴力犯罪。這些措施包括：暫停每

周牛市交易，限製用卡車向其他州運送牛和木材；限製銷售汽油；禁止

摩托車、出租車和三輪車夜間運營，將三人共乘一輛摩托車列為非法行

為；部分地區禁止伐木等。

路透社分析稱，采取這些措施的理由是該地區的犯罪者經常在森林

中露營，頻繁使用摩托車還經常偷牛。

近段時間，尼日利亞頻繁發生武裝襲擊事件，包括針對學生的綁架

以及針對普通民眾的無差別槍擊。據外媒統計，自2020年12月以來，尼

日利亞西北部已有超過1100名學生從學校被綁架。

德國連續兩日新增確診1.3萬
專家呼籲加快疫苗接種進度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為

13715，已連續兩日新增1.3萬。德國權威病毒學家德羅斯滕當天表示，

該國現有的約61%的完全接種率不足以確保平穩度過今年秋季。他呼籲

加快接種進度以實現群體免疫。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

增死亡人數分別為13715人、33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3970102人、

累計死亡92256人。德國官方用於監測新冠疫情嚴重程度的新冠發病

率指數(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當天進一步反彈，從前一

天的75.7回升至76.9。德國衛生部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該國已接

種1.022億劑次新冠疫苗，共有50600451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

總人口數的60.9%。

針對德國疫苗接種與下一步防疫形勢之間的關系，德國著名病毒學

家、柏林夏裏特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所長德羅斯滕當天在德意誌廣播節目

中表示，61%左右的接種率仍是不夠的，“僅憑這一接種率無法令我們

順利度過秋季”。

他重申了疾控機構設定的群體免疫所需的接種率門檻：18-59歲

人群必須有85%已完全接種，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則必須有90%完

全接種。他表示，只有達到這樣的接種率，人們才能借助疫苗走出

疫情。

德羅斯滕指出，考慮到德爾塔毒株正在持續傳播中，德國目

前不斷下降的新冠疫苗接種意願已成為一項問題。隨著德國中小

學全面復課，柏林等地采取了師生每周至少檢測兩次的做法，以

確保線下授課不陷入中斷。但德羅斯滕認為，定期實施新冠檢測

仍無法取代疫苗的作用，而只能作為尚無法獲得疫苗時的一種輔

助手段。

非洲國家為何歡迎中國企業
“紮根非洲”？

中非民間商會近日發布的《中國企業

投資非洲》報告顯示，2000年以來，在中

非合作論壇推動下，中國民營企業逐步成

為中非經貿投資合作的主要力量，正在經

歷從“走向非洲”到“落戶非洲”、再到

“紮根非洲”的轉變。

在報告發布會上，多位非洲國家官員表

示歡迎中國企業“紮根非洲”，進行長期投

資與合作。原因何在？多位與會中外政商界

人士和專家學者給出了他們的答案。

強勁穩定
過去20年，中國對非投資穩步增長。

中非貿易額增長了20倍，中國對非直接投

資增長了100倍。截至2020年底，中國對

非直接投資達到473.5億美元。

報告稱，面對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經

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非洲債務等挑戰，

中國企業仍然對投資非洲保持樂觀意願，並

針對自身問題與短板不斷加強能力建設，

探索三方合作，製定長期經營規劃，融入

非洲經濟社會發展。

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薇

拉· 松圭認為，中國和非洲的合作態勢

“非常強勁”。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

國企業仍持續對非投資，這為非洲創造了

許多就業機會。同時，雙方的合作始終關

註並致力於實現可持續發展。

松圭還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為

非洲和中國都帶來了巨大的收益。“通過

線上電商，盧旺達、埃塞俄比亞等國的咖

啡如今在中國非常火爆。我們有越來越多

的非洲產品銷售到中國。”

中國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吳鵬指出，中

非合作論壇成立20年以來，中國對非直接

投資年均增長都在25%以上。盡管全球對

非投資都受疫情影響而下滑，但是中國對

非投資從2019年的約27億美元逆勢增長至

2020年的近30億美元。“這些亮眼的業績

在疫情陰霾之下為經濟復蘇帶來了希望。”

助力轉型
報告認為，中國企業在投資非洲過程中

，為非洲的工業化、民生改善作出貢獻，已

成為非洲經濟包容性發展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對非投資已經實現了質的飛躍，

我們看到中資企業打造了一批優質的旗艦項

目，推動了非洲新興領域市場的發展。”吳

鵬說，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中國企業已經在非

洲“紮根”，作出了長期對非投資規劃。

“我們歡迎更多的投資。”埃塞俄比

亞駐華大使特肖梅表示，中國企業在促進

非洲基礎設施現代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很多大規模的

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已經在非洲大陸展開。

“中國企業有經驗、有技術、有資金，這

些都是非洲國家非常需要的，這樣才能夠

幫助非洲轉型。”

非洲開發銀行行長阿德西納說，現在

有越來越多非洲企業尋求和中國企業合作

。“中國企業在關註非洲傳統投資領域的

同時，開始著眼於高技術製造業、醫療醫

藥、數字經濟、航空產業等新領域的發展

與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

員、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介紹說，中

國特別註重對非洲的電力和能源方面的建

設，不僅提高了非洲國家的供電能力，還

改善了非洲的能源結構。

互利共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

夫認為，中非投資合作互利共贏。中國企業

投資非洲既推動了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同時

又為非洲國家提供了資金、技術等支持，幫

助其將優勢資源轉化成市場競爭力。

“中國有一句諺語‘授人以魚不如授

人以漁’，希望中國企業給我們賦能，教

我們‘學會捕魚’，這將是雙贏的合作關

系。”布基納法索駐華大使阿達馬· 孔波

雷說，布基納法索各方一致贊賞中國企業

的投資活動，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吸引中

國企業來布基納法索，特別是到整個非洲

投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

任傑弗裏· 薩克斯認為，中國的脫貧經

驗、投資以及技術能夠啟發非洲未來的

發展，非洲也能夠追尋中國的足跡，實現

強大的經濟發展。“我認為中國能夠賦能

非洲，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這將

是未來幾十年我們會看到的。”

希臘出現6例Mu感染病例 又有三地實施緊急限製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2729例新冠肺炎患者，累計確

診596383例；新增死亡35例，

累計死亡13813例。

希臘出現6例Mu變異毒株
病例

世界衛生組織近日將Mu

變種新冠病毒列入該組織關註

的病毒名單。此病毒於哥倫比

亞首次出現，現在約40個國家

都已經出現了這個變種病毒，

其中包括希臘。

希臘國家共衛生組織2日

證實，該國已確認了6例與該

病毒相關的新冠感染病例。

其中，2例是在雅典國際機場

發現的、2例出現在阿爾戈利

斯、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

和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阿

哈伊亞也各有1宗病例。

世界衛生組織8月31日把

Mu變種新冠病毒列為“待觀察

變種”變種病毒。據稱，Mu毒

株的突變顯示它有削弱新冠疫

苗抗體的風險，但仍須進行更

多研究，以進一步了解這個新

變種病毒。

三地被實施緊急限製措施
由於新冠疫情形勢惡化，

希臘政府決定對位於位於愛琴

海北部海域的伊卡裏亞島、位

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阿哈伊亞

和伊利亞三個地區，采取緊急

限製措施遏製病毒傳播。

這些措施包括：實施從夜

間淩晨1時至早晨6時的宵禁措

施，在此時段僅允許人們出於

工作或健康等原因出行。

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等

場所不允許播放音樂以防止

過度擁擠。上述措施將持續

至9月10日，此後衛生專家委

員會將會對疫情形勢再次進行

評估。

此外，政府還宣布將位於

克裏特島的伊拉克利翁，和

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麥西

尼亞兩地的限製措施延長至9

月10日。

最新氣候研究：“拉尼娜”過去千年反復導致南北美特大幹旱

綜合報導 过去千年里，反

复导致北美和南美西南部同时发

生特大干旱的“罪魁祸首”是谁

？国际上一项气候研究给出的答

案——拉尼娜气候模式。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专业学术

期刊《自然-地球科学》最新发表

一篇气候科学论文称，研究发现

拉尼娜气候模式在过去千年里反

复导致北美和南美西南部同时发

生特大干旱，从而揭示南北美一

些重要农业地区的未来风险。

论文介，肆虐超过十年的

干旱称为特大干旱，它会造成

毁灭性的生态、农业和社会后

果。人们使用古气候代用指标(

记录古代环境中降雨和温度的

档案)表明这些事件在北美西南

部经常发生，但其对南美洲气

候相似地区以及这些易受干旱

影响的地区之间的潜在联系，

人们此前所知甚少。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拉蒙特-

多赫蒂地球观测站内森· 斯泰格

(Nathan Steiger)和同事通过汇编

两个半球的气候代用指标记录，

将数据纳入一个气候模型。他们

随后重建了特大干旱的发生，测

试其是否同时发生。在过去千年

内，北美西南部发生9次特大干旱

，南美西南部发生12次，平均持

续时间分别为31.8年或21.2年。

其中，7次事件在两个地区同时发

生，是与拉尼娜气候事件有关的

东太平洋海面温度较低所致。

拉尼娜是与厄尔尼诺相对

的气候事件，合称厄尔尼诺/南

方涛动(ENSO)。论文作者指出

，虽然北美特大干旱的发生有

可能受到长期人为气候变暖以

及大西洋条件的影响，但拉尼

娜现象才能解释两个半球之间

联合出现的干旱。

论文作者总结说，这些发

现表明，由于ENSO的变迁，

这些对现代食品系统至关重要

的地区可能会面临同时发生特

大干旱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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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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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面臨新一波機師染疫傳染給兒子而
擴散開來的疫情，已確認Delta病毒已進入台
灣社區。Delta病毒是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的主
要傳染病毒株，已蔓延全球至少135國，美國
也是首當其衝。在開學後，根據美國疾病管制
中心(CDC)模型預測，最糟情況 3 個月將有
75%學童染疫，顯示未來情勢相當嚴峻。

美國CDC公布了一項實驗室模擬數據。
結果指出如果小學校園裡沒有要求學生配戴口
罩，也沒有定期的檢測，有75%學童將會在開
學後3個月內染疫；而若是有配戴口罩，也有
檢測，則數據也僅下降到22%。模擬該試驗的
團隊指出，缺乏隔離以及口罩配戴的方式不完
全是導致此嚴重情況的主因。

部分專家認為國衛院給出的時間點太悲觀
(年底前可供12歲以下孩童施打的疫苗不會獲
得批准)；一位史丹佛兒科傳染病專家向《紐
約時報》表示，他認為輝瑞有機會在10月底
取得為兒童申請的緊急授權使用。在開學之後
，國會議員、州長，甚至是美國兒科學會都要
求 FDA 能優先為兒童施打疫苗，並且期待他
們能給父母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外媒報導指出，在美國因新學期而起一波
青少年與兒童染疫疫情，讓越來越多的家長不
禁紛紛詢問，為什麼相關單位還沒有批准針對
12歲以下兒童研發的疫苗？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

局(FDA)先前修改了規定。在7月份，FDA要
求莫德納(Moderna)以及輝瑞(Pfizer)藥廠臨床試
驗中的兒童人數需要增加一倍。會有此要求是
因為期待透過臨床試驗能更明確了解孩童施打
後的罕見副作用；此外，FDA也要求需要提供
孩子在經過試驗後4~6個月的後續安全數據(對
比成人臨床研究，僅要求試驗後2個月的安全
數據)。因此，美國國衛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負責人表示，針對兒童的疫苗很可能
在今年年底前都不會獲得批准。

從上述結果不難發現，雖然多數美國的學
校都要配戴口罩上課，也會在校門口進行量體
溫、消毒等防疫措施；但因缺乏施打疫苗後的
保護力，學童們要到校上課仍舊面臨極高的染
疫風險。

在各國，新冠肺炎疫苗能否針對孩童或青
少年施打的規定不一。在台灣，唯有輝瑞/
BNT (Pfizer/BioNTech)疫苗獲批可針對 12 歲
以上青少年施打(施打年齡層最低)。此外同樣
也與美國當地一樣，在台還沒有疫苗獲得批准
可向12歲以下孩童施打。

當前美國是全球疫情確診數最高的國家，
根據 worldometer.com 網站統計，確診人數超
過 4086 萬，死亡人數超過 66 萬；根據 Our
World in data網站統計，截至9月4日，美國完
整接種疫苗的人口比達到52.32%，部分接種則
有9.29%。劑次人口比達到61.61%。

Delta病毒太迅猛 美CDC預測開學3個月75％學生染疫

911恐怖攻擊撼動全球，遭受襲擊的美國
誓言反擊，希望殲滅策劃的蓋達組織。但原該
是速戰速決的戰鬥，卻演變成長達20年並在
血腥中落幕的戰爭，美國的反恐代價高得難以
承受。

2001年9月11日是歷史不能忘卻的一天。
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被遭狹持的飛機撞入的畫
面，讓許多人同悲哀戚；掌控全球最堅實武力
的華府五角大廈同遭飛機撞擊，讓人難以置信
。這是美國開國以來最為嚴重的攻擊事件，奪
走近3000條人命。

為了追緝背後主導的蓋達組織（al-Qaida
），時任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對阿
富汗發動 「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
during Freedom），希望殲滅蓋達組織。

這場掀開美國反恐戰爭的行動，僅數週就
推翻背後支持蓋達組織的阿富汗塔利班（Tal-
iban）政權，但美軍並未就此退出阿富汗，反
而身陷其中，戰爭長達20年之久，最後更在
倉皇撤軍中造成13名美軍殉職，重創美國國
際威信。

這場美國史上最長的戰爭，直接成本估計
達2兆美元。阿富汗戰爭所費不貲，2461名美
軍喪命，這還不包括盟軍、阿富汗官兵與無辜
平民，更遑論受傷、流離失所的軍民。

不可諱言，戰爭之初，義憤填膺的美國民
眾高度支持這場以報復為初心的戰爭，許多年
輕人看到電視上的悲慘畫面投筆從戎，為所謂

的正義戰勝邪惡盡一份心力。
隨著戰爭曠日廢時，成本高昂，2008年金

融風暴重創美國經濟，自顧不暇之餘，還要撥
出預算支撐不屬於自己的戰爭，反戰聲浪逐漸
升高。特別在2011年蓋達首腦賓拉登（Ham-
za bin Laden）被美軍特種部隊擊斃後，越來越
多人認為戰爭目的已達成，是終結的時候。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川普都誓言撤出阿富
汗，但也因種種因素，直到涉及戰事的第4位
總統拜登才終於在今年8月30日正式完成撤軍
。

對美國人而言，20年的阿富汗戰爭與隨之
而來的全球反恐行動，並未為美國帶來預期的
勝利與榮光，反而將美國拖入泥淖難以脫身，
全球恐怖組織依然活躍，四處策動恐怖攻擊，
為世界帶來的威脅與動盪並未比發動戰爭前更
低。

過去 10 年的相關民調，幾乎每回都有過
半美國民眾支持撤軍，認為這場戰爭是錯誤的
比例也逐步上升。當年期望見到主謀者付出代
價的憤恨情緒早已消耗殆盡，現在美國民眾只
盼局勢早點落幕，回歸正常生活。

但讓所有人都料想未及的應是在實現撤軍
前夕，再有美軍因自殺炸彈攻擊喪生，為長達
20年的戰爭寫下傷痛結局。

阿富汗戰爭起源於恐怖份子對美國的攻擊
，也終結於恐怖組織對美軍發動襲擊。這場戰
爭沒有人是贏家。

世貿雙塔傾毀20年後 美國反恐代價高

日本共同社今天報導，美國、南韓和日本預
計下週將在東京舉行三方會談，針對北韓議題磋
商。根據韓聯社，這場會談將於14日舉行。

共同社引述多名未具名消息人士報導，美國
北韓特使金星容（Sung Kim）、日本外務省亞洲
大洋洲局局長船越健裕（Takehiro Funakoshi）與
南韓外交部的朝鮮半島和平安全事務特別代表魯
圭德（Noh Kyu-duk）之間的三方會談正在籌備
中。

共同社報導，美日韓三國官員將針對美國總
統拜登政府試圖與北韓展開對話，以尋求北韓無
核化的可行性進行商討。

韓聯社則引述南韓外交人士指出，這場會談
將於14日在東京舉行，討論議題包括展開對北韓
人道主義合作等與北韓接觸的多種方案。

這次會談也將是美日韓自6月21日在首爾會
晤後，時隔3個月再次會面

美日韓特使預計14日舉行會談 探討北韓議題

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6日報導，颶風艾達（Ida）在全美多個區域造成嚴重損害，
已有約70人死亡，然而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路易斯安那州聖詹姆斯郡（St. James Parish）等區域，卻
抱怨遲遲等不到政府的援助。

根據報導，聖詹姆斯郡居民卡耶特（Milton Cayette Jr.）行動不便，平時須靠輪椅代步，但先前
襲擊美國的颶風艾達將樹木連根拔起，擋住了他家的車道和大門，導致卡耶特被困在家中。卡耶特
向該郡官員求助，卻遲遲等不到回音。

當地官員告訴CNN，相關單位並未接到與卡耶特所言狀況相符的求助電話，並稱除非是為救助
民眾性命，否則政府人員依法不得在私人財產上進行作業。CNN 指出，最後是一群來自紐奧良
（New Orleans）的志工前來移除樹木，才讓卡耶特能夠走出家門。

約50英里（約80.5公里）外的施洗者聖約翰郡（St. John the Baptist Parish）也遭遇類似狀況，當
地公民組織執行長泰勒（Robert Taylor Jr.）指出，許多民眾在颶風來襲時被困在閣樓，或目睹自家
房屋遭到破壞，但政府並未提前要求民眾疏散，也沒有幫助如前述卡耶特一般的弱勢民眾，讓該區
域無法做好應對災害的準備， 「而這只是這裡長期遭到忽視的另一個例子」。

聖詹姆斯郡和施洗者聖約翰郡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灣沿岸，接近美國化工重鎮。由於當
地民眾罹患癌症的風險，和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都在美國名列前茅，也讓這些
民眾認為上述現象與周邊化工廠有關，稱是美國政府漠不關心、放任非裔美國人受汙染侵蝕所致。

美國有沒有種族問題？ 外媒：颶風吹出悲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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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連續59天新增病例呈四位數
放寬部分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KBS)

報道，3日，韓國報告新增1709例新冠確診

病例，新增病例已連續59天呈四位數。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表示，以當地

時間3日0時為準，新增1709例新冠病例，

其中本地感染病例為1675例，境外輸入

病例為34例。首都圈新增病例占比68%，

連續四天維持在70%左右。

在新冠疫情持續擴散的情況下，韓國

政府將現行防疫級別再次延長4周。但為

減輕小工商戶和個體戶的經營困難，放寬

了部分措施。首都圈等實施保持社會距離

第四階段措施地區的餐廳和咖啡廳可營業

至當地時間晚10時，延長了1個小時，私

人聚會限製人數包括完成疫苗接種者在內

增至最多6人。

實施保持社會距離第三階段措施地區

的所有大眾設施，包括4名完成疫苗接種

者在內最多允許8人聚會。結婚典禮入場

人員限製在不提供餐飲的情況下增至99

人。

韓國政府還發布了中秋節連休期間的

防疫對策。政府呼籲盡可能減少中秋節返

鄉探親人數，返鄉探親人員最好在接種疫

苗或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後再返鄉。中秋節

連休之前和連休期間的17日至23日一周

期間，包括4名完成疫苗接種者在內，最

多允許8人在家中進行家人聚會。

疫情趨緩
柬埔寨部分學校計劃復課

綜合報導 鑒於疫情趨

緩，柬埔寨多地教育部門

計劃復課，並開始進行相

關消殺工作。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

報，該國當天新增通報491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

增治愈出院397例，新增死

亡9例。新增確診病例中，

326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

，165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

例，多數來自泰國。截至

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

診9.4萬例，累計治愈8.9萬

例，累計死亡1937例。

9月初，鑒於疫情趨緩

，柬埔寨首相洪森指示教

育部長同全國各省市長展

開探討，準備讓疫情低風

險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

的學校率先復課。

金邊市長坤盛2日與14

區區長召開視頻工作會議

時表示，迄今金邊市疫情

已呈緩和趨勢，可考慮讓

低風險區域的學校率先復

課。坤盛指出，各區政府

須盡快對轄區校園開展清

潔、消殺工作，為學校復

課做好準備。

坤盛強調，目前部分

學校仍被當作隔離和收治

中心，區政府須盡快將隔

離和治療人員轉移到其他

地方。

與此同時，暹粒省官方

消息稱，暹粒省教育局局長

李文那表示，暹粒省各縣市

已經過相關部門的實際評估

，被定為疫情低風險地區的

學校可允許復課。

李文那說，暹粒省共

計有600多所政府學校，其

中包括19所幼兒園、507所

小學、82所初中、41所高

中。此外，還有約60所私

營學校。經過一番評估後

，暹粒省約60%的政府學校

和全部私營學校即將在近

期內獲準復課，但所有學

校須嚴格落實防疫措施，

如保持安全距離、讓學生

勤洗手，以及保持校園整

潔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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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韓國較前一天新增感染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709例，累計確診257110例，單日新增確診

病例連續59天保持四位數。

韓國政府當天表示，若維持現行防疫措施

並擴大疫苗接種規模，預計韓國單日確診病例

將於本月5日至20日升至峰值2000至2300例後

開始下降。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略組

組長孫映萊表示，預計到9月底是韓國七成人

口完成首劑疫苗、近半人口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後經過兩周(形成抗體)的時期。屆時，新冠病

毒的傳播力、致死率、重癥度有望大幅降低。

同日，韓政府公布保持社交距離措施調整方

案。現行首都圈最高級別的四級防疫響應、非首

都圈三級響應將再持續一個月至10月3日。這是

防疫部門首次按月調整保持社交距離措施。

為減輕民生負擔，韓政府將合理調整防

疫標準。實施四級響應地區的餐廳、咖啡廳晚間

限時營業從9時延至10時，且最多可允許6人聚

集，但白天聚會時須有2人以上完成疫苗接種，

晚上則須有4人以上完成接種。實施三級響應地

區所有公眾聚集設施的私人聚集限員放寬至8人

，但其中4人以上須為完成疫苗接種者。對於中

秋防疫標準，包括中秋節在內的一周，可允許

包括完成接種者4人在內共8人進行家庭聚會。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第一次長、保健福祉部長

官權德喆表示，在中秋節假期後若大流行得到有效控製，

政府將考慮10月起分階段轉變防疫體系兼顧日常生活。

緬甸孟邦80％的企業已停工
采石場全線停工

綜合報導 孟邦中小型企業家發布

消息稱，受國家局勢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孟邦境內的中小型企業中，

大部分企業都已經停工。

一名中小型企業家表示，中小型

企業運轉面臨諸多困難，資金、運輸

、銷售等都面臨困難，所以很多企業

只能選擇停工。

一名生產毛刷的企業主稱，近半

年沒有開工了。國家局勢不穩定，再

加上第三波疫情，我們哪裏也去不了

，所以沒辦法開工。即使開工生產，

也沒有人購買。

一名中小型企業家表示，銀行取

款困難，銀行業無力為中小型企業提

供貸款，所以大部分企業只能停工。

工廠停工，很多工人的生計也遭受到

了不小的困難。

據悉，孟邦有2萬多家中小型企

業，目前已有80%左右的企業停工。

而依靠中小型企業的數十萬工人，生

計面臨困難。

孟邦消息，2月1日以來，孟邦境

內幾乎所有的采石場都已經停工。

采石場的

業主表示，因

為運輸存在困

難，加上銀行

方面有諸多限

製，目前，幾

乎所有的交易

都停止了，所

以采石場只能

停工。采石場

關閉，運輸石

塊的船只都停

靠在岸邊。采石場的工人，生計遭遇

巨大的困難。

據悉，孟邦境內約有130家采石場，

其中，林業局下發了開采執照的有24家

，總務局發放了牌照的有100多家。依靠

采石場工作的人，不少於5000人。



香港瞭望 AA66星期三       2021年9月8日       Wednesday, September 8, 2021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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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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互補共贏 灣區雙引擎加力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6日率領香港

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深港高層會晤暨2021年深

港合作會議，與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等深圳官

員會面。雙方全面總結了工作成果並展望來年

合作的方向，並簽署了4份合作協議，啟動了4

個合作項目。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將用好“一

國兩制”優勢，堅持香港的法治化、市場化、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以積極進取、互惠共贏的

取態與深圳優勢互補，發揮大灣區內的“雙引

擎”功能，創造更輝煌的雙城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特首盼港把握前海橫琴機遇

港深重點合作領域
創新及科技

●雙方簽署《關於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一區兩園”建設的合作安排》，香港科
技園公司率先在深圳科創園區設立香港科學
園深圳分園，其中的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
InnoAcademy，將為兩地的創科人才提供
資源中心、培訓樞紐以及交流平台三個重要
功能的全面服務。

金融服務

●繼續研究擴大“深港通”目標範圍、推動香
港保險業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售後服務中
心、促進跨境金融科技的應用、加強在綠色
和可持續金融方面的合作等。支持深圳市政
府赴港發債。

專業服務

●擴大“港資港法港仲裁”範圍至深圳其他地
方以至整個大灣區、完善跨境破產合作方面
的執行機制；

●促進兩地仲裁業界的協作，共同建設大灣區
完善的糾紛解決機制；

●建築、工程、測量、規劃和園境專業等香港
專業人士，可通過備案方式對應內地的相應
資格，在前海直接提供服務。

前海發展

●特區政府會與中央相關部委商討如何透過
CEPA，落實在前海的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
措施。

教育合作

●高等教育：籌備港大在深圳成立分校，促進
大灣區內高水平學術及研究活動；

●職業專才教育：香港職訓局及深職院探討推
出更多合辦課程及實訓實習機會；

●基礎教育：鼓勵及支持香港辦學團體在大灣
區開辦提供香港課程或同時加入國際課程的
學校，不單能為在內地港人子女提供合適的
教育服務。

醫療合作

●加強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間醫學院在
大灣區培訓醫療專業人才。持續擴大“港澳
藥械通”有關的藥物和醫療儀器目錄。

青年發展

●“青年發展基金”預計在今年第三季會成功
招募首批受惠的青年創業團隊。繼續資助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投資推廣

●共同舉辦大型海外推介會及編制宣傳訊息，
吸引更多海外投資者到港深落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特首：港深關係歷久常新
林鄭月娥在會上表示，深港合作會議機制建立於2004

年，見證了不少合作成果。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
局之年，加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令港深合作邁
向新台階。因此，今年會議首次以深圳市委書記和特區行政
長官參與的高層會晤暨合作會議形式進行，極具意義。

她在會後受訪時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列明港深屬大灣區中心城市，要成為區域發展的
引擎，相信港深合作對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都有極為關
鍵的作用。“香港和深圳有扎實的合作基礎，香港在深圳
40多年高速發展中是參與者、貢獻者，也是受惠者。港深
關係獨一無二且歷久常新，香港也將用好‘一國兩制’優
勢，堅持香港的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以
積極進取、互惠共贏的取態與深圳優勢互補，發揮大灣區
內的‘雙引擎’功能，創造更輝煌的雙城故事。”

王偉中：合作成效處最好水平
王偉中表示，深港關係唇齒相依，深圳經濟特區從設立

起步到發展壯大，每一步都離不開香港在資金、人才、技
術、管理等多方面的巨大幫助和支持。一年來，兩地聯手抗
疫，令深港親如兄弟的關係更加牢固，當前深港合作的力度
和成效，都處於歷史最好水平，基礎設施“硬聯通”、體制
機制“軟聯通”、深港人民“心聯通”均取得重大的進展。
他指，深圳將始終對接香港所需，深化深港部署和合作，努
力打造深港雙城經濟，希望深港成為全球最璀璨奪目的“雙
子星”。

河套聯合辦等4項目集中啟動
會上，深港雙方共同簽署了《關於推進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建設的合作安排》、《深圳市人
民政府與香港大學關於在深合作辦學備忘錄》、《深圳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有限公司與香港科技園公司發展
“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框架協議》、《深圳國際仲裁院
與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有限公司合作備忘錄》4個合作
備忘錄。

當天，新一批深港合作項目集中啟動，主要涉及科創合
作、創新政務服務、兩地合作辦學辦醫，以及國際仲裁交流
等領域，分別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聯合辦公
室、前海港澳e站通、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交流平台香港機構進駐4個深港合作
項目。

林鄭月娥在總結會議時表示，港深兩地政府早前已同
意成立19個工作專班全方位推進港深合作。19個港深合
作專班將務實地推進有關工作，並定期向深港合作會議匯
報進展，不容半點鬆懈。展望未來，港深雙方將繼續推動
不同範疇的高水平合作，並以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精
神，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4個深港合作項目
1、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聯合辦公室：深圳首個深港雙方聯合辦公場所，旨在

為港方及其導入的科創機構提供過渡性辦公場地，按港式風格布局和裝修，設有獨
立辦公室、32個卡座、洽談室、配套咖啡室、智慧化共享會議室等。

2、前海港澳e站通：不出港澳即可“一站式”辦理前海政務事項。將前海政務服務向
港澳前移，首個試點設在香港金鐘海富中心，依託第三方合作機構服務平台，為港
人港企免費提供前海政務、商事登記、涉稅業務等服務。

3、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本月迎來首批臨床醫學本科學生。醫學院3,000張
床位的直屬醫院已經開工建設，深圳市龍崗中心醫院和龍崗區人民醫院作為第二和
第三附屬醫院正在籌建。醫學院計劃將分階段開設公共衞生、藥學、護理學等專
業，最終計劃在校生總規模超過6000人。

4、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交流平台香港機構進駐：首批將引入三家香港機構，分
別是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eBRAM）、華南（香港）國際仲裁員（SCIA
HK）、德輔大律師事務所（Des Voeux Chambers）。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林鄭月娥6日率團出席深港高層會晤暨深港合作會議。圖為林鄭月娥與王偉中握手。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聯合辦公室等一批合作項目集中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林鄭月娥接受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林鄭率團出席深港合作會議 簽4合作協議啟動4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6日公布《全面
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下
稱“前海方案”）和5日公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總體方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6日對
此表示歡迎，她期望香港社會各界在特區政府政策支
持下，能積極把握前海和橫琴方案帶來的機遇，共同
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方案助更高水平港深合作
林鄭月娥表示，前海片區從10年前開始建設就定

位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一直按着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要求，“依託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匯

聚大量香港企業。目前在前海註冊港資企業達11,500
家，以金融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
業、專業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為主；香港企業亦早於
2015年成立了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此外，前海重視
支持兩地青年就業創業，持續吸引香港青年創業者在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落戶，孵化了不少成功企
業，深受香港青年歡迎，是深港合作的其中一個亮點
項目。

她認為，“前海方案”的推出，將有利推動更高
水平的港深合作，發揮兩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雙引
擎”的功能。她表示，香港會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
協助前海推動服務貿易全面自由化、擴大金融市場互

聯互通、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平等，同時為香港
不同界別的專業人才和企業締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兩地將設高層次工作專班
林鄭月娥透露，為加快推動在前海更高水平的合作

和更多具體措施的落實，港深兩地政府早前已同意成立
高層次的工作專班，港方的組長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她表示，特區政府將與中央相關部委商討如何透過
CEPA，盡快落實“前海方案”中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
措施，使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界能及早作出相應部署和安
排。特區政府亦樂意聯同相關業界為擴區後的前海在金
融、創科、法律和營商環境方面提供意見和作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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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法官高明哲被控涉嫌受前
法官好友蕭仰歸關說兒子肇逃案件，於二審
時逆轉判無罪。北檢依枉法裁判罪起訴高明
哲。台北地院今天首次開庭，高明哲出庭否
認犯罪。

高明哲在庭上表示，沒有主觀及客觀犯
意，否認犯罪；辯護人則說，有沒有關說與
枉法裁判無直接關聯性，肇逃案件在二審評
議時，除高明哲外，陪席法官林洲富也認為
無罪，才會在2比1的情況下，判決無罪。

辯護人強調，肇逃案件改判無罪，沒有
受外力影響，高明哲當時向主張判決有罪的
受命法官高玉舜說，可以在評議後提出不同
意見書，並無枉法裁判的情事。

此外，辯護人說，高明哲涉案部分，先
前檢察官簽結2次、沒有起訴，如果認定高明
哲有枉法裁判的情況，檢方是否一樣也有瑕
疵；在司法實務上也沒有枉法裁判罪的前例
可循，基於刑法的謙仰原則，本案應作成無
罪判決。法官於庭末諭知候核辦。

全案緣於，蕭仰歸的兒子蕭賢綸於民國
97年間撞傷1名機車騎士，並導致機車右後視
鏡被撞壞，但蕭賢綸未停車就離去。檢方依
肇事逃逸罪起訴，基隆地方法院判決蕭賢綸6

個月徒刑，緩刑2年。
蕭賢綸提起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

審理。受命法官高玉舜認為一審判決沒錯，
但審判長高明哲因與蕭仰歸是多年好友、涉
接受蕭仰歸關說，主張蕭賢綸無罪。合議庭
最後判決無罪，因檢察官未上訴，無罪確定
。

事後在法官論壇上傳出蕭仰歸疑關說的
討論，監察院調查後彈劾蕭仰歸、時任高院
庭長高明哲，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已改制懲
戒法院）於100年間議決，蕭仰歸休職6個月
、高明哲降2級改敘，2人都轉任律師。

台灣高檢署也針對肇逃案件提起再審，
高院裁准審理，但蕭賢綸去年具狀撤回上訴
，案件回到基隆地院判決6月徒刑、緩刑2年
確定。

台北地檢署查出，蕭仰歸涉於98年11月
間向高明哲關說，希望改判無罪，以利就讀
法律系的兒子將來得以通過司法官考試。高
明哲隨後企圖使其他法官一起接受關說，並
曲解卷內不利於蕭賢綸的證據，判決蕭賢綸
無罪。

北檢依刑法第124條枉法裁判或仲裁罪起
訴高明哲，並請法官宣告褫奪公權。

接受關說改判肇逃者無罪 前法官高明哲否認犯罪

（中央社）台北巿議員羅智強臉書貼文
批評駐日代表謝長廷逼死外交官蘇啟誠，謝
長廷提告求償100萬元，一審敗訴後提上訴，
二審日前開庭，羅智強出庭並聲請傳喚外交
部長吳釗燮作證。

二審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庭末諭知 9 月 27
日開庭，當天傳喚（上訴人聲請）外交部駐
日代表處官員張瑞麟及台灣日本關係協會秘
書長郭仲熙出庭作證；是否傳喚吳釗燮作證
部分，待合議庭評議後決定。

羅智強委任律師及謝長廷委任律師在庭
上，就監察院民國108年間所做 「已故大阪辦
事處長蘇?誠」調查報告，吳釗燮受監察委員
調查時陳述駐日代表處與各館處的權限，以
及吳釗燮有無與謝長廷曾討論人事調動等爭
辯；羅智強為此聲請傳喚吳釗燮出庭作證。

全案緣於，107年9月颱風燕子侵襲日本
，導致多名台灣旅客滯留關西國際機場引發

紛擾，同年 9 月 13 日駐日本大阪辦事處前處
長蘇啟誠輕生。

駐日代表謝長廷提告主張，蘇啟誠輕生
後，羅智強在107年9月14日在個人臉書粉絲
專頁張貼， 「顢頇的是謝長廷，扛責推給常
任文官，現在逼死一位處長」等言論後，同
年12月21日再貼文提及，有關蘇啟誠輕生前
所發生的事情及逼死蘇啟誠的就是謝長廷等
言論。

謝長廷主張，羅智強未盡合理查證義務
，就以臉書貼文方式惡意指摘他逼死蘇啟誠
，這些是不實言論，已侵害他的名譽權，導
致他受有精神損害，因此提告求償新台幣100
萬元。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認定，言論內容與公
共利益有關，屬於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判謝
長廷敗訴，羅智強免賠；謝長廷不服提起上
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

謝長廷提告求償百萬二審 羅智強聲請吳釗燮作證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表示，各分署
今天同步舉行 「123聯合拍賣會」，適逢中秋節前
，拍定金額高達新台幣2億133萬6549元。

行政執行署發布新聞稿指出，各分署今天拍
賣各廠牌小客車與小貨車，以及重型機車、中古
鋼琴、平板電腦、高爾夫球袋等各式動產，拍定
金額共176萬餘元。

不動產部分，台北分署以3456萬餘元拍定位

於台北市忠孝東路巷內的住宅，其餘分署也成功
賣出多筆土地、建物，不動產拍定金額合計1億
9957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表示，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情期間應共同遵守相關防疫措施，勤
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及落實實聯制，
各分署也會提供符合防疫規範的拍賣場所，讓民
眾安心投標。

行政執行署全國聯合拍賣 拍定金額逾2億元

（中央社）一名李姓牙醫涉嫌詐領健保給付約100萬元，台北地檢署今天指揮調查局兵分4路搜
索，將約談李男等6人，全案朝偽造文書、詐欺等罪嫌偵辦。

檢調獲報，任職北部某大醫院的李姓牙醫師，涉嫌與其他牙醫診所合作，以不實資料請領健保給
付約新台幣100萬元；檢調初步調查，李男涉嫌的犯罪事實與任職醫院無關。

北檢承辦檢察官今天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執行搜索4處，預計將約談李男等6人，清
查犯罪手法與不法所得，以釐清是否涉及偽造文書、詐欺等罪嫌。

牙醫涉詐領健保給付百萬元遭檢調搜索約談

（中央社）北檢偵辦戴姓、王姓男子涉嫌利用釣魚簡訊盜取
信用卡等資料進而盜刷案，去年約談戴男、王男，今天再度發動
搜索，約談林姓男子等5人，釐清犯罪所得流向，依洗錢等罪嫌
偵辦。

檢調獲報，指有民眾於去年7、8月間接獲簡訊 「您在本店

訂購的貨品已派發，請查收」，簡
訊還附上結尾是 「duckdns.org」的
網址，民眾若點擊網址，手機就會
被植入惡意程式。

檢調發現，這個惡意程式會將手機中網銀帳號、密碼及信用
卡資料上傳到雲端，犯嫌另攔截手機的簡訊認證密碼，藉此確認
轉帳。另外，犯嫌也盜取這些網銀用戶的信用卡資料，盜刷信用
卡。

檢調初步調查，有14名被害民眾的網銀帳戶遭轉出近百萬

元，購買 「簡訊發送服務點數」，企圖繼續犯案；犯嫌還涉嫌盜
刷信用卡，以交易遊戲點數及道具方式變現。

台北地檢署去年11月間指揮調查局資安工作站、新北市調
處，兵分4路搜索涉嫌的戴姓、王姓男子住處等地，並約談2人
到案，複訊後以戴男、王男涉犯刑法妨害電腦使用及詐欺罪嫌，
各命以新台幣10萬元、3萬元交保。

檢調持續追查發現，林男等5人涉嫌協助以交易遊戲點數及
道具方式變現；檢察官今天指揮資安站發動10路搜索，約談林
男等5人，依刑法妨害電腦使用及洗錢等罪嫌偵辦。

訂購貨品請查收釣魚簡訊涉詐百萬 檢調再約談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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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9月12日（星期日）下午2時由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辦的 「雙十台灣美
食料理」經典辦桌美食烹飪YouTube直播向全
球展現台灣飲食文化真魅力，大家千萬不要錯
過了解台灣美食烹飪教學的機會。

主辦單位的世華美南分會會長孫玉玟表示
，雖然疫情原因無法開放讓公眾參加，我們以

更方便的方法讓大家在家裡觀看，主辦單位透
過攝影機將所有食材和料理方法以近距離方式
呈現給各位，只要透過網路就可以在家輕鬆學
習 。 YouTube 連 結 直 播 ： https://youtu.be/
dFT9GWEaJx4

這次烹飪活動主題是經典辦桌特色菜，世
華美南分會很榮幸邀請到五位老師，她們平時

忙碌於各種社區服務和公益中，拿手私房料理
之絕佳廚藝鮮為人知， 這次將不藏私的傾囊相
授。這五位貴賓分別是世華美南分會前會長郭
穎、高嫚璘、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和休
士頓亞裔地產協會創會會長林富桂律師，加上
世華美南分會會長孫玉玟來一展她們的廚藝。
示範料理有包括涼菜、海鮮料理、養生湯品、

南北各式佳餚和甜湯
，以燒、燉、煮和拌
來料理這幾道道菜品
。

五位貴賓主廚介紹
：高嫚璘曾經多次獲
得各種烹飪比賽的獎
項，只要嘗過的美食
就可以做出來；趙婉
兒在老人服務協會每
月都主辦健康食療方
面活動，平時她的烹
飪必定兼具養生又美
味；郭穎喜歡鑽研美

食，將家鄉的美味用心烹飪分享給家人；孫玉
玟在新唐人電視台 「玉玟廚房」親自示範分享
佳餚；林富桂喜歡將食材以創意的方法來處裡
，以最省力省時來烹飪和保存食材，很多小撇
步當天都會分享給大家。

孫玉玟特別感謝這次贊助廠商美國味全公
司的大力支持，讓這次的美食烹飪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優良廠商回饋社區之舉令人敬佩。世
華美南分會每年舉辦雙十國慶美食活動受到各
界的歡迎，顯示現代女性在家庭和職場中兼顧
能力。孫玉玟也感謝僑委會以及駐休斯頓經濟
文化辦事處的贊助和支持這優質活動，將台灣
亮眼的辦桌宴席以平民化表現，讓在海外僑胞
除了在職場表現卓越外，還可以相互展現和學
習，有機會讓世華美南分會參與社區並推展國
民外交。

時間：9月12日下午2點。詢問電話：何真
副 會 長 ： 832-866-3333； 裴 俊 莉 秘 書 長 ：
713-517-1566。YouTube上會有連結直播https:
//youtu.be/dFT9GWEaJx4。

9/12 雙十台灣美食料理 展現經典辦桌美味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根據CNBC報導，拜登總統和國會民
主黨人呼籲對富人提高稅收，以幫助支付基礎設施和其它優先的
聯邦支出，包括：徵收財富稅，以及對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進行
改革，以提高針對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稅收，籌集數萬億美元
的額外收入，改善美國的基礎設施和應對氣候變化。拜登及其顧
問正在考慮努力徵稅，支付多達3萬億美元的新支出。針對富人
的稅收也將有助於支付擴大稅收抵免的費用，這些稅收抵免能夠
將錢放在中低收入美國人的口袋裡。這項政策將在十年內籌集至
少3萬億美元。

上週，眾議院通過了一項3.5萬億美元的預算計劃，對高收
入者和公司徵稅，並擴大對中低收入者的稅收抵免。拜登總統的
主要稅收提案之一是通過對待資本收益和收入來針對最富有的
0.3%的投資。該提議意味著富人可能會支付兩倍於當前投資回報
和股息的利率。根據該提案，最高長期資本收益和合格股息稅率
將從23.8%提高到39.6%，並將適用於收入超過 100萬美元的人。

拜登稅收計劃的核心內容是為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美國
人提高稅收。該計劃將提高最高所得稅稅率，最高個人所得稅稅
率將恢復為39.6%。該稅率目前為37%。目前的稅率使稅收入為
200萬美元的夫婦每年減稅超過36400美元。並對他們的收入徵
收更多的社會保障稅。拜登將為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增加更多的

徵稅。拜登想對長期資本收益徵稅，其稅率
與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家庭。富裕的美
國人目前支付的工資稅率為37%，投資收益
的稅率為20%。

拜登還提出了關於遺產稅和贈與稅的財
富轉移變更規則。根據現行法律，繼承人可
以在所有者死後 「成本墊高」的條件下以當
前市場價格（而不是原所有者的成本）接收
股票或房屋等資產。這樣一來，繼承人就可
以出售資產，而無需繳納所有者整個生命周
期內的增值稅。成本墊高稅法經常被運用在
遺產規劃裡，假如當天賣掉遺產的話，孩子
不需要付任何稅（成本=市值=賣價）。這
意味著當這些資產被出售時，繼承人通常支
付的稅要低得多。拜登表示，他將取消成本
墊高稅法。他還將個人在不繳納遺產稅和贈
與稅的可轉移的金額減少到350萬美元的死
後遺贈和1000萬美元的終生贈予。這意味著在未來幾年內，更
多的遺產（個人資產超過550萬美元）將自動對財富轉移徵稅。

拜登尚未提議對富人的總財富徵收財富稅年度稅。該法案將

對家庭和信託的資產淨值徵收2%的財富稅，金額從5000萬美元
至10億美元不等。超過10億美元的財富，其稅率為3%。到2023
年，約有十萬名美國人將被徵收財富稅。這項政策將在十年內籌
集至少3萬億美元。

拜登呼籲對富人提高稅收支付基礎設施和優先的聯邦支出
擴大稅收抵免的費用能夠將錢放在中低收入美國人的口袋裡

根據根據CNBCCNBC報導報導，，拜登總統和國會民主黨人呼籲對富人提高稅收拜登總統和國會民主黨人呼籲對富人提高稅收，，以幫助支付基以幫助支付基
礎設施和其它優先的聯邦支出礎設施和其它優先的聯邦支出。。

五位主廚五位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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