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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鮑爾今天在參院連任提名確認聽
證會表示，如果通貨膨脹率繼續居高不下
，聯準會準備升息，升息和撤銷聯準會在
COVID-19疫情期間用以支撐美國經濟的
特別刺激措施，不會對勞動市場造成傷害
。

鮑爾（Jerome Powell）說，隨著通膨
升溫、就業復甦， 「經濟不再需要或想要
這麼寬鬆的政策」。

鮑爾指出， 「勞動市場正以讓人難以
置信的速度復甦」，去年 12 月的失業率
降至3.9%， 「相當接近半世紀來的低點」
，目前的通膨率則 「遠遠高於目標」。

儘管鮑爾強調決策官員尚未決定升息
時間，聯準會正在縮減購債刺激規模，並
於3月結束這項計畫，預料之後就會調高
基準利率。

他表示， 「是離開疫情大流行緊急場
景的時候了」，不過 「通往正常狀態的路
仍非常漫長」。

鮑爾將飆至 40 年高點的通膨率，大
體歸因於供應鏈緊繃所引發的供需失衡。

但是決策官員正在密切注意薪資成長
情況，一旦高通膨可能變得根深蒂固，就
會準備採取行動抑制通膨。

鮑爾表示，通膨壓力可能持續至今年
年中。

鮑爾：若通膨居高不下 聯準會準備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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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nearly 100 years old President Carter
rec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saying that one year ago a violent mob
guided by unscrupulous politicians stormed
the U.S. Capitol building and almost
succeeded in preventing the democratic
transfer of power. All four former presidents
have condemned their actions and affirm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2020 election. However,
one year later, the promoters of the lie that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have taken over one
political party and stoked distrust in our
electoral system.

President Carter said in the article that
according to a survey centered on American
life, 36 percent of Americans, almost 100
million adults, agreed that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way of life is disappearing so fast
that we may have to use force to save it.

After he lef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Carter founded the Carter Center and worked
on promoting free trade and orderly elections

across the globe. He led dozens of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Today we are seeing a big challenge to our
political system. President Carter suggested
that we are all Americans and we have
common hopes for our communities and want
our country to thrive. Violence has no place in
our politics, he said.

The gap betwee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Republicans think
that violenc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s
sometimes legitimate.

This is very sad. As the leader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our system i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0101//1111//20222022

President CarterPresident Carter’’ss
Warning And WorryWarning And Worry

近百歲的卡特總統最近發表了
一篇為美國的民主感到擔憂的感言
，直言在無恥政客的引導下，一
群暴徒襲擊了國會大廈，幾乎導致
民主權力移交的中斷，四位前任
總統一致譴責了他們的行為，並
確定了二O二O年大選之合法性。

文中指出， 根據調查顯示，
近一億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傳
統的美國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
，我們可能需要用武力加以挽救
，更有百分之四十的共和黨人認
為，對抗政府的暴力行動有時是
正當的。

這位民主黨籍的前總統呼籲美
國民立若想經得起考驗，必須要
求我們的領導人和候選人堅持自由
，理想堅持高標準的行為凖則。

今天我們眼見民主和共和兩黨
之歧見鴻溝越來越深，許多共和
黨執政的州長可以獨斷獨行，不受
聯邦政府之施政準則，後果真不
堪設想。

多年來 ，由卡特中心領導之
督察小組，走遍世界各地希望看
到真正的民主投票，而今天號稱
是民主老大的美國確遭到同樣困擾
，實在令人感到遺憾和諷刺。

卡特總統的警言卡特總統的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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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發現新型變異毒株
亞洲多國疫情現反彈趨勢

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歐洲中部時間1月5日16時53分，

全球確診新冠病例較前一日增加2294039

例，累計達到293750692例；死亡病例增

加7011例，累計達到5454131例。

美洲：美國水域所有載客郵輪均發
現新冠病例

據報道，美國水域所有載客郵輪均

發現新冠病例。

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數據顯示，該

機構對共計92艘載有乘客的郵輪進行了

調查、觀測或監控。最近幾天接受調查

的船只數量急劇增加，截至4日更新的

數據顯示，每艘郵輪都達到了公共衛生

機構調查的門檻。

CDC上周警告所有旅客避免乘坐郵

輪，包括已經接種疫苗的旅客。該機構

表示，2021年12月郵輪的確診病例數從

162例飙升至5013例。“新冠病毒很容

易在郵輪上近距離傳播，郵輪上的人感

染概率非常高，哪怕你已完全接種疫苗

以及加強針。”

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奎羅加宣布，

巴西5歲至11歲兒童接種新冠疫苗將不

需要持有醫生證明，但需要在父母或監

護人的陪同下或獲得書面授權後方能接

種疫苗。兒童疫苗接種計劃將分兩劑，

兩次接種間隔時間爲8周。

另據巴西媒體報道，聖保羅州衛生廳5

日確診了該州首例同時感染新冠肺炎、流

感和普通感冒病毒的三重感染病例，這也

是巴西境內發現的首例三重感染病例。

歐洲：法國媒體報道新冠病毒新變種
當地時間5日，法國單日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逾33萬例，達332252例，再一

次刷新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紀錄。法

國官方當天宣布，多個法國海外省重新

進入衛生緊急狀態。

當天，據多家法國媒體報道，去年

12月9日，法國馬賽地中海傳染病醫療

和教學研究所對外表示，發現了一種新

冠病毒新的變異毒株，該毒株編號爲

B.1.640.2，也被稱爲“IHU”毒株。該毒

株包含46個突變點和37個缺失。

該毒株最早在一位從剛果返回法國的

病人身上發現。截至目前，馬賽地中海傳

染病醫療和教學研究院共發現了12例該毒

株感染者。由于樣本較少，目前很難評估

其傳染性和危險性。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

該毒株列爲接受觀察的新冠變種。

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公布的最新調

查數據估計，該國在2021年最後一周有

超過370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再創有相

關記錄以來最高紀錄。

當天，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再度

放寬入境防疫政策。從1月7日起，完成

全程疫苗接種的旅客在入境英格蘭前將

不再需要進行核酸檢測，抵達後也不再

需要自我隔離。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數較前一日急劇反彈，達到58912例

。德國聯邦衛生部當天表示，預計奧密

克戎毒株在未來數日內就會成爲該國傳

播的主要毒株。

瑞典公共衛生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該國過去 24 小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7320例，創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病例

最高紀錄。

瑞典公共衛生局疾控部門負責人比約

克霍爾姆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奧密克

戎毒株已成爲瑞典流行的主要毒株。隨著

病例的快速增加，重症人數也會上升，

並對醫療資源造成壓力。她呼籲民衆盡

可能接種新冠疫苗並保持社交距離。

保加利亞外交部發布消息，保外交

部長特奧多拉· 根喬夫斯卡新冠病毒檢測

結果呈陽性。消息說，根喬夫斯卡將接

受醫療觀察，保外交部副部長伊雷娜· 迪

米特羅娃將履行部長職責。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波蘭總統

杜達的新冠檢測呈陽性，目前正在隔離

。2020年10月，杜達也曾感染新冠。

亞洲：多國疫情現反彈趨勢
日本疫情近期再現反彈趨勢。據日本

廣播協會報道，日本5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491例。這是自去年9月26日以來日本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首次超過2000例。

另據日本廣播協會報道，日美韓三

國防長原定于本月中旬在美國夏威夷舉

行會談，但由于美國國防部長感染新冠

病毒，且美國國內疫情迅速蔓延，本次

會談將取消。

菲律賓衛生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10775例，新冠檢測陽性率從去年12

月28日的2.6%上升至31.7%，爲疫情暴

發以來最高值。

菲律賓疫情近期再次快速反彈，新增

確診病例主要集中在首都馬尼拉地區。菲

衛生部長弗朗西斯科· 杜凱說，馬尼拉地

區過去兩周確診病例數比之前兩周“驟

增”，正面臨疫情反彈的“嚴重風險”。

據報道稱，由于奧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激增，泰國公共衛生部已將該國的

新冠肺炎警報級別從三級提高到四級。

據路透社報道，泰國衛生部常任秘

書表示，泰國已進入新一波疫情，新增

病例將迅速增加。“第四級警報意味著

，我們可能會關閉一些高風險場所，並

宣布更多防疫措施。”

大洋洲：澳大利亞日增新冠病例數
再創高峰

據路透社報道稱，雖然澳大利亞6

日的統計數據尚未完成，但目前已報告

的72392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已超過前一

天的數據(64774例)，創該國單日新增的

最高紀錄。

報道稱，由于感染病例激增，澳大利

亞醫院不堪重負。而隔離規定導致勞動力

短缺，給該國企業以及供應鏈帶來壓力。

意大利飛印度航班上多人感染新冠
179名乘客中125人陽性

綜合報導 一架由意大利米蘭起飛的航班抵達印度，機上179名乘客

中有125人的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

據報道，當地時間6日下午13時30分左右，這架航班降落在印度旁

遮普省的阿姆利則市。由于意大利是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傳播情況嚴重的

國家之一，飛機落地後，除19名嬰幼兒之外的160名成年乘客接受了新

冠病毒檢測。其中，125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而許多人在上飛機前都

持有陰性檢測結果。感染新冠病毒的乘客將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隔離。

據印度新德裏電視台等媒體報道，這架航班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

斯曾有一次技術性停留。機上的許多乘客都不明白，爲什麽他們在意大

利得到陰性結果後，抵達印度後的檢測結果呈陽性。

隨著奧密克戎毒株迅速傳播，印度從2021年12月開始對大多數入境

的國際旅客實施了新措施，要求每名乘客在出發前提供72小時內PCR檢

測呈陰性的結果，而來自“高風險”國家的乘客在抵達時必須進行額外

的PCR檢測。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2245萬例
巴拉那州州長確診

綜合報導 巴西全國衛生廳長理事會官網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

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63292例，累計確診22450222例；新增死亡病

例181例，累計死亡619822例；累計治愈21650151例。

巴拉那州政府7日宣布，現年40歲的該州州長拉蒂尼奧·儒尼奧爾(Ratin-

ho Junior)當天確診新冠肺炎。儒尼奧爾爲無症狀感染，身體狀況穩定，目前

正在首府庫裏提巴進行居家隔離。此前儒尼奧爾接種過兩劑新冠疫苗。

聖保羅市政府宣布，該市決定即日起擴大“疫苗護照”的使用範圍，

要求民衆在該市參加聚會、進入舞廳和俱樂部等場所，無論可容納人數

多少，均須出示至少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證明或電子版“疫苗護照”才

可進入。此前，該市規定民衆在參加容納人數超500人的公共活動時，

必須出示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近期，巴西各地確診病例猛增。在截至7日的一周內，巴西日均新增確

診病例23338例，創去年9月24日以來的最高記錄，比兩周前數據增長639%

，增加6倍多。日均新增死亡病例110例，也比兩周前數據增長14%。

巴西專家表示，近期巴西確診病例急劇上升，可能與奧密克戎毒株

在該國進一步傳播和蔓延有關。截至7日，巴西共發現奧密克戎毒株確

診病例359例。其中，聖保羅州121例、裏約熱內盧州58例和塞阿拉州

40例。此外，還有疑似病例708例。其中，裏約熱內盧州312例、南裏

奧格蘭德州234例和米納斯吉拉斯州114例。

巴西約有2.1億人口，截至7日，該國已有75.76%的人口接種了第一

劑新冠疫苗，有67.61%的人口完成了完整疫苗接種，有13.68%的人口接

種了第三劑加強針。

德國防疫力度升級
未接種加強針者外出用餐需做檢測

綜合報導 如外界此前所預期，德國聯

邦政府與各州舉行的防疫政策會議通過了旨

在進一步升級該國防疫力度的決議。具體措

施包括今後未接種疫苗加強針者進入餐廳、

咖啡館和酒吧等場所時必須提供當天的新冠

檢測陰性報告。此外，官方分別縮短了確診

感染者以及密接者等群體的隔離天數。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公布

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爲

56335 人、264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7417995人、死亡113632人。其中，該國官

方用于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平均每10萬人

七日累計新增確診病例數”(發病率指數)當

天進一步回升至303.4。需接受ICU重症監護

治療的患者則較前一日減少67人，總數爲

3378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接種1.525億

劑次新冠疫苗，共有5960萬人已完全接種，

達該國總人口數的71.6%；已接種加強針的

人數達3460萬，占總人口的41.6%。

當天的決議最受關注的兩項內容分別

是被稱爲“2G加”的規定和縮短隔離時長

的新規。前一項規定要

求今後在德國全國範圍

內(薩克森-安哈爾特州

除外)，人們進入餐館、

咖啡館、酒吧等場所時

必須出示已接種加強針

的證明或當天的新冠檢

測陰性證明。

在隔離政策方面，

已接種加強針者今後如

果成爲確診患者的密接

者，則可免于隔離。其

余確診患者和密接者的

隔離天數則統一減少至

10天；如在第七天時進行核酸檢測呈陰性

，則可進一步減少至7天。醫護人員確診

後則必須隔離滿七天，且滿足至少48小

時無症狀、核酸陰性兩項條件後方能提

前結束隔離。

針對上述決議，德國聯邦政府防疫政

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克裏斯蒂安· 卡拉揚尼

季斯當天表示，縮短隔離時長能夠避免關

鍵機構出現人員短缺，是一項很好的折衷

。但他亦警告稱，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使得

疫情走勢極其不確定，隨著新增確診病例

數激增，德國恐將再度面臨醫療系統超負

荷的局面。爲此，他再次呼籲加快接種加

強針的進度。

2021年值得注意：報告稱格陵蘭冰蓋連續25年縮小
綜合報導 根據發布的一份

新的聯合國認可的報告，2021

年標志著，格陵蘭冰蓋連續第

25年在融化季節失去的質量大

于冬季獲得的質量。

丹麥北極監測服務“極地

門戶”網站提供的數據，構成

世界氣象組織年度氣候狀況報

告的一部分。該機構的數據顯

示，去年初夏格陵蘭島寒冷潮

濕，6月份降雪異常之多且較

晚，推遲了融化季節的開始。

從“總物質平衡”來看，在

截至2021年8月的12個月期間

，格林蘭島冰蓋損失了約1660

億噸。

這些數字意味著，格林蘭

冰蓋在這一季結束時的淨表面

物質爲大約3960億噸，使其成

爲41年時間序列中第28低的記

錄水平。

這可以被認爲是一個處于

平均水平的年份，但是《極地

報告》指出，由于氣候變化的

快速發展，人們的視角發生了

變化。

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末

，這些相同的數字會被認爲是

表面物質非常低的一年。

報告還指出，導致初夏寒

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加拿大西南

部和美國西北部的天氣狀況。在

這些領土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

“阻塞”高壓系統，形狀像希臘

大寫字母奧米伽(Ω)。

這種氣流模式定期出現在

對流層，而不僅僅在北美上空

，但以前從未觀察到如此強烈

的氣流。

該報告指出，世界氣候歸

因倡議(World Weather Attribu-

tion)的一項分析表明，這只能

解釋爲人類活動導致大氣變暖

的結果。

該報告還表示，2021年是

值得注意的一年。這一年，位

于海拔3200米的冰蓋頂部的峰

頂研究站的降水量以雨的形式

被記錄下來。這一年，位于格

陵蘭的瑟梅哥－庫雅雷哥冰川

的冰流失速度加快，而通常冰

流失速度會停滯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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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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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 10 日在日內瓦就烏克蘭局勢和軍控問
題舉行安全對話。俄羅斯副外長雷雅布可夫稱俄
軍無意入侵烏克蘭，重申要求北約組織（NATO
）停止東擴、拒絕烏克蘭加入等條件，並警告若
談判破裂會以 「軍事技術」方式回應。美國副國
務卿雪蔓則堅持不會放棄北約的門戶開放政策，
但願意在部署飛彈方面進行談判。雙方各執一詞
，分歧仍然很大。

經歷近8小時閉門對話後，雪蔓表示，美方
「斷然拒絕」俄方提出的一系列安全提議，包括

要求北約不得接納烏克蘭、終止與烏方安全合作
等。她強調： 「北約的核心是門戶開放政策，不
允許任何人 『將這扇門關上』。我們不會放棄與
其他主權國家的雙邊合作」，相關決策過程也必
須有烏克蘭和北約的參與。

雪蔓強調，美俄一致同意，沒有人能贏得核
戰，亦不應爆發核戰。她還說，雙方或能互相讓
步，華府願意在歐洲部署飛彈方面，以及在軍演
規模和範圍上進行談判。雪蔓透露，雙方討論了
重啟《中程飛彈條約》的可能性。2019年，時任

美國總統川普指責俄方違反該條約條款，宣布退
出條約。

雷雅布可夫則表示，俄國再次表明沒有計畫
或意圖 「入侵」烏克蘭，俄方所有的軍事演習都
在自己領土上進行，北約沒有理由擔心局勢升級
。他又說，俄方需要理智的、有法律意義的保障
，保障烏克蘭和喬治亞永遠不會成為北約成員國
，這對俄國而言是一個關鍵的國安問題。

接下來，俄國將在 12 日與北約進行對話。
雷雅布可夫堅持要看到北約有具體行動，指造成
錯誤只會損害北約自身安全，而若談判破裂俄方
會以軍事技術回應，很可能在歐洲重新部署中程
彈道飛彈。

另外，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10 日也與
俄國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雙方重點就哈薩克局
勢交換意見。王毅表示，中俄作為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和中亞國家的友好鄰邦，絕不能讓中
亞生亂生戰，雙方應當持續深化協調配合，反對
外部勢力干涉中亞國家內政，防範 「顏色革命」
和 「三股勢力」作亂。

美俄會談 對北約及烏克蘭局勢分歧大

美俄兩國副外長周一(10)在日內瓦進行長七
個多小時的緊張會談，擔心俄羅斯入侵其親西方
的鄰國烏克蘭，還有要求美國以及北約盟國做出
廣泛讓步的情況。

《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報導，
俄羅斯在會談中告訴美國，並沒有入侵烏克蘭的
計劃，也無意攻擊，雙方同意合力緩解緊張局勢
演變成全面對抗。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Ser-
gei Ryabkov)表示: 「我已經向美國副國務卿謝爾
曼保證了，這些擔憂是完全沒必要的。」接著補
充， 「我們軍隊也已經告訴美國人了，所有作戰
訓練都在俄領土內進行。」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Wendy Sherman)則警告
回應， 「如果莫斯科決定入侵烏克蘭，付出的代
價將遠遠超過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的後果。」更

進一步解釋， 「涉及層面包括經濟制裁、出口管
制，以及將會加強對北約盟國的保護並增加對烏
克蘭的安全援助。」

此次會談是美俄外交首次面對面討論烏克蘭
問題，以及俄羅斯要求北約停止進一步向東擴張
。

英國廣播公司（BBC）就指出，俄羅斯要求
北約保證永遠不會讓烏克蘭加入成為會員國，然
而，美國直接回絕了。謝爾曼說: 「我們不允許任
何人抨擊 『門戶開放』政策，一直以來這是聯盟
的核心價值。」

儘管會談結果沒有重大突破，彼此間的共識
仍存在很大的差異。至少雙方都表達各自的擔憂
並提出需求，未來有望持續進行談判。

美烙狠話 「攻擊烏克蘭下場慘」 俄：保證無意入侵
暴雨以致山洪、河流氾濫，乾旱以致野火

、水資源短缺。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
tion，以下簡稱NOAA)的年度報告指出，去年
(2021)美國慘遭20次價值約數十億美元的自然
災害，損失總計約1450美元，造成至少688人
死亡。這是有紀錄以來最具災難性的年份之一
，成為成本第三高的極端氣候年。

2021年格外炎熱，美國境內有44%至56%
地區受到乾旱影響。由於煤炭和運輸量激增，
該國去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了6%。

12月，美國東岸迎來最熱的時候，部分地
區如堪薩斯州(Kansas)、阿拉巴馬州(Alabama)、
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等十個州出現彷彿春季
的溫度，創下歷史新高。

去年天氣災害還包括太平洋西北部打破紀
錄的熱浪，波特蘭(Portland)的氣溫直逼攝氏
46.7度；一場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致命野火
，強烈火勢燒蔓延近 2,400 公頃的面積； 「超

強對流風暴」（Derecho）引發颶風、龍捲風
肆虐。

「衛報」（Guardian）報導指出，由於極
端天氣和氣候災難的人力、經濟成本逐年攀升
，如果不採取激進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
能會對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造成影響。

美國NGO組織 「憂思科學家聯盟」(UCS)
政策主任克里圖斯(Rachel Cleetus)表示: 「數據
突顯氣候危機遍布美國各地區的事實。」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報導，總
統拜登企圖實踐 「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法案來應對氣候變化，若沒有這
項法案，專家表示，將無法兌現拜登在 「格拉
斯哥氣候協定」中，承諾減少50%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

從長遠來看，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持續
下降，專家進一步說明: 「實現拜登承諾的50%
減排，每年美國必須減少5%的排放量，而不是
增加。」

回顧美國最致命的一年 極端氣候致近700死 損失千億

美 國 馬 里 蘭 大 學 醫 學 院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完成一項重大的醫學成就，一名心臟患者移植豬的心臟
，以挽救他的生命。馬里蘭醫學院表示，患者已完成手術3天，
術後情況都很好。

醫療訊息(Medical Xpress)報導，接受這場試驗型手術的患者
是57歲的大衛‧班奈特(David Bennett)，他是自願執行的。根據
馬里蘭大學提供的聲明，班內特在手術前一天說： 「是選擇移植
，或是死，我選擇移植求生。這就像盲目中的一槍，但這也是最
後的選擇。」

他的兒子表示，沒人知道實驗有沒有辦法成功，但是他確實
無法排入器官捐贈序列，別無選擇。

馬里蘭醫學院表示，雖然現項手術是否真的有效，還需要時
間來觀察，但至少我們現在知道，移植轉基因動物的心臟，可以
在人體內正常工作一段時間而不會立即排斥，這已經是巨大的成
就。

需要移植器官以維續生命的
患者，每天都在等待合適的器官
，以美國為例，2021年美國執行
了超過3,800 例心臟移植手術，已創歷史新高。但是器官來源於
意外身亡者的捐贈，可匹配的機會非常困難。

這也促使科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其他動物
器官來代替。馬里蘭醫學院科學主任穆罕默德•穆希丁(Muham-
mad Mohiuddin)表示： 「如果這行得通，可望為受苦的患者一個
生的希望。」

但是不同動物的器官移植非常困難，主因是患者的身體迅速
排斥了動物器官。科學家幾十年來一直研究器官排斥，也逐漸瞭
解其中的原理。1984年10月14日，一名先天左心發育不良的女
嬰 「菲」(Baby Fae)，在父母的同意下進行移植狒狒心臟的手術
，存活了21天。

幾十年來，科學家發現逐漸知道排斥的原因在於不同物種的

器官有不同的抗原，它是一種組織間的識別碼，平時對保護身體
組織有效果，但是也會成為器官移植的障礙。於是馬里蘭州的外
科醫生使用了經過基因編輯(CRISPR)技術，移除了豬的器官表
面抗原。理論上可不會有器官排斥的問題，當然後續還需觀察。

馬里蘭醫學院主治醫生大衛‧克拉辛(David Klassen)說：
「這一定是醫學里程碑，證明基改豬的心臟成功驅動人體血液系

統。不過，這還只是第1步，要探索的知識還很多。」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 「在危急生命且別無選擇的情況，

可以緊急使用實驗型手術」。
最近幾年，跨物種器官移植的技術進展非的快，比在2018

年，實驗狒狒接受轉基因的豬心臟移植，成功存活3個月。到了
去年 9 月，紐約大學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們將豬的腎臟
連接到腦死患者的身體上，觀察到豬腎開始發揮作用。

醫學大成就 美國完成首例心臟病患更換豬心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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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葛飾區對經濟

困難學生提供的助學金，由于認定條件

出錯，3年間誤發給不屬于資助對象的

147個家庭，總額達約2000萬日元(約合

人民幣110萬元)。該區正在呼籲有關家

庭返還助學金。

據報道，名爲“就學援助”的

助學金，是日本發放給家庭經濟困

難的中小學生，爲其支付餐費及學

習用品的費用。每年，日本各自治

體會對申請者進行認定，決定受資

助的對象。

日本東京葛飾區由于設置了錯誤的

認定條件，導致3年內誤支付給147個

家庭共計約2000萬日元的助學金。

該區表示，“育兒津貼”是認定

條件之一，但是出現了一部分受助學

金資助的家庭沒有申領“育兒津貼”

的現象。市民詢問此事後，該區發現

出錯。報道稱，誤支付的助學金中，

有家庭最多收到了 58萬日元(約合人

民幣3萬元)。

報道指出，葛飾區正在與有關家

庭取得聯系，並呼籲他們返還該助學

金。該區表示，“非常抱歉出現這樣

的事情，我們會努力避免此類事件再

次發生。”

福島核事故10年後
1號機組安全殼內部調查終於啟動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中

文網報道，爲了取出東京電力公司福島

第一核電站在事故中熔落的“核燃料熔

塊”，一直被推遲的使用機器人查看1號

機組內部情況的調查工作，將從1月12

日起正式啓動。

據報道，東京電力公司原計劃于

2019財年啓動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反

應堆安全殼的內部調查工作，但因前期

准備耗時較長，一直被推遲至今。

據東電方面透露，調查工作將從1月

12日起正式啓動，工作人員將使用6種性

能各異的機器人，對安全殼內部據認爲

浸沒在水中的沈積物展開半年以上的調

查，用超聲波測定沈積物厚度和分布情

況，並采集少量樣本。

調查啓動後，爲確保機器人在水中

順暢移動，需預先在機器人的行進路線

上設置防護裝置，這一工作也將通過遠

程操控機器人完成。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福島縣附近

海域發生特大地震。受此影響，福島第

一核電站1至3號機組堆芯熔毀，其中2

號和3號機組內部已確認到疑似核燃料熔

塊的沈積物，但1號機組內尚未確認到同

樣的沈積物。本次調查能否爲取出核燃

料熔塊提供參考，也備受外界關注。

韓熱門總統候選人李在明被列為疑似密接
綜合報導 距離韓國總統選舉還有三

個多月，韓國兩位熱門總統候選人的家

人卻相繼被曝出醜聞。韓國執政黨共同

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的兒子近日被曝光

涉及網絡賭博，李在明則于16日火速道

歉希望得到民衆諒解。

而就在一天前，李在明的競爭對手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

錫悅也因妻子金建希被曝出曾在簡曆中

造假一事向公衆道歉。

韓國《朝鮮日報》報道稱，疑似李

在明之子使用的一個賬號，于2019年1

月至2020年7月期間在一個在線紙牌網

站發表了100多條有關交易籌碼、參與

賭博的帖子。他還發帖稱自己曾到訪過

韓國首都圈一處非法實體賭場，並吹噓

曾用10天時間在不同的賭場贏了536萬

韓元（約合人民幣2.88萬元）。

報道稱，該賬號使用的電子郵箱地

址的前13個字母與李在明之子的社交媒

體賬號完全一致，他在紙牌網站上透露

的個人信息也符合李在明之子的相關履

曆。韓媒因此懷疑這個自稱參與非法賭

博的人就是李在明的兒子。

韓國《中央日報》指出，盡管賽馬、

賽艇等博彩活動在韓國是合法的，但韓國嚴

令禁止絕大部分在線賭博和實體賭場。

這一醜聞曝光後，李在明于16日火

速召開新聞發布會，承認注冊在線紙牌

網站賬號並發帖的當事人確實就是他的

兒子，並就此事向韓國公衆道歉。

“我爲我兒子的錯誤行爲道歉。”李

在明說，“作爲家長，我在管教子女方面

有所欠缺。兒子也在深刻反省自身行爲，

並感到非常痛苦。我告訴他，對自己的行

爲全面負責的態度才是減少痛苦的方法。”

李在明承諾，今後不會再讓類似的事情發

生，他將讓兒子接受戒賭治療。

韓聯社指出，李在明在新聞發布會

上雖沒有提及兒子參與賭博的問題，但明

確談到了戒賭治療，這相當于承認兒子曾

參與過賭博活動並就此事向公衆致歉。

無獨有偶，李在明的競爭對手、韓

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

錫悅的家人近日也曝出負面新聞，他的

妻子、韓國COVANA公司代表金建希被

質疑涉嫌簡曆造假。

韓國YTN電視台爆料稱，金建希

2007年應聘韓國水原女子大學教職崗位

時，在提交的簡曆中虛報個人履曆和成

就。最後金建希被聘任爲兼職教授，並

在該校工作了近一年時間。

報道稱，金建希當時提交的個人簡

曆顯示，她從2002年3月起在韓國遊戲

産業協會擔任了3年的理事，但該協會

實際上2004年才成立。金建希還自稱在

2004年首爾國際漫畫動畫節上獲得大獎

，但實際獲獎者並不是她。

面對輿論質疑，尹錫悅夫婦也就此

事向韓國公衆道歉。韓聯社稱，金建希

當天接受記者提問時回應說，她願意就虛報

履曆一事引起的輿論憤怒向民衆道歉。

尹錫悅早些時候曾對相關報道表示

不滿，稱這是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針對他

的“攻擊”手段，並暗示金建希當年獲

得聘用與虛假簡曆無關：“如果你認識

在大學工作的人，去問問他們是怎麽

聘請兼職教授……不要光聽對面（執

政黨）在說什麽，先去

問問再說。”

不過很快尹錫悅就

改變了態度，盡管他堅

稱這起醜聞是執政黨的

“輿論攻擊”，但他還

是支持妻子金建希向公

衆道歉。“從國民和眼

光和期待來看，如果出

現了任何不足之處，我

認爲都應該向國民道

歉。”尹錫悅說。

韓國總統選舉預計將在 2022 年 3

月 9日舉行，代表最大在野黨的尹錫

悅和代表執政黨的李在明目前是韓國

最熱門兩大總統候選人。韓國社會輿

論研究所發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尹

錫悅以 42%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以

微弱優勢領先于支持率爲 40.6%的李

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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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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竹君10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確診的20
歲崇光百貨兼職售貨員的個案追蹤工作有

眉目，中心10日將該個案改列為可能與輸入個
案有關。她解釋，女患者的父親在屯門愛定商場
經營東亞大藥房，其父早於本月1日已出現發燒
和咳嗽病徵，估計是他將病毒傳染女兒，但他當
時未有求診，到女兒9日初確被送往檢疫中心，
再改送屯門醫院，經檢測呈初步陽性。

初確父多在愛定商場活動
該名父親主要活動範圍是屯門，除平日在愛

定商場的藥房上班外，隔日或幾乎每日也會到商
場同一層的都城餐廳用膳，張竹君說：“有時一
日三餐都在那裏食”，但他亦曾到訪其他食肆，
除屯門友愛街巿和V city外，上月24日及31日亦
曾跨區到沙田新城巿廣場兩間餐廳用膳（見
表）。

中心追查下發現，涉“望月樓群組”的國泰

空少曾在上月27日到其藥房購物，但張竹君表示
仍未確定是否有關，“該父親1月1日已不適，但
至1月9日才初步陽性，仍要詳細調查有否關連，
會進行基因分析確定，但需時約兩天。”

由於初確父親主要在愛定商場活動，故上月
27日至本月9日曾到訪愛定商場的人士也需要強
制檢測。至於其經常光顧的都城餐廳則要清潔消
毒，員工亦要檢測，至於是否要送往檢疫則仍要
調查，“正聯絡餐廳，他是熟客且經常光顧，要
了解他在餐廳內會不會與員工有交流，如一起傾
談等。”

理貨員仍未找到傳播途徑
不過，張竹君表示，就算經基因排序確定藥

房父女的源頭是國泰空少，但兩人及其他不少確
診者在檢出陽性及送往檢疫前已在社區活動一段
時間，加上早前確診的58歲女理貨員至今未找到
清晰的傳播途徑，故社區仍會存在形隱傳播鏈。

藥房父女均未有接種疫苗，張竹君透露近日不
少確診個案同樣沒有打針。香港文匯報統計亦發
現，由本月4日至10日的一周內，有37宗本地確診
個案，但當中多達13人即35%也沒有接種疫苗，而
國泰空姐衍生的群組已有28人確診及6人初確，而
確診者當中亦有9人未有打針。

張竹君直言，擔心在社區感染的無打針患者
一旦進入安老院，或會感染體弱人士，引起併發
症甚至個案爆發，故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
苗。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日前便已指出，國
泰空姐母親便因未有打針，病毒載量高故衍生多
宗個案，而打針除可減少感染機會和預防重症
外，更可減低播疫機會。

另外，中心表示由於阿聯酋航空本月8日由
迪拜和泰國曼谷抵港的EK384航班，有9名乘客
經抵港檢測呈陽性，衞生署遂禁止該航空公司客
機在10日至本月23日期間從迪拜和曼谷着陸香
港。

無針父女齊染疫 源頭撲朔疑空少
香港的Omicron（奧密克戎）

變種病毒疫情愈演愈烈，10日新

增2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不少

患者未曾接種疫苗，包括9日初確的崇光百貨20歲兼職售貨員，她10日

證實確診，並發現其經營藥房的父親亦初步確診，父女均無打針，另兩

名家人也有病徵。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0日表示，該

父較早發病，追查發現“望月樓”源頭、44歲國泰空少上月曾到其藥房

購物，疑是感染源頭，父女倆在社區活動一段時間，或已出現隱形傳

播。張竹君指出，近日不少確診個案同樣沒有打針，造成極大風險。香

港文匯報統計亦發現，過去一周本地確診個案中，多達35%人沒有接種

疫苗；國泰空姐群組也有逾三成人因為無打針，無疫苗保護而染疫，並

將病毒代代相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空姐群現第六代 中信証券小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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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空姐母女觸
發的多條傳播鏈持續擴大，傳播鏈10日單日新增4
宗確診，以及6宗初步確診，更衍生至第六代，
受感染人數增至34人，幾乎全部與空姐的母親有
關。當中，被空姐母親傳染的一名舞友，將病毒
傳染至任職中信証券的丈夫，並使中信証券辦公
室出現小型爆發，該公司迄今累積3名員工確診
或初確。一名到訪中信的女訪客染疫後，再傳染
同住的16歲女親人。

累積3名中信員工中招
與國泰空姐母女有關的個案，10日分別新增4

宗確診及6宗初確，多條傳播鏈擴大，以中信傳播
鏈的情況最受關注。追根溯源，該傳播鏈是空姐母
親（12754）引起，她將病毒傳染 62 歲舞友

（12841）後，舞友任職中信証券的 63 歲丈夫
（12825）也中招，中信其後有一名74歲員工確
診，10日再多一名52歲男員工初確，他居住的荔
枝角美孚新第五期10日晚被圍封進行強檢。

這名初確的52歲男員工未接種疫苗，本月8
日到檢疫中心，之前曾經到訪沙田帝逸酒店居
住，經常到四寶食堂進食早餐，1月4日到過大
快活買外賣。此外，到訪該公司的一名71歲婦女
早前也染疫，10日與她同住的一名16歲女親人
初確，倘若這名女親人最終證實確診，她便是第
六代感染個案。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0日
透露，該名16歲女親人在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就
讀，上周五最後一日上學，傳染期內曾在天后補
習。張竹君承認：“中信証券可能已經出現小型

爆發。”

跳舞群組添按摩師確診
空姐母親引起的跳舞群組傳播鏈也有擴大，早

前一名73歲女子確診，潛伏期（即本月3日）到過
“足福履”做了兩小時足底按摩，為她做按摩的51
歲按摩師10日確診（12960）。

此外，空姐母另一名舞友（12821）也先後有4
名家人確診或初確，包括一名36歲初確女子和38初
確歲男子，初確女子亦是早前確診“百人宴”賓
客、榮源茶行負責人王詩雅的員工，她潛伏期即本
月2日曾與家人到元朗老徐農莊士多啤梨園，至於
38歲男子則任職測量師，在灣仔“Expo Drive
East”地盤上班，曾到訪銅鑼灣757購物、香港仔運
動場與人踢足球等。

● 一名52歲初確男子居住的荔枝角美孚
新第五期10日晚被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屯門東亞大藥房。 中通社

●9日初確的崇光百貨20歲兼職售貨員，她10日證實確診。圖為銅
鑼灣崇光百貨門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父有症狀仍遊走社區9天 恐已致隱形傳播

香 港 新聞 2022年1月11日（星期二）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最新疫情最新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24宗
（18宗屬無症狀感染）

‧輸入個案：19宗

‧有流行病學關連：4宗
（國泰空姐衍生群組）

‧可能與輸入個案有關：1宗
（20歲藥房太子女）

有流行病學關連初確個案：7宗
（6宗與國泰空姐群組有關；1宗或

與望月樓國泰空少有關）

新增Omicron個案：14宗
（累計279宗）

初確藥房東主行蹤
日期 到訪地點

平日 幾乎每天光顧屯門愛定
商場都城餐廳

去年

12月24日 沙田新城巿廣場三期
Piccolo Pizzeria &
Bar

12月29日 愛定商場發發快餐

12月30日 屯門友愛街巿歡喜麵家

12月31日 新城巿廣場三期Out-
back Steakhouse

2022年

1月7日 屯門鄉事會路V city老
虎冰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檢疫設施瀕滿 縮疫監恐走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Omicron變種病

毒侵襲下，香港確診個案數字激增，目前最大規
模的空姐群組已累積34人確診或初確，每名患者
背後又牽扯多至少數十名密切接觸者，令檢疫設
施爆滿。竹篙灣檢疫中心10日早僅餘445間房可
供即時使用，佔該中心總房數13%。爆煲壓力之
下，衞生防護中心10日宣布，經諮詢專家顧問
後，Omicron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檢疫期減至14
天，其後在家自我監測，其間可自由出入社區。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0
日表示，因應近期多人確診，送往檢疫人數急
劇上升，對檢疫中心設施構成壓力，她說：
“近期本地檢測陽性的個案多了很多；多了很
多個案，又會多了緊密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
的密切接觸者人數急劇上升，對於檢疫中心設

施的容量構成很大壓力，加上最近考慮到感染
Omicron的潛伏期似乎較短，這段時間的輸入性
個案很多都在14天內，本地個案又是14天內，
很多兩三天發病。”

張竹君表示，政府專家顧問認同Omicron潛
伏期較短，可透過縮短密切接觸者檢疫期紓緩檢
疫設施供應，故決定自10日起公布的個案，由接
觸患者的最後一天開始計，相關密切接觸者檢疫
期由21天縮短至14天，其後在家自我監察，並須
在第19天自行前往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10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直言，政府縮短檢疫期屬無奈之舉，雖
然Omicron個案平均發病周期短，但廣州亦有患
者回國後15天才確診，強調目前的14天檢疫期屬
“最低消費”，不可在此基礎上再縮減。

●竹篙灣檢疫中心竹篙灣檢疫中心1010日早僅餘日早僅餘445445間房可供即時使間房可供即時使
用用。。圖為完成檢疫的家庭準備離開圖為完成檢疫的家庭準備離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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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司法院及法務部等今天舉辦司
法節學術研討會，院長許宗力說，111年1月11
日，6個1連珠，好兆頭，期許司法大步邁向改
革的黎明時刻。部長蔡清祥說，推動貫徹司法
為民的核心理念。

為慶祝第77屆司法節，增進實務界及學術
界交流，司法院、法務部與全國律師聯合會今
天共同舉辦 「司法節學術研討會」。

司法院長許宗力於開幕致詞時細數國民法
官制度等各項司法改革政策，引用民調數字肯
定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努力，強調將研議各項減
輕司法負擔的措施，期能讓司法制度更加周全
、合理，進而提升裁判品質，提供民眾更充分
的保障。

許宗力指出，司法院上個月院會通過各類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的改革草案，是司法改革的
重中之重；他堅信，唯有打造堅實的第一審及
嚴格的法律審，才能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希望
各界能打破 「越多審級越能保護人民訴訟權益
」的迷思，一起支持司法院的草案。

法務部長蔡清祥致詞表示，今天學術研討
會的主題 「開放司法對話新紀元-國民法官法之
規劃與實踐」，

國民法官法的立法，拉近人民與司法距離
，提高司法的透明度，更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信
賴，於112年1月1日開始，全體國民都有機會
進入法庭，擔任國民法官，實際參與刑事審判
，此為司法制度重大變革，意義非凡。

蔡清祥指出，法務部在這次研討會的第三
場次，特別挑選了近期模擬法庭演練後，各界
均十分關切的議題： 「國民法官新制下法院對
國民法官之指示─從當事人參與及檢察官監督
談起」，希望藉這個主題拋磚引玉，能更深化
國民法官法的具體實踐。

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陳彥希指出，相較
於一般刑事審判，國民法官制度需要審檢辯三
方更高度的配合及參與，才能順利完成複雜的
國民參與審判程序，身為律師，他與法官、檢
察官同樣感受到國民法官制度的重要性。

司法節6個1連珠 許宗力期許司法大步邁向改革

（中央社）因多名高階警官16日屆退，警
界高階主管指出，包括雲林縣等8縣市警局長將
異動，另因應科技犯罪，刑事局科技犯罪防制
中心主任林建隆升任警政署資訊室主任，預計
本週內公布人事案。

由於多名高階警官將於16日退休，近日將
有一波高階警官人事異動案。對此，警政署今
天表示，目前仍在作業中。

因雲林縣警察局長朱宗泰日前病逝，據警
界高階主管指出，這次人事異動將囊括新竹縣
市、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市、宜蘭縣和花
蓮縣等8個縣市警局長異動。

其中，預計警政署行政組長李謀旺調任雲
林縣警察局長，另宜蘭縣警局長為林新晃、新
竹市警局長為郭士傑、新竹縣警局長為楊哲昌
、苗栗縣警局長為陳武康、嘉義市警局長為王

文澤、嘉義縣警局長為陳明君、花蓮縣警局長
為戴崇。

此外，警政署警政委員將由警政署保安警
察第二總隊長劉章遠、保安警察第三總隊長廖
宗山升任；警政署資訊室主任則由刑事局科技
研發科長兼任科技犯罪防制中心主任林建隆升
任；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隊長黃壬聰因任內重大
刑案都迅速偵破，將調升為警政署秘書室主任
。

近年來網路科技犯罪手法不斷更新，警界
高階主管告訴中央社記者，這次人事調整特別
選用相關專業人才任用，希望藉此精進警方科
技辦案手法，從 「人、組織、教育」進行全面
提升。

警政署這波高階警官人事調整案，預計本
週內對外公布。

高階警官人事調整 8縣市警局長將異動

（中央社）法務部表示，物價聯合稽查小
組今天由法務部次長張斗輝親自帶隊，稽查近
日宣布調漲價格的連鎖品牌早餐業者，釐清漲
價原因，防範不合理漲價，維持民生物價穩定
。

法務部發布新聞稿表示，稽查行動於今天
下午3時許展開，由法務部偕同經濟部、財政部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處等部會單位所組成的跨部會聯
合稽查小組，在召集人張斗輝帶領下，執行這
次聯合稽查行動。

新聞稿指出，當場請業者說明具體漲價原
因、品項、漲價幅度、供應商名單及佐證資料

，業者配合現場稽查，提供完整資料，供深入
查處。

後續稽查小組將同步向上溯源供應商，就
稽查項目請其具體說明進銷貨價格、數量與漲
價品項的原因、漲幅及佐證資料，以釐清上、
中、下游供應鏈有無不合理漲價或或囤積不應
市銷售等情形，以加以遏阻，防範不法。

新聞稿最後提到，持續聯合稽查，深入溯
源，以確保國內民生物資充裕，物價穩定，也
再次呼籲廠商、業者應秉持社會責任，配合政
府穩定物價政策，共同團結守護台灣，讓人民
能夠安居過好年。

物價稽查小組行動法務部次長帶隊 查連鎖早餐業者

（中央社）新北地檢署今天表示，為遏止酒駕歪風，已核定2名5年內多次酒駕獲判6月以下
徒刑的受刑人不准易科罰金，仍發監執行。

新北檢發布新聞稿指出，有鑒於酒後駕車行為嚴重威脅合法用路人的人身安全，並可能造成
他人傷亡及衍生家庭悲劇，對於偵查中的酒駕案件，將從重、從速偵辦。

另酒駕5年內3犯及歷年累計4犯以上的執行案件，原則不准易科罰金，如執行科准易科者，
需報請檢察長核准。

新北檢表示，今天共有陳姓及劉姓等2名受刑人聲請公共危險案件易科罰金。
經查，陳姓受刑人於98年間、105年5月14日、109年11月3日，已3次犯公共危險罪嫌，竟

於110年8月23日再犯，遭法院判決有期徒刑6個月；劉姓受刑人則於92、94、96、100年間已4
次犯公共危險罪，竟於110年2月15日再犯公共危險罪案件，遭法院判決有期徒刑5個月。

檢方說，審酌受刑人多次經歷刑事偵、審程序及徒刑易科罰金的執行過程，早知酒後駕車對
於眾多用路人存有潛在危險，更已知悉酒後駕車涉犯公共危險罪將面對財產或人身自由的剝奪，
竟不能深思反省痛改惡習，難認悛悔有據，仍發監執行，以正法紀。

多次酒駕不改新北檢核定2人不准易科罰金發監
（中央社）孫姓男子涉逃漏稅2804萬餘元

，新北執行分署調查發現他出售名下不動產後
，提領近900萬元現金流向不明，去年底向法院
聲請管收孫男 3 個月獲准，因防疫要單獨隔離
14天才能見家人。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
，47歲孫姓男子開設的電子遊戲場在民國100年
至102年間，利用以員工帳戶存提每月營收額，
再按月以現金方式分配獲利給股東，實際獲利
和歷年繳納的綜合所得稅額有落差，涉逃漏稅
，經核定孫男應補繳高達新台幣2804萬餘元賦
稅。

但孫男收到通知後，卻以核稅重複為由申
請查對更正，再利用申請更正的程序時間，出

售名下房產，並將售屋所得1400萬元償還銀行
貸款後，將剩餘900萬元以現金方式提領一空。

案件移送新北分署執行後，行政執行官請
孫男到場說明現金流向，孫男狡稱現金拿去償
還當鋪借款，卻提不出任何證據，被行政執行
官當即聲請管收3個月裁准。

新 北 分 署 表 示 ， 因 現 正 值 COVID-19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孫男尚需配
合管收所防疫措施，先行單獨隔離14天，無法
與外界親友會面，只能等隔離期滿才能和親友
研商清償方案，呼籲被移送執行的納稅義務人
切勿以脫產等方式企圖規避執行，以免被行政
執行官施以管收等強制手段。

涉逃漏稅2804萬餘元 男子脫產遭管收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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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休城社區

一年一度的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
友會(JCCAA)獎助學金，即日起接受
報名，申請截止日期是 2/28/2022。
2022 年度校聯會提供的獎助學金將分
為 11 個獎項，所有獎項將分類進行
甄選分發。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到 SAT 和 ACT 的考試日期和地點
；因此，校聯會獎助學金委員會決定
取消對 SAT 和 ACT 成績的硬性要求
，申請學生可自行選擇是否提交 SAT
和 ACT 的成績。校聯會將於 2022 年
5 月公佈所有獎助學金得獎名單，並
訂於 2022 年 6 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
之夜」舉行頒獎儀式。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獎學金聯絡
人戴珮青281-536-5132 或jccaaschol-
arships@gmail.com 。

以下是 2022 年度校聯會提供的
各項獎助學金，有關各項獎助學金的
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參閱校聯會
網頁 (www.jccaa.org) 的 JCCAA News
(Scholarship News) 和 Committee
(Scholarship Committee)：

1.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主旨在鼓
勵有志從政的華裔青年爭取在立法機
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州
議會議員的辦公室, 都錄用為數不少
的實習生 (Interns)。

這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
人親眼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
的絕佳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
治人物的搖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
或研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生，並且
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議會
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一位議員辦公
室的實習生職位。校聯會此一獎學金
，名額二名，每名金額二仟元。

2.校聯會優秀學生獎學金: 開放給
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

學業成績、領導才能、社區服務、與
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此類獎學金
是由下列校友提供：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名額可達八名
，每名金額一仟元。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社區服務)，
名額一名，金額一仟元。文化大學校
友黃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
所設。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名
額一名，金額一仟元。台灣大學校友
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
及夫人所設。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名
額一名，金額一仟元。夏尚權先生及
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父母
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名額一
名，金額一仟元。台北科技大學校友
劉素雲女士所設。

3.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社區服
務): 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
其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
卓越貢獻，有誌上大學的
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4.校聯會領導才能/
社區服務獎學金: 美南大
專校聯會提供。為鼓勵從
台灣高中或大學畢業，
現就讀大休士頓地區大學
或研究所， 有卓越領導
才能/社區服務的學生所
設。名額二名，每名金額
二仟元。

5.校聯會音樂獎學金
: 是以大學或研究所音樂
系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
金是由下列校友提供：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
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名額
一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地產莊
麗香女士設立。名額一名，金額二仟
元。

6.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學
金: 此項音樂獎學金是由休士頓臺北
幸安小學校友會支持。提供音樂學子
有機會與國際知名大師一起生活及交
流音樂的機會。名額一名，金額三仟
伍百元。有關音樂節獎學金的詳細申
請辦法及表格, 請見臺北大師星秀音
樂節 (TMAF) 網頁 http://www.taipei-
maf.com/。

7.校聯會助學金: 是以家境需求補
助、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
對象。此類獎學金是由下列校友提供
：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中
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
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五名

，每名金額二仟元。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
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發
先生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
元。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
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女士
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銘
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母親
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
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一仟元。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
＊RLC 基金助學金，名額及金額未定
。

8.Northbrook 高中學生助學金: 是
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誌上
大學的Northbrook 高中十二年級學生
為對象。此項獎學金是由下列校友提
供：
*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治大
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楊

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
三仟元。
* W & J 基金助學金，名額一名，金
額三仟元。

9.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 是以品
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大學或研究
所物理系的學生為對象。銘傳大學校
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
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10.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 是以
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求補助
、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
象。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
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
額三仟元。

11.舒喬 (Joel Schmieg) 先生紀念
獎學金: 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
助、有誌上大學的 Lamar Consolidat-
e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高中十
二年級學生為對象。台灣大學校友許
淑娟女士為紀念先生 Joel Schmieg 而
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四仟元。

2022 年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助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申請截止日期: 2/28/2022

『有益腦部和身體健康的生活方式』 講座
您好！感謝您報名參加 『有益腦部

和身體健康的生活方式』(普通話）講座!

日期： 1/12/2022
時間：下午 一點至兩點 （太平洋時

間）
參與辦法：加入 Zoom 視訊會議:

Join Zoom Meeting
網 上 會 議 號 碼 Meeting ID：

92973622499

密碼 Passcode: 651781
或電話: (US) +1 833-548-0282
密碼 Passcode: 651781
或 通 過 SIP 參 加 Join by SIP:

92973622499@zoomcrc.com
密碼 Passcode: 651781
謝謝! 明天見！
小榮

更多中文視訊課程: https://tinyurl.com/
AlzChineseWebinars

請 上 網 報 名: https://tinyurl.com/
2022OnlineChineseEd
阿滋海默症協會中文網頁: www.alz.org/
chinese
若 對 義 工 有 興 趣: https://www.alz.org/
norcal/volunteer
若 對 倡 導 有 興 趣: https://www.alz.org/
norcal/advocacy
若對臨床試驗有興趣: alz.org/trial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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