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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聲春之聲》》第第2626屆遊園會將於屆遊園會將於11月月2929日舉行日舉行
液晶大電視液晶大電視、、iPhoneiPhone 1313大獎等你拿大獎等你拿

（本報訊）由美南新聞集團舉辦的第
26屆遊園會將於1月29日上午10點在美國
新聞電視大樓舉行。

目前考慮到疫情現況，為了避免疫情
傳播保證大家的身體健康，參加活動的人
員以貴賓邀請方式入場，其他人員可以通
過手機觀看全過程。

此次美南新春遊園會是通過中國融鼎
雲直播平台、美南新聞，youtube 等新媒
體平台同步播出。新媒體將聯動全球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們的新年遊園會進
行直播和報導。通過這些傳播平台，我們
新春遊園會的盛況將在同一時刻傳遍神州
大地，傳遍五洲四海。

本屆園遊會將由舞龍舞獅拉開序幕，
亞洲傳統特色節目陸續登場。優雅的中國
樂曲、精彩的中國功夫、時尚的越南時裝
秀、節目豐富多姿多彩。在活動中還設有
多項大獎，有 55’ 液晶電視、iPhone 13
等獎品，觀眾朋友在觀看直播時可以撥打

電話參與抽獎，第一個打進演播室的觀眾
將會獲得美南新聞提供的大獎一份。

活動當天熱線電話：281-498-4310，
參與抽獎。

（中央社）英國央行已開始升息來對抗通貨膨脹，美國聯邦準
備理事會（Fed）很可能不久將跟進。一些華爾街人士認為，美國央
行或許3月升息多達2碼，藉此 「震懾」市場展現平抑物價決心。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財經版（CNN Business）報導，聯準會26
日結束政策會議後，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將召開記者會，屆時
投資人將從中尋找央行利率計畫線索。市場目前不預期聯準會本週
將升息，認為較可能在3月出手。

那將是2020年3月以來，美國央行首度調整政策利率，當時聯
準會為因應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初期，將利
率下砍至接近0%。聯準會上一回升息，則要回溯至2018年12月。

利率調升將使得大多數民眾和企業的借貸成本更高，進而導致
消費者和企業支出速度減緩，通常能夠有抑制物價漲勢的效果。

大多數華爾街人士認為，聯準會希望採取緩慢且穩定的方法來
打擊通膨。若升息力道過猛，恐怕會傷害經濟，並使得股市驚慌失
措而引發更多震盪。

抗通膨 美聯準會不排除3月升息2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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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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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all Street was in the red again
on Monday. Stocks opened
sharply lower and the S&P 500
dropped 10 percent from its most
recent peak. The Dow fell more
than 730 points or 2.2 percent.

Investors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worry about,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s fear
mounts that the country could be
invaded by Russia.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will
hold a meeting on Wednesday. It
is not expected to adjust the
interest rate, but by March there
may be a change in expectations
of 0.25 percent.

To be honest, we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 Biden
when he came to office, but his
performance is indeed
disappointing. First of all,
because within the party
members of Congress, the
senate couldn’t pass many
bills, including the budget could
not pass. This seriously affects
the governance of the
government.

Today, all the small businesses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because of sharp increases for
raw materials including meat,
vegetables, steel and paper that
have risen by at least 30 percent.
How can these people survive?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since
our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the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 We
now see Russia
boldly threatening
to invade Ukraine
while the potential
for a Sino-U.S.
confront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increasing.

We call on
President Biden to
adjust both
internal and

foreign policy to the situations.
Otherwise,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continue to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0101//2525//20222022

Investors Worry About TheInvestors Worry About The
UkraineUkraine

華爾街股市下跌七百多點，投資者
正在焦慮烏克蘭戰火，中央銀行利息政
策及通貨膨脹等重大發展。

道瓊指數失滑了七百三十點，下跌
了百分之二點二，大部分高科技股本週
將出台利润報告，美國中央銀行本週三
將召開董事會， 預計不會調整利率，
但是到三月份時可能就有改變預期會調
上百分之零點二五，通貨膨脹已經影響
到全國物價上漲，是四十年來所罕見。

目前最令投資者擔憂的還是俄羅斯
重兵部署在烏克蘭邊境，是否會發動戰
爭 ，老實說我們對於拜登總統之施政
，包括內政和外交有著極高之期待，但
是一年過後，他的政績令人失望，首
先從內政方面來說，由於黨內國會參眾
議員無法團結一致，許多民生法案和預

算都無法通過，這將嚴重影響政府之施
政。今天所有小型商業正在面臨原材料
急速上漲之重大壓力，從蔬菜、肉類
、紙張、鋼材，至少上漲三成以上，
許多業主們說，拜登上任之後，根本
沒有任何補助方案，他們所拿到的一些
資助還是在川普时代，我們試問，拜
登總統是否知道這些民間疾苦呢？

在對外關係方面，自從我們從阿富
汗撤軍之後，無可諱言已經重創了美國
之聲望，我們看到俄羅斯大膽地要入侵
烏克蘭，亞太地區中美對抗正在加溫。

我們呼籲拜登總統急需調整內外政
策，首先安內再攘外，如果自己経濟
內政無法改善，民主黨將來之執政會面
臨嚴重挑戰。

股市下滑股市下滑 世局震盪世局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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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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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8成人口受災
湯加請求聯合國緊急援助 仍在評估損失

湯加海底火山噴發引發海嘯給湯加

造成嚴重損失。聯合國方面20日發布消

息說，湯加已經向聯合國提出緊急援助

申請。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 迪雅裏克：湯

加政府已經向我們請求了緊急援助，我們

的駐地協調員薩納卡· 薩馬拉辛哈已經給

出回復，並與湯加官方保持密切聯系。

聯合國方面消息稱，駐紮在湯加的聯合

國工作人員正全力以赴，積極協調援助湯

加事宜。湯加有望在23日前提出具體的援

助請求。目前，湯加政府已請求國際電信

聯盟提供衛星寬帶服務。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21日將向湯加運送消毒衛生用品包、便

攜油桶等援助物資。

超8成人口受災 5萬人飲用水告急
目前湯加共有約8.4萬人受到火山噴

發及其引發的海嘯影響，約占全國總人口

的84%。此外，約有100座房屋受損，另

有約50座房屋被完全毀掉，火山灰造成的

影響更是波及湯加全境。湯加國家災害應

對部門以及紅十字會正在評估湯加主島和

其他島嶼的災情影響。目前評估小組工作

已經覆蓋湯加

大部分地區，

包括一些偏遠

的島嶼。

由於火山

灰的大範圍影

響，湯加有 5

萬人的飲用水

來源堪憂，水

質安全檢測仍

在繼續進行，

大部分人都只

能飲用瓶裝水

。水凈化裝置

和海水淡化設備急缺。

受火山灰、海水倒灌以及酸雨的影響

，湯加大約6萬人的農作物、牲畜、漁業

遭到破壞。還有一些地區出現燃料短缺。

這次火山噴發和海嘯的影響將對湯加的基

礎設施造成很大挑戰。援助人員還在協調

安裝通信裝備，確保政府和救援人員以及

受災人員能夠聯絡。美國戈達德航天中心

估計，這次湯加火山噴發的威力相當於美

國往日本廣島投放的原子彈威力的500倍

以上。

湯加國王：災難來臨 讓我們共同
面對

20日，湯加國王圖普六世通過社交

媒體向全國發表音頻致辭。他表示，湯

加突然遭遇火山爆發，但不管面臨多大

的困難，讓我們每一個人互相信任、互

相扶持，共同面對，終能撥開烏雲，看

到光明！

以色列將為5至11歲
新冠重癥風險較高的兒童接種加強針

綜合報導 以色列衛生部宣布，將爲5至11歲新冠重症風險較高的

兒童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

據以色列媒體報道，以衛生部 20 日指示醫療機構開始爲這些

兒童接種輝瑞疫苗加強針。這些兒童包括嚴重超重者、有嚴重慢

性肺病和免疫系統嚴重受損者等，他們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發展

成重症甚至死亡的風險較高。醫療機構將根據每個兒童的具體情

況對接種加強針進行逐例審批。此前以色列只爲 11 歲以上人群接

種加強針。

以衛生部 19 日公布的一項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研究顯示，即

使在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肆虐的情況下，接種新冠疫苗也

能提供很好保護。5 至 11 歲兒童完成兩劑新冠疫苗接種兩個月內

，感染新冠風險約爲未接種疫苗同齡人的一半。12 至 15 歲青少

年完成疫苗加強針接種兩個月內，受到的保護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

同齡人的4倍。

去年11月 23日，以色列開始爲5至11歲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接

種的劑量是12歲及以上人群適用劑量的三分之一。

以色列 2020 年 12月開始新冠疫苗接種工作，截至本月 20日，

該國945萬人口中約668萬人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約605萬人完成兩

劑疫苗接種，約442萬人接種了第三劑疫苗，約59萬人完成第四劑

疫苗接種。

據以色列衛生部 20日公布的數據，過去 24小時該國新增確診

病例64940例，累計確診約210萬例；累計死亡8369例；現有確診病

例約41萬例。

對F-35戰機缺乏信心？日英聯手打造第六代戰機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和

英國已經宣布計劃在第六代戰

機項目的發動機研發方面進行

合作。這是兩國在全球戰鬥機

研發競賽中聯手搶占先機。

報道稱，三菱重工業公司

和石川島播磨重工集團將領導

日本的研發工作，而羅爾斯羅

伊斯公司和英國航空航天系統

公司將負責英國的研發工作。

報道還稱，兩國還將進行

“聯合空對空”導彈計劃，並

打算簽署一份分享技術的合作

備忘錄。在進行聯合可行性研

究後，關于發動機的聯合研發

工作定于2022年4月啓動。

報道指出，日本和英國的合

作反映出雙方對打造專門的空中

優勢平台的需求。雖然兩國都在

使用美國制造的F-35第五代戰

機，但其設計最適合執行打擊任

務，而不是獲得空中優勢。

報道認爲，這表明人們對

F-35戰機的空對空作戰實力缺

乏信心。

報道指出，關于第六代戰

機的定義，人們尚未

取得共識，但第六代

戰機也許會采用以下

技術，比如模塊化設

計、可選有人駕駛能

力、無人機集群、定

向能武器、機器學習

、人工智能、虛擬現

實和增強現實等。

報道介紹，日本的F-X第

六代戰機項目，旨在通過列裝

一款新型空中優勢戰鬥機來制

衡對手。日本計劃于2031年開

始生産F-X系列，2035年開始

讓其服役。日本約 200架 F-15

戰機越來越超負荷運轉。

報道稱，英國的“風暴”

項目計劃到2035年取代“台風”

第四代戰鬥機，成爲空中優勢

平台，並對英國F-35機群的打

擊能力形成補充。該項目旨在

重建英國的空中優勢能力。因

其此前將重點放在反恐戰爭上

，這一能力沒有得到重視。

報道還稱，這一需求反映

在英國的《2021年國防戰略指

揮文件》中。該文件強調，在

與俄羅斯等潛在大國衝突中，

英國有必要獲得空中優勢。

報道指出，F-35戰機並非

獲取空中優勢的最優選擇，加

上加快研發速度以及分擔研發

成本的需要，這些可能是英國

在“風暴”項目之初選擇與日

本合作的原因。

報道注意到，除了日本和英

國的第六代戰機聯合項目，法國

和德國也在進行類似合作，即未

來空中作戰系統(FCAS)項目。

報道稱，FCAS項目旨在于21

世紀40年代取代法國的“陣風”

戰鬥機和德國的“台風”戰鬥機，

並將成爲歐洲最大的防務合作項目

之一。FCAS項目的目標是到2026

年生産出一架原型機，到2030年

完成研發，到2040年投入使用。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實施

“下一代空中優勢”計劃。據說，

一架原型機已于去年試飛。該項目

旨在保持美國在空中優勢方面的領

先地位。但外界對它知之甚少，

因爲美國沒有公布太多關于這

個高度機密計劃的信息。

希臘新冠死亡人數居高不下
專家建議延長防疫措施

希臘日增新冠確診病例數近期逐

漸減少，但新增死亡人數仍居高位，

根據數學模型預測，新冠死亡病例還

將增加。希臘公共衛生系統因此承受

巨大壓力，專家建議延長目前防疫措施

至1月31日。

防疫措施料將延長
雖然近一段時間以來，希臘每日新

增的新冠確診病例數逐漸減少，但新增

死亡人數已連續兩天達到三位數，公共

衛生系統仍然承受著巨大壓力。

希臘衛生部長薩諾斯· 普列弗裏斯

19日接受采訪時說，根據衛生專家的

共識，目前的防疫措施的生效時間應

該持續20至 25天，才能更好地控制病

毒擴散，因此，將這些措施延長到本

月底“似乎是合理的”。衛生專家委

員會也在 19日下午召開會議後，向政

府建議將防疫措施的有效時間延長至

1月31日。

此外，希臘微生物學教授阿爾基

維雅迪斯· 瓦托波洛斯指出，專家們正

在就居高不下的死亡率進行分析和調

查。他說，公共衛生系統長期承受的

壓力，以及患者在病情嚴重惡化之前

不願尋求治療，可能對這一現象提供

了部分解釋。

他同時建議，民衆在出現生病症狀

後積極尋求醫療幫助，在感染新冠病毒

後應該注意監測血氧水平，並在感到不

適時立即聯系醫生。

奧密克戎未完全取代德爾塔
泛希臘醫療協會主席阿薩納西奧斯·

埃克薩蒂洛斯說：“盡管奧密克戎變異

毒株已經在希臘盛行，但它並沒有完全

取代德爾塔成爲該國感染人數最多的新

冠變異病毒。每天新增的病例中仍有大

量德爾塔毒株感染者。特別是絕大多數

的重症患者都與感染德爾塔有關，這一

點非常令人擔憂。”

他指出，相比奧密克戎，德爾塔會

導致更高的死亡率，這也意味著它具有

更高的危險性。他同時補充說，幾乎所

有的死亡病例都是50歲以上未接種疫苗

的人士。

死亡人數仍會增加
塞薩洛尼基亞裏斯多德大學環境

工程學教授莫斯賽尼斯· 薩利亞尼斯表

示，根據數學模型預測，由于德爾塔

變異毒株的存在和病毒傳播的速度極

快，不久後希臘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

數將會增加。

他說：“感染德爾塔變異毒株的患

者需要在重症病房中治療的時間更久，

這將拖累衛生醫療系統並增加死亡概率

。雖然自今年以來希臘的疫情狀況得到

了好轉，但死亡人數的增加預計將會持

續到2月3日左右。”

談到疫情好轉的原因，他說這主要

歸功于接種加強針的人數在不斷擴大，

同時增加遠程辦公比例和目前的防控措

施也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20107例新冠確診患者

，目前累計確診1723496例。當日新增死

亡88例，累計死亡22285例。

意大利濃縮咖啡進入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候選名單

綜合報導 意大利農業、食品和林業部副部長森蒂納約(Gian Marco

Centinaio)向媒體通報，意大利濃縮咖啡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爲人類

非物質遺産候選資格名單，並將于3月31日以前在巴黎正式進行審批和

發布。

據報道，森蒂納約表示，意大利濃縮咖啡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飲品

，它是一種真正的生活儀式，也是一種文化意識，是意大利國家身份的

一個組成部分，它使意大利在世界上與衆不同。

森蒂納約說，他非常高興意大利濃縮咖啡能夠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爲人類非物質遺産候選資格名單，意大利農業、食品和林業部已正式

將提名文件發送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

爲推廣和保護意大利非物質文化，早在2016年3月，意大利已著手

爲濃縮咖啡申請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産資格。時至今日，意大利濃縮咖啡

才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候選名單，正式進入審批

程序。

森蒂納約強調，意大利濃縮咖啡不僅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從那

不勒斯到威尼斯，再到的裏雅斯特，途經羅馬和米蘭，濃縮咖啡讓

整個國家著迷。如今，大流行造成的限制措施正在損害著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此時人們仍不忘到酒吧喝一杯濃縮咖啡。在這特殊的曆

史時期，濃縮咖啡能夠進入人類非物質遺産候選資格名單更顯得尤

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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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總統當選人秀瑪菈．卡斯楚即將
於27日就職，惟近日她所屬政黨內部分裂，導
致國會議長鬧出雙胞，現在傳出美國已介入協
調，希望避免宏國爆發政治危機。

宏都拉斯國會可說是秀瑪菈．卡斯楚
（Xiomara Castro）推動反貪腐和政治改革計畫
的關鍵平台。

宏國的雙胞議長危機始於 21 日。自去年
11月國會選舉後，由128名議員組成的新一屆
國會21日首度開議。當天卡斯楚所屬政黨 「自
由重建黨」（Libre）有近20名成員倒戈，與原
本執政的右翼 「國家黨」（National Party）合
作，選出自由重建黨議員考立克斯（Jorge Ca-
lix）擔任臨時議長。

死忠支持卡斯楚的議員則聲稱此舉違反自
由重建黨與聯盟的協議。考立克斯宣誓就職時
，憤怒的自由重建黨議員在一片 「叛徒」、
「秀瑪菈」的叫喊聲中強行衝上議事台，迫使

考立克斯在拳打腳踢和推擠中狼狽逃離。隨後
倒戈議員也被開除黨籍。

自由重建黨議員23日在國會大廈舉行的儀
式上任命聯盟夥伴、宏都拉斯薩爾瓦多黨
（Salvador party of Honduras, PSH）的芮登杜
（Luis Redondo）擔任議長；與此同時，得到
右翼政黨支持的自由重建黨異議議員也在另個
私人場所任命考立克斯為議長。

考立克斯被總統當選人卡斯楚和剩餘50名

自由重建黨議員中的多數人批評為 「叛徒」，
且對立的兩方都宣稱他們擁有多數支持。

此後，考立克斯透過錄音公開喊話， 「讓
我們展開對話吧！如果有必要，我們也可以再
次投票（選舉議長）。我願意隨時接受議員們
的審查，如果這樣做才能平息紛爭，那就這樣
吧！」

卡斯楚將成為宏國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
預計27日正式宣誓就職。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與
台灣副總統賴清德也將出席觀禮。

先前，卡斯楚透過推文承認芮登杜是國會
議長，並邀請他出席就職典禮。

然而，由於國會的混亂狀況已釀成危機，
分析人士表示，就職典禮可能被迫延後舉行。

芮登杜24日宣稱， 「美國大使館的人已與
我聯絡，我們將與他們談話」，暗示華盛頓已
出手調解這場危機。

同日，至少2名倒戈支持考立克斯的自由
重建黨議員改變主意，宣布支持芮登杜。

宏都拉斯社會學家卡里亞斯（Pablo Carias
）告訴法新社， 「美國可能正與他們（2名議
長）會面，並提出承認芮登杜或尋求第3條路
的解決方案。」

此外，卡斯楚聯盟夥伴、即將被任命為副
總統的宏都拉斯薩爾瓦多黨領袖納斯拉亞
（Salvador Nasralla）也強硬表態稱， 「武裝部
隊已為芮登杜的國會就職典禮做好準備。」

美國介入宏都拉斯議長雙胞案 避免政治危機加深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一名美國大媽在檢查她的電子信箱垃圾郵件
時，無意間翻找到自己中了8300萬的樂透頭獎
消息。她表示當初看到臉書(Facebook)廣告打
得很兇，獎金上看百萬，所以沒想太多直接買
了一張。等到獎金到手後，她打算提早退休並
且與家人分享這筆鉅額。

這名幸運得主是來自美國 55 歲的皮爾斯
(Laura Spears)，去年（2021）的最後一天她在
臉書看到斗大的樂透獎金廣告，抱著試試看的
心態便選了五個號碼。幾天後，當她正在尋找
一封遺失的信件時，不經意的在垃圾郵件裡面

看到一封自己疑似中獎的訊息，不敢置信的同
時，皮爾斯立刻登錄彩券網站確認，當她得知
自己中獎的時候激動說道： 「我簡直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什麼，這一切都太不真實了，我竟然
贏得300萬元（相當於台幣8300萬）！」

就在上週，皮爾斯也順利將獎金全數領回
，而關於該如何運用這筆錢，她只說會計畫提
早退休並且跟家人一同分享這筆意外之財。還
不忘幽默表示： 「我一定會將密歇根州彩票
（Michigan Lottery）加入我的最愛，誰知道我
哪天又幸運再次中大獎。當然，還有常常去檢
查信箱的信！」

「垃圾郵件」 先別急著刪 大媽示範爽拿300萬秒退休

航行了1個月，里程數達到150萬公里之後
，有 「史上最貴天文儀器」之稱的詹姆斯韋伯太
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終於在1月
24日到達它的部署點L2。在航行過程中，韋伯望
遠鏡也逐步伸展張開，克服了各種疑慮，現在進
入5個月的儀器測試與機體冷卻，就可以正式探
索太空了。

太空網(Space.com)報導，這台耗資 100 億美
元，有著最昂貴、最會延期，得到 「鴿王」之稱
的韋伯太空望遠鏡，在去年12月25日成功發射
，之後一直在忙於部署與伸張各種系統和結構，
一切都非常的順利，終於抵達地球、月球以及太
陽的引力平衡點 「第2拉格朗日點」(L2, lagrange
point 2)，在這裡可以最小程度的不被地球引力與
視野影響。

在過去的 30 天內，韋伯一直在緩慢而小心
地展開它的遮陽罩，以及它的主鏡系統，在星期

四（1 月 19 日）， 它的 18 面六邊形主鏡已完整
展開，形成漂亮的金色主鏡。

進入繞行L2的軌道後，韋伯將開始啟動它的
4台主要科學儀器，但此時溫度還不夠低，必須
花5個月的時間冷卻，才不會使它精密的紅外線
偵測系統受到干擾。

韋伯是一具極為敏銳的紅外線望遠鏡，這樣
的設計是因為宇宙正在快速向外膨漲，最遙遠的
宇宙正以極快的速度離我們遠去，使得它們的星
光出現紅偏移現象，這時候只有紅外線波段的感
測裝備，才能仔細的看清楚這些泛紅光的星體內
部細節。

科學家原本擔心，100億美元的韋伯望遠鏡
服役時間可能很有限，由於推進劑供應有限，或
許5到10年就無法維持了。然而，NASA在預計
剩餘燃料量後，已確定它的操作時間絕對超過10
年很多。

史上最貴！韋伯望遠鏡抵達L2 半年後啟用

美國德州等多州檢察長今天提起訴訟，指控科技巨擘谷歌公
司（Google）追蹤用戶所在位置資訊且從中獲利，並讓消費者誤
以為只要關閉定位紀錄等功能，就能保護自己的隱私。

綜合法新社與路透社報導，試圖阻止這些行為的訴狀指稱，
Google蒐集數十億用戶資訊，依此建立詳細的使用者個人資料，
並出售具高度針對性的廣告，其中用戶所在位置是關鍵資訊，
「明顯侵犯消費者隱私」。

華 盛 頓 哥 倫 比 亞 特 區 檢 察 長 拉 辛 （Karl Racine） 說 ：
「Google讓消費者誤以為，只要更改帳戶和裝置設定就能保護自

己的隱私。」
這些訴訟是Google和其他美國科技巨頭面臨的最新法律挑

戰，這些科技巨擘長期面臨各種調查和訴訟，但國內始終缺乏監
管其業務的新法規。

德州、印第安納州、華盛頓州和
哥倫比亞特區檢察長相繼提告，

對Google提出相同指控。檢察長是各州最高執法官員和法律顧
問。

Google表示，這些檢察長的主張並不正確，且是基於對其設
定的過時斷言。

Google在聲明中提到： 「我們一直為自家產品設置隱私功能
，針對用戶所在位置資訊也有健全的控管機制。我們將積極為自
己辯護，澄清事實。」

拉辛認為，至少從2014年到2019年，Google聲稱用戶一旦
關閉 「定位紀錄」功能，Google就不再留存他們的 「足跡資料」
。

拉辛的辦公室在聲明中說： 「那是假的。即使關閉定位紀錄
，Google仍繼續蒐集和儲存用戶的所在位置。」

這些檢察長還指控這家矽谷巨頭使用又稱欺騙模式的 「暗黑

模式」，目的在於以對公司有利的方式，微妙地影響消費者做出
選擇。

拉辛的辦公室舉例說，某些應用程式（App）會不斷提醒用
戶提供定位資訊，聲稱若未提供相關訊息，裝置就無法正常運作
，但實際上那些App並不需要定位資訊。

華盛頓州檢察長佛格森（Bob Ferguson）說，Google於2020
年透過廣告獲利近1500億美元（約新台幣4.15兆元）。

佛格森的辦公室今天發布聲明表示： 「定位紀錄對Google
廣告業務至關重要。因此，Google具有勸阻使用者隱藏相關紀錄
的經濟動機。」

印第安納州檢察長羅基塔（Todd Rokita）在聲明中說：
「就算是有限的定位資訊，日積月累，也會暴露一個人的身分和

生活習慣。」
他指出，這些資訊可用來推斷 「敏感的個人細節」，好比政

治或宗教信仰、收入、健康或生活事項，例如出生和離婚等。

美多州檢察長告上法院控谷歌蒐集用戶個資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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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2月重啟入境免隔離計劃
延長緊急狀態2個月

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宣布，從

2月 1日起重啓入境免隔離計劃，

同時延長緊急狀態法實施期限2個

月。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簡

稱疫管中心)發言人表示，當天由泰

國總理巴育主持召開的該中心會議

，討論了當前國內的疫情形勢，並

作出上述決定。

泰國于去年11月啓動入境免隔

離計劃，允許來自63個國家和地區

、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遊客，在

搭乘飛機入境泰國後免除強制隔離

。該計劃實施一個多月後，由于擔

心新變異毒株奧密克戎的擴散，泰

國政府從去年12月22日起暫停免隔

離入境模式的申請。

經過近一段時間的觀察，泰國

政府認爲奧密克戎毒株雖然傳播較

快，但重症率和死亡率並未上升，

因此決定重啓入境免隔離計劃。

數據顯示，入境免隔離計劃實

施以來，通過這一模式入境泰國的

遊客約有39萬人次。

發言人表示，此次恢複入境

免隔離計劃後，遊客將在抵達泰

國的第一晚和第五晚各接受一次

新冠檢測。另外，重啓後的入境

免隔離計劃適用于所有國家和地

區的遊客。

當天的疫管中心會議還決定，

將本月底到期的緊急狀態法實施期

限再延長2個月，至3月31日止。

這也是泰國政府自2020年3月26日

首次實施緊急狀態法以來，第16次

延長實施期限。

當天，泰國公布新增8129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和19例死亡病例。

至此，泰國累計確診病例2353062例

，累計死亡病例2198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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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總務省公布

的報告顯示，2021年日本去除

生鮮食品外的核心消費價格指

數(CPI)經季節調整後較2020年

下降0.2%，這是該指數連續第

二年下降。

報告顯示，導致 2021 年

日本核心CPI下降的重要原因

是手機通信費降低。為響應

政府要求，日本各大電信公

司去年春季紛紛推出低價套

餐，導致日本手機通信費下

降 33.3%，並使 CPI 指數下降

0.9 個百分點。同時，2021 年

酒店住宿費上升，對CPI起到

拉升作用。此外，火災及地

震保險費、汽油等能源交通

類商品及服務價格上漲也對

CPI起到支撐作用。

總務省當天同時公布的月度數據顯示，由

於能源類商品及服務價格全面上漲，去年 12 月

日本核心 CPI 同比上升 0.5%，連續 4 個月呈現同

比上升。

日本央行 18 日發表的經濟與物價展望報告

認為，2022 財年能源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將逐步

傳遞至消費物價，同時手機資費下調對物價的影

響將逐漸消退，預計 2022財年物價漲幅將逐步擴

大。報告將 2022財年日本通脹預期由此前的 0.9%

上調至 1.1%。

泰國北欖府一住宅區地面塌陷
致30多座房屋損毀

綜合報導 泰國中部北欖府一

處沿河而建的住宅區發生地面塌

陷，33座房屋損毀，但無人員傷

亡。

該住宅區所在地在開發之前

為一片魚塘，幾十年前開發商填

土蓋房成為居住區。目前附近有

一個大土坑，有公司從這裏挖土

出售。事發前的17日，土坑與河

道之間的地面開始發生塌陷，河

水漫入深坑，雖然緊急采取了挖

土築高河堤的措施，但20日晚間

河堤坍塌，河水迅速灌入100多

米的深坑，導致附近居民區地面

塌陷、房屋倒塌，受災居民達80

多人。由於居民提前做好了撤離

準備，因此沒有造成傷亡。

目前事故仍在調查中，當地

政府開設了緊急避難處，並為受

災居民提供食品、飲用水和生活

用品。

韓總統候選人妻子勁爆錄音被曝後稱
“人格權受侵”並上訴，法院：駁回

綜合報導 韓聯社消息，首爾南部地

方法院民51庭21日駁回大選候選人尹錫悅

之妻金建希就其通話錄音提出的大部分請

求，允許網媒“首爾之聲”播出旗下攝影

師和金建希的多數通話內容。據韓媒此前

報道，在錄音中，金對記者說：“我丈夫

如果成爲總統，你將獲益良多。如果李在

明成爲總統，你想想你能得到什麽。”

據報道，金建希曾向法院提出有關禁

止首爾之聲公開本人與該媒體攝影師李明

秀(音)時長7小時的通話錄音的申請。金建

希方面認爲，李明秀未經同意錄下個人之

間的對話屬于違法行爲，通話內容公開時

人格權將遭受嚴重侵犯，因此針對首爾之

聲向法院提出臨時處分請求。在前一天的

庭審中，金建希的律師主張稱，這是帶著

政治目的錄下的內容，不在言論自由和受

保護範圍。

不過，報道稱，針對金建希的申請，

法院僅接受部分請求，同意首爾之聲公開

大部分內容。被禁播的內容包括與公事無

關的金建希家人隱私相關內容，以及錄音

中沒有涉及李明秀的他人之間的對話，其

余內容均可被公開。

韓國MBC電視台曝光了該國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

人尹錫悅夫人金建希的“7小時錄

音”，內容勁爆。該通話內容是

金建希與網絡媒體“首爾之聲”

某記者的談話錄音，時長大約7

小時45分鍾，錄音時金本人並不

知道。電話中，金對記者說：

“我丈夫如果成爲總統，你將獲

益良多。如果李在明成爲總統，

你想想你能得到什麽。”金還表示，

“要是做得好，將來可以給你 1 億韓

元”。韓媒《亞洲經濟》分析稱：這讓

“本就撲朔迷離的韓國大選局勢走向再

添變數”。在2022年韓國大選候選人中

，尹錫悅被視爲保守派，政治主張傾向

親日、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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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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在光影中捕捉了瞬間，

記錄鏡頭下的各種人和事。隨着

時代變遷，周遭環境為切合我們的需要

而發生轉變，香港經歷重重考驗後由漁

業發展成以服務業主導的市場，我們的

環境在不知不覺中隨時間改變，你還記

得上世紀的香港是什麼樣子嗎？我們無

法回到過去，探尋舊香港最簡單直接的

方法是翻閱舊照片，最近有藝術館以舊

香港為題展出多張歷史照片，藉影像說

故事。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部分照片由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及Wai-man Lau提供

由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創始人艾思滔策劃的
展覽《復甦生息、逆中求存、重振旗

鼓》，展出由攝影師Hedda Morrison、李福志
和Brian Brake於上世紀四十到七十年代拍攝香
港的照片。80多幅黑白和彩色照片展現香港橫跨
30多年的蛻變，從1946至1947年間戰後復甦生
息、到五十年代逆中求存、六十至七十年代則重
振旗鼓令舉世矚目。三位攝影師有着不同閱歷、
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攝影目標，但各自以其風
格記錄了香港近數十年的歷煉，在照片當中可見
香港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軌跡之發展。

展覽場地位於金鐘的一處以歷史悠久的軍火
庫改建而成的藝術館，甫進入展廳，展板上的舊
照片配合充滿歷史氣息的裝潢使人格外投入細味
每張照片的故事。展覽以三位攝影師不同時期的
作品大致區分為三部分：四十至五十年代為
Hedda Morrison之作品、李福志五十至六十年
代，以及Brian Brake七十年代的攝影作。

近鏡攝下平民戰後生活
Hedda Morrison於德國出生，是一位紀實

攝影師，展覽中的30多張黑白照片由她拍攝，
記錄了她來香港短居時城市戰後復甦的點滴。對
比Morrison曾於中國及東南亞拍攝的作品而言，
她的香港相片盡顯對平民百姓的愛戴和尊重。在
她鏡頭下不少是以平民生活為題的作品，甚至不
少為近鏡拍攝，可見她平易近人的性格令不少人
樂意成為她鏡頭下的主角。

步入展覽，Morrison的《Cigarette Seller》
拍攝着一名在街頭擺賣的婦人，那時二戰剛結
束，百廢待興、民生困苦，平民的日子過得憂心
忡忡，前路難以預測。婦人銳利的眼神難掩戒
心，頭髮隨便用髮夾盤起，身上只有一件披風抵
擋寒風。從照片中可見不少當時暢銷的香煙品
牌：如Senior Service、駱駝及好彩。Morrison
的《Sheung Wan Street》作品構圖置中對稱，
展示西區密麻麻的樓宇，衣裳竹緊挨着商舖招
牌，擠迫的環境可見一斑。曬晾的衣服儼如萬國
旗，由此可見華人百姓雖然只有蝸居容身，但卻
很愛清潔。

遊走遊走黑黑白白彩色彩色光影中尋香港故事光影中尋香港故事

相片展覽相片展覽《《復甦生息復甦生息、、逆中求存逆中求存、、重振旗鼓重振旗鼓》》
日期日期：：即日起至即日起至33月月66日日

地點地點：：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夫人藝術館麥禮賢夫人藝術館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羽毛球精英運動員黃
永棋早前透過Community in Action計劃，到訪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與全校小學生，活動中他分
享自己在全職運動員路上的經歷，亦帶領一眾
師生做熱身運動，並與在場的師生對打，以互
動、有趣的方式讓同學感受羽毛球的樂趣。雖
然在疫情下要緊守社交距離，全校學生都透過
現場或網上參與其中，氣氛十分熱烈。黃永棋
希望學生能從中學習到運動員的堅毅精神，積
極建立人生目標。

身兼多職的黃永棋既是全職運動員，也是一
位爸爸。原來黃永棋小三開始入選羽球校隊，小
五時開始跟私人教練訓練；到上中學時被選入香

港體育學院，一年後更入選香港羽球隊青年軍。
到中三時正就讀喇沙書院的黃永棋毅然決定輟學
當全職運動員，至今有十多年。

運動員生涯傷患經歷最痛苦，黃永棋表示年
輕時經常因腳部舊患復發而感到氣餒，曾一度迷
失，但隨着年紀漸長，他已慢慢學會如何克服及
適應，並與傷患共存。他分外語重心長地鼓勵同
學們勇敢克服困難，不要輕言放棄，建立積極人
生觀。

東京奧運香港精英運動員在賽場上發熱發
光，再次激發起運動員的鬥志。2021年9月以
港隊男團代表出戰全國運動會，憑着黃永棋在
第五場的爆發性表現最終於落後一場下反勝山

東隊出戰小組賽。
早前舊患又復發，目前正在休養及治療，

但黃永棋表示：“對今年出戰亞運的決心不
變，希望之後能夠參與不同的積分賽，爭取亞
運入場券，當然之後亦會希望衝擊2024年巴黎
奧運。”黃永棋坦言作為運動員當然希望登高
峰；同時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看到爸爸出賽，
成為女兒的驕傲。

永棋特別提到，在場的學生們都充滿活力，
顯示出對羽毛球運動的興趣，寄語學生們要用心
發掘自己的潛能，並要有堅定的決心才可以達成
目標、邁向成功。他希望透過自己開創的球會，
把球技傳承下一代。

精英運動員黃永棋分享經歷精英運動員黃永棋分享經歷 鼓勵同學不要輕言放棄目標鼓勵同學不要輕言放棄目標

●●精英運動員黃永棋（左二）獲學校贈紀念旗。

新加坡攝影師李福志於新加坡攝影師李福志於19471947年到香港生活年到香港生活，，以為山頂遊以為山頂遊
客拍照謀生客拍照謀生，，他初時主要拍攝人像他初時主要拍攝人像，，後期則轉為擺賣香港風後期則轉為擺賣香港風
景照景照，，例如是次展出的作品例如是次展出的作品。。展覽展示了他近展覽展示了他近4040幅黑白照幅黑白照
片片，，突出了香港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所經歷的變化。李福志的
人生面貌和攝影道路都與Morrison及Brake差別甚大。他不
似二人出身富裕家庭，也從沒接受正式的攝影訓練，全憑堅
毅意志與實力闖出新路，為訪港遊客拍照和售賣照片。

李福志的攝影作品《Tanka Women Getting Water》中
可見蜑家婦女在岸邊水龍頭輪候打水。當時水上人每日也要
到岸上打水到帆船和舢舨使用，這份差事一般由婦女及小孩
負責。婦女們除了身穿典型蜑家服飾和頭戴竹帽，腳部扁闊
也是特徵，這是長年赤腳在船上辛勞生活所致，而且赤腳在
甲板上行走步履較穩。

李福志的《Star Ferry Smoke》攝於香港島的舊天星碼
頭，對面的干諾道當時有不少愛德華風格的建築物沿維港而
建。此照片中，一艘戰前天星小輪正在泊岸或開行，柴油機
器猛力發動，冒出一團濃煙。不遠處的紅磚中環郵政總局有
CABLES廣告字樣，右面新發明的霓虹燈正宣傳可口可樂。

新西蘭攝影師Brian Brake的信念與Hedda Morrison不
謀而合，然而Morrison的作品多為獨立相片，而Brake則藉
着連環影像說故事，透過精心鋪排構思，運用精湛的攝影技
巧演繹。展覽中20多張描繪香港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彩色照片
均由Brian Brake 於1962至1976年常駐香港時拍攝，在搬到
香港之前，他在通訊社工作，周遊列國，攝影作品獲多份當
代攝影雜誌刊載。

Brian Brake的《Aberdeen Aerial View》為一幅鳥瞰照
片，Brake在清早的晨光下取景，鏡頭望向香港仔、鴨脷洲
和區內的漁港。鴨脷洲的山丘都被削平，香港仔則填海造地
建造屋邨。《Red Banquet》同樣出自Brake的鏡頭，從這張
照片的廚師帽子可得知這是粵菜食肆翠園酒家，從人物的衣
着看來，應是1970年代拍攝。Brake觀察力強且眼明手快，
這張照片及時捕捉了食客的不同表情，然後透過廣角鏡將整
個群組攝入框內。

●●現場展出現場展出
8080多幅香港多幅香港
舊照片舊照片。。
張美婷張美婷攝攝

●●Hedda MorrisonHedda Morrison《《Cigarette SellerCigarette Seller》》

●●Hedda Morriso
n

Hedda Morriso
n

《《Des Voeux Ro
ad Tram

Des Voeux Ro
ad Tram》》

●●李福志李福志《《Star Ferry SmokeStar Ferry Smoke》》

●●李福志李福志《《Tanka Women Getting WaterTanka Women Getting Water》》

●●Brian BrakeBrian Brake 攝於九攝於九龍慈雲山徙置區龍慈雲山徙置區。。

●●Brian BrakeBrian Brake《《Aberdeen Aerial ViewAberdeen Aerial View》》 ●●Brian BrakeBrian Brake《《Red BanquetRed Banquet》》

●●Hedda MorrisonHedda Morrison
《《Sheung Wan StreetSheung Wan Street》》

●●李福志的蔡司李福志的蔡司IkontaIkonta相機相機。。

文 化 視 野 2022年1月25日（星期二）4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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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法務部次長蔡碧仲遭民眾檢
舉指他說的話，誤導多數民眾以為多數律師
諮詢免費，每小時僅收2000元，北市中正一
警分局將蔡依社維法移送。北院認定，無法
證明言論造成恐慌，裁定不罰。

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判決指出，台北巿
中正一警分局移送指出，有民眾陳情依某媒
體110年10月20日報導，蔡碧仲於當天法務
部的建置律師查詢系統落實司法近用權記者
會上，表示多數律師不收諮詢費，即便要收
新台幣2000元也沒關係等語，誤導多數民眾
以為多數律師諮詢免費，每小時僅收2000元
，言論影響公共安寧、傷害民眾與律師信賴
關係。

警方後來將蔡碧仲，以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散布謠言，影響公共安寧，移送法院。

台北地院法官仔細看完報導上下文內容
後，認為法務部為建置律師查詢系統，避免

民眾遭假律師詐騙，要建議民眾可親至律師
事務所洽談，經由與律師對談了解律師對法
律的掌握度，以決定是否委任這名律師，多
數律師收取諮詢費用不一。蔡碧仲在記者會
上就如何辨別真假律師而發言部分，難認是
故意將不實事實捏造，以謠言呈現並散布。

法院指出，民眾於接洽律師時均可先詳
加詢問相關收費項目，並透過其他方法辨別
律師真偽，新聞內容應還不足以引起閱覽者
心生畏懼或恐慌，與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
須引起公眾畏懼及恐慌有別。

此外，警方移送本件除新聞截圖之外，
就新聞報導有何造成使聽聞者產生畏懼或恐
慌等負面心理，及影響公共安寧的程度情形
，均未提出積極證據加以證明，北院日前以
本件不符合社維法要件，裁定不罰。可抗告
。

法務部次長蔡碧仲遭移送社維法 法官裁定不罰

（中央社）台中地院今天審理一件強盜案件時，被告楊姓男子開完庭疑似要脫逃，一旁法
警立即上前壓制後，將楊男還押看守所，過程中5名法警受有輕傷，就醫包紮後無大礙。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長林源森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話訪問時表示，法院下午審理一件強
盜案件，開庭期間被告楊姓男子未上手銬與腳鐐，法警在一旁戒護，審理一結束，楊男情緒激
動，做出不適當、疑似脫逃的動作，一旁法警立即上前壓制。

林源森指出，楊男經成功制伏後，已還押回看守所，5名法警在制伏楊男的過程中受有輕
傷，經就醫包紮後無大礙都已出院，後續將蒐證後交由檢方追究楊男相關責任。

強盜案被告開庭後疑要脫逃 5法警壓制時受輕傷
（中央社）去年底在澎湖海域擱淺獲救的貝

里斯籍雜貨輪 「合茂號」，傳船上有走私香菸，
高雄檢方與基隆海巡隊今天跨海開艙清查，目前
正出全面調查中。

基隆海巡隊接獲線報指出，這艘擱淺的 「合
茂號」雜貨輪，船艙內滿載有 「福建7號」等走
私香菸，向高雄地檢署申請搜索票，辦案人員今
天專程跨海前來，在港務局、澎湖岸巡與查緝隊
等協助下，進行清消和開艙清查，並向澎湖縣政
府財政處告知私菸，暫時卸置在馬公碼頭，現場

並圍起警戒線管制，初估有上千箱私菸。
這艘貝里斯籍的雜貨輪 「合茂號」，是在去

年12月24日基隆外海52海浬處發出遇險信號，船
上9名船員棄船，由探險家輪救起，航港局通報
航行船隻要注意。 「合茂號」自基隆外海進水後
，一路南漂，12月27日晚在澎湖險礁嶼附近擱淺
，交通部航港局與岸巡單位全力監控，28日配合
潮汐，由大龍拖船順利拖返馬公港，迄今泊靠馬
公港4號碼頭。

擱淺拖救貨輪艙滿載私菸 海巡全面清艙調查

（中央社）新北地檢署偵辦林秉樞涉施暴民
主進步黨籍立委高嘉瑜案，今天針對犯罪事實偵
查終結，依傷害、妨害自由等8項罪嫌起訴林秉
樞。

根據新北地檢署起訴書，去年11月11日至12
日間，林秉樞涉嫌在新北市板橋區馥都飯店房內
對高嘉瑜施暴、控制行動，期間雖有同意高嘉瑜
至立法院簽到，但命她隨時保持通話、回傳搭乘
計程車紀錄、工作後馬上回來等。

林秉樞還在他母親的靈堂內，要求高嘉瑜下
跪，並拉扯及按壓高嘉瑜頭部，將她推倒在靈堂
內沙發上後，扯去高嘉瑜戴的帽子及口罩。

家暴案在11月30日被媒體披露，高嘉瑜前往
警局報案，檢警12月1日凌晨前往飯店拘提林秉
樞，法院2日凌晨裁准將林秉樞收押禁見。

檢方今天偵結，依妨害風化、妨害祕密、私
行拘禁、強制、妨害名譽、妨害電腦使用、傷害
、恐嚇等罪嫌起訴林秉樞。

另針對國民黨團告發林秉樞涉違反國家安全

法、洗錢防制法及稅捐稽徵法等部分，因林秉樞
偽造匯款單據上剩餘存款部分，檢方依偽造文書
罪嫌起訴，其餘罪證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

施暴案發生後，國民黨民代質疑林秉樞涉冒
充國安人員在外招搖撞騙，且其名下還被爆料有
2300萬元的不明鉅額存款，去年12月間到台北地
檢署告發林秉樞涉洗錢等罪嫌。

北檢接獲告發後，考量偵查事權應統一，將
全案移交新北檢調查，發現林秉樞實際存款僅不
到300萬元，但為營造多金形象，他分別於民國
109年10月至110年9月間，多次指示秘書以修圖
軟體變造交易明細上的帳戶存摺餘額、交易時間
等內容，檢方今天依偽造文書起訴。

檢方另傳喚林秉樞助理，證稱他沒對外自稱
國安單位人員，經勘查林秉樞的手機，其通訊軟
體的對話紀錄也查無他替中國敵對勢力發展組織
等其他可能涉及違反國安法的不法事證，因此針
對他被控涉違反國家安全法、洗錢防制法及稅捐
稽徵法部分，均予以不起訴。

涉施暴立委高嘉瑜 新北檢依8項罪嫌起訴林秉樞

（中央社）國際透明組織（TI）公布
2021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PI），台灣得到
68 分，排名第 25，較 2020 年上升 3 名。廉政
署今天表示，排名成績再創新高，也是國際
間對台灣持續肯定。

法務部廉政署發布新聞稿表示，國際透
明組織今天公布2021年清廉印象指數，全球
計有180個國家及地區納入評比，台灣排名第
25 名，分數為 68 分（滿分為 100 分），較
2020年的65分增加3分，超過全球86%受評國
家。

廉政署指出，若以亞太地區觀察，台灣
此次排名躍升至與素有 「幸福國度」之稱的
不丹同列第6名，僅次於紐西蘭、新加坡、香
港、澳大利亞、日本。

廉政署表示，CPI主要量測各國公部門貪
腐情況及公私部門往來互動情形的主觀印象
，廉政署過去1年來，透過辦理 「透明晶質獎

」、推廣 「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倡議 「企
業誠信」、宣導 「誠信廉潔」等方式，讓
2021 年清廉印象指數排名，創下歷史最佳的
評比成績，寫下廉政建設新頁。

此外，廉政署業擬具 「揭弊者保護法」
（草案）並積極推動立法，對出於善意及具
合理事證的檢舉人，提供保護適當措施，避
免遭受不公正待遇；此法為反貪腐的重要機
制，也為國際間衡量國家廉能的重要指標。

廉政署表示，持續以全新的思維及穩健
步伐引領廉政政策，也將兢兢業業、全力以
赴與各界攜手合作，持續以宏觀前瞻視野，
整合延伸廉政網絡。

廉政署指出，透過公開透明、公私協力
、跨域合作及健全法制等作為，讓廉政工作
豐碩成果承續不斷，清廉程度國際評比排名
大幅躍升，回應全民殷切期盼，實踐 「廉能
政府、透明台灣、接軌國際」的願景。

2021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台灣上升至25名再創新高
鄭文燦說明最新疫情狀況鄭文燦說明最新疫情狀況

桃園機場旁遠雄自由貿易港區桃園機場旁遠雄自由貿易港區COVID-COVID-1919（（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持續疫情持續，，桃園市長鄭桃園市長鄭
文燦文燦（（中中））2525日主持防疫專案會議後日主持防疫專案會議後，，進行線上記者會說明最新疫情狀況進行線上記者會說明最新疫情狀況。。

原民青年盼單列族名原民青年盼單列族名 提行政訴訟提行政訴訟
「「以我的族名呼喚我以我的族名呼喚我」」 行動小組行動小組2525日在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外舉行日在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外舉行 「「還我名字還我名字，，單列族名單列族名」」 開庭開庭

記者會記者會，，民進黨籍山地原住民立委伍麗華民進黨籍山地原住民立委伍麗華（（前排右前排右22））也出席支持也出席支持，，盼能以盼能以 「「單列族語拼音單列族語拼音」」 之形之形
式恢復傳統姓名式恢復傳統姓名。。

嘉義縣衛生局加強防疫查核照護機構嘉義縣衛生局加強防疫查核照護機構
因應因應COVID-COVID-1919疫情升溫疫情升溫，，嘉義縣衛生局近日無預警實地查核轄管場域包含長期照護機構嘉義縣衛生局近日無預警實地查核轄管場域包含長期照護機構、、醫醫

事事CC據點據點、、失智據點失智據點、、住宿型機構及民俗調理業者住宿型機構及民俗調理業者，，提醒加強環境清消及訪客管理提醒加強環境清消及訪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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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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