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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高法院：墮胎權意見草案是真的 調查洩漏者
（中央社）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今天
表示，外洩給媒體、有關最高法院有意推翻憲法墮胎
權的意見草案是真的，但不是關於此事的最終決定，
他直斥這項洩漏行為是 「背叛」，辜負最高法院的信
任，並已下令最高法院執法官調查。
最高法院在新聞稿中，證實意見草案文件是真的
，但警告不代表 「任何大法官在此案相關議題上的最
終立場」。
根據意見草案，美國最高法院正準備推翻 1973
年 「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保障全國合法
墮胎權的裁定，這將導致憲法對墮胎權近 50 年的保
障蕩然無存。
羅伯茲（John Roberts）在聲明中說： 「這項對
最高法院信任的辜負，意在破壞我們作業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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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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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會得逞。最高法院的工作決不會受到影響。」
新聞稿明白表示，意見草案例行會在內部傳閱，
這是機密審議過程的一部分。
這項洩漏可被視為對圍繞大法官間審議機密性與
信任悠久傳統的重大背離。
在各方揣測洩漏來源之際，羅伯茲尋求為最高法
院結構辯護。
他表示： 「我們最高法院幸運地擁有非常忠於這
個機構和致力法治的員工，包括永久雇員和書記。法
院雇員有尊重司法過程機密性和維護法院信任的優異
及重要傳統。」
羅伯茲在強調這項洩漏行為的嚴重性時表示：
「這是不尋常且極其嚴重地辜負信任，是對最高法院
和在這裡工作的群體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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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下的苦日子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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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就任以來， 首先面
對新冠疫情之重大挑戰和経済之不
振， 經過多次之振興方案 加上近
來疫情之減緩， 整個商業基本重
返正常， 但是尤如洪水猛獸的通
貨膨漲正在橫掃全美， 最明顯的
是物價大漲和油價飈升 ，於是怨
聲載道， 將會影響民主黨在國會
選舉中之前途。
首先沖激的是老百姓之荷包及
各中小企業之成本 ，一位在休斯
敦経營餐廳的老闆表示 ，我們進
貨的肉品蔬菜及原料 ，沒有一樣
不漲價 ，同時也找不到打工的工
人， 於是造成我們必須餐牌上漲
的原因 ，有次我和在城西一位墨
西哥餐廳老闆聊天， 他說我們用

的洋蔥 牛肉、 辣椒几乎上漲了一
倍之多。
在二 O 二 O 年總統大選時，
在几乎七成拉丁裔是民主黨之鐵票
， 這次看來， 這些鐵票已經開始
生銹了。
民生問題是我們最切心關心之
事 ，從所有選舉之歷史上看來，
凡是経濟一蹶不振之時總统非常難
予連任。
我們奉勸拜登的總統應該立即
易弦更張， 立即設法結束俄烏戰
爭， 改善和中國大陸緊張關係，
让全世界共同解決病毒問題， 交
通運輸流暢， 所謂通貨膨脹和油
價問題即可免費迎刃而解， 反之
， 戰爭持續 ，難民潮不斷， 物價

飛漲， 受苦的還是平民百姓 ，更
可怕的事， 擴大戰爭將使人類遭

受更大之浩劫。

Hard Days Under Inflation
Since President Biden took office
last year he first faced major
changes with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 economic
downturn. After many stimulus

bills in Congress and the recent
slowdown of the pandemic, the
nation’s business has basically
returned to normal. But in recent
months, inflation has been

sweeping across the nation. The
most obvious sign of inflation is
the sharp rise in the prices of
food and gasoline.
Recently I was in a restaurant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he
owner told me that all his meat,
vegetables and raw materials are
going up, even when he can’t
find workers to work in the
restaurant. Last Saturday we
were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and
they also have the same
complaint.
In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ident Biden got more than
70% of the Latino votes. That
was the major reason he got
elected. Lately, according to the
polls, many Latino voters might
change their minds and support
the Republicans. A lot of them
are considering to let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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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have a chance to do the job.
When we look back at history
and all the major elections, the
economy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No president just
can’t make it if the people's
livelihoods are in a bad condition.
We advise President Biden to
change his direction and
immediately try to end the war in
Ukraine, improve the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solve the virus
problem with the whole world.
The inflation and oil pric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over a
period of time.
On the contrary, if the war in
Ukraine drags on, and more and
more refugees continue to leave
their homeland, it will be the
civilian people who will s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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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制裁了自己？歐洲媒體驚訝發現：

盧布匯率漲到兩年內最高了

似有繼續下跌的趨勢。拜登政府趁勢繼
續推動歐洲“痛下抉心”對俄邏斯切斷
能源和煤炭供應，但自從上月 13 日後，
看熱鬧的西方國家發現：盧布匯率已經
不再繼續跌落了。
消息稱，普京為了救市出臺了壹整
套政策應對歐洲的“盧布消失計劃”，

普京：如果外部勢力幹涉俄烏局勢
俄將使用最先進武器“閃電般”反擊
綜合報導 俄邏斯總統普京警告外部勢力不要幹涉烏克蘭沖突，
並承諾將使用俄邏斯最先進的武器對這類舉動做出“閃電般的”
回應。
普京表示，“如果有人企圖從外部幹涉正在發生的事件，並對俄邏
斯構成我們無法接受的戰略威脅，他們應該知道，我們的反擊將是閃電
般的，快速的。我們擁有所有裝備來做到這壹點，那是除了我們之外其
他國家無法炫耀的裝備。我們不會吹牛，而是會在必要時使用這些。”
不過，普京沒有具體說明可能會使用哪些武器。他補充說，俄邏斯已經
做出了所有必要的抉定，為這洋的回應做準備。
普京還表示，越來越多的新納粹分子和外國雇傭兵出現在烏克蘭。
他說道，“前天，在總檢察長辦公室會議上，我談到必須針對新納粹分
子、外國雇傭兵犯下的所有令人發指的罪行、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建
立起詳細、確鑿和不容置辯的證據基礎，現在正有越來越多的新納粹分
子和外國雇傭兵出現在烏克蘭。”
普京指出，針對西方在烏克蘭的無恥卑劣計劃，俄邏斯的反應
是正確的和及時的，近期發生的事件已經證明了這壹點。他說道，
“最近事件的整個進程，包括基輔政權追求擁有核武器、在烏克蘭
境內部署西方生物實驗室網酪、不間斷地向烏克蘭供應最先進的武
器，都證實了我們對（西方的）無恥卑劣計劃的反應是正確和及時
的。”
俄總統強調，烏克蘭是被“推入了”這場與俄邏斯的直接對抗，西
方將烏克蘭人民當成了耗材，烏克蘭人民有很大壹部分正在意識到這壹
點。

施壓企業投資應對國內油價飆升
英高官警告：可考慮征“暴利稅”
綜合報導 英國財政大臣裏希· 蘇納克警告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在國
內油價飆升的背景下，如果它們不加大投資以支持英國的能源供應，就
可能被征收針對其利潤的“暴利稅”。
盡管存在對此舉可能會影響投資和就業的市場擔憂，但英國財政大
臣似乎發出了某種政府政策大轉變的信號。他說：“如果我們看不到這
種類型的投資，如果這些公司不打算在我們的國家和能源安全方面進行
這類投資，那麽我當然會考慮。”
盡管英國官員們上個月排除了征收“暴利稅”的可能性，但蘇納克
這次警告說：“在這些事情上，沒有什麽是不可能的。”報道提到，蘇
納克的上述表態出現在他與英國育兒網站“Mumsnet”的用戶的問答環
節中。
不過，英國商務、能源和產業戰略大臣誇西· 克沃滕此前曾警告稱
，征稅的做法“將損害投資，增加石油市場的不確定性”。
而英國《每日電訊報》指出，蘇納克的上述言論表明英國首相
約翰遜的政府高層內部存在分歧。幾個小時前，約翰遜曾在首相問
答會上將這壹想法描述為“對商業的征稅”，而英國副首相多米尼
克· 拉布則稱“暴利稅”是“災難性的”和“破壞性的”。而蘇納
克本人此前曾拒絕了反對黨工黨提出的對能源公司利潤加征“暴利
稅”的提議。
這家英國報紙稱，英國民眾越來越擔心俄羅斯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被切斷，以及不斷飆升的能源賬單。
英國財政部消息人士告訴《每日電訊報》，蘇納克的上述言論
意在“發出警告”，施壓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盡快”開始在英國投
資大筆資金。

，十家歐洲公司開設了盧布帳護。且
剩下的歐盟國家基本上也會同意用盧
布支付的方案，歐洲的“能源陣線”
撤底垮臺了。
歐 洲 媒 體 意 外 發 現 ： 27 日 當 天 收
盤 後 ， 盧 布 對 美 元 匯 率 升 至 72.78 比 1
，對歐元匯率升至 75.2 比 1，不僅撤底
翻了制裁的“盤”還占據了自 2020 年
以來的最高點，且仍在持續上升過程
中。俄總統普京宣布：莫斯科成功地
抵禦了制裁，經受住了打擊，並且沒
有崩饋。至於為什麼“越制裁越高”
的另壹個原因是，《華爾街日報》調
查發現歐洲在 2 月、3 月和 4 月並沒有
停止從俄邏斯購買石油，很多歐洲企
業用空船在海上接應俄邏斯油輪的方
式偷梁換柱，政府對此也是睜壹只眼
閉壹只眼，這導致歐洲實際的進口量

比戰前還要多壹半。
換句話說，普京的金融政策、歐
洲的陽奉陰違背地裏繼續和俄邏斯做
生意、美國言行不壹帶頭購買石油等
原因，最終促成了這洋壹副局面：表
面上歐美和俄邏斯是“死敵”，實際
上歐洲和美國都從未“老實”執行制
裁，反而加快采購俄邏斯的石油、天
然氣，從中轉的第三國采購來自俄邏
斯的“二手量食”，盧布匯率大漲是
必然的。但問題在於，俄邏斯除了被
凍結的外匯外經濟受損不大，美國簽
訂多項供給歐洲的協議獲利最多，歐
洲經過這壹番折騰後油價、氣價大漲
，生活成本提高，民眾被折騰的苦不
堪言，政府到處花錢建所謂的“未來
儲備能源”，花高價錢從更遠的地方
買氣，這相當於自己制裁了自己。

為擺脫對俄邏斯能源依賴
意大利規定夏天空調溫度不得低於 25 度
綜合報導 據報道，近日，意大利慘議
院通過了壹項能源修正案，其中規定，從
5 月份到明年 3 月末，公共建築內夏天室內
空調溫度不能低於 25 度，冬天不能超過 21
度。
意大利 40%的能源來自於俄邏斯，俄
烏沖突爆發後，該國壹直在尋求能源供應
多洋化。
上周，意大利能源、網酪和環境監
管局局長貝塞吉尼坦承，如若俄邏斯
切斷了天然氣供應，且意大利無法找
到替代性能源，該國天然氣儲備量只
夠全國使用十周左右，屆時意大利政
府將進入“緊急情況”，並觸發壹個
“緊急協議”，但他拒絕透露“協議”
的具體細節。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隨即呼籲通過減少
空調和供暖系統的使用來應對能源危機，
他向民眾喊話，“想要和平還是想要空調
開著？”
該國議會緊急審議了壹項能源法案
修正案，在原本的能源法案中，政府僅
對壹年中使用供暖、制冷系統的月份作
出規定，不會限制具體溫度，新法案對
此做出了調整，要求從 5 月份到明年 3 月

末，除醫院、療
養院外的所有公
共建築內，夏季
空調溫度不得低
於 27 度 ， 有 兩
度的可調節空
間 ，設定溫度應
不 低 於 25 度 ，
即便是在夏季
最熱的時候。
另外，冬季空
調溫度不得超
過 19 度 ， 加 上
兩度可調節範
圍，最高溫度設置不得高於 21 度，即便
是在最冷的時候。
近日，意大利慘議院已表抉通過了該
修正案，本周該法案將正式成為法律。從
5 月 1 日起，沒有遵守該規定的個人或組織
將被處以 500 歐元至 3000 歐元（約合人民
蔽 3460 至 20780 元）罰款。
受俄烏沖突影響，歐洲天然氣價格壹
度飆升 20%。此前，德國也曾做出過類似
呼籲，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邏伯特· 哈
貝克建議民眾，晚上拉上窗簾避免熱量的

流失，並將室內溫度調低壹度，稱此舉可
以解約 10%的能源。
據路透社報道，本月 14 日，總部位於
巴黎的國際能源署還發布了壹份能源節約
指南，也呼籲人們居家工作、騎自行車出
門、調低空調溫度。
然而，這對於壹向依賴俄邏斯能源的國家
來說，只不過是杯水車薪。當地時間 27 日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目前已有
四家歐洲天然氣買家用盧布結帳，十家歐
洲公司開設了盧布帳護。

荷蘭警方查獲數十公斤象牙，追查背後的集團
綜合報導 在壹項針對象牙貿易的國際
調查中，荷蘭警方查獲了幾根象牙，這批重
約 85 公斤的象牙價值超過 5 萬歐元。
警方報告稱，調查始於幾個月前，當時
，鹿特丹地區的壹家郵政公司收到了壹個看
起來可疑的包裹。警方說：“這是壹個大木
箱，打開後發現了壹根大象牙。”歐洲禁止
生象牙貿易，因此該公司馬上向海關報告了
這壹發現。
這壹發現促使警方成立了調查組，因為
懷疑存在象牙的貿易，而且這種貿易是長期
的結構性的，有集團在操縱。
與此同時，也已經截獲了幾批內藏象牙
的貨物。
團隊負責人 Ronal 誒 Kreling 說：“大
象有滅絕的危險。如果不為此殺死大象，就
不可能獲得象牙。通過繼續交易象牙，維持
了對象牙的需求。通過這項調查，我們深入
了解了供應鏈的壹部分，目前，正在展開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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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西方各國對俄
邏斯開展“超級制裁”後，美媒《華爾
街日報》曾預言：俄邏斯現在正面臨比
2014 年更惡劣的局勢，盧布即將在封瑣
下變為“廢紙”。在第三輪大制裁開始
前，盧布已經跌落到俄烏沖突前的壹半
，大量歐美企業紛紛選擇退市，經濟看

包括強制用盧布歸還“不友好國家”債
務、封瑣所有可能外流的資金、國有化
所有無理由退市的西方企業、限制對西
方量食產品出口並轉用盧布結算等。這
其中殺傷力最大的還是“盧布結算能源
令”，俄邏斯單方面宣布西方如果不采
用俄邏斯貨蔽買天然氣，就視為拒絕續
約然後將會中斷供應；此舉就是“賭”
歐洲根本無法離開俄邏斯的能源，最終
普京還是賭贏了。
上周歐委會下達通知妥協，承諾
他們會考慮用盧布支付天然氣，28 天
的對峙宣告結束。26 日俄邏斯果斷宣
布，對不按照俄方制定規則的波蘭和
保加利亞實行“斷氣”，歐洲氣價壹
天 內 大 漲 17% 。 看 到 俄 邏 斯 出 手 果 斷
，歐盟多國也不再猶豫，彭博社爆料
已有四家歐洲天然氣買家用盧布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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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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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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乾旱米德湖水位降 1980年代桶屍重見天日
美國警方今天表示，由於乾旱加劇，一具
40 年前被棄屍湖中的遺體終於重見天日。當局
警告，隨著水位下降，可能還會有更多人體遺
骸現蹤。
在拉斯維加斯附近的米德湖（Lake Mead）
划船的旅人，週末在湖中發現一個鏽蝕的桶子
，打開一看卻驚見這駭人的一幕。
法新社報導，負責調查這起命案的警探說
，根據封裝在桶內的內容物分析，這個桶子自
1980 年代起便被沉入這個巨大的水庫中。
拉斯維加斯都會警察局警官史賓塞（Ray
Spencer）告訴當地媒體， 「這將是一起非常棘
手的案件」，但他並未說明相關細節。
史賓塞說： 「我認為，隨著水位下降，我
們很可能會發現更多人類遺骸。」
在歷史上，米德湖附近的拉斯維加斯一直
是與暴民相關的龍蛇雜處之地，一般認為，黑

手黨會把敵人棄屍於深水中。
歷史性乾旱持續影響美國西部大部分地區
，為水資源供應帶來壓力，水庫和湖泊水位降
至前所未見的低點。
米德湖是美國最大的人造水庫，水源來自
流經大峽谷的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
胡佛壩（Hoover Dam）建成後形成的米德
湖，自 1930 年代開始為美西 2500 萬人口提供飲
用水。
米德湖目前水位已降至 321 公尺，為 1937
年以來最低。
科學家說，美西長達數十年的特大乾旱正
因人為全球暖化而加劇。
無節制地燃燒化石燃料導致全球暖化，改
變了天氣型態，在部分地區引發強烈風暴，另
一些地區則遭受令人痛苦的乾旱。

拜登走訪洛克希德工廠 突顯標槍飛彈重要性

拜登準備保護墮胎權 稱這是婦女基本權利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他不曉得最高法院有意推翻憲法墮胎權的意見草案是否為真或已定案
，但他的政府已準備在裁決發布時保護墮胎權。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稱： 「
我相信女性的選擇權為基本權利。」他補充說，1973 年讓墮胎合法化
的 「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裁決如果被推翻，民選官員有必要保護女性的選擇權，選民應
在 11 月期中選舉時投票給支持墮胎權利的候選人。
拜登是虔誠天主教徒，常常公開談到他的信仰，週日也多半會參加彌撒，他個人反對墮胎，但
支持憲法賦予女性的選擇權。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前往阿拉
巴馬州，參觀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反戰車標
槍飛彈的工廠，讓這款幫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入侵的武器成為聚光燈焦點。
美國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2 日表示
，拜登將利用這次訪問，催促國會批准他所提
議的 330 億美元援助烏克蘭計畫，其中包括超
過 200 億美元軍事援助。
她說，拜登將提醒美國人 「我們為什麼要
戰鬥，我們為什麼在這場戰爭中支持烏克蘭人
，我們會提供哪些裝備和援助…以及為什麼如
此迫切要讓這筆資金過關」。
儘管援助烏克蘭不屬於國會不同黨派議員

慣常爭吵的主題，但 200 億美元是個巨大數目
，任何立法案都可能成為華盛頓政治兩極化的
犧牲品。民主黨籍的拜登為避免出現這種結果
，特地前去訪問數十年來一直支持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的阿拉巴馬州。
標槍飛彈由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 Corp.） 和 雷 神 技 術 公 司 （Raytheon Technologies Corp.） 聯 合 生 產 ， 雷 神 另 外 也 生 產
「
刺針」（Stinger）防空飛彈。
洛克希德表示，其位在阿拉巴馬州特洛伊
（Troy）工廠僱用了 600 名員工，協助製造 5 種
飛彈，該廠也是唯一一座標槍系統的最後組裝
廠，每年可生產 2100 枚標槍飛彈。

美情報揭俄重演同套劇本除烏東
美情報揭俄重演同套劇本
除烏東22 地 「這裡
這裡」」 也難保 美公布最新旅遊警示 台灣遭列 「不建議前往」 名單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昨(2)發布最新風險
評比旅遊名單，值得關注的是，在此之前台灣一
直被歸類在低風險國家(Level 1)，不過即日起被
調升了一階，至 「中度風險國家」(Level 2)，美
CDC 不建議國人前往旅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美國
疾病管制中心(CDC)週一公布的旅遊名單中，大
致上沒有明顯變化。依舊將風險層級由低至高層
分為 4 大類，一級表示 「
低」風險，如中國大陸
、印尼、印度及多數非洲國家；二級表示 「
中」
風險，如台灣、墨西哥、伊朗等；三級表示 「
高
」風險，如英國、法國、巴西、加拿大等；四級
則是 「
特殊情況」禁止前往的國家，目前尚沒有
國家被歸類此。

俄羅斯以假公投、真併吞烏東頓巴斯（Donbas）地區的消息
頻傳，企圖仿製 2014 年奪下克里米亞半島的劇本。一名美國高
級官員揭示高度可靠情報，稱 「
假公投」預計在 5 月中旬舉行，

屆時不只頓內茨克（Donetsk）
及盧甘斯克州（Luhansk）會被
控制，連刻松市（Kherson）的
民主也來日不多。
根 據 《 紐 約 時 報 》 （New
York Times）3 日報導，白宮週
一表示，俄軍計畫未來幾天內
擴大併吞烏克蘭領土，儘管現階段就連關鍵地區都難搶下，也可
能集中火力在烏東大部分地區。

報導指出，這份最新旅遊名單對台灣來說並
不是個好消息，對於擁有 「
防疫模範生」頭銜的
台灣向來維持在 「低風險國家」(Level 1)，過去
兩個月不斷放寬旅遊政策，也是倒數宣布邊境限
制的國家。然而，台灣竟躍升了一層級至 「
中度
風險國家」(Level 2)，和其他像是韓國、泰國、
越南、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列為 「
不宜前往」國家
， 只 是 後 面 列 出 的 國 家 所 屬 「高 風 險 國 家 」
(Level 3)。
醫學分析專家莉安娜‧文(Leana Wen)表示
， 「
旅遊名單是旅客評估風險的重要指南針。」
他建議大家欲前往一個國家時，先搞懂需要遵循
的預防措施，以及抵達後打算去哪裡、做什麼事
。

美國駐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大使卡本特（Michael
Carpenter）接受採訪時表示， 「
俄羅斯計畫舉行的公投選舉試圖
合法化、民主化吞併行動。」更強調，克里姆林宮正在用當年奪
下克里米亞同套劇本控制烏克蘭最親俄的頓巴斯（Donbas）地區
，接下來連黑海港城刻松市（Kherson）都難保被控制。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莫斯科承認烏東分離勢力頓內茨克
及盧甘斯克從烏克蘭獨立出來，普丁更派出維和部隊強佔該區域
。另一方面，刻松為俄軍第一個佔領的主要大城，目前更在境內
推動取代烏克蘭貨幣荷林夫納，改以盧布交易。

星期三

2022年5月4日

Wednesday, May 4, 2022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即將開放慘觀
近百萬人預約
綜合報導 據韓國總統交接委員
會消息，韓國新壹屆政府承諾的自新
總統就職當日起開放總統府青瓦臺的
計劃正持續推進中。27 日開始，民眾
可以通過網頁以及手機 APP 等方式進
行預約，截至 28 日 16 時，已有超過
97 萬人申請慘觀。
總 統 交 接 委 員 會 介 紹 ， 5 月 10
日青瓦臺首日開放時間為中午 12 時
到晚上 8 時，從 11 日開始開放時間
為早 7 時到晚 7 時。開放時間內將
以每 2 小時為單位，將全天慘觀人
群分成 6 組，每組入場人數最多限
制 在 6500 人 ， 單 日 最 多 接 待 39000
人。
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競選時即提
出就任後將不再以青瓦臺為辦公地點
，並承諾就職之日起向公眾開放青瓦
臺慘觀。5 月 10 日韓國將舉行新任總
統就職典禮，現任總統文在寅 5 月 9
日將離開青瓦臺。

折疊的家
泰國用廣告牌為流浪狗設立庇護所
綜合報導 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2021年
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流
浪狗的數量大概在4000萬只，人爲抛棄和自
然繁殖成爲了流浪狗泛濫的主要原因。
流浪狗數量不斷增長的問題同樣也發
生在泰國。據泰國畜牧業發展部 2016 年統
計，泰國大約有 75 萬只流浪狗，且這一數
字還在不斷增長。
雖然近些年流浪動物保護中心的數量
在增加，“以領養代替購買”的觀念也逐
步深入人心，但在被收養之前，全世界的
流浪狗都共同面臨著饑餓、惡劣天氣、意
外事故的挑戰。同時，這些徘徊在街頭的
流浪狗也會對人群和交通産生威脅。
對此，旨在保護流浪狗的泰國慈善團體
“Stand for Stray”創立了“Homeless Allot Model”（流浪之家）模型，只需要一個
廢棄的廣告牌就可以爲流浪狗提供一個臨時

的家。該裝置可以放置在城市的任何角落，
不用的時候折疊起來，不占用地面空間。
這些庇護篷倚牆而立，頂部由鉸鏈固
定，底部拉開後可成爲一個三角帳篷。帳
篷下方有一塊懸空的擋板，與地面保持了
一定距離，再加上頂部廣告牌的遮擋，可
以爲流浪狗提供一個相對安全、衛生和幹
燥的休憩場所。此外，擋板上還設置了兩
個凹槽，可存放食物和水。
Stand for Stray 在設計該庇護所的時候
遵 循 了 3R 原 則 ： Reduce, Reuse, Recycle
（精簡、再利用、可回收），即在不增加
環境汙染的情況下拯救流浪狗，例如廣告
牌是回收再利用的産品，靠在牆上的設計
不會影響周邊環境，且同一個庇護所可以
循環利用。
目前該庇護所已經在泰國的城市內開
始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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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方表示將繼續
與緬甸選舉委員會開展合作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內比都消息，日前，聯邦
選舉委員會（UEC）主席吳登梭，在內比
都 UEC 總部待客中心，會見了印度駐緬
使館大使維奈· 庫馬爾 (Vinay Kumar)。在
此次見面會議上，印度大使表示，印方將
壹如既往地支持緬甸選舉工作，提供所需
幫助。
UEC 主席吳登梭在見面時表示，以前
緬印兩國就合作開展了選舉工作，在緬甸
大選期間印度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推行
自由民主制度時也向印度民主制度、憲法
進行了借鑒。
印度駐緬甸大使館大使維奈· 庫馬爾
(Vinay Kumar)表示，緬印兩國有著源遠流
長深厚的情誼，在文化、宗教和制度方面
也有著相同的歷史背景。印度的立場不變
，將和以前壹洋支持緬甸選舉委員會的工
作，提供需要的幫助。
在此次見面會議上，選舉委員會就
大選選民名單、政黨審查、PR 新選舉制
度等，與印度駐緬大使之間進行了親切
深入交流。印度駐緬甸大使在見面會上
，就兩國在緬甸接下來的大選合作事宜
及如何更有效地提供幫助等，進行了了
解提問。
4 月 6 日，在得到內比都批準後，維
奈· 庫馬爾 正式出任印度駐緬甸大使館大使。消息顯示，
其曾被任命為阿富汗印度特使，有著非常豐富的外交經驗
。在出任大使職務後，維奈· 庫馬爾 頻繁與緬甸國管委各
級行政高層舉行會議，加強緬印兩國社會、經濟、國防方
面的合作。

韓國 24 歲姑娘每月只花 44 元吃飯
4 年存夠 52 萬買下壹套房
綜合報導 泰國用廣告牌爲流浪狗
設立庇護所對許多年輕人來說，買套
房子並不容易。韓國壹名 24 歲的姑娘
省吃儉用，每個月只花 8400 韓元（約
合人民蔽 44 元）吃飯，4 年攢下 1 億韓
元（約合人民蔽 52 萬元），如今買了
壹套公寓。
據報道，這名 24 歲的女孩叫郭芝
賢，來自韓國。近日，她 接受了電視
臺的采訪，講述了自己攢錢買房的經
歷。
郭芝賢表示，她從 2017 年開始上
班， 除了主業之外，她壹有時間就去
兼職。平均每個月可以賺 200 萬韓元
（約合人民蔽 1 萬元），最忙碌的時候
可以賺到 230 萬韓元（約合人民蔽 1.2

萬元）。
郭芝賢 的收入在韓國並不算特別
高，但是她非常會存錢。據悉，郭芝
賢每個月的夥食費只要 8400 韓元（約
合人民蔽 44 元） 。她平時主要自己做
飯， 經常會慘加壹些活動獲得免費的
食材。
此外，郭芝賢從
來不喝礦泉水，只喝
自己家的水，有時候
贈送的礦泉水她也會
拿來賣掉。在她的努
力 下 ， 2021 年 12 月
，郭芝賢終於存夠 1
億韓元（約合人民蔽
52 萬元），她隨後買

了壹套公寓。
這名女孩表示，父親有病，母親
酗酒，這讓她從小就比別人懂事。雖
然為了賺錢少了很多生活的樂趣，但
是郭芝賢 表示自己並不後悔。接下來
，郭芝賢需要開始還房貸，她表示自
己 未來的生活會更光明。

中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新聞
香港新聞
香港瞭望
◆責任編輯：凌晨曦

24

A6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2022年5月3日（星期二）

星期三

2022年5月4日

Wednesday, May 4, 2022

幼託服務不足 母難抽身工作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疫境停課無幼託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婦為顧家失飯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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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母哭訴：心理經濟壓力如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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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冠疫情放緩，許多公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共服務復常，但為 3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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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提供日間照顧服務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

疫情期間受訪者月入比率

2,923 元

的資助幼兒中心本月 16 日起才逐步恢復正常服務，基層家

平均數：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庭顧得了子女，就顧不到“飯碗”。2
日公布的一項調查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發現，近六成半受訪基層婦女在疫情期間，因要留家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照顧子女而減工時甚至停工；45%受訪者失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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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成人借債度日。有獨力撫養兩名年幼子女的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單親媽媽 2 日哭訴：“無收入，每一筆錢（開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支）都係好大負擔！”她表示，學校提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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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無人在家看管子女，惟有停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工，過了兩個月手停口停的日子，其間與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子女在家“困獸鬥”，心理及經濟的壓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力特別大，希望特區政府能提供幼兒託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管中心，她便能夠外出打工自食其

5,001-10,000元

29.7%
0-5,000元

40.5%

3,320 元

中位數：

10,001-15,000元

18.9%

15,001-20,000元

8.1%

20,001-25,000元

2.7%

註：疫情期間指2020年1月至今。
單位：港元

疫情期間受訪者家庭收入來源及比率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78%
協助子女上網課 75%
因照顧子女不能外出工作 64.5%
因學校缺乏學習支援 52.5%
因學校缺乏託管服務 50.5%

照顧子女全日起居飲食

止提供服務，隨着疫情放緩，為 3 歲以下幼兒提供
日間照顧服務的資助幼兒中心會由5月16日起逐步
恢復正常服務，由今日（3 日）起開始彈性安排幼
兒返回中心接受服務。
託兒服務暫停，雙職母親首當其衝。社協由去
年至今年 3 月，進行 3 次調查，合共訪問 200 名基
層婦女及數十間課餘託管機構，了解疫情下婦女的
就業及照顧子女情況。結果顯示，疫情高峰期學校
停課時，有75%小學課餘託管機構暫停服務，單是
深水埗區，就有 88.9%小學課餘託
管中心、所有暫託幼兒和學前兒童
課餘託管均暫停服務。

65%受訪者被迫停工

兒問題亦令人憂慮。”她建
議在多區設立託管中心，包
括利用屋邨空置單位改建，
以及在規劃新的屋邨時加入
更多相關設施。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專家倡訂標準工時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加班N倍補水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指出，不少提供託管服務的資助機構一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直以來都不足以應付需求，“其中一個
其他防疫物資。
重點是香港人經常需要加班，不少家長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擔心未能準時返去接回小朋友，因而拒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絕使用託管服務，這正是中產為何多數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聘請外傭，因為可以
24 小時支援。”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她指出，增加服務名額只是“無辦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法中的辦法”，長遠應訂立標準工時，讓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家長可準時下班接子女，並增加親子相處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時間，“外國有訂立標準工時，加班補水
渡難關。
以數倍計算，僱主便不會動輒要僱員加
班，增加僱員家庭時間。”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工作 61.5%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 單親媽媽何女士因
綜援 29.5%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要留家照顧兩個子女
工作及綜援 6.5%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而停工近兩個月。
而停工近兩個月
。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儲蓄 21.5%
註：疫 情 期 間 指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2020 年 1 月至今，
借債 14%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可多項選擇。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長生津 1.5%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其他 2%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子女停課受訪者感到壓力的來源及比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的最後一絲希望。
處理子女情緒 88%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跟進子女功課進度/溫習 85%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管教子女 84.5%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根據香港社署資料，所有資助幼兒中心、暫託
幼兒及學前兒童課餘託管均於 2 月 28 日起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
小燁）香港幼兒託管服務不
足問題一直為人詬病，令家
長未能安心投入勞動市場，
疫境下情況更惡劣。有立法
會議員期望，下屆特區政府
應正視幼託服務不足的問
題，在各區增設更多幼託中
心，包括利用舊屋邨空置單
位改建及在新屋邨加建設
施。有學者則認為，增加幼
託名額只是“無辦法中的辦
法”，長遠應訂立標準工
時，增加親子相處時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 2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過去十年民建聯婦
委每年均向政府反映託管服
務不足的問題，“但政府只
說尚有餘額未用，且有社區
保姆服務。”但她指出，社
區保姆並無接受培訓，質素
參差，很難予家長信心；而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託管服務未用的餘額多集中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在偏遠地區，整體服務仍僧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多粥少。
她續說，政府一方面提
倡釋放婦女勞動力，卻又沒
有足夠支援，部分婦女甚至
要被迫領取綜援，疫下有關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問題更嚴重。她說：“不少
，將
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婦 女 唯機有
幼童帶去補習
國
。
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社，但其實許多只是叫做有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人睇住做功課，且消防及虐

濟 壓
力
巨
大，講到心
因照顧子女而減少工時 36%
酸之處她哭訴
說：“小朋友居
放學要接送子女 35.5%
家上網課後，用多
因託管機構沒有開放 35%
咗水電，開支比以前多
沒有感到壓力 1%
咗，小朋友仲要食奶粉，冇
收入，每一筆錢都係好大負
資料來源：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註：多項選擇
擔，現時唯有靠綜援金支撐。”何女
製圖：香港文匯報
士表示，市面上的託管中心名額有限，
學校亦沒有提供託管服務，
希望特區政府為基層市民提供
託兒服務，讓家長安心外出打
工賺錢。

開放校園指引如虛設

調查並發現，超過五成受訪基
層婦女疫情下的工時減少逾一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
有 45%人甚至失業，近六成半受訪
施麗珊表示，疫情下基層婦女
婦女反映，因為要照顧停課的子女
既要面對家庭支出增加，託管
◆社協調查顯示，兒童暫託服務
被迫停工，每月收入中位數亦跌至
服務在疫情下暫停或減少服
不足，近 65%婦女為照顧子女
3,320 元（港元，下同），甚至要借
務，即使教育局現行指引訂
被迫停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錢度日。調查亦發現 99.5%受訪者
明，學校需在暫停面授課堂及
的照顧者負荷指數超過 7 分，反映出她們照顧子女
校內活動期間保持校舍開放，以照顧在家中乏人照
時承受“高負荷”。
顧而需回校的學生，不過有很多學校並未有跟隨，
缺乏家庭支援的單親母親最“兩難”，獨力撫
影響不少家長，批評教育局的指引形同虛設。
養 7 歲兒子及 3 歲女兒的單親媽媽何女士，疫情前
社協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訂立疫情託管安排，讓
從事家務助理工作，第五波疫情前接單最多每月可
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基層婦女出外工作，以減輕她們
以賺數千元，扣除 4,600 元劏房租金本已所餘無
的照顧壓力，建議設立兒童照顧者中央資料庫及中
幾，早前學校提前放暑假，無人在家看管子女，雪
央輪候託管制度，以便當局識別有需要的家長，並
上加霜的是她不幸中招，“小朋友要在家上網課要
讓基層家庭得知輪候時間等資料；長遠兒童照顧者
留喺屋企照顧，再加上我不小心受感染，唔敢上門
政策方面，建議政府立法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包括
幫人做家務，驚傳染人，停工差唔多兩個月，其間
僱員可彈性上班以照顧家庭、設立法定照顧子女假
完全沒有收入。”
期，令父母可因應子女生病或家長日等原因享有有
何女士表示，困在家照顧子女期間，精神及經
薪假期。

◆政黨反映幼兒託管服務不足，政府說尚有
餘額未用。圖為家長帶幼童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60人爭1名額 收入近半交託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全港共有
6,228個課餘託管名額，服務372,557名6歲至12
歲的學童，即平均每近 60 名學童爭 1 個託管名
額，而且這項服務收費每小時超過 20 元（港
元，下同），不少基層家庭負擔不起。有基層
婦女表示，自己外出打工的時薪僅四五十元，
卻有一半收入用於託兒方面，捉襟見肘。
Candy 在疫情後全職照顧女兒，現時一家
四口的經濟重擔落在丈夫身上。她透露曾輪候
託管服務多年，9 歲長女幸運地分配到社協的託
管服務，但4歲細女即使排到坊間的託管服務，
但嫌貴未有使用，“服務需要 20 元一小時，即
使我做到約四五十元一個鐘嘅工作，都意味着
一半薪金要用於託管服務。”
Candy 認為自己若找短短幾個鐘頭的兼職
工作賺得不多，又不能全心照顧小朋友，“我
哋冇辦法只做幾個鐘，中途冇可能話走去接小
朋友，到底我做唔做嘢好？自己照顧唔到，又

搵唔多。”她希望政府能向基層婦女提供更多
資助，在社區設立更多不同形式的託管照顧服
務，讓她們能選用，全心投入工作，增加家庭
收入。

社協促訂兒童照顧者政策
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指出，香港的
託兒服務僧多粥少，家長們即使搶到名額，亦
可能負擔不起服務費，而政府推出的社區保姆
服務亦推廣不足，“宣傳唔夠，服務獎勵金亦
只得每個鐘約 25 元，缺乏吸引力，咁低人工肯
定無人做保姆，劏房戶想做又話劏房唔適合照
顧小朋友。”
施麗珊認為，政府應盡快檢視及制訂兒童
照顧者政策，例如設立低收入家庭兒童照顧者
津貼提供輔助、按地區需要增加各類託兒服務
的資助名額及完善託兒配套等，以釋出基層婦
女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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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營轟陳時中防疫4大弊端：政客苛刻政策讓人死亡
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大爆發，國民黨醫
療委員會今批評民進黨政府與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在防疫作為上，陷入中央
扯地方政府後腿、未正確發揮快篩功能、資源
部署無方與給藥流程太慢 4 大弊端。
國民黨醫委會揶揄，陳時中無法控制台灣
疫情，卻拋下一句 「全民自主應變」的 「放生
指引」，才讓台灣人民頓時幡然醒悟，原來陳
只想快速解封共存，根本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國民黨醫委會表示，疫情爆發後，地方政
府最了解市民與社區狀況，會有超前中央的應
變措施，防疫重點也應是 「誰的策略對民眾健
康安全比較有利」，而非 「誰的位階比較高」
或 「官大學問大」，只要有好的防疫方案，中
央就該採納學習。
國民黨醫委會批評，陳時中任防疫指揮官
迄今，只要地方政府表現優於或超前中央，他
就常以各種理由打壓，例如去年彰化縣政府試
圖推動地區普篩了解地方感染狀況，陳就以處
分要脅，真不知指揮官的大公無私標準在哪？
此外，國民黨醫委會指出，快篩能提供早
期診斷參考，盡快給確診者藥物控制病情、減

少病毒量、降低傳播或轉重症可能性，但因陳
時中過去反對普篩，對採購或生產快篩興趣缺
缺，以至於全世界防疫走向以篩代隔，台灣什
麼都沒準備。
國民黨醫委會揶揄，陳時中宣稱超前部署
，但除每天下午數據播報站外，都沒有走出官
衙看看地方需要什麼？世界在做什麼？還喜歡
玩弄台灣民眾，要大家排隊搶口罩、疫苗、快
篩劑等資源。
國民黨醫委會也質疑，國內採購 37 萬份輝
瑞口服藥 Paxlovid，卻僅 600 多人份使用量，陳
時中在節省什麼？難道人命比不上藥品開銷？
紓困預算剩下 1 千 3 百多億、去年政府超收 4 千
多億稅款，難不成還不夠採買大量的輝瑞口服
藥？
國民黨醫委會表示，歐美只要確診者都可
以用 Paxlovid，確保黃金治療期，但陳時中卻將
最有效、最有用的藥品束之高閣，要滿足 65 歲
以上、有慢性疾病等很多條件才能使用，剝奪
確診者可生存下去的機會，讓染疫民眾轉重症
而死亡，讓人死亡的不是病毒，而是政客苛刻
的政策。

告贏詐騙集團 匯率下跌害賠償金短少數百萬元

員警曾遭判刑 執勤又被做成負面教材不滿提告獲賠
新北市板橋警分局警備隊員潘惠宗 2019 年
酒測值勤過程，因民眾不配合酒測，將其依法
辦理，未料該執勤影像卻被警局做為負面教材
，另警局又在風紀資料中點評其工作表現 「耐
性不足」、 「輕佻態度尋釁民眾」等，一同放
置在未加密檔案交換區，使得員警可任意觀看
，潘男認為此舉侵犯他名譽、隱私權，因此對
板橋警分局提告。新北地院近期判處警局賠償 5
萬元，全案可上訴。
潘惠宗 2019 年 3 月間攔測酒測時，曾以百
斤體重重壓民眾頭和肩頸，並故意搖晃身體，
造成對方多處挫傷，新北地院今年 3 月間才依公
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故意犯傷害罪，判
處其 6 月徒刑。
潘男指控，警局將他 2019 年 1 月間執勤酒
測勤務的密錄器畫面，做成擴大臨檢前的教學
影片，影片檔除了點出其姓名外，影片剪接方
式更會讓人誤會他未合法執行勤務，嚴重侵害
他名譽，使其遭列管無法擔任霹靂小組成員。
另外，警局督察組長還放任同仁，將他的
感情、生活狀況等私密隱私添加在風紀資料中
，並一同放置在未加密檔案交換區，嚴重侵害
其隱私權，因此決議向警局提告求償 400 萬元。
不過，板橋警分局辯駁，潘男指控的影片

是實施擴大臨檢勤務所製作的案例教育教材，
依據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勤前教育紀
錄可張貼在警察機關內部網站供員警點閱，因
此該影片放在未加密檔案交換區，並無違法，
而影片中放置的字幕或圖卡，只是真實呈現潘
男和民眾的對話內容，凸顯其執勤的不適當行
為，作為其他員警的借鏡。
板橋警分局指出，潘男在影片沒有入鏡，
單憑聲音不足以辨識，且實施酒測是可受公評
行為，另外針對影片和風紀資料存放的路徑，
並非所有同仁都可以閱覽、下載，使用對象是
內勤人員公文交換使用。
新北地院認為，警局將潘男執勤過程做成
影片，放在未加密檔案交換區，提供內部員警
點閱，並無不法，也未侵害潘男名譽權，且潘
男以此作為無法選入霹靂小組的理由，並無舉
證有何因果關係，因此認為該主張屬無據。
不過，警局將記載有潘男感情、生活狀況
，以及 「以不當言詞、輕佻態度尋釁民眾」、
「耐性不足，易受情緒左右行為」等評論其工
作表現的風紀資料，放在未加密檔案區，使他
被列管為警備隊關懷輔導對象，此舉已經侵害
潘男隱私、名譽權，因此判處板橋警分局賠償 5
萬元。

幫人打官司勝訴後 詐騙擔保金220萬自己卻吃上官司
55 歲李男幫忙何男打債務糾紛官司，一審
勝訴後，向何男佯稱，後續要聲請假扣押，先
後需要 150 萬元擔保金及 70 萬元保證金等費用
，何共匯給 220 萬元後，李開立借據。但事後，
何發現並未聲請假扣押，且轉借百萬也沒下落
，才知受騙而報警，台中檢方依詐欺取財罪嫌

將李起訴。
李男經友人介紹認識何男，得知他與蔡男
有票據債權債務糾紛，向何自稱多年從事代書
工作熟悉法令，可代為打官司，雙方談好佣金
後，何委任李擔任訴訟代理人，該案一審勝訴
，何付給李 40 萬元報酬，蔡男提起上訴。

跨境詐騙集團 2018 年鎖定居住在日本的大
陸籍周姓及賈姓男子，佯稱名下銀行卡協助洗
錢須接受調查，誘騙他們分別提領 7133 萬元、
5700 萬元日幣現金，在日本各地車站交付給車
手得逞。高雄地院認定詐騙屬實，判集團成員
陳姓、王姓、蘇姓男子等人須賠償，可上訴。
但依現行匯率走跌，兩被害人仍損失數百萬元
不等。
張姓男子以 「水滸傳」為暱稱、組成跨境
詐騙電信分工集團，集團還細分網路流分工集
團、資金流分工集團、詐騙機房。陳姓、王姓
、蘇姓男子隸屬不同分工集團，負責轉傳收取
贓款及收取贓款資訊。集團還將贓款賣給不知
情的日幣買家，換回新台幣，或以地下匯兌的
洗錢方式洗回台灣。
該集團特地製作詐騙教戰手冊存放在雲端
，假冒 「通信管理局」、 「大陸駐日本大使館
」，透過群發網路電話打給在日本境內居住的
大陸地區民眾，謊稱門號未繳費或護照遭冒用
，誘騙按下指定數字轉接到機房，機手再恐嚇
他們 「將名下帳戶資金轉到指定金融帳戶內，

或放置在指定之日本地鐵置物櫃內以供監管」
。
周男接到集團電話受騙多次上當，前後轉
帳人民幣 256 萬元、日幣 2000 萬元到指定戶頭
，遭詐騙集團領走，甚至還配合詐騙集團，將
850 萬日幣現金提領出來，放置在東京都武藏小
金井車站的寄物櫃內，遭詐騙集團領走，周男
前後遭騙共計 7133 萬元日幣。
賈男也遭該集團詐騙，先謊稱個資外洩，
需在電話線上完成報案手續後才能免繳冒申電
話欠費，接著再派其他人假冒 「上海公安局調
查科科長」或 「檢察官」，稱他名下帳戶涉及
販毒洗錢案，依法須凍結所有帳戶金錢，賈男
害怕慌張，陸續提領 5700 萬元日幣現金，在超
商內交付給詐騙集團，事後緊急打電話回上海
普陀妥公安局求證，才知被騙。
高雄地院認為，陳男等人詐騙屬實已遭判
刑，應賠償周男及賈男。但裁判當時日幣匯兌
下跌，周男只能獲判賠 1913 萬元，短少 364 萬
元。賈男獲判賠 1611 萬元，短少近百萬元，全
案仍可上訴。

李取得何信任，向他詐稱蔡男是某集團台
中地區負責人，集團將匯 3 億元鉅款進蔡帳戶，
有必要向法院聲請假扣押，但須提出 150 萬元擔
保金，何領給 150 萬元現金，李男在 2017 年 11
月 22 日就匯進妻子帳戶，並寫借據給何男，內
記載款項用於債務糾紛的 「代墊款」，事成後
，李男可取得 3 成佣金。
2018 年 2 月間，李男向何男詐稱，擔保金

不足，後續還有裁判費、保證金等款項，估計
約 70 萬元，何再匯款 70 萬元給李男，李男開立
1 張共連同先前款項共 220 萬元的借據。
事後，何男發現，李男未向法院聲請假扣
押，且李男向他借 100 萬元轉介給他友人的款項
也未還，追討都沒下文，才知被騙。
李男到案，否認有聲請假扣押一事，相關
款項是單純是調度資金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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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