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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邊境貨櫃車載非法移民 死者增至50人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德州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昨天一輛棄置路邊的
重型聯結貨櫃卡車內發現 46 人因熱衰
竭病症死亡，16 人送醫。墨西哥外交
部長今天表示，死亡人數已增加至 50
人。
路透社報導，墨西哥外交部長厄
伯拉特（Marcelo Ebrard）在推特發文
稱，死者當中已知有 22 人為墨西哥人
，瓜地馬拉人 7 名，以及 2 名宏都拉斯
人。
墨西哥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
（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在上

午的記者會表示： 「這是一起巨大的
不幸事件…至今已有 50 人死亡：22 人
來自墨西哥、7 人來自瓜地馬拉、2 人
來自宏都拉斯，還有 19 人沒有國籍的
相關資訊。」
數十名移民的遺體昨天在德州聖
安東尼奧一輛聯結貨櫃卡車內被發現
，當地目前天氣炎熱，昨天高溫達攝
氏 39.4 度。
當地政府與美國當局表示，車內
沒有水，也沒有跡象顯示車上有可運
轉的空調裝置。
美 國 移 民 暨 海 關 執 法 局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表 示 ， 國 土 安 全 調 查 局
（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HSI）已經針對 「疑似人口走私事件
」，協調當地警方展開刑事調查。
根據聖安東尼奧警長麥曼納斯
（William McManus），當局在當地時
間昨天下午 5 時 50 分左右接獲報警。
他對記者表示： 「在附近一棟建
物的工人聽到求救聲。他跑出來查看
，看到一輛貨櫃車的門開了個縫，把
門完全打開就發現了多具死亡遺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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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案令美國兩極化
上週五，美國最高法院做成裁
決推翻半世紀前有關女性墮胎合憲
權的羅素韋德案 ，並裁定女性墮胎
並非憲法賦予之權利， 此決定立即
導致墮胎在許多州是屬非法。
最高法院是以六對三票裁決墮
胎並非憲法賦予之權利， 將是否允
許之權利交由各州來決定， 預計將
有數百萬婦女失去了服務之途徑。
歡心鼓舞的反堕胎人士認為是
一次重大勝利 ，數以千計的嬰兒生
命得救 ，擁護墮胎者認為女性倒退
了五十年。
拜登總统稍後在白宮表示， 高
院之裁決對法院和這個國家來說是
悲哀的一天。
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選舉， 民主

黨希望因此得到更多女性之選票，
激起對共和黨之反抗 ，他們希望墮
胎制定為聯邦禁令， 將可能是兩黨
下一輪的鬥爭。
當疫情及物價繼續不斷造成之
社會問題， 我們看見在加州大城洛
杉磯及舊金山街頭不斷湧進之流浪
漢及無業遊民搭蓬為家 ，街上一片
混亂， 精神病患到處游走， 看了後
真是令人痛心， 這還是美國嗎？ 當
記者訪問市長要求答案時， 他們兩
手一攤 ，不知所云。
墮胎案再次反應了我們是一個
國家居住在不同的世界， 美國已經
是個分裂的民族群體， 各自擁有不
同的信仰價值， 質得當政者深思。

The Impact Of Abortion Rights

The impact of the U.S. Supreme
Court’s historic ruling on Friday
that struck down a 1973 legal
precedent-setting court decision
known as Roe vs. Wade was felt
immediately with at least 10 states
effectively banning abortion as of

Saturday night. Another 5 states
are expected to enact varying
“trigger laws” limiting abortions
in coming weeks. In all, 26 states
have laws in place that indicate
they could outlaw abortion.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by a 6-3
vote that abortion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right and that it is up
to the states to decide whether the
right will be allowed or not. It is
expected that millions of women
will lose access to the service.
Anti-abortion groups consider this
is a great victory for their cause.

widespread chaos with mental
patients wandering all around. It is
very sad to see this happening.
“Is this our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a
question asked by a reporter to the
mayor of a large U.S. city during an
on-air interview. The mayor could
not come up with an answer.

President Biden later said in the
White House that this is a sad day
for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untry.

The abortion issue really is one of
our country’s most pressing
social problems. We are really a
country that lives in two different
world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beliefs and values and now we
have become a deeply divided
nation of two separate
communities.

The Democratic Party hopes to get
more women’s votes to provoke
resistance to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Since the pandemic and inflation
have continued to affect the
country, we have seen a large
influx of many homeless people to
the streets of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The streets are now in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turn
more of his attention on our
domestic issues such as
homelessness, mental health and
the hunger issue. These ar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our
citizens that should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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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秘書長：確保芬蘭瑞典快速加入，但我不能保證
綜合報導 據報道，北約
秘 書 長 斯 托 爾 滕 貝 格 （Jens
Stoltenberg） 當 地 時 間 6 月 22
日表示，盡管他希望芬蘭和瑞
典快速加入北約，但他無法就
此事作出保證。
斯托爾滕貝格當天在一場
活動上表示，就芬蘭和瑞典加
入北約一事，兩國和土耳其的
談判仍在進行中，但目前尚未
找到解決方案。
“我的目標仍然是確保他
們（芬蘭和瑞典）能夠快速加
入。我不能保證此事，但我想
說，這仍然是我的目標。”斯
托爾滕貝格表示。
他認爲，土耳其方面的反
對，不會阻止芬蘭和瑞典最終
加入北約，“這不是我們第一
次看到一個或幾個盟國不同意

國際最新研發可測試中耳功能智能手機附件

聽力保健成本巨降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獲取專業學術期刊《通訊-醫學》
最新發表壹篇健康技術論文，論文作者研究報告了壹種新開發的智能手
機附件，可用於測試中耳功能，中耳在傳導人們聽到的聲音過程中起重
要作用。
這壹基於智能手機的測試中耳功能設備材料價格為 28 美元(不包
括手機價格)，而測試中耳功能的傳統設備采購價格可高達 5000 美元
，意味著該項研究成果在資源有限的低收入國家和鄉村地區可能非
常有用。
據介紹，鼓室聲導抗測試是聽力學科室使用的壹種測試，通過測量
鼓膜響應氣壓變化的移動來測試中耳功能。使用鼓室聲導抗測試和其他
工具精確評估中耳疾病能改善專科轉診，或降低耳疾不治療引發嚴重並
發癥的可能性。現有的鼓室聲導抗測試設備采購價格在 2000-5000 美元，
這限制了在世界上某些地區這種測試的可獲得性和高質量聽力保健的可
及性。
論文第壹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美國華盛頓大學 Justin Chan 和同
事合作，開發出壹種便攜輕量、價格低廉的鼓室聲導抗測試系統，
可作為智能手機附件使用。這個設備與耳朵形成密封，可改變中耳
的氣壓，形成鼓膜移動的讀數(鼓室導抗圖)，該附件的材料成本為 28
美元。
論文作者在總計 28 名兒科患者(1-20 歲)的 50 個耳朵上測試了他們的
裝置，他們在西雅圖兒童醫院(美國，西雅圖)聽覺科室就診，由 5 位聽
力學專家評估。他們發現基於智能手機設備的讀數有 86%與商業鼓室計
壹致。同時，這壹新工具的軟硬件設計已開放獲取，供任何人復制這壹
設備。
論文作者總結表示，他們的裝置有希望改善鼓室聲導抗測試的
可及性，特別是在智能手機獲取率正在上升的中低收入國家。後續
還需進壹步研究在更大範圍人群中評估該裝置，包括成人和更年幼
的嬰兒。

其他國家的意見。”
芬蘭和瑞典于當地時間 5
月 18 日正式向北約提交“入
約”申請，但一個多月來，這
一進程受到土耳其持續的阻撓
。土方要求芬蘭和瑞典停止支
持被土耳其認定爲恐怖組織的
“居倫運動”以及庫爾德工人
黨等相關組織，並解除對土耳
其的武器禁運和相關制裁。
三國已就有關問題展開多
次對話，但收效甚微。斯托爾
滕貝格曾表示，希望瑞典和芬
蘭加入北約一事能在北約馬德
裏峰會（6 月 29 日至 30 日召開
）前取得進展。
當地時間 6 月 20 日，土耳
其、芬蘭和瑞典的高級官員在
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舉行會晤，
再次討論“入約”問題。土耳

其方面在當天會後表示，三國
之間的討論將繼續進行，馬德
裏峰會“不是最後期限”。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 在 接 受 本 國 媒 體
采訪時也表示，他不認爲能在
馬德裏峰會上和土耳其達成協
議，“我認爲我們在 9 月之前
都無法加入北約”。瑞典外交
大臣林德（Ann Linde）則稱
，斯德哥爾摩已經爲漫長的談
判進程做好了准備，“最重要
的是，談判將進行下去”。
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事務
的助理國務卿卡倫· 唐弗裏德
（Karen Donfried） 22 日 表 示
，美國希望芬蘭、瑞典加入北
約一事能以積極的方式得到解
決。當被問及是否相信各方能
在馬德裏峰會前就有關問題達

成一致時，唐弗裏德說：“我
們肯定會推動這一進程。”
路透社稱，雖然芬蘭、
瑞典和土耳其是當事方，但
一些分析人士認爲，美國總
統拜登更直接地參與其中，
例 如 和 土 耳 其 總 統埃爾多安
舉行雙邊會晤，可能有助于此
事取得突破。
不過報道也指出，美國
和土耳其在敘利亞政策和購
買俄羅斯武器等問題上存在
分歧，兩國目前關系仍然緊
張。七國集團（G7）峰會和
北約峰會即將舉行，此前，
一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介紹
了拜登將在這兩場峰會期間
與哪些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
，但並沒宣布是否會和埃爾
多安舉行會談。

俄西南部最大煉油廠遇襲
俄方：烏克蘭無人機所為
綜合報導 據報道，俄烏邊境邏斯托
夫州壹座煉油廠當天發生爆炸並起火，所
幸無人傷亡。俄方稱，兩臺來自烏克蘭方
向的無人機，先後攻擊了煉油廠。
受到襲擊的煉油廠位於邏斯托夫州的
新沙赫京斯克（Novoshakhtinsk）。路透社
稱，這是俄邏斯西南部最大的煉油廠，年
產量為 750 萬噸。爆炸發生後，煉油廠官
方聲明稱，第壹架無人機於當天早晨 8 點
40 分來襲，擊中了煉油廠的原油蒸餾裝置
，引發了爆炸。
約 40 分鐘後，第二架無人機襲擊了煉
油廠的原油儲存庫，所幸沒有造成火災，
也無人受傷。“由於邏斯托夫地區西部邊
境的恐怖主義行動，兩架無人機襲擊了新
沙赫京斯克的技術設施。襲擊發生後，工
作人員已經疏散，設備已經停止，廠內已
開始評估損失。”聲明中寫道。
當地官員認同這壹說法。邏斯托夫
州 州 長 戈 盧 別 夫 （Vasily Golubev） 在
Telegram 頻 道 上 稱 ， 他 聽 到 壹 個 版 本 ，
無人機的襲擊引發了煉油廠火災。工作
人 員 已 經 在 煉 油 廠 內 ，找到了兩臺無人
機的殘骸。經過消防和應急部門的處理，

火災已經在當地時間
上午 10 點 50 左右撲滅
，無人傷亡。
俄新社援引戈盧
別夫稱，無人機擊中
了煉油廠的避雷針，
隨後又擊中了熱交換
器。這些無人機為
“烏克蘭制造”。
塔斯社援引的壹
名當地官員稱，煉油
廠員工看到壹架來自
烏克蘭方向的無人機
，撞上煉油廠內的建築，引發了爆炸和火
災。俄能源部則表示，此次火災沒有影響
到俄邏斯南部的汽油和柴油供應。
這並非俄邏斯首次遭到疑似烏克蘭方
面的襲擊。克裏米亞共和國領導人阿克瑟
諾夫（Sergei Aksyonov）6 月 20 日指控烏
克蘭軍隊對位於黑海的天然氣鉆井平臺發
動了三次打擊，造成至少 3 人受傷、7 人失
蹤。克裏米亞塞瓦斯托波爾市市長同日稱
，這是“恐怖主義”所為，襲擊者“勢必
會受到懲罰”。

擔心缺天然氣
荷蘭暫時取消對燃煤發電限制

4 月 1 日，俄邏斯別爾哥邏德州州長格
拉德科夫（Vyacheslav Gla 誒 kov）在社交
平臺上表示，當天早些時候，兩架烏克蘭
軍隊直升機從低空進入俄邏斯領土，並對
該州壹處油庫發動襲擊，事件造成兩人受
傷。
3 月以來，針對俄邏斯本土的襲擊變
得頻繁，為了應對這些襲擊，俄邏斯多個
邊境地區提升了恐怖威脅等級。烏克蘭尚
未宣稱對俄邏斯領土上的襲擊事件負責，
但也沒有正式否認是幕後主使。

形似珊瑚，
形似珊瑚
，運河貫通
馬爾代夫正打造海上“
馬爾代夫正打造海上
“漂浮城市
漂浮城市”
”

綜合報導 荷蘭政府宣布，為應對天然氣短缺風險，將暫時取消對
燃煤發電的限制，直至 2024 年。
荷蘭氣候與能源大臣邏布· 耶滕在壹份聲明中說，鑒於天然氣短缺
風險增加，政府 20 日抉定在 2022 年至 2024 年解除對燃煤發電的限制，
即日起生效，“燃煤電廠將再次獲準滿負荷運行”。
據德新社報道，出於環境因素考慮，荷蘭先前把燃煤發電量控制在
總電量的 35%。荷蘭政府表示，將在其他領域采取壹定措施，以中和因
增加燃煤發電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荷蘭政府希望通過增加燃煤發電節省天然氣用量，以便為冬季供暖
儲備更多天然氣。耶滕呼籲企業和民眾節約能源：“從現在開始，每立
方米天然氣都得精打細算，即使在夏天，也要盡可能節省。”
今年 4 月 1 日起，俄邏斯向“不友好”國家和地區供應天然氣時改
用盧布結算。包括荷蘭在內，波蘭和芬蘭等國壹些能源企業已經因拒絕
遵守“盧布結算令”遭俄方斷供天然氣。
據德新社報道，荷蘭天然氣供應量的 15%來自俄邏斯。按耶滕的說
法，荷蘭暫時沒有出現天然氣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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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為應對海平面上升，印度洋島
國馬爾代夫 3 月宣布了壹項“漂浮城市”計
劃，該計劃的第壹批公寓已經完工，計劃在 6
月底面世。
據介紹，“漂浮城市”坐落在壹個瀉湖上，
由 5000 個漂浮單元組成，包含住宅、商店和學
校等，其間有運河貫穿，整座城市形似珊瑚，從
馬爾代夫首都馬累乘船只需 10 分鐘即可抵達。
按計劃，這座“漂浮城市”可容納 2 萬人居
住，居民將從 2024 年開始遷入，整個工程預計
2027 年完工。
報道指出，由 1190 個珊瑚島嶼組成的馬爾
代夫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國家，平均海拔只有 1
米。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正讓該國
面臨嚴重威脅。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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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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曝CIA在烏克蘭境內活動但無法解決烏軍嚴重問題
儘管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宣布不會往烏克蘭
部署美軍，但據《紐約時報》報導，美中央情
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特工在
戰爭開始之初就已經在烏克蘭境內秘密行動，
其他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也都有情報官員正在
活動中，主要為烏克蘭軍隊提供訓練以及蒐集
和提供情報及其他技術援助等，但由於 CIA 探
員的專業是游擊和反游擊，仍無法訓練正規戰
爭所需，這也是烏軍最缺乏的部分。
拜登在 2 月撤出在烏克蘭的 150 名軍事教官
，但自那時起，CIA 的探員就留在當地或自由
進出烏克蘭蒐集和分享情報，除此之外，他們
也在德、法、英的軍事基地為烏軍提供軍事培
訓，和管理援烏武器的裝備流動，例如在轉移
裝備時，他們可以警示運送車隊是否受到威脅
。
根據不具名官員表示，這些探員不在烏軍
前線，而是從該國其他地區利用加密通信遠程

提供建議，他們隱身在後勤、訓練和情報支持
的工作是有形的。烏軍軍官也對美國提供的情
報表示讚賞，他們可以用盟國提供的平板上調
用情報，來瞄準或攻擊俄軍。
雖然美國政府不會承認這些探員在烏克蘭
或其他國家的行動，但其他國家和俄羅斯都知
道這些探員存在。前國防情報局副局長懷斯
（Douglas H. Wise）表示，烏克蘭目前最需要
的是戰場上的的軍事訓練，例如高機動火箭炮
和其他尖端武器等，CIA 根本無法訓練烏軍使
用 HIMARS 等武器。
也有官員表示，美國需要加強一線急救培
訓，並就如何建立中級流動醫院網路提供建議
，以穩定傷員情況和運送。這名官員指出，烏
軍每天損失 100 名士兵，他們正在失去很多有經
驗的戰士，而這些久經沙場和訓練有素的部隊
的損失是烏軍目前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

俄羅斯再禁25名美國公民入境 拜登妻女在列

拜登90萬財產落入妓女手中 外媒曝：俄羅斯辣妹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27 日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曾匯給兒子韓特
（Hunter Biden）10 萬美元（約新台幣 297 萬元），協助他支付帳單；但在該段時間內，韓特卻花
費超過 3 萬美元（約新台幣 89 萬元）在性工作者上，且後者被認為可能來自俄羅斯。
報導指出，根據韓特留在德拉瓦州一間電腦維修店的筆記型電腦，拜登曾匯給韓特 10 萬美元
，協助他支付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的帳單；但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之間，韓特卻在性
工作者身上花費了超過 3 萬美元，等於是拜登於無意之間為兒子付錢買春。
且這些性工作者還可能來自俄羅斯。根據電腦紀錄，韓特在 2019 年 2 月曾傳訊息給 「
UberGFE
」公司的聯繫窗口伊娃（Eva），告訴這名女性自己的銀行帳戶被暫時凍結，因為他試圖向多名以
俄羅斯電子郵件信箱註冊者付款的行為，被銀行視為危險舉動。
當時伊娃請韓特以匯款的方式付帳， 「就像你之前做過的一樣」；韓特則要求將一名名為茱
莉婭（Julia）的女性派去給他，並稱 「
我會付她現金」，讓伊娃回答 「
Ok」。
韓特還曾向伊娃寄送一部錄下他與伴遊女郎交談的影片，想證明自己並未傷害這名女性。但
在錄製該影片的前一天，韓特才用訊息向自己的情人、已逝兄長波伊（Beau Biden）的妻子海莉
（Hallie Biden）訴苦，聲稱自己 「
身無分文」，連租借滑雪用具的錢都付不出來。

俄羅斯外交部今天表示，俄國擴大對美國
的 「禁止入境名單」，再禁止 25 名美國公民入
境，包括美國總統拜登的妻女及其他 23 名美國
重要人士。
路透社報導，俄國外交部在附上這份名單
的聲明中指出： 「針對美國持續擴大制裁俄國
政治及公眾人物，俄國將 25 名美國公民加入
『
禁止入境名單』（stop-list）作出回應。」
俄國外交部表示，這份 「禁止入境名單」
新增 25 人，其中包括拜登妻子吉兒（Jill Biden
）及兩人女兒艾希莉（Ashley Biden）。
這份名單也包括幾位美國參議員，包括緬
因州參議員柯林斯（Susan Collins）、肯塔基州

參議員麥康奈（Mitch McConnell）、愛荷華州
參議員葛拉斯里（Chuck Grassley）及紐約州參
議員陸天娜（Kirsten Gillibrand）。
此外，這份名單還包括幾位大學教授、研
究員及前美國政府官員，包括以 「歷史之終結
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著稱的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
俄羅斯 6 月初也曾擴大對美國公民制裁黑
名單，禁止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
等人入境，以報復華府先前對俄國祭出的類似
制裁措施。

美軍F-35狂練支援台海密技 專家指出致命缺陷

《 空 軍 雜 誌 》 （Air Force Magazine） 報 導
，美國空軍近年來不斷發展 「機動戰鬥運用」
（Agile Combat Employment， ACE） 概 念 ， 希
望在遭遇中國大陸先制攻擊後，仍有辦法保留
短時間內支援台海戰爭的能力；不過智庫專家
指出，美軍不一定能在西太平洋區域找到願意
共同參戰的盟友，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
美國太平洋空軍（US Pacific Air Forces）司
令維巴赫（Kenneth S. Wilsbach）上將表示，直
到 6 年前，機動戰鬥運用概念還只出現在軍方的
PowerPoint 簡報上，但在近期 2 年一度的 「勇敢
之 盾 22」 （Valiant Shield 22） 聯 演 中 ， 美 軍
F-35A 匿蹤戰機和 EA-18G 電戰機便於帛琉實
際演練相關行動。
維巴赫更指出，機動戰鬥運用概念並非僅
是大型演習的表演項目，稱其已成為美軍所有
太平洋基地平時訓練的一部分，且範圍涵蓋美
國自己的關島、天寧島、塞班島等基地，以及
駐防日本與韓國等太平洋夥伴國內的部隊；甚
至連日本航空自衛隊和韓國空軍，都在近年威
脅環境逐漸嚴峻下開始進行相關練習，包括由

飛行員自己幫戰機補充油料、在基地以外的區
域著陸、於有限後勤支援下維持機隊任務執行
能力等。
由於中國大陸擁有大量巡弋飛彈和彈道飛
彈，能對美軍位於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構成嚴重
威脅，因此美國空軍近年轉向機動戰鬥運用概
念，希望藉由擴展軍機功能、預置備用基地設
備、完善空運網路等手段，於必要時迅速擴大
前線基地數量，降低遭敵人遠程火力 「一網打
盡」的風險。
不過若要在戰時讓美軍進駐，便須承受遭
共軍火力打擊的風險。智庫 「密契爾航太研究
所」（Mitchell Institute of Aerospace Studies）所
長 、 退 役 美 國 空 軍 中 將 德 普 圖 拉 （David A.
Deptula）表示，美軍確實能在馬里亞納群島範
圍內實行機動戰鬥運用概念，但質疑其是否真
的有辦法將基地 「分散」至太平洋其他區域；
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資深研究員庫
伯（Zack Cooper）也指出，美國與東南亞安全
夥伴的關係相對有限。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印度南部特倫甘地邦首府海
得拉巴地區壹處火車站內，抗議活動引發
暴力沖突，造成 1 人死亡、15 人受傷，壹
列火車被燒。這是近日印度第二起火車被
燒事件。
印度國防部宣布征兵改革計劃，招致國
內多地民眾抗議反對，抗議活動已持續 3 天
。17 日上午，數百名印度年輕人聚集在塞康
德拉巴德火車站，要求恢復長期征兵制。抗
議者用車輛、木箱、垃圾桶攔住鐵道，並縱
火焚燒壹列火車，四節車廂起火。火車站辦
公室和電子設備也遭到打砸破壞，工作人員
緊急切斷火車站電源。抗議者還向警察投擲
石塊，警方向抗議者開火，以驅散聚集人群
，造成 1 人死亡、15 人受傷。
由於車站設施和列車車廂都遭到破壞，
鐵路官員呼籲召開緊急會議，評估材產損失
達 2 億盧比（約合人民蔽 1700 萬元）。16 日
，印度比哈爾邦也發生壹起抗議者焚燒火車
的事件。兩起火車起火事件都導致當地火車
晚點，大量旅客滯留火車站。
按照印度國防部宣布的征兵改革計劃，
印度每年將面向17歲至21歲青年招募4.5萬至
5 萬名士兵，服役時間縮短至 4 年，其中只有
25%的士兵有機會被分配至軍隊不同部門，繼
續工作15年，其余士兵4年服役期滿必須退役
，自由就業，同時可壹次性獲得 111.71 萬盧
比（約合人民蔽 9.6 萬元）的退役金。新的
征兵計劃將在 90 天內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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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暴力沖突致 1 死 15 傷
抗議者不滿征兵改革燒毀火車

2022 年中日韓合作國際論壇舉辦
共論三國未來合作路徑
綜合報導 中日韓合作秘書處(下稱“秘書處”)
於韓國首爾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舉辦 2022 中日韓合
作國際論壇(下稱“論壇”)。
本次論壇主題為“面向未來的三國合作——持
久和平、普遍繁榮、共同文化”。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日本外務大臣
林芳正、韓國外交部長樸振為論壇開幕致賀信，強
調了中日韓合作在急居變化的國際大環境中的重要
性，重申對秘書處進壹步拓展各項工作的支持。
論壇開幕式上，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日本
駐韓國大使相星孝壹、韓國外交部第壹次官趙賢東
分別致賀辭。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張平
、2022 年“東亞文化之都”日本大分縣知事廣瀨勝
貞、韓國前國務總理金滉植作主旨演講。
邢海明在賀辭中指出，目前國際社會正處於該
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本次論壇的召開具有重
要現實意義。無論是回望過去，還是展望未來，中

日韓三國都應維持地區持久和平、實現經濟普遍繁
榮、在共同東亞文化基礎上推動三國民眾心靈相
通、文化相融、價值共享。
秘書處秘書長歐渤芊在開幕辭中表示，在不確
定性居增的當下，國家間的交流將成為中日韓三國
克服全球挑戰的重要推力，秘書處也將不遺余力地
履行三國政府賦予的使命，進壹步提升中日韓合作
水平，大力促進本地區的持久和平、普遍繁榮、共
同文化。
在當天三場分論壇上，三國前政要及高級外交
官、著名學者、重要經濟文化組織代表分別圍繞
“共商共建：提升機制化水平、維護安全與和平”
“共創共享：推動包容增長、促進普遍繁榮”“共
育共融：擁抱共同文化、引領理性融合”三大分論
壇主題展開分享與討論。
在中日韓合作機制化分論壇上，與會者們分析
了三國機制化合作在應對危機中的作用，特別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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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高法院判抉
日本政府對福島核事故無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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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
日本最高法院 17 日對 4 起集體訴訟作出統壹
判抉，認定日本政府對福島核事故沒有賠償
責任。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這是日本最高法院
首次對福島核事故中日本政府的相關責任作
出判抉。報道稱，此次判抉可能對目前在日
本各地進行的其他約 30 起類似訴訟案件產生
影響。
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 17 日對福島、
群馬、千葉、愛媛四縣居民發起的 4 起集體
訴訟作出判抉。在 4 起集體訴訟中，這些原
告居民向福島第壹核電站運營商東京電力公
司和日本政府索賠。
提起訴訟的居民方表示，日本政府地
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在 2002 年公布了地震
預測“長期評估”，政府本可據此預測巨
大海嘯的發生，然而政府並未要求東電采
取防範措施以應對海嘯。日本最高法院在
判抉中表示，“3· 11”地震引發的海嘯規
模超出預計，即使政府下令要求東電采取
防範措施，也無法避免發生核事故的可能
性較高，因而認定政府對福島核事故無賠
償責任。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日本各地迄
今發起大約 30 起類似訴訟，原告人數超過 1.2
萬。在先前裁抉中，各下級法院持不同意見
。壹些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和東電均需承擔
賠償責任，壹些地方法院則駁回了對日本政
府的索賠。
就上述 4 起集體訴訟，日本最高法院今年 3 月在壹份裁
抉中支持下級法院的抉定，認為東電應獨自承擔所有賠償
責任，總計賠償超過 14 億日元。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 9.0 級地震並引
發特大海嘯，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受地震、海嘯雙重影響
，福島第壹核電站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

疫情時代應對中日韓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挑戰時
的作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王超認為，中日韓
三國應增強政治互信，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亞太區
域經濟壹體化，深化經貿合作；在和而不同的文化
價值上推動民間友好、增進民間友誼。日本東京大
學名譽教授小原雅博強調了全球化下對話鉤通的重
要性，並提出中日韓合作機制化對三國人民的交往
理解具有積極作用。
在包容性經濟增長分論壇中，中國(海南)改革
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中日韓合力推進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經貿合作，將促其成
為全球最具活力、最具增長潛力的最大自由貿易區
與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自由貿易區。韓國貿易協會專
務理事辛承官指出，三國應擔任引領 RCEP 成員國
間交流的角色，並在人文、創新創業領域開展深入
合作。其他與會者們也圍繞三國應如何在 RCEP 框
架下進行經貿合作，如何利用數字化、自動化及綠

色轉型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展開了探討。
分論壇聚焦於三國歷史上長年累月形成的共同
文化記憶，以及文化交流該如何促進三國民心相通
。日本國際交流中心執行理事、首席項目官毛受敏
浩提到，中國古裝電視居在日本十分受歡迎，日本
甚至接受民眾意見專門設置了壹個科普中國歷史的
電視頻道。韓國東亞文化中心院長盧載憲認為，過
去兩百年間，世界文化舞臺多為西方主導，如今和
而不同的中日韓文化應該合作，向世界散發出亞洲
的魅力和吸引力。
據介紹，目前，中日韓合作包含中日韓領導人
會議、21 個部長級會議機制、70 多個工作層對話磋
商、100 多個項目和合作機制，涵蓋經濟、環境、
衛生、災害管理、教育、青年等領域，切實惠及三
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自 2011 年 9 月成立以來，
中日韓合作秘書處正式加入這壹合作進程，攜手共
同促進本地區及更大範圍的和平與繁榮。

中國

新聞
香港瞭望■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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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 25 年來，香港與內地往來
更頻繁，跨境陸路口岸由 1997 年回歸前僅得

(
文錦渡、沙頭角及落馬洲三個，倍增至現時
還包括深圳灣、港珠澳大橋及香園圍，加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開通，已逐漸形成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既促進香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港與灣區的人流物流，同時推動灣區各地合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作及相互經濟發展。多名穿梭兩地的跨境貨
學生開放登記。
車司機及在內地投資發展的港人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均表示，能夠親身體驗和見證香
港與內地這 25 年間的巨大變化和不斷融合，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根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感到既榮幸又自豪。疫情雖令兩地出現阻

2022年6月29日

Wednesday, June 29, 2022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見證兩地日益融合
從回歸前僅三個陸路口岸 到如今“一小時生活圈”漸形成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跨境司機榮幸自豪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隔，但他們期望疫後可盡快恢復正常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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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回失去的時間，讓兩地未來有更輝煌的發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展。

4 2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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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莊榮年輕時在皇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崗口岸開幕日留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影。 受訪者供圖



% %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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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65 歲的莊榮於 7 年前已退下跨境貨運的行列。他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起1987年入行經過，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至今仍歷歷在目，“當年我在一間染廠任職貨車司機，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負責送貨，其後染廠因火災結業，適逢上世紀八十年代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內地開放，經濟起步，對跨境司機需求很大，想到可以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駕車在祖國大地奔馳，增廣見聞，寓工作於娛樂，故經朋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友的推薦決定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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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內地村民視大貨櫃車如怪物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他當時受僱於一家運輸物流公司，主要運送食物及糖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果到汕頭及江門等地，再將當地特產如瓷器、藤製品等運
的最後一絲希望。
至香港後再銷往海外。剛入行時，內地社會環境純樸，令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農村村民的反應，“他們視運送貨物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的大貨櫃車如怪物，司機就像是外星人，到達村口時，整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條村的村民都跑出來察看，也奇怪為何一個如此瘦弱的人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也可駕着這輛大車到來，實在令我忍俊不禁。”
他表示，跨境貨車司機工作既有樂，當然也有不少辛
酸。由於不時要徹夜工作，很多時會疲勞駕駛，部分內地
貨車司機又會將車輛泊在路邊休息但不打燈，故曾有工友
不幸遇上交通意外，更有一段時期司機被劫或遇上撞車
黨，但經過內地多年來的整治，治安情況大為改善。
工作時間長，加上長期穿梭兩地，少不免會對家庭
造成影響。莊榮說：“哪個妻子不想自己的丈夫留在自
己身邊？我曾一個月只能回家一次，逗留不足三兩天又
要駕車運貨，妻子也不免有一點怨言，只是為搵食也沒
有辦法，因為貨運高峰期時月入可達2萬港元，薪金較普
通文職人員多一倍，只是小女兒在我入行時剛出生，她
成長期時大家少親近，感情有點疏離，需要花更多時間
彌補！”

現

昔日廣汕泥濘公路如今天淵之別
莊榮任職貨車司機 27 年，見證着香港與內地的不斷
發展，特別對內地道路網絡及口岸的長足發展有深刻的
印象，“我初入行只有兩條主要公路分別到廣州和汕
頭，路面情況甚差，不少是泥路，車輛陷入泥堆是家常
便飯。當年，每輛跨境貨車都備有威吔和後備車胎，既
用作自救，也可協助同行，大家守望相助。而經過多年
發展，現時兩地交通網絡與路況，與以往已有天淵之
別。”
兩地海關電子化也令工作流程較以往更快捷和暢
順。莊榮表示，內地以往用人手蓋印，過關花費不少時
間，電子化後大為改進，希望可進一步改善排隊情況，
“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需要排隊的原因，以往因設備落
後、手續繁複導致需排隊，現時則因面對疫情要採取檢
疫措施，令運送貨物時間拖長，但相信恢復正常通關
後，情況將可大大改善。”
他坦言，以往內地的物資均依靠香港出入口，但現
時全國都有貨櫃碼頭，不一定需要香港，故對跨境貨運
的需求是有所減低，但期望整個大環境有所轉變，大灣
區的發展令貨運需求增加，並有更多新人入行，讓跨境
貨運行業續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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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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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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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65歲退休跨境貨車司機莊榮展示曾獲得的優秀駕駛
員證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交通發達口岸增
望吸年輕司機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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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落馬洲口岸
落馬洲口岸。
。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網上圖片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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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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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現年 56
橋口岸及蓮塘/香園圍口岸，車輛過關順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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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歲的陳文送日常駕駛大型貨櫃車在粵港兩地穿
作人員也落力工作，重視司機意見，故（跨境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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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梭，是跨境貨運業的一員。他日前接受香港文
運）工作也更順心。”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匯報訪問時表示，行業正出現斷層，大部分從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跨境即日可來回
無需再通宵達旦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業員均已屆中年，年輕司機不多，但相信隨着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跨境陸路口岸增加，交通網絡更發達，粵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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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送說，自己入行時正值貨櫃物流業高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會令跨境司
峰期，月薪達2.5萬港元至3萬港元，但隨着內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機無需再通宵達旦工作，加上更佳的待遇，將
地各貨櫃碼頭相繼啟用，跨境貨車司機收入有
是吸引年輕人入行的要素。
減少，至2010年開始有從業員轉行，部分司機
則因為年紀大而退休，新人又因工作辛苦拒絕
◆陳文送在駕駛貨櫃車。
受訪者供圖
路好車輛少拋錨 新啟
啟口岸過關暢
入行，行業人手減少後薪金有回升，但這情況
陳文送 1993 年入行，從事跨境貨運近 30
莞的回收場。
始終對整個行業的發展來說並不理想。
年。他憶述，自己當年本在熨衫廠工作，因為
他指出，粵港兩地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最大改
他解釋，現職司機收入增加，但行業青黃
行業式微，工作量愈來愈少。眼見不少工廠逐
變，是路面狀況、口岸發展及通訊情況，“以前
不接，出現斷層，故必須吸納更多新血加入。
步將生產線遷移內地，他認定運輸行業必會興
沒有太多好路，車輛經常拋錨被困路中心，通訊
隨着跨境陸路口岸增加，交通網絡發達，車程
旺，有更多工作機會，故用兩年時間陸續考取
也很困難，那時流動通訊未普及，只能靠對講
因而縮短，可以即日來回，不用再通宵達旦，
私家車、貨車及貨櫃車駕駛執照，同時任職的
機，有一定局限，現時每人都有手機，網絡也很
下班後有自己的生活，加上若僱主可提供更好
士司機累積更多路面經驗，其後投身跨境貨運
暢順，出現問題時不再求助無門，且口岸部門提
薪酬福利，他相信會有年輕人考慮加入跨境貨
行業，受僱於一家運輸公司運送塑膠廢料到東
供的服務亦顯著改善，尤其最新啟用的港珠澳大
運行列。

港商粵省創業 員工從五人到百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香港回歸
祖國25年，對盛亨集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何世杰而言，是他事業發展的黃金期。他在
廣東省江門市開設的電話服務中心，由最初僅
得5名員工發展至今已有逾130人。公司在內地
運作期間雖也遇到不少困難，但無損他繼續在
內地發展的決心。他說，當疫情結束後，內地
與香港恢復正常通關，他會更多到內地並逗留
更長時間，這樣才能有更多機會發掘商機。
現年 39 歲的何世杰年少時已很有生意頭
腦，在學時補習賺取收入。由於學生客人愈來
愈多，自己應接不暇，起初只介紹給其他同學
接手，其後發展至成為中介，轉介學生後收取
佣金以增加收入。他完成學業後再工作兩年，
22歲便開設自己的補習社。
何世杰表示，由於有感補習社始終是固定
空間，學生不能無上限增加，收入始終有局
限，故毅然出售補習社，並以自己的 IT 背
景，開設一個專門為客人介紹補習包括學科、

語文、音樂及體育運動的網上平台，當招募到
導師即作一對一配對，取得一定成績。
不過，他表示網上平台也需要有員工提供
客戶服務，接聽電話，故需要設置辦公室。由
於香港租金和員工薪酬不斷上升，辦公室容量
也接近飽和，加上當時有不少公司考慮在內地
發展，故他想到在租金和薪酬遠較香港為低的
內地城市設立後勤中心，聘請內地員工負責接
聽客戶電話。他在前往多個內地城市視察後，
2012年選定較多人使用廣東話的江門開設電話
服務中心。

疫下不裁員堅信會復甦
經過 10 年不斷努力，江門電話服務中心
員工已由最初的 5 人增至逾 130 人，更發展至
接下其他公司電話服務的工作，其間當然會遇
上不少困難，需要積極面對和解決。2014 年
時，他嘗試在廣州發展網上補習配對服務，其
後才發現港人願意付出 100 元一小時補習費，

◆港商何世
杰在廣東江
門創業，踏
上事業發展
的黃金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廣州普遍家庭卻只願每小時付 30 元，導致失
敗收場。過去兩年多的疫情期間，香港經濟環
境欠佳，生意也受影響，但他沒有裁減內地人
手，因相信疫情過後必會復甦。
何世杰表示，在回歸後，香港與內地交通
網絡不斷完善，令港人可以更方便穿梭兩地，
以往由香港前往江門需要 4 個小時，現在自己
駕車只需 1.5 小時至 2 小時已可到達，節省不
少時間。不過，他認為更多時間留在內地，才
有更多時間增強人脈，發掘商機，日後待內地
與香港恢復正常通關，自己會在內地逗留更
久，期望公司可在內地繼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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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警摸黑查賭場 機智一招順利逮27名賭客
桃園市桃園察分局偵查隊接獲情資，26
歲蔡姓男子承租天祥五街某處停業的護理之
家開設推筒子職業賭場，因該場所對外有數
條通道，如遇警查緝，賭客便可分頭逃逸，
分散落網的風險。警方為避免遭逃跑，27 日
摸黑前往查緝，順利逮住蔡姓男子及 27 名賭
客。
警方表示，接獲情資，蔡姓男子在某停
業的護理之家設置職業賭場，組成專案小組
進行監控蒐證，經向桃園地方法院申請搜索
票獲准，27 日凌晨 2 時 50 分許，待賭客陸續
進入聚賭立即進行查緝圍捕，為避免打草驚
蛇，員警不使用任何燈光，以手扶壁悄然進
入賭場兩側逃生梯埋守，並控制把風人員，

時間一到制服警力趕到現場，賭客見正面有
警察，果然蜂擁往兩側逃逸，門一開卻見警
察衝進來，當場查獲賭場負責人蔡姓男子及
賭客 27 人(17 男 10 女、含 5 名越籍外配)，查
扣賭資及抽頭金共計 149 萬餘元，另查扣監視
器主機、賭具及點鈔機等物品，全案依賭博
罪嫌移請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
警察局局長許錫榮上任後，即指示各分
局要強力取締轄區內涉及賭博場所，職業賭
場等不法場所是不良幫派主要金流，影響治
安平穩、破壞社會秩序的淵藪，警方將持續
強化以刨根斷源的方式掃除所有違法場所，
徹底淨化轄區治安，建構市民安居樂業的生
活環境。

新任警政署長是誰？陳家欽籲：官警要有獨立思考能力

三重凌晨驚傳民宅火警祖孫三代困火場3命危最小僅6歲
新北市三重區今日(29)凌晨發生一起嚴重火警，造成 3 人無生命跡象，分別為 6 歲葉姓男童、約 27
歲的男童媽媽葉姓女子以及約 57 歲的男童爺爺葉姓男子，目前皆已分別送往醫院急救中。
該火警發生在今日凌晨 0 時 13 分，事發現場為 2 樓、3 樓的 RC 建築物，起初發現 2 樓冒出濃煙，
消防隊趕到現場後約在 0 時 29 分撲滅火勢。
然而消防人員隨後在 3 樓發現有 3 人無生命跡象，分別為 6 歲葉姓男童、約 27 歲的男童媽媽葉姓女
子以及約 57 歲的男童爺爺葉姓男子，其中男童送北市馬偕醫院、男童媽媽送市立三重醫院、男童爺爺
送北市新光急救。
消防人員初步調查，現場燃燒地點為 2 樓客廳，燃燒面積約 15 坪，詳細起火原因仍有待釐清。

警政署長陳家欽 28 日最後一場署務會報
，感性向全國 7 萬多名警察致謝辭行。對於外
界謠傳他提早退休的原因、新任署長人選等
各種揣測，陳家欽強調，媒體各種解讀他都
尊重，但是警察幹部一定要有獨立思考能力
，而非人云亦云，以訛傳訛，這樣會影響警
察的士氣。
據了解，陳家欽 29 日公職生涯最後一天
，將向警政署各科室道別辭行，新任警政署
長究竟是誰，府院沒正式發布，陳家欽對於
媒體詢問，也表示不知情。

陳家欽是在 20 日向內政部遞交退休申請
，當時還在居家隔離的部長徐國勇立即批准
送交行政院，院長蘇貞昌翌日對外表示，曾
試圖挽留陳家欽，但陳對於政府選舉維安、
警察人事穩定的大局考量，讓他沒辦法拒絕
。
一週來，媒體對於新任警政署長人選，
至少有三個可能人選，但是截至 28 日晚間，
府院都未正式發布，未來掌管全國 7 萬多名警
察的龍頭是誰，各界都在揣測。

防災演練新北支援雙軸排煙車 基隆消防員盼添購
基隆消防局今日上午舉行 111 年度防災演習，模擬一輛油罐車於中山隧道內起火，救災人
員除滅火外，也請新北支援雙軸排煙車，有資深消防員認為，基隆隧道多，盼能添購排煙車
，提升救災效率。局長陳龍輝表示，會努力向中央爭取補助。
消防局首次將隧道災害列為演練項目，模擬落石崩塌、掉落於隧道口，車輛因未注意發
生連環車禍、駕駛受困，有一輛油罐車石油外洩引發大火，另有一台電動車起火待救，消防
隊出動消防車及救助器材車到場，採 「斷電、穿刺、降溫」搶救，並請新北消防局派全台唯
一 「雙軸排煙車」支援。
副市長林永發致詞時表示，本市已與鄰近的救災單位簽訂支援協定，如隧道內發生車輛
漏油等事故時，可以請求支援，這次感謝北區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新北市消防局支援本市排
煙車輛，也希望交通部等中央單位能補助添購。
一名資深消防員提及，隧道內若起火排煙不易，目前基隆只有排煙機，盼局內可以將設
備升級。陳龍輝也說，基隆境內雖然沒有超長的雪山隧道，但有 38 座隧道，其中 7 座長度超
過 1 公里，需要配備 1 台小型排煙車，已將此設備列為需添購的裝備，並向交通部爭取補助，
提升救災能力。
新北擁有全台唯一雙軸排煙車，長 8.5 公尺、車寬 2.5 公尺、車高 3.3 公尺、車重 15 公噸，
雙排煙機均具備水霧功能，每分鐘可打出流量達 3200 公升的水霧，除了車後的大型排煙機外
，還有車體中段的兩台中型排煙機，可產生高膨脹比的泡沫，適用於易燃性液體等火災。

百歲失智婦3度中籤國民法官 投訴也無用？法院這樣說
桃園市 101 歲張姓婦人因重度失智住在安養院，不過去年 8 月起陸續接獲桃園地院 3 度通知被抽到
國民法官。女兒稱，向地院投訴卻無用。對此桃園地院回應，目前還在清查是否有無此事。
張姓婦人女兒向媒體投訴，指去年 8 月收到桃園地院通知，稱張姓婦人被抽到國民法官。但母親
已經重度失智，她向法院回函後，卻再度收到通知。她致電桃園地院想要說明，法院卻未重視，甚至
前幾天又收到通知要求母親到法院報到。
對此桃園地院回應，因中籤人數眾多，目前還在清查、釐清是否有無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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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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