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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白宮 COVID-19 團
隊今天表示，變種病毒BA.5目前占
全美約65%確診，但未見重症傾向，
也沒有顯著影響疫苗抗重症效力。
拜登政府日前訂購1億500萬劑BNT
次世代疫苗，可望10月開打。

被稱為已知傳播力最強之CO-
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變異
病毒株的 BA.5，近來在歐美各國快
速擴散，白宮防疫團隊今天召開簡
報會說明最新情況。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暨 預 防 中 心
（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指出，Omicron亞型變異
株BA.5目前已成為美國主流病毒株
，占全國約65%確診，另2個亞型變
種BA.2.12.1、BA.4則各占17%、16%
左右。

相較其他先前 Omicron 亞型變
種，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
thony Fauci）表示，BA.5 更具傳染
力，且擁有大幅度免疫逃脫能力。
所幸BA.5未顯著削弱疫苗抗重症效
力，也未出現更高重症傾向，現行
抗病毒、抗體藥物仍應有效。

針對民眾重複感染風險，佛奇

說，免疫力會隨時間下降，不論是
靠打疫苗或感染復原後自然獲得。
即便是曾感染過原始 Omicron 亞型
變異株BA.1的民眾，現在抗BA.4或
BA.5 的保護力都不足，到該打疫苗
或追加劑的時間就要去。

為因應新變種病毒，拜登（Joe
Biden） 政 府 6 月 底 與 美 國 輝 瑞
（Pfizer）藥廠及德國生技公司 Bi-
oNTech 簽約，訂購 1 億 500 萬劑次
世代二價 COVID-19 疫苗（基於原
始病毒株加上BA.1）。

BA.5占全美逾6成確診 次世代疫苗可望10月開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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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s richest
man, Elon Musk, said he is
seeking to call off his
proposed $44 billion deal to
buy the Twitter social media
platform.

His attorney contends
that Twitter has not
complied with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provid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how many fake user
accounts are on its system.
Twitter has claimed that
only 5% of its users are
spam.

A letter sent by Twitter
lawyers said that Musk is
officially seeking to walk
away from the deal under
the contractual terms so he
can back out on his $1
billion deposit.

Twitter Board Chairman
Bret Taylor indicated that
the company will indeed
wage a legal battle against
Musk forcing him to prove
the company has breached
the agreement.

Twitter's market price
dropped to $36.81 from
$54.20 last Friday.

This huge deal can only
happen in America. It also
proves that money can buy
anything. As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Musk can
own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dia platforms in
the world. If he ever buys
Twitter, he could change all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along with the entire culture
of the media giant. 0707//1111//20222022

Musk Is Trying To Exit The Twitter DealMusk Is Trying To Exit The Twitter Deal

世界首富特斯拉老闆馬斯克
宣佈,他將退出併賺推特之計劃。
這項以四百四十億企圖入股

推特之計劃曾經撼動美國媒體界
，馬斯克之律師在一封給推特之
信中表示，推特並未依約披露到

底多少用戶之正確資料，推特表
示，他們只有百分之五的訂戶是
視為廢客戶，但是馬斯克懷疑數
字之可靠性。
依據合約馬斯克可以把十億

美元之訂金拿回來，但是推特認
為馬斯克對兼併並不真誠，他們
將採取法律行動進行對抗。
推特董事會主席泰勒在聲明

中表示，他將依照董事會之決議
來完成這項收購案，目前推特之
股價已經從每股五十四點二元降
至每股三十六點八一元，市值掉
了三分之一。
馬斯克以四百四十億元收購

推特之事，是近年來媒體界最大

之一筆交易，不但數字龎大，
而且其影響力將是前所未見。
馬斯克以電動車造就他成為

世界首富，他還同時進入太空事
業，其影響力可謂從天上到地下
。
今天的推特也是在近年來之

社群媒體中创造了奇蹟，政商各
界更是爭先恐後利用推特表達意
見，其中也封了前總統川普之賬
號，阻止他發表激烈之言論。
老實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

”有錢能使鬼推磨”之特殊時代
，這位首富舉手之間即可控制一
大社群媒體平台，更可依他的想
法來改變媒體之立場和方向。

馬斯克退出併購推特馬斯克退出併購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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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稱非洲亟需提升
猴痘病毒檢測能力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發表新聞公報說，截至6月28

日，非洲13個國家今年已報告猴痘疑似病例1821例，其中僅109例被實驗

室確診。非洲多國目前亟需提升猴痘病毒的監測和實驗室診斷能力。

公報說，非洲近期報告猴痘確診病例的國家中，有3國(加納、摩洛

哥和南非)此前從未報告過猴痘病例。其中，南非報告的兩例確診病例沒

有旅行史，這表明猴痘在本土傳播的可能性很高。

非洲目前的猴痘確診病例僅占全球4500多例確診病例的2%，然而

非洲地區仍有大量疑似病例，其中81%來自剛果(金)，這凸顯了提高猴

痘診斷能力的必要性。

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主任瑪奇迪索· 穆蒂30日在剛果(布)首都布

拉柴維爾召開的線上記者會上說，目前許多非洲國家缺乏猴痘檢測試劑

以及洋本采集、處理和檢測方面的培訓。

她說，世衛組織正協助非洲國家提升猴痘監測和實驗室診斷能力。

接下來幾個星期，世衛組織將向首批20個非洲國家的實驗室專家提供猴

痘病毒基因組測序培訓。

猴痘是壹種病毒性人畜共患病。過去數周內，多個歐美國家報告了

多起猴痘病毒集群病例，其中多數病例為有男男性行為者。世衛組織稱

，猴痘病例常多發於西非和中非地區，而目前多個國家報告的確診和疑

似病例卻沒有任何猴痘流行地區旅行史，這種情況並不正常。

衛組織表示，最近在50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的猴痘疫情暫不構成

“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捷克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為期半年

綜合報導 捷克1日起接替法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為期半年。

“克服歷史性的挑戰”，德國電視壹臺1日援引捷克外長利帕夫斯

基的話說，歐盟正面臨安全和經濟挑戰，未來6個月最重要議程就是烏

克蘭戰爭，它必須結束。法新社稱，俄烏沖突以來，捷克已接收近40萬

烏難民，並向基輔提供了大量材政和軍事援助。在歐盟內部，它也是對

俄制裁的踴躍支持者。有分析稱，當下烏克蘭已正式成為歐盟候選國，

歐盟除了繼續向烏提供各項援助外，還要在復雜的地緣政治現狀下妥善

處理自身擴容問題，這需要嚴肅考量。

烏克蘭危機不光涉及軍事沖突，更與整個歐盟的能源安全息息相關

。但法新社援引政治分析師吉裏· 佩赫的話稱，捷克不這合領導關於經

濟復蘇或能源安全的討論，該國面臨高通脹，且尚未加入歐元區，並依

賴核能，而包括德國在內的壹些歐盟國家對此嗤之以鼻。

還有媒體擔心捷克政府“挺不過”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歐洲新聞

電視臺1日報道稱，組成捷克執政聯盟的5個政黨內部對歐盟的親近度

不盡相同，且其中壹個政黨6月還被爆出腐敗醜聞，這對捷克政府的穩

定性造成沖擊。事實上，2009年捷克首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該

國政府就曾因國內政治問題垮臺。

波蘭停了烏首波難民福利
芬蘭總統不再和普京打球，俄保恐斷交

目前，俄烏兩國除了在戰場上對抉

外，在外交戰上也是妳壹拳我壹腳，而

有些北約國家也慘與其中。

壹、波蘭扛不住了，將停止向首波
烏克蘭難民支付福利

從7月1日開始，波蘭將停止向2月底抵

達的烏克蘭難民支付福利費用，包括火車在

內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免費出行費用。

早些時候，波蘭出臺了壹項特別法

律，規定向收容難民的波蘭人支付每人

每天40茲邏提（不到10美元）的費用。

最初此類援助的期限為60天，但隨後再

延長60天，總共達到120天。

每個來自烏克蘭的難民都有權在抵

達後 120 天內獲得支持。然後，他必須

自己找工作並管理租金。唯壹的例外是

殘疾人、孕婦、有小孩的母親以及有三

個或三個以上孩子的母親。

波蘭內政部稱，如果壹名難民在7

月抵達波蘭，他仍有4個月的時間來這

應，而接收他的波蘭居民在此期間每天

將能夠獲得40茲邏提。

但是，華沙市長特紮斯科夫斯基稱

，由於烏克蘭人的勇入導致人口顯著增

加，華沙市內供水系統和公共交通都在

負重運行，而波蘭政府沒有為此向華沙

市撥款。他說，如果該國面臨第二波難

民潮，波蘭將面臨更大的問題，華沙根

本沒有地方容納這些難民。

7月1日，波蘭還取消了2月26日該

國推出的免費乘火車計劃。據稱，俄烏

沖突後，有超過230萬的烏克蘭公民利

用了這壹機會。此外，波蘭也取消了

此前在主要城市推出的免費公共交通

計劃。

波蘭邊防軍稱，自2月24日以來，

已有約440萬烏克蘭人抵達波蘭。但三

個月內，有 240 萬烏克蘭人返回本國。

波蘭內政部估計，目前該國有150萬烏

克蘭難民。其中18.8萬人在該國獲得了

特殊身份號碼，這使得他們能夠在波蘭

合法生活、學習、工作和領取社會福利

。登記的主要是婦女和兒童。此外，還

有50萬烏克蘭成年人在波蘭工作。

二、芬蘭總統說他將不再和普京壹
起打曲棍球

壹直以來，獨聯體國家的領導人都

喜愛打曲棍球和賽馬等運動，也因此國

家間領導人見面時，常會切磋壹番。

2012 年，芬蘭總統尼尼斯托第壹次訪問

俄邏斯時，與普京打了壹場曲棍球，兩

人交戰的畫面被媒體廣泛傳播，且外界

認為兩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不過，今年7月 1日，芬蘭總統紹

利· 尼尼斯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將不再

與俄邏斯總統普京壹起打曲棍球。他還

稱，俄邏斯不是夥伴，而是鄰居，鑒於

俄芬兩國1300多公裏的邊界，兩國必須

共同解抉壹些問題。

近日，土耳其放行瑞典和芬蘭加入

北約後，芬蘭和俄邏斯的關系轉冷。

三、俄邏斯大使不排除與保加利亞
斷絕外交關系

近日，保加利亞宣布70名俄邏斯外

交官和行政和技術人員為不受歡迎的人

。考慮到他們的家人，到7月3日，保方

要求俄方約200人必須離開該國，俄邏

斯駐保加利亞使領館的工作將被封瑣。

對此，俄邏斯大使米特邏法諾娃將

這種情況描述為前所未有且具有挑釁性

。目前，俄邏斯大使館要求保加利亞外

交部取消驅逐外交官的抉定。

米特邏法諾娃說，“在與莫斯科協

商後，在我們從震驚中恢復過來之後，

由於目前的情況絕對是前所未有的，我

們對宣布我們的同事為不受歡迎的責

任的抉定提出了抗議。這壹行動破壞

了我們雙邊關系的基礎。俄邏斯方面

完全否認這些指控，更拒絕宣布我們

的同事為不受歡迎的人。宣布不受歡迎

的人是壹種非常嚴重的行為，它表示壹

個人在保加利亞境內犯下了嚴重和非法

的事情。”

“我們的技術人員做了什麼——司

機、工程師、櫥師和其他人？如果我們

談論的是宣布外交官不受歡迎，那麼請

至少提供他非法活動的證據。間單地汗

名化70人是不可能的， 這最終甚至與

人權相抵觸。”

目前，俄邏斯方面很可能會做出關閉

大使館的抉定，而這將意味著外交關系的

中斷。“這是非常不可取的，絕對有害於

我們長期和非常友好的關系，”她說。

中亞多國日增病例數上升
當局稱考慮恢復口罩令
綜合報導 近期，中亞多國單日確診

感染新冠肺炎疫情人數有所上升，多國衛

生部對此表示，如病例持續增長，將視情

況考慮重新恢復口罩令。

在哈薩克斯坦，近壹周內，單日確診

病例持續過百，境內已有兩地逼近疫情中

風險區。對此，哈副總理圖格紮諾夫表示

，哈薩克斯坦疫情當前可控，為保護民眾

健康，並形成社會面免疫屏障，繼續倡導

民眾積極接種疫苗仍是政府主要工作。未

來，本國確診病例如出現激增狀況，哈相

關部門將考慮重新恢復佩戴口罩制度。

1日，圖格紮諾夫主持召開疫情防控

跨部門委員會會議。會議要求，如有地

區升級為疫情中風險區，將對其采取額

外防疫措施：將密接者轉移至遠程工作

模式；民眾在封閉公共區域、搭乘公共交

通時需佩戴口罩；建議將10人以上會議轉

為在線形式舉行。圖格紮諾夫同時指示各

地區做好藥品和床位供應保障，以應對疫

情傳播。

此外，醫學期刊《柳葉刀》近

日公布哈國產QazVac疫苗Ⅲ期臨床

試驗結果，結果顯示，該疫苗可在

人體內形成較高免疫。初步數據表

明，該疫苗有效性超過90%，面向

18歲以上人群。

截至6月30日，哈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超130萬例，核酸檢測結果呈陰性但具有

新冠肺炎癥狀病例共89241例，死亡13663

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137例。截至目前

，哈完成第壹劑疫苗接種者超952萬人，

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者逾930萬人。完成

加強針接種者超478萬人。

據烏茲別克斯坦衛生部報告，自6月

中旬以來，受病毒加速傳播影響，本國確

診人數有所上升。衛生部對此表示，為盡

早篩查感染病例及時采取必要治療措施，

烏國內平均每天進行約萬次核酸檢測。

“烏衛生部目前未就強制性佩戴口罩

做出抉定，但建議民眾佩戴使用醫用口罩

以確保安全。”據烏衛生部負責人稱，變

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目前正在該國傳播，

政府為此采取多項舉措防控疫情，遏制變

異病毒傳染。

截至6月30日，烏茲別克斯坦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97例，累計確診病例超24萬例

，累計死亡病例達1637人。

截至1日，吉爾吉斯斯坦確診感染病例

累計超2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達2991例。

據吉衛生部日前表示，計劃在國內開設10個

研究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將執行疾病預防和

國家衛生和流行病學監測中心職能。目前

，其中6個實驗室的建設已經完成。

澳研究顯示兒童時期體格與中年認知能力有關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壹項跟

蹤研究顯示，兒童時期在體格

測試中的表現與中年時期的認

知能力有關，並且這種關聯不

受兒童時期學業能力、社會經

濟地位以及中年時期是否吸煙

、飲酒等因素影響。這表明，

防止認知能力退化的保護性策

略可能需要提前到兒童時期實

施。

據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日

前發布的公報，這項研究由該

校與澳衛生服務機構“半島健

康”合建的澳國家健康老齡化

中心以及塔斯馬尼亞大學孟席

斯醫學研究所共同開展。研究

人員利用澳“成人健康的兒童

抉定因素”前瞻性研究的慘與

者數據，對

超過 1200 名

慘與者進行

了長達 30 多

年的跟蹤研

究，以尋找

可被客觀測

量的兒童健

康及肥胖狀

況與中年後

認知能力之間的關系。

1985年，慘與“成人健康

的兒童抉定因素”研究的1244

名7歲至15歲兒童接受了心肺

健康、肌肉力量和耐力、腰臀

比等方面評估。2017年至2019

年期間，研究人員利用壹系列

計算機測試評估了這些慘與者

的認知能力，當時這些慘與者

年齡介於39歲至50歲。

研究顯示，兒童時期心肺

和肌肉健康水平更高、腰臀比

更低的慘與者，中年時期大腦

處理信息速度、註意力和整體

認知能力測試得分更高，並

且這壹發現不受兒童時期學

業能力、社會經濟地位以及

中年時期是否吸煙、飲酒等因

素影響。

相關論文已發表在《體育

科學與醫學雜誌》上。研究領

導者之壹、澳大利亞國家健康

老齡化中心副教授米歇爾· 卡

麗薩婭表示，由於認知能力

下降早在中年時期就可能開

始，而中年時認知能力下降

到老年時發展為認知障礙和

癡呆癥的可能性更大，因此

確定早期生活中可能導致晚

年認知能力下降的風險因素

十分重要。這項研究凸顯了

制定幹預政策改善兒童健康、

預防肥胖的重要性，也表明防

止認知能力退化的保護性策略

可能需要提前到兒童時期實施

， 從 而 讓 大 腦 形 成 充 足 的

“儲備”，以應對中老年時

可能出現的認知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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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一位高階外交官告訴
路透社，最近4位亞太領袖出
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峰會，反映美國為更妥善應
對中國而尋求擴大的跨大西洋
安全夥伴關係，有了 「重大轉
變」。

美國國務院顧問查列特
（Derek Chollet）今天在首爾
受訪時表示，他看到南韓和北
約合作的 「巨大潛力」。

「我認為，過去這 10 年
我們看到的最重大改變之一，

就是跨大西洋夥伴和我們在印
太的夥伴之間的關係日益成長
。」

上月尹錫悅成為首位參加
北約峰會的南韓總統，面對北
韓不斷演變的核子威脅，他尋
求在全球舞台扮演更大角色，
並與歐洲建立夥伴關係。

查列特表示，尹錫悅與日
本、澳洲、紐西蘭三國領袖參
與峰會，以及北約新通過的戰
略概念首次把中國列為關切，
都 「相當具有歷史意義」，

「是非常密切的夥伴關係的開
端」。

查列特說： 「我清楚記得
，十年前，試著與歐洲盟國談
到印太重要性時，很難讓他們
投注太多關注，現在情況有了
重大改變。」

「我們對待中國的基礎或
原則…與夥伴和盟友一致。」

查列特還表示，儘管日韓
因歷史宿怨而關係緊繃，仍希
望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更加強
固。

應對北京 美國務院顧問：北約亞洲關係有重大轉變

特斯拉公司（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今天表示，美國前總統川普該 「謝幕
和退場」了。川普幾天前在一項造勢活動中嘲
笑馬斯克是 「唬弄大王」。

路透社報導，馬斯克在推特發文說， 「我
不討厭川普，不過他該謝幕和退場了」。

文中並說， 「民主黨也該收斂攻擊，以免
使得川普除了再當總統之外，別無生存之道」
，但未多加解釋。

馬斯克的推文是回應川普9日在阿拉斯加
安克拉治（Anchorage）的發言，當時川普是
為國會眾議員候選人培林（Sarah Palin）和參

議員候選人奇巴卡（Kelly Tshibaka）站台。
川普在這場造勢活動中說，馬斯克不會購

併推特了，他為自己惹來了麻煩。
川普說： 「（馬斯克）前幾天宣稱，他從

未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我要說，我倒不知道
有這事，因為他告訴過我，他曾投票給我。他
也是個唬弄大王，不過他不會買推特了。」

馬斯克上月在卡達經濟論壇（Qatar Eco-
nomic Forum）表示，他尚未決定在下次總統
大選中支持何人。但在此之前一週他卻推文說
，他傾向於支持佛羅里達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競選2024年總統。

被譏唬弄大王 馬斯克：川普該謝幕退場了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美國前國防部長
艾斯培（Mark T. Esper）12日接受美國之音衛視
訪問，針對 「假使大陸攻擊台灣，是否認為韓國
軍隊會支援美軍且軍事介入」的問題，他回答，
「一旦大陸與台灣在台海爆發衝突，日本、韓國

若不以一定的方式介入，這是很難想像的。」
所謂的一定方式，是指支援作戰，或是中止

經貿交流。艾斯培強調， 「一旦台灣有事，那麼
區域內的國家就會捲入紛爭之中，被強迫選邊站

」， 「這種衝突並不僅止於兩國，將會廣泛地影
響（到周邊國家）。」

艾斯培指出， 「韓國就在中國旁邊，我也知
道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國的現實，且對美國
而言，中國也是最大的貿易國」，因此 「與共產
國家交流，將被迫做出困難的決定。」

「然而一旦妥協，就無法守護正確的價值」
，艾斯培話鋒一轉說， 「把中國當作經濟夥伴，
視美國為安保夥伴，這是無法持久延續的。」

美國前防長艾斯培：台海衝突一旦發生 日韓都將介入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表示，槍枝
氾濫將美國鄰里社區轉變成一個個 「殺戮戰場」
，並誓言恢復突擊步槍的禁用令。

法新社報導，拜登上月25日簽署新槍枝管制
法，他今天在紀念儀式中說，這是美國30年來第
一個重大進展，不過還不足以控制美國的槍枝暴
力。

拜登說： 「已經花太長的時間了，這一路上
流血、屠殺的血跡斑斑。」他進一步指出： 「過
去這些年，我們的校園、教堂、商店、音樂節、
夜店還有很多其他日常場所，都已經變成了殺戮
戰場。」

同時他也列舉出近期發生的槍擊事件，包括
造成19名學生和2名老師死亡的德州校園槍擊案

、10人喪生的紐約州水牛城超市掃射案，以及奪
走 7 條性命的伊利諾州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
）國慶遊行血案。

拜登指出，除此之外，全美天天上演著那些
「沒上頭條的殺戮悲劇」。他說： 「就連鄰里社

區和街道也成為了殺戮戰場。」
拜登承諾恢復 1994 至 2004 年間實施的突擊

步槍禁令。禁令解除後，全美各地販賣的高功率
半自動戰爭武器達數百萬支之多，且一再被用在
大規模槍擊案。

拜登說，他支持美國憲法所保障人民攜帶武
器的權利，但另一方面，他指出槍枝已成為美國
孩童的頭號殺手， 「我們同樣有權利自由地活著
，不用為生存而恐懼擔憂」。

美槍枝氾濫 拜登：鄰里社區已成殺戮戰場

紐時報導，在今年初選季中，美國許多民主黨議員和官員對
總統拜登難以推動多數政策感到失望，懷疑他能否解救預估在期
中選舉慘敗的民主黨，並開始認為他不應尋求連任。

「紐約時報」上個月報導，隨著美國面臨的挑戰愈來愈多，
疲乏的基本盤熱情降低，從東岸到西岸都有不少民主黨人悄悄擔
心拜登的領導力、年齡以及再度與前總統川普拚戰的能力。

近50名民主黨人受訪結果顯示，他們擔憂共和黨實力不斷
增強，並對當前的前進道路異常悲觀，這些人包括地方領袖、國
會議員及2020年大選曾支持拜登的選民。

來自邁阿密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成員西梅奧尼迪斯（Steve
Simeonidis）表示： 「說我國走在正軌是公然背離現實。」他說
，拜登 「應在期中選舉後宣布他不打算在2024年尋求連任」。

法新社今天也報導，拜登這兩天準備大老遠到中東訪問，而
他顯然有意再戰2024一事引發愈來愈多討論，此事讓民主黨左
右為難，因為目前沒有明確可替代拜登的人選。拜登是白宮歷來
最年長主人，11月20日將過80歲生日。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最近的文章提到： 「他現在
能勝任總統，但到了下次大選，他年紀就太大了。」文中同時嚴
厲批評右翼聲稱拜登有失智症。

紐時今天公布的民調顯示，拜登連任之路在物價飛漲之際亮
紅燈，施政滿意度僅剩33%。黨內支持者對他漸失信心，64%受
訪民主黨選民希望2024年換人參選總統。

拜登若是連任，到時就年屆82歲，卸任時將是86歲。前總
統雷根（Ronald Reagan）1989年以77歲之齡卸任，是先前的紀
錄保持人。

紐時9日報導寫道，拜登的 「年齡對他和他所屬政黨來說已
成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

拜登身體勇健令人欽羨，去年11月健康檢查報告說他 「有
活力」，主治醫師表示，拜登近幾年走路步態僵硬是因為脊椎關

節炎，頻頻清喉嚨則是胃食
道逆流關係。

不過他的外表顯示上任
後操勞的代價，例如白髮越
來越稀疏，步態謹慎。他有
時在看提詞機時會唸錯或陷
入沉思，且幼時克服的口吃
狀況會再度出現。白宮也多
次為他在敏感外交議題上的
不當發言緊急澄清。

然而幕僚為他強力辯護
，資深顧問唐尼倫（Mike
Donilon）告訴紐時，拜登
先前出訪歐洲時，所有年輕
許多的幕僚在機上只想睡覺
，但拜登卻花好幾小時規劃
國內政策如何推行。

此外，拜登和之前歷任
總統一樣，肩負令人精疲力
竭的重責大任，包括俄烏戰
爭、通貨膨脹飆升、槍枝暴
力氾濫等問題。

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數的
最高法院近來屢屢做出爭議
性裁定，例如推翻憲法保障墮胎權，也引發對於拜登號召力的質
疑，認為他未能說服黨內中間派參議員支持他的政策，因而無法
為墮胎權立法。

法新社提到，美國政壇許多關鍵人物都超過70歲，不只有
拜登，還包括現年76歲的川普。川普有可能再度代表共和黨參

選，而他知道年齡牌好打，也想好好利用。
川普在他的社群媒體平台上寫道： 「有很多80多歲，甚至

90多歲的人，還是一如既往的優秀和敏銳。拜登不是其中之一，
但這與他的年齡沒什麼關係。實際上，人生80才開始！」

拜登應否再戰2024？紐時：民主黨內開始私語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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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自7月1日起開啟為

期三個月的全國節電期。這是自2015年

以來，日本政府首次在全國範圍內提出

節電要求。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由於近

期罕見的酷暑導致用電量激增、部分火

力發電站因老化暫停運轉造成供電短缺

，日本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向民眾、企業

提出節電要求，期限為7月1日至9月

30日。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東京

電力公司供電區內自6月27日起連續4

天發布電力供應緊張警報。7月中旬以

後，隨著完成整修的部分火力發電站及

抽水蓄能電站啟動，東電供電區將增加

500萬千瓦以上的供電量，但仍存供電

短缺的風險。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沒有

為節電設置具體目標，但呼籲民眾、企

業在不影響生活和經營的情況下盡量減

少用電。據報道，為預防中暑，日本政

府建議民眾在合理使用空調的同時，關

閉非必要的燈具、不給冰箱設置過低溫

度等；在太陽能發電量下滑的17時至

20時前後，尤其鼓勵民眾積極節電。

據悉，進入6月以來，日本遭遇罕見高溫

天氣，多地最高氣溫突破35攝氏度。東京6月

30日最高氣溫達36.4攝氏度，為1875年以來東

京6月最高氣溫。

日韓首腦兩天內四度碰面談改善關系
雙方公布的會談內容不壹致

綜合報導 據日本電視臺消息，北約峰會

期間，日韓首腦在短短兩天內四度會面，就改

善兩國關系交換意見，但兩國對於會談內容表

述不壹。

另據報道，28日、29日兩天時間內，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與韓國總統尹錫悅分別在西班牙

國王主辦的晚餐會、日美韓首腦會談、亞太四

國會談、北約同盟國會談時，就改善日韓關系

交換意見。然而日本電視臺報道稱，就28日的

首次會談，日韓兩國政府公布的內容表述並不

壹致。

首次會談時長3、4分鐘。日本外務省公布

的內容非常間短，稱“岸田同尹錫悅僅用很短

時間打了招呼。岸田對尹錫悅表示，日韓關系

非常嚴峻，希望兩國盡力恢復健全關系。”但

韓方稱會談內容為“日方呼籲韓國盡力改善兩

國關系”。對此，岸田不滿表示“我沒說過那

洋的話(韓國公布的會談內容)。”

日方還曾在北約峰會前，對於是否舉行日

韓首腦會談說法不壹。岸田啟程出發時稱“沒

有會談計劃”，岸田身邊官員則表示“首相並

沒有拒絕直接對話”。

日本電視臺表示，岸田就任日本首相後，在

北約峰會期間首次與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悅展開直

接對話，引發各界關註。《韓國每日經濟新聞》

則稱，7月的日本慘議院選舉結束後，日韓首腦

可能再度舉行會談，屆時，韓國最高法院對日本

強征勞工宣判等情況，是否會影響到解抉兩國

間懸而未抉問題，目前仍存在變數。

韓總理：韓中應加強合作
綜合報導 韓中建交即

將迎來30周年，韓國多名政

府高官表示，兩國應加強合

作，推動雙邊關系朝著更健

康、更成熟的方向發展。

據報道，韓國國務總

理韓德洙當天在首爾出席

韓媒“朝鮮 Biz”主辦的

“韓中建交 30 周年經濟論

壇”時表示，韓方將與中

國緊密合作和平解抉朝核

問題，兩國應朝著為維護

半島和平與國際社會繁榮

做貢獻的方向發展雙邊關

系。他認為，韓中需要增

進高層等各層級的交流，

並深化在各領域務實合作

。韓德洙指出，鑒於韓中

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和作

用均發生了變化，兩國需

要就國際事務加強合作。

韓方將本著互信互尊的精

神夯實雙邊關系基礎。

韓德洙還提到中國“三

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

俗語，稱“韓中關系在過去

30年裏經歷了很多拐點”，

雖然也有困難的時期，但壹

起克服了困難，就像雨後地

更堅，確認了彼此的珍貴。

韓德洙強調，現在是為更加

閃耀的未來30年打下基石的

時候了，呼籲以過去30年的

成長和發展為基礎，用相互

尊重和合作的精神，共同開

啟更加健康、成熟的新的30

年。

6 月剛被任命為韓國

駐華大使的鄭在浩在該論

壇上發言時強調了“互惠

與合作”，稱韓中關系中最

重要的是實現共同利益最大

化。

韓國《朝鮮日報》稱，

本次論壇旨在回顧過去韓中

建交30周年的歷史，並探索

今後可持續發展的兩國關系

合作框架。

同壹天，韓國外長樸振

在韓國政治學會等主辦的

“韓中建交30周年，韓中關

系的未來”國際學術會議上

表示，為了夯實韓中關系的

基礎，拉近兩國年輕人之間

心理距離至關重要。樸振稱

，兩國可在多領域進行務實

合作。樸振說，韓中關系迎

來了“而立之年”，這意味

著樹立信念、堅定理想不動

搖。

重磅！緬甸衛生部放松“口罩令”
非密閉公共場所可以不戴口罩了
綜合報導 衛生與體育部發布壹

則聲明，緬甸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已

經基本得到控制，因此，緬甸當局

進行評估後抉定，對“口罩令”進

行放松。

從聲明中得知，除了醫院、辦公

單位、學校、購物商場等密閉場所，

以及搭乘公交車出行外，居民外出可

以不再佩戴口罩。

據了解，此前，為了有效開展疫

情防控工作，緬甸境內實行了口罩禁

令，民眾外出沒有佩戴口罩將被依法

嚴懲。

疫情期間，緬甸衛生部多次開展

了佩戴口罩普法工作，對不戴口罩外

出的民眾進行警告罰款，情節嚴重時

還會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疫情嚴峻

時期，壹盒口罩的價格翻倍上漲，以

往只要1500壹盒的口罩上漲到4000

緬蔽左右。

緬甸衛生部還在聲明中提醒，如

若出現流涕、咳嗽、喉嚨痛、手腳酸

疼、無嗅覺癥狀時，須第壹時間前往

就近醫院看病。

出行時須做好防

護措施，佩戴好

口罩。

今年 4 月 17

日起，隨著境內

新冠肺炎病毒確

診率、死亡率降

低，緬甸當局解

除了航班禁令，

正式開放國際商

業客運航班。從旅遊與酒店部數據得

知，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共有來

自27個國家的遊客入境緬甸旅遊。

符合防疫政策的完全疫苗接種者，只

需出示有效核酸證明，入境緬甸後無

需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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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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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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檢視績效不彰成因
房屋問題交予兩工作組冀加快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會有呼聲要求盡快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5日重申，香港特區有
憲制責任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的本地立法工作，特區
政府會盡早進行立法工作，亦有信心有關立法工作可以做得到
位，“我希望訂立這個法例的時候，它是管用的，可以處理我
們預期的所有問題，不希望再有任何修改。所以我們以這個認
真和謹慎的態度做全面的法律研究。”

李家超強調，不同國家近期都有一些新措施保障其國家安
全，他覺得很值得參考，“尤其涉及有一個司法管轄區是採用普
通法的，我看過它所提出的某些措施是很嚴厲的。當然我們考慮
採取什麼作參考時，會審視不同國家，並按着實際情況，針對香
港的實際國家安全風險，以及現時國家在整體國際形勢之下，判
斷我們需要面對哪些風險，從而進行完善的立法工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5日上午在召開新一屆行政會議首次會議

前，率領行政會議全體非官守議員會見傳媒。李家超表示，房屋供應

會有一些短、中、長期需要處理的問題，他與團隊會盡快處理可以

在短期內處理的問題。同時，政府要務實地知道這方面涉及很多

深層次問題，以及因程序、法律或實際情況需要長時間才可解

決。他同時表示，需要檢視為何政府的工作有時會與市民期

望有落差，看看是程序繁瑣、資源不足還是部門配合所

致。團隊的領導者要主動介入，做好統籌工作，倘屬部

門的能力問題，特區政府會給予幫助，倘涉及程序問

題，政府會有適當的方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

財爺：壓縮時間開發更多土地

二十三條立法要作全面研究

促衞生局審視旅客檢疫期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5日在行政會議前見
記者時表示，已要求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
茂審視證據和數據，在控制疫情的同時減
少對旅客的不便，其中一個範疇是審視檢
疫期限，他會給予對方時間制定一些選項
讓自己參考。

李家超表示，香港需要保持開放和便
利旅客，同時亦要應對疫情風險，因此要取
得良好的平衡，基於科學及證據找出方法減
低對大家的不便，“當我們能確認有關人士
沒有染疫，就應該讓他們如常活動。”

他又要求盧寵茂要保護高染疫風險及染
疫後易變重症的人群，“其中一項是善用核酸
檢測，以找出確診者並及早隔離，以免感染
他人。”

盧寵茂：研打針降至3歲以下
盧寵茂5日在網誌中指出，香港第五波

疫情期間，已經有7名11歲以下兒童死於新
冠病毒，最年幼的只有11個月。香港大學
一項涉及1,144名染疫兒童的研究顯示，確
診入院兒童入住深切治療部及死亡率分別
1.8%及0.2%，腦神經併發症包括腦炎風險

更高達15%，較季節性流感高2倍或以上。
其他後遺症更包括“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
症”及“長新冠”症狀，如中樞系統受損、
記憶力變差和失眠等。

他強調，保護下一代生命健康是全社
會的責任，除了3歲或以上兒童及青少年
應及早接受疫苗接種外，特區政府正與疫
苗接種專家委員會積極研究，希望在不久
將來可以為3歲以下幼童接種，提供更好
的保護。“目前，香港必須堅持更精準疫
情防控減少社區感染，萬萬不能躺平與病
毒共存。”

◆發展局及規劃署合辦“繼往創未來”展
覽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55日行政會議前日行政會議前，，特首李家超率領特首李家超率領
三位司長和三位司長和1616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
員集體亮相員集體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5日表示，今屆特區政府會
進一步加強統籌及壓縮發展所需時間，開
發更多土地，滿足香港發展需要，而“明
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是未來社會及
經濟發展兩大重要引擎。

陳茂波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發

展局局長甯漢豪5日出席由發展局及規劃
署主辦“繼往創未來”展覽開幕禮。陳茂
波表示，“明日大嶼”將創造集工作、生
活及娛樂功能於一身的第三個核心商業
區，一方面支持香港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
心的功能，另一方面提供土地和就業機
會。“北部都會區”則會善用毗鄰深圳及
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優勢，建立創科產業合
作，推動大灣區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配合
國家發展戰略。

他強調，要維持香港的競爭力，持續
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妥善的規劃、充足
的土地供應，和適切的基建配套，實在必
不可少。隨着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未來
會進一步加強統籌，壓縮發展所需時間，
開發更多合適的土地，以滿足香港的發展
需要。

公屋中期缺 輪候料更長
仲量聯行項目策略及顧問部資深董事

李遠峰5日表示，今年3月公屋平均輪候
時間將為6.1年。由於公營房屋短至中期
內落成量低，假設公屋新申請宗數按目前
的速度遞增，未來5年輪候時間預料繼續
延長。

他建議，政府應考慮增建過渡性房
屋。由於過渡性房屋以組裝合成方式建
造，興建速度較快，相信政府有能力於2
年至3年內善用閒置土地大幅增加過渡性
房屋的供應，為市民輪候“上樓”時間過
長提供暫時性的解決方案。長遠而言，政
府應撥出充足的土地增建公屋，方能真正
解決房屋供應短缺問題。

“繼往創未來”展覽由今日（6日）
起至11月30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3號展城
館開放。展覽分為4個展區，有戶內及戶
外裝置供參觀，向市民大眾展示香港過去
25年來在規劃和基建發展方面努力的成
就，尤其是與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基建，
及展示未來發展的方向。

李家超5日與三位司長，以及16位行政會議非官守
議員集體見媒體。李家超表示，16位非官守議員

來自不同背景，有豐富的經驗來幫助他作決定，這
是很重要的。李家超亦對葉劉淑儀履行召集人的職
責方面有信心，相信她會做得很有成效，特別是
為香港發聲、講好香港故事方面。

李家超在回應記者有關房屋的提問時強調，他非常重視房
屋問題。房屋問題多年來困擾着香港，每一屆政府都很努力地
希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他會與團隊全力以赴，但亦務實知道
涉及很多深層次問題，以及因程序、法律或實際情況需要長時
間才可解決。

勇於面對問題 讓公眾知悉解決方法
他續說，房屋供應會有一些短、中或長期問題需要處理，

如果可以在短期內處理，當然會盡快處理，因此他成立了兩個
工作組：一個是公營房屋行動工作組，該工作組以“行動”為
目標，會在100天內提交第一份報告；另一個土地房屋供應統
籌組則會負責“統籌”由生地變熟地、由熟地建房屋的整個流
程。他相信經過全體人員的努力，將速度、量和效率提升，將
會解決到一部分問題。

被問及公務員有時表現與市民期望有落差，李家超認為須看
原因是程序繁瑣、資源不足或部門配合等，“所以我強調團隊精神
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領袖。如果那位領導官員在問題出現
時主動介入，在統籌、方向和權責方面做好一點，當公務員盡心盡
力地辦事時，當然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李家超強調，自己是務實而非“口號式”的行政長官，期
望政府團隊在執行方面多做點成績出來，以體現公務員的努
力，並藉整體管理成效提升而達到期望的效果。政府的態度是
見到問題，勇於面對並嘗試解決，同時讓大家知道解決方法，
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態度，過程中亦很可能找到一些新方
法，“在這方面，我向大家承諾，我會努力的。”

強調社會穩定是發展基礎
另外，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央視訪問時亦表達了解決房屋問

題的決心。他說，雖然解決房屋問題是困難，但如果可以把每
個環節加快、加量、加效，時間方面可以做得更有把握，例如
若每個環節處理的時間都減半年，加起來就會快很多了。政府
會多個方案並用，相信累計起來的力量更大。

李家超在訪問時指出，未來5年的挑戰很大，2019年的經
驗令他知道，穩定是最重要，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民心所向
亦不會發揮真的價值，有穩定才有其他元素，但要如何固本培
元及變得更強壯亦都重要，穩定是所有的基礎。

他說，每個政府都有老百姓支持，亦有人觀望，無論支持
不支持，他都會是以行動爭取信任，以結果拉近大家的距離，
希望用成績凝聚互信。事實上，總有市民會對政府不滿意，但
政府的誠意和態度最重要，“無論他是否支持政府，都是我服
務的對象，讓他們明白我們的誠意、心意都是為整體香港利益
服務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6日會首赴立法會出
席行政長官答問會，回應議員的質詢。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5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李家超
提出，希望在答問大會上集中討論7個範
疇，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在7月1日發表的重要講
話，和土地房屋供應，疫情及創科發展等，
以便議員聚焦討論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行

政署5日已去信立法會秘書處，表示歡迎議
員就任何政策範疇向行政長官提問。

根據安排，行政長官答問會6日上午9
時30分至11時舉行。立法會例行會議將緊
接答問會後開始。行政長官將會在會議開始
時向立法會發言，接着答覆議員提出的質
詢。行政長官希望聚焦討論市民關注的範
疇，例如香港特區政府就習近平主席於7月
1日發表的重要講話的跟進工作；土地及房

屋供應；防疫抗疫工作及相關議題；對外宣
傳香港，說好香港故事；創科發展；青年發
展，及環境衞生和市容。

梁君彥5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在每次答
問會前，立法會秘書處都會向行政署查詢行政
長官希望討論範疇，並等候對方的回覆，該做
法符合議事規則。他指出，行政長官只是提出
討論的範圍，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應、防疫工作
等，均為政府和議員共同關注的民生議題。

今赴答問會 冀聚焦七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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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富里鄉人口逐年減少，新生兒數也下降
，今年到6月底止僅新增29名新生兒，鄉公所鼓
勵生育，即日起每胎補助新台幣8萬元，加上縣
府的2萬元生育補助，共有10萬元補助。

為提高鄉內婦女生育意願，減少家庭生育負
擔，延緩高齡化社會現象，富里鄉公所經鄉民代
表大會通過 「婦女生育獎勵金發放自治條例」，
凡新生兒父母一方設籍富里鄉連續6個月以上，
且申請時仍設籍者，每胎新生兒補助生育獎勵金
8萬元；雙胞胎補助16萬元；3胞胎以上類推，
經費為公所自有財源。

富里鄉公所秘書許仰鎧告訴中央社記者，富
里鄉戶政事務所統計近年富里鄉人口數，民國
108年有1萬161人，而今年6月底為9714人，人
口逐漸流失；新生兒數108年有69名、109年61

名、110年59名、111年到6月底截止只有29名
，逐年減少。

為鼓勵鄉民生育，吸引青年回鄉或外地人移
居，增加富里鄉人口，祭出高額生育津貼。不過
，為避免生完孩子、領完補助後就把戶籍遷走，
鄉公所每年透過戶政系統檢核，確認新生兒及新
生兒父母任一人繼續設籍滿3年以上。

凡符合補助資格對象，應於新生兒出生日起
6個月內，持身分證、戶口名簿及印章向戶籍所
在地的村辦公處或至鄉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逾
期視同放棄權利。

花蓮縣政府生育補助每胎為2萬元，各鄉鎮
另再加碼補助，除富里鄉，秀林鄉和平村、卓溪
鄉皆補助1萬5000元、鳳林鎮補助2萬元。

鼓勵生育增人口 花蓮富里生1胎補助10萬元

嘉義縣民雄鄉一間製香工廠，晚間8點多突
冒出火煙，因廠房內堆放大量金紙、香品、爆竹
等易燃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目前廠房幾全面
燃燒，嘉義縣消防局出動8個分隊與第2大隊部
共14車、33人到場，另請求嘉義市2分隊支援，
初步了解目前無人受困、傷亡。

嘉縣消防局指出，晚間8點46分接獲民眾報

案，指民雄鄉山中村牛斗山附近發生香品工廠火
警，立即派遣民雄、双福、嘉太、新港、大美、
祥和、水上及太保等8個分隊各式消防車輛14車
33人前往搶救，抵達現場回報為廠房燃燒，目前
未有人員受傷受困，已布線出水搶救中，火勢稍
早已獲得控制。

惡火吞噬嘉義製香廠！火光燒紅夜空 現場爆破聲頻傳

南市創新育成基地今天一項研討會，就時
下最夯的區塊鏈、NFT、元宇宙等議題關聯性
，探討新創產業在元宇宙的發展方向，打造創
新與創業社群資源分享與機會媒合平台。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今天舉辦 「區塊鏈與
NFT—邁向元宇宙的關鍵密碼」創業小聚，由
台灣區塊鏈大聯盟總召集人陳美伶教授帶領專
業STAR BIT 思偉達創新科技及Jcard團隊以元
宇宙為主題，探討區塊鏈、NFT及元宇宙之間
關聯性，提供新創團隊分享與交流連結機會。

講座由陳美伶首先講述區塊鏈應用趨勢與
產業發展；接著Jcard團隊由淺入深介紹NFT的
發展行銷與再創。希望透過創業小聚講師們專
業經驗分享，從人才培育的基礎建設做起，推
動台灣企業級區塊鏈於產業落地的能量，有助
於讓相關應用朝正向發展，並開闊南部新創界
眼界及交流。

台南市長黃偉哲說，企業級區塊鏈技術在
國際上已成熟，現在是台灣產業評估將技術應
用於數位轉型最佳時機。在創業這條路上，難
免會有孤立無援或想放棄的時候，這時若有一
群創業夥伴在旁提供協助，就像是為創業這條
路點了一盞明燈。

黃偉哲肯定贏地創新育成基地提供創業者
最佳創新發想的新創空間，協助新創團隊，提
供專業技術、輔導、資金獲取等幫助，並不定
期辦理活動解析產業趨勢、給予新創團隊能量
與幫助，帶動在地新創能量共同成長及新創產
業發展。

南市府經濟發展局透過新聞稿表示，元宇
宙是難得一見的好機會，把文化、商業和科技
等各種資源整合在一起，為台灣產業發展找到
新方向。

關鍵密碼元宇宙 南市創新談碼區塊鏈與NFT

大寮拷潭地區長年淹水，高市府爭取中央
經費，投入4億整治拷潭排水，鎮潭路至保福宮
下游附近，渠道由5公尺拓寬至14公尺，工程
分3期，預計明年完工，將提高排洪量約2.5倍
。

高雄市長陳其邁今天率領市府水利局團隊
，在立委林岱樺、民進黨籍市議員韓賜村、國
民黨籍議員邱于軒陪同下，視察大寮區拷潭排
水鎮潭橋、保福橋瓶頸段改建及渠道拓寬工程
。

陳其邁致詞表示，拷潭排水在保福宮到鎮
潭橋可以說是是最關鍵的部分，原本上游段的
通洪斷面只有5公尺，經投入新台幣4億元經費

拓寬，第一期7月將完工，整體工程預計明年完
成，將大幅改善大寮地區民眾積淹水問題。

高雄市水利局資料指出，為改善大寮拷潭
地區長年淹水問題，向水利署爭取前瞻計畫經
費，進行拷潭排水中上游一期、二期及拷潭排
水左岸等3項整治工程，整治長度約2公里，整
治範圍由鎮潭路至保福宮下游附近，渠道由5公
尺拓寬至14公尺。

水利局表示，目前已完成保福橋、鎮潭橋
瓶頸段改建及渠道拓寬約800公尺，預計可提高
整體排水通洪量2.5倍以上；另上游歡喜大樓及
內坑路亦投入1000萬元，拓寬低窪處既有排水
箱涵，長度約100公尺，完工後可改善拷潭排水

週遭及歡喜大樓積淹水狀況。
水利局說，目前已進入汛期，並積極完成

防汛整備，盤查全市各區的淹水點、完成檢查
抽水站、截流站及閘門確保設備正常運轉，並

預先佈設移動式抽水機，透過智慧化系統監控
水情，設置淹水感知器，全面掌握積淹水即時
動態，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降低水患造成
的損失。

大寮拷潭地區排水整治渠道拓寬排洪量提升2.5倍

屏東林管處轄管高雄打狗山、旗後山與半屏山等3座都會型
保安林，但很少人知道是存在超過百年保安林。屏東林管處透過
交流會，盼未來保安林能成為大家的好 「林」居。

屏東林區管理處在高雄巿3座轄管的都會型保安林，分別為
打狗山保安林（2301號）、旗後山保安林（2302號）與半屏山
保安林（2304號），這3個地方大家都很熟悉，卻很少人知道它

們是存在超過百年的保安林。
屏東林管處盤點當下保安林

重要議題，包含步道指示牌不
明確致迷途或擅闖狀況增加、
人為開發利用壓力大、觀光垃

圾與廢棄物傾倒、水土保持、外來植物入侵、流浪犬貓、人與野
生動物衝突等問題，需透過各單位共同合作，建立並定期參與跨
機關會議，才能提升保安林相關工作的分工與落實。

為凝聚共識，增加與在地非政府組織（NGO）及各土地管
理機關認識溝通機會，屏東林陸續陸續舉辦高雄巿都會型保安林
交流會，彙整各界對保安林的建議與期待，並討論可行執行方法

，讓未來保安林能成為大家的好 「林」居。
今天在屏東林管處進行第3場交流會，以保安林各土地管理

機關為主，希望找到公部門保安林經營管理的共同核心價值與平
衡執行方式。屏東林管處表示，高雄這3處保安林，正因超過百
年歷史，才能在都巿環境中留下一整片森林；也由於靠近都會區
、權責機關又多，相對其他保安林，環境問題更多且更複雜。

屏東林管處新聞稿表示，希望在國土生態綠網工作推動概念
下，持續透過建立人網、加強溝通、資源共享等方式，相關單位
協力共進，創造價值共利，使保安林成為大家心中的 「愛」而非
「礙」，更進一步成為 「全民的保安林」，並帶來美好 「森」活

。

高市3都會型保安林逾百年屏林管處盼成好 「林」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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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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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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