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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滿一年，至今全球已有超過8,000萬人生病、逾177萬人
喪命，不過隨著各式治療方式推出、疫苗開始大規模接種，疫情似乎也出現轉機
，根據 「富比士」（Forbes）報導，全球醫療產業也因此誕生50名新億萬富豪。

「富比士」盤點醫療產業中的50名新富翁，包含了科學家、醫生、產業企
業家，其中和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共同研發出西方國家第一款新冠肺炎疫
苗的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創辦人沙辛（Ugur Şahin），以及也開發出新冠疫
苗的莫德納生物技術公司（Moderna）執行長班塞爾（Stephane Bancel），毫無
意外上榜。

隨著各國政府迅速向業界尋求協助、推出疫苗，沙辛目前身家高達42億美
元，班塞爾身價達41億美元。

不只疫苗相關大廠，研發抗體療法、藥物的製藥大廠也在這波股市狂潮中受
惠，和美國禮來藥廠（Eli Lilly）合作開發抗體療法的加拿大生技公司AbCellera
執行長漢森（Carl Hansen）也以29億美元身家上榜。

「富比士」指出，這50名新富豪一共來自11個國家，值得注意的是，當中
31人來自最初爆發疫情的大陸。其中最知名的要屬醫材製造商康泰醫學董事長
胡坤，他以39億美元身價上榜。康泰醫學8月在深圳證交所上市，隨著脈搏血氧
飽和度分析儀、確認肺部功能的相關設備銷售強勁，康泰醫學的股價至今上漲
150%。

疫情誕生億萬富豪 半數來自大陸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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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大瘟疫蔓延至今, 美國全國
已經有三十四萬人因病喪生, 也就是說全
國三億三千萬國民已經有千分之一在這㘯
病毒战疫中陣亡 ，這是多麼令人驚悚可怕
，可隣又可耻之數字， 再度說明當政者之
失職， 是天地所不容。

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前所未有之浩劫
，研其原因是因為在川普政府走向國際單
邊主義，退出國際衛生組織，拒絕和世界
各國攜手合作 ，老大都退出了，國際社會
由誰來領導 ，我們看見在白宮不斷上演的
豪華宴會， 大家不戴口
罩， 零距離聚會， 不聼
專家之苦口建議， 疫情
一洩無法收拾。

今天的統計數字顕示
，全國已經有一千九百二
十二万人確診 ，全國各
地已經分癹了九百五十萬
疫苗， 但是只有二百萬
人接種， 其中包括住在
養老院的長者已經開始接
種 ，但是這個速度遠遠
無法立即控制疫情之蔓延
。

眾議院今通過了每人

發放二千元之法案 ，其中二百七十五位贊
成 ，一百三十四位反對， 得到超過三分
之二之同意 ，不過參議院是否也有三分之
二的議員同意 ，尚不得知。

總統當選人拜登今天再度表示 ，對川
普政府之交接工作遭到阻礙， 尤其是國防
部由川晋任命的高官。

令我們十分憂心的是， 領導世界的美
利堅共和國正面對一㘯十分嚴峻之考驗，
從總統到政府高官，到目前都沒有让位的
跡象， 美國未來要何去何從？

Six states set records on Sunday for the most
COVID-19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cluding Al-
abama, California, Georgia, Mississippi, North
Carolina and South Carolina.

Approximately 2.1 million vaccine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far from reaching all the victims of the pan-
demic.

There have now been at least 19,221,164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in the U.S. and at
least 334,000 people have died. This figure
represents one of every thousand persons in
the country.

This horrible number brings us such a painful
experience.

When we look back on the whole situation, we

did not have a na-
tional policy about
how to face and
deal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
demic.

President Trump
signed the mas-
sive $2.3 trillion
coronavirus relief
and government
funding bill into
law averting a
government shut-
down that was set
to begin Tuesday
and extended bil-
lions of dollars to
millions.

Trump also last
week vetoed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
tion Act which passed both chambers of con-
gress.

Today we are facing a very difficult political fu-
ture. President-elect Biden says his transition
team has encountered roadblocks from Trump
appointees, especially from the Defense De-
partment and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Biden said, “We just aren’t getting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need from the out-
going administration in key national security
areas.”

A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Washington
politics is being watched by all the people. We
really think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under-
stand the political reality and put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first.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2929//20202020

Coronavirus: One Person In EveryCoronavirus: One Person In Every
Thousand Has Died In AmericaThousand Has Died In America

美國已經有千分之一的國民陣亡美國已經有千分之一的國民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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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對英實施旅行限制
約翰遜將開緊急會議商應對措施

綜合報導 近日，壹種傳染性更強的變異新冠病毒導致英國新冠病

例急劇增加，歐洲多國緊急對英國發布旅行限制。英國首相辦公室發言

人表示，首相約翰遜主持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國際旅行限制問題，特別

是進出英國的貨物運輸。

20日早些時候，壹些歐洲國家開始對來自英國的人員“關閉大門”

，此前英國收緊了倫敦和英國南部的疫情限制措施，試圖遏制壹種變異

新冠病毒的傳播。

法國表示，從當地時間20日晚間開始的48小時內，將禁止所有來

自英國的人入境。英國多佛港表示，其輪渡碼頭已關閉。

此外，愛爾蘭、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保加利亞、瑞士

等歐洲國家都暫停了與英國來往的航班。除了飛機外，乘坐渡輪從英國

抵達荷蘭的乘客也將被拒絕入境。在歐洲之外，伊朗已下令暫停來自英

國的航班兩周，加拿大、以色列、沙特、科威特等國也發布對英國的旅

行限制。

“首相明天(21日)將主持緊急會議，討論國際旅行的情況，特別是

進出英國的貨物運輸。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也會舉行進壹步的會議，以

確保制定出有力的(應對)方案，”壹位發言人說。

英國交通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敦促英國民眾，尤其是貨運人員不要

前往位於英國南部肯特的港口，並在社交網站上警告稱，“我們預計該

地區將出現嚴重混亂”。

對許多英國企業來說，旅行限制措施出臺之際正值壹個艱難時期。

這些企業要在12月31日之前進行最後的儲備，屆時英國脫歐過渡期將

結束，新的海關規定將生效。

秘魯北部重癥監護病床短缺
政府宣布假期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和社會保障機構EsSalud對秘魯北部多個地

區醫院重癥監護病房缺乏床位的情況，表示關註。隨著聖誕節和新

年假期的到來，政府宣布限制交通、關閉海灘等措施，以遏制疫情

擴散。

Lambayeque地區衛生局主管維克多表示，目前Lambayeque地區治療

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已經沒有重癥監護床位。維克多指出，EsSalud醫院

僅剩7張免費的重癥監護病床，還有壹些醫院自己安裝了22張額外的重

癥監護病床，分別配有各自的顯示器和呼吸機，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專

業醫務人員來投入使用。

在 Tumbes 地區，由於缺少專業醫務人員，該地區的醫院尚未

組裝 11 張重癥監護病床，目前只有 9 張床位接受新冠肺炎患者。

衛生部派出壹個多學科小組抵達該地區，向醫院專業人員提供技

術援助。

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即將到來，秘魯政府此前宣布，將在 12 月

24 日、25 日和 31 日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禁止私家車出行，以減少

家庭聚會，避免疫情擴散。但如有外出必要，民眾可選擇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

此外，政府還下令在年末假期期間關閉海灘，直到2021年1月4日

，以防止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加。衛生部長馬塞蒂解釋說，關閉海灘是

為了避免出現人群聚集，降低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

對此，Eten港市長愛德華· 迪亞茲說，由於這壹限制，預計僅Lam-

bayeque就將損失150萬索爾。

變異新冠病毒已傳播至德國！
南非疫情呈指數級擴散

近日，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

影響波及多國，德國 12 月 24 日證實

出現首例變異病毒感染病例。與此

同時，南非出現的變異病毒也引發

關 註 ， 該 國 衛 生 部 稱 第 二 波 情 正

“以指數級別”擴散。目前，多國

已宣布限制措施應對變異病毒入境

，部分國家加速啟動疫苗接種工作

遏制疫情擴散。

德國出現首例變異病毒感染病例
南非第二波疫情“以指數級別”

擴散
截至當地時間12月24日晚，德國新

冠確診病例累計超160萬人。當天，德

國西南部巴登-符騰堡州確診了該國首

例感染變異病毒的病例。確診者為壹

名12月 20日從英國經法蘭克福機場返

回巴符州的女性。目前，她正處於居家

隔離中。

除了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外，近期

在南非發現的變異病毒也引發各方關註

。南非衛生部23日指出，第二波疫情正

在“以指數級別”擴散，發展速度要比

第壹波更快，為此政府正在考慮出臺更

嚴格的限制措施。

南非衛生部曾表示，最近臨床流行

病學觀察發現，越來越多的南非年輕人

感染上新冠病毒。研究發現壹種名為

“501.V2”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可能

是導致上述情況及病毒傳播加速的原因

之壹。

多國限制英國、南非旅客入境
部分國家開始接種新冠疫苗
英國、南非相繼發現的變異病毒引

發多方警惕。為了防止變異病毒傳入，

英國自12月23日起暫停往來南非航班。

此外，法國、德國、沙特阿拉伯、蘇丹

、瑞士、薩爾瓦多、土耳其、以色列、

荷蘭和毛裏求斯等國，已暫停往來南非

航班。

當天，巴西稱將從25日起停飛所有

巴西往返英國的航班；美國新澤西州24

日稱，州長要求所有從英國飛往紐瓦克

國際機場的旅客，必須提供在到達該州

前72小時內的病毒測試陰性結果；波蘭

24日稱，該國醫務人員將飛往英國，加

快英法邊境的病毒檢測工作；約旦決定

對近期有英國旅行史的人員進行密切監

控。

為遏制疫情傳播，日前多國加速啟

動新冠疫苗接種。當地時間24日，智利

、墨西哥、科威特正式啟動疫苗接種。

同日，法國正式批準使用美國輝瑞公司

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研發的新冠

疫苗。

在美國，截至 23日上午接種第壹

劑疫苗的人已超 100 萬，不過這與聯

邦政府 2020 年底前為 2000 萬美國人接

種疫苗的目標相去甚遠。保加利亞 26

日將有十萬劑疫苗送抵，27日將啟動

疫苗接種工作；肯尼亞稱新冠疫苗將

被納入國家免疫計劃，肯公民將享受

免費接種。

意大利新冠病亡者平均80歲
高血壓為最常見慢性病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當地

時間25日，意大利民防部疫情報告數據

顯示，過去24小時，該國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19037例，新增死亡病例459例。截

至25日18時，意大利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增至2028354例，死亡病例為71359例。

新冠死亡患者平均年齡為80歲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衛生院24日發

布的疫情分析報告指出，自新冠疫情暴發

以來，該國新冠死亡患者的平均年齡始終

保持在80歲左右。

報道稱，目前意全國50歲以下的死

亡病例數為737例，占比約為1.2%。

報告指出，在50歲以下的死亡病例

中，其中40歲以下的死亡病例為190例，

這些死亡患者除20人無基礎病癥外，其

他人均有有壹種或壹種以上的基礎病癥。

從地區來看，在意大利全國所有死亡

病例中，倫巴第大區占37.9%，艾米利亞-

羅馬涅大區占 10.6%，皮埃蒙特大區為

8.7%，威尼托占8%。

報告強調，意大利新冠死亡患者平均

有3.6種基礎病癥，而高血壓是最常見的

慢性病，大約有66%的死亡患者與高血壓

有關。此外，29.2%的死亡患者患有糖尿

病，27%患有缺血性心臟病，23.2%患老

年癡呆癥。

另壹方面，意大利所有死亡病例中

，有42%的女性和 58%的男性沒有基礎

病癥。

12月27日開始接種疫苗
據報道，意大利將於當地時間12月

27日開始施打新冠疫苗。該國衛生部12

月25日發布疫苗接種註意事項特別提醒

，根據歐洲藥品管理局的意見，“輝瑞”

疫苗只能對16歲以上的群體進行接種。

意大利衛生部強調，任何疫苗接種單

位和醫護人員，禁止向不滿16周歲的未

成年人，施打未經藥品管理局批準的專供

少年兒童使用的新冠疫苗。

意大利技術和科學委員專家組指出，

意大利必須有60%至70%的人接種新冠疫

苗，接種人口須達到3500萬至4000萬人

，否則難以實現疫苗計劃的預期目標。意

大利總理孔特要求衛生部門在2021年4月

底以前，應完成1000萬至1500萬人的疫

苗接種工作。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研究員、米蘭大學

病毒學教授普雷格裏亞斯科表示，只有

70%的社會人口接種疫苗，人們才有可能

慢慢摘掉口罩。因此，在2021年秋季以

前，民眾仍須遵守必要的防疫措施。

羅馬大學附屬醫院傳染科主任安德烈

奧尼表示，隨著各種疫苗的出現，2021

年將是對抗新冠大流行的轉折年。但是，

安德烈奧尼說，意大利依然需要再堅持8

至9個月的時間，才有可能擺脫新冠疫情

的束縛，逐步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邁克爾·傑克遜“夢幻莊園”售出！

2200萬美元成交

綜合報導 曾歸已故巨星邁克爾· 傑

克遜所有的“夢幻莊園”終於被售出，

以2200萬美元成交。美國億萬富翁、投

資家羅恩· 伯克爾發言人稱，伯克爾最近

買下了這處占地2700英畝的豪宅。

據消息，這處房產幾年前被重新命

名 為 “ 楓 谷 牧 場 ” (Sycamore Valley

Ranch)。根據公開記錄，房產以2200萬

美元的價格售出。

伯克爾的發言人表示，伯克爾認為，

這筆投資是壹個進行策略性土地投資的

機會。此前，伯克爾在考察另壹地點時

，鎖定了這處宅邸。之後，他聯系了房

地產投資公司柯羅尼資本集團的創始人

湯姆· 巴拉克(Tom Barrack)以進行交易。

據媒體此前報道，傑克遜1988年買下

了這處宅邸，以《彼得· 潘》中夢幻莊園

大門“Neverland”命名。2008年，傑克遜

因“夢幻莊園”欠下2300萬美元債務，遂

將其轉讓給債權方柯羅尼資本公司。

2015年，“夢幻莊園”首次出售時

叫價1億美元；到2017年，又以6700萬

美元的起拍價重新掛牌；在2019年，該

宅邸僅售31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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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今天延
後表決總統川普要求把個人紓困支票金額提高
至2000美元案，並敦促參院推翻川普否決2021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決定。

川 普 即 將 在 3 週 後 卸 任 ， 這 是 麥 康 奈
（Mitch McConnell）對同黨川普罕見的挑戰。

川普稍早在推特推文，批評共和黨領袖
「軟弱與疲憊」，顯然是要參院通過把個人紓

困支票金額從6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並支持
他否決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決定。

麥康奈在參院罕見的年終會期開幕發表演
說後，川普推文要求參院儘速通過提高個人紓
困金額， 「除非共和黨人想死」。

但是麥康奈阻擋立即審理提高個人紓困金
額案，表示將和川普提出的另外兩項議題一起
審理，即大選的公正性和限制大科技公司。

民主黨掌控的聯邦眾議院昨天以275對134
票，通過把個人紓困支票金額從600美元提高至
2000美元。民主黨議員老早就希望紓困金額為
2000美元，因此罕見順應川普的要求來推動提
案。

眾議院昨天另以 322 對 87 票，推翻川普否
決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DAA FY21）
的決定。若參院再度順利表決通過國防授權法
案，將會是川普行使否決權首度遭到推翻。

參院共和黨領袖挑戰川普 2000美元紓困案延後表決

美國總統川普在主掌白宮的最後時間，加
緊特赦曾涉及 「通俄門」幕僚與多對政壇盟友
，引起人民議論。不過，曾替川普 「擺平骯髒
事」的前私人律師、也一度是川普心腹的柯恩
（Michael Cohen）表示，那些受到川普特赦的
人，由於他們無法引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
在拜登上台之後，很快就會被迫上法庭作證。

據《每日郵報》報導，柯恩在接受美媒
《MSNBC》專訪時預測，在川普任內僅存的數
周中，川普會加快宣布他的特赦名單，包括伊
凡卡夫妻、川普的兒子小唐納與艾瑞克，以及
川普集團財務長維塞爾貝（Allen Weisselberg）
等家族成員與川普集團要角。

不過柯恩指出，雖然上述人物能獲得川普
赦免，但也會對川普本人造成 「重大問題」，
特別是受特赦者無法引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
，故在拜登上台後，那些受到川普特赦的人絕
對會一同倒台，屆時還需要上法院作證。

柯恩分析，川普特赦的程序對自己會產生

很大的問題，而那些曾獲他特赦的人們也連帶
受影響， 「一旦你獲得特赦了就無法被起訴，
你就無法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也就是自證其
罪的權利」；而在拜登上台後，獲川普特赦的
人們也會一同倒台，屆時不論川普是在法庭或
者在特別法庭，那些受到川普特赦的人仍須上
法庭對抗川普。

曾獲川普賞識的柯恩表示，他仍想問問總
統：為何不停止那些毫無意義的特赦？為何他
不回心意轉，想一想每天有多少美國人正在面
臨死亡？

柯恩先前已承認支付封口費給自稱和川普
上過床的兩名女子，且因稅務詐欺和欺騙國會
，於2018年12月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但因獄
方考量疫情擴散，於今年5月21日暫時獲釋，
改為在家監禁；此後，他也藉此完成新書 「不
忠」爆料前老闆川普種種傳聞事蹟，包括與女
性之間的 「黃金浴」。

拜登一來就完了 川普前助手：獲他特赦的人 下場仍慘

美國政府將放寬對日本產酒類的進口限制
。燒酒方面，此前僅限在美國國內流通形式的
進口酒瓶形狀，將允許與日本酒（一般特指清
酒）一樣的四合瓶（720毫升）及一升瓶（1800
毫升）等進口。關於日本酒和日本產葡萄酒等
，透過標籤標示保護特定產地的措施也將啟動
。在和食人氣高漲的背景下，放寬措施對日本
的製酒地區而言或將帶動出口。

美國財政部負責人接受共同社採訪時透露
： 「旨在修改相關限制的手續正在推進，計劃
最快在29日實施。」據日本財務省的貿易統計
數據顯示，日本酒和燒酒等2019年的日本產酒
類出口總額約為661億日圓，比上年增加6.9％
，連續八年創新高。美國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放寬措施也有望成為拉動因新冠疫情陷入低
迷的消費的契機。

放寬日本產酒類進口限制最初作為2020年

1月生效的《日美貿易協定》的相關內容而敲定
。原定在2020年秋季實施，但美方延長了在修
改規則之前實施的國內意見徵集期間，結果徵
集到超過600份意見，因此花費了較長時間。

保護品牌的修改工作也將推進， 「日本酒
」以及作為日本屈指可數的酒鄉而知名的兵庫
縣 「灘五鄉」、葡萄酒和燒酒的 「山梨」、
「薩摩」等產地標示將不允許其他地區用在標

籤上，標籤批准手續本身也將簡化。為使當地
的飯店等便於利用日本產燒酒和威士忌，美國
政府還在與州政府展開協調。

《日美貿易協定》2019年在川普政府和安
倍政府間達成協議。美國2021年1月將迎來政
權更迭，但多名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認為： 「透
過貿易協定等承諾的事項在新政府上台後也不
會推翻，這是國際慣例。」

落實貿易協定 美將放寬進口日本酒類的限制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於12月23日表示首次發布了新飛機的溫室氣體（GHG）排放標準
，該標準將確保 「國際一致性」，這不但是為了環保，也是為了確保美國飛機製造商能夠有與外
國競爭對手 「平等的競爭環境」。

飛行全球(Flight Global)報導，國際民航組織(ICAO)於2017年宣布，飛機必須製定二氧化碳
（CO2）和一氧化二氮（N2O）的排放認證標準，和建議措施，必須比現在的排放量更為減少，
從2028年起，飛機將改用新規則。

ICAO也要求航空業必須將碳排放量限制在2020年的情況，也就是明年的排量不能超過今年
，並且在2050年之前，飛航排放量還要減少到2005年的一半。

由於今年冠狀病毒大流行，航空業明顯衰退，也因此飛航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減少，
以今年為標準，並規定往後都不能超過，是相當大的挑戰。

因此，美國環境保護署表示， 「如果美國未能採用與國際民航組織相同的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美國的飛機製造業將處於嚴重不利地位。」

隨著環境管理日益重要，航空公司正在投資於更新，更高效能的飛機，碳補償計劃以及利用
可再生能源製成的航空燃料。

美國將制定新的飛機噴氣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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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23日主持

推介了馬“2020-2030國家旅遊政策”。他宣

布，馬來西亞將設立特別旅遊投資區，鼓勵

以科技為主的旅遊業投資，吸引國內外投資

者。

穆希丁指，國家旅遊政策的目的是將

馬來西亞打造成“世界頂級生態旅遊目的

地”。

據馬新社報道，這位總理當日通過線上

儀式推介的旅遊政策還包括：加強數字化旅

遊建設、豐富遊客觀光體驗和提升滿意度、

承諾實現旅遊的可持續性、提升相關領域人

力資源及改革行政管理。

穆希丁表示，旅遊業是馬來西亞最重要

的經濟支柱之壹，在2019年，馬來西亞吸引

了2610萬人次國外遊客；旅遊業產值占馬國

內生產總值 15.9%；旅遊業從業人員達 360

萬，占馬來西亞就業人數24%。

馬來西亞旅遊部門此前發布的數據顯

示，中國已連續8年成為馬來西亞除東盟外

最大的境外遊客來源國。今年上半年，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中國遊客仍有逾40萬人

次訪馬，依然為馬來西亞除東盟外最大的境

外客源。

穆希丁亦透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今年馬來西亞旅遊業損失超過1000億林吉特(

約合250億美元)，預計需要用4年左右時間實

現馬旅遊業的全面復蘇。

逾六成菲人肯定
總統辦公室遏制疫情努力
綜合報導 據菲新社報道

，壹個名為 PUBLiCUS 的獨

立調查機構 12 月 22 日公布

的壹項年終調查報告顯示，

逾六成菲律賓人肯定菲總統

辦公室(OP)和菲新發傳染病

管 理 機 構 間 特 別 工 作 組

(IATF-EID) 遏制新冠病毒疫

情的努力。

約1500名受訪者於12月3

日至9日接受了該機構的訪問

。在列入調查的菲國家機構中

， OP 的 支 持 率 為 67.8% ，

IATF-EID的支持率為 62.667%

，名列前茅。

其他獲高支持率的國家機

構包括科學部門(57.6%)、社會

福利部門(56.533%)、衛生部門

(54.42%)、勞動部門(54.067%)

和地方政府部門(52.933%)，總

統府新聞部(51.467%)、農業部

(51.333%)。

調查還發現，九成以上菲

受訪者認為新冠病毒仍“非常

危險”，應繼續遵守國家和政

府頒發的新冠肺炎衛生檢疫規

程。

受訪者中，99%以上表示

願意保持經常使用酒精或消毒

劑以及經常洗手習慣；96%以

上表示已習慣於保持身體距離

，並在公共場所使用口罩和面

罩。九成以上受訪者認為，疫

情期間限制身體接觸、在商場

和雜貨店停留時間、在餐館停

留時間和面對面會議時間仍是

必須的。

根據菲總統杜特爾特 11

月 30日宣布的隔離政策，菲

律賓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八打

雁省、南拉瑙省，以及伊洛伊

洛市、獨魯萬市、伊利甘市和

達沃市，繼續執行“普通社區

隔離”防疫政策(GCQ)直到12

月 31日。杜特爾特多次呼籲

同胞今年不要舉行聚集性的聖

誕慶祝活動，遵守政府的衛生

檢疫規程，以防止節日期間新

冠肺炎病例激增。

受訪者積極回應杜特爾特

總統建議，63.47%選擇聖誕新

年期間簡化和家人聚會、

62.2%取消聖誕晚會、57.4%取

消聖誕節與家人團聚、49.13%

降低鞭炮預算、44.87%降低聖

誕禮物預算、42.6%避免去教

堂。

韓今起禁五人以上聚餐
單日新冠新增降至千例以下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通報，截至當地時間當天0時，新增985

例新冠確診病例，韓國累計確診達

53533例。時隔兩天，韓國單日新增病

例數再次降至千例以下，但醫療機構和

療養設施等地集體感染頻發，加上進入

有利於病毒存活和傳播的冬季，確診規

模隨時可能再次擴大。

當日新增確診病例中，社區感染病

例955例，其中首都圈占644例。另有境

外輸入性病例30例，其中11例在入境檢

疫過程中確診，19例在入境後隔離期內

確診。

當天，該國還新增17例新冠死亡病

例，累計死亡756例。

為遏制新冠疫情第三波大流行，韓

國政府24日起至2021年1月3日，全面

實施“聖誕元旦假期特別防疫措施”。

這是最大限度減少人際接觸的精準

防控措施。首都圈此前實施的禁止5人

以上聚會措施，將推廣到全韓國餐廳，

滑冰場、滑雪場等冬季體育設施和觀日

出景點也臨時關閉。

此外，此前只在首都圈宗教設施實

施的2.5級防疫措施，也面向韓國全國推

廣。禮拜、彌撒、法會等只能以非接觸

形式進行，宗教設施不得舉辦聚會或聚

餐。

停職 8 天後復職
韓國法院中止法務部對檢察總長處分

綜合報導 韓國法院中止法務

部對檢察總長尹錫悅停職2個月懲

戒處分的效力。由此，尹錫悅得以

在停職8天後復職。

24日，首爾行政法院行政12庭

部分接納了尹錫悅針對法務部長官秋

美愛提起的中止執行停職處分的申請

。並表示，本案訴訟宣判30天內，

停職2個月處分的效力將暫停。

隨著當日法院的決定，尹錫悅

在受到懲戒處分8天後，再次恢復

職務。

另壹方面，報道指出，由於

該行政訴訟的判決很難在尹錫悅

任期屆滿的 2021 年 7 月得出結論

，可以說對其的停職處分事實上

已經解除。

近來，韓國法檢矛盾不斷激化

。2020年11月24日，韓國法務部長

官秋美愛宣布，將檢察總長尹錫悅

停職，並要求對其予以懲戒。這是

韓國憲政史上，首次出現檢察總長

遭法務部長停職的狀況。

隨後，尹錫悅提起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停職命令。全國檢察官則

對法務部長官做出的決定發出集體

抗議。

當地時間12月 15日上午10時

34分至16日淩晨4時，韓國法務部

檢察官懲戒委員會

開會就有關懲戒檢

察總長尹錫悅的議

案進行審議討論，

最終認定尹錫悅的

四項懲戒理由成立

，對其作出停職兩

個月的處分決定，

系韓國憲政史上，

檢察總長首次受到懲戒處分。

隨後，12月17日，尹錫悅在法

院提起要求取消停職處分的行政訴

訟，並申請中止執行停職處分。

韓國法院於12月22日第壹次開

庭審理尹錫悅停職處分案，但未能

得出結論並決定進行第二次審理。

中止執行審理通常對是否暫停處分

效力進行審理，但此次審理還涉及

處分事由及程序合法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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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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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責任編輯：魯 冰

豐澤樓
0確診

明麗樓
累計15宗確診

啟輝樓
累計1宗確診

污水含病毒 豐澤樓強檢
5天4樣本見陽疑有隱形確診者 3樓宇毗鄰憂交叉感染

彩雲邨豐澤樓沒有住戶確
診，但連續有4個污水樣本驗
出新冠病毒。測量師學會建築
政策小組主席何鉅業28日現場
視察，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除了豐澤樓住有隱形
患者的可能外，也有機會是地
下渠管問題。他指出，毗鄰豐
澤樓的明麗樓至今累積15宗確
診，兩幢大廈的地下渠管相
通，“一旦地下渠管嚴重淤
塞，就可能倒灌，出現傳染風
險。”

他指出，明麗樓污水渠影
響豐澤樓的污水渠的可能性較
小，因為兩幢大廈相隔一條馬
路，而且豐澤樓處於高位，在
“水向低流”下，明麗樓不太
可能影響豐澤樓。

不過，何鉅業認為政府值
得研究兩大廈的地下渠
管，“大型屋苑或
相鄰大廈，它們
的地下排污管
通過政府公用
排污管而連
接，未知由共
用排污管傳染
的可能性，一旦
地下渠管嚴重淤
塞，會引致回流，使病

毒經過渠管的空氣和氣溶膠傳
播。”
何鉅業又認為，污水渠散

發臭味的問題不止存在於公營
房屋，私人樓宇同樣有可能發
生。“一般情況而言，公屋廁
所地台去水風險反而比私人屋
宇要低，但公共屋邨比較密
集，不同住戶間傳播異味或病

毒的危險性同時會增
加。”居民目前應
做 “ 自 保 工
作”，他建議居
民 為 喉 管 注
水，之後定期
注意有沒有臭味
散發，另外應注
意渠管有沒有隔氣
彎管，或者有沒有滲

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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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無
確診個案的豐澤樓，與累計
已有 15 宗確診個案的明麗
樓，共用其中一部升降機。
豐澤樓互助委員會秘書藍小
姐承認，兩大廈共用同一部
升降機，方便部分居民到商
場。部分居民也懷疑，豐澤
樓居民使用該部升降機時，
有機會與明麗樓居民交叉感
染，又或者透過環境感染，
將病毒帶到豐澤樓。
豐澤樓的地勢較高，居民

到商場時，必須與明麗樓居民
共用其中一部升降機。豐澤樓
居民李先生表示，“豐澤樓個
位置差唔多喺半山，居民經常
會經天橋到呢部電梯落商場。
如果你講兩棟大廈共用嘅設
施，其實應該只係呢部升降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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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跨領域研究團隊透
過檢測社區生活污水中有否新冠
病毒，為現有公共衞生防控監測
體系提供一種輔助方法，以便對
新冠病毒在社區的擴散作出早期

預警。該項目獲得食物及衞生局和環境局支持，
由醫療衞生研究基金撥款4,540,383港元資助，至
今已在不同地區的污水收集系統中採集超過300
個生活污水樣本。

該團隊由環境微生物學和公共衞生領域的5
位專家組成，包括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張
彤，以及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公共衞生學院
教授潘烈文、裴偉士、和博士黃世萬。

不過，現時全球尚無調查污水中新冠病毒
的標準方法，針對香港污水的樣本前處理、檢
測和定量等關鍵步驟尚需評估和優化。

自4月初起，港大跨領域團隊在使用加標樣
品進行初步測試後，研發出通過離心過濾預濃
縮來檢測香港污水中新冠病毒的適用方法，倘
污水中發現病毒，即使尚未獲取相關的個人感
染數據，也可以估計特定社區的病毒感染趨
勢，以輔助現有臨床和實驗室監測的數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第四波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以來，多個住宅樓宇

成為“疫廈”，香港大學團

隊28日首次發現有大廈雖暫

時尚無人確診，污水卻被驗出新冠病毒。團隊發現，彩雲邨豐澤樓

的5天污水樣本，當中4天的樣本含新冠病毒，團隊懷疑大廈內或有

隱形確診者，為保障全棟大廈居民的健康，特區政府向豐澤樓發出

強制檢測公告，成為首幢未有確診先被強制檢測的“疫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廣濟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28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

暫時未收到豐澤樓有居民初步陽性的報
告，日後或有更多因為污水驗出病毒而
要強制檢測的群組。

領導今次作污水化驗的港大醫學院
院長梁卓偉則表示，毗鄰豐澤樓的明麗
樓早前爆發群組感染，團隊擔心豐澤樓
被殃及、出現交叉感染風險，故對明麗
樓、豐澤樓和附近的啟輝樓進行污水病
毒檢測，上周三起在5天的污水樣本
中，發現4個豐澤樓污水樣本呈陽性，
由於不是一天半天的情況，故相信“假
陽性”的可能性低，最大可能是樓宇內
有無病徵個案或隱形傳播，“應該係喺
嗰幢樓用緊洗手間設施嘅人，排緊呢啲
（新冠）病毒。”

雖然豐澤樓至今仍未出現確診個
案，但是政府向其發出強制檢測令。梁
卓偉解釋，豐澤樓的強制檢測令是保障
住戶的健康，他說：“要有強檢令，最
主要的科學理據，是因為明麗樓共有15
個確診個案，邨內的布局共有3幢樓
宇，睇睇鄰近樓房會唔會可能有交叉感
染嘅情況。”（見示意圖）

其他疫廈污水無持續陽性
聯同梁卓偉出席記者會的環境局局

長黃錦星指出，在彩雲邨進行污水監測

的3幢樓宇均有相對獨立的污水收集
點。梁卓偉補充，3幢大廈的採樣點不
涉及其他大廈的污水，所以頗肯定採集
到的污水樣本均屬於豐澤樓。

港大團隊早前也為爆發多宗確診個
案的葵盛西邨、九龍灣麗晶花園和沙田
乙明邨進行污水監測，並未有出現持續
陽性。梁卓偉指出，污水樣本的病毒量
不能與人類樣本的病毒量相提並論，因
採樣當刻牽涉到當時有無人正在如廁、
排污等隨機因素，對污水病毒量沒有既
定標準。

將盡量專人採樣杜絕作弊
被問及早前有人提交的深喉唾液樣

本中沒有人類基因，疑為水喉水，政府
會否以專人採樣以杜絕此情況，梁卓偉
表示，政府在實施強制檢測的地區，盡
可能安排專業人士為住戶採樣，而非派
樣本樽，豐澤樓也有專人為住戶採樣。

特區政府28日亦已刊憲，要求本月
15日至28日曾身處彩雲邨豐澤樓超過
兩小時者，必須在本周四前接受強制檢
測。

政府又提醒，只接受能於檢測後，
向檢測人士發出電話短訊確認陰性結果
的檢測方法，以便執法工作；所有不可
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的檢測方
法，均不符合強制檢測公告的規定。

香港渠務署
助理署長白諫鳴
28日聯同港大醫
學院院長梁卓偉
召開記者會，白諫
鳴指出即使豐澤樓渠
管內有新冠病毒，也不一定會傳
播予鄰居，只有當單位的渠管有
滲漏，帶有病毒的污水才可能會
滲入屋內，導致有傳播風險；或
者因U型隔氣彎管沒有儲水，病
毒才有機可乘。“住戶通常都不
會在家穿着合適防護裝備，此情
況下或會造成病毒傳播。”

天花渠裂縫傳異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邀到豐澤

樓居民魏先生的單位查看其廁
所，其污水管置於室內，天花渠
位有裂縫，魏先生反映幾年前廁
所傳出異味，“只要打開廁所
門，就會不時傳來臭味，相信是
渠管將樓上異味帶到我們單位的
廁所。”

他表示，豐澤樓入伙 40多
年，一直不曾更換喉管。早年發
現污水管有滲漏，以及生銹，他
遂在接駁位貼上錫紙。“廁所異
味問題於疫情爆發前已存在，如
今知道大廈有爆疫危機，當然感
到非常擔心，唯有自己注意多

啲，盡量清潔地方。”

漏氣須填補或更換
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主席趙

建強28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
示，異味主因通常是馬桶後方連
接糞渠的接駁位漏氣，這情況更
有傳播病毒的風險。他又認為，
不論渠管置於室外，還是室內，
污水管壽命通常約8年至10年，
若不更換該配件，或因配件老化
而出現漏氣問題。

對於有居民以錫紙包住接駁
位，趙建強認為，此舉至少能避
免氣味和污水沖出，但根治方法
是以填縫膠填補，或者徹底更換
污水管，“因為水向下沖嘅時
候，氣體會向上升，遇到較大的
空間便會湧出，導致病毒傳播，
就算用嘢修修補補也未必徹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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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團隊於彩雲邨豐澤樓污水港大團隊於彩雲邨豐澤樓污水
驗出新冠病毒驗出新冠病毒，，政府要求該樓居民政府要求該樓居民
強制檢測強制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梁卓偉梁卓偉 中新社中新社

■■

魏
先
生

魏
先
生

■■魏先生單位天花渠位有裂縫魏先生單位天花渠位有裂縫。。

■■何鉅業何鉅業

■■地下渠管若倒灌或現傳染地下渠管若倒灌或現傳染。。

■■ 豐澤樓與明麗樓豐澤樓與明麗樓
有一部升降機共用有一部升降機共用。。



AA77台灣新聞
星期三       2020年12月30日       Wednesday, December 30, 2020

（中央社）刑事局今天破獲以21歲張姓
男子為首的假投資真詐財案，集團成員冒用
網路帥哥、美女照與受害人聊天搭訕，吹捧
加入虛擬貨幣投資平台即可獲高報酬，約20
人受害、財損近千萬元。

刑事局5月接獲檢舉情資，指有賭博、毒
品和詐欺前科的張男於新北市板橋區、中和
區經營假比特幣假投資真詐財詐騙機房，經
數月蒐證偵辦，於今天發布破案記者會。

偵查第四大隊副大隊長何明賢表示，由
於近期以虛擬貨幣為主的網路投資商品盛行
，以張男為首的詐欺集團見有利可圖，便於
網路發文標榜 「只要一支手機，就可以月入
10萬」招募網友加入LINE群組社團。

集團成員也擷取網路美女、帥哥照以充
當通訊軟體大頭貼，並於LINE群組社團內找
被害人聊天搭訕、假意培養感情，待取得被
害人信任後，再介紹虛擬貨幣市場並誆稱投
資虛擬貨幣比特幣等可月入新台幣10多萬元
，同時說服被害人免費註冊 RATE 網站成為
會員，再下載APP和提供人頭帳戶供匯款儲
值。

詐欺集團透過操控 RATE 網站後台，初
期讓被害人看到會員帳戶有賺取小利的假獲
利資料，待被害人卸下心房再投入大筆金錢
後，又偽稱出金需有低標10萬元門檻，要求

補加保證金或再追加匯款後，完全不出金就
關閉網站網頁，並將被害人退出群組社團、
斷絕聯繫。

張男等人平日開名車、住豪宅，為躲避
警方查緝，5至10月陸續在新北市中和區及板
橋區更換 3 處據點，花費 7 萬 5000 元至 8 萬
8000元不等金額租借社區豪宅使用。

刑事局經和新北市警察局等單位共組專
案小組，並報請新北地檢署指揮偵辦，於12
月23 日見時機成熟，持搜索票兵分4路搜索
此集團位於新北市 4 處據點，逮捕張男等 13
嫌到案。

同時查扣桌上型電腦10組、蘋果牌筆電1
台、網路分享器3台、行動電話16 支、銀行
存摺1本、教戰手冊1本、現金7萬2800元和
一輛保時捷汽車、毒品 K 他命 19.8 公克等證
物。

初步統計，集團不法獲利近1000萬元，
受害人約20 人，遍布全台且平均年齡為18至
29歲間，單一受害最高金額為150萬元。

全案詢後將13嫌依涉嫌詐欺及組織犯罪
等罪嫌解送新北地檢署偵辦，法院裁定金主
張男、現場負責人29歲洪男和集團幹部林男
分別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交保，包括張
男的21歲杜姓女友在內等10名機手則限制住
居。

刑事局破假投資詐騙案 20人受害逮13嫌

（中央社）徐姓男子等4人設製毒工廠，
刑事局接獲線報蒐證偵辦，本月前往徐男位
於屏東縣的製毒工廠查緝，當場查獲毒品安
非他命、愷他命成品與半成品，另查扣槍枝
與子彈，訊後依法送辦。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三隊今天表示，
警方接獲情資指出，35歲徐姓男子有製毒能
力，經派員跟監偵辦後發現，徐男於民國108
年11月間，前往化工行購買化學儀器，疑似
非法從事毒品製造，立即報請台中地檢署檢
察官指揮偵辦。

專案小組歷經1年多時間，南北往返台中
市及屏東縣跟監蒐證，分析追查相關共犯及

確認徐男的製毒工廠實際處所，見時機成熟
後，向台中地檢署及法院聲請拘票及搜索票
，本月17日兵分多路前往位於屏東縣長治鄉
的製毒工廠與犯嫌位於台中市的住處查緝。

警方當場查獲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品約6
公克、半成品770公克，液態安非他命約5公
斤，另有化學原料與製毒設備。

專案小組還查扣以色列制式手槍1把、非
制式手槍2 把、制式子彈72發及改造子彈12
發等，拘提徐姓主嫌與共犯等4人到案，警方
訊問後依毒品等罪嫌送台中地檢署偵辦，檢
方複訊4人後聲押獲准。

台中男子屏東設製毒工廠 警循線破獲並查扣槍枝

（中央社）台中市林姓女子去年 7 月，不堪
照顧罹患罕病小女兒壓力，與大女兒一同勒斃小
女兒後，林女帶大女兒輕生，林女前夫趕到現場
救回。台中地院審理後，判處林女3年2月徒刑，
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43歲的林女離婚後，獨自扶養
2名13歲、11歲的女兒，其中小女兒患有罕見疾
病、生活無法自理，平時由外籍看護工照顧。

民國108年7月27日下午，林女疑因長期不堪
照顧壓力，且負責照顧的看護工將返國，預先寫
好遺書，準備帶2名女兒在租屋處尋短。

林女先讓小女兒服用安眠藥，與大女兒將小

女兒勒斃後，林女帶大女兒準備尋短，但大女兒
立即打電話通知父親。

林女前夫接到電話後趕到現場，發現小女兒
已明顯死亡，林女與大女兒則陷入昏迷，2人都被
送醫救治。台中地檢署偵辦後，依殺人罪嫌起訴
林女，另林女大女兒被送到台中少年觀護所安置
。

台中地院審理時，林女經精神鑑定，案發當
時罹患重度憂鬱症，且林女大女兒為母親求情，
合議庭審酌，林女獨力照顧2名女兒、壓力甚大
，犯案情堪憫恕，依與少年共同故意對兒童犯殺
人罪，判處林女3年2月徒刑，可上訴。

母勒斃小女兒帶大女兒尋短未遂 一審判3年2月

（中央社）最近網路瘋傳彰濱工業區有確診
移工逃逸，要民眾暫時別出門，彰化縣衛生局長
葉彥伯今天澄清是假訊息，除了要請民眾不要驚
慌之外，也呼籲民眾接到類似訊息不要散播，以
免觸法。

最近有民眾在通訊軟體群組發現，有人留訊
息說 「某公司中午開會時，提到彰濱工業區有移
工確診，逃離公司在彰化市和鹿港地區趴趴走，
沒事不要外出。」由於訊息沒有說明來源，有民
眾無法分辨訊息真假，通報彰化縣衛生局。

葉彥伯接受媒體聯訪時說，網路流傳的是假
訊息，希望民眾不要驚慌，也呼籲民眾如接獲來

源不明或未經證實的疫情資訊時，應先查證內容
是否屬實，切勿任意散播、轉傳，以免觸法，他
們也會通報檢警單位進行追查。

彰化縣衛生局指出，疫情狀況應以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布之訊息或聲明為準，民眾若
轉傳未經查證的假訊息，會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等
相關法規。

如果涉及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
不實訊息，損害公眾或他人者，會被依違反傳染
病防治法規定，最高可科以新台幣300萬元罰金
，即使未涉刑罰者，也會被警察機關依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予以裁處罰鍰。

網傳彰濱工業區確診移工逃逸衛生局長：假訊息

（中央社）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小附近
昨晚近8時許傳出異味，影響545戶。現場測
得甲烷氣體濃度達 1 萬 PPM，經發局已聯繫
業者關閥，消防並灑水霧稀釋，初判為管線
氣體外洩。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說明，市府獲報
後已派員到現場查看，同時聯繫欣雄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前往關閉開關閥；消防局也出
動7車19人在現場警戒，拉起封鎖線，同時
持續對周邊道路灑水，降低溢散氣體濃度。

經發局表示，初步估計受影響的約有545
戶；初判疑為欣雄天然氣公司管線氣體外洩

，相關原因仍待進一步釐清。
高雄市消防局指出，現場人員一度檢測

外洩氣體濃度達到 1 萬 PPM，欣雄天然氣公
司關閉開關閥後，外洩氣體濃度已降為約
2PPM。但基於安全考量，消防人員也持續在
現場戒備，灑水沖淡溢散氣體，並呼籲民眾
儘量不要外出。

高雄市山五甲區南正二路今天晚間近8時
接獲民眾通報空氣中瀰漫異味，剛開始有民
眾疑為變電箱產生的異味，但台電公司人員
到場未發現異狀。

鳳山甲烷外洩影響545戶 現場濃度一度破萬PPM

時力立院黨團時力立院黨團20202020重點報告重點報告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2929日舉行日舉行 「「拚盡全力爭取正義拚盡全力爭取正義：：時力黨團時力黨團20202020重點報告重點報告」」 記者會記者會，，立委立委

王婉諭王婉諭（（左起左起）、）、邱顯智邱顯智、、陳椒華出席說明黨團提案重點陳椒華出席說明黨團提案重點。。

林佳龍聽取高公局簡報林佳龍聽取高公局簡報
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2929日上午前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坪林交通控制中日上午前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坪林交通控制中

心心，，聽取高公局簡報並視察即將於聽取高公局簡報並視察即將於1212月月3030日起在雪隧北向路段試辦的慢速車示警系統日起在雪隧北向路段試辦的慢速車示警系統。。

民眾黨籲民眾黨籲NCCNCC勿插手網路傳播勿插手網路傳播
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2929日在立法院黨團舉行日在立法院黨團舉行 「「反綠色網路新權威反綠色網路新權威NCCNCC別插手網路傳播別插手網路傳播」」 記者會記者會，，立委立委

高虹安高虹安（（左左）、）、賴香伶賴香伶（（右右））質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質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NCC））研擬重啟研擬重啟 「「數位通訊傳播法數位通訊傳播法」」 ，，
恐發生隨意監管網路的狀況恐發生隨意監管網路的狀況，，侵害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侵害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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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这个圣诞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OCEE 12/10/2020

H C P H T X . O R G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場新冠疫情，改變了所有人的心
態與人生觀。原來世間什麼都可拋棄，在大難來臨時，唯有 「生
命」最可貴， 「生命」是一切的基礎，而在這危機時刻，為了挽
救眾人的生命，奮不顧身，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偉大醫護人員，
才是人間最偉大的典範。

休士頓最能發揮正能量的社團- 美南山東同鄉會，在副會長
江岳的發起下，本周一中午與該會共同舉辦給豐建偉醫生贈送牌
匾活動，就在豐醫生的 「黃金心臟中心」正門口舉行，共有該同
鄉會新舊會長、理事及家人廿餘人參加，大家紛紛在儀式上表達
對豐醫生及所有醫護人員的感恩之情。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首先在儀式上表示：
首先感謝大家百忙之中來參加報導由江岳副會長發起和美南

山東同鄉會共同舉辦的給豐建偉醫生贈送牌匾活動，我們今天的
活動主要有這三個內容：

1. 首先是感謝豐建偉醫生多年來對山東老鄉以及所有的休斯
頓社區的華人華僑在醫療健康方面提供的熱情無私的幫助！我想
在坐的各位理事和朋友們或者家人，很多人都收到過豐建偉醫生
的幫助，特別是近期江岳副會長的父親也是在豐醫生的幫助下迅
速的康復，所以我們藉此機會一起對豐建偉醫生表示感謝！

2. 感謝豐建偉醫生以及所有像豐建偉一樣的醫護人員在新冠
疫情期間奮戰在抗擊新冠疫情的第一線，保護華人社區的健康和
安全。今年3月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所有人都居家隔離，但是醫
護人員逆行奮戰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所以今天的活動我們也要
藉此機會感謝所有像豐建偉醫生一樣奮戰在抗擊疫情第一線的醫
護工作者們！

3. 作為豐建偉醫生的根據地和大本營，美南山東同鄉會也組
織了一系列的活動來共同幫助抗擊疫情，其中包括在今年疫情爆
發初期，同鄉會組織參與了有中國人活動中心和華夏學人等社團
發起的捐款捐物活動；組織了由豐建偉醫生和顧英有醫生髮起的

口罩等防疫物資捐贈活動，給赫曼醫院捐贈了1萬多個一次
性口罩和KN95口罩等物資；代表山東省和僑辦給赫曼醫院
捐贈了25箱高質量的防護服；接受山東省僑辦捐贈的1萬個
口罩並分發給社區的山東老鄉們；組織理事會捐款捐物幫助
社區的老人和學生等群體抗擊疫情；另外，豐建偉醫生和馬
欣教授還組織了首次中美武漢疫情抗擊經驗交流會，邀請了2
位頂級的北京新冠病毒治療專家和休斯頓哈里斯縣的衛生官
員們共同參與，給美國抗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所以我們再次對豐建偉醫生的奉獻表示感謝！
贈匾儀式的發起人江岳表示：最直接的原因是他的父親

去年五月因雙側心動脈99% 堵塞，在Memorial 荷門醫院連續
作了二天手術，最近他父親又遭遇頸動脈80% 堵塞，幸豐醫
生大力搶救，其父才轉危為安，他對豐醫生的感激之情，實
無法以言語形容 。乃以24K金的 「妙手」匾額相贈，略表寸
心。他認為 「妙手」二字最有味道，充滿了無限延長，無盡
想像之意。

山東同鄉會前會長房文清在致詞時希望候任會長孫建義接任
後，一定要努力為鄉親做事。他說豐醫生是他的救命恩人。多年
前他26日送進醫院，27日心臟忽然停止跳動，幸虧豐醫生救回
一命，他的姊妹和妹夫都說豐醫生是給他第二生命的人。接著他
向豐醫生深深一鞠躬表達感激之情。台上同時有多位曾被豐醫生
救治的病人，同時向豐醫生深深鞠躬致意。場面極為感人 !
同鄉會新任會長孫建義在致詞時表示：接任會長，是件挑戰自我
的事，也誠惶誠恐，把它當作一種歷練，完善一下，作好自我。
13年來，他歷任亞特蘭大齊魯協會及美南同鄉會副會長，感覺在
海外飄零太久，現在在海外，見到家鄉人，彷彿找到一個更大的
家。他也表示對豐醫生懸壺濟世、起死回生的崇拜和讚譽。尤其
豐醫生的 「善心」、他的細聲細語，充滿溫情，夠我們學習一輩
子。

豐建偉醫生在致詞時，盛讚美南山東同鄉會是正能量的協會，不
僅在華人社會的主流，以往所有會長及建義會長，都使大家對此
組織充滿美好的嚮往。他在 「黃金心臟中心」行醫20年，只要
在美國休士頓，他都可七天，24小時看病人。他認為什麼都可倒
下，但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倒下。只有人在，才有未來。因
此為社區的健康，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是我們所有醫生最義無反
顧之事，也白衣天使的天職，特別在今年疫情之後。他也提到，
同鄉會的事也是大家的事，江岳送匾，是對所有醫生，我代表所
有華人的醫生，美國醫生接受這個匾，謝謝您 ! 豐醫生最後說：
只要有生命，就會有幸福，就會有明天 ! 精彩的人生 ! 希望大家
把此訊息送出— 「預防」才是最主要的訊息 ！

最後，全體與會人員在豐醫生的領唱下，演唱豪氣十足，最
能代表 「山東精神」的 「好漢歌 」作為全場的壓軸。

江岳副會長發起 美南山東同鄉會共同舉辦
給豐建偉醫生贈送牌匾活動表達無盡感謝表達無盡感謝

圖為所有出席贈送牌匾儀式的圖為所有出席贈送牌匾儀式的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會長、、理事們理事們
及其家人合影於贈匾儀式現場及其家人合影於贈匾儀式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因為疫情的影響，今年的年會遺憾不能按期舉
行，同鄉會邀請部分會長理事代表參加見證了新任會長以及監
事長交接儀式；考慮到活動安全，交接儀式在孫建義會長的農
場室外舉行。

新任孫建義會長給大家準備了60磅的金槍魚和烤全羊，
場面紅火熱鬧。

修宗明會長致辭介紹了孫建義會長自2013年入會以來，
在同鄉會中積極奉獻，參加接待組織了多次大型活動，本次當
選2021屆會長實至名歸；徐洪斌監事長見證了同鄉會幾十年
發展的風風雨雨，對同鄉會感情深厚。

新任孫建義會長表示接任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會長感覺肩上
壓力巨大，但是有信心接受挑戰，在2年的任期中歷練提高自

己。
豐建偉永久會長講話讚揚了修宗明會長在過去兩年中對同

鄉會的付出和貢獻，讚揚孫建義會長在同鄉會多年的付出和奉
獻。

美齊榮譽會長代表講話，同鄉會2年來在修會長的帶領下
團結友愛，親如一家，在社區中贏得了尊重，也相信孫建義會
長能把兄弟姐妹繼續緊緊的團結在一起，新人新思路，帶領同
鄉會再創新高！

孫建義會長代表同鄉會向修宗明會長贈送了由著名畫家李
曼女士專門繪製的牡丹畫禮物：國色天香，五嶽獨尊。

孫建義會長還拿出3條喜慶的大紅魚給理事們抽獎。

美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交接儀式 於12月26日在戶外隆重舉行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新任會長孫建義新任會長孫建義（（左左））代表同鄉會向修宗明代表同鄉會向修宗明
會長會長（（右右））贈送着名畫家李曼專門繪製的贈送着名畫家李曼專門繪製的 「「牡丹畫牡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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