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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美國佐治亞州的兩個參議院議席
進行決選，選舉結果將決定參議院控制權的歸屬
。如果共和黨繼續控制參議院，那麼未來拜登政
府的議程將會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如果民主黨
贏得兩個席位，那麼民主黨將同時控制參眾兩院
與白宮。 2008年大選後，民主黨也曾同時控制
兩院與白宮。

目前民主黨在參議院佔有48席，共和黨佔
據50席。共和黨候選人戴維·珀杜、凱莉·萊夫
勒對陣民主黨候選人喬恩·奧索夫以及拉斐爾·沃
諾克。

根據佐治亞州的選舉規則，候選人必須獲得
半數以上的選票才能獲勝，否則將進行決選。據
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去年11月的選舉

中，共和黨參議員珀杜贏得了49.7%的選票，民
主黨參議員奧索夫獲得了48%的選票；在另一場
選舉中，共和黨參議員萊夫勒贏得了25.9%的選
票，民主黨參議員沃諾克獲得了32.9%的選票。
沒有一名候選人獲得50%以上的支持率，因而將
議席選舉拖入決選。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根

據佐治亞州官方數據，截至目前
已有約 300 萬人提前投票，約佔
該州所有登記選民的 40%。早期
投票數據顯示，兩個議席的競爭
非常激烈，雙方幾乎勢均力敵。

佐治亞決選投票將於美國東部
時間1月5日晚7點結束，屆時選
舉官員開始計票。為了加快計票
速度，佐治亞州選舉委員會延長
了去年11月大選時的一些緊急條
款，還調整了部分規則，以盡快
得出選舉結果。

美聯社指出，1月5日當晚很可能難以得出
結果。所有跡像都表明，兩場選舉的差距會非常
小，美聯社需要統計更多選票後，才能宣布勝者
。另外，根據佐治亞州法律，若候選人之間的得
票差距在 0.5%之內，失敗候選人有權要求重新
計票。

佐治亞決選全美矚目 雙方勢均力敵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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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十位前任国防部長日前發表一份
非常嚴正之聲明告訴全體國人，我們的總
統大選已經結束， 拜登將於元月二十日就
任新總統， 全國一百七十位商界大老也於
今天共同簽名要求國會接受各州選舉人票
，以让拜登成為下任美國總統。

正當喬治亞州今天要選出兩位美國參
議員，川普上週在給國務卿長達一小時之
電話中， 極盡脅迫之能事，要他找出一萬
一千七百八十票来為喬州總統大選翻盤，
其行為已經嚴重犯了選舉法， 這種膽大妄

為之行為 ，對共和黨之選情將帶來巨大之
衝擊， 法界人士普遍認為應對川普提出起
訴。

華府政軍人士十分担心， 川普在白宮
最後的兩星期， 不知他是否還有令人意外
之舉動， 諸如和伊朗開戰或有其他狂妄舉
動要破壞新總統的就職。

美國民主政治在川普之刻意操作之下
， 真是成了天大的笑話 ，我們大家要共
同来守護自己的國家 ，絕不能把民主葬送
在少數的野心狅妄政客手中。

All the living former U.S. Secretaries of De-
fense issued a statement declaring that the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over as President
Trump continues to deny his election loss to
Joe Biden.

In the letter, the former secretaries stated that,
“Our election has occurred, recounts and au-
dits have been conducted, appropriate chal-
lenges have been addressed by the court,
governors have certified the results a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has voted. The time for
questioning the results has passed. The time
for the formal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as prescribed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statute has arrived.”

Some election lawyers have piled on calling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s to whether Presi-
dent Trump broke the election fraud law when

he pressed Georgia officials on a phone call
Saturday to “find” 11,870 votes that would
reverse his loss in the states.

In Washington D.C., Trump’s supporters will
gather to show their support on January 6. On
Wednesday the D.C. National Guard will as-
sist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with
crowd management and traffic control. Any-
one who carries a gun at the protest will be ar-
rested.

Many senior officials and people close to
President Trump have expressed new levels
of uncertainty as to how Trump will resist the
coming end of his tenure. No one is sure
where this is heading. Trump is still the presi-
dent for another two weeks.

After all, Trump has mostly abandoned the
day-to-day running of the gov-
ernment. He has spent much of
the time complaining about voter
fraud. He has claimed that,
“We won this election in a land-
slide.”

Today we are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for our nation. The
political drama in Congress and
the White House are really dam-
aging our political system. We
all hope the Constitution of this
great nation will guide us to the
next chapter of the country.

We all need to defend our demo-
cratic values 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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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505//20212021

We Are Defending OurWe Are Defending Our
Democratic SystemDemocratic System

我們共同守護民主家園我們共同守護民主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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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反壟斷部門今年開出3.58億歐元罰單

臉書亞馬遜被調查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反壟斷局(聯邦卡特爾局)29日公布的年度反壟斷

報告顯示，該機構今年內針對反壟斷案件總共開出了約3.58億歐元的罰

金。該局局長安德烈亞斯· 蒙特表示，數字經濟是該機構2020年工作重

點，其目前正在對美國數字經濟巨頭臉書和亞馬遜展開調查。

位於德國波恩的德國聯邦反壟斷局是德國聯邦層面的反壟斷監管機構。

當天公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德國聯邦反壟斷局對19家企業和24

名自然人處以了約3.58億歐元罰金，涉及行業包括農藥、汽車牌照、鋁

制品鍛造等。

安德烈亞斯· 蒙特當天表示，數字經濟領域反壟斷始終在德國聯邦

反壟斷局工作中占有最高的優先級。他表示，該機構目前正在調查亞馬

遜涉嫌限制賣家在其平臺上自由定價權利的做法，以及亞馬遜通過與品

牌生產商合作可能對賣家造成的損害。

針對涉及臉書的調查，安德烈亞斯· 蒙特表示，該機構希望在2021

年能夠為其2019年啟動的對臉書調查畫上句號，調查的內容涉及臉書將

其從不同渠道獲得的數據進行整合。該機構同時還在調查臉書將其旗下

的社交平臺與其虛擬現實產品相捆綁的做法。

安德烈亞斯· 蒙特表示，德國《反限制競爭法》不久後有望迎來重

大修正，從而使得反壟斷機構更加有效地防範大型數字平臺濫用其市

場地位。

意大利部分醫務人員公開反對接種疫苗

政府將幹預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全國累計確診病例2067487例，死亡

病例73029例。盡管意大利當局為遏制疫情，努力進行疫苗接種和推廣

工作。但新壹輪反疫苗浪潮卻產生，壹些反對疫苗人士公開與政府唱反

調，呼籲抵制接種疫苗。

據報道，受雨雪惡劣天氣影響，意大利第二批疫苗出現延誤。當地

時間29日晚，意大利當局被迫調用6架飛機，分別將47萬劑疫苗送抵意

大利各地。

根據衛生系統對皮埃蒙特大區和拉齊奧大區養老機構進行的最新壹

項調研，皮埃蒙特大區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大約有70%的人抵觸接種疫

苗；在拉齊奧大區養老機構，只有10%的護理人員表示願意配合接種新

冠疫苗。

佛羅倫薩市長納爾德拉指出，醫學界知名人士、醫護人員和醫療工

作者，公開反對和拒絕接種新冠疫苗，將為整個國家帶來災難性後果。

對此，政府和司法部門必須依法進行有效幹預，否則將會嚴重阻礙新冠

疫苗的推廣和普及性接種計劃。

意大利法學家彼得羅· 伊奇諾表示，依據相關法律規定，用人單位

和企業主有責任依據科學和經驗建議，保障所有雇員的健康安全。如果

員工拒絕接種新冠疫苗，用人單位和企業主有權終止勞動合約。

伊奇諾強調，雖然法律允許任何人拒絕接種新冠疫苗，但如果拒絕

接種疫苗者對他人或群體構成健康威脅，用人單位和企業則有義務對受

影響群體實施保護措施。基於國家把健康作為個人的基本權利和集體利

益予以保護，政府同樣有權阻止任何人對社會公共衛生環境造成健康危

機。

意大利衛生部消息人士表示，根據未來幾天疫苗計劃落實情況，政

府或將對醫護人員、教職員工和公職人員強制接種新冠疫苗，並要求用

人單位和企業禁止未接種疫苗者集中上班。

世衛組織警告稱
新冠肺炎未必是最嚴重的流行病

綜合報導 “這次疫情非常嚴重，它

已經影響到了地球每個角落。但新冠並

不是最嚴重的流行病。”

世界衛生組織召開該機構2020年最

後壹次媒體吹風會。會上，世衛組織突

發事件規劃負責人邁克· 瑞安（Mike Ry-

an）向全世界發出警告，已經席卷全球、

造成近180萬人死亡的新冠肺炎，可能並

不是專家們長期以來擔憂的那個“大流

行病”。

他表示，新冠病毒應成為壹個“警

鐘”，人類要做的是從中吸取教訓，為

下壹個“全球威脅”做準備。

在吹風會上，邁克· 瑞安博士稱：

“這些威脅還會繼續。我們需要做的是，

從這場大流行病以及所有的悲劇和損失

中吸取教訓，那就是全人類需要齊心

協力。”

據報道，在新冠疫情在全球傳播的

近壹年的時間裏，世衛組織就曾多次發

出警告：世界必須為未來更致命的大流

行病做好準備。

與此同時，全球多國正在為卷土重

來的疫情高峰“焦頭爛額”。

12月14日，英國政府報告發現傳播

力超預期的變異病毒。為遏制新冠疫情

的大規模反撲，英國首相約翰遜19日宣

布提升倫敦等地

疫情防控級別。

英衛生大臣20日

直接警告，由變

異病毒引發的疫

情“已經失控”。

隨後，歐洲

壹度陷入“兵荒

馬亂”：包括荷

蘭、德國在內的

十幾個歐洲國家

對英國采取緊急

旅行限制。此外，

美國也於12月24日宣布，從英國前往美

國的旅客必須提供登機前72小時內的新

冠病毒陰性檢測（PCR檢測或抗原檢測）

證明。

緊接著，在歐洲以外的地方，包括

亞洲、中東等地陸續發現了這種變異病

毒。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

計數據，截至北京時間12月30日晚9點

半，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

8200萬，達到82100010例；累計死亡病

例達到1793150例。

《華盛頓郵報》稱，疫苗的大規模

推廣為控制病毒帶來了希望。但有專家

表示，鑒於目前形勢，新冠病毒還會存在很

長壹段時間，且下壹次大流行病暴發只是時

間問題，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

值得壹提的是，正當全球疲於應對

疫情之際，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

道稱，非洲大陸出現壹種未知疾病（Dis-

ease X）。剛果（金）的壹名感染病毒的

女性表現出與埃博拉出血熱相似的早期

癥狀——高燒和腹瀉，但埃博拉病毒檢

測結果呈陰性。

發現埃博拉病毒的醫生警告稱，人

類面臨著來自非洲熱帶雨林的數量不明

的新病毒的威脅，比新冠病毒更致命的

流行病或將威脅人類。

世衛通報新冠四種變體
批準輝瑞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正式通報了新冠

病毒自出現以來的主要變異情況，包括

四種變體。當天，世衛將美國輝瑞公司

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合作研發的疫苗

列為可緊急使用，這是首個獲世衛緊急

使用授權的新冠疫苗。

據世衛組織網站信息顯示，2020年1

月下旬至2月初，新冠病毒出現D614G

突變，在之後的幾個月時間裏，逐漸取

代了最初發現的毒株。到2020年6月，

該變體成為全球範圍內主要傳播的病

毒類型。研究表明，該變體的感染性

和傳播能力比初始毒株更高，但不會

引起更嚴重的疾病，也不會影響現有

的診斷、治療、疫苗和公共衛生措施

的有效性。

在 2020 年 8 月至 9 月，丹麥發現

壹種與養殖水貂相關的新冠病毒變體

，被丹麥命名為“Cluster 5”，具有

此前未曾觀察到的變異。據丹麥進行

的初步研究，該變體可能減少自然感

染或接種疫苗後所產生的免疫保護的

範圍和持續時間，相關評估仍在進行

。迄今，丹麥僅在 9月發現了 12例人

體感染此變體的病例，該變體似乎並

未廣泛傳播。

之後，英國在2020年12月14日報告

了被命名為“VOC 202012/01”的新冠病

毒變體，最初出現在英格蘭東南部。初

步的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該變體具更強

的傳播力，但按住院時間和28天死亡率

評估，其導致的疾病嚴重程度及再感染

情況並未變化，大多數診斷工具不受影

響。截至12月30日，世衛六個區域中已

有五個區域的其他31個國家和地區發現

了該變體。

此外，2020年12月18日，南非檢測

到壹種病毒變體出現了N501Y突變，南

非將其命名為“501Y.V2”變體，該變體

正在南非三個省中迅速傳播。盡管此前

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也有N501Y突變，

但分析表明其與南非發現的是不同的變

體。初步研究表明，該變體與更高的病

毒載量有關，或增加傳染性，但尚無證

據表明其會引起更嚴重的疾病。還需展

開進壹步調查。截至12月30日，南非以

外已有四個國家發現了該變體。

另壹方面，世衛組織當天將美國

輝瑞公司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合作

研發的疫苗，列為可緊急使用。世衛

組織在壹份聲明中表示，根據世衛審

查發現，該款疫苗符合其設定的安全和

有效標準。

目前，該款疫苗已獲英國、歐盟藥

品管理局、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加

拿大衛生部、以色列、科威特、墨西哥

、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

等的監管當局支持。

日均確診病例超5萬
英國重啟方艙醫院關閉倫敦各小學

綜合報導 英國已重新啟動

在新冠疫情開始時建立的方艙醫

院，並在周五（1日）關閉倫敦

各小學，以應對傳染性更強的變

異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

據消息，過去4天，英國

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均超過5萬

，衛生服務部門表示正在為預

期的病人高峰做準備，需要更

多的床位。就在幾天前，倫敦

皇家醫院在壹封電子

郵件中告訴員工，該

醫院現在處於“災難

模式”，無法提供高

標準的重癥監護。

《天空新聞》報道也

指出，跨年夜，倫敦

三所醫院的重癥監護

室已滿，迫使患者被

轉移到其他醫院接受重癥監護。

由於英國首都倫敦是新變

種病毒打擊最嚴重的地區之壹，

該變種病毒傳染性增加了70%，

因此政府決定關閉倫敦的所有小

學。英國教育大臣威廉姆森

（Gavin Williamson）說：“兒

童的教育和福祉仍然是國家的首

要任務。”“將倫敦其他地區學

校轉到遠程教育確實是最後的手

段和臨時解決方案。”

會議中心等地點的放艙醫

院早已建成，但它們幾乎沒有

使用過，壹直處於待命狀態。

英國國家衛生服務局（NHS）

的壹位發言人說：“由於新的

變異感染的蔓延帶來了壓力，

倫敦國民保健服務系統被要求

確保方艙醫院被重新激活，並

準備在需要時接納患者。”

當前，英國仍是世界上在

該疫情中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之

壹。英國正在與新壹輪病毒鬥

爭，該病毒已在英國致死

74000多人，並摧毀該國經濟

。在周五（1日）的最後24小

時內該國記錄了53285例病例

，另有613例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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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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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大選失利加上選舉官司吞敗連連之
後，美國總統川普鮮少出席公開場合，不過
在決定掌控參議院的喬治亞州參議員準備舉
行二輪選舉之際，川普罕見親自出馬赴喬治
亞州替爭取連任的共和黨參議員們造勢，並
表示民主黨總統當選人拜登不可能贏，自己
早已大贏他將繼續 「往死裡鬥」，呼籲共和
黨議員們推翻大選結果，替他捍衛總統大位
。

據美聯社報導，川普在喬治亞州的戶外
造勢會場上，向支持者大喊 「拜登不可能入
主白宮」。報導指出，雖然川普赴喬治亞州
，主要是替競選連任，但選情陷入膠著的參
議員羅夫勒（Kelly Loeffler）和帕度（David
Perdue）們造勢，但在造勢場上多半環繞在自
己大選爭議上。另外，羅夫勒也向選民表示
，自己也加入了反對認證拜登選舉人票的行

列，
川普在造勢場上再次提到大選舞弊叢生

，但此一說法早已被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
所主掌的州政府所反對，連美國最高法院也
不予受理；一度聲稱授權全國檢察官調查選
舉舞弊的前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也
證實，並未存在足以扭轉大選的系統性舞弊
。

值得注意的是，彭斯雖然先前拒絕呼應
川粉議員的請求，也就是要法官賦予他在儀
式性主持6日選舉人團票認證時有獨斷權力可
判定哪一方的選舉人票有效，但彭斯於5日向
共和黨選民表示， 「到了6日，在國會會有我
們的日子」，讓川普也向喬治亞州選民表示
， 「希望我們偉大的副總統幫我們度過難關
，他是個好人；當然，如果他不如此，我就
不會這樣喜歡他了」。

川普罕見親赴造勢 揚言 「往死裡鬥」 捍大位

SpaceX為當代最頂尖的民間太空公司，
其原因就在持續不停的創意。首席執行長兼
創始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又有了新
點子，他認為超級重型火箭(Super Heavy)的返
回，應該由發射塔的機械臂來抓住它，這樣
降落安全性更高，火箭本身也可省略登陸腳
架。

新 阿 特 拉 斯 (New Atlas) 報 導 ， 目 前
SpaceX憑著其他同行還未掌握的 「獨門絕活
」-可回收重複使用火箭，幾乎攏斷了太空行
業，其他太空公司目前也試圖學習，例如
Rocket Lab，他們要用降落傘來回收火箭，另
外藍色起源(Blue Origin)也在研發相當類似的
腳架式降落火箭。不過SpaceX現在還在進步
中，他們正在思考更大型的火箭助推器該如
何降落。

馬斯克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說，他有了
一個新主意，就是讓火箭降落到發射塔旁邊
，然後發射塔伸出巨大的機械臂抓住火箭，
並由火箭上的格柵鰭來承擔負載。

馬斯克解釋，這樣做有多種好處，一來
是省去火箭助推器底部的降落腳架，而且直
接飛回發射架，可以更快的重複使用。馬斯

克補充說，在理想狀況下，這枚剛完成任務
的火箭助推器，可以 「在一個小時內重新起
飛」，這聽起來過於雄心勃勃，但是馬斯克
和SpaceX團隊，不會被指責異想天開。

上個月，SpaceX的超重型火箭的測試原
型，進行第8次實驗任務，代號為SN-8的星
艦火箭成功發射，並且在高空完成姿態改變
、水平飛行等重要測試，飛行時間達6分鐘之
久。然而就在返回降落時，因降落速度過快
而重砸地面立即爆炸，所有觀眾都感到相當
可惜。馬斯克樂觀的說，SN-8雖然爆炸，但
是飛行過程相當成功，他也很滿意取得到的
測試資料。

不過，他可能正在思考最後降落失敗的
部分該如何改進，更大更重火箭並不容易保
持平衡，那麼由發射塔機械臂來協助固定，
能否表現的更好。

上週馬斯克表示，SpaceX不會受到SN-8
的降落失敗影響進度，會在未來 「幾個月」
內，開始對2具超重型火箭原型進行飛行測試
。目前在德州博卡奇卡開發基地(Boca Chica)
，已發現SN-9測試火箭在組裝工廠裡。

馬斯克的火箭回收新創意：機械臂直接抓住降落的火箭

美國國務院4日以國務卿蓬佩奧和軍控事務特
使比林斯利亞（Marshall Billingslea）之名，撰文批
評北京的核武發展進程不透明，同時強力要求北
京加入美國與俄羅斯的限武條約磋商。北京則回
應，美方不斷抹黑中國，根本是 「作賊喊捉賊」
，敦促美方盡快同意延長與俄國的限武條約。

這篇題為 「中國核武狂熱」（China’s Nu-
clear Madness）的文章開宗明義指出， 「新冠大流
行讓世界明白，中共的謊言能帶來巨大、可怕的
後果。當美國、盟友和夥伴再次呼籲針對病毒保
持透明時，我們也敦促北京坦白說明他們的另1項
危險行為：不斷透過不透明且充滿威脅性的方式
擴大核武庫」。

文章強調，美國數十年來堅守 「效用不高的
軍控協議」，北京卻趁機發展軍力，對美國本土

以及印太地區美軍構成威脅。由於美俄於2010年
簽訂、規定雙方不得部署超過 1550 枚核彈頭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將於下
月到期，蓬佩奧與比林斯利亞呼籲，北京和華盛
頓、莫斯科共同議定1項涵蓋所有核武的新軍控協
議， 「[任何替代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新協議都
必須讓中國參與」。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5日引用蘇軾
詩句回應， 「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希望美方了解蓬佩奧的 「謊言外交」對美國
信譽和形象造成巨大、可怕的影響。她強調，眾
所周知，美國才是擁有最龐大、最先進核武庫的
國家；中方敦促美方盡快回應俄方，同意延長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美國務院批陸 「核武狂熱」 陸拒加入美俄限武條約談判

伊朗軍方在波斯灣扣押一艘韓國籍化學油輪及船員後，首爾和華府當局均呼籲德黑蘭立即釋放，
韓國外交部也正研議是否讓副部長如期於10日訪問伊朗。

路透社報導，伊朗和韓國近來關係緊繃，因存放在韓國數家銀行的伊朗資金由於美國制裁而遭到
凍結。伊朗官方電視台引述德黑蘭政府官員報導，韓國外交部副部長崔鍾建原定訪德黑蘭，討論伊朗
要求的事項，即釋出遭凍結的70億美元資金。

首爾一名外交部官員告訴路透社： 「有關（崔鍾建）此行的計畫現在情況不明。」
伊朗媒體昨天報導，伊朗革命衛隊以排放化學物汙染波斯灣為由，扣押韓籍油輪 「韓國化學號」

（Hankuk Chemi）。這艘船載運7200公噸乙醇。
韓聯社報導，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今天表示，政府已展開外交努力，讓這艘油輪盡快獲釋。
「德黑蘭時報」（Tehran Times）3日報導，伊朗希望談成一項協議，利用這些遭凍結的資金換取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和其他商品。韓國外交部未立即就此報導置評。
此外，近日適逢伊朗重要將領蘇雷曼尼（Qassem Soleimani）在巴格達遭美國無人機擊殺事件滿週

年，美國和伊朗緊張升高。
根據法新社報導，伊朗扣押韓籍油輪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伊朗此舉 「是明顯企圖的其中一環

，藉由勒索國際社會以減輕制裁的壓力」。
發言人說： 「我們與韓國齊聲要求伊朗立即釋放這艘油輪。」

韓美籲伊朗釋放韓籍油輪韓美籲伊朗釋放韓籍油輪外交高官訪問恐生變外交高官訪問恐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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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增病例降至1000例以下
總理稱明年2月起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

(KBS)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31日表示，以當地時間當天0時為準

，韓國新增967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60740例。

當天新增確診病例較前壹天減

少 83 例，是自 12 月 28 日以來，時

隔 4天首次跌至 1000 例以下，不過

韓國各地的療養設施、看守所等高

風險設施仍不斷發生群聚感染，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仍有可能反彈至

1000例以上。

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當天在

政府首爾辦公樓主持召開中央災

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時表示，韓

國與海外制藥公司接連簽訂新冠

疫苗購買合同，預計從 2021 年 2

月起可開展接種工作。韓國國產

疫苗也在研發中，預計 2021 年底

問世。

菲外交部建議外國人推遲到菲旅行
綜合報導 菲律賓外交部(DFA)發布旅

行警告，建議所有海外菲律賓人和外國旅

客推遲原定的菲律賓之行。

這壹旅行警告是在菲總統府宣布對來

自英國和其他19個國家的航班的臨時入境

禁令延長至2021年1月15日之後發布的。

菲總統府12月29日發表備忘錄，從2020

年12月30日2021年1月15日，所有來自英國

等20個國家和地區的外國人，無論之前是否

獲得菲律賓簽證和豁免，都將不被允許入境。

此前12月23日，杜特爾特批準12月24日至31

日暫停來自英國的航班入境。

備忘錄顯示，菲律賓已將12月30日淩晨

零時至2021年1月15日淩晨零時的旅行禁令

擴大至20個國家和地區。英國以外的19個國

家和地區是丹麥、愛爾蘭、日本、澳大利

亞、以色列、荷蘭、香

港特別行政區、瑞士、

法國、德國、冰島、意

大利、黎巴嫩、新加坡、

瑞典、韓國、南非、加拿

大、西班牙。

與此同時，來自這些地

區的菲律賓公民仍然可以進

入菲律賓，但即使RT-PCR

檢測結果為陰性，也必須

嚴格完成政府規定的 14

天隔離觀察要求。

DFA鼓勵有意前往菲律賓的海外菲律

賓人或者外國旅客向最近的菲律賓使領館

查詢，並定期查閱菲律賓移民局的網站和

社交媒體以獲取最新信息。

當天，菲總統發言人哈裏洛克表示，

菲律賓正密切關註美國科羅拉多州出現首

例冠狀病毒變種病例的情況。杜特爾特總

統是否會把美國列入臨時禁止進入菲律賓

的國家名單，將取決於菲律賓衛生部和外

交部的建議。

當天，菲衛生部長杜克向媒體表示，美

國可能會被菲列入實施臨時旅行禁令的國家

名單。菲衛生副部長兼發言人Vergeire後來

澄清說，菲將等待美國正式通知《世衛組織

國際衛生條例》(WHO-IHR)或美國政府就科

羅拉多州出現首例冠狀病毒變種發表正式聲

明，再確認更新旅行禁令名單。

據菲衛生部數據，當日新增確診1014例

，累計確診472532例；死亡68例，累計死亡

9230例；康復518例，累計康復43950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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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媒報道，從31日起，

韓國針對全國服刑場所實施防疫響應3級

措施，為期兩周。同時，首爾東部拘留所

新增126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超過

900例。

韓國法務部表示，前壹天對關押韓國

前總統李明博的首爾東部拘留所465名職

員和1298名收容者進行了第4次全面檢測

，結果有126人確診新冠。尚有14人的結

果未出。

截至目前，該拘留所相關確診病例已

達918例。

另壹方面，韓國法務部次官(副部長)

李容九31日表示，法務部從當天起針對

全國服刑場所實施防疫響應3級措施，為

期兩周。

李容九表示，此舉旨在防止在押人員

密切接觸。當日起至2021年1月13日，在

押人員的探監和教育等活動全面叫停，職

員也將進入應急工作狀態，不能進行出行

等外部活動。

法務部為降低東部拘留所人員密度

防止群聚性感染發生，正在考慮將部

分在押人員送到其他拘留所。法務部

還計劃假釋強制勞動者、患有基礎疾

病者、模範囚犯等部分在押人員，並

針對拘留所的全體職員和在押人員進

行快速抗原檢測。

中馬貿易未受
新冠疫情影響保持增長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統計部門

31日發表報告稱，在2020年前 10

個月，馬中貿易依然保持增長。

馬來西亞統計局負責人表示，該

份報告旨在展示馬來西亞與其最大貿

易夥伴中國的貿易現況。報告涵括馬

中貨物貿易狀況、直接投資狀況和新

冠疫情對馬中貿易影響等。

報告指出，在2020年前 10個

月，馬中貿易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3.2%，達到2661億林吉特(1美元約

合4.04林吉特)；且同期馬中貿易總

額在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

比例達到 18.3%，較 2019 年占比

17.2%進壹步提高。

報告尤其指出，在疫情影響下

，馬中醫療用品貿易取得巨大增幅

。2020年首10個月，馬來西亞對中

國橡膠手套出口較去年同期增長

1.23倍，同期馬來西亞自中國進口

口罩增長了8.6倍。馬來西亞從中

國進口的口罩占其同期口罩進口總

額近九成。

報告說，馬中建交近47年來，

中國在2000年時為馬來西亞第8大

貿易夥伴，至2001年就躍升至第4

位，從2009年開始，中國始終保持

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夥伴地位。

報告展望，隨著馬來西亞和中

國均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協定(RCEP)，馬來西亞業界應把握

機遇，進壹步加強馬中雙邊貿易。

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已從疫情中迅

速復蘇並將在明年實現更強勁增長

，中國強勁的經濟復蘇將使馬中雙

邊貿易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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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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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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失守爆疫
隱形病人一傳四
袁國勇：日間病房宜檢測減時進食

香 港 4 日

再增 53宗新冠

肺 炎 確 診 個

案，公立醫院接連“失守”爆發院內感染疫症，瑪嘉烈

醫院日間中心內科病房出現“一傳四”的隱形患者。一

名患者早前到該院打補骨針，逗留5.5小時，隨即令同病

房的兩名醫護和兩名病人初步確診。港府專家顧問、港

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4日午前往該病房視察後

說，該名確診者病毒量高，曾於病房內除口罩進食，病

毒經短距離空氣傳播，“雖然病人冇走動，唔講嘢、唔

咳，就咁呼吸，病毒都會走出嚟。”他表示，由於患者

只到日間病房，按規定毋須接受病毒檢測，故他建議醫

院為日間病房的病人也作新冠病毒檢測，以及縮短膳食

時間，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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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接連爆疫，香
港文匯報記者4日晚實地觀
察公立醫院的“嚴防輸入”
措施，發現漏洞重重。記者

輕易進入醫院內各樓層，連隔離病房的樓
層也能自出自入，還直擊有住院病人在病
房外的走廊與家屬開餐。一旦家屬是隱形
患者，住院病人便有機會將病毒帶到病房
內，從而爆發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4日晚隨機抽查伊利
沙伯醫院的防疫措施，醫院主樓入口處有
職員為記者及訪客佩戴一條橙色紙手環，
識別體溫正常的訪客，但無職員要求記者
出示探病證明，也沒有職員查問記者入內
的目的。該手環為紙製，並無任何追蹤功
能，入院後也可隨時輕易摘下。

記者其後便在醫院各樓層間暢通無阻
“任我行”，包括急症室和藥房，以及各
病房樓層亦可隨意前往，過程中無人詢
問。

伊院G座6樓為隔離病房，記者輕易
到達該樓層，雖見到門口貼有“嚴禁逗
留”的字樣，但記者仍能在病房走廊外長
時間逗留，隔離病房也沒有保安員看守。

與G座6樓相連的還有E座及H座的
6樓病房，這些病房走廊入口均寫有“謝
絕探訪”字樣，且大門為單向自動門，

若要內進必須有病房內人士開門，然而自動門每次
開門狀態持續約5秒，閒雜人等可趁機溜進病房內。

病人與家屬走廊共餐
記者在伊院主座6樓電梯大堂逗留期間，見到有

家屬陪同住院家人在走廊開餐，而約3米之外就是隔
離病房區域，該區域內無任何保安看守，“嚴禁逗
留”的告示形同虛設，閒雜人等極容易與住院病人
接觸。一旦家屬是隱形患者，住院病人便有機會將
病毒帶到病房內。其後，記者又經樓梯行往不同病
房樓層，發現均無保安員看守，職員亦對記者徘徊
各樓層不聞不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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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

袁國勇表示，該名確診女病人66歲、患有
骨髓瘤，上月28日到過瑪嘉烈醫院日間

中心內科病房打補骨針，逗留約5.5小時，一
度發燒，但由於發燒是接受化療病人常見的情
況，醫護不以為意，“她初時有啲發燒，但大
家知道化療病人通常都會有發燒，當時醫生睇
過佢，冇其他病徵；再探熱又冇再發燒，落到
37度，所以仍然將佢留喺日間內科病房。”

他指出，患者及後於本月1日不適入院，其
後確診新冠肺炎，現已轉送深切治療部留醫，
需要插喉，而其家人早前亦確診；患者居於深
水埗的大廈也被定為須強制檢測的疫廈，相信
病毒是由社區帶到醫院。他說：“今次事件基
本上源於醫院附近嘅社區爆發幾嚴重，全港40
幾幢強制檢疫大廈，有9幢喺醫院附近，病人喺
社區感染，然後將病毒帶入瑪嘉烈醫院。”

料進食時經空氣傳播
院方經追蹤後，發現該病房一名護士、一

名醫生和兩名病人初步確診。袁國勇說，該名
確診女病人在治療期間曾脫下口罩用膳約半小
時，相信病毒經空氣短距離傳播，“因為病人
有發燒，已經特別坐開，但唔係獨立房間，而
護士主要幫佢吊針，中午需要吃飯，遞過水同
飯盒畀佢，有理由相信因為除口罩，病毒就擴
散。根據護士所講，病人冇行過出嚟。”

至於初步確診的醫生並不是替確診者檢查肺
部的醫生，袁國勇解釋，因為他們坐得很近，即
使醫生沒有出來，也能經短距離空氣傳播染疫，

“確診者CT值只有17，病毒載量很高，所以如
果佢除口罩，放出嚟嘅病毒量好高，而病毒本身
傳染性好高，所以好易有事。”他以倉鼠實驗解
釋，當兩隻倉鼠都戴上口罩後，雙方都有95%保
護，但只要有一隻倉鼠除口罩，風險立刻提高，
“雖然病人冇走動，唔講嘢、唔咳，就咁呼吸，
病毒都會走出嚟。”

32位醫患家屬需隔離
事件中，有27位醫護、55位病人接受檢

測，曾到病房的23名病人、兩名家屬和7名醫
護要接受隔離檢疫。袁國勇表示，不排除未來
出現更多確診個案，他建議醫管局為到日間病

房治療的病人作新冠病毒檢測，若病人出現發
燒，須轉到監察或負壓病房，直至檢測呈陰
性；縮短膳食時間，改以提供三文治等輕食，
縮短病人除口罩進食的時間；甚至日間病房只
開半天，讓病人中午可以回家進餐。

該事件是過去兩星期內第二起院內感染，
此前聯合醫院2D病房累計有21人染疫。醫管
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瑪嘉烈醫院的確診女
病人在醫院期間並未做過引起飛沫的高風險程
序，兩位初確的工作人員亦沒有與病人有過緊
密接觸，但詳細情況仍待調查，亦會聽取專家
對於改善情況的建議，但瑪嘉烈醫院部分服務
會因此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工聯會醫療
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表示，醫院是最後的
防線，一直以來都擔心香港的最後防線會“失
守”。他指醫護人員也是社會的一分子，都會
接觸社區，有機會無意間在聚會中染疫成為隱
形帶菌者，將病毒帶入醫院；亦有機會從病人
身上感染病毒，再接觸其他病人，導致院內疫
情爆發。他認為醫院應該做好最後把關工作，
因此已向醫管局管理層建議為高風險醫護人員
提供定期病毒檢測，希望能夠及早發現，堵截
病毒在醫院傳播。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會務主任李子健表
示，醫管局雖然一直有為員工提供檢測，但需

要經過申請程序，身邊有部分同事因居住疫廈
而曾經參與。但由於醫護有機會在不知情的情
況下接觸到隱形患者，例如共用電梯，因此認
為醫管局應考慮為所有醫護每兩周至四周進行
一次定期病毒檢測，保障員工及病人。

建議住院戴罩調房檢測
另外，目前正值流感高峰期，馮權國指出

博愛醫院已經出現超收病人的情況，醫院在有
需要時會因應病人狀況作出轉房的安排，有機
會造成“交叉感染”。他說：“理解醫院要透
過調動病人來騰出病床，但如果真係要調房，
建議為所有需要轉房的病人事前完成新冠病毒

測試，確保陰性結果才進行調房。”
香港公共醫療護士協會主席鄭少萍表示，由

於醫院人手有限，有一些公共設施難以時刻保持
衞生清潔，例如病人共用的血壓計，建議院方採
用即棄外套，“在量血壓前用即棄式的套包裹病
人手臂，其後扔掉，避免病人接觸到儀器造成病
人之間的間接接觸。”

香港機構醫生協會主席黃耀明表示，曾接
觸部分住院病人不願意佩戴口罩，但由於醫護
人員仍有其他工作在身，因此無法長時間督促
病人佩戴口罩，因此只把口罩放在病人床邊，
他呼籲病人配合醫護，在醫院範圍內一定要佩
戴口罩，以防萬一。

工會倡醫護定期檢測 保“最後防線”

■■ 爆發疫情的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有設置保爆發疫情的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有設置保
持距離設施及指引持距離設施及指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袁國勇在病
房平面圖上指
出瑪嘉烈醫院
爆疫的5名醫
患的位置。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 袁國勇袁國勇((箭箭
嘴示嘴示))到爆發到爆發
疫情的瑪嘉疫情的瑪嘉
烈醫院烈醫院EFEF座座
日間護理中日間護理中
心內科日間心內科日間
病房視察環病房視察環
境並提出防境並提出防
範建議範建議。。

■ 病人家屬
自出自入，甚
至在醫院走廊
的長櫈上與病
人共餐。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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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北巿議員羅智強臉書貼文批評
駐日代表謝長廷逼死外交官蘇啟誠而挨告，羅
智強今出庭說 「吃完萊豬吃核食」，謝長廷提
告不出庭，日前卻為開放日本核食回台，要求
謝出庭與他對質。

羅智強今天赴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庭前
接受媒體聯訪表示 「吃完萊豬吃核食」，謝長
廷不久前才風塵僕僕從日本回台，幫開放日本
核食來帶風向，擺明的就是一月吃萊豬，不知
道幾月要吃核食，他要跟謝長廷說， 「你有時
間可以回台為核食帶風向，那為何不捍衛個人
名譽到法庭跟我對質」，要求謝長廷出庭，也
不排除傳喚外交部長吳釗燮作證。

羅智強批評，萊豬開放後，美國送出新年
禮物，課徵台灣輪胎反傾銷稅，他認為政府應
出面說明，為什麼會被課稅，並替業者爭取應
有的權益。

全案緣於，羅智強於2018年9月16日於臉
書貼文提及，逼死蘇啟誠的，不是 「輿論」，

不是 「別人」，就是民進黨政府、就是謝長廷
！

謝長廷提起民事訴訟，向羅智強求償新台
幣100萬元。羅智強今天由律師陪同出庭，謝
長廷則委任律師出庭，法官庭上詢問，文章指
涉還有民進黨政府，並非單純只指謝長廷。

羅智強在庭上說，他的文章是對公眾事務
事件做意見表達，有做查證，屬合理評論，可
受公評；他認為謝長廷當時卸責推諉，切割大
阪辦事處，導致網軍、部分綠營人士砲轟蘇啟
誠，造成蘇啟誠輕生結果，他因為痛心優秀外
交官就這樣死了，才就整起蘇啟誠事件做評論
，針對的是這群人，沒單指謝長廷。

謝長廷委任律師則強調，文章清楚已點名
謝長廷，對於貼文內容，羅智強應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

法官庭末諭知，3月30日續行開庭進行言
詞辯論程序。

北巿議員羅智強挨告 要求駐日代表謝長廷對質

（中央社）花蓮市石藝大街內的歷史建築
舊鐵路醫院，最近正在進行修復工程，今天上
午近 12 時，疑因施工不慎釀成火災，逾 30 名
消防人員前往滅火，所幸無人傷亡，受損位置
不包含主體建築。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大隊長朱哲民指出
，火災地點為石藝大街園區內中間的連棟1層
樓木造建築，燃燒面積約100坪，火勢在60分
鐘後熄滅，經現場清查，歷史建築的主結構
「舊鐵路醫院」並未受到波及。

現場工作人員指出，進行舞台旁的鋼架切
割移除，疑似因產生的火星被風勢吹往旁邊的
竹圍籬所致，發現時火勢已經不小，工區內有
用鐵皮圍住，不是開放營業區域，沒有人員傷
亡，火勢也沒有繼續蔓延。

台鐵局經管舊花蓮鐵路醫院歷史建築，由
花蓮縣政府承租，交由花蓮縣手工藝協會經營

石藝大街，台鐵局向文化部爭取經費，進行修
復工程及周邊環境改善，去年11月招標進行歷
史建築修復工程，預計111年5月完工。

台鐵局花蓮工務段長戴金原指出，這棟受
損的建築物過去原為醫院病房，是醫院的增建
建築，歷經多次改建，原本趁這次工程恢復過
去樣貌，建築物東側損失嚴重會暫時停工，接
受火災調查，其他區域的工程會照常進行。

花蓮縣文化局副局長曾之妤表示，舊花蓮
鐵路醫院民國98年公告為歷史建築，火災位置
屬歷史建築的一部分，毀損狀況還要確認，因
火災導致部分受損，賠償責任會由台鐵局和施
工廠商按合約協調。

舊花蓮鐵路醫院施工區一旁的原石藝大街
攤商，工程期間不打烊，這次火災也沒有受到
波及，依然正常營業。

花蓮舊鐵路醫院修復中遇火災 歷史建築部分受損
（中央社）林姓男子狀告新北市府害他迷路

、錯過面試，要求國賠。一審認為 1999 市民熱
線話務人員提供正確路線，與遲到無關，判林男
敗訴。二審則以林男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而確
定。

本案發生於107年9月2日，林姓男子預計到
新北市新莊區一家飯店面試，他撥打新北市政府
1999市民熱線，詢問建議的交通路線，沒想到搭
錯車種，在車站內耽誤2小時才抵達目的地。

林男認為話務人員沒有說明桃園機場捷運分
成直達車與區間車，提供錯誤乘車資訊，導致他
失去月薪新台幣3萬元的餐廳工作，求償3萬元
。

一審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法官認為，話

務人員已提供正確搭乘捷運路線建議，至於林男
自主決定搭乘時間、路線、班次及列車等，非話
務人員所能預見，話務人員與林男遲到行為之間
，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與國家賠償法構成要件不
合，判決林男敗訴。

林男不死心提起上訴，稱他不是新北市居民
，不知如何到達法庭，沿路問了很多人，有人還
報錯方向，導致他遲到1小時才到板橋簡易庭，
原審以一造辯論判決敗訴，他不服懇請給予到庭
陳述意見機會。

新北地方法院合議庭認定林男未表明原判決
有何具體違背法令內容，不符合提起上訴的規定
，駁回林男上訴確定。

搭錯車迷路錯過面試 提國賠求償3萬敗訴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今天
同步舉辦123聯合拍賣會，拍定金額高達新台幣
2億1627萬餘元，最大筆是新竹分署拍定苗栗竹
南土地金額1億多元。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今天除彰化分署停
止拍賣動產，其他12個分署均現場拍賣動產，
各分署拍賣不動產則採通訊投標或通訊兼採現場
投標方式。

新聞稿提到，本次不動產拍賣部分，包括新
竹分署拍賣苗栗縣竹南鎮土地，總面積約10萬
餘平方公尺，拍定金額高達1億多元；台北分署
拍賣台北市萬華區土地，拍定金額為1111 萬元
。

此外，各分署拍賣動產部分，金額總計214
萬餘元；士林分署拍賣1部車輛、陽信銀行股票
、玉飾、掛畫等物品，拍賣價金為87萬餘元；
花蓮分署拍賣2部車輛、白米、退熱貼、洗髮精
等物品，拍賣價金36萬餘元。

台北分署則指出，分署還舉辦吉祥物 「拍寶
」抽獎活動，分署長吳義聰在拍賣會向民眾說明
台北分署是 「正義的實踐者」、 「國債的守護者
」，更介紹吉祥物 「拍寶」是台北分署實踐國家
債權的象徵，將為抽中的民眾帶來福氣、增進財
源，隨後抽出3名幸運的 「拍寶」得主，並與得
獎者合影留念。

行政執行署聯合拍賣會進帳2.1億餘元

（中央社）日前新北市五股地區吳姓男子
未取得中醫師執照卻擅自執行醫療業務，涉嫌
對女患者襲胸性騷擾，新北市衛生局今天表示
，已接獲陳情並前往查察，依違反醫師法將全
案移送檢方偵辦。

鏡週刊報導日前一婦人為調理小孩的身體
，前往五股向吳姓中醫師求診，不料吳男竟以
婦人的心臟有問題，可以免費看診為由對她襲
胸且被小孩撞見。面對婦人丈夫的興師問罪，
吳男坦承自己是沒有執照的密醫，這對夫妻氣
得向衛生局舉發。

新北市衛生局科長楊時豪表示，有關鏡週
刊報導五股密醫事件，衛生局於109年11月9
日接獲民眾陳情，11 月20日前往現場稽查，
現場為一處民宅疑似有執行醫療業務的行為，
已依涉違反醫師法將全案移送檢方偵辦。

他表示，依醫師法第28條規定， 「未取得
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6個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30萬
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
收之」。

密醫涉對女患者襲胸 新北衛生局：已移送偵辦

蘇貞昌視察學校供餐採用國產食材作業情形蘇貞昌視察學校供餐採用國產食材作業情形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前右前右33））55日上午在桃園市長鄭文燦日上午在桃園市長鄭文燦（（前右前右22）、）、教育部長潘文忠教育部長潘文忠（（前右前右44

））陪同下陪同下，，前往桃園市大溪國小視察學校供餐採用國產食材作業情形前往桃園市大溪國小視察學校供餐採用國產食材作業情形。。

萊豬進口萊豬進口 高市把關校園午餐食材高市把關校園午餐食材
萊豬進口萊豬進口，，學校把關食材不馬虎學校把關食材不馬虎，，高雄市民族國小進貨營養午餐食材要一一檢視貨品產高雄市民族國小進貨營養午餐食材要一一檢視貨品產

地是否符合規範等地是否符合規範等。。

林佳龍體驗刷手機搭公車林佳龍體驗刷手機搭公車
交通部推動刷手機交通部推動刷手機QR CodeQR Code搭公車搭公車，，公路總局公路總局55日舉行日舉行 「「行動支付公車先導行動支付公車先導」」 記者會記者會，，宣布宣布

先在先在55條客運路線試營運條客運路線試營運，，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右右））也親自體驗也親自體驗，，並說這是智慧交通發展重要的里並說這是智慧交通發展重要的里
程碑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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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營養不良是癌症
病人最常發生的問題，也被認為是造成癌症病
患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結果造成病情惡化、
增加死亡風險以及降低生活品質。因此癌症病
人在治療期間若吃得好、營養足夠，將是戰勝
癌症的重要關鍵。光鹽社於上周六下午二時至
四時，舉辦網上健康講座，邀請營養科學家、
腫瘤生物學家、免疫學家張文慧博士主講 「癌
症防禦的營養科學」。

張博士一開場即指出我們從小到老的罹癌
機率，其中尤以70歲以上最高，其中以乳腺癌
、前列腺癌的積率最高，其次為肺癌、結直腸
癌。她也提到癌症預防相關問題，如癌症是什
麼? 癌症起因、基因與癌症的關聯、營養與癌症
預防，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議。她以圖表顯示
癌症是DNA 多重突變積累導致細胞生長失控，
導致癌細胞分裂繁殖。雖然如此，但癌症的發
生是個漫長過程，正常細胞到基因突變積累為
癌細胞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因此我們要及
早預防，降低癌症發生風險，早診斷早治療，
也要減少症狀和併發症。

張博士也提到癌症的起因：如基因遺傳、
表觀遺傳、微生物菌群、年齡、性別、代謝狀
態、炎症狀態、免疫功能經由飲食、營養、身
體活動，和其他環境因素和個體自身因素相互
作用影響癌症發生發展過程。其中基因僅佔
5-10%，環境因素則佔了90-95%。環境因素包
括：酒精、肥胖、感染、抽煙、飲食及其他。
譬如乳腺癌遺傳因素，則由於基因突變遺傳與
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營養狀態也影響
基因表達：營養通過與微生物菌群，代謝，和
免疫系統相互作用影響基因表達。

另外，張博士也提到：環境影響基因表達
。因個體營養素需求差異，食物營養素與基因
相互作用，影響基因表達。

表觀遺傳基因修僻：非DNA序列變化的遺
傳，飲食生活習慣影響第二第三代後代的健康
，而青春期和孕期營養可以改變表現遺傳信息
。

另外，張博士也提到葉酸攝入量與腸癌關
係：即適量葉酸攝入會降低腸腺癌風險，而葉
酸缺乏或攝取過量，則會造成腸腺癌的高風險
。她建議葉酸每天攝入量400微克。如擔憂過多
葉酸攝入，可避免葉酸強化食物，或每天一片
多種維生素。

她也提到腫瘤的微環境，如：糖酵解、缺
氧、酸中毒、炎症。而炎症則是：對自給自足

的生長信號的停止不敏感、細胞能量代謝失調
、逃避細胞凋亡指令、基因組不穩定及突變、
持續血管生成、造成組織侵襲轉移。同時，逃
避免疫清除、及無限複製性潛力，促進腫瘤的
炎症。

張博士也談到慢性炎症與癌症的關係 ：癌
症多發生於長期感染/刺激的炎症部位，免疫細
胞是腫瘤微環境的重要部分，炎症促進癌症進
展，癌細胞選擇性改變炎症信號傳導份子和受
體。她舉例：譬如煙草，造成支氣管炎，導致
肺癌；胃螺旋桿菌，造成胃炎，最後造成肺癌
；肝炎病毒，造成慢性肝炎，最後造成肝癌；
細菌感染，造成膽囊炎，最後造成膽囊癌；煙
、酒、胃酸，造成食道炎，最後造成胃癌；感
染或性病，造成萎縮性前列腺炎，最後造成前
列癌；人類乳頭狀瘤病毒，造成宮頸炎，最後
造成宮頸癌；烟等，不良飲食，造成胰腺腺炎
，最後造成胰腺癌；而尿路病原菌，造成膀胱
炎，最後造成膀胱癌。

譬如結直腸癌風險因素：張博士說：體能
活動、全麥谷物、膳食纖維、奶製品、鈣補充
劑、維生素C,D,多種維生素D12 等都可降低風
險，而加工肉、酒精飲料、肥胖、紅肉及太少
澱粉類蔬菜、水果及含鐵食，都會增加風險。

同樣的不良飲食如：泡菜、醃製食物、煙
熏食物、高鹽食物，易造成胃幽門螺旋桿菌感
染，易引發炎症、胃癌發生。而健康飲食如水
果、草本烹飪調料、益生菌/酸奶、薑黃素等可
保護胃，預防胃癌。她指出：黃綠色蔬菜攝入
每100克/天，可降低胃癌風險至0.59; 每天攝取
蔥蒜類蔬菜每100克，可減少胃癌風險至0.59；
另外，張博士也談到食道炎及食道癌：其中炎
症，多半指潰瘍、糜爛、疤痕，而造成吞咽困
難的 「食道癌」，亞洲國家多發生於食道前段
的鱗狀細胞癌，多是抽煙、喝酒、嚼檳榔、熱
飲所致。而白人男性，多發生在食道末段的
「食道腺癌」，症狀多為胃泛酸及肥胖。

在談到微生素A 和胡蘿蔔素時，張博士也
提到補充超高劑量的維生素A 與男性吸煙者的
肺癌增高相關。

她也提到維生素C和抗壞血酸：其中乳腺
癌患者靠維生素C 增加存活率，而胰腺癌則因
維生素 C 降低風險至 0.70；而肺癌，因綫性關
係，每 100mg/天，可降低 7%風險 ；而食道癌
，因綫性關係，每天50mg, 可降低13%風險。因
此可說，致癌物質促進炎症，防癌物質抑制炎
症。內外源抗氧化劑協同作用，共同抵抗自由

基氧化破壞，維持氧化平衡，保護
和修復細胞和組織。所謂 「外源性
」指的是維生素 C,維生素 E,胡蘿蔔
素，多酚，硫醇，乙酰半胱氨酸。

另外，她也提到維生素 E 與癌
症風險：維生素 E 攝入降低胰腺癌
風險 0.81， 維生素 E 攝入降低腎癌
風險0.81。而植物抗氧化劑降低氧化
壓力預防癌症。在飲食抗氧化劑包
括：姜黃素、白藜蘆醇、番茄紅素
、大豆異黃酮、綠茶兒茶酚、蒜素
、花椰菜硫素、槲皮素（洋蔥素）
。她特別提到 「姜黃素」的臨床功
效，可治：癌症、病毒感染、炎症
性疾病、代謝性疾病、皮膚病、心
血管疾病、神經進行性退化疾病及
其他：肝、膽、腎保護。尤其在抗
癌方面，薑黃素臨床試驗，具有：
安全可耐受、降低炎症、減少症狀
、減少化療副作用、提高生活質量等特性。
而白黎蘆醇具有抗疾病活性。包括：抗腫瘤活
性，癌症化學預防，抑制炎症活化因子，細胞
生長抑刮，細胞週期S期阻滯，引起細胞程序性
死亡。另外，她也提到喝酒百害無益。白黎蘆
醇含量因葡萄品種、產地，和真菌感染而差別
很大。少量喝酒也許對心臟有些微好處，但是
嚴重影響肝臟健康。喝酒還會增加多種癌症風
險。而阿司匹林抑制促炎症環氧化酶，除了抗
炎止痛，也可預防癌症。

另外，她也提到維生素D來源與代謝，及
維生素D的多效功能包括：調節鈣和磷離子，
骨鈣化、調節免疫功能、調節細胞生長、調節
細胞分化及調節血管生成。而它的非經典功能
，則是：抗炎、抗菌、抗癌。而缺乏維生素D
的原因和相關疾病包括因素：缺乏有效日照、
肝腎問題、肥胖、吸收不良、服用藥物。而缺
乏維生素D對健康的影響包括：精神情緒問題
、感染過敏性疾病、自身免疫病、心血管問題
及癌症。補救方法包括：維生素D補充劑提高
血液維生素D水平，而夜間燈光影響健康，造
成睡眠障礙、肥胖/ 糖尿病、憂鬱症、心臟病、
癌症、免疫系統障礙。因此要協調晝夜節律促
進健康，預防疾病。如睡眠規律、定時進餐、
多動少坐、社交等行為改變及藥物治療。

談到乳腺癌風險因素：包括第一次懷孕年
齡在40歲以後，更年期54歲以後，生活飲食：
高飽和脂肪、更年期後肥胖及過量攝酒精、口

服避孕藥、激素替代療法及輻射家族史。另外
，她也提到腰圍或成年體重增加與更年期後乳
腺癌的關係。肥胖也增高多種癌症風險，因此
，要多動少坐減少癌症風險，她也建議我們的
飲食從高動物蛋白為主逐步過渡到 「植物來源
為主」，如 「地中海飲食餐盤」內容包括綠葉
蔬菜佔一半，全麥谷物、豆類、高澱粉植物
（如土豆、芋頭、南瓜等）佔1/4，而白肉佔1/
4。

總之，張博士表示：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及
美國癌症研究所給我們的癌症預防建議是：限
制食用紅肉和加工肉類、限制飲用加糖調味飲
料、限制飲酒、不要使用補充劑來預防癌症、
母親們如果可以，給嬰兒餵哺母乳、維持健康
體重、多做體能活動、食用富於全穀類、蔬菜
、水果和豆類的食物、限制食用 「快餐」和其
他高脂肪、高澱粉或高糖的加工食物、不吸煙
和避免暴露在烟草和猛烈陽光下、減少攝入鹽
、高飽和及反式脂肪，都有助防癌及預防其他
非傳染性疾病。
光鹽社免費健康生活學習課程，Zoom綫上直播
課為2021年2月20日至4月10 日，每周六上午
10～12 時舉行，報名截止日期：2021 年2月15
日 。 報 名 方 式 ： https://forms.gle/zK-
SQQT9tWXui2LTv6 或 掃 瞄 二 維 碼 ， 或 致 電
713-988-4724詢問詳情及報名。

光鹽社上周六舉行綫上健康講座
張文慧博士主講： 「癌症防禦的營養科學」

圖為張文慧博士在網上授課的情景圖為張文慧博士在網上授課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光鹽社免費健康生活學習課程的報名方式圖為光鹽社免費健康生活學習課程的報名方式。（。（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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