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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新當選總統拜登今天（20日）正式就職，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加上2週前發生國會暴動，傳統的就職遊行慶祝活
動將改為線上進行。總統就職典禮委員會強調，現場活動參與人員遵守嚴
格的防疫規定，同時也呼籲民眾不要前往現場觀禮，以免大批人潮聚集。

根據傳統，總統就職典禮是在國會大廈西翼前舉行，通常於美東時間
上午11時30分揭開序幕，此前拜登可能先行前往華府管制區內唯一的聖
派翠克教堂（St Patrick church ）。中午左右，拜登與賀錦麗分別宣誓就任
正、副總統，隨後拜登將發表就職演說，並於稍晚搬入白宮。

以往總統就職典禮都會吸引上百萬人前往現場觀禮，今年在疫情陰影
籠罩下，拜登團隊預告，活動規模將 「極為受限」，估計現場約有2000
人，賓州大道兩旁也不會出現往年那樣人山人海的場面。所有遊行活動，
包括音樂、舞蹈、詩歌朗誦等都將透過直播方式，讓一般民眾共襄盛舉。

目前已確定珍妮佛羅培茲、女神卡卡、湯姆漢克斯等好萊塢A咖都會
出席典禮並擔綱演出。

《全國廣播公司》（NBC）透露，拜登的就職演說將呼應其競選主
軸與最近的公開談話內容，包括 「團結、療癒以及美國危機下的展望」。
拜登也將強調，不論面臨多麼艱困的挑戰，只要人民團結合作，就沒有化
解不了的問題。

拜登今就任美國第拜登今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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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層層重兵之守護下， 美國新任總統
副總統之就職典禮將在非正常之情形下進
行。

川普總統之最後歲月， 仍然让國人及
全球感到恐慌 ，不知他還要有何驚人之舉
， 不過有一項可以確定的是他不會參加拜
登的就職大典 ，也不打算依慣例在白宮迎
接新主人。

今天加州成為全美最大的確診人數高
達三百萬人，此數字是過去兩個月來的兩
倍， 共有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三人死亡，
其中大洛彬磯地區
之災情最為嚴重，
全國各地之疫苗也
嚴重不足， 這些令
人髪指的災情 ，即
將卸任的川普也就
一走了之。

據白宮人士表
示， 川普也不打算
留下任命信函給接
任的拜登， 第一夫
人也從未和拜登夫
人聯繫 ，只是在忙
於搬離白宮之工作
。

最令人不解的是， 川普已經安排他在
離開白宮時， 將有紅地毯及二十一禮炮及
儀隊歡迎他的離去。

副總統彭斯今天在加州巡視軍事基地
時， 再次重申現任總統對保衛國家之決
心 ，彭斯決定參加明天的總統就职大典
，也算是他對尊重國家體制。

當前國家多難， 政爭仍然不斷 ，拜
登將面對前所未有之挑戰 ，遇到川普之行
指， 但原天佑美國。

As President Trump prepares to leave the
White House in a couple of days, he is prepar-
ing to pardon hundreds of friends and donors
He also has discussed issuing pre-emotive
pardons to his children, his son-in-law and
his lawyer Rudy Giuliani and another hundred
people.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has largely stayed
away from the West Wing. She has been
busying herself with finding a new school for
her son. She is fully aware of the criticism of
the deadly January 6th Capitol riot. In her
farewell message, she said she was humbled
to serve as First Lady and called it the great-
est honor of her life.

The President is set to depart Washington, D.
C. early Wednesday morning making him the

first president in over 150 years to skip the in-
auguration of his successor in the transfer of
power. He wants to have a military band and a
red carpet walk flanked by troops as he
boards Air Force One.

Vice President Pence addressed troops at a
California military base. He also spoke with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was the highest level of contact
between the outgoing and incoming adminis-
tration.

We are very glad Vice President Pence
agreed to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No matter what bonding will happen, Biden
and Harris will become our new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May God bless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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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20212021

TrumpTrump’’s Final Days In Thes Final Days In The
White HouseWhite House

白宮易主白宮易主 川普走人川普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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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加拿大人口第壹大省安大

略省從1月14日開始實施為期4周的“居

家令”，要求民眾除非有必需的理由，

否則必須待在住所內。

記者當天在安大略省首府、加拿大

最大城市多倫多市中心看到，街道上的

車流和行人較“居家令”實施之前並無

明顯變化。但相較去年秋季，即第二波

疫情前期，行人佩戴口罩的比例上升不

少。

“居家令”仍允許民眾因若幹“必

需”事由出門，比如，從事“必要”行

業工作、購買基本生活品或藥物、去醫

院或診所、必要地協助其他必須出門的

人士、進行戶外鍛煉等。

當天上午，安大略省政府便通過手

機等發布警示信息，籲請民眾遵守“居

家令”。在多倫多市政廳廣場，數十人

按照預約時間進入冰場，伴著音樂滑冰

。市中心的央街-登打士廣場則行人寥寥

。市內商場均謝絕顧客進入，有的提供

預約取貨服務。

安大略省已從去年12月26日開始在

全省實施封禁令，但疫情勢頭不減，遂

於今年1月12日宣布再度進入持續至少

28天的省級緊急狀態，意在進壹步限制

人員接觸。

多倫多警方發出的聲明表示，“居

家令”並未賦予警察入室或攔截車輛進

行檢查的權力，警方也不會強迫人們解

釋為何出門或要求其出示工作證明等。

內陸省份阿爾伯塔省當天表示，將

從下周開始適當放寬壹些防疫限制措施

，譬如，允許理發店等恢復預約服務，

提高戶外聚會的人數上限等。

同日，負責疫苗分發的加拿大國家

行動中心負責人、少將弗廷(Dany Fortin)

回應媒體表示，預計從4月份開始，疫

苗廠商每周可向加拿大提供約100萬劑

疫苗。

目前加拿大疫苗接種工作已開展壹

個月，聯邦政府向各地分發的疫苗僅

61.5萬劑，已使用約42萬劑，這相當於

全國僅約百分之壹的人口註射了兩劑疫

苗中的第壹劑。輿論已開始對緩慢的進

度表達不滿，並擔憂疫苗緊缺會否影響

人們及時註射第二劑。

此外，由安格斯· 裏德(Angus Reid)

研究所公布的壹項民調顯示，自疫情開

始以來，超過70%的加拿大受訪者已取

消或推遲了其在海外或國內旅行的計劃

。認為總理特魯多在應對疫情方面做得

好的受訪者占50%，較去年11月下降了4

個百分點。

近九成受訪者認為，政治人物應

在避免非必要的國際旅行方面樹立更

好的榜樣。近期加媒曝光多名政治人

物以各種緣由出境旅行，引發輿論關

註。部分政界人物已因此失去了自己

的職位。

約65%的受訪者認為，如果由他們

來進行防疫決策，應全面禁止所有的個

人國際旅行。約26%則對現行限制措施

感到滿意。

截至 1 月 14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

告病例近 68.9 萬例，單日新增逾 7500

例；死亡 17538 例，活躍病例近 7.8 萬

例。

德國單日死亡人數再度破千
衛生部長稱2月難以“解封”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單日新增新冠病死人數再度超過壹

千人，達1060。目前，德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超過196萬。

德國衛生部長施潘當天明確表示，當前實施的“封城”等各項防疫措施

即使到2月1日也無法取消。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為19600。德國“時代在

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 13 日 8時 40 分，德國累計確診

1964533 人、治愈 1595942 人、死亡 43559 人。截至 12 日，德國已有

688782人接種新冠疫苗。

施潘當天在德意誌廣播電臺采訪中作出上述表示。他表示，能

夠理解人們正在感到疲憊，不想再活在社交限制措施當中，但人們

仍必須再堅持兩到三個月，直到新冠疫苗接種的開展“真正帶來改

變”。

德國現行的“封城”措施預計將實行至1月31日。施潘提醒稱，目

前可以明確的是，即使到2月1日，也不會壹夜之間取消各項限制措施

。他表示，德國目前有約五千名新冠重癥患者，而每日新增死亡人數仍

時常突破1000。

針對德國國內正圍繞是否應強制接種疫苗進行的辯論，施潘重申，

官方將不會強制要求接種新冠疫苗。“我已在聯邦議院明確表達了

立場，在這場疫情中將不會推行強制接種疫苗。這壹立場仍然適用。”

施潘表示，德國政府推動疫苗接種的方式是通過提供關於疫苗的論

證和信息，讓人們建立起信任。

德國去年GDP下降5%
近十年來首現經濟衰退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初步統計數據

顯示，德國2020年GDP下降(同比，下同)了5%。這是德國自2010年以

來首次出現經濟衰退。

德國聯邦統計局指出，這壹數據表明德國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增長

期後陷入深度衰退。德國年度GDP上壹次出現衰退是在2008-2009年金

融危機期間的2009年，當年德國GDP下降了5.7%。

從產業來看，2020年，新冠疫情給德國幾乎所有行業都帶來巨大的

沖擊，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期內極大地受限。不過，德

國建築業去年則逆勢增長了1.4%。

作為出口大國，全球疫情肆虐給德國出口同樣造成嚴重沖擊。2020

年，德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自2009年以來首次出現下滑，出口和進口分別

下降了9.9%和8.6%。受旅遊業停擺影響，德國服務業出口額下滑尤為嚴

重。

在財政收支方面，德國在連續8年實現財政盈余後，2020年首度出

現虧空。初步核算顯示，德國2020年國庫虧空達1582億歐元。

德國ifo經濟研究所指出，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以及官方隨後采取

的防疫措施使得德國經濟陷入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狀態之中，5%

的年度GDP跌幅是二戰結束以來第二高的年份，僅次於2009年。

該研究所預計，如果隨著大規模疫苗接種的推進，德國的消費者行

為能夠在今年夏天大部分恢復正常，那麼最早到今年下半年德國的制造

業和服務業將有望回到疫情暴發前的水平。其預計德國今年全年可實現

約4.5%的經濟增長。

加拿大人口第壹大省開始實施“居家令”

秘魯仍處第二波疫情
衛生部籲民眾遵守防疫措施
近日，秘魯的新冠疫情形勢仍不容樂

觀，該國衛生部長發出警告稱，若民眾不

認真對待和遵守防疫措施，醫療衛生系統

將在第二波疫情中崩潰；同時，秘魯經濟

也可能在疫情中再次受挫。

“如果民眾不認真遵守防控措施
醫療系統將在二波疫情中崩潰”
秘魯衛生部長馬塞蒂警告說，如果民

眾不認真對待和遵守疫情防控措施，秘魯

的醫療衛生系統將在第二波疫情中崩潰。

馬塞蒂稱，為了平衡經濟復蘇和民眾

的健康，政府采取了針對性的限制措施。

但如果疫情形勢惡化，政府不排除采取更

嚴格的限制措施。

馬塞蒂還說，民眾應嚴格遵守疫情防

控措施，並負責任地行動。

另壹方面，馬塞蒂對首都利馬或其他地

區重癥床位不足壹事予以了否認，並強調衛生

部正在增加重癥床位，以滿足患者的需求。

於招聘更多醫務人員，馬塞蒂表示，

政府已為此撥出專款；此外，政府正在努

力尋求更好的辦法，使所有醫務人員都能

有更好的工作條件。

為何利馬省與利馬市風險等級不同？

當地時間13日，秘魯政府宣

布了為應對第二波疫情而采取的

防疫新規，其中，根據各地區的

疫情進展，以省、市為單位劃分

為中、高和極高風險等級。目前，

利馬省的警戒風險為“極高”，

而首都利馬市僅為“高”。

當地時間14日，馬塞蒂解釋

說，政府是根據各地區的死亡率

、感染率和醫療系統的應對能力

劃分的風險等級。首都利馬市集

中了全國三分之壹的人口和全國三分之二

的新冠患者，但同時，利馬市擁有秘魯最

多的醫療中心、醫用氧氣和呼吸機。

而利馬省全域的醫療中心較少，醫療資

源短缺，且區域面積較大，動員起來更困難。

值得壹提的是，1月15日至1月31日，包

括利馬省在內的極高風險地區的宵禁時間為晚

7時至次日淩晨4時，周日車輛和人員限行。

而包括首都利馬市在內的高風險地區

宵禁時間為晚9時至次日淩晨4時，周日

車輛限行；在其他中風險地區，宵禁時間

從晚11時持續到次日淩晨4時，周日不限

制車輛和人員流動。

第二波疫情可能會使秘魯經濟再受挫

當地時間14日，秘魯經濟財政部長

瓦爾多•門多薩表示，盡管秘魯的經濟復

蘇比預期更快，但第二波疫情可能會使該

國經濟再次受挫。

門多薩指出，2020年10月開始，公

共和私人投資出現增長。目前，秘魯經

濟復蘇的速度遠遠快於鄰國和拉丁美洲

的平均水平。

秘魯衛生部1月14日發布的新冠疫

情數據顯示，與前壹日相比，該國新增

5022例新冠確診病例(過去 24小時新增

2621例，另有2401例為補增)，累計確診

增至1048662例；新增死亡病例91例，累

計死亡38564例。當前住院7812例，累計

康復976202例。

最新研究：北極近表層海水92%微塑料汙染來自合成纖維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

然旗下學術期刊《自然-通訊》

最新發表壹項環境分析的研

究論文顯示，北極近表層海

水約 92%的微塑料汙染都來

自合成纖維，其中，約 73%

為聚酯，類似紡織品中使用

的纖維。

該論文指，世界上大部分

偏遠地區都發現了微塑料

。不過，這些微塑料的分

布和來源以及汙染規模仍

有待明確。

為此，論文通訊作者、

加拿大溫哥華智慧海洋

(Ocean Wise) 保育協會彼

得· 羅斯(Peter Ross)和同事

，通過記錄2016年歐洲和

北美洲北極(包括北極點)分

布的71個站點的近表層海

水(表面下3到8米)的微塑

料分布，並分析從波弗特

海6個位置采集的樣本，最深

采集點達1015米。

根據分析，他們計算得出

，整個北極地區的汙染分布為

每立方米約40個微塑料顆粒，

合成纖維是微塑料的最大來源

(92.3%)，且大部分由聚酯組成

。他們還發現北極東部的微塑

料顆粒是西部的近三倍，並指

出新的聚酯纖維正從大西洋流

入北冰洋東部。

論文作者總結稱，他們在

研究中發現，大量聚酯纖維凸

顯出紡織品、衣物、汙水排放

對全球海洋微塑料汙染的可能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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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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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日，美國新冠死亡人數逼近40萬人
，相當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喪命的美國士兵人
數。除了疫情壓不住，美國醫護人員拒絕接種
新冠疫苗已成為美國疫情的另一個隱憂。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
kins University）全球疫情統計，截至台灣時間
19日中午12時，美國有逾2,407萬人確診新冠
肺炎，超過39.89萬人病歿，美國版《太陽報》
（The U.S. Sun）報導，拜登 20 日就職當日，
全美新冠病歿人數可能就會超過40萬人，相當
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的美國士兵人數。

美國總人口約占全球的4%，不過新冠死亡
人數卻占全球死亡人數的20%，平均每天約有
3,400名美國人喪命。

美國疫情嚴峻，大批醫護人員拒絕接種新
冠疫苗恐進一步加重這場危機，美國《國會山
莊報》（The Hill）報導，儘管目前沒有具體數
據指出究竟美國有多少醫護人員拒絕接種疫苗
，不過政府、衛生官員已經警告，拒絕接種疫
苗的醫護比例比預期還高。

紐約州州長古莫（Andrew Cuomo）15 日
表示，至今紐約州有將近40%的醫護人員尚未
接種新冠疫苗，目前尚不清楚當中多少比例的
醫護拒絕接種，不過他表示，依據地方不同，
拒絕施打疫苗的醫護比例從12%到29%都有。

另根據美國衛生政策組織 「凱撒家庭基金

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進行的調查，
就算政府免費提供疫苗，高達29%的產房醫護
人員仍表示不願接種疫苗。報導也指出，長照
中心的醫護人員尤其不願接種疫苗，目前長照
中心約有45%醫護人員已經接種新冠疫苗。

美國醫護人員拒絕接種新冠疫苗的原因就
和普羅大眾一樣，擔心疫苗引發的副作用，有
些人傾向先等等看，看看疫苗的效果如何再決
定要不要施打。

目前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一共
批准輝瑞（Pfizer）及莫德納（Moderna）等 2
款新冠疫苗，不過2款疫苗都發生民眾接種後
出現過敏症狀等嚴重反應。

美國各州將醫護人員列為優先接種疫苗對
象，不過醫護拒絕施打疫苗，已經在部分地區
造成問題，古莫坦言這種狀況 「令人擔憂」，
「醫院都在說，同仁紛紛生病，我們人手快不

足了。」他說這也是為什麼醫護人員應該優先
接種疫苗， 「一旦健康的醫護接種疫苗，他們
就不會生病，醫院也就能夠正常營運，醫院營
運，就能幫助所有人。」

美國衛生保健協會（American Health Care
Association）會長巴金生（Mark Parkinson）表
示，促使醫護不信任疫苗的主因在於網路上有
許多不實資訊流竄，他預期在看到其他人順利
接種疫苗後，會有更多醫護願意施打疫苗。

美新冠死亡數直逼二戰 醫護拒接種疫苗引爆新一波危機

美國伊利諾州檢方說，加州男子辛赫從洛
杉磯抵達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後，在機場生
活3個月才被發現。辛赫告訴檢方，因害怕疫
情不敢回家。這也引起人們質疑機場安全問題
。

當局表示，36 歲的辛赫（Aditya Singh）
2020 年 10 月 19 日從洛杉磯抵達芝加哥歐海爾
國際機場（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並一
直住在機場直到今年1 月16日才被發現。辛赫
涉嫌在去年10月26日搶走一名業務經理證件，
大部分時間都留在機場管制區內，在那裡他靠
乘客食物為生，3個月來一直沒有被發現。

兩名聯合航空員工於16日遇見辛赫並要求
查看他的證件時，發現這名擅自入住機場者。
他們發現辛赫和所持證件上的人不同，立即報
警。

根據伊利諾伊州助理州檢察官海格提
（Kathleen Hagerty）表示，辛赫告訴當局，他

留在機場是 「因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他不敢回家」。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報導，
這起案子讓 17 日審案的庫克郡（Cook County
）法官歐提茲（Susan Ortiz）大吃一驚。

歐提茲說： 「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你是
告訴我，從 2020 年 10 月 19 日到 2021 年 1 月 16
日，一名未經授權、非僱員的人涉嫌住在歐海
爾國際機場航站的管制區域內，卻未被發現？
」

辛赫的公設辯護人告訴芝加哥論壇報，辛
赫住在洛杉磯郊區，沒有犯罪背景，也沒有暴
力傾向。她說，辛赫擁有餐飲管理碩士學位，
目前失業。

歐提茲將辛赫的保釋金定在1萬美元，條
件是他不得再去機場。紀錄顯示，辛赫於18日
早上仍遭關押。

加州男子怕染疫躲機場禁區 靠乘客食物果腹3個月 美國執法當局持續追捕闖入國會的民眾，
順走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電腦的暴民更是罪
了一等。聯邦調查局FBI已經尋線逮捕這個盜竊
者，她是一名女性，國會暴亂期間，從眾議院
議裴洛西的辦公室，偷了筆記型電腦與相關硬
碟。FBI表示，正在調查她是否試圖把電腦內的
資料賣給俄羅斯這類的外國情報機構，要是如
此，那她會被控以間諜罪。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報導，這位被捕的
嫌犯是住在賓州的婦女萊利‧威廉斯（Riley
June Williams），她目前的罪名包括 「擅闖受限
制的建築物、擾亂政府、破壞秩序」等，這些
是所有闖入美國國會的群眾都會被控的罪名。

但是，除這些以外，根據聯邦調查局的逮
捕令，他們正在調查有威廉斯女士是否想把筆
記型電腦或硬盤賣出去的行為。據一位證人，
也就是威廉斯女士的前密友所說，她曾透露
「打算將電腦賣給俄羅斯的一位朋友，而她知

道這位俄國朋友與外國情報機構有關。」
這位身份不明的證人說， 「由於未知原因

，該計劃失敗了，不過威廉斯仍然帶著不屬於
她的電腦。」

聯邦調查局說： 「此事仍在調查中。」
裴洛西的幕僚長德魯·漢米爾（Drew Ham-

mill）說，被盜的筆記型電腦，主要是用在會議
期間，播放投影片之用。

據總部位於倫敦的ITV新聞社所拍到的紀錄
片，該紀錄片剛好錄攝到動亂分子湧入國會大
廈的情況，在影片的20:40時，一名戴眼鏡的女
士穿著綠色襯衫搭配棕色風衣，肩上背著一個
黑白袋子（被標識為威廉斯），她大聲喊著
「樓上！樓上！樓上」，似乎很有目的性的尋

找裴洛西的辦公室。
紀錄片說 「這個女人有紀律、專注，與目

的性，她指揮人們上樓梯。」
在1月6日的其他監控鏡頭，也有拍到威廉

斯的身影。
據美聯社報導，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125

人因襲擊國會大廈而被捕，罪名從違反宵禁到
各種聯邦重罪都有。

盜走裴洛西電腦的暴民被捕 懷疑涉犯間諜罪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20日即將就職，珍妮佛羅培茲（Jenni-
fer Lopez），女神卡卡（Lady Gaga）和湯姆漢克斯（Tom Hanks
）等好萊塢A咖都將出席，在典禮中擔綱演出。而這和4年前川
普就職時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與《每日郵報》
（Daily Mail）19日報導，20日中午就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川普得
知，有這麼多巨星都將共襄盛舉時，簡直氣炸了。相對的，儘管

巨星雲集，但拜登因為擔心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力促民眾在
家看轉播就好。

4年前，川普力邀英國歌壇
長青樹艾爾頓強（Elton John）

，還有歌手蕾貝卡佛格森（Rebecca Ferguson）等人出席就職典
禮，但卻碰了一鼻子灰。

而川普討厭的前總統歐巴馬，也有不費吹灰之力的 「吸星」
大法，就職時流行樂天后碧昂絲（Beyonce）、愛爾蘭搖滾天團
U2，非裔盲人歌手史提夫汪達（Stevie Wonder）和有 「工人皇
帝」之稱的搖滾歌手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都紛紛登

台獻藝。
一肚子氣的川普早已擺明，他不會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成

為 1869 年以來第一位不甩接任人的總統。不過，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已經說，他會出席。雖然敗選但仍不服輸的川普
將在拜登就職典禮當天，於馬里蘭州安德魯聯合基地（Joint
Base Andrews）舉行盛大的卸任儀式。

通常卸任總統都會在國會大廈出席接任人的就職儀式，並由
新任總統送行，搭乘直升機到華盛頓郊區的軍事基地。而卸任總
統離開前，都會向幕僚和支持者發表簡短談話。雖然川普並未證
實 他 未 來 的 動 向 ， 但 據 信 他 會 定 居 佛 州 棕 櫚 灘 海 湖 莊 園
（Mar-A-Lago）。

拜登就職典禮A咖星光燦爛川普又輸氣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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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13日重啟行動

限制令，並預測12周內可壓平疫情曲

線。另外，為期兩周的行動限制令若須

延長，也只會再延長兩周，以免影響國

家經濟。

13日，馬來西亞五個州屬及三個

聯邦直轄區重啟行動限制令，受影響地

區的車輛明顯減少，各大商場及公共場

所人潮大減。當局呼籲民眾嚴格遵守行

動限制令，並預測該國能在5月壓平新

冠疫情曲線。

馬來西亞衛生部總監努爾· 希沙姆

在疫情匯報會上指出，隨著重啟行動限

制令，馬來西亞已走在抗疫的正軌上

。“我希望人民都留在家裏。若須外

出，請遵守防疫標準作業程序”，

“我們的預測是12周內壓平曲線。我

們先落實兩周行動限制令，再看需不需

要延長。”

他坦言，為期兩周的行動限制令可

能無法降低確診病例，但若延長，也只

會再延長兩周，即總共為期壹個月，以

免影響國家經濟。

此外，馬來西亞通訊及多媒體副部

長查希迪13日確診新冠，引起各方關

註。這是壹周內該國第四名確診的政府

高官，令人擔心馬來西亞已出現“內閣

感染群”。

1月，該國已有三名部長先後確診

，他們都在1月6日出席了內閣會議。

獲刑20年！
樸槿惠親信幹政案、受賄案最終宣判

綜合報導 據韓媒報道，當地時間14日上

午，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對韓國前總統樸槿

惠“親信幹政”案和受賄案進行最終宣判，共

判處其有期徒刑20年，罰款180億韓元。

2018年8月，首爾高等法院對樸槿惠“親

信幹政”案進行二審宣判，以收受賄賂、濫用

職權等罪名判處其25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200億韓元。

但2019年8月，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就

樸槿惠“親信幹政”案作出裁定，駁回二審判

決，將該案發回首爾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同年，首爾高等法院對樸槿惠受賄案也作

出二審判決，判其有期徒刑5年，追繳27億韓

元。但該案隨後也被發回重審。

發回重審後，首爾高等法院將樸槿惠“親

信幹政”案及受賄案合並進行審理。

2020年7月10日，首爾高等法院對這兩個

案件進行重審宣判，共判處樸槿惠有期徒刑20

年，並處罰金180億韓元，追繳35億韓元。分

別為受賄嫌疑判處15年有期徒刑，罰款180億

韓元；其他嫌疑判處5年有期徒刑，追繳35億

韓元。刑量較此前判決大幅縮減。

韓國檢方之後對重審判決表示不滿，向最

高法院再次提起抗訴。而樸槿惠方面沒有再上

訴。

除上述案件外，樸槿惠在涉嫌“介入

公推”案件中，已被判處2年有期徒刑。

樸槿惠於2017年3月起被拘留，在目前共

計被判22年有期徒刑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赦免

或假釋，其刑期將在2039年結束。

井頓泉拜會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垂秀夫
綜合報導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

井頓泉近日拜會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垂秀夫

。雙方就當前國際形勢、中日關系、兩國

友好事業等議題進行深入、友好交流，推

動務實合作。

井頓泉首先祝賀垂秀夫就任日本駐中

國特命全權大使，表示中日是壹衣帶水的

鄰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不僅符合兩國

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

的和平與發展。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

和各界共同努力下，當前中日關系呈現出

良好發展態勢。中國即將進入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發展階段，將秉持新

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致力於高質

量發展，將為中日深化各領域友好交流與

互利合作帶來新機遇。中國

宋慶齡基金會願與日本各界

加強交流合作，共同為增進

中日民間友好、推動青少年

人文交流貢獻力量。

垂秀夫表示，日中兩國

是搬不走的鄰居。我35年外

交官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

在從事對華外交。此次就任

日本駐華大使，感到十分高

興，願為構建良好、穩定、具有建設性的

日中關系而作出不懈努力。孫中山、宋慶

齡與日本有著特殊淵源，中國宋慶齡基金

會為推動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密

切與基金會的溝通合作，促進日本各界與

基金會的交流交往，共同推動兩國青少年

的友好往來，讓更多年輕人接過兩國友好

事業的接力棒，為進壹步發展日中友好關

系作出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期間，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秘書長唐九

紅和國際合作交流部部長陳愛民、基金部部

長宋健與日本國駐華大使館特命全權公使誌

水史雄，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公使貴島善子

，經濟部公使七澤淳，領事部公使銜參贊岡

田勝，政治部參贊石飛節等深入交流，圍繞

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東京奧運會、北京冬奧會等重要時

間節點，積極探索籌劃交流合作活動。

印尼地震死亡人數升至35人
暫無中國公民傷亡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西蘇拉威

西省抗災署15日說，西蘇拉威西省當

天淩晨發生的6.2級地震已致35人死

亡，另有637人受傷，其中重傷189人

。

據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消息，截至

目前沒有收到中國公民在地震中傷亡

的報告。

印尼國家抗災署在壹份聲明中說

，受災地區已有1.6萬人被緊急撤離

，安置在10個臨時避難所。在西蘇拉

威西省首府馬穆朱，數百間民房、省

政府壹棟大樓，還有壹家酒店、醫院

和超市在地震中遭到嚴重損毀。當地

電力中斷，通信時斷時續。連接馬傑

內縣和馬穆朱的公路因發生多處滑坡

而交通中斷，目前尚未恢復。

聲明說，印尼國家抗災署聯合印

尼國民軍和警察、國家搜救局、當地

衛生機構人員和誌願者組成的救援隊

正在積極救治傷員、搭建緊急避難所

、幫助民眾撤離並統計人員傷亡和財

產損失。聲明表示，災區除急需食品

、毛毯和墊子、帳篷、醫療物資外，

還需要挖掘機等重型機械和通信設備

。

據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

網站報告，雅加達時間1時28分(北京

時間2時28分)，西蘇拉威西省馬傑內

縣境內發生6.2級地震，震源深度10

公裏。

印尼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每年

發生大小地震數千次。2018年9月，

印尼中蘇拉威西省棟加拉縣發生7.4

級地震，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造成

2000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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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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已被納
入強制檢測大廈名單的柴灣峰華邨曉峰樓，
18日再多兩個單位有住戶確診，累計5個單
位共 11 名住戶感染，當中 3個單位都是 13
室，懷疑有垂直傳播。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 18 日黃昏到場巡察了解情
況，發現兩個有確診個案單位的座廁曾被人
擅自改動，相信大廈出現由上而下的傳播。
特區政府隨即宣布，撤離該大廈12樓以下的
13室所有居民。

袁國勇、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以
及環保署人員18日到場巡察和取樣本。袁國勇
透露，曉峰樓同坐向的三個爆疫單位是9樓13
室、11樓13室及12樓13室。最早發病是12樓
的住戶，之後分別是11樓及9樓該坐向的住戶
染疫。他們發現有涉事單位曾經改動座廁，袁
國勇說：“通氣喉被人鋸過，可能透過糞渠缺
口由上而下散播。”

他建議12樓13室以下所有同坐向單位居
民需要撤離，以策安全。至於34樓13室至13
樓13室的則暫時不需要撤離，但必須立刻接

受檢測。而其餘確診單位，袁國勇估計是居民
共用設施，並透過環境接觸導致感染。

袁國勇強調，局部撤離的決定是建基於確
診個案走向，做法謹慎不過分擾民，不希望每
次都要全座大廈撤離。

他又透露，峰華邨曉峰樓已經有九成單位
出售，維修屬私人業主責任，與公共屋邨不
同，污水管可能有缺漏，這些情況在私人樓宇
不能避免。

■袁國勇調查過峰華邨曉峰樓認為，通氣喉
被人鋸過，病毒可能透過糞渠缺口由上而下
散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確診激增至過百 不明源頭42宗

家庭聚會 中招
長假臨近忍一忍

8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大反彈，18日新增107

宗確診個案，是近一個月以來新高，當中 42

宗的感染源頭不明。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發現，

新增個案約一半屬工作間或家庭聚會，有一個

家庭聚會更同時致使8人染疫。另外，一名曾

為確診者插喉的北區醫院深切治療部內科醫生

初步確診，據了解，他亦曾去過婚宴，其間有

戴口罩。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疫

情已滲入角落，撞上農曆新年將至，大量市民

或於長假期間舉行家庭聚會，均會增加播毒風

險，建議市民忍一忍避免家庭聚會，跨家庭聚

會更是可免則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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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疫情
確診宗數：107宗

■輸入個案：5宗

■不明源頭個案：42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55宗

■失聯個案：5宗

初步確診：逾50宗

部分爆發群組

■柴灣峰華邨曉峰樓：累計5個單
位共11宗確診，當中3個單位
為13室(8宗)

■中九幹線中隧地盤：增1宗確
診，累計35人

■將藍隧道地盤：增1宗確診，累
計47人

部分個案

■北區醫院深切治療部一名醫生
初步確診，曾在內科工作，17
日最後一天上班

■伊利沙伯醫院支援服務部一名
病人服務助理初步確診，1月
15日最後一天上班

■衞生署荃灣政府合署牙科診所
一名員工初步確診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一名
承建商工程師確診

■九巴一名車長確診，駕駛過
61M、252及259E路線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上海街184號-186號

■上海街170號-174號恆福大廈

■新填地街16號-18號

■炮台街28號-34號寶倫大廈

■廟街230號-236號韶興大廈

■廟街161號-163號

■廣東道542號-544號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 柴灣峰華邨曉峰樓早前被
納入強制檢測，18日再多兩
個單位有住戶染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家庭聚會變成“播疫”大會的情況增加。衞生防護
中心發現，18日新增確診個案中，約一半屬工作

間或家庭聚會，更有一個家庭聚會同時致使8人染疫。
另外，紅磡寶石戲院大廈A座17日增加5宗個案，亦
屬同一家庭。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8日表示，近
期一直有家庭群組個案，中心曾追蹤後發現有的家庭
“三代”都有感染，可能與家庭聚會有關，也可能一
齊居住。她表示：“一起有聚會，可能每個星期都會
一起吃飯，因為大家都沒有免疫力。所以如果一個人
是（染疫）個案，很多時我們找到其他人送去檢疫中
心也好、追蹤時也好，都會發現他們兩三代都是有個
案。”

北院醫生染疫源頭未明
此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表示，北區醫院

深切治療部一名醫生初步確診。該醫生本月5日曾為一
名確診者插喉，當時有穿着適合防護裝備，醫院仍在
調查感染源頭，不排除社區感染。

庾慧玲指，該醫生本身是內科醫生，近期被調到
深切治療部工作，此前曾出入內科病房。他17日最後
上班，當晚因發燒及腹瀉，自行到急症室求診後初步
確診，目前情況穩定。醫管局會安排深切治療部、內
科員工及病人進行病毒檢測，暫無病人被列為密切接
觸者。

染疫醫生有一位家人是北區醫院內科護士，另有
兩名內科醫生曾與他一同用膳，3人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他們已接受病毒測試，結果全部呈陰性。據悉，
該醫生本月9日曾出席一場婚禮，全程有戴口罩。

梁子超倡商店公園限人流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時指出，疫情已滲入角落，撞上農曆新年將至，
大量市民或於長假期間舉行家庭聚會。他認為，市民
應該忍一忍避免家庭聚會，對跨家庭聚會更是可免則
免，但他反對透過法例“一刀切”規管家庭聚會，
“如果真係要聚會，最好唔好多過3個家庭圈，人數唔
好多過8人，與長者聚會前盡量先做病毒驗測，因即使
不幸出現家庭群組爆發，相信追蹤工作不會太難。”
他又提醒，不要考慮分批聚會，因一人中招，其實也
相等於全體中招。

對於市民假期到公眾場所聚集，如逛商場、公園野
餐或超市辦年貨等，都會增加播毒風險，故他認為政府
應優先處理限制場所人流。他續稱，政府未必需要強行
關閉有關處所，或可透過與商界合作控制人流。

曉峰13室“上傳下” 12樓以下撤離

接種復星/BioNTech疫苗 港府開綠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港特區政

府本月初收到復星/BioNTech新冠疫苗緊急使用
的申請，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18日午開會審
議後，12位委員一致同意接種該疫苗最高保護率
達95%，對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大於風險，故建
議認可使用。復星/BioNTech疫苗很大機會成為
香港首款認可使用的新冠疫苗，預計下月底抵
港，接種日期仍有待食物及衞生局安排，衞生署
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將審視不同組群的副作用風
險，以及成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
會，專責處理接種疫苗後不良反應的報告和臨床
安全的評估。

有附加條件 風險大取消認可
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18日

會後會見傳媒時指出，委員會開會審視復星/BioN-
Tech疫苗所提交在安全、效能和質素的文件，包
括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16歲以上接種者在
不同性別、年齡有效率的分別不大，保護率介乎
94%至95%；文件亦交代外地接種概況、不良反應

比例；是否符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準等，委員會
研判後建議認可使用復星/BioNTech新冠疫苗。

12位委員一致認為復星/BioNTech新冠疫苗
的效益大於風險，會將建議交予食衞局審議，並會
上載至網上讓公眾查閱。不過，挪威、德國早前出
現接種該疫苗後死亡個案，以及以色列有接種者出
現面癱，劉澤星表示，委員會對疫苗施加附加條
件，並要藥廠提供進一步資料，“如果顧問專家委
員會認為接種疫苗會令到公眾風險大於利益，一定
會建議食衞局局長採取適切跟進行動，包括取消有
關認可。”

被問及會議中有否考慮挪威、德國、以色列
接種者出現的不良反應，劉澤星指出，挪威接種疫
苗後死亡的個案，大多是年長和有長期病患，是否
由疫苗導致仍需更多數據證明，會向復星和挪威等
地有關部門索取相關數據。

釐清死亡與打針關係
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許樹昌補充，

挪威有42,000人接種，29人死亡，最年輕者是

75歲，不少死者有長期病患，所以要挪威有關
部門提供更多數據，釐清死亡與打針的關係。他
續指，一般情況下每10萬人接種各類疫苗，就
有1人出現面癱情況。各地新冠疫苗接種者出現
面癱機率的數據並非一致，仍需更多數據分析；
另外，德國有80萬人接種疫苗，出現10宗死亡
個案，當地報道指死者有長期病患，未必與疫苗
有關係，但會作檢視。

許樹昌預計疫苗將於二月底抵港，接種的時
間表仍待食衞局安排，而衞生署轄下兩個科學委員
會也會參考外國數據，決定哪些組群適合或不適合
接種。至於專家會否帶頭接種？許樹昌與劉澤星
說：“我哋一定打。”

另外，香港衞生署將新設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審視每宗與疫苗相關的不良反
應。劉澤星指出，成員由大學醫學院和醫管局專科
醫生擔任，包括傳染科、腦內科等專家，會審視病
人自己報告的副作用、醫生報告的副作用，衞生署
會有代表與接種疫苗者跟進，衞生署與香港大學也
有計劃專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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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一家酒店業者涉嫌長
期行賄中山一派出所員警，多名涉案業者、
員警陸續遭羈押。北檢今天再度指揮調查局
發動搜索，約談涉嫌擔任白手套的林姓店長
、于姓少爺到案。

檢調獲報，北市中山警分局轄區內的一
家大型酒店為免遭警方取締，涉嫌自民國100
年至107年間，每月支付新台幣6萬元給中山
一派出所2個警勤區的員警，逢三節（包含農
曆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加碼到9萬元。

台北地檢署去年起指揮調查局北部地區
機動工作站，展開多波搜索、約談行動，陸
續聲押酒店負責人曾姓姊妹與涉案員警獲准
，本月7日又約談吳姓、陳姓、涂姓員警到案
，訊後聲押獲准。

檢調深入追查發現，酒店業者涉嫌透過
林姓店長、于姓少爺充當白手套交付賄款給
員警。北檢今天指揮調查局針對林、于發動4
路搜索，以行賄罪嫌疑人身分約談到案。

北市員警涉收賄包庇酒店案 檢調約談店長少爺

（中央社）司法院、法務部昨天公布調
查報告，認定40名法官、檢察官、調查人員
與富商不當接觸。檢察官協會今天籲請法務
部一併徹查40人外未公布的名單，並對外說
明。

檢察官協會聲明表示，對於現任、曾任
檢察官疑似涉及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部分感
到遺憾，並呼籲所有檢察官應廉潔自持，與
外界往來務必謹守規範。

聲明指出，本案經媒體大幅報導，已損
害全體檢察官公正廉潔形象，對於部分檢察
官確有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或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規定者，請法務部予以適當懲戒。

針對外界質疑，除司法院、法務部各公
布20人，其他翁茂鍾筆記本內有記錄的司法
人員有無違反倫理規範。檢協會籲請法務部
全面檢視，就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致違反
倫理規範而屬不當飲宴、收受財物者，詳予
調查並對外說明。

聲明指出，檢察官為法治國守護者，亦
為公益代表人，公正廉潔形象不容玷污。而
各級檢察署為善用民間資源辦理觀護、被害

人保護、更生保護及司法志工等業務，與地
方士紳進行正常公務禮儀往來，應以本案為
鑑，謹遵分際。

檢協會也請法務部基於專業分流原則，
慎重評估各級檢察署全面退出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更生保護會等
團體運作的可行性，讓檢察機關能更專注於
檢察核心業務運作，提升民眾對檢察官的專
業信賴。

全案起於，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石木欽長期與涉訟當事人佳和董事長翁茂鍾
不當接觸，去年8月遭監察院彈劾；司法院及
法務部依翁茂鍾27本筆記本擴大調查，認定
共40人與翁不當接觸往來。

報告出爐後，劍青檢改認為法務部及司
法院均採取襯衫 「件數」和聚餐 「次數」向
外說明審查標準，引起重大誤解，並質疑是
否有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因 「件數」或 「次
數」較低而逸脫調查及公布。

此外，部分檢察人員因翁茂鍾協助推動
矯正及更保業務，雖已婉謝仍收到翁寄送的
襯衫，又礙於情面而收受，同樣引發討論。

司法界不當接觸案 檢協會籲請法務部徹查

（中央社）119消防節，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
表揚獲得 「鳳凰獎」的72名消防楷模，其中，獲
獎的新北市災害防救志工救助隊長劉崑耀自幼罹
患小兒麻痺，仍積極投入山域搜救和成立台灣樂
山協會山域救助隊。

內政部消防署今天舉辦109年 「鳳凰獎」楷模
表揚典禮，共72名消防楷模獲獎，分別為30名消
防人員、30 名義消和12名志工，蘇貞昌和內政部
長徐國勇也到場表達肯定和感謝之意。

蘇貞昌致詞表示， 「鳳凰獎」是全國消防領
域的最高榮譽，藉此向消防、義消和志工表達國
人的最高肯定和感謝，正因有消防相關人員的付
出，國人才能安全和安心，政府也多方面給予支
持。

他指出，在總統蔡英文指示下，全力支持修
改法令以增加相關福利和消防人力，今天頒發鳳
凰獎楷模，就是希望以最高榮譽來啟發後進，專
心、專業投入工作護國人平安，勉勵大家繼續堅
守崗位，讓台灣平安、國人安和樂利。

徐國勇也表示，感謝辛苦的消防相關人員，
讓台灣得到最大的安全，社會安全， 「鳳凰獎」
目的就是給人希望、救人苦難，政府也盡力提供
相關裝備以精進訓練，但在政府資源有限情況下
，要特別感謝義消和宣導、災防志工的協助，在

此也代蔡總統感謝消防相關人員的辛勞付出。
台南市義消總隊副小隊長黃志忠在台南震災

維冠大樓倒塌時，協助警消人員破壞倒塌的建物
牆壁，順利救出一對幸運生還的夫妻，並幫忙佈
線射水滅火，同時協助搬運數十具遺體，於今天
獲得 「鳳凰獎」表揚。

同樣得獎的還有新北市災害防救志工救助隊
長劉崑耀，他自幼罹患小兒麻痺，卻不受先天條
件限制，為復健選擇踏上艱辛的登山一途，且積
極投入山域搜救專業領域，並成立台灣樂山協會
山域救助隊，率領民間災害防救團隊參與各種緊
急災難事故現場，透過民間力量有效提升救災效
能。

新北市防火宣導志工副大隊長石丹貝為這次
獲獎志工，他因民國76年自宅火災而啟蒙投入防
火宣導行列，除常與民眾討論防災安全常識，解
除其防災相關疑惑，在接任副大隊長後更用心帶
領團隊、齊心宣導。

消防署表示，國內各項消防工作除由全國1萬
多名消防人員努力執行外，民力運用也提供很大
能量，現有4萬多名義消、6000多名防火宣導志工
、3000多名救護志工及4000多名災害防救志工協
勤，共同守護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消防節鳳凰獎 蘇貞昌表揚72名防災英雄

（中央社）有 「新莊土地公」之稱的陳
姓地方角頭從事暴力討債，為掌握被被害人
行蹤，不僅偷設GPS，甚至自製 「記者證」
取信於被害人親友，警方蒐證後昨天攻堅逮
人送辦。

永和警分局今天表示，為強化防疫治安
，新北市警方針對轄區治安狀況，自17日起
執行 「自辦同步掃黑行動」專案，日前接獲
線報，有 「新莊土地公」之稱的36 歲陳姓角
頭，利用同夥先前從事金融保險業務之便，
得知急需借款的被害人並進行接洽及高利貸
。

警方表示，陳男在被害人無力還款後，
常率手下出面以丟擲雞蛋、張貼討債海報、

破壞門鎖、大聲公滋擾、電話語音恐嚇等方
式，暴力討債。

但為掌握被害人的行蹤，陳男不僅購買
多組GPS衛星追蹤器及蒐證器材，利用被害
人不注意時裝設於車輛上，甚至還自製 「記
者證」來博取被害人親友信任，進而取得被
害人的行蹤，方便追討債務。

經警方埋伏蒐證後，日前報請檢方指揮
偵辦，昨天會同刑事局除暴特勤隊展開攻堅
，順利查緝陳嫌等 6 名成員到案，以及查獲
本票、討債委託書、開山刀、防狼噴霧劑、
GPS追蹤器、跟蹤筆記、電腦主機等證物，
訊後依組織、恐嚇、妨害秘密等罪嫌移送法
辦。

地方角頭新莊土地公涉暴力討債警攻堅逮人送辦

前瞻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33期特別預算案三讀通過期特別預算案三讀通過
立法院立法院1919日開臨時會日開臨時會，，朝野立委針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朝野立委針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3期特別預算案期特別預算案，，協商保留部分進行協商保留部分進行

表決表決。。

國民黨質疑國民黨質疑NCCNCC補助建設補助建設55GG圖利財團圖利財團
立法院立法院1919日處理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日處理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3期特別預算案期特別預算案，，但國民黨等在野黨團但國民黨等在野黨團

對其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其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NCC））拿公帑補助業者拿公帑補助業者55GG建設有疑慮建設有疑慮，，上台發言抗議上台發言抗議。。

時代力量守護空氣品質時代力量守護空氣品質 保障下一代健康記者會保障下一代健康記者會
時代力量黨主席陳椒華時代力量黨主席陳椒華（（右右））與公衛學者與公衛學者、、醫師等醫師等1919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重視呼籲政府重視 「「世代正義世代正義

」」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將兒童環境權的思維納入政策推動將兒童環境權的思維納入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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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休士頓華商
經貿聯誼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共同主
辦的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第二場演講，
於週日（1 月 17 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在線上
舉行。由許環麟醫師主講《征戰於休士頓的新
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是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的重症主治醫師，他也是前紐約 Pres-
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 的前內科住
院 醫 ， 紐 約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重症醫學，總醫師，以及貝里斯 Karl
Heusner Memorial Hospital 的急診室醫師。現擔
任休士頓衛理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治醫師，康
奈爾大學醫學院、德州農工大學醫學院助理教
授。

許環麟醫師以《征戰於休士頓新冠肺炎沙
場 》為題，介紹新冠肺炎在美國乃至全球蔓延
的情況。他說新冠肺炎最早在去年(2020 年）1
月5日在中國武漢發現，這是WHO 通報的第一

例，並於1月12日公佈病毒基因序列。而美
國華盛頓州在一月底（1月20日）出現第一
例，並於二月份開始全球蔓延至今。
許環麟醫師說：在大流行前期，全美僅有
零星感染病列，病毒檢查並未全面開展，無
法診斷疑似病例。那時，大量 COVID-19
醫學資訊的專業報導，以中國發表為主，隨
即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爆發疫情，醫療體系
迅速飽和。目前回顧最早病例可能出現於
2019年11月? 秋天 ？
在美國大流行初期：德州3月4日確診第一
例（非中國撤僑），埃及旅遊史，同團多人
確診。同時，休士頓 Rodeo 等大型活動取
消；3月11日WHO 宣佈新冠疫情大流行；
三月中旬，社區感染迅速增加（包括：旅遊
、聚會、工作場合、無症狀傳染等），而紐
約、華盛頓等地大爆發，德州大城市住院患
者急速攀升，重症病患同時大量出現。
此時，加護病房準備：設定專門接收CO-
VID-19 的病房與 ICU, 重症患者一律轉收
TMC，內科ICU病房，從24床擴至60床，
醫院資源優先給 ICU,並限制探病人數，加
護病房謝絕探訪。醫院不僅作了準備方案，
還擔憂傳染風險，如飛沫傳染。如醫護感染
風險：如氣溶膠產生操，患者的照顧與接觸
，病毒存活表面、界面接觸，PPE穿脫，庫
存量不足，N-95 密合度? 而此同時，他們
也作了：節省PPE資源、口罩回收利用、如
何保護醫護人員，氣溶膠-呼吸-限制擴散
等降低感染風險措施。以及遠程醫療，這些
都是急中生智，創新求變的措施。
而他們也有高峰期的擔憂，如：資訊爆炸
Infodemic,全球各地醫療文獻大量發表、文
章品質參差不齊、治療方案混亂、PPE, 藥
物，設備耗材不足，以及前線醫療人員不足
,身心壓力過大。
許環麟醫師也指出，通常確診之後，絕大
多數表現輕- 中度症狀，10-15% 進展為重

度，5%為重症。恢復期
：需2～6 週，症狀可持
續或復發，數週～數月
不等，而再住院的風險
為10%。

許醫師也以表格介
紹住院風險因素，及症
狀監測。通常為發熱，
咳嗽，呼吸困難，血氧
飽和度檢測，及頭痛、
腹瀉、嗅/味覺喪失、肌肉關節痛等症狀。而何
時需要就診：如輕度<94%，任何中度以上呼吸
困難症狀及神經、心血管系統症狀。

而患者治療，需注意：醫護人員防護措施
安全，保持冷靜，治療簡單合理化。因此，1.疑
似患者快速檢查，2. 患者風險劃分：回家觀察
，住院，加護病房，3.藥物使，4. 氧氣治療：低
流量氧氣? 呼吸機 ? 5.患者，家屬心理支持。

他也提到通常住院患者：超過半數過胖
（BMI>30 ),平均年齡60，性別比例均等，以拉
丁裔、非裔為主，發熱，咳嗽，呼吸困難症狀
為主（佔50～70% ），近半數重症需ICU- 1/3
插管“ ARDS ”。通常肺部感染者，輕度佔
81%，重度佔14%， 重症佔5%。而治療方法：
前1/3時期，以 「抗病毒」為主，中期，以 「支
持治療」為主，而晚期，則以 「抗炎症反應」
為主。

另外，許醫師也提到治療期間應有的常識
：如藥物選擇有羥氯喹，克力茲，利巴韋林，
抗白介素。抗病毒：瑞德西韋，消炎：類固醇
，阻止病毒進入：6（康復者血漿，單克隆抗體
。以及如何給氧氣? 低流量vs. 高流量氧氣，及
注意氣溶膠傳播風險。以及插管，呼吸機ICU
支持治療。“ 趴睡”的臥位療法。

提到體外循環- ECMO“葉克膜”，許醫
師說在他服務的醫院，有>50 位患者，其中
BMI>30~50%，院內死亡率> 40%, 僅1/3 的病人
回家。因此，支持治療，是重中之重。他也提
出他的經驗之談：平均每五人住院就有一人進
ICU, 而ICU 的死亡率佔三分之一，需呼吸機的
可達5成，65歲以上可近7成。

許醫師也提到 「康復者的預後」：大多數
患者自我康復，症狀可持續或復發，數週～數
月不等，少部分需要氧氣等支持治療。而重症
患者：僅 1/3 能夠回家，使用氧氣，居家護理
，復健；2/3 需長期醫療機構照顧，而10%需再
住院。

他也從統計數字看 「康復者的預後」，其
中有3756位患者：染病約二週後：疲勞77%，
勞動後加重的疲乏 72%， 認知功能障礙 55%。
長期症狀（>6個月）：疲勞87%， 無法正常工
作 45%， 無法工作 22%。

另外 1733 位患者，經 6 個月隨訪：疲勞或
肌肉無力 63%，睡眠障礙 26%， 精神緊張/ 抑
鬱 23%。而其中病情較重患者：1/4～1/3 肺功
能不全+ CT 肺部持續有慢性改變。

因此，解決之道，除了群體免疫，區域、
國家、世界協作外，還需對醫護人員支持。他
說：COVID-19 對90% 的女性及9%的男性造成
影響，其中護士佔81%，而醫師佔19%。他們心
理層面，造成焦慮症（23～44%），壓力、創傷
症候群（27.4-71%）、失眠（34.0%） 、抑鬱症
（50.4% ）而身體層面，則可能面臨：COV-
ID-19感染、皮膚褥瘡、可能成為傳染源。

許醫師也在最後回答觀眾的提問，如我們
所認識的社團人士，現已在ICU住一個月以上
，她的病情及何時痊癒出院等問題。

而主持人黃春蘭（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會長，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休
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也主持這場新冠
病毒教育講座系列的進行，並介紹與會貴賓，
包括：駐休士頓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楊淑雅組長，世界華商經貿總會長李志
俊，世界華商經貿名譽總會長吳毓蘋和吳睦野
，北美洲華商經貿總會長鄭秀明，歐洲華商經
貿總會長林啟安，大洋洲副秘書長余政龍代表
總會長出席，亞洲華商經貿副總會長陳慶仰，
北美洲華商經貿輔導總會長杜兆明，世界華商
經貿網路資訊委員會資訊長大川佳那，當天的
主講嘉賓許環麟醫師及當天共同主辦單位休士
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鄧福真會長等多人及當天
線上的社團人士及媒體等。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與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合辦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二 ）

許環麟醫師主講《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圖為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蘭主持講座圖為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蘭主持講座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許環麟醫師主講許環麟醫師主講：：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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