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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中央社）富比世今天公布2021年
全球富豪榜，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連續第
4年榮登榜首。台灣富豪以鴻海集團創辦
人郭台銘居首，排名世界第369名。

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肆虐逾一年，打亂全球經濟，
使世界各國人民生計受威脅，富比世全
球富豪榜今年人數仍破紀錄，總共有
2755人上榜，較前一年暴增660人。

富比世表示，今年全球億萬富翁財
富合計 13.1 兆美元，較去年的 8 兆美元
大幅增加。

全球首富貝佐斯身價高達1770億美
元；特斯拉汽車（Tesla）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排名從去年的31名，一口
氣攀升到第2名，身價達1510億美元。

第3到第5名分別是酩悅軒尼詩－路

易威登集團（LVMH）執行長阿爾諾
（Bernard Arnault），身價達1500億美元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
身價達 1240 億美元；臉書（Facebook）
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身
價達970億美元。

富比世全球富豪榜由科技業執行長
主宰，美國億萬富豪 「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t）身價為 960 億美元，
排名第6，是過去20年來首度跌出前5名
以外。

根據富比世排行榜，台灣富豪以郭
台銘的排名最高，身價達70億美元，名
列第369，之後為廣達董事長林百里，以
53 億美元淨值位居 529 名；國巨集團董
事長陳泰銘身價為 51 億美元，排名 550
，名列台灣第3。

富比世富豪榜：貝佐斯連4年居冠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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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day we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leaders
from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at have

come to support the ITC Communi-
ty Resource Center. This project
will open the door for all of us and
build a bridge between our commu-
nity and governmen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80’ s
many new immigrants and stu-
dents came to America including
many from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ensus, there are over twenty mil-
lion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ive million of them being Chi-
nese. They were also the earliest
immigrants from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many immigrants made
very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s

economy and we have become a superpower
ever since then. Even today, companies like
Google, Zoom and other top high-tech com-
panies are led by immigrants.

We strongly suggest to President Biden to
open the door for newcomers. For those stu-
dents who get their masters, doctorate or
PhD degrees, we should issue them perma-
nent residence cards so they can stay to con-
tinue with their life’s work here in the U.S.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are against a
strong immigration policy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political interest.

After all, we are the nation of immigrants. If
we want to keep strong in the future, we need
more new blood to build our nation.

0404//0606//20212021

We Are The Nation OfWe Are The Nation Of
ImmigrantsImmigrants

來自各族裔的社區人士給予我們精神
和物質之支持, 让我們的社區服務中心能
積極地展開各項服務工作，我們的使命是
加強政府和民間縦橫的聯繫。

自從八十年代中期，大批来自中國大
陸及東南亞國家之移民，大量湧入美國，
據人口普查統計， 目前登記在册的亚裔人
口已超過二千萬人，其中華人最多，佔五
百萬人，也是從亚洲移民美國最早的移民
。

自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就開始了強國
之路，如果我們翻開各項高科技之發展史
，其中不乏是來自世界各國之移民，他們
懷著追尋美國夢，為美國之進步和繁榮立
下了汗馬功勞，時至今日，美國高端科技
公司如谷歌、特斯拉都是新一代移民所領

導。
我們始終認為，美國要

繼續強大，必須繼續加大和
放寬移民政策，吸引更多優
秀的留學生，開放自然科学
之硏究，凡是獲得博士或碩
士學位之畢業生，都給予綠
卡居留權，將他們留下來為
國家繼續打拼。

不幸的是，許多保守和
反移民人士，已經想把移民
之大門關上，他們為了自己
政治上之利益，希望走向閉
關自守之路。

我們堅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是一
個民族之大熔爐，來到這塊土地的人只有

先來後到之分， 我們必須和平相處，共容
共存，才是國家之福。

美國是移民國家美國是移民國家



AA33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1年4月7日       Wednesday, April 7, 2021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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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歐洲員工
掀起“沈默罷工”

綜合報導 德國最大工會組織Verdi組織德國6個亞馬遜配送中心

的員工開始為期4天的罷工，希望以此迫使亞馬遜接受員工集體薪資

談判協議。Verdi表示，此次罷工相當於德國零售和郵寄訂購行業工

資談判的一次“非正式啟動”。集體薪資談判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

內開始。

德新社報道稱，萊比錫亞馬遜配送中心率先開始罷工。罷工

負責人托馬斯· 施耐德稱，配送中心 1200 名員工中約有 400 名參加

了罷工。為防控新冠疫情傳播，罷工采用“沈默形式”，不舉行

集體上街活動。組織者還向沒有罷工的員工分發宣傳材料。罷工

人員將橫幅和旗幟放置在亞馬遜德國公司的柵欄上。除萊比錫，

德國萊茵伯格、韋恩、科布倫茨及巴德赫斯菲爾德的多個配送中

心也同一時間開始罷工。

德國是亞馬遜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Verdi為達成集體薪資

協議已爭取了8年之久。Verdi的代表奧科曼表示，在全球遭遇新冠疫情

期間，亞馬遜大發其財，公司不應該回避談判增加員工工資的問題。

Verdi要求亞馬遜及其他德國零售和郵寄訂購行業給員工們增加4.5%的

工資。

亞馬遜公司表示，參加罷工的人數“非常低”，夜班也“正常

開始”。根據亞馬遜的說法，員工的時薪在11.30歐元至12.70歐元之間。

兩年後，員工每月平均薪水可達到約2600歐元。

此前一周，意大利亞馬遜配送中心的員工和快遞員也曾組織大型罷

工。這是亞馬遜意大利物流系統的第一次大罷工。工會要求亞馬遜和代

表雇主的行業組織坐下來和員工進行談判，內容包括工作強度、工資待

遇、職業保障及疫情特殊補貼等。

南非電價大幅上漲引發不滿
綜合報導 在此前因供電能力不足而備受詬病的南非國家電力公司

宣布，從即日起上調電費標準15.6%，但這一方案剛一出爐即招致不滿。

事實上，南非國家電力公司上調電費的方案已經醞釀已久，該方案

計劃通過上調電費的方式，向消費者收回至少100億蘭特(約合人民幣50

億元)資金，以達到2021至2022年度收入目標。

作為南非政府的“心病”，南非國家電力當前已被視為拖累南非經

濟前行的阻礙之一，而飽受外界批評。特別是進入2021年以來，南非已

經連續多次執行限電措施，使得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疲弱不堪的南非經濟

雪上加霜。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隨著南半球天氣逐步轉涼，居民用電量將會大

幅提升。但受疫情影響，南非民眾目前普遍存在大面積失業且收入不足

的問題，因此能否支付更多的電費成為此間關註焦點。

南非總工會負責人西茲維· 帕姆拉(SizwePamla)指出，考慮到當前南

非仍處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實際情況，此番上調電費的決定無疑是災

難性的。“更為嚴重的是，我們並不會因此看到上調電費後帶來的效果

，因為持續的限電仍在繼續，這令我們的正常生活難以為繼。”據他透

露，南非總工會將與南非公共企業部會面，以表達對於上調電價方案的

不滿，並商議相關解決方案。

作為南非規模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目前債臺高

築。在過去15年中，因腐敗引發的管理不善，直接導致電力設備故障頻

發，繼而使得南非各地陷入不斷限電的惡性循環之中，南非國家電力公

司也因此陷入運營困境。

3月美南部邊境17.1萬無證移民被拘
創15年來新高

綜合報導 在對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

局(CBP)數據進行的分析顯示，3月，在美

國南部邊境有超過17.1萬名無證移民被拘

留，是自2006年以來邊境拘留人數最多

的一個月份。

這一數字比 1 月份的 78442 人增加

了一倍多，也遠高於 2 月的 10 萬余人

，突顯出美國拜登政府正面臨的嚴峻

挑戰。

據報道，3月被拘留的17.1萬人中，

包括1.88萬名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較2

月相比翻了一番，且遠高於2019年月度

拘留人數最多的5月，當時有11861名未

成年人被拘留。

初步數據顯示，以家庭為單位進入美

國的移民人數增幅更大，從 2 月份的

19246激增至3月份的逾5.3萬人。

這些數字是根據初步數據而得出，尚

未最終確定。

拜登曾表示，邊境移民人數近期的

激增符合季節性模式，特朗普執政期

間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但報道指出

，在拜登執政的前兩個月，湧入邊境

的移民數量呈直線上升趨勢，比過去

20 年來同期的增長

曲線都更為陡峭。

數據還顯示，

CBP在3月份拘留了

超過9.9萬名單身成

年人，多於 2 月的

71598人。拜登政府

繼續利用特朗普時期

的公共衛生令迅速將

這些成年人中的大多

數送回墨西哥，但該

政策導致多次過境人

數大幅增加。

目前還不清楚

3 月被拘留的 9.9 萬人中有多少人屬於

多次過境者，但 CBP 官員表示，他們

逮捕的成年人中有30%至 40%屬於這一

類別。

美國過去三屆政府一直在應對無證移

民所帶來的挑戰，但目前拜登政府面臨的

情況或更加嚴峻。

2019年，CBP在美墨邊境逮捕並拘留

了近100萬名移民，其中部分是以家庭為

單位入境的移民。CBP預計，2021財年將

有50萬至80萬移民以家庭為單位抵達美

國，這意味著越境的移民總數將遠超100

萬。

拜登政府官員說，他們正試圖利用公

共衛生令將以家庭為單位的移民送回墨西

哥，但是墨西哥方面接收這些移民的能力

已接近極限。

2021年2月，美國遣返了大約40%的

越境家庭，但數據顯示，這一數字在最近

幾周已經下降到大約10%到20%。

希臘更多疫苗中心啟用
塞薩洛尼基疫情引政府關註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3491例，累計確診267172例。當日新增

死亡67例，累計死亡8160例

希臘更多疫苗接種中心啟用
一老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去世

4月1日，希臘首都地區兩個新的大

型疫苗接種中心正式啟用。這兩個疫苗

中心分別位於埃利尼科和佩裏斯特裏。

希臘總統薩克拉羅普盧3月31日視

察了埃利尼科疫苗接種中心，她說：

“新冠疫情仍在持續蔓延，疫苗是我們

擁有的恢復社會活動和經濟正常運轉的

唯一解決方案。”

此外，希臘還在當日啟用了另外的

二十多座疫苗接種中心，以滿足更多接

種需求。

日前，希臘一位60多歲的女性在伊

利安健康中心，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半

個小時後死亡。3月31日，法醫卡洛格

裏亞斯對其進行屍檢並公布死因為肺水

腫，“解剖可見陳舊性心肌梗死和肺水

腫，具體信息還有待實驗室完成進一步

的檢查。”

他進一步補充說，屍檢發現死者生

前患有心臟病和肺水腫，需要通過組織

學和實驗室做出詳細檢測。預計結果將

在幾周內公布。

根據希臘衛生部和國家疫苗接種委

員會的相關簡報，疫苗接種與該婦女死

亡之間沒有相關性。不過，事情發生後

，當地疫苗接種取消數量翻了一番。

學校將重開，師生需自我檢測
塞薩洛尼基疫情引政府關註
另一方面，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

在4月1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政府

計劃在4月12日讓學校重新開放，如果

一切順利，高年級中學生將會首先返回

校園。

佩洛尼表示，從下周起，師生們可

以前往藥店，購買自我檢測工具進行新

冠病毒測試，另外學校開放後，師生需

要每周進行一次自我檢測。

不過，塞薩洛尼基地區疫情或出現

惡化趨勢。日前，希臘亞裏士多德大學

等機構對塞薩洛尼基市的汙水進行抽樣

分析。根據分析結果，汙水中的新冠病

毒濃度上漲明顯。

研究人員把3月29日和30日兩天的

測量平均值，和3月26日和28日的平均

值進行了對比，發現汙水中的病毒含量

增加了61%。

負責這一研究項目的亞裏士多德

大學校長尼科斯· 帕帕約阿努表示：

“該市似乎正在重新進入一段特別困

難的時期，一方面病毒載量仍居於高位

，但另一方面醫院的承受能力已經達到

了極限。”

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在疫情

通報會上說，衛生部正在密切關註關

塞薩洛尼基的疫情狀況，該部將要求

公民保護部制定應對病毒傳播的戰略

計劃。

破壞面積相當於荷蘭國土！
2020年原始雨林損失加劇

綜合報導 在最新研究報

告指出，2020年全球經濟活動

雖因冠病疫情而減少，但熱帶

森林的破壞程度卻變本加厲。

2020年燒毀或砍伐的原始雨林

同比增加12%，面積相當於荷

蘭國土。

世界資源研究所屬下的全

球森林動態監測與預警系統

“全球森林觀察”發布報告指

出，巴西2020年的原始森林受

到的破壞最大，損失面積達

170 萬公頃，比 2019 年增加

25%，排第二的剛果民主共和

國增加了三

倍。

數據也

顯示，去年

全球共有 420

萬公頃的原

始森林被毀

， 比 2019 年

損失的375萬

公頃多12%。

研究人員表示，熱帶地區

去年因農業作業而損失的天然

森林和人造林的面積達1220萬

公頃。極高溫和幹旱天氣也引

發了超級大火，燒毀澳大利亞

、西伯利亞及亞馬孫的大片森

林。

負責這項研究的世界資源

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西摩說，原

始森林被破壞是氣候緊急情

況。“這是一場生物多樣性危

機，是人道主義災難和經濟機

會的損失。”

有證據表明，全球因大流

行的限制措施可能是導致全球

非法砍伐增加的原因之一，因

為在封鎖期間，非法在保護區

砍伐的活動反而增加了。

西摩也指出另一個令人擔

憂的現象。各國在渴望讓受疫

情重創的經濟盡速復蘇的當口

，往往沒有把森林保護列為優

先考慮。她說：“這些國家的

政府將尋找可削減預算的地方

，環境保護往往首當其沖。”

她說，一些國家已放寬了環保

法規，以促進創造就業機會。

研究人員警告，如果各國

為促進經濟增長而大幅度削減

護林措施，發生更糟糕的情況

只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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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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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大批川普支持者闖進美國國會滋
事，導致5人喪命，後續美國輿論及媒體將
矛頭對準川普的煽動言論，就連共和黨內大
老都認定他有責任，不過路透社報導，國會
暴動事件過後，川普盟友及右翼媒體持續將
這起事件描繪為 「非暴力」示威、左派的陰
謀，民調顯示，半數共和黨人相信這樣的論
調。

根據路透社/易普索（Reuters/Ipsos）的
最新民調，約 55%共和黨受訪者相信，1 月
初的國會暴力事件是左派份子的傑作，故意
要讓川普難看；約60%共和黨人相信川普的
勝選結果被竊取了。另外，川普仍是共和黨
內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約80%共和黨受訪
者仍對他有好印象，60%共和黨人支持他再
戰2024。

若加入民主黨人、中間選民等綜合來看
，民調顯示59%的美國選民認為川普應對國
會暴力事件負部分責任，只有30%的共和黨
人同意這項觀點，80%的民主黨選民、60%的
中間派選民不認同國會事件為 「和平」抗爭
。

美國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
）政治學者吉爾（John Geer）評論， 「共和

黨人有他們自己版本的事實」，他認為這是
個大問題，因為民主需要問責機制，問責則
需要證據。

國會暴動事件後續，共和黨政治人物似
乎再度向川普靠攏。曾為競選美國總統的前
佛州長傑布布希（Jeb Bush）擔任發言人的
米勒（Tim Miller）表示，國會共和黨議員評
估過，他們必須盡可能地贏得川普的選票才
能獲勝，認知到贏回川粉支持者才是重新成
為國會多數的途徑。

上周共和黨籍印第安納州聯邦眾議員班
克斯（Jim Banks）才表示，共和黨必須在
2022年期中選舉前迎合以川粉為大宗的藍領
階級，他說因為不滿川普的影響力而換掉藍
領階層支持者的想法是錯的。

米勒指出，共和黨斷開川普的機會已經
過了，他說 1 月 6 日過後，共和黨大老們原
本有機會澄清不是暴動的政黨， 「但是現在
機會已經完全消失了。」

路透社/易普索是在3月30、31日於線上
針對全美民眾進行調查，總共獲得 1,005 名
成人回覆，包含451位民主黨人、379位共和
黨人、119位中間選民，抽樣誤差為正負3.5
個百分點。

共和黨真沒人？挺川普再戰2024 最新民調曝驚人支持率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記者史密斯
(Alexander Smith)日前發表專文分析，文中指
出隨著俄國在南美洲、中國大陸在非洲積極
拓展疫苗外交，北京與莫斯科利用外銷或捐
贈疫苗已扭轉其國際關係，更在全球範圍擴
大影響力；相較之下，美國與民主國家不但
缺席這場國際賽事，更因國民優先政策而將
大部分疫苗留於國內，造成其他國家的不滿
。美國與其盟友在疫苗外交戰事中，可謂未
戰而先遭陸俄蹂躪。

文中指出，在俄國出售520萬劑 「史普
尼克 V」疫苗之後，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於 1 月下旬中與玻利維亞總統阿爾斯
(Luis Arce)舉行電話會議。兩人商討議題涵蓋
核電廠興建、開採鋰礦與天然氣儲存等等。

無獨有偶，自從中國大陸於3月無償提
供阿爾及利亞陸製疫苗之後，後者開始支持
北京在核心利益的主張，並反對外國干涉內
政。過去以來，中南海持續利用這類的話語
，來反擊國際對香港自治遭侵害的批評，與
對新疆維吾爾族人權遭侵害的指控。

雖然北京與莫斯科不願承認；但文中指
稱，兩國正利用外銷與捐贈疫苗，撫平疫情
爆發以來的外交挫折，更深化其在全球的影
響力。美國外交官警告，美國與民主國家應
嚴重關切此事。

對於美外交人員而言，可恥的不是北京
與莫斯科在疫苗外交上獲勝，而是美國與西
方民主國家還未參賽，就已節節敗退；特別
是，美國與西方盟國為了優先國內人口施打
，將大部分的疫苗留在國內而引發他國的不
滿。

美國前國務次卿向農(Thomas Shannon)
警告，退出疫苗競賽讓人不安。迄今許多國
家面對新冠肺炎時，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國家
，而川普執政時卻退出國際有關新冠肺炎的
會議。除非拜登力挽狂瀾，否則全世界會意
識到美國並非可靠的夥伴，而這對美國來說
非常危險。

文中指出，不論大陸還是俄國，都否認
出口外交目的是為了外交利益。政協發言人
郭衛民3月時表示，把疫苗形容為利益是一
種 「極為狹隘的想法」，習近平瞄準的是讓
疫苗成為全球公共利益。

克里姆林宮（Kremlin）發言人培斯科夫
(Dmitry Peskov)也提到，俄國深信唯有盡可
能的接種疫苗，所有的國家、甚至是最貧窮
的國家，才有機會制止大流行。

據統計，迄今全球以生產進 2.5 億劑疫
苗；其中，中國大陸已49個國家發送1.18億
劑疫苗。相較之下，俄國則提供22個國家疫
苗，而印度則將生產的近1.5億支疫苗中的6,
400萬劑疫苗，以出口或捐贈的方式輸出。
外界分析，這是為了平衡北京疫苗外交產生
的影響力。

相較之下，美國提供國內民眾逾2億劑
疫苗，而僅提供約400萬計的阿斯特捷利康
疫苗，給墨西哥與加拿大。西方的疫苗民族
主義，在中低與中等收入國家中創造疫苗真
空，導致後者始終無法取得疫苗，而北京與
莫斯科則樂見並介入。

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預測部負責
人德馬雷斯(Agathe Demarais)認為，大陸與俄
羅斯的疫苗流向之處，皆指向西方與陸、俄
長期以來爭奪且更具影響力的國家。

其中，埃及便是關鍵戰場。埃及每年自
美國取得13億美元的援助，卻長期以來與西
方因人權而關係緊張。儘管埃及已和輝瑞、
阿斯特捷利康、大陸國藥集團與俄國史普尼
克V計畫，採購上千萬劑疫苗；但最早抵達
開羅的疫苗卻是大陸生產的疫苗。

美國派駐非洲的前大使坎貝爾認為，這
讓俄國與大陸對非洲國家而言更具吸引力；
這導致這些國家表面雖然增加民主的外貌，
但卻更被專制型態的政府所吸引。

向農則警告，疫苗外交讓俄國能走出傳
統勢力範圍委內瑞拉，而在拉丁美洲其他地
區插旗；在東歐地區，面臨西方疫苗供給短
缺下，塞爾維亞與匈牙利將更擁抱大陸與俄
國疫苗。

當然，北京與莫斯科擴大影響力不只靠
疫苗分享；事實上，俄國透過軍售、中國大
陸透過一帶一路與基礎建設，這些都讓疫苗
外交相形見拙。但是，疫苗外交是幾十年來
，北京與莫斯科試圖擴大在南方國家影響力
並挑戰現有秩序下，另一新殺手鐧。大流行
不曾創造新趨勢，而是加速現有轉變的腳步
。

此外，大陸更有西方國家所沒有的優勢
，即無須考慮選民因無法取得疫苗而不滿。
這讓疫情大流行期間，北京無須把疫苗留在
自家家裡。德馬雷斯認為，此時拜登只因為
想平衡陸俄影響力，而向南美或非洲輸送百
萬疫苗，根本就是政治自殺。

甚至，北京與莫斯科也深深明瞭經營疫
苗公共關係。美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特別代
表歐爾森(Richard Olson)表示，大陸善於快
速行動，透過象徵性的捐贈儀式，賺取大量
媒體曝光率。

不過，前述趨勢在拜登上台後開始轉變
。相較於川普時期對全球疫苗表現興致缺缺
，拜登一改前任做法，宣布捐贈40億美元給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還呼籲盟
國將疫苗餘額分配給貧窮國家。美國、印度
、日本與澳洲更聯合反攻，宣布至2023年將
捐贈 10 億劑疫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波特
(Jalina Porter)日前被問及疫苗外交一事，不
願提到大陸而僅表示 「美國在擊敗全球大流
行上發揮領導作用」。

未戰先敗的疫苗外交 美慘遭陸俄蹂躪

綜合美國福斯新聞達拉斯地方台KDFW、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達拉斯地方台DFW報導，
德州艾倫（Allen）上周末發生孟加拉裔一家六口遭
滅門的慘案，艾倫警方接獲這戶人家的友人通報，
於當地時間5日凌晨1時前往查看，赫然在房子裡
發現6具遺體，身上有槍傷，死者包含54歲的父親
托 惠 杜 爾 （Towhidul Islam） 、 56 歲 母 親 伊 倫
（Iren Islam）、77 歲祖母阿爾塔芬（Altafun Nessa
）、19 歲龍鳳胎兒子法漢（Farhan Towhid）及女
兒法璸（Farbin Towhid），以及 21 歲大兒子坦維
爾（Tanvir Towhid）。

警方指出這是一起謀殺後自殺的案件，艾倫警
長費第（Jon Felty）表示，兩兄弟達成自殺協議，
並且決定帶走全家人，根據遺體狀況，他們推斷犯
案時間為3日。警方指出，友人在社群媒體Insta-
gram上發現法漢的貼文不尋常，擔心他的狀況，因
此請警方前去查看。

法漢在IG貼文中宣告殺了家人及自己，提及

從9年級開始罹患憂鬱症。他指出今年2月同樣罹
患憂鬱症的哥哥坦維爾提議，如果一年內無法解決
所有事，將自我了斷並且殺了全家。

貼文還詳細說明計畫內容，一共用2把槍，兄
弟倆一人一把，法漢對妹妹法璸及祖母下手，坦維
爾負責爸媽，之後兩人共赴黃泉。

貼文更交代帶走全家人的原因，如果只有自己
走， 「他們會非常痛苦」， 「他們的餘生都將感到
痛苦、絕望…，我可以幫他們一把，一起帶走他們
」， 「我愛我的家人，我真心愛他們，這也是為什
麼我決定殺掉他們。」

警方指出先前完全沒有預兆顯示這家人會發生
悲劇。

這戶人家的友人阿山（Shawn Ahsan）表示，
得知消息時有20至30分鐘幾乎無法呼吸，指出和
托惠杜爾一家很親，會一起吃晚餐，只知道他們的
孩子心情不好，朋友們聽到消息後都心碎了。

美亞裔一家美亞裔一家66口遭滅門口遭滅門 兒子殺了全家兒子殺了全家

美國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身為教育博士
，行事向來低調，夫婿拜登上台後，她仍從事教職
，保持專業形象。然而，69歲的她上周四卻因為
穿了短裙，露出性感黑網襪，意外引爆推特上的激
烈論戰。

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5日報導，吉兒
周四晚從加州返回華府時，被照到身穿黑夾克與短
裙，足蹬黑短靴，秀出包裹著黑網襪的雙腿。而這
立即引起好些批評者的關注，有人痛批這看來既
「廉價」，又令人 「難堪」，甚至說她 「太老」，

不適合穿這麼大膽的裝束。
「我認為吉兒•拜登搞混了假期，她一定以為

，這是萬聖節。她70歲了吧，無論如何，她穿魚

網襪和短靴未免太老了。」
還有人說， 「瑪丹娜想要回她廉價的打扮，博

士！」還有人酸道， 「老天，她看起來像是瑪丹娜
的祖母。」還有些保守派推特用戶抓住機會，就開
始大讚前第一夫人梅蘭妮亞，說50歲的她有雙美
腿，穿起網襪絕對會好看得多。

不過，這些尖酸刻薄的批評立即引來吉兒支持
者的反撲，他們不但大讚吉兒勇於嘗試，並指正說
，她穿的是 「網襪」（patterned tights），而不是
「魚網」（fishnets）。有支持者說， 「她令人讚嘆

，你們只是忌妒。」還有人說， 「沒有所謂適合年
齡這回事。」

美第一夫人穿短裙秀性感黑網襪引爆網上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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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增確診逾2800例
多地疫情復燃引擔憂

綜合報導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841例，死亡病例49例。多地疫情急速擴

大，大阪府籲請中央政府推行“防止蔓延等

重點措施”，兵庫縣擬跟進。

據報道，日本多地疫情有急速擴大

的趨勢。大阪府於 2 月 28 日解除“緊急

事態宣言”時，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僅

兩位數，但3月下旬暴增，3月31日新增確

診接近600例。

東京都當天新增確診病例414例，周平

均單日新增確診為360.7例，比上周(309.7

例)增加16.5%。

東京都於3月21日解除“緊急事態宣

言”，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東京

出現“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外出民眾增

加的情況，要如何抑制疫情，將會影響到今

後的民生、社會、經濟。

東京都政府職員感到憂心忡忡，因為東

京比大阪晚3周解除“緊急事態宣言”，東

京可能會像大阪那樣疫情復燃。

大阪府的鄰縣兵庫縣3月31日新增確診

病例211例。兵庫縣知事井戶敏三表示，兵

庫縣與大阪府是交流圈，大阪府已向中央政

府籲請適用“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兵庫

縣可能也將跟進。

日本東北的青森縣當天新增確診病例

81例，大幅超過先前的紀錄。81例當中有

68例是青森市內的殘障設施相關人員。青

森市長小野寺晃彥表示，抱持最強烈的危機

意識面對疫情，將全力防疫。

同樣在日本東北，宮城縣新增確診病例

200例，超過此前紀錄。200例當中，宮城

縣仙臺市占123例。仙臺市長郡和子表示，

目前面臨病床緊缺的危機狀態。

沖繩縣當天也新增確診病例 111例。

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在記者會上表示，

將籲請餐飲業者等提早打烊，以避免疫

情擴大。

韓國接種疫苗後可申請休假
總理：將引入“疫苗護照”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表示，

將引入包含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的“疫苗護照”。

丁世均當天在政府首爾辦公大樓主持中央災難安全對

策本部會議時表示，只有引入“疫苗護照”或“綠卡”，

才能使已接種的人群真正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恢復。

丁世均還表示，政府從年初開始做準備，目前已

完成智能手機接種事實證明系統的開發工作。該系統

可在海外確認疫苗接種經歷，但不保存個人信息，同

時還使用區塊鏈技術從源頭上防止偽造。認證應用程

序將於本月內正式開通。

另一方面，從4月1日起，在韓接種疫苗後出現

異常反應的人員無需提供醫生證明，即可向所屬單位

申請一至兩天的休假。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表示，鑒於異常反應

一般在接種後10至12小時內出現，可申請在接種次

日休假，若出現異常反應，還可再申請一天休假，共

可休假兩天。

一般而言，接種疫苗後出現的異常反應會在兩天

內好轉，但異常反應持續48小時以上時需就醫。政府

還建議各單位為接種人員在接種當天也提供一定時間

的帶薪休假。

據介紹，該休假的適用對象包括本月首周起將陸續

接種的社會福利設施從業人員、衛生保健教師，以及將

於6月接種的警察、消防員、軍人等社會必要人員。政

府還將建議和指導企事業單位安排接種疫苗的員工能申

請帶薪休假或病假。同時，政府計劃修訂《傳染病預防

法》，為接種疫苗後申請休假提供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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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

策本部第二副本部長權埈郁1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近期

全國各地發生集體感染，疫情

不限於某個地區或設施呈多發

擴散態勢，防疫部門保持最高

警惕狀態，他呼籲公眾在日常

生活中遵守防疫規定。

權埈郁表示，全國各地不斷

發生集體感染事件，病毒傳播方

式多樣，不局限於特定人群或設

施。娛樂設施、教會、醫療機構

等此前發生過集體感染的設施仍

持續出現病例，感染人數不斷增

加。這意味著病毒傳播鏈仍在社

區延續。權埈郁還強調，需嚴防

變異新冠病毒流入境內。

韓國非首都圈新冠疫情擴散

形勢嚴峻，部分地方政府已決定

或正在考慮提升防疫響應級別。

中央應急處置本部防疫總括組組

長尹泰皓表示，釜山市將從2日起將現行防疫響

應級別從1.5級上調至2級。

尹泰皓表示，截至上周，新增確診病例

的七八成來自首都圈，非首都圈占比不到三

成，而本周起非首都圈的占比開始增加。首

都圈確診病例也以首爾為主增加，新增確診

病例總數不見回落。

尹泰皓說，春遊季節民眾出行增多，長

期防疫令人產生倦怠情緒，且部分地區受變

異病毒影響確診病例逐步增加。防疫部門將

觀察本周疫情形勢，討論是否調整11日以後

的防疫響應級別。

國際泳聯擬取消三大奧運預選賽

東京奧組委欲協商
綜合報導 相關消息人士稱，國

際遊泳聯合會已經告知稱，有意取消

原定4月至5月在日本舉行的跳水、

花樣遊泳和公開水域遊泳的東京奧運

會最終預選賽。日本東京奧組委方面

就此稱，有意進行協調。

事實上，此前已有消息報道，

鑒於日本新冠疫情等多方面考慮，

國際泳聯當地時間1日緊急宣布，

原計劃於4月18日至23日在日本東

京舉行的跳水世界杯暨奧運會資格

賽取消。

國際泳聯官方網站則發表了一條

簡短聲明，表示正在研究如何重新安

排奧運會預選名額的問題，具體決定

將在下周公布。

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在記者

會上表示，收到了國際泳聯有關跳水

項目的文件，但“尚未接到詳細說明

，希望啟動磋商”，有意進行協調。

據報道，該跳水比賽是兼具奧

運測試賽性質的世界杯，計劃4月

18 至 23 日在東京水上運動中心舉

行；花樣遊泳賽事也兼具測試賽性

質，計劃5月1至4日在同一場館舉

行；公開水域遊泳賽事則計劃5月

底在福岡市舉行。對於運動員代表

團以外的比賽相關人士入境日本後

必須隔離3天、以及被要求負擔新

冠對策費用，國際

泳聯表示不同意。

除日本運動員

外，截至 3月底，

來自 40 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約 600 名

運動員與官員已

報名參加跳水賽

事。若比賽被取消

，原本根據各個比

賽敲定給各國和地

區的奧運參賽名額的分配方式將

成為懸案。雖然預計會出現參考

以往成績等對策，但無法反映最

近的實力，也可能引來運動員們

的反對。

報道稱，若主要競技項目的國際

賽事接連取消，可能導致對在新冠疫

情下舉辦奧運感到不安的意見升溫，

打擊奧會籌備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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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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曹先生視頻採訪時，他剛剛
起床。香港時間晚上10點是波特蘭
的清晨7點，時差緣故，他對記者撥
去的視頻電話顯得有些詫異。時區
混淆，雙方都搞錯了時間。“我十

分鐘後打來。”再次出現在屏幕裏的曹先生已經神采
奕奕，手上還多了一個杯子。

“雖然十幾歲就移民美國，但我始終是牽掛祖國
的”。採訪中，曹先生不斷強調“中國人”這個身
份。被問及海外辦報的初衷、修例風波時堅定撐警以
及疫情初期組織向武漢捐款捐罩，曹先生的回答始終

繞不開“愛國”兩個字。“雖然我在美國已經50年
了，但我的心還是中國心。”

時代已不同，如今的中國也不可同日而語。戰勝
貧困與抗疫勝利，奮進的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歷史
奇跡。曹先生說，曾幾何時，很多國人以西方為標
準，認為“國外的月亮比較圓”，爭着搶着一窩蜂地
擁向國外。現如今，他身邊越來越多的移民者考慮回
國回港定居養老。

從“中華民族被欺負”到“中國發展勢不可
擋”，短短幾個字的變化道出了中華民族從弱到強的
轉變，也是曹先生因祖國繁榮發展而欣慰自豪的真實

寫照。1901年，歷史的記憶裏是喪權辱國的《辛丑條
約》和滿臉委屈的清政府代表。而120年後的辛丑牛
年，面對美方的傲慢施壓，是中國人底氣十足的那句
“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可謂是蕭瑟
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採訪結束已近深夜11點，回想着與曹先生的對
話，記者突然意識到那一個又一個的歷史奇跡不僅僅
是國人的一次又一次高光時刻，也是無數海外華人華
僑引以為傲的資本。血濃於水，無論身處何方，祖國
是他們永遠的後盾。

如今，中國站在百年變局的風口浪尖上，載滿的
是14億國民和6千萬華人華僑的期待。幾多滄桑，幾
多磨難。所幸，中國還是從前那個少年，熱血與執着
都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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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記者 凌晨曦 連線報

道）早前某些西方國家針

對港人推出簽證政策，接

納所謂“政治難民”。受

媒體誤導，一些港人認為

只要離開香港家園，移民

國外便會扭轉生活的窘

境，衣食無憂。不過現實

情況是怎麼樣的呢？移居美國50年的港人曹國強坦

言，“這裏治安混亂，疫情難控，競爭更是激烈”，

他勸諭那些想要移民的港人，尤其是那些總以為“外

國的月亮更圓”的年輕人們，三思而後行。

曹先生在香港出生，十幾歲時隨父母移民海外，目前經營着波
特蘭地區一家華文報紙。海外漂泊50年，他深感生活不似想

像中的那麼美好：“剛到美國時，我和媽媽等巴士，無緣無故被人
扔雞蛋。本以為近幾年情況會好轉，誰知情況越發嚴重，我的一個
朋友坐巴士，兩次被人打。”

早前美國亞特蘭大按摩店槍擊案，多名亞裔女性成槍下亡魂。
曹先生所在的波特蘭地區，也曾出現過槍殺事件。“移民生活不容
易，治安非常不好，最主要現在歧視亞裔問題變得更嚴重了。”新
冠疫情以來，仇視亞裔浪潮升溫，他自己就曾有過因為不願意給對
方錢，而被對方罵“快滾回中國”的經歷。“我真的勸那些想要移
民的港人多考慮一下。”

創業辛苦“白日做牛晚上做豬”
移民至外國，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受歧視那麼簡單，亦面臨極

高失業風險。不少人對移民充滿幻想，以為去到外國就可以享受美好
的生活。“並不是！”曹先生很肯定地說，新的地方創業真的很辛
苦，一切都要從頭來過。“白日做牛晚上做豬”這是他飲茶時聽旁邊
人和國內親屬打電話用到的詞語，“一定是很辛苦了，白天似牛一樣
不停工作，晚上像豬一樣睡覺（因為勞累而睡得很香的意思）。”

疫情前，曹先生每年至少回港一到兩次，也都會回內地走走。
他打心裏覺得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好。回憶起這兩年的香港時局，他
感嘆最受影響的是市民。他坦言，很多港人思想還停留在以前，沒
有看到內地的變化，認為內地比香港落後。曹先生說，近些年內地
的經濟、環保、人民生活等越來越好，像北京深圳上海這些大城
市，甚至超過香港。“如果那些港人不改變自己的思想的話，很容
易被社會淘汰”。

祖國大變 港融入灣區大展拳腳
他還特意提到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

導下，方方面面的變化非常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曹先生
常常從大文網站關注內地和香港的新聞，也很感謝文匯報，表示自
己與文匯報海外版合作十年，文匯報為他們僑胞的群體提供了很多
優質內容和國家資訊。

談及香港的未來，曹先生表示樂觀。他說，積極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可以令香港早日實現經濟復甦，並為日後發展帶來機遇。他周圍
的朋友也都認為，大灣區的發展前景美好，經濟地位不容小覷。有朋
友甚至直言，如不是因為年紀大了，想立刻搬回去！“我們並不是想
回來掙錢，起碼治安方面好好。就像幾十年前，中國很貧困，時不時
有人在街頭搶東西。現在就很少聽到這種事兒，反倒是國外很常發
生。像是俄勒岡州波特蘭，甚至還發生槍擊事件，治安很不好。我有
時同朋友開玩笑，美國那些市長議員，要是在中國早被人炒魷魚幾
次。”香港人要盡量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否則，就很難有發展了。

港人定居美國50年 嘆海外生活艱辛

反擊“台獨”辦報 致力華人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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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曹先生與一班當地華人共
同創立的《僑聲報》，是波特蘭當地一
家華文報紙，主要在美國俄勒岡州發
行。辦報初始，他們就以弘揚中華文
化，加強中美交流，熱誠服務僑胞，締
造和諧僑社為宗旨。在每周發行5,000份
的基礎上，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還要發行
6,000份到洛杉磯。提起創立《僑聲報》
的初衷，曹生很誠懇：“台獨”猖獗令人
憤慨，辦報只為團結僑胞。

“我和同鄉會當時的會長認為當地需
要一份中文報紙為華僑發聲，我們認為創
辦一份報紙可以更加團結我們當地的僑

胞。”他一再告訴記者，我們不希望祖國
被欺負，希望祖國強大，希望兩岸盡快統
一。“反中地區的發展越來越衰退，親台
者越來越式微。”曹先生感慨，這是大勢
所趨，中國的發展是抵擋不了的。

海外華人華僑對祖國一往情深。2008
年汶川地震後，《僑聲報》聯合波特蘭地
區其他華人華僑組織舉辦義演及拍賣籌款
活動助災區渡過難關；2020年新冠疫情爆
發初期，曹先生便在俄勒岡州統促會、俄
勒岡州華人聯合會和波特蘭萃勝工商會
“三會”的微信群裏分別發起捐款活動倡
議，很快募集善款逾萬美元。在曹先生的
鼓勵下，俄勒岡州各社團也積極跟進發起
捐款活動。

“我的心還是中國心”
同時，他還組織“波特蘭地區支援武

漢聯盟”，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第一時
間將10萬個口罩運返武漢。

提及此事，曹先生卻顯得很謙虛，
“身邊有很多的愛國者，都是大家出錢出
力出時間，很感謝他們的支持，我一個人
是做不了這麼多事的。”當問及原因，他
脫口而出：“因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啊，是中國人。我在香港出生，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雖然我在美國已經50年了，
但我的心還是中國心。”

這兩年香港經濟環境不穩定，遊客銳
減市道冷清，飲食、零售、消費及旅遊等
相關行業均受重創。曹先生認為“國安
法”頒布很及時，有利於香港恢復和平穩
定，“唔會讓那些人逍遙法外”。同時，
他也十分支持最近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一系列舉措，“啲人唔愛國，唔愛香
港，就喺度搞搞震，成日想搞亂香港，如
果畀呢啲人執政，香港就冇運行。”

他批評反對派整日拉布搞亂香港，
“香港三個特首，個個都做唔到嘢，就係
下面啲人，‘搞搞震，無幫襯’，唯恐天
下不亂”。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香港出現政治
動盪和曠日持久的街頭暴力。很多年輕人
受到蠱惑，公然鼓吹“港獨”，挑戰國家
主權和“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提及此
事，曹先生很氣憤。他表示，我住在波特
蘭，黑人運動時經常有人趁機搗亂、搶東
西，大家都很反感。“就很像香港之前的
情形，香港還更嚴重！示威者在機場打
人，直接用刀刺傷警察。與美國的警察相
比，香港警察專業、忍耐。”

“很多香港人都不敢出聲，怕被報
復。我朋友的外甥女在香港讀書，周圍很
多‘黃絲’，就很怕被報復。就像你現在
採訪我，我唔知要不要戴口罩，萬一被人
影下來，就麻煩了。”

見證了國家從弱變強的過程，曹先生
深為國家的發展感到自豪。“時代和環境
不同了，現在的年輕人過得太舒服了。”
正是因為那些年輕人缺乏愛國教育，一點
都不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才做出了不理
智的行為。

祖
國
強
大
香
港
好

勸
君
移
民
要
三
思

●●““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聯盟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聯盟””在去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在去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
第一時間將第一時間將1010萬個口罩運返武漢萬個口罩運返武漢。。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的物資波特蘭地區支援武漢的物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海外港人故事

我的中國心
之

●●港人曹國強港人曹國強。。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4

●●《《僑聲報僑聲報》》始終團結僑胞始終團結僑胞，，為僑界發為僑界發
聲聲。。 記者記者攝攝

奮進中國也是華人華僑的驕傲

●波特蘭當地華人華僑升國旗迎國慶。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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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司法院全面清查法官與富商
翁茂鍾不當往來，大法官蔡清遊、城仲模等5
人名字出現在翁的筆記本，5人由大法官自律
委員會審議，其中 1 人死亡，相關調查結果
將於7日下午公布。

蔡清遊為第一波被調查的法官，職稱為
司法院優遇大法官（現任），司法院1月18
日認定他曾與翁茂鍾飲宴，且受贈襯衫，但
考量他沒有承審過翁茂鍾相關案件等，決議
不送監察院，改以行政懲處，但已逾越追懲
時效，最後決定不懲處。

全案緣於，富商翁茂鍾與前公懲會委員
長石木欽不當往來案，除石木欽遭監察院彈
劾，司法院今年1月18日公布行政調查報告
，引發外界疑慮，院長許宗力1月20日宣布
全面調查所有疑似涉及不當違失行為的法官
，3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司法院官員指出，因大法官獎懲非人審
會所能決定，依法改由大法官自律委員會審
議，清查後發現除了第一波的蔡清遊外，另
有時任大法官、現已退休的城仲模等 4 人出

現在翁茂鍾的筆記本中，但其中 1 人死亡，
相關調查結果將於 7 日下午，由司法院召開
記者會公布。

司法院預計 7 日下午由秘書長林輝煌主
持記者會，說明 4 名大法官及法官逾 40 人
（其中 4 人死亡）的調查結果，大法官部分
是由大法官自律委員會審議是否需懲戒；法
官逾40人部分則是由人審會審議是否需懲戒
，目前仍在開會討論中。

據指出，翁茂鍾的筆記本記載每日行程
，從早上6時記錄到晚上11時，和誰飲宴記
錄到搭乘的飛機及火車班次，以及請託醫院
高層幫忙掛號遭拒，都有記錄。翁茂鍾於約
詢時，對筆記本內容部分有說明，部分則回
答不記得。

據指出，部分法官受約詢說，當年赴約
與他人餐敘，餐敘期間，翁茂鍾 「亂入」一
起用餐，而且後來才知道原來翁有去買單；
司法院人審會將根據翁的說法、筆記本內容
、涉案法官的說法及在場人士的說法等交互
比對，再認定涉案法官是否有違失。

涉與翁茂鍾往來 城仲模等4退休大法官被調查

（中央社）司法院人審會今天開會討論
多名法官疑與富商翁茂鍾不當接觸，是否需
懲戒，預計 7 日下午討論完畢。其中前最高
法院法官兼庭長洪昌宏今天親自到會陳述意
見，主張並無違失。

據了解，司法院人審會今天開會討論時
，有 4 名退休法官到會陳述意見，包含洪昌
宏，4人對於被指與翁茂鍾有不當往來，均主
張並無違失。

洪昌宏為第一波被調查的法官，司法院1
月18日認定他曾與翁茂鍾飲宴，但考量他沒
有承審過翁茂鍾相關案件等，決議不送監察
院，改以行政懲處，但已逾越追懲時效，最
後決定不懲處。洪昌宏另被爆料曾與承審案
件的被告律師私下飲宴，司法院人審會開會
討論一併了解 「律師私下飲宴案」是否有違
失。

全案緣於，富商翁茂鍾與前公懲會委員
長石木欽不當往來案，除石木欽遭監察院彈

劾，司法院今年1月18日公布行政調查報告
，引發外界疑慮，院長許宗力1月20日宣布
全面調查所有疑似涉及不當違失行為的法官
，3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司法院已約詢翁茂鍾，就筆記本上記載
事項逐一調查外，也已完成約詢涉及的法官
約30人，連同第一波不受懲處的洪昌宏等12
人，總計人數為40多人，這些相關資料（包
含翁茂鍾筆記本等文件）昨天已交給人審委
員審閱。

司法院召開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考量
被審議者人數多，將跨夜續行討論，預計 7
日下午完成審議，同時將人審會決議通過應
進行懲戒、懲處的法官名單全面公開。

以筆記本掀起司法圈醜聞的佳和集團董
事長翁茂鍾，因炒股案被判刑 1 年，在台南
警方涉嫌包庇下，未實質易服勞動。南檢日
前聲押翁茂鍾及已退休楊姓副所長獲准。

司法院人審會討論法官違失案 洪昌宏到場說明

（中央社）台鐵太魯閣號事故造成重大傷亡
，殉職司機員袁淳修告別式今天舉行，交通部長
林佳龍向家屬表示，感謝袁淳修堅守崗位、守護
乘客到最後一刻，會協助爭取行政院最高撫卹與
榮譽。

袁淳修告別式今天上午7時許舉行，林佳龍在
靈堂前向司機員袁淳修表示， 「我們將永遠與你
的家人互相照顧，你的任務結束，我們會送你回
台中，感謝你守護乘客到最後一刻。」

林佳龍也向家屬表示，目前的調查資料顯示
，袁淳修到最後一刻仍緊踩煞車、鳴笛，試圖降
低傷害，他是因公殉職，應以他為榮，承諾會爭
取行政院頒發冒險犯難最高撫卹與榮譽。

袁淳修遺體上午送往花蓮慈雲山火化後，預
計今天中午由鐵路局派專列，送家屬、遺體骨灰
（8275列次9節柴電車）回台中，由台中市政府、
警員接手帶隊護送到台中殯儀館。

台鐵列車都是有去有回才算是一次完整任務
，袁淳修 「有去」但因公殉職而 「無法回」，因
此台鐵用專列載他回去，象徵 「回程」任務結束
。

今天上午舉辦告別式的太魯閣號罹難者，包
括袁淳修、助理司機員江沛峰、家住花蓮玉里鎮
的李姓女乘客、黃姓長者，送往吉安鄉慈雲山火
葬場火化。

殉職司機員袁淳修告別式 林佳龍：感謝他堅守崗位

（中央社）台北市李姓犯嫌搭火車到礁溪車
站後，行搶附近一家銀樓一條重約8錢金項鍊後逃
逸，由於案發地點在派出所旁，李姓男子逃了約
100公尺後就被逮捕送辦。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昨天晚間約 9 時
30分獲報，礁溪鄉中山路一家銀樓遭搶，立即派
員攔截圍捕。

礁溪分局今天表示，李姓男子於黃姓銀樓業
者準備打烊、較鬆懈時進銀樓，鎖定金項鍊謊稱
希望試戴，待店家鬆懈後隨即轉身，行搶金項鍊
後逃逸。

警方說，黃姓業者見狀上前追趕並沿途呼叫
，引起礁溪派出所注意，警員立即攔截圍捕，10
分鐘內迅速在銀樓100公尺外逮捕李姓男子並起獲
贓物，依中華民國刑法搶奪罪嫌，移送台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偵辦。

刑法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黃姓業者表示，這條金項鍊目前價值約新台
幣5萬3000元。

男子搭火車到礁溪搶銀樓跑了100公尺就落網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今
天同步舉行123聯合拍賣會（每月第1個星期
二下午3點舉行），拍定金額總計新台幣1億
1887萬餘元；台北分署推出集點送禮活動正
式開跑，成功吸引買氣。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不動產拍定金
額總計1 億1606 萬餘元，包括桃園分署拍定
桃園市桃園區、觀音區、中壢區等地土地及
建物，進帳達1823萬餘元。

各分署拍賣動產部分，拍定金額總計281
萬餘元，其中花蓮分署賣出4部車輛、玉里觀
音米等物品，金額總計123萬餘元。

台北分署則表示，今天首度推出集點送

禮活動，民眾只要符合到場參加、購買動產
等條件即可累積點數，依點數可兌換陶瓷杯
及茶具組等禮品；在集點熱潮帶動下，太陽
眼鏡、手套口罩組、歐美進口首飾均售出多
件。

台北分署說，每次拍賣會都可累積點數
，有意參加集點活動的民眾，歡迎下次親臨
會場索取集點卡。

另方面，行政執行署表示，義務人或家
屬若為4月2 日台鐵太魯閣號事故的受災者，
已通令各分署採取各項寬緩執行措施，協助
度過難關、早日走出傷痛。

行政執行署聯合拍賣 進帳1.1億餘元

台鐵太魯閣號駕駛殉職 林佳龍慰問家屬台鐵太魯閣號駕駛殉職 林佳龍慰問家屬
台鐵台鐵408408次太魯閣號事故次太魯閣號事故，，駕駛袁淳修殉職駕駛袁淳修殉職，，遺體遺體66日將在花蓮火化日將在花蓮火化，，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中中））上上

午到花蓮殯儀館袁淳修靈前上香並慰問家屬午到花蓮殯儀館袁淳修靈前上香並慰問家屬。。

太魯閣號事故 立法院朝野立委默哀太魯閣號事故 立法院朝野立委默哀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66日舉行第日舉行第1010屆第屆第33會期第會期第66次會議次會議，，對於台鐵太魯閣號對於台鐵太魯閣號22日出軌發生重大傷日出軌發生重大傷

亡事故亡事故，，主持院會的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與在場朝野立委起立默哀主持院會的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與在場朝野立委起立默哀11分鐘分鐘。。

藍提公決案要求蘇貞昌下台 立院表決不通過藍提公決案要求蘇貞昌下台 立院表決不通過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造成重大傷亡台鐵太魯閣號事故造成重大傷亡，，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國民黨立法院黨團66日提出公決案日提出公決案，，要求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求行政院長蘇貞昌、、

交通部長林佳龍等人下台交通部長林佳龍等人下台，，及立法院應立即成立調閱委員會及立法院應立即成立調閱委員會；；全案在立法院會處理全案在立法院會處理，，經表決經表決，，提案提案
不通過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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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世
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美
南分會於四月三日（上周六）晚
間七時半至十時，舉行 2021 年
新舊會長交接典禮，由於第三十
五屆會長洪良冰交棒給第三十六
屆會長孫玉玟。

美南分會為世華第一個創會
的分會，由趙鴻英女士於 1985
年9月5日，創立於休士頓，在
美南分會姊姊同心協力之下，穩
健成長邁入第36年。

這次的交接典禮，因為疫情
，全程在線上舉行，因為時空無
遠弗屆，世華重要的代表都來了
。包括世華總會、各分會代表、
各僑團代表，包括：僑務委員會
徐佳青副委員長、國會議員 Al
Green、斯坦福市市議員兼副市
長譚秋晴、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世華總會長陳阡蕙、世華創
會總會長柯杜瑞琴、世華榮譽總
會長施郭鳳珠、世界名譽總會長黎淑瑛、世界
名譽總會長劉琍綺等人，他們分別在現場以視
訊致詞，表達對美南分會的祝賀和期勉。

另外，還有40餘位來自全世界各分會的姊
妹也在線上參加，包括：美國南加州、紐澤西
、北德州、亞特蘭大、多倫多、溫哥華、大台
中、大台南、越南、日本關西、基隆、洛杉磯
、猶他州…等各分會代表，以及休士頓各僑團
代表，包括：僑務委員劉秀美、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黃泰生、江麗君，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
兒、休士頓客家會前會長劉志忠、銘傳校友會
會長張園立、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
蘭、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陳逸玲等多人與會
。

會中還一一介紹當天出席的前會長包括：
王秀姿、趙婉兒、鄭昭、高嫚璘、劉秀美、黎
淑瑛、蘇麗莉、劉秀美、陳明華、林琬真、黃
春蘭、羅秀娟、吳展瑩、洪良冰等人。會中還
感謝辛苦了一年的2020的理監事群，也是感謝
支持的企業、僑商各界及個人。為環保及永續

保存，2020 年的年刊將以精美的電子書年刊來
展現。電子年刊在四月三日開始啓用，請上美
南分會網站：gfcbw-Houston.org 有電腦版及手
機版。

2020洪良冰會長現任中華民國僑委會美南
地區僑務促進委員，服務僑界不遺餘力。她在
2020年疫情嚴峻的期間接下會長職務，並將每
個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包括：會員聯誼，線上
流年風水講座、赴各地捐贈口罩及防疫物資、
因為在疫情期間華裔受欺凌的身心靈講座、雙
十臺灣特色美食網、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線
上財經投資專題講座、健康講座 「我決定要活
120歲」等眾多有意義的活動。尤其是美南分會
捐助發放防疫物資做公益，對於疫情居家封閉
期間，聯絡社區使之緊密結合，交流情誼以及
訊息傳遞和分享，著實是成功的典範。也符合
該會以 「心懷世界、掌握脈動、建立網絡、發
展經貿」的宗旨。

最後的重頭戲是會長交接典禮，由35屆會
長洪良冰將會長重任交給第36屆會長孫玉玟，

由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監
交。名譽總會長黎淑瑛並頒發水晶獎座給新任
會長孫玉玟，及頒發紀念鍊給卸任會長洪良冰
。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則頒發 「感謝狀」給
洪良冰會長，頒發 「賀狀」給孫玉玟會長。而
州議員Gene Wu 則頒發 「褒揚狀」給洪良冰，
林富桂律師代表國會議員Al Green 對洪良冰會
長頒發了 「褒揚狀」,Gene Wu 及國會議員 Al
Green 也對 「世華工商婦女會」頒發了褒揚狀，
由孫玉玟會長代表接受。

世華美南分會2021年會長孫玉玟在休士頓
擔任資深媒體工作者超過20年，目前是休士頓
新唐人電視台分台長和大紀元媒體集團休士頓
分社社長。平時熱心公益，默默為社區服務，
也參與各種非營利機構的理事會，包括：美南
大專校聯會、雙十國慶籌備會，主持美食電視
節目 「玉玟㕑房」等等。她希望注入世華精神
，將美南分會各項活動做的精彩閃亮，發揮姊
妹的特長，攜手相互支持。
孫玉玟會長並介紹她2021的理監事，包括：副

會長何真，秘書長斐俊莉，財務長李瑞芬，理
事：王藝達、鄭麗如、羅錚、宓麥蘭、王慧娟
、蔡沂文、張瓊文、陳碧如、卿梅，及監事：
王秀姿、洪良冰。她們並在名譽會長黎淑瑛的
監誓下宣誓就職。

最後，2021理監事團隊，在鄭麗如指導下
，表演舞蹈，作當天節目的終場一。表演者包
括：孫玉玟、洪良冰、何真、裴俊莉、李瑞芬
、卿梅、王秀姿、王慧娟、蔡沂文。

節目的尾聲為振奮人心的抽獎活動，包括
：惠康超市贊助20元禮券共三份，何真副會長
贊助75元禮券一名；總會潘意玲副執行長贊助
25元禮券共四份；總會陳玲華副總會長贊助25
元禮券共四份；王慧娟理事贊助25元禮券共四
份；洪良冰會長贊助50元禮券共二份；孫玉玟
會長贊助50元禮券共二份；黎淑瑛名譽總會長
贊助50元禮券共二份；最後由陳阡蕙總會長捐
出 100 元現金獎一名，及由 Sunny 張先生捐
iPhone 12 Pro 256GB 新款手機，由前會長陳明
華抽中。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上周六舉行2021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圖為世華工商美南分會新舊會長交接典禮圖為世華工商美南分會新舊會長交接典禮，，由會長洪良冰由會長洪良冰（（左一左一））交棒給新任交棒給新任
會長孫玉玟會長孫玉玟（（右一右一））而由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而由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右二右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任((左二左二））監交監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孫玉玟會長孫玉玟會長（（右右88 ))率領率領20212021所有理所有理、、監事監事，，在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在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左左88））
的監誓下宣誓就職的監誓下宣誓就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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