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Wednesday, 5/5/2021

12045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 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 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 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蓋茲夫妻離異 兩人慈善基金會前景受關注
（中央社）擁有億萬身家的美國
慈善家比爾‧蓋茲與梅琳達宣布將結
束 27 年婚姻，令外界好奇他們會怎麼

分財產，以及全球最有勢力的慈善組
織之一 「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
未來走向為何。

(路透社
路透社))

法新社報導，比爾暨梅琳達蓋茲
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是全球最有錢的基金會之一，基
金規模超過 460 億美
元。
基金會過去 20 年來
向全球多個地區提供
超過 540 億美元，補
助包括瘧疾和傳染病
防治、農業研究、基
本照護和衛生等領域
。
現在比爾‧蓋茲
（Bill Gates） 與 梅 琳
達 （Melinda Gates）
宣布離婚，令人對他
們的財富產生新疑問
。根據美國雜誌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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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世」（Forbes），比爾．蓋茲是全
球第 4 富有的富豪，淨資產達 1305 億
美元。
儘管兩人合作發起 「贈與誓言」
（The Giving Pledge），鼓勵億萬富豪
把過半財產投入慈善，他們兩人尚未
把多數財產捐入基金會。
史 丹 佛 大 學 （Stanford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瑞赫（Rob Reich）在推
特（Twitter）上表示，慈善界最重要
的一對夫妻檔離婚，讓蓋茲基金會甚
至是慈善事業的未來，出現各式各樣
的問題。他希望基金會很快就會發布
聲明，說明蓋茲夫妻離異造成的影響
。
比爾‧蓋茲近年來大多與微軟
（Microsoft）和科技界保持距離，談
論的多是貧窮和衛生議題，以及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
基金會去年承諾撥出約 2 億 5000
萬美元來協助抗疫，其中部分資金被
用來分配 COVID-19 救命疫苗，給撒
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亞地區。
比爾‧蓋茲早在 2015 年就警告全
球有爆發疫情大流行的危險，陰謀論
者 還 聲 稱 ， 他 事 先 得 知 會 有 COVID-19 疫情。
蓋茲夫妻離婚是繼亞馬遜創辦人
貝佐斯（Jeff Bezos）2019 年與結縭 25
年的妻子離婚後，近年來第 2 起備受
關注的超級富豪夫妻檔婚變消息。
貝 佐 斯 前 妻 瑪 肯 西 （MacKenzie
Scott）離婚後，很快就捐出數十億美
元資助不同事業，並未成立傳統式的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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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鴛鴦 仍要離異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5/
05
/04
04/
/2021

世界首富比爾蓋茲和結婚二
十七年的妻子麥林達決定分手，
這對富而貴的夫妻之決定 震撼
了整個世界。
他們在週一推特上發文 說
：“経過長期之深思熟慮，我們
還是決定分手，我們養育了三個
杰出的孩子並成立了基金會，幫
助人們的健康活出有意義之人生
，我們將繼續共同為此信念而努
力， 但是，在我們人生的下半
塲，將無法以夫妻方式發展下去
。”
比爾蓋茲是全世界最富有者
之一，他的資產估計在一千三百
七十億，他在二千年成立了蓋玆
基金會後，先後曾經捐五百三十
八億美元在全球進行各種慈善活

動，在去年新冠疫情肆虐以來，
他們先後捐出十七億五千萬元，
他們的義舉無人堪比。
表面看來 這對不但富有而
且具備善心美德的標準夫婦 ，
也決定分手，一定有不可告人的
困難之處。
他們還在推特上請求社會各
界給予他們私人之空間以便追尋
未來的新生活方式。
我們非常感謝蓋茲基金會對
全球人類之愛心，也十分遺憾他
們無法白頭偕老，要在他們面臨
黃金歲月時分道揚鏢。
這對富而貴的夫妻，既不是
為了錢，也不是為名，究竟還缺
什麼，只有他們最淸楚了。

Rich And Famous
Ending Their Marriage
riage. We have raised three
incredible children and built a
foundation that works all over
the world to enable all people
to lead healthy productive
lives.” The statement went
on to say, “We continue to
share a belief in that mission
and will continue our work together at the foundation, but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in
this next phase of our live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of the world’ s richest couples, Bill and
Melinda Gates, wrote on their Twitter accounts saying that, “After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and a lot of work on our relationship,
we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end our mar-

Bill, 65, and Melinda, 56, met
at Microsoft which Bill Gates founded. In
March of 2020, Bill Gates stepped down from
the Board of Microsoft to devote his time on
the foundation to address his philanthropic

priorities.
With a net worth of $137 billion, Gates has
donated $53.8 billion on a wide range of initiatives related to health and global warming
issues.
We are so surprised that this rich and public
couple could not solve their problems and still
wanted to end their relationship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Bill Gates is an international figure. For all of
our generation his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
as well as to the world are so great that not
too many people can compete with him.
We all hope he will continue to do his charity
work to benefit th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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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任務：
以色列高官訪美 欲阻美與伊朗談判
情報官員以及國會議員，旨在提供有關
伊朗的情報，並傳達以色列對重返伊核
協議的擔憂。
據華盛頓評論員稱，以色列有可能
在不返回華盛頓的情況下，繼續對伊朗
目標進行打擊。
報道指出，六年前，內塔尼亞胡未
據報道，正值伊核協議當事各方準備 計劃》，並反對美國就伊核協議進行實 能成功改變華盛頓的立場；與之相似的
就美國重返協議及伊朗重新履行協議條 質性談判。
是，這一次，以色列官員的訪問，預計
款義務進行談判之際，以色列安全高層
同樣不會改變拜登政府重返核協議的立
代表團抵達華盛頓，以討論特拉維夫對
歷史會重演嗎？
場。
重返伊核協議風險的擔憂。以方反對美
在德黑蘭和華盛頓以及世界五國於
國就伊核協議進行實質性的談判。
2015 年達成伊核協議前幾周，應華盛頓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據 報 道 ， 以 色 列 國 家 安 全 高 級 官 國會兩院共和黨領導人邀請，內塔尼亞
大西洋理事會伊朗問題專家芭芭拉·
員率領該代表團，其中包括以色列國 胡訪問美國。據報道，當時，內塔尼亞 斯拉文表示，拜登政府官員將向以色列解
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梅爾· 本· 沙巴特和 胡發表了反對美國時任總統巴拉克· 奧巴 釋談判已經達成的結果，並建議在會談過
摩薩德局長約西· 科恩。美方的報告指 馬政府與伊朗政府之間談判的講話。
程中，以色列停止對伊朗核設施的攻擊。
出，以方代表團收到以總理內塔尼亞胡
如今，內塔尼亞胡要求其政府高級
斯拉文在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強
的指示，反對美國恢復《聯合全面行動 官員本周前往美國，並會見高級軍事和 調，她認為，內塔尼亞胡阻止美國重返

巴拿馬限制
來自印度和有印度旅居史者入境
綜合報導 巴拿馬衛生部長路易斯· 弗朗西斯科· 蘇克雷 4 月 27 日在新
聞發布會上表示，政府自 5 月 3 日起，限制來自印度的人員和有過印度
旅居史的人員入境。
據報道，蘇克雷公布了巴拿馬政府有關新冠疫情的政策調整。除進
一步解禁措施外，考慮到印度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數超過了 30 萬，因而決
定自 5 月 3 日起，限制所有來自印度的人員或過去 15 天內有過印度旅居
史的人員入境巴拿馬。
蘇克雷指出，目前巴拿馬的新冠檢測陽性率已低於 5%，這一數
字來之不易。民眾應當繼續堅持建議的防疫措施，以保護自己的健
康安全。
巴拿馬社保局局長恩裏克· 勞· 科爾特斯也表示：“盡管在我們的鄰
國哥斯達黎加已經出現了第三波新冠疫情，但到目前為止，巴拿馬的疫
情並未出現明顯反彈。然而我們仍不應該放松警惕，社保局下屬的醫生
和專家也應當做好準備。”
勞· 科爾特斯指出，各醫院應當檢查呼吸機等醫療設備的可用數量
，並確保防疫物資和藥品的庫存能夠滿足未來三個月的需求，同時各地
方政府也應準備好應對疫情反彈的相關計劃。

淚目！巴西老人手持“死於新冠好友”名單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為紀念死於新冠肺炎的同鄉
好友，巴西裏約熱內盧一位名叫埃爾森·
波爾圖(Elson Porto)的 62 歲老人，在近日
接種新冠疫苗時手持一張海報，上面寫有
10 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好友的名字。
據報道，除了朋友的名字之外，海報
上還寫著：“今天輪到我(接種疫苗)了，
但有幾個朋友已經沒有同樣的機會了，為
此我把我的疫苗獻給他們。”
埃爾森及其妻子和三個女兒自 2011 年
以來，一直住在裏約熱內盧州的裏奧達斯
奧斯特拉斯市，但他們的老家在該州北部
，老人攜帶的海報上列的 10 個名字都是他
老家的朋友。
“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是我看著出
生和長大的人，不幸的是他們都成了新冠
的受害者。他們都是 60 歲以下的年輕人，
有的人才 40 歲、35 歲。” 埃爾森說。
埃爾森稱，他有致敬這些人的願望，
但如何進行致敬的主意來自他的小女兒埃
爾西亞。他說：“我想向他們致敬，但我
不知道該怎麼做。後來我女兒有了制作這
張海報的想法，我太喜歡這個主意了。”
不過，這張海報並沒有包含埃爾森所

有死於新冠的朋友的名
字。據他說，自新冠疫
情暴發以來，有超過 15
名老家的朋友死於這一
疾病，如果要寫下所有
名字，還需要多做一張
海報。
“接種疫苗後，我
感到松了一口氣。我堅
信，如果(這些朋友)註射
了疫苗的話，他們就不
會去世，但他們沒有同
樣的機會。”這位老人
說。
埃爾森和他的妻子
弗朗西斯卡及兩個女兒，都曾在 2020 年感
染過新冠。弗朗西斯卡病癥尤其嚴重，曾
入院治療六天，不過現在已經康復。
60 歲的弗朗西斯卡在 29 日接種第一劑
新冠疫苗，屆時她也將帶著一張寫有死於
新冠的朋友名字的海報，繼續進行致敬。
另外，巴西利亞大學和巴西研究與數
據分析所近日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6%
的巴西受訪者稱身邊至少有一個人因為感

染新冠肺炎死亡，可能是家庭成員(17%)、
朋友(22%)或者關系較近的人(63%)，有人
失去了不止一位親朋好友。
調查顯示，70%的受訪者認為過去 3
個月巴西的衛生狀況惡化，此外，對疫情
表示非常擔憂的受訪者比例由上一次調查
(2020 年 12 月)時的 38%，升至如今的 52%
。還有 74%的受訪者認為，到 7 月份疫情
形勢不會改善或變得更差。

聯手操縱債券交易 美國銀行等被歐盟處罰
綜合報導 因聯手操縱債券
交易，歐盟 28 日宣布對美國銀
行旗下美銀美林、瑞士信貸集
團及法國農業信貸銀行三家投
行處以 2849 萬歐元罰款，德國
德意誌銀行因“戴罪舉報”免
於受罰。
據歐盟委員會當日發布的
公告，4 家投行違規時間從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不等

，所涉債券為以美元計價的
SSA 債券(SSA 為超主權機構所
發債券、主權國家所發非本幣
債券和政府支持機構所發債券
的統稱)。
公告指在歐洲經濟區(含歐
盟成員國及冰島、列支敦士登
、挪威)SSA 債券二級市場，4
家投行本應是競爭對手，但其
交易員卻借助彭博終端機的聊
天室溝通
交易動態，
交換敏感商
業信息，協
調客戶報
價或市場
報價，然
後據此調
整 4 家投行

在 SSA 債券二級市場的交易。
此外，歐盟調查發現在
協調客戶報價或市場報價時
，4 家投行的交易員如果發
現報價相左，有時會故意不
去競標或故意廢標，還會暗
中串通在彼此之間“分拆”
交易。
最終歐盟認定四家投行聯
手操縱債券交易，違反歐盟反
壟斷 法 。 公 告 顯 示 ， 綜 合 考
慮涉事金額、違規程度、牽
涉國家、時間長短等因素，
德意誌銀行本應被處以約
2150 萬 歐 元 罰 款 ， 但 該 行 在
2015 年 8 月向歐盟舉報此事，
因而免於受罰。
至於其它 3 家投行，歐盟
認定美銀美林與德意誌銀行最

早於 2010 年 1 月開始聯手操縱
債券交易，對其處以 1264 萬歐
元罰款；瑞士信貸集團違規時
間從 2010 年 6 月直至 2015 年 3
月，對其處以 1186 萬歐元罰款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違規時間
最短，對其處以 399 萬歐元罰
款。
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
的執行副主席韋斯塔格在公
告中表示，在債券二級市場
，投資基金和養老基金常常
代表投資人和退休人員買賣
SSA 債券，4 家投行操縱交易
的行徑限制了競爭，對歐洲
金融市場造成損害，歐盟決
定對它們處以罰款，明示歐
盟不會容忍任何相互串通操
縱市場的行為。

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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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該國新增新冠確診 10404 例，新增死亡
373例。近日，有約300名印度移民感染新冠病毒，引起意大利政府重視。
據報道，威尼托大區政府 26 日宣布，維琴察省巴薩諾市一對印度籍
移民父女確診感染在印度發現的“雙突變”新冠病毒。該家庭共有 4 名
成員，此前曾前往印度參加了有 500 萬人聚集在恒河的傳統節日“大壺
節”，並於 4 月上旬返回意大利，而後遵守防疫規定進行了病毒檢測及
隔離。
威尼托大區衛生局通報，目前這個印度家庭中的母親已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正在等待化驗確認是否感染“雙突變”變異病毒。
此外，拉齊奧大區衛生局 27 日向媒體通報，近日，拉緹納省印度錫
克教區發現了 262 名印度成年移民和 36 名未成年移民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該事件已引起拉齊奧大區政府和國家衛生部的高度關註和重視。
拉緹納省衛生局負責人卡瓦利表示，這些印度錫克教區確診的印度
移民均在當地企業或農場工作。印度錫克教徒之間的接觸過分密切，加
劇了疫情傳播。
根據最新情況，在近 300 名確診患者中，第一批病毒測序結果尚未
發現有人感染在印度發現的變異病毒。目前，衛生系統正在對剩余患者
進行病毒測序。
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微生物學和病毒學系主任克裏桑蒂對此表示，威
尼托的病例意味著在印度發現的變異病毒，已經在個別社區傳播。
克裏桑蒂認為，由於意大利對變異病毒的監控能力不足，對於變異
病毒缺乏必要的應急反應，很容易造成病毒進一步擴散和傳播。為此，
意大利衛生系統應盡快建立一套變異病毒監測系統，密切註視新冠病毒
的變異趨勢和發展。

美國和以色列就伊朗問題的分歧
報道指出，以色列不認為自己是伊
核協議的當事方，因此，以色列的官方
立場是不受任何形式約束。
2021 年早些時候，以色列駐美國大
使吉拉德· 埃爾丹警告說，如果拜登政府

重返《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華盛頓和
特拉維夫將在伊朗政策上持不同立場。
以色列要求任何新協議都應限制伊
朗的導彈計劃，並限制伊朗對該地區國
家——特別是伊拉克、黎巴嫩和敘利亞
的“幹涉”。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認為，重新遵
守核協議的條款將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因為伊核協議阻止了伊朗對其軍事核
能力的發展。
自一年多前總統競選開始以來，拜
登已承諾重返前總統特朗普政府於 2018
年退出的伊核協議。
報道指出，美國和以色列雙方因對
方的立場而互相受挫，而且雙方之間缺
乏信任、協調和透明。鑒於此，以色列
和美國組建了一個聯合工作組，以互相
協調。該工作組於 4 月 13 日召開了雙邊
國家安全顧問級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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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近 300 印度移民確診
專家籲加強變異病毒監控

核協議的願望，不會成功。
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當被問及以
色列代表團的此次訪問是否有可能改變
美國政府恢復伊核協議立場時，白宮女
發言人普薩基回答說，“不能”。
普薩基談及華盛頓告知了以色列與
伊核協議有關談判進程的情況。
盡管普薩基發表了聲明，但以色列
前官員多爾· 戈德表示，以色列與美國共
享有關伊朗的所有相關情報信息，都非
常重要，並對與伊朗談判有關的問題進
行了闡述。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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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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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外長同意加強合作制中 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今天同意，將加強合作處
理中國相關議題，他們並重申維持台海穩定
及和平的重要性。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會談今天起
在英國倫敦舉行 3 天，茂木敏充及布林肯在會
前先行舉行會談。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二次面
對面會談。
共同社報導，日本外務省表示，雙方在
會中確認兩國將 「強烈反對」中國片面以武
力改變東海及南海現狀的任何企圖。美日領

袖上月在華盛頓峰會曾作此承諾。
兩人同意維持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
，以及鑑於中國經濟崛起，有必要與價值觀
相同的國家建立穩固供應鏈。雙方也都對新
疆維吾爾族的人權情況表示擔憂。
雙方並重申將緊密合作，以期依照聯合
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的決議達成
讓北韓完全非核化的目標。
兩人也討論緬甸情勢，重申兩國將繼續
呼籲緬甸軍方停止暴力，並與東南亞國家協
會（ASEAN）加強協調。

中美地緣政治角力持續升級。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中國對內打
壓自由，對外更咄咄逼人，美國完全有理由
和責任站出來抵抗中國相關行動。但他強調
，中美軍事對抗不符合兩國利益，且拜登政
府也不想圍堵中國，而是要 「捍衛國際秩序
」。布林肯還提到，中國已擁有全球規模最
大的海軍， 「
可用來侵犯台灣」。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
60 分鐘」
節目 2 日播出布林肯的專訪，話題大多圍繞美
中關係。布林肯在訪談中表示，中國是美國
外交政策上最大的挑戰，美國的目的不是要
圍堵、遏制或阻擋中國，只是 「中國有軍事
、經濟及外交能力，能夠挑戰以規則為本的
國際秩序，而美國會挺身對抗任何挑戰這個
秩序的國家」。
布林肯認為，美中關係之所以陷入低谷
，問題正是出在中國本身。近年來， 「我們
看到中國在國內採取更多行動來打壓自由，
在境外也表現得更具侵略性」，因為北京相
信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為 「
世界霸主」。
針對台灣問題，布林肯提到，中共解放
軍戰機頻繁進入西太平洋，又增派軍艦到南
海巡航， 「中國已有世上規模最大的海軍，

可以用來侵犯台灣」。
布林肯重申，根據《台灣關係法》，美
方承諾協助維持台灣防禦能力，並確保區域
和平與安全。當他被問及華府是否正走向與
北京軍事對抗，他回應： 「如果走到這一步
，或是朝這方向發展，都將嚴重違背美中雙
方的利益」。
布氏還透露，拜登總統最擔心中方竊取
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商業機密及智慧財產權，
「這類行為象徵有人企圖以不公平且敵對的
方式進行競爭」，因此美國會聯合 「理念相
近與同受侵害的國家，一起向北京喊話 『不
可以這麼做、不允許這麼做』，這樣會更有
力量，效果也會更好」。
在訪問中，布林肯也不忘再度指控北京
在新疆和香港打壓人權。他強調， 「我們已
明確表態，觀察到新疆維吾爾族人面臨種族
滅絕」，但中美無法完全斷絕往來，兩國關
係有對抗性、競爭性，還有合作性，處理人
權問題時也應考慮兩國的複雜關係。
展望未來，布林肯表示，中國的所作所
為將會對其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它若面對來
自世界廣大地區的責難時，發展經濟將會愈
來愈困難。

布林肯：中國海軍規模全球最大 足以犯台

蓋茲白板條列婚姻利弊 梅琳達覺得沒望了

Fed官員：今年美國經濟可能成長7％

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官員今天表示，美國
經濟今年會從疫情後復甦，成長可能達 7%，是
1980 年代初期以來速度最快。
法新社報導，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威廉斯
（John Williams）在演說中表示： 「
經濟經歷有記
憶以來最艱困的時期，度過疫情特別嚴峻的冬天
，經濟深受其害之後，這是個讓人樂見的進展。
」
他警告不要 「過度反應」今年經濟復甦造成
的價格飆漲，並預測 2022 年通膨會回到聯準會的

2%目標。
威 廉 斯 在 這 場 對 「女 性 住 房 與 金 融 」
（Women in Housing and Finance）年會發表的演
說中表示： 「我看好經濟現在會朝正確的方向前
進，但要達到強健與全面的經濟復甦，我們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他還說，要有更強勁的就業成
長，才能達成經濟復甦。
他稱讚聯準會包括利率趨近於零等振興政策
對經濟帶來正面影響，讓美國人得以買房與高價
商品。

在 微 軟 （Microsoft） 創 辦 人 比 爾 蓋 茲 （Bill
Gates）投下震撼彈，宣布離婚前兩年，妻子梅琳
達曾在網飛（Netflix）的 3 集系列紀錄片 「
蓋茲之
道：疑難解法」（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中提及，他曾清楚在白板上列出婚姻的利
弊。
而梅琳達發現，兩人的關係困難到 「難以置
信」。據娛樂新聞網站 TMZ 報導，離婚是女方提
出的。事實上，梅琳達認為，兩人的婚姻已 「無
可挽回地破裂」。
據《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和《太陽
報》（THE SUN）3 日報導，現年 56 歲的梅琳達
2019 年提及，她在加入微軟擔任產品經理 4 個月
後，1987 年和蓋茲在一場員工餐會上相識，兩人
經過 1 年約會後，面臨是否要繼續交往下去的十
字路口。
梅琳達當時在紀錄片中說，有一天她走進比
爾蓋茲的臥房時，發現他正在白板上列清單，分
析結婚的利弊。 「關於要不要結婚，他得做決定
。」
另一方面，65 歲的比爾蓋茲則說明，他很認

真看待婚姻。 「你們知道，我們很喜歡對方，而
當時只有兩個可能，我們不是分手，就是結婚。
」而他想結婚，但不知道是不是真能投入，又同
時經營微軟。
最後兩人 1994 年在夏威夷結婚，當時比爾蓋
茲 38 歲，而梅琳達則是 29 歲。兩年後，梅琳達離
開微軟，專心組織家庭，後來他們育有 3 名子女
，分別是 25 歲的大女兒珍妮佛（Jennifer），21 歲
的兒子羅里（Rory），以及 19 歲的小女兒菲比
（Phoebe）。
比爾蓋茲在紀錄片中說，他和梅琳達是真正
平等的夥伴。 「她很像我，既樂觀，又對科學有
興趣，但她比我善於和人相處。」不過，梅琳達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2019 年兩人慶祝結婚 25 年時
，她透露，兩人的婚姻有時 「困難得難以置信」
。她說，有時會想，還能繼續下去嗎。
梅琳達在紀錄片專訪中回憶道，有一次她很
氣比爾蓋茲，當她忙著要帶 3 個孩子出門時，他
卻沒幫忙，只顧看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書。她告訴媒體，另一半拚命想尋
找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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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 合 報 導 據 日 本 放 送 協 會 (NHK) 報
道 ， 日 本 東 京 都 報 告 新 增 新 冠 確 診 1027
人，是 1 月 28 日以來，當地時隔 3 個月單日
新增確診首次超過千例。
自 3 月中下旬以來，伴隨東京都等地
相繼解除緊急狀態，日本疫情再次出現
反彈。
鑒於疫情現狀，日本政府已經在 4 月 22
日第三次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此次宣言的
適用範圍為東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
庫縣，實施時間為 4 月 25 日至 5 月 11 日。
4 月 29 日，日本的“黃金周”大型連休
在疫情持續蔓延的情況之下拉開了序幕。
雖然多地的人流量較 2020 年有所增加，但
較疫情之前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介紹，今年的
“黃金周”期間，日本國內航線的預約人
數約為 40 萬人，是 2020 年的 7 倍，但卻僅
有 2019 年數據的 4 成。
在鐵路方面，日本鐵路公司(JR)統計，截
至當地時間4月29日上午10時，日本各地新
幹線普通席位的乘車率最高也只有60%。
一名在東京車站等車的乘客表示，在
政府要求盡量不旅之際還出行，自己對此感
到很不好意思，“但因為母親一個人在老家
，很擔心，最後還是決定回家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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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時隔 3 個月日增確診再破千

“黃金周”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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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勞工部消息稱，新冠肺炎疫
情對柬埔寨成衣和制鞋業造成重創，目前全國15%新
冠確診患者為工人，近三成工人正在接受隔離觀察。
柬埔寨勞工部國務秘書興索當天向媒體披露，
截至 26 日，全國共有 206 家工廠發現工人確診感染
新冠肺炎，工人人數多達 1673 人，占全國患者總
數的 15%。其中，金邊市共有 134 家工廠出現疫情
，工人人數為 1598 人。另有多達 17 萬名工人須接
受隔離觀察。
興索指出，首都金邊和幹拉省大金歐市實行“封
城”禁令(4月15日至5月5日)，導致該地區690家工廠
被迫暫停操作，逾10萬名工人失去收入。廠商也可能
因為延期交貨，而受到國際品牌和買家處罰。
興索說，工廠環境、宿舍擁擠和運送工人，都
是導致工廠暴發大規模疫情的因素，目前勞工部正
與雇主和工會討論，以便采取更好的防疫措施。
據知，目前，金邊共有 9 個分區被列入“紅
區 ” ， 部分是工廠和工人集中的區域；此外，幹
拉省安斯努縣近期也發生多家工廠出現疫情。興索
表示，勞工部將實行抗疫新策略，即為“紅區”內
所有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包括工人在內。
成衣和制鞋業是柬埔寨最重要的出口產業，占
商品出口總額的八成，並聘用超過 60 萬名工人。
柬埔寨政府已將工人列入優先接種疫苗人群，並通
過勞工部於 4 月 7 日起，開始為全國工人接種疫苗
，首階段預計將有約 10 萬名工人接種疫苗。

近三成工人隔離
疫 情重創柬埔寨成衣和制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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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因新冠死亡總數突破 20 萬例 國際各界表態支援
連日來，印度疫情不斷惡化，印度 各邦的首席部長商討疫情對策。會上，
除了缺少床位和醫用氧氣瓶 ，對抗
面對著印度疫情每日惡化的現狀，
衛生部 28 日報告稱，該國因新冠死亡病 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負責衛生的成員維 新冠疫情最重要的疫苗在印度很多地區 國際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手，幫助印度
例總數已經突破 20 萬例。
諾德· 保羅預測稱，印度本輪疫情將會持 也處於短缺狀態。
對抗疫情。
續到今年 5 月中旬，屆時每日新增確診
據報道，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衛生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世衛
疫情現狀深陷泥沼
病例數將達到峰值，或可高達 50 萬例。 部長拉傑什· 托普(Rajesh Tope)表示，新 組織正在向印度增加配送醫療設備和物
據印度官方發布的數據，該國每日
冠疫苗供應短缺是該邦目前面臨的最大 資，包括大量制氧機、移動醫院和實驗
新增確診數已經連續 7 天超過 30 萬例，
醫療系統不堪重負
問題。他說：“印度中央政府聲稱要從 室用品。此外，世衛組織宣布已調配
而 在 過 去 的 24 小 時 內 ， 又 有 超 過 36
面對著疫情每日惡化的現狀，印度 5 月 1 日開始擴大接種人群的範圍，然而 2600 余名工作人員幫助印度衛生當局應
萬印度人確診新冠肺炎。此外，印度 醫療系統面臨著極大的壓力，一些地區 如果無法得到疫苗，又該如何開始接種 對疫情。
的 單 日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數 也 連 續 8 天 超 的醫院不堪重負，患者甚至無法得到及 呢？”除了馬哈拉施特拉邦之外，印度
中國駐斯裏蘭卡大使館“推特”賬號
過 2000 例，且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首次 時救治。
拉賈斯坦邦、旁遮普邦等其他 5 個邦也 表示，中國援助印度的 800 臺制氧機已經
突 破 3000 例 。 據 美聯社統計，在過去
據“今日印度”網站 28 日報道稱， 面臨著疫苗短缺問題，並提出了類似的 運 抵 印 度 首 都 德 裏 ， 本 周 內 另 外
的一周內，平均每天有 2000 多名印度人 印度北部城市阿格拉的當地醫院被新冠 質疑。
10000 臺制氧機也將運達該國。同時
死於新冠肺炎。
患者擠滿，醫院不得不張貼告示說明沒
面對這種狀況，馬哈拉施特拉邦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
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蘇米婭· 斯 有床位收治病人的現狀。此外，當地醫 印度國內兩家新冠疫苗制造商直接發信 方一直高度關註印度疫情形勢發展，
瓦米納坦接受采訪時表示，印度目前的 院救治新冠患者急需的醫療物資，尤其 詢問其庫存情況和供應計劃，但一直沒 正就進一步援助與印方保持溝通。
新冠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被嚴重 是醫用氧氣瓶嚴重短缺。醫院在向當地 有收到明確回復。其中一家制造商稱，
印度《金融時報》報道稱，俄
低估”。這意味著當前印度官方統計的 政府反映情況後仍未能解決問題，因此 印度中央政府下達的疫苗禁令要求該機 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已經與五家印度
數據可能並沒有完全反映出該國疫情的 被迫要求前來就醫的新冠患者家屬自備 構在 5 月 20 日前不得自行對外供貨。
主要制造商 簽 署 協 議 ， 每 年 生 產
嚴重程度。
氧氣瓶。據報道，由於缺少氧氣瓶，有
8.5 億 劑 “ 衛 星 V” 新 冠 疫 苗 ， 並
25 日，印度中央政府召集疫情嚴重 8 名新冠患者死於當地同一家醫院。
國際各界支援印度
於今年 5 月 1 日將首批疫苗交付給

印度。
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則宣布取消從印
度訂購的一批疫苗，以使印度可以優先
保證本國疫苗的供應量。
此外，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均
各自發表聲明稱將向印度提供包括供氧
系統、疫苗原料以及治療藥物在內的多
種援助。法國外交部長表示：“援助的
物資旨在應對緊急情況並滿足印度當局
的需求，同時也能夠增強印度醫院治療
病人和對抗疫情的能力。”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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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變種再漏社區
少婦播疫八天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多次受測竟驗不出
美園全棟 40 戶連夜送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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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種新冠病



毒警號一再亮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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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印度抵港並流
燈，3 日出現一宗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入社區 8 天的變種病毒個案。染疫的 28 歲家庭主婦初步對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N501Y 變種病毒呈陽性，早前抵港並完成 21 天酒店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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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兩度接受檢測，但香港的檢測技術不濟，分別檢出為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陰性及不確定，兩度錯失截斷傳播鏈的機會。直至
2 日獲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安排入院覆檢才證實初確，患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者已產生抗體。她居於尖沙咀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美園大廈，整棟樓約 4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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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住戶均須接受 21 天隔離檢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疫。有專家指出，香港“外防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輸入”的防線仍有漏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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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接駁巴士、檢疫酒店等環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節，另外部分檢測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採樣人員的操作亦

家長：
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不到位，採樣拭子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未達鼻腔深層，很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可 能 導 致 “ 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漏”。
● 尖沙咀金巴利道
6969
-71
71A
A 美園大廈有少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 警車入夜後駛到美園大廈外戒備
警車入夜後駛到美園大廈外戒備，
， 隨後
●香港文匯報
婦初確變種病毒，
婦初確變種病毒
，該廈居民 3 日晚深夜撤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有大批檢疫人員到場
有大批檢疫人員到場。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離前往隔離檢疫。
離前往隔離檢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記者
唐文、邵昕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香港新增兩宗確診個案，均為輸入個案，患者分別來自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印尼及俄羅斯，前者是外傭。另有少於 5 宗初步確診，包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括一名印度抵港的28歲家庭主婦，她於上月4日乘搭UK6395航班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4月4日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從印度德里抵港，連同該個案，同一班機累計已有59人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印度的疫情
病徵，若非強制檢測難以找出，可能因此流入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的最後一絲希望。
行蹤：乘搭塔新航空
瀕臨失控，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調查發現，香
社區導致爆發。他呼籲市民若出現呼吸道徵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抵港第二十六天測出
“不確定”
Vistara 由印度德里飛抵
港輸入個案中最少
13 宗涉及印度變種病毒
狀，例如發燒等，應該及時進行檢測，排除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香港（航班UK6395）
該女子在富豪東方酒店接受 21 天檢疫至 4 月 25 日，通過所有
株，因該毒株並無 N501Y 變種病毒的突變，
險；同時建議市民現階段不可放鬆防疫措施，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檢測後即返回尖沙咀金巴利道美園大廈居住，翌日到伊利沙伯醫院
但原有的檢測技術未能有效驗出印度變種病
在人多擁擠的場所要戴好口罩，保持手部衞
球。 檢測結果：－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求診，並於急症室採樣，惟結果“陰性”。
毒，直至最近香港政府才新增快速檢測方式，
生。
根據強制檢測要求，她於4月30日到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抵港後
檢驗輸入個案患者的病毒是否帶有印度變種病
政府日前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部分
第二十六天的檢測，結果為“不確定”，惟職員沒有即時將她送
毒。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建
處所防疫措施，許樹昌認為，現時社區只有零
4 月 25 日
院，相隔兩天（本月 2 日）才安排她入院接受進一步檢測，結果呈
議，政府加強對每宗輸入個案的基因排序工
星個案，暫無必要收緊防疫措施，但一旦有跡
初步陽性，並帶有抗體，顯示她已接近康復。
作，當社區出現爆發時可即時發現由哪宗個案
象顯示疫情在社區出現傳播，便需要即時調
行蹤：富豪東方酒店隔
流入社區，減少現時“斷片”情況的出現。
整。
離檢疫結束，返回尖沙
涉 N501Y 病毒株傳染力強
至於香港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應視
咀美園大廈住所
許樹昌：75%變種病毒無病徵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表示，個案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傳染
乎本月底兩地疫情是否穩定，但港人出發前已
檢測結果：－
性較高，認為必須採取審慎感染控制措施。因此她入住的美園大廈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經接種疫苗，較為“穩陣”，新加坡接種率更
所有樓層約涉 40 個單位的住戶均須接受 21 天強制檢疫，以阻截變
許樹昌指出，75%感染變種病毒的入境者均無
高過香港，相信亦能保障安全。
種病毒擴散風險。
3 日晚 8 時半左右，大批警方機動部隊人員以及身穿保護衣的
衞生署人員，前往尖沙咀金巴利道 71 號美園大廈對開。警員在大
廈外拉起封鎖線並設置圍欄，衞生署人員進入大廈。有市民嘗試從
大廈離開，但被拒絕。有市民想進入大廈，需要先向警方人員登
記。到深夜11時許，大廈居民陸續登上旅遊巴送往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成祖明）東
就要衞生署進行流行病學追蹤。”
袁國勇籲檢視各個環節
涌一名 39 歲菲傭感染變種病毒，其病毒基因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
4 月 26 日
香港政府兩度錯過截斷傳播鏈的機會，使該女子在社區遊走共
排序與首宗在社區確診的印度裔男子百分百吻
蕭傑恒表示，菲傭的傳播途徑有多種可能，包
8 天。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3 日出席醫
合，顯示他們雖然不相識，但存在傳播關係。
括相隔兩三代傳播，社區內可能有潛在個案仍
行蹤：伊利沙伯醫院求診
管局研討會後亦認為，政府必須檢視現行入境防疫措施中涉及的機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的追蹤工作終於出現突破，
未浮現。他強調，及時找出隱形傳播者非常重
檢測結果：陰性
場、接駁巴士及檢疫酒店等環節是否“出事”。此外，檢測承辦商
發現上月 11 日，印度裔男子帶同菲裔女友到
要，否則哪怕只有一宗確診個案，都有可能導
的採樣工序也需重新審視。他批評，部分採樣員的拭子只探入鼻內
訪東涌東薈城，當日該名菲傭也到過該處。情
致社區爆發，由於有理由相信該社交圈子已有
一兩厘米位置，未達深層，因此未必採集到足夠細胞作檢測，很有
侶同日光顧東涌海堤灣畔地下 S 號舖的食肆
傳播鏈，故認同政府要求外傭強制檢測。
可能導致檢測結果出錯，導致個案走漏。
Curry Lounge，衞生防護中心對4月11日在該
4 月 30 日
另外，香港早前出現兩宗變種病毒個案被驗出基因排序幾乎一
兩處逗留人士，發出強制檢測公告。
行蹤：社區檢測中心檢測
致，分別是居於佐敦的印度裔男子，及居於東涌映灣園的菲傭。袁
除了環境感染，專家認為族群圈子有可能
國勇認為，政府應先對患者入住的檢疫酒店進行“追溯性”血清測
存在隱形傳播鏈。印度裔男子及其同住 31 歲
檢測結果：不確定
試，“追返與患者同期入住該酒店的檢疫人士，如果有人已出現抗
女友確診後，衞生防護中心當時未有公布該名
體，就要懷疑他係咪走漏個案，可能他沒有病毒但體內還有抗體殘
女友的族裔背景，但香港政府專家顧問、中大
餘，通過追蹤他們的接觸者，或能找出外傭被傳染的途徑。”
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3 日出席醫管局研
現時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疫情較嚴重國家被禁
討大會後透露，該女子也是菲律賓裔，不排除
5月2日
飛到港 14 天，下周五或會解禁。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她與東涌菲傭有共同社交圈子，相信政府會追
行蹤：入院檢測
何栢良批評，香港的熔斷機制做得太遲，“過往熔斷機制一直沒有
蹤兩名菲籍確診者之間是否存在軌跡重合。
考慮檢疫期間的確診數字 ，只是計算到達機場的有多少是陽性，
檢測結果：病毒和抗體
可能有個案未浮現
才啟動熔斷機制，不夠嚴謹。”
呈陽性
他認為，檢疫酒店設計不同於醫院，走廊設計缺乏通風，無法
他稱：“到底（兩人）樣本（基因）是否
過濾病毒，因此同酒店內的檢疫人士容易互相傳播，他建議增加酒
一樣？機會很高。印度人傳染菲籍女友人，樣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 佐敦的印度裔男子同菲裔女友、東涌的菲
店檢疫人士的病毒檢測次數，在檢疫首周進行多一次檢測，從“上
本都很大機會一樣。問題是他們有無到過共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傭在4月11日都到過東涌東薈城。 資料圖片
游”阻止病毒流入社區。
地方？即兩位菲籍人士有無到過相同地方？這

3日

少婦播疫經過

學者倡加強基因排序減
“斷片”

佐敦情侶東涌菲傭同日到過東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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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警掃蕩四海幫毒品暴力集團 逮12人送辦

（中央社）高市李姓男子當街遭衝撞毆
打，鳳山警分局鎖定四海幫捍衛隊成員吳姓
男子為首的暴力集團，昨天攻堅逮獲 12 人到
案，扣得愷他命、毒咖啡包等，全案依組織
犯罪、殺人未遂等罪送辦。
有鑑於近期國內幫派份子活動頻繁，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長黃明昭今天下午大陣仗召
開記者會指出，市警局針對轄區活動幫派加
強監控，比如鳳山分局 3 月 30 日發現四海幫
海南堂捍衛隊成員組成討債押人暴力集團，
昨天並逮獲主嫌吳男等 12 人；另外，也已鎖
定轄區等數個幫派份子活動，目前仍在查緝
涉案人員到案。
鳳山分局偵查隊長郭家峰說明，偵查隊 3
月 30 日獲報，28 歲李姓男子在路上遭 8 人分

開 4 部車衝撞，李男倒地後，還遭多人下車持
棍棒毆打，幸李男奮力抵抗才未被押上車，
但身上仍有頭部外傷及四肢多處挫擦傷。
警方組成專案小組深入追查，報請高雄
地檢署檢察官指揮，經蒐證鎖定以四海幫捍
衛隊吳男為首的暴力犯罪集團，專案小組昨
天上午 7 時多在楠梓、仁武等地區執行搜索，
霹靂小組並荷槍實彈從 2 樓陽台攻堅入內，壓
制吳男及集團成員等 12 人，並在民宅內扣得
愷他命、毒咖啡包、一粒眠、棍棒等證物。
警方初判，事件起因應是買賣毒品有新
台幣 20 萬元債務糾紛，但雙方否認。全案依
組織犯罪、殺人未遂、妨害秩序、妨害自由
、傷害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移
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中央社）警界風波頻傳，時代力量立
法院黨團今天表示應啟動改革；民進黨前立
委段宜康也呼籲警界應訂定和支援團體的互
動規範。警政署說，將嚴格篩選協勤民力和
肅靖治安。
警界近日發生中壢警方盤查風波、中崙
派出所遭黑衣人闖入、北投分局私自借提人
犯等爭議，引發外界質疑警紀崩壞。時力立
法院黨團今天指出，警政署應制定臨檢指定
場所的標準作業流程（SOP），針對警黑勾
結與滅證疑慮，也呼籲警界應啟動改革以挽
回人民信心。
另，段宜康昨晚也在臉書發文說 「要人
家出錢必然付出代價」，呼籲應將北投分局
事件的傷害轉化為改革動力，訂定警方接受
、運用捐贈，和支援性社團、義務幹部互動
的具體規範。
對此，警政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各
級警察機關依據 「
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規定

，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
動捐贈，例如警友、義警、義交、民防協勤
人員、顧問、志工等各級民力團體，但不得
發起勸募。
同時，應依上述條例第 6 條規定，辦理會
計稽核及公開徵信，以維警譽及官箴。
警政署長陳家欽強調，警察是維護社會
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謝各界長期對警察工作
的支持與付出，未來將持續對於協勤民力成
員嚴格篩選及汰除不適任者，以符合法制規
範及社會期待。
此外，也將持續加強員警教育訓練，要
求恪遵風紀相關規定，並注意執勤技巧及執
法比例原則，以保障人權，確實做好治安維
護工作。
警政署說，對於違法滋擾及脫序案件等
挑戰公權力行為，必將採取主動強勢作為，
嚴查究辦，以展現政府捍衛法治、肅靖治安
的決心。

警界風波頻傳 警政署：嚴審協勤民力成員
鄭文燦接受議會總質詢

桃園市長鄭文燦（
桃園市長鄭文燦
（前排右
前排右）
）4 日接受議會質詢
日接受議會質詢，
，就台海危機表示
就台海危機表示，
，台灣不會在壓力底下放棄民主
，也希望保有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
也希望保有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
，這個基本前提是不能變的
這個基本前提是不能變的，
，台灣人遇到外來的壓力
台灣人遇到外來的壓力，
，反而會更
團結。
團結
。

汪傳浦房產以3201萬元拍出 北檢追回犯罪所得
（中央社）台北地檢署追查拉法葉艦案不法
所得，查扣已故軍火商汪傳浦位於台北市金門街
的房產；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今天受託拍賣，以
3201 萬元賣出。
北檢追查拉法葉艦案不法所得，聲請沒收汪
傳浦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共 9.6 億餘美元，經最高法
院裁定准許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本金 3 億 1253 萬餘
美元確定，本金 1 億 7465 萬 2895.28 美元及孳息部
分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裁中。
北檢在最高法院裁定部分確定後，囑託行政
執行署台北分署拍賣由汪傳浦妻子葉秀貞、4 名子
女繼承的金門街房產。
台北分署表示，汪家房產位於台北市中正區
金門街 34 巷，為面積 74 餘坪（含頂樓增建部分）
的公寓 6 樓，首次拍賣無人投標，今天進行第 2 次
拍賣，以高於底價近 200 萬元的新台幣 3201 萬元
賣出，充分展現政府徹底剝奪犯罪所得，維護社

會公平正義的決心。
汪傳浦原本是法國湯姆笙公司在台代理商，
因涉及海軍上校尹清楓命案、拉法葉艦與幻象戰
機採購弊案，長年潛逃英國。
拉法葉艦案部分，汪傳浦與前海軍上校郭力
恆（已判刑確定並執行完畢）藉軍購案取得鉅額
回扣約 5 億美元，但汪傳浦於 2015 年 1 月病逝英國
，刑事部分已獲判決不受理。
北檢 104 年間已針對郭力恆執行約新台幣 11
億元犯罪所得，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先前執行汪
傳浦的妻子兒女遺產稅欠稅案件，已拍賣汪家不
動產，扣除稅額後，將餘款 2400 萬餘元交由北檢
沒收入庫。
另方面，瑞士司法部 2 月間表示，將歸還先前
查扣台灣與法國拉法葉艦軍購案的部分回扣，近
2.66 億美元，北檢刻與瑞士方面積極洽商。

追諾富特旅館外包商染疫 陳時中
陳時中：
：曾在 B1 共餐

諾富特飯店群聚事件擴大，
諾富特飯店群聚事件擴大
，外包商水電工也染疫
外包商水電工也染疫。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圖）4 日上午受訪表示
日上午受訪表示，
，外包商曾在 B1 樓層共餐
樓層共餐，
，但相關感染可能性還需要釐清
但相關感染可能性還需要釐清。
。

LED路燈採購案涉收賄竹東鎮代主席峨眉鄉長遭訴
（中央社）新竹縣竹東鎮民代表會主席陳昌平與峨眉鄉長王增忠，涉嫌在 LED 路燈採購
案中收回扣，共收取約新台幣 390 萬元賄款，新竹地檢署今天依貪污罪嫌將 2 人起訴。
檢廉調查，業者得知竹東鎮公所在 2017 年間，編列節能路燈汰換工程，計畫汰換水銀路
燈，換裝為 LED 路燈，業者拜會陳昌平，並表示願交付預算金額 1 成行賄。
事後，業者以約 2399 萬餘元得標，陳昌平多次向業者索討回扣，業者用紙袋裝現金 240
萬元支付，後來擴充預算 600 萬元，陳昌平再向業者索取賄款約 60 萬元。
此外，峨眉鄉公所也有汰換水銀路燈，換裝為 LED 路燈採購需求，業者請陳昌平協助向
王增忠轉達，護航配合廠商取得相關標案，願意交付預算金額 15%向 2 人行賄。
後來，業者以 647 萬餘元得標，事後交付 90 萬元賄款給陳昌平後，並與王增忠分款。
檢方表示，針對竹東鎮 LED 節能路燈汰換計畫及後續擴充案，陳昌平行為涉犯貪污治罪
條例的公務員關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嫌，犯罪所得約 300 萬元，將建請法院依法宣告沒收
。
在峨眉鄉 LED 路燈案，檢方指出，陳昌平、王增忠所為，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違背職務
行為收受賄賂罪嫌，2 人犯罪所得共 90 萬元，也建請法院依法宣告沒收。

中山分局說明新生北路餐廳滋擾案

台北市新生北路一家餐廳 2 樓櫃台前
樓櫃台前，
，3 日晚間突遭 2 名男子丟擲大量蟑螂後離去
名男子丟擲大量蟑螂後離去，
，中山分局副
分局長余永廉（圖）4 日上午在中山分局受訪表示
分局長余永廉（
日上午在中山分局受訪表示，
，專案小組已分析
專案小組已分析、
、清查各項線索
清查各項線索，
，鎖定特定犯嫌
，全力追緝中
全力追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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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歷史銀行低利率導致大量資金到股市和房市
現在房市貸款利率處於歷史新低房價將繼續上漲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2020 年新冠疫情讓全球經濟經歷了
幾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病毒傳播導致商家關閉和高失業率，尤
其傷害著經濟鏈條低端的人們；但美國股票市場令人難以置信的
表現，房地產市場蓬勃興盛。專家認為，2021 年美國經濟可望走
出疫情陰影，重現連續數年的大繁榮。當前銀行的利息處於歷史
低位，房屋抵押貸款再次下降，導致人們將錢從銀行帶至投資股
票和房屋市場，從而帶動了股票和房屋價格的上漲。 在休斯頓
，人們瘋狂地急於購買房屋，以使房屋市場成為賣方市場。
拜登總統上任不久公佈了高達 1.9 萬億的新經濟刺激計劃，
內容包括給個人再發放 1400 美元補助金、延長失業補助至 9 月以
及將聯邦額外失業補助提高至每週 400 美元等。這些紓困資金對
促進經濟流動起了巨大的作用，“這些資金幫助了一些小商家維
持經營，人們把多餘的錢進行消費和投資，這也是為什麼去年股
票持續高走的原因。

現在的貸款利率處於歷史新低，節省了美國政府應付給各種
債務人的大量利息，這就合理化了政府的巨大經濟救助。拜登政
府將會通過提高稅收的手段來增加政府收入。拜登提議將企業稅
率從 21%提高至 28%，個人最高稅率從 36%提高至 39%，並對超
出 40 萬美元的部分工資徵收 12.4%的社會保障薪酬稅，但承諾不
對年收入 40 萬美元以下家庭增稅。華盛頓智庫稅務政策中心和
美國企業研究所對拜登方案的最新估算，將增稅、減稅的部分都
計算在內，十多年可以多徵收 2 萬億至 3 萬億美元的稅款。提高
企業稅收的主要反對論點是它可能削弱美國綜合競爭力，企業在
高稅率下將遷出美國，搬去較低稅率的國家。給窮人發錢緩解眼
下的危機，更重要的應該是幫助他們找到工作，這才是長期對經
濟有利的。
美聯儲表示將在未來兩年持續保持低息，這讓債券的投資資
金轉向股市。但現在股市整體的市盈率在 33%， 通常市盈率在

15-20%之間。未來幾年股市依然高走，到達不能承受的高位時
將會泡沫破滅。兩年後利息上調， 將導致股票價格下降，股市
裡的資金可能會有部分流入新興市場， 另一部分被房市吸收。
2021 年的房市，由於新資金流入和大城市內住宅供不應求，
未來兩到三年， 房地產交易將保持活躍，房價這兩年將持續上
漲。由於現在房貸利率降至不到 3%，這讓年輕人更願意買房，
因為房貸比租金便宜。所以房價在接下來一兩年會上漲。但如果
房價過高，同樣將導致資產泡沫，可能重演 2008 年的危機。持
續的低利息，經濟刺激計劃放出的大量資金，最終會吸引人們以
有形資產，比如房產的形式投資。接下來幾年人們也將持續對獨
棟房有高需求。對於有資金的人，現在的低利率是購房的好時機
，而市面上房源很有限，所以供不應求，房價上漲。

光鹽社5月15日星期六COVID-19疫苗免費現場接種活動 達福急難救助協會 蔣學聖詳說失智症
（本報訊）為了方便社區居民接
種新冠疫苗，共同守護社區健康，由
殷正男醫師診所，華人聖經教會，光
鹽社，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華裔護理協
會，聯合舉辦的疫苗免費接種活動將
於 5 月 15 日週六在華人聖經教會停車
場舉辦。本次活動針對 16 歲及以上
人群，將採取不下車的現場接種方式
，接種疫苗為輝瑞和莫德納疫苗，歡
迎有需要的各位通過以下方式進行註
冊報名。
為什麼要接種 COVID-19 疫苗?
答案是: 可以產生保護力, 減少感染,
嚴重症狀及死亡的發生。當群體中大

多數的人都接種了疫苗， 將可以大
幅降低 COVID-19 的傳播，達到群
體免疫。使疫情早日結束，讓大家回
復正常生活。
· 活動時間：5 月 15 日， 星期六，
9am-2pm
· 活動地址：華人聖經教會停車場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中華文化中心斜對
面）
·報名方式：
·1. 網絡報名：http://3t7.net/bikqz
·2. 掃碼報名
· 3. 電 話 報 名 ： 光 鹽 社
713-988-4724 或 832-206-3429
·註冊後會收到確認郵件或信息，
請您根據確認信息上的時間攜帶您
的駕照和保險卡前往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將採取不下車的接種方
式，請您注意個人防護，佩戴口罩
，坐在車裡等待現場人員的協調調
度。
*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殷正男，醫學
博士。從事家庭醫學已有 25 年以上
。他是美國家庭醫學委員會的董事
會認證初級保健醫師。尹博士醫學
教育涵蓋各種醫學專業，包括病理
學碩士學位和皮膚病學博士學位，

以及多年的急診醫學經驗。
* 華人聖經教會，建立於 30 年前，位
於休斯頓中國城的中心。其願景是在
中國城社區內為新移民帶來主耶穌的
愛和救恩。
* 光鹽社，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自
2014 年開始為政府指定授權的協助
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
的機構，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康委
員 會 （TEXAS HUMAN AND
HEALTH SERVICES）指定的社區合
作機構，有多名州政府認證的 MEDICAID/CHIP 導航員。
*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HEAL)
成立於 1989 年。宗旨是提供健康教
育和健康培訓、為休士頓社區民眾服
務提高民眾的健康意識。休士頓亞裔
健康教育協會領導眾多休士頓的社團
和贊助共同主辦每年一次的全僑健康
日大型活動。為休士頓社區居民免費
提供全面的各項身體檢查、醫學教育
講和健康培訓。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成立於 1987 年、
為立法登記的非營利社團。以聯合僑
居休士頓年長華人發揚互助精神、敦
睦友誼、自助助人、自娛娛人、團
結 合作、共謀促進高齡僑胞福利、
及提高生活情趣與品質為宗旨。

（本報訊）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 5 月 1 日舉辦 「如何診斷治療照顧
看護失智症患者健康視訊講座」邀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蔣學聖醫師主講，
吸引一百多位來自全球的僑胞熱情參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
芳、副主任楊容清應邀參加；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當日
因另有要公，特事先錄影致意，
羅復文致詞感謝急難救助協會
對僑界及旅外國人服務的成果及心
力，並表示失智問題不僅是個人家
庭問題也是社會國家的一個問題，
大家都需要面對。陳奕芳致詞感謝
協會屢次對旅外國人遭遇困難時伸
出援手，同時提醒美南僑胞疫情期
間注意健康。急難救助協會會長孟
蔣學聖醫師再次擔任講座，
蔣學聖醫師再次擔任講座
， 解析失智 敏寬希透過此次講座，讓僑胞用正
症來龍去脈
面的態度去認識瞭解接受面對失智
，如此，人人才可以在有明確認知
的情況下，去規劃我們自己的生活
。
蔣學聖深入淺出向與會者介紹
什麼是失智症？失智症有哪些徵兆
？如何診斷、治療及居家照護失智
症患者所需要有的心態，及如何預
防失智症，失智症是一個到目前為
止醫學界都無法全然治癒的病症，
透過此次座談，讓民眾對失智症有
更近一步的認識。會後民眾提問踴
躍，均表獲益良多。
羅復文致詞感謝救助協會服務旅外國人

已經打了第一針？
接種第二劑COVID-19疫苗之前
您需要了解的8件事

1

您的副作用很可能會更強烈

5

2

您應該在接種前避免吃止痛藥

6

您應該暫時避免所有其他疫苗

3

兩劑疫苗之間的間隔不用很精確

7

不會立即產生完全免疫

4

您的兩劑疫苗都應該來自
相同的製造商

8

您仍需要戴口罩

儘管許多人報告說第二支疫苗可能會有很強烈
反應，但好消息是，資料顯示年長者不太可能
出現強烈的疫苗反應。
在接種之前先吃止痛藥可能削弱疫苗的有效性。
輝瑞 (Pfizer) 的兩劑疫苗的間隔應該為21天；而莫德
納 (Moderna) 疫苗，則28 天。但是，如果錯過了，
也可以在第一劑疫苗後的6週內接種第二劑。

莫德納 (Moderna) 和輝瑞 (Pfizer) 疫苗不可互換，
也不可與其他 COVID-19 疫苗產品互換。

注射的部位出現皮疹不能成為您
跳過第二劑的理由

在第一劑疫苗後於注射部位出現皮疹並不妨礙
您接種第二劑。
在兩劑疫苗之前和之後兩週避免其他免疫接種。
在第二劑疫苗後，您的身體需要兩週時間形成
對病毒的完全防護。
在公共場合應繼續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
其中一個原因是，即使您已經接種了疫苗，
您仍有小概率會感染生病。

AARP樂齡會致力為50歲或以上族群及其家人提供可靠的COVID-19資源和資訊，
從而保護美國華裔族群的健康。

了解更多關於接種COVID-19疫苗的資訊，
請上網 chinese.aarp.org/vaccine
或致電中文熱線 888-832-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