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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 美槍擊凶殺案激增
（中央社）美國 2019 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防疫措施
鬆綁之際，這一年來的槍擊謀殺
案件激增現象並未緩解，上個週
末槍擊傷亡人數就達數十人。
以槍擊居多的凶殺案件數量
，去年寫下年增 30%的史上新高
，並以目前情況估計，今年會比
去年增加 20%至 25%。
專家表示，美國幾乎每個主
要城市都有大規模殺戮案件，數
量一直在增加，並沒有單一理由
可解釋此現象；而在疫情消褪之
際，也不能期望案件數量會大幅
減少。
地方媒體統計，單單在芝加
哥一個城市，週末就有 12 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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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43 傷。而紐約則約有 30 人受
槍擊，其中 1 人死亡；這情況大
部分是因為幫派鬥爭、在酒吧與
派對中吵架，死傷的也包括無辜
旁觀者。
專家說，今年全美很可能超
越去年寫下的 2 萬多件謀殺案紀
錄，這是自 1995 年來最高。
去年謀殺案激增趨勢變明顯
時，許多人認為與疫情封鎖下，
民眾關在家裡，以及數百萬人丟
掉工作有關。
此外，也有人認定與槍枝，
氾濫程度加劇有關。根據 「華盛
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估
計，2020 年售出的槍枝數量達約
2300 萬支。

諮 詢 公 司 AH 數 據 解 析
（AH Datalytics） 共 同 創 辦 人 暨
犯罪學家艾薛爾（Jeff Asher）表
示，COVID-19 疫情，加上 2020
年 5 月非裔男子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 遭 白 人 警 察 以
膝壓頸窒息而亡及其他非裔事件
引發了全國反警示威潮，再混合
其他因素，都是凶殺死亡激增的
原因。
艾薛爾說，然後又有各種經
濟壓力源，基本上，人人都在壓
力底下，人手一把槍 ，加上警察
公權力喪失等，所有因素夾雜一
起，造就了美國近代史上謀殺死
亡人數最多的 9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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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在強力反彈中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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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五十七萬國人在新
冠病毒之死亡後，今天美國的
經濟正走向強勁之復甦，但是
要達到疫情前的水平，還有漫
長的路程。
根據摩狄經済報告，全國
經濟已經重返百分之九十，但
是剩下的百分之十將是㘯硬仗
，截至目前為止，比照 2020 年
二月份前全美仍有八百萬人失
業，失業率仍在百分之六點一
。
由于利息低，全國地產尤
其是住宅非常火爆，零售地產
經紀及醫療人員十分搶手，對
於低收入者，他們寧願拿政府

救濟留在家中也不願回到職场
。
支撐美國經濟之主要力量
来自於國民消費，近月來疫情
得到控制，大家在旅遊娛樂及
餐飲上之支出大幅增加，但是
許多原物料之漲價，也造成通
貨膨脹，如果中央銀行因此而
加息，將會對經濟造成損害。
我們喜見全國經濟走在正
確之道路上，大家逐漸走出之
病毒之陰霾，我們更是贊成拜
登政府在全國基礎建設方面得
加把勁，共和黨人士更應該體
認國家之艱難，共同來為國家
未來之前途来努力。

The U.S. Economy
Is Coming Back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port,
the U.S. economy is on the
cusp of a full recovery. It
showed that it is 90% of the way
back from where it was before
the pandemic began over a
year ago.
The nation still has a million
fewer jobs compared to before
the pandemic. In the same time
a lot of employers say they can
’t find the workers they need.
As April 2021 America was still
short 8.2 million jobs compared
with February 2020.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day the healthcare, retail and
real estate job postings are
going through the roof. Low
interest rates are being fueled

by a housing boom across the
nation.
While the economy is driven by
consumers as they are
spending money again on
restaurants and travel, the rising
cost of raw materials will
continue fueling inflation.
We are so glad the recovery is
on the way. We as the people
have just been suffering so
much for such a long time.
We still want to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ny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ey still need
some help to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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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累計新冠確診逾 38 萬例
疫情若反彈將區域性封鎖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步擴大。
24 小時希臘新增 2812 例新冠病毒肺炎患
根據官方統計的數據，截至 5 月 17
者，目前累計確診 381266 例。新增死亡 日希臘已總共接種了超過 437.7 萬劑新冠
63 例，累計死亡 11534 例。
疫苗。281.7 萬人已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 161.5 萬人已經完成了兩劑疫苗的接
【疫情如果反彈，將引發區域性封 種。
鎖】
目 前 ， 希 臘 全 境 共 有 1515 個 疫 苗
5 月 17 日，希臘衛生部負責初級保 接種中心已經啟用，隨著疫苗接種計
健的秘書長馬裏奧斯· 米斯托克利表示， 劃的推進，隨後還將通過與私立機構
從 5 月 21 日起，除了目前正在使用的阿 合作再建立 300 個疫苗接種中心。預計
斯利康疫苗之外，年齡在 40 至 44 歲年齡 到本月底，希臘接種疫苗的人數將達到
組的人士將可以預約輝瑞、莫德納和強 550 萬人。
生疫苗。之後隨著更多疫苗的到來，不
此外，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和
同年齡組人士可選的疫苗種類也將進一 內政部長福瑞迪斯在 18 日發布的一份聯

治療不規範

馬拉多納醫療團隊 7 人被控過失殺人罪
綜合報導 阿根廷球星馬拉多納死亡案中，其醫療團隊中的 7 名人員
被控過失殺人罪。
當地時間 19 日，檢察官指控馬拉多納醫療團隊的兩名負責人——神
經外科醫生萊奧波多· 盧克和精神病醫生阿古斯蒂娜· 科薩克夫，以及其
他五名醫療專業人員犯有過失殺人罪。如果被定罪，他們恐面臨 8 至 25
年的不等刑期。
另據法新社報道，調查馬拉多納死因的專家小組認定，這位足球巨
星並未獲得充分醫療照顧，去世前經歷了一段“漫長而痛苦的時期”。
2020 年 11 月 25 日，馬拉多納心臟驟停搶救無效在家中去世，享年
60 歲。而就在幾周前，他被發現患有硬膜下血腫，在接受手術治療後迅
速出院。
據報道，這些被告被禁止離境，並將在 5 月 31 日至 6 月 14 日期間接
受調查法官的審問。
檢察官認為，馬拉多納的醫生玩忽職守，這使馬拉多納的健康狀況
惡化，最終導致其死亡。
檢察官獲得的一系列信息和音頻顯示，醫療團隊知道馬拉多納在生
命的最後幾個月裏，飲酒、使用鎮靜藥物和大麻。在報告的結論中，專
家小組說馬拉多納生命存在風險的跡象卻被忽略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
周，馬拉多納的治療“被缺陷和不規範所困擾”。

【雅典發現新變異病毒？專家：保
持監測】
近日有多家媒體報道稱，在雅典市
中心發現了一種新的新冠變異病毒，這
引發了專家們的擔憂。對於人們的擔憂
，雅典大學流行病學助理教授基卡斯· 馬
約基尼斯 18 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截
至目前，新冠病毒既沒有發生希臘突變
，也沒有發生雅典突變。”他指出，媒
體報道中的病毒，似乎是 2 月就在希臘
出現的、尼日利亞最早報告的變異病毒
的一個變種。
不過，馬約基尼斯強調說，專家們
正在對這一特殊的變異病毒進行研究，
因為越來越多的病例已經感染了這一病
毒。他指出，希臘已經有大約 1000 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感染了該病毒變種。但
是，這些病例不是通過隨機抽樣發現的
，而是通過對目標群體進行檢測時發現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瑪麗
亞· 西奧多杜在 17 日舉行的疫情通報會
上說，變異新冠病毒的話題確實引發了
人們的關註，她說：“遺傳學家和傳染
病專家將會密切對這一病毒保持監測，
記錄其演變過程。”
雅典大學醫學教授薩諾斯· 迪莫普洛
斯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數據
表明目前疫苗的有效性存在任何問題。
但我們確實清楚，變異病毒有著更高的
傳播能力，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為更大比
例的人口接種疫苗才能實現群體免疫。”
此外，希臘頂級流行病學家索迪裏
斯· 齊奧德拉斯(Sotiris Tsiodras)在 15 日出
席第 20 屆泛希臘傳染病大會時指出，希
臘必須重視各類病毒突變。因為，病毒
突變會讓病毒的傳染性和致病性增加，
公共衛生措施、病毒檢測、藥物和疫苗
的有效性也有可能隨之降低。

加拿大安大略省疫情出現好轉趨勢
宣布三步重啟計劃
綜合報導 隨著疫情出現受控趨勢，
作為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同時也是新冠
疫情最嚴重的省份之一，安大略省省政府
5 月 20 日公布了重新開放的三步計劃。
該省重新開放的每一步將持續至少 21
天，若屆時達到一定的疫苗接種比例，且
其他公共衛生指標走勢良好，則可進入下
一步。
第一步需實現 60%的成年人接種至少
一劑疫苗。這一階段可在低風險區域恢復
聚集人數有限的戶外活動，有限度開放零
售業。
第二步需達到 70%的成年人接種至少
一劑疫苗，20%的人接種兩劑。這一階段
的戶外活動將進一步放開，並有限度恢復
室內公共服務。
第三步需實現 70%至 80%的成年人接
種至少一劑疫苗，25%的人接種兩劑。屆
時各類室內公共環境將進一步放開。
但在正式邁入第一步之前，該省將
從 5 月 22 日開始有限度地重新開放戶外
休閑娛樂設施，譬如高爾夫球場、足球

場、籃球場等，
但不允許開展戶
外運動或休閑課
程。戶外人群聚
集不可超過 5 人
。各中小學校將
繼續上網課。
目前該省實
施的“居家令”
仍然有效，並將
持續至 6 月 2 日。
安大略省省長
道格· 福特表示，
由於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入住重癥監護
病房(ICU)和住院患者數量趨穩，該省的境
況正逐漸改善，因而可以緩慢且慎重地重
新開放。
安大略省目前累計報告病例 51.7 萬
例 ， 約 占 全 國 總 病 例 數 的 38.4% ， 居 於
榜 首 。 官 方 數 據 顯 示 ， 該 省 逾 58.5% 的
18 歲以上人士已註射第一劑新冠疫苗。
但在與安大略省相鄰的曼尼托巴省

，目前疫情仍處於上升期。該省 5 月 20
日報告新增病例 603 例，創下該省單日
新增峰值紀錄。曼尼托巴省的重癥監護
病房已經飽和，並不得不開始向安大略
省轉送重癥患者。該省宣布繼續收緊防
疫限製措施，禁止民眾與同一住所之外
的人士在戶外聚會。曼尼托巴省省長批
評人們不能團結抗疫，因而需要忍受更
長時間的痛苦。

英國政府更新簽證政策 滿足條件可申請延期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
政府更新了簽證申請和延期政
策，部分簽證可以延期兩年，
以解決封城導致公司人手短缺
，因為斷航無法離境而簽證快
到期等問題。

針對不同的人群，英國政
府推出了不同的簽證延期福利
政策。申請人可包括在英工作
人員、留學生、創業者、海外
旅客、海外英國公民等。
想要申請延期需滿足條件：

想離開英國，但一直沒法成行；
持有的簽證將於2021年6月30日
前到期；簽證到期前無法離境英
國，可以要求延長在英居留時間
，這稱為“額外擔保”。
申請時需提供的信息包括：
通 過 電 子 郵 件 cihassuranceteam@homeoffice.gov.uk 申 請 簽
證延期，並在郵件裏附上全名
、出生日期、國籍、GWF 或任
何其他編號、簽證類型、簽證
有效期、申請理由、航班或其
他能證明你不能離開的理由的
資料。
郵件需要用“請求擔保”
作為標題。一定在郵件裏附上
文件證明目前不能離開英國，
必須申請延期簽證，比如，因
為不能買到在簽證到期前離開

英國的航班，就需要提交一份
已購機票證明（起飛日期在原
簽證到期日之後）；因為感染
新冠病毒而不能離開英國，就
需要提交新冠病毒陽性檢測結
果的證明。
要註意的是，不同的簽證
持有者能延長的有效期和福利
不同。
持有 Tier 1 Visa 企業家簽
證的如簽證延期申請成功，可
延長合法在英居留時間兩年。
持 Start-up Visa 創 業 簽 證 的 可
延長合法在英居留時間一年。
此外，持有 Work Visa 工
作簽證、T4 Visa 國際留學生簽
證的人也可以提交簽證延期申
請。具體要求等信息可在英國
政府網站上進行查詢。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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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和衛生部發布《關於新冠疫苗接種第
一份國家報告》指出，接種新冠疫苗的群體在註射後的兩周感染病毒、
住院和死亡的風險均有所降低。
報告還表示，接種疫苗 35 天之後，無論性別年齡，接種者的感染率
已降低 80%，住院率降低 90%，死亡率降低 95%。
意大利民防部 15 日報告，該國累計確診病例達 4153374 例，死亡
124063 例。意大利紅十字會向媒體通報，從 5 月 15 日開始，任何人都可
以在佛羅倫薩聖母瑪利亞火車站紅十字會流動醫療點接受免費核酸檢
測。紅十字會的宗旨在於使所有人、特別是弱勢群體有機會進行病毒測
試，保障旅行安全。
目前，意大利紅十字會已在米蘭中央火車站和羅馬中心火車站開展
此項服務，醫療點將持續到今年 9 月，項目費用來自歐洲衛生食品安全
委員會對意大利紅十字會的撥款，紅十字會醫療點每天消耗多達 3000 支
拭子。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科斯塔表示，必須根據疫情數據做出常識性的
推理，隨著疫苗接種數量越來越多，疫情狀況逐步改善，將有一個更加
自由的 8 月，人們有可能在戶外摘掉口罩。
意大利貝盧諾法院日前駁回了該地區 8 名養老院護理工拒絕施打疫
苗上訴案。這 8 名養老院護理員要求法院承認他們沒有接種疫苗的義務
，取消養老院因他們不接種疫苗而發布的停職決定。法院裁定，8 名養
老院護理工要麼接種新冠疫苗，要麼更換一份工作，接種新冠疫苗是醫
療工作者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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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累計確診新冠超 415 萬例
發布疫苗接種報告

合聲明中說，政府將啟動進一步加強國
家衛生系統建設的措施，包括雇傭 4000
名永久合同的護士，在新冠大流行期間
為抗擊疫情提供過幫助的護士將被列為
優先錄用對象。聲明還強調，支持衛生
機構的建設和發展一直是政府工作的優
先事項。
另一方面，希臘政府 17 日暗示，如
果現行的防疫措施得不到遵守導致疫情
反彈，政府將會考慮啟動區域性的封鎖
計劃。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說，希臘
在重啟的道路上經不起任何的“折騰”
，為了確保社會和經濟生活能夠順利恢
復，不排除會根據實際情況采取額外措
施，甚至地方性的封鎖。
希臘警方已經加強了對於防疫措施
遵守的檢查力度。根據希臘警察局 17 日
發布的報告，14 日到 16 日，警察對餐飲
企業進行的檢查中共記錄了 780 多次違
規行為並逮捕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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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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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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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與埃及總統通話談鞏固以巴停火及援助加薩
埃及總統府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致
電埃及總統塞西，談到鞏固以色列與巴勒斯
坦武裝組織哈瑪斯在加薩地區的停火協議、
對加薩的緊急人道援助，以及協助當地重建
的國際行動。
以色列與控制加薩地區（Gaza）的哈瑪
斯（Hamas）本月稍早激戰 11 天，造成近 250
人喪生，埃及居中斡旋，促使以巴雙方 20 日
達成停火協議。埃及總統府在聲明中表示，
拜登與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在電話中
還談到恢復以巴和平進程的方式。
埃及總統府聲明提到，拜登明確表態說
，美國決心致力於恢復巴勒斯坦自治區的平
靜和原狀，並與所有國際夥伴協調，支持巴
勒斯坦當局及重建工作。
在美國方面，白宮透過聲明表示，拜登
在電話中感謝埃及為了終止以巴衝突所做的
「
成功外交，以及與美國的協調」。
白宮還稱，拜登與塞西也討論到向加薩
提供人道援助、支援重建工作的迫切需求，
「採取讓當地人民而非哈瑪斯受益的方式」

。

路透社報導，這是拜登與塞西近日第 2 度
為以巴衝突通電話，但這次通話內容擴及雙
邊關係和一些區域議題，包括利比亞和伊拉
克。
此外，拜登與塞西還就衣索比亞的文藝
復 興 大 壩 （Grand Renaissance Dam） 爭 議 交
換了意見。埃及總統府表示，衣索比亞在青
尼羅河（Blue Nile）上建造這座大壩，埃及
視之為存亡威脅。
蘇丹與埃及位於青尼羅河中下游。蘇丹
也關切這座大壩的安全，擔心國內水壩及供
水站的水流受影響。
白宮表示，拜登 「承認埃及對於取得青
尼羅河河水的擔憂，並強調，達成符合埃及
、蘇丹、衣索比亞合理需求的外交解決方案
，也攸關美國利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
晚啟程赴中東訪問，也將前往北非的埃及開
羅會晤塞西。

美空軍縮減機隊 部分F-35恐倒大楣 疫情減緩紐約洛杉磯準備完全恢復到校上課

據《軍事網》（Military.com）24 日報導
，美國空軍戰略，整合與需求副參謀長海諾
特（Clinton Hinote）說，這些較舊型的 F-35
可能會直接退役，而不是接受昂貴的升級，
以因應未來的衝突。 「這目前不在我們的計
畫內，但那將會是我們所必須考慮的事，」
他周二受訪時說， 「因為主要的問題在於，
『
我們要回頭翻新升級嗎？』」
他強調，成本是個關鍵考量，問題在於
，美國空軍是不是要把較舊的教練機升級，
改裝為新批次戰機？此外，他質疑，空軍是
不是在教練機上過度投資？海諾特說，有些
跡象顯示，他們可能是有這些問題。而他所
指的，是戰鬥機與教練機的比例問題。事實
上，美國必須隨時備戰的戰鬥機隊是由 F-35
、 F-22、 F-15C/D、 F-15E 、 F-16， A-10
和新型的 F-15EX 等戰機組成。就以 F-22 為
例，這款戰機不到 200 架，但 1/3 都不是拿來

當作戰機，其中多數都是用來訓練飛行員。
海諾特說，美國軍機中，有許多都只拿
來提供訓練。他指出，在大國競爭的新時代
，訓練將呈現不同的樣貌，或許美國在教練
機上過度投資，而調整教練機和戰機的比例
，或許可以從調高戰機上著手。
儘管 F-35 是五角大廈最新型的戰機之一
，但其中部分最初製造的舊型 F-35，卻都用
來提供訓練。就在美國空軍正在考慮，究竟
要採取甚麼樣的戰機組合之際，還必須打定
主意，能不能有餘裕負擔得起專用教練機。
海諾特說，F-35 和 F-22 都有較老舊，並不是
用來戰鬥的機型，要將它們升級不但昂貴，
而且在某些狀況下，根本就不可能。
而美國空軍在資源有限的現在，必須重
新考慮，要不要保留專用教練機，並研究有
多少訓練能轉變成高品質的模擬訓練。

美國兩個最大公立學校學區，紐約市和洛杉
磯，今天雙雙宣布徹底重新開放學校的計畫。美
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趨緩，接種疫苗比例漸高
，家長們在全國掀起復課的呼聲。
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新聞簡報
會中說： 「是時候讓大家回來了，是時候讓我們
所有人相聚，是時候依照原本方式行事了。」
白思豪表示，紐約市的 110 萬名公立學校學生
今年迄今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學習方式，有些人一
部份時間在學校、一部分時間居家學習，有些人
則仍全天 「
遠距學習」，但自 9 月起，這些方式都
不再是選項。
在洛杉磯郡，聯合學區總監伯特納（Austin
Beutner）說，所有高中、初中和小學學生將可全
天在校上課，總數超過 60 萬人；但學生和部分教
師也可選擇待在家裡。
伯特納說： 「我們期望絕大多數師生和工作
人員每天到校，但也承認我們必須替需要線上教
學的人提供這個選項。」洛杉磯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Teachers Los Angeles）先前不贊成在實施
額外健康安全措施之前完全重新開放學校。
路透社報導，新澤西（New Jersey）和其他數
州基於防範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

有成，已重新開放學校。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數據
，以全國來說，昨天的新增病例數降到 7 天平均單
日 2 萬 2877 例，是自去年 6 月以來最低，且不到耶
誕新年假期後單日高峰 25 萬例的 1/10。
美國疾管中心資料還顯示，美國近半人口至
少 已 接 種 一 劑 疫 苗 。 紐 約 州 長 古 莫 （Andrew
Cuomo）今天也說，州內 52%居民至少接種了一
劑疫苗。
美國疾管中心統計，美國施打疫苗的速度已
減緩到 7 日平均單日約 170 萬劑，約為今年 4 月高
峰單日 330 萬劑的一半。
既然新增病例有所減少，白思豪說，希望美
國疾管中心在下一學年開始前，放寬要求學生維
持一公尺社交距離的現行指引。
新澤西州州長墨菲（Phil Murphy）上週也宣
布，將自本月 28 日起取消州內的室內戴口罩規定
，並自 6 月 4 日起不再限制室外集會。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本月核准輝
瑞大藥廠（Pfizer）疫苗用於 12 歲以上兒童；莫德
納（Moderna）生技公司也表示，打算申請自家疫
苗用於兒童的許可。

美520億美元助半導體業可望催生7至10座新廠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今天表示，美國政
府提議斥資 520 億美元資助半導體生產與研發，可望催生 7 至 10
座新廠房。
雷蒙多在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Inc.）一座廠房外的
活動上表示，她預期政府這筆資金將促成晶片生產研發出現規模
「
1500 億美元以上」的投資，包括來自州與聯邦政府及民間企業
的資金。
「
我們只是需要這筆聯邦資金…來解鎖私人資本」， 「
屆時
，在美國可能會有 7 家，可能 8 家，可能 9 家，可能 10 家新廠房
」。
她預期各州都會積極爭取聯邦資金興建晶片設施，商務部將

會有發放資金獎勵的透明
程序。
疫情期間，電子設備
需求增加等因素導致全球
晶片荒，衝擊汽車業與其
他產業，包括通用（General Motors Co） 、 豐 田
（Toyota Motor Corp）等車商今年都因晶片短缺而減產。
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華納（Mark Warner）在今天的活動上
表示，他認為這筆資金可能催生 「
7 到 10 座」新晶圓廠， 「這不
會在一夕之間達成，商務部要花好幾年進行這些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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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上週公布修
正後的跨黨派法案，研擬斥資 520 億美元作為未來 5 年美國半導
體晶片生產與研發之用。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出席“亞洲
的未來”年度會議時表示，中國對柬埔寨的幫
助從來不是空談，柬埔寨大部分的新冠疫苗也
來自中國。他說，“如果不依賴中國，我還能
依賴誰？”
洪森說，柬埔寨多座跨河大橋都是中國援
建的，在中方的援助下，柬埔寨還修建了 3000
公裏道路。“如果沒有中國的幫助，柬埔寨能
靠誰？如果沒有中國援助，我要讓柬埔寨人民
乘船、用木橋渡河嗎？”
洪森提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柬埔寨雖
然通過聯合國支持的“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COVAX)計劃，獲得了一批阿斯利康疫苗
，但其大部分的疫苗供應，來自中國。
自 2021 年 2 月以來，已有多批中國援助和
柬方商采的中國疫苗陸續運抵柬埔寨。洪森曾
公開表示，中國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非
常好。
“如果沒有中國提供援助和出口，柬埔寨
根本沒有疫苗給民眾接種。”洪森還提到，“美
國曾表示將提供 300 或 400 萬劑新冠疫苗，但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收到。”
洪森當天表示，亞洲需要將疫苗的全球供
應和分發作為“高度優先事項”。
另外，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也在會上指責
了美英等國家囤積新冠疫苗。他稱，中國出口
了約 2 億劑疫苗，占生產總量的 48%；相比之
下，美國和英國的這一比例要低得多，分別為
1.1%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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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首相洪森：
中國的幫助從來不是空談，不靠中國靠誰？

荒謬！日防相竟稱“臺灣的情況也要積極視為我們的問題”
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新聞》20 日刊
登對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的專訪。他在采
訪中稱，日本防衛費將不拘泥於國內生產
總值(GDP)1%的標準，“臺灣的情況也要
積極視為我們的問題”。日本近期緊跟美
國，頻繁插手臺海問題。中國駐日本大使
孔鉉佑近日接受共同社專訪時表示，臺灣
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
國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中方不會容許外
部幹涉。近期日方在涉及中國內政和核心
利益問題上有些言行，讓我們感到費解和
不滿。日方的做法顯然違背了中日之間的
共識。
岸信夫在采訪中為日本增加軍費找理
由。他稱，觀察近年來的安保環境，軍事
均衡明顯偏向於中國大陸方面，呈現每年
都在加強的態勢。增強防衛力必須作為日
本自身的問題加以考慮。他稱，日本的軍
費要以保衛國家的標準來籌措，而不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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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比例相比。“日本面臨的安保環境正
在以極快的速度變化，不確定性也在提升
。必須以明顯不同於此前的速度強化防衛
力。”岸信夫稱，“臺灣的情況也要積極
視為我們的問題。日美之間必須充分展開
磋商”。
韓國《中央日報》日文版稱，日本政
府 1976 年確定了防衛費不超過 GDP1%的
方針，1987 年這一方針被廢除，但之後也
很少突破這一上限。日本政府近年來軍費
連年增長，但仍在 1%的範圍之內，這也
被認為是日本國內的心理上限。報道稱，
岸信夫在采訪中還提及日本正討論構建攻
擊敵方基地的能力，這一問題在日本國內
極具爭議。岸信夫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的胞弟，在菅義偉內閣中存在感很強。
美日 4 月首腦會談後的聯合聲明 52 年
來首次提及“臺灣”，招致中方批評，本
月曝光的日本 2021 年版《防衛白皮書》也

首次寫入“臺灣穩定”。此外，據共同社
20 日報道，日本自民黨外交小組近日將提
交要求政府強化外交力的決議案，其中罕
見提議積極開展基於人權和法治等“普世
價值”的外交，“推進有日本特色的人權
外交”。報道稱，有關強化外交力的決議
每年都會作出，重點提出重視價值觀則較
為罕見，可能是考慮到中國。
孔鉉佑接受共同社專訪時表示，日美
同盟作為雙邊特殊安排，不應針對第三方
，更不應損害第三方利益。日本與美國是
同盟關系，與中國也有和平友好條約，在
維護日美同盟的同時不應忘記履行中日和
平友好條約義務。挑動地區對立，甚至把
自己卷入大國對抗，歸根結底不符合日方
自身的國益。我們希望日方拿出應有的政
治智慧和戰略自主，平衡處理好各種對外
關系，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系及地區和
平穩定大局。

綜合報導 印度 P305 駁船在阿拉伯
海沈沒 4 天後，已造成 49 人死亡，29
人失蹤。當地時間 21 日，印度警方對
失蹤的船長提起訴訟。
據報道，孟買警方發言人說：
“船長忽視警告導致了這起事故，我
們已將此登記為犯罪行為。到目前為
止，我們已經在案件中登記了船長和
其他人員，根據調查結果，我們還將
登記更多官員。”
5 月 20 日 ， 印 度 石 油 天 然 氣 公
司 及 其 承 包 商 Afcons 將 責 任 歸 咎 於
駁 船 的 船 長 。 Afcons 在 一 份 聲 明 中
說，P305 的船長巴爾溫德· 辛格決定
將 駁 船 移 至 距 離 平 臺 200 米 的 地 方
，而其他船只則根據建議向安全港
口靠近。
當地時間 17 日下午，印度孟買附
近海域一艘駁船受熱帶氣旋“陶特”
影響沈沒。事故已造成 49 人死亡，包
括船長在內的至少 29 人失蹤。自 5 月
17 日以來，搜救工作一直在進行，目
前 至 少 186 人 獲 救 。 報 道 稱 ， 除 了
P305 上的船員，拖船“瓦拉普拉達”
號也有 11 名船員失蹤。大規模的搜索
行動仍在進行中。印度海軍船高知號
和加爾各答號、3 艘海岸警衛隊船等
船只正在執行救援任務，可能還會持
續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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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駁船沈沒事件已致 49
人死亡
警方起訴失蹤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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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黑幫出身老板殺死顧客後分屍

被抓後鞠躬:我錯了
綜合報導 在韓國仁川市，因懷疑顧客少付酒水錢，34 歲的酒吧老
板許民宇（音譯）竟然將顧客殺死並殘忍分屍。隨後他被查出是黑幫出
身，前科累累，而且尚在緩刑考驗期。5 月 21 日，許民宇被警方移交檢
方時，當眾摘掉口罩鞠躬道歉，稱“以後再也不打架”。
據韓聯社報道，當記者問道“是否對死者家屬愧疚？”許民宇回答
“對不起”。而被問及為何起初否認罪行，最終又自首時，他說“心裏
太累了”。
在記者的要求下，許民宇摘掉了口罩。他鞠躬並喊道，“真的對不
起，以後絕對不會再打架。對不起。”
4 月 22 日淩晨 2 點左右，因懷疑顧客少付 8 萬韓元（約合 456 元人民
幣）酒水錢，許民宇與顧客發生爭執。後者報警，不料被許民宇拳打腳
踢，當場死亡。許民宇將屍體放置在酒吧內 2 天，最後分屍並將其丟棄
在山上的草叢裏。
據悉，殺人後，許民宇特意查看了酒吧附近的監控攝像頭，並去超
市購買了漂白水、膠帶和垃圾袋等工具。
韓國法院披露，許民宇前科累累，曾因加入黑幫被判 3 年緩刑，作
案時仍在考驗期。新聞曝光後，引發輿論對於司法部門監督罪犯不力的
質疑。對此，韓國法務部承諾，將加強對黑幫分子監督，防止再犯。

中國

香港新聞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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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檢疫後才確診個案檢視

 (
(

香港 24 日新增一名 46 歲女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傭確診，涉 N501Y 變 種 病 毒 ； 另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有一名 43 歲巴基斯坦籍地盤工人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和一名 37 歲菲傭初確。三人攜帶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病毒量都較少，且有外遊史，檢
學生開放登記。
疫期間多次測試都未驗出陽性，

確診日期 個案編號
抵港日期及曾到國家/地區

5月24日
11834
4月3日從巴基斯坦抵港

年齡及身份
46歲菲傭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影響︰居住的大角咀維港灣第六座須圍
封強檢，兩名少主所就讀的校園需停課
清洗，至兩人檢測出陰性結果才能復
課。除僱主一家外，該外傭見過的外傭
中介、聚會過的朋友均需要隔離檢疫

至進入社區後再檢測才被發現。
近期香港有不少個案都與上述情
況類似，患者被發現時已在社區

根

5月22日
11831
4月25日從印尼抵港

盡早發現確診者，並判斷感染時

影響︰外傭僱主一家五口、司機、陪月
員、8 名曾到訪僱主家中的親友，及兩
名有接觸外傭與中介共 18 人要隔離檢
疫，居住的匯璽第 5A 及 5B 座封樓強制
檢測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
5月7日
11802
22歲女傭
口罩。
口罩
。
網上
4月4日從印尼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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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多人。有專家指出，現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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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檢測明顯不足，建議對高風險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地
區 抵 港人士增加抗體檢測，以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維港灣第六座居民受檢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後戴上手環。
後戴上手環
。 合成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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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減少對社區的影響。

屢現檢疫後確診個案 外遊返港檢測需提升

29歲印傭

影響︰完成檢疫後到過長沙灣政府合署
3 樓入境處、佐敦薈美邦醫學中心體
檢，及大埔廣場“馬太外傭”見過中
介，同住僱主、曾接觸的入境處員工都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
要隔離檢疫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
5月4日
11791
48歲女傭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
3月31日從菲律賓抵港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高危區抵港客
專家倡驗抗體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影響︰曾到灣仔入境處領取身份證和到
銅鑼灣驗身，3 名入境處職員需隔離檢
疫，所住的荃灣荃威花園 R 座居民被強
制檢測後入住檢疫中心，少主就讀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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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園需要停課，她平日活動的愉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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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荃威花園公園、葵芳新都會廣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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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處需強制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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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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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日
11789
28歲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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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從印度抵港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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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所住尖沙咀美園大廈全座住戶須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撤離檢疫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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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
11730
38歲外傭
放、穩定、安全。
3月27日從菲律賓抵港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
影響︰所住半山堅尼地道 8 號 Kenn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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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ace 所有住戶需隔離檢疫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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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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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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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24 日在
基斯坦回港，5月9日檢測呈陰性。據了解，他在一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香港 24 日新增 1 宗確診
處隧道地盤工作，至24日下午衞生署仍未聯絡到患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的最後一絲希望。
個
案 ， 為 前 日 公 布 的 初 確 46 歲 女 菲 傭 （ 個 案
者。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11834），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其 CT 值約為 30 6 日介紹，
37 歲菲傭與僱主一家居於馬鞍山大洞禾寮村村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至
2 月與前僱主一家
屋，僱主家近期有初生嬰兒，約有10名親友曾到家
從33，病毒量低。患者曾於今年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前往巴基斯坦，4月3日返港，其後在西營盤華美達
中探訪。該菲傭3月20日從菲律賓回港，5月9日參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海景酒店檢疫至4月23日。
與外傭強檢結果呈陰性。她平日主要留在僱主家
球。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中，曾與同為外傭的親戚在馬鞍山海典居聚會。
兩少主就讀學校停課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24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檢疫結束後，她在前僱主位於大王下村31號的住
訪問時表示，近日多名新增患者都曾到過高風險地
所暫住，4月30日搬入大角咀維港灣第六座的新僱主
區，有關患者可能感染一段時間，但因病毒量低一
家，其間兩次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測試，結果均呈陰
直未能驗出；亦可能是無徵狀感染後已康復，身體
● 一名初確地盤工人住葵涌石籬(二)邨石華
性，至5月22日遵從外傭強檢公告再次測試，才驗出
間歇性排出病毒，類似“復陽”情況。
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陽性。新僱主有兩名子女，分別就讀優才（楊殷有
4月初建議未獲看重
娣）書院小學部及民生書院幼稚園，染疫外傭負責
接送他們，兩校目前需停課並做清洗，至兩名學生
為能準確分辨個案，以作適切應對，他建議政府
檢測出陰性結果才能復課。除僱主一家外，該外傭
在入境及檢疫期間，為入境者做血清抗體測試，“對
還曾到過觀塘新怡生工業大廈見外傭中介，並在中
於病毒量較低的患者，核酸採樣有機會走漏，加一道
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與朋友聚會休閒，有關人士均
抗體測試可以增加驗到的機會，而且可以根據抗體分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
析具體發病時間，從而更準確對焦到患者是否是在香
張竹君指，患者曾在 4 月 28 日及 5 月 19 日接種
港感染。”他指，抗體通常在感染後兩三星期出現，
兩劑復必泰疫苗，但相信她在接種前已受感染。她
結合抗體及病毒量可判斷病人還有無傳染性，從而及
被驗出感染新冠病毒後產生抗體，而接種疫苗產生
時將病人由酒店轉移到醫院，避免走漏。
的抗體則呈陰性。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表示，4月初他已經公開向政府作
兩初確者均有外遊史
出過對入境人士增加抗體測試的建議，但政府可能因
另有兩宗初確個案亦涉外遊返港人士，私家化
為人手不足或檢測時長等原因，未能履行建議，鑒於
驗所初步檢測結果為不確定，有待衞生署進一步檢
近期檢疫走漏情況增多，他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有關
●民生書院幼稚園因有學生成為密切接觸者
測。43 歲巴基斯坦籍地盤工人，與家人同住在葵涌
提議，即使不能對所有入境人士都進行抗體檢測，至
而需停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石籬（二）邨石華樓，3 月 16 日乘 EK384 航班從巴
少應對高風險地區赴港人士率先執行。

香

維港灣七分一住戶無應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 46 歲菲傭
感染新冠變種病毒，居住的大角咀維港灣第六座
23 日晚被列為指明“受限區域”，即時被圍封，
並進行強制檢測，約有 760 名居民受檢，當中沒
發現確診個案。有專家指，該名46歲菲傭及早前
列為源頭不明個案的39歲印傭同是經多重檢測均
呈陰性，到近日才檢出陽性及抗體，相信兩人可
能赴港前已感染，至近日“復陽”。
除了圍封強檢維港灣第六座，特區政府又動
員 250 人進行執法行動，到訪約 280 戶，當中約

40 戶沒人應門，稍後會採取跟進措施；另檢查了
380 人的檢測報告，未有發現有人未進行強檢。
整個執法行動於 24 日上午約 9 時半完結，大廈隨
即獲解封。

梁子超疑兩傭赴港前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24 日在電台節目
上表示，該名 46 歲菲傭只帶有 N501Y 變種病
毒，與首宗社區變種病毒的印裔群組無關連，
不排除她赴港前已在巴基斯坦受感染。

他指女患者曾在巴基斯坦逗留幾個月，如
果發病逾 7 天，上呼吸道的病毒量會較少甚至
無，因此能通過檢疫及檢測，之後有機會復
陽。
至於周日一宗列為源頭不明個案的 39 歲印
傭，梁子超指出，她同樣在多重檢測後均呈陰
性，近日檢出陽性及抗體，推斷已感染相當長時
間，可能赴港前受感染，屬於復陽個案。
他認為，香港容許不少來自高風險地區人士
入境，自然會有“走漏”機會。

4月16日
11643
3月19日從杜拜抵港

29歲印度裔男子

影響︰到過的尖沙咀海港城和東涌東薈
城等需強制檢測，他傳染的群組至今有
逾十人確診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9 歲港女深圳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一名 19 歲香
港女子本月初入境深圳，於檢疫期間確診。
香港特區衞生防護中心 24 日指，該女子今年
年初一直在歐洲旅行至 3 月返港，其間曾發
燒但無做過檢測，她在香港的家人將接受檢
疫。

報稱1月在歐洲發燒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24 日
表示，確診女子無業，今年初至 3 月 1 日一直
在歐洲旅行，她報稱 1 月在歐洲時曾發燒，
但當時未做病毒檢測。3 月初女子返港，在南
灣如心酒店接受檢疫至 3 月 23 日，其後在觀
塘茶果嶺大街一間村屋居住，在港期間，她
主要在中環一帶活動，5 月 8 日與朋友一同前
往深圳。
張竹君指，該女子在香港期間檢測結果一
直呈陰性，5 月 21 日在深圳驗出陽性，暫無法
確定她是在香港或歐洲感染，衞生署會要求她
在香港的家人接受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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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暫緩開庭延長至6/14法務部嚴查防疫犯罪
（中央社）全國第三級警戒期間延長
至 6 月 14 日，司法院今天表示，防疫優先
並維持公務運作，決定同步延長暫緩開庭
；法務部則重申 19 日已啟動防疫警戒措施
，就防疫犯罪案件，提高力道查辦。
有 鑑 於 2019 冠 狀 病 毒 疾 病 （COVID-19，武漢肺炎）本土病例增加，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今天宣布全國第三級
警戒期間延長至 6 月 14 日。
司法院晚間表示，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
止，全國各級法院原則上仍暫緩開庭，但
具時效性（如已定期宣判或羈押中被告案
件）、緊急性（如證據保全事件）或其他
認有即時處理必要的案件，不在此限。暫
緩辦理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司法院指出，全國所屬機關實施人員
彈性上班、居家辦公，應維持至少 1/2 以
上的辦公人力，以維持公務正常運作，人

員如有確診情形，為免疫情擴大，授權機
關首長在維持公務基本運作下，辦公人力
不受 1/2 限制。
法務部則重申 19 日已全面啟動三級防
疫警戒相關措施，檢察、調查、廉政、矯
正、行政執行五大系統已加嚴、加大防疫
限制，嚴守機關防線，其中，台灣高等檢
察署已成立查察疫情不實訊息督導小組，
同時多個地方檢察署則成立專責小組，從
速從嚴偵辦相關案件，凡涉及防疫犯罪，
會依法徹查嚴辦。
法務部呼籲，值此疫情嚴峻期間，一
切疫情資訊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
者為準，若恣意散布假訊息，除造成民眾
不必要的恐慌外，對防疫工作更會增加阻
礙，因此已指示台灣高檢署及調查局，加
強防範力道，速查嚴辦散播疫情假訊息的
不法刑事案件。

移民署國會聯絡人染疫 13日後未進過立院
（中央社）移民署負責國會聯絡的移
民官經 PCR 檢測呈陽性，移民署今天證實
說，移民官昨晚接獲武漢肺炎確診通知，
因屬輕症只需在家隔離，其自 13 日後並未
再進入過國會。
移民署今天表示，負責國會聯絡的移
民官日前因感冒就醫，並聽從醫囑進行快
篩和 PCR 檢測，快篩結果為陰性，但台北
市健康服務中心昨晚通知其確診，但因屬
輕症病患只需在家隔離，直到篩檢陰性為
止。

疫情嚴峻

移民署說，移民官自 13 日後並未再進
入過國會，其因 14 日自覺有輕微感冒而請
假就醫，並未有傳染給立院相關人員的危
險。
此外，移民官獲知確診後，移民署昨
晚也立即通報立法院，且健康中心也已匡
列和確診者同辦公室人員居家隔離。
移民署說，為避免傳染，相關辦公處
所已進行清消，並實施居家辦公，全力做
好防疫工作。

鄭文燦主持防疫會議

桃園市長鄭文燦（
桃園市長鄭文燦
（中）25 日主持防疫會議時指出
日主持防疫會議時指出，
，桃園區公所疑有主管確診
桃園區公所疑有主管確診，
，已消毒桃園區公所 2 棟
建築物，且自今天起停止洽公
建築物，
且自今天起停止洽公，
，此區公所人員一律送採檢
此區公所人員一律送採檢，
，居家辦公 3 天。

台中住宅大樓建案工地起火消防控制火勢無人傷
（中央社）台中市南屯區一處興建中住宅大樓建
案，今天晚間起火燃燒，消防局到場搶救，因火勢猛
烈再加派雲梯車支援，經清查現場無人受困，火勢在
1 小時後獲控制，起火原因消防局正調查釐清。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今天晚間 6 時 14 分接獲民眾
報案指出，南屯區向上路四段與忠勇路口，一棟興建
中的建案工地起火燃燒，派遣南屯、春社、工業區與
黎明分隊等 9 個單位，出動消防車等 26 輛（包括雲梯

車 4 輛）與消防人員 74 人前往搶救。
消防人員表示，火警現場為一棟興建中的大樓社
區工地起火，高樓層的 7、8 樓處燃燒且火勢猛烈，
樓地板不斷持續崩塌延燒，布署多部雲梯車灌救。
經消防人員清查現場確認無人員受困，火勢於晚
間 7 時 18 分控制，燃燒面積約 1500 平方公尺，目前
持續由雲梯車以水柱由外部射水持續降溫，後續由消
防局火調人員調查釐清起火原因。

移工種大麻製毒聚集沒戴口罩屏東警逮捕舉發6人

（中央社）屏東縣里港警分局今天宣布破獲移工種大麻並製大麻菸，23 日攻堅時發現 6 名移工全沒
戴口罩，其中 2 名為逃逸移工，全案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也依傳染病防治法舉發。
里港警分局今天表示，在接獲線報後，經多日跟蹤埋伏，見時機成熟，23 日進行攻堅，一舉查獲 44
歲王姓泰國籍移工、2 名哇姓泰國籍移工（分別 40 歲及 48 歲）、41 歲卡姓泰國籍逃逸移工、47 歲泰國
籍女性移工及 39 歲范姓越南籍逃逸移工等 6 人。
警方現場查扣大麻植株 13 餘株、大麻菸約 19 支及爐具等大麻菸製造工具，估計大麻植株與成品等
市值約新台幣 500 萬元。
國內武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升溫，警方穿防護衣攻堅後，發現涉案 6 名
移工都沒戴口罩共聚一室。
警方表示，2 名逃逸移工都有工作，6 人涉嫌利用放假時間聚集製毒，從去年底開始種植大麻，今年
2 月開始製大麻菸；至於有沒有流入市面或流向移工，警方正擴大追查。
檢方昨晚聲押王姓、2 名哇姓移工獲法院裁准，女性移工請回，逃逸移工責付移民署專勤隊。

機車騎士戴口罩防疫

國內疫情嚴峻，全台進入三級警戒
國內疫情嚴峻，
全台進入三級警戒，
，台北橋 25 日一早出現機車潮
日一早出現機車潮，
，騎士配合防疫
都戴上口罩。
都戴上口罩
。

6歲男童遭家暴致死繼父生母自首減刑二審輕判

（中央社）6 歲男童遭彭姓繼父與吳姓生母家暴致死。一審
判彭男 13 年半、吳女 13 年徒刑；二審今天考量二人全部認罪，
且符合自首減刑，改判 8 年半、7 年半，可上訴。
二審台灣高等法院指出，彭男當初打 119 叫救護車時雖不願
具名，但已在報案電話中表示 「
我們打小朋友巴掌」，並使用自
己名義申辦的門號報案，男童送抵醫院後，因明顯涉及對兒童施
暴，醫院通報警方，彭男、吳女向員警表明因管教問題動手打男
童臉頰，致其抽搐而需送醫。
高院審酌，2 人犯後坦承長時間持續傷害男童，多次表達悔
意，2 人當初報警應非僅為自首減刑所為，而是知悉釀禍後，希
望送醫及時挽救，但未能如願，綜合考量後，認定 2 人符合自首
減刑規定，彭男毆打次數、頻率與情節，明顯較吳女多且重，依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判彭男 8 年 6 月、吳
女 7 年 6 月，可上訴。
桃園地方檢察署調查，男童的彭姓繼父及生母吳女，在民國
107 年 6 月至 9 月間在桃園市大園區租屋處，以男童時常偷竊、說
謊為由，持實心棍子毆打男童施以凌虐。
檢方起訴指出，同年 10 月 5 日晚間，兩人又在租屋處毆打男
童，男童因遭到凌虐、毆打而出現嘴唇發紫、呼吸緩慢等情況，

到醫院前已無呼吸、
無意識、心跳停止，
經急救後，仍有重度
缺血缺氧性腦病變、
顱骨四肢骨折及全身
多處陳舊性傷痕等重
傷害，住院 2 個月後仍
因傷重宣告不治。桃
檢依成年人對兒童共
同犯傷害致死
及妨害幼童發育罪起
訴 2 人。
消基會：
消基會
：防疫保單熱銷藏理賠爭議 籲金管會因應
一審桃園地方法
消基會 25 日舉行視訊記者會指出
日舉行視訊記者會指出，
，防疫保單約達 289 萬張
萬張，
，但隔離補償金理賠可能排除封城
但隔離補償金理賠可能排除封城、
、確診
院審酌法醫解剖報告
保險金僅能請領一次、
保險金僅能請領一次
、輕症沒進醫院
輕症沒進醫院、
、重症非進負壓隔離病房
重症非進負壓隔離病房，
，都隱藏理賠爭議
都隱藏理賠爭議，
，提醒消費者多加注意
，及吳女大兒子證詞
；也呼籲金管會因應處理
也呼籲金管會因應處理。
。
，不採信 2 人說詞，且
所犯為成年人對兒童共同犯傷害致死罪，依法須加重其刑，2 人 為 13 年 6 個月及 13 年有期徒刑。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
僅因男童有玩火及偷竊家中食物等問題，就虐打 6 歲兒童致死， 院審理。
犯罪情節嚴重，無減刑理由，去年 7 月間判處彭男與吳女，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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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亞洲商會」 的 「亞洲美食月」 活動昨舉行開幕式
共有贊助商、餐館老闆、媒體出席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亞洲商會」發起的
「亞洲餐館月」活動，將於國殤日周末開始一直到七
月四日。目的在通過亞洲風味的美食來提高對亞洲文
化的認識。該活動於昨天( 5 月 25 日 ）下午二時在文
化中心舉行盛大的開幕式，共有贊助商、餐館老闆、
和各界媒體踴躍參加。
「亞洲商會」的會長喻斌在開幕式上表示：正如
我們所看到的，企業在休士頓正重新開放中。亞洲商
會（ACC)一直在努力促進休士頓亞洲商業社區的業務
和經濟發展。在休士頓，我們一直專注於復甦餐廳的
經濟業務，並將在 Memorial Day 周末（5 月 29 日）至 7
月 4 月，舉辦我們的” 亞洲美食節”。
喻斌會長表示：我們將通過聯合參與的美食企業
來彰顯其亞洲文化。商會正在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合作
夥伴，出版刊物和電視報導，並提供專門的在綫目錄
（asianrestaurantmonth.com ), 自助美，導覽和擬議的名
人廚師見面和問候等活動，提高大家對美食的熱愛來
支持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目標是向休士頓展示，我們
有一個超越文化邊界的豐富的亞洲美食社區。基本上
，” 亞洲美食” 一直被藏在這座城市裡面，現在，我
們邀請大家共同發掘這座多元化城市中的” 亞洲美食
”。
成立於 1990 年 6 月的亞洲商會，代表著大休士頓
地區的亞洲文化,商業和公民利益。商會在社區中促進
亞洲企業發展，促進休士頓與亞洲之間的貿易，並為
其成員提供聯繫和發展機會。亞商會及我們都非常關
注大家的經濟復甦。因此，2021 年”亞洲美食月” 馬

上就要揭開序幕了。我們及亞商會將聯合參與的食品
企業，共同推廣亞洲風味的美食，以此來強化大眾對
亞洲文化的意識，並提高所有參與的食品企業的曝光
率。他並鼓勵餐館到亞洲商會網站註冊：https://asianchamber- hou.org/arm2021 ，或發給對 2021” 亞洲美
食月” 感興趣的餐廳。最後，他向所有贊助這次活動
的所有單位表示感謝!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在致詞時表示：亞
洲的餐館業者，在休士頓的商業界佔了 40%, 其影響力
不可小覷。而他所負責的西南管理區內，就包括了 100
個國家。他說：我們的目標是 200 家餐館，大家在網
上完成註冊後，您的餐館信息，會同步列在亞商會的
網上美食目錄中，並在休士頓最大的英文報，主流媒
體、電視台、廣播做免費宣傳，擴大您的影響力及曝
光率。及邀請參加大型美食活動，進一步打響知名度
，還會收到亞商會（ACC)頒發的感謝狀。參加的餐廳
只需贊助$50 元，即可享有上述宣傳及一年亞商會會
員資格。
當天出席開幕式的還包括：地主文化中心執行長
華啟梅，休市市府發佈成立餐館網站文告代表，及各
企業代表： 「可口可樂」公司西南區飲料分銷經理
Marc Perez ,Sysco 公司副總裁兼首席多樣性官 Adrienne
Trimble, JP Morgan Chase 休 士 頓 南 區 副 總 裁 Monica
Hill, Comcast 休 士 頓 區 外 部 溝 通 總 監 Michael Bybee,
Houston First Corpoation 公司社區關係經理 Arcy Munoz, 等多人，他們最後集體登台並合影留念。

（本報訊）宏武協會為了推廣傳統中華文化和東
西方文化的交流，讓更多練武之人有一展身手的園地
， 將 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 至 25 日 在 休 士 頓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辦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此集合防身、健身、養身和娛樂等多種功能融於一體
的比賽，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2021 年宏武傑出青年獎
學金」也開始接受申請，歡迎大眾上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 查詢有關詳情。屆時因應 COVID19
疫情保護措施會依照 CDC 規定。23 日星期五晚上可接
受現場報名，24 日上午九點 30 分錦標賽開幕典禮，有
超過四百多個項目，包括外家、內家，傳統武術、現
代競技武術，對打、推手，大會備有冠、亞、季軍和
優勝者獎牌，總冠軍大型獎盃，凡十二歲以下參賽小
朋友均將榮獲前三名外之優勝獎牌；這次錦標賽有不
同的年齡分組，另依學習年限分為四個組別，為習武
一年以下，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兩年到四年，和四年
AARP_2021_Vaccine_11.3x10_advertorial3_final_CHT.pdf
以上，從初學者到高級者都可以一展身手。

除了 24 日星期六全天武術比賽，在 25 日星期日上
午 10:30AM 舉辦一場【中華武術展】，由外地，本地
的老師及表演隊表演不同門派武術，並於盛會時頒發
「2021 年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及此屆 「武術總冠軍
獎 盃 」 ， 須 憑 票 入 場 觀 賞 ， 詳 情 請 查 看 網 站 www.
wumartialarts.org 參閱或諮詢電話聯絡(713)780-4007。
此三天活動，除了武術錦標賽與各家武術表演外
，於不同時段有武學大師武術講習班，歡迎大家踴躍
參與詳情上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 查詢。休
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 1985 年，是美國聯邦國稅局 501
(C)(3)非營利免稅慈善機構，宏武協會宗旨為發揚中華
傳統武術文化，藉由講座、武術研討會與國術觀摩，
比賽，表演等等多元方式，提供各族裔習武之人交流
切磋的互動平台，每年頒發獎學金予優秀學習武術之
青年子弟，以玆鼓勵有恆心、有毅力、文武均優之學
子；藉此幫助海外華洋子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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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中華文武道德傳統理念。

所有出亞洲商會 「亞洲美食月
亞洲美食月」」 的贊助商
的贊助商、
、餐館業者
餐館業者、
、貴賓
貴賓，
，在開幕式結束前登
台合影。（
台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宏武協會舉辦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暨 頒發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歡迎以武會友

休士頓市府代表（中 ）頒發成立餐館網站文告
休士頓市府代表（
頒發成立餐館網站文告，
，由 「亞洲商會
亞洲商會」」 會長喻斌
會長喻斌（
（右 ）
及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
主席李雄（
（左）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