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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美國抗疫今天達成兩大里程碑
：一是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
VID-19）單日病亡人數降至 300
人以下，是2020年3月疫災以來首
次；二是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數來到
1.5億。

美聯社報導，據美國疾病管制
暨預防中心（CDC）資料，CO-
VID-19 名列美國 2020 年第 3 大致
命病因，僅次於心臟疾病和癌症。
如今疫情放緩，名次也跟著往下滑
。

美 國 疾 管 中 心 資 料 顯 示 ，
COVID-19 每天奪走的人命已低
於意外事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中風或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

COVID-19 累計死亡病例美
國有超過60萬，全球則近390萬，
不過，一般認為，兩項數據的實際
數字要高出許多。

根據美國疾管中心資料，境內
約45%人口已完成接種，逾53%至
少接種1劑；但讓公共衛生專家失
望的是，疫苗需求開始慢了下來。

卓克索大學（Drexel Universi-
ty）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院 長 狄 茲 魯
（Ana Diez Roux）表示，確診和
病亡比率減少，確實值得慶賀，但
有些州疫苗接種率偏低，病毒仍有
擴散和突變的機會，包括密西西比
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馬州、
懷俄明州和愛達荷州。

她說，目前為止，現行疫苗對

抗現有變異病毒株上看來是有效的
，但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時間
愈長，就愈可能發展出變異株，而
其中部分危險性可能更高。

根 據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統 計
，美國目前新增確診每天平均約1
萬 1400 例，遠低於 1 月初的逾 25
萬例；單日病亡人數平均293人，
同樣自1月中旬的3400多人高峰下
滑。

就連 2020 年春天淪為全美重
災區的紐約州，州長古莫（An-
drew Cuomo）今天都在社群媒體
推特（Twitter）發文說，州內新增
病亡人數為 10，遠低於疫情高峰
的單日近800人病故。

美抗疫達成兩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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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a
plan to distribute the
remaining 500 million of 80
million COVID-19 vaccine
doses that the U.S. has
pledged to be allocated by
the end of June. The White
House said that 75% will be
shared through the global
vaccination program called
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 or COVAX, and the
remaining 25% will be shared
directly with countries in need.

Approximately 14 million
doses will be distributed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specially in

Brazil, Argentina, Colombia
and Peru.

And another 16 million doses
will be distributed in Asia and
sent to India, Nepal,
Bangladesh, Thailand,
Taiwan and Cambodia. 10
million doses will go to Africa.

The doses will consist of
vaccines from Moderna,
Pfizer and Johnson and
Johnson. AstraZeneca’s
vaccine has not been
approved by federal
regulators.

We are so gla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helping to
rescue so many countries
from the pandemic. For many
victims of this disaster, some
of them are so helpless.
Their governments just don’
t have the vaccine to protect
them.

The lesson we have learned
from this pandemic is that no
area and no country can
escape from this horrible
disaster.

All the countries and all the
people need to be united to
fight for survival.

0606//2222//20212021

The U.S. Will Share MoreThe U.S. Will Share More
Vaccine Around The WorldVaccine Around The World

白宮宣布在六月底前
將再向世界各國發送五亿
支疫苗, 其中百分之七十
五將由世界衛生組織發送
，另外百分之二十五由美
國政府直接送達。
這些疫苗有一千四百

萬送給中南美洲及加勒比
海地區，一千六百萬將給
予亞洲各國，而一千多萬
劑是援助非洲各國。
白宮表示，我們有充

足的疫苗，主要是在運輸
和儲藏之困難，許多國家
無法趕上。
我們非常欣慰美國正

在大力向世界各國伸出援
手，這項緊急的人道行動
，表現了美國對世界的關

懐和責任。
老實說，此次疫情美

國死亡人數是六十一萬人
居世界之冠，如果不是疫
苗之出現，後果令人難予
想像。
我們得切記，大家都

居住在一個地球村，新冠
病毒之大浩劫充分说明：
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和國家
能夠倖免。
世界各地的領袖們，

這是你們要覺醒之时刻了
， 病毒、 氣候變遷是人
類的公敵，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我們要切記教訓
，來拯救人類的生命。

美國再向世界贈送疫苗美國再向世界贈送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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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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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安在？？
專家：這是終極難題極難題

秘魯新冠數據連續9周下降
第四季度將為超65%人口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秘魯福利-健康保險部副部長奧斯托斯預計，到第四季度

初，超過65%的秘魯人口將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從而實現對新冠病毒的

群體免疫。

據報道，當日，奧斯托斯還證實，6月19日將在首都利馬各區和卡

亞俄，開始為癌癥和艾滋病患者接種新冠疫苗。就癌癥患者而言，他們

將根據其疾病的不同階段接受疫苗接種。

奧斯托斯還澄清說，秘魯沒有面臨第三波疫情，並強調新增感染和

死亡病例已經連續九周下降。

此外，在16日的內閣新聞發布會上，秘魯教育部長裏卡多· 昆卡報

告表示，在利馬和卡亞俄的疫情風險級別從“極高”水平下降到“高”

水平後，從6月21日到7月11日，宵禁時間將於晚上11點開始。

部長指出，過去一周，秘魯疫情有所緩和，流行病控製指標發生了

積極變化。比如，自5月24日那一周以來，分子和抗原檢測的陽性率從

11.5%下降到9%，死亡率也呈下降趨勢。

另一方面，拉美航空集團(Latam)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合作，

宣布在國際航線上推出其健康護照，並在利馬、智利聖地亞哥和邁阿密

等目的地開始試點實施。

拉美航空集團客戶副總裁保羅· 米蘭達邀請旅客參與這項將在行業

中產生巨大變化的倡議。他說：“這對那些自願想加入拉美航空的旅客

來說是個好消息，對每個人來說，擁有更多的自動化和非接觸式流程是

一個新的現實。”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美洲地區副總裁彼得· 塞爾達說，該健康護照將

通過簡化生物安全協議實現更大的國際航空流動。

他解釋說：“我們很高興拉美航空選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旅行通

行證，這種類型的工具對於重新啟動航空業和重新連接世界至關重要，

各國可以安全和順利地重新開放邊界，保證旅客符合健康要求，簡化入

關程序，並改善旅客的體驗。”

希臘多個工會再次舉行罷工
抗議新勞動法案

綜合報導 希臘多個工會舉行罷工，抗議當天晚間議會舉行投

票表決新勞動法，這也是一周之內就反對該法案舉行的第二次全

國範圍的罷工。

據報道，受到罷工影響，當天希臘所有船只能停靠在港口，公

共汽車、地鐵和鐵路服務分時段停運。除運輸行業外，其他行業的

工人也響應了此次罷工。罷工遊行期間，雅典市的一些主要道路出

現了交通擁堵，部分道路也受此影響而暫時封閉。

報道稱，該法案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允許企業安排員工一

天工時達 10 小時。此外，該法案還將從 2022 年起引入“數字

工作卡”以實時監控員工的工作時間，將合法加班時間增加到

每年 150 小時。

工會擔心，這將使雇主無形中強迫員工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他

們希望政府撤回法案，還給勞動者公平時間和合理待遇。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日前在對新勞工法進行辯論時則說，該法

案將在希臘“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工作環境”。他指出，目前的勞

動法沒有對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變化作出規定，比如遠程工作，也沒

有規定職場父母雙方在撫養子女方面的作用。

米佐塔基斯說，新法案首次引入了14天的帶薪陪產假。同時，

新生兒父親在孩子出生後6個月內將享有不被解雇的權利。

情侶為測試愛情綁在一起123天
剪斷鎖鏈後立刻分手

綜合報導 烏克蘭一對情侶

為測試他們的愛情，自2月14日

起，就用鎖鏈將彼此綁在一起。

經過形影不離的123天後，終於

在6月17日剪斷鎖鏈。隨後，兩

人立刻宣布分手，甚至馬上搬到

了不同的地方居住，原本計劃好

的婚事也直接告吹。

據報道，事件的主人公是現

年29歲的普斯托維托娃和33歲

的庫德雷，6月17日這天，將二

人綁在一起123天的鎖鏈被一個

巨大的油壓剪剪斷。在擺脫彼此

後，普斯托維托娃興奮不已，喊

道“我想過我自己的獨立生活，

以一個獨立的人成長，我終於自

由了”。

庫德雷也表示，“你看，我

們現在離彼此有一大段距離了。

我們很開心，我們現在很高興自

己的人生有過這樣的經歷”。

報道稱，雖然二人對於此

舉能夠創下烏克蘭國內紀錄感

到自豪，卻也承認彼此距離如

此之近，已到了沒有個人空間

或隱私的程度，這也導致他們的

感情終結。

四億劑預購疫苗不達標，歐盟這次被閃了腰
綜合報導 德國生物技術公

司CureVac公告稱，其候選新冠

疫苗三期臨床試驗的中期分析表

明，疫苗預防新冠病癥的初步有

效性僅為47%，未能達到審批要

求的至少50%以上的統計目標。

消息披露後，在美國上市的

CureVac 公司的股價下跌了一半

以上。此前由於CureVac公司的

疫苗無需超低溫冷藏，成本更低

等特點，歐盟訂購了4.05億劑。

一年多來，在競爭激烈的國

際新冠疫苗競賽中，CureVac 公

司一直被認為將是成功研發首批

新冠疫苗的希望之一。消除其被

海外收購的威脅，德國政府於

2020年 6月註資3億歐元支持其

開發新冠疫苗，並獲得該公司

23%的股權。然而，在一眾競爭

對手順利完成臨床試驗並獲批上

市的情況下，這家總部位於圖賓

根的公司仍在繼續收集數據，一

次又一次地推遲預計獲批時間。

6月初，德國衛生部長施潘

曾表示，由於最終臨床研究的參

與者人數存在問題，CureVac 疫

苗可能不會在8月之前獲得EMA

批準。6月16日晚間，CureVac公

司發布公告稱，其候選新冠疫苗

三期臨床試驗的中期分析表明，

疫苗預防新冠病癥的初步有效性

僅為47%，未能達到審批要求的

至少50%以上的統計目標。

CureVac公司表示，本次2B/3

期試驗招募了來自南美洲和歐

洲約4萬名誌願者。第二次中期

分析的病例為134例，分析時間

為註射兩劑疫苗至少2周後。通

過對 134例病例中的 124例進行

病毒測序發現，其中只有1例的

毒株是原始新冠病毒毒株，超

過57%的病例由值得關註的變異

毒株引起。至少有 13種變異毒

株在各研究子集中傳播。在此

背景下，CureVac 的疫苗顯示對

所有程度新冠肺炎疾病的有效

性為47%，不符合預先設定的統

計成功標準。

CureVac 公司首席執行官哈

斯博士（Franz-Werner Haas）稱

：“雖然我們希望有更好的中期

結果，但我們意識到，疫苗在這

種前所未有的廣泛變異中展示高

效是非常有挑戰性的。我們正繼

續進行至少80例額外病例的最終

分析，疫苗的總體效力可能會改

變。”目前，CureVac 公司已將

現有數據提交給歐洲藥監局

（EMA），供其分析和評估，以

確定最合適的監管途徑。

目前看，通過該疫苗滿足

世界龐大需求的希望已經變得

渺茫。這一挫折還給市場熱捧

的 mRNA 疫苗技術蒙上了陰影

。它用事實再次警醒人們，新

冠疫苗的安全有效必須經得起

三期臨床試驗和新冠病毒變異

的嚴峻考驗。

綜合報導 在後來被稱為艾滋病的疾

病首次有病例記錄以來的40年裏，科學家

們在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方面

取得了巨大進展，把曾經的絕癥變成了可

控疾病。但專家們稱，研製疫苗是與這種

病毒作戰的終極難題。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獲得抗逆轉

錄病毒療法（ART）的藥物，感染風險

高的人現在還可以服用“暴露前預防”

藥物。

但即便是在富裕國家，這些藥物的獲

取途徑也存在著廣泛的社會經濟和種族差

異，而且疫苗歷來是消除傳染病的最有效

工具。

強生公司旗下楊森製藥公司的病毒疫

苗發現項目全球總監漢內克· 斯海特馬克

說，強生公司目前正在對其候選HIV疫苗

進行兩項人體藥效試驗，其中一項也許在

“今年年底”就能有初步結果。

美國斯克裏普斯研究所負責研製信使

核糖核酸（mRNA）HIV疫苗的免疫學家

威廉· 席夫對本社記者說，雖然新冠病毒

有數十種眾所周

知的變體在世界

各 地 傳 播 ， 但

HIV 在每個感染

者體內就有幾百

甚至幾千種變體。

由於是“逆轉錄病毒”，它很快就會

融入宿主的DNA。有效的HIV疫苗需要在

感染過程中將其置於死地，不能僅僅是減

少病毒數量而讓其余病毒永遠留在患者體

內。

疫苗研製工作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但

到目前為止均以失敗告終。

去年，在南非進行的Uhambo研究遺

憾地失敗了，該研究原本涉及唯一經證明

能提供一定程度抗病毒保護的疫苗。

強生公司目前正開展Imbokodo試驗，

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2600名女性試用

一款候選疫苗，預計未來幾個月會公布試

驗結果。

在Mosaico試驗中，美國、南美洲和

歐洲各地大約3800名與同性和變性者發生

性關系的男性也試用了這款疫苗。

強生公司HIV疫苗使用了與其新冠疫苗

類似的腺病毒技術，換句話說，就是一種

經過基因改造的感冒病毒，它遞送的基因

貨物中包含了指令讓宿主形成“嵌入式免

疫原”——能夠對多種HIV毒株誘發免疫

反應的分子。

另一種頗有前途的辦法是嘗試生成

“廣譜中和抗體”（bNAb），它能附著於

HIV病毒多種變體中常見的區域。

國際艾滋病疫苗倡議組織和斯克裏普

斯研究所前不久公布的一項早期試驗結果

顯示，他們與莫德納公司聯合開發的

mRNA候選疫苗刺激產生了能製造bNAb的

罕見免疫細胞。藥效試驗還遙遙無期，但

他們滿懷希望地認為，mRNA技術大有可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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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男子佛洛伊德去年遭白人警察壓頸
致死，引爆全美示威浪潮。民權團體指控維
安部隊去年6月在白宮外強制驅散和平示威民
眾，聯邦法官21日駁回多數針對川普的相關
指控。

美國民權聯盟（ACLU）等多個民權組織
控告時任總統川普及高層官員，於去年6月侵
犯 「黑命關天」運動人士以及個別示威抗議
民眾的憲法保障權利。

6月1日當天，華府示威活動正如火如荼
進行，警方和武裝國民兵使用催淚瓦斯和胡
椒噴霧強制驅散群眾，讓川普從白宮出發，
經過拉法葉廣場（Lafayette Square）步行至對
街的聖約翰聖公會教堂（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隨後川普宣布將派遣數千名重武
裝士兵鎮壓示威，並在教堂前手持聖經供媒
體拍照。

華府聯邦地區法官弗里德里希（Dabney
L. Friedrich）駁回多數針對川普的相關主張，
並發布長達51頁意見書指出，川普與其他數
名高階官員為拍照而強制驅散示威民眾的說

法，實際上並無根據。
弗里德里希在意見書寫道， 「這些指控

實際上缺乏足夠 『事件、對話或文件，顯示
被告（川普與其他官員）之間達成共識或意
見一致』，以侵害（原告）權利」。

意見書還指出， 「單是指控被告官員互
相溝通，卻未說明任何溝通細節，證明他們
可能達成非法協議，如此難以構成共謀指控
的必要條件」。

同時，針對原告要求法院下令政府調整
使用武力對付示威民眾的作法，聯邦法官也
予以駁回。

針對判決結果，ACLU 哥倫比亞特區法
務主任麥可曼（Scott Michelman）發布聲明痛
批， 「今天的判決基本上給了聯邦政府綠燈
，允許他們向示威民眾使用暴力，包括致命
武力」。他表示， 「這項令人震驚的判決不
僅違反憲法精神與第一修正案保障的人民權
利，也實際上讓聯邦官員凌駕於法律之上」
。

白宮外粗暴鎮壓抗議 法官駁回控告川普多數指控

據《動力》（The Drive）網21日報導，美國海軍有18艘俄亥俄級潛艦，其中有4艘改裝
為核動力巡弋飛彈潛艦（SSGN），其餘14艘為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SSBN）。而SSGN幾乎
至少都會有1個乾甲板掩蔽艙（Dry Deck Shelter，DDS），這就裝在指揮潛望塔後，靠近船尾
的地方，用以部署潛水人員，還有小型突擊潛艇（Swimmer Delivery Vehicle，SDV）等。

此外，指揮潛望塔後方的區域也變大、變平，以更方便安裝乾甲板掩蔽艙。不過，影片中
並沒有出現這裝置，因此意味它是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而俄亥俄級的 SSBN 和 SSGN 潛艦分別在位於西岸華盛頓州的基沙普海軍基地（Naval
Base Kitsap），還有東岸喬治亞州的國王灣海軍潛艦基地（Naval Submarine Base Kings Bay）。
此外，SSGN也會在印度洋狄耶戈加西亞（Diego Garcia），以及太平洋的關島進行常備部署。
一般來說，聖地牙哥不會出現這些大型，甚至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潛艦。

率先在聖地牙哥發現這艘潛艦的推特用戶@WarshipCam 說，上次他看到這級潛艦是在
2020年5月，而當時是為了試射飛彈。分析認為，這艘潛艦來到聖地牙哥，可能是要在外海進
行某些獨特的訓練與測試。附近海域是主要的潛艦演訓區，經常會進行大型演習和測試。

同時分析指出，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有好幾艘飛彈追蹤艦已在夏威夷西部的中太平洋準備
就緒，似乎可能即將進行飛彈防禦測試，而這可能涉及彈道飛彈潛艦攔截。

美俄亥俄級潛艦罕見閃現加州
北韓領袖金正恩上週提及 「對話」，被認為

對美國立場可能軟化；不過，金正恩胞妹金與正
今天出面稱這是 「錯誤的期待」，並表示這種期
待可能造成 「更大的失望」。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北韓勞動黨副部
長金與正今天透過官媒中央通信社（KCNA）表
示： 「我看到報導說，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將我們
這次黨中央委員會全員會議闡明的對美立場視為
『有意思的信號』。」

「朝鮮（北韓）有句俗語叫做解夢比做夢更
重要（凡事往好的方向想）」，金與正語帶嘲諷
地說， 「我看美國大概也是為了安慰自己才這樣
解釋」。

她說，若抱持這種錯誤期待， 「可能會讓你
們自己陷入更大的失望中」。

金正恩17日在勞動黨會議中針對美國對北韓
政策指示，對於 「對話」及 「對抗」都要做好萬
全準備。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
）於美國時間 20 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
（ABC News）訪問時將此視為 「有意思的信號」
，並表示期待北韓對朝鮮半島無核化會談直接回
應。

正在南韓訪問的美國北韓特使金星容（Sung
Kim，前譯金成）21日公開表示，希望北韓 「無
條件答應會面」，報導分析，金與正這次發言可
能也是對此表達拒絕的立場。

北韓有望重回談判桌？ 金與正批美：錯誤期待

包括《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媒體，日前公布美國首席防疫大
將佛奇(Anthony Fauci)於2020年春天的上千封電子郵件內容。隨
著信件曝光，佛奇也面臨網路酸民的激烈抨擊，攻擊焦點圍繞在
大流行初期佛奇建議不用配戴口罩，以及佛奇和臉書執行長祖克
柏是否有礙資訊的自由流通。對此，這位防疫隊長霸氣地用 「你
在開玩笑嗎」，來回應疫情劊子手的批評。

《衛報》21日報導指出，在上千封電郵依據資訊法規公開後
，來自右翼與陰謀論者的抨擊與日俱增，逼得佛奇不得不強勢回
應。部分人猛打佛奇在疫情一開始流行時主張不用配戴口罩；其
他則將矛頭指向社群媒體臉書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與佛奇間的互動。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祖克柏寫信邀請佛奇拍攝線上問答
，列舉臉書能和政府一同合作的事項，以打擊疫情擴散。然而，
隨著電郵披露，信件內容顯示兩人選擇性的讓人僅能知道他們想
讓人知道的事。

在《紐約時報》的訪問中，針對有人抨擊 「佛奇的手沾滿鮮

血」，他霸氣回應 「你在
開玩笑嗎？這位男子終其
一生都奉獻在拯救生命上，結果現在你說他像希特勒一樣？拜託
，現實點好嗎」。

先前也是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新冠病毒特別工作小組一員的
佛奇，還進一步補刀說這些攻擊他們的人 「實際上是在批評科學
」。他補充道， 「作為一名科學家，依據數據的發展並形成自己
觀點與建議，這再也基本不過。這也是為何我說批評我的人實際
上就是在批評科學」。

面對抨擊者認為 「哦，佛奇誤導我們，一開始他說不用口罩
，隨後又說需要」，他說 「好吧，讓我給您上一堂課，這就是科
學如何運作的方式，你會依據當下的數據提出建議」。

至於與祖克柏的魚雁往返，他則用 「就像你想像的友善與無
辜」，那些對信件的批評 「完全是陰謀論和徹底的幻想」。當被
問這些與祖克柏往返的電郵被公開讓他感受如何，他表示 「我知
道一旦它傳播出去，就會受到極右翼與激進人士的放大鏡式審查

，目的顯然是毀謗我」。讀者會從其中斷章取義，完全用自己想
法解釋，只顯示其中一個面向。

《衛報》指出，從1984年開始，迄今佛奇已歷任7位美國總
統；但唯有新冠肺炎與川普政府混亂的反應，才讓他蜚聲崛起。
不過，佛奇本人卻表示，自己不太在乎旁人的褒獎，也不太在意
批評。

對於近日又瘋狂討論的新型冠狀病毒起源論，佛奇不改本色
，依舊強調自己懷疑由實驗室洩漏的說法。2021年5月，美國總
統拜登表示已下令情報界對病毒起源做更深入的調查，包 「其來
自人類與受感染的動物接觸，還是起因於實驗室外流」。

部分人士認為，拜登這樣的做法等於為 「實驗室洩漏說」增
添幾分可信度，但佛奇與多名專家則始終懷疑這種說法。他強調
， 「我與絕大多數擁有病毒學知識與生物學知識的科學家看法相
同，最可能的解釋是動物傳染理論」；但他始終保持開放性的態
度，並支持徹底搞清到底病毒是怎麼樣感染到人類。

你在開玩笑嗎 美防疫隊長霸氣回應酸民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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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黑、白、黃真菌癥後
印度又發現綠真菌癥病例

綜合報導 印度中央邦印多爾的一名新冠患者

確診感染了新型真菌疾病“綠真菌癥”(green fun-

gus)。這可能是該國報道的首例“綠真菌癥”病例。

報道稱，感染“綠真菌癥”的是一名34歲

的男性患者，他在感染新冠病毒且肺部損傷90%

後入院就醫。

印度斯瑞∙阿羅賓多醫學科學研究所

(SAIMS)代表拉維∙多濟稱：“這名患者的肺部

發現了‘綠真菌癥’(曲黴菌屬真菌)。這是中央

邦發現的首例綠真菌癥病例，但不確信是不是全

國的首例。”

印度亞洲國際新聞社(ANI)援引印多爾衛生

部門地區數據經理Apoorva Tiwari的話說，該男

子在過去的一個半月裏一直在印多爾的醫院接受

治療，診斷過程中在他的肺部檢測到綠色真菌，

不同於毛黴菌。他說，“這可能是該國第一例綠

真菌病例”。

印度政府此前表示，該國發現了逾3.12萬例

毛黴菌病(或稱“黑真菌癥”)病例。此外，還確

診數例曲菌病（或稱“白真菌癥”)。印度醫務

人員5月末又發現了第三種黴菌，當時北方邦的

醫生表示，在一名患者的身體內同時發現了三種

黴菌，分別是黃真菌癥、黑真菌癥和白真菌癥。

最近三周內，印度毛黴菌病發病率增加了

150%。按照現有數據，印度全國毛黴菌病病例

最多的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病例數達7057例，

600多名患者死亡。患病人數前三的還包括古吉

拉特邦(發現5000多例，300多人死亡)和拉賈斯

坦邦(發現近3000例，188人死亡)。

日本為東奧工作者接種疫苗疫苗
觀眾入場問題尚未達共識共識

綜合報導 距離日本東京奧運7月

23日開幕僅剩一個多月，東京都18日

開始為奧運會、殘奧會工作人員接種

新冠疫苗。另外，日本政府疫情專家

組當日建議東京奧運會“最好在沒有

觀眾的情況下舉行”，但東京奧組委

主席橋本聖子更傾向於讓部分本土觀

眾入場，預計人數上限為1萬人。

東京都政府在其主要辦公樓設立

接種中心，計劃在8月底前，每天為

約2500人接種國際奧委會提供的輝瑞

疫苗，接種對象包括奧運誌願者、在

奧運村和比賽場館的工作人員、媒體

工作者和醫療工作者。

此外，日本目前仍未決定是否允

許本土觀眾入場觀看奧運。政府疫情

專家組組長尾身茂18日向橋本聖子傳

達了專家組的建議，“在沒有觀眾的

情況下舉辦奧運會是最理想的選擇”

。但橋本聖子表示，“只要有觀眾希

望入場觀看奧運會，我們就應當在將

感染風險降到最低的情況下，盡可能

滿足他們的要求。”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委員會

18日發布了基於新冠防疫措施的觀眾

指導方針草案。為避免公共交通和場

館周邊擁擠，草案要求觀眾來場時確

保充裕的時間。對於跨縣來場的情況

，草案要求觀眾在公共交通、住宿設

施和餐飲地點等貫徹防疫措施。除盡

量避免在場館周邊吵鬧和大聲說話外

，草案還呼籲觀眾在場館內移動時，

也與同住者以外的人保持距離。

東京都將於6月20日結束“緊急狀

態”，預計將維持“準緊急狀態”至7

月11日。如果東京都能在東奧開幕前解

除“準緊急狀態”，可能適用“上限1

萬人”入場的措施。橋本聖子表示，東

京奧組委將在21日與國際奧委會、國際

殘奧委會、日本政府和東京都政府舉行

新一輪的五方會談，有望就觀眾是否入

場的問題達成最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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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北海道劄幌市

的市區突然出現一只熊，並造成4

人受傷。附近多間中小學因此停課

，丘珠機場暫停起降。當地獵人集

體出動圍捕，用獵槍將熊擊斃。

據報道，當天淩晨約3時20分

起，警方陸續接獲民眾通報，在劄

幌市東區目擊到熊出現在市區。

警方表示，民眾通報熊往南方

移動，在一開始目擊到熊的南方約

1公裏處，有一名70多歲的男性和

一名80多歲的女性遭到熊攻擊，受

到輕傷；還有2名40多歲男性在其

他地方被熊攻擊，其中一人重傷。

報道稱，這只熊體長約1.5米，

出沒的地區是劄幌市營地下鐵東豐

縣沿線，住宅與商業設施林立的市

區街道。為確保學生的安全，多間

中小學停課。

由於熊還一度闖入丘珠機場，

上午8時30分起跑道暫停使用約3

小時，導致八架航班取消。

最終，當地獵人組成的獵友會出動與警員合

力圍捕，上午11時許在丘珠機場附近用獵槍將熊

擊斃。

日本媒體2020年底曾統計，“熊出沒”事件

趨於頻繁，當時熟悉熊生態的學者表示，原因是

有部分地區受山裏食物不足影響，熊為覓食才會

跑到人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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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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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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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聞 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4 ●責任編輯：李岐山

本地倘28天清零 港澳免檢疫通關
實現14天本地“零確診”將速與內地商人員通行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有望與澳門
有限度通關，旅遊業界預計通關初期的配額有
限，相信主要供經商、探親人士使用，旅遊配額
較少，但認為這是好的開始，因為通關意味跨境
交通會恢復，不少旅行社都有售賣跨境巴士車
票、船票的生意，通關有助紓解營運壓力，“有
啲生意，旅行社又可以再頂多陣。”

業界並預計日後港澳旅行模式有變，由於往

返均須檢測，時間成本增加，料兩地居民都減少
即日來回，過夜旅客會增加。香港文匯報記者街
訪發現，不少市民會因為通關而專程接種疫苗。

在香港工作的澳門人阿朗，去年12月曾經回
澳門探親，當時一來一回前後要隔離28天，他希
望將來檢疫期會縮短。阿朗表示，“無論如何打
針始終有好處，減（檢疫）日數又好、豁免又
好。”

本身是港澳跨境巴士“港澳一號”副秘書長
的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業界預計通關初期，旅遊配額極少，
故目前未有任何辦團計劃：“起碼要等到個通關
安排穩定咗先會諗點推澳門遊。”不過，他指出
業界認為始終是個好開始，因通關意味跨境交通
會恢復，“起碼有返啲生意做。”崔定邦解釋，
不少旅行社一直都有經營車飛、船飛生意：
“（車飛、船飛）家真係近乎零收入，通關初
期就算配額少，都好過無。”

翻查資料，疫情爆發前，每年前往澳門的港

人逾700萬人次，每日50班跨境巴士由香港市區
來往澳門，但疫情下，港澳旅遊停頓，只剩每天6
班“金巴”提供服務。

崔定邦亦透露，“港澳一號”由去年3月停運
至今，損失幾千萬港元。

展望未來，崔定邦認為港澳旅行模式會改
變，第一、疫苗接種成出遊必須條件，呼籲港人
盡快接種；第二、由於往返均須檢測，時間成本
增加，料兩地居民都不會再即興即日來回，過夜
旅客會增加，未來會加強套票生意（酒店加船
飛，酒店加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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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讚通關紓營運壓力

香港21日沒有新增

本地染疫個案，新增的

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全部是輸入病例，香港因而達至連續14天本地“零確診”

目標。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近日已與澳門商量

通關安排，料初時會實施配額制，來往人士要接種疫苗及接

受病毒檢測，並設有熔斷機制。據了解，港澳特區政府21

日午已達成共識，倘香港連續清零逾28天，由香港入境澳

門的人士可豁免隔離檢疫。此外，歐盟等地區放寬對港人的

入境檢疫安排，香港特區政府將分兩階段讓已完成接種疫

苗、病毒檢測呈陰性再加上血清抗體陽性的港人，返港時的

檢疫期縮短至7天，最快本月30日起實施，下一階段才有條

件放寬非港人的檢疫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林鄭月娥21日在記者會上指
出，香港連續14天本地個

案“清零”是一個標誌性的日
子，特區政府正與澳門商量有關
“港澳通關”，機制會設每日配
額，由小配額開始慢慢增加，出
入境人士必須完成疫苗接種及檢
測，亦會設“熔斷機制”。至於
與內地通關方面，她指當廣東的
情況穩定，會先推行“來港易”
計劃，但她會向中央政府盡快提
交建議，讓香港和內地人員可以
恢復免檢疫或降低檢疫要求的通
行。

港澳達通關共識分階段採配額制
港澳特區政府21日午舉行視

像會議達成共識，如果香港連續
28天沒有本地個案，將豁免香港
入境澳門旅客的隔離檢疫要求，
雙方並將循序漸進分階段開展通
關，每階段均有名額限制。澳門
特區政府衞生局局長羅奕龍表
示，港人入境澳門前在香港認可
機構做一次核酸檢測，入澳時在
關口再做一次檢測；如屬即日來
回或72小時內回港，只需做一次
檢測。不過，若留澳超過一個
月，便需每7天進行檢測；在核
酸檢測全部呈陰性結果前，需限
制在社區內活動等。

有條件縮減歐盟回港居民檢疫期
除了港澳有望通關，歐盟早

前放寬對香港居民的入境限制，
但回港時仍須接受14天或21天
強制檢疫。林鄭月娥21日宣布，
特區政府將分兩階段對從外地
（不包括內地和澳門）入境香港
者的強制檢疫期縮減至7天。條
件是抵港者必須已接種第二劑疫

苗滿14天、機場病毒檢測呈陰
性，以及須接受血清測試並呈陽
性結果。第一階段適用於香港市
民，他們今天起即可到認可的化
驗所或私家醫院進行血清測試，
並在3個月內回港時於機場出示
其血清測試陽性結果。

第二階段適用於非香港居
民，他們除了要在機場進行病毒檢
測，亦要提供呈陽性的血清檢測結
果，便只須接受7天強制檢疫期。
林鄭月娥表示，目前仍在研究詳細
安排，但大致上特區政府會安排合
資格的醫護人員在機場內替他們抽
血，並於翌日通知結果，如屬陽
性，他們在酒店的檢疫期可由原本
的14天或21天，縮減至7天。

香港特區政府其後發稿補
充，以上寬免安排只適合抵港當
天或之前14天只曾逗留B組指明
地區、C組指明地區或台灣，強
制檢疫期縮短至在指定檢疫酒店
檢疫7天，其間須接受兩次核酸
檢測，其後7天自行監察，並須
於抵港第十二天、第十六天和第
十九天接受強制檢測。如他們拒
絕血清抗體測試，或血清抗體測
試結果為陰性，則須遵守現行適
用於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的強制
檢疫要求。

另外，由於A1組及A2組指
明地區屬極高及甚高風險組別，
有關抵港人士的強制檢疫期維持
21天。下月內實施第二階段安
排，在機場為抵港人士提供自費
血清抗體測試服務，具體實施細
節將於稍後公布。此外，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亦將適當地引入血清
抗體測試，作為金融業及上市公
司合資格人士豁免強制檢疫安
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
的新冠肺炎疫情趨於穩定，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21日於記者會上宣布，本周四起放
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當中包括按食肆類
別放寬顧客數目、每枱人數及宴會人數上
限；酒吧、夜總會、派對房間、卡拉OK
的每房或每枱人數上限亦可放寬；婚禮、
宗教聚會、股東周年大會及本地旅行團的
出席者，如有三分之二已接種首劑疫苗，
則可進一步上調人數上限至100%等，但
公共浴室與戲院等的社交距離措施維持不
變（見表）。有餐飲業人士表示歡迎，但
指目前疫情穩定，有條件進一步放寬。

林鄭月娥指出，截至20日，香港
共為市民合共接種322萬劑疫苗，注射
第一劑疫苗的佔合資格人口的28.5%，
相比內地、新加坡、以色列等，接種率
並不理想。林鄭月娥懇請市民，無論對
特區政府有何看法，為了自己、家人、
社會及各行各業在較佳的經濟復甦勢頭
下繼續發展，都應該接種疫苗。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21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對新措施表
示歡迎，指業界樂意跟從並相信對生意
有一定幫助。但他同時指出，最新措施
只對Ｄ類食肆有較大幫助，但相關食肆
數目並不多，認為香港在疫情已經穩定
的情況下，有條件放寬更多，“例如容
許已打針的食客光顧Ｂ或C類食肆時，
可增加每枱上限人數，甚至延長營業時
間等，相信對食肆會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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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21日與官員一起會見傳媒，介紹新一輪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周四起將按食肆類別放寬顧客
數目上限。圖為酒樓食客等候就餐。

資料圖片

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

食肆
Ｃ類‧Ｄ類

員工接種劑量：一劑‧兩劑，並滿14天

入座率：由50%增至75%‧由75%增至100%

顧客接種情況：無規定‧由規定所有客人打一針，放寬至

每枱三分二人已打一針

每枱人數上限：6人(不變)‧由8人增至12人

宴會人數：20人(不變)‧由100人增至180人

註：A、B類食肆所有規定不變

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

‧每枱人數上限增至4人

派對房間、卡拉OK

‧每間房或每枱人數上限增至8人

健身室、私人會所及酒店等

‧房內已接種疫苗人士，運動毋須戴口罩

泳池
‧人數上限：50%，個別泳池若員工及顧客已打針可進一
步放寬

無飲食供應的婚禮、宗教聚會、股東周年大會
‧入座率上限：50%，如果三分二人接種首劑疫苗，則上
調至100%

本地旅行團

‧若2/3人已接種首劑疫苗，人數上限由30人增至100人

表列處所表演活動
‧表演者已接種首劑疫苗，可以戴口罩表演；主題樂園表
演者如已打針，戶外表演時毋須戴口罩

生效日期：本周四（24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澳特區政府已達成共識港澳特區政府已達成共識，，倘香港連續清零倘香港連續清零
逾逾2828天天，，由香港入境澳門的人士可豁免隔離由香港入境澳門的人士可豁免隔離
檢疫檢疫。。料初時會實施配額制並設有熔斷機制料初時會實施配額制並設有熔斷機制。。
圖為澳圖為澳門大三巴景區門大三巴景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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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有法官質疑刑警拿實聯制簡
訊聲請搜索票恐有不當，司法院今天表示，
實聯制資料是否可以作為犯罪偵查證據使用
，須由法官在個案中依具體情形判斷，或由
立法機關做更精準規範。

司法院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因應武漢
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
情，採線上直播方式進行，會中說明疫情下
法院遠距視訊開庭、簡訊實聯制等議題時，
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做出上述回應。

張永宏說，一般來說調取民眾通聯紀錄
，只要符合法律規定都不會有問題，比較特
殊的是簡訊實聯制源自於國家的防疫措施，
與民眾相互通聯、傳送簡訊的情形似乎有所
不同。

張永宏指出，實聯制資訊是否能作為犯
罪偵查證據使用，須由法官在個案中依具體
情形加以判斷，或由立法機關做更精確的規
範，司法院基於尊重審判獨立及國會職權，
不便表示意見。

此外，張永宏表示，司法院將持續向指
揮中心溝通、反映，希望能讓法警及第一線
有高度染疫風險的人員優先施打疫苗，以降
低法院或監所的疫情蔓延風險。

針對媒體詢問遠距視訊開庭的可行性，
民事廳廳長李國增回應，上週已有法院選取

民事個案進行遠距訊問，第一天有點卡卡的
，經過資訊人員協助解決，已經越來越順暢
。

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則表示，因應疫情期
間遠距開庭需求，司法院已與法務部協調，
由監所增加視訊時段、設備與空間；而疫情
下有法官解除吸金案被告到派出所報到的處
分，遭質疑恐成為防逃破口，彭幸鳴說，刑
事訴訟法有諸多防逃機制的替代措施，由法
官依個案裁量。

日前最高法院以視訊訊問縱火遭判死刑
的湯景華引發爭議，彭幸鳴回應，最高法院
是法律審，並沒有被告一定要到庭的規定，
但具體個案如何運作事涉審判獨立，無法評
論。

另方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廳長張國勳
提到，有一件年金改革案件有1萬多名原告
，裁判之後製作正本委外印製需要花費新台
幣60萬元，寄送當事人估計要350萬元郵寄
費用，非常耗費勞力、時間、費用。

張國勳表示，新修正的行政訴訟法已於5
月31日三讀通過，經總統於6月16日公布，
當中即首創在受送達人同意之下，得以電子
文件製作裁判書正本，大大節省相關費用與
送達時間。

實聯制簡訊辦案惹議 司法院：由法官個案判斷

（中央社）嘉義縣89歲郭姓老翁和嘉義
市 82 歲黃姓老翁日前施打 AZ 疫苗後出現發
燒等不適症狀，先後因故死亡，嘉義地檢署
今天解剖，初判2人死因與疫苗無關。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蔡英俊今天表示
，郭姓死者為意外跌倒，死因是顱底右眼眶
骨，以及第5頸椎前面骨折，導致硬腦膜下腔
出血、脊隨損傷；黃姓死者初判為病死，死
因為支氣管肺炎及尿路感染。

嘉義縣衛生局日前說明，89歲郭姓老翁
有高血壓、高血脂病史，15日打完AZ武漢肺

炎疫苗返家，出現發燒、食慾不佳等症狀，
19日下午被妻子發現倒臥家中客廳，緊急打
119 叫救護車，嘉縣消防局線上指導家屬
CPR急救，經搶救無效，嘉縣衛生局通報為
疫苗接種不良反應事件。

嘉義市衛生局表示，82歲黃姓老翁17日
施打AZ疫苗，返家就出現發燒、嘔吐等症狀
，18日送急診就醫，醫師診斷為肺炎，武漢
肺炎快篩為陰性，返家後隔天無呼吸心跳，
家屬就沒送醫急救，嘉義市衛生局已通報疫
苗接種不良反應事件，交由中央判定。

嘉義2翁接種後死亡 檢方解剖初判與疫苗無關

（中央社）27歲劉姓女子於5月中自撰雙北市
因疫情已封城假訊息並散布至通訊軟體群組，北
市警方獲報後循線追查，於6月19日在桃園查獲，
經查初判是為博網路聲量所致，全案依法送辦。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偵隊隊長鄭國
隆今天表示，日前接獲檢舉指有民眾於5月中旬在
通訊軟體群組中散布假訊息，內容為台北市及新
北市因疫情已封城。

根據警方調查了解，犯嫌在不特定人的通訊
軟群組中稱 「台北。新北。都被封了」及 「看到
一個出來抓一個」等假訊，有群組成員提出質疑

時，犯嫌還言之鑿鑿稱新聞有播、手機也有收到
訊息，營造其自身也是警察的假象。

由於上述假訊息極易造成民眾恐慌，且有違
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嫌，警方循線追查發現為無
業的苗栗27歲劉女涉案，並於6月19日在她桃園
租屋處查獲。

劉女辯稱，是有個朋友私下叫她在群組撰發
上述訊息，但對這個朋友身份卻支吾其言。警方
研判因劉女有兼差網路直播，疑為博網路聲量所
致，全案詢後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函請桃園市
警察局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裁處。

女自撰雙北已封城假訊息 北市刑大查獲送辦

（中央社）桃園一名管姓銀行理財專員為填
補資金缺口，以假投資方案詐欺28名客戶，金額
高達1億9083萬餘元，並夥同2名友人利用運彩洗
錢，被桃園地檢署依洗錢、詐欺取財罪起訴。

桃園地檢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某商業銀
行南中壢分行41歲管姓男行員，為了填補期貨投
資等資金缺口，涉嫌利用擔任理財專員職務之便
，在民國106年9月至今年1月間，以假的投資方
案詐欺28名客戶。

桃檢表示，管男夥同 2 名黃姓友人，收受 28
名被害人匯款共新台幣1億9083萬2657元，部分
贓款投入其中1 名黃姓友人所經營的運動彩券投注

站，藉此獲取運動彩券佣金約51萬7399元，其餘
款項則用於下注運動彩券、期貨指數投資交易等
用途。

桃檢表示，全案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薛全晉
指揮偵辦，今年2月8日針對多處地點執行搜索，
拘提管男及2名黃姓友人到案，並扣得贓款40萬
2000元，向桃園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管男獲准。

桃檢表示，全案日前偵結，管男及2名黃姓友
人均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
管男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今天提起公訴。

銀行理專詐欺28名客戶上億元桃檢起訴

（中央社）中檢檢察官洪佳業檢察官論
壇發文質疑南檢檢察長葉淑文疑特權接種疫
苗施打。葉淑文今天聲明已向上級自請調查
以證清白；洪則回應，若葉淑文未施打疫苗
會立刻道歉。

昨天在檢察官內部團體網路討論區 「檢
察官論壇」，出現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洪佳業
貼文 「台南地檢署檢察長葉淑文涉嫌貪污罪
（草擬告發狀）」，質疑葉淑文不必輪值處
理司法相驗案件，卻疑利用特權混入第一線
人員名單接種疫苗。

南檢襄閱主任檢察官林仲斌上午轉發葉
淑文聲明指出，尊重個人言論自由，亦不願
流於口水之爭，徒引紛擾，並願坦蕩接受司
法檢驗。對於洪佳業在體系內部檢察官論壇

內所登擬告發的臆測內容，一字不漏見諸各
大媒體，透過媒體未審先判，除造成一般民
眾誤解司法的公正性外，更傷害司法官視為
生命的清譽，令人遺憾，為正視聽，已於昨
日向上級長官提出自請調查，以證清白。

洪佳業今天表示，先前聽聞葉淑文已施
打疫苗傳聞，但檢察長並非第一線外勤人員
，他查證後希望法務部能進一步處分，是基
於正義感告發葉淑文涉嫌貪瀆罪；但若葉淑
文未施打疫苗，他會立刻道歉。

他指出，檢察長的工作不須值班外勤相
驗業務，並非 「因接觸遺體造成染疫風險」
防疫人員，經查證葉淑文6月初在南檢申請疫
苗注射時，把自己的名字也加入施打名單內
，經台南市衛生局核准接種公費疫苗。

中檢檢察官質疑特權打疫苗 南檢檢察長自請調查

濱江市場強制分流濱江市場強制分流 警方出入口管制警方出入口管制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武漢肺炎群聚案已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武漢肺炎群聚案已4545人確診人確診，，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2222日實施分艙分流與人流管制日實施分艙分流與人流管制，，濱濱

江市場強制實施依身分證字號尾數分流江市場強制實施依身分證字號尾數分流，，警方在市場入口貼上公告提醒民眾警方在市場入口貼上公告提醒民眾。。

民眾施打民眾施打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
日本日本、、美國捐贈的武漢肺炎疫苗美國捐贈的武漢肺炎疫苗374374萬劑到貨萬劑到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擴大接種對象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擴大接種對象從77類到類到1010

類類，，最新公費施打順位納入最新公費施打順位納入1818萬名孕婦萬名孕婦，，6565歲以上長者在下一波名單上歲以上長者在下一波名單上，，也打得到也打得到。。民眾民眾2222日穿戴日穿戴
防疫裝備在台灣科學教育館大廳施打疫苗防疫裝備在台灣科學教育館大廳施打疫苗。。

北農群聚感染北農群聚感染 批發市場出入口設管制站批發市場出入口設管制站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爆發武漢肺炎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爆發武漢肺炎（（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COVID-COVID-1919））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第一第一

果菜批發市場果菜批發市場2222日設立管制站日設立管制站，，人員進出必須實名制登記與量測體溫人員進出必須實名制登記與量測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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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為貢獻社區，
希望診所(HOPE Clinic)每年都舉辦
Food Fair提供食物給需要的民眾。由
於新冠疫情，今年已經是第二次舉辦
Food Fair，希望幫助家庭人口眾多、
或是低收入、沒有工作的民眾，舉辦
時間在本週六(6/26)上午九點半開始

到十一點半結束，將分發食物給四百
位民眾，先到先得。

此 次 的 夏 季 Drive-Thru Food
Fair，民眾只要開車到現場，將有義
工把食物分送到車上，出席現場的民
眾還可參加有趣的夏季抽獎活動，包
括有機會贏得一輛免費的兒童自行車

，並參加禮品卡抽獎活動，歡迎民眾
把握機會。

地點在：LeRoy Crump Stadium,
12321 High Star Dr. Houston TX,
77072
希望診所也需要義工幫忙，參加的義
工可以獲得T恤、禮品袋、以及午餐

。 如果民眾對義工服務感興趣，請
填寫以下義工註冊鏈接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deuhdYe_SlngOEH-
rEQ-HsnwvCp9gAgqQ8x0W_an_s-
mvRiYbQ/viewform?usp=sf_link
(圖片為去年的Food Fair)

希望診所周六舉辦希望診所周六舉辦Food FairFood Fair提供食物與抽獎提供食物與抽獎
貢獻社區幫助民眾貢獻社區幫助民眾 並歡迎加入義工行列並歡迎加入義工行列

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希望診所 ::::::::::::::::::::::::::::::: 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
承諾為社區保護健康承諾為社區保護健康 持續為弱勢群體提供醫療持續為弱勢群體提供醫療

(本報休斯頓報導) 希望診所是一家全
日制聯邦認可的健康中心（FQHC, Feder-
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為社區民眾
提供醫療服務，每年有十萬以上的患者到
希望診所就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希望
診所為弱勢民眾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無論
患者的支付能力如何，希望診所會為那些
沒有投保、投保不足、或是英語能力有限
的民眾和低收入患者提供服務。

希望診所的使命，是在文化和語言能
力上為大休斯頓的所有民眾提供優質的醫
療服務，診所接受各種保險及沒有保險的

人，包括 Medicaid, CHIP, 以及 Medicare
。甚至，希望診所還可以幫助病患申請
Medicaid和CHIP，讓民眾幾乎不需要費用
就可以涵蓋醫生就診、住院和處方費用，
而且全年都可申請。這項協助，讓許多低
收入病患受惠良多。

多種語言溝通
希望診所的獨特之處，還在於診所能

夠以30種不同語言提供服務，讓患者能以
自己熟悉的語言與醫師溝通，包括：中文
、廣東話、英文、越南語、韓語、緬甸語
、阿拉伯語、和西班牙語等等，希望能了
解病患的情況和需求， 將病患與醫療專業
人員聯繫起來，對患者健康情況有充分了
解。

同時，希望診所的時間非常靈活，也
比許多醫療單位的工作時間來得長，包括
星期六的時間，診所按照病患的日程安排
幫病患看診。民眾可以打電話預約，也可
以在需要時來到診所獲得所需的幫助。

中文兒科醫生:吳善真醫師

吳善真醫師是希望診所的中文兒科醫
師，在德州A＆M醫學院/德里斯科爾兒童
醫院完成兒科培訓。吳醫師非常喜歡孩子
，她認為作為一名兒科醫生是世界上最幸
運的工作之一，因為兒科醫生將會對孩子
的成長產生深遠的影響。

吳醫師對預防醫學深有研究，預防醫
學整合了健康檢查、適當的飲食營養、充
分的運動、與健康管理，可以在人健康狀
況出現異常之前，且還沒有產生疾病就先
加以預防，當民眾知道如何能抵抗疾病，
就可在很大程度上預防可能會發生的疾病
，藉由今日科技的發達，讓民眾可以過著
更健康、更舒適的日子。吳醫師會數種語
言，包括流利的中文、台灣話、英語、和
日語。

希望診所電話：713-773-0803(可選
擇中文)，希望診所總部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120, Houston,
Texas 77036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學人聯誼會（CPC )
於 6 月 19 日（上周六）晚間
七時舉行線上獎學金頒獎典
禮，共頒發了21位得獎者，
每 人 獎 學 金 從 $3500 元 至
$2500 元不等，總共頒發獎
學金$58000 元。頒獎活動出
席者包括CPC 獎學金委員會
會長 Dr. Lillian Chan, 州議員
吳元之，以及 CPC Scholar-
ship Committee Chair: Jessica
Li her fiancée Weimem Li 等
人及主持人李成純如女士。
當天頒發的得獎人及所得獎
學金如下：

$3,500 Mitchell & Pris-
cilla Lou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T Jerome Fisher 義安

$3,500 Sui S and Pearl
Tang Scholarship
Cornell 施萬栩

$3,500 Harry and Antje
Gee Scholarship
Duke 金浩明

$3,000 Yuen Ching
Wong Memorial Scholarship
UT Dallas (neuroscience) 盧美
欣

$3,000 Patrick Sun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
nia 田凱林

$3,000 CC
& Elsie Huang
Scholarship
Carleton College
(psychology)

$3,000 Peter
C.K. Kwan and
Teresa Kwan Me-
morial Scholar-
ship A&M Cor-
pus Christi (kine-
siology) 吳美英

$3,000 Cecil
and Betty Fong
Community Service Scholar-
ship Rice University 趙笑語

$2,500 Dr. Shi-cheng
Chang Memorial Scholarship
Yale University (computer sci-
ence & psychology) 李睿菲

$2,500 Hanan Chan Me-
morial Scholarship
UT Austin (electrical engi-
neering) 遊富堯

$2,500 Charles Chien
Memorial Scholarship
Rice University 張睿桓

$2,500 Henry Lau Me-
morial Scholarship

UT Austin (business) 剛承熙
$2,500 Wally and Anna

Joe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Souther Califor-
nia (business adminstration) 劉
亦舒

$2,500 Jack and Irene Joe
Scholarship
Northwestern (economics) 陳
運凱

$2,500 Professor Daisy
Ho Memorial Scholarship
Northwestern (anthropology)
李安安

$2,500 Lillian Chan
Scholarship

Carnegie Mellon (computer
science) 韓晨迎

$2,500 Annabella Cheng
Memorial Scholarship
Brown (computer science) 季
林虎

$2,500 CPC Scholarship
Georgetown (Business) 陳威華

$2,500 CPC Scholarship
UT Austin 鍾瑋書

$2,500 CPC Scholarship
Rice University(biochemistry)
王元

$2,500 Billy Wong Me-
morial Scholarship
U of H

中華學人聯誼會獎學金頒獎名單揭曉

中華學人聯誼會獎學金協會會長中華學人聯誼會獎學金協會會長DD人人.Lillian Chan.Lillian Chan 致詞致詞。（。（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頒獎大會主持人李成純如頒獎大會主持人李成純如。（。（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州議員吳元之蒞臨大會致詞州議員吳元之蒞臨大會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警察局長Troy Finner將於下周三（6月
30日 ）下午五時半，出席在中國城附近的Tra-
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77072)舉行的市民治安大會，探討近年來因疫情導致的治安惡化，兇殺
、偷車案件頻傳，甚至兇殺案增長了42%， 市民面對治安惡化情況應有的
因應之道。歡迎市民們踴躍參加，積極面對罪惡，拿出有利對策。治安大
會由Alief區市議員Tiffany D. Thomas主持，誠請關心自身及社區安全的僑
胞踴躍參加，共商對策。

休士頓警察局長費納（TROY FINNER）
下周三舉行社區治安大會 歡迎踴躍參加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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