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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富貝佐斯 人類登月紀念日往返太空
(路透社
路透社))

亞馬遜集團(Amazon)創始人、藍
色起源太空公司(Blue Origin)總裁、
全球首富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7
月 20 日上午 9 時，與其他 3 名同乘者
搭乘新雪帕德火箭(New Shepard)上太
空，對於這家太空旅遊公司是個里程
碑式任務。
貝佐斯的太空之旅，將是新雪帕
德號的第 16 次飛行，但也是第一次
載有太空人的飛行，此前都無人乘座
。火箭發射地點在該公司位於德州範
霍恩鎮(Van Horn)附近的一號發射場
，火箭發射的升空時間大約 4 分鐘，
會突破中氣層到熱氣層，大約離地表
100 公里左右，之後燃料用盡，頂部
的太空船與火箭脫離，太空船裡的乘
客可以享受到幾分鐘的失重狀態。但

同時，太空船因失去升空的動力也開
始回落地球，呈現自由落體情況，之
後釋放出降落傘減速，平穩著陸，整
個太空之旅從火箭點燃到回落地球，
大約 11 分鐘。
與貝佐斯一起同上太空的還有水
星 13 號 飛 行 員 溫 莉·芬 克 ( Wally
Funk)，她今年 82 歲，在 60 年前是美
國水星太空計畫的預選太空人之一。
是由貝佐斯親自邀請她加入的。還有
他的弟弟馬克，第 4 位是以 18 歲的荷
蘭大學生奧利佛·戴蒙（ Oliver Daemon），戴蒙將成為這次任務中最年
輕的太空人，打破前蘇聯太空人季托
夫( Gherman Titov)在 1962 年執行東
方 2 號(Vostok 2)任務的紀錄，季托夫
時年 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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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精選夏季團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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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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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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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嚴重 死亡人數上升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7/
07
/20
20/
/2021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 ，上週全
美新增新冠確診人數三萬二千二
百七十八人 ，比兩週前數字增加
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過去一週
每天死亡人數也在二百五十八人
，比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三。
醫療專家們說，這些死亡者
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沒有接種疫
苗。
美國衛生總監穆地表示， 能
夠減低死亡和感染的唯一方法就
是趕快接種疫苗，他們建議所有
二歲以上的孩子必須在学校中戴
上口罩，否則他們就有感染上的
可能。

拜登總統同時指責許多社交
媒體渲染不必戴口罩是非常嚴重
的錯誤報導。
專家們非常嚴厲地指出 ，如
果成年人不打疫苗， 將影响其他
人尤其是年輕人染上病毒。
我們也要在此積極呼籲。 那
些對科學認證不信任或是自認不
必打疫苗的人，你們是在做害人
而又不利己的愚蠢行為。
我們非常幸運生活在美國到
處都有疫苗可打，真是人在福中
不知福， 想想自己的親人同胞朋
友 ，是你們覺醒來的時候了。

Everybody Needs To Be
Vaccinated
average number of new
COVID-19 cases each
day in the past week was
32,278. That is a 66%
jump from the average
daily rate for the previous
week. There were 258
Americans dead from
COVID-19 each day this
past week, up 13% from
the rate of daily deaths
the previous week.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surge of the Delta
variant and vaccine
hesitancy now is leading
to increasing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ccording to the CDC, the

According to Dr. Rochelle
Walensk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ore than 97%
of people getting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now are
unvaccinated and 99.5%
of deaths are among the
unvaccinated.

Doctors say one
important reason adults
should get vaccinated is
to protect children who
are not yet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Most Americans
who are unprotected will
likely contract the rapidly
spreading Delta variant.

is a national emergency.
We also need to stop the
spread of wrongful
COVID-19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that causes too
many people to not
believe the scientific proof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others.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those
people are so selfish and
don’t want to be
vaccinated and make
other people sick,
especially the children.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are suffering enough and
struggling for their very
lives. We need to take
action to rescue the
people at such a tragic
time.

We are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force
everyone to be
vaccinated becaus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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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達變異毒株蔓延 29 國
它有何特點？疫苗是否有效？
最早 在 秘 魯 發 現 的 新 冠
變異病毒“拉姆達”，已在
29 個 國 家 出 現 。 這 種 廣 泛 傳
播的變異毒株有什麽特點？
感染癥狀是什麽？疫苗對它
是否有效？
已在 29 個國家出現
據報道，拉姆達毒株最初
於 2020 年 8 月在首都利馬報告
，2021 年 4 月以後的新增感染者
中的檢出率為 8 成。
目前，秘魯新冠肺炎人均
死亡率最多，每 10 萬名居民中
，有 596 人死於新冠病毒。根據

新西蘭總理呼籲 APEC 成員
推動新冠疫苗的全球可及性
綜合報導 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舉行，討論新冠
疫情造成的衛生、經濟危機及應對措施。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呼籲，亞太
經合組織成員應推動新冠疫苗的全球可及性，致力於盡快為所有人提供
疫苗。
本次會議應今年亞太經合組織東道主新西蘭倡議以視頻方式召開，
主題為“新冠疫情背景下亞太地區如何把握機遇，合作應對衛生危機，
加速經濟復蘇，為未來發展打下更好基礎”。
會議發表了題為《克服疫情影響 加速經濟復蘇》的亞太經合組織
領導人聲明。聲明說，疫情持續對本地區人民和經濟造成影響。各方認
識到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進行廣泛接種的作用，為此將加速擴大疫苗
生產供應，支持全球疫苗共享，鼓勵疫苗生產技術按照雙方同意條款自
願轉讓。
阿德恩在會議開幕致辭中表示，這是亞太經合組織歷史上第一次因
應對疫情而召開特別會議。疫情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著亞太經合組織成員
，但大家面臨的根本挑戰是相同的，疫情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將持續
很長時間。雖然新冠疫苗為我們應對疫情帶來了希望，但連續的感染浪
潮、新的病毒變種等，給亞太衛生應對體系造成了持續的挑戰。阿德恩
呼籲，各成員應攜手努力，應對疫情、復蘇經濟，以期盡快渡過危機。
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阿德恩表示，各方在會上的討論超越了
“疫苗民族主義”，聚焦疫苗生產、共享和使用等各個環節，希望為全
球疫苗接種作出貢獻。她認為，全球疫苗的獲取和使用將為經濟快速復
蘇提供強大動能，並將為全球經濟提供更多穩定性。

感染癥狀是什麽？
據《印度時報》報道，
拉姆達變異毒株的感染癥狀
，似乎與新冠病毒的常見癥
狀相同，例如：咳嗽、發燒
、味覺喪失、嗅覺喪失、身

疫苗還有效嗎？
許多科學家提到，拉姆達
毒株的“不尋常組合”，可能
使其更具傳播性。拉姆達變異
毒株的刺突蛋白有七個突變，
刺突蛋白是病毒外殼上的凸起

，有助於它附著並侵入細胞。
這些突變可能會促進拉姆
達與細胞的結合，並使抗體更
難附著以對抗病毒。
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
院的一項初步研究，著眼於
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對拉姆達
變體的影響。結果發現，與
原始病毒相比，疫苗產生的
抗體數量減少了 2 倍到 3 倍，
但這並不是中和抗體的顯著
損失。
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稱，輝
瑞和莫德納等 mRNA 疫苗，可
能對拉姆達變體仍然有效。

報告：秘魯 96%接種中國新冠疫苗者
成功產生抗體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國家衛生局發
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接種兩劑中國國
藥集團疫苗後，至少 96%的接種者成功產
生針對新冠病毒的抗體。
該研究分別對曾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和
從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進行了分析，發現
有新冠病毒病史的人的反應更好。
在曾感染新冠病毒的調查者中，中國
國藥集團的一劑疫苗刺激了 77%至 82%的
人產生抗體，第二劑疫苗刺激了 100%的人
產生抗體。
在未曾感染新冠病毒的調查者中，接
種一劑國藥疫苗後，只有 15-31%的受測者
產生了抗體。而接種第二劑後，這一比例
提高到了 96-99%。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中國國藥疫
苗在預防感染和疾病方面的有效率為
79%。
據秘魯衛生部 7 月 14 日發布的新冠疫
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比，該國新
增檢測 48669 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032 例，其中過去 24 小時新增病例為 982
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 2090175 例；單日
新增死亡病例 38 例，累計死亡 194935 例。
目前仍有 7966 人住院，已有 2054757 人康
復。

秘魯衛生部確
認 ， 利 馬 和 Callao
45 歲和 46 歲人群的
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將於當地時間 7
月 17 日周六開始。
該活動將在“疫苗
馬拉松”計劃的框
架內進行，民眾可
從周六上午 7 點至
周日下午 7 點，在
21 個疫苗接種中心
接種疫苗。
此次長達 36 小時的疫苗接種活動，旨
在加快 45-49 歲公民的免疫進程，並為那
些 50 歲以上、因某種原因尚未接種疫苗的
人完成必要劑量的接種。
秘魯衛生部長奧斯卡· 烏加特表示稱
，7 月 10 日和 11 日在利馬和 Callao 舉行的
第一次“疫苗馬拉松”活動是成功的，近
24 萬人接種了新冠疫苗，這一數字超過了
衛生部製定的目標。
奧斯卡· 烏加特重申，秘魯全國疫苗
接種目標人口為 2740 萬人，包括了 12 至
17 歲的未成年人。他強調說：“我們還
為新政府留下了足夠的疫苗，以便在年

底前完成對所有秘魯人的疫苗接種。”
自 2021 年 1 月以來，該國 30 至 59 歲人
群更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與第一
波疫情相比，第二波疫情期間占據 ICU 的
人更加年輕化，30-59 歲人群開始取代了 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體。
EsSalud 報告說，30-59 歲的人群被認
為身體更強壯，可以免受新冠病毒的嚴重
影響。然而，雖然目前秘魯疫情處於下降
曲線，但 80%的 ICU 床位被 30 至 59 歲這個
年齡段的人占據。在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
，即 2021 年 3 月和 4 月，每月有 1000 名成
年人住院。

德國洪災已導致 93 人死亡
數人在山體滑坡中喪生

綜合報導 德國官員表示，德
國洪災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達到 93
人。
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
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該州
當局表示，當地的死亡人數已經
從前一天的 31 人上升到 43 人，數
人在山體滑坡中喪生。
此次強降雨天氣從 14 日開始
侵襲德國西部地區，到 15 日當天
已造成德國北威州、萊法州及相
鄰地區鐵路交通大面積延誤和中
斷。德國電視一臺報道稱，這是
上述兩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以來遭遇的最為嚴重的自然災害
之一。
德國西部仍有數十人失蹤，
死亡人數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德國總理默克爾 15 日晚間在
訪問華盛頓期間表示：“我擔心
，我們要到未來幾天才能看到這
場災難的全面影響。”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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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譴責境
外勢力煽動騷亂，呼籲團結合作，並強調古巴依舊保持和平。
據拉美社報道，迪亞斯-卡內爾 14 日晚在講話中向民眾詳細解釋了
發生於 7 月 11 日的騷亂事件，披露了部分抗議者是如何受到境外鼓勵並
參與騷亂的。迪亞斯-卡內爾還提出，需要從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訓，呼籲
政府要在團結、和解和合作的基礎上，深入推進社會工作，幫助弱勢群
體。他還強調，古巴目前仍舊保持和平。
另據路透社此前報道，13 日，古巴外長布魯諾· 羅德裏格斯在當天
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出示相關證據，指出美國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金用
以幹涉古巴內政，近期更加大資助部分在美群體和企業通過社交網絡在
古巴煽動騷亂，並以古巴疫情形勢為借口企圖對古巴發起人道主義幹預
，實際上是要發動軍事幹預。
羅德裏格斯強調，由於古巴民眾普遍支持古巴革命和古巴政府，11
日在古巴發生的遊行活動未演變為社會暴動，而是有限規模的騷亂。
古巴部分地區 11 日發生遊行活動，迪亞斯-卡內爾隨後前往一處
事發地與民眾交流，並兩次發表電視講話。他在講話中譴責美國政
府資助反古勢力，揭批美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仍不斷加強對古巴
封鎖，目的是扼殺古巴經濟，引發社會動蕩，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封鎖，
尊重古主權。
據悉，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美國延續對古巴數十年的經濟製
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古巴各行業壓力加劇，嚴重的經濟衰退導
致古巴經歷了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罕見困境。

體疼痛和氣促。專家建議，
密切監測這些癥狀，並根據
需要咨詢醫生。
6 月 14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
布，拉姆達是“值得全球關註
的變種病毒”，英國公共衛生
部於 6 月 23 日，也將其描述為
“正在調查的變種”。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古巴譴責美國幹涉內政
煽動騷亂

世界經濟論壇網站上發布的一
份報告，造成高數字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由於拉姆達突變體
的出現。
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已經
在 29 個國家發現了拉姆達變體
，變體包含許多突變，可以增
加傳染性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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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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COVID-19確診飆升 裴洛西發言人也中鏢
在一名完整接種 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苗的白宮官員傳出檢測呈陽性反應
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的一名資深發言人也中鏢。
裴洛西辦公室證實這名發言人在華府會見
來自德州的民主黨籍州議員後，COVID-19 病
毒檢測呈陽性反應。
裴洛西的副幕僚長哈米爾（Drew Hammill
）在聲明中說，這名發言人在接觸到病毒後，
未與裴洛西接觸。
根 據 1947 年 通 過 的 「總 統 繼 任 法 案 」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 of 1947），總統一
旦離開其職務，將由副總統、眾議院議長、參
議院臨時議長及主要內閣成員依序遞補。眾議
院議長在繼任順位僅次於副總統。
美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人數飆升，傳染性
強的 Delta 變異株開始大流行，然而數州疫苗接
種率卻停滯，促使總統拜登急喊快打疫苗。
疫情在美國部分地區爆發的主因是疫苗接
種率低，確診、住院與死亡人數最近幾天都呈
上升趨勢。

五角大廈 20 日宣布，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23 日將啟程前往新加坡、越南和菲律賓訪問，
以展示拜登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重視，以及對
東協在印太地區安全架構佔據中心地位的重視
。奧斯汀並將在新加坡參加由英國智庫 「國際
戰略研究所」主辦的系列講座。
五角大廈聲明稱，奧斯汀將在訪問期間會
見各國主要領導人，以重申在防務領域的相互
關係，並將與高級官員舉行雙邊會晤。奧斯汀
此行將 「展示拜登-賀錦麗政府對東南亞和東
協作為印太架構重要組成部分的重視，強調美
國對該地區的持久承諾，以及維護該地區 『基
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促進東協 『中心地位』
的興趣」。
7 月 11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南海主權
仲裁案屆滿五週年前夕宣布，拜登政府延續前
川普政府在南海主權聲索問題上的政策，繼續
認定中國對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聲索完全
不合法。美國之音報導說，越南和菲律賓是面
臨北京脅迫但拒絕放棄自身南海主權聲索的兩
個主要東南亞國家。
美國已多次表明，如果菲律賓武裝部隊、
政府船隻或飛機在南海遭到武裝攻擊，美國有

義務根據美菲 1951 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採
取共同行動。 6 月 24 日，美國國務院已宣布批
准向菲律賓出售 F-16 戰機、 「響尾蛇」飛彈
和 「魚叉」飛彈的三筆軍售交易，總價值超過
25 億美元。
美國正尋求與菲律賓續簽《訪問部隊協議
》（VFA），而這項協議對美國遏制中國在亞
洲不斷擴大影響力的戰略至關重要。 6 月 14 日
，菲律賓決定第三度延期 「暫停終止」VFA。
此外，美國也一直在努力深化與越南的防務關
係，包括幫助越南加強海上監控和反應能力。
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洪 19 日表示，法
國和南太平洋國家將啟動 「海岸警衛隊」網絡
，進行訊息共享、行動合作和訓練，以打擊
「掠奪」行為。被問到該政策是否針對中國的
擴張時，法國總統的一名顧問表示，政策針對
的是 「很大程度由私人行為造成的」非法捕魚
。
馬克洪在與南太平洋國家，包括澳大利亞?
馬紹爾群島?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領導人以及紐西
蘭和其他太平洋國家的代表舉行視訊會議後表
示， 「我們都是遭到侵略的受害者，因此我希
望促進南太平洋的海洋合作」。

美防長將訪越菲星3國 強調對東南亞的安全承諾

美通緝犯太蠢警察忍不住PO上網 鄉民全笑翻
美國一名涉入謀殺案的嫌犯，在被列為當
地 「每週頭號通緝犯」後，竟上臉書向警方詢
問自己的懸賞金問題，結果隔天就遭到逮捕。
當地警方稍後將此事公佈在臉書上，引來廣大
網友 「朝聖」和嘲笑，目前該貼文已被分享超
過 3000 次。
奧 克 拉 荷 馬 州 杜 爾 沙 警 局 （Tulsa Police
Department）14 日在臉書上發文，公佈當地的
每週頭號通緝犯為羅琳‧葛瑞夫茲（Lorraine
Graves），她因被列為艾瑞克‧葛瑞夫茲（Eric Graves）謀殺案的共犯而遭到通緝。結果羅
琳稍後竟用自己的臉書帳號，在該貼文下詢問
自己的懸賞金額，以及該去哪裡領；當時就有
網友忍不住吐槽，跟她說： 「妳應該遠離社交
媒體，他們能靠這東西來追蹤妳。」

雖然羅琳的詢問不久後就被刪除，但杜爾
沙警局 16 日又再度在臉書上發文，說在 「懸賞
金詢問」事件後不久，警方 15 日就在杜爾沙北
部將羅琳逮捕歸案，並公佈她的保釋金為 50 萬
美元。但警方也強調，羅琳僅是被逮捕，尚未
遭到定罪。
杜爾沙警局在臉書上的貼文大多僅有數十
至百來次的分享，但這篇揭露嫌犯蠢事的貼文
至今已獲得超過 3000 次分享，且有愈來愈多網
友前來 「朝聖」。許多人在貼文下留言 「笑死
」、 「大概整間警局都笑瘋了」、 「喜劇頻道
的劇本來了」、 「看來她沒辦法好好照顧自己
，監獄是她最好的歸宿」；還有網友笑稱羅琳
大概未來 50 年內每個月都能領到 「賞金」，即
在監獄內工作所獲得的勞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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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版太陽花的結局 川普支持者被判刑8個月
今年 1 月 6 日，上百名川普支持者闖入美國
國會山莊，現在這些人正一一受到懲處。一名來
自佛羅裡達州的起重機操作員霍奇金斯(Paul Allard Hodgkins)，當天帶著川普的競選旗幟，闖入
參議院會議廳，此犯行明確，在星期一被判處八
個月有期徒刑，必須入獄服刑。這是對國會暴動
事件，重罪指控的首次罰則，很可能成為其他數
百件未決案件中判例。
美聯社報導，1 月 6 日的影像片段顯示，在
參議院內，霍奇金斯穿著 「川普 2020 年」的 T
卹，肩上扛著川普旗幟，脖子上戴著護目鏡。他
與另一位穿著成角盔的 「薩滿」，以及其他暴民
在參議院主講台上合影。
美國地方法官倫道夫·莫斯(Randolph Moss)
在宣布霍奇金斯的判決時表示，這位 38 歲的年
輕人在 「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事件之一」中，扮
演了一個錯誤的角色，即使他的錯誤沒有比其他
事件來的大，但犯錯就該受罰。
法官說： 「無論如何，那都不是抗議，而是
對民主制度的攻擊。」
他補充說： 「此事在我們國家上已留下了一
個污點，我們必須記住。」
相對的，霍奇金斯就感到相當失落。他的律
師受訪時說 「我的當事人對於遭判入獄感到失望
。」
不過霍奇金斯也只能接受，他將返回家鄉坦
帕來處理入獄前準備，包括與他的雇主討論坐牢
期間，是否會丟了工作，之後在指定時間向監獄

報到。
另有 500 多名參與衝撞與闖入國會山莊的民
眾，案子正在審理中，許多人像霍奇金斯一樣，
被指控犯有嚴重罪行，但還沒有確定結果，因此
此案很可能有示範作用。
在法庭上，莫斯法官打斷了霍奇金斯的律師
辯詞，直接問： 「如果我們允許人們衝進美國國
會大廈，將來又要怎麼做才算維護我們的民主制
度？」不管是當事人還律師都一時語塞。
之後法官表示，雖然檢察官求刑 18 個月，但
霍奇金斯不致於那麼重，部分原因是在過程中，
他沒有襲擊任何人，也沒有損壞政府財產，也不
是衝撞的帶領者。
霍奇金斯向法庭上當眾道歉，並說他對此事
感到羞愧。他拿出準備好的講詞說，那一天，他
跟隨數百人進入國會大廈時，沉浸在歡快的氣氛
當中。然而，事後回想，那是不對的。
「如果我知道抗議(事件)會升級.....那麼我永
遠不會冒險跨過賓夕法尼亞大道的人行道....這對
我來說是一個愚蠢的決定。」
上個月，他承認參與了襲擊，迫使國會議員
們在恐懼中逃跑和躲藏，妨礙了他們的法定工作
。
根據 6 月份的認罪協議，霍奇金斯同意向財
政部支付 2000 美元的賠償金。作為交換，檢察
官同意撤銷一些不太嚴重的指控，包括 「闖入受
限制的建築物」和 「行為不檢」，但是 8 個月的
刑期仍免不了。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通報，過去 24 小
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0082 例，系單
日確診病例首次突破 1 萬例；新增死亡病
例 141 例，也創下單日死亡病例新高。
截至當天，泰國累計確診病例為
391989 例，累計死亡病例 3240 例。
泰國自今年 4 月 1 日暴發第三波疫情
以來，3 個多月時間確診病例達 363126 例
，死亡 3146 例。由於確診病例激增，當
地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目前，全國仍
在接受治療的病例超過 11 萬例。
泰國政府憲報網站 16 日晚發布公告
，宣布全國範圍內禁止舉行各類存在疫情
傳播風險、加重民眾困擾或故意傳播疾病
的集會活動。
此外，在疫情嚴重的大曼谷地區(曼
谷、佛統府、暖武裏府、巴吞他尼府、北
欖府、龍仔厝府)實行緊急綜合管控措施
，除獲得有關部門批準的活動外，嚴禁舉
行 5 人以上聚會或活動，違者最高可被處
兩年監禁和不超過 4 萬泰銖(約合 8000 元
人民幣)罰款。
此前，為控製疫情，泰國政府決定自
本月 12 日起對大曼谷地區和泰南陶公、
北大年、也拉及宋卡 4 府實行“準封城”
措施，包括宵禁、禁止人員跨府流動、盡
可能居家辦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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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單日確診病例首破萬例
禁止舉行集會活動

韓國奧運代表團掛“反日標語”

日本右翼團體坐不住了

綜合報導 近日，入住東京晴海奧
運村的韓國代表團在陽臺上掛出改編自
朝鮮王朝李舜臣將軍名言的加油橫幅，
引起部分日本右翼分子不滿，他們攜帶
曾是日本軍旗的“旭日旗”前往韓國代
表團駐地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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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韓國代表團入住奧運村後，
在他們的三樓房間陽臺上掛出了多面巨大
的韓國國旗，並在下面貼附了一句標語：
“臣還有5000萬國民聲援和支持”。
報道稱，這幅標語由大韓體育會
懸掛，其改編自朝鮮抗倭名將李舜臣
的請戰名言， 目 的 是 為
韓國代表團的選手們加
油助威。
資料顯示，16 世紀
中葉，日本對朝鮮發動
了史稱“壬辰倭亂”的
侵略戰爭，在 1592 年至
1598 年間，殘害了數十
萬朝鮮人民，綁架了無
數朝鮮陶瓷技師。
壬辰倭亂時期，李
舜臣在面對由豐臣秀吉

率領的倭寇時，表現英勇。他因此也被
韓國民眾奉為“抗日英雄”。
對於韓國代表團的這一舉動，部分
日本右翼團體坐不住了。
7 月 16 日，日本多名右翼分子在東
京奧運村的韓國代表團住宿樓前舉行示
威，稱韓國代表團掛出的是“反日標
語”，並進行抗議要求韓方摘下橫幅。
其間，幾名右翼分子還在樓前揮動
曾是日本軍旗的“旭日旗”，並用擴音
器喊話稱：“絕不容忍韓國愚蠢的反日
行徑，應驅逐韓國代表團”。
報道指出，示威持續了大概一個小
時，日本警方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近年來，日韓關系持續走低，不僅
島嶼爭端和歷史問題難以解決，雙方還
圍繞貿易爭端和福島核汙水排放等問題
持續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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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雷擊一天至少造成 57
死
莫迪辦公室連發 條
5 推特

星期三

綜合報導 印度拉賈斯坦邦和北方邦
共有至少57人因雷擊死亡。對此，印度總
理莫迪辦公室連發五條推文表示哀悼。
據印媒報道，當地時間 11 日，西南
季風在 6 月 18 日抵達印度拉賈斯坦邦近
三周後進入齋浦爾、托爾布爾、科塔、
巴倫、恰勒瓦爾地區，至少 20 人因雷擊
死亡，至少 17 人在強降雨天氣中受傷。
據新德裏電視臺報道，當地時間 11
日晚間，拉賈斯坦邦首府齋浦爾發生雷
擊事件，造成 11 人死亡，12 人受傷。報
道提到，雷擊事件發生時，有數十人正
冒雨在齋浦爾的瞭望塔上自拍留念，其
中一些人在恐慌中跳下瞭望塔而受傷。
印媒報道稱，拉賈斯坦邦科塔 4 名
牧羊的兒童和恰勒瓦爾的 1 名青年因雷
電而死亡。托爾布爾的 3 名兒童在雷擊
中喪生。巴倫也有 1 人因雷電而死亡。
除拉賈斯坦邦以外，另據新德裏電
視臺報道，北方邦 11 日多地也有包括婦
女和兒童在內的 37 人在雷擊中喪生。
對此，莫迪辦公室當地時間 12 日連發 5 條推文，
向雷擊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並宣布將為遇害者家屬
提供援助。
新德裏電視臺報道說，拉賈斯坦邦首席部長阿肖
克•蓋洛特和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已
宣布向雷擊遇難者家屬提供 50 萬盧比的救濟援助。

印尼連續 3 天單日死亡病例超千例
宰牲節采取“臨時特別限製”措施
綜合報導 印尼官方通報，該國過去
24 小時內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44721
例，累計確診 2877476 例；新增死亡 1093
例，累計死亡 73582 例。
這是該國連續第 3 天單日新增死亡
病例超過 1000 例。7 月份以來已有 5 天單
日新增死亡超千例。
本月 20 日是今年印尼的宰牲節，為
避免 5 月份開齋節假期過後疫情兇猛反
彈、至今仍未緩解的情況重演，該國政
府於今日開始采取意在阻止人員聚集和
流動的“臨時特別限製措施”。
暫定實施期限至本月 25 日的該“臨
時特別限製措施”，內容包括除關鍵和
必要部門員工上下班、危重病人就醫、
孕婦分娩、非新冠死亡出殯等個人緊急
需求外，限製跨區域人員流動；正在實
行“緊急社會活動限製”地區關閉宗教
活動場所、所有人在家祈禱；往返爪哇
島和巴厘島的長途旅行者需出示疫苗接

種卡及 48 小時內核酸或抗原檢測陰性證
明；關閉正在實行“緊急社會活動限
製”地區所有旅遊景點，非緊急限製區
域的旅遊景點在實施嚴格衛生規範前提
下允許接待 25%客容量。
印尼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言
人維古稱，該“臨時特別限製措施”
不影響本月 3 日開始在爪哇和巴厘兩
島、後擴大至疫情嚴重的其它 15 個縣
( 市) 的 “ 緊 急 社 會 活 動 限 製 ” 措 施 實
施。
去年宰牲節假期過後，印尼新冠疫
情出現了明顯反彈。今年 5 月份開齋節
假期，雖然政府限製民眾返鄉過節和外
出旅遊，但仍有數百萬人不顧禁令返鄉
、返城，造成了以德爾塔變異病毒迅速
傳播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疫情兇猛反彈
。6 月中旬至今，印尼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數和死亡病例數均已 10 多次刷新紀錄
。

中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新聞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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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App

內地菜肉直送
生產信息欠奉 不具供港資格
(

跨境買餸 火爆 食安隱患無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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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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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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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在家，網購餸菜成為疫下新常態。香港文匯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除了香港本地的買餸 App，跨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境買餸 App 亦大行其道，有企業將內地蔬菜生肉跨境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直送抵港。記者早前透過一個跨境買餸
App 試買 6 件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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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肉，貨到當日“取貨點”大排長龍，顯示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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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新氣候，送貨員二話不說將貨品全部鋪在行人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路上，卸貨後極速開車絕塵而去，留下未有人認領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的貨品在路邊曝曬“吸塵”逾一小時。記者追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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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部分菜肉並非供港農場或菜場的出品。香港文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匯報委託認可化驗所檢測更揭示，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部分菜蔬的禁用農藥超標逾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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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走私菜肉公然供港“無王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管”，隨時引發食物安全危機。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掃碼看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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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車到埗後
貨車到埗後，
，司機將客人預訂貨品逐份
鋪在路邊，
鋪在路邊
，數十名貨主圍攏取貨
數十名貨主圍攏取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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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餸平台五花八門，近月湧現多
已融化，如果貨主未按時到“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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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跨境買餸
App
供香港用戶選
點”，這些生肉便被遺留在路邊曝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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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平台上的菜肉來自五湖四海，許
逾一小時，增加細菌滋生風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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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是香港市場鮮有供應，吸引疫下無
文匯報記者拆開所訂購的蔬菜，菜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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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北上食遍神州的港人光顧。香港文
皺了、不再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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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匯報記者瀏覽多個平台，發現除了
跨境買餸App
香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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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變質司機概不負責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菜、肉，還有酸奶、雪糕等需要冷藏
品類
(港元/每100克)
(港元/每1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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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品。但根據平台展示的菜肉包裝
之後記者又在另一個跨境買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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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豬排骨
20.4至38
22.4至29.6
照片顯示，不少食品並非產自註冊供
App 訂購 6 件菜肉，包括 3 款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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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農場或菜場，另有部分產品連產地
一款冰鮮雞胸肉、一款冰鮮豬肉及一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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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鮮整雞
10.8至14.4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8.4至24.2
等資料也欠奉。
隻冰鮮雞，這家平台提供上門送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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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遂嘗試在其中一個平台試買
務，菜肉雖沒有在烈日下曝曬，但肉
肥牛片
21至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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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餸，客戶服務員解釋車隊每周赴港送
類與數袋乾冰被放置在一個保溫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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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貨兩次，每區客戶必須按時到指定取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中，到手時所有乾冰已融化，肉類包
牛柳
2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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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點提取貨品。就在香港文匯報記者
裝盒脹大、出現水珠；蔬菜則簡單放
●貨物無完整生產信息，部分菜肉非由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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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心
2.4至2.8
2.18
訂購的菜肉送貨前一晚，客服在通訊
置於塑膠袋內常溫保存，並無明顯腐
供港農場供應。
群組通知具體送貨時間，群組顯示該
壞。記者詢問司機若出現變質能否退
生菜
1.92至2.8
3.5
次送貨的顧客遍布全港，單是新界及
貨，惟司機表示他只負責運輸，所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將其中兩份從跨
九龍已涉及逾 200 名客戶，以平台每
售後服務需諮詢網上客服。
境買餸 App 買到的蔬菜送往化驗，結果顯
番茄
1.56至2.3
2.18
周送貨兩次，該兩區每月服務近兩千
經過仔細核對包裝，記者發現
示該兩款蔬菜的農藥滴滴涕（DDT）殘餘
名客人。
產品要不就沒有產品標籤，無法查
超標 61.4 至 152.2 倍。浸會大學香港有機
白蘑菇
5.3至5.6
12.45
核其生產地；要不就有標籤，但並
資源中心總監黃煥忠就此接受香港文匯報
取貨點就在公路邊
資料來源：微商平台、香港各大超市官網
非來自供港農場，其中一款冰鮮雞
訪問時表示，滴滴涕是香港禁用的除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翌日，記者準時到“取貨點”，
密封包裝在膠袋中，但除寫明品種
劑，但部分菜農貪方便用作“殺蚊”，
發現所謂的“取貨點”就是公路邊一
名稱外，標籤並無其他資訊，令人
“你哋驗到嘅結果屬於嚴重超標，長期吸
塊空地。一架沒有冷凍設備的貨車不
質疑是否符合相關產品檢疫要求。
收有致癌風險。”
久後到埗，司機馬上落貨並將貨品鋪
另一款雞胸肉及豬肉雖然有標
記者將一份豆類及一份葉菜送往政府
在路邊等客人自行認領，當時現場已
籤標示來自哪間農場，但均不在
認可化驗室檢驗，豆類樣本驗出滴滴涕含量
有數十名客人圍觀，卸掉貨物後司機
《供港澳冰鮮禽肉備案養殖場名
為 7.66ppm， 而 葉 菜 的 滴 滴 涕 含 量 為
飛快駕車前往下一個“取貨點”。
單》及《供港澳冰鮮豬肉備案養殖
3.12ppm。根據“香港除害劑最高殘餘限
菜肉由貨車從邊境運到香港，然
場及其相對應加工企業名單》上，
量資料庫”，大部分蔬菜及水果的滴滴涕
後逐區配送，其間包裝袋內的乾冰恐
並無供港資格。
法定限量為 0.05ppm，換言之記者購買的
兩份蔬菜，分別超標152.2倍及61.4倍。
黃煥忠說：“咁嚴重超標嘅蔬菜，如
果透過網上團購平台輸入香港並受追捧，
將威脅市民身體健康。”

買

政府稱嚴打 批發商憂難執法

律師：法律後果嚴重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若輸港貨物的商家並
不在供港名冊上，有關行為即屬走
私，需要承擔嚴重的法律後果，“無

論是入口商還是跨境司機，將任何貨
物運送到港時都要做申報，通過才能
進入香港。很多人誤以為蔬菜、肉類
價值不高，問題不大，但即使是內地
合法合規的食物，只要它不在供港名
冊上，便不准輸港。”

●司機與貨主
交收貨物。
交收貨物
。

152

倍

跨境買餸 App 平台公然派送走私
菜肉，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近日就此回應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已與海關加強聯合
行動，打擊非法進口食物，並向內
地 有 關 部 門 通 報 相 關 事 件 。根據
《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蛋類規
例》（第 132AK 章）規定，每批次
的進口肉類及家禽必須附有由來源地
簽發的衞生證明書或食安中心的書面
准許，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罰款 5
萬港元及監禁6個月。

難判斷是否具供港資格
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袁
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商
戶在網上接單後將鮮活貨物由內地
直接送到香港用戶手上，這種形式
類似於一般私人訂貨，“執法難度
在於很難判斷貨品是否全部具備供
港資格。每日從文錦渡過關的貨車
多達數百架，每一架都全面檢測是
不切實際，因此很難保證百分百堵
塞漏洞。”

記者購菜化驗 農藥超標

價 格 比 拚

●貨主未
到，任由肉
菜擺放路邊
曝曬。
曝曬
。

所含農藥可致癌香港禁用
他表示，滴滴涕在環境中非常難降
解，並可在動物脂肪中累積，從而產生
長期毒性；滴滴涕同時具有潛在基因毒
性、內分泌感染性和致癌性，以及對人
體神經系統造成影響，大量攝取滴滴涕
會使人變得興奮和產生顫抖甚至癲癇，
孕婦攝取大量滴滴涕主要代謝物還會增
加早產機率。香港已於 1987 年取締滴滴
涕作為准許使用的除害劑註冊。
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滴滴涕每日最大
允許攝入量為 0.01mg 每千克體重，以記
者所購買的豆類樣本為例，一名 70 公斤
成人每日進食多於 91 克該豆類產品，即
超出每日最高允許攝取量；15公斤的小童
每日進食超過20克即超出限量。

台灣新聞
星期三

2021年7月21日

Wednesday, July 21, 2021

A7

議員夫遭控未利益迴避反告誹謗 事關公益不起訴
（中央社）促轉會前副研究員吳佩蓉質疑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邱于軒丈夫張簡正偉承攬高
市國中小營養午餐標案，涉違反利益迴避。張
簡正偉告吳誹謗，但雄檢今天認為事關公益，
處分不起訴。
高雄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指出，行政院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前副研究員吳佩蓉去年先後
在臉書表示，邱于軒握有市府財政監督權，但
邱于軒夫婿張簡正偉卻承攬高市中小學營養午
餐食材標案，質疑事前到底有沒有據實告知招
標單位兩人夫妻關係。
吳佩蓉指出，據電子採購網資料顯示，張
簡正偉的 「
大發食材」和 「
大發冷凍食品」承
攬高雄市數間國中小學營養午餐的食材雜貨類
標案，從公告日期民國 108 年 3 月起算， 「
大發
食材」拿到 11 案共新台幣 177 萬 6585 元， 「
大
發冷凍食品」則獲得一筆 14 萬 2526 元案子。
她質疑，張簡正偉頻繁投標由民代審議預
算的標案，恐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

邱于軒當時回應，自己是在 107 年 12 月 25
日就任議員，但張簡正偉是在這之前承攬標案
，且相關作業皆屬公開招標，也符合採購法規
範。自己做事坦蕩，但對牽連家人感到很不捨
，將對有心人士造謠採取法律行動。
檢方偵查時，吳佩蓉強調是基於事實查證
後為了公共利益發聲，並非為了誹謗名譽。張
簡正偉則表示，部分獨立標案是因公司行政人
員疏忽，才沒有告知和邱于軒關係。
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結後，認為吳佩蓉是
為關心承攬學校營養午餐廠商是否有藉機圖謀
不法利益，且邱于軒身為公眾人物，掌握較高
社會資源和影響力，也較易獲得反駁澄清機會
。
檢察官認為，吳佩蓉言論事關公益，公益
事項應公開接受人民嚴格檢視，也應受言論自
由高度保障，處分不起訴。

女子法國打完兩劑疫苗拒居家檢疫 法院駁回

（中央社）一名孫姓女子 7 月初自法國返台
，被要求到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14 天。女子認為
嚴重剝奪人身自由、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向法
院聲請提審。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駁回孫女聲請
。可抗告。
根據裁定，孫女於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由法
國搭機入境台灣，因為自歐洲 「
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感染區入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開立 「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入境健康聲明
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要求孫女到台北市一家
防疫旅宿實行居家檢疫，期間自 7 月 7 日起至
21 日。
孫女主張，她在法國已接種兩劑輝瑞疫苗
，可提供法國政府官方文件證明，沒有任何症
狀，也沒有與傳染病病人接觸，主管機關不得
予以留驗。她認為，14 天居家檢疫的隔離政策

，應該是針對未接種疫苗者。
她表示，主管機關對於沒有症狀、PCR 檢
測陰性且已完成完整兩劑疫苗接種者，卻實施
同樣的 14 天居家檢疫的隔離政策，不但嚴重剝
奪人身自由，更是完全違背傳染病防治法及憲
法的比例原則。
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庭認為，孫女雖然表示
已在法國接種兩劑輝瑞疫苗，但就已接種 「
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案例，尚不能排除曾
已感染並對外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染給不
特定多數人的危險。
北院指出，衛福部疾管署依傳染病防治法
規定讓孫女居家檢疫的原因、法律依據及程序
均屬適法，孫女如有不服，應循訴願程序救濟
，並非提審，因此裁定駁回。全案可抗告。

新北市國小教職員施打疫苗

新北市 2 萬名國小教職員工 20 日開打 COVIDCOVID-19
19 疫苗
疫苗，
，老師們得到保護後也可以照顧孩子
。中和靜思堂醫護人員依序替民眾施打疫苗
中和靜思堂醫護人員依序替民眾施打疫苗。
。

盧秀燕：
盧秀燕
：疫苗為戰略物資 有就要買

台北市長柯文哲預計舉債購買第 3 劑疫苗
劑疫苗。
。台中市長盧秀燕
台中市長盧秀燕（
（左 2）20 日受訪表示
日受訪表示，
，疫苗現
在是國家生存的重要戰略物資，有就要買
在是國家生存的重要戰略物資，
有就要買，
，寧多勿少
寧多勿少，
，有人能買到
有人能買到，
，都鼓勵盡量買
都鼓勵盡量買。
。

西門町旅店持刀傷人致死案 警拘提主嫌到案
（中央社）北市西門町一間旅店 18 日凌晨
發生有男子起口角衝突，其腿部遭人持刀砍傷
，警消獲報後協助送醫仍不治，隨後於 18、19
日逮捕 3 嫌，今晚又在萬華區拘提主嫌劉男到案
。
台北市警察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 18 日
凌晨 1 時許獲報，指轄內成都路一間旅店內有男
子身中刀傷，經派員到場了解，傷者獨自倒臥
房內地板，左手、左大腿有刀傷，全案疑為債
務糾紛起口角所致。

由於傷者經送醫治療後仍不幸身亡，警方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追查，並報請台北地檢署指
揮偵辦，陸續於 18 日下午及 19 日凌晨拘提涉案
犯嫌簡男、李男及莊男等 3 人到案，經檢察官訊
問後分別以新台幣 5 萬元、3 萬元及 10 萬元交保
。
專案小組持續追緝，並於今晚在萬華區將
主嫌劉男拘提到案，初步了解案發原因應為口
角互嗆所衍生衝突，全案詢後依傷害致死罪移
送北檢偵辦。

（中央社）中央氣象局今天預估，颱風?花
最快明天上半天可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對此
，消防署表示，目前已完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整備，並通報各縣市政府落實相關防救災
因應整備。
氣象局預報員伍婉華今天表示，?花強度還
在持續增強，預估今天下半天會增強為中度颱
風；最快明天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可能會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
消防署下午也發布新聞稿表示，目前已完
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整備，除持續掌握颱
風最新情資外，也同時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相關部會落實防救災人力和救災裝備
器材整備，以因應災害發生；同時也呼籲民眾
儘早做好防颱準備。
此外，針對易成孤島地區，也加強物資儲
備、緊急通訊、搶修機具預置等防災整備工作
，並依內政部 「
防疫時期災害發生之疏散撤離
」及衛生福利部 「
災民臨時收容安置業務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工作指引
」，做好預防性疏散撤離與收容安置準備。
消防署說，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
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及各項防救災工作的執行，
也應考量落實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防疫措施，依照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防疫措施指引辦理。
同時，預先掌握居家隔離、集中檢疫、防
疫旅館等清冊資料，備妥防疫物資，以利執行
救災與應變工作時，視需要強化相關防疫措施
，確保防救災人員自身安全，避免疫情擴大風
險。
消防署提醒，颱風來襲期間，民眾應隨時
注意雨量及附近河川水位，預先準備至少 3 日
份食物與飲用水，並備妥手電筒、收音機及行
動電源等防災用品。
值得注意的是，切勿從事登山、游泳及釣
魚等戶外活動，更要避免到海邊觀浪或戲水，
以免發生意外。

颱風煙花來勢洶洶 消防署籲做好防颱防疫準備

司法院籲讓第一線司法人員優先完成疫苗接種
（中央社）司法院今天指出，指揮中心已
同意將 「
第一線法警人員」納入公費疫苗第 7 類
接種對象，但法官等並未列入，司法院表示尊
重，並呼籲能夠讓第一線司法人員優先完成疫
苗接種。
司法院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先由發言人
張永宏報告業務推展概況，說明疫情期間司法
運作、司法院及所屬機關人員疫苗施打情形。
司法行政廳長許紋華說明 「
司法與社會對話」
近期業務與成果。
張永宏指出，各級法院去年收案量高達 364
萬 5745 件，疫情警戒期間，司法仍然持續運作
。司法院同步配合指揮中心最新警戒措施，調
整開庭措施為 「
遠距視訊開庭優先，實體開庭
加強防疫」。
他表示，具時效性、緊急性及法官認為必
要的案件，在加強防疫措施下，可以進行實體

開庭，之後也會依照指揮中心公布的最新警戒
標準，以防疫優先原則為前提，調整法院防疫
措施。
張永宏強調，司法是 「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
會機能正常運作」的重要一環，經多次協調，
目前指揮中心已同意將 「
第一線法警人員」納
入公費疫苗第 7 類 「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
常運作者」接種對象。
不過，其他第一線司法人員（法官、書記
官、通譯、庭務員、為民服務中心人員等）、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其他大法官均未經指揮
中心列入公費疫苗第 7 類施打對象。
張永宏表示，依據指揮中心 7 月 17 日說明
，是以染疫風險高低決定疫苗優先施打順序，
在疫苗有限情況下，司法院表示尊重，呼籲能
夠讓第一線司法人員優先完成疫苗接種，希望
能夠盡速達成群體免疫，回歸正常生活。

藍批衛福部掩護國產疫苗 赴北檢提告圖利

高端 COVIDCOVID-19
19 疫苗通過 EUA
EUA、
、獲衛福部核准專案製造
獲衛福部核准專案製造。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
（右 2）上午
11 時率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費鴻泰
時率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費鴻泰（
（ 右 3）、
）、書記長鄭麗文
書記長鄭麗文（
（ 右 ）、
）、首席副書記長陳玉珍
首席副書記長陳玉珍
（左 2）、
）、律師葉慶元
律師葉慶元（
（左）等人赴台北地檢署
等人赴台北地檢署，
，提告衛福部官員涉及圖利
提告衛福部官員涉及圖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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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病毒是目前最具傳染力的變種病毒已經蔓延到 90 國家
Delta 病毒導致聽力障礙 嘔吐胃部不適 血栓引發壞疽等症狀
拜登請年輕人注射疫苗讓我們提前阻斷這個病毒株以免為時已晚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原本在印度肆虐的 Delta
新冠病毒是目前最具傳染力的變種病毒，已經蔓延
到 90 多個國家。根據彭博社報導，感染 Delta 變種病
毒發現聽力障礙、噁心、嘔吐、食慾不振、嚴重胃部
不適、血栓引發的壞疽等症狀。現在這些盛行的病毒
株，住院風險更高。專家說，高度傳染性的 Delta 變
體將成為在佛羅里達州傳播的 新冠病毒的主要菌株
，並可能在未接種疫苗的年輕人和其他未接種疫苗的
人中引起新的爆發。總統拜登（Joe Biden）點名 「年
輕、尚未接種疫苗的人」最容易受到 Delta 變種病毒
的攻擊。拜登請尚未注射疫苗的年輕人去注射疫苗，
以免為時已晚。
亞利桑那大學鳳凰城醫學院表示，世界衛生組織
決定鼓勵那些因高度傳播的 Delta 變體而完全接種疫
苗的人戴口罩是“一個好主意”。Delta 變種最初在
印度被發現，現已傳播到 90 多個國家。疾病控制和
預防中心 (CDC) 官員警告說，由於這種高傳染性變
異引起的感染在美國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它可能會
在幾週內成為美國的主要毒株。據 CDC 稱，由 Delta 變體引起的 新冠病毒病例目前約占美國新冠狀病毒
感染的五分之一。
美國醫學專家說：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需要迅速採
取行動，並要求每個人重新戴上口罩，這樣我們就可

以保持開放，保護人們，並保持經濟運轉。 以色列
衛生官員的初步調查發現，約有一半感染了 Delta 變
體的成年人接種了疫苗，由 Delta 變體驅動的感染爆
發，促使世界各國政府重新實施與冠狀病毒相關的限
制。洛杉磯縣官員敦促所有居民在公共室內空間戴口
罩，無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重新戴上口罩，是防止
再次出現激增感染病例的最好辦法，如果你沒有接種
疫苗，現在是時候在這種 Delta 變體出現之前接種疫
苗。
面對感染力更強、致死率更高的 Delta 變種病毒
入侵，美國政府正鼓勵接種率只有老年人一半的年輕
人注射疫苗。目前洛杉磯發現 123 人感染 Delta 病毒，
其中 110 人尚未接種疫苗，另 3 人只注射 1 劑。10 名
已注射疫苗的確診者均為不需要住院的輕症。拜登推
文指出，Delta 變種病毒，感染力更強，致死率更高，
尚未注射疫苗的年輕人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族群，
「如果你還沒接種，請去注射疫苗。讓我們提前阻斷
這個病毒株，以免為時已晚」。 Delta 變異在美國擴
大：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有不同的反應 ，數據表
明，病毒的傳播將使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社區走
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未接種疫苗的人容易被感染並死
亡。

護士工會和專業協會敦促 CDC 恢復對人們用口罩建議
旨在保護護士人員患者和公眾免受 新冠病毒 的侵害
奧斯汀市提升防疫到第三級洛杉磯本週開始恢復口罩令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美國最大的註冊護士工會和專業協會
正在敦促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恢復對人們用口罩建議，無論他們
的疫苗接種狀態如何，理由是對 Delta 新冠病毒變體的擔憂日益
增加。在致 CDC 主任瓦倫斯基 (Rochelle Walensky) 博士的一封
公開信中，全國護士聯合會呼籲恢復所有美國人的口罩政策。信
中說：我們的建議基於科學和預防原則，旨在保護護士、其他重
要工作人員、患者和公眾免受 新冠病毒 的侵害，並指出大流行
“遠未結束。
護士工會特別向 CDC 提出以下要求： 恢復建議所有人（無
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在公共場合或與家庭以外的其他人接近時
戴口罩。 更新醫療保健感染控制和其他 新冠病毒 指南， 要求
跟踪和透明地報告醫護人員和其他基本工作人員的 新冠病毒感
染情況。 跟踪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的感染情況，包括輕度和無症
狀感染。
在德州州長宣布重開經濟，大家生活逐漸恢復正常的時候，
奧斯汀市（AUSTIN）公共衛生官員周四宣布提升防疫層級到第

Delta 變種最初在印度被發現
變種最初在印度被發現，
，現已傳播到 90 多個國家
多個國家。
。CDC 官員警告說
官員警告說，
，由於
這種高傳染性變異引起的感染在美國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
這種高傳染性變異引起的感染在美國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
，它可能會在幾週內成為
美國的主要毒株。
美國的主要毒株
。

亞商會年度商展會10月23日隆重舉行
亞商會 Annual Gala， 一年裡最大的
盛會將要在 10/23 週六隆重舉行。預計
將有 600-800 個貴賓參加。這次的場所
放在 Lone Star Museum， 我們包下了所
有展廳，將會是一次很有意義的盛會。
秉持著幫助中小企業的精神，特別是受
影響很大的餐館和服務行業，這次 Gala
的主題將是 Taste of Asia，作為亞裔美食
月的延續，我們將邀請有亞洲特色風味

三級，這是自冬季疫情高峰以來的首次。
奧斯汀衛生部門呼籲未接種疫苗的人避免
不必要的旅行並採取其他預防措施。奧斯
汀的防疫層級第三級要求未接種疫苗或部分接種疫苗的居民除非
必要，應避免聚會、旅行、購物和外出就餐，並在離開家時戴上
口罩。 這次的防疫升級是基於近期感染病例和住院人數劇增的
情況下提出的。
奧斯汀和特拉維斯縣（Travis County）疫情迅速惡化，新增
病例激增。在休斯頓地區，各大醫院因感染新冠住院的病人人數
也激增。奧斯汀衛生官員周四報告的數據顯示，每日新增病例的
平均數增加了兩倍、與新冠相關的住院人數正在上升，感染新冠
的兒童病例正在上升，地區醫院中的 100 多名新冠患者中有 20%
需要使用呼吸機，有 41 人在重症監護室。奧斯汀已要求州政府
增援人員，以幫助當地醫院和重症監護室應對患者增加的情況
。
衛生局告訴媒體，幾乎所有住院患者都沒有接種疫苗。官員

的餐廳提供所有的食物，費用由商會支
付。如果各位餐廳有興趣參加，請提交
您的 proposal。詳情請參考標書。如有任
何 問 題 ， 也 請 發 給 Barbara： bgallo@asianchamber-hou.org， 我 們 會 統 一
作答。
我們也將提供商業展台的機會讓各
個行業的商家有更好的機會交流。具體
詳情將不久發布。

們呼籲尚未接種疫苗的居民接種疫苗，稱接種疫苗是阻止病毒傳
播的最佳方式。 傳播率更強的 Delta 變種病毒最近導致德克薩斯
州人口較多的地區出現類似感染的高峰，這些地區包括休斯頓和
奧斯汀。 奧斯汀市市長史蒂夫•阿德勒（Steve Adler）在周四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不能假裝我們已經消滅了一種仍然和我
們共存的病毒。”
奧斯汀此舉成為自取消戴口罩令、重啟經濟後恢復加強防疫
層級的第一個德克薩斯州的主要城市。 與此同時，加州洛杉磯
也宣布本週開始恢復口罩令，稱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本週六晚
上 11 店 59 開始，在室內均需戴口罩。這是在加州停止口罩令近
一個月後又宣布恢復的。在全國范圍內，每日新增病例比上一周
增加了 65%, 比前三週更是增加了 2 倍。

休城工商

如何聰明用電而省錢?? 家庭與商業用電的技巧
如何聰明用電而省錢

老字號 Reliant 電力公司服務好
電力公司服務好，
，獲專業肯定
獲專業肯定!!

(本報休斯頓報導) 天氣逐漸炎熱，
家裡的電費也越來越高，無論是家庭用
電、商業用電，到底怎麼做能減少電費?
您知道如何聰明用電而省錢嗎？休斯頓
有 30 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費規則與服
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司，知道用
電技巧，則省心又省錢。
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家庭主婦劉
太太最後選擇用 Reliant 電力公司，原因
是 Reliant 服務好，口碑信譽俱佳，是德
州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 BBB 的年度
Ex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
都獲得專業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業用
電、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防盜系
統等服務，加上有華人專門為華裔社區
服務，劉太太曾換過幾家電力公司後，
最後又回到 Reliant，感覺還是 Reliant 的
服務比較周到。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
Reliant 的電，Reliant 有華語的市場負責
人員幫忙，她叫林玉儀(Yuyi Lin)，協助
接電等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切，
尤其是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 Reliant 電力公司休
斯頓的華裔市場，國語、粵語和英文都
相當流利，在 Reliant 銷售電力 9 年多，
曾在 I10 Ranch 99 大華內的 Reliant 門市
部銷售電力 7 年，為住戶和商業提供搬
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務。

與她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
說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非常
靠 y 譜。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一位用戶楊先生表示，有些電力
公司希望招攬客戶，只說了部分用電收
費，等到用戶實際上收到電費通知，收
費往往高出很多。而 Reliant 電力公司的
林小姐，會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能
源費用是多少？輸電費用是多少？月費
是多少？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
之後才簽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度的
用電有很大的費用差別，或是有隱藏費
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的計畫，但實際
上 卻 吃 虧 了 。 例 如 ， 1001kWh 與
1999kWh 同 價 ， 如 果 你 平 時 用 1001
kWh 左右就虧了，用 1999kkwh 比較合
算。所以，要根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
同計劃。按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
2000 kwh 的平均價，但有時 1999 kwh

和 2000 kwh 會差很遠，有人一看 2000
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但實際上，他們
可能用不到 2000 kwh 。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一家信譽
優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有
合同的話，能源費 Energy Charge 是固定
的，價格比較便宜。另一方面，沒有合
同的，好處是沒有罰金，可以隨時走。
沒有合同的比較適合房東或經紀人出租
房子，短期用電。
輸電費，無論你用那個電力公司，
會上下浮動。輸電費是由電線桿公司如
Center Point 來決定的。輸送費主要受天
氣影響，例如預測到大的自然災害將來
臨，可能花大量人工去修理電線桿，費
用就會高點。Houston 的電線桿公司是
Center Point，不管用那個電力公司，輸
電費在同一電線桿公司區域是統一價。
今年 2 月寒流，由於電供不應求，
電批發價到嚇死人的天價。德州最多只
能收客人每 KWH $9，有個公司的合同
隨批發價浮動， 有不少客人寒流那幾天
，每 KWH 付$9。那個月，不少客人付超
過千元的電費，這個公司已經倒閉了。
也有一些電力公司因沒有事先買足
夠電而要付天價批發價而倒閉，倒閉之
後，會將用戶轉手給其它公司，變成沒
有合同的狀態。若沒有合同，電價會改
變，所以最好能改成有合同的，比較有
保障。
合同過期前，如果你是 Reliant 客戶
，Reliant 會寫信通知你續約，如果不續
約，電價也會變，所以最好能續約。
商業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
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
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多錢。商業電
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分別來了
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的量度單位是千瓦時（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
價格。通常天然氣、油、太陽能、風能
、天氣和供求關係等等來影響 Energy
Charge。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如果某

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別的城市要
電，如果長途運輸電，運輸過程中電會
損耗很多，所以有些公司有這項收費，
一般是用電量少的合約，Reliant 公司的
Energy Charge 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
用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體
合同而定。
第 二 部 分 是 用 電 的 速 度 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
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以打開水
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也可以快快用
15 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怎么用沒什
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
電差別可大，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用電受 15 分鐘的用電與平常用
電的比例影響。如果你某個 15 分鐘用電
很多，Demand 大，電線桿公司會為你準
備大的用電量，會收貴很多。這部分費
用由電線桿公司收，並非電力公司決定
。休斯頓的電線桿公司是 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 Home Depot，晚上要給機
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電，結果

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時段來充電，
電費就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集中在
15 分鐘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上
述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通電 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
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
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 5 天辦比較好，
因為查證件需要 1-2 个工作曰。大部分
人，如果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
要 5pm 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
些公司要幾天。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 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
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
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 信/Line
ID: yuyilin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