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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66月消費支出激增月消費支出激增
通膨加速攀升通膨加速攀升

（中央社華盛頓30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6
月消費支出激增，因注射疫苗對抗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後，推升旅遊相關服務需
求，但也助長物價。通膨年增率加速升高，超越
聯邦準備理事會（Fed）2%的目標。

路透社報導，儘管美國6月個人所得幾乎沒
什麼增加，但數據今天顯示，第2季薪資所得年
增速度為13年來最快。儘管染疫病例攀升帶來風

險，但家戶財富和儲蓄豐足，應得以維持強勁的
消費支出。

根據美國商務部，佔美國經濟活動逾2/3的
消費支出6月回升1.0%，5月則是下滑0.1%。路
透社調查經濟學家原估美國6月消費支出增加
0.7%。

美國6月消費者對服務方面的支出增加1.2%
，整體是由餐廳和旅館方面等支出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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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group of Afghan
interpreters that helped the U.S.
military and diplomats during the
war arrived at an army base in
Virginia ready to start a new life
after years of waiting.

A charter plane carrying 221
Afghan interpreters, drivers and
their families flew from Kabul,
Afghanistan,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group was bused to
the Fort Lee army base in
Virginia.

About 2,500 Afghans have been
evacuated under the threat of
Taliban reprisals in an effort the
White House calls, “Operation
Allies Refuge.” An additional
400 Afghans who worked with
the American force, but whose
applications needed further

approvals, will go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their families in the
coming week. About 18,000
Afghans have been caught in a
bureaucratic limbo after applying
for special visas.

President Biden said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assisting the Afghans who,
“braved dangers and hardships
to ai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ongest war in U.S. history.”

It is very sad when history
repeats itself. When the U.S.
withdrew from Vietnam in 1975,
many people could not get out of
the country and became political
prisoners. We need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other
interpreters and drivers. If they

can’t get out of the country,
their lives will be miserable.

Finally we are pulling out of the
longest war, but many problem
still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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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Group Of Afghan Interpreters ArriveFirst Group Of Afghan Interpreters Arrive
In The U.S.In The U.S.

大約二百名曾任阿富汗美軍及外交
官翻譯的阿富汗人週五抵達美國，但是
還有成千上萬的翻譯及其家屬正在面臨
塔利班政權之抱负和迫害。

這批新的移民是拜登政府幫助這些
曾經為美國服務的人員脱離阿富汗，但
是目前還有二萬人排隊等待前來美國，
如果包括家屬在內，共有五萬三千名人
員等待前往美國，由於審查及安全手續
緩慢，可能已來不及在八月底前成行。

拜登在聲明中表示，這是過去二十
年來我們履行對曾經和美國軍人及外交
官肩並肩作戰的阿富汗人的责任，國務
卿布林肯也歡迎他們來到美國的新家。

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下個月底前全面

撤出阿富汗，目前塔利班政權已經逐漸
佔領全國各地之領土，一般預料，他
們將來回來執政只是時間問題，這些翻
譯人員早已在他們對付和報復的名單中
。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這種悲劇又在阿
富汗上演，早在一九七五年當美軍撤退
後，在西貢街頭上演的逃亡景象，让
人記憶猶新，如今美國又面臨同樣問
題，有關人士呼籲拜登政府不宜拖延
必須在下個月前全部拯救近二萬名翻譯
人员，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呼籲美國政府在道義上必須要
他們到美國來，至少先把他們安置在第
三地以免悲劇再度重演。

阿富汗美軍外交官翻譯危在旦夕阿富汗美軍外交官翻譯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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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7月30日表示，為防止
新冠肺炎疫情在奧運會運動員和工作人員中傳播，已經採
取了適當的措施。

菅義偉說，這些措施包括將抵達日本參加奧運會和殘
奧會的人數減少到原來預計的18萬人的三分之一左右，機
場的邊境管制也將阻止他們與公眾接觸。

菅義偉在決定將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緊急狀態擴大到
東京以外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正在全面實施這
些措施，所以我不認為奧運會是導致病例急劇上升的原因
。”
不過，實際上，隨著日本運動員獲得獎牌數量的增長，東
京奧運會官方商品如徽章和鑰匙扣的銷量一直在飆升。日
本民眾擠滿了出售奧運商品的商店，一些商店外甚至還排
起了長隊，這可能會造成新冠的進一步傳播。

報導稱，具有高度傳染性的Delta變種使東京和日本其
他一些地區每日新增病例推至歷史新高。
菅義偉重申，政府呼籲日本公眾在暑假期間盡量待在家裡
，通過電視觀看奧運會。菅義偉說：“新冠病毒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在東京市區、關西地區（日本西部）和許多其
他地區蔓延。”
就在菅義偉努力安慰日本民眾的同時，京東醫療體系面臨
的壓力越來越大，東京一所醫院的一名負責人對媒體說：
“如果病例再以目前的速度傳播，我們將無法應對。”

此外，在幾天前，東京廣播公司報導稱，隨著新冠患
者增多，東京打算 8 月初之前將醫院床位數從現階段的
5967張增加至6406張。東京都政府已向醫療機構下達通知
，要求醫院考慮推遲原先的手術安排，並縮減其他治療。

與此同時，據日本廣播協會（NHK）7月31日報導，
日本東京都31日宣布新增確診4058例新冠病毒感染者。首
次超過4000人並再創新高。
此前，東京都28日首次日新增破3000例以來，至30日已
連續三天日新增超過3000人。此外，31日東京都的重症患
者比30日增加了7人，達到95人。

另據共同社消息，7月31日，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
織委員會宣布，與奧運相關又有21人在新冠病毒檢測中呈
陽性，自本月1日起陽性人數累計已達246人。

中美英瑞等各國紛紛向泰國伸出援手中美英瑞等各國紛紛向泰國伸出援手
疫苗和醫療物資陸續抵泰疫苗和醫療物資陸續抵泰

（綜合報導）泰裔美國參議員塔米.達克沃斯 (Tammy Duckworth) 在關於泰美關係的網絡研討
會上宣布了這一消息。達克沃思表示，美國重視與泰國的特殊關係，泰國是該地區最古老的朋友
和盟友。據了解，此次捐贈是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的一部分。

之前，美國已經向泰國捐贈了150萬劑輝瑞疫苗，泰國政府承諾為每一位一線醫護人員接種
70萬劑疫苗。儘管得到了保證，但一群醫務工作者和有關人士呼籲美國監督捐贈疫苗的分發，以
讓泰國政府信守承諾。

期待已久的輝瑞疫苗將於明天運抵泰國，美國大使館計劃召開新聞發布會以確認到來。據泰
媒PBS報導，將向老年人、懷孕超過 12 週的婦女和有基礎疾病的人提供 64.5萬劑；將向符合
相同標準的外國居民提供15萬劑疫苗；4萬劑將用於研究疫苗對新變種的功效；5劑將被封存
保留用於進一步研究。
就在美國宣布向泰國捐贈250萬劑新冠疫苗後的第二天，英國政府緊接著宣布向泰國捐贈41.5
萬劑阿斯利康疫苗，幫助泰國與目前面臨的新冠病例激增狀況作鬥爭。捐贈給泰國的疫苗涵
蓋在英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900萬劑疫苗之內，其中有500萬劑是用於COVAX全球疫苗共
享計劃。
泰國之前已經接收了超過100萬劑日本政府捐贈的阿斯利康。
中國此前也向泰國捐贈100萬劑新冠疫苗，包括泰國購買的1860萬劑在內，截至7月7日，中
國已向泰國運送了共1450萬劑疫苗。中國在APEC非正式領導人務虛會上強調，中國已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5億多劑疫苗，未來三年將提供30億美元國際援助。
此外，瑞士援助泰國逾26噸醫療用品，已運往曼谷。
瑞士人道主義援助組織 (SHA) 28日發往曼谷100個呼吸器和超過100萬個抗原測試盒，和其他
共計超過26噸醫療用品已抵泰。週三，一架載有超過26噸醫療用品的瑞士貨機離開蘇黎世前
往曼谷。這些用品來自瑞士武裝部隊藥房 (SAFP) 和聯邦公共衛生辦公室的庫存，價值逾900
萬瑞士法郎。
瑞士人道主義援助組織聲明說，瑞士駐泰國大使館與當局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根據人道主
義原則按需公平分配物資。
此次援助恰逢聯邦委員伊格納齊奧.卡西斯 (Ignazio Cassis) 訪問東南亞，其中包括訪問泰國。
鑑於泰國令人擔憂的疫情狀況，該機構“決定支持該國應對新冠疫情的努力”。
這批貨物是聯邦外交部的一部分，恰逢卡西斯8月1日至6日訪問東南亞，其中包括訪問泰國
，他將出席8月2日曼谷舉行的官方物資交接儀式。
這批26噸的醫療物資是瑞士自5月以來為應對疫情危機而進行的第七次國際人道主義物資捐

贈。前6次已分別向印度尼西亞（7月24日）、突尼斯（7月16日）、蒙古（7月2日）、斯里蘭
卡（6月7日）、尼泊爾（5月21日）和印度（5月6日）進行了援助。

瑞士人道主義援助組織的聲明補充說，瑞士將繼續監測與 Covid-19 相關的全球公共衛生狀況
，並隨時準備應要求提供援助。

東京單日新增再創新高東京單日新增再創新高
菅義偉堅稱與奧運無關菅義偉堅稱與奧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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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英國近來新冠疫情反彈，

新增確診病例激增，因密切接觸確診者

而居家隔離的人也隨之猛增。英國多地

超市和加油站由於員工居家隔離，上班

人手嚴重不足，近日出現超市空架、加

油站無油的狀況，引發民眾擔憂。

英國公共衛生體系國民保健製度運

行一套監測和追蹤機製，一旦發現某個

人與新冠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便會通

過手機應用發消息通知此人居家隔離10

天。

隨著傳染性更強的變異新冠病毒

德爾塔毒株肆虐，英國近來日均新增

確診病例超過 5 萬例，進入新一輪高

峰。與此同時，被通知居家隔離的人越

來越多。

據國民保健製度統計，7月8日至14

日的一周時間裏，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

地區共計618903人收到自我隔離通知。

英國多家大型連鎖超市22日警告，

由於大量員工接到居家隔離的通知，超

市一時間找不到人手運輸、整理和上架

貨物，已經出現超市空架的狀況。

英國Lidl連鎖超市發言人說：“隨

著越來越多員工接到居家隔離的通知，

本超市（因缺乏人手）越來越難以為繼

，其他超市的情況也差不多。”

另一家大型連鎖超市Co-op承認，部

分商品庫存見底，超市方面正設法補充

貨品上架。塞恩斯伯裏連鎖超市表示，

正設法應對人手短缺的情形，盡力保障

貨品供應。

一些加油站運營商證實，不少貨車

司機因居家隔離而無法上班，導致部分

加油站庫存告急，很快將無油可售。

英國石油公司說，由於許多貨車司

機及加油站員工居家隔離，英國石油旗

下多個加油站供不上油，不得不臨時關

閉。英國石油正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多

數加油站斷供時間不超過1天。

英國公路運輸協會政策和公共事務

經理羅德· 麥肯齊說，受英國脫離歐洲聯

盟影響，英國原本就面臨貨車司機短缺

。例如，在英國上班的貨車司機中，大

約2萬人是歐盟國家公民，這些人在英

國“脫歐”後已返回歐盟。如今再加疫

情沖擊，英國加油站和超市更缺貨車司

機。

麥肯齊說，一名英國農民最近告訴

他，自己每周需要雇用5輛貨車運輸水

果，但是現在只能雇到1輛。據麥肯齊

估算，英國貨車司機眼下供需缺口達到

10萬人。

為應對上述問題，英國政府22日宣

布對居家隔離政策作出調整，部分超市

倉庫和食品製造商總計1萬多名員工如

果能夠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或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那麼即使有過“密接”經歷也

可不用居家隔離。不過，這一豁免的範

圍不包含超市門店員工。

此前，由於醫護人員不足，英國政

府宣布在特殊情況下允許已打疫苗的醫

護人員“密接”後繼續工作。這一規定

19日生效，決定哪些醫護人員“密接”

後仍可工作須作個案分析，充分評估風

險。

巴西金融市場上調
今年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發布的最新一期《焦點調查》報告顯示，巴西

金融市場分析師上調今年該國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報告顯示，分析師將巴西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由上周的5.27%上調至

5.29%，並將巴西明年經濟增長預期維持在上周的2.1%水平。

今年初，巴西金融市場對該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僅為3.4%，但最近

幾個月，受新冠疫苗接種持續推進、世界經濟復蘇提振巴西出口等因素

影響，巴西經濟呈現加速復蘇趨勢，前景看好。7月14日，巴西經濟部

預計該國今年經濟增速為5.3%，高於兩個月前預期的3.5%。而世界銀行

最新預測是，今年巴西經濟將增長4.5%。

分析師在報告中將巴西今年通脹預期由上周的 6.31%上調至

6.56%，並將明年通脹預期從上周的3.75%上調至 3.8%。這兩個通脹

數據均高於巴西政府設定的今明兩年通脹率管控目標中值 3.75%和

3.5%。

至於基準利率，分析師認為，到今年底前，巴西的基準利率將從目

前4.25%提高至7%；到明年底前，基準利率將維持在7%的水平。

至於匯率，分析師預測，到今年年底前，巴西雷亞爾與美元的匯率

將為5.09比1；到明年底前，匯率將貶至5.2比1的水平。

外貿方面，分析師預測，巴西今年外貿順差將從上周預期的700億

美元下降到697億美元。而明年外貿順差將為610億美元，高於上周的

602億美元。

分析師還預測，巴西今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從上周預估的540億美

元下降到535億美元。而明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為675億美元，高於上周

的670億美元。

《焦點調查》是巴西央行發表的宏觀經濟預測報告，將當地主要金

融機構百余名分析師的意見匯總而成，每周發布一次。

秘魯首都疫情風險等級降低
政府期待盡快恢復線下教學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490例，累計達

2104394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68例，累

計死亡195890例。

超29.5萬名教師接種第一劑疫苗
政府期待年底前恢復線下課程
當地時間25日，秘魯教育部長裏卡

多· 昆卡報告稱，超過29.5萬名秘魯教師

已經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超過8萬名

教師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部長解釋說，一些教師完成接種疫苗

，是因為他們參加了針對農村教師的疫苗

接種活動，而大多數教師屬於當前衛生部

規定的疫苗接種年齡組。

部長指出，本周末進行的第三次“疫

苗馬拉松”活動中，接種疫苗的女性教師

平均年齡為47歲，男性教師平均年齡為46

歲。

昆卡強調，政府的目標是盡快完成對

教師的疫苗接種，以便能在年底前恢復學

校線下課程。

據報道，24日至25日在利馬和卡亞俄

(Callao)的22個疫苗接種中心舉行的第三次

“疫苗馬拉松”

活動中，共使用

了 353261 劑新冠

疫苗。

利馬和卡亞
俄疫情風險降級

公共場所客
容量擴大

秘魯政府通

過最高法令規定

，在7月 26日至

8月 22 日期間，

首都利馬和卡亞

俄的疫情風險等級改為“中等”，這也是

利馬和卡亞俄自疫情暴發以來第一次處於

“中等”風險。

根據新的疫情風險等級，利馬和

卡亞俄的商業場所客容量有所增加。

其中，賭場和健身房、電影院和劇院

客容量改為 50%；購物中心、批發市

場、百貨公司、商店和企業集團的客

容量改為 50%；食品店、超市、市場、

倉庫和藥店客容量改為 60%；教堂和

宗教場所客容量改為 50%；圖書館、

博物館、文化中心和畫廊客容量改為

60%。

同時，在開放空間進行的商業活動，

只要遵守政府的衛生安全協議，便沒有客

容量限製，但須經地方政府在其權限範圍

內事先授權。

另一方面，利馬和卡亞俄的宵禁時間

為當地時間周一至周日晚上12點至淩晨4

點，周日允許私家車通行。

災害再次來襲！
比利時小鎮遭遇數十年來最嚴重洪水
綜合報導 隨著雷雨和暴雨

襲擊比利時，上周六一場新的

洪水淹沒了該國南部城鎮迪南

，這也是此地遭遇的數十年來

最嚴重的洪水襲擊。持續兩小

時的一場雷雨將街道變成了激

流，沖走了汽車和人行道，但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在10天前比利時東南部發

生的特大洪水災害中，小鎮迪

南曾幸免於難。那次毀滅性的

洪災造成比利時37人死亡，鄰

國德國境內則有更多的人喪生

，但上周六的雷雨卻讓很多人

感到意外。

報道稱，這個位於默茲河畔

的小鎮是19世紀薩克

斯管樂器發明者阿道

夫· 薩克斯（Adolphe

Sax）的誕生地。前鎮

長 理 查 德 · 福 爾 諾

（Richard Fournaux）

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我在迪南住了57年

，從沒見過這樣的事。”

據悉，當天，雨水順著陡峭

的街道傾瀉而下，沖走了幾十輛

汽車，並把它們堆在一個十字路

口。雨水還沖走了街道鵝卵石、

人行道和整段柏油路，居民們則

從窗戶驚恐地看著這一切。

據比利時 RTL 電視臺報

道，目前當地還沒有對受災

損失的準確估計，城鎮當局只

預測損失將“非常嚴重”。

由於惡劣天氣預計將持續

幾天，比利時危機中心向民眾

發出了警告。

美聯社稱，上周比利時及

其鄰國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

截止上周末已上升至超210人

，經濟損失預計將達到數十億

美元。

掌管法語區行政權力的瓦

隆大區政府宣布了一項20億歐

元的重建計劃。為了幫助民眾

在保險公司賠償之前應對當下

的危機，政府將向每個受災家

庭發放2500歐元的無息貸款，

以滿足基本生計需求。

專家表示，由於氣候變化

，這類洪水將變得更加頻繁和

嚴重，各國需要做出調整，包

括修改未來洪水風險的計算方

式，改進預警系統，讓民眾做

好應對類似災害的準備。

“密接”員工居家隔離！
英國超市和加油站供不上貨

希臘首都雅典
再現反疫苗集會示威

綜合報導 大約4500名示威者在希臘首都雅典市中心的憲法廣場和

協和廣場舉行集會。他們高舉標語和高喊口號，反對希臘政府以解雇向

員工施壓，以促使他們接種新冠疫苗，並反對以是否接種疫苗來區分人

群和區分待遇，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相關決定。

據介紹，初始階段示威遊行過程大致和平，但到了黃昏時分部分示

威者與防暴警員發生沖突，警方以催淚瓦斯和水炮驅散人群。25名示威

者被拘捕。

希臘警方隨後發表聲明稱，在遊行結束後，大約 1500 人仍聚

集在憲法廣場及周邊地區不肯離開，警方一再要求示威人員散去

以恢復附近交通，但遭到拒絕。其後，示威人員開始向防暴警察

投擲石塊、燃燒瓶等。警方因此不得不使用催淚瓦斯和水炮以化

解示威者的攻擊。

希臘政府大力推廣疫苗的防疫政策曾在14日、22日引發了各大

城市的示威集會。示威者指希臘政府強製接種疫苗政策相當於“踐

踏自由”，而且“歧視”那些不想接種新冠疫苗的群體。有時事評

論稱，盡管根據最近的幾項民意調查顯示，希臘的反疫苗人士只占

少數，但反疫苗運動可能會增長並沖擊希臘政府計劃在秋天來臨之

前，將新冠疫苗接種率提高到70%至80%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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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王家軍總司令翁比塞：
共同迎接挑戰 攜手構建柬中命運共同體

綜合報導 近日，柬埔寨王家軍總

司令、柬人民黨中央常委翁比塞上將

連續發文，熱烈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4周

年。翁比塞表示，願與中方一道，共

同迎接挑戰，不斷深化互信，積極拓

展全方位合作，攜手構建柬中命運共

同體。

翁比塞表示，2021年是中國共產

黨成立100周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

軍94周年。作為柬埔寨人民黨黨中央

常委和王家軍總司令，作為兩黨兩國

兩軍“鐵桿”友誼的經歷者和見證者

，我在此謹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解放軍致以最誠摯的祝賀。

翁比塞強調，近年來，柬中兩黨

兩國兩軍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問題上相互支持和幫助，為世界政黨

、國家和軍隊合作樹立了樣板典範。

特別是兩國軍隊守望相助、共克時艱

，在維和掃雷、人道主義救援、軍事

醫療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為

構建柬中命運共同體特別是柬中兩軍

命運共同體註入新內涵。

翁比塞指出，維和掃雷合作取得新

進展，柬中維和掃雷合作從國內拓展至

海外。柬王家軍堅定支持並將派員赴華

參加中國—東盟維和演習，並希望疫情

後視情舉行柬中雙邊維和演習。

翁比塞表示，“金龍”反恐暨人

道主義救援聯合訓練邁上新臺階。柬

王家軍願與中方一道推動“金龍”聯

訓從雙邊向多邊拓展，將其打造成中

南半島軍事合作品牌。

對於軍事醫療合作，翁比塞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自2006年以來已向柬

王家軍總醫院派駐16批援柬軍事醫療

專家組，為柬軍事醫療能力水平提升

作出重要貢獻。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

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柬王家軍派

出了全球範圍內首支抗疫軍醫專家組

，並援助多批抗疫物資設備和60萬劑

新冠疫苗，為柬王家軍迅速控製疫情

並支援國家抗疫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瀾湄同源、柬中同心。”翁比

塞強調，新冠疫情雖然阻隔了兩黨兩

國兩軍交流往來，但阻隔不了兩黨兩

國兩軍的兄弟情誼。柬埔寨王家軍願

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道，落實好兩黨

兩國兩軍領導人的共識，統籌好疫情

防控和務實合作，為推動兩黨兩國兩

軍關系歷經疫情淬煉後再上新臺階，

和聯合應對全球及地區挑戰作出應有

貢獻。

疫情陰影籠罩東京奧運
菅義偉民調支持率創新低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道，《日本經

濟新聞》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首相

菅義偉的支持率下滑9個百分點至34%，

創下2020年9月上任以來的新低，這使得

菅義偉在今年大選前，藉由東京奧運會提

振支持率的指望蒙上陰影。

據報道，《日本經濟新聞》7月23日

至25日進行的調查中，近三分之二的受訪

者表示，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種進度並不順

利。

報道稱，起步緩慢以及後來的供應緊

張，打亂了接種進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的日本民眾完全接種疫苗。

另外，“中央社”報道稱，菅義偉原

本設想若新冠疫情獲控製、成功主辦奧運

後，再宣布舉行大選，但情勢完全不如預

期，日本確診人數激增，導致東京4度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也讓奧運主辦單位

幾乎全面禁止觀眾現場觀賽。

東京奧組委26日公布，奧運相關人員

新增確診16例。自7月1日以來，累計確

診已達148例。

報道指出，在對下任首相看好人選的

調查中，菅義偉排名第五。負責疫苗接種

計劃的大臣河野太郎位居榜首，不過他的

支持率下滑了4個百分點至19%，與自民

黨前幹事長石破茂不相上下。接著是日本

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與前首相安倍晉三，

分別是12%和6%。

148個！
調查稱東京奧運虛假網站增多

謹防信息被盜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森

達哉等公布調查結果稱，已出現1753個與東京奧運會和殘

奧會官方網站相類似的域名，其中148個可能被以盜取個

人信息等為目的的惡意虛假網站所使用。

報道稱，已發現有東京奧運門票購票者及誌願者的ID

和密碼在網絡上泄露。有意見認為，原因並非針對奧組委

的網絡攻擊，而是通過此類虛假網站等盜取信息，奧組委

已呼籲提高警惕。

據共同研究的研究生河岡諒介紹，調查了截至舉辦開

幕式的23日獲取的含有“tokyo”、“2020”、“olympic”

等多個單詞的可能被誤認為官方網站的域名數。1753個域

名中，可能有一大半是為了通過增加瀏覽人數而增加廣告

費，但有148個域名很可能是瀏覽後會感染電腦病毒或被

盜走個人信息的虛假網站。

2019年5月的調查中，類似的域名有956個，其中虛假

網站有22個。據稱今年以來含有“ticket”等單詞的類似域

名明顯增多。森達哉指出：“虛假網站大多因安全相關人

士等舉報而在短時間內被刪除，但新的虛假網站仍在持續

增加。”

據信息安全公司Cybereason透露，已確認有通過假裝

成倒賣門票和發布視頻的網站來盜取個人信息的網站。奧

組委稱：“預想到惡意虛假網站的增加。希望大家仔細確

認是否為官方網站。”

印度暴雨引發山體滑坡和洪水
死亡人數升至198人

綜合報導 印度暴雨引

發的山體滑坡和洪水造成

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198人

。當地時間26日，救援人

員涉水救助受傷居民，並

開始大規模清理工作。

在受災最嚴重的馬哈

拉施特拉邦，救援人員停

止了在孟買東南山坡上塔

利耶村的搜救行動，那裏

已經找到了53具遺體。

當地政府表示，22日

發生的大規模山體滑坡導

致數十座房屋倒塌，目前

仍有31人下落不明，搜救

工作將停止，失蹤人員將

被計入死亡名單中。

印度西海岸連續幾天

遭受暴雨襲擊，三個邦有

25萬人撤離家園，大片地

區斷電。

專家表示，氣候變化

增加了每年洪水發生的頻

率和強度，這對補充河流

和地下水至關重要，但也

會造成範圍更廣的破壞和

人員傷亡。

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

長烏達夫· 薩

克雷 25 日稱

，該地區發

生的事情是

“無法想象

的”。鄰近

的果阿邦首

席部長普拉

莫德· 薩萬特說，這次洪水是

1982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隨著水位下降，救援

工作的重點已經轉移到疏

散傷員和恢復電力上。

印度國家救災部隊一

位發言人表示：“大多數

地方的降雨已經停止，水

位也下降了。我們正在幫

助清理、救災和恢復。”



慶 國 安 法 首 判 刑

在唐英傑30日判刑期間，有市民在香港高院門外展
示“重判恐怖活動、杜絕分裂國家”的橫額，同時高舉
寫上“分裂國家罪、絕對要嚴懲”，“支持國安法擁護
國安警”的紙牌。在獲知唐英傑被判囚9年後，市民隨
即高呼“國安首例判刑、以儆效尤篤定”，“分裂國
家、罪大惡極”等口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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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辭摘要

●●3030日有大批警員在高等日有大批警員在高等
法院外維持秩序法院外維持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首宗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兩項控罪的侍

應唐英傑，30日在高等法院判刑。3名國安

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和陳嘉信，就煽

動分裂國家罪判處唐英傑入獄6年半，就恐

怖活動罪判囚8年，兩罪部分刑期同期執行，總刑期為判囚9年，並取消唐英

傑駕駛資格10年。法官指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任何人破壞國家

統一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必須懲以具有威懾作用的刑罰，而被告透過恐怖活

動來傳達分裂國家的政治主張，屬加刑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量刑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量刑因素素
●任何人破壞國家統一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必須懲以具有威懾作用的刑罰
●被告並非在示威人群靜靜地持有“光時”旗，而是故意挑戰數條警方防
線，盡可能吸引他人留意其帶有分裂訊息的旗幟

●案發的日期、時間和地點都經刻意揀選，以吸引公眾注意
●被告未有在多條警方防線停車，公然違反執法機關的合法指示，加上是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的第一天犯案，被告的行為屬“情節嚴重”類別

●被告單身一人行動，且未有向公眾傳達達至分裂的“詳細計劃”，故不屬
最嚴重類別

恐怖活動罪量刑因恐怖活動罪量刑因素素
●被告有預謀犯案，為其他道路使用者製造危險情況，更傷及3名警員，所為
屬危害公眾安全，對社會構成重大危害

●被告駕駛的電單車在案中無疑是致命武器，警員雖未受重傷，但傷勢亦非
輕微

●被告以恐怖活動宣揚其分裂國家的政治主張，
是被告加刑的因素

不接納求情的原不接納求情的原因因
●被告雖表達了“悔意”但不認罪，法庭未
能以被告“有悔意”為由減刑

●被告兩罪均屬嚴重，有“良好品
格”沒有求情作用

●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持，母親患
病，祖母年紀亦大，法庭對被
告家人感同情，但被告在犯
案前應顧及家人的情

首名干犯香港國
安法的被告唐英傑被
判囚9年，執業大律
師龔靜儀30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高等法院原訟庭於判刑時已詳細
考慮各項因素，整體而言，判處9年
即時監禁是有理有據、合情合理，足
以反映案件的嚴重性，更彰顯了香港
國安法的威力，令公義真正得以伸
張。同時，是次判決還向市民大眾傳
達了一個重要訊息，就是香港國安法
絕非是“一紙空文”，市民應該認真
地衡量違法風險，不要以身試法。

部分分期執行 反映嚴重性
龔大狀分析指，唐英傑案在同一

時間及同一地點發生，故部分刑期同
期執行，反映法院已充分考慮刑罰的
整體性。由於他觸犯的是兩項嚴重控
罪， 展示“光時”旗觸犯了第一項控
罪，撞向警方防線令3位警員受傷觸
犯了第二項控罪，要是全部刑期同期
執行，就不足以反映出整宗案件的嚴
重性。

但同時，是案為同一事件引發兩條
控罪，兩條控罪互有關係，惟案情並非
百分百重疊，若以全部同期或全部分期
的方式去處理並非最妥當，原訟庭現以
部分同期及部分分期的方式處理，是較
為最理想的做法，而綜觀辯方所有要求
法庭判處無罪及輕判的理據均完全站不
住腳，已被原訟庭妥善處理。

龔大狀進一步指出，倘被告稍後
申請法援就定罪及/或判刑提出上
訴，法律援助署必須嚴謹把關。除非
被告真的持有合理的理據，去支持其
上訴有合理成功的機會，否則法援署
應果斷地拒絕繼續向被告批出法援，
以免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判例助審理各類煽“獨”案
身為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表示，唐英傑所作所為明顯是在挑戰
法治，危害公眾安全，行為嚴重。是
次判刑正好警醒社會，不能再讓“港
獨”的“思想鴉片”荼毒大眾，不能讓
“坐牢令人生更精彩”的“語言偽
術”繼續橫行，政府要藉此次判決多
做推廣工作，協助一些上了“港獨”

癮的人戒“獨”。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 30日接受點新聞訪問時表
示，原訟庭是次判決恰當而合理，具
有阻嚇力，令公眾明白無論是在行為
或口號層面，分裂國家是嚴重罪行，
不能再隨意叫喊、宣傳及印發類似
“光時”等“港獨”信息，並對後續
類似案件的判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
士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黃國恩認
為，被告的兩項罪名最高刑期是終身
監禁，9年的刑期其實不算重，但仍
在合理範圍，具有一定阻嚇力，並希
望是次判刑能對社會起警示作用，令
潛在犯事者切勿以身試法。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
驊指出，今次是首宗國安法案件，法
庭開宗明義強調判刑要有阻嚇作用，
其中涉及煽動分裂國家的罪行，是對
基本法的衝擊，不可被視為不嚴重，
是次判刑給予公眾的訊息清晰，就是
法庭不會輕判衝擊國家安全及分裂國
家的罪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鄭治祖

唐英傑判刑一覽唐英傑判刑一覽
1.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判囚6年半

2. 恐怖活動罪：判囚8年

3. 執行情況：控罪1的刑期與控罪2刑期中的兩年半分期執行，其餘刑
期同期執行

4. 總刑期：判囚9年

5. 取消駕駛資格10年

24歲的被告唐英傑30日下午3時被帶上
法庭接受判刑。3名法官在判詞中

指出，任何人組織或實施分裂國家或破壞國家
統一行為，都必須予以適當懲處，因為這些行
為與基本法基本規定相違背，而懲罰需要對社
會有威懾作用。

3名法官指出，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表
明，干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的人，案情嚴重可
判5至10年監禁，案情較輕則可判5年以下的
監禁。就本案而言，被告並非孤立無援地在人
海中，靜靜地獨自一人展示標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的旗幟，而是故意駕車衝越多
條警方防線，盡可能吸引更多人注意到他身後
的旗幟，企圖令公眾留下深刻印象及造成重大
的影響。

事發國安法首實施 唐故意挑戰
法庭已在裁決理由書中表明，被告特意挑

選犯案的日期、時間、地點等，為展示旗幟設
定背景，以吸引公眾注意。案發當日，正是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的紀念日，亦是香港國安法首
日實施，而香港國安法正是因愈趨嚴峻的國家
安全風險而成立。

3名法官認為，本案情節屬於嚴重，故應
按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判以5年至10年監
禁，但法庭認為，本案並非同類案件中最嚴
重，因為被告單獨犯案，其旗幟上的“光時”
口號亦是籠統地呼籲民眾“將香港特別行政區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並沒有具體提
出分裂國家的計劃，故就該控罪判處被告6年
6個月監禁，已足夠反映被告的罪責。

就恐怖活動罪，法官認為，被告雖有計劃
犯案，危害公眾安全，但由於案中3名被撞警
員並非受重傷，故認為本案可被視作條例下的
“其他情況”，即可判處3至10年監禁。法庭
考慮到被告透過恐怖活動來傳達分裂國家的政
治主張屬加刑因素，最終就此控罪判被告入獄
8年。

3名法官認為，法庭雖然得知被告“有悔
意”，但被告在審前認罪才是最大的後悔表
現，但他否認控罪，故不能以“有悔意”作為
求情減刑的理由，而是本案兩項控罪嚴重，其
“良好品格”亦沒有求情作用。雖然法庭對被
告家庭困境感到同情，惟被告應在犯案前已顧
及家人的情況，故此亦非求情因素。

由於本案兩項控罪源於同一事件，惟控罪元
素及犯罪行為不同，原則上兩項刑罰應分期執
行。不過，考慮到量刑整體性，決定把恐怖活動
罪刑期的其中兩年半，與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分期執行，餘下6年則同期執行，因此總刑期
為9年。同時，法官考慮到被告有4項交通定罪
記錄，案發時只持“P牌”，且駕駛態度非常危險，
遂罰他停牌10年。

鄧炳強：煽“獨”必負法責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30日在一公開活

動後會見記者時，對唐英傑案的定罪表示歡
迎，並強調法庭在判詞清楚表示，被告案發時
展示的“光時”口號具“港獨”、將香港從國家分
裂出去的含義，一旦說了就需要承擔法律責
任，而其所作所為是在煽動分裂國家，挑戰警
隊所代表的法律及秩序。

文 匯 要 聞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凌晨曦 1

官：對分裂國家者須判威懾作用刑罰 搞恐怖活動要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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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運動員今次東奧給予香港市民太
多神奇的時刻，先有張家朗於男子

花劍個人賽的金牌，然後何詩蓓繼200
米自由泳的銀牌後，30日晨再於100米
自由泳三度刷新亞洲紀錄下再收穫一面
銀牌。可惜由於背部傷勢惡化，何詩蓓
將不會參加31日的50米自由泳準決賽，
這屆東奧亦以兩面銀牌收官。

帶傷完成接力賽 退出今日個人賽
何詩蓓日前已於主項200米自由泳

摘銀而歸，狀態大勇的她於100米自由
泳延續其東奧的神奇之旅，兩破亞洲紀
錄後昂然躋身決賽。來到5日內第6場賽
事，這位“飛魚”仍然未見疲態，30日
決賽游出52秒27的成績，三度刷新亞洲
紀錄並再奪一面銀牌，成為首位在同屆
奧運贏得兩面獎牌以及史上擁有最多奧
運獎牌的香港運動員，而一金兩銀更是
港隊奧運獎牌數的新紀錄。

據泳總透露，何詩蓓在200米自由
泳奪銀後已拉傷背部，30日晨是在負傷
下再奪100米自由泳銀牌。30日晚賽畢
50米自由泳預賽後，傷勢再度惡化，於
是決定退出今天的準決賽。不過，她仍
然堅持與黃筠陶、楊珍美及鄭莉梅完成
女子4×100混合泳接力賽，結果亦只游
出4分02秒86，未能衝擊4分01秒77的
香港紀錄，在預賽8隊中只列第7未能晉
級。加上何甄陶在男子50米自由泳預賽
游出22秒45，同樣未能出線，換言之香
港泳隊只餘下男子馬拉松一項賽事，便
完成今屆東奧搶牌使命。

心態決定境界，何詩蓓能夠在非主
項的100米自由泳中再次登上頒獎台，
保持平常心成為決定性因素：“決定比
賽的80％是心態，20％才是體能及訓
練，愈是平常心比賽表現就愈好。”她
還感謝家人、教練及隊友，認為有大家
的支持才能成就這面獎牌。

望多支持港選手 盼港代有“飛魚”出
為香港體壇不斷寫下新一頁，家境不

俗的何詩蓓再次強調，自己以代表香港為
榮：“我在香港出生、成長及訓練，知道
有這麼多人看我比賽，覺得自己好像也可
以團結到大家、凝聚到強大的力量，能夠
代表香港我感到非常光榮，希望除了四年
一度的奧運會之外，大家也會一直支持香
港運動員。”

奧運精神需要傳承，何詩蓓盼望香
港未來能出產更多奧運“飛魚”：“以
前我是坐在看台上看菲比斯比賽，現在
是他在看我比賽，感覺很不真實，現時
正在電視機前看我比賽的某一位，希望
將來會換我來看他們在奧運出賽。”

經過連日衝刺後，香港代表團今天
只有陳晞文出戰女子風帆RS：X獎牌
戰，惟由於失分太多，已無望爭奪前
三，她的目標是向較高排名進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擊）香
港羽毛球組合鄧俊文/謝影雪，30日在混雙銅牌
戰力戰之下，直落兩局不敵日本組合，未能以獎
牌畫上完美句號。不過，殿軍的成績已為香港刷
新了此奧運項目歷來最佳紀錄。兩人賽後受訪
時，也忍不住哭成淚人，令透過電視直播為他倆
打氣的香港市民也為之動容。

取得港羽奧運最高名次
“鄧謝配”搭檔5年首次登上奧運大舞台，

今次以非種子身份為球迷製造連場驚喜，晉級過

程先後將馬來西亞、德國及英國組合擊潰，只是
不敵最後分別贏得金、銀牌的國羽組合王懿律/
黃東萍及鄭思維/黃雅瓊。到30日銅牌戰，遇上
技高一籌的東道主組合渡邊勇大/東野有紗，儘
管香港組合全場多次不惜氣力高飛低撲，無奈對
手防守得固若金湯。“鄧謝配”首局先輸17：
21，次局尾段勇救3個“決勝分”，惜在刁時仍
以21：23憾負，交手6次未逢一勝。

儘管與獎牌擦身而過，“鄧謝配”今次已為
香港羽壇立下里程碑。香港在1988年漢城（現稱
首爾）奧運，憑陳智才/陳念慈在當時仍被列為
表演項目的羽毛球混雙贏過銅牌，但成為正式賽
事後從未如此威水過。鄧、謝兩人賽後已忍不住
淚水，鄧俊文說：“我曾經看不到奧運的希
望……即使今次不是最想要的結果，但都很滿
足。”

謝影雪期待有新人接棒
為港征戰多年，11月便30歲的謝影雪，身

上已積累不少傷患，更試過因為腰傷難耐，要坐
在梳化上才能入睡，惟到翌日一樣會乖乖地走到
球場訓練。如今已達成出戰奧運心願，她寄望3
年後會有新人接棒：“如果我堅持到，我會繼續
幫球隊出一分力，也希望年少的球員可以盡快成
長，我就可以鬆一口氣。”

何何詩詩蓓蓓再添銀再添銀
賽期半程奪一金兩銀賽期半程奪一金兩銀 成就超歷屆總和成就超歷屆總和

港創奧運最佳績

“香港飛魚”何詩蓓30

日在東京奧運100米自由泳再

收穫一面銀牌，成為香港體壇

史上，首位擁有多於一面奧運

獎牌，兼單屆奧運獎牌最多的

運動員！今屆奧運比賽剛過了

一星期(約半程)，港隊獎牌數

目已累積到一金兩銀的歷史新

高，成績甚至超越了由“風之

后”李麗珊（1996 年）、

“乒乓孖寶”李靜/高禮澤

（2004 年）及“牛下女車

神”李慧詩（2012年）所累

積的一金一銀一銅獎牌紀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擊

力拚銅牌飲恨“鄧謝”雖敗猶榮 在游泳場館見證
何詩蓓歷史性地再奪一
面奧運銀牌固然興奮莫

名，但亦念念不忘另一邊廂謝影雪/鄧俊文的
羽毛球混雙銅牌戰。可惜兩個場館相隔超過一
小時，小記分身乏術下，只好透過電腦屏幕收
看羽毛球比賽直播。

本來只得小記和另一名行家觀看，但不
知不覺間身邊卻聚集了一圈來自香港的媒體
記者，但時斷時續加上網絡延遲實在看得不
夠“過癮”。我們開始想辦法切換媒體中心
電視的頻道，不過當時游泳頒獎禮未完，工
作人員不肯主動幫忙，千辛萬苦找到遙控器
轉台，立即看到鄧俊文和謝影雪先後飛撲救
球的驚喜鏡頭。羽毛球混雙比賽節奏快、拍
來拍往叫人目不暇給，更令小記着迷的是場
上拍檔之間的團隊精神，在不算寬廣的半邊
球場上，兩名球員在分秒之間互補不足，所
展現的是默契的極致。

這場銅牌賽分數一直咬緊，戰況扣人心
弦，“哎呀！”“好波！”“頂住呀！”的
聲音在泳館媒體中心一個小角落中此起彼
落。雖然最終無法看到“鄧謝配”站上頒獎
台，不過他們力戰到最後一刻的身影，帶給
小記的卻是與何詩蓓勇奪銀牌同等分量的感
動，當然遠在30多公里之外的他們不會聽到
我們的打氣和掌聲，但希望讓他們知道縱使
在沒有觀眾的場館，他們仍不是孤軍作戰。

●香港文匯記者 郭正謙 東奧直擊

不
同
結
果
一
樣
感
動

採訪採訪
手記

●30 日在東京奧運會女子
100米自由泳決賽再奪銀牌，
何詩蓓笑逐顏開。 中新社

●●何詩蓓奮力爭標何詩蓓奮力爭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東京傳真東京傳真

●鄧俊文和謝影雪30日在東奧羽球混雙季軍賽力
拚失利，雖敗猶榮。 法新社

●“雙銀飛魚”何詩蓓。 美聯社

香 港 新 聞 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4 ●責任編輯：趙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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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社區安全與法律權益”

（本報訊）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將於2021年8月22日 (星期日) 下午2點至4
點在線通過 Zoom Meeting舉辦一場“社區
安全與法律權益”講座。 很榮幸地，我們邀
請到以下三位法官和一位律師作為我們講座
的演講者:
• 哈 里 斯 郡 刑 事 法 庭 法 官 Honorable
Judge Robert Johnson,
• 福遍郡法庭法官 Honorable Judge Juli
Mathew,
• 福遍郡法庭法官Honorable Judge Toni

M. Wallace, and
• 曹祖芳律師 Attorney Ma-
ria Tu, Plano副市長 Pro Tem.
誠摯地，我們邀請休士頓華商
經貿會員鄭佩玲律師 Attorney
Kathy Cheng (曾競選德州最高
法 院 大 法 官 Texas Supreme
Court Justice candidate) 作為此
講座的主持人。“社區安全與法
律權益”講座有4個主題:
1. 無照持槍合法化之影響
2. 擔任刑事法案大陪審團的
重要性
3. 後疫情心理健康問題之日
益嚴重性
4. 遺產認證、繼承權及監護
權之必要性
德州州長已簽署法案從9月1日

開始在德州開放持槍可以不需要任何許可證
或執照 ，雖然如此，還是有些限制，不是任
何槍枝都可以公開攜帶 (如只允許個人攜帶隱
蔽性的手槍等), 不是任何場所 (如醫院、養老
院等) 都可以無照攜槍，也不是任何人 (如罪
犯、未成年人等) 都可以無照持槍。如何保護
您自己及家人的安全不受到持槍者的恫嚇，
別讓犯罪進入您的生活，以及不在不知法理
的情況下犯罪或被犯罪。休士頓華商經貿聯
誼會特別邀請曹祖芳律師以她多年科林縣刑
事檢察官、北德州及東德州聯邦法院第五巡

迴法院起訴和上訴律師的經驗分享她對開放
無照持槍對社區安全之影響，提醒我們攜帶
槍枝之法律須知以及暴力防治與應付暴力的
辦法。 因涉嫌槍枝案例是刑事法案，我們特
邀刑事法庭法官 Honorable judge Robert
Johnson 強調我們擔任刑事法案大陪審團的
重要性。

從去年初開始， 因為冗長的新冠疫情、
社交隔離、孤獨、喪親、對健康的焦慮、前
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以及經濟下行、工作
和財政的不穩定，形成一個傷害人們心理健
康和幸福感的完美風暴。焦慮症和抑鬱症的
增加、學校關停、家庭暴力、自殘和自殺事
件的增多、人們已經在獲取所需要的支援上
面臨困難、以及更多的人開始酗酒、使用毒
品或者賭博，並帶來其他後果 (比如令無家可
歸者更增等)，以及無可避免地增加失業率，
從而對人們的心理健康造成嚴重且深遠的影
響，並可能從現在延伸至將來，如何幫助人
們重建他們疫後的生活是一門非常重要的課
題。加上因新冠病毒不預期的死亡 (美國死亡
人數迄今為止62萬人，全球4百多萬人) 而
造成的遺產認證 (probate) 問題、法定的遺囑
要件與效力、遺產權、繼承權以及監護權等
等案例。我們特邀二位縣/郡法庭法官 Hon-
orable judge Juli Mathewand 和 Honorable
judge Toni M. Wallace來提升社區大眾的法
律知識並認知個人遺囑和遺產規劃之重要性.

演講結束後，我們將開放給參會者提問

問答。此講座專為華人社區服務，所以講座
和問答將以華語主導或華語翻譯，非常感謝
鄭佩玲律師以她專業的律師經驗為我們作解
釋和翻譯，這是一場保護社區安全，關心社
區福祉，以及提升社會民眾法律權益與力量
的講座，請大家不要錯過與法官和律師面對
面交流的機會喔！

對此線上講座感興趣者，請電郵聯繫黃
春蘭會長: alice.wen88@gmail.com.

Online Zoom Meeting 會議號碼和密碼
將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您，謝謝您的關注
，祈福社區大眾平安健康!

Judge Toni M. Wallace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North America Federation of Chinese Trader Associations 
 

 

• The Impact of Open Carry Gun Law  

• The Importance of Serving on the Grand Jury  

• The Rise of Mental Health post Covid   

• The Significance of Probate Court   

Judge Juli MathewJudge Robert Johnson

Attorney Maria TuAttorney Maria Tu 曹祖芳律師曹祖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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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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