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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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紐約州檢察長詹樂霞（Le-
titia James）今天表示，長達五個月
的調查發現，紐約州州長古莫性騷
擾多位女性，違反多項聯邦與州法
律，在工作場所製造 「恐懼氣氛」
。

不過古莫（Andrew Cuomo）隨
即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並明白表
示無意辭職。

詹樂霞在新聞簡報中說，調查
顯示古莫從事當事人不願意的撫摸
、親吻和擁抱，說不適當的話，他
的辦公室已成為 「有毒的」工作場
所，讓 「騷擾得以發生」。

調查發現，古莫以行為、言語
性騷擾11位女性，其中有許多是年
輕女性，包括現職和已離職的紐約

州雇員。
詹樂霞表示，古莫和高階幕僚

對至少一位出面指控的前雇員採取
報復行動。

詹樂霞3月1日接獲古莫辦公室
正式要求，對性騷擾指控展開調查
。當時有越來越多女性公開提出指
控，危及古莫的官位和政治前途。

63 歲的古莫當時否認有任何不
當行為，並堅稱不會辭職，懇請外
界等調查結果出爐再下判斷。

這項民事調查不會直接導致刑
事指控，不過恐對古莫造成重大打
擊。民主黨籍的古莫自 2011 年來一
直擔任紐約州長，目前是他的第三
個任期，他曾被視為總統候選人的
可能人選。

紐約州檢察長：州長古莫性騷擾多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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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 United Air airliner
brought me back to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s capita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come back to
DC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egan.

Almost thirty years ago when my
brother Dan and I walked through
the DC Chinatown, we
remembered Uncle Lee who was
the one who greeted us at the
Chung Wah Association. He was
not just a pioneer in Chinatown.
His leadership brought many
dedicated Chinese Americans to
town. They all worked so hard to
make Chinatown a great tourist
spot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e
beautiful and colorful Chinatown
Gate and under it a lot of
businesses and many tourists

taking photos and shopping and
dining. Uncle Lee passed away
years ago but his friendly smile is
always in our hearts.

Today when I visited Chinatown
again, all the streets have been
changed to a big sports complex
and new shops, but the gate is
still shining and bright.

I am back in DC to visit the
Guinea Ambassador Yansane.
He will go back to Africa soon
and talk about our trade mission.

I love being in Washington DC,
the power capital of the world.
Maybe I should spend more time
here and continue to pursue my
dream.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so do
the politics. We are so fortunate
to be a media person. We can

witness so many politicians who
travel up and down in their
careers.

0808//0303//20212021

I Am Back In The NationI Am Back In The Nation’’s Capitals Capital

今天清晨從休斯敦搭乘
聯航飛往首都華盛頓，久違
了整整十八個月因疫情關系
沒有回來，對許多人而言，
頗有刧後餘生之感。

這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
往事了，當我和弟弟著華初
次走在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城
，對於那棟高挑狀觀的中國
城牌樓，印象深刻，生活和
在此的華人同胞非常勤奮地
把華埠経營的有聲有色，當
年在華埠一言九鼎的李叔在
中華公所接待我們，對於這
對年輕李氏兄弟之到來，寄
予厚望和幾分懷疑，要在首
都辦一份華文社區報有點天
方夜譚。

多少年來，我們總算走

過來了，為我們拔刀相助的
李叔己辭世，他的慈祥和藹
的笑容還是永存 接待我的
幾內亞駐美楊森大使即將回
國述職，他告訴我說，幾內
亞大使館歡迎我的加入。

人生的際遇有時難予預
測，有時我也會想是否應該
在世界政治首善之區游走，
在人生旅途再添有意義的篇
章， 多年來， 我們立足於
傳媒工作，看盡了政壇上的
風云變化， 仰天長嘆， 為
歷史留下注腳，也不枉費此
生了。

疫情之後疫情之後 重返華府重返華府



AA33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1年8月4日       Wednesday, August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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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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承認在法屬波利尼西亞
核試驗欠下“債務”

綜合報導 “金錢上的補償無法代替道德層面的道歉。”據報道，

法國總統馬克龍剛剛結束自25日起對法屬波利尼西亞展開的為期四天的

訪問，就法國核試驗造成健康遺留問題等議題與當地政府展開討論。

報道稱，本次訪問是馬克龍上任以來對法屬波利尼西亞的首次正式

訪問。“然而面對南太平洋的鮮花、貝殼及大溪地島的舞者，馬克龍的

行程並不輕松”。在訪問最後一天，28日馬克龍對法屬波利尼西亞官員

發表講話時鄭重承認，法國因為核試驗而欠下“債務”，一些癌癥患者

應得到更好的補償。

法媒報道稱，法國從1966年起在當地進行了30年核試驗，研究估計

有超過10萬人受到至少175次地下和大氣層核試驗的塵埃影響。目前僅

有63名法屬波利尼西亞人因受到輻射而獲得賠償。

法新社指出，馬克龍在承認“欠債”的同時仍然沒有道歉。他對當

地民眾稱：“當年的軍人沒有撒謊，他們和你們承擔了同樣的風險。戴

高樂將軍當初選擇在此進行核試驗是因為這裏地處太平洋腹地，但這也

是為開發先進的核武器保護波利尼西亞”。法屬波利尼西亞電視一臺稱

，馬克龍的講話是嘩眾取寵，國家的謊言還在繼續。

法國《西部報》稱，馬克龍對法屬波利尼西亞的訪問也清楚展示了

他對印太地區的雄心，他認為太平洋是一個“世界大國對抗、影響力增

加”的問題。報道稱，馬克龍承諾在當地實行漁業及海上運輸的新稅收

政策，同時提供3 億歐元貸款，並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與澳大利亞、新

西蘭、印度和日本等國合作建立海岸警衛隊。此外，就中國在太平洋地

區的發展，馬克龍對所謂 “冒險項目、不確定資金”表達了不信任。

俄直升機公司：
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未來10年潛力巨大

綜合報導 俄羅斯直升機公司分管市場及商業發展方向的經理奧列

格· 藍京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增長迅速，

未來10年潛力巨大。

藍京說，在過去10年中，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增速平均為8%。未

來10年，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將是全球增速最快的。“中國市場是全球

最重要的民用直升機市場，也是俄羅斯直升機公司的優先拓展對象”。

預計未來中國市場對10噸至16噸級的民用直升機需求還將不斷增長。

藍京認為，未來中國民用直升機市場的結構將保持不變，貨運直升機、

客運直升機和商務直升機仍將是需求最大的類型，而醫療和消防類直升機的

需求會有所提高。此外，海上搜救直升機的市場份額也會有所擴大。

在不久前剛剛舉行的第十五屆莫斯科國際航空航天展覽會上，俄羅

斯直升機公司展示了最新型的米26直升機，加裝最新安全系統、運送商

務人士的米171A2直升機，配備新型滅火系統的卡32A11M消防直升機

，以及可以加裝不同模塊，完成醫療、客運、警用等不同功能的安薩特

M直升機等。

俄羅斯直升機公司總經理博金斯基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說，俄

羅斯直升機相比歐美等西方產品，具有成本低廉、可靠性高等特點，適

應作業的範圍也更加廣泛。

俄羅斯直升機公司是俄羅斯唯一的直升機開發和生產商，目前全球

超過100個國家購買了其產品。

綜合報導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

利· 貝內特宣布：以色列醫療機構

從30日開始為60歲以上人群接種

第3劑（輝瑞）新冠疫苗。據貝

內特總理透露，61歲的以色列總

統艾薩克· 赫爾佐格將成為第一個

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的以色列人

。貝內特還表示，他將陪伴78歲

的母親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

據悉，以色列60歲以上人群

在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就接

種了（輝瑞）疫苗，近日，隨著

“德爾塔”毒株在以色列的出現

，新冠肺炎病例不斷飆升。以色

列衛生部在一份最新調研報告表

明，輝瑞疫苗預防感染的功效已

從90%急劇下降至40%左右。

以色列12頻道電視臺對60歲

以上以色列人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72%的人打算接種第3劑疫苗；

9%的人說不會接種第3劑疫苗；

其余的人說還沒有決定。

製造“兩國兩族”矛盾
土耳其再次挑起塞浦路斯糾紛

在土耳其對塞浦路斯發起軍事行動

47周年之際，土耳其單方面宣布為塞浦

路斯提供“兩國解決方案”。此舉引發

國際社會巨大爭議，遭到聯合國安理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和歐盟的一致反對。

製造“兩國兩族”矛盾
據《塞浦路斯郵報》消息，土耳其

方面日前宣布重新開放塞浦路斯島北部

城市瓦羅莎，解除對該地的一部分軍事

控製。此舉遭到聯合國安理會強烈反對

，聯合國秘書長和歐盟均表示關切。另

據阿拉伯半島電視臺報道，土耳其方面

表示要把塞浦路斯南北部視作是“兩個

獨立的國家”。報道稱，這場爭端正在

破壞土耳其與歐盟和希臘的關系。

塞浦路斯問題一直是土耳其與希臘

爭論的焦點。此次土耳其試圖重新開放

的瓦羅莎，曾是塞浦路斯的旅遊勝地，

如今已成荒廢的“無人區”。1974年，

土耳其以保護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為由

對塞發起軍事行動，占據了塞北部的部

分領土，導致居住在此的希臘族塞浦路

斯人被迫南遷。1983年，土耳其在其控

製的“北塞”成立所謂的“北塞浦路斯

土耳其共和國”，但並未受到國際社會

承認。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孫

德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土耳其

此次重提開放瓦羅莎封鎖區，意圖單

方面改變現狀，造成“既定事實”，

鞏固在北塞浦路斯的既得利益，使塞浦

路斯由“一國兩族”變成事實上的“兩

國兩族”。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
據法新社報道，聯合國安理會日

前發表聲明，譴責土耳其的單方面決

定，稱此舉違反安理會此前多項決

議，重申解決問題須根據塞浦路斯人

民的意願，“在政治平等的兩族、兩

區基礎上達成持久、全面和公正的解

決方案”。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網站報道，本

月擔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的法國方面也

認為，土耳其此舉是一種“構成挑釁的

單邊行動”。

“土耳其不顧聯合國安理會之前

通過的塞浦路斯問題決議，無疑加大

了塞浦路斯問題解決的難度。”孫德

剛指出，“近年來土耳其提出“藍色

家園”計劃，與希臘、塞浦路斯等國

圍繞東地中海海上劃界問題爭端升

級。重提開放瓦羅莎封鎖區後，土耳

其和希臘、塞浦路斯的緊張關系會進

一步加劇。”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近年

來土耳其和歐盟因難民問題、東地中

海天然氣爭端等問題摩擦不斷。此前

歐盟曾多次通過決議，宣布對土耳其實

施製裁。

加劇土希兩族對立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7月21

日在安理會討論塞浦路斯最新局勢時闡

述中方立場。他表示，土耳其和塞浦路

斯土族方面的舉措違反安理會決議，加

劇緊張局勢，與國際社會的普遍呼籲背

道而馳，完全不合時宜，不具建設性。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日前在社交媒體上也表示，土耳其的

單方面決定“有可能加劇塞浦路斯島

的緊張局勢，不利於塞浦路斯問題談判

的進行。”

路透社稱，如果塞浦路斯問題和平

解決，瓦羅莎地區大概率會回歸塞浦路

斯希族控製。但若此次瓦羅莎交由土族

塞人控製，則很可能影響到塞浦路斯問

題的政治解決，加劇當地土族人和希族

人的對立。

孫德剛指出，土耳其與“北塞”單

方面的決議會加深塞浦路斯土族和希族

之間的裂痕，固化兩大主體民族的結構

性矛盾，使塞浦路斯和平與統一進程遙

遙無期。但是，無論土耳其、希臘、塞

浦路斯還是歐盟，都無意通過軍事手段

化解危機，短期內爆發軍事沖突的可能

性不大。

疫情未見好轉轉
悉尼再度延長““封城封城””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

府宣布，鑒於新州新冠疫情形勢仍不見

好轉，首府悉尼將再次延長“封城”一

個月。

新州27日新增177例本土新冠確診病

例，打破前一天所創單日新增172例的該

州最高紀錄。新增感染者中，至少46人確

診前在社區活動。

州長格拉迪絲· 貝雷吉克利安28日告

訴媒體記者，原定7月 30日結束的悉尼

“封城”措施將延長至8月28日。

她在一場電視新聞發布會上說：“我

和大家一樣感到不安和沮喪，我們在這個

時間點上無法達到期望病例數，但這就是

現實。”

悉尼是澳大利亞人口最多城市，全

國約2500萬人口中，五分之一居住在悉

尼。為防控疫情，悉尼 6 月 26 日開始

“封城”，經歷數次延長。“封城”期

間，悉尼學校關閉、公共場所聚集人數

不得超過兩人、除

上班和采購生活用

品外等不得外出。

因 不 滿 “ 封

城”，數千人先前

違反“居家令”，

在悉尼市中心商業

街集會，其間與警方發生暴力沖突。

按貝雷吉克利安的說法，警方將加強

工作力度，確保“封城”措施執行，同時

敦促民眾舉報他人違規行為。“我們不能

容忍人們繼續做錯事，因為這讓所有人都

退步了。”

新州本輪疫情由高傳染性新冠變異病

毒德爾塔毒株引發，首個病例6月16日在

悉尼發現。疫情隨後蔓延到其他幾個州，

澳大利亞一半以上人口最近幾周處於“封

城”限製。不同於新州宣布延長封鎖措施

，疫情好轉的維多利亞州和南澳大利亞州

28日起放寬限製措施。

新冠疫苗接種推進緩慢也是澳大利亞

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法新社報道，迄今

只有約13%的澳大利亞人完成接種。

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隨著“封城”措

施延長，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 莫裏森政

府支持率下滑。一些人指責，政府疫情防

控建議“多變”、疫苗供應短缺拖慢接種

進程。

“沒有其他捷徑和辦法，我們必須有足

夠耐心和毅力來克服困難，”莫裏森28日在

首都堪培拉舉行的電視新聞發布會上說，

“會有很多批評，也會有很多事後諸葛亮，

但這種德爾塔毒株是非常不可預測的。”

以色列政府決定為60歲以上人群
接種第接種第33劑新冠疫苗劑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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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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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根據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公佈的最新
數據，截至7月26日，全美約1.63億人已經完
整接種疫苗，當中共出現6587例突破性感染病
例，其中6239人住院、1263人死亡，突破性感
染導致住院的比例不到0.004%，導致死亡的比
例不到0.001%。

所有突破性感染病例中，74%為65歲以上
長者。

值得注意的是，自5月以來，CDC只統計
各州住院、死亡的突破性感染案例，因此無法
得知無症狀、輕症患者的確切數據。

美國非營利組織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近期也公佈突破性感染調
查報告，研究人員進一步分析各州公佈的突破
性感染數據，在25個有公佈相關數據的州中，
所有州發生突破性感染的案例均不到1%，最低

的康乃狄克州只有 0.01%，最高的阿拉斯加州
也只有0.29%。

住院機率方面，包括加州、德拉瓦州、哥
倫比亞特區、印第安納州等8個區域的住院比
例甚至為0.00%，最高的阿肯色州（Arkansas）
則為0.06%。

幾乎所有州的突破性感染致死比例都為
0.00%，只有阿肯色州及密西根州死亡比例達
0.01%。

調查也發現，幾乎所有確診案例、住院案
例、死亡案例都發生在未接種疫苗、或是未完
整接種疫苗的民眾身上，各州所有確診者中，
未完整接種疫苗患者的佔比達94%至99.85%。

住院案例中，未完整接種疫苗患者的佔比
達95.02%至99.93%；死亡案例中，未完整接種
疫苗患者的佔比達96.91%至99.91%。

打了疫苗仍染新冠 美突破性感染機率揭曉

根據法院文件，全球規模數一數二大的民
間慈善基金會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茲與梅琳達
．佛蘭契．蓋茲（Melinda French Gates ）今天
正式離婚。兩人將持續聯手經營慈善基金會。

蓋茲夫婦結縭27年，今年5月3日訴請離
婚，但承諾將持續共同經營慈善事業。蓋茲夫
婦當時說，他們已就如何分割婚姻資產達成共
識。

位於西雅圖的金恩郡（King County）高等
法院在今天做出的最終離婚裁定中，沒有透露
兩人的協議細節。

法院沒有對金錢、財產或配偶贍養費做出
判決。法院說，蓋茲夫婦必須遵守未在金恩郡
高等法院提出的分居合約條件。根據法院文件
，佛蘭契．蓋茲不打算改名。

總部設在西雅圖的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
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成為
全球公共衛生方面最有勢力且最具影響力的慈
善組織之一，過去20年挹注超過500億美元的
資金，以商業方式對抗貧窮與疾病。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蓋茲
夫婦起初宣布離婚時，表明將持續聯手經營比
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然而，比爾暨梅琳達
蓋茲基金會上月表示，基金會已在規劃為期兩

年的試驗，評估兩人是否能有效率地持續合作
。

執行長蘇茲曼（Mark Suzman）說： 「兩
年後，如果有任何一方認為無法以共同主席的
身分合作，佛蘭契．蓋茲將辭去共同主席與受
託人職位。」

蓋茲夫婦5月訴請離婚，消息公佈的幾個
星期後，比爾．蓋茲遭控多年前在微軟（Mi-
crosoft）有可疑的職場行為。蓋茲的發言人向
「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時，稱許多指控 「不實

」，CNN無法獨立證實這些傳聞。
「華爾街日報」5月報導，微軟董事會聘

請律師事務所調查蓋茲20年前與一名微軟職員
的婚外情關係後，蓋茲於去年辭去微軟董事職
位。蓋茲的代表坦承有這段關係，但說這與蓋
茲辭去董事一職無關。

報導傳出後，現任微軟執行長納德拉
（Satya Nadella）說，之後公司的文化改變了，
還說 「2021年的微軟與2020年的微軟截然不同
」。

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Bloomberg Bil-
lionaires Index），截至今天，比爾．蓋茲的淨
資產約達1520億美元，可能代表他跟佛蘭契．
蓋茲離婚後每人身價約達760億美元。

比爾蓋茲夫婦正式離婚 共同經營慈善基金會

美國總統拜登終於在昨（2）日實現讓 70%
成人至少接種1劑新冠疫苗的目標，美國人近期
似乎被Delta病毒傳播的能力嚇到，過去7天平均
新增接種人數也創下近一個月來新高。不過美聯
社評論，隨著Delta變種病毒流竄，這個目標根
本 「不夠」。

綜合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報導，白宮COVID-19數據
主任夏帕（Cyrus Shahpar）昨日在推特宣布美國
達成70%成人至少接種1劑疫苗的目標。

不過拜登上任後設定的這項目標比原先預定
的7月4日還要晚了一個月，同時另一項預計在7
月4日前讓1.65億美國成人完整接種疫苗的目標
也尚未達成，目前距離目標還差了850萬人。

美聯社評論，70%的目標是美國政府粗估達
成群體免疫的最低標準，不過隨著更具傳染性的
Delta變種病毒流竄，這個目標已經 「不夠了」。
報導指出，設定全國接種率目標或許能夠有效提
升民眾施打意願，不過70%成人接種1劑的目標
永遠不足以避免未接種族群中病例激增的狀況，
拜登先前也坦承，這個目標只是第一步。美聯社
指出，比起全國平均疫苗接種率，提高社區疫苗

接種率的程度才能有效減緩疫情上升。
不過美國疫情再度升溫，似乎讓不少美國人

感到擔憂了，夏帕昨日也宣布，過去7天平均新
增32萬人接種第1劑疫苗，是自7月4日以來新
高。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昨日公佈
的數據也顯示，疫苗接種需求已較前一周上升
28%，平均每日接種人數已超過67.3萬人，49.7%
人口已完整接種疫苗。

疫苗覆蓋率雖然達標，美國新冠病例數卻也
持續上升，過去一個月平均每日新增病例數成長
了6倍，來到8萬例，是2月中旬以來新高，新冠
死亡數也從過去2週的259人升至360人，不過仍
較疫情高峰時期的每日新增 25 萬人確診、3400
人死亡來得低。

美國這波 Delta 疫情中以佛州情況最為嚴峻
，短短27天住院數就從2000人激增至1萬人，當
中 96%患者未接種疫苗，年紀多數介於 20 至 30
歲。

美國各州的疫苗接種率也相差甚遠，東北部
的佛蒙特州已有將近78%成人完整接種疫苗，南
部的阿拉巴馬州則只有43%。

美國人被Delta嚇壞了？終實現70％成人接種1劑疫苗

南韓國家情報院今天表示，兩韓日前恢復官
方政治及軍事聯絡管道，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提
議；就與美國重啟談判，北韓也提出開放礦物出
口、精煉油及民生必需品進口等條件。

韓聯社報導，國情院長朴智元今天在國會情
報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中作上述表示，並說明兩
韓領導人自4月以來透過兩次親筆書信往來，確
認彼此就恢復互信及改善雙邊關係的意思，也有
意以履行板門店宣言為目標。

國情院表示，軍方從7月29日至今曾與北韓
交換一次關於中國非法漁船的情報，國際商船通
信網路也從今天開始正常通訊。

南韓政府一直希望促成北韓與美國重啟談判
，據國會議員轉述國情院報告內容，北韓也對此
提出條件，包括開放北韓出口礦物、進口精煉油

及民生必需品等，其中民生必需品也包括僅供給
平壤上流階級的高級洋酒與西服等。

至於是否可能舉行兩韓峰會，國情院僅表示
「我們未就此提案」，同時也否認兩韓將在板門

店設立共同聯絡辦公室的報導。
國情院也說明北韓當前經濟民生狀況，指出

當地受7月中旬以來的酷暑影響，人民健康及農
畜業都受到相當損失，規劃在7月1日至9月10
日進行的北韓人民軍夏季訓練雖如期舉行，但因
高溫盡量減少野外訓練。

路透社報導也引用官員說法，稱北韓因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及天災影
響而糧食短缺，米的供給缺口達到約100萬公噸
。

南韓：金正恩提議恢復聯繫 開出與美會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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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慢歌能防新冠？韓國對健身房音樂“限速”了
綜合報導 為應對韓國至今為止最嚴

重的一波新冠疫情，韓國政府頒布防疫

新規，不僅讓健身房跑步機的速度降到

每小時6公裏以下，還對健身音樂進行

“限速”——每分鐘不得超過120拍，

相當於《Call Me Maybe》的節奏。

據路透社報道，韓國衛生官員稱這

項措施旨在防止健身者呼吸過快或汗水

濺到他人身上，以減少新冠病毒傳播幾

率，同時又能避免健身房完全關門。

此舉隨後引來反對派質疑，被批

“無稽之談”，學者、健身房老板和健

身人士也覺得這是

“無效”和“不切

實際”的規定。

當地時間7月

14 日，韓國衛生

部門通報稱，韓國

13 日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 1615

例，這一數字再次

刷新韓國單日新增

確診病例的最高記

錄。

韓國政府在首都圈（首爾及其周邊

地區）正式啟動防疫響應最高級別第四

級，為期兩周。自當日起，夜店關閉，

每日18時以後禁止3人以上私人聚集，

健身房跑步機的速度被限製在每小時6

公裏以下，禁止在健身房使用淋浴，並

限製每張乒乓球桌只能兩個人使用等。

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新規是，健身音

樂被“限速”了。人們被要求放棄“在

跑步機上高速奔跑和在集體運動中播放

快速舞曲”，集體運動包括有氧健身操

和動感單車，這些運動的音樂節奏不得

超過每分鐘120拍。

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甚至認真盤點

了下哪些音樂在每分鐘120拍左右：Lady Ga-

ga《Bad Romance》，侃爺《The New

Workout Plan》和防彈少年團《Dynamite》。

但《江南Style》、韓國女團Black-

pink的《Boombayah》就“超速”了。

這項規定隨後招致很多質疑，不少

韓國人認為運動應該具有預防疾病的作

用，並稱超重是新冠並發癥的主要風險

因素之一，他們抱怨這些措施將適得其

反。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成員金

永泰（音譯）稱：“所以，如果你跑步

速度低於每小時6公裏，你就不會得新

冠？你健身時候到底誰會檢查音樂的節

奏？我搞不懂新冠病毒和我的音樂選擇

有什麼關系。”

高麗大學九老醫院的傳染病專家金

宇朱（音譯）博士稱，健身房政策是

“荒謬的”和“無效的”，“我希望他

們能聽聽專家的意見”。

被問及健身音樂速度指南頒布後的

實際效果時，韓國一位衛生官員稱，當

局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這一決定的。

首爾北部一家健身房的老板姜賢久

（音譯）抱怨稱，播放明快的音樂本來

是為了提振人們的情緒，“我最大的問

題是，播放古典音樂還是防彈少年團的

歌是否已被證明對病毒的傳播有任何影

響？”

他還提到，現在很多人使用自己的

耳機和可穿戴設備聽歌，“你怎麼控製

他們的播放列表呢？”

62歲的首爾女性黃明秀（音譯）是

健身房會員，她認為韓國政府在限製健

身房上采取“雙標”，“這些規定就是

官僚主義，就好像製定這些規則的人從

未在健身房鍛煉過一樣。”

不過，雖然很多人對新規感到困惑

，但一些健身愛好者稱，令他們感到寬

慰的是，健身設施沒有完全關閉。

韓朝恢復通信聯絡
韓媒：雙方將就視頻會議展開磋商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KBS)

報道，據韓國統一部表示，韓朝將就視頻會

議系統和面對面會談方式，展開磋商。

據報道，統一部有關人士當天表

示，韓朝今後將就新冠疫情下的視頻會

議系統和可安全進行面對面會談的方式

進行磋商。政府考慮由雙方各自構建視

頻會議設備，目前尚無任何向朝方提供

支援的計劃。

報道稱，韓統一部2021年4月曾投資

4億韓元預算，在位於首爾三清洞的會談

總部構建視頻會議室。統一部還製定了

包括設置防疫擋板、調整會議桌距離等

內容的面對面會談方案。

另外，對於前一日路透社報道稱，

朝方正在探討去年炸毀的聯絡事務所重

建方案，這名有關人士表示，在兩國領

導人互致親筆信的過程中，並未討論過

相關問題。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宣布，韓朝雙方

決定自首爾時間27日上午10時起，恢復

此前被中斷的南北通信聯絡線路。

青瓦臺國民溝通首席秘書樸洙賢當

日對媒體表示，今年4月以來，韓朝領導

人多次以交換書信的形式就改善南北關

系進行溝通，雙方同意首先恢復此前被

中斷的南北通信聯絡線路。此外，韓朝

領導人還就早日恢復南北間互信，推動

南北關系發展達成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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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的新冠疫情持續急速擴大

，國內29日新確診10693人感染創新高，單日

新增首次超過1萬人。為應對疫情，日本政府

基本決定將擴大新冠緊急宣言地區。

報道稱，以城市地區為中心，傳染性較

強的德爾塔毒株肆虐，日本政府基本決定對

埼玉、千葉、神奈川、大阪4府縣追加發布緊

急事態宣言。對北海道、石川縣、京都府、

兵庫縣和福岡縣將適用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時期均為8月2日到31日。

此外，東京都、沖繩縣的緊急事態宣言

期限也將從8月22日延長至31日。上述事項

將於7月30日正式敲定。

日媒稱，在東京奧運會期間追加對象地

區且時期與8月24日開幕的殘奧會部分重疊

，將是不同尋常的事態。

日本首相菅義偉29日與經濟再生擔當相西

村康稔等相關閣僚在官邸進行磋商。他在結束後

對媒體表示：“帶著強烈的危機感在應對。”

東京都29日新確診3865人感染，連續3

天刷新最高紀錄。神奈川縣1164人、沖繩縣

392人均創新高。千葉縣達到次高的576人，

埼玉縣新確診864人。大阪府也達到932人。

日本政府將於30日上午召開專家等出席

的基本應對方針小組會會議，西村打算就方針征詢意見並尋

求同意。當天舉行政府對策總部會議並正式敲定的日程正在

協調當中。

日本政府目前已對東京都和沖繩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對

埼玉、千葉、神奈川、大阪4府縣適用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香港瞭望 AA66星期三       2021年8月4日       Wednesday, August 4, 2021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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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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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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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抗疫措施

●將“必須接種疫苗，否則自費定期病毒

檢測”要求延伸至以下群組：

‧所有公務員及政府員工（公務員70%）

‧所有醫院管理局員工（67%）

‧所有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
（64%）

‧所有中、小、幼、特殊學校員工

（47%）*

●所有與抵港人士有接觸的人員必須接種

疫苗

●4日屆滿的“限聚令”等社交距離措施將

再延長兩周

●更有系統管控海外赴港人士，把不同地

區分類為高、中、低風險地區

●所有到港人士須在登機時出示起飛前72

小時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高風險地區

‧容許已完成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登機到港

‧到港後隔離21天

●中風險地區：

‧容許香港居民和已完成接種疫苗的非香港
居民登機到港

‧未打針者隔離21天

‧打針者隔離14天，如抵港後檢測出抗
體，可縮短至隔離7天，加7天自我監察

●低風險地區：

‧已打針者隔離7天

‧香港居民未打針隔離14天

●加強檢疫期間或緊接幾天的病毒檢測，

最多為抵港後19天內7次［包括抵達香

港國際機場後的“檢測待行”(Test &

Hold)的首次檢測］

●繼續航班熔斷機制

*（）內為截至上月底的疫苗接種率，香港教育局

的數字只截至上月13日，但已有70%相關人士表

明會接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四類從業員須接種否則定期自費檢
政府醫局院舍學校員工要打針 拒絕或懲處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於全球肆虐，香港

的最新疫苗接種率達48.4%，遠遠未足以建

立有效抗疫屏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 2日宣布，全體政府公務員及政府員

工，醫管局員工，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

員工，以及中學、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

校員工必須接種疫苗，否則要自費定期接

受病毒檢測，而原訂下月底停止營運的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將延長一個月至 10月底。

多個相關團體均認同有關決定，認為只有

接種疫苗才能保障自己及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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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雖已實
現新冠肺炎本地個案零確診，但全球疫情仍然
嚴峻。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日表明，變種病
毒威脅力強，必須更有系統地管控從海外抵港
人士，將禁止從高風險地區的非香港居民抵
港，所有海外地區抵港者，必須出示登機前72
小時的陰性核酸檢測證明。她同時宣布，機場
與指定檢疫酒店員工、接載抵港人士到指定檢
疫酒店的司機等所有與抵港人士有接觸的人
員，必須接種新冠疫苗。但她未有宣布措施實
施日期。

海外抵港者須有陰性證明
林鄭月娥指出，全球疫情反彈，進入新一

波疫情，變種病毒Delta有趨勢成為最廣泛傳播
病毒株，截至上月31日香港錄得489宗懷疑涉
及變種病毒株個案，其中108宗已確認為Del-
ta。

她表明，香港目前的疫苗接種率不足以防
止輸入個案，必須更有系統管控海外赴港人
士，並重新劃分高、中及低風險地區。她稱︰
“有感染的都是輸入，所以現時公布將會進入
更有系統管控海外到港的人士，甚至A1、A2、
B、C、D一個比較不太清晰的劃分方法，重新
分類成為高風險、中風險及低風險地區。”

她表示，日後不論從海外哪個地區的抵
港人士，要在登機時出示起飛前72小時的核
酸檢測陰性結果，高風險地區只容許已完成
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赴港，到港後隔離 21
天；中風險地區，只容許香港居民或已完成
接種疫苗的非香港居民赴港，而所有海外到
港人士抵港後須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
由低風險地區到港，完成接種的抵港者只須
隔離7天，香港居民未打針就要14天。

至於外傭，在香港打了針，離港後可再次
回港。如果已經完約，仍在港、未返回原居地
的外傭，只要在港完成接種疫苗，日後回鄉也
可以再到港，在指定檢疫酒店隔離21天。

特區政府指目前約六成一在港外傭已接
種了第一劑疫苗，會與印尼及菲律賓的總領
事研究如何辨別當地接種記錄真偽，容許在
當地完成接種的外傭到港，並將集中在一兩
間指定酒店檢疫。

林鄭月娥同時宣布將強化“外防輸入”的
每個環節，務求做到“滴水不漏”，包括所有
與抵港人士有接觸的人員，必須接種新冠疫
苗，即機場與指定檢疫酒店員工、接載抵港人
士到指定檢疫酒店的司機等。特區政府亦會加
強檢查抵港人士有否遵照規定按時接受強檢並
加強檢控違規者；以及繼續航班熔斷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日新增的
3宗輸入個案，其中兩宗為海外抵港香港居
民，早前在港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均
在機場接受病毒檢測呈陽性，並帶有L452R
變異病毒株，包括一名居於紅磡海濱南岸6座
的55歲男病人，上月31日乘搭航班KL819返
抵香港。

另一名居於西營盤德輔道西321號瑧璈的
36歲女病人，本月1日乘搭航班CX883返抵
香港，中心將此兩宗個案列作輸入個案，但
為審慎起見，他們於潛伏期在香港曾居住的
地方及相關工作和曾到訪的地點已被納入強
制檢測公告。

輸入個案增三宗
居住工作地強檢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2日公布，香港新增3
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未有本地個案，已

是連續56天本地零確診。林鄭月娥2日在記者
會上指出，自從4月12日公布抗疫新路向以
來，政府逐步放寬防疫措施，樂見社會有序恢
復常態，經濟出現復甦。

不過她指出，香港疫苗接種率仍不足
50%，故特區政府決定將“必須接種疫苗，否
則自費定期病毒檢測”要求的群組進一步延伸
至全體政府公務員及政府員工，醫管局員工，
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以及中學、小
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員工。在“外防輸入”
方面，特區政府會強化“外防輸入”的多個環
節。

不打針不檢測料受處分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記者會上

介紹，即日起，所有未接種新冠疫苗的政府僱
員（包括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聘請的全職或
兼職的政府僱員），不論其職務、工作性質、
地點，須每兩星期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他強調，已給予政府僱員充足時間接種疫
苗，至今已有70%公務員已接種最少一劑疫
苗。如並非因為健康理由而拒絕打針，長期動
用公帑資助他們檢測並不合理，故由下月1日

起，無合理原因拒絕打針的人員須自費接受檢
測，否則或會受到紀律處分。

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介紹，由下月1日
開始，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
提供非本地課程學校，以及補習學校直接僱用
的教職員，以至其他提供到校服務者，例如興
趣班導師，及經常出入校者必須至少已接種第
一劑疫苗，而未接種疫苗者必須在下月1日之
前14天內已進行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檢
測，並取得陰性結果，亦必須在之後每兩星期
進行一次檢測。他們除非持有醫生證明書證明
健康狀況不允許接種疫苗，否則必須在工作時
間以外自費定期檢測。

楊潤雄表示，如果有教職員拒絕接種疫苗
和做檢測，學校可根據教育條例、資助執例、
僱傭條例和與教師的僱傭合約，以現有校本機
制採取適當行動。

院舍員工強檢周期縮短
香港醫管局表示，即日起擴展員工定期檢

測安排至涵蓋所有全職和兼職員工。醫管局發
言人表示，將設立一個月過渡期，所有未曾接
種新冠疫苗的員工均會獲發快速抗原測試套
裝，以便每周自行進行檢測。

由下月1日起，除已接種新冠疫苗或提供

醫生證明文件的員工外，所有員工須每兩星期
自費於工作以外時間，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安老
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員工的第二十二輪
強制檢測由4日開始，檢測周期將加密為每7天
一次。

由下月1日開始，如果並非健康理由而沒有
接種疫苗的員工，須自費接受強制病毒檢測，
安排細節會由社署適時公布。同時，特區政府
亦會於本月內收緊以B類形式運作餐飲員工的規
定，除非他們已接種疫苗，否則檢測期須由14
天一次改成7天一次。

為鼓勵院舍員工接種新冠疫苗，政府已停
止為院舍員工發放“強制檢測特惠津貼”，並
將於下月1日開始停止支付就“安老院及殘疾
人士院舍經營者／營辦人自行安排的檢測”的
任何檢測費用，並會為每名完成接種疫苗的合
資格院舍員工發放800港元一次性的特別津
貼。

林鄭月娥強調，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
容許甚至容忍有人純粹因個人選擇而不接種疫
苗，令香港社會不能盡快擁有群體免疫來保護
香港，“全世界的政府都會因應疫情的情況，
為保障當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作出一些
最適合的調校，我們亦正在做這樣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姬文風）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
記者會上公布了2021/22新學年的
上課安排及措施：中小幼及補習學
校會繼續以半天面授為基礎，而師
生接種率分別達七成的學校或級
別，教育局會容許其恢復正常校園
生活，包括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午
膳，及參與其他學習及課外活動。

楊潤雄表示，考慮到疫情最新
發展及學校準備情況，教育局決定
所有中小學、幼稚園及補習學校，
新學年會繼續以半天面授為基礎，
但針對個別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
超過14天的學生，學校亦可安排
他們在半天面授以外在校進行音
樂、體育課外活動。

因應教界熱切希望盡快全面恢
復校園生活，他表示，若校園接種
率理想，即已完成第二劑疫苗的教
職員和學生分別達到70%，有關學
校學生便可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午
膳，及參與其他學習及課外活動，
而學校也有進一步彈性，當其直接
僱用的教職員達70%接種率，而個
別級別的學生已接種第二劑14天
者也有70%，該級別的學生也獲允
許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局方將會更
新《學校健康指引》予學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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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區只許打齊針港人回港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22日宣布四類人士必須接種疫苗日宣布四類人士必須接種疫苗，，否則定期自費檢測否則定期自費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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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有媒體影射法官在疫苗施打
的 「秘密名單」中，司法院今天指出，法官
迄今並未列入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對於媒
體未善盡查證之責，即任意影射性報導，深
表遺憾。

針對有媒體評論指出，前衛生署長楊志
良、前台北市長郝龍斌日前向法院聲請停止
高端緊急授權，最後的一線希望，不在 「正
直的法官」，而在法官們願意先打高端。當
然，誰都算不準法官大人們是不是早在施打
國際疫苗的社會運作必要人員的 「秘密名單
」中。

司法院表示，目前僅有 「第一線法警人
員」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納入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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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法官在內之其他第
一線司法人員，均未經指揮中心列入公費疫
苗第7類施打對象，並無優先施打疫苗。

司法院指出，法官與一般國民相同，都
是依法、依序完成疫苗接種或預約，司法院
並已於7月20日的例行記者會對外說明。媒
體評論仍應本於新聞專業，做必要的查證，
不宜任意臆測、影射，造成閱聽大眾誤解。

評論提及郝龍斌和楊志良將向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遞狀，聲請停止執行衛福部對高端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司法院強調，法院絕對
會秉持公正立場審理此案，期待兩造提出證
據，以法律論述說服法院，但不樂見以輿論
帶動風潮，質疑司法公正性，向法院施加壓
力的行為發生。

司法院：法官沒有優先打疫苗 與一般國民相同

（中央社）宜蘭警員蔡旻庭昨天深夜值
勤遭呂男槍擊，幸送醫後無生命危險，呂嫌
經檢方複訊向法院聲押獲准。警政署今晚表
示，全力支持同仁嚴正執法，已請宜蘭縣警
察局全力協助醫療照護。

宜蘭縣警察局礁溪分局頭城分駐所29歲
警員蔡旻庭昨晚擔任交通稽查勤務，深夜11
時50分許在頭城鎮新興路與吉祥路口發現57
歲呂嫌違規右轉未打方向燈，呂嫌假意配合
盤查時竟持槍朝蔡旻庭胸口射擊，蔡旻庭中
槍仍奮勇壓制逮捕呂嫌並通報支援。

警政署今晚發布新聞表示，全力支持同
仁嚴正執法，但警察工作原本就極具危險性

與不確定性，應保持高度警覺，並依規定攜
行相關應勤裝備，以安全為第一考量，也呼
籲民眾對警察執行公務應予配合，共同維護
社會安全。

此外，已請宜蘭縣警察局全力協助蔡旻
庭的家屬，並提供最好的醫療照護，讓他儘
速恢復健康。

警政署長陳家欽今天凌晨獲悉蔡旻庭受
傷，也即刻致電關心傷勢及手術復原狀況，
並於下午2時許陪同內政部長徐國勇赴宜蘭
縣警局慰問蔡旻庭的家屬及致贈慰問金，徐
國勇特別轉達總統蔡英文及行政院長蘇貞昌
的關心，以及肯定蔡旻庭英勇逮嫌的事蹟。

宜蘭勇警遭槍擊 警政署：支持嚴正執法

（中央社）鄭男2年前駕駛小貨車行經中市一
處路口，遭林男騎機車闖紅燈撞擊，林男不治，鄭
男被檢方依過失致死罪嫌起訴，一審認定鄭男無肇
責判無罪，上訴台中高分院審理仍判無罪。可上訴
。

台中高分院判決書指出，鄭男民國108年10月
7日上午9時30分，駕駛營業用小貨車，行經台中
市大甲區中山路一處巷口時，林男騎機車因闖紅燈
閃避不及，撞上鄭男駕駛的小貨車，導致林男頭頸
部受傷，送醫後傷重不治。

鄭男向檢警供稱，案發路口左邊有建築物影響
視線，且林男闖紅燈時他無法預料與反應，他行駛
的巷道較窄，已盡量靠右行駛，並無任何過失。案

經檢警偵辦後，台中地檢署依過失致死罪嫌將鄭男
起訴。

台中地院一審審理時，依據台中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認定林男闖紅燈進入路口
為肇事因素，鄭男則無肇事因素，難認鄭男有過失
，判決無罪。

案經上訴台中高分院審理，合議庭勘驗路口監
視器，發現鄭男駕駛小貨車，剛駛出巷口不到1秒
時間，就遭對方騎乘機車自左側撞擊，足見鄭男發
覺對方闖紅燈時，已無足夠反應時間以避免車禍發
生。

法官認為，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能證明鄭男犯
罪，判決上訴駁回，全案可上訴。

機車闖紅燈撞小貨車 騎士不治駕駛二審仍判無罪

（中央社）調查局高市調查處蔡姓前緝
毒組長遭控聯手游姓毒犯詐領緝毒獎金，但
兩人事後獲判無罪確定。游男因被羈押 622
天聲請刑事補償，高雄高分院裁定以每天
3500元，補償217萬7000元。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補償決定書
指出，游男因涉嫌運毒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自民國104年到106 年8月9日遭羈押共
622 天。但游男事後判決無罪確定，因此請
求以每天新台幣5000元，請求共311萬元補
償。

高雄高分院法官審理後，認為他長期遭
拘束行動，對其名譽、信用等人格權影響重
大，請求補償並非無據；審酌當時高雄地院
法官依卷內事證裁定羈押，並無違法或不當
之處，因此裁定每天補償3500元，共217萬
7000元較為適當。

原本涉運輸毒品的游男因販售毒品被蔡
男查獲，他為爭取免刑除坦承販毒，還供出
毒品上下游，希望能讓蔡男在破案後換取他
刑度減免的優惠。事後果真也被依 「證人保
護法」獲判免刑確定。

高雄市調處等單位民國104年4月間查獲
70公斤安非他命等走私案，蔡男率專案小組
破案，申報緝毒獎金，但尚未核發就因遭人

檢舉涉與游男串通曝光。檢方更查出，游男
運送毒品被捕，為求適用 「證人保護法」減
免刑期，涉嫌安排癌末的曾姓男子運毒，並
提供情資給蔡男，蔡男也因疑與毒犯串通詐
領緝毒獎金遭起訴。

一審高雄地院法官認為，蔡男破案後依
獎懲辦法簽請核發相關人員破案獎金，主觀
上沒有不法意圖，客觀上更無施用詐術可言
，認定罪證不足，判決無罪。案經上訴高雄
高分院審理，認為檢方所提證據，足以認定
蔡男詐領獎金等情節，依貪污治罪條例的公
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未遂罪，改判
1年10個月。

不過蔡男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
撤銷發回重新審理，高雄高分院更一審合議
庭審結，支持高雄地方法院維持無罪認定。
檢方再上訴後，最高法院認為蔡男一審、更
一審都無罪，檢察官上訴違反刑事妥速審判
法規定，因此駁回上訴，全案無罪確定。

游男部分，因檢方認為他涉運輸二級毒
品，起訴後從一審判決12年徒刑，到二審、
更一審都判決有罪。直到更二審法官認為沒
有證據證明有安排或參與走私毒品案，逆轉
改判無罪，最後無罪定讞。

遭控運毒男子無罪確定獲賠217萬

（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今天表
示，疫情警戒降為2級的首個週六執行 「靜城專案
」聯合稽查勤務，共攔查132車，除舉發5件高噪
音擾民車輛，還取締6件違規案。

交通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降級微解封的首
個週六，考量車流量明顯增加且適逢暑假期間，為
加強防制改裝車製造高分貝噪音干擾民眾安寧，特
別配合台北市環保局及監理單位於7月30日週六晚
間執行 「靜城專案」聯合稽查勤務。

根據警方統計資料指出，勤務期間共攔查132
輛車，並舉發5件高噪音擾民車輛，以及取締無照
駕駛及其他交通違規共6件。

交通警察大隊表示，陽明山地區的道路在假日
期間常有大型重機及改裝機車跑山夜遊，所以在疫

情降級後啟動 「靜城專案」聯合稽查，於夜間時段
鎖定非法改裝、噪音擾人的車輛，主動攔查。

同時，現場進行噪音檢測，依噪音管制法規定
，經測量後超過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將處以新
台幣1800 元至3600元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另外，若有改裝車燈、設置高音喇叭、機車未
裝傳動蓋、排氣管（翹管、無隔熱防護裝置、拆除
消音器）、無照駕駛等違規行為者，則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處罰，並責令改正。

交通警察大隊說，暑假期間將持續配合環保及
監理單位針對易發生危險駕車或民眾通報擾寧路段
，例如北市仰德大道、陽金公路沿線、市民大道、
經貿二路及環山路等，執行不定時、不定點 「靜城
專案」勤務，呼籲用路人不要使用未符合標準的排
氣管擾民。

疫情警戒降級 北市靜城專案舉發5件高噪音車

民眾黨民眾黨：：先紓困再振興先紓困再振興
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33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民眾黨立委蔡壁如民眾黨立委蔡壁如（（左起左起）、）、邱臣遠及台灣職工教育與邱臣遠及台灣職工教育與

培訓協會理事長張凱鈞等人出席培訓協會理事長張凱鈞等人出席，，指餐飲業難度疫情寒冬指餐飲業難度疫情寒冬，，呼籲政府先紓困再振興呼籲政府先紓困再振興。。

台中市提高奧運獎金台中市提高奧運獎金 金牌金牌300300萬萬
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33日在市政會議中宣布日在市政會議中宣布，，為激勵台中市籍選手為國爭光為激勵台中市籍選手為國爭光，，將提高奧運將提高奧運

金牌激勵金到新台幣金牌激勵金到新台幣300300萬元萬元、、銀牌銀牌200200萬元萬元、、銅牌銅牌100100萬元萬元。。

疫情趨緩疫情趨緩 雙北開放餐飲內用雙北開放餐飲內用
全國全國COVID-COVID-1919（（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警戒降為二級疫情警戒降為二級，，雙北雙北33日有條件開放餐飲內用日有條件開放餐飲內用，，但還但還

是有店家顧慮疫情不開放是有店家顧慮疫情不開放、、只提供外帶只提供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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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7 月 4 日，美國獨立日，美國總
統拜登（Joe Biden）在白宮舉行千人 「獨立日派對」，慶祝
面對新冠病毒取得的重大成功。不過公衛專家認為接種疫苗
人口尚未達一半、加上傳染力極強的Delta病毒株占美國感
染數的主要來源，拜登此舉可能讓民眾對疫情鬆懈、並導致
新一波疫情的風險。賓州大學醫學和衛生教授伊曼紐爾表示
總統和政府需要注意避免過早宣布勝利，教授認為對此保持
謹慎真的很重要。 拜登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福奇博士表示
，儘管 Delta 變體造成的新冠病毒感染風險越來越大，但他
預計美國不會恢復封鎖。 我相信我們不會陷入去年冬天的
情況。但他在 ABC 上警告說，隨著 Delta 變種的繼續傳播
，“情況會變得更糟”。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美國政府在疫苗投入方面取得重大
進展，但如今的接種速度已放緩至每天不到100萬次，遠低
於4月中旬每天約350萬劑的高峰。有官員擔心一些州的低
免疫水平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引發新的疫情，目前沿海地區
的疫苗接種率很高，但中西部和南部地區的疫苗接種率較低
。同時Delta病毒株的傳播使世界各地繃緊神經。歐洲的確
診數10周來首次增加，白宮也已宣布將組建 「激增反應小
組」、以對抗這種高度傳播的變種病毒。

前巴爾的摩公共衛生專員，現在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
急診醫學Leana Wen 博士已成為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著名評論
員。 她就如何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下一階段提出了一些
想法，因為美國正在努力應對 Delta 變種，學生準備返校。

Leana Wen認為拜登總統絕對過早宣布抗擊冠狀病毒勝
利。我也確實要讚揚拜登政府所做的大量努力。他們在確保
疫苗供應和增加分發方面表現出色。 拜登政府在整個大流
行應對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是在 5 月份CDC 說接種疫苗的
人可以摘下口罩。結果，人們認為大流行已經過去了。未接
種疫苗的人開始表現得像接種了疫苗一樣。由於未接種疫苗
的個人，出現了美國各地的病例數激增。現在有了 Delta 變
體，限制又回來了，只是沒有人再聽了。

如果您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或者您與未接種疫苗的人
住在家裡，如果您有未接種疫苗的年幼孩子，那麼您應該採
取額外的預防措施，如果您在周圍的人可能未接種疫苗的公
共場所以及在室內的近距離內，則應該戴上口罩。我個人不
會在擁擠的室內餐廳吃飯，周圍是一個高風險的環境。人們
不會戴口罩。在擁擠的環境中，人們可能會大聲說話，從而
增加他們呼出的氣溶膠和呼吸道飛沫的數量。 我會在戶外
餐廳吃飯。

到了秋天，幾乎所有學校都將全日制進行面對面教學。
學校實際上可以成為兒童最安全的地方。 孩子什麼時候可
以摘下口罩取決於我們現在採取的行動。我們為確保我們的
孩子能夠安全返回學校所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讓所有的人接種
疫苗。如果這個國家的人現在都接種了疫苗，我們可能就不
需要戴口罩了。然而，一些美國人強烈反對疫苗接種，可能
導緻美國無休止的感染病例。

醫學博士認為拜登總統過早宣布抗擊冠狀病毒勝利
福奇表示儘管Delta 變體風險越來越大但他預計美國不會恢復封鎖

僑務委員會 「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即日起受理報名，預計
將從亞洲7國選拔出合計30件金質獎與銀質獎產品，除了舉辦頒獎典禮公
開表揚外，獲獎產品還可獲得貸款保證、審計財稅諮詢、數位策展、客製
化圖文製作、數位社群行銷、電商轉型顧問諮詢等輔導推介服務。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表示，疫情爆發促使國際市場結構與需求大
幅變動、全球供應鏈重組，對海外臺商帶來明顯影響； 「為輔導海外臺商
事業發展、鏈結臺灣優勢、協助海外臺商產品品牌推廣，僑務委員會今年
首度試辦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期盼以共同通路整體行銷概念，
帶動海外臺商產業品牌發展」。

童振源指出， 「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辦理地區包括日本、
泰國、印尼、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七國，報名產品類別分為
「電子、電器、通訊產品及零組件」與 「時尚、生活及文化創意產品」共

2 組。
根據僑務委員會規劃，選拔活動分為 「海外初選」及 「臺灣決選」兩

階段。 「第一階段海外初選自即日起至 8 月 22 日截止，有意報名的海外
臺商企業可使用線上報名系統(http://www.taiwanprime.org，QR Code 如
下)瀏覽選拔須知與報名參加」，歡迎海外臺商企業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僑務委員會預計9月中旬公布入圍臺灣決選名單，單一國家上限為15
件，每件頒發證書乙紙；俟書面資料審查與產品評鑑作業完畢後，將於10
月公布金質獎與銀質獎名單，獲獎產品可獲得數位策展、客製化圖文製作
、數位社群行銷、電商轉型顧問諮詢等輔導推介服務。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利用 「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
LINE服務專線諮詢，ID為@taiwanprime。

在 7/26-7/30 舉行的 2021 年阿滋海默症協會國際會議有來
自110個國家，近 1,200 名科學家、慈善家及專業人士來到科羅
拉多州的丹佛，另外還有 10,000 名參與者在線上參與了這場會
議。這些數字說明了全球研究界的力量以及阿滋海默症協會在召
集和推動研究方面的領導地位。

在會議中發表的研究表明，COVID-19 與長期認知功能障
礙以及阿滋海默症病理和症狀的加速有關。這些研究是 AAIC
2021 報告的幾項開創性研究之一。在 AAIC 2021中報告的其他
新數據包括：

改善空氣質量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風險。
到 2050 年，全球失智症患病率預計將增加近兩倍，達到

1.52 億以上。
與順性別者相比，美國的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成年人更有可

能報告記憶力和思維能力惡化、功能受限和抑鬱。
歷史上在失智症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有色人種社區如果受到

邀請， 為研究目標做出貢獻，或家人有失智症，則更願意參與
臨床試驗。

在會議中，七名研究人員因其科學成就和對失智症領域的貢
獻而獲獎，其中包括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的賈建平教授，"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Innovation Center for Neurological Disor-

ders at Xuanwu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in
China. He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the chief architect of
Alzheimer’s disease research in China, being a leader for
many dementia organizations in his country. "
閱讀獲獎研究人員的貢獻，請上網: https://www.alz.
org/aaic/releases_2021/awards.asp
公共政策

感謝所有權益倡導者，您分享了您的故事，也在
加州與算過程中發出了您的聲音。您的努力，為失智
症和照護者帶來了創紀錄的資金來推動所有失智症相
關的工作！如果您也願意成為我們的權益倡導義工，
請上網：https://www.alz.org/get-involved-now/advo-
cate
阿滋海默症沒有停止，我們也不會停止

今年秋天的 「戰勝阿滋海默症健行」，預計將恢
復往日親臨健走現場的形式。我們的參與者、工作人
員和義工的健康和安全將是我們對活動細節做出決定的首要考量
，我們將繼續提供線上參與和在您社區參與的選項。
在您城市裡的健行活動地點 (alz.org/walk)，我們將迫不及待地歡
迎您的光臨。活動中將充滿了花朵，每朵花都由致力於結束這個

疾病的民眾高舉著。因為就像花朵一樣，我們的參與者在遇到障
礙時不會停下來。他們不斷籌集資金和提高認識，以在對抗阿滋
海默症和所有其他失智症的努力中取得突破。歡迎您一起加入我
們的努力，請立即上網報名：alz.org/walk 。

2021 阿滋海默症協會國際會議摘要

“疫”起掌握 臺商精品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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