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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掌喀布爾 美國務院提出承認新政府條件
(路透社
路透社))

半島電視台 16 日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
萊斯（Ned Price）呼籲阿富汗建立一個尊重人權
的包容性新政府(包含婦女權利在內)，並表示塔利
班的行為將決定華府是否會承認喀布爾新政府。
普萊斯表示，在塔利班以猛烈的攻勢攻陷該
國各重要城市，並奪下首都喀布爾的控制權後，
美國與其國際盟友們將密切關注其後續行動。
其表示， 「未來的阿富汗政府應維護人民基
本權利，不窩藏恐怖份子，以及保障人權，這應
包括婦女與女童的基本權利，並建立一個能與我
們合作的政府。如果違反前述條件，我們就不會
承認該政府」。
他還強調，國際社會對阿富汗應籌組的新政
府類型，已達成決定性共識。由聯合國安理會的
聲明來看，新政府應該是由阿富汗人領導、阿富
汗人所有，並達成民族和解。
他還援引聯合國聲明，指出 「只有透過包容

、公正、持久與現實的政治解決方案，維護包含
婦女、兒童與少數民族在內的人權，才能真正的
結束衝突。安理會成員還呼籲各方遵守人權的國
際規範與標準，並結束相關的虐待與侵犯行為」
。
隨著塔利班迅速攻占阿富汗重要城市，並接
管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總統加尼倉皇逃離首都，
使塔利班成為當地事實上的政權；不過，塔利班
還未宣布成立新政府。
普萊斯重申，美國會利用經濟與外交影響力
，確保喀布爾尊重人權。如果塔利班想要獲得國
際援助，他們必須採取符合其言的行動。過去，
塔利班一直表示，其不但保護阿富汗人的權利，
並否認有任何虐待婦女的行為。
普萊斯也警告，國際社會有能力對任何不承
認基本人權與婦女權利的政權，採取相當有力的
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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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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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失手重創拜登聲望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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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7
17/
/2021

拜登總統今日在告全國人民之
谈話中堅持從阿富汗撤軍是正確之
決定 ，我們已盡全力，但是也要
承認塔力班攻陷首都之速度比我們
預期快得許多， 在過去廿年来，
我們就如何撒退之決定是非常困難
的， 他也指责阿富汗軍隊之棄械
投降而不對塔力班進行對抗， 拜
登政府不希望把二十年冗長的戰爭
延续給下任總统， 他也希望他的
國安團隊找出為什么情報錯誤让塔
利班如何快速取得政權。
五週前拜登總統還矢言，無論
如何你們都不會看到有人從美國駐
阿富汗大使館的屋頂上撒離， 並
相信塔利班全面控制整個國家的可
能性極小。然而今天美國的三軍统

帥被打臉了， 也許在史冊中， 拜
登將會載入美國在阿富汗匆忙撒離
丟盡顏面的結束這㘯歷史上最長的
海外戰爭。
雖然許多盟友支持美國從阿富
汗撤軍之決定， 但是塔利班勢如
破竹的勝利 ，让美國及許多盟國
措手不及 ，然而，許多當年效忠
美國的當地翻譯和其他工作人員並
未能如期離開， 他們的命運可能
會很悲慘。
阿富汗之失陷正向許多美國的
盟邦傳達不祥的訊息， 這位老大
哥是否可靠而不會在緊急情況撒手
不管， 更重創了美國在國際上之
形象。
當塔利班首領座上縂统府寶座

上時， 我們不禁再回想到二十年
前的往事， 阿富汗是否會再變成

恐怖分子之溫床， 對全球都會構
成巨大之威脅。

President Stands‘
Stands‘Squarely
Behind’
Behind
’His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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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ed the nation
saying that he stands
‘squarely behind’ his
decision to withdraw U.S.
troops from Afghanistan
after having a presence
for 20 years while

admitting that, “The fall
of the country to the
Taliban did unfold more
quickly than we had
anticipated.”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After 20 years, I’ve

learned the hard way that
there was never a good
time to withdraw our U.S.
forces.”

own future, but what we
could not provide them
with was the will to fight
for that futur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blamed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maintaining that the U.S.
has provid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upport, training
and equipment to them,
but when “push came to
shove,” they decided not
to step up and fight for
their country.

Afghan President Ashraf
Ghani fled the country
without a succession plan
and without a deal with
the Taliban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without any support.

President Biden said,
“We gave them every
chance to determine their

America’s allies who
believed President Biden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to
finally exit a w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win and that no longer
was in U.S.’s future

interests sheds light on
two questions: How much
political damage has been
done to America’s
reput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can the U.
S. allies be protected by
the U.S. when such
critical times could erupt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oday when we look back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we really owe so much to
the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and other
Americans who put down
their lives in foreign lands
for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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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稱又下一城
國際社會呼籲政治協商

利班攻陷，省政府官員撤離該市，前往
喀布爾。當地居民賽義德· 阿裏當天也對
新華社記者說：“加茲尼市已被塔利班
占領，塔利班武裝人員上午 9 時左右進
入市區。”
為應對塔利班對北部省份的攻勢，
阿富汗總統加尼 11 日趕赴北部巴爾赫省
首府馬紮裏沙裏夫市並召開安全會議，
討論協調政府軍和地方武裝力量共同抵
抗塔利班。

挪威一工廠氯氣泄漏流入大海
導致近 10 萬條魚死亡
綜合報導 挪威三文魚生產商格裏格海產（Grieg seafood）10 日發表
聲明稱，4000 加侖的氯氣意外泄漏，導致挪威北部峽灣約 9.6 萬條鮭魚
死亡，幸無人員傷亡。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道，格裏格海產公司在聲
明中說，位於挪威北部阿爾塔的工廠發生氯氣泄漏，這次泄漏會對
采集場附近水生生物造成短期且嚴重的影響。阿爾塔工廠的經理斯
廷· 托爾海姆在聲明中表示對這一事件十分痛心，並表示會首先重
點清理海面，並將這一事件全部細節公開，以免再次發生類似事
故 。當地警方表示，泄漏的氯已經流入大西洋，應急服務機構正盡
力徹查此事。
格裏格海產公司稱，芬馬克市分部將主要負責清理工作，預
計需要幾天時間。此外，還無法全面估測此次泄露對環境造成的
影 響 ， 一 家與挪威水研究所相關聯的公司將對此進行一項獨立的環
境評估。
對於此次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格裏格海產公司表示目前尚未算清
，但專門播報全球海產品行業的挪威媒體公司 Intrafish 估計，死魚的價
值約為 340 萬美元。格裏格海產公司每年向北美和亞洲供應超過 2.5 萬噸
鮭魚。按照挪威規定，氯可用來給生產用水消毒。

德爾塔毒株在希臘快速擴散！

超 60%成年人已打完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3493 例新冠肺
炎患者，累計確診 531967 例；新增死亡 24 例，累計死亡 13182 例。
德爾塔變異病毒已成主流毒株
希臘傳染病學專家哈拉蘭博斯· 戈戈斯在出席 8 月 12 日舉行的疫情
發布會時說，德爾塔變異株正在希臘快速擴散，並已成為希臘新冠疫情
的主流毒株。
戈戈斯指出，目前和德爾塔變異毒株相關的病例占新增病例總數的
79.1%，預計這一比例將很快達到 90%。這一增速比科學界此前的預期要
快。隨著變異毒株的傳播增加，入院率也在增長，過去 20 天因感染新冠
入院治療的人數翻了一番。
戈戈斯表示，這些數字“令人不滿”，並補充說目前患病的人群主
要為年輕人。他呼籲人們做好防護措施，並重申 12 歲以上的人士和弱勢
群體都應該盡快接種疫苗。
超 60%成年人完全接種疫苗
據報道，希臘總理辦公室副部長阿奇斯· 斯科爾佐斯表示，截至目
前，希臘超過 580 萬成年人已經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或進行了首次
預約，61.1%的成年人則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
斯科爾佐斯指出，疫苗接種對公共衛生的影響至關重要，他說：
“目前我們面臨的是一種更具攻擊性的新冠病毒變體，它的傳染性比原
始毒株高出許多。而且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需要確保在沒有封鎖措施的
情況下順利進行。因此，只有接種疫苗，才能在疫情仍在延續的情況下
，有效為民眾提供保護。”

據巴基斯坦媒體報道，巴總理伊姆
蘭· 汗 11 日在伊斯蘭堡接受采訪時表示
，巴基斯坦不會在阿富汗各方中選邊站
隊。巴基斯坦已明確表示，在美國軍隊
撤出阿富汗後，巴基斯坦不會為美方提
供任何軍事基地。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庫雷希日前也表
示，巴基斯坦始終認為阿富汗問題沒有
軍事解決方案，通過協商達成政治解決
方案是唯一出路。他說，巴基斯坦始終
呼籲美國和北約以一種負責任、有序的
方式撤離阿富汗。
伊朗外長紮裏夫日前表示，外國勢
力的不當政策是造成阿富汗當前局勢的
根源之一，國際社會應支持阿富汗危機
的政治解決，譴責暴力及其後果。紮裏
夫表示，阿富汗的內部和談是解決問題
的唯一辦法，伊朗願意為此提供幫助。

歐盟日前發表聲明，譴責阿富汗暴
力活動顯著升級，呼籲立即、全面和永
久停火。聲明說，這種暴力活動正在給
阿富汗人民帶來巨大痛苦，塔利班的軍
事攻勢直接違背了他們通過談判解決沖
突的承諾。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日前表示，美國
決定從阿富汗撤軍事實上承認了美國在阿
富汗任務的失敗。美國減少在阿富汗的軍
事存在，使當地安全局勢不斷惡化。
美國總統拜登說，“阿富汗領導人
必須團結起來，政府軍必須要為自己而
戰、為國家而戰”，他承諾美方將繼續
向阿方提供軍事援助。拜登說，過去 20
年，美國在阿富汗花費超過一萬億美元
，訓練和裝備了逾 30 萬名阿政府軍軍人
。他強調，自己不後悔做出從阿富汗撤
軍的決定。

海地強震已致超 300 人遇難
多國承諾將援助賑災
海地發生 7.2 級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
海地總理享利已
304 人遇難，1800 人受傷。海地總理亨利宣 宣布海地全國進入為
布，該國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
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
他表示正在調動所有可
海地強震致超 300 人遇難
用的政府資源來幫助受
重災區醫院滿員
災地區的民眾。
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地震信息網消息，
亨利在社交網站上
海地西部尼普斯省 14 日發生 7.2 級地震， 說，“劇烈地震”在該
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約 150 公裏，震源 國各地造成了人員傷亡
深度約 10 公裏。隨後，當地又發生多次余 和破壞，他呼籲海地人
震。
民團結起來。
強震發生後，美國地質調查局隨即發
白宮指出，美國
布海嘯警報，稱海地沿岸可能會出現高達 總統拜登和副總統哈
3 米波浪，但不久就解除海嘯警報。
裏斯已聽取有關海地
加勒比海大部分地區都有震感。據目 強震簡報。拜登已授
擊者發布的圖片顯示，地震摧毀了海地西 權美國為海地提供援助，並指派美國國際
南半島的房屋。
開發總署署長鮑爾負責協調救援事宜。
海地民防機構在地震發生數小時後表
此外，多位拉美國家領導人表示願意
示，死亡人數已上升至 304 人。海地民防 協助海地賑災。
機構負責人錢德勒說，由於數千人受傷，
智利總統皮涅拉在社交網站上透露，
地震重災區的醫院已經在努力提供緊急治 已與海地政府取得聯系，智利準備提供一
療，佩斯特爾、科拉勒斯和羅索市至少有 批海地急需的人道主義物資。秘魯總統卡
三家醫院滿員。
斯蒂略稱，“我們做好準備向兄弟國家提
供援助”。玻利維亞總統阿爾塞也表示準
海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備支援海地。
多國承諾將提供救災援助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在社交網站

發文，稱聯合國正在關註海地地震的最新進
展，將努力支持海地的救援和救災工作。
海地位於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奧
拉島，人口超過1000萬。2010年1月12日，
海地發生 7.3 級地震，超過 30 萬人遇難。
這次強震發生之際，海地仍未完全從 2010
年的摧毀性地震中恢復過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氣象學家黑利·
布林克還指出，海地處於熱帶風暴“格雷
斯”的路徑範圍內，風暴可能會在 16 日至
17 日對該地區產生影響。

創 20 年新高

美南部邊境遭遇“史無前例”非法移民潮
綜合報導 美國國土安全部
部長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說，拜登政府在美國南
部邊境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因為美國正遭遇“史無前例

的”非法越境移民潮。
據報道，7 月是 20 年來在
美墨邊境被拘留的非移人數最高
的月份。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逮捕了超 21 萬人，其中逾 9.5 萬
人被驅逐出境。馬約爾
卡斯說，27%的人以前
曾試圖越過邊境。
此外，美國海關和
邊境保護局在 7 月還逮
捕了 18962 名無人陪伴
的兒童，超過了 3 月逮
捕的未成年人的人數，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當時，邊境設施的過度擁擠一
度引起官員們的警惕。
在得州布朗斯維爾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馬約卡斯強調
，抵達美墨邊境的移民急劇增
加，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其
本國不斷惡化的狀況。
“我們在南部邊境面臨著嚴
重的挑戰，當然，由於新冠疫情
，這一挑戰變得更加尖銳、更加
困難。再加上前任政府毀掉了我
們的庇護系統，這一情況變得更
加困難。”馬約卡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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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紮比
烏拉· 穆賈希德 12 日在社交媒體上說，
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東部加茲尼省首府
加茲尼市，該市距首都喀布爾僅 150 公
裏左右。這是阿富汗塔利班自 6 日以來
宣布攻占的第 10 個省會城市。阿富汗政
府否認此說法，稱加茲尼的戰鬥仍在進
行。
加茲尼省議員禮薩· 優素菲 12 日對
新華社記者說，12 日早晨加茲尼市被塔

10 日，阿富汗和平進程多邊會議在
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中國、俄羅斯、
巴基斯坦、美國等國家和組織以及阿富
汗政府、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出席會議。
阿富汗外交部發表聲明說，阿富汗
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主席阿蔔杜拉在會
議上呼籲國際社會采取措施阻止塔利班
攻勢，稱塔利班此舉導致了大規模侵犯
人權的行為。阿蔔杜拉強調，應開啟有
意義的和談以達成立即停火，並實現阿
富汗問題政治和解。
阿富汗塔利班駐多哈政治辦事處發
言人穆罕默德· 納伊姆 11 日在社交媒體
上表示，塔利班參加會議的首要任務就
是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問題。但他同時
表示，和平不是單方面促成的，其他各
方不能就和平解決阿富汗問題製造問題
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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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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早些時候，馬約卡斯
隨一個美國代表團前往墨西哥
與官員會面。他在 8 月 12 日的
講話中提到了這次旅行，強調
美墨在移民問題上的協作，包
括與該國合作加大攔截量。
本月，拜登政府開始將在
南部邊境抓獲的移民送往墨西
哥內陸，試圖阻止他們再次試
圖越過邊境。這一做法遭到移
民倡導者的批評。多個民調顯
示，美國民眾對本屆政府處理
非移問題的方法感到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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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官員：塔利班將不能動用阿富汗在美資產

塔利班迅速接掌阿富汗後，美軍正在撤離
阿富汗首都。上述官員表示： 「阿富汗政府在
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塔利班將無法動用。」
知情人士表示，阿富汗央行截至 4 月底的
外匯存底共 94 億美元，但那筆資金絕大部分都
在阿富汗國外。目前不清楚存在美國的資產佔
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支持美國總
統拜登撤軍決定，將其駐守阿富汗的 9500 人撤
離後，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
塔利班朝喀布爾挺進時，阿富汗央行總裁
艾哈邁迪（Ajmal Ahmady）和團隊曾試圖穩定
匯率。他說，央行 13 日接獲通知得知， 「有鑑
於環境惡化，我們不會再有更多美元運抵」。
艾哈邁迪今天也推文透露昨天在千鈞一髮

之際搭軍機逃出國的過程。
他說： 「總統一宣布離開，我就知道混亂
會跟著來。他沒有過渡計畫，導致這種亂象。
我不能原諒他。原本不需要這樣結束的。」
除了凍結資產，華盛頓可能也會阻擋國際
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與世界
銀行（World Bank）等對阿富汗提供的援助。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
） 外 交 政 策 專 家 費 爾 巴 － 布 朗 （Vanda
Felbab-Brown）表示： 「阿富汗非常仰賴外國
援助…因此取得國際經濟資金至關重要。」但
她表示，為了打擊塔利班政府切斷資金， 「會
帶來重大的人道後果，對人、對經濟發展都會
產生後果」。

「紐約時報」今天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政
府已決定，多數美國人都應在完整接種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8 個月後再打
追加劑，最快可能於 9 月中下旬開始供應第 3 劑
疫苗。
紐時在這篇報導中引述了兩名熟知決策討
論過程的政府官員說法。
報導提到，官員規劃最快本週內宣布此一
決定，目標是讓已接種輝瑞（Pfizer）/BioNTech 疫苗或莫德納（Moderna）疫苗的民眾知
道，還需要第 3 劑才能更有效抵抗 Delta 變異株
。
這項新政策將取決於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
局（FDA）就追加劑核發的許可。
官員說，預料接種嬌生（Johnson & Johnson
）單劑型疫苗的民眾也需要打追加劑，但還在
等待嬌生針對接種兩劑的臨床試驗結果，預期

本月底之前出爐。
首批追加劑可能會先提供給療養院住客和
醫護人員，接著是其他列為優先群體的高齡者
。政府部門的規劃是讓民眾接種與先前相同廠
牌的疫苗。
報導提到，拜登政府官員特別關注以色列
的資料，內容顯示，在今年 1、2 月接種輝瑞/
BNT 疫苗的年長群體中，疫苗對抗重症的保護
力大幅下滑。
由於以色列比美國早開始替人民施打疫苗
，部分美國官員將以色列視為可參考的範本。
以色列幾乎只採用輝瑞/BNT 疫苗，且具備國有
化的醫療照護系統，可系統性地追蹤患者。
以色列政府官網今天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
，在一般群體對抗輕症或無症狀感染上，以及
預防年長者的重症方面，部分專家認為輝瑞/
BNT 疫苗效力會隨時間持續減弱。

紐時：美決定多數人完整接種8個月後應打追加劑

全美最大水庫水情告急 西南多區將減供民生用水
供應美國西部數以千萬計人民生用水的大
型水庫米德湖（Lake Mead）目前水位只剩 1/3
，官員今天首次正式宣布米德湖缺水，西南部
部分乾旱地區將減供因應。
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改變降雨模式，美國
大片地區因長期乾旱一片乾涸，連全美最大的
人 工 水 庫 、 水 源 來 自 科 羅 拉 多 河 （Colorado
River）的米德湖水位也減少到只剩 1/3。
聯邦水資源局官員楚希尤（Tanya Trujillo
）表示： 「就像（美國）西部大部分地區以及
相連盆地各處一般，科羅拉多河面臨空前且加
速的挑戰。」
美 國 內 政 部 轄 下 開 墾 局 （U.S. Bureau of
Reclamation）指出，由於米德湖缺水，美國亞
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墨西哥 10 月起的 1 年內

將減少供水。亞利桑那州年供量減少 18%，內
華達州減 7%，墨西哥則減 5%。
另一方面，美國西部 10 州州長敦促總統拜
登宣布這 10 州進入聯邦旱災狀態，好讓農民與
牧場主人符合請領特殊援助的資格。
州長聯名信寫道： 「歷史性的旱災恐讓作
物全數化為烏有、收成減少，還可能導致病蟲
害肆虐，更加重整體損失。」
水庫供水量減少，乾旱區的農業、城市和
北美原住民部落用水想必也將隨之減少。
楚希尤在線上記者會上表示： 「我們正看
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她說，這個地區的積雪
量低於平均，加上炙熱的高溫、土地乾燥，
「很遺憾，那個趨勢或許還會繼續下去」。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喀布爾失守成拜登版的西貢淪陷？BBC：美國在世界舞台重挫
隨著美國持續從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撤軍，
社交媒體上瘋傳美軍直升機從美國駐喀布爾大
使館撤離人員的照片。對部分人來說，這一點
都不陌生。 1975 年，隨著越戰結束、西貢淪陷
，當時人們也在西貢建築物的屋頂上爭先恐後
要登上直升機。
這讓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掌的分析師或立
法者，一直將西貢淪陷與塔利班接掌喀布爾做
比較。
越戰是北越共黨政府與南越、美國之間的
衝突。這場戰爭曠日持久，持續近 20 年。對美
國人來說，戰爭不僅所費不貲，更在美國社會
中造成分歧。
西貢淪陷是指越南人民軍，於 1975 年 4 月
30 日占領南越首都西貢。當時，全球處於冷戰
格局之下；北越獲得蘇聯與共產主義盟友的支
持，南越則有包含數十萬美軍在內的西方勢力
支持。
隨著美國於 1973 年撤軍南越，2 年之後南越
因北越佔領西貢而崩潰。與喀布爾相同，華府
當時也沒料到西貢會這麼快淪陷。然而，生米
已煮成熟飯，美方只好放棄在西貢的大使館，
並用直升機撤出 7000 多名美國公民、南越民眾
與其他國家的公民，這場行動被稱為常風行動
。
越戰發展到最後，美國國內愈來愈不歡迎
這一場戰爭。其不只損失數十億美元，還奪走
超過 58000 名美國人的生命。對部分人來說，西

貢淪陷是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挫。此後的數
十年內，美國國內出現 「越南症候群」這一名
詞，意指美國選民不願在國外投入自家軍事力
量。
不論共和黨還民主黨，都將西貢與喀布爾
相提並論。共和黨眾院主席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在推特上表示， 「這是拜登版的西貢
淪陷。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災難性的失敗，且永
遠不會為世人所忘」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Mark Milley）日前反駁， 「目前還沒有這樣情況發生。
可能我錯了，誰知道。你無法預測未來；不過
，塔利班不是北越軍隊，不會發生這種狀況」
。
但麥利真的錯了，塔利班遠比北越還更快
的打下首都。不過，BBC 認為兩者還是有重大
差異。第一，西貢淪陷發生在美軍自越南撤軍
的 2 年之後；相較之下，美國從喀布爾撤離與自
阿富汗撤出乃同時發生之事。
其次，從政治影響來看，撤出越南對福特
總統在 1975 年產生的影響相當有限；相較之下
，目前雖仍不清楚拜登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但
美國國內對於拜登的決策無疑相當不歡迎。
諾丁罕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美
國研究副教授費爾普斯(Christopher Phelps)認為
， 「這毫無疑問會對拜登產生傷害。這將被視
為一種重大損失，甚至是羞恥。畢竟，不論是
否公平，這都是他做出拍板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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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疫專家：
東京新冠疫情已無法控製 呈災害級別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
在東京都召開的疫情監測會議上，專家指出
，疫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擴大，新冠疫
情已處於無法控製的狀態。感染正以災害級
別肆虐，醫療體系嚴重失靈。
會議上，專家表示，東京都無論是感染情
況還是醫療體系，都處於最高級別的警戒狀態。
日本共同社報道，12 日，日本新冠病
毒感染者新增確診 18889 人，超過 11 日的紀
錄 15813 人，連續 2 天創新高。
此外，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創新高的
地區達到 20 個府縣，包括宮城、大阪、沖
繩等，不僅是首都圈，疫情在日本全國範圍
明顯呈現爆發式蔓延。
同時，12 日，日本福島、茨城等 15 個
都府縣的新冠新增感染人數超出單日最大設
想人數。沖繩和靜岡兩縣分別超出設想人數
63%和 57%。
共同社稱，各都道府縣基於設想人數，製定
了緊急時病床確保計劃。超出設想人數意味著計
劃的基礎破裂，醫療體製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
疫情尚未見平息跡象，病床告急可能導致居家療
養者進一步增多，病情突變風險增大。
疫情監測會議上，專家指出，截至 11
日，新冠重癥患者有 197 人。預計即將需要

人工呼吸器治療的患者將大幅增加至 461 人
，一周內增加了 1.4 倍。“ICU 等的床位數
量不足令人擔憂”。
據報道，會議結束後，東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說：“盂蘭盆節馬上就要開始了，希
望在這期間，國民能夠貫徹居家政策，中止
旅行和返鄉計劃。由於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
觸可以減少感染，所以在人流量方面，希望
能夠減少到緊急事態宣言開始前的 50%”。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隨著疫情
的迅速蔓延，從東京都的衛生站到東京都住
院協調總部的入院請求數量，迅速增加。截
至 11 日，7 天的入院請求平均數量達到 608
件，達到了 8 月 4 日 450 件的 1.35 倍，刷新疫
情以來最高紀錄。
報道稱，11 日有 737 人提交入院請求。
其中，有接近 80%的人由於無法立即協調入
院，而被結轉到第二天或更晚。
日本放送協會(NHK)援引東京都醫師會
副會長豬口正孝的話說：“由於新冠重癥患
者的數量激增，導致急救醫療資源非常緊張
。不幸的是，出現了一些患者居家療養時死
亡的情況。我們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對居家療
養患者提供幫助，但與住院不同，我們無法
做到面面俱到。這簡直就像災害的狀況。”

日本多地暴雨刷新雨量紀錄 廣島發布最高級別警報
綜合報導 日本氣象廳在廣島縣發布了危
險度最高的大雨特別警報，當地極有可能發
生泥石流和低窪地區被淹等災害。氣象廳要
求當地民眾保持最高級別的警戒。
日本放送協會(NHK)援引日本氣象局消
息稱，由於受到日本附近的活躍鋒面停滯
的影響，廣島縣出現線狀降雨帶，特大暴雨
持續。
報道稱，當地時間 9 點 40 分之前的 3 小時
內，廣島縣的安藝高田市甲田町降雨量達到
125.5 毫米。9 點 10 分之前的 3 小時內，美土裏
町觀測到 110.5 毫米的降雨量，創下當地觀測

史上最高值。
當地時間 12 點 30 分，日本國土交通省和
氣象臺稱，流經廣島縣三次市的江之川在西
酒屋町船所地區附近發生河水泛濫，呼籲流
域的居民確認當地的避難信息，絕對不要靠
近河流附近，以確保自身安全。
除廣島外，長崎、熊本也持續暴雨。據
《朝日新聞》報道，截至當地時間 13 日 10 點
20 分，48 小時內長崎縣雲仙市創下 737.5 毫米
的觀測紀錄，熊本縣天草市、石川縣寶達誌
水町也刷新降雨量最高值。長崎縣雲仙市還
發生山體滑坡，2 棟住宅被卷入其中，造成 1

人死亡。
《朝日新聞》表示，預測到 14 日為止，
以西日本為中心將有暴雨，除此之外，還有
可能蔓延到近畿、東海、關東甲信地區。強
降雨可能會持續到 15 日以後。
受此 次 大 雨 影 響 ， 日 本 政 府 召 開 了 相
關閣僚會議，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稱，
首相菅義偉表示，今後可能還會繼續發生
大規模災害，將努力以生命安全為第一位
，努力進行信息收集，確保災害發生時能
及時應對，並指示要用最大限度的緊張感
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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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16海外地區檢疫要求收緊周五實施

(

專家倡自我監察“升級”

旅客趁重劃風險組真空期衝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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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入A組 （高風險地區）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美國、孟加拉、柬埔寨、法國、希臘、伊朗、馬來西亞、荷蘭、西班牙、斯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里蘭卡、瑞士、坦桑尼亞、泰國、土耳其、阿聯酋（上述15地原為B組）
Delta 變種病毒在全球肆虐，香港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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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16 日宣布收緊海外抵港人士的檢疫要
‧入境檢疫要求：

求，包括將美國等
15 個海外地區由中風險組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別提升至高風險，即只准香港居民返港，且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維持只准香港居民返港，有否接種疫苗也要酒店檢疫21天，另加7天自行監察

新加入B組（中風險地區）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無論有否接種疫苗也須在酒店隔離檢疫
21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澳洲（原為C組）
天，而澳洲則由低風險組別提升為中風險地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區，就算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及有抗
‧入境檢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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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日後的酒店檢疫期亦將由 7 天增至 14
由現時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兼有抗體者，需接受 7 天酒店檢疫、加 7 天自行監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察，改為要接受14天酒店檢疫，另加7天自行監察，檢測次數亦要加密
天。但重劃風險組別的安排 20 日才實施，不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少人在“真空期”衝關，16 日至周四的 4 天
重新劃分組別實施日期：8月2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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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已有 20 班航機、數以千計旅客由美國抵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港，他們抵港後只需接受 7 天酒店隔離，就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能自由出入社區。有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所增加，由去年 6 月的 80 人增至今年 136 人。不
過，柬埔寨和泰國等地16日也列入高風險地區，來
自這些地區的外傭也無法抵港。
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16日表示，柬埔寨外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傭原本是解決香港“外傭荒”的最後希望，“現在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連這希望都終止，無論僱主或外傭，現在只能寄望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香港特區政府與菲律賓及印尼商討疫苗證書安排，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恢復讓菲、印外傭來港。” 同學和老師交談
據陳東風了解，特區政府要求菲律賓和印尼
政府統一疫苗證書，讓第三方、即香港政府或中
介也可以隨時查詢該國疫苗資料庫。陳東風表
示，“不論菲律賓或印尼都正想辦法配合香港政
府，希望本周有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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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
16 日約見勞工及福利
局副局長何啟明，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外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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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接種疫苗記錄的認證問題，並建議有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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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由當地嚴格監管的醫療機構或政府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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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保證針紙真確無偽，減少市民對香港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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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措施的憂慮，又建議設立聘請外傭開支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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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額，以幫助中產及有需要照顧長者或兒童的家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庭。何啟明回應表示，局方正與外傭主要來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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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駐港總領事館商討外傭在當地接種疫苗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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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並與酒店業界商討集中來港外傭在幾間指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定檢疫酒店檢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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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 16 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亦表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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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政府正與主要外傭輸出國的駐港總領事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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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如何確認當地接種疫苗記錄的真確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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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安排新來港外傭集中於一至兩間酒店檢
●衞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 16 日下午舉行會議。左起：劉宇隆、林文健、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疫，確定安排後會公布詳情。
許樹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訪問時，建議政府收緊自我監察的安排，包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括要戴手帶家居隔離，加強至每天檢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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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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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 16 日下午舉行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會議，中心總監林文健會後在記者會上表示，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全球面對新一波疫情，Delta 變種病毒廣泛流傳，而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香港至周日（15 日）累計有 236 宗輸入個案帶有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L452R 變異病毒株，其中 134 宗經全基因排序證實帶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有Delta變種病毒。
的最後一絲希望。
美國等重上高風險地區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從 3 月近期帶有L452R病毒株的輸入個案中，最多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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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美國（14 宗），特區政府1,827
16 日因應疫情宣布將美國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等 15 個海外地區，由原本 B 組中風險提升至 A 組的高
風險地區，所有人士抵港後要在指定酒店檢疫21天，
之後 7 天自行監察，澳洲亦由 C 組低風險改列為中風
險地區。不過，有關安排調整本周五凌晨零時起才生
效。聯合科學委員會同日提出收緊中風險地區的檢疫
安排，原本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及持有血清抗體檢測陽
性證明便可將酒店檢疫期縮短至 7 天，現建議延長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14 天，另加 7 天自行監察，其間會加密檢測次數。林
本地“零確診”紀錄再現變數。衞生署衞生防護
文健表示，由於仍要與酒店業界商討配套安排，故對
中心 16 日公布，一名在國泰機場貴賓室工作的
中風險地區的檢疫新安排，暫未定實施日期。
員工初步確診感染變種新冠病毒，她未有接種新
冠疫苗，也沒有外遊記錄，暫被列為本地個案，
許樹昌：一成患者
“走漏”
入區
若撇除月初一名懷疑復陽個案，約 70 天本地清
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解
零紀錄可能因此斷纜，政府 16 日晚圍封患者所
釋，4 月至本周日有 52 宗已接種兩劑疫苗仍染疫的
住的東涌逸東二邨美逸樓，強制居民接受檢測。
輸 入 個 案 ， 其 中 88% 感 染 變 種 病 毒 ， 主 要 帶 有
有專家要求機場人員強制接種疫苗。
L452R，當中有 88.5%患者在 7 天檢疫期內確診，餘
16日香港新增3宗新冠肺炎輸入病例，但傍
下 6 宗則是於抵港後第八天至十三天確診，換言之有
晚增加一宗本地初步確診個案，47 歲患者未有
11.5%患者“走漏”入社區，且已接種疫苗的患者，
接種新冠疫苗，在國泰機場貴賓室“寰宇堂”工
病毒量與未接種患者相若，仍有傳播能力，因此要
作，14日最後一天上班。
延長檢疫期。
她15日因出現發燒等病徵向一名私家醫生求
被問及美國等之前列為中風險地區並可縮短檢
疫期是否錯誤判斷形勢時，許樹昌表示上次於 6 月開
會提出有關安排時，仍未有 Delta 變種病毒等數據，
隨着疫情變化因此再作調節。
不過，政府本周五才正式將美國等地劃入高風險
地區，16 日至周四期間，共有 20 班航班分別由紐
約、洛杉磯、三藩巿、波士頓及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供青少年
來港，其中或有確診個案坐完 7 天“疫監”後進入社
接種的新冠疫苗只有復必泰一種，疫苗可預防
區。
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 16 日表示，科興疫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
苗已有內地兒童及青少年接種的成效數據，內
出，措施太遲實施，令社區仍面對病毒流入風險，故
地亦已批准兒童及青少年接種科興疫苗，故特
應立即延長抵港者的檢疫期，而就算未能召回已坐完
區政府已邀請科興盡快提出申請，讓香港青少
“疫監”的抵港者繼續檢疫，亦要即時增加檢測次
年接種該疫苗。他又透露科興早前研究亦顯示
數，若有海外地區疫情進一步惡化並令香港輸入個案
60 歲以上長者接種第三劑疫苗後，抗體水平大
增加，更應禁飛。
幅增加，委員會下月將開會審視打第三針的數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亦對香
據。
港文匯報表示，政府實施新安排前，檢疫人士回家自
劉宇隆 16 日在委員會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
我監察的安排亦可收緊，包括改為家居隔離，要戴手
示，至今有 22 宗青少年接種復必泰後出現心肌
帶禁止離家到社區遊走，並加強至每天檢測，以及規
炎的個案，雖然病情均輕微，但不少聲音要求
定其家人須已接種疫苗，才讓其回家。
增加選擇性。他說，國家已批准 3 歲至 17 歲兒

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菲律賓和印尼
是香港外傭主要來源地，但該兩國的新冠疫情
嚴峻，被“禁飛”香港多月，香港外傭中介公
司遂積極引入柬埔寨和泰國外傭，惟 16 日特區
政府將柬埔寨和泰國也列為高風險地區，禁止
非香港居民從該兩國抵港。有外傭中介形容最
後一條“生路”也斷絕了，正爭取特區政府認
可菲律賓及印尼的針卡，放寬讓已打針的外傭
來港應市。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受“禁飛”等入境措施影響，入境處數據顯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港只有36萬名外傭，按年減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少2萬人。但之前未被禁止入境的柬埔寨外傭卻有

柬泰禁入境 外傭中介：斷絕最後 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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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地區風險組別

﹁
﹂

國泰員工初確 東涌美逸樓圍封
診，同日到北大嶼山醫院急症室求醫，深喉唾液
樣本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並帶有L452R變異病
毒株，但沒帶有 N501Y 和 E484K 變異基因。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正就個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接
觸者追蹤，初步確定她於潛伏期內沒有外遊，暫
列作本地個案，政府16日晚7時起圍封她所住的
東涌逸東（二）邨美逸樓強制居民接受檢測。
國泰航空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已經接獲“寰宇堂”服務供應商通知有員工
初步確診，已因應政府衞生部門的建議關閉該貴
賓室作深層清潔及消毒，直至另行通知，所有曾
在該處執勤的員工已被安排進行強制檢測，並將 ● 政府16日晚圍封患者所住的美逸樓，強制居
協助政府跟進追蹤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顧客及員 民接受檢測，現場居民大排長龍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

劉宇隆：政府研為青少年打科興
童及青少年接種科興及國藥疫苗，北京及廣州
等地已為中學生開打，估計秋冬時小學生亦開
始接種，而香港亦有初步研究顯示，青少年接
種科興疫苗後的保護率不低於接種同一疫苗的
父母，特區政府亦希望引入科興疫苗為青少年
接種，增加選擇性，惟仍要待科興主動提出申
請，“政府都很無奈，已呼籲科興盡快申請，
但不知為何科興仍未提出。”
針對坊間接種第三劑疫苗以應對變種病毒
的討論，劉宇隆表示，聯合科學委員會 16 日未
討論有關問題，但知悉有研究報告顯示，60 歲
及以上長者打兩針科興疫苗6個月至8個月後抗
體水平下跌，打第三針後抗體大幅提升 7 倍，
而美國亦批准免疫力低人士打第三針，故下月

委員會將開會審視有關數據。
不過，他認為首要的是提高長者接種率，又
強調接種疫苗能有效減低八九成的重症、入院及
死亡率，巿民不應因打針後仍會確診而放棄打
針，又表示 Delta 變種病毒傳染力較原組病毒
高，須達更高接種率才能建立免疫屏障，“股市
有五窮六絕七翻身，接種疫苗亦有八開九通十成
功。”即接種率八成時就可以開始商討通關，達
九成則可正式恢復通關，百分百接種率更“做什
麽也可以”。此外，有小學校長建議將家長接
種疫苗比率列為恢復全日授課的條件之一，香
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16 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贊成，認為有助鼓勵更多家
長接種，及防止兒童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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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南崁溪驚見未爆彈 軍方研判為火箭炮練習彈
（中央社）桃園市民今天下午在南崁溪
河床發現疑似未爆彈，警方封鎖現場後通知
軍方到場協助處理，軍方人員初步判斷為火
箭炮練習彈，隨後將這發練習彈帶回部隊處
置。
桃園市警局龜山分局表示，下午 1 時許
，陳姓民眾在龜山區長壽陸橋下南崁溪河床
散步時，在橋墩下發現疑似未爆彈，彈身有
部分已經鏽蝕，向警方報案，龜山派出所立
即派員警前往查看，除在現場拉起封鎖線管

制人員出入，並通報分局鑑識人員及軍方未
爆彈處理小組到場協助。
警方表示，國防部三支部大溪彈藥分庫
未爆彈處理組，在下午 4 時許抵達現場，初
步判斷為火箭炮練習彈，隨即由軍方人員將
練習彈攜回處置。
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副所長許冠章提醒
民眾，在發現類似爆裂物時千萬不要任意觸
碰移動，以免發生爆炸意外，並立即通報警
方，由專業人員處理避免發生意外。

（中央社）調查局航業調查處基隆調查
站前組長徐宿良涉勾結黑道侵占扣案毒品販
售，日前遭檢方起訴，桃園地院今天首度開
庭，徐宿良說，扣案毒品無專門存放處，且
人人都可取得鑰匙進入。
桃園地方法院下午針對此案召開準備程
序庭，徐宿良坦承自己負有保管責任，但他
也說，航基站沒有專門存放扣案毒品的地方
，都是在各儲藏室與物品混放，但這些置物
空間只要有鑰匙都可以進入，而鑰匙就掛在
公用鑰匙箱，任何人都能取得進出。
徐宿良與辯護人對各案的調包毒品數量
部分無異議，但針對檢方以每公斤 40 萬元計
算轉賣毒品的不法所得，辯護人認為遭到高
估，因為當時雙方商議，是徐宿良獲得每公
斤 30 萬元的報酬。
辯護人也提出，除了洗錢和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外，徐宿良多次盜賣扣案毒品的部分
是接續行為，主張能採取數罪併罰。但此舉
引發公訴檢察官不滿，強調實務上沒有人這
樣做，更說徐宿良也是法界人士應該很清楚
，徐宿良緝毒多年，但販毒行為近 10 年，堅
持數罪分論併罰。
最後辯護人表示會再和事務所討論，並
重申徐宿良希望速審速決，庭訊進行約 2 個
半小時，同時裁定 9 月 27 日再開庭。

全案起於，調查局航業調查處基隆調查
站於民國 108 年遺失安非他命 6.5 公斤但未向
上報告，直到 109 年底才曝光；桃園地檢署
調查意外發現，時任調查局航業調查處基隆
調查站組長徐宿良，涉嫌自 101 年起勾結黑
道，以氯化鈉等化工原料調包扣案毒品，共
計 3 萬顆一粒眠、524.139 公斤愷他命交由黑
道販賣，徐宿良獲利新台幣 1 億 6808 萬 2100
元。
桃檢表示，徐宿良為隱匿販毒所得，自
104 年 6 月至 108 年 11 月間，陸續將現金交給
太太李翠萍，存入李翠萍及親人名下帳戶，
並購買價值數千萬元的房屋、名車、精品、
鑽石、壽險、外幣及基金等。
時任航基站副主任林聖智、調查官詹孟
霖，則是在明知扣案毒品下落不明情況下，
在回覆桃檢催辦的航基站公文內登載 「毒品
送鑑中」，欺騙地檢署。
桃園地檢署日前偵結，徐宿良被依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洩密、
洗錢防制法、公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起訴；
林聖智、詹孟霖依公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起
訴。徐宿良妻子李翠萍依洗錢防制法起訴，
其餘幫派分子則分別依貪污治罪條例、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起訴，全案共起訴 9 人
，並請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航基站門禁鬆 涉貪調查員徐宿良爆鑰匙大家都可用
馬英九：
馬英九
：五倍券為德不卒

應發現金紓困

前總統馬英九（前中
前總統馬英九（
前中）
）17 日表示
日表示，
，五倍券為德不卒
五倍券為德不卒，
，應該發現金
應該發現金，
，因為現在最需要紓困的是基
層服務業，
層服務業
，很多商家已無法營業
很多商家已無法營業，
，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紓困要針對真正需要的民眾才有意義
紓困要針對真正需要的民眾才有意義。
。

首屆檢察事務官申請參加檢察官遴選10人錄取
（中央社）法務部辦理第一屆檢察事務官申
請參加檢察官遴選作業，今天核定錄取 10 人，將
赴司法官學院參加一年研習，及格者任用為試署
檢察官，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檢察官多元進用
。
法務部發布新聞稿指出，推動檢察事務官遴
選為檢察官制度，已於 1 月 20 日修正公布增訂法
官法有關 「
曾實際擔任檢察事務官 6 年以上，工作
表現優良，並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
師考試及格」者，得經過公開遴選程序而任用為
檢察官的明文後，隨即公告辦理第一屆檢察事務
官申請參加檢察官公開遴選作業。
經積極延攬兼具社會歷練及辦案經驗等各方
面均相當傑出的資深、優秀檢察事務官踴躍加入
遴選檢察官行列，共計 23 名現任或曾任檢察事務
官且具備律師資格者報名。
法務部檢察官遴選委員會就申請人資格條件
、品德操守、辦案文件等專業能力逐一審查，並
一一面試後擇優遴選，經報請部長蔡清祥核定錄
取 10 人，分別為張盈俊、吳一凡、張馨尹、王凱
玲、曾耀賢、徐慶衡、周甫學、黃晉展、歐陽正
宇及吳文哲。

新聞稿提及，他們在辦案及行政經驗豐富，
任職檢察事務官年資均在 10 年以上，多則超過 19
年，且在工作崗位上表現傑出，除屢辦重大貪瀆
等案件而記功獲獎外，也各有不同歷練，包括兼
任檢察事務官組長帶領團隊協助辦案、曾調任過
去之二審檢肅黑金行動中心辦事、最高檢察署特
偵組辦事、台灣高等檢察署辦事或曾借調法務部
檢察司辦事等，甚至有一位曾任檢察事務官的現
職律師及一位現任檢察事務官已錄取司法官特考
者。
接下來他們將參加一年的職前研習，期待本
於過去實務經驗及熟稔檢察業務的基礎，接受檢
察官本職學能的養成教育及深化檢察官倫理規範
的培養，一年後順利加入成為檢察官的生力軍，
具體貫徹司改國是會議多元進用的意旨。
法務部指出，因難免有遺珠之憾，對於未獲
錄取的檢察事務官，蔡清祥特別表示鼓勵之意，
希望他們不要氣餒，仍會提供其他升遷管道機會
，將規劃升任 「簡任」檢察事務官的人事作業，
以具體作為鼓勵基層檢察事務官，不論在何種職
務，只要繼續努力，未來都會有不同發展機會。

綠委籲兆元振興要繼續

民進黨立委邱志偉（
民進黨立委邱志偉
（左起
左起）、
）、許智傑
許智傑 17 日在立法院舉行 「助企業
助企業．
．振經濟 兆元振興
要繼續」 記者會
要繼續」
記者會，
，呼籲財政部應推出 「兆元振興融資方案 2.0 版」 。

高市警佐包庇賭場索賄1萬更二審仍判5年6月
（中央社）高市岡山分局張姓警佐涉索賄
新台幣 1 萬元包庇韓姓賭博業者，案經上訴至最
高法院兩度發回更審，高雄高分院更二審仍維
持一審判決，依貪污罪判處 5 年 6 月，褫奪公權
4 年，可上訴。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燕巢分駐所警
佐張男涉向開賭場的韓姓業者收賄 1 萬元，且提
前告知查緝賭場行動；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
市調查處移送檢方偵查起訴。
橋頭地方法院一審依貪污治罪條例判處張
男 5 年 6 月徒刑，褫奪公權 4 年，高雄高分院二
審維持原刑度，案經上訴至最高法院兩度發回
更審，中間更一審一度首次改判無罪，但高雄

高分院更二審仍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刑度
，全案仍可上訴。
高雄高分院判決指出，張男在 104 年 6
月到 8 月擔任岡山分局燕巢分駐所警佐期
間，執掌包含分局行政、保防、民防組等
議員建議五倍券、
議員建議五倍券
、高雄券直接發現金
相關業務，之後又因職務關係結識開設賭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李雅靜 17 日在議會質詢時表示
日在議會質詢時表示，
，五倍券
五倍券、
、高雄券應該直接發現金
高雄券應該直接發現金、
、省下印
場的韓男，竟欲利用職務藉機索賄。
製費用，
製費用
，並建議針對店家提出獎勵方式
並建議針對店家提出獎勵方式。
。
張男 104 年 6 月 17 日上午打電話給韓
高雄市調處掌握相關情資，105 年 4 月 6 日
男相約在柚子園見面後，雙方又在同年 7 月上旬 報案指發生賭博案件，並指派分局督察組幹員
相約在某間檳榔攤見面，韓男當場交付新台幣 1 前往查緝後，張男又涉嫌在下午打給韓男告知 上午持搜索票前往張男住處搜索，查扣手機等
「如果有在忙，不行喔。有人進來走踏」，洩 證物。張男審理時坦承有和對方聯繫，但沒有
萬元（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部分判決有罪確定
漏岡山分局即將前往查緝消息（洩密部分判決 在檳榔攤見面索賄。
），以換取張男在警方抓賭前先行通知。
岡山分局勤指中心同年 7 月 12 日中午接獲 有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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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 「仇恨犯罪」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針對亞裔的暴力犯罪
案件越來越多。許多亞裔老人、女性走在美國街頭莫
名遭到騷擾辱罵甚至是毆打。全美過去一年針對亞裔
的仇恨和襲擊事件增加了百分 74。這些仇恨和襲擊事
件，導致許多亞裔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中，在人身安全
被威脅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保護自己? 如何避免成為仇
恨者的目標? 犯罪者是否獲得應有的懲罰?
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參加! 聽聽犯罪學和刑事司法專
家張焰博士的建議。
主講人︰張焰博士(Yan Zhang, Ph.D. ). 薩姆休斯
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事司法和犯罪學教授, 專長
於犯罪學和刑事司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設計以及統計方

法。發表的論文涉及量刑政策,犯罪學理論檢驗,犯罪分
佈 模 式, 以 及 警 務 等 多 個 領 域 。 是 美 國 司 法 部 PSN
(Project Safe Neighborhood 安全鄰裡) 項目,和司法協助
局 (BJA) SPI (Strategies for Policing Innovation 警務創新
策略) 項目在休士頓地區項目評估的 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警務研究,犯罪模
式及相關因素,以及犯罪治理項目評估。
時間: 2021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0-12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6web.zoom.us/
j/83212014668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32 1201 4668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教育勞工部門再次努力幫助失業的美國人接受高等教育
幫助失業的美國人重返校園獲得新知和技能並獲得就業機會
(休士頓/秦鴻鈞報
導）今天，美國教育
部與美國勞工部合作
發起了一項計劃，旨
在幫助數百萬失業的
美國人接受高等教育
，尤其是那些在大流
行期間失業的人。為
了幫助所有美國人尋
求教育機會或培訓以
找到好工作，教育部
和勞工部將提醒高等
教育機構和州勞動力
機構，了解如何幫助
失業保險 (UI) 受益人
獲得高等教育機會。
拜登政府通過一
美國教育部長卡多納 (Miguel Cardona) 說:我很高興通過這些變化
我很高興通過這些變化，
，美國教育部
系列行動開始了這次 和勞工部正在幫助失業的美國人有機會重返校園
和勞工部正在幫助失業的美國人有機會重返校園，
，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
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
，並通過高
外展活動：教育部更 等教育獲得機會
等教育獲得機會。
。
新了先前對高等教育
機構經濟援助管理人
擴大中產階級、發展經濟、幫助個人過上繁榮的生活和養家糊口
員的指導，說明他們有權對個人經濟援助申請人進行“專業判斷 。我期待著進一步推進這種寶貴的跨機構夥伴關係，並期待更多
”，並將最近失業的申請人的收入調整為零。這一行動有助於確 美國人從中受益的方式。 ”
保學生獲得他們在接受高等教育時有權獲得的最大利益。勞工部
此外，美國教育部創建了一個新的登錄頁面，各州可以與
將提醒州勞動力機構，在許多情況下，UI 接受者有資格獲得高 UI 受益人共享該頁面，以幫助他們確定符合《勞動力創新和機
等教育資金，例如高等教育機構的聯邦學生援助。
會法案》(WIOA) 規定的培訓提供者資格的大學的課程。通過
美國教育部長卡多納 (Miguel Cardona) 說:我很高興通過這些 WIOA，聯邦政府投資於公共勞動力系統。在某些州，失業保險
變化，美國教育部和勞工部正在幫助失業的美國人有機會重返校 金領取者可以在上學或培訓期間繼續領取福利。該網站設置在
園，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並通過高等教育獲得機會。隨著我們 Collegescorecard.ed.gov/training。
的國家繼續從大流行的影響中恢復過來，這些努力將大大有助於
這一行動延續了奧巴馬政府在 2009 年所做的類似努力，當

時超過 2000 萬人收到了有關他們潛在的聯邦學生援助資格的信
息。隨後對該計劃有效性的研究表明，收到有關其潛在聯邦佩爾
助學金 (Federal Pell Grant) 資格信息的合格個人參加高等教育計
劃的可能性要高 40%。
今天的宣佈建立在拜登政府致力於解決當前由大流行造成的
經濟危機並為最需要的大學和社區提供支持的承諾之上。上個月
，該部門宣布對聯邦學生援助驗證程序進行臨時更改，以消除借
款人的障礙並專注於欺詐。該部門還通過高等教育緊急救濟基金
向學生和機構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緊急援助，並發布了指導意見
，敦促機構採取措施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並支持他們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