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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德州 「心跳法」爭
議不斷，約 60 名支持人工流產選擇權
的示威者在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諾住家外
高喊 「我的身體，我的發言權」，抗議
最高法院未能攔下這項嚴苛墮胎法。

儘管美國最高法院 1973 年里程碑
判例 「羅訴韋德案」（Roe vs. Wade）
保障了婦女墮胎權，但德州共和黨籍州
長艾波特（Greg Abbott）5月簽署 「心
跳法案」（heartbeat bill），企圖透過
立法限制這項權利。

美國法院通常會擋下限制墮胎權的
相關法律，但在前總統川普任命卡瓦諾
（Brett Kavanaugh）後，9 名大法官以
保守派占多數，聯邦最高法院也於9月
1日駁回人權團體提出希望能阻止德州

「心跳法」的緊急請求。
這場示威在警方嚴密監控下進行，

18歲的蓋格（Sophia Geiger）是在卡瓦
諾位於鄰近華盛頓特區的馬里蘭州切維
契斯（Chevy Chase）住家外的抗議者
之一。她說： 「我相信最高法院正在侵
害我們的權利，而卡瓦諾是其中重大因
素。」

蓋格表示， 「我們已發起數次女性
示威，顯然地，他們沒有收到（我們的
）意見，所以現在我們想讓他（卡瓦諾
）感受不便。」

「讓華府停擺」（ShutDownDC）
團體成員兼示威發起者布羅克（Na-
dine Bloch）指出，在卡瓦諾住家外抗
議是為了 「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她

並說， 「從布瑞特（卡瓦諾名）開始，
我們沒說不會找去任何其他人」。

一名自稱南西（Nancy）的75歲的
德州女子說，她已抗爭數十年，在羅訴
韋德案後仍保持警惕， 「我從 60 年代
開始示威，一生始終支持選擇權，而非
墮胎」。這名女子表示，限制墮胎將大
大地影響那些已被社會邊緣化的人，這
說法也與人權團體的擔憂相互呼應；她
說： 「唯一受害的將是窮人，在極多情
況中他們也屬少數族群。」

飽受批評的德州 「心跳法」於9月
1日上路，規定懷孕6週後即不允許墮
胎，因強姦或亂倫受孕也不例外。總統
拜登則指此法 「公然違反」羅訴韋德案
所確立受憲法保障的權利。

德州心跳法未被攔下 民眾赴保守派大法官家外抗議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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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 new survey, 86% of all
Americans believe the pandemic isn’t over
yet. In the U.S. most people think the country

hasn’t even started to
recover economically
from the pandemic, with
41% saying that
conditions are continuing
to worsen.

On the school masks
requirement, 63% of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children need to have
masks on when they
come to school, but 31%
opposed it. This has also
become a strong political
issue today. The
pandemic is so
politicalized now that
people will not listen to
the experts.

60% of Republicans report that they are

vaccinated and a sizable number are
continuing to take coronavirus precaution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support keeping
the option open to let people work at home,
and doctors should keep the option open for
telemedicine.

Today we are really facing many problems in
our area. Last week we faced Hurricane IDA,
and now we have another tropical storm
Nicholas that is approaching Texas. Some
Houston area school districts have already
canceled classes due to the threat of severe
weather posed by the storm.

In the last two years we all have suffered in
this pandemic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world is really “hanging on a hinge,” and
unless we can work together, we don’t see
any bright future ahead fo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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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Still Fighting A Common EnemyWe Are Still Fighting A Common Enemy

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百分之八十六的美國人相信
新冠疫情仍然在蔓延，其中百
分之四十認為會再惡化，雖然
拜登總統強制打疫苗，但是還
是遭到許多阻力，要求必須強
制打針之國民只有百分之五十
一， 換言之， 總統的命令並
未得到貫徹，其中自願打針的
人數只略増了六個百分点。
回校上課的學生有百分之

六十三贊成戴口罩，百分之三
十七反對，這已經演變成為民
主和共和兩黨之政治鬥爭和不
同之看法。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是個科

學驗證問題， 而非政治立場
，綜觀世界目前所面對的窘境

，大多數贫苦地區都沒有疫苖
可打， 許多國家關闭機场，
關上國門，經濟活動停滯，而
我們在美國既然有疫苗而不肯
去接種，實在令人無奈。
根據最新數據。美國全國

每七個人中就有一人感染。已
經高達四千多萬人。死亡人數
也超過六十萬。多麼可怕的數
字。
兩年來的天災人禍。已經

讓許多人痛苦不堪，剛過的的
埃達颱風，今明兩天又有另一
颱風撲向墨西哥灣，包括大休
斯敦在內的沿海地帶又在嚴正
以待，希望九月的颱風季節早
日過去。

疫情仍然嚴重疫情仍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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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允許已充分接種指定疫苗的

外國旅客入境
綜合報導 盡管正處在新一波新冠疫情的上升趨勢中，加拿大仍

於9月7日按計劃推行其重新放開國門的重要一步，允許已完全接種

加官方認可疫苗的所有國際旅客以非必要旅行目的入境。

加政府近日表示，這一決定是基於最新的加拿大和國際疫情數據、

科學證據而作出的。加官方表示，雖然目前病例數在增加，但該國疫苗

接種率持續升高，重癥率和住院率仍然可控。

入境國際旅客必須完全接種加政府目前認可的疫苗且滿14天。這包

括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和強生公司研製的疫苗。同時，旅客還須進

行登機前病毒檢測，在入境時無癥狀，並提交自我隔離計劃、接受病毒

抽檢。

加拿大已於8月9日率先且單方面對符合上述條件的美國人放開

入境。

未接種疫苗或只完成部分接種的旅客仍然只能出於“必要目的”入

境加拿大。

加官方自2020年3月18日起禁止非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大部分

旅行者入境。從當年3月21日起，加美兩國之間的邊境線也禁止旅遊和

休閑目的的“非必要跨境旅行”。持續約一年半的“封關”措施令加拿

大的旅遊、航空等行業遭受沈重打擊。

加拿大自今年7月中下旬出現主要由德爾塔變種毒株引發的疫情快

速反彈，官方視為第四波疫情。

加拿大9月 7日報告新增病例3319例。累計病例為152.56萬例，

死亡 27067 例，尚有活躍病例 37055 例。目前加拿大總人口中的

73.9%已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67.6%已實現完全接種。

加公共衛生署近日發布的最新流行病學模型預測，若疫苗接種率瓶

頸不能進一步突破，且不采取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加拿大到9月底可

能面臨日增病例1.5萬例的巨大壓力。

加官方表示，雖然近幾個月入境旅客數量在增加，但入境檢測的陽

性率保持低位。8月9日至26日期間，對已完全接種疫苗的旅客進行的

入境隨機抽檢中，陽性率為0.19%。

厄瓜多爾總統感謝中國
幫助實現第一階段疫苗接種目標

綜合報導 厄瓜多爾總統拉索表示，感謝中國為厄瓜多爾提供新冠

疫苗，幫助該國實現第一階段接種目標。

厄瓜多爾政府當天在首都基多舉行活動，慶祝實現第一階段疫苗接

種目標。拉索在活動中表示，厄瓜多爾感謝國際社會幫助其實現第一階

段接種目標，尤其感謝來自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該國第一階段接種

的疫苗超過65%來自中國。

據厄瓜多爾衛生部統計，目前在厄瓜多爾接種的疫苗大部分

是中國科興疫苗，此外還有中國康希諾疫苗、美國輝瑞疫苗和英

國阿斯利康疫苗。截至 8 日，該國已有超過 952 萬人完成新冠疫

苗接種。

拉索2日宣布，截至1日，該國疫苗接種率已達52%，實現第一階段

接種目標。下一個接種目標是到年底實現85%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種，以

實現群體免疫。

厄瓜多爾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9日，厄瓜多爾累計新冠確

診病例504257例，累計死亡32365例。

希臘警察疫苗接種率僅60%
青少年接種率亟待提高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170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目前累計確診609519例。新增死亡43例，

累計死亡14060例。

青少年疫苗接種情況公布
希臘數字治理部副部長喬治· 喬甘

達斯(George Georgantas)在接受 Skai 電視

臺采訪時介紹了該國 12 至 17 歲青少年

的新冠疫苗接種情況。

他說，這一年齡段人群的日均接種人

數為3萬人，其中2萬人屬於接種首劑疫

苗。截至目前，4.8萬年齡在12至14歲的

人群已接種疫苗，接種率為13%；8.8萬15

至17歲的人群也接種了新冠疫苗，接種率

為25%；此外，還有40.5萬名年齡在18至

24歲的年輕人接種了新冠疫苗，接種率為

50%。

他還說，到目前為止全希臘已有620

萬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而完全接種疫苗

的人數已經達到588萬人。

冬季校園防疫將愈加困難
希臘兒科學會主席兼兒科學教授安德

烈亞斯· 康斯坦托普洛

斯 (Andreas Konstanto-

poulos)表示，開學後

學校的防疫工作將面

臨巨大挑戰。校園內

師生們需要嚴格遵守

防疫措施要求，包括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離、開窗通風等。

但是隨著秋冬季節來

臨，氣溫降低，當需

要關閉門窗保溫時，

疫情暴發的風險峰會

加大。預計從12月開

始，校園中的情況將會變得不同，學生的

新冠感染病例將明顯增加。

他指出，學生的疫苗接種率仍然較低，估

計開學後，學生群體的新冠感染率將會增加

20%-25%。10%的兒童可能會發展為重癥。從

疫情暴發到今年7月1日，共有230名兒童確診

新冠肺炎需要入院接受治療。其中，兩名患有

基礎疾病的兒童因治療無效而死亡。

警察接種率較低

希臘內政部副部長斯泰裏奧斯•

佩薩斯(Stelios Petsas)9 日表示，接種新

冠疫苗的警察比率低是該國建立起免疫

墻的主要障礙之一。他說：“這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了警察檢查防疫措施遵守情

況的可信度和說服力。提高與公眾接觸

較多的公立部門工作人員的疫苗接種率

刻不容緩。”

根據當地電視臺的報道，目前希臘警

察的疫苗接種率僅為60%至62%。

澤連斯基預言俄烏或爆發大規模戰爭
俄嘲諷：真打烏軍撐不了一周

綜合報導 烏克蘭澤連斯基在出席

“YES 頭腦風暴”論壇時，針對烏俄關

系做出了一個重要的判斷。那就是，俄

烏之間未來可能爆發大規模戰爭。

澤連斯基同時威脅說，如果大戰真

的爆發，那將是“俄羅斯的最大失誤”

，因為屆時“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

斯之間的鄰裏關系將蕩然無存。”

作為一名演員出身、擅長文藝表

演的總統，澤連斯基上述言論缺乏理

據且邏輯混亂——按照烏方說法，俄

烏兩國正在頓巴斯地區打一場現代化

條件下的“混和戰爭”，未來的大規

模戰爭又會是什麼？會是俄羅斯大舉

出兵占領烏克蘭嗎？既然俄當局決意

要“吞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它怎

麼會在意這三個斯拉夫兄弟國之間的

鄰裏關系呢？

當然，澤連斯基的“俄烏大規模戰

爭”論斷也是有感而發。近日接連發生

的三件事，讓基輔當局感到風聲鶴唳，

四面楚歌：

一是俄白兩國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

，出動總兵力20萬人，約80架固定式飛

機和直升機，760件裝甲裝備，以及15

艘軍艦。官宣的軍演目的是加強俄白兩

軍協作水平，共同捍衛俄白聯盟的領土

完整。但烏克蘭感覺到，軍演對自己構

成了很大威脅。

二是普京和盧卡申科舉行會晤，

就組建聯盟國家的 28項規劃項目達成

一致意見。俄白兩國在聯盟道路上取

得了關鍵性突破，未來烏克蘭是否也

會被俄羅斯以“聯盟”的方式收入麾

下？

三是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

達諾夫言之鑿鑿地表示，早在2014年之

前，俄羅斯軍隊就蓄謀著要占領鄰國烏

克蘭的領土。軍方情報部門給出的論斷

是俄羅斯吞並烏克蘭之心不死，這也讓

澤連斯基當局寢食難安。

對於澤連斯基聳人聽聞的大戰論斷

，俄羅斯方面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俄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斯

盧茨基表示，身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

基應該首先考慮如何解決國內頓巴斯沖

突，而不是臆想新的戰爭。

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的回應則充滿

嘲諷：“很遺憾，我們可不願意相信什

麼末日預言。”

俄外長拉夫羅夫：“我們已經習慣

了這種籠統的、充斥著仇俄思想的聲明

，這樣的聲明根本不值得關註。”

俄國家杜馬副主席彼得· 托爾斯泰表

示，莫斯科並不需要一場與烏克蘭的戰

爭。他呼籲基輔當局考慮一下來自本國

公民的批評。

“烏克蘭武裝力量只會對自己的人

民開戰。如果對抗真正的軍隊，它連一

周都支撐不下來。”

上述回應中，當屬托爾斯泰的最為

尖刻。言外之意很明確：你烏克蘭軍隊

，根本沒資格、沒實力和俄羅斯打大規

模戰爭，要真的開戰，不到一個禮拜就

被徹底打趴下了。

丹麥移除所有防疫限製：新冠不再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

綜合報導 在為抑製新冠疫

情實施了長達548天的限製措

施之後，北歐國家丹麥將成為

歐盟內首個解除所有新冠相關

限製措施的國家。而美國約翰

斯· 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9月5日的前一周內，丹

麥新增確診數達4926例。

從10日起，丹麥進入夜總

會等場所時不再需要出示作為

疫苗接種證明的數字通行證，

而數字通行證是該國最後被免

除的新冠防護措施。而且，同

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有過密切接

觸的兒童也不再被要求送回家

，只有感染者才需要被隔離。

人們可以像往常一樣回到辦公

室，學校也照常上課。

據《政客》報道，丹麥衛

生部門於8月底批準了這一決

定。丹麥衛生部門此前稱，由

於疫苗接種率高，且嚴重病例

和死亡病例的發生率低，新冠

病毒“不再對社會構成嚴重威

脅”。

據美聯社報道，丹麥12歲

以上的人超過80%都已接種了

兩針疫苗。

美聯社報道稱，丹麥衛生

大臣馬格努斯· 霍伊尼克（Mag-

nus Heunicke）曾在8月27日表

示：“（該國）疫情已經得到

控製”，但同時警告稱：“我

們還未擺脫疫情”，丹麥政府

將在必要的時候采取必要的行

動。

哥本哈根大學醫院病毒性

疾病教授延斯· 隆格倫（Jens

Lundgren）指出，夜總會相關

的限製措施最後取消是因為該

場所所具有的疫情傳播風險是

最高的。他補充稱，如果新冠

感染數再次激增，政府將“非

常願意”重新引入限製措施。

隆格倫表示：“世界正處

於疫情大流行之中，因此我們

誰也不能說我們已經擺脫了大

流行。”他將丹麥描述為一個

對疫苗接種的推廣已見成效的

“孤島”。

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

9月11日上午9時21分，丹麥

新冠肺炎確診總數和總死亡

數分別為352967例和2610例。

截至 9月 5日的前一周內，丹

麥新增確診數為 4926 例，新

增死亡數為 10 例；近28天，

丹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數為

23220例，新增死亡數為49例

。丹麥累計接種了8665167劑次

的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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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立陶宛日前宣布將與台灣互設代表處
，北京相繼祭出召回外交大使、限制貿易等措
施，立陶宛則積極部署聯美抗陸以為因應。為
此，立陶宛外長藍斯柏吉斯，13日啟程赴華府
訪問，與美務卿布林肯會晤，共商如何因應北
京壓力等議題；另一方面，白宮國安顧問蘇利
文同日也致電立陶宛總理莫尼特，表達力挺該
國對抗北京威脅。然而，聯美抗陸恐怕只是表
面，立陶宛背後恐有拉攏美國以抗俄國的味道
存在。

根據立陶宛外交部聲明，藍斯柏吉斯將與
美國務卿布林肯針對雙邊合作內容，如何強化
彼此經濟連結、國際與區域面臨的安全挑戰、
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等議題進行討論。其中，兩
人將會重申一個跨大西洋聯盟以因應前述問題
的重要性。

在結束與布林肯的會晤後，蘭斯柏吉斯將
拜訪美國官員、政界、學界與商界人士，訪問
對象將包含白宮官員、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
席梅南德茲（Bob Menendez）、華府 「大西洋
理事會」等智庫成員，以及投資立陶宛的美國
企業與在美的立陶宛社群。

此外，蘭斯柏吉斯也會參加包括德國馬歇
爾基金會、歐洲政策分析中心等智庫活動。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13日也和立陶宛總理莫尼特通話。面對
北京日前要求立陶宛撤回駐北京大使，並將大

陸駐維爾紐斯大使召回，以施壓立陶宛宣布與
台灣互設代表處，蘇利文強調美方對立陶宛全
力支持。

白宮聲明指出，兩人的交談肯定雙邊關係
的力量。雙方不但討論如何強化經濟、外交與
國防合作；蘇利文更重申立陶宛正面臨北京的
威脅，而美方將強烈支持立陶宛。

事實上，為因應俄國的威脅，蘭斯柏吉斯
除了與美方加強關係外，在訪美前夕，他也出
席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舉行的波羅
的海三國與波蘭首次4+4外交與防長會議。

根據立陶宛外交部新聞稿，這次會議的重
點在於強化波羅的海國家與波蘭的嚇阻、防禦
能力，以及如何因應地區安全挑戰。與會部長
們一致同意，美國與區域其他北約盟國持續的
存在，是維持嚇阻可信的重要關鍵。

蘭斯柏吉斯更強調，美國與北約盟國的軍
事駐紮，是立陶宛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首要優先
任務之一。隨著當地安全環境的變化，歡迎更
多的北約盟國前來該區域駐紮。

從立陶宛聯美，加強與波羅的海其他國家
、波蘭等國的外交與軍事互動來看，立陶宛挺
台不僅是基於雙方擁有對抗共產勢力的共同歷
史，以及看上台灣半導體優勢外，更有藉此拉
攏美國、強化美國與北約在波羅的海軍事力量
，以嚇阻波羅的海國家最大威脅俄國之意。

立陶宛外長赴華府會美國務卿 聯美抗陸恐只是表面

路透社報導，美國和歐盟正在擬定降低甲
烷的國際公約，目標是2030年來到前，將甲烷
的排放量減少約三分之一。這是因為甲烷是僅
次於二氧化碳的第2大溫室效應氣體，而且在同
等濃度下，甲烷的溫室效應作用比二氧化碳還
要嚴重10~80倍，因此降低甲烷的排放量，也是
相當重要的。

美國與歐盟定的這份草約，將會在今年11
月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
化大會(UNFCCC COP 26)上提出，可能會稱為
《全球甲烷減少排放草案》(Global Methane
Pledge)，要是在會上取得共識，將會成為全球
的規範。它將影響能源業、農業、畜牧業，以
及廢棄物處理業。

全球甲烷排放計劃草案希望，到2030年人
為甲烷排放量，可以比 2020年平均值下降30%
。

草案提到，減少甲烷排放量的效果是比減
低二氧化碳來的迅效，因為甲烷在大氣中的存
在壽命很短，這意味著現在採取行動，可以有
效阻止暖化的速度。

美國和歐盟二十多個國家會是最早的遞約
國，之後還將爭取幾個主要甲烷排放國的支持
，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巴西和沙烏
阿拉伯；以及挪威、卡達、英國、約西蘭和南
非等其他國家。

新聞發布後，美國國務院與歐盟委員會都
不對此新聞發表評論，顯然是很擔心國內能源

業與畜牧業的反對。
能源業的甲烷排放，主要來自油氣田與頁

岩氣，在挖掘的過程中，都會有甲烷與其他天
然氣的逸散；畜牧業的甲烷則來自農產動物的
打嗝、放屁、動物排遺的分解也會製造甲烷。
據統計，紐西蘭畜牧業的甲烷排放量，相當於
中等國家的工業甲烷排放量。

專家表示，化石燃料行業可以修補洩漏管
道或儲氣設施，做到初步的減少甲烷排放，可
以趁此更新設備，也能降低無謂的原料損失。

至於畜牧業如何降低甲烷排放，則是從改
善飼料配方做起，比如混入紅藻的草料，可以
有效降低牛隻的打嗝與放屁次數，也有提倡人
造肉或是馴養低甲烷的另類畜牧動物。

美國歐盟制定降低甲烷排協議 期望全球2030年減量1／3 前美國總統川普在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的專訪時提到，美國已經別無選擇，只能再次競選
總統。

在接受福斯數位台(Fox News Digital)的專訪提到阿富汗撤軍，這位前總統對拜登政府的表現給
了差評，他說： 「阿富汗撤軍的畫面，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恥辱。」

川普說： 「當你看到阿富汗發生的這些事，那些不應該的死傷，軍人們毫無理由的犠牲，我覺
得毫無道理。軍人的父母們願意和我說話，但他們不想和拜登說話。

被問及他在 2024 年可能競選白宮的計劃，他說： 「我認為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
這段話暗含川普再次競選總統的打算。
川普繼續抨擊拜登 「無能」，並稱他的政府 「造成美國分裂。」
目前尚不清楚他何時正式宣布參選，離2024年尚早，所以他也不急於此時。
上星期六是911事件20周年，川普出席紀念活動，其間有一群執法官員問他是否有意再爭取大

位，當時川普就回答說： 「我想你會很高興。」

川普承諾2024再爭大位 「沒有別的選擇」

美軍上月在混亂中倉促撤離阿富
汗，有損美國總統拜登的國際聲譽，
他將在今年秋天展開一連串重要外交
會議，努力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結盟關
係以抗衡中國。

白宮今天表示，拜登將於本月21
日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並發表演
說。聯合國大會是國際間規模最大的
外交會議，去年受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影響，改採線上方式

舉行，今年則線上、實體並行。
根據法新社取得的暫定名單，全

球約100 名領袖已表態將出席這場大
會。 「華盛頓郵報」和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報導，拜登打算在會上提議舉
辦一場以抗疫為主題的國際峰會。

白宮今天稍早表示，拜登還將於
本月 24 日在華府主持四方安全對話
（Quad）會談。這個組織由美國、日
本、印度、澳洲組成，一般認為意在

抗衡中國在亞太地區逐漸增長的經濟
和軍事影響力。

四方安全對話領袖今年 3 月曾在
線上會談，4 國部長級官員也曾碰面
討論，但下週在白宮舉行的會談將是
拜登、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
son） 、 印 度 總 理 莫 迪 （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菅義偉4國領袖首
度親自聚在一起開會。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透

過聲明說： 「四方安全對話領袖們將
聚焦於深化彼此關係，在對抗COV-
ID-19、因應氣候變遷危機、合作發
展新興科技和網路空間、促進自由開
放印太地區等領域推動實際合作。」

日本媒體提到，這 4 國之間的任
何討論都可能觸及阿富汗議題，以及
在20國集團（G20）10月羅馬峰會之
前製造一個展現統一陣線的機會。

除了聯合國大會、四方安全對話

和G20羅馬峰會之外，聯合國氣候變
化 綱 要 公 約 第 26 次 締 約 方 會 議
（COP 26）將於10月31日到11月12
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市（Glasgow）舉
行。

此外，拜登規劃於12月邀集各國
領袖召開線上 「民主峰會」，目前尚
未公布參與者名單；一般認為，這場
會議是向中國發起挑戰，也是有別於
傳統G20會談的另一種國際會議。

拜登撤軍阿富汗後力挽聲譽 展開多邊外交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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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太郎宣布競選日本自民黨總裁
系民調最熱人選

綜合報導 綜合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行政改革擔當相河野太郎(58歲)

10日在國會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將

競選自民黨總裁。

據報道，河野是繼前政務調查會

長岸田文雄(64歲)、前總務相高市早

苗(60歲)之後宣布出馬的第三人。

報道稱，黨總裁選舉將於17日發

布公告，29日進行投計票。圍繞首相

菅義偉繼任者的爭奪或將全面展開。

近日，第一個出爐的“人氣排行榜”

顯示，河野太郎目前人氣最旺，緊跟

在後的是前幹事長石破茂，岸田文雄

排第三。

另外，日本媒體消息稱，河野太

郎已被菅義偉指定為接班人。

河野來自眾院神奈川15選區，先

後8次當選議員。隸屬於黨內第二大

派系麻生派。曾任國家公安委員長、

外相和防衛相。河野獲得眾多年輕議

員的支持，其高人氣或有利於自民黨

在國會大選中保住議席。

日本國內持續反對“核汙水入海”
國際原子能機構擬派調查團
綜合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構將於

12月向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派遣調查

團，以評估日方核汙水排放計劃的安

全性。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幹事莉

迪· 埃夫拉爾稱，將進行客觀的評價

，並傾聽各方意見，給予回應。

據報道，日本經濟產業省9日

發布消息稱，日方就東京電力公司

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水排放入海一

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達成一致。

由國際專家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組

成的調查團將於12月對日方的排

放計劃展開安全評估，並在2023年

預計排放日期前進行匯總報告。

上月，東電已公布核汙水排放

入海的整體計劃。東電稱，將通過

鋪設海底隧道的方式，在日本近海

約1公裏處進行核汙水排放。

關於“核汙水入海”，目前日

本國內反對聲音依舊。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稱

，福島縣磐城市副市長新妻英正表

示，雖然政府已經承諾，將在民眾

的理解下謹慎地實行排放計劃，但

我們卻看不到這個計劃實施的具體

過程。他指出，該計劃是在沒有與

公眾充分協商的情況下提出的，很

難獲得民眾的理解。

日本全國漁業協會聯合會也對

核汙水排放入海持反對意見。8月

24日，其官網發布聲明稱，堅決反

對核汙水排放入海，將繼續要求政

府就其訴求給予明確答復。

此外，宮城、福島兩縣的生活

協同組織也在網絡上發起反對核汙

水排放入海的聯名活動，截至6日

，已有5030人參與聯名，抵製核汙

水排放入海的決定。

青少年疫苗接種順利推進
金邊初高中將率先復課

綜合報導 盡管柬埔寨新冠疫情仍在持

續蔓延，但鑒於青少年疫苗接種工作順利

推進，該市政府決定全市初中和高中學校

於下周率先復課。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

增報告66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

愈出院417例，新增死亡12例。新增感染

病例中，538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122

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多數來自泰國。

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9.8萬例

，累計治愈9.2萬例，累計死亡2019例。

值得註意的是，德爾塔疫情進一步蔓

延，僅過去兩天(8日和9日)，全國18個省

市新增408例德爾塔新冠變異病毒感染病

例。其中，此輪疫情“重災區”金邊新增

143例，邊境省份蔔疊棉芷省新增89例。

柬埔寨衛生部統計，截至9月9日，國內累

計發現3731例德爾塔感

染病例，金邊累計達

1256例。

鑒於金邊12歲以上青少年都基本完成

接種新冠疫苗，金邊市政府發布通告，宣

布初中和高中學生15日起返校復課。

據知，金邊市政府與教育部商討後，

決定開放市內所有初中和高中學校

率先復課。金邊市初中和高中學校

約200所，在讀生約13萬人，他們

將於下周重返校園。

金邊市政府發言人美棉碧克德

表示，金邊市幾乎所有初中和高中

學生都已接種新冠疫苗，他們重返

久違的校園後，將為今年初中考試

和高中考試作準備。至於幼兒園和

小學仍須繼續停課。

據介紹，柬埔寨政府計劃為全國196.6

萬名12歲至17歲青少年接種疫苗，自8月

1日啟動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種工作直至9月

8日，已有169.7萬人接種疫苗，其中66.7

萬人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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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老撾總理潘坎表示，“一帶一路”

倡議作為重要合作指引，有力促進了東盟—中

國貿易投資合作，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系協定》實施以及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建設取

得豐碩成果。

當天，第18屆中國—東盟博覽會暨中國—

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在廣西南寧開幕。作為本

屆東博會的主題國，老撾總理潘坎在開幕大會

上發表視頻致辭。

潘坎指出，自1991年東盟與中國建立對話

關系以來，雙方各領域合作不斷發展並取得豐

碩成果，中國已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和投

資來源地。雙方建立了東盟—中國面向和平和

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並於2020年發布了

關於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加強自貿合作的聯合

聲明。

潘坎說，2019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和域內蔓延，給本地區和世界各國經濟社會

發展及安全造成巨大沖擊。盡管各國人員往來

受限，但東盟與中國仍不懈努力加強合作，利

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召開各類視頻會議，使地理

距離限製沒有成為域內經濟合作的障礙。

潘坎指出，東盟重視縮小域內國家發展差

距，努力推動東盟與其他地區及域內互聯互通

建設，致力於將本地區和外部地區的優勢加以

結合。東盟一體化倡議第四期工作計劃和《東

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為域內基礎設施

建設、消除貧困和可持續發展創造機遇。

潘坎表示，為在將來實現上述願景，希望

有關對話夥伴國，尤其是作為全球經濟快速發

展國家之一的中國，繼續向包括老撾在內的東

盟國家給予資金和技術支持。

據潘坎介紹，“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標誌性項目老

中鐵路將於2021年12月2日老撾國慶正式運營通車，該項目

是推進新時代老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以及構建老中命運

共同體的具體實踐。未來老中鐵路將成為老中、東盟—中國

增進經貿、投資、旅遊、就業、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等合作

的重要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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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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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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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退打針員工 平機會：未必違例
空姐稱病因未明無豁免遭解僱 公司表明“你份工好危危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放緩，13

日錄得一宗輸入性確診個案，使香港

迄今連續 27天本地個案零確診。“疫

苗氣泡”在世界各地盛行，早前國泰

航空為配合各國的入境限制，要求員

工必須接種新冠疫苗，並解僱部分未

能出示醫生紙證明不宜打針的僱員，

13日有被解僱的國泰空中服務員致電

電台節目表示，早前曾懷疑心肌問題

入院檢查，但遲遲未能確定病因，故

未獲發豁免打針的證明，但最終在本

月初被解僱。香港平機會主席朱敏健

表示，若僱員因醫學理由未能迎合公

司打針要求而被解僱，相關機構有機

會觸犯《歧視殘疾條例》；但若機構

因僱員未提供醫學證明，並在調配崗

位時有困難而解僱，則不觸犯《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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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泰空中服務員Sabina表示，今年6月曾因
心口痛而入院，經檢查後懷疑是心肌問題，

但由於醫生未能確定病因，因此沒法向她發出豁
免接種的醫學證明，她僅能向公司經理提交心電
圖並解釋情況，當時上司僅要求她定時更新情
況，直至本月初突然收到解僱通知，原因是她未
能提交有效醫學證明而且未接種疫苗。

她表示：“我不是抗拒接種疫苗，只擔心會
進一步影響心臟問題，公司詢問我接種意向時，
我已表明自己病因未明，公司則回覆難以等到我
本月底覆診後再作（解不解僱）決定。”她表
示，公司表明“你份工好危危乎”，但未曾向她
提出接受公司醫生檢查，或調配至非前線的工作
崗位等安排，她批評國泰“一刀切”的做法不近
人情，將會向香港勞工處求助。

調配工作困難而解僱不違例
朱敏健表示，截至8月底，共收到129宗涉及

疫苗而受差別待遇的查詢，及8宗相關投訴，當
中涉及國泰員工。他指，若僱員因醫學理由未能
達到公司措施要求，但遭受差別待遇，相關機構
有機會觸犯《殘疾歧視條例》中的“間接歧
視”；但如果機構要求接種的理由合理，而僱員
未能提交醫學證明，且機構對於調配有關員工工
作有困難而將其解僱，則不會違反條例。

朱敏健說：“資方看完員工不能達要求的情
況下，我們的建議是先看是否有其他的工作崗位
可合理調配，若其他情況沒辦法做到，不解僱會
對公司工作或整個公司的運作造成不合情理的困
難，而這個要求亦是合理及必要的要求，公司最
後一步進行解僱的話，未必會違反殘疾歧視條
例。”他補充，每個行業有不同情況，難以評論
國泰的做法，但僱員可以向平機會查詢或投訴，
該會接獲查詢後將會與相關機構接觸了解情況，
並作出相應協助。

卡塔爾抵港男帶變種毒
至於香港13日錄得的輸入個案，患者為26

歲男子，於本月11日乘坐QR818航班由卡塔爾
抵港，身上帶有L452R變種病毒株。他曾於4月
及5月先後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並在七月進行
抗體測試呈陽性。雖然疫情放緩，但接種率仍維
持低迷，截至13日晚上8時，全港共5,800名市
民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苗，同時共36,300名市民
接種新冠疫苗，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整體接種率
為96%。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
校（協和）成為香港首
間為中六生安排恢復全
日面授課的學校。校長
林艷玲表示，學生及家長意識到疫苗對於
抗疫的重要性，因此積極響應港府呼籲；
校方對於本月底前達到八成高中學生接種
疫苗及全校達到七成接種率的目標感到樂
觀。她期望學校可以從中六級的全日面授
課安排汲取經驗，從而改善上課安排。

林艷玲表示，該校中六級約有240
人，截至9月1日所收集的數據，有74%
學生接種兩劑疫苗達14天，另有部分學
生接種一劑，相信接種率會不停上升，
預計在本月底前高中學生能達到八成接
種率。她表示，該校部分學生屬於少數
族裔，“他們家鄉的疫情或許較為嚴
峻，家長亦意識到疫苗的重要性，因而
更願意讓孩子接種疫苗。”

安排外展隊到校為學生打針
林艷玲提到，校方一直與家長保持

溝通，在上學年政府公布學生可以接種
疫苗的年齡時，校方即時向家長、學生
轉述有關消息，並派發家長信、香港衞
生防護中心為少數族裔所製作不同語言
的疫苗資訊；校方亦在7月透過教育局
安排外展接種隊伍到校為200多名學生
打針。她強調，作為一所收費非常低廉
的直資學校，希望一直提供優質教育予
學生，校方明白陸運會、社際比賽等多
元學習經驗對學生發展特別重要，因此
會積極鼓勵學生接種疫苗，以盡早達到
全校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博）香港疫情
漸穩，香港教育局早前提出達七成疫苗接
種率14天的學校或年級可以恢復全日面授
課堂，位於觀塘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協和）中六全級率先達標，13日安排40
多名中六生在完成上午課堂後，下午繼續
回校上課。該校多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對
於終能全日復課感到開心和激動，他們都
在暑假剛開始或之前打針，希望保護自己
健康並盡早恢復正常生活。學生們又提
到，之前的網課及半日面授大大影響學習
進度，如今復課可以“名正言順”地留校
向老師請教，對準備公開試有很大幫助。

午膳飯堂設隔板加開課室
13日上午，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

和）學生在校園量度體溫後，魚貫進入禮堂
用酒精搓手液消毒，一切程序有序進行。校
長林艷玲表示，該校一開學即收集學生接種
疫苗的數據，發現中六生接種率已達標，為
顧及學習進度，遂向教育局申請中六級在13
日率先復課。

該校13日全校上午維持統一時間表，
而中六生則在校內或校外午膳後，下午再回
校上課約1.5小時。

由於是首天恢復全日面授，校方當日
只安排修讀第三選修科及應用學習共40多
名學生下午回校，而未來兩天會逐步擴至
全級200多人，幫助學生循序適應，學校亦
可觀察於飯堂設置隔板的午膳安排，並因
應需要加開課室，方便學生留校午膳。

網課不方便 面授開心激動
事隔逾年終於能夠全日上課，該校中

六生張同學形容“感到開心和激動。”他
表示，自己及身邊同學早已希望恢復全日
面授課，“本來一個連堂是80分鐘，半日
課時只有60分鐘；放學也不能留校溫習，
難免影響學習”，而復課後在校時間增

加，有望更好地預備文憑試，希望進度能
夠趕上正常水平。張同學又說學校為復課
準備充足，“預備了飯堂，座位間亦有隔
板，我會在外面買飯帶回校吃。”

另一中六生徐同學表示，為準備復課他
早前接種了科興疫苗，未來亦會呼籲其他同
學接種，希望大家能夠恢復正常生活。他坦
言，上網課很不方便，心情亦大受影響，
“畢竟我們已經長時間在家學習，始終擔心
難以適應全日面授的日子”，午膳方面他則
選擇校外用餐，“食肆防疫措施非常多，加
上近日感染個案不多，大部分都是輸入個
案，所以不是太擔心風險。”

同就讀中六的鄭同學提到，已很長時
間沒有全天候上課，一下子回復難免緊張
及不習慣，但她依然希望下午繼續在校學
習，“因為有老師在旁監督，可稍微提升
一點成績”。該校7月曾安排外展隊到校接
種，鄭同學當時亦有參與，“不用自己預
約日期及地點，外展服務始終比較方
便。”

同校中六生葉同學則在暑假時自行預約
接種，“打疫苗是為了健康，為了保護自
己。”對能夠回復全日面授課他感欣喜，
“之前一直擔心英文科跟不上進度，現在終
於可以‘名正言順’地留校向老師請教。”
他表示，香港現時的疫情漸趨穩定，“因此
不怕文憑試會遭延期。”

5校達標申個別年級全日面授
教育局資料顯示，至今已有5間中學接

種率達標申請個別年級全日面授。將軍澳
香島中學是其中一所，校長鄧飛13日表
示，由於要待接種後滿14天，該校中六級
將在本月23日起恢復全日面授，學校會做
足防疫措施，包括在飯堂加設隔板，要求
學生面向單一方位，防止飛沫傳播；另校
方亦正研究讓其他年級已經接種兩劑疫苗
的學生，下午回校進行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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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全日面授 中六生追進度

●林艷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學校在用膳區加設隔板。 學校供圖

●葉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徐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中六級率先全日授課。學生在校園量度體溫後，進入禮堂用酒精搓手液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40多名中六生在完成上午課堂後，下午繼續回校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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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嘉義縣議員邱銀海今天涉嫌毆
打執行公務的嘉義縣環保局人員蘇姓男子，造
成蘇男受傷，員警以現行犯逮捕邱銀海，警訊
後，依妨害公務罪嫌移送，檢方複訊後，以新
台幣10萬元交保。

嘉義縣環保局長張根穆表示，環保局下午
配合縣府水利處通知，前往中埔鄉會勘一處農
地疑似回填廢棄物的民眾陳情案件，環保局人
員蘇姓男子疑因與現場的議員邱銀海發生口角
，並遭對方毆打，造成胸部疼痛等傷勢。

張根穆指出，衝突現場有縣府水利處人員
及警員等多名人士在場，發生衝突後，由員警
立即將邱銀海及蘇男帶至派出所製作筆錄。

邱銀海認為基於為民服務到場關心狀況，
蘇男態度、口氣都不佳，雙方才會發生口角、
扭打在一起，當時並不知蘇男是公務人員。

警方表示，蘇男在場執行公務，邱銀海涉
嫌出手毆打，陪同會勘的員警立即以妨害公務
現行犯逮捕邱銀海；警訊後，依妨害公務等罪
嫌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檢方複訊後，以10
萬元交保。

環保局表示，執行公務人員遭暴力相向始
料未及，也感到非常痛心及遺憾，重申公務員
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譴責不當暴力行為，環
保局人員蘇男事後也立即到醫院驗傷，並由警
方依妨害公務等罪嫌偵辦，以維護公權力。

嘉縣議員涉毆打環保局會勘人員 10萬元交保

（中央社）基隆市李姓女子在疫情3級警
戒期間違規群聚打麻將遭罰6萬元未繳，行政
執行署收案後，發現她還欠繳交通罰鍰18萬
6000元，已查封李女名下13筆土地，不排除
拍賣土地抵償欠款。

李女今天向中央社記者表示，行政執行
署宜蘭分署人員10日到家中時，她因前往新
北市新莊區接種疫苗，當晚住在朋友家沒遇
到，隔天回到基隆住處才發現執行署的通知
函，已與宜蘭分署書記官聯繫，明天會前往
商談繳納事宜。

至於其中一筆新台幣18萬元拒絕酒測攔
查罰單，李女說，她不是很清楚，機車確實
是在她的名下，但實際是兒子使用，不知是
否為兒子違規，會再與兒子確認，若違規屬
實，也會繳納罰款。

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光派出所於6月

5日查獲李女與其他4人共5人在室內群聚打
麻將，當時正值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3級警戒期間，李女被基隆市衛生局依
傳染病防治法裁罰新台幣6萬元，因未於期限
內繳納，被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執行。

宜蘭分署表示，收案後立刻掌握李女名
下財產資料，迅速核發扣押命令及多次催繳
，並至戶籍地現場執行，但李女均未出面，
另發現李女除欠繳6萬元罰鍰外，還欠繳交通
罰鍰18萬6000元，滯納罰鍰合計達24萬6000
元。

宜蘭分署鐵腕查封李女名下位於新北市
瑞芳區的13筆土地，並由行政執行官率隊至
李女戶籍地張貼查封通知函，如李女仍未出
面處理，不排除拍賣李女名下土地以抵償欠
款。

群聚打牌加交通罰款逾24萬未繳 執行署查封土地

（中央社）司法院今天指出，大法庭制度施
行已2週年，已統一法律見解54件，在解決裁判
歧異、統一法律見解上，發揮相當功能，例如最
新的大法庭法律見解，公務員故意不拆違建構成
圖利罪。

司法行政廳廳長許紋華表示，大法庭制度建
立的目的，是為了強化統一法律見解，回歸司法
審判權的機制；相較於過去判例、決議的制度，
大法庭是必須對外公開，舉行言詞辯論，讓各種
見解得以充分溝通交流，對於社會關注的重大法
律爭議，也能透過大法庭達成統一見解。

根據司法院統計，大法庭制度從民國108年7
月 4 日施行，至今 2 年多來，已達成統一見解 54
件，其中以最高法院的刑事大法庭28件最多，民
事大法庭及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則各有13件。

許紋華指出，大法庭聚焦解決法律爭議，終
審法院審判庭負有法律歧異提案義務，預防裁判

歧異；且為了保障當事人的訴訟參與，當事人也
可以促請受理案件的審判庭行使提案權。

許紋華強調，大法庭裁定結果具有拘束力，
提案庭必須以裁定結果為基礎，進行終局裁判。
大法庭制度使司法實務界及一般民眾，都更能預
見法院裁判結果，提昇司法公信力。

最新的大法庭法律見解，為最高法院刑事大
法庭裁定認為，違章建築依相關法令應予查報、
拆除，而故不依法簽報，致仍得繼續保有違章建
築的整體用益狀態，屬於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中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的規定，也就是公務員
故意不拆違建構成圖利罪。

提案至大法庭的個案案情為台北市政府建管
處違建查報隊前林姓小隊長被控勘查貴子坑鄉村
俱樂部時，不查報拆除違建物。最高法院依此裁
定結果，日前依圖利罪判林男有期徒刑6年，褫
奪公權3年確定。

解決裁判歧異 大法庭2年統一法律見解54件

（中央社）隨著數位科技進
步，台東林管處在山區採用物聯
網全時監控，昨天在盜伐熱點發
現異常狀況，經查緝隊埋伏，捕
獲2名犯嫌及所竊取的牛樟芝，
依違反森林法與竊盜等罪移送偵
辦。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今天
表示，關山工作站森林護管員昨
天下午在山區巡護時，接獲物聯
網即時通報有異常狀況發生，立
即趕往異常區域，發現2輛可疑
機車停放。

由於該區為盜伐熱點，護管

員不敢大意，立即聯繫台東縣警
察局關山分局初來派出所與龍泉
派出所員警共同組成查緝隊，前
往山區產業道路埋伏。

傍晚2輛機車陸續下山，查
緝人員攔停盤查2名騎士。騎士
身上飄散濃郁的牛樟氣味，經詢
問後，騎士坦承因缺錢花用才冒
險上山竊取牛樟芝變現。

台東林管處指出，查獲的牛
樟芝 142.5 公克，市值約新台幣
1萬多元。全案依違反森林法與
竊盜等罪移送關山分局偵辦並追
查後續收贓管道。

山區森林範圍遼闊且路徑複
雜，過去在數位科技尚未發達的
年代，森林護管員與警方組成的
查緝隊，以長時間埋伏、守株待
兔的方式取締山老鼠，除曠日廢
時外，也容易打草驚蛇而讓山老
鼠逃逸。

現在物聯網與雲端數據的協
助下，能確實地掌握山老鼠的行
蹤，台東林管處呼籲，山林資產
屬於全體國民，切勿心存僥倖，
想將山區自然資源占為己有或竊
取變賣，否則將得不償失。

物聯網監控 山老鼠行跡敗露遭法辦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住處門口遭人置放牛皮紙袋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獲報
調查發現非危險物品，但市警局檢討認為警方未依三線系統報告警察局等，將分局長方國璽記
過2次處分。

陳水扁的兒子高雄市議員陳致中昨天在臉書發文指出，父母親位於台南的住處門口在7日
晚間出現1個A3大小的牛皮紙袋，原本是凱達格蘭基金會寄給他父親的公文袋，但已使用過並
丟棄，不知為何被不明人士撿走，又裝了1件衣服和1個金屬工具放在門口，動機與企圖不明
，令人擔憂，已報警處理。

陳致中昨晚再轉述陳水扁的說法指出，幾天過去了，沒有看到警方到現場並詢問相關人等
，陳水扁12日致電派出所所長，並在昨天早上要求大樓管理中心督導通知警方積極辦理。陳水
扁感謝警方的辛苦，但也要籲請警方充分瞭解當事人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的心情，從速偵辦。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長方國璽今天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經檢視監視器畫面比
對後，發現紙袋內裝有衣服1件、毛刷1支，不具危害性，至於行為人置放過程及動機還有待
進一步釐清。

他說，警方受理此案後未能主動向報案者說明偵辦進度，造成陳水扁及家屬不安，他向陳
水扁及家屬表達歉意，並已向市警局自請處分，分局後續將主動進行關懷慰問並加強周邊安全
維護。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上午發布新聞稿指出，第一分局受理報案後雖立即展開偵處，保全證物
送驗，並調閱大樓住處監視系統展開偵辦，但偵辦過程中，第一分局未依三線系統報告警察局
，亦未適時向陳水扁說明案件偵處進度，致讓陳水扁心生疑懼。

台南市警局指出，除深切檢討，並已調度刑警大隊與鑑識中心全力支援第一分局偵辦此案
還原事實真相，並且加強陳水扁住所及人身安全維護。對於第一分局疏失，先依違反報告及刑
案偵辦紀律予以方國璽記過2次，後續並責由督察室深入調查，查究相關人員疏失責任。

陳水扁住處門口紙袋案 台南警一分局長記過2次

漢光演習漢光演習 漁人碼頭河防操演漁人碼頭河防操演
國軍漢光國軍漢光3737號實兵演習號實兵演習1414日上午在淡水漁人碼頭展開日上午在淡水漁人碼頭展開，，陸軍六軍團關渡指揮部官兵模擬敵軍陸軍六軍團關渡指揮部官兵模擬敵軍

自淡水河口進犯自淡水河口進犯，，出動戰車堅守防線出動戰車堅守防線。。

國民黨國民黨 「「青年挺動保青年挺動保 寵登要落實寵登要落實」」 記者會記者會
國民黨青年部國民黨青年部1414日舉行日舉行 「「青年挺動保青年挺動保 寵登要落實寵登要落實」」 記者會記者會，，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國民黨立委洪孟楷（（中中））

等人出席等人出席，，關注動保相關議題關注動保相關議題。。

時力提版本時力提版本 促降修憲門檻廢考監納勞動三權促降修憲門檻廢考監納勞動三權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邱顯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邱顯智（（中中）、）、副總召陳椒華副總召陳椒華（（右右）、）、幹事長王婉諭幹事長王婉諭（（左左））1414日召日召

開開 「「即刻修憲即刻修憲！！邀朝野共同連署邀朝野共同連署」」 記者會記者會，，公布修憲草案版本公布修憲草案版本，，希望降低修憲門檻希望降低修憲門檻、、廢除考試院廢除考試院
及監察院等及監察院等，，並將勞動三權並將勞動三權、、兒童權兒童權、、環境權入憲環境權入憲，，盼早日完成修憲工程盼早日完成修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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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第三季會員慶生會於上
周六（9月11日）上午十時起，在僑教
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共有會員120人左右參加。當天並舉
行注射流感疫苗及C型肝炎篩檢（只限會員參加）等活動。
所有出席者遵照疫情期間約束，都需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
示停車。不用下車，但需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證，由義工
為大家服務。

上午十時左右，儀式正式開始，剛獲得全球首屆僑生獎
的 「老協」趙婉兒會長在大家的祝賀聲中，登台致詞。她感
謝 「台北經文處」的羅復文處長為了此次的慶生會捐了三百
元，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也捐了二瓶名貴的酒給大家抽獎
。趙會長仍不忘提醒大家防疫，戴口罩、勤洗手，九月開始
，是流感的活躍期，她感謝光鹽社今天前來，為大家作C型

肝炎篩檢，Walgreen 也來為大家注射流感疫苗。最後，她向
七、八、九月的壽星祝賀，祝賀大家生日快樂。

當天同時與會的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及黃依莉副主任也
表示：時時心心念念，繫著大家，要好好防護自己，好好健
身，修身養性。

當天出席的長輩，都依規定，坐在車內等候，逐一由工
作人員通知，下車打疫苗和篩檢C型肝炎，每人都按規定戴
好口罩。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下次 「系列健康促進講座」將在9月24日
（星期五 ）下午2:30至4:00 Zoom線上視頻。主題：中藥草
與防癌，主講人：黃遠永博士。

老協第三季會員慶生會上周六舉行老協第三季會員慶生會上周六舉行
當天並注射流感疫苗及當天並注射流感疫苗及CC型肝炎篩檢型肝炎篩檢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松年學院在今年的國慶系列活動中拔得頭籌，於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當天上午推
出今年國慶第一項活動：慶祝中華民國110年雙十國慶，松年學院書法繪畫藝術師生學習成果聯展。從9月12日
至9月26日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展出。

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劉志忠、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
芬及 「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詞，及現場長笛演奏及許院長等人的樂隊合奏，使全場充溢了書
香、藝術、音樂之美。

最吸引人的還有四壁及桌上陳列的師生書畫及精美的手工藝作品，令現場觀看的人驚艶不已。

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聯展
松年學院於國慶開幕典禮當日推出幕典禮當日推出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 「「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聯展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聯展」」 的來賓與松年學院院長老師們合影的來賓與松年學院院長老師們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老協第三季會員慶生會出席貴賓圖為老協第三季會員慶生會出席貴賓（（左起左起 ））老協會長趙婉兒老協會長趙婉兒、、僑教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中心陳奕芳主任、、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辦的 「雙十台灣美食料
理」展現台灣經典辦桌美食魅力，於國慶系列
活動開幕式當天下午二時在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舉行，並在You Tube 現場直播，四位世
華會長的私房菜大揭曉，觀眾熱烈互動，在線
上聊天室即時留言，場內場外熱鬧非凡。

當天節目主持人是世華美南分會會長孫玉
玟，她以熟練的美食節目主持方式，將五道台
灣經典辦桌料理： 「涼拌爽脆海蜇頭」、 「鳳
梨苦爪排骨湯」、 「砂鍋魚皮白菜滷」、 「乾
燒明蝦」和 「椰奶紫米甜湯」。串埸順利精彩
呈現。這是難得的佳餚巡禮，三位示範貴賓主
㕑（前會長）趙婉兒、郭穎、高嫚璘處理食材

和烹調重點，引發熱烈迴響！當日活動由美國
味全公司大力贊助，並提供所有烹調產品，而
僑委會、 「台北經文處」也贊助該活動。當天
應邀出席的嘉賓有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雙十國慶籌備會」
主委劉志忠，及世華總會榮譽會長黎淑瑛。

首先由趙婉兒示範 「鳳梨苦瓜湯」，她的
料理兼具了養生和美味，加入兩種不同的干貝
去熬，更顯辦桌特色。孫玉玟示範涼拌海蜇頭
，有人體需要的碘、膠質等多種營養成分。再
加上小黃瓜和胡蘿蔔，是宴席上不可少的前菜
。郭穎示範母親的家傳私房料理魚皮粉絲煲，
材料是來自台灣南北乾貨的上等鯊魚魚皮和醃
製的鵪鶉蛋等，所有食材料理後再以慢火燉煮

。最後，由高嫚璘示範乾燒明蝦，
她表示這道菜的重點是蝦的選料，
新鮮而豐碩的大蝦，蝦腸的處理及
醬汁的調配…四道菜在緊湊的環節
之下進行，完美呈現。

除了烹調、擺盤樣樣皆是學問
，最後，這色香味俱全的佳餚在貴
賓的品嘗之後，才見真章。劉志忠
認為 「鳳梨苦瓜湯」湯清且有苦瓜
的甘味，十分可口，羅復文長認為
魚皮粉絲煲非常入味，有 「佛跳牆」的風味，
陳奕芳主任說鳳梨苦瓜湯勾起兒時記憶的家鄉
味，黎淑瑛讚美乾燒明蝦的美味及鮮嫩。同時
她也特別準備了中秋月餅贈送給四位主㕑。

最後，大家向線上觀眾朋友致謝，並祝中
華民國生日快樂，明年再會。想再看這五道料
理 的 朋 友 可 前 往 ： http://www.youtube.com/
watch？v=dFT9GWEaJx4 觀看影片回顧。

「雙十台灣美食料理」 12日下午成功舉行
世華四位會長展現經典辦桌美味好評如潮

圖為圖為 「「雙十台灣美食料理雙十台灣美食料理」」 四位表演者及與會貴賓合影四位表演者及與會貴賓合影。。
（（左起左起））表演者高嫚璘表演者高嫚璘、、世華總會榮譽會長黎淑瑛世華總會榮譽會長黎淑瑛、、僑教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中心陳奕芳主任、、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主持人孫主持人孫
玉玟玉玟、、表演者趙婉兒表演者趙婉兒、、郭穎郭穎、、 「「雙十國慶籌備會雙十國慶籌備會」」 主委劉主委劉
志忠等人合影志忠等人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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