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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今天宣布一套
建議事項，調整經濟制裁用法，讓制
裁措施成為外交政策更有效的利器，
但也警告必須有更多作為，防止加密
貨幣崛起構成的威脅。

路透社報導，拜登元月上任不久
後，他的政府旋即展開一波廣泛檢視
，財政部隨後公布經調整的架構，目
的在採取更能對症下藥的制裁措施，
而不是前總統川普偏好揮舞大刀一砍
的方式。

財政部警告，各國逐漸減少對美
元和美國金融體系的依賴，可能會削
弱制裁措施的有效性，而數位貨幣和
其他技術創新也可能影響這項工具的
成效。

法新社提到，財政部制裁的運作
是不讓目標人士、政府官員或企業使
用美國金融系統，實際上是切斷他們
與銀行的業務往來，或不讓他們在世
界大多數地區的貿易中獲利。

但報告指出，數位貨幣和替代支
付平台 「讓惡意行為者有機會在傳統
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體系之外持有和
轉移資金」。

報告顯示，過去 20 年採用制裁
的次數以 10 倍成長，今年列入制裁
名單件數有9421件，2000年僅912件
。

新政策指示試圖在川普時代後翻
新頁，卻鮮少提供細節，以示拜登政
府如何改變制裁伊朗、委內瑞拉和中

國等主要目標的處理方式。
財政部官員承諾制裁程序會更嚴

謹精準，同時透過新架構讓這項工具
與時俱進；新架構尋求讓列入名單的
行動符合明確政策目標，並強調多邊
協調重要性和減輕人道局勢衝擊。

新指導方針也建議財政部應投資
發展技術能力和人力，以助對抗數位
貨幣威脅。

財政部高層官員告訴媒體： 「對
我們來說，關鍵是確保我們得以讓制
裁措施盡可能有效，這意味認清事實
、真相，也就是科技讓人更容易把目
光投向傳統美國金融體系之外的地方
。」

美： 調整經濟制裁用法 抗加密貨幣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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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t Dr. Ben Ho in the early 1970’s at the
spring banquets at the Houston Chinese
Association. He was wearing a red bow tie
with the gold eyeglass and with a big smile
on his face. I could tell he must be a
well-educated professor. After the dinner, we
knew Dr. Ho was a professor at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and also chairman of the
organization.

Since then he has become one of our news
celebrities and his news is always on our
local edition.

Dr. Ho was the founder of the Houston
Chinese Senior Association and their service
has sponsored so many activities and helped
so many seniors to get through their medical
difficulties. When people needed to go to the
hospital, Dr. Ho always was there to help
them to register as soon as possible. In many
cases, he used his personal contacts to try
and help our people.

Yesterday afternoon I received a call from our
friend William Yeh who told me that Dr. Ho
had passed away. I suddenly felt very sad.
Dr. Ho and his wife Daisy Ho were together
for sixty years. Both of them enjoyed life for
89 years. Daisy also passed away a couple
of months ago.

Dr. Ho and his wife both came to America in
the late 1960’s. After a lot of hard work they
both got their PhD degrees and spent their
whole careers in the medical research field.

They were very proud of being
Chinese-American in this great l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our society showed how hard
the new immigrants worked to build America
together.

Dr. Ben Ho set a very important and high
standard for all of us. Because of his loving
care and dedication to our community we will
remember him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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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o And His Red Bow TieDr. Ho And His Red Bow Tie

結識何明通博士是在七十年代休斯
敦中華公所的春宴席上 ，我們隣位而
坐，這位戴有金邊眼鏡打上深紅色的領
帶，看上去就是一位彬彬有禮面帶笑容
的教授學者，多年來，他不但是我們
侨社新聞版的要角，他一生默默服務社
區，造福社會的精神，令人動容更是
我們後輩學習的楷模。

何博士因長期臥床，昨天下午帶著
他的領結走完了他最後人生之旅程，和
他結缡六十年也於數月前離世的王大熙
博士，同享年八十九歲。

何教授伉儷是早年留美的留學生，
他們在靑春年華时代來到新大陸，多年
苦讀得到博士後加入德州医學中心，貢
獻畢生所學，為社會國家做出巨大貢獻
。

多少年來，何教授夫婦參與創設老

人中心，舉辦大型健康講座，這是僑
社一大盛事，並且為長輩解決諸多健康
問題 ，凡是華人同胞需要住院治療，
他一定會盡力協助安排，每次我看見眾
多的華裔長輩共集一堂 ，共享營養午
餐，談天說地，打麻將，學國畫，這
都是何博士他們早年之策劃和貢獻。

今天我們社區不斷壯大，各種社團
也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增加，華亞裔在
這塊土地上所做的耕耘，我們流下的汗
水，是有目共睹的成就。

何博士賢伉儷已經離開我們，她們
交出了人生耀眼服務社區的成績單，是
我們永遠的模範，我們更希望有更多的
何博士會活躍在我們的社區之中，何博
士夫婦已經在他們近九十載的豐沛閱歴
中劃下完美之句點，何博士，請你一
路走好。

何博士的領帶結何博士的領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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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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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國家搶先訂購新冠口服藥
再引分配不均擔憂

綜合報導 美國制藥公司默克研發的新冠口服藥還未獲得批准，多

國已搶先訂購。專家因此擔憂類似新冠疫苗分配不均的曆史將會重演，

貧困國家可能再次被抛在後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委托進行的一項獨立調查，目前還沒有明確的采

購架構可爲各國供應新冠藥物或商討采購協議，如今還在掙紮著爲人民

接種疫苗的國家，接下來可能在采購治療藥物時再次落後。

由世衛組織支持的這份調查報告呼籲采取“快速預防性”措施，以

避免“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COVAX)所遇到的問題再次發生。該機

制負責協調分發疫苗，但由于富裕國家急于保護自身人民，導致疫苗供

應緊張，而此時一些富國更已經開始爲國民注射疫苗追加劑。

非營利組織“被忽視疾病藥物研發倡議組織”的北美地區執行董事

科恩指出，新型抗病毒藥物的出現是好消息，但需要加強檢測以在病患

受感染的最初幾天發現染病，因爲此時服藥可能是最有效的。

但藥物售價多少以及誰將能獲得，或是如果供應有限誰將無法獲得

，仍然是關鍵問題。

今年6月，美國同意以約12億美元向默克公司購買170萬個“莫那

比拉韋”(Molnupiravir)療程，或相當于每個療程約700美元。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新西蘭隨後鎖定了供應，泰國也在敲定最終協議。

據科學數據分析公司Airfinity估算，共有約10個國家或地區已跟默

克公司簽署協議或正進行談判。

默克公司已經向美國申請“莫那比拉韋”的緊急使用授權。該公司

預計到今年底將能生産1000萬個療程，並在明年進一步擴大供應量。

默克公司還透露，已同印度制藥商簽署協議，一旦口服藥獲得批准

使用，印度制藥商可協助爲100多個中低收入國家提供藥物。

哥倫比亞莫德納疫苗采購價是美國2倍
價格不公開是根源？

綜合報導 美國媒體近日報道了莫德納新冠疫苗“區別定價”的問

題。對此哥倫比亞衛生部長表示，“莫德納疫苗確實是哥倫比亞購買的

最貴的新冠疫苗”。

據報道，近日，美國《紐約時報》在一則報道中指出，莫德納公司

在出售新冠疫苗時對各國進行了“區別定價”。該報道稱，在包含物流

成本的情況下，莫德納疫苗在美國的售價是每劑15至16.5美元，對歐盟

國家的售價爲22.6至25.5美元，而對博茨瓦納等低收入國家的售價爲29

美元，泰國爲28美元。該報道著重指出，莫德納疫苗在哥倫比亞的售價

是每劑30美元，達到了美國售價的2倍。然而按照國際衡量標准，售價

較低國家的經狀況卻遠遠優于售價高較的國家。

對此，《哥倫比亞人報》聯系了哥倫比亞衛生部長費爾南多· 魯伊

斯(Fernando Ruiz)。盡管由于合同的保密性，魯伊斯表示不會正面回應

，但他證實，莫德納疫苗是哥倫比亞購買的最貴的新冠疫苗。

無國界醫生組織疫苗政策顧問凱特· 埃爾德(Kate Elder)指出，造成

這種新冠疫苗價格不統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各國政府不公開具體支付金

額，這使得低收入國家處于不利地位，因爲它們幾乎是完全“蒙在鼓裏

談判”。

此外，該報道還提到，莫德納制藥公司表示其正在致力于生産更多

新冠疫苗送往低收入國家，但並未提及具體售價。

哥倫比亞共向莫德納公司訂購了 1000 萬劑新冠疫苗，目前已

經收到 650萬劑，其余疫苗將在未來幾個月內運抵，具體日期尚未

確定。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多時，爲英國各地

的醫院帶來沈重壓力，部

分醫院甚至要暫停非緊急

手術。英國最新數據顯示

，有近 600 萬病人輪候入

住公立醫院，創當地有紀

錄以來新高。其中更有接

近 1 萬人的輪候時間已超

過2年。

據媒體消息，英國國

民保健服務（NHS）截至

今年8月底的數據顯示，英

格蘭有570萬病人等候入院

進行常規治療，創當地自

2007 年 8 月有紀錄以來新

高。其中有 9754人的輪候

時間超過兩年，超過4月時

2722人的2.5倍。上述輪候

時間超過兩年的病人當中

，更包括部分等候進行髋

關節、膝關節手術，或白

內障手術的患者。同時，

輪候入院時間超過52周的

患者數字爲29.2萬，較7月

時的 29.3 萬人輕微回落，

但仍較去年同期的 11.1 萬

人增長逾1.6倍。髋及膝關

節手術的輪候時間最長，

醫院評估不少患者的情況

尚不夠嚴重或不足以影響

日常生活，因此很多患者

都要經曆漫長等待。

急症室情況方面，英格

蘭公立醫院上月有 5025名

急症室患者輪候入院時間超

過12小時，創2010年8月以

來新高。近10.5萬名急症室

患者最少輪候4小時才可入

院，創單月紀錄新高。英格

蘭公立醫院急症室上月的就

診患者數字達210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的170萬人次大

幅飙升，但與前年同期相類

似。

NHS已要求英格蘭公立

醫院在2022年3月之前，安

排所有輪候時間超過兩年的

病人入院，解決輪候名單積

壓的情況。英國社會憂慮冬

天會暴發新一波新冠疫情，

再加上秋冬一向爲流感高峰

期，NHS專家敦促民衆盡快

接種疫苗和感到不適時及早

求醫，希望可減輕公營醫療

系統的壓力。

英國近600萬人輪候住院創新高：
近萬人排隊時長超兩年

波音前首席技術飛行員遭起訴：
在 737MAX 評估中欺騙聯邦機構
綜合報導 波音公司一名前首席技術

飛行員被指控犯有欺詐罪，他在該公司

737 MAX飛機的評估中欺騙了聯邦監管機

構，對機構保護乘客安全的努力造成阻礙

，爲波音公司省下了數千萬美元資金。

波音 737 MAX 曾在 2018 年 10 月至

2019年3月五個月內接連發生兩起致命的

墜機事故，導致346人死亡，引發了737

MAX系列飛機全球停飛。

法庭文件顯示，現年49歲的馬克· 福

克納（Mark Forkner）曾任波音737 MAX

首席技術飛行員，負責向美國聯邦航空管

理局（FAA）提供有關737 MAX機型“真

實、准確和完整的信息”，供FAA進行評

估，並最終由 FAA 飛行標准化委員會

（FSB）准備和發布報告。這份報告中的

信息將作爲所有美國航空公司訓練飛行員

駕駛737 MAX飛機的依據。

然而得州一個大陪審團在起訴書中指

控稱，在FAA對波音737 MAX實施評估

審查時，福克納向該機構提供了該型飛機

新部件——機動特性增強系統（MCAS）

“嚴重虛假、不准確和不完整的信息”。

具體而言，在2016年11月前後，福克

納發現了MCAS的一個重要變化，但他向

FAA隱瞞了這一信息。福克納的欺騙導致

FSB公布的關鍵報告中沒有提及任何涉及

MCAS系統的信息，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

手冊和飛行員培訓材料也錯失了MCAS的

關鍵信息。這意味著波音公司的客戶在支

付數千萬美元購買飛機時，被剝奪了飛機

飛行控制關鍵部件的重要信息。

MCAS旨在防止在起飛爬升、襟翼縮回

或低速飛行等特定狀況時引發失速，當飛機

處于陡峭轉彎、低速及襟翼縮回飛行時，它

會自動將機頭下壓。MCAS系統被認爲與波

音737 MAX兩起墜機事故有關，在獅航事

件的初步調查結果表明，MCAS可能收到了

錯誤的迎角傳感器數據並導致失控。

目前，福克納共被指控6項罪名，包

括在州際貿易中涉及飛機部件的兩項欺詐

罪名，以及四項電信欺詐罪名。福克納預

計將于當地時間15日在得州沃斯堡首次出

庭。如果罪名成立，他在每一項電信欺詐

罪名上將面臨最高20年監禁，並在每一項

州際貿易中涉及飛機部件的欺詐罪名上面

臨最高10年監禁。

路透社稱，針對美國政府公布的這項

指控，波音公司、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拒

絕置評，福克納律師暫時沒有回應。

得州北區代理檢察官查德· 米查姆

（Chad E. Meacham）表示，爲了節省波

音公司的資金，福克納對監管機構隱瞞了

關鍵信息。他對FAA造成誤導，削弱了該

機構保護飛機乘客的努力，並讓飛行員陷

入困境。“司法部不會容忍欺詐行爲，尤

其是在高風險的航空領域。”

“那些爲了個人利益或商業利益而欺

騙安全監管機構的人是不能原諒的，”美

國交通部監察長埃裏克· 索斯金（Eric J.

Soskin）說。“我們會堅定不移地與我們

的執法和檢察夥伴合作，追究那些危及生

命的人的責任。”

在2018年和2019年接連發生兩起墜機

事故後，波音737 MAX被FAA停飛19個月

。在波音對737 MAX系列飛機進行了全方

面的大修後，FAA在去年11月解除了停飛

令，認可波音在飛行操作軟件和飛行員培訓

要求方面的改進，受其管轄的航空運營商在

完成新的合規要求後可以複飛這一機型。

今年8月26日，印度民航局在表示，

波音737 MAX在進行必要的安全改裝後，

允許在印度領空飛行。另據新加坡民航局

（CAAS）9月6日消息，新加坡航空監管

機構將解除波音737MAX在新加坡進出的

限制，批准波音737 MAX恢複運營。

即便如此，波音737 MAX給該公司帶

來的陰霾仍遠未結束。彭博社今年9月8

日透露，波音公司董事會將面臨股東的訴

訟，指控他們未能妥善處理第一起波音

737MAX墜機事件，在該機型後期的研發

和安全問題上並未重視，導致第二起墜機

事件的發生，使得公司股票大跌，股東損

失超過200億美元。

“這是一種暴行” 喀麥隆警察射殺5歲女孩
抗議者動私刑將槍手打死

綜合報導 喀麥隆國防部表

示，在喀麥隆西南區首府的一

個檢查站，一名警察開槍打死

一名5歲女孩，隨後抗議人群

對他處以私刑。

報道稱，這名女孩的死亡

在布埃亞引發了抗議活動，抗

議者將她的屍體擡到州長辦公

室前。城鎮也傳出了零星的槍

聲，不過還不清楚是誰在開槍

。

喀麥隆國防

部在一份聲明中

稱，因爲一名司

機拒絕在檢查站

停車，並試圖與

讓他停車的警察

拉開距離，“警

察作出了不恰當

的反應，顯然是與司機無禮行

爲不相稱的舉動，一名警察鳴

槍示警，以阻止車輛行駛。但

在這個過程中，車上一名5歲

的小學生Caro Louise Ndialle頭

部中彈身亡。”隨後，一群人

襲擊了這名警察並打死了他。

喀麥隆國防部補充說，已經

對這兩起死亡事件展開調查。

數百名當地居民走上布埃

亞街頭，一些人舉著表示和平

的樹枝，其他人則揮舞著500

非洲法郎的紙幣（0.88美元）

，他們說這是警察開槍前向女

孩父母索要但被拒絕支付的索

賄金額。一些人稱，這起事件

是高度軍事化的安全部隊騷擾

當地居民事件中的一起。

一名抗議者稱，“他們所做

的就是恐嚇人們。如果你有身份

證，那就有問題了。如果你沒有

身份證，那也是個問題。”

地區州長辦公室承諾會迅速

采取行動，試圖安撫遊行到他辦

公室的人群。州長稱，“一個孩

子在上學的路上爲什麽被殺？請

放心，那些幹這事的人會付出代

價的。這是一種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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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報導，川普在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
地區法院提出的訴訟中主張，聯邦眾議院 「1
月 6 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Jan. 6th
Select Committee）索取的資料，含在一個稱為
「行政特權」的法律原則之內，而行政特權保

障白宮官員間一部分溝通的機密性。
川普的律師賓納爾（Jesse Binnall）在訴訟

中寫道： 「就廣度與範疇而言，委員會提出的
要求堪稱前所未見，沒有任何正當的法律目的
。」

許多法律專家說，前總統川普無法合法地
以行政特權來阻止眾院委員會索取文件與證詞
。

今年1月6日，大批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
聯席會議，試圖打斷議員認證民主黨籍的拜登
贏得2020年總統大選。川粉最後沒有成功阻撓
拜登入主白宮，目前有600多人還面臨刑事指
控。

川普也因此遭到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彈劾
，指他在1月6日當天稍早前於集會上的演說
，煽動民眾攻擊國會大廈。然而，川普最後獲
參院裁定無罪。

本月稍早，拜登授權保有川普執政時期紀
錄的國家檔案局 （National Archives）繳交第

一批特別委員會要求的文件。
根據川普的訴狀，由於國家檔案局表明將

在下月向國會繳交相關文件，川普於是要求法
院發布禁制令來阻擋程序。

前國會律師史登（Michael Stern）說，川
普可能以拖延戰術阻撓特別委員會的調查工作
。

史登說： 「如果他願意付錢聘僱律師，川
普可以拖延一段時間，讓委員會暫時拿不到紀
錄。」

1 月 6 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也發布
傳票，要求川普的顧問提供證詞，包括川普的
策士巴農（Steve Bannon）。

巴農已表明，在川普的行政特權主張獲得
法院解決，或與特別委員會協商化解之前，他
不會提供證詞。

委員會上週表示，將正式要求美國司法部
以巴農藐視傳票，對他提出刑事指控。

委員會同時也向其他官員發出傳票，包括
前司法部官員克拉克（Jeffrey Clark）、川普前
幕僚長梅多斯（Mark Meadows）、副幕僚長史
卡維諾（Dan Scavino），以及前國防部官員巴
特爾（Kash Patel）。

不讓1月6日國會暴動紀錄曝光 川普告國會委員會

新加坡最新的擴大鬆綁政策，始於上個月
為德國、汶萊兩國已接種疫苗的旅客建立旅遊
通道，現在進一步放寬給來自美國、加拿大、
英國、丹麥、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與荷蘭的
旅客。

新加坡航空表示，自阿姆斯特丹、倫敦、
洛杉磯、紐約起飛，預定今天抵達的班機，都
適用這項政策。

新加坡航空告訴法新社： 「我們看到對疫
苗接種者旅遊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班
機的需求強勁。需求橫跨各艙等，旅遊目的包
括休閒、家庭旅遊、商務旅遊等。」

經這項計畫抵達新加坡的旅客，若已完整
接種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且在出國和抵達新加坡時篩檢都呈陰性反應，
到星國後將不必隔離。這項規定自11月15日也

適用來自韓國的旅客。
為利家庭旅行，新加坡允許12歲以下未

施打疫苗的兒童，在符合這項政策規定者的陪
同下入境。

新加坡一開始藉由封閉邊境、實施不同強
度的封鎖、追蹤密切接觸者等方式抗疫，但隨
著超過8成人口完整接種疫苗，有關當局迫切
希望重振經濟。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9 日宣布 「與 COV-
ID-19共存」一系列措施時說： 「新加坡不能
持續封鎖並無限期關閉。」

新加坡是數以千計跨國企業的區域辦公室
駐點，仰賴新加坡身為商業與航空樞紐的地位
維持營運。

分析家表示，新加坡的接種者旅遊通道政
策，也可望為受疫情重創的航空和觀光業注入

一劑強心針。
新加坡聯昌國際私人銀行（CIMB Private

Banking）區域經濟學家宋誠煥（Song Seng Wun
）表示，疫情爆發前，觀光業收入約占新加坡
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

他告訴法新社： 「過去每個月旅客達到160

萬人次，機場在疫情前每天要處理超過1000個
航班，現在每天只有300多個航班。」

新加坡旅遊局的統計顯示，國際旅客人數
從2019年創紀錄的1910萬人，下降到去年不到
280萬人。

英美8國完整接種疫苗者 入境新加坡免隔離 根據《CNN》報導，鮑爾的遺孀Alma Powell，也在本月份檢測中發現確診新冠肺炎，但是熟悉
內情的人士透露，她的症狀輕微，在Walter Reed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治療後，已經返家休養。

很明顯美國前國務卿鮑爾以及他的太太Alma Powell，都是突破性感染的患者。根據美國疾病管
制與治療中心（CDC）截至10月12日的統計，全美共有超過7000例突破性感染的病例。同時，全
美完整接種疫苗者則有1億8700萬人，平均26000個完全接種疫苗的患者中，僅有1人染疫去世，比
例僅0.004%。

另根據美國CDC數據，在不幸染疫死亡的突破性感染病例中，有85%病例在65歲以上；有57%
是男性。

CDC另外指出，整個8月期間，未接種疫苗的成年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比例是已接種疫苗成年人
的11倍。在高者中，這個比例略微降低了一點，在超過80歲以上的族群中，在8月未接種疫苗患的
死於新冠肺炎風險，是已接種疫苗者的5倍。

都打了2劑疫苗 美前國務卿鮑爾染疫過世 遺孀也確診

「華爾街日報」報導，2007年，比爾．蓋茲（Bill Gates）擔任微軟總裁及全職員工時，曾以電子郵件與一名
女性工作人員調情，還約對方在下班時間見面。

翌年，微軟得知這些電郵的存在，高級主管對蓋茲說，這些電郵很不恰當，必須停止。
報導提到，蓋茲承認自己的行為，也承諾不會再犯。微軟董事會知道此事後，未採取任何行動，因為蓋茲與

這名女員工之間並無任何肢體接觸。
微軟發言人接受法新社訪問時證實了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除此之外不多加說明。
美聯社提到，蓋茲的個人辦公室以書面聲明稱 「指控不實，是從並無第一手資訊的消息來源再造的謠言，而

這些消息人士在某些情況下存有重大利益衝突」。
蓋茲於2008年卸下總裁職務，但直到去年3月仍是董事會一員。他在全球富豪榜上一直名列前茅，與妻子梅

琳達（Melinda）去年5月宣布離婚，結束27年的婚姻。

比爾蓋茲爆13年前情事 與女員工電郵調情被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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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縮短入境隔離時間
巴厘島等地重開國際旅遊

綜合報導 印尼旅遊勝地

巴厘島和民丹島、巴淡島所

在的廖內群島，14日起恢復

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0多個國

家的遊客開放。國際遊客可

直接入境巴厘島和廖內群島

旅遊。

受新冠疫情影響，包括

巴厘島在內的印尼旅遊景區

自去年8月起禁止境外遊客

直接入境旅遊，僅允許已經

身處印尼境內的外籍遊客前

往。

以旅遊為最主要支柱產

業的巴厘島經濟因此遭受重

創，大量酒店、商店關門歇

業，大批旅遊從業人員失業

。印尼政府數度規劃重啟國

際旅遊，無奈因疫情反復均

無果而終。

近一個多月來，印尼疫

情持續緩解，該國政府重啟

巴厘島和廖內群島國際旅遊

，以求逐漸復蘇旅遊業。

印尼媒體當天援引該國

海洋與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

的通報報道稱，從14日開始

允許中國、印度、日本、韓

國、新西蘭、意大利、法國

、西班牙、葡萄牙、挪威、

瑞典、波蘭、匈牙利、列支

敦士登、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

林和科威特19個國家的旅客

直接入境巴厘島和廖內群島

旅遊。

印尼政府規定，入境

旅客必須完成第二劑新冠

疫苗接種滿 14 天；須購買

價值不低於 10 萬美元的醫

療保險；入境後須在指定

酒店自費隔離5天。經新冠

病毒檢測合格後方可進行

旅遊。

同日，印尼政府宣布

將入境旅客強製隔離時間

由 8 天 7 晚縮短至 5 天 4 晚

，該規定適用於包括印尼公

民在內的所有經海陸空渠道

入境者。

印尼官方 14 日下午通

報，該國過去 24 小時內新

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053

例，累計確診 4232099 例；

新增死亡 37 例，累計死亡

142848 例。其中，巴厘島

新增確診 42 例、新增死亡

2例。

中國駐菲使館向菲達沃市政府捐贈10輛抗疫車輛

綜合報導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官網消息：中國駐菲使館向菲律賓

達沃市政府捐贈10輛國産抗疫車輛

，包括 4輛救護車和 6輛小型客運

汽車。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與達沃

市副市長塞巴斯蒂安(代表感染新

冠隔離中的莎拉市長)共同出席線

上交接儀式。

黃溪連表示，當前，菲律賓疫情

形勢依然嚴峻，變異病毒傳播給民衆

生命健康帶來了嚴重威脅。爲幫助達

沃市提高病患轉運效率，挽救更多患

者生命，中國使館特向達沃市政府捐

贈10輛中國産車輛，包括4輛救護車

和6輛小型客運車。期待這些車輛的

投入使用將會助力達沃市政府抗疫工

作，給達沃患者和家庭帶來更多幫助

和希望。

黃溪連表示，自疫情暴發以來，

中菲始終守望相助、命運與共，構建

了更加緊密的新時期夥伴關系。今年

8月，習近平主席在同杜特爾特總統

通電話時表示，中方將繼續同菲方加

強抗疫合作，爲菲方抗擊疫情提供力

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中方一向對朋

友重信守諾。目前，中國已累計向菲

提供4000多萬劑疫苗，穩居菲最大

的疫苗來源。我也高興地通報你，爲

幫助菲政府和人民抗疫，中國政府決

定再次向菲捐贈100萬劑科興新冠疫苗

，這些疫苗可望近期運抵菲，爲菲早

日完成全國疫苗接種計劃提供助力。

黃溪連表示，當前，在雙方共同

努力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同菲

“大建特建”規劃對接不斷取得重要

成果，爲兩國人民帶來切實紅利。達

沃河橋梁、達沃-薩馬爾島大橋、達

沃快速路一期等項目都在有序推進。

中菲友好合作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

根本利益。中國使館願繼續爲達沃市

政建設和民生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

助，更多惠及當地民衆。黃大使並祝

願莎拉市長早日康複。

塞巴斯蒂安表示，我謹代表莎拉

市長及達沃市政府和人民對中國使館

的慷慨捐贈表示由衷感激。在此抗疫

困難時刻，中國使館捐贈的車輛將大

大改善達沃市公共運輸體系和病患轉

運效率。長期以來，中方爲達沃市改

善民生與市政建設提供了大量寶貴支

持，我對此深表感謝。同中國這樣的

好鄰居相處是一種非常美妙的體驗，

希望我們之間緊密的夥伴關系不斷深

化，攜手開創充滿希望的明天。

日衆院大選17天分勝負！
岸田“趁熱打鐵”勝算更高？

日本朝野政黨在衆院解散後實際上

進入選戰狀態，朝野政黨將在二戰後最

短的17天內決戰分勝負。除了新冠疫情

對策和今後的經濟政策將成爲爭論點之

外，持續了近9年的安倍和菅義偉兩屆

政府的政治姿態也將經受考驗。首相岸

田文雄表示，決心取得自民和公明兩黨

的勝利並繼續執政。立憲民主黨黨首枝

野幸男則呼籲給“自民黨獨大”政治

畫上句號。

二戰後最短決戰！
衆院大選17天分勝負
日本衆議院14日正式被解散、31日

投計票。衆議院大選攸關執政權，自民

黨與公明黨聯盟能否繼續執政，或是在

野黨最終能否促成政黨輪替，朝野政黨

將在二戰後最短的17天內決戰分勝負。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執政黨內

原本以“10月26日公告、11月7日投開

票”進行協調，但首相岸田文雄最後決

定提前一周舉行衆議院大選。衆議院從

14日解散到31日投開票僅17天，創二戰

以來最短紀錄。

根據《讀賣新聞》4日到5日所做民

調，岸田支持率約56%，比前首相菅義

偉內閣末期的31%提升不少，執政黨內

希望在岸田內閣“慶祝行情”尚未崩盤

前，完成衆議院大選。

另外，岸田還考量趁新冠疫情趨緩

的時候完成改選，這也成了提前投開票

主因之一。自民黨內多數意見認爲，

“只要疫情複燃的話，支持率就會立刻

下滑”。

分析稱，前首相安倍晉三曾在2014

年及2017年，以“短期決戰”的方式贏

得衆議院大選，讓岸田也想複制安倍的

成功經驗。

岸田展現必勝決心
朝野加強對決姿態
關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解散衆院的

決定，執政黨日表示支持，自民黨國對

委員長森山裕稱“這是極爲妥當的決

斷”；在野黨則批評稱，就任首相短短

的時間內圍繞金融收入征稅等的主張就

出現動搖，朝野面向這場政治決戰加強

了對決姿態。

岸田晚間在官邸舉行記者會，表示

將在疫情應對和經濟對策上做到萬無一

失。他把大選稱爲“選擇未來的選舉”

，提出勝敗分界線是執政黨取得過半數

議席。此外還表示“不能將這個國家交

給在野黨”。

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幹事長福山哲郎

接受采訪時回答稱：“對金融收入加

強征稅等發言出現動搖是什麽原因？

不說明理由的話，國民無法接受。希

望在衆院選舉中圍繞搖擺不定的首相

與堅定的立民黨黨首枝野幸男的對決

做出選擇。”政調會長泉健太在記者

會上指出：“首相的勢頭暗淡、後繼

乏力。這是無計可施的解散。”

共産黨書記局長小池晃接受采訪

時也強調：“短短 3天的國會審議，

就暴露出首相搖擺不定的姿態。將在

衆院選舉中呼籲托付給在野黨聯合政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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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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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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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明加實減 派花紅兩極化
平均漲1%扣通脹變負0.4% 金融服務業好景零售凍薪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香港經濟，

不同行業受到的影響各異。香港人力

資源管理學會對今年薪酬趨勢進行調

查，結果顯示今年整體勞動市場平均

加薪 1%，但扣除通脹後卻錄得負

0.4%，反映打工仔薪酬跑輸通脹，

是十年來首次。然而，行業派發花紅

的市況則呈兩極化，金融服務業平均

派5.97個月的非固定花紅；零售業則

凍薪。展望明年，整體加薪 3%，反

映“控關”仍為本地經濟帶來不穩定

因素，企業抱持審慎態度，學會希望

政府繼續推出紓困措施幫助商界及勞

工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整體平均薪金調整趨勢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百分比

4.5%
4.4%
4.3%
4.3%
3.5%
3.3%
3.2%
3.6%
1.4%
1%

2021年基本薪金調整
（按行業計算）

行業

整體

金融服務

貿易

建造

製造

銀行

非政府機構
/法定機構
物業發展/管理

船務/運輸/物流

公用事業

酒店/餐飲

零售

年份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百分比

1.4
1
1.7
7.9
0.1
2.8
1
2.7
2.2
2
2.2
1.4
2
1.4
2.1
0.8
1.8
0.8
0.9
0.5
/
0.2
0.6
0

非固定花紅金額
（整體勞動市場）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相當於月薪

1.65
1.37
1.56
1.77
1.59

今年按行業劃分的非固定花紅
行業

金融服務
銀行
貿易
公用事業
船務/運輸物流
製造
電訊
酒店及服務業
物業/管理

資料來源：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芷欣

相當於月薪

5.97
2.62
1.79
1.33
1.29
1.07
1.01
0.92
0.85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於今年1月至9月
期間進行“2021年薪酬趨勢調查”，

訪問來自16個不同行業的115家機構，涵蓋
全職僱員人數合共162,800人。當中105間受
訪機構回交的數據顯示，今年僱員整體平均
基本薪酬調整幅度為1.0%（加權平均數），
較上年的1.4%為低。扣除今年首8個月的平
均通脹率1.4%後，實質基本薪酬調整為負
0.4%，十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金融均派5.97月非固定花紅
65.7%參與調查的員工今年遭凍薪，加

薪的僱員只佔34.3%。按員工職級，資深員
工加薪幅度最高，達1.5%；最低為一般僱
員，僅0.9%。其中金融行業基本薪金加幅在
所有調查行業中最高，高達7.9%，平均派
5.97個月的非固定花紅；零售業則凍薪。

調查又發現，僅有37%機構表示明年為
僱員加薪，6%機構明年將凍薪，57%機構
則尚未決定是否加薪。根據預期，明年1月
至4月加薪的機構數據，學會預計他們明年
平均加薪幅度為3%，與疫情前2018年平均
薪酬加幅3.2%相差不遠。

專家：疫情“控關”企業審慎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孔于人表

示，今年平均薪酬加幅僅1%，反映Delta變
種病毒仍為本地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企業
在考慮加薪時抱持審慎態度。孔于人對於今
年1%的加薪幅度，不感驚訝，認為疫情之
下再加上未能正常通關，今年在消費券的幫
助下有 1%加幅不算差，“對比 2003 年
SARS（沙士）嘅時候，亦都係1%左右，今
年1%講得過去。”

孔于人認為，明年3%的預期平均加薪
幅度合乎學會的預測，顯示隨着疫情日益
受控，本地經濟正逐漸復甦。孔于人對明
年市況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他表示調查
中亦有四成公司對明年經濟展望持樂觀態
度，“佢哋覺得在疫情防控下，比較有機
會在不遠的將來（正常）通關，所以佢哋
認為明年會比今年好好多。”

孔于人希望政府推出更多紓困措施幫
助商界及勞工界，同時期望盡快正常通
關，令香港經濟盡快恢復正常。

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表示，
金融行業受疫情影響比較低，故今年薪酬看
俏，“金融業只有今年年頭無疫苗嘅情況
下，凍薪情況比較多，之後好快回復。”與
其他行業相比，金融行業的確加薪方面比較
好，“行業內自己有人挖角，要轉工時通常
會要求10%至15%的薪金加幅，但之前金融
行業最火熱的幾年，薪金加幅兩三成比比皆
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恩璣）不少打工仔在過
去一年多以來，“飯碗”因為新冠疫情受到不同
程度影響，當中以旅遊、航空及飲食業尤為嚴
重，甚至一度出現裁員潮。勞聯最新調查顯示受
訪者過去兩年普遍經歷減薪、凍薪、裁員，被減
薪幅度高達23.9%，同時勞工福利也大幅縮減，生
活壓力卻不斷提升。隨着疫情逐漸穩定香港經濟
開始復甦，不少行業的僱員對薪金調整的期望日
益增加。根據過往數據，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
城市之一，而美國《2020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城
市》的報告中，香港更成為全球最過度勞累城
市。過去10年香港GDP增長近40%，但工資增長
不足14%，勞聯建議僱主與僱員分享經濟成果，
倡明年加薪幅度不少於6%。

過去11年香港僱員生活壓力有增無減，本地
私人住宅的租金指數持續向上攀升，累計升幅高
達32.5%，住屋開支佔據了家庭開支最大部分，達
39.3%。但另一方面香港除是全球長工時的前列城
市外，在美國《2020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城市》的
報告中，香港更成為全球最過度勞累城市。這反

映香港現行的勞工政策失效，長工時和高強度的
工作未能改善勞工收入。

70%受訪者凍薪
勞聯於今年6月至9月展開每年一度的“薪酬

趨勢及期望調查”，成功訪問2,512名來自不同行
業的僱員，18日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15%受訪
者今年度獲加薪，平均加幅5.9%；另有15%受訪
者被減薪，減幅高達23.9%；70%受訪者被凍薪，
可見普遍受訪者均受到經濟下行的影響。

對於來年的薪酬調整期望，最多受訪者(26%)
認為應根據工作表現決定薪酬，只有7.2%受訪者
認為明年薪金會維持不變，而高達63.24%受訪者
認為來年會加薪。在考慮合理的薪酬調整因素
後，最多受訪者（34%）認為明年加薪4%至6%
是合理水平，而平均的合理加薪幅度為4.95%。

勞聯主席林振昇表示，去年疫情嚴峻期間，
不少僱員被迫接受無薪假、減少工時、減薪等安
排。如今疫情逐漸穩定、經濟回穩，希望可以分
享經濟成果，及追回通脹維持生活質素。“希望

政府起帶頭作用，令企業及僱主跟隨加薪。”

工資長期落後GDP增長
隨着香港經濟逐步復甦，今年第二季GDP

按年增長7.6%，統計處預測全年香港整體GDP
實質增長為5.5%至6.5%。然而，香港僱員的工
資長期落後於GDP增長，2011年本地生產總值
19,344.3億元，2020年則增至26,885.3億元，升
幅高達 38.98%，但 2011 年第二季至 2021 年第
二季的實質平均薪金指數累計升幅僅為
13.6%。

勞聯秘書長周小松指出，十年間GDP增幅與
工資增長相差甚遠，與分享經濟成果的目標背道
而馳。另一方面隨着疫情穩定，很多行業也表示
人手緊張，加薪可以為企業挽留人才。

勞聯並收集過去一年香港的通脹數據、本地
生產數據、實質平均薪金指數，亦比照各行業第
二季盈利、本地租金指數等，經綜合分析後，勞
聯認為僱員需獲合理薪金升幅，才得以維持生活
水平，建議明年加薪幅度不少於6%。

港工時收入失調 勞聯倡明年加薪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2021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零售行業基本薪金加
幅為0%，基本是凍薪甚至有減薪情況出現。有業界人士表
示，不少店舖生意大減，從業員凍薪情況已經成為常態。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理事長蔡宗建表示，零售行業
情況與研究結果差不多，大多數從業員有凍薪情況，亦有
減薪情況出現，“整體行業大致有一兩成人出現減薪情
況。”蔡宗建表示，零售業人員的收入主要依靠銷售額中
獲得的花紅及獎金，“好似電器連鎖店個啲，賣一千蚊
（港元，下同）嘢會有50蚊收。”如從花紅獎金等去看，
從業員基本普遍是減薪情況。“佢哋家每個月花紅獎金
基本冇咗，呢啲先係大頭。”

蔡宗建表示，受疫情以及未正常通關的影響，好多人
不會出來消費，店舖收入減少，僱員基本全部收入亦會減
少，“之前啲人出來行街會消費，返去內地都會買啲嘢帶
返去，家有人話店舖連銷售單都冇得開，咁僱員就肯定
冇錢收。”

他表示，曾經有在比較出名的保健品店上班的員工向
總會求助，因店舖生意慘淡，需要與其他員工輪流上班，
以致收入大減，“佢哋輪流返工，求助人有時就返半個月
左右，冇返足夠，收入從之前嘅萬三四（蚊），去到家
只有七八千（蚊），收少咗差唔多一半，家好慳，亦都
幾慘。”

零售業嘆凍薪已成常態
●孔于人表示疫情仍對本地經濟帶來不穩定
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今年整體勞動市場平均加薪香港今年整體勞動市場平均加薪11%%，，但扣除通脹後卻錄得負但扣除通脹後卻錄得負00..44%%，，打工仔薪酬十年來首次打工仔薪酬十年來首次
跑輸通脹跑輸通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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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精障者犯罪引發社會擔憂，司
法院提案刑事訴訟法修法增 「緊急監護」制度
，法務部有不同意見。

法務部長蔡清祥今晚邀司法院秘書長林輝
煌會談，2人會前都表達盼有共識，完備社會
安全網。

蔡清祥於會談前指出，針對司法院所提出
的刑事訴訟法草案，雙方進一步溝通意見，其
實雙方目標一樣，希望能符合人民期待，讓有
精神障礙的犯罪嫌疑人能夠早日獲得醫療，不
能在外面趴趴走；因想讓法制面修訂的更周全
一點，也許雙方各有意見堅持，但因目標一致
，應很容易達到共識。

林輝煌則說，司法院非常關心社會安全網
的建構，希望能夠儘速讓它完成，讓國民能安
心度日，期待雙方今天能夠化解歧見，達成共
識。

司法院為讓精障者能夠得到妥善醫療，保
障人權，完備社會安全網，還給國人安全安心
的生活環境，擬具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目前
正在立法院審議中。

司法院所提刑訴法修正草案中推 「緊急監
護」制度，偵查中檢察官得聲請，審理中於判
決前檢察官得聲請或法院得依職權，由法院裁
定1年以下的 「緊急監護」期間；若需延長，

需由法院裁定，每次不得超過6個月， 「緊急
監護」期間累計不得超過5年。

會修法的原因，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之前
提及，以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嘉義車站遭罹患思
覺失調症鄭姓男子刺死為例，雖然可判監護5
年，但判決沒有確定，無法執行，也不能羈押
，為了補這個漏洞，司法院提出緊急監護制度
，法官基於保護被告或緊急性，沒辦法馬上判
決確定、執行，可以經檢察官聲請或法官職權
認定後下裁定，對被告施以緊急監護處分。

不過，有學者認為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
規定，法院對於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
人，認為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先以裁
定宣告保安處分；此規定未待判決確定，就以
裁定方式將人 「監護」關起來，有違憲之虞。

法務部主管保安處分執行法，並認為確有
違憲之虞，傾向刪除第4條規定，也正在商討
有無修正可能。

此外，司法院的草案規定，法官於審判中
若認為精障犯有必要強制住院，可裁定緊急監
護， 「由檢察官執行」；法務部則認為，到了
審理期間，檢察官跟精障犯一樣都是訴訟當事
人，接到法院裁定後，又要負責執行監護，角
色混亂，認為應由法院執行較妥適。

精障犯罪修法意見不同 法務部、司法院找共識

（中央社）網紅小玉疑涉AI換臉造假影片
，引發熱議。法務部今天說，此將危害民眾權
益鉅大，從破壞名譽、假冒身分、影響金融市
場，到操縱民主選舉結果，將朝加重刑責方向
修法予以嚴懲。

法務部官員指出，近日刑事警察局查獲
「AI換臉」造假影片，此種Deepfake深度偽造

影片透過網路流傳，讓假訊息散布，影響層面
甚廣，從破壞個人名譽、恫嚇、假冒身分、詐
欺、破壞商譽、影響金融市場，到操縱民主選
舉結果，其破壞社會秩序、危害民眾權益鉅大
，有鑑於此，將加速修法腳步，朝向加重刑責
方向修法，以嚴懲不法。

官員提及，目前深度偽造影片在網路流傳
的犯行，現行法可能涉及刑法的妨害風化、妨
害名譽、恐嚇、詐欺、妨害信用、妨害農工商
等罪及違反選舉罷免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著

作權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
對此，法務部已責成台灣高等檢察署督請

所屬檢察機關視具體個案情節依法究辦外，並
指揮警、調人員持續加強查緝，溯源深入追出
製作及散播涉及刑責之深偽影片來源，全力遏
阻此類犯罪行為。

官員也藉此呼籲民眾，對於深偽影片應多
加辨識，勿再轉傳，更要以行動共同唾棄此種
以低劣手段而破壞網路安全的行徑，若涉及刑
責，執法機關一定會速查嚴辦。

法務部將加快修法腳步，除先前已積極研
修有關涉及性私密影像之修正草案仍持續進行
外，並將深偽影片的犯罪態樣，廣泛蒐集外國
立法例及各界意見後，納入通盤考量，並提供
各相關主管機關一併參酌，務求儘速完成相關
法制作業，以確保民眾權益及維護安全且乾淨
的網路使用環境。

AI換臉影片危害大 法務部：修法加重刑責

（中央社）高雄城中城大火，當天後送43名
傷患（含2消防員）至13家醫院，高市府衛生局
今晚表示，目前已有16名傷患康復出院，27名住
院傷患中則有11人仍在加護病房，持續接受治療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晚間發布新聞稿說明，城
中城大樓14日大火，全市25家急救責任醫院急
診均啟動大量傷病患應變機制，待命收治傷患；
經消防局現場搶救，分別後送43名患者至13家
醫院，其中14人收治加護病房、29人收住一般病
房。

衛生局表示，目前在各大醫院醫療團隊悉心

照護下，累計已有 16 名患者康復出院；目前 27
名住院患者有11人仍在加護病房、16人住一般病
房，分別於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
阮綜合醫院、國軍高雄總院與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小港醫院8家醫院持續接受治療。

另針對這次事故多為程度不一的吸入性嗆傷
患者治療方針，市長陳其邁也指示衛生局密切與
醫療專家諮詢小組討論病情，並建議各醫院採行
支氣管鏡肺泡灌洗，以改善支氣管內積碳情形，
緩解患者呼吸窘迫等不適症狀。

城中城大火16人康復出院 仍有11人住加護病房

（中央社）嘉義縣戴姓男子今年5月大量購
買 75%酒精，每瓶 45 元的酒精轉手賣，以每瓶
299元不等價格在網路拍賣平台販售，不法獲利
逾35萬元，嘉義地檢署今天偵查終結依法起訴戴
男。

嘉義地檢署今天發布的起訴書指出，戴姓男
子（44歲）明知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情嚴峻時，民眾對於75%酒精需求迫切，
竟藉機哄抬價格，在今年 5 月起大量購買台糖
75%酒精。

檢方表示，全案由嘉義縣調查站配合嘉義縣
衛生局和消保官等人在今年6月前往戴姓男子的
倉庫稽查，現場查扣到1200瓶台糖75%酒精。

檢方調查，戴姓男子以每瓶新台幣45元購買
75%酒精，並透過網路拍賣平台販售，每瓶標售
299元不等的價格，不法獲利逾35萬元。

戴姓男子在偵查庭上否認哄抬價格，強調他
向台糖公司進貨時疫情平緩。

戴姓男子供稱，當初進貨時是用現金購買，
但在網路販售時有提供刷卡服務，網路標售的價
格是加上人事成本、運輸成本、車輛的損耗等，
另外299元商品組是免運費還附加贈品。

檢方認為，如果戴姓男子未大量全面收購，
消費者可以在其居住地就近以原價45元購買到酒
精，因戴男的大量收購和囤貨，導致消費者必須
負擔運費和網路業者的手續費才能向戴男購得重
要防疫物資，不採信戴男的說詞。

檢方強調，戴姓男子在疫情嚴峻之際，僅為
己身利益大肆收購防疫物資，導致價格上漲，嚴
重妨害防疫，依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將戴姓男子提起公訴。

涉哄抬防疫物資不法獲利逾35萬 網路賣家遭起訴

（中央社）法務部研議協助收容人逐步施打COVID-19疫苗，矯正署今天說，統計全台5.3
萬名收容人，有3萬3000餘人已登記意願接種，近期配合指揮中心提供之疫苗廠牌，進行疫苗
接種作業。

外界關心有關收容人接種疫苗問題，法務部之前表示，將依指揮中心指示，以重大傷病、
高風險、高齡者等為優先，研議協助登記或造冊逐步施打，以維護收容人健康。監所防疫措施
做得好，到目前為止還是零確診。

矯正署今天表示，已完成收容人接種COVID-19疫苗意願登記，經統計有意願接種者共計
3萬3000餘人，疫苗種類部分，大多數人是全部勾選，並回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近期配
合指揮中心提供之疫苗廠牌進行疫苗接種作業。

3.3萬收容人已登記意願 將接種COVID-19疫苗

民團提民團提44大修憲訴求大修憲訴求 盼促成與朝野對話盼促成與朝野對話
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公民憲政推動聯盟1919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提出降低修憲門檻提出降低修憲門檻、、1818歲公民權歲公民權、、國會選制改革國會選制改革

、、新增人權條款等新增人權條款等44大優先修憲訴求大優先修憲訴求，，呼籲執政黨盡心看待此次修憲契機呼籲執政黨盡心看待此次修憲契機，，並期盼促成朝野並期盼促成朝野
與公民團體對話空間與公民團體對話空間。。

蘇貞昌立法院受訪蘇貞昌立法院受訪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中中））1919日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發言人羅秉成日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發言人羅秉成（（左左））及祕書長李孟諺及祕書長李孟諺（（右右））

陪同陪同，，前往立法院提出前往立法院提出 「「111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報告報告，，並於會前接受媒體聯訪並於會前接受媒體聯訪。。

教團籲修旋轉門條款教團籲修旋轉門條款 禁教部退休官員轉任私校禁教部退休官員轉任私校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1919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呼籲制定禁止教育部官員離退後至私校擔任呼籲制定禁止教育部官員離退後至私校擔任 「「各種各種

有給職有給職」」 的旋轉門條款的旋轉門條款，，以杜絕私校門神以杜絕私校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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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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