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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拜登政府一名高階官員表示，近
90國加入美國和歐洲聯盟為首的一項協定，目標
是在 2030 年以前，將全球甲烷排放量降至比
2020年水準減少30%，以對抗氣候變遷。

路透社報導，這項聯盟將在今天稍晚正式推
出。

甲烷是僅次於二氧化碳的第2大溫室氣體。
甲烷吸熱能力高於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分解的速
度也較快，這意味減少甲烷排放，能對抑制全球
暖化產生快速影響。

「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
）於今年9月首次宣布。根據拜登政府官員，全
球甲烷排放量前30大國家當中，半數已經加入。

今天將公布的新簽署國包括巴西，巴西為全
球5大甲烷排放國之一。

同為全球5大甲烷排放國的中國、俄羅斯和
印度都尚未簽署這項協定。根據路透社先前的報
導，這些國家都被列入參加這項協定的目標名單
中。

這項協定9月首次公布時，簽署國家並不多
，美國和歐盟想方設法讓全球甲烷排放大國加入
這項協定。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
議（COP26）之前，美國和歐盟透過最後外交手
段推動下，上週為止也只有約60個國家簽署。

儘管這並非聯合國正式談判的一部分， 「全
球甲烷承諾」仍可能是 COP26 最重大的成果之
一，因為這項協定對延緩災難性氣候變遷的發生
具有潛在影響力。

全球甲烷承諾 近90國加入對抗氣候變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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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payment to migrants who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children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zero tolerance
policy.

In April 2018, the policy that led to
family separations and removed
the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who crossed the border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put the adults into
custody would now, under Biden’
s plan, compensate the families.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Jeff
Sessions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zero tolerance policy.

The ACLU was the organization
that sued the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families seeking

damages in the amount close to $450,000
per person which could amount to one million
dollars per family. But the final decision has

not been made yet.

Former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Chad
Wolf slammed the proposal as “insulting to
our taxpayer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und that 3,913
children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zero
tolerance policy.

We totally sympathize with the families, but
paying one million dollars to them is just
unbelievable.

Today the country is also facing several other
difficulties in many areas. We really need to
consider the whole picture an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1111//0202//20212021

Families Separated UnderFamilies Separated Under
Trump Policy Will Get PaidTrump Policy Will Get Paid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對於那些在
川普時期被政府強制隔離的家庭進
行賠償。

此事件沿自於二〇一八年四月
份，川普政府將非法進入美國的
家庭，强制把他們的父母和孩子們
分開拘留，由當時的檢察總長強
力執行此項隔離政策。

美國民權保護聯盟向政府提出
訴訟並要求賠償，有關人士表示
，每人可能得到四十五萬美元，
每個家庭可以得到一百萬元賠償金
，但是這個數額目前還未定案。

前國土安全部長署長武夫批評
拜登政府之作法是對納稅人的污辱
，他們明知是非法進入美國的人
。

根據政府統計，有三千九百一
十三名孩童曾經被強制和父母分
開，這項被認為是非人道行為，
也凸顯了川普時期之殘酷政策。

是的，我們是一個標榜人道
主義之國家，但是我們對於那些
非法進來的各國難民，也採取了
容忍之態度，如果因而要對這些
非法移民給予巨額補償，請問在
我們國內同樣遭受虐待的國人又如
何交代呢？

國家财政已経是寅吃卯糧，
國厙沒錢，而又要支付如此龎大
之救濟金，實在令人不解，我們
奉勸政府要三思而後行，以免招
致民怨。

兒童們將開始接種疫苗兒童們將開始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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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巴西參議院負責調查政府疫情應對情況的委員會已向聯

邦總檢察長辦公室提交調查報告，建議以包括“反人類罪”在內的9項

罪名對總統博索納羅提起刑事訴訟。

報道稱，上述委員會的11名參議員中有7名投票支持這份長達1288頁的

報告。通過對巴西政府抗疫措施進行6個月的調查，該報告認爲，由于博索

納羅輕視新冠肺炎疫情並無視專家建議，應對其所涉的9項罪名進行起訴，

其中包括“反人類、濫用公共資金和煽動犯罪”等。據悉，由于涉及“反人

類罪”，位于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也會收到這份調查報告。報告還要求

起訴其他77人，其中包括巴西政府幾名部長和博索納羅的3名子女。

路透社稱，在收到參議院正式通過的疫情調查報告後，巴西聯邦總

檢察長阿拉斯在社交媒體上稱：“新冠肺炎疫情調查委員會已經得出結

論。我們今後將推進對涉事人員的司法指控、刑事訴訟和更深入的調查

。”截至本報發稿，博索納羅暫未對指控發表評論，但他此前多次批判

參議院這項調查，並稱其是一個“笑話”。

法國24電視台稱，阿拉斯是博索納羅的盟友，由後者2019年任命爲聯

邦總檢察長，外界普遍預計他不會起訴博索納羅。而且據《華盛頓郵報》

分析，即便阿拉斯同意對博索納羅提出指控，最終起訴博索納羅的可能性

也很小，因爲按照程序，案件會被移交給國會衆議院，需要至少2/3的衆議

員投贊成票。但報道稱，衆議院議長阿圖爾· 裏拉也是博索納羅的盟友。

路透社稱，雖然參議院的指控可能最終不了了之，但其調查報告可

能會削弱博索納羅在明年大選中的連任競選。據巴西最大的民調機構

Datafolha今年9月中旬發布的民調，53%的巴西民衆認爲博索納羅這個總

統當得“不好或糟糕”，不支持率達到其2019年上任以來的最高水平。

路透社稱，巴西參議院議長羅德裏戈· 帕切科加入中右翼社會民主黨，

成爲可能在明年大選中走中間派路線的最新人選。雖然目前帕切科和前總

統盧拉均未正式宣布參選意向，但有民調顯示，有七成巴西人會在二者中

選擇一人作爲心目中的總統第一人選，其中盧拉支持率更高。

巴西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報告建議
起訴總統博索納羅

拒裁撤法官審查機製
波蘭被開出每天100萬歐元罰單

綜合報導 歐洲法院裁定，由於波蘭沒有停止實施其國內法律中針對法官

的紀律審查機構的有關條款，波蘭每天須向歐盟委員會支付100萬歐元罰款。

據報道，由於波蘭當局未遵守歐洲法院7月的裁定，立即暫停紀律

法庭活動，歐盟委員會上月已要求對華沙祭出罰款。罰款將從該命令被

告知波蘭之日起執行，直到波蘭執行歐洲法院7月所作裁決之日為止。

報道指出，最新的罰款舉措恐加深雙方因司法獨立和歐盟法律優先問題，所

引起的嚴重僵局。部分人士擔憂，這會使波蘭的歐盟成員國資格受到質疑。

一段時間以來，波蘭不僅實施了同歐盟理念背道而馳的司法與媒體改革

，最近，波蘭最高法院還宣布了一項裁決，認定波蘭法律高於歐盟法律。

針對波蘭與歐盟的爭端，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上周於布魯塞爾舉行

的歐盟領導人峰會中表示，波蘭「準備好進行對話」，但不會「在勒索

施壓下采取行動」。

數名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在峰會中指出，在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

布魯塞爾不應撥放波蘭急需的360億歐元新冠疫情紓困金。

加拿大政府就原住民兒童賠償裁決提出上訴
同時謀求庭外和解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對聯邦法院稍

早前作出要求政府對原住民兒童及其家庭

進行賠償的裁決提出上訴，當日晚間又表

示將暫時擱置此上訴，與原住民組織進行

談判，尋求庭外達成協議。

加聯邦法院於今年 9月底作出維持

加拿大人權法庭原判的裁決，要求聯

邦政府向 2006 年以來被以不恰當方式

送交原住民保留地兒童保育機構托管

的原住民兒童及其父母或監護人進行

賠償。

加人權法庭於2016年裁定，原住民保

留地兒童福利系統所獲資助不足，原住民

兒童受到加聯邦政府系統性歧視。人權法

庭在2019年頒令，要求政府向2006年以來

被以不當方式送交保育機構的每個原住民

兒童賠償4萬加元。若家庭中的不止一個

孩子被送走，則每人追加2萬加元。若其

父母或監護人並無虐待孩子的行為，也可

獲每人2萬加元賠償。

上述裁決涉及到的原住民孩子約有5

萬人。據估算，加政府依此需支付數十億

加元賠償金。

加官方表示，已向法院提起「保護性

」上訴，但上訴將暫停。政府已與原住民

兒童和家庭關懷協會、第一民族大會達成

一致，暫停法庭訴訟，圍繞賠償和未來改

革的資金進行商談，並力爭在今年12月之

前達成協議。

加聯邦政府原住民服務部長、政府

與原住民關系部長、司法部長在共同聲

明中表示，加官方一直承諾向受到當局

推行的兒童與家庭服務政策傷害的人們

進行賠償，以彌補過去的錯誤。在其上

訴通知書中，加政府認為，以法庭令的

方式規定賠償方式和金額的做法是錯誤

的。

原住民兒童和家庭關懷協會、第一民

族大會全國酋長均回應表示，對政府將向

法院提出上訴感到失望，但願意給政府一

個「有限的機會」以結束其歧視行為，並

確保不再發生。

山火、洪水、幹旱
希臘極端天氣頻發，如何應對？

從夏季山火到秋季洪水，再加上

從去年影響至今的幹旱，希臘近來極

端天氣似有增多之勢，對人們的生産

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面對氣候危機

，希臘政府如何應對？各國領導人即

將齊聚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又

有何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與措施值得

期待？

山火加劇洪水災害
“歡迎來到中世紀或 2021 年的希

臘。”在社交媒體上，一條拍攝雅典北

部受災情況的視頻下面，留言如是說道

。視頻畫面中，學生們用桌椅搭建一座

小橋，從被淹沒的學校中逃生……

風暴“巴洛斯”10月15日登陸希臘

以來，已致多地受災嚴重。消防部門估

計，全國有近2000座房屋被洪水淹沒，

街道也成了河流，數百輛汽車被衝走，

許多村莊、田地被淹沒。據媒體報道，

與應對森林火災和新冠疫情一樣，希臘

政府的應急機制充滿了疏漏，暴露出應

對災害的明顯不足。

科學家們曾預測，秋季將會有大量

降雨並引發洪水，因此，這場災害完全

可以預見，但夏季創紀錄高溫導致的猛

烈山火，摧毀了本可以阻礙和限制水流

的大量植被。希臘環境專家Dimitris Pir-

ounakis受訪時稱，氣候變化對希臘的一

大影響，就是因長期不下雨而導致的更

多幹旱。而一旦下雨，強度就會增加，

引發更多洪水。

水資源管理不善+幹旱
農業損失巨大
希臘正腹背受敵。一邊是洪水，另一邊

是因爲水資源不足而導致的農業大幅減産。

去年7月的高溫天氣導致希臘中部

Ampelonas地區斷電，進而影響了農作物

灌溉，如今幾乎顆粒無收。據悉，該地

區的政府財政主要用于電力抽水灌溉的

成本。而Ampelonas所在的色薩利(Thes-

saly)是希臘最大的農業區，氣候變化加

劇了水資源管理不善和不可持續農業作

業帶來的後果。改善當地水資源管理問

題，已迫在眉睫。據此前估計，如果沒

有采取行動來對抗或減輕氣候變化帶來

的影響，到2050年，希臘經濟將下降2%

，到本世紀末將減少6%。

同時，幹旱也在加劇水資源的短

缺。有報告預測，在最壞的情況下，

2091年至2100年，冬季和春季的平均氣

溫將上升3.9攝氏度，秋季將升高4.7攝

氏度，夏季上升5.4攝氏度。

希臘政府承諾能源轉型

面對不斷增多的極端天氣和全球氣

候變化大勢，希臘政府也做出了承諾。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近日表示，希

臘承諾在2050年之前成爲歐洲第一個氣

候中性的國家。其中，最重要的舉措是

確保在2028年前停止煤炭發電，並努力

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米佐塔基斯稱，希望希臘能成爲首

批爲海上風力發電引入具體框架的地中

海國家，相關法律文件有望在幾周內出

台向公衆征求意見。

他還表示，如果願意的話，希臘還

將成爲第一個歡迎氫出口的國家，並確

保這些氫轉運至歐洲市場。

氣候大會需要更大膽和具體的政策
應對氣候變化從來都不是一個國

家的事，全球如何團結協作至關重

要，因此，即將于英國格拉斯哥舉

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備

受關注。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6日表示，

COP26將是一個關鍵時刻，盡管警鍾長

鳴，但迄今爲止各國政府的行動“根本

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

古特雷斯稱，領導人必須制定大膽

的目標並帶著新的具體政策來參加會

議。“如果各國政府，尤其是20國集團

國家政府，不站出來領導這項努力，我

們將走向可怕的人類苦難。”

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葉民說，

《巴黎協定》已達成近六年，但有一

些實施細則仍然遲遲沒有完成談判

。大會應當積極推動完成第 6 條實施

細則的核心遺留問題談判，這是各

方全面有效實施《巴黎協定》的基

礎和前提。

“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 1.5 攝

氏度”這一具體目標也十分關鍵。聯合

國稱，世界目前仍處于全球氣溫上升2.7

攝氏度的軌道上，遠未達到1.5攝氏度的

目標。但據英國媒體報道，官員和觀察

人士說，此次峰會不大可能在一周時間

內得到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

以內的承諾。

報道還稱，政治和疫情加劇了一些

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此次氣候峰會恐

難達成目標。

漁業爭端進一步升級，英法急忙降溫
馬克龍：我們需要相互尊重

綜合報導 報道稱，漁業是

占世界經濟比重很小的一個行

業，但對英國和法國等海洋國

家來說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今年初，英國退出了歐盟，

這意味著英國現在控制著誰在

其水域捕魚。可這也引來了麻

煩，法國不滿英國拒絕爲法國

漁船批准捕魚許可的行爲。法

國聲稱，英國禁止一些法國船

只在其長期航行的水域捕魚，

嚴重損害法國漁民的利益。對

此，英國給出的回複是：英國

政府已經批准了98%的歐盟船

只的申請，現在的漁業爭端可

歸結爲幾十艘沒有足夠的文書

工作的法國船只。可法國認爲

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這

場漁業爭端正在考驗英國的國

際信譽。但英國並不認同法國

的觀點，于是兩國互相指責對

方違反了英國政府在英國退出

歐盟之前與歐盟簽署的脫歐貿

易協定。

隨著口水戰愈演愈烈，英

國表示，如果法國兌現威脅，

禁止英國漁船進入其港口，並

對英國捕魚量進行嚴格檢查，

英國將考慮采取法律行動維護自

己的權益。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

遜表示：“如果違反(英國退歐)條

約，或者我們認爲有違反條約

的行爲，那麽我們將采取必要

措施保護英國的利益。”

眼看漁業爭端愈演愈烈，距

離漁民口中的“戰爭”只有一步

之遙，英法領導人站出來及時給

衝突降溫。馬克龍表示，英國花

了數年時間談判一項條約，卻幾

個月後在最不適合的方面做出了

相反的決定，這不是英國可信的

體現。不過他確信英國有解決這

一爭端的“善意”。他說：“我

們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已經做

出的承諾。”

對此，約翰遜說：“漁業

問題分散了人們對應對氣候變

化的注意力，氣候變化才是

20 國集團領導人會議的首要

議程。我正在觀察目前發生

的事情，我認爲我們需要理

清頭緒。但坦率地說，與我們

面臨的人類威脅相比，這（漁

業爭端）是微不足道的。”

目前，英國、法國正敦促

冷卻不斷升級的漁業爭端。法

國北部港口加萊和濱海布洛涅

的負責人讓· 馬克· 普伊塞索

(Jean · Marc Puissesseau)表示，

這場爭端是“荒謬的”，英法

應盡快解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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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
）接受日媒專訪時表示，北京可能在2024年以
前對台灣動武，箇中原因竟和前美國總統川普
有關。

前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接受 「日本經濟
新聞」視訊專訪時表示，中國大陸可能會考慮
在2024美國下屆總統大選前對台動武，他預期
北京不會做出危及2月北京冬季奧運的事，但
同時北京也擔心川普或像是前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對陸鷹派的人，在2024 年登
上美國總統大位。

他說在北京冬奧到下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 「習近平相信他能就台灣議題製造事端。」

針對拜登上任以來2度脫口暗示防衛台灣
，他認為拜登可能是刻意這樣說，以打消北京
以為他不會在入侵台灣這件事上強硬的念頭。
他說如果只發生一次，人們可能會以為拜登只
是口誤， 「但是他說了2次，看起來他有計畫
，而且看起來他試圖讓中國領導層產生疑慮。
」

歐布萊恩也認為，拜登的發言可能是接獲
有關北京對台行動計畫情報後的反應， 「他們

可能非常擔心中國的計畫，可能因此促成拜登
的發言。」

歐布萊恩說，日本、美國、印度、英國、
歐盟等盟友應該明確向北京表示，入侵台灣的
後果將會非常嚴重，不只是軍事層面，也包括
對大陸人民在經濟層面的影響。

他強調日本尤其有強而有力的理由要支持
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因為一旦北京控制台
灣，日本在地緣政治上就會和包括澳洲、紐西
蘭、菲律賓及東南亞國協等其他太平洋國家分
開。

屆時台灣將成為解放軍的強大據點，擴展
第一島鏈外的太平洋行動，最終可能會切斷日
本的主要海上貿易路線。

歐布萊恩也在專訪中鼓勵企業主準備應對
台灣海峽可能爆發的危機、以及後續國際社會
對北京實施的制裁，他點名在大陸經商的中小
企業要制定計畫，包括分散供應鏈及客群，以
及制定因應意外狀況的計畫。

整體而言，歐布萊恩認為拜登政府至今的
對陸政策做得很好。

美前國安顧問：北京2024前恐攻台 原因和川普有關

美國知名航太智庫近期警告，美軍F-35匿
蹤戰機的Block 4升級若延遲至2029年，將對整
體計畫造成嚴重影響，呼籲美軍進一步增加投
資；《歐亞時報》（The EurAsian Times）1 日
更指出，這可能讓中國大陸殲20、FC-31等匿
蹤戰機迎頭趕上，在戰力上反超F-35。

根據 「美國國會稽核處」（GAO）先前發
布的報告，美軍於2027年完成Block 4升級的計
畫 「無法實現」，可能推遲至2029年，且計畫
成本正不斷增加；這不是該計畫第一次遭遇延
宕，美國國防部2018年設定的Block 4目標其實
是2024年。

《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
表示， 「密契爾航太研究所」（Mitchell Insti-
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警告，Block 4升級計
畫對F-35機隊至關重要，強調在與中國大陸所
有形式的對抗中，F-35 都須升級至 Block 4 才

能有效發揮作用；且由於Block 4升級計畫延宕
，導致美國空軍決定放緩F-35採購，並希望購
買更多F-15EX填補空缺，讓該智庫痛批這根
本是開倒車的行為。

F-35 的 Block 4 升級包括換裝高解析度顯
示器、處理速度更快的任務電腦、更先進的光
電（EO）感測器、增強現有AN/APG-81雷達
功率、提升電戰能力，以及整合GBU-53/B小
直徑炸彈II型（SDB II）、聯合打擊飛彈（JSM
）等至少7種新武器。

《歐亞時報》則進一步指出，反觀中國大
陸，近期先正式在第13屆珠海航展上展示換裝
自製 WS-10 發動機的殲 20 戰機，稍後又陸續
流出雙座型殲20、艦載版FC-31等最新改良的
消息，動作不斷；該報警告，美軍若不加緊實
施 Block 4 升級計畫，F-35 恐將遭陸製戰機
「超車」。

美軍對F-35做這件事 外媒驚：要輸給大陸新戰機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

今天表示，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在美國召回近1.2
萬輛 2017 年以來售出車輛，因軟體通訊錯誤可
能發出假的前方碰撞預警或意外啟動緊急煞車。

特斯拉（Tesla）表示，由於10月23日對部
分車輛釋出全自動輔助駕駛（FSD）10.3Beta 版
軟體更新，現在將召回 1 萬 1704 輛 Model S、
Model X和Model 3。

FSD是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讓車輛可以接

管部分駕駛任務。但特斯拉表示，這不代表車輛
可以自動駕駛。

NHTSA表示，特斯拉 「接獲數起通報，稱
自動緊急煞車系統會不慎啟動，此後已將 FSD
10.3版解除安裝」，接著也發布軟體更新，對受
影響車輛釋出FSD 10.3.1版。

NHTSA 還說，它將持續與特斯拉聯繫，
「以確保任何安全上的缺陷能立即獲得確認和解

決」。

軟體出包 特斯拉在美國召回近1.2萬輛車

紐約人今天前往投票，將
選出下任紐約市長，幾乎篤定
將選出曾任警察的亞當斯（Er-
ic Adams），成為史上第2位非
裔紐約市長。

法新社報導，在民主黨大
票倉的全美最大城市紐約，亞
當斯預料將擊敗共和黨候選人
斯里瓦（Curtis Sliwa），成為
繼 1990 年 代 初 期 的 丁 勤 時
（David Dinkins）後又一位非
裔紐約市長。

紐約市長常被形容為美國
第二困難職務，僅次於美國總
統。

61 歲的亞當斯若勝選，將
接替任期於12月31日結束、第
2 度擔任紐約市長但聲勢直直
落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

亞當斯的任務包括率領紐
約重振疫情後經濟。這次疫情
造成紐約超過 3 萬 4000 人病故

，成千上萬商家關門。
紐約人口超過 800 萬，亞

當斯將監管全美最鉅額市政預
算、最龐大警察部隊與公立學
校系統。

溫和派的亞當斯 6 月在民
主黨初選中，擊敗較為激進的
競爭對手。他承諾加強打擊在
疫情期間激增的犯罪率、縮減
貧富差距並改革教育體系。

亞當斯面臨的難題包括民
眾負擔得起的房屋嚴重不足，
里克斯島（Rikers Island）監獄
暴力橫行，以及紐約老舊基礎
設施受到極端天氣摧殘等。

最棘手問題將是如何在改
革警界的同時，要讓自認在白
思豪時期受到不公平對待的警
察工會與他配合。

亞當斯反對砍警察經費這
個眾多美國左派大力倡議的政
策，他也被視為對商界友善，

並沒有高喊要對富人加稅。
亞當斯1960年出生於紐約

布魯克林區（Brooklyn）貧困
家庭，在皇后區（Queens）工
人階級大家庭長大。父親是肉
販，母親是清潔婦。

他在青少年時期曾短暫走
上歧路，混了黑幫。15歲時，
因為非法入侵被逮捕，遭到 2
名紐約市警局（NYPD）警員
毆打，這令他下定決心要進入
紐約市警察局，從內部進行改
革。

亞當斯在1980年代中期加
入紐約市警察局，服務22年後
退休，最高職位是隊長。

1995 年，他共同創立 「執
法機關裡 100 位在意的黑人警
察 」 （100 Blacks in Law En-
forcement Who Care），這是一
個致力於反對警察種族歧視的
倡議組織，至今仍活躍。

紐約市長選舉 非裔退休警亞當斯幾乎篤定當選

根據今天公布的研究，主要由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遷現象，是美國西部頻繁遭到空前森林
大火摧殘的主要因素

法新社報導，2001年到2018年間，森林大火每年平均摧毀美國西部約1萬3500平方公里的土
地，是1984年到2000年間的2倍之多。

主導這項研究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氣候學家傅容向 「洛杉磯時報」（Los Ange-
les Times）表示： 「這比我們原先預期快很多。」研究結果由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發表。

為瞭解情況何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大幅惡化，由傅容領導的美國研究團隊在研究可顯示空氣
乾燥程度的 「蒸氣壓差」（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時，分析了各種因素。

蒸氣壓差代表實際大氣含水量與大氣含水量最大值之間的差異。蒸氣壓差愈大，就意味有愈
多水分從土壤和植物進入空氣中，導致天乾物燥，產生愈來愈可能發生火災的條件。

科學家判定，美國西部野火趨於頻繁，與溫暖季節的蒸氣壓差有密切關連。研究發現，2001
年到2008年的5月至9月間，蒸氣壓差大的天數比以往驟增94%。

根據傅容和同僚的計算，過去20年來，蒸氣壓差增加，平均僅32%與 「自然」大氣變化有關
，其餘68%增幅是全球暖化導致，而暖化多歸咎於人類活動。

傅容表示： 「在2000年之前，我們光靠天氣模式就可以詳盡解釋這種易於發生火災的天氣，
但如今我們觀察到的這類天氣，只能解釋其中30%。」

美西為何頻爆森林大火？研究指罪魁禍首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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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被泄漏
日本將限製大學

向留學生提供安保技術
綜合報導 作為加強國家經濟安全戰略的一部分，近日，日

本政府針對在日留學的外國學生，將把大學提供涉及安全保障等

敏感技術的學習等，改為許可製。

據日經中文網報道，盡管日本政府要求在接納留學生時，需要

提前確認是否存在安全方面風險，但並未確認的大學占到約4成。

報道稱，日本經濟產業省將在2021年內，修訂有關《外匯和外國

貿易法》運用的通告，2022年度施行。日本的大學，面向留日半年以

上的外國學生提供重要技術之際，需獲得日本經濟產業相的許可。

而留日半年以下的學生，目前已經采取許可製。同時，今後

，即使是長期逗留日本的外國學生，如果有從外國政府獲得年收

入的25%以上等「處於外國影響之下」的，也將納入管理對象。

報道表示，最先進的技術如果流到日本國外，就會有轉為軍

用的風險。

報道說，對於限製提供的重要技術，將根據防止通用設備及

零部件轉為軍用的國際框架來確定。可能包括半導體製造設備和

機器人等廣泛技術。

另一方面，由於民生技術發展迅速，日本根據國際框架確定

限製對象的現行做法，跟不上情況變化。日本的大學也無法判斷

，將哪些技術提供給留學生之際需要獲得許可。

《日本經濟新聞》表示，如果過分強化限製，留學生赴日就

會變困難，大學的研究也有可能停滯。所以，必須在明確對象的

基礎上，維持與研究發展的平衡。

面臨更嚴峻困境
報告稱印度2020年農民自殺人數激增

綜合報導 印度國家犯罪記錄辦

公室(NCRB)公布的自殺數據顯示，在

連續三年下降後，印度2020年從事農

業的自殺人數出現大幅上升，累計有

10677 人自殺，較 2019 年上漲了約

18%。

據報道，統計數據顯示，印度

2020年從事農業的自殺人數約占自殺

總人數(153052)的7%。馬哈拉施特拉

邦累計有4006名從事農業的人自殺，

其次是卡納塔克邦有2016人自殺，安

德拉邦889人，中央邦735人，恰蒂

斯加爾邦537人。其中，馬哈拉施特

拉邦、卡納塔克邦和安德拉邦在2019

年也位於名單前列。

報道指出，印度農業勞動者自

殺人數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沒有土地的農民無法獲得相應中央

財政支持，正面臨更嚴峻的困境。

他們的多數人甚至無法通過租賃土

地進行耕作。

近年來，印度農民自殺問題持續

引發關註。《印度快報》稱，前不久

，旁遮普棉田地帶附近，僅四天內就

發生了五起農場自殺事件。

與此同時，當地民眾舉行抗議活

動，對政府在幫助棉帶農民采取的緩

慢行動表示不滿。他們要求就棉鈴蟲

襲擊造成的作物損失，對農民盡早進

行實際賠償。

“2021年中韓友好青年論壇”在韓舉行
綜合報導 “2021年中韓友好青年論壇”在韓

國大邱以線上線下方式隆重舉行。中國駐韓國大使

邢海明同韓國總理金富謙、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

、前總理李壽成、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植、

世界公民組織主席郭英薰以及中韓兩國青年代表在

線上線下共同出席。

邢海明發表主旨演講，表示當前中韓戰略合作

夥伴關系高水平發展，雙方務實合作日益深化。新

冠疫情面前，中韓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共創攜手

抗疫的新佳話。兩國青年在疫情中互相表達聲援支

持，讓人看到中韓友好的美好未來。今年是“中韓

文化交流年”啓動之年，明年雙方將迎來建交30

周年，兩國民間交流特別是青年交流有著廣闊天地。

邢海明強調，今天恰逢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

式倒計時一百天。目前中方已如期完成賽會各項籌

備工作，將以“純潔的冰雪，激情的約會”爲願景

，爲全世界貢獻一屆“綠色、共享、開放、廉潔”

的奧運會。中方向各國運動員發出真誠邀約，也歡

迎包括韓國在內各國青年朋友共享奧運盛事，以

“更團結”的姿態爲疫後世界複蘇注入更多“正能

量”。

金富謙表示，青年是韓中友好的重要紐帶。兩國

青年對話交流本身即象征著韓中關系的美好未來。希

望韓中兩國青年不僅成爲兩國關系未來發展的主人

公，更將爲致力東北亞和平繁榮作出不懈努力。

潘基文表示，韓中是密不可分的友好近鄰。此

次論壇爲韓中兩國青年搭建齊聚一堂、共話友好的

平台，具有十分重要意義。期待兩國青年增進溝通

、加深理解、締結友誼，爲韓中友好作出更大貢獻。

李壽成表示，韓中是戰略合作夥伴和搬不走的

近鄰。韓中友好不僅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更爲地

區和平穩定貢獻積極力量。希望兩國青年勇擔時代

重任，成爲韓中友誼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推動韓中

友好世代永傳。

權起植表示，韓中關系的未來在青年。韓中兩

國青年齊聚大邱，共話韓中友好，爲推動兩國關系

發展注入新鮮動力。期待韓中青年締結深厚友誼，

推動韓中關系迎來更大發展。

郭英薰表示，世界公民加強溝通交流對促進人

類和平繁榮至關重要。青年是架起國與國交往的重

要橋梁，也是解決全球性問題

的希望之光。希望韓中青年爲

推動兩國關系實現更大發展、

爲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積

極貢獻。

中韓兩國青年代表積極討

論發言，回顧中韓友好合作佳

話，講述中韓當代青年友好交

流故事，展望中韓關系美好未

來。兩國青年代表並分別結合

自身經曆，分享同對方國家結

緣的曆程，表示將認真學習、

提高本領，爲增進中韓友好積

極發揮橋梁作用。

據介紹，“2021年中韓友好青年論壇”由中國駐

韓國大使館和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共同主辦，旨在

增進兩國青年間的友好交流。27日論壇當天還舉辦了

中國西部地區圖片展，吸引與會嘉賓現場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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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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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大數據：：長期控關長期控關民怨沸騰民怨沸騰民怨沸騰
中評智庫指港康碼進展慢 無人信“12月正常通關”

未能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令需要經常往來內地的
香港廠商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經營珠寶設計、生產及出
口生意的卓先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已在內
地開廠十多年，疫情前每周往返番禺一兩次，但如今往
內地要在酒店隔離14天，成本太高，難以成行。他無奈
表示，作為廠商，單靠互聯網管理工廠運作，始終不理
想，部分人更已撤廠甚至結業，“很多事情並非互聯網
可以代替，無咩可能唔返去，尤其是我間廠生產的是較
名貴的珠寶，更需要跟足一點。”

卓先生更指，有廠商朋友因長期不在內地，廠內的
貴重物品被人搬走，損失慘重，尚幸他有信得過的員工
協助他打理廠務。

他續說，由於他難以前往內地，整個訂單的設計、
跟進、生產及運輸等工序需時更久，故即使要隔離14

天，也曾於去年9月往內地約3星期，“想待久一點也不
能，因我的兩名孩子分別只有4歲及8歲，爸爸長期離開
他們始終不太好。”

只盼北上縮短隔離期
他表示，其實所有在內地投資設廠的商家都面對同

一個困境，而特區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控疫措施，他亦理
解這是特區政府令內地加強信心的舉措，只希望兩地政
府能早日達成逐步恢復正常通關的共識，“其實香港跟
足內地的規定應該可以了吧？就算只是隔離少幾日都好
呀！作為公司唯一老闆，我已經超過一年無返廠了。”
卓先生直言，即使只是縮減至隔離7天，他也會即時安排
每一兩個月返廠一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珠寶商難兼顧番禺廠房香港幼兒

自疫情爆發以來，跨境司機的生活作息與收入大受
影響，苦不堪言。已當了15年自僱運菜車跨境司機的張
先生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從疫苗接種計
劃展開後，司機們對恢復正常通關及業界正常運作充滿
期望，可惜一次又一次落空，如今盼望今年冬至可以成
事。

張先生家住屯門，疫情前他早上從深圳駕車出發往
平湖提貨，約晚上8時抵達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落貨
後不回家，直接過關深圳居於租住的地方，以避過翌日
早上過關的繁忙時間，只在周末在香港的住處見見家
人。現時因要配合內地的防疫措施，他抵達文錦渡驛站
後便需將貨車交由內地司機負責到平湖提貨，“我每天
早上10時從屯門取車出發，約中午過後於文錦渡口岸交
車予內地聘請的司機，便一直待在驛站呆等至約晚上8
時，送完貨回到家已大約凌晨1時了。”

額外花錢請駁腳飲水遭警告
另外，他指驛站亦諸多限制，例如拉開口罩飲水都

隨時遭人警告，最大問題是要每天額外花錢請內地司機
做原本可以自己完成的工作，“現時每日開支大增，我
尚有一名17歲細路要養，好唔見使，好多司機和我一樣
都快要捱不住了！只希望盡快恢復正常通關，內地對跨
境司機的限制同時放寬。一眾司機已由打針後開始期
待，等到中秋過後都未成事，如今希望冬至可以（正常

通關）。”
張先生表示，從前每天來回長沙灣菜市場與深圳平

湖一轉，賺取1,700港元收入，扣除油費、供車及維修等
費用，仍有700港元“落袋”，但現時因要配合內地的
防疫措施，必須在文錦渡輪候接受病毒檢測，及每日要
額外多花400元人民幣聘請內地司機，由他們負責運送
內地路段，“又要幫他們買保險，扣埋扣埋搵得雞碎咁
多，好多司機同我一樣做到唔想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跨境司機關口呆等8小時

●●一眾香港跨境司機每天就在文錦渡的驛站呆等一眾香港跨境司機每天就在文錦渡的驛站呆等。。
張先生供圖張先生供圖

●●長期控關對港長期控關對港
人的負面情緒影人的負面情緒影
響甚大響甚大。。圖為港圖為港
珠澳大橋香港口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離境方向岸離境方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過去一個月，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話題熱度進一步攀升，達到

今年以來的新高。10月初，受到施政報
告及特首表態“通關是頭等大事”的刺
激，加上9月底港府專家與內地專家會
面對接，特區政府着手改進原有防疫措
施，令幾乎絕望的港人對正常通關重燃
期待。圍繞內地及香港專家提出的防疫
問題，各界積極建言獻策、指點迷津，
聲量較此前最高值增長近一倍，進一步
推高正常通關熱度。當下，正常通關已
成為全香港共同的話題。

對政策焦躁失望強烈
不過，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對正常

通關越期待，對控關就越不滿，對特區
政府涉及正常通關政策措施的焦躁感也
就越強。

在兩地控關20多個月之際，香港
社交媒體對長期控關的月度負面情緒，
同樣達到今年以來新高。尤其是特區政
府表態“盡可能滿足內地要求”之後，
卻似乎在健康碼等問題上做出一副“討
價還價”姿態，再加上近期特定人士、
團體又在放風“與病毒共存”論調，這
使得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失望、不滿
情緒節節高升，助長了控關民怨的上
漲。

特區政府在回應內地提出的防疫改
進措施中，健康碼或正常通關碼毫無疑
問成為最受關注的項目，其次是與之密
切相關聯的涉及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的議題，兩者均是市民對特區政府正常
通關工作不滿的主要來源。雖有市民肯
定特區政府終於走出實質改進防疫的一
步，但大多數觀點認為來得太晚，更有
不少市民怒火中燒，表示健康碼根本不
值得再花時間來做所謂“研究”、“討
論”，是否記錄個人行蹤、是否實名制
登記的說法屢次前後搖擺、沒有定論，

讓簡單問題複雜化。受上述討論刺激，
香港社交媒體關於健康碼話題的熱度已
攀升至年內最高。

縮小豁免群組獲認可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取消大部分入

境豁免檢測群組，總體上獲得大部分港
人認可，較少刺激到負面情緒，為數不
多的批評觀點是指責特區政府亡羊補牢
未免太晚，說明少數人炒作的“與病毒
共存”或“防疫過嚴影響國際交往”等
話題根本不成氣候。

至於提高出院標準與高危群組檢測
頻次加密兩項則相對較少討論，總體亦
以正面評價為主。

香港特區政府表態與內地防疫對
接、釋出年內正常通關消息，都是意
在讓廣大市民看到希望、有所期待，
但正是因為過往一年多來，特區政府
的防疫工作總是“亡羊補牢”，而非
“超前部署”，導致港人仍然對短期
內正常通關的消息將信將疑。通過大數
據觀點畫像發現，有四成網民完全不相
信12月能恢復正常通關，持觀望態度的
更接近六成。不少港人寧願相信北京冬
奧會後，甚至明年底才實現真正意義
的正常通關，進而怨聲載道。由此可
見，特區政府若真能在今年12月在符
合內地防疫要求下試點小規模有序通
關，定能扭轉當下民意對施政的不信
任氛圍。

紓解民怨 治港試金石
中評智庫認為，廣大香港市民殷切

期盼的兩地通關訴求，很有可能成為關
鍵變量。治港是否有方法、有能力、有
決心，能否嚴密對接內地防疫要求、早
日有序恢復兩地正常通關、在極大程度
上紓解民怨，就是一塊最見效的試金
石！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據中評社報道，，近日有消息傳出香港特區政府正近日有消息傳出香港特區政府正

在爭取以年內恢復小規模通關為目標來檢討現行防疫措施在爭取以年內恢復小規模通關為目標來檢討現行防疫措施，，盡可能盡可能

符合內地要求符合內地要求，，包括本月起進入政府場地必須使用包括本月起進入政府場地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安心出行”、”、

取消大多數入境豁免檢疫群組取消大多數入境豁免檢疫群組、、提高染疫患者出院標準提高染疫患者出院標準、、增加特定增加特定

群組定期檢測密度等群組定期檢測密度等。。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發現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發現，，近一個月來正常近一個月來正常

通關議題已經成為全港熱議焦點通關議題已經成為全港熱議焦點，，儘管政府在嚴格外防輸入與避免儘管政府在嚴格外防輸入與避免

治後治後““復陽復陽””等問題上有明顯作為等問題上有明顯作為，，但推行健康碼動作緩慢但推行健康碼動作緩慢、、態度態度

保守保守，，多數港人認為多數港人認為1212月正常通關的傳聞仍難言樂觀月正常通關的傳聞仍難言樂觀，，因而對長期因而對長期

控關的怨氣和不滿也升至年內最高點控關的怨氣和不滿也升至年內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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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司法改革基金會與民團今天表
示，反對 「越補越大洞」的社會安全網修法。
法務部及司法院均表示，民團所提建言會傾聽
及參考，建構出有醫療及法律專業發揮又兼顧
人權的完善法制。

法務部表示，對於外界及民間團體就有關
社會安全網修法所提的建言，法務部秉持開放
的態度，多方傾聽，並參酌先進國家立法例，
在業管權責範圍內，審慎考量，並就非主管事
項協助主責機關周全衡酌。

法務部指出，務求在確保法治國原則前提
下，對於需要適當醫療、照護之觸法心理社會
障礙者，建置完善的法制規範，並能無縫接軌
，據以提供最妥適的司法處遇，讓社會安全網
更加完備，並符合國際人權潮流。

司法院則說，感謝各界提供的寶貴意見，

也會參考各界意見，努力建構一個醫療及法律
專業都能夠充分發揮、兼顧人權維護的社會安
全網。

司改會發布新聞稿指出，司法院、法務部
於10月20日針對判決確定前觸法心理社會障
礙者的司法處遇取得共識。立法院司法法制委
員會將進行排審，審查 「保安處分執行法」、
「刑事訴訟法」在內的 「監護處分」修正草案

。
新聞稿指出，院、部未全面處理引發違憲

爭議的條文，取得共識的條文過度偏向機構處
遇，不僅未明定監護處分經費預算，也拒絕判
決確定前觸法心理社會障礙者適用多元處遇制
度。精神衛生社區照護資源的投入仍然乏人問
津，未能進行事前的整全性協作。這樣的社會
安全網修法方向，恐怕是 「越補越大洞」。

社會安全網修法 司法院法務部傾聽參考外界建言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表示，各分
署今天同步舉辦123聯合拍賣會，拍賣總額創
歷史天價，高達新台幣8億5747萬8548元，拍
賣所得將全部挹注國庫。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今天不動產拍定
金額總計8億5476萬餘元，金額最高者為新竹
分署拍賣新竹一處高爾夫球場的土地211筆及
建物6筆，以7億6154萬元拍定，該案由4人
共同投標。

此外，台北分署拍賣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段大樓建物，以4412萬餘元拍定；花蓮分署
則拍賣花蓮市1筆墳墓用地，以191萬元拍定
；其他分署也拍定多筆位置優越的不動產，成
果豐碩。

新聞稿另指出，今天各分署動產拍定金額
總計271萬餘元，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士林分署
拍賣緙絲金龍雙面畫以24萬元拍定，金額最高
者為高雄分署拍賣2013年Benz小客車，以67
萬5000元拍定。另外，彰化地檢署囑託彰化分
署拍賣口罩5383盒，拍定金額10萬7660元。

聯合拍賣進帳8.5億餘元 行政執行署：創歷史天價

（中央社）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座車今天行經
新北市三重區時，疑行車糾紛遇逼車，傳車上隨
扈警官亮槍警戒。對此，警政署保六總隊表示，
隨扈人員是在車內取槍於胸腹處警戒，並無下車
亮槍。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今天透過新聞稿表示，王
金平座車於今天上午9時40分下國道一號三重交
流道往新北市蘆洲空中大學方向行駛時，於蘆洲
區三和路遭民眾駕賓士車多次尾隨跟車、逼車。

由於不清楚對方駕駛身分和意圖，保六總隊
說，王金平隨扈人員為維護警衛對象人身暨行車
安全，才在車內取出槍械於胸腹處警戒，並於對
方車輛接近時，出示警察服務證貼於擋風玻璃處
，以及要求座車駕駛亮起車輛警示燈，這名民眾
才讓道離去。

同時，王金平的座車隨即也前往預定行程地
點蘆洲空中大學，並無媒體所報導下車亮槍情事
。

保六總隊說，上述民眾事後也向新北市警察
局110報案，經新北市警察局三重分局循線連繫
王金平座車，並到蘆洲空中大學親詢隨扈人員後
，也釐清案情，並無媒體報導於街頭攔截圍捕情
事。

保六總隊表示，依據內政部函頒 「中央政府
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 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
派遣隨扈人員執行王金平安全警衛任務，為維護
警衛對象安全，於遭遇驚擾、危害狀況時，適時
採取警衛作為，本案隨扈人員是執行公務採取警
衛作為， 並無逾越 「警械使用條例」規定。

王金平隨扈亮槍惹議 保六：適時警衛作為

（中央社）民進黨立委賴惠員108年電視
節目影射無黨籍陳筱諭投入第9屆立委南市第
2選區缺額補選是 「國共在操盤」遭起訴。台
南地院今天判刑4個月，褫奪公權1年。賴惠
員說，將提請上訴。

賴惠員說，將提請上訴，盼司法公正審理
，明辨是非。當初在節目上的言論有做相關查
證，並傳喚證人到庭作證，有些證人因個人因
素不便出庭作證，未來將再努力邀請他們現身
說法，證明自己無犯罪意圖。

陳筱諭表示，司法是公正的，台南地院判
決對現在想參與政治公共事務的年輕人來說，
也是一針強心劑，不是位高權重的人，就能為
所欲為，不是在位者，就能毫無畏懼地傳播不
實訊息，希望賴惠員以此為鑑。

台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5時宣判，賴惠員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傳播不實
罪，處有期徒刑4個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
幣1000元折算1日，褫奪公權1年，全案可上
訴。

台南地院指出，賴惠員於108年3月8日下
午在民視新聞台 「政經看民視」節目錄影時，
發表 「大家也知道陳筱諭後面是誰在操盤，這
個很清楚，很清楚，當然是中共」。此時賴惠
員手持看板，看板上也寫著 「都是國共在操盤
」等言論及文字，影射陳筱諭的選舉是受中國

大陸操控。
這個節目內容當天晚上公開播出，台南地

院合議庭認為賴惠員以此方式向全國民眾具體
指摘及傳播不實之事，足以損害陳筱諭名譽及
公眾對投票意向決定的正確性。

合議庭認定賴惠員曾任台南市議員，如今
是立委，卻未查證逕自傳播不實之事，危害選
舉公平性與正確性，敗壞選風，對國家民主政
治發展負面影響非小，實非可取，且未和原告
和解或表示歉意，難認已有悔悟，除判刑外，
一併宣告褫奪公權1年。

中華民國第9屆立法委員台南市第2選舉
區（七股區、佳里區、麻豆區、善化區、大內
區、玉井區、楠西區、西港區、安定區、新市
區、山上區、新化區、左鎮區、南化區）缺額
補選，主要是原立委黃偉哲當選台南市長辭去
立委後的選舉。

這場選舉在108年3月16日舉行，民主進
步黨提名前台南市議員、前勞動部政務次長郭
國文參選，中國國民黨徵召當時的台南市黨部
主委謝龍介參選，陳筱諭則是前台南市麻豆鎮
長陳彰茂之女。

賴惠員在電視節目錄影時影射陳筱諭的言
論，遭陳筱諭提出刑事與民事告訴，民事方面
已判決賴惠員需賠償20萬元，不得上訴。刑事
方面，台南地檢署以違反選罷法起訴賴惠員。

違選罷法判4月褫奪公權1年 立委賴惠員要上訴

（中央社）澎湖第七岸巡隊蔡姓上兵，日前
休假期間疑在游泳池更衣盥洗室偷拍女性盥洗。
海巡署金馬澎分署今天表示，已予蔡男申誡2次
處分，全案絕不寬貸，將從重議處列為汰除對象
。

金馬澎分署今天新聞稿指出，第七岸巡隊尖
山安檢所蔡姓上兵，9月25日休假期間涉嫌在大
城北游泳池更衣盥洗室偷拍女性盥洗。2名被害
人向馬公警分局報案，並提出性騷擾申訴。

第七岸巡隊接獲馬公警方通知後，針對蔡男
休假期間言行不檢行為，第一時間核處申誡2次

以示警惕，並提報分署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後續待審議結果函送新北市政府轉當事人。

對於蔡姓上兵休假期間個人不當行為，金馬
澎分署表示，全案進入調查階段，除了深表痛心
遺憾，如調查屬實絕不寬貸，從重議處列為汰除
對象，並加強官兵離營宣教法紀觀念，杜絕這類
案件再發生。

馬公警方調查，蔡男當晚 7 時多尾隨 2 名女
泳客潛入女性更衣室偷拍，遭發現後騎乘機車逃
逸。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依據車號、穿著查緝到
案。

士兵涉偷拍性騷 岸巡：不寬貸從重議處汰除

民眾黨立委憂心物價上漲民眾黨立委憂心物價上漲
台灣民眾黨立委賴香伶台灣民眾黨立委賴香伶（（左左）、）、張其祿張其祿（（右右））22日上午舉行記者會指出日上午舉行記者會指出，，勞工基本薪資調漲勞工基本薪資調漲，，

軍公教薪資軍公教薪資111111年調漲年調漲44％％，，但物價指數漲幅但物價指數漲幅22..6363％％，，調薪幅度明顯跟不上物價調薪幅度明顯跟不上物價，，要求政府思考整體要求政府思考整體
稅改稅改。。

整合科教天文3館 台北科學藝術園區推套票
台北市教育局2日宣布，台灣科學教育館、台北市立天文館及兒童新樂園3館將推出電子套票

，暢遊3館只要新台幣365元；套票販售期間至111年12月1日止，歡迎民眾一同共襄盛舉。圖為
科教館。

蜜餞蜜餞、、飲品宣稱無糖飲品宣稱無糖 消基會檢測多有添加甜味劑消基會檢測多有添加甜味劑
消基會近日針對市售飲品消基會近日針對市售飲品、、蜜餞進行檢測蜜餞進行檢測，，發現多數商品宣示無糖發現多數商品宣示無糖、、低糖低糖，，但其實都但其實都

有添加有添加11到到33種甜味劑種甜味劑，，提醒消費者注意提醒消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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