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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聲明 擴展COVID-19疫苗製造供應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為期 2 天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雙部長會議今晚落幕，會後聯合聲明強調加強國際
合作共抗 COVID-19，各經濟體將加速推動公平取得
疫苗、療方與相關貨品與服務，擴展疫苗製造、供應
。今年 APEC 各項會議由紐西蘭主辦，受疫情影響，
會議都以線上方式進行。APEC 雙部長會議由紐西蘭
外交部長馬胡塔（Nanaia Mahuta）及貿易部長歐康納
（Damien O'Connor）共同主持；台灣由行政院經貿
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經濟部長王美花代表
出席。
會後新聞稿指出，疫情持續衝擊區域衛生及經濟
，估計因邊境管制及旅遊限制影響的經濟活動已造成
1.2 兆美元的損失，APEC 雙部長會議會後針對因應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危機發表部長聯合
聲明。聲明包括 APEC 各經濟體未來一年將實現的政
策承諾，包括加速並確保強韌、永續的長期經濟復甦

，以貿易、包容、永續性、創新及數位化促進成長。
有關因應 COVID-19 方面，聲明強調強化國際合
作的需要，各經濟體將持續加速推動公平、即時取得
安全、有效、可負擔的疫苗、診斷程序、療法及相關
貨品與服務，也將致力加速擴展疫苗製造與供應，協
助全球疫苗共享的工作，並鼓勵自願移轉疫苗生產技
術。
聲明表示，自 6 月以來，APEC 會員體已加速推動
COVID-19 疫苗及必要貨品跨境流通，包括避免實施
非必要的出口限制；有些經濟體也持續對疫苗及其他
醫療物資維持零關稅或低關稅。
聲明指出，APEC 會員體未來將持續改善因疫情
而實施邊境管制措施的透明度、避免實施非必要的出
口限制及非關稅障礙、自願降低 COVID-19 疫苗及相
關醫療物品的費用、強化供應鏈韌性等。另外，各國
也需要為恢復跨國旅行做好準備。

大俠天下行
星期三

2021年11月10日

Wednesday, November 10, 2021

A2

美國天空重新開放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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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宣布自即日起
對三十三個國家开放空中及
陸地旅行入境限制 ，其中包
括中國和印度在內，但是必
須出示疫苖接種証明和新冠
檢測陰性證明即可， 和加拿
大及墨西哥連結的陸上邊境
也將對來往的國際旅客及居
住在該國的美國公民實施全
面開放。
目前在美國國內之遊客
人數已經回到二〇一九年時
疫情前的水平， 這意味著國
內外旅客正渴望旅遊之急迫
心情， 預計未來數週內， 會
有數以百萬計之外國遊客湧
進美國 ，不過有的國家仍然
在採取嚴厲入境措施， 使得

許多旅遊業者還是十分困惑
。
根據美國政府規定 接種
疫苗的旅客必須在出發前七
十二小時內進行檢測，而未
接種的美國旅客必須在出發
二十四小時內進行檢測。
這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的
十八個月， 美國首次向世界
開放 也象徵著疫情不斷在改
善之中。
老實說， 這㘯突如其來
的瘟疫 ，迫使世界改變， 數
以百萬計的人失去了寶貴生
命， 就如美國如此發達之國
家也奪去了七十多萬人的性
命， 我們必須記起這场惨痛
之教訓。

America Is Open Again
and a negative coronavirus test.
The U.S. borders between
Canada and Mexico will also
open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all U.S. citizens who reside in
those counties as well as U.S.
tourists returning home. Opening
countries also include China and
India.
Current domestic traveler
numbers have almost reached
the 2019 level with one million
travelers passing through the
airport checkpoints. One million
more are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 from oversea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tarting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lifting an 18-month ban o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s long as
they show proof of vaccination

In the last 18 months, malls,
restaurants and main street
shops at the U.S. border towns
have been devastated by lack of
tourists. Today they are so happy

that the people are coming back
again.
This has been a disaster for the
world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everything has changed and
made us all suffer.
Even though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we still need to
pay extra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We still need to urge all the
nations to work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is horrible pandemic
even as we are opening back up.
And how about the challeng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still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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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數約 500 萬
國藥疫苗獲澳大利亞認可

苗的同時，不放松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
距離等防護措施。
古特雷斯呼籲世界領導人支持此前
他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推出的全球
新冠疫苗接種戰略，爭取到 2021 年年底
爲所有國家約 40%的人口接種新冠疫苗
、到 2022 年中期接種人口比例提升至
70%。他敦促世界領導人解決資金缺口
，爲達目標協調行動。
美洲：秘魯政府確定年底前達成
80%疫苗接種率目標
據秘魯衛生部 10 月 31 日通報，該國
累計確診 2201796 例，累計死亡超 20 萬
達 200246 例。
秘魯衛生部長塞瓦略斯當天表示，
盡管疫情帶來了挑戰，但政府將借此機
會改善衛生醫療服務，加強全國各地區
的初級保健，並提高新冠疫苗接種率。
他指出，目前秘魯 55%的目標人口已經
接種了兩劑疫苗，政府希望在年底前將
接種率擴大到 80%。關于 2022 年的疫苗

巴西拍賣 5G 頻段
三大本地電信運營商中標主流頻段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電信局(Anatel)舉行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 5G 頻段
拍賣，競拍 700MHz(兆赫)、2.3GHz(千兆赫)、3.5GHz 和 26GHz 四個頻段
，特許經營權爲期 20 年。當天，巴西三大本地電信運營商 Claro、Vivo
和 Tim 分別中標主流頻段 3.5GHz 的三個板塊。
當天，巴西共有 15 家電信運營商參與競標，由于參與的公司和拍賣
的頻段數量較多，預計此次拍賣會將持續兩天。
在 3.5GHz 頻段拍賣中，巴西三家電信運營商成功中標，該頻段
的 B1 板塊由 Claro 以報價 3.38 億雷亞爾中標，溢價 5.18%；B2 板塊由
Vivo 以 報 價 4.2 億 雷 亞 爾 中 標 ， 溢 價 30.69% ； B3 板 塊 由 Tim 以 報 價
3.51 億雷亞爾中標，溢價 9.22%。該頻段是 5G 網絡部署的主流頻段，具
有超高速傳輸能力，且産業鏈相對成熟，研發較完善，最具有全球通用
的可行性。
當天拍賣的第一個頻段是 700MHz，結果由與 Patria Fund 基金相關
聯的巴西 Winity 電信服務公司拍得。該公司成爲又一家可在巴西全境提
供電信服務的移動運營商。
巴西國家電信局此前表示，此次 5G 頻段拍賣總金額達 497 億雷亞爾
(1 美元約合 5.6 雷亞爾)。其中 30 億雷亞爾爲巴西政府收取的特許權使用
費，將被納入國庫；467 億雷亞爾將由贏得競標的企業進行後續投資，
以履行政府要求完善落後和偏遠地區的網絡服務建設。按計劃，巴西將
于 2022 年 7 月起在各州首府城市率先提供 5G 服務。2029 年前逐步推廣到
其他城市。
業內人士表示，電信運營商中標巴西拍賣的 5G 頻段經營權後，將
向全球各大電信設備商購買相關通信設備。目前，全球前三大電信設備
商是中國華爲、瑞典愛立信和芬蘭諾基亞。華爲的設備目前在巴西 3G
和 4G 領域的實際占有率超過 40%，華爲具有較大競爭優勢。

其中完成兩劑接種的不少于 60%。
非洲與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認可一
款中國疫苗
據非洲疾控中心當地時間 11 月 1 日
發布的數據，該地區累計確診 8497844 例
，累計死亡 218414 例。
據外媒報道，澳大利亞藥物管理
局 11 月 1 日 在 官 網 發 表 聲 明 稱 ， 認 可
另外兩種未在澳大利亞注冊但在國際上
廣泛使用的新冠疫苗，分別是由中國國
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制
造的 BBIBP-CorV 疫苗和由印度生物技術
公司 Bharat Biotech 制造的 Covaxin 疫苗，
這爲更多海外 旅 客 前 往 澳 大 利 亞 鋪 平
了道路。
聲明顯示，最近幾周，澳大利亞藥
物管理局獲得了更多信息以證明這兩款
疫苗提供了有效保護，並有可能降低入
境旅客在澳期間將新冠傳播給他人或因
新冠出現嚴重狀況的可能性。這一決定
將允許已完全接種這兩款疫苗的 18 歲至
60 歲遊客前往澳大利亞。
同時，根據澳大利亞藥物管理局的
建議，澳大利亞免疫技術咨詢小組已確
定，至少間隔 14 天接種兩劑澳大利亞藥
物管理局批准或認可的疫苗，且接種第
二劑後已經超過 7 天的人，將被視爲完
全接種。對于准備來澳的中國遊客來說
，混合接種科興和國藥的疫苗也將被澳
大利亞視爲完全接種，可以免隔離入境
。

希臘日增新冠確診再破紀錄
紀錄
實施新措施鼓勵疫苗接種
種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 ， 過 去 24 小 時 ， 希 臘 新 增
6808 例新冠確診患者，再次刷
新希臘自 2020 年疫情暴發以來
的日增最高紀錄。希臘警方將
加大對防控措施的檢查，同時
將實施新防疫措施，以刺激民
衆接種疫苗。
部署 8000 警力
嚴查防疫措施遵守情況
據報道，由于希臘將從 6
日起開始實施新的防疫措施，
當地時間 4 日，希臘國家透明
管理局負責人安哲洛斯· 比尼斯
表示，警方將在未來兩周，加
大對個人和企業防控措施遵守

情況的檢查。8000 名警察和 400
名工作人員，將參與在全國範
圍內開展的檢查工作。
希臘警方將優先對曾違反
疫情防控措施的門店進行檢查
，違反防疫規定的企業，將面
臨 5000 歐元的罰款，並停業 15
天。
報道指出，從 6 日起，所
有未接種疫苗的人，進入商店
、銀行、公共服務機構、理發
店、娛樂場所時，需要持有核
酸檢測或快速檢測陰性證明(超
市、藥店、食品店和宗教場所
除外)。
另外，希臘公立和私營部
門未接種疫苗的員工，需每周

自費進行
兩次核酸
檢測或快
速檢測，
只有在檢
測結果呈陰性的情況下，才能 的衛生醫療系統面臨著巨大壓
力。”
繼續工作。
不過，他同時肯定了防疫
措施調整後，對民衆接種疫苗
實施防疫新措施
的刺激效果。
激勵民衆接種疫苗
他指出，僅在過去的三天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召開
裏，接種首劑疫苗的預約數量
在線內閣會議，介紹了疫苗接
種進展情況。他說：“正如我 就達到了 6 萬個，而新冠疫苗
們多次重申的那樣，新冠肺炎 加強針的預約數量，也基本穩
確診病例數量正在大幅增加， 定在每天 3 萬個。他說：“我
新增的病患主要涉及未接種疫 們必須團結起來，接種疫苗才
苗的人群。這導致了希臘北部 能挽救生命，繼續向前。”

德國新增確診連續兩日破紀錄 官方警告未來數周將十分艱難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
確診感染新冠病例數再度創下疫情以來新
高，達 37120。該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
已連續兩日刷新紀錄。德國聯邦衛生部長
施潘當天在與各州衛生部長舉行會議後表
示，聯邦與各州已同意爲所有年齡段人群
提供新冠疫苗加強針。他強調，德國必須
加快加強針接種進度。施潘警告稱，未來
數周將“十分艱難”。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
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
別爲 37120 人、154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4709488 人、死亡 96346 人。其中，該國官

方用于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平均每十萬
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病例數”當天升至
169.9。需接受 ICU 重症監護治療的患者
新增 88 人，總數達 2420 人。截至當天，
德國累計接種 1.128 億劑次新冠疫苗，共
有 5570 萬人已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
的 67%。
爲商討應對冬季疫情的策略，施潘與
各州衛生部長舉行了爲期兩天的會議。德
國聯邦政府當天在會議結束後發布的新聞
稿中表示，第四波新冠疫情已經開始進入
高峰期。聯邦衛生部與各州衛生部已就此
達成決議，將爲所有年齡段、接種第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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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
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 246594191 例，累
計死亡病例 4998784 例。另據美國約翰
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
至北京時間 11 月 2 日 10 時 22 分，全球累
計確診病例 247118535 例，累計死亡病例
超過 500 萬，達 5005344 例。數據還顯示
，全球累計死亡病例 2020 年 9 月 28 日增
至 100 萬例，2021 年 1 月 15 日增至 200 萬
例，4 月 17 日增至 300 萬例，7 月 7 日增
至 400 萬例。
在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數超過 500 萬之
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1月1日發表
聲明說，新冠死亡病例數超過 500 萬，說
明我們在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抗疫行動是失
敗的。非洲人口新冠疫苗完全接種率目
前僅爲 5%，這是“全球恥辱”。
古特雷斯稱，新冠死亡病例數超過
500 萬明確警示我們，對疫情的警惕不能
放松。他同時表示，部分國家以爲大流
行已經結束是一個錯誤，雖然許多國家
已放松疫情限制，但仍應在繼續施打疫

前景，塞瓦略斯稱，秘魯已經購買了 好我們的健康。”
2000 萬劑莫德納疫苗和 3500 萬劑輝瑞疫
苗，這將滿足明年的疫苗需求。
亞洲：日本日增確診病例數降至新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統計，日本
歐洲：俄羅斯日增確診數再破 4 萬
新增確診 86 例，是去年 6 月底以來首次
據俄羅斯防疫指揮部通報，俄單日新 單 日 新 增 低 于 100 例 ，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增確診 40402 例(包括無症狀感染者 3619 1722603 例 ； 新 增 死 亡 7 例 ， 累 計 死 亡
例)，已連續數日突破 4 萬例，累計確診 18274 例。另據日本政府統計，截至當天
8554192 例；新增死亡 1155 例，累計死亡 ，日本新冠疫苗接種總數超過 1.89 億劑
239693 例；新增治愈 23187 例，累計治愈 次，77.5%的人口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7381726 例。
72%的人口接種了兩劑疫苗。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天表示，目前俄
日本近來疫情大幅好轉，從 8 月中
羅斯日增感染人數超過 4 萬，疫情現狀 下旬單日新增超 2.5 萬例到 9 月底以來快
十分複雜。普京指出，要繼續努力抗擊 速下降到日增一兩千例，進入 10 月以後
新冠病毒，這對所有公民來說都極其重 更是連日下降到日增數百例。10 月 1 日
要，而對于軍隊來說則更爲重要，“因 起日本解除了在全國多個地區實施的緊
爲要保證軍人的身體健康，武裝力量的 急狀態。
戰備狀態取決于此”。他同時要求國防
印尼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緊急
部門繼續爲民用醫療服務機構抗擊新冠 使用授權，批准中國科興新冠疫苗用于
疫情提供支持。
該國 6 周歲至 11 周歲兒童接種。繼今年 1
普京宣布，爲防止新冠疫情進一步 月 13 日印尼總統佐科以接種中國科興疫
傳播，俄羅斯全國自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7 苗啓動該國疫苗接種計劃後，印尼政府
日爲帶薪休假日(非工作日)，個別疫情 已先後批准科興疫苗在該國成人、12 歲
嚴重地區可提前開始或延長帶薪休假模 至 18 歲人群接種。目前，已有四款中國
式。他並責成衛生部長等人奔赴疫情最 新冠疫苗在印尼獲准緊急使用。
嚴重的地區，爲當地醫療機構提供盡可
據印尼衛生部數據，截至 11 月 1 日
能的支持。
該國已有超 1.2 億人接種了新冠疫苗，其
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呼籲民衆在疫 中近 7409 萬人完成了兩劑接種、113.8 萬
情加劇的情況下對帶薪休假制度予以理 多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印尼人類發
解，並盡量減少社交接觸。“我再次請 展和文化統籌部長穆哈吉爾· 艾芬迪當天
求所有公民以理解的態度對待非工作日 稱，政府正在加快新冠疫苗接種，爭取
。我們需要盡量減少社交接觸，要照顧 在年內爲全國 80%人口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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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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已超過六個月的人群提供接種加強針
的機會，以切斷疫情傳染鏈。當天的決議
還包括加強養老院等護理機構的強制檢測
力度。
施潘當天表示，聯邦層面與各州就加
強針議題已達成一致，在此之前聯邦已與
醫師協會達成一致，這釋放了重要的信號
。他強調，德國加強針接種工作必須提高
速度。
當天的決議還提出，將在部分疫情嚴
重程度突出的地區實施“2G”規則，即大
部分室內場所僅允許已完全接種疫苗或曾
感染過新冠並痊愈者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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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員訪台 五角大廈：符合台灣關係法
美國國會議員台北時間 9 日訪台，美國國
防部今天表示，美國國會議員訪台符合美國在
台灣關係法義務。國會議員搭乘美國軍機出訪
，是國會代表團慣例。
美國聯邦參眾議員台北時間 9 日晚間搭乘
軍機抵台訪問，外交部表示，相關行程由美國
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協調安排，基
於尊重訪賓意願，相關資訊將適時對外說明。
據傳此行是搭乘美方軍機從菲律賓飛抵松山機
場。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在媒
體簡報被問到此事時表示，這是國會訪問團。
國會訪團使用美方軍機並不罕見。
他也指出，國會代表訪問台灣十分正常，
已是今年的第 2 次，並不罕見，這是正常情況
，也符合美方在台灣關係法的義務。台灣關係

法獲得歷任政府支持，包括民主黨與共和黨政
府，以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需求。
上一次美國參議員訪台是今年 6 月 6 日，當
時台灣正與本土疫情奮戰。美國聯邦參議院達
克 沃 絲 （Ladda Tammy Duckworth） 、 蘇 利 文
（Daniel Scott Sullivan） 、 昆 斯 （Christopher
Andrew Coons） 等 3 位 參 議 員 訪 問 團 ， 搭 乘
C-17 運輸機飛抵松山機場，宣布美國將捐贈台
灣 75 萬劑疫苗協助抗疫。
除了美國國會議員團外，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摯友、前參議員陶德（Chris Dodd
）率團於今年 4 月 14 日訪台，團員包括前副國
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及史坦柏格
（James Steinberg），這是拜登上任後訪台首發
團。

路透：拜習視訊峰會最快下周登場
美副總統賀錦麗抵達巴黎 肩負修補美法關係使命
法國和美國因澳洲潛艦合約爭議而產生齟齬
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今天抵
達法國巴黎，肩負進一步修補美法關係的使命。
這是賀錦麗就職後第 3 次海外訪問，在 4 天
訪問期間，她將與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會面，與其他世界領導人一起參加巴
黎和平論壇、出席商討利比亞問題的多邊會議，
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週年紀念活動。
賀錦麗訪問法國之前，澳洲於 9 月取消與巴
黎當局達成的數百億美元潛艦合約，轉而向美國
購買核動力潛艦，引發美法齟齬。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月在一場會議中，設法修
補與馬克宏的關係，並告訴馬克宏，美國背著法

國與澳洲達成潛艦交易行事 「
笨拙」。
澳洲向法國國防承包商下訂價值逾 600 億美
元的柴電動力潛艦後又終止交易，法國憤而召回
駐美及駐澳大使後，拜登與馬克宏會面是美國迄
今為止最明顯的重修舊好之舉。
賀錦麗明天將與馬克宏見面，外界預期她將
會確認拜登的提議，討論包括美國可能支持法國
軍隊在西非沙赫爾地區（Sahel）對抗聖戰士的
行動，以及加強歐洲防禦能力的計畫。
賀錦麗出訪前，一名白宮高階官員說： 「
美
國和法國的關係，還有美國和歐洲的跨大西洋關
係，對我們而言真的很重要。這也是拜登在競選
期間一直強調的事情。」

路透社引述一名消息人士報導，美國總統
拜登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快下周舉行視訊
峰會。
白宮發言人及中國大陸駐美大使館拒絕證
實消息。
拜登今年初甫上任之際，美、中雙方就爆
發外交口水戰，令盟友感到不安，美國官員相
信，拜登與習近平直接接觸，是避免全求兩大

經濟體陷入衝突的最佳方式。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上個
月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
篪在瑞士舉行會談之後，華府與北京都表示雙
方已達成在年底前舉行拜習視訊峰會的共識。
消息人士透露，由於中國大陸的新冠限制
及習近平不願出訪，華府因而希望在 11 月舉行
視訊峰會。

據《紐約時報》報導，上星期六早上，聯
邦調查局幹員持法院命令，對 「真相計劃」
(Project Veritas) 創 始 人 詹 姆 斯 奧 基 夫 ( James
O'Keefe) 的公寓發動搜查。 「真相計劃」爆料
拜登總統的女兒艾許莉 (Ashley Biden) 的日記，
有不利拜登形象的內容。
奧基夫的鄰居表示，FBI 特工是在清晨 6 點
左右就進入奧基夫所住的公寓，他們搜索了幾
個小時。另外早在上周四，FBI 就搜查了奧基夫
的 2 名搭擋的家，其中一名是長期參與 「真相
計劃」的 斯賓塞·米茲( Spencer Meads ) 。
奧基夫表示， 「真相計劃」會定期檢驗所
收到的匿名資料，以確定網站的真實
性、合法性和新聞價值。他說： 「我
們一直都秉持負責任、有道德的新聞
工作，把真相公布給大家。」
根據奧基夫的說法，拜登女兒日
記是告密者(Tipsters)從房間裡取得的，
但該組織無法審查日記的真實性，所
以他們選擇不發表，而是試圖將日記
歸還給拜登女士的律師。 雖然 「真相
計劃」沒有發表日記內容，但是去年
在一個極右翼網站上，出現數十頁手
寫的手寫日記截圖，不過並沒有太被
重視，因為當時川普的主打目標是拜
登的兒子杭特。
在 2020 年 10 月，拜登家曾報案

表示，艾許莉的幾件個人物品遭入室盜竊，之
後此事由川普政府時期的司法部展開調查。
奧基夫自稱是扒糞者，他認為 「真相計劃
」遭到調查，是拜登總統領導下的司法部進行
的政治壓力。
「真相計劃」成立於 2010 年，主要是挖掘
民主黨與傾民主黨者的污點而聞名，包括民主
黨參議員、前將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華
盛頓郵報等，不過他們內容有對有錯，也曾經
2 名全然知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斯上週罕見訪問莫斯科，並
被騙。今年早些時候， 「真相計劃」被駭客組 在當地與俄國總統蒲亭打電話，表達美國嚴重關切俄國增兵烏克蘭邊界。
織設的誘餌欺騙，被騙了 16 萬 5000 美元。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蒲亭（Vladimir Putin）發言人培斯科夫（Dimitry Peskov
）證實伯恩斯（Bill Burns）與蒲亭有過交談，培斯科夫昨天告訴 CNN： 「沒錯，這場對話透過電
話進行。」
CNN 曾於 5 日披露，伯恩斯是在一些美國官員越來越擔憂俄國可能擴大在烏克蘭軍事干預之際
，前往俄國首都莫斯科。
消息人士告訴 CNN，美國 「
嚴重關切」俄國增兵， 「
如果我們不考慮入侵或侵犯的可能性，
會是不智之舉」。
被問到電話會談中觸及那些議題時，培斯科夫表示雙方談到 「
雙邊關係、外交作法遭遇危機的
狀況，並交換對區域衝突的看法」。
「
當然，網路安全議題也有提及。」
美國政府對俄國動機的評估不一，一些消息人士告訴 CNN，俄國可能準備入侵烏克蘭，也有
人認為俄國是在演習或想嚇唬烏克蘭。
馬薩爾科技（Maxar Technologies）上週拍攝的衛星影像，發現美方所擔憂的俄軍人員與裝備出
現非常規調動。影像顯示俄國部隊、戰車以及大砲集結在俄國城鎮葉利尼亞（Yelnya）；兩名美國
高官表示，拜登政府比今年春天時更擔心俄國可能發動侵略。
拜登 2 日派遣伯恩斯前往莫斯科盼降溫情勢，伯恩斯在莫斯科拜會克里姆林宮官員，告訴他們
美國密切關注這些部隊行動，會嘗試阻止任何侵略計畫。

爆料拜登女兒秘密日記的 「真相計劃」 遭FBI搜查

美憂俄增兵烏克蘭邊境 中情局長與俄總統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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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臨時總務會
上，正式通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接任
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一職。茂木在記者
會上表示，將盡快實施黨改革，並有
意積極致力于與日本維新會等修憲勢
力展開討論。
報道稱，記者會上，新上任的日
本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表示，將盡
快實行黨改革，稱“不會等到明年的
參院選舉，展示自民黨已改變的姿態
很重要”。
關于明年夏天的參院選舉，茂木
表達決心稱，“爲獲得勝利將切實推
進准備工作並建立態勢”。茂木強調
，會使寫進大規模經濟對策的 2021 年
度補充預算盡快獲得通過，力爭恢複
經濟。
此前報道，2022年日本將舉行參議
院選舉，若執政黨大敗，議席未過半數
，則將出現衆參兩院多數派不同的“扭
曲國會”。在野黨反對的法案，預計無
法通過，政權運營將變得困難。
此外，圍繞修憲，茂木敏充表示，
有意積極致力于與日本維新會等修憲
勢力展開討論。
在剛結束的衆院選舉中，日本維新
會一躍成爲日本第三大黨。茂木稱：
“不僅是自民、公明兩黨，還將與包括
維新會在內的各政黨反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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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新幹事長稱將盡快實施黨改革

積極討論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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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連日來，柬埔寨每日新增確診報告
病例控制在兩位數，並未出現假期後疫情大幅反彈情
況。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報告 85 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94 例，新增死亡 7
例，其中 5 例未接種疫苗。新增確診病例中，76 例爲
社區傳播感染病例，9 例爲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截至
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 11.8 萬例，累計治愈 11.5
萬例，累計死亡 2807 例。
首都金邊此前啓動 5 歲兒童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目前已有超過兩萬人接種中國科興疫苗。據柬埔寨衛
生部規定，5 歲兒童首劑和次劑疫苗需間隔 28 天。金
邊市政府已設立 24 個接種疫苗中心，爲 5 歲兒童接種
首劑疫苗。本月 18 日至 12 月 11 日將接種第二劑疫苗
，接種疫苗中心開放時間是在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金邊市市長坤盛強調，盡管各行各業全面恢複，
但屬于密閉場所的 KTV 和夜店仍被禁止複業。坤盛要
求全市 14 區政府嚴厲執法，嚴禁 KTV 和夜店營業。坤
盛強調，KTV 和夜店屬于密閉場所，爲了防止疫情擴
散，市政府決定繼續關停。他警告，如果 KTV 和夜店
違規營業，將被撤銷執照，業者和相關主管將面臨嚴
重的法律後果。
金邊市政府還出台新規定，居家治療患者的家庭
垃圾必須使用黃色袋子，如果沒有黃色袋子，可在袋
子上注明“新冠患者垃圾”。政府規定，垃圾必須放
置家中至少 72 小時，之後才能交給垃圾收集者。
坤盛表示，如果垃圾處理不當造成他人感染，違
規者將在防疫法下被提起訴訟，或面臨 5 年至 10 年有
期徒刑。

柬埔寨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控製在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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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民調：近半數韓國人反對立法禁食狗肉
綜合報導 日韓國總統文在寅 9 月下
旬要求有關部門研討禁食狗肉的方案，
引發韓國社會對是否應該強制禁食狗肉
的爭論。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發
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近半數（48.9%
）韓國民衆反對政府立法禁食狗肉，贊成
的占 38.6%，其余人持保留意見。韓國食
品醫藥品安全處相關人士表示，在社會意
見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不會采取立法形式
對食用狗肉加以限制。
據報道，Realmeter 于周二面向韓國
500 名成年人進行了相關調查。從性別
來看，男性反對的比例更高，爲 57.1%
。女性贊成和反對的比例均爲 40.9%。
按年齡段來看，18 至 29 歲的受訪者持反
對態度的比例較高，爲 60.9%，遠高于
27%的贊成比例。 50 多歲（贊成 47.2%
，反對 42.2%）、70 歲以上（贊成 44.5%
，反對 39.5%）受訪者中回答贊成的比

例更高。據報道，此次調查的抽樣誤差
爲±4.4%，可信度爲 95%。
韓國《京鄉新聞》報道稱，針對是
否應該立法禁食狗肉，韓國食品醫藥品
安全處明確表態稱，在沒有取得社會共
識的情況下，很難立法加以禁止。有關
專家表示，關于食用狗肉存在法律的模
糊地帶，韓國已經有禁止虐待動物的法
律，但目前仍允許食用狗肉。
動物保護團體表示，目前沒有關
于食用犬管理的具體規定，食用狗肉
存在很多衛生隱患，因此應該禁止狗
肉在市場上流通。對此，支持食用狗肉
的人士表示，只要完善相關立法即可，
並明確區分“食用犬”和“寵物犬”。
但有反對意見稱，二者很難區分——非
法屠宰場中經常發現遭遺棄的寵物犬、
流浪犬。
吃狗肉在韓國有悠久的曆史，狗肉

被認爲具有大補功效，很受年老體弱群
體的喜愛，但這一習俗在國際層面引發
批評。禁食狗肉的議題在 1988 年韓國首
次主辦奧運會以及 2018 年舉辦平昌冬季
奧運會時都曾引發爭論。西方國家指責
韓國吃狗肉“野蠻”，由此引發韓國國
內“反對吃狗肉”的浪潮，甚至狗肉湯
被迫改名“營養湯”或“四季湯”。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文在寅是一
名愛狗人士，因此在任內提出禁食狗肉
的倡議。近年來，在韓國動物保護主義
人士和年輕群體的推動下，狗肉的食用
量呈現下降趨勢。有關部門調查顯示，
截至去年年底，韓國約有 638 萬戶，也
就是近三成的家庭飼養寵物，其中大部
分是貓狗。據記者觀察，狗肉料理在韓
國大城市已經難覓蹤影。但有數據顯示
，韓國目前每年仍有至少 100 萬只狗被
做成狗肉制品。

中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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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港對外地疫情評級
80 天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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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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外防輸入基礎有缺陷 增高危旅客帶病毒入社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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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香港 8 日沒有本地及輸入性的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自上月 10 日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後再次“雙零確診”，更是連續 31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天本地清零。不過，不少國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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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峻，惟香港特區政府已超過兩個半月未有更新各國的風險評級，恐成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外防輸入”的缺口，例如德國過去 14 天有逾 30 萬宗確診個案，越南和新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

 

 

 

 
 ●
新加坡商場 10 月下旬起由工作人員

確認接種疫苗才能入商場。
確認接種疫苗才能入商場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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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等確診人數亦急增，但仍只評為 B 組中風險，從有關國家抵港者，若已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接種疫苗只需隔離檢疫 14 天。專家指出，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進入關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鍵時刻，若遲遲未按各國疫情發展調整風險評級，擔憂有病毒流入香港社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區使正常通關添變數，專家促請政府至少每月更新一次評級，或者索性與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內地接軌，不論來自哪個地區，一律檢疫最少 2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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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國。
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
 
 
 
  
港特區政府對上一次更新高風險地區
地區抵港者能繼續享有較短檢疫期，乃是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1H. 70 網上圖片
 




 
評級已是 8 月 20 日，當時增加 15 個國
防輸入的漏洞，擔心若有患者將病毒帶入社
H:
/(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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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至 A 組高風險組別，並將澳洲由低風險 C
區，將影響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
 
#  "!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組地區提升至中風險
B 組。不過，不少被評
她說：“之前美國疫情嚴重，特區政府

 
  
  
為 B 組中風險的國家，近期疫情變得十分嚴
亦是好遲才提升其風險級別，現在又是如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峻，其中德國便出現大爆發。
此，為何會這樣慢，何時才會開會決定？是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否可以有一個機制，當某個地區嚴重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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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德越星爆疫 比高風險更高
確診數字急升，便自動將該地區納入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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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根據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數字，截至 8 日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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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8日）的14天內，德國已新增超過30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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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梁子超倡仿世衞每月更新
確診個案，本月4日更達到單日近3.4萬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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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增病例的新高。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對香港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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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此外，同為 B 組地區的越南，過去 14
報指出，地區風險評級要隨時間變化，一方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天亦新增逾 6.8 萬宗病例；新加坡同期則再
面要視乎當地疫情發展，另方面抵港者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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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多近 4.6 萬宗個案，短短 14 天內的確診數
定規律，如年初或有較多外傭入境，或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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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字，已佔累計個案的21%。
節不少留學生返港等，政府應及早準備。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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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相反，部分 A 組高風險地區則疫情漸緩
他了解，特區政府現時主要參考抵港旅客中
1H. 70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的最後一絲希望。

"! 放、穩定、安全。

和，其中坦桑尼亞過去14天只錄得162宗新
確診個案來源地進行評級，但該數字有一定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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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滯後，認為可預先更新評級。
日介紹，



增病例，阿聯酋及柬埔寨同期亦分別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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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31,191
月 4 日到
月 3 宗個案，部分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宗和 41,518
A 組別地區新
他建議每周都檢視國際的疫情數字，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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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增個案雖仍有 4 位數字，較部分
B 組中風險
由於改變國家或地區的風險評級需通知當地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球。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地區的5位數字為少（見圖）。
政府，或要為當地預留一兩周時間作準備，
內地外防輸入的措施不會按入
監測，落實每天早晚兩次自測提問，非必要不外出，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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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內地對外客隔離各異 措施從嚴

由於特區政府一直未及時更新有關地
區風險評估，從疫情大爆發的 B 組中風險
地區抵港者，若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便可
將酒店檢疫期縮短至 14 天，然後便能進入
社區；但 A 組高風險地區抵港者則須在指
定酒店隔離檢疫 21 天。

葛珮帆促設自動更新機制
第六屆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
帆 8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特區政
府遲遲未更新各地風險評級，從爆疫嚴重的

建議每月更新評級一次，但強調若部分地區
疫情出現緊急變化，特區政府便應立即作出
反應。
他並指出，部分醫療欠發達地區的確診
數字未必反應當地真實疫情，建議參考世衞
組織做法，參考檢測數字與陽性個案比例，
“一些地區或檢測設施不足，新增個案數字
較低，但不代表當地疫情不嚴峻，如果一個
地區檢測數字少，但陽性比例高，同樣可列
入高風險組別，另外這些地區與香港交往頻
密度也應納入考量。”



 

特首：免檢疫通關廣東先行

預告
“安心出行”
擴範圍

另外，廠商會會長史立德 8 日在電台節目
上表示，對恢復正常通關有期感到開心，因不
少商界已兩年未有回到內地工廠處理業務。他
表示，即使要實名登記使用健康碼亦無可厚

她表示，初期會設配額，並根據不同群組
的需要訂立優先次序，例如讓恩恤（探望長

商界要求每天2000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大感染及
 
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相信，正常通關初期，
內地以較嚴格標準實行熔斷機制是可以理解
 
 
的，因為內地與澳門也實施類似做法。另有專
家指，正常通關進程理想，在這關鍵時刻，香
 

港若舉行大型人群聚集活動，必須更嚴謹執行
防疫措施。
 

何栢良 8 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若內地要

 
 
求熔斷機制是當香港出現一宗本地確診個案即

 
 
叫停正常通關，是可以理解，因為香港的圍封
措施只封大廈，而非小區，難以確定該確診屬
1H. 70
單一個案或涉及群組傳播鏈，而且內地與澳門
H: /(
正常通關亦採用該做法。
本周四起，合資格人士可接種第三針疫
苗。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
祈殷 8 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暫不知接種第三
●香港與內地免檢疫通關以廣東先行。
針是否屬於兩地恢復正常通關的考慮之一，但
資料圖片
有關人士可考慮早點接種，以便安排行程。
非，甚至如有需要接受第三劑疫苗，相信業界
另外，香港旅發局今年復辦除夕倒數活
動。曾祈殷認為，若參與者戴口罩，做足防疫
也願配合。
措施，引發群組感染的風險不高，建議主辦機
他指出，由於明年 2 月為農曆新年，期望
構可考慮要求參與者出示陰性核酸檢測證明，
可提早於 1 月恢復有規模正常通關，以便商界
進一步收窄風險。何栢良亦認為，在本地個案
於農曆新年前處理年底趕貨及出糧等工作。不
持續“清零”之下，可有序恢復戶外演唱會等
過，若如傳聞所指初期每日限額1,000人免檢過
室外活動，只要參與者完成接種疫苗，又使用
關，他認為數量太少，建議增至每天最多 2,000
“安心出行”，可再放寬參加人數。
人。



者、奔喪等）和商務需要等人士首批免檢通
關。不過，即使跨境學童有需要，但她指涉及
人數太多，首階段難以讓他們每日正常上學。
林鄭月娥說，免檢疫通關進入內地的條
件，相信包括必須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持
48 小時或 72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須
上載“安心出行”記錄，令內地有關部門知
道該人士一段時間內的行蹤；過關後亦要使
用內地的健康碼系統，讓系統能監察該人士
的行蹤，如果有事亦能找到對方。她強調，
有關條件純屬自願，但要免檢疫進入內地便
必須符合。
她在訪問中又提到，為了更大的公眾利
益，可能要進一步規範於香港更多地方使用
“安心出行”，希望市民諒解。

 

何栢良料正常通關 一宗熔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各界均關注香
港與內地何時才恢復正常通關，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會逐步有序、有條件及有
優先次序地恢復正常通關，初期會以廣東省先
行，相信探望長者等恩恤理由及有商務需要等
人士優先，但執行細節未有定案。她表示，免
檢疫通關進入內地的條件相信包括必須已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持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須上
載“安心出行”記錄，以及過關後要使用內地
的健康碼系統。
林鄭月娥日前在接受報章專訪時表示，恢
復正常通關要逐步有序推行，首階段會設配
額，並與“回港易”及“來港易”一樣，會以
廣東省先行。她表示，明白香港廠家分布於整
個廣東省，不希望分太多階段。她續說，目前
仍在商討開放哪些口岸，但肯定不會一開始便
開放全部口岸。

 

 
境者地區分級，而是根據各省、自
尤其避免前往人群聚集場所。重慶市實施“14+14”隔
治區及直轄市等的需要，對海外入
離措施，即14天集中隔離，加上14天自我健康管理。
 

境者一律實施嚴格隔離觀察，例如
部分內陸城市還要求入境人員在第一入境地點

"!


 
北京市政府今年 1 月公布，對於境
完成 14 天隔離後，在該市繼續隔離。遼寧省本溪市

 
 
 
  
外入境進京人員，實施“14+7+7”健康管理措施，
政府上月
22 日通知，對境外返本溪人員進行“14+


即從北京口岸入境者，接受
14 天集中隔離後，繼續
14+28”管控措施，即在第一入境點集中隔離 14 天，

 

開展7 天居家或集中隔離，期滿後再進行
7 天健康監
返溪後繼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14 天，其後再進行 28
 
測；從其他口岸入京者隔離滿
21
天方可進京，進京
天健康監測。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內地各

 
 
 
 
    港口、邊境城市根據自身需要會出台不同檢疫措施，
後補足 7 天健康監測。
1H. 70
類似情況還有上海、重慶等地。上海市要求新入
陸路口岸和港口的風險或有不同，香港在這方面可參
H: /(
 考內地港口城市做法。

境人員完成 14 天隔離觀察後，繼續展開
7 天社區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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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銷燬882公斤毒品 首度加入複驗程序
（中央社）法務部調查局今天舉辦 110 年
度第 2 次全國獲案毒品證物公開銷燬儀式，局
長呂文忠表示，採嚴謹、最高標準進行銷燬工
作，本次還特別增加複驗程序，以確保毒品的
同一性。
銷燬儀式於台北市木柵垃圾焚化廠公開舉
行，呂文忠表示，今天共銷燬 2004 筆毒品，重
量達 882 公斤 331.83 公克。
呂文忠說，近年來查獲大麻案件非常多，
造成毒品保管庫空間有所不足，為加速清理扣
案毒品，首度在同一年舉辦 2 次全國獲案毒品
證物公開銷燬儀式。
調查局新聞稿指出，為縮短毒品證物保管
時間，並解決毒品保管空間問題，今年下半年
增辦獲案毒品公開銷燬作業，將今年 1 月至 6
月底經法院判決確定，獲核發處分命令應銷燬
各類毒品計 2004 件辦理銷燬。
新聞稿提到，為維護毒品運送安全，協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開道、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與
國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管制，及由調查局北部地
區機動工作站及警衛組同仁全程執行安全戒護
，並調派台北市及新北市調查處同仁，協助毒
品的裝卸運送。
調查局表示，本次銷燬毒品中，包含海巡
署屏東查緝隊民國 107 年 11 月在屏東縣車城鄉
破獲漁船運輸毒品案所緝獲 1240 塊、重量逾
480 公斤海洛因磚，市值約新台幣 60 億元。
調查局指出，為使銷燬作業嚴謹、順利執
行，10 月 28 日在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劉異海
監督下，協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發行人胡峰賓
、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執行長鄧昭芳執行清
點，並由鑑識人員以拉曼光譜儀協助複驗，毒
品證物經確認無誤後予以封緘，並逐箱簽證，
於今天將毒品投入爐內焚化，圓滿完成銷燬作
業。

司法院人審會決議 黃瑞華任台南高分院院長
（中央社）司法院人審會今天決議，調派
最高法院法官黃瑞華任台南高分院院長，最高
法院法官梁玉芬任新竹地院院長，司法院辦事
法官王漢章任台東地院院長。
此外，台東地院院長劉長宜調派雲林地院
院長，雲林地院院長李淑惠調屏東地院院長，
福建金門地院院長莊深淵調宜蘭地院院長，高
等法院台南分院法官陳弘能任金門地院院長，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李昭彥任澎湖地院院長

。
另外，高院庭長吳光釗任懲戒法院法官，
台南高分院庭長高榮宏、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智慧財產法庭庭長汪漢卿調最高法院辦理審判
事務。
新竹地院院長劉嶽承調高院庭長，澎湖地
院院長張靜琪調台中高分院庭長，屏東地院院
長吳進寶調高雄高分院庭長，宜蘭地院院長林
春長調桃園地院庭長等。

蘇貞昌立法院受訪

行政院長蘇貞昌（
行政院長蘇貞昌
（前）9 日赴立法院會備詢
日赴立法院會備詢，
，會前受訪時
會前受訪時，
，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批評軍公教加
薪 4%被通膨吃掉一事回應
被通膨吃掉一事回應，
，馬政府執政時期
馬政府執政時期，
，加薪有比蔡政府高嗎
加薪有比蔡政府高嗎？
？不要自己做不到還酸葡萄
不要自己做不到還酸葡萄，
，
國民黨不要只會批評。
國民黨不要只會批評
。

調查局長人事異動傳聞 呂文忠：尊重長官安排

（中央社）面對調查局長將由桃園地檢署檢察長王俊力接任的傳聞，調查局長呂文忠今天表示
，沒有接到任何異動消息，但尊重長官的安排，也肯定王俊力工作認真、表現優秀。
調查局今天下午於台北市木柵垃圾焚化廠，舉行 110 年度第 2 次全國獲案毒品證物公開銷燬儀式
，呂文忠在儀式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做上述回應。
呂文忠表示，沒有接到人事異動消息，但尊重長官的安排；媒體問到對王俊力的評價時，呂文
忠說，與王俊力自民國 72 年服役時即認識，並指王俊力工作非常認真也非常優秀。
媒體問到擔任調查局長是否壓力比較大，呂文忠說，調查局工作包括國家安全維護、重大犯罪
調查，壓力是很大；媒體還問到，是否因檢察官出身無法帶領調查局上下一心，呂文忠則回應，不
會有此狀況，也肯定調查局同仁都非常優秀，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
呂文忠表示，到調查局將近 3 年 2 月，發現調查官工作表現優異，期間經過兩次選舉還有疫情，
也面對電腦駭客、假訊息、營業秘密等新型態犯罪，同仁都辦得有聲有色，交出亮麗成績單。
呂文忠指出，面對同仁違法犯錯，一定痛定思痛檢討，杜絕所有可能發生的弊端，例如毒品調
包案發生後，即提出 10 項防弊措施，法務部也支持改革，保證以後一定不會再發生同樣的弊端。
鏡週刊昨天報導指出，調查局長將由桃檢檢察長王俊力接任，原局長呂文忠歸建高檢署。法務
部長蔡清祥昨天受訪說，他沒有接獲消息。熟稔決策的司法界人士研判，人選中王俊力呼聲高。

民眾黨民主戰車公投全台宣講起跑記者會

台灣民眾黨 9 日上午在立法院外舉行 「護藻礁 護食安 護台灣
護台灣」
」 民主戰車公投全台宣講起
跑記者會，由祕書長謝立功
跑記者會，
由祕書長謝立功（
（後左 3）以及立委邱臣遠
以及立委邱臣遠（
（後左起
後左起）、
）、蔡壁如
蔡壁如、
、張其祿
張其祿（
（後右起
）、賴香伶
）、
賴香伶、
、高虹安等
高虹安等，
，率眾人一同高呼 「中道力量
中道力量」
」 、 「決戰公投
決戰公投」
」 。

詐欺車手用假鈔向俄男買虛擬貨幣 露餡跳車遭逮
（中央社）一名俄羅斯籍
男子與人相約台北車站交易虛
擬貨幣 「
泰達幣」，但面交的
莊姓男子實為詐欺車手且欲以
假鈔 28 萬元行騙，遭被害人察
覺後跳車逃逸，台北市警方獲
報後速逮 2 嫌送辦。
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
局今天召開記者會，偵查隊長
陳彥錦表示，日前接獲民眾報
案，稱有名俄籍男子疑遭詐騙
，隨即派員趕赴現場，並當場
攔阻詐欺車手。
根據警方調查發現，本案

緣起於，有詐欺集團從社群網
站得知俄籍男子在台灣的網路
論壇張貼要販售虛擬貨幣 「
泰
達幣」訊息，隨即與他相約在
台北車站面交。
詐欺車手莊男面交時，先
取出第一張放置真鈔的一疊假
鈔，以取信被害的俄籍男子，
並誘騙其將等值 「
泰達幣」匯
至詐欺集團的電子錢包，但俄
籍男子要求兩人共同搭計程車
前往超商驗鈔。
不料俄籍男子在計程車上
點鈔時就發現整疊鈔票幾乎都

是假鈔，立即要求計程車司機
將車開往警局報案，莊男趁隙
開門跳車逃逸，俄籍男子也緊
追在後，莊男隨後遭警、民合
力共同逮獲。
警方當場查扣面值新台幣
28 萬元假鈔，研判應為網購的
道具鈔票，全案依刑法詐欺罪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中正一 侯友宜頒獎新北特優商號
新北市長侯友宜（
新北市長侯友宜
（左）9 日出席市政府慶祝第 75 屆商人節大會
屆商人節大會，
，頒發特優商號市長獎並表揚熱
分局擴大追查後又於近日查獲
心公益傑出商號。
。
此詐欺集團另一名章姓犯嫌到 心公益傑出商號
案，警方將持續向上溯源，全 、更換冬季棉被外 進而接觸棉被導致起火燃燒，造成 1 鋪在硬床上，且避免凹折、擠壓，防
力追查幕後共犯和主嫌。
，也紛紛使用電暖 人受傷案例。
止毯內電線因故造成半斷線或短路，
器、電熱毯等保暖
消防局提醒，民眾使用久而未用 尤其習慣鋪設於床墊入睡者，建議加
類電器用品對抗寒 的電暖器前，應先清潔出風口、電源 熱後即關閉電源或設定定時關閉，以
冬。
線及機器本體，檢視外觀是否有破損 防意外發生。
但消防局統計資料 ，尤其是電源線有無遭鼠咬破壞或收
由於入冬也是進補時節，消防局
指 出 ， 台 北 市 近 3 納不慎造成被覆受損情形。
指出，民眾烹煮薑母鴨、麻油雞及羊
年共發生 15 起電暖
另外，電暖器及電熱毯均為發熱 肉爐等溫補鍋物時，應謹記 「
人離火
中央氣象局今天表示，東北季風
器、電熱毯火災，其中因使用時接觸 產品，使用電暖器時切勿與周邊可燃 熄」原則，避免因外出或忘記烹調而
增強，預估最冷時間點落在明晚至 11
可燃物造成起火燃燒者占 53.3%；因 物過近，應保持適當距離，尤其是床 造成災害，同時要落實安裝住宅用火
日清晨，冷空氣加輻射冷卻，市區約
電源線老化或擠壓彎折造成短路者占 邊的床墊、棉被或衣物等；若使用煤 災警報器，以降低人命傷亡及財物損
降至 14、15 度，沿海空曠處會更低。
33.3%。
油暖爐，應注意室內環境保持良好通 失。
近日隨氣溫下降，消防局下午透
此外，曾有民眾睡覺時使用電暖 風。
過新聞稿表示，民眾除添加保暖衣物
器取暖，因擺放位置過於接近床鋪，
消防局說，民眾使用電熱毯建議

氣溫溜滑梯 防電器火災北市近3年共15起
（中央社）東北季風增強，近日
氣溫溜滑梯。台北市消防局今天表示
，冬季使用保暖類電器要謹慎，北市
近 3 年就發生 15 起相關火災，提醒民
眾使用電暖器前應檢視外觀，並保持
與可燃物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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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籌備會」 上周六晚舉行慶功宴
頒獎給贊助的公司、社團代表及個人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光輝的十月國慶系列活動，終
於在 10 月 31 日晚的 「國慶晚宴」圓滿結束。 「國慶籌備會
」在上周六（11 月 6 日）晚舉辦慶功宴，頒獎給勞苦功高的
今年國慶活動的參與者及贊助者，雖然時值周末，團體及
個人行程繁多，但仍有六、七十位僑領及社團代表前來，
大家歡聚在希爾頓花園旅館老闆許文忠提供的免費大會議
廳，歡樂相聚、開心說唱，捧著 「國慶籌備會」主委劉志
忠頒發的感謝狀，對於家國的熱情及愛心，又豈是這些有
限的象徵所能代表一、二？！
2021 年的雙十國慶活動，從今年 9 月 12 日開幕典禮揭
開序幕。近二個月來，我們看到太多義工，大家出錢、出

力、出時間，盡力將每一項活動辦到最完美。雖然疫情期
間仍有諸多限制，(譬如室內參與者人數限制）但， 「國慶
籌備會」每個人的無私付出，為每項活動辦到至善至美的
盡心竭力，仍在每一位參與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周六的慶功宴上，劉志忠誠懇的感謝了每一位參與
者、贊助者。如：中油、中鼎、第一商業銀行總裁吳炳輝
、美國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休台姊妹會 Amy,台北大師星
秀音樂節的代表們。而各社團代表也紛紛撥冗前來，如中
華公所主席黃泰生、江麗君，王秀姿、林國煌、李迎霞、
葉德雲、趙婉兒、吳而立、羅茜莉、何真、羅秀娟，馮啟
豐夫人…等人熱情與會，給全場留下深刻的印象。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支持通過1.2萬億元的聯邦基礎設施法案
該法案包含對大休斯頓地區和全德州人至關重要的條款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拜登總統
的 1.2 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
案，是拜登總統重建更好國內議程的
一部分，11 月 5 日星期五以 228 票對
206 票通過了眾議院。該法案於 8 月 10
日星期二在參議院以 69 票對 30 票通過
後提交給眾議院。1.2 萬億美元的計劃
將用於改善高速公路、網絡寬帶和其
他基礎設施。
在衆議院表決時，絕大多數民主
黨議員投了贊成票，也有 13 名共和黨
議員投票支持。最終表決對拜登所屬
的民主黨來說是一次重大勝利。拜登
表示改革計劃主要是為了創造成千上
萬並不要求大學文憑的就業崗位。計
劃的效應將會在未來兩至叁個月內感
覺到。美國工商會聲明通過的 1.2 萬億
美元基礎設施法案表示稱讚。
202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國會議
員 AlGreen 在成功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和
就業法案後發表了以下聲明：國會議

員格林說，這項兩黨立法是一項
巨大的成就。它將解決美國人日
常面臨的有關我們國家長期老化
的物理基礎設施的問題。該法案
授權在未來八年內投資 1.2 萬億
美元用於基礎設施項目，是對我
國道路、橋樑、港口、鐵路、電
網等的一項逾期投資。除了為公
共交通、機場維修和減緩氣候變
化提供資金外，該法案還提供
570 億美元用於安全飲用水管線
，75 億美元用於建設全國電動
汽車充電站網絡，並撥款 650 億
美元用於確保寬帶互聯網所有美國人
都可以使用。
該法案包含對我的選民、大休斯
頓地區和全德州人至關重要的條款。
休斯頓以颶風多發區而聞名。擁有足
夠的、最新的基礎設施來減輕城市周
圍洪水造成的破壞對於城市的功能和
居民的安全至關重要。此外，今年的

冬季風暴在整個德克薩斯州造成了難
以置信的破壞。這項基礎設施法案將
確保我們更適合應對氣候危機，而氣
候危機將不可避免地繼續向我們襲來
。這項長期拖延的立法是為所有美國
人創造一個更公正、更公平的社會的
正確步驟。”

世華美南分會愛心捐款二個活動
各位親愛的姐妹們大家好，很開心我們今
年除了配合總會舉辦捐助台灣偏遠醫療院所 11
床電動醫療床以外，在年底還要做了兩個慈善
活動。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秉持
人溺己溺，對受虐婦女及弱勢兒童關愛的堅持

，將舉辦二項慈善捐款活動，盼姐妹們在佳節
即將到來的時刻，將您的愛心捐贈給需要幫助
的婦女和兒童，任何款項都歡迎。
第一個是世華美南分會發起的慈善活動：
捐贈對象是 Houston Area Women Center（官方
網站 https://hawc.org/）。捐款今年已收取的 1/

劉志忠主頒獎給每一位贊助公司、單位代表
劉志忠主頒獎給每一位贊助公司、
單位代表（
（右起 ） 「第一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總裁吳炳輝、
總裁吳炳輝
、 「休台姊妹會
休台姊妹會」」 會長 Amy
Amy、
、 「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 TMAF
」 林昭亮太太
林昭亮太太、
、 「中油公司
中油公司」」 代表陳玉山
代表陳玉山、
、 「美國味全公司
美國味全公司」」 李樂罡等
人。（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由劉志忠主委（前排右五 ）率領的 「國慶籌備會
圖為由劉志忠主委（
國慶籌備會」」 成員在疫情期間
，表現傲人的佳績
表現傲人的佳績。（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3 會 費 為 金 額 $1600， 加
上前會長胡小蓮捐款
$1400，目前累積善款為
$3000。在此邀請姐妹們
慷慨解囊，為受暴婦女帶
來更多關懷，捐款截止日

期於 11/09/21。
第二個慈善活動是配合休士頓 Mayor's Office and the Police and Clergy Team 在聖誕期間舉
辦年度愛的火花-關懷貧困兒童玩具捐贈活動。
目前募捐情況是會長和理監事一共捐出$500，

加上前會長李迎霞捐出$100，目前善款$600。
歡迎各位前會長和會員姐妹們一同參與這個活
動。募捐活動到 11/15/21 截止。
若有興趣者請聯絡我們：
孫玉玟 會長：281-777-7783
何真 副會長：832-866-3333
或回此訊息即可。
再次感謝世華美南分會姐妹們的愛心和支
持。
孫玉玟會長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