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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2/1/2021

（中央社）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
今天在聯邦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時表示， 「持續高通貨膨脹」的風險升
高，聯準會將考慮更快速的撤銷刺激經濟措施。

鮑爾連月來一直堅稱，由供應鏈緊繃以及貨物和勞工短缺造成的高通
膨是 「短暫」現象，但是他今天表示，是 「撤回」這個字眼的時候了。

聯準會偏愛的物價指數，截至10月為止的12個月平均上漲5%，遠遠
超過其設定的2%目標。

鮑爾告訴國會議員： 「顯而易見的，持續高通貨膨脹的風險已升高。
」

不過他說，聯準會 「將使用其工具，以確保高通貨膨脹不致根深蒂固
」。

聯準會已開始縮減刺激經濟措施，但是鮑爾之前表示，決策官員在升
息前會保持耐心，並認為供應問題未來幾個月就能化解。

然而，他今天作證時表示，加速縮減購債規模也許是適當的。
這意味聯準會將能夠更快調高基準利率。

鮑爾：持續高通膨風險升 Fed考慮更快速縮減購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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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Jerome Powell
said that the new Omicron variant will
threaten America’s economic recovery.

Even if it remains unknown and yet still
prolongs the pandemic, it could keep prices
rising, hurt job growth and cause supply chain
problems.

Powell delivered his testimony in a 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He noted that when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this past summer
many people were afraid to travel, shop and
eat at restaurants or even return to work.
That was what held back the U.S. economy.
But when the infections fell off, throughout the
fall the economy picked up steam while the
job market rebounded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fell to 4.6 %, the lowest rate since may
2020.

Today our greatest concern is that if the virus
reduces people’s willingness to work in
person, then that
would slow progres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also add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other virus is now
threatening the
world. We are still
expecting the
scientists and
medical experts to
come to our rescue
with another vaccine
to fight off this evil.

All of us live here on
the same planet. No
country can be

isolated.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fight
for our common future.

1111//3030//20212021

Omicron May Pose AOmicron May Pose A
Threat To The EconomyThreat To The Economy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包爾在
國會做証時表示，如果新型新冠
變異病毒奧密克戎將對美國経濟復
甦造成威脅。
雖然目前對此病毒尚無法掌

握，但是如何繼续下去勢必造成
物價之繼續上漲，妨碍就業及供
應鏈之危機繼續惡化。
包爾在証詞中表示， 在今年

夏天時，因新型三角病毒來襲時
，許多人因而懼怕旅遊、購物和
到餐廳用餐，進而造成供應錬之
受阻，但是秋天過後，美國经濟
就強力反彈，就業情況良好，因
此降到百分之四點五，是二O二O
年五月以來之最低紀錄。

今天我們十分擔心的是如果新
一輪之病毒再度來襲時勢必會影響
到経濟之復甦。
新冠病二年來對世界經濟社會

造成了空前之災難，尤其是對國
內外貧苦之大眾，雖然政府之救
助可解燃眉之急，但是仍然生活
在恐懼和不安之中。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聲明 ，

警告病毒將無處不在，許多國家
已經採取鎖國手段，這些也是造
標而非造本之措施。
我們還是寄望公衛專家和制薬

廠家能在最短期內研發新疫苗來對
抗顽強的病毒。

奧密克戎病毒將對世界經濟造成衝擊奧密克戎病毒將對世界經濟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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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單日新增確診再創新高
新政府將成立常設危機小組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

數再度創下疫情暴發以來新高，達 66884 人。當天宣布結束組閣談

判的當選總理朔爾茨宣布，即將完成組建的下屆德國聯邦政府將

成立一個由聯邦和各州共同參與的常設危機應對小組，以更好地

應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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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84人、335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5497795人、

死亡99768人。其中，該國官方用于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平均每10

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病例數”(發病率指數)當天升至404.5，爲疫情

暴發以來首度突破400大關。需接受ICU重症監護治療的患者新增83

人，總數達4070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接種1.187億劑次新冠疫苗

，共有5660萬人已完全接種，約占該國總人口數的68.1%。

當天，德國社民黨、綠黨、自民黨在柏林召開記者會，宣布完成組

閣談判。按照三黨的設想，新政府將在今年12月完成組閣，社民黨籍當

選總理朔爾茨亦將正式宣誓就任下屆德國總理。

朔爾茨當天表示，德國當前的疫情形勢嚴峻，即將聯合執政的

三黨已經決定采取關鍵措施，以遏制住疫情發展，這些措施必須得

到有力的執行。他同時宣布，下屆聯邦政府將建立一個由聯邦和各

州共同參與的新冠疫情危機應對小組，並將由總理府每日發布疫情

形勢報告。

三黨還同意，將爲那些在疫情中付出巨大辛勞的醫護人員和養老院

護理人員支付獎金；今後還將在養老院內實施疫苗強制接種。

希臘六個城市汙水病毒量飆升毒量飆升
加強針接種方案細則公布公布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7108例新冠患者，目前累計

確診901661例。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

已正式公布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的指導方

案。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則建議，將新冠

疫苗加強劑針，作爲60歲以上人群在歐盟

境內自由旅行的條件。

六個城市汙水病毒含量飆升
當地時間11月 24日晚，希臘國家公

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

7108 例新冠患者，目前累計確診 901661

例。當日新增死亡 93 例，累計死亡

17612例。

希臘國家汙水流行病學檢測網絡11月

15日至21日期間在全國多個城市汙水中進

行的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該國6座城市

中的汙水新冠病毒含量和此前一周相比有

明顯增加。

具體來說，克裏特島伊拉克利翁和科

孚島的汙水病毒含量升幅最爲顯著，分別

增長了433%和271%。此外，哈尼亞、聖

尼古拉斯、亞曆山德魯波利斯和雷西姆農

的汙水病毒含量也分別增長了157%、95%

、37%和86%。克桑西、塞薩洛尼基、拉

裏薩、約阿尼納、阿

提卡大區和沃洛斯的

汙水病毒含量水平則

保持穩定。此外，帕

特雷的汙水病毒含量

出現了顯著下降。

加強針接種方案
細則公布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正式對外公

布了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的指導方案，包

括針對健康人群和有過既往感染史的人群

的方案。

其中，對于健康人群而言，加強劑的

接種可遵照如下方案進行：

--- 接種過輝瑞、莫德納或阿斯利康

疫苗的人士將在完成最後一劑疫苗接種的

6個月後使用一劑輝瑞或半劑莫德納作爲

加強針疫苗。

--- 接種過單劑強生疫苗的人將在接

種的2個月後使用一劑強生或一劑輝瑞或

半劑莫德納作爲加強針疫苗。

總理提出60+公民歐盟旅行條件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近日致信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信中提議，隨著病

例的激增，應該將新冠疫苗加強劑針，

作爲 60 歲以上人群在歐盟境內自由旅行

的條件。

米佐塔基斯說，這一措施必須反映在

歐盟執行機構，本周計劃通過的關于歐盟

內部自由旅行的歐洲數字證書有效期的授

權法案中。

他寫道：“這樣的政策舉措，將有助

于我們的衛生系統在冬季時更好地應對病

患的收治工作，同時也有助于遏制病毒的

擴散，最大程度地確保不會發生新的封鎖

。因爲封鎖措施將會對經濟的複蘇和人們

的自由行動産生很大的負面影響。我相信

，60歲以上民衆疫苗接種作爲確保新冠疫

苗證書持續有效的前提，將是我們抗擊新

冠疫情的重要一步。”加拿大對近期曾到過
南部非洲七國的旅客暫時禁止入境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宣布，即日起針對近期出現新冠病毒新型變

異毒株(B.1.1.529)的南部非洲地區的7個國家實施“強化邊境措施”。最

近14天內曾身處這7個國家的外國公民將被拒絕入境加拿大。

這7個國家包括南非、萊索托、博茨瓦納、津巴布韋、莫桑比克、

納米比亞和斯威士蘭。

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若在過往14天內曾到訪這些國家，無論是否

接種過新冠疫苗，或是否有病毒陽性檢測史，均須接受強化的檢測和隔

離措施。其中包括赴加之前獲得72小時內的病毒分子測試陰性證明，入

境時再度檢測且隔離14天等。航空旅客則須在指定地點隔離以等待其落

地檢測結果。

上述措施計劃持續至明年1月31日。加官方同時呼籲國民避免前往

南部非洲地區。

加拿大與南部非洲國家之間目前並無直飛航班。

針對新變異毒株，歐盟、英國和美國已采取類似的邊境限制措施。

新型變異毒株(B.1.1.529)被指具有高傳染性和對疫苗的抵抗力。世衛

組織已將該毒株列入“關注變種”組，並將其命名爲“Omicron”(奧密

克戎)。

加官方表示，目前在加拿大尚未檢測到該毒株。但首席公共衛生官

譚詠詩坦言，該毒株值得關注，且未來數天內加拿大很有可能會出現感

染該毒株的病例。

加公共衛生署當日還對新冠疫苗會增加胎兒夭折風險的傳言進行澄

清，稱相關謠言毫無根據；同時“強烈建議”孕婦接種新冠疫苗以幫助

自己和腹中的寶寶。譚詠詩表示，目前加拿大新冠疫苗接種率較低的一

個關鍵群體正是孕婦。

法國與英國漁業爭端持續
法國漁民阻塞英吉利海峽交通
綜合報導 法國與英國的漁

業爭端仍然持續，法國漁民當

地時間26日采取行動，阻塞英

吉利海峽交通，旨在向英方抗

議，敦促其盡快解決漁業許可

證問題。

法國漁民當天在三個靠近

英吉利海峽的法國港口和英

吉利海峽隧道采取阻塞行動

。三個港口分別是聖馬洛、

加來和維斯特雷阿姆。數十

艘法國漁船在相關地點采取

行動，阻止來自英國的渡輪

進入港口。

法國漁民當天下午使用汽

車阻塞英吉利海峽隧道的貨運

通道。有現場

視頻顯示，英

吉利海峽隧道

交通受阻，大

量貨車在隧道

外排隊等待通

行。法國漁民

阻塞隧道的行

動預計持續數

小時。

法國 BFM 電視台稱，阻

塞港口的行動可能僅具有象

征意義，海上風浪難以讓漁

民的計劃完全實施；但阻塞

英吉利海峽隧道則“更具威

脅性”，主要由于英國與歐

洲大陸的大量貿易是通過該

隧道進行的。

法國漁業組織表示，法國

漁民只是想拿到屬于他們的漁

業許可證，英國必須遵守與歐

盟達成的脫歐協議。上法蘭西

漁業委員會主席勒布海特認爲

，英國貨物可以進入歐洲市場

，而法國漁民卻難以進入英國

水域。

英國官方對阻塞交通的相

關抗議行動表示“失望”，要

求法方確保抗議行動中不發生

違法行爲，同時不應影響貿易

活動。

有關漁業爭端是因英國脫

歐後的相關海域捕撈權問題導

致的，目前的主要焦點問題是

捕魚許可證問題。根據脫歐協

議，法國漁民可以繼續在英國

水域作業，前提是他們能證明

曾在那裏捕魚。法國和英國在

相關證明文件的內容和性質問

題上未達成一致。法方稱仍在

向英方申請約150份漁業許可

證。

法國歐洲事務部長博恩與

英國脫歐事務大臣弗羅斯特仍

在就漁業爭端問題進行磋商，

但未取得明顯進展。

荷蘭國王繼續為王室領地申請政府津貼
綜合報導 荷蘭國王威廉·

亞曆山大已提交了對王室領地

Het Loo 自然保護區的津貼申

請，如果他提出申請，將迫使

他更廣泛地向公衆開放保護區

的大部分。

這涉及每年約 70萬歐元，

六年總計爲 420 萬歐元，每年

比這塊王室領地現在收到的津

貼少大約10萬。據王室管家威

廉姆斯（Arno Willems）稱，自

然保護區的維護6年的總開支加

起來遠遠超過 500 萬，差額由

領地上的活動收入補充，例如

租賃農地、經營餐廳和度假住

房。

政府的津貼必須用于在區

域內放牧的開支，而從事維護

森林和修剪樹木工作的人也會

得到報酬。據該管家稱，王室

領地上的土壤植被也值得關注

，需要開支。

這筆錢不是用來維持保護

區內野生動物的合理數量的，

這樣的專款已經通過國王的年

度預算提供了。

今年政府決定，如果王

室的領地想要獲得一定的津

貼，就必須遵守與其他地區

相同的條件。這意味著該領

地很大的一部分不應再對公

衆關閉超過三個月，而是每

年只有幾天。

國王現在放棄了特定的津

貼，但不會放棄其他的一些津

貼，王室並沒有以大面積的開

放爲條件，因此王室莊園的開

放沒有任何變化。就像目前一

樣，有些將全年開放，有些將

全年關閉，作爲休息區和生態

區，大多數地區將開放約九個

月。

根據荷蘭首相呂特的說法

，王室在關閉期間進行狩獵，

平均每年不到一次，狩獵也是

保持該領域內動物種群良好秩

序的一部分。

狩獵是王室家族的傳統。

最近，作家克勞迪娅· 德 · 布

雷伊（Claudia de Breij）撰寫

的關于阿瑪利亞公主（Ama-

lia）的書中顯示，國王讓女

兒去參加課程以獲得狩獵的

執照。作爲他的繼任者，她

最終會從他手中接過這塊王

室的領地。 “無論如何，你

必須有知識，”他告訴他的

女兒。

至于以後要不要用來做點

什麽，得看她當上女王的那個

時候了。

荷 蘭 王 室 這 塊 領 地 津

貼 的 申 請 已 提 交 給 荷 蘭 企

業 管 理 局 （RVO） ， 由 農

業 部 負 責 分 配 資 金 ， 負 責

的 部 長 舒 騰 （Schouten） 將

通 知 第 二 議 院 是 否 會 批 准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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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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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位聯邦法官今天阻擋拜登政府對
10州發布的疫苗強制令，法官裁定說，美國
聯邦醫療服務中心（CMS）規定醫護人員接
種COVID-19疫苗，可能逾越了權限。

密蘇里州聖路易（St. Louis）聯邦地區法
院法官斯凱普（Matthew Schelp）阻止聯邦醫
療服務中心實施醫護人員疫苗強制令，直到
法院審理10州提出的法律挑戰為止。

聯邦醫療服務中心發聲明說，正在審視
這項裁定，還說未接種的醫護人員會對病患
安全構成威脅。

路透社報導，這項裁定對著重透過接種
來防堵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的總統拜登而言，是第2次遭遇法律挫敗。
新變異株 Omicron 擴散讓人擔心之際，拜登
今天再次強調了透過施打疫苗阻止疫情擴散
的重點。

本月稍早，紐奧良聯邦上訴法院阻止拜
登政府要求私人企業強制員工接種的命令。
這項命令要求100人以上企業的員工施打疫苗
，或每週接受採檢。

多名共和黨籍州檢察長本月初針對聯邦
醫療服務中心的規定提出告訴，他們認為此

規定會讓醫護人力短缺的狀況更形惡化，因
此尋求透過法院阻擋。

前總統川普任命的法官斯凱普表示，聯
邦醫療服務中心低估疫苗強制令 「龐大」的
成本，且該中心不願讓公眾評論這項規定，
反倒讓民眾心生疑慮，導致民眾出現強制令
原想降低的 「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
）。

斯凱普並表示： 「國會並未明確賦予聯
邦醫療服務中心執行這種權限，此強制令從
政治上和經濟上來看都很巨大，改變聯邦主
義且測試底線，需要有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
。」

斯凱普的裁定適用於密蘇里州、內布拉
斯加州、阿肯色州、堪薩斯州、愛荷華州、
懷俄明州、阿拉斯加州、南達科他州、北達
科他州、新罕布什爾州。

聯邦醫療服務中心11月4日要求醫療照
護設施，強制員工、志工與約聘工作者在12
月6日前接種第1劑疫苗，並於明年1月4日
前完整接種。未能遵守的醫護服務提供者，
將無法領取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與醫療
補助（Medicaid）的資金。

聯邦法官頒布命令 阻10州強制醫護打疫苗

美國海軍已在下一代 「陸戰隊一號」（Marine One）VH-92A直升機計畫上花費15億美
元、簽署了全數23架直升機的採購訂單，但新聞網站 「The Drive」報導，該型機近期被評為
可靠性與妥善率未達標準，可能無法在緊急時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載離白宮避難。

根據報導，媒體自美國海軍航空系統司令部（NAVAIR）取得一份內部報告，其中提到
VH-92A未能滿足該軍種對可靠性、妥善率與維持性低限的要求，並將其評為 「不適合用於
作戰」。 「The Drive」指出，該評價代表VH-92A仍不適合執行緊急任務，如在災難發生時
緊急將總統撤離至避難所。

另該報告還提到，VH-92A的任務通訊系統（MCS）存在缺陷，可能導致無法及時於緊
急任務中進行關鍵通訊，且所提供的信號也不夠連續與安全。此問題並非第一次出現，五角
大廈作戰測試和評估主任辦公室（DOT&E）2020財年便曾指出，VH-92A的MCS系統存在
「不足之處」。

「The Drive」指出，身為三軍統帥，美國總統在緊急狀況發生時，須保持順暢且保密的
對外通訊，以確保美軍指揮鏈運作無虞。特別是與戰略嚇阻有關的核子武器系統，更須全程
與美國最高指揮層級保持聯繫，以免來不及進行反擊。

美國海軍已簽署所有 23 架 VH-92A 的採購合約，將全數交付美國第 1 陸戰隊直升機中隊
（HMX-1）使用，以取代現役的VH-3D和VH-60N，專門負責擔任美國總統的 「陸戰隊一號」
，也會載運副總統、內閣成員及其他貴賓。不過VH-92A的初始作戰能力（IOC）認證已被三度
推遲，2020年6月、今年1月和今年7月皆無法達成該目標。

美總統專機15億花哪去了？ 外媒曝：救不了拜登的命
針對俄羅斯當局在鄰國烏克蘭邊界軍事集結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各國外長今天會
商尋求反制。美國警告，俄國若對烏克蘭發動侵
略，將面臨 「嚴重後果」。

法新社報導，北約外交首長會議在拉脫維亞
首都里加（Riga）舉行，這場籌劃已久的會議適逢
北約集團東側情勢動盪之際。北約盟邦也正設法
處理東歐地區移民危機，西方指控這場危機是俄
國當局支持的白俄羅斯所激起。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擔心，俄國當局可能
正計畫入侵烏克蘭。他們先前指控，俄國當局在
邊境附近集結數萬部隊及重型裝甲車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北約
外長會議前告訴記者： 「俄國任何升高情勢的行

動都會引起美國極大關注…任何再次侵略都將引
發嚴重後果。我們已多次看過俄國的劇本上演。
」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今
天強調，烏克蘭是北約 「高度重視」的夥伴，北
約將提供烏克蘭政治及實質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烏克蘭國防部長今天表示，俄國
在兩國邊界一帶集結部隊，可能是意圖在俄國總
統蒲亭（Vladimir Putin）未來會晤美國總統拜登時
，增加自身議價地位。

白俄羅斯國防部則指出，白俄及俄國戰鬥機
今天在白俄邊界一帶巡邏飛行。白俄當局昨天宣
布，將與親密盟友俄國進行聯合軍演。

北約外長會議 美警告俄若侵略烏克蘭有嚴重後果

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 Inc.）執行長博爾
拉今天說，輝瑞已開始研發專門針對新變異株
Omicron 的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苗，以防現有疫苗對最新變異株無效。

法新社報導，博爾拉（Albert Bourla）告訴
美國財經媒體CNBC，輝瑞26日開始測試目前
疫苗對 Omicron 變異株的效果。南非最早通報
發現 Omicron 變異株，讓各界再度擔憂全球將

掀起新的COVID-19疫情。
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警告，Omi-

cron對全球構成 「很高」的風險。
博爾拉說： 「我不認為測試結果會是疫苗

沒有保護力。」他認為，測試結果可能顯示既
有疫苗提供的 「保護力較少」，這將代表 「我
們必須研發新疫苗」。

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今天也表示

： 「正在研究專門針對 Omicron 變異株的疫苗
，將在必要時研發。」

另一家主要COVID-19疫苗製造商莫德納
（Moderna Inc.）26日曾表示，正研發針對新變
異株的加強針。

博爾拉認為，現在的情勢和今年稍早很像
，當時各界擔憂先前的疫苗配方可能對Delta變
異株無效，因此輝瑞與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

在95天內研發出一款疫苗，但這個版本最後沒
有用到。

博爾拉說，目前的疫苗對防範Delta 「非常
有效」；他還說，輝瑞與BNT預計2022年能生
產40億劑疫苗。

博爾拉表示，他也很有信心，最近輝瑞公
布的抗病毒藥物，可作為感染突變變異株的療
法，包括Omicron在內。

在出現症狀的3天內，讓新感染的高風險患
者服用輝瑞藥物，顯示住院率或死亡率降低近
90%。

輝瑞執行長：已開始針對Omicron研發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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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新增確診病例數持續走低

綜合報導 連日來，柬埔寨日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維持在兩位數，

24 日報告的新增病例數，創下新一

輪新冠疫情(2.20 社區傳播事件)以來

的新低。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 24 日通報，

該國當天新增報告 34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37例，新增

死亡5例，其中3例未接種疫苗。新

增確診病例中，28 例爲社區傳播感

染病例，6例爲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11.9

萬例，累計治愈11.6萬例，累計死亡

2914例。

自今年2月底，柬埔寨新一輪新

冠疫情暴發以來，該國新增確診病例

不斷增長，尤其是德爾塔變異病毒來

襲，導致每日報告新增病例數達到上

千例。隨著新冠疫苗大規模接種，疫

情逐步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數持續下

降，柬埔寨官方宣布已建立群體免疫

屏障，並重啓社會經濟。不久前，柬

埔寨送水節假期全國各旅遊景點迎來

遊客潮，並未發生大規模群體性感染

事件。

柬埔寨旅行社協會主席蔡秀琳

指出，近期全國各地區遊客不斷增

加，這將促進旅遊業和國家經濟快

速複蘇。

蔡秀琳指出，如若全國疫情持續

向好，相信在即將到來的元旦、中國

新年(春節)和柬埔寨傳統新年等節假日

，全國各旅遊景區將再次迎來人潮，

這將爲服務業、旅遊業、餐飲業、運

輸業等帶來生機。

隨著疫情好轉，柬越邊境市場也

將恢複開放。特本克蒙省省長姜占索

潘表示，柬越模範邊貿市場“達爾市

場”計劃于下月開放，這將爲周邊百

姓創造就業和創業機會，同時還能促

進當地人民的生活收入，及提升柬越

兩國的經貿往來。

韓國執政黨政務幹部集體辭職
或為大選布局讓路

綜合報導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

黨秘書長尹官石在記者會上表示，出

于重整黨務的考慮，自己和黨內主要

負責政務工作的議員，就集體辭職達

成了共識。

據報道，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

秘書長尹官石表示，爲打造新的共同

民主黨，他以“先黨後私”的心情做

出了辭職的重大決定。

報道稱，此次辭去職務的人士，

包括尹官石和政策委員會議長樸完柱、

政策委員會副議長柳東秀、首席發言人

高榕禛、戰略企劃委員長宋甲錫。

尹官石表示，在韓國大選的重大

時期，國民要求共同民主黨通過積極改

革煥然一新。爲順應國民和支持者的要

求，共同民主黨選舉對策委員會也已

決定並正在實施革新和全面改組。

另外，尹官石說，沒有討論過黨

首宋永吉辭職問題。

此前報道，韓國民調機構Realme-

ter24日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最

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

悅的支持率爲44.1%，執政黨共同民

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的支持率爲37%。

另有54.3%的受訪者表示“希望下屆

大選被在野黨實現政權更替”。

或違反標准！
東京奧運會場館所用木材被指破壞生態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有環

保組織向日本東京都政府報告稱，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場館的施

工中，使用的印度尼西亞木材，可能

違反了采購標准，因爲砍伐木材的地點

，可能是含有瀕危物種紅猩猩棲息地的

熱帶森林。

報道稱，總部位于美國的環保組

織“雨林行動網絡”(RAN)，通過分

析人造衛星的數據發現，2020 年東

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場館建設中，使

用的一部分木材，可能是從含有瀕

危物種紅猩猩棲息地的熱帶森林中

砍伐的。

該組織稱，這些木材很有可能被用

于日本有明競技場(江東區)的建造工程。

報道指出，由于東京奧運會力爭實

現兼顧可持續性的賽事，因此，設定了

木材和農水産品等自行采購的標准。環

保組織指出，“懷疑違反了生態系統保

護標准。”

據報道，東京奧組委將于12月公布

彙總可持續性舉措的報告，該組織稱，

“也應寫入破壞熱帶森林”。

對于此事件，日本東京都表示，

“出于保密義務，關于個別的通報內容

無法作答。”

報道稱，該環保組織已確認，2018

年在有明競技場的施工現場，使用了含

印尼企業名稱的膠合板，並且在東京都

的非公開資料中，發現了作爲供應來源

的多個相關企業。

通過人造衛星的數據，該環保組織

分析了這些企業管理的加裏曼丹島熱帶

森林的情況，發現在可能向場館供應木

材的2016和2017年，森林面積減少了總

計約7000公頃。在紅猩猩棲息地和政府

禁止砍伐的泥炭地，也發現森林減少的

情況。

報道表示，由于砍伐致棲息地減

少以及捕獵等因素，1973 年至 2010 年

，加裏曼丹島的紅猩猩可能減少了六

成以上。

此外，由于泥炭地是含碳較多的

濕地，若因土地開發，而排放大量二

氧化碳，恐怕也將對氣候變化造成較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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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針對執行日企向被強

征韓國勞工賠償判決問題，韓國執政

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表示，事實上不

可能不執行法院的判決。他強調，應

在認定法院判決的前提下，尋求解決

問題的方式。日方應首先向受害者道

歉，接受日方賠償則是下一步目標。

據報道，當地時間25日下午，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李在明，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記者有

關“是否同意以外交方式代替強制

出售日企資産解決問題”的提問時，

作出了上述表示。

李在明介紹說，與日本不同，

韓國的行政和司法在《憲法》上嚴

格分離，如果日本認定客觀情況，

並真誠道歉，剩下的賠償問題，完

全可以找到現實性的解決方案。

在談到改善韓日關系的方案時，李在明提出了

“雙軌”解決方式，他認爲，應分開對待過去曆史和

領土等政治問題，以及社會、經濟交流問題。

報道稱，在回答日本記者提出“爲何對日本作出

強硬發言”的問題時，李在明表示，僅從一方面來看

，可能會産生誤會，自己對日本國民的簡樸、誠實和

遵守禮儀極爲尊重，不過，不能否認在日本的政治勢

力中，存在追求軍國主義的傾向，日本應學習德國在

二戰後，對其他歐洲國家所采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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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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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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三招抗抗OmicronOmicron港嚴陣防高危客港嚴陣防高危客
成功阻截第三例 全未進入社區

加強和加密病毒檢測及基因排序工作

‧要求私人檢測機構遇到樣本不確定，須

交由政府覆核

‧所有變種病毒株都會進行全基因測序，

確保非新型變種病毒株

‧政府會定期向私人檢測機構提供變種病

毒株樣本測試，確保檢測質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至今錄得3
宗Omicron輸入個案，令人憂慮會否影響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9日表
示，港人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比率終達七成的基本
要求，但全球疫情特別是歐洲地區快速反彈，恐怕
七成接種率不足以為香港提供足夠的保護，若本地
疫情不幸反彈，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盼望恐怕是
鏡花水月，呼籲市民盡快打針護己護人之餘，又能
創造正常通關條件。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則強調，目前香港已針對Omicron加強一系列
邊境防疫措施，亦會繼續密切監察全球疫情變化，
適時調整防疫措施，目前未見有關情況影響到與內
地商討正常通關的籌備工作。
林鄭月娥 29 日在社交專頁以《期盼“通

關”》為題撰文，表示面對持續接近兩年的疫
情，各地政府採取不盡相同的應對策略，但疫苗

接種仍為關鍵，尤其是近日疫情在其他地方特別
是歐洲地區快速反彈之際。她表示一些較具爭議
性以提高接種率的措施在各地相繼推出，呼籲為
己為人，應盡快接種疫苗。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表示，只要涉及Omi-

cron變種病毒株的確診個案沒有進入社區，就足
以讓特區政府繼續與內地商討恢復正常通關安
排，指香港暫時並沒有社區爆發的跡象，暫時不
擔心延遲免檢疫通關。

食肆推“安心”有替代安排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同意，只要Omicron個案沒有流入香港社區
並造成爆發，不影響正常通關，故香港必須小心
做好外防輸入。
對於市民12月9日起進入所有食肆必須一律

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陳肇始表示，明白
個別人士因自身問題未必能用到“安心出行”，
故會作出合適代替安排。香港食環署會與業界溝
通，令食肆掌握整體做法。她指出，使用“安心
出行”能加強整個防疫抗疫措施，疫情若變得嚴
重，市民亦能清楚自行記錄出行情況，有需要時
會收到通知要前往接受病毒檢測，認為是整體保
護市民的措施。

相信市民接受“疫苗護照”
至於有傳政府有意進一步擴大“疫苗氣

泡”，要求市民必須接種疫苗才可進入食肆及處
所，陳肇始指出，“疫苗氣泡”或“疫苗護照”
是世界大流行，美國、以色列及加拿大等地都有
類似做法，香港部分卡拉OK、酒吧、Ｄ類食肆均
已實施有關做法；加上最近出現Omicron變種病

毒，疫苗接種對保護市民必不可少，相信市民都
期望政府推出措施令接種率上升。
她表示，現時仍在探討如何協助不便接種人

士。陳智思亦估計，目前離擴大“疫苗氣泡”仍有
一段時間，相信安排不會“一刀切”，會另有方案
處理不適合接種疫苗人士，但認為政府不會因為少
數人對疫苗有不良反應而不推出特定措施。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表示，28日確診個案12432是一名37歲男病

人，本月24日由尼日利亞經埃塞俄比亞抵港，入
住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檢疫，第三天的檢測樣本
呈陽性，經全基因排序後，29日證實屬於Omi-

cron變種病毒株。香港至今發現3宗涉及Omicron
的輸入個案。

現Omicron地區納高風險A組
張竹君指出，該患者早前在尼日利亞曾注射

兩劑莫德納疫苗，10月5日打最後一針，一直無
病徵，剛確診時的ct值是27至29，入院後變為
20；至於另外一宗涉及Omicron變異病毒株的患
者（個案12404）則曾出現喉痛。醫管局總行政
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表示，上述3宗個
案正在北大嶼山醫院留院，情況穩定，正接受獨
立隔離，直至康復為止。
Omicron來勢洶洶，至少在南非、澳洲、比

利時、英國、瑞士與丹麥等14個國家或地區發
現。陳肇始表示，Omicron是自新冠病毒大流行
後，出現最多突變的變異病毒株，有可能更具傳
染力或影響疫苗有效性，亦有可能增加再次感染

風險，故“必須比嚴陣以待更嚴陣以待”，要以
最高規格防疫措施，政府已推三招防止“走漏”
（見表），包括將所有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株
個案的地區納入高風險A組指明地區，即只有已打
針港人才能抵港，非港人不准入境。
至於會否連來自有關地區的港人也禁止入

境？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所有決定必須
平衡風險：“不排除這病毒有再多些資料時，我
們會有新安排也說不定。”

專家疑竹篙灣7天檢疫未足夠
對於有實驗室發現，Omicron變種病毒株在

其中一種廣泛使用的PCR核酸檢測中，未能檢測
到3組目標基因當中的“S基因”，徐樂堅表示世
衞仍然確認PCR檢測有效，特區政府亦已要求私
人檢測機構遇到樣本不確定，須交由政府覆核；
而政府亦會對所有變種病毒株都進行全基因測

序，確保非新型變種病毒株。他並強調，原有的
新冠疫苗仍有一定效力。
不過，有專家指出三招仍有不足之處。政府專

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從
有關地區抵港的人士，首7天風險最高，故首7天
於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較在酒店檢疫理想，因為檢
疫中心空氣較流通，取樣本檢測時對工作人員風險
較低，但倘房間足夠，他認為可考慮21天也在竹篙
灣檢疫。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認
為，在竹篙灣檢疫21天的安全系數最高。
不過，徐樂堅解釋：“為何只入住竹篙灣檢

疫7天，不是14天或21天，是考慮到未來可能有
更多高危地區，輸入個案會增加。”徐樂堅強調
會根據情況，不排除會調整安排。
此外，香港29日新增3宗確診個案，全部屬

於輸入個案，帶有L452R變種病毒，初步確診
個案則少於10宗。

最新變種新冠病毒株Omicron（奧密克戎）蔓延全球，香港亦憑着嚴密的外防輸入措施，成

功再偵測多一宗帶Omicron病毒的輸入個案，使香港累計堵截3宗Omicron個案，全部未有進入社

區。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9日表示，應對Omicron威脅時“必須比嚴陣以待更

嚴陣以待”，特區政府29日宣布三招應對，包括13個曾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株個案的地區，分階段納入高風險A組指明地區；來自有關

地區的人士，抵港首7天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其間一天一檢，之後才到酒店接受14天強檢；加強和加密病毒檢測及基因排序工作。專

家讚揚特區政府反應快速，但仍有不足之處，認為要求所有來自高發區的人士全程在竹篙灣檢疫21天較穩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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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曾出現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個案
的地區納入高風險A組指明地區

‧30日零時起，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及贊
比亞為A組指明地區

‧本周四（2日）零時起，再加入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
大、捷克、丹麥、德國、以色列及意大利為A組指明地區

‧只限已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入境

‧登機前必須出示72小時有效的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證明

‧已預訂香港指定檢疫酒店房間

對來自有關指明地區人士，實施更嚴格隔
離安排

‧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首7天

‧之後到指定酒店再接受14天強制檢疫

‧來自有關地區的機組人員與旅客一樣，進入社區
前必須隔離，其間接受 6次檢測

‧其後7天自行監察

‧抵港第26天在社區檢測中心檢測

1 2 3

特首籲民速打針助正常通關

●香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等29日舉行簡報會，宣
布三招應對最新出現的Omicron變種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呼籲再提高香港疫苗接種率，市民護
己護人之餘，又能創造正常通關條件。 資料圖片

政府三招應對O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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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強化民間個資保護責任，內
政部訂定9個資安維護管理辦法。移民署說，
「內政部指定移民業務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管理辦法」今天修正發布施行，以落實移
民公司保護個資。

移民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為落實移民
公司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日前修正 「移民業務
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並將名稱改為 「內政部指定移民業務機構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且已經內
政部審查通過，並依法制作業程序，於今天修
正發布施行。

移民署指出，管理辦法原本就要求移民公
司應訂定發生個資外洩等侵害事故時的應變機

制，現為再強化移民公司對個資保護的監管措
施，增訂業者應於重大個資外洩發生後 72 小
時內書面通報內政部，並啟動行政檢查等措施
，以進一步保障消費者個資安全。

由於移民公司蒐集保有消費者個資，移民
署說，業者依規定應採取適當的安全設備或防
護措施。透過這次修法，針對使用資通訊系統
，保存消費者個資達 1000 筆以上業者，更明
定規範應採取6項資料安全管理措施，以落實
維護消費者的個資安全。

另外，為加強移民公司內部查核機制，也
修正提高執行定期檢查的頻率，由每2年至少
1次增加為每年至少1次。

促移民公司保護個資 移民署修法即起施行

（中央社）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廖俊豪開庭
涉逼被告認罪遭請求個案評鑑，檢評會認定請
求評鑑不成立，但廖男有違失，移送嘉檢行政
監督。法務部尊重個案評鑑結果，重申會對不
適任司法官加速淘汰。

全案緣於，黃姓男子請求個案評鑑指出，
廖俊豪於109年間偵辦公然侮辱案件時，沒有
就案件內容詳細詢問，一再打斷他的陳述，要
求他在筆錄上簽名認罪以及應與告訴人和解獲
撤告；廖俊豪後來還透露心證，不管他認不認
罪，他都會被起訴。因此依法官法請求對廖俊
豪進行個案評鑑。

檢評會立案調查，廖俊豪答辯表示，依證
據顯示黃姓被告確實有辱罵一名女子 「裝肖仔
」、 「妳吃屎啦」等語，這些言詞為人身攻擊
，符合刑法公然侮辱的構成要件；他後來轉為
公訴組，後手辦理處分不起訴，他尊重，但不
應以此認為他辦案有疏失。

檢評會調查認定，廖俊豪沒有 「要求」認
罪、和解，而是 「詢問」被告是否認罪，這應
是被告純屬主觀感受，且廖俊豪僅有一次打斷
被告陳述，顯示出當時心證明顯傾向被告行為
已構成犯罪；檢察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單純對於案件事實提出法律上判斷，即適用法
律之見解，不得以此為檢察官個案評鑑的事由
。

檢評會認定，庭訊譯文可發現，廖俊豪多
次詢問被告是否認罪，卻未告知認罪後，於其
程序上與實體上可能產生的有利或不利影響，
此等偵查行為並不符合檢察官倫理規範所要求
的 「顧及被告權益」、 「非以使被告定罪為唯
一目的」、 「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事證均詳加
調查斟酌」等原則。

檢評會指出，廖俊豪於偵查中表明心證，
固然並無違法不當，但在被告認罪改為不認罪
時，並未加以考量，沒有就認罪與否對被告權
益的可能影響進行告知等，確實有違失，但情
節不重大，日前決議本件請求個案評鑑不成立
，移請行政監督權人（嘉檢）為適當處分。

對此，法務部官員指出，檢察官評鑑新制
自109年7月17日開始實施後，案件當事人已
可對檢察官請求個案評鑑，目的就是要加速淘
汰不適任的司法官。法務部對於每件個案評鑑
結果，除表示尊重外，並就個案情節所涉及違
失事項，會責令相關機關及人員應確實檢討改
進。

官員指出，會持續傾聽人民的聲音，對於
檢察官問案態度及辦案程序等，持續以最高標
準嚴格要求，也會加速揪出極少部分的不適任
者，以還給絕大多數認真負責的檢察官應有的
肯定與掌聲。

嘉義檢察官開庭涉逼認罪案 檢評會認有違失

（中央社）台中市街頭近來不平靜，北區忠
明二街的1處工地傳出有工人遭圍毆，台中市警
方今天表示，警方到場時沒看到暴力行為，已連
夜將全案證據報台中地檢署指揮偵辦中。

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
表示，29日下午3時24分許獲報北區忠明路與忠
明二街口 「有人吵架」案件，立即派遣警網於2
分鐘內馳赴現場，但到場查看並無人爭吵情事。

警方指出，今天經路過民眾向警方提供影像
畫面，疑似有人遭受攻擊畫面，警方立即成立專
案小組將相關涉案人員通知到案，以釐清案情。

警方初步調查表示，案發地點是1處建築工
地，警方在現場周邊搜尋時，約於工地約100公

尺處發現有5名男子往外走，立即上前盤查。
警方指出，沈姓男子等5名男子向警方表示

，前來工地找人未果即離開，警方為求審慎，再
至工地訪查陳姓工地主任，陳男告知有5人共乘1
輛自小客車要找1名游姓員工，並詢問是否在此
工作，陳男回應游姓員工沒有在此工地工作後，
5名男子即自行離去。

警方表示，5男說法與工地陳姓主任大致相
符，且他們身上無明顯犯罪跡證，另因工地現場
無監視器可供調閱佐證，警方依法盤查及抄錄5
男資料後讓其離去，目前警方已連夜將全案證據
報台中地檢署指揮偵辦中。

中市工地傳工人遭圍毆警方報請地檢署偵辦

（中央社）台北巿議員羅智強臉書貼文批評
駐日代表謝長廷逼死外交官蘇啟誠，謝長廷提告
求償100萬元，一審敗訴後提上訴，二審今天宣
判上訴駁回，羅智強免賠確定。

全案緣於，民國 107 年 9 月颱風燕子侵襲日
本，導致多名台灣旅客滯留關西國際機場引發紛
擾，同年9月13日駐日本大阪辦事處前處長蘇啟
誠輕生。

駐日代表謝長廷提告主張，蘇啟誠輕生後，
羅智強在107年9月14日在個人臉書粉絲專頁張
貼， 「顢頇的是謝長廷，扛責推給常任文官，現
在逼死一位處長」等言論後，同年12月21日再
貼文提及，有關蘇啟誠輕生前所發生的事情及逼

死蘇啟誠的就是謝長廷等言論。
謝長廷主張，羅智強未盡合理查證義務，就

以臉書貼文方式惡意指摘他逼死蘇啟誠，這些是
不實言論，已侵害他的名譽權，導致他受有精神
損害，因此提告求償新台幣100萬元。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認定，言論內容與公共利
益有關，屬於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判謝長廷敗訴
，羅智強免賠；謝長廷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由台
灣高等法院審理。

二審審理期間傳喚（上訴人聲請）外交部駐
日代表處官員張瑞麟及台灣日本關係協會秘書長
郭仲熙出庭作證，日前辯論終結，定於今天宣判
，羅智強今天未到庭聆判。

謝長廷提告求償百萬二審仍判羅智強免賠確定

（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陳姓組長涉洩密收賄，士林地檢署諭知以50萬元交
保。北市刑大今天表示，除配合偵辦，已將陳姓組長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並秉持毋枉毋縱立場
以維警譽。

北市刑大下午發布聲明稿指出，士檢檢察官昨天下午1時許指揮台北市調查處搜索陳姓組
長的辦公處所、車輛及住家，並查扣他的公務及私人手機、公務iPad各1具等證物。

全案經移送台北市調處偵訊結束後，移送士檢檢察官複訊。北市刑大表示，檢察官今天上
午7時30分以涉嫌違反銀行法罪嫌，裁處陳姓組長新台幣50萬元交保候傳。

北市刑大指出，已即刻召開會議將陳姓組長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並秉持毋枉毋縱立場及
「不掩飾、不庇縱、不護短」態度，全力配合士檢依法偵辦，以維警譽。

陳姓組長涉洩密收賄 北市刑大：改調非主管職

立院三讀通過立院三讀通過 重大逃漏稅最高罰重大逃漏稅最高罰11億元億元
立法院院會立法院院會3030日三讀通過修正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日三讀通過修正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將逃漏稅的罰金從現行新台幣將逃漏稅的罰金從現行新台幣66萬元以萬元以

下下，，提高到提高到10001000萬元以下萬元以下，，並增訂逃漏稅達一定金額者並增訂逃漏稅達一定金額者，，最高可處最高可處11億元以下罰金億元以下罰金。。圖為立法院圖為立法院
副院長蔡其昌敲槌副院長蔡其昌敲槌。。

朱立倫宣講朱立倫宣講44個同意公投理念個同意公投理念
重啟核四重啟核四、、反萊豬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及三接遷離公民投票案公投綁大選及三接遷離公民投票案1212月月1818日投票日投票，，國民黨主席朱立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倫（（前右前右））3030日在北醫前廣場宣講公投理念日在北醫前廣場宣講公投理念，，高舉手勢呼籲高舉手勢呼籲 「「44個都同意個都同意，，台灣更美麗台灣更美麗」」 。。

陳菊出席外籍漁工人權專案報告發表會陳菊出席外籍漁工人權專案報告發表會
國家人權委員會國家人權委員會3030日上午在華山文創園區舉辦日上午在華山文創園區舉辦 「「外籍漁工人權專案報告發表會外籍漁工人權專案報告發表會」」 ，，人權會主人權會主

委陳菊出席致詞委陳菊出席致詞，，呼籲保障外籍漁工人權呼籲保障外籍漁工人權，，並表示會協助台灣漁業永續發展並表示會協助台灣漁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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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 現任華裔理事Board
of Trustees 宋嘉年 Anne Sung, 正在緊張進行決
選 Runoff Election 的努力。本次決選是 11 月普
選General Election的第二輪，有4名HISD理事
席位需要確定（Anne Sung 代表第7選區，見圖
）。

Anne Sung 在休士頓長大，畢業於 Bellaire
High School, 後進入哈佛Harvard 大學，有物理
和數學雙學位，並取得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
學位，是華二代的成功典範。不僅如此，她畢
業後，選擇回到HISD，曾在最困難的Davis 和
Lee High School 負責物理和科學課程教育，一
心熱愛和投入教育事業。

Anne Sung 在 2016 年以 36 票的微弱多數當
選，是HISD理事中唯一具有豐富教學和公共政
策背景，也是唯一的亞太代表。對於華人社區
升大學和就業準備，她在過去5年當中將其作為
優先事項，增加了通過AP考試和IB考試的學生
人數。在就業和技術方面，行業認證的學生數
量增加了300%。因此，支持Anne Sung 連任，

就是支持華二代。
在談起她與其競選對手的差別

時，Anne Sung 提到，HISD 作為德
州#1， 全美#7 大校區，極有深遠
影響力和領導力。因為 COVID 的
影響， 她致力於恢復 COVID 正常
教學，積極科學防疫，有效管理學
區經費和效果監督。

HISD本次挑戰了德州州長不許
學區要求戴口罩的禁令，並在科學
防疫中起到帶頭作用。但另外一名
候選人，沒有任何教育背景和公共
政策管理經驗，拒絕遵從COVID防疫衛生，抵
觸帶口罩和疫苗，並且宣揚教師帶槍入校，無
視校區安全。因此 Houston Chronicle 公開背書
支持了Anne Sung，這是她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宋理事特別提醒，在另一波COVID變異有
可能再次掀起高潮的危險下，每個人的選擇，
不僅對自己學區起到關鍵作用，而且HISD會影
響到整個德州的政策。她希望大家提醒周圍鄰

居和朋友，支持科學和公共教育，保護孩子們
和社區的安全。最後成敗，一票定千鈞。

在 Anne Sung 的選區的選民皆可投票給她
，在其他選區的選民，她建議投給現任的候選
人，因為她們都遇到了跟她類似的競選攻擊。
即使不是休士頓獨立學區的家長，如果子女已
經長大，只要在哈里斯縣登記投票的人都可以
投票。

抓緊時間，提前投票只有一周多，從11 月
29日(週一)到12月7日（週二）截至。最後一天
投票是12月11日（週六）。投票地點，可以在
Harris County 任何投票站，早7時 至晚 7時 (詳
情見 HarrisVotes.Org)。請大家一起來支持Anne
Sung，加入捐款和志願者行列：https://www.
anne4hisd.com/。其他 HISD 理事決選詳情，請
參考https://www.houstonisd.org/Page/188048。

德州學區將如何應對COVID？你的選擇將在29日開始的HISD決選中起到關鍵作用
宋嘉年Anne Sung以科學防疫競選HISD理事
美國華裔選民聯盟主席Helen Shih博士供稿

您們好,2020年12月1日是#GivingTues-
day，這是一個特別的機會。您可以透過這
機會去表示您對光鹽社的支持。

在這次全球性健康危機中，光鹽社已經
幫助了數百人成功地申請了健康保險。光鹽
社需要您們的幫助及愛心，以繼續致力於改
善我們社區的健康和福利。現在，您們的支
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請繼續捐款
，以便我們可以繼續為您和您的家人服務。

在AmazonSmile網上購，他們捐出0.5％
給光鹽社。

自成立以來，在義工們的付出及社會 善

心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每年有超過20,000
人 受惠於光鹽社的各項服務。如果你有任何
問題， 請與我們聯絡。

如果你願意捐獻支持光鹽社，可以寄支
票或網上捐獻(QuickPay with Zelle) Quick-
Pay account with Chase: LSAHOUS-
TON@GMAIL.COM

支票或網上捐獻抬頭請寫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捐款可抵稅

。
請將奉獻支票寄到以下地址：3535 Bri-

arpark Drive Set. 135 Houston, TX 77042

光鹽社 以愛心知識為基礎 關懷服務弱勢群體 促進全人健康 更新我們社區
為串聯臺灣技術研發優勢，進而提升美

南僑臺商產業競爭力，休士頓臺灣商會11月
28日於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產業升級說明會
，邀請臺灣設計研究院組長洪明正跨海越洋
連線，講述如何藉此產業設計驅動產業創新
，進而升級。這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近2年
來，該會首次辦理的實體活動，由於議題新
穎有趣，吸引逾50位僑臺商到場參加。當日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偕同副主任黃依莉參加
，僑務委員張世勳及劉秀美也出席共襄盛舉
。

會長張園立首先致詞期盼疫情漸緩後，
大家能持續支持商會舉辦的各項活動。駐休
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由於仍忙於接待來訪
的中華桌球代表隊，特別錄製影片鼓勵僑臺
商運用政府資源結合在地優勢進行產業升級
，營造臺美雙贏的契機。黃依莉則向參與者
介紹僑委會目前推動的 「全球僑臺商產業升
級與技術服務方案」及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
作服務方案」相關內容，歡迎商會與企業與
臺灣技術發展機構學校合作，現場並提供合
作備忘錄參考範例供大家參考使用。

隨後由臺灣連線參加的洪明正介紹臺灣
設計研究院推動臺灣設計產業的過程，藉由
追蹤設計產業發展現況，掌握國際設計產業
動向及趨勢，提出因應策略。他表示該院協
助企業創新，如臺鐵便當進行整體品牌優化
重塑等，說明善用設計的力量驅動產業創新
，是導入產業升級最重要的軟實力。新穎的
設計理念及內容讓與會者嘖嘖稱奇，會議結
束後大夥仍不斷讚嘆臺灣設計專業人才的創
新力。

陳奕芳則利用說明會空檔，介紹僑委會編
製的 「僑胞服務手冊」內容，像是海外無戶
籍國民返臺設籍、定居、僑民身分認定、僑
民兵役、社會保險與其他常見相關問題，都
是目前大家最關心的議題。她表示這是一本
僑胞返臺常見洽公指南，歡迎到僑委會網站
（https://www.ocac.gov.tw)首頁下載運用；
隨後她也一一為在場僑胞解答疑義。當日在
一片久別重逢的歡愉氣氛中，完成了一場難
得的面對面活動。

休士頓臺商聚談產業未來 盼創新設計助升級

羅復文錄影致詞羅復文錄影致詞，，鼓勵僑臺商積極營造臺美雙贏的契機鼓勵僑臺商積極營造臺美雙贏的契機

張世勳張世勳、、劉秀美劉秀美、、張園立張園立、、黃依莉及陳奕芳黃依莉及陳奕芳((第一排右第一排右
起起))與休士頓臺商久別重逢與休士頓臺商久別重逢。。


	1201WED_A1_Print.pdf (p.1)
	1201WED_A2_Print.pdf (p.2)
	1201WED_A3_Print.pdf (p.3)
	1201WED_A4_Print.pdf (p.4)
	1201WED_A5_Print.pdf (p.5)
	1201WED_A6_Print.pdf (p.6)
	1201WED_A7_Print.pdf (p.7)
	1201WED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