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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單日確診破百萬打破全球紀錄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 3 日通報逾 100 萬例新增確診，
不僅刷新疫情爆發以來紀錄，更是全球首見單日破百
萬確診。美媒形容，Omicron 就像海嘯般徹底影響了
美國人的日常生活。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美國 3 日通
報 108 萬 3948 例確診、1693 人病故。這個確診人數幾
乎達到 4 天前（約 59 萬人）的 2 倍，而 4 天前的數字
又較前 1 週增加 1 倍。
美國媒體報導，自 2 年多前 COVID-19（2019 冠
狀病毒疾病）大流行爆發以來，美國的病例數量一直
都是其他國家的 2 倍以上。除美國以外，全球最高單
日確診數來自 2021 年 5 月 7 日、Delta 變異株疫情高峰
時的印度，當時印度通報超過 41.4 萬人染疫。
事實上，許多美國人都會在家利用快篩試劑自行
篩檢，事後也不會向政府當局通報結果，因此這個驚

人紀錄恐怕還是被嚴重低估的數字。
儘管激增的染疫病例尚未導致重症和死亡人數驟
升，但隨著感染者紛紛在家隔離，影響已在全美各地
顯現，包括許多航班因人力不足被迫取消、學校和辦
公室關閉、醫院不堪重負，供應鏈被迫中斷等。
疫情急速升溫，也讓當局考慮調整部分防疫指導
方針，以帶領國家度過這波疫情。官員指出，雖然美
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先前將檢測呈陽性
的無症狀人員隔離時間縮短為 5 天，接下來可能要求
上述人員必須等待採檢結果轉陰，方可解除隔離。
受到疫情大爆發影響，許多公司也開始要求員工
暫 停 返 回 辦 公 室 上 班 ， 比 如 高 盛 集 團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和 摩 根 大 通 （JPMorgan Chase &
Co.）都採取謹慎做法，鼓勵員工在新年伊始時恢復
居家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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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動 「好人好事好社會
好人好事好社會」
」運動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1/
01
/04
04/
/2021

两年仍未斷的新冠疫情改變了
人們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方式， 也
正在為我們未來的發展呈現了巨大
的改變 ，唯一不變的是我們需要
更多的好人好事來支撑破碎的社會
， 送上更多的溫暖。

居住在休斯敦地區的
居民， 幾乎每天都
在各大電視台看見一
位年近古稀的傢俱店
老板邁克，手上握著
一張百元大鈔，以他
鏘鏗有力的聲音高喊
「為你省錢」的口號
， 這幅畫面多年來
深植我心。
最近因為美國中西部肯德基州
遭受龍捲風侵襲， 許多人無家可
归， 包括中國人活動中心在內的
社團捐献了許多玩具食品送到災區
， 因而我們和邁克有了許多次近
距離之接觸， 發現他那股親和 慈

善和行動的決心。
邁克年輕時就開設了傢俱店
， 他每天上午九點準時上班， 開
始親切接待客人， 他給人之印象
就如你走進了親友的客廳 ，令人
有賓至如歸之感， 他的敬業精神
令人佩服， 每次本地或全美遭到
天然災害時， 他一定伸出援手，
在他的停車埸上總會有幾輛整裝待
發的货車準備向災區前進當洪水肆
虐 ，市民受困 ，他開放傢俱店收
容大家住宿並備有熱食和咖啡招待
。
我和邁克交往几回，也熟識起
來 ，每次我去拜訪他 ，他非常高
興連稱李先生，您好， 我也深深

為他的善心感動。
走在回程的途中 ，我對於所
看到的一切 ，深感汗顏， 想想當
年我們到達休斯敦時也是靠這塊土
地打拼成長 ，但是我們真正能回
馈社會的事實在太少了。
在今年的日程計劃上， 美南
傳媒集團決心發起「好人事好社會
」運動 ，我們決心在社會上發掘
優秀慈善家、企業家、社會貢獻家
，激起大家對社會 之關懐。
為了推動此項活動 ，我們已
廣邀社區工商社團領袖， 組成籌
備委員會， 近期向各界人士進行
推廣。

We Launched The “Good People Good
Deeds and Good Society”
Society” Campaign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changed people’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lifestyles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is also
showing great change for our
future. The only thing t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that we
need more good people and
good deeds to support a broken
societ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hit mid-America, many people
lost their homes. We were able
to team up with the Chinese
Civic Center and sent toys for
Christmas to Kentucky through
Mack’s trucks.

People who live in the Houston
area always have watched
Mattress Mack holding hundred
dollar bills in his hand and
shouting the slogan, “save you
money!!” on television. The
picture has been rooted in my
heart for many years.

Mack opened a furniture store
when he was young in Houston,
Texas. He went to work in the
store everyday and greeted
customers. He made people feel
at home to select their firniture.
Every time there has been a
natural disaster, he always lent a
helping hand, even opening the
store to let people stay overnight
for those people without homes.
And he even served hot meals.

Recently, because the tornados

After many visits, Mack knew me

and he always welcomed me and
said Mr. Lee you are always
welcome back.
On the way back, I was deeply
“ashamed” by what I saw.
There are too few opportunities
when we can really give back to
our community.
On the year 2022's
calendar, Southern
News Group is
determined to launch
the “Good People
Good Deeds Good
Society “
campaign. We
willfind more
philanthropists and
entrepreneurs in our
community and

stimulate them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begin this project we
have invited leaders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 form a
preparatory committee. This is
our #1 priority for th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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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撥款 600 萬歐元給企業救急

承認“杯水車薪”

此前，立陶宛政府曾對歐盟援助寄
予厚望，不過歐盟官員在 27 日與立陶宛
總統會面時稱，歐盟各成員國存在分歧
，援助至少再等半年。
立陶宛當局執政一年以來“昏招頻
出”，當地時間 28 日，據最新民調結果
顯示，現政府立陶宛執政聯盟 12 月支持
率跌至曆史最低水平 17.3%，僅剩不到兩
成。總理希莫尼特的支持率降至 30.5%，
不信任度超過一半，升至 52%。

秘魯衛生部：避免第三波疫情
接種疫苗加強劑是關鍵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長埃爾南多· 塞瓦略斯報告稱，新增 22 例新冠
病毒奧密克戎變體感染病例，累計確診 71 例。新增病例主要在利馬市
(19 例)，此外 Piura 大區的 Sullana 市也確診了 3 例。
塞瓦略斯部長介紹說，Piura大區的3名感染者都來自一個家庭，這些樣本
的基因測序工作是由在Piura建立的國家衛生研究所(INS)移動實驗室進行的。
塞瓦略斯部長警告說，奧密克戎變體的傳染性更高。部長還報告說
，此前在利馬確診的一名患者曾去過 La Libertad 大區的 Trujillo 市，爲此
衛生部在 La Libertad 發出了警報，以檢測該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家
庭成員和他們的行動軌迹，以便進行監測。
塞瓦略斯部長再次要求公衆接種新冠疫苗，避免擁擠的場所，勤戴口罩
，並與其他人保持1.5米的距離。他還表示，盡管衛生部門已經擴大了照顧新
冠患者的能力，但若出現第三波疫情，可能會使衛生系統崩潰。
目前在利馬和各地區的幾家醫院中，75%的 ICU 床位被占用。根據
衛生部的數據，仍有大約 500 萬人沒有接種任何劑量的新冠疫苗。
鑒于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體感染病例的增加，秘魯衛生部提醒民衆
，接種疫苗加強劑有助于遏制新冠病毒的擴散和避免重症，是預防第三
波疫情的關鍵。
衛生部指出，雖然利馬 80%的目標人群接種了兩劑疫苗，但下一個
目標是繼續擴大加強劑的覆蓋率，加強劑可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三個月
內接種。
12月31日(上午7點至下午2點)和2022年1月1日(上午8點到下午2點)
，衛生部將繼續開放利馬市和Callao市的疫苗接種中心，爲民衆服務。

嚴防奧密克戎
哈薩克斯坦防疫措施升級
綜合報導 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近期疫情形勢總體趨穩，相關部門
表示，鑒于全球疫情形勢複雜多變，民衆仍須嚴格遵守防疫要求。同時
，爲有效控制疫情擴散，政府自 2022 年 1 月起，將再次收緊防疫措施。
哈副總理托赫詹諾夫日前表示，哈全國範圍內疫情形勢穩定，但隨
著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奧密克戎的快速傳播，哈衛生部將進一步采取限制
措施。據托赫詹諾夫介紹，自 2022 年 1 月 5 日起，進入購物中心及公共
娛樂場所的民衆必須持有健康“綠碼”。同時，托赫詹諾夫指出，民衆
疫苗接種覆蓋率將對病毒傳播産生直接影響。
鑒于當前疫情形勢，哈總理馬明近日在主持召開政府例行工作會議
時表示，考慮到全球疫情形勢複雜多變，民衆仍須嚴格遵守防疫要求。
截至當地時間 30 日，哈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者超 897 萬人，達目標接種
人數八成；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者逾 850 萬人，達目標接種人數的 75%
。馬明指出，未來將進一步推進疫苗加強針接種工作，2022 年上半年接
種加強針目標人數達到 900 萬。此外，馬明敦促衛生部及各州政府做好
接種疫苗加強針宣傳工作。
截至當地時間 31 日 10 時，哈薩克斯坦過去 24 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
近 500 例，累計確診病例逾 107.2 萬例。另據哈政府新冠疫情防控跨部門
聯合委員會發布疫情形勢報告，截至 30 日，哈首都努爾蘇丹、北哈州仍
爲疫情風險等級“黃區”，15 個地區處于疫情風險等級“綠區”。

“我們明白，與問題的規模相比
， 這 只 是 一 筆 小 錢 ， 但 我 們 希 望 它能
夠幫助到那些積極尋求多元化機會的企
業。”
此前立陶宛曾四處尋找“外援”，
並對歐盟抱有很高期待。12 月 3 日，立
陶宛外長蘭茨貝爾吉斯表示，“要求歐
盟保護立陶宛”。16 日，據路透社報道
，立陶宛總統曾直言希望尋求歐盟領導
人的幫助。
據 LRT 援 引 立 陶 宛 經 濟 與 創 新 部
長阿爾莫奈特的消息稱，政府正在尋
求 歐 盟 委 員 會 批 准 1.3 億 歐 元 （ 約 合
人 民 幣 9.38 億 元 人 民 幣 ） 的 一 攬 子 貸
款。
不過，這筆貸款何時能到恐怕要打
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當地時間 12 月 27 日，歐盟委員會負
責環境、海洋和漁業的委員辛克維丘斯
（Virginijus Sinkevi ius）與立陶宛總統
瑙塞達會面。辛克維丘斯表示，歐盟委
員會只能在評估中方行動且各成員國達

成一致後才會提供援助，這需要至少半
年的時間。
此外，立陶宛當局執政一年以來，
操弄反華議題、禁運白俄鉀肥、炒作邊
境移民爭端，種種“昏招”終究不得人
心。
當地時間 28 日，據立陶宛民調機構
Vilmorus 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該
國政府 12 月支持率跌至曆史最低水平
17.3%，僅剩不到兩成。
僅僅一個月，民衆對立陶宛政府的
支 持 率 就 從 11 月 的 21% 下 降 到 如 今 的
17.3%，不信任度從 39.6%升至 47.8%。總
理希莫尼特的支持率降至 30.5%，不信任
度升至 52%，外交部長蘭茨貝爾吉斯的
支持率更是降至 15.3%，不信任度升至
66.4%。
對此，立陶宛“影子”總理、最大
反對黨“立陶宛農民和綠黨聯盟”主席
卡爾鮑斯基斯發文怒斥“現政府瘋了”
，其對華政策將成爲阻礙立陶宛經濟發
展的障礙。

希臘日增確診超 3 萬例再創新高
政府更新防疫政策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 時 ， 希 臘 新 增 35580 例 新 冠 確 診 病
例，連續 4 天刷新日增最高紀錄。面對
疫 情 的 持 續 擴 散，希臘政府將調整新冠
防疫政策。
專家預測日增病例或達 10 萬
報道稱，希臘新冠疫情形勢嚴峻，30
日，希臘傳染病學專家戈戈斯預測說，新
冠確診病例數量將會持續增加，不排除日
增達 10 萬例的可能性。
他表示，目前仍處在新冠病毒奧密克
戎變異株相關數據的收集階段。然而，奧
密克戎的傳播性極強，盡管加強針疫苗能
夠讓人們避免在感染後發展爲重症，但是
，即使那些完全接種過疫苗的人，也有可
能被感染。
新冠疫苗證書有效期將調整
希臘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 30 日宣布，
該國的新冠疫苗證書有效期將發生變化。
持有者如果不接種加強針，該證書可能會
在簽發後的 7 個月後到期，之後必須接種

疫苗加強
針 ，才能延
續證書的效
力，否則將
被視爲未接
種疫苗。他
說，這幾乎
是一個“板
上釘釘的決
定”，具體
公告將在新
年後發布。
普萊弗
裏斯同時表
示，政府正在考慮將強制接種疫苗的人群 一個班級只有確診感染人數超50%時，線下
課堂教學活動才會停止，改爲網上遠程授課
範圍，擴大到 50 歲以上。
，教育部希望將這一比例降低爲30%。
希臘政府消息人士稱，隨著疫情的發
學校防疫措施或將調整
《中希時報》援引《每日報》報道稱 展，考慮到 2022 年初的實際情況，針對學
，希臘教育部計劃在 2022 年 1 月 10 日學校 校的防疫政策可能需要作出適當調整。
此外，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更新了
開學時，采用讓師生進行快速檢測而非自
新冠隔離政策，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隔離
我檢測的方式控制校園中的新冠病例。
此外，根據現行的防疫政策，學校中 時間，由此前的 10 天縮短至 5 天。

加拿大多地年終之際升級防疫限令
魁北克重啟宵禁
綜合報導 加拿大將在直線
反彈的新冠疫情中告別 2021 年
。多個省份不得不在年終和學
校新學期臨近之際進一步收緊
防疫限制措施。
魁北克省將在 2021 年的最
後一天重新實施宵禁令。這意
味著人們從新年前夜開始，不
得在無必要理由的情形下出門
，否則可能被課以 1000 至 6000
加元的重罰。該省曾于今年 1
月上旬起在加拿大率先實施宵
禁令，並持續至 6 月中旬。
魁北克省 30 日報告的新增

病例達到創紀錄的 14188 例。
該省還將推遲學校恢複課堂授
課的時間，叫停餐館堂食服務
以及在室內舉行的聚會、體育
活動，大部分商家在星期日不
得營業。因爲醫護人員人手緊
缺，魁北克省近日已宣布，允
許部分病毒檢測呈陽性的醫護
人員繼續工作。
安大略省宣布，已充分接
種疫苗的人士的隔離期由 10 天
縮短至 5 天。同時，無症狀或
有輕症狀的人士原則上不能再
享受免費的核酸檢測。該省承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認目前檢測能力不足。另外，
原定于 1 月 3 日的學校新學期返
校時間將被推遲兩天，以便有
時間落實進一步的防疫措施。
該 省 在 30 日 報 告 新 增 病 例
13807 例，再次刷新峰值紀錄。
檢測陽性率已超過 30%。目前
的新增病例中逾九成爲奧密克
戎變異株感染者。
日增病例數達到破紀錄的
約 4000 例的阿爾伯塔省則決定
，將幼兒園至中學的開學時間
推遲一周。
加總理特魯多通過網絡社

59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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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立陶宛政府一意孤行、操
弄反華議題，連累了該國企業吞下一系
列經濟“苦果”。
據報道，立陶宛政府當天表示將撥
款 600 萬 歐 元 （ 約 合 人 民 幣 4329.42 萬
元 ）援助那些受中立關系惡化影響的本
國企業。不過，該國經濟與創新部長奧
什 麗 內 · 阿 爾 莫 奈 特 （Au rin Armonait
）直言“與問題規模相比，這只是一筆
小錢”。

據 LRT 報 道 ， 立 陶 宛 財 政 部 長
金 塔 蕾 · 斯 凱 斯 特 （ Gintar Skaist ）
對 內 閣 稱 ， 這 600 萬 歐 元 援 助 將 幫 助
立陶宛企業提高競爭力並實現市場
多樣化。
“鑒 于 當 今 地 緣 政 治 的 緊 張 局 勢
和企 業 在 華 面 臨 的 問 題 ， 尤 其 是 出
口企業，我們建議從歐洲區域發展
基 金 （ ERDF ）中拿出 600 萬歐元用于
提升企業競爭力。”她補充稱，“該
措施旨在使市場多樣化，爲那些面臨
對華出口問題的企業尋找其他潛在的
商業夥伴。”
歐洲區域發展基金最早成立于 1975
年，是歐盟致力于從內部富裕地區（非
國家）轉移資金、投資欠發達地區而成
立的基金。
立陶宛經濟和創新部長奧什麗內· 阿
爾莫奈特表示，該項援助中 500 萬歐元
用于在國外展示企業的産品，100 萬歐元
用于支付産品認證費用。她承認，這筆
錢並不多，不能解決問題。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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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平台對民衆呼籲，不論選擇
怎樣的方式迎接新年，都請確
保遵守當地的公衆防疫要求。
加聯邦政府推出的“員工
封城補助”申請從 12 月 30 日開
始啓動。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士
若因地方性的防疫封禁措施而
損失至少 50%的收入，可申領
每周 300 加元的補助。
30 日加拿大全國報告新增
病例 39840 例。累計病例已達
到 214.2 萬例，死亡 30280 例，
尚有活躍病例近 23.4 萬例。目
前的檢測陽性率接近 20%。

美國新聞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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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攻入太兇猛美這州2周病例暴衝849％民眾怕爆瘋篩檢
具有高度傳染力的 Omicron 攻入台灣，美
國佛州過去 2 周病例激增 849%，阿拉巴馬州及
波多黎各新增病例也激增逾 600%，佛州篩檢站
大排長龍。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統計，在
Omicron 肆虐下，過去 14 天美國多州每日新增
確診病例暴衝，當中以佛州新增病例暴增 849%
居冠，其次為阿拉巴馬州的激增 693%，及加勒
比海領地波多黎各的 639%，路易斯安那州及密
西西比州的新增病例也逼近 600%。佛州 3 日新
增 8.5 萬人確診。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儘
管白宮首席防疫顧問佛奇（Anthony Fauci）警
告民眾不要以病例數、而應以住院數來判斷
Omicron 的嚴重程度，不過耶誕節至新年期間
，美國平均 7 日住院數仍激增 40%。
根據路透社，過去 7 天美國全國新增病例
翻倍，平均單日新增 41.8 萬例。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
導，證據顯示 Omicron 雖然更具傳染力，但是
症狀更溫和， 「不過仍會對美國及全世界未接
種疫苗的人造成可怕傷害。」

拜登悲慘受困 隨行人員 「土法煉鋼」 急救援

美最新技術慘遭內鬥打擊 專家：恐輸給中國大陸

新聞網站 「
The Drive」報導，美國總統拜
登（Joe Biden）3 日返回華盛頓特區時，由於
當地正好降下冬天的第一場大雪，積雪頗深，
讓其座機 「空軍一號」（Air Force One）降落
後，載運登機梯的地勤車輛卻卡在雪中，導致
拜登一度被困在機上，最後還是接機軍官和地
勤人員一同推車，才終於化解此一尷尬局面。
根據報導，拜登 3 日結束新年假期，搭乘
C-32A 自老家德瓦拉州（Delaware）返回工作
崗位。不過在抵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時，雖然地勤人員已事
先清理過跑道上的厚厚積雪，讓飛機能夠安全
降落，但載運登機梯的地勤車輛卻卡在雪中，
讓拜登一行人被困在機上下不來。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接機軍官和地勤人員

在大雪中奮力推車，才讓該車輛脫困並駛往
C-32A，稍後拜登則在大雪中步下階梯。原本
拜登應自安德魯斯基地轉搭 「陸戰隊一號」
（Marine One）直升機，但由於天氣惡劣，最
後改由陸路返回白宮。
雖然有人質疑不應讓美國總統在大雪中冒
險搭機返回華盛頓特區，不過美國空軍強調，
其對所有任務都進行了風險評估，並確定該軍
種有能力安全地將總統送往目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此次搭乘的並非一般
作為空軍一號使用的 VC-25A，而是較常擔任
副總統座機 「空軍二號」（Air Force Two）的
C-32A。空軍一號、陸戰隊一號等呼號專指美
國總統正在搭乘的飛機和直升機，並非某些特
定機種的稱號。

美國總統拜登 6 日將在國會遇襲屆滿週年
這天，對美國民主面臨威脅提出警告；前總統
川普則將重申大選被偷走的陰謀論。雙方不僅
未彌合國內社會分裂，反讓政治對立鴻溝日益
加劇。
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據報將在國會大廈內
發表談話。川普鐵粉去年 1 月 6 日與執法人員
爆發激烈衝突，強行闖入美國民主核心國會山
莊，企圖阻止國會認證拜登勝選，時隔一年，
與這起暴動事件相關的政治創傷仍未癒合。
拜登入主白宮的第一年就經常警告，美國
政治自由正面臨 「生死存亡」的威脅；時至今
日，大多數美國人仍將政治自由視為理所當然
。
國會將在 6 日這天舉辦一
連串活動，拜登的主要盟友、
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 說 ， 這 會 是
「艱難的一天」。拜登的演說
將把上述警告提升至新的層級
。
就在國會為拜登口中的
「黑暗時刻」舉行守夜祈禱之
際，川普將在他位於佛羅里達
州的私人豪宅海湖俱樂部
（Mar-a-Lago） 召 開 記 者 會
。
川普欲傳達的訊息同樣容

易預測。儘管輸給拜登超過 700 萬張普選票，
在全國各地也輸掉一連串選舉官司，川普依舊
宣稱 2020 年大選被偷走。
法 新 社 提 到 ， 從 移 民 政 策 到 應 對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川普從方
方面面對拜登發起廣泛攻擊，而選舉舞弊是其
中最具煽動性的指控，林林總總的批評看起來
就像是川普尚未表態但準備要為 2024 年重新掌
權而努力。
里契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法
學 院 教 授 托 比 亞 斯 （Carl Tobias） 說 ， 這 是
「
美國歷來前所未見」的行動。
他說： 「從沒見過有哪位前總統為了詆毀
他的繼任者和民主進程，付出這麼多努力。」

在經過多次與美國政府的爭執後，該國寬頻
巨擘 AT&T 和最大電信商威瑞森公司（Verizon）
終於讓步，宣布延期開通其 C 波段的新 5G 服務
，以免影響飛航安全。智庫專家指出，延期開通
5G 或降低功率都會影響美國相關技術發展，恐
因此在與中國大陸的競爭中落後。
「英國廣播公司」（BBC）4 日報導，雖然
AT&T 和威瑞森 2 日才重申不願意推延 C 波段的
新 5G 服務，但在截止日期抵達的前一刻，兩家
公司 3 日晚間終於同意延期 2 週，但強調飛安和
5G 「
可以共存」，相信進一步的合作與技術評估
將有效緩解所有問題。
全球兩大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Airbus）和
波音（Boeing）先前警告美國運輸部長布塔朱吉
（Pete Buttigieg），稱 C 波段的 5G 訊號可能對飛

安造成不良影響，讓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
下令，所有商業或私人航班在受到相關訊號干擾
時，不得參照無線電高度儀（Radio Altimeter）
進行飛行，指令 4 日生效，正好在 AT&T 和威瑞
森新 5G 服務預計開通日的前一天，針對意味濃
厚。
美國安全智庫 「列克星頓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營運長（COO）湯普森（Loren
Thompson）先前指出，更換現有高度儀、降低
行動通信基地台的功率或改變 5G 頻率，都能最
大程度地減少干擾問題，不過全面更換無線電高
度儀可能需要 10 年，長時間降低基地台功率又會
影響 5G 技術發展；AT&T 和威瑞森也強調，停
用 C 波段的 5G 服務將對美國帶來大量負面影響
，包括在該領域的技術發展中落後中國大陸等。

國會暴動周年川拜各有動作 加劇美政治對立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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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川普財務 紐約州檢察長對伊凡卡等川普子女發傳票
今天公布的法庭文件顯示，美國紐約州檢察
長詹樂霞已對前總統川普及他的子女小唐納．川
普與伊凡卡發出傳票，以調查川普家族的商業往
來。
根據法庭文件，民主黨籍的詹樂霞（Letitia
James）展開這項民事調查已長達數年，她上個
月 發 出 傳 票 ， 要 求 小 唐 納 ． 川 普 （Donald
Trump Jr.）與伊凡卡（Ivanka Trump）提供證詞
。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去年 12
月報導，詹樂霞要求川普在今年 1 月 7 日親自到
她的辦公室作證，而今天公布的文件也顯示，調
查人員首度要求川普的長子與長女宣誓作證。
在華郵刊出上述報導後，川普控告詹樂霞發
起具有政治動機的調查，侵害他的憲法權利。
詹樂霞的發言人今天表示： 「
儘管川普集團

（Trump Organization）多次嘗試拖慢我們的調
查，但我們有信心，我們的問題將獲得解答，真
相終會揭露，因為無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川普家族委任律師哈巴（Alina Habba）表示
，川普家族將對這項傳喚提出挑戰。哈巴提及詹
樂霞表示： 「
她透過政治獵巫讓辦公室成為武器
的方式，逾越了起訴標準的所有界線，侵害憲法
保障的基本權利。」
哈巴說： 「
她的行為已經對美國民主構成威
脅，我將追究她的最大責任。」
詹樂霞正在調查川普集團是否違法謊報資產
價值，從而獲取銀行和稅務優惠。
詹樂霞懷疑川普集團在申請銀行貸款時，浮
報特定資產價值，後來申報資產時又為減稅少報
價值，因此於 2019 年 3 月發起調查。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近一段時間以來，柬埔寨境外輸
入奧密克戎感染病例持續增長，世衛組織建議柬
埔寨加強邊境防疫措施。
柬埔寨衛生部 1 月 1 日消息稱，自去年 12 月
26 日以來，柬埔寨每日都出現境外輸入奧密克戎
感染病例，單日新增最高紀錄爲 15 例。截至目前
，全國已累計發現 52 例奧密克戎感染病例，分別
入境金邊市和暹粒省。
柬埔寨于去年 11 月 15 日開放完成兩劑疫苗
接種的國內外民衆免隔離入境。面對更具傳染力
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世界衛生組織駐柬代表李
愛蘭建議柬當局進一步加強國際邊境防疫措施。
李愛蘭指出，現有措施下，柬埔寨發現越來
越多的境外輸入奧密克戎感染病例在意料之中。
盡管早期研究表明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會導致較輕
病症，但它也可能導致醫療保健系統不堪重負。
李愛蘭說，奧密克戎具有很強的傳播能力，
我們需要爲疫情激增做好准備，避免醫療系統崩
潰。她呼籲個人和社區嚴守防疫措施。
李愛蘭表示，爲了應對德爾塔和奧密克戎變
異毒株，可采取五個關鍵工具，即完成疫苗接種
、嚴守防疫措施、提高醫療保健能力、做到早發
現早治療，以及加強邊境防疫措施。
柬埔寨衛生部透露，目前，在院治療的奧密
克戎患者病情平穩，沒有重症情況。
柬埔寨政府多次強調，民衆在嚴守防疫措施
的同時，不要過度驚慌，官方不會因爲奧密克戎
重啓此前的“封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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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奧密克戎病例持續增長

世衛建議加強邊境防疫

樸槿惠被關 1736 天後重獲自由：
有人送花環 有人抗議
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樸
槿惠獲特赦重獲自由，距離
她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被拘押
已經 4 年 9 個月(1736 天)。
據報道，樸槿惠目前在
位于首爾江南區的三星首爾
醫院接受治療，由于其身體
狀況不佳，不會立即出院。
因此，樸槿惠的出獄手續在
醫院內辦理。
31 日 零 時 特 赦 時 間 一
到，首爾拘留所所長等相
關人士來到樸槿惠住院的
病房，向樸槿惠交付赦免
複權證書，樸槿惠親自領
取證書。
而在 30 日晚上 10 點左右
，樸槿惠的支持者就已經聚

2022年1月5日

集在三星首爾醫院外，手拿
著太極旗和熒光棒，向樸槿
惠表達支持。
支持者們送來大量花
環，排起來長達 250 多米。
花環挂著“親愛的樸槿
惠 總 統 ， 要 堅 強”、
“祝你康複”、“堅強”等
字樣。
附近的道路上還懸挂著
祈求樸槿惠康複的橫幅。橫
幅上寫著：“祝你早日康
複。我愛你”、“恭喜你獲
得自由”、“祝你身體健
康 ”、“歡迎釋放”。所有
這些都是由支持樸槿惠的
團體和個人支持者自願准
備的。

另一方面，首爾還舉行
了反對樸槿惠獲特赦的活動
。同日晚上 7 點，“全國人
民行動小組”在首爾清溪廣
場大樓前舉行了“公民反對
樸槿惠大赦和譴責文在寅政
府”的活動。
2017年3月，樸槿惠因陷
入“親信幹政”醜聞遭彈劾而
失去司法豁免權，同月31日起
在看守所接受拘押，迄今已被
監禁 4 年零 9 個月，是韓國坐
牢時間最長的前總統。
12 月 24 日，韓國法務部
宣布，爲促進國民團結，特
赦樸槿惠。樸槿惠當天回應
被特赦，向總統文在寅和政
府部門“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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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法院下令涉案日企出售
在韓資產賠償韓被強征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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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法院命令日企“日本制
鐵”出售在韓資産，以賠償韓國被強征勞
工。同日，韓國外交部官員就此表示，期
待兩國早日進行協商。而該日企表示，非
常遺憾處于此種境地，將根據兩國政府的
協商等做出應對。
據韓聯社報道，30日，韓國法院下令涉
二戰勞工索賠案的日企“日本制鐵”出售在
韓資産以套現，對此，韓國外交部官員稱，
在保障受害者權利以及考慮到韓日關系的前
提下，韓國政府期待韓日兩國早日進行協商
，尋找所有當事人都能接受的方法。
該官員表示，韓國政府了解此次法院
作出的決定，今後將掌握准確信息，並嚴
密關注相關動向。
另一方面，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稱，
日本制鐵表示，出于此種境地非常遺憾，
“今後將根據日韓兩國政府的外交協商情
況等，進行妥切對應。”
報道還指出，圍繞強征勞工問題，此
次爲韓國法院對持有在韓資産的日企，發
出的第二次套現命令。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大法院 2018 年判處日本制鐵(當
時爲新日鐵住金)向強征受害勞工每人賠償 1 億韓元(約合
人民幣 54 萬元)。但日本制鐵方面一直未對此做出回應，
由此受害人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向法院申請了對日本制鐵在
韓所持 PNR 公司股票的扣押命令，該申請于同月 9 日被接
受，當天起日本制鐵不得處置該財産。

日經指數年終收盤創 32 年新高
疫情或繼續影響股價
綜合報導 東京股市迎來 2021
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大納會”，日
經指數收盤價創下泡沫經濟時期
1989 年後 32 年來年終股市新高，但
市場對疫情再度擴大的警惕情緒根
深蒂固，2022 年疫情或繼續影響股
價走勢。
報道稱，以制造業爲主受新冠
疫情拖累而低迷的業績有所恢複，
推動股價上揚。日本東京證交所公
布的 2021 年東證主板市場所有股票
總市值，因上市企業數增加等，比
2020 年底增長 9.2%，達到 728 萬億
日元(約合人民幣 40 萬億元)，創年
底新高。
據 報 道 ， 2021 年 日 經 指 數 以
上漲基調拉開序幕。爲應對新冠
疫情，日美歐推進的大規模貨幣

寬松和財政撥款使資金流入市場
，此外，企業業績好轉也提振了
股 市 。 2 月 15 日 站 上 30000 點 大
關 ， 這 是 時 隔 約 30 年 半 升 破
30000 點 。
之後，新冠疫情持續擴散，市
場對經濟前景的憂慮情緒擴大，8
月 20 日盤中一度跌破 27000 點，收
盤價創 2021 年最低值。日本前首相
菅義偉內閣支持率低迷，對政府運
營趨于不穩定的擔憂也有
所顯現，菅義偉在 9 月宣
布卸任後，投資者對後繼
政府政策的期待，帶動股
價急速上漲。
然而，半導體短缺導
致汽車減産、原油價格走
高等，拖累日經指數上行

乏力，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的
肆虐，也形成重壓。
市場普遍認爲，日本 2022 年以
制造業爲主也將延續良好業績，複
蘇遲緩的面對面服務若能恢複活力
，經濟形勢也有望回升。
海外經濟方面，面臨物價上升
的美聯儲(FRB)設想進行多輪升息，
在此情況下，美國經濟是否會受挫
將成爲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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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良政善治新起點 立會進入新時代
90 議員國徽下宣誓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特首監誓確認全部有效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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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

 

香港良政善治的新開篇，又邁出重要一
步。3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下，第七
屆香港立法會 90 名議員在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月娥監誓下，完成了他們的莊嚴宣誓。這是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香港特區完善選舉制度後產生的首屆立法會，也是特區行政長官首次作為立法會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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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人。當天，監誓人林鄭月娥確定全體 90 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為有效宣誓。多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名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後見傳媒時都表示，議會進入新時代，期望能同心協力、以民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為本，履行好立法會的憲制責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亦監督特區政府運作，務實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改善累積已久的社會問題，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並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參與大灣區建設，為社會、年輕人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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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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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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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全體
全體90
90名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後
名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後，
，拍攝首張大合照
拍攝首張大合照。
。

議場齊現國徽國旗國歌和區旗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第七屆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宣誓
法會宣誓除了高懸的國徽，在主席台上還擺放了國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就任，從儀式上奠定了議會的莊嚴
旗、區旗，這與 2016 年及過往立法會宣誓明顯不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性，並創下了議會的多個首次。上
同。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場地首次懸掛國徽，體現了
一屆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議員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就座後就開始宣誓，今屆的議員開
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是“愛國者治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始宣誓前，首次齊齊肅立面向國旗及區旗，首次在
港”原則在立法機關得以推進落實的寫照。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現場奏唱國歌，展現了立法會議員應當愛國愛港的
90名立法會議員，穿着正裝，服飾整齊得體，
▲ 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前奏國歌。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基本原則；這次宣誓亦是首次由行政長官監誓，展
並全程佩戴口罩，他們有的用粵語莊重地宣讀法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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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了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架構；議員亦首次在國徽
誓言，有的用普通話，有的則用英語，從語言上亦
▶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逐一為第七屆立法會議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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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完成了他們的莊嚴宣誓，展現了他們未來 4 年的
能反映出本屆立法會的“五光十色”、多元、均
誓。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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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道遠。
衡、專業，代表廣大選民利益的特點，體現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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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3 日上午於立法會宣誓現場所見，本屆立
各階層各界別廣泛參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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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是香港立法會議員首次在國徽下宣誓。3 日
香港踏上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新台階，讓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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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國徽第一次高
員能夠在正確的軌道上整裝待發，共同開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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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主席台上方，下方分別樹立着國旗與區旗，宣
政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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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席與監誓席相向而立，陽光透過穹頂，照耀這
梁君彥提到，民生和發展為選民最關注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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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神聖場合。
題，如何解決香港面對的各種問題，是市民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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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1時許，林鄭月娥步入會議廳，與全體
所懸，香港必須要捉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陳伯：現時香港最嚴峻的是房屋問題，年
何先生︰香港的住宅單位又貴又細，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議員高唱國歌。隨後，議員們逐一上前，面向林
民生和經濟更上一層樓。他指，新一屆議員的背
的最後一絲希望。
輕人若加上房貸或租金，壓力便會相當
希望新上任的議員能針對香港房屋問
鄭月娥宣讀誓詞：“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景前所未有的多元，無論對國情或香港事務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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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介紹，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
常了解，對香港往後踏上國家的特快車，開拓更
大。希望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要更多了
題，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及督促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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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大的發展空間，大家必定貢獻良多。
解市民的生活，解決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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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推出一些房屋土地政策，好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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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
他強調，來年立法會事務不會比之前輕鬆，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民能安居樂業。
渡難關。
協助降低整體樓價，才能真正幫到市民。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沒有最忙只有更忙”，但有信心90名來自各界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
別、各階層的精英已準備好攜手同心，以民為
周女士：市民希望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
劉先生︰香港作為一個富裕城市，居
條例》指明，宣誓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
本，履行好立法會的憲制責任，與特區政府保持
通關，希望議員能提出切實可行的方
住環境卻不理想。樓價不斷上升，很
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若作出虛
良好關係，務實改善累積已久的問題。
案，盡快協助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協商
多市民未能安居樂業，希望立法會議
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須依
上一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表示，
好。
員能合力解決房屋、土地問題。此
法承擔法律責任。
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及選舉制度的完善，讓香港政
外，香港青年普遍對國家歸屬感及認
治環境有新開始，立法會能夠重回正軌，她感謝
黃先生：我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多了解
識不足，希望未來能關注在學校加強
先後憑資歷 讀漏須重讀
中央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出手協助，同時也感謝
我們這些小市民的意見，考慮增加設立街
國民教育的議題。
宣誓儀式上，議會內最資深、已任六屆立法
各界的支持，讓香港得以落實“愛國者治港”的
站的頻率，不但可以宣傳他們的政綱，亦
會議員的飲食界議員張宇人首先宣誓，及後再由
原則。她形容自己懷着興奮及戰戰兢兢的心情完
讓市民有渠道反映意見。另外，希望他們
陳先生：我希望香港以往的亂象不要
成功連任議員按資歷順序宣誓，進行約半小時
成宣誓，在新時代下，承諾將與社會各界一起努
在
facebook
上多發布可供市民回覆的帖
再出現，新一屆立法會無論推動什麼
後，便到一眾議會“新丁”，新任議員按中文姓
力，改善施政，並把市民聲音帶進議會及行政機
子，介紹香港的變化，讓市民真正了解議
經濟或民生的政策，首要的是保證香
氏筆劃順序宣誓，每個人宣誓過程約半分鐘。除
關。
香港文匯報
員的工作，當好普通市民與特區政府之間
港社會持續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環
了個別議員因宣誓時讀漏字詞須重讀外，整體宣
下周一選主席 周三大會
記者 攝
的橋樑。
境，一切都會變為空談。
誓儀式暢順有序，歷時約一小時完成。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這

市民寄語代議士：

多建屋·快通關
陳伯

周女士

黃先生

會議廳裏，90 把聲音依次響起，它們凝結為
同一個態度——胸懷國家、心繫香港。
至中午12時許，所有議員宣誓完畢。作為監
誓人的林鄭月娥 3 日下午亦確定全體議員的宣誓
為有效宣誓。

預告立會未來只會更忙
全體議員宣誓完畢後到地下大堂合照，並
有十多名議員談感受。首先由上屆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發言，他指 90 名議員剛完成宣誓，新議
會的組成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新秩序，令

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表示，隨國安法實
施和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重回“一國兩制”的
正確軌道，期望香港的政治環境趨向平穩，為經
濟、社會發展和實施公共政策提供有利條件。他
期望新一屆立法會與特區政府攜手合作，改善民
生問題，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參與大灣區建設，為社會、年輕人帶來
希望。
隨着新一屆議員正式宣誓就任，按照議程，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將在 1 月 10 日選出新任立
法會主席，1月12日舉行首次會議。

細數本屆立會新構成
第七屆立法會與第六屆大有
不同，不單是在人數上由 70 人擴
至 90 人，容納了更多社會各界的
聲音，更是打破了過往地區直選
只需爭取少數選民支持的弊病；
及在簡單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的
分類，加入選舉委員會界別這第三板塊，更全面地
體現社會整體利益和聲音。
上屆立法會由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各 35 席構
成，但地區直選的比例代表制的議席分配模式，令
部分人能在只爭取少數選民支持下晉身議會，漸漸
衍生出有人以激進言行博取眼球、議會“只做
show、不議政”的弊病。

無一自動當選

● 議員宣誓後還在談論宣誓時的手勢。 中新社

● 陸瀚民議員太太洪綺敏（後排左）見證丈夫宣
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都市交通管理局
征求公众意见通知
在2021年12月16日的会议上，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董
事会批准了2020财年城市化区域计划、2020财年良好维修状态项目计划和2020财年
公共汽车和公共汽车设施项目计划。这些项目计划将由美国运输部《修复美国地面运
输法案》（FAST法案）第5307款、第5337款和第5339款的支持性拨款提供资金。有
关项目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http://www.ridemetro.org/Pages/NewsPublicHearing.aspx。
公众可将书面意见提交至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大街主街1900号5楼METRO拨款项目办
公室，邮编77002（5th floor, 1900 Main, Houston, TX 77002）；或在2022年1月14
日星期五下午5:00之前提交参加听证会的请求。有关更多信息，请致电713-739-4697
或发送邮件至al21@RideMETRO.org，联系METRO拨款项目总监Albert Lyne。
除非董事会进行修改，上述列出的经批准的2020财年项目计划将成为最终项目计划。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All METRO vehicles are 100% accessible.

今屆議會則劃分為三大板塊︰地區直選 20
席、功能界別 30 席、選委會界別 40 席，更好地平
衡了議會聲音、反映社會實況。其中地區直選以雙
議席單票制分配議席，確保10個地方選區中，每區

兩位晉身議會的議員都是最多人支持者。
在功能界別，新增了“商界（第三）”界別，
切實反映了中資企業於香港社會的不可或缺，亦新
增了被稱為“全國界別”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讓
急須把握好國家發展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
港，在議會討論不同政策議題時有多一個貼地的觀
點與角度。值得一提的是，今屆議會更是首次功能
界別議員“無得躺贏”的一屆，全部經選票試煉當
選。
更打破傳統的是 40 個選委會界別議席，當中
既有大大小小共11個政黨、政團的參與，亦有無政
黨的專業人士如教授、校長、策略官、會計師和律
師，亦有神職人員、商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
國政協委員等，進一步反映了香港社會不同板塊的
實質組成，相信能更全面地顧及普通市民、專業界
別的利益，更能以立足香港、背靠祖國、放眼世界
的視野推動香港社會發展。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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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稽查小組行動 鎖定肉品、油等中上游供應商
（中央社）法務部表示，跨部會物價聯合
稽查小組今天展開全國同步稽查行動，鎖定牛
肉、豬肉、食用油等上游供應商等 17 家中上游
供應商，將研析業者有無恣意哄抬價格等情事
，以遏止不法。
法務部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物價聯合稽
查小組昨天執行 9 家中上游供應商的現場稽查
後，今天接續再執行第 2 層至第 4 層共計 17 家
供應商的現場稽查，防範哄抬、囤積等行為，
確保國內民生物價穩定。
新聞稿指出，這次稽查的業者，包括牛肉
、豬肉、食用油等上游供應商，地點分布在台
北市、新北市、花蓮縣。
法務部偕同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財政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等部會單位組成跨部會聯合稽查小組，共同
執行本次北中南聯合稽查行動。
稽查行動於上午 10 時同步展開，除請業者
就稽查項目具體說明進銷貨的價格、數量與漲
價品項的原因、漲幅及提供佐證資料，以釐清
中、上游供應商有無不合理漲價。
法務部說，稽查行動於下午 6 時結束，17
家業者均配合現場稽查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後續稽查小組將審慎研析業者有無恣意哄抬價
格或囤積不應市銷售等情事，以遏止不法。
新聞稿最後提到，穩定國內民生物價，是
政府堅持貫徹的政策，對於物價的稽查也非常
重視，稽查小組將持續溯源追查，以維護配合
政府穩定物價政策的守法業者權益，並確保國
內民生物價穩定。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表示，各分
署今天同步舉行 123 聯合拍賣會，總拍定金額
開出紅盤，達新台幣 1 億 4095 萬餘元，有效挹
注國庫收入。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不動產部分，各
分署拍定總金額 1 億 3996 萬餘元，金額最高者
由彰化分署搶得頭彩，以 8088 萬 8888 元拍定
位於南投縣名間鄉的房地。
此外，美麗華集團 「
二董」黃榮華之子黃
春發因欠稅，名下台北市萬華區雙園段一小段
622 地號等 2 筆土地，由台北分署以 37 萬 3000

元拍定。
行政執行署表示，各分署動產拍定金額總
計 98 萬 8502 元，其中最吸晴的為彰化分署拍
賣曾獲總統頒發 「
神農獎」茶農所產製的梨山
茶、杉林溪冬茶、日月潭蜜香紅茶組，這次拍
賣首次採用臉書預購模式，熱情民眾搶購一空
，變賣所得總計 34 萬餘元。
各分署並推出多家公司股票拍賣，包括華
泰、陽信、板信、欣欣水泥、太平洋電纜、南
山人壽、凌天航空等，都順利賣出。

行政執行署聯合拍賣 進帳1.4億元
成大醫院試辦虛擬健保卡計畫

受到 COVIDCOVID-19
19 疫情影響
疫情影響，
，成大醫院和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合辦 「虛擬健保卡試辦計
畫」 ，只要下載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App，
，就能透過 QR Code 排號
排號、
、看診及領藥
看診及領藥，
，大幅減少民眾就醫
風險。
風險
。

台灣大學驚傳女學生墜樓 送醫搶救仍不治
（中央社）國立台灣大學今天驚傳有名 21 歲李姓女大生墜樓，北市警消獲報後立即派員到場協
助送醫搶救，但仍宣告不治，據了解死者家屬獲知後，正從南部搭高鐵北上了解和處理後事。
警消下午 5 時 22 分接獲報案，指大安區台大第二活動中心有女大生不明原因墜落於 3 樓平台，現
場已無呼吸心跳，立即派員協助送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搶救，但晚間仍宣告不治。
據了解，死者的父親接獲通知後，目前正從南部搭高鐵北上了解和處理相關後事。

展現執法決心 強力執行酒駕裁罰專案5日上路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今天表示，為
配合酒駕零容忍政策，展現執法決心，已通令 13
個分署自 5 日起展開強力執行酒駕裁罰專案，針
對酒駕罰鍰案件加重執法力道，以維護用路人安
全。
行政執行署發布新聞稿表示，為貫徹交通正
義、維護民眾行的安全，近期已推動交通違規案
件第 1 波專案，統計自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至同
年 12 月 31 日，各分署辦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罰鍰案件及滯納 ETC 國道通行費案件，共
徵起新台幣 1 億 7868 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指出，在第 1 波專案中，各分署
針對酒駕案件罰鍰，徵起金額合計約 1363 萬餘元
，並查封義務人土地 135 筆、建物 23 間，總計動

員 277 人，實施現場執行計 162 次。
新聞稿提到，近期酒駕事故頻傳，造成人倫
悲劇，又逢年關將近，酒後違規駕駛事件恐相對
增加，法務部長蔡清祥對此高度重視，責成法務
部所屬機關應加強執法，防杜酒駕歪風。
行政執行署長林慶宗為配合政府酒駕零容忍
政策，展現強力執行決心，多次召開會議後擬定
強力執行酒駕裁罰專案計畫，已要求各分署自 5
日起，強力執行酒駕裁罰案件專案。
行政執行署強調，行政執行機關對交通違規
案件，尤其是酒駕案件絕對強力執行，近日也將
加重執法力道，維護交通正義及民眾用路安全，
讓酒駕義務人有 「痛感」，讓民眾對交通安全
「
有感」。

蘇錦雄遞補新北市議員

新北市議員忠仁．
新北市議員忠仁
．達祿斯涉行賄遭判刑
達祿斯涉行賄遭判刑，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依
地制法解除新北市議員職務，中選會公告由民進黨籍蘇錦雄遞補
地制法解除新北市議員職務，
中選會公告由民進黨籍蘇錦雄遞補。
。蘇錦雄
蘇錦雄（
（前左
前左）
）4 日宣誓
就職，
就職
，新北市政府局處首長紛紛上前祝賀
新北市政府局處首長紛紛上前祝賀。
。

嘉義多處遭非法傾倒廢棄物 承租人等17嫌被起訴

（中央社）陳姓男子被控於民國 108 年、
109 年間承租嘉義地區偏僻土地再夥同拆除業
者、曳引車司機自台南等地載運事業廢棄物棄
置，嘉義地檢署偵結，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起
訴 17 名被告。
嘉義地檢署發布起訴書指出，陳姓男子自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4 月間，分別以承租、免費
提供土質改良劑等理由，在嘉義縣東石鄉、民
雄鄉、大林鎮及嘉義市等土地取得土地使用權
。
起訴書表示，陳男取得土地使用權後，再
夥同蕭姓等友人及林姓拆除業者、營業貨運曳
引車楊姓司機等人，共同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的聯絡犯意，分別自台
南市善化區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東石土地傾
倒、棄置。
另外，還從嘉義市台鐵宿舍拆除工地、新

北市蘆洲區環堤大道、台南市麻豆區某工廠等
地，載運大量建築廢棄物、廢木材等，分別前
往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土地傾倒、棄置。
全案經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等單位移送偵
辦，嘉義地檢署日前偵結，將陳姓男子等 17 名
被告均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起訴。
檢方表示，這起廢棄物犯罪集團主嫌陳姓
男子常以高於一般行情的價格承租土地，且簽
約雖然是 1 年，時常只付 1 至 2 個月租金，在廢
棄物進場傾倒、掩埋後，就避不見面，陳男從
中牟取暴利，地主則是得不償失。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今
天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表示，廢棄物犯罪集團
常於夜間作業，土地所有人若發現土地遭掩埋
或傾倒廢棄物，應立即向警方報案，民眾如果
發現半夜有大型車輛異常進出，可就近通報當
地派出所處理，共同打擊不法。

林昶佐鐵馬掃街 林飛帆相挺

無黨籍立委林昶佐（
無黨籍立委林昶佐
（中）4 日舉辦 「破風前行
破風前行，
，終結罷林
終結罷林，
，單車大掃街
單車大掃街」
」 活動
活動，
，民進黨副祕書
長林飛帆（左 2）等出席相挺
長林飛帆（
等出席相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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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僑界喜迎111年元旦 共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為慶祝中華民國 111 年元旦，達福地區
中華社團聯誼會 1 月 1 日於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舉辦元旦升旗典禮。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王韋龍、僑教中心副
主任黃依莉，以及僑務委員陳世修、僑務
諮詢委員牟呈華、谷祖光、孟敏寬、曹明
宗等僑領皆到場共襄盛舉，與現場逾 200 名
僑胞在新年第一天參加升旗典禮，展現對
臺灣的支持及愛國的熱情。
當天活動由達福地區中華社團聯誼會
主辦，會長鍾開瑞除對工作團隊不辭辛勞
表達感謝外，也祝福新的一年中華民國萬
象更新、國運昌隆，人人平安幸福。王韋
龍代表辦事處處長羅復文，感謝僑胞踴躍
參加升旗典禮以及對中華民國的一貫支持
，雖然天公不作美，仍不影響對國家的熱
愛。黃依莉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
源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感謝僑胞冒雨
黃依莉頒發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給 FASCA 學員
學員。
。
不辭千里參加升旗典禮，呼籲疫情期間大
家要多注意健康。隨後谷祖光、牟呈華、
獎。
曹明宗、孟敏寬及陳世修也分別致詞，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FASCA(Formosan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al Ambas。
sadors)學員是當天活動幕後功臣，在諮詢導師盧振媛、吳姿
受 Omicron 變種病毒影響，達福地區雖疫情加劇，且
青、黃慧真、唐慈蕊、陳怡如帶領下協助場佈及活動庶務
當天氣溫驟降，但仍有逾 200 位僑胞到場表達對中華民國
，藉此機會積極參與僑社事務，認識臺灣。而為展現平時
的熱情支持，期盼能在異鄉看到青天白日國旗飄揚。在升
學習華語文的成果，大夥也在林聲老師的指揮下合唱了一
旗典禮後的慶祝茶會，由王韋龍代表童振源頒發僑務榮譽
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清晰的發音讓在場者驚呼連連。
職人員聘書、僑界辦理雙十國慶活動等感謝狀及獎狀；另
而壓軸的中文勁歌熱舞演出更獲得大家一致好評，期盼透
由黃依莉代表頒發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過 FASCA 活動為僑社帶來更多新血。
新舊任會長謝函及賀函，以及青年文化志工總統志工服務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22春季班實體上課 開始接受網路報名註冊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附近的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22
年春季班，將於 1 月 8 日（週六）開學恢復實體上課。即日起開
始 接 受 網 絡 註 冊 （www.ccchouston.org/Education/Chineseschool
）
文化中心中文學校是休士頓地區頗具規模的中文學校，目前
為兒童青少年及成人開設繁簡體學齡前拼音到高中生中文班。才
藝班有書法和鋼琴（兼收 8 歲以上兒童及成人）以及成人韻律等
課程。此外，為配合個人需求，特別開設一對一課程，師生時間
安排更具彈性，也沒有地點和學生程度的限制，達到最佳學習效
果，長久以來深受家長及成人學生的肯定和接受。

王韋龍、
王韋龍
、黃依莉及達福地區僑領與僑胞喜迎中華民國 111 年元旦
年元旦。
。

升旗儀式在達拉斯榮光會成員領唱 「梅花
梅花」」 、 「中華民國頌
中華民國頌」」 及 「國家
」 歌聲中圓滿完成
歌聲中圓滿完成。
。

過去近兩年的時間因應疫情學校實施網路教學，
去年秋季班採用實體和網路混合形式教學，師生均能適應良好並
持續學習。目前本地多數獨立學區均已回校上課，該校亦將於
2022 春季班恢復星期六實體上課。
文化中心中文學校的教師使用 iPad 輔助教學已行之多年，上
學期還與台灣的逢甲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合作線上文化教學，大大
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學生不僅能在課堂上獲得系統性的知識學
習，而且有機會參加主流社團及僑社和中文學校聯誼會舉辦的各
式才藝競賽，擴展文化學習領域，增進學習經驗。成人班學生除
課堂上課之外，另有【文化之旅】參觀中國城商場，餐廳，廟宇

，品茶，功夫，年節活動和學藝競賽角色扮演---等，課程活潑
生動，趣味十足。
該校家長會對於學校更是百分百的支持，逢年過節總會給師
生充滿驚喜，又是吃又是玩，讓全校師生都沐浴在歡樂氣氛裡。
想要學習中文的學齡兒童青少年和成人，中華文化中心中文
學校就是您們最好的選擇！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網址：www.ccchouston.org 請詳細閱讀相關訊息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洽 詢 電 話： 713 -271 -6100 ext.160

GMCC萬通貸款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IS EXPANDING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
•
•
•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聯系電話：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832-982-086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