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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猶太教堂案 拉比朝綁匪丟椅子助人質逃脫
（中央社）歷時約 10 小時的猶太教

堂人質事件落幕，當時遭到挾持的教堂拉
比說明他如何朝持槍歹徒扔出一把椅子，
協助被劫持的人質逃脫。

位 於 達 拉 斯 附 近 小 鎮 科 利 維 爾
（Colleyville）猶太教堂 「貝斯以色列公
理會」（Congregation Beth Israel）拉比塞
特隆-沃克（Charlie Cytron-Walker）告
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15
日長達 10 小時綁架折磨過程中的 「最後
一刻」，綁架者 「沒有得到他想要的」。

他說： 「事情看起來不妙，聽起來也
不太妙。」

受訪過程中，他說話聲音中仍然激動

： 「這太可怕了，當我看到他（綁架者）
處於不利位置的機會時，我確認和我在一
起的兩位先生（人質）已經準備好逃跑了
。」

他說，教堂的出口離他們不遠。
「我叫他們走。我朝持槍歹徒丟出一

把椅子，然後朝門口闖，我們3個人都能
在沒有開槍情況下逃離。」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證實，綁架
者是 44 歲的英國公民阿卡拉姆（Malik
Faisal Akram）。

包括拉比在內，阿卡拉姆 15 日在猶
太教堂劫持4個人作為人質，美國總統拜
登形容這是 「恐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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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House chief medical
advisor Dr. Anthony Fauci
said it is still too soon to
predict whether the omicron
Covid-19 variant will mark
the final wav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omicron variant, while
highly transmissible, has
been found to be less severe
than previous variants. It
could hasten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Fauci said, “Control means
that you have it present, but it
is present at a level that does

not disrupt society. That is my
definition of what immunity
would mean.”

This is now exactly the
one-year anniversar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e are
here still fighting the viru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genda for President Biden to
give people a normal life.

Every day we see the priests
in the churches and monks in
the temples praying for their
believers. They all want
peace to come back to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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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Omicron Bringing TheIs Omicron Bringing The
Covid Endgame?Covid Endgame?

白宮醫療首席顧問
福其博士表示，我們還
言之過早，新冠疫情是
否在減退之中。

奧米克戎病毒之傳
播速度令人十分恐懼和
不安，福其表示，我們
盼望不再會有新的變種
異毒出現，他預期新冠
病毒如果不再猖狂，我
們應該可以回到比較正
常的生活狀態。

對執政即將屆滿週
年的拜登總統而言，這
絕對是一項重大的成績
單和政治考驗，他在就
職之初，就信誓旦旦要
掃除病毒，但是如今我

們還是生活在恐懼之中
。

近年來，美國和世
界各地正遭受到天災人
禍之攻擊，大火、水患
、 火山爆發、 病毒 ，
全球沒有安全之地，然
而，我們仍然看到政客
之叫囂和狂妄行為，造
成之人禍比天災更大。

我們每天看見教堂
的牧師和佛寺的和尚在
為信徒禱告或祈福，但
願疫情早日過去，還回
我們正常的生活吧。

新冠疫情在減退之中新冠疫情在減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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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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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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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討論對華關系
法官員：歐中不應對立，更不應對抗

歐盟27個成員國的外長和防長在法

國西北部城市布雷斯特舉行非正式會議，

主要議題包括討論歐盟“戰略指南針”

草案、發展“更平衡的對華關系”等。

在立陶宛正極力想將歐盟綁上自己與中

國對抗的“戰車”之際，歐盟會如何

“審視”對華關系？美國政治新聞網14

日稱，歐盟國家的部長們討論了“中國

對部分成員國施加的巨大政治、經濟和

商業壓力”，然而除了激烈的言辭，他

們很難采取實際行動。法國總統馬克龍

曾表示，盡管歐盟要團結一致，但中歐

整體政策議程不應受到顯著影響。“歐

中不應對立，更不應對抗。”13日訪問

中國的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這樣說。

14日接受記者采訪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

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表示，在處理立陶

宛等問題上，法國等歐盟國家面臨一個

考驗：如何在是非曲直和親疏遠近之間

取得平衡。

擬出台防務文件
這是法國今年1月1日接任歐盟輪值

主席國後，首次主持舉辦歐盟外長和防

長會議，會議地點布雷斯特設有海軍集

團、泰雷茲集團等法國軍工巨頭的工廠

或公司。歐盟27國外長和防長聚焦如何

在國際舞台建立一個更加“自主”的歐

洲，具體議題包括商議“戰略指南針”

草案、歐盟東部鄰國局勢、更平衡的對

華關系以及調整歐盟與非洲聯盟的夥伴

關系等。

“戰略指南針”被外媒稱爲歐盟“防

務白皮書”，由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博雷利主持起草，被外界解讀爲

旨在應對中俄威脅。據報道，法國國防

部長帕麗表示，制定“戰略指南針”將

有助于歐盟整合戰略力量，“很長一段

時間，歐洲是一支被忽視的力量”。

據法媒報道，“戰略指南針”羅列出

歐盟面對的新挑戰，並對其應對方式進行

審視，提出在危機時刻快速動員並部署

5000人部隊、對威脅進行辨認並分級、強

化軍工業合作等措施。“全歐洲”網站披

露說，這份文件圍繞危機管理、戰略工具

箱、能力建設和夥伴關系這四大議題進

行闡述，其最終文本預計將在今年3月

的歐洲理事會會議期間通過。

不過，歐盟成員國對于如何協調共同

政策以及北約和美國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的

角色看法不一。法國《電訊報》13日的專

欄文章稱，歐盟成員國正在布雷斯特研究

其最喜歡、也是最具爭議的議題——防務

，它們之間存在各種分歧，尤其是“態度

堅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法國和持

中立態度、不太關心防務問題的德國”之

間要達成共識，難度很大。

歐盟團結受考驗？
據報道，在14日的會議上，歐盟成

員國的外長們談及“中國對部分成員國

施加的巨大政治、經濟和商業壓力”。

根據法國外交部發布的新聞稿，此次會

議還討論了中國如何在多邊體系內“推

廣模式”以及歐盟應該如何應對。

《商報》稱，由于立陶宛以“台

灣”爲名設立“代表處”，中國大陸

“反應激烈”。文章聲稱，部分來自立

陶宛的貨櫃可進入中國特定港口，但其

他港口又 “完全封鎖”，立陶宛有時

候還會被中國海關除名。有歐盟外交官

認爲，中國的這些措施會影響整個歐盟

內部市場，因此“無法接受”。針對

所謂中國海關“封鎖”立陶宛，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此前就表示，中方一貫按

照世貿組織規則行事。

歐盟被綁上對華“戰車”，顯然是

立陶宛希望看到的。在英國《金融時報

》13日刊登的專訪中，立外長蘭茨貝爾

吉斯說，針對中國施壓立陶宛，歐盟必

須“堅決對抗”。“中國正在考驗歐盟

團結”，美國政治新聞網14日稱，中國

與立陶宛的糾紛被提上歐盟議程，在此

次外長會議上，歐盟計劃公開表達對立

陶宛的支持。法國《回聲報》提到，法

國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加速推動歐盟委員

會去年12月提出的“反脅迫工具”，它

將賦予歐盟委員會迅速作出反制的權力

，以阻止第三國通過采取或威脅采取影

響貿易和投資的措施，來對歐盟成員國

進行施壓。但據外媒此前報道，瑞典、

捷克和愛沙尼亞對“反脅迫工具”的必

要性提出疑問。

學者：歐盟正極力協調對華立場
瑞典外交大臣林德14日說，完全支

持立陶宛，但美國彭博社稱，並非所有

人都相信，歐盟會共同展現一個足夠強

硬的姿態。有消息人士稱，近日有至少

一個歐盟成員國對德國政府說，後者在

立陶宛問題上的表現“過于膽怯”。

政治新聞網稱，法國總統馬克龍

曾明確表示，相關緊張局勢不應掩

蓋中歐整體政策議程，“我們要團

結一致，但也要推進中歐討論的議

題”。

13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

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在江蘇無錫共同

主持第二十二次中法戰略對話。雙方一

致認爲中法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有著相

同或類似看法，對加強雙邊關系有著共

同期待。“歐洲將繼續堅持戰略自主，

歐中不應對立，更不應對抗，而應進一

步增進互信、推進合作，繼續做高標准

的合作夥伴。”博納表示，“法方理解

涉台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將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

“上述一系列事態表明，歐盟內部的

對華政策存在差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

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對記者說，有些國家

比較偏執，比如立陶宛，但也有想要同中

國發展關系的國家，“如今，這種差異更

加公開化”。

崔洪建認爲，歐盟正極力協調對華

立場，尋找一個“平衡”，比如，此次

外長會議涉及所謂“中國施壓”的話題

，其實是因爲立陶宛提出來了，而法國

作爲歐盟輪值主席國需要予以回應。

“法國等歐盟國家目前面臨的一個考驗

是，如何在是非曲直和親疏遠近之間達

成平衡；它們不能指責立陶宛，也不能

一味順著它；不能讓立陶宛這樣的歐盟

成員國産生不信任感，也不能因此影響

與中國之間的整體關系”。

有分析稱，立陶宛政府如今熱衷炒

作“中國威脅”，也是在轉移視線——

越來越多的立民衆對政府不滿。據立陶

宛國家廣播電視台報道，13日立政府在

議會大廈舉辦“自由捍衛者日”紀念活

動時，數百人舉行抗議，要求政府下台

，立陶宛總理希莫尼特的演講幾乎被口

哨聲、噓聲掩蓋。這些示威者主要反對

的是立政府的防疫政策。

立陶宛事件，“測試案例”？
布魯塞爾公共事務網站刊文稱，歐盟

迄今一直在努力平衡與中國的關系，在

一些領域展開合作，在另一些領域成爲

競爭對手。但是，如何實現這一平衡取

決于各成員國的做法，以及歐盟政策部

門之間的協調。

而在德國《柏林日報》看來，歐

盟也必須知道自己在中美發生衝突時

如何應對，此次立陶宛事件可以成爲

一個“測試案例”，因爲這個波羅的

海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糾紛遠不只是

“口水戰”，其本質是美國支持立陶

宛的行爲。

對于中歐關系今年的走向，崔洪建

分析說，中歐之間的“疙瘩”仍然沒有

解開，但經曆去年一系列交鋒後，雙方

對彼此的底線有了一定認知，關系不太

可能像去年那樣出現明顯的惡化趨勢。

他認爲，在一些與中國有分歧的議題上

，歐洲在口頭上或許會比較強硬，“但

我們也要區分‘說強硬的話’和‘做強

硬的事情’”。崔洪建提醒道，歐盟要

吸取去年的教訓，在表態和采取行動前

有一個“合理的預期”，要避免對中歐

關系造成實質性損害。

應對奧密克戎
歐洲多國政府重新收緊“口罩令”

綜合報導 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來勢洶洶，歐洲多國近期疫

情反彈，多個行業出現人手短缺。

面對傳染力強的奧密克戎毒株，歐洲多國政府重新收緊“口罩令”

，希望在新冠疫苗接種之外，借助這一有效手段減輕疫情對社會經濟生

活的影響。

意大利 13 日新增超過 18.4 萬例新冠確診病例，新增死亡病例

316例，累計病亡140188人。截至13日，意大利共有17648名新冠感染

者在醫院接受治療，另有1668人接受重症監護。

據報道，在意大利，疫情導致的人手短缺已經開始影響鐵路和

公共交通運行，意大利政府希望通過要求民衆戴口罩，維持社會經

濟活動。

意大利政府去年年末傳統節日前宣布實行強制口罩令，要求民衆乘

坐飛機、火車、渡輪、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時，必須戴防護級別較高的

“FFP2標准”口罩。如今，進入餐館、影劇院和體育館，除出示“綠色

通行證”證明自己已經接種新冠疫苗或已從感染中康複，還必須全程戴

FFP2口罩。

按意大利政府規定，如果密切接觸新冠感染者期間戴了FFP2口罩，

在打完新冠疫苗第二針或加強針的前提下，可以免除隔離。

西班牙去年年末傳統節日前恢複戶外強制口罩令。被問及口罩令是

否有效時，西班牙首相佩德羅· 桑切斯回答：“當然有效。這不是我說

的，是科學證明的。”

葡萄牙、希臘、法國、奧地利均已在部分地區或全國恢複口罩令。

由意大利循證醫學協會成立的GIMBE基金會主席尼諾· 卡塔貝洛塔

認爲，英國視疫苗接種爲防疫關鍵舉措，在英國政府去年7月解除防疫

限制措施後，口罩的使用率顯著下滑，這種防疫模式展現了不重視戴口

罩可能出現的後果。

“盡管英國是全球最早

開始接種疫苗的國家之一，

但其目前的疫情狀況表明，

只靠疫苗不足以應對疫情。”

卡塔貝洛塔說。

英國疫情形勢不容樂

觀，13 日新增確診近 11 萬

例。

法國警方警告：警惕這些歐元鈔票！
綜合報導 法國警方介紹，2021年查

獲2000張仿真鈔票，這些鈔票與官方紙鈔

的不同之處在于，票面上印有特殊標記，

可以在網上購買。

據法新社報道，法國國家警察局10日

警告稱，這些仿真鈔票上印有“撲克”

（poker）、“標本”（spécimen）、“迪

士尼樂園”（Disneyland）等字樣，並不屬

于假鈔，可以合法持有，但這些仿真鈔票

被越來越多地用于詐騙。

法國有組織犯罪信息情報及戰略分析

小組（Sirasco）主任威廉· 希珀特（Wil-

liam Hippert）介紹說，這些仿真鈔票看起

來很像真鈔，只是在票面上作出特定標記

，可以在互聯網上大量購買，價格低廉。

2021年，警方繳獲以及法國央行發現的仿

真鈔票約有2000張，但這一數字必然遠低

于實際中的流通數量。

這些仿真鈔票往往發生在使用現金的

交易中，例如用大量現金購買房産、貴重

珠寶、大宗商品時，混入真鈔之中。威

廉· 希珀特舉例說，2021年12月，一名賣

家以6萬多歐元的價格出售金條，結果在

買家支付的貨款中發現一捆標有“撲克”

字樣的200歐元面額仿真鈔票。2021年11

月，莫達讷（Modane）邊防哨所的海關官

員查獲票面達100萬歐元的仿真鈔票，都

是200歐元面額，當時成立了專案小組進

行調查。2021年 3月，米盧斯（Mulhouse

）附近一名手表賣家在貨款中發現票面爲

8萬歐元的仿真鈔票，都是印有“標本”

字樣的500歐元面額。

據介紹，這些詐騙分子通常來自巴爾

幹半島，他們經驗豐富，可以取信于受害

者。他們在專門網站或通過口口相傳結識

賣家，在巴黎、蔚藍海岸或瑞士、摩納哥

、新加坡等大型酒店的沙龍裏交易，現金

交易額可能高達上百萬歐元。威廉· 希珀

特表示，“這一切都是花招詭計”，當賣

家在酒店房間裏打開公文包，發現貨款中

的仿真鈔票爲時已晚，騙子早已逃之夭夭

，而且受害者往往難以報案，因爲在如此

大額的現金交易背後，“並不是所有財産

都向稅務機關申報了”。

聯合國秘書長敦促美國和世界銀行解凍阿富汗資金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敦促美國和世界銀行解

凍自阿塔重新掌權以來凍結的

阿富汗儲備資金，以防止“在

阿富汗的噩夢”惡化。

去年8月中旬，隨著美國結束

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塔利

班重新掌權後，該國處于人道主義

災難的邊緣，援助供應遭嚴重中斷

，超一半人口面臨饑荒威脅。

美國政府扣押了屬于阿富汗

央行的近95億美元資産。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

(World Bank)也暫停了在阿富汗

的活動，扣留了援助以及IMF在8

月份新發放的3.4億美元儲備金。

在聯合國表示2022年阿富

汗需要50億美元外國援助的兩

天後，古特雷斯呼籲華盛頓帶

頭幫助阿富汗以避免其經濟崩

潰，“因爲世界金融體系的主

要部分都是以美元運作的。”

古特雷斯在紐約對記者說：

“我們必須迅速向（阿富汗）

經濟注入流動性，避免其出現

崩潰，否則這將導致數百萬人

陷入貧困和饑餓”。

根據援助機構的數據，2022

年估計將有470萬阿富汗人患有急

性營養不良，其中包括110萬兒童

患上嚴重的急性營養不良。

上個月，國際捐助方同意

向阿富汗釋放2.8億美元的援助

，此前他們一再警告稱，今年

冬天，阿富汗一半以上的人口

將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

古特雷斯告訴記者，“我

希望來自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

(ARTF)的剩余資源——超過12

億美元，可以用來幫助阿富汗

人民度過冬天。”

聯合國秘書長表示：“寒冷

的氣溫和凍結的資産對阿富汗人

民來說是一種致命的組合。”古

特雷斯還呼籲塔利班保護婦女和

女孩的權益，他說：“任何國家

都不可能在剝奪一半人口權利的

情況下實現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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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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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昨（17）日表示，現在就預測Omicron
是最後一波新冠疫情，仍為時尚早。

不少專家預期，更具傳染力、但是症狀較
溫和的 Omicron 將終結新冠疫情，不過美媒
CNBC報導，佛奇昨日在世界經濟論壇 「達沃
斯議程」（Davos Agenda）視訊會議上表示，
對於Omicron是否會成為活體病毒疫苗，仍是
「開放式問題」。

佛奇說： 「我希望會是這樣，但唯有不再
出現另一隻逃脫免疫反應的變異株時，才會是
這個情況。」

他說就算Omicron真的是最後一隻新冠變
異株，也不太可能代表病毒將完全面臨終局，
反而是病毒會持續存在社會中，成為 「地方性
流行」（endemic）。

「控制代表它仍存在，但是是以不干擾社
會的程度存在」，佛奇說，到這個階段，將不
再需要強制戴口罩等公衛措施，社會能夠回復
到疫情爆發前的正常生活。

「你不會完全消滅這個疾病，但希望它會
維持在不干擾我們正常社會、經濟、及其他交
流活動的低程度，對我來說這就是所謂的新常
態。」

學界對於Omicron會不會成為最後一隻新
冠病毒的議題看法分歧，倫敦大學衛生暨熱帶
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
cal Medicine）新興傳染病教授魏爾德史密斯
（Annelies Wilder-Smith）表示，要稱新冠肺
炎是 「地方性流行」還太早，因為非常有可能
會出現另一隻變異株，她說新變異株的症狀可
能更溫和，但是仍要為最壞狀況做好準備。

Omicron將終結新冠疫情？佛奇回應了

全美電力供應狀況追蹤網站 poweroutage.
us指出，美東時間下午4時45分（台北時間18
日清晨5時45分），約12萬名美國用戶無電可
用，多集中在中大西洋岸地區的西維吉尼亞州
，以及東南部的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
、喬治亞州。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FlightAware，截至今天
下午3點左右為止，美國國際線與國內線航班
有1600 多架取消，昨天則有多達3000 架航班
取消。

另據加拿大政府官網指出，針對魁北克
（Quebec）與安大略省（Ontario）大片地區
發布的冬季風暴與暴風雪警報尚未解除。

多倫多預料會降下 60 公分大雪，加拿大
電視台環球新聞（Global News）首席氣象播報
員法奈爾（Anthony Farnell）推文說，這是侵

襲 「這座城市的歷史性風暴」。
包括多倫多地區在內，魁北克與安大略南

部許多學校停課，校車也暫停營運。這兩省的
學生原定今天結束假期返校上課。

美國今天是國定假日放假，所以大部分學
校和公司行號原本就是關閉，許多人常利用長
週末出外旅遊。

美國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
vice, NWS）稍早表示，這場風暴預計會在
「今天逐漸減緩」，但紐約北部與新英格蘭

（New England）地區的雪會下到傍晚。
氣象局在推文中說： 「冰、雪、風與沿岸

淹水會繼續在大片地區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風雪也讓交通大亂，當局警告駕駛人美國

南部阿肯色州至魁北克等地路況不佳，需小心
駕駛。

冬季風暴襲美加 12萬戶斷電1600航班取消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17日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就職總統約1年以來
，有約28%的時間都待在德拉瓦州的家中，且拒
絕對外公開他的訪客名單，讓批評者擔心這些偷
偷訪問拜登家庭的人，可能正在檯面下影響美國
的公共政策。

白宮表示，拜登上週末又返回德拉瓦州的家
中休息，17日才飛回白宮辦公。根據報導，拜登
擔任總統的第1年內，至少有101 天的時間在德
拉瓦州渡過，不是在威明頓市（Wilmington）的
主要住所，就是在里霍伯斯海灘（Rehoboth
Beach）的度假小屋，整體比例高達約28%。

且《紐約郵報》指出，在眾多美國民眾和監
督組織的努力下，強調將恢復美國聯邦政府信譽
和執政透明度的拜登，才終於在2021年5月宣布
，恢復對外公開白宮的部分訪客名單，讓公眾知

道究竟有誰與全球最強大國家的掌舵者進行會談
。

但近期拜登的公開露面次數卻逐漸減少，且
無論是接受專訪或召開白宮記者會的次數，都遠
遠不及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加上白宮
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已確認，拜登不會公開
德拉瓦州住所的訪客名單，而他又經常於週末返
家，讓外界懷疑拜登 「鑽漏洞」，偷偷接見不適
合出現在白宮訪客名單上的人物，特別是可能與
兒子韓特（Hunter Biden）有關的商界人士。

監督組織 「司法觀察」（Judicial Watch）總
裁費頓（Tom Fitton）表示，美國民眾 「有權知
道總統在做什麼事」，痛批拜登此舉完全違反他
對執政透明化的承諾，與川普2017年停止對外公
布所有白宮訪客名單的行為沒什麼兩樣。

拜登近30％時間遠離白宮躲回家 美媒曝這項陰謀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的發言人今天表示，密利昨天驗出了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陽性反應
，症狀非常輕微，目前已隔離，保持遠距工作
。

這名發言人說，密利最近一次接觸拜登總
統是本月 12 日在退役將領奧德耶諾（Ray-
mond Odierno）的喪禮上；並說，密利在接觸
拜登數天前以及接觸過後每天的檢測結果都是

陰性，直到昨天才驗出陽性反應。
發言人表示，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

除一人外，其餘昨天篩檢結果都是陰性，但未
透露驗出陽性的是哪一位。密利已接種過疫苗
，包括追加劑。

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本月稍早
也驗出病毒陽性反應，9日再驗已呈陰性，現
已結束隔離，重返國防部工作崗位。

打過追加劑仍確診 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遠距工作

美國總統拜登即將在20日上任滿一周年，美
聯社指出，包括年輕人、女性、有色人種及中間
選民等各大族群，都對拜登過去一年的政績感到
不滿，認為沒有看到承諾兌現，支持者坦言對拜
登 「失望」，無法確定該用 「憤怒」還是 「心灰
意冷」來形容現在的情緒。

美聯社報導，支持拜登的不同群體近期都公
開抨擊幾個主要的競選承諾沒有進展，尤其過去
一周拜登推動的投票權改革法案停滯不前後，對
他的不滿聲音變得更不容忽視。

政治團體美國青年民主黨（Young Demo-
crats of America）主席瓦圖姆-奧卡馬（Quentin
Wathum-Ocama）表示： 「人們感覺他們得到的
，比當初送拜登進白宮時協議的還要少，有很多
情緒，沒一個是好的。」

「我不知道正確的詞是 『勃然大怒』還是
『心灰意冷』，我們失望了，我們沒看到成果。

」
美聯社指出，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在2020年幫

助拜登登上大位的團體感到開心，年輕族群對於
拜登未兌現打擊氣候變遷、學貸的諾言感到失望
；由於墮胎權受影響，加上校園難以在疫情下繼
續開放，女性選民擔心他推動的擴大育嬰假等政
策會受阻；中間選民則擔心拜登太向左傾；有色
人種選民不滿他沒有採取更多措施維護他們的投
票權。

民主黨眾議員布希（Cori Bush）表示， 「我
們動員起來選出拜登，是因為他對我們有承諾」
， 「我們需要徹底的改變」， 「也因為我們還沒
有看到那些成果，我們感到沮喪。」

拜登上任一年做得好嗎？支持者：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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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槿惠新書人氣超過熱播韓劇原著
連續2周韓國銷量第一

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的新

書《不是對誰都會心生思念》出版後，

備受熱捧，連續2周登上韓國線上書店

“Yes24”銷售榜第一名，人氣甚至超過

熱播韓劇《那年我們》的原著小說。

據報道，“Yes24”書店熱銷書排行

榜顯示，樸槿惠的新書位列第一，《那

年我們》原著小說位列第二，韓國熱門

總統候選人李在明的《再見，李在明》

位列第五。

樸槿惠的新書網上售價爲13500韓

元，約合人民幣72元。韓聯社早前報道

稱，該書四分之一的讀者是60歲以上的

老年男性。

《不是對誰都會心生思念》于2021

年12月30日下午出版，幾個小時後，樸

槿惠獲特赦出獄，正式結束4年零9個月

的牢獄生活。書中記錄了樸槿惠坐牢期間

，從支持者收到的信件以及自己回信的內

容，書名的靈感，也來自支持者的來信。

律師近日透露，樸槿惠獄中收到8萬封粉

絲來信，她親自要求將其印成書。

樸槿惠在序言中寫道，回首自己當

總統的時候，在任何時候都處于連續緊

張的狀態。連自己都不知道，爲了國民

工作的時間是如何流逝的。追憶往事，她

倍感痛心。“因爲自己曾經信任的身邊人

的越軌行爲，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打上積

弊的烙印，爲此感到非常痛心。”

她提及當下的心情，認爲應該放下怨

恨別人的心態和委屈心理。“謊言能暫時

蒙蔽人們的眼睛和耳朵欺瞞世人，但相信

隨著時間流逝，真相一定會顯露。”

樸槿惠還寫道，自己“從未出于私

心爲他人謀利”，“雖然我讓大家失望

，但因爲有國民給我寄來充滿溫暖愛心

的信，我才能堅持到現在。”

樸槿惠因健康不佳，預計到今年2

月才能出院。她獲釋時，醫院外堆滿500

個花環，還聚集了大批支持者，他們燃放

爆竹，揮舞太極旗和應援棒歡呼，許多人

淚流滿面，但樸槿惠始終沒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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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在野黨正義黨總統候選人

沈相奵突然“失聯”——全面中斷工作日程

且閉門不出，其競選團隊高層13日決定集體

辭職。

據報道，沈相奵12日晚向正義黨黨首余

永國等少數人士通報將取消工作日程，隨後

關閉手機，閉門不出。黨內目前仍未能與其

取得聯系。

正義黨黨首余永國13日上午訪問沈相奵

的辦公室後，與政策委議長張惠英和首席發

言人李同英舉行會議並作出上述決定。李同

英表示，以選舉對策委委員長爲首的委員們

認識到當前選舉局勢的嚴峻性，並決定集體

請辭。

分析稱，正義黨高層在沈相奵“失聯”

且無法准確掌握其意圖的情況下，從展現

“革新意志”的層面出發，作出解散競選團

隊的決定。也有意見認爲，在距離大選僅剩

50多天的情況下，正義黨此舉意在爲沈相奵

重新出山後提出的革新構想注入動力。

與此同時，韓國 4 家民調機構 13 日聯

合發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執政黨共同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支持率達 37%，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尹錫悅支持率爲 28%。

國民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秀(14%)和正義黨候選人沈相

奵(3%)分列其後。另有 17%受訪者回答無支持候選人或

不清楚。

對于支持的理由，李在明支持者中有80%回答“候選人

的個人素養和能力”，尹錫悅支持者中有70%回答“須實現

政權交替”，安哲秀支持者中有33%回答“不希望其他候選

人當選”。

菲律賓副議長：
菲律賓很幸運地獲得了北京冬奧會的參賽資格

綜合報導 “菲律賓很幸運地獲得

了北京冬奧會的參賽資格。”菲律賓

副議長亞伯拉罕· 托倫蒂諾在一個主題

爲“菲律賓與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

論壇上說，“熱帶國家加入上述賽事

是非常罕見的。我們期待更多的運動

員加入未來的冬季項目。”

托倫蒂諾在舉行的論壇開幕致辭

中介紹，菲律賓代表團大約有6-7人，

阿薩· 米勒(Asa Miller)將參賽冬奧會高

山滑雪項目。托倫蒂諾還贊揚了中國

爲 2022 年北京冬奧會所做的准備，

“中國會准備得很充分。這是他們展

示自己是最佳東道主的方式之一，他

們肯定會這樣做的 ”。

菲律賓滑雪和單板滑雪聯合會

(Philippine Ski and Snowboard Federa-

tion)主席吉姆· 帕洛瑪· 阿佩拉爾(Jim

Palomar Apelar)介紹，米勒達到了激流

回旋和大回轉項目的資格門檻，這是

他第二次獲得冬奧會的參賽資格。米

勒是少數參加北京冬奧會的東南亞運

動員之一。米勒曾代表菲律賓參加了

2018年韓國冬奧會，在110名選手中排

第70名。

阿佩拉爾表示，我們相信這只是

一個開始，超過 1000 萬海外菲律賓

人將更多地接觸到冬季運動，尤其

是年輕人。“我們期待在 4年內有 4

個項目、4-8名運動員獲得資格。我們

參加的項目越多，就會有人從中脫穎

而出，在冬奧會上贏得我們的第一枚

獎牌。”

論壇主持人威爾遜· 李· 弗洛雷斯表

示：“從我們目前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

況來看，北京冬奧會將很壯觀。”

印度列車脫軌已致7死50傷：
多節車廂翻覆 被擠壓變形

綜合報導 印度西孟加

拉邦一列客運列車發生脫軌

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

50人受傷。事發時，列車上

約有1000人。現場畫面顯示

，4節車廂翻覆，12節車廂

脫軌。

根據印媒發布的現場

畫面，多節車廂翻覆、脫

軌，被擠壓變形，車軌兩

側聚集了大量滯留乘客。

鐵路消息人士稱，許多乘

客被困在脫軌的車廂內，

救援部門使用切割機切開

損壞的車廂。

據報道，事故發生時，

火車正以40公裏/小時的速

度行駛。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當日乘客數量比平

時少。初步調查顯示，事故

原因可能是火車軌道上出現

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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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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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婦一傳九時序 12月20日抵
港，入住油
麻地海景絲
麗酒店

1月 10日通過
6次檢測、完成
21天檢疫後離
開酒店

1 月 14 日
抵港第 26
天檢測呈
陽性

同住大坑東邨
東滿樓的丈夫
及4名子女1月
17日初確

離開海景絲麗
酒店時將同行
的一名小童交
還其家人

小童的4名家人1月
17日初確，同住於元
州街寶華閣

●●與南亞婦人同住一個檢疫酒店房間的小童的與南亞婦人同住一個檢疫酒店房間的小童的44名家人初步陽性名家人初步陽性，，他們居住的他們居住的
長沙灣元州街長沙灣元州街450450--464464號寶華閣號寶華閣1717日晚圍封強檢日晚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專家倡同期檢疫住同層 離開當天需檢測
港酒店染疫婦“放監”一傳九

��(���
在指定酒店完成21天檢疫後檢測才確診

的43歲巴基斯坦籍主婦，成為一傳九的超級

傳播者，其丈夫、四名子女及曾接觸的朋友

一家四口，包括兩名成人及兩名小童17日亦

初步確診，而婦人的病毒全基因分析與鄰房

早前確診住客脗合，顯示該酒店成為播毒場

地。有專家則指酒店縱使安裝空氣清新機，

但也難完全稀釋新冠病毒，認為要按檢疫人

士入住時間分配房間，避免臨近完成檢疫人

士遭新入住者感染，另應在檢疫人士離開當

天再做檢測，減低進入社區才陰轉陽並播疫

的機會。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7日在
疫情簡報會指出，17日新增7宗確診個案，

當中4宗為本地感染，而初步確診個案則少於20
宗，較過去三天顯著上升，因16日確診的南亞主
婦本身已傳給5名家人和朋友的一家四口，即已佔
約半數的初確個案。

5個家人和朋友家4人初陽
該婦人上月20日經杜拜返港後入住油麻地香

港海景絲麗酒店檢疫12樓1206號房，相信遭隔鄰
1205號房尼泊爾抵港男子感染Omicron（奧密克
戎）變種病毒，她本月10日“放疫監”返回石硤
尾大坑東邨東滿樓家中，於抵港第26天到社區中
心檢測採樣才呈陽性，其丈夫、四名子女和朋友
一家共九人17日均初步確診。

張竹君指出，原來婦人帶同一名兒童同行並
在酒店檢疫，結束檢疫後將該兒童交回給朋友，

“婦人完成檢疫後在酒店門外將小朋友交回朋
友，大家有接觸。”

衞生防護中心進行接觸者追蹤工作，發現該
家庭4人與婦人曾會面，本月15日將該家庭全部
五名成員送往檢疫中心，結果四人初確，但與南
亞婦人同行的小童仍呈陰性。

特區政府17日晚補充，受感染家庭居於長沙灣
元州街寶華閣，初確4人包括一名29歲男子，在深
水埗區擔任外賣食品速遞員，最後上班日期為本月
初；另一人為31歲女子；以及一名9歲男童，就讀
李鄭屋官立小學，最後上學日期為本月14日，他們
均無病徵；餘下一名一歲女童則於本月16日出現病
徵。特區政府17日晚7時30分圍封他們居住的元州
街寶華閣進行強制檢測。

至於南亞主婦，她返回大坑東邨居所後未有
外出，只在本月14日往社區檢測中心進行病毒
檢測，但其丈夫則有外出。張竹君則指他們一家

可出外，但由於剛初步確診，仍要追查有關家庭
成員在社區的行蹤。

南亞婦人相信是在酒店受感染，張竹君表示經
理工大學全基因分析，初步顯示婦人病毒基因排序
與鄰房確診者脗合。酒店4樓早前亦出現病毒交叉感
染情況，由於房間及走廊空氣不流通，413號房確診
者打開房門時，病毒流入打開房門的414號感染住
客。張竹君表示在酒店取了60多個樣本，暫有一些
樣本呈陽性，包括空氣清新機，另在413號房的洗手
間空氣出口和水龍頭也檢出陽性。

她認為，該酒店每個房間都需要安裝空氣清
新機，以減低傳播機會。

避免新客感染即將離店者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17日晚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酒店房間有空氣清新機有助過
濾病毒，但也不是完全安全，亦不會即時稀釋病

毒。他認為要減低風險，應按檢疫人士入住的時
間分配房間，（同期）抵港人士應安排在同一樓
層的房間檢疫，因當中就算有人帶有病毒，也不
會感染臨近完成檢疫離開酒店的人士，以免他們
將病毒帶入社區。他表示，若酒店有足夠房間，
也可將檢疫人士安排在隔開的房間居住，“房貼
房較易經空氣傳播病毒”，此外，更應在檢疫人
士離開當天再進行病毒檢測，“現時第19天再做
一次檢測，但離開酒店前的第20天或21天仍有機
會陰轉陽，要第26天才到社區檢測中心取樣，其
間已在社區活動數天，第21天臨離開酒店時再採
樣呈陰性先走，會較為穩妥。”

另外，特區政府17日晚表示，由於一名23歲女
子本月16日在流動採樣站採集的樣本檢測結果呈不
確定，經評估後現階段不能排除相關區域或存在感
染風險，故17日晚7時圍封她居住的大埔太和邨居
和樓進行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寵物店店員染Delta 酒
店
檢
疫
嚴
謹
內
地
措
施
勝
港

●專家建議檢疫酒店將先後入住
的檢疫人士分隔在不同樓層的房
間。圖為爆疫的油麻地海景絲麗
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寵物店女店員居住的香港仔東勝道
2-4號居民前晚接受採樣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銅鑼灣
寵物店女店員17日證實感染Delta變種病
毒，理工大學全基因分析顯示，其病毒與
巴基斯坦流行的Delta病毒相似，卻與最
近從巴基斯坦輸港的確診個案不脗合，她
的感染源頭仍是謎，顯示香港正受Delta
及Omicron病毒夾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對香港又出現Delta社區傳播感擔
憂，顯示疫情仍未受控。漁護署人員17
日晨到患者工作的寵物店採集動物樣本，
研究是否由動物傳人。專家則懷疑，有帶
病毒的抵港者“走漏”進入社區。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17日透露，理
工大學對寵物店女店員的病毒樣本進行
全基因分析，證實為 Delta AY.127 病
毒，與早前巴基斯坦來港患者的病毒基
因有多處不同，相信並非同一源頭，正
繼續核對近期抵港Delta確診個案，暫
時未能找到一個確切病源，相信已出現
Delta 社區隱形傳播鏈，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這顯示目前
香港有Delta 及 Omicron 兩種病毒在社
區傳播，而兩個案（早前的理貨員及本
案）暫時至少各有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至少有分別兩個傳播鏈未能找到，我們
希望能盡早追蹤到傳播鏈，將密切接觸
者隔離檢疫。”該店飼養及出售由荷蘭進

口的寵物兔、倉鼠、龍貓等，染疫女店員
的病毒Ct值21，病毒量高，平時在店內就
餐吃外賣，主要工作為寵物籠清潔，為寵
物添加食物清水，如果有客人要求時，會
抱寵物展示。她的密切接觸者已送往檢疫
中心隔離檢疫。

專家疑有抵港者帶毒入社區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Delta變異病毒已
許久沒在香港社區傳播，這顯示香港有隱
形傳播鏈，很可能是源於檢疫酒店的輸入
相關個案，需要等全基因檢測確定病源
後，再追查可能病源與這名寵物店售貨員
的時空交叉點，鎖定傳播鏈，防止擴散。
他亦不排除寵物傳人，但可能性很低。他
較懷疑有帶病毒的抵港者“走漏”進入社
區，“可能有患者潛伏期長，在檢疫酒店
完成隔離後才發病，使社區也有傳播
鏈。”

源頭仍是謎
香港檢疫酒店近日出現交叉感染，引

發公眾關注，而上海入境人員也是內地第
一，但上海的本土感染病例只有半百之
數，在外防輸入方面幾乎做到滴水不漏，
除了機場防疫把好第一關外，檢疫酒店的

防疫工作也功不可沒。正回內地度歲的香港文匯報記者就親身
體驗上海檢疫酒店的“全方位”防疫，除了採樣更深入嚴謹，
每日兩次體溫檢測，更會在房間採集環境樣本，多重保險驗
證。另外，房間內均使用獨立空調避免空氣傳播，酒店內所有
人員“全副武裝”，有效避免酒店爆疫。

記者月初回鄉探親，經歷上海與浙江合共21天酒店檢
疫，與入境香港相若，檢疫期間共需7次核酸檢測，但與香
港的溫柔或採樣方式不同，內地進行鼻咽拭子採樣時，拭
子深入鼻咽底部，採集到的樣本更為準確，不容易出現假
陰性。因為記者最終目的地為浙江，在第五次核酸檢測、
即離開上海的前一日，需要採集兩份鼻咽拭子樣本，同時
還需要對房間的環境樣本進行檢驗，在數次結果均為陰性
後才可轉移。在檢疫期間，人員還會每日兩次上門探溫。

香港過往幾次酒店爆疫經歷中，中央空調導致的交叉
感染風險不可忽視。是次在內地酒店檢疫中，記者所居住
的兩間酒店均使用獨立空調，避免了攜帶病毒的空氣經由
中央空調在不同房間流通。

此外，隔離人士的一日三餐會放置於房門口的膠凳
上，工作人員會敲門提示，記者通常會等待工作人員離開
後才開門取餐，避免與人員接觸，走廊及膠凳每日多次消
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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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少將參謀長劉黎宗被控將海
軍艦艇匿蹤塗料研發資料洩密交付2名前軍官
後，輾轉交給中科院研究人員運用。劉早獲緩
刑確定。高院更二審今認2前軍官及研究員罪
證不足，判無罪。

國防部之前表示，聯勤司令部前少將參謀
長劉黎宗涉嫌在民國95年間於聯勤司令部服務
期間，取得海軍艦艇匿蹤塗料研發技術相關資
料後外流，輾轉交付其他單位研究人員。

國防部也澄清，本案所指匿蹤塗料屬研發
階段，經鑑測、評估結果，不符作戰需求，國
軍相關裝備並未使用，因此無危及安全之虞。

台灣高檢署分案調查後，認定匿蹤塗料研
發技術資料為重要的軍方技術，屬國防上應秘
密事項，依洩密等罪起訴劉男、中間人前軍官
哈用．勒巴克、石樂山以及研究運用者陳國樑
。

台灣高等法院一審審理後，審酌劉男坦承
犯行，依洩密及交付秘密兩罪，判劉男應執行
1年10個月徒刑，宣告緩刑4年；哈用等3人則
各遭判1年4月。

劉男部分，因沒上訴而確定。哈用等3人
部分遭最高法院撤銷發回，高院更一審後來判
哈用等3人無罪，再遭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由
高院更二審審理。

高院更二審今天認定，本案機密文件，未
依相關規定於封面及內容標示機密文字，也未
敘明引用法源與機密要件，被告3人無從知悉
或認識這些文件為機密。文件上雖有浮水印暗
記，但是標示模糊又不完整，且此浮水印暗記
是為管控複（影）印文件的流向，而非標示機
密文件之用。

更二審指出，本件檢方舉證不足，無從認
定被告有罪，因此判3人無罪。可上訴。

匿蹤技術洩密案罪證不足 更二審判前軍官無罪

（中央社）新北市海山警分局蘇姓前巡官
因公文積壓過多，擔心延誤時效遭議處，竟偽
造主管已批示核可後辦理結案歸檔。法官考量
他具悔意，判刑1年8月，緩刑3年，並向公庫
支付20萬元。

根據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書，蘇姓員警在民
國105年12月24日起至110年8月15日期間，
擔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組巡官，
負責交通違規申訴調查處理、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督導、交通事故防制勤務規劃等業
務。

檢警調查，蘇姓員警因公文積壓過多，擔
心延誤時效而遭議處，趁同仁不注意之際，把
已辦結的公文文號等簽稿，掃描彩色複印後，
剪取副分局長、分局長等長官的職名章印文，
及 「代為決行、可、發」等文字，黏貼在尚未
辦結的公文簽呈、函稿上，並竄改原印文所附
簽押日期。

蘇姓員警還趁交通組長未在辦公室時盜蓋
其職名章、 「代為決行」文字戳章及自行書寫

「可」文字於尚未辦結的公文簽呈、函稿上，
之後再將變造的公文簽呈、函稿掃描彩色複印
，偽造其主管已批示核可，向檔案室警員、書
記辦理結案歸檔。

因公文簽呈、函稿為彩色影印而非原本，
違反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的規範，經海山分
局檔案室書記、警員發現有剪貼痕跡等異常情
形，依序報請督察室調查，進而發現此事。

法官審理認為，蘇姓員警身為警察人員，
本當謹守法律規範，恪遵職守，竟為免列管檢
討、遭受懲處而犯案，所為有害於警察機關文
書的憑信性，犯罪目的、手段均無可取，所為
應予非難。

不過，法官考量他任職期間多次獲記功、
嘉獎，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
深具悔意，依刑法中的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
會行使偽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
等罪，判刑1年8月，緩刑3年，並向公庫支付
新台幣20萬元。全案可上訴。

公文積壓過多憂遭議處 新北員警偽造文書被判刑

（中央社）北市警方強力緝毒，110年度共
查獲第三、四級毒品 1639 案，查扣毒品總計
1476公斤，在政風和督察等相關單位督導下，全
數毒品已於13日送木柵焚化廠銷燬。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稿
表示，去年共查獲第三級和第四級毒品計 1639
案，查扣到相關毒品總計1476公斤，較109年度
大增1100公斤，可見成效。

同時，市刑大也依相關規定，於 13 日執行
110年度第三、四級毒品沒入物公開銷燬作業，
除由市警局政風室和督察室全程督導外，還有特
勤員警荷槍實彈在旁警戒，將查扣到的 1476 公

斤毒品全數送往木柵焚化廠銷燬。
市刑大指出，毒咖啡包常在酒店、夜店或毒

趴流通，取得門檻低且施用方便，其毒品純度雖
不到3%，但不法業者為牟暴利，常混用各類第
三、四級毒品，讓施用者快速有感，但不同毒品
交互作用恐導致心悸、痙攣或心臟衰竭、休克死
亡，呼籲民眾應向毒品說不。

適逢寒假將至，市刑大提醒，家長應多關心
子女平日交友情形，若家中出現小夾鏈袋、即溶
包裝袋等疑似毒品包裝，請立即尋求各地方政府
毒品防制中心協助，並通報警方循線追查毒品來
源，以避免毒品危害。

北市警強力緝毒 查扣1476公斤毒品全銷燬

（中央社）嘉義縣高姓男
子等人組成詐騙集團，在網路
上謊稱販賣網路遊戲虛擬寶物
，由買家匯款給不知情通訊行
業者，高男等人取得手機後變
賣，刑事局獲報循線逮捕高男
等人，詢問後依法送辦。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三
隊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刑事
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清查民眾
受騙案件資料庫，發現一處
「三方」詐騙集團，以多達10

餘個暱稱，暗藏潛伏於網路遊
戲 「新楓之谷」聊天室中張貼
訊息，佯稱願以市價6至7折出
售虛擬寶物 「輪迴碑石」。

警方指出，玩家如擁有輪
迴碑石，在遊戲中可加快 3 倍
練功速度，玩家之間交易價格
約新台幣5萬至7萬元，多名買
家向詐騙集團匯款購買後，均
未收到寶物，才驚覺受騙陸續
向警方報案。

警方對被害人匯款的帳戶
進行警示後，才發現為 「三方
」詐欺手法，詐騙集團先向通
訊行訂購手機，再將通訊行的
銀行帳戶提供給寶物買家匯款
，待買家匯款後，詐騙集團再
向通訊行取得手機後變賣。

警方指出，三方詐騙手法
除使虛擬寶物買家受騙匯款外

，亦使合法通訊行業者帳戶遭
受警示，正常生意人變成嫌疑
人。

辦案人員循線追查後，查
出嘉義縣23歲高男與26歲徐男
涉嫌重大，案經數月蒐證，於
民國110年12月23日，持拘票
拘提 2 人到案，並查扣電腦、
手機與現金等贓證物。

警方初步調查，被害人數
達16人，並持續擴大清查中，
警方全案詢問後，將高男等 2
人依詐欺等罪嫌移送嘉義地檢
署偵辦，檢方複訊後聲押獲准
。

謊稱賣遊戲虛寶詐財刑事局破三方詐騙手法集團

（中央社）台北市去年取締公車停靠站違
規停車共計4萬350件，其中以市民大道路段居
冠；為因應春節前湧現採買年貨人潮，台北市
警察局明天起至30日止，將加強取締公車停靠
站違停。

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
稿表示，統計民國110年取締北市公車停靠站
違規停車共計 4 萬 350 件；其中前 10 大違停路
段依序為：市民大道、內湖路一段、景文街、
民生西路、北安路、忠孝東路五段、民權東路
六段、南港路一段、新明路和港墘路。

由於年關將近，交通警察大隊指出，出外
採買年貨人潮將湧現，且年貨大街、商圈和大

賣場公車將加密班次，若違停於公車停靠站，
除阻礙公車停靠、造成乘客上下車危險，也可
能衍生交通事故，因此自明天起至30日止，將
加強取締公車停靠站違停。

此外，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
公車停靠站10公尺內禁止停車，違反者機車處
以新台幣900元至1200元罰鍰、汽車一律處以
1200元罰鍰，請民眾勿心存僥倖。

交通警察大隊強調，將交各分局針對轄區
公車停靠站民眾檢舉及經常違規停車熱點列為
查察取締重點，並對於嚴重影響交通安全者執
行拖吊移置，呼籲民眾務必遵守交通規則。

春節採買人潮 北市公車停靠站19日起加強取締違停
侯友宜視察板橋第一運動場疫苗接種動線侯友宜視察板橋第一運動場疫苗接種動線

新北市長侯友宜新北市長侯友宜（（右右））1818日上午視察板橋第一運動場日上午視察板橋第一運動場COVID-COVID-1919疫苗接種動線疫苗接種動線，，關心長關心長
者接種情形者接種情形。。

王國材王國材：：台灣燈會目前仍如期舉辦台灣燈會目前仍如期舉辦
交通部長王國材交通部長王國材（（左左22））1818日表示日表示，，目前台灣燈會仍如期舉辦目前台灣燈會仍如期舉辦，，相關事項都按照原來時程相關事項都按照原來時程

進行進行。。

朝野朝野33黨共提黨共提1818歲公民權修憲版本歲公民權修憲版本
民進黨團民進黨團、、台灣民眾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台灣民眾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1818日經討論日經討論，，決定共提決定共提1818歲公民權修憲版本歲公民權修憲版本。。



AA88星期三       2022年1月19日       Wednesday, January 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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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品優惠有效期為1/17/2022至3/27/2022。 廣告所示禮品非實際尺寸。 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每人僅限一份禮品。 欲獲得禮品，需開設合格的個人支票、儲蓄或定存帳戶，並一次存入$20,000以上新資金，不
得為現有華美銀行存款。 帳戶申請需經過華美銀行審核及批准。 優惠不適用於商業帳戶。 提前解約定存帳戶可能須繳罰金。 詳細帳戶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 禮品將在開立合格帳
戶並存入要求的資金時發送。 通過華美銀行分行（親自或遠端）開立合格的帳戶的客戶，請先洽詢行員確認您希望開立的帳戶符合優惠資格，並預約領取禮品的時間。 客戶須親自前往華美銀行分行領取禮品。 如欲
通過華美銀行手機銀行APP開立合格帳戶，優惠僅限新客戶，且帳戶郵寄地址必須位於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及夏威夷除外）。 禮品將於帳戶開立且存入資金后的4至6周內發送至帳戶的郵寄位址，送完為止。 您可免費
使用華美銀行的手機銀行服務，但您的電信服務供應商可能會收取簡訊費用。 請諮詢您的服務供應商，瞭解可能適用的具體費用及移動網路流量資費。

現在開立合格存款帳戶，即可獲得

琉璃工房限量版新年開運水晶。*

*開立存款帳戶並存入$20,000以上新資金 | 優惠截止日3/27/22

詳情請上網eastwestbank.com/2022 
或致電888.819.8880。

虎踞天下，風生水起。

下載我們的手機銀行APP

琉璃工房限量水晶「登高」，
獨家提供華美銀行客戶。 掃描二維碼瞭解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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