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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已經持續了
數十年，聯合國調查員今天將暴力事件
無法休止歸咎於以色列持續占領和歧視
巴勒斯坦人，引發以色列憤怒和抗議。

法新社報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HRC）任命一個高階調查團，就
漫長以巴衝突 「所有潛在根本原因」展
開調查。調查團將矛頭直接指向以色列
。調查團報告指出： 「結束以色列的土
地占領...對於結束持續不斷暴力循環，仍
然有其必要性。」

這份18頁報告主要聚焦於針對過去
聯合國調查、報告和對情勢所作裁定進

行評估，以及有關調查後來如何及是否
貫徹執行。

曾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皮
萊（Navi Pillay）引領調查。她在聲明中
說： 「與潛在根本原因有關的調查結果
和建議，一面倒地將矛頭指向以色列，
我們認為這是項指標，顯示這起衝突的
不對稱本質，以及一國占領另一國的事
實。」

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哈瑪斯（Hamas）
去年5月和以色列爆發戰爭，造成巴、以
各 260 人、13 人喪生。以色列拒絕跟在
那之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f Inquiry）合作。
這個調查委員會是 UNHRC 下令進

行的最高層級調查，除被賦予調查衝突
激增的任務，也針對以色列和遭到占領
的巴勒斯坦自治區（Palestinian Territories
）違反國際人道和人權法的所有情事展
開調查，包括對東耶路撒冷（East Jerusa-
lem）。

這也是調查委員會首度被賦予針對
在以色列進行系統性侵害展開調查的任
務。

以色列對於遭到調查予以抨擊，批
評皮萊 「擁護反以色列理念」。

聯合國報告：停止以巴衝突 須終結以色列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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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 CEO Elon Musk
warned of his “super bad
feeling” about the
economy saying his auto
company Tesla is expected
to trim about 10% of all
jobs and ask his executives
to pause all hiring
worldwide.

This comment also echoes
the remarks from Chase
Bank president Jamie
Dimon who cautioned of a
“hurricane bearing down
on the U.S. economy and a
weaker outlook report.”

Last week President Biden
met in the White House
with Federal Reserve Chair
Jerome Powell and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to talk about the
current economy. In May
alone the nation added 300,
000 more jobs, but inflation
still remained high.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entral
bank will continue to curb
inflation by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0.5 percent
every month until inflation
can be controlled under
2%. But this action is likely
to lead to a recession for
the economy.

Today we should have a
very clear idea why we
have the current economic
chaos which is causing
people to suffer. First of all,

Covid-19 that occurred
three years ago swept the
world and caused major
casualties. To this day, so
far,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still struggling.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upply
system is collapsing.
China, known as the world
’s factory,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Many factories
have moved out of China,
but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products made in
China have occupied most
of the world’s market. If
the factories continue to
move out of China, there
will be great difficulties to
produce those products
somewhere else easily.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days now.
Because of the complete
block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lies, the
norm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greatly interrupted.

The above mentioned
critical issues are being
faced by President Biden
o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ronts. If he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it will not only just be
related to the midterm
election, but also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0606//0606//20222022

Elon MuskElon Musk’’ss ““Super BadSuper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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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富特斯拉老闆马
斯克警告，未来全球経济情
况悲观，他在一封给高级主
管之信中要求他们裁减十分
之一的员工，并指示全球冻
结公司之顾用员工计划，大
通银行总裁也同时警讯，一
阵强烈颶风可能席捲美国未
来的経济。

拜登总统上週召集财政
部长叶伦及央行总裁鲍尔在
白宫商讨当前经济形势，五
月份全美增加了三十九万工
作机会，但是通货膨胀仍然
高居不下。

预计中央储备银行将会

继续以每月把利率调高百分
之零点五之速度来抑制通货
膨胀，一直到能控制在百分
之二的情况下，但是这项行
动很可能又导至経济之衰退
。

今天我们应该非常淸楚
為何造成経济之混乱，人民
痛苦不堪，百物价格上涨，
应该从多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首先是三年前发生的新冠
病毒，横扫全球造成重大伤
亡，至今仍然是「哀鸿遍地
」，许多国家及地区还在挣
扎之中。

由于中美两国关係之恶

化，全球化体系正在崩塌之
中，称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
陆正在遭受外界之压力，欲
把工厂迁出中国，但是过去
二十多年来，中国製造之產
品已経佔据之全球多半之市
塲，就如美国大小商塲百分
之九十之產品来自中国大陆
，如今要迁至他国又谈何容
易。

俄乌之战，始未料及已
过百日之久，在美国及其他
国家支持之下，乌克兰奋起
抵抗，但如此数百万人流落
他方，国内设施被毁美国全
面封锁俄罗斯，造成国际情

势大乱，目前看来要把俄罗
斯瓦解也非易事。

以上种种原因是造成拜
登总统面临之国内外难题，

我们奉劝総统必须谨慎处理
，不但有系於期中选举，更
是千千万万人民之福祉所在
。

富豪看衰美国经济富豪看衰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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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多國天然氣被俄斷供
搶氣大戰開啟，澳大利亞卻意外躺槍

綜合報導 在歐洲國家對俄邏斯進行

了對輪制裁後，俄邏斯也不敢示弱強硬

反制，推出了壹些列反制措施，其中做

最有效的還得是普京簽署的“盧布結算

令”。

這項法令規定，不友好國家向俄

邏斯購買石油天然氣需要用盧布支付

。這壹舉措對長期依賴俄邏斯能源的

歐洲國家來說，無疑是當頭壹棒。這

使得俄邏斯盧布與石油、天然氣等硬

通貨強行掛鉤，這些高度依賴俄邏斯

能源的國家不得不接受這壹要求，從

俄邏斯開通帳護，開始用盧布進行支

付。俄邏斯盧布也因此止住了貶值的

勢頭，迅速走強。

雖然歐洲壹些國家順從了俄邏斯用

盧布支付，但其為了制裁俄邏斯也在不

斷尋求改變依賴俄邏斯能源的現狀，加

大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的能源來源，美

國、韓國等國都表示將向歐洲國家出口

天然氣。

但匈牙利則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保

持與俄邏斯友好關系的同時，也壹直在

進口俄邏斯天然氣。塞爾維亞總統武契

奇則在與普京通話之後，得到了歐洲最

優惠的天然氣供氣價格。

而另外壹些國家則選擇在這壹問

題上與俄邏斯硬鋼，就比如波蘭、荷

蘭、芬蘭、保加利亞等國。雖然俄邏

斯設置了盧布支付的最後期限，但是

壹個多月過去了，為了制裁俄邏斯，

這些國家依然拒絕使用盧布支付。俄

邏斯壹氣之下便終止了對這些國家供

應天然氣。

為應對歐洲的天然氣荒，歐洲天

然氣消費大國在尋找新的供氣來源的

同時，也在競相購買液化天然氣所需

的浮式儲存與再液化裝置。目前，法

德等國的天然氣進口項目正在穩步推進

。但這些計劃讓遠在太平洋之上的澳大

利亞躺槍。

雖然澳大利亞天然氣資源豐富，是

世界主要的天然氣出口國，但墨爾本、

堪培拉等大城市所在的東南部經濟發達

地區的天然氣供應依然處於短缺狀態。

主要原因是該地區與天然氣產區較遠，

運輸不便，沒有足夠的天然氣接收設備

，並且澳大利亞大部分天然氣產出都供

應給了外部市場，沒有多余的庫存可以

供應東南部地區。

為了改善東南部地區的天然氣供

應情況，澳大利亞政府已經開始實施

了5個天然氣進口項目，但這些項目的

再氣化設施和儲存裝置還未到位，挪

威的設備供應商正在加緊建造這些設

備。澳大利亞政府本以為自己的天然

氣項目會順利進行，但沒想到因為歐

洲的天然氣荒，自己的設備訂單會被

歐洲國家搶走。

挪威設備商Hoegh LNG此前表示，

將向德國公共事業公司提供兩個再氣化

裝置，而這兩個裝置正是此前澳大利亞

的訂貨。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

歐洲國家現在都紛紛搶著買相關設備，

訂單已經爆滿，澳大利亞已經找不到合

這的供應商來購買這些設備。

如果繼續向挪威設備商進行購買，

最早可能到2026年才能交付，那麼再次

期間澳大利亞東南部地區也將面臨天然

氣荒，對當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影響。目

前澳大利亞相關建設公司正在該地區建

造天然氣接收站，預計2023年底完工，

如果屆時他們買不到再氣化設備，租用

相關設備將成為他們唯壹選擇，而在如

今的形勢下，這壹目標也不容易辦到。

加拿大央行再加息50個基點
有意繼續升息

綜合報導 在今年3月和4月連續加息的基礎上，加拿大中央銀行6

月1日再度宣布加息，將基準利率即隔夜拆借利率由1%提高50個基點，

升至1.5%。加央行同時“放風”稱，計劃繼續加息。

加央行表示，全球及加拿大的通脹率仍在攀升，主要推動因

素是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加拿大今年 4 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同比上漲 6.8%，這遠高於央行預測，且在短期內可能會保持

升勢。

加央行認為，加拿大經濟活動強勁，今年壹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達3.1%。崗位空缺增加，企業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工資增長正擴大至

各個領域。同時，房地產市場活動有所降溫。加央行相信，隨著消費支

出保持強勁，出口也將提升。

但加央行指出，正因該國經濟明顯處於需求過剩的狀態，通脹率預

計短期內繼續走高，利率將需要進壹步上調。

加央行同時表示，作為壹種補充工具，量化緊縮政策將繼續推行。

央行將運用貨蔽政策工具，令通脹回至2%的目標水平。

新冠疫情出現後，加央行從2020年3月起將基準利率由1.75%壹路

下調至0.25%。今年3月初，加央行進行了2018年10月以來的首度加息

，調升利率0.25個百分點；在4月中旬又加息50個基點，創下22年來升

息的最大幅度，並宣布開啟量化緊縮政策。

加央行下壹次調息窗口期將是7月13日。

默克爾首次公開發聲：
“應該制止這場野蠻的侵略戰。”

綜合報導 自默克爾六個月前離開總理辦公室後，她沒有發表

過重要演講，也沒有發表過公開聲明。然而，在星期三晚上（6月

1號），這位前德國總理是爲即將退休的德國聯邦總工會（DGB）

主席Reiner Hoffmann 舉行的儀式上發表講話。她也就俄烏戰爭發表

看法。

德國前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描述爲"影響深

遠的轉折點"（tiefgreifende Z sur）。

默克爾周三晚間在柏林說，作爲一名離職總理，她不想從旁做出任

何評估，但俄羅斯對其鄰國的入侵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曆

史上嚴重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爲。

默克爾說：她表示，支持德國政府、歐盟、美國、北約、七國集

團和聯合國的所有相應努力，"以確保俄羅斯的這場野蠻侵略戰得到

制止"。

默克爾還表示，還沒有人能夠認真估計戰爭的後果會有多深遠。然

而，它們將是相當大的，特別是對烏克蘭人而言。默克爾提到了對民衆

的人權侵犯，稱"布查就是這種恐怖的代表。"

默克爾強調，"在這無限的悲傷中"，許多鄰國如波蘭和摩爾多瓦對

烏克蘭人的巨大支持是一絲，但巨大的希望之光。

默克爾說："我們絕不應該把和平與自由視爲理所當然。在當前形

勢下，歐盟的團結是核心。"她呼籲德國人民爲歐洲統一做出各自的貢

獻。

意大利客機失聯引恐襲疑雲
調查結果離譜至極：倆飛行員都睡著了…

綜合報導 一架載有250名乘客的意大

利客機，突然在法國上空音信全無，整整

十分鍾沒有飛行員回應塔台，嚇得法方以

爲機上出現恐襲危機，差點派出戰鬥機升

空攔截。

據報道，這起發生在兩個月前的航空

“危機”，其調查結果近日終于出爐。但

令人無語的是，當時無人回應塔台呼叫的

原因，竟是因爲機長及副駕兩個人同時睡

著了……

報道稱，這起飛行事故的調查人員

透露，今年4月30日，意大利ITA航空公

司（ITA Airways）的一架A330空客飛機

，從美國紐約的肯尼迪國際機場起飛前往

意大利羅馬，途經法國領空。

客機飛到法國上空3.8萬英尺高時，

與區管中心管制員失聯長達十分鍾。法國

當局一度以爲機上發生恐怖劫機事件，因

此緊急通報軍方准備派出2架戰鬥機升空

攔截。

管制員通報軍方的同時也一並通報了

意大利民航局，ITA航空運控中心先後使

用衛星電話、飛機通信尋址與報告系統聯

系機長。好在“恐襲危機”是虛驚一場，

飛行員最終作出了反應，這架客機安全降

落在羅馬機場。

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最終結果離譜

至極：事發時，機上兩名飛行員居然都在

睡著的狀態。

報道援引調查人員的說法稱，當副駕

駛正在進行經批准

的 長 途 飛 行 間 的

“受控休息”時，

機長也在空客A330

的自動駕駛狀態下

睡著了。

“受控休息”

規則規定，在長途

飛行中，當飛機巡

航時，兩名飛行員

中的一名可以在駕

駛艙裏睡10—40分

鍾左右，以保持休

息和勝任長時間的輪班工作。但另一人必

須保證清醒，他需要保障機上乘客安全，

並時刻監控飛機自動巡航系統，防止出現

任何問題。

航空分析師約翰· 南斯接受ABC采訪

時指出，兩人同時睡著的這種情況“極其

危險”，尤其是在飛行員無法監測天氣和

飛機燃油狀況時。“雖然這架飛機仍然可

以自動駕駛，但這既不明智也不安全。”

報道稱，涉事機長對調查結果並不認

同，他聲稱這架客機當時的無線電通訊設

備出現了故障才無法回應塔台呼叫，自己

並沒有睡著。但航空公司在聲明中表示，

調查人員測試了飛機的系統後，發現“機

長的陳述與內部調查的結果之間存在極大

矛盾性”。

聲明中還提到，其內部調查顯示機長

在飛行期間和著陸後的行爲都“不符合程

序”，得益于機上的先進技術，飛行安全

才得到了保證。公司最終以“機長飛行期

間未能遵守航空公司規定”爲由，將其解

雇。

ITA航空公司的發言人隨後向媒體重

申該航班的安全沒有受到影響，稱飛機當

時處于自動駕駛模式，以正常速度及高度

飛行，從未偏離航線，機上250名乘客安

全也未受影響，甚至提早了20分鍾在羅馬

安全降落。

意大利中左翼議員米歇爾· 安紮爾迪

（Michele Anzaldi）在推特上呼籲這家國有

航空公司做出正式道歉，“從紐約起飛的

ITA航班上發生的事情非常嚴重，兩名飛行

員都睡著了”、“公司有責任保證此類事件

不會再次發生，必須向乘客道歉。”

波蘭副外長：歐盟正在制定第七次對俄制裁
綜合報導 波蘭外交部副部

長帕維爾· 亞布隆斯基稱，歐盟

針對俄邏斯聯邦的第七次制裁

措施的工作已經開始。據波蘭

通訊社報道，亞布隆斯基說，

第七次制裁將包括將俄邏斯天

然氣工業銀行在內的所有俄邏

斯銀行從SWIFT系統中剔除，

並對技術實施禁運。此外，這

位外交官強調，歐盟將積極打

擊規避制裁的企圖。

“當然，是的，”他回答

了記者關於歐盟國家代表是否

已經開始討論針對俄邏斯新的

制裁問題。“在俄邏斯仍然可

以出售天然氣的情況下，在所

有俄邏斯銀行與 SWIFT系統斷

開連接的情況下，制裁應該更

加嚴厲。我在這裏主要談論的

是俄邏斯天然氣工業銀行，”

亞布隆斯基說。我們知道，俄

邏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已經成為

壹家根據新計劃接受俄邏斯天

然氣付款的銀行，將歐元和美

元兌換成盧布。

亞布隆斯基還宣布需要對

仍可供應給俄邏斯和在其工業

中使用的技術實施禁運。“除

了正式制裁之外，還有必要沒

收而不只是凍結俄邏斯在歐洲

的資產。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在

進行中，”他強調說。

亞布隆斯基承認，許多歐

洲公司和公民正試圖尋找規避

制裁的方法，而這目前仍然是

壹個大問題。“大多數公司都

在做很多事情來規避制裁，尋

找創造性的方法來避免制裁。

我們至少在天然氣支付方面看

到了這壹點，當時許多公司和

歐盟國家仍然抉定在俄邏斯天

然氣工業銀行開立帳護，以便

正式以歐元和美元轉換為盧布

付款。”

“這種繞過計劃破壞了對

歐盟的信心，這是歐盟必須處

理的事情，我們將認真討論這

個問題，包括在歐洲理事會峰

會上，”他補充說。

亞布隆斯基還評論了匈

牙利當局的立場，他們積極

反對石油禁運和對壹些俄邏

斯人的制裁。這位外交官總

結說：“我們正在對匈牙利

施加非常強大的外交和政治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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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司法部在星期一對極右派團體 「驕傲
男 孩 」 (Proud Boys) 的 負 責 人 塔 里 歐 (Henry
“Enrique” Tarrio)，和其他4名手下都因犯下
1月6日的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犯有 「煽動性陰
謀叛亂罪」，這是美國司法單位針對極右翼極
端組織的最嚴厲的刑事起訴。

CNN報導，與塔里歐一起被指控另外4人
分別是是諾狄恩(Ethan Nordean)、比格斯(Jo-
seph Biggs)和雷爾(Zachary Rehl)，他們都自稱
驕傲男孩的 「武裝士官」。原本這5人的起訴
罪名比較不嚴重，比如妨害公務、破壞公署等
，但是檢察官加重了他們的行為。

檢察官認為，該組織試圖以武力的方式，
反對總統權力移交，已經明顯犯下叛亂罪行，
而且他們煽惑其他人加入，使情況更為嚴重。
塔里歐和他的團體對於所有的指控都表示拒不

認罪。
在檢察官的新起訴書中，增加了關於驕傲

男孩在1月6日發言的新細節，其中涉及恐嚇
國會議員和執法人員，以威脅的口氣要他們逃
離，從而阻止他們原本的公務，也就是確認新
總統當選。

檢察官說，驕傲男孩還利用電台的特定頻
率，號召其他人加入，因此他們應該視為叛亂
首腦。聯邦調查局已將30多個被指控參與國會
大廈圍攻的人，依照他們在組織中的地位來分
類，斷定為驕傲男孩的首腦、成員或同夥。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表示，將不惜一切代價
，確保對國會大廈襲擊事件有準確的責任歸屬
。當天大約有 800 人被控參與了騷亂，迄今為
止約有 250 人認罪。

美國司法部以陰謀叛亂罪 起訴極右團體 「驕傲男孩」

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阿提米絲1號(Arte-
mis 1)登月任務，終於又有了進度，SLS巨大火
箭與獵戶座太空船(Orion) 運往著名的39B發射
台，進行關鍵的非發射測試。

太空網(Space.com)報導，美國的 「重返月
球」太空任務，讓人聯想到1960年代的阿波羅
計畫，上一次的代號是太陽神，因此這一次就
是月女神了，也就是阿提米絲。阿波羅計畫需
要農神5型巨型火箭(Saturn V)，阿提米斯就需
要太空發射系統巨型火箭(SLS)。位於佛羅里達
州卡納維爾角的甘迺迪太空中心 (KSC)再一次
擔任前往月球的發射站，技術人員在美國東部
時間上午 12:10 (0410)，將阿提米絲1號推出組
裝大樓 (VAB)，利用巨型履帶車運往6.4公里外
的第39B發射台，那裡也正是阿波羅登月計畫
的發射台。 整個車程大約需要 10 個小時，抵
達發射台的時間大約是美國東部時間上午 10:
00，開始進行測試。

阿提米絲計畫於2010年提出，企圖利用太

空梭(Space Shuttle)的火箭技術，製成超強力火
箭SLS，但是過程並不順利，其發展已多次延
誤和成本超支。，只有獵戶座太空船曾經試飛
過一次，在2014 年的一次無人地球軌道運行。
主要原因是NASA已經很多年沒有設計過太空
火箭了，即使有太空梭的前例，但是系統的統
整仍然相當複雜與困難。

阿提米絲先前已進行過3次發射台測試，3
月17日是首次進行，隨後4月1日開始進行濕
彩排，但是出了一些問題，無法完成全部的測
試，於是在4月25日運回組裝大樓維修，逐步
解決氫氣洩漏等問題。

如果今次的測試獲得通過，阿提米絲1號
濕彩排將定在6月19日開始，持續約 48 小時
。整個過程從飛行前的調整與和加油程序，直
到火箭發動機點火前的那一刻才停止。

假如6月19日的濕彩排也順利完成，那麼
8 月下旬就可望正式發射，要是過程順利，到
2023年，就有機會看到人類再次登月。

NASA阿提米絲1號登月火箭 進行非發射測試

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名男子5月底在3名警察
面前活活溺斃，他溺水期間不斷喊救命、強調自
己溺水了，警察都未立即上前營救，最終不幸溺
死。

綜合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亞
利桑那共和報》（Arizona Republic）報導，亞利
桑那州近日發生警察未及時營救溺水民眾的執法
爭議。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5月28日清晨，約莫
5時左右3名警察因為一起紛爭而前往坦佩鎮湖
（Tempe Town Lake），了解 34 歲男子比金斯
（Sean Bickings）與妻子的爭吵情形。

根據警方3日公布的隨身秘錄器部分畫面，
警方到場後，比金斯的妻子稱兩人只是有些意見
不合，丈夫並未動粗。警察隨後走向比金斯，詢
問夫妻倆的住址及確認是否被通緝等前科，這些
都只是警察上前盤查的例行作業。

約5時12分，比金斯爬過人行道旁的金屬圍
欄、走向人工湖，他告訴警方要去游泳， 「我可
以走了，對吧？」一名員警回應 「你不能在這座
湖游泳」。

不過比金斯仍進入湖中，當他持續往湖中央
游去後，一名警察問另一名員警： 「你覺得他能
游多遠？」

警方的秘錄器畫面就在這裡打住，稱後續畫
面不適合公開，僅以逐字稿交代事件發展。

警方指出，比金斯約在游了 90 至 120 英尺

（約27至36公尺）後開始求救。根據逐字稿，
比金斯說， 「我要溺死了，我要溺死了」，一名
警察回應， 「不，你才沒有。」

警方要比金斯繼續游，並抓住標塔，當比金
斯二度求救表示自己快溺斃、無法游向標塔時，
其中一名員警還回應： 「OK，我不會跳下去追
你。」比金斯於是開始央求員警救他， 「拜託救
我，拜託、拜託、拜託，我碰不到，噢老天，拜
託救我，救我。」

當比金斯溺水時，他的妻子開始懇求警察救
人，不過員警卻要她冷靜，否則要逮捕她，女子
仍持續央求員警跳入湖中救人，警方仍要她閉嘴
，比金斯的妻子說： 「我非常焦慮，因為他就在
你們眼前溺水，而你們不幫忙。」這時另一名警
察表示，比金斯已經沒浮出水面達30秒。

當地消防局約在上午11時30分左右將比金
斯打撈上岸，他被當場宣布死亡。

針對這起事件，警方最初指出比金斯是在員
警發現有3份未執行的逮捕令後跳入湖中，試圖
躲避追緝。當局形容比金斯溺斃為 「悲劇」，表
示已對這起事件展開調查，目前3名員警也被處
以帶薪行政休假處分。

美國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
ter）民運人士威廉斯（Jamaar Williams）痛批這
起事件就是警察暴力。

美警爆冷看民眾活活溺斃他沉入湖中喊救命慘況曝光

根據華府非營利研究組織 「槍枝暴力檔案」
（GunViolenceArchive.org）的數據，本月 3 日以
來，美國各地發生 300 多起槍擊事件，有超過
124人喪生、325人受傷。

路透社報導，上週末期間的300多名槍擊事
件受害者當中，有費城的老師、亞利桑那州的青
少年，以及芝加哥的警察，這一波槍擊事件讓槍
枝暴力成為美國政壇焦點。

而週末之前，美國已經連續發生了德州尤瓦
爾迪（Uvalde）、紐約州水牛城（Buffalo）、奧
克拉荷馬州杜爾沙（Tulsa）大規模槍擊事件，這
讓加強管制槍枝的正反兩派人馬再度陷入激烈辯
論。

而週末一連串槍擊案後，槍枝暴力對個大城
市的影響，讓部分地方首長大感灰心。

田納西州查塔努加（Chattanooga）一家夜店
5 日發生槍案，造成 2 死 14 傷後，市長凱利
（Tim Kelly）在記者會中說： 「我已厭倦站在諸
位面前，談論槍枝和屍體。」

賓州費城南街（South Street）一家酒吧4日
傳出槍響，奪了3條人命又傷及12人之後，市長
肯尼（Jim Kenney）隔天說： 「全美與費城都看
到槍枝暴力激增的問題，這不僅使我心碎，更讓
我感到憤怒。」

紐約州長侯可（Kathy Hochul）今天簽署法
案，將具購買半自動步槍資格由18歲提高到21
歲。

而首都華府的議員們也在研究幾項槍枝管制
的措施，但任何新的措施在立法上，都會面臨共
和黨的重大挑戰，尤其是在聯邦參議院。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社區型購物中心4日發生
槍擊，奪走一名14歲女孩的性命，並讓另外8人
受傷後，市長蓋耶哥（Kate Gallego）在推文中說
： 「現在就必須做出改變。」

上個週末，還有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
more）及伊利諾州芝加哥（Chicago）的警察遭
到槍擊。

美國周末逾300起槍擊案 釀124死325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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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青瓦台單日參觀名額將增加
申請參觀人數已超659萬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文化財廳方面6月2日消息，12日起

，韓國原總統府青瓦台每日接待訪

客名額將增加。預約也將通過官方

平台統一進行。

據韓國文化財廳介紹，從6月

12日起，青瓦台單日接待訪客名額

將從原先的3.9萬人次增至4.9萬人

次。

從當地時間3日上午10時起，

官方平台“青瓦台開放”將統一接

受12日以後的參觀預約。此前，訪

客利用門戶網站、聊天工具等進行

預約。

另外，預約方式也由原先的抽

簽方式改爲按序預約，1人可預約

名額也從原先的4人增至6人。

據報道，青瓦台參觀時間將由

當地時間上午7時至下午7時改爲上

午9時至下午6時，1天分6批、每

批接待8000名訪客，每周二關門整

修。

報道指出，青瓦台于5月10日

全面開放，截至5月31日，參觀申

請人數超過659萬人次，接待訪客

人數達57.4萬多人次。

去年，日本新生兒數量
創有統計以來最低

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 3 日發

布的數據顯示，2021 年日本新生兒數

量僅爲 811604 人，是 1899 年有統計以

來出生人口最少的一年，並且降幅遠

超預期。

日本政府2017年曾估算，2027年新

生兒出生數量將跌至81萬至81.5萬。眼

下，這一數據的出現比預計提早了6年，

而跌破80萬人大關也近在眼前。

2021 年，據日本估計，平均每名

育齡婦女生育子女數降至 1.3，而婚姻

登記數約爲 50萬對，創二戰後最低記

錄。

從育齡婦女的年齡段來看，30至34

歲女性共生育29.2萬人，數量最多；40

至44歲女性是唯一較去年生育數量增加

的年齡段，凸顯晚育趨勢。此外，2021

年生育頭胎的日本女性平均年齡爲30.9

歲，較上一年增長0.2歲，爲有記錄以來

最高。

從區域來看，衝繩的出生率最高，

東京出生率最低。

據共同社報道，厚生勞動省將新生

兒數量減少歸因于20歲至29歲女性生育

率的下降，但尚不清楚是否與新冠疫情

導致經濟不安全性加大、對未來不確定

性增加等因素相關。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3日在新

聞發布會上說，出生率減少“可能動搖

社會和經濟發展基礎”。他承諾把解決

這一問題作爲政府的首要任務。他表示

，將通過加大對生育治療和托兒服務的

支持力度，同時讓男性更容易休育兒假

，爲日本家庭生育和撫養孩子提供令人

安心的社會環境。

日本新生兒數量在1973年該國第二

次嬰兒潮中期達到209萬的高峰，之後呈

逐年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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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富山縣政府宣布，縣內

有兩只狗患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征（SFTS

）。該病爲被蜱蟲咬後感染，是富山縣首次

出現寵物確診病例。日本此前曾接連出現人

感染該病後死亡病例，共80人死亡。富山縣

呼籲民衆保持警惕。

富山縣政府稱，4月下旬，4只狗隨飼

主到山裏玩時被蜱蟲叮咬。其中一只狗後

因嘔吐被送到動物醫院，經富山縣衛生研

究所檢查，5月9日被確診發熱伴血小板減

少綜合征。而另一只狗5月 10日也被確診

該病。目前兩只狗已恢複健康，飼主身體

暫時無恙。

研究指出，蜱蟲潛伏在草叢等地，動物

或人類經過後會飛上身吸血，並將細菌帶入

，使動物或人類罹患這種急性傳染病。被蜱

蟲咬後的動物也可能將病毒傳給人類。一旦

發病，人會出現嘔吐、發熱、意識不清等症

狀，甚至死亡，目前沒有特效藥。

2013年，日本首次有人確診發熱伴血小

板減少綜合征，截至2021年 7月，共出現

641名患者，其中80人死亡。截至2021年6

月，日本共有370只貓、19只狗確診該病。

富山縣政府呼籲民衆進入野山時注意防範，

一旦發現寵物疑似感染，不要接觸寵物體

液，盡早帶去醫院。

緬甸局地戰事緊張
靠山吃山的居民面臨困難
綜合報導 若開邦消息，近期，因

爲軍武緊張關系升級，當地靠砍伐木

材、竹子爲生的居民，生計面臨了困

難。近期若開邦境內不斷有部隊開展

軍事行動，因爲戰事隨時有可能爆發

，靠山吃山的居民來往出行時都非常

地害怕。

敏比亞鎮區納嘎亞鄉登套村居民

吳卓苗表示，我們日常以砍伐木材爲

生，當下的局勢讓我們的生活面臨了

困難，只能冒著生命危險討生活。5月

15日若開軍曾發布一則聲明，讓境內

民衆在出行時避開軍事地區，謹慎出

行。

謬杭鎮區維達力村居民吳登圖表

示，我們現在不敢去政府軍所在的

地區，只能在沒有人的地方工作，

期間，我們還要打起精神觀察周圍

的情況。若開邦依山傍水，許多村民

都以砍伐竹子、木柴爲生，有的以野

菜、捕魚爲生。

邦納遵鎮區薩巴村村民吳茂梭奇

表示，水上時不時有巡邏船只來往

活動，緊張的時候我們都不敢外出

捕魚，但村裏的人大多數以捕魚爲

生。安鎮區方向增設了很多軍事基地

，在緊張時期農民也不敢前往敏感區

域務農。

5 月 26 日，欽邦百力瓦地區爆

發了一次戰事，政府軍與若開軍

（AA）武裝在停戰一年多後，緊張

關系再次升級。近期軍方頻繁在境

內開展軍事行動，以登記人口排查

爲由搜捕若開民族聯盟（ALA）行

政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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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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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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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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44個班級個班級、、合共合共1212名學生確診名學生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學校呈報增逾五倍 204宗見陽
遍布147校屬散發性爆發 張竹君：校園個案反映社區疫情

香港6日新增54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自4月23日以來新高，主因是

學校呈報個案激增至204宗，較復課初期激增逾5倍；而輸入個案亦急升至86

宗，是取消“禁飛令”以來最多；此外，兩個酒吧群組再多31宗確診個

案。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解釋，由於學校近百萬名師生每天上課前均需進行快測，出現學

校個案是意料之內，某程度上能反映社區疫情。她指出，香港疫情反彈除了因為社交距離放寬外，也因為

第五波疫情距離目前約3個月，不少市民的抗體有所下降，也出現“二次感染”的個案，故呼籲未接種加

強針的市民盡快打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新冠疫情對香港社會各方面均帶來
衝擊及影響，“賽馬會童亮計劃”
上月以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700名幼
稚園學童家長，以了解疫情期間他
們對子女的學習進度、親子活動、
身心健康的憂慮。結果顯示，逾八
成家長擔心子女的成長發展，當中
分別有逾七及逾六成半家長擔心子
女的學習或社交發展，有超過四成
家長坦言與子女的關係在過去兩個
月惡化。

“賽馬會童亮計劃”為香港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導、與香港大
學、香港小童群益會和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聯合策動的慈善項目，計劃6
日公布“疫情對親子關係影響調
查”，結果發現，因疫下學校停止
面授變成遙距學習，超過七成家長
為孩子的學習而擔憂；家長對子女
的社交發展亦感擔心，主要是停課
或視像上課減少了孩子跟同輩相處
的機會，無法依靠熟悉的方式與同
齡夥伴建立歸屬感。

此外，家長除擔心孩子中招
外，孩子長期留家，情緒容易變
差，加上運動量大減，身體協調能
力亦可能變差，容易出現肥胖等健
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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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保護兒
童會轄下“童樂居”去年底被揭發駭人聽聞的
集體虐兒事件，令全城震驚。香港社會福利署6
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基於“童樂
居”嚴重違反服務質素標準，以及多名兒童被
安排入住醫院接受檢查期間，“童樂居”沒有
為他們提供所需的住宿服務，因此決定扣減約
180萬元（港元，下同）香港保護兒童會的撥
款。不過，多名立法會議員均指事件不能“扣
款了事”，而被扣的金額僅佔香港保護兒童會
年度資助約2%，認為特區政府應妥善利用現行
的撥款制度，透過大幅減少撥款或暫停涉虐兒
機構的部分服務，向社會展示政府對虐兒的
“零容忍”。

社署發言人表示，如有任何受資助的非政
府機構未能按有關規定達至合理的服務表現水
平，社署可考慮終止或扣減撥款。“童樂居”

屬於社署津助的住宿幼兒中心，但於去年12月
發生虐兒事件，嚴重違反服務質素標準，多名
兒童被安排入住醫院接受檢查，其間“童樂
居”沒有為他們提供所需的住宿服務，因此社
署決定扣減香港保護兒童會的撥款，涉及金額
約180萬元。以2020/21年度計算，香港保護
兒童會獲社署資助逾8,800萬元，即是次扣減撥
款的金額約佔2%。

狄志遠：社署無懲罰機制
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6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犯
錯而被扣減撥款十分合理，但社署並無一套懲
罰機制，“相信因為這個原因而以‘未能提供
所需服務’為由作出懲處。”他指出，扣減撥
款的懲罰方式屬“絕無僅有”，過去如有服務
未能達標，社署只要求機構解釋。他相信今次

懲罰有警惕作用，機構需動用儲備或透過籌款
以應付罰款，但未必解決到問題，該會必須貫
徹落實改善措施。至於是否需要“釘牌”，他
認為可先視乎服務改善情況是否可以接受再作
討論。

李世榮：罰款缺乏阻嚇力
民建聯福利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李世

榮指出，是次扣減罰款決定完全缺乏阻嚇力，
認為政府應妥善利用現行的撥款制度，透過大
幅減少撥款或暫停虐兒機構的部分服務，向社
會展示政府對虐兒的“零容忍”。他強調，要
有效遏止虐兒惡行，必須加強監察社福機構的服
務水平，並建議有關部門及社署正視檢討兒童住
宿照顧服務政策，率先着手處理包括社署在內的
人手資源及質素問題，以及提升前線員工薪酬待
遇，藉以提升兒童住宿的服務質素。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指出，社
署扣減香港保護兒童會逾180萬元撥款，理據
竟是因為虐兒事件後不少受虐兒童入住醫院令
該會未能提供住宿服務，“這原因完全令人費
解，哪為何過去幾年‘童樂居’一直提供劣質
服務、虐兒……為何又不用扣錢？”他認為，
社署應扣減香港保護兒童會一整年的撥款。

“童樂居”虐兒事件於去年12月17日被揭
發，警方事後翻查逾6萬小時的閉路電視片
段，發現多達40名幼童被虐證據，最年幼僅1
歲。警方最終先後拘捕34名女職員，其中27人
已被警方落案起訴“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襲擊
罪”，且已在裁判法院提堂。香港保護兒童會
事後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全面審視事件及機
構管理與運作，報告直指“童樂居”有粗暴管
理文化，更相信管理層早已知情，卻沒有加以
制止，亦缺乏完善的投訴舉報機制。

社署扣減護童會2%撥款 議員：虐兒“零容忍”不能“扣款了事”

張竹君於6日疫情記者會公布，學校新呈
報的204宗陽性個案，來自147間學

校，大多數學校都是一兩宗，屬散發性爆
發，加上社區個案正上升，因此學校呈報個
案激增，能反映社區感染情況，而不是學校
出現爆發情況。她透露，防護中心接獲一兩
宗感染Omicron後二次被感染的個案，“原
因可能都是距離2、3月（第五波）爆發已有
一段時間，可能部分人免疫力開始下降，另
外社區人流多了很多，二次感染我依稀記得
有一兩宗，但不是比較多個案，（兩次感
染）超過3個月，都是來自兩個地方，（最新
一次感染）都是BA.2.12.1。”

“假陽性”致病毒繁殖率推算偏高
港大計算香港目前即時病毒繁殖率為

1.4843，是近月新高，張竹君表示，港大的
即時病毒繁殖率是根據防護中心公布的個案
數目推算，由於近來20%以上的快測呈報被
查出是“假陽性”，這個推算可能偏高。港
府檢視疫情發展時，會同時注意其他監察指
標，包括污水樣本、強檢陽性率、住院率、
及重症率等，這些指標目前平穩。

6日新增多個學校班級群組，相關班級需
停課一周，其中九龍塘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4
個班級、合共12名學生確診，包括5F班有6

宗，2F班有3宗，4H班有兩宗，這3班都要
停課一周，4F班由於只有一名學生感染，暫
時無需停課。

張竹君說，其中4名確診學生曾在上周
五下午3時至5時參加籃球班，當時有一名老
師及6名學生一起訓練，餘下兩名暫無確診的
學生亦需家居檢疫。

再增兩宗變種毒個案
深水埗福榮街官立小學4C班有4名學生

確診，防護中心懷疑有班內傳播，班上其餘
24名學生停課數天，課室需徹底清毒。而早
前爆疫的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
學“法文班”，再多3名正接受檢疫的密切接
觸者確診。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爵士舞班，
再多1名正停課學生確診。

香港再增兩宗懷疑帶有新變異病毒
BA.2.12.1個案，其中一宗懷疑與太古城麥當
勞群組有關，患者是中環威靈頓街 Cafe
Crepe的員工，居於太古城翠湖台鄱陽閣的
染疫家庭曾光顧這間咖啡店；另一宗個案，
是太古城高山台怡山閣早前確診患者的家
人。

隨着全球疫情有所反彈，以及抵港旅客
人數直線上升，輸入個案增加。

香港6日新增86宗輸入性個案，42宗於

機場檢測發現，39宗在
檢疫酒店確診，另有5宗
是檢疫期7天後發現，相
信都是復陽個案，或進入
香港社區後被感染的本地
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對上周五（3日）呈報為快測陽性的約300宗個
案，上門再進行核酸檢測覆核，發現當中75宗為
“假陽性”，或者呈報者拒絕提供深喉樣本做覆
核，佔當日呈報快測陽性個案的25%，這些個案將
撤銷確診紀錄。防護中心重申，向衞生署虛報資料
屬犯罪行為，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及監禁。此外，
兩個大型酒吧群組的數十名顧客未遵從“強檢
令”，防護中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有執業大律師
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加強檢控，才能起阻嚇作
用，但快測“假陽性”個案難以取證，建議索性不
再承認快測結果，要求患者再作核酸檢測。

此外， 4 個大型酒吧感染群組，當中

ZENTRAL和Iron Fairies & J. Boroski累計93人確
診，由於距離感染當日已有兩周，目前即使再發現
陽性，也難分辨究竟是社區感染還是於酒吧感染，
因此上述兩間酒吧感染個案已於6日截數。但這兩
個群組合計仍有數十名當晚的顧客沒有執行強檢
令。

龔靜儀：難區分蓄意造假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這些

顧客或者一直無法接觸、或者不接聽電話，或者
找不到強檢紀錄等，政府會向他們再發出法律文
件，要求他們一定做檢測，否則會轉交警方跟進
處理。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表示，雖然快測套裝“假陽性”率低，但畢竟有
可能存在設備問題，難以區分是設備問題還是蓄
意造假。此外快速檢測有很強時效性，當事人延
遲交深喉樣本，亦難以證實是否蓄意拖延，因此
難以成功檢控。

她認為，快測呈報本身是第五波期間、每日
數萬宗時的應急舉措，目前核酸檢測能力充足，
應恢復只以核酸檢測作為確診依據的做法，才能
堵塞這個違法漏洞。

至於強檢令則有明確檢控依據，只要違期檢
測，成功檢控機會很高，政府要加強檢控，才能
起阻嚇作用。

25%快測“假陽性”大律師籲加強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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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疫情
•核酸檢測陽性：211宗

•快速測試陽性：332宗
•第五波確診個案：1,203,065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0宗
•覆核至6月3日的快測陽性個案，
75宗、約25%為假陽性，或拒交深喉樣本供覆查

•防護中心正追查4個大型酒吧群組，
病毒基因分析均為本地主流病毒BA.2.2

個案情況
◆學校個案激增204宗，來自147間學校
◆九龍塘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有12名學生染疫，涉及4個班級，需停課一周
◆福榮街官立小學4C班4名學生染疫，需停課一周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已停課的“法文班”再多3名密切接觸者確診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爵士舞興趣班新增1名學生確診，群組累計7名學生、1
名老師確診
◆LINQ酒吧新增15人確診，累計93宗個案
◆Shuffle酒吧再多16人確診，累計85宗個案
◆再新增2宗新變異病毒BA.2.12.1個案，一宗是中環威靈頓街15B

號餐廳Cafe Crepe的一名員工，早前有太古城麥當勞群組確診
家庭光顧；一宗是太古城高山台早前確診患者的同住家人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總
確診個案：

543宗
（包括86宗輸

入個案）



AA77台灣新聞
星期三       2022年6月8日       Wednesday, June 8, 2022

《跟蹤騷擾防治法》本月1日上路，短短7
天台北市已受理15件民眾報案，等於1天平均就
有2件，並非小數目，有議員批評市府並未拿出
積極配套作為。對此，市警局強調，目前受理的
跟騷案多與現行家暴案重疊，已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落實被害人保護和跟騷防制，同時設置 「北
市跟騷即時通」，提供員警即時諮詢。

根據內政部公告，凡有民眾出現跟蹤、盯哨
、要求約會及網路騷擾等 8 類行為，且行為與
「性或性別」有關，只要使當事人心生畏懼就可

能違反《跟騷法》，最重可處5年刑期，如攜帶
凶器犯罪或違反保護令，且有反覆犯罪之虞，法
院得預防性羈押。

新法上路7天後，台北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隊長李秉蒼指出，北市警局共計受理 15 件，已
到案犯嫌7人，其中尚未查明身分3件，未來將
持續調閱監視器偵辦，目前被告均為男性，且多
與現行家暴案件重疊，會持續透過教育訓練教育
員警新法施行後處置方式，並設置即時諮詢使用
「臺北市跟騷即時通」，即時提供員警協助。

市議員許家蓓指出，跟騷法上路不到一周，
台北市就已經有十幾起報案，並非小數目，無論
成案與否市府都必須重視；過去市長柯文哲曾提

及虐待動物者應納入社會安全網定期訪視，針對
跟騷法的犯嫌，她也認為應同步納入社安網，以
免釀成更大的傷害，也要求市府加強教育與宣導
，從源頭端減少跟騷情事。

對此，北市社會局指出，受害人第一時間可
透過警政系統受理報案後，若警察機關受理後，
認定有跟蹤騷擾犯罪嫌疑者，會核發書面告誡行
為人或發動相關刑事強制處分。若2年內再犯，
被害人、警察、檢察官皆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社會局強調，不論是受害人或行為人，警察
機關受理案件後若發現有需要相關服務，可透過
社會安全網，藉由各局處相互媒合資源及服務，
除加強宣導與教育《跟騷法》的相關規範外，也
會從過去市府社會安全網各局處相互合作的基礎
上，讓兩造雙方都可盡早媒合服務資源，從源頭
端減少跟騷情事。

警察局則說，未來將持續推動跟蹤騷擾案件
防制工作，落實案件偵查及被害人保護工作，給
予跟蹤騷擾行為人約制，避免再犯；現已成立緊
急應變小組，針對緊急案件做即時處置。日後也
會於警廣及臉書、ig等社群加強跟蹤騷擾犯罪預
防宣導，並推廣台北市警政App內建警示鈴及跑
馬燈，提升民眾跟蹤騷擾自我保護觀念。

跟騷法上路7天北市平均1天揪2件 議員籲市府將犯嫌納入社安網

近年詐騙手法不斷翻新，民眾受騙後赴銀行
提款、匯款案件頻繁發生，桃園市大園警分局特
別組成反詐宣導團，前往銀行、郵局和農會等金
融機構，召集第一線行員講授臨櫃關懷提問和阻
詐技巧，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大園分局指出，年齡層不同，遇到的詐騙類
型也不同，中老年長者較常遇到 「假檢警」、
「假綁架」或 「猜猜我是誰」等；青壯年則常遇

到 「假投資」或 「假交友」愛情詐騙，部分民眾
一時不察被話術吸引，因而落入詐騙陷阱。

大園分局提醒，對於臨櫃提款3萬元以上的
客戶，金管會規定行員應詢問原因，為讓行員在
提問時，更快速察覺是否被詐騙，由偵查隊長高
英傑等幹部率員組成反詐宣導團，赴各金融機構
講授關懷提問和阻詐技巧，建議行員就客戶回答
，繼續提出3至4個延伸問題，以便從中發現疑
似受騙者，再通知警方到場共同阻詐。

大園分局盼藉此巡迴宣講，兼顧和第一線行
員進行實務交流，達到警銀聯手出擊、詐騙無所
遁形的成效，減少民眾受害，守護財產安全。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大園警組團傳授阻詐技巧 八里區一處民宅在7日晚間傳出氣爆，當時不少民眾都聽到猛烈爆炸聲後，發現該民宅9樓
出現火光，嚇得趕緊報案。消防隊派出大批人馬前往搶救，10分鐘內撲滅火勢，救出一名62歲
婦人，到院前已無呼吸心跳，目前正在淡水馬偕急救中。

警消人員調查，62歲婦人平常與兒子同住，今天兒子剛好外出，傍晚就傳出氣爆意外，警
消人員在場發現疑似開啟的瓦斯桶，還有一張字條，詳細事發原因仍待進一步釐清。

新北八里驚傳氣爆傷亡不明當地聽見劇烈爆炸聲響嚇壞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全國13分署7日同步舉
辦聯合拍賣，民眾買氣高昂，今天拍賣總拍定
金額高達2億9486萬2323元，績效亮眼，款項
將全數挹注國庫。

執行署表示，不動產方面共拍定金額總計
2億8894萬2748元，其中最受囑目也是拍定金
額最高者為中泰賓館創辦人二房林朱佩芳位於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4筆土地，今天為第3次
拍賣，由移送機關以2億4982萬元承受；其次
為新北分署拍賣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烘爐地段4
筆土地，由移送機關以1048萬元承受。

另有台中分署拍賣台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土地及建物共3筆，以588萬8000元拍定。台
南分署拍賣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科工段建物，以

440萬元拍定，台南市新化區新豐段土地及建
物供6筆，以358萬5800元拍定；嘉義分署拍
賣雲林縣林內鄉成功段土地 1 筆，以 268 萬
8000元拍定。

動產拍定金額總計591萬9575元，以台南
分署拍賣2005年份國瑞廠牌貨車1台，車上附
有怪手及傾卸吊桿，以101萬元拍定金額最高
。另 「潤霈生技」10萬股股票，高雄分署以95
萬元拍定。

此外，台中分署受理台中地檢署囑託拍賣
1萬顆泰達幣、iphone手機、3C電腦產品等，
其中1萬顆泰達幣以28萬9000元拍出，總計拍
定金額為51萬9600元。

行政執行署全國拍賣泰達幣、生技股票被搶光國庫進帳2.9億

桃園去年11月有名蔣姓紙藝師到龜山某超商購物，因不滿
遭勸導戴口罩，3進3出超商持刀刺死跨區代班的蔡姓超商男店
員。法院今開庭勘驗所有監視器畫面，目擊證人出面指證 「蔣男
殺完人的表情令他起雞皮疙瘩」。蔡男家屬先前僅希望判無期徒
刑，在看完監視器畫面後直呼 「求處死刑」。

桃園地院今開審理庭，勘驗案發當時的多個監視器畫面，影
片中可見，蔣男身穿短褲於去年11月21日凌晨5點43分到龜山
某超商購物，因沒有戴口罩被蔡姓店員依防疫規定勸導，若不戴
口罩就不予結帳，蔡男更詢問 「要不要買口罩？」但蔣男並未回
應便離開超商。

蔣男戴上口罩2度進入超商，結帳後將口罩丟向蔡男再度離
開超商。第3次蔣男先在家中變裝換上長版外套及長褲，並持多
把刀械回返超商，一進門便向店員用手比劃示意其到外面，待店
員步出店外後，蔣男開始持刀多次刺擊蔡男。

畫面顯示，2 人一路扭打回
超商內，此時蔡男手臂、超商地
面出現鮮血，蔡男將刀奪過來後
走出超商打電話，蔣男仍緊跟在
後，隨後2人再度扭打，蔡男倒
地不起，蔣男直到警方到場後呈
跪姿雙手舉高。

目擊證人當時在超商對街，他指出，蔡男站在超商內、蔣男
站在超商外，2人互相叫囂、在超商內外扭打，他走向前看到蔣
男從口袋拿出東西往蔡男身上刺，接著蔡男捂著傷口朝他跑來，
便將1把雕刻刀扔給他，並向他直呼幫忙叫救護車、報警，隨後
他與蔣男對到眼神連忙跑離現場報警，他直呼 「蔣男看起來很興
奮」、 「蔣男笑得讓我起雞皮疙瘩」。

蔡男的姊姊全程參與審理過程，針對法官詢問對蔣男的量刑

意見時，堅決地回應 「死刑」。蔡男姊姊痛批，蔣男至今沒有跟
家屬道歉或和解，今天從監視器畫面可見蔣男在殺人前有先變裝
，這是有預謀、蓄意的殺人，而蔣男律師更不斷詢問證人 「蔣男
當下正常嗎？」，這問法無非是在誘導，蔣男的精神狀況良好，
連犯案穿的外套是什麼機能、有幾個口袋都能回答出來，卻唯獨
不記得犯案過程。

超商店員勸戴口罩被刺死 死者家屬盼求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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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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