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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今天稱，
聯邦調查局（FBI）探員突襲他在佛州棕櫚灘
的海湖俱樂部莊園，還破解他的保險箱。路
透社整理川普目前身上背負的調查和官司。

美國國家檔案和紀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2 月通知
國會，檔案局從川普位於佛州的住家追回大
約15箱白宮文件，其中一些內含機密文件。

聯邦眾議院監督委員會（Oversight Com-
mittee）當時表示要擴大調查，要求檔案局提
交額外資訊。川普曾證實他同意把若干紀錄
歸還檔案局，還說這是 「普通的例行程序」
。

川普支持者去年1月6日攻擊國會大廈。
「1月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正在努

力蒐證，以證明川普違法嘗試推翻2020年的
敗選結果。

委員會副主席錢尼（Liz Cheney）表示，
委員會可能將多起案件轉交司法部，試圖對
川普提出刑事指控。川普則反控委員會的調
查是一場騙局。

2020 年總統大選由民主黨的拜登（Joe
Biden）勝選。委員會3月2日提交的法庭文件
中，詳細說明川普努力說服時任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不計入票投拜登的一些選舉人
票，或是把計算選舉人票的程序延後。

負責本案的加州聯邦法官卡特（David
Carter）表示，川普的作為可能違反聯邦法律
，法律規定不得或企圖 「以權謀私」妨礙任
何官方程序。

委員會還在3月2日的文件中提到，川普
等人可能合謀騙取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兩
人以上 「藉欺騙、奸計、耍詐」來干預政府
職責屬於犯罪。

除了嘗試施壓彭斯，委員會也舉出川普
試圖說服州選舉官員、民眾和國會成員，稱
2020年的大選被偷走了，不顧多名盟友告訴
他無證據顯示選舉舞弊。

官司纏身 川普佛州莊園遭FBI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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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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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U.S. House soon passes the Senate’s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care Bill, it will help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President Biden’s
midterm election prospects.

This bill may not help to cut down the cost of living, but it will change a lot
of policies in the economy. In the bill we will spend $370 billion to reduce
emissions that contribute to climate change.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bill
could help a massive human impact by helping elderly Americans struggling to
pay for certain vital medicines and create a real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for
millions. And in extending Obamacare,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From the Republican side, they are seeing the bill as making the already
soaring inflation even worse.

The new bill is a major blow for energy states such like Texas. We need
to remember from experience the high cost of energy storage and escalating
gas prices.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y's standpoint, they are try to help the poor and
vulnerable groups, so they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pend more money.
But when our defici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 are we going to solve the inflation problem we still are facing?

We should look at the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world.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that our decisions will
affect our country alone. 0808//0808//20222022

Senate Passes Landmark ClimateSenate Passes Landmark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care BillChange And Healthcare Bill

経過二十二小時冗長辯論之後
，參院以五十一對五十票通過了氣
候變遷及醫療法案，這是民主黨及
拜登總統在民意低潮中的一次重大
勝利。
此法案將對大型公司增稅，并

對減少碳排放項目支出千億美元預
算，延長對醫療保險之補貼，對於
年收入四十萬元之家庭不會增稅。
此法案仍需要民主黨占微弱多

數的眾議院在週五通過，這是該黨
一次險勝，曾經幾次談判破裂，
佔有五十席的共和黨全數反對。
老實說， 參院通過此法案，

尤其是主張新能源對盛產石油的德
州是項重大之打擊，但是我們也要

從此次能源短缺及油價高居不下之
經驗中吸取教訓。
民主黨之理念是在於救助貧苦

及弱勢族群，因而政府需要擴大支
出，但是政府在入不敷出之財政窘
境下，要如何解決通貨膨脹之問題
呢？！
民主黨面對十一月中旬之期中

選面對許多挑戰，包括拜登總統之
低落民調，此法案之通過可能使許
多人有感，但是現存之許多問題仍
然存在。
我們應從整個世界之格局來看

待美國之處境，如果要獨善其身是
不可能的事。

參院通過氣候變遷及醫療法案參院通過氣候變遷及醫療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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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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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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高溫＋能源危機，西班牙首相建議：
不打領帶，保持涼爽

綜合報導 據報道，西班牙首相佩

德羅· 桑切斯（Pedro Sánchez ）在當天

的新聞發布會上建議政府官員和全國

各地的工作人員不要打領帶，這樣可

以節約能源。桑切斯發表此番講話時

，正值極端高溫天氣席卷歐洲，且歐

洲正面臨能源危機。員工們不打領帶

就可以涼快些，降低空調使用頻率，

從而節省能源。

在西班牙首都馬德裏的一場新聞

發布會上，桑切斯指著自己敞開的

襯衫領口笑著說：「我希望你們都

註意到，我沒有打領帶。」「這意

味著從能源角度來說，我們都可以

節約能源。」

桑切斯發表這番講話當天，馬德裏

的氣溫達到36攝氏度，西班牙另一座城

市塞維利亞達到39攝氏度，歐洲大陸在

過去幾周被極端高溫天氣席卷。世界衛

生組織22日發布聲明稱，創紀錄的高溫

天氣已經致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死亡人

數超1700人。

此外，根據天氣預報網站「Weather-

BELL」預測，包括西班牙、法國和德國

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下周還要經歷一

波熱浪襲擊。

持續的高溫天氣導致民眾使用空調

的頻率上升，這給歐洲的電力系統帶來

壓力。

桑切斯在新聞發布會上稱，不打領

帶就可以保持涼爽，減少對空調的使用

，節省能源。

他補充道：「我已經要求大臣們，

所有的公職人員（不打領帶）；我也想

要求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的工作人

員在不必要的時候不要打領帶，如果他

們還沒有這麼做的話。這樣一來，我們

就能應對對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節能問

題。」

桑切斯還表示，他的政府將「與其

他歐洲國家的做法保持一致」，在下周

一采取「緊急」措施，以提高效率和節

約能源。

西班牙媒體透露，桑切斯的節能

「緊急」措施的具體內容可能包括鼓勵

員工居家遠程辦公；對大型公共空間以

及公交地鐵上空調溫度的限製，夏天不

得低於27攝氏度，冬天不得超過19攝氏

度；對建築物外部照明時間和亮度也將

做出更為嚴格的規定。

為了應對極端高溫和能源危機的雙

重打擊，多個歐洲國家近日出臺政策，

以盡可能多地節省能源。

英國政府此前告知議員，他們在下

議院開會時可以脫掉西裝外套，以應對

最近的熱浪天氣；法國能源轉型部長阿

涅絲帕尼耶-呂納謝日前透露，法國政府

將要求商店在使用空調時必須保持大門

關閉，否則處以最高750歐元的罰款；

德國漢諾威市則將切斷公共建築、

遊泳池及體育館等地的熱水供應，人們

只能沖冷水澡。

今年5月，歐盟委員會公布了一項

210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4471億元)的計

劃，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生產和減少能源

消耗，降低歐洲國家對俄羅斯天然氣的

依賴。

歐洲理事會發表聲明稱，27個歐盟

成員國達成一項協議，從今年8月1日至

明年3月31日，各成員國在自願基礎上

自行采取措施，將天然氣使用量比過去5

年的平均使用量減少15%，以應對天然

氣短缺問題。

持續高溫，歐洲今年林火過火面積
達有記錄以來第二高

綜合報導 歐洲聯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盡管林火高發

季節才過去一半，歐盟地區今年的山林野火過火面積已經達到該地區有年度記

錄以來的第二高。

路透社援引聯合研究中心的數據報道，今年1月至今，歐盟地區林

火過火面積達到60.0731萬公頃，是2006年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第二高。

2017年，歐盟地區林火過火面積達到98.7844萬公頃，為有記錄以來最高。

地中海周邊地區的林火高發季一般從6月延續到9月。葡萄牙、希

臘等南歐國家夏季通常面臨火情高發風險，而今年歐洲多地持續高溫，

林火風險地帶也隨之向北擴大至德國、斯洛文尼亞、捷克等國。

氣象學家說，氣候變化加劇火情嚴重程度，林火蔓延更快、燃燒更

久、程度更烈。高溫令一些植被脫水，變得幹燥易燃。由於歐洲一些地

區勞動力短缺，清理這些幹燥植被的工作量難以完成。

西班牙列伊達大學森林工程學教授維克托·雷斯科·德迪奧斯說，法國和葡萄

牙7月初發生的林火「極不尋常」，林火規模「正在越變越大，難以被撲滅」。

聯合研究中心的上述數據僅統計過火面積超過30公頃的林火。如果

將過火面積低於30公頃的林火也算在內，數字將會更高。

今年入夏以來，歐洲熱浪不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

法國、德國、捷克等十幾個國家遭遇嚴重林火，大量消防員投入滅火，

數以萬計人員撤離，大量房屋燒毀，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面臨的

火險級別仍然非常高。

英石油等歐美能源巨頭二季度利潤驚人
綜合報導 英國石油公司發

布的最新財務報告顯示，其今

年第二季度利潤達93億美元，

為其14年來單季利潤最高額，

是去年同期的近三倍。

英石油單季凈利潤創新高

，正值烏克蘭局勢攪動全球能

源市場。數天前，美國埃克森

美孚公司公布第二季度凈利潤

達179億美元，是去年二季度

數據的將近四倍。

此外，雪佛龍公司、殼牌

集團和道達爾能源公司第二季

度財報均呈現驚人利潤。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

上述5家能源企業第二季度利潤總

額超過550

億美元。

展 望

第三季度

業績前景時

，英石油2

日預測，

鑒於俄羅

斯石油供

應持續不

暢、 全球

備用產能

不足和庫存明顯低於5年來平

均水平，油價將保持高位。

路透社報道，盡管美國政

府多次呼籲增產原油，沙特阿

拉伯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

（歐佩克）與俄羅斯為首的非

歐佩克產油國協調機製「歐佩

克+」考慮保持9月原油產量不

變。不過，多名消息人士上周

說，定於3日舉行的「歐佩克+

」部長級會議可能討論小幅增

產的可能性。

英石油同時警告，隨著俄羅

斯縮減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量，

以應對西方對俄羅斯製裁，天然

氣價格將繼續在高位波動。

英石油說，天然氣市場前

景「高度依賴俄羅斯管道輸

送」。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

司近期把通向歐洲的「北溪-1

」管道輸氣量下調至滿負荷狀

態的五分之一，理由是管道部

件需要維修。作為對俄製裁的

措施，歐洲聯盟計劃到今年年

底將俄羅斯天然氣進口量減少

約1000億立方米，降幅近三分

之二。

法新社報道，英國政府5

月提議對英石油及其同行企業

開征「暴利稅」，以期為英國

政府緩解通貨膨脹的計劃籌措

資金。英國消費者近期因電費

、燃氣費等能源價格上漲面臨

「生活成本危機」，使政府備

受壓力。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

據顯示，英國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6月同比上漲9.4%，創40

年來新高。

綜合報導 極端天氣和俄烏沖突令歐洲陷入一場嚴峻危機，高漲的

用電需求與受限的發電能力令歐洲多國電力價格高漲。危機當前，歐洲

國家紛紛推出節能計劃，鼓勵居民改變以往用電習慣。

據報道，歐洲大部分地區面臨的極端高溫和幹旱天氣正嚴重製約發

電能力，將基準電價推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德國電價近日達到每兆瓦

時400歐元，不僅在屢屢打破歷史紀錄，且漲勢未有任何減緩苗頭。此

外，法國《費加羅報》稱，法國電力集團的每兆瓦時合同電價也上漲

2.8%至522歐元的創紀錄水平。

在供給端，保障發電水平面臨重重困難。河流水溫的上漲加劇法國

核電站冷卻難度，嚴重限製核電站運轉水平。同時，由於高溫幹旱導致

河道水位下降，德國雖有煤炭卻無法及時運送到萊茵河沿岸的發電站。

能源市場專家娜塔麗表示，「歐洲是否能在冬季到來前保障充足燃料供

應，存在較大風險。」英國《獨立報》以「今年冬天應穿好毛衣，拯救

德國和我們自己」為題刊發評論文章，稱英國的當務之急是幫助德國和

中歐避免能源災難，同時也能實現英國戰略自救。

因此，歐洲多國政府正在從需求端想辦法。法國政府要求在淩晨1

時至6時間，禁止在除火車站、機場外的公共場所維持廣告牌照明；西

班牙政府則要求，夏季公共場所內空調溫度不得低於27℃，並在22時後

關閉商店櫥窗燈光，違者最低罰款6萬歐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還呼籲

民眾不要打領帶，盡量「物理避暑」。德國、希臘、比利時、荷蘭和丹

麥等國也紛紛推行省電節能的舉措。

然而，部分節能運動未能得到民眾支持。以西班牙為例，民眾對於

公共場所27℃的空調室溫規定大感不滿，卡斯特利翁大學教師安德裏

亞· 卡斯蒂略告訴記者，在當前暴熱的天氣下，這樣的最低室溫標準並

不科學，25℃尚且可以接受。

破紀錄電荒困擾歐洲
多國鼓勵民眾改變以往用電習慣

吃不到蛤蜊意面了？
氣候變暖讓意大利三角洲鹽度上升，蛤蜊大量死亡

綜合報導 在波河與亞得裏亞海的交界

處，幹旱和異常炎熱的天氣導致意大利最大

的三角洲鹽度上升。波河沿岸的農作物由於

吸收了含鹽量極高的水而逐漸枯萎，更嚴重

的是，在波河三角洲養殖的珍貴的雙瓣蛤中

，至少有三分之一已經死亡，而這種貝類是

製作意大利特色食物蛤蜊意面的關鍵食材。

冬季積雪不足和春夏降雨不足導致波河流

域出現幹旱，從波河進入三角洲的水量處於歷

史最低水平，上個月僅為每秒鐘95立方米(3350

立方英尺)，僅僅是年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盡管按照地理定義，三角洲是淡水和

鹽水進行交換的區域，但波河三角洲水流

的運動卻越來越單向：海水向內陸滲透的

距離從20世紀80年代的10公裏增加到今

年的38公裏。海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滲入蓄水層，帶來長期的不良影響。

與此同時，蛤蜊養殖戶擔心更多的蛤蜊

會死亡。過高的鹽度、高溫以及由此導致的

藻類擴散使這種軟體動物生存愈發困難。

在亞得裏亞海生長的這種蛤蜊很珍貴，

殼上有條紋和溝槽，鮮味也比其他種類的蛤

蜊濃厚。相比於活的蛤蜊，已經死亡的蛤蜊

並不是很新鮮，口感和營養也沒有活蛤蜊

那麼好。因而大量蛤

蜊死亡很可能會造成

食材供應短缺。

「這些蛤蜊正在

『受苦』。」從事蛤蜊

捕撈27年的卡蒂蘇西

亞· 貝蘭說。根據意大

利農業協會的說法，三

角洲的沈積物未能及時

清除，導致氧氣和淡水

無法進入潟湖。該協會

指出，如果不能恢復海

水和淡水的正常交換，

今年蛤蜊的死亡可能會加速。

而蛤蜊養殖戶趁著還有蛤蜊可賣的時

候，紛紛湧向市場，蛤蜊的價格被迫下調

。意大利農業協會的亞歷山德羅· 法喬利

表示：「蛤蜊大批死亡和價格下跌帶來了

雙重負面影響。」

附近的水稻種植者也因為鹽度的上升

而倍感焦慮。農場主埃莉莎· 莫雷托經營

著一家小型家族企業，她希望今年能挽回

三分之一的收成，但她對此並不確定。她

能否盈利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包括燃料和

化肥的成本。

但真正令人擔憂的是未來。波河周圍

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3米，因此鹽水會源

源不斷地流入蓄水層。如果鹽度上升並對

蓄水層造成永久性損害，那麼將導致不可

挽回的後果。

波河流域管理局局長吉安卡洛· 曼托

瓦尼表示，整個生態系統都出現了永久性

問題。「我們不僅在製造農業問題、人類

問題，而且也在製造環境問題。」他說，

「這是一場『醞釀已久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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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在美國聯邦參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同意
芬蘭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後，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簽署芬蘭和瑞典加入北
約的文件，這是美國批准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的最後一步。

美國參院3日以95票同意、1票反對，通
過支持正式簽署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文件，
輕易超越參院通過此案所需2/3多數的67票。

芬蘭和瑞典因應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申請
加入北約，俄羅斯則一再警告兩國勿加入這個
聯盟。

北約 30 個盟邦上月簽署芬蘭和瑞典加入
議定書，讓兩國在成員同意下加入這個以美國
為首的核武軍事聯盟。

芬蘭和瑞典將能參與北約會議並獲得更多
情報資訊，但未納入北約第五條款（Article
Five）保護，第五條款明訂對一成員國發動攻
擊等同對全體成員國發動攻擊。

加入北約須獲所有 30 個成員國國會批准
，始獲得北約條款的保護。

儘管加拿大、德國和義大利等一些北約盟
國已批准，但整個批准程序恐需時一年。

美參院通過支持芬蘭瑞典入北約 拜登簽署批准文件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白宮簽署晶片法案，
將為美國半導體生產挹注超過500億美元政府
補貼，推動半導體產業與科學研究，以提高美
國對中國與其他外國生產者在科技領域競爭力
。

晶片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於 7
月 27、28 日分別在美國聯邦參、眾議院表決
通過，隨後送交白宮，因為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篩檢再度轉陽性而重啟隔離的
拜登（Joe Biden）解隔後，今天在白宮正式簽
署生效。

晶片法案將為美國半導體生產挹注520億
美元的政府補貼，並為投資晶片廠提供約240
億美元的稅收減免。法案並將在未來10年挹
注約 2000 億美元以加強科學研究，提升對中
國的競爭力。

拜登指出，現今政治、經濟與科技領域正
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改變可以增強控制力與安
全感，增強在國家生活中的尊嚴與自豪。這項
法案強化美國在半導體製造的努力，晶片的未
來將是 「美國製造」（Made in America），這
符合美國經濟利益也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

拜登將法案形容為 「一世代才有一次的投
資美國機會」，將能協助美國 「贏得21世紀
的經濟競爭」。

日前才因為連兩天篩檢 COVID-19 陰性
解除隔離的拜登，今天在致詞時仍不時咳嗽，
顯示他仍有些許症狀。

法案在眾院通過當天，拜登曾透過新聞稿
表示，眾議院通過一部將使汽車、家電、電腦
更加便宜的議案。法案將降低日常產品的成本
，未來將在全美各地創造高薪製造業工作機會
，並加強美國在未來產業的領導地位。

包括美光（Micron）、英特爾（Intel）、
洛 克 希 德 馬 丁 （Lockheed Martin） 、 惠 普
（HP）和超微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
）執行長今天都出席這場簽署儀式。

高通（Qualcomm）昨天已同意向格羅方
德（ GlobalFoundries）紐約廠再採購42億美元
晶片，截至2028年承諾採購總額達到74億美
元。美光也宣布在記憶體晶片製造方面投資
400 億美元，這將使美國市占率從 2%提高到
10%。

這項立法的目的在緩解晶片短缺問題。晶
片持續短缺已對從汽車、武器、洗衣機到電玩
等造成衝擊，數以千計的汽車和卡車仍停在密
西根的東南部等待晶片。這是美國政府對產業
政策罕見的重大嘗試，法案還包括提供晶片廠
25%投資稅抵免，預估價值240億美元。

拜登簽署晶片法案 盼美國製造並提高對中競爭力

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哈佛大學甘迺迪政
府學院創院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近日撰
文指出，美國與中國大陸恐難以避免為台灣而戰
，戰爭甚至可能擴大到使用核武，屆時美中兩國
將兩敗俱傷、傷亡慘重，他也指出目前美中之間
存在3項殘酷事實。

著有《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
阱 》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一書的哈佛大學知名學
者艾利森5日在美國《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網站撰文指出，如果美國眾議院議
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不合時宜」的台灣行
，加上中國大陸的強烈軍事反應導致美中軍艦或
戰機爆發衝突，即便只是一件事故也可能點燃大
火。
■美陸對峙的3大殘酷事實

艾利森分析現階段美中在台灣議題上對峙存
在3項殘酷事實，第一，不只大陸國家主席習近
平本人，整個北京領導層及全國都致力於阻止台
灣成為獨立國家，如果他們被迫在接受台灣獨立
、以及爆發會摧毀台灣、多數大陸地區的戰爭之
中做選擇，北京高層將會選擇開戰。

第二，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如今都急著展現
誰對中國更強硬，這符合美國政治的基本原則，
潛在總統參選人、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

peo）呼籲美國承認台灣獨立，這類言論有可能成
為共和黨2024總統大選競選活動中的共同基調。
此外，兩黨議員上周提出 「台灣政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該法案擬將台灣列為主要
非北約盟友，並且承諾45億美元軍援。

另一方面，習近平正尋求連任第三任期，如
今他對抗美國、對台強硬的壓力將比以往更大。

第三，艾利森認為過去1／4世紀以來，台灣
海峽的軍事平衡已經轉變，導向對中國大陸有利
，美國可能在台灣問題上輸掉戰爭。
■核戰將兩敗俱傷

他說如果美國要在台灣議題上打一場局部戰
爭，美國總統可能將面臨輸掉戰爭或升級到一場
美國佔上風戰爭的重大抉擇，戰爭擴大、升級甚
至有可能動用核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毫無疑
問能把中國從地圖上抹掉，北京也肯定會以能殲
滅多數美國人的核子打擊報復。

艾利森指出，如今解放軍已經建立強大的核
武庫，足以創造 「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
sured Destruction）情形，一旦核戰爆發，美中都
不可能在不摧毀自己的情況下摧毀對方。

他說任何理性的領袖都不會選擇打核戰，如
果美中領袖如往常般治國，或許我們能期待歷史
如常，不過可悲的是，歷史也經常提醒我們可能
爆發導致兩敗俱傷的毀滅性戰爭。

美中恐難免一戰哈佛學者揭3大殘酷事實

「紐約時報」今天引述知
情高階官員的說法報導，美國
總統拜登政府決定盡可能地運
用有限的猴痘疫苗，將允許皮
內注射方式，每劑只需要原劑
量的1/5。

美國上週宣布猴痘構成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有助於促進
國內的防疫措施。

紐時報導，在美國食品暨
藥物管理局（FDA）允許皮內
注射之前，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HHS）必須重新發布緊急狀
態，讓監管機關得以援引食藥

局的緊急使用權。皮內注射只
需要將原劑量的1/5注入皮膚，
不用在脂肪層注射完整劑量。

報導提到，政府最快將於
明天下午宣布新措施。

白宮、衛生部及食藥局都
尚未回應路透社提問。

本月稍早，加州、伊利諾
州和紐約州宣布猴痘疫情構成
緊急狀態後，拜登就指派兩名
聯邦官員協調政府因應猴痘疫
情的行動。

今年已有超過 80 個原本沒
有猴痘疫情的國家出現病例，

合計逾2萬7800例，還有部分國
家的患者病故。世界衛生組織
（WHO）上月宣布這波猴痘疫
情為 「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
事件」（PHEIC）。

世衛組織表示，猴痘這種
病毒引發的疾病最早於 1958 年
在猴子身上發現，感染後會出
現發燒、疼痛和充滿膿液的皮
疹等輕微症狀，一般可在2到4
週內康復。猴痘是透過親密接
觸傳染，極少致命。

紐時：美政府擬准皮內注射猴痘疫苗只需1／5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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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律師會反對安倍國葬
指其任上通過的安保法 「違憲」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律師

會發表了會長伊井和彥的聲明

，反對為被刺殺的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舉行國葬，要求日本

政府撤回決定。

據報道，日本政府將此

次對安倍的國葬定位為《內

閣府設置法》規定的「國家

儀式」，但東京律師會聲明

譴責稱，「沒有國家儀式中

包含國葬的法律依據，無法

認同政府從國家經費中撥款

舉行國葬這種儀式。」

聲明還指出，對於安倍

執政期間通過的允許行使集

體自衛權的安保法，所有律

師會均認為「違憲」，現在

也要求廢除。聲明還稱，

「肯定安倍內閣的政策是對

國家的功績並為其舉行國

葬，將動搖立憲主義與《憲

法》的基本理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表

示，由於安倍擔任首相時間

長達8年零8個月，在任時間

創日本憲政史上最長，還得

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將為

其舉行國葬。

國外商人高價收購高齡大象
緬甸盜獵野象事件頻發

綜合報導 近期，國外商人為

了購買高齡大象，正在和緬甸勃固

省、克欽邦等地的私人象主接洽，

一頭大象的價格在500萬到1500萬

緬幣之間。

勃固省一名私人象主稱，他們

想買年齡較大的大象，並且需要一

整頭地運到國外，運輸費需要雙方

協商。根據年齡大小，價格在500

萬到1500萬之間，幼象的價格比較

低。

據悉，因國外商人高價收購，

為此，馬圭省敏巫，西都岱耶，額

貝等鎮的不法分子，會進入伊洛瓦

底省和仰光省內的部分鎮區盜獵野

象。

伊洛瓦底省警方的數據顯示，

2012年至 2020年內，共有50頭野

象遭盜獵殺害。不法分子拿取大象

的象皮、象鼻、象尾和大象腳交給

中介，售賣到國外。2021年2月以

來，因緝私頻繁，因此，進入伊洛

瓦底省盜竊大象的人明顯減少，野

象遭盜獵殺害的情況有所緩解。

國內一名開展野象保護工作的

人稱，因為緝私嚴格，所以他們將

目光轉移向私人象主。《野生動物

保護法》規定，任何人不得跨境買

賣大象。緬甸國內的大象都有註冊

登記，大象主人可以買賣大象，但

不能進行跨境交易。

據悉，1990年後期，緬甸時任

政府出於外匯需求，將木材對外出

口獲取外匯。因此，緬甸木材企業

（MTE）便以承包的方式租賃私人

大象，用於木材運輸。緬甸木材企

業（MTE）停止木材砍伐後，拉木

頭的大象失去工作，而大象主人需

要每月花費30萬到50萬緬幣的費

用，看護餵養這些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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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關於俄

羅斯政府發布政令要求成立新公司接管石油

與天然氣開發項目「薩哈林2號」的運營一

事，日本經濟產業相萩生田光一4日向媒體

表示，「(日本)維持權益的方針不變」。

報道稱，萩生田光一還強調，「為了能

源的穩定供應，『薩哈林2號』是重要的權

益」，對參加該項目的兩家日本公司繼續向

新公司出資展現出積極姿態。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同日表示：

「將以『官民一體』的形式進行應對，保護

日本企業的權益，確保液化天然氣(LNG)穩

定供應。」

日本三井物產和三菱商事對目前的運營

公司「薩哈林能源」分別出資12.5%和10%

。兩家公司4日發表評論稱，「已了解(俄羅

斯的)政令，將詳查內容。」關於今後的應

對，兩家公司稱「將在與日本政府、合作夥

伴協作的基礎上進行探討」。

為維持今後的權益，日方需要在新公司

成立1個月以內提出申報，兩家公司正加緊

確認相關條件。

據報道，日本的LNG進口量中約9%來自俄羅斯。LNG

作為火力發電的燃料使用，從電力穩定供應等方面來看，

「薩哈林2號」對日本而言是重要項目。

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30日簽署總統令，宣布由於受西

方製裁影響，俄羅斯將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管俄與日本的

能源合作開發項目「薩哈林2號」。

緬甸兩名男子遭多名劫匪持槍綁架
驚險逃脫的經歷讓人後怕

綜合報導 皎梅-瑙丘公路上，兩名前

往臘戌工作的青年遭遇了綁架。之後，持

有槍支的劫匪抓走其中一名青年，讓另外

一名青年回家通知被綁青年家屬，不打款

100萬緬幣贖人的話，被綁青年的人身安全

將得不到保證。

據悉，案發地點距離皎梅城區只有一

小段距離，綁匪都戴著頭套，由於路上沒

有行人，兩名青年只能聽從綁匪的指示。

被綁匪釋放回家通知家人的青年表示，他

們說一周內不給100萬緬幣贖金的話，就等

著給我的朋友收屍。

事發後，百萬贖金綁架案成為國內外

網友的關註焦點，正當網友擔心被綁青年

的安全時，一個好消息傳來。8月2日淩晨

4點，在皎梅聯邦公路被綁架的青年，趁著

綁匪熟睡時成功逃脫。在抵達安全地區後

，男子對外講述了驚險一刻。

當事人青年哥特凱表示，他們將我帶

到了一個房間，一共有5人看守。期間沒

有被他們毆打，只是讓我在屋子裏休息。

因為蚊子太多也不能好好地休息，趁著他

們熟睡的時候，我悄悄地推著摩托車往外

走。這個組織

成員每人都佩

戴著槍支，年

齡在 30~40 歲

左右，他們的

人數在30人左

右。關我的地

方距離皎梅不

到一個小時，

具體的位置不

太清楚，大多

數人說的方言

我也聽不懂。

得知哥特凱成功脫逃後，無數網友心

裏懸著的石頭終於落了下來，紛紛為青年

的機智勇敢點贊。近幾個月以來，撣邦境

內接連發生了多起綁架案，偷盜搶案發率

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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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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瘧疾新冠夾擊 港醫療臨挑戰
迄今累計58瘧疾患者留醫 醫管局研騰出一線病床應對輸入個案

香港日前發現多宗輸入性的瘧疾個案

後，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連日來在機場及檢

疫酒店進行篩查，6日再發現33名帶有瘧

原蟲或瘧疾核酸呈陽患者，大部分是從非

洲幾內亞赴港，迄今累計有58名患者留

醫，短期內還將有約200人從瘧疾高發區

赴港。特區政府嚴陣以待，於6日集中安排

暫時呈陰的抵港者入住同一酒店。雖然香

港出現本地瘧疾爆發的風險極低，但由於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未退卻，6日就新增了

4,602宗確診個案，1,400多名新冠患者正

留醫治療，為公營醫療系統帶來挑戰。香

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

獻表示，若出現更多瘧疾輸入個案，或會

對公院造成壓力，會視乎需要調整服務，

包括將近乎康復的新冠病人轉到二線隔離

病床，以騰出更多一線病床。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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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的指定檢疫酒店在過
去4個月倍增至近70間。隨着從外地抵港人數增
多，由香港國際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點對點
交通服務需求亦有所上升。為配合需要，香港運
輸及物流局由上月25日起以試辦形式安排100輛

的士，為機場抵港人士提供免費專車以外的自費
的士服務，前往指定檢疫酒店。有關服務推出至
今快將兩星期，截至前日已有約6,000名抵港人
士使用，運作大致暢順。

林世雄：新服務切合市民需要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6日在網誌中表

示，有抵港者向他表示點對點交通服務縮減由
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所需的時間。新服務能
切合市民需要，全賴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通力
合作，包括香港醫務衞生局、運輸及物流局、

運輸署、水務署和機管局等。當然，的士業界的
支持更是不可或缺的。

特區政府將精益求精，短時間內增加機場各
處的指示牌，並安排更多人員和廣播，提醒抵港
者如何選用各項點對點交通服務。同時，為配合
機場抵港旅客的需要，已於本月4日起提早1小
時開始的士服務。

政府亦留意到有部分抵港者沒有帶備港幣，
於上周開始派人鼓勵和協助這100輛的士安裝非
接觸式付款或電子錢包，又為指定檢疫酒店的士
營辦商和司機提供防疫抗疫指引。

6日疫情

院舍及學校疫情
◆3間安老院有新增個案，部分院友需要檢疫，包括九龍城輝濤中西結合安老院、北角
城市護老院第二分院，以及南區耆康會關泉護理安老院
◆3間殘疾院舍有新增個案，部分院友及工作人員須檢疫，包括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誠信兒
童之家、明愛樂欣軒（展能中心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以及扶康會啟康之家
◆2間小學的個別班級停課一周，涉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以及元朗佛教榮茵學校

醫管局概況
◆1,467名確診病人目前留醫，其中188人為新增確診者
◆新呈報2人危殆，6人嚴重，目前合共有28人危殆、16人嚴重，當中7人正在深切治療
部留醫

輸入瘧疾情況
◆目前58名瘧疾患者正在留醫，涉56男2女，1人情況危殆，2人嚴重
◆政府前日分別在檢疫酒店和機場篩查近期非洲抵港人士的瘧疾感染情況，
合共涉約210人，新發現約33人攜帶瘧原蟲或初步瘧疾核酸呈陽性

◆陸續將有約200人由非洲幾內亞抵港，有較高感染瘧疾風險
◆醫管局轄下醫院會加強防蚊措施，杜絕瘧疾在本港傳播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呈報死亡：4人
（年齡介乎72歲至93歲）

•第五波累計死亡：9,322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4,602宗（包括
280宗輸入個

案）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6日在疫情簡
報會上表示，大部分輸入的瘧疾患者都來自非

洲幾內亞，隸屬同一間公司。近兩日，中心向該公
司了解情況，並取得該公司在港員工名單及未來行
程，相信透過血液檢查及瘧疾核酸測試，可以有效
篩查染疫人士。

“這兩天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名單，之前去檢疫
酒店篩查了約90人，發現20多個患者帶有瘧原蟲，
昨天（5日）又有一班飛機抵港，我們和港口衞生科
篩查了120多名旅客，當中13人初步瘧疾核酸呈陽
性，已全部送入醫管局醫院接受治療。”她表示。

瘧疾見陰者統一住麗悅酒店檢疫
有消息透露，衞生署已將瘧疾檢測陰性的非洲

抵港者統一安排入住於灣仔的香港麗悅酒店。張竹
君回應表示，安排在同一酒店是為方便管理，由於
瘧疾不是人傳人疾病，酒店內傳播風險很低。

她又透露，該公司接下來還有約200人計劃從非
洲抵港，亦可能有其他旅客從瘧疾高發地赴港，暫
未知有多少比例是瘧疾患者，亦暫未聽聞特區政府
會禁止瘧疾高發區的航班抵港。

劉家獻表示，截至6日下午，有58名瘧疾患者
在公院留醫，涉及2女56男，暫有一人情況危殆，
已入住深切治療部。除衞生署篩查發現的個案外，
有少數者是因身體不適自行求醫發現的。由於腹
瀉、頭痛等瘧疾病徵相對常見，醫生一般需要結合
其旅行史才能作進一步診斷。

他強調，瘧疾不是人傳人的疾病，必須經“按
蚊”叮咬傳播。香港市區沒有發現這種蚊的蹤跡，
醫管局同時會加強公院附近的滅蚊工作，相信本地
傳播的機會極微。

BA.4或BA.5變異株確診數急增
在新冠疫情方面，6日新增4,602宗確診個案，

目前共1,467名確診病人在公立醫院留醫治療，另有
915人入住隔離設施。香港流行的新冠病毒株出現變
化，BA.4 或 BA.5 變異病毒株後來居上，超過
BA.2.12.1。張竹君指出，BA.4或BA.5變異病毒株佔
本地確診總數的比例，已增至9.8%，超越BA.2.12.1
的7.3%，這一趨勢與外國經驗相同，防護中心會保
持密切觀察。

兩疫症夾擊，威脅香港的醫療系統。劉家獻6日
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如果未來有更多瘧疾的輸入
個案，或會對公立醫院造成一定壓力。醫管局會視
乎需要調整服務，包括將近乎康復的新冠病人轉到
二線隔離病床，騰出更多一線病床接收新入院患
者。

目前，用於接收新冠病人的病床仍可以應付需
求，如有需要，亞博社區治療中心可於48小時內投
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冠肺炎確診人
數連日來居高不下，響起床位不足的警號，社會關
注隔離設施及護理人手是否足夠。香港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6日表示，由於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的入住
率持續上升，由保安局管理的啟德社區隔離設施已
隨時候命，部分房間坐擁海景或園景，全部有獨立
廁所及浴室，讓檢疫者在苦中帶來一點甜。針對體
弱院舍院友，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指，除
了兩間已運作的暫託中心外，另有8間暫託中心隨
時可啟用，希望做到“床等人”。他又透露，會優
先聘請本地照顧員，但有需要也會重啟聘請內地照
顧員的程序。

備升降機獨立浴廁家庭套房
鄧炳強在其社交平台以“啟德社區隔離設施

隨時候命”為題發帖，照片顯示他與駐營工作人員
交流，及檢視糧食物資情況。他指，“設施全面實
施小區管理，以人性化嘅方式，希望每位入營人士
喺隔離期間，享有更好嘅體驗，苦中一點甜， 以
達至以人為本嘅管理概念。”

帖文介紹了啟德社區隔離設施，每棟樓高4
層，備有升降機，市民及工作人員不用“爬樓
梯”。每個單位設有獨立廁所及浴室，有些屬於家
庭套房，方便不同家庭需要。部分房間望到海景或
園景，營內大草地更停泊一架飛機。

在第五波疫情下，安老院及殘疾院舍成為重
災區，及早隔離染疫院友十分重要。

孫玉菡冀現時做法可做到“床等人”
孫玉菡6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暫託中心在

第五波疫情起到很大作用，目前兩間正運作的暫託
中心，位於石硤尾公園體育館及小西灣體育館，分
別供長者及殘疾人士院友檢疫，入住率雖然暫時未
飽和，但局方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如有需要會隨
時啟用處於備用狀態的8間暫託中心。在院舍人手
方面，他表示暫時足夠，日後若要增聘照顧員，仍
以本地人手為主要來源，“本地人手又快，又可善
用本地勞動力；但如果有需要，當然可以啟動搵內
地人員支援，我哋已經有一套機制。”

被問及什麼情況下要求內地增援，孫玉菡表
示，要視乎暫託中心的使用率，目前香港仍有能力
處理，“我哋已有一套方案，現時做法係希望做到
‘床等人’，所以一旦有院舍長者檢測陽性，就會
第一時間送往隔離。”

他強調，推高接種率是“重中之重”工作。
目前院舍長者第一針覆蓋率已達93%，第二劑超
過89%，第三劑至今已超過45%。早前，特區政
府制定了9月底前能為50%院友打第三針的目標，
他有信心能達標，“呢個一定可以達標。我哋希望
做得比原訂目標更加好。”

啟德隔離設施候命 鄧炳強：以人為本管理

兩周約6000抵港者
曾坐抗疫的士到檢疫酒店

◆香港運輸及物流局以試辦形式安排100輛的
士，為機場抵港人士提供自費前往指定檢疫酒店
服務。

◆劉家獻表示，若出現更多瘧疾輸入個案，或需將近乎康復的新冠病人轉到二
線隔離病床，以騰出更多一線病床。圖為伊利沙伯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消息透露，香港衞生署已將瘧疾檢測陰性的非洲抵
港者統一安排入住灣仔的香港麗悅酒店。圖為香港麗悅
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鄧炳強與駐營工作人員交流鄧炳強與駐營工作人員交流。。
鄧炳強鄧炳強FbFb圖片圖片

◆◆啟啟德社區隔離設施德社區隔離設施，，每棟樓高四層每棟樓高四層。。
鄧炳強鄧炳強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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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家、某北部國立大學
副教授林顯易，遭檢舉利用承辦校方採購案的
機會，以友人的 「鴻鉅資訊」3家廠商公司圍
標，並得標詐得 100 多萬元不法所得，涉嫌
《貪汙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調查局
台北市調查處9日兵分5路搜索林男的研究室
、約談林男及3家廠商實際負責人6人，台北
地檢署10日訊後諭知林顯易30萬元交保。

另涉案的鴻鉅資訊負責人簡雯媛、緯宇國
際負責人劉柾甫、迪羅科技公司監察人黃于哲
、迪羅科技董事周倩如，各以 20 萬元交保；
集電公司負責人黃俊能10萬元交保。

檢調調查，林男涉嫌於2018年間，利用承
辦學校金額205萬元的 「智慧協同機器人順應
控制設備租賃」採購案機會，借用友人開設的
「鴻鉅」、 「緯宇」、 「集電」等3家公司參

與投標，獲取標案，另不實驗收詐得100多萬
。

林顯易是知名學者，曾於去年以經濟部技
術處科技專家的身分，參加工研院與美國具代
表性的半導體研發聯盟，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
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異質整合效能擴
展中心（CHIPS）簽署 「異質整合先進封裝合
作備忘錄」。

涉圍標取得大學採購案 經濟部專家30萬元交保

高房價成為台南市長選戰攻防議題，市長
黃偉哲強調，伸張居住正義是政府努力目標，
他也加緊推動公宅興建，最快2024年底即有首
戶公宅可供出租，各界都很關心租金，他強調
，公宅租金行情將是市場行情8折以下。

台南高房價成為年底市長選戰攻防焦點，
包括國民黨市長參選人謝龍介、無黨籍商毓芳
、林義豐都抨擊政府未能落實居住正義。黃偉
哲說，有建商低價取得土地，現在卻抱怨高房
價，讓人覺得奇怪且不知所云。

黃偉哲提到，台南房價為六都中最低，公
宅租金行情也不能太高，市府將成立租金審議
委員會，公宅將依區位而有不同租金行情，但
絕對會低於市場行情8折以下。他強調，希望
藉著政府租金補貼，讓市場租金行情下跌，公
宅租金也能更低，這是市府努力的目標。

都發局指出，台南公宅包含規畫及興建中
共7000戶，其中，市府直接興建透過公辦都更
及捐贈取得共有1758戶，後年底預計將有小東
路379戶、二空新村A區75戶率先完工，其中
40％提供經濟弱勢戶承租、60％為一般戶，降
低青年及弱勢族群居住負擔。

南市府9日舉行北區自強新村公辦都更案
簽約，該案基地緊鄰成功大學、開元振興公園
，興建 733 戶，市府將取得至少 160 戶公宅。
莊德樑說，此案是透過都更容積獎勵，取得台
南公宅招商成功的第7案，預計2027年完工。

得標的百慶建設董事長施鴻圖說，台南近
年土地飛漲，身為在地建商，期能蓋出品質優
越公宅，成為表率。由於自強新村基地有數百
棵樹，去留受到關注，施鴻圖說，將先進行樹
木調查，以原地保留、區內移植為優先。

台南推動公宅興建 租金不到市場8折

嘉義市知名文化路夜市9日凌晨大火，燒毀8
家店，包括1家剛開幕夾娃娃機店、知名豆花老
店，而近10年來文化路夜市接二連三發生火災，
消防局表示，老舊木造及鐵皮屋容易延燒，電線
老化劣化都易釀災，6年前東大門火災就是冷氣
線路出狀況。

文化路夜市 9 日凌晨 3 時許失火，嘉義市消
防局獲報，出動22 車61 人搶救，現場是混凝土
磚木造加蓋鐵皮屋，商店裡堆積易燃物品，火勢
一發不可收拾，延燒至延平街巷道，凌晨4時41
分許控制火勢，上午5時29分撲滅，消防局初步
統計燃燒300 平方公尺，燒毀8 間店家（門牌號
碼7戶）。

在延平街文化路口的老字號 「阿娥豆花」也
被波及，還有1家夾娃娃機店剛開幕第4天就遭
祝融之災，開幕前一天遇水災，自嘲 「中秋還沒
到就烤肉了」，也慶幸沒有人員出事。

附近居民懷疑失火原因與夾娃娃機店有關，
店家在臉書表示火災原因靜待檢警調查，市府消
防局則表示，起火點及原因要進行火場鑑定調查
釐清。

嘉義市長黃敏惠在火勢撲滅後第一時間前往
勘災，並感謝消防人員救災的辛勞，指示消防局
盡速鑑定火災發生原因，市府也會盡全力做災後
協助。

包括這起大火，近10年來文化路夜市發生3
起大火，2011年郭家雞肉飯、好味道小籠包店燒
毀，險波及中正路上的林聰明砂鍋魚頭，2015年
12月東大門韓風百貨店也遭祝融。

市府消防局災害預防科長蕭明智說，東大門
火災經查是冷氣電線路的問題，商店用電量大若
電線路老化劣化，增加風險，民眾應經常檢修電
器用品及電線路，有火花閃爍、異味、電線外皮
老化劣化，就應汰換。

嘉市文化路夜市大火 消防局籲汰換老劣化電線

年底嘉義縣六腳鄉長選舉，同為民進黨籍的縣議員黃鉦凱、
鄉代會主席黃明世皆展現問鼎鄉長決心，由於黃鉦凱已獲民進黨
徵召，黃明世一旦登記就會被開除黨籍，綠營釀 「茶壺裡的風暴
」，加上六腳鄉屬縣議員第4選區，該選區縣議員選舉已有9人
表態拚6席，六腳勢必成兵家必爭之地，鄉長這一局牽動議員選
票流向，影響甚鉅。

黃鉦凱父親黃錦成曾任2屆六腳鄉長，在議員任內過世後，
黃鉦凱繼承衣缽，4年前獲民進黨提名選議員當選，經黨部高層
協調後，年底轉戰鄉長，其民意基礎在父親時代就打下，基層實
力穩固，至於黃明世曾任1屆鄉民代表、2屆鄉代會主席，8年來
又與鄉長陳川崎配合推動建設，同樣擁有高支持度。

黃鉦凱、黃明世兩強相爭，連身兼縣黨部主委的陳川崎都說

，兩人平日就勤走地方，落
實服，目前還看不出誰的勝
算大。不過陳川崎也說，黃
明世黨齡未滿 2 年，不符當
時黨內登記初選資格，經多
次協調才確定徵召黃鉦凱，
黃明世一旦登記，就會祭黨紀處分。

雙黃基層實力相當，在尚無第3人出面挑戰下，兩強對決不
僅對雙方而言是一場硬仗，連第4選區各陣營議員參選人對六腳
鄉長選舉，目前也抱持靜觀其變態度，尤其是民進黨參選人，面
對同志廝殺，態度顯得特別尷尬。

地方人士分析，議員第4選區包括六腳鄉、朴子市和東石鄉

，除民進黨徵召4人，藍營、無黨有5人表態，換算本屆7席議
員吊車尾得票數3600票，年底少1席變6席，選情堪稱歷屆最激
烈。

尤其已表態參選縣議員者，東石在地或具地緣關係高達5人
，除朴子是主要攻防票倉外，議員參選人勢必全力搶攻六腳鄉選
票，加上縣議員及鄉長選舉連動，六腳鄉長選舉格外引人矚目。

嘉縣六腳鄉長選舉 綠營爆茶壺風暴

40歲的李雅婷小時候家境富裕，但在花樣年華時家中破產，
差點被抓去做酒店小姐，幸好遇到恩人協助脫困。之後靠當房屋
清潔工維生，憑著獨到眼光，將別人認為的垃圾搖身變成 「黃金
」，成為古玩達人，古玩店名聲遠播，連天王周杰倫拍天台時，
劇組都到店內拜訪取樣。

李雅婷的父親是廣告、營建公司老闆，家境富裕，寒暑假時
常出國去玩，學生時期上課都是戴著黃金項鍊，是大家公認的千

金公主。
未料她 17 歲時，父親公司遇到
業主跳票，一夕破產並負債2700
萬元，當時她剛從高職畢業，差

點被工人抓去逼當酒店小姐還債，所幸遇到善心的債主插手幫忙
，提供無息貸款幫助還債，她才得救。

家庭最低潮時，3個人1天分吃1個便當，有次她母親走在愛
河畔時，見到附近舉辦跳蚤市場，攤位老闆們穿的比他們破爛，
卻還是努力生活著，頓時燃起了鬥志，回到家跟李雅婷提議，並
將家中不要的東西擺攤來賣，除此之外，因父親經營營建公司，
認識很多不動產界人士，會委託她們將法拍屋內的東西移除。

大家眼中的垃圾，在李雅婷眼中卻是黃金。在多個房屋搜到
許多衣服、燈具、紀念郵票、書櫃等，甚至還有絕版的大同寶寶
。除此之外，高雄多個眷村都更，李雅婷也趁著住戶搬離時，將
帶不走的物品、門牌都運回家中。

李雅婷同時經營網路商店，在前鎮開了第1家古玩店，迄今
共開了4家店，許多民宿、餐廳老闆都來買古玩增加懷舊氣息，
也有許多劇組來取景、租借古玩拍攝，連周杰倫拍天台時，劇組
特地南下拜訪，開天價買大同寶寶都被她婉拒。

「人生低潮時不要被打敗！」李雅婷時常勉勵自己，遇到困
難時要冷靜面對，相信老天爺會指引一條生路。

挺過破產歲月 古玩達人把垃圾變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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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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