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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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熟知內情的3名消息人
士透露，美國主管機關已選定電子商務
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等在美
上市的中國企業，自下月開始進行審計
監管。

路透社報導，中、美雙方26日達成
劃時代的審計監管合作協議，允許美國
主管機關監管檢查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會
計師事務所，可能因此化解雙方長期爭
議，而此爭議有迫使200多家中國企業
自美國證券交易所下市之虞。

消息人士透露，阿里巴巴已接獲通
知，是首批在香港接受美國上市公司會

計監督管理委員會（PCAOB）審計監
管的中國企業之一。

消息人士說，負責阿里巴巴會計作
業的資誠會計師事務所（PwC）也已接
獲審計監管的通知。阿里巴巴和美國上
市公司會計監督管理委員會都未回應記
者採訪，資誠發言人表示，公司政策是
不對外談論客戶的問題。

阿里巴巴2014年在紐約掛牌上市，
創下當時最大規模首次公開募股（IPO
）紀錄，也是目前在美上市的市值最高
中國企業，截至 26 日的市值為 2560 億
美元。

美中達成協議 自下月開始進行審計監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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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p of Uvalde
family members was in front
of Governor Abbott in his
office at the Texas state
capitol in Austin demanding
him to call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Texas Legislature to
raise the age to purchase
some weapons from 18 to
21.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group asked the
governor, “How much
more blood will stain your
hands?” Several famil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from
both Uvalde and Santa Fe

where a 17-year-old
murdered 10 classmates in
2018.

Abbott was not in
Austin and has so far
rejected calls for a special
session. Instead, he is
focused on school safety
and mental health initiatives.

It is very sad that all of
these families have to suffer
with all of these tragedies.
We all hope the leaders of
government along with
community leaders can
come to agreement on a
workable solution. 0808//2929//20222022

Uvalde Families In Austin, TexasUvalde Families In Austin, Texas

美國太空總署重返太空探索計劃重新
啟動，將會繞行地球四十二天，為了安全
起見，這次之試飛不會載乘太空人。
登月火箭阿提梅施一號預定進入太空

後將和火箭分離，隨後將繞行月球展開另
一次之登月計劃，這次代替太空人的是兩

個身穿太空衣之
玩偶。
NASA 將在太

空艙發射後開始
做官方直播， 據
稱十枚小立方衛
星將被稀放，進
行深太空的相關
研究。
事隔五十年後

，美國再次進行
這項行動， 顯示
著對太空探索及
爭取領導地位之
企圖心。

美國太空中心主任尼爾森對於中國大
陸登上月球和建立太空站表示十分關切，
這也是中美在外太空展開競賽之開始。
我們希望這項探月計劃之成功，在不

久之將來盡快再把太空人送到月球。

美國太空總署重返月球計劃美國太空總署重返月球計劃

Artemis I Is On An Historic Lunar JourneyArtemis I Is On An Historic Lunar Journey

NASA’s Artemis I mission, if the
weather permits, with the space
launch system rocket and Orion
spacecraft, will lift off from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on Monday.

But the uncrewed mission is part
of an inspiring program as well as a
very critical mission.

NASA administrator Bill Nelson

said,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 in preparation to go to Mar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Fifty years
ago we went to the moon for a day,
a few hours, three days max. Now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 to
stay, to live and to learn to build.”
Instead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

S. now is in a space race with
China. Nelson said, “We must be
very concerned that China is
landing on the moon and now

cooperating with Russia and has plans
to build a new space station there.”

If the 42-day uncrewed mission
around the moon and back is a
success, it will keep NASA on track to
meet its goal to return again to the
moon in 2025. China is also planning
to land its astronauts on the moon in
2030.

一群在德州依瓦利小學被害的小朋友的父母及親
友週六上午聚集在德州奧斯丁德州議會大廈及州長艾
伯特官邸前面，大聲疾呼要為她們失去的心肝寶貝兒
女們討回公道。
在群眾大會上，他們主要之訢求之一是希望德州

立法把購槍年紀提升到二十一歲，但是州長並未對此
要求有正面回應，他希望加強在學校安全防衛及心理
健康，一位示威者高喊”艾伯特州長，你還希望多少
鮮血染到你的手上？”
誠然，我們十分同情這些失去親人之父母，他們

還沒有開始自己的人生，就被一名未成年之兇手殺害
，而且這些悲劇還不斷上演。
我們呼籲社會大眾必須喚起更多之同情心及社會

之力量，把我們這個己經生病的社會進行診斷，共同
來拯救並還給無辜死者一個公道之理由。

天下父母心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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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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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猴痘病例超3.5萬
世衛組織呼籲警惕傳給動物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說，全球92個國家和地區已報告逾3.5萬例

猴痘病例，其中包括12例死亡病例。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報告

了上述情況。他說，上周新增近7500例猴痘病例，比之前壹周增加20%

，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歐洲和美洲，感染者主要為男男性行為者。

據法新社報道，針對法國壹只寵物犬疑似被主人傳染猴痘病毒的情

況，兩名世衛組織官員呼籲采取預防措施，防止病毒被傳給動物，發生

變異。

世衛組織猴痘問題技術負責人羅莎蒙德· 劉易斯說，這是人類傳染

給動物猴痘病毒的第壹例報告病例，“相信這是犬類感染(猴痘)的第壹

例病例”。

劉易斯說，公共衛生專家壹直認為理論上存在猴痘病毒從人傳給動

物的風險，公共衛生機構壹直建議感染者與寵物隔離。她提醒，要小心

處理感染者的廢棄物，以免傳染家庭以外的動物，如嚙齒動物。壹旦猴

痘病毒傳染給動物群體，在“不同環境下”傳播，就可能發生變異。

世衛組織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邁克爾· 瑞安認為，家養寵物感染猴痘

病毒問題不大，更危險的情況是病毒傳播至密集棲息的哺乳動物，“在

壹只動物傳染給其他壹只又壹只的過程中，病毒會快速演變”。

據英國《柳葉刀》雜誌日前刊發的壹篇論文，法國兩名男子出現猴

痘病毒感染癥狀後，與他們共同居住的寵物犬也感染了猴痘病毒。

世衛組織說，多種動物會感染猴痘病毒，包括壹些鼠類和多個種類

的猴子。猴痘病毒的天然宿主尚未確定，但嚙齒動物可能性最大。

科學家1958年在壹組用於研究的猴子體內首次發現這種病毒，當

時這些猴子出現“痘狀”傳染病，猴痘病毒因此得名。1970年剛果(

金)發現首例人感染猴痘病毒，之後病毒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區

流行。今年5月以來，不少非洲以外國家和地區相繼報告猴痘病例。

世界衛生組織7月23日宣布，猴痘疫情構成“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

20多艘納粹德國戰艦因幹旱“浮”出水面
裝有大量炸藥

綜合報導 歐洲數年來最嚴重的幹旱

使得多瑙河的水位已降至壹個世紀以來

的最低水平，這也直接導致數十艘二戰

時期曾沈沒的納粹德國戰艦“浮”出水

面。

報道稱，1944年二戰期間，納粹德國

的軍艦被蘇聯軍隊擊退，撤離途中上百艘

軍艦沈沒。

近日，歐洲遭遇嚴重幹旱，多瑙河水

位持續走低，20多艘在塞爾維亞境內普拉

霍沃沈沒的德國戰艦重新出現，其中許多

船只仍舊裝載著成噸的彈藥和爆炸物，仍

有數十艘戰艦被掩埋在泥沙中。如今，浮

出水面的戰艦在壹些地方甚至直接將河道

縮短了80米，影響過往船只。

事實上，多年來，這些戰艦始終影

響著過往船只以及附近漁民，壹名74歲

的塞爾維亞作家曾在他壹本關於沈沒戰

艦的書中寫道，“納粹德國艦隊留下了

壹場巨大的生態災難，在過去的78年裏

，這些戰艦無時無刻不威脅著我們這裏

的人民。”

但今年尤其幹旱，這大大增加了當地

水路運輸的困境。壹官員透露，河道寬度

會直接影響到煤炭

運輸，而該國煤炭

發電占比近 2/3，此

外，由於俄烏沖突

的影響，該國的能

源供應本就捉襟見

肘，因此，目前，

塞爾維亞相關部門

正組織人力積極疏

浚河道。

據華盛頓郵報

報道，這並非納粹

船只第壹次浮出水

面，2003 年歐洲熱

浪期間，它們也曾

短暫出現過。

官員們估計，移除這20多艘船只，並

清除炸藥可能得花費3000萬美元。路透社

稱，今年3月，塞爾維亞政府也曾招標打

撈沈船，並拆除彈藥和爆炸物，政府部門

的數據顯示，預算為2900萬歐元（約合人

民幣2億）。

當地時間16日，歐盟表示歐洲可能正

遭遇500年來最嚴重的幹旱。此前，意大

利波河流域還“出土”了二戰中沈沒的濟

貝洛號(Zibello)駁船殘骸、納粹軍車、以及

壹枚450公斤(1000磅)的未爆炸炸彈。

新聞周刊報道，全球其他水域也出現了

類似的狀況，而“重見天日”的不僅僅是戰

艦。美國最大的人造湖米德湖水位下降後，

至少發現了5具屍體，其中壹具被藏在壹個

桶裏。當地官員表示，隨著水位持續走低，

可能會有更多失蹤人員的屍體被發現。

倫敦市長發出警告：
今冬英國民生將面臨巨大挑戰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市長薩迪克· 汗在社交媒體上稱，目前英國物價

上漲的趨勢並沒有放緩的跡象，薩迪克· 汗在其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上警

告稱，英國物價上漲的趨勢持續，如果英政府不加以幹預的話，數以百

萬計的英國人今年冬天將面臨缺少供暖、吃不起飯的窘境。

8月17日，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英國今年7月的通貨

膨脹率高達 10.1%，創下自 1982 年 2 月以來的新高，也是七國集團

（G7）中第壹個通脹率突破10%的國家。

有能源咨詢公司的預測顯示，受俄烏局勢等各方面因素影響，英國

家庭到今年10月的能源支出可能上漲80%，平均每個家庭的年均能源支

出將達到3600英鎊（約合29000元人民幣）。

路透社此前報道稱，美國花旗銀行經濟學家納巴羅（Benjamin Na-

barro）稱，除非英國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價格，否則英國的通脹率或將在

明年年初達到15%以上的峰值。英國財政大臣紮哈維表示，他的首要任

務是抗擊通脹，目前政府正在研究相關方案。

土耳其司法部長警告瑞典芬蘭：
別以為引渡普通罪犯就能加入北約

綜合報導 土耳其司法部長基爾· 博

茲達格警告稱，瑞典和芬蘭仍未遵守

承諾向土方引渡“恐怖分子嫌疑人”

，這與土耳其同意兩國加入北約的條件

相悖。

瑞典政府本月表示，將向土耳其引

渡壹名被判犯有信用卡詐騙罪的男子。

博茲達格對此明確回應稱，瑞典和芬蘭

政府清楚地知道土耳其需要的不是“那

些被指控詐騙的人”，別以為引渡普通

罪犯就能讓土耳其支持兩國加入北約。

今年 6 月，土瑞芬三國敲定“入

約”備忘錄。備忘錄中，土耳其要求

瑞典和芬蘭引渡“恐怖分子嫌疑人”

，這些嫌疑人與庫爾德組織或被控於

2016 年在土耳其發動未遂政變的“居

倫運動”有關。

瑞典承諾將向土耳其引渡73名“恐

怖分子”，並打擊“庫爾德工人黨”

（PKK）及其相關組織的融資和招募活

動。

隨後，土耳其司法部正式要求從瑞

典引渡21名嫌疑人，從芬蘭引渡12名嫌

疑人。

據報道，瑞典政府本月早些時候表

示，它將向土耳其引渡壹位名叫奧坎· 卡

萊的男子——土耳其媒體公布的安卡拉

通緝名單上的壹名被判信用卡詐騙罪的

男子。

8月18日，博茲達格在接受土耳其

媒體采訪時稱，瑞典需要完成更多的工

作來贏得土耳其的信任。

“如果他們認為將普通罪犯引渡到

土耳其就能讓我們相信他們已經履行了

承諾，那他們就錯了。”博茲達格說，

“任何人都不應該試探土耳其。”

8月20日，博茲達格就此事再次接

受采訪時稱，“截至目前，那些被土耳

其要求從瑞典和芬蘭引渡回國的‘恐怖

分子嫌疑人’中，連壹個被遣返的都沒

有。”

“我們的期望可不是針對那些被

指控欺詐的人而提出的，瑞典和芬蘭

政府應該非常清楚這壹點。”博茲達

格說，除非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否則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進程“不會向前

邁出壹步”。

值得註意的是，針對瑞典和芬蘭

“遲延交人”壹事，埃爾多安已經明確

發出多次警告，甚至還專門“點名”了

瑞典。

6月30日，埃爾多安表示，如果芬

蘭和瑞典違背向土耳其作出的承諾，土

方仍有可能阻止他們加入北約的進程。

他指出，首先，瑞典和芬蘭必須履行他

們的義務，這些義務已經寫在了文本中

......但如果他們拒絕履行，那麼我們當然

不可能把它提交給我們的議會。

7月1日，埃爾多安再次強調，土耳

其同意支持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並非

最終結果”。芬蘭和瑞典必須信守承諾

，否則土耳其仍然可能阻止兩國加入北

約。他表示，土耳其議會沒有必要匆忙

批準相關申請。土方要先看兩國是否會

遵守根據備忘錄作出的承諾，包括是否

會引渡土耳其尋求引渡的嫌疑人。

7 月 18 日，埃爾多安表示，如果

芬蘭和瑞典違背向土耳其作出的承諾

，土方或會在兩國加入北約的進程中

踩剎車。

“再次重申，若是土耳其的要求沒

有得到滿足，我們就會在兩國加入北約

的進程中踩剎車。”埃爾多安當天在土

耳其內閣會議結束後發表講話時說，

“我們看到，尤其是瑞典，並沒有作出

應有的反應。”

根據北約制定的規則，瑞典和芬

蘭若想成為北約成員國，必須得到北

約現有成員國的壹致同意。換言之，

土耳其對兩國加入北約壹事存在“壹票

否決權”。

目前，北約各成員國正按程序逐壹

批準芬瑞“入約”議定書，加拿大是首

個正式批準芬蘭和瑞典蘭加入北約申請

的國家。據壹名土耳其駐美國的高級外

交官透露，批準程序最早可能在9月底

開始，也可能要等到2023年。

西班牙水庫大旱之後驚現巨石陣，比英國巨石陣早2000年
綜合報導 因遭遇60年來

最嚴重的幹旱，位於西班牙中

部的Valdecañas 水庫水體降至

平時的四分之壹，由150塊石

頭組成的史前巨石陣從水庫

深處浮出，這是它被發現以

來的第五次出現。據悉，這

個石陣比英國的巨石陣至少

要早2000年。

據報道，這個巨石陣被

稱為“瓜達爾佩拉爾石墓”

（Dolmen ofGuadalperal），由

150 塊石頭組成，年

代 遠 在 公 元 前 5000

年 ， 比 英 國 著 名 的

巨石陣至少要早 2000

年。

壹些理論認為，

這個史前結構在 7000

年前由凱爾特人建造

，或者被用作太陽神

廟，或者被鋪在墳墓

上。

該遺址是由德國

牧師和業余考古學家

雨果· 奧伯邁爾於1925

年發現的。

1963年，從1939年到1975

年統治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 佛

朗哥· 巴哈蒙德下令淹沒塔古斯

河的河谷，這個地區包括巨石

陣。

人們對西班牙巨石陣了解

不多，因為它通常位於水庫底

部，然而最近的“水落石出”

可能讓考古學家最終揭開它古

老的秘密。

西班牙巨石陣的石頭如果

再經受長時間的浸泡，可能會

完全消失，因為花崗巖巖石很

容易受到侵蝕。

佩拉萊達文化協會的主席

卡斯塔諾（AngelCastaño）最近

發起了壹項請願活動，要求將

這個“史前紀念碑”從水中移

出，移到它能保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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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28日派遣兩艘軍艦通過台灣海峽，白
宮發言人尚皮耶今天說，未來幾天至幾個月，
美方還會以部署及演練來回應中國破壞穩定的
挑釁行為，盼把西太平洋情勢導向穩定。

美國海軍巡洋艦 「安提坦號」（USS An-
tietam）和 「昌塞勒斯維號」（USS Chancel-
lorsville）28日穿越台灣海峽，是美國眾議院議
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初訪台後兩岸情
勢升高以來首次。

針對美艦在情勢緊張期間通過台海的必要
性，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今天在例行
簡報會上表示，美方是例行性穿越台海，符合
國際法，也展現美國致力維繫自由開放的印太

區域。
尚皮耶預告，未來幾天、幾週乃至幾個月

，外界會看到美國將以部署、姿態及演練來應
對中國破壞穩定的挑釁行為，期盼把西太平洋
局勢導向更穩定發展。她說，這無關美中關係
，而是為了台灣及區域的最佳利益。

她重申，美國對台政策數十年來始終如一
，跨越歷任政府。美國仍致力遵循 「一個中國
政策」，未來會持續依循這項政策，在國際法
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與執行任務，包括
飛越及穿越台海， 「美國致力這麼做，也致力
捍衛這區域」。

美艦通過台海 白宮：未來還會有穩定區域行動

美國航太署NASA的2度登月計畫 「阿提
米絲 1 號」(Artemis 1)在距離發射時間還有數
十小時之際，宣布暫停任務，因為在填裝燃料
的過程出現預期外的問題，為了安全起見，
NASA暫時取消了發射計畫。

太空新聞(SpaceNews)報導，NASA是在美
東時間上午 8 點 33分(台北時間晚間8點33分)
宣布發射取消，因為將液態氫燃料流入火箭核
心的4具主要發動機出現問題，花費了兩個半
小時都沒有完全解決。

阿提米絲1號的大型火箭是由1具紅楬色
的主推力火箭與2白色固體燃料火箭匠所組成
，主推力火箭下有4台 RS-25 引擎，在為3號
引擎裝填燃料的過程中，控制小組沒有看到預
期的液態氫流量，這並不尋常。他們採取了多
種措施來增加流量，包括關閉其他3台引擎的

燃料流量以增加3號發動機的壓力，但均未成
功。

NASA決定先暫停倒數計時，執行簡單的
故障排除，然而在2個多小時後，雖然3號引
擎壓力有一點恢復，但是不正常的數值仍然使
得NASA決定取消發射工作，現在要做的就是
尋找故障原因。

另外，天氣也是個阻礙，在預定發射時間
前9小時，發射台附近烏雲密布，雷暴持續了
大約一個小時，其中一道雷擊還打在發射塔的
避雷針上，所幸並未造成影響。

在錯失這次發射窗口後，下一次發射機會
在9月初，不會早於9月1日，可能是2~6日之
間。要是再次錯過，就要等到 10 月才能發射
了。

出師未捷 阿提米絲1號燃料外洩 任務取消

美國媒體披露拜登政府擬要求國會批准規模
達1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其中包括魚叉、響尾
蛇飛彈。白宮、國務院今天不願證實，但強調美
國會持續依循台灣關係法，支持台灣自我防衛。

美國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o 29 日引述消息人
士指出，這批價值11億美元（約台幣337億元）
軍售案，內容包括60枚AGM-84L魚叉二型反艦
巡弋飛彈（Harpoon Block II）、100 枚 AIM-9X
Block II型響尾蛇戰術（Sidewinder）空對空飛彈
等。

報導表示，軍售案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待
拜登政府發出正式通知，還須經國會參、眾兩院
外交委員會的兩黨領袖簽署批准，才算敲定。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
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Vedant Patel）
今天被媒體問及此事皆不願證實；巴特爾表示，
美國政策是不會在正式通知國會前，公開評論或
證實規劃中的軍事採購案。

但兩人強調，美國會持續履行 「台灣關係法

」下承諾，支持台灣自我防衛。
自去年1月上任以來，拜登政府已5度對台

軍售，總價值達11億7300萬美元；若這批11億
美元採購案獲准，將是第6筆，也是拜登政府上
任至今最大一筆對台軍售案。

俄烏戰爭2月爆發後，外界連帶擔心起台灣
海峽情勢，害怕在中國行徑日益具侵略性情況下
，台灣恐成為 「下一個烏克蘭」。多位美國議員
頻頻敦促拜登政府，應加快對台軍售腳步，等台
海出事才提供援助就太遲了。

針對台灣30日以實彈射擊來反制侵擾金馬防
區的中共無人機，巴特爾表示，過去幾週以來，
中國反應過度，做出諸多挑釁行為，美國及區域
其他成員回應則是適度且負責任。

巴特爾說，美國已清楚表明不應升高情勢，
沒有理由引發危機；美方也已重申，未來會持續
依循國際法在區域執行任務，也會持續支持台灣
，同時會與中國維繫暢通溝通管道。

傳擬售11億美元軍備 美：持續依法支持台灣防衛

愛吃美食又不喜歡運動的全球首富馬斯克
（Elon Musk），日前被媒體捕捉到，曬出一
身肥肉在希臘度假，不甩父親 「老馬斯克」在
節目上暗酸該吃減肥藥鏟肉，照自己的步調過
大老闆生活。不過週日卻在推特詔告粉絲 「成
功減重9公斤」，更不藏私分享秘訣。

根據《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
導，51歲的馬斯克坦然面對不完美，自知肥胖
問題，曾說 「我不喜歡運動，但為了保持最好
狀態，必須這麼做…」。就連親生父親 「老馬
斯克」埃羅爾（Errol Musk）都直言不諱說
「他飲控很糟糕」，忙碌事業同時兼顧體態，

實在不容易。然而，周日他在個人推特寫下，

「在友人的推薦下，我正在實施間歇性斷食，
感覺更健康了…」

貼文更提到，減重有成都要歸功於一款健
身飲食追蹤APP 「零」(Zero)，大讚它是超棒
的工具，透過間歇性斷食改善體內新陳代謝。
目前也有配合一些重訓，至今已經剷除9公斤
(20磅)爛肉。

上月，他遠赴希臘登上遊艇之旅，脫掉上
衣露出一身肥肉，看的出來心情和身材一樣
「鬆」，照片曝光引來許多酸民調侃。對此，

本人絲毫沒有走心，打冷場說道 「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種動力，吃得健康和勤奮訓練」。

馬斯克中年肥肚外洩網暴動靠 「這招」 1個月鏟9公斤雪恥

由於美國7月職位空缺增加
，且消費者信心也反彈回升，美
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料更
有理由積極升息以對抗通貨膨脹
飆漲，美股連續第三個交易日收
低。

道瓊工業指數下跌308.12點
或0.96%，收31790.87點。

標準普爾指數下挫 44.45 點
或1.10%，收3986.16點。

那斯達克指數挫跌134.53點
或1.12%，收11883.14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滑35.867
點或1.31%，收2708.631點。

憂聯準會積極升息 美股連三黑道瓊下跌30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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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多地遭遇強降雨
仰光、皎漂單日雨量達50多年來最高

緬甸仰光以及若開皎漂持續降雨，降雨

量刷新了50多年來的最大單日降雨紀錄。

緬甸氣象與水文管理司相關負責人表

示，仰光的單日降雨量為 54 年來最大降

雨量，達170毫米。若開邦皎漂的降雨量

達502毫米，刷新了58年來的最大單日降

雨紀錄。此次大範圍降雨是因東部的強

季風造成的，未來幾天預計仍有降雨。

盡管有單日極端降雨，但今年的平均降

雨量較低。

據了解，8月17日的降雨引發洪水，仰

光多個鎮區遭遇洪澇災害，部分低窪地區，

水深及膝。

受季風的影響，緬甸仰光、伊洛瓦底省

、孟邦、勃固等地降雨量持續增加。7月、

8月是緬甸平均降雨量最多的月份，雨季從

5月中旬持續至10月下旬。

孟邦毛淡棉受災嚴重，水位沒及腰部
因持續降雨，薩爾溫江河水上漲，孟邦

毛淡棉的12個街區被洪水淹沒。

當地壹位民眾表示，壹整天都在下雨，

同時，江水水位也在上漲，雨水加上江水，

導致我們這邊發大水，且水位壹直在上漲。

部分地區的水位已經淹沒到腰部的位置。

當地壹個公益組織的成員稱，我們幫助

受災民眾轉移到附近的寺院以及學校避難，

並為400多戶家庭發放了基礎食品。

孟邦小鎮發生山體滑坡，有民房受損
此外，因持續暴雨，8月17日，孟邦羌

松鎮內發生山體滑坡事故，致使鎮區管理辦

公室及6間民房被壓迫損毀。在消防員以及

公益組織的幫助下，受災民眾轉移到親屬家

中暫居。

同時，孟邦各達村12號和11號街區的2

間民房，也被塌方的土堆壓垮受損嚴重。而

在Kyaikmaro 鎮，因水位持續上升，導致居

住在河邊的居民緊急轉移，部分民房沈入江

中。截至目前，山體塌方事故暫未造成人員

傷亡。

持續暴雨，克倫邦小鎮爆發山洪
因持續暴雨引發山洪，克倫邦賈因瑟基

鎮內，連接欣別河橋的壹段道路遭山洪沖刷

，導致公路無法通行。

為此，村莊負責人封鎖了道路，禁止民

眾通行往來。

為攻擊地上目標做準備？
日本計劃建造新艦搭載防區外巡航導彈

綜合報導 據報道，不止壹位日本政

府相關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計劃建造配備

宙斯盾戰鬥系統的新艦艇，可能將搭載也

能攻擊地上目標的日本國產巡航導彈。

報道指出，新艦艇除了擁有導彈防禦

能力外，日本政府也假想具有因“自衛目

的”破壞敵方導彈發射基地等的“反擊能

力”進行設計。為控制造艦成本，新艦艇

將采壹般的“單體船型”建造。

日本政府早已放棄在本土部署

導彈防禦系統“陸基宙斯盾”

（Aegis Ashore），取而代之的是

在2020年 12月決定建造兩艘配備

宙斯盾戰鬥系統的艦艇。

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擁有8艘

宙斯盾艦，活動海域包括釣魚島海

域等；而配備宙斯盾戰鬥系統的新

艦艇，則想定要經常部署在日本海

，負責警戒朝鮮導彈威脅。

新艦艇上除了將配備在“陸基宙斯

盾”計劃中簽約的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

司（Lockheed Martin）SPY-7雷達外，也

決定要搭載能攔截巡航導彈的標準6型

（SM-6）反彈道導彈。

而目前有意進壹步在新艦艇上搭載

的導彈，是改良自陸上自衛隊“12式陸

基反艦導彈”的巡航導彈，射程可延伸

至約1000公裏。

日媒稱，日本政府將在今年底前完

成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文件的修訂

，朝保有自衛隊“反擊能力”的方向進

行協調。如果能在經常部署於日本海的

新艦艇上搭載巡航導彈的話，“有助提

升日本嚇阻力”。

另壹方面，有關船體設計，原本考

量不易受波浪影響等因素，有意采用不

止壹個船體組成的“多體船型”，但這

種船型很少用在戰鬥用艦艇上，加上造

艦費用可能大為增加，最後決定仍采用

壹般的“單體船型”。

在船體型式決定後，防衛省將盡早

展開船體設計，目前傾向在2023年度預

算的概算需求中，編列艦艇建造的相關

經費；至於新艦艇建造時間，預料要花

5年以上才能完成。

日本共同社日前報道，建造彈道導

彈攔截專用艦方案，跟增加海上自衛隊

擁有的宙斯盾艦方案不同，宙斯盾艦是

除導彈攔截能力外，還擁有接戰敵方戰

機和潛艦能力的多功能護衛艦；專用艦

則專註於導彈攔截功能，預計建造成本

會較低。

共同社此前曝光了日本防衛省制作

的2023年度預算概算要求的基本方針。

其中寫明將加強陸海空、以及太空和網

絡空間等新領域的“跨領域作戰能力”

，還將充實從對方射程之外實施攻擊的

“防區外防衛能力”和無人機等無人化

裝備品。

基本方針中指出，有必要確保通過

攻擊強敵弱點令其消耗來阻止侵略的

“不對稱優勢”。除了跨領域作戰能力

之外，還將為迅速決策而強化指揮控制

和信息相關功能。具體來說，作為防區

外防衛能力，將列入加大陸上自衛隊12

式陸基反艦導彈射程的項目費。這是考

慮到由“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改稱的、

政府正在討論擁有的“反擊能力”。防

衛省還將要求購買無人機的相關費用、

以及代替陸基宙斯盾導彈攔截系統計劃

的旨在新造“宙斯盾系統搭載艦”的相

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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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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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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特區政府 66 項措施加強防疫項措施加強防疫
70歲或以上確診長者，若未接種疫苗或只打一針，必須送往
專為長者而設的社區隔離設施隔離

28日起多於8人有共同目的下同於餐飲處所用膳會視為“宴
會”，所有參與宴會人士須有24小時內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
果，或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才可進入該處所

餐飲處所員工檢測要求擴展至所有表列處所，有關員工須每3
日一次快測，呈陰性才可上班

安排檢測商到院舍收集樣本，配合員工核酸檢測隔日一檢；
醫管局重點醫護人員亦隔日一檢

增加強制檢測公告並加強跟進行動，抽查強檢大廈檢測情
況，向未遵從強檢巿民發強檢令或定額罰款通知書

與保安局及執法部門加強執法，監測紅碼確診者有否
離開居所、紅黃碼人士有否違規進入指明處所，並主
動翻查疫通證紀錄，對違規人士採取行動

資料來源：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022年8月27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何佩珊

新增總確診個案：7,835宗

•本地病例：7,665宗

•輸入個案：170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7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437宗

院舍及學校疫情

◆5間安老院舍呈報個案，包括東華三
院許麗娟安老院、竹林明堂護理安
老院、嘉華護老院、屯門鈞溢護老
中心、聖公會護養院

◆67間學校共呈報116宗陽性個案，
包括74名學生及42名教職員，以
下7校有班別須停課一周：

•油尖旺蔚思幼稚園K2 A班

•灣仔寶山幼兒園K1 BLUE班

•星匯居學之園幼稚園 k2F班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2校
下友愛班

•離島弘志幼稚園PM班

•國際英文幼稚園（海濱南岸）
St. Catherine's Kindergarten
(Harbour Place)

•屯門美樂中英文幼稚園K3B班

◆九龍城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有13班出現個案，累計22名學生
及2名教師確診，學生染疫比例逾
5.5%，須全校停課一周

新增變異病毒個案

◆懷疑BA.4或BA.5病毒個案佔新增
個案 45.5%（約九成為BA.5），
BA.2.12.1個案佔7.8%

醫管局概況

◆現有2,324名確診者留醫，當中322
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9人危殆，合共40人危殆，當
中13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2
人嚴重，合共24人嚴重

◆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病房一名73
歲男病人確診，其後再發現5名男
病人確診

◆新增149名醫管局員工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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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疫情

港6措施加強防疫 逾8人用膳須快測
七旬或以上未打兩針確診長者須入隔離設施

��(��� ◆香港醫務
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26日
宣布多項措
施 加 強 防
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對於特區政府因
應疫情規定超過8人共同用膳須有快測陰性證明，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26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快測要求雖然會對業務造成一定影
響，但特區政府未有下調8人一枱的人數上限，亦
未“一刀切”禁止晚市堂食，故已感到慶幸。他表
示，理解現時疫情反彈，政府有必要收緊措施，希
望市民積極配合，不要出示虛假的快測陰性資料。

黃家和一直擔心確診數字回升下，政府會對
食肆防疫“加辣”，26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業界
已接獲不少中秋訂單，預計這個傳統節日可做到
4.2億元（港元，下同）的總營業額，是平日2億
元的兩倍以上，不希望政府收緊餐飲處所的防疫措
施。

盧寵茂26日午則表示考慮到對巿民生活和經
濟的影響，要以最低成本換取最高抗疫效果，決定
8人以上分枱在同一食肆用膳視為宴會，出席者須
先要快測呈陰性。黃家和表示有關要求會對食肆生

意造成影響，但相信不至於太嚴重，“不會構成太
大問題，之前我們都有檢查‘安心出行’、疫苗通
行證、‘紅黃碼’，現在要看多一個快測圖片，需
要做多些功夫，但不會是很大困擾。”

政府加強防疫 兼顧經濟需要
他表示，早前政府要酒吧顧客出示快測陰性

結果時，不少經營者也擔心顧客會使用虛假資料圖
片，前線員工難以辨別，或因而導致違法，而業界
曾就該問題與政府溝通。他引述食物環境衞生署回
應指出，出示真實資料的責任歸於顧客，處所只負
責檢查，故相信對食肆也會採取同樣標準，並呼籲
參加宴會的顧客使用真實照片。

他強調，始終現階段疫情嚴峻，短期內很可
能會單日確診破萬宗，因而理解政府加強防疫措施
的，惟希望即使疫情進一步惡化，政府也不應忘記
平衡經濟需要，避免重回以往“一刀切”作出限制
的老路。

餐飲業：理解加辣措施
慶幸未收緊人數時間

◆出席婚宴人士除需要掃“安心出行”碼
外，明天起更要出示快測陰性證明。圖為婚

宴場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盧寵茂26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第五波疫情回落
後到6月初有反彈回升，7月雖曾有一段時間較穩

定，但過去兩周確診個案數字急速地由4,000多宗回升至
前日超過8,500宗。連同26日的7,835宗，已是連續3天
確診數字超過7,000宗。即時繁殖率由原來曾低於1回升
至最新的近1.44，換言之，確診個案兩周後可能會變成
雙倍，估計確診數字可能很快超過1萬宗甚至再繼續上
升。目前，重症死亡個案及總體入院人數上升，影響非
新冠病人的醫療服務。

盧寵茂：單日確診數料很快破萬
因應疫情發展，特區政府決定調整防疫政策。其

中，為減低餐飲處所及表列處所傳播風險，特別是涉及
除口罩活動，故28日起將目前適用於酒吧顧客的檢測要
求，擴展至出席宴會人士。

“宴會”的定義為多於8人有共同目的下同於餐飲
處所用膳，如12人分兩枱用膳也視為“宴會”，出席者
均須於出席前24小時內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出示陰性
結果的照片予餐飲處所負責人檢查，方可進入該處所。
考慮到不少市民或因不同原因已進行核酸檢測，若進入
處所前48小時內獲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可替代快測要
求。

所有表列處所員工須每三日快測
同時，現時適用於餐飲處所員工的檢測要求，將擴

展至所有表列處所即美容院、派對房、卡拉OK等員
工，所有員工須每3天進入處所前進行快測。

在管控社區確診個案方面，除維持現時的準則，即
確診者同住家庭成員若屬高風險人士如長者、長期病
患、嬰幼兒，以及沒有專用洗手間的感染人士，一律送
往社區隔離設施外，更特別關注到長者，故70歲或以上
未曾接種疫苗或只打了一針的確診長者，必須送往專為
長者而設的社區隔離設施隔離。

盧寵茂解釋，數據顯示，70歲或以上若未打針或只
接種了一劑疫苗，染疫後死亡率最少5%，最高達16%，
有必要送往有醫護團隊服務的長者隔離設施，可及時提
供診治用藥，降低重症風險。

為加強保護院友，病人及醫護人員等重點保護人群，
政府已要求所有院舍下周三起加密核酸檢測至隔日一檢。
政府會全面增加院舍檢測支援，包括安排檢測商為全港
1,100間院舍定時上門收集樣本。醫管局亦正籌備加密重
點醫護的核酸檢測，實行隔日一檢。

強檢大廈未有檢測者將面臨罰款
特區政府亦會增加強制檢測公告，及加強跟進強檢

大廈的檢測情況，向未有遵從檢測者發出強檢令或定額
罰款通知書。為確保措施有效執行，政府會聯同保安局
及執法部門加強執法，包括監察“紅碼”確診者有否撤
離居所，加強“紅/黃碼”人士不能進入指明處所的核
查，並重點巡查群組聚集黑點等。

盧寵茂表示，過去一個月，執法部門在食肆及表列
處所合共就“疫苗通行證”作出逾6.6萬次執法，其中向
未遵從“疫苗通行證”的“紅/黃碼”者發出11張定額
罰款告票，並向沒有盡責檢查的處所負責人提出4次檢
控。除繼續突擊巡查外，執法部門更會主動翻查“疫苗
通行證”紀錄，向違規進入處所者採取跟進行動。

他強調，抗疫不僅是政府、醫療機構及檢疫人士責任，
亦是全體港人的責任，“只有大家合作控制疫情，將上升軌
跡拉平，才能減少公共醫療壓力。否則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
有可能被迫實施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香港26日新增7,835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其中7,665宗為本地病例，再多7名

長者染疫死亡，入院病人數目也持續上

升，新變異病毒株BA.5的個案佔比新增個

案再升至約45%。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過去兩周確診個案急速上升，估計單日確

診數字很快破萬宗，並可能繼續上升，整體公營醫療開始受到壓力，預計多達五成非新冠病人服

務會受影響。為壓抑疫情，他宣布6項新防疫措施，包括只要多於8人即超過一枱用膳即定義為

參加“宴會”，須有24小時內的快測呈陰性結果才能進入餐飲處所；70歲以上未接種疫苗或只

打一針的確診長者均需送往隔離設施；所有表列處所員工須每3天快測，院舍及醫院亦會加密核

酸檢測的次數。倘疫情不受控，政府有可能被迫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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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議員鄭功進30日質詢時指出，今年
台中市警局平均每個月開出近5萬張逕行舉發
違規停車單，更有民眾收到半夜、清晨的罰單
，建議市府效法新北市，在不影響安全的路段
降低夜間交通執法強度。台中市警察局表示，
交通局已公告部分路段夜間可停，是否開放更
多路段，將與相關單位研議。

鄭功進指出，交通局體恤基層停車收費員
，開單時段以不超過晚上8點為原則，警察局
卻仍在深夜及清晨，在不影響安全、救災及行
人通行的路段夜間開單，實際的公共利益性何
在？且中市汽、機車停車格一位難求，民眾想
要排路外停車場的月票，不少人等了半年還抽
不到，只好就近停門口附近 「不影響通行」的
紅線或騎樓。

鄭功進強調，新北市目前只要不影響救災
逃生通道，晚上10點後部分紅線路段不開單，
給民眾方便；相較之下，台中市政府的相關停

車配套措施似乎慢半拍，請同為警界出身的副
市長陳子敬考量基層員警的勤務辛苦，在相對
不具公益性的交通執法上，給基層員警更多的
裁量空間。

陳子敬回應，將與交通及警政單位共同研
議相關規範，適度開放在一定路寬的夜間停車
規範；市警局長蔡蒼柏也重申，不會要求基層
員警在晚上10點到早上7點前主動進行違規停
車的勤務，確實都是民眾檢舉案，不得不辦。

市警局說，交通局現有公告台中市臨時性
開放道路紅線臨時停車路段及時段，警察局配
合執法辦理，基於便民措施，將與交通局強化
橫向聯繫，並建議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公告道路開放範
圍；關於開放更多道路紅線臨時停車路段及騎
樓夜間（22時至翌日7時）停車部分，市府相
關單位將再研議後公告，市警察局將配合修訂
相關執法事宜。

台中違停罰單多 議員促夜間適度放寬

正值年底九合一選舉參選登記階段，嘉義
縣鹿草鄉現任鄉長楊秀玉任期屆滿，民進黨徵
召前縣府勞青處青年發展科長嚴珮瑜參選，在
全台多處經營停車場事業的企業家黃軒凱也表
態以無黨籍選鄉長，對地方來說，兩人都屬政
壇新面孔，也讓鹿草鄉長選戰罕見出現都是素
人參選局面。

嚴珮瑜投身公職10多年，在勞青處主推青
年業務，獲嘉義縣長翁章梁賞識，又是鹿草媳
婦，翁章梁便鼓勵她選鄉長。在家人支持下，
嚴珮瑜辭掉工作專心投入選舉，並獲民進黨徵
召，幾個月來，除跑老人據點、參加社區活動
，全鄉按戶拜訪已完14個村，也辦過2場下鄉
說明會，能見度漸開。

雖是政治素人，嚴珮瑜有綠營 「國嘉隊」
支持，公公是前鄉長林沐惠，也算出身政治世
家，這陣子在基層走動，嚴珮瑜說她更貼近鄉

親想法、了解實際需求，雖有家族淵源，選戰
策略還是要跳脫傳統。

嚴珮瑜表示，除會提出產業發展、青年、
教育等政策，也說鹿草有馬稠後工業區，附近
有嘉義科學園區，鹿草不能只顧自己，如當選
後會與鄰近鄉鎮區域聯盟合作，大家一起向上
。

另一名表態選鄉長的黃軒凱，出身在地三
角村，起初鄉親對他一樣感到陌生，經過數月
走訪經營，民眾印象逐漸加深。事業有成的黃
軒凱說，鹿草10多年來沒進步，人口1萬4000
多人，長住人口不到1萬人，消費力、活動力
不足，縣府推農工大縣，鹿草反而更邊緣化。

黃軒凱強調，他本身雖無從政經驗，但有
不少政壇好友，且不分藍綠，選鄉長是希望把
企業經營理念導入鄉政治理，讓停擺不前的鹿
草再啟動力。

嘉縣鹿草鄉長選舉 嚴珮瑜對決黃軒凱

高雄肉品市場遷移案延宕多年，歷經幾任市
長仍無解。高市議員黃柏霖30日質詢時要求，擁
有土地所有權的高市府農業局在約滿後，不得再
續租，否則就要將農業局預算全部擱置。農業局
回應，將在確保肉品需求穩定及兼顧三民區發展
下，持續加強溝通達到遷移共識。

高雄市現有4處肉品市場，包括鳳山、岡山
、高雄、旗山，其中這處高雄肉品市場地處鬧區
，座落在三民區民族一路上，已有56年歷史，外
觀及設備老舊不堪，加上有環境髒亂疑慮，民怨
四起，搬遷聲不絕於耳。

黃柏霖提到，早年該處是荒野，但50多年後
，現在緊鄰人口密度高的河堤社區， 「殺豬這種
行為本來就不該在市中心，對環境汙染嚴重」，
呼籲身為地主的農業局拿出魄力解決。

黃柏霖直說，歷經幾任市長喊要搬遷，但隨
著時間過去仍延宕，他具體建議農業局約滿後不
要再續約，否則未來將把農業局所有預算擱置，
希望農業局來硬的，否則就算過了10年還是在原
地踏步。

高市議員曾俊傑建議，遷移後留下來的 2.5
公頃用地，不管是開發成公園、興建運動中心、
闢建社會住宅等，都對於當地發展很有幫助。

高市議會國民黨團總召童燕珍也說，市民不
斷陳情忍受不了惡臭味，但市府不聽也不理，不
能因為原本要搬遷的預定地燕巢卡關，就不去動
腦筋，這樣永遠都有理由搬不了，犧牲百姓的生
活品質。

高市三民區議員林于凱指出，去年8月市長
陳其邁說給他3個月時間，如今過了1年仍無進
展，要求市府必須通盤考量，就都市更新角度去
看，後續進行都市計畫檢討，必須給個具體時程
，不該讓市民空等。

農業局副局長王正一答詢指出，肉品市場一
定會離開現址，但到底是遷建或是整併，仍在協
調，會盡快做決定。目前肉品市場單日交易量
750頭，占大高雄1/4供應量，將在確保民生需求
穩定與兼顧三民區發展下，與高雄地區農會合作
，加速溝通達成遷移共識。

高雄肉品市場還不搬議員嗆擱置農業局預算

纏訟15年、林金貴槍殺計程車司機疑案再審更二審又出現戲劇性逆轉。林男原本遭判無期
徒刑定讞，力拚再審逆轉獲判無罪，2021年再審更一審又改判林男無期徒刑。30日再審更二審
高雄高分院宣判，林男無罪。高雄高分檢強調，是否上訴，待收到判決後再開會討論決定。

宣判結束後林男激動哽咽，最後勉強說出 「聽到無罪兩個字，心臟一直跳」，感謝冤獄平
反協會一路陪伴。

林金貴2007年5月涉嫌在高雄鳳山持槍射殺王姓計程車司機，當時監視器畫面顯示，1名
長髮披肩的男性開槍殺人後逃離現場。一審認定林男行凶，該案2010年判無期徒刑定讞。協會
2度替林男聲請再審均遭駁回，2015年林男姊姊以1張他案發前2個月拍的短髮大頭照為證，成
功替林男取得再審門票，2017年4月高雄高分院終於裁准再審，林男也結束9年多的牢獄。

再審認為，林男擁有不在場證明，證人指證時間過久且違反程序，逆轉改判林男無罪。再
審更一審卻又採信證人證詞，認為林關鍵的大頭照無法證明拍攝日期，逆轉改判林男無期徒刑
。

再審更二審認為，林男在案發前2個月才到攝影公司拍半身照，當時頭髮長度還在耳上，
經鑑定頭髮生長速度，以及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影像比對鑑定，認定林男
不可能是影像中的人。

案發後1小時5分，林男遠在77.5公里外的台南，若要躲避目擊證人追擊和找尋逃逸汽車根
本不可能，法官認定林男擁有不在場證明。

考量相關證人指認程序未符合相關規定，在受驚嚇、記憶汙染等因素影響下指證可能不實
，案發現場的客觀跡證也與林男無關，最後法官改判無罪，但檢方仍可上訴。

林金貴案又逆轉 再審更二審判無罪
嘉義縣2003年打造全台首輛行動醫療車，開

創行動醫療至今邁入第20個年頭，近日獲台塑關
係企業王文潮、長庚醫療集團董事長王瑞慧捐贈
2574萬元，全新打造樂齡醫療車、婦女保健2輛
醫療專車，30日兩輛全台最先進醫療車啟用，宣
告嘉縣行動醫療升級3.0版上路。

2003年首輛行動醫療車上路後，2010年成立
3+1行動醫療列車變2.0版，昨再升級3.0版，全
新醫療車由台塑汽車引進打造，前董座陳勝光說
，台塑把最新車種引進台灣，結合綠能、減少排
廢量，包括減少 7％二氧化碳、50％PM2.5，內
裝也改造得更舒服，讓鄉親享受更好的服務。

昨由嘉義縣長翁章梁、立委陳明文、嘉義長
庚醫院院長楊仁宗、陳勝光、台塑汽車副總經理
鄭有智等人剪綵啟用。 「這是全台最先進的醫療
專車！」翁章梁表示，智慧專車啟用代表嘉縣偏

鄉醫療再升級，可拯救更多生命，同時讓鄉親隨
時透過檢查養成保健習慣，進而追蹤治療掌握樂
齡健康祕訣，未來專車也將參與複合式健康篩檢
深入各鄉鎮市。

陳明文說，台塑集團長期以來，只要縣府提
出協助，要1塊不是給5毛，而是1塊錢給足，很
多學校老舊教室改建，台塑幫了很多忙，他2003
年推出行動醫療車和弱勢篩檢，送醫療到村里，
受到鄉親歡迎、期盼，也提供更多醫療預防觀念
，相信3+1升級後會讓縣民感受更深。

衛生局表示，樂齡醫療專車採用最新高科技
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儀器，可檢查身體是否患有
肌少症，女保健專車則提供最新一代數位乳房攝
影設備、子宮頸抹片檢查二合一婦，更加舒適、
精準，獨立空間也保障患者隱密，更安心受檢。

嘉縣行動醫療專車 升級3.0版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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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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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訊) 無論是上下班、購物、
或是出遊，在美國幾乎天天都有用車的機會
。萬一發生交通事故，應該如何正確的處理
交通事故？是否需要找警察？是否需要請律
師？又如何拿到自己應得的理賠呢？相信大
家對於在美國處理交通事故都有一些問題想
問，休斯頓以專業著名的志鵬保險在此為讀
者們解惑。
一、是否需要叫警察?

大部分的汽車交通事故可以大致化分為
以下兩種情況：
1. 車輛只是有簡單或輕微的刮傷、擦痕，這
種情況下雙方覺得不需要賠償，不需要叫警
察。
2. 有人受傷，有重大損失，或者雙方發生了
責任糾紛。這種情況下，根據法律是一定要
警察到場的。

如果有警察到場，警察會界定責任，並
且在7-10個工作日內出具體的事故報告，來
幫助受損的一方進行索賠。
二、如何收集事故證據?

事故發生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收集現
場證據，避免日後發生糾紛時空口無憑。簡
單來說，主要收集以下兩方面的信息：
1. 收集事故現場的證據

對於收集事故證據不是一件難事，需要
拍下車輛受損的照片，包括對方的車牌號，
自己車輛受損的情況，對方車輛受損的情況
，以及兩車相撞的全景和事故發生的地點。
2. 保留對方的保險/駕照信息 (非常重要)

在拍照之後，如果您覺得是對方的責任
，那麼一定要留好對方的保險單和駕駛員信
息，方便日後聯繫對方保險公司獲得賠償。

如果您認為是您的責任，只需要把自己
的保險信息給對方，讓對方聯繫你的保險公
司理賠就好。
三、如何申報理賠

如果雙方受損都很輕，那麼可以考慮私
了。私了過程相對簡單，只需要雙方達成意
見一致即可，但是事故證據還是要留好。如
果決定私了，就不要將自己的保險和駕照信
息給對方。

如果事故損失較大，不能私了，那麼就
要涉及到跟保險公司聯繫，進行理賠。這裡
就分兩種情況：
當自己是受損方時：

聯繫對方保險公司，提供對方的保單號
和姓名。告知對方保險公司自己車輛/人員的
受損程度。

對方保險公司會安排理賠員聯繫你，對
事故和損失進行調查，並進行理賠。這時，
大家之前收集的關於事故的照片和警察的事
故報告會幫助大家更快的拿到理賠。

同時，不管警察是否到場，都要保存好
對方的信息。包括：對方駕照的照片以及聯
繫方式，對方的汽車保險單（這點對於快速
理賠至關重要！）

很多時候，造成事故的對方可能沒有保
險，如果遭遇這種情況，您最好的選擇是走
自己的保險來理賠自己的損失。因為大部分
情況下，對方連保險都買不起，那麼就算你
可以證明是對方的責任，對方也沒有錢來賠
償您的損失。

志鵬保險提醒大家，當今社會有很多人
都是無保險駕駛，您在選購汽車保險時，一
定要加上肇事逃逸保險這一項，保障您家人

和財產的安全。
當自己是責任一方時：

這時，您可以等待對方聯
繫您的保險公司，不需要做任
何事。只要對方報了您的保險
，保險公司派出理賠員對事故
責任進行判定，跟您核實事故
情況。

如果確實是您的責任，您
的保險公司對方的損失進行理
賠。如果對方請律師起訴您，
保險公司也會幫您請律師應訴
，到最終賠錢，都是您的保險
公司的責任。
如果責任不清晰/兩方都認為
是對方的責任：

這時，您如果認為是對方
的責任，那麼您就可以報對方
的保險進行理賠。然後對方的
保險公司理賠員會聯繫您了解
事故情況。

同時，理賠員也會參考警察出具的事故
報告，從而決定這場事故的責任歸屬。如果
您對於處理結果不滿意、或者對於警察出具
的事故報告也存在異議，那麼您就需要提供
出證據(視頻，照片等)，讓警察修改事故報告
，同時用事實證據證明是對方的責任。

如果您沒有強有力的證據的話，您是很
難讓對方保險公司更改責任意見，給您賠償
的！
四、是否要請律師

同樣也需要帶入到之前的兩個情景來分
析：

1. 如果是輕微事故，只有車輛受損的話，是
不需要請律師的，自己處理就好！
2. 但是一旦涉及到人員傷亡，有乘客受傷或
是身體感到不適，那麼這時找律師是比較好
的選擇。

一般如果是您有受傷的話，找律師是不
需要預付律師費的。律師會在幫您拿到賠償
之後，按照賠償金按比例收取服務費。

不論是找律師還是自己處理，及時採集
證據、以及收集和保存對方駕駛員的信息，
都對事故的處理至關重要！

如果您對於汽車保險有其他問題，或者
想要看看您是否可以節省一些保費？現在就
聯繫志鵬保險，讓我們幫您看看，多比較幾
家公司，有可能會幫您節省上百刀保費哦！
志鵬保險

如果您對於保險有任何問題，歡迎聯繫
休斯頓志鵬保險，我們的保險專員會為您解
答問題，幫您選擇最適合的保險，是您身邊
最專業貼心的保險經紀。

志鵬保險專精於: 汽車、房屋、人壽保險
、奧巴馬保險、醫療保險、紅藍卡保險。

電話: 832-460-5669。地址: 7001 Cor-
porate Dr., Suite 218, Houston TX。

在美國發生了交通事故該如何處理在美國發生了交通事故該如何處理？？
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怎樣正確的處理交通事故怎樣正確的處理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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