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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加州蒙特瑞公園市
（Monterey Park）21 日農曆除夕夜發
生舞廳槍擊案，造成 11 人死亡；今天
加州灣區又連續傳出2起槍擊事件，分
別造成7人與1人喪生。

今天發生的首起槍擊案地點半月灣
市（Half Moon Bay）位於舊金山以南
的聖馬提歐郡（San Mateo County），
距離舊金山市約40分鐘車程。

聖馬提歐郡警長柯普斯（Christina
Corpus）表示，案發後警方在警長所在

分局停車場內的一輛車上逮捕涉嫌發動
攻擊的 67 歲槍手趙春利（Zhao Chunli
，音譯），並在他車上發現行凶武器。

警長辦公室指出，他們在1座農場
和數英哩外的另一個地點發現7人死亡
、8人受傷。警方認為趙春利在其中一
處案發地點工作，目前正在調查他的犯
案動機。

半月灣市副市長希梅內斯（Joa-
quin Jimenez）表示，受害者包括華裔
與拉丁裔農場工人，部分工人住在其中

一處案發地點，可能還有兒童目睹這起
槍擊事件。

聖馬提歐郡警方獲報抵達一處案發
現場後，發現4人已命喪槍下，另有1
人狀況危急被送醫急救；警方同時在不
遠的另一處地點發現3人中彈不治。

這起血案發生數小時後，加州東灣
奧克蘭（Oakland）一處社區內的加油
站又發生槍戰，目前已知有1人死亡、
另有8人受傷，死者身分不明。

農曆新年不平靜 加州驚傳3起槍擊案共釀19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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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gedy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sadly continues as one
more person has lost his
life. A total of 11 people
were killed and nine were
seriously injured. The
whole nation is mourning
because of the tragedy.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at the
national flag would fly at
half-mast and he said that
he will mobilize all federal
agencies to fully assist the
local police.

The murderer,
surnamed Tran, was once
a truck driver. When he
tried to go to another
celebration event at a
second location and take
more lives, he was forcibly

expelled by a young man.
Otherwise, the
consequences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unimaginable.

Tonight the city
government of Monterey
Park will hold a large
memorial service to mourn
the dead. How are we
going to stop these
tragedies from happening
again? This has become a
national crisis.

We call on everyone
to lend your helping hand
and send your
condolences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alifornia, especially in
this time of the Lunar New
Year. 0101//2424//20232023

The Tragedy Is Not Over YetThe Tragedy Is Not Over Yet

加州洛杉磯蒙特利公園
市之慘案，今天又一人傷亡
， 總共有十一人遇害， 九
人重傷。美國全國正在為這
個慘案哀悼之中，拜登總統
宣布全國下半旗及動員聯邦
治安單位全力協助辦案。

據稱，這名七十二歲的
陳姓兇手曾經是一名卡車司
機，早年從中國大陸移民美
國，在他準備到第二家舞蹈
中心行兇時，被一名年輕人
強制驅離，否則後果更不堪
設想。

治安單位截至目前為止
， 尚未確定行兇之動機 ，

但是這名兇手顯然已經預謀
很久，而且社會關係非常複
雜。

蒙特利公園市政府前今
晚將舉辦大型追悼會來悼念
亡者，但是這㘯慘劇是否不
再上演，近年來全美各地不
斷連續不斷上演重大槍殺案
件，已經是全國之重大危機
。

我們呼籲大家要伸出援
手把溫情送到蒙特利公園市
，出錢出力相互支持。

悲劇還未完結悲劇還未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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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算法非侵入性篩查試管嬰兒胚胎
準確率約七成

綜合報導 據最新壹期《柳葉刀· 數字

健康》發表的壹項研究，美國康奈爾大學

醫學院研究人員新開發出壹種人工智能

(AI)算法，可避免活檢的缺點，非侵入性

地確定體外受精胚胎的染色體數量是否正

常，準確率約為70%。

染色體數量異常，稱為非整倍體，是

體外受精(IVF)胚胎無法植入或無法健康懷

孕的主要原因。目前檢測非整倍體的方法

之壹涉及對胚胎細胞進行類似活檢的取樣

和基因檢測，這種方法增加了IVF過程的

成本，並且對胚胎具有侵入性。

目前，醫生主要使用顯微鏡來評估胚

胎是否存在與生存能力差相關的顯著異常

。為了獲得有關染色體的信息，醫生還可

使用壹種稱為植入前非整倍體基因檢測

(PGT-A)的活檢方法。

在 新 研 究 中 ， 研 究 團 隊 開 發 了

STORK-A算法作為PGT-A的潛在替代方法

，或作為壹種更具選擇性的方式來決定哪

些胚胎應該進行PGT-A測試。

新算法STORK-A使用受精後5天拍攝

的胚胎顯微鏡圖像、胚胎質量評分、母親

年齡等信息，會

自動“學習”將

數據的某些特征

與非整倍體的可

能性相關聯。研

究團隊在 10378

個胚泡的數據集

上 訓 練 了

STORK-A， 這

些胚泡的倍性狀

態已知。他們在

獨立數據集上測

試了該算法，發

現了相當的準確

性結果，證明了

STORK-A 的 普

遍性。

據研究人員評估，該算法在預測非

整倍體與正常染色體“整倍體”胚胎方

面的準確性接近 70%。在預測涉及多個

染色體的非整倍體(復雜的非整倍體)與

整倍體相比，STORK-A的準確率為77.6%

。他們希望最終能夠使用AI和計算機視

覺技術以完全非侵入性的方式預測非整

倍體。

新算法代表了在降低IVF胚胎選擇風

險、減少主觀性、降低成本和提高準確性

方面取得的進展。研究人員稱，這是AI潛

在改變醫學的壹個很好的例子。
西方國家對俄限價令生效在即

歐盟或將面臨柴油危機
綜合報導 七國集團、歐盟及澳大利亞對俄羅斯海運出口原油的價

格限制令生效。從今年2月5日開始，西方國家針對俄羅斯石油產品的

限價令也將生效。

對於西方國家的石油限價等制裁措施，俄方作出反制措施，禁止向

實施限價令的國家供應石油產品。這也意味著屆時歐洲將無法繼續進口

俄羅斯柴油，而這可能將會進壹步影響歐洲國家汽車、船舶、建築和機

械制造等行業，令目前歐洲經濟問題雪上加霜。

據彭博社援引能源研究機構沃泰克薩咨詢公司的數據，2022年，歐

盟和英國約壹半的柴油進口份額來自俄羅斯，去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了

約2.2億桶柴油產品。截至去年12月，歐盟和英國通過從其他國家進口

替代產品，將這壹比例降至40%。但面對即將到來的限價令，這壹巨大

的進口缺口仍難以得到妥善解決。目前，歐洲各國主要將解決問題的目

光投向中東，而作為石油產品長期供應方的美國，最近幾周也顯著增加

了石油產品的出貨量。據估計，美國今年全年的柴油產能將創新高，並

將在出口歐洲的過程中持續獲利。

然而，有分析稱，歐盟對於限價令想取得的打擊俄能源出口收益的效果預

期，無異於緣木求魚。壹方面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的土耳其，可以繞開目前的所

有制裁並進口俄羅斯油料，其生產的柴油也同樣可以繞過制裁供應歐洲。另壹

方面如果原先出口歐洲國家的俄羅斯石油制品沒有足夠的市場消化，俄羅斯或

將削減煉油廠產量，導致全球燃料供應進壹步收緊，進而推高燃油價格，使得

國際燃油市場變得更加復雜而難以預測，進而影響目前的歐洲經濟。

俄軍奪下索列達爾之際，烏克蘭內訌加劇

澤連斯基要清算總司令

隨著俄羅斯新任總指揮上臺，俄

軍在索列達爾取得重要進展。與此同

時，俄大批導彈砸向烏克蘭全境，能

源設施和供電設施遭到嚴重損毀，

烏多地不得不被迫斷電。在此關鍵

時刻，烏克蘭內部爆發激烈爭吵，

多名官員譴責烏總統高級顧問阿列斯

特維奇，烏總統澤連斯基也計劃清算

烏軍總司令。

俄軍導彈擊中第聶伯羅市的公寓樓
烏官員爆發激烈爭吵
據環球網報道，近日，俄軍導彈擊

中了第聶伯羅市的壹棟公寓樓，整棟樓

被從中間炸開，幾乎斷成了兩截，死亡

人數不斷上升。阿列斯特維奇稱，俄軍

導彈可能是被烏軍擊落後才最終在公寓

樓上爆炸。

他的說法立即引起了烏官員的猛烈

抨擊，原因是阿列斯特維奇將事故責任

歸咎於烏軍，是對烏克蘭軍方的詆毀。

第聶伯羅市市長憤怒的表示，烏克蘭反

間諜部門應該對此做出反應。烏克蘭軍

方稱，是俄羅斯超音速巡航導彈Kh-22

擊中了大樓，目前烏軍並沒有武器可以

擊落該導彈。

烏總統高級顧問阿列斯特維奇
隨後，阿列斯特維奇對自己的言論

進行了道歉，稱這只是眾多說法中的壹

種，不是最終的真相。但他同樣對那些

批評者做出了回擊，表示現在應該去追

究俄羅斯的問題，而不是針對他。

澤連斯基要清算烏軍總司令
烏克蘭官員爆發激烈爭吵之際，烏

克蘭前議員稱，澤連斯基計劃清算烏

軍總司令紮盧日內。原因是，紮盧日

內在烏克蘭社會中有著較高的聲望和

支持率，澤連斯基擔心他會在某個時

刻取代自己的位置，或許會采取謀殺

並嫁禍俄羅斯的舉動來達成自己的目

的。此前民調結果顯示，紮盧日內是

烏民眾最信任的人物之壹，兩人之間

的關系愈發緊張。

事實上，有關烏克蘭總統與烏軍總

司令的不和並不是第壹次傳出。此前，

烏克蘭媒體就曾報道，澤連斯基想要撤

去紮盧日內的總司令壹職，由陸軍司令

擔任，以避免在烏克蘭奪得勝利之際擁

有強大的競爭者。之後，澤連斯基否認

了這壹消息。英媒也曾爆料稱，紮盧日

內被要求淡化自己的公眾形象，原本以

個人身份運營的臉書賬號，內容也開始

以烏軍行動介紹為主。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烏軍總司令
紮盧日內

眾所周知，從俄烏沖突剛剛爆發到

現在，烏軍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奪回哈

爾科夫東北部地區上千平方公裏土地，

將俄軍從赫爾松地區逼退。可以想象，

隨著烏軍在戰場的逐步推進，紮盧日內

在國內的聲望也將不斷提高，也難怪澤

連斯基開始擔憂。

烏指揮官承認撤離索列達爾
近段時間，俄烏在索列達爾地區激

烈交鋒。俄羅斯方面多次宣布，已全面

控制索列達爾，正在清理市內的烏軍。

但烏克蘭方面卻壹再否認，稱這只是俄

羅斯方面散布的謠言。

俄羅斯炮兵發動襲擊
近日，外媒報道稱，烏軍指揮官已

經承認，俄軍在索列達爾的攻勢取得了

重要進展，目前戰線已經轉移到了索列

達爾城外。而澤連斯基仍然堅稱當地的

戰鬥仍在繼續。眾所周知，索列達爾的

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壹旦俄軍全面控制

該地區，對於向頓涅茨克方向的推進有

重要意義，同時還能切斷烏軍補給線，

將其困在包圍圈內。因此，烏軍在當地

構築了強大的防禦攻勢，但就目前的情

況而言顯然不容樂觀。

烏軍在索列達爾處於劣勢之際，烏

克蘭內部矛盾不斷湧現，與此同時，俄

軍迎來了新的總指揮，未來的戰場局勢

充滿變數。

湯加海底火山噴發壹周年
重建在繼續

綜合報導 南太平洋島國湯

加的洪阿哈阿帕伊島海底火山

劇烈噴發。時隔壹年，重建工

作仍在繼續，壹些災民仍未得

到安置，漁業也尚未恢復。

據報道，湯加主島湯加塔布

島村莊和道路上的火山灰和碎石

已清理完畢，而修復受損海底通

信電纜的工作仍在進行。

壹些地勢較低島嶼的居民

災後永久遷居到湯加塔布島和

埃瓦島。不過，湯加塔布島西

岸壹座村莊雖然受災嚴重，但

由於安置地土地分配存在糾紛

，村民們仍住在臨時搭建的棚

屋、帳篷或受損房屋中，遷居

遙遙無期。

據路透社報道，火山噴發

後，火山灰壹度覆蓋了湯加99%

國土，導致甘薯、果樹等諸多農

作物死亡。不過，火山灰被清理

後，作物得以繼續生長。

另外，湯加人多以捕魚為

生，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去年11月估計，火山噴發導致

湯加漁業和水產養殖部門因漁

船受損等原因損失約740萬美

元，這對湯加而言不算小數。

多名專家認為，除壹些魚類資

源可能枯竭外，還有壹些跡象

顯示湯加漁業可能需要很長時

間才能恢復。

湯加海底火山噴發後，65

公裏之外的湯加首都努庫阿洛

法觀測到海嘯。日本、美國、

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

多國發布海嘯預警。多項研究

顯示，這次火山噴發規模創100

多年來最高紀錄，比20世紀以

來任何火山噴發、隕石撞擊或

核爆試驗的威力都大。由於噴

發過於猛烈，火山羽流高度超

過對流層，達到57公裏，是人

類有記錄以來觀測到的最高火

山羽流。

極端寒流來襲：
吉爾吉斯斯坦終年不凍“熱湖”

罕見被冰封
綜合報導 2023年開年以來，世界多地都遭遇了極端寒流，甚至創

下了多年來的新低紀c錄。

據央視新聞報道，近日吉爾吉斯坦遭遇了嚴寒天氣，多地氣溫低

於-30攝氏度，大幅低於多年同期最低氣溫。

受寒潮降溫影響，中亞地區最大的湖泊之壹，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

終年不凍湖伊塞克湖罕見被冰封，有些地方的冰層甚至厚達1.5米，當

地居民稱，他們從來沒見過這片湖的湖水結冰。

據了解，伊塞克湖面積多達6000平方公裏，在吉爾吉斯語中意為

“熱湖”，“不凍湖”，該湖平均深度279米，最大深度702米，在湖水

深度世界排名榜上位列第七，同時因為湖面海拔在1609米 ，因此也被

稱為世界上最深的高山大湖。

伊塞克湖是吉爾吉斯人的母親湖，相傳在很久之前，吉爾吉斯人和

外族發生戰爭，吉爾吉斯人不幸戰敗，當逃亡到伊塞克湖畔時，大家不

由自主停住了腳步，對敵人的恐懼似乎壹瞬間完全消失了。

外族追兵隨後趕到，面對大海般寬闊的湖面、平靜碧藍的湖水和潔白無

暇的雪山，兇狠的敵人被眼前的神奇美景所震撼，為大自然寬厚仁愛的魅力

所感化，為自己的殘忍殺戮行為所羞愧，紛紛放下武器，雙方握手言和。

近些年來，全球極端氣候確實多發，除了吉爾吉斯坦，大寒流也襲

擊了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最冷的地方氣溫已經降至零下73℃，打破

了北半球的歷史最低氣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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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加州驚傳3起槍擊，造成19人喪生後，加
州北方的華盛頓州今天也傳出槍擊，槍手在射
殺 3 人後逃逸。警方表示，這是一起隨機攻擊
，正全力緝凶。

加州蒙特瑞公園市（Monterey Park）21 日
農曆除夕夜發生舞廳槍擊案，造成11人死亡；
昨天加州灣區又連續傳出 2 起槍擊事件，分別
造成7人與1人喪生。

位於華盛頓州最大城市西雅圖東南約 160
公里、僅有約10萬人口的亞基馬市（Yakima）
警方表示，一名男子當地時間凌晨3時30分在

Circle K便利商店射殺3人，這似乎是一起無緣
無故的攻擊。

亞基馬市警察局長莫瑞（Matthew Murray
）表示： 「男子走進店後開始射擊，先在店裡
射殺一人，走出店後又在店外射殺一人，走到
對街後似乎又射殺一人。」

莫瑞表示，警方正在檢視商店周遭的監視
器影片，並表示 21 歲槍手哈多克（Jarid Had-
dock）行凶後從附近加油站竊取一輛車，駕車
逃逸。

加州驚魂未定 華盛頓州又傳槍擊、槍手射殺3人逃逸

洛杉磯當局今確定蒙特利公園市（Mon-
terey Park）爆發的槍擊案有11人不幸中彈身亡
，治安官事後在發佈會上表揚一名26歲的蔡姓
男子，多虧他挺身而出，與槍手經歷一番打鬥
最後搶走武器，他心有餘悸說道： 「當下覺得
自己會死在這裡。」

綜合《洛杉磯時報》、《紐時》報導，槍
擊地點就位於一間舞蹈工作室（Star Dance Stu-
dio），案發後槍手又前往阿罕布拉市（Alham-
bra）另一間來來舞廳，被視為英雄的蔡先生
(Brandon Tsay)剛好是後者第 3 代繼承人，也是
一名工程師。當下他站在櫃檯忙著工作，因為
已經過了晚上10點，現場客人只剩小貓兩三隻
。突然他聽見前門被關上的聲音，怎料轉身就
看到一名亞洲人，手拿槍枝站在後方，腦中只
浮現一個念頭： 「我死定了！」

接者他發現凶嫌正四處張望，尋找可以傷
害的目標，蔡心想一定要搶走武器，不然每個
人都會死。兩人爆發肢體衝突後，一路扭打成

至門外大廳。蔡先受到攻擊，被呼了巴掌和重
擊後腦杓，最後用吃奶的力氣將人推到一旁、
成功奪槍，並吆喝： 「給我滾，不然我斃了你
！」槍手急忙逃至他的廂型車內逗留一陣子。

蔡先生還說道，完全不知道20分鐘前他在
其他地方殺了好幾位無辜者，強調 「完全不認
識這個人」。

蔡父得知消息後趕往現場，沮喪表示：
「我感到內疚和生氣，因為我不在現場…慶幸

兒子還活著。」
其妹妹形容： 「哥哥是我見過最勇敢的人

，他善良體貼，非常有同情心…」
治安官魯納(Robert Luna)週一也在記者會

上大讚蔡先生的見義勇為，稱他是英雄，阻止
悲劇擴大。本人則表示： 「很多人都說我是英
雄、說我有多大的勇氣。我認為勇敢不是一點
都不怕，而是當它來臨時，有能力在逆境中感
到恐懼。」

加州槍擊26歲工程師豁出去了 英勇奪槍過程曝：以為會死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任命特納出任北韓特使
，聚焦人權議題以向北韓施壓。此一職位已懸
缺6年時間，曾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峰會的
前總統川普整個任期都未遞補。

法新社報導，特納（Julie Turner）是職業外
交官，現任國務院人權局亞洲部門負責人，會
說韓語。

特納人事案須聯邦參議院確認通過，但預
料將不會遇到太多阻力。

美國的北韓人權特使被賦予大使級地位。
這個職位是國會根據2004年一項立法授權，旨
在對這個世界上最專制國家之一的北韓加強關
注，不僅是安全議題，還有人權問題。

北韓特使一職自 2017 年 1 月以來一直懸缺
，時任特使金恩（Robert King）隨前總統歐巴
馬卸任而離開崗位。

川普的首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
當時並未打算派任北韓特使新人選，而是想要

以企業方式重整國務院人事，以強化特使職務
功能。

後來繼任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也沒填補此一職缺，當時川普正尋求與北韓領
導人金正恩展開外交接觸；川普曾說，他與金
正恩 「墜入愛河」；兩國領導人舉行3次高峰會
，緩和了緊張局勢，但未能達成持久協議。

如今，拜登在上任兩年多時敲定北韓特使
人事案，他曾矢言要重新聚焦人權北韓議題。

拜登政府曾經提議與北韓展開較低層級的
外交接觸，但北韓拒絕相關提議，並發動一連
串火箭試射，包括射程可能涵蓋美國本土的洲
際彈道飛彈。

國務院在最新的全球人權報告中提到，北
韓侵犯人權行為普遍存在，包括嚴禁任何異議
、公開處決和大規模監禁營區，囚犯在營區內
被迫勞動和挨餓。

懸缺6年 拜登任命特納出任北韓人權特使

舊金山市以南的沿海城市半月灣今天下午
傳出兩起槍擊案，執法人員表示1名男子在兩個
地點開槍，已知有7人死亡、1人受傷。市議員
告訴當地媒體遇難者為 「華人農民」。

發生槍擊案的半月灣市（Half Moon Bay）
位 在 舊 金 山 以 南 的 聖 馬 提 歐 郡 （San Mateo
County），距離舊金山市約40分鐘車程。

聖馬提歐郡警方接獲報案抵達一處案發現
場後發現4人已命喪槍下，另有1人狀況危急被
送往史丹佛醫療中心急救；警方同時在不遠的
另一處地點發現3人中彈不治。

灣區電視台ABC7取得一段影片，畫面中，
3名警方持槍前進車輛之間，將1名身穿牛仔褲
、紅袖外衣的男子制伏，隨後數名員警衝上前
幫忙。

聖馬提歐郡警長辦公室已證實，被逮捕的
男子為67歲的趙春利（Zhao Chunli，譯音），
警方也在他車上發現行凶武器。

當地媒體報導，趙春利是華人農工，死者
多半是與他一起工作的華人。

半月灣市議員希梅內斯（Joaquin Jimenez）
表示，發生槍擊案的兩個地點，其中一個是種
植香菇的農地。ABC7根據消息來源報導，這處
農地以種植大麻為周遭所知，嫌犯為當地農工
，受害者為其同事。

聖馬提歐郡議員穆勒（Ray Mueller）說案
發當時有小孩在現場。

警方研判嫌犯為1人犯案，動機尚不清楚。
聖馬提歐郡警長柯普斯（Christina Corpus）

表示，這起事件對半月灣社區來說是極為嚴重
的悲劇。

加州蒙特瑞公園市（Monterey Park）21 日
晚間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表示還在當地慰問受害者，就接獲另
一起槍擊案的消息，現在是雪上加霜。

北加州槍擊案7死1傷官員：死者多為華人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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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汙水排海計劃遭多方痛批
12年前，福島第壹核電站三個反應

堆的堆芯熔毀，讓日本和全世界繃緊了

神經。而最近幾個月，這裏迎來了新

“住戶”：數百條比目魚和鮑魚生活在

5個水池裏。這些動物不是為了給每天

在附近工作的近4000名工人舒緩情緒的

，而是為了向居民和漁民證明：春季或

夏季將含有放射性氚的汙水排進太平洋

並不危險。在這座核電站已經為東京電

力公司(以下簡稱東電)效力33年的山中

壹雄(音)說：“我們想讓人們看看，氚

不會在動物體內長期沈積。”

比目魚和鮑魚是福島縣和日本東北

部近海漁業的特產。在發電廠現場，壹

些魚生活在純凈海水池中，另壹些則生

活在略微受氚汙染的水中，該測試將運

行數年，因為東電也打算連續數年將汙

水排入大海。

科學家駁斥東電說法
對福島核汙水的恐懼普遍存在。環

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呼籲將水儲存更長

時間，直到找到更好的技術選項，不會

對海洋造成放射性汙染。

日本政府和東電拒絕現有的從水中

分離氚的技術方案，認為它不切實際。

但綠色和平組織的核專家肖恩· 伯尼認為

，日本只是因為成本太高才猶豫是否分

離氚。加上補償、拆除發電廠和凈化土

壤，核事故的貨幣成本估計已達到21.5

萬億日元(約合1.1萬億元人民幣)。據說

東電支付了其中的大約四分之三。

負責拆除東電受損反應堆的松本淳

壹(音)解釋說，在排放到太平洋之前，

被處理後的水只剩氚，而且已經被稀釋

到放射性汙染不超過每升1500貝克勒爾

的程度，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為飲用水設

定的每升10000貝克勒爾的限值。壹旦

進入海洋，放射性汙染將被進壹步稀釋

。

但這無法說服批評者。太平洋島國論

壇委派的科學家認為，東電公布的關於

福島水被各種放射性物質汙染的數據太

少，無法以這種方式評估風險。這就是

為什麽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的太

平洋島國論壇敦促至少推遲核汙水排放

，以便對後果有更多的確定性。

綠色和平組織指責日本淡化了氚汙染

的危險，該組織認為，東電沒有充分考

慮到氚可以在有機物中長期積累，並在

海洋食物鏈中積累。國際原子能機構也

建議東電在影響評估中更加關註有機結

合的氚。

民眾與鄰國表示譴責
另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外交部相關

人士13日就日本政府確認福島核汙水預

計於2023年春夏前後排放入海壹事，重

申堅持把國民健康和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確保日方從客觀、科學的角度出發，

以安全且符合國際法和國際

標準的方式處理核汙水的立

場。

據報道，東電控股社長

小早川智明表示，盡管政府

為處理水排放提供了“春夏

前後”的新時間表，但他的

公司仍打算在春季前讓設施

準備就緒。他也承認當地仍

難以諒解汙水排海壹事，並

承諾將繼續努力，緩解安全

方面的擔憂。

這壹排放計劃遭到當地漁民、居民

，以及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日本鄰國

的強烈反對。福島居民擔心他們的農業

和漁業產品的聲譽將進壹步受損。

壹些科學家說，長期、低劑量地接

觸氚和其他放射性元素對環境和人類的

影響仍然不明，釋放計劃應該推遲。他

們說，如果是在食用魚肉的過程中攝入

氚，對人的影響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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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司法界消息，首爾中

央地方檢察廳反腐調查1部和3部以涉

嫌貪汙、違反反腐法和利害沖突防止法

等為由傳喚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

李在明於27日到案接受調查。

據報道，李在明已於本月10日就

“城南足球俱樂部贊助金”壹案到案接受

調查，此次僅時隔6天再被檢方傳喚。

檢方認為，在大莊洞地產弊案中，

李在明作為城南市長行使了最終決定權

，向民間開發商提供便利，使其獲得

404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2億元)的巨額

收益，給城南市造成損失。

檢方還認為，城南市長政策秘書鄭

鎮相等李在明的親信向大莊洞開發商提

供項目便利，並約定收受項目開發收益

中的428億韓元，而且在接受各種選舉

資金的過程中李在明也有所介入。

鄭鎮相等還涉嫌2013年在慰禮新城

區項目開發過程中向民間開發商事先泄

露內部信息，而李在明則涉嫌幹預其中

，這也成為檢方調查對象。

預計李在明將同民主黨領導班子就

是否到案進行討論，也有可能不接受傳

喚。在接受檢方有關“城南足球俱樂部

贊助金”案件的調查中，李在明對檢方

的提問多數以提交書面答辯狀替代。因此有觀點認為，

李在明此次就地產弊案也有可能用類似方式陳述。

李在明其間壹直就地產弊案表示不存在問題，其親

信也主張這是檢方刻意的政治攻勢。檢方則正在考慮結

束此案調查後，將其與收受贊助金壹案合並提請批捕李

在明。

韓國去年個體戶約占就業人員總數20.1%
創1963年來統計新低

綜合報導 韓聯社援引

韓國統計廳公布的數據稱，

去年韓國有563.2 萬名個體

戶，約占就業人員總數的

20.1%，占比達到自1963年

開始統計相關數據以來的最

低值，與 1963 年的最高值

37.2%相比，降低 17.1 個百

分點。報道稱，個體戶數量

在 2002 年達到峰值（621.2

萬名）後呈減少趨勢，在全

球金融危機之後，於2009年

首次低於600萬人。同時，

個體戶的占比也逐漸降低，

在1989年首次跌破30%大關

，2012年後至今連續降低。

去年，沒有雇員工的個

體戶為426.7 萬名。韓聯社

認為這是多年來最低工資上

調以及新冠疫情綜合作用的

結果。與之相對，隨著企業

增加，韓國工薪階層人員數

量去年以2150.2萬名創下歷

史最高紀錄，在勞動者中的

占比也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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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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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記者放蛇6000元購兩盒 藥劑師指須防副作用

無效無效綠盒綠盒港集散港集散 走私澳珠再速遞走私澳珠再速遞

掃碼睇賣假藥

◆◆旺角一間藥房職員表示旺角一間藥房職員表示，，另付另付800800
港元便可經澳門港元便可經澳門、、珠海再速遞珠海再速遞。。

香港文匯報專題組香港文匯報專題組攝攝

◆◆藥房職員稱取貨藥房職員稱取貨（（仿製仿製
藥藥））要問問醫生有無開要問問醫生有無開
門門。。 香港文匯報專題組香港文匯報專題組攝攝

山寨版新冠口服藥產業鏈中，香港是重要的集散地，其中一款被

不法商人吹噓為神藥、俗稱“綠盒”的未經註冊新冠藥近期在香港黑

市熱賣，不少在內地有親友的港人想方設法購買及寄返內地。香港文

匯報記者日前在旺角藥房以約6,000元（港元，下同）的購買了兩盒，

其中一間藥房職員為記者訂貨時“說漏嘴”透露整個供應鏈有醫生分

銷予藥房；另一間藥房則自爆走私往內地的路線是，人肉帶貨到澳

門，再經珠海速遞到內地各地。但經華大基因化驗證實，該兩盒藥與

內地買到的逾九成“綠盒”都不含治療新冠病的有效成分，與食安慰

劑無異，而且有藥劑師指出非但無療效，更有嚴重副作用。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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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上月
及日前調查買到的“山寨版”新冠藥
物，都是從一些掛有“ ”標記的註冊大藥房買
到，這些藥房規定必須有藥劑師駐場，但記者放蛇
期間，甚少見藥劑師在場，但負責銷售的藥房職員
卻是“專家上身”。有藥劑業人士批評政府對藥房
監管聊勝於無，建議效法歐美國家，要求藥房大股
東必須是持牌藥劑師，若被發現違規違法，必須吊
銷其藥劑師資格，以增加阻嚇力。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直斥出售假
藥或未經註冊藥物的藥房：“食得的都是病情非
常緊急的患者，到頭來才發現服用的‘藥’根本
無用，豈不是拿人命來較飛？簡直係無良。”

他認為，事件反映不止生產商有問題，政府
對藥房監管也存在嚴重漏洞，“啲藥無註冊都可
以隨便在藥房買到，顯示部分藥房無視法紀。”
他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對藥房的監管制度，未有註
冊藥劑師駐場的店舖不應隨便與藥房拉上關係，
“通街都是藥妝店，即使沒有藥劑師駐場，都掛
個招牌出來話有藥賣，市民唔識分，以為店員具
有相關知識，政府要加強監管，避免誤導市

民。”
香港目前對藥物零售商設有兩層監管制度，

分為“藥房”及“藥行”兩類，只有“藥房”才
會有“ ”標誌，這類店舖按照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註冊，必須有註冊藥劑師定期當值，獲准出售
醫生處方藥，即第一類毒藥；但“藥行”無須藥
劑師在場，只限出售第二類毒藥，例如一些常見
的抗鼻敏感、抗皮膚敏感藥等。但這兩類藥店都
無規定負責人是藥劑師，以致一些違法經營的藥
店被搗破後，換個招牌後又能再次營業。

藥劑業界批評現時在港開設藥房或藥行的門
檻非常寬鬆，基本上“有錢就開得”，導致良莠
不齊，“現在大部分先進城市，都規定藥房的大
股東必須是藥劑師，一旦有違規情況，大股東被
吊銷藥劑師資格，後果咁嚴重，他們不敢鋌而走
險。”他建議政府落實這規定。

記者買到的“綠盒”被驗出不含
有效成分Nirmatrelvir（奈瑪特韋），
但含有Ritonavir（利托那韋）。香港
藥學會前會長龐愛蘭解釋，Nirmatrel-
vir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繁殖，而Rito-

navir是一種 HIV-1 蛋白酶抑制劑，主要用於跟其他藥物
一起治療愛滋病。她又說，若無Nirmatrelvir成分，不單
無抑制新冠病毒之效，反而要承受Ritonavir帶來的副作

用，包括暈眩、噁心、嘔吐、腹瀉等，嚴重者可引起肝臟
問題如胰臟炎、過敏或心律不正等，“Ritonavir不可跟某
些藥物‘撞藥’，用量也要非常小心，不宜胡亂服用。”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指出，食用不含抗
新冠藥效的藥物，不但延誤醫治，令新冠病毒無法被抑
制繁殖，病情可能急轉直下，當中的Ritonavir副作用
多，有研究顯示七成人服後出現嚴重肚瀉及脫水，呼籲
市民不要亂食未註冊藥物。

除了藥房出售未經註冊
的山寨版新冠藥，醫藥網絡零售
平台也分杯羮。早前一名內地讀
者發現香港一間醫藥零售平台販
賣“綠盒”後，以微信接觸該平
台負責人，對方自稱是“印度As-
trica所生產的Primovir（綠盒）在
大中華地區的唯一授權經銷
商”，並貼出相關藥物檢測報
告。該讀者遂以數千元人民幣買
藥，惟患者服用後病情仍未改善，
遂將藥物送去化驗，同樣驗出不含
有效成分。香港文匯報調查發現，
該平台負責人是畢業於港大經濟及
管理學院的“港漂”，記者放蛇發
現他近期變本加厲，既有售輝瑞的
仿製新冠藥，也開拓默沙東仿製新
冠藥的市場。

這平台成立僅兩年多，就經
過四次改名。該公司董事姓徐，
是一名年僅26歲的“港漂”，創
辦該公司前，曾數次創業，涉足
電子科技、獵頭等行業，曾自稱

是一個創業家協會的發起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官網所

示公司地址上門查探，發現是一
個共享的迷你辦公室，管理處透
露負責人不常來辦公室，令人懷
疑是空殼公司。

未幾，之前透過微信發送到
該公司的短訊突然獲回覆，對方
似乎有感“綠盒”的騙局被戳
破，遂照辦煮碗打造更多“神
藥”。他聲稱一間名為Mylan的藥
廠獲默沙東MPP官方授權生產新
冠口服藥，“每盒售價 1,650
（元）人民幣，透過速遞送貨，
每次最少要訂5盒；團購50盒，
每盒只售1,400（元）人民幣。”

見記者猶豫，對方更強烈推
銷：“Mylan是全球第二大仿製藥
企業，美國輝瑞旗下，品質可靠。
年前最後一批，請勿錯過。”

香港目前已獲註冊的新冠口
服藥只有兩種：輝瑞藥廠

生產的帕克斯洛維德（Paxlov-
id）及默沙東生產的莫納皮
拉韋（Molnupiravir），其
他自稱的“新冠藥”均未
註冊，在港出售或管有
都屬違法。

為加大產量，
全球35家企業獲
授權可生產帕克
斯洛維德的仿
製藥，聲稱
也含有效成
分 Nirma-
trelvir

（奈瑪特韋），但近日印度一家不在授權名單
上的藥廠Astrica聲稱也獲授權，並生產一款名
為 Primovir 的新冠藥，內地人稱之為“綠
盒”。香港則因自由港之便，以及鄰近內地的
優勢，成為山寨藥的重要集散地，大批“綠
盒”流入香港黑市，香港文匯報記者繼上月底
報道旺角有多間藥房出售山寨版新冠藥後，近
日再放蛇購買“綠盒”，僅僅詢問數間藥房，
便有2間表示“有貨”。

有單才入貨收一半訂
一間位於旺角亞皆老街的藥房，“綠盒”

售價2,500元，職員賣力宣傳稱，“家落
訂，今晚（指當晚）取貨，朝早都有個客訂咗
一盒，你要嘅話加埋你，我就去攞兩盒。”言
談間表明藥房內沒有存貨，只在有客人訂購
時，才逐次取貨，減少存貨也能減低被控“管

有未經註冊藥物”的機會。
由於記者想盡早取
貨化驗，便問能

否提早

取貨，職員竟說漏嘴：“要睇醫生是否已返
工，因為怕搵唔到人，就要延後交貨。”說
罷，他便致電口中的“醫生”，然後掛掉電
話稱：“無人聽電話，不如你先落一半訂
金，到貨後我打畀你！”好奇之下記者詢
問，購買“綠盒”是否需要醫生紙，對方則
稱“不需要”。

收據未顯示藥物名稱
記者下了訂金後，試圖暗中觀察有無“醫

生”的目標人物送藥到藥房，但都沒有可疑目
標，懷疑是“醫生”派跑腿送藥，但相隔幾小
時後記者接到當晚取貨的通知。

代寄服務另收800元
記者便在指定時間再次前往該藥房，只見

職員走進藥房內一隱蔽間隔，翻倒出一兩個紙
箱，花了數分鐘才從隱蔽處取出一個膠袋，從
中掏出一盒“綠盒”，並打開藥盒向記者介紹
服用方法及劑量。完成交易後，職員便小心翼
翼，收回及銷毀寫有“Primovir”（綠盒）字
樣的收據，重新打印一份未顯示藥物名稱的收
據交給記者。同時，記者亦在另一間位於

洗衣街的藥房發現“綠盒”影蹤，店方還提
供郵寄內地服務，職員稱現貨每盒售3,000
元，若要郵寄另加800元。記者好奇之下詢問
郵費昂貴的原因， 職員無意間透露“走私”
路線：“我哋係人肉孭貨到澳門，再到珠
海，然後再速遞到內地收件人地址，好辛苦
㗎！”對方見記者面露猶疑，便又稱：“今
日已有幾個客訂咗貨，由我哋代送，家畀
錢，今晚就過澳門，聽日過珠海就寄速遞，
好快收到，如果你自己寄，恐怕過年都未
到！”

該兩盒“綠盒”其後送交華大基因化驗，
結果顯示香港文匯報記者與許多用家一樣都交
了極昂貴的“智商稅”。輝瑞新冠藥由兩種成
分組成，一種是抗病毒有效成分奈瑪特韋（Nir-
matrelvir)，它能夠阻斷病毒的複製，是此藥最
重要、最有價值所在的成分；另一種是作為輔
助劑的托那韋（Ritonavir），相當於藥引角
色，使藥物更長時間發揮抑制病毒作用。不
過，記者及內地民眾送交的“綠盒”，逾九成
不含有效成分奈瑪特韋，只有藥
引利托那韋，簡單理解則是該藥
沒有治療新冠的藥效。

◆出售“綠盒”
的電商創辦
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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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斯洛伐克籍男子23日下午與友人前往
關西鎮石牛山玩空拍，未料男子撿拾空拍機時
失足墜落40公尺深峭壁，幸虧被壁上樹枝卡住
命懸一線。新竹縣消防局獲報後，派遣關西分
隊出動2車6人及救護義消4名前往搶救，在天
色將暗、陰雨起霧的天氣中，成功救援。外籍
男脫困後，驚魂未定的他與友人相擁而泣。

兩名分別為阿根廷籍及斯洛伐克籍登山客
23日攀登石牛山，其中斯洛伐克籍登山客於三
角點撿拾空拍機時失足墜落，關西分隊獲報抵
達三角點後，發現天氣陰雨且山上氣候寒冷起
霧，已無法用肉眼看見墜落者目前狀況，透過
呼喊確認其位置並了解其已墜落崖中許久，所
幸於約40米深處有一樹枝將其擋住，現場僅靠
著此根樹枝支撐其重量岌岌可危。

救難人員見勢立即於三角點尋找固定點架
設，並使用 Petzl MAESTRO S 技術救援下降
器、萬象滑輪、50米主繩及半身式吊帶等器材

建立省力拖拉系統供救難人員垂降及拖拉墜落
者。

整個救援行動歷經約1個半小時，終於在
傍晚5時將墜落者拉回山頂，鬼門關前走一遭
的外籍男一站回山頂後便與同行友人相擁而泣
。救難人員評估男子左額處有非常深撕裂傷、
左肩及右手手指脫臼、衣物多處遭樹枝劃破，
救難人員立即給予保暖及基本包紮固定後，伴
隨兩名登山客下山，並後送竹東台大醫院救治
。

救難人員坦言，此次在天候不佳情況下搶
救墜崖登山客，除須克服起霧視線不佳及山頂
崎嶇地形，更重要的是仰賴分隊平時拖拉系統
架設訓練，才能在實際危急狀況下順利完成任
務，同時呼籲民眾登山前務必遵守掌握登山資
訊、裝備充分、注意天氣狀況等原則，方能降
低意外發生機率。

外籍男撿空拍機墜40米峭壁 警消寒風陰雨救援成功

春節期間，許多民眾前往中壢青埔地區的
華泰名品城觀光購物，大量的車潮造成鄰近的
大竹交流道周邊道路壅塞，大園分局埔心派出
所為此特別加派警力進行交通疏導，維持車輛
順暢。

位於桃園市中壢區的青埔特區近年來發展
快速，交通及觀光設施眾多，除了桃園高鐵站
是不少民眾返鄉的必經之路，華泰名品城也是
北部著名的購物中心，加上前幾年開幕的新光
影城及Xpark水族館，每逢假期更是吸引許多
觀光客前往參觀，而大量湧入的車潮，也讓鄰
近的大竹交流道周邊路段出現壅塞情形。

大園警方指出，為因應春節期間湧入大竹

交流道周邊路段的大量車潮，埔心派出所特別
加派警力，在大園區中正東路二段與高鐵北路
三段加強疏導交通，引導用路人於重要路口能
順利通往正確方向，並於車潮湧現時隨時通報
警廣，讓用路人能提早知悉路況改道行駛，警
方並針對周邊道路重大交通違規強力執法，以
迅速排除道路障礙，保持交通順暢。

警方表示，春節期間觀光景點及各大賣場
人潮湧入，建議民眾能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自行開車的民眾可先行查詢出遊地點周邊的停
車場位置，切勿任意違規停車影響交通，出門
也要遵守防疫規定做好實名制及配戴口罩，平
安歡度佳節。

春節天氣好大新竹交流道爆車潮 警加強交通疏導

桃園市平鎮警分局員警22日除夕凌晨發現一部懸掛失竊車牌的自小客車，尾隨在後並伺機攔停
稽查，該車發現警車尾隨在後隨即加速逃逸，過程中還衝撞警方，員警當下朝著車身及車輪連開7槍
，才順利逮捕嫌犯，事後發現該車也是失竊車輛，所幸整個圍捕過程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平鎮警方表示，48歲的陳姓男子當晚開著從觀音區行竊的自小客車，並在平鎮區延平路三段竊
取另部同型車輛之號牌，員警擴大調閱監視器後發現該車前往中壢區青埔一帶，立即派員前往追捕
，員警在桃園高鐵站附近發現該車，立即尾隨在後並伺機攔停稽查，陳男發現警車立即加速逃逸。

經員警多次廣播停車受檢，但陳男仍拒絕接受稽查，甚至衝撞員警車輛逃逸，沿途更闖越多個
紅燈，在情急之下，員警連開7槍制止，並在五楊高架南下62公里處當場將陳姓嫌犯壓制逮捕，也
發現該車為通報協尋之失竊贓車，訊後依竊盜及公共危險等罪嫌移送法辦。

追捕失竊車輛！男拒檢闖紅燈平鎮警開7槍逮嫌

台中市北區東光東街1處大樓，24日晚間10時許傳出火警，台中市消防局獲報後，立即派遣中
區、中山、北屯、大誠、東英等分隊及第八大隊，人、車等前往撲滅火勢，有民眾從自家大樓拍攝
，整片濃煙密布，起火點疑似該大樓8樓頂樓加蓋處，消防人員搶救半小時內熄滅，初步清查無人
員受困火場。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接獲民眾報案，北區東光東街1處大樓7樓頂樓火警案件，立即派遣消防車
16輛、救護車2輛、人員50名到場搶救，由第八大隊副大隊長沈建民於現場指揮，佈水線救災。

台中市消防局指出，火警大樓為7樓集合式住宅的8樓鐵皮加蓋，火勢於22時24分控制，22時
30分熄滅；現場無人員受困，燃燒面積20平方公尺，財損待查，燃燒儲藏室雜物，起火原因由火調
人員調查中。

台中大樓驚傳頂樓大火 「濃煙密布」 陷火海 消防員灌救中
當家家戶戶慶新年，與親朋好友團圓聚會，體恤社會許多弱勢家庭窘境，亟需大眾伸援手

關懷與協助；台中市警二分局永興派出所及金龍里長楊文欽今年攜手華梵禮儀公司，準備白米
、麵條、沙拉油、泡麵、罐頭等物資，分送給北區需要幫助的弱勢家庭，援助貧困民眾度過寒
冬，安心在家好過年。

永興派出所副所長陳衍宇、義警分隊長張少薰、金龍里長楊文欽，三方一起傳遞愛心，一
同到里內2處弱勢家庭進行關懷、慰問關懷1戶中低收入戶、65歲老婦人，因打臨工的兒子身體
欠安，且家中還有一個小孫子要照顧，老婦人只能靠賣滷味貼補家計，見社會關懷，相當感謝
。

另一戶家庭是1對六旬老夫妻，二人都持有殘障手冊，經濟重擔卻只能依靠女兒做夜班薪水
維持生計，家庭生活十分困頓，2個案需外界伸手援助；除物資並送加菜金慰問，讓民眾感受到
滿滿的溫暖，在新的一年為他們加油打氣。

第二分局分局長楊川表示，春節期間，警方與企業做公益、拋磚引玉，拚治安、全力以赴
，努力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以同理心關懷需要幫助的角落，讓社會弱勢團體都能感受到社
會的溫暖。

用愛迎兔年助弱勢 警攜手企業寒冬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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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猶記
得數月前才參加曹志源教授的夫人
曹魏怡賢女士的喪禮，今又傳來曹
志源教授於昨（1月23日）在休士
頓病逝，距其生年1928年，享年95
歲。

曹教授一生輝煌，學驗俱優，
民國43年，考入中華民國外交部服
務，曾任駐美代表處秘書及駐休士
頓領事館領事。並於退休後，於
1968年至1998年擔任休士頓浸信會
大學（HBU )政治系教授。退休後
致力創作，曾於2016年在 「美南印

刷廠」出版畢生心血與經驗的力作
「國運與人生」，書中盡顯他對世

界政治局勢的觀察及愛國情懷。該
書並於當年十一月榮獲僑聯總會
「海外華人著述獎」第一名，使當

年為他出版著作的 「美南印刷廠」
負責人李蔚華先生也覺得與有榮焉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女
士，還在同月為他舉行頒獎及簽書
會，曹教授也在會上發表獲獎感言
及著述心得，令所有在場者印象深
刻。

曹志源教授病逝休士頓 享年九十五歲

為曹教授演講時的神情為曹教授演講時的神情。。
為曹教授為曹教授（（右二右二））榮獲僑聯總會榮獲僑聯總會 「「海外華人著述獎海外華人著述獎」」 與頒獎人僑聯總與頒獎人僑聯總
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女士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女士（（右三右三））與當時黃處長與當時黃處長（（左三左三））林國煌林國煌
（（左二左二））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星期六有
關在拜登總統位於特拉華州威爾明頓的
私人住宅中發現機密文件的消息為國會
共和黨人提供了素材，他們利用第二天
早上的政治談話節目發誓要對拜登及其
高級顧問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如何處理機
密材料進行積極調查。民主黨人也被迫
同意總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可能會
產生法律和政治後果。簡直無法接受，
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資深民主黨參議員迪
克德賓在CNN的國情咨文節目中說。
拜登此前堅稱，當涉及到這些文件時，
那裡什麼都沒有，其內容仍然不為人知
，而且在過去兩週的一系列破壞性承認
中，這些文件的存在已被揭露。但由於
一些民主黨人拒絕接受他的保證，而共
和黨人在眾議院多數席位的新國會開局
艱難後變得更加膽大妄為，爭議幾乎沒
有減弱的跡象。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參議員曼欽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上說。然而，他和其他民主黨人

不太可能放棄拜登，白宮相信總統最終
會被證明是正確的。但這種辯護可能還
很遙遠。

到目前為止，他在華盛頓使用的辦
公室、特拉華州里霍博斯的海濱別墅以
及最近在他威爾明頓的住所都發現了機
密材料。最初的發現是在11月2日做出
的，但直到本月早些時候才公佈。拜登
的私人律師理查德索伯在一份宣布週六
發現的聲明中說，總統一直致力於負責
任地處理這件事，因為他認真對待這件
事。共和黨人也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現
在共和黨控制了眾議院，他們打算利用
下議院的委員會來調查拜登。總檢察長
加蘭已任命特別檢察官獨立調查這兩起
案件。總統犯了同樣的罪，如果你願意
的話，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眾議員麥考爾
週日早上在美國廣播公司露面時說。

白宮堅稱這兩個案件並不相同，認
為在拜登家中和辦公室發現的記錄並非
有意隱藏，反映的不過是複雜的文件分

類過程，處理並移交給國家檔案
館。週日，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
都在有線新聞網絡上散開，關於
拜登所謂的文件處理不當的問題
可能會變得更加尖銳。這很草率
，而且是錯誤的，它值得批評，
美國前代理檢察長凱蒂亞爾說。
但問題是，這是犯罪嗎？Katyal
指出，拜登已向調查人員敞開大
門，並承諾完全遵守司法部的規

定，加蘭現在面臨著調查僱用他的總統
的令人不安的任務。一個迫在眉睫的問
題是白宮是否也會與共和黨人合作，共
和黨人利用最新發現的機密文件，據總
統的律師稱，週六發現了六份，來強調
這個案子是一些比粗心大意更邪惡的事
情在起作用。

這已經從簡單的不負責任變成了徹
頭徹尾的可怕，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
科默說。他暗示潛在的掩蓋已經在進行
中。保守派已經計劃調查總統的兒子亨
特拜登，他有濫用藥物的歷史，並參與
了中國和烏克蘭的可疑商業交易。科默
和其他人表示，他們將試圖將亨特拜登
牽連到文件爭議中，即使這兩件事目前
看來無關緊要。現任監督委員會主席的
科默是共和黨人之一，他將在未來幾周
和幾個月內發揮重要作用。越來越多的
證據表明，這個家族不僅從拜登家族的
姓氏中獲利，而且我們的國家安全可能
處於危險之中，科默在福克斯新聞上說
。即使是總統的親密盟友，如參議員庫
恩斯，週日也竭力為總統處理這場迅速
蔓延的危機辯護。由於白宮對這些文件
或它們如何逃脫適當處理的說法很少，
因此猜測猖獗。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新任
主席、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邁克特納
週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向全國
”節目中說，拜登為連續不斷的機密文
件囤積者。

在機密文件被發現後拜登面臨強烈反對:完全不負責任
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客家委

員會及原住民委員會合作辦理的
「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自2006

年開辦以來深獲學生及家長等肯定
，為續鼓勵海外青年返臺從事英語
教學服務，2023年美南地區預計招
募75名青年志工，相關資訊如下：
1. 活動時間：自 2023 年 7 月 8 日
至8月3日止。第1週英語教學訓練
，第2、3週前往學校實地英語教學
服務，最後5天寶島文化參訪。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3年4
月28日止。
3. 報名資格：
(1) 需持有僑委會 i 僑卡，註冊申
請
https://icard.taiwan-world.net/tw/
index)，且報名時已就讀11年級 以
上且於2023年11月30日前年滿17
足歲，但未滿 25 足歲(以護照所載
年齡為準)，現居英語系國家(非英
語系國家者則需就讀以英語為主要
教學語言之國際學校或檢附英文檢
定 B2 以上證明)，並能以簡單中文
溝通者。
(2) 報名客籍志工者須由僑居地客
家社團推薦。
(3) 前曾參加英語服務營者。
4. 報名方式：至僑委會 「僑務活
動報名系統」進行線上報名 (https:
//register.ocac.gov.tw/)， 並 將 下 列
文件(1)申請人及其家長簽章之營隊

規則及規範評核表(2)醫療保險證明
影本(3)僑居國護照影本(4)在校期間
所有學期成績之正是成績單1份(5)
完整接種2劑以上COVID-19疫苗
證明文件(6)數位證書系統隱私權聲
明暨個資蒐集處理授權書(7)非居於
英語系國家者之英文檢定 B2 以上
證明之電子檔上傳至報名系統 「繳
交文件」欄位。
5. 錄取通知訂於2023年5月19日
公告，錄取者請於5月26日前回覆
同意參加或不克參加；全程參與活
動之志工將核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
務證明。
6. 費用：主辦單位負責志工營隊
期間膳宿及交通，另每位志工投保
新台幣400萬意外險及40萬意外醫
療險；志工自行負擔往返旅費、醫
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及
提前報到或延後離營之膳宿等費用
。
活 動 簡 章 請 至 僑 務 委 員 會 網 站
（www.ocac.gov.tw）＞僑生服務＞
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瀏覽或下載
運 用 ， 連 結 https://www.ocac.gov.
tw/OCAC/Pages/VDetail.aspx?no-
deid=1380&pid=49769765

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張小姐：713-789-4995分機
113，電子郵箱：lorrainec@hous-
tonocac.org

2023年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即日起開始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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