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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Tuesday, May 19, 2020

(綜合報道）美股週一收高，道指
漲超 900 點。 Moderna 冠狀病毒疫苗
試驗取得積極效果的消息令市場情緒
樂觀。川普繼續推動重啟。美聯儲承
諾採取更多措施支持經濟。歐洲多國
宣布將解除申根地區旅行限制、並同
意成立規模5000億歐元的複蘇基金，
加強了市場對發達經濟體解封的期待
。

道指尾盤一度上漲超過1000點，
最高上漲至24，708.54點。抗疫概念
、航空板塊漲幅居前。道指成分股陶
氏化學、波音公司、迪士尼、埃克森
美孚、美國運通等普遍大漲。

今年迄今，納指漲幅超過2.9%，
道指與標普500指數跌幅收窄至13.8%
和8.6%。

週一美股疫苗概念股 Moderna大
漲約20%。該公司表示，用於對抗冠
狀病毒的疫苗MRNA-1273是安全且
耐受性良好的；預計在7月開始最終
階段的疫苗試驗。

根據一項小規模首次人體試驗的
數據樣本，來自Moderna的實驗性疫
苗顯示出有希望的早期跡象，表明它
可以產生有助於人體抵禦冠狀病毒的
免疫系統反應。

Moderna 公司週一在公告中表示
，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觀察疫苗的
安全性，在小型第一階段試驗中未顯
示重大警告信號。該試驗與美國政府
聯合進行，Moderna計劃繼續推進更
廣泛的試驗。

疫苗研发消息提振美股收高疫苗研发消息提振美股收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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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笫一个飓风艾德上週六已在佛罗里
达海岸形成，这是2020年最新的一个风暴。

从上週末以来，美国各大小城镇已局部
开放商业活动，人们可以去理髮，上健身房
，到餐厅用餐 。但是医疗卫生专家仍然表示
极度之担心，疫情风暴可能捲土重来。

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一百五十万
人碓诊，已有九万人失去生命，这是多麽恐
佈之数字啊。

德州在上週末之确诊人数也激增近二千
人，州长艾伯特认为是我们增加了许多测试
人口，不过，德州是全美开放解封的最早一
个州。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已经宣佈在夏秋两季
学生不到校区上课，全国各地之中小学也无
法参加夏令营 ，整个国家之教育体系面临停
摆。

卫生部长艾塞週日表示，有一千万国民
目前已接受测试，政府将会把测试剂优先发
放给屠宰场工作人员及老人院。

我们觉得这些措施还是来得太慢，政府
动员能力还是令人质疑，我们还是建议把防
疫工作全权交给国家疾管防治中心来处理，
让专家们提出专业意见，决不能把疫情政治
化，是国家之不幸也。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1818//20202020

The first tropical storm named Arthur has
formed off the Florida coast last Saturday. It
is the first tropical storm of the 2020
hurricane season since last weekend most of
the nation is open for business.
Americans in many states can now go get a
haircut, go to the gym and sit down in a
restaurant with some restrictions, but medical
health experts still worry whether we have
opened up too soon.

So far, 1.5 million American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more than 90,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it. In Texas we have
recorded the highest single day increase over
the last weekend, but Governor Abbott has
attributed it to more testing.

Texas restaurants, movie theatres and malls
have been open now for more than two
weeks.

As the nation is opening back up for
business, we really need get prepared for a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 to come back.

We as a nation have never suffered so much
before as we have in this pandemic. When
the schools are closed, millions of students
stay at home and not only in the summer.
The Cal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today

announced that the whole campus will be
closed for the coming semester leaving
one-half million students to study at hom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Secretary Alex
Azar said on Sunday that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so far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lans to deploy rapid testing to
meatpacking facilities and nursing homes.

We want to strongly urge the local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to expedite delivery of
the testing kits to all the general public. We
also need the CDC’s scientific
independence and experienced voice to lead
and guide the country during this time of
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Nation Is Open For BusinessNation Is Open For Business

疫情政治化疫情政治化 国之不幸国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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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綜合報導】】正在經歷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經歷新冠病毒大流行
和和2525年來最嚴重蝗災的肯尼亞年來最嚴重蝗災的肯尼亞，，現在又遭到現在又遭到
了洪水的襲擊了洪水的襲擊。。

據報導據報導，，東非地區自上個月開始的大雨東非地區自上個月開始的大雨
導致河湖氾濫導致河湖氾濫，，部分地區發生泥石流災害部分地區發生泥石流災害，，
其中肯尼亞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其中肯尼亞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據肯尼亞據肯尼亞
紅十字會稱紅十字會稱，，自自33月份雨季開始以來月份雨季開始以來，，已有已有
近近200200人喪生人喪生，，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據稱據稱，，當地政府和國際組織正在應對一當地政府和國際組織正在應對一
場不斷加劇的糧食危機場不斷加劇的糧食危機，，而蝗災的暴發加劇而蝗災的暴發加劇
局勢的緊張局勢的緊張，，與此同時與此同時，，肯尼亞還在努力遏肯尼亞還在努力遏
制新冠病毒的擴散制新冠病毒的擴散。。截至目前截至目前，，肯尼亞新冠肯尼亞新冠
病毒確診病毒確診887887例例，，4545人死亡人死亡。。

英國慈善機構樂施會英國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Oxfam)肯尼亞人道肯尼亞人道
主義主任馬修主義主任馬修..庫辛斯告訴記者庫辛斯告訴記者，，最近的洪水最近的洪水
是在一系列間歇性乾旱之後發生的是在一系列間歇性乾旱之後發生的，，是與氣是與氣
候變化有關的候變化有關的““連續十年危機連續十年危機””中的最新一中的最新一
次次。。新冠病毒新冠病毒、、蝗蟲蝗蟲、、洪水真的是三重打擊洪水真的是三重打擊
，，而且這種情況還越來越頻繁而且這種情況還越來越頻繁。。

肯尼亞反飢餓行動健康和營養協調員傑肯尼亞反飢餓行動健康和營養協調員傑
米馬米馬..哈馬迪哈馬迪..韋克霍姆巴說韋克霍姆巴說，，當地非政府組當地非政府組

織和當局幾乎還沒有應對完一場危機織和當局幾乎還沒有應對完一場危機，，而另而另
一場又襲來了一場又襲來了。。

據韋克霍姆巴介紹據韋克霍姆巴介紹，，目前很多社區的道目前很多社區的道
路被切斷路被切斷，，基礎設施被毀基礎設施被毀，，通信也被破壞了通信也被破壞了
，，衛生設施和學校也都被淹了衛生設施和學校也都被淹了。。數以千計的數以千計的
流離失所者被迫搬進朋友或親戚的家流離失所者被迫搬進朋友或親戚的家，，或搬或搬
進空置學校的臨時營地進空置學校的臨時營地，，這對應對新冠病毒這對應對新冠病毒
所需要的社交疏遠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所需要的社交疏遠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上週的新聞發布會上在上週的新聞發布會上，，肯尼亞政府呼肯尼亞政府呼
籲生活在易受洪水和山體滑坡影響地區的肯籲生活在易受洪水和山體滑坡影響地區的肯
尼亞人搬遷到更安全的地方尼亞人搬遷到更安全的地方，，並警告稱隨著並警告稱隨著
降雨持續到降雨持續到66月月，，預計未來幾週內局勢可能預計未來幾週內局勢可能
還將惡化還將惡化。。

不幸的是不幸的是，，降雨除了直接破壞農作物外降雨除了直接破壞農作物外
，，還有利於蝗蟲的繁殖還有利於蝗蟲的繁殖。。肯尼亞預計肯尼亞預計66月左月左
右將出現第二波蝗災右將出現第二波蝗災，，與收穫季節同時與收穫季節同時，，這這
進一步加劇了日益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進一步加劇了日益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FAO））的的
數據數據，，東非已經有東非已經有20002000多萬人處於嚴重的糧多萬人處於嚴重的糧
食不安全狀態食不安全狀態。。

(綜合報道）據英國廣播公司(BBC) 17日報導，在經歷了以
色列歷史上最長的政治危機之後，以色列宣布組建了聯合政府。
根據今年4月達成的權力分享協議，總理內塔尼亞胡將再任職18
個月，在此期間甘茨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內塔尼亞胡結束任期
後，甘茨將接任總理，內塔尼亞胡則改任副總理。

內塔尼亞胡和甘茨同意推進一項有爭議的計劃，即最早於7
月1日吞併部分被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地區，巴勒斯坦領導
人拒絕承認這一行動的合法性。

17日，內塔尼亞胡在以色列議會上介紹了新政府，他在耶

路撒冷舉行的會議開始時說，“公眾想要一個團結的政府，這就
是今天他們得到的。”

在談到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問題時，內塔尼亞胡表示
，“現在是時候應用以色列法律，在以色列的歷史上寫下另一個
光輝的篇章了。”

他的計劃符合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1月公佈的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之間的“和平願景”。特朗普的計劃還設想在約旦河西岸約
70%的地區、整個加沙地帶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其首都位於東
耶路撒冷的邊緣。

巴勒斯坦主張對整個約旦河西岸、加沙和東耶路撒冷擁有主
權，並拒絕了該計劃，認為美國的這個計劃偏向以色列，剝奪了
巴方的權利。

以色列自1967年中東戰爭以來一直佔領這些領土。在約旦
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大約有140處猶太人定居點，居住著60多
萬猶太人。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認為，根據國際法，這些定居點
是非法的。

新冠病毒！洪水！蝗災！肯尼亞面臨
三重打擊，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綜合報導）韓國總統文在寅表示，雖然“梨泰院
疫情”一度讓我們深感焦慮，但韓國已經連續兩天（本
土）新增病例維持個位數。這再一次說明，是韓國優秀
的防疫體係發揮了作用。

文在寅說，目前，韓國每日新增病例已經重新回到
十幾例水平，本土新增病例連續兩天維持了個位數。很
多國民擔心，最近發生的夜場集體感染會不會演變為
“集團性感染”。但國民的大力協助成為了抑制疫情的
最大力量。

文在寅還說，在這次感染者中，既有教會教徒和呼

叫中心工作人員，但最終沒有發生群體性感染。實踐戴
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行為，成為了防範追加感染的安
全保障。

文在寅最後表示，在新冠完全被消滅之前，還會發
生類似情況。但我們肯定會取得勝利。即使我們要和病
毒共存，但我們已經具備了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防疫體系
。我們還有在危機面前精誠團結的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國
民。在抗擊疫情方面引領世界的韓國這份驕傲，希望我
們能繼續保持下去。

以色列組建臨時政府以色列組建臨時政府，，內塔尼亞胡內塔尼亞胡：：是時候吞併巴勒斯坦領土了是時候吞併巴勒斯坦領土了

連續兩天本土新增病例維持個位數連續兩天本土新增病例維持個位數
文在寅文在寅：：韓國具有全球最高水平防疫體系韓國具有全球最高水平防疫體系



C03_LUTHERAN西南國語教會256B_4

西南國語教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韓友惠牧師     Rev. You-Hui Han
金克里斯牧師  Rev. Chris kim

星期日  上午 09:30 主日崇拜(國語)/兒童崇拜(英語)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英語主日學
            上午 11:00 兒童中文班
            上午 11:15 成人主日學(國語)
            上午 11:40 主日崇拜(英語)
星期三  晚上 07:30 教會禱告會
星期六  晚上 06:30 分區家庭團契

Tel: (281)498-0105    www.clchouston.org
1214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位於百利大道上/介於Kirkwood與Cook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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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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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央行警告：
英國將出現嚴重經濟衰退
綜合報導 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發布報告警告稱，受新冠病毒

疫情影響，英國今年經濟將萎縮14%。英國經濟正走向有記錄以來最嚴

重衰退。

英格蘭銀行行長安德魯· 貝利(Andrew Bailey)當日向媒體披露，由於

新冠病毒危機沖擊，英國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衰退。1月至3月期間

英國GDP下滑3%，第二季度將進壹步跌落25%，今年全年將下降14%，

這是自1706年重建數據後、314年來最嚴重的年度經濟收縮。

英格蘭銀行報告顯示，預計今年失業率將從目前的4%攀升至9%以

上。日前，航空業已迎來了壹波裁員潮，英航、維珍航空等公司累計裁

員超2萬，甚至有航空公司壹夜倒閉。零售業“老國民品牌”德比納姆

公司也開始裁員。申領救濟金人數急劇增加。

貝利表示，即使疫情封閉限制逐步解除，社會經濟不會很快恢復正

常。“考慮到消費者仍將保持謹慎，不會完全適應和投入新的生活，或

許直到明年夏天社會活動才會完全恢復。”

銀行報告強調，目前經濟前景“異常不確定”，將取決於家庭和企

業如何應對疫情。迄今為止，英國每個家庭的經濟損失相當於9000英鎊

。“面對這壹巨大的經濟打擊，英國央行和政府都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采取大膽行動，盡可能多地保護家庭和企業。”

報告稱，英國經濟增長預計將在2021年底有所反彈，經濟規模預計

至明年年中才能恢復到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前的峰值水平。

意大利壹次性口罩最高限價0.5歐元
但供貨量不足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意大利總理孔特4月26

日在全國電視直播講話中宣布，意大利的壹次性醫用口罩將免除增值稅

，並且市場最高零售價不得超過0.5歐元。近日，意大利有記者進行調

查後表示，市場上幾乎買不到0.5歐元的口罩。

據報道，為了落實孔特宣布的壹次性醫用口罩限價決定，意大利

新冠肺炎疫情緊急專員多梅尼科· 阿庫裏(Domenico Arcuri) 5月 7日和

藥品分銷協會簽署協議。該協議規定藥品分銷商將向藥店提供1000

萬個口罩，並以0.38至0.4歐元的價格向零售商出售，零售商則以0.50

歐元銷售。

近日，有記者了解到，在藥店、煙草店和報亭等官方規定的口罩銷

售點，幾乎買不到在0.5歐元的口罩。壹家藥店員工表示，0.5歐元的口

罩供貨量實在太少，少到只能起到象征性意義。

壹家藥店的藥劑師表示，0.5歐元的口罩，藥店壹次只允許進貨100

個，如果要更多，必須在至少24小時後重新預約進貨。因此，藥店也只

能限量賣給每個顧客兩到三個口罩，而且很快就會賣光。

另壹家藥店的老板說，當孔特宣布壹次性口罩最高限價為0.5歐

元後，藥店已按規定將壹次性口罩所有庫存全部銷售壹空，現在還

不清楚到哪裏去領取差額補貼，因為原來藥店口罩的進價遠高於0.5

歐元。

壹家煙草店老板表示，他根本沒有收到煙草聯合會的通知，完全不

清楚從哪裏可以批發0.5歐元的口罩。現在他賣的最便宜的口罩是0.75歐

元，而且還時常缺貨。

歐洲“詐騙之王”米蘭落網
逾200萬歐元資產被扣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警方向媒體通

報，號稱歐洲詐騙之王的內納德· 約萬諾

維奇(Nenad Jovanovic)14日上午已被警方

拘捕，警方查扣了他價值200萬多歐元資

產。檢方將以涉嫌詐騙對其提起公訴。

據報道，根據警方通報，涉嫌詐騙

的犯罪嫌疑人萬諾維奇，為克羅地亞公

民，現年46歲。約萬諾維奇曾使用多個

化名，長期從事詐騙活動，受害人遍及

歐盟多個國家。

2002年，約萬諾維奇曾假冒意大利

專家，希望在奧地利購買房產，並用

1000張彩票紙偽裝成50萬瑞士法郎，作

為購房定金和押金，但要求對方提供9

萬歐元現金供其臨時使用。得手後，約

萬諾維奇便趁人不備逃之夭夭。

約萬諾維奇還如法炮制，分別在德國、

奧地利和瑞士進行過四次類似詐騙活動。

2007年，約萬諾維奇被國際刑警組織以他的

假名克勞迪奧·莫羅(Claudio Moro)通緝。

2017年4月，約萬諾維奇冒充以色列

外交官，並利用外交官的假身份，說服撒

丁島和倫敦的藝術經銷商，希望組織拍賣

法國畫家皮埃爾•雷諾阿的《草坪上的女

孩》和德國畫家彼得•魯本斯的《神聖

家族》畫作。

報道稱，《草

坪上的女孩》和

《神聖家族》兩幅

歷史名畫總價值

2600萬歐元。約萬

諾維奇與4名意大

利同夥壹起，將這

兩幅畫作的收藏者

騙到蒙紮的壹處民

宅中組織拍賣，這

所民宅當時被偽裝

成某國領事館，而

民宅選用的地點恰

好與阿爾巴尼亞領事館在同壹幢樓內。

當畫廊老板帶著名畫來拍賣時，約

萬諾維奇及同夥以喝咖啡為借口，分散

了畫廊老板的註意力，同夥趁機將這兩

幅畫作盜走，隨後約萬諾維奇則趁機溜

走。壹年後，約萬諾維奇和4名同夥都

被緝拿歸案，兩幅名畫警方在都靈附近

的壹處吉普賽營地找到。

2019年12月，約萬諾維奇詐騙團夥

再次出手，與壹名鉆石商人相約在米蘭

壹家豪華酒店的大廳交易，對方帶來了

價值300萬歐元的鉆石，而約萬諾維奇

詐騙團夥則用幾包200歐元的假幣買走

了鉆石。

警方表示，約萬諾維奇詐騙團夥成

員雖然沒有正當職業，卻積累了大量財

富，生活極為奢侈，其名下擁有包括法

拉利、奧迪、奔馳等多輛豪華轎車，並

購買了大量珠寶首飾。14日上午，警方

突擊搜查了約萬諾維奇在米蘭的2處豪

華住宅，並扣押了總價值超過200萬歐元

的珠寶首飾等物品。

歐盟發布恢復旅遊和交通指導方案
希臘政府表示歡迎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

希臘歐聯通訊社報道，新冠疫

情重創歐盟旅遊業。歐盟5月

13日呼籲成員國重新開放邊境

與重啟旅遊，恢復“不受限的

自由往來”。希臘政府對歐盟

委員會提出的恢復旅遊及交通

的框架建議表示歡迎。

據報道，當地時間13日，

歐盟委員會發布關於恢復旅遊

業和交通業的指導方案，建議

通過三個階段逐步恢復人員的

自由往來，疫情風險相似的國

家和地區之間可以先嘗試開放

邊境。歐委會強調，各成員國

政府決定如何重啟內部邊境時

，應盡量采取統壹標準，“協

調壹致、不帶歧視，盡量保持

和諧”。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提議，

航空公司和機場將堅持要求乘

客戴口罩，並重新調整登機、

領取行李等流程，以避免聚集

。他們不會要求飛機上中間座

位留空，壹些航空公司稱這種

座位安排方式將使他們喪失盈

利可能。

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方案還

為酒店和旅遊景區改善衛生狀

況提供建議，同時建議遊客旅

行期間繼續遵守“保持社交距

離”等防疫措施。方案提出，

歐委會將在夏季旅遊高峰前推

出全歐盟範圍的“互動地圖”

，方便遊客查詢各國邊境管控

和旅行限制情況。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斯

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希臘政府

歡迎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恢復旅

遊及交通的框架建議。他稱，

希臘已經做好準備，在未來幾

天內，當局將公布重啟旅遊業

的總體計劃。但他也承認，今

年夏天與以往的夏天將有區別

。

事實上，歐洲各國政府已

經開始推進速度不同的重啟計

劃，歐委會對成員國以雙邊形

式開放“遊客通道”顯示出趨

於接受的態度。

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

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決定自15日

起互相開放邊境。奧地利總理

庫爾茨上周宣布，有意對來自

德國和捷克等“安全國家”的

遊客開放邊境。

消息人士披露，希臘政府

打算6月15日前重啟旅遊業，

7月 1日前允許外國遊客入境

。以旅遊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

此前提出，入境該國遊客應提

前3天接受新冠檢測。

希臘旅遊部長塞奧哈裏斯

12日曾稱，如果歐盟再不出臺

相關舉措，該國打算率先與其

它國家簽署“雙邊協議”，允

許跨境航班進入。目前，希臘

已與德國、奧地利、以色列、

塞浦路斯以及保加利亞等多個

國家商討相關事宜。

有消息稱，法國與英國也

打算對彼此開放夏季旅遊通道

。英國政府發言人既沒承認、

也沒否認這種說法，只說外交

部建議民眾取消非必要出境旅

行。

曾在FBI受訓？法頂級“謀殺案專家”實為“謊話精”
綜合報導 著名作家壹直

都在撒謊！法國媒體近日爆

料稱，為了撐起“暢銷小說

作家、犯罪學專家及電視節

目當紅嘉賓”的頭銜，67歲

的史蒂芬· 布爾關為公眾制造

了壹場華麗卻完全虛假的煙

幕——誰也沒有料到他偽造

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是壹個

徹頭徹尾的謊話精。

據報道，暢銷小說家布

爾關自稱曾在美國聯邦調查

局受訓，並采訪到77名謀殺

犯。他將“研究成果”寫成

40多部書籍（並被翻譯成11

種語言）出版，共賣出數百

萬冊。布爾關還受邀主持相

關節目，被法國文娛界視為

“連環殺手案的權威”。不

料，近日被人揭露後，他向

媒體坦承，其經歷都是虛構

的，此前聲稱“被謀殺的女

友”也是子虛烏有。

布爾關的“傳奇”始於

1976年夏天，當時他住在美

國。他對外宣稱：“當我回

到洛杉磯的住所時，發現女

友艾琳被殺。血濺在墻上，

她被部分截肢。驗屍之後，

我被告知艾琳曾遭強奸。”

從1992年到 2019年，他憑借

幻想寫書、演講、上電視節

目、制作電影，將自己打造

成壹名頂級謀殺案專家。布

爾關因此名利雙收。甚至有

讀者表示，當提及布爾關的

作品時，就會產生“毛骨悚

然”的感覺。

然而紙終歸包不住火。

今年1月，壹家名為“第四眼

”的網絡匿名調查頻道發布9

部視頻，指控布爾關過去很

多言論邏輯缺失，且無法驗

證，純屬杜撰。這些視頻迅

速發酵，在法國引發轟動。

《巴黎競賽》畫報通過調查

發現，當年美國聯邦調查局

負責人根本沒有聽說和見過

這個“在那兒培訓了半年的

法國人”。當然，布爾關說

他采訪過曼森——虐殺了著

名導演波蘭斯基懷孕8個月的情

侶莎朗·塔特之事也是假的。

無可爭議的證據擊破了布

爾關的謊言壁壘，他終於在近

日承認自己維持了40年的邪惡

殺手情懷很病態。他通過《巴

黎人報》向公眾致歉，承認

“已被謊言壓得喘不過氣，必

須接受治療”。布爾關對記者

說：“說謊癖讓我沮喪。我之

所以對外修飾和誇大我的重要

，只是因為我壹直覺得自己沒

被真正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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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推數位轉型計畫臉書推數位轉型計畫 助中小企業度過疫情助中小企業度過疫情
（中央社）臉書（Facebook）今

天在台灣推出中小企業數位轉型計畫
，從培訓、連結企業與消費者、資金
3 大面向著手，協助台灣中小企業度
過疫情，並在疫情結束後能重新恢復
經營，藉此提高企業競爭力。

臉書台灣及香港總經理余怡慧表
示，臉書看見許多台灣企業受到疫情
影響，特別是小型企業。為了幫助企
業度過疫情難關，臉書聆聽台灣中小
企業的聲音，了解如何為他們提供支
持，也與在地夥伴緊密合作，提供更

大的支援。
在培訓方面，臉書將提供免費

線上真人課程，由臉書行銷專家針對
數位布局、廣告策略、手機創意策略
等主題錄製課程，更特別為台灣企業
量身打造跨境行銷課程，協助企業了
解如何從無到有進行數位轉型，並有
效運用數位行銷拓展業務。

臉書也和台北市美國商會合作，
從5月22日起共同在線上舉辦4場專
家講座，邀請來自跨國企業、中小型
企業和新創企業的講者分享實作案例

與成功經驗。
此外，臉書和台灣電子

商 務 夥 伴 合 作 ， 包 含
SHOPLINE、QDM網路開店
平台以及 adHub 經緯廣告科
技，協助全台灣中小企業將
業務轉至線上。同時臉書也
與女性創業飛雁計畫以及外貿協會合
作，由臉書專家為企業會員提供免費
的諮詢服務。

在連結企業與消費者方面，臉書
為不同產業提供指南，適用於電子商

務、零售和旅遊等不同產業。在產業
指南中，臉書與中小企業分享市場的
變化與趨勢，以及在疫情期間台灣消
費者行為的改變。

在資金方面，臉書稍早宣布為受

到疫情影響的小型企業提供1億美元
（約新台幣30億元）的補助金，支援
全球30個國家超過3萬家小型企業，
台灣也名列其中，具體的內容將於未
來幾週公布。

（中央社）台灣盜版網站紛紛關站，許多
OTT平台流量暴風成長，KKTV串連台灣共12
家正版OTT平台，發起 「＃我就正」活動，呼
籲民眾支持正版，才能讓台灣的影視產業更茁
壯。

日前刑事警察局與美國電影協會（MPA）
合作，查禁台灣最大盜版網站楓林網，其他盜
版網站也紛紛自主關站，許多OTT平台流量因
此迎來 「暴風成長」。

資策會資料顯示，正版平台業者流量飆升
約5成，顯示民眾使用OTT觀影需求極高，這
波成長也令線上影音串流平台業者感受深刻，
過去盜版重創與吞食整個OTT、影音製作產業
，台灣每年盜版所損失的金額高達新台幣283億
元。

由 KKBOX 集團旗下 OTT 平台 KKTV 所
發起的 「＃我就正」活動，串連台灣共12家正

版OTT平台，包括CATCHPLAY+、ELTA.TV
、GagaOOLala、Giloo紀實影音、Hami Video、
LiTV線上影視、myVideo影音隨看、Vidol影音
、四季線上、歡樂看Fain TV、遠傳friDay影音
首度聯手大合作，各家臉書粉絲團將換上 「正
」標記的特效框，並分享和 「線上影音」相關
小知識，盼大眾更了解串流平台的世界。

KKTV 總經理張均儒表示，KKTV 構思並
發起這個活動的出發點很單純，只要少一個人
看盜版，多一個人看正版，對整個OTT產業來
說，都是很大的鼓勵，因此團隊主動與同業聯
繫，分享推廣正版的理念。

跨足院線電影發行與影音平台業務的
CATCHPLAY 集團執行長楊麗貞表示，盜版行
為扼殺的不只是創作人的用心、發行商的努力
，更大的影響是對整個影視產業的傷害。尊重
智慧財產權，支持正版，台灣的影視產業才會

更茁壯。
同志影音平台 Gaga-

OOLala執行長林志杰表示，4
月政府查封台灣最大盜版網站

，5月GagaOOLala成為台灣第一個開放全球的
OTT平台，盼能逐步建立 「為內容付費」的用
戶心理。

Giloo 紀實影音表示，收看盜版影片等於
讓製作團隊的心血白費，破壞了影視產業的生
態鏈，未來好的作品也會越來越少。

Hami Video 表示，中華電信以實際行動
支持本土作品，技術及頻寬優勢也提供客戶穩
定高畫質的優質觀影體驗。

LiTV 線上影視董事長錢大衛表示，從產
業面來說，合法正版的OTT平台是付費使用這
些影音內容，如此一來，內容商有了充足的資
金，才能投資製作出更多更豐富的影音內容提
供給觀眾，對於整體的影視產業有正向幫助。

台灣大哥大myVideo新媒體服務副總經理
李芃君表示，myVideo支持正版影音不遺餘力，

近兩年也積極投資台灣原創戲劇。
三立新聞網暨 Vidol 資深總監洪采岑表示

，打擊盜版的勝利是對正派經營的OTT平台最
好的鼓勵。

四季線上總經理王宗弘指出，影視內容生
產需要國家強力支持，為了讓台灣的戲劇、節
目、電影在國際上能見度更高、競爭力更強，
需要國人一起支持正版內容。

遠傳電信數位娛樂服務處副總經理陳萍坽
表示，影視產業的智慧權需要全民一起維護，
才能持續創作動能。

在楓林網被查禁之後，網路上掀起不少相
關討論，不少民眾認為正版更新慢、劇不全，
KKTV 總經理張均儒說，理解觀眾想追劇的心
情，但也需要讓民眾了解，影音內容的授權有
一定規範與流程，每部影音作品在海外的授權
條件也有所不同。而盜版無須遵守這些規則，
用非法手段更新片源，這樣不勞而獲的行為不
只是貪小便宜，更嚴重傷害製作優質內容背後
付出的心血。

台灣12家OTT平台串連呼籲力挺正版

經濟部攜手科技部
研發地層下陷防治技術
（中央社）經濟部今天與科技部簽署 「尖端地層

下陷防治技術研發」合作協議，盼透過科技部的研發
能量，讓地層下陷不再成為台灣西南部的代名詞。

水利署長賴建信今天在水利署台北辦公室，與科
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長林敏聰共同簽署
「尖端地層下陷防治技術研發」合作協議。水利署表

示，希望藉由科技部與學研界厚實的研發能量，結合
經濟部多年與各部會共同推動地層下陷防治的實務經
驗，激發出創新的解決方案，有效減緩與改善地層下
陷。

賴建信說，水利署過去因為地層下陷成因複雜
、涉及水文地質特性及地下水使用時空變化，無法精
準掌握地層下陷機制，透過與科技部豐富、多元且不
同領域的專才合作，必能激盪出不同以往的防治觀點
與技術。

林敏聰則表示，這個合作只是開始，未來國土、
防災、建立韌性城市及水資源應用等議題也可藉由此
模式加以推展。

經濟部民國84年起與農委會、內政部、交通部
等各部會合作推動地層下陷防治，透過增供地面水、
減抽地下水、地下水補注、加強管理、持續監測及法
規修訂等措施，全台地層下陷狀況已由民國90年顯著
下陷面積約1529平方公里，108年減緩至203平方公
里。

根據水利署108年度檢測資料，雲林及彰化是全
國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區域，雲林地區顯著下陷面積
199.8平方公里，歷年最大累積下陷量2.60公尺，108
年最大下陷速率為6.5公分／年；彰化地區目前顯著
下陷面積1.9平方公里，歷年最大累積下陷量2.52公
尺，108年最大下陷速率為3.3公分／年。

台師大澄清多項指控 教授夏學理出面回應台師大澄清多項指控 教授夏學理出面回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吳正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吳正己1818日率領行政團隊召開記者會日率領行政團隊召開記者會，，針對表演藝術研針對表演藝術研

究所教授夏學理的諸多指控予以澄清究所教授夏學理的諸多指控予以澄清，，夏學理也到記者會現場做出相關回應夏學理也到記者會現場做出相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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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當局討論放寬限制措施
受疫情沖擊失業率飆升

綜合報導 在疫情的沖擊下，印度失業率迅速

飆升。17日，印度全國封鎖措施即將到期，印度總

理莫迪11日與各省省長舉行視頻會議，就封鎖的

下壹階段，逐步放寬經濟活動限制等議題彼此交換

意見，但目前雙方意見仍存分歧。

印度中央政府為拯救經濟，希望逐漸放寬經濟

活動，印度鐵路公司當地時間10日晚發出聲明宣

布，火車12日起逐步恢復營運，公路營運也逐步

準備恢復，甚至空中交通也在考慮17日後分階段

恢復。

但疫情在印度仍持續嚴峻，截至目前，印度累

計確診逾6萬例。

據報道，印度多位省長仍支持繼續嚴格封鎖政

策，多位省長警告稱，如果火車開始恢復運行，將

讓隔離、篩檢可疑病例等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困難，

可能導致當地出現混亂。

對莫迪建議各省根據中央政府劃分的綠色、橙

色和紅色區域，對經濟活動采取不同程度的放寬，

以逐步加強經濟，有省長表示，各省應有權決定和

處理各自省內的經濟活動，並承擔宣告紅色、綠色

和橙色區域的責任。

消息人士透露，印度中央政府目前傾向在17

日全國封鎖結束後將放寬壹些限制，但壹些限制仍

會繼續執行，不可能全數解除。

此外，因為全國封鎖導致多數商業活動關閉

，且中央政府先前禁止販售酒類，商店關門也讓

各省最大的酒類稅收來源歸零，嚴重打擊各省的

財務，多位省長也要求，償還中央債務的時間應

重新安排。

為遏制新冠病

毒 傳 播 實 施 封 鎖

後 ， 印 度 失 業 率

飈升。

根據印度經濟監測中心(CMIE)的數據，印度

的失業率目前達到 27.1%的歷史新高，僅 4月份

就有 1.22 億印度人失業。但當局在抗疫和救經

濟上面臨兩難選擇。

自3月25日以來，印度全國壹直處於

封鎖狀態，造成大規模裁員和大量失業。

進入4月份後，印度失業率達到23.5%，較

3月的8.7%大幅上升。防疫封鎖使大多數

經濟活動陷入停頓。

印度媒體、航空、零售、酒店、汽車

等各個行業的大型公司在最近幾周宣布了

大規模裁員計劃。專家預測，許多中小企

業可能會完全倒閉。

CMIE首席執行官馬赫什· 維亞斯表示，

印度必須權衡其疫情封鎖的經濟成本。

目 前，印度政府已開始放寬對某些地區或報告

感染率較低地區的限制，而在那些發現感染病例較

多的地區，仍實行嚴格的宵禁。

維亞斯稱，分區處理是壹個很好的起點，但是

，時間不能太長。因為印度各地區不能如同在孤島

上運作。人員，商品和服務需要流動性。供應鏈需

要在企業失去流動性之前開始運作起來。

泰
國
國
家
旅
遊
局
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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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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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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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國家旅遊局(簡稱“泰旅局”)局長

育塔薩11日在曼谷表示，中國已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中國政府和醫學界的迅速反應令人贊賞。很高興

看到中國人民的生活正在恢復正常，期待中國遊客能

夠很快重返泰國。

育塔薩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泰國國家

旅遊局正在與相關部門合作，希望盡快推出壹系列新

措施以恢復泰國旅遊業。

他說，中國是泰國最大的旅遊客源國。2019年泰

國接待了3980萬人次國際遊客，其中中國遊客達1100

萬人次。近日，泰國新冠肺炎疫情趨於緩和，泰國旅

遊部門將陸續推出多項營銷策略，重新吸引國際遊客

特別是中國遊客。

育塔薩強調，中國遊客屬於高端遊客，泰方十分

重視中國旅遊市場。4月中旬，泰旅局開展了“2020

年中國遊客泰國旅遊情緒調查”，調查顯示了積極正

面的信息，高達71%的中國遊客表示希望能夠繼續來

泰旅遊。

疫情發生以來，泰國旅遊業遭到巨大沖擊，入境

遊客包括中國遊客數量大幅下滑。對此，育塔薩表示

，泰旅局正在幫助泰國旅遊業者加強與世界旅遊業建

立聯系。

他告訴記者，4月份，泰旅局清邁辦事處邀請清

邁當地旅遊經營者與泰旅局昆明辦事處共同舉辦了微

信在線路演活動，通過網絡平臺使泰中兩國的旅遊經

營者彼此了解並推薦各自的旅遊產品。泰旅局昆明辦

事處邀請了100多名中國旅遊買家，活動十分成功。

他表示，此次疫情將對旅遊行為和旅遊服務帶來重大影響。泰旅局

啟動了“安全與健康管理”項目，通過采用國家援助等措施並加強實施

旅遊業培訓和教育計劃，以提高旅遊從業人員的技能，幫助泰國旅遊業

者適應“新常態”。同時，泰旅局將重點放在修復和重建方案上，力求

在後新冠肺炎時代發展更可持續的泰國旅遊業。

“我對後新冠肺炎時代的泰國旅遊業有信心。我們期待中國遊客重

返泰國。”育塔薩說。

夏季高溫下如何防護？
日本企業出售“冰鎮口罩”
綜合報導 隨著夏季的到來，

人們越來越擔心為了防止新冠病毒

傳播而戴口罩可能會導致呼吸困難

。在日本東北部，壹家企業推出

“冰鎮口罩”，可重復使用的布口

罩經冷卻後在自動售貨機中出售，

近來受到消費者歡迎。

據報道，口罩被儲存在4攝氏

度的環境中，這是安裝在山形縣兩

臺自動售貨機上設定的最低溫度。

每天大約有400個口罩以690日元(

約45元人民幣)的價格出售，但它

們不會在很長時間壹直保持涼爽。

據報道，這款口罩由總部位於

日本茨城縣的壹家針織品制造商生

產。

日本的壹些地區，如山梨縣和

群馬縣，12日的氣溫超過了30攝氏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氣溫。報道

稱，在炎熱的天氣裏戴口罩會讓涼

爽的空氣很難進入肺部。據醫學專

家透露，戴口罩還會讓熱量在人體

內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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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出錯取消有先例
不影響考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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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及何啟
明、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等16

日到香港考評局示威，對考評局在文憑試歷史科目題目出現偏頗
深感遺憾，要求教育局嚴肅跟進事件及展開相應的調查，追究責
任，如發現有失專業操守及失德的人員必須進行紀律處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工 聯 譴 責

今屆香港文憑試歷史科考試要求

考生評價日本侵華“利多於弊”，試

題冷血偏頗令社會譁然，不少教育界

人士均表明題目誤導考生，會扭曲年

輕一代對史實的掌握及感受。有考生

16日坦言，正因為該試題提供與日

本相關的資料“偏向正面”，故“當刻為分數着想”而選擇回答

“利多於弊”，並強調這不是自身真正立場，反映出事試題禍害甚

深。香港教育界認為，試題是在引導學生以“利弊”觀念去判斷侵

略問題，並贊成應當取消該考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考生認求分數
被迫扭曲是非

冷血試題造成誤導 誘論利弊淡化侵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文憑試歷史科出
現評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冷血偏頗試題，攬炒派
《蘋果日報》企圖轉移視線，聲稱香港教育局開考前
已知道出題策略及內容，並以標題誣衊局方“設局嫁
禍”。教育局發出聲明反駁，指考試的審題委員會有嚴
格的保密原則，成員絕不可向包括教育局在內的任何
人透露試題內容，並批評有關報道嚴重損害教育局誠
信，對此深感遺憾。

《蘋果日報》15日引述不具名消息透露，聲稱今
次引起爭議的歷史科試卷，其審題委員會都有一名教
育局課程發展官員參與，質疑教育局早於開考前已對
有關出題策略及內容知情，並以“設局嫁禍”來形容
是次事件，其後則將字眼改為針對考評局的“有組織
攻擊”。

不諳機制運作 老作1人“設局”
不過，考評局此前在回應是次爭議時否認有人可

以“隻手遮天”，審題委員會的委員包括大學教授、
中學教師、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及依據《課程
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
“經詳細討論，審題委員會成員一致接受之後才正
式定稿。”《蘋果》指控委員會1個人就可以
“設局嫁禍”，似乎是在打臉考評局。

香港教育局16日凌晨發聲明，澄清迄今未
有派員加入考評局歷史科的審題委員會。根據
局方記錄，有獲教育局聘用的教師，在獲聘
前已以個人身份獲考評局邀請加入該審題委

員會，而獲聘後則申請繼續委員會的工

作，基於保密原則，該人員完全沒有亦不可向他人包
括教育局同事或上司透露試題內容。教育局強調，審
題委員會人選由考評局全權負責，近兩年局方曾提名
員工加入考評局不同科目的委員會，但是否接納、擔
當職責及會否參與出題及審題工作，完全由考評局決
定。

針對歷史科審題委員會情況，教育局指，在2019
年曾作提名但該人員最終未有獲邀加入，其他科目審
題委員會即使有教育局人員獲邀，亦同樣要嚴格保密
試題內容。教育局重申，是次事件爭議點是歷史科考
試出題的適切性，並呼籲各界一同
正視問題，切勿被蓄意誤
導或轉移視線。

香港文憑試歷史科出現
偏頗冷血試題，不單衝擊考

生及文明社會價值觀，更直接破壞考試公平、
公正及可信性，教育局是次提出取消該題已有先

例：2009年的舊制高級程度會考（AL），就曾因
為試題出問題或錯誤而取消。考評局當時透過計算
方法處理，以免讓考生的成績受影響。

2009年的高考經濟科卷二選擇題部分，兩條試題

出現文字資料與數據不符的錯誤。考評局
當時指，有關問題導致試題未能有效評核考
生的能力，決定將之刪除。當年有近萬名考生
受影響，較今年歷史科的5,000人更多。

考評局當時公開道歉，指兩道被取消的試題
佔經濟科總分1%。因應對考生成績的影響，考評
局會透過計算方法，不讓考生成績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試題保密無透露
教局反駁《蘋果》抹黑

各
界
促
取
消
誤
導
試
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政治入侵
校園，不少學生遭“洗腦”，然而部分校長
老師卻對此袖手旁觀，放任“黃”毒在校內
蔓延，甚至有官立中學在疫情停課多月後，
仍然未有清除相關煽動性政治文宣，讓其繼
續在校內各處干擾教育平靜。

有網民16日在一家長群組報料，指屯
門一所官立中學校內近期仍貼上不少政治標
語，包括“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還有人
以較小紙張寫上“光復香港”等“獨”口
號，即使疫情下停課多月，校方也沒移除。

早在去年9月的片段，亦見到該校學生
於學校附近遊行並大叫政治口號。校長及副
校長只於校門視察，並沒有制止，網民批評
學校的“不作為”態度。

同日，網上還流傳多幅據稱是來自不同地
區官立中學課室壁報板貼滿政治文宣及海報相
片，包含“全民三罷”宣傳單張、“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標語等。

有網民狠批校方允許政治入侵，有人則
指，不清楚相片拍攝時間，特別現在已停課
多月，未知學校是否已經處理。

■網上流傳多張圖片，
指多所官立中學校內政
治文宣沒被清除。

網上圖片

官校貼滿黑暴文宣

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上周四舉行的香港文憑試歷史科有逾
5,200人報考，其中一道必答題問道：

“‘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
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題要求考生參
考考卷提供的資料解釋答案，包括1905年日
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的文章，提及其支
持清朝改革，另一資料是1912年兩則引文，
均與日本財閥借貸支持革命軍相關。

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15日點出“五宗
罪”，表明題目的時間段包括整段日本侵華
戰爭，只有“弊”而不會有“利”，既無討
論空間且有引導性，更嚴重傷害在侵華戰爭
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之感情和尊嚴，要求
考評局取消該試題。

外界質疑此偏頗冷血試題，是否與早前
被揭扭曲侵華歷史的香港考評局歷史科高層
楊穎宇，及該局審題機制相關。考評局曾就
事件三度回應，一開始只推搪指試題由多人

組成的“審題委員會”制訂，稱設題“別無其
他非學科的考慮”，隨後則稱會“嚴肅跟進處
理”，但仍拒絕評論試題。到教育局嚴正表
態試題應取消後，才說會“盡快召開特別會
議，商討如何跟進”。

見資料“偏向正面”而附和
應屆歷史科考生Jake（化名）向傳媒表

示，她認為該題的資料與其他題目相比較簡
單，“我回答時見到兩項資料都是偏向正
面，當刻是為分數着想，我沒有想我的個人
立場，我答是‘利大於弊’，我的答法不反
映我的立場。”

教界：出題輕率遺禍
香港教評會主席何漢權直指該題目出得

差：日本侵華一定是“弊”，但題目問到
“利多於弊”，是在引導學生以“利”作

答，根本是難為學生，且有關題目會成為參
考，下屆考生或會找尋更多侵華是“利多於
弊”的觀點。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也指，日本侵華無論
在經濟及人命上都是弊，即使日本對中國提
供多少好處，背後用意始終是侵略，再多利
處也抵消不到弊處，而在教育上，更不能引
導學生以“利弊”觀念去判斷侵略問題。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則指，今次試題出事
反映考評局敏感度不足，令民族傷痛加深。
他認為取消試題做法雖不理想，但兩害取其
輕，故同意取消做法，並相信教育局此舉是
要發出訊號，提醒出題要審慎。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則表示，有關題
目不理想，因開放式的題目必須闡述有利之
處，但日本侵華對中國而言肯定是“弊多於
利”，故學生答題時可闡述的觀點少，而事
件應交回考評局處理。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對試題傷害民族感情深感遺憾，要求檢討現行出題機制及權力，並於確保考試公平
下取消該題

●香港校董學會：

－試題美化日本侵華，內容偏向日本一方，帶有引導性，反映考評局歷史科審題委員
會偏見，把關者有嚴重缺失，支持果斷取消題目
－過去文憑試通識科考試多次出必答政治題，引導老師以政治議題教學，讓學生於
“現代中國”、“今日香港”主題學習中被不斷“洗腦”，形成了今天很多學生不滿
社會、仇視國家的“港獨”根源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

－對試題誤導學生得出以偏概全的觀點，以功利性判斷（利弊）混淆歷史價值觀，掩
飾日本侵華暴行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認為事件是“試圖歪曲歷史、荼毒青少年心靈的‘滅國去史’的行徑”，讚賞教育
局迅速撤銷該試題
－特區政府應徹底改革考評局人事和考評制度，對相關人士進行問責，並全面檢討
香港教育，撥亂反正

●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考評局工作會較一般教師更敏感，需要時刻保持專業操守及政治
中立

－支持取消試題，並跟進出題審題過程，促請教育局及
考評局嚴肅處理，維持文憑試專業、公平、公正及

可信性
－維護下一代有正確的民族歷史觀，教育局責無

旁貸，建議從小學階段增潤更多中國歷史元
素，加深學生認識，從而培養正確國家觀念

●新界社團聯會：

－強烈反對刻意曲解和美化日本侵
華歷史，嚴厲譴責考題偏頗及具嚴
重誤導性
－促請特區政府認真正視，將中
史重新作為必修科，並檢討現
行歷史科和通識科的教授、考
核和出題制度



AA88
星期二       2020年5月19日       Tuesday, May 19, 2020

廣告

2020Census_Prints(Motivation)_ilovenumbers_11.20x20.50_M_T_0326.indd   12020Census_Prints(Motivation)_ilovenumbers_11.20x20.50_M_T_0326.indd   1 3/26/20   10:00 PM3/26/20   10:00 PM


	0519TUE_A1_Print
	0519TUE_A2_Print
	0519TUE_A3_Print
	0519TUE_A4_Print
	0519TUE_A5_Print
	0519TUE_A6_Print
	0519TUE_A7_Print
	0519TUE_A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