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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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30, 2020

(綜合報道）美國預計未來三
個月內將大規模臨床試驗三種新冠
病毒疫苗，對此，該國流行病學專
家安東尼·福奇表示，新冠病毒疫
苗有效率可能為 70％至 75％，考
慮到民調顯示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
願意接種疫苗，因此美國很難藉此
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據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28 日報導，福奇在採訪
中指出，有效率最高的疫苗是麻疹
疫苗，為 97％至 98％，但他預計
新冠病毒疫苗不可能達到這種程度
，考慮到只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願
意接種，因此美國很難實現群體免
疫。

福奇指出，在美國推廣接種新
冠病毒疫苗不是易事，他說：“美
國部分人群普遍反科學、反權威、

反疫苗，但三分之一的人不願意接
種疫苗還是一個驚人的比例，推廣
接種疫苗不會是易事，我們還有很
多工作要做，讓人們了解疫苗的真
相。”

關於美國各州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的表現，福奇表示一些州領導層
過於倉促地決定重新開放，一些州
民眾不戴口罩聚集，尤其是年輕人
，這些是新冠病毒持續擴散的原因
。

最後，福奇認為，現在美國在
追踪新冠病毒密切接觸者方面做得
併不好，許多社區主要通過打電話
聯繫密切接觸者，但 50％的人甚
至都不願意提供信息。此外，由於
在新冠病毒傳播的社區中，20％至
40％的感染者沒有症狀，因此無法
做到追踪全部密切接觸者。

（（路透社路透社））

控制疫情控制疫情 福奇福奇：：美国部分人反科学美国部分人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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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新冠病毒肆虐的世界人口已突破一千
萬人次，僅是美國就佔四分之一的二百五十萬
人，死亡人數也達十二萬五千人，這次的公共
衛生危機充分顕示國家動員能力之不足，造成
有史以來天災加人禍的極大不幸。

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公衛、經濟及種族之
叁大危機，使這個開放民主之社會在遭遇毒惡
的病毒時束手無策，就連是否要戴口罩都無法
口徑一致，加上地方民主共和兩黨早已政見分
歧，聯邦政府更無法領銜指揮。

衛生部長艾薩剛剛提出警告，我們的時間
已經不多，疫情已經在美國西南州猖狂蔓延，
我們要求全國民眾要自愛，保持社交距離，戴
上口罩，令人諷剌的是副總統潘斯昨天在參加
德州一項教會集會上，近百人的唱詩班沒有一

個人戴口罩，白宮當局還宣稱全國疫情已經持
平。

我們驚聞德州休斯敦近郊的斯坦福市市長
史格勒昨日逝世，現年七十九歲在美國歷史上
任職最久的市長，在其四十九年任期內，把斯
坦福市建設成為小而美之城，他對我們亞裔社
區特別友善，好友譚秋晴女士也剛就任該市市
議員，另外也同時傳來我們居住的赫裏斯郡郡
長赫達格也被診斷為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目
前在家隔離治療中，這位精明能幹的女郡長是
來自哥倫比亞之移民，我們祝福她早日康復。

我們今天的挑戰已經是每位國民共有的問
題，任何人都已無法逃避， 希望大家捲起袖子
，在各自崗位上貢獻力量，來挽救國家，挽救
自己。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2929//20202020

Tens of millions of confirmed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have been reported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Twenty-fi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cases
are in the U.S. We now have more than 2.5 million
cases and 125,000 deaths. Such terrible figures
really prove that we lack the ability to fight this
crisis.

Today, America is facing three major issues: the
Coronavirus and public health, the economy and
the radical problem. Whether we should even wear
masks under the current pandemic conditions in
the nation cannot be agreed on. And at the federal,
local and state levels of government, because of
different ideologies, there are no firm agreements
on the many issues we are facing
in the crisis. There is no leadership
in command as a central power.
Sadly, this i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coronaviru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has warned
that our time was running out for
the U.S. to curb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as cases rise cross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the west and
south.

We were very sad to learn that our
dear friend,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Stafford, Leonard Scarcella,
passed away last night. He was a
very good friend of the Asian

community. He also was the longest serving mayor
in U.S. history for 49 years. His legacy will be
remembered by us.

In this crisis time, we have also learned that Harris
County Judge Linda Hidalgo has been confirmed
with the coronavirus. We admire her leadership at
this critical time and we wish her all the best.

As a nation, we are facing thi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t is everybody’s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out your duties and to contribute however you can
from your position as a citizen. Let’s all team up
to rescue our country.

We Are In A NationalWe Are In A National
Crisis AgainCrisis Again

公衞再現危機公衞再現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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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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綜合報道）6月27日，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t執行秘書
拉希納•澤爾伯t在推特上爆料稱，建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放
射性物質傳感器6月22日和23日在空氣環境中檢測到三種放射
性同位素，分別是同位素銫-134（Cs-134）、銫-137（Cs-137
）和釕-103（Ru-103）。雖然這些同位素水平異常，但對人體
沒有危害。

讓人後怕的是，這些同位素通常與核裂變有關聯，應該是出
現在核電站內部而非空氣之中。

第二天（6月28日），愛沙
尼亞國家廣播電視台（ERR
）報導，愛沙尼亞環境保護
局表示，哈庫輻射監測站在
空氣中也檢測到非常少量的
銫 （Cs-137 和 Cs-134） ，
鈷 （Co-60） 和 釕
（Ru-103）同位素核粒子
，但是不會危害人類健康。
更讓人擔心的是，芬蘭、挪
威和瑞典的輻射與核安全監
管機構本週表示，他們在芬
蘭、瑞典和波羅的海都發現
了量小目前對人類和環境無
害的放射性同位素。
當地老百姓慌了，你說“不
會危害人類健康”，但突然

頭上出現核粒子，誰會不擔心？萬一 那麼，同位素核粒子到
底哪來的呢？

澤爾伯在回复網友詢問時提到，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認
為這可能來自民用來源，也就是核電站反應堆產生熱量的原子鍊
式反應，但該組織並不具有調查確切發生源頭的權限。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歐洲議會的一份報告，1986年切爾諾貝
利災難發生後的幾天內，瑞典也檢測到放射性水平明顯升高。

根據澤爾伯推特公佈的地圖所指示的範圍，有專家分析，芬
蘭的洛維薩核電站和俄羅斯的列寧格勒核電站有可能是輻射源。

對此，芬蘭對外稱該國的核電站並沒有出現異常。
6月27日，荷蘭公共健康及環境國家研究所經過分析後指出

，人造的輻射源頭位於俄羅斯西部，很有可能是俄羅斯核電站的
燃料模塊受損造成的。據悉，放射性物質很有可能是東北風吹來
的雲團攜帶的，但由於檢測次數有限，有關各方無法拿出實質性
證據確定具體的放射性物質來源。

但塔斯社6月27日援引俄羅斯核電站電力和熱能生產公司發
言人的話稱，西北部地區的列寧格勒核電站和科拉核電站運行正
常，周邊地區輻射水平符合標準範圍，也沒有接到任何事故報導
。

弔詭的是，在俄羅斯堅決否認後，6月28日，荷蘭公共健康
及環境國家研究所發表了一個新聲明，指出一些媒體早前可能錯
誤翻譯荷蘭語，並表示：“研究所稱放射性同位素沿著從俄羅斯
西部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方向移動，但目前無法確定具體的
（輻射）來源國。”也就是說，北歐上空的核粒子是從俄羅斯西
部過來的，但是否是俄羅斯西部釋放的，就不好說了。

其實，這已不是歐洲上空第一次出現核粒子。 2017年9月，
法國和多個歐洲研究機構監測到放射元素釕-106，並懷疑來自
俄羅斯，但遭到俄方否認。當年12月8日，俄羅斯公佈監測結果
，表示這些釕-106或來自墜入大氣燒毀的攜帶此同位素源頭的
衛星。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特
朗普日前邀請韓國、俄羅斯、
澳大利亞及印度加入 G7 峰會
，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反對韓
國參加。韓國青瓦台一幕僚29
日痛批日本此舉，認為日本慣
於禍害鄰國、拒不認錯反省，
這次反對韓國參加 G7 峰會更
是無恥至極。

韓聯社報導稱，國際社會
（尤其是發達國家）早已了解
日本“遇韓必反”，因此日方
的阻撓不會對 G7 成員國對於
擴大 G7 以及邀請韓國加入的
構想產生任何影響。該名官員
譴責日本“無恥的程度是全球
前幾名”。

特朗普今年5月底宣布，
2020 年 G7 峰會延至今年 9 月
，會中將討論“中國的未來”
，也希望邀請韓國、俄羅斯、
澳大利亞及印度等4個非會員
國加入 G7，擴增為 G11 。但
日本共同社卻指出，日本政府
擔心韓國對中國的姿態不同於
七國集團，因此安倍政府向美
國表達了維持 G7 現行體制的

立場。
此外，青瓦台抨擊日本有

意抵制韓國貿易代表俞明希競
選世貿組織（WTO）秘書長
，在歷史問題上也毫無反省態
度。青瓦台抨擊日本扭曲歷史
，無視二戰期間強征韓籍勞工
。

日本軍艦島以明治工業革
命遺址申遺成功，被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韓國常駐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代表團大使金東起25
日表示，目前已向 21 個世界
遺產委員會成員國反映日本違
背承諾。日本2015年申遺時，
曾向韓方承諾成立信息中心紀
念二戰時強徵的韓籍勞工，但
申遺成功後卻違背承諾。韓國
外長康京和 22 日也致函要求
《世界遺產名錄》把日本明治
工業遺址除名。

日本阻止韓國參加日本阻止韓國參加GG77
韓國痛批其無恥至極韓國痛批其無恥至極

北歐上空惊現大量核粒子北歐上空惊現大量核粒子？？
川普的聲望與支持度正在崩落中, 在所有

媒體機構所做民調中他都輸給競爭對手拜登兩
位數以上，從不服輸的他在選舉造勢上竟有感
而發說出:”拜登將成為你們的總統，可能是因
為你們並不喜歡我”。 的確如此，川普如果連
任失敗,並不是因為拜登比他強很多, 而是因為
越來越多的民眾不喜歡他，是他葬送了自己任
內所擁有的連任優勢。

從民調數字顯示, 如果明天舉行投票, 川普
必敗無疑, 但問題是明天並不舉行投票, 投票還
有四個多月才舉行，我們常常說,民意如流水,
政治情勢瞬息萬變,很多事情常是我們無法預料
的。在1988年7月下旬，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麥
克•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民調遙遙
領先喬治•布希17個百分點, 但在四個月後的
大選中他竟然敗給了布希, 所以川普也有可能
奇蹟出現,成為下一個布希。

但是川普最大的致命傷是, 他的民眾支持
度(40%)與不支持度(56%)竟相差了16個百分點,
那表示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國人已經唾棄了他,不

願意讓他再擔任總統, 所以他現在已無法再回
頭, 他很可能成為20世紀初以來第六位無法連
任的美國總統。

強力支持川普的基本盤是中老年白人男性
選民, 但是從民調分析顯示, 拜登已拉平了川普
在這方面的領先優勢, 當然在年輕少數裔女性
選民方面,拜登則遙遙領先川普, 其實在三月份
之前, 川普與拜登的民調只有5%左右的差距, 但
隨著新冠疫情在美國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以及五
月底佛洛伊德死後所釀成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示威活動, 川普缺乏明智果斷的領導方式與
態度一再偏離美國的民主核心價值, 他持續鼓
吹種族仇恨，讓混亂和騷亂繼續延續,這使美國
民眾對他產生不信任感！

川普一再向民眾傳達出的訊息就是：他不
能承擔大任,只會推卸責任,他不是團結者，只
是分裂者,當反對他的人不再跟他爭論,而是改
採嘲弄揶揄方式來待他的時候, 那表示他大勢
已去矣!

【李著華觀點 :川普已回不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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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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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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報告：
到2070年歐洲人口總量或縮減至全球4%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近日發布的壹項未來社會人口發展分析預測

報告指出，人類社會通過未來50年的發展，到2070年，歐洲社會人口總

量將會縮減為全球人口總量的4%。

據報道，根據歐盟未來50年社會人口發展分析預測報告，到2070年

，非洲社會人口將會達到32%，歐洲社會人口總量將會縮減為全球人口

總量的4%，亞洲社會人口總量占比也將有所減少。

報告指出，未來50年，歐洲社會人口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新

生兒出生率持續下降。2018年，歐洲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55名子女，如

果要維系歐洲現有社會人口數量，則必須每名女性生育2.1名子女。而

目前歐洲部分地區女性平均生育數量低於1.25名子女。

報告稱，近年來，意大利、希臘等部分國家，女性首胎平均的生育

年齡正在大幅度提高，已從2001年的29歲上升到了2018年的30.8歲。

女性首胎平均生育年齡的提高，將意味著社會出生率的進壹步下降。

報告表示，歐洲除了人口出生率低，社會老齡化問題已成為制約社

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到2070年，歐洲人口預期壽命平均將增加10歲左右

，其中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將從2018年的78.2歲上升到86.1歲；女性平均

預期壽命將從83.7歲上升至90.3歲。

報告強調，1960年，歐洲社會人口占全球人口約為12%，如今，該

數字已降至約為6%。到2070年，歐洲社會人口將會降至占全球人口總

量的4%，而非洲人口將從9%上升至32%，亞洲人口則會略有下降。

報告指出，在財富方面，2004年，歐洲占全球財富的18.3%，2018年

已 降為14.3%。隨著社會勞動力人口的減少，這壹發展趨勢將會繼續

加速。

歐盟委員會表示，未來50年，盡管歐洲社會人口數量僅為全球人口的

4%，但歐盟將會繼續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經濟、政治和外交的參與者。

太陽軌道飛行器完成首次掠日飛行

將近距離觀測太陽
綜合報導 由美國國家航

空 航 天 局 和 歐 洲 航 天 局

（ESA）聯合研制的“太陽

軌道飛行器”到達其觀測任

務的第壹個重要地點。據美

國太空網15日報道，航天器

於 6 月 15 日首次飛掠太陽

（或開展近日點飛行），屆

時它大概將位於地球和太陽

中間的位置，距太陽約 7700

萬公裏。

北京時間 2020 年 2月 10

日，“太陽軌道飛行器”成

功發射，旨在使科學家能以

前所未有的視角觀察太陽：

它將近距離研究太陽；首次

對太陽極區開展高分辨率

觀測，讓人們窺視太陽兩

極的“真容”；揭示太陽

磁場的奧秘；更好地理解日

地關系。它是繼2018年升空

的“帕克”太陽探測器後，

人類近期朝太陽派遣的第二

位使者。

“太陽軌道飛行器”項

目科學家、ESA的丹尼爾· 穆

勒在壹份聲明中稱，該航天

器的首次成像活動將在執行

這壹近日點飛行後壹周內進

行，考慮目前航天器距離地

球較遠，因此，需要再花壹

周時間將這些圖像傳回地球

，任務團隊估計7月中旬會發

布圖像。

“太陽軌道飛行器”總

共攜帶10臺儀器：6臺望遠鏡

和4臺旨在研究航天器周圍環

境的儀器。自航天器發射後

不久，任務團隊就壹直在密

切監視每臺儀器，但本周的

數據收集將是對該探測器的

新測試。

據 悉 ， “ 帕 克 ” 比

“太陽軌道飛行器”更近

距離接近太陽，研究太陽

風如何產生，但它沒有相

機給太陽拍照；而“太陽

軌道器”與太陽距離適中

，可對太陽進行遠程拍照

及原位測量。

穆勒說：“我們將首次

能夠將所有望遠鏡拍攝的圖

像放在壹起，並觀察它們

如何獲取太陽各個部分——

包括太陽的表面、外部大氣

或日冕以及日光層的互補數

據。”

盡管科學家們對這些

圖 像 感 到 興 奮 ， 但 “ 太

陽 軌 道 飛 行 器 ” 尚 未 開

始 其 主 要 的 科 學 研 究 工

作 ， 其 主 要 科 學 任 務 的

首個近日點飛掠將於 2022

年初進行。

意佛羅倫薩舉行示威
組織者違反防疫規定遭公訴

綜合報導 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意大利抗議者日前在佛羅

倫薩聖十字廣場舉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譴責當局限制公民自由。佛

羅倫薩當局23日表示，示威活動嚴重違反防疫禁令，檢方已決定對組織

者提起公訴。

據報道，示威者要求捍衛工作和學校運作的權利，抗議政府強制性

接種疫苗和對傳染病采取強制醫療政策，要求政府歸還民眾自願接種疫

苗和患者是否選擇治療的自由。

當地媒體報道稱，組織者發起抗議活動的同時，並沒有要求參加示

威的民眾佩戴口罩，也沒有提醒人們參加活動必須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此舉或帶來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

對此，佛羅倫薩市長達裏奧· 納爾德拉表示，這場抗議示威，為公

共健康安全帶來極大隱患，是壹種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為。

目前，佛羅倫薩警方已經向檢察院提交了示威活動組織者，以及示

威民眾違反防疫法令的相關證據。佛羅倫薩檢察院已決定，將對示威活

動組織單位和負責人提起公訴。

德國救援船靠岸後28名難民確診
意地方政府表示不滿

綜合報導 意大利西西裏大區主席穆

蘇梅奇證實，載有 211 名難民的德國

“海洋觀察3號”救援船停靠意大利港

口後，在不到兩天的時間內新冠肺炎確

診患者已增至28人，且大多數感染者並

無臨床癥狀。

據報道，德國“海洋觀察3號”救

援船獲準停靠意大利西西裏島南海岸阿

格裏真托省恩佩多克萊港後，當地衛生

部門23日開始對船上的難民進行病毒檢

測，隨後壹名難民被確診感染。

截至24日，船上已有28名難民確診

，最先發現感染的難民是唯壹具有臨床

癥狀的患者。

負責德國救援船病毒檢測工作的

意大利紅十字會表示，目前確診的難

民已在船上被單獨隔離，將強制隔離

15 天。船上現在有 26 工作人員負責

相關工作，包括醫護人員、翻譯及警

務人員。

意大利衛生部表示，根據隔離防疫

措施相關規定和要求，衛生部門已在救

援船上建立了 “紅色區域”，進入該

“區域”需配備所有個人防護設備。未

確診的難民也將采取強制隔離措施，隔

離期結束難民均需進行檢測方可上岸。

意大利內政部表示，為了保障公共

衛生健康安全，防止新冠疫情擴散，當

局已下令對所有上岸的難民進行強制性

檢疫。今後凡是抵達意大利的難民，必

須遵守衛生部衛生總局制定的關於保護

隔離系統的準則和相關的檢測程序，以

及各項防疫法令。

恩佩多克萊市市長卡米納對染疫難

民船在該市靠港表示強烈不滿，他向媒

體抱怨說，作為壹市之長，他是最後

壹個獲悉難民船靠港和難民感染病毒

消息的人。他表示，目前恩佩多克萊

港已不再是安全港口，全市民眾已經

暴露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疾病的危險之

中。

西西裏大區主席穆蘇梅奇指出，大

區政府強烈要求意大利中央政府拿出具

體解決難民問題的辦法和方案，以防止

在西西裏島內暴發疫情。

德國最大肉聯廠疫情暴發後
讓人震驚的壹幕發生了

綜合報導 “危險的離

開！”據報道，德國最大的

肉類生產企業通內斯集團員

工已有1553人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更令人擔憂的是，

7000名被隔離的員工紛紛逃

回到老家羅馬尼亞等地。德

國衛生部門和警方開啟跨境

追蹤行動。

總部位於德國北威州居

特斯洛縣的通內斯集團有員

工1.65萬名。17日下午，通

內斯突然爆出657名員工感

染新冠病毒，引起全德震動

。之後，當地政府對該集團

的7000名員工進行隔離，並

對他們進行核酸檢測。

這些被隔離的工人居住

在居特斯洛縣以及鄰近的費

爾市等地的多處公寓樓中。

這些工人基本都是來自羅馬

尼亞、保加利亞和波蘭等東

歐國家的合同工。根據規定

，工人們在14天的隔離期內

不準離開公寓樓。

但是，當地醫護人員近

日上門進行檢疫工作時，意

外發現那些公寓樓的前後街

道都已經沒有了汽車的蹤跡

，進入公寓樓敲門也不見人

影。德國政府部門經調查發

現，這些工人已紛紛逃離

“疫區”，有的到德國其他

地方的親友那裏“避疫”，

還有的正在回東歐老家的路

上，其中不乏已確診感染新

冠的人。

壹時之間出現了新的重

大危機。德國政府急忙要求

通內斯集團交出所有工人的

名單和地址，但廠方以“隱

私數據保護”為由拒絕，最

後是介紹工人的勞務派遣公

司給出了7000人的聯系方式

。之後，德國警方和衛生部

門與工人及其家屬壹壹進行

聯系，要求他們回到當地進

行隔離。同時，德方還向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波蘭等

國的同行發出求助信，並派

人到當地，要求給予援助。

目前，壹些工人已經返

回當地進行隔離，但有壹些

回到東歐家鄉的工人，不願

再回到德國。他們表示，公

寓樓裏人太多，病毒很容易

傳播。德國衛生部長施潘警

告，必須立即遏制疫情擴散

，防止病毒蔓延到整個德國

及歐洲。

“德國之聲”稱，北威

州政府將在管制區內大幅擴

大核酸檢測範圍。州長拉舍

特表示，上門檢測的醫務團

隊將由警察陪同，當局必

要時可以采取強制措施。

同時，他也提到了要為被

隔離的民眾提供人道主義

支持，“如果壹天只給他們

送壹頓飯，這是不夠的。被

隔離的民眾必須得到周密的

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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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26日表決通過一項由民主
黨人提出的草案，支持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特區
）成為美國第51個州。
這項草案提出三項主要主張：

第一，縮小聯邦特區，僅囊括白宮、國會大廈、聯邦最高
法院以及國家廣場上其他聯邦建築等。

第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餘下區域成為一個州，名為
“華盛頓道格拉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市長則成為州長
。
第三，草案准許“華盛頓道格拉斯邦”在美國國會擁有2名參
議員和1名眾議員，均享有投票權。

有評論認為，這一突破通過具有歷史意義，標誌著華盛頓
特區的州地位首次在美國國會的一個院獲得通過。不過也有觀
點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在共和黨人全力阻撓下，這
項草案或將止步於參議院。
1.心中的苦，都寫在了車牌上

華盛頓特區位於美國東北部，人口約70萬，有大量非洲裔
美國人。這裡是美國聯邦政府所在地，為美國國會直接管轄的

特別行政區劃，不屬於任何一州。
目前，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在美國國會參議
院中沒有正式代表，在眾議院中有1名代表
，但沒有投票權。
所以與其他州相比，這種狀態就是你有的別
人也有，別人有的你卻沒有。
然而，根據2018年的相關數據，如果華盛頓
特區成為一個州，與其他州相比，其人口數
量將排在第 49 位(領先於佛蒙特州和懷俄明
州)，土地面積將排在第51位，人均GDP將
排在第1位，家庭收入中值將排在第1位，總
GDP將排在第34位。
更為重要的是，華盛頓特區居民繳納的人均
聯邦所得稅全美最高，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總
額也高於22個州；特區政府預算中僅有25%
至 30%由聯邦政府撥付，這一比例低於 5 個
州的水平且與另3個州水平相當。
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認為，
在過去超過兩個世紀以來，華盛頓哥倫比亞
特區居民交稅，在軍隊中服役，並為美國經

濟作出貢獻，卻無法享有全部公民權。 “這一問題早該解決了
”。

為了表達心中的夙願，自2000年開始，華盛頓特區政府開
始在頒發的所有城市汽車牌照底部印上了“需繳稅無代表”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這行字。

2016 年，這行字被更新為“終結需繳稅無代表”（End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有媒體認為，這樣的行為純粹是在抱怨，華盛頓特區居民只有
納稅的義務，卻沒有權利擁有在國會能實實在在說得上話的代
表。

因此，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人斯滕尼•霍耶表示：
“我們一致認為，現在應該提出一項議案，以示對（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公民的尊重。”
2.這是個歷史遺留問題

或許有人不解，作為一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在眾議院的代
表，怎麼會沒有投票權？這還得從美國建國早期講起。

在美國建國初期，各州在首都選址這個問題上存在爭執。
由於費城和紐約都在北方州的範圍之內，南方州不願意將首都

建立於此。但南方州大部分都是大片的種植園，沒有適合建都
的大城市。

開國總統華盛頓在權衡之後建議，在南北州的中間地帶找
個地方建都。 1790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批准在波托馬克河
畔建立首都特區，由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選址，最終選
在波托馬克河邊劃一個面積100平方英里的菱形區域作為首都
。

首都的選址一方面考慮了當時南北方的共同訴求，另一方
面也採納了美國建國者們另一條建議，他們認為首都不應該受
到州一級政治勢力的影響，應該是中立性質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華盛頓特區居民獲得總統大選的投票權。但
由於接近半數的人口均為少數族裔，華盛頓特區歷來都是民主
黨的票倉。當時的美國聯邦政府擔心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傾向可
能深受所在地選民的影響，於是反對給予其在國會的投票權。
3.黨爭的新戲碼？

夢想很豐滿，然而現實很骨感。
綜合來看，華盛頓特區的“立州夢”破碎或將成為大概率

事件，在共和黨掌控參議院，該草案會遭遇共和黨的全力阻撓
，很難成為法律。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麥康奈爾此前明確表示，不
會將該草案提上參議院議程。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則稱，如
果該草案在國會獲得通過並呈交白宮，白宮顧問將建議總統予
以否決。

共和黨反對華盛頓特區“立州”的原因之一是不想讓民主
黨人藉機在國會獲得更多席位。在華盛頓特區，民主黨選民佔
絕大多數。據美國媒體統計，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獲得華盛頓特區超過90%的選票。

特朗普上月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反對華盛頓特區
成為州，不會讓民主黨人在國會中擁有更多席位。共和黨籍聯
邦眾議員喬迪•海斯說，民主黨人力推此事無非是為攫取更多
權力。

此外，共和黨人提出的反對理由還有，此舉違背美國建國
初期設立華盛頓特區的初衷，即讓美國首都作為一個獨立行政
區劃，免受州一級政治勢力干預。

有分析人士認為，儘管民主黨人的這一舉動帶有很強的象
徵意味，但自弗洛伊德事件掀起全美反種族歧視抗議聲浪以來
，大量非洲裔美國人居住的華盛頓特區已成為抗議活動中心地
帶，民主黨人後續或乘勢推進更多針對種族割裂的改革措施。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連創新
高，疫情急劇惡化引起全球關注。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數據，截至美國東部
時間28日晚，美國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254.7萬例，累計死亡
病例超過12.5萬例。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網站28日更新的
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全美新增確診病例44703例，再次刷新
單日新增病例數最高紀錄。

美國流行病學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各地倉促
重啟經濟，防控措施不到位，追踪、隔離密切接觸者存在問題
等因素加速了疫情蔓延。
倉促“解封”增加風險

疫情暴發以來，美國面臨疫情防控和經濟下行、失業率上
升等多重困境。自5月起，美國各州陸續“解封”，迎來密集
的“復工復產潮”，許多地區恢復了商場、酒吧、海灘、訓練
營、健身房和博物館等場地的運營。

美國艾奧瓦大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教授斯坦利•珀爾曼在
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各地重啟經濟進程太快，許多地區
尚未做好準備就倉促復工，未能遵循相關防控和隔離措施，這
是導致近期新冠病例激增的一大重要原因。

鑑於病例數激增，佛羅里達州和得克薩斯州已宣布暫停重
啟經濟計劃。此外，亞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緬因州、內
華達州等州州長也表示暫不會啟動下一階段經濟重啟計劃。
防護措施不到位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
行病學教授張作風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在呼吸道傳染
病防控中，口罩的作用很關鍵，即使是手工製作或普通外科手
術口罩也可以阻擋說話、咳嗽、打噴嚏等途徑散播的飛沫，阻
擋病毒傳播。但部分美國民眾對戴口罩有較大抵觸情緒，這是
導致病例激增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目前，美國各界對是否應在公共場所戴口罩仍存在爭議。
部分州要求人們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但許多州尚未發布任何指
導方案。美國副總統彭斯26日表示，是否需要發布戴口罩的指
導方案或相關要求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決定。

5月底，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

暴力執法死亡引發全美範圍持
續數日的抗議、騷亂和暴力衝
突。專家認為，近期病例激增
可能與此密切相關。

“示威人群密切接觸，無
法保持社交距離，使病毒傳播
風險大大增加。示威者大聲說
話、喊口號會向空氣中釋放更
多飛沫，而警察使用催淚瓦斯
、煙霧和胡椒噴霧等會讓人流
鼻涕和咳嗽，這些都有利於病
毒傳播。年輕人聚集示威或集
會，很可能把病毒帶回家，造
成家庭的聚集性感染。”張作
風說。
追踪、隔離密切接觸者存在問
題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
戈分校傳染病系主任羅伯特•
斯庫利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
時表示，近期新冠檢測陽性率
正在快速上升，但這不是因為
檢測量大所致，而是緣於感染
數量增加。隨著病例數持續攀
升，包括亞利桑那州、得克薩
斯州、亞拉巴馬州在內的多地
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重症監
護室床位已達飽和。

美國休斯敦貝勒醫學院教授彼得•霍特茲指出，“美國沒
有應對疫情的國家計劃，沒有‘路線圖’來跟踪、模擬和設計
干預計劃”。

數據顯示，近期美國西部和南部地區疫情更為嚴重。新增
病例中年輕人居多，約半數為35歲以下群體。

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組成員、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

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日前指出，美國在確認無症狀感染者
和年輕群體的病毒傳播方面存在問題，因此未能及時採取相應
隔離措施。此外，在有無症狀傳播風險的社區裡，追踪新冠患
者密切接觸者的工作難以開展。
福奇表示，如果美國不能在秋季前控制新冠疫情，基本就得進
入“追趕山火”一樣的狀態。未來幾週要控制住多個州病例激
增的任務非常艱鉅而關鍵。

美國首都為何非要從特區變成一個州美國首都為何非要從特區變成一個州？？

美國新增病例近期連創新高的三重誘因：
追踪、隔離密切接觸者存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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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調：
近7成受訪者反對安倍
再次參選自民黨總裁
綜合報導 近日，壹份圍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否應

第四次參選自民黨總裁的民調結果顯示，有近7成的受訪

者表示反對，較上壹次調查增加了約9個百分點。

據報道，此次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安倍再次參選

自民黨總裁，有69%的受訪者表示反對，較2月調查

時的60%增加了9%；另壹方面，僅有19%的受訪者表

示支持，較2月的25%減少了6%。

報道稱，在自民黨的支持者中，也有54%反對安

倍再次參選，這壹比例超過了支持者的36%；在無支

持黨派人群中，反對者更是占到了72%，僅有13%表

示支持。

關於誰最適合成為安倍的繼任者，有31%的受訪

者認為是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15%認為是現任環

境大臣小泉進次郎，另外，還有12%的受訪者認為是

現任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安倍於2006年9月當選自民黨總裁，同月出任首

相，後因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和閣僚頻曝醜聞

，於2007年9月辭職。2012年9月，安倍再次當選自

民黨總裁，同年12月率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

贏回執政權並再次出任首相，連任至今。安倍本屆自

民黨總裁任期將至2021年9月。

因疫情停業超4個月
東京迪士尼定於7月1日重新開放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東京迪

士尼樂園和迪士尼海洋樂園的運營

商發布消息稱，在因新冠疫情臨時

停業超4個月後，兩座樂園將於7月

1日重新開放。

據報道，考慮到疫情防控的原

因，兩座樂園重新開放後，營業時

間暫時縮短為8時至20時，且只能

在網上提前購票後才能入園。據介

紹，網絡售票將從當地時間25日下

午3時開始。

此外，園內的遊樂設施和餐廳

等還將限制使用人數，部分設施暫

停開放，遊客在入園時需要接受體

溫檢測，並佩戴口罩。

為防止新冠疫情擴散，東京迪

士尼樂園從2月29日起臨時關閉，

當時計劃將閉園時間持續至3月15

日。

3月 11日，為配合日本政府的

防疫政策，東京迪士尼樂園首度延

長閉園時間至4月初；3月27日，該

樂園再度延長閉園時間至4月20日

以後；4月9日，該樂園第三次延長

閉園時間至5月中旬；5月8日，樂

園第四次延長閉園時間；6月1日，

閉園時間被第五次延長。

韓國大邱市向“新天地教會”

索賠1000億韓元
綜合報導 韓國大邱市政

府稱，決定對曾引發韓國疫

情暴發的“新天地教會”提

出訴訟，要求賠償 1000 億韓

元。

今年2月，大邱“新天地

教會”出現集體感染，隨後疫

情迅速蔓延，引發韓國疫情大

規模暴發。截至6月23日零時

統計，大邱市累計確診病例

6901例，全國超壹半病例集中

於此。

大邱市政府當天稱，“新

天地教會”及創始人李萬熙對

於疫情擴散負有責任，決定對

其提出訴訟，要求索賠1000億

韓元。

大邱市表示，在發現第壹

個確診者為“新天地教會”

成員後，曾要求教會提供名

單、主動進行病毒檢測、遵

守隔離措施等，但均未得到

執行；壹些“新天地教會”

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未合法

登記，違反相關法規，造成

疫情擴散。

大邱市稱，為應對疫情投

入了巨額資金和大量人力，在

獲得更多經濟損害的證據後，

計劃提高索賠金額。

今年4月以來，大邱市聯

合專業律師團隊組建了專門的

應對訴訟小組，多次要求“新

天地教會”對疫情承擔責任。

但“新天地教會”表示，自己

也是受害者。韓國法院此前已

扣押“新天地教會”大邱教堂

、李萬熙部分個人財產等。

“VR出差”考察海外工廠
疫情加速日本IT技術運用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中各行各業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響，但IT是為數不多在疫情中逆

勢而上的行業，它正在改變社會經濟活動模

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日本壹家名為floorvr的

VR(虛擬現實)動畫公司，即將於7月中旬開始

，為日本各企業提供“VR出差”服務。

據報道，日本很多制造業企業在亞洲多

地設有工廠，或者依托外國工廠提供零部件

。產品的開發人員和工廠的生產人員需要保

持緊密的溝通，雖然郵寄產品樣品、通過郵

件或者傳真也能實現，但最理想的情況是開

發人員能夠在工廠當面查看生產情況，並與

生產人員溝通。

不過，在疫情期間，各國相互實施入境

限制，跨國出差非常困難。這時候，VR技術

便可以發揮相當大的作用。

floorvr是日本壹家成立於2016年的年輕公

司，此前主要為企業培訓和廣告制作拍攝360

度全視角VR動畫，今年6月的銷售額預計為

1500萬日元。

今年7月中旬開始，floorvr將把在中國和

東南亞工廠拍攝的VR動畫實時發送給東京的

日本企業總部。日本企業人員只需操作VR眼

罩和顯示屏，就可以像實體考察壹樣看到海

外工廠，不僅可以調整視線角度，還可以放

大縮小。

同時，借助VR技術，日本企業可以減少

出差帶來的成本支出。

在此之前，面向制造業企業的VR服務並

不多見，更多的是通過電視會議等形式進行

。通過VR，在日本的人員不僅能看到鏡頭正

面的情況，還能根據需要觀察工廠的各個角

落，比如發現工廠死角的汙損等，這些細節

對於制造業實現品質管理來說非常重要。

截至 6 月底，將有 18 家日本企業導入

“VR出差”服務，合同金額將達到250萬日

元至300萬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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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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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瑞士日內瓦的蘇富比拍賣行恢復珠寶拍賣位於瑞士日內瓦的蘇富比拍賣行恢復珠寶拍賣，，蘇富比員工進行拍賣會蘇富比員工進行拍賣會
前的預演前的預演。。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蘇富比例行現場拍賣會壹度關閉蘇富比例行現場拍賣會壹度關閉。。

西班牙利賽奧大劇院西班牙利賽奧大劇院
舉行音樂會舉行音樂會
植物當觀眾植物當觀眾

西班牙巴塞羅那西班牙巴塞羅那，，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巴塞羅那的利賽奧大劇巴塞羅那的利賽奧大劇
院重新開放院重新開放，，舉辦了壹場特殊的音樂會舉辦了壹場特殊的音樂會。。劇院裏的觀眾席劇院裏的觀眾席““坐滿坐滿””植物植物
，，此舉是為了以提高人們對觀眾重要性的認識此舉是為了以提高人們對觀眾重要性的認識。。

台人創業最愛餐飲台人創業最愛餐飲 農業食材申請商標農業食材申請商標1010年居冠年居冠
（中央社）台灣民眾創業首選餐飲業，反

映在商標申請，根據智慧局統計，過去10年間
與餐飲有關的 「農業食材」類別，申請件數位
居所有產業類別之冠，其比重高達2成，當中有
7成為台灣民眾申請，凸顯出國人創業最愛餐飲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今天發布 「2010 年到
2019年產業申請商標案件趨勢分析」報告，其
中前3名分別為 「農業食材」、 「商業金融」及
「健康醫事」。

智慧局分析，近 10 年的商標申請案皆以
「農業食材」產業類別為最多，在歷年申請類

別總數的占比落在19.2%到21.6%間。這類商標

申請人有高達7成為台灣籍，可見台灣民眾對
於餐飲業的品牌創新與創業熱度一直很高。

申請件數第2大為 「商業金融」，第3名
則是 「健康醫事」，智慧局指出，這樣的情形
反映台灣民眾對於新興金融科技、身體健康與
美容等相關領域的重視，帶動申請需求。

若以外國申請人提出申請案分析，智慧
局指出，近10年來以 「技術研究」居首，即科
技3C設備、通訊傳輸、科學技術研發、法律服
務等，歷年申請呈現緩步成長趨勢。

進一步分析外籍申請人的國籍，近10年來
外國申請人以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為前3大。
顯示日、美、中等國在技術研發領域的競逐，

在商標屬地主義特性下，更積極進行與專利技
術相輔相成的商標申請，台灣是全球電子、資
訊和通訊等高科技產業的重鎮，也是各國品牌
布局不可或缺的一環。

外國人申請案近10年產業類別位列2、3名
，依序為 「健康醫事」及 「農業食材」。

智慧局分析，在後疫情時代，餐飲旅宿及

觀光產業的內需市場蓬勃重振， 「農業食材」
產業類別的申請情形可望持續增長，而防疫成
功的表現，也反映出台灣近年投注大量資源推
動醫療生技產業，串接上下游製造業，成為區
域市場甚至全球醫療物資的供應要角，可預見
在 「健康醫事」產業類別將有非常大的發展機
會。

（中央社）中央銀行今天公布5月消費者貸款餘額，由於勞
工紓困貸款申請踴躍，5月
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餘額一舉衝破兆元大關，且年增率飆上
12.48%，創下逾14年最大增幅。

勞動部為了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勞工，自4月30日開辦 「勞
工紓困貸款」，由於民眾申請熱烈，截至6月3日下午5時止，
100萬名貸款名額全數額滿。

央行指出，勞工辦理勞工紓困貸款會反映在消費者貸款當
中的 「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由於民眾申請踴躍，5月其他個
人消費性貸款暴增至新台幣1兆507億元，月增達567億元，年
增率12.48%，更創下2006年3月以來最大增幅。

央行官員表示，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平常月增量多在100億
元上下，5月大幅跳升，勞工紓困貸款是關鍵。

央行今天也公布房貸與建築貸款餘額，分別為7兆5684億

元、2兆2088億元，雙雙續創歷史新高。
官員表示，房貸餘額年增率6.6%，較上月略降，建築貸款

餘額年增率則衝高至14.77%，為2011年10月以來新高紀錄。
不過這是否代表建商信心回溫，官員表示，僅一個月數據

還難以下定論，因為建築貸款的資金需求有許多面向，除了推案
，也可能因為都更整合成本較高、餘屋促銷需要資金等，尚無法
斷定是否因看好房市前景，增加投入所致。

5月紓困案增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餘額衝破兆元

110年度健保給付成長率
上限4.5% 7年來最低

（中央社）國發會委員會議今天通過 110
年度 「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上限為
4.5%，創下近7年最低；國發會表示，調降上
限除了考量健保財務吃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民眾付費能力也是原因之一。

國發會6月1日召開審查會議，審查行政
院交議的衛福部 「110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給付費用總額範圍」一案，今天提報委員會議
討論，並於會中通過110年健保給付費用總額
成長率為2.907%至4.5%。

國發會將依決議提報行政院核定後，續由
全民健康保險會依集體協商機制，協定110年
度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值得注意的是，110年度健保給付成長率
上限4.5%，不只明顯低於109年度上限5.5%，
也創下104年度以來最低水準。

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說明，考量健保整體
財務狀況、經濟成長與國人負擔能力等因素，

並兼顧政策推動需要及維持醫療品質後，委員
會同意給付費用成長率高推估訂為4.5%。

今年壓低成長率一大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民眾的付費能力，但高仙桂表示，上限也
不宜過低，因為醫療科技進步快速，引進新醫
材、新藥需求以及人口老化，這些均會擴大支
出面。

針對外界關注健保的財務狀況，衛福部社
會保險司司長商東福說明，截至5月底，安全
準備還有2.75個月，不過展望未來財務，確實
存在吃緊狀況。

先前健保費率擬調漲的議題引起熱議，商
東福表示，今天討論範圍並不涉及費率，而是
先決定總額範圍，9月經健保會協定110年度健
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後健保署會依據總額
，提出平衡費率，健保會則在11月底前完成費
率審議，最後衛福部轉送行政院核定。

55GG搶開台搶開台 電信三雄飄煙硝味電信三雄飄煙硝味
電信三雄將在本週陸續開台電信三雄將在本週陸續開台55GG，，帶領台灣帶領台灣55GG正式起跑正式起跑，，中華電信今天宣布中華電信今天宣布，，將於明天將於明天

上午啟動上午啟動，，搶下開台頭香搶下開台頭香，，台灣大哥大也選在當天下午召開記者會台灣大哥大也選在當天下午召開記者會，，中華電與台哥大較勁中華電與台哥大較勁
意味濃厚意味濃厚，，遠傳則是預計遠傳則是預計77月月33日開賣日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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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分隔兩地，並不代表我們不能保持聯繫。 
為家人和朋友送上關懷依然重要。因此，請花點時間去聯繫， 
協助他們計劃所需的醫療保健，並提醒對方注意安全和保持健康。 
 
保持聯繫就是我們用來表達「愛」的另一種方式。 
 
讓AARP樂齡會在COVID-19期間為您送上提示和資源， 
請瀏覽中文網站 chinese.aarp.org/covid-19 或掃描二維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愛，能夠超越距離。

何怡中當選休士頓雙十國慶何怡中當選休士頓雙十國慶
籌委會主任委員籌委會主任委員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華公
所於 6 月 28 日上午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召開會議，進行109年雙十國慶籌委會主委
、副主委及財務長選舉。經在場近30位美南
僑團代表公開表決，結果由美南台灣旅館公
會會長何怡中及李氏公所主席李世威當選主
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美南中國大專院校校
友聯合會前會長鍾宜秀當選財務長。

因應休士頓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重，不
適合長時間集會，出席的僑團代表除謹守社
交距離、佩戴口罩，同時配合 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關邦健及徐朗明快的主持節奏，不到40

分鐘完成選舉程序。108年慶籌會主委黃春蘭
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到場致意，對於何
怡中眾望所歸、獲得僑界普遍支持當選主委
給予祝福；兩人都表示，即使有肺炎疫情的
嚴峻挑戰，有信心在何怡中的領導規劃下，
今年的國慶活動一定能在休士頓僑社歷史留
下完美篇章。

何怡中表示，雖然新冠肺炎後續發展難
以預料，但今年的國慶團隊一定會發揮創意
並利用數位科技，仔細規劃今年的系列活動
，希望各界多加支持。

美國確診病例突破美國確診病例突破260260萬萬 副總統彭斯呼籲民眾戴口罩副總統彭斯呼籲民眾戴口罩
科學證明口罩可防止感染他人也可保護自己免受感染科學證明口罩可防止感染他人也可保護自己免受感染

副總統彭斯週日前往德州副總統彭斯週日前往德州 參加冠狀病毒激增的簡報會參加冠狀病毒激增的簡報會
彭斯參加大型教堂崇拜誓言與德州一起對抗冠狀病毒彭斯參加大型教堂崇拜誓言與德州一起對抗冠狀病毒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6月
29 日，美國新冠疫情中確診病
例達到263萬，死亡人數超過12
萬人。據報導，美國副總統彭斯
28 日首次在公開場合呼籲民眾
戴口罩，以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 副 總 裁 邁 克 • 彭 斯 （Mike
Pence）訪問達拉斯，參加CO-
VID-19 簡報會。在達拉斯與副
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

，秘書本•卡森（Ben Carson）
和 德 博 拉 • 伯 克 斯 （Deborah
Birx）博士打招呼，並歡迎他們
上午來到德克薩斯州，真是莫大
的榮幸。

副總統彭斯和德州州長雅培
出席了新聞發布會。彭斯星期天
（28 日）在德州出席記者會時
說：“人們在指定應該戴口罩的
地方，或者無法與其他人保持安

全社交距離的地方都請戴上口罩
。戴口罩是個好的做法。 ”
彭斯副總統週日懇求美國人戴著
口罩，進行社交疏導，並遠離老
年人以保護他們，因為冠狀病毒
感染激增，使全國病例總數超過
250萬。

一同與會的白宮新冠疫情應
對 協 調 員 德 博 拉 • 伯 克 斯
（Deborah Birx）博士也表示：
“科學證據表明，口罩既可以防
止感染他人，也可以部分保護自
己免受感染。”作為最早重新開
放的州之一，德州近日感染人數
大幅上升，住院病例連續 16 天
破紀錄。州政府近日被迫宣布再
次收緊措施。上週五，彭斯在出
席簡報會時還拒絕表明美國民眾
是否應該戴口罩的提問。哥倫比
亞廣播公司（CBS）向他提問，
就總統川普拒絕說每個人都應該
戴口罩一事時的看法，他表示
“每個州的情況都不一樣”，並
指“他們的決策是按照聯邦制原
則制定”。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副總統邁克副總統邁克..彭斯彭斯（（Mike PenceMike Pence
），），在達拉斯周日早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微笑在達拉斯周日早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微笑，，應對德州應對德州
冠狀病毒病例激增冠狀病毒病例激增。。彭斯在德州與州長格雷格彭斯在德州與州長格雷格..阿博特阿博特
（（Greg AbbottGreg Abbott））討論加深的危機討論加深的危機。。但首先但首先，，他出席第一浸他出席第一浸
信會教堂達拉斯信會教堂達拉斯（（由信奉特朗普的支持者羅伯特由信奉特朗普的支持者羅伯特..杰弗雷斯杰弗雷斯
（（Robert JeffressRobert Jeffress））牧師領導的大型教堂崇拜活動牧師領導的大型教堂崇拜活動，，為慶祝自為慶祝自
由集會做大標題由集會做大標題。。 在崇拜活動中在在崇拜活動中在77月月44日慶祝活動之前向日慶祝活動之前向
同胞們傳達了希望的信息同胞們傳達了希望的信息，，將與將與COVID-COVID-1919的鬥爭定為釋的鬥爭定為釋
放危機的基礎放危機的基礎。。

彭斯說彭斯說：“：“我們將把孤星州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我們將把孤星州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每天我們將努力恢復我們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每天我們將努力恢復我們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他補充說他補充說
，“，“在這段時間裡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會很好地記住我們會很好地記住 美國的基礎是自由美國的基礎是自由
，，但自由的基礎是信仰但自由的基礎是信仰。”。”
在談及愛國主義和信仰問題近半小時時在談及愛國主義和信仰問題近半小時時，，彭斯還談到了全彭斯還談到了全

國抗議活動國抗議活動，，該抗議活動是由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害的黑該抗議活動是由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害的黑
人喬治人喬治..弗洛伊德弗洛伊德（（George FloydGeorge Floyd））的死以及最近推動拆除同的死以及最近推動拆除同
盟雕像的引發的盟雕像的引發的。。
彭斯說彭斯說：“：“我們都知道最近幾天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我們都知道最近幾天發生的悲劇性事件，，讓我讓我
說喬治說喬治..弗洛伊德發生的事情沒有任何藉口弗洛伊德發生的事情沒有任何藉口。”。” ““隨之而來隨之而來
的是暴動的是暴動，，暴力的藉口暴力的藉口。。 燃燒教堂並不是抗議燃燒教堂並不是抗議。。 拆除雕像拆除雕像
不是言論自由不是言論自由。”。”

禮拜儀式一直是冠狀病毒傳播中爭議最大的辯論之一禮拜儀式一直是冠狀病毒傳播中爭議最大的辯論之一
，，它把禮拜自由與公共衛生並列它把禮拜自由與公共衛生並列。。特朗普總統一直表示支特朗普總統一直表示支
持重新開放教堂持重新開放教堂，，儘管衛生專家警告說儘管衛生專家警告說，，將大量人員聚集將大量人員聚集
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可能會引發新的疫情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可能會引發新的疫情。。 最近最近，，西弗吉西弗吉
尼亞州的一次暴發已經與教堂相關尼亞州的一次暴發已經與教堂相關。。在宗教儀式中唱歌可在宗教儀式中唱歌可
能會進一步傳播呼吸道飛沫能會進一步傳播呼吸道飛沫，，從而增加這種風險從而增加這種風險。。然而然而，，
在達拉斯在達拉斯，，那些警告似乎並不適用於那些與會人員那些警告似乎並不適用於那些與會人員。。 副總統邁克副總統邁克••彭斯彭斯（（Mike PenceMike Pence））週日前往德克薩斯州出差週日前往德克薩斯州出差，，因為該州因為該州

急於應對冠狀病毒的激增急於應對冠狀病毒的激增。。

彭斯副總統週日懇求美國人戴著口罩彭斯副總統週日懇求美國人戴著口罩，，進行社交疏導進行社交疏導，，並遠離老年並遠離老年
人以保護他們人以保護他們，，因為冠狀病毒感染激增因為冠狀病毒感染激增，，使全國病例總數超過使全國病例總數超過250250
萬萬。。副總統彭斯和德州州長雅培出席了新聞發布會副總統彭斯和德州州長雅培出席了新聞發布會。。

黃春蘭黃春蘭（（右三右三））及何怡中及何怡中（（左二左二））於於
選舉後立即辦理交接選舉後立即辦理交接，，由陳奕芳由陳奕芳（（左左
三三））監交監交，，僑務委員陳美芬僑務委員陳美芬（（左一左一））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徐朗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徐朗（（右二右二））及及
關邦健關邦健（（右一右一））在場觀禮在場觀禮。。

出席僑團代表選出慶籌會核心幹部出席僑團代表選出慶籌會核心幹部，，為為109109年國慶活年國慶活
動籌備工作揭開序幕動籌備工作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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