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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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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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綜合報道）為緩和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美國麻州政府強制規定學生
應注射流感疫苗；今天在波士頓街頭
，有數以百計民眾抗議當局這項新規
定。

美國東北部麻薩諸塞州（Massa-
chusetts）於 8 月 19 日發佈這道政令，
成為全美第一個州府將季節性流感疫
苗列入強制學生注射疫苗名單中；不
過，基於宗教或健康理由，得以豁免
於這項規定。

各級學校為疫情停課數個月後，
目前麻州約有7成學區計劃在秋季至少
部分恢復上課。

示威者今天在州議會大樓外面和
平集會，譴責他們所謂的個人權利受

侵害，反對強制注射流感疫苗新規定
。

抗議羣眾裏有許多父母帶著小孩
，也包括一些專業醫務助理人員代表
，諸如脊椎指壓治療師李克勒（Carla
Leclerc）等。

李克勒告訴法新社說： 「我強烈
反對強制流感疫苗注射和任何強制性
措施，這應由父母作選擇，以決定是
否要給孩子注射疫苗，特別是流感疫
苗，它甚至不安全、非必要且無效。
」

美國政府幾位高階官員，包括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主任芮斐
德（Robert Redfield）已敦促民眾今年
要注射季節性流感疫苗。

波士頓民眾抗議波士頓民眾抗議
反對強制學生接種流感疫苗反對強制學生接種流感疫苗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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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文在寅：：醫生應該守護在患者旁醫生應該守護在患者旁
希望盡快結束醫療行業總罷工希望盡快結束醫療行業總罷工

（綜合報導）印度前總統
穆克吉去世。他在8月曾因確
診新冠肺炎入院，生前長期處
於昏迷狀態。

穆克吉在8月10日確診新
冠肺炎後住院，複檢時發現他
腦部有血栓。當天，醫院為他

做了血栓清除急救手術，手術
後用上了呼吸機，但是病人健
康狀況沒有好轉且有惡化跡象
。軍方醫院8月13日表示，穆
克吉處於昏迷狀態。 23 日，
醫院稱穆克吉處於深度昏迷狀
態，他仍然使用呼吸機維持身

體運轉。
《印度斯坦時報》指出，

84 歲的穆克吉曾於 2012 年至
2017 年擔任印度第 13 任總統
，他在印度政壇已經活躍了超
過 40 年，也曾任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等職。

（綜合報導）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青瓦台主
持召開首席秘書會議時談到韓國醫療行業總罷
工（集體罷診）問題時表示，醫生應該在患者
旁，敦促醫療行業早日結束罷工。

文在寅說，在新冠疫情持續擴散的嚴峻時
期，對於醫療行業持續集體罷診深表遺憾。沒
有像現在這樣國民迫切需要醫生的時候。為了
在這個嚴峻時期防止醫療行業的空白，政府多
次作出了讓步。因為政府多次強調了立場，我
就不再贅述了。

文在寅還說，由於疫情緊急，留給我們的
時間並不多。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和健康，政
府的選擇並不多。希望盡快回到工作崗位，照

顧患者，消除國民的焦慮。
對於當前的新冠疫情，文在寅表示，雖然

日新增確診一度達到400多例，最近四天又回
落到200~300例，但還不能說這是穩定的信號
，這也是防疫部門的判斷。為了盡快恢復正常
的經濟秩序，政府將竭盡全力。

大韓醫師協會和大韓專攻醫協議會認為，
韓國政府在圍繞擴編醫學院學生、新設公共醫
學院等政策上沒有事先和醫療行業溝通，嚴重
地損壞了韓國醫療從業人員的基本利益，從而
決定總罷工。

大韓專攻醫協議會當天表示，希望文在寅
總統提供幫助，讓我們早日回到工作崗位。

印度前總統穆克吉感印度前總統穆克吉感
染新冠病毒後去世染新冠病毒後去世 終年終年8484歲歲

TikTok現在在美國的處境可以用”一夕數
驚” 四個字來形容, 先前由於受到川普政府的
霸凌，逼迫他們必須在9月15日之前完成與美
國公司的交易, 並強令TikTok的母公司中國字
節跳動在90天內完全剝離美國業務, TikTok迫
於無奈，只有委屈求全盡速完成交易, 最後拿
錢走人, 從此與美國各不相干。

但是就在交易即將完成之際, 中國商務部
突然公佈了一項對人工智能技術出口的新限制
措施, 明確的對激光技術、密碼學、晶片設計
和其他高科技條目做了限制出口的新規定, 這
顯然是100%針對TikTok交易而來的，所以這
筆交易案現在的決定權已不在TikTok與美國公
司, 而是在中國政府手中,川普當初打的如意算
盤恐將出現差錯, 如果中國政府真下重手禁止
TikTok 交易，而 TikTok 一旦在美國絕跡，萬
千的美國年輕人必將記恨抱怨川普, 用選票來
制裁他, 一旦失去了大量的年輕選票,今年的總

統大選川普還選得下去嗎？
過去這兩年來, 川普對中國公司購買美國

科技實施了極其嚴格的限制, 尤其是對於打擊
和封殺華為的舉措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如今竟
想霸王硬上弓, 以國家安全為由, 用行政命令把
中國人工智能高科技廉價購買佔為己有, 這對
中國來說是相當不公平也不對等的, 中國政府
願意如此卑躬屈膝嗎？

當然, 如果這樁交易最後無法達成,對”字
節跳動”公司的損失極其慘重，怪只怪他們生
不逢時, 處於中美關係惡化，兩國在政治體制
、科技經貿與國防戰力全面交鋒,對峙博弈之際
，為了自己國家的整體利益著想，TikTok 寧
為玉碎,不為瓦全, 忍痛退出美國市場, 相信一定
會得到國人敬重, 歷史留名的，畢竟TikTok是
靠中國人的智慧研發出來，也是靠中國市場起
家的, 川普不讓中國公司得到美國的先進技術,
他又憑什麼可以得到中國公司的創新技術呢！

【李著華觀點: 抖音將讓川普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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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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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最新的民調显示，百分之七十二美國國民
認為，目前是他們有生以來面臨最坏的時期，
新冠疫情猖獗以來，我們失去了百方之四十二
之行業。

距離上次國會和聯邦政府通過之紓困案距
今已經有一百五十多天，國會諸公目前正在休
假期間，總統候選人正在忙於競選， 對於選民
們面臨之飢餓、病患、被房東驅逐絕望之處境
，大家都不聞不問。

離開我們總統大選之日子只有六十天，在
此關鍵時刻兩黨候選人必將全力衝刺迎取胜利
，縦觀世界大局，全球人民在新冠疫情之肆虐
下，大部份人都處於苦痛掙扎之中，世界局勢

也因而進入前所未有之危險時期 ，我們做為世
界之領袖，由於主客觀因素造成了今天之困境
。

今後不論民主或共和黨繼續主政，如果無
法解決民困，將來必然會有更多之社會動盪，
進而成為另一場社會革命，這絕非國家和人民
之福。

為了拯救民間困苦，政府無度發放救濟金
， 嚴重影響財政赤字， 絕非明智之举，我們還
是呼籲疫苗早日出現，全面防堵疫情傳播，重
回經濟軌道，加大全國基礎建設，重整世界秩
序，增加就業機會，才是全民之福。

（图片来源：路透社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3131//20202020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olls with people living in
America, 72% of us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ime we have ever experienced, and that 42% of
the jobs lost to the current crisis will never return.

Americans now have gone for 150 days without
any kind of relief deal from Congress. While they
were still on vacation, many of their constituents
still faced eviction, hunger, illness and despair.

With only two months remaining before we will go
to vote in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re working hard to
gain the victory. No matter who is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 their first priority will be to rescue the
people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 resume
our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resume our leadership
around the world.

Handing out the stimulus relief funds is not the
solution. We need
to create job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get our economy
moving again.

We are the nation
with the richest
resources and the
most talented
people. We have
confidence that
we can overcome
this challenging
moment and
begin to rebuild
our country.

This Is The Chance ToThis Is The Chance To
Rescue Our NationRescue Our Nation

如何拯救民間疾苦如何拯救民間疾苦

印尼新冠病例超16萬
壹韓資工廠238人被確診

綜合報導 印尼衛生部26日下午通

報，該國當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306 例，累計確診超 16 萬例、達

160165例。新增死亡86例，累計死亡

6944例。

據報道，位於該國西爪哇省勿加

西縣壹工業區內的韓資LG電子設備工

廠出現群體感染，該廠238名本地員工

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被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

印尼工業部長阿古斯敦促工業區

內的工廠配合當地疫情處置工作組嚴

格執行防疫措施。

據西爪哇省勿加西縣疫情處置工

作組新聞發言人阿蘭沙通報，本月19

日，該電子設備廠壹名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在雅加達東區壹家醫院不治身亡

。該縣政府於21日對該廠約600名員

工進行核酸檢測，結果有238名本地員

工檢測結果呈陽性。目前，該工廠已

暫時停工，被感染者在醫院或居家隔

離。

自今年7月份以來，勿加西縣工業

區內已有多家工廠出現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7月9日，日立印尼電子廠1名

員工被確診；7月2日，聯合利華印尼

公司265名員工接受核酸檢測，其中21

人檢測結果為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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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20年第8號臺風“巴威

”當地時間27日橫掃朝鮮半島，造成韓

國境內多地發生災害事故。目前，韓國已

不在“巴威”的影響範圍內，首爾全境也

已解除臺風警報。

據報道，韓國境內最先受“巴威”影

響的濟州道共接到144起受災報告。包括

工作人員拆除劇烈晃動的大型廣告牌過程

中，與對面車道車輛發生的碰撞事故，強

風吹落市內信號燈、公寓外墻坍塌等。

此外，受臺風影響較大的全羅南道和

光州市也接到了88起受災報告，約2100

戶家庭停電。

另壹方面，“巴威”還對海港、鐵路、

航空運輸造成了嚴重影響。全羅南道木浦

、麗水等地54條客輪航線停運，光州、

務安、麗水機場的航班被迫取消，部分地

區的鐵路運輸也受到影響。

當地時間27日上午，韓國中部地區

已脫離臺風“巴威”影響，目前首爾全境

的臺風預警均已解除。

氣象廳預測，即使脫離臺風影響，在

伴隨西南方低壓槽而來的大量水蒸氣與從

西北方流入的幹燥空氣的合力影響下，截

至28日，以南部地區為中心將出現大量

降雨。部分地區的體感氣溫將上升至33

度以上。目前，大邱已發布高溫警報，首

爾全境和韓國多地也已發布高溫預警。

泰航擬開通6條國際航線
為迎接國際旅客做準備
綜合報導 隨著泰國政府準備迎接國際遊客，泰國國際航空當地時

間27日表示，為配合政府政策，已準備好在11月底開通6條直通普吉島

的國際航線，包括丹麥、德國、日本等。

據報道，泰航代理總裁昌辛表示，此舉是為配合新冠疫情趨緩後，

政府恢復和重振旅遊業的政策。泰航已經準備好預計從11月底開始，開

通6條直飛普吉島的國際包機航線。每條航線每個月可以飛2班，如果

旅客數量多，可以再加開航班。

昌辛稱，泰航將把乘客和員工的健康安全作為首要事項，落實好保

持社交距離規定，對機艙內將進行全面消毒。另外，空乘在提供服務時

將穿著防護服，佩戴口罩和手套。

報道稱，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泰國觀光業，泰國總理巴育26日曾表示

，泰國必須迎回外國觀光客，否則經濟狀況會更差。不過他沒有透露更

多細節，只表示政府官員仍在草擬方案。

泰國觀光暨體育部長皮帕日前也表示，準備從10月1日起開放外國

旅客入境普吉島，抵達後需先在旅館隔離14天，之後可以自由在島上移

動，而旅客入境時和隔離期滿時都要接受檢測。如果旅客要到普吉島之

外的地方，離島前還需要再接受7天隔離和病毒檢測。

不過這項計劃至今還沒有得到泰國疫情指揮中心或是內閣會議的首

肯，目前只是在規劃階段。

日本貨船漏油事故
賠償金最高或不超過4.5億元人民幣

綜合報導 毛裏求斯媒體報道，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相關

報告，在毛裏求斯東南海域觸礁

造成漏油事件的日本貨船“若潮

”號這樣級別的散貨船若造成環境

汙染，將受《國際散貨船油汙損害

民事責任公約》管轄。這項公約規

定了較低的責任財務上限，具體賠

償取決於船的大小或總噸位。因此

“若潮”號對毛裏求斯的經濟損失

和恢復環境的最高賠償將不超過

6517 萬美元(約合 26 億毛裏求斯盧

比，人民幣 4.5 億元)。但如果“若

潮”號是艘油輪，可按照《1992 年

國際油汙損害賠償基金公約》，提

供公約成員國之壹的毛裏求斯高達

2.86 億美元(約合 114 億毛裏求斯盧

比，人民幣19.7億元)的賠償。

而如果按照上述《1992年國際油

汙損害賠償基金公約》追加的《2003

年補充基金議定書》的規定，每次航

運事故的賠償額度最高可達10.5億美

元(約合417億毛裏求斯盧比，人民幣

72.4億元)。但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

會議的信息，毛裏求斯此前並未批準

該議定書。

日本貨船“若潮”號的漏油事

件被認為是毛裏求斯歷史上最嚴重

的壹次，影響了東南海域的珊瑚礁

、海洋生物及紅樹林等生態系統，

並對該國漁業和旅遊業造成壹定沖

擊。聯合國貿發會議表示，鑒於船

舶漏油汙染事故潛在的高昂代價及

其對環境與經濟的廣泛影響，所有

國家都有必要批準或加入最新的國

際法律文書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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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各地陸續出臺返校方案
聯邦政府支持20億加元

綜合報導 新學年開學季臨近之際，加拿大聯邦政府8月26日宣布

向各省和地區提供20億加元支持，以助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新冠疫情尚未

終結的情形下安全返校。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多倫多壹所公立學校對媒體宣布這壹措施。他

表示，返校也是經濟重啟的重要壹步，可令家長在不用擔心孩子健康的

情況下復工。

來自“安全返校基金”的這20億加元將先後在今年秋季和明年初分

兩次向各地撥付，以保證相關扶持覆蓋整個學年。各地獲資助額度不壹，

多則如人口第壹大省安大略省的逾7.6億加元，魁北克省的4.32億加元；

少則如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區、育空地區的400多萬加元。資助款項將用

於改造學習空間、改善通風以及購置個人防護物資及清潔用品等。

特魯多還宣布提供額外的1.12億加元，協助原住民社區學生安全復課。

加聯邦政府7月中旬曾宣布斥資190億加元幫助各地安全重啟。

“安全返校基金”是在此基礎上追加的資助。

學校如何安全復課成為近期加拿大民眾關註的熱點之壹。各省和地

區正陸續出臺相關方案，壹些未能及早敲定計劃的地方將遲於往年的時

間開學。

安大略省於26日發布學校疫情管理指南，並宣布追加數億加元款項

用於支持返校工作。多倫多的公校新學年將推遲到9月15日開始，並將

采取減小班級規模、減少課堂時間、線下線上教學結合等方式。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在26日發布幼稚園至12年級的復課計劃。學

生和教職工將劃分為固定的學習群組。小學生將不被強制要求佩戴口罩

。由於每學期課程減為1至2門，壹個學年可能被分為8個學期。在薩斯

卡徹溫省的壹些學校，學生們將按姓氏開頭字母分批返校。

但在累計病例數最多的魁北克省，返校方案沒有強制要求在教室內

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等，引發了不少家長和教職工的擔憂和批評。 國際最新研究：2019年格陵蘭冰蓋消融水平破紀錄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

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通訊-

地球與環境》最新發表的壹

篇氣候科學研究論文指出，

格陵蘭 2019 年全年冰質量

損失比 2012 年創下的融冰

紀 錄 還 多 15% 。 2003 年 至

2019 年期間，2017-2018年的

兩年融冰量比其他任何兩年

都要少。

該論文稱，格陵蘭冰蓋

融化是導致海平面上升的最

大原因之壹，2005 年至 2017

年的全球平均海平面年均上

升約 3.5 毫米，其中每年約

0.76毫米都與格陵蘭冰蓋相關

。 重 力 恢 復 與 氣 候 實 驗

(GRACE)衛星任務以及後繼任

務GRACE-FO讓通過追蹤重力

變化量化冰質量損失成為了

可能。

論文通訊作者、德國阿

爾弗雷德· 魏格納研究所-亥姆

霍茲極地與海洋研究中心英

戈· 薩斯根(Ingo Sasgen)和合

作 者 通 過 分 析 GRACE 及

GRACE-FO這兩項衛星任務從

2003年至 2019年的數據，發

現格陵蘭2017年和 2018年的

融冰量異常低，但2019年的

融冰量達到了破紀錄的約

5320億噸。利用模擬和壹個

區域氣候模型，他們將 2017

年至 2018年的低融冰量歸因

於格陵蘭西部的寒冷夏季和

東部的高降雪量。

有同行專家在《自然-氣

候變化》同時發表的壹篇

“新聞與觀點”文章中認為

，理解並密切監測格陵蘭冰

蓋物質平衡變化非常重要，

Ingo Sasgen 及合作者在這個

方向上邁出了重要壹步。

格陵蘭島現為丹麥所轄

，據丹麥氣象研究所18日發

布的新聞公報，壹個國際研

究團隊對近30年來冰蓋融化

的相關數據分析後發現，如

果氣候變暖保持當前速率，

格陵蘭島冰蓋將持續融化，

並在2100年左右使全球海平

面上升至少10厘米。

德國，3.5萬家傳統面包店很低調

提起德國美食，人們往往會想到種

類繁多的香腸、風味獨特的啤酒。其實，

德國人不但“大口吃肉、大杯喝酒”，壹

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還有各種各樣的面包

。有數據顯示，德國人均每年要吃掉40

公斤的面包。相較於耳熟能詳的法國長

棍面包，德國的面包顯得尤為低調。

3200種面包
“歷史上，兩河流域首先烘烤出了

無發酵的面包。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

已掌握了制粉、發酵技術。又過了1000

多年，埃及人已可以制作出50種不同的

面包。”柏林飲食文化學者凱斯曼對記

者表示，相比較，德國的面包文化起源

較晚，直到公元5世紀才出現了全麥面

包。中世紀，德國面包制作進入大發展

時期。

如今，德國已成為世界上擁有面包

品種最多的國家。德國面包研究所的註

冊清單顯示，德國有超過3200種不同的

面包品種，比如粗糧面包、小面包、向

日葵面包、巧克力面包、紐花面包、足

球面包……

德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種面包呢？

凱斯曼解釋，主要原因有兩個：在俾斯

麥促成德意誌統壹以前，數百年的時間

裏，德意誌地區壹直多國林立，境內數

百個親王國、公國、主教國與自由城市

各自為政，展現了豐富多元的飲食文化

。各地制作的傳統面包也是五花八門。

統壹後，這些面包品種在全國流傳。

同時，德國的土壤與氣候條件，與

南部的法國、意大利等國不同，較不容

易種植小麥。因此，德國除了種植小麥

外，也種植裸麥、斯佩耳特小麥、大麥

、燕麥、蕎麥等各種谷物。面包材料的

多樣化，也推動面包品種的五花八門。

黑面包最受青睞
每天清晨，德國人都會去街邊的面

包店買面包。德國面包師行業協會的數

據顯示，2018年德國有3.5萬家傳統面包

店遍布大街小巷。面包店除了各式面包

、糕點外，還提供咖啡等飲食。與超市

提供的面包不同，面包店的面包都是手

工制作。

“德國對每種面包的尺寸、質量和

材料都有嚴格細致的規定。”柏林米爾

烤面包店店主盧卡斯對記者說，面包店

都堅持傳統制作工藝。大家的原則就是

做“純凈面包”，拒絕使用壹切會讓面

包失去原始味道的食品添加劑，食材基

本上只有面粉、酵母、鹽和水，沒有添

加劑。烤面包也是用祖輩世世代代傳下

來的方法，這意味著需要更多時間。

面包店裏的面包師都需要至少進行7

年培訓。壹位面包師首先要經歷三年的

學徒生涯，之後是4年的專業培訓，通

過大師考試，才能領到面包師的證照。

培訓的課程除了面包，還有經典面糊、

餡料、裝飾等，此外還要學習生物、物

理、食品化學、食品安全、經濟、法律

、稅務、營銷等課程。

在德國人眼中，面包主要分成小麥

面包、全麥面包和黑面包。其中，黑面

包最受青睞。在他們看來，黑面包盡管

有較強的酸味，但更有嚼勁且更抗餓。

最重要的是，它也更健康。

飲食往往與歷史文化、社會甚至

政治變遷有所關聯。並不是每個人壹

開始就喜歡吃黑面包。據說拿破侖當

初很討厭這種不容易消化的東西，他

認為黑面包是給馬吃的。壹直到 20世

紀初期，健康運動的倡導者們相中了

黑面包，大力強調吃黑面包的好處。

上世紀30年代，當時廣泛宣傳的是，

健康飲食是每個國家公民的義務，黑

面包被指定成為壹個堅強民族的最合

理主食。如今，附加在黑面包身上的

這些政治色彩已經完全消失，它終於

單純成為健康食品的代表。

為了讓面包店能創造出更多品種、

更美味營養的面包。德國面包行業協會每

年還會評選“年度面包”。每到足球世界

杯、新年、復活節等節慶活動，各地還會

制作相關主題的特色面包。

德國面包成為世界遺產
深厚的面包文化從德國人的日常生

活中也得到體現。比如，德語中工作

“Broterwerb”的字面意思就是“獲取面

包”；晚餐“Abendbrot”的意思是“晚

上的面包”；點心時間“Brotzeit”字面

意思則是“面包時間”。這體現了面包

對德國人的重要性。

面包在德國許多傳統儀式中，也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德國文化中，“面

包和鹽”是豐收與繁榮的象征。因此，

在德國的婚禮上，新娘會帶著面包和鹽

，希望為新郎帶來好運與財富。如果有

朋友搬家，人們也會送上面包和鹽。甚

至以前世界銀行要在柏林新開設壹個辦

事處，德國政府贈送的也是面包和鹽。

此前多年，德國壹直在努力申請讓面

包成為聯合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終

於，經過德國政府的努力，德國面包文

化終於在2014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非物質遺產名錄。

德國南部“愛因斯坦的故鄉”烏爾

姆，還有壹家面包文化博物館。它也是

世界上第壹家面包博物館，1955年由企

業家維利· 艾澤倫發起創建。博物館擁有

1.4萬件展品，直觀地向遊客們介紹面包

的歷史、對人類的重要性以及它的生產

制作過程。

德國人甚至還針對家裏吃剩的面包

進行新的美食創新。比如，德國人會把

硬了的面包，做成面包粉，或將硬面包

浸水，加入絞肉和蛋做成肉餅，搭配馬

鈴薯做成新的壹餐。巴伐利亞有名的家

常菜“德國餃子”， 也是將硬面包磨碎

，加入洋蔥、香芹和牛奶，捏成緊實的

丸子，水煮而成。

揭秘古代動物木乃伊
X射線成像技術助力無損研究

綜合報導 如何對古代動物木乃伊

進行深入研究、揭秘而又不損害標本

？這個議題壹直以來頗受關註。施普

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獲取期刊《科學報

告》最新發表壹篇考古學研究論文稱

，利用先進的三維X射線成像技術就

可以解決問題。

該論文介紹，研究人員利用先進的

三維X射線成像技術對古埃及的壹只貓

、壹只鳥和壹條蛇的動物木乃伊所做的

分析表明，該項技術有助於研究人員深

入了解這些動物的飼養條件、復雜的木

乃伊化過程及其可能的死亡原因，而不

會對標本造成損害。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斯旺西大學理

查德· 約翰斯頓（Richard Johnston）及其

同事利用非侵入性X射線顯微CT成像技

術，揭示出該只貓的頭骨約為木乃伊外

部包裹物的壹半大小。其形態表明，該

遺骸很可能屬於壹只埃及家

貓。通過分析牙齒和骨骼的

圖像，發現這只貓不到5個月

大，可能是在死亡時或在木

乃伊化過程中，為了使頭部

保持直立狀態而故意將其頸

部折斷。

對壹只鳥的猛禽木乃伊

的3D掃描結果表明，這只鳥

與紅隼最為相似，而且似乎

不是死於頸部受傷。

對緊緊盤繞成壹團的蛇

的成像結果顯示，這是壹條

幼年眼鏡蛇，可能死於脊柱

骨折，這與通常抓尾鞭打的

殺蛇方法壹致。高分辨率成像使研究人

員能夠確定在木乃伊蛇口內發現的東西

為硬化樹脂，其可能為壹種類似於開口

儀式的復雜的儀式行為。

論文作者表示，通過科學成像技術

增進對動物木乃伊的理解，或許可以為

未來的保護工作提供信息，並揭示過去

人與動物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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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情報機構被指掩蓋俄干涉選舉美國情報機構被指掩蓋俄干涉選舉美國情報機構被指掩蓋俄干涉選舉
（綜合報導）負責監督美國情報機構的聯邦政府機構告知

國會，它將不再當面介紹2020年總統選舉所面臨的安全威脅，
擔心議員洩露敏感的機密材料。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29日報導，此舉進一步加
劇了特朗普政府和國會圍繞議員與政府高級官員的接觸存在的
矛盾，也加重了對白宮可能在淡化11月大選公正性面臨挑戰的
擔心。一名民主黨參議員敦促國會議員向情報官員發出傳票，
要求他們在情報委員會露面，如果拒不服從就認定他們“藐視
國會”。

報導稱，這一調整出現在距11月總統選舉只有兩個多月之
際。美國高級情報官員一再表示，本次總統選舉依然很容易受
到外國干預活動的影響。

政府官員說，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仍將以書面形式向國會
情報委員會提供最新信息，但這有別於以往的做法。議員通常

更喜歡從他們所監管的機構現場聽取
情況介紹，這樣他們能夠圍繞自己認
為重要的問題跟進發問，並敦促政府

官員採取行動。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一名官員29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致力於履行我們的法定職責，並讓國會充分及時地了解
信息。為清楚起見，同時也為了防止敏感情報在未經授權的情
況下泄露出去，我們將主要通過書面形式的情報來完成這一工
作。”這名官員還說，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對近期通報過後
出現敏感信息未經授權對外披露的情況感到擔憂”，但沒有具
體說明哪些信息外洩。

報導稱，現任國家情報總監是前共和黨眾議員約翰•拉特
克利夫，他自今年5月以來一直擔任這一職務。

官員說，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等負責防止外國勢力干
預選舉的其他機構打算繼續定期向參眾兩院情報委員會當面通
報相關信息。

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亞當•

希夫發表聯合聲明，批評這是“令人震驚地放棄了（情報部門
）讓國會及時了解情況的法定職責，也背叛了公眾針對外國勢
力正試圖如何顛覆我們民主制度所享有的知情權”。
他們還說：“這些情報屬於美國人民，而不是保管它們的機構
。美國人民既有權利也有必要了解另一個國家——俄羅斯正試
圖幫忙決定美國總統人選的情況。”

報導稱，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民主黨人、來自俄勒岡州的
參議員羅恩•懷登提到向情報官員發傳票的想法。他說：“俄
羅斯正再次干預我們的選舉，為的是讓特朗普當選，而不是捍
衛美國民主。特朗普以及偏袒共和黨的情報部門領導層正試圖
不讓國會了解這一情況。”

報導還稱，特朗普在得克薩斯州舉行的關於“勞拉”颶風
的吹風會上被問及選舉安全通報做法的改變。
他提到發起針對他的彈劾程序的希夫時說：“不管是'靠不住的
希夫'還是別的什麼人，他們在時機成熟之前就走漏了消息。更
糟糕的是，他們走漏的還是錯誤的消息。委員會中有洩密者。
顯然有正在做壞事的洩密者。”

（綜合報導）美國有一名男子通過騙婚的
手段與十幾名女性假結婚，總計騙走了這些女性
1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84萬元）的巨額資金
。最近這些受害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宣布成立復仇
隊，並對這名情場騙子宣戰。

據媒體報導，來自美國中西部的艾倫、特雷
西、薩布麗娜、卡拉、簡、麗莎、安吉拉、珍妮
弗、霍莉、米歇爾、麗貝卡等十幾名女性都有一
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曾遭到一位名叫理查德
.斯科特.史密斯的男子的欺騙並與其結婚，但是
這名男子總是在結婚幾天后離奇失踪。更讓人氣
憤的是，多年來理查德.斯科特.史密斯已經騙走
了受害女性上百萬美元的資金。

據這些受害女性說，過去二十多年來，理查
德.斯科特.史密斯慣用的手法就是找一些單身或
者離異的女性下手，先是與她們交往，然後迅速
求婚、訂婚並閃電式地舉行婚禮，但是沒過多久
理查德.斯科特.史密斯就捲走這些女性的積蓄然
後消失了。

近日這十幾名受害女性在社交媒體上成立了
一個複仇隊，並誓言要將理查德.斯科特.史密斯
這個情場騙子“繩之以法”。受害女性薩布麗娜
還在網絡上對理查德.斯科特.史密斯喊話說：
“理查德，你這個撒謊的壞蛋，對付你最好的辦
法就是複仇，我一定要找到你。” 40多歲的單
親受害女性特雷西說：“人過中年還要談戀愛真
的很糟糕，但是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女人也只能在
網絡上找對象，因此才會上當受騙。”

據媒體報導，理查德.斯科特.史密斯名下有
多個社保賬號，還有43個電話號碼以及58個位
於全美不同地方的住址，因此他每次都能輕而易
舉地讓這些受害女性上鉤。據受害女性們說，理
查德.斯科特.史密斯長相非常普通，不僅禿頂而
且每次和她們聊天的時候笑容都很矯揉造作。但
是理查德.斯科特.史密斯有一個本事，那就是懂
得如何取悅這些女性投其所好，因此每次都能成
功實施詐騙。

（綜合報導）《金融時報》網站8月20
日發表題為《為什麼疫情期間“反疫苗”運
動日漸壯大》的述評稱，由於疫苗研發過程
和速度被注入政治因素，越來越多的美國人
陷入“疫苗糾結”，他們對疫苗安全性的信
心降低。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格里爾•麥克維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
疫苗人士——根本不是”。她一直根據建議
進行免疫接種，在兒子幼年時也給他接種疫
苗。但她擔心美國研發新冠病毒疫苗的工作
是倉促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在11月總統
大選前改善特朗普的前景。

身為民主黨支持者的麥克維說：“情況
改變了，因為疫苗研發過程、疫苗研發速度
都已經註入了政治因素。坦率地說，我不信
任這位總統。這令我舉棋不定。”

53歲的麥克維是越來越多陷入“疫苗糾
結”的美國人之一，這些人此前並不認同由
共和黨自由派和左翼人士所主導的反疫苗運
動。

麥克維擔心，特朗普會向美國食品和藥
物管理局施加壓力，要求其在大選前迅速批
准一種疫苗。她舉出了該機構決定批准使用
羥氯喹治療新冠肺炎的例子。在多項研究證

明這種被總統大肆吹噓的藥物對新冠患者無
效之後，該機構的態度又來了個180度大轉
彎。

她還不信任“曲速”行動，這項得到聯
邦資助的龐大舉措已經向製藥公司支付數十
億美元，以在得到確定的數據之前生產數億
劑“有風險的”或未經全面臨床試驗的疫苗
。

在大選前推出一種疫苗很可能提升特朗
普在大選中獲勝的機會。但公共衛生專家擔
心，這也可能在這項美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
大眾免疫接種項目實施之前，加劇像麥克維
這樣的人的反疫苗情緒。

倫敦大學衛生和熱帶醫學院疫苗信心項
目負責人海迪•拉森說：“反疫苗情緒正在
進入主流社會。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人現在
會說，也許反疫苗接種遊說也有道理。”

民調顯示，隨著這場疫情的持續，美國
公民對疫苗安全性的信心降低。輿觀調查公
司 5 月進行的調查發現，大約 55%的美國成
年人說，他們會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到7月
底，這個數字已經降至41%——遠低於公共
衛生專家認為實現“群體免疫”所需的60%
至70%。

比爾•蓋茨為90歲巴菲特做大蛋糕慶生
（綜合報導）巴菲特和蓋茨是多年的好友，

這兩位頗具影響力的商界人士是在近30年前相識
的。在30日發布的一篇博客中，蓋茨寫道：“沃
倫有著30歲時的精神敏銳度，10歲時的調皮笑聲
，以及6歲時的飲食習慣。”

8月30日是“股神”沃倫•巴菲特90歲的生
日。當天，巴菲特多年的好友比爾•蓋茨在社交
媒體發布了1分鐘的“甜蜜”視頻，親手為巴菲特
製作了一個帶有巴菲特頭像的大號奧利奧生日蛋
糕。

據今日美國網站30日報導，在這段名為“90
歲生日快樂，沃倫！”的視頻中，可以看到蓋茨
現身廚房，隨後打雞蛋、切碎巧克力、攪拌並將
其他蛋糕配料混合在一起。當蛋糕層烤好後，他
又在外層一層一層加上了大量的奧利奧餅乾，蛋

糕上面還畫上了巴菲特的臉。在視頻最後，蓋茨
舉起蛋糕，微笑著切了一塊。

美媒介紹稱，巴菲特和蓋茨是多年的好友，
這兩位頗具影響力的商界人士是在近30年前相識
的。蓋茨此前回憶稱，曾看到巴菲特在早餐吃奧
利奧：“他可能為年輕人樹立了不好的榜樣，但
這是一種對他來說有不錯的飲食。”而在30日發
布的一篇博客中，蓋茨則寫道：“沃倫有著30歲
時的精神敏銳度，10歲時的調皮笑聲，以及6歲時
的飲食習慣。”

外媒稱指出，巴菲特在飲食上相當我行我素
，甚至會選擇每週吃3次麥當勞，一天喝5罐可樂
。不過，巴菲特對自己的飲食相當有自信，他認
為吃垃圾飲食讓他“心情愉悅”，從某種程度上
來說還有益於保持健康。

美國男子與十幾名女性假結婚後騙走數百萬美國男子與十幾名女性假結婚後騙走數百萬,,受害者組建復仇隊受害者組建復仇隊

為何美國“反疫苗”情緒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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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2020台中購物今天進入最後一天，由於豪宅大
獎還未抽出，許多民眾趕著截止前完成登錄，造成系統癱瘓，市
府表示，已緊急調整雲端伺服器規格到頂級，也準備APP更新版
本。

2020台中購物節從7月起登場到8月31日為止，由於統一
發票登錄時間將於晚上11時59分截止，民眾趕在截止前蜂擁進
入系統登錄，也造成系統幾乎癱瘓，民眾憂心無法在截止時間前
完成登錄。

台中市政府表示，由於購物節起跑至今，已有33萬人次下
載APP，發票登錄張數逾1100萬張，因登錄倒數日發票大批湧

進，已緊急調整雲端伺服器規格到頂級
，也準備APP更新版本以提升處理效能
。

市府經發局表示，台中購物節截至8月30日，官方APP下
載超過33萬次，累計消費登錄金額約79.3億元，加上電商平台
消費2.3億元，已達81.6億元，經發局加碼，將再抽出1台70吋
4K智慧聯網液晶電視，讓民眾再多抽一個大獎。

經發局指出，根據發票登錄金額統計，每人平均消費登錄
金額逾2.3萬元，發票登錄張數逾1100萬張，每張發票平均消費
登錄金額為715元，每人平均發票登錄張數逾33張，購物節抽獎

券張數逾2400萬張，每人平均抽獎券數達74張，市府每投入1
元更創造202元發票登錄金額，台中購物節創造超過200倍的效
益。

經發局提醒民眾，記得在晚上截止時間前登錄7、8月在台
中消費的發票及優惠店家收據，精品豪宅大獎將於9月12日，在
台中市圓滿戶外劇場 「民政耀眼 綻放台中」演唱會中抽出。

台中購物節進入尾聲
民眾趕登錄系統癱瘓

（中央社）科技部長吳政忠表示，110年度編列的科技預算達新台幣1186億元，年增2.15%，
會主要鎖定五加二產業與先前提到的6項基礎。其中，外界關注的基礎研究經費也達到300億元，
年增6.76%。

科技部長吳政忠今天舉行媒體茶敘。吳政忠表示，疫情讓預算成長有限，強調預算更要用在
刀口上，科技預算（含有前瞻基礎建設部分）從108年度的1150億元、109年1161億元，到目前編
列110年度的1186億元，年成長2.15%，仍有小幅成長。

吳政忠表示，科技預算主要會在五加二創新產業跟數位國家建設計畫，另外也會瞄準他先前
提到的6大基礎，包括精準健康方案、數位轉型、資安卓越計畫、下世代半導體計畫、太空產業
與10年先進網路建設，也會看看6項計畫間有沒有一些落差需要彌補。

吳政忠舉例，科技部會協助先進網路建設部分，像是在台灣本島設立大型網路交換中心、

設立內容遞送網路（CDN），盤點台灣網路系統的布局，對內提高網路間的介接；如果有國際公
司要設置海纜，陸纜部分如果會從台灣北部進入、南部出去，這些網路建設對外也能提升台灣國
家價值。

吳政忠表示，科技部本身的預算總計為523億，其中36億元為過去的累積剩餘跟自籌而來，
由於疫情讓預算較為緊繃， 「我們也拿出過去存款，為下年度布局準備。」

不過，吳政忠強調，科技部的重要任務包含基礎學術研究，因此，基礎研究經費規模從109
年281億元，到110年增至300億元，仍年成長6.76%。

至於每4年舉辦一次的第11屆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全科會），吳政忠也提到，除了搜集科研
專家與學者意見外，今年比較不同的是，之後也會開始進行線上座談，搜集、加入公民團體與來
自社區的意見，最後納入全科會做縱整討論，希望科技也要跟生活做緊密結合。

明年科技預算1186億基礎研究經費年增6.76%

經濟部資金紓困振興貸款
申請期限延至年底

（中央社）經濟部今天表示，由於國際疫情尚未
穩定，企業仍有資金需求，資金紓困振興貸款申請期
限由今年9月15日延長至12月31日。

經濟部發布新聞稿表示，今天修訂發布 「經濟
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
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貸款申請期
限由原訂的109年9月15日延長至109年12月31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蘇文玲表示，當初在
訂期限時，認為9月差不多疫情穩定，但目前國外疫
情仍嚴峻，廠商還有貸款的需要，於是把貸款期限延
長到年底。

中企處說明，針對受疫情影響，發生營運困難
的事業，資金協助措施包括舊有貸款展延、營運資金
貸款及振興資金貸款。

舊有貸款展延部分，既有貸款尚未還清的受影

響事業，可洽承貸金融機構，協議展延還款，展延期
間第1年免收保證手續費，如屬中小型事業，經濟部
提供利息減免補貼，補貼期間最長1年，每家事業補
貼上限新台幣22萬元。

事業如有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
公場所租金的資金需求，可申請營運資金貸款，由信
保基金提供10成信用保證並免收保證手續費。如果
是中小型事業，經濟部將補貼6個月全額利息，每家
事業利息補貼上限5萬5000元，不過利息補貼期間不
得減薪或裁員。

振興資金貸款由信保基金提供8至9成信用保證
並免收保證手續費，如為中小型事業，經濟部可提供
貸款利息補貼，補貼期限最長1年，每家事業補貼上
限22萬元。

高端疫苗加入台美聯隊抗疫高端疫苗加入台美聯隊抗疫
今年疫情爆發後今年疫情爆發後，，生技產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生技產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紛紛投入研發紛紛投入研發，，希望早希望早

日打贏這場抗疫大戰日打贏這場抗疫大戰；；高端疫苗能在眾多生技公司中脫穎而出高端疫苗能在眾多生技公司中脫穎而出，，吸引重量級人吸引重量級人
物到訪物到訪，，確實有其雄厚資本確實有其雄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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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馬曉
芳 北京報道）香港特區政府近日提出，
9月1日起香港開展自願性全民免費核酸
檢測。受訪港生們表示，由於需要在內地
隔離14天，所以在規定返校時間內無法
趕上9月份的免費檢測，“香港的核檢費
用比較昂貴，對學生來說負擔不小，希望
事後港府能為我們報銷核檢費用。”

除此以外，港生們坦言內地返校途
中的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14天食
宿費用加離港前做的核檢費用大約在
7,000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如果是
北京等一線城市費用更高，甚至上萬元，
希望香港政府能為港生隔離提供減免補
貼。

北京大學研二學生、香港星學匯秘
書長伍文彬表示，星學匯通過不同途徑向
港生收集關於返校開學的意見，已於8月
17日撰寫《內地高校香港學生返校開學
困難的關注及建議》向國家教育部及特區
教育局提出建議，包括呼籲香港政府優先
為急於回內地讀書的港生做核酸檢測、為
港生隔離提供減免補貼、為同學作好網課
預案等方面。

倡學校做好網課預案
伍文彬還表示，眼下仍有部分港生

尚未收到返校通知，對如何開學上課仍然
是無所適從。星學匯建議內地學校應對尚
未返校港生作好溝通，對暫時不能返校的
學生盡早發出不能回校的通知，並為他們
作好網課、課業評核等安排，讓廣大學子
在疫情下也能順利開學。

��(���

港生內地返校最少三核檢
港檢一次港檢一次 內地隔離酒店兩次內地隔離酒店兩次 檢測有免費有自費檢測有免費有自費

港
生
籲
港
府
發
補
貼
助
北
上
返
校

■隔離期滿的
廖君健在酒店
簽“解除隔離
醫學觀察告知
書”。

受訪者供圖
■■內地高校開學季來臨內地高校開學季來臨，，然而香港持續不斷的疫情為港生內地返校之路增添了然而香港持續不斷的疫情為港生內地返校之路增添了
不少困難不少困難。。圖為圖為2626日日，，北京高校陸續迎來學生返校北京高校陸續迎來學生返校。。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馬曉

芳 北京報道）內地高校開學季來臨，然

而香港持續不斷的疫情為港生們內地返校

之路增添了不少困難。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多位港生了解到，內地各高校對香港等

境外學生返校的規定各不相同，部分高校

允許港生按國家規定入境完成14天隔離

後正常返校，部分高校規定港生延期報到

或暫不返校。港生們表示，返校途中通常

需多次檢測，受訪港生中檢測次數最多的

高達7次。至於檢測費用也規定不一，有

免費的和自費的部分。

中國人民大學規定，9月 4日至9日，本科
生、碩士生、博士生將按批次返校，該校法

律碩士三年級學生廖君健在本月初就開啟返校旅
程。他6日從Project Screen網站購買了核檢套
裝，7日下午5點收到套裝，8日早上提交核檢樣
本到指定車輛，9日下午收到核檢報告。“基於
廣東省入境政策規定需在收到報告內24小時過
關，10日下午2點我便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乘
坐穿梭巴士到珠海口岸並過關。過關時，工作人
員為過關人員又做了一次核檢。”他說。

廖君健稱，坐巴士前，過關人員需在微信填
寫健康申報表。他填寫了過去14天內有鼻塞和咽
疼症狀，因此在過關做完核檢後，首先被帶到關
口的隔離房進行隔離，等待救護車接他去中大五
院做進一步檢查。

當晚7點左右，廖君健被帶到醫院進行檢
查，並做了兩次免費核檢（每次間隔24小時）以
及照了一次肺部CT，兩次檢測報告呈陰性結果
後，關口工作人員到醫院帶他到珠海市香洲區指

定酒店隔離。“隔離期間每天早晚都會有人來量
體溫，離開酒店前會再做一次核檢。”22日，廖
君健做了最後一次核檢，在酒店簽署了“解除隔
離醫學觀察告知書”後當天下午離開酒店。

個別多達七次核檢
廖君健稱隔離結束後先回廈門老家，屆時按

學校規定時間返校。北京方面規定：外地學生返校
需持有七日內核檢證明，檢測費用學校支付。“回
到廈門後做了一次核檢，但距離開學時間超過7
天，所以9月份還將再做一次核檢交給學校，返校
途中總共需做7次檢測，只有第一次在香港的檢測
需自費，其餘六次均免費。”

廖君健返校7檢的經歷尚屬個例，但港生內地
返校至少也需3次核檢：香港檢測一次，隔離酒店
兩次。據了解，各隔離酒店的檢測費用規定不一，
部分酒店提供免費檢測，另有部分酒店則需自費。
四川大學國貿專業大三學生岑朗楷7月26日從香港
直飛成都，在成都進行為期14天的隔離。“酒店

每天240元（人民幣，下同）不含餐食，兩次核檢
均需自費，每次一百元左右。”

網課收效一般 港生冀早返校
中山大學法學院大四學生陳沅彤也在珠海入

境隔離，她於19日在珠海金灣區酒店開始隔離，
將於9月1日完成隔離。與以往不同，陳沅彤這次
回校行李箱裏帶的大部分都是口罩、消毒紙等防
疫用品，個人物品反而沒帶多少。中山大學藥學
專業大二學生張雅青除防疫用品外還帶了部分冬
天衣服，她擔心冬天時候香港疫情仍未控制住回
不了香港。

“我最擔心的是課業方面，上學期是在家裏
上網課度過的，網課上課效果遠遠沒有直接在課
堂聽講那麼好。”兩位學生均很期待能早日回到
闊別已久的校園。她們稱回校後首先要去校門診
做健康問詢，門診開出健康告知書後方能進入宿
舍。返校後學校將採取封閉式管理，出校門需申
請。

■■港生張雅青行李箱裏除了防疫用品外還帶了港生張雅青行李箱裏除了防疫用品外還帶了
部分冬天衣服部分冬天衣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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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2323日財產規劃講座活動報告日財產規劃講座活動報告

由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簡稱
校聯會）退休規劃委員會所舉辦的財產
規劃講座活動於8月23日美中時間下午
二點，以線上會議ZOOM 方式舉行。
由休士頓知名法學博士也是執業律師
Jennifer C. Chiang主講，吸引近百位
會員及來賓共襄盛舉。

該會議由校聯會公關孫玉玟主持，
會長劉美玲致詞揭開序幕。校聯會退休
規劃委員會在2011 年開始舉辦活動，
2013年正式成立，多年來舉辦過無數
活動，包含各種主題的講座及遊輪型式
座 談會，多采多姿，有聲有色，應有盡
有。感謝退休規劃委員會成員，特別是
今年初卸下主委重任的范增璞，及接任
主委的前會長劉志忠，在疫情持續的情
況下，仍盡心研究及策劃了一系列活動
。雖然2020 年遇到疫情，但是仍積極
規劃活動。很榮幸能邀請到 Jennifer
Chiang 主講財產規劃。劉美玲會長引

用俗語“未雨綢繆”，財產規劃不僅對
退休的人是很重要的話題，對還沒退休
的人也很重要。提早規劃保護家人及心
愛的人是明智之舉。相信透過該講座，
能更了解財產規劃，提前計劃以增值您
的財產並保護您的親人。

接著退休規劃主委劉志忠介紹
2020 年委員會成員及今年策劃的相關
活動：委員會有以下成員：劉志忠，范
增璞，陳津源，孫雪蓮，鄭昭，周禧，
鄭展，鄧嘉陵，許國麗，徐玲，劉美玲
，廖瑞祥，周宏，連重慶，林宏正，林
國強，初平。今年退休規劃活動包括：
A. 教育座談會如下- 1. 財產規劃：主講
人 Jennifer Chiang，2. 投資講座: 張南
庭 主講，3. 醫療講座。B. 成立關懷小
組計畫: 周禧和孫雪蓮正在積極計畫中
。請大家拭目以待。

當日財產規劃講師Jennifer C. Chi-
ang是法學博士及執業律師，並持有企

管碩士，同時擁有德州南區地方法院的
執業資格，擔任糖城市法院副法官。
Jennifer 學生時期曾榮獲 「校聯會獎學
金」 的獎勵，並對於該校友會長期為華
裔社區貢獻、栽培學子回饋社會等表達
感謝。當日講座她以 「財產規劃 -讓你
安心的文件」 為開場主題，她提到每個
人都需要以下文件：遺囑，持久授權書
，醫療授權書，醫療預先指示，HIPAA
聲明書，可撤銷的生存信託。授權書是
用來處理法律和財務事務，但如果您失
去行為能力，可另以單獨文件指定代理
人做出醫療保健決定。如果您還有對未
成年人或殘障成年人的負擔，則可能需
要另選擇監護人和特殊需要信託。因為
生前信託的好處是避免麻煩的遺產認證
，最後一個是死亡契據轉讓（Transfer
on Death Deed ）是指把物業轉移給指
定受益人的一種方式，轉讓在去世時便
生效。Jennifer進一步講解每個文件的

目的及用途，並建議所有重要法律文件
最好是保存在一個安全的檔案中，以及
數位化存於電子檔形式，如果可以
Email 方式先寄給自己信任的親人存檔
，以避免事發時， 找不到或被破壞而造
成混亂，例如颶風水災文件受損等。最
後，在有關財產認證方面，Jennifer建
議應該找律師來獲得這些文件。 只有律
師才能確保這些文件滿足您的需求，並
根據當前法律正確書寫，並且還根據您
所在州的法律正確執行。同時在找律師
之前，Jennifer提供了事先需要準備的

要項。
在完成主題演講之後，Jennifer 開

放問答互動，會員們踴躍發問，氣氛熱
烈。Jennifer也不厭其煩的回答。參加
者和講師交流熱絡，學員們紛紛表示
Jennifer的分享內容實用價值很強，兩
個小時的講座收益很大，大家非常感謝
及肯定，財產規劃教育講座在溫馨歡樂
的氣氛中圓滿完成。以下附上活動照片
。

劉美玲會長
退休規劃主委劉志忠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國慶年國慶 雙十中秋賞月健行雙十中秋賞月健行
日 期: 10月 2號 2020年 (星期五)

時 間: 6:00pm ~ 8:00pm (5:30pm 報
到) 地 點: Oyster Greek Park City of
Sugar Land,

4033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公園停車場由6號公路進入,慶祝
光輝十月，恰逢中秋慶圓日，攜家帶小
走出戶外，走出健康，走出美好的明天

。趕走不明的疫情，回到原來的我們！
歡迎所有僑社的好朋友都來参與這有益
身心的活動！有吃、有喝、有拿、還有
大獎，有参加就有獎！更盼給予大力贊

助此盛大活動！
贊助單位:美南銀行,金城銀行
主辦單位：糖城臺聯會 陳煥澤

832-282-2828 敬邀慶祝中華民國109

年國慶雙十中秋賞月健行休士頓美南藝
文社 王妍霞 832-766-7600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99月月1212日舉行日舉行
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儀式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儀式

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十國慶
雙十台灣特色美食網 9月13日YouTube線上直播

大學面臨爆炸式的冠狀病毒案例幾百所大學出現病例大學面臨爆炸式的冠狀病毒案例幾百所大學出現病例
阿拉巴馬大學上課一周已有阿拉巴馬大學上課一周已有550550人呈陽性冠狀病毒人呈陽性冠狀病毒

（本報訊）慶祝中華民國109 年雙十國慶，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將率團回
台灣參加十月慶典以示對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
支持。

台灣疫情已趨緩，防疫管控良好，國內舉
辦活動與觀光旅遊相對安全，今年國內規劃的
各項重要十月慶典活動包含：國慶晚會 10 月 9
日(星期五)在基隆市舉行；國慶大會 10月10日(
星期六)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國慶焰火10月10
日晚間將於臺南市施放。政府也提出振興國內
旅遊觀光措施方案，住宿有許多折扣(請閱https:
//www.ocac.gov.tw/ocac/)。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將配
合國內觀光旅遊行程,促進國內消費助長經濟，

也藉此次返國表達對中華民國的祝福，祝福我
們中華民國台灣國運昌隆，國泰民安。

希望 Covid-19疫情減緩，我們可以有更多
會員姐妹返台慶祝國慶，若打算返台僑胞或想
得知防疫旅館檢疫所訊息請與洪良冰會長連絡
，email:nancygri@aol.com 或電洽:832-818-6688
。
本會將於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1時在僑教中心
前廣場舉行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儀式，將恭請
羅復文處長授旗，司儀由本會羅秀娟前會長(現
任監事)主持，歡迎九月及十月返台的僑胞參加
我們的授旗儀式。

當天將會有現場直播, 請閱直播網連結 :
https://youtu.be/hT_qBDKU5I8 。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全國各地大學美國全國各地大學
上課一周以來上課一周以來，，校園中新出現的冠狀病毒案例激校園中新出現的冠狀病毒案例激
增增，，使許多大學都在擔心使許多大學都在擔心：：太多的學生違反規矩太多的學生違反規矩
，，使同學面臨更大的冠狀病毒風險使同學面臨更大的冠狀病毒風險。《。《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近日對近日對15001500多所美國高校進行的調查發現多所美國高校進行的調查發現，，自自
一周前上課以來一周前上課以來，，阿拉巴馬大學報告有阿拉巴馬大學報告有550550多人多人
（（其中大多數是學生其中大多數是學生））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阿拉巴馬大學塔斯卡盧薩分校開學兩週以來已有阿拉巴馬大學塔斯卡盧薩分校開學兩週以來已有
上千名學生和教職員工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上千名學生和教職員工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隨隨
著感染病例的增加著感染病例的增加，，截至截至2929日日，，阿拉巴馬大學已阿拉巴馬大學已
有有12011201名學生和名學生和166166名員工在測試中呈陽性名員工在測試中呈陽性。。

阿拉巴馬大學校長斯圖爾特阿拉巴馬大學校長斯圖爾特••貝爾貝爾（（StuartStuart
R. BellR. Bell））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我們最近幾天看我們最近幾天看
到的病例上升數字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到的病例上升數字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如果不加如果不加
以制止以制止，，疫情將威脅我們完成校園學期剩餘課程疫情將威脅我們完成校園學期剩餘課程
的能力的能力。”。”塔斯卡盧薩市長馬多克斯塔斯卡盧薩市長馬多克斯（（WaltWalt
MaddoxMaddox））發布行政命令發布行政命令，，要求從要求從88月月2424日至日至99月月
88日關閉酒吧日關閉酒吧1414天天。。除了阿拉巴馬大學除了阿拉巴馬大學，，北卡羅北卡羅
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聖母大學和中佛羅里達大聖母大學和中佛羅里達大

學等學校也報告了學生和教職員工中感染量激增學等學校也報告了學生和教職員工中感染量激增
的情況的情況。。在德克薩斯州在德克薩斯州，，德州農工大學也報告說德州農工大學也報告說
，，自自 88 月月 22 日以來日以來，，有有 407407 名學生的名學生的 COVID-COVID-1919
測試呈陽性測試呈陽性。。

同時同時，，許多其他大學也面臨著感染病例許多其他大學也面臨著感染病例。。新新
澤西州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本週禁止澤西州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本週禁止1111名學生在名學生在
學生宿舍和校園外聚會中聚會學生宿舍和校園外聚會中聚會，，這些學生在學生這些學生在學生
宿舍住了兩個星期宿舍住了兩個星期。。該大學發言人安德魯該大學發言人安德魯••梅斯梅斯
（（Andrew MeesAndrew Mees））說說：“：“一小部分人選擇不遵守一小部分人選擇不遵守
這些規則這些規則，，而這樣做卻給我們的校園社區帶來了而這樣做卻給我們的校園社區帶來了
風險風險。。巴黎聖母院巴黎聖母院，，康涅狄格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康涅狄格大學和北卡羅來納
大學教堂山分校等其他主要大學都曾面臨疫情大學教堂山分校等其他主要大學都曾面臨疫情
。。 在冠狀病毒病例急劇增加後在冠狀病毒病例急劇增加後，，巴黎聖母院取巴黎聖母院取
消課程消課程22週週。。

據美國約翰斯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全球新冠肺炎霍普金斯大學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實時監測系統顯示疫情實時監測系統顯示，， 88月月2929日日，，全美共報告全美共報告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59546765954676例例，，其中包括死亡病其中包括死亡病
例例182665182665例例，，是世界上最多的病例是世界上最多的病例。。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為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十國慶，
配合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系列活動，定
於 9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兩點到四點假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舉辦“雙十台灣特
色美食網” 直播活動。將有四組台灣美食專
家教學台灣特色可口佳餚，有夜市小吃，眷
村美食以及台灣甜點。

四組美食專家有本會前會長方海妮，她
將示範台灣眷村美食的春餅套餐，京醬肉絲
及素什錦，配上她親手做的捲餅。

林琬真前會長示範台灣道地有名的滷肉
飯及肉羹湯。

世華的好朋友，也是休
士頓長生學天使朱秋霞
將示範非 常好吃的涼
拌武林菜。當天節目的
主持人也是本會前理事
孫玉玟，將會示範台灣
有名的九份芋圓及地瓜
圓。

紅媒的謝老師將會
做現場直播，讓我們可以與觀眾互動。請點
直播的連結: https://youtu.be/N5teMoExPeM
當天歡迎大家上線收看我們的直播節目與我
們互動，觀眾也可提問題。

錄製的節目將會上傳到YouTube，大家
可以輕鬆的在網上學習美食，不但藉慰僑胞
思鄉之情，更能利用無遠弗屆的網路力量讓
全世界更加認識台灣的美食，敬請拭目以待
。

若有廠商或是個人願意贊助我們的活動
，我們將非常感激，請聯絡美南分會會長洪
良 冰 832-818-6688 或 email： nancygri@aol.
com，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美國全國各地大學上課一周以來美國全國各地大學上課一周以來，，校園中新出現的冠狀病毒案例激增校園中新出現的冠狀病毒案例激增，，
使許多大學都在擔心使許多大學都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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