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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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專家專家：：若選前推出疫苗若選前推出疫苗 川普將連任川普將連任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大選即將於11

月舉行，總統川普如今正期望疫苗在11月
大選之前問世，以作為重要選戰政績。美
股交易平臺Webull的執行長Anthony De-
nier表示，若川普真能實現目標，標普500
指數有望在2020年底前再度上漲11%，攀
升至3900點。

Denier表示，如果川普成功讓疫苗在
選前問世，讓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減少
35%，並使感染率持續下降，將讓川普在
選舉中再度勝選，獲得下一個四年任期。
在此情況下，Denier 預期標普 500 指數將
升至 3900 點，比上週五的收盤價上漲約
11%。

在今年3月份受疫情影響，標普500指
數由高點大跌逾20%，落入熊市。不過，
受惠全球央行推出無上限量化寬鬆刺激計
劃，標普 500 指數已大幅反彈 53%，並在
週五創下了3,508點的歷史新高。

在美股表現持續強勁的情況下，原先
最為悲觀的華爾街分析師之一、花旗首席

美股策略師Tobias Levkovich也在先前決定
將標普500指數年底目標價從2900點提高
到3300點，主因包括 「不受限制的」美國
聯準會(Fed)寬鬆措施、實際利率為負以及
標普500指數突破技術阻力位。

股市選擇權交易人警告，2020年總統
大選恐難分軒輊，投票結果可能持續到年
底；政治評論員也表示，別期望在選舉日
當天得知選舉結果，通訊選票至少要幾天
或幾週計票，若能在明年1月20日新正副
總統就職日前得知結果，算是幸運了。

NBC報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
兩黨全國代表大會後，於各項民調中領先
，但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世界局勢瞬變，選
民認為拜登與川普勝選機率各半，川普總
統仍有各種方式得以連任，且募款多寡才
是王道。

在不確定因素方面，新冠肺炎疫苗仍
屬最大決定性關鍵，另外則是非裔議題，
可能讓選舉充滿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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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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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美國藥厰
正在瘋狂忙工，希
望早日發現新冠疫
苗，為全人類戰勝
这场前所未有的疾
病挑戰。

根據科研專家
們的硏究，接種疫
苗可能要两次才見
效， 他們顧慮要
大家在一個月內打
兩次疫苗可能面臨
許多困難，摩爾教
授說，這將是人類
歷史上規模最大最
繁重的一次防禦工
作，目前聯邦政府
已經給六家制藥廠
重金補助， 希望
他們能早日拯救國民之痛苦。

摩德納和凡色兩家公司已經進入第三期臨
床試驗，每家已經有三萬名志願者參加， 每位
志願者必須在二十一天之間隔內打两針，另外
一家詹生和詹生也已進入第三期試驗，他們視
情況給志願者打一針或兩針。

專家們認為，美國全國需要生產六億個疫
苗是件艱鉅之任務， 根據CNN之民調，到目前

為止，仍有百分之四十的國民不願或不信仼接
種疫苗。

今天我們正面臨生死存亡之秋，目前已有
十八萬人失去了親人， 許多大型集會仍然無視
專家之建言，為人為己戴上口罩，包括上週四
晚上共和黨在白宮一千五百人之集會。

我們深信今年底之前， 疫苗之出現可能是
我們唯一的救星。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0101//20202020

When a coronavirus vaccine comes on the market,
people will likely need two do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given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o six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s an
incentive for them to speed up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trials and get their
products to market in record time.

Two of these companies, Moderna and Pfizer, are
now in Phase 3 of large clinical trials with 30,000
volunteers. The volunteers in each of the trials are
getting two doses of the vaccine, with Moderna

spacing their shots out 28 days apart and Pfizer
spacing theirs out by 21 days. These trials are
already moving at a good clip.

Johnson & Johnson are also already in Phase 3 of
their clinical trials. Volunteers will take one or two
doses in these trials.

We need to produce 600 million doses for the U.S.
which is a very big task. Dr. Nada Sanders, a
professor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aid, “Doubling is a huge
supply chain issue and you have to double

everything in the supply
chain.”

Today we are still facing
critical challenges all over the
whole nation. A lot of people
still do not believe in wearing
facial masks, including the
RNC. At the White House
last Thursday 1,500 people
attended the convention
event and nobody was
wearing a mask.

Let us all hope the vaccine
will come on the market
soon. That might be the only
way we can save our lives.

Only A Vaccine CanOnly A Vaccine Can
Rescue UsRescue Us

疫苗曙光再現疫苗曙光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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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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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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愛上囤披薩！
疫情下外送披薩店銷售額不降反增

綜合報導 疫情期間，全美其他餐館都在奮力掙紮，披薩店卻生意

興隆。幾十年來，披薩壹直是外賣的代名詞，而這壹點在人們害怕或被

禁止在店內就餐時更為重要。並且披薩很便宜，這在大蕭條以來最為嚴

重的經濟衰退時期十分受用。

金融服務公司晨星的分析師霍茨稱：“棒約翰的數據表明，

價值和便利性很可能成為壹個強有力的組合，甚至是在後疫情環

境中。”

自8月6日公布第二季度財報以來，棒約翰的增長勢頭並未減緩。

截至6月28日的三個月裏，新冠病毒持續傳播，全美陷入封鎖，但該披

薩連鎖店北美門店的銷售額卻增長了28%。該品牌7月的銷售也很強勁

，其北美和國際市場銷售額分別增長了30%和14%。

為滿足市場需求，該公司最近還宣布推出壹項新產品，並表示將招

聘3萬名新職員，以滿足消費者們激增的需求。

不僅如此，另壹品牌達美樂披薩也宣布將招聘2萬名員工，並推出

了兩款新產品。該公司上月表示，開業至少壹年的門店第二季度的銷售

額增長了16%。

達美樂公司首席執行官埃裏森表示，消費者們正購買更多披薩，為

的是能留壹些在冰箱裏。“他們考慮的不僅僅是當晚的晚餐，還會為第

二天做打算。”

另外，在疫情之前就陷入困境的必勝客公司的銷售額也在增長，不

過增速比競爭對手要慢。

霍茨預測，達美樂和棒約翰的成功還會繼續。“在可預見的未來，

在我們從疫情不確定時期過渡到經濟不確定時期的時候，這兩家連鎖店

很可能成為更廣泛餐廳品類的領跑者。”

研究指出：
鼻噴疫苗對預防新冠肺炎或更加有效

綜合報導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經

濟新聞網表文章，題為《研究指出鼻噴

疫苗對預防新冠肺炎或將更加有效》。

現將文章摘編如下：

在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範圍內肆虐的8

個月裏，每天監控各種數字已經成為常

態，其中包括確診、死亡和康復人數以

及重癥監護床位和呼吸機數量等。

最近幾周以來，壹場新的競賽成為

最新關註焦點，那就是新冠病毒疫苗的

研發進展。雖然研發疫苗通常是壹個復

雜的過程，壹般需要數年時間，但新冠

病毒引發的全球危機促使各國政府、科

研機構和私營公司以壹種前所未有的方

式在疫苗研發領域投入大量資源。

最近，壹項在小鼠身上展開的實驗

表明，鼻噴疫苗可以保護動物免受新冠

病毒的侵害，很可能比通過註射方式接

種相同疫苗更加有效。此項研究成果已

經發表在著名科學期刊《自然》、《科

學》和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的期

刊上。

位於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

的科學家開發出壹種針對新冠病毒的疫

苗，可以通過鼻部壹次性給藥，並能有

效防止對新冠病毒易感的小鼠感染病毒

。研究人員正計劃在非人靈長類動物和

人類身上測試這種疫苗，以觀察能否安

全有效地預防感染新冠病毒。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戴維· 柯裏爾和邁

克爾· S· 戴蒙德及其同事利用病毒用來入

侵細胞的“峰值蛋白”，研發出壹種候

選疫苗。隨後他們給攜帶人類蛋白質受

體的生物工程小鼠註射了這種疫苗。

註射疫苗後，小鼠再次接觸新冠病毒

，但其肺部並沒有出現感染性病毒，但含

有少量病毒核糖核酸。相反，通過鼻噴方

式給藥的小鼠的肺部沒有測量到病毒核糖

核酸。研究人員表示，多項證據都表明，

鼻噴疫苗完全防止了病毒感染。

與其他正在開發的新冠病毒疫苗不

同，這種疫苗是通過鼻部接種的，而鼻

子通常是最初的感染部位。在此項新研

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鼻腔給藥的方式

在全身產生了強烈的免疫反應，尤其是

對鼻子和呼吸道特別有效，進而防止病

毒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

作為分子微生物學、病理和免疫學

教授，戴蒙德表示：“我們驚喜地發現

，鼻腔內壁和上呼吸道細胞出現了強烈

的免疫反應，從而更好地保護機體免受

病毒侵襲。”

雖然此前已有壹種名為FluMist的流

感疫苗可以通過鼻部接種，但這種疫苗

使用的是壹種經過弱化的活性流感病毒

，不能給某些群體註射，其中包括那些

因癌癥、艾滋病毒和糖尿病等疾病而出

現免疫系統受損的患者。相比之下，這

項研究中的新型鼻噴疫苗並沒有使用能

夠復制的活性病毒，因此更加安全。然

而，研究人員表示，雖然這項研究頗具

前景，但到目前為止，該疫苗只在小鼠

身上進行了試驗。

英國首相決心減肥：
雇傭私教制定健身計劃

綜合報導 因8月26日早晨被拍到與名人教練哈裏· 詹姆森（Harry

Jameson）壹起在倫敦市中心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s Park）慢跑

，受到了媒體的關註。

據報道，唐寧街壹位消息人士證實，詹姆森確實被雇傭來幫

助首相減肥。“是的，約翰遜請了壹位私人教練。”他說，“任

何壹個在過去幾個月見過約翰遜的人都知道，他的確很想要保持

健康。”

今年4月初，約翰遜曾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據《每日郵報》此

前報道，約翰遜的高級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的

嶽父漢弗萊•韋克菲爾德爵士（Humphry Wakefield）曾在本月稱約翰遜

因身體狀況不佳，將在六個月內辭去首相壹職。但唐寧街25日辟謠並稱

此為“無稽之談”。

在今年7月英國政府針對反肥胖運動公布的宣傳視頻中，56歲的約

翰遜就承認他多年來壹直為自己的體重而苦惱而想要減肥，並自嘲：

“我太胖了”。他也表示，“在感染新冠病毒康復之後，我壹直重視自

己的身體狀況。”

據報道，這位教練是英國女演員路易絲· 詹姆森（Louise Jameson）

的兒子，他曾為多名主持人、演員制定健身計劃，但目前唐寧街10號首

相府拒絕就約翰遜的健身計劃發表評論。

加拿大多地示威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
首任總理雕像遭破壞

綜合報導 加拿大多個城

市民眾 8 月 29 日舉行示威

，呼籲反對種族歧視、反

對警察暴力，要求削減警

察開支。

多倫多、卡爾加裏、蒙

特利爾、哈利法克斯等城市

均出現規模不等的示威遊行

或集會活動。這是對近期美

國再次出現警察槍擊非裔人

士事件引發的抗議活動的呼

應。

各地示威活動多由非裔

社區團體和原住民社團等共

同組織，但參加者中不乏白

人等不同族裔人士。抗議人

士認為，涉及非裔族群和原

住民的警察暴力事件在加拿

大也不容忽視。他們呼籲政

府削減警察開支，並將資金

轉投至社區服務。

示威活動總體平和。但

在蒙特利爾，當遊行快結束

時，有示威者將市中心壹尊

加拿大首任總理約翰· 麥克唐

納的雕像拉倒毀壞。魁北克

省省長和蒙特利爾市長均對

示威者這壹做法作出批評，

指摧毀歷史並不是解決問題

的方法。有加媒報道稱，現

場傳單顯示，發動破壞雕像

的組織並不是當天遊行示威

的組織方。目前尚無人因此

事被拘捕。

5月 27日，居住在多倫

多的29歲黑人女子裏吉斯·

科欽斯基—帕奎特在警察在

場的情況下，從位於24樓的

寓所墜樓身亡，引發輿論關

註。負責監督和調查警務執

法行為的安大略省特別調查

組8月26日公布調查報告認

為，並無合理理由需要為此

事件對任何警員提出刑事指

控。但裏吉斯的家人和律師

對報告表示不認可。在裏吉

斯的家鄉哈利法克斯，示威

者29日舉行集會，對裏吉斯

的家人表達支持。

美國非裔男子喬治· 弗洛

伊德於今年5月25日因警察

暴力執法身亡後，加拿大各

地曾連續數周出現反種族主

義和歧視的示威遊行和集會

。加總理特魯多亦曾於6月5

日現身渥太華國會山的集會

現場，並與民眾壹起單膝跪

地以示支持。

8月 23日，美國威斯康

星州基諾沙市29歲非裔男子

雅各布· 布萊克遭警察從背後

連續槍擊，身受重傷。該事

件在美國多地再度引發抗議

和騷亂。

壹副眼鏡拍出26萬英鎊高價！

系甘地生前所佩戴

綜合報導 英國東布裏斯托爾

拍賣行稱，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聖

雄甘地生前所佩戴過的壹副鍍金

眼鏡，以26萬英鎊的價格落槌，

遠高於1.5萬英鎊的估價。

東布裏斯托拍賣行表示：

“不可思議的物件，出現不可思

議的結果！謝謝所有參與競標的

人。”

據報道，這次拍賣在21日舉

行，買家是壹名通過電話競標的美

國收藏家。拍賣行稱，“我們四個

星期前在信箱裏發現了它”，據悉

，賣家是壹名男性，稱甘地親自把

這幅眼鏡送給他的叔叔。

甘地生前常把他的壹些舊眼

鏡或已不用的眼鏡送給需要的人

或是曾幫助他的人。

拍賣商史托威(Andrew Stowe)

本 月 稍 早 向 天 空 新 聞 網 (Sky

News)說，賣家曾告訴他：“如果

這副眼鏡不好，就丟了吧。”而

當他向賣家指出，這副眼睛可能

值1.5萬英鎊時，“我想他差壹點

就從椅子上摔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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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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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周一說，正與台灣建立新雙邊經濟對
話，而這是在加強美台關係，並在台北面對北
京與日俱增的壓力之際，給予台灣支持。

據路透報導，華府還說，解密了6份雷根
總統主政時期給台灣的安全保證。而分析家認
為，這似乎是在對台北展現進一步支持。就在
美方做相關宣布的同時，北京除了加強對台灣
的威脅外，華府和北京的關係也跌落數十年來
的谷底。

美國總統川普正在為爭取 11 月連任打選
戰，而他在關鍵的外交政策平台上，對北京採
取了強硬的態度。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
（David Stilwell）在華府保守派智庫 「傳統基
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舉行的視訊論

壇中說，華府長久以來堅守 「一中」政策，而
最近美國採取的一連串動作，並不是單一政策
轉移，而是對 「一中」政策做出一連串重大調
整的一部份。

華府認為，在北京對重要區域的和平與穩
定威脅日增，試圖在外交上孤立台灣，並使台
灣蒙受武力威脅之際，不得不這麼做。 史達
偉說： 「我們會繼續協助台北抵抗中共施壓，
威嚇，並使台灣邊緣化的活動。」台灣外交部
對美國的支持表達感謝，並表示會繼續加強自
身的防禦能力。而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則說，任何人都不該低估北京捍衛主權的決
心，並力促美國停止提升與台灣的關係。

美指對台連續動作非單一政策轉移 是在重大調整一中政策

美國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市（Kenosha）傳
出警察對非裔男從背後連開7槍並引發全國示
威後，當地再次爆發槍擊案，一名曾出現在川
普造勢場合的17歲青年瑞登豪斯（Kyle Rit-
tenhouse）因被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
示威者追趕，便以非法持有的AR-15半自動
步槍開槍射擊，造成2死1傷。對此，總統川
普表示瑞登豪斯開槍是出於自衛，並拒絕譴責
自己支持者。

據美媒《國會山莊》與英媒《每日郵報》
報導，川普8月31日表示，這名17歲的青年
如果不開槍自衛，那他可能早被憤怒的暴民的
殺了， 「我猜，他是嘗試擺脫他們，遭到暴力
示威者攻擊後跌倒在地；我們正對此案進行進
一步調查，但我猜他當時正陷入大麻煩中，他
很可能差點就被殺了」。至於是否支持他的粉
絲自持武器維持秩序，川普表示他希望執法人

員看照一切。
根據網路流傳的影片顯示，住在伊利諾州

瑞登豪斯當晚與一群持槍平民一起守衛基諾沙
市一處店家，在他喊 「我剛才射了人」後，與
示威者爆發衝突，隨後不堪攻擊跌坐在地，隨
後開槍打中一名男子導致對方倒地，接著又有
另一人手臂中彈，群眾開始四散，瑞登豪斯大
搖大擺地在街上任意走動，他高舉雙手，胸前
掛著一把步槍，即使一旁群眾大喊他射殺了許
多人，也沒遭警察逮捕。隨後，威州政府並對
他控訴2起意圖殺人罪，並在伊利諾州監禁中
。

另外，川普預計於1日拜訪仍在動盪緊繃
中的基諾沙市，屆時將視訪當地執法部門，而
基諾沙市至今仍維持晚上7點後進入宵禁，當
地有1500名國民兵駐進維持秩序。

17歲青年射殺BLM示威者 因一理由讓川普替他辯護
菲律賓總統府今天表示，菲律賓將會繼續推進與中國大陸企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菲方需要來

自陸方的投資。
菲總統發言人洛克當天在記者會上說，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在前一天晚間明確表示，菲律賓不會追

隨美方動作參與制裁有關陸企。洛克表示，菲律賓 「不是任何國家的附庸國」。
洛克說，所有菲律賓與陸企的合作建設項目將會繼續推進，確保當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完工符合

菲律賓國家利益。
菲律賓政府於2017年4月推出一項名為 「大建特建」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預計在六年內

投資8.4萬億比索在菲全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建設項目涵蓋道路、橋梁、機場、鐵路、港口、防洪
設施等多個領域。目前有多家陸企參與菲律賓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不是美國的附庸 菲不禁陸企參與基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8月28日宣布辭職，下一任日本政府如何在中國大陸、美國之間周旋
，讓外界相當關注。有媒體分析，若日本在安全問題上加速向美國 「一面倒」，中日關係勢必
「地動山搖」，因此下任日相的態度可說至關重要。

8月31日，安倍和美國總統川普進行電話會談，日本《每日新聞》報導，安倍向川普保證
， 「（下任首相）續續強化日美同盟的方針不變，希望美方放心」。此外，日本正在討論部署
新飛彈防禦系統的可行性，有意加強日美軍事合作。

南韓《中央日報》8月31日報導，日本對美方在該國部署中程飛彈的態度一直很 「曖昧」
，但在兩國領袖的電話會談中，安倍可能同意美國要求。

川普的軍控問題特使比林斯利（Marshall Billingslea）先前也曾在採訪中暗示，美國研發中
的陸基中程飛彈 「正是日本等盟友未來期望且必要的防衛能力」，他還稱日本將成為考慮部署
的地點。

一旦日本同意部署美國的進攻性中程飛彈，中日關係基本上將出現巨大變化。目前下任日
本首相的熱門人選包括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防衛大臣河野太
郎、前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等。

分析認為，石破茂和河野太郎在安保問題上會傾向與美國形成更緊密的軍事和安全同盟，
菅義偉和岸田文雄白人2人則屬於 「安倍外交」的堅定支持者。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認為，若
岸田文雄繼任首相，其對華立場應會更加注重日本國家外交利益大局，因此中日關係不會出現
明顯變化。

下任日相若同意美部署中程飛彈中日關係將 「地動山搖」
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破600萬

，死亡人數超過18萬。民主黨人批評
川普政府抗疫不力。川普回應說，美
國在抗擊他所說的 「中國病毒」方面
正取得重大進展。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9月1日發
佈的新冠疫情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
累計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均為全
球最多，分別為6030587例和183597例
。

無論是累積感染者人數、還是死
亡人數，美國都居世界首位，並因此
成為川普政府的批評者的一個主要話題和今年11
月總統大選的一個主要競選議題。

美國之音報導，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在一份聲明中說： 「生命正在喪失，美國人民
需要真正的、以證據和事實為基礎的領導，以擊
敗這個邪惡的病毒。」

川普8月31日下午在白宮新聞簡報會上說，

過去一個月來，美國新冠病毒新病例下降了38%
。他還宣佈在疫苗研發領域取得巨大進展，包括
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公司的一款疫苗已
經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他說，再加上另一款疫
苗的研發也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美國正在以創紀
錄的速度研製出疫苗以擊敗他所說的 「中國病毒
」。

美國新冠確診病例破600萬 川普：抗疫有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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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醫學界的罷診

進入第三天，韓國政府當日將對

實習醫生、專科醫師下達的復崗

令擴至全國範圍。

韓國保健福祉部當地時間28

日在發布會上表示，當日上午10時

，將針對實習醫生、專科醫師的復

崗令從首都圈擴大至全國範圍，並

下令立即恢復患者治療業務。

另外，還對20家醫院的急診

室、重癥患者專業的358名罷診

醫生個別下達了復崗令。

另壹方面，保健福祉部27日

在確認履行復崗令的情況後，決

定於28日上午向首爾地方警察廳

遞交舉報信，對沒有返崗的10人

進行舉報。

由大韓醫師協會主導的韓國

全國醫生集體大罷診28日進入第

三天。若按醫協計劃，當天應為

第二次集體罷診的最後壹天，但

醫協和政府之間分歧依舊，引發

罷診或呈常態化的憂慮。

此次韓國醫療界罷診主要是反

對政府有關擴招醫學院、藥品定價

機制等改革方案，要求政府與醫療

界共同探討改革措施，提高醫護人員待遇。

目前，雖然政府下達了復崗令，但實習醫生

、專科醫師堅持政府若不撤回醫學院擴招政策就

不回崗的立場，並計劃通過提交辭呈加以應對。

單日新增病例數居高不下
韓政府將延長二級防控響應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8日通報

，截至當地時間當天0時，韓國新增371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9077例。由於韓國近

日新增病例數居高不下，疫情持續蔓延，韓國政

府決定將二級防控響應延長壹周。

新增病例中，除去境外輸入病例12例，359例

均為社區感染，其中，首都圈最多，為284例。

首爾“愛第壹”教會相關病例截至27日中

午已增至959例，由該教會引發的集體感染已蔓

延至醫療機構、幼兒園等23處設施。而15日光

化門集會相關的確診病例累計已達273例。

另外，與首爾九老區壹公寓相關病例28例

，與江原道原州市室內體育設施相關確診病例

64例，韓國全境各地各種設施均現疫情。

28日通報的數據中，還新增3例死亡病例，

韓國目前累計死亡316例。

同日，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召開會議，決定

將二級防控響應措施延長壹周，同時探討采取餐

廳、咖啡廳營業時間限制等額外措施加強防疫力

度。

他表示，首都圈實施二級防控已逾兩周，但

單日新增病例仍連續10天超過200例。雖然目前

有人建議應上調防控級別，但最高級別防控可能

給經濟、社會帶來巨大沖擊，因此，啟動三級防

控響應將是最後考慮的選擇。

同時，丁世均還呼籲民眾積極配合防控防疫措

施，指示各級政府加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

當天上午，首爾市也表示，將禁止10人以

上聚集的命令延長至9月13日，以阻止新冠疫情

進壹步擴散。

尼泊爾首都地區新增病例連續第5天破紀錄

首富感染新冠病毒
綜合報導 據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 28

日下午公布的數據，過去 24 小時中，加

德滿都谷地 (下稱谷地)新增 415 例新冠

病例。這也是谷地新增病例連續第 5 天

破紀錄。

當天，谷地內的加德滿都市新增 350

例、帕坦市新增 11 例、巴德崗市新增 54

例。

谷地在8月24日新增224例病例，在25

日新增232例病例，在26日新增301例病例，

在27日新增377例病例，皆是當時的最高紀

錄。

因壹位經常出入尼泊爾新冠病毒危

機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被發現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經常在該中心參會的尼泊爾副總

理、國防部部長博克瑞爾，內政部部長塔

帕，衛生部部長達卡爾從 28 日開始進行

自我隔離。

當天，尼泊爾首富、尼泊爾喬杜裏(CG)

集團董事長比諾德· 喬杜裏(Binod Chaudhary)

在其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上宣布自己感染了新

冠病毒。他說：“親愛的朋友們，我的新冠

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但目前還沒有表現出

任何相關癥狀。我已經遵從醫生的建議進行

自我隔離了。請與我有過接觸的人們采取壹

切可能的預防措施！”

據公開資料，比諾德· 喬杜裏目前的身價

大約有14億美元，在尼泊爾排名第壹。他所掌

管的喬杜裏集團是壹家總部位於尼泊爾的跨國

企業，其業務涉及金融服務、消費品、教育、

酒店、能源、消費電子、房地產等領域。該集

團在世界範圍內擁有100多家子公司。

從全國看，當天尼泊爾境內新增了927

例新冠病例，累計達36456例。

日本首相辭職東京奧運會咋辦？
巴赫緊急聯系森喜朗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

天下午宣布因個人健康問題決定辭

去首相職務。安倍晉三是東京申奧

成功的最大功臣之壹，他的辭職有

可能讓東京奧運會籌辦存在不確定

性。昨晚，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和

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通電話，雙

方確認將朝著明年夏天舉行東京奧

運會繼續合作。

昨 天 接 受 媒 體 采 訪 時 ， 巴

赫感謝了安倍晉三，奧運會能

在 1964 年之後重回日本，離不

開 安 倍 晉 三的支持，“這些年

來，安倍晉三壹 直 是 壹 個 堅 強

的夥伴，即便東京奧運會延期

了壹年，我們依然能夠找到解

決 方 案 。整個日本、全世界的

運動員都感謝他。”

按照此前的計劃，日本政府

將於下周就東京奧運會召開防疫

對策會，會議將由安倍晉三信賴

的官房副長官杉田和博牽頭。除

外務省、厚生勞動省等相關省廳

及東京奧組委、東京都領導之外，

川崎市健康安全研究所所長岡部信

彥等專家也將作為觀察員參加。如

今，安倍晉三的辭職讓這壹切變得

不確定起來。

據日本媒體報道，巴赫昨晚緊

急聯系東京奧組委，並與東京奧

組委主席森喜朗進行電話會談，

雙方表示將就明年夏天舉辦東京

奧運會繼續合作。森喜朗告知巴

赫，安倍晉三在昨天的記者會上

就東京奧運會有過如下表態，

“目前認為切實推進籌備工作，

作為舉辦國必須盡到責任。預計

我之後的下壹任領導也將基於這

樣的想法力爭舉辦。”

當被問及安倍晉三的辭職對東

京奧運會籌辦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時，日本奧委會主席山下泰裕稱，

“我不知道，現在還不確定會不會

受到影響。”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對安倍

晉三的辭職表示遺憾，“東京奧運

會的疫情對策等課題，都需要和中

央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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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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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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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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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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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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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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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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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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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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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檢開展 特首率隊驗
首日近百間採樣中心滿額 14間7天名額全滿

普檢採樣流程

貼士一：

“哈”聲減不適感

貼士二：

檢測前半小時禁飲食

貼士三：

如常刷牙 免漱口水

貼士四：

避免沖洗鼻腔

貼士五：

發燒感冒不宜檢測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帶備身份證及手機短
訊，按所揀選的日期及時
間前往已選擇的採樣中心

▲入場前
接受體溫
檢測

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將採
集市民的鼻腔
及咽喉混合拭
子 樣 本 ， 怎
樣 才 能 提 升
樣 本 的 準 確
度 ？ 檢 測 前
要空肚嗎？怎
樣才能減低檢
測的不適感？
香港文匯報記
者綜合多名專
家醫生，給市
民五大溫馨提
示。

▲進行登記
及領取一個
印有序號的
樣本瓶

▲在等候
區等待進
行樣本採
集

▲由受過醫護
訓練人員採集
鼻腔及咽喉拭
子樣本

2

3

4

▲樣本被密封
送往檢測化驗
室 ， 全 程 有
GPS系統追蹤
樣本去向

1

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普及社區檢測計劃1日開始為已預約的市民採集樣本，

雖然別有用心的香港醫管局“黑醫護”日前對計劃肆意抹黑，但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8月31日強調，局方支持普檢，認為過往出現不少隱
形病人在社區造成群組感染，相信該計劃有助找出隱形患者，與“早發現、早隔
離、早治療”的防疫策略一致，並提醒市民即使檢測結果呈陰性也不能鬆懈，應
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及注意個人衞生。

庾慧玲期望，計劃可以協助早日截斷在社區的隱形傳播鏈，以減輕公立
醫院服務壓力，從而恢復正常服務。她表示，醫管局會支持同事參與計
劃，各部門會視乎運作安排，審批員工參與協助計劃的申請。

病床壓力紓緩 可納隱形患者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重申，檢測

的目的是盡早識別隱形患者，及早隔離及追蹤源頭，強調愈多
人檢測效果愈好，強調市民在接受檢測前需要預約，有分流
作用，不擔心會出現人群聚集。

另外，截至8月31日中午12時，最多提供500張
病床的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住有36名病人，公
立醫院內的二線隔離病房則住有17名病人，顯示
香港的病床壓力已大減，能應付一旦普檢篩查出
大批隱形患者的住院需求，該局會在普檢計劃
結束後再考慮關閉社區治療設施的時間。

免費檢測 唔做就笨
許先生：採樣

中心好近我、好方
便。政府出錢又出力，

我當然支持、會去做檢
測，又唔使錢，又可以知自己有冇受

感染，唔做就笨啦。

疫情反覆 驗完心安
陳女士：我係獨居嘅，家疫

情咁反覆，數字成日上上落落，好難唔
令人擔心，唯有自己做返足啲（防疫）。有得做免

費檢測梗係去做，嗰度（採樣中心）唔算隔涉，好方
便居民，做足預防措施應該安全嘅。

防備充足 不怕感染
余先生：我喺（採樣中心）附近做嘢，唔擔心

接受檢測會感染到，除咗自己會做好預防措施，政府
都會安排市民預約做分流，唔會一窩蜂堆埋一齊嚟做，所以我覺

得問題唔大。

就近採樣 全家齊驗
陳先生：唔覺得（去做檢測）會有好大機會感染到病毒，做

檢測嘅場館都近我屋企，可以一家人一齊去驗。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若檢測結果呈陰性，3天內會收到電話短
信通知；若結果呈陽性，會收到衞生署電話通知，再採

樣覆檢，若再呈陽性則獲安排入院接受隔離和治療

醫局力撐早驗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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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141個社區檢測中心，近七成、即97
個檢測中心今天的預約額滿。其中深水

埗區8個檢測中心，及九龍城區6個檢測中
心，今日均全部額滿。東區11個檢測中心，8
個已額滿；觀塘區12個檢測中心，10個額
滿；沙田區12個檢測中心，8個額滿。普檢計
劃暫定為期7天，但有14個社區檢測中心在未
來7天的所有名額已爆滿。

聶德權譴責“黑醫護”煽杯葛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8月31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上解釋，計劃採集的樣本是鼻腔和咽
喉混合拭子，過程很快約幾分鐘，且不會感到
痛楚，而鼻腔是指鼻孔內一兩厘米深處，並非
坊間誤傳會用棒插到鼻腔極深入處。他重申，
參與計劃與否全屬個人決定，批評“醫管局員
工陣線”煽惑市民拒絕參與計劃，這做法是
“絕對不能夠接受”。

聶德權並指，計劃的登記系統運作暢順，
暫時接獲8宗涉未有登記卻收到電話短訊確認
的個案，當中有3宗已轉交警方跟進。至於網
絡上亦有所謂“惡搞”的做法，他指系統後台

會密切監察，留意有否異常或破壞情況。
他續說，特區政府會視乎未來一兩天的登

記人數，以及各檢測中心的實際運作流程及人
手等，再決定是否延長檢測時段。

另外，張建宗、聶德權和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8月31日到大會堂視察在該處的社區
檢測中心，了解人手配置、場地內包括登記
處、等候區和採集樣本處的設計和運作檢測流
程。張建宗其後亦前往視察在政府總部設立
的指揮中心。他指出，指揮中心作為統籌、
支援、監察、協調的總部，由公務員事務
局、食物及衞生局、創新及科技局和機電工
程署同事組成，亦設有機制聯絡各區民政事
務處、政府物流服務署、警務處、消防處等
部門。指揮中心設有專線即時處理檢測中心
負責人的查詢，協調人員調度和物資補給，
亦會密切監察檢測中心的運作，協助制定相
關的應變計劃。

普檢計劃一切已準備就緒，現時已有逾
6,000位醫療人員報名參與檢測計劃，亦有來
自75個政策局和部門合共大約4,000位政府人
員在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當值，負責行政支援

和中心管理工作。

張建宗籲踴躍參與早剋疫情
張建宗強調，社區檢測中心的設計令檢測過

程安全、方便、快捷，亦會充分保障個人私隱，
呼籲市民大眾踴躍參與，“愈多人參與計劃，
愈有機會找出社區內的隱性患者接受隔離治
療，從而切斷傳播鏈，以控制第三波疫
情，令社會逐步恢復社交及經濟活動，
讓市民可以回復較為正常的生活。”

他再次批評有人刻意散播嚇人
及失實信息，意圖抹黑檢測計劃
及誤導公眾，污衊內地援港抗
疫舉措，他提醒市民應小心
辨識有關檢測計劃的資訊
真偽，認清客觀事實，
絕不要誤信謠言，
助長這股歪風；
如有懷疑，應以
政府發放的
消 息 為
準。

為切斷新型

冠狀病毒在社區

的傳播鏈，遏制

疫情，特區政府1日正式開展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身先士卒今天將率領司局長及行政會

議成員，分批在政府總部的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另外，

截至8月31日晚6時，累計55.3萬名市民成功登記預約

檢測，在141個社區檢測中心中，有97個於首天（即今

天）預約額滿；另有14個檢測中心於計劃展開的7天裏

全線名額爆滿。對於攬炒派不停刻意散播嚇人及失實信

息，意圖抹黑檢測計劃及誤導公眾，甚至煽動市民“杯

葛”計劃，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8月31日批評，該種

行徑罔顧廣大市民的健康及辜負一眾努力抗疫的前線人

員的付出，社會應予以譴責。■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註*所有沒有病徵並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市民
均可參加

*6歲以下兒童及咽喉或鼻腔曾接受手術人士不適合參與

*查詢電話：24小時熱線3142 2368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疫境下的新學
年今天開始，全港學生都要“上課不返
校”，主要以網課形式迎接開學。隨着疫情
緩和，香港教育局8月31日宣布，9月23日
起將分兩階段恢復面授課堂，首階段包括中
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及幼
稚園高班七個年級的學生可率先以半天形式
回校學習，而其他年級則於29日起復課。另

針對新生輔導及公開試補課特別需要，學校
亦可因應校情於9月16日起先讓不多於全校
六分之一學生回校上課半天。復課安排分為
兩階段，首階段為9月23日，中一、中五及
中六級，小一、小五及小六級，以及幼稚園
高班可率先回校上課；第二階段則由9月29
日起，中二至中四、小二至小四、幼稚園低
班及幼兒班恢復面授課堂。

9月23日起分階恢復面授課堂

5

7

■■張建宗張建宗、、聶德權聶德權、、陳肇始等官員陳肇始等官員88月月3131日視察設於大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日視察設於大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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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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記者林長順台北1日電）國民法
官制度將於112年實施，司法院成立國民法官
制度推動聯繫小組，日前邀請內政部、教育部
、交通部、勞動部、衛福部等代表召開會議，
討論制度宣導與國民法官選任方式等工作。

總統於8月12日公布 「國民法官法」，司
法院隨後組成 「司法院國民法官制度推動聯繫
小組」，由秘書長林輝煌擔任召集人，並於8
月31日召開首次會議，邀請相關部會代表出
席，共同檢視及研討需聯繫協調各機關協助事
宜。

會中討論各部會可協助推動國民法官業務
事項，包括利用各機關既有的軟硬體設施與宣
傳管道宣導國民法官制度；如何將國民法官制
度融入法治教育及形塑國民參與司法公共事務
的文化；如何建置備選國民法官名冊及管理個
人資料；如何提供各種具有實效的支援，以減
輕國民法官參與的負擔。

其中，教育部代表分享過去在校園宣導反
毒、打擊假新聞的實際經驗，並建議除將國民

法官制度納入課綱外，可與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合作編寫相關補充教材，
提供作為宣導國民法官制度的參考。

在 「國民法官名冊建立」部分，各機關則
簡介所管理資料庫的現況及可能利用的方法，
討論如何就國民法官法第12條所定積極資格
、第13條至第15條所定各種不得擔任國民法
官事由，透過 「個人資料庫自動化檢核系統」
，進行初步的檢核與確認；衛生福利部則說明
將盤點相關社福資源及心理諮商人力。

各機關也討論如何使用機關外牆懸掛布幅
或增置景觀設施，宣傳制度理念，提升國民認
知與認同度，及分享公共政策宣導、推廣經驗
，就可用的宣導管道，具體充分交換意見。

司法院指出，各機關均認同國民法官制度
的順利施行，有賴跨機關齊心協力，並同意依
司法院所提宣傳構想，提供可能的宣導資源，
及將儘速依司法院所彙整國民法官制度需求，
著手研議相關措施的推動方案，且指定專責人
員負責並擔任聯繫窗口。

推動國民法官制 司法院召開跨部會會議

（中央社）台南市議員王家貞等人7月20
日揭露坊間出現仿冒三倍券，台南地檢署隨即
分案偵辦；另外，台南警方依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移送部分，台南地院簡易庭則裁定 「不罰
」，全案可抗告。

台南市警局因假冒三倍券案，依違反社維
法移送台南市議員王家貞、李中岑、王家貞助
理李昱潔，以及化妝品原料商勞德正等4人。

台南地院簡易庭8月下旬裁定指出，勞德
正因聽聞下游廠商談論有關收到無梅花浮水印
三倍券而無法分辨真假，有人建議他向台灣銀
行大里分行洽詢，卻演變成 「小心一點我有認
識的店家已收到假的了，拿到台銀請它們鑑定
後證實是假的」的訊息。

李昱潔得知後，在未經查證下轉告王家貞
；王家貞、李中岑7月20日在台南市議會召開
記者會揭露此事。全案被警方移送，但王家貞

等人否認散布謠言。
簡易庭認定政府發放振興三倍券及使用、

辨識屬公共政策，王家貞等人對三倍券的時事
提出針砭，屬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範疇，同時
難認有捏造不實謠言的故意，經濟部也即時澄
清，未具影響公共安寧的具體事證，簡易庭裁
定 「不罰」。

王家貞等人7月20日召開記者會宣稱坊間
出現仿冒三倍券，民眾拿到銀行兌換才被發現
，但商家23日才能到銀行兌換三倍券，市議
員因此挨批是烏龍爆料，台南檢警當時也未接
獲通報。

行政院長蘇貞昌8月18日在台南市接受媒
體訪問表示，施放假訊息最令人痛恨，移送法
辦剛好而已。不過，南檢也朝偽造有價證券方
向分案偵辦，目前尚未偵結。

台南議員揭假冒三倍券遭移送 台南地院裁定不罰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今天同步舉辦聯合拍賣會，拍定金額總計達新台幣1億5656

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發布新聞稿指出，因應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緩解，各分

署先前暫停處理的動產拍賣陸續恢復正常，這次僅彰化分署及嘉義分署停止拍賣動產。
新聞稿提到，這次拍賣動產拍定金額總計812萬3846元，其中高雄分署拍賣7輛2007年份至2016

年份的順益營業用大客車，拍定金額總價610萬元為最高，其次為桃園地檢署指定托桃園分署拍賣
2016年份瑪莎拉蒂紫色跑車1台最吸睛，拍定金額183萬元。不動產拍賣部分，各分署拍定金額總計1
億4844萬2941元。

台北分署表示，變賣日前專案執行違規攤商欠費大戶所查封的隨行電風扇等生活雜貨，由於變賣
物價格實惠，吸引許多民眾排隊購買，另外湯泉美地社區等6筆房地也順利拍定。今天總計動產及不
動產拍定金額合計為7717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聯合拍賣 進帳逾1億5千萬元

（中央社）前立委辦公室主任林姓男子，涉嫌於去年4月間性侵1名女子。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後
，依強制性交罪判處林男有期徒刑3年10月。全案可上訴。

判決指出，林男去年4月28日晚間邀請受害女子到服務處聊天，受害女子當晚10時45分到場，
與林男及另外4人聚會；翌日凌晨零時許，其他4人離開後，林男要求受害女子留下。

判決表示，林男此時將受害女子拉往服務處放置雜物房間內，再將受害女子推倒在地上擺放的瓦
楞紙箱上，強行脫下對方的牛仔褲及內褲，性侵得逞；林男後來下跪向受害女子磕頭道歉，受害女子
隨後報警處理。

林男犯後始終否認犯罪，辯稱兩情相悅，甚至辯稱當時適逢選舉期間，懷疑受害女子設局企圖影
響選情。法官根據雙方事後反應、相關證人證詞，以及林男事後以LINE傳道歉簡訊等，認定林男犯
案，罪證明確。

受害女子在審理期間曾表示， 「被告惡性重大、不值得原諒」、 「他自己是立法院的助理，他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不法的行為，我希望法官能夠重判他」。法官審酌林男無悔意等因素，判決林
男3年10月徒刑。全案可上訴。

前立委辦公室主任涉性侵一審判3年10月

（中央社）立法院於107年三讀修正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預告農田水利會將改制為公務機關，立院國民黨團認為有違憲疑
義聲請釋憲。大法官認為本案與大審法要件不符，決議不受理。

立法院於民國107年1月17日三讀修正通過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將停止辦理會長及會務委員
選舉，會長任期屆滿將由政府指派；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認為，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40條
牴觸憲法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也侵害憲法第14條保障集會結
社自由權、第15條財產權及第23條比例原則，向大法官聲請釋
憲。

大法官指出，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憲法
，須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本件聲請人並未敘明行使何種職權，
適用該規定發生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要件未合。

大法官表示，立法院為
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議決
法律制定案或修正案的專屬
職權。立法委員基於維護憲
政秩序及法治原則職責，於
制定或修正法律時，應自行
審定符合憲法意旨的條文。

如果法律公布施行經相
當時日，立委認為有違憲疑
義，自應先行提出修正案，
並於確定修法未成後，由少
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員聲請解釋。

大法官指出，相關規定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聲請人
若確信規定有違憲疑義，應先行使其憲法所賦予的修法權限未果
後聲請釋憲，但未見法律修正案提出。

另外，行政院同年3月27日曾函請立法院審議 「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第19條之2及第38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但仍未議決。

大法官認為，本件聲請案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
不合，決議不受理。

藍委聲請水利會改制釋憲案 大法官不受理

陳菊回答媒體提問陳菊回答媒體提問
監察院長陳菊監察院長陳菊（（圖圖））11日在監察院出席監察院新任祕書長朱富美就任記者會日在監察院出席監察院新任祕書長朱富美就任記者會，，並回答媒體提問並回答媒體提問。。

新任考試院祕書長劉建忻宣誓新任考試院祕書長劉建忻宣誓
新任總統府祕書長新任總統府祕書長、、行政院政務人員行政院政務人員、、考試院第考試院第1313屆院長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院政務人員副院長及考試院政務人員

宣誓典禮宣誓典禮11日在總統府舉行日在總統府舉行，，考試院祕書長劉建忻考試院祕書長劉建忻（（中中））宣誓宣誓。。

高市路口安全大執法高市路口安全大執法
高雄市高雄市11日起展開日起展開 「「路口安全大執法路口安全大執法」」 ，，高雄市警察局長劉柏良高雄市警察局長劉柏良（（中中））及交通局長張淑娟及交通局長張淑娟

（（右右））在建國在建國、、南華路口宣導南華路口宣導，，以標語以標語 「「車輛停讓行人車輛停讓行人」」 、、 「「行人走行穿道行人走行穿道」」 提醒用路人共同營提醒用路人共同營
造安全的路權造安全的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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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
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
十國慶活動籌備會，於上周六
（8 月 29 日）下午一時在 Zoom
上連結舉行，共有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及各社團代表 20 餘人參
加。羅處長提到防疫口罩，下周
將會在 Stafford 辦理 TECO 捐贈
口罩儀式。而國慶籌備會 「防疫
小組」組長戴珮青介紹9月12日
的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及
10 月 10 日的 「國慶升旗典禮」
都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而9
月 25 日及 26 日的 「國慶寶島露
天电影院」在僑教中心後方停車
場舉行。所有參加賓客都要測體
溫。

其他參與介紹的還有 「休士
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介
紹該學院將辦的三項國慶活動，
包括： 「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

聯展」、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及 「國慶花藝展」。

今年 「國慶籌備會」主任委
員何怡中還介紹了今年的國慶活
動項目，而各活動的負責人也一
一介紹各項活動細節。如劉志忠
介紹升旗典禮，保持六呎距離，
而Zoom （線上）參與人數不受
限制，黃春蘭介紹今年的北一女
儀隊，僅四人參加。

王姸霞負責國慶特刊廣告，
她表示今年國慶活動募款以特刊
廣告為主。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享會」會長洪良冰介
紹今年的台灣美食特展，將採網
上直播方式舉行。 「台聯會」
「客家會」會長馮啟豐則介紹他

將於9月27日下午一時至三時，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的 「國慶
寶石能量講座」及將於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20 日，在僑教中心大
禮堂舉行的 「國慶寶島客家文物

風情展」。 「三民主義大同盟」
及 「師大校友會」黃以法介紹
「國慶小花博」， 「福遍中國教

會中文學校」校長暨 「中文學校
聯誼會」會長林琬貞介紹 「國慶
壁報展- 我愛台灣 」，王姸霞
介紹 「雙十中秋賞月健行」將於
10月2日下午六時至八時舉行，
目前已有 60 多人報名。共同負
責人陳煥澤說：希望銀行界、商
家贊助、支持我們。 「休台姊妹
會」舉行 「國慶休台愛飛揚」；
黃春蘭介紹將於 10 月 10 日舉行
的 「影音多媒體競賽」頒獎典禮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
婉兒介紹 10 月 11 日舉行的 「國
慶健康講座」，僅 60 人在僑教
中心大禮堂參加，無法參加的人
透過 「直播」觀看。劉美玲介紹
「國慶職場精英論壇」請多位在

職場上成功的講員，分享他們職
場上成功的經驗。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國慶第二次籌備會
上周六下午在Zoom 上連結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據美國廣播公司（CNBC）報導，
川普總統8月8日簽署了一項行政令，提供每週400美元的額外
失業救助金。這項援助是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負責的補助
300美元 「工資損失」的計劃。但各州有權選擇是否每週再另外
補貼100美元，使每週的額外失業救濟金總額為400美元。此外
，失業者還將繼續領取當前州政府發放的失業福利。

民主黨曾經努力擴大它的適用範圍，但他們無法讓共和黨人
達成一致，額外的600美元福利於7月31日到期。作為一種變通
辦法，川普總統授權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從災難救濟基金中撥出
高達440億美元的工資損失。

各州可以選擇每週額外支付100美元，使額外福利總額達到
每週400美元。 但是，由於成本原因，預計很少有州這樣做。最
初預期這些失業救濟金將持續約五個星期。 但是，批准的資助
州現在只能保證三週。災難救濟基金可供那些通常無法通過勞工
部獲得失業保險的人使用，例如自僱和零工。

為了獲得每週額外的300美元災難救濟基金援助，各州必須

申請。許多州已經提出申請，其中一些已經獲得批准。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局負責恢復的助理行政官圖裡（Keith Turi）對記者
說，他認為“多數”州最終將申請額外援助。將錢發給失業的
工人，取決於該州何時申請，何時獲得資金批准以及更新計算
機系統以處理付款的速度。 例如，亞利桑那州已經向符合條件
的居民支付了福利。 其他州可能需要六週或更長時間才能啟動
並運行。

由於許多州已經開始向聯邦政府借錢來支付當前的州失業
補助金，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再從自己的金庫裡拿出每
週100美元來補貼。各州一直在申請付款援助，向失業工人支付
額外的失業救濟金福利。但有些州的居民所獲得的金額要比其
他州的多。那麼你是會得到額外的300美元，還是400美元的失
業救濟金呢？這取決於你定居在哪個州。

德州加入了向川普申請每週增加300美元失業率的州。德克
薩斯州決定如下所述：州長Greg Abbott於8月20日宣布，德州
已申請資助。 如果獲得批准，符合條件的德州人最早可在九月

開始獲得額外資金。 但是，德州不會每週增加100美元。換句話
說，德州的失業者每週只能獲得聯邦300美元失業補助金，而不
是400美元。 對於不同的州居民，請上網查詢獲取您自己州的失
業補助金福利。

何時可以開始申請川普的300美元失業救濟金
美聯邦失業補助是300或400 取決於你居住的州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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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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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財產規劃講座活動報告

密蘇里州開始根據川普行政命令支付密蘇里州開始根據川普行政命令支付300300美元的失業金美元的失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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