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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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
高法院由 9 名大法官組成
。川普上任至今已提名 2
名大法官，若再提名 1 人
，將擴大保守派勢力至 6
：3。對此，眾院司法委
員會主席納德勒說，若參
院趕在選前強行補人，新
參院明年一開議應立刻動
議將最高法院擴編至10名
法官。

拜登特別選在費城的
國家憲法中心發表演說，
他強調： 「總統與共和黨
領袖（麥康奈）粗暴地決

定透過參議院讓大法官被
提名人強渡關山進入最高
法院，而我們目前最不需
要就是增加一場憲政危機
。」1993年提名金斯柏格
任大法官的前總統柯林頓
稱川普此舉 「膚淺又虛偽
」。

繼緬因州共和黨參議
員柯琳絲之後，阿拉斯加
州共和黨參議員穆考斯基
也反對在選舉前填補空缺
，稱目前距離大選只剩43
天，必須採用與之前相同
的標準。目前共和黨在參

議院擁有53席，只要有51
票及副總統彭斯的關鍵票
便能通過任命。但若共和
黨再有人表態反對，則不
能成事。

但尚有 4 名共和黨籍
參議員恐倒戈，包括川普
彈劾案中跑票的羅穆尼、
面臨連任壓力的賈德納、
堅守制度的羅伯茲、參院
財委會主席葛拉斯里。而
民主黨陣營則以檢察長出
身的拜登副手賀錦麗為首
，領軍對抗川普的大法官
提名戰。

大法官之爭加劇大法官之爭加劇 共和黨議員倒戈共和黨議員倒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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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世衛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主
任漢斯•克魯格警告稱，歐洲正面臨“嚴峻形
勢”：過去兩周病例增加了10%以上，7個國家
的病例翻了兩倍以上。上週新增病例數已經超
過了3月高峰期。

對一些歐洲國家來說，第二波新冠疫情似
乎已經近在眼前。

面對疫情反彈，歐洲多國紛紛恢復了強制
佩戴口罩、限制聚集活動人數上限甚至封城等
措施，併升級旅行限制。

歐洲國家在上半年經歷一個疫情高峰後，
曾經在一段時間內成功控制疫情，如今為何疫
情又捲土重來？

不少人在社交媒體曬出超市貨架空空的照
片。 《每日郵報》報導稱，一名網友發現，在
倫敦的一家超市裡，幾個冷藏櫃裡的食品以及
貨架上的早餐麥片已經所剩無幾。而在英格蘭
地區的米德蘭茲，另外一名網友上傳到社交媒
體上的照片顯示，一家樂購超市的廚房用紙巾
和衛生紙已經成為搶購目標。

這種情形似曾相識。今年3月英國暴發疫情
時，不少地方出現恐慌性購買。如今6個月過去
，情況變得更加不確定。英國疫情9月反彈。面
對每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達到6000例、多地感
染和住院人數攀升的疫情，在首相約翰遜看來
，英國出現第二波疫情“不可避免”。對此，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直言不諱地警告說，英國
正處於疫情“臨界點”，如果民眾不遵守防疫
規定，政府可能在全國范圍內二度“封城”。

作為歐洲疫情最早反彈的國家，西班牙目
前也是歐洲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確診病例數
超64萬例，超過3萬人病亡。其中馬德里地區
疫情最為嚴重，單日新增病例數約佔全國三分
之一。據法新社報導，馬德里已經宣布，將對
近100萬人口實施局部封城。

法國和德國目前也面臨嚴峻形勢。 20日，
法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破45萬例，全法疫情
高風險地區當天增至55個省份。巴黎大區和蒙
彼利埃兩地已經啟動了應急方案，為即將到來
的新一波疫情高峰做準備。德國疾控機構羅伯
特•科赫研究所19日發布數據，截至當天零時
，德國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297例。這
一數據為4月以來最高值。

世衛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主任漢斯•克魯
格警告稱，歐洲正面臨“嚴峻形勢”：過去兩
周病例增加了10%以上，7個國家的病例翻了兩
倍以上。上週新增病例數已經超過了3月高峰期
。
年輕人“無畏”
這次，歐洲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認為，其中一部分原
因是“檢測水平的提高”。根據牛津大學一項
研究，3月底德國官員每天進行大約2萬次檢測
，現在這個數字已達到驚人的15萬。法國現在
每天進行14.4萬次檢測，西班牙8.9萬次。

歐洲疫情存在一些深層次的難點，比如
政策協調性不夠。例如，比利時有最嚴格的
戴口罩政策，但是越過邊境在荷蘭馬斯特里
赫特購物的比利時人可以摘下口罩。即使在
一個國家的內部，防疫措施有時也會以驚人
的速度變化。德國漢諾威獸醫大學病毒學家
艾伯特•奧斯特豪斯指出，“有必要在歐洲
定義一項中心政策”，但“問題是誰來做這
件事情”，因為歐盟在協調各國衛生措施方
面的權力很小。

但更多分析認為，不少歐洲國家已經出
現了所謂的“新冠疲勞”，疫情防控上出現
了鬆懈。奧斯特豪斯表示，目前的病例增加
表明歐洲放鬆防控措施時間過早、幅度過大
。 “這給出了錯誤的信息：我們做得很好
，現在我們又可以放鬆了。”

其中，尤為引人注意的是——歐洲年輕
人似乎難辭其咎。剛剛過去的暑假，歐洲大
地上，公園、海灘、飯店和酒吧......到處是
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的行為反映了一種在歐
美廣泛流行的觀點：新冠病毒對年輕人的影
響相對較小。

歐洲年輕人，呈現出一種令人驚訝的
“無畏”，原因何在？

一、蔑視科學的“反智主義”，使一部
分歐洲年輕人缺乏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基礎。
普通民眾戴口罩到底有沒有用——此前一度
在西方社會引發熱烈討論，甚至上升為製度
和文化層面的爭論。但現在，口罩正在成為
越來越多西方社會民眾的日常。但近日，與
反口罩和反封鎖有關的臉書主頁卻正在增加
。根據《衛報》的調查數據，在臉書上，5
個反口罩主頁的粉絲數，已經從 8 月初的
4.7萬增至6萬，增幅達28%。

二、最雪上加霜的莫過於，網絡虛假信
息和一些政府前期不夠積極的抗疫表現對歐
洲年輕人產生了不良的引導，社會的無知和
偏見也被放大。以新冠疫苗為例，倫敦大學
衛生和熱帶醫學院疫苗信心計劃負責人海迪
•拉森說，對政府的信任降低可能助長懷疑
論，而那些反對任何新疫苗的人，正在利用
這種不確定性。

歐洲年輕人，正在為此付出代價。專家
分析，在消除感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
易感人群等控制疫情的要素中，年輕人都扮
演著重要角色，年輕病例的激增給歐洲各國
帶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作為就業的主力
軍，年輕人的倒下將影響歐洲經濟的運行甚
至將來的勞動力儲備。
雙重考驗

一個引發關注的重要問題是：隨著秋冬
流感季節的到來，全球不少國家都面臨著“流
感疊加新冠疫情”的雙重考驗。
韓國人決意“背水一戰”。 隨著秋季到來
，據韓媒報導，韓國日前發現新冠病毒和流感

病毒雙重感染的病例。此前，疾病管理本部中
央防疫對策本部長鄭銀敬表示，韓國已處在第
二波病毒的控制下，預計這種情況還將持續。
在南亞地區，印度僅用了不到兩週的時間，累
計病例就超過了巴西，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數量第二多的國家，可謂挑戰重重。
那麼，人們又該怎麼做呢？
歐洲的情況是個警示：疫情中沒有捷徑。

哈佛大學衛生政策研究員托馬斯指出，各國政
府和民眾應該克服“大流行疲勞症”。

第二波疫情已到爆發的邊緣第二波疫情已到爆發的邊緣
這一次歐洲準備好了嗎這一次歐洲準備好了嗎？？

就在美國總統大選開戰前夕, 備受敬重的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金斯伯格不幸驟然長
逝,，共和與民主兩黨立刻展開了她所遺留的位
子之爭，兩黨各說各話, 把政黨利益凌駕一切
之上，更為這一場總統大選增加了高度不確定
性!

聖賢孟子說過:”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 這說明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天
命不可違，聯邦法院九位大法官就是天意的組
合, 因為他們是終身職，職位的獲得皆是遞補
上一位法官的遺缺, 由時任總統提名, 經參議院
投票過半任命, 當然，總統與參議員代表的就
是民意與黨意, 所以大法官就是因緣際會產生
的”超然民意”, 金斯伯格在世時，九名大法
官中有四人是由民主黨總統柯林頓與歐巴馬所
提名的自由派人士，另外五名則是由共和黨總
統布希父子與川普所提名的保守派, 如今金斯
伯格去世後, 最高法院意識形態變成 3 比 5, 如
果川普再次提名,最高法院將成為6比3, 保守派
佔優勢的局面, 所以金斯伯格臨終的遺言就是
不希望由川普任命她的接替人選, 而交由新總

統來認命。
但是她的願望顯然達不到，因為共和黨為

了黨益，他們顯然不會放棄權利, 現在參議院
議員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比例是53比47, 所以除
非有5位共和黨議員倒戈到共和黨, 否則是阻擋
不了川普提名, 對民主黨而言, 如果順利阻擋共
和黨在大選之前提名任命大法官, 他們就可以
打悲情牌, 用”大法官綁大選”的競選策略,策
動民主黨選民一定要出來投票, 才可以避免川
普連任後再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形成劣勢的局面
。

2016年大選前236天斯卡利亞大法官去世
需補上，當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立刻
表示，他不會允許歐巴馬提名的任何人進行投
票, 他認為選民應該有發言權, 必須由新選出來
的總統來提名而封殺了歐巴馬選擇的加蘭德,
現在川普和麥康奈爾已表示，他們將無視四年
前的先例, 堅持要由川普提名，真是此一時也,
彼一時也,這種虛偽的表現肯定會引發兩黨醜陋
的政治鬥爭的!

【李著華觀點:順天意、聽民意，
也順聽金斯伯格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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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美國疫情目前正值高峯，其中三十一州確
診病例上升百分之十，死亡人數即將破二十萬
，這是多麽可怕而慘烈之數字， 專家們警告，
秋季來臨將使天氣轉涼， 人們都會呆在家中，
這對疫情十分不利。

今天傳來了一個好消息，聯邦法官比利爾
頒令暫停商務部要求苹果及谷歌当天起把微信
從應用程式商店下架的命令， 從一批入禀反對
封殺微信用戶認為，政府之行為違反美國憲法
對公民言論自由之保障。

我們要極力呼籲政府在此時此刻，新冠疫
情猖狂之時，社會大眾面對痛苦时刻， 更不應
該做出令人厭惡不解之舉措。

這是我們共同團結之時刻了！請大家要密
切注意政治情勢之發展， 自掃門前雪之时代已
经過去了， 如果我們要在此落葉生根， 一定要
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去投票去為社區做義工，
或參加公職選舉，我們的未來才不會被邊緣化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2121//20202020

Most of the nation is still in crisis as the
coronavirus death toll closed in on 200,000. In 31
states, the number of new COVID-19 cases
increased at least 10 percent last week,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Unfortunately, we are walking in the Fall season
now as the weather gets colder. We are going to
spend more time indoors and this is not where we
want to be as country right now.

Federal Judge Laurel Beeler issued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to block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banning WeChat downloa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wrote that the plaintiffs, a group of
US-based WeChat users who stand to be
affected by Trump’s ban, “show serious
questions in their claim that the executive order
threatens the user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Beeler wrote, "The plaintiffs’ evidence reflects
that WeChat is effectively the onl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for many in the community, not
only because China bans other apps, but also

because
Chinese-only
speaking people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have no
options other than
WeChat.”

We strongly ur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consider many of our
ethnic communities
that are still suffer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 don’t
need to have another
restriction placed on
us to ban WeChat.
This is the time that
we need to stand
united and fight for
our rights.

Horrible Numbers At AHorrible Numbers At A
Difficult TimeDifficul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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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安倍政策、優先處理疫情……
日首相菅義偉談施政方針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

日本首相菅義偉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新政

府的內政外交等施政方針進行了說明。

據報道，菅義偉在發布會上先是就其在

內閣官房長官任內的工作進行了簡要總結，

隨後，他表示，他將堅定繼承前首相安倍晉

三的各類政策，並稱這是他被賦予的使命。

針對目前仍在日本蔓延的新冠疫情，菅

義偉表示，將把控制疫情作為最優先的課題

予以處理，並表示會總結此前的經驗，進壹

步完善檢測體制和醫療體制，爭取2021年上

半年內確保所有民眾都能接種新冠疫苗。

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菅義偉指出，

“經濟復蘇將是政權最重要的課題”，他表

示將繼承安倍經濟學，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必

要的改革和投資，以提振經濟。

在外交方面，他表示將以“日美同盟”

為核心，並積極與周邊鄰國構築穩定的雙邊

關系。

關於此前遭到非議的“賞櫻會”，菅義

偉表示，他將以出任首相為契機，從2021年

開始不再舉辦此項活動。

此外，菅義偉還就如何促進地方經濟、

內政改革及眾議院解散時間等問題進行了說

明。

當地時間9月16日下午，日本國會舉行

首相指名選舉，自民黨總裁菅義偉高票當選

，並在當晚接受日本德仁天皇的任命，正式

成為日本第99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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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壹部長官李仁榮 16日到

訪韓朝邊境的板門店。他稱，將推動韓朝合

作，希望恢復包括韓朝聯絡辦公室在內的聯

絡線。

今年6月，在朝鮮宣布切斷壹切朝韓通訊聯

絡線、炸毀朝韓聯辦後，韓朝關系迅速降溫，韓

國時任統壹部長官金煉鐵辭職。李仁榮於7月就

職，多次表態要恢復韓朝關系。

9月16日，李仁榮就任後首次訪問板門店。

2018年9月，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平壤，韓朝領

導人簽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

根據韓國統壹部提供給記者的資料，李仁榮

當天舉行記者會說，在紀念《9月平壤共同宣

言》簽署兩周年之際，很遺憾韓朝關系陷入停

滯，但韓朝領導人為朝鮮半島和平所做的努力依

然可見，雙方簽署的協議發揮重要作用，例如緩

解軍事緊張、讓邊境相對穩定。

李仁榮表示，韓國將繼續遵守此前簽署的協

議，呼籲朝鮮也繼續遵守協議。

談及韓朝合作，他稱，將采用“小步走”的

方式推動合作。據介紹，在新冠肺炎疫情趨

穩後，韓方計劃逐步恢復韓朝非軍事區內的

徒步遊“和平步道”，將與朝方在多領域共同

尋找解決方案。

李仁榮稱，希望包括韓朝聯辦在內的通訊聯

絡線能恢復正常，讓韓朝早日重啟“思想開明”的對話，並舉行

小規模離散家屬團聚活動等。他說，在與美方協商下，韓朝應在

公共衛生、防疫和氣候環境等領域進行人道主義合作，這將有助

於構建互信。

韓首都圈已累計報告近萬例
其中1/4感染源仍不明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新冠疫情

爆發勢頭放緩，韓國首都圈單日

新增病例逐漸減少，但大大小小

的零星散發感染接連不斷，感染

來源不明的病例占比也超過 25%

，韓國國內輿論擔心疫情隨時可

能反彈。

據韓聯社9月 17日消息，韓

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6日數據顯

示，截至15日24時，韓國首都圈

累計確診病例9644例，逼近萬例

。其中首爾市累計確診4794例，

京畿道累計3998例，仁川市852例

。首爾市城北區“愛第壹”教會

等宗教設施和光復節相關集會再

度引爆疫情後，首都圈單日新增

病例在8月15日起的近3周內保持

三位數，8月底甚至壹天確診超

300例。

新冠病毒無孔不入，波及宗教

設施、單位、小型聚會、大型醫院

，感染不受場所和類型限制。而戰

線拉大、疫情復雜將使防疫難度越

來越大。首都圈某登山愛好者聚會

相關病例已增至47例，首爾西大

門區延世醫療院相關增至32例，

京畿道利川市壹家日托所相關病例

增至20例，首爾松坡區“我們教

會”相關病例增至11例，從上述

近期主要感染案例來看，疫情正呈

現中小規模感染頻發態勢。

對此，韓國防疫部門正在致力

於阻斷病毒傳播，但形勢不容樂觀

。不知在何時、何地、如何感染的

來源不明病例連日飆升，給防疫工

作帶來壹定壓力。截至當天的最近

兩周確診病例共2055例，其中感

染來源不明待查的病例多達522例

，占比25.4%，超過截至前壹天的

25%，再創新高。

據了解，首都圈累計病例於上

月達到7200例，超過第壹輪大流

行時期疫情較重的大邱市。本月以

來確診病例增勢有所放緩，但仍保

持每天60至80多例的水平。照此

趨勢，首都圈累計病例將在本周末

或下周初超過1萬。高麗大學九老

醫院感染內科金宇柱教授日前也曾

表示，最近病例新增勢頭明顯趨緩

，但與6-7月的單日新增不足50例

尚有距離。

印巴再激烈交火
造成印軍1死2傷

綜合報導 印度和巴基

斯坦兩國軍隊當地時間15

日在克什米爾實控線附近

交火，造成印軍壹名士兵

死亡，兩人受傷，其中壹

人重傷。

據報道，印度官方

消息稱，巴基斯坦違反停火協議，向Mala地

區的印度哨所開火。三名士兵受傷後被轉移

到軍事醫院接受治療，但其中壹名士兵因傷

勢過重死亡。印度官方稱，印度軍隊以

“適當的方式”報復了巴基斯坦的行為

。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巴基斯坦軍

隊在報復性行動中也有傷亡，但細節還

未公布。巴基斯坦方面暫未對此做出回

應。

印巴軍隊近來在克什米爾地區多次

交火。當地時間 2日，印度和巴基斯坦

軍隊在克什米爾地區實控線附近交火，

印度的壹名初級軍官在炮擊中受重傷，

隨後不治身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

米爾地區素有主權爭端，兩國曾為此爆

發多次戰爭。1972年印巴簽署《西姆拉

協議》，雙方重新設立控制線，將克什米爾

分為兩個部分。克什米爾地區形勢近年總體

緩和，但印巴在該地區的沖突仍時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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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疫苗巨頭警告維州不要指望疫苗
要學會與病毒共處

綜合報導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澳大利亞維州進入了又壹

個嚴峻的階段。與此同時，負責生產疫苗的公司警告澳當局，不要“寄

希望於疫苗”，要學會與病毒共存。

據報道，近日，維州日增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有所下降，但在單日死

亡記錄7例，總死亡人數超700例的情況下，維州面臨壹個嚴峻的新階

段。

澳大利亞生物醫藥巨頭CLS的主席麥克納姆(Brian McNamee)表示，

“如果政府認為疫苗會出現，那將是壹個錯誤”。

他強調，維州政府的封鎖政策過於依賴疫苗的到來，但是疫苗

的成功很有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說：“如果他們問我們，我

們會表示藥物開發是壹件很復雜的事情。我們不能指望疫苗，我認

為治療方法正在改進，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學會與新型冠狀病毒共存，

要學會管理好它。”

麥克納姆還表示，他懷疑抗體療法是否會被證明有多大的

用處。他說：“抗體的半衰期通常是21天至1個月，但是不會超過

這個時間。”

同時，他也淡化了其中壹種疫苗試驗的中斷。由阿斯利康公司

與牛津大學合作開發的疫苗試驗在壹名參與者出現不明原因的疾病

後暫停了。

據報道，聯邦政府和CLS簽訂生產了兩種疫苗，其中就包括阿斯利

康公司正在試驗的壹種疫苗。

麥克納姆博士表示，這種停頓並不奇怪，他說：“這種情況在藥物

開發中經常發生，所以這並不令人震驚。如果妳給3萬人註射疫苗，奇

怪的事就有可能發生，也許與疫苗有關，也許跟疫苗沒關系，但妳必須

要解決它。這就是為什麼藥物開發是昂貴，漫長，復雜且危險的事。我

們壹直表示，我們每個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們對此持謹慎樂觀的

態度，但也存在風險。這就是為什麼在CLS我們有兩種疫苗可以生產，

因為兩種疫苗都有效的可能性不高。”

巴西央行維持基準利率 2%不變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宣布，決定維持現行的基準利率2%不變。此舉

符合市場預期，意味著巴西央行自去年7月以來的降息周期的結束。

巴西央行當天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受新冠疫情和防疫隔離措施影響

，巴西經濟受到較大沖擊，但近期經濟活動指數顯示巴西經濟逐漸出現

復蘇跡象，然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仍然較高。同時，由於近期食品價

格上漲以及部分服務行業的收益逐漸正常化，預期短期內巴西通脹率將

上升。

巴西央行表示，未來將會根據經濟活動、風險評估、通脹預期等因

素對貨幣政策進行調整。

據了解，巴西央行調整基準利率旨在使該國通脹率處於管理目標範

圍內。巴西國家貨幣委員會設定的今明兩年通脹率管理目標中值為4%

和3.75%。據金融市場最新預測，巴西今明兩年通脹率為1.94%和3.01%

，均低於管控目標。

此前，巴西基準利率曾高達14.25%。自2016年10月起，巴西央行

經過十多次降息，於2018年3月將基準利率降至6.5%。之後，這個基準

利率維持456天不變。

從去年7月起，巴西央行開啟新壹輪降息，經過連續九次降息，於

今年8月5日將基準利率降至2%，為該國1999年采用通脹目標制以來的

最低水平。

法國確診病例突破40萬例
馬克龍警告病毒仍將傳播數月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

例突破40萬例。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警

告，新冠病毒仍將傳播數月，再次呼籲

民眾學會“與病毒共存”。

法國衛生部當晚發布的疫情數據顯

示，法國16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再次接

近萬例，達9784例。法國官方累計確診

病例當天突破40萬例，為404888例。法

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現為31045例，單日

新增死亡病例有上升趨勢。

數據顯示，法國住院患者和重癥患

者人數的上升有加速的趨勢。目前住院

患者有5819人，16日單日新增649人；

重癥患者現有803人，16日單日新增100

人。

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新冠病毒仍

將在歐洲各地特別是在法國傳播數月。

因此必須有正確的衛生指導，但最重要

的仍是民眾學會“與病毒共存”。

馬克龍表示，我們知道病毒仍在那

裏，在壹些省份的傳播越來越快，促使

政府考慮實施必

要的步驟來應對

，以保護我們自

己和年老體弱者

。他再次要求法

國民眾遵守各項

防疫規定，並為

加強防疫限制措

施做好準備。

法國衛生部

長維蘭計劃於

17 日對外公布

政府應對當前疫

情的相關計劃。根據最新民調，大多數

民眾反對在全法範圍內再次實施管制措

施，但支持在疫情惡化的情況下采取壹

些局部的限制手段。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16日宣布，最

近壹周新增1200例學生確診感染的病例

，全法已有81所中小學校被關閉，2100

個班級停課。不過他表示受到疫情影響

的學校目前仍然很有限。

法國高校中的聚集性感染病例最近

增加，引發關註。法國高等教育部長維

達爾指出，壹些學校的防疫措施有所放

松，導致病毒傳播活躍。維達爾列舉了

10多所防疫措施放松的學校。她呼籲學

生對個人行為負起責任，特別是謹慎參

加聚會等活動。

生命有機體飄浮在金星雲層中？

綜合報導 天文學家在金

星大氣層裏找到跡象。在強

大的望遠鏡幫助下，天文學

家在金星厚重的大氣層中探

測到了壹種名為磷化氫的化

學物質，這種物質被認為是

只有生命存在才能解釋的跡

象。

英國廣播公司（BBC）15

日稱，生命有機體飄浮在金

星的雲層中，這是難以想象

的可能性。在地球上，磷化

氫與生命息息相關。它還與

生活在企鵝等動物腸道中

的微生物，或生活在沼澤

等缺氧環境中的微生物有所

關聯。當然，妳可以通過工

業制造它，但金星上沒有工

廠，這裏肯定也沒有企鵝。

那麼，為什麼這些氣體會存

在於距離金星表面50公裏的

地方？

英國卡迪夫大學教授簡·

格裏夫斯的團隊在英國《自

然· 天文學》最新壹期上發表

論文，詳細描述了他們對金

星上磷化氫的觀察。他們的

研究試圖證實這種分子可能

有壹個自然、非生物的起源

。論文作者對BBC說，就目

前而言，他們暫時陷入僵局

。但他們認為，考慮到對金

星的所有了解以及那裏的條

件，還沒有人能夠提出壹種

非生物途徑來得到磷化氫的

方式，也沒有人能夠解釋已

經被探測到的磷化氫，這意

味著生命說值得考慮。格裏

夫斯說，“我對這種可能性

感到震驚。但如果我們遺漏

了什麼，我們也真誠地希望

其他人能告訴我們。我們的

論文和數據是開放的。”

不過，外界對於這壹發

現是謹慎而好奇的。曾為歐

洲航天局的金星快車探測器

工作過的牛津大學科研人員

科林· 威爾遜16日表示，格裏

夫斯的觀察結果將推動對這

顆行星的新壹輪研究浪潮。

他說，“這真的令人興奮。

即使最初的磷化氫檢測被證

明是光譜的曲解，這依然能

帶來新發現。今天在金星

雲層中出現生命是不太可

能的，我們將在大氣層中

找到其他產生磷化氫的化學

途徑。但在這次搜尋中，我

們將發現關於金星的許多有

趣的事”。

希臘政府給學生發“巨型”口罩

有人侃：可以當面具
綜合報導 9 月 14 日是

疫情緩和後希臘學校的開

學日。在復課進程整體順

利的情況下，希臘政府為

學生提供免費口罩的計劃

卻出了大問題——當政府

采購的首批口罩送到學校

後大家發現，口罩尺寸太

大，根本用不了。

今日俄羅斯網站報道

稱，拿到政府 50 萬只口罩

采購合同的承包商當日對

當地媒體表示，政府訂單

要求的口罩尺寸為 10 歲以

下學生 10厘米×18厘米，10

歲以上學生 12 厘米×22 厘

米。如此“巨型”的口罩

別說小孩戴不了，就連大

人戴也不合適。有人調侃

說，這口罩挖出孔、露出

眼睛和嘴巴來，完全可以

當面具用了。

希臘衛生部副部長承

認政府工作失誤，解釋稱

之所以口罩太大，是因為

政府和承包商之間出現了

“ 誤 會 ” 。 政 府 制 定 的

口 罩 尺 寸 規 範 是 指 口 罩

原 料 布 大 小 ， 並 不 是 制

成 品 大 小 ， 但 承 包 商 卻

按照原料布大小生產出了

成品口罩。

希臘政府把提供免費

口罩的好事辦砸，引得家

長們紛紛拿著自家孩子帶

回來的巨型口罩在社交媒

體上曬圖吐槽，還有人在

推特上發多個人扯住降落

傘的圖，並配文“學生們

幫助同學疊口罩”，諷刺

口罩大得離譜。連總理米

佐塔基斯的姐姐、目前擔

任議員的多拉· 巴科揚尼斯

也 看 不 下 去 了 ， 稱 這 是

“壹場災難性的失敗”。

希臘衛生部已承諾盡快解

決口罩尺寸不對的問題，

為校園提供合適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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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若開戰美俄若開戰美俄若開戰，，，美需要美需要美需要225225225架轟炸機才能擊潰俄防線架轟炸機才能擊潰俄防線架轟炸機才能擊潰俄防線

（綜合報導）俄羅斯空天軍總司令蘇羅維金9月中旬曾表
示，三架美軍B-52H轟炸機曾於8月31日以俄加里寧格勒州為
目標模擬發動巡航導彈攻擊。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演練轟炸機襲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美
國近年來多次出動轟炸機演習轟炸加里寧格勒，將俄羅斯在歐
洲的最前線堡壘打掉。美駐歐洲和非洲空軍司令哈里根去年曾
指出，五角大樓已經擬定作戰計劃，一旦俄羅斯發起侵略就能
摧毀加里寧格勒州防空系統。

為什麼美國如此忌憚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加里寧格勒是俄羅斯面對西方的極其重要戰略要地，其地
理位置決定了其重要性。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今年也曾指
出，加里寧格勒是俄羅斯“插入歐洲心臟的一把匕首”。他認
為，俄羅斯政府將加里寧格勒變成了一個封閉式的軍事基地，

填滿了現代武器和導彈。
俄羅斯國防部今年疫情期間曾表示，美國及其北約盟友在

俄羅斯邊境進行高等軍事活動，美國飛行員在飛行時距離加里
寧格勒州邊境僅有10千米的距離。

美國頻繁在加里寧格勒附近舉行轟炸機演習，同時將美軍
在歐洲的兵力遷移到靠近加里寧格勒的波蘭，例如不久前美國
宣布從德國撤軍，同時宣布增兵波蘭，擴大在波蘭的軍事基地
，將美國的先進武器集中部署到波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
國在波蘭部署了反導系統，並且有意繼續增加反導系統的部署
。

不過美國想要撕開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的防禦系統並不容易
。目前加里寧格勒部署有俄羅斯最先進的防禦系統和最先進的
戰機。俄羅斯近年來研發的新武器也主要集中部署到加里寧格

勒。今年以來，俄羅斯多次增加了在加里寧格勒的兵力部署。
俄羅斯欲將加里寧格勒打造成了一個全方位無死角的堡壘。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9月21日報導，“防務一號”網站援引
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FDD）軍事政治權力中心軍事分析師普
雷斯沃特的話稱，如果與俄羅斯爆發戰爭，要成功突破加里寧
格勒的防空系統，美國需要比現在更多的戰略轟炸機。

普雷斯沃特表示，美國在該地區擁有基地和盟友，但如要
擊潰加里寧格勒一體化防空系統仍需大量對抗設備，其中需要
大量轟炸機的參與。美國目前僅140架在役。按計劃，到2040
年，將增至175架。普雷斯沃特指出，美國的轟炸機數量遠遠
無法滿足其作戰需求，美國想要達成目標，總共需要225架轟
炸機。

（綜合報導）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的來源還是相對廣泛的，主
要由個人捐款、政治行動委員會(PAC)、黨內經費、聯邦公積金和
自掏腰包這5種方式構成。

美國總統競選花費一直都是一筆大數目，擁有充足的資金儲備
無疑是候選人競選的重要保障。

2012年大選，奧巴馬競選團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及聯合籌款
等共籌得10.6億美元，羅姆尼競選團隊及共和黨陣營則籌得9.54億
美元，共計突破20億美元大關。

如果將所有候選人、政黨、政治組織和資助集團在國會選舉和
總統選舉中的花費加起來，整個大選花費超過60億美元，相當於
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的全年GDP，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總統選
舉。

2016年大選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競選開銷分別比其“前任
”——奧巴馬和羅姆尼——銳減2.1億美元和1.38億美元。但這四
年一度的“燒錢”大戰，在花費上整體而言依然是水漲船高。
那麼，這些經費從何而來？

候選人競選經費的來源還是相對廣泛的，主要由個人捐款、政
治行動委員會(PAC)、黨內經費、聯邦公積金和自掏腰包這5種方
式構成。

個人捐款歷年來都是競選經費的主力。聯邦選舉委員會最新提
交的文件顯示，截至2019年底，約有20%的美國億萬富豪直接或通
過配偶向至少一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捐款。福布斯調查發現，到
2019年底，拜登已獲得60位億萬富豪或其配偶的支持。

除了大額捐款，小額捐款在選舉資金中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以2012年美國大選為例
，奧巴馬陣營募集的競選資金共計7.22億美元，其中來自小額捐款者（個人捐款200美元以下
）的合計為4.83億美元，佔三分之二。

根據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案》，個人捐款的必須是美國公民。聯邦選舉委員會定期發布
報告更新捐款總額，並對200美元以上的捐款做詳細分類。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4年宣布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的
上限。此前，美國法律規定每個競選週期內個人對聯邦候選人的捐款上限為4.86萬美元，對政
黨捐款上限為7.46萬美元，總額12.32萬美元。

PAC意為“政治行動委員會”，主要是指商業財團及工會組織成立的政治性團體。
PAC可以說是競選團隊的外聯部，幫助候選人找贊助商投錢。這其中自然出現了利益交換

問題，為了限制權錢交易，美國選舉法對於PAC的捐款有嚴格限制。此外，接受外國人和外國

企業捐款均為法律所禁止。
政治捐款是美國民眾表達個人意願的傳統方式之一，而財團和企業也寄希望於支持有相關

政策傾向的候選人，從而將來在政策上對自身有利。
黨內經費和聯邦基金在歷屆美國大選中都是可以忽略的小數目，2016年希拉里在大選中只拿了
1000美元的黨內經費。聯邦基金則是給那些沒有籌到足夠資金的“困難戶”候選人，這一項經
費需要申請。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6年就曾經自掏腰包支付競選經費。本月初，特朗普表示，如果有必
要的話，他會拿出自己的私人資金，力保連任成功，“無論花多少錢”。知情人士稱，特朗普
已考慮為大選提供多達1億美元的個人資金。
今年稍早時，特朗普的最初籌款規模超過了前副總統拜登，但這種趨勢消散，2019年初至今年
7月，特朗普競選團隊所籌的11億美元資金中，如今已花掉逾8億美元。
拜登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8月籌款3.645億美元，創競選總統單月籌款紀錄新高。特朗普及共和
黨尚未公佈他們的8月籌款規模。

美國總統競選
“燒”的幾十億都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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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金門縣政府觀光處今天表示，兩尊大型樂高風
獅爺將於27日亮相，其中一尊是依後水頭風獅一比一、等比率
擬真打造，再加上其他樂高元素，預期今年金沙風獅爺文化季將
更有看頭。

依金門當地文史，古代金門植被豐富，但元明以後為發展
鹽業大量砍伐森林，加上海盜縱火燒林，造成金門植被遭受破壞
，風害更為嚴重。當地居民為了防止風害，設立風獅爺祈求 「鎮
風止煞」。

金沙鎮位於金門島東北部，地處風口，受風害尤烈，擁有全
金門最多的風獅爺，金沙鎮也因而在9年前舉辦風獅爺文化季，
這項金沙鎮年度盛會也成了金門 「一鄉鎮、一特色」代表之一。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更為今年風獅爺文化季添加多項元素，邀
請樂高認證名師黃彥智以後水頭 「汶源宮」184公分高的風獅爺

為模型，打造1：1等比風獅爺，更創作
專屬金門意象的風獅爺。這也是黃彥智
第一次與地方縣市政府合作，推出專屬
地方的創意積木裝置藝術。期盼以品牌合作方式，吸引年輕族群
來金門旅遊。

觀光處說，全球樂高（LEGO）認證大師僅19人，黃彥智
不僅是全球樂高認證名師之一，也是台澎金馬唯一的樂高認證名
師，曾受邀製作大型版作品樂高積木 「北港朝天宮」，在美國底
特律美術館展出，其他作品還有台北地標101大樓、台灣手搖巨
無霸珍珠奶茶等，作品
享譽國際。

這些樂高積木創意元素27日搶先亮相，10月1日起在金東
電影院與隔鄰的陽翟大街呈現，不但為10月中旬揭幕的金沙鎮

風獅爺文化季打頭陣，也讓今年風獅爺文化季更有看頭。
金沙鎮公所表示，今年風獅爺文化季推出 「博餅爺」等節慶

限定版虛擬風獅爺，民眾可利用行動裝置及GPS定位系統，尋找
散布鎮上各個村落的風獅爺和節慶版風獅爺。

另外，兩座大型風獅爺樂高積木放置地點的金東電影院，
今年適逢成立60週年，這裡曾是國軍弟兄休假看電影的好去處
，隨部隊裁減，昔日高朋滿座盛況不復見。觀光處透過製作具有
在地特色，包括戲院售票員、電影放映機與放映員、老兵、重新
粉刷電影院的油漆工、復古郵筒與郵差等樂高人偶與道具，讓造
訪的旅人彷彿置身時光隧道中，期盼滿滿懷舊氛圍重現戲院往昔
風華。

樂高相遇金門風獅爺 文化季更有看頭

（中央社）高市府完成110年度總預算編列
，預算規模1564億元較今年成長58億元，創下
縣市合併以來的新高；市府也說撙節開支，舉
債創新低，允積極爭取中央補助，落實 「兩年
拚四年」目標。

高市議會第4次定期大會即將在10月5日
登場，市府已經將總預算案送交議會。

市府指出，110 年度總預算案規模新台幣
1564億元較今年度成長58億元，成長幅度是4%
，是縣市合併以來新高。歲入約1461億元，歲

出約1524億元，歲入出差短約63億元，再以編
列公債及賒借收入弭平，這是市府連續10年公
債及賒借數額下降，淨舉債數是63億元，比今
年減少約1.5億元，再創新低。

市府發布新聞稿指出，陳其邁上任3星期
就火速調整並審定總預算，秉持財政紀律及撙
節開支原則，將舉債數壓低，也盤點施政優先
順序，並落實競選政見及承諾事項。

明年總預算案，市府要達成的目標包括：
四大優先政策即產業轉型及增加就業機會等，

包含成立 「智慧城市推
動委員會」及加速產業
轉型升級；挹注青創基
金1億元；鐵路地下化及

捷運路竹延伸線等交通建設預算等，市府自籌
的經費計投入31億元，比109年增加近11億元
。

在基礎設施及品質提升方面，在路平、路
燈、排水清疏及公園管理等例行維護工作之外
，市府加碼建設經費，總計投入 25 億元，較
109年增加1.6億元。校園雙機裝置方面，受惠
於中央協助，110 年編列達 28 億元，另外還汰
換警察車輛以及監視器更新等，以強化治安。

在體恤市民貼心服務方面，110年的社福

經費比109年增加逾11億元，因應疫情，新增
肺炎鏈球菌疫苗補助並增加居家醫療服務院所
的服務。至於婦幼方面新增弱勢孕婦產檢交通
補貼，並將增設公共幼兒園的經費，由109年的
4億1000萬元提升到6億6000萬元。

另外，在市民運動需求方面，增加整修運
動場館並投入6000萬元增設學校運動場夜間照
明，預計110年可以新增62處夜間運動場，提
供市民更便利的運動空間。

市府表示，陳其邁為落實政見承諾使市政
無縫接軌，上任3週火速審定總預算案，撙節開
支舉債數創新低，預算規模創新高，要落實
「兩年拚四年」的市政目標。

高市110年度總預算規模1564億新高舉債創新低

強化公司治理 證交所
明年擬拉高上市櫃獨董比例

（中央社）台灣證券交易所經理黃玻莉今天表示
，邁入公司治理3.0，為強化董事會職能，上市櫃公
司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董事席次1/5的規定，規劃
將在明年修訂公司治理守則及評鑑指標提高為1/3。

黃玻莉今天在 「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高
峰論壇表示，獨董制度並將於2023年修訂相關規章
，要求IPO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100億元以上
，及金融保險業上市櫃公司自2024年起設置獨董席
次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1/3。

黃玻莉指出，一個國家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
數後，僅有短期的資金匯入效果，影響外資流入關鍵
因子為指數報酬率、公司治理良窳、英文資訊揭露程
度等，但導入嚴格公司治理標準後的市場，長期下可
吸引更多的國際資金流入。

她引用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報告指出，投資人
願支付20%以上溢酬(premium)給公司治理良好的企業
。

黃玻莉強調，台灣推動公司治理，除獨董的設
置規範外，2023年起上市櫃公司董事於每屆就任年

度須進修3小時。另外，推動上市櫃公司半數以上獨
立董事連續任期不得逾3屆、訂定獨立董事及審計委
員會行使職權參考範例、推動上市櫃公司每季財務報
表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強化獨立董事獨立性揭露。

至於公布年度財報自結數，除分階段要求上市
櫃公司於年度終了後75日內公布自結數外，資本額
100億元以上公司2023年須於年度終了後75日內公告
經查核的年度財務報告，將研議縮短為60天內公告
財報的可行性。

她解釋，2002年發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2003
年行政院成立 「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提出 「強
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是公司治理1.0的
基礎扎根階段；再經過公司治理2.0的法治創新階段
後，今年邁入多元推廣的公司治理3.0階段。

黃玻莉說，公司治理3.0有5大主軸，包括強化
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提高資訊透明度，
促進永續經營；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營造良好互動
管道；深化公司永續治理文化，提供多元化商品；接
軌國際規範，引導盡職治理。

海管處暫禁民眾登鋤頭嶼海管處暫禁民眾登鋤頭嶼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廠商於無人島鋤頭嶼北面海岸進行海漂垃圾清除作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廠商於無人島鋤頭嶼北面海岸進行海漂垃圾清除作

業業，，發現疑似為水雷爆裂物發現疑似為水雷爆裂物，，已委由國軍處理已委由國軍處理，，為避免發生危險為避免發生危險，，海管處即日起海管處即日起
禁止鋤頭嶼登島活動禁止鋤頭嶼登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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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第十二屆海峽論壇19日在福建廈門拉開帷

幕。當日上午，以“兩岸青年融合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為主題的第十八屆海峽青年論壇，以

主會場和分會場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來自兩岸的知名學者、社團負責人及青年學生

代表近300人與會，暢談兩岸青年的時代使命與融合發展。多名台青在論壇上呼籲，兩岸青

年交流不能斷、不能停、不能少，兩岸青年之間不怕有問題、有矛盾，就怕不交流。“雲參

會”的全國青聯副主席、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在海峽青年論壇上鼓勵台青大膽西進。

兩岸青年不怕有矛盾就怕不交流
海峽論壇開幕 分享融合發展機遇與挑戰

海峽青年論壇採用廈門主會場台青分享、嘉賓主旨
演講與網絡同步連線北京、上海、廣州、武漢、

重慶、台北等6個分會場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主旨論壇
分為挑戰篇、機遇篇、融合篇三個篇章。3位來自武
漢、廣州和廈門的台灣青年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全國
青聯副主席、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台灣知名時
事評論員邱毅，環球網副總編輯劉洋和快手科技副總
編輯倪超進行了點評互動。

台青留守武漢：看到國家凝聚力
在武漢的媒體工作者、台青薛穎穜，講述自己在

大陸從事媒體工作的經歷，尤其是疫情期間留在大陸
完成自己的網絡電影處女作《夢裏杜鵑花》拍攝，並
以創作歌曲的方式助力抗疫的故事。在武漢“封城”
的最初幾天，從住處到辦公室的步行途中，薛穎穜拍
下所見、寫下所感，並及時轉發給台灣的親朋好友。
在隔離的60多天時間裏，焦慮總是難免的，“但是當
我看到那些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和志願者忙碌的身影
時，心就安了下來，我看到整個國家的凝聚力。”薛
穎穜說，當鍾南山院士眼含熱淚說出“武漢是個英雄
的城市”時，他也哭了。

薛穎穜表示，疫情隔離期間，自己曾經很害怕，
但是透過窗戶往樓下看的時候，發現醫護人員、工作
者，每個人都投入在一線，他們都不懼危險、無私奉
獻的時候，“突然就安心下來，我看到整個國家的凝
聚力”。

灣區台青：一片給青年機會的土地
在廣州的台灣青年之家“家長”鄭明嘉，講述自

己讓更多台灣青年了解、體驗、參與大灣區發展並共
享大灣區機遇和紅利的故事。從2016年開始，鄭明嘉
往返台灣數百次，引導上千名台灣大學生到廣州及大

灣區實習、就業、創業，他希望“以台助台、以台引
台”。“看到他們在祖國大陸抓住機遇，就像看到當
年的自己。”鄭明嘉說，大灣區擁有眾多的人口與廣
闊的市場，在這9+2的市場中，台灣青年會有很多機
遇。作為台灣青年之家的“大家長”他很樂意為台灣
年輕人搭建一個橋樑，讓他們能過來看一看大灣區的
機遇。

在廈門的網紅經濟創業者朱慧寧，介紹自己看準
大陸網紅經濟創立寧家軍傳媒、孵化網紅主播的故
事。“越了解大陸，就會越覺得，這是一片願意給年
輕人機會的土地，是一片你努力就會開花的土地。”
在單打獨鬥了一陣子之後，朱慧寧成立了“寧家軍”
傳媒MCN機構。“寧家軍”現有2,500多名主播，除
了來自中國台灣的主播之外，還有來自祖國大陸各個
省份。“每每降落在廈門高崎機場，我就會覺得自己
回家了，我已經深度融入其中。”朱慧寧說。

在另一場兩岸社區服務懇談會上，北京大學台籍
博士生王裕慶稱自己在疫情期間親身感受大陸對台胞
的照顧，他認為兩岸同胞應開始探討兩岸深入融合發
展的下一階段，建議“讓社區之間的交流成為兩岸交
流下一階段的中流砥柱，讓最基層的社區成為兩岸同
胞相親相愛的共同家園。”在當日的論壇活動中，多
名台青呼籲，兩岸青年交流不能斷、不能停、不能
少，兩岸青年之間不怕有問題、有矛盾，就怕不交
流。

霍啟剛鼓勵台青大膽西進
“雲參會”的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在海峽青年

論壇上鼓勵台青大膽西進：“就像足球總是傳到奔跑
的人腳下，機會總是留給努力的人。”同樣“雲參
會”的香港義工聯盟副秘書長吳建芳表示，希望由公
益“通心”凝聚兩岸，探索解決社會實踐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
道）第十二屆海峽論壇之第十八屆兩岸青年
論壇，19日在福建廈門舉行。參會台青張立
齊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指，在海峽論
壇舉辦前夕，美副國務卿訪台、大陸在東海
軍演，台海風波詭譎，然“以武促談、以談
促和”是中國歷史上解決邊疆分裂問題途
徑，亦可成為兩岸和平有效途徑。

張立齊是台中人，為大陸高校博士後研
究學者，其以台、港、藏、疆等疆域為研究
對象，從歷史和外國處理邊疆問題角度，研
究中國分裂勢力、外國干涉以及分裂政治運
動及可能的發展方向。張立齊受訪時表示，
海峽論壇是以民間交流為主基調服務台胞台
青的平台，但有些人用心險惡，故意將海峽

論壇與政治掛鈎。“目前的兩岸僵局，台灣
當局要負責。”張立齊批評島內當局稱，大
陸一直在釋放善意，但台灣一直在挑釁、干
預、以武拒統，不斷踩大陸政治底線，“台
灣當局不民主不自由，‘三禁令’影響極其
有限。”他說。

張立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台灣早已
成為美國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棋子，
“五獨”匯聚，從事分裂國家活動，不僅
“五獨”互相通氣，亦有外國勢力支撐。
“只能以武力作為後盾，才能保障兩岸和
平。”張立齊表示，武力打擊只針對極少部
分台灣分裂勢力和頭目，美國把台灣作為干
涉中國內政的棋子，“兩岸要追求和平，但
和平不會天上掉下來。”

台學者：台當局不斷踩大陸底線

■■99月月1919日日，，海峽論壇首屆兩岸文創海峽論壇首屆兩岸文創IPIP大賽圓滿落幕大賽圓滿落幕，，頒獎儀式在福建廈門國際會議中頒獎儀式在福建廈門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心舉行。。圖為兩岸青年文創設計師展示獲獎的文創設計作品圖為兩岸青年文創設計師展示獲獎的文創設計作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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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

糖尿病的認知和如何遠離糖尿病糖尿病的認知和如何遠離糖尿病

預防勝於治療!! 秋風起, 感冒, 流感
的季節也到了,不要忘了為我們的健康起
而行!!

慈濟將於2020 年9月27星期日上
午09:30 – 11:30假慈濟德州分會舉辦
今年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並因新
冠狀病毒仍在肆虐, 為免類似感冒症狀
發生, 一時無法分辨真正病源, 建議及早
施打流感預防針。

為顧及大家的健康並維持社交距離

，本預防注射將採取Drive-thru 方式在
慈濟靜思堂的停車場空地上施打防疫針
。若無法趨車參加Drive-thru 行列者，
也有Walk-in 的注射服務站。

所有前來參加疫苗注射的車輛，請
依序在慈濟會所外排隊。在車上排隊等
候的來賓及接種疫苗的人士，也請在志
工前往接待前戴上口罩，並準備好身份
証明及保險卡的資料(如果您有保險，請
攜帶保險卡。若您無保險，也歡迎參加)

，以便志工協助填寫各項表格。
慈濟德州分會本次提供一百劑流感

預防注射，並提供口罩結緣品與大家結
緣。讓我們一起為照顧我們的健康努力
加油。請儘早安排時間，以免向隅。

緊急馳援火海加州緊急馳援火海加州
八月中北加州居民經歷了史

無前例的閃電群複合式山火，如
今九月份，加州再度迎來致命的
破紀錄熱浪高溫，掀起如煉獄般
的火牆，直逼加州多個密集度高
的住宅區，包括華人聚集的聖蓋
博谷......這幾個星期，野火逼竄
，上萬家庭緊急撤離，沒有足夠
的水、食物、甚至藥物和可以救
命的口罩，而已被大火吞噬的社
區，居民只能從破敗的灰燼中，
思念過去那個 「家」 的溫度......

慈濟北加州志工9月13日先
將一批慈濟毛毯、現值卡與關懷

，送往位於聖塔克魯茲的災難復
原 中 心 （Disasters Recovery
Center DRC），並展開評估與災
民資料登記，十月份將再進行大
規模發放。

位於南加州的美國慈濟總會
志工也隨即動員，在天空被燒成
橘灰色的高溫下，戴著雙層口罩
深入火場周邊社區，將1500只
口罩，一一送給被山貓山火環伺
的聖蓋博谷居民，確保人人有防
護，不將飄浮在空氣中的有毒物
吸入。

新冠疫情中，天災又輪番來

襲，許多居民已無力再承受更多
的衝擊。 請和我們一起動員，用
愛的甘霖取代淚水，給需要的人
一份力量 ： https://www.tzuchi.
us/zh/TogetherWhileApart

山火急難救助《申請財務紓
困》已展開！

如果您的住家在北加州灣區
閃電複合式山火中遭祝融重創，
請立即上網申請財務紓困，申請
截止日期為2020年9月30日。

「人生為人群付出多少，就
得多少踏實感。」
～證嚴法師 靜思語

日期： 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9:30AM – 11:30AM

活動： 2020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停車場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81-8966，713-270-9988

你對糖尿病有正確認知嗎？糖尿病
是一種糖類代謝失衡的疾病。當我們進
食時，身體會自動將吃進去的澱粉轉換
成葡萄糖，作為身體的熱量來源，此時
便需要胰島素才能讓葡萄糖進入細胞中
，以提供熱量。造成糖尿病的原因就是
人體內不能製造足夠的胰島素，導致葡
萄糖無法充分進入細胞內，過多的糖分
便積聚在血液中，使血糖濃度增高、腎
臟負擔增加，並經由尿液排出，故稱為
糖尿病。

·糖尿病所引發的併發症 如：心血
管疾病(高血壓、心絞痛、心肌梗塞、腦
中風)、視網膜病變(白內障、青光眼、
失明)、腎臟病變(高血壓、尿毒症、泌
尿道感染)、神經病變(下肢酸麻、刺痛)
、傷口不易癒合(引發細菌感染，嚴重需
截肢)、皮膚病變(香港腳、體癬)、關節
病變…等等。根據統計，糖尿病失明的
機率比一般人高25倍、腎臟疾病的機
率高20倍、下肢截肢的機率高10倍以
上、冠狀動脈心臟病及中風的機率高

2～4倍。這些併發症一旦發生，不僅影
響生活品質，更直接威脅到生命。

·以下的糖尿病高危險群，需要定
期接受檢查：

1. 有糖尿病家族病史。
2. 肥胖。
3. 年齡≧45歲。
4. 曾有血糖過高記錄。
5. 生產超過4公斤胎兒及曾有妊娠

高血糖之婦女。
6. 高血壓(≧140/90mmHg)。

7. 飲食熱量過高，又不運動的人。
8. 高血脂(三酸甘油酯≧250mg/d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35mg/dl)。
學會控制血糖，有助健康: 積極地

控制血糖則是維持健康的一項重要指標
。對於空腹血糖值到110mg/dl 的輕度
血糖異常者，更應開始積極透過飲食調
節及運動等改善生活習慣。 飲食控
制 -- 均衡飲食，遵守高纖、低糖、低
油的飲食原則。現在市面上也有針對血
糖代謝調節所研發的健康食品，幫助調

節血糖，讓血糖穩定，只是民眾在挑選
時，必須注意是否有衛生署的核准字樣
，否則誤信偏方反而適得其反。 作息控
制 --盡量維持心情平靜，學習克服緊
張、排解壓力的方法。平時不熬夜、不
喝酒，戒煙，並養成定期健康檢查的習
慣。另外，適度的運動可促進血液循環
及身體的新陳代謝。

圖文：秦鴻鈞
李迎霞榮獲東吳大學海外傑出校友李迎霞榮獲東吳大學海外傑出校友

川普總統再次與他的衛生官員的冠狀病毒聲明相矛盾川普總統再次與他的衛生官員的冠狀病毒聲明相矛盾
川普強調他在冠狀病毒方面川普強調他在冠狀病毒方面 比雷德菲爾德懂得更多比雷德菲爾德懂得更多

［本報訊］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主辦之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十國慶系列
活動－ 「國慶寶石能量講座」將于2020年9月

27日(星期日)下午1點~3點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
大禮堂現場同步直播與觀眾視頻連結！這次由
經營半寶石批發生意已經超過二十年的會長－
馮啟豐來為僑胞主講介紹具有特殊療效功能、
提升正面能量的寶石！主要介紹內容有：(一)
光輝十月生日石－碧璽（Tourmaline)及月光石
（Moonstone)、(二) 能量涵蓋七個脈輪 (Chakra)
的三種強大能量水晶(Quartz)－髮晶 (Rutilated
Quartz)、超七水晶(Super 7) 、極光 23 (Auralite
23)、(三) 在冠狀疫情下，可提升自我能量的三
種 寶 石 － 石 榴 石 （Garnet): 感 應 之 石 （The
Coping Stone) 、紫鋰輝石（Lepidolite):寧靜之
石（The Serenity Stone)、鳳凰石（Chrysocolla):
支撐之石（The Support Stone)，之後也開放給
大家在視頻提出問題！歡迎有興趣的僑胞朋友
們點擊連結在家同步觀賞聆聽，一起來吸取天
然寶石正能量、共同抵抗疫情負能量效應！活
動 預 告 連 結 如 下: https://youtu.be/
PkQEYx0tAp0 線上同步視頻點擊連結如下，歡
迎大家到時一起線上交流！ https://youtu.be/
4l3s6cP-T04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隨著大選臨近隨著大選臨近，，大流行相關大流行相關
的問題對川普總統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對川普總統越來越嚴重。。幾週前幾週前，，TimesTimes 雜誌的封雜誌的封
面顯示有面顯示有200200,,000000人死于冠狀病毒人死于冠狀病毒，，電視採訪也一再顯示電視採訪也一再顯示
川普自川普自20202020年第一季度以來淡化了冠狀病毒問題年第一季度以來淡化了冠狀病毒問題，，川普也川普也
承認他確實淡化了冠狀病毒承認他確實淡化了冠狀病毒，，因為川普不想因為川普不想 在美國人民中在美國人民中
引起恐慌引起恐慌。。全國各地的許多專家嚴格批評川普全國各地的許多專家嚴格批評川普，，因為他對因為他對
處理冠狀病毒的無知處理冠狀病毒的無知，，疏忽和不稱職疏忽和不稱職，，這種冠狀病毒給美這種冠狀病毒給美
國經濟國經濟，，美國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帶來了巨大災難美國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帶來了巨大災難。。 99月月1818
日日，，洛杉磯抗議者掛出寫有洛杉磯抗議者掛出寫有““新冠逝者新冠逝者2020萬萬！！川普川普//彭斯彭斯
現在就下台現在就下台””的橫幅的橫幅，，抨擊政府防疫不力抨擊政府防疫不力。。

川普的競選競爭對手和憤怒的人民發動的攻擊使川普川普的競選競爭對手和憤怒的人民發動的攻擊使川普
非常緊張非常緊張，，由於大流行對美國和美國人民造成的破壞由於大流行對美國和美國人民造成的破壞，，他他
的民意支持率也相對下降的民意支持率也相對下降。。一名衛生部官員說一名衛生部官員說：“：“隨著大隨著大
選臨近選臨近，，川普的人急於讓政府的應對措施與他對疫情的描川普的人急於讓政府的應對措施與他對疫情的描
述相符述相符，，而不是以現實為依據使川普難堪而不是以現實為依據使川普難堪。”。”報導指出報導指出，，
自疫情伊始自疫情伊始，，川普就一直在和美國科學界唱反調川普就一直在和美國科學界唱反調。。在疫情在疫情
究竟有多嚴重究竟有多嚴重、、如何加以應對和需要多少測試方面如何加以應對和需要多少測試方面，，他和他和
政府官員們的分歧是公開的政府官員們的分歧是公開的。。

川普本人也讓人們看到了這些矛盾川普本人也讓人們看到了這些矛盾。。 九月九月1616日美國日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雷德菲爾德（（RobertRobert
RedfieldRedfield））博士表示博士表示，，口罩可能比總統大肆宣傳的任何疫口罩可能比總統大肆宣傳的任何疫
苗更有效地預防冠狀病毒苗更有效地預防冠狀病毒。。雷德菲爾德週三告訴參議院撥雷德菲爾德週三告訴參議院撥

款委員會款委員會：“：“如果您問我什麼時候美如果您問我什麼時候美
國公眾才能普遍使用疫苗國公眾才能普遍使用疫苗，，我們可以我們可以
開始利用疫苗來恢復我們的正常生活開始利用疫苗來恢復我們的正常生活
，，我認為我們正在我認為我們正在 可能要看可能要看 20212021 年年
第二季度末第二季度末，，第三季度第三季度。”。”

九月九月 1616 日晚間日晚間，，川普對雷德菲川普對雷德菲
爾德在國會的證詞作出回應爾德在國會的證詞作出回應，，對他任對他任
命為命為 CDCCDC 負責人的雷德菲爾德在兩負責人的雷德菲爾德在兩
個方面相矛盾個方面相矛盾：：冠狀病毒疫苗的時間冠狀病毒疫苗的時間
表以及與接種相比的口罩有效性表以及與接種相比的口罩有效性。。川川
普本人公開駁斥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普本人公開駁斥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
••雷德菲爾德當天早些時候發表的言雷德菲爾德當天早些時候發表的言
論論。。雷德菲爾德在國會聽證會上說雷德菲爾德在國會聽證會上說，，
他認為疫苗要到他認為疫苗要到 20212021 年後期才能大年後期才能大
範圍接種範圍接種。。幾個小時後幾個小時後，，一直堅稱今一直堅稱今
年就能大規模分發疫苗的川普說年就能大規模分發疫苗的川普說：：
““我認為雷德菲爾德或許犯了一個錯我認為雷德菲爾德或許犯了一個錯
誤誤。”。”在應對疫情方面在應對疫情方面，，川普和他的盟友一再與公共衛生川普和他的盟友一再與公共衛生
官員出現分歧官員出現分歧。。 1818日日，，川普總統強調說川普總統強調說，，他在這方面通常他在這方面通常
比雷德菲爾德這些專家懂得更多比雷德菲爾德這些專家懂得更多。。儘管川普同意雷德菲爾儘管川普同意雷德菲爾
德關於疫苗將在明年德關於疫苗將在明年44月到月到99月之間實現大範圍供應的評月之間實現大範圍供應的評
估估，，但他在白宮簡報會上說但他在白宮簡報會上說，，他同時認為時間可能比這要他同時認為時間可能比這要

早得多早得多。。
川普總統還說川普總統還說，，雷德菲爾德向國會發表的關於口罩可雷德菲爾德向國會發表的關於口罩可

能比疫苗更有效的評論是不正確的能比疫苗更有效的評論是不正確的，，而且雷德菲爾德可能而且雷德菲爾德可能
誤解了這個問題誤解了這個問題。。川普隨後補充說川普隨後補充說：“：“也許他誤會了它也許他誤會了它，，
就口罩而言就口罩而言，，我希望這種疫苗比口罩更有益我希望這種疫苗比口罩更有益。”。”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
迎霞女士迎霞女士，，現正在返台路上現正在返台路上，，
率領率領109109年國慶返國致敬團成年國慶返國致敬團成
員返國參加一系列的國慶慶典員返國參加一系列的國慶慶典
活動活動。。臨行前又接獲母校東吳臨行前又接獲母校東吳
大學發佈為海外傑出校友大學發佈為海外傑出校友，，一一
併回去領獎併回去領獎 ！！ 真可謂雙喜臨真可謂雙喜臨
門門 !! 實至名歸實至名歸 !! 圖左為李迎霞圖左為李迎霞
與訪休學妹在與訪休學妹在ricerice大學合影大學合影。。
圖右為李迎霞前次返台時與東圖右為李迎霞前次返台時與東
吳大學校長合影留念吳大學校長合影留念。。

「「國慶寶石能量講座國慶寶石能量講座」」

九月九月1616日晚間日晚間，，川普對雷德菲爾德在國會的證詞作出回應川普對雷德菲爾德在國會的證詞作出回應，，1818日日，，川普總統川普總統
強調說強調說，，他在這方面通常比雷德菲爾德這些專家懂得更多他在這方面通常比雷德菲爾德這些專家懂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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