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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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 星期二
Tuesday, October 6, 2020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階
段！川普總統和夫人梅蘭妮亞新冠病毒檢測
結果均呈陽性證實確診，川普也於3日入院
治療。入住軍醫院3天後，川普透過推特表
示，在美國時間晚上6：30出院，他感覺非
常好，他也預告很快就會重回 「選戰節奏」
。川普出院時戴著口罩，他並未答覆記者的
提問，僅表示謝謝，他在上車前向媒體豎拇
指並握拳致意。

經過4天入院治療，美國總統川普已於
當地時間晚間6時40分左右，戴著口罩走出
華特里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並即將返回白
宮。

美國總統川普新冠肺炎確診，被送入馬
里蘭州里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觀察治療後，

白宮公布的照片顯示，他仍在院內忙著辦公
。川普昨日突然搭車短暫離開醫院，以巡禮
的方式向聚集在醫院外圍的支持群眾致意、
給鐵粉驚喜。

川普2日凌晨透過推特表示，將在傍晚
6 時 30 分出院，川普也向民眾喊話表示，
「不要害怕病毒，不要讓它主導你的生活」

。在川普政府的領導下，已開發一些真正好
的藥物與知識， 「我覺得我比 20 年前感覺
更好」。

美國白宮醫師康利（Sean Conley）表示
，川普總統的健康狀況已符合甚至超過所有
醫院的出院標準，雖然總統尚未脫離險境，
但可返家。

重返白宮重返白宮 川普戴口罩出院川普戴口罩出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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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英國的新冠疫情持續已久仍未見好轉，可英國
衛生部門卻在此時犯下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失誤”：他們竟然漏
統計了近16000個新冠病例。

綜合英國廣播公司（BBC）、《衛報》等英媒10月5日報導
，當天英國公共衛生部承認，由於“技術故障”，他們遺漏了9
月25日至10月2日的15841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這意味著英國
政府同時也遺漏了至少47000名密切接觸者。

衛生部門稱，他們現在已經將檢測情況告知了這些被遺漏的
患者，但尚未聯繫到這些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衛報》分析稱
，根據現有的數據，這些患者平均每人有3名密切接觸者，但考
慮到大多數人的接觸者不止這麼點，英國政府實際可能遺漏多達
5萬名潛在感染者的行踪。

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衛生官員現在正試圖找尋這些密切接
觸者。 “當時的情況是，一些數據中斷遺失了……他們現在不
僅聯繫了相關確診患者，同時也在試圖聯繫所有接觸過患者的人
。”約翰遜說。

報導稱，當天中午，英國衛生大臣馬特.漢考克已經與英格
蘭9個地區的市長舉行了緊急電話會議。漢考克預計在當地時間
5日晚些時候對此事作出表態，並要求公共衛生部門對此事負責
。

英衛生部門一名官員向英媒承認，這次事件確實是他們的責
任：“這是一個數據轉發過程中的技術問題導致的，問題出在我
們的職責範圍內，完全是我們的錯。”

報導並未披露這個“技術故障”的詳細情況。英國公共衛生
部臨時首席執行官邁克爾.布羅迪（Michael Brodie）只透露，10

月 2 日晚上數據在發送過程
中出現了“問題”，一部分
陽性測試結果的文件大小超
出了系統限制，導致了這幾
天檢測數據的丟失。

這個失誤也導致部分遺
漏病例被錯誤歸入10月3日
和 4 日的日新增確診數，從
而導致了當天的確診數“暴
增”。布羅迪稱，他們已經
與技術部門合作，“迅速解
決了這個問題”，並已將這
些遺漏的病例輸入衛生部門
的接觸者追踪系統。

此事立即在英國國內引
起軒然大波。工黨影子衛生
大臣喬納森.阿什沃斯（Jon-
athan Ashworth）批評稱，這
就是“一場混亂”，英國民
眾將因此“感到恐慌”。他
要求漢考克立即對此事作出解釋，並公佈詳細的彌補措施。

利物浦市長喬.安德森（Joe Anderson）也表示，這又是一次
英國政府的“大範圍失職”。他指責英國政府：“又來一個錯誤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錯誤。這件事證明了英國政府所用的系統根
本不能完成職責。”利物浦目前是英國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有衛生專家警告，這一“失誤”可能會使英國正在快速上升
的感染率進一步惡化，給英國的檢測系統帶來新的壓力，而該系
統現在已經快承受不住檢測的需求了。

根據英國政府當地時間10月5日早上公佈的數據，4日一天
英國新增新冠肺炎患者 22961 例，英國累計新冠肺炎感染達
502978例，累計死亡42350例。

（綜合報導）著名時裝品牌“Kenzo”創
始人高田賢三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享年
81歲。

法籍日本裔設計師高田賢三星期天（4日
）在位於巴黎近郊上塞納省塞納河畔訥伊市
的一家醫院病逝。

巴黎市長伊達爾戈在推特上發文表示哀
悼。她說，高田賢三是時尚界色彩和光影的
創造者，他去世的消息令人感到巨大的悲傷
，“巴黎今天為失去她的一個兒子而感到悲

痛”。
高田賢三 1939 年出生

於日本，曾就讀於日本
文化服裝學院，1960年
代中期到法國求學，他
的設計天分很快得到巴
黎時裝界的認可，高田
賢三品牌隨後誕生。
1993 年，高田賢三將

同名服裝品牌賣給世界
知名奢侈品製造商路易
威 登 軒 尼 詩 集 團
（LVMH），六年後宣
布退休。

高田賢三上世紀90年代宣布退休之後，
仍一直從事時尚設計工作。他晚年長期定居
於巴黎。法新社去年還曾發布過高田賢三在
其巴黎寓所進行設計工作的照片。

巴黎時裝週目前正在進行中。由於新冠
肺炎疫情，很多品牌通過線上渠道展示新產
品。法國疫情最近持續反彈，官方對聚會和
集會人數進行了新的限制，現場參加時裝週
的人數與往年相比大幅減少。

英衛生部門因英衛生部門因““技術故障技術故障””
遺漏近遺漏近1600016000個新冠病例個新冠病例

入院治療中的川普總統竟在特勤人員保護
下，乘坐防彈汽車到醫院外街道上向支持者揮
手致意，這種政治舉動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
他顯然並沒有在感染疫情後學到慘痛的教訓！
在領導全美抗疫歷程中, 川普曾因淡化疫情而造
成今日之慘狀，現在他在病中外出慰問支持者
的舉動明顯是在淡化病情, 當然那也表明了他並
沒有企圖利用感染新冠病毒而去打悲情牌來換
取選票。不過川普的外出卻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很可能直接造成對他人的感染風險,難道沒有人
可以阻止川普這種愚蠢粗魯的作法嗎?!
川普的健康現在已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原本每
一個人的健康屬於隱私範疇，企圖挖掘別人的
病情隱私都是不道德甚至違法的行為,但是身為
總統，為了證明自己的身體足以日理萬機，他
就必須經得起公眾的檢驗，但那也應該有所節
制，並不是所有病情病歷都必須公開，在過去
短短幾天有關於川普被感染後的病情與各種傳

聞不脛而走, 尤其是他有沒有使用過呼吸機的問
題，真有那麼重要嗎 ? 媒體真的不需要在這方
面大做文章，畢竟川普有第一流的醫療團隊在
醫治, 他們真正關注的就是川普本人的健康，至
於對外的發言，當然也要尊重川普個人的意見,
畢竟他是無辜的COVID-19病患者，並不是什
麼狀況都要原原本本的說出來,若川普不願意別
人分憂他的某些病情, 我們豈可責怪他的醫療團
隊隱瞞不說呢！

我們真的不須去懷疑川普病情，他的醫療
團隊不可能去為他虛報與造假，更何況我們從
他每日發送的推特就可以判斷出他身體的狀況,
事實證明, 他最近幾天的推文的確減少了很多,
但迄今為止卻從未中斷過, 川普是一個活在群眾
掌聲中的人, 他永遠不甘寂寞,如果等到那一天
， 甚至很多天，當我們讀不到他的推文時, 那
才是真正讓我們擔憂的時候了, 讓我們再次為他
祈禱和祝福吧！

【李著華觀點:不須懷疑川普病情 /
十月驚奇: 總統慰問支持者】

KenzoKenzo設計師高田賢三設計師高田賢三
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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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下午住院治療的川普總統突然出
現在醫院外面的大街， 從總統座車內向一
堆支持者揮手致意， 他稱讚這些人是愛國
者， 在座車中至少有兩名安全人員坐在總
統座車前面。

川普助選團隊認為，川普總統為了向
遊行者表達謝意 ，在座車中向這些愛國者
致謝，這個行動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該
院之駐院醫師菲力表示，總統的行為令人
不可思議， 駕駛和隨扈今後要隔離十四天

，他們可能會得病而死亡。
白宮記者協會也發文指責白宮官員並

事先通知總統的行程，因為美國人民都需
要知道我們的總統在哪裡，他正在做什麼
。

今天世界各地都在注視川普之病情 ，
專家預估，到年底為止將會有超過三十五
美國人死於新冠病毒，這是多麼令人驚恐
和愤怒的數字，總統先生請快出台可行之
措施來救救我們可怜的百姓吧！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505//20202020

On Sunday afternoon President Trump left the
hospital for a surprise motorcade drive past
supporters outside the Walter Reed Military
Medical Center where he is being treated for an
infection of the coronavirus.

At least two other people, probably agents of
the U.S. Secret Service, were seen on video in
the vehicle accompanying Trump.

The Trump campaign defended his decision to
leave 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 and take a
short drive to wave to his supporters outside
the hospital showing people he is 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support they have shown him.

Dr. James Phillip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ho is an attending physician at
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 called the
stunt “insanity.” He said every single
person in the President’s vehicle now
has to be quarantined for 14 days. They
could possibly get sick and die from this
action.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released a statement
condemning the White House for not
informing the press pool that Trump
would be making an appearance outside
of the hospital. The statement said, “It
is outrageous for the president to have

left the hospital even briefly amid a health crisis
without a protective pool present to ensur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where their
president is and how he is doing.”

Today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o learn how
Trump’s health challenge will unfold. Every
move and new development in the president’
s health will be directly related to and affect the
security of the world.

As the whole nation is still fighting this horrible
disease, according to health expert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e will lose more than 350,000
lives.

We urge President Trump to come up with
more serious measures to save lives.

Does The PresidentDoes The President
Follow The Rules?Follow The Rules?

總統越規總統越規 疫情惡夢疫情惡夢

韓國宣布中秋特別防疫方案
首都圈禁止酒吧等設施營業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災難

安全對策本部宣布，將從9月

28日至10月11日實施中秋特

別防疫對策方案，並發布防

疫細則。

據報道，為了防止韓國

中秋連休期間新冠疫情進壹

步擴散，韓國政府決定繼續

適用保持社交距離第二階段

政策。

根據防疫細則，禁止室

內50人、室外 100人以上的

集會、活動等。從展示會、

博覽會等公共活動到婚禮、

同學會等私人聚會，只要人

數超過規定，均不可進行。

同時，迎接中秋的村莊慶典

、地區慶典、民俗大會等也

要在規定人數內進行。

如果違反政府規定的禁

止集會的防疫措施，根據傳

染病預防法，可以處以300萬

韓元以下的罰款。

另外，職業棒球、足球

、摔跤等所有體育活動，也

將像現在壹樣以無觀眾的形

式進行比賽。

中小型補習班、娛樂室

等大眾設施在進行要求佩戴

口罩、管理出入名單等主要

防疫守則的情況下可以運營。

對於社會福利設施和托

兒所，當局也建議進行休館

。同時，在實施保持社交距

離第二階段政策期間關閉的

室內國立、公立設施，在使

用人數限制在壹半以下的情

況下，將重新開始運營。但

室內國立、公立設施內不得

舉辦民俗遊戲體驗、制作松

餅等中秋活動。

國立、公立住宿設施將

繼續中斷運營。此外，在著

名旅遊景點附近的可能會發

生人口密集的國立、公立設

施，由各管轄部門或地方自

治團體判斷，是否中斷營業。

政府還將加強檢查和管制

市場、旅遊景點等人流聚集可

能性較大設施的防疫實態。

另壹方面，根據疫情的

不同情況，首都圈和非首都

圈在壹些方面上實施不同的

防疫措施。

首都圈將在2周內(9月28

日至10月11日)，維持對11種

病毒傳播高風險設施(夜店、娛

樂酒吧、KTV、室內站席公演

場等)禁止營業的措施。而非首

都圈將只對娛樂場所等5種設

施實施1周(9月28日至10月4

日)的停止運營措施。

韓
國
青
瓦
臺
：

朝
方
就
射
殺
韓
國
公
民
事
件
向
韓
方
致
歉

綜合報導 據韓國總統府青瓦臺消息，朝方

向韓方發來通知，就射殺韓國公民壹事向韓方表

示歉意。

近日，壹名韓國公民疑似棄韓投朝途中遭

朝方射擊身亡。這是自2008年，壹名韓國遊客

在金剛山附近軍事禁區被朝方軍人槍殺後，首

次出現韓國公民被朝方槍殺事件。韓國青瓦臺

、國防部、統壹部等均發表聲明，對此表示強

烈譴責。

韓國青瓦臺國家安保室室長徐薰25日在記

者會上表示，朝方向韓國發來正式通知，稱對於

發生令人失望之事表示歉意。

根據青瓦臺消息，朝方公布調查結果稱，事

發時，朝方要求該人員確認身份，但該人員只含

糊說來自韓國，此後不回答。隨後朝方發射了幾

發空彈，但該人士“似乎有逃跑跡象”；之後朝

方軍人根據安全守則向“入侵者”射擊，並根據

防疫規定火燒了他乘坐的“漂浮物”，而非“火

燒屍體”。

朝方表示，“這是不該發生的事情”，

將采取措施防止此類意外事故再次發生；對

於發生此類明顯無益於改善朝韓關系的事情

表示歉意。

朝方同時還稱，對於韓國在未要求朝方解釋

應對非法入侵者等措施前，單方面使用“野蠻行

徑”等詞語，表示遺憾。

青 瓦 臺 稱 ， 韓 國 總 統 文 在 寅 與 朝 鮮

國務 委 員會委員 長金正 恩近期 還互致 了

親筆信。

日本研發新技術
將可預測新冠患者是否會轉為重癥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日本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壹

個小組研發出壹項新技術，將可通過

檢測新冠患者的血液成分，預測患者

是否會轉為重癥。該技術有助於確立

及早發現重癥患者的檢查方法，因此

備受關註。

據報道，在研發過程中，該研究

小組請28名新冠患者定期提供血樣，

詳細分析了血液成分的變化與病情變

化之間的關系。

研究小組發現，從感染的早期階

段開始，12名新冠重癥患者的血液中，

名為“CCL17”的蛋白質便低於平時；

而中輕癥患者的血液中，該蛋白質濃

度與平時幾乎無異。

此外，研究小組還發現，從病情加

重的數天前開始，重癥患者血液中，另外

4種蛋白質的濃度也會急劇升高。

報道稱，從截至目前的救治病例

來看，壹些新冠患者即便最初癥狀較

輕，但也會突然轉為重癥，給救治工

作帶來了壹定難度。該研究小組表示

，通過檢測血液中5種蛋白質的濃度，

有望預測患者是否會轉為重癥。

據日本放送協會統計，截至當地

時間9月24日23時59分，日本新冠確

診病例累計 80603 例，累計死亡病例

1537例。

調查：韓30歲群體七成男性“希望結婚”
女性態度相反

綜合報導 韓國近期壹項調查結

果顯示，韓國30多歲未婚群體中，7

成以上男性表示願意在經濟條件允

許的情況下結婚，但6成以上女性在

相同條件下選擇不婚。

韓國人口衛生福利協會從6月8

日起的五天時間，向1000名韓國30

多歲未婚青年(男女各500人)進行有

關戀愛、婚姻、生育態度的網絡問

卷調查，並於9月24日發布了相關

分析結果。

關於“是否有結婚意向”，近6

成應答者(55.5%)表示，“對結婚持

積極態度”。選擇“不太想結婚”

或者“絕對不會結婚”的應答者占

24.4%，其中女性比例為30%，高於

男性的18.8%。

關於“事業成功或者經濟條件

寬裕時，在結婚和不婚中如何選

擇”，76.8%的男性選擇結婚，而

67.4%的女性選擇不婚。

對結婚持負面態度的原因，男女

之間也存在較大差別。

51.1%的男性應答者因為“現實

中難以滿足結婚條件要求”，女性

應答者則是因為“感覺壹個人生活

很幸福”(25.3%)或者“家長制、男

女不平等的文化”(24.7%)。

比起結婚意願，這壹群體的生

育意願相對更低，僅半數(53.1%)應

答者表示有生育意願。31.7%的應答

者表示不願生育子女，女性應答者

中不願生育的比例達到42.2%，是男

性(21.2%)的近兩倍。

關於不願生育的原因，主要是

“擔心自己養不好孩子”，占35.8%，

其後是“撫養孩子的經濟壓力大”

(22.7%)。

關於“韓國社會是否為人們生

養孩子提供了良好支持”，49%的應

答者表示“沒有”，遠超正面回答

“有”(16.4%)的比例，另外34.6%的

應答者回答“壹般”。

本次問卷中，三成應答者(29.8%)

表示有過準備結婚的經歷。這些應答

者平均做過1.4次結婚準備，備婚時的

年齡平均為30.7歲，未能成功結婚的最

大原因是“不滿足住房、收入等經濟

條件”，占比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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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下的經濟衰退
澳央行或實施負利率政策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央行近日透露，為應對29年來的首次經濟衰退

，已開始考慮負利率政策。澳央行副行長德貝爾證實，負利率政策是央

行研究過的四種危機選擇之壹。至少現在，經濟學家預計，澳央行將在

10月會議上將利率降至0.1%的新低。

目前，澳大利亞已有低於2%的房屋貸款利率，而央行目前利率為

0.25%，距離下調至0利率，也不過是壹個百分點的1/4。

據悉，丹麥、瑞士、瑞典和日本都存在著負利率。丹麥國家銀行目

前的存款帳戶的利率為負0.6%。而自2019年以來，丹麥日德蘭銀行已連

續十年，向房屋貸款人提供0.5%的年負利率。另壹家競爭對手銀行北歐

銀行，則提供了30年的負0.5%的利率。

德貝爾表示，負利率可能會削弱澳元，這將使出口價格更便宜。他

說：“較低的匯率肯定對澳大利亞經濟有利，因此我們將繼續密切關註

外匯市場的發展。”

報道稱，此外，在負利率制度下，儲蓄者不僅不能得到儲蓄利息，甚至還將

支付儲蓄費用。盡管如此，德貝爾也質疑，負利率或許只會鼓勵人們儲蓄，而不

是更多的消費去刺激經濟。他說：“負利率或許會鼓勵人們儲蓄，因為人們希望

自己的儲蓄能保值，尤其是在他們已經傾向於儲蓄而非消費的環境之下時。”

早在2019年10月，澳央行行長勞伊就認可了負利率的想法。他與由瑞士

央行組成、由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管理的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共同撰寫了

壹篇論文，表明負利率政策已在很多地方奏效。勞伊說：“中央銀行認為，

負政策利率有助於實現其政策目標，且其副作用也已得到遏制。”

意大利擬加強風險國入境病毒檢測

米蘭防疫存隱患
近期，歐洲多國疫情再度嚴峻。對

此，意大利衛生官員稱，將進壹步加強

風險國旅客入境病毒檢測。在米蘭，盡

管疫情趨勢仍在惡化，但仍有新冠感染

者擅自外出。專家稱，若不加強管理，

將成為防疫隱患。

意大利擬加強風險國入境病毒檢測
25日，歐盟衛生事務專員斯特拉·

基裏亞基迪斯警告稱，歐盟有些國家的

疫情已經比3月份還要糟糕，歐洲的疫

情已再度變得非常嚴峻。

據報道，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

新疫情評估報告指出，目前意大利和德

國的疫情仍然受控，屬於低風險國家；奧

地利、比利時、丹麥、荷蘭、法國的疫情

風險正在增加；西班牙、保加利亞、羅

馬尼亞、匈牙利為疫情高風險國家，這

些地區的死亡病例正在大幅上升。

對此，意大利衛生部長羅伯托· 斯佩

蘭薩表示，未來幾個月防疫工作絕不會

變得輕松，政府正在考慮擴大入境病毒

檢測風險國家名單。

米蘭部分民眾隔離期擅自外出影響
防疫

日前，意大利確診病例數持續增長。

意大利米蘭市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負責人

法西尼· 馬裏諾表示，米蘭平均每天大約

新增500名左右的被隔離者。其中大部分

人為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據報道，盡管疫情形勢嚴峻，米蘭

很多感染者仍無視隔離規定，私自外出

工作，或進行社交活動，還有人偷偷跑

到國外度假，以逃避隔離。

馬裏諾指出，如果政府無法有效監

控被隔離者擅自外出問題，任由感染者

和潛在感染者在社會上自由流動，必將

成為病毒傳播的又壹重大隱患。

根據倫巴第大區防疫管理規定，警

方負責隨時抽查感染者是否遵守隔離規

定，隔離者擅自外出壹旦被發現，將面

臨民事或刑事處罰。居家隔離者因健康

原因或體檢外出，須按規定做好防護措

施且不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另據報道，意大利正式復課不足半

個月，但已有417所學校相繼出現新冠

疫情。25日，意大利多地學生和教師走

上街頭，抗議倉促復課存在的各種防疫

及教學問題。

哈薩克斯坦累計確診超14萬
居民貧困率創9年來最高
綜合報導 據哈薩克斯坦衛生部發布的最新數據，截至9月27日，

該國新冠肺炎病例和具有新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

肺炎病例累計確診已逾14萬。疫情給哈經濟生活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今年二季度居民貧困率創9年來最高。

數據顯示，哈過去24小時上述“兩種肺炎”新增確診293例；截至

當地時間27日，累計確診141750例，治愈129702例，死亡2071例。

疫情給哈經濟生活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據哈《實業報》報道，

新近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受經濟活躍度減弱和疫情影響

，哈薩克斯坦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人口比例從上年同期的4.3%

升至5.7%，為2011年以來最高值。

統計顯示，今年二季度，哈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3.26萬堅戈每

月(約合77.62美元)，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人數達110萬人

，占到了總人口的5.7%。農村的情況更加嚴峻，占到了7.8%，城市為

4.2%。此外，從行政區劃來看，哈各地貧困人口占比均有所上升。

居民收入的下降與疫情“重創”哈勞動力市場有關。哈阿塔梅肯國

家企業家協會主席梅爾紮赫梅托夫本周在出席“哈薩克斯坦增長論壇”

時表示，協會對7萬家企業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疫情影響，裁員和

無薪休假員工占到了企業員工總數的17%。

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努雷姆別托夫24日出席議會下院報告會時

表示，未來壹旦出現第二波疫情，重新實施限制措施，全國將會有約

220萬人需要救助，預計全國失業人數將達到16.2萬人。考慮到問題的

嚴重性和緊迫性，“未來壹段時間必須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巴黎持刀傷人案主嫌身份浮出水面

法國當局發布巴黎持刀襲擊案主嫌

疑人部分身份信息，此人是壹名年輕男

子，壹個月前曾因持有“武器”被捕。

【有“前科”】

當地時間25日上午，巴黎十壹區發

生壹起持刀傷人事件。法國當局說，已

經逮捕兩名嫌疑人，其中壹名是主嫌，

在距離案發地不遠壹處地點被捕，當時

額頭上有血跡。

反恐部門首席調查官讓-弗朗索

瓦· 裏卡爾說，主嫌為 18 歲男子，出

生在巴基 斯 坦 。 內 政 部 長 熱 拉 爾

德 · 達爾馬寧說，這名男子 3年前獨

自從巴基斯坦來到法國，壹個月前

因持有“武器”被逮捕，接受警告

後獲釋。達爾馬寧所說“武器”為

壹把螺絲刀。

另壹名嫌疑人 33歲，阿爾及利亞

人。調查人員正試圖查明這兩人之間

的關系。

法新社援引壹名消息人士的話報道

，調查人員當天晚些時候在巴黎郊區搜

查壹處與主嫌有關聯的住所時帶走另外5

人訊問。

壹名男性和壹名女性在襲擊中受傷

且傷勢嚴重。不過，總理讓· 卡斯泰說，

他們沒有生命危險。

壹名了解調查進展的消息人士告訴

法新社，案發現場附近發現的壹把切肉

刀是兇器。

【定“恐襲”】
法國當局以涉嫌恐怖襲擊調查這壹

案件，理由關聯襲擊的地點和時間。內

政部長達爾馬寧說，這“明顯”是恐怖

主義行為，“是針對法國、針對記者、

針對這個社會的又壹起血腥襲擊”。

兩名遇襲者都是壹家紀錄片制作公

司雇員，當時正在公司外透風休息。這

家公司與政治諷刺雜誌《查理周刊》原

社址相鄰。

2015年1月7日，兩名武裝人員闖入

《查理周刊》雜誌社，用沖鋒槍掃射，

造成12人死亡。“基地”組織阿拉伯半

島分支“認領”襲擊。

《查理周刊》雜誌社在遇襲後搬遷

，地點至今對外保密。

這家紀錄片公司曾參與制作壹部

《查理周刊》遇襲紀錄片。反恐部門官

員裏卡爾說，襲擊者與受害者不認識。

公司創辦者保羅· 莫雷拉告訴法國媒體，

公司先前沒有收到威脅。遇襲者的壹

名同事說：“整個團隊……都躲到樓

頂上，就像 5 年前《查理周刊》遇襲

時那樣。”

巴黎特別重罪法庭本月2日首次開

庭審理《查理周刊》遇襲案，涉及14名

嫌疑人。然而，這家雜誌社為紀念庭審

開始再次刊登爭議性漫畫，收到“基地

”組織威脅。《查理周刊》人力資源主

管本周因死亡威脅被警察從家中轉移至

別處。

紀錄片公司員工和經營者不滿當局

在庭審開始後沒有在《查理周刊》原址

附近采取警戒措施，“這條街及這座標

誌性建築物完全沒有受到保護”。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承認“低估了威

脅”，疏於防範。他同時宣布，已經下

令在所有曾發生襲擊的“標誌性地點”

采取永久保護措施。他披露，《查理周

刊》雜誌社新址獲得超過700名警察保

護。

烏克蘭軍用飛機墜毀事故遇難者升至26人
黑匣子找到

綜合報導 截至當地時間

26日，烏克蘭軍用飛機墜毀

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升至26

人，黑匣子已找到。

壹架安-26軍用飛機當地

時間25日晚在烏克蘭東北部

的哈爾科夫州丘古耶夫市附

近墜毀。據烏通社報道，工

作人員26日在飛機墜毀現場

對殘骸進行了清理。參與清

理的來自哈爾科夫州的負責

人表示，26日從機體殘骸中

找到了黑匣子，已送往軍方

進行“技術處理和調查”。

烏媒發布的現場視頻顯

示，飛機墜落在壹條道路邊

，從中部折斷，後起火升起

濃煙。安-26是中型運輸機，

長約24米，有兩臺螺旋槳發

動機。哈爾科夫州州長庫切

爾稱，墜毀前，壹名駕駛員

報告，飛機左側發動機出現

故障。

庫切爾同時說，對有經

驗的飛行員而言，壹臺發動

機出現故障通常不會導致嚴

重後果。烏總統府稱，依據

初步信息，該飛機當時在執

行訓練任務。

烏獨立新聞社報道指出

，飛機墜毀或因發動機發生

了故障。而導致故障發生的

原因可能有三種，包括機組

人員或負責飛行控制的人員

操作不當，或沒有履行自己

的責任，或未按標準進行維

護。

烏國家緊急情況局稱，

截至當地時間26日，事故造

成的死亡人數已升至26人。

烏內務部消息指出，機上有

27人，其中20人是哈爾科夫

國立空軍大學學員，7人是機

組人員。官方先前說機上有

28人，不過後來確認壹名學

員沒有登機。

烏總統澤連斯基稱該事

件是“悲劇”，已緊急成

立調查委員會，對墜機事

故展開調查。烏檢察機關

也已對此事作違規飛行刑

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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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疫情下的社會心理美國疫情下的社會心理美國疫情下的社會心理：：：個體成統計數字消磨同情心個體成統計數字消磨同情心個體成統計數字消磨同情心
（綜合報導）根據Worldometer實時統計數據，截至北京

時間 10 月 3 日 6 時 30 分左右，美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超
759萬例，累計死亡超21萬例。從CDC統計數據來看，死者中
有80%的人在65歲以上；佔總人口不到14%的非洲裔美國人死
亡人數佔比超過20%。

美國媒體近日刊文指出，在這場造成眾多死亡的疫情中，
當遇難者不再是鮮活的個體，而成了統計數字的一部分，人們
的同情心難免變得冷漠。此外，由於政策制定者往往被認為應
該使人們存活總年限最大化，年輕患者比老年患者更值得救治
，這樣的年齡偏見引發了疫情政策中的爭議。
個體變為統計數字，同情變成冷漠

“我們國家的同情心，我們彼此之間的關愛和關切已經到
達了歷史新低點，以至於我們已經無法真正刻骨銘心地去感受
這場巨大的損失嗎？”美國《大西洋雜誌》上週一篇報導了援
引了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一名社會學家羅里•皮克的話提
出質疑。

在他看來，在疫情期間，一張張死者屍體袋的照片沒有產
生像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這類災難中的效應。雜誌文章的作者
奧加•卡贊也感嘆，當大量死亡造成後，遇難者不再是個體，
而成了統計數字的一部分，人們的同情心難免變得冷漠。

然而，卡贊也提出了對同情心缺失的另一種解釋：在一個
白人和中青年佔據人口主體的美國，因感染COVID-19而死亡
的患者大多是非洲裔和老人。在她看來，白人在心理上將少數
群體歸類為“外來群體”，對其產生較少共鳴。

她還指出，年齡歧視也會減弱人們照顧老人的能力。這一

點從以往一些研究結果就能看出，在全球範圍內，人們對老年
人生活的重視程度普遍不如年輕人。在決定生死問題的時候，
往往漠視老年人，甚至連老年人自己也是如此。
“道德機器實驗”：兩害相權的艱難決定

卡贊介紹了來自2018年的“道德機器實驗”說明這一現象
。該實驗邀請參與者決定，如何為一輛自動駕駛汽車遊戲編程
。先是給他們看了兩個圖像，分別是一輛失控的汽車撞入不同
人群或動物的樣子，然後告訴他們，如果讓汽車向前行駛，會
撞死三個小女孩和兩個成年男子。但如果讓車向右轉，就會撞
死兩名老年男子和兩名老年女子以及一名年輕女子。看他們會
選擇直走還是右轉，寧願撞死誰。

這個實驗幾度廣泛傳播，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數百萬人參
與過。通過這個實驗，研究人員可以依據國別來判斷偏好。所
有實驗的結果顯示，人們傾向於挽救更多生命，挽救人類的生
命，挽救年輕的生命。在各種人群中，嬰兒、兒童、懷孕女性
、男性和女性醫生在模擬車禍場景中更有可能得到挽救，而老
年男性和女性得到挽救的可能性最小，位次僅高於狗、罪犯和
貓。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驗參與者中，年紀較大者選擇在模
擬車禍中犧牲老年行人的傾向性更小，但最終還是會做出這一
決定。這讓卡贊想起，年過古稀的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里
克（Dan Patrick）就曾說過：“作為一名老年公民，您是否願
意用自己生存的機會，去換取一個能夠愛護子孫後代的美國？
如果這是交換條件，我也義無反顧。”這種犧牲老年人保全年
輕人的傾向其實在每個國家都存在。

當人的生命被量化，疫情政策引爭議
犧牲老年人來保全年輕人，這一點在疫情暴發高峰期表現

更為突出。如在意大利，醫生不得不以年齡劃界，來決定如何
分配稀有的呼吸機。

卡贊還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5月的一篇論文為例，裡
面有來自不同國家的醫生對醫院配給呼吸機的建議。 “最大化
利益需要考慮對治療結果的預測，即在治療後，患者可能存活
多久。這也意味著，要優先考慮年輕患者和並發病症較輕的患
者。”文中說。

“也許在全球範圍內，我們已經把年輕人比老人重要的思
想根植於心了。”卡讚說。她還列舉了另一篇報告顯示，人們
更願意為年輕感染患者提供呼吸機，而不是給年紀較大的人。
即便是他們被告知，這樣做可能會犧牲老年患者的性命，還是
會堅持這樣做。

“道德機器實驗”並非沒有遭到非議。還有其他研究人員
展開了一項比較研究，發現人們其實更願意每個人都能得到平
等治療，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換句話說，人們不想犧牲老人，
只不過他們不想因此而被迫犧牲年輕人。如果可以的話，任何
人都願意“平等對待每個人”，只要他們不需要做取捨。

從這些實驗結果中顯示出的年齡偏見，已經引發了疫情政
策中的爭議。雖然有些專家認為，政策制定者應該使人們存活
的總年限最大化，那麼年輕患者比老年患者更值得救治。但也
有人指出，五十多歲的人可能對經濟更有用，因為他們擁有20
歲年輕人所沒有的技能和經驗。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準備在本週三向各州通報其對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公司的反壟斷
訴訟，當前這起訴訟正在等待判決。 9 月底時，美國聯邦政府針對谷歌所發起的調查，將有望
成為 1998 年以來美國政府發起的最重要的反壟斷訴訟。 1998 年美國對微軟公司發起了類似的
反壟斷訴訟。不願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表示，作為此案的一部分，美國司法部官員將向由 48 個
州的總檢察長組成的聯盟發布簡報，當前各州總檢察長也在對谷歌進行平行調查。消息人士表
示，與微軟反壟斷案類似，美國政府官員似乎有可能要求各州針對此案簽字。此外，由德克薩
斯州總檢察長肯 . 帕克斯頓（Ken Paxton）所領導的各州，在未來幾週內仍有可能自己對谷歌提
起訴訟。司法部的調查重點是谷歌公司的互聯網搜索業務。而帕克斯頓所發起的案件主要關注
的是谷歌在線上廣告銷售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其他一些州則關注谷歌的其他業務，包括其 An-
droid 系統操作系統。

近日，據外媒報導，在對谷歌公司進行長達近16個月調查之後，美國政府最快將於本週對
其正式提起反壟斷訴訟，此舉或成為20年來美國最大的反壟斷訴訟。此前，歐盟已經因壟斷行
為和數據隱私問題對谷歌開出數十億歐元的罰單。

雖然負面消息纏身，但10月5日美股開盤，谷歌股價一改昨日頹勢，逆勢上揚，截至發稿
，漲1.06%，報1473.49美元/股。

美國政府最早本週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
近日，據外媒報導，特朗普政府最快將於本週將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這標誌著華盛頓

與硅谷巨頭的鬥爭開始升級。
據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司法部一直在調查谷歌利用瀏覽器收集用戶數據以方便自家產

品推廣，並打壓競爭產品的行為。此前司法部已經對谷歌進行了16個月的調查，並於上週在內
部傳閱了一份擬議的申訴文本。其中兩名消息人士表示，訴訟可能會在本週晚些時候提出。美
國司法部和州檢察長已在當地時間10月2日下午進行了交談，並對擬議中的反壟斷訴訟進行了
討論。

截至目前，谷歌發言人尚未對此進行置評。
報導稱，自20年前微軟反壟斷案件以來，本次對谷歌的反壟斷訴訟可能成為美國最大的反

壟斷訴訟。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於矽谷科技企業主導互聯網輿論一直非常不滿。數據顯示，谷歌瀏覽器

已經佔據美國近9成的搜索引擎市場，每年可為谷歌創造1000億美元的高額利潤。
雖然，谷歌瀏覽器已經成為有史以來最賺錢的互聯網產品，麻煩也接踵而至。美國司法部

的調查結果顯示，谷歌涉嫌通過自身支配地位，將微軟旗下搜索引擎必應（Bing）等競爭對手
一些用戶數據和用戶偏好據為己有，讓競爭對手們處於不利地位。此外，谷歌瀏覽器還存在搜
索導向問題，比如用戶在通過該瀏覽器尋找信息或商品時，搜索結果將會優先導向谷歌自家產
品，包括商業服務、旅遊出行預訂以及地區商業清單。

英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CMA調查數據顯示，如果同時搜索同類關鍵詞的商品，谷歌搜到的
商品的價格通常要比另一家搜索引擎必應要高出30%-40%。

一位私人搜索引擎開發者表現，此種壟斷市場行為令其他搜索平台幾乎無法公平參與競爭
。同時，谷歌的安卓系統也被指強迫手機製造商預裝多款谷歌軟件。

壟斷地位讓谷歌兩年“吃”600多億罰單
谷歌這兩年在歐盟被罰了不少錢，根本原因就是“壟斷”行為。
2018年6月，谷歌因濫用其安卓操作系統在移動領域的市場支配地位，被歐盟判罰了破紀

錄的43億歐元罰款。谷歌允許手機製造商免費使用開源的安卓軟件，但要求手機製造商捆綁安
裝谷歌產品，如穀歌搜索、谷歌地圖、Chrome瀏覽器和Google Play應用商店。

2017年6月，谷歌因為操縱購物搜索結果，將自己的購物服務優先於競爭對手，被歐盟判
處24億歐元。

加上歐盟反壟斷機構因以不公平競爭為由對谷歌開出14.9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14億元）

的罰款。谷歌因歐盟的反壟斷法總計被判罰了約82億歐元（9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32億元
。

歐盟方面表示，在致力於追求公平競爭的歐盟眼裡，壟斷行為是不可饒恕的。谷歌的安卓
系統和瀏覽器以及搜索引擎，在全球市場都處於壟斷地位，如果再通過限制條款、捆綁銷售等
行為加劇不公平性，必然是會遭到歐盟反壟斷局的審查。

不懼重罰谷歌仍在“應付”各種反壟斷
截至當前，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對谷歌的調查仍在繼續。
由於擔心谷歌進一步加強市場主導地位，歐盟8月初就宣布，將對谷歌收購Fitbit交易項目

展開深入調查，調查最終期限延長至12月23日。如果調查結果顯示該收購案加強了谷歌的市場
地位，歐盟將強制終止該交易。

近日，研究機構Lademann & Associates調查顯示，即使被歐盟罰款27億美元，但谷歌旗下
購物比價服務Google Shopping並未改變其業務模式，仍在壟斷當中。研究表明，通過Google
Shopping流量中，只有不到1%被定向到Kelkoo和Idemo等競爭對手網站。行業律師托馬斯.霍普
納表示，谷歌仍在破壞競爭。事件追溯至2017年6月，歐盟曾宣布對Google Shopping處以24.2
億歐元（約合27億美元）的罰款。原因是谷歌偏袒自家服務Google Shopping，並變相“降級了
競爭對手的服務”。

對於歐盟的該裁決，谷歌已向歐盟中級法院“綜合法院”（General Court）提起上訴，上
訴結果預計於今年年底出爐。除了Google Shopping，谷歌的另外兩項服務，谷歌Android和谷
歌AdSense廣告服務也都遭到了歐盟的反壟斷罰款，而谷歌也都提出了上訴。
此外，谷歌還削減搜索份額以應對歐盟反壟斷。根據Statcounter 8月份數據，谷歌在歐洲搜索市
場擁有穩定的97%的份額。谷歌決定競標出讓三個位置給競爭對手，目前，競標過程還沒有為
谷歌的競爭對手帶來很多下載量。據報導，微軟公司旗下的“必應（Bing）”搜索應用程序將
在德國、英國和法國的新款安卓手機上以下載提示的形式出現。

美國司法部將在近期對
萬億美元巨頭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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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心理壓力造成纖維肌痛症心理壓力造成纖維肌痛症 台灣團隊找到致病關鍵台灣團隊找到致病關鍵
（中央社）國內團隊找出纖維肌痛症（fibromyalgia）可能的致病機制與關鍵抑制劑。研究論

文也在今年9月發表在國際風濕免疫科權威醫學期刊（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未來可
望應用在臨床治療。

根據統計，約有2到6%的成年人罹患纖維肌痛症，是神經科及疼痛科門診常見的疾病。特徵
包括慢性廣泛性肌肉疼痛，伴隨疲勞、失眠、焦慮和憂鬱。在臨床研究上，壓力曝露與疾病發生
的因果關係仍難以認定，病患就算抽血檢驗也多呈現正常結果，因此，現階段的治療仍以緩解症
狀為主。

在科技部計畫支持下，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陳志成與高醫大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洪志憲共組研究團隊，建立動物壓力模型，找出纖維肌痛症可能的致病機制。

團隊以噪音刺激作為測試的心理壓力源，發現實驗小鼠在經由反覆及間歇性
心理壓力刺激後，會發生長期的非發炎性疼痛表現，並伴隨疲勞、焦慮等行為，

就如同臨床上纖維肌痛症的表現。
此外，研究也發現，反覆暴露在壓力下會造成生物體內脂質的氧化性傷害，導致溶血卵磷脂

16:0（LPC16:0）濃度上升。其中，過量的LPC16:0會活化疼痛訊號、造成慢性疼痛的症狀。
研究也發現，透過 「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醯水解酵素抑制劑（PAF-AH）」可以抑制LPC16:0

的生成，在動物實驗上可以有效減輕壓力所造成的疼痛反應。這項發現目前正在申請國際專利，
未來可望用於纖維肌痛症的臨床治療。

（中央社）科技部宣布明年起推動 「2030
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提供新台幣 500 萬到
1000萬元不等的補助，希望以常態性補助機制
，給予年輕學者支持，近期將在台北、台南辦
理說明會。

科技部表示，近期盤點研究計畫支援職涯
策略，在 「年輕學者養成計畫」（含 「愛因斯
坦培植計畫」與 「哥倫布計畫」）的基礎上，

重新規劃年輕世代及研究職涯初期科研人員發
展的補助作法，將在明年起推動2030跨世代年
輕學者方案，方案包含3類計畫，分別為新秀學
者、優秀年輕學者與國際年輕傑出學者。

科技部說明，新秀學者部分，針對國內
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5年以內或獲博士
學位後5年以內的年輕學者，鼓勵探索新興議題
、嘗試具前瞻跳躍的各種發想，補助金額以每

年不超過新台幣500萬元為原則。
其次，在優秀年輕學者部分，針

對45歲以下且具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資格者，鼓勵強化既有研究基礎，促進科學突
破與實務應用。每年核定補助件數及經費依審
查結果擇優核發。

最後，在國際年輕傑出學者部分，針對
45歲以下在國內外已具有獨立研究資歷及國際
學術表現的年輕學者，鼓勵長期投入創新發想
，連結國際學術社群，促進台灣與國外學術機

構交流合作，以提升台灣學術影響力及國際能
見度。補助金額每年以不超過新台幣1000萬元
為原則。

此外，為吸引海外年輕優秀學者來台貢
獻，科技部指出，新秀學者與國際年輕傑出學
者計畫特別開放尚未具科技部計畫主持人資格
者申請，給予覓職期限約2年，不過須在取得資
格後，計畫才能開始核定執行。科技部預計在
21日、23日分別在台北、台南辦理說明會。

科技部推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最高補助千萬

科技戰開打 專家：
台灣人才個資成駭客垂涎目標

（中央社）中秋連假期間，疑似有人力銀行遭駭
，求職者個資被盜賣，安侯建業（KPMG台灣所）資
安專家表示，對駭客來說，求職資料含金量頗高，尤
其正值科技戰期間，台灣高科技人才資料庫更成垂涎
目標。

自由時報日前報導，治安單位在追查案件時，發
現國內人力銀行疑似在中秋節前夕遭中國駭客入侵，
盜走592萬多筆個資，並遭張貼至中國暗網交易論壇
出售；遭駭的人力銀行業者4日澄清，從駭客已公開
的35筆資料判斷，全為2013年舊資料，確切遭盜的
個資筆數，目前仍在詳細清查中，已主動向調查局報
案。

對此，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台
灣所）表示，雖然案件實情仍待調查，但從近年案例
分析，每逢台灣連續假期或颱風假，對駭客集團來說
都是 「好日子」，因資訊人員及系統維護廠商人力配
置較少，各種網路事件疏於監控，一旦發現有入侵跡
象，求援不易，回應不及。

KPMG數位科技安全服務負責人謝昀澤則表示
，在駭客眼中，求職資料含金量頗高，包括通聯資訊
等當事人完整個資，易成為詐騙、或行銷資料盜賣集
團狙擊的首要標的；特別在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期間
，台灣高科技人才資料庫，更可能是全球垂涎目標。

KPMG數位科技安全服務經理林軒宇分析，企
業網路遭侵入的常見原因包括Web系統設計缺陷、
網路防禦機制漏洞、委外廠商所留的漏洞或後門，或
系統管理者帳號遭奪權等問題，提醒擁有大量個資的
網路服務業，應在假期前，針對上述各項資安熱點進
行超前部署。

林軒宇也建議，企業平時對網路上的相關情資
，如對公司資安漏洞、客戶檔案外洩的討論等，應即
時且有系統性的蒐集、觀測並且分析；情資監控範圍
，也應盡可能涵蓋企業上下游供應鏈與生態鏈相關公
司，才能即早發現問題，如發現個資外洩，應速依個
資法主動通知當事人，降低事故衝擊。

林軒宇認為，比起人力銀行業者，大多數公司
過去針對人事資料的保護更嫌不足，人事招募若採外
包的公司，應定期評估企業本身與合作廠商的個資、
資安管理能力，甚至針對委外廠商定期進行資安評估
或實地稽核。

至於曾於人力銀行登入履歷的求職者，KPMG
台灣所提醒，近期應提高警覺，注意有無相關詐騙集
團應用所外洩的資料，以電郵、電話或社群媒體進行
詐騙，有需要可進一步向165反詐騙專線求助；在非
求職期間，可以考慮要求人力銀行業者將求職個資依
法予以刪除，以降低自身個資被洩漏風險。

聯合航空聯合航空1111月起復飛台灣月起復飛台灣 每週每週33班班
受新冠狀病毒疾病受新冠狀病毒疾病，，COVID-COVID-1919疫情影響疫情影響，，聯合航空停飛台灣聯合航空停飛台灣77個月個月，，55日確日確

認認1111月起將復飛舊金山往返台北班機月起將復飛舊金山往返台北班機，，每週有每週有33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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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港珠澳橋有望放寬港牌車北上
初步共識進出橫琴先突破 最大限度降門檻增配額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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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
廣州報道）珠港澳網絡聯通和通信
服務水平將進一步提升。香港文匯
報記者3日從廣東省政府對澳區全
國人大代表相關建議的答覆函（下
稱《答覆函》）獲悉，目前已完成
橫琴國際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建
設，亞太三號國際海底光纜“海
南—珠海—香港”段預計2021年底
建成；而港珠澳大橋5G通信網絡
已全線開通，實現橋區內地部分5G
信號全面覆蓋。同時，探索建立大
灣區交通電子支付中心。

大橋內地段5G全線開通
《答覆函》透露，港珠澳大橋

內地段5G網絡已全面覆蓋，5G技
術在大橋上的應用將不僅為通行三
地的旅客帶來更為豐富、便捷的生
活體驗，也將助力港珠澳大橋建設
成世界一流的數字化大橋。

推動粵澳健康碼跨境通關
同時，廣東推進公共數據資源

開發利用模式創新。根據廣東省公
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試點實施方案
有關工作部署，廣東公共數據資源
開發利用模式創新包括創新粵港澳
大灣區數據流通模式，圍繞人員、
車輛、貨物、資金及技術跨境流通
需求，探索建立粵港澳地區數據自
由流通機制，逐步打破區域數據流
通壁壘，推動粵港澳地區數字貿易
便利化和數據跨區域流通。

《答覆函》還明確，推動粵澳
健康碼應用促進跨境疫情聯防。為
減輕對澳門入境防疫壓力，方便粵
澳兩地跨境人員的工作、生活早日
恢復正常，廣東省將持續推動粵澳
健康碼在拱北等口岸通關應用，積
極對接珠澳復工復產需求，繼續加
大兩地健康碼互轉互認的宣傳，進
一步推動粵澳健康碼在疫情防控中
的應用，持續提升數字化服務能
力。

此外，緊跟“乘車碼”等移動
支付技術發展趨勢，推進大灣區內
城市交通出行信息數據深度共享，
探索建立大灣區交通電子支付中
心，推進大灣區內覆蓋公共交通、
城際軌道、水運等交通方式的跨境
便捷支付。

據廣東省政府《答覆函》表示，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鄺美雲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

的關於進一步開放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限制，促進港
珠澳三地人員交流的建議，廣東省方面經會同交通
運輸部、國務院港澳辦研究辦理，認為有關建議對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
作，充分發揮港珠澳大橋功能，增加大橋交通量具
有很好的參考作用。

通行指標數量 循序漸進增加
《答覆函》透露，經港珠澳大橋跨界通行但

不進入內地（珠海）的香港澳門單牌車輛超過
9,400輛。為爭取適當增加港珠澳大橋口岸粵港小
汽車指標，粵港相關部門積極溝通協商，香港方提
出考慮到大橋香港方口岸連接線及周邊道路的交通
壓力，建議審慎處理、循序漸進增加指標，在香港
屯門至赤鱲角北面連接路開通、香港境內連接道路
條件改善後，將根據香港口岸及連接路的承受能

力，陸續增加大橋口岸粵港小汽車指標數量。
對此，在珠三角有創業項目的港青阿進稱，

期待部分新指標能向創業港青“傾斜”，對於青創
公司的申請條件能持續放寬。

對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優先研究發放配額
給商會、大學、科研機構等”的建議，《答覆
函》透露粵港雙方正在積極溝通磋商，爭取推動
措施落地實施，進一步便利港澳高層次人才往來
交流。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
部門了解到，9月底起廣東亦擴大港澳兩地車牌
申請對象範圍。在港澳工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和港澳地區的大學現任校長，或
者持有“人才優粵卡A卡”的港澳台和外籍高層
次人才，均可申辦兩地車牌。

同時，開展香港機動車便利通行港珠澳大橋
政策研究。據《答覆函》透露，廣東省相關主管
部門已會同內地海關、邊檢、口岸等部門，就全
面放開香港澳門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

岸入出內地政策進行反覆調研、徵求意見，最大
限度降低申請條件，並與香港澳門方多次溝通磋
商，達成了初步共識。對此，港人阿肖認為，這
對於香港單牌車車主是一大利好，他期待配額數
量持續增加，並可實現提交申請、辦理手續網上
電子化。

料簡化臨時牌 逐步擴至廣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相關部門了解到，對於開

放香港單牌車入出內地的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申
請條件”是今次最大的亮點之一；除了擬率先試點
橫琴自貿區外，香港單牌車入出內地將在借鑒澳門
單牌車入出橫琴政策累積經驗的基礎上，可望在通
行安排、特定限額管理等方面進一步放寬，包括配
額總量管理預計較澳門單牌車要增多，申請審批手
續進一步簡化，包括發放電子臨時入境車牌證，車
牌有效期亦可望延長。“在橫琴試點成熟後，逐步
有序地擴至珠海、廣東等地”。

■內地有關部門就
全面放開香港、澳
門機動車經大橋珠
海口岸入出內地政
策達成了初步共
識。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港

珠澳大橋將進一步降低使用門檻。香港文匯報

記者3日從廣東省政府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相關

建議的答覆函（下稱《答覆函》）獲悉，現有

可通行港珠澳大橋粵港兩地車總數約7.8萬輛，

且90%以上為香港車輛。經粵港相關部門積極

溝通協商，並將根據香港口岸及連接路的承受

能力，陸續增加大橋口岸粵港私家車指標數

量。同時，多方就全面放開香港、澳門機動車

經大橋珠海口岸入出內地政策也達成了初步共

識。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香港單牌車入出

內地擬率先在珠海橫琴突破，之後將綜

合考慮各方因素，逐步

有 序 地 擴 至 珠

海、廣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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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於2018年10月開通前後，共
落實發放粵港私家車指標1.65萬
個；至今可通行大橋粵港兩地車總
數約7.8萬輛

◆2019年10月，“大橋大灣區配額
計劃”實施，持有粵港澳配額及牌
證的港澳私家車能經港珠澳大橋等
口岸通行三地

◆2020年10月，經粵港相關部門溝
通協商，將按香港口岸及連接路的
承受能力，陸續增加大橋口岸粵港
小汽車指標數量

◆2020年10月，廣東省政府透露，
對於優先研究發放配額給商會、大
學、科研機構等，粵港雙方爭取推
動落地，便利港澳高層次人才往來
交流

◆2020年10月，廣東省政府透露，
多方就全面放開香港澳門機動車經
大橋珠海口岸入出內地政策達成了
初步共識，將最大限度降低申請條
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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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即將於即將於1010月月1010日日((星期星期
六六))上午上午1010點點1010分於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分於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休士頓全僑期待的 「雙十國慶
升旗典禮」 即將於10月10日(星期
六)上午10點10分於僑教中心前廣
場舉行。今年因為疫情關係，現場
參與人數受到限制。敬請大家多多
利用Youtube Live 線上同步參與升
旗典禮。

當天參加網路直播請進入
https://youtu.be/Wj0ZwNJrvII

為了讓僑胞們表達對雙十國慶
的歡欣鼓舞之情，歡迎將代表您僑

(社)團，公司行號的橫幅(banner)
於 10月8日（星期四)下午2時~5
時送到僑教中心，我們會有專人收
集並於10月10日升旗典禮當天在
現場展示及懸掛。
我們也可以免費將您的僑(社)團，
公司行號名稱印在全僑聯合歡慶雙
十的大橫幅上，請於10月6日(星
期二)前電話簡訊國慶籌備會秘書
長何真(Tel# 832-866-3333) 您的
僑(社)團，公司行號名稱，橫幅上

的排列以收件的順序為準。
109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準備了

內容豐富的 「國慶防疫健康背包」
贈送給前200位線上同步參與升旗
典禮的僑胞，請在留言區留下您的
國慶祝福及姓名電話。 我們將在
10月11日(星期日)下午2時~5時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發放為您準備的
「國慶防疫健康背包」 。(10月10
日當天現場不會發放國慶防疫健康
背包及餐點)

感謝您在網上同步參與國慶升
旗典禮，祝您身體健康，中華民國
國運昌隆。

109雙十國慶籌備會
主 委 何怡中
副主委 李世威
升旗典禮coordinator 劉志忠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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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線上財經投資專題講座 

10 月 18 日(星期日) 3pm ~ 5pm 

                  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 Nanting (Eric) Chang 

在疫情之下如何找出投資的通道 

及解決生意上或工作上的困境 

         並分析如何理財及投資 

 

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於美國取得數學碩士學位卻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歷經 40 多年創

業經營不同的生意，尤其經營了 33 年 teacher supply 的生意，也同時經營房地產投

資。四十多年來除了生意之外一直醉心鑽研股票投資，他所舉辦過的投資講座已超過三

十餘次，深受投资觀衆歡迎，他的願望是幫助大家計劃最好的長期投資，同時分享他的

經商理念。 

 

*  地點：線上會議平台 Zoom Online Meeting。 

*  時間：10/18/2020   3pm (Central Time/US & Canada) 

*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 

*  費用：完全免費。 

*  線上報名：Below is the Link to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form  

在線上註册表格的鏈接：https://tinyurl.com/y2hody3c 

或是掃描右邊的 QR碼,並通過手機進行在線上註冊。 

(Or scan the QR code and complete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您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 2天收到您感興趣的會議的 Zoom線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歡迎撥冗出席。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絡洪良冰會長 E-mail：nancygri@aol.com 或電 832-818-6688 

或何真秘書長 E-mail：yaochristi@yahoo.com 或電 832-866-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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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 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 --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

20202020年美南地區臺灣同學會聯合會議線上舉行年美南地區臺灣同學會聯合會議線上舉行
臺灣留學生雲端交流臺灣留學生雲端交流

（（本報訊本報訊 ））目前美國目前美國Covid-Covid-1919疫情仍然嚴峻疫情仍然嚴峻，，但為加強服但為加強服
務美南地區臺灣同學並密切聯繫務美南地區臺灣同學並密切聯繫，，駐休士頓教育組特於駐休士頓教育組特於20202020年年
1010月月33日日((週六週六))辦理線上臺灣同學會聯合會議辦理線上臺灣同學會聯合會議，，邀請德州邀請德州、、奧克奧克
拉荷馬州拉荷馬州，，阿肯色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州、、密蘇裡州密蘇裡州、、
堪薩斯州及科羅拉多州的臺灣留學生齊聚堪薩斯州及科羅拉多州的臺灣留學生齊聚，，透過雲端平台即時互透過雲端平台即時互
動交流動交流。。

會議首先邀請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致
詞。羅處長欣見同學們克服疫情的阻礙，一心向學前來美南地區
攻讀學位，除注意自身安全防護外並鼓勵同學們在留學期間除專
注學業外，適時發展其他專長，同時成為傳播臺灣自由民主、友
善多元文化的青年大使。續由經文處張家華組長透過實際案例介
紹辦事處的急難救助服務，科技組李君浩組長說明科技部所推動
與留學生相關的各式計畫。教育組楊淑雅組長感謝同學會會長們
的支持，自本年3月疫情爆發以來與教育組密切即時聯繫，共同
推動各項防疫措施的宣導，使臺灣同學們均平安健康無虞；另說
明教育部所推動的海外人才經驗分享及國際連結計畫，鼓勵留學
生加入平台分享國際經驗，並介紹教育部玉山攬才計畫等各項與
留學生密切相關的業務。

教育組另邀請休士頓移民專業律師陳皇序(Daniel Chen)為同
學們介紹美國各類簽證及相關法規；城中休士頓大學刑事司法系
王曉明教授講授留學生安全需知，針對可能的犯罪型態及電話詐
騙手法提出防範之道。多位學成後已在各領域有良好發展的青年
專業人士現身說法，分享自身求職面試經驗。他們分別為：德州
農工國際大學助理教授陳書修博士、刻在Janssen Pharmaceuticals
擔任研究員的奧斯丁德州大學生物博士高崇旋、李昱勳資深會計
師及在波士頓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
蔡偉智。

教育組每年在大學秋季班開學後慣例在休士頓舉辦 「臺灣
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邀請美南8州各校臺灣同學會會長及幹
部出席，除了提供留學生活實用資訊，亦促進各同學會間的交流
互動。今年首次將會長會議改以線上方式進行，吸引美南及美中

8州近百名學生參加。講師與參與的同學透過線上通訊即時討論
，互動熱烈。教育組貼心準備了小禮物，以來自臺灣口罩國家隊
廠商的口罩寄給每一位參加的同學，讓同學在獲得實用留學資訊
的同時，亦可感受到來自家鄉的支持與溫暖。

（（本報訊本報訊））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為為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九年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九年,, 增進海外華裔和增進海外華裔和
非華裔學生對中華民國臺灣的認識非華裔學生對中華民國臺灣的認識,, 並提昇其對並提昇其對
於學習華語文之興趣於學習華語文之興趣,, 進而建立良好的華語文表進而建立良好的華語文表
達及應用能力達及應用能力,,特舉辦特舉辦[[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以以
《《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為主題為主題,, 鼓勵學生鼓勵學生
參賽發揮創意並結合無遠弗屆的網路社群媒體參賽發揮創意並結合無遠弗屆的網路社群媒體
將他們喜愛臺灣的意象傳給世界各個不同族群將他們喜愛臺灣的意象傳給世界各個不同族群
為臺灣發聲為臺灣發聲。。

在會長黃春蘭的鼓勵下,今年[影音多媒體競
賽]參賽者是最踴躍的一年,競爭也就相對地激烈
, 感謝大家的參與! 比賽資格是年齡十二歲至十
八歲,曾經學習過華語文, 並接觸過關於臺灣的資
訊之美國在學學生。比賽分兩個組別: 初中組和
高中組,以相片和影片剪輯並配上音樂,華語字幕
或旁白做成影片,影片長度初中組限定2～2·5分
鐘,高中組限定 3～5 分鐘。影片完成後上傳至
YouTube.com, 表達和分享他們在海外雙語環境
中成長對臺灣的印象及感情介紹給大眾,讓友人
也有機會認識臺灣,了解和喜愛臺灣。

這是第四年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在
國慶舉辦[影音多媒體競賽],此富教育性和挑戰

性之競賽從9月1日至9月30日在YouTube.com
網上供人瀏覽和點贊。在長達一個月的分享後,
比賽於9月底結束。六位評委在長達三小時的評
審和熱列討論下選出以下八位獎學金得獎者。
評審方式以Youtube.com網路投票按贊人數多寡
佔50% 及主辦社團邀請評委評分佔50% 為共同
審核標準。非常感謝六位華商經貿理事: 方台生,
周宏,黃以法,黃初平,蕭瑛王貞,和黃春蘭抽出寶貴
的時間擔任今年的評委! 除了比賽原定的各組前
三名, 今年評委們增加了兩位佳作在高中組的比
賽以資鼓勵和獎勵。

[影音多媒體競賽]八位獎學金得獎者如下:
初中組（六年級至八年級）:
第一名: 潘鴻琳 Samantha Pan, 七年級

就讀: Lanier Middle School (Houston ISD), 中文
學校:中華文化學院 (ICC)

獎學金 $200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 陳於馨, Yuhsin (Debbie) Chen, 八年級

就 讀: Beckendorff Junior High School (Katy
ISD), 中文學校:慈濟中文學校

獎學金 $100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 段以理, Daniel Duan, 七年級

就 讀: Quail Valley Middle School (Fort Bend
ISD),中文學校:福遍中文學校

獎學金 $75及獎狀一紙。
高中組（九年級至十二年級）:
第一名: 黃虹賀 Evangeline Huang, 十年級

就讀: James Taylor High School (Katy ISD),
中文學校:自學/媽媽教學

獎學金 $300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 潘鴻瑋 Sebastian Pan , 九年級

就讀:DeBakey High School (Houston ISD),中文
學校:中華文化學院 (ICC)

獎學金 $200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 張冠宇 Willie Chang, 十一年級

就讀:Clement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中
文學校:中華文化學院 (ICC)

獎學金 $100及獎狀一紙
佳作: 藍宇喬 Joy Lan, 九年級
就讀: Dulle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 獎學

金 $50及獎狀一紙
佳作: 黃柔荷 Jasmine Huang, 十二年級
就讀: Elkin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獎學

金 $50及獎狀一紙

每一位參賽者的作品都非常棒, 每一位都是優勝
者! 恭喜!

各 組 前 三 名 得 獎 影 音 視 頻 可 在 紅 媒
HomeMem.com 網頁上瀏覽 (鏈接如下), 也供將
來[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參賽者參考。
109 年雙國慶籌備會專頁:
https://www.homemem.com/Association/Dou-
bleTen/2020DoubleTenCelebration.html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專頁:
https://www.homemem.com/Association/FC-
TAGH/FCTAGH_Home.html

[影音多媒體競賽]頒獎典禮將於10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10:30 繼國慶升旗典禮後在僑教中
舉行。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
處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以及休士頓華商經
貿聯誼會會長暨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
會長黃春蘭共同頒獎。同時,頒獎典禮將現場直
播： https://youtu.be/8He1ZV2pdpk

歡迎家人和朋友參加現場直播，恭喜他們
八位優勝者!


	1006TUE_A1_Print.pdf (p.1)
	1006TUE_A2_Print.pdf (p.2)
	1006TUE_A3_Print.pdf (p.3)
	1006TUE_A4_Print.pdf (p.4)
	1006TUE_A5_Print.pdf (p.5)
	1006TUE_A6_Print.pdf (p.6)
	1006TUE_A7_Print.pdf (p.7)
	1006TUE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