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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將威斯康星州郵寄選票
的截止日期延長六天。

路透社報道，美國大選關鍵的搖擺州威斯康星
州目前由共和黨控制，以保守派佔多數的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當地時間26日以5比3的投票結果決定
維持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拒絕將該州郵寄選
票的截止日期從11月3日延長至11月9日。 26日剛
確認提名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未參加此次裁決。

針對這一裁決，聯邦最高法院自由派法官埃琳
娜·卡根在反對意見中寫道，最高法院的決定“在
新冠疫情下的危機時刻下剝奪大量負責任選民的選
舉權”。而川普競選團隊當日發表聲明對該裁決表
示讚賞，並稱該裁決是川普總統和共和黨人的“巨
大勝利”。據悉，在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選擇
通過郵寄選票以避免人員接觸的選民正在增加。

路透社分析稱，威斯康星州對現任總統川普和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都至關重要。 2016年大選期
間，川普曾以微弱優勢贏得該州。

美最高法院拒延長威斯康星州郵寄選票截止日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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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今天為止，全國
各地投票人數已超過六千
萬，當疫情繼續在各州泛
濫的時候，許多選民迫不
急待先去提早投票， 我
們也非常高興看到自己社
區的選民也積極加入投票
之行列。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
， 在搖擺州佛羅里達之
投票人之中，民主黨已經
領先共和黨百分之十八。

就如一九八〇年時之
選舉相似， 川普此刻之
處境和卡特之選情十分相
似， 当時卡特面臨經濟上之不景氣 ，外
交上未能妥善處理美國外交人員被伊朗绑
架事件， 當年的大選雷根在四十四州獲得
全勝。

我們也非常欣慰全國亞裔政治行動委
員會正式努力推動各族裔投票並支持他們
競選公職。

在德州赫里郡多年來已經首創在選票
上加註中文及越南文，這項便民措施让我
們社區受益不少。

世界真的變了， 看看你周圍的友人，
多少人在病痛及生活之煎熬中， 他們需要
我們伸出援手， 我所認識許多從事旅遊及
旅館行業者表示， 如何未來三到四個月疫
情未見好轉， 可能有三分之一會倒閉，
也將導致銀行之呆賬大增。

我們要再度呼籲大家應立即去投下神
聖的一票，絕不可坐以待斃， 大家一起來
反轉我們的命運吧。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With only one week left until Election Day, more
than 60 million votes have already been cast.

Early voting is rising around the country amid the
continu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with the states
reporting record voting turnout by mail or early
voting in person.

We are so glad that in our own community, there is
also a rush of a lot of early voters. Many community
leaders have urged their friends to go and vote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he right candidate.

In Florida, Democrats were leading Republicans
last week by 18 percentage points in terms of
ballots already cast. As the coronavirus cases rise,
President Trump is facing a re-election challenge
similar to Jimmy Carter in 1980 when he lost votes
because of a recession and the inability to free the

American hostages seized by Iran.

Trump’s polling deficit today of around 10
percentage points matches Carter’s popular vote
deficit against Ronald Reagan who won by a 44
state landslide.

We are also very glad that many political action
groups, including AAPI, are encouraging all the
people of our community to go out and vote in
Harris County. We now even have translated ballots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o many of us can fully
read all the details.

In this election we have many Asian Americans
running for public office. We really need to support
them, not only financially, but most importantly is to
go out and vote for the best qualified.

The world is changing in this
critical time. If you look at the
people around you, a lot of them
are not able to survive. They need
help from you and the government.

I felt so bad when I heard that a
lot of my friends in the motel and
hotel business, witho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elp in the next
six months, most of them will be
shut down.

We urge all of you to go out and
vote. You must do it because we
need the change. We ne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many ways.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727//20202020
We Must Go To VoteWe Must Go To Vote投票是權利也是義務投票是權利也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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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十壹月將會很艱難。”

法國總理卡斯泰在推特上這樣寫道。

就在他發表推文的當天，法國新冠肺炎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達到41622例，創歷史

新高。同樣在周四，法國新冠肺炎的重

癥監護患者人數達到5月份以來的最高

值。為應對持續惡化的疫情，法國政府

決定擴大宵禁地區範圍，6700萬人口中

的4600萬人將受到影響。

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

，截至北京時間24日淩晨，法國的累計

確診病例已經超過104萬。在周四下午

舉行的疫情發布會上，卡斯泰表示，最

近7天，法國每10萬人中就有251人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確診率比上壹周期增長

40%，新增確診病例數在15天內翻了壹

番。法國衛生部門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僅在過去7天，該國就有10166名新冠

肺炎患者入院接受治療，其中1627人被

送往重癥監護室。截至目前，法國共有

14032名住院患者，其中重癥2319例，22

日壹天就增加了262名重癥患者。卡斯

泰周四坦承，法國醫療系統面臨嚴峻挑

戰，“今天新增加的病例就是明天住院

的病人”。法國衛生部長韋朗表示，法

國將在15天內把重癥監護病床數增加到

7700張，病毒檢測數量也將從每周110

萬人次增加到每周160萬人次。

為應對“第二波疫情”，法國決定

從24日零時起將宵禁地區範圍擴大到本

土54省及法屬波利尼西亞，宵禁時間仍

為21時至次日6時。這意味著全法超過

壹半省份、共計4600萬人口將受到影響

。法國大巴黎地區及另外8個大都會區

已從17日零時開始實施宵禁。按照規定

，宵禁時間內無特殊原因禁止出門，有

特殊原因需攜帶出行證明。法國政府將

在下周評估宵禁措施的效果，並有可能

繼續加強防控力度。卡斯泰表示，如疫

情繼續惡化，不排除會采取更嚴厲的措

施。

法國《費加羅報》的調查顯示，

60%的法國人認為宵禁是“好措施”。

不過也有部分居民批評該措施“在個人

領域限制了自由”。還有人表示將在不

違反宵禁的情況下“秘密聚會”，尤其

是在萬聖節假期期間。法國公共衛生組

織9月底進行的壹項調查表明，法國人

在遵守防疫指令的積極性方面較疫情初

期下降了不少。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只

有52.3%的受訪者表示遵守至少1米的社

交距離規則，而這壹數字在今年春天為

84.7%。此外，如今只有70%的受訪者表

示彼此打招呼時不握手也不貼面，而在4

月份，這壹數字曾超過90%。

對於餐飲場所、酒店、劇場、影院

從業者來說，宵禁帶來的損失“令人心

碎”。據法新社23日報道，法國經濟與

財政部長勒梅爾當天警告稱，因為政府

實施的大規模宵禁政策，法國第四季度

經濟可能再度萎縮。他此前預計宵禁將

帶來10億歐元的損失。

記者註意到，巴黎街上的行人基本

都佩戴口罩，幾乎所有商店門口都貼上

了“必須佩戴口罩才能進入”的告示。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盡管乘客都按照要

求佩戴口罩，但仍很難保持安全社交距

離。此外，宵禁期間強行外出的情況也

不在少數。卡斯泰表示，截至22日，法

國警方在宵禁期間已累計進行3.2萬次檢

查，開出4777張罰單。

“第二波疫情席卷歐洲”，據路透

社、BBC、法新社等媒體23日報道，歐

盟23個成員國以及英國的疫情引發嚴重

關切，各國不得不采取新的限制措施控

制疫情蔓延。法新社周五下午6時（北

京時間）左右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累

計確診病例超過4176萬例，其中歐洲占

了超過826萬例。累計確診人數剛超過

百萬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五稱，該國

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實人數”已超過300

萬。德國周四的數據顯示，該國的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首次過萬，達到11200例。

隨著民眾恐慌情緒的升溫，德國統計局

稱，上周廁紙銷量較疫情暴發前飆升近

90%，消毒劑和肥皂銷量的增幅也差不

多是這個數字。比利時外交大臣在感染

新冠病毒後，已於周四被送入重癥監護

室，而此前壹天，德國衛生部長施潘新

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波蘭衛生部門

23日稱，該國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為

13632例。波蘭總理周五稱，該國新冠病

毒感染人數創歷史新高，波蘭將在全國

範圍內實施“紅色區域”措施，小學部

分年級將遠程上課，餐館、咖啡館和酒

吧將只能提供外賣，健身俱樂部和遊泳

池將關閉。

路透社稱，冬季即將來臨，這讓歐

洲各國衛生部門憂心忡忡。盡管目前住

院與死亡人數尚未導致醫療體系出現像

第壹波疫情時的崩潰情況，但許多歐洲

國家擔心情勢可能很快就會到達臨界

點。據報道，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和列

日市已成為歐洲疫情的新震中，當地醫

護人員和新冠病毒正在進行“塹壕戰”

。“我們正在輸掉這場戰役，我們不知

所措，我們很苦……我們兩個月前就知

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沒有及時做出

決定，”頭發淩亂、眼神疲憊的比利時

列日大學中心醫院重癥監護室主任米塞

（音）說。

意大利疫情持續
米蘭半數餐飲業者或面臨破產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意大利餐飲業遭受了史無前例的重

創。近日，在意大利城市米蘭，出現了大量餐飲業的轉讓廣告。市場調

研機構指出，目前米蘭超過25%的餐廳和酒吧已面臨危機，未來半數餐

飲業者或面臨破產。

據報道，米蘭商業管理部門最新發布的壹項調查顯示，在意大利因

疫情實施全國封鎖措施後，就有超過13%的餐廳和酒吧業者開始刊登轉

讓廣告。如今，這壹數字已經達到了25%以上。

數據還顯示，受第二波疫情和政府逐步收緊防疫措施的影響，米

蘭約9000多家餐館和酒吧中，已有25%瀕臨破產。預計未來30天，

米蘭餐飲業的損失將會達到7000萬歐元左右，瀕臨破產餐飲企業或

將達到50%。

意大利公共市場研究聯合會主席斯托帕尼表示，如果沒有針對餐飲

業適當的扶助政策，越來越多的餐廳將會走向破產邊緣。他呼籲，政府

應想辦法給餐飲業主機會，以及與之配套的政策和必要的經濟扶持。

米蘭房地產市場研究機構研究總監加裏貝洛表示，米蘭餐飲業主在

正常經營情況下，房租約占營收的30%，員工薪資約占50%。自新冠疫

情暴發以來，當地大部分餐飲業主不僅無利可圖，甚至還要自掏腰包支

付房租和工資。

加裏貝洛指出，據研究人員預測，今後，米蘭餐飲業經營場所的租

金將會下調5%至20%。不過目前，米蘭餐飲業主在月底必須支付房租或

貸款，倘若商家對未來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在無法將企業轉手的情況下

，唯壹的途徑只有申請破產，以避免個人和家庭債臺高築。

統計：意大利近8年
新增超100萬具有外國血統公民

綜合報導 意大利移民研究中心

(Idos)日前发布社会人口统计报告显示

，从 2012 年至今，意大利新增具有外

国血统的公民超 100 万人。这些具有

外国血统的新公民，包括归化入籍的

外国移民，以及在意大利出生的外国

移民后裔和在海外出生具有部分意大

利血统的人。

据报道，统计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

始，意大利具有外国血统新公民的增长速

度，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2016年，获

得意大利公民身份的移民数量最多，超过

20.1万人。2017年，新增具有外国血统新

公民的数量为14.7万人，2018年与2019年

分别为11.25万人和12.7万人。

意大利移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表示

，迄今，具有外国血统的意大利公民累

计已超230万人，这些新公民是意大利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意大利出生的外国移民中，年满

18岁加入意大利国籍的人占比较高，且

办理入籍手续简单，通常只需要向地方

政府提出申请，举行入籍宣誓仪式后，

便可正式成为意大利公民。2012 年至

2018年，在意大利出生的移民后裔入籍

人数达到了35.7万人，占该时间段入籍

人数的38.2%。

生活在意大利的外国移民归化入籍

手续相对复杂，首先需要在意大利居住

10年以上，无犯罪记录；其次，要有正

当合法收入及良好的纳税记录，才具备

申请资格。通过入籍考试后，经内政部

和总统批准，最终才能够宣誓入籍。

统计报告指出，在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的外籍学生中，意大利出生的移民后

裔占64.5%，其中小学生占75.3%，幼儿

园占85.3%。2012年至 2019年，在意大

利出生的移民后裔总数约为57万人。

2019年移民新生婴儿为6.3万人，占社会

出生率的15%。

在具有外国血统的意大利公民中，其

中具有相当数量的人拥有部分意大利血统

，这些非纯意大利血统的人，无论出生地

是否在国外，均有权通过血缘关系获得意

大利公民身份。2019年，通过血缘关系获

得意大利公民身份的人，大约在9000人以

上。此外，在其他国家居住和出生的意大

利公民，目前已经达到9.1万人。

疫情持續惡化
法國擴大宵禁範圍4600萬人將受影響

研究：受新冠疫情沖擊
希臘工人貧困化愈演愈烈

綜合報導 希臘勞工總聯合會勞動研究所(INE GSEE)發布了壹份有

關現有工資情況的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希臘目前有超過18萬名工人處

於工作時間不足和瀕臨失業的灰色地帶，且非常接近貧困。很多人已經

休假超過三個月以上，月收入至少減少了壹半。

據報道，在2020年第二季度，包括春季大部分的停工期在內，希臘

職工平均月薪同比下降了10%，至802歐元。與此同時，月薪不超過200

歐元的工人比例也從1%躍升至12%。

報告還顯示，有73%的工人月收入不到1000歐元，31%的工人工資

低於該國最低工資標準，而83%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幾乎處於貧困線以

下。

勞動研究所專家在報告中警告稱，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導致希臘經

濟持續衰退，甚至比2010年的債務危機還要嚴重，如此強勁的“就業沖

擊”將導致希臘工人的貧困化愈演愈烈。

美國宇航局計劃在小行星表面采集巖石樣本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

(NASA)宣布，“奧西裏斯-雷

克斯”探測器將於20日在小

行星“本努”(Bennu)表面收

集太空巖石樣本。

NASA稱，這顆被命名為

“本努”的小行星，其表面

有許多礫石堆積。NASA的探

測器“奧西裏斯-雷克斯”繞

著它運轉了近兩年。目前，

它們距離地球約 2.07 億英裏

。NASA計劃在“本努”的壹

個隕石坑內采集至少 2盎司

巖石樣本。

NASA表示，美國宇航局

采集過壹些太空巖石樣本，

如月亮礫石、彗星塵埃和太

陽風粒子。如果本次任務成

功，將成為NASA采集的最大

太空巖石樣本。

據報道，該任務首席科

學家但丁· 洛雷塔表示，小行

星“本努”在45億年前太陽

系形成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

，其表面擁有大量含碳材料

，對這顆小行星的樣本進行

研究有助於人類了解地球的

起源。

NASA 介紹稱，整個任

務將耗時 4.5 小時。科研人

員預先編寫了操作程序，因

此本次任務是由探測器自動

完成。

探測器將先通過壹條狹

長的空間到達“本努”北半

球的壹個隕石坑上方。這個

被命名為“南丁格爾”的隕

石坑直徑為52英尺，約為壹

個網球場的大小。

之後，探測器將執行著

陸和采樣任務：探測器將

“伸出”11英尺長的機械手

臂，與小行星表面接觸。探

測器還將噴出加壓氮氣並吸

走其表面的泥土和礫石。采

樣時長在5到10秒。

最後，探測器將點燃助

推器離開小行星表面。

探測器將向地球發回數

據，幫助科研人員判斷任務

是否成功執行。如果壹切順

利，預計探測器在2023年能

將樣本送返地球。

據美聯社報道，繞太陽

運行的“本努”，每六年會

繞地球壹圈。美國宇航局認

為，它在下個世紀末撞擊地

球的幾率是1/2700。科學家們

稱，對這種小行星了解得越

多，地球就會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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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眾議院民主黨高層當地時間26日證實
，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已啟動1項調查，以確定
國務卿蓬佩奧出訪耶路撒冷期間，在美國共和
黨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是否違反聯邦法律。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恩格爾和撥款
委員會主席洛伊證實了上述調查，調查重點是
蓬佩奧是否違反了《哈奇法案》，該法專門管
制行政部門雇員的政治活動。

「距離今年大選日越來越近…蓬佩奧越來
越肆無忌憚地濫用國務院和納稅人的金錢，作
為政府工具，同時滿足他自己的政治野心」，
恩格爾和洛伊透過聲明批評。國務院也已錯過
提交蓬佩奧演講錄音檔的最後期限。

CBS指出，今年8月，蓬佩奧在耶路撒冷
的1間飯店，透過錄製影片，隔空向正在進行
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談話。當時蓬佩奧
正在出訪中東和非洲。

蓬佩奧 「出現」在大會上後，《紐約郵報
》報導，他成為75年來首位在全國政黨代表大
會上發言的國務卿。

據美國1939年頒佈的《哈奇法案》，除總
統和副總統外，聯邦政府官員禁止在執行公務
時參加政治活動。儘管國務院保證，蓬佩奧是
以 「個人身份」發言，並無違反《哈奇法案》
，但正在執行公務的他在大會發布演說，還是
被媒體指責不僅影響外交工作，還可能違法。

美眾院民主黨高層證實 蓬佩奧涉違法遭調查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剩下一個多星期
的時候，美國貿易代表署和美國農業部發表了
一份報告，強調了迄今在落實第一階段貿易協
議中的農業條款上取得的進展。報告說，中國
至少實施了 57 項技術承諾中的 50 項，而且還
大幅增購美國農產品。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貿易代表署與美國農
業部在23日的一份聲明中說，自從 「為美國農
業帶來歷史性成果”的第一階段易協議生效以
來，美中兩國已經解決了中國阻礙美國食品和
農產品出口的眾多結構性壁壘。

聲明指出，迄今，在第一階段協議中的57
項技術承諾中，中國已履行了至少50項，這些
結構上的變化將在未來幾十年使美國農民受益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購買了230多億美元的
農產品，約為第一階段協議目標的71%。

報告說，美國對中國的玉米合同銷量達到
了870萬噸的歷史最高水平；對中國的牛肉和
牛肉製品的出口在今年頭八個月是2017年全年
總額的三倍；在今年頭八個月，美國對中國的
高粱出口總額達到6億1千7百萬美元；美國對
中國豬肉的出口在今年頭五個月就創下記錄。

除此以外，美國農業部預計，寵物食品、
苜蓿乾草、山核桃、花生和製成品等美國農產
品今年對中國的出口也會創下紀錄或是接近創
下記錄的水平。

美國農業部長珀杜在聲明中說，雖然中國
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川普總統是認真的，但
該協議對整個經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他還表示，這項協議最終為美國農業創造
了公平的競爭環境，為美國的農民、牧場主和
生產者帶來了滾滾財源，強化了農村經濟。

美方稱美陸貿易協議為美農業帶來 「歷史性的成果」

日本自衛隊與美軍部隊從 26 日起展開 「利
劍」（Keen Sword）大規模聯合軍演之際，駐日
美軍司令施奈德（Kevin Schneider）舉行記者會
表示，可以綜合日美雙方的調派能力，向尖閣諸
島（釣魚台列嶼）投送防衛部隊。

施奈德與日本自衛隊總指揮、統合幕僚長山
崎幸二一道，在海上自衛隊的 「加賀號」護衛艦
上召開記者會。據日本NHK網站27日報導，施
奈德在記者會上強調演習的意義，他說： 「可以
綜合日美雙方的調派能力，向尖閣諸島投送能夠
進行作戰的部隊，今後或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

今年7月，施奈德曾召開記者會表示： 「對
於尖閣諸島面臨的狀況，美國有義務幫助日本政
府，也願意全面履行這一義務。」他那時便透露
，美軍考慮加強尖閣諸島周邊海域的巡邏監視等
活動，以向日本提供支持。

對於施奈德本次的發言，日本防衛省的有關
人士認為，鑒於中國在尖閣諸島周邊的活動越發
頻繁，其目的是為了再次牽制中方。

「利劍」（Keen Sword）聯合軍演中動用了
「魚鷹」（Osprey）傾轉旋翼機、 「加賀號」直

升機航母，日本自衛隊出動約3萬7000人，美軍
約9000人參演。演習將持續到11月5日。

據共同社報導，本月8日，日本防衛相岸信
夫與駐日美軍司令施奈德在美軍橫田基地（東京
都）舉行會談，關於在東海和南海加強海洋活動
並擴大軍事影響力的中國活動，共享了關切。此
外還確認就北韓彈道飛彈開發展開合作。

9月，時任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在參加美國
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會議上
表示，日本已做好準備保衛尖閣諸島的 「每一公
分」領土，並相信美國願意為保衛這些島嶼而戰
。

牽制中國 駐日美軍司令：可投送部隊防衛釣魚台

美國禮來藥廠（Eli Lilly & Co.）與美國國
家衛生研究院（NIH）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NIAID）合作，進行新冠肺炎抗體療法試驗
，先前疑因安全理由一度宣布暫停，NIH26日
又再度宣布，療法並無安全問題，但因無助後
期病患康復，所以決定中止相關試驗。

NIH先前與禮來藥廠攜手，針對染疫後期
的病人進行中和單克隆抗體治療方法實驗
「ACTIV-3」。NIH發布聲明表示，禮來的藥

物可能對染疫後期的重症患者無效，因為新冠
病毒已經進入他們的肺部，亦已造成傷害，但
藥物仍對早期確診病患有效。實驗讓326名住
院後期病患接受高劑量抗體治療，但結果顯示
，這對病情並無影響。

禮來藥廠的另一項抗體試驗，是針對輕症
病患注射低劑量抗體 「LY-CoV555」。上月的
實驗結果顯示，上述藥物對早期病患有效。

抗體療法對重症患者無效抗體療法對重症患者無效美國禮來藥廠中止新冠治療試驗美國禮來藥廠中止新冠治療試驗

美國總統川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遞補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柏格一案
，今天在聯邦參議院以52票對48票順利過關，讓川普取得一大勝利。

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9月18日因胰腺癌併發症逝世，享壽87歲。她生前素以捍衛
人權著稱，也是聯邦最高法院威望最高的自由派大法官。

目前聯邦參議院中，共和黨占53席，民主黨與獨立派擁有其餘47席，由於共和黨占多數，這
項人事案事前就預料能順利過關。

巴瑞特任大法官人事案 美參院52：48順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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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國家稅務總局22日公

布壹項稅收政策的重大調整，延後征收資本

利得稅為期壹年。

柬埔寨國家稅務總局當天消息稱，征收

資本利得稅的生效日期，將從2021年1月1

日展延至2022年1月1日。此前，柬埔寨官

方8月宣布，將從2021年1月1日起開始征收

資本利得稅，向出售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本

所得利潤征收20%稅務。

上述政策公布後，在柬埔寨各界引起熱議

。根據政策，實施資本利得稅後，稅務居民從事

的資產買賣活動，包括房地產、資產租賃、資產

投資、企業商標、知識產權和外國貨幣，都將被

征收資本利得稅；只有政府和外國大使館資產，

或稅務居民擁有的常駐居所(只限壹間，且持有

時間不能少於5年)，將可豁免征收資本利得稅。

有分析人士認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沖擊

主要經濟領域，導致政府下半年稅收出現連續

兩個月(8月和9月)下降現象，而明年利潤稅收

入增長也不樂觀。因此，征收資本利得稅，是

政府開拓稅收來源和確保財政收入穩定的壹個新渠道。

亦有媒體援引房地產開發商協會觀點指出，在國家

和各個經濟領域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之際，若從明年起

就開始對房地產交易利潤征稅，勢必將打擊正處於

“低潮”的房地產市場。

柬埔寨國家稅務總局稱，政府決定展延實行資本利得

稅，是為了讓民眾能有更多時間了解有關稅務，同時為履

行納稅義務作好充分準備，確保征稅和納稅工作能順暢和

有效進行。

二審獲刑17年後
韓前總統李明博貪汙受賄案將終審宣判

綜合報導 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第二庭將

於29日對前總統李明博貪汙受賄案，作出終審

判決。李明博此前二審被判有期徒刑17年、罰

金130億韓元、追繳犯罪所得57.8億多韓元。

2018年 4月，韓國檢方以貪汙受賄等16

項罪名對李明博進行拘留起訴。2018年10月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李明博涉嫌貪汙受賄

案進行壹審宣判，判處其15年有期徒刑，並

處罰金130億韓元。

對於壹審判決，李明博和檢方均提起上

訴。

2020年2月19日，首爾高等法院對李明

博貪汙受賄案進行二審宣判。法院判處李明

博有期徒刑17年、罰金130億韓元(約合人民

幣7646.6萬元)、追繳犯罪所得57.8億多韓元。

並撤銷其保釋令，重新對李明博進行收監。

但李明博被當庭逮捕6天後暫時獲釋。

李明博生於1941年，2008年至2013年任

韓國總統。壹審獲刑後，他成為繼全鬥煥、

盧泰愚、樸槿惠之後韓國第四名遭刑事定罪

的前總統。

死亡病例不斷增加 韓國仍繼續推進流感疫苗接種計劃
韓國接種流感疫苗後死亡人數截至22日中午

升至17人，但衛生部門當天聲明，目前沒有發現

死亡與疫苗直接關聯，將繼續推進流感疫苗免費接

種計劃。

這壹計劃上月啟動，因冷鏈運輸環節出差錯而

暫停數周，13日恢復後，又因死亡病例增多，引發

質疑。

【否認“直接關聯”】

韓聯社報道，截至22日中午，韓國至少17人

在接種流感疫苗後死亡，比前壹天報告數字增加9

人。

“盡管死亡病例增加，專家認為死亡與疫苗沒

有直接關聯，”韓國疾病管理廳廳長鄭銀敬22日

告訴國會，正徹查前九例死亡病例，進行屍檢和流

行病學調查以確認死因。

按照疾病管理廳的說法，兩名逝者死因或許關

聯疫苗接種後的嚴重過敏反應、即過敏性休克。

保健福祉部長官(相當於衛生部長)樸淩厚證實

，不會暫停季節性流感疫苗免費接種計劃。他同時

說，“理解”和“遺憾”民眾擔憂疫苗安全，“我

們將調查死因，也將再次徹底檢查從(疫苗)生產到

分配、由多個政府機構參與的整個過程”。

韓國醫師協會當天發聲，稱政府在確認流感疫

苗安全之前，應當暫停接種計劃。

為減輕醫療系統同時應對新冠疫情和冬季流感

的負擔，韓國今年擴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計劃為

大約1900萬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免費接種。9月底

啟動計劃時，發現大約500萬劑免費疫苗配送過程

中未能按照規範全程冷藏，因而暫停三周，13日重

啟，迄今已有830萬人接種，共計350人報告出現

不良反應。

【民眾仍有疑慮】

韓國今年免費接種計劃采用的流感疫苗由五家

制藥企業供應，分別是本土的GC制藥公司、SK生

物科技、壹洋藥品公司以及法國賽諾菲集團、英國

葛蘭素史克公司。經銷商包括韓國LG化學公司和

保寧制藥公司等。

按照鄭銀敬的說法，前九例死亡病例所接種疫

苗由上述五家企業生產，產品批次無壹相同。她否認

死因可能關聯疫苗“副作用”或“毒性”的說法。

韓國人口約5200萬，今年計劃為3000萬人接

種流感疫苗。除免費接種計劃，政府還提供自費接

種疫苗，制造商除上述五家企業外有更多選項。

現年65歲的金

明碩(音譯)符合

免費疫苗接種條

件，卻打算自費

接種疫苗。他告

訴路透社記者，

接種後死亡人數

攀 升 令 他 “ 不

安”，所以想接

種其他藥企的自

費疫苗。

衛 生 部 門

說 ， 接 種 流 感

疫苗後死亡病例

多為老年人，且

多數有基礎疾病。

韓聯社援引疾病管理廳的說法報道，韓國迄今

只有壹例死亡病例確認關聯流感疫苗。壹名65歲

女性2009年在接種流感疫苗後確診罹患罕見的神經

疾病“米勒費雪癥候群”，次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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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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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界渴市求生
免步國泰後塵

重陽節長假期適逢特區政府放
寬本地遊人數至不多於30人，但旅
遊業界認為本地遊只是杯水車薪，
“無肉食”之餘市民參團情況亦未
如理想，過去三天的長假期，大部
分本地遊的報名人數未滿額。旅遊
業界表示，港府盡快落實全民強制
檢測，推出健康碼，以及恢復與澳
門及廣東通關，才是拯救旅遊業的

長遠之策。更有業界人士預計，若通關無着
落，“保就業”計劃又在下月結束，業內勢
必出現裁員潮，多達8,000人被炒，裁員規
模大過國泰航空。

50輛旅巴遊行請願
為拯救旅遊業，26日上午旅遊業界發

起旅遊巴慢駛遊行，至少50輛旅遊巴在灣
仔一帶慢駛，由灣仔金紫荊廣場出發，經龍
和道、干諾道中等遊行至政府總部。團體到
達政府總部後，高叫“求生存 保就業”、
“立即恢復通關 拯救旅遊業”等口號。

參與遊行的香港旅遊業議會理事譚光
舜表示，受疫情影響，業界自1月起已經
“零收入”，過千部旅遊巴停工，雖然近日
政府放寬本地遊報團人數，但幫助不大，屬
杯水車薪。他表示，保就業計劃下月結束
後，若香港仍未恢復與澳門及廣東通關，旅

行社會出現大規模裁員。他擔心今次大裁員
情況或較國泰裁員更嚴重，估計至少有
6,000至8,000人將遭裁撤。因此他呼籲，
“政府其實刻不容緩要開關、要強制檢測，
以及要保就業、保企業。”

嘆本地團僅“好過無”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

指出，港府早前雖然放寬本地遊人數上限至
30人，但仍有不少防疫限制，如旅遊巴乘
客量不能超過載客上限的一半等，旅行團有
特定的餐飲安排，旅行社成本上升，操作上
有一定難度。“連日來有79間登記旅行
社，策劃200多條本地遊路線，惟我們在周
末前往大嶼山視察發現，實際成團數目並不
多，估計是由於限聚令規限人數，另外本地
仍有零星個案，市民信心仍未恢復所致。”
他表示，由於兩地尚未通關，入境、出境團
已停開多月，本地幾千名導遊、幾萬名領隊
生計艱難，形容本地遊僅是“好過無”。

香港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26日
出席電台節目時亦表示，重陽節長假期期
間，並未見有太多本地團出發，認為政府的
放寬措施只是“有限度幫到手”。他說，本
地旅行團的價錢較便宜，每團收費60元
（港元，下同）至70元就可以玩半天；亦
有質素較好的旅行團收費600多元，行程會
“由朝玩到晚”。一般行程包括到郊外行
山、食海鮮等，部分特色團會參觀景點和口
罩廠等，但始終利潤不足以養活全行的從業
員。

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黃嘉毅亦認
為，本地旅行團人數放寬後，旅行社的生意
仍不如預期樂觀，很多本地團都未見客滿。
市民旅遊意慾並未恢復，因此報團的“散
客”不多，目前大多都是做“熟客”生意；
而且僅靠內需亦遠遠不足以令導遊有工開，
對旅業生計幫助不大。“以往導遊可以帶境
外旅客去購物，除了每團賺約1,000元外，
會有額外佣金收入；但現時大部分導遊，帶
一整天的本地團，都只賺到800元。”

香港一連三天的重陽節假期，適逢特區政

府放寬本地遊人數限制，使本地團得以出團，

“餓”（渴望）了大半年的市民終於能一嚐旅

遊滋味，部分導遊及旅遊巴司機也有工開，惟

本地遊出團數量有限，而且利潤低、“無肉

食”。香港文匯報追訪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包括導遊、旅遊巴、零售及餐

飲，異口同聲表示本地遊僅能“吊鹽水”（勉強維持），無助解除裁員、

倒閉危機。香港旅遊業界 26日還發起旅遊巴遊行請願，促請港府推行強

制全民檢測，切斷疫情，並盡快推出健康碼，使香港與澳門及內地恢復通

關，否則單是旅遊業就將有8,000人被炒，裁員規模大過國泰航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文森

疫境求生

本地遊吊鹽水 速通關才救命
港導遊旅巴零售餐飲繼續捱 裁員倒閉未解決

疫情持續並有緩和跡象，在過去三天的
重陽節周末假期，各區街頭人山人海，有零
售店職員表示，雖然人流明顯增加，但本地
市民在裁員、失業等陰霾下勒緊褲頭，多數
“只看不買”，使市況變得“旺丁不旺
財”，該店每月營業額僅及以往一兩成水
平，難以應付數以十萬元（港元，下同）的
租金，又指業主至今仍沒有大幅減租，令小
本經營的店舖難以捱過零售嚴冬。
26日是重陽節假期最後一天，有大量市民到深

水埗逛街，亦適逢外傭有額外的假期，大街小巷都
人頭湧湧，但街上店舖未見有“逼爆”情況，大部

分市民都是“眼看手不動”，未有購買意慾。
深水埗一間服裝店的職員陳小姐表示，長假期

間生意依然慘淡，即使外傭有兩天假期，仍只是
“只看不買”，她直言是旺丁不旺財，“可能因為
現時是糧尾，消費者手頭緊，即使有顧客入嚟揀衣
服，但仍是撳住荷包（錢包），看完就走，導致生
意難做。”不過，她續說即使是“糧頭”，一些外
傭購物仍是“三思而後行”，香港市民更因為經濟
不景，又擔心隨時被裁，在飯碗不保下，不敢貿然
花錢消費。

陳小姐指出，當下的生意慘淡並非純粹是疫情
造成，“我們這間服裝店的生意由去年社會運動起

已每況愈下，旅客怕香港亂都唔敢來旅行，旅客大
幅減少，生意只能維持正常水平的五六成。”如今
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生意愈見悽慘，“一個月的
生意最多只及以往一兩成，即約兩三萬元左右收
入。”她表示，該店每月租金逾10萬元，業主未有
減租的意思，店主每月“蝕住做”，不知能撐到什
麼時候。

同樣在深水埗經營服裝店的羅先生表示，疫情
底下生意只能以“差”字來形容，他指，店裏衣服
價格較同區店舖高，以及以批發生意為主，並非以
本地一般消費者或外傭為目標顧客，礙於現時香港
經濟低迷，人流已經不如以往，生意大跌八成。
“業主除了在數個月前曾一度減租5,000元外，之後
便沒有再減租。”在生意淡薄的情況下，令經營難
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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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地遊
在重陽長假期期
間復辦，但對帶
動飲食業的生意並不顯著。有位於
市區的酒樓這數天假期的日間生意
額與平時周末相若，晚市更有所下
跌，飲食業界認為由於限聚措施仍
然維持，生意難以回復至疫情前水
平，建議藉着本地團復辦，旅行社
可與食肆、零售等行業合作，推出
深度和新穎的路線，吸引市民參
與，帶動香港經濟。

旺角倫敦大酒樓副經理蘇萬誠
表示，三天假期期間日間生意與平
時的周末相若，晚市更下跌兩成生
意，主要是因為政府放寬本地遊人
數限制，市民趁假期到郊野暢遊，
從早上玩到傍晚，回程時在新界用
餐，不會有意慾回到市區再吃飯。
“有一些市民會趁假期到西貢、大
埔等地區消遣，在當區已經有大筆
消費，例如吃海鮮、西餐等，便不
會再到市區有大筆消費。”

對比去年重陽節假期生意，他
表示今年生意按年大跌65%，“因
為以往沒有疫情及防疫措施，多數
食客會完成掃墓後一家老小到酒樓
用餐見面，但現在疫情下，市民都
避免帶小朋友外出，只有老一輩拜
山掃墓，然後各自各回家，導致酒
樓生意不如以往。”

他續說，相較以往兩人限聚
令，放寬至4人固然對酒樓生意有

幫助，但亦只上升三四成。他透露，有員工
為保住飯碗，都會主動問食客“來不來吃晚
飯呀？”希望為酒樓的晚市拉生意。

以往該酒樓有兩成生意來自旅客，但現
時由於關口控制措施令酒樓失去旅客支撐生
意，尤其是日本旅客，他指，日本旅客對於
酒樓的流動點心車情有獨鍾，“旅客覺得點
心以流動形式銷售好有趣。”他希望，疫情
能夠盡快紓緩，全球經濟逐漸復甦，迎來各
地貴客，重整香港經濟。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26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本地遊措施得
以放寬，但仍未看到對飲食業有明顯幫助，
因為本地團的數目未算很多，而不同的地區
都有少許分別，估計過去三天假期有70萬至
80萬人外出消費，並留意到塔門等郊區有不
少年輕人露營，惟郊區的食肆不多，對餐飲
業生意的幫助有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蘇萬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旅遊業界在中區發動旅遊巴大遊行及到政
府總部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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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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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司法院委託民調公司調查，今
天公布結果，民眾對 「審判公信力」滿意度首
度突破6成， 「法官信任度」達53.9%，為近15
年來新高， 「司法審判觀感」則為9年來最佳
。

司法院新聞稿指出，委託循證民調公司採
電腦輔助電話及手機訪問方式（CATI）進行，
調查期間是今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11 日，訪問
5007 名年齡 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其中有
1681人曾赴法院洽公，95%信心水準下，抽樣
誤差在正負1.4個百分點以內。

調查結果顯示，表示同意 「大部分的法官
都能盡力對罪犯作適當判刑」比率為60.6%（較
上年提高8.7個百分點）； 「大部分的法官都能
依法判決」比率為58.3%（上升4.8個百分點）
；至於 「大部分的法官都能獨立審判」的同意
比率歷年來均相對較低，約3成左右，今年微

幅升至35.5%（增加2.4個百分點）。
「民眾對法官信任度」顯著提升，信任比

率連續二年大幅上揚，今年再度突破5成，達
53.9%，較上年大增9.3個百分點，且創近15年
來新高；依受訪者基本資料觀察，年紀愈輕、
教育程度愈高、法律認知程度愈高者，對法官
信任比率愈高，其中20-29歲年齡組及研究所
以上族群，對法官信任比率分別達 74.9%及
73.2%。

法院經驗評價是由具開庭經驗受訪者就法
官的 「案件審理」，以及曾赴法院洽公者針對
法院的 「人員服務」與 「環境設施」等3個面
向來觀察，計13項指標。調查結果顯示，各項
指標滿意比率均逾6成，其中以 「法官審判公
信力」增幅最大（較上年提高7.0個百分點），
滿意比率為61.3%，首次突破6成。

司法院民調：法官信任度5成39 15年來新高

（中央社）高雄前民政局長張乃千等4人
前年遭檢舉使用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
報假單據送禮，涉偽造文書並認罪，高雄地檢
署予以緩起訴處分，並經高雄高分檢駁回再議
而確定。

檢方認為，由於張乃千等4人當時挪用的
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並非公款，因此
貪污部分不起訴、偽造文書罪嫌部分則處分緩
起訴。

張乃千在擔任高雄市民政局長期間，涉和
當時民政局副局長駱邦吉、自治行政科長、股
長等3人共謀，先後偽造單據誆稱要送給小港

區長青團體、湖內區運動團體名義，共花費19
萬2000元買酒品、茶葉禮盒，但事後皆未送給
社福團體，而是用於其他活動送禮交際。

張乃千遭檢舉後，案經檢廉調偵辦，張乃
千等4人承認挪用款項。高雄地檢署調查後，
認為張乃千等4人坦承犯行，有悔悟之心，且
促協金並非公款，因此將張乃千等4人貪污部
分處分不起訴。

不過，因涉及偽造文書部分高雄地檢署處
分緩起訴，檢察官必須依職權向二審聲請再議
，高雄高分檢認定並無不妥，駁回再議定讞。

報假單據涉偽造文書 高市前民政局長認罪緩起訴
（中央社）在桃園租屋的李男因4次違反居

家檢疫規定遭罰百萬，又因拒繳罰款被管收三
個月今天期滿，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表示，李
男已同意先交付新台幣 2 萬元，剩餘罰款分 65
期交付清償。

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主任行政執行官黃有
文表示，設籍在新北市的李男在桃園租屋居住
，今年2月底從中國大陸返台進行居家檢疫，從
3月2日起卻4次違反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規
定，遭桃園市衛生局罰款新台幣100萬元。

黃有文指出，由於李男拒繳不出面，李男
家屬也沒有協助意願，全案移往行政執行署桃

園分署執行，於 7 月 28 日拘提到案，經聲請桃
園地方法院裁定後，在桃園看守所附設管收所
管收3個月，直到今天中午期滿才釋放。

黃有文說，執行官曾在管收期間先後10次
前往探視疏導，李男表明不願再被管收，並同
意將百萬罰款分期繳清，只是李男原本想在管
收期間先交付頭期款2萬元，但因為沒有親友願
意協助而未完成。

黃有文表示，李男直到下午離開管收所後
，才先籌到 1 萬 2000 元繳納，頭期款還欠 8000
元，至於剩餘的98萬元將分65期，每期按時繳
交1萬5000元，最後一期繳清餘款，但若連續多
期未繳，桃園分署不排除採取第2次強制管收。

男居家檢疫4度違規遭罰百萬 管收後願分期清償

（中央社）移民署新北市
專勤隊今天破獲非法仲介集團
，媒介印尼失聯移工給急需外
籍看護的家庭，並收取高額仲
介費用。警方起出帳冊、派工
單與新台幣 600 萬元，依違反
就服法移送北檢。

移民署新北市專勤隊今天
發布新聞表示，日前會同新北
市府新莊警察分局及新北市政
府勞工局，在新莊區民宅查獲
「老闆娘」非法仲介集團。

移民署說，這個非法集團
負責人為陳姓女子，陳女為台
灣人，她藉由印尼籍仲介，媒
合在台灣失聯或想打黑工的同

鄉，重新找到雇主。
移民署說，這些印尼仲介

下線甚至剝削自己的同鄉，居
間媒合抽取佣金、層層剝削。
某些非法雇主每月支付 「老闆
娘」的看護費用，竟高達新台
幣4至5萬元不等，當中，遭仲
介抽佣高達每月數千至數萬元
。

移民署說， 「老闆娘」集
團因派工快速、旗下失聯移工
中文流利、配合度高，吸引許
多急需照護需求的家庭，等不
及2至3個月申請期，願意鋌而
走險支付高額仲介費用，聘僱
擔任家庭看護。

移民署說，仲介集團以通
訊軟體LINE，及網路刊登廣告
招攬生意，鎖定許多雇主，看
護收費甚至高於合法外籍看護
，集團藉此賺取暴利。

移民署與警方收網時，於
陳姓女子家中當場搜扣到帳冊
、派工單、新台幣 600 萬元現
金，全案以違反就業服務法等
罪嫌，將陳女移送台北地檢署
偵辦。將10名雇主移由新北市
府勞工局裁罰。

至於被查獲的失聯移工，
則送往宜蘭收容後，已經遣返
回印尼。

移民署破獲非法仲介集團搜出600萬元現金

（中央社）高雄市陳姓學童昨晚遭鄭姓少年點燃騎乘的腳踏車，陳童想滅火卻被引火燒傷，
鄭姓少年今晚到案坦承是自己所為，仁武警分局依公共危險罪嫌等移送少年法院。

有民眾在臉書貼文表示，自己就讀國小的孫子昨天晚間在高雄市仁武區文武公園籃球場打球
，一群疑似國中生不但破壞公園公物，還燒毀腳踏車，導致孫子被燒傷。這名民眾指控，這群人
將自己的孫子燒傷全身是火後拔腿就跑，質疑對方家長 「到底在幹嘛」。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調查，陳姓男童昨天晚間6時許在文武公園籃球場打球時，發現
一旁的13歲鄭姓少年正在籃球場旁用打火機和酒精點燃陳童騎乘的腳踏車後車輪，陳童滅火過程
中因酒精過多，引燃陳童衣物，並造成陳童右手臂局部燒傷。

警方表示，陳童昨晚返家後先與家長就醫，再由家長陪同於晚間9時30分許報案，但目前暫
不向點火的人提出告訴。鄭姓少年到案後坦承是一人所為，仁武派出所將這名少年依公共危險罪
嫌和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少年法院，並啟動關懷機制。

國中生引燃男童單車害燒傷 警移送少年法院

民團舉行記者會民團舉行記者會盼實價登錄盼實價登錄22..00儘速送案儘速送案
民眾黨立委蔡壁如民眾黨立委蔡壁如（（後排左起後排左起）、）、民進黨立委江永昌民進黨立委江永昌、、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等跨黨派委員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等跨黨派委員

，，2727日與多個民團共同舉行記者會日與多個民團共同舉行記者會，，要求行政院儘速提出實價登錄要求行政院儘速提出實價登錄22..00法案法案，，呼籲立院朝野各呼籲立院朝野各
黨積極排案審查黨積極排案審查，，回應民眾對購屋資訊透明化的需求回應民眾對購屋資訊透明化的需求。。

國民黨提案要求總統國情報告國民黨提案要求總統國情報告 遭立院否決遭立院否決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2727日針對國民黨團所提日針對國民黨團所提 「「請總統就開放萊豬至立法院國情報告請總統就開放萊豬至立法院國情報告」」 以及以及 「「公開談判公開談判

開放萊豬過程並請總統道歉開放萊豬過程並請總統道歉」」 兩公決案進行表決兩公決案進行表決，，但都未通過但都未通過。。國民黨團在提案遭否決後國民黨團在提案遭否決後，，於於
議場大門舉行記者會議場大門舉行記者會，，呼籲蔡總統應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呼籲蔡總統應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

健保資料人工智慧應用研討會健保資料人工智慧應用研討會
健保署健保署2727日舉行日舉行 「「健保健保2525週年‧健保資料人工智慧應用研討會週年‧健保資料人工智慧應用研討會」」 ，，副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前中前中））

、、健保署長李伯璋健保署長李伯璋（（前左前左44）、）、廣達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廣達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前左前左33）、）、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前右前右
44）、）、科技部次長謝達斌科技部次長謝達斌（（前右前右33））等人出席等人出席，，瞭解智慧醫療與精準醫療相關應用成果瞭解智慧醫療與精準醫療相關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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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大家好!新冠病毒疫情目前還沒結束! 請大家多注意防疫措施;
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6 英尺)以策安全。為保持我們
的生活有動力提升我們的心情和精神、本會將會在視頻上舉辦
iPad & iPhone, ESL,和其它課程的教學以及資訊或健康方面的講
座。有機會也會舉辦一些準備好安全措施的活動。

由于疫情期間無法像過去可以到課室上課。不過我們在家中
一樣可以與同學和老師在Zoom視頻見面和學習!別忘了有一句話
“活到老學到老”別因為疫情而放棄學習新的資訊。如果您還沒
安裝Zoom在您的手機或iPad 或電腦。本會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
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有義工為會員服務幫你安裝和
教您如何使用。非常簡單一學就會。

新舊會員換証: 本會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
中心後門停車塲接受辦理新舊會員換証。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
早辦理。以免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
告。

I.國泰銀行基金會捐贈儀式: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
以來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支持與贊助。國泰銀行基金會今年捐

贈本會兩次總計$7500。在此我們再次向國泰銀行基金
會和休士頓國泰銀行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致以最誠
摯的謝意。特別感謝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對長者的
體恤與關懷!捐贈儀式將於11/14第四季會員慶生同時
進行。

II.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1月14日、星期六、上午10:00在僑
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舉行。10、11、12月生日的“壽星”和“非壽
星”會員請在11月11日前憑有效會員証打電話713-480-4885、
或用Line、WeChat、Message向會長報名登記。我們將會為“壽
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我
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如果沒有預先登記恕
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當天請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
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為您
服務。

III. iPad和 iPhone基礎班: 將於11/4開班到12/4。一期共五
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10:00 至12:00在Zoom視頻上課。基礎班
是最重要的課程。從最基本的數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每

一基本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包括照相機的使用和編輯、電子郵
件...等等。本課程會引導並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遇到有問題時
知道應該往那裡去解決並更正。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
熟地使用你的iPad和iPhone。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35元。有興趣的會員
請於開班前、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
繳費報名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 Zoom 上線。也可以電話報名
713-480-4885。

IV. ESL英文班: 11月2日開始、每周一和周四上午9:30至
11:30 在 Zoom 視頻上課。有興趣參加的會員, 報名請電吳傳芬
832-244-2851或Ben 281-933-4518

V. 營養午餐: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
後門停車塲分發。如果您想加入營養午餐請到現場出示會員証、
填表登記。年齡限六十歲以上的會員。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11月份活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儘管人們渴望與國會民主黨
人和白宮達成協議，但希望國會在大選日之前通過另一輪
經濟刺激措施的希望似乎正在迅速消失。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 （Nancy Pelosi） 說 ， 在 與 財 政 部 長 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達成的努力中，本週早些時候調和了2.2萬億美
元的計劃與白宮提出的1.8萬億美元的建議，但雙方在一些
關鍵問題上仍然相距甚遠。 即使佩洛西和姆努欽找到共識
，他們達成的任何協議也必須得到共和黨領導的參議院的
批准。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表
示懷疑，他的核心將支持任何價格如此高昂的法案。在三
月份冠狀病毒大流行迫使該國廣泛關閉企業後，國會迅速
採取行動制定了2.2萬億美元的CARES法案。兩黨在壓倒
性的支持下通過了兩院，後來的一項法案也通過了這項法
案，為“薪酬保護計劃”增加了4,840億美元的額外資金。
許多經濟學家將CARES法案歸功於幫助美國避免更嚴重的
經濟衰退。

眾議院在5月份通過了3萬億美元的額外刺激計劃，如
果在大選之前沒有新的刺激措施通過，那經濟救濟的希望
將等到明年一月，屆時新的國會，新總統宣誓就職。這種
拖延可能會給數百萬美國人帶來嚴重後果，因為病情正進
入第三波，是最嚴重的冠狀病毒病例浪潮。多數美國人希
望國會通過另一項刺激法案，任何新刺激法案的真正障礙
都是麥康奈爾和參議院共和黨人。

為了SCOTUS的緣故，麥康奈爾是否因刺激而停滯不
前？希望國會在選舉日之前通過另一輪經濟刺激措施的希
望似乎正在迅速消失。佩洛西和白宮之間的談判或多或少

無關緊要，因為參議院共和黨政治動機和迫切需要確認為
巴雷特最高法院大法官，參議院沒有機會考慮/批准一萬億
美元的援助計劃。參議院共和黨人不太可能批准佩洛西和
姆努欽達成任何協議 ，實際上，參議院共和黨人可能成為
達成交易的障礙。 雖然該立法可能會通過民主黨控制的眾
議院，但下一個障礙是將其提交參議院投票。 它需要60票
才能通過參議院，這意味著至少13名共和黨參議員必須投
票贊成該立法。要使該法案甚至在大選之前得到考慮，可
能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微軟（MSFT）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
新的採訪中預測，儘管為製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做出了
努力，但即使到一年後，世界仍不會恢復正常。蓋茨多年
來一直對大流行病發出警報，他在4月告訴PBS，直到2021
年秋天，美國人才對“ COVID-19”“完全安全”。 全球
對這場大流行病的反應遲鈍，這場大流行病已經殺死了全
球110多萬人。蓋茨在10月15日接受采訪時對《雅虎財經
》主編塞維爾（Andy Serwer）表示：“全球對大流行病反
應遲緩，意味著2021年秋天之前全球不會完全恢復正常。
” 蓋茨特別批評川普政府決定在2021年7月之前退出世界
衛生組織（WHO），並在推文中表示此舉“聽起來很危險
”。 美國已經表示將在今年重新分配欠世衛組織的6200萬
美元。 據《紐約時報》週三報導，在過去的7天中，有16
個州新增的案件數量超過了其他7天的數量。 美國最近受
感染的病例激增，特別是一天內超過80,000例，表明美國
正處於非常嚴重和危險的冬季。 人們需要對自己的保護和
健康保持謹慎和警覺。

美國人希望通過刺激法案 法案的障礙是麥康奈爾和共和黨
微軟蓋茨預測直到2021年秋天之前全球不會完全恢復正常

美國總統川普在美國總統川普在20202020年年44月簽署月簽署《《薪資保護計劃和衛生保健增強法薪資保護計劃和衛生保健增強法》》對對
冠狀病毒病冠狀病毒病（（COVID-COVID-1919））爆發的財務回應爆發的財務回應。。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示，，
一項新協議需要立即簽署一項新協議需要立即簽署。。

比爾比爾••蓋茨在一次新的採訪中預測蓋茨在一次新的採訪中預測，，儘管已盡力遏制冠狀病毒的傳播儘管已盡力遏制冠狀病毒的傳播，，
但即使到但即使到20212021年秋季世界仍不會恢復正常年秋季世界仍不會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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