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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世界關注 全球下注370億
美國大選開始投票，全世界都關注最後結

果。選前多數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應
可順利擊敗現任總統川普，入主白宮，但美國
博弈網站卻出現一面倒相反結果，在全美50州
，多達49州賭徒都下注川普即將連任。

美國DraftKings博弈網站2日在推特發文，
「超過35萬筆賭注中，除科羅拉多州外，各州

多數賭注都認為@川普明天會贏」。英國還出
現 1 名神秘退休銀行家，豪擲 500 萬美元押川
普獲勝，也被視為史上最大選舉賭注。一旦川
普連任，該名賭客可抱回近1500萬美元。

國際賭盤方面，英國博弈集團 GVC 政治
博弈主管夏迪克（Matthew Shaddick）表示，
美國大選掀起全球投注熱，估計下注金額已破
10億英鎊。原本博弈公司估計，拜登有65％機
會勝出、川普僅35％勝算，不過他透露，過去
1周，多達70％投注額都買川普獲勝，顯示投
注者對川普信心滿滿，他們深信，還有數百萬
「川粉」尚未公開表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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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世界及美國人民不斷高度
關注美國總統大選， 今晚總算是大戱收场
，到底誰將入主白宮也將揭曉。

我們在全美各地的新聞工作团隊，尤
其是在疫情期間站在工作崗位上，不怕困
難勇於報導最新新聞並且在今晩邀請僑學
各界人士現場直播討論今晚之總統大選。

過去近百年以來，美國在領導世界，
其影響力無所不在，尤其是大力在全球推
動民主制度及经濟文化， 今天，我們正是

要以民主投票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也更
需要作為世界民主制度之典範。

由于疫情之不斷猖狂，今天前已經有
半數以上選民投了票，由於開票時間需要
延長， 可能無法在今晚決定勝負。

我要再次深深感謝今晚出席我們總統
大選討論的嘉賓，更希望大家能在這塊土
地上相互扶持， 共创未來美好的前途。
( 图片来源：路透社）

For almost all of the last two years, the people of
America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really
concerned about our presidential election. Finally,
today is the showdown time.

Our news team along with many schola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will get together tonight to
discuss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trongest world leader, our influence
spreads into many fields including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we want many countries to
follow our lead.

Tonight the final counting
of the ballots will show
who will be the winner for
president. This election
year has been very
unusual.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ost of the voters
needed to cast their
votes early or through
the mail.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understand that many
federal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our liv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Most
people who came to this

country were looking for an opportunity and not for a
handout.

We are so glad that these political games are over
and whoever becomes our next president will unite
us as a nation and not divide us.

I really appreciate our news team and the many
guests who will join us tonight. Your comments and
attendance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by us as well
as by the many in the audience from all around the
globe.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111//0303//20202020

Today Is Showdown TimeToday Is Showdown Time精彩政治大戲今晚閉幕精彩政治大戲今晚閉幕



AA33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0年11月4日       Wednesday, November 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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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法國遭遇了多起襲擊事件。其中，

南部尼斯市壹座教堂附近發生的持刀襲

擊事件，致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傷。

當晚，總統馬克龍在案發現場表示，法

國絕不會對這種行為讓步。

尼斯襲擊案嫌犯來自突尼斯
市長稱襲擊案與教師斬首案類似
據報道，尼斯市長埃斯特羅西

(Christian Estrosi)將事件斥為恐怖主義襲

擊，他在社交媒體上稱，襲擊發生在聖

母教堂內以及附近，與10月巴黎襲擊案

中教師帕蒂(Samuel Paty)被斬首案類似。

埃斯特羅西說，即使在被警方拘留後，

襲擊者仍在反復呼喊宗教口號。

警方表示，已確認有3人在襲擊中

死亡，多人受傷。法國反恐檢察官部門

表示，他們已被要求進行調查。據最新

消息顯示，嫌犯來自突尼斯，生於1999

年，最近經由意大利進入法國。

警方消息顯示，事件中有壹名60歲

女子遭“斬首”。埃斯特羅西也指出，

受害者被以“可怕的方式”殺害。據介

紹，還有壹名在教堂內被殺害的人，據

信為教堂執事；另外，有壹名女子逃到

了教堂對面的壹家酒吧，但隨後因多處

刀傷死亡。

之後，持刀嫌犯在警方抓捕期間被

槍擊中，其傷勢無生命危險。

目前，法國已將全國警戒級別提升

至最高水平。總理卡斯泰表示，他已決

定將法國的安全警戒級別提升至最高

級，即“襲擊緊急狀態”級別。卡斯泰

說，國家與受害者及其家屬壹樣感到痛

苦。他譴責這壹襲擊行為“既野蠻又懦

弱，整個國家已陷入哀悼。”

馬克龍訪問尼斯
重申“絕不讓步”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晚些時候訪問

了尼斯。他在案發現場表示，“這是針

對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自由、包括宗

教自由的攻擊。我今天再明確重申壹次

：我們絕不會讓步。”他還宣布，在全

國多地的教堂和學校等場所，增派數千

名士兵保衛安全。

事件發生後，英國、土耳其等多國

政要對此次襲擊事件表示強烈譴責。歐

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社交媒體上寫

道：“我與法國，以及法國人民團結壹

致。”“整個歐洲都和妳們在壹起。”

這起襲擊事件最早應追溯至10月早

些時候，壹名車臣裔男子將壹名巴黎中

學教師帕蒂斬首。這名教師生前曾開設

了壹門關於世俗主義和《查理周刊》的

相關宗教題材出版物的爭議性課程，相

關課程據報激怒了壹些學生的家長，該

教師也因此被學生家長投訴。

報道稱，在尼斯襲擊事件發生幾小

時後，在法國南部城市阿維尼翁，壹名男

子因持刀威脅正在巡邏的警察，被警方擊

斃。據報道，他也在高呼宗教口號。

此外，29日在沙特阿拉伯，當地電

視臺報道稱，壹名沙特男子襲擊並打傷

了法國領事館的壹名警衛後，之後他在

吉達(Jeddah)被捕。法國大使館說，領事

館遭到“持刀襲擊，襲擊目標是壹名警

衛”，並稱該警衛已被送往醫院，沒有

生命危險。

最新研究：融冰加劇全球變暖
長遠或致額外增0.43攝氏度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最新

在线发表一项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称，融冰加剧全球变暖，从长远

来看，全球极地和山区的冰雪融化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额外增加

0.43摄氏度。

该论文指，众所周知，冰盖的消失会影响气温，例如通过改变返

照率(地球表面反射的阳光量)，虽然导致气温升高的机制已为人们所

熟知，但尚不清楚不同的冰盖和反馈机制对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有

多大。

论文通讯作者、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尼科· 伍德林(Nico Wun-

derling)及其同事采用一个简化的地球系统模型，结合不同的二氧化碳浓

度水平来进行估算。他们发现，在二氧化碳浓度与今天相似(百万分

之400)的情况下，所有冰盖的消失会导致的额外升温中位数为0.43摄

氏度。不同冰体的贡献范围不尽相同：从南极西部冰原的0.05摄氏度

到北极夏季海冰损失的0.19摄氏度。不过，这些实验没有考虑二氧化碳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对较短时间尺度可能产生影响的反馈机

制变化。

此外，论文作者指出，这种变暖并不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出现，而

是在几个世纪到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出现，但他们也强调，在21世纪内

，北极可能在夏季变得无冰。因此，这些结果应被解释为对不同冰源和

反馈机制之贡献的理想化估计。、

危地馬拉帕卡亞火山噴發期將至
疫情下公園難開放

綜合報導 近期，危地馬拉知名景點帕卡亞火山公園(Pacaya)臨近火

山噴發期，面對難得的旅遊時機，當地民眾和旅遊機構已迫不及待要求

政府開放公園。據悉，該公園自當地新冠疫情暴發後就已關閉，至今已

逾七個月。

據報道，帕卡亞火山是危地馬拉三座活火山之壹，也是最受遊客青

睞的景點，附近市鎮至少有450戶家庭的經濟來源直接來自該地。然而

，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危地馬拉暴發以來，公園便關門謝客，至今

仍未開門營業。

當地民眾和旅遊協會對此表示抗議，“從10月1日開始，國家多個

領域都重啟了，我們亟需帕卡亞火山公園重新開放。”他們還提出，希

望10月30日就開放景區。但壹位旅遊從業者表示，現在還需要衛生部

制定開放防疫章程，“壹切都還是未知數。”

危地馬拉國家自然災害協調委員會(Conred)指出，相比於境內其

他兩座活火山，帕卡亞火山的熔巖河流速最適宜觀賞，熔巖河每小

時可流淌5至 10公裏。據機構介紹，活火山噴發是有周期的，帕卡

亞火山上次噴發要追溯到2010年 5月 27日，目前，這座火山已再次

臨近噴發點，火山附近的市鎮空氣中已飄散著灰塵。因此，當地旅

遊業已經迫不及待要求開門營業，否則他們將失去這個絕佳的商業

機會。

帕卡亞火山公園負責人還表示，“平時來這裏遊玩的除了遊客，還

有訪問學者、研究員，甚至還有宗教人士來舉行儀式，但這壹切都隨著

疫情戛然而止。”

近日，危地馬拉衛生部表示，該國二輪新冠疫情將於11月至12月

之間到來，這又為帕卡亞火山公園的開放蒙上壹層陰影。

尼斯襲擊案嫌犯來自突尼斯
馬克龍重申“絕不讓步”

世貿組織新總幹事推薦人選遭美反對
或破例投票決定？

綜合報導 日前，世貿組織新總幹

事的遴選遭遇波折。世貿遴選委員會

10月 28日原已達成共識，推薦尼日利

亞候選人恩戈齊· 奧孔喬-伊韋阿拉，

但美國方面表明不支持有關任命。這

意味著，世貿或需通過投票決定總幹

事人選。

目前，歐盟、日本、非洲和拉美的

大部分國家，都表態支持奧孔喬-伊韋阿

拉。但由於所有世貿組織的決定，都需

要 164個成員國達成

共識。因此，世貿組

織此次或需史無前例

地通過投票，決定

新任總幹事人選。

當地時間10月28

日下午，世貿組織發

言人基思· 羅克韋爾

宣布，考慮到奧孔喬-

伊韋阿拉獲得了更多

支持，“三人小組”

決定將其定為新任總幹事的最終推薦人

選。

不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過後發

表聲明，表明美國支持韓國候選人俞明

希，稱其為“在此非常艱難時刻”領導

世貿組織的合適人選。

據報道，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壹

直支持俞明希。消息指出，萊特希澤認

為，奧孔喬-伊韋阿拉長期在世界銀行任

職，與支持貿易的國際主義者關系密切

；也有聲音稱，奧孔喬-伊韋阿拉在多邊

貿易談判方面經驗知識不足。

羅克韋爾表示，世貿組織成員將在

11月9日就總幹事遴選事宜舉行總理事

會會議，希望屆時能就總幹事最終人選

做出決定。若奧孔喬-伊韋阿拉最終獲任

，她將成為世貿創立25年以來第壹位女

性兼第壹位非洲籍總幹事。

2020年 8月，世貿組織前壹任總幹

事阿澤維多離任，提前壹年結束任期。

新任總幹事的遴選程序早在6月就啟動

，共有8名候選人獲得正式提名，最終

推薦人選為奧孔喬-伊韋阿拉。分析認為

，若美國堅持己見，很可能使貿易緊張

關系加劇。

據此前媒體報道，奧孔喬-伊韋阿拉

曾擔任尼日利亞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

其間展現出改革魄力和高明的談判技巧

。她還在世界銀行工作長達25年，並曾

擔任常務副行長。目前，她擔任全球疫

苗免疫聯盟董事會主席。

希臘多個地區實施封鎖
總理將宣布新抗疫計劃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

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

希臘新增1211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連續三天 4 位數

增 長 ，目前全國累計確診

35510例。希臘總理米佐塔基

斯29日表示，他將在30日宣

布壹項為期壹個月的新“抗

疫行動計劃”，以遏制病毒

擴散。

希臘每日新增的重癥患

者人數在不斷上升，公共醫

療系統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目前，希臘不少公立醫院

中的重癥監護室(ICU)已接近

滿負荷運轉。雅典地區醫院

已在著手為新冠患者預留三

分之二的重癥監護室床位。

但希臘公立醫院中能騰出來

的床位數量非常有限。

從29日早晨6點起，位於

希臘北部的約阿尼納和塞雷

斯因為出現短期內病例激增

，正式進入封鎖狀態。這意

味著這兩個地區的民眾在室

內和室外均須佩戴口罩；從

晚上12點半到早晨5點實行宵

禁；禁止人員跨區域旅行；

以及暫停所有在公共和私人

場所的集會；法庭、遊樂場

、考古遺址及博物館關閉；

餐館僅提供外賣服務，不接

受堂食。

塞雷斯市長亞歷山德羅

斯· 克裏薩菲斯表示，28 日

塞雷斯的確診病例達到了

158 例，占希臘總新增病例

數的 10%，嚴重的疫情使得

經濟本就不景氣的處境雪

上加霜。由於封鎖政策的

實行，可能將有 5000 人失

業。

米佐塔基斯表示：“與

疫情剛暴發時的第壹階段

壹樣，隨著第二波疫情的

到來，我們應盡早采取行

動，出臺更加嚴厲和有效

的措施，以防止最糟糕的

情況發生。但

我要再次強調的

是，政府的目標

是避免大面積的

封鎖。我們將進

壹步加強有針對

性的限制措施。

”他強調，未來

兩周將“至關重

要”，並呼籲加

快推廣落實遠程

辦公。

米佐塔基斯同時補充說

，塞薩洛尼基(希臘第二大

城市)、拉裏薩 (第三大城

市)，以及羅多彼地區的疫

情 風 險 等 級 將 會 調 升 至

“危險級”(紅色)，並進入

封鎖狀態。

盡管包括雅典在內的阿

提卡地區疫情警戒水平已升

至橙色，但當局尚未考慮對

這壹地區實施封鎖。政府的

目標是通過已經在該地區實

施的多項限制措施控制住病

毒，以避免疫情風險再次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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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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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是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正式投
票日，今年的美國大選似乎特別不平靜，對立
的情況過於強烈，不同立場的群眾，三不五時
發生衝突，許多人擔心要是選舉有爭議，美國
可能陷入動蕩。剛好100年前，美國選舉就發生
了極為可怕的屠殺事件，而且與黑白人種的對
立有關，就是在佛羅里達州的奧科伊大屠殺
(Ocoee massacre)，被稱為 「美國政治史上最血腥
的一天」。

佛羅里達大學歷史系的保羅‧歐爾提斯教
授(Paul Ortiz)說： 「1920年的選舉中，佛羅里達
奧科伊市的黑人踴躍參與登記投票，這威脅了
「白人至上」主義，當地政府與3K黨(Ku Klux

Klan)都試圖阻止黑人參與投票。」
為了阻止黑人投票，奧科伊市的一名白人

暴徒，殘忍的殺死了數十名非裔美國人，放火
燒毀了他們的房屋，將他們趕出了社區。這就
是 「現代美國政治史上最血腥的一天。」

很難確切地描述當天發生的事件，因為地
方官員試著掩蓋這場黑歷史。但是近年來，歷
史學家整理了口述歷史，土地記錄和已發表的
記錄，以整理出更準確的事件版本，並確保不
會忘記這場大屠殺悲劇。奧蘭多前哨報（Or-
lando Sentinel）最近也刊出專文，記錄了這一事
件。

根據一些歷史資料，當天，一名奧科伊市

的黑人地主-摩西‧諾曼（Moses Norman）參加
民意調查，並試圖進行投票。然而諾曼被民意
調查工作人員給拒之門外，說他沒有正確登記
選民資料，或者沒有繳稅。因此，諾曼向奧蘭
多著名律師，也是當地的和共和黨參議員候選
人約翰錢尼(John Cheney )陳情，錢尼建議諾曼
可以據理力爭，他符合資格行使投票權。

諾曼這樣做了，他回到投票點，結果民意
調查員拿著槍不准他進去投票，其他說法則是
白人在他的車裡找到了槍。總之，諾曼被趕走
了，而他感覺有危險，因此去找他的朋友朱利
斯‧佩里（Julius “July” Perry ），一位當地算
是有知名度的黑人，到他家中避難。

沒想到，白人暴徒竟爭糾眾要找諾曼的麻
煩，最終他們搜到了佩里的家，那裡是一群非
裔美國人的聚集地。結果爆發嚴重衝突，目前
尚不清楚誰先開槍，但第一波衝突是2名白人在
槍戰中死亡，佩里受傷。

白人暴徒更怒，召集了增援部隊來尋仇，
總共250多名白人，其中許多是3K黨成員，他
們縱火燒屋，佩里在這場暴亂中喪生，遺體還
被掛在路燈上示眾，諾曼則從此下落不明。

這場事件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黑人被殺，
估計大約30~50人。自此之後，幾乎沒有黑人敢
住奧科伊，這事當地白人也就一直試圖掩蓋。

美國歷史上最嚴重選舉暴力：奧科伊黑人屠殺事件

美德州共和黨州議員日前提訟，指控德州
哈立斯郡(Harris County)官員霍林斯(Chris Hol-
lins)讓民眾駕車投票的 「得來速式投票」，有違
現行選舉規則；德州聯邦法官韓能2日裁定駁回
共和黨提案，意味著 12.7 萬張 「得來速選票」
依舊有效。

美國 「有限電視新聞網」(CNN)3日報導，
韓能認為提案的共和黨員並不具提訟的法律請
求權基礎，且提起時間過晚。 「在選舉前一天
才剝奪逾12萬選民的投票權，明顯不符合公眾
利益」。

其解釋，德州現行法律允許提前在車道票
站投票，但選舉當天才透過 「得來速投票」則
「可能違法」。不過，共和黨並未針對此提出

足夠證據，而 「得來速投票」也不會產生任何
危害，因此裁定駁回共和黨提案。

隨著韓能的裁定出爐，霍林斯立即宣布關
閉10 座 「得來速投票站」中的9 座站點。他指
出，考慮到 「得來速投票」會讓選民神聖的選
票淪為廢票，故取消9座站點，但仍維持豐田中

心(Toyota Center)的 「得來速投票站」。因為法
官強調， 「投票必須在建築結構中進行」，
「而豐田中心有牆壁與屋頂」。

另一方面，原告律師伍德非爾(Jared Wood-
fill)則堅稱，將向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上
訴到底。

共和黨霍茲(Steve Hotze)與德州州眾議員陶
特(Steve Toth)10月28日提出訴訟，主張民主黨
籍的官員霍林斯因疫情而設立車道投票站，允
許民眾開車進入卻不下車投票的行為，已踰越
憲法的規範，所投出的 12.7 萬張 「得來速選票
」當屬無效。

哈立斯郡人口約470萬，為全美人口第3稠
密的郡。加上先前開放的10座 「得來速投票站
」，總投票所數高達800座。德州傳統上則為共
和黨鐵票票倉；但今年民調卻顯示雙雄競爭激
烈。目前德州已有逾900萬名選民提前投票，已
較2016年總統大選德州總票數還高，讓該州選
情充滿不確定性。

共和黨提訴遭駁 美德州12.7萬張 「得來速投票」 有效 美國總統大選於當地時間11月3日(台灣時
間11月4日)正式登場。為防止選後可能出現暴
力事件，俄勒岡州(Oregon)州長布朗2日宣布波
特蘭都會區進入緊急狀態，而國民兵也全數待
命，一有風吹草動便動員部署。這是布朗2個
月內第2度動用緊急狀態，以 「超前部署」因
應可能的政治暴動。

布朗強調，不容許恫嚇選民與政治暴力的
行為出現。 「不論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所為
，不管本週或任何一週，在俄勒岡州都不被允
許」。

因此，他宣布波特蘭將由2日17時(台灣時
間3日9時)起進入緊急狀態，至4日17時(台灣
時間5日9時)結束。他強調，不容許任何人阻
止他人行使投票的權利。

俄勒岡州公共廣播公司(OPB)分析，藉由進
入緊急狀態，波特蘭執法單位的指揮結構將有
所改變。一般而言，發生暴動時應由波特蘭警
局領銜指揮與協調；但進入緊急狀態後俄勒岡
州州警(Oregon State Police)與蒙諾瑪郡警長辦公

室(Multnomah County Sheriff's Office)將共同管
理，跳過波特蘭警局直接介入。

由於波特蘭市長惠勒下令不准使用催淚瓦
斯，導致州警與蒙諾瑪郡警長辦公室都 「關心
」，如何驅散過度激動的抗議群眾。此番進入
緊急狀態後，選後若有暴力事件發生，將可直
接動用鎮暴工具。

此外，布朗還下令俄勒岡州國民兵待命。
在過去幾個月的抗議潮中，布朗雖不願動用這
記殺手鐧，而只僅動用過1次；不過，當時國
民兵仍沒有與抗議人士 「正面交鋒」。

俄勒岡州國民兵表示，這次任務主要為支
援執法單位，保護重要場所、拘留嫌犯與暴動
控制。俄勒岡州國民兵強調，其角色主要是支
援。

波特蘭今夏爆發大規模反種族歧視示威遊
行。雖然警察到場試圖維持秩序，但右翼團體
「驕傲男孩」趁機興亂，造成群情激盪，如今

波特蘭幾為 「美國火藥庫」。因此，布朗不敢
大意，2度動用緊急狀態，避免選後再度失序。

防選後騷動 美波特蘭 「超前部署」 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總統大選正式登場，除了東岸新罕布夏州2個小鎮在當
地時間3日午夜率先開始投票外，其餘各州的投票站皆於3日清
晨，由東岸向西岸接力開放讓民眾現場親自投票，最早開始投票
的州是佛蒙特州，部分地區開放選民於清晨5點（台灣時間晚間
6時）開始投票，於當晚晚間7時投票截止。自1992年以來，佛
蒙特州一直都是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勝出。

不過除了佛蒙特州之外，各
州投票站開放時間多落於當地
時間早晨6時至8時，若換算
成台灣時間，最晚開放現場投
票的州是夏威夷州，夏威夷於
當地時間早晨7時開放投票，
相當於台灣時間4日凌晨1時
。

當日各州投票站開放的時程
也不同，多落在晚間 7 時至 8

時結束投票，約開放民眾投票12小時，若從台灣時間來看，最
早結束投票的州是印第安那州及肯塔基州，投票站於東部標準時
間晚間6時關閉，相當於台灣時間4日早晨7時；最晚投票截止
的是夏威夷州與阿拉斯加州，分別於當地時間晚間7時及8時關
閉投票站，約是台灣時間4日下午1時。

投票站關閉後，各投票站會開始計票，多數時候是使用機器

計票，最後再將選票資訊傳送至當地市政廳的中央選舉總部。
不過美國大選結果能否在當日出爐，由於今年透過 「通訊投

票」的選民比往年多很多，包括通訊投票在內等提前投票的選民
至今已超過9,400萬人，傳統上通訊投票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來驗
票，加上賓州、威斯康辛州等關鍵州並不允許選務機構提前進行
驗票程序，因此難以保證大選當日就能得知誰勝選。

不過推特（Twitter）與臉書（Facebook）昨（2）日已經公
布，如果有候選人或競選團隊在官方結果出爐前提早宣布勝選，
他們的推文或貼文上將會被加上警告標籤。

以下為根據《今日美國報》（USA Today）公布的各州投票
站關閉時間製成的表格，時間已換算成台灣時間，以此可大致推
測接下來各州何時開始開票。其中幾個囊括眾多選舉人票的關鍵
大州，例如掌握29張選舉人票的佛州、38張選舉人票的德州、
重要搖擺州北卡羅萊納州、亞利桑那州等，分別於4日早上8時
、8時30分、9時、10時關閉投票站，它們的開票結果將備受關
注。

美國大選登場各州開票時間1秒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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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放寬對韓國、新加坡等
多國及地區的旅行限制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宣布，由於新

冠疫情傳播有所放緩，日本放寬

對韓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旅行限制措施。

據報道，日本政府將決定把

澳大利亞、韓國、新加坡、泰

國、中國、新西蘭、文萊和越南

等國家和地區的“傳染病危險提

醒”，從三級降為二級。

據介紹，日本政府禁止民眾

到“傳染病危險提醒”為三級的

國家和地區旅行；對“傳染病危

險提醒”為二級的國家和地區，

日本政府敦促民眾，避免壹切非

緊急和非關鍵的旅行。

日本和越南還同意從11月1

日起恢復短期商務旅行。這意味

著，越南將成為日本優先放寬短

期商務旅行限制的第三個國家，

僅次於新加坡和韓國。

茂木敏充還說，對於緬甸和

約旦，鑒於新冠疫情的擴大，日

本將“傳染病危險提醒”提高到

三級。加上這兩個國家，日本已

向152個國家和地區發布了三級

旅行警告。

印
度
警
察
部
隊
超1 5

萬
人
確
診
新
冠

死
亡
人
數
急
劇
上
升

綜合報導 據印度警察基金會（IPF）的

統計數據顯示，印度各地警察部隊和中央

武裝警察部隊（CAPF）中已有超過15萬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900人染疫死亡。

據報道，總部設在德裏的印度警察基

金會指出，印度各邦警察部隊和中央武裝

警察部隊總共報告了150226例新冠病例，

這壹數字占到印度總病例數的近1.87%。其

中，病例數最高的是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

的警察隊伍，達26395例。此外，印度已有

913名警察和警官死於新冠病毒。

印度警察基金會創始人拉馬錢德蘭對

印媒表示，警察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在8

月、9月和10月急劇上升，這也符合印度

全國趨勢。“在邦警察部隊和中央武裝警

察部隊中，6月2日有49人死亡。7月2日

死亡人數上升到100人，8月4日上升到223

人，9月 4日上升到 459 人，10 月 4 日上

升到 700 人，10 月底上升到 900 人。”

他表示，隨著又壹個節日的臨近和經濟

活動的增加，這些人員的曝光勢必會增

加，也必然會導致風險增加，“高感染

率和高死亡率對這些部隊來說無疑是壹

個警示。”

根據印度衛生部29日公布的數據，印

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升至8040203例，累

計死亡120527例。

韓日外交部局長級會議
未能縮小意見分歧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局局長金丁漢 29日在首爾

同到訪的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瀧崎成樹舉行會晤，

就二戰期間日本企業強征韓國勞工賠償問題和日本對韓國實

施貿易限制措施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但雙方未能縮小分歧，

決定繼續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據了解，韓方在會議中要求日方取消不當的出口限制措

施，同時要求日本政府和企業對被強征勞工賠償問題采取有

誠意的態度。但日方重申原有立場，認為韓國政府應首先拿

出解決方案，否則日本首相菅義偉將難以參加預定於年底在

韓國舉行的韓中日首腦會談。此外，韓國政府還對福島核電

站汙水處理問題深表憂慮，但日方主張在安全方面沒有任何

問題。

另據韓國外交部消息，韓國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李

度勛於29日上午與瀧崎成樹舉行會晤，雙方就穩定管控地區局勢，

推動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和持久和平機制取得進展的韓日、韓美日

合作方案交換意見。

這是四個多月以來韓日外交部首次舉行司局級磋商，也是日本

新任首相菅義偉就任後，韓日外交部舉行的首次司局級磋商，韓日

雙方能否通過本次會議彌合分歧受到各方關註。

東京多地居民體內有害物質超標
禍源疑為美軍基地

綜合報導 據報道，壹項最新調查顯示，東京都府中市居民血

液中的有害化學物質濃度高於日本平均值的2倍，國分寺市居民

高於平均值1.5倍。報道稱，附近的駐日美軍橫田基地曾發生過消

防泡沫泄漏事件，其中含有可能誘發癌癥的人工合成物。

民間團體近期實行的檢查結果顯示，11名府中市居民血液中

全氟辛烷磺酸（PFOS）的平均濃度為18納克/毫升，比8.2納克/毫

升的日本平均濃度高出兩倍以上；11名國分寺居民的平均濃度為

12納克/毫升，為日本平均濃度的1.5倍。22名居民均在當地居住

了5年以上。

報道稱，橫田基地可能是該地區自來水汙染的源頭。2018

年，壹名英國記者曾根據美軍內部資料披露稱，橫田基地在

2010 年至 2017 年共泄漏了 3000 多升消防泡沫，其中含有全氟

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均為可能誘發癌變的

有毒物質。

2019年，日本厚生勞動省曾在府中市進行水質檢測，結果顯

示府中市武藏臺凈水所的PFOS和PFOA濃度為60納克/升，東戀

窪凈水所為101納克/升，均超過政府規定的健康指導值——50納

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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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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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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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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

肺炎疫情

持續下，

香港各行

各業進入寒冬，不少行業面臨結業及裁員危機，

盼港府盡快推行旅遊氣泡、健康碼等措施，以恢

復香港旅遊業，推動經濟復甦。不僅業界盼健康

碼出台，民建聯一項調查亦發現，逾六成受訪市

民贊成港府盡快推出有關措施，並期望香港的病

毒檢測費保持在 200元以下，便利市民外遊。民

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兼立法會議員鄭泳舜促請港

府盡快落實旅遊氣泡和健康碼，並配合一系列措

施，避免疫情逆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逾六成人盼速推旅泡健康碼
冀檢測費200元以下 民記促做好配套防疫情逆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身兼民建聯主席的立法會議
員李慧琼及該黨立法會議員陳恒鑌2日邀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出席《慧聲Online》直播節目。陳肇始透露，最快本月中啟
用四個社區檢測中心，希望有關配套使檢測費用減至最低。

李慧琼在節目中表示，每次落區也被街坊追問健康碼的
進度，陳肇始回應稱，該局跟創科局已大致完成健康碼技術
測試，但香港過去兩周仍不時出現不明源頭個案，而內地疫
情穩定，故特區港府將率先落實廣東省香港居民，可免卻14
天檢疫返港的安排，最快本月內落實。香港亦會與澳門商討
類似的安排，首階段擬設限額。陳肇始又透露，港府擬於港
島、九龍、新界東、新界西設立四間檢測中心，正準備招
標，最快本月中啟用，為市民提供較低廉的檢測服務。對於
強制檢測，陳肇始表示，港府正研究法律框架，讓有病徵、
疫廈居民，以及高風險或高接觸行業人士參與強制檢測。

民建聯9月下旬至10月初就旅遊氣泡及健康碼和檢測費
用問題，以電話形式訪問1,059名市民。當中有62.8%

受訪者贊成港府推出相關措施，並有68.4%表示相信建立有
關政策有助刺激香港經濟和消費。有69.8%受訪者期望病毒
檢測費用維持在200元以下，以及有71.8%受訪者贊成港府
加強措施令本地確診個案歸零。

鄭泳舜：啟動經濟防疫保平衡
鄭泳舜表示，市民大都支持健康碼及旅遊氣泡，建議港

府開放檢測實驗室的資格，增加競爭力，並剔除整個檢測程
序中需要醫生轉介或診斷而衍生的收費成本，降低檢測成
本，並推行強制病毒檢測，令本地個案清零。

他又指，為免旅遊氣泡及健康碼推出後，出現疫情反彈，
建議港府完善措施，例如規定經有關安排入境的旅客在港期間
的檢測密度；旅客入境後的日程追蹤，以及相關措施在什麼情
況下需要暫停的安排，確保在啟動經濟同時與防疫保持平衡。

展覽業停擺 逾300天零收入
鄭泳舜指出，有條件通關不僅是市民的期盼，也是各行

各業的希望。其中展覽製作行業已經逾300天零收入，大小
公司都要開源節流，而保就業計劃將於本月結束，相信屆時
業界裁員、結業情況將更為嚴重，因此建議港府出手相救，
推出措施重振展覽業，如舉辦本地及地區性展覽活動，並擴
大現時有關展覽業的資助計劃範圍，及為會議展覽及相關製
作工程行業的公司提供現金援助。

展貿服務及活動策劃公司負責人方宏表示，香港是展覽的
重要地，以往每年都有不少國際展覽在港舉行，吸引內地及海
外參展商和買家參與。但疫情下，整個行業處於停擺狀態，不
少公司全年“零收入”，推算業界今年將損失1億至5億元。
他希望港府盡快推出旅遊氣泡措施，讓海外參展商和買家能訪
港參與展覽，否則業界將湧現結業和裁員潮。

本地遊有限 限聚難救市
旅遊業更是重災區，從事導遊的溫保慈表示，雖然港府

開放本地遊救市，但利潤仍不及接待境外旅行團。她指，現
時本地遊仍受限聚令限制，一輛旅遊巴只能接載28名參加
者，組團成本高，“每日只有一兩團(本地遊)，再者，本地遊
的地點市民可以自行前往，未必需要報團。”她又指，全港
有逾萬名導遊，但本地遊數量有限，未能幫助所有從業員就
業，“身邊有些從業員被公司通知停薪留職，但即使留住職
位，都無收入，有些人索性辭職。”

在油尖旺經營賓館的陳祖兒表示，從年初起已經沒有內
地個人遊及海外旅客訪港，導致賓館難以經營相繼結業，現
時全港賓館數量從年初近2,000間，暴跌至僅900間，相信
若情況持續，明年的結業潮將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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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粵市民返港 最快月內免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梅窩Staycation
（留港度假）感染群組擴大，除1日公布的3人
確診外，2日再多一人初步確診。據悉，該群組
早前一行八人到梅窩度假，部分人其後到26歲
女確診者的家中作客，其間他們一起唱卡拉
OK，一名無去梅窩但曾參與家中聚會的26歲
男子2日初步確診，使該群組累計4人染疫。專
家表示，與確診者唱卡拉OK的傳播風險相當
高。另外，早前確診的42歲非法入境女子，報
稱曾在上月17日至26日居於大圍一個單位。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公布，2日新增6宗確診個

案，其中3宗為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巴基斯
坦、俄羅斯及印尼抵港，均無病徵。餘下三宗
為本地個案，都與梅窩度假群組有關。
該群組中最早發病的26歲女子（個案5332）

被界定為源頭不明個案，她於黃竹坑香葉道1號
上班，10月28日發燒，當天曾返工，同日向一
名私家醫生求診，獲轉介至那打素醫院急症
室，10月31日遞交深喉唾液樣本。

去完酒店返寓所續歡聚
女患者於10月25日至27日期間，曾與7名友

人到訪梅窩銀礦灣“海景渡假樂園”，包括任
職有線電視的 26歲男子（其後確診，個案
5336）。在酒店度假完結後，部分人到女確診

者位於大埔圍頭村的寓所作客，據悉當時屋內
有9人一起唱K和打麻雀，女患者兩名分別15
歲（個案5337）及26歲男親屬都有參與是次家
中聚會，雖然兩人沒有去過梅窩Staycation，但
2日分別告確診及初步確診，該群組目前累計4
人染疫。
15歲男生就讀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該校2日、今（2日至3日）停課，明天（4日）
起至下周六（14日）暫停面授、改為網上授
課。衞生防護中心2日晨派員向全校師生派發樣
本瓶。涉事的銀礦灣“海景渡假樂園”已疏散
所有住客，衞生署已派人進行大清洗。

許樹昌：共用咪高峰高危
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2

日表示，唱卡拉OK屬高危活動，“唱歌時不
是人人都會戴口罩，由於共用咪高峰，會有很
多飛沫黏在該處，若無清洗及換套，下一位唱
K者會接觸飛沫。如果其中一位唱K人士帶病
毒，就有機會噴到四處，傳播風險非常高。”
另外，1 日一名 42 歲女子確診（個案

5331），她於10月28日在警方的一項掃黃行動
中被捕，涉嫌非法入境，其後分別在旺角警
署、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及馬頭角羈留中心羈
押。據了解，該女子於8月18日從內地懷疑偷

渡來港，較早前向衞生防護中心報稱住旺角塘
尾道、東方泛達酒店。
根據女子向警方提供的資料，她曾在上月17

日至上星期一居於大圍一個單位，上星期一至
三（10月26日至28日）搬入東方泛達酒店。上
月28日至30日期間有23名警察曾與她接觸，
其中4人列為密切接觸者。消息稱，須檢疫警員
涉兩男兩女，兩女警負責拘捕及搜身，兩男警
則協助拘捕及負責犯人安排。另有6名羈留者及
6名入境處人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
入境處表示，會安排有關中心所有羈留者及職
員做檢測。

疫情自今年1月底在港爆發至今，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近乎每日無間斷地主持疫情記者
會，向市民交代最新疫情，更曾試過連
續最少72日無休假。近日爆出原來張
竹君一直走在抗疫最前線的同時，其丈
夫卻患有腦瘤，自今年初起便一直在沙
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留醫，一度病危，但
張竹君仍一直堅持抗疫工作。據最新消

息指出，其丈夫的病情近日好轉，張竹君亦透
過友人感謝各界為她和其丈夫禱告。

據悉，張竹君與丈夫同為基督徒，育有兩
名女兒，其任職牙醫的丈夫去年不幸患腦瘤，
今年初起於威院腦外科留醫多月，曾接受多次
手術。張竹君除了竭力跟進疫情進展外，也經
常到醫院探望丈夫。然而，近日有消息傳出其
丈夫病危。不過，近日的記者會上，張竹君依
舊表現得極專業，依舊神態自若，並無展現負
面情緒。

關於其丈夫的病情，有張竹君的朋友1日
於社交網站轉發其口訊，指丈夫情況好轉，並
感謝大家為她和其丈夫禱告。消息一出，大批
網民紛紛留言祝福，當中有人留言說：“應該
讓張竹君醫生好好休息，疫情咁耐辛苦她啦。
願好人一生平安。”亦有人簡單說道：“張醫
生加油，香港人支持你。”

另外，張竹君2日晨到高等法院，就DR
醫學美容誤殺案出庭作供。她作供後離開法院
時，於電梯內被一名巿民認出，該名市民向她
說了一句：“加油”，張竹君則禮貌地報以微
笑及表示多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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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剛
過去的周末適逢萬聖節，不少市民外出
歡度，周日更出現3宗與梅窩酒店度
假 ( staycation )群組個案。香港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日表示，相關情況
令人相當擔心，呼籲市民應盡量減少聚
集，嚴防冬天第四波疫情爆發，她警告
若市民不自律，又或者違規情況非常之
多，不排除會收緊防疫措施。也有專家
指，目前的疫情已響起警號，又認為每
當港府放寬措施，有市民不遵守防疫規
定，疫情就會反彈，預計本地個案會陸
續有來。

凜冬將至 嚴防第四波
陳肇始2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周

末的萬聖節大批市民外出，不少人違
規，擔心會觸發新一輪疫症傳播，“萬
聖節大家出來玩，有很多人，很多聚
集，有不同情況，例如去Staycation住宿
度假，以及外出去遊玩，其實我非常之
擔心，睇返過去兩個星期都有幾日是本
地零個案，但現在又再出現一些本地個
案。”

她又指，若市民自律情況不理想，
不排除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周末期
間食環署及警方一直到酒吧及附近地

方，或者該些地區去執法，當中亦有檢
控的，事實上有人違規，我想大家一定
要自律，但如果疫情有轉變，自律情況
又不理想，或者違規情況非常之多，不
排除會收緊措施。”她強調，冬天將
至，香港要嚴防第四波疫情爆發，現時
不宜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食環署
會聯同警方繼續加強到酒吧等場所執
法。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2日亦表示，過去周末個別地點人山人
海，有人未有遵守防疫規定，形容這是
疫情爆發循環，“每當放寬措施，有市
民不遵守防疫規定，疫情就會反彈。上
個月已出現兩次小循環，有感染群組與
長假期活動有關，預計本地個案會陸續
有來。”

何栢良呼籲，曾參與大型聚集活
動的市民，不管有無病徵都應主動到
普通科門診取樣本樽檢測；又建議港
府在酒吧區重推流動檢測車，以及盡
快開設臨時檢測中心。對於港府擬推
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讓市
民用手機記下出行記錄；如曾到訪的
場所出現感染個案，程式會向用戶提
供感染風險通知。何栢良表示，此程
式對追蹤確診個案有幫助，市民大眾
應該支持，他說：“我都會安裝。”

梅窩群組增初確 家中唱K疑播疫

市民若不自律 措施或須收緊

■民建聯調查發現，逾六成受訪市民贊成港府盡快推
出旅遊氣泡、健康碼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梅窩感染群組擴大梅窩感染群組擴大，，22日再多一人初步確診日再多一人初步確診。。
圖為圖為““海景渡假樂園海景渡假樂園””酒店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雖然港府開放本地遊救市，但本地遊的地點市民
可以自行前往，未必需要報團。圖為市民組本地團
到新界西貢旅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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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市消防員魏旭昇休假與家
人到北市用餐，遇上同店客人昏迷倒地意外，
在現場一片愕然時，魏旭昇即刻救援，還不忘
找到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PAD），成功
救回客人一命。

新 北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長 黃 德 清 常 在 臉 書
（Facebook）分享時事，稍早他更新貼文，模仿
知名外送平台廣告口號表示 「今天我想來點
CPR（心肺復甦術）」，並搭配一段新店分隊
消防員魏旭昇救人畫面，讚揚魏旭昇熱心，也
呼籲民眾學會CPR並認識PAD，盼大家都能勇
敢救。

已有18年消防員資歷的魏旭昇今天上午受
訪時表情相當淡定地說，當時沒有想太多，就
是趕快救人。

魏旭昇回憶，當天他與家人帶著2個孩子到

台北市公館的一家餐廳用餐結束後，他從2樓下
到1樓打算結帳時，發現有1名民眾昏倒在地上
。

他說，眼見現場其他客人似乎都不知所措
，而店家雖已通報警消，但距離實際到場馳援
仍有段時間，他先把小孩安置好，立刻展開急
救。

他一邊替昏迷的民眾壓胸，另一邊指揮現
場人員趕緊尋找附近有沒有PAD，所幸很快找
到；在眾人協助下，昏迷民眾總算撐到台北市
警消馳援送醫，目前仍在加護病房救治中。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魏旭昇平日就相當熱
心公益，後續將頒獎予以表揚，另也與這名昏
迷民眾的家屬相約，待病情穩定後，將視情況
前往探視。

新北消防員休假用餐遇昏倒客 即刻救援挽回一命

（中央社）桃園市政府社會局長鄭貴華今
天說，祥暉企業社民國 108 年 10 月檢具照顧服
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經查其中5人證明書是變
造，觸犯中華民國刑法，移送司法機關查辦。

社會局發布新聞稿表示，媒體報導 「清潔
工免受訓秒變長照員，竟全靠電腦修圖」，祥
暉企業社 108 年 10 月檢具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
書共20份，代申請照服員認證，市府109年10
月中旬獲知有疑變造結業證明書情況後立即查
處。

鄭貴華說，經社會局向核發證明書單位查
證，其中5人照服員訓練證明書是變造，這5人
中有3人登錄於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護
理之家，另2人未登錄於長期照顧機構；社會局
已撤銷5人長照服務人員認證。

鄭貴華表示，祥暉企業社以變造結業證明
書申請照服員認證，涉刑法變造公文書及明知
為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
文書等，移送司法機關查辦。

桃市府：廠商變造照服員證明書 撤認證送檢調

（中央社）台北市潘姓里長父子涉嫌虛偽
承租自家房屋作為里民活動場所，藉此詐領租
金補助 187 萬餘元，士檢今天依貪污治罪條例
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嫌，起訴潘姓里長
父子。

士林地檢署起訴書指出，潘姓里長自民國
92年起即擔任里長，明知台北市政府的里民活
動場所租金補助為核實補助，且地點必須合於
消防與建築法規，卻自 103 年起，假意承租兒

子名下的房屋作為里民活動場所，約定月租金3
萬元。

潘姓里長持租賃契約向區公所申請租金補
助，共詐得新台幣 187 萬餘元，但實際的里民
活動場所卻是一處鐵皮加蓋的違章建築。

潘姓里長父子坦承不諱，並自動繳回所有
犯罪所得。檢察官今天依法起訴，建請法院依
法減輕其刑。

里長父子涉詐租金補助187萬 士檢起訴貪污罪

（中央社）環保署已公告列管笑氣，加強
管制並嚴禁網購平台交易，北市環保局今則查
獲首起網路販賣笑氣案，裁罰網路平台業者新
台幣6萬至30萬元罰鍰。

台北市環保局表示，昨晚接獲通報，總部
位於北市的網路平台 「旋轉拍賣」違法販售笑
氣，今日上午啟動聯合稽查行動，會同環保署
化學局、北市府產業局及教育局前往現場約談
業者，當場查獲刊登拍賣笑氣的網頁，將依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裁罰網路平台業者
6萬元至30萬元罰鍰。

環保局表示，事後旋轉拍賣公司負責人雖
宣稱對新規定不熟，仍須依法裁處，該公司已
立即下架笑氣販售網頁。該網路平台會員賣家
則只需有e-mail即可註冊刊登販售資訊，環保
局後續將追查賣家是否違法。

環保署10月30日正式公告笑氣為第一個列
管關注化學物質，除要求製造、輸入、販賣、

使用及貯存業者應取得核可、申報運作資料外
，同時禁止於網購平台交易；但旋轉拍賣公司
屬網路平台業者，網頁未妥善管理，提供會員
違法刊登販售笑氣資訊，明顯違法。

環保局補充，根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網路平台業者若有行銷販售笑氣的情形
，可依違反毒管法第28條第2項、同法第60條
裁處6萬元至30萬元罰鍰。

若累犯可按次加重處罰；網路賣家則不論
無照販售或有照販售給無核可之買家，均可依
違反毒管法第28條第1項，同法第61條第6款
裁處3萬元至30萬元罰鍰。

環保局呼籲，笑氣具輕微麻醉作用，能刺
激人的神經產生興奮作用，近年來有多起民眾
因吸食笑氣造成癱瘓甚至死亡；笑氣若致人於
死或危害人體健康，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或7年
以上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最高1000萬，切勿以
身試法。

北市查獲首宗網路販售笑氣開罰6至30萬

（中央社）高雄市呂姓女子涉在左營區租屋處販毒，鳳山警分局上月獲報後到場逮人，並查
扣逾百公克的毒咖啡包等毒品，呂女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送辦，橋檢並聲押獲准。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獲報，呂女涉長期以左營區文自路民宅為據點販毒，也常常有人
前往交易，導致社區出入複雜。警方成立專案小組，報請橋頭地檢署指揮偵辦。

經專案小組跟監蒐證，鳳山警方待時機成熟向橋頭地檢署聲請搜索票，並於10月21日晚間
10時多前往呂女左營區租屋處查緝。除當場逮捕呂女，也查扣安非他命0.44公克、毒品咖啡包
127.79公克、FM2有62.7公克、愷他命551.11公克等證物。

警方調查，呂女涉將各種毒品混雜製成毒咖啡包，再賣到夜店或摩鐵。呂女警詢時雖坦承持
有毒品，卻否認有販賣行為，後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移送橋頭地檢署偵辦。另經檢
方訊後，高雄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見，全案擴大溯源偵辦中。

女租屋處賣毒咖啡包遭逮送辦 橋檢聲押獲准

藍委再占發言台杯葛藍委再占發言台杯葛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林為洲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林為洲（（前右前右））33日率同黨立委日率同黨立委，，以看板和道具豬再度占領發言台以看板和道具豬再度占領發言台

杯葛議事杯葛議事，，表達不滿政府突然宣布放寬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表達不滿政府突然宣布放寬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要求行政院滿足召開食安會報要求行政院滿足召開食安會報
、、到出口國查廠與肉品清楚標示等到出口國查廠與肉品清楚標示等33點訴求點訴求。。

國民黨國民黨：：行政院懈怠行政院懈怠 蘇貞昌應道歉蘇貞昌應道歉
國民黨國民黨33日在中央黨部舉行記者會日在中央黨部舉行記者會，，副祕書長謝龍介副祕書長謝龍介（（左左）、）、文傳會主委王育敏文傳會主委王育敏（（右右））等人等人

出席出席，，指行政院治安會報逾一年未開指行政院治安會報逾一年未開，，明顯怠忽職守明顯怠忽職守，，院長蘇貞昌應向全民道歉院長蘇貞昌應向全民道歉，，並盡速針對並盡速針對
治安漏洞作出檢討治安漏洞作出檢討。。

金門縣運動會將登場 牧馬侯祠循古禮請引聖火金門縣運動會將登場 牧馬侯祠循古禮請引聖火
兩年一度的金門縣運動會兩年一度的金門縣運動會55日登場日登場，，縣長楊鎮浯縣長楊鎮浯（（中中））33日在牧馬侯祠依循古禮請引聖火日在牧馬侯祠依循古禮請引聖火

後後，，將聖火交由金寧中小學選手繞行各鄉鎮將聖火交由金寧中小學選手繞行各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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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11月3日，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和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在美國舉行4年一度的大選，美
國大選紛亂，許多人都承認美國大選結果面臨不確定性。紛亂大
選年，目前至少9500萬美國選民已經完成提前投票，這一數字
超過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總投票人數的三分之二。新冠疫情
在美蔓延，以及對郵寄選票延期到達的擔憂，是促使本次大選的
投票率超過同期的主要原因。鑑於今年提前投票和郵寄投票數量
激增，大選結果可能不會在週二之後立即變得清晰。大選面臨的
最大風險將是票數接近、本週選舉結果難以確定。

為大選做最後的衝刺，11月2日，川普前往北卡羅來納州、
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舉行競選集會; 拜登則
將重點放在賓夕法尼亞州。11月1日公佈的最終民調顯示，拜登
比川普領先10個百分點，二者的支持率分別為52%和42%。拜登
的領先優勢與10月中旬領先的11點優勢基本保持不變，但該調
查也顯示出搖擺州的選票可能決定大選結果。不過也有越來越多
的媒體或者機構提醒現任總統川普在一些關鍵的搖擺州差距縮小
，不排除2020年大選出現2016年時的意外一幕。

新冠疫情迄今持續在全美肆虐，在前幾天新增確診數再創新
高。美CDC 10月31日的數據顯示，全美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99750例，刷新了全球一國單日新增病例紀錄。目前，全
美累計確診病例達到930萬例，累計死亡23.3萬例，均為全球首
位。疫情之下，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痼疾也再次暴露，少數族裔
社區的感染率與死亡率遠遠高於白人社區，經濟也遭受重創。

BLM 的 抗 議 示
威引發全美大規
模的反對種族主
義和警察濫用暴
力，如今的美國
比 20 年 前 愈 發
分裂。這也增加
了民衆對選舉的
憤怒蔓延至街頭
的風險。執法部
門和聯邦機構準
備應對與選舉相
關的抗議活動，
當局11月2日已
在白宮周圍重新豎起“不可伸縮”的圍欄。

美國大選將近，11月1日，美國舊金山市中心一些商店用各
式擋板加固門窗，以應對美國大選投票日及其後可能出現的破壞
行為。 過去幾天，白宮附近的華盛頓市中心地區的許多企業都
用木板封上了門窗，以防可能出現的抗議活動。在紐約市，商戶
們也做好了類似準備，包括梅西百貨在內的曼哈頓一些商家，在
選舉日之前就紛紛用木板擋住了窗戶。曼哈頓商家紛紛釘木板封
店，以防選舉日打砸搶。隨着11月3日選舉日鄰近，紐約市不少
商家擔心當晚可能爆發的暴力抗議，會有不少不法分子藉機洗劫

商家。紐約曼哈頓的鬧區不少百貨、奢侈品店紛紛開始釘上木板
封店，只為預防被打砸搶所連累。布魯克林Atlantic Avenue附近
一共有有100多家店被砸，整條街上都是玻璃碎片，商人們頭疼
不已又不知道上哪索賠。疫情期間大部分商家已經沒有盈利，運
氣好的話收入還夠經營開支；在目前艱難的情況下，不僅要苦惱
經營生意方面的問題，還要因抗議者的暴力行為花錢修理玻璃
。 紐約市市長德布拉西奧2日說，“我們為任何可能都做好了準
備。”紐約市警察局局長謝伊此前表示，這將是“現代競爭最激
烈的總統選舉之一”。另外，《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國民警
衛隊也已成立反應部隊，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社會動盪。

川普拜登為大選做最後的衝刺 大選結果面臨不確定性
白宮周圍豎圍欄防騷亂商家封門窗防選舉日打砸搶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按照霍普金斯大
學的數據，在10月30日，美國新增確診99321
例。在過去8天，美國已經刷新了5次新增的記
錄。而且，按照美國專家的警告，美國正處於
新一輪激增的初期。照目前趨勢發展，很快美
國一天將新增超過10萬例。按照紐約時報圖表
的數據，美國迄今已經歷了三波高峯，但一波
更比一波高，現在是第三波。在最糟糕的一週
，總計超過50多萬人確診，每天平均新增7萬
多。目前，美國死亡已經超過了23萬例。平均
下來，幾乎每過一秒，美國新增一個確診；每
過100秒，新增一名亡魂。

在美國大選的最後階段，川普的大型集會
一場接一場。在廝殺最為激烈的搖擺州，情況
更為糟糕。CNBC的文章就說，最近一週在三
大搖擺州，密歇根州，新增超過了 63%；威斯
康新州，新增超過了 22%；賓夕法尼亞州，新

增了有 30%。集會更多，新增確診傳播更快，
美國正進入最危險的第三波。但美國頂尖專家
福奇博士卻認為，這根本不是什麼第三波，不
過是第一波還未過去。痛心疾首的他，在電視
臺痛批：美國正“朝着錯誤的方向前進”。

福奇博士的原話是：現在的形勢非常緊迫
，這也是我每天都在催促的原因。我們必須要
做一些實實在在的抗疫舉措，而整個國家一直
都沒有統一和持續的行動，數據令人震驚。隨
着進入更寒冷的季節，形勢將更加嚴峻。所以
，過去幾天，美國股市連續暴跌。以道瓊斯指
數為例，最近一週暴跌了6.5%，三月份以來最
糟糕的一週。

在川普最近的一次造勢集會上，川普認為
美國死那麼多人，是因為美國醫生浮誇風。他
的原話是：你們知道，如果有人死於新冠，那
我們的醫生會拿到更多錢。你們都知道，對吧

？我的意思是，我們的醫生都是
非常聰明的人。所以他們說，很
遺憾，但是所有人都是死於新冠
。一句話，本沒有那麼多死人，
是醫生們在湊人頭，而且，醫生
能因此多拿“大約2000美元”。
氣得美國醫學會發聲明，譴責有
關醫生誇大病例數量的說法，認為這種謠言
“充滿惡意、不可接受、完全是誤導他人”。
我們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險拼命救人，有些人卻
背後放冷槍而且還背後一刀。

據CNN 10月30日報道，福奇博士說，隨
着新冠肺炎病例數在今年秋季繼續激增，即將
恢復正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福奇說，美國將
在未來幾個月獲得疫苗，但“相當一部分人”
可能要到2021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才會接種
。福奇10月27日在墨爾本大學一個小組討論會

上說：“我認為，很可能到2021年年底，甚至
到下一年，我們才會開始出現一些正常的表象
。”他說，隨着冬季臨近，美國情況不太好。
現在我們平均每天大約新增7萬病例。這是糟糕
的情況。”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前局長戈特
利布說：可以看到，目前美國疫情曲線處於非
常陡峭的狀態。我認為新增病例數的增速加快
了，確診病例翻倍的時間縮短到了80天，全美
疫情暴發速度開始加快。

在即將到來的冬季，美國人民必須竭盡所
能自我保護，以預防冠狀病毒。

美食藥局前局長：1秒新增一例 全美疫情正加速暴發
福奇痛心疾首痛批：美國正“朝着錯誤的方向前進”
美醫學會譴責川普充滿惡意 醫生誇大病例數量的謠言

美國頂尖專家福奇博士卻認為美國頂尖專家福奇博士卻認為，，這根本不是什麼第三波這根本不是什麼第三波，，不不
過是第一波還未過去過是第一波還未過去。。痛心疾首的他痛心疾首的他，，在電視臺痛批在電視臺痛批：：美國美國
正正““朝着錯誤的方向前進朝着錯誤的方向前進”。”。

1010月月3131日日，，是美國是美國20202020年大選提前投票的最後一天年大選提前投票的最後一天
。。圖為美國的一處提前投票站圖為美國的一處提前投票站。。

1111月月11日日，，美國舊金山市中心一些商店用各式擋板美國舊金山市中心一些商店用各式擋板
加固門窗加固門窗，，以應對美國大選投票日及其後可能出現以應對美國大選投票日及其後可能出現
的破壞行為的破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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