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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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星期二
Tuesday, December 29, 2020

不到不到11周新增百萬染疫周新增百萬染疫 美確診數破美確診數破19001900萬萬
（綜合報道）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的數據顯示，美國在不到1週的
時間內，新增染疫人數100萬人，
確診人數截至今天已突破1900萬人
。

在美國的確診人數跨過1800萬
後僅6天時間，染疫總人數就達到
1900萬的新里程碑。
此外，全美有33萬3069人因染疫
喪命，這讓美國不論確診案例或染
疫病故人數，都在全球排名第1。

最近幾個月，美國2019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的病例數以
驚人的速率激增。法新社根據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資料做出的統計，美
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自11 月初

以來，每週至少有100萬個新增病
例。

26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每1000名美國人中，就有1人因
染疫喪命。

有超過100萬的美國人施打了
第1劑的疫苗，這是美國史上最大
規模接種計畫中的一大里程碑，但
官方坦承，實施的進度較原訂計畫
落後。

美國政府首席傳染病專家佛奇
（Anthony Fauci）今天稍早警告，
疫情最壞的情況可能還沒出現，民
眾在假期旅行將讓疫情蔓延，讓該
國走到一個 「關鍵時刻」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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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聖誕節數以千萬計的國人在沮
喪失望中度過，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的纾困
案， 川普總統終于在週日晚上簽署。

華府白宮之總統大選， 因為川普之堅
持自己是獲勝者而一直無法顺利交接， 這
場政治大戲牽動了整個世界的動脈 ，他們
對於川普之行勁， 多半都感到失望和不安
。

九千億的纾困案是在給予失業者及家
庭拯救他們燃眉之急，許多人可以避免房
屋被沒收， 無錢
去買食品而變成
無家可歸被掃地
出門。

我們也欣見
全美許多多社區
的左隣右舍在不
斷伸出援手， 把
安裝好的食物袋
送到需要的家庭
門口， 大方地捐
献給當地的食物
銀行， 前往老師
家的前院為剛出
院的她獻上美麗
的歌聲， 為孩童

們送上聖誕禮物。
所幸在最前缐上工作的醫護人員已經

得到新冠疫苗之接種， 但是這還是少數中
之少數 ，就以美國而言， 每一千個國人
就有一個人失去了生命 ，這是多麼可怕的
數字啊。

我們急盼川普總統不要在以國人之苦
痛及生命為兜戯 ，政客們的倒行逆施，
必然有報應 ，也是為天地所不容。

President Trump signed the stimulus bill and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bill Sunday night to
avoid government shutdown.

We are really very sad at this Christmas time.
So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while the politi-
cians are living a life of luxury and don’ t
have any feelings for those people in the bot-
tom rungs of society.

We are also watching many citizens who are
lending a helping hand to their neighbors and
friends. Some of the people deliver food bags
in front of their neighbor’s door. Some stu-
dents were singing songs in front of their
teacher’s house. Other people are giving out

toys to the disadvantaged kids. After all,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year of 2020 is almost over. And as Presi-
dent-elect Biden said, “Our dark days are
not over yet.”

We just all need to stick together. Later, histo-
ry will give all those arrogant politicians a seri-
ous judgment.

The Corona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nation in
many ways. We all want the vaccine to come
more quickly to let more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get vaccinated. This is probably the
only way we can survive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2828//20202020

An Anxious and FrustratingAn Anxious and Frustrating
ChristmasChristmas

最不平安的平安夜最不平安的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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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涉118次虛假答辯
安倍或因“賞櫻會”風波被追責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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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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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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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

克在總統府新聞發布會上通告，杜特爾特

總統今年將在故鄉達沃市的官邸，和家人

壹起過聖誕節。

這是杜特爾特自2016年當選總統以來

，第五次在達沃市慶祝聖誕節。

洛克表示，往年聖誕節杜特爾特總統

都會到達沃市的菲律賓南部醫療中心，看

望年輕的癌癥患者。今年杜特爾特聖誕節

具體行程尚未確定。

鑒於今年菲律賓和全球其他國家正在

與新冠病毒作鬥爭，12月7日以來杜特爾

特多次呼籲同胞今年不要舉行聚集性的聖

誕慶祝活動，遵守政府的衛生檢疫規程，

以防止節日期間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洛克

說，“總統希望聖誕節過後，我們也能活

得健康。”

洛克同時通告，杜特爾特總統將於

12月 28日在達沃市簽署菲律賓參眾兩院

已通過的4.5萬億比索的2021年國家預算

提案。該預算案優先考慮政府針對新冠

病毒大流行下防疫抗疫與社會經濟壹攬

子恢復方案。其中，衛生部門預算2874.7

億比索，用於采購新冠肺炎疫苗的預算

為725億比索。

根據菲衛生部數據，12月22日菲新增

確診病例1314例，累計確診462815例，死

亡9021例，累計康復429419例，正在病程

中的仍有24375例。

綜合報導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賞櫻會”醜

聞持續發酵，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21日向其詢

問情況。日媒稱，雖然檢方很可能不會起訴安倍，

但現有證據表明，他從2019年底開始在國會至少進

行了118次不實陳述，應被追究政治責任。

報道稱，日本眾議院21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

示，安倍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的國會答詢

中，曾做出至少118次錯誤陳述。據悉，其中包括

70次聲稱自己的辦公室與晚宴費用無關、20次聲稱

晚宴支出沒有實體發票、28次聲稱其辦公室並未填

補晚宴費用缺口。

相關人士透露，安倍21日下午抵達東京羽田

機場，此後到返回東京富谷私宅的約5個半小時期

間，他接受了詢問。據稱，特搜部詢問了負擔費用

的原委及與國會答辯的不壹致等，安倍否認參與了

違規。安倍已表態在調查工作結束後，會在國會接

受質詢。

另據報道，安倍後援會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未

記載晚餐會收支，預計特搜部將以涉嫌違反《政治

資金規正法》(不記載)的罪名，簡易起訴擔任後援

會代表的公設第壹秘書，在年內結束調查工作。

日本政府從1952年起在首都東京新宿禦苑舉辦

“賞櫻會”，邀請社會各界代表與首相壹起欣賞櫻

花，費用由政府承擔。

2013至2019年安倍任首相期間，安倍後援會負

責在賞櫻會前夜舉辦晚宴，招待安倍支持者。這些

晚宴總花費超過2300萬日元，遠高於出席者繳納費

用。檢方調查發現，安倍方面涉嫌違規填補差額、

變相“補貼”支持者，並銷毀相關證據。

已故三星電子會長李健熙股票遺產稅
高達11萬億韓元

綜合報導 已故三星電

子會長李健熙的繼承人應繳

納的股票遺產稅稅額最終敲

定，為11.04萬億韓元(約合

人民幣651.6億元)，數額創

韓國歷史新高。

根據法律規定，李健

熙股票的繼承價值應根據

其定價基準日前後兩個月

期間的平均收盤價計算。

這期間，李健熙所持股票

的平均收盤價分別為三星

電子每股 6.2394 萬韓元、

三星電子優先股每股5.5697

萬 韓 元 、 三 星 SDS 每 股

17.3048 萬韓元、三星物產

11.4681 萬韓元、三星生命

6.6276萬韓元。

按照三星9月底公示的

持股比率，李健熙股票的繼

承價值為18.9633萬億韓元，

適用股東折扣以及相應稅率

後，李健熙繼承人所應繳納

的股產繼承稅稅額，為11.04

萬億韓元。

另外，李健熙京畿道龍

仁愛寶樂園的土地產權和首

爾漢南洞房產的遺產稅稅額

，也十分龐大。

稅務相關人員指出，如

果土地的繼承價值申報不現

實地低的話，韓國國稅廳可

能會直接進行鑒定，慎重評

價房地產的繼承價值。

據悉，李健熙遺產繼承

人的稅務申報與繳納義務應

在2021年4月之前履行完畢

，若難以壹次性繳納巨額稅

款，也可按照年利率分期繳

納。

當地時間 2020 年 10 月

25日，李健熙在首爾病逝，

享年78歲。他曾於2014年突

發心臟病入院後，住院治療

數年。

在他的帶領下，三星成

為韓國最大的企業，李健熙

也曾被喻為韓國最成功的企

業家。

2020 年 10 月 28 日，韓

國 企 業 評 估 網 站 CEO

SCORE 發布統計數據顯示

，李健熙任內三星總資產

增長逾76倍，增加790多萬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4.7萬億

元)，創下韓國十大企業集

團之最。

韓國暫停與英國航班往來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宣布，暫停

與英國航班往來。

英國日前宣布發現新冠變異毒株

，新變種病毒的傳播能力可能比原始

病毒高出70%。

據韓國中央事故處理本部防疫部

門負責人尹泰皓在23日記者會上介

紹，為應對英國出現新冠病毒變異情

況，12月23日至12月31日期間，暫

停與英國航班往來。同時，將加強自

英國抵韓人員的檢測力度：暫停韓國

駐英國外交機構工作人員的隔離豁免

政策；所有自英抵韓者在結束兩周隔

離後，將增加壹次病毒檢測。

隨著韓國疫情惡化，疫情防控面

臨較大壓力。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通報，截至23日零時，過去24小

時新增確診病例1092例，累計確診

52550例。首都圈23日起，禁止5人

及以上人員規模聚集。全國範圍

將於 24 日起實施年末特別防疫措

施，包括關停滑雪場、部分旅遊

景區等。

目前，韓國加大對無癥狀感染者

篩查，於12月14日起在首都圈啟動

隨機檢測，任何人都可匿名、免費檢

測。據防疫部門23日介紹，隨機檢

測中已發現754名確診者，政府呼籲

首都圈民眾主動進行檢測。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28日，據法國媒
體援引愛麗舍宮的消息，法國政府將於29日
舉行衛生國防會議，會議主題或將圍繞近期
法國局部地區再次吃緊的新冠疫情。
法國東部南錫市的市長克萊恩在28日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對於整個大東部大區來說，
重新實施“封城”措施或已在所難免，現在
需要法國政府盡快劃定實施範圍。克萊恩還
呼籲，對於目前疫情吃緊的地區，應當加快

接種疫苗的進度。
克萊恩指出，過去2到3週以來，新冠病

毒尤其在洛林地區及南錫市大幅加速傳播，
在傳統節日期間給當地的醫院造成壓力，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已佔據當地一半以上的重症
監護床位。克萊恩還稱，不能等到情況惡化
再採取行動，疫情防控應體現出預見性。為
此，克萊恩與大東部大區另一座城市蘭斯的
市長從上週就已開始呼籲再次“封城”。

法國市長稱重新法國市長稱重新““封城封城””在所難免在所難免
愛麗舍宮將舉行衛生國防會議愛麗舍宮將舉行衛生國防會議

萊豬,現在成為危害台灣的家畜，由於蔡政
府執意開放美國豬農餵養含有對人體有害的萊
克多巴胺（Ractopamine）β促效劑藥物之豬隻
進口台灣而引發全民惴惴不安，儘管民意反對,
在野的國民黨也強力阻止，怎奈民進黨立委順
從上意,強行通過九項行政命令,讓萊豬得以闖關
入台，民進黨今日無能懸崖勒”豬”, 來日就讓
這些萊豬踢翻他們的霸權吧！

《尚書》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 但民進黨政府不認同中國, 也不相信中
國的這個民本思想, 他們只會對美國趨炎附勢，
一廂情願的以為接收萊豬就可以獲得美國支持,
那是愚民愚己的幻覺, 當一個政府可以用危害國
民的生命安全做為外交的交換條件，那這個政
府什麼樣手段都做得出來！

從他們處置萊豬一事已充份顯露出政權的
傲慢與卑劣, 他們不但辜負民眾期待，也加深朝
野裂痕,一個被撕裂的社會,又如何能健全發展？
當然民進黨政府強詞奪理，硬說開放萊豬是參

考了國際規範，也經過風險評估後的決定，但
是台灣早在2006年就已將萊克多巴胺瘦肉精列
為禁藥，農委會明確規定，所有國產豬在過去
、現在與未來都絕對不能使用萊克多巴胺,也嚴
禁萊豬進口,這難道不明是經過風險評估後的規
定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
代, 身為在野黨領袖的蔡英文更公開率領民進黨
高幹與立委遊行示威,高呼萊牛是毒牛,這種昨是
今非的態度，真是讓人悲從中”萊”呀!

尤有甚者, 民進黨政府全力打壓提出萊豬有
害人體的蘇偉碩醫師，以造成寒蟬效應, 對照不
久前透過NCC關閉中天電視台, 且內舉不避親,
任用表姐夫為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在無恥民代簇
擁下,民進黨政府除已練就”台灣獨立”的軟功
夫，現在又修行了”台灣獨裁”的硬功夫，台
灣好不容易從威權體制走出來, 現在蔡英文卻又
帶著黨羽朝著威權體制走進去，台灣的民主、
法治與人權已遭踐踏殆盡,民進黨還有資格再談
”台灣價值”嗎！

【李 著 華 觀 點 : 來 來 來 萊 豬 來
- 讓 這 些 萊 豬 來 踢 翻 民 進 黨 霸 權 】

（綜合報導）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
長鄭銀敬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為防止新
冠變異毒株傳入境內，將針對英國航班採取的
禁飛措施延長一周至2021年1月7日。
英國日前宣布發現新冠變異毒株，新變種病毒
的傳播能力可能比原始病毒高出70%。韓國防
疫部門28日稱，確診多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
當天，鄭銀敬在例行記者會上發布關

於加強入境檢疫工作的方針，將針對英國
航班採取的禁飛措施延長一周。具體來看
，包括經第三國入境者在內，來自英國和
南非的入境人員不分國籍，都須提交核酸
檢測(PCR)陰性證明，除外交公務、人道
等特殊情況外，暫停簽發簽證。此外，政
府還將要求所有入境人員須在隔離期結束
前，再次接受檢測。
據此前報導，韓國政府從 12 月 23 日起暫

停與英國的航班往來，要求所有自英入境者隔
離14天，並在隔離期結束後再次接受核酸檢測
。與此同時，政府加大對自南非入境人員的檢
疫，要求其在隔離期結束後也再接受檢測。

報導指出，英國航班禁令將根據疫情形勢
，有可能再次延長。

韓國加強入境檢疫韓國加強入境檢疫 對英禁飛措施延長一周對英禁飛措施延長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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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議會通過2021年預算案
“重振基金”再增加

綜合報導 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2021年預算案，內容包括應對疫情

的大筆緊急開支及“重振基金”。有政治人士擔心，法國或面臨難以償

還疫情債務，以及貧困現象進壹步惡化等困難。

據報道，新冠疫情壹再擾亂法國預算計劃。法國當局被迫下調對2021年

的宏觀經濟預測，並增加對餐飲和文化活動等受損嚴重行業的緊急援助。

法國政府預計，2020年該國國內生產總值或下降11%，2021年反彈

6%，赤字8.5%，債務上升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22.4%。法國央行的預測

則更為悲觀，認為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僅能反彈5%。

面對“史無前例的危機”，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此前透露，2021年，法國

將拿出更多預算支持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比如餐飲業、會展娛樂業等。

在2021年，“重振計劃”將獲得220億歐元的資金支持。部分失業

金預算由此前的65億歐元提高到114億歐元。對2021年初因防疫令繼續

停業或嚴重受影響的企業，援助預算由20億歐元提高到70億歐元。

其他預算用於補充豁免的雜費、食物援助，以及補貼滑雪場、機場

、郵局等。該預算案還包括政府此前承諾的，以疫情扶助為目的，降低

企業生產稅共計100億歐元。

報道稱，法國右翼政客對重振計劃表示支持，但也指出該計劃“滯

後”，某些方面與疫情危機無關，並且缺乏重點。

左翼政客則認為重振計劃“大大低於”需求，並且環保表現不足。

議員科萊勒(Eric Coquerel)曾經爭取駁回該預算案，但沒有成功。他擔心

“新的，更嚴重的’疫情’，即貧困化”。

法國政府方面再次承諾不加稅，並宣布在接下來數周和幾個月將討

論振興公共財政。

巴拉圭頒布法令：
強制戴口罩、保障疫苗采購
綜合報導 近日，巴拉圭政府頒布了《強制佩戴口罩法令》和《新

冠疫苗采購法令》，旨在強化新冠疫情防疫措施，並為新冠疫苗采購提

供便利條件。

據報道，巴拉圭總統貝尼特斯召開新聞發布會時表示：“《強制佩

戴口罩法令》此前已獲得了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批準，這是壹項有利於穩

定就業、維護經濟發展和降低新冠病毒傳染率的有效政策。”

根據《強制佩戴口罩法令》，自12月22日起，年齡10歲以上的巴

拉圭民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身處公共封閉場所，無法保持2米社交安

全距離的戶外場所，以及任何可能發生人群聚集現象或存在新冠感染風

險的場所時，必須佩戴口罩，違規者將被處以罰款。

針對違反上述法令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封閉場所，當局則將對公

共交通工具承運人處以罰款，各市政府將對公共封閉場所處以關停處罰

，若再次違規，將永久關閉違規場所。

另壹方面，關於《新冠疫苗采購法令》，貝尼特斯表示：“我們正

在盡最大努力獲取新冠疫苗，政府已經創建了壹支由衛生部和外交部官

員組成的新冠疫苗采購團隊，將盡快制定新冠疫苗采購和交付時間表，

以便及時為巴拉圭民眾提供疫苗。”

希臘疫情防控加碼
2021年1月起可預約接種新冠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新冠確診病例853例

，累計確診增至132430例；新增死亡病

例83例，累計死亡4340例。

針對目前的疫情形勢，希臘將在聖

誕節和新年假期加強防疫措施；當局表

示，從2021年1月開始，希臘普通民眾

可預約接種新冠疫苗；此外，希臘全國

的學校計劃於2021年1月8日復課。

聖誕新年假期加強防疫
據報道，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斯在

22日表示，聖誕節和新年期間，民眾仍

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並做好防護，切忌

擴大社交圈範圍。佩薩斯說，“無論如

何，我們都應該盡量只與關系最親密的

人待在壹起”。

佩薩斯強調，節日期間從晚上10點

開始的宵禁措施將會繼續執行，任何在

12月24日晚上10點之後外出的人都將被

警察攔下，因工作需要外出的人必須攜

帶工作證明。另外，警方也會在節日期

間加大檢查力度。

佩薩斯還補充說，在平安夜、聖誕

節、新年夜和元旦外出聚會的民眾，需

向13033短信平臺發送出行申請，代碼為

“6”。需要註意的是，聚會時必須遵守

僅允許兩個家庭最多9人參加的規定。

此外，根據希臘海岸警衛隊總部下

達的命令，希臘所有港口，特別是阿提

卡大區的三個主要港口比雷埃夫斯、拉

菲那和拉夫裏奧，已從12月19日開始采

取嚴格防疫措施，以阻止民眾於聖誕節

期間的不必要出行。

據介紹，本次防控將在聖誕節和新

年期間全天實施，以確保所有搭乘近海

航線船只的旅客均為合法出行，且均遵

守防疫規定。

2021年1月開始疫苗接種預約
當地時間22日，希臘總理米佐塔基

斯表示，政府需要在未來達成壹個整體

的目標。壹方面，在大規模疫苗接種完

成之前，希臘必須繼續努力做好遏制病

毒的工作；另壹方面，需要盡快制定使

社會和經濟活動逐步回到正常狀態的路

線圖。

米佐塔基斯指出，“實現大規模的

疫苗接種，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成為國家

為了使社會恢復正常，下的最大賭註。

在這項工作完成之前，各項防疫措施將

繼續實施”，米佐塔基斯還提醒民眾，

防疫措施遵守越好，就越有希望早日結

束這些措施，接種疫苗的人越多，疫情

帶來的困擾就會越少。

當天，希臘總統薩克拉羅普盧也發

表了壹份聲明稱，“如今，我們正在邁

出重返昔日生活的第壹步，為了擺脫長

期受制於病毒的威脅，接種疫苗有其必

要性”。

希臘衛生部負責初級衛生保健的秘

書長西米斯托克利斯在22日舉行的疫情

通報會上說，面向普通民眾的新冠疫苗

接種預約平臺將於2021年1月中旬正式

開放。

西米斯托克利斯介紹，希臘預計將

在2020年 12月 26日收到首批9000劑疫

苗，到2021年 1月底前將再獲得42.9萬

劑，2021年3月底前有望再迎來約166.5

萬劑疫苗。這些疫苗將儲存在希臘境內

的五個安全地點，分發過程將嚴格遵守

安全和安保協議。國防部將協助在偏遠

的農村地區運送疫苗，公民保護部將負

責分發期間的安全。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西奧

多麗都說，國家醫療體系中的醫生和護

士將是第壹批接種疫苗的人群，接下來

是養老院的居民，隨後是85歲以上的普

通民眾。

此外，西奧多麗都強調，即使接種

疫苗，人們也應繼續遵守安全措施，如

保持社交距離和戴口罩。待疫苗運抵希

臘後，位於雅典和塞薩洛尼基的5家醫

院將率先啟動接種計劃。

學校將於2021年1月8日開放
在學校復課方面，希臘教育部長凱

拉梅烏斯表示，該國學校計劃於2021年

1月8日開放。

凱拉梅烏斯表示，“我們的計劃是

在參考了醫學專家的建議後做出的。為

了能夠確保學校安全開放，教育部還將

要求專家在明年1月初再次根據流行病

學數據給出新的評估。”

不過，部分專家認為，希臘正處在

疫情開始減弱的初期，目前討論學校重

開的問題為時尚早。

意大利兩周逾4萬人從英入境
緊急停航數百人被困機場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

診病例13318例，死亡628例。截至當地

時間22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增

至1977370例，死亡病例69842例，治愈

病例1301573例。英國當局19日宣布發現

傳播力更強的新冠變異病毒，意大利外交

與國際合作部長迪馬約20日宣布暫停英

國直線航班。

隨後，意大利緊急民防部、衛生部聯

合發布通知，將對12月6日至20日所有

在英停留回國的意大利公民公民，以及在

此期間從英國入境意大利的所有旅客，進

行病毒追蹤篩檢。

根據意大利邊防檢查部門匯總的旅客

資料顯示，截至20日停航，在過去2周時

間內，大約有4.4萬旅客從英國直飛或轉

機入境意大利。其中從英國直飛米蘭馬爾

彭薩機場和利納特機場的旅客大約有9000

人，直飛羅馬菲烏米奇諾機場和錢皮諾機

場的旅客約有7000多人。

意大利衛生部通報，迄今意大利已發

現1例該變異病毒確診病例，以及16名從

英國入境意大利的新冠確診病例。有關部

門正在甄別，16名確診患者感染源是否

為變種病毒。

由於意大利當局緊急叫停英國航班，導

致大量準備在聖誕節前回國的意大利公民，

被困在英國各大機場。許多人滯留在機場附

近的酒店或在機場過夜。數百名滯留在英國

機場的意大利公民，紛紛通過社交媒體或致

電意大利駐英使領館，對政府突然停航表示

不滿和抗議。甚至有意大利公民表示已經出

現資金困難，亟待政府救助。

意大利民航管理部門表示，在經歷了48

小時的恐慌之後，滯留在英國的意大利公民

冒險之旅正在走向壹個圓滿的結局。當局已

決定派出包機將居住在意大利的居民，以及

處於緊急狀況中的人接回意大利。

但政府決定，所有旅客在登機前和入境

後，均須進行病毒檢測，對病毒呈陰性者方

可獲準登機，入境後必須進行14天隔離。

根據意大利衛生部和交通部決定，滯

留在英國的旅客，擁有英國國籍或持有英

國永久居留在英定居的意大利公民，以及

那些準備聖誕節和新年赴意走親訪友的人

，非特殊情況，政府不建議在此期間赴意

大利旅行。

意大利航空公司表示，目前正等待政

府和外交部的指令，隨時將派出包機把滯

留英國機場的意大利公民接回國。根據政

府規定，航空公司已取消或推遲原定於

12月 20日至 31日，從英國飛往意大利

1100名乘客的預訂機票。截至2021年1月

6日，從英國機場出發前往意大利的預訂

機票已超過15000人，將根據政府進壹步

的指令決定退票或延期。

星球大戰場景成真？
美軍將為其六代機配備AI副駕駛

綜合報導 據報道，美國

空軍正在秘密研制的新型戰鬥

機將配備類似人工智能（AI）

副駕駛。

報道稱，美國空軍正在秘

密研制的新型戰鬥機將在壹年

內開展設計、制造和相關測試

工作，而這款戰鬥機將配備人

工智能副駕駛，就像是“星球

大戰”系列電影中的R2-D2機

器人，人類飛行員可以依靠它

完成關鍵的作戰任務。

在今年9月，美國空軍負

責采購、技術和後勤的助理部

長威爾· 羅珀透露了美軍“下

壹代空中優勢”（NGAD）戰

鬥機的消息。美

國空軍對這款第

六代戰鬥機守口

如瓶，只是證實

了它的存在。目

前有關NGAD戰

鬥機的壹些線索

已經浮出水面，

最新的消息顯示

該機將擁有壹個人工智能副駕

駛。

報道提到了美國空軍在本

月中旬首次公布了名為Artoo

的人工智能系統，該系統於12

月15日首次被安裝到了洛克希

德· 馬丁公司研制的U-2偵察機

上，並被賦予控制偵察機雷達

和傳感器系統的任務。

報道稱，現代空戰正變得

越來越復雜，飛行員必須掌握

各種開關、程序、傳感器和武

器系統。除了監控高度、速度

、燃油狀態等傳統數據，五代

機飛行員還必須密切關註壹系

列傳感器，包括紅外傳感器、

威脅預警系統和雷達等。壹旦

投入戰鬥，飛行就會變得極其

復雜，因為飛行員必須考慮

敵人的空中和地對空能力、

優勢和劣勢，而同時還要駕

駛戰機。

而人工智能副駕駛可以執

行相對簡單的任務，如通信

、威脅監控、網絡安全和導

航等。與此同時，人類飛行

員可以更專註於那些為人類

保留的任務，比如批準發射

武器、更改飛行計劃以及與

基地、空中和地面上其他人

員進行溝通。人工智能甚至可

以解放飛行員，讓他們用人類

思維類觀察戰場態勢並將其轉

化為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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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2月27日晚，共和黨特工、特朗普盟友羅
傑.斯通在總統的西棕櫚灘高爾夫俱樂部的晚宴上親自感謝
特朗普赦免了他。

參加晚宴的還有特朗普長子小唐納德的女友金佰利.蓋
佛爾，以及棕櫚灘社交名媛瑪麗.麥卡蒂，而特朗普也赦免
了她。

斯通在網上發布了晚宴的照片和記錄，他在晚宴上表
示，他建議特朗普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調查有關選舉欺詐
的指控。

他告訴《每日郵報》稱，除了自己發布的內容外再無
其他評論。

特朗普總統上週日（12月27日）晚上在簽署了一項為
美國人提供新冠疫情救濟和資助政府的法案後離開了海湖
莊園。在回到海湖莊園之前，他在其高爾夫俱樂部待了幾
個小時，週日晚上他通常在那裡吃晚餐。

特朗普拒絕承認當選總統拜登的勝出以及自己的敗選
，並指稱選票被竊取，儘管他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也
沒有證據表明選民普遍造假，政府機關表示選舉不存在作
弊欺詐行為。

特朗普曾公開呼籲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調查選舉舞弊
之事。但是美國總統無任命特別檢察官的權力，只有司法
部長可以。

巴爾上週一（12月21日）說：“如果我認為在這個階
段特別檢察官是正確的選擇，我會提名一個的，但我沒有
，也不會這麼做。”

但他在司法部的最後一天是上週三（12月23日）。當
天晚上，特朗普在推特上呼籲任命特別檢察官，這給代理
司法部長杰弗裡.羅森帶來了壓力，他將在特朗普1月20日
卸任之前一直擔任司法部長。

斯通在社交媒體網站Parler上
發布了他與特朗普共進晚餐的消
息。在推特和 Facebook 限制了保
守派對這次會面的一些未經證實
的指控後，保守派轉而使用該社
交媒體網站。
他寫道，還附上了一張他與特朗
普、蓋佛爾和另一位紳士交談的照片，“今晚我親自感謝
特朗普總統赦免了我。”

他補充說：“我還告訴總統，他可以任命一個擁有充
分傳訊權力的特別檢察官，以確保那些試圖通過選民欺詐
來竊取2020年選舉的人被起訴並定罪，並確保特朗普繼續
擔任我們的總統。”

斯通還貼出了一張他和特朗普總統上週日（12月27日
）晚上在高爾夫俱樂部的餐廳里共進晚餐的照片，照片中
麥卡蒂坐在他們旁邊，蓋佛爾坐在他身後的餐桌上。

麥卡蒂曾任棕櫚灘縣專員，因此就影響海湖莊園的關
鍵問題進行了投票。 1996年，她投票批准了特朗普擁有的
俱樂部與縣政府就機場噪音限制達成7500萬美元（約4.9億
元人民幣）和解協議。作為和解協議的一部分，特朗普可
以租地建高爾夫球場。

麥卡蒂和她的丈夫凱文.麥卡蒂都在一次反腐行動後被
判入獄。

她曾擔任棕櫚灘共和黨的主席。麥卡蒂承認犯有誠實
服務欺詐罪，並於2009年被判刑，在德克薩斯州的聯邦勞
改營呆了兩年。此前，她被指控操縱某些項目的投票，而
這些項目讓她的丈夫在經濟上受益，那時他的丈夫在幫助
投行雷蒙德詹姆斯（Raymond James）管理一家辦公室從事
市政貸款業務。檢察官說，她對他可獲得佣金的債券進行

了投票。
麥卡蒂被指控隱瞞其妻子的罪行，這對佛羅里達州的

權貴夫婦被勒令償還27.2萬美元（約178.19萬元人民幣）。
2019年11月，斯通被判7項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向國

會撒謊、妨礙證人作證和妨礙眾議院調查特朗普與俄羅斯
可能的競選合作。

今年7月，特朗普為斯通減刑40個月，但全面赦免則相
當於免除了斯通的所有犯罪記錄。

住在佛羅里達州的斯通於上週末在海湖莊園參加了由
崇拜特朗普的年輕保守派組織“美國轉折點”舉辦的一場
盛會。

他上週告訴福克斯新聞，他是通過有線新聞網得知自
己被赦免的。

斯通和麥卡蒂是特朗普總統在上周聖誕節前宣布的49
位赦免名單中的兩位。

特朗普赦免對象包括其女婿賈里德.庫什納的父親、特
朗普的前競選團隊經理保羅.馬納福特、因羅伯特.米勒的
“通俄門”調查而被定罪的兩名前助手、三名前共和黨國
會議員，以及與政府簽約的四名“黑水公司”警衛，他們
因在2007年巴格達大屠殺中殺害17名伊拉克平民而被定罪
。

在特朗普於1月20日離任前的幾週內，預計還會有更多
人員被赦免。

（綜合報導）美國當選總統拜登 28
日表示，他的國家“同時面臨著四個歷
史性危機”。並補充說，他的團隊正在
努力盡快應對這些挑戰。

拜登在社交平台推特上發文稱：
“從新冠疫情和經濟到氣候變化和種族
公正，我們的國家同時面臨著這四個歷
史性危機。到了一月份，我們就沒有時
間可以浪費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和我的
團隊在努力工作，準備在（就職）第一
天就採取行動。”

據美國《國會山報》報導，拜登發
推數小時後，特朗普正式簽署了總價值
數万億美元的新冠疫情紓困和聯邦政府
預算法案。

上週六（26 日），拜登指責特朗普
“推卸責任”，並敦促這位即將卸任的
總統立即簽署尚待批准的新冠疫情救助
法案。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是聖誕節
後的第二天，由於特朗普總統拒絕簽署
國會以壓倒多數和兩黨多數通過的經濟
救濟法案，數百萬家庭不知道他們是否

能夠維持生計。”
美國《國會山報》此前報導，兩黨

成員都敦促特朗普簽署2.3萬億美元的一
攬子計劃。早些時候，該法案在美國國
會兩黨支持下獲得通過。

今天早些時候，美國頂級傳染病學
專家福奇博士表示，受假期的影響，美
國將在未來幾週內迎來新冠疫情最嚴重
的時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援引福奇的話說:“我們真的處在一個非
常關鍵的時刻。因此，我和當選總統拜
登一樣擔心，在今後幾個星期裡，情況
可能會變得更糟。”

拜登上週曾表示：“抗疫之戰最黑
暗的日子還在我們前面，而不是已被我
們甩在身後。”

據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稱，美國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總數在周日突破了
1900萬大關。截至本週一（28日）6點35
分，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已在美國登記了
1910萬7675例確診病例。與此同時，該
國的死亡人數達到了33萬3069人。

拜登：美國“同時面臨四個歷史性危機”
必須盡快採取行動

疫情中大開宴席疫情中大開宴席，，特朗普盟友羅傑特朗普盟友羅傑..斯通斯通
親自感謝特朗普赦免了他親自感謝特朗普赦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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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防疫升級防疫升級 台北台北101101跨年派對與新光三越市集取消跨年派對與新光三越市集取消
（中央社）台灣再度出現本土確診案例，指揮中心宣布跨年

活動要有防疫計畫。為呼應防疫政策，台北101宣布取消高空跨
年煙火派對，新光三越百貨信義區也取消跨年市集與派對。

全球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嚴峻，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跨年活動要有防疫計畫，民眾戶外活動
要全程配戴口罩，除了指定販賣區外，場內不得販售飲食，另外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不得參加活動。

台北101表示，高空跨年煙火派對原本預定售出1000張門
票，政府後來在12月推出秋冬防疫專案，便把門票減少到700張
門票，都全部完售。不過，台灣爆發本土病例後，台北101為了
維護派對品質以及防疫考量，23日決定取消派對，也已經辦理全
額退款作業。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原本規劃4場大型跨年派對與市集
，包括在香提廣場舉行的搖滾跨年市集，募集超過50家餐飲攤

位參與，以及A8舉行的星光嘉年華跨年派對，2個活動都決定取
消。

不過，新光三越百貨館內的餐飲跨年活動，包括在A9的
WILDWOOD絢彩微醺跨年派對，以及A11的GB鮮釀啤酒餐廳
跨年夜活動，因為可以落實實名制與防疫規定，目前仍會如期舉
辦。

（中央社）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首次跟日本東京大學航太系
合作開發6U立方衛星，將作為驗證平台，快速測試光學感測器
等設計在太空中的表現，預計2022年中由國際太空站發射。

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太空中心）副主任余憲政表示，台
灣第三期太空計畫著重光學遙測衛星，其中 「超高解析度智能遙
測衛星」的光機系統與影像技術跟過去大不相同。團隊決定運用
低成本的立方衛星當驗證平台，直接到太空測試光學感測器與新
型光機系統設計，以確保未來衛星任務的可靠度。

余憲政指出，太空中心日前提出 「6U 快速飛試立方衛星
（6U Fast Validation CubeSat）」計畫，這個6U 立方衛星是 「中

解析度地球遙測衛星」，可以取局部地
球影像，監控災害與環境變遷，不過主
要目的還是技術驗證。

余憲政表示，立方衛星優點是成本較低，適合學界研發，
標準化、模組化規範可減少運輸與發射成本。立方衛星預計2022
年搭火箭到國際太空站，再從太空站彈射入軌，運行軌道約在
380到420公里的高度。

余憲政指出，台日雙方都可以使用衛星操控中心，執行6U
立方衛星任務。合作有望大幅降低開發、製造、操作的時間與經
費成本。根據過往經驗，設計、組裝立方衛星就需要3年，還不

包含發射階段；這次從設計到發射希望2年可以完成。
立方衛星體型相對輕巧，一個單元（1U）的立方衛星為邊

長10公分的立方體，這次衛星尺寸的長寬高分別為10、22.6、
36.6公分。

根據團隊分工，太空中心負責開發遙測儀器，日本東大開
發衛星本體，另外跟東大合作的 2 家日本太空服務公司 Edge
Lab. Co., Ltd.、Space BD則負責採購衛星發射與入軌的服務。

台日開發6U立方衛星拚2022年射上太空驗證技術

2021年經建目標 GDP區間上限達4.2%改寫9年新高
（中央社）2021 年即將揭開序幕，國發會根據

最新國際情勢，訂定2021年經建目標，台灣經濟成
長率區間目標3.8%至4.2%，上限值不只較主計總處
11月預測數3.83%，增加0.37個百分點，也是近9年
最高。

國發會7月發布第18期 「國家發展計畫」，訂
定2021年至2024年經濟成長率區間目標（平均2.6%
至3.4% ）等四大重要總體經濟目標；國發會今天發
布新聞稿指出，配合最新國內外經濟情勢發展，針對
明年各項目標進行滾動調整，訂定明年經濟成長率區
間目標3.8%至4.2%，人均GDP為3萬38美元至3萬
145美元，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1.0%至1.5%，
失業率則為3.6%至3.8%。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幾年國發會端出的經建目
標，經濟成長率區間上限多僅在 2%至 3.8%之間，
2021年經建目標的經濟成長率區間上限達4.2%，是
近9年最高水準。

國發會說明，明年全球經濟復甦，但仍存在許

多不確定性，如疫情發展及疫苗效益、美中貿易及科
技爭端的後續發展、各國貨幣政策走向、國際原物料
價格走勢及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等。

台灣方面，國發會指出，只要內需 「給力」，
消費及投資趨於熱絡，政府持續推動公共建設等因素
，經濟成長率有機會挑戰4.2%；但若疫情升溫，恐
怕拖累經濟復甦腳步。

英國近期爆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病毒變種，導致情勢更為嚴峻，不過國發會分析，變
種病毒尚未扭轉國際對明年全球經濟展望的看法，國
際機構普遍預測，若明年下半年全球能走出疫情困境
，跨境旅遊、商業活動將出現報復性成長，全球供應
鏈也會重組啟動。

國發會表示，將持續落實台商回台投資，並
在過去五加二產業創新既有基礎上，推動六大核心戰
略產業，協助民間資金導入實體投資與公共建設，掌
握疫後時期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先機。

英國班機抵台 旅客下機檢疫人員引導英國班機抵台 旅客下機檢疫人員引導
華航一架從英國載送華航一架從英國載送114114名旅客的班機名旅客的班機2727日下午約日下午約55時時3636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分抵達桃園國際機

場場，，旅客走獨立通道旅客走獨立通道，，機場人員嚴陣以待機場人員嚴陣以待，，有症狀者先在機場個別採檢有症狀者先在機場個別採檢，，發燒者發燒者
送醫送醫，，其他人則分別送往其他人則分別送往33處集中檢疫所採檢處集中檢疫所採檢，，檢疫期滿前也會再次採檢檢疫期滿前也會再次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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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市民群眾在京過大年，盡量減少前往
中高風險地區所在城市出行活動，不前往
中高風險地區；黨政機關幹部帶頭在京過
節，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確需
離京的要嚴格審批管理。

元旦、春節期間要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
出行，鼓勵錯峰返鄉返崗；對於一些老年
人、慢性病患者、孕婦等人群，不建議出
行；節日期間，要盡量減少聚集性活動。

元旦、春節期間要合理安排行程，減少不
必要出行，有條件的旅客盡可能錯峰出
行，避開元旦、春節假期前後高峰期。

全省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
要加強大型會議活動規範化管理，原則上
不舉辦大型會議、大型培訓、大型演出以
及年會聚會等人群聚集性活動，能採取線
上的會議、培訓、活動盡量採取線上方
式；各單位一律取消集體團拜和大型慰
問、聯歡、聚餐、培訓等活動。

全省各單位一律取消集體團拜和大型慰
問、聯歡、聚餐、培訓等活動；組織或承
辦大型會議活動，特別是有境外、省外等
重點地區人員參加的，需報同級指揮部批
准並做好嚴格的防範措施；不得組織、參
與大規模聚會聚餐。

■■目前香港本地新增病例持續高企目前香港本地新增病例持續高企，，
但市民聖誕出遊興致不減但市民聖誕出遊興致不減，，長洲街頭長洲街頭
仍人山人海仍人山人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吳尊友吳尊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琳 北京報道）自香港第四波

疫情暴發以來，本地新增病

例持續高企，且社區存在較多隱形傳播鏈。中國疾控中心首席專家

吳尊友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香港和日韓的疫情情況相似，

防控目標都為“緩疫”而非“清零”，因而稍一放鬆就會反彈。他

建議，香港應首先精準梳理傳播鏈，做好流行病學調查，摸清傳染

源。在此基礎上，視疫情分布情況，選擇一定規模的核酸檢測。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12月25
日0時至24時，北京新增2例本地確診病例。北京
方面對近日出現本地確診病例的朝陽區3個街道，
順義區12個街道鄉鎮以及天竺綜保區相關人員開
展核酸檢測。經初步檢測，還有5人核酸檢測為陽
性，均為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防止疫情風險擴
散，目前順義區全區進入戰時狀態，順義區新出現
確診病例的區域實行封閉管理，人員只進不出。

12月26日的北京新冠疫情防控發布會介
紹，目前順義區全區進入戰時狀態，將對確診病
例主要活動、居住區域人員啟動全員核酸檢測，
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核酸檢測範圍，計劃檢測
80萬人。北京疾控方面稱，北京近日出現多點
零星散發病例疫情，傳播風險加大，不排除進一
步發現病例的可能。

目前，最新出現確診病例的順義區張喜莊
村，已經實行封閉管理，人員只進不出。村內居
民已進行過核酸檢測，但以檢測不漏員原則，還
將視情況安排“加測”。

京增2本土確診
順義區入“戰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近日英
國發現新冠病毒的新突變株，認為可能會加速病毒
的傳播，引發民眾對疫苗效能的擔憂。對此，吳尊
友指出，目前病毒的變異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所以不會對疫苗的效能產生多大影響。

從新冠疫苗研發機制看，已經上市的mRNA
新冠疫苗，和正處於臨床試驗階段的腺病毒疫苗、
重組基因工程疫苗，幾乎都以刺突蛋白作為抗原。
基於此，有觀點認為，變異發生在刺突蛋白上，或
意味疫苗可能對病毒“不管用”。

吳尊友指出，這次英國病毒的變異，炒作的成
分或許比實質的內涵更大。新冠流行以來，病毒每天
都在發生變異，已經發生了幾萬次的突變，都沒有讓
病毒的結構產生重大實質性改變，在傳染性和致病性
方面，也沒有充分的數據說明是增強還是減弱了。

他續指，儘管倫敦東南部出現了病例的快速
上升，但環顧全球，入冬後，歐洲的其他國家如法
國、德國、意大利，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也發生了
疫情的迅猛上升。全球多地同時發生疫情上升，更
可能是因為入冬後氣溫降低、通風不好、人員流

動、未採取防護措施等因素影響。這就很難說明英
國觀察的病毒變異與傳染性增強有關。

吳尊友分析稱，病毒的變異是否導致傳染性增
強，要從兩個方面看病毒的生物特徵是否發生變化，
一是病毒在體內的複製是否更多，即感染的新冠病人
排毒量是否在數量上增加或在排毒時間更長；二是排
出體外的病毒的生存時間是否更長。目前這兩個方面
都沒有直接的科學數據。因此，還不能認為病毒已經
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種變異對疫苗的效能應該不
會產生什麼影響。

入冬後“緩疫”策略弊端凸顯 不清零很快會反彈
倡港查清疫源再定核檢規模吳

尊
友
：

英變種病毒結構未改 無損疫苗效能

吳尊友指出，香港此次暴發是在全球疫情上揚的
大背景下，在疫苗廣泛接種前，未來幾個月可

能是全球最艱難的時候。他認為，香港要做好此次疫
情的源頭分析，搞清楚到底是境外輸入還是本地傳
播。如果是境外輸入就與全球疫情上揚有關，如果是
本地傳播，就是因為上一階段沒有實現“清零”。

“清零”達兩周方可復工
香港特區政府曾多次強調採用“張弛有度、

能收能放”的抗疫策略，在沒有疫苗前難以實現
“無本地個案”的要求。吳尊友認為，“緩疫”、
“清零”這兩種策略或許在短期看不出差異，但從
長時間，尤其入冬後就能夠明確優劣。他稱，此前
很多國家認為，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學習不了中國
“嚴防嚴控”的策略，相較而言，日韓的“緩疫”
策略靈活，更好借鑒。但入冬後，“緩疫”策略顯
現出弊端，因為只要不清零，病毒傳播在適當的環

境因素下就能激活，疫情很快就會反彈。內地近期
零星病情的病毒來源就十分明確，均是由境外輸
入，這也更加凸顯本土“清零”的重要性。

在防止境外輸入方面，香港近日已切斷英國和
南非的入境。吳尊友認為，內地雖然限制了航班，
但並沒有完全封閉，只要保證境外人員在入境後做
好閉環管理，就不會對本土傳播造成威脅。另一方
面，如果發生了本地傳播，一定要確保“清零”兩
周以上再復工復產，否則很可能造成疫情反彈。

對於“全民強檢”是否為當下香港最好的防
控措施，吳尊友指出，核酸檢測能夠在短時間內確
定疫情規模，盡早發現感染者。但香港要不要施行
全民檢測，不能簡單操作，應該和內地一樣，將核
酸檢測和流行病學調查兩者結合，精準梳理傳播
鏈，掌握密切接觸者行蹤。他同時強調，精準梳理
傳播鏈也要考慮當地公共衞生的能力和工作人員的
經驗。否則，傳染鏈會梳理不清。這種情況下，全

民核酸檢測就是最好的方法，能夠及時把感染者找
到，實現“清零”目標。

病源分散需考慮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不意味着所有港人都要做，而是看

疫情的分布範圍。”吳尊友說，篩查的規模一定要
根據疫情情況而定。像上海有兩千多萬人口，疫情
出現時只做了7萬多人的核酸檢測，規模較小，也
很快終止了疫情。他建議，香港可以在疫情波及的
地域範圍基礎上，稍微擴大一點去做核酸檢測。但
如果病例來源很分散，那還是要考慮做全員檢測。

八達通出行數據顯示，港人目前的出行頻率
仍高於7月第三波疫情期間。吳尊友指出，香港需
重視常態化防控措施。如今常態化防控已經在內地
深入人心，例如進入到地鐵、電梯不戴口罩都會覺
得不好意思。香港政府要根據自身社會結構的特
徵，發動每一個市民積極參與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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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營養與癌症營養與癌症

光鹽社健康講座
題目: 營養與癌症
講員: 張文慧博士

時間: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7299627556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72 9962 755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
開放現場問答) 。

營養不良是癌症病人最常發生的問題，也被

認為是造成癌症病患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結果
造成病情惡化、增加死亡風險以及降低生活品質
。因此癌症病人在治療期間若吃得好、營養足夠
，將是戰勝癌症的重要關鍵，因為身體要有足夠
的營養，才能擁有好的體力，支撐接下來的每個
療程，因此可以說，營養是治療癌症的基礎。

張文慧博士在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上海生
命科學院，和西弗吉尼亞大學，分別獲得學士，
碩士，和博士學位。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達
特茅斯大學癌症中心和德州大學營養科學系完成
了她的博士和博士後課題研究。她在分子癌症治
療和細胞免疫，以及營養，激素，體重脂肪）和
炎症對糖尿病和癌症風險的影響做了深入的研究
。張博士熱心傳播營養健康科學知識，舉辦和應
邀講演了非常受歡迎的系列健康專題講座。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10110年升旗典禮及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交接典禮年升旗典禮及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交接典禮

光鹽社正在招募亞裔美國青年開展和開展宣傳活動光鹽社正在招募亞裔美國青年開展和開展宣傳活動

主題：新年升旗儀式
日期：2021 年 1 月 1 日。

時間：上午10：00。 但是，您可以在中部時間上午 09：30
（美國和加拿大）登錄

加入線上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j/8625406547?pwd=
TGZkQnBCQVNiTzVBKyswcjF5UEdndz09。

會議 ID： 862 540 6547
密碼： 5gwta4

一次點擊手機：
+13462487799，8625406547#,,,,*326074# 美國（休斯頓）

+16699006833，8625406547#,,,,*326074# US （聖約瑟）

按您的位置撥號：

+1 346 248 7799 美國 （休斯頓）
+1 669 900 6833 美國（聖約瑟）

+1 253 215 8782 美國 （塔科馬）
+1 312 626 6799 美國 （芝加哥）
+1 929 205 6099 美國（紐約）

+1 301 715 8592 美國(Washington D.C)

Meeting ID: 862 540 6547
Passcode: 326074

Find your local number: https://us02web.zoom.us/u/
kd9CLdLkZT

光鹽社正在招募亞裔美國青年開展和開展
宣傳活動，以促進癌癥預防和篩查，減少亞裔
美國人使用電子香煙。我們正在招募5個人，
學習如何成為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和太平洋島民
社區的有效宣導者。

資格：
· 亞洲民族

· 16-26歲
· 能說、讀、寫好英語
· 對社區衛生工作表現出興趣或經驗
· 2021年9月底完成培訓和宣傳活動的靈活
時程表
· 願意促進和符合光和鹽協會的使命
· 流利地使用另壹種語言是壹個加號

好處是什麼？
· 關於政府如何運作、如何制定政策決策以
及如何與民選官員和監管機構進行有效互動的
培訓課程可能包括德克薩斯州國會大廈、華盛
頓特區、市政廳、縣政府的虛擬參觀
· 實際參與宣傳進程，最終形成實際產品

· 簡歷或大學申請組合的寶貴補充
· 活動及專案圓滿完成後1000美元的津貼

t要申請，請在 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所附申請，並將其（加上您的簡歷）提交給光
和鹽協會的L.tse88@yahoo.com

休士頓衞生署及其合作夥伴於休士頓衞生署及其合作夥伴於1212月月2727日宣布日宣布
1212月月2828日起那週免費日起那週免費COVID-COVID-1919測試時間表測試時間表

川普總統簽署法案包括延後的川普總統簽署法案包括延後的90009000億美元刺激計劃億美元刺激計劃
佩洛西歡迎總統簽署法案眾議院將單獨立法進行投票佩洛西歡迎總統簽署法案眾議院將單獨立法進行投票

總統必須呼籲共和黨停止阻撓額外的總統必須呼籲共和黨停止阻撓額外的22,,000000元刺激性付款元刺激性付款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衛生署及其代理合作夥伴日
前宣布了 2020 年 12 月 28 日那一周
提供免費 SCOVID-19 測試的站點
的時間表。本週將在休士頓提供19
個免費+ 快速+ 安全測試站點。為
了慶祝新年假期，不同的站點將在
某些日子關閉。休士頓衞生署將在
美國衞生與公共服務部下屬的兩個
激增站點提供通行測試：西南綜合
服 務 中 心 （The Southwest
Multi-Service Center , 6400 High
Star Drive ) 和 休 士 頓 社 區 大 學
（Houston Community Col-
lage-North Forest , 6010 Little York
Rd. ) 提供鼻拭子測試。預約網站
將於本周一至周三上午10點至下午
7 點，週四的上午 10 點至下午 3 點
，以及周六的上午10點至下午7點
開放。可以在 doineedacovid19test.
com上進行預約，也可以在現場進

行註冊。每個預約網站每天的測試
量為1250人，該部門還通過Aram-
co Service Company (9009 W. Loop
South ) 的鼻拭子提供免費的直通測
試，在本週一、三、四、六（上午
八時時至下午三時）及本週二（上
午十一時至下午六時）每天可作一
千人的測試。

另外，該部內將在三個不需要
預約的社區站點上提供測試，並且
在每個站點達到其每日250個測試
容量之前一直保持開放。這些站點
及其運營時間為：

Villa Serena Communities (100
Glenborough Dr. ) :周一至周三上午
十時至下午六時，周四及周六：上
午十時至下午三時。直接駕車進入
作鼻拭子測試。

Higher Dimension Church
(9800 Club Creek Dr. ): 周一至周三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晾，周四上午八

時至下午三時，周六上午十時至下
午三時，直接駕車進入作鼻拭子測
試。

Park Place Regional Library
(8145 Park Pl Blvd. ): 周一至周四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駕車或步行
進入作鼻拭子測試。

另外衛生署在 METRO Ad-
dicks Park & Ride( 14230 Katy Free-
way ) 及 the Multicultural Center
（951 Tristan Drive . City of Web-
ster ) 也 有 作 測 試 ， 請 由
832-393-4220 作事先預約。
另 外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等機構，也在本周一至
周四及周六在數個地點作測試，每
天測試 1200 人，請上網：curative.
com 預約及查看更多訊息。更多訊
息請上網：HoustonEmergency.org/
covid19 查詢。

營養不良是癌症病人最常發生的問題營養不良是癌症病人最常發生的問題，，也被認為是造成癌症病患每況愈下的重要也被認為是造成癌症病患每況愈下的重要
原因原因，，結果造成病情惡化結果造成病情惡化、、增加死亡風險以及降低生活品質增加死亡風險以及降低生活品質。。因此癌症病人在治療期因此癌症病人在治療期
間若吃得好間若吃得好、、營養足夠營養足夠，，將是戰勝癌症的重要關鍵將是戰勝癌症的重要關鍵，，因為身體要有足夠的營養因為身體要有足夠的營養，，才能才能
擁有好的體力擁有好的體力，，支撐接下來的每個療程支撐接下來的每個療程，，因此可以說因此可以說，，營養是治療癌症的基礎營養是治療癌症的基礎。。

張文慧博士在浙江大學張文慧博士在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院，，和西弗吉尼亞大學和西弗吉尼亞大學，，分別分別
獲得學士獲得學士，，碩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達特茅斯大學癌症中心和德達特茅斯大學癌症中心和德
州大學營養科學系完成了她的博士和博士後課題研究州大學營養科學系完成了她的博士和博士後課題研究。。她在分子癌症治療和細胞免疫她在分子癌症治療和細胞免疫
，，以及營養以及營養，，激素激素，，體重脂肪體重脂肪））和炎症對糖尿病和癌症風險的影響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炎症對糖尿病和癌症風險的影響做了深入的研究。。
張博士熱心傳播營養健康科學知識張博士熱心傳播營養健康科學知識，，舉辦和應邀講演了非常受歡迎的系列健康專題講舉辦和應邀講演了非常受歡迎的系列健康專題講
座座。。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川普總統週日晚上簽署川普總統週日晚上簽署
了一項法案了一項法案，，要求政府以各種方式修改該法案要求政府以各種方式修改該法案，，從而從而
提供重要的政府支出以及與大流行相關的提供重要的政府支出以及與大流行相關的90009000億美元億美元
刺激措施刺激措施。。 白宮發言人迪爾白宮發言人迪爾（（Judd DeereJudd Deere））週日晚上週日晚上
表示表示，，總統總統““已簽署了第已簽署了第133133號法令號法令，，該法對截至該法對截至
20212021年年99月月3030日的財政年度進行了合併撥款日的財政年度進行了合併撥款，，提供了提供了
冠狀病毒應急響應和救濟冠狀病毒應急響應和救濟，，以及用於其他目的以及用於其他目的。”。” 整整
個政府耗資個政府耗資22..33萬億美元的綜合支出法案萬億美元的綜合支出法案，，一直持續一直持續
到到20212021年年99月月，，在星期一晚上通過了國會兩院的壓倒在星期一晚上通過了國會兩院的壓倒
性支持性支持。。 法案中的法案中的90009000億美元冠狀病毒救助部分包億美元冠狀病毒救助部分包
括括600600美元的刺激性付款支票美元的刺激性付款支票，，擴展了兩個聯邦失業擴展了兩個聯邦失業
計劃計劃，，每週提供每週提供300300美元的額外失業救濟美元的額外失業救濟，，並為小型並為小型
企業增加了另一輪的企業增加了另一輪的““薪酬保護計劃薪酬保護計劃”（”（PPPPPP）。）。 還還
包括用於疫苗分發和學校的資金包括用於疫苗分發和學校的資金，，250250億美元的租金億美元的租金
援助援助，，驅逐暫停令的延長驅逐暫停令的延長，，130130億美元的食品援助以億美元的食品援助以
及及7070億美元的寬帶接入億美元的寬帶接入。。

立法不包括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或對企業的責立法不包括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或對企業的責
任保護任保護，，這都是早期談判的關鍵要點這都是早期談判的關鍵要點。。 民主黨人將責民主黨人將責
任保護稱為任保護稱為““毒丸毒丸”，”，而共和黨則將國家和地方援助而共和黨則將國家和地方援助
稱為稱為““藍色州救助藍色州救助”。”。 星期二星期二，，川普總統將法案中的川普總統將法案中的
部分內容描述為部分內容描述為““浪費性支出浪費性支出”，”，並要求國會並要求國會““修改修改
該法案該法案，，將低至將低至600600美元的可笑價格提高至美元的可笑價格提高至22,,000000美美
元元，，或者一對夫婦降低或者一對夫婦降低44,,000000美元美元”，”，以及其他變更以及其他變更
。。 根據該法案根據該法案，，每個人的直接付款最高為每個人的直接付款最高為600600美元美元，，

每個孩子的直接付款最高為每個孩子的直接付款最高為600600美元美元。。 將直接付款支將直接付款支
票增加到票增加到$$ 22,,000000美元美元。”。” 總統在周日的簽字聲明中總統在周日的簽字聲明中
斷言斷言，，參議院參議院““將啟動投票程序將啟動投票程序，，將支票增加至將支票增加至22,,
000000美元美元，，廢除第廢除第230230條條，，並開始調查選民欺詐行為並開始調查選民欺詐行為
。。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立即讚揚總統簽署該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立即讚揚總統簽署該
法案法案，，但未提及任何後續要求但未提及任何後續要求。。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歡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歡
迎總統簽署該法案迎總統簽署該法案，，並確認眾議院仍將對單獨的立法並確認眾議院仍將對單獨的立法
進行投票進行投票，，該立法將提供額外的該立法將提供額外的22,,000000美元刺激性直美元刺激性直
接付款接付款。。 佩洛西說佩洛西說：：現在現在，，總統必須立即呼籲國會共總統必須立即呼籲國會共
和黨人停止阻撓和黨人停止阻撓，，並與他和民主黨一起支持我們的獨並與他和民主黨一起支持我們的獨
立立法立立法，，將直接支付支票增加到將直接支付支票增加到22,,000000美元美元，，明天將明天將
付諸表決付諸表決。。每位共和黨人對此法案的投票都是拒絕否每位共和黨人對此法案的投票都是拒絕否
認家庭面臨的經濟困難認家庭面臨的經濟困難，，並拒絕美國人民需要的救濟並拒絕美國人民需要的救濟
的投票的投票。。

在達成協議之前在達成協議之前，，代表白宮進行對話的國會領導代表白宮進行對話的國會領導
人和財政部長姆努欽人和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Steven Mnuchin））上週舉行了上週舉行了
一系列會議一系列會議，，討論如何將刺激性協議包括在為避免政討論如何將刺激性協議包括在為避免政
府部分關閉而需要的支出法案中府部分關閉而需要的支出法案中。。 民主黨以民主黨以33..44萬億萬億
美元的美元的《《 HEROSHEROS法法》》出台出台，，而共和黨在夏季提出了而共和黨在夏季提出了
11萬億美元的萬億美元的《《醫療法醫療法》。》。這兩個提案中的許多規定這兩個提案中的許多規定
已被刪減或省略已被刪減或省略。。白宮的經濟刺激方案在大選前達到白宮的經濟刺激方案在大選前達到
了約了約11..99萬億美元萬億美元。。

川普總統週日簽署了一項巨額資金法案川普總統週日簽署了一項巨額資金法案，，避免停工避免停工，，要求對法案進行修正後提供要求對法案進行修正後提供
90009000億美元的與大流行相關的刺激措施億美元的與大流行相關的刺激措施。。包括包括600600美元的刺激性付款支票美元的刺激性付款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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