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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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Tuesday, January 12, 2020

（綜合報道）摩根大通和花旗集
團及一些大型公司宣布，將暫停向一
些共和黨議員捐款。原因是這些共和
黨議員拒絕承認候任總統拜登在選舉
人團投票中獲勝。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摩根大通
在2019-2020年的競選周期內為聯
邦候選人籌得約90萬美元。捐款向
共和黨人傾斜，占比約為58%；相比
之下，民主黨人所獲捐款比例為42%
。

摩根大通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已向
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捐款2000美元。霍利受到

了共和黨內成員及民主黨人的抨擊，
批評人士認為他涉及煽動周三國會大
廈發生的騷亂。

除了銀行外，醫保服務機構藍十
字藍盾、萬豪酒店也將對那些阻礙權
力過渡的議員暫停政治捐款。

藍十字藍盾協會首席執行官凱克
（Kim Keck）表示，將暫停捐款給
「通過投票破壞我們的民主」 的共和
黨議員。凱克表示： 「雖然理念的差
異、意識形態的差別以及黨派關係都
是政治的組成部分，但決不允許削弱
我們的政治制度、侵蝕公眾對這種政
治制度的信心。」

繼續升温繼續升温 大型美企暫停捐助共和黨大型美企暫停捐助共和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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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川普的一群暴徒週三發動向國會大廈
之攻擊， 造成五人死亡之悲劇， 雖然總
統稍後也發表了譴責暴行之聲明， 這場悲
劇不就是他教唆和希望的場景嗎，這是多
么令人讽剌和可笑的事情呢？

事發之後 ，在巴黎法國總統馬克宏站
在美國星條旗前以英語說：“我們相信我
們民主制度之力量 ，我們相信美國民主制
度的力量。” 德國總理梅克爾感到憤怒和
悲傷 ，她把襲擊國會大厦事件毫不含糊地
帰咎於川普， 此事件正充分说明西方世界
對美國民主脆弱的擔憂。

雖然在事發後的五小時，參眾兩院繼
續完成了拜登總統選舉人票之確定工作 ，
但是國會山莊上演過的悚動畫面已觸痛了
美國及西方社會的痛處。

川普在任近四年他以一個商人及局外
人之身份直搗世界政治中心的華盛頓， 他
以美國優先，美國第一非傳統之手段來向
世界挑戰， 他不斷對民主法治公平選舉進
行挑戰 ，即便是在總統大選之前， 他就
撂話说可能不承認大選結果， 如果他輸了
的話， 這簡直讓人難予相信此話出自於美
國總統之口。

果真让他言中， 大選過後他就立即告
訴支持者， 這是一次我們被騙的大選 ，

從社群媒體及群眾大會不斷指稱這是一場
舞弊之大選 ，雖然他史無前例的拒絕接受
败選， 最令人不恥的是近三分之二的眾議
員及數位參議員也加入了行列。

今天在眾議院將加緊對川普之弹劾案
， 也同時希望副總統彭思動用憲法第二十
五臨時條款把川普拉下台， 但是成功的可
能性非常小。

攻擊國會大廈之後， 可以想像川普即
便走出白宮 ，他也不可能罷休， 尤其是
死忠支持他的川粉， 据說還要在元月十七
日捲土重來。

政治觀察家們懷疑， 當天在國會駐守
的警衛有放水之疑，為何萬人之警衛如此
不堪一擊。

全國社群媒體已經把川普下架， 禁止
他再發表煽動言論， 違害國家安全。

我們要問 ，川普總統，你的行為值得
嗎 ?

After the roils on Capitol Hill, last Wednesday
President Macron of France, standing in front
of an American flag declared in English that,
“We believe in the strength of our democra-
cies. We believe in the streng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It was also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 mob of
Trump loyalists in Washington, attempting to
disrupt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American
power, also posed a threat to all democracies.

In Germany,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said
she was angry and sad. She also blamed
President Trump.
“I deeply regret that since November, Presi-
dent Trump has not accepted that he lost, and
did not do so again yesterday,” Ms. Merkel
said. “He stoked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election outcome, and that created an atmo-
sphere that made the events of last night pos-
sible.”

When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armed
protesters forced their way into the U.S. Capi-
tol. If this can happ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an happen anywhere. This is not merely a U.

S. issue. It also shakes up the world and the
rest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s.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is the corner-
stone of every democracy. This lesson was
taught to the world by the U.S. today. It is a
disgrace that Donald Trump has undermined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by inciting vio-
lence and destruction.

On Capitol Hill, Democrats are prepared to
move forward with impeaching Trump over his
role in last week’s deadly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if he doesn’ t resign. The plan is to
send the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to the Sen-
ate to delay the trial until after the early days
of the Biden presidency to prevent Trump
from holding office again.

Now that the Electoral vote count has been
completed, Joe Biden is due to take the oath
of office as president on January 20th, but
Trump followers will not give up on their ac-
tions to disrupt the inauguration.

Now, in the wake of the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and Mr. Trump’ s increasing isolation within
his own party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
path forward may be to sympathize with the
grievances of the Trump-loving audience that
will finally have to acknowledge its leader has
fallen.

Today our nation is still facing a very serious
challenge. Wh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omes to power, we don’ t believe that
Trump will give up his power ambitions.

These are very sad days for all of us. Mr.
President, is all this worth i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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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1111//20212021

Is This Worth It,Is This Worth It,
Mr. President?Mr. President?

總統先生總統先生 這種下場值得嗎這種下場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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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前一日舉
行的朝鮮勞動黨第八次全國
代表大會決定推舉國務委員
會委員長金正恩為勞動黨總
書記，而這一頭銜此前僅為
其祖父和父親所有。分析認
為，此舉頗具象徵意義，尤
其是在朝鮮面臨國際制裁壓
力、新冠疫情防控及自然災
害防治三重挑戰之際。
勞動黨總書記

時隔五年，朝鮮勞動黨
八大本月5日在平壤開幕。
外界普遍預計，朝鮮領導人將在這場大會上
製定未來五年的外交、軍事和經濟政策藍圖
，並做出重要人事決定。

大會10日進入第6天議程，“一致通過
選舉金正恩為朝鮮勞動黨總書記的決定，反
映了全體代表和其他黨員、全體人民及人民
軍隊的一致意願和願望。”朝中社報導說，
這一職位是“革命領袖、指導和團結中心”
“所有代表都表達了全力支持，熱烈的掌聲
和極大的興奮”。

據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一職此前僅為
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和父親金正日所有。自
金正恩在父親2011年底去世後執政以來，朝
鮮一直稱金正日為勞動黨“永遠的總書記”
，金日成為“永遠的主席”。

2012年，金正恩當選勞動黨“第一書記
”，2016年當選勞動黨委員長。

此外，金正恩的高級頭銜還包括國務委
員會委員長和武裝力量最高司令官。有評論
稱，金正恩眼下填補了父親去世後空缺了近
十年的一個高級職位，可謂繼承先輩衣缽。

在此次大會上，另外幾項人事變動同樣
備受關注。據報導，金正恩胞妹、曾任勞動
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的金與正不僅未被
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也沒有列入勞動黨部
長名單，引發外界諸多猜測。

此外，去年被拍到陪同金正恩實地考察
的趙勇元（音）被選為政治局常務委員，就
此加入金正恩所在的“五人小組”。其他變
動還包括外務省第一副相崔善姬從黨中央委
員會委員被降職為候補委員等。
頗具象徵意義

分析認為，金正恩此次當選總書記頗具
象徵意義，因為自其2011年執政以來，他實

際上一直享有朝鮮領導人的崇高地位。
其次，在朝鮮面臨國際制裁壓力、新冠疫情
防控及自然災害防治三重挑戰之際，此舉或
有鞏固權力的意圖。法新社稱，黨代會是勞
動黨的最高會議，亦是一場鞏固政權權威的
重要政治活動。

“金正恩出任總書記一職表明，他相信
自己已經正式加入了他父親和祖父的行列。
” 首 爾 朝 鮮 研 究 所 教 授 楊 武 仁 （Yang
Moo-jin）說，此舉也表明其鞏固權力的
“戰略意圖”。

此次大會上的另一人事變動似乎也論證
了這一觀點。 9日，朝鮮勞動黨時隔5年修改
黨章，各級黨委委員長、副委員長的職稱改
為責任秘書、秘書、副秘書，政務局改為秘
書局，政務處改為秘書處。

韓聯社指出，這是朝鮮在2016年七大上
將秘書局改為政務局後，時隔5年再次回歸
秘書局體制。有分析認為，在之前的頭銜制
度下，朝鮮各層高級職務太多，可能無助於
金正恩鞏固權力。

再次，金正恩可能計劃在繼承歷史和傳
統的同時，推進他自己的領導風格。

首爾國際朝鮮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安江日
（Ahn Chan-il，音）說，金正恩想藉此為自
己，以及他的時代創造一個新形象——有別
於他的父親。 “但他似乎也覺得有必要強調
自己與父親的聯繫，以便在這個困難時期鞏
固自己的領導地位。”

“然而，與美國的外交和經濟復甦仍是
朝鮮面臨的最大挑戰，”韓國慶南大學遠東
研究所教授林乙川（Lim Eul-chul，音）說，
為了確保總書記的權威，金正恩需要妥善解
決這些問題。

金正恩被授予金正恩被授予““總書記總書記””新頭銜新頭銜
釋放什麼信號釋放什麼信號？？

川普總統在煽動暴民衝闖國會大廈為美國民
主寫下最羞辱黑暗的一頁歷史後, 路透社與Ipsos
做的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人(57%)希望他立
即下台, 但由於他不辭職,而彭斯副總統也不願動
用第25修正案罷免他，所以只有靠國會彈劾他,
可是時間緊迫, 顯然已來不及,只有等他任期結束
後繼續走完彈劾程序。

彈劾川普符合美國整體利益, 從他四年任內
離經叛道的政治風格與施政手段來看，川普並不
是一位卓越的領袖,更稱不上所謂的”川普主義
”(Trumpism), 我實在看不出他有完整的思想體
系和政治理念,他之所以能號召群眾是因為他會
用煽動言語去鼓惑人心,並使用一種積非成是的
謬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受害者以博得群眾同情
,這次群眾衝撞國會就是一個典型的操作手法,試
問如果這次選舉存有系統舞弊, 難道那些他所指
控的州選務主管以及法官都聯合起來包庇大選嗎
?

為了一己之私,川普竟企圖用非法手段摧毀

民主憲政,共和黨如果不加入民主黨一起彈劾他,
並終止他的政治前途, 那麼這個黨的前途堪虞, 等
他的”川普黨”羽毛豐盛時，受害最大最多的不
就是共和黨嗎!

根據民主黨評估,眾議院只要簡單過半多數
就可以通過彈劾案,成功扮演“起訴”川普的角
色,但參議院尚須16位共和黨參議員加入才可彈
劾成功,等拜登上任總統後的新國會再來進行彈
劾程序, 如果共和黨高瞻遠矚,考量到全國與該黨
的利益, 斷絕川普在四年後捲土重來, 那麼彈劾案
不見得不會成功!

兩年前國會是以濫用職權與妨礙國會的兩大
罪狀啟動對川普的彈劾, 但在共和黨疵護下未能
成功, 現在川普再次濫用職權，並且教唆暴民攻
擊國會,罪無可逭,二度彈劾他具有正當性,不但可
以徹底消除他對美國民主憲政的攻擊以及阻止他
繼續撕裂美國社會的危險，國會參眾兩院代表了
美國最高民意, 他們當然有責任,也有義務去完成
美國人民賦予他們的使命。

【李著華觀點 : 彈 劾 定 了 --
川 普 已 成 叛 逆 歷 史 之 罪 人】

日本日增新冠確診首超6000例
首都圈將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1月6日，日本全國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6001例，創下單日新增最高

值。鑒於疫情形勢持續惡化，日本政

府計劃於當地時間1月7日傍晚，宣

布首都圈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據報道，目前，日本全國累計確

診已超過25.9萬例。1月6日的新增

確診病例中，東京都最多，達1591例

；神奈川縣(591例)和大阪府(560例)

分列二、三位。

值得註意的是，首都圈壹都三縣

(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和神奈川

縣)的新增確診病例多達2887例，占

日本全國新增確診的近壹半。

鑒於嚴峻的疫情形勢，日本政府

此前表示，計劃於1月7日宣布首都

圈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實施期間為1

月8日至2月7日。

作為宣布緊急狀態前的必要程序

，日本政府已於當地時間1月7日上

午9時30分召開專家咨詢會議，經濟

再生擔當相西村康稔和厚生勞動相田

村憲久出席。

報道稱，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於1

月7日晚些時候，在疫情對策本部正

式宣布首都圈進入緊急狀態。隨後，

他將召開記者會，就宣布理由和具體

措施等進行說明。

韓媒曝李明博、樸槿惠將被特赦
青瓦臺：報道不實！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方面正在研究

特赦前總統李明博、樸槿惠的方案。對此，青

瓦臺發言人當天表示報道不實。

該報道援引韓國執政黨壹名不具名人士的

話稱：“不是要同時赦免兩位前總統，而是特

赦樸槿惠；至於李明博，目前正在商議的不是

特赦而是緩刑等其他方案。本月14日最高法院

對樸槿惠做出判決後，將收集國民意見，最後

由總統做出決定。”另壹名知情人士也表示：

“樸槿惠因涉嫌親信幹政，已經在監獄被關押

了近4年；李明博因收受賄賂及貪汙等個人不

正之風問題，再加上中途被保釋，與樸槿惠情

況不同。”

據韓國KBS電視臺報道，民調機構Real-

meter 日前以韓國500名 18歲以上人士為對象

，就赦免前總統問題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

贊成和反對的比率分別為47.7%和48%，非常

接近。

另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總統文在寅當天在

青瓦臺以視頻形式舉行新年團拜會，將2021年

定義為團結之年。文在寅說，人心團結尤為重

要，只要彼此尊重努力抗疫，化危機為轉機，

韓國社會就能朝著團結的方向更進壹步。

報道稱，在政界熱議赦免李明博、樸槿惠

之際，文在寅拋出“團結”話題，令人關註。

不過，也有人認為文在寅所說的團結並非特指

政界的朝野團結，而是從施政全局出發，強調

廣義的團結。青瓦臺發言人康瑉碩當天對媒體

報道回應稱，青瓦臺方面從未商議過某些報紙

所謂的特赦計劃。

韓國有赦免前總統的先例。1997年，金泳

三總統特赦了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兩人分

別因叛亂罪和受賄罪被判死刑和22年6個月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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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宣布東京都及

其周邊三縣進入為期壹個月的緊急狀態，但

他同時重申，日本政府舉辦東京奧運會的決

心不變。

菅義偉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

決心舉辦壹屆安全放心的奧運會。”他表示，壹

旦疫苗開始在日本大規模接種，相信日本民眾對

奧運會的熱情肯定會增加。

自從 2020年 9月擔任日本首相以來，菅義

偉已經在很多場合下發表過同樣的講話，進

入 2021 年以來的 7 天裏，他已經在三個不同

的場合表達了奧運會如期舉辦的決心，前兩

次分別是在 1日的新年致辭和 4日的首相府新

聞發布會上。

日本最近新冠疫情形勢急轉直下，確診病例

連續創下紀錄，而病例主要集中在以東京為中心

的首都圈。菅義偉當天宣布，8日至2月7日東京

都及其周邊的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進入緊

急狀態，這也是繼去年4月以後日本第二次發布

緊急狀態。根據要求，舉辦大規模活動時入場人

數不超過場館容量的壹半（上限5000人）。去年

9月開始，由於疫情減緩，日本政府壹度放寬了

體育比賽的入場人數，有些足球和棒球比賽的入

場人數甚至達到數萬人。

疫情的惡化給東京奧運會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按照東京奧組委去年底制定的計劃，奧運會測

試賽將在3月4日重啟，第壹項比賽是國際泳聯花

樣遊泳奧運會預選賽，這場比賽原本會有外國運

動員到場，現在看來前景並不樂觀。

馬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破3000例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總

監努爾· 希沙姆7日通報稱，截至

當日中午12時，該國在過去24小

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027例。

這是馬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

度突破3000例。

日前曾警示稱馬醫療資源已逼

近“臨界點”的努爾7日表示，馬

抗擊疫情的當務之急是將目前為

1.1至1.2的R0（基本傳染數）指數

迅速降低至0.5左右，以阻斷感染

鏈。他稱，如果R0指數維持在1.1

，到今年5月底，馬來西亞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可能突破8000例。

馬此前疫情較嚴重的首都吉隆

坡、雪蘭莪州及沙巴州7日新增確

診病例依然維持較高數量。毗鄰新

加坡的柔佛州疫情加劇，7日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000例。

隨著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走高，

馬來西亞社會憂慮情緒加重，社

交媒體上也不斷出現將重行嚴格

管制措施的傳言。馬政府對此均

指為假消息。馬來西亞廠商聯合

會負責人也稱企業界不希望全面

管制措施重臨，否則很多企業可

能無法支撐。

新增病例

走高也給馬來

西亞政局帶來

更多變數。穆

希丁政府各成

員中實力最強

的 馬 來 民 族

統壹機構（巫

統）領導層近

日多次施加壓力要求提前大選

。但面對疫情近況，包括巫統

內部，馬社會也有很多聲音認

為此時舉行大選可能會不利疫

情防控。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128465例，累計死亡

病例52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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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面對新冠疫情給國家帶

來的打擊，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似乎已

經放棄。

“巴西破產了，我無能為力。”據

埃菲社裏約熱內盧5日報道，當天在總

統官邸面向部分支持者講話時，博索納

羅如是說。

長安街知事註意到，很多經濟學家

認為，巴西經濟復蘇取決於政府推行新

冠疫苗接種方案的速度和效果，不

過，壹向消極抗疫的博索納羅不以為

然，他曾恐嚇民眾不要打疫苗，同

時，他把巴西出現嚴峻經濟形勢的原因

甩鍋給媒體。

報道稱，巴西最初采取的是用補

貼幫助弱勢人群緩解疫情影響，補貼

惠及約6000萬失業、無正式工作和貧窮

的民眾，然而，現在這種補貼已經很難

持續。

在最初的幾個月中，補貼為每月

1200雷亞爾（約合1467元人民幣），但

補貼在去年10月至12月降至壹半。面對

國家公共賬戶的艱難處境，巴西政府無

意繼續提供補貼。

博索納羅在接受采訪中還提到了選

舉活動期間作出的承諾——提高免交所

得稅的巴西民眾的比例。由於新冠肺炎

疫情導致國家稅收減少、公共開支增加

，博索納羅的承諾目前不可能兌現。

截至當地時間6日，巴西新冠肺炎

累計確診 7873830 例，累計死亡 198974

例。

巴西媒體報道稱，由於目前該國的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呈現惡化趨勢，公立

及私立醫院重癥監護病床占用率居高不

下，多地政府決定重啟此前已經休艙的

“方艙醫院”用於接收新冠肺炎患者。

早在2019年1月宣誓就職前，博索

納羅就因口無遮攔而被冠以“巴西特朗普

”之稱。在疫情防控上，博索納羅的態

度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壹樣消極，兩人曾

發表過類似言論。博索納羅壹直固執地

認為新冠肺炎只是個“中度感冒”，沒

有必要“過分緊張”。

在疫情肆虐之時，博索納羅就始終

拒絕實施限制措施，還支持反對州政府

“封城”的遊行，壹心只想重啟經濟。

《柳葉刀》甚至將博索納羅稱為巴西防

疫最大的威脅。

去年11月，博索納羅在活動中談及巴

西嚴峻的新冠疫情形勢時稱：“我對死去

的人深表遺憾，但我們所有人總有壹天都

會死的，逃避現實是沒有意義的。”

與特朗普壹樣，博索納羅極度推崇

抗瘧疾藥物羥氯喹，認為它對治療新冠

肺炎有奇效。

去年7月，博索納羅被確認新冠病

毒檢測呈陽性。確診後，他服用了羥氯

喹，並稱“我很好，會活很久”。

據報道，博索納羅拿美國疫苗警告

民眾稱，疫苗能把人變成“鱷魚”。他

還表示，“如果妳變成超人，如果壹個

女人開始長胡子，或者壹個男人開始細

聲細氣地說話，疫苗研發商都不會負任

何責任。”

有分析稱，經濟衰退使得博索納

羅面臨著與特朗普類似的政治危機，

淡化疫情危機，博索納羅意在轉移民

眾註意力。

埃菲社報道指出，博索納羅認為巴

西經濟形勢愈發嚴峻是媒體惹的禍。

博索納羅說：“我們的媒體，軟弱

的媒體，助長了新冠病毒的氣焰。”他

還表示，媒體“無所不用其極，就是想

消耗政府，將我們趕走，從而照顧其陰

險利益”。

迎來最困難時期！
英首相宣布英格蘭再次實施“封鎖”

綜合報導 為遏制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多國加強防控措施。在英國，首相

約翰遜宣布，從1月5日起到2月中旬，英格蘭地區再次進入“封鎖”狀態。

據報道，當地時間4日，英國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8784

例，再次刷新了疫情發生以來單日新增病例新高，累計確診達2713563

例；新增死亡病例407例，累計死亡75431例。英國已經連續7天日新增

感染人數超過5萬。

為遏制疫情蔓延，英國決定在英格蘭再次實施與2020年3月23日采

取的相同的最高級別嚴格管控措施。英國廣播公司(BBC)稱，這意味著

，除非有被允許的理由，英格蘭的居民不能外出。英格蘭的學校將從即

日起至2月中旬轉為網上教學。

在 4日晚間的電視講話中，約翰遜說，未來幾周，將是“最為

困難”的時刻，並呼籲民眾立即遵守新的規則。約翰遜還表示，英國新

冠住院人數過去壹周增加近三分之壹。如果不對疫情加以控制，英國的

醫院將在約21天後陷入崩潰。

約翰遜說，新變種病毒的傳播率極高，若不及時采取措施，後果將

不堪設想。

早些時候，蘇格蘭和威爾士也做出了類似防控決定。同時，北愛爾

蘭政府正在商討對策。

除英國外，多國也在近期加強了防控措施。黎巴嫩自1月7日起至2

月1日，實施為期25天的全國範圍的封鎖。奧地利將封鎖期限延長至1

月24日，餐館和非必要的商店將不能營業。德國政府正在考慮是否將封

鎖延長至1月底。

調查顯示新冠疫情
推動德國數字支付發展
綜合報導 德國信息技術、電信和新媒體協會(Bitkom)公布的調查報

告顯示，新冠疫情正推動德國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手機等工具進行無接觸

數字支付。其中，去年9—11月間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曾使用無接

觸支付。

德國信息技術、電信和新媒體協會代表該國信息技術、電信和新媒體行

業超過1100家企業，覆蓋了德國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市場90%的份額。

當天公布的報告是基於對1002名16歲以上的德國人通過電話進行的

抽樣調查。報告顯示，79%的受訪者在德國本輪“封城”前夕到“封城”之

初的2020年9—11月至少使用過壹次包括信用卡、智能手機、智能手表

等工具進行無接觸數字支付。

其中，7%的人每天多次使用數字支付，11%的人每天至少使用壹次，

28%的人每周使用數次，20%的人每周至少使用壹次。

報告顯示，盡管傳統的借記卡和貸記卡仍占據主流，但智能手機和

智能手表在支付領域已經占據壹席之地。39%的受訪者在去年9—11月

至今使用過智能設備進行支付。其中有3%的人每天多次使用智能設備

支付，5%的人每天至少壹次，11%的人每周數次，12%的人每周至少壹

次。

“不久之前，使用智能手機或手表結賬還只是壹種具有‘異國情調’

的景觀，如今這壹做法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壹部分。”德國信息技術

、電信和新媒體協會總經理伯恩哈德· 羅勒德向記者表示，新冠疫情對

於數字支付方式在德國的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他表示，考慮到智能手

機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固定伴侶，它也就成為了替代錢包的理想選擇。

歐委會批準第二款新冠疫苗上市
年產能提升至6億劑

綜合報導 據CNBC報道，歐洲藥品

管理局在當地時間1月6日，建議在歐盟

範圍內使用莫德納公司（Moderna）的新

冠病肺炎疫苗。這也是歐委會批準上市的

第二款新冠疫苗。Moderna已於2020年11

月25日同歐委會簽訂了1.6億劑疫苗訂單

，預計將在2021年第壹季度到第三季度

之間完成交付工作。

歐洲藥品管理局在壹份聲明中表示：

“歐洲藥品管理局下設的人類藥物委員會

已經徹底評估了疫苗的質量、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數據，並壹致認可推薦在18歲及

以上人群中使用。該疫苗分為兩針劑接種

，兩次接種要間隔28天，通常出現的副

作用較輕，並且在接種後的幾天之內就會

緩解。”

2021年1月4日，Moderna公司稱今年

新冠疫苗產能有望達到至少6億劑，比之

前的預期高出1億劑。Moderna的生產合

作夥伴瑞士龍沙集團（Lonza）已經於上

周獲得瑞士政府的生產批準授權。

去年12月21日，歐洲藥品管理局就

美國輝瑞制藥有限公

司與德國生物新技術

公司聯合研發的壹款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做出正面評估

，歐盟委員會隨後批

準該疫苗在歐盟境內

有條件上市。

據了解，Mod-

erna 和 輝 瑞/BioN-

Tech 的 疫 苗 都 是

mRNA 疫苗，並且

具有相似的有效性，

都采取兩劑接種的

方法。但是，Mod-

erna對儲存溫度的要求較低，其疫苗可

在標準醫用冰箱溫度下穩定儲存長達30

天；在零下20攝氏度的溫度下最多可以

存儲六個月。據三期試驗結果，Moder-

na 疫苗有效率達 94.1%，對預防重癥的

有效率達100%。

歐洲因疫苗接種計劃部署緩慢而備受

爭議，法國自上月27日啟動新冠疫苗接

種，但截至 3日，僅有 516 人接種了疫

苗，而德國已有約24萬人接種，截至周

三，西班牙也僅完成了不到14萬劑疫苗

的接種，這僅占到該國獲得的超過74萬

劑疫苗的不到五分之壹，荷蘭周三剛剛開

始首例新冠疫苗接種。

博索納羅：巴西破產了

歐洲科研機構稱
本世紀末裏海水位將下降9至18米

綜合報導 德國不來梅大學的壹個自然科學

研究機構近日在《通訊-地球與環境》雜誌發表

文章稱，至本世紀末，裏海海平面將下降9至18

米，這將對水體本身及沿岸環境造成嚴重影響。

該機構稱，目前裏海海平面每年下降6至7

厘米，在裏海北部和東南部沿岸地區已呈現鹹海

儲水量劇烈減少過程中曾出現的現象。如果水位

下降勢頭得不到有效控制，裏海將重蹈鹹海

覆轍。位於中亞的鹹海 1960 年前曾是世界第

四大湖，目前蓄水量僅為原來的1/13，沿岸地

區因此出現了500萬公頃沙漠化土地。

文章表示，如果水位下降9米，裏海面積將

縮減23%；如果水位下降18米，面積將縮減34%

。這將導致裏海水域魚類數量大量減少，甚至滅

絕。

哈薩克斯坦《實業報》網站稱，裏海的水位

下降問題或與該地區的幹旱程度加劇有關，“這

發生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該網站援引

專家建議指出，各方需立即采取協調壹致的行動

，以彌補“失去的寶貴時間”。

近年來，裏海水位下降問題已引起沿岸五國

的高度關註。特別是2019年首屆裏海經濟論壇

舉辦以來，各方就保護裏海及沿岸地區環境的合

作不斷加強。裏海沿岸國家包括俄羅斯、哈薩克

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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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特朗普支持者上週衝擊美國國會大廈，揭
開美式民主的“遮羞布”後，深感在國際上“丟面”的美
國主流媒體開始相互攻擊、甩鍋。左翼媒體、右翼媒體共
同在美國“言論自由”的“高地”上開始了它們的“表演
”。

當地時間8日晚，美國右翼媒體福克斯新聞（Fox News
）“當家”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節目中
爆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已聯繫至少6家有線
電視運營商，要求將福克斯“下架”，理由是“這家不負

責任、危險的媒體，拒絕
承認暴徒們的行為是叛亂
”。兩家媒體展開激烈
“口水戰”，持續數日。

“有像這樣的敵人，
福克斯新聞會在很長、很
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存
在下去，”卡爾森對此前
公開抨擊他的 CNN 評論
員布雷安娜.卡萊爾（Bri-
anna Keilar）回應道。卡
萊爾此前在節目中稱卡爾
森“完全活在幻想中”，
並用其個人推特賬號稱其
“政治宣傳員、撒謊精、
寄生蟲”。

福克斯的卡爾森還提
及 CNN 的一篇報導質疑
有線電視供應商為何還在
播放福克斯。

“為什麼他們都放映福克斯，這家媒體跟比它體量小
的競爭者同樣不負責任、危險。”CNN文章稱。

CNN8日發文稱“有線電視供應商應當負起審查虛假信
息的責任”，直指福克斯和其他右翼媒體

卡爾森則宣稱CNN此舉是對競爭對手揮“審查大棒”
。

他表示“CNN的員工已經聯繫至少6家有線電視供應
商，要求他們下架福克斯。他們的理由是我們的頻道要對
美國國會山的暴力直接負責。”

“所以一家電視台要求媒體封禁它的競爭對手。這很
可怕，”卡爾森表示，“說實話，還有點可笑。”

1月10日，CNN再次對福克斯“開火”。
在旗下“可靠消息”節目中，CNN首席媒體記者布萊

恩.斯特爾特（Brian Stelter）表示，多年以來，親特朗普的
媒體在科技巨頭的推波助瀾下，刮虛假信息和仇恨性言論
的“歪風”，造成了上週三“美國民主的象徵”國會大廈
被沖擊。

“隨著我調查的深入，我愈發意識到，福克斯新聞的
節目和臉書，是構成'特朗普支持者的夢幻樂園'的一部分，
”斯特爾特在節目裡表示，“有太多的鍋他們要背了。

CNN主持人傑克.塔珀（Jack Tapper）此前同樣在推特
上“甩鍋”稱，“這（國會大廈事件）怎麼發生的？問問
挺特朗普的政客和媒體吧。多年以來他們忽視了類似事情
注定會發生的警告。”

必須指出，曾是“特朗普最愛的電視台”的福克斯新
聞，近期對特朗普的態度有所轉變。

在本次大選投票中，福克斯新聞網先於其他反對特朗
普的主流媒體，預測亞利桑那州歸屬拜登，引發總統支持
者不滿。此後，福克斯還掐斷特朗普或其發言人的直播信
號，導致不少觀眾轉向極右翼媒體“Newsmax”。外界有傳
聞默多克集團正在改變立場，為“後特朗普時代”做好準
備。

在立場不同的美國主流媒體忙著“互潑髒水”時，一
眾科技平台卻行動一致，在互聯網上對迅速失勢的總統
“圍追堵截”。推特永久封禁特朗普賬號後，蘋果、谷歌
又將右翼人士聚集的社交媒體軟件“Parler”下架。目前已
有臉書、紅迪網（Reddit）等十幾家公司對特朗普相關賬戶
或內容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

（綜合報導）據俄羅斯RT新聞報導
，當地時間 1 月 8 日，美國當選總統拜登
稱，將努力打敗美國最大擁槍組織——美
國全美步槍協會（NRA），以結束美國槍
支暴力頻發的情況。就拜登這一番表態，
NRA 已敦促其數百萬會員“保持警覺”
。

當地時間2011年1月8日，美國亞利
桑那州圖森市發生一起嚴重的槍擊事件，
造成包括時任美國國會眾議員的嘉貝麗.吉
佛斯（Gabby Giffords）在內的13人受傷，
另有6人喪生。吉佛斯在槍擊事件中頭部
中彈，傷勢嚴重，治療近5個月後才被獲
准出院，由於健康狀況等原因，她於2012
年1月宣布從國會辭職。 2021年1月8日
，在槍擊事件發生10週年之際，她在推特
上發聲，回憶10年前的悲慘事件，並緬懷
逝者，同時呼籲人們為了“安全的美國”
，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裡繼續控槍的
努力。

在吉佛斯發推當天，美國當選總統拜
登轉發了了其推文並@吉佛斯稱：“您的
毅力和不可估量的勇氣繼續激勵著我和數
百萬其他人，我保證繼續與您以及全美各
地的（槍支暴力事件）倖存者、家庭和

（控槍）擁護者一起努力，打敗 NRA，
結束槍支暴力頻發的情況。”

當地時間 1 月 11 日，NRA 就拜登的
說法在推特上作出回應，警告美國人稱，
美國的下一任總統正試圖侵犯美國人的憲
法權利，NRA 發推稱：“星期五，拜登
保證稱將打敗 NRA，並希望禁止美國人
的半自動步槍、對我們的槍支等徵稅。他
知道，取消（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路途
上的唯一障礙就是 NRA，槍支擁有者必
須保持警惕並參與選舉和立法程序。”

據悉，全美步槍協會是1871年在紐約
州獲特許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在全美擁有
大約500萬名會員，被認為是美國最大的
擁槍組織。它也是美國影響力最大的遊說
集團之一，僅2016年就在政治活動中支出
4.12億美元。其明確的目標是捍衛美國憲
法第二修正案，該修正案賦予民眾持槍權
。由於上述原因以及出資支持共和黨，
NRA 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左翼政治人士的
憎恨。去年，紐約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總
檢察長提起訴訟，試圖解散 NRA，而舊
金山在2019年甚至宣布NRA為“國內恐
怖組織”，但在面臨訴訟時撤銷了這一決
定。

（綜合報導）“不，我不怕在外面宣誓就職。”據CNN消息，美國當選總統喬·拜登11日
被問及，考慮到上周美國國會大廈遭遇襲擊，他是否害怕1月20日在室外宣誓就職時如此回答
。

“不，我不怕在外面宣誓，” 拜登回答說，“要認真嚴肅追究那些‘參與煽動叛亂並威脅
人民生命安全’的人的責任，這點非常重要。”

此外，當被問及是否擔心彈劾案會阻礙他的經濟刺激方案在國會獲得通過時，拜登說，一
直在與國會議員接觸，討論如何將彈劾案與他的議程“分開”。 “我們是否可以用半天時間處
理彈劾問題，用半天時間讓我的人在參議院得到提名和確認以及推動經濟刺激計劃”，拜登說
道。

據《紐約時報》報導，一些極右和極端組織現在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1 月20 日的新總統就

職日。有人在網上煽動20 日在華盛頓舉行支持特朗普的“百萬民兵遊行”。美國《世界日報》
也報導稱，圍攻國會之後，部分激進的特朗普支持者感到士氣大振，紛紛通過網絡平台串聯，
相約1月20 日拜登就職典禮當天，重返華盛頓。有激進的網民匿名發文稱：“第二回合就是1
月20 日。這次不會手下留情了。我連協助特朗普連任都已經不在乎了，我在乎的是要開戰。”
此前，英國《獨立報》報導稱，有民間組織計劃1 月20 日在臉書上舉行名為“特朗普第二屆總
統就職典禮”的活動，至少已有超過32 萬人表示有興趣參加。

據《國會山報》報導，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市長鮑澤10 日向美國國土安全部呼籲，要求在
拜登就職前採取額外措施確保首都安全。據美國“軍事”網站10 日報導，1月9 日起，不少民
眾拍到大批軍車運載軍人入駐華盛頓的畫面，美國陸軍和空軍國民警衛隊指揮官9 日表示，目
前部署到華盛頓的國民警衛隊員將有權使用致命武器。

尚未就職拜登就發誓控槍？
美國最大擁槍組織強硬發聲

被問被問““是否害怕是否害怕11月月2020日在室外宣誓就職日在室外宣誓就職”，”，拜登拜登：：我不怕我不怕

福克斯主持人爆料福克斯主持人爆料：：
CNNCNN要求有線電視供應商將其要求有線電視供應商將其““下架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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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布局疫後需求布局疫後需求 台塑未來台塑未來55年投資逾千億跨國擴廠年投資逾千億跨國擴廠
（中央社）台塑台灣仁武廠、中國寧波廠依計畫將在今年6

月、9月陸續完工擴廠，面對疫後經濟復甦，台塑已超前部署，
規劃未來5年將投資逾新台幣千億元，分別在台灣、中國、美國
擴廠。

台塑表示，預計今年完成擴廠的廠區，包括台灣仁武廠轉
型成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及複材中心，預估投資11.3億元，2021
年6月完工；另外，中國大陸寧波廠年產60萬噸丙烷脫氫（PDH
）廠新建工程，預估投資8億美元，也預計在今年9月完工。

看好疫後復甦需求，台塑規劃未來5年合計投資約36億美

元，包括台灣聚氯乙烯（PVC）廠去瓶頸，年產量可增加10萬
噸，預估投資新台幣3.5億元，將在2022年12月底完成；在高雄
洲際二期石化專區開發方面，將增設12座貯槽及1座鹽倉，預估
投資88.5億元，計畫在2022年3月完工；至於新港（SAP）廠去
瓶頸估計增加年產2萬噸，預估投資金額2億元。

台塑也看好中國十四五計畫帶動經濟成長的商機，針對中
國大陸寧波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廠去瓶頸可望增加
年產2.8萬噸，預估投資4000萬美元，2022年12月完工；評估寧
波年產15萬噸聚氯乙烯（PVC）及60萬噸氯乙烯（VCM）新建

工程，預估投資3.6億美元。
美國部分，台塑評估德州年產聚氯乙烯（PVC）80萬噸、

氯乙烯（VCM）80萬噸及液56萬噸擴建案，預估投資29.2億美
元。

台塑指出，第1季亞洲有11座輕油裂解廠歲修，或異常停車
，合計年產能806萬噸，影響乙烯供應減少42萬噸，加上全球最
大原油出口國沙烏地阿拉伯宣布，自願在2至3月每日額外再減
產100萬桶，近期國際原油價格創近11個月新高，有利支撐石化
產品行情。

（中央社）機械公會統計到去年12月，台灣機械出口值連
續4個月正成長，顯示台灣機械產業擺脫谷底回溫，不過全球貨
運缺艙缺櫃、塞港情況嚴重，且近期新台幣盤中匯率波動大，機
械產業獲利能力深受影響，業者醞釀漲價，但考量出口競爭力多
數仍觀望。

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統計，去年12月機械出口值25.99億
美元，較前年12月出口24.51億美元，增加6%。累計去年全年機
械出口值 260.8 億美元，較前年減少 4.2%；若以新台幣計價約
7710.2億元，較前年減少8.4% 。

觀察去年全年機械出口值前3大設備，其中檢量測設備約
37.44億美元，占比14.4%，較前年成長11.8%；電子設備35.21億
美元，占比13.5%，較前年成長9.2%；工具機21.54億美元，占比
8.3%，較前年減少29.7%。

觀察去年機械出口前3大市場，其
中中國大陸約78.28億美元，占比30%；
美國市場58.24億美元，占比22.3%；日
本市場17.41億美元，占比6.7%。

機械公會指出，去年9月起單月機械出口值正成長，已連
續4個月正成長，顯示台灣機械產業擺脫谷底穩定成長，不過去
年12月機械出口正成長趨緩，主要受國際貨運缺艙缺櫃影響，
部分業者無法準時出貨，紛紛往後遞延。

機械公會指出，目前國際貨運除價格翻漲數倍，受到國際
COVID-19疫情增溫影響，很多港口通關速度延遲，塞港情況嚴
重，空櫃也無法順利運回，因而機械貨品無法順利出口，導致出
口成長趨緩。

觀察新台幣匯率升值影響，公會表示，國際美元偏弱，亞

洲各國貨幣持續升值，儘管政府期盼穩定匯率，但近期新台幣盤
中匯率波動大，盤中並已衝破28元關卡，出口導向的機械產業
獲利能力深受影響。

公會指出，出口貨運成本上升、原物料也同步漲價，機械
業者醞釀漲價，但考量出口競爭力，多數業者仍在觀望。

從進口來看，去年12月機械進口值48.17億美元，較前年同
期55.78億美元減少13.6%。累計去年全年機械進口值428.41億美
元，較前年成長0.3%。若以新台幣計價約1兆2658.5億元，較前
年減少4.1%。

機械出口連4紅業者擬漲價因應新台幣升值

宅經濟發威 調研機構估今年全球電視出貨成長2.8%
（中央社）集邦科技今天表示，儘管疫情變化難

以預期，但不排除東京奧運、歐洲足球盃運動賽事恢
復舉辦的可能，將有助於將電視需求推向高峰，預估
2021年全球電視出貨量2.23億台，年成長2.8%。

在2021年面板價格不會有大幅跌價的前提下，
集邦評估，品牌勢必得加速超大尺寸產品的布局，
2021年65 吋以上電視出貨量仍有可能成長30%。

集邦指出，受惠疫情衍生的宅經濟效應，2020
年北美電視出貨量自3月下旬開始反轉上揚，隨著下
半年歐洲市場需求也逐漸復甦，使整體電視出貨表現
從4月的谷底反彈，10月達到最高峰。不過，近期受
到上游材料商在電子類IC產品供應不足，影響第4季
品牌的出貨排程，導致2020年電視品牌出貨量僅達
2.17億台，年減0.3%。

集邦認為，2020年下半年每月面板價格不斷攀
升，32至55吋等主流整機的獲利逐步下降，為彌補
低價產品所流失的利潤，品牌開始將面板需求轉至更
大尺寸。其中65吋及70吋以上的出貨成長分別高達

23.4%和47.8%。
集邦說，2020年 IC供應不足與電視面板大漲

，二、三線品牌廠將面臨生存考驗；從2020年電視
面板供需狀況來看，供應端受韓廠產能收斂，以及中
國面板新廠因疫情，導致量產爬升速度放緩影響而減
少，但需求端卻因防疫政策，造成居家時間延長而暴
增。

在供需緊張的情況下，2020 年 40 至 55 吋電視
面板價格僅在半年內漲幅超過6成；32吋面板價格更
是翻倍跳漲，造成原先在市場靠低價衝量維生的白牌
產品面臨生存挑戰。

集邦分析，2020年電視產業面板供應緊縮，且
下半年需求回升速度超乎預期，間接導致原本已吃緊
的IC用晶圓產能陷入更嚴峻的困局。因此，供應商
嚴格篩選客戶，一線品牌憑藉訂單數量的優勢獲得更
多資源，前5大品牌的市占首次達到6成，二、三線
品牌與白牌恐在面板、電子類IC零件資源不足的環
境下受到嚴重排擠。

貨櫃一櫃難求貨櫃一櫃難求 傳產業者憂影響交期傳產業者憂影響交期
由於缺櫃由於缺櫃、、缺艙問題未解缺艙問題未解，，帶動運價高漲帶動運價高漲，，不少傳產業者指出艙位供應吃緊不少傳產業者指出艙位供應吃緊，，

擔憂影響銷售量及交期擔憂影響銷售量及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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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測
1 月 7日，香港

文匯報記者按照排
序，來到自己所居住
的盛世長安小區指定
的南門核酸測試點
時，發現前一天的一

字長龍不見了，等待測試的只有10餘
位業主。原來工作人員吸取了“人多
擁擠、排隊時間長”的反映，改進了
組織流程，讓業主10人一組在家等
候，提前10分鐘通過擴音器喊話或手
機通知下樓。

在地處小區東門的地下車庫測試
點，待工作人員登記身份證、家庭住
址、職業和聯繫方式，5分鐘左右就聽
到有人喊記者的名字。記者在一張簡
易辦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張開嘴
“啊”了兩聲，工作人員用棉籤伸進
記者的咽喉蘸取咽液，不足3秒鐘就完
成取樣。從排隊進場到完成測試，前
後僅需要不到10分鐘，讓記者感到意
外的是，取樣的過程並沒有感受到醫
務人員提示的“會有一點點噁心”，
喉嚨也沒有什麼不適反應。

盛世長安小區有1萬餘位業主，原
計劃3天完成測試取樣工作，由於前一
天超額完成任務，估計3天的任務2天
就能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大鵬 石家莊報道

核
檢
10
分
鐘
搞
定
取
樣
無
任
何
不
適

��(���

■■新華社新華社

採 樣逾千萬人三天核檢完畢逾千萬人三天核檢完畢
石家莊再證內地高效率石家莊再證內地高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顧大鵬及新華

社報道，據9日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聞發布會消息，9日0時到10時，河北

新增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比前一天減少

10例。截至目前，河北全省累計確診139例本土病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197例。

據新聞發布會消息，1月6日至1月8日，石家莊利用72小時完成1,025萬居民的核

酸檢測。石家莊市具備開展核酸檢測的機構107家，日最大檢測能力單日單管達38

萬份，如果單日是混檢，一個管裏有10個樣本，最大可以到380萬份的能力。

河北省衞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段雲
波介紹，從1月2日報告本土首例病例，到9

日上午10點，已經有確診病例139例。其中，重
症是7例。所有重症病例年齡偏大，最大的89
歲，而且均有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礎疾
病；兒童病例有5例，最小3歲。無症狀感染者一
共197例，最大年齡91歲，其中兒童40例，最小
1歲。

據了解，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河北調研疫情防控工
作；國家衞健委主任馬曉偉帶隊，從其他省份派
出大批醫療衞生專家，赴當河北指導和協助開展
疫情處置工作。

檢出354陽性 城區佔87%
據通報，石家莊、邢台首輪全員核酸檢測採

樣已經完成。其中，石家莊市檢測對象共
10,251,875人，結果累計檢出陽性人員354人。檢
測發現如下特點：一是集中度高。陽性人員分布
在石家莊12個縣市區，但主要集中在城區，
城區共有298人，佔到陽性人數的87%；二是關
聯性極強。除行唐縣一例陽性病例外，其他10縣
陽性人員均與城區有關，特別與城區的增村
鎮有關。

6日0時起，隨着2萬餘名專業力量連夜奔赴
5,000多個點位，石家莊市開始了超過1,000萬人

口的檢測工作。河北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國家公共
檢測實驗室24小時連軸運轉。這裏緊急集結了
70多名專業檢測人員。醫院檢驗中心副主任孫靜
娜表示：“我們24小時人不停、設備不停，單日
可實現20多萬人份檢測，有的人兩天只睡了2個
小時，只為盡快完成全員檢測，盡早把報告發到
大家手上。”

檢測實驗室24小時三班倒運作
為支援河北，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

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選派江蘇、浙江兩省各組建
的5支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隊伍，攜帶物資也於7
日晚抵達河北。

“接到任務後，浙江以最快的時間，組建了
核酸檢測醫療隊，在6小時內集結完成，並於7
日晚飛抵石家莊。”浙江支援河北醫療隊領隊姚
強說：“我們有103名隊員，還帶來了100餘套
設備和25萬人份試劑，我們將分5個組，24小時
三班倒，不間停地做核酸檢測。”

石家莊市代市長馬宇駿指出，1月6日至1月
8日，石家莊利用72小時完成1,025萬居民的核
酸檢測。為防止疫情擴散，石家莊、邢台、定州
全員核酸檢測完成後，要求居民繼續居家7天。
為提高檢測速度，河北協調北京、天津、山東、
河南等相鄰省份進行支援，大大縮短核酸檢測天
數。

據了解，北京、江蘇、浙江援助隊和華大基
因研究院已經抵達河北。他們調集數十套檢測設
備和儀器，包括核酸提取儀、熒光定量PCR
儀，還有核酸檢測試劑，將參與河北第二次大規
模的核酸檢測。

單日最大混檢能力380萬份
據發布會消息，石家莊市具備開展核酸檢測

的機構107家，日最大檢測能力單日單管達38萬
份，如果單日是混檢，一個管裏有10個樣本，最
大可以到380萬份的能力。加上中央關心和各地
支援，核酸檢測能力大幅度提升，第二次全員檢
測時間會更短一些。儘管這兩天新增陽性病例、
確診病例出現了下降，專家判斷，還不能確定現
在就出現了拐點。為進一步確定居民是否被感
染，還需要再次做核酸檢測，居家防控也是為二
次核酸檢測作準備。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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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一一 ））
施惠德醫師主講施惠德醫師主講：：談談 『『確診確診』』 色變色變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成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成
為去年和今年我們生活的為去年和今年我們生活的
最大挑戰最大挑戰，，為了詮釋我們為了詮釋我們
對新冠病毒的迷思對新冠病毒的迷思，，了解了解
確診從何而來以及確診從何而來以及COVCOV--
ID-ID-1919 醫學資料和統計數醫學資料和統計數
字背後的意義字背後的意義，，萬一確診萬一確診
了了，，輕輕//重症各應如治療重症各應如治療？？
我們應該注射新冠病毒疫我們應該注射新冠病毒疫
苗來預防被感染嗎苗來預防被感染嗎？？ 新冠新冠
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之異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之異
?? 疫苗的選擇疫苗的選擇，，何種人不何種人不
應該注射應該注射，，以及政府疫苗以及政府疫苗
接種計劃和疫苗的釋疑接種計劃和疫苗的釋疑......
。。一項由一項由 「「休士頓華商經休士頓華商經
貿聯誼會貿聯誼會」」 和和 「「休士頓亞休士頓亞
裔健康教育協會裔健康教育協會」」 合辦的合辦的
一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一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
系列系列，，從周日從周日（（11月月1010日日
））正式開講正式開講。。首場由施惠首場由施惠
德醫師德醫師（（M.D., M.P.H )(M.D., M.P.H )(台北醫學院醫學博士台北醫學院醫學博士、、哈佛大學公共衛哈佛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碩士生學院碩士，，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理事&& 前會長前會長 ））主講主講：：
談談 「「確診確診」」 色變色變。。

施惠德醫師從施惠德醫師從20192019年冬中國武漢冠狀病毒年冬中國武漢冠狀病毒RNARNA 開始講起開始講起，，
至至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626月月，，全世界已有全世界已有78607860 萬萬，，45324532人罹病人罹病，，並並
已有已有174174萬萬42354235人死亡人死亡,,至今大家仍困惑於至今大家仍困惑於：： 「「確診確診」」 如何確定如何確定
?? 要普篩嗎要普篩嗎?? 病毒多可怕病毒多可怕 ?? 現在是第幾波現在是第幾波?? 冬天到病毒嚇嚇叫冬天到病毒嚇嚇叫 ??
封城秀吉封城秀吉？？ 突變真要命突變真要命?? 施醫師特別介紹了檢測陽性案例施醫師特別介紹了檢測陽性案例，，包包
括死亡案例括死亡案例、、住院案例住院案例、、康復案例及後遺症康復案例及後遺症。。它們的正確度它們的正確度?? 嚴嚴
重性重性？？ 如何比較如何比較。。通常治病的目的通常治病的目的：：有症狀者有症狀者：：為延壽為延壽、、緩解緩解
；；而無症者而無症者：：是為了延壽是為了延壽、、預防預防。。通常這疾病的診斷通常這疾病的診斷，，有症狀者有症狀者
是通過是通過：：症狀症狀、、體徵體徵、、檢測檢測；；而無症狀者是通過而無症狀者是通過：：體徵及檢測體徵及檢測。。
所謂所謂，“，“正確正確””的診斷的診斷，，是根據金律標準是根據金律標準：：如何為正常如何為正常?? 正常值正常值
?? 正常範圍正常範圍 ？？機率機率：：沒有絕對沒有絕對，，且每增加一個好證據且每增加一個好證據，，診斷就診斷就
更正確更正確。。

施醫師也以圖片介紹篩檢的高效益施醫師也以圖片介紹篩檢的高效益、、高特異性高特異性、、高靈敏度的高靈敏度的
細胞情況細胞情況，，而而COVID-COVID-1919 的診斷就是根據核糖核酸的的診斷就是根據核糖核酸的PCR ,PCR ,蛋白蛋白
質的抗原質的抗原、、抗體及脂肪而定的抗體及脂肪而定的。。其中其中CoViD-CoViD-1919的診斷的診斷-VCR-VCR 為為
陰性的多屬以下情況陰性的多屬以下情況：：標本沒有足夠的標本沒有足夠的RNARNA能被複製到可被能被複製到可被
「「看到看到」」 的結果的結果。。如如：：取樣位置不對取樣位置不對、、試劑無效試劑無效、、尚未感尚未感、、體內體內
病毒數不夠被檢測病毒數不夠被檢測、、已經痊癒但並不改變過去和未來得病的可能已經痊癒但並不改變過去和未來得病的可能
性性。。

而陽性而陽性（（確診確診））則表示則表示：：檢體有足夠檢體有足夠COVID-COVID-1919 核酸而被核酸而被
複製而複製而 「「看到看到 」」 。。當當 「「確診確診」」 的有不少人沒有症狀的有不少人沒有症狀。。雖然雖然PCRPCR
持續陽性持續陽性，，症狀開始十天後大部份病人就不具傳染力症狀開始十天後大部份病人就不具傳染力。。

施醫師說施醫師說：：所謂所謂 「「週期閾值週期閾值（（Cycle threshold ;C.T. )Cycle threshold ;C.T. )是指是指
PCRPCR 呈陽性所需的週期呈陽性所需的週期。。幾個週期才合理幾個週期才合理 ?? 他說他說：：在在MassaMassa--
chusettschusetts、、New YorkNew York、、和和NavadaNavada三州三州，，9090%%的陽性結果事實上的陽性結果事實上
只有依稀可以測出的微量核酸只有依稀可以測出的微量核酸，，有些需要有些需要4040個週期才能實現個週期才能實現。。
美國的美國的CDCCDC發現發現C.T.C.T.在在3333以上的鮮有活病毒以上的鮮有活病毒，，而若把而若把C.T.C.T. 降到降到
3030，， 77月間在月間在MassachusettsMassachusetts 以以C.T.C.T.4040 「「確診確診」」 的將有的將有8585--9090%%

改成陰性改成陰性。。因此因此，，學者們覺得學者們覺得C.T.C.T.設在設在3030--3535才合理才合理，，因為太多因為太多
不具傳染性的不具傳染性的 「「確診確診」」 者不切實際者不切實際。。此外此外，，應把應把PCRPCR用於有必用於有必
要檢測的人要檢測的人，，頻頻地每頻頻地每66--1515小時測一次小時測一次，，才有最大經濟效益才有最大經濟效益。。

另外另外COVID-COVID-1919普篩也涉及以下情況普篩也涉及以下情況：：普篩地點普篩地點vs hotvs hot--
spot,spot, 普篩時間普篩時間vsvs 疫情階段疫情階段，，普篩範圍普篩範圍vsvs 疫區大小疫區大小，，普篩資源普篩資源
vsvs 疫情輕重疫情輕重。。他說他說：：普篩結果只代表一短期內的疫情普篩結果只代表一短期內的疫情，，陰性反陰性反
應不意味檢測前後不會是陽性應不意味檢測前後不會是陽性，，罹病人數可能是罹病人數可能是 「「確診確診」」 人數的人數的
44--55 倍倍?? 但全民普篩耗資甚距但全民普篩耗資甚距，，德國在實施全民普篩兩星期後德國在實施全民普篩兩星期後，，
檢測單位就已無法負荷檢測單位就已無法負荷。。

施醫師以施醫師以COVID-COVID-1919,,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626日的世界染疫及死亡日的世界染疫及死亡
的報表的報表，，及及20212021年年11月月99日在中國的染疫及死亡報表顯示日在中國的染疫及死亡報表顯示RoRo
（（Reproduction Number )Reproduction Number )值值，，指每個宿主可將病毒傳播而感染指每個宿主可將病毒傳播而感染
的人數的人數。。中國初期中國初期COVID-COVID-1919 的的RoRo值估算是值估算是22到到33，，後來上修後來上修
為為55..77，，因為染病人數倍增的時間從因為染病人數倍增的時間從55～～66 天縮短為天縮短為22～～33 天天，，意意
指每個宿主可將病毒傳給指每個宿主可將病毒傳給55..77人人。。若果若果，，一場瘟疫應在一場瘟疫應在8282%%的人的人
口罹病產生免疫力後才能結束口罹病產生免疫力後才能結束。。群體免疫在群體免疫在5050––6060%%人口染疫人口染疫
才能產生才能產生。。

施醫生以三艘船施醫生以三艘船：：日本橫濱的日本橫濱的 「「鑽石公主號鑽石公主號」」 、、台灣的台灣的 「「磐磐
石艦石艦」」 以及美國的航母爆發疫情為例以及美國的航母爆發疫情為例：：日本的日本的 「「鑽石公主號鑽石公主號」」 船船
上共有上共有37113711人人，，在一月內在一月內，，有有741741人染疫人染疫，，佔總人數的佔總人數的2020%%，，
死亡死亡1313人人（（11..88% );% );台灣的台灣的 「「磐石艦磐石艦」」 船上共有船上共有337337人人，，在一個在一個
月內月內，，有有3636人染疫人染疫，，佔總人數的佔總人數的1313%%，，無人死亡無人死亡。。美國的航母美國的航母
，，船上共船上共48004800人人，，在二個月內在二個月內，，共共11561156人染疫人染疫，，佔總人數的佔總人數的
2424%%，，其中有一人死亡其中有一人死亡（（00..0909%%）。）。

施醫師也提到疫情以來死亡率逐漸降低之因施醫師也提到疫情以來死亡率逐漸降低之因：：新新 「「確診確診」」 者者
年齡層下降年齡層下降，，資源較充裕資源較充裕，，知識更進步知識更進步，，有效新療法增多有效新療法增多，，醫療醫療
系統應變加強減少崩盤系統應變加強減少崩盤，，及突變降低致死力及突變降低致死力?? 而一般人仍不免而一般人仍不免
「「困惑困惑」」 ：： 「「確診確診」」 如何確定如何確定?? 要普篩嗎要普篩嗎?? 病毒多可怕病毒多可怕?? 現在是現在是
第幾波第幾波?? 冬天到病毒嚇嚇叫冬天到病毒嚇嚇叫?? 封城秀吉封城秀吉 ?? 突變真要命突變真要命 ??

施醫師最後提到了施醫師最後提到了COVID-COVID-1919的因應之道為的因應之道為：：有高危險因素有高危險因素
的人們需要保護的人們需要保護；；以現有的標準以現有的標準，，無症狀的無症狀的 「「確診確診」」 造成無謂的造成無謂的

心理壓力和資源的浪費心理壓力和資源的浪費，，公衛機構和檢測單位可考慮就公衛機構和檢測單位可考慮就PCRPCR、、
抗原抗原、、和抗體靈敏度及特異性間的平衡調整閾值和抗體靈敏度及特異性間的平衡調整閾值。。一般健康的人一般健康的人
，，就算真的患病就算真的患病，，重症或死亡的機率低重症或死亡的機率低，，在症狀發生在症狀發生1010天後天後，，
大致可以正常生活大致可以正常生活。。醫療系統應維持物資設備人員無缺醫療系統應維持物資設備人員無缺，，以降低以降低
後遺症及死亡率後遺症及死亡率。。群眾和政府則需在疫情長短及經濟情況之間尋群眾和政府則需在疫情長短及經濟情況之間尋
找平衡找平衡：：行動沒有自我設限行動沒有自我設限，，同時罹病人數過多同時罹病人數過多，，醫療系統就可醫療系統就可
能崩潰能崩潰；；行動過度限制行動過度限制，，疫情持續過久疫情持續過久，，就可能拖垮經濟就可能拖垮經濟。。

在因應之道方面在因應之道方面，，施醫師提出了幾項建議施醫師提出了幾項建議：：在在 「「藥物藥物」」 方面方面
：：remdesivirremdesivir、、抗體抗體、、血漿血漿、、抗生素抗生素、、類固醇類固醇、、鋅鋅? hydroxy? hydroxy--
chloroquine ?chloroquine ? 清潔劑清潔劑。。在在 「「設備設備」」 方面方面：：病床病床、、檢測器材檢測器材、、防防
護用具護用具、、負壓病房負壓病房、、氧氧、、呼吸器呼吸器、、ECMOECMO、、UVUV 。。以及以及BarrierBarrier 屏屏
障障：：如口如口（（鼻鼻））罩罩、、面罩面罩、、護鏡護鏡、、防護衣防護衣、、檢疫室檢疫室// 旅館旅館// 醫院醫院
、、檢疫車檢疫車。。以及最重要的以及最重要的：：公德心公德心！！疫苗疫苗 !!

在觀眾提問部分在觀眾提問部分，，有人提到有人提到 「「發燒發燒 」」 代表什麼代表什麼？？施醫師說施醫師說
：：發燒是一個指標發燒是一個指標。。自己已發燒自己已發燒，，就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防止病情的擴散防止病情的擴散
。。如果自己已發燒如果自己已發燒，，還跑出去還跑出去，，擴散疫情擴散疫情，，沒有公德心沒有公德心，，此作法此作法
非常沒有意義非常沒有意義，，尤其拒絕戴口罩尤其拒絕戴口罩。。

觀眾問觀眾問：：在發燒之前也會傳播給別人嗎在發燒之前也會傳播給別人嗎？？
施醫師施醫師：：在還沒有發生症狀之前的傳染力最高在還沒有發生症狀之前的傳染力最高。。就算還沒有就算還沒有

發燒發燒。。 「「溫度溫度」」 只是指標之一只是指標之一。。
PaulPaul問問：：到到ICUICU 治療治療??
施醫師施醫師：：進到進到ICUICU的都是比較嚴重的病人的都是比較嚴重的病人。。現在美國現在美國ICUICU 已已

呈崩盤現象呈崩盤現象，，因為醫護人員不夠因為醫護人員不夠，，病床數開始不夠病床數開始不夠。。現在要進現在要進
ICUICU至少要等四週至少要等四週，，因此要很早去作檢測因此要很早去作檢測。。每個人對新冠病毒確每個人對新冠病毒確
診的情況不一樣診的情況不一樣。。可先留在家裡可先留在家裡 「「居家隔離居家隔離」」 。。一般無症狀患者一般無症狀患者
傳染要傳染要33--77 天天，，因此自我隔離很重要因此自我隔離很重要。。進來進來ICUICU 都是等很久都是等很久。。
在家裡隔離在家裡隔離，，症狀加重症狀加重，，馬上就醫馬上就醫。。

施醫師也提到施醫師也提到：：無症狀感染者接觸史無症狀感染者接觸史，，要從有接觸的那一天要從有接觸的那一天
開始算起開始算起。。PCRPCR陰性陰性，，並不代表沒有病並不代表沒有病。。今天主要今天主要 「「數據數據」」 在在
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病情不同的病情，，是什麼狀況是什麼狀況。。應以應以 「「常識常識」」 來判斷來判斷
，，讓它不致傳染得這麼厲害讓它不致傳染得這麼厲害。。同時同時，，也不能忽略其他病的存在也不能忽略其他病的存在。。

圖為周日舉行的圖為周日舉行的 「「新冠病毒健康教育講座新冠病毒健康教育講座」」 出席綫上會議人士合影出席綫上會議人士合影
圖為施惠德醫師在圖為施惠德醫師在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主講主講：：談談 『『確診確診』』
色變的情景色變的情景

聖路易作協上周六舉行一月讀書會聖路易作協上周六舉行一月讀書會
作家張洪凌演講作家張洪凌演講：： 「「重讀王小波重讀王小波」」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王小波來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時的生活王小波來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時的生活。。王小波王小波1616、、1717歲時在雲南插隊的情景歲時在雲南插隊的情景。。

王小波幼年時與父母兄姊妹合影王小波幼年時與父母兄姊妹合影。。重讀王小波演講大綱重讀王小波演講大綱。。

著名作家著名作家、、翻譯家張洪凌擔任此次讀書會的主講人翻譯家張洪凌擔任此次讀書會的主講人。。 聖路易作協會長吳淑梅致詞聖路易作協會長吳淑梅致詞。。

圖為洛杉磯作家蓬丹在節目開場時談話圖為洛杉磯作家蓬丹在節目開場時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