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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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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北韓14日晚在平壤金日成廣場舉行閱兵
式，紀念勞動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就任勞動黨總書記的
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檢閱了部隊。

韓聯社報導，這是北韓繼去年10月舉辦建黨75周年閱
兵式以來，時隔3個月再次閱兵。鋻於北韓迄今從未有過以
黨代會為契機舉行閱兵式的先例，本次閱兵可能意在烘托八
大的強軍 「主旋律」。

北韓在閱兵式上展示疑似 「北極星-5型」的新型潛射
彈道飛彈，飛彈彈頭較建黨75周年閱兵式上公開的 「北極
星-4型」更大。被稱為 「朝版伊斯坎德爾」的 「KN-23」
彈道飛彈改良版也亮相閱兵式。朝媒報導稱，這些尖端軍事

武器證明了北韓的擁核國地位，以及擁有世界最強軍事力量
的事實，令敵人聞風喪膽。

美國總統川普即將卸任，把政權交給民主黨的拜登，這
對北韓而言是一項挑戰，因為拜登與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政府
對平壤的 「戰略性忍耐」（strategic patience）政策有關，且
拜登曾在總統大選辯論時形容金正恩為 「惡棍」（thug）。

金正恩還公開了加強國防力量的計畫。他說，新的核潛
艦設計研究已經完畢，並處於最終審查階段。對於洲際彈道
飛彈（ICBM），金正恩說，爭取進一步提升打擊、消滅1.5
萬公里射程內戰略對象的命中率，發展核先發制人及報復打
擊能力，同時開發戰略核武，持續生產超大型核彈頭。

證明擁核國地位證明擁核國地位 金正恩大閱兵金正恩大閱兵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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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將於2021年3月17日舉行國會大
選的荷蘭，卻於此時發生政壇大地震。據《路
透社》等外媒報導，由於長期對兒童補助管理
不善，已累積重大民怨的荷蘭政府，此時再因
政府誤指上萬家庭詐領津貼而引爆民怨。影響
所及，已進入看守內閣的首相呂特，於 15 日
宣布已正式向國王亞歷山大提出辭職。

這次總辭的導火線，全因 2020 年 12 月時
，國會調查發現官員誤指1萬個家庭詐欺兒童
津貼，並要求返還領取的數萬歐元補助金。由
於部分家庭更因此導致失業、破產與離婚，不
只造成數千家庭陷入財務危機，更造成妻離子
散的窘境，故被形容為 「前所未見的不正義措
施」。

此外，稅務官員也踢爆，補助審核的標準
往往依據種族來源與國籍而決定，讓呂特內閣

再陷種族歧視風暴。代表600個家庭提起政治
訴訟的律師卡地爾表示，官員用種族出身、看
起來像外國名字做為審核標準，無疑冒犯申請
的民眾。

由於荷蘭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造成死亡人
口增加速度，創二戰以來新高峰。為抗擊大流
行，荷蘭政府宣布延長封鎖至2月9日。換言
之，此時政府再抽銀根，無疑讓因疫情已陷入
經濟困難的家庭再逢重挫，故引發重大民怨。

這把火恐持續延燒到3月的選戰。儘管呂
特與自民黨(VVD)在民調中仍處於領先，但隨
荷蘭因疫情蹂躪之故，其民調正逐漸下滑中。
《路透社》評估，VVD在3月選舉中恐拿下低
於 30%的選票，不過還是對手何蘭自由黨
(PVV)的 2 倍。呂特自 2010 年就職迄今，曾 2
度連任。

兒童社福醜聞
荷蘭首相呂特宣布內閣總辭

杜特蒂稱總統大位不是女性能幹的活
(本報訊)菲律賓總統杜特蒂14日出席高速

公路啟用典禮時表示，總統這工作太累，不適
合女性，藉此駁斥外界盛傳他會安排大女兒莎
拉接班，角逐明年總統大位。

他說： 「我女兒不會參選，我告訴她別選
了，因為一想到她得她經歷我經歷的，我就對
她感到同情。這位子太累，不是給女性幹的活
，你們要知道，女性的情緒設定完全不同於男
性。在這個位子，你會變成蠢蛋。唉…這是一
個悲傷的事實。」

杜特蒂經常發表類似言論被輿論指責歧視
女性。總統發言人則解釋，那些只是玩笑話，

並無惡意。
杜特蒂曾擔任達沃市市長20年。莎拉繼承

他的衣缽，展現如她父親一般強硬、不說廢話
的作風，人氣極高。

莎拉14日向路透記者證實不會參選。她說
： 「我不是在扭捏作態，我也不會在最後一刻
宣布參選。如果整個國家不願相信這事，我也
無能為力。不是每個人都想做總統，我就是其
中之一。」

菲律賓曾出現過兩位女總統，先後是艾奎
諾與艾若育。

在這次國會爆動中, 彭斯副總統面臨了政
治生涯中最險峻的時刻,他因不願順從川普的奪
權計劃,竟遭斥責，暴民們在川普煽動下衝入國
會大廈, 手持管道盾牌與塑膠手銬等凶器,揚言
要綁架吊死”叛徒”彭斯, 在地下室躲藏了好
幾個小時的彭斯這才領悟到政治的險惡!

本來彭斯的政治命運是操控在川普手上的,
不過他也是經過民選來的,川普無權把他開革解
職,反倒是彭斯可依據憲法罷免川普,在國會暴
動後,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曾明確要求他去行使這
個權利,但彭斯拒絕了,身為美國第二高權位的
彭斯夾雜在第一權位與第三權位人物之間,他連
連做出拒絕的政治動作,充份展現了忠於憲法,
並眷戀舊情的特質,但他對川普的愚忠註定了無
法走出自己廣闊的政治道路。

彭斯是一位福音教派的基督徒，也是一位
極端保守主義者，在成為川普副手之前,他曾作
國會議員和印第安納州長, 戒慎恐懼的他, 觀點
相當狹隘，政策和立場經常招致批評，他對財

政和社會問題的觀點都屬於保守派作風,在貿易
協定與移民權利的議題上，他原本與川普不同
調,但身為川普副手後, 他謹守分寸,保持一貫支
持總統的堅定立場來辯護，在中美開啟貿易戰
時,彭斯曾對中國發表罕見嚴厲的批判，挑釁意
味十足，似乎是向川普表達效忠,如今卻換來了
川普對他的冷酷無情。

彭斯有可能挑戰2024年總統選戰嗎？如果
川普被彈劾, 並且被參議院投票剝奪了參政權
利, 彭斯當然有可能出馬參選，在美國歷史上
除拜登外,還有亞當斯、杰弗遜、范布倫和布希
四位副總統任期屆滿後參選總統成功，他們都
是彭斯的榜樣,拜登在 2016 年副總統任滿後曾
考慮參選,後又宣佈退出，沒想到四年後竟以78
歲高齡入主白宮，彭斯只做過一任副總統, 在
強勢獨斷的川普領導下顯得毫無作為, 不過他
的柔軟身段卻累積了豐沛的人脈., 才60出頭不
多的他,應會有更上一層樓的企圖心才對！

【李著華觀點 : 從驚悚中走來 ,彭斯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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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川普政府走向執政盡頭之時，我
們這個國家正遭受到嚴重分裂迷失自我的
時刻，在過去四年來，政治舞台上的相互
指責謾罵，謊言充斥在社會各階層， 更有
社群媒體之推波助瀾， 川普每天在推特上
大放厥詞， 以推特來治國。

華府街頭今天開始戒嚴 ，數萬武裝軍
人駐守在國會大廈週圍， 大範圍街道已經
被高牆隔離， 有三位共和黨籍眾議員公然
支持上週三之暴亂， 在此同時， 新冠疫
情正以野火般之速度席捲全球， 造成最嚴
重的災難， 今天一天內超過四千四百死於
新冠病毒， 超過了911 及珍珠港事件死亡
人數。

我們目睹數千位年輕士兵
疲累地睡在國會大廰 ，為的是
保護這座民主殿堂不再被佔領
， 這也是從南北戰爭以來有軍
隊在國會大厦安營紥寨。

雖然拜登注定下週三正式
接管政府， 但是新政府頭痛之
事也剛開始， 他的经濟團隊已
經擬定新救濟方案， 將再發放
一千四百元國民救濟金 ，也將
撥款加強防疫工作。

眾議院彈劾川普案雖然通

過， 如何在參議院去審查還是未定之天
， 總統目前遭遇到各方的巨大壓力， 包
括社群媒體和各大公司銀行及紐約市政府
都把他列為拒絕往來戶， 包括歐洲在內的
許多盟國都謝絕美國高官之到訪，真是可
謂眾叛親離， 顏面掃地。

好友國會議員格林上週在機㘯受到一
批川粉辱駡是賣國賊， 我在電話中對他表
示慰問， 我們試問 ，這些暴徒之行為才
是真的賣國賊。

我們不願看到國家之分裂， 是否也象
徵美國國力在衰退中 ?

When Mr. Trump became
the only president im-
peached twice, lawmakers
have been trying to re-
move him within the last
days left in his term. A
Democratic congressman
accused Republican col-
leagues of helping the
mob attack the Capitol
building last week. All of
this along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made the situa-
tion catastrophically worse
in the last few days of
Trump’s presidency.

Today more than 4,400
people died of the corona-
virus in just one day. This
figure is more than all the people killed at
Pearl Harbor or on September 11, 2001.

Historians are trying to define this pandemic
time with other periods of challenge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 II, the Civil War
and the McCarthy era. Never before has the
military been needed to guard the Capitol
Building.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s Texas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Joaquin
Castro said, “Donald Trump is the most dan-
gerous man to ever occupy the Oval Office.”

Our dear friend Congressman Al Green tells
us that he was harassed by peopl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Trump supporters who shouted
to him, “You are a traitor.”

Republican Senator Mitt Romney was also
confronted at the Salt Lake City airport and
heckled while flying to Washington, D.C. last
Tuesday.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unveiled a
$1.9 trillion stimulus plan that offers to help
people and the economy recover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cluding sending $1,
400 checks to all households.

FBI analysts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126,
000 photographic and video tips related to last
week’s Capitol riot.

A man seen holding a Confederate battle flag
inside the Capitol was arrested as investiga-
tors are also trying to find out if any Congress-
men helped coordinate the siege.

Before Biden even comes to power his new
administration already is facing big challenges
including an out of control pandemic. We real-
ly feel so sad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lives. Along with all the serious political
issues we face, our nation is deeply divide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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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20212021

Is This What Our Nation Decided?Is This What Our Nation Decided?

我們國家分裂了嗎我們國家分裂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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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前9天美國確診超200萬
英女王接種新冠疫苗

根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

截至北京時間1月10日7時21分，全球新

冠確診病例超8951萬例，死亡超192萬人

。美國疫情持續攀升，2021年開年的前9

天中已確診超200萬病例，變異毒株也在

不斷擴散；英國確診超300萬例，首都倫

敦“疫情失控”，進入緊急狀態，英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及丈夫已接種新冠疫苗。

美國9天確診超200萬
變異病毒蔓延
根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

，美國新冠確診超過2209萬例，死亡超

37萬例。而且，在2021年的前9天，美國

報告了超過 200 萬例新的病例，並有

24000例死亡。

在美國單日確診再創新高之際，美國

疾控中心(CDC)公布的官方資料顯示，傳

染力更高的變種病毒株B117，如今已擴

散到美國至少8個州。

紐約州長安德魯· 庫默(Andrew M.

Cuomo)宣布，在紐約又報告了3例英國發

現的變異病毒病例。

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主任福

奇日前表示，這個變種毒株“在美國散播的

情形，恐比我們目前發現的還更廣泛”。

此外，輝瑞公司日前也表示，壹項實

驗室研究表明，該公司與BioNTech聯合

研發的新冠疫苗，似乎仍然能夠有效抵抗

英國和南非發現的傳染性更強的新型病毒

株。

倫敦疫情失控
英女王及丈夫接種疫苗
英國政府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國

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9937例，累計確

診病例超過300萬例，達3017409例。

目前英國新冠疫情十分嚴峻，英國政

府呼籲公眾在沒有必要情況下壹定不要出

門。

倫敦市長薩迪克· 汗表示，在首都有

些地區，感染率高達每20人中就有1人受

感染。倫敦感染率居高不下，疫情“已經

失控”。他不得不宣布倫敦進入“重大事

故”緊急狀態。

政府的科學顧問建議，2021年新年

後英格蘭的封鎖措施還需要更加嚴格，才

能達到與2020年3月份防疫封鎖相同的效

果。

英國王室辦公室官員當地時間9日說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

普親王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

白金漢宮官員在壹份聲明中說，94

歲的英女王和99歲的菲利普親王，和英

國約150萬名首輪接種者壹樣，已經接受

了新冠疫苗註射。註射地是在溫莎城堡，

女王和她的丈夫在英國封鎖期間壹直在此

地度過。在英國，80歲以上的老人是首

先可以接種疫苗的高優先級群體之壹。

王室辦公室官員表示，他們壹般很少

評論女王的健康狀況，但是為了防止外界

不準確的推測和進壹步的猜疑，女王“決

定讓公眾知道她已經接種了疫苗”。

希臘零售業2020年損失150億歐元
業界期待解禁市場

綜合報導 希臘市場專業人士估計，2020年希臘零售業營業額減少

了約150億歐元，且節假日期間的收入減少了約15億歐元。但“預訂-取

貨”的營運模式仍對營業額有所幫助，否則將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據報道，“預訂-取貨”給零售業市場以喘息，專業人士要求將其發

展為“預約-到店采購”，即顧客通過預約，有序地前往商店購物，這壹

新模式被認為是為商店全面重開的鋪墊。

希臘商業與零售業協會(SELPE)副主席安東尼斯· 紮伊裏斯在接受采

訪時表示，“預訂-取貨”模式必須發展為“預約-到店采購”，因為零

售業的感染率壹直很低，且疫情發生後企業面臨多方面的問題，市場壹

定要運行。在商店全面復工前，市場需要在遵守防疫規定下進行“預約-

到店采購”。

紮伊裏斯認為，自實施封鎖禁令以來，零售業的收入直線下降，該

行業已經傷痕累累。2019年零售業總營業額接近440億歐元，但2020年

估計只能達到近300億歐元。

希臘財政部總秘書斯坦姆布利迪斯於日前曾表示，每天都會收集數

據，根據疫情發展來實施相應的行動，若疫情好轉，當局接下來將允許

零售業采取“預約-到店采購”模式。斯坦姆布利迪斯稱“我們期待出現

積極的疫情數據，使我們能夠重開商店。”

但根據希臘政府目前規定，零售商店“訂購-取貨”運營模式將至少

暫停至2021年1月18日。雅典商會已經公開表達強烈不滿。

德國累計新冠病死人數超過4萬
多州收緊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數據顯示，德國累計因感染新冠病

毒死亡的人數已超過4萬，達40343人。截至當天，德國已有漢堡、柏林

、下薩克森、圖林根和梅克倫堡-前波莫瑞等多個州收緊了防疫措施。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新增確診16946人、死亡

465人。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德國截至當地時間10日21時

許累計確診1929751人、治愈1524997人。疾控機構當天表示，截至當地

時間9日，德國已有532878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本月5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各州州長舉行視頻會議後達成決議，

將全國範圍內的“封城”措施延長至1月31日，各州還將分別收緊各自

的防疫措施。

據德國電視壹臺報道，漢堡已於9日起實施加碼後的防疫措施。柏

林、下薩克森、圖林根和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四州則於10日起開始實施

新規。其余多個州則將從11日起實施。

新規包括每個家庭最多只能與壹名外人聚會、疫情熱點地區居民活

動半徑不能超出住所周邊15公裏等。中小學和幼兒園關閉的時間也相應

延長至1月底。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則提醒人們，盡管已經啟動疫苗接種，仍應當

繼續堅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護措施。該所所長威勒表示，從

目前每天的新冠病死人數來看，德國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嚴峻。

針對德國醫護人員目前接種新冠疫苗意願偏低的問題，威勒特別呼

籲人們通過官方衛生部門獲取相關信息，如有疑慮應向官方咨詢。他表

示，已多次聽說許多護理人員擔心“接種疫苗會導致不孕不育”，“這

純粹是虛假新聞”。

意大利“群審”黑手黨：
光念被告名字就花了3小時
綜合報導意大利將於當地

時間13日開始近30年來最大

規模的壹次針對黑手黨的審判

。據悉，此次被告人員共355

人，在最近的壹次聽證會上，

念完被告的名字就花了3個小

時。預計審

判將持續兩

年以上。

據報道

，這次大規

模審判主要

針對植根當

地的黑手黨

組織“恩德

朗蓋塔”，

此外還包括與他們相關聯的政

客、警察、商業精英及公務員

等。共涉及被告355人，出庭

律師達400余人，超過900名

控方證人將出庭作證。

大多數被告是在2019年12

月在意大利、德國、瑞士等地

的壹系列突擊行動中被捕的，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現年66歲

的該組織頭號人物Luigi Man-

cuso，綽號“叔叔”。據悉，

該黑手黨組織以控制從南美和

其他地方進入歐洲的大量可卡

因的供應聞名，但其行為卻遠

遠超出了毒品犯罪問題。其他

罪名還包括謀殺、未遂謀殺、

勒索、高利貸、泄露官方機密

和濫用職權等。

由於此次受審人員眾多，

檢方不得不將壹個呼叫中心改

裝成法庭。主持此次審判的是

意大利最著名的反黑手黨檢查

官尼古拉· 格拉特裏，現年62

歲。由於樹敵太多，在過去的

30年中，他不得不壹直生活在

警察的保護下。

意大利歷史上另壹次較大

的審判發生在 1986-1987 年，

那場審判中，338人被判有罪

，檢察官喬瓦尼· 法爾科內和

保羅· 博爾塞利諾後來被暴徒

暗殺身亡。

俄現代級驅逐艦前艦長盜走螺旋槳
還裝了兩個仿制品

綜合報導 在去年年底俄軍

被曝出“末日飛機”遭竊後，

近日又壹起離奇的軍用裝備被

盜事故曝光，壹名俄軍驅逐艦

指揮官與他人合謀，盜走了壹

艘退役驅逐艦上的兩個銅制螺

旋槳。

據報道，俄羅斯海軍表示

，目前已經退役的“現代”級

驅逐艦“難忘”號（Bespo-

koynyy）的壹名前指揮官與他

人合謀，偷走了這艘驅逐艦上

的兩個銅制螺旋槳，當時這艘

驅逐艦正在幹船塢內改裝成壹

座浮動的博物館。

報道稱，這兩名竊賊將

這對單個重約 13 噸的螺旋槳

盜走，還將它們換成了壹對

更為便宜的金屬制成的螺旋槳

，這聽起來就像是好萊塢電影

的情節。

“戰區”援引俄羅斯國際

文傳電訊社的報道稱，俄羅斯

海軍波羅的海艦隊的軍事調查

部門負責人謝爾蓋· 沙沙維科證

實，對這起盜竊案的調查已經

接近完成，但並未披露涉案的

這名前驅逐艦指揮官及其同夥

的姓名，也沒有說他們可能會

面臨怎樣的處罰。這壹對螺旋

槳價值約為3900萬盧布（約合

52.2萬美元）。

沙沙維科表示，為了掩蓋

蹤跡，參與盜竊的人員使用仿

冒的螺旋槳進行了替換，“成

本和質量都比最初的銅制螺旋

槳低得多”。

這起盜竊案發生在俄羅斯

飛 地 加 裏 寧 格 勒 的 揚 塔 爾

（Yantar）造船廠，加裏寧格

勒也是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總

部的所在地。目前尚不清楚這

起盜竊案發生的具體時間，但

沙沙維科說，該事件發生在

“難忘”號驅逐艦於2016年抵

達揚塔爾造船廠之後，該驅逐

艦退役後被改裝成壹座博物館

。這壹改造過程包括拆除兩個

螺旋槳和驅動軸，並對艦體進

行密封，使其能夠保持漂浮而

無需定期維護。

“難忘”號驅逐艦於2018

年正式退役，目前正在聖彼得

堡附近科特林島克倫施塔特的

愛國者公園展出。該型艦的標

準排水量為6600噸，滿載排水

量接近8500噸。

就在不久之前，俄羅斯軍

隊還發生了壹起“末日飛機”

零部件被盜的事故。2020年12

月初俄媒披露，俄羅斯空天軍

的壹架伊爾-80“末日飛機”上

發生了盜竊事故，該機內部的

設備被不明身份的竊賊偷走，

至今仍未找到。

這起盜竊事件發生的具

體時間未知，但據悉當時這

架伊爾-80 飛機正在羅斯托夫

地區的壹個機場進行維修，

“不明身份的人士打開了貨

艙艙門”並偷走了“無線電

設備”。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1年1月16日       Saturday, January 16, 2021

（綜合報導）在美學者暗助大陸在全球廣徵科學人才並竊
取智慧財產權的 「千人計畫」再添一新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報導，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一名資
深科學家13日向紐約聯邦法院承認參與 「千人計畫」並向調查
人員說謊，面臨最高5年徒刑，最高可罰25萬美元（約新台幣
700萬元）。

報導引述美司法部新聞稿指出，來自加州、現年66歲的梅
亞潘（Meyya Meyyappan）遭控向聯邦調查局做出虛假陳述，

並已認罪。紐約南區代理聯邦檢察官表示，梅亞潘在NASA擔
任備受信任的職務，但她仍違反聘用條款及相關法律和規範，
未能揭露曾參與大陸政府的招募計畫，且繼而向NASA調查人
員、FBI探員和我們辦公室撒謊。如今梅亞潘坦承犯行，正在
等待量刑。

司法部新聞稿指出，梅亞潘自2006年起擔任NASA艾姆斯
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擔任探索科技（Exploration
Technology）首席科學家。然而，他參加了大陸政府的 「千人

計畫」，即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吸引有權力接觸外
國高科技或智慧財產權的人才加入。新聞稿稱，在中國大陸、
韓國和日本大學擔任教授的梅亞潘，未能向NASA和美國官箴
局據實揭露這些關聯和職位。

報導指出，梅亞潘去年10月接受質問時，虛假陳述，自稱
並未參與陸 「千人計畫」，也從未在大陸任教。司法部表示，
梅亞潘預計將於6月16日被判刑。

（綜合報導）儘管普遍看法認為，在歷經川普4年的管理
不善後，拜登繼承的是一個聯盟與夥伴關係不斷萎縮的印太戰
略格局；但是，蘭德研究員羅斯曼(Derek Grossman)認為，由於
印度太平洋地區對於中國大陸產生的經濟與安全威脅，已逐漸
形成共識。拜登不但會發現其繼承的是緊密而又穩固的夥伴關
係，更因大國競爭之故讓不少印太國家將美國視為合作首選。

對於後川普時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拜登提名出
任國務卿的布林肯日前曾表示 「我們需要團結我們的盟友與夥
伴，而不是疏遠他們使其跑去與中國大陸打交道」；拜登更直
接點名川普無視、削弱美國與印太地區的戰略夥伴關係，美國
甚至在部分案例中放棄盟友與夥伴。

羅斯曼不認同這種說法。其認為川普讓盟友心生怨懟的例
子的確罄竹難書。不論是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揚言發動貿易戰使華府在印太區顯得不討喜，要求日本與南韓
提高駐紮美軍負擔費用更讓東北亞盟友擔心美國對盟友承諾動
搖。

不過，從中國大陸產生的經濟與安全威脅來看，拜登接手
後將驚艷於美國與印太盟友、夥伴關係之緊密。隨著中共展現
的經濟與安全威脅與日俱增，印太區正逐漸形成共同危機感。
這種區域的緊張情勢反倒讓華府漁翁得利，美方往往成為印太
國家交朋友的首選，拜登更可發現其實不用花甚麼心力，就擁

有相當穩固的印太聯盟。
美國正式簽署同盟條約的5個印太盟友，包括澳洲、日本

、菲律賓、南韓與泰國。其中，有4個國家與美國關係健康，
更視大陸為威脅，只有泰國滑向大陸的軌道。不過，這是因為
北京與曼谷間不存在爭議點。

就澳洲而言，坎培拉對香港的支持、大陸影響力在澳洲的
運作、雙邊貿易摩擦，以及中共日前在澳洲殺害阿富汗平民上
大做文章，都讓澳陸關係跌落谷底。2020年7月，澳洲國防部
發部國防戰略文件，以調整部隊結構反制中國大陸。

至於美日同盟則進入有史以來最穩固的態勢。東京支持美
國印太自由開放的戰略目標，更在南海等爭議水域與美國聯合
演習；加上日本長年覬覦釣魚臺列島，讓日本首相菅義偉決心
優先並加強與美同盟。菅義偉計畫於今年2月走訪華府，並與
拜登見面。

雖然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一向主張反美親陸路線；但近來卻
傾向華府。2020年11月，杜特蒂宣布美軍可持續自由進入並於
該國行動，這與早先終止《美菲軍隊互訪協定》大大不同。與
此同時，菲國外長陸辛(Teddy Locsin)則表示該國因大陸在南海
破壞穩定的行動，而面臨 「明顯而有力」的威脅。

在南韓方面，總統文在寅一直是川普對北韓政策的支持者
。儘管首爾不會想與北京撕破臉，但隨著南韓部署 「終端高空

區域防禦系統」(THAAD)而引發大陸經濟報復，南韓不免對大
朋友感到惴惴不安。

除前述國家，美國也對區域內其他國家產生一定外交吸引
力。例如，印尼雖參與 「一帶一路計劃」，但對於大陸頻頻吃
納土納海經濟海域的豆腐感到畏懼。馬爾地夫對於美國大使館
的開設感到歡迎，蓬佩奧訪問斯里蘭卡時，可倫坡重申 「維持
我們海洋與領空自由航行的重要性」，等於認可美國印太戰略
。至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雖然與大陸存在著深厚關係，但仍
保持與美國的一定往來。

羅斯曼認為，美國與大洋洲諸國的關係，如馬紹爾、密克
羅尼西亞與帛琉，讓美軍獨享通行權，這對於美方對大陸未來
的行動相當重要。甚至，紐西蘭對大陸在澳洲與太平洋島嶼的
各種行動，也愈來愈感到憂心。

就多邊外交來看，雖然川普在東協峰會與東亞峰會中，從
未派出高層出席而讓東南亞國家不滿；但華府仍有成功之處。
例如，2020年10月，澳洲、日本、印度與美國於東京舉行首次
部長級會議，會中聯合發表共同解決印太挑戰之集體宣言。

羅斯曼總結，儘管在大國競爭的脈絡下，美國與大陸在印
太區的角力讓華府仍有很多細部工作待推展；但好消息是，拜
登繼承的是更緊密的聯盟與夥伴關係，而這比傳統智慧來得更
好。

留下穩固印太聯盟抗擊大陸威脅
川普給拜登的最大遺產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的任期進入倒數，他早已宣布
不會循傳統，出席拜登20日的就職典禮。美國媒體報導，川普
當天早晨就要飛往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定居，遠離華府傷心
地。不過附近居民表態，不希望與川普當鄰居。

川普卸任後會落腳何方，白宮內部眾說紛紜。儘管幕僚早
揣測他將返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不過川普未曾透露計畫，也
未公開說明往後的打算。幕僚原以為川普可能提早幾天離開白
宮，但消息人士指出，川普20日才會搭機飛往佛州。

川普8日發推特，稱不會出席拜登就職大典。據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14日報導，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到川普發
推特，才知道另一半做了如此重大決定，她一直不確定究竟要
不要出席。消息人士透露， 「他在告訴她之前發推文，她才知
道他在做什麼…這不是第一次了。」

美國憲法未要求總統必須參與繼任者的就職儀式，不過傳
統上，未來的前總統都會現身，象徵和平轉移權力的重要性。
副總統彭斯已首肯到場觀禮。

CNN引述白宮匿名官員談話報導，梅蘭妮亞已開始偷偷
打包，她對離開白宮並不難過。日前媒體拍到，有小貨車在白

宮旁的艾森豪行政大樓外穿梭，顯現第一家庭準備搬家。
川普女婿庫許納將帶著第一千金伊凡卡和兒女們，搬到佛

州邁阿密，據報導，川普多位幕僚將轉任庫許納麾下。
不過棕櫚灘居民似乎不太歡迎川普。《華盛頓郵報》報導

，一位代表多位鄰居的律師稱，住戶要求棕櫚灘政府當局宣布
，不能讓川普定居海湖莊園。他們所持理由，是川普在1990年
代初期與當地政府達成的協議，川普當時把私人宅邸改裝為度
假俱樂部。不過，該市迄今沒有出手阻止川普定居。

向法院認了參與陸千人計畫向法院認了參與陸千人計畫
NASANASA資深科學家下場慘了資深科學家下場慘了

傳川普20日離開華府 棕櫚灘居民不想跟他當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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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失事客機搜救工作繼續
警方要求家屬提供DNA信息

印度尼西亞三佛齊航空壹

架飛機9日從雅加達起飛後不

久墜海，當局10日確認客機

黑匣子位置，搜救人員已尋獲

人體殘骸和飛機碎片，搜救工

作仍在進行中。警方要求家屬

提供DNA樣本等信息，以幫

助確認遺體身份。

墜機原因尚不清楚
已確定兩個黑匣子位置
印尼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KNKT)負責人賈約諾(Soerjan-

to Tjahjono)10日表示，失事航

班的兩個黑匣子位置已經確定。

“希望我們能盡快取回它

們，”軍方首領哈迪說，但沒

有給出預計的時間框架。

這是自2018年獅航航班

墜機導致189名乘客和機組人

員遇難以來，印尼發生的首起

重大空難。目前，墜機原因尚

不清楚。

KNKT官員努爾卡約· 烏

托莫表示，救援人員將壹些飛

機殘骸運到了雅加達港，其中

包括雷達測高儀、緊急降落傘

。

當局表示，這些碎片位於

雅加達海岸壹群島嶼附近，在

水面下23米處。其中壹塊扭

曲的金屬碎片上繪有三佛齊航

空標誌。印尼當局還說，他們

已尋獲人體殘骸和衣物。

警方要求家屬們提供牙科

記錄和DNA樣本等信息，以

幫助確認遺體身份。

“我們感到無能為力，只

能等待，希望盡快得到任何消

息，”有5名親屬乘坐飛機的

伊爾凡賽亞· 裏揚托說。

失事前飛機偏離預定航線
飛行員們有數十年經驗
交通部發言人說，在飛機

失聯前幾秒鐘，空中交通管制

部門曾問飛行員，為什麼飛機

向西北方向飛行，而不是按照

預期的航線飛行。

領英網站上的資料顯示，

飛行員們有數十年的經驗，據

報道，機長是前空軍飛行員，

自2013年以來壹直在三佛齊

航空擔任駕駛員。

根據註冊資料，失事客機

是壹架有 26 年機齡的波音

737-500客機。

三佛齊航空公司首席執行

官裘韋那(Jefferson Irwin Jau-

wena)表示，客機此前的狀況

良好。他說，由於大雨，客機

延遲了30分鐘起飛。

當地時間9日，印尼三佛

齊航空公司SJ182航班，從首

都雅加達起飛後不久失聯，隨

後被發現墜毀在雅加達附近海

域。雷達顯示飛機在失聯前壹

分鐘曾急速下降1萬英尺。機

上載有62人。

馬來西亞在首都吉隆坡等地收緊管制措施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

丁11日在其今年首場面向全國的

直播講話中宣布，馬政府將於1月

13日到1月26日在首都吉隆坡等

地區重啟行動限制令。

重啟行動限制令的地區包括

吉隆坡、布特拉賈亞、納閩聯

邦直轄區和雪蘭莪、柔佛、檳

城、沙巴、馬六甲5州，多為馬

來西亞經濟發達和人口集中的

區域。

穆希丁當日宣布，在行動

限制令實施的區域內，禁止堂

食、禁止跨縣區行動，禁止社

交群聚活動，並要求僅“基本

經濟領域”可繼續開門運行。

馬來西亞近期確診病例走高

，從1月5日至11日，單日新增確

診病例已連續壹周超過2000例，

其間還壹度突破3000例。

穆希丁指，此次實施行動限

制令的區域都是疫情高風險區

域，醫療資源已近臨界點。他

說 ， 隨 著 病 毒 已 經 存 在 於 社

區 ，“未來兩周至關重要”，

民眾需犧牲部分自由和社交來

遏制疫情。

除了重啟行動限制令的區域

，馬來西亞其他州屬根據疫情狀

況仍實施有條件行動限制令或更

寬松的復蘇期行動限制令。

馬來西亞去年曾於3月18日

至5月3日在全國範圍實施行動限

制令，5月4日起轉為更寬松的有

條件行動限制令，6月10日起轉入

復蘇期行動限制令。此後，隨著

疫情變化，馬來西亞又曾在個別

區域變更不同的管制措施。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逾13.8萬例，累

計死亡病例555例，目前尚有2.8

萬余例活躍病例。

印尼延長禁止外籍人士入境期限

批準使用中國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印尼新冠疫情防

控和經濟復蘇委員會主席艾爾

朗加11日下午宣布，因新冠疫

情形勢嚴峻，經總統佐科批準

，將禁止外國籍人士入境的臨

時防疫政策實施期限延長兩周

至本月28日。

本月1日，印尼開始執行暫

定為期14天的禁止外籍人士入

境臨時防疫政策，禁止搭乘直

飛或中轉商業航班的外國籍人

士進入印尼。

持有有效印尼外交或公務

居留許可的外國人、持有有效

印尼有限居留許可或長期居留

許可的外國人、外國政府副部

級以上代表團成員不在被禁止

之列。獲準入境的上述外國籍

人士應在抵達印尼入境口岸時

接受核酸檢測並前往該國衛生

部指定酒店進行為期5天的集中

醫學觀察，費用自理。

當天下午，印尼食品和藥物

監督管理局負責人潘妮(Penny)通

過線上新聞發布會宣布，該局批

準緊急使用中國科興新冠疫苗。

去年8月份開始，中印尼合

作在印尼萬隆開展中國科興新冠

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潘妮稱有

1600名誌願者參與試驗，試驗結

果顯示疫苗有效性為65.3%。

印尼政府此前決定將於本

月13日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陸續

展開該疫苗接種。總統佐科將

第壹個接種，以向國民傳遞對

疫苗的信心。

總數300萬劑的中國科興成

品疫苗已於上月分兩批運抵印

尼並分發至該國各省，1500萬

劑半成品疫苗也將在本月運抵

印尼疫苗生產廠家。

印尼官方11日下午通報，

該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8692例，累計確診836718例；

新增死亡 214 例，累計死亡

2434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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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音樂人霍朗齊*
■去年6月25日在fb稱，自己是一名“曾經被‘黑警’擊中了四槍”“參與‘逆權抗爭’”
的被告的法律團隊代表，他又於去年12月31日在fb稱：“官司三連勝！我團隊邁向四連
勝”可見他一直有為亂港分子安排法律服務

民主黨九龍城區議員、律師黃國桐
■自2014年違法“佔中”至今一直以義務律師的身份協助被捕的“抗爭者”，2016年“旺暴”
期間更加入新成立的“星火同盟”義務律師團隊，協助“抗爭者”保釋及提供其他法律服務

■去年接受《獨立媒體》專訪時稱，“不再親自處理律師樓的行政工作和私人案件，交由其他
同事分擔，自己則只接手‘抗爭者’的案件”

■網台D100主持“傑斯”（原名尹耀昇）去年初發起名為“千個爸媽台灣助學”的眾籌計
劃，警方國安處以香港國安法中“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罪拘捕傑斯夫婦
及其助理，黃國桐擔任他們的律師

惡行六：
提供法律服務

香港警方國安處 14日以

“協助罪犯”罪名拘捕的 11 人

中，有人過往多次為涉嫌犯罪分子提供

實質協助，令社會關注這些有組織、有資源

協助亂港分子逃避刑責的勢力。香港文匯報翻查

資料發現，身處海外或本地的攬炒分子都會包庇或

支持香港犯罪分子，他們的行徑大致分為六大類，

包括到現場“支援”違法活動、展示各種“聲援”文

宣、利用議員身份動議打擊執法力量、資助“手

足”、向“手足”提供法律服務及協助他們到外地

安頓，這些行為背後更涉嫌勾結外國或“台獨”

勢力，若不盡快遏止，恐令黑暴分子如願逃

避法律制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雨航

攬炒派一條龍助黑暴

“12逃犯”偷越邊境案上
月30日在內地審結，10名成年
逃犯被判囚7個月至3年不等
的刑期並處罰款。案件在起訴
過程中披露了更多潛逃計劃的

細節，其中的關鍵人物鄧棨然、喬映瑜
涉組織他人偷越邊境，包括聯絡其餘10人，喬
女更在潛逃途中教他人“夾口供”，聲稱萬一
被截獲便詐稱“出海釣魚”的謊言。

案情也披露鄧、喬負責聯絡及受“上家”
安排，顯示今次潛逃有不同層次的幕後黑手在

指揮協調。
根據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涉

案快艇上所檢獲的衛星電話，以及涉案人員
Telegram群組內信息表明，鄧棨然和喬映瑜在
“上家”的指揮下，聯絡、溝通其餘涉案人，
包括李宇軒、鄭子豪等10名涉案人員，策劃及
組織從香港偷渡到台灣。

鄧棨然在案中還負責於2020年8月間購買
偷渡所用船隻，並在“上家”的安排下學習船
隻基本駕駛技能。

庭審又披露，2020年8月23日凌晨，鄧棨

然、喬映瑜分別聯繫其餘10人，在香港西貢布
袋澳碼頭會合。鄧棨然、喬映瑜在碼頭現場組
織其他涉案人員以“人鏈”接力的方式，將偷
渡所需燃油、食品、望遠鏡、衛星電話等偷渡
物資運送到快艇上。早前內地媒體還曝光了涉
案證物，包括涉案快艇、衛星電話，以及多支
魚竿、其他釣魚用具、手提電話及電筒等。

互相監督拔出手機卡
案情透露，在出海過程中，喬映瑜又向其

他人交代注意事項，如互相監督拔出手機卡，
如果遇到內地海警要統一口徑回答為“出海釣
魚”。

喬映瑜還通過海上定位系統、衛星電話等

手段與“上家”匯報快艇位置，直至在途經廣
東管轄海域被廣東海警部門發現並截獲。

上月30日，經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開庭
審理後，鄧棨然、喬映瑜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涉及人數眾多，構成“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罪，遂分別判囚3年、罰金2萬元（人民幣，下
同）和判囚兩年、罰金1.5萬元；至於李宇軒、
鄭子豪、嚴文謙、張銘裕、張俊富、黃偉然、
李子賢及郭子麟8名成年被告人則構成“偷越邊
境”罪，各被判囚7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而案
發時未成年只有17歲和16歲的廖子文和黃臨
福，最終決定不予起訴“偷越邊境”罪，同日
遣送出境移交香港警方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前民主黨成員許智峯
■多次參與修例風波，在2019年8月參加“旺角再遊行”時，在警方防
線前與多名防暴警察對峙，並要求與現場指揮官對話，要求警方給
予更多時間讓示威者離去

■在去年1月1日的“元旦大遊行”中，站在記者及警方防線
中間阻礙警方執法，其後聲稱警方出於仇恨向他近距離噴
射胡椒噴劑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2014年闖入“公民廣場”，又多次發起罷課行動以召集學生
參與違法“佔中”

■2019年出獄後多次參與修例風波相關違法活動，同年8月13
日更號召網民到機場參與非法集結

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
■參與7．21元朗暴動事件，與多名身穿白衣人士在元朗港鐵站毆鬥

民主黨九龍城區議員、律師黃國桐*
■於去年1月21日九龍城區議會舉行特別會議期間，聯署提出
“譴責香港警察沒有依循警隊條例”議案，並聲言警方嚴重濫
權濫暴

■於去年3月12日九龍城區議會第二次會議期間，聲稱警方若使
用不合法、不合情及非必須的手段去處理，則屬非法執法

■“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退休主教陳日君、公民黨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工黨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嶺南
大學前副教授許寶強、歌手何韻詩

■5名信託人2019年簽署信託協議成立基金，稱會為所有
在“反修例運動”中受傷、被拘捕、受暴力攻擊或受威
脅的人提供人道支援及相關金錢援助，包括但不限制於
“612當天的運動”，有關服務主要包括法律、醫療、
情緒及緊急經濟支援

案情揭受“上家”安排 不同層次黑指揮

民主黨九龍城區議員、律師黃國桐*
■發起所謂“保護傘行動”，在台灣開設“保護傘”餐廳及二手
衣店，主要聘請抵台的香港“抗爭者”。據報該餐廳會為“抗
爭者”申請工作簽註，並設立住所讓在台的黑暴青年留宿，亦
會提供法律援助、照顧其在港親友需要，還會為黑暴青年處理
不同形式的在台居留申請。該餐廳的餐單印上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
一不可”等“港獨”標語，及鼓吹“台獨”的宣傳品

網台D100主持“傑斯”
■勾結“台獨”組織發起“助養”香港逃往台灣的黑暴分子的眾籌計劃，宣稱計劃主要資助
他們的學費、生活費、醫療費等，及協助他們找寄宿家庭，短期目標是讓他們成功在台灣
讀書，長遠目標是協助他們投入當地就業市場以至長期居留。傑斯其後被警方以香港國安
法中的“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及“洗黑錢”罪拘捕

KOL袁弓夷
■現時身在美國，聲言香港“手足”可向他電郵護照副本、聯絡電
話及案底資料，由他直接轉交美國國務院，再安排各地的美國領
事館協助“手足”“流亡”

“避風驛”成立人：“港獨”分子黃台仰、鄭文傑、林榮
基及梁繼平
■宣稱現時有一支專業團隊，為身處英國而又“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同時
會提供美國、台灣、英國、德國等庇護政策信息資源

惡行五：向“手足”提供資金援助

惡行二：議會內動議打擊執法力量

惡行三：協助到外地安頓以至潛逃

惡行四：當選後展示文宣

公民黨沙田區議員黃文萱
■去年7月於其辦事處展示一幅反轉掛起含“港獨”意思的旗
幟，並在附近當眼處擺放多款攬炒派文宣。當時警方曾介
入事件，要求黃文萱移除有關旗幟，惟黃文萱拒絕
■與其他攬炒派區議員發起“一人一蚊撐‘手足’”行
動”，並在帖文中附上文宣圖片

屯門區議員何國豪
■在議員辦事處展示“港獨”標語和張貼支持黑暴的文
宣，企圖挑起市民情緒

公民黨立法會前議員譚文豪
■於2019年11月5日在fb發文“真心感激所有文宣組5個月以
嚟一直創意無限，向市民解釋成場運動，透過文宣感動國
際”，並轉貼葵芳大型黑暴文宣的報道

■■許智峯多次參與修例風波許智峯多次參與修例風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註︰*為14日被捕者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惡行一：到現場“支援”

六惡行破壞社會安寧 由撐違法到安排走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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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聯
防聯控機制14日在北京召開電視電話會議，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席會議
並講話。她強調，要始終繃緊疫情防控這根弦，
進一步壓實“四方責任”，毫不放鬆地做好冬春
季防控工作，確保疫情不出現反彈。

孫春蘭指出，當前中國疫情總體得到有效控
制，近期多地出現新的聚集性疫情，防控任務依
然艱巨繁重。各地要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
學習掌握各項政策規定和部署要求，指揮體系24
小時保持運行狀態，實行“零報告”制度。常態
化時抓好預防，落實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

要求，加強人員、物資、技術儲備，降低疫情反
彈風險；疫情發生後快速激活指揮體系，迅速組
織核酸檢測，精準鎖定重點人員並隔離管控，切
斷傳播途徑。

孫春蘭強調，要把農村地區疫情防控作為重中
之重，壓實社區、鄉鎮、村委會等責任，加強機場

周邊、城鄉結合部等地區防控，做好務工返鄉人員
信息登記和健康監測。村衞生室、個體診所、藥店
等要落實首診報告制度，發現發熱等疑似病例，2
小時內必須報告。倡導移風易俗，嚴格控制廟會等
民俗活動，暫停宗教場所聚集性活動，減少人群聚
集。

孫春蘭：把農村疫情防控作為重中之重

三千套集成屋到位 為農村戰“疫”探索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顧大鵬及中新社報道，河北疫情仍在發展，目前

全省現有本地確診病例已達523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320例。當地決定，為

了做好環境消殺，防止疫情繼續擴散，石家莊市藁城區對發現病例最多的三個

村和有病例的12個村，共計逾2萬人實行異地集中隔離。為此石家莊市在正定

新區劃出500畝用地，正在24小時不間斷地施工搭建近3,000套用來安置居民

的集成房屋，15日全部到位。專家表示，河北的異地集中隔離舉措，將為地廣

人稀防疫資源相對薄弱的農村抗疫，提供借鑒。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獲悉，從1月11
日起，石家莊市藁城區增村12個村莊逾

2萬人已經開始收拾行李，在村口登記統一乘
車，就近到鄰村進行集中隔離觀察。河北衞生
健康委的數據顯示，石家莊本輪疫情的確診病
例分布在12個縣區，76.39%發生在藁城區，
藁城區95.62%發生在增村鎮。此次實施異地
隔離的15個村均為藁城區下轄村。

整體搬遷 異地隔離
對於為何要進行異地隔離，中國國家衞生

健康委員會救治專家童朝暉表示，一個村可能
有幾十戶甚至上百戶居民，只封村門，村裏的
人還是互通的，所以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集中
隔離，同時讓他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中國科學院蘇州生物醫學工程技術研究所
研究員汪大明指出，除了防控意識較為薄弱
外，農村地廣人稀的特點也阻礙了隔離期的物
資供應和實時監測，異地隔離既保障物資供應
也方便對村民進行核酸檢測和溫度監測。

他還認為，相關村民撤離後，利於工作人
員對當地環境進行消殺。據了解，在人員撤離

後，村內每天要進行強力消毒。
從居家隔離到集中隔離，再到此次的異地

集中隔離，中國不斷探索抗疫隔離模式。汪大
明指出，具體採用哪種模式要結合當地的疫情
情況以及醫療、生活物資供應水平等。

據悉，病例最多的藁城區增村鎮小果莊
村、劉家佐村、南橋寨村三個村人口超過
5,000人，加之出現病例的12個村，總人口超
過兩萬人。如此規模的人數怎樣轉移，又將被
轉移到何處，備受外界關注。

一人一間 配備齊全
對於轉移方式，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防治所所長齊順祥說，集中隔離主要是
隔離密切接觸者和密接的密接，在車上都是一
人一座，配備消毒液、紙巾，車輛會控制在
50%以下的載客量，並且讓被隔離人員盡量不
帶自己的物品。

對於轉移地點，目前官方還沒有詳細介
紹，但從早在一周前開始實施異地隔離的小果
莊村可以發現，主要隔離地點為附近鄉鎮的賓
館。

另外，在石家莊市正定新區的一塊規劃用
地上，集中隔離點正在24小時不間斷地施工
搭建，近3,000套集成房屋15日全部到位。

齊順祥還透露，隔離點配備齊全，將組織
衞生防疫人員、公安、消防人員值班。實行一
人一間，保證飯菜送到門口，還配備了電視等
娛樂設施。同時，心理醫生也隨時待命對隔離
者進行疏導。異地隔離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之
舉，有利於提高核酸檢測的效率，快速發現無
症感染者，密切追蹤可能處於潛伏期的患者，
也有助於保護容易感染的老年人和兒童，降低
他們被周邊人感染的風險。

石家莊逾2萬人集中異地隔離

14 日凌晨，1,312 套集成房
屋從河北唐山運抵施工現場，
300名電力工人連夜施工做好供
電保障，5G通信基站24小時內

建成投入使用……14日上午，記者探訪
石家莊在建集中隔離點，中國中鐵、河

北建工等多家建築企業的數百名工人正加緊施
工。

1月13日，石家莊市開始建設集中隔離點，施
工場地位於正定縣文正大街諸福屯鎮固營村，佔地
約500畝。基建部分完工後，3,000套集成房屋將在
硬化的場地上拼裝到位。

為保障集成房屋順利運抵石家莊，唐山市蘆台
經濟開發區發展改革局副局長趙晨曦跟隨運輸車一
路趕來。

趙晨曦說，14日凌晨4點，首批1,312套集成房
屋順利抵達，另有1,000套正在路上，預計當晚可
以運到。15日3,000套集成房屋全部到位。

曾為火神山輸送應急房屋
據趙晨曦介紹，蘆台經濟開發區已形成裝配式

建築產業集群，去年初曾為武漢火神山、北京小湯
山抗疫緊急輸送過應急房屋。這些集成房屋均為輕

鋼結構，寬3米、長6米，使用面積近18平方米，
具有標準化、模塊化、通用化生產的特點，易於安
裝、運輸便捷。通過安裝衞浴、廚房等不同組件，
可用於辦公、家居等多種用途。

記者在現場看到，集中隔離點西側約兩公里
處，是新建的石家莊市奧體中心，東側距離藁城區
黃莊村不過3公里，隔離點三面環路，道路寬闊，
交通便捷。施工前，這裏是一片平整的土地，除一
棟佔地約一畝的二層樓外，地表無任何附着物，便
於施工。

三運營商供5G和4G通信
中國國家電網石家莊供電公司黨建部徐廣告訴

記者，由於現場沒有電力設備，為配合集中隔離點
建設，該公司連夜調派300名電力工人進入場地，
為應付嚴寒，工人們分成兩班，每班工作4小時，
24小時不間斷施工。

現場指揮部旁邊，一個十多米高的鐵塔分外醒
目。正在進行調試的中通服設計院設計員張永濤
說，由於集中隔離點信號較差，為保障通信，13日
晚，中國鐵塔石家莊分公司來到現場開始搭建這座
通信基站，14日下午就投入使用，能為三家運營商
提供5G和4G信號覆蓋。 ■中新社

佔地500畝 二日拼裝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顧大鵬及中新社
報道，“異地隔離顯示了中國的疫情防控智
慧。”中國科學院蘇州生物醫學工程技術研究
所研究員汪大明表示，雖然在轉移人群的過程
中耗費了人力物力，但這一點可以被後端防控
的便利所彌補。

實現農村每人單獨隔離
眼下，遼寧、黑龍江等多個省市也都接連

出現本土疫情，與此前相比，本輪疫情傳播比
較多的地方在農村以及城鄉結合部，這些地區
的疫情防控怎麼做？受訪專家認為河北的異地
隔離舉措或許會對此有所啟發。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著名呼吸病專家劉

又寧認為，異地隔離突破了農村條件的限制，
實現從居家隔離到每人單獨隔離的進步，因不
排除疫區環境中仍有病毒存在，搬遷至異地也
有利於徹底消毒、清除病毒，這對於疫情尤其
是疫情早期的防控至關重要。他說，在已經發
現病例但是沒有就地集中隔離條件的農村地
區，異地隔離或將成為中國農村疫情防控的新
選項。

汪大明也表示，抗疫以來中國在城市疫
情防控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但農村防控則
無太多經驗可循。顯然，此次以農村為主戰
場的河北戰“疫”是中國疫情防控的新試
卷，異地隔離作為其中一個答案或將為其他
地區提供參考。

專家析農村抗疫新選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海江哈爾濱報道）香
港文匯報記者14日在黑龍江省綏化市疫情防控工作
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截至當日17時，綏化市累計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92例，無症狀感染者累計110
例。

綏化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郭彥茹說，經對病毒基
因測序，綏化望奎縣的2個病例基因組變異12個，

和12月份大連疫情病例高度同源，目前並不能證
明病毒是由大連傳入。具體病毒來源正在溯源中。
記者從齊齊哈爾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獲悉，齊齊

哈爾市在對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第三輪檢測
時，檢出3例核酸陽性，經市級專家組會診均診斷
為無症狀感染者。截至當日17時，此次輸入性病例
引起的家庭聚集性疫情共發現14例無症狀感染者。

黑龍江綏化無症狀感染者110例

■■1414日日，，石家莊集中隔離點項目加緊施工石家莊集中隔離點項目加緊施工。。 新華社新華社

■14日，工人在石家莊市集中隔離點建設工
地吊運集成房屋材料，3,000套集成房屋正由
唐山市陸續運抵正定縣。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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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天地

台湾的S-2涂装最漂亮，不接受反

驳！

二合一的“追踪者”

二战中雷达被用于反潜作战获得很

大成功。战后美国海军自然不肯错过这

种新技术。但当时雷达的重量体积和舰

载机大小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格鲁曼

只好另辟蹊径，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解

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美国海军第一代舰

载反潜机 AF-2 守护者（Guardian）。

AF-2分AF-2W和AF-2S两种型号，W型

装备雷达负责搜索目标，S型则装备武

器对目标进行打击。作战时需要W和S

两架飞机一起出击，一架搜索，一架攻

击，组成猎，杀搭档。

这样的搭配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

但也严重挤占了航母宝贵的舰载机资源

。而且AF-2存在动力不足，故障高等问

题，所以只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服役时

间也很短。AF-2共生产380多架，1950

年10月开始服役，1955年8月就开始退

役了。

在AF-2服役前的1950年1月，美国

海军已经开始招标，想要一架靠谱的把

搜索和攻击功能集于一身正经的舰载反

潜机。1950年6月舰载机专业户格鲁曼

的 G-89 方案中标，获得两架原型机

XS2F-1和 15架预生产型YS2F-1的订单

。1952年12月4日，首架原型机XS2F-1

试飞。1954年2月生产型S2F-1开始进入

美国海军服役。1962年美国实行三军装

备统一编号，该机被命名为S-2追踪者

（Tracker）。

结构和性能

S-2采用上单翼单垂尾中置水平尾

翼布局，水平尾翼有上反角。两台发动

机安装在两侧翼下的发动机舱内。发动

机舱还是前三点起落架的主起落架舱，

尾部有声呐浮标投放装置。

S-2机身肥大，以容纳足够的设备

和武器。前起落架舱后面是武器舱，武

器舱是偏机身左侧的，内部可以携带两

枚轻型鱼雷。武器舱后是可收放的AN/

APS-38雷达，机身后部下方是防擦尾的

小尾轮和着陆阻拦钩，机身尾部方向舵

下是一根可收放的AN/ASQ-8磁异探测

器。为方便夜间目视搜索，右侧机翼还

有个探照灯舱。为节省航母甲板空间，

S-2在发动机舱外的翼段可以大幅度折

叠。

早期型号的S-2在驾驶舱上方有电

子战设备舱。从S-2D开始这个电子战舱

被取消，电子战天线被布置在两边机翼

里。S-2其他电子设备包括导航雷达，

探测潜艇通气管排放出废气的气体分析

仪，声学处理器等等。

以S-2F为例：

乘员4人，机长13.26米，翼展22.12

米，高5.33米。空重8308公斤，最大起

飞 重 量 11860 公 斤 。 两 台 怀 特

R-1820-82WA9缸活塞发动机，单台功率

1545马力。最大平飞速度450公里/小时

，巡航速度240公里/小时。航程2172公

里，最大任务续航时间9小时。实用升

限6700米。

武器舱内可挂载两枚324毫米鱼雷

，每侧翼下三个挂点，可挂载鱼雷，水

雷，火箭弹，深弹等武器，最大武器载

荷2200公斤。

型号和服役

S-2自 1953年开始量产，至1967年

停产共生产1284架，包括加拿大生产的

99架，加拿大的生产于1968年结束。共

有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

拿大，意大利，日本，荷兰，秘鲁，韩

国，泰国，土耳其，乌拉圭，委内瑞拉

这14个国家和我国台湾省装备了S-2。

S-2有十多个改型。其中S-2A~G，

S-2T是作战型号，各型号机载设备有

所不同。TS-2 是教练型，US-2 是勤务

型。S-2还派生出E-1跟踪者（Tracer）

舰载预警机和C-1 交易员（Trader）舰

载运输机，这两种机型各生产了80多

架。

美国海军的S-2自1977年开始被S-3

北欧海盗反潜机代替，最后的勤务型

S-2于 1986年 3月退役。退役后的部分

S-2被封存在亚利桑那州的飞机坟场，

用于卖二手和拆零件。

1954年德· 哈维兰加拿大公司和格

鲁曼签署协议，在加拿大生产99架S-2

，命名为CP-121。生产于1968年结束。

加拿大的S-2服役到了90年代初。

澳大利亚海军的S-2在 1967至 1984

年服役，服役期间只坠毁了一架。倒霉

的是1975年12月5日一名19岁的水兵把

新威尔士海军航空站的机库给点燃，把

当时澳大利亚海军16架S-2中的13架烧

毁。导致澳海军只剩下两架教练型和一

架作战型S-2，航空反潜能力几乎一夜

归零。幸好澳大利亚和美国关系不错，

第二年就补买了16架。

阿根廷海军自1962年先后获得16架

S-2。1989年阿根廷和以色列IAI以 3千

万美元价格升级6架S-2，后由于经济原

因，只完成了4架。这几架换装涡轴发

动机和延长寿命的S-2曾经于2013年退

役，但阿根廷实在没钱找替换品，2016

年又开始使用，直至目前，这也是唯一

在军队中服役的S-2。

阿根廷邻居巴西的情况好点，巴西

的S-2于2017年退役由P-3接替。

我国台湾省于1967年开始装备S-2

。1986年台湾委托格鲁曼把其中的 32

架升级到S-2T标准。跟隔壁三哥一个

样，逢军购必有腐败，台湾的S-2T只

完成了 27架。2017年 12月 1日，最后

一架编号2220的 S-2T降落屏东机场退

出现役。

其他国家的S-2大多也是购买的美

国二手货，也大多于八九十年代退役，

就不多说了。

部分退役后的S-2被改成消防飞机

。加拿大还于1977年推出了消防型火猫

（FireCat），1987年又推出换装涡轴发

动机的涡轮火猫。目前这些消防飞机还

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和法国使用。

最漂亮的S-2反潜机，在中国台湾

台湾的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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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據悉，截至2019年底，羅湖有39,230常住港
人，約佔深圳市香港居民總量20%。此次揭

牌的港人服務中心包括桂園街道老圍社區、筍崗街
道筍崗社區、清水河街道坭崗社區、東曉街道綠景
社區、東湖街道東樂社區、翠竹街道新村社區和蓮
塘街道蓮塘社區，將為居羅湖港人提供及時、高
效、便捷的社會服務，有條件的街道還可以引入社
會力量，以市場化、項目化運作的形式，運用互聯
網、新媒體等手段，積極開展香港同胞的聯絡、引
導和服務工作，打造線上服務平台。

助申請回港免檢疫及回港覆診
筍崗街道有近1,500港人，街道工作人員介

紹，該街道港人服務中心籌建於2020年8月，主
要將港人服務內容分成政務服務類、生活服務
類、就學服務類、就醫服務類、就業服務類和其
他服務類。中心設三大板塊，印象筍崗故事文化
牆、港籍居民服務牆以及會議區等。據悉，按照
當前“回港易”計劃和“港大醫院廣東支援”計
劃的實施要求，中心已為15個港人申請了返港後
豁免14日檢疫，為5位港人申請了港大醫院覆診
的便利服務，中心還在相關微信群發布最新的就

業、疫情、醫療等信息和政策。
2020年深港之間第七座陸路口岸——蓮塘口

岸開通，成為深港又一重要連接點。據悉，蓮塘
口岸所在的蓮塘街道，聚集逾4,300港人。蓮塘
街道蓮塘社區港人服務中心因地制宜提供政務服
務、生活服務、就醫服務、就學服務、就業創業
服務、商務服務、文化交流、愛心救助和社區管
理九大服務。

組建隊伍幫扶跨境司機及長者
該街道工作人員表示，經過調查研究，轄區

港人的主要訴求包括7大方面，如對內地政策的
了解不足、子女來深上學難、獨居老人救助問
題、家庭婦女就業難問題等。為此，港人服務中
心部署三大平台——綜合服務平台、聯絡互動平
台、關愛互助平台。其中綜合服務平台，提供一
站式“政務萬事通”服務，為港人提供政務諮
詢、政策解讀、政務辦理及內地政府職能介紹，
包括深港兩地駕駛證互換、房產證登記、居住證
身份證辦理，協助引導使用深圳市電子政務系統
網上辦事等。為讓港人更好融入社區，當地還組
建了港人服務聯絡員隊伍、深港青少年聯誼隊

伍、服務港籍貨車司機及空巢老人的深港愛心幫
扶隊伍等。

港人黃先生在蓮塘社區居住5年多，他表
示，以前住在社區感覺是“邊緣人士”，辦理很
多業務比如駕駛證互換、房產證登記等，不知道
該去哪個部門，或者有什麼特別手續，而這些信
息周圍的人也很少知道，經常要到處打聽。此
外，港人辦理一些業務時也無法享受便捷服務。
社區設立服務中心幫助港人，令他們這些港人覺
得心裏溫暖了很多，一方面辦事變便利，另一方
面更是有了歸屬感，覺得自己實實在在是社區的
一分子。

羅湖增設7中心
便捷政務惠港人

實現10個街道全覆蓋 居深港人：已成為社區一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作為深圳

經濟特區最早開發的城區，羅湖與香港山水相連，聚集

了近4萬港人。為便利港人生活，羅湖區委統戰部去年

率先提出在香港同胞較為集中的社區打造港人服務中

心，針對港人訴求，創新為港人提供精準服務和更深層

次的交流機會。繼去年在羅湖社區、黃貝嶺社區、東門

等開設4個港人服務中心之後，羅湖日前又增設7個港

人服務中心，實現了全區10個街道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
道）在14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深圳市羅
湖區第七屆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羅湖
區委書記羅育德作報告指出，未來羅湖將
重點做大深港協同平台，聚焦民生規則銜
接，深化港人服務中心建設，在便利境外
專業人才執業/完善醫療服務跨境銜接機
制、營造港味優質生活圈等方面率先取得
新突破。

加快引進地鐵11號線及港東鐵
羅育德表示，羅湖在“十四五”乃至

更長時間，將聚焦“灣區樞紐、萬象羅
湖”的城區新定位，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
要提升暢通聯通、融合協同的城區功能。
要聚焦“中央要求、灣區所向、港澳所
需、羅湖所能”，有效對接香港發展規
劃、全方位展開社會協同、持續深化青少
年交流交往，不斷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
認同感。聚焦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更高水平
開放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織密高鐵、城
際、地鐵等現代化複合軌道網絡，貫通羅
湖、文錦渡、蓮塘三大口岸，不斷提升灣
區樞紐的輻射帶動效應。未來的羅湖，城
區發展的動力、活力、魅力、創新力更加
充沛，成為服務“一國兩制”、推動深港
融合的示範引領區和最佳實踐地。

他強調，2021年羅湖的重點工作安
排中包括全力推動深港口岸經濟帶取得關
鍵性進展，上升為國家級深港合作新平
台，高質量建設深港社會協同試驗區，打
造2-3個品牌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平台，
服務粵港澳青年交流融合等。

為提升交通樞紐功能，羅湖還將推動
完成深圳火車站與羅湖口岸片區綜合交通
樞紐方案設計，加快引入地鐵11號線和
香港東鐵。推動蓮塘口岸試點“港車北
上”，推進玉平大道南延、羅沙路複合通
道等項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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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擬打造品牌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平台。圖為
位於深港口岸經濟帶羅湖先行區內的尚創峰粵港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 資料圖片

■■羅湖社區工作站為港人設羅湖社區工作站為港人設
置了辦事專區置了辦事專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筍崗社區港人服務中心揭牌筍崗社區港人服務中心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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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華對RCEP成員國外貿數據（部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國家
東盟10國（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進出口值：4.74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7%
日本（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
進出口值：2.2萬億元、增1.2%
韓國（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
進出口值：1.97萬億元、增0.7%
澳洲：
進出口值：1.17萬億元、降0.1%
新西蘭：
進出口值：1,255.3億元、降0.4%

出口商品
機電產品：2.6萬億元、增7.3%、佔同
期對RCEP成員國出口總值的 53.8%
（其中，集成電路 3,140.3 億元、增
15%；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
2,606.3億元、增11.1%）
勞動密集型產品：9,448億元、增11.9%

進口商品
集成電路：1.08萬億元、增9.8%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1,784.5
億元、增8%
鐵礦砂：4,963.5億元、增14.7%
初級形狀的塑料：1,563.3 億元、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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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貿刷新紀中國外貿刷新紀
錄錄。。圖為圖為1414日日，，
運輸車輛在江蘇連運輸車輛在江蘇連
雲港貨櫃碼頭轉運雲港貨櫃碼頭轉運
貨櫃貨櫃。。 新華社新華社

“這是在全球貿易大幅萎縮的情況下實現
的，外貿逆勢增長推動了我國國際市場

份額也創了歷史新高。”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
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14日在發布會上說。

李魁文介紹，中國外貿進出口從去年6月起
連續7個月正增長，全年出口17.93萬億元，增
長4%；進口14.23萬億元，下降0.7%；貿易順
差3.7萬億元，增長27.4%。

對五大貿易夥伴外貿皆增
李魁文說，根據WTO公布的月度主要經濟

體貨物貿易數據測算，去年前10個月，中國的
進出口、出口、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分別達到了
12.8%、14.2%和11.5%，比歷史最高值分別大幅
提升了0.8、0.4和0.7個百分點。

去年，中國前五大貿易夥伴依次為東盟、歐
盟、美國、日本和韓國，進出口分別為4.74萬
億、4.5萬億、4.06萬億、2.2萬億和1.97萬億
元，分別增長 7%、5.3%、 8.8%、 1.2%和
0.7%。

出口2242億個口罩 全球每人近40個
去年，全球對防疫物資和“宅經濟”產品的

需求大增。李魁文介紹，中國出口包括口罩在內
的紡織品、醫療器械、藥品合計增長了31%，拉

動整體出口增長1.9個百分點。“宅經濟”產品
中，出口的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家用電器合
計增長了22.1%，拉動整體出口增長1.3個百分
點。

“去年3月份至年底，出口口罩2,242億
個，價值3,400億元，相當於為中國以外的全球
每個人提供了近40個口罩。”

李魁文表示，隨着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加快形成，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推
進，新的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不斷形成，
2021年中國外貿進出口規模有望保持增長，
外貿高質量發展有望取得新的成效。

專家：防疫有效及產業鏈完整為主因
中金公司經濟學家劉鎏指出，中國因為疫情

防控方面取得好的效果，加之中國是製造業大
國，產業鏈比較完整，給全球提供了大量的商品
供給。

劉鎏說，去年中國出口從二季度開始明顯加
速，大部分由防疫物資出口帶動。

下半年以來，防疫物資出口雖逐步回落，但
其他商品出口開始加快。發達經濟體大規模刺激
政策下，海外消費比較穩定，去年末的聖誕消費
旺季也對中國出口構成支撐，海外社交隔離、居
家辦公也對中國出口有一定的帶動。

華疫境外貿增1.9% 獨秀主要經濟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

國海關總署 14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

（2020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9%。在

新冠肺炎疫情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多重壓力

之下，中國全年進出口總值、出口總值雙雙創

歷史新高，成為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

的主要經濟體。其中，防疫物資和“宅經濟”

產品推動出口較快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去年11月，中國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
分析司司長李魁文14日介紹，去年，中國對其
他14個RCEP成員國進出口總值10.2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增長了3.5%，佔同期中國進出
口總值的31.7%。其中，出口4.83萬億元，增
長了5%；進口5.37萬億元，增長2.2%。

李魁文表示，目前RCEP是全球體量最大
的自貿區，涵蓋了全球約30%的人口、30%的
經濟總量和30%的對外貿易，發展前景廣闊、
潛力巨大，成員各方對此充滿期待。海關正在
研究出台“RCEP進出口貨物原產地管理辦
法”和“經核准出口商管理辦法”，重新梳理
RCEP項下申報享惠進口和出口簽證的流程，
並建設配套的信息化系統，確保企業申報享惠
的便利性。

對
14
個
RCEP
成
員
國
進
出
口
總
值
增
3.5％

2020年進出口亮點
進出口總值、出口總值創新高
2020年全年進出口總值超過32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出口總值達17.93萬
億元，創歷史新高

國際市場份額創歷史最好紀錄
2020年前10個月，中國進出口、出口、
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分別達 12.8% 、
14.2%、11.5%，均為歷史最好水平

民企較2019年提升3.9個百分點
中國民營企業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
11.1%，佔外貿總值的46.6%，比2019年
提升3.9個百分點

跨境電商等新業態“井噴”
得益於官方種種扶持政策，疫情之下跨境電
商等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出現爆發式增長。
2020年全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1.69萬億
元，同比增長31.1%，成為穩外貿的重要力
量。其中，出口1.12萬億元，增40.1%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防疫物資和“宅經濟”推動出口較快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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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農曆春節將至，雲林縣副縣長謝淑亞為拓展雲林
良品在北部的消費市場，於16日北上與台北市永康商圈店家合
作上架，成為雲林良品在台北市的第一個商圈據點，現場更邀請
到演藝圈中有 「台灣好媳婦」之稱的佩甄及農業處長吳芳銘在滿
滿人潮的加持下，締造超過百萬的銷售金額，替雲林特產新的一
年開春業績拉出長紅。

謝淑亞表示，雲林縣是臺灣的糧倉，也是最大的蔬果、畜產
中心，全臺灣每三把蔬菜，就有一把來自雲林，為了讓雲林的農

畜產品成為健康安全的首選，民眾更安心的購買，雲林縣政府建
立在地共同品牌 「雲林良品」，透過縣政府嚴選、把關、輔導，
讓雲林縣的農畜牧產品、農產加工品，更受民眾信任。

謝淑亞強調，即日起 「雲林良品」在台北上場了，北市民在
永康商圈即可以購買到，目前已與十五間永康商圈的店家合作，
進行雲林良品的上架活動，將雲林良品推廣進軍到都市消費地來
，要讓北部的民眾可以更便利買到又安全又優質的農畜產品。

她指出，縣府為回饋北市民眾的熱情參與，特地加碼贈送購

物金的活動，想要吃到雲林縣政府認證、來自產地的新鮮好物，
一定不能錯過永康商圈的雲林良品合作店家。

農業處長吳芳銘表示，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雲林良品」的
種類繁多，如雲林名產的古坑咖啡、西螺醬油、西螺米之外，還
有許多充滿在地特色的小農商品，不管是伴手禮還是各類產品購
買的方式非常簡單，選定想要的商品，透過QR CODE掃碼之後
，便能在雲林良品的官方電子商務平台上進行線上預訂，直接送
到消費者府上，省去逛街還要大包小包的麻煩。

（中央社）新富町文化市場將從16日至5
月9日舉辦 「萬華世界 WAN der LAND」展覽
，民眾在每週週二至周日 10點至18點都可以
前往參觀，展覽中也將在地的常民生活、文化
脈絡、飲食、宗教民藝解構再結構後，透過設
計師們與廚師們的巧思，把在地特色與體驗設
計成一道道菜餚，讓觀眾在量身打造的獨立空
間內體會萬花世界。

產發局表示，新富町文化市場位於北市萬
華區三水街，是北市第一座古蹟市場，建造完
成至今已有 80 餘年的歷史，在民國 95 年，經
本府文化局正式公告為市定古蹟，續於102年
由臺北市市場處完成古蹟修復工程後公開招標
，並由忠泰建設公司得標取得九年經營權。

新富町文化市場U-mkt 在106年3月25日
正式開幕，以 「飲食教育」、 「文化推廣」與
「區域再生」為核心議題，並不定期舉辦系列

活動及教育課程，讓整體空間活化，塑造出新
富市場意象。

新富町文化市場透過文資程序轉型活化後
，讓年輕族群更願意到市場，進而讓市場及周
邊的攤商產生自覺，願意投入更多的心力，朝
觀光市場來努力，帶動的效益是成功的，更榮
獲108年度文化部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優良獎，
又榮獲 2019 Good Design Gold Award 前 20 名
「優良設計金獎」，期許本市場的經驗，能夠

讓其他的老舊市場學習，為傳統市場的未來再
開一條新路。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李彥良透
露、這次展覽特別邀請策展人曾熙凱與協同策
展人李政道，以貼近現今觀點的視角，將中萬
華地區的人文風景收斂梳理成六大精彩的主題
，分別是廟宇、市場、青草巷、大理街、工藝
、以及花街，透過 「食物設計」作為訊息載體
，由廚師、調酒師、調香師、燈光設計師、音
樂創作者等共同跨域創作，將萬華的文化內涵
與常民生活重新設計轉譯，延伸到空間、氣味
、聲音、視覺等體驗。

新富町文化市場
「萬華世界WAN der LAND」 展覽即日起開跑

月薪上看56K！北市就服處送新春大禮包
更釋出破千職缺

（中央社）新年將到來，人才需
求旺旺旺！北市勞動局就業服務處
18日22日邀集15家企業，於各就服
站舉辦現場徵才活動，此次直接送上
大禮包，提供 1025 個工作機會，月
薪上看56K，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表
示，歡迎社會新鮮人、二度就業或有
求職、兼職需求的民眾，踴躍參加。

陳信瑜表示，國外疫情嚴峻，許
多國家採取鎖國或封城措施，所幸國
內疫情控制得宜，即便有些許零星個
案，然而政府縝密的防疫措施，讓國
民仍維持現有的生活模式，而隨著春
節到來，國內旅遊盛行，餐飲住宿業
力拚 「業績逆轉勝」，因此人力需求
量增加。

陳信瑜說， 「鼎泰豐」雖面臨國
際觀光客不來的衝擊，但仍釋出 75

個工作機會，料理廚師職缺 15 名，
月薪高達56K，餐飲服務員則收25名
及收銀專員15名，月薪39K至43K，
傳菜品檢員10名、達40K，餐飲工讀
生時薪有210元。

陳信瑜指出，餐飲業菁英絕對不
要錯過這次好機會，這次徵才廠商還
有 「唯翱投資(股)公司(韓式餐飲)」
、貳樓餐飲、鬍鬚張、摩斯漢堡，釋
出的內外場餐飲服務人員，月薪可達
35K；另因疫情緣故，國內照顧服務
人力吃緊，但 「愛護家健康事業(股)
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愛護家居家長機
構」反倒釋出居家服務督導員職缺，
月薪還有45K。

陳信瑜說，這次徵才活動的時間
地點為，18 日在北投就服站舉辦，
19 日在信義就服站舉辦，20 日在內

湖及信義就服站舉辦，21 日艋舺、
西門、景美及南港東明青銀就服站，
22 日則在西門就服站，每場活動時
間皆為下午2至4點，參與廠商目前
皆無勞資爭議及無薪假狀況。

此次參加徵才的廠商還有微笑單
車、萬達寵物事業、皇家可口、美麗
信酒店、北市私立瑞兆居家長照構、
創鑫生機、四海遊龍、財團法人台灣
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晶華國際酒店
。

「就業媒合服務完全免費!」陳
信瑜提醒，冬季疫情加溫，參加徵才
的民眾，當天需配合量體溫及酒精手
部消毒作業，並全程配戴口罩；活動
相關訊息請洽臺北人力銀行的 OK-
WORK網站，查詢徵才活動行事曆
或電詢就業服務專線。

「台灣好媳婦」 佩甄走進永康商圈
高舉雲林特產 捲袖賣菜不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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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全球疫情蔓延，完
善居家檢疫制度成為台灣防杜病毒
入侵的重要屏障，只是日前曾有違
法日租套房業者接待居家檢疫者入
住，引發病毒交叉感染疑慮，北市
府近期已安排大規模聯合檢查，15
日也派出跨局處團隊前往清查疑似
收住居檢者之日租套房；同時，北
市府觀傳局近期已針對4處日租套房
業者分別開鍘10萬至40萬元，後續
除持續查察開罰外，也呼籲中央針
對反覆收住居家檢疫者之住所訂定
罰則，以防堵防疫破口。

為讓居家檢疫者均能返台順利
完成居家檢疫，北市府配合中央政
策，努力擴增防疫旅館量能，截至
15 日已有 100 家防疫旅館、提供 6,
855間檢疫客房，更於14日有限度開
放外縣市民眾訂房，目前檢疫量能

尚為充足。據統計，目前每日約有4,
000人入住防疫旅館，其餘則多住在
自宅或親友無償借住之房舍，極少
部分則入住疑似日租套房。因日租
套房為非法旅宿，且多未能依規定
消毒清潔、動線混雜，又反覆接待
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入住，容易
交叉感染、形成病毒傳播溫床，更
引發社區居民反彈。

北市府自去年9月起，已由民政
局、警察局及觀光傳播局針對所有
居家檢疫者過濾是否入住日租套房
，迄今已裁處4處違規日租套房業者
，總金額達70萬元。至於部分公司
租用宿舍收住返國員工等特殊案例
；或市中心大樓因訂餐方便吸引居
家檢疫者入住，然其上、下行電梯
皆無人管控甚至搭載者爆滿；亦有
公寓宅之居家檢疫者須至一樓才能

取餐；由於此類垂直運輸難以用手
機定位監控，形成居檢者與一般民
眾近距離接觸，染疫風險極高。為
此，觀傳局也函請指揮中心研議開
罰，以杜絕此類隱身於社區內之居
家檢疫宅造成之防疫破口，必須嚴
加查察。

觀光傳播局長劉奕霆強調，非
法日租套房容易形成防疫破口，北
市府會持續進行稽查及裁罰，決不
寬貸；對於反覆收住居家檢疫者之
住宅，更希望中央早日訂定罰則。
他也呼籲民眾返台可洽北市防疫旅
館入住，只要撥打 1999 洽詢就會有
專人服務；另外北市提供市民居家
檢疫最高 7000 元補助金，無論居家
檢疫者入住防疫旅館，或居家檢疫
者住在家中、家人改住旅館，都可
獲得補助。

防堵防疫破口防堵防疫破口！！北市嚴查日租套房北市嚴查日租套房

呼籲中央加強檢視呼籲中央加強檢視

和平島秘境大揭秘 林右昌盼打造文化觀光新亮點
（中央社）為了整合和平島東側文化觀光資源，發展基隆觀

光新亮點，基隆市長林右昌日前率領市府相關單位親自會勘位在
和平地區原住民族聚會所、社寮東砲台、阿拉寶灣、和平島龍目
井等周邊環境，替市民搶先檢查各景點的安全性，林右昌期盼，
能在現有的在地文化、自然地景的基礎下，重新整合、串連和平
島東側文化與觀光資源，成為新的亮點。

抵達和平島的原住民族聚會所時，林右昌指出，市府自2019
年推動 「阿拉寶灣原住民聚落再生計畫」，經由青年駐地團隊兩
年的進駐擾動，輔導整修，已有在地連結的文化基礎，周邊可串
連社寮東砲台、阿拉寶灣等景觀祕境，未來可以頂尖饕客為目標
市場，結合原民部落特色建築、青年廚師及地方創生概念，打造
和平島部落廚房體驗，近一步帶動原民部落及文化觀光之精緻旅
遊發展。

林右昌也強調，市定古蹟社寮東砲台，是自清末、日治時期
起，基隆地區的軍事要塞，具高度的保存價值。從社寮東砲台制
高點可以眺望基隆嶼，擁有360度無敵海景，是基隆國際級的祕
境，市府已經將東砲台文化歷史的規劃及推展，納入 「大基隆歷
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2.0」，進行整體的整理、活化及再利用。

林右昌表示， 「阿拉寶灣」為每年限時開放的獨特秘境，更
曾被評選全球21個最美日出觀測點，更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處
處充滿了在地特色元素，更是秘境中的秘境。他認為，和平島阿
拉寶灣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比野柳原始的地質風貌後門進入的
路徑，可朝夏季每日限定300人進入的方向規劃，由市府建立推
動平台與北觀處研商推動並改善阿拉寶灣涼亭景觀及環境整潔。

另外，林右昌也特別走訪和平島龍目井，此為早期西班牙人
統治時期開鑿的古井，用來提供聖薩爾瓦多城水源，並表示，由

於龍目井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且位於阿拉寶灣後門美景路徑的出入
口，市府短期請環保局及區公所改善環境垃圾問題，由文化局改
善解說牌，整體則納入 「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2.0」進
行文資環境的保存維護及整理。

觀銷處長曾姿雯補充，觀銷處將建立整合平台，統整跨機單
位相關計畫推動和平島區域觀光發展，同時由本府都發處以 「阿
拉寶灣原住民聚落再生計畫」為基礎，將週邊區域納入整體規劃
，整合計畫推動；文化資源部分將整合文化局 「大基隆歷史場景
再現整合計畫2.0」維護及改善龍目井、社寮東砲台等文化資產
。同時藉由中央及地方的合作，整合原民部落特色餐飲、社寮東
砲台、阿拉寶灣等秘境，推出創新遊程，輔導地方觀光產業的發
展，帶動區域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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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銀行網上銀行，，
從此更簡單快捷從此更簡單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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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7日下午，旅美著名雕塑家、畫家
王維力先生因心力衰竭，下午 2 時在休斯敦 St
Luke 醫院去世，享年82歲。

最早和王維力大師接觸緣於中國人活動中心
。當時中心還沒搬到現在的地址，是在Harwin Dr.
上，離S.Gessener不遠。當時的樓有兩層高，中間
的天井從地板直到天窗。這樣壹個空間在王維力
大師的眼裏是壹個很好的展覽空間，也是壹個需
要裝飾並展現中國人大氣的所在。當時在活動中
心接洽王維力大師的正是筆者。王大師當時有4幀
巨幅油畫。如果能懸掛在天井，必成為奇觀。也
為今天緬懷大師提供無限遐想。可惜當時活動中
心的搬家已成定局，這樣4幀巨幅油畫沒有機會面
世。

中國人活動中心有次為國內賑災募款。王維
力大師率眾弟子在活動中心的大廳舉辦《作品集
》義賣。所得款項全部通過活動中心的渠道捐出
。當時，王大師為每壹本他的著作簽名。相信今
天僑屆有許多朋友都藏有這本收集了許多珍美雕
塑照片的集錦。即使這本書再版，也不會有作者
的親筆簽名了。有作者親筆簽名的《作品集》變
得彌足珍貴。

在休斯敦招待外來賓客，有壹條特殊的旅遊
路線，叫做：王維力作品壹日遊。這些可以稱為
城市雕塑的大師作品分布在休斯敦城的不同角落
。這其中包括位於Washington Ave的淺浮雕布什

總統，位於布朗會展中心的喬治·布朗雕塑立像，
位於休斯頓醫療中心聖路克斯醫院(St. Luke)的 耶穌
，偉大的醫治者(Jusus - The Great Physican)雕像，
以及位於玫瑰花園的《孔子》立像。

《孔子》立像是2009年9月26日在休斯敦的
玫瑰花園隆重舉行的落成典禮。這壹年剛好是新
中國成立60周年。為什麽立孔子像？玫瑰花園是
休斯敦市政府的產業，並對市民免費開放。花園
中有許多雕塑，都是世界名人，並以此彰顯休斯
敦是國際化的大都市。雕像群中沒有中國人，這
好像是個遺憾。市政府和中國人活動中心為此反
復探討磋商，最後定下來在眾多中國歷史人物中
，選定了孔子。

這座雕像的創作，聘請了王維力大師。魯迅
先生曾有句名言，叫做，“孔子沒有留下照片來
”。這句話曾經收錄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意
思是說誰都不知道孔子長什麽樣，或者說長什麽
樣都可以。如果按現在許多人寫作業的套路，沒
那麽費勁，找個“模板”，稍加修改，就可以交
差了。孔子也是有“標準像”的。在中國的許多
地方，都可以看到那雙手合於胸前，目視遠方的
孔子像。把這樣的孔子像搬到休斯敦來，似乎也
無不妥。而大師和工匠的區別就在於，大師在於
創作，工匠只是照本宣科。

王維力大師創作的孔子像，首先看高度。經
過大師對古籍的研究、分析和換算，得知孔子的

身高在2米2左右，是個巨人。今天看到的雕像，
和孔子本人是1:1等高。在當時，市政府對這個設
計方案是反對的。理由有二。其壹，玫瑰園中的
雕像都應該是半身像。其二，雕像不能成為神像
，被人膜拜。王維力大師是如何在幾次的市政府
議會中舌戰群儒，已經不重要了。今天我們看到
的是，市議員們對大師專業意見的尊重與嘆服。

王維力大師創作的孔子像，其手部是前後不
等地向前伸，是壹種探索、追求狀。其服飾下擺
是很明顯的向後隨
風飄蕩，而不是
“標準像”般的四
平八穩。筆者曾就
這個造型請教過大
師相關的靈感。他
想告訴人們的是，
孔子正在周遊列國
的途中。孔老夫子
為了傳播他的理想
，壹生風塵仆仆。
他弟子眾多，仍探
索不斷。他不應該
成為人們心目中頂
禮膜拜的神，而是
個知識淵博、循循
善誘的鄰家老人。

這樣的老人家似曾相識吧？
孔子像站立在壹塊四方基座上。其青龍方鐫

刻了當年捐贈者的姓名，白虎方鐫刻了孔夫子最
著名三句名言的標準英譯。王維力大師創作的孔
子像，是這個世界上唯壹的。在休斯敦的玫瑰花
園裏，2000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不斷地向從世界各
地前來的人們述說著大師的故事。

緬懷王維力大師緬懷王維力大師鄧潤京鄧潤京

2021年1月12日起，國泰銀行推出全新網上銀行
平台，帶給您更加便捷的金融體驗。

全面升級的電子銀行平台，讓您在手機、平板
或檯式電腦上，享受一致的銀行體驗。全新的 「國
內便捷付款」 功能，更能助您更輕鬆轉帳。

我們的網上銀行讓您可以24小時管理您的帳戶
；從查閱帳戶結餘、瀏覽對帳單、繳費，以至處理
您的整體財務狀況，都十分輕而易舉。

新平台提供多種靈活選項；除了讓您可以自設
個人化設定，更為您的帳戶帶來最高階的安全保障
。

利瑪竇雕像落成之日利瑪竇雕像落成之日，，筆者送給大師壹幅攝影筆者送給大師壹幅攝影
作品作品。。回憶起他創作的艱辛回憶起他創作的艱辛

全面升級，國泰網上銀行
帳戶管理，更方便更簡單！

2021年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即將2月1日開始受理報名 (本報訊）前

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休士頓
僑界名人何明
通博士夫人王
大熙博士，因

年事已高，數日前安詳離世，享年八十九歲。
王博士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於上

海的一個書香世代家庭，父親王祖祥醫師，早年
留學美國醫學院，曾任中華民國內政部衛生司司
長，外曾祖父翁同龢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是晚清
的重臣，名政治家及書法家，曾任同治皇帝及光
緒皇帝的導師。外高曾祖父翁心存為咸豐及同治
兩朝大學士，曾任上書房總師傅及咸豐帝與恭親
王奕訢的導師。

王博士隨家人移居台灣後，品學兼優，畢業
於台灣師範大學後，即前往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
功讀博士學位， 一九六二年博士畢業，與何明通
博士結婚，婚後二人即搬到休士頓，王博士任職

於 Texas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擔任研究工作
五十多年，直至數年前才退休。

王博士畢生於研究癌症藥品的副作用，用數
據分析來作減低藥物對人體產生的不良影響，取
得可觀的成就，榮獲 最光榮的Texas MD Ander-
son 終生成就獎。除了鑽研藥理的專業外，王博
士也樂於在同業中提攜後輩，對新來的同事及新
搬到休斯頓朋友伸以援手，盡力幫忙。同時在僑
社活動中，常常可以見到她滿瞼笑容，和靄可親
的身影，尤其是任何人在需要到 MDAnderson 醫
院時， 她都會謁盡心力幫忙，像找醫生、當翻譯
等等，造福很多休士頓的鄉親，她的離去，令人
不捨，我們會永遠懷念她。

王博士為人一生節儉簡樸，不注重繁紋縟節
，低調不張揚，我們也尊重她的意願行事，加上
疫情期間，不舉辦喪事儀式。

王博士在生前已規劃好，以中美寺內的萬壽
園為其安息之所。

* 奠儀及花圈懇辭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當選總統拜登週四將公佈一項1.9
萬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以減輕美國人和企業的經濟負擔，並幫
助資助一項雄心勃勃的冠狀病毒疫苗計劃，目標是在他任職的頭
100天結束時達到1億劑。總統拜登1.9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包括
直接支付給美國人，15美元的最低工資，對小企業的援助以及一
項國家疫苗接種計劃，以及許多其他規定。 “雖然國會12月份
的兩黨行動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這只是首付。該計劃
細節隨附的聲明說，這遠遠不足以解決眼前的危機所需的資源
。 “我們正在與時間賽跑，在沒有政府額外援助的情況下，經
濟和公共衛生危機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惡化。”

1.9萬億美元的立法包括分配的600美元之外的1,400美元的
刺激性付款，將在春季到期的主要失業計劃的擴展，對小企業的
援助，對州和地方政府的3500億美元，對低收入人群的稅收抵
免增加，以及1600億美元的國家疫苗和檢測項目。2,000美元的
直接付款將比目前分配的600美元的直接付款有所增加，這意味
著符合條件的美國人將有可能獲得額外的1400美元（以及每個
受撫養人額外獲得1400美元）。 立法還將對家屬的額外直接付
款從17歲以下的每個家屬擴大到任何年齡的每個家屬。 每週額
外的失業救濟金將從目前的每週300美元增加到每週400美元。

拜登的計劃還將這些福利延長至9月; 目前，額外的福利
將於3月14日失效。根據拜登的計劃，拜登還將擴大該
計劃的範圍，該計劃向通常不符合常規福利資格的工人
提供失業救濟。

該計劃將在9月底之前實行聯邦暫停驅逐和喪失抵押
品贖回權的措施。 拜登的提議還將增加兒童稅收抵免，
並擴大對收入所得稅抵免的資格要求。 它還將分配數十
億美元用於糧食不安全。拜登還計劃在未來幾週內推出
第二個經濟復甦計劃，該計劃旨在創造就業機會並應對
氣候變化。 “法案將有機會在參議院審議” 在經過長達
數月的談判僵局後，最新的9000億美元交易簽署成為法
律，拜登的提議才不到一個月。

最初，民主黨人以其3.4萬億美元的《 HEROS法》
出台，而共和黨在夏季提出了1萬億美元的《醫療法》。
這兩個提案中的許多規定已被刪減或省略。 眾議院先前
通過了兩個版本的《英雄法案》，但從未在參議院中獲
得通過，而現在民主黨將控制兩個參議院，但他們可以
對該法案進行投票。 喬治敦政府事務研究所前國會參謀兼高級
研究員馬克·哈金斯（Mark Harkins）告訴雅虎財經：“似乎顯而

易見的是，一項法案將有機會在參議院審議。” “我希望所有
參議員都能衡量當時的經濟形勢，並據此投票，而不是因為政黨
的標籤而支持或反對。”

拜登推出1.9萬億元救助計劃和額外400元失業救濟
包括600元之外1,400元付款及1600億疫苗和檢測
失業計劃擴展小企業的援助州地方政府的3500億元

（本報訊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教
育部，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進
行的 「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2021 年活
動開展2月1日開始受理報名，今年採行海
外志工 「遠距教學」搭配國內志工實體教學
方式進行，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16名（含
客籍2名）。

活動時間自2021年7月5日至7月23日
止，活動內容包括海外志工先期線上培訓課
程，配合國內志工於6月28日至7月9日間
共同備課及7月12日至23日每日1至2小時
與國內志工進行同步遠距教學服務，凡經錄
取全程參與活動，並完成心得感言且無違反
主（承）辦單位或服務學校之規定規定之文
獻，將由主辦單位提交40小時之中英文服
務證明。

歡迎就讀11年級以上且於2021年11月

30日前年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
青年（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報名參加，並
以英語為母語，能以簡單中文溝通，且具高
度軍隊志志願服務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
簡章及表格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http://
www.ocac.gov.tw）首頁僑生服務青年研習
英語服務營下載運用（https://www.ocac.
gov.tw/OCAC/Pages/Detail.aspx?nodeid=
5798&amp;pid=22279221），並於 3 月 31 日
（台灣時間）前備齊相關文件（報名表，個
資蒐集，處理及利用通知事項文件，出生證
明影本，僑居國護照影本及在校期間所有學
期成績之正式成績單），送（寄）至休士頓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 77042），相關詳情請洽僑僑
教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分機113，電
子郵箱：lorrainec@houstonocac.org。

【喪訊】

總統拜登總統拜登（（Joe BidenJoe Biden））週四公佈了一項週四公佈了一項11..99萬億美元的冠狀病毒萬億美元的冠狀病毒
計劃計劃，，以扭轉這一流行病的潮流以扭轉這一流行病的潮流，，加快疫苗的推出速度加快疫苗的推出速度，，並為個並為個
人人，，州州，，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財務幫助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財務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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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
課靈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
商貿等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
分可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BS），在職場更勝一籌。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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