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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上季未償還的
信用卡餘額攀升至歷史新高，原因
是經濟和就業市場穩健帶動民眾大
幅提高支出，加上嚴重欠債的卡戶
比例同步提高。

華爾街日報報導，紐約聯準銀
行的最新數據顯示，去年第 4 季美
國的信用卡債總額增加 460 億美元
至 9,300 億美元，遠高於 2008 年爆
發金融危機前的債務高峰。

部分信用卡戶（尤其是年輕人
）正陷入債務泥淖。根據報告，嚴

重欠債（逾期90天以上）的比率在
上 季 增 至 5.32% ， 高 於 前 一 季 的
5.16%，為近八年來最高。 18 到 29
歲卡戶的嚴重欠債率在上季增加至
9.36%，為2010年同季的8.91%以來
最高。

紐約聯準銀行資深副總裁范德
克拉沃表示， 「拖欠卡債的比率升
高，使你好奇是否原因出在部分卡
戶的還款情況較差，或者這只是放
寬借貸標準的結果，我們正在研究
這個現象」。

聯準會（Fed）分析師表示，即
使加入以往年底購物季的因素，上
季新增的信用卡餘額仍相當驚人。
分析師認為，卡債增加的部分原因
在於，部分零售商店卡的債務，被
重新歸類為信用卡債，而非先前認
定的消費者債務。

卡債增加是近年來美國消費者
信用持續擴張的一部分，消費者信
用擴張的趨勢從學貸和車貸擴張開
始，然後延伸至貸款及信用卡。（（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信用卡欠債額攀至歷史新高美國信用卡欠債額攀至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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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鑽石公主號郵輪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目前正停靠在橫濱港進行隔離管制，船上
的3,700人中有218人確定感染新冠肺炎，而鑽石公主號的母公司嘉年華郵輪表示，為了感謝員工在危機時
刻挺身而出幫助防疫，渡過危機後將給予2個月的有薪假期。

到13日為止鑽石公主號上面有218名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而其中包含10名船員及1名檢疫官，是中
國大陸之外最多確診病例的地方，日本厚生勞動省表示，現在仍在繼續擴大檢驗工程，接下來預計讓80歲
以上長者、慢性疾病患者和住在無窗艙房的旅客優先下船。

而鑽石公主號的擁有者嘉年華郵輪公司表示，將會退還旅客本次航程的所有費用，其中還包含工作人
員的小費，此外還會贈送一次免費航程，而對於員工站在第一線幫助防疫，公司也表示很感謝，會在渡過
危機後給予2個月的有薪休假。

嘉年華郵輪公司發言人Roger Frizzell表示，第一線的船員對於防疫作業非常重要，若是沒有他們防疫
絕對不會成功。

新冠肺炎／感謝防疫有功

鑽石公主號船員將獲2個月有薪假

（綜合報導）位於加勒比海的英屬開曼群
島，向來有 「避稅天堂」封號。但隨著英國在
上月底正式脫歐，過去看在英國面子上，沒有
對開曼群島下手的歐盟，現在不再客氣了。歐
盟27國財長可望在下周簽署決議，把開曼群島

列入避稅黑名單中，這顯然意味著，英國對歐
盟的決定，已經失去影響力。

這份黑名單展現歐盟，追討每年5060億英
鎊的鉅額逃漏稅損失的決心。但在編列黑名單
過程中，與成員國相關的屬地，都可以逃過黑

名 單 。
過去，英國不斷發動遊說，保護該國的海外屬
地免於受到類似監督。

歐盟各國代表12日裁定，開曼群島在財務
透明方面，並未 「與歐盟有效合作」。這次黑

名單上的其他國家地區，還包括斐濟、千里達
托貝哥、萬那杜、薩摩亞，以及美國關島等。

剛分手就翻臉 歐盟把英國這屬地列入黑名單

（綜合報導）菲律賓國防部今天發表聲明表示，菲美軍隊訪
問協定（VFA）失效後， 「我們將停止跟他們（美國）一起舉行
演習」。

菲律賓11日正式知會美國，將退出兩國於1998年簽署的菲
美軍隊訪問協定。這項協定將於美國政府收到通知的180天後終
止。

菲律賓國防部今天發布部長羅倫沙納（Delfin Lorenzana）聲
明表示，由於菲律賓已正式知會美方終止軍隊訪問協定，在180
天內軍隊訪問協定仍具效力期間，今年預定的菲美軍事演習將照
常舉行。

羅倫沙納在聲明中說，不過，在180天期滿前， 「我們的美

國對口單位可以選擇終止既定的演習」。
聲明指出，一旦軍隊訪問協定失效， 「我們將停止跟他們

（美國）一起舉行演習」。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親信、前警察總長德

拉羅沙（Bato dela Rosa）赴美簽證日前遭取消，杜特蒂對此祭出
報復措施，決定終止菲美軍隊訪問協定。

對菲國此舉，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12 日說：
「如果他們想要那麼做，我真的無所謂，這可以省下很多錢。」

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則表示，菲國的決定
「令人遺憾」，是走上錯誤的方向，尤其此時華府正與盟國攜手

合作，力促中國在亞洲遵守 「國際秩序規範」。

菲美軍隊訪問協定於1999年5月生效，為被派往菲律賓進行
軍事演習和人道援助的美軍賦予法律地位。

這份協定重申兩國在1951年簽定的共同防禦條約（MDT）
中承擔的義務，同意美國軍隊不定期造訪菲律賓，以及美國軍方
人員入境菲律賓時，不需護照和簽證。

目前，菲美每年定期舉辦肩並肩（Balikatan）、海上戰備暨
訓練（Carat）及兩棲登陸（Phiblex）3大系列聯合演習，兩國軍
方約有300項演習及交流活動。

「肩並肩」聯合軍演是菲美每年規模最大的聯合演習，約在
4、5月間舉行，屆時180天的軍隊訪問協定終止日尚未到期。目
前未知今年菲美 「肩並肩」軍演是否會受影響。

軍隊訪問協定失效後 菲律賓將停止所有美菲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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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綜合報導）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天公布4例境內感染武漢肺
炎病例，包括80多歲女性、50多歲醫師、70多歲計程車司機及
20多歲男性，其中80多歲女性成為日本首起死亡案例。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這4人近期都無海外旅遊史，70多歲男
性計程車司機疑似搭載過中國觀光客。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厚生勞動省表示，家住神奈

川縣的80多歲女性今天因感染俗稱武漢肺炎的2019年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死亡，這是日本首起武漢肺炎死亡案例，這
名女性生前沒有出國紀錄。

東京都一名70多歲男性計程車司機今天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他曾在東京羽田機場載過中國觀光客，是東京都第4例武漢肺
炎確診患者。

和歌山縣一名50多歲日本男性醫師，今天確認感染武漢肺
炎。和歌山縣政府表示，這名醫師在出現症狀前的14天內，都
沒有去過中國，這是和歌山縣首起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千葉縣政府表示，家住千葉縣的20多歲男性今天確診武漢
肺炎，他在發病前2週內沒有海外旅遊史，也沒有跟肺炎患者有
明確接觸史。

日本新增4起境內感染新冠肺炎病例

（綜合報導）南韓的民間組織公布1張2020年
東京奧運、帕奧會的海報，上面畫著穿著防護衣的
聖火跑者，想藉以宣傳福島第1核電廠事故引起輻
射汙染的危險，自民黨福島縣議員要求日本政府抗
議。

南韓主張民族主義的青年組成的 「VANK」將
穿著防護衣的聖火跑者海報貼在改建中的日本駐韓
大使館工地現場，此海報在網上流傳開來。

自民黨福島縣議員聯盟幹事長渡邊義信等幹部
12日到東京，拜訪奧運大臣橋本聖子和復興大臣
田中和德，要求日本政府向南韓提出抗議，他們表

示， 「這不僅妨礙復興，也深深傷害福島縣民。聖
火傳遞活動只剩下1個半月即將開始，希望能提出
抗議。

該聯盟指出，此事恐引起對福島縣和東奧的誤
解，但因為是國際問題，縣方面無法採取抗議等具
體對策，希望政府能積極傳播正確的資訊。

橋本表示， 「絕對不容許。我們對奧運和帕奧
的安全面很有自信，將毅然面對此助長不良風評的
行為。」田中也表示， 「將抗議此有意圖且低劣的
行為」。

南韓網傳穿防護衣的聖火跑者海報
日本政府擬抗議

（綜合報導）距離越南首都河內大約44公里、位於永福省
約有1萬人的山雷村（Son Loi），由於已確診6起武漢肺炎病例
，衛生部今天（13日）宣佈 「封村」，是越南國內首起大型隔離
行動。

越南衛生聲明表示， 「2020年2月13日，我們將對山雷村疫
情地區採取緊急隔離行動，為期20天」。衛生部之前已公佈山
雷村出現5起病例，周四又新增1件確診，因而做出上述指示。
目前越南全國已有16起確診病例，其中11人便來自永福省。

永福省副省長黎維成(Le Duy Thanh)表示，省內確診病例除
了多人來自山雷村外，其餘患者也是被來自山雷村的患者傳染，
因此隔離村莊是必要的措施。當地醫療人員和軍警在山雷村周圍

設置8個檢查站，禁止所有人員和車
輛進出，被隔離的村民將可領取政府
提供的生活津貼。

當地政府也指示醫療機構緊急設
立野戰醫院，準備醫療設備與藥物，收容與隔離治療疑似或確診
病例，同時允許省內學校停課。

法新社報導，衛生部人員在檢查站穿上保護衣，經過檢查哨
的車輛噴消毒劑。山雷村一名村民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表示，當
局早已警告村民要避免太多人聚集。村內大部份居民主要從事建
築及油漆工作， 「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我們現在無法出外，就算
我們能成功離開，客戶也不如以前一樣歡迎我們。」

越南目前累計的16起病例中，其中7人已治癒出院，有97
件從疫區返回、出現發燒和咳嗽等症狀的疑似病例，正在接受隔
離治療與檢驗，另有602人因與疑似病例接觸而被隔離觀察。越
南已暫停所有來往中國的航班，並停止向中國公民及過去兩周曾
赴中國的外籍人士發出新簽證。

越南北部村莊6例確診萬人遭連坐
當局宣布封村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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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北8孩童死於營養不良
當地進入衛生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阿根廷北部沙爾塔省因缺水、衛生條件不良，2020年迄

今為止已有8名孩童死於營養不良，當地政府宣布社會衛生緊急狀態，

當地醫生也請求無國界醫生組織協助。

阿根廷論壇報報道稱，少數原住民“維奇”人居住的北部薩爾塔、

查科省因長期缺水、生活貧困、衛生條件不良，截至2020年1月底，不

到1個月即有6名兒童及1名原住民婦女因營養不良而死亡。

另有10名未成年孩童情況危急。2月7日又發生1名5歲原住民孩童

死於脫水和疾病感染。

據報道，2月9日，1名7月大嬰兒因體重不足死於沙爾塔省的塔加

爾醫院，這已是2020年為止當地第8名孩童死亡。據稱，這些地區長期

貧困、邊緣化，被阿根廷政府遺忘。

拉丁美洲無國界醫生組織前任主席特洛塔等多名醫生1月底發表公

開信，請求無國界醫生組織協助這些地區。他們指出不到1個月已有6

名兒童死於營養不良，26名兒童因營養不良住院治療中。當地原住民正

遭受壹場人道主義危機。

在多名孩童死於營養不良後，薩爾塔省政府也宣布部分地區進入社

會衛生緊急狀態，以180天為期，提供當地弱勢居民食物、安全飲用水

和公共衛生服務。

聯合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歐盟和紅十字會代表

8日也齊聚薩爾塔省舉行會議，了解當地原住民小區多名孩童死亡的原

因。

阿根廷社會發展部長阿洛尤坦承，薩爾塔北部的情況相當嚴重，政

府部門已和軍隊合作進駐協助居民。當地最嚴重的問題是缺水，孩童飲

用水的情況極差，導致腹瀉、脫水和營養不良等問題。

瑞士或因賬戶盈余與貿易平衡
被美列為匯率操縱國

綜合報導 美國經濟學家表示，瑞士很有可能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

國，美國財政部官員1月已將其重新列入了相關觀察名單，理由是其較

高的資本賬戶盈余和雙邊貿易平衡問題。

據報道，獨立咨詢公司Wellershoff ＆ Partner 的經濟學家阿德裏

爾· 喬斯特(Adriel Jost)表示，瑞士具有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很大

風險，其賬戶余額很高，已經成為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

的關註焦點。

隨著美國將貿易爭端的目光投向歐洲，瑞士可能會成為對其有吸引

力的目標。這個擁有850萬人口的國家未加入歐盟，缺乏歐盟庇護。

瑞士央行總裁托馬斯· 喬丹(Thomas Jordan)在1月的壹次采訪中表示

，絕不打算削弱瑞士法郎來獲得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優勢，但必須避免瑞

士法郎升值。

然而，特朗普政府要求對被控操縱匯率的國家征收懲罰性關稅，這

令壹些人擔憂瑞士限制瑞士法郎升值會有潛在的不良後果。

瑞士每年有超過400億美元的出口可能會成為白宮打擊的目標，但

藥品在銷售額中占比最大，懲罰性關稅可能不會針對藥品下手。

美國或許也不會正式將瑞士列為匯率操縱國，因為瑞士具有壹張護

身符，瑞士能夠幫助美伊兩國建立對話渠道，有助於美伊雙方在2020年

初避免爆發沖突。對於此事，瑞士政府表示，瑞士與美國的關系非常好

，雙方定期就金融問題進行討論。

瑞訊銀行市場策略主管彼得· 羅森施特賴什說，試圖預測特朗普的

貿易政策可能是壹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他表示，瑞士可能太小了，不

足以制造特朗普喜歡看到的轟動效果。

新西蘭高溫致用水量飆升

水廠籲市民4分鐘內洗完澡
由於高溫天氣的影響，新西蘭奧克

蘭市目前的用水量已經打破紀錄，水廠

呼籲民眾節約用水，縮短洗澡時間，來

應對缺水的狀態。

持續高溫
奧克蘭連續打破用水紀錄
連日的高溫天氣，導致用水量快速

上升，已經打破了紀錄。而那些住在偏

遠地區沒有自來水的居民，靠收集雨水

作為主要水源的住戶們，現在需要等上

壹個月，才能等到水公司的送水車。

奧克蘭Watercare水廠的水價主管羅

斯琳•克萊因表示，奧克蘭市已經兩次

打破了用水紀錄。1月30日創下了當天

用水量5.38億升的紀錄，2月4日，奧克

蘭的用水量再次創下紀錄，當天用水量

達到了5.61億升。

克萊因表示，在炎熱的季節用水需求

達到頂峰，Watercare就必須提供充足的基

礎設施來滿足不斷增長的用水需求。但她

坦言，新的基礎設施要花錢，建造這些設

施也會影響居民的生活和環境。“我們要

確保在建設新的基礎設施之前，現有的基

礎設施是能夠得到充分利用的”。

水廠呼籲居民節約用水

奧克蘭水廠

Watercare於10日發

起了壹項呼籲，希

望奧克蘭居民節約

用水。

Watercare的這

次發出呼籲活動的

主題是“水是寶貴

的”，要求人們註

意節約用水。

克萊因說，

“目前的情況不是

說沒有水用，而是希望大家合理地使用

水資源，以便我們充分利用現有的基礎

設施”。

“奧克蘭市民可以提供幫助的壹種

方法是將淋浴時間減少到4分鐘”，克

萊因建議道，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每

天將減少八千萬升用水量。

奧克蘭市長菲爾•沃夫對這項呼籲

活動表示了支持。他說，奧克蘭人生活

在海邊，常常會把水資源當成是理所當

然的事情。“但現在是時候讓我們重新

來認識壹下水資源，這是壹種寶貴資源

，人們不能浪費它”。

新西蘭多地已采取限水措施

據報道，目前，奧克蘭水廠已關閉

了三個加水站，這給輸水公司施加了更

大的壓力。

Watercare表示，隨著夏季的持續，

視需求而定，水廠可能會進壹步關閉更

多加水站。不過，奧克蘭市目前還沒有

像其他城市那樣采取限水措施。

目前，在新西蘭多地，當地市政府

都采取了限水措施，例如漢密爾頓、納

皮爾、黑斯廷斯、新普利茅斯、惠靈頓

等地。

北地的情況更加嚴重，憤怒的凱科

希居民指責其議會，沒有采取足夠的措

施避免水危機，這可能意味著當地很快

要斷水了。

巴西聖保羅市遭暴雨襲擊 造成河水泛濫交通癱瘓
綜合報導 自2月 9日傍晚

開始，巴西第壹大城聖保羅市

遭到暴雨襲擊，導致河水泛濫

，多處地點發生嚴重淹水、泥

石流、房屋倒塌等災情，全市

交通癱瘓。

據報道，國家氣象研究

所 10 日指出，聖保羅市在過

去 24 小時的降雨量，創近 37

年來 2月最高紀錄。橫貫城市

的 季 也 蝶 河 (Tiete) 和 松 林 河

(Pinheiros) 水位暴漲泛濫，環

河公路多處路段交通中斷，

公交車、地鐵和火車運行亦

受影響。

氣 象 學 家 馬 連 哥 (Jose

Marengo)稱，襲擊聖保羅的豪

雨，是因氣候變遷和城市無

規則發展所造成、越來越常

出現的極端氣候現象，而極

端氣候引起的淹水、洪災和

泥石流，亦影響越來越多人

的生活。

聖保羅市政府也指出，短

時間內累積大量降雨，加上市

內多為密實的不透水路面，無

法大量及時吸收雨水，以致河

水溝渠水位迅速升高，造成洪

災。

根據聖保羅市政府急難管

理中心，2月迄今累積降雨量達

208毫米，相當於2月預期降雨

量的96%。單單10日上午7時至

下午1時，市內降雨量即達87

毫米。

國家氣象研究所表示，事

實上，21世紀以來，聖保羅都

會地區每年夏季發生極端暴雨

的天數越來越多，導致自然災

害、洪水和山體滑坡，影響民

生。

馬連哥表示，世界各地暴

雨頻增可能同時與氣候變遷和

城市化進程有關。以聖保羅

為例，過去被大西洋叢林覆

蓋，但現在變成不透水的大

都會，環境變遷形成微氣候，

在某種程度上促使雨水變得更

加猛烈。

馬連哥指出，將問題單純

歸結於氣候變遷，等於忽略城

市結構功能不夠完善，忽略住

在危險地帶的民眾的現實。人

們不是因為下雨的緣故導致生

命財產受威脅，而是因為生存

條件惡劣，加劇淹水、泥石流

等問題。

馬連哥強調，氣候變遷將

擴大城市現有的社會和環境風

險，所以了解和預測氣候變遷

將有助於城市為可持續性的未

來做好準備，提高城市抵禦氣

候相關災害的能力，以長期方

式管理氣候風險。

澳軍人澳軍人救火後照顧考拉寶寶
網友網友：妳們最棒了！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林火自2019年底持續至今

，數億只動物慘遭燒死，考拉就是最嚴重的受害者

之壹。日前，澳大利亞國軍在救火任務後前往動物

園，照顧可憐的考拉寶寶，受到外界稱贊。

據報道，1月 24日，壹群來自南澳和塔斯馬

尼亞兩州的軍人，前往了克萊蘭野生動物園，

幫忙照顧考拉寶寶。據悉，當天，他們剛從救

火任務中離開，還來不及換上便服。他們不僅

協助餵食考拉，也為它們建設了動物用的運動

設施。

據悉，這篇推文在社交網絡上得到了兩千多個

贊，四萬多次分享。照片中的澳大利亞國軍，用針

筒餵食考拉喝奶，溫柔的神情感動了網友，紛紛留

言贊賞支持，“妳們最棒了”、“謝謝妳們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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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營運資金常需要透過世界各國給予支持，不過
美國總統川普決定，將大幅縮減新年度財政預
算的全球衛生基金，其中給予世界衛生組織的
金額直接被刪掉一半以上，川普政府認為直接

給於特定國家援助，有更好的效率。
原本 2020 年會有 91 億美金的全球衛生基

金，而川普打算將這項預算砍到60億美金，其
中給予WHO的部分減少了53%，而給予泛美
衛生組織（PAHO）更是只剩下原本的25%。

國務院預算規劃司司長Douglas Pitkin表示
，削減全球衛生基金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
認為，要解決疾病、健康等問題最有效率的方
式，就是給特定國家直接的援助。

而這段話或許是川普政府對世界衛生組織

最近太過於相信、支持中國大陸政府的表現，
所表達出的抗議。而為了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
，川普政府也投入1,500百萬美金到國際開發
署，也另外使用2,500萬的緊急儲備金，來幫
助撤離僑民及相關疫情。

川普刪減川普刪減WHOWHO金援金援
直接給特定國家比較效率直接給特定國家比較效率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為了
兌現競選承諾、阻擋非法移民入境，積極籌建
美墨邊境圍牆。《華盛頓郵報》報導，圍牆的
建築工人為了蓋牆，近日在亞利桑那州的風琴
管仙人掌國家紀念碑地區（Organ Pipe Cactus
National Monument）內進行 「控制爆破」，結

果把印第安人的古墳炸開。由於該國家公園也
是國際公認的生態保育區，環保人士怒轟白宮
，蓋牆蓋到破壞文化遺產及環境生態。

亞利桑那州的管風琴仙人掌國家紀念碑地
區 是 原 住 民 托 赫 諾 奧 哈 姆 族 （Tohono
O'odham）自古以來的聚居地，紀念碑山更是

被多個部落視為聖地。據民主黨議員格里哈爾
瓦（Raul Grijalva）透露，工人本周在紀念碑
山的部分地點進行爆破，包括托赫諾奧哈姆族
勇士的墓地。格里哈爾瓦認為，川普政府動土
前並無諮詢原住民，此舉形同 「褻瀆」。

管風琴仙人掌國家紀念碑地區於1976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告為生態保
育區，當地以豐富的沙漠生態、多樣的仙人掌
聞名。川普政府為了在國家公園內建牆，已暫
時豁免部分法律，包括針對美國原住民墓地保
育、瀕危物種保育及環境的保護法。

為蓋美墨圍牆 美工人炸開印第安原住民墳墓

舊金山汽車破窗竊案多 總檢察長想幫市民換車窗
（綜合報導）舊金山汽車破窗竊盜案猖獗，當地總檢察長

博徹思（Chesa Boudin）計劃向市長要求150萬元（美元、下同
，約台幣4,501萬元）預算，作為破車窗竊案受害人援助基金
，為民眾補貼修車和換車窗玻璃的費用。

舊金山可說是全美破車窗竊盜機率最高的地方，據警方數
據，去年共有25,677位民眾回報車窗被擊破，車上財物也不翼
而飛。觀光客最容易將行李留在租來的車上，是竊賊眼中的肥
羊；以去年為例，受害的本地市民有8,910人，佔35%左右，其

他都是外地人。
總檢察長博徹思在周三舉行的公開聽證會上，提出預算要

求，但未知市府會否同意。前任總檢察長賈斯康（George
Gascón）在2018年曾要求100萬元（約台幣3,000萬元）資金，
籌辦汽車竊盜專案小組，但被時任代理市長麥法恩（Mark Far-
rell）拒絕。

此外，去年12月舊金山市長布里德（London Breed）要求
各部門在接下來兩個財政年度，縮減3.5%預算，以彌補過去高

達4.2億元（約台幣126億元）的財政赤字，為博徹思的提案增
添更多不利因素。

汽車破窗竊盜案破案率極低。2017年是這類犯案的高峰，
全年多達3.1萬件，但破案率僅1.6%。博徹思表示，檢方會持
續和警方加強合作，維護民眾權益，而幫民眾修修車窗，是政
府至少應該要做到的事。

美民主黨新罕布夏州初選 老將桑德斯勝出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新罕布夏州的總統初選，據九成

點票結果顯示，現年 78 歲的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將會勝出，而上星期愛荷華州初選勝出的布提爵
（Pete Buttigieg），以1.5%之差屈居次席。

桑德斯在新罕布夏州民主黨總統提名初選中，得票率為
25.9%，比第二位的布提爵高出1.5%，取得首場勝仗。明尼蘇
達州參議員克羅布徹（Amy Klobuchar），以19.8%得票率排第
三位。至於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就得票率只有

8.4%，排第五位。
另外，台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和科羅拉多州

參議員班奈特（Michael Bennet）同日宣佈退出競逐黨內提名，
令民主黨總統提名戰減少至9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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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編號

遊戲名稱 / 中獎機率 $
官方遊戲
截止日期 

領獎
截止日期 

2111 1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90 $1 10/20/19 4/17/20

2139 Triple Play - 總中獎機率為 1: 4.76 $2 11/20/19 5/18/20

2109 3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27 $3 11/20/19 5/18/20

2125 Crazy Cash Blowou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51 $5 11/20/19 5/18/20

2116 Golden Nugg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4.17 $5 11/20/19 5/18/20

2118 Hot 5s Hot Streak - 總中獎機率為 1: 3.69 $5 11/20/19 5/18/20

2066 Pac-Man® Slots - 總中獎機率為 1: 3.90 $5 11/20/19 5/18/20

2122 The Big Tick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78 $10 11/20/19 5/18/20

Txlottery.org是所有遊戲信息的官方來源。出於備案的商業原因，遊戲結束程序可能會啟動。這些遊戲中可能會有獎項無
人認領，包括頭等獎。此外，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遊戲結束程序將啟動。在結束時，即便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後，也
可能有彩票售出。必須年滿18周歲才可以購買彩票。若需就投注問題尋求幫助，可訪問ncpgambling.org。 © 2019 德克薩
斯樂透委員會。請理性參與。

法律聲明
這些德州樂透委員會刮刮樂遊戲即將截止:

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       Friday, February 14, 2020

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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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發布通

知說，據泰國移民局告，此前針對因

武漢、黃岡、鄂州機場關閉而滯留泰

國 的 中 國 遊 客 ， 泰 國 已 免 除 滯 留 罰

款 。自即日起上述政策適用範圍擴大

至所有持旅遊簽證或旅遊落地簽證入

境、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而

滯留在泰的中國公民，具體手續在離

境時直接辦理。

通知說，泰方強調，該臨時政策出臺

並不表明中國公民可以任意在泰長期停留

。如持旅遊簽證或旅遊落地簽證入境且受

疫情影響滯留的中國公民想要延期簽證，

需先前往中國駐泰使、領館開具信函，移

民局會酌情處理。同以往各類簽證延期壹

樣，泰移民局將收取1900泰銖(約合420元

人民幣)規費。

鑒於泰方上述政策，中國駐泰使領館

將為計劃辦理簽證延期的中國公民免費出

具領事協助信函。

根據使館通知，辦理領事協助信函

的申請人為近期持旅遊簽、落地簽入境

泰國，確受疫情影響無法回國且計劃辦

理簽證延期的中國公民。申請辦理時需

提供中國護照原件及信息頁、簽證頁或

落地簽入境章頁復印件，並在復印件留

下聯系方式。

使館表示，如多人同時需辦理，可由

壹人攜所有人材料代為辦理；如需咨詢相

關政策規定或辦理要求，可撥打使領館領

保電話。

泰國最嚴重槍案致30死58傷
兇手為何能搶到大量武器？

綜合報導 泰國東北部呵叻府槍

擊事件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槍擊案

的兇手是壹名軍士長，他用從軍隊

偷出的武器在商場大開殺戒。陸軍9日

表示，維安士兵在軍事基地看守軍械

彈藥庫時會加強警戒，未來在營區值

勤的士兵禁止攜帶機槍和彈藥。

泰國現役軍人賈克潘8日下午

在呵叻府軍營持槍射殺自己的長官

和同事後，偷悍馬車逃出軍營，沿

路射殺平民後逃進Terminal 21百貨

公司。整起事件造成包括槍手在內

至少30人死亡和58人受傷。

晚間泰國軍警包圍百貨公司，並

請來賈克潘的母親希望說服他投降，

軍警和賈克潘對峙超過12個小時，終

於在9日早上將賈克潘擊斃。泰媒報導

指，疑似是賈克潘和長官因土地買賣

發生糾紛，而起了殺機。

泰國英文媒體鮮新聞(Khaosod)報

道，警方指出，賈克潘從營區的軍械

彈藥庫搶了至少壹把步槍、壹把M60

機槍、壹把獵槍、壹只手槍、好幾種

型號的手榴彈以及超過700發彈藥。

泰國民眾關註為何壹個軍人能從

軍械彈藥庫搶劫這麽多武器和彈藥，陸

軍發言人溫泰表示，未來維安士兵看守

軍事基地軍械彈藥庫時會加強警戒。

溫泰表示，賈克潘熟識營區內

負責看守軍械彈藥庫的士兵，當賈

克潘攻擊彈藥庫的時候，這些守衛

士兵完全沒有防衛能力。溫泰稱這

次的事件“前所未見”。

溫泰表示，目前陸軍人力都在協

助傷者，等情況好轉，陸軍會調查整起

事件起因，陸軍才能進壹步調整作法。

陸軍司令阿皮拉(Apirat Kong-

sompong)宣布，陸軍士兵必須把槍

栓從武器上移除，並交給指揮官，

未來在營區值勤的士兵禁止攜帶機

槍和彈藥，除了邊境的府外，這個

新規定適用全泰國軍事基地。

另據報道，呵叻府府尹表示，這

是泰國近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槍擊

事件，給正處於泰國萬佛節小假期的當

地民眾帶來巨大心理陰影和傷痛。

泰國壹海灘發現棱皮龜巢
工作人員全天候觀察保護

綜合報導 泰國普吉島西莉

那國家公園邁考海灘部分區域

因發現棱皮龜巢，而被隔離保

護起來。

公園工作人員被告知發現了

棱皮龜的蹤跡。軍官沿蹤跡找到

了龜卵。

專家稱，“我們不會把龜卵

從巢中取走，因為它們已經在那

裏大約三四天了，已開始發育”

。轉移可能會對胚胎發育產生不

利影響。

人們在龜巢周圍設置了圍欄，

以防止龜巢被破壞。也防止龜卵被

偷，對龜卵進行全天候觀察。

西莉那國家公園和普吉島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將在

接下來的60天裏對龜巢進行觀察

，直至小龜破殼而出，做好返回

大海的準備。

棱皮龜被認為是當今體型最

大的龜，體長可達2.6米，前爪展

幅可達2.5米。

中國以外24個國家和地區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78例
綜合報導 中國以外共24

個國家和地區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肺炎累計確診病例378

例，死亡1例，治愈21例。

綜合多家國際媒體報道

數據，除中國外亞洲地區共

確診306例，治愈18例。其中

日本確診156例，治愈1例；

新加坡確診43例，治愈2例；

泰國確診32例，治愈10例；

韓國確診27例，治愈3例；馬

來西亞確診18例，治愈1例；

越南確診14例，治愈1例；阿

聯酋確診7例；印度確診3例

；菲律賓確診3例，死亡1例

；尼泊爾、柬埔寨和斯裏蘭

卡分別確診1例。

歐洲地區共確診38例，其

中德國14例，法國11例，意大

利和英國分別3例，俄羅斯和西

班牙各2例，芬蘭、瑞典和比利

時各1例。此外，美國確診12例

，加拿大確診7例。澳大利亞確

診15例，治愈3例。

世界衛生組織(WHO)9日

發布的疫情報告顯示，截至當

天全球除中國外累計共有307

例確診，過去24小時內新增病

例19例。累計死亡病例1例(菲

律賓)。針對停靠日本橫濱港外

的“鉆石公主號”郵輪感染新

冠病毒肺炎的情況，WHO表示

預計在19日結束隔離。據日本

媒體10日消息，目前郵輪上累

計感染者已有約130人。

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

員會官網消息，截至當地時

間9日24時，31個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確診病例35982例，累計治

愈出院病例3281例，累計死

亡病例908例，現有疑似病例

23589例。港澳臺地區通報確

診病例64例：香港特別行政

區36例(死亡1例)，澳門特別

行政區10例(治愈出院1例)，

臺灣地區18例(治愈出院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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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22月月99日日，，由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所由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所Liu Distinguished VisitorLiu Distinguished Visitor系列主辦的系列主辦的《《弦系歸弦系歸““鼠鼠
””With String Attached to RatWith String Attached to Rat》》迎新音樂會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溫馨舉行迎新音樂會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溫馨舉行。。圖為圖為Juilliard TrainedJuilliard Trained
PrizePrize 優勝者二胡優勝者二胡、、中提琴雙料音樂家中提琴雙料音樂家 Andy LinAndy Lin、、鋼琴家鋼琴家 Kelly LinKelly Lin 在演出結束後接受在演出結束後接受 Albert &Albert &
Ann ChaoAnn Chao伉儷及賴清陽賴李迎霞賢伉儷的祝賀伉儷及賴清陽賴李迎霞賢伉儷的祝賀。。

20202020年年11月月1010日日，，亞商會企業家培訓班第四期亞商會企業家培訓班第四期““企業家黃埔四期企業家黃埔四期””結業典禮上結業典禮上
，，印心堂印心堂(Healing HopeSpiritual Counseling Inc)(Healing HopeSpiritual Counseling Inc)蕭老師蕭老師(Alice Hsiao)(Alice Hsiao)從主席喻斌和從主席喻斌和
HCCHCC社區大學代表手中接過結業證書社區大學代表手中接過結業證書。。左起左起：：李雄李雄、、周振成參贊周振成參贊、、俞斌會長俞斌會長、、
蕭老師蕭老師、、社區大學代表社區大學代表、、富國銀行代表富國銀行代表、、項目主席康寧項目主席康寧。。

20202020年年22月月66日晚日晚，，著名著名ReMaxReMax公司房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受邀公司房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受邀
來到來到J&DJ&D鑽石珠寶行出席馳名紐約鑽石珠寶行出席馳名紐約、、米蘭米蘭、、洛杉磯洛杉磯、、休斯敦的休斯敦的
時裝設計師阮丹尼時裝設計師阮丹尼(Danny Nguyen)(Danny Nguyen)20202020時裝發布會時裝發布會。。

20202020年年22月月55日日，，川鼎川鼎（（Trendy DumplingTrendy Dumpling））美女老闆美女老闆JoJoJoJo與休市名人何冰是好姐妹與休市名人何冰是好姐妹
，，常常在位於常常在位於5959靠近靠近Greenway PlazaGreenway Plaza對面的川鼎對面的川鼎A BaoA Bao餐廳品嚐來自家鄉的正宗松餐廳品嚐來自家鄉的正宗松
露小籠湯包露小籠湯包。。川鼎的川菜川鼎的川菜，，各式小菜和雞尾酒酒吧都值得一試各式小菜和雞尾酒酒吧都值得一試。。

20202020年年22月月66日日，，20202020美國人口普查在韓裔社區中心舉行誓師大會美國人口普查在韓裔社區中心舉行誓師大會，，深入每一個社區宣講即將於深入每一個社區宣講即將於44月月11日日
舉行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舉行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20202020年年22月月99日中午日中午，，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與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共同舉辦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與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共同舉辦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
國城闢謠新聞發布會在新新餐廳舉行國城闢謠新聞發布會在新新餐廳舉行，，再次告訴大家德州再次告訴大家德州、、休斯敦休斯敦、、中國城沒有案件中國城沒有案件。。圖為召集人圖為召集人
林富桂女士在會議結束後與蔡偉總領事林富桂女士在會議結束後與蔡偉總領事、、艾爾格林國會議員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艾爾格林國會議員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Michelle LiuMichelle Liu及電台及電台
主持人採訪主持人採訪。。

20202020年年22月月44日中午日中午，，世界功夫平台例會在東江酒家聚餐世界功夫平台例會在東江酒家聚餐，，支持來自達拉斯的廣東同鄉會創會會長支持來自達拉斯的廣東同鄉會創會會長Stephen LeeStephen Lee的兒子的兒子、、休斯敦著休斯敦著
名律師李中原律師競選德州名律師李中原律師競選德州505505區法官區法官。。右起右起：：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著名旅美畫家沙漠著名旅美畫家沙漠，，PFAPFA休斯敦共同創始人休斯敦共同創始人ThomasThomas
ChanChan，，德州第德州第505505法院法官候選人李中原律師競選招牌法院法官候選人李中原律師競選招牌，，AZ Led &SignAZ Led &Sign總裁總裁Amanda ZhangAmanda Zhang、、孟繁枝孟繁枝，，Mary LiMary Li，，MichelleMichelle黃黃，，鐵鐵
馬山書院陳漢斯馬山書院陳漢斯，，黃順桃黃順桃，，陳式太極大師程滿意等合影陳式太極大師程滿意等合影。。

20202020年年22月月77日日，，Rockwell Trading BootcampRockwell Trading Bootcamp在在JW MarriettJW Marriett蓋勒瑞爾山城區舉行證券期貨知蓋勒瑞爾山城區舉行證券期貨知
識講座識講座。。世界名人網世界金融主任世界名人網世界金融主任、、著名投資理財顧問著名投資理財顧問Kathy FanKathy Fan，，美南大咖談主持人董子美南大咖談主持人董子
天天(Sky Dong)(Sky Dong)，，資深貿易專家法國品酒大師資深貿易專家法國品酒大師GillbertGillbert和和GeorgeGeorge等一起與主講人合影等一起與主講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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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截止日5/29/2020。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20年5月29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20年8月31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
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尋求資金，拓展規模

華美銀行是SBA小型商業署優先貸款銀行，

貸款過程方便快速，您可用於購置商業地產

或擴大營運等多項用途。

2020年5月29日前申貸，可享高達$2,500的

申請費減免優惠 。*

向前邁進，就從這裏開始。

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grow
或致電 888.245.1756.

FERTITTA CENTER AT UH
FEB 15 • 2 PM & 7 PM  I  FEB 16 • 1 PM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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