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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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 星期二
Tuesday, July 7, 2020

（綜合五日電）德州疫情重災區哈立
斯 郡 （Harris County） 的 法 官 希 達 哥
（Lina Hidalgo）告訴美國廣播公司（ABC
），官員必需在防疫上超前部署並提倡居
家隔離， 「從這些數據看來，我們已沒有
『邊做邊修正』或 『循序漸進』的政策空

間」。
美國39州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持續上

升，使得國慶慶祝活動籠罩上一層陰影。
衛生專家擔心節慶聚會可能再爆發一波感
染潮，進一步癱瘓醫療系統；官員認為太
早解封開放，導致病毒快速擴散超越防疫
進度。

佛羅里達州新增病例數過去4天就有3
天破萬，包括今天的1萬59人，超越任何
一個歐洲國家在疫情高峯時的單日新增病
例數。根據路透社統計分析，亞利桑那州
、加州和德州的感染人數也飆升；愛阿華
州、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等中西部州一度
感染人數下降，目前也有增加趨勢。

截至昨天，德州就有多達7890名確診

病患住院，相較於兩週前的住院人數僅
3247 人。奧斯汀市（Austin）民主黨籍市
長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訪問
時說，奧斯汀的醫院可能兩週內達到飽和
，加護病房則是10天內恐怕就沒有病牀。

在亞利桑那州，約9成的加護病房已
佔滿。

除了感染人數增加外，篩檢覆陽的比
例也高得驚人。世界衛生組織（WHO）
認為超過5%就令人擔憂，因為這表示社區
內有許多病例沒有被篩檢出。

民間團體 「冠狀病毒疾病追蹤計劃」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蒐集各州
衛生部門的統計顯示，多達10州在過去1
周的篩檢覆陽率高達2位數，分別是亞利
桑那州（26%），佛州（18%），南卡羅
來納州（17%），內華達州（14%），阿
拉巴馬州（14%），德州（14%），密西
西比州（13%），喬治亞州（13%），愛
達荷州（11%）以及堪薩斯州（10%）。

美美3939州疫情失控州疫情失控 住院人數飆升住院人數飆升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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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韓國前總統朴槿惠所涉親信干
政案和受賄案被最高法院發回重審，預計首爾
高等法院將兩起案件合併重審後，將於本月10

日作出宣判。
朴槿惠此前因三樁案件合計獲刑32年，眼

下正在服刑。三樁案件分別是：親信干政案，

朴槿惠在該案二審中被判處25年監禁、處罰
200億韓元（約合1.2億元人民幣）；收受國
家情報院賄賂案，她二審被判處5年監禁、
追繳27億韓元（1591萬元人民幣）；朴槿惠
2016年在國會選舉中非法干預選情案，她被
判2年監禁。

韓國司法系統自上而下分為相當於最高法
院的大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三級，施
行三審制。

韓國大法院去年裁定，朴槿惠在親信干政
案中涉及的受賄部分與其他犯罪嫌疑應當分
開審理，因此將該案發回首爾高等法院重審
；至於國家情報院賄賂案，最高法院認為在
二審中被認定無罪的國庫損失嫌疑和賄賂嫌

疑，均應視為有罪，因此也將此案發回重審。
韓聯社援引韓國法院方面5日消息報導，首

爾高等法院將兩個發回重審的案件合併審理，

預計將於10日一併宣判。
按韓聯社說法，朴槿惠自2017年10月後缺

席所有庭審，預計此次仍將缺席庭審。
一些分析師認為，重審把朴槿惠涉嫌的受

賄罪與其他罪行分開審理，可能讓她面臨更重
的量刑。

首爾高等法院今年5月對親信干政案進行重
審時，檢方曾建議對朴槿惠判處35年監禁。具
體包括：對朴槿惠的受賄部分判處25年監禁，
罰款300億韓元（1.8億元人民幣），追繳贓款2
億韓元（118萬元人民幣）；對其濫用職權、妨
礙他人行使權力等其他部分判處10年監禁，追
繳贓款33億韓元（1945萬元人民幣）。

朴槿惠 2017 年 3 月因遭彈劾而失去司法豁
免權，同月31日在看守所接受拘押，2019年4
月17日轉為服刑，2019年9月在首爾一家醫院
接受左肩手術。

（綜合報導）據俄羅斯媒
體報導，當地時間 7 月 5 日，
烏克蘭海軍總司令阿列克謝·
內茲帕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烏克蘭海軍正在為與俄羅
斯進行全面軍事對抗作準備。

內茲帕帕說：“我們正在
為全面的軍事對抗作準備，我
們明白，如果發生這種情況，
那麼不幸的是，我們的士兵和
平民將蒙受巨大損失。但烏克
蘭還是打算'要回'克里米亞，
並準備與俄羅斯作戰。”

內茲帕帕表示，他不排除
俄羅斯軍隊試圖闖入赫爾鬆地
區南部以使水從第聶伯河流入
克里米亞運河的可能性。他說

：“我不排除俄羅斯的這種行
動，我們正在準備，具體的措
施不方便透露，但這是事實。'
海王星'反艦導彈的射程允許它
從烏克蘭本土直接射中塞瓦斯
托波爾海軍基地（俄羅斯海軍
黑海艦隊的主要基地），我們
可以辦到。”

對此，當地時間 7 月 6 日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國際理事
會委員孔德拉季耶夫表示，烏
克蘭的這種聲明本身已經是一
種挑釁，希望他們能夠認清自
己的實力，停止這種有關“俄
羅斯侵略”以及烏克蘭當局有
可能以極端手段對俄羅斯進行
針對性行動的聲明。

不過，有專家也表示烏克
蘭可能只是在虛張聲勢。俄羅
斯聯邦軍事科學學院的教授謝
爾蓋·戈爾巴喬夫稱，關於烏
克蘭海軍準備與俄羅斯進行全
面軍事行動的聲明只是空話，
因為烏克蘭海軍並沒有真正的
力量能與俄羅斯抗衡。他說：
“烏方作出這樣的野蠻聲明，
只是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這
些聲明表明，烏克蘭準備在黑
海地區進行挑釁，以吸引第三
方部隊摻和進來。俄羅斯並沒
有興趣對烏克蘭採取任何行動
，但是烏克蘭方面的挑釁是完
全可能的。”

烏克蘭司令下令與俄進行烏克蘭司令下令與俄進行
全面軍事對抗全面軍事對抗！！

朴槿惠案重審將於本周宣判朴槿惠案重審將於本周宣判

中印兩國軍隊在邊境發生死傷衝突後，莫
迪政府在印度一口氣禁用了包括抖音、微信和
微博在內的 59 款中國移動應用程式,他們冕堂
皇的理由是出於對網絡安全的考量，並認為這
些軟體竊取使用者資料,傳輸到中國的伺服器,
有損印度的主權完整性,其實真正原因是為報復
中國和打擊中國！莫迪政府不從改善兩國關係
求進，反而是操縱民粹, 終將招致民怨，傷到
自己！

抖音和微信等由中國研發的社群媒體在印
度擁有眾多用戶，具有舉足輕重地位,抖音三分
之一下載量來自印度,印度政府卻說禁就禁,嚴
重損害了超過1.2億印度人的權利,這種以政治
權謀影響民眾利益的作為實不可取。

當然從印度嚴禁中國科技的決定,可看出世
界各國對中國高科技快速崛起所引發的不安與
不滿情緒,美國針對華為的百般刁難抗拒早已流
露無遺，科技不能在世界通行無阻,是一種悲哀
，莫迪政府之舉, 似在討好美國,以打造兩國同

仇敵愾之心對付中國，這是一種偏狹民族主義
作祟,不利建造世界村的遠景。

中印比鄰而居,分別是亞洲第一和第三大經
濟體,應開展各種合作關係而不是用爭吵解決，
事實上,中印長久以來一直和平相處,歷史甚至
可追溯到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這些年來兩國
經貿與科技文化互動良好，如今在新冠狀病毒
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之際，兩國應患難與共, 而
不是以雙邊貿易限制和提高關稅相威脅。

莫迪自2014年取得政權以來, 他所自詡的
“莫迪經濟學”顯未能提升印度的國際競爭力,
相比中國，印度在全球製造業所取得的成果顯
不突出,莫迪一直在銷售“印度製造”雖創造數
千萬個工作機會,然而卻遲遲未能看清勞工、土
地、法律和稅收方面的變化, 經濟已轉向負成
長，如今又抵制中國科技產業必將給印度經濟
發展造成巨大阻力,他對中國的” 制裁”行動
無疑是一種”自栽”行為，實在是相當的不理
智!

【李著華觀點: 印度制裁中國反傷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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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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今天我們身處的世界可以說是二次大
戰以來最混亂不安之時代，領導世界的美
國尤其是處在內憂外患之困境， 從中印邊
境到北韓香港局勢及南海情勢，到處是危
機四伏。

新冠病毒之攻擊，讓世界各國都臣服
了，世界經濟加上政局不穩，全球正面臨
任何人都無法幸免的危機，為何世界走到
如此嚴重之地步 ，有天災更有人禍。

美國總統大選將於十一月叁日投票，
在未足四個月時間，這場選戰會決定我們
國家的前途，也是影響世界的未來，因為
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強國 ，我們掌握了世
界未來之走向。

今天我們要呼籲各位弟兄姐妹們，我
們既然已選擇這塊土地是我們安身立命的
家，這是我們共同行動的時刻了。

總統大選之熱潮已經到來，我們大家
就應該積極參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來投入這場決定我們命運的大選，更有關
我們下一代之前途。

美國傳媒集團將會責無旁貸地參與這
次的政治活動，我們將在全美發動各項文
宣，走進各地社區 和各位攜手共進，投入
選戰行列。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0606//20202020

Today we are facing the wo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From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 -- the
world is in crisi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brought the world to
its knees and caused the greatest economic
downturn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turmoil we now
have. The reason for this situation is related to a
natural disaster as well as politicians’ ability to
respo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less than four months
away now. We a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must
understand that this election is not just related to

our own future, but also will influenc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We want to urge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ause we love this land and we are here in our
adopted home, this is the time and we need to act
now. Please use your vote and donate money to
your candidate to show your support.

Southern News Group will be joining hands with
you all over the nation to promote and publish the
Voters News. We must all participate in this
election, not only for ourselves, but also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How Can We Wait?How Can We Wait?我們還能等待嗎我們還能等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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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81)498-0105    www.clc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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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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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4歲的西班牙大公主萊昂諾爾，是

壹位非常漂亮的女孩，金發碧眼，很符合大

家對“公主”這個詞語的想象。正處於青春

期的萊昂諾爾，已經開始履行王室職責了，

而未來她需要肩負起更加重要的使命，成為

西班牙女王，而且將會是西班牙歷史上第二

位女王。

萊昂諾爾目前正就讀於馬德裏的壹家私

立學校，而就是在這裏，她情竇初開。據阿

根廷媒體《卡拉斯》（Caras）當地時間6月

29日的消息稱，萊昂諾爾喜歡上了同校的壹

位富裕家庭的男孩。男孩的身份並沒有得到

公開，但據悉他住在馬德裏最豪華的地方。

報道稱，雖然不知道男孩方面的反應如何，

但依靠萊昂諾爾的“實力”，讓對方喜歡還

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而少男少女的“小秘

密”也被國王費利佩六世和王後萊蒂齊亞知

曉了，但他們拒絕承認女兒和男孩那所謂的

戀愛關系，“現在不是戀愛的時候”。

從很多畫面都可以得知，萊昂諾爾深

受國王父親的疼愛，父女二人同框時，他

們之間的親密就更加明顯，52歲的費利佩

也毫無懸念地成為了“女兒奴”的代表之

壹。不過在長女追求所謂的幸福方面，費

利佩還是選擇了反對，他不接受女兒的肆

意妄為。報道稱國王沒有批準這種關系，

他認為女兒還太年輕，無法邁出這人生中

重要的壹步，“現在必須為未來的角色做

充分的準備”。

而向來標榜嚴格教育女兒的萊蒂齊亞，

更是堅決反對。萊蒂齊亞曾被指對兩個女兒

進行了嚴格的管教，甚至在飲食上，都做出

了規定，而女兒們看電視或是上網，更是受

到了母親的限制。而且作為曾經的新聞主播

，萊蒂齊亞深知媒體對這種消息的敏銳程度

，所以她不允許女兒有出格的舉動，而她和

國王的限制，或許能讓消息盡快淡化，萊昂

諾爾不至於成為風口浪尖上的人。

不過據西班牙媒體《星期》（Semana）

的分析，國王和王後的反對或將失效，因為

萊昂諾爾正處於叛逆的青春期，父母越是反

對，她可能越要堅持，哪怕她是未來女王，

平時也給人以溫順的感覺，可少女的心思，

外人又怎會摸透呢。比如同為14歲的荷蘭公

主亞歷克西婭，就已經體現出了她的叛逆，

聚眾抽煙被拍到。

萊昂諾爾經常和比自己小1歲多的妹妹

索菲亞同框出現，而在很多西班牙人的眼中

，索菲亞似乎更加活潑，看起來也更加單純

簡單，而萊昂諾爾也許是壓力太大，進入青

春期後總是心事重重的感覺。

西班牙14歲大公主情竇初開

喜歡同校富二代男孩

“我們從未見過妳

戴口罩。這是為什麽?

” 新冠疫情仍在蔓延

之際，德國總理默克

爾當地時間 29 日在記

者會上被這樣“靈魂

拷問”。據路透社報

道，默克爾對此回答

說，如果自己遵守社

交疏遠規則就無需戴

口罩。她還說自己去

購物時會戴，只是沒

被撞見。

據報道，默克爾當

天在柏林附近與法國總

統馬克龍壹同參加新聞

發布會。會上，壹名德

國記者問默克爾：“值

得註意的是，我們從未

見過妳戴過口罩。這是

為什麽?”

默 克 爾 回 應 說 ：

“如果我遵循（社交）

疏遠規則，我就不需要

戴口罩。”她同時表示

，自己在購物等情況下

會戴口罩，但很明顯沒

被撞見，“否則妳們可

能會看到我戴口罩”。

“但我不會告訴妳

們我去哪裏購物，”默

克爾微笑著說。

路透社提到，默克

爾由於應對疫情得力而

人氣上升。報道認為，

德國比大多數歐洲鄰國

更好地抵禦疫情大流行

，要歸功於廣泛的檢測

、強大的醫療體系以及

用於支持經濟的大規模

救援計劃。

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學發布的新冠疫情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

京時間30日 9時，德國

新冠確診病例達 195042

例，其中死亡病例為

8976例。

被問“從沒見過妳戴口罩”
默克爾這樣回答

綜合英國廣播公司（BBC）以

及美國福布斯網站報道，在實行了4

個月的旅行禁令後，歐盟將正式允

許來自至少 14個國家的旅客入境，

名單中不包括美國、巴西以及俄羅

斯，但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日

本以及韓國。

BBC：歐盟將允許14個“安全”

國家的旅客入境

福布斯網站報道說，歐盟在經過

大量的辯論，特別是有關被納入該名

單標準的辯論後，最終獲得批準的國

家名單將於本周早些時候公布。BBC

稱，目前歐盟的“安全”國家名單

（仍有可能修改）包括：阿爾及利亞

、澳大利亞、加拿大、格魯吉亞、日

本、黑山、摩洛哥、新西蘭、盧旺達

、塞爾維亞、韓國、泰國、突尼斯和

烏拉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9

日特別註意到，歐盟準備重新開放外

部邊境，但可能不會對美國人開放。

兩名歐盟外交官透露，美國不會出現

在歐盟擬議的名單中。CNN稱，兩名

歐盟外交官向其證實，歐盟各成員國

政府已被要求在當地時間30日中午前

就至少14國名單達成壹致。

CNN：歐盟準備重新開放邊境，

但可能不會對美國人開放

CNN稱，根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學公布的數據，美國目前是全球

確診感染人數最多、死亡人數也最多

的國家。

據CNN介紹，名單被包含在歐盟

理事會向各成員國提交的壹整套建議

中，其中列出了各國在其民眾獲準進

入歐盟前必須達到的標準，以及達到

這些標準的方法。其中要求獲準入境

國家的新冠病毒感染率要與歐盟持平

或比歐盟低。

歐盟將允許14國旅客入境
沒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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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今年3月至4月是全球疫情快速蔓延的時期
，當時幾乎整個世界都處於封鎖狀態之下。 5月以來，隨著疫
情緩和，多國逐漸放鬆管控，開始致力於重啟經濟、恢復正常
生活。然而，隨著近段時間以來多國疫情出現反彈，許多地區
再次實施封鎖。

據世衛組織官網數據，截至歐洲中部時間 7 月 5 日 12:59
（北京時間7月5日18:59），全球已有超過1112萬人感染新冠
肺炎，超過52萬人因此死亡。

從世衛組織製作的疫情發展趨勢圖來看，全球新增死亡病
例最高紀錄出現在4月17日，當天全球新增死亡病例12479例
。此後，全球單日新增死亡病例偶有反复，但整體處於相對平
穩的狀態，最近一周的單日新增死亡病例大約在4000-5000例
之間。

然而，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卻處於不斷攀升的狀態。 7
月4日，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211411例，達到疫情爆發以來
的最高值。 7月5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再次超過20萬例。最
近一周，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不斷增加，大約在16萬至21
萬之間。

在世衛組織劃分的六個區域中，除歐洲地區、西太平洋地
區外，其他四個地區——美洲地區、非洲地區、東地中海地區
、東南亞地區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都處於上升區域。

據世衛組織統計，近段時間以來，全球新增確診病例主要
來自三個國家——美國、巴西、印度，這三個國家也是目前全
球確診病例最多的三個國家。

今年3月至4月是全球疫情快速蔓延的時期，當時幾乎整
個世界都處於封鎖狀態之下。 5月以來，隨著疫情緩和，多國
逐漸放鬆管控，開始致力於重啟經濟、恢復正常生活。然而，
隨著近段時間以來多國疫情出現反彈，許多地區再次實施封鎖
。

美國：39州新增病例上升，多州再次關閉餐廳酒吧
美國不僅確診數、死亡數全球領先，其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也處於全球首位。
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7月以來，美國連續3

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5萬例，7月2日更是迎來5.45萬例的
最高值。

目前，美國已有39個州出現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上升的趨勢
，包括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得克薩斯州等在內的多個
人口大州近段時間來不斷突破自己的日增確診最高紀錄。其中
，佛羅里達州過去4天新增4萬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已超
過20萬例。

據CNN報導，隨著疫情反彈，美國超過一半州中止或改
變了其重啟計劃，加州、得州等州再次關閉餐廳、酒吧、影院

、海灘等場所，還有多個州要求所有民眾佩戴口罩。
截至目前，美國確診病例超過290萬例，死亡病例即將突

破13萬例。
澳大利亞：墨爾本強制封鎖，100年來首次關閉州邊境

在澳大利亞，由於確診病例激增，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
自7月4日下午3點半開始封鎖當地9棟公共住宅樓，封鎖時間
至少持續5天。此次封鎖大約影響了3000居民的生活，若是疫
情無法得到控制，封鎖可能延續至7月18日下午3點半。

據澳大利亞9news報導，維多利亞州近來新增確診病例不
斷攀升，7月5日新增確診127例，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紀錄
。這使得維多利亞州累計確診達2660例，累計死亡病例22例
。目前，維多利亞州已對30個地區下達了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
命令。

為防止疫情擴散，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將關閉和維多利
亞州的邊界，時間自當地時間7月7日午夜開始，期限不定。
路透社指出，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是澳大利亞人口最多
的兩個州，這也是100年來兩個州首次關閉州邊界——上一次
關閉州邊界還是在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

維多利亞州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稱，“這是正確的決定
，是在面臨控制疫情的嚴峻挑戰時的正確決定”。

事實上，澳大利亞的整體疫情並不算嚴重，目前累計確診
病例大約為8500例，累計死亡病例106例。然而，墨爾本突然
反彈的疫情引發廣泛擔憂。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加利西亞兩個地區先後再次封鎖

西班牙是歐洲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累計確診超
過25萬例，累計死亡2.8萬例。近兩個月以來，西班牙疫情緩
和。過去三週，西班牙單日新增死亡病例都在個位數，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在200-500例之間。此外，西班牙已重新開放和歐
盟國家的邊境，以期推動夏季旅遊業的發展。

然而，7月以來，西班牙多個地區疫情出現反彈，加泰羅
尼亞和加利西亞兩個地區先後再次實施了封鎖。

據BBC報導，加利西亞地區衛生部門7月5日宣布，自當
天午夜開始封鎖海岸地區A Marina，持續時間至7月10日。期
間，只有因為工作原因才能進入或離開該地區，不過本就在該
地區的人可以自由流動，不過集會人數不得超過10人，室外環
境下必須佩戴口罩。此次封鎖影響了大約7萬人。

當地官員稱，該地區最新的疫情暴發主要和酒吧有關，因
此將限制餐廳酒吧的容載能力至 50%。目前，加利西亞共有
258例確診病例，其中A Marina所在的Lugo省確診117例。

就在一天前，由於新增病例激增，加泰羅尼亞地區也再次
實施封鎖，嚴禁任何人進入或離開巴塞羅那西部的Segria。
印度：累計確診近70萬，超越俄羅斯位列全球第三

據印度衛生與家庭福利部最新數據，截至當地時間7月6
日上午8點，印度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697413例，累計死亡
病例19693例。至此，印度超越俄羅斯，成為全球確診數位列
第三的國家。

過去24小時內，印度新增確診病例24248例，連續第四天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2萬例；新增死亡病例425例，累計死
亡病例接近2萬例。

據《印度斯坦時報》報導，印度疫情最嚴重的三個邦馬哈
拉施特拉邦、泰米爾納德邦、德里確診病例占到全國總病例的
60%以上。其中，德里、孟買、金奈三個城市是疫情重災區，
確診病例分別達到9.9萬、8.4萬、6.8萬。

另據報導，印度推遲開放原計劃於今日開放的泰姬陵，稱
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中東：以色列、巴勒斯坦民眾被要求再次居家隔離

據半島電視台7月5日報導，由於放鬆管控後疫情反彈，
以色列要求數万人再次居家隔離。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
勒斯坦民眾也再一次回歸封鎖狀態。

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時，以色列和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地區實
施了嚴格的封鎖舉措，到5月初，兩個地區的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保持在幾十例的水平。然而，自上個月放鬆管控以來，兩個
地區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穩步增加。

據報導，以色列近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000例，已經
超過了此前的最高紀錄。 7月5日稍晚，以色列議會的疫情應
對委員會投票決定，對酒吧、教會等場所實施新的限制，未來
一段時間還將增加新的管控舉措，

在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宣布延長國家緊急狀態30天，這
允許地方政府實施新的管控舉措，包括延長封鎖、禁止地區流
動、部署安全部隊等。

在中東疫情最嚴重的伊朗，7月4日新增確診病例達2560
例，新增死亡病例163例；累計確診24萬例，累計死亡1.1萬
例。

在拉美疫情最嚴重的巴西，7月4日新增確診病例2.6萬例
，死亡病例602例，這使得其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60萬例，累
計死亡病例達6.4萬例。巴西仍處於疫情上升期，累計確診數
、累計死亡數、單日新增確診數都僅次於美國。

墨西哥的死亡病例現已超過3萬例，超越法國成為全球死
亡病例第五多的國家。其累計確診病例為25.6萬例，位列全球
第八。

在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7月5日宣布，將推
遲該國第二階段經濟重啟計劃至兩週後。薩爾瓦多原計劃將於
7月7日開始進入第二階段重啟，但由於近段時間以來感染率上
升50%、死亡率上升80%，重啟計劃將推遲至7月21日。

（綜合報導）如果坎耶.維斯特真的想競選總統，那麼如果
想在距離11月3日大選日前4個月不到的時間內發起一場“嚴
肅認真”的競選活動，將面臨重大困難與障礙。

7月5日，美國著名說唱歌手和設計師坎耶.韋斯特在社交
媒體上宣布，他將參與今年美國總統的競選。消息一出，立即
在全美引發軒然大波。

一方面，坎耶的擁躉們對此表示支持，並在社交媒體上自
發地為坎耶進行“選前宣傳”，甚至連特斯拉CEO馬斯克也
轉發了坎耶的推文，表示全力支持坎耶競選；另一方面，社交
媒體上的許多人將坎耶的這一聲明斥為宣傳噱頭，稱其涉嫌炒
作。
坎耶.維斯特真的要競選總統嗎?

在弄清楚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試著分析一下坎耶“謎一
樣”的政治立場。

這不是坎耶第一次與美國總統的寶座產生過話題了。多年
來，坎耶.維斯特一直拿競選總統的話題和粉絲互動，聲稱自己
受到了特朗普將“真人秀情景劇”和“奇特的政治策略”結合
的啟發。此外，在諸如泰勒.斯威夫特、LadyGaga等絕大多數的
美國娛樂圈的大咖都清一色地支持民主黨，反對特朗普的時候
，坎耶是美國娛樂圈內罕見的特朗普“支持者”，而這一形像
在2018年達到了頂點。

2018年10月，坎耶.韋斯特帶著特朗普標誌性的“讓美國
再次偉大”的紅色帽子在白宮與特朗普見了面，並討論了關於
刑事司法改革的事項。美國多家媒體將其稱為白宮歷史上“最
詭異”的會面之一：特朗普在當選總統前一直在美國真人秀圈
混的風生水起，而坎耶.韋斯特也是美國娛樂圈內話題性最高的
人，而他們卻在白宮內“一本正經”地討論司法改革。這一次
令人捉摸不透的會面引起了坎耶許多粉絲和娛樂界同行的強烈
反對。

坎耶從來沒有說清楚過他高調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但從他
的妻子金.卡戴珊的訪談中透露，坎耶這麼做是出於“基於個性
而非政治”的審美選擇。卡戴珊在訪談中說：“坎耶實際上並
不政治化，他只是碰巧喜歡唐納德.特朗普的個性，但不了解政
治。他帶上紅帽子也僅僅是爭取個人自由，而沒有考慮支持與
否。”

與特朗普立場相反的是，
作為社會名流，坎耶.韋斯特最
近也在社交媒體上和主流價值
觀一樣，多次為聲援反種族歧
視的抗議運動。不僅為弗洛伊
德支付律師費用，更承諾為弗
洛伊德的6歲女兒支付大學學費
。此外，他也親自參加了位於
家鄉芝加哥的抗議遊行。

據福布斯雜誌報導，到目
前為止，沒有證據表明坎耶有
一個競選組織，甚至也沒有跡
象表明他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
交了必要的文件。衛報分析稱
，如果坎耶.維斯特真的想競選
總統，那麼如果想在距離11月3
日大選日前4個月不到的時間內
發起一場“嚴肅認真”的競選
活動，將面臨重大困難與障礙
。

美國普渡大學的政治學教
授詹姆斯.麥肯說：“坎耶.韋斯
特目前有兩種途徑可以做到這
一點：他可以嘗試獲得一個較小政黨的支持。如果沒有，他可
以試著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州，比如新墨西哥州和北卡羅來
納州，以獨立候選人註冊參選的最後期限已經過去，要想以獨
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投票，就需要在其他州登記期結束前組建
競選團隊，在全美徵集數万個簽名。但福布斯雜誌認為，由於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這項任務將變得非常困難。

維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薩巴托表示，即便是認真
的競選，坎耶也不太可能獲得超過幾個百分點的選票，不會給
特朗普和拜登造成多大麻煩。薩巴託說:“要讓全美國相信他是
認真的，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選舉預測專家雷切爾.比特科夫則認為，坎耶如果認真參

選，可能會對拜登的競選活動產生一些“細微的威脅”。 “名
人是一項重要資產。”比特科夫說，“年輕選民，尤其是24歲
以下的黑人選民，最有可能受到“名人效應”的吸引而投票給
坎耶。”比特科夫表示，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將“有動機”以補
名的形式推動坎耶的參選資格，以分流拜登潛在的選票。

對於坎耶.韋斯特的“推特報名競選總統”的新聞，福布斯
雜誌提出了另一種看法：“包括宣布競選總統在內，坎耶.韋斯
特經常有一些令人困惑、引人注目的舉動。但具有傳奇色彩的
個性在社交媒體時代，只是一種營銷策略。埃隆.馬斯克、唐納
德.特朗普和坎耶.維斯特擁有同樣奇怪的天賦：儘管新聞的周
期在不斷加速，幾天之後任何新聞都會被快速遺忘，但這些'社
交媒體的寵兒'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單日新增確診超單日新增確診超2020萬例萬例，，全球將再次回到封鎖狀態全球將再次回到封鎖狀態？？

美國說唱巨星坎耶宣布競選總統
嚴肅參選還是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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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期針對中國企業和“中國

制造”的限制舉動層出不窮。印度報

業托拉斯（PTI）28日稱，印度將檢查

所有從中國購買的電力設備，以確認

其中是否存在惡意軟件或木馬病毒，

這是新德裏對中國商品采取嚴格質量

管控和提升關稅的最新案例。此外，

印度電子信息技術部29日宣布，禁止

包括TikTok和微信在內的59款中國應

用。

印度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部國務

部長辛格在接受PTI采訪時表示，其

部門已提議從8月1日開始對某些太陽

能設備征收關稅。辛格透露，在印度

正在擬定的電力部門改革中，更高的

關稅壁壘、對外國設備的嚴格檢測以

及對來自對手國家的進口產品的事先

許可要求，均為重點領域。壹些可能

成為對手或潛在對手的國家將被確定

為“優先參考國”。PTI 稱，上述

“優先參考國”包括中國和巴基斯坦

。

據《印度時報》29日報道，印度

政府當天在壹份新聞稿中說，印度出

於“安全”考慮，禁止包括TikTok和

微信在內的59款中國應用，認為這些

應用從事的活動有損印度主權、國防

、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報道，印度手機與電子產品協會上

周向印度官方投訴稱，他們從中國進

口的所有電子產品都在“未經警告的

情況下”在印度港口遭檢查。據《印

度時報》29日消息，印度公路交通和

運輸部長尼廷· 加德卡裏日前致信該

國財政部長與商務和工業部長，敦促

他們對進口農業設備優先通關。受新

冠疫情影響，印度大量噴灑設備被轉

移到城市，導致農場出現供應短缺。

但由於海關決定對來自中國的貨物進

行100%檢查，這些設備目前滯留在港

口。加德卡裏表示，阻礙這些進口商

品通關只會傷害印度企業家，而不是

中國。

壹家在印度開展業務的中國手

機廠商人士 29 日告訴《環球時報

》記者，由於印度國內抵制，該

公司產品的銷售受到明顯沖擊，

尤其是在疫情的影響下，損失更

大。

CNN的報道還提到，印度的限

制措施甚至對全球商業活動和國際

貿易也會造成影響。路透社稱，在

被印度扣押的中國制造產品中，就

包括蘋果、思科、戴爾及福特汽車

產品，在印度為蘋果代工的富士康

同樣受到了影響。

印度宣布禁用59款中國應用
包括TikTok和微信等

據ABS-CBN電視臺網站29日報道

，壹艘菲律賓漁船28日中午於菲西民

都洛省附近海域與壹艘來自中國的貨

船相撞，造成至少14人落海失蹤。菲

律賓救援人員周壹仍在進行搜尋工作

。而中國貨船也已被菲律賓海岸警衛

隊扣押，因為菲律賓海警認為“他們

負有責任”。

ABS-CBN電視臺網站稱，失蹤者

包括12名漁船船員和2名乘客。菲律

賓《世界日報》稱，西民都洛省省長

艾德阿多· 加狄阿諾在28日晚間的壹

次電話采訪中證實，事發地點大約為

距該省珀魯安社24公裏海域。《菲律

賓商報》引述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南他

加祿區指揮官帕諾皮奧的話稱，失事

的菲律賓漁船來自南部塔威塔威省，

失蹤漁民為首都大馬尼拉地區納莫沓

斯市Irma漁業貿易公司的雇員。“當

我們的團隊趕到事發地點時，漁船已

經傾覆，但沒有找到任何船員，這艘

船在18時30分左右徹底沈沒了。”

據了解，由於事發海域風高浪急

，菲方的搜救行動在28日晚上暫停，

並於29日早間繼續進行。菲律賓海岸

警衛隊稱，除巡邏艇外，他們還派出

直升機等擴大搜索營救行動。截至29

日24時，仍未有失蹤菲漁民獲救的消

息。加狄阿諾在電話采訪中表示，當

地的災難反應小組以及壹些社區醫院

已經被提醒準備隨時接收幸存者。

菲律賓媒體稱，與菲漁船相撞的

中國貨船名為“MV Vienna Wood”，

懸掛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旗幟，是壹艘

在中國香港註冊的散裝貨船。帕諾皮

奧認為，“維也納”號的目的地應該

不是菲律賓，菲海岸警衛隊已扣押這

艘貨船及其船員以配合調查，因為他

們被認定對事故“負有責任”。

據了解，這並非中菲船只第壹

次發生相撞事故。2019 年 6 月 10 日

淩晨，在南沙禮樂灘海域發生壹起

中方漁船和菲方漁船意外相撞事件

。據法新社報道，當時的事故造成

22名菲律賓漁民落水，並最終被壹

艘越南漁船救起。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當時表示，中方對在事故中遇險

的菲方漁民表示慰問。菲律賓總統

杜特爾特也在事發後表態稱，整起

事件是“意外”，並接受中國提出

的共同調查的建議。

壹艘菲律賓漁船與中國貨船
在菲附近海域相撞至少14人失蹤 綜合日本時事通訊社等媒體報

道，此次公布收入的是在去年

（2019年）壹年中擔任國會議員的

653位日本政界人士，平均收入比去

年減少了23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

萬元）。其中，在所有議員中收入

最高的是來自日本自民黨的參議院

議員元榮太壹郎，收入達8億4502萬

日元（約合人民幣5545萬元）。同

樣來自自民黨的前外務副大臣逢澤

壹郎（1億117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732萬元）、參議員中西健治（1億

797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08萬元）

則緊隨其後。

在各主要政黨的黨首中，日本

首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以3868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3.8萬元）的

收入連續2年居於首位，在所有議員

中排在26位。另壹方面，日本第壹

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枝野

幸男為201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32

萬元）。黨首中收入最少的則是共

產黨委員長誌位和夫，為1998萬日

元（約合人民幣131萬元）。

從日本各政黨來看，自民黨以

260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171萬元

）保持首位，其次是立憲民主黨

2209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144萬元

）。內閣成員中，副首相兼財務大

臣麻生太郎以4113萬日元（約合人

民幣 269.8 萬元）收入排名第壹，

科學技術擔當大臣竹本直壹以3079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02萬元）排

名第二。

據了解，這份收入統計報告書

每年匯總壹次。日本國會為最高權

力機關和唯壹立法機關，由眾議院

與參議院構成。國會議員可兼任內

閣閣員，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也

由國會推選。

日本政要收入曝光
安倍在各黨首中收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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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時事圖片

調查調查：：逾逾77成受訪者不熟保單成受訪者不熟保單 66成遇意外才檢視成遇意外才檢視
（中央社）富邦人壽今天發布 「國人保單

健檢大調查」，結果顯示，超過7成的受訪者對
於自身的保單內容很不熟，其中更有高達60.3%
的受訪者表示，只有在遭遇意外的時候，才會
檢視保單。

富邦人壽上午發布新聞稿，根據瑞士再保
（Swiss Re）Sigma調查報告數據顯示，台灣壽
險滲透度達17.48%，且台灣人所繳納的保費對
國內生產毛額（GDP）貢獻度，已連續第12年
居全球最高。

富邦人壽表示，儘管國人對保險特別青睞

，但委由市調公司東方線上執行 「國人保單健
檢大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7成受訪者雖皆
已持有壽險、醫療險、意外險，但對這些險種
的了解程度卻全數不及格，顯示有許多人並未
認識保險的本質在於 「轉嫁風險」。

當中有 58.3%的受訪者，沒有定期檢視保
單的習慣；更有高達60.3%的受訪者表示，只有
在意外發生的時候，才會檢視保單。

富邦壽建議，民眾須養成定期檢視保單的
習慣，可以將檢視工作分為例行性體檢與彈性
體檢，例行性體檢是於固定時間全面清點保單

內容，可以選在每年年底或周年紀念日、生日
才不會容易遺忘，而彈性體檢是在人生特定事
件發生前即時檢視，像是結婚生子前等，才足
以從容邁向下一人生階段。

此次調查也顯示，高達79.8%的受訪者認
為意外保障最需要，但對意外保障內容的了解
程度卻是最低、甚至不及格，只有47.5分。富
邦壽提醒，民眾可以善用定期檢視保單的機會
，多多向保險業務員提問，讓自己更清楚掌握
已有的保障內容。

另一方面，調查也發現，受訪者以 「不

清楚保險合約與保單條款內容」最為困擾，占
比達43.3%，其次依序有 「擔心買了不需要的保
單」，占比34.7%， 「不了解目前保障是否足夠
」占比為33.5%。

富邦壽總經理陳俊伴建議，保險就像一張
「未來的處方箋」，在風險來臨之前，先準備

好一份最合適的藥帖，而業務員就是為保戶診
斷風險、開立藥方的風險顧問，提醒民眾須隨
著人生歷程，每年定期檢視保障內容，讓保險
在必要時給予及時的協助。

疫情籠罩 主計總處估
今年儲蓄率將創逾30年新高
（中央社）新冠肺炎疫情不只重創全球經

濟，更改寫社會大眾的消費型態，主計總處預
估2020年國內儲蓄率將達35.79%，創下逾30年
新高。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俗稱新
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肆虐全球，儘管台灣
疫情控制相對好，部分內需產業仍在第一波疫
情中傷及筋骨，老字號飯店頻傳歇業，製造業
面臨全球需求下滑，無薪假人數也屢創新高。

主計總處考量疫情對於經濟成長、產業以
及民眾收入的衝擊，加上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
，估2020年儲蓄率（國民儲蓄毛額占GNI比率
）為35.79%，不只較去年足足高了1.44個百分
點，更創下1988年以來新高紀錄。

國民儲蓄涵蓋家庭儲蓄、企業儲蓄以及政
府儲蓄，不過國民儲蓄毛額與大眾認知的 「儲
蓄」略有差異，前者為 「流量」，指的是當年
度所得減掉消費，換言之，未用於消費的部分
便視為儲蓄；而大眾理解的儲蓄多半指的是經
年累積的資產，如存摺裡的資金，為 「存量」
概念。

2020年儲蓄率創下逾30年新高，意味今
年恐怕面臨消費、投資成長不足的困境。主計
總處官員坦言，儲蓄率偏高有長期因素、也有
短期原因，台灣人口老化、少子化的人口趨勢
，本來就不利消費成長；今年初爆發新冠肺炎

疫情，重創經濟，更讓家庭不敢消費，企業投
資計畫也受影響。

商研院商業發展與策略研究所所長黃兆仁
直言，疫情讓消費跌至谷底，如今解封不久，
政府又祭出振興三倍券，會有加乘效果，但這
些都是短期現象，經過一段時間調整、沉澱，
將回歸常態，民眾甚至會想要增加儲蓄，以備
不時之需。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簡錦漢則表示，疫情
趨緩後的消費力道強勁反彈，以及3倍券效應
，應可拉升消費動能、讓儲蓄率下降，但台灣
儲蓄率長期處於 30%以上，仍是一個警訊，
「儲蓄率太高不是好事」。

簡錦漢分析，儲蓄率有很多影響因素，華
人社會儲蓄觀念盛行、社會福利制度不如歐美
國家健全，均會推升儲蓄率，但台灣儲蓄率居
高不墜，意味許多資金無法挹注實體投資，成
為缺失的經濟動能，這絕對是政府必須關注的
課題。

近幾年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台灣需要從外
貿導向的經濟結構轉型，強化內需成長力道，
才能減少外在不確定因素對經濟的干擾；簡錦
漢直言，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將是引導企
業將資金轉往實體投資，並建構良好的經營環
境，讓經濟成長的腳步更穩健。

台灣虎航首飛澎湖 噴水禮迎機台灣虎航首飛澎湖 噴水禮迎機
台灣虎航台灣虎航AA320320型客機型客機55日滿載日滿載180180名旅客名旅客，，首航飛抵澎湖首航飛抵澎湖，，馬公航空站出動噴水禮迎機馬公航空站出動噴水禮迎機

，，讓許多民眾直呼很興奮讓許多民眾直呼很興奮。。

6月28日14時至29日2時，今年首輪4萬立方米每秒洪水抵達三峽水庫，三峽大壩壓減出庫流量攔蓄洪水。目前長江上遊來

水已轉退，截至6月29日14時，三峽入庫流量已降至37000立方米每秒，出庫流量34500立方米每秒。因攔蓄洪水，三峽水

庫水位當日18時已漲至147.58米。

北京新發地相關新冠肺炎首例患者何先生從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出院。圖為何先生離開醫院時在車內合掌向醫

護人員等表示感謝。

法國巴黎電影院重新向公眾開放，工作人員在電影播放廳的椅子上擺小黃人以幫助

觀眾保持社交距離。

棋逢對手！ 俄羅斯馴獸師把猛虎當“棋友”俄羅斯莫斯科，莫斯科國家大馬戲團

的馴獸師Edgard Zapashny和壹只老虎在壹起。

橫跨巖手縣與秋田縣

的八幡平山頂附近的

“鏡沼”，伴隨著

“鏡沼”的積雪從外

側逐漸融化，外圍的

碧藍色湖水與中心部

的潔白積雪相映成趣

，呈現出獨特的類似

“龍眼”的景象。據

悉，八幡平“龍眼”

奇景只在每年5月下

旬至6月初的雪融期

間短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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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分隔兩地，並不代表我們不能保持聯繫。 
為家人和朋友送上關懷依然重要。因此，請花點時間去聯繫， 
協助他們計劃所需的醫療保健，並提醒對方注意安全和保持健康。 
 
保持聯繫就是我們用來表達「愛」的另一種方式。 
 
讓AARP樂齡會在COVID-19期間為您送上提示和資源， 
請瀏覽中文網站 chinese.aarp.org/covid-19 或掃描二維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愛，能夠超越距離。

校聯會嶄新的一頁校聯會嶄新的一頁：：透過視頻成功舉行簡單隆重透過視頻成功舉行簡單隆重20202020年年會年年會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休士頓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以下簡稱以下簡稱

校聯會校聯會））考量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減緩考量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減緩，，為了大家的身體健康為了大家的身體健康
及安全著想及安全著想，，透過新技術模式透過新技術模式，，邁向嶄新的邁向嶄新的 「「後疫情時代後疫情時代」」數位數位
化轉型化轉型，，率先做好適應疫情時代的會議模式率先做好適應疫情時代的會議模式，，好整以暇面對未來好整以暇面對未來
的挑戰的挑戰，，於於66月月2727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44時時3030分利用網路視頻分利用網路視頻，，成功地成功地
舉行簡單隆重的舉行簡單隆重的20202020年年會年年會，，完成了歷史性的任務完成了歷史性的任務，，在會史上在會史上
寫下嶄新的一頁寫下嶄新的一頁。。

此年會包括獎學金頒發成果報告及新舊會長交接儀式此年會包括獎學金頒發成果報告及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前由前
會長鍾宜秀主持會長鍾宜秀主持，，僑中心主任陳奕芳及榮譽理事鄭昭僑中心主任陳奕芳及榮譽理事鄭昭、、前理事長前理事長
葉宏志葉宏志、、謝家鳳謝家鳳、、劉秀美劉秀美、、黃初平黃初平、、范增璞等及眾多位前會長范增璞等及眾多位前會長，，
會員和代表與會會員和代表與會。。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採用特別錄製影片致採用特別錄製影片致
詞表示詞表示，，在受疫情影響之下在受疫情影響之下，，眾所矚目的校聯會年會眾所矚目的校聯會年會，，能透過視能透過視
訊進行訊進行，，表示肯定及鼓勵表示肯定及鼓勵。。在今年春天在今年春天，，他親自見證校聯會對於他親自見證校聯會對於
大休士頓地區疫情救災及援助弱勢團體所做的愛心貢獻及回饋社大休士頓地區疫情救災及援助弱勢團體所做的愛心貢獻及回饋社
會努力會努力。。校聯會自校聯會自19911991年設立獎學金年設立獎學金，，鼓勵提攜後進鼓勵提攜後進，，2929年來年來
嘉惠無數的莘莘學子嘉惠無數的莘莘學子，，最後陳家彥祝賀今年的受獎學生最後陳家彥祝賀今年的受獎學生，，並對於並對於
校聯會行銷台灣校聯會行銷台灣，，提高台灣的能見度提高台灣的能見度、、特別是積極參與主流社會特別是積極參與主流社會
公益活動公益活動，，表達最高致意表達最高致意。。

獎學金主委鄭大展報告獎學金主委鄭大展報告，，今年頒發獎助學金給今年頒發獎助學金給2929名應屆高名應屆高
中畢業生中畢業生、、1212名大學生名大學生、、以及五名青年音樂家以及五名青年音樂家，，總金額總金額88萬萬44千千
55百元百元，，創下校聯會有史來最高記錄創下校聯會有史來最高記錄。。感謝各層贊助者以及新加感謝各層贊助者以及新加
入的贊助者及評審委員們熱心支持入的贊助者及評審委員們熱心支持，，得獎名單可在校聯會網站查得獎名單可在校聯會網站查
詢詢，，獎學金成立以來獎學金成立以來，，現有會員第三現有會員第三 代的申請者代的申請者，，是會務傳承是會務傳承
，，永續經營永續經營，，值得會員同享的光耀值得會員同享的光耀。。

徐小玲會長致詞感謝理事及校友們一年來的支持與合作徐小玲會長致詞感謝理事及校友們一年來的支持與合作，，圓圓
滿順利完成的新生代年輕人的活動有滿順利完成的新生代年輕人的活動有：：創立專業青年委員會創立專業青年委員會，，舉舉
辦台灣留美青年學生交流活動辦台灣留美青年學生交流活動、、籃球賽籃球賽、、感恩節聚餐感恩節聚餐、、職場菁英職場菁英
論壇等活動論壇等活動，，特別是今年二月初在疫情顧慮之下特別是今年二月初在疫情顧慮之下，，職場菁英論壇職場菁英論壇

主講老師周玲瑩等專家們豐富多元化的講座主講老師周玲瑩等專家們豐富多元化的講座，，吸引了吸引了
很多青年參與很多青年參與，，獲得佳評獲得佳評。。另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成成
立良師顧問委員會立良師顧問委員會，，設立五個專業領域小組設立五個專業領域小組、、分別有分別有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生物醫學生物醫學、、石油工程石油工程、、財稅及自由創業等財稅及自由創業等
，，根據需求輔導在職青年根據需求輔導在職青年，，及互相交流及互相交流，，參與學員表參與學員表
示獲益良多示獲益良多，，第一期計劃圓滿成功結束第一期計劃圓滿成功結束。。在在20192019年理年理
事團隊堅強陣容合作之下事團隊堅強陣容合作之下，，完成的活動有完成的活動有：：國慶升旗國慶升旗
、、中秋烤肉中秋烤肉、、年終舞會年終舞會、、牛仔節遊行牛仔節遊行、、感恩節貧苦學感恩節貧苦學
生家庭的贈餐送火雞生家庭的贈餐送火雞、、關懷委員會參與關懷委員會參與AliefAlief社區捐款社區捐款
活動等…活動等…。。校聯會旗下的風雅集校聯會旗下的風雅集、、退休委員會退休委員會,, 社區關社區關
懷及獎學金委員會懷及獎學金委員會，，在主委帶領之下在主委帶領之下，，完成各項醫療完成各項醫療
、、投資投資、、社保社保、、生活及藝文活動生活及藝文活動。。年初疫情暴發年初疫情暴發，，四四
月初成立了新冠狀肺炎救援基金小組月初成立了新冠狀肺炎救援基金小組，，短短三周之內短短三周之內
募集資金募集資金77萬萬55千元千元，，快速完成了捐款救災活動快速完成了捐款救災活動，，充分充分
發揮人飢己飢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情懷人溺己溺的情懷，，受惠者感激不盡受惠者感激不盡。。
非常感謝所有的捐款善心人士非常感謝所有的捐款善心人士，，活動才能馬到成功活動才能馬到成功。。
附上捐款名單以供參考附上捐款名單以供參考。。

會議壓軸是新舊會長交接儀式會議壓軸是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在理事長鄧嘉陵在理事長鄧嘉陵
的監交下的監交下，，透過網路視訊透過網路視訊，，徐小玲將印信交接給劉美玲徐小玲將印信交接給劉美玲。。僑教中僑教中
心主任陳奕芳代表僑務委員長童振源心主任陳奕芳代表僑務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感謝函及祝賀狀給新頒發感謝函及祝賀狀給新
舊會長舊會長，，並且對於校聯會會長在實踐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並且對於校聯會會長在實踐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服務社服務社
區的貢獻區的貢獻，，表示肯定及感謝表示肯定及感謝，，祝福會務興隆祝福會務興隆！！

另外另外，，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代表校聯會頒發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代表校聯會頒發 「「榮譽冠榮譽冠」」獎獎，，
給予葉宏志及徐小玲給予葉宏志及徐小玲，，感謝他們的貢獻與服務感謝他們的貢獻與服務，，帶給會內卓越的帶給會內卓越的
成果成果。。

新會長劉美玲致詞表示新會長劉美玲致詞表示，， 校聯會在僑界是舉足輕重校聯會在僑界是舉足輕重、、陣容陣容
龐大龐大、、人才濟濟人才濟濟，，充滿活力的杜團充滿活力的杜團，，對社區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對社區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
睹睹，，感謝理事顧問及校聯會所有成員的支持感謝理事顧問及校聯會所有成員的支持，，十分榮幸擔任會長十分榮幸擔任會長

。。20202020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面對疫情導面對疫情導
致的非常時期致的非常時期，，順勢應變順勢應變，，校聯會利用數校聯會利用數
位化科技位化科技，，在成立在成立3030多年來第一次採用視多年來第一次採用視
頻方式舉行年會頻方式舉行年會，，實為本會史上的創舉實為本會史上的創舉。。
未來的一年將帶領團隊繼續前進未來的一年將帶領團隊繼續前進，，主要目主要目
標為標為：：11、、吸收青年才俊吸收青年才俊，，傳承接棒傳承接棒，，繼往繼往
開來開來。。22、、積極參與主流社會的交流積極參與主流社會的交流，，促進促進
主流社會對台灣及華人認識主流社會對台灣及華人認識。。33、、繼續推動繼續推動
會員之間的關懷及交流會員之間的關懷及交流，，回饋母國社會回饋母國社會、、
繼續發揚光大勇於嘗試繼續發揚光大勇於嘗試、、不屈不撓及愛人不屈不撓及愛人
如己之精神如己之精神。。近期內將採用視頻開始良師近期內將採用視頻開始良師
顧問第二期計劃顧問第二期計劃，，今年秋季將用視頻舉辦今年秋季將用視頻舉辦
職場菁英論壇職場菁英論壇。。繼續推動風雅集繼續推動風雅集，，獎學金獎學金
，，退休規劃及社區關懷等活動退休規劃及社區關懷等活動。。接著介紹接著介紹

新的理事團隊新的理事團隊，，並邀請幹部們逐一自我介紹並邀請幹部們逐一自我介紹。。新上任團隊陣容堅新上任團隊陣容堅
強強，，從各校友會中選拔出的菁英及熱心人士從各校友會中選拔出的菁英及熱心人士，，成員如下成員如下：：第一副第一副
會長許健彬會長許健彬，，第二副會長何怡中第二副會長何怡中，，翁履中翁履中，，李懋卿李懋卿，，辜千慈及陳辜千慈及陳
元華元華，，秘書長邱佩冠秘書長邱佩冠，，公關負責人孫玉玟公關負責人孫玉玟，，財務長林恂財務長林恂，，法律顧法律顧
問趙偉宏問趙偉宏，，審計長鍾宜秀審計長鍾宜秀，，獎學金主委鄭大展獎學金主委鄭大展，，退休規劃主委劉退休規劃主委劉
志忠志忠，，社區關懷主委徐小玲社區關懷主委徐小玲，，風雅集負責人周芝陽及會史顧問謝風雅集負責人周芝陽及會史顧問謝
家鳳家鳳。。

最後最後，，在安全無慮的視訊會議在安全無慮的視訊會議，，進行團體合照進行團體合照，，為此別出心為此別出心
裁的年會裁的年會，，畫下一個美好的句點畫下一個美好的句點，，留下了難忘的回憶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供大家參考供大家參考，，在此附上彩色圖片在此附上彩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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