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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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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安倍突然辭職安倍突然辭職 震惊日本政坛震惊日本政坛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道】《日本時報》網站8月28日報道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辭職令日本政治圈內人士措手不及
。他當地時間週五下午宣佈辭職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的
雷聲，在日本政治中心——永田町回響。

報道稱，記者、議員、內閣部長和首相官邸的工作
人員每天都在互相交談，但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首相即
將辭職的消息。

當地時間下午兩點出現關於安倍辭職的首條新聞報
道後，當地記者們“瘋狂”打電話給消息人士以證實這
一消息。一位首相官邸的公共關係官員說，她很吃驚，

“（我們部門）都瘋了。”
當地時間下午4點左右，內閣大臣們陸續進入首相

官邸，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報道稱：“現場一片混亂，
記者們拼命地圍在他們身邊，試圖獲得他們的表態。”

奧運會和殘奧會大臣橋本聖子說：“我是通過新聞
報道得知他的辭職決定，我感到很驚訝。”情報通信技
術政策擔當大臣竹本直一說：“他在（週五）上午的內
閣會議上看起來很不錯，所以我當時以為他狀態很好。
這太出人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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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巴黎人報》報導，上萊茵省
（Haut-Rhin）憲兵大隊證實，這名自盡身亡
的年輕人是一名志願副憲兵，來自莫爾比昂省
（Morbihan），未婚，沒有孩子，曾被派到科
爾馬的憲兵監視干預行動隊（PSIG），後被調
遣到國土安全旅。 25 日上午，他在工作營地
持配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報導稱，檢察官辦公室已按照程序啟動司
法調查。上萊茵省憲兵大隊指揮官亞歷山大·
喬諾（Alexandre Jeaunaux）上校表示，事發時
有幾名同事在營地，大家深感震驚，於是立即
建立了心理干預小組。

另據報導，23日至24日的夜間，羅訥河口
省（Bouches-du-Rh ne）馬賽（Marseille）一
名51歲警官在工作場所自盡身亡。據警察聯盟
工會負責人魯迪·曼納（Rudy Manna）介紹，
這名警官自盡的原因尚不清楚，其家中還有兩
名孩子。

據《東部共和報》報導，就在上週，一名
在盧森堡警察與海關合作中心（CCPD）工作
的法國警察在摩澤爾省（Moselle）蒂永維爾
（Thionville）自盡。而6月末，一名19歲的助
理警員在馬賽市中心一所警察局持槍自殺，當
時這名年輕人正在等待進入警察學校。

（綜合報導）但與民調結果相比，日本輿
論普遍認為，岸田文雄、石破茂和菅義偉是三
大最有力的候選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月28日宣布因健康原
因而將辭職。日本新聞網站同日進行民意調查
，邀請網民選出最合適的接班人。截至8月29
日，防衛大臣河野太郎位列榜首，支持率
66.8%。

據日本雅虎新聞網站消息，截至北京時間
8月29日14時，已有173069名網民參與了調查
。河野太郎大幅領先其他對手。排名第二的石
破茂支持度為14.3%。

河野現年56歲，他與安倍在重要議題上立
場一致。日本媒體指出，倘若他當選，他會被
外界視為自民黨延續安倍政策的選擇。

到目前為止，已經表明態度準備參加自民
黨內競選的，有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前自民
黨幹事長石破茂、前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現任
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等。現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
偉也呼聲很高。

據日本亞通社報導，與上述民調結果相比
，日本輿論普遍認為，岸田文雄、石破茂和菅

義偉是三大最有力的候選人。
石破茂出生於1957年2月，今年63歲。迄

今已經當了34年的國會議員，並擔任過三次防
衛大臣、地方創新大臣、自民黨幹事長。在過
去幾年間，曾經兩次與安倍競選黨總裁，是安
倍的“政敵”。

岸田文雄於 1957 年出生在東京，今年 63
歲。先後擔任過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外務大
臣、防衛大臣，現任自民黨政策調查會長。

菅義偉出生於 1948 年，今年 71 歲。他先
後擔任過總務大臣、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郵
政民營化擔當大臣。尤其是伴隨安倍擔任了內
閣7年多的大管家，不僅勞苦功高，更是作為
內閣官房長官，其連續在位時間也創下了一個
歷史新記錄，被認為是安倍政策的最深理解者
，也是最佳實踐者。

自民黨已經宣布，將在9月1日舉行幹部
會議，確定黨總裁選舉的日程。最新消息說，
自民黨將會在9月15舉行所屬國會議員總會，
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黨的新總裁。次日
，將在國會選出新首相。

自民黨群雄爭奪日本新首相寶座，
民調顯示近七成支持河野太郎

法國連發多宗警察自盡身亡事件法國連發多宗警察自盡身亡事件 今年已今年已2626起起

安倍晉三突然以健康為由宣佈將辭去日本
首相的職務,為日本政局投出一顆震撼彈。
這是安倍晉三第二度辭退首相，他在2017年時
做完一年首相時也是以健康為由辭去大職, 在
經歷了五位不同的首相後，他於2012年第二次
掌權組閣, 一直做到現在, 兩個任期共三千一百
多天，是日本憲政史上在位最久的首相。

出生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安倍晉三, 家世
背景顯赫, 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外務大臣,
外祖父岸信介及外叔公佐藤榮作皆曾貴為首相
, 而且都在位久遠，不像其他首相大多短短收
場退位,不得善了, 去年才辭世享壽 101 歲的中
曾根康弘則是罕有的例外，中曾根康弘歷經了
大正、昭和、平成及令和四個天皇時代，是日
本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家, 他的離去，代表了一
個和平年代的告終, 安倍晉三的首相任期雖然
比中曾根康弘長久很多, 但他在日本的歷史定
位顯然不如中曾根康弘。

安倍晉三任內最大的貢獻除了修憲定憲外
就是提振了日本的經濟, 遠近馳名的”安倍經

濟學”徹頭徹尾的改變的日本的經濟結構，各
種管控政策有利於刺激經濟發展以及財政貨幣
的順暢。

不過近年來日本經濟不穩定, 安倍晉三把
銷售稅提高後反使經濟陷入負增長的險境，他
原本寄望在今年7月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大翻身
卻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而全盤破滅了, 再加上
他在防疫措施上也犯了川普總統相同的錯誤，
以一種投機冒險的心態, 在疫情沒有全部遏止
之前即提前解除緊急狀態, 造成新增確診病二
度攀升！

安倍處理冬奧會患得患失, 原本他不顧奧
委會提議堅持如期舉辦 最後在疫情難擋下，不
得不低頭, 讓日本承受60億美元損失,東奧會重
挫了安倍晉三的政治生涯, 他近年親美遠中的
政策也非明智之舉，尤其在中美關係交惡之際
, 安倍晉三竟選邊站,準備加入以美國為首的”
五眼聯盟”，缺乏了政治智慧, 對日本的損害
難以估計, 他的繼任人選無論是誰, 必然都很難
處理詭譎多變的日本局勢。

【李著華觀點: 安倍告辭
-日本未來政局詭譎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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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曾任德州州議員多年後出任赫里斯郡郡長
羅拔艾克律師是我們多年之好友，在他任職期
間，曾經為大休斯敦地區大興土木， 尤其是環
市的八號公路都是他在任內完成 ，他卸任後除
了自任律師業務外，目前也出仼休斯敦到達拉
斯高鐵委員會主席， 為此地區策劃第一個高鐵
項目。

艾克律師過去數十年來和我們社區交往非
常密切， 他在仼時期曾多次到亞洲各國參訪，
凡是社區之大型活動他從未缺席，尤其是農曆

新年游園會他一定出席，向我們社區拜年。
目前我們正在籌組的法律援助顧問團，目

前已徴得數位重量級律師加入我們的陣容 ，主
要是為了維護我們的公民權，定期舉辦各種法
律座談，為新移民社區提供法律上之知識及必
要之援助。

今天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化，警察暴
力之頻傳，帶來社會之不安，政客們正在利用
種族民粹來操控政治，已經赤祼祼顯示出來，
我們唯有团结起來，共同維護應有的權益。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2929//20202020

We are so happy for our community that our good
friend, Mr. Robert Eckels, has agreed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s our legal advisor to
help our local community.

I met Mr. Eckels way back in his state
representative days and later thereafter he became
Harris County Judge and served from January
1995 until March 2007.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re
were many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carried out
in our county, including the beltway construction.
Currently he is the president of Texas Central Rail
(https://www.hsrail.org/texas), a group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llet train service 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Judge Eckels has always
supported our community events. His district
included Asian town when he served as state
representative.

Today our community is facing more challenges
than ever before.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really changed our lives, especially in the Asian
and immigrant community. A lot of those living
there are newcomers. When it comes to legal
protection, they really need more help.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has been a
501C3 organization for over 15 years. We have

served more than 10,000 small
businesses in Housto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We have provided
mostly business services in the past,
and now we will offer legal services
at a time when it is really needed in
the community.

I am very happy that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cluding Mr. Ben Hall
and Judge Eckels have agreed to
help our community. We also will be
working with more legal experts who
will join us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At such a very critical time, people
helping each other is our American
spirit in action.

Legal Assistance To OurLegal Assistance To Our
CommunityCommunity

我們的法律顧問團正在成軍中我們的法律顧問團正在成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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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353萬例
聖保羅州州長新冠肺炎痊愈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21日18時30分公布的數據顯示，當

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0355例，累計確診3532330例；新增死亡

病例1054例，累計死亡113358例；累計治愈2670755例。

目前，巴西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累計確診病例超過73.5萬例；死

亡病例超2.8萬例。此外，巴伊亞州確診超22.9萬例，裏約熱內盧州和塞

阿拉州確診分別超20.7萬例和20.2萬例，米納斯吉拉斯州和帕拉州確診

各逾18.8萬例和18.6萬例。而首都巴西利亞所在的聯邦區確診也超過

14.5萬例。

聖保羅州州長多利亞21日在社交媒體宣布，經過10天的隔離治療

，他與其夫人已從新冠肺炎中康復，他們的最新檢測結果為陰性。截至

目前，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及夫人、聯邦政府8名部長以及12名州長曾確

診感染過新冠肺炎。

聖保羅州政府當天公布新的防疫階段劃分，自疫情暴發以來，該州

首次出現沒有任何壹個地區處於第壹級別的“紅色”階段，大部分地區

處於第二級別的“黃色”和第三級別的“橙色”階段，這表明該州疫情

已趨於穩定或下降趨勢。聖保羅州政府當天還宣布，即日起將購物中心

、餐館、商店的每天營業時間從6小時延長到8小時。

聖保羅市市長科瓦斯當天表示，該市疫情已經連續10周有所減緩，

希望在9月底或10月初進入防疫的“綠色”階段，重新開放劇院和電影

院等場所。

日本貨輪漏油影響不斷
或致毛裏求斯海域珊瑚死亡

綜合報導 正在毛裏求斯的日本國際緊急救援隊第二批隊伍舉行線

上記者會，就此前在毛裏求斯近海發生的日本貨輪燃油泄漏事故表示，

觸礁貨輪或將導致附近海域的珊瑚死亡。

據報道，緊急援助隊指出，他們認為，擱淺船體後半部隨海

浪擺動，把其下方的珊瑚削成細顆粒狀，使之“遭到了相當大的

破壞”。

他們認為，變成顆粒狀的珊瑚在海中漂流，將會附著在靠近陸地的

珊瑚上，“使珊瑚窒息，或者讓珊瑚感到壓力，持續時間過長就會(導致

珊瑚)死亡”。

緊急援助隊介紹，在珊瑚礁淺灘的能見度通常有30米，但目前，毛

裏求斯近海壹些地方的能見度已降至約3米。除此之外，部分設在海上

防止油汙漂流的圍油欄也可能對珊瑚造成了破壞。

目前，觸礁貨輪的船體已斷為兩截，前半部分在24日沈沒。毛裏求

斯當局已決定，在11月1日前對船體後半部分進行解體。

此外，緊急援助隊還透露，泄漏的燃油還漂流到了附近紅樹林

中。據稱，若人踏入泥濘的沼澤，地表的油汙或許會進入土壤，援

助隊提示，“需要謹慎開展去除油汙的工作，不要隨意在現場進行

踩踏”。

日本涉事貨船7月25日在印度洋外海撞上珊瑚礁擱淺，8月6日開始

漏油。隨後，毛裏求斯政府宣布進入環境緊急狀態。當地時間19日稍早

，日本長鋪汽船公司為此事件道歉。另外，兩名船長也因涉嫌危害航行

安全的罪名，連夜遭到逮捕。

意大利內閣初步擬定校園防疫規則

籲強化病毒鏈追蹤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意大利緊急民防部通報，截至當

地時間8月26日18時，該國較前壹日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1367例，死亡病例13例

；累計確診病例達262540例，死亡病例

35458例；現存病例20753例，治愈患者

206329人。隨著秋季開學臨近，意大利

內閣初步擬定校園防疫規則，並呼籲強

化病毒鏈追蹤。

據報道，當地時間8月26日，意大

利教育、衛生、交通、科委和緊急事務

專員等政府內閣部長再次舉行專題會議

，研討學校復課所涉及的交通、飲食、

集中授課等各項防疫工作，並就復課防

疫措施做出相關具體規定。

根據初步規定，從當地時間9月1日

起，意大利各高等學府、中小學校和幼

兒園教職員工開始恢復工作，全國所有

學校9月14日正式開學。

在新學年中，學生乘坐校車上下車

應保持社交距離，車內須按規定座位分

開就座，6歲以上學生須戴好口罩。校車

車程在15分鐘以內，允許以最大載客量

滿載運行。

關於學生在學校用餐的規定要求，

學校應安排學生按班級分批次前往食堂

就餐，或改為在教室內用餐，並保障學

生用餐前後室內通風及衛生環境良好。

意大利科學技術委員會表示，無論是

學生、還是教職員工，應在進入學校以

前自行測量體溫，低齡學生測量體溫由

家長負責。體溫高於37.5攝氏度禁止進

入學校，並及時通知學校和家庭醫生，

根據醫生建議做好隔離防疫。目前，意

大利各大區已針對學校教職人員展開血

清學檢測工作。

另壹方面，意大利衛生部表示，隨

著8月假期接近尾聲，意大利正在承受

境外輸入病例所帶來的巨大壓力。目前

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區新增確診病

例中，境外輸入病例已占70%以上，各

大區新增病例超過50%的感染者，與旅

遊有直接關系。

意大利衛生部長羅伯托· 斯佩蘭薩再

次向民眾發出呼籲，希望盡快下載新

冠病毒防疫軟件“免疫力”(Immuni)應

用程序，以強化病毒傳播鏈追蹤，並

能夠及時提醒民眾所面臨的潛在病毒感

染風險。

有官員稱，應將“免疫力”應用程

序納入9月份學校復課的防疫措施。意

大利科學技術委員會建議所有14歲以上

的學生、教職員工和學生家長，應規定

必須使用“免疫力”應用程序。

報道稱，“免疫力”應用程序是意

大利政府2020年6月推出壹款手機應用

程序，通過“免疫力”應用程序可生成

壹個匿名代碼。衛生機構發現確診病例

時，在經過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可在系

統中輸入該代碼，系統便會向與患者有

過密切接觸的用戶發出通知，並有效追

蹤病毒傳播鏈。

據報道，目前“免疫力”應用程序

用戶已超過500萬人，遠低於官方的期

待值。官方信息顯示，該應用程序曾向

數千名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發出通知

，並成功阻止了多次潛在群聚感染事件

的疫情進壹步擴散。

英國首相：
英國人不要再為販奴和殖民歷史感到羞恥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

呼籲英國民眾不要再為英國的販奴歷史

感到羞恥。此番言論是在評論英國廣播

公司（BBC）此前去掉了《統治吧！不

列顛尼亞》歌詞的事件，因為這些歌詞

與殖民主義和奴隸制有關。

每年夏天舉辦的逍遙音樂會（BBC

Proms）是全英國的壹大音樂文化盛事，

BBC此前透露了音樂會最後壹晚的詳細

轉播節目表。周壹晚上的壹份聲明稱，

BBC在播出有爭議的《希望與榮耀之地

》和《統治吧！不列顛尼亞》這兩首歌

時，將只播放管弦樂版本，不再包含獨

唱的歌詞。

對此，英國首相評論說：“我正準

備在推特上談論這件事。BBC說他們不

會唱這兩首歌了！原本此前他們在音樂

會結束時壹直那麼做，我認為是時候停

止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傳統、我們的

文化而感到畏縮和羞恥，我們需要停止

這種自我指責。”

據悉，《統治吧！不列顛尼亞》這

首曲子與英國皇家海軍有著密切聯系，

被壹些人認為頗具爭議，因為歌詞涉及

英國在殖民歷史和販奴歷史中扮演的角

色。

歌詞中寫道，英國人“永遠不應成

為奴隸”和“當妳偉大而自由地繁榮昌

盛時，他們所有人都感到恐懼和嫉妒”

。

BBC報道稱，有人認為，這首歌以

及很多其他英國愛國歌曲“充斥種族主

義的宣傳腔調”，為當年大英帝國的殖

民歷史唱頌歌，應該被徹底“禁止”。

《希望與榮耀之地》的歌詞則包括

“妳的帝國將變得強大”和“上帝，是

他使妳強大，讓妳更強大”。

周壹，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稱

這些歌詞可能會被取消後，唐寧街10號首

相府發言人說，首相約翰遜認為應該處理

問題的“實質”，而不是“象征”。

發言人說：“這壹個決定是音樂會

和BBC的事情。但首相此前已經闡明了

他在類似問題上的立場，並明確表示，

盡管他理解這些討論中涉及的強烈情緒

，但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實質，而不是

象征。”

英國文化大臣奧利弗· 道登在推特上

寫道：“自信、向前看的國家不會抹去

他們的歷史，他們會增強歷史。”

英國商務大臣阿洛克· 夏爾馬建議

BBC使用字幕，這樣觀眾就可以在家跟

著唱了。

英國反種族歧視組織“平等和人權委

員會”前主席特雷弗· 菲利普斯表示，當涉

及到種族問題時，BBC就感到恐慌。

國際最新研究在老年人血液中發現促腫瘤代謝物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

期刊《自然》最新發表壹項

新陳代謝研究的論文稱，60

歲及以上的人蛋白質和脂肪

代謝的壹種副產物升高，會

誘發癌細胞的耐藥性和轉移

等侵襲性特征，這意味著年

齡相關的代謝失調可能在老

年人癌癥發生和死亡風險增

加中發揮了壹定的作用。

該研究論文通訊作者、

美國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約翰·

布萊尼斯 (John

Blenis)及其同事

，通過使用 30

名 30 歲或以下

的健康捐獻者的

血清和另外 30

名 60 歲或以上

的捐獻者的血清

，處理人類癌細

胞系。他們發現

，用年齡較大的捐獻者的血

清處理過的癌細胞獲得了遷

移、入侵、生存和轉移的能

力。這些細胞還展現出與侵

襲性癌癥相關的蛋白質水平

升高，以及對廣泛使用的化

療藥物的抗性。

論文作者通過進壹步分

析老年和年輕捐獻者血清中

的代謝物，發現老年捐獻者

的樣本中蛋白質和脂肪的代

謝物甲基丙二酸(MMA)的濃

度明顯較高。隨後的基因分

析顯示，MMA 濃度較高與

SOX4 基因的表達增加有關

，SOX4 基因有助於腫瘤進

展和轉移的形成，在侵襲性

癌癥中表達水平較高。當

SOX4 活性被阻斷時，MMA

並沒有增加癌細胞的遷移性

和侵襲性或對化療藥物的抗

性。

《自然》同期發表相關

同行專家觀點文章認為，這

項最新研究結果表明，年齡

增長會促進血液中 MMA 水

平的升高，從而使癌細胞能

夠遷移、入侵、生存和轉移

。MMA的積累代表了衰老與

癌癥進展之間的壹種新關聯

，是新型癌癥療法的潛在靶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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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建築物倒塌已致至少8死
莫迪向遇難者致以哀悼

綜合報導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

發生壹起建築物坍塌事故。印度國家

災害應急部隊25日證實，事故已造

成至少8人死亡。同日，印度總理莫

迪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對遇難者表示

哀悼。

據報道，事故發生在馬哈拉施特

拉邦默哈德市，事發建築為壹棟5層

居民樓。事故發生後，印度國家災害

應急部隊的3支隊伍及12個消防隊參

與了救援行動。

救援人員稱，事故發生後，遇難

者人數已上升至8人，目前仍有至少

15人下落不明。不過，印度當地媒體

報道稱，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另

外，據印度國家災害應急部隊透露，

還有60多人已獲救。

25日早些時候，印度總理莫迪曾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他對事故的發生

感到悲痛，“我與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

同在。我祈禱受傷的人早日康復。地方

當局和國家災害應急部隊都在事故現

場，將提供壹切可能的援助。”

印度官方尚無有關事故原因的通

報，但多方推測樓房坍塌或與近日持

續降雨相關。印度的雨季通常從每年

6月底開始，持續至10月初，降水引

發的建築物坍塌事故時有發生。

韓國政府與醫界談判破裂
13萬名醫生罷工3天

綜合報導 盡管韓國政府和

醫界於當地時間26日淩晨展開

最後談判，並達成臨時協議，但

雙方的談判最終破裂，醫界26

日起將進入集體罷診。

韓聯社報道稱，據大韓醫師

協會(KMA)和保健福祉部消息，

醫協會長崔大集前晚起至當天淩

晨與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進行

非正式對話。雙方原本已商定，

在新冠肺炎疫情穩定前，政府暫

停推進醫學院擴招政策，醫界暫

停罷診，但大韓實習醫生協議會

對這項臨時協議表示反對。

大韓實習醫生協議會因而就

臨時協議召開內部會議，並最終

表示反對協議，繼續堅持“政府

若不完全撤回擴招計劃則無法停

止罷診”的原有立場。

由此，擁有13萬會員的醫

協將於26日至28日進行第二輪

集體大罷診。實習醫生協會已於

21日開啟無期限罷診。對此，韓

國保健福祉部長官26日發布行

政命令，要求首爾市、京畿道、

仁川市等首都圈醫院的醫生和實

習醫生從當天上午8時起立即返

崗復診。保健福祉部表示，政府

工作人員將赴現場檢查相應醫院

急診室、重癥患者室的實習醫生

等人員是否復崗，並將在個別下

達復崗命令後檢查落實情況。

韓國政府7月宣布，該國計

劃在未來10年內將醫學院規定

的每年3058名招生名額增加400

人左右，同時對於主修流行病學

等薪資較低專業的學生以及誌願

去農村地區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

學生給予獎勵。對此，韓國醫界

指責韓國政府推出的擴招計劃是

“草率的單方面決定”，他們認

為韓國已經有足夠的醫務人員，

現有醫生應該得到更高的報酬。

近來韓國疫情反彈，已連續

第12天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過百。當地時間24日零時至25

日零時，韓國新增280例確診病

例，連續第 8天單日新增超過

200例。截至25日，韓國累計報

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7945例，

其中310人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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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6日通報

，截至當地時間當天0時，韓國新增320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8265例。其中，“愛

第壹”教會相關確診病例已增至900余例。同時

，隨著疫情加劇，病床也出現緊缺。

在連續兩天單日新增病例回落至200多例後

，當天再次回升至300例以上。新增病例中，社

區感染病例307例，其中首都圈229例；境外輸

入病例13例。

目前，始於首都圈教會的疫情持續蔓延，非

首都圈地區也頻繁出現群聚性感染，韓國疫情呈

現全國境內多點擴散態勢。

特別是首爾市“愛第壹”教會，截至25日

中午，相關確診病例已經增至915例，該教會疫

情已蔓延至醫院、幼兒園等22處設施；15日光

化門集會的相關病例增至193例。

此外，與京畿道龍仁市“我們第壹”教會、

京畿道坡州市咖啡廳、首爾市冠嶽區壹辦公樓、

仁川市富平區壹教會有關的確診病例仍在不斷增

加。除首都圈外，忠清南道天安市順天鄉大學天

安附屬醫院相關確診病例17例，全羅南道順天

市壹健身中心也出現10余例確診。

另壹方面，隨著首都圈疫情加劇，病床出現

嚴重緊缺。25日，首都圈的319個重癥患者病床

，僅剩19個可接待入院患者。韓國當局25日表

示，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國立中央醫療院為應對

此情況，將開始采取提高床位分配效率、放寬出

院標準等措施。

緬甸確診病例超500例
若開邦再有4市“封城”

綜合報導 據緬甸金鳳凰中

文報微信公眾號報道，緬甸25日

晚新增30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確診病例已超過500，達到了504

例。緬甸衛生部表示，由於時間

的問題，當前還未能公布確診病

例的詳細地址。同時，若開邦再

有4市采取“封城”措施。

緬甸衛生與體育部當地時間

25日晚上8時30分發布疫情監控

公報顯示，根據國家衛生實驗室

(仰光)第壹批、仰光醫學研究所

(DMR)、曼德勒人民衛生實驗室

(PHL-MDY)、實兌市人民醫院的

檢測報告，當日接受檢測的樣本

共有1475份。截至目前已有341

人治愈，其中已有339人出院，

並在指定地點繼續接受隔離觀察

，累計6人死亡。

有分析稱，從趨勢來看，緬

甸的“第二波疫情”或還將持續

壹段時間。當局仍須加強各方面

的防控措施，必要之時或重新啟

動封鎮、封城、居家隔離等措施

。疫情當前，壹切都

應以生命為大。

另外，當局 25日

發布新的“封城”措

施，若開邦的皎漂、

丹 兌 、 當 構 (TAUNG

GOTE)、安(ANN)四座

城市從當地時間26日

早上6點起執行新的禁

令，其中包括居家隔

離、限制外出等。

此前，由於若開邦疫情加

劇，自20日起，所有從若開邦

實兌、丹兌、皎漂等鎮區通過

空路和陸路入仰光的人員，都

需要接受隔離觀察，進行兩次

鼻喉拭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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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獨特作用，中挪都
是全球化、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受益者和支持
者，都一貫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中方願同挪
方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理念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為
充滿不穩定性的世界釋放更多的正能量。

雙方應加快推進自貿協定談判，力爭盡早
達成。

中方重視挪威海產品輸華問題，願同挪方
建立溝通渠道，在保證食品安全前提下提供更
多便利化安排。

雙方將致力於建立海洋合作與對話機制，
商簽藍色夥伴關係文件。雙方還應盡早簽署政
府間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和稅收協定、繼續加
強冬季運動合作。

切實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兩
國關係就能行穩致遠，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就
能更加鞏固。

王毅在同挪威外交大臣瑟雷德共同會見記
者時表示，中方建議，下階段中挪雙方要做到

三個“把握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奧斯陸當地時間8月27日挪威

首相索爾貝格在奧斯陸會見對挪進

行正式訪問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王毅表示，中國外長時隔

15年再次訪挪，此行傳遞的主要

信息是，中方珍惜兩國關係來之不

易的良好局面，並提出雙方應盡快

恢復雙邊政治交往，加強各領域互

利合作。在與挪威外長會談時，王

毅提出，兩國要切實照顧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有關敏

感問題，避免來之不易的兩國關係

回暖向好勢頭再受干擾。

王毅向索爾貝格轉達中國領導人的親切問候。王毅表示，中國
外長時隔15年再次訪挪，此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中方珍

惜兩國關係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願同挪方一道鞏固好兩國關係
的政治基礎，落實好兩國關係正常化時達成的重要共識，確保中
挪關係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

願共推疫苗研產 深化冬奧會合作
在疫情長期化、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雙方應盡快恢復雙邊政治

交往，加強各領域互利合作，共同徹底戰勝疫情，為推動世界經濟
復甦、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中方願同挪方推進疫苗研
發生產合作，建立海洋合作與對話機制，加快雙邊自貿協定談判，
以實際行動共同捍衛自由貿易體制，以相互開放加快各自發展。中
方樂見挪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願同挪方加強聯合
國安理會事務和發展領域合作，共同捍衛多邊主義理念。雙方還應
加強人文交流，深化在冬季運動等方面合作，為北京冬奧會成功舉
辦作出積極貢獻。

挪望加快雙邊自貿協定談判
索爾貝格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的誠摯問

候。索爾貝格表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即將實現
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為國際社會樹立了榜樣。近年來挪中關係
發展順利，挪方希同中方盡快完成自貿協定談判，加強疫苗研
發、藍色海洋等領域合作。挪一貫堅定支持多邊主義，願同中方

就安理會事務等進行合作，確保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等國際組
織有效運行。挪方願同中方加強冬季運動人員培訓等方面合作，
期待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行。

同日，王毅還同挪威外交大臣瑟雷德舉行會談並共同會見記
者。有記者問當前疫情造成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單邊主義、保護
主義盛行，這是否將影響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

王毅說，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
40多年實踐證明的一個真理。40年來，中國正是在開放中與世界
共同發展，同時又在開放中不斷回饋世界。時至今日，中國已超
額完成加入世貿組織時的各項承諾，平均關稅降至7.5%，超過所
有發展中大國，正在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營商環境方面，中國連
續兩年成為全球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經濟體之一。40年來，
中國的開放與發展為包括挪威在內的各國帶來了巨大商機和發展
紅利，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

中方歡迎歐洲各國參與開放合作
王毅說，40年後的今天，面對疫情衝擊，中國和世界的發

展都面臨新的形勢，進入新的階段。就在兩天前，習近平主席
就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發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講話。王毅
表示，在中國新一輪開放發展進程中，中方歡迎包括挪威在內
的歐洲各國積極參與其中，通過不斷擴大在貿易、投資、產業
等各領域的相互開放與合作，為各自發展繁榮以及世界經濟復
甦增長攜手注入持久和強勁的動力。

三是把握好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的主旋律。

二是把握好中挪兩國互利合作的主基調。

一是把握好中挪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主導面。

王
毅
：
中
挪
應
盡
快
恢
復
政
治
交
往

中國外長時隔15年再訪挪威 籲加強各領域互利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和中新社報道，來自中國和
拉美地區11個國家的15家機構28日在2020“拉美夥伴”媒
體合作雲論壇上共同發布合作抗疫的聯合聲明。
2020“拉美夥伴”媒體合作雲論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和拉美新聞聯盟以視頻
連線方式舉辦，與會代表圍繞“攜手抗疫，共克時艱”的主
題，展開雲端對話。2020年1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
捲全球。全球危機面前，媒體在發布信息、分享經驗、凝聚
共識、科學抗疫等方面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總編輯慎海雄表示，中拉媒體應
進一步加強合作，以負責任的態度，秉持客觀、公正、真實
的原則，共同發出中拉媒體的聲音，推進人類衞生健康共同
體建設。他表示，希望中拉媒體完善新聞共享機制、開拓創
新合作傳播模式、開展5G等新媒體技術應用互鑒。
聯合國拉加經委會執行秘書長阿莉西亞．巴爾塞納指出，新

冠疫情肆虐給拉美加勒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影響，
“在這樣非常困難的時刻，中國一直是拉美非常可靠的夥伴和
朋友。拉加各國感謝中國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與我們站在一

起，共克時艱。”巴爾塞納強調，“媒
體在彌合世界各國之間的理解鴻溝方面
發揮着關鍵作用。在如今動盪不安的全
球形勢下，我們更應該強化合作，並使
之更加平等和平衡。中拉雙方媒體也應
在這一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會媒體代表當日在雲論壇上發布

《“拉美夥伴”加強抗疫合作聯合聲
明》，呼籲中拉媒體共同行動，助力
國際社會凝聚起戰勝疫情的強大合
力，在抗疫合作中切實推動中拉命運
共同體、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建設，
並建立“拉美夥伴”媒體合作論壇機
制，為國際社會攜手戰勝疫情作出媒
體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中拉媒體發布合作抗疫聯合聲明

▲慎海雄
網上圖片

◀“拉美夥伴”
媒體合作雲論壇
上現場發布聲
明。 網上圖片

美南海炫耀武力
應停止興風作浪

外
交
部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美國不遠萬里到南海炫耀武力，大搞
軍事挑釁，應該停止在南海興風作浪、挑
撥離間。
據報道，8月27日，美國國防部稱，中

國26日向南海發射的彈道導彈試驗威脅地
區和平安全。
對於上述言論，趙立堅當天表示，中國

軍隊在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有關訓練活動，
是中國軍隊在中國近海開展的例行安排，
不針對任何國家，與南海爭議無關。有關
指責毫無根據，也毫無道理。
趙立堅表示，一段時間以來，美國頻頻

大規模派遣先進軍艦、戰機、偵察機，不
遠萬里到南海炫耀武力，大搞軍事挑釁，
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美國是南海和
平穩定的破壞者和麻煩製造者，國際社會
對此有目共睹。
“美方應該停止在南海興風作浪、挑撥

離間，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
用。”他說。

■■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 88 月月 2727
日日，，中國國務委員兼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外長王毅（（左左））在挪在挪
威奧斯陸同挪威外交威奧斯陸同挪威外交
大臣瑟雷德舉行會談大臣瑟雷德舉行會談
前碰肘留影前碰肘留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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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外賣員確診 未知感染源頭
丈夫發病亡長子同染疫 社區隱形傳播鏈威脅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作為香港特區政
府抗疫戰領軍人物的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表態支持普及社區檢測，並希望市民利用
這次機會接受測試，讓中心揪出更多隱形患者。她
個人於下周二、檢測計劃開展後，需駐守辦公室，
“如果可以遷就到時間，就會去做測試，如果唔
得，我都可以留返深喉唾液（樣本）。”

香港衞生署的人手準備方面，張竹君透露該署
約有50人做流行病學有關工作，但近期派樽等任務
增加，需動用大量輔助人手，會預備人手應對普及
社區檢測的後續工作，如追蹤群組等。“人手我都

會預備住，如果普及檢測發現好多個案的時候，衞
生署內部都有調動機制，希望可以應付得嚟。”但
具體需要幾多人員，她表示難以預計，因為有關工
序複雜，包括聯絡密切接觸者、上網傳輸資料、通
知“疫廈”消毒等，“很難數得詳細”。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亦表示，醫管局會
支持普及社區檢測，知道該計劃有招募醫護人手協助
為市民採樣，員工可以用個人身份在私人時間參與，
若同事申請外間工作，會根據運作情況，盡量審批有
意提供協助的醫護的申請。至於她個人會否接受檢
測，她以“個人決定不便透露”為由拒絕回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巿民均對政
府放寬部分防疫措施感到高興，28日晚部分人特
意到食肆用膳以作慶祝，另外亦有市民28日到公
園，脫下口罩享受無拘束的運動，但亦有巿民恐
各人“防疫疲勞”下變得鬆懈，表示會繼續做好
防疫措施。

食肆晚上6時起禁止堂食實行一個多月，28
日堂食可延長至晚上9時，但每枱人數仍維持兩
人限制，放寬暫為期7天。有市民即到食肆用
膳，坦言期待已久，其中有巿民表示每晚食“住
家餸”也會感到沉悶，有時希望能外出用餐。有
巿民則表示放工無暇煮飯，唯之前未能在食肆坐
下用膳，只能購買外賣，現終可在食肆進食。不
過，亦有巿民指疫情未算穩定，故縱使晚巿有堂
食供應，也不會日日光顧。

有餐廳表示，晚市不能提供堂食以來生意已
下跌九成，亦有餐廳東主表示若持續不能提供晚
巿堂食，只能捱多一個月便會倒閉，故他們也歡
迎放寬堂食限制。

另外，維園28日早聚集不少市民晨運，有巿
民一到公園馬上脫下口罩，市民楊生表示之前要
戴口罩跑步，呼吸沒那麼暢順，跑一會便要停一
停，現在無須戴口罩就可以跑久一點；有市民亦
表示除下口罩做運動，感到舒服很多，呼吸也舒
暢。

不過，亦有市民仍堅持防疫。28日早到觀塘
海濱花園跑步和健身的市民，逾半也繼續佩戴口
罩做運動。每日也慢走的麥伯表示，知道政府放
寬限制，運動可無須佩戴口罩，但他認為自己
“頂得順”，故仍會戴口罩防疫，表示最初戴罩
慢走時“有啲侷促”，不太習慣，但他會適時坐
下飲水。他表示或在普及社區檢測過後，個人感
到安全，就會不戴口罩。

梁先生則表示，過去兩個星期已習慣戴口罩
運動，不清楚海濱公園是否屬豁免地點，為安全
起見仍戴口罩。他坦言運動時外科口罩也濕透，
但為抗疫亦沒有辦法，擔心社區有隱形患者，故
待維持零確診一段時間才會放鬆。

市民喜迎晚市放寬 個人防疫不放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28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政府整體抗疫
工作和最新措施。會上，建制派議員支持政府的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認為能有效切斷社區傳播
鏈，並促請特區政府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
金及“香港健康碼”。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
回應時透露，政府爭取下月公布新一輪抗疫基
金，並重申參與普及檢測是公民責任，有助社會
和經濟回復正常。

張建宗28日率領逾10名官員出席會議，包括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
等。他在會議前表示，政府將於下周二啟動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呼籲市民踴躍參與，並期望僱主
讓僱員在辦公時間內接受檢測，以便早日切斷社
區傳播鏈，令社會經濟回復正常。

他續說，受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嚴峻，政府
已在防疫工作投入約2,800億港元，接近香港
GDP的一成，故預計本年度政府將錄得頗大赤
字，但政府仍會以抗疫為先。

建制派內會促攬炒派勿阻撓
會議期間，建制派議員均表示支持檢測計

劃。九龍西議員陳凱欣指出，目前約有四成感染
個案未找到源頭，認為普及檢測有助找出隱形患
者，希望攬炒派議員勿再阻撓。工聯會議員麥美
娟則批評，攬炒派為政治利益抹黑普及檢測，反
問政府為何表現猶如“難為了家嫂”，未能理直
氣壯駁斥謠言。

多名議員並促請政府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並涵蓋早前未能受惠的人士。民建聯議

員張國鈞指出，有部分物業管理公司收取政府資
助後，不肯將款項交予負責發薪的法團組織，導
致物管從業員無法受惠，促請政府盡快優化“保
就業”計劃。自由黨議員邵家輝則表示，目前仍
有不少自僱人士待政府支援，昐新一輪抗疫基金
能補漏拾遺。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會繼續
優化“保就業”計劃。張建宗則表示，政府正爭
取下月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第三輪防疫抗疫
基金的撥款，並期望能於下月公布基金詳情，至
於會否再向全港市民派發現金，則須謹慎考慮政
府的財政狀況。

然而，多名攬炒派議員質疑普及檢測的成效，
“專業議政”議員莫乃光聲稱，檢測結果只屬“過
去式”，即使市民檢測呈陰性，日後仍可感染；公
民黨議員楊岳橋引述世衞總幹事譚德塞稱，大規模
檢測是“浪費金錢”和“不切實際”；民主黨議員
林卓廷和許智峯則抹黑“港康碼”是“監察市民行
蹤”及有洩露市民個人資料的風險。

張建宗重申“港康碼”只適用過關
張建宗在回應時重申，參與普及檢測是公民

責任，有助切斷社區隱形的病毒傳播鏈，並強調
政府有充分理據支持普及檢測，又重申政府現階
段無意在本地推行“港康碼”，即使日後疫情回
穩，“港康碼”亦只會適用於過關用途。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補充，雖然普
及檢測只屬一次性，但同時有大量樣本作檢測，
能達至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政府亦會繼續為高
危群組進行檢測，不會鬆懈。

第三輪抗疫基金下月公布

��(���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8日午
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截至28日凌晨新增13

宗確診個案，10宗為本地感染個案，當中7宗與早
前個案相關，3宗源頭不明，另有10多宗初步確診
個案。在不明源頭個案中，包括一名54歲 food-
panda女外賣員（個案4762）。其59歲丈夫（個
案4763）周三發病，被送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
當時已無知覺，經搶救無效死亡，其後發現樣本
對病毒測試呈初步陽性，28日轉為確診，而其入
院前5日至6日已感到不適，但未及時就醫。

女外賣員本身早於本月12日便發病，28日亦
確診，惟未知感染源頭。張竹君表示，該家庭有5
名成員，除丈夫離世外，30歲長子亦確診染疫
（個案4761），22歲幼子和女兒檢測結果均呈陰
性，但小兒子驗出體內有病毒抗體。

女外賣員工作時有戴罩洗手
張竹君表示，由於女外賣員最早發病，暫定

其為該家庭的源頭，然而其幼子有病毒抗體，不
排除其可能更早染疫，是無病徵患者，有可能才

是源頭。由於女外賣員工
作期間有戴口
罩 和 有 洗
手，故

外賣客人不列為密切接觸者。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表示，外賣員將

病毒傳給市民的風險不大，因通常將食物放在門
口就走，不會有機會面對面接觸，反而外賣員須
四處到不同屋苑，接觸社區設施，存在一定風
險，建議外賣員時刻戴口罩及勤洗手。

其他不明源頭個案包括一名居於牛頭角彩德邨
彩俊樓的47歲男地產經紀，在港景峰工作，潛伏期
內到過尖沙咀、美孚及中環國金中心等地工作，與
其一同用膳的同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另外一名在
鰂魚涌連鎖三文治店Pret A Manger兼職收銀的19
歲女學生亦確診，患者可能透過工作或社區感染。

位於元朗壽富街的謝健華兒科醫生診所一名
護士亦初步確診，她周三最後上班，同日感不
適，其工作與病人未有密切接觸，但中心會追蹤
周一至周三到診的病人以安排病毒測試，診所有5
名護士、1名清潔工及醫生本身則須檢疫。

群組方面，匡智梨木樹宿舍一名40歲女院友
28日轉為確診（個案4758），她周二（25日）發
病，另有一名院友初步確診，該院友早前已入住
亞博館接受檢疫。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則表示，明愛
醫院周四（27日）晚約8時火警鐘誤鳴，其中一間
病房負壓系統暫停運作，當時有4名確診病人在
內，醫護人員未有進行霧化程序，有穿着合適個
人防護裝備，房門亦保持關閉，經評估認為感染
風險不高，負壓系統當晚8時13分回復正常。

foodpanda香港28日表示已和確診送遞員聯
繫，希望她早日康復，並會全力提供支援協助她
度過艱難時刻。foodpanda又表示，在疫情下會繼
續建議顧客採用“無接觸送遞”服務，減少感染
機會，而外送員送遞期間亦須佩戴口罩，並在每

次送餐前後消毒雙手。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4072：91歲男 ，九
龍灣耆康會啟業護理安老
院院友，28日早7時54
分在基督教聯合醫院離世
個案2962：76歲男，生
前居於屯門兆畦苑兆強
閣，28日早10時25分在
屯門醫院離世
*累計有83宗死亡個案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疫情數據

香港28日新增1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10宗屬本地感染，確診數字近日雖有

下降，惟社區隱形傳播鏈仍導致多人染疫，

其中周三（26日）發病被送入將軍澳醫院後當晚即告死亡的59歲男子，28日已確

診受感染，而其任職foodpanda女外賣員的妻子以及長子亦確診染疫，其幼子病毒

測試雖呈陰性，惟體內有抗體，不排除首先染疫，但至今未知他們感染源頭，反映

社區隱形傳播鏈繼續危害巿民的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新增確診個案
28日新增確診宗數：13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個案：3宗
有關聯個案：7宗
初步確診：10多宗

部分本地確診個案
foodpanda 外賣員家庭群組：

3宗（個案4761、4762及4763）
鰂魚涌Pret A Manger兼職收銀員

（個案4757）
尖沙咀港景峯地產經紀

（個案4764）
匡智梨木樹宿舍群組：
1宗（個案4758）

*匡智梨木樹宿舍群組另有一名院
友初步確診
*元朗謝健華兒科醫生診所一名護
士初步確診

■■香港新增香港新增131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有有foodpandafoodpanda外賣員確診新冠肺炎外賣員確診新冠肺炎。。 中通社中通社

張竹君撐普檢張竹君撐普檢：：有時間會做測試有時間會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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