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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債務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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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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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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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www.lanecert.com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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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措施還應出臺嗎？債務問題
將面臨怎樣的長期挑戰？
美國跨黨派研究機構
“爭取制定負責的聯邦預算
委員會”發表聲明說，國會
預算辦公室的最新報告證實
了委員會一段時間以來持續
發出的警告：美國財政狀況
“不可持續”，由於“不負
責任的”稅收和支出政策，
以及醫療和退休支出增長，
預算前景將繼續惡化。
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底
簽署的減稅法案將在未來 10
年內減稅近 1.5 萬億美元。儘
管美國經濟在疫情暴發前保
持溫和擴張，但減稅政策和
財政支出增加導致財政赤字
和公共債務迅速增加。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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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綜合報道）美國國會
預算辦公室日前發佈報告說
，由於新冠疫情造成經濟活
動中斷，國會出臺大規模財
政應對措施，預計 2020 財年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聯邦預算赤字將
達 3.3 萬億美元，是 2019 財年
的三倍多。
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
2021 財年，美國聯邦政府債
務水平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
（GDP） 。 上 一 次 出 現 這 種
情況還是在 1946 年。
美國聯邦政府原本就
“債臺高企”，再加上疫情
期間收入下滑、支出增加，
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在這
種情況下，新一輪財政救助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LW96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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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mail:

Cell: 832-235-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713-459-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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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權與錢的迷失】

掌控伊州眾議院議長達 37 年之久的議長麥
克•麥迪根(Michael Madigan) 又出事了，根據
一份由伊州聯邦法庭文件顯示，聯邦愛迪生電
力公司(ComEd )的前高級官員菲德爾•馬爾克
斯(Fidel Marquez)被控為麥迪根的同僚提供金錢
、就業機會和合同，並以此影響麥迪根及其相
關人士在春田市所做的種種政治決定。
麥迪根議長問題叢生, 但一直到現在從來
沒有被正式起訴過, 因為他身邊有太多太多的
白手套與黑手套, 他永遠不需要出面幹什麼事,
但是所有的事幾乎都是由他所指使與授意, 他
的律師事務所光明正大的為他賺取黑錢,因為他
的權力太大了, 檢察官與 FBI 只能從他周圍的人
動手調查,但是最後都沒有結果, 直到最近才有
具體的事證與明確的人証正式爆料出來，但是
麥迪根似乎不動如山, 依然採取他一貫的立場
，那就是: 矢口否認，一概不承認!
權與錢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麥迪根因為掌控的
這兩項利器，所以使他立於不敗之地，由於他
善於利用權與錢這兩項優勢，並巧妙的與周遭

的政治人物分享共享, 所以他在伊州政壇上幾
乎沒有敵人，就連共和黨的政治人物也對他敬
畏三分，由此亦可見天下的政治人物就像烏鴉
一般黑！
當然啦,政治是最現實也最詭譎的，政治大
人物大多不願樹敵,以給自己未來的仕途留下寬
廣的空間，因為麥迪根議長在伊州政壇的呼風
喚雨, 所以還沒有任何一位伊州有份量的人物
敢於公開要求他辭職下台, 就連伊州州長和芝
加哥女市長也只是對他表示失望，卻不敢公開
要求他下台, 在今年的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上，身為伊利諾州的民主黨黨主席, 麥迪根也
發表談話公開支持拜登, 那真是荒唐又可悲的
負面助選呀！
在過去的 30 多年，伊州共有三任州長以及
1000 多名高官因貪污瀆職而被判罪，這些貪官
污吏不分政黨彩色，都因權與錢的腐蝕而入獄
, 我相信無論麥克•麥迪根要不要辭職下台,下
一位進入監牢的伊州高層政治人物必將輪到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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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21 國日增確診超千例
印度單日新增確診再刷新世界紀錄

（綜合報導）据 Worldometer 的實時數據
，截至北京時間 9 月 5 日 19 時 30 分，全球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 26773259 例，死亡病例 879667 例
。包括印度、美國、巴西等國在內的至少 21 個
國家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均超過千例，其中印
度新增 86432 例，美國新增 52972 例，巴西新增
51194 例。
印度累計確診超 400 萬例單日新增確診數
再次刷新世界紀錄
印度衛生部門 5 日上午公佈數據顯示，過
去 24 小時，全國新增 86432 例新冠肺炎病例，
累計確診達 4023179 例。這是印度單日新增病
例數最多的一天。印度也再次打破單一國家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數的世界紀錄。由此，印度成
為世界上第三個累計新冠肺炎病例數超過 400
萬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各行政區中，
目前印度累計已有 12 個邦或地區確診病例超過
10 萬例，其中疫情最嚴重的依次為馬哈拉施特
拉邦、安得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
當前印度各邦正在不斷加大檢測力度和範圍，
根據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公佈的最新數據，截
至 9 月 4 日，印度全國已累計進行了超過 4773
萬份病毒樣本檢測，目前的日均檢測數量保持
在 100 萬份左右。
巴西新增確診病例超 5.1 萬例 累計確診逾
409 萬例
據巴西衛生部消息，當地時間 4 日，巴西
新 增 51194 例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 累 計 確 診
4092832 例，新增死亡 907 例，累計死亡 125521
例，共有超過 327 萬名患者被治愈。目前，巴
西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
美國。
巴西媒體當地時間 4 日報導稱，根據巴西
地理與數據研究所在 8 月 9 日至 15 日的統計，

大約 440 萬巴西人不採取任何措施避免感染新
冠病毒，這佔了巴西人口的 2.1%。嚴格居家的
人大約 4440 萬人，佔人口總數的 21%，只在必
要情況下離開家的人數比此前有所減少，大約
8640 萬人，佔總人口的 40.9%。數據同時顯示
，在大約 1200 萬有相關症狀的人中，有 77.1%
的人未前往任何醫療機構就醫。
俄羅斯新增確診病例 5205 例 累計確診逾
102 萬例
據俄羅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網 5 日公佈的最
新數據，俄羅斯新增 5205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 1020310 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 110 例，累計死亡 17759 例。
英國《柳葉刀》雜誌 4 日刊載了俄羅斯
“衛星 V”疫苗 1 期和 2 期臨床試驗結果：注射
疫苗的志願者均產生了穩定的免疫應答；與新
冠患者相比，志願者抗體水平高出 40%至 50%
；未發現嚴重不良反應。
法國新增確診病例 8975 例 係有記錄以來
單日最高新增確診病例數
據法國衛生總署 4 日晚發布的最新數據，
截至當天 14 時，法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升至
309156 例，24 小時內新增 8975 例，為有記錄以
來單日最高新增確診病例數。過去一周法國新
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比例升至 4.5%。
數據顯示，法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累計為
30686 例，較前一日增加 20 例。其中醫院死亡
病例為 20210 例，包括失能老人養老院在內的
社會醫療機構死亡病例為 10476 例。另外，法
國目前有 4671 名新冠肺炎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24 小時內新入院患者 292 人。其中，473 名患
者在重症監護室接受治療，24 小時內新增重症
患者 46 人。目前，累計 87447 人治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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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日記 9/05
05//2020

Professor Esther Lee Will
Host Our TV Show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計時
李恕信博士再度出馬主持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less than sixty
days away. This election will definitely influenc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We are ready to invite the best speakers to discuss
the topics on our daily television show. One of them
is professor Esther Lee. She was an education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for many
years. She is not just an educator. She is also a
social activist who ran for the U.S. Congress and
served in important posts in both the Reagan and

離開總統大選已經不到六十天，全世界之
目光焦點美國 ，到底川普是否連任或拜登入主
白宮， 都將导致對全球之影響。
美南新聞及電視將卯盡全力來報導大選之
進展，為大家更進一步瞭解最新選情， 其中最
让我們觀眾期待之嘉賓是多年美南之友李恕信
教授，她曾經是我們華裔最耀眼的政治人物，
她除了是位資深之教育專家教授以外，曾經在
休士頓地區參選国會议員，在布希時代任職於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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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h administrations.
We are so happy that even though she is retired,
she has agreed to come back to the television
stage and talk about today’s politics.
Dr. Lee will be on our prime time schedule twice a
week during our special report on the 2020
election. In the meantime, she will also talk about
the culture impact this pandemic time has made on
our families.
Dr. Lee is our leader.
She came from Taiwan
when she was very
young. Later she
became a professor, a
politician and an author
of many books. She
has published her
success story and
really represents our
gene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美國联邦教育部， 並曾出版諸多著作， 如今她
雖退休，但仍然活耀於社區義工服務。
此次李教授欣然接受我們之邀請，從下週
起每週兩次固定為大家主講美國大選之選情分
析， 並從她的經驗和觀察來談中美兩國國民之
關係。
李教授是早期來美求學的台灣留學生，無
論學術上之成就和參政經歷， 都是我們的表率
。

November 3, 2020, is
such an important date
for all of us as our
nation is rapidly
changing. It is in all our
hands to be a part of
that change and we all
need to go out and
vot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亞洲時局

三星掌門人李在镕再度被起訴

能否動搖韓國財閥體系？

綜合報導 據韓媒報道，當地時間 9
月 1 日，韓國 首 爾 中 央 地 方 檢 察 廳 ( 下
稱 “ 首 爾 地 檢 ”)正式起訴三星電子副
會長、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在镕，指控其
涉嫌操縱股票、違反資本市場法和外部
審計以及違反信托，並在三星生物制品
株 式 會 社 (Samsung BioLogics Co Ltd，
以下簡稱“三星生物”)IPO 期間會計欺
詐，從而為李在镕接班三星集團營造有
利環境。
這也是自 2017 年 2 月，由於涉及在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閨蜜幹政”醜聞期
間非法行賄而被起訴後，時隔三年半再
次卷入訴訟。
除了李在镕本人，另有10名三星前高
管和在職高管，也因類似的罪名被起訴。
根據第壹財經記者從首爾地檢方面
了解到的信息，檢方在起訴書當中表示
，李在镕涉及在 2015 年針對三星集團旗
下三星物產與第壹毛織兩家公司的合並
過程中，不惜以會計造假的方式造成資
產貶值，從而為李在镕接班營造有利環
境，並損害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
其中，檢方指控的重點內容為，李
在镕為了能夠順利完成合並，被指控在

2016 年三星生物實施規模高達 20 億美元
的 IPO 前 ， 故 意 擡 高 三 星 生 物 子 公 司
Samsung Bioepis 的 股 份 價 值 。 而 根 據
2016 年的三星集團控股數據，第壹毛織
則持有三星生物 46%的股份。
由此，檢方主張李在镕為了順利完
成合並三星物產與第壹毛織，通過擡高
三星生物的估值，進而使李在镕的資產
估值有所提高，並幫助三星集團旗下兩
家核心公司的合並，涉嫌的欺詐性會計
金額約為 4.5 萬億韓元。
對於上述指控，第壹財經記者聯系
到三星電子方面，對方在給出的壹份聲
明中僅表示將全面應訴，以維護合法權
利；但三星電子方面的壹名高管則以個
人意見為前提，向第壹財經記者表示，
“在疫情復發、韓日貿易爭端持續、經
貿形勢不穩定的背景下，對於檢方作出
如此決定，我們十分震驚，並感到非常
遺憾。”
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李國憲教授
向第壹財經記者表示，“這次起訴書上
的起訴事由，實質上與 2017 年 2 月，李
在镕起訴書上的起訴原因基本壹致，檢
方的聚焦點都是涉及到為了順利完成李

在镕的接班工作，只是當時主要的聚焦
點在於非法賄賂，而這壹次的重點則轉
移到了會計違規。”
2016 年，李在镕因在韓國前總統樸
槿惠的“閨蜜幹政”醜聞中，特別檢查
組提出李在镕為了在繼承三星的過程中
，獲取便利而向崔順實控制的財團捐贈
，並以賄賂等多項指控提起公訴，在壹
審被判決有期徒刑，但在隨後進行的二
審中獲緩刑釋放。
此後，調查李在镕案的韓國最高檢
察院特別監察組向韓國最高法院(大法
院)上訴，目前正等待最高法院的裁決。
在此背景下，今年 1 月，由前任大
法官、法律專家及學者組成的“三星合
規監督委員會”正式成立，並請求最高
檢旗下獨立機構“調查審議委員會”就
李在镕案是否應當被起訴進行審議。
李國憲認為，之所以檢方壹直抓著
三星物產與第壹毛織的合並，主要源於
三星物產在三星控股體系中所占據的地
位非同壹般。
根據三星電子於 2018 年底公布的控
股結構圖顯示，三星物產共擁有三星生
命保險 19.47%的股份，前者對於後者持
有大股東的地位；而三星生命保險又持
有三星電子 8.51%的股份，僅次於韓國
國民養老基金(國民年金)持有的 11%股份
，位列第二大股東；若包括李健熙、李
在镕父子的股份，則三星家族持有三星
電子的股份達 21%。
“之所以三星電子要采取如此復雜

的形式持股，主要源於韓國財閥采用
‘循環出資’的模式，即壹家控股壹家
，並由處於控股鏈頂端的企業控制其余
子公司的模式，這種模式有利於降低掌
門人家族的控股成本，但也具備控股架
構易被資本動搖的特征。”李國憲表示
，在三星的控股架構中，三星物產是三
星集團控股結構的頂峰，而三星物產的
大股東為李健熙，因而檢方會懷疑李在
镕通過將其控股的第壹毛織公司的估值
提高，以完成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入股合
並。
主要研究企業法的韓國律師樸昌玟
向第壹財經記者分析道，在涉及到李在
镕的壹些指控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
量刑最高的壹項指控，便是是否為了順
利完成繼承，而采取了非法手段，這與
韓國國內對於繼承收取高達 40~50%的繼
承稅有著密切關聯。
不過，壹位接近於三星電子方面的
韓方知情人士向第壹財經記者表示，自
2017 年該案爆發以來，壹直被檢方不斷
傳喚、調查，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及部門
辦公室被搜查超過 50 余次，涉及調查了
三星前任或現任員工近 110 人，不僅引
發三星內部認為“針對特定企業”的不
滿，而且在韓國司法史上也是“絕無僅
有”。
6 日，韓國三星電子副會長、集團
實際控制人李在镕召開記者會，表示有
關三星的許多外部爭議，都源自於繼承
的事宜，從今以後，自己將所有的精力

投資在提高公司的價值方面，承諾不會
再因繼承人問題引發爭議，“我將明確
表示，我沒有計劃將公司經營權交由子
女繼承。”而在此後進行的“調查審議
委員會”上，13 名委員中 10 名委員建議
韓國檢方，李在镕“不應當被起訴”。
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即便是涉及到
財閥高管的案件，韓國檢方都拖延將近
兩年，且韓國最高檢調查審議委員會也
曾給出“停止調查”的意見，雖然這項
意見不具有強制性，但首爾地檢選擇無
視建議實屬罕見。
值得註意的是，相比於此前的指控
中李在镕鋃鐺入獄，本次檢方的起訴書
中並未要求逮捕李在镕，上述人士也認
為，由於李在镕未被逮捕，短期來看對
於李在镕及三星整體的影響較小，“不
過，由於類似訴訟最久可能會拖到五年
，甚至更久，而目前三星電子在芯片、
動力電池等主要業務方面都面臨重要競
爭，因而審判的持續，不排除會影響韓
國財閥特有決策速度較快的優勢。”
李國憲認為，在“閨蜜幹政”醜聞
期間，韓國民眾反對樸槿惠的遊行中，
關於“清算財閥”、“審判三星”等口
號多次出現，側面體現了韓國民眾對於
目前財閥體系的不滿，因而李在镕就任
以後的幾年，相比於此前的三星，在社
會參與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體化，
且更開始重視企業在社會上的形象，這
也是韓國的財閥試圖逐步走出以“政商
勾結”等負面形象所進行的自我拯救。

日本“村雨”號護衛艦 1 名乘員感染新冠 該艦已緊急返航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9 月 1
日，日本海上自衛隊“村雨”號護衛艦上的 1 名
乘員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該艦隨後緊急返航，
原定前往中東海域的任務也被延期。
據日本防衛省表示，為接替正在中東海域執
行情報搜集等任務的另壹艘護衛艦“霧雨”號，
“村雨”號 8 月 30 日從海上自衛隊橫須賀基地啟
程。不過，為防止新冠疫情，“村雨”號啟程後

並沒有直接前往目的地，而是計劃在 2 周內於日
本近海待命，並對船上約 200 人進行 PCR 檢測。
報道稱，9 月 1 日，檢測結果顯示，船上 1 名
20 多歲的乘員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隨後，“村
雨”號緊急返航，其前往中東的計劃也被延期。
防衛省表示，將與保健所就該名確診乘員有
無密切接觸者，以及疫情是否已在其他乘員中擴
散等問題進行聯合調查，調查結束後，再決定是

否繼續派遣“村雨”號前往中東執行任務。
2019 年 12 月 27 日 ， 日 本 內 閣 決 定 派 遣 自
衛隊赴中東海域，執行情報收集與保護日本
相關船只的任務。其中，“高波”號護衛艦
於 2020 年 2 月 2 日 從 橫 須 賀 基 地 起 航 ， “ 霧
雨 ” 號 護 衛 艦 於 2020 年 5 月 10 日 從 佐 世 保 基
地啟航，此次的“村雨”號為前往中東的第
三批護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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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多地推遲開學時間
當局再頒校園防疫新規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各大區政府最
新發布的通知，弗留利大區開學時間將
推遲到 9 月 16 日，撒丁島推遲至 9 月 22
日；普利亞、卡拉布裏亞和阿布魯佐大
區推遲到 9 月 24 日；坎帕尼亞和巴西利
卡塔大區正在考慮將開學日期推遲到 9
月底。目前唯有靠近奧地利邊境的波爾

學生車程在 15 分鐘以內，校車則被允許
全員載客。
學生上下車應避免接觸，必須戴口
罩，並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此外，學校
可自行決定時間表，安排學生錯開時間
段上下學。
意大利科學技術委員會表示，不宜
在學校入口處對學生和教職工進行體溫
測量，以免造成人員聚集。家長應負責
學生的體溫檢測，學生體溫高於 37.5 攝
氏度，家長應將子女留在家中，並通知
校方和家庭醫生。出現疑似感染癥狀，
則需聯絡衛生部門進行病毒檢測。
學生在學校裏出現發燒或疑似感
染癥狀，學校必須立即通知學生家長
。6 歲以上學生需戴好口罩並進行隔

離。學生家長則應聯系家庭醫生評估
病情。
在校學生和教職員工如確診感染，
衛生部門將介入並采取防疫措施，學校
需配合衛生部門對密切接觸人員進行追
蹤隔離，並根據衛生部門的評估，決定
是否要求班級停課或關閉校園。
學生和教職員工確診感染完全康復
後，若返校則需再次進行核酸檢測。在
確認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後，經學校
同意方可重新進入學校。
校園新規同時規定，年齡在 55 歲以
上的教師如果存在健康原因，可申請調
整工作避免前往學校。其中包括要求調
整工作崗位，改變授課方式或進行遠程
辦公等。

巴西潘塔納爾濕地 8 月記錄近 6000 起火災

疫情防控不同調
德法籲歐盟成員國頒布統壹旅行建議

創史上第二高

綜合報導 隨著近期歐洲多國新冠疫情出現強勢反彈，壹些歐
盟國家再次收緊防控措施，限制疫情高發區的遊客入境。對此，德
國和法國聯合向歐盟成員國發出呼籲，希望在邊界封鎖問題上采取
統壹行動。
據報道，為控制新冠疫情蔓延，歐洲多國近日已開始劃分疫情“危
險國家”和地區，並各自按顏色劃分其他國家的危險程度，實施非對等
限制措施。
英國率先將西班牙劃為“危險國家”後，目前已將法國、比利時、
瑞士等國劃歸入境隔離國家。繼英國之後，克羅地亞宣布了類似的邊境
防疫管理政策。
之後，歐洲諸多國家開始以相同的措施限制英國遊客。近日，德國
旅遊建議已將比利時部分地區，以及西班牙的大部地區、法國巴黎及馬
賽等地列為危險區域。
比利時則單方面將法國巴黎、馬賽等部分地區列為紅色危險區域；
匈牙利則宣布，從 9 月 1 日起，對除本國居民外的旅客再次關閉邊境。
盡管匈牙利壹再表示該國是綠色區域，但歐盟壹些國家已將匈牙利
列為紅色區域。意大利則將西班牙、克羅地亞、希臘、馬耳他等國劃為
危險區域，上述國家遊客入境，必須接受病毒篩查。
為了避免歐盟邊境管理再次陷入與第壹波疫情相似的混亂局面，德
國和法國向歐盟倡議，並呼籲歐盟成員國采取統壹行動，制定統壹邊境
管理標準和旅行建議。預計歐盟科學委員會近日將協調成員國，協商頒
布統壹的旅行建議和邊界管制政策。

綜合報導 巴 西 野 火 不 斷 延 燒 ， 巴
西國家太空研究院指出，潘塔納爾濕
地 在 8 月 記 錄 5935 處 火 災 ， 創 下 當 月
史上第二高紀錄；亞馬孫雨林則記錄
29307 處 火 災 ， 較 歷 史 平 均 水 平 高 出
12.4%。
巴 西 環 境 部 下 令 自 7 月 16 日 起 禁
止在潘塔納爾濕地和亞馬孫雨林用火
120 天 。 巴 西 總 統 博 索 納 羅 也 在 8 月 2
日因新冠疫情召開的南方共同市場網
絡視頻會議中表示，巴西政府將繼續
通過不同渠道進行對話，讓大家看到
巴西為保護亞馬孫雨林和原住民所采
取的行動。
巴西國家太空研究院自 1998 年開始
監測國內生物群系，今年迄今，巴西所
有生物群系共發生 91130 次火災，單單 8
月就記錄 50694 次。
潘塔納爾濕地位於巴西中西部馬托
格羅索和南馬托格羅索兩州，在 8 月 1 日
至 31 日發生 5935 次火災，是 2019 年同期
的 3.5 倍，創下當月史上第二高紀錄。史
上最高是 2005 年 8 月，共記錄 5993 處火
災。

法國內政部長警告：
法國發生恐怖襲擊的風險仍然很高
綜合報導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警告，法國發生恐怖襲擊的風險
仍然很高。
達爾馬寧當天視察法國安全部門時發表公開講話並做出上述評論。
他強調，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是國家面臨的主要威脅。他承諾將在打擊
恐怖主義方面進行不懈努力。
達爾馬寧還透露，在法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嫌疑分子的數據庫上已
經登記多達 8132 人，這些人“被認為是潛在的安全威脅”。目前在法國
監獄中有 505 名被拘留者被確定為伊斯蘭恐怖分子。
法國國家反恐檢察官裏卡爾同日透露，過去幾個月中，在法國有數
起恐怖襲擊圖謀被挫敗。他也同樣認為，法國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仍
然很高”。
裏卡爾表示，恐怖襲擊的威脅來源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區、
恐怖組織以及完全孤立的個人行徑。他透露，目前約有 250 名涉嫌
參加極端組織活動的法國人被關押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的監獄或
營地中。
裏卡爾說，在法國已被判犯有恐怖主義罪的犯人中，約有 40 人
已服完刑期並於去年被釋放，今明兩年被釋放的人將更多。國家將
對這些人采取安全措施，壹方面是通過行政管理，另壹方面是通過
司法手段。
今年是《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五周年。14 名間接參與襲擊事件
的嫌犯本周將在巴黎出庭受審。《查理周刊》巴黎總部 2015 年 1 月 7 日
遭恐怖分子襲擊。12 人在襲擊中死亡，另有 11 人受傷。
雖然直接參與《查理周刊》恐怖襲擊的主要嫌犯已被擊斃，但法國
檢方和受害人律師都認為，對間接參與襲擊的嫌犯進行審判是必要的。
裏卡爾稱將受審的 14 名嫌犯參與了襲擊的準備，提供了資金、武器及住
所等方面的支持。

非政府
組織“SOS 潘
塔納爾濕地”
的執行長狄
亞 斯 (Felipe
Dias) 表 示 ，
雖然不能夠
肯定它們都
是破壞性縱
火，但猜測
99%的火災源
頭都是人類
行為，比如
點火燃燒廢葉清理土地，壹不小心就可
能釀成山林大火。
另壹個導致潘塔納爾濕地野火叢生
的重要因素，是巴西中西部遭遇近 47 年
來最長和最嚴重的旱季，就算今年初的
潮濕季節，雨量也很少。
狄亞斯指出，潘塔納爾濕地地區的
雨水，大部分來自河流上遊，尤其是巴
拉圭河，帶來約六、七成淹沒沼澤的水
量。但今年雨水不足以淹沒沼澤，大量
樹木的枯枝落葉不斷累積，為火災提供

燃料。
巴西亞馬孫雨林在 8 月 1 日至 31 日
記錄 29307 處火災，比 2019 年同期減少
約 5.2% ， 但 較 當 月 歷 史 平 均 紀 錄 多 出
12.4%，為近 10 年來第二高。
亞馬孫環境研究所科學主任阿倫卡
表示，今年 8 月記錄的火災次數比 2019
年同期略為減少，但並不值得慶祝，因
為有很多居住在亞馬孫地區的人們因森
林大火產生的濃煙，面臨嚴重的空氣汙
染問題。

巴菲特迎 90 歲生日
比爾·蓋茨親自為其做蛋糕
這段名為“90 歲生日快
樂，沃倫！”的視頻顯示，
蓋茨親自在廚房打雞蛋、
切巧克力、塗奶油……為巴
菲特制作了壹款生日蛋糕
，蛋糕上還畫上了巴菲特
的臉。
據此前報道，巴菲特壹
直以來十分
喜愛高糖、
高鹽、高熱
量 的 食 品。
他自稱，直
到現在 還 是
會每天喝 5
罐 可 樂 ，
每 周 至 少

吃 3 次 炸 雞 ， 平 時還很喜歡
吃冰淇淋。他甚至表示，這
就是他能維持身體健康的
“秘訣”。
蓋茨也知道巴菲特的習
慣。他在博客文章中寫道，
巴菲特有著 30 歲時的精神敏
銳度，10 歲時的調皮笑聲，
以及 6 歲時的飲食習慣。因此
，蓋茨決定做個甜甜的蛋糕
來紀念巴菲特的飲食偏好。
蓋茨還說，第壹次與巴
菲特見面時就發現，“我們
都熱愛數學和數字”，因而
在文中分享了壹些與他們友
誼有關的數字。例如：他們
相 識 已 經 10649 天 ； 蓋 茨 辦

公室電話設置的快速撥號者
只有 2 位，壹個是蓋茨的妻
子梅琳達，另壹個就是巴菲
特。
“在我從沃倫身上學到
的所有東西中，最重要的可
能是友誼的真諦。正如沃倫
幾年前我們和壹些大學生談
話時所說的，‘妳將朝著妳
交往的人的方向前進。所以
和比妳優秀的人交往是很重
要的。妳擁有的朋友會在妳
的生活中形成妳，’”比
爾· 蓋茨在文中寫道，“壹
個 我 既 欽 佩 又 喜 歡 的人——
這就是我對沃倫感覺的完美
描述。”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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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股神”沃
倫· 巴菲特迎來自己的 90 歲生
日。作為相識近 30 年的好友
，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
蓋茨當天在自己的博客上發
布了壹篇為巴菲特慶生的文
章，以及壹段自己為巴菲特
做生日蛋糕的視頻。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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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報道，意大利全國高等
學府、中小學校和幼兒園，將於 9 月 14
日正式開學。意大利總理孔特近日再次
重申了學校復課的重要性，然而受新冠
病毒疫情反彈影響，截至 9 月 1 日，已有
多個大區政府相繼宣布推遲學校開學時
間。

紮諾自治省，決定將開學日期提前至 9
月 7 日。
根據意大利全國校長協會最新通報
的壹項調查顯示，在全國大約 35 萬間教
室中，仍有 2 萬間教室尚未達到衛生部
規定的防疫標準。相關地方政府和教育
部門正在協調積極改進。
意大利全國校長協會表示，另壹項
調查顯示，迄今意大利大約有 1/4 的學生
因缺少計算機相關設備，無法通過互聯
網進行遠程在線學習。這將是意大利政
府亟待解決的學生復課問題之壹。
報道指出，根據意大利衛生部、教
育部和地方政府等部門共同研究決定，
學生上下學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專用
校車，最大載客量允許達到 80%。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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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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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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個月，美軍兩次試射“民兵-3”型導彈
（綜合報導）距離上一次發射還不到一個月，美空軍近日又發射了一枚“民兵-3”型
洲際彈道導彈。
一個月，兩次！
當地時間 9 月 2 日凌晨，美空軍在加利福尼亞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了一枚非武裝
的“民兵-3”型洲際彈道導彈，導彈飛行 6700 多公里後，擊中在太平洋馬紹爾群島靶場
目標。
美空軍錶示，這次試射，證明了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的精準度和可靠度，為確保持續，
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懾提供了寶貴的數據。 3 至 5 年制定的，此次試射不是對任何
“國際事件或緊張局勢”的回應。
這是近一個月內，美軍第二次試射“民兵-3”型導彈。
空軍，當地時間 8 月 4 日凌晨，美軍試射一枚 “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搭載了 3 枚沒有
裝配彈頭的再入飛行器。
近一個月內美軍兩次試射“民兵-3”型導彈，正值美俄討論延長了《新削減戰略武器
條約》之際，該條約重新明年到期。美俄取代代表於今年 6 月下旬開始古代軍控對話，但
成果有限。
俄外長拉夫羅夫 8 月底曾表示，美國就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所提條件不現實。
實際上，美國每年都會進行 3-4 次陸基洲際彈道導彈的試射，主要目的是驗證武器裝
備的可靠性和人員操作的熟練程度。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空軍全球打擊
司令部仍保持不同程度的冗餘能力，以確保威懾力。
顯而易見的是，在“民兵-3”型導彈出現之前，所有的洲際彈道導彈都只能攜帶 1 枚
核彈頭，只能打擊一個目標，而“民兵-3”型導彈最多能攜帶 3 枚彈頭，並且有快速再瞄
準的能力。
當地時間 8 月 4 日試射的“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就搭載了 3 枚沒有裝配彈頭的再
入飛行器。而根據《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中約定義務，所有現役“民兵-3” ”的每具
再入飛行器只能裝配 1 枚核彈頭。
因此，美國此次罕見的地面模擬多彈頭試射立即引起了輿論高度關注。美國媒體分析認為
，目前美俄正在就是否延長了核裁軍條約進行談判，從而政府似乎是在警告俄羅斯，假如條約
到期終，美國馬上可以無限任何約束地增加核彈頭。
目前，“民兵-3”型導彈是美國現役唯一一個單一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已在美國陸軍服
役 50 年，剛剛進行了現代化升級。
“民兵-3”型導彈採用固體燃料，與等級型號比例，省去了發射前添加燃料的時間，發射

速度轉換，射程也更遠。從而，這種新的導彈系統成本降低，可以大量生產，並由常設的全體
人員來操作和維護。
據統計，美軍現役的“民兵-3”導彈共有大約 400 枚，如果每枚導彈攜帶的彈頭都從 1 枚
增加到 3 枚，那麼美國陸基戰略核彈頭數量一下子就從 400 枚增加到 1200 枚。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空軍在蒙大拿州，北達科他州和懷俄明州地下有 400 枚“民兵-3”型
導彈處於待命狀態。
美媒認為，這兩次試射，兩次對美國核威懾力量的測試，也是向俄羅斯傳遞一個信息，即
如果沒有新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美國的陸基核威懾力量將變得越來越嚴重毀滅性。

約州市長稱要把特朗普告上法庭，“
約州市長稱要把特朗普告上法庭
，“一定會告贏
，“
一定會告贏”
一定會告贏
”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 9 月 2 日威脅將撤走紐約、
華盛頓等部分城市的聯邦資金，理由是這些地方放任示威群眾
的無政府主義行為。對此，紐約市市長德布拉西奧回應稱，將
把特朗普告上法庭。
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導，德布拉
西奧在 3 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最高法院已經表態，美國總

統無權干涉給州市一級的聯邦資金，如
果特朗普執意要削減紐約市的聯邦資金
，那就法庭上見，而且一定會告贏他。
德布拉西奧表示：“總統先生，我
們需要你幫助的時候你不在，現在反而
還威脅懲罰我們。從疫情危機開始以來
，我們要求的檢測沒有實現；我們要求
得到財政刺激，沒有實現；我們要求知
道新冠病毒的真相，以便共克時艱。而
你卻拒絕告訴紐約人和美國人實情。”
德布拉西奧說：“你讓我們失望，
現在你還想懲罰我們？這毫無道理。”
報導稱，特朗普 2 日向白宮管理和
預算辦公室代理主任沃特以及司法部長
巴爾遞交了一份備忘錄，指示他們審查
那些“無法無天的”城市的並削減他們
的聯邦資金，備忘錄提到的城市包括紐約、西雅圖、波特蘭和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特朗普的行為惹怒的不僅是紐約市市長。
據《紐約郵報》報導，紐約州州長科莫 2 日當晚召開緊急
新聞發布會，在會上狂批這位出生於紐約皇后區的老鄉特朗普
。

“如果他真想在紐約的大街上走一走，最好還是帶上一支
軍隊。”科莫說，自當選以來，特朗普就一直想要“殺死”紐
約市。
“他是被紐約市唾棄的小丑，這裡的人最了解他，但卻最
不喜歡他。”科莫還說，“紐約市沒人尊重他，沒有人重視他
，他就是小報上的卡通畫。”
報導稱，科莫還對特朗普簽署的這份備忘錄的合法性表示
懷疑，稱這是他“殺死紐約市的另一種嘗試”。
但似乎是覺得這番言論有點過頭，科莫之後還解釋說，自
己此番言論是想表達“特朗普在紐約不受歡迎”。
此前，科莫剛就新冠疫情應對不當批評了特朗普。
當地時間 8 月 17 日晚，科莫在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開
幕之夜發表演講，譴責特朗普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行動過於遲
緩。
科莫指出：“（新冠）病毒是一個隱喻，它會在身體虛弱
無法自我保護時攻擊（人）。在過去幾年，美國的政治機構已
經削弱，而分歧在加劇，只有強大的機體才能抵抗這種病毒。
”
科莫稱，最初的不和分歧不是特朗普造成的，但分歧造就
了特朗普，他只是讓情況變得更糟了。當前的聯邦政府沒有能
力、沒有經驗，無法戰勝病毒，甚至沒有人預見到這種病毒。

男子在自家後花園發現一個大型游泳池，
男子在自家後花園發現一個大型游泳池
，稱“感覺好像中彩票
感覺好像中彩票”
”
（綜合報導）一名來自美國 35 歲的男
子約翰•雷諾茲（John Reynolds）說，他感
覺自己“偶然發現了一張中獎彩票”。因為
一場大雨讓他在德克薩斯州的家中發現了一
個長 9.7 米，高 5.1 米的游泳池，而他之前根
本不知道那裡有個游泳池。
約翰以 1.5 萬英鎊(約合人民幣 13.6 萬元)
的價格搶購了一套要被拆除的破舊三居室住
宅，他打算把它重新裝修一下，然後再轉手
賣掉賺錢。
裝修工程進行了三個月後，約翰接到了
鄰居的電話，問他這場大雨是否對他家的泳
池造成了影響。約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
什麼，我沒有游泳池。”鄰居說：“不，你
家有個泳池。”
當暴雨沖走花園裡很多的雜草和泥土，
露出一個 9.7 x5.1 米的巨大游泳池時，約翰
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自此，約翰愛上了游泳，所以他決定把
德克薩斯這套房子留給自己住。儘管經過 18
個月的裝修，現在房子已經價值 16.5 萬英鎊
（約合人民幣 150 萬元）了。
約翰說：“這感覺就像中彩票。當我買

下這棟房子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自
己的游泳池裡游泳。我把它作為一種投資買
進，再轉手賣掉，但它給了我這麼大的驚喜
，我有些捨不得了。現在，我和朋友們每天
都要連續幾個小時泡在裡面。你絕不可能在
後花園找到比這更大的獎賞了。”
約翰兩年前從“推土機手裡”挽救了這
處房產。當前任房主去世時，房子已經空置
了一年。
這房子曾被一個“囤積狂”佔據了 20 年
，被發現時這裡到處是垃圾，花園裡雜草叢
生，還是 100 隻野貓的家。
約翰注意到，即使在乾燥的天氣下，花
園也總是特別“泥濘”，所以他決定最後清
理花園。直到一場大暴雨把池子灌滿了，他
才意識到花園裡隱藏的“秘密”。
約翰說：“我能看到一點混凝土的邊沿
，但我還以為它只是花壇的一部分。”
約翰在清掉舊家具、汽車零件和垃圾後
，花了 7500 英鎊（約合人民幣 68171 元）來
修復這個游泳池。他說，現在從頭再建需要
12 萬英鎊（約合人民幣 10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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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銀調整收益結構
下半年火力轉攻財管商機
（中央社）國際市場波動加劇，銀行投資收益銳
減，且超低利時代來臨，利息收入也顯衰退，國銀下
半年將火力集中在財管業務，調整收益結構，力挽衰
退狂瀾。
銀行收益來自於利息收入、手續費及投資操作，
受疫情影響，國際市場波動加劇，銀行投資操作風險
升溫，導致投資收益減少；此外，全球央行連番降息
，超低利率時代來臨，銀行更不容易賺到利差，利息
收入也明顯下降。
反映在金管會統計，全體國銀今年前 7 月稅前盈
餘為新台幣 1964.1 億元，年減幅達 13.1%。
儘管整體獲利衰退，不過細部觀察，財富管理
手續費收入（簡稱手收），卻是逆勢成長。例如，中
國信託銀行上半年財管手收約 75.48 億元，年成長
5.3%；國泰世華銀行上半年財管手收為 55.41 億元，
年增約 1.2%；玉山銀行上半年財管手收，達 47.5 億元

，創歷年最好成績，年增高達 21%。
國銀主管表示，儘管保險新政策上路，儲蓄型
保險商品銷售下滑，衝擊銀行財管業績，但似乎也見
到一道 「曙光」。
這名主管分析，在低利環境、市場游資過剩的
情況下，看好民眾投資需求增溫，市場更著重於資產
穩健增長，因此，不少銀行下半年將調整收益結構，
將火力集中在財管業務，縮減獲利下滑幅度。
具體作法包括專攻共同基金、海外有價證券商
品及結構型債券等理財型商品，進而挹注整體財管手
收。
此外，先前為迎接境外資金匯回專法，銀行業
者早已相繼成立專門團隊，搭配銀行高資產客戶新財
管方案即將在 9 月中旬之後上路，公股銀行擁有龐大
的企業客戶，且正面臨資產傳承或保值等問題，透過
團隊可望延續承作，推升財管收益。

教育表現傑出 北市獲
經濟學人智庫評比滿分
(綜合報道）北市教育局表示， 台北市 2020 年再度榮獲英國
經濟學人智庫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教育評比滿分 100 分的肯定，與
東京、新加坡、倫敦等比肩，甚至優於北京、上海。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英國 「經濟學人智庫」每年針對全球
140 個國家綜合評比，是目前世界公認最具公信力的居住指標，
台北市 2020 年再度榮獲英國經濟學人智庫世界宜居城市排行
（140 座城市）教育評比滿分（100 分）的肯定。
教育局指出，這番成績與亞洲著名城市如新加坡、東京、香

桃機公司招考 約 2000 人搶 59 職缺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5 日舉辦新進人員招募筆試
日舉辦新進人員招募筆試，
，約 2000 名考生分為 27 個甄
選類組，將競逐 59 個職缺
選類組，
個職缺，
，桃機公司預估整體錄取率 3.11
11%
%。

港）及歐美著名城市如紐約、巴黎、倫
敦、羅馬）並駕齊驅， 甚至優於北京、上海。
教育局表示，致力於深耕雙語教育、實驗教育、國際教育
及智慧教育的推動。台北市 109 學年度共計有 89 校以雙軌推動雙
語教育，包括透過 61 校推動英語融入域教學及 28 校推動雙語實
驗課程學校，提升雙語教學師資質量及持續研發雙語教材及評量
。
在實驗教育的推動上，北市已有 5 所公立實驗小學、2 所公

立實驗國中，接下來還預計有完全中學，打造公立實驗教育 12
年體系。
此外台北市辦理高中國際文憑課程，透過 「雙聯學制」、
「國際預科課程」、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及 「校本特色國際課
程」等 4 大類型營造高中國際教育環境，108 學年度已有 16 名第
一屆國際文憑課程台美雙聯學制畢業生，預計 109 學年度將有 21
校 421 名學生受益。

台電首辦節電創意短片競賽總獎金達150萬元

（中央社）台電今年首度舉辦節電創意短片競賽，總獎金達新台幣 150 萬元，希望藉此吸引
更多民眾參與節電。
台電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近年持續透過多元方式推廣節電，不僅舉辦 「節電音樂趴」、
「台電秘境路跑」等活動，也與 Youtuber 網紅蔡阿嘎合作拍攝創意短片。
台電今年首度舉辦節電創意短片競賽，宣傳影片今天正式上線。台電表示，這次競賽以節電
為主題，分為片長 1 到 10 分鐘的微電影社會組、校園組，以及片長 1 分鐘內的短影音組等 3 組別，

投稿時間為 9 月 14 日至 11 月 16 日。
台電指出，每個競賽組別都將選出前 3 名與佳作，其中，微電影社會組首獎可獨得最高 50 萬
元獎金，微電影校園組與短影音組冠軍也分別有 20 萬、10 萬元，再加上網路票選人氣獎及早鳥獎
等，累計超過 50 個獎項，總獎金高達 150 萬元。
台電表示，競賽將於 11 月 27 日起進行人氣獎網路投票，預計 12 月 19 日頒獎，沒有參賽的民
眾，透過參與網路投票，也有機會獲得 iPhone、Switch 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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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中有活躍工業生產線

標牌中看香港舊日工藝文化

■鋁製的監獄標牌
鋁製的監獄標牌，
，牌上的中文字
體為“
體為
“監獄體
監獄體”。
”。

標牌，在生活中隨處可見，它可以是商場裏洗手間
的門牌、公路上指示方向的大型告示，甚至是禁止吸煙
的警告，標牌一般以簡潔易明的方式把重要的資訊用文
字和圖像的方式表示，讓人一目了然。隨着科技的進

■ 5 號標牌
號標牌“
“國際仲裁中心
國際仲裁中心”、“
”、“警
警
隊文職人員協會”
隊文職人員協會
”

步，現今標牌大多以機器並運用金屬或膠板製成，少了
昔日全人手製的韻味。標牌亦可記載歷史，中區警署建
築群於 2006 年全面結役之時，在三組法定古蹟中分別
留下不少昔日使用的標牌，這些標牌代表着過去不同年
代的設計美學、工藝文化和生活習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今的大館，
，前身為中區警署建築群
前身為中區警署建築群，
，踏入大
現今的大館
館除了看到從前的監獄面貌外，
館除了看到從前的監獄面貌外
，更難得的是

這裏保留着部分昔日的標牌，恍如回到過去
這裏保留着部分昔日的標牌，
恍如回到過去。
。大
館由即日起至 9 月 13 日，舉行展覽
舉行展覽“
“望左望右
望左望右：
：
歷史標牌”，
歷史標牌
”，但受疫情影響
但受疫情影響，
，實地展覽現已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直至另行通知
，市民可留意官方網站獲取最新消
息以了解開放時間。
息以了解開放時間
。是次展覽展示中區警署經活
化後遺留下來的歷史標牌，
化後遺留下來的歷史標牌
，透過材質
透過材質、
、語言
語言、
、字
體和功能等角度，
體和功能等角度
， 讓大家欣賞一些看似平平無
奇、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略的標牌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略的標牌。
。現場除了
有展板介紹標牌外，
有展板介紹標牌外
，更設有
更設有“
“自助導賞路線
自助導賞路線”，
”，
讓市民可在建築群各處尋找原本位置的標牌，
讓市民可在建築群各處尋找原本位置的標牌
，了
解它們的故事。
解它們的故事
。

標牌上的Police
標牌上的
Police Blue
展覽展板設置於大館的出入口處，這裏展示
展覽展板設置於大館的出入口處，
着部分因活化項目而卸下的標牌。
着部分因活化項目而卸下的標牌
。在大館眾多的
歷史標牌中，
歷史標牌中
， 可見主要的色系只有三種
可見主要的色系只有三種，
， 分別
是：藍底白字
藍底白字、
、白底黑字和紅底白字
白底黑字和紅底白字。
。警署範圍
的 多 為 藍 底 白 字 ， 這 種 藍 色 俗 稱 為 “Police
Blue”，
Blue
”，亦是近代警署翻新後統一使用的顏色
亦是近代警署翻新後統一使用的顏色；
；
雖現今懲教署（
雖現今懲教署
（舊稱監獄署
舊稱監獄署）
）常以綠色為主色
常以綠色為主色，
，
但域多利監獄的標牌不少為白底黑字；
但域多利監獄的標牌不少為白底黑字
；紅底白字

多帶有警告成分，例如常見於放置危險物品的倉
多帶有警告成分，
庫門前，
庫門前
，或消防用品之上
或消防用品之上。
。
大館的歷史標牌用料包括油漆（直接塗
寫）、
）、木材
木材、
、亞加力膠和金屬
亞加力膠和金屬，
，亦有模板
亦有模板（
（字嘜
印模）
印模
）加以油漆噴上
加以油漆噴上，
，例如囚室編號則是用這個
方式製作。
方式製作
。而油漆的成本較低
而油漆的成本較低，
，也可應用在大部
分牆身上；
分牆身上
；亞加力膠較耐用
亞加力膠較耐用，
，適合放置在室外
適合放置在室外；
；
木材則相對容易取得，
木材則相對容易取得
，據說昔日大館外奧卑利街
有數家木材行，
有數家木材行
，職員前往購買後裁成適當尺寸即
可製作標牌，
可製作標牌
，不需四處張羅木材材料
不需四處張羅木材材料。
。

囚犯在獄中製路牌
雖說香港工業式微，但監獄中仍有活躍的工
雖說香港工業式微，
業生產線，
業生產線
，1981 年加入監獄署成為絲綢印刷工藝
教導員的吳世運表示，
教導員的吳世運表示
，當時其主要負責指導和監
督囚犯製作路牌。
督囚犯製作路牌
。囚犯獲分配工作的準則視乎他
們入獄前擁有的技能，
們入獄前擁有的技能
，當時絲印工場位於赤柱監
獄，而每個工場有 80 至 100 名囚犯
名囚犯，
，周一至周六
工作。
工作
。
吳世運指，
吳世運指
，路牌的主要製作材料為鋁片
路牌的主要製作材料為鋁片，
，需要
先清潔、
先清潔
、裁好尺寸
裁好尺寸、
、噴上底油才使用
噴上底油才使用，
，文字則是要
先量度好位置、
先量度好位置
、裁出文字並固定在膠膜上
裁出文字並固定在膠膜上，
，利用與
印水紙相似的方式轉移到鋁片上。
印水紙相似的方式轉移到鋁片上
。由於路牌在夜間

■展出不少昔日的歷史標牌
展出不少昔日的歷史標牌。
。
亦須被看到，所以通常以反光物料製作
亦須被看到，
所以通常以反光物料製作。
。
大館的歷史標牌大部分是中英對照，
大館的歷史標牌大部分是中英對照
，以英文
為先，
為先
，普遍英文在上
普遍英文在上、
、中文在下
中文在下。
。標牌中也使用
一種獨特的字體—
一種獨特的字體
—監獄體
監獄體，
，昔日標牌上的字體由
監獄工場的囚犯手寫，
監獄工場的囚犯手寫
，隨着時代變遷
隨着時代變遷，
，於 1997 年
起改以電腦印字。“
起改以電腦印字
。“監獄體
監獄體”
” 其中一個特色是
“喇叭口
喇叭口”，
”，即筆劃開頭和收尾部分擴張
即筆劃開頭和收尾部分擴張，
，原因
是監獄體發展自鉛字印刷的字型，
是監獄體發展自鉛字印刷的字型
，由於早期技術
未成熟，
未成熟
，因此工匠特地在筆劃兩端多留空間讓油
墨收縮，
墨收縮
，監獄體便這樣形成了
監獄體便這樣形成了。
。市民若想嘗試寫
出監獄體，
出監獄體
，可在展覽中索取主辦方於現場提供的
“自製標牌卡
自製標牌卡”，
”，卡上有模板可供市民在筆劃上
卡上有模板可供市民在筆劃上
加工寫出“
加工寫出
“喇叭口
喇叭口”，
”，製作屬於自己的標牌
製作屬於自己的標牌。
。

自助路線探索過去
現場的“自助導賞路線
現場的“
自助導賞路線”
”設有
設有88 個標牌位置
個標牌位置，
，
其位置分布在大館的各處，
其位置分布在大館的各處
，市民可在標牌原本的
位置了解到其背後的歷史故事。
位置了解到其背後的歷史故事
。其中
其中，
，4 號標牌近
砵典乍閘，
砵典乍閘
，一面紅磚外牆上印着中英對照的
一面紅磚外牆上印着中英對照的“
“望
左望右”，
左望右
”，原來這裏曾經有一段時間用作小型車
原來這裏曾經有一段時間用作小型車
輛的泊車位，
輛的泊車位
，在亞畢諾道迴旋處可見
在亞畢諾道迴旋處可見。
。由於砵典
乍街是警署主要的人車出入口，
乍街是警署主要的人車出入口
，工作人員於是在
面向泊車位的這道牆上寫“
面向泊車位的這道牆上寫
“望左望右
望左望右”
”字眼
字眼，
，以

■展覽現場
提醒司機在泊車位駛出時要留意兩邊情況。
提醒司機在泊車位駛出時要留意兩邊情況。
5 號標牌
號標牌“
“國際仲裁中心
國際仲裁中心”、“
”、“警隊文職人員
警隊文職人員
協會”
協會
”位於 09 座外牆
座外牆，
，用油漆和亞加力膠製成
用油漆和亞加力膠製成，
，
外牆旁邊有樓梯通往法院庭，
外牆旁邊有樓梯通往法院庭
， 紅磚的建築物是
1979 年結役的中央裁判司署
年結役的中央裁判司署，
，這也是建築群中最
早結束原有功能的建築，
早結束原有功能的建築
， 其後大樓轉為其他用
途，包括最高法院附屬樓以及國際仲裁中心
包括最高法院附屬樓以及國際仲裁中心。
。此
外，其他紀律部隊亦有使用大樓的空間作社團會
址，這裏的標牌就是昔日警務處文職人員協會的
門牌。
門牌
。正因大樓曾被用作各種非司法用途
正因大樓曾被用作各種非司法用途，
，原有
的法庭設計多年前已不復存在。
的法庭設計多年前已不復存在
。
6 號標牌
號標牌“
“3 號拘留室
號拘留室”
”是用油漆印製在外牆
上，此處的標牌是昔日拘留室的入口
此處的標牌是昔日拘留室的入口。
。最早期的
中央裁判司署於地面層設有兩個法庭，
中央裁判司署於地面層設有兩個法庭
，並以樓梯
連接法庭和地窖拘留室，
連接法庭和地窖拘留室
，候審人士會通往樓梯到
達法庭被告欄。
達法庭被告欄
。
路線的最後一站位置 E 倉底層現稱
倉底層現稱“
“洗衣場
石階”
石階
”的位置
的位置，
，這裏以往是監獄洗衣工場的所在
地 ， 因域多利監獄結役前
因域多利監獄結役前，
， 囚犯多數為羈留人
士，因此不用參與正式的監獄工場工作
因此不用參與正式的監獄工場工作，
，他們一
般負責較輕省的工作包括洗衣和清潔，
般負責較輕省的工作包括洗衣和清潔
，這站的標
牌正是懸掛在牆上木製的黑板，
牌正是懸掛在牆上木製的黑板
，黑板當時用作標
示每天負責不同清潔項目的囚犯。
示每天負責不同清潔項目的囚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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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灣社會長浦浩德昨接受美南國際電視專訪
“談兩黨全代會
談兩黨全代會（
（拜登 VS 川普 ）和最新民調看法
和最新民調看法”
”
（ 休 士 頓/
頓/ 秦 鴻 鈞 報 導
） 美國總統大選是美國四
年一度的大事。
年一度的大事
。 它攸關國
家的命脈，
家的命脈
， 人民的福祉乃
至全世界的禍福，
至全世界的禍福
， 無不存
在於您按鍵投下選票的瞬
間 。 因此
因此，
， 在此之前對候
選人個人，
選人個人
， 及其施政理念
了解的愈清晰、
了解的愈清晰
、 明確
明確，
，愈
能掌握國家未來的方向，
能掌握國家未來的方向
，
投下您神聖、
投下您神聖
、 睿智的一票
。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博士
昨（9 月 7 日 ）接受美南國
際電視的專訪，他以“ 談
兩 黨 全 代 會 （ 拜 登 VS 川
普 ）和最新民調的看法。重點如下：
Q1.兩黨全代會於 8 月底結束. 川普和副總統 Mike Pence 正式接受共和黨代表大會提名,謀求連
任. 拜登和極左派加州參議員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接受民主黨代表大會提名.兩黨競選
選戰如何吸引美國選民的選票. 華裔選民比較和認識兩黨 2020 年選戰政策的差別：
Q2. 在兩黨全代會,兩位總統候選
人發表演講吸引選民選票, 川普打美
國優先(Make America Great)牌和中
國牌, 拜登打種族仇恨(Racist)牌和
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牌, 您認
為華裔選民該投票給誰?
拜登在民主黨全代會的演講亮點:
打黑命貴牌和種族仇恨牌
拜登在 20-minutes 演講痛批川普"
煽動種族仇恨"(Racist),稱自己代表"
光明".他將團結美國(Unite America).
美國的經濟政策,拜登提到向美國有
錢人加稅. 同時出來演講幫拜登痛批
川普的有 3 民主黨重量級人物: 希拉
里 (Hillary Clinton),巴 拉 克 • 奧 巴 馬
(Barrack Obama) 和 裴 洛 西 (Nancy
Pelosi) Congress ChairWomen.
川普在共和黨全代會的演講亮點:
打美國優先牌和中國牌
川普總統在 70-minutes 演講,他強
調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讓美國變
得 更 偉 大 和 安 全 ” (Make America
Great and Safe Again)。
川普演講 41 次痛批拜登. 指拜登是一
位混了 47 年的左派政治家,除了不斷
的犯錯外,一無是處. 他說:“拜登不
是美國的救世主，他是美國的毀滅者. 川普稱“在拜登的美國沒有安全”.川普強調這次選舉將決
定我們是挽救美國夢，還是讓拜登民主黨的社會主義(Socialism)破壞。
川普還提出他繼續四年領導美國的理由：“在新的 4 年任期內，我們將再次建立美國歷史上
最偉大的經濟，迅速恢復充分的就業，家庭收入的飆升和美國經濟的繁榮”他說冠狀病毒是一個

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流行病，襲擊美國和整
個世界，嚴重打擊了美國的經濟，因此，
恢復美國經濟是首要任務。
伊万卡•川普 (Ivanka Trump)稱讚她父親
為“人民的總統”.
比較: 川普是個大嘴巴的商人。他說
“讓美國變得更偉大 (讓美國賺錢)”將美
國利益放在首位. 拜登是一位混了 47 年的
老政客.
Q3. 6 月 和 8 月 黑 命 貴 (Black Lives
Matter)的暴民暴亂, 您認為是民主黨左派
(Left Wing) 故意煽動種族仇恨(Racist)來
吸引華裔和美國選民選票?
拜登副手-民主黨極左派加州參議員
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採訪中
說:暴民的暴亂行為不能停止，要一直進
行到大選，總統大選結束後暴民的暴亂還
要繼續進行。華裔不同意民主黨的暴民政
治理念.
川普總統抨擊拜登屈服於民主黨的極
左派，並警告如果拜登贏得 11 月的大選
，美國人的前途將一片混亂。他指責拜登
和民主黨煽動暴民攻擊.川普說民主黨在
毀滅美國時，如何來領導我們的國家。
川普還指責拜登“如果讓拜登擁有權
力，他將通過聯邦立法, 削減全美各地警
察部門的預算 (DeFund Police)，裁減警察
人員”。
川普說在拜登下的美國，沒有人會安全。
川普制定他第二個任期的施政綱領說:
• 我們將在未來 10 個月內創造 1000 萬個就業機會。原來的“中國製造”要變成“美國製造”。
• 我們將僱用更多的警察，增加對執法人員攻擊的處罰，並將聯邦檢察官帶入高犯罪率社區。
• 我們將禁止為非法移民提供避難所，並確保為美國公民而不是為非法移民提供聯邦醫療保健。
Q4. 兩黨全代會之前,拜登民調小幅領先川普. 兩黨全代會於 8 月底結束後,您認為川普民調已
有回升？
越來越多的聲音顯示川普民調已有回升. 如果股市上漲和疫情控制,川普贏得選戰連任可能性
很高。
我認為有幾個關鍵關鍵因素與指標,川普將會成功連任:
• 川普政治籌款(14 億) 是 拜登政治籌款(7 億) 的 2 倍
• 40％的美國選民嫌惡拜登暴露的缺點: 性醜聞, (Sleepy Joe), 老人失智的問題.
• 兩黨全代會後,美國民主研究所（DI）在 9 月 1 日公佈最新民調(popular votes) 顯示，川普的支持
度升至 48%,比拜登的 45%高出 3 個百分點.
• 美國民主研究所（DI）民調顯示在 6 個關鍵搖擺州差距更大, 川普(49%)和拜登(42%)，支持度相
差 7 個百分點。另有 3%的川普支持者和 9%的拜登支持者表示，可能在 11 月 3 日的投票日改變立場
。
• 有 70% 民調受訪者認為，拜登在譴責暴力方面不夠強硬；74%人認為“所有生命都重要”(All
Lives Matter)；26%人認為“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
• 更多的美國選民對民主黨的暴民暴亂犯罪感到厭倦。
• 未來 3 次總統辯論 (Sep.29, Oct.15 and Oct.22)
• 副總統辯論: October 7,2020

休城工商

光鹽社健保福利講座
為了向社區民眾提供更好
的健保福利申請及相關服務，
光鹽社將在九月和十月舉辦壹
系列在線的健保福利講座，講
座主題包括兒童、孕婦白卡，
健保市場個人保險，老人紅藍
卡及其補充計劃，殘障人士健
保及福利，食物券，金卡（哈
裏斯縣健康補助計劃）。邀請
了具有超過 20 年移民法律案
件經驗的律師，聯邦政府認證
的健保市場咨詢員，和州政府
認證的 Medicaid/CHIP 導航員
為大家講解，同時也邀請了使
用健保計劃多年的個人分享使
用經歷。
為了向社區民眾提供更好
的健保福利申請及相關服務，
光鹽社將在九月和十月舉辦壹
系列在線的健保福利講座，講
座主題包括兒童、孕婦白卡，
健保市場個人保險，老人紅藍
卡及其補充計劃，殘障人士健
保及福利，食物券，金卡（哈
裏斯縣健康補助計劃）。邀請
了具有超過 20 年移民法律案
件經驗的律師，聯邦政府認證
的健保市場咨詢員，和州政府
認證的 Medicaid/CHIP 導航員
為大家講解，同時也邀請了使
用健保計劃多年的個人分享使
用經歷。

光鹽社主辦遠程醫療 (Telemedicine)
光鹽社: 主辦單位
講員: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醫師及
希望診所 - Dr. Ashely Chen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
us02web.zoom.us/j/87299627556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72 9962 7556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
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
遠 程 醫 療 (Telemedicine)， 亦
稱線上問診。病人可以在自己家中
，通過網絡等現代科技就可以解決
問診等問題，這不但能降低病患感
染病毒的風險，同時也降低了醫療
人員受感染的風險。遠程醫療就可

以大大避免了通過打噴嚏、咳嗽等
途徑把病毒傳染給醫護人員以及其
他人，從而也保護了目前在第一線
的醫護人員。這次演講將介紹遠程
醫療，那些醫療服務可以用線上問
診及病人要注意那些事項，歡迎大
家踴躍參加。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

學，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在
中國曾任矯正外科手術醫師十年。
2002 年來美國貝勒醫學院研究基礎
醫學，2009 年成為內科醫師。曾任
紐約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住院醫師, 目前任職於黃金醫療
中心。
Dr. Ashley Chen 畢業於 Texas

A&M 醫 學 院 。 Dr. Kang-Lin Tsai
畢業於 University of Mississipi 醫學
院。 Dr. Mufeng Zhu 畢業於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rribean 醫學院
。 Dr. Jason Huang 畢 業 於 Texas
Tech 醫學院. 他們目前任職於希望
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