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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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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山火面積創下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西部多個州出
現巨大山火，讓舊金山等大城市籠罩在一片
昏黃色的灰塵之下。置身其中，有人說彷彿
看到了“世界末日”的場景，還有人說感覺
到了火星。
山火已經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今年加州
過火面積也已經創歷史新高。而專家警告說
，如果人類應對山火的方式不加以改變，以
後只會遭受越來越大的損失。
在舊金山以南六百多公里的洛杉磯，山
火同樣嚴重。新華社駐當地記者高山說，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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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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供F-1各專業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留學生CPT或OPT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實習崗位，表現優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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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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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info@lane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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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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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精緻的小菜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LW96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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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磯縣的“山貓山火”已經燃燒數日，城市
籠罩在巨大煙雲之中。當地居民紛紛站在家
門口或者街邊關注着火勢進展，很多人用手
機和相機拍照。
加州林業和消防局 9 月 10 日表示，加州
今年至今山火過火面積已經達到 310 萬英畝
（約 1.25 萬平方公里），創下加州年度山火
過火面積歷史新高。
俄勒岡州緊急管理部發言人鮑比·多恩說
，該州已經向 50 萬居民下達撤離令。
加州乾旱少雨情況近年愈發明顯，乾枯

的植被使得火災容易一發不可收拾。
今年 8 月份是加州史上最熱的 8 月，9 月
初的高溫更是導致加州多地氣溫創下歷史新
高。氣候變化導致包括加州在內的西部多州
的山火都規模越來越大，破壞性也越來越強
。
加州是美國人口第一大州，近年來隨着
人口增長，面臨住房危機的加州有越來越多
的建築物朝叢林荒野擴展，其中很多處於火
災高風險區，導致加州在山火爆發後損失尤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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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日記 9/11
11//2020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今天是 911 事件
紀念日，在美國東部
時 間 2001 年 9 月 11
日上午，恐佈份子刼
持的 4 架民航客機撞
擊紐約世貿中心雙子
塔及華盛頓五角大廈
， 共有 2974 人証實
死亡， 另外還有 24
人下落不明 。并造
成數千億美元的直接
損失，政府之後在阿
富、 伊拉克 、利比
亞等發動之戰爭，可
以說是耗盡國家財力
，死亡慘重， 使美
國陷入無可自拔的窘
境之中。
歷史是一面明
鏡 ，911 事件是個非
常明顯之例子， 中東地區長期在以阿問題上長
期存在之矛盾， 促使阿拉伯世界對美國之仇恨
。
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滿了太多之危機，從中東
到亞洲仍然有戰爭之潛在危險 ，全球政治之不
確定性 加上新冠疫情之繼續蔓延，大部分人都
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今天還是要呼籲全世界之政治領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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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mmemorate The
911 Tragedy
On September 11, 2001, there were four
coordinated terrorists attacks carried out by the
terrorist group Al-Qaeda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win towers
attack resulted in 2,977 fatalities, over 25,000
injuries and substantial long-time heath
consequences and $10 billion in infrastructure and
property damage.
9/11 is the single deadliest terrorist attack in
human history

The hijackers were Islamic terrorists from Saudi
Arabia and several other Arab nations reportedly
financed by Osama Bin Laden. As millions
watched in terror, the World Trade Center was
attacked, another plane circled over downtown
Washington D.C. before crashing into the
Pentagon military headquarter where 125 military
personnel and civilians were killed. A fourth plane
headed from Newark Airport to California was
hijacked and crashed into a farm area near
Shanksville, Pennsylvania. All 44 people aboard
were killed. The plane’s target may have been
其是美國應該繼續加強世界各国之多邊關係， the White House, the U.S. Capitol or Camp David
嚴防戰爭之發生， 尤其是在核子武器时代，戰 in Maryland.

爭將會摧毀世界。
美國大選即將到來， 毫無疑問 ，將來選出
之美國總統將是影響世界最大的政治人物，也是
美國如何領導全球人類之關鍵時刻，當我們共同
紀念九一一事件時，不能忘記历史之教訓。
图片来源：路透社

Today the world is still in chaos from Asia to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a lot of conflicts plu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hch has given so many
people suffering and pain. And we still don’t
have any immediately solution.
We still urge all nations to sit down and face this

international issue and not use force.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coming. Whoever
wins will lead America and also will lead the world.
In this difficult time 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go to war, which now means nuclear war. We
all need to remember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 is
a mirror and we should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Today the first memorials to the victims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in 2001 were posted online
as hundreds of webmasters posted their own
thoughts and links to the Red Cross and other
rescue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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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揠苗不能助長！ 昔稱新冠病毒是上帝對同志的懲罰
烏克蘭主教確診
阿斯利康給川普上的課】
(本報訊)新冠病毒席捲全球超過半年，感染
人數即將達到 3000 萬，死亡人數更是突破 90 萬
大關，疫情至今仍未停歇。曾在今年 3 月稱
「新冠病毒」是上帝對同性婚姻懲罰的 91 歲烏
克蘭正教會基輔宗主教聖統領袖菲拉列特(Patriarch Filaret)，如今也確診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在 3 月開始朝全球蔓延，當時菲
拉列特受訪時稱 「這場肺炎是上帝給人類罪刑
的懲罰」，更直指所謂的人類罪刑就是 「同性
婚姻」，引發排山倒海的批評，認為菲拉列特
不僅歧視同性戀，還引發仇恨。
對此教會堅持不道歉，表示菲拉列特基於

英 國 先 進 的 製 藥 巨 頭 阿 斯 利 康 (AstraZeneca) 和牛津大學合作開發的新冠疫苗在做
最後階段的人體試驗時，一位臨床實驗者出
現了神經系統症狀,罹患了罕見的脊髓炎，於
是該公司立即停止了在全球的疫苗試驗, 這是
一種相當負責任的態度, 畢竟人命關天，如果
研發出來的新疫苗不能確保人體健康, 必將危
害世界, 後患無窮！
自從病毒大流行以來，給全球帶來了創
鉅痛深的災難, 世人都在關心預防 COVID-19
的疫苗何時才能夠研製出來? 各國的醫學專家
競相投入了這一場研發的競賽, 不過，很不幸
的是,這原本是關乎人類生命以及醫療救治的
問題，現在卻被川普總統抹上了一層政治色
彩，新冠疫苗竟成為他拼總統連任的武器, 為
此,他特別成立了所謂的”神速任務”小組
（Operation Warp Speed）,他還誇口說:”新冠
疫苗將在一個特殊的日子(11 月 3 日) 之前到來

”！
川普以為疫苗是可以在限期之內研發出
來的, 那種想法真是太天真太好笑了, 這不禁
讓我們高度懷疑,他會不會為了達到自己的政
治利益,竭盡所能催促疫苗研發、並放寬核可
標準以加速疫苗的批准應市?
我們現在衷心期待的是,各個生技研發公
司應該秉持著仁心仁術, 嚴格遵循醫學標準與
步驟, 認真確實的走完冠狀病毒疫苗的批准程
序！根據最新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如果
政府批准的疫苗可行，竟有超過三分之一的
美國人選擇不接種疫苗,由此可見大多數美國
人對疫苗是沒有信心的, 政府應該及早為人民
找回對接種疫苗的信心。
新冠疫苗關乎著人類未來的生命, 疫苗之
路不應該成市場營銷和沙文主義的舞臺, 而川
普更應該要意識到，他的政治生命再怎麼重
要,也遠不如人命的重要啊！

道德觀點，可自由表達個人意見，未料上週五
教會在臉書宣布菲拉列特確診新冠肺炎，相當
諷刺。不少網友揶揄： 「這下主教的性向大家
都知道了」、 「照他的邏輯，所以他也是同志
囉」、 「原來是隱性同志啊」、 「上帝開始清
洗門戶了」、 「主教快點老實交代對象是誰」
。
截至本月，烏克蘭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逼
近 15 萬，死亡超過 3000 人，對同志友好程度在
歐洲 49 個國家中，僅排第 35。目前烏克蘭法律
雖准許同志交往，但不允許同性婚姻。

求活路字節跳動在新加坡另闢蹊徑 放眼東南亞市場
(本報訊)對於熱門影音短片分享 App 抖音
（TikTok）在美國的業務，美國總統川普 10 日
撂下重話，稱 15 日一到，TikTok 不是被賣掉就
是被關掉，絕不會展延。TikTok 的母公司 「字
節跳動」為此另闢蹊徑，計劃在新加坡投資數
十億美元，建立亞洲據點，作為其全球擴展計
畫的一部份。
外媒引述知情消息人士指出，字節跳動希
望未來 3 年在新加坡斥資數十億美元，並創造數
百個工作機會。據悉，字節跳動已向新加坡申
請經營數位銀行的執照。
字節跳動是全球估值最高的新創公司，在
美、印度、英等國的擴張受挫後，更看重亞洲
其他市場，特別是東南亞 6.5 億人口愈來愈愛用

智慧手所帶來的商機。這塊大餅也是阿里巴巴
、騰訊爭食的對象。
據了解，字節跳動在新加坡的投資計畫包
括建造一個資料中心，經營業務項目包括 TikTok、Lark（飛書，企業辦公軟體）。公司已在
新加坡開出 200 個職缺，工作性質包括財務、電
子商務、個資安全。目前字節跳動已在星國僱
用 400 人，從事技術、銷售與行銷。
由於中國大陸的監管新規，限制科技技術
出口，讓字節跳動與微軟、甲骨文等熱門潛在
買家的交易談判充滿變數，恐無法在 15 日大限
前完成出售。因此亞洲市場的業務，此刻對字
節跳動來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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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OBB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ATTORNEYS AT LAW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刑事：
商業：
家庭：
意外：

服務德州46年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281-617-0921(ENG)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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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政府突然“接管”
匈牙利民眾誓要奪回名校管理權

綜合報導 數千匈牙利人走上首都布
達佩斯街頭，抗議該國著名國立藝術院
校——匈牙利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
的自治權遭到破壞。本月 1 日，該校管
理機構突然被更換為壹家親政府的私人
基金會。抗議人士認為，這等於右翼民
粹主義政府“接管”了這所歷史名校。
據報道，大約 8000 名抗議者在布達
佩斯大街上手拉手組成“人鏈”前行。
抗議者隊伍從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壹直
延伸到匈牙利議會外（如圖）。最後，
抗議人群聚集在議會外的壹個廣場上。
他們高喊口號，要求學校自治並呼籲藝

術創作和教育自由。參加集會的大學生
巴巴裏克斯 6 日表示，“壹所大學能夠
自主運行是民主的基礎，如果大學不能
以其公民認為合適的方式教學，那麼就
會出現嚴重問題。”
匈牙利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是該國
第七所由國立改為私人基金會控制的高
校。其中，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的管理
機構為親政府的“戲劇與電影藝術基金
會”。據報道，該基金會理事會全是由
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人員組成，尤其是該
基金會的新任主席維德尼亞斯基是總理
歐爾班的鐵桿支持者。《紐約時報》稱

危地馬拉家暴事件頻發
當地警方展開“上門”宣傳
綜合報導 危地馬拉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以及家暴情況壹直十分嚴
重，該國政府壹直致力於緩解這壹境況。近日，該國國民警察局在危地
馬拉家暴情況最嚴重、對女性最不友好的幾個地區展開“上門”宣傳活
動。
據報道，本次危地馬拉國民警察局人員選擇的地方是首都圈的新城
(Villa Nueva)、阿馬蒂特蘭(Amatitlán)、聖米格爾貝塔巴(San Miguel Petapa)以及卡納萊斯(Villa canales)城市。
國民警察局人員在上述城市街道加強巡邏，同時前往居民區，向他
們分發宣傳資料。這份宣傳資料是 PNC 制作的關於家暴、對女性暴力以
及預防新冠病毒的信息。胡安•卡洛斯•哈辛多(Juan Carlos Jacinto)探
員指出，“除了上門給居民分發資料外，我們還把這些資料放在商店、
機構以及學校裏，讓更多人能對暴力行為有所警惕。”
另外，國民警察局人員還在城市的公共區域內張貼“什麼是暴力”
“暴力的幾種類型”等科普宣傳畫，讓民眾能更好地了解自己遭受的情
況以及教授他們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警方詳細向民眾介紹，壹旦
發生暴力事件，如何舉報施暴者。PNC 人員鼓勵受害者，尤其是女性，
勇敢站出來。
哈辛多表示，通過“上門”宣傳活動，有幾位女性已經站出來舉報
了施暴者，“民眾可以撥打 PNC 電話 110 或者檢察院辦公室 1572 進行舉
報。”

意大利九旬老婦不懼悍匪
持拐杖打跑兩名入室盜賊
綜合報導 日前，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亞省壹市鎮發生了壹起入
室搶劫盜竊案，兩名盜賊佯裝自來水公司工作人員騙開房門後，發現只
有壹位老婦人獨居家中，便將老人推倒在地闖入臥室尋找貴重財物。老
人則不懼悍匪拿起拐杖壹邊大聲喊叫，壹邊掄起棍棒打擊盜賊，兩名盜
賊見無法得手便逃之夭夭。
據報道，當地時間 9 月 2 日上午，位於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亞省
奧齊諾維市 壹處居民區，正在家中料理家務的 92 歲老婦聽到門鈴，詢
問後來人稱是自來水公司工作人員，準備檢查自來水管道，老婦便打開
了房門。
兩人進入房間後，發現老人獨居家中，立即反手將房門關好
，並把老人推倒在地。老人試圖重新站起來，結果再次被壹名盜
賊按倒在沙發上，並威脅老人不要亂動，另壹名盜賊則跑進臥室
尋找貴重財物。
當老人意識到發生入室搶劫後，順手從沙發旁抄起自己的拐杖，直
接打向在壹旁監視她的盜賊頭部，壹邊大聲喊叫，壹邊繼續追打盜賊。
兩名盜賊見狀只好倉皇逃走。
負責案件調查的警官表示，根據老人的描述，兩名盜賊操意大利口
音，案發後駕駛壹輛汽車逃離了作案居民區。在案發後不久，兩名盜賊
以同樣的手段，搶劫了該市另外壹戶居民家中的現金和首飾等物品。目
前警方正在進壹步查找有關案件的線索，展開調查。

，歐爾班的支持者長期以來壹直主張，
現在是時候讓文化向保守價值觀轉變，
結束所謂的匈牙利自由主義者和左翼分
子對藝術的統治。
在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前校長巴格
西看來，維德尼亞斯基就是“歐爾班的
文化大將軍”，新主席維德尼亞斯基顯
然是按照總理的指示辦事。之前，維德
尼亞斯基在擔任布達佩斯國家劇院院長
時，就對戲院節目進行具有意識形態色
彩的改革，結果節目質量嚴重受損，觀
眾越來越少。
為了抗議新的校管理機構 9 月 1 日正
式上任，數百名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學
生 8 月 31 日晚上聚集在這所歷史悠久的
藝術院校教學大樓前，宣布占領大學校
園。“德國之聲”報道說，紅白相間的
塑料條帶和木板擋住戲劇與電影藝術大
學大門。在學校大劇院的入口大廳內搭
有帳篷，衣服和毛巾掛在晾衣繩上。幾
乎每分鐘都會有支持者前來，為學生提

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占領活動壹直持
續到現在。抗議學生負責人納基表示，
絕不接受親政府的基金會的領導，並要
求其成員辭職。同時，他還呼籲將該大
學重新置於國家的監督之下，保障大學
未來的自治。
在學生們不滿政府插手占領校園當
天，整個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管理層也
集體辭職以示抗議，其中包括校長巴格
西。巴格西表示，由親政府的基金會接
管這所大學的管理權是對“我們自治的
破壞”。雖然他本人沒有參加占領大學
的行動，但是他的兩個在該校上學的孩
子參加了，“對學生來說，這是最後的
手段”。
在學生占領校園的第二天，也就
是新管理層上任當天，維德尼亞斯基
對記者表示，他願意進行對話。然而
，他也強調，希望大學裏有壹種“不
同的思維方式”。目前，維德尼亞斯
基已經開始與包括巴格西在內的前大

學管理人員展開對話。但是巴格西認
為，找到折中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不大
。“德國之聲”稱，維德尼亞斯基現
在可以擴大他對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
的影響力，大學要更具“基督教”和
“民族”特色。根據已辭職的大學管
理人員的說法，基金會現在已經完全
控制了預算、組織和人事安排事宜。
匈牙利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是該
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機構，其宗
旨是為戲劇、電影和電視領域培養理
論和實踐的專業人才。該機構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 1865 年，最初它只是在匈
牙 利 進 行 演 員 培 訓 的 表 演 學 院 。 2000
年 1 月 1 日，被正式授予大學稱號。從
最初到現在的 150 多年時間，匈牙利戲
劇與電影藝術大學在國內外獲得了空
前的成果和聲譽。奧斯卡獲獎影片
《卡薩布蘭卡》的導演邁克爾· 柯蒂茲
等獲得奧斯卡獎的藝術家都曾在這裏
學習。

疫情反彈
加拿大部分省份對重啟經濟“剎車”
綜合報導 隨著疫情反彈勢頭加快，
以及新學年開學，加拿大兩個重要省
份不得不對重啟經濟的進程“剎車”
減速。
作為加拿大西太平洋門戶的不列顛
哥倫比亞省(又譯卑詩省)9 月 8 日宣布，
關閉所有夜總會和獨立宴會廳。餐廳和
酒吧禁止在晚上 10 點之後銷售酒類，且
原則上必須在晚上 11 點之前關閉。
卑詩省首席衛生官邦妮· 亨瑞說，這
壹做法是“不得已而為之”。她警告，
當地“可能正處於第二波疫情之中”。
隨著入秋，民眾應減少社交活動。
該省從 5 月中旬開始逐步放松限制
令。但 7 月中旬以來，每日新增病例數
不斷上升，近來日均新增病例約百例。
人口第壹大省安大略省亦在 8 日宣
布，對該省進壹步解封的所有措施按下
“暫停鍵”，為期四周。受影響的事項
主要包括繼續擴大民眾社交圈規模、擴
大允許參加體育賽事的人數等。但禁令

不包括學校。該省部分地區
的學校 8 日起返校復課，學生
們自 3 月中旬以來首次回到教
室。
安大略省最近壹個月以
來疫情反彈勢頭日益明顯。
省長福特表示，對渥太華、
多倫多和布蘭普頓三地的情
況尤為擔憂。
阿爾伯塔省在剛剛過去
的長周末報告了 619 例新病例及 5 例死亡
病例。該省首席醫療官欣肖坦言，隨著
社區傳播數量緩慢回升，與學校有關聯
的病例增加的可能性也在升高。
在累計病例數約占全國總數 47.8%的
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南岸隆格伊市市被
測出新冠病毒陽性，導致最近與她曾有
接觸的蒙特利爾市市長和魁北克省多位
廳長需要隔離並接受檢測。該省高等法
院壹名法官 8 日駁回壹群父母反對該省
強制返校、並希望孩子上網課的申訟，

希臘文化部推特色口罩
設計別具壹格勁吹民族風

裁定在疫情期間容許每個孩子都上網課
並不符合公眾利益。
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表
示，最近 7 天全國日均報告逾 540 例新病
例。盡管該國盡力保持疫情“緩慢燃
盡”，但近來日均病例數持續增加，令
人擔心，“現在不是自滿的時候”。
加拿大衛生部長帕蒂· 哈杜表示，將
對該國的全球公共衛生情報網絡進行獨
立審查，以回應壹些人士對該系統面對
新冠疫情預警不及時的質疑。
綜合報導 在新冠疫情下，口罩成為
全球人民的必需品。在希臘也不例外，
希臘政府多番宣傳和要求民眾在室內公
眾場所以及人群聚集的地方，必須佩戴
口罩。目前市面上五顏六色、五花八門
的口罩越來越多，面對廣泛的消費市場
，除了商家想從中分壹杯羹外，就連希
臘文化部也在口罩上費盡心思。
據報道，希臘文化部模仿古希臘織
物面罩的風格，推出壹系列帶有古希臘
重要歷史時期標誌圖案、可重復使用的
口罩。
評論人士認為，希臘文化部的創意
值得贊賞，因為在很長壹段時期內，口
罩都將是每個人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購
買舒適的環保型口罩更加實際。另外，
生產帶有古希臘印記的口罩，壹方面可
以宣傳希臘歷史和文化，另壹方面也可
以在新冠疫情消退後，將口罩作為收藏
之用。
據報道，這些希臘風格口罩將在全
國所有博物館和考古遺址的紀念品商店
出售，每件售價為 5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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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紓困案縮水

參院闖關失敗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衝擊美國經濟，繼 3 月通過規模高
達 2 兆美元（約台幣 59 兆元）的振興方案後，共和黨又提出新
版本的經濟刺激法案，結果該法案在參議院以 47-52 票闖關失
敗，遭到否決。
美國國會通過的首輪振興方案於 7 月到期，5 月時民主黨也
曾在眾議院提出總額高達 3 兆美元的刺激計畫，結果在白宮與
參議院遭遇反對。共和黨提出的 「瘦身版」法案，預估總花費
介於 5000 億至 7000 億美元。

共和黨的法案內容包括每周額外提供 300 美元失業救濟金
，這是首輪紓困法案規定數額的一半，將持續發放至 12 月 27
日；為小型企業提供第二輪貸款；免除美國郵政的 100 億貸款
；通過 1 向教育穩定基金，以為學校提供復課所需的 1050 億美
元；此外，撥款 160 億美元用於新冠病毒檢測、310 億美元用於
開發疫苗和治療方式等。
這項法案與 5 月民主黨在眾院通過的版本，最大區別在於
：共和黨法案沒有包括先前民主黨一直要求、給州政府及地方

政府的紓困資金；沒有直接向美國民眾開出紓困支票；將每周
600 美元的額外失業救濟金砍半至 300 美元。
早在本次投票前，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和參議院少
數黨領袖舒默已經表態，會阻止法案通過。裴洛西透過聲明強
調， 「共和黨知道民主黨人永遠不會支持這項法案」。舒默則
批評，該法案 「連不足都稱不上，根本就是不堪用」。

挺川媒體大亨風向變了
傳看衰川普連任準備 「敗選後」布局
（綜合報導）在川普民調仍落後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之際，
一向被外界是為川普鐵桿支持者的福斯新聞台近期風向開始轉
變，不僅川普認為福斯新聞越來越沒和他站在同一陣營，連福
斯公司董事長、最大股東梅鐸都看衰川普難以在 11 月連任成功
，正準備 「後川普」環境下的商業布局；川普也在與梅鐸對談
時對他大吼，抱怨福斯新聞對他做假新聞，但梅鐸仍替自家新
聞辯護，雙方在電話中不歡而散。
雖然梅鐸旗下的《福斯新聞》美國大眾媒體中，最力
挺川普的主流媒體，也是川普最常接受專訪的新聞台。但據

《每日郵報》引述美媒《浮華世界》（Vanity Fair）報導，一
名匿名人士表示，曾經在 2016 年大力幫助川普勝選的媒體大亨
梅鐸不如同 4 年前的看法，反而看衰川普 11 月競選連任能勝出
。這名消息人士表示，梅鐸已預見川普可能的敗選，正準備替
他的媒體帝國做好 「後川普時期」環境下的商業布局。
對此，川普大為光火，在電話中向梅鐸大吼，稱福斯新聞
對他的報導不應該存有偏見，不僅報導不公且做假民調，例如
川普近期才嗆福斯新聞國安線記者葛里芬（Jennifer Griffin）證
實川普不願去向陣亡美軍致敬是假新聞，以及福斯新聞於 5 日

的民調稱川普在 3 個搖擺州民調落後拜登；不過梅鐸仍認為旗
下新聞有遵守報導及民調準則，雙方最終在火爆氣氛下結束通
話。
正傳出川普競選團隊經費被迫縮緊荷包之際，川普與福斯
新聞的關係更成為外界焦點。報導也根據其他消息來源指出，
川普也不滿福斯的主持人華萊士（Chris Wallace）為總統大選
辯論會的主持人。華萊士曾於 7 月 17 日專訪川普時，直接點出
川普種種錯誤說法，雖然贏得新聞界同仁滿堂彩，但也讓川普
對他記仇。

微軟：陸俄伊朗駭客 企圖干預美大選

（綜合報導）國總統大選腳步逼近，據微軟公司 10 日公布
的調查，與俄羅斯、中國大陸及伊朗有關聯的駭客正加緊發動
網攻，企圖干預此次選戰。不過，儘管川普總統極力想把民主
黨對手拜登打成 「親中派」，一再宣稱陸方 「偏愛」拜登當美
國總統，但微軟報告則透露，拜登競選陣營成為大陸駭客的攻
擊目標。
微 軟 發 現 ， 自 3 月 起 ， 代 號 「鋯 」 （Zirconium， 又 名
APT31）的大陸駭客團體已策動了數千次攻擊，約 150 次取得
成功。其目標顯然是要蒐集與美國總統選戰相關組織及個人的
情資。 「鋯」曾透過競選團隊人員的非競選活動電郵帳戶，間
接攻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競選陣營，但未成功。至少一
名曾與川普政府有關的知名人士也遭到攻擊。

美國學者及國際事務相關人士亦是大陸駭客的目標， 「鋯
」曾攻擊逾 15 所大學、18 家國際事務及政策組織的帳戶，包括
「大西洋理事會」及 「史汀生中心」。
俄羅斯組織 威脅最大
俄羅斯方面，微軟指代號 「鍶」（Strontium）的駭客組織
，過去一年來企圖入侵逾 200 個與美國大選相關的組織，以及
歐洲的政治組織。 「鍶」又名 APT 28 或 「魔幻熊」（Fancy
Bear），據信隸屬俄國軍事情報局（GRU），2016 年就曾入侵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競選陣營的電郵。路透 10 日也引據知
情人士指出， 「魔幻熊」疑似鎖定華府政治顧問公司 SKDKnickerbocker，而該公司與拜登及其他民主黨要角有合作關係
。

川普宣稱 陸偏愛拜登
微軟並未評估哪方駭客對今年美國大選公正性的威脅較大
，但網路專家一般認為，俄羅斯駭客構成的威脅最嚴重。另外
，微軟調查中提到，拜登陣營成為大陸駭客的攻擊目標，這似
與美國官方評估有出入。8 月 7 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ODNI）曾公布評估，指陸方認為川普總統 「不可預測」，
不希望他連任。川普也據此回應說，大陸 「很愛」他敗給拜登
。
至於伊朗，微軟指代號 「磷」（Phosphorus）的駭客組織
在 5 至 6 月期間，企圖入侵川普政府官員和總統選戰工作人員
的帳號，但無功而回。

亞洲時局
星期六

Saturday, September 12, 2020

韓國累計確診逾 2.1 萬例
首都圈堂食禁令範圍將擴大

A8
臺風 海神 登陸韓國
境內各地區均已發布臺風特報

綜合報導 韓國通報新增 167 例新冠確診病
例，累計 21177 例；新增 1 例死亡病例，累計死
亡 334 例。韓政府決定，將針對首都圈實施的
加強版防疫措施，延長壹周至 13 日；並於 7 日
起，將堂食禁令範圍擴至連鎖型糕點店、刨冰
店等。
據報道，韓國疫情出現反彈後，單日新增
確診病例曾於 8 月 27 日，增至 400 例以上，之
後有所回落。9 月 3 日起，單日新增確診連續四
天降至 200 例以下。
截至當地時間 5 日中午，首爾“愛第壹”
教會相關確診病例增至 1156 例，與 8 月 15 日光
化門廣場集會相關確診病例累計 510 例。此外
，首爾銅雀區壹家信用卡發行公司、首爾峨山
醫院、仁川百樂達斯城酒店等地發生小規模集
體感染事件。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表示，首都圈疫情
有所緩和，但在醫院、酒店等地，不斷出現小
規模集體感染事件，疫情復燃風險猶存。防疫
部門呼籲民眾積極配合防疫措施，爭取盡早恢
復日常生活。
9月30日，韓國政府對首都圈實施加強版防
疫措施，首都圈餐廳、酒吧從晚上9點至次日淩
晨5時禁止堂食；連鎖型咖啡店內不分時間段均
禁止堂食，僅支持外賣或自取；健身房、臺球廳
、高爾夫球場等室內體育設施暫停營業。
為彌補現有措施存在的漏洞，韓國政府此
次在維持上述措施的基礎上，還將連鎖型糕點
店、刨冰店也列入禁止堂食對象；線上授課對
象範圍也從補習班擴大至職業培訓機構。

2020年9月12日

綜合報導 第 10 號臺風“海神”在韓國蔚山
市海岸登陸。韓國全國均在臺風影響範圍內，各
地區均已發布臺風特報。“海神”對韓國慶尚道
等地區造成較大影響，蔚山、釜山等地下起暴雨，
道路被封鎖，各地災害不斷。
韓國氣象廳介紹，當地時間7日上午9時為準
，“海神”正在蔚山西南方向的陸上向北移動，臺
風強度為“強”。南部地區會迎來強風，江原和慶
北地區每小時會有50毫米左右的強降雨。
截至同壹時間，韓國全國各地均發布了臺風特
報。特別是，慶尚道、江原嶺東和西海岸等地臺風警
報已經生效。而內陸地區主要發布了臺風預警。
截至當地時間 7 日上午 8 時，釜山消防本部
累計接到 143 起臺風相關報警案件。
廣安大橋、釜山港大橋等 53 處道路實施交
通管制。
蔚山地方警察廳當日也透露，當天上午 7 時
起，蔚山大橋兩方向均進行管控。
上午 8 時 40 分，太和江發布洪水警報，太和
江國家庭院也處於浸水狀態。
另外，隨著風勢逐漸加大，雨天道路上的交
通事故也接連發生。
上午 8 時 20 分，蔚山壹高速公路上，壹輛車發生側翻，
司機成功逃生。此外，蔚山和釜山均發生多起信號燈墜落、
廣告牌被吹落、公寓外墻掉落等事件。預計臺風造成的損失
將進壹步增加。
據報道，預計“海神”將緊貼慶尚南道東海岸北上，當
地時間 7 日下午 2 時許，在江原道江陵市朝著東北偏東方向離
開陸地回到海洋。

﹁
﹂

全球確診超 2678 萬例 印度成第三個確診超 400 萬例國家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歐洲中部時間 5 日 14 時 45 分(北京時間 20
時 45 分)，全球確診病例較前壹日增加
296032 例，達到 26468031 例；死亡病例
增加 6027 例，達到 871166 例。
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
，截至北京時間 6 日 11 時 28 分，全球累
計確診病例達 26782582 例，死亡病例為
878237 例。

宣布，由於法國選手姆拉德諾維奇是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她和搭
檔匈牙利選手巴博什只能退出賽事。此
前男單 17 號種子、法國選手佩爾在比賽
開打前確診感染，並退出比賽。
據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 9 月 5 日晚公
布的最新數據，該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30168 例，累計確診 4123000 例；新增死
亡病例 682 例，累計死亡病例 126203 例
。目前，巴西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仍居
美洲：美機構預測明年初美死亡病 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例或達 41 萬例
美國仍是全球累計確診和累計死亡
歐洲：俄疫苗試驗結果顯示“有效
病例數最多的國家。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 且無嚴重副作用”
學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 6 日 11 時 28
據俄羅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網 5 日公
分，美國的累計確診病例達 6245112 例 布的最新數據，俄羅斯當天新增 5205 例
，累計死亡病例為 188535 例。
確診病例，累計確診 1020310 例。新增
美國華盛頓大學衛生統計評估研究 死亡病例 110 例，累計死亡 17759 例。
所最新發布的新冠疫情模型預測結果顯
俄羅斯研究人員日前首次在國際學
示，到 2021 年 1 月 1 日，美國累計死亡 術期刊《柳葉刀》發表疫苗試驗報告稱
，所有接受註射者都產生了抗體，且沒
病例可能達到 41 萬例。
2020 年美國網球公開賽組委會 5 日 出現嚴重副作用。根據疫苗第壹、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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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臨床試驗結果，年齡介於 18 至 60 歲的
76 名參與者，註射疫苗後接受 42 天觀察
，全部產生新冠病毒的抗體，其中和抗
體反應水平與自然病愈者的免疫反應相
似。
法國 9 月 5 日發布的最新數據，截至
當天 14 時，法國的確診病例升至 317706
例，24 小時內新增 8550 例。過去壹周法
國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比例升至
4.7%。法國衛生部長韋朗 5 日表示，法
國必須保持警惕，本周平均每天有 55 名
患者在重癥監護病房住院，這意味著疫
情持續反彈。韋朗當天排除了在全國範
圍內重新實行封鎖的必要性。
據德國“時代在線”報道，截至當
地時間 5 日 22 時 28 分，德國累計確診
250786 人、治愈 222899 人、死亡 9494 人
。自 7 月底以來，德國疫情出現反彈，
單日新增確診人數已保持在 1000 人以上
達多日。德國聯邦衛生部 5 日宣布，為
應對抗疫過程中暴露出的缺陷，聯邦政
府將投入 40 億歐元幫助各州衛生部門改

善其人力資源，推動數字化和組織架構
印尼衛生部 5 日下午通報，該國當
日新增確診病例 3128 例，累計確診超 19
現代化。
萬例、達 190665 例。新增死亡 108 例，
亞洲：印度單日新增再創新高 累計 累計死亡 7940 例。印尼新冠肺炎確診病
確診超過 400 萬例
例數近期迅猛增長，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據印度衛生部門 6 日上午公布的數 屢創新高，各地頻現政府機構、學校、
據，過去 24 小時中，全國新增 90633 例 工廠等集體感染現象。
新冠病例，累計已達 4113812 例。這是
非洲：非洲確診超 128 萬例 中國完
印度單日新增病例數最多的壹天，印度
也再次打破單壹國家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成在幾內亞抗疫援助任務
根據非洲疾控中心網站當地時間 5
數的紀錄。印度現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數超過 400 萬例的國家 日最新統計，非洲 57 個國家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累計 1284748 例，死亡病例累計
，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6 日消息 30838 例，治愈病例累計 1024559 例；疫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壹天新增 情最嚴重的國家分別為南非、埃及和摩
167 例確診病例，累計確診 21177 例。 洛哥。
韓聯社稱，韓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曾
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 5 日完成在幾
於 8 月 27 日 增 至 400 例 以 上 ， 之 後 有 內亞的抗疫援助任務，乘包機至南蘇丹
所 回 落 ， 自 9 月 3 日 起 連 續 四 天 降 至 後回國。應幾內亞政府邀請，中國抗疫
200 例 以 下 。 按 感 染 途 徑 來 看 ， 當 天 醫療專家組於 8 月 27 日結束援助南蘇丹
新 增 病 例 中 社 區 感 染 病 例 152 例 ， 境 抗疫工作後抵達幾內亞，開展抗疫援助
外輸入病例 15 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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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蟬聯最自由經濟體 政府：致力公平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菲沙研究所發表最新《世界
經濟自由度 2020 年度報告》，再次把香港評為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特區政府 10 日對此
表示歡迎，並指報告明確肯定香港一直以來堅
定地建立一個自由經濟體及提供公平營商環境
的決心。
自報告開始發布以來，香港一直位列全球第
一，而新一份報告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
際貿易自由”和“監管”排列首位。

特區政府發言人 10 日晚回應表示，法治是香
港重要核心價值，為社會大眾所珍視，政府和整
個社會均堅決捍衛及維護法治。遺憾地，菲沙研
究所以偏頗及基於選擇性評論和無理據的推測推
論未來香港在這方面的評分將下降。
發言人指，香港在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的
權利受基本法充分保障。然而，這些權利和自
由並非絕對，基於例如公共秩序的需要而經法
律可加以限制。香港過去一年經歷社會動盪，

良好的治安受到嚴重挑戰，警隊有責任採取合
法措施維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保護市民生
命及財產。
就報告提及訂立《香港國安法》以及相關執
法行動，特區政府重申，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
是國際慣例，每個國家都有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
的法例，亦是職責所在。制定《香港國安法》是
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維護
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的犯罪，保持香港特區繁榮穩定，並保障香港特
區居民合法權益。
特區政府表示，自由市場原則是當局制定
政策的重要考慮以及香港經濟基石，政府會竭
力鞏固香港固有制度優勢，包括法治及司法獨
立、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
好的營商環境，以及高效政府。這些優勢提供
穩定及有利環境讓企業蓬勃經營，並讓整體經
濟持續繁榮發展。

10 日增 12 宗確診 本地個案連續三天單位數

普檢覓兩隱者
隱者 皆為食肆員工
香港 10 日再多 12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

本地個案只佔 5 宗，是連續 3 日本地感染個案
維持個位數，當中兩宗源頭不明個案是由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所發現，兩名患者為食肆員工。其中一名 39 歲確診女患者的兒子本周
二到醫院進行眼科手術的術前測試時，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翌日得悉母親確診，
院方再為其兒子做檢測初步呈陽性反應。院方 10 日為母子倆進行血液抗體測試，全部
都有抗體，顯示他們都是隱形患者，或已不藥自癒，其間或已不知不覺間向身邊人
“播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10 日公布，香港新增 12 宗確診個案，其中 7

宗為輸入個案，包括 5 人乘坐印度航空 AI314 航班
於本周二抵港，該航班至今已有 6 名乘客確診。其
餘兩宗輸入個案分別為一名從菲律賓抵港的外傭及
一名從伊朗經卡塔爾來港人士。

普檢已篩21宗個案 6宗
“復陽”
5宗本地個案中，3宗與之前個案有關連，他們
都在接受隔離期間確診。至於另外兩宗本地個案均
屬源頭不明，均是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後被發
現，再次顯示計劃發揮功效，令至今從該計劃檢測
出的新增確診個案數目增至 21 宗，另有 6 宗“復
陽”的舊個案。
該兩宗經普檢揪出來的個案，包括一名於銅鑼

灣百德新街 50 至 56 號一間食肆工作的 39 歲女職
員，她於本周一到官涌體育館接受檢測，翌日陪同
5 歲兒子到伊利沙伯醫院進行眼科手術的術前測
試，當時兒子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反應。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指出，該名
男童於翌日接受手術期間，院方得知其母親確診，
故於術後再為他進行測試，結果呈陽性，但 CT 值
大過 30，顯示病毒量低。10 日再替母子二人進行血
清測試，均驗出對病毒存在抗體，目前情況穩定。
劉家獻解釋，“可能之前感染過並自行康復，
因此病毒量低，亦解釋到為何男童第一次檢測結果 ■港 10
10日再多
日再多12
12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本地個案只佔
本地個案只佔55 宗，是連續
是連續33 日本地感染個案維持個位數
日本地感染個案維持個位數。
。
是陰性。”劉家獻表示，由於該名男童屬日間病
人，接觸其他病人機會不大，加上手術後被安排於 者。
她於元朗水車館街一間食肆當樓面侍應，並於本周
獨立間隔，而接觸母子二人的醫護人員均有適當防
至於另一宗由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發現的源頭不 二到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接受檢測，其後證實確
疫裝備，因此並無醫院員工或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 明個案，則為一名居於天水圍天慈邨的 57 歲女性。 診，CT值為26至31，病毒量同樣偏低。

源頭不明佔三成 23%病例無徵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第三波新
冠病毒疫情持續，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 10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近日確診個案數目雖呈
下降趨勢，惟源頭不明個案亦佔三成，而疫情自 1
月份至今錄得逾 4,900 宗確診個案中，約 23%在沒
有相關臨床徵狀情況下被識別出來，說明及早檢
測與推前診斷對防疫的重要性。他強調，實驗室
監察和檢測，是特區政府對新冠病毒防疫工作重
要一環，再次鼓勵市民把握時間參與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
徐德義表示，香港過去三個星期，確診個案
的 7 天平均數，由上月 20 日至 26 日的平均 21.1
宗，跌至上月 27 日至本月 2 日的平均 13.7 宗，再

跌至過去一周平均 10.1 宗，整體數字呈下降趨
勢，惟過去兩周源頭不明確診個案約佔 30%，顯
示社區仍有持續隱形或無明顯臨床病徵的病毒傳
播鏈，重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讓政府掌握和估算
社區傳播情況，並找出隱形患者，避免疫情擴
大。他同時指出，第三波疫情7月底的平均7天確診
個案數目一度多達128宗，正是政府適時作出社交限
制距離措施才將數字降低，政府會繼續根據疫情發
展、市民及經濟活動需要，逐步有序地放寬社交距
離措施，平均確診宗數只是考慮因素之一。
對於繼續有人質疑普及計劃成效，徐德義
重申政府沒有就計劃預設參與人數，只要能找
出新增個案，一定可增加對疫情的控制力度。

他續說，近日未經預約到檢測中心接受採樣的
個案雖增加，但今個星期預約人數亦較上星期
少，因此並無令中心出現“逼爆”情況。

政府接洽不同疫苗藥商
問及英國藥廠與牛津大學研發的疫苗臨床測
試時出現不良反應，徐德義表示藥廠在出現懷疑
副作用後已暫停測試，加上第三期臨床測試較大
型，正是希望藉此觀察副作用表現，是十分標準
的過程。他指特區政府決定購買疫苗前，除透過
協調機制採購，亦已接洽不同藥商採購，特區政
府應對或出現第四波疫情的準備工作未有鬆懈，
臨時醫院籌備工作仍在積極進行中。

公院留醫者檢測 6 歲以下未必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三波新冠
病毒疫情爆發以來，長者確診者的死亡率高，亦
有長者在院內感染，早前經安老院轉送醫院長者
入院前要做檢測篩查，現時所有入住公院病人亦
會在可行情況下進行檢測。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
監鍾健禮 10 日表示，新措施是不論年齡層，盡量
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化驗，期望避免較年輕及無病
徵病人將病毒帶入醫院，估計入院篩查檢測數字
會倍增，但受運作需要限制，直言“未必百分百
做得晒”。
鍾健禮 10 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公院日均檢
測量約 800 個至 900 個樣本，整體日均入院人數低

於 2,000 人，而新措施實施後，檢測量將會倍增，
但由於各間醫院的人手、檢測位置都不同，要交
由前線人員評估決定是否進行檢測，因此不能做
到百分百檢測，亦較難評估會有多少入院病人或
未能獲得檢測。
他又表示，採樣方式首選會以深喉唾液為
主，“病人如果有能力收集深喉唾液，就盡量為
佢做檢測，但如果病人要做鼻咽拭子就較難，因
為需要移到負壓房進行，地方同人手所限未必做
到。”
他表示，6 歲以下兒童主要入住兒科病房，較
少接觸長者，因此不一定會為其檢測。

鍾健禮透露，醫院內做檢測化驗，一般一日
內便會有結果，有些較小的地區醫院需要運樣本
到較大的“龍頭醫院”進行化驗。化驗人手亦是
考量的因素，目前疫情有緩和才“夠膽”去做，
疫情高峰每日做 6,000 個至 7,000 個檢測，難再增
加檢測量，醫管局故研引入高通量機器，以相同
人手做更多測試。
此外，他表示醫管局正檢視何時可以恢復因
疫情影響而暫停的部分非緊急服務和探病安排，
局方亦正與安老院舍業界商討，會視乎風險評
估，決定需否為出院的院舍長者做多一次病毒檢
測，以預防出院後把病毒帶入院舍。

10 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7宗

外地輸入個案

（5宗印度、1宗菲律賓、1宗伊朗經卡塔爾抵港）
本地有關聯個案
本地源頭不明個案

3宗
2宗

兩宗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詳情
39 歲女（個案 4912）：居於廟街，於百德新
街 50 至 56 號一間食肆工作，有時會去油麻地
街市
◆本周一（7 日）到官涌體育館檢測中心接受
檢測，同日為最後上班日子
◆本周二（8 日）陪同 5 歲兒子到伊利沙伯醫
院接受眼科手術的術前檢測，當時兒子對新冠
病毒呈陰性反應
◆本周三（9 日）院方得悉母親確診後，為其
兒子進行檢測屬初步陽性
◆本周四（10 日) 為女患者、其丈夫和兒子進
行測試，均存有抗體。目前母子倆於伊利沙伯
醫院留醫，父親則送往檢疫中心
57 歲女（個案 4914）：居於天水圍天慈邨，
於元朗水車館街一間食肆當樓面侍應，有時會
去合益街市。
◆本周二（8 日）到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接
受檢測，本月6日則為最後上班日子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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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鴻蒙是應用於移動智能終端的中國國產操作
鴻蒙 系統，此次發布了其升級版2.0版本。
I 11

EMUI（Emotion UI）是華為基於 Android(安
卓)進行開發的情感化操作系統。擁有簡化的用
戶界面、新的手勢導航和HiVision的“AI”功能。此
次發布的 EMUI 11 功能包括界面設計因人而藝、使
用體驗的因人而宜、智慧協同的因人而易三個特色。

EMU

HMS 是華為移動服務（全稱 Huawei Mobile Services），是華為雲服務的合集，包含
華為賬號、應用內支付、華為推送服務、華為雲盤
服務、華為廣告服務、消息服務、付費下載服務、
快應用等服務。

S
HM

iLink

是華為開發的智能家居開放互聯平
台，平台功能主要包含智能連接、
HU
智能聯動兩部分。可鏈接包括油煙機、冰箱、
洗衣機、烘乾機、烤箱等所有智能化家居設備。

IH
AWE

h

searc

華為研發的創新研究平台。面向科
研院校、創新機構、行業組織、醫
HU
療機構，開放 HUAWEI Research Kit 和 HUAWEI
Research Cloud兩大關鍵平台，給予研發者便利。

I Re
AWE

藍牙降噪耳
機 ， 有線充電
版 1,099 港
元 ， 無線充電
版 1,199
199港
港元

新增滑雪、高爾
新增滑雪、
夫練習場模式，
夫練習場模式
，
以及專業軌跡返
航功能
航功
能

2020（Together）上，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 余承東公布了一系列創新產品。具
體包括 HarmonyOS 2.0（鴻蒙 2.0）、HMS（華為移動服務）、HUAWEI HiLink（智能家居開放互聯平台）、HUAWEI Research（創新研究平台）等。香港

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華為推出這些開源平台旨在與全球開發者共同創造全場景
的智慧生態，以激發創新。

“目前，我們正在經歷美國第三輪制裁的困
難時期。沒有人能夠熄滅滿天星光。每

一位開發者，都是華為要匯聚的星星之火。”
此次開發者大會 10 日的主題演講中，余承東坦
言，“華為將全面開放其核心技術，軟硬件能
力，未來與開發者（指相關研發者，下同）共
同建設全場景智慧生態。”此次大會上，最重
磅的消息是鴻蒙 2.0 系統的發布，這正是一個開
放的技術平台。

鴻蒙 2.0 將適用於所有手機

美國去年封鎖安卓系統，華為鴻蒙系統橫
空出世。相較此前的版本，余承東解釋，鴻蒙
2.0 的 特 點 為 “ 跨 設 備 、 服 務 流 轉 、 極 速 直
達、可視可說、隱私安全。”鴻蒙 2.0 將面向
全場景生態，所有智能終端、軟硬件產品可以
在鴻蒙系統中實現鏈接，資源共享。
2020 年底，鴻蒙 2.0 將首先開放針對國內
智 能 手 機 研 發 者 ， 推 出 HarmonyOS beta 版
本。
明年，鴻蒙將適用於所有電腦、手機等
智能終端。屆時，鴻蒙系統將成為與蘋果和
谷歌相抗衡的第三大操作系統。
演講中，余承東指，在經歷三輪制裁的情

化解晶片危機
辦法與困難
最終由中國最大的芯片（港稱
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替代台
積電進行生產；中芯國際使用
美國設備製造芯片，這意味着
它將無法向華為供貨。
己的芯片組的中國紫光展銳生
產的低端半導體無法滿足華為
需求。
芯片設計的過程中沒有用到美
國的技術，但其芯片依然要台
積電等企業代工生產，最終又
使用了美國的技術，依然需要
向美國申請許可。

4. 外包給韓國三星；但三星可能
不願意與華為共享，二者是競
爭關係。

開源：公開源代碼 研發更自由
開源指源代碼公開，是一種軟件發
布模式，可以讓相關研發者自由地“搭
建、完善、修改自己的系列軟件”，並
且保障軟件用戶自由使用及接觸源代
碼。如果大量開發者來使用，那鴻蒙系統將能用上各
種各樣的軟件（App）。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

1

即將生效，重壓下華為的全產業鏈生態亮相。在 10 日開幕的華為開發者大會

3. 外包給台灣聯發科。聯發科在

重量僅有1
重量僅有
1kg
kg的筆記本電腦
的筆記本電腦，
，輕薄便攜
輕薄便攜。
。

要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美國對華為的芯片（港稱晶片）禁令

2. 外包給中國紫光展銳；設計自

華為 MateBookX
MateBookX：
：

A10

■ 余承東介
紹 鴻 蒙 2.0
系統。
系統
。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花 攝

1. 繼續使用麒麟處理器系列，並

華為 Watch GT2
GT2 Pro
Pro智能穿戴手錶
智能穿戴手錶：
：

■責任編輯：李岐山

5. 讓美國政府取消對高通的禁
令。但這一辦法在今年也難實
施。《華爾街日報》報道稱，
高通正在游說美國政府，以撤
銷一項禁止向華為出售產品的
禁令。不過，隨着美國大選到
來，很難在今年看到美國強硬
立場得到緩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探營研發基地：員工心態平穩

華為 日發布新產品

10

華為 FreeBuds Pro 無線耳機
無線耳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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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

華為抗美重壓 全產業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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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去年華為手機全球出貨量 2.4 億，位居全
球第二。今年上半年華為的消費者業務手機全
球發貨量1.05億，消費者業務銷售收入2,558 億
元人民幣。

建全球第三大移動應用生態
“在 180 萬開發者的支持下，全球第三大
移動應用生態正在破繭而出快速發展。”余承
東稱“HMS 是全球第三大移動應用生態”，這
也將是中國唯一的智能終端生態系統。對此，
資深電信分析師馬繼華指，鴻蒙的生態建設起
步晚，但也有後發優勢，可以更快集中精力打
造生態圈，從而率先進入萬物互聯時代。其缺
點是豐富度相對差，但因為現在超級 App 流
行，頭部應用集中，困難並不大。“獨木難成
林，華為的鴻蒙生態需要更多的廠商參與才會
更好。”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華為將堅
持面向全球開放最核心的軟硬件能力，包括地
圖、搜索、支付、瀏覽、廣告五大服務引擎，
以及業界領先的拍照能力、AR 地圖能力、通信
傳輸能力、隱私安全保護能力等，在遊戲、影
音、娛樂、電商、社交等各領域給予開發者研
發便利。

■ 參與相關校園研發者在大
會門前合影。
會門前合影
。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美國對
華為再三封殺，面對重壓，華為員工的工作狀態
備受關注。10 日上午，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了華
為位於東莞松山湖的研發基地，進行實地探訪，
發現華為員工心態較為平穩。有華為員工透露，
除消費者終端業務之外，華為其餘業務板塊影響
不大。
位於東莞松山湖的華為研發基地內，聚集了
2.5 萬名員工，其中大部分為研發工程師。公開數
據顯示，華為聚集了8萬名研發工程師，分布於其
不同的業務模塊。
早上 8 點，香港文匯報記者進入其研發基地
內，大量員工開始陸續上班。其中，一名從事GTS
（Global Technical Support 全球技術支持）研發
的網絡技術工程師唐先生表示，對於華為目前的危
機，所有員工都有了解；但除了其直接面向消費者
的業務之外，大部分研發工作所受影響不大，工作
平穩正常，員工也並無焦慮心理。
“我和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不太感到悲觀，實
際上也沒有太多精力去焦慮。每天都有很多事
做，我們還是繼續做好自己的事吧。”一名華為
運營商業務部的員工表示，目前華為的愛國情懷
已經滲透到了公司的上上下下。同時，業內也有
不少相關研發工程師跳槽到華為來工作，華為並
未面臨研發人才短缺的情況。

中國

2

中國社會
■責任編輯：李岐山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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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 道 ） 逾 200 年 前 的 一 片 漆 紗 首 次 展
出、金甌永固杯 C 位亮相、太和殿脊獸
全員登場……“丹宸永固——紫禁城建

18

2002年
大修百年計

第三單元：生生不息

逾450文物講述故宮風雲 宮殿建築彰顯文化魅力

三大主題 歷史節點

2020年9月12日

紫禁城六百歲 漆紗首展賀壽
故宮午門展廳，這場大展用 450 餘件精
品文物，描述了一座城的 600 年。故宮
展覽，觀眾能更深入全面了解曾經的紫
員、策展人張傑介紹，這裏只是“序

樓，明代翰林官員徐顯卿完成的《徐顯卿宦跡圖
冊》將解開這個謎題。張傑介紹，這本圖冊記錄
了徐顯卿的成長歷程和仕宦生涯。此次展覽選取
了其中兩頁，觀眾可形象地看到距今400多年前，
即明代中晚期午門及太和殿廣場的真實情景。
“如果細看，觀眾可以發現故宮的變化。”

色彩搭配烘托風格變化
午門正樓展廳主題為“有容乃大”，空間色
彩採用紅色，烘托出清代紫禁城宮殿建築及內簷
裝飾的華麗與精美，同時講述清代各個時期紫禁
城建築格局與風格的變化。在這個展廳的寧壽宮
區展出的一件漆紗格外引人注目。1773 年，南方
匠人們同心協力織造好十餘片漆紗，千里迢迢送
入故宮，成為符望閣裏的“紗窗”。今次展出的
漆紗就是其中一片，這是在二百多年來首度與公
眾見面。因其脆弱的表面狀況，以後恐怕也不容
易再有機會公開展出。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狄雅靜表示，以今天的科學技術手段，仍然未能
實現對其工藝的徹底理解，更難以原樣複製。
金甌永固杯在午門正廳 C 位展出。這隻華麗
的杯子，是清廷過年的重要道具之一，用於明窗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開筆儀式。每年元旦，皇帝在養心殿東暖閣明窗
處放金甌永固杯，倒入屠蘇酒飲下，然後書寫吉
語封存於黃匣之中。
另外，紫禁城裏著名的脊獸也被搬到了展廳。
為首的是騎鳳仙人，其後依次為：龍、鳳、獅子、
海馬、天馬、押魚、獬豸、狻猊、斗牛、行什，其
中行什僅太和殿獨有。狄雅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這套小獸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
殿時的原件，每件小獸都有美好的象徵寓意，尤其
是最後一件——行什，只在太和殿出現。“雖然各
個脊獸都展出過，但這還是太和殿的脊獸首次一起
展出。”張傑說。東雁翅樓展廳主題為“生生不
息”，空間色彩採用綠色，意在表示故宮博物院
成立後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發展景象。講述了
昔日皇宮成為博物院後發生的故宮文物南遷、中
軸線建築測繪等事件。大量的老照片影像、史料
檔案以及實物展品，呈現故宮博物院自成立以來
各方面的工作成果以及發展過程。

截至11月15日 憑故宮門票免費參觀
展覽於將於11月15日結束，觀眾憑故宮博物
院門票進院後可免費參觀。

1859年
連通長春宮
1776年
建成寧壽宮
1738年
改乾西五所
1723年
入主養心殿
1695年
重建太和殿

第一單元：宮城一體

展覽緊扣“時間”這一主題，以四季變化的
景象為背景，使觀眾在參觀展覽的過程中感受到
故宮不同季節不同景象變化的美感。她還透露，
此次展覽中還有不少文物為首次展出，比如養心
殿符板及五供、神武門唐卡、一片逾200年前的漆
紗等，每一件都經過精心挑選。
展覽以三大主題、18 個歷史節點線索，介紹
紫禁城的規劃、布局、建築、宮廷生活，以及建
築營繕與保護概況，方便觀眾理解貫穿於紫禁城
“時”“空”的歷史文化，感受宮殿建築技術與
藝術完美結合的最高境界，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無窮魅力。張傑建議，觀眾在參觀之前最好
先做做“功課”，學習一些紫禁城的歷史，參觀
時會有更多的收穫。
600年前的故宮是什麼樣？在午門展廳西燕翅

■ “丹宸永固
丹宸永固—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

第二單元：有容乃大

廳”，觀眾可以在裏面找到 9 處“地

四季景象展現故宮之美

1933年
戰時護古物

1902年
重建武英殿

言”，整座紫禁城才是一個巨大的“展

展廳。參觀由午門西馬道進入，東馬道離開，展
線全長 256 米，展出文物及史料照片共計 450 餘
件。

1949年
重整修繕隊

1909年
探秘靈沼軒

禁城。另據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館

據張傑介紹，展覽在午門區域西雁翅樓、正樓
及東雁翅樓三個展廳呈現，這是故宮內最大

1961年
首薦頒國保

1914年
初開紫禁城

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希望通過這一

座城獨特的魅力。

1987年
瑰寶列世遺

1925年
肇建博物院

成六百年”展 10 日正式向公眾開放。在

標”建築完成打卡，邊走邊看，領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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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年
改建坤寧宮
1535年
欽安殿奉道（布局）
1420年
紫禁城建成（告竣）
1406年
永樂營北京（營建）

中國

3

中國經濟
經濟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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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面呎價5.41萬 平鄰地近四成

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的敏感時刻，美國
領事館早前招標出售香港南區壽山村道37號
宿舍屋地，最終以接近市場下限的25.66億
元(港元，下同)售出，樓面呎價較旁邊2年前
成交的壽山村道39號地低近四成。恒隆地產
確認中標消息，表示很高興成功投得地塊，
大宅，預計2024年落成，投資總額約40億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隆地產表示，此尊貴地塊屬市場罕見，認為
恒作價合理，而是次購地是公司對香港前景投

下信心的一票。此地塊將會重建成多間獨立式豪華
大宅，預計 2024 年落成，投資總額約 40 億元。市
場早前估計，該地皮呎價介乎4.5萬至10萬元，物
業估值約 21 億至 47 億元，是次成交價僅為市場預
期下限水平。

投信心一票 投40億重建
世邦魏理仕指，地皮現為 6 幢低密度住宅物
業，提供 26 個單位及 52 個車位，另設室外游泳
池，以交吉形式出售，不設“售後租回”條款。地
盤面積約 94,796 方呎，可重建面積約 47,397 方
呎，是次公開招標獲多組財團參與，最終以 25.66
億元售出，折合每呎樓面地價 54,138 元。資料顯
示，美國政府於 1948 年購入地皮，並持有至今作
美國駐港領事館宿舍之用。
世邦魏理仕香港資本市場部資深董事王國偉
表示，項目出售吸引不少本地及國際投資者關注。
在市場波動下，交易價格符合市場預期，而是次大
額成交亦反映投資者對後市仍保持信心。

業界指市況難免出價保守
翻查資料，相比 2 年前華潤置地以 59 億元買
入旁邊的壽山村道 39 號，當時樓面呎價達 85,847
元，是次 37 號樓面呎價跌近四成。如以補地價後
增加地積比至 0.75 倍、可建樓面增加至 71,097 方
呎計，樓面呎價更只約3.6萬元，相比39號更跌逾

■恒隆地產主席陳啟宗 7 月時曾言集團會繼續
物色好機會。
物色好機會
。
資料圖片

■ 美國政府早於 1948 年購入壽山村道 37 號地
皮，現以交吉形式出售項目
現以交吉形式出售項目，
，不設
不設“
“售後租回
售後租回”
”
條款。
條款
。
資料圖片

五成。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解釋，華潤置地當
年的買入價創同區新高，現時市況難與當時相比，
加上有政治因素、投資年期及項目落成後銷售期較
長等影響，市場出價較保守亦可以理解。林子彬表
示，項目樓面呎價逾 5.4 萬元，仍高於市場預期下
限的4.5萬元，屬市場預期範圍之內。
事實上，美國政府以招標形式出售駐港領事
館宿舍的消息傳出時，正值中美關係緊張的敏感階
段，當時美國政府表示將取消給予香港特別待遇，

以回應香港實施新的國安法。美國政府曾回應指，
相關部門會定期檢視海外物業，為再投資計劃的一
部分，出售壽山村道物業純屬“商業決定”，美國
政府亦正對其他在港資產加強投資，包括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辦公大樓。
至於“真正買家”恒隆地產主席陳啟宗向來
聲稱自己“擁抱熊市”買地，因為熊市有更多機
會。早前 7 月亦被記者問及是否到撿便宜貨的時
機，他表示擁抱熊市仍然言之過早，不代表要“擒
擒青”，但集團會繼續物色好機會。

郭炳聯信香港逆境自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冠肺炎疫情
尚未完全受控，中美緊張關係加劇，為經濟復甦帶
來不確定性。然而，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郭炳聯 10 日於集團全年業績報告指，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獨特優勢和卓越的國際競
爭力，加上中央政府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
心的支持，以及內地經濟長遠前景良好，包括大灣
區龐大發展機遇，香港整體經濟及社會都會一如以
往蓬勃發展。這對本地地產市場長遠的發展有利，
同時，穩健的用家需求和低利率將繼續是推動樓市
的主要動力。
郭炳聯表示，本地社會事件和2019冠狀病毒疫情
對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集團亦難獨善其身。縱

然如此，疫情終會過去，過往香港與集團共同克服不
少難關，他更稱會秉承父親、新地已故創辦人郭得勝
堅毅不屈的理念，憑着近50年間累積的寶貴經驗、雄
厚的財務實力，集團有信心與香港再一次逆境自強，
克服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成為更好及更關顧社會的
公司。
他稱，集團將繼續專注在香港和內地主要城市
購入土地及發展物業，並繼續推售新項目，而市場
反應則不確定，將取決於疫情及經濟復甦的發展。
面對疫情挑戰，該集團沒有裁員，更額外增聘人
手，加強防疫及清潔的措施。同時，向受影響的商
場租戶寬減租金，安排不同推廣計劃，吸引顧客及
刺激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2020 騰訊全球數字生態大
會”10 日在網上舉行，騰訊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馬化騰發來書面賀詞指
出，新基建不只是應急之需，而是長
遠大計，數據可以對全產業鏈進行改
造。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雲與智慧
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則透露，騰訊
將投入 100 億元人民幣，與合作夥伴
一起，打造 100 個中小企業專屬 SaaS
（軟件即服務）產品及方案。
馬化騰表示，疫情讓我們更清楚
地看到，連接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
礎，數據正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生產
要素。新基建不只是應急之需，是長
遠大計。如果我們能夠借助數據這一
新興的生產要素，對傳統產業進行全
鏈條的改造，把產業鏈、供應鏈，逐
步嵌入到開放的產業互聯網中，我們
就有可能打通 C2B（消費對商業），
實現從“消費服務”到“生產製造”
的智慧連接，從“智慧零售”到“智
慧製造”的生態協同。
馬化騰認為，這對於打通國內大
循環、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
進，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大多數中國
企業來說，雖然疫情常態化和全球化
逆風會讓我們感到壓力，但也更增添
了我們創新的動力，騰訊將與合作夥
伴更緊密地攜手，為不斷湧現的應用
場景尋找解決方案。
湯道生表示，產業數字化在創造
巨大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海量的數
據，保障數據安全是全行業共同的命
題，不僅僅關心網絡邊防，更要以數
據為保護對象，把安全措施帶到數據
流通的每個環節。
騰訊將堅持做好“數字化助
手”，結合生態夥伴的能力，為客戶
提供最優的產品、服務。過去兩年
間，騰訊從數字技術供給、解決方案
打造、企業成長三個維度，逐步構建
起產業互聯網的開放生態。目前，已
經與 8,000 多家合作夥伴共建，形成
300 多項聯合解決方案。湯道生稱，
在產業數字化浪潮中，中小企業的數
字化升級還面臨產品、技術、人才等
方面的諸多問題。他宣布，騰訊將投
入 100 億元人民幣，與合作夥伴一
起，打造 100 個中小企業專屬 SaaS 產
品及方案；攜手 100 家合作夥伴，打
造 100 種數字化培訓課程，幫助中小
企數字化轉型升級。

騰訊將斥百億助中小企數碼轉型

恒隆25.6億筍價奪美領館壽山村屋地
認為作價合理，將會重建成多間獨立式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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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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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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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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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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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粉歡呼！館長台中旗艦店審核過關
最快明天可營運
（中央社） 「館粉」歡呼了！ 「館長」陳
之漢南下台中設立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台中旗
艦店，經過 1 次現場勘查、2 次補充書面文件審
查，台中市都發局終於在今天下班前完成所有
審查，通過成吉思汗健身中心台中旗艦店變更
使用，台中市都發局長黃文彬證實 「館長健身
中心最快明天就可以開始營運！」
晚間前往館長健身中心，雖然已經晚間 10
點多，巨型館長充氣人偶與健身中心明亮燈光
相當亮眼，參觀人潮與辦卡人潮也絡繹不絕，
連帶隔著一條街的理容 KTV 與咖啡廳也感覺人
潮不斷。
剛跟友人入內參觀的鄭同學說，健身中心
健身器材新穎多樣，24 小時營業且每個時段都
有健身教練很吸引人，但入會費對學生來說還
是有點貴，所以要考慮一下是否入會。
「館長」南下台中開健身中心，預計 9 月
開始試營運，中部 「館粉」引頸企盼，未料在
開幕前卻發生 「館長」在台北遭槍擊事件，引
發 「館粉」與警方關注，雖然館長出院在家養
病，但健身中心仍照原定計畫籌辦開幕營運作
業。
台中市都發局 3 月審查變更使用施工圖，9
月 4 日通過現場勘查，確認圖面變更與現場施
工相符，今天 2 度審查相關補充圖片與證照、
契約等書面文件，確定通過使用變更審核作業
，館長在台中的第一家健身中心預計最快明天
就可以正式營運！
「成吉思汗健身中心」台中旗艦店今年 8
月 28 日變更設計施工完工後，申請變更使用施
工竣工查驗，台中市都發局局長黃文彬表示，
經過該中心委託的建築師前天與今天兩度補充
書面審查文件後，所有書面文件全數審核通過

。
「館長」陳之漢到台中設立成吉思汗健身
俱樂部旗艦店，年前就曾因租約爭議，讓館長
不客氣開直播嗆台中治安不好，引發關注，這
次開幕前又發生館長在台北遭槍擊事件，讓台
中市政府不敢大意，9 月 1 日起該中心正式對外
招募會員，也開放參觀，市警局幾乎日夜都派
員前往健身中心巡邏查看，市府都發局也要確
認核准變更使用前不得營運。
「館長」南下台中設立成吉思汗健身俱樂
部台中旗艦店是 24 小時營業，位在台中市北屯
區崇德二路上，因為地處台中市住商、文教混
合區，周邊除有公園、餐廳、學校外，還有理
容 KTV 林立，健身中心場址前身是曾發生槍擊
案的 「尊龍 KTV」，目前對面也是一家理容
KTV，台中市警方對於該館核准營業後，前往
健身中心運動民眾的安全仍繃緊神經關注。
黃文彬局長說， 「館長」開設的成吉思汗
健身俱樂部屬於一般健身中心，非屬特許運動
場域，今天核發變更使用執照後，最快明天就
可以正式營運。
透過 LINE 聯絡館粉，也是健身俱樂部的林
姓會員，他表示，之前告知是 11 月 1 日開始營
運，目前沒收到試營運或提早開幕營運通知。
會希望可以快點去體驗。之前報導健身俱樂部 8
月有變更資料不完全 ，再補齊即可，不覺得會
影響權益。
林姓會員還說，照規矩走 通過是一定的，
沒有擔心這部分，只是館長被槍擊這件事情，
到現在感覺警方沒在處理，覺得有點失望。他
說： 「如果司法是這樣回應人民，我們應該會
號召上街」。

菁英外語補習班違規遭令停課
繳6萬學費求助無門！學生怒：要求按比例退費
（中央社）擁有 20 年歷史的老牌外語補習
班 「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8 月因違規使用
班舍遭北市教育局開罰，違規班舍隨即停課。
近日有學生投訴，菁英國際違規在先卻拒絕退
費給學生。菁英國際回應，已對學生提出補償
措施並依補習班退費規定辦理，但教育局說，
補習班是因自身狀況無法再提供服務，不見得
適用退費規定，建議消費者向教育局提出消費
爭議。
「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日前遭踢爆違
規使用班舍，遭教育局開罰 5 萬元並勒令改善，
北部違規班舍隨即停課，但近日則有學生投訴
，自己繳了 6 萬元為期半年費用給菁英國際卻被
安排在違規館舍上課，事發後菁英國際提出補
償措施，將學生調到合格館所上課，或學生可
選擇線上方式補課。

但投訴人陳先生說，不接受菁英國際現階
段補償方案，剩下兩個月課程沒上完，只希望
按比例退費，他曾多次向菁英國際業務表達退
費訴求，但業務告知不會按比例退費，若有不
滿可向消保官投訴。陳先生感嘆， 「越聽越不
滿」。
陳先生說，目前已有逾 600 位學生組成自救
會社團討回自身權益，也代表菁英國際班舍違
規一事就有逾 600 生受到影響，已有部分學生找
消保會申訴，預計可能流程約 14 日至 28 日。也
有學生找上市議員王浩宇，王浩宇表示，屆時
可和消保官一起找業者溝通。
菁英國際求證，菁英國際透過文字回應，
學生報名時簽訂合約書上已載明，相關退費規
定依照教育局準則，只要符合規定，皆會依各
縣市補習班退費規定相關準則辦理，並沒有不

給退的情事。
菁英國際指出，據北市教育局規定，於實
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
約定繳納費用總額 90%，但所收取之 10%逾新台
幣 1000 元部分仍應退還；若學生於實際開課日
起，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一期間內
提出退費申請，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費
用總額的二分之一；若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
時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所收
取之當期開班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除了上述退費規定，菁英國際也說，已針
對受影響的學生提出各項補償，包括學習時間
延長、數位課程、補貼上課車資等，目前大多
數學員都接受補償方式；若學生不接受，菁英
國際也願意遵守法律程序辦理。業者稱，目前
正推動新教室合規改善工程，數周內將陸續完

工、恢復正常上課。
但台北市教育局主任秘書陳素慧接受《蘋
果》電訪時則表示，菁英國際是因班舍違規，
等於是賣方補習班沒有班舍可供學生上課，就
必須取得消費者（學生）合意，看應該要以何
種方式補償。教育局擬定的退費條例，僅是在
買方自身不願再購買的狀況下才適用，而非業
者沒有能力提供服務。
陳素慧說，菁英國際雖然已經提出補償措
施，但消費者不買單，這種狀況依照《消費者
保護法》，消費者可向主管機關教育局終身司
提出消費爭議，由主管機關主持協議，若還是
無法達成共識再送消保官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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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建經協會論壇
後疫情省思：
後疫情省思
：生存危機也是發展轉機
（中央社）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11 日以
「後疫情城市新生活」為題舉行年度論壇，從
建築空間、景觀學、地理資訊科學等角度，重
新思索未來的城市規畫，省思城市新價值，出
席專家學者從疫情嚴峻的鎖國策略，提醒 「失
控的流動性危機論」，生存危機也是發展轉機
，掌握網路使用分析大數據，將讓行動與治理
更有效率，成為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理事長邱名仕表示，
年度論壇蔚為業界盛事，以往曾舉辦智慧建建
築論壇等，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對談，激盪出精
彩火花，生存危機，也是發展轉機，該協會以
「共好共榮」精神，為城市改變邁向一大步。
邱名仕指出，今年論壇邀請大台中建築師
公會理事長黃郁文、文化大學景觀系系主任兼
所長郭瓊瑩、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博士後
研究員鍾明光擔任主講人，東海大學建築系副
教授邱浩修、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黃明
威擔任與談人，發揚建築人對環境的關懷。
郭瓊瑩提出當前問題， 「全世界疫情後都
在做什麼？」經歷疫情與壓力考驗後，最多的
是醫院心理諮商，因為全世界受疫情，以社交
距離自保也保護別人，人和人之間互動，在封
城後很多人不出去，家族成員在家時間多，暴
力與憂鬱症增加。
她直言，近來出現報復性國內旅遊，很多
人在疫情時還要遠征其他縣市，該思考的是，
最好能讓每個人在十五分鐘之內就能看到綠地
，所以國土規畫回到人與大自然的初心規畫檢
討，政府應檢討國土和糧食是否達到安全標準
，智慧城市也要和智慧農業結合。

以 「從心開始、從土地開始、護佑台灣、
關懷全球」為題，郭瓊瑩暢談疫情後生活觀與
價值觀之翻轉，她分析，外送平台很夯，歐洲
翻轉新概念，雖然店不開了，但街上賣東西多
，因疫情不要群聚，在馬路邊銷售空氣流通，
回到以往的消費模式，疫情後顯見價值翻轉，
這種戶外消費從行動咖啡車為一例，她也提出
警訊，面臨缺水問題是廿一世紀未來的挑戰。
鍾明光說，很多人常用網路地圖的資訊工
具，也能運用到疫情的統計，反應網路搜尋的
行為，就是大數據概念，工具可能有幫助做決
策的參考。
他長期關注地理資訊科技在社會及環境面
向的應用，參與多項國家地理資訊系統計畫，
實務經驗豐富，鍾明光以 「地理資訊科技與後
疫情時代的健康環境營造」為題進行分享，隨
著智慧城市實作應用的日漸廣泛，散布在城市
的感測網絡，提供更多即時與細緻的環境資訊
，資訊有助決策分析，行動與治理更有效率。
「流動性失控的危機，鎖國就是限制流動
之一」，黃郁文表示，他從市民和建築師角度
，提出 「失控的流動性危機論後疫情時代的空
間部署」，流動性失控恐引發的疫情等流動危
機，經此疫情大家會反思，無法掌握疫情，未
來面對的病毒可能更嚴峻，必須省思共同研究
未來，實質環境和現在的扣合。
黃郁文說，流動性人流、物流、車流、水
流、氣流，廣泛延伸，扣住流動性的主題，不
外乎人性思考，所以宜居建築從地球和心靈環
保開始，後疫情時代從人性思考角度出發。
邱浩修表示，大數據和景觀空間建築結合

，新興的虛擬世界，城市治理，與個人在城市
生活的思考，要朝向健康與效率，設計完美規
畫的國土環境，也不能忽視新時代虛擬世界的
規畫腳步。
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以 「後疫情城市新生
活」為題的年度論壇，會員出席踴躍，疫情衝

擊各行各業，全球仍籠罩在疫情陰影下，台灣
防疫有成，已大步邁入後疫情時代，但經歷這
場疫情，從根本改變民眾生活的習慣與思維，
如何在疫情後重新站在浪頭，踩穩腳步，開啟
與會者不同視野與啟示。

康林國際集團捐贈大批物資給惠明盲校
（中央社）受到疫情影響，許多公益團體勸募大受衝擊，康
林國際集團今（11）日下午舉辦一場 「傳愛教育點亮希望計畫」
捐贈活動，由康林生技事業群董事長楊月秀、康林人資事業群總
經理曾潮雄以及康霖生活事業皇冠大使何逸軒、詹美娟等人代表
，將大批物資捐贈給私立惠明盲校。惠明盲校校長陳志福在代表
接受物資後，推崇康林是一家善盡社會責任的公司。
這次參與捐贈物資的善心企業，除了康林國際集團生技事業
群旗下超湛國際生技事業、康霖生活事業之外，還有康林人資事
業群、奕富建設開發等多家公司一同參與，大家都以做愛心公益

的熱忱，一起前來惠明盲校共襄盛舉。今日捐贈物資包括中興經
典米 1,000 公斤、台南關廟麵 300 包、統一沙拉油 600 瓶、紅鷹牌
海底雞 12 箱、廣達香肉醬 25 箱、同榮茄汁鯖魚 25 箱。
康林國際集團生技事業群董事長楊月秀表示，傳統的中元普
渡一般都是祭拜看不見的好兄弟，但現實生活中看不見的惠明盲
校視障天使，更需要大家付諸現實行動關懷。這次康林國際集團
加碼把物資送給盲生朋友，並號召康霖生活事業逾百位的經銷商
親自與盲生互動，就是希望他們內心也能夠感受到社會給予的溫
暖，讓中元普渡的活動更加有意義！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公益團體勸募也受到不少的影響
，集團總裁李超群以身作則，運用每月扣款認養方式持續支持惠
明盲校，讓康林人也都身體力行的付諸行動，發揚厚德行善的優
良傳統。
今日活動現場，還有校園志願服務、與盲生互動、校園周邊
的社區散步、社區志願服務等多個項目可以參與，還讓大家親自
體會盲感生活，讓大家能夠更有同理心，感受視障者的不安全感
，希望呼籲有更多的團體跟個人，給這些可愛的視障天使更多的
資源跟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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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保福利系列講座之壹：兒童
光鹽社健保福利系列講座之壹：
兒童、
、孕婦白
卡介紹，
卡介紹
，申請及如何使用
申請及如何使用，
，是否算做公共負擔
光盐社健保福利讲座
主题

ZOOM会议链接

电话加入

https://us02web.zoom.us/j/83353014759
会议号码：833 5301 4759

+13462487799
会议号码：
83353014759

雨

https://us02web.zoom.us/j/83324908530
会议号码： 833 2490 8530

9月26日（周六） 金卡介绍，申请及如何 邓福真
10:00-12:00
使用
古 雨

https://us02web.zoom.us/j/88573446519
会议号码：885 7344 6519

10月10日（周六） 老人红蓝卡(Medicare)、张茜萍
14:00-16:00
白卡(Medicaid和QMB 陈玉玲

https://us02web.zoom.us/j/85395178942
会议号码：853 9517 8942

+13462487799
会议号码：
83324908530
+13462487799
会议号码：
88573446519
+13462487799
会议号码：
85395178942

日期

讲员

9月12日（周六） 儿童、孕妇白卡介绍， 欧阳婉贞
14:00-16:00
申请及如何使用，是否 古
雨

算做公共负担
9月19日（周六） 食物券，临时现金补助，古
14:00-16:00
WIC等州政府福利介绍

及使用

辅助计划)介绍，申请 邓福真
及如何使用
10月17日（周六） 残障人士（儿童，成人）黄 琳
14:00-16:00
健保及福利介绍，家长 张怀平
分享使用心得
王一平
10月24日（周六） 健保市场个人保险
邓福真
14:00-16:00
（Marketplace）申请 古 雨
及如何使用

https://us02web.zoom.us/j/87868414463
会议号码：878 6841 4463
https://us02web.zoom.us/j/82323813517
会议号码： 823 2381 3517

光盐社：9800 Two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电话：7139884724 手机：8322063429
电子邮箱：lsahouston@gmail.com
预约服务二维码：

時間：9 月 12 日（周六）下午 2:
00-4:00
講員：歐陽婉貞律師，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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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2487799
会议号码：
87868414463
+13462487799
会议号码：
82323813517

This project is funded throug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onnecting Kids to
Coverage Program, CMS-1Y1-19-001, CFDA:
9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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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婉貞律師擁有 30 多年的法律
從業經驗，其中美國從業經驗長達 20
年之久。1995 年 獲紐約州律師執照，
2009 年獲德州律師執照，德州法院認
證的合資格第三方調解員， 美國聯邦地
區南部區域法院執業資格，1991 年獲得
美國南 美大學法律碩士學位並獲得
Dean Robert Gerald Storey 獎學金，
1986 年通過競爭激烈的臺灣法官資格考
試，1981 年獲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學士 學
位。歐陽律師擅長移民與商務法律案件
，精於分析，思路縝密。她曾成 功地幫
助許多企業赴美投資談判，成功地設計
並完善投資或合作模式，亦 曾成功地幫
助許多華人或公司員工獲得美國綠卡及
重要的赴美工作簽證。工作閑暇之余，
歐陽律師積極地參與社會公益項目。
古雨女士為聯邦政府認證健康保險
市場咨詢員，州政府認證 Medicaid/
CHIP 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 網上會議鏈接：https://
us02web.zoom.us/j/83353014759
或者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
（Houston）

會議號碼：833 5301 4759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
大家參加。

光盐社健保福利讲座
为了向社区民众提供更好的健保福利申请及相关服务，
光盐社将在九月和十月举办一系列在线的健保福利讲
座，讲座主题包括儿童、孕妇白卡，健保市场个人保
险，老人红蓝卡及其补充计划，残障人士健保及福利，
食物券，金卡（哈里斯县健康补助计划）。邀请了具
有超过20年移民法律案件经验的律师，联邦政府认证
的健保市场咨询员，和州政府认证的Medicaid/CHIP导
航员为大家讲解，同时也邀请了使用健保计划多年的
个人分享使用经历。

光盐社：9800 Two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电话：7139884724 手机：8322063429
电子邮箱：lsahouston@gmail.com
预约服务二维码：

This project is funded throug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onnecting Kids to
Coverage Program, CMS-1Y1-19-001, CFDA:
93.767.

十分鐘將會改變亞裔美國人的世界
John C. Yang
如果只花十分鐘不到的時間可以確保我們有
翻譯好的材料給英語能力有限的亞裔社區成員，
給當地銷售亞洲產品的雜貨店，或者告知亞裔企
業在哪裏建立新的商店，你願意嗎？
現在，如果您花幾分鐘時間填寫 2020 年人口
普查，就可以在如何看待和支持我們的社區方面
起到作用。我們再也不能讓其他人將我們的社區
籠統地混為一談。目前，我們正處於危機之中。
通過這次冠狀病毒疫情，我們看到在全國範圍內
有關病毒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影響的
數據少之又少。疫情開始後，將資源送到哪裏成
為了政府官員的難題。
在全國各地，各州以及特定社區，藉助準確
的人口普查數據，我們可以證明需要在哪裏部署
資源。在冠狀病毒如何影響我們的數據中缺少了
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相關情況。最初，報
告並沒有表明我們社區中的人死於該病毒的速度

比其他種族更快。大約有 19 萬美國人死於 COVID-19，但是關於該病毒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
民社區影響的數據很少甚至沒有。太平洋島民美
國人的死亡率高於亞裔美國人社區，但也是花費
了數月的時間才報道了這些少量的統計數字。我
們仍然無法準確瞭解這其中具體差距的程度。
亞裔美國人社區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社區
。我們得知這個事實是源於 2010 年人口普查數據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填寫 2020 年人口普查，我們
將無法知道這是否屬實，也無法知道我們的社區
如何成長或變化。我們不能要求建立新的學校，
老年護理服務，或在國會，州立法機關，甚至當
地的教育委員會中爭取公平的代表席位進行辯論
。
我們的社區中有超過 50 個詳細的子分類，它
們的社會和經濟指標均有顯著不同。2020 年人口
普查的詳細數據是打破 「模範少數族裔」 刻板印
象的關鍵。一直以來，這種刻板印象被用來抹除

亞裔美國人受歧視和排斥的歷史，也被用來掩蓋
我們的擔憂——即無法認識到亞裔美國人子羣體
之間的關鍵差異和優先事項，因而也成為了我們
社區中政府資源匱乏和缺少投資的藉口。
你們中的某些人可能現在家中有經濟困難，
或業務勉強維持生計，或是擔心能否保住工作。
人口普查的數據會告知政府將資源部署在哪裏以
協助您的業務發展，在哪裏派發醫療用品或派遣
醫療人員，以及告知企業在哪裏新建或重建。我
們必須充分參與普查，以確保亞裔美國人和太平
洋島民社區能夠被納入規劃和獲得我們應得的資
源的份額。
但如果你不填寫人口普查，這一切就不可能
發生。回覆的截止日期已經延長，因此，為我們
的社區做正確的事，每個人都責無旁貸。現在在
疫情期間，你可能不清楚要做什麼或者怎麼做才
能在抗議和集會中呼籲種族公正，但你可以做的
一件事就是改變我們的可見度。通過填寫人口普

查，我們才能被看到，被算上。十分鐘的時間，
你總有吧？
John C. Yang 是 「AAJC 」 協會的總裁兼執行
董事，AAJC 是一家全國性非營利組織，成立於
1991 年，位於華盛頓特區，其使命是促進亞裔美
國人的公民權利和人權，並建立和促進為全社會
的公平與公正。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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