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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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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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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道）2020年總統大選首場辯論將於東部時
間9月29日晚上9點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舉行，現任

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和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將展開交
鋒。首場大選辯論將聚焦 6 個主
題，包括川普和拜登的過往經歷
、新冠病毒大流行、最高法院大
法官任命、種族歧視、經濟和誠
信選舉。雙方已派代表敲定首場
總統競選辯論細節。

雙方已派代表敲定29日首場
總統競選辯論細節。受新冠疫情
影響，兩人當晚不會握手或碰肘
，現場觀眾也限制在至多80人。

知情人士披露，川普對這場
辯論幾乎沒準備，拜登則已模擬
演練過多次。

美國《政治報》26日報導，
川普和拜登派出的代表經“友好
協商”決定，鑑於當前疫情仍在
美國肆虐，兩人29日晚不會依照

傳統在辯論開始前握手，也不會改用碰肘完成這一儀式
，因為雙方陣營都覺得碰肘“彆扭”。

不過，川普、拜登和當晚的主持人、福克斯新聞頻
道的克里斯·華萊士都不會佩戴口罩。

與先前總統競選辯論不同，在辯論舉辦地、俄亥俄
州克利夫蘭市凱斯西保留地大學校園現場“觀戰”的人
數已被限制在75至80人。觀眾入場前會接受新冠病毒
檢測。

川普和拜登的代表經拋硬幣決定，29日晚辯論第一
個問題由川普回答。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此前報導，首場大
選辯論將聚焦6個主題，包括川普和拜登的過往經歷、
新冠病毒大流行、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種族歧視、經
濟和誠信選舉。媒體分析，填補高等法院大法官空缺的
時機問題、如何處理美國多地因“黑人的命也是命”反
種族歧視運動引發的騷亂和郵寄選票是否會導致選舉舞
弊等議題將成為雙方交鋒的焦點。福克斯新聞主播華萊
士將擔任首場辯論的主持人。

在首次辯論會之後，川普和拜登還將於10月15日
和22日，分別在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和佛羅里達州的
邁阿密進行第二場和第三場的辯論。 10月7日，現任副
總統、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彭斯也將與民主黨副總統候
選人哈里斯在猶他州鹽湖城進行辯論.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今晚登場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今晚登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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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面對遠高於比利時其他地區的
新冠疫情病例激增，布魯塞爾當局提前關閉了
這座歐盟機構首都的所有酒吧。

從周一晚上開始，所有的酒吧和咖啡館必
須在晚上11點到早上6點之間關門，其他出售
飲料和食品的商店將在晚上10點關門。此外，
禁止在街市上吃東西。

當地媒體說，當局考慮在晚上10點開始實
行宵禁，但為了支持那些受到疫情衝擊的企業

，這項提議被否決。據比利時咖啡館聯合
會稱，該國 1.2 萬家酒吧中有一半可能無
法在疫情危機中存活下來。

自疫情開始以來，在人口為 1,150 萬
的疫情重災區比利時，記錄在案的疫情感
染人數超過11.4萬，其中包括9980例死亡
病例。從9月17日至23日，有11,934例新
感染病例，在這其中，布魯塞爾的增幅最
大。目前該地區的平均陽性率為9.7%，而
整個比利時的這一數據為4.7%。

COVID-19危機中心發言人說，目前
在布魯塞爾地區，陽性檢測率大約為10%
。這一點非常重要，它證實了疫情正在首
都流行，而不是因為監測檢測能力增加
（導致陽性率上升）。

當地政府還宣佈在全市範圍內加大檢測力
度，並將強制禁止10人以上的聚會，在酒吧關
門之後更是如此。

就在幾天前，比利時首相索菲.威爾姆斯
(Sophie Wilmes)在國家層面放鬆了一些疫情管制
。從周四開始，除非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否則
政府將不再要求人們在戶外佩戴口罩。政府還

將有感染症狀，但檢測呈陰性的患者的強制隔
離期從14天縮短為一周。

健康專家敦促比利時居民和雇主在可能的
情況下保持社交距離和遠程辦公。

（綜合報導）安倍晉三在辭去日本首相
職務後首次公開致辭，並向現任首相菅義偉
表達了他的期許。

綜合日本廣播協會（NHK）等媒體報導
，安倍28日在東京出席了自民黨細田派的聚
會。安倍在致辭時表示：“菅義偉首相出色
地繼承了這一職務，我很放心。我想作為一
名議員好好地支持（菅義偉）政權。”

對於外界關注的健康問題，安倍表示：
“雖說我是由於身體狀況（辭職），但任期
還剩一年就不得不辭職，真的非常抱歉”。
他還表示，“（治療）藥物已經很有效了，

現在正在恢復健康。為了日本，今後也會繼
續努力。”

日本首相菅義偉當天也應邀出席此次派
對。他表示“新冠疫情感染擴大，加上戰後
最大的GDP下降，真是前所未有的國難”，
並希望能在防止感染擴大的同時，推進社會
經濟活動。

此外，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進行了致辭
。關於明年延期舉行的東京奧運會，他強調
“不管有沒有新冠疫情，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奧運會都一定會舉辦”。

至少至少60006000家酒吧倒閉家酒吧倒閉！！
比利時酒業遭疫情嚴重打擊比利時酒業遭疫情嚴重打擊

川普繳稅沒?
這是美國人非常關心的問題。 “紐約時報

”驚天大爆料，在過去18年裡，川普總統有11
年沒有繳納聯邦所得稅，而在最近兩年（2016
和 2017 年）他僅各繳了 750 美元稅款, 如依照
美國富人稅率, 川普比一般美國有錢人少繳了4
億美元的稅金。

川普並沒有嚴厲駁斥紐約時報的報導. 也
不敢公開自己的報稅單以示清白, 他僅以”那
是假新聞”一句話輕輕回應, 川普顯然心虛, 他
只想造成社會上對這件事情”信者恆信之,不信
者恆不信之”的灰色態度,否則為何他不敢與紐
約時報直球對決, 一次把話清楚講白呢!

美國先總統羅斯福曾說過: 「判定一個人有
沒有社會責任感最確定的方法就是看他的納稅
情況，納稅金是我們為建立有序社會所付出的
會員費。」 羅斯福總統說的話言簡意賅, 也就
是說一個具有責任感的人，最基本的態度和作
為就是向稅務局IRS納稅。固然納稅是個人的

隱私，別人無權得知，但是自從1972年以來，
兩黨有一個約定成俗的規矩, 那就是每一位總
統候選人都會自動公開納稅單，以表明自己沒
有逃漏稅，並取信於民眾，可是川普卻一直排
斥公開納稅單,他從四年前參選總統時就已被各
界強烈要求公佈稅表, 他起初說”等到希拉蕊
公開她在擔任國務卿時的電子郵件後，我就會
公開稅表”， 後來國務院公佈了數千封希拉蕊
的郵件，但川普食言而肥，他最後把不公佈的
理由改口為:”因為過去十二年都被國稅局稽查
，等稽查結束後就會公開”, 如今四年已過, 他
依然用相同理由來搪塞, 為什麼稅務局不敢公
開出來說明清楚呢!

紐約時報作為美國最權威的主流媒體之一
, 他們敢於揭露川普的報稅表, 表示必有所本，
絕不會杜撰，也不敢虛假, 既然川普已公開宣
稱他們公佈的資料是”假新聞”, 已對該報造
成名譽上重大損害,紐約時報應該對川普嚴厲譴
責, 並保留對他卸任總統以後追訴的權利呀!

【李著華觀點:川普繳稅沒?】安倍辭職後首次公開致辭安倍辭職後首次公開致辭
和菅義偉同台語重心長和菅義偉同台語重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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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德州环境保護局週末發佈緊急通告，
凡是居住在休斯敦南邊積克遜湖市等八個
小城不要使用自來水，因為在該地區的水
源系統中發現了可怕的食腦菌。

在今年的九月八日，一名六歲孩童可
能是在飲自來水或是在他家中的水龍頭中
感染到食腦菌，不幸喪生。

根據德州衛生局之檢驗報告， 十一個
水源中有三個測試出有阿米巴原蟲， 這種
食腦菌從1962 到2018 年全美共有一百四

十五個病例，只有四人生還。
正值新冠疫情在德州未見控制之時，

又加添這個可怕的病菌，真是雪上加霜，
我們呼籲大家要加緊防範，暫時不使用自
來水, 等待市府及衛生單位之通知。

世界氣候變遷不斷惡化， 做為石化重
工業之地區， 正遭受前所未有之挑戰 ，聯
邦政府對環保要求似乎有鬆綁情況， 希望
這些變化不會為此地區帶來怪病和災難。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2828//20202020

The Texas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sued a water
advisory to residents of Lake Jackson,
Freeport, Angleton, Richmond and
Oyster Creek to not to use any public
water until further notice due to the
presence of Naegleria fowleri, a
Brain-eating amoeba, that was found in
the area’s water supply last Friday
evening.

The incident started on September 8th,
when the city was made aware of a
six-year old boy who was hospitalized
with the amoeba infection. The boy’s
illness was traced back to a civic center
water fountain or the hose at the boy’s
hom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tested the local water on
September 25th and three of the 11
water samples tested positive for
Naegleria fowleri.

The CDC says this type of infection
is rare, yet most cases are fatal.

From 2009 to 2018 only 34 cases of
Naegleria fowleri were repo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ose reported cases,
30 people were infected by recreational
water. From 1962 to 2018, 145 people
were infected and only four survived.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the people
in Texas with the coronavirus still
attacking our community. It will possibly
take at least three days to clear the
amoeba from the water system.

We urge all residents in the area to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all the latest
announcements and developments on
this situation from city health authorities.

Brain-Eating AmoebaBrain-Eating Amoeba
Found In WaterFound In Water

德州小鎮發現食腦菌德州小鎮發現食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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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壹項以13歲到

18歲兒童和學生為對象實施的國家流感預防

接種項目被暫時叫停，因運輸過程未對流感

疫苗進行冷藏保管。該項目原計劃從22日開

始進行。

韓國疾病管理廳當地時間21日晚發布緊

急報道資料稱，調配承包公司的流通過程發

現了問題，決定暫停國家流感預防接種項目。

此前，韓國政府擔心2020年秋天新冠病

毒和流感同時流行，因此將流感疫苗免費接

種對象擴大至1900萬人，占韓國全體總人口

的37%。

此次流通過程出現問題的疫苗是原計劃

22日開始，以13歲至18歲青少年為對象進

行預防接種而準備的。

流通過程發現的問題為，運送流感疫苗

時應需冷藏保管，但部分公司卻在常溫下運

送。防疫當局表示，為徹底進行疫苗質量檢

查，決定暫停預防接種。

另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韓國疾病

管理廳計劃立刻停止涉事企業的流感疫苗供

應資格，並對已經交付的疫苗進行質量檢驗

，在查明可靠之後，陸續重啟疫苗接種工作

。食品藥品安全管理處將對疾病管理廳委托

檢驗的疫苗進行質檢，查明疫苗品質是否受

到影響。

此外，9月8日韓國曾面向需要二次接

種的兒童提前啟動預防接種服務，當時使用

的疫苗並非為這批被叫停使用的疫苗。截至

目前，已經接種疫苗的兒童並未報告任何異

常反應情況。

“素媛”案罪犯將出獄 受害者父親稱願貸款讓兇手搬家！
綜合報導 韓國電影《素媛》原型罪犯趙鬥淳

因涉嫌綁架、強奸小學生被判12年有期徒刑，將

於2020年12月刑滿出獄，返回其住所所在地京畿

安山市。當年受趙鬥淳殘忍傷害的小學生“娜英”

(化名)的父親A某表示，如果趙鬥淳可以離開安山

，他願意貸款幫其搬家。

報道稱，娜英壹家至今還居住在安山。A某表

示，曾經很多次提議搬家，但女兒娜英哭著說不走

。娜英說：“有殘疾的我去其他學校的話，能交到

多少朋友呢？他們會不會排斥我呢？這裏的朋友們

至少還是理解我的，而且幫助我很多。”因此，他

們壹家始終沒有搬離安山。

趙鬥淳曾在最近壹次監獄談話過程中，表明了

出獄後將回到京畿道安山的意向。理由是他的妻子

仍然住在安山。而趙鬥淳居住的地方距離被害者的

家僅不到1公裏。甚至還可以接觸到距離受害者僅

100米的地方。

據A某透露，包括娜英在內的家人都知道趙鬥

淳說要返回安山。但家裏沒有人提起有關趙鬥淳的

話題。

對於娜英的壹家人來說，趙鬥淳所帶來的陰影

，至今都沒有得到治愈。

A 某稱，壹家絕對不可能坐在壹起嬉笑著

看電視、喜劇或綜藝節目。“不知從什麼時候

開始，只要壹聽到有關性暴力的新聞或話題

，娜英就會暈倒。”因此，娜英從小開始就幾

乎不看新聞。大學時，在租住的房間裏雖然有

電視，但也要求將其撤掉。即使周末或放假的

時候回家看電視，也只看幼兒園孩子們看的那

種動畫。

A某擔心，好不容易克服巨大困難的娜英，在

趙鬥淳再次回到安山後，可能會產生動搖。

“不知道為什麼他說進行反省，卻還壹定要回

到受害人居住的地方”，娜英父親A某懇求道，

請政府和安山市出面勸說他到其他的地方去生

活。

A某還主張，趙鬥淳具有報復和施壓的意圖，

“像他壹樣的罪犯，在距離我們1公裏之內的地

方，就已經算是對我們的報復了”。

同時，對於曾經在法庭上否認過犯罪，也沒有

對受害者進行道歉的趙鬥淳，A某表示不相信他稱

自己承認錯誤進行反省，出獄後不再引起事端的發

言。

“我女兒現在在家裏還穿著尿布。去長途旅行

的話，會把最大的衛生巾放在包裏。看到這些情景

的為人父母的心情，不經歷過是無從知道的。背負

著沒能保護自己子女的罪惡，壹輩子都要作為罪人

活下去。但是聽說趙鬥淳要來我家附近，這樣能接

受嗎？”，A某表示，如果趙鬥淳可以離開安山，

他都願意去貸款給他兩千萬到三千萬的韓元用作搬

家費用。

報道稱，娜英全家現在都隨身攜帶便攜式

無線電設備，以防在發生緊急情況時，可以向

50公裏以內的多人進行通報求助，還打算購買防

身用氣槍。

趙鬥淳因涉嫌於2008年12月在京畿道安山綁

架、強奸、傷害小學生，於2009年9月被判處有期

徒刑12年。他將於即將到來的2020年12月12日刑

滿，並將於13日出獄。

出獄後，趙鬥淳的照片等個人信息，也將在網

上公開5年，他還需要佩戴可以定位的電子腳鏈，

為期7年。目前安山市也正著手準備安裝攝像頭、

出獄後對其實施壹對壹的電子監督和飲酒限制等相

應對策方案。

5.4萬億日元：
日本2021防衛預算申請額再創新高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政府消

息人士透露，防衛省基本決定申請

超過5.4萬億日元(約合 3523 億元

人民幣)的預算，以作為該國2021

財年的防衛費。如果這壹申請最

終通過，將創下日本防衛費金額

的新高。

據報道，消息人士同時透露，

此次預算申請中，包括了計劃新建

設的電子戰部隊相關費用。不過，

關於配備陸基宙斯盾系統代替方案

的金額並沒有被明確列出。

報道稱，在 9月 16日成為日

本新任首相後，菅義偉已明確表

示，將在安保政策上延續其前任

安倍晉三的壹系列政策。由於日

本防衛費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以來

已經連續八年上漲，此次是否將

實現“防衛費九連漲”，成為外

界關註的焦點。

共同社分析稱，受新冠疫情影

響，日本財政出現緊張，在這樣的

大背景下，防衛費增加能否獲得民

眾支持，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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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任命公共衛生署新署長
每日新增病例數續升

綜合報導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宣布，任命伊恩· 斯圖爾特(Iain Stew-

art)擔任公共衛生署署長。

斯圖爾特自2016年8月以來壹直擔任加拿大國家研究理事會主席，

原本任期至2023年。國家研究理事會是加拿大最大的官方研究與開發機

構，側重將創新技術應用化。

公共衛生署原署長蒂娜· 納米斯尼奧斯基同時被宣布擔任樞密院辦

公室高級官員。主掌公共衛生署僅1年4個月的她近日辭職。據加媒披

露，她在壹封致員工的信中表示，自己要稍事休息，需要壹個有足夠精

力與毅力的人接替。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此次人事調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在該國多地明顯

反彈之時。

人口第壹大省安大略省21日報告新增425例病例，刷新三個半月以

來新高。該省近日已重新收緊人員聚集規模，並將對違令者科以重罰。

室內活動或聚會的人員最大規模須從50人降為10人，戶外活動或聚會

人數上限則從100人降至25人。但新的限令不適用於酒吧、餐館、影院

、宴會廳和學校等場所。

累計感染人數在全國居首的魁北克省，21日報告新增 586例病

例，是自5月下旬以來的新高。該省公共衛生官員表示，第二波疫

情已開始。蒙特利爾、魁北克市等城市的疫情風險等級重新調回第

二高。這意味著除大家庭外的私人聚會不能超過6人，婚禮、宗教

集會等公眾聚集活動不能超過25人，酒吧在夜晚11點之後禁止提供

酒精飲料。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在壹份聲明中提醒民眾，如果不盡最大努

力減緩病毒傳播，情況只會更糟。而公共衛生部門無法單獨解決這壹問

題，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她再次呼籲減少人員接觸、保持社交距離、

佩戴口罩等。

截至9月21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145415例，已康復125534例

，死亡9228例，活躍病例仍有10653例。

中俄銀行暨金融機構大型會議
在莫斯科閉幕

綜合報導 為期兩天的中俄銀行暨金融機構大型會議在莫斯科

閉幕。

會議由俄外經銀行主辦。俄羅斯工業天然氣銀行、俄羅斯儲蓄

銀行、俄遠東及北極發展基金會、中國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

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32家機構80多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期間，各方討論了中俄兩國經貿、融資、本幣結算、綠色金融

等方面的議題。期間俄外經銀行提出的“融資項目工廠”機制引起了與

會者關註。通過該機制進行投資，可以使外國投資方在長達20年時間內

免受貸款利率波動影響並使其投資獲得國家擔保，從而使得投資方投資

更加安全。俄外經銀行高級副總裁謝爾蓋· 埃夫多基莫夫表示，正在考

慮準備將這壹投資機制時限延長至30年。

俄外經銀行副總裁紮琳娜· 契科耶娃在會議開幕式上表示，深化中

俄間銀行合作關系，擴大合作以及定期交流經驗有助於雙方加大投資並

加快具體項目的落實。

另據俄外經銀行對200多家在中國運營或與中國有合作的俄羅斯公

司進行的調查顯示，八成以上受調查者計劃擴大與中方的合作。

英國宣布實施新的防疫限制措施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

斯· 約翰遜宣布了壹系列新的疫

情限制措施，並稱可能持續長

達六個月。

新的疫情限制措施包括：

從24日開始宵禁，所有酒吧、

餐廳必須在22時前關閉；所有

的雇員盡可能在家工作；軍隊

上街協助警察強制執行防疫措

施；口罩強制令將擴大到零售

業、出租車以及餐飲業的工作

人員和顧客；禁止餐飲企業的

顧客在服務臺下單，只能由服

務員到餐桌下單；婚禮最多只

能15人參加，葬禮參與人數限

制為30人；初次違反“聚會限

定6人”隔離令和口罩強制令的

罰款由100英鎊上漲至200英鎊

等。

約翰遜當晚在面對全國民

眾電視直播講話時稱，英國新

冠疫情已再度到達“危險的臨

界點”，並宣布了上述新的疫

情限制措施。這是自英國此前

大規模解除疫情封鎖以來，最

嚴厲、覆蓋面最廣的疫情限制

措施。

約翰遜表示，目前英國只

有不到8%的人具有新冠病毒抗

體，新增病例在20至29歲的年

齡段中增長最快，且正在蔓延

至“更脆弱年齡段”人群。他

表示，在過去的14天裏，醫院

住院患者人數增加了壹倍以上

。如果不采取行動，11月每天

將有數百人死亡。

“單日新增病例在壹個月

內翻了兩番，第二波疫情爆發

的前景是真實的。”約翰遜表

示，“很遺憾地說，我們已經

達到了危險的臨界點。必須立

即采取行動，以免造成嚴重後

果。”鮑裏斯還警告道，如果

疫情沒有得到緩解，將進壹步

加強限制，並且設定了將感染

率R值控制在1以下的目標。

約翰遜當日下午在英國議會

下院向議員們發表聲明表示，這

些限制措施算不上壹次“完全

封鎖”，只能稱得上是“強制

令”。但不知道這種“強制

令”，是否能讓英國避免波及

面大、破壞力更強的第二波

疫情。“除非我們取得明顯

進展，否則人們應該預想我

宣布的限制措施可能會持續

六個月。”

近期，英國連續多日新增

確診病例保持在4000例左右。

22日，單日新增新冠肺炎感染

4926例，為自5月7日以來的最

高日數據；新冠肺炎單日死亡

病例37例，為自7月14日以來

報告的最高單日死亡人數。

法國教育部長向媒體撂下這話
很多學生表示不知所雲

綜合報導 “學生應該穿得‘共和’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21日向媒體撂

下這句話後，不但未能平息“中學生穿

衣自由”運動，反而引發更多爭議。據

法國CNEWS電視臺22日報道，很多學

生對此表示不知所雲，不少老師也認為

使用“共和”壹詞有些失當，媒體則發

出“教育部長想怎樣”“是否需要強制

校服”的疑問。

法國《解放報》稱，開學後不久，

壹些中學禁止女生穿超短裙和露臍上衣

進入校園。有的高中直接貼出“如此著

裝適合去海灘或者和朋友聚會，不適合

來上學”的告示，引發很多女生不滿。

她們從上周發起“校園穿衣自由運動”

，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身穿“挑釁”服

裝去上學的照片。不少學生稱，禁止穿

超短裙的女生入校是不公平的，女生著

裝規範是歧視性規定。

女生們的做法得到了法國公民事務

部長級代表夏帕的支持，連很多男生也

表示要以赤膊去上課來力挺“校園穿衣

自由”。然而，教育部長布朗蓋呼籲學

生“保持理智”，他表示，規範學生著

裝是理智之舉，只要正常穿著就不會有

爭議。就在大家紛紛琢磨何為“正常穿

著”之時，布朗蓋21日再次發言稱“去

上課，就要穿得‘共和’”，更讓民眾

感到困惑。有歷史老師不禁質問道，名

畫《自由引導人民》中，象征法蘭西共

和價值的瑪麗安娜赤裸雙乳，您認為這

樣的著裝“共和”嗎？還有人稱“穿得

共和”純屬字謎遊戲，部長能否指明牛

仔褲和緊身褲哪個更“共和”呢？

學生穿著問題還驚動了總統馬克龍。馬

克龍勸說學生稱：“老師家長都是過來

人，我沒覺得穿著規範剝奪了自由。”

他同時強調“總統不該什麽事都插手，

學校保留壹些著裝規範是好事”。學生

如何穿衣也讓學校是否該強制校服的話

題再次浮出水面。法國學校沒有強制穿

校服的規定。2018年，塞納-馬恩省普羅

萬市多所公立學校同時推行學生自願選

擇穿校服上學的政策，是法國公立學校

首次推行穿校服。民調顯示，該市六成

家長贊成校服。9月以來，多爾多涅省壹

所中學也向學生發放了T恤、連帽衫等8

套校服。對此，家長們普遍贊同，認為

“這避免了學生間的衣著攀比”，有家

長還表示，8套衣服花費90歐元很劃算

。曾有多名家長對記者表示，校服可消

除穿著歧視，促進學生融合，與其為

“穿衣自由”爭論不休，不如讓學生嘗

試壹下統壹的校服。

NASA公布280億美元登月計劃
2024年送首位女性上月球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

(NASA)公布了壹項280億美元

的計劃，預計在2024年將美

國首位女性宇航員和另壹位

男性宇航員送上月球。

這項飛行任務是 NASA

“阿爾忒彌斯計劃”的壹部

分，將標誌著自1972年以來

人類首次登陸月球。NASA

局長吉姆· 布萊登斯汀說，

宇航員正在“重返月球”

，“以尋求科學探索、經

濟利益和對新壹代探險家的

激勵”。

根據計劃，宇航員將使

用NASA強大的新型火箭、太

空發射系統和“獵戶座”飛

船到達月球表面，2020年秋

天將對其進行壹系列重要測

試。隨後，NASA將進行兩次

繞月飛行測試，壹次是在

2021年進行無人飛行，第二

次是在2023年進行壹次載人

飛行。

到2024年，宇航員將飛

行24萬英裏到達月球軌道，

並使用新的商業載人著陸系

統，通過“獵戶座”飛船飛

行到月球南極，然後再壹次

返回。

在將近壹周的時間裏，

宇航員將收集樣本，進行科

學實驗，並搜索諸如水之類

的資源，這些資源可能被提

取並轉化為氧氣和燃料。該

任務將允許基礎設施建設緩

慢進行，以及發展阿爾忒彌

斯基地，以在十年後對月球

進行長期探索。

據報道，眾議院通過了

壹項法案，批準為登月著陸

器支付6億美元，NASA已授

予包括SpaceX在內的三家美

國公司9.67億美元對其設計和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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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TikTokTikTok封殺前封殺前封殺前444小時小時小時，，，拿到拿到拿到“““免死金牌免死金牌免死金牌”！”！”！
（綜合報導）在“封殺令”生

效前的4小時，TikTok拿到了一張
暫時的“免死金牌”。

當地時間9月27日，美國哥倫
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做出裁決，
暫緩實施美國政府關於將 TikTok
從美國移動應用商店下架的行政命
令。然而，再渡一“劫”的TikTok
或許還將面臨更多嚴峻的挑戰。

當地時間昨日上午9時30分許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
以電話形式就是否暫緩實施美國總
統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舉行了聽證會
。

聽證會上，法院法官卡爾•尼

科爾斯 (Carl Nichols)分別聽取了來
自 TikTok 和美國政府兩方律師的
陳詞。

TikTok 的 律 師 約 翰 • 霍 爾
（John Hall）在聽證會上表示：
“這（指特朗普的行政令）是一種
直截了當地打擊公司的方法。”霍
爾稱，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載TikTok
的決定是“武斷和反复無常的”。

此外，霍爾還同時援引了美國
相關法律表示，在大選前夕、疫情
大流行期間，移除 TikTok 已經侵
犯了美國公民傳播並表達自己觀點
的基本權利。

聽證會的另一方是來自美國司

法部的檢察官丹尼爾•施韋（Dan-
iel Schwei）。聽證會上，他代表美
國司法部為特朗普政府進行辯護，
其核心論調依舊是此前美國政府一
再提出的所謂“保護用戶數據”和
“維護國家安全”等說辭。

據悉，這場聽證會大約持續了
90 分鐘。當天 20 時許，距離 Tik-
Tok 被下架僅剩 4 小時，哥倫比亞
特區聯邦地區法院公佈了裁決結果
——法院要求美國政府暫緩實施關
於將 TikTok 從美國移動應用商店
下架的行政命令。

（綜合報導）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主任越來越擔心白宮方面，在其新冠疫情
特別工作組的新成員的推動下，正向公眾傳遞有關大流行的徹底錯誤信息。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news）28日消息，CDC負責人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
週五（25日）在與同事的對話中暗示，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醫生為白宮方面提供了
一系列有問題的誤導性數據，包括質疑佩戴口罩的功效、年輕人是否易感染該病毒以及群體免
疫的潛在好處。在一段NBC獲得的雷德菲爾德與某商業航空公司的公開電話錄音中，雷德菲爾
德氣憤地表示：“他（阿特拉斯）所說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從亞特蘭大飛往華盛頓特區後，
雷德菲爾德承認他指的是阿特拉斯，這是一位沒有傳染病或公共衛生背景的神經放射科醫生。
今年 8月，阿特拉斯被引入白宮應對疫情的工作組。

雷德菲爾德本月在美國國會作證說，阿特拉斯懷疑與任何未來的疫苗相比，口罩可以更好
地保護人們免受侵害。大多數公共衛生官員都認為，佩戴口罩對於阻止病毒傳播至關重要。不
過，特朗普一再對佩戴口罩可能有用表示懷疑。雷德菲爾德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做到這一
點，那麼這場流行病將在八到十二週內結束。”在提出嚴厲警告前，雷德菲爾德提出了與白宮
方面關於該國正在“走過流行病的拐角”的說法相矛盾的警告，雷德菲爾德警告說：“我們離
終點還很遠。”

CDC證實了雷德菲爾德對阿特拉斯的惱火。該機構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
NBC新聞報導的是雷德菲爾德在亞特蘭大•哈茨菲爾德機場的飛機上的私人電話交談，該次談
話被竊聽。聲明稱，雷德菲爾德當時正在就他公開發表的有關新冠疫情的許多觀點進行私人討
論。

據報導，在加入工作隊之前，阿特拉斯是福克斯新聞的常客，在那裡他推動重新開放該國
，並擁護與健康危機期間特朗普的觀點更為契合的觀點。自從加入工作組以來，阿特拉斯已經
成為與總統在一起時間最多的醫學專家。最近幾週，當特朗普與記者交談時，他出現在白宮簡
報室中，從而提升他的形象。

同時，白宮疫情工作組的伯克斯（Deborah Birx）和福奇（Anthony Fauci）有時會表達與阿
特拉斯的意見分歧。該工作組的一名成員稱，阿特拉斯私下是接受采取群體免疫這樣的選擇的
。且白宮在本月中旬再次提及“群體免疫”，並認為這是援引阿特拉斯的觀點，他也認同美國
正在扭轉這一大流行病的面貌。工作組成員還表示，雷德菲爾德和其他人更加擔心阿特拉斯會
不斷向總統通報情況，並歪曲其他衛生專家在證詞中所說的話。

當被問及對雷德菲爾德的評論時，阿特拉斯在一份聲明中說：“我所說的一切直接來自數

據和科學。這與世界上許多頂級醫學科學家的言論相呼應，包括哈佛大學斯坦福分校和牛津的
科學家。”而當被問及為何美國人要聽他而不是公衛專家的意見時，阿特拉斯告訴NBC新聞：
“你應該相信科學，而我是在告訴你們科學。”

在美國，迄今已有204000多人死於該病毒，累計感染超700萬人。根據NBC新聞統計的數
據，過去兩週內全美確診病例數攀升了22％，有12個州報告的數字高於前7天的增長數字。秋
冬季的疫情持續引發擔憂。雷德菲爾德早前警告，秋冬季可能是“我們在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經
歷的最困難時期之一。”福奇也說，由於全美每天新增病例平均在4萬例左右，新的季節將是
一個挑戰。

（綜合報導）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
一男子利用席捲全美國的“黑民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設立捐款賬戶，用來資
助自己奢侈的生活。他花費超過 20 萬美元
（約合人民幣 136 萬元）用來購買房地產、
定制服裝和槍支，還拍攝照片和視頻公然炫
富。警方逮捕他之後發現他一分錢也沒花在
“黑命貴”活動上。

9月25日，32歲的馬約爾.佩奇在俄亥俄
州托雷多市被捕。他被控電信詐騙和兩項洗
錢罪名，目前調查仍未完全結束。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公佈的信息，他在
2018年就在社交網站和捐款平台網站上開設
賬號“大亞特蘭大地區黑命貴”，聲稱這是
一個非營利組織。

但是他發起的組織從未得到過“黑命貴
”官方組織的承認，兩者也沒有任何合作關
係。馬約爾還為“大亞特蘭大地區黑命貴”
開設了銀行賬戶，而他是唯一的賬號所有人
。從2018年4月到2020年5月，該賬戶的餘
額從未超過 5000 美元（約合人民幣 3.4 萬元
）。但是從2020年6月開始，他的賬戶開始
收到大量捐款。

6月收到超過3.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
萬元），而7月則收到的捐款總額就超過37
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2萬元）。

除了接受平台收到的捐款之外，他還接
受在社交網絡上其他用戶的個人捐款，聲稱
這些捐款會被用來助力“黑命貴”運動，完
全不會用在個人身上。

但是在三個月的時間裡，馬約爾使用賬
號裡收到的錢用來購買高端定制服裝和家具
，他還給自己的住處家裝了安防系統和娛樂
系統。
在8月21日，馬約爾更是花費了11.2萬美元
（約合人民幣76.3萬元）在托雷多購買了一
處房產。 9月他還購買了3把槍支。

除了高額消費，他還在個人社交網絡上
發布照片和視頻高調炫富。聯邦調查局的公
告中稱：“馬約爾的個人社交網絡上有他穿
著新衣服在酒店房間和辦公室裡的照片，他
炫耀財富和訂製服裝等等。”“沒有發現他
為種族爭議活動花費過任何一分錢。”

目前，馬約爾用來網絡詐騙的平台已經
撤下了所有和“黑命貴”運動有關的捐款項
目。

CDC主任斥白宮疫情顧問：
帶偏決策意見“徹底錯誤”

美國男子用美國男子用““黑命貴黑命貴””設賬戶騙捐款設賬戶騙捐款 花百萬買房買衣還炫富遭調查花百萬買房買衣還炫富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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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非核家園按部就班，原能會今天業務報告指出
，預計今年底完成核二廠除役審查計畫，至於核三廠則是2021
年7月前提出，將督促台電按照時程執行。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今天邀請原能會主委謝曉星報告業
務概況並備質詢。有媒體報導，由於重大供電計畫卡關，學者建
議核三廠延役以解燃眉之急。

不過，根據原能會業務報告指出，預計2020年底前完成核
二廠除役計畫審查作業，核三廠部分，依規定台電須於2021年7
月前提出除役計畫，將督促台電依時程提送計畫，並嚴格執行審

查作業。也就是說，核電廠如期除役政
策不變。

搭配核能衍伸議題，原能會今天也
提出未來將持續推動4大工作面向，包括 「嚴密輻安與核安管制
」、 「精進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含蘭嶼貯存場遷場）」、 「推動
科技研發與創新發展」及 「強化民眾參與與社會溝通機制」。

另外，行政院已通過組織改造草案，規劃原能會從二級單
位降成三級獨立機關，改制為核能安全委員會。謝曉星曾多次強
調，不認同原能會改制為三級機關。

民進黨立委范雲則說，希望原能會爭取更強勢，一定要站
在第一線，並把整體方案準備好。

謝曉星表示，8月底前有機會和行政院長蘇貞昌碰面表達
意見，行政院正在針對各部會組改，做嚴肅審慎的盤點。

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表示，原能會降級後，委員減少、幕
僚降級，還能否順利運作，如何應對外界質疑，應該要在施政報
告中分析。

原能會：年底完成核二除役審查
核三最遲明年7月交

（中央社）桃機排班計程車自律委員會導
入空中智慧排班系統，避免駕駛群聚領牌等號
還能彈性載客，自律委員會主委黃良易表示，
實施首月不但省下5000多元的油錢，收入也增
加3萬多元。

桃園機場排班計程車自律委員會主委黃良
易表示，受到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情影響，桃園國際機場旅客量銳減，長時間
在機場排班的計程車載客也受波及，因此，自
律委員會在8月下旬導入空中智慧排班系統，避

免駕駛群聚領牌等號，也能彈性載客增
加收入。

黃良易說，智慧排班系統導入一
個多月來，對於 600 名會員幫助很大，

司機在完成載客任務後，可以直接透過系統空
中領牌，在即將到號時還會透過系統通知，司
機不必專程跑到機場，這段期間就可到外面接
送乘客，實施一個月來約可增加新台幣3萬元的

收入，油錢也可節省5000元至6000元，未來還
規劃增加旅客搭乘機場回頭車預約功能。

計程車駕駛陳先生表示，這樣的智慧排班
系統很方便，尤其在疫情期間，機場的旅客少
，大家都希望可以增加收入，透過系統的協助
，不但可以省下人工取牌時間及來回機場的油
錢，最重要的是可以利用空閒時間到外載客，
對於機場的排班計程車也是一種保障。

桃園機場計程車智慧排班節省油資增加收入

工研院攜廠商打團體戰
組電動車產業聯盟

（中央社）工研院今天串聯產、官、研界，集結
50餘家廠商，共組 「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
術推動聯盟」，打造台灣電動車產業生態系，強化國
際市場競爭力。

工研院指出， 「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
推動聯盟」，成員包括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環
保署，國營事業台電、中油，還有工研院、台灣大電
力研究試驗中心、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車輛研究
測試中心、車輛安全審驗中心等研究法人與測試單位
。

聯盟成員還有車輛工業公會、電電公會、車輛
代理商公會、歐洲商會等相關公會。工研院表示，廠
商包含汽、機車廠、巴士廠與充電營運商如裕電能源
、拓連科技，及充電製造商台達電子、華城電機等。

工研院指出，籌組聯盟主要是希望能凝聚國內

電動車相關業者在充電介面發展的共識，整合充電產
業資源，建立電動車產業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平台，推
動電動車充電設施技術、法規驗證與營運發展等，以
利建構電動車充電產業生態鏈與整合相關政府政策建
言參考。聯盟短期目標，將先建立統一的電動車充電
介面及電動車與充電設備間的通訊標準，以利政府建
置公共充電站與廠商發展充電設備。

工研院表示，聯盟中期目標將規劃電動車充電
測試驗證規範，確保充電安全，協助不同廠商的電動
車與充電設備能彼此相容充電，以利充電營運順利。

聯盟長期目標，預計發展車輛到家戶、車輛到
電網的協定等，並與充電點營運商和配電系統營運商
合作，協助電動車充電與國家電力、電網整合，維持
電力供電穩定，促進智慧充電管理。

藝術游擊深入馬祖 江佩津以液體策展藝術游擊深入馬祖 江佩津以液體策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辦理文化交流計畫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辦理文化交流計畫，，以以 「「藝術游擊藝術游擊」」 徵選青年藝術家分徵選青年藝術家分

別於別於99、、1010月進駐馬祖月進駐馬祖，，江佩津將馬祖議題以液體檢測江佩津將馬祖議題以液體檢測，，透過透過 「「液體液體」」 酸鹼值策展酸鹼值策展
，，例如例如，，檢測老酒檢測老酒，，凸顯馬祖各家戶釀製風味差異凸顯馬祖各家戶釀製風味差異；；檢測醋檢測醋，，表現馬祖加醋的飲表現馬祖加醋的飲
食習慣等食習慣等，，呈現出呈現出1515個不同個不同 「「議題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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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過去總聽說貴州是地無三里平，人無三

分銀的蠻荒之地，這次參觀後發現貴州早已不

是想像中貧窮的樣子，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國家

扶貧政策！”來自香港的羅力同學感慨道。9

月19日至24日，由香港中聯辦廣東聯絡部組

織的“在粵高校港生貴州扶貧體驗活動”，邀

請25名來自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州中醫藥

大學等廣東高校的港籍學生，先後參觀了貴州

黔草堂、港華花卉育苗種植基地等港資企業在

當地創立的扶貧項目，顯著的扶貧成效給港青

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鮮活真實的故事

將成為我們學習的動力和目標。”

“ 後”港青黔創業 帶動貧戶致富
助當地人樹立自力更生信心 鮮活故事啟悟港生後輩

港華花卉育苗種植基地位於貴州赫章縣的深山
裏，這裏四面環山，十分幽靜，數百個溫室

大棚整齊排列，日照充足，徜徉其間只聞鳥鳴和
風過森林的聲音。25名港生一走下大巴車，就被
這裏的美景和寧靜吸引住了。作為港華花卉育苗
種植基地的負責人，“90後”香港青年梁安莉選
擇這裏實現自己的創業扶貧夢不是沒有道理的。

感黔環境優美 立志種花創業
“2017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來到赫章縣

韭菜坪，馬上就被當地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漫山
遍野的韭菜花和嶄新的公路吸引住了。讓我沒想
到的是，這麼美麗的赫章縣仍然是全國重度貧困
縣之一，不少當地居民長期以來只能靠外出務工
賺錢。”正是在那一刻，梁安莉決心為中國扶貧
事業盡一分力。

作為一個行動派，僅一年之後，梁安莉和母
親出資成立的廣州港華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就與赫
章縣簽訂投資協議，通過投資建設雲海花田田園

綜合體和花卉育種育苗種植基地，帶動當地貧困
戶脫貧致富。那時候開始，梁安莉便常年扎根赫
章縣鐵匠鄉，帶領貧困戶種花脫貧。“一開始大
片的花田種植並不被當地人看好，連農作物都賺
不到多少錢，種花又有什麼用？”但梁安莉聘請
專家不斷改良種植技術，同時利用自身資源引進
進口品種。如今，梁安莉團隊打造的鐵匠花卉育
種育苗種植項目，已成功試種白扇菊、橄欖綠等
30多個菊花品種，2019年還引進了日本北海道薰
衣草、芝櫻等全球熱門種苗。

創造就業崗位 改善居民生活
隨着公司產品的銷量逐漸穩定，當地民眾的

生活也開始發生改變。在鐵匠鄉種植基地建立之
初，梁安莉聘請了一名叫作周巧的臨時工。同為
“90後”的周巧，初中未畢業就從另一個貧困村
嫁到了當地，如今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我們
年紀相仿，周巧很聰明也很努力，卻一直沒有改
變生活的機會。”梁安莉團隊的到來終於讓周巧

看到了希望，從花農到管理人員，周巧憑借自己
的勤勞和悟性不斷獲得公司提拔，家庭條件也得
到顯著改善。

梁安莉的創業和扶貧經歷，給參與體驗的港青
學生們留下深刻印象。來自南方醫科大學2018級的
港籍學生陳潤楠表示，梁安莉團隊不僅提高了當地
貧困戶的物質生活條件，更重要的是為當地人樹立
了自力更生的信心。“在周巧家我們看到，她的家
人生活改善了，住上了新房子，其他家庭成員也開
始在基地裏務工，通過自己的勞動維持越來越好的
生活。”

來自廣州中醫藥大學2017級的港籍學生鄭
湘，對支援當地的扶貧幹部故事也記憶猶新。
“在座談會上，同共村駐村第一書記李健講述自
己每天給貧困戶家的小孩檢查作業，通過讓孩子
不斷提高學習成績，從而打消輟學念頭。我第一
次了解到，扶貧工作原來需要這麼細緻。”他坦
言，無論是港青梁安莉還是扶貧幹部，他們鮮活
真實的故事都會成為自己學習的動力和目標。

■■““在粵高校港生貴州扶貧體在粵高校港生貴州扶貧體
驗活動驗活動””邀請邀請2525名港生參加名港生參加。。

帥誠帥誠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貴州
報道）風景優美的貴州山區，不僅
有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和珍貴的中藥
材，這裏還安放着世界最大的射電
望遠鏡“中國天眼”和眾多世界一
流企業扎堆的大數據中心。
在貴陽的中國大數據展示中

心，環繞着華為大數據中心、茅台
集團等知名企業的辦公大樓，在這
裏，港生們第一次體驗了AR手術演
示、大數據扶貧系統、“透明電
視”等高科技產品，智能互動機器
人既能握手唱歌，還能講“冷笑
話”，逗得大家合不攏嘴。

黔條件優渥 成企業首選
在精彩的大數據展示背後，有

着更多的理性選擇。之所以這麼多
優秀的企業最終把各自的大數據中
心設在貴州，是出於運營成本和自
然條件的綜合考慮。“地處雲貴高
原，夏季平均氣溫約25℃，冬季平
均氣溫約10℃，氣候宜人，對於數
據中心這種散熱需求大的設備來
說，可節約一大筆電費。另外，貴
州水利資源豐富，較東部地區發達
省份電價有巨大的優勢，可進一步
減少企業成本。”
負責人還指出，貴州遠離環太

平洋地震帶、歐亞地震帶之間，可
避免地震等地質災害，對數據的安
全性有很大保障。
相比之下，地處深山，方圓五

公里內不可有居民以避免電波干擾
的“中國天眼”顯得更加神秘。考
察團從入口處存放了所有電子設
備，仍要驅車40分鐘並步行爬山半
小時，才能俯瞰“天眼”。
作為世界最大的射電望遠鏡，

“天眼”工程由主動反射面系統、
饋源支撐系統、測量與控制系統、
接收機與終端及觀測基地等幾大部
分構成，這一切都離不開中國科學
家南仁東一生的貢獻。
“常常能聽見大數據這三個

字，但參觀之後才真正感受到大數
據有多厲害，無論是遠程識別‘真
假’貧困戶，還是實時觀察物流信
息變化，都離不開大數據的支
撐。”來自廣東財經大學的2018級
港生徐小楹還感歎，“天眼”真正
讓她體會到中國科研水平已經達到
世界頂尖水平。

參
觀
大
數
據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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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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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0後後””港青梁安港青梁安
莉通過創辦花卉企莉通過創辦花卉企
業業，，成功改善當地成功改善當地
居民環境居民環境。。 帥誠帥誠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貴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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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南僑界發表共同聲明美南僑界發表共同聲明 挺臺參與聯合國事務挺臺參與聯合國事務

聯署活動獲得休士頓僑界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何怡中聯署活動獲得休士頓僑界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何怡中((
右五右五))及全體成員的支持及全體成員的支持。。

國慶職場菁英論壇國慶職場菁英論壇

第75屆聯合國大會已於9月15日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議。在新冠肺炎嚴
峻疫情中，僑務委員黎淑瑛、孟敏寬、
鄭金蘭、張世勳、陳美芬、吳光宜及詹
正治於近日在線上發起 「美南地區僑界
支持臺灣參與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共同聲明」 聯署活動，並於9月12日在
休士頓 「109年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 呼籲踴躍參與，吸引眾多僑團共襄盛
舉，一齊代表臺灣傳達參與落實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的強烈意願。

聯署活動陸續獲得美南地區僑團的
廣泛支持，參與聯署的僑團有休士頓松
年學院、美南臺灣旅館公會、休士頓客
家會、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華僑協
會美南分會、中華保健中心、華人福利

會、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休士
頓國際領袖基金會、達拉斯臺灣同鄉會
、休士頓明湖臺灣同鄉會，休士頓關懷
救助協會、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世
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休
士頓美南藝文社、奧斯汀臺灣商會、休
士頓臺灣社、達福地區臺灣商會、中華
老人服務協會、達福北一女校友會、休
士頓臺灣同鄉會、休士頓臺灣商會及聖
安東尼臺灣同鄉會等23個僑團。
共同聲明內容如下：

第75屆聯合國大會訂於紐約時間9
月15日在聯合國總部召開，並於9月
22日至26日，以及29日舉行總辯論，
聚焦主題 「重申對多邊主義的集體承諾
—透過有效的多邊行動對抗COVID-19

（新冠肺炎）」 。
中華民國政府面對新冠肺炎嚴峻疫

情，防疫成績斐然；且基於 「Taiwan
can Help」 的一貫信念，積極和世界主
要國家分享防疫經驗並捐脤防疫物資，
善盡世界公民應有責任。基此，吾等代
表美南僑社在此傳達臺灣人民對參與聯
合國體系的堅定期盼，除促請各界正視
臺灣有意願、也有能力參與聯合國防疫

及復甦的相關努力，並呼籲聯合國依循
普世價值，履行吾等以下訴求：第一、
立即採取行動解決2,350萬臺灣人民被
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情形；第二
、不當剝奪我國人及媒體進入聯合國參
訪、出席或採訪會議與活動的權利，應
即予匡正；第三、應確保臺灣有權平等
、有尊嚴參與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相

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並做出貢獻。：
長期以來，臺灣是 「負責任、肯貢

獻、可信賴」 的夥伴。因此，吾等籲請
聯合國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 秘
書長，秉持公平、正義、包容等原則，
接納臺灣人民為建立一個美好、永續的
後疫情時代，和世界各國攜手同心，一
齊為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努力。黎淑瑛黎淑瑛((左二左二))、、張世勳張世勳((左三左三)) 、、陳美芬陳美芬((右二右二))及駐休士頓辦事處處及駐休士頓辦事處處

長羅復文長羅復文((右三右三))鼓勵僑界聯署共同聲明鼓勵僑界聯署共同聲明。。

親愛的朋友們好，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10

月 17，24及 31日星期六早上10點至
12點用Zoom網路視頻方式舉辦國慶職
場菁英論壇。

講員包括經驗豐富的公司高階層主
管，經理，領導人士，自我創業者及教
育者，他們會分享職場上的親身體驗及

智慧，幫助青年們磨鍊在職場上的技能
，更上一層樓。主講者Julie Dill 曾任
Chief Communications Officer of a
Fortune 500 Company，領導過 2,300
員工，擁有哈佛大學商學院高層管理學
位，將主講如何保持開放的心態，根據
情況有彈性調整自己，離開舒適圈接受
挑戰，建立且擴展人脈的重要性，成為

真正的領導人。
整個座談會系列分三天，一天2個

小時。內容精彩，話題廣泛，除了如何
在事業上充實自我，切磋各方面的技能
，還包括移民法，投資理財，購屋貸款
及如何培養兒女等，應有盡有。請大家
告訴大家，好好利用這難能可貴的機會
充實自我，踴躍報名參加。請用網路連

結 ： http://www.jccaa.net/2020/jccaa_
2020_career_conference_brochure.
pdf 以閱詳情，請用以下連結：https://
forms.gle/Ufwh2eL8DHQLz4Su9 報 名
10 月 11 日截止。附上海報供參考。
Zoom 會議連結於報名後提供。有問題
請聯絡

美玲會長 mkaster321@gmail.com

職業青年委員會主席翁履中 den-
nisweng@hotmail.com，

副 主 席 李 懋 卿 Catherine.
lee2011@hotmail.com

達福急難協會邀新冠患者現身說法達福急難協會邀新冠患者現身說法
揭開罹患新冠面紗揭開罹患新冠面紗，，分享治癒經驗分享治癒經驗

總統大選辯論會於總統大選辯論會於2929日晚上舉行將影響選民決定投票給誰日晚上舉行將影響選民決定投票給誰
主題包括冠狀病毒疫情主題包括冠狀病毒疫情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經濟及種族和暴力等話題經濟及種族和暴力等話題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在美國總統投票前六週在美國總統投票前六週，，
2020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最關鍵的公眾集會就是總統電視辯論年美國總統大選最關鍵的公眾集會就是總統電視辯論
。。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總統辯論委員會總統辯論委員會”” 宣佈宣佈，，將舉行將舉行
44場電視辯論場電視辯論，，其中三場在川普和拜登之間進行其中三場在川普和拜登之間進行，，舉辦時舉辦時
間和地點分別是間和地點分別是99月月2929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1010月月
1515日在弗羅裡達州的邁阿密市日在弗羅裡達州的邁阿密市、、1010月月2222日在田納西州的納日在田納西州的納
什維爾市什維爾市。。另有一場辯論會是在彭斯和哈里斯之間的副總另有一場辯論會是在彭斯和哈里斯之間的副總
統辯論統辯論、、將於將於1010月月77日在猶他州的鹽湖城舉行日在猶他州的鹽湖城舉行。。總統辯論總統辯論
委員會選定了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華萊士委員會選定了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華萊士（（ Chris WallaceChris Wallace
）、）、有線衛星公眾事務網絡有線衛星公眾事務網絡（（C-SPANC-SPAN））的政治編輯史卡的政治編輯史卡
利利（（Steve ScullySteve Scully）、）、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NBC））駐白宮記駐白宮記
者者、、主持人韋爾克主持人韋爾克（（Kristen WelkerKristen Welker））來分別主持三場總統來分別主持三場總統
辯論辯論，，副總統辯論則由副總統辯論則由《《今日美國今日美國》》華盛頓分社社長佩奇華盛頓分社社長佩奇
（（Susan PageSusan Page））主持主持。。

美國美國20202020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會將在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會將在99月月292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登場登場，，主持人宣佈主持人宣佈，，辯論主題包括辯論主題包括：：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
（（Covid-Covid-1919））疫情疫情、、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經濟經濟，，以及美國多座城市以及美國多座城市
的的 「「種族和暴力種族和暴力」」熱門話題熱門話題。。99月月2929日這場辯論會將在俄日這場辯論會將在俄

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舉舉
行行，，預定於晚間預定於晚間99時登場時登場，，這是川普和拜登這是川普和拜登33場辯論會的場辯論會的
第第11場場。。華勒斯表示華勒斯表示，，辯論會辯論會66大主題還包括大選的公正大主題還包括大選的公正
性性，，將分將分66段各段各1515分鐘時間分鐘時間，，讓兩位候選人展開激辯讓兩位候選人展開激辯。。華華
勒斯還表示勒斯還表示，，辯論主題或將隨著辯論主題或將隨著 「「新聞發展新聞發展」」而變動而變動。。華華
勒斯表示勒斯表示，，這些主題之所以會事先選定並公告周知這些主題之所以會事先選定並公告周知，，是是
「「為了鼓勵大家對國家面臨的幾大議題進行深度討論為了鼓勵大家對國家面臨的幾大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福斯新聞台主播華勒斯表示福斯新聞台主播華勒斯表示，，9090分鐘的辯論也會談到總統分鐘的辯論也會談到總統
川普和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的政績川普和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的政績。。到現在為止到現在為止，，拜登拜登
全國性民調的平均數字仍領先川普全國性民調的平均數字仍領先川普。。

除了預先選定的話題外除了預先選定的話題外，，其他兩個關鍵問題是美國總其他兩個關鍵問題是美國總
統權力的和平移交以及總統選舉日期統權力的和平移交以及總統選舉日期1111月月33日之前最高法日之前最高法
院法官的投票院法官的投票。。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99月月2323日拒絕做出承諾日拒絕做出承諾，，一一
旦他在旦他在1111月月33日的美國大選中輸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日的美國大選中輸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他會和平移交權力他會和平移交權力。。據報導據報導，，在白宮在白宮2323日舉行的新聞發日舉行的新聞發
佈會上佈會上，，川普在被問及是否會承諾和平移交權力時對記者川普在被問及是否會承諾和平移交權力時對記者
說說：： 「「我們要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要看看會發生什麼事。。」」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CNN））2323日對此評論稱日對此評論稱，，川普川普2323日拒絕承諾在選舉日日拒絕承諾在選舉日

之後進行和平的權力交接之後進行和平的權力交接，，這進一步加劇人們的擔憂這進一步加劇人們的擔憂，，如如
果川普在果川普在1111月的選舉中失利月的選舉中失利，，他可能不會辭職他可能不會辭職。。 在隨後在隨後
的幾天中的幾天中，，CNNCNN每天不斷報導川普不會和平移交權力每天不斷報導川普不會和平移交權力。。
顯然顯然，，如果川普輸掉選舉如果川普輸掉選舉，，他已下定決心要反對選舉結果他已下定決心要反對選舉結果
。。 此外此外，，川普也拒絕保證過渡期間不發生長期暴力事件川普也拒絕保證過渡期間不發生長期暴力事件，，
及部署聯邦執法部門來平息美國城市對抗他的抗議活動及部署聯邦執法部門來平息美國城市對抗他的抗議活動。。
川普的傲慢言論已經激起反對者的強烈抗議川普的傲慢言論已經激起反對者的強烈抗議。。川普一再堅川普一再堅
持違反美國憲法和選舉結果持違反美國憲法和選舉結果，，已經激起了共和黨與民主黨已經激起了共和黨與民主黨
雙方的強烈憤怒雙方的強烈憤怒，，最終共和黨聲稱最終共和黨聲稱，，如果川普輸掉選舉如果川普輸掉選舉，，
他們將接受選舉結果他們將接受選舉結果。。 此外此外，，美國軍事領導人決定美國軍事領導人決定，，他們他們
不會偏向川普不會偏向川普，，他們會保持中立立場的計劃他們會保持中立立場的計劃。。眾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警告川普美國不是朝鮮或其他獨裁國家佩洛西警告川普美國不是朝鮮或其他獨裁國家，，如果川普如果川普
違反美國憲法和法律違反美國憲法和法律，，國會將竭盡全力反對他國會將竭盡全力反對他。。

據報導據報導，，共有共有33名共和黨參議員決定反對川普最高法名共和黨參議員決定反對川普最高法
院的法官提名人院的法官提名人，，這將使共和黨難以按他們的計劃贏得法這將使共和黨難以按他們的計劃贏得法
官提名官提名。。這兩個熱點問題可能會在辯論中討論這兩個熱點問題可能會在辯論中討論，，讓我們拭讓我們拭
目以待目以待。。

圖為達拉斯圖為達拉斯 「「僑冠超市僑冠超市」」 的負責人陳森以記日記的方式介紹的負責人陳森以記日記的方式介紹，，他罹患他罹患
新冠疫的五個階段的過程新冠疫的五個階段的過程，，病癒出院後身體的變化病癒出院後身體的變化，，如小腿腫起如小腿腫起，，整整
個人整整掉了二十磅個人整整掉了二十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來自全美各地的僑胞上線聆聽來自全美各地的僑胞上線聆聽，，陳奕芳陳奕芳（（二排右ㄧ二排右ㄧ））及張家華及張家華
（（二排中二排中））也共襄盛舉也共襄盛舉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20202020年橫掃全球的新冠疫情年橫掃全球的新冠疫情，，造成全美七百多萬人染疫造成全美七百多萬人染疫，，
二十多萬人喪命二十多萬人喪命。。華人由於警覺性較高華人由於警覺性較高，，罹患和死亡人數相對偏低罹患和死亡人數相對偏低，，因此因此，，我們很難從我們很難從
周圍的親朋好友中得到最直接周圍的親朋好友中得到最直接、、真實的經驗真實的經驗。。德州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德州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上周六上周六
在一場線上專題講座在一場線上專題講座，，由罹患者現身說法由罹患者現身說法，，直接揭開直接揭開 「「新冠新冠」」的神秘面紗的神秘面紗，，原來一群人原來一群人
聚在一起吃頓飯聚在一起吃頓飯，，也會全體感染也會全體感染，，無一倖免無一倖免。。原來所有的人都乖乖戴口罩相聚原來所有的人都乖乖戴口罩相聚，，也難逃也難逃
噩運噩運，，只因吃飯時大家都摘下口罩只因吃飯時大家都摘下口罩。。為什麼同樣染疫為什麼同樣染疫，，有人病故有人病故，，有人住院二週或數月有人住院二週或數月
，，有人則很快痊癒有人則很快痊癒，，究其原因究其原因，，全在各人不同的全在各人不同的 「「免疫力免疫力」」，，免疫力是最好的戰士免疫力是最好的戰士。。與與

會的醫生則再三叮囑大家會的醫生則再三叮囑大家：：避免聚餐避免聚餐，，吃東西吃東西，，勤洗勤洗
手手、、戴口罩戴口罩，，第二第二、、三天三天，，要馬上快篩要馬上快篩，，確定陰性確定陰性、、
陽性的迷思陽性的迷思。。並平常多吃增加抗氧化力的營養品並平常多吃增加抗氧化力的營養品，，也也
有助對抗疫情有助對抗疫情。。

德州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德州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99月月2626日下午舉辦日下午舉辦
線上專題講座線上專題講座，，邀請新冠肺炎患者陳森以邀請新冠肺炎患者陳森以 「「一位新冠一位新冠
患者的心聲患者的心聲 -- 分享新冠肺炎經驗與感恩的人生分享新冠肺炎經驗與感恩的人生」」為題為題
，，講述親身經歷講述親身經歷，，吸引來自全美各地逾百名僑胞參加吸引來自全美各地逾百名僑胞參加
。。活動由急難救助協會會長孟敏寬主持活動由急難救助協會會長孟敏寬主持，，休士頓華僑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組長張家華應邀參加事處組長張家華應邀參加。。

孟敏寬開場表示孟敏寬開場表示：：疫情期間大家知道如何避免染疾疫情期間大家知道如何避免染疾
，，但是無人提起如不幸患上病毒如何應對但是無人提起如不幸患上病毒如何應對。。她感謝陳她感謝陳
森提供相關資訊及明智的建議森提供相關資訊及明智的建議，，讓僑胞對新冠病毒有讓僑胞對新冠病毒有
完整的了解完整的了解。。陳奕芳致詞讚揚急難救助協會陳奕芳致詞讚揚急難救助協會，，秉持雪秉持雪
中送炭的宗旨服務僑社中送炭的宗旨服務僑社，，在嚴峻疫情中仍積極熱心協在嚴峻疫情中仍積極熱心協
助僑胞度過難關助僑胞度過難關；；張家華則介紹臺灣防疫成果及協助張家華則介紹臺灣防疫成果及協助

國際防疫事蹟國際防疫事蹟，，展現展現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的宗旨的宗旨。。
演講中演講中，，陳森講述從得知感染時的心態到治療的過程中陳森講述從得知感染時的心態到治療的過程中，，如何從恐慌到接受如何從恐慌到接受，，以及以及

依靠宗教信仰堅強克服病毒的親身經歷依靠宗教信仰堅強克服病毒的親身經歷，，同時提醒加強自身免疫力的重要同時提醒加強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提供治療中提供治療中
注意事項及心理建設注意事項及心理建設。。他表示病中領悟到健康的重要他表示病中領悟到健康的重要，，宗教的幫助讓他學到把握當下宗教的幫助讓他學到把握當下、、
愛護自己愛護自己，，對朋友的關懷慰藉也表示心懷感恩對朋友的關懷慰藉也表示心懷感恩。。隨後隨後，，許多僑胞提出問題許多僑胞提出問題，，也有僑胞分也有僑胞分
享自己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享自己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大家暢所欲言大家暢所欲言，，討論自己的防疫經驗討論自己的防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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