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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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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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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美國媒體報導引兩名熟悉
川普病情人士的消息稱，目前川普出現的
新冠肺炎症狀較為輕微（mild），另一名
白宮官員則透露，川普可能會發表全國性
談話或錄影演說，以證明他仍能正常工作
。

據美國大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2日報導，引述熟知川普病症
消息人士說法，稱川普所出現的症狀與感
冒症狀較為類似。報導也指出，一名白宮
官員向媒體表示， 「川普的治療計畫仍在

制定之中，他可能會發表全國性談話或錄
影演說，以證明他仍能正常工作，美國政
府的運轉沒有受到干擾」。

外媒報導，川普確診後，出現輕微的
感冒症狀。白宮醫生透露，川普在確診24
小時內就出現輕微症狀，有發燒狀況，目
前川普仍然感到疲倦，同時他也接受試驗
性的抗體混合治療。

川普確診後，白宮已立即取消2日在
關鍵搖擺州佛羅里達的造勢行程和華府籌
款活動。而川普在同一天也已經離開白宮

前往馬里蘭州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學
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
ical Center），預料留院數天，川普後續
的選戰活動可能會受影響。

川普確診新冠肺炎的衝擊國際金融巿
場，日經、歐股紛紛走跌，美股三大期指
全面下跌，道瓊早盤跌逾 400 點，NAS-
DAQ 也大跌逾 200 點，國際油價重挫逾
4％，跌破每桶40美元大關。

（（路透社路透社））

川普確診川普確診 政府運轉未受到干擾政府運轉未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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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在今
晨發出的推文中，
承諾他和第一夫人
梅蘭妮皆確診為新
冠疫情為陽性，並
且會立即展開居家
隔離， 這項消息立
即震撼全球，至今
為止， 世界各地死
亡人數已經超過一
百萬人， 美國更居
全球之冠有二十多
萬人已經喪生。

白宮方面已經
發佈取消包括總統
在佛州及華府之所
有行程，白宮醫生
也說川普和夫人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川普總統夫婦是被他的助理罕克小姐
所傳染，她曾經在這幾天內緊跟在總統身
邊，包括週二的辯論會。

距離大選投票只剩下一個月， 川普總
統之碓診帶來了巨大的變數， 現年七十四
歲的他是否抵得過這次之疫情， 目前尚是
未知數 ，依據憲法规定， 副總統將在總統

無法執行任務時繼仼，對於總統大選將會
帶來極大之變數。

近月來，我們看到川普各種造势活動
中和群眾都不戴口罩，成為國民最坏的示
範，他這種所謂強勢作風 ，為國家帶來無
窮之後患。

今年是我們多災多難的不幸年份，瘟
疫帶來的重創，加上人為之因素， 真把我
們平民百姓陷在水深火熱之中。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202//20202020

This diagnosis is the most serious known
health threat to a sitting president in decades.
At the age of 74, Trump falls into the highest
risk category for serious co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ase which has killed more than 200,000
Americans and more than one million
worldwide.

In his tweet, President Trump wrote, “Tonight
@FLOTUS and I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We will begin our quarantine and recovery
process immediately.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The White House issued a new schedule to
reflect several canceled events including a fund
raising event in DC and a rally in Florida.

The President’s aide Hope Hicks tested
positive earlier and she probably contracted the
virus from an interaction with a supporter. Hicks
joined the Trump organization working in public
relations with Ivanka Trump and moved to
Trump’s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early in
the race.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If the President is still in quarantine
for the next two weeks, will the second debate

be cancell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just one month
away. This news will have extraordinary
repercussions and will affect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has ignored the virus
warnings and insisted that states reopen the
schools and businesses. He complained during
recent rallies about Democratic governors who
have maintained strict lockdown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With Trump testing positive, the White House
faces a very serious challenge. We urge all the
leaders in Congress and the Vice President to
call emergency meetings to discuss the nex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e World Rocked -Trump Tests PositiveThe World Rocked -Trump Tests Positive川普總統確診川普總統確診 世界震撼世界震撼
President Trump ConfirmedPresident Trump Confirmed
Friday Morning That He AndFriday Morning That He And

First Lady Melania Have TestedFirst Lady Melania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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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1日視察了海
上自衛隊各司令部匯集的 「海上作戰中心」
（神奈川縣橫須賀市）。據共同社報導，他出
席該中心的啟用儀式，致辭說： 「我國所處的
安全保障環境以極快速度變化，嚴峻程度增加
了。希望大家擔負起把握最前線情況，促成部
隊準確行動的重要職責。」

這是岸信夫就任防衛相之後首次視察部隊
。海上作戰中心是伴隨海自的自衛艦隊司令部
、護衛艦隊司令部、潛艇隊司令部等各辦公樓
老化，把各司令部匯集到同一處辦公樓的統合
司令部。它被認為將讓部隊之間更方便溝通意
見，可以實現高效作戰指揮。

現年61歲的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胞
弟，有安倍 「分身」之稱，曾經多次訪台，在
台灣政界人脈極好。今年1月，蔡英文總統甫
當選連任，他即率團到官邸向蔡總統表達祝賀
。岸信夫也是跨黨派親台議員組織 「日華議員
懇談會」（日華懇）幹事長，前總統李登輝 7
月30日逝世，岸信夫曾前往駐日本代表處致哀
；8月9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率團來台弔唁李
登輝時，岸信夫亦隨行。

10月1日也是日本防衛裝備廳作為防衛省
外局成立5周年。該廳負責一元化管理防衛裝
備品的研發和採購等，並推進出口。在擴大出
口之外，研發航空自衛隊F-2戰機後續機型的
下一代戰機等大型項目，也是今後的課題。

岸信夫在橫須賀市對媒體強調： 「這 5 年
裡，（該廳）一貫致力於推進採購的最優化和
裝備轉移。將推進與經濟界交換意見，力爭加

強防衛力。」
日本政府2014年新制定 「防衛裝備轉移三

原則」，改變了禁止武器出口政策。2015年設
置的裝備廳被期待發揮引領出口的作用。但向
海外出口裝備品僅有今年8月日本企業與菲律
賓政府簽訂合同的4個自衛隊防空雷達。

共同社報導說，圍繞下一代戰鬥機，將從
2024年度起著手製造試驗機，目標是在F-2迎
來退役時期的2035年度進行部署。研發以日本
主導為前提，但年底前必須決定是與美國還是
與英國推進合作的基本框架。

放棄在秋田、山口兩縣部署陸上部署型飛
彈攔截系統 「陸基 「神盾」系統」計劃後，替
代方案的技術探討也是焦點。岸信夫24日出席
執政自民黨國防小組等會議時表示，已在討論
在海上運用雷達和發射裝置的替代方案。他指
出： 「將朝著搭載於移動式海上平台的方向，
與美國及相關單位一起迅速推進具體討論。」

之後，防衛省出示了三種海上運用方案。
防衛省介紹的海上運用方案分別是（1）包括彈
道飛彈攔截專用艦在內的護衛艦型，（2）活用
民間船舶型，（3）類似用於石油開採的海洋鑽
井平台型。這些方案均為移動式，搭載陸基
「神盾」的 「SPY-7」雷達和發射裝置。

除海上運用方案外，防衛省還曾探討在陸
上設置雷達，並在海上設發射裝置的 「分離方
案」，但已告知自民黨，由於存在成本增加和
通信問題不打算採用。今後將圍繞三種海上運
用方案，就技術可行性及成本推進討論，希望
在年底前彙總出具體方案。

加日防衛相岸信夫首視察部隊
指安保環境嚴峻

美國每次總統大選都會發生影響選情的
”十月驚奇”, 今年也不例外, 才十月的第一
天深夜, 川普總統用推特告知外界他與第一夫
人梅拉尼婭都感染了新冠病毒,隨即白宮醫生
也出具證明此事為真, 突然之間川普的健康成
了今年總統大選的最大變數，不過我相信以
川普不服輸的鬥志, 新冠病毒是無法擊敗他的
, 大家也會祝福他早日康復！

新冠病毒已導致美國有 730 萬人確診,其
中逾21萬人死亡，如今領導美國對抗這場歷
史災難的總司令竟也成為受害人，真使人不
寒而慄。川普之前一再淡化病毒的嚴重性,認
它不過是一場流感，但當事態嚴重時, 他又把
防疫不力卸責給中國,還一再把COVID-19稱
為“中國病毒”, 後來又推動未經測試的治療
方案，浥注億萬資金急著要在大選前推出疫
苗,只是事與願違,現在他已派不上用場了。

川普感染新冠讓美國蒙上新的陰影，多
災多難的2020年, 從新歲開始即不吉利，無論

是COVID-19在美國的肆虐，還是弗洛伊德
被霸凌死亡，傳奇球星布萊恩特摔飛機身亡,
抑或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忽然離世，甚至加州
大火,在川普領導下，美國面臨着天災和人禍
的混亂場面，一次次的示威抗議活動與打砸
搶的暴力行為, 已使川普標榜的”法律與秩序
”淪為口號治國, 魯莽率性的他,不尊重科學,
只相信權威與民粹治理,終導致天不時、地不
利以及人不和,在防疫方面他離經叛道的言行
不僅使聯邦與各州政府陷入矛盾，危及國家
的穩定與安全, 現在更危及了他自己和他的家
庭安危！

目前川普還未出現COVID-19相關症狀,
美國民眾除了關心他的健康外, 也擔憂一個月
之後的大選是否能夠平順舉行, 而他能否繼續
擔任總統職務也令人質疑, 已經74歲了,他患
有肥胖症, 未來的風險不小, 他這一次確診給
大家上了一堂實物課:健康第一, 沒有了健康,
一切都將成過眼雲煙矣!

【李著華觀點: 新冠擊不倒川普 / 十月驚奇: 總統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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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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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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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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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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
希臘銀行鼓勵非接觸式免密付款

綜合報導 希臘銀行協會發布公告稱，為協助減少新冠疫情對公眾

衛生和商業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考慮將非接觸式免密支付系統的運行

延長至12月底，並將免密的最高交易金額提高到50歐元。

為應對新冠疫情，希臘銀行協會此前呼籲其成員銀行上線非接觸式

的交易系統。5月19日，希臘銀行協會的公告發布以後，其成員銀行開

始正式履行這壹要求。該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持卡人和POS機的物

理接觸，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良好反饋。

9月22日，希臘銀行協會再次發布公告稱，為協助減少新冠疫情

對公眾衛生和商業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會將這壹措施延長至2020

年 12月 31日，免密最高限額為50歐元，以進壹步減少持卡人消費時

的物理接觸。

即日起，在希臘商鋪付款時，將無需將銀行卡交給收款員，即可完

成交易。超過50歐元的交易則仍需要經由收款員，並在POS機上輸入密

碼。

同時，該協會指出，即使目前部分小額交易不需要持卡人輸入密碼

，但銀行系統仍將完整執行所有交易，無論其金額大小。因此民眾無需

擔心交易過程中，會因免密支付產生安全問題。但由於現在免密支付的

限額較高，希臘銀行協會提醒民眾要妥善保管自己的銀行卡。(徐逸寧)

希臘逾百所學校罷課反對戴口罩
法院出臺強制措施

綜合報導 為了抗議希臘政府對學

生采取的強制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希臘全國超過 100 所學校的學生從 21

日起連日罷課，還有學生和家長在校

園靜坐。與此同時，希臘最高法院檢

察官22日下令，拒絕佩戴口罩的人將

被拘捕。

據報道，自14日希臘學校開學以來

，強制學生在校園裏佩戴口罩這壹規定

壹直有爭議，尤其在高中，很多正處叛

逆期的年輕人都未能正確佩戴口罩，令

校方非常困擾。不少任課老師不得不中

斷教學不停提醒學生，其間時有語言沖

突發生。

從21日開始，希臘雅典、塞薩洛尼

基、拉裏薩、克裏特等地超過100所中

學的學生采取罷課並占據校園的行動，

以抗議當局的“強制口罩令”。除了反

對戴口罩外，學生還要求縮小班級規模

，認為“眾多學生擠在面積不大的教室

上課，僅僅使用口罩並不足以保護他們

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

雖然希臘新冠新增病例持續增加

，但最近在社交平臺上“反口罩”的

帖子明顯增多。全國各地也出現了

“反口罩”遊行，其中有很多人是學

生家長。

除學校外，在希臘公共場所及公共

交通工具內，“支持佩戴口罩”和“拒

絕佩戴口罩”的兩派人士也時常發生

爭執甚至肢體沖突。司機和工作人員

也擔心在要求乘客佩戴口罩時遇到暴

力反抗。

希臘教育部官員認為，學生“反口

罩”行動可能有成年人在背後煽動，帶

有政治動機。

希臘最高法院檢察官普利奧塔斯

22日發布通告，要求執法人員立即拘

捕拒絕佩戴口罩或者鼓勵他人不戴口

罩的人。

普利奧塔斯認為，“反口罩”行為

直接或間接地使公眾健康處於危險之中

，並令其他人對新冠病毒的危險性產生

錯誤懷疑，因此適用《希臘刑法》第183

條——煽動違法，可對違規人員處以1

年以下監禁或罰款。

但法院方面已經澄清，目前還沒出

現學生因拒絕或反對佩戴口罩而被拘捕

的情況。

歐洲疾控中心：
歐洲新增確診數令人擔憂
本地區免疫人群不足15%
綜合報導 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ECDC)主任安德烈婭· 阿蒙24日

表示，自8月以來，歐洲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增長。

該機構當天發布的最新風險評估報告顯示，在歐盟國家和英國的大部分

地區，人群對新冠具有免疫力的比例不到15%。

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歐洲疾控中心)是歐盟

負責傳染病防控的專門機構。其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持續公布風險評估

報告。阿蒙當天在歐洲疾控中心舉行的線上記者會上作出上述表示。

當天公布的風險評估報告顯示，歐盟/歐洲經濟區國家和英國自今年

8月以來新冠病例通報率持續上升，不過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其中，

壹部分國家的新增病例數上升主要與檢測率提高、15-49歲人群之間密切

接觸傳染有關，這部分國家大多數確診病例只有輕微癥狀或無癥狀。在

另壹部分國家則出現了老齡人群確診率上升的情況，住院率和重癥率同

時也出現上升。

報告還指出，血清抗體檢測研究已取得的數據顯示，在歐盟/歐洲經

濟區國家和英國的大部分地區，人群中對新冠病毒擁有免疫力的比例不

到15%。

阿蒙當天表示，8月以來歐洲新增確診病例出現令人擔憂的增長，

這部分程度上可以用“檢測策略獲得改進”來解釋，然而壹些國家顯然

正在從有限的社區感染轉為持續的社區傳播。

“新冠大流行遠未結束，我們不能卸下防備。”阿蒙表示，在安全

、有效的疫苗問世前，采取減少社區傳播的策略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

具體措施包括快速識別感染者、不論有無癥狀均實時檢測、對高風險接

觸者實施隔離等。她呼籲在當前疫情形勢下，針對長者等高危人群以及

容易過載的醫療體系，采取有針對性的公共衛生行動。

法國兩市抵制防疫新規
法總理：或重啟全面防疫禁令

法國衛生部門稱，法國當天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達16096例，再度刷新紀錄。

因疫情惡化，法總理警告稱，不排除再

次實施全面防疫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另

壹方面，巴黎和馬賽兩市對法政府頒布

的防疫新規表示強烈反對。

法國總理：不排除再次實施全面防

疫禁令
據報道，法國總理讓· 卡斯泰警

告法國民眾，由於新冠疫情局勢再次惡

化，不排除再次實施全面防疫限制措施

的可能性。

法國《費加羅報》援引卡斯泰的講

話指出，“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那麼3

月的場景就可能會重現，局勢繼續惡化

可能意味著會再次實施防疫限制措施。”

法國自3月17日開始實施新冠防疫

限制措施，5月11日起首次放松了限制

；6月2日，法國開啟脫離限制的第二階

段，具體措施包括開放公園、咖啡館和

餐廳等；3周以後，法國進壹步放松防疫

限制，其中包括開放電影院等。此後，

法國疫情發生反彈。

憂餐飲業前景 巴黎、馬賽反對防疫
新規

另據《歐洲時報》報道，為遏制

病毒擴散，當地時間 9月 23 日，法國

政府宣布最新防疫措施。法國官方

根據疫情數據指標建立新的疫情警

報系統，把相關地區在疫情地圖上

區分為“警報區”、“強警報區”

和“最強警報區”，制定相應的疫情

應對措施。

在被列為“加強警報區”的法國首

都巴黎，自9月28日起，巴黎市及近郊

三省(92/93/94)的酒吧需提前至22時關門

。而在被劃入疫情“最強警報區”的法

國南部重要城市馬賽，自26日起，所有

酒吧和餐館都要歇業15天。

新規壹公布，就引起馬賽和巴黎市

府的強烈反對。

24日，巴黎市長伊達爾戈也表示，

中央政府出臺的防疫新規“不恰當”，

令她“非常遺憾”。

同日，馬賽市長魯比羅拉對關閉餐

館和酒吧公開表達不滿。據悉，此次歇

業將影響馬賽餐飲直接就業7000人，相

關行業2.5萬人。馬賽市政府當天提出暫

緩10天執行防疫新措施的要求。

法國衛生部長回應質疑
對於以上兩市的反對意見，法國官

方進行了回應，要求地方政府執行防疫

新措施。

法國衛生部長韋朗在參議院接受質

詢時表示，自己8月27日前往馬賽時，

在省政府與議員以及市府、馬賽都市圈

、羅訥河口省、PACA大區以及馬賽周

邊市鎮代表會面2小時，並與馬賽市長

會面半個多小時。“那時候我就和他們

說，如果不迅速采取管制措施來遏制病

毒傳播，過陣子我們將不得不采取更多

限制性措施。”

但韋朗同時指出：“商討不代表

達成壹致……在保護人民生命、必須

采取艱難措施時，必須要以責任為重

。為阻止疫情蔓延，保護醫院，保護

重癥搶救，保護、緩解醫護人員的壓

力，(采取限制性措施)在我看來是承

擔起應負的責任，只要有必要，我都

將為此負責。”

英國政府債務超金融危機時期高峰
綜合報導 英國本財年的

政府債務已超過其在全球金

融危機期間的年度峰值。

報道稱，自4月財政年度

開始以來的五個月內，英國

政府目前已借入1737億英鎊

，超過了其在全球金融危機

期間截至2010年 3月的 12個

月裏，創下的1577億英鎊的

紀錄。

英國國家統計局官員披

露，到本財年2021年3月結束

時，赤字可能達到3720億英鎊，

使借貸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比重提高到

18.9%，這是

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的

最高水平。

英國財

政 大 臣 裏

希 · 蘇納克

(Rishi Su-

nak)日前表示，在今年第二季

度，英國是西方七國集團中

經濟遭受疫情沖擊最大的國

家，國內生產總值萎縮了20%。

現在是集中精力恢復經濟增

長而不是減少借貸的時候。

“從長遠來看，需要作出艱

難的決定，”他指出。

在疫情暴發導致“全面

封鎖”之初，英國政府為了

“保護數百萬人的工作和生

計”，推出至 10 月為止的

“休假計劃”，政府為“居

家工作”的職員發放80%的工

資。日前，蘇納克再度推出

將從11月開始執行的“冬季

經濟計劃”，以應對新壹輪疫

情對“脆弱的經濟復蘇的威脅

”。該計劃包括，完成“居家

工作”三分之壹工作量的職員

，可獲得包括雇主、政府共同

支付的高達77%的工資。

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官

員表示，到目前為止的借款

總額，比9月8日發布的最新

預測低了約340億英鎊，這主

要是由於稅收收入下降幅度

小於預期。該官員表示，政

府計劃允許為企業減稅，加

上整體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

，很難確切知道年底時的赤

字將有多大。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0年10月3日       Saturday, October 3, 2020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民調落後民主黨對手拜登，外
界一直在關注隨著大選日臨近，是否上演 「十月驚奇」，未料
川普自己卻染疫，成了選前突發事件主角，也令總統選戰陷入
「未知之地」。川普確診，無疑是帶頭輕忽疫情的代價，勢必

衝擊選情。但有分析家認為，面對民調落後，川普或會放出大
絕招，再拿大陸當代罪羔羊，更強硬以對。

川普有症狀 辯論會恐喊卡
當前最受關注的還是川普身體狀況。醫生憂慮，川普已74

歲，加上過胖（BMI指數30.5），可能增加感染新冠肺炎帶來
併發症風險。美國CDC數據顯示，65至74歲新冠患者，死亡
率比18至29歲患者高出90倍。

目前川普已有症狀，一旦病重，可援引美國憲法第25條修

正案，權力暫時移交副總統彭斯，待回復健康再收回權力。美
國前總統小布希與雷根就都有過先例。目前，彭斯檢測呈陰性
，如根據《總統繼承法》，第三順位為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
洛西，最糟情況可能陷入大權爭奪戰。

假設川普無法繼續參選，共和黨可能須再舉行全國黨代表
大會，選出新候選人。不過專家指出，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是，
將副總統候選人扶正為總統候選人。要是離大選日太近，如大
選前一周總統候選人出事故，國會有權更改選舉日期。

從寬抗疫 將遭放大檢視
川普如繼續選下去，病情輕重變化，也將左右選情發展。

川普 「從寬抗疫」的政策，勢必遭選民放大檢視，一旦坐實民
主黨對其誤判疫情的指控，原本支持他的選民可能轉投拜登。

反之，若川普快速康復，將證明他對病毒判斷正確，才可望對
選情帶來提振效果。

川普染疫，可能得窩在白宮隔離14天，原定10月15日舉
行的第二場總統候選人辯論恐喊卡，川普亦將無法親臨自己最
愛的大型造勢活動，這對民調落後的他很不利。分析家認為，
若川普手中還有 「大絕招」，此刻可能必須拿出來了。

三井住友信託經濟學家直久保直說： 「令人擔憂的是，他
（川普）可能會對中國更強硬…。我的印象是，之前英相強森
也是在自己染疫後，變得更加反中。」Nordea資產管理公司分
析師蓋利持同樣看法，並預料，一旦川普政府對陸出重手，勢
將對市場帶來大震撼。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階段，坊間盛傳的所
謂 「10月驚奇」果然出現！繼貼身幕僚希克斯感染新冠病毒後
，川普總統2日凌晨在推特發文寫道，他和夫人梅蘭妮亞新冠
病毒檢測結果均呈陽性證實確診，會馬上展開隔離和治療，
「我們會一起共度難關」。川普確診的消息為美大選增添變數

，美股期指聞訊紛紛下挫，跌幅近2％，國際油價也嚴重下滑
。

川普的醫生康利隨後發布聲明表示，他在當地時間1日傍
晚接獲川普確診的報告，目前川普和第一夫人狀況良好，計畫
在隔離療養期間待在白宮。白宮將持續對外說明最新狀況，川
普在這段期間應可不受病情干擾，繼續履行總統職務。《紐約
時報》則報導，川普確診後，出現輕微的感冒症狀。

在白宮隔離 仍能履行職務
川普確診後，白宮已立即取消2日在關鍵搖擺州佛羅里達

的造勢行程和華府籌款活動。川普後續的選戰活動可能會受影
響。

川普稍早接受福斯新聞節目訪問時，證實其顧問希克斯確
診，並表示他和妻子正在等待篩檢結果，同時主動宣布將自主
隔離。31歲的希克斯最近多次與川普同行，包括9月29日乘坐
「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陪同川普前往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參加

總統候選人首場電視辯論，當時有人看到她沒戴口罩。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主席麥丹尼爾亦確診，上月25日曾與川普見面。

隔天希克斯又陪川普搭乘總統專屬直升機 「陸戰隊一號」
赴明尼蘇達州造勢，返程途中，她出現輕微症狀，10月1日上
午確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7月也曾確診，為川普團
隊確診的最高層級官員。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7月發布的指南，大部分人在感染新冠
病毒的2至14天後才會出現症狀，因此現在無法確定川普是否
為無症狀感染者。考慮到川普的年紀（74歲）和體重，他染疫
後屬於重症高危險群。

憂心大選 美股油價聞訊重挫
川普確診消息一出，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期貨、標準普爾

500指數期貨、那斯達克100指數期貨均下挫，跌幅超過1.5％
；西德州輕質原油期貨價格、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均跌破每桶
40美元。

有報導稱，川普正在考慮於2日對全美發表演說。知情人
士透露，日前才跟川普面對面舌戰的77歲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拜登在當地時間2日早上進行病毒檢測。據CNN報導，拜登
經檢測為陰性。

川普擬發表演說 拜登檢測陰性
川普夫婦確診後，有 「末日機」之稱的兩架E-6B通信中

繼機分別從美國東、西兩岸起飛。五角大廈對此表示，軍機起
飛是預定計畫，與川普染疫無關，只是 「時機巧合」。E-6B
水星通信中繼機（E-6B Mercury）因為能將美國總統下達的核
武攻擊命令傳遞到在全球海洋巡弋的核武潛艦，而有 「末日機
」（doomsday plane）之稱。

美總統大選 果然有10月驚奇
川普確診末日機升空

川普萬一病重川普萬一病重 權力暫交副總統權力暫交副總統
救民調放大絕救民調放大絕 陸恐當替罪羊陸恐當替罪羊

奧步！德州共和黨籍州長下令每郡只能一個通訊投票站
（綜合報導）美國大選11月3日登場，通訊投票和提前投

票已陸續展開。在德州，共和黨籍的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
）1日宣布，以選舉安全為由，自2日起關閉大部分通訊選票的
收集點，此舉被民主黨抨擊是打壓選民投票意願。德州一些地
方選務官員已跳出來反彈，稱會對抗艾伯特下達的新令。

美國大選倒數一個月，提前投票在各州陸續展開。在關鍵
的德州，州長艾伯特要求州內254個郡，每郡只能開放一個通

訊選票的收集點，聲稱是要確保選舉過程的安全，但德州是全
美面積和人口第二大州，民主黨批評艾伯特的決定是要打壓選
民投票意願。

因為疫情之故，通訊投票今年人數暴增，外界擔心這會是
最後扭轉選情的 「十月驚奇」之一，至於川普總統則多次抨擊
通訊投票會增加選舉舞弊風險。並在首場電視辯論中，再次質
疑通訊投票對於選舉的公正性。

德州查維斯郡（Travis County）的選務辦公室工作人員德
波瓦(Dana DeBeauvoir)指出，該郡今年需要2500位投票所臨時
員工，比起往年多了一倍。而該郡也已設立了四個收集通訊選
票的地點。她稱艾伯特的命令 「非常不幸」，並計畫 「挑戰州
長」欲關閉該郡其他三個收集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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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冠疫情直逼美國
實地情況或比想象的更糟糕

印度新冠病毒疫情繼續肆虐，確

診病例正迅速逼近目前世界最多的美

國。而實地的疫情可能比想象的情況

更糟糕。

確診病例逼近美國
文章稱，印度近日又壹次曝出政府

高官感染新冠肺炎的新聞，而且這次是

致命的：當地時間9月23日，印度鐵道

部國務部長蘇雷希· 安加迪因患有新冠肺

炎搶救無效去世。

早在8月份，印度政府已經有包括

衛生部、內政部等重要部門的16名省部

級高官感染了新冠。但65歲的安加迪是

第壹位感染新冠肺炎搶救無效去世的現

任高官。

目前，印度新冠疫情報告死亡病例

已經超過9萬例，經濟重啟面臨無法預

測的風險。

截至2020年9月24日，印度新冠病

例確診總數已經超過573萬例，但隨著

每天約8萬至10萬例確診，印度的總確

診人數已經迅速逼近目前接近700萬例

的美國。按目前速度增長，有可能即將

成為世界上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最多的國

家。

對這壹局面的出現，世界各地的專

家們似乎並沒有多少意外。

檢測增加
壹位印度政府科學家告訴BBC記

者，感染病例數字正在“階梯式螺旋上

升”，在整個印度激增。

唯壹“令人安慰”的是死亡率較低

：目前大約為1.63%，這個數字低於許

多病例數量較高的國家。

分析稱，印度確診病例大幅增加與

增加了檢測有關，但病毒傳播的速度之

快令專家擔憂。

原因在於，印度新冠用了170天才

達到第壹百萬例病例。但最後增加的壹

百萬例只用了11天。平均每天的病例從

4月份的62例，增加到9月份的約8.7萬

例以上。在9月中旬，印度每天記錄了

大約8萬到9萬多例病例和每天大約1千

例死亡。

目前印度有七個邦受新冠疫情影響

最嚴重，約占印度人口的48%。

經濟重啟與疫情增長同行
但是，即使感染人數激增，自進入

9月以來，印度仍宣布開始其第4階段的

疫情解封政策，進壹步放開各方面的限

制措施。

印度的工作場所、公共交通、餐

館、健身房都在重新開放，試圖修復

遭受數十年來最嚴重創傷而衰退的經

濟。

全世界最嚴厲的封鎖迫使人們呆在

家裏，關閉企業，導致數百萬非正規工

人的返鄉，他們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

步行、乘公共汽車和火車回家。

但野村印度商業恢復指數(NIBRI)顯

示，盡管感染確診人數螺旋式上升，經

濟活動的恢復也暗示人們對疫情封鎖

“產生了厭煩疲勞”。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高得多
到目前為止，已有5000多萬印度人

接受了病毒檢測。但該國仍然是世界上

測試率最低的國家之壹。

因此，有流行病學家認為，印度的

實際感染率要高得多。

印度政府對全國隨機抽樣人員進行

的抗體測試估計，5月初估計已經有640

萬人感染，而當時記錄的確診病例數僅

為5.2萬例。

密歇根大學生物統計學和流行病

學教授布拉馬爾· 慕克吉壹直密切跟

蹤研究這壹流行病。她說，她的模

型指出，目前印度約有 1億例感染病

例。

她對BBC記者說：“我認為印度已

經選擇順其自然，發展出群體免疫力的

道路。我無法確定是否每個人都遵循預

防措施，比如嚴肅對待戴口罩和保持社

交距離等”。

群體免疫是當有足夠多的人對病毒

產生免疫力，足以阻止病毒傳播時，即

實現群體對病毒的免疫力。

她說：“這可能是由於習慣化，(對

新冠病毒)脫敏，疲勞，否認，聽天由命

或兩者的組合。感覺好像每天壹千人死

亡已經變得很正常了。”

文章稱，但只要感染病例數仍在大

幅度上升，經濟的完全復蘇就會被推遲

，醫院和護理中心可能繼續被激增的病

例所淹沒。

總部設在德裏的智庫印度公共

衛生基金會主席 K · 斯利納斯 · 雷迪

(K Srinath Reddy) 將目前感染的激增

描述為“第壹波大潮，而不是第壹

波浪”。

他說：“壹波波浪正從最初的原點

向外移動，傳播時間和上升水平不同。

它們共同構成了壹個大高潮，它尚未顯

示出退潮的跡象。”

為什麽感染率還在飆升？
慕克吉教授說：“隨著人群活動

增加，對社交距離、戴口罩和個人衛

生的限制遵守減少，病毒感染率將再

次飆升。”

拉賈斯坦邦喬德普爾壹家大醫

院的壹位醫生告訴記者，他們看到

住在多成員大家庭的重病老年患者

激增。

早在3月份，著名病毒學家T· 雅各

布· 約翰博士就曾警告說，印度正面臨壹

場“大雪崩似的疫情”。

到了 9 月份，他說，從很多方面

來說，在壹個公共衛生體系難以應

付的大國，出現大量病例是“不可

避免的”。但是，他補充說，即便

如此，本來仍然是可以避免目前如

此之高的感染數量，他指責防疫封

鎖時間不當。

大多數衛生專家認為，假如印度政

府當初在少數幾個發生疫情的城市實施

部分且管理良好的防疫封鎖的話，現在

的情況會好得多。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考希克•

巴蘇說：“印度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

恰恰做了封鎖時不應該做的事情。印

度實施的封鎖反而導致了大規模的人

員流動，大批民眾因別無選擇，不得

不徒步回到在全國各地的家鄉。結果

，不僅印度經濟遭到破壞，新冠病毒

也繼續傳播。”

但也有印度公共衛生專家認為，

防疫封鎖拯救了生命，而判定鎖定

的時機並不容易，因為即使是英國

等發達國家也有批評指責政府封鎖

不夠及時、更早的封鎖可以挽救更

多的生命。

死亡數字
流行病學家認為，不論印度采取

的封鎖效果如何，它確實有助於該國

獲得時間，更多地了解病毒，並建立

了 3月份時還不存在的治療方案和監

測系統。

隨著冬季的臨近，印度目前擁有超

過1.5萬處新冠治療醫學設施和100多萬

張專用隔離病床。

到了9月份，印度媒體上已經不再

有像3月份那樣缺乏口罩、防護設備和

呼吸機的報道。然而，近幾周來醫用氧

氣供應壹直不足。

慕克吉醫生說，加強醫療保健和

新冠治療設施有助於印度保持了低死

亡率。

然而，新冠疫情的流行已經使印度

本來薄弱的公共衛生體系已近崩潰。有

限的醫護人員疲憊不堪。

政府敦促人們在公共場合戴口罩，

以遏制病毒的傳播。

慕克吉醫生認為，印度新冠疫情仍

將緩慢而穩定地增長，直到所有邦都能

遏制其發展。 她說，印度需要的是全國

協調的聯邦長期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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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國慶中秋喜相逢，全城歡慶倍興奮。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1日以不同方式與全城市民

歡賀祖國生日和中秋佳節。有青年團體登上

獅子山展示國旗，亦有青年繞跑九龍半島展

示國旗；有多個團體舉行快閃唱國歌，以歌

聲唱出內心的喜悅；還有團體舉行海陸巡

遊、舞獅匯演、派贈禮包等與全城同慶，各

類活動動靜相宜，活潑歡快，喜慶熱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國慶喜逢中秋 全城倍添歡欣
海陸巡遊 舞獅匯演 快閃唱國歌 登獅山展國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慶祝祖國成立71周
年，香港漁民團體聯會1日舉辦慶國慶賀中秋漁船維港巡
遊，滿載整個漁農業的愛國愛港情操。活動約有40艘
漁船高掛國旗、區旗和寫上各種慶祝字句的旗幟，於中環
摩天輪和尖沙咀文化中心對出水域慢駛，與市民分享國慶
和中秋喜悅。

巡遊1日早上9時開始，參與巡遊的漁船除了高掛國
旗、區旗，以及展示“祖國安定繁榮香港明天會更
好”、“熱烈慶祝祖國建國71周年華誕”、“祝願祖國
富強昌盛國泰民安”等橫幅。船隊途經尖沙咀鐘樓、灣仔
金紫荊廣場時鳴笛致敬，維港兩畔的市民向巡遊船隊揮舞
國旗、歡呼致意，有人跟隨船上播放的歌曲《我和我的祖
國》歌唱。

何俊賢：讓大家“開心下”
家住元朗的鄧先生遠道來到尖沙咀，他手持小型五星

紅旗興奮地說：“今年第一次感受到這麼濃厚的節日氣
氛，真的很開心。”他認為，今年適逢國慶、中秋同一

天，意味“好事成雙”，祝願祖國繁榮富強，祝願香港
明天會更好。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到場向參與的船家問
好。他表示：“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除國慶與中秋節
同在一日外，香港國安法實施3個月，也令一眾參與的漁
民感到輕鬆、放鬆，甚至認為是回復以往部分的自由，毋
須害怕因為參加國慶活動被人騷擾。”他認為巡遊活動是
讓大家“開心一下”，勇於發聲，告訴社會香港仍有一個
非常良好的社會價值。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表示，去年黑暴籠罩，市民根本難
以安居樂業，更遑論歡賀國慶，漁農界作為忠實的愛國愛
港群體感受尤深，而今年香港國安法立法之後，市民可重
拾應有自由，舒暢歡賀國慶及佳節，故主動發起巡遊，期
望藉漁船巡遊及旗海飄揚的“海岸線”，營造喜慶氛
圍。聯會藉巡遊表達對祖國的感謝，並讓香港市民和漁
農界一同開懷歡賀國慶、中秋，深信只有維護“一國兩
制”和擁護基本法，才是香港賴以成功和繁榮穩定的根
本。

漁船維港巡遊 滿載愛國愛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國慶逢中秋，人逢喜事爽。
九龍西潮人聯會1日上午特別在
啟德郵輪碼頭發起一場快閃唱國
歌慶祝祖國生日。會長潘陳愛菁
聯同60多名會員更特別一起穿
上象徵喜慶的紅色恤衫，大家揮
動手上的國歌、區旗，在郵輪碼
頭上放聲高唱國歌，有市民駐足
並加入，以真摯的歌聲為祖國獻
上祝賀和表達內心的喜悅。

愛國KOL高松傑1日上午
亦於灣仔及柴灣青年廣場舉行
“高唱國歌，香港加油”快閃活
動。他們自攜國旗，4人一組，
快閃高唱國歌及《我和我的祖
國》等歌曲，高呼“祖國生日快
樂”、“中國香港加油”、“中
秋節快樂”、“雙節快樂”等口
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1
日特別舉行巴士巡遊活動，安排
四輛展示“慶國慶 賀中秋”橫
額，及懸掛國旗、區旗的開篷巴
士，沿新界及九龍各區巡遊，
沿途播放《我和我的祖國》，與
全港市民一同歡度佳節。

參與巡遊的巴士在1日早上
9點分別從啟田商場及大圍車公
廟出發。其中九龍路線途經彩
虹、黃大仙、九龍城、土瓜灣、
何文田、油麻地、旺角各區，並
以尖東為尾站。新界路線則途經
大圍、沙田、大埔、葵涌、荃
灣、屯門、天水圍，以元朗為尾
站，活動歷時5小時。亦有市民
租用紅色的敞篷大巴在港島巡
遊，車上市民不斷揮動國旗，為
祖國的大喜之日送上祝福，街上
有行人揮手回應，共享喜悅之
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香港晉
江社團總會1日請來有90年歷史的“陸智
夫國術總會”，以一場熱鬧的舞獅表演慶國
慶、賀中秋，為民眾祈福納吉、消災除厄。
上午11時許，醒獅隊在位於北角的社團總
部門前，敲起鑼打起鼓。待在場嘉賓為兩隻
獅子進行點睛儀式後，兩隻獅子和鼓點歡騰
跳躍起來，它們時而靈動眨眼，時而搖頭晃
腦，引來不少路過的市民駐足觀看。大家紛
紛舉起手機、相機，記錄下這歡快的一刻。
現場還有小朋友興奮地隨鼓點，揮起手
來。待鼓點漸慢，兩隻獅子“吐”出一副對
聯，將“萬事勝意”及“心想事成”的祝福
贈予在場觀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新界27
鄉紛紛以各種形式營造節日氛圍，雖然
疫情關係不能舉辦一些群眾性慶祝活
動，但無阻鄉郊居民用最傳統的節慶方
式表達他們的愛國熱情。據不完全統
計，新界鄉郊區共做了20多個慶祝花
牌，各有特色。各鄉事會同村公所機構
建築上都換上了嶄新的國旗和區旗，有
鄉事機構還別出心裁懸掛很多串旗，營
造一片吉祥氣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不少巿民1日晚特別到
尖沙咀海濱，觀賞國慶特別版的幻彩詠香江燈光音樂匯
演，匯演加入煙火元素，部分參與大廈亮出“慶祝國慶”
的祝賀字句，巿民均表示匯演精彩，並祝願祖國和香港日
益繁榮。

巿民專程到海濱“打卡”
特別版的國慶幻彩詠香江匯演1日晚8時開始，而香

港文匯報記者晚上7時許在尖沙咀海濱所見，現場已有不
少巿民到海濱一帶等待匯演開始，至8時匯演開始，到場
的巿民愈來愈多，有巿民更特別在海濱架起相機三腳架，
準備拍攝匯演的精彩瞬間。到場巿民更不乏一家大細，不
少小朋友更提電燈籠到場，亦有不少情侶到海濱等待匯
演和自拍“打卡”。

到港升學的王同學與同學到場，表示對國家有很深的

感情，希望國家生日快樂，愈來愈繁榮昌盛，又指國家與
香港特區有十分密切的聯繫，感謝協助香港進行普及檢
測；巿民鄭先生則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早日穩定，疫情亦盡
快結束，回復昔日繁榮；一家到海濱的莫女士更用手機拍
下匯演情況，表示會傳給內地親友觀看，向他們表示香港
仍是安全的地方。

匯演晚上8時正式開始，國慶特別版乃重新編排，多
幅參與匯演的地標建築如金鐘道政府合署、香港入境事務
大樓、夏愨大廈及新鴻基中心等，頂樓在匯演期間除有不
同燈光效果外，更在樓頂發放煙火，有大廈的led燈則亮
出“慶祝國慶”的字句。

香港旅遊發展局表示，“幻彩詠香江”燈光音樂匯演由
1日起至本月14日期間，每晚8時上演加入展示慶祝國慶元
素的特別版，同時融入精心設計的圖像，展示香港活力、特
色美食以及體育盛事，為觀眾帶來嶄新視聽體驗。

幻彩詠香江特別版賀國慶巴
士
巡
遊
港
九
新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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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新界27鄉
國旗區旗飄揚

團體舞獅
為民祈福

九
西
潮
聯
碼
頭
快
閃
唱
國
歌

■直升機掛着國旗、區旗在維港巡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幻彩詠香江煙火激光匯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1日特別舉行巴士巡遊活
動。 點新聞圖片

■九龍西潮人聯會在啟德郵輪碼頭發起一場快閃唱國歌
慶國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以一場熱鬧的舞獅表演
慶國慶、賀中秋。 視頻截圖

■新界27鄉以各種形式營造節日氛圍。

■市民於銅鑼灣鬧巿展示國旗。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有市民在尖沙咀海旁展示國旗區有市民在尖沙咀海旁展示國旗區
旗旗。。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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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鑼鼓巷中崑
曲繞樑、武漢漢正街南
腔北調重現、成都九眼
橋頭熙熙攘攘、濟南大
明湖畔鶯語拂風……尋

常的秋景、日常的煙火，透着一股再
熟悉不過卻又彌足珍貴的滋味。兩節
同至、家國共慶，此情此景值得銘
記。2020年的中秋國慶是兩節在二十
一世紀第二次同日“聚首”。更特殊
的是，在決勝全面小康和決戰脫貧攻
堅之年，更多家庭如期脫貧走上了致
富路；在疫情衝擊和複雜的國內外經
濟形勢下，中國有效控制住疫情並率
先實現經濟正增長，此時此刻，當為
奮進高歌，為勝利抒懷。

愛家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
久的情感。在疫情危急時刻，人民子
弟兵聞令而動、醫務工作者逆行出
征、快遞小哥化身城市運轉“節拍
器”……正是有了一個個普通人忘卻
“小我”並肩而行，眾志成城守護我
們的家和國，使得今年中秋國慶的

“雙節合一”在每個人心中有了特殊
的意義，更加感受到家和國更加密不
可分。家是最小國，每一個挺身而出
的背影都凝聚着家的注視。父親送女
兒踏上援鄂征程、母親告訴孩子自己
要去“打怪獸”、青年安慰未婚妻
“待春暖花開必來娶你”……窗邊亮
一盞柔和的長明燈，那是家的方向；
手機中一段小兒咿呀學語，那是孩子
的依戀；電話裏一句遙遠的叮嚀，那
是長輩的牽掛。“沒有千千萬萬家庭
幸福美滿，就沒有國家繁榮發展。”
有了家，英雄心中就有一塊溫暖的歸
處，身上就有一副堅不可摧的鎧甲。

國是千萬家，以人為本聚起家國
一心的磅力量。1日天、今天、明
天，串起個人、家庭、國家的同心
圓。天下為公、克己奉公，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和衷共濟、風雨同
舟——任時光變遷、世界變幻，推動
歷史車輪前進的民族精神從未改變，
中華民族家國一心、團結奮進的質樸
情懷不會改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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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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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負責人及政要向中國送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帥及新華社報道，10月1日清

晨，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下着綿綿秋雨，來自全國各地的9萬

餘名群眾相聚在這裏，共同觀看莊嚴的升國旗儀式，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71華誕。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獲悉，9月30日

晚上，已有數百名群眾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等待。

今年10月1日較為特別，既是國慶節，也迎來傳
統中秋佳節。當日凌晨開始，天安門就雲集了

專程趕來觀看升旗儀式的民眾。雖然秋雨淅瀝，風
也婆娑，但雨勢絲毫沒有影響觀禮群眾的熱情。現
場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熾熱的期盼，與祖國共同等
待國慶節的第一縷晨曦。6時5分許，天安門城樓上
軍樂隊奏出雄壯的音樂，國旗護衛隊鏗鏘的腳步聲
從金水橋頭傳來，喜慶熱鬧的現場頓時肅靜下來。
每個人都屏氣凝神，注視着官兵們走過金水橋、走
過長安街，到達廣場升旗台。

首次觀禮心澎湃
““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不願做奴隸的人們……””66時時1111分分，，

雄壯的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響起響起，，旗手迎風展開鮮艷旗手迎風展開鮮艷
的五星紅旗的五星紅旗。。當國旗升到旗杆頂端當國旗升到旗杆頂端，，人群爆發出陣人群爆發出陣
陣歡呼聲陣歡呼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祝福偉大祝福偉大
的祖國繁榮富強的祖國繁榮富強”。”。萬羽和平鴿承載着億萬中華兒萬羽和平鴿承載着億萬中華兒
女對祖國美好的祝福飛向天空女對祖國美好的祝福飛向天空。。

山河遼闊山河遼闊，，家國同慶家國同慶。。中秋節遇上國慶節中秋節遇上國慶節，，讓讓
千家萬戶的小團圓與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交相輝映千家萬戶的小團圓與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交相輝映。。

““我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也是1010月月11日日，，一直都夢想能來到一直都夢想能來到
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今天願望終於實現了今天願望終於實現了。”。”來來
自山西忻州的自山西忻州的99歲小朋友申啟震站在觀旗隊伍最前歲小朋友申啟震站在觀旗隊伍最前
排排，，眼中閃爍出興奮的光芒眼中閃爍出興奮的光芒，“，“我的夢想是長大以我的夢想是長大以
後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後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保衛祖國母親保衛祖國母親。”。”

““20202020年是一個讓人刻骨銘心的年份年是一個讓人刻骨銘心的年份，，有太多有太多
的事情讓人無法忘記的事情讓人無法忘記。”。”來自江蘇徐州來自江蘇徐州、、有着有着3131年年
黨齡的黨員劉廣勝說黨齡的黨員劉廣勝說，“，“今天我們的安居樂業今天我們的安居樂業，，都都
是依靠着祖國的繁榮富強是依靠着祖國的繁榮富強。。祝福我的祖國祝福我的祖國！”！”

在北京讀書的崔方圓和幾位同學從中國政法大在北京讀書的崔方圓和幾位同學從中國政法大

學趕到天安門廣場學趕到天安門廣場。“。“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看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看
升國旗升國旗，，心頭澎湃不已心頭澎湃不已。”。”崔方圓說崔方圓說，“，“我們國家疫我們國家疫
情防控工作做得非常好情防控工作做得非常好，，讓我們都很安心讓我們都很安心、、放心放心。”。”

大花籃成打卡地
為烘托國慶氣氛為烘托國慶氣氛，，北京天安門廣場北京天安門廣場““祝福祖祝福祖

國國””大花籃日前已驚艷亮相大花籃日前已驚艷亮相。。大花籃以喜慶的花果大花籃以喜慶的花果
籃為主景籃為主景，，花籃為鋼架結構花籃為鋼架結構，，籃身為玻璃鋼材質籃身為玻璃鋼材質，，
頂高達到頂高達到1818米米，，籃盆直徑籃盆直徑1212米米，，花籃底部直徑花籃底部直徑4545
米米。。籃體南側書寫籃體南側書寫““祝福祖國祝福祖國，，19491949--20202020””字樣字樣，，
籃體北側書寫籃體北側書寫““萬眾一心萬眾一心，，19491949--20202020””字樣字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花果籃內擺放有全在花果籃內擺放有全
國各省國各省、、自治區自治區、、直轄市直轄市、、港澳台的代表花卉以及港澳台的代表花卉以及
富有吉祥寓意的果實富有吉祥寓意的果實，，碩果纍纍碩果纍纍，，百花齊放百花齊放，，香港香港
紫荊花在其中格外醒目紫荊花在其中格外醒目。。

1010月月11日日，，不少觀看升國旗儀式的民眾不少觀看升國旗儀式的民眾，，紛紛紛紛
到到““祝福祖國祝福祖國””巨型大花籃前拍照合影巨型大花籃前拍照合影。。與大花籃與大花籃
相距百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相距百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在第七個烈士紀念日在第七個烈士紀念日
剛剛舉行敬獻花籃儀式剛剛舉行敬獻花籃儀式，，民眾亦自發來到紀念碑前民眾亦自發來到紀念碑前
““打卡打卡””留念留念。。

放飛萬羽和平鴿放飛萬羽和平鴿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升國旗儀式後在升國旗儀式後，，上萬隻和平上萬隻和平

鴿從天安門廣場騰空而起鴿從天安門廣場騰空而起，，祝願祖國昌盛祝願祖國昌盛，，祈願世界祈願世界
和平和平。。這一萬羽鴿子中這一萬羽鴿子中，，有有55,,500500羽來自北京房山區羽來自北京房山區
馬村長鴿友服務中心馬村長鴿友服務中心。。99月月3030日下午日下午，，鴿友們陸續來鴿友們陸續來
送鴿子送鴿子，，這些鴿子被放置在國慶這些鴿子被放置在國慶7070周年慶典時曾設周年慶典時曾設
計生產的彩鴿放飛專用車計生產的彩鴿放飛專用車，，11日早上日早上，，廣場上升完國廣場上升完國
旗旗，，一萬羽和平鴿緊接着就被放飛一萬羽和平鴿緊接着就被放飛。。當萬隻和平鴿展當萬隻和平鴿展
翅飛翔翅飛翔，，民眾不停拍攝民眾不停拍攝，，記錄下這一壯觀時刻記錄下這一壯觀時刻。。

國際貿易中心代理執行主任多蘿西國際貿易中心代理執行主任多蘿西．．坦坦
博博：：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經濟經濟
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為全球發展中的成為全球發展中的
重要角色重要角色。。

世界衞生組織辦公廳主任施賀德世界衞生組織辦公廳主任施賀德：：中國中國
在過去幾十年裏取得的成就在過去幾十年裏取得的成就，，非常了不非常了不
起起，，特別是在醫療衞生領域所取得的成特別是在醫療衞生領域所取得的成
績績，，令我們印象深刻令我們印象深刻。。

各國議會聯盟秘書長馬丁各國議會聯盟秘書長馬丁．．瓊貢瓊貢：：我們我們
和中國一樣堅定地致力於多邊主義和中國一樣堅定地致力於多邊主義，，我我
們期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強有力的們期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強有力的
合作合作。。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鄧洪森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鄧洪森：：世界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和中國的合作將取得更大知識產權組織和中國的合作將取得更大
的進步的進步，，我期待着繼續加強雙方之間的我期待着繼續加強雙方之間的
緊密合作緊密合作。。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千里共嬋娟，，
謝謝謝謝。。

柬埔寨首相洪森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國國家建設取得偉中國國家建設取得偉
大成就大成就，，柬方對此深表欽佩柬方對此深表欽佩。。祝偉大的祝偉大的
中國繁榮昌盛中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國泰民安。。

德國聯邦議院副議長弗里德里希德國聯邦議院副議長弗里德里希：：7070多多
年來年來，，中國克服了許多經濟社會挑戰中國克服了許多經濟社會挑戰，，
其發展令人印象深刻其發展令人印象深刻，，使數億人脫離貧使數億人脫離貧
困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之際，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通過視頻送上祝福。

他們肯定中國充滿活力的發展，讚許中國用實際行動履行承諾，切實捍衛多邊主義。

■■綜合央視新聞及中新社報道綜合央視新聞及中新社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小女孩手拿國旗小女孩手拿國旗，，早早早早
便在天安門等待便在天安門等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路透社路透社

■■ 1010月月 11日清晨日清晨，，
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在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舉北京天安門廣場舉
行行，，慶祝中華人民共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和國成立7171周年周年。。

新華社新華社

■■當國旗升到旗杆頂端當國旗升到旗杆頂端，，人群爆發出陣陣歡呼人群爆發出陣陣歡呼
聲聲，，萬羽和平鴿飛向天空萬羽和平鴿飛向天空。。 新華社新華社

等待觀禮
打卡紀念

中國民眾：戰疫刻骨銘心 珍惜安居樂業 祝福國安家圓
萬人天安門冒雨觀升旗萬人天安門冒雨觀升旗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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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

報道）10月1日一大早，5名江蘇省的醫

護人員及其家人就來到南京南站，等待即

將開往武漢的高鐵。今年春天，新冠肺炎

疫情暴發，武漢封閉離漢通道，這5位醫

護人員卻告別親人從這裏出發，前往湖北

支援。在與疫魔殊死搏鬥的幾個月裏，武

漢儼然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這一

次，中秋節撞上國慶的好日子，他們再次

踏上去武漢的列車，是為了和當地的醫護

人員、康復患者過一個別樣的團圓節。

蘇援鄂醫護攜眷重返武漢
中秋佳節再看美麗江城 見戰友探癒患激動淚目

“見到救命恩人，我內心無比激動。”10月1
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第一例ECMO（Ex-

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體外人工心
肺機）撤機出院的患者彭博在時隔半年之後，再次
見到參與救治自己的醫生潘純時激動不已。

康復患者：當時來不及表達謝意
在中秋節這個萬家團圓的日子裏，包括潘純在

內的江蘇援湖北醫療隊5位醫護人員，在央視新
聞、現代快報、澎湃新聞、南方都市報四家媒體聯
合國鐵集團聯袂推出的“坐着高鐵看中國”大型直
播報道見證下，重新返回曾經拚死戰鬥過的湖北武
漢。

潘純是來自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的一位主任
醫師，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初，他就作為國家衞健委
專家組成員奔赴武漢，在那裏一待就是92天。“我
從這座城市的至暗時刻走過來，知道她的不容
易。”他感慨地說。

得知潘純要來武漢的消息，彭博一早就趕到高
鐵站等候。2月6日，38歲的彭博因感染新冠肺炎住
院。潘純回憶：“他一直跟我說，家裏有父母，有
7歲的女兒，妻子已經懷孕，預產期在5月份，說一
定要康復看着孩子出生。”

經過潘純和團隊成員的精心治療，彭博最終從
“鬼門關”被拉回來了。4月5日，當他匆匆出院
時，還沒來得及好好表達謝意，直到半年後再次相

逢。彭博一直記得，出院時，潘純給他寫了幾句寄
語：“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疫情肆虐，敢於承受疾
病痛楚。”

潘純說，與上次逆行不同的是，當時更多的是
一種責任，這次再去，更多的是放鬆。另外，上次
他和其他醫護人員都是孤身前往，而這次都帶上了
自己的家人。潘純的兒子潘駿希還專門畫了一幅
畫。他解釋說，畫面上黃鶴樓代表武漢，南京長江
大橋代表南京，這幅畫的含義是江蘇和武漢是共飲
長江水，都是一家人。

武漢同行：看看疫後武漢什麼樣
江蘇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孫春選和張麗是一對戀

人，他們原本計劃在2月14日領證結婚，因為疫情
而推遲了婚期。“有國才有家，很多康復患者聽說
我們要來武漢，都想來接站，最終只好選了4個代
表來接站。”孫春選說，“據說他們早上6點就已
經出發了，早就到了車站，大家都很期待這個團聚
的時刻。”

在今年的抗疫戰場上，江蘇選派出2,820名隊

員奔赴湖北武漢、黃石，在全國各省份中，人數最
多、“參戰”最早、戰線最長也是堅守到最後撤離
武漢的外省醫療隊。

武漢金銀潭醫院南五樓危重症救治病房主任夏
家安說，“他們在最危難的時候來救我們，是雪中
送炭，天降神兵，我們重回金銀潭，看看我們一起
工作、戰鬥過的地方，帶他們看一看疫情結束以
後，美麗的武漢是什麼樣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
北京日報客戶端，根據攜程近日發布
的“國慶黃金周旅行熱力地圖”，湖
北景區受免費政策影響，熱度極高，
黃鶴樓位列內地景區熱度第一名。10
月1日當日，黃鶴樓景區預約入園人
數已達25,000人的上限，因疫情防控
需要，這一遊客量約為往年同期的一
半。

在黃鶴樓最高的第五層，記者
遇到了來自安徽阜陽的李夢潔一家
五口，9月30日他們驅車400公里專
程來武漢“打卡”。李夢潔是一名
醫生，年初在抗疫一線經歷了難忘
的戰疫時刻。她告訴記者，一家人
選擇雙節來武漢旅遊，就是希望親
眼看看抗疫之後武漢的全新面貌。
節日裏武漢的美好景象令她眼前一
亮。

武漢市文化和旅遊局負責人介
紹，“十一”黃金周首日武漢各大
景區吸引了大批遊客，尤其外地遊
客量上漲迅速。預約平台黃鶴樓、
歡樂谷、極地海洋公園等景區最為
熱門搶手。為讓更多市民和外地遊
客能遊覽心儀景區，預約平台臨時
增加熱門景區免費門票預約投放
量。同時敦促各景區結合入園遊客
增長，加強防疫安全防護措施。

迎接入園遊客量提升，黃鶴樓
景區在一線增加了60位引導員，專
門負責提醒遊客保持排隊間距、在
人流密集處正確佩戴口罩。黃鶴樓
主樓是景區人流最集中地方，景區
在主樓外其他地方設計了7大活動，
引導遊客分流。同時向排隊遊客發
放“半小時預約券”，讓遊客先到
其他地方遊玩，半小時後可以優先
登臨主樓。

武漢市文化和旅遊局表示，感
謝遊客的熱情參與。“惠遊湖北 打
卡大武漢”活動將一直持續至2020
年12月31日，若熱門景區已約滿，
建議大家選擇尚未約滿的景區遊
玩，錯峰預約出遊。

文旅部：十一當天遊客近億人次
記者10月1日從中國文旅部獲

悉，國慶中秋假期首日，中國共接
待遊客0.97億人次，按可比口徑同
比恢復73.8%，實現旅遊收入766.5
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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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武漢市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重症醫學
科醫療護理組的同事們在武漢火車站迎接曾經一起
戰鬥的江蘇援鄂醫療隊員賈凌（中）。 新華社

■■55名江蘇醫護攜家人回到武漢名江蘇醫護攜家人回到武漢，，為的是在中秋國慶之際為的是在中秋國慶之際，，和一起抗疫的當地同行及康復患者過一個和一起抗疫的當地同行及康復患者過一個
別樣的團圓節別樣的團圓節。。圖為江蘇援鄂醫療隊員吳衛娟圖為江蘇援鄂醫療隊員吳衛娟（（右右））為前來迎接的戰友為前來迎接的戰友、、武漢市江夏中醫院的董璇武漢市江夏中醫院的董璇
（（左左））擦去眼淚擦去眼淚。。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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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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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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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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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急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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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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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新冠肺炎疫情為中國的中醫藥產

業帶來商機，具有消毒功效的艾草市

場需求量大增。近年新研發出產高原

艾的甘肅蘭州萬畝艾草產業園，以往

艾產品全年銷售額僅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但今年上半年銷售額已突破

6,000萬元，且目前的生產規模已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正着手規劃建設總投資

1.2億元的10萬畝艾草全系列產品生產線。該生產線明年6月投產，預料屆時產

品年產值可突破億元規模。

半年銷售翻3倍 生產進軍全系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甘肅報道

位於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北山的萬畝艾草產
業園，上半年艾產量2,000噸，與往年基

本持平，而以往艾產品全年銷售額僅2,000萬
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今年上半年銷售額
已是以往全年的3倍。該園區產品去年9月由甘
肅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甘肅百草公
司）註冊“隴原艾”商標。該公司副總經理吳
小玲透露，眼下今年的訂單和銷量還在持續增
長，就目前產業園的生產規模來說，已經供不
應求。

擬一線城設養生館推廣
據吳小玲介紹，上半年的各種產品除了供

給醫院外，國內養生、美容行業以及國外市場
的需求量也在增長。近幾年艾草的發展前景不
錯，除了醫院醫用外，養生會所、汗蒸館、美
容院等都在推薦艾草養生，大眾對艾草的認知
度不斷上升，系列產品在2018年已出口日本、
韓國，市場潛力巨大。她稱，甘肅百草下一步
計劃在中國一線城市部署養生館，將高質量的
隴原艾推向全國。

據了解，於2016年12月成立，註冊資金
2,000萬元的甘肅百草公司擁有蘭州榆中北部地

區黃蒿灣萬畝高原艾草產業園、榆中南部地區
隴藥產業園兩個中藥材基地。於近日召開的
“跨境藍海，數造隴原”阿里巴巴集團跨境電
商峰會上，該公司與阿里巴巴國際站簽訂戰略
合作協議。

吳小玲表示，經2年多的精細打磨，公司
在榆中縣中連川鄉黃蒿灣村已逐步完成萬畝高
原艾草標準化栽培基地、艾草種子種苗繁育基
地、寒旱區藥用植物園、艾草種植資源圃建設
和隴艾三廠（扶貧車間）建設。目前，葉稈分
離車間、出口艾葉加工車間、製絨車間、製條
車間及多功能車間已全部投入生產，年產值可
達7,200萬元。

她說：“隨着市場需求的增長和高原艾草
品牌影響力的逐步擴大，目前的生產規模已經
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今年的訂單已經有6,000多
萬元，就目前的生產能力和規模根本無法滿足
需求。因此，我們已經規劃建設了10萬畝艾草
全系列產品生產線項目。”該項目包括萬噸艾
葉倉儲中心、陳化車間、葉稈分離車間、製絨
車間、製條車間、製油車間、日化車間等，總
投資1.2億元人民幣，年產值可突破億元，預計
明年6月投入生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黃蒿灣村發現，村
子裏停用的校舍已被改成艾草加工扶貧車間，在這裏，艾草被加
工成艾葉香包、艾葉糕點、足浴包等多種產品，形成了集種植、
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業鏈。村民不但可以土地入股，還可以在
扶貧車間打工，實現在家門口就業。

楊學武是榆中縣中連川鄉黃蒿灣村村民，他家以前靠種植小
麥、土豆、玉米等農作物，一年下來全家的收入也就一萬多元
(人民幣，下同)，勉強解決全家的溫飽，自從村裏發展艾草產
業，他們一家的生活也在發生變化。“以前全家每年收入就一萬
多塊錢，日子過得緊巴巴，脫貧想都不敢想。現在一年下來就是
四萬多元到五萬元。”

楊福有與楊學武有着相同的感受。“荒地有了利用價值，我
們賺錢也輕鬆了，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家裏的荒地流轉給
了合作社，除了土地流轉收入外，自己還在產業園務工，這比在
外面打工掙得還要多。下一步，我也準備種植艾草，把自家的土
地利用起來，變廢為寶，通過艾草走上致富路！”

據悉，甘肅百草公司目前已經幫扶6個鄉鎮，54個行政村發
展村集體經濟，產業帶動貧困戶463戶，其中建檔立卡戶162
戶。2019年農戶獲得分紅收入140多萬元，務工收入220萬元，
村集體經濟收入108萬元，企業創收2,000多萬元。

“艾草人家”助百戶脫貧
今年7月，全國台聯還捐助了100萬幫扶資金，用於發展

“艾草人家”項目，幫扶發展100戶貧困戶，免費提供優質種苗
和技術指導，幫扶發展艾草種植、艾草採摘、艾草製品、艾草民
俗、艾草養生的家庭式產業鏈，簽訂產品外銷內收的兜底幫扶協
議，形成一種科學、穩定的農戶增收、企業創收、長期發展的鄉
村新型經濟模式。該項目預計可使農戶每畝增收5,000元至8,000
元。

艾草變寶 農民“在家”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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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當地農戶在扶貧車間內包裝艾葉。 記者 劉俊海攝

■ 圖為百草公
司副總經理吳
小玲（中）向
客商介紹隴原
艾產品。
記者劉俊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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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108課綱上路一周年，為高中課程帶來多元化改
變，各校競推多元選修、校定必修玩出課程特色。教育部日前公
布今年度教學卓越獎高中組得主，獲金質獎的台中女中高一多元
選修 「福爾摩斯上法庭」課程，訓練學生分析刑事案件，一堂僅
30多個名額，每年開學必定熱門，百人搶選。

「福爾摩斯上法庭」由公民老師劉姝言領銜開發教案，一門
課結合化學、地球科學、生物、物理，帶領學生從科學鑑識、分
析入門，討論冤案。劉姝言表示，課程的靈感起源於陳龍綺案，
2009年海產店老闆陳龍綺遭控性侵，被判4年有期徒刑，他不甘
受冤舉家逃亡，2013年法院以新的DNA 鑑定 「排除」陳龍綺開
啟再審，2014年始獲平反。

●有志者先上模擬法庭課 免得以後造成冤獄
劉姝言笑說，很多學生都以當法官、檢察官為目標， 「也是

怕以後進入體制會冤枉人」。冤案發生主因在於，即使科學證據
明確，檢調若未正確解讀DNA，便可能影響判決結果，也讓她
開始萌生如何結合課堂知識導入冤案解析的念頭。

2015年，劉姝言嘗試開辦校內研習營隊，邀鑑識科學家李承
龍演講，校內老師反應不錯，於是她拿著回饋單邀請各科老師，
便組成教學團隊；假日期間，她邀專家學者、法官到學校演講，
並於課後閱讀大量書籍。之後劉姝言邀請冤獄平反協會幫忙，成
功把真實冤案如鄭性澤案、蘇建和案、后豐大橋案帶入課堂中。

冤獄平反協會提供上述該案卷宗資料，包括現場屍體位置、
血跡分布等，教師團隊和協會簽下切結，確保文件只用於課堂。
團隊每周五一同研讀案件，現在教學團隊共計6人，由於台中女
中擔任108課綱前導學校， 「福爾摩斯上法庭」2016年順利開課
。

●血跡斑斑命案現場不可怕 缺乏科學素養可能誤判
劉姝言形容，真正可怕的不是文件上血跡斑斑、屍體橫陳的

現場，而是司法結構的盲點， 「我希望的是探討冤案的結構性問
題」。她說，綜觀陳龍綺案，即使法官、檢調多由法律系出身，
若沒有科學素養或以科學為本的知識方法，就很可能產生誤判。

「福爾摩斯上法庭」透過地球科學討論后豐大橋情殺墜橋案
，物理科則從彈道分析、血跡噴濺討論蔡學良軍冤案和鄭性澤殺
警案。劉姝言舉例，課堂上鄭性澤案有四道關卡，分別為血跡、
現場、中彈順序和證詞，物理老師先帶學生研究受害者倒下後的
血跡噴濺，再帶學生討論中彈方位、分析角度，讓學生推理出兇
手從哪個方向開槍。

劉姝言說，學生小組必須依據推得的證據，說出現場可能發
生的狀況，各組會產生不一樣的推論版本，便可讓學生互相激辯
、挑戰，找出彼此的邏輯謬誤，最後再由老師統整。課堂上在意
的是學生如何推論，是否有邏輯上的錯誤，彼此討論才可更趨近
於真實狀況。

●採集判讀指紋、檢測DNA 透過證據挑戰原先判決
此外，課堂上也透過2004年西班牙馬德里爆炸案指紋誤判

一事，由化學老師調配藥劑，讓學生親自採集、判讀指紋，導出
案情真相；生物科則由老師透過電泳實驗，教學生如何檢測
DNA。

劉姝言說，電視上讀到的內容會與真實案件產生距離，課堂
是希望培養學生找出證據，進而用證據說判斷，過去的教育模式
多不要求學生著重批判，她則希望學生透過證據去挑戰原先的判
決和結論。

劉姝言坦言，台中女中的學生已是中學生裡的佼佼者，做實

驗、討論課都不成問題，學生家境多不錯，但換言之，這類學生
不太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社會，很多學生甚至不認為社會上有冤
案發生，成績越好的學生越是相信制度， 「畢竟他們是制度上的
勝利者，比較難相信程序會出現錯誤」。

●選課前只在乎分數 入門後懂得檢視公權力行使
「福爾摩斯上法庭」確實對中產階級家庭子女產生衝擊。劉

姝言說，她想藉課堂告訴學生，每個制度都有缺漏，身為公民應
去檢視公權力是否行使得宜，這是公民的權利，不是雞蛋裡挑骨
頭，但要處處留心。

劉姝言強調，很多學生入學時多只在乎成績跟流行文化，或
是選課前只在乎分數，希望該門課能讓學生了解社會上有更多人
需要被關心。有學生畢業後寫信給她表示，自己正在成大辦講座
、和同儕討論公眾議題， 「這就是最大的回饋」。

此外，新學期剛開跑，各校多元選修也輪番登場，台北市復
興高中也由音樂老師蔡郁君執教 「山城歡唱卡拉貝拉班」，從腹
式呼吸開始，教導學生美聲頭腔唱法、抖音技巧、胸腔共鳴法，
特殊老菸槍唱腔等，課程後半段則讓學生實際演唱RAP、男女
對唱或電影主題曲。課程最後一周重頭戲，學生需將所學搬上舞
台，開一場小型的音樂會。

復興高中歷史教師楊鎧銘則執導 「旅行者的歷史」，以電影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樂土浮生錄》介紹中南美洲文化
歷史，在以散文《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談論歷史上的十
字路口土耳其伊斯坦堡，課程最後希望學生能規劃出屬於自己的
壯遊計畫。

（中央社）台中市政府致力推動綠能政策
，由副市長令狐榮達代表市府與歐洲 9 家風能
大廠簽訂 「協助台中市促進就業合作宣言」，
宣誓台中市發展綠能產業、維持空氣品質的決
心；市府也成功吸引德國最大風力發電機製造
商 「台灣艾納康」將營運總部遷至台中，預估
明年將於台中創造近千就業機會。

勞工局長吳威志說，市長盧秀燕重視市民
健康與環境保護，致力推展綠能政策，不僅電
動公車由去年145台增至190台，更將水湳園區
打造為自動駕駛測試場域。為協助綠能產業找
到人才，去年勞工局已率先全國開辦 「風能就
業博覽會」，為沃旭能源、哥本哈根、西門子
哥美颯等風機大廠招募人才。

吳威志指出，中央前瞻計畫將台中港定調
為風機專用碼頭，可見中市未來將有大量綠領
人才需求，市府率先與風能大廠簽訂合作宣言
，立即兌現承諾舉辦 「風能專區」徵才，未來
將持續辦理客製化徵才、優先運用就業獎勵金
來吸引人才；風機大廠也允諾提供市民逾 4 萬

元經常性薪資，並提供完善培訓制度，協助我
國人才考取國際證照。

丹麥商斐風公司台灣員工阿俊說，他畢業
於國立體育大學，喜歡接近海洋，過去投入淨
海志工行列，即將畢業之際知道斐風有招募人
才，便積極準備，面試時也敢於用英文與面試
官交談，獲得企業青睞，目前已就業 1 年多，
歡迎一同喜愛學習、不怕高溫40度工作環境者
加入。

就讀台大地質系的李同學說，多數學長姐
畢業後從事營建工程，自己希望增進國際視野
，得知哥本哈根公司提供實習機會便參與面試
，目前是水下部門專案實習人員。

台中市就業服務處代理處長許淑玲表示，
為讓市民更了解風能產業鏈，市府領先全國與
丹麥風能大廠拍攝風能產業介紹影片，說明各
階段人才需求，如開發初期需要專案企劃、國
際貿易人員；完成後維運，需要設備工程人員
、機電人員、設備調度專員等，鼓勵勇於嘗試
、具有基本英語口說能力者加入行列。

創造近千風能產業職缺
中市府與歐洲9家風能大廠簽MOU

健保安全準備金不足！費率恐漲

陳時中：沒投資就沒健康
（中央社）國際武漢肺炎疫情嚴峻，台灣

疫情相對平緩，也見證我醫療高水平，而健保
與醫療息息相關，根據衛福部全民健保會議推
估，健保安全準備金到明年底將剩不到1個月，
健保費率恐需調漲，對此衛福部部長陳時中今
（10/3）出席 「2020 健保國是論壇」表示，現
在是台灣健保制度的分水嶺，健保不是只有財
務問題，而是健康議題，且要用健康、投資角
度來看健保， 「沒有投資就沒有健康」。

長期關注醫界的福和會於今舉行2020健保
國是論壇，共同討論疫情及健保制度。陳時中
針對 「樂活防疫、台灣模式」發表演講，從台
灣自去年12月31日通報世界衛生組織（WHO

）武漢肺炎可能有人傳人的風險，一路至今的
防疫作為，並提到對健保制度的看法。

陳時中說，台灣醫療評比於全球數一數二
，健保總額每年成長率約為2%，但開銷卻是4%
的比率成長，台灣整體醫療占比約占國民生產
總值（GDP）6.4%至 6.6%，比起參與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約9至10%偏低，因
此，台灣醫療開銷非常低，但醫療品質非常好
，國人平均餘命沒有輸人，這是宏觀的角度。

陳時中說，採用如此醫療開銷低的情形，
卻要運作整體醫療服務，事實上是不可能，目
前的情形是消耗老本，因此台灣現在不只是關
注健保費用調整，而是面臨分水嶺，該把醫療

當開銷，還是當投資，國家如果只看到開銷，
沒看到投資，只看到節流，沒看到開源的話，
必然會很辛苦。

陳時中認為，醫療人才培育是很困難的，
雖然需關心健保、醫療節制浪費和不必要使用
，但不能節制先做到一百分，才開始去投資，
投資一定要走在前面，並向醫界喊話，健保不
是只有財務問題，而是健康議題，這是時代的
點，必須來談，要用健康、投資角度來看健保
， 「沒有投資就沒有健康」。

至於在防疫方面，陳時中說，面對武漢肺
炎的威脅，台灣始終保持的三個基本態度，第
一是開大門、走大路，面對未知的病毒是謙卑

以對，不用害怕，因為人是渺小的，要消滅病
毒很難，但可以和病毒和平共處。第二是大家
遇到無知的病毒，心理是恐懼的，且每個人都
有不同面向的恐懼及不同的恐懼程度，因此著
手加強國人心理層面，經由公開透明的資訊除
去無知。

陳時中強調，最後的基本態度是關懷比管
制多，台灣用關懷的力量，增加社會互信，以
落實防疫政策的實施，這是民主國家對極權國
家最大的不同，極權國家是管制比較多，他慶
幸台灣是民主的國家，不用採取關閉等太辛苦
的措施，因為關懷是人共有的價值。

高中生搶修 「福爾摩斯上法庭」
108課綱玩課程！成未來法曹養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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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交通部日前規畫建設基隆輕軌，
而預計在完工後，將台鐵讓路不進基隆車站，因
此引發大批基隆、台北及新北的市民抗議連連，
對此，前總統馬英九於1日參加台北設市百年紀
念特展時，除了向市民分享台灣交通的演進及台
北市政百年來篳路藍縷的蛻變外，也特地提及當
初基隆鐵路建設的過程及辛勞。

現場出席有前總統陳水扁、馬英九、台北市
長柯文哲及前市長郝龍斌、吳伯雄、許水德等，
而馬英九指出，在當初法軍攻打台灣時，首戰是
基隆把他擋下來了，並且當初劉銘傳在台灣建設
了整個亞洲第二條的鐵路及海底電纜，也間接透
過鐵路開啟了台灣的發展。

他指出，當初劉銘傳除了在西門町設置第一
盞電燈，並設計了許多的財務建設，改善了台灣
整體的財政狀況，但卻仍不足建設當初新竹到基
隆的鐵路，因此他邀請了德國及英國的洋行來出

錢，蓋好的時候暫由他們經營，而後再交還給我
們，這也是台灣近代化發展的重要一步，更也是
最早的bot案例。

對此可以看出基隆鐵路當初在建設時，所耗
費了巨大的時間、金錢等成本，但交通部日規畫
建設基隆輕軌，並在完工後，將台鐵改不進基隆
車站，並改由以輕軌為主要軌道工具，更引起地
方民眾反彈，對此基隆市議員張淵翔、莊敬聖、
鄭愷玲及韓世昱日前皆跳出替市民喊話重申絕不
能廢除台鐵。

而馬英九日前也在走訪基隆市民族英雄墓、
法國公墓時也直言指出，輕軌沒有專屬路權，台
鐵在很多地方都不能被取代，並且鐵路對基隆來
講非常重要，他認為，維持鐵路比較符合基隆人
的期望，並表示，自己非常不贊成取消台鐵基隆
站。

基隆鐵道不能拆基隆鐵道不能拆
新光醫院獲國際知名雜誌大獎肯定新光醫院獲國際知名雜誌大獎肯定

（中央社） 「你不必跟我說啊，你去跟你
老闆說嘛！」總統蔡英文這番說法，凸顯我國
《勞基法》法遵率不佳。勞動部勞安所近日比
對上百萬筆大數據資料發現，規模越小、位處
越偏遠、傳統產業與沒有工會的產業，勞檢越
容易不合格。勞團建議，發給新手僱主勞動教
育手冊宣導基本勞動法律觀念，將來僱主就不
能拿 「不知情」當違法藉口。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日前
運用2016至2017年勞檢資料、勞資會議資料、
工會資料、勞保投保薪資與勞動部統計處調查
的薪資與工時資料檔，總計上百萬筆全部互相
比對，分析出我國企業違反勞動法令的情況。

●5人以下公司勞檢不合格率4成 沒公會違
法率3成7

勞安所說，容易違反勞動法令的企業可分
為區域特性、產業特性、企業規模、勞動者特
性等4個面向。研究發現，規模越小的公司，因
員工一人要負擔較多工作，加上沒有設立人資
部門，勞檢不合格比率越高。例如，2017年員
工規模在5人以下的公司不合格率達40%，是所
有公司規模最高。

至於有無工會的企業違法占比，2016、
2017 年有工會而勞檢不合格比率是 27.9%和
29.7%，但沒工會者不合格率是34.5%和37.2%，
沒有工會的企業勞檢違法率明顯較高。

●偏遠地區違規常見出勤不列工時 餐飲
服務業易生低薪問題

勞安所還綜合量化資料與焦點座談後進一
步分析，越偏遠地區的產業，由於法律認知不

足與當地缺乏就業機會，勞動者選擇機會不多
，勞動條件會更加惡劣；傳統產業因制度不健
全或急單需求等，也容易衍生實際出勤而不被
列入工時的違法事件。

在企業規模上，以年齡偏高且教育程度低
者產業，易發生高工時情況，勞檢不合格比率
高；生產效率低、利潤較低、餐飲服務業等易
發生低薪問題，也容易出現勞檢不合格比率高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職業安
全研究組組長陳旺儀說，研究目的希望透過企
業勞資關係等，勾勒出較容易違法的企業，讓
勞檢單位做為政策規劃之用，也可做為新進勞
檢員教育訓練的參考。

●新手僱主發教育手冊 不能再拿 「不知

道」做藉口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說，台灣多數

中小企業因為沒有人資部門，被勞檢了之後才
發現違法，建議政府給僱主的勞動教育也要落
實。譬如，可以比照新手媽媽獲發 「育兒手冊
」的作法，僱主向經濟部登記成立公司時，當
局也可發給新手僱主 「勞動教育手冊」，宣導
一些基本勞動法觀念，甚至提供新僱主教育訓
練，這樣僱主將來就不能以 「不知道」作為藉
口而違反勞動法令。

上班族張小姐說，研究發現的這些行業，
本來就是大家一般認知薪水較低、工時較長的
行業，對研究結果 「不意外」；反倒是這些現
象已經持續這麼多年，卻沒看到政府有什麼大
刀闊斧的改善作為。

哪款企業易違勞動法令？
大數據分析：偏遠規模小、沒工會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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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參議院通過臨時預算案權宜之計 以避免政府關門
佩洛西和姆努欽對疫情經濟刺激計劃談判也取得進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參議院星期三 (9月30日) 通過了一

項臨時預算案決議，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以在12月11日之

前為政府提供資金，避免了在新的財政年度午夜開始之前關閉政

府。9月30日是美國2020財年的最後一天，該預算案將保證政府

正常運轉至12月11日，而不至於在當天午夜“關門”。兩黨也

將有時間在11月3日大選結束後再就年度預算案進行談判。在該

臨時預算案中，除保證政府部門正常運轉費用外，還包含了共和

黨要求的對農牧業共計300億美元補助，以及民主黨要求的約80

億美元對受疫情影響兒童的食品補助，因此獲得了兩黨共同支持

。

川普正在明尼蘇達州舉行大選集會，預計將在

最後期限之前簽署臨時預算案決議。由共和黨

控制的參議院以84票對10票通過了權宜之計

。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上週以359票對57票通

過了一項立法，稱為持續決議。這項立法包括

對農民的救助計劃，以換取增加民主黨要求的

為貧困家庭提供營養福利的資金。它還繼續為

聯邦政府的各個部門提供資金。

向貧困家庭提供農業和食品福利似乎是決議中

唯一與冠狀病毒相關的項目，因為民主黨領導

人，白宮和共和黨人繼續就冠狀病毒救濟家庭

問題繼續討價還價。眾議院眾議院議長南佩洛

西周三與財政部長姆努欽舉行會議，再次討論

下一輪冠狀病毒的援助。她說，眾議

院計劃在周四對更新後的援助方案進

行投票，該方案包括民主黨人做出的妥協。她在一份聲

明中說：“我們將對更新的《英雄法》進行投票，以使

我們正式向共和黨派遣人員參加解決我國健康和經濟災

難的談判。”

此外，關於應對疫情的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談判當

天也取得進展。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在

時隔一個月後首次會面。會談結束後，佩洛西發表聲明

稱，將會繼續談判。姆努欽表示，儘管目前尚未達成一

致，但談判已經取得很大進展。財政部長史姆努欽週日

表示，他希望國會批准一項近2萬億美元的刺激法案，

旨在幫助美國人在周一之前應對冠狀病毒。姆努欽將與眾議院議

長南希· 佩洛西，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凱文· 麥卡錫，參議院共和黨

領袖米奇· 麥康奈爾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 舒默舉行會議，討

論共和黨人星期四提出的法案。針對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的談判

已歷經數月，但因兩黨對援助總額等存在較大分歧，至今仍未達

成一致。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會先後通過4輪經濟刺激方

案，撥款接近3萬億美元，但包括失業保險在內的多項援助已在

8月初到期。

美媒援引分析稱，如果兩黨不能在近期就新一輪經濟刺激計

劃達成一致，將可能導緻美國第四季度經濟再度下滑。臨時支出

法案將在年底到期，議員們必須在新國會宣誓就職並可能新政府

成立之前通過另一項臨時支出決議或年度支出法案。

政府關閉前政府關閉前33天天，，參議院通過了權宜之計參議院通過了權宜之計。。

［本報訊］新冠病毒的暴發，你或你的家人是否
有感到 擔憂，恐慌不安情緒低落?或心情不愉快，食慾
不好，甚至睡眠差? 隨著疫情進一步的蔓延和防範措施
日益加強，造成很多人逐漸出現而導至身體的免疫反
應受到損害, 而免疫力下降、使個人更容易受到感染。

最佳的免疫功能依賴於健康的免疫系統。充足的
營養是確保良好的能量來源、大營養素和微量營養素
的供應是至關重要的，這些營養素是免疫反應發展、
維持和表達所必需的。

當營養不良時，免疫反應受到損害，使個人容易
受到感染，而營養不良的狀態可能因免疫反應本身對
感染而惡化。

不當的飲食也會傷害人體的自我保護機制。優質

的飲食不代表要傷荷包，從日常的飲食習慣上實踐幾
個健康的原則，增強人體免疫力。不但幫助您降低患
慢性病的風險，並且可以延緩衰老的影響。健康的飲
食習慣可以延長您的壽命。

您想要知道如何從日常的飲食習慣上改善並實踐
幾個健康的原則嗎? 我們的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將會現
埸示範幾道健康食品的製作。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參加
。

日期: 2020年10月11日，星期日，下午2:00點
主題: “食” 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
現塲直播鏈接: https://youtu.be/E2gxkRDk-Do (請

注意字母的大寫和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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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低收入民眾而言對全球低收入民眾而言
氣候變遷是新冠疫情的追熱導彈氣候變遷是新冠疫情的追熱導彈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特約編輯SUNITA SOHRABJI報導

全球低收入民眾正在遭受新冠肺炎（COV-
ID-19）與氣候變遷雙重疫情的打擊，還必須在資
源稀少的情況下對抗健康問題與環境不公的現象
。

許多研究指出，美國非裔和西語裔民眾感染
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惡劣的居住環
境，包括含高濃度污染微粒的不良空氣，導致低
收入少數族裔社區的新冠死亡率比其他社區高。

有 「環境正義之父」 （Father of Environmen-
tal Justice）之稱的布拉德博士（Robert Bullard），
9月25日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辦的會議上說： 「從健康角度來看，
新冠肺炎有如一枚追熱導彈，瞄準最容易受環境
影響的非裔和西語裔人口。」

研究加州野火的麥塞德加大（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教授魏斯德靈（Anthony LeRoy
Westerling） 和 印 度 智 庫 「 地 球 政 策 中 心 」
（TERRE Policy Centre） 申 德 博 士 （Rajendra
Shende）也在會議上發言。

魏斯德靈表示，加州現在正在遭遇史上最大
、最嚴重的野火。

申德與一群科學家因為和 「跨政府氣候變遷
專門委員會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
mate Change，簡稱 IPCC）合作，於2007年和美
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
獎。申德指出，2020年1月是地球有史以來最熱的
1月，加上出現一個 「微米級敵人」 — 新冠病毒
，他暗示， 「第六次滅絕」 （Sixth Extinction）可
能會到來。

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18年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美國
有46州的少數族裔社區的環境污染程度比白人社
區嚴重，空氣中的微粒濃度也比白人社區高出38%
。

目前是德州南方大學（Texas Southern Univer-
sity）都市計劃與環境政策（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特聘教授的布拉德指出，空
氣污染每年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非裔兒童死於
哮喘的可能性是常人的十倍。

布拉德表示，拒絕提供服務給少數族裔

（redlining）的種族主義行為，讓少數族裔難以搬
往空氣和飲水較清潔的社區居住，氣候變遷對少
數族裔造成的財務影響也比較大。

布拉德說： 「如果美國的氣候政策不改變，
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6%，而全美最貧窮的
南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降幅將高達20%。」

每當發生天災，如墨西哥灣沿岸經常發生的
颶風和暴風雨，最需要援助的地區的資源永遠姍
姍來遲。布拉德表示，當年重創墨西哥灣的卡翠
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過後，聯邦急難管理
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採
用令人質疑的成本效益模式，優先援助房價80萬
美元以上的富裕社區，而非房價8萬美元以下的貧
困社區。他說： 「那些 『住錯邊』 的居民受到的
保護最少。」

布拉德強調： 「如果我們想以公平、公正的
方式重建災區，就必須將資源用在最有需要的地
區，而不是先提供給有錢人。我們不應該憑成本
效益分析來做決定。」

在今年莎莉颶風（Hurricane Sally）來襲期間
，墨西哥灣地區居民又遭遇居家避疫令的挑戰，
布拉德為家中淹水15吋深的居民發聲，批評這項
命令的荒唐性。

魏斯特靈提出他所參與的一項氣候評估工作
，這項評估進行了加州數百英哩大火的模擬，來
預測可能的結果。他表示，30年後，嚴重的季節
性野火將成為加州常態。

魏斯特靈說： 「氣候變遷絕對是野火主要的
影響因素。」 他坦承，數十年來的消防工作和土
地管理不善，是導致部分火災嚴重性加劇和規模
擴大的原因。

川普總統9月14日前往加州視察野火災情時，
否定氣候變遷在火災中扮演關鍵角色。川普說：
「我不認為科學無所不知。」 他把野火歸咎於森

林管理不善。
魏斯特靈指出，川普的說法很諷刺，因為加

州大部分的森林都是聯邦政府所有。 「所以，確
保這些土地被妥善管理，其實是他的責任。」

他還說： 「這任政府完全背離科學，他們沒
有興趣聽取關於野火和氣候變遷的科學結論。」

在麥塞德加大 「恩尼斯和與胡利歐加洛管理
課程」 （Ernest and Julio Gallo Management Pro-
gram）教授複雜系統管理的魏斯特靈建議，可採
取多管齊下的方法來對抗野火，首先是透過將碳
排放量降為零，再降為負排放量，來減緩氣候變
遷的速度。

他說： 「我們必須將碳排出大氣層外。」
第二步是對加州土地做更集中的管理，以提

高加州的野火抵禦能力、降低野火的影響。魏斯
特靈還建議，在現有社區中興建住房，不要再向
外開發偏遠的荒地。

申德表示，全球所有國家必須在2030年之前
，共同對氣候變遷採取實質行動，如果個別國家
繼續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將面臨災難的氣候
變化，包括氣溫將升高攝氏3度。IPCC在其2018
年的報告中指出，氣溫升高攝氏3度可能引起大量
熱浪、降雨增加、農作物減產和海平面上升。

申德說： 「富裕人士擁有吸收衝擊的緩衝能
力，但氣候變遷加劇了窮人正在承受的巨大痛苦
，以及已經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申德指出，已開發國家在2016年簽訂的巴黎
協定（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中承諾，
會幫助在氣候變遷中首當其衝的開發中國家。他
表示，必須用相同的方法來對抗新冠疫情，否則
，個別國家以自己的方法處理疫情，是無法緩解
這場全球危機。

他更呼籲正在召開年度大會的聯合國，利用
其力量讓世界團結起來，尋求解決之道，並確保
包括疫苗和治療藥物等醫療方式，能優先提供給
窮人。

如何查看我的郵遞選票是否已經寄出或收到
？ 請訪問 HarrisVotes.com/tracking 以瞭解您的
“郵遞投票”被處理的流程。如需其他協助，請
致 電我們的選舉專線 713.755.6965。 誰有資格申
請郵遞投票? 要有資格在 Texas 進行郵遞投票 , 您
必須: • 在選舉日當天 2020 年 11 月 3 日年滿 65
歲或 65 歲以上; • 在選舉日（11 月 3 日）和提前

投票期間（10 月 13 日至 10 月 30 日，您都不在本
縣境內； • 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或是 • 生
病或殘障。 具有殘障的資格以及在冠狀病毒時期
（COVID-19）意味著什麼？ 如果選民認為 “親自
投票對他們自身的健康將會造成任何可能性的傷
害”，該選民便符合殘障資 格。孕婦也屬於殘障
類別。 Texas 州最高法院上週裁定，可考慮以對

COVID 缺乏免疫力而造成對選民健康 可能性的傷
害為理 由之一，以決定是否參與親自投票，但不
可是唯一的因素。如果您擔心感染 COVID-19，但
身體健 康，則沒有資格以“殘障”的資格申請郵
遞投票。 如果您不符合“殘障”的條件，但符合
其他類別之 一（上述 1-3），您仍可能有資格申
請。 什麼時候可以申請郵遞投票? 有截止日? 您可

以隨時 申請郵遞投票但是我們辦公室必須在 10 月
23 日之前收到（非郵戳日）您的申請，以 便向您
寄出 11 月大選的郵遞選票。您也可以親自到任一
Harris 縣行政書記辦公室遞交申請。 由於郵政服
務可能會出現延遲，請不要等待 – 立即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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