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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路透社 4 日根據美方公佈的疫情數
字梳理髮現，過去7天，美國有9個州的
新增病例再創紀錄。僅 3 日一天，肯塔
基州、明尼蘇達州、蒙大拿州、威斯康
星州4個州報告的新增病例均破紀錄。

而堪薩斯州、內布拉斯加州、新罕
布什爾州、南達科他州和懷俄明州 5 個
州上週均出現創紀錄的新增病例數字。

蒙大拿州過去4天中有3天新增病例
連創紀錄，住院治療的患者人數也創新
高；威斯康星州過去3天中有2天新增病
例破紀錄，3 日報告的住院人數增至新
高。威斯康星州送檢樣本陽性率高達
22%，是全美陽性率最高的州之一。

代表威州的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羅
恩·約翰遜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是繼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之後被感染的
共和黨要員之一。

威州、北達科他州和南達科他州是
美國人均新增病例最多的州。

美國多州病例創紀錄美國多州病例創紀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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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昨晚返回白宮後脫下口罩並
向國人宣稱：“我們不要畏懼新冠病毒，
不要讓它控制了我們的生活。”

主治醫師們表示， 川普總統回到白宮
後將繼續進行治療， 但是他回到的白宮顯
然成為疫情傳播之地， 包括白宮新聞秘書
麥依妮及其兩名助理都已經被確診為新冠
疫情感染者。

多半國民都認為川普總統在應對疫情

之戰爭中是打了敗仗，截至目前為止， 政
府尚未拿出任何有效方法面對未來之挑戰
。

總統選舉投票已經開始， 這可能是有
史以來投票人數最多的一次， 有百分之三
十五到四十的人還是川普之忠實粉絲，對
其他選民是一生中最大之選擇 ，十一月三
日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 图片来源：路透社）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606//20202020

President Trump left the hospital Monday
evening and returned to the White House and
posed mask-less for a photo after downplaying
his illness.

Trump’s physician said he is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In a tweet, the president said, “Don
’t be afraid of COVID. Don’t let it dominate
your life.”

But the building he is returning to has become
a center of viral contag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disregard.

The President also announced that he will be
back on the campaign trail soon.

White House physician Sean Conley said his

team was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the
President’s recovery.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yleigh
McEnany also announced that she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yesterday morning.
Two of her deputies, Chad Gilmartin and
Karoline Leavitt, have also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McEnany said she will begin the quarantine
process immediately, meaning that she will
isolated.

Most Americans say Trump acted irresponsibly
and now distrust the White House regarding
his health.

For many Americans, Trump was a failed
president with a terrible record on COVID -19
who is now also suffering from that disease.

Our election process has already begun as
over two million people have already cast their
votes and that number will increase
substantially in coming days.

It’s true that we have 35-40 % of voters that
are still very loyal to President Trump. For most
of Americans this is a lifetime decision. They
have to make up their minds who they will vote
for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rump Back ToPresident Trump Back To
White HouseWhite House

總統重返白宮總統重返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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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現存新冠病例近5萬
海軍護衛艦60名官兵確診

綜合報導 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升至309870例，其中死亡病例35835

例，現存病例49618例。當天，意大利海軍方面確認，正在海上執行任

務的“瑪格蒂尼號”(Margottini)護衛艦上60名官兵確診，艦船已提前返

回基地。

據報道，當地時間27日，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報告過去24小時新增

確診病例1766例，死亡17例。

當天，意大利奧古斯塔海軍基地新聞發言人向媒體通報，正在海上

執行任務的意大利海軍“瑪格蒂尼號”護衛艦，因艦船出現新冠肺炎疫

情已提前返回基地。該艦船共有187名官兵，迄今已有60名官兵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這是新冠疫情暴發後，意大利海軍首次通報出現確診患者。

新聞發言人表示，“瑪格蒂尼號”護衛艦靠港後，西西裏島錫拉庫

紮衛生局、意大利衛生部所屬翁貝托壹世醫院預防科和傳染病專家，已

登上護衛艦，共同對艦船確診患者的臨床狀況進行了評估，並采取了防

護和消毒措施。

新聞發言人指出，“瑪格蒂尼號”護衛艦在海上停留15天後，有士

兵開始出現疑似新冠感染癥狀，隨後護衛艦奉命返回奧古斯塔海軍基地

。在首批接受病毒檢測的官兵中，相繼出現47例確診病例。隨後軍方決

定對護衛艦所有人員進行病毒檢測，截至26日，已有60名官兵確診。

報道指出，目前，“瑪格蒂尼號”護衛艦4名患者因臨床癥狀較重

，已被轉移到醫院接受治療。其他輕癥和無癥狀患者，以及艦船上的所

有官兵，分別返回基地軍營進行隔離觀察。“瑪格蒂尼號”護衛艦出現

確診病例後，軍方已開始部署對現役軍人展開大規模病毒篩檢。

澳政府對航空公司補助
將延至2021年1月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的航空公司將收到來自聯邦政府的進壹步補貼

，以確保希望或有需要乘飛機旅行的澳大利亞人，仍然可以乘坐地區性

航線和主要國內航線。

據報道，由於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航空公司的飛行需求銳減，2020

年年初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曾對數條航線給與補助，超過1.5億澳元

補助已通過澳大利亞國內航空網絡支持項目(DANS)以及偏遠航線網絡支

持項目(RANS)發放給航空公司，以負擔因乘客不足導致的損失。

原本這壹補助計劃即將結束，但澳大利亞副總理麥考馬克已確認未

來的預算案將包括這兩個項目的延續，分別延長至2021年1月31日以及

2021年3月28日。

“空中有飛機意味著地面上有工作，作為我們為實現更安全和更具

韌性的澳大利亞經濟計劃的壹部分，我們將繼續支持我們的航空業。”

麥考馬克稱。

據了解，國際旅行的禁令已破壞了航空業，再加上州與領地邊界的

關閉導致很多澳大利亞國內航線無法飛行，給予航空業又壹打擊。

具體來看，國內航空網絡支持項目已為澳航(Qantas)以及維珍(Virgin)

的澳大利亞最繁忙的50條航線提供了財務支持，其中包括阿德萊德至愛

麗斯泉、布裏斯班至堪培拉、霍巴特至悉尼以及珀斯至悉尼等航線。

與此同時，雖然需求優先，但偏遠航線網絡支持項目也確保了偏遠

地區社區航班的延續。該項目為至111個目的地的270班每周往返航班，

提供了支持。

硝煙不斷！亞阿沖突數百人傷亡
亞美尼亞為長期作戰做準備

近日，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納卡

地區的沖突持續，已導致包括平民在內

的數百人傷亡。亞美尼亞方面表示，正

為進行長期戰爭做準備。專家分析稱，

如果外部施壓不能阻止沖突，那麽戰爭

的爆發可能不可避免，並將在整個北高

加索地區產生漣漪效應。

納卡地區沖突持續
軍隊平民傷亡不斷

亞阿兩國在納卡地區的沖突不斷升

級。美聯社報道，阿塞拜疆國防部稱

，亞美尼亞軍隊炮轟了泰爾泰爾區

(Tartar)。亞美尼亞官員則說，戰鬥持

續了壹夜，阿塞拜疆在早上恢復了“進

攻行動”。

亞美尼亞國防部稱，約有200名士

兵受傷，但許多人只是輕傷，已重回

戰鬥。此前，亞美尼亞駐俄羅斯大使

曾表示，約 30名亞美尼亞士兵在沖突

中喪生。

沖突中也已出現平民傷亡。阿塞拜

疆當局稱，9名平民被打死，32人受傷。

目前，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已宣布

，在全國實行戒嚴和軍事總動員。阿塞拜

疆總統阿利耶夫也已宣布國家進入戰爭狀

態，並在全國範圍實行戒嚴令，阿塞拜疆

28日還宣布部分動員預備役軍人。

亞美尼亞為長期作戰做準備
土耳其被指派軍支援阿塞拜疆
亞美尼亞總理首席顧問瓦格沙克· 哈

魯蒂烏揚28日表示，正在為持久戰做準

備，並稱土耳其的目的是在沖突中獲取

地緣政治利益。

哈魯蒂烏揚說：“我們正在為持久

戰做準備。至於原因，我壹直強調，這

裏面的主要參與者不是阿塞拜疆，而是

土耳其。土耳其在追求地緣政治利益。

戰爭的持續時間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

戰爭如何進行、國際社會反應等。”

土耳其與阿塞拜疆在民族、語言等

方面有密切聯系，因此在納卡問題上站

在阿塞拜疆壹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27日曾表示，“亞美尼亞又壹次對阿塞

拜疆發起攻擊，再壹次證明它威脅地區

安全”。

美聯社報道稱，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派

出 了軍事專家，阿塞拜疆也正在使用土

耳其的武器，包括無人機和戰機。此外，

路透社報道稱，亞美尼亞駐俄羅斯大使28

日表示，土耳其已經從敘利亞北部，向阿

塞拜疆派遣約4000名戰鬥人員。

不過，阿塞拜疆否認土耳其從敘利

亞派兵進入阿塞拜疆。

多方呼籲阿亞重回談判桌
專家憂雙方難退出全面戰爭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高加

索問題專家穆克哈諾夫(Vadim Mukha-

nov)分析說， “我們看到的是，在第壹

天升級後，出現了裝甲、航空、重型火

炮和無人機，這表明這不是自發的，而

是壹次精心策劃的行動。”

穆克哈諾夫認為：“如果外部壓力不

能阻止這場沖突，那麽戰爭就會爆發，

這將是壹場災難。這將在整個北高加索

地區產生漣漪，影響到所有主要國家，

包括俄羅斯和土耳其。”

危機集團(Crisis Group)分析師瓦爾

塔揚(Olesya Vartanyan)則說，火箭和大

炮等重型武器的部署有所增加，這加大

了平民傷亡的風險，可能使雙方從全面

戰爭中退出的難度加大。

目前，歐盟、伊朗、俄羅斯、法國

和美國等多方均敦促雙方停止戰鬥，回

到談判桌前。

英國頒布新法令
對不自我隔離者重罰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28日發布“自

我隔離法令”，拒絕自我隔離行為被視

為違法，違法者將被重罰，最高罰款金

額1萬英鎊。

英國政府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

該項法令。該法令規定，從28日起法

令生效，任何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的

人，或被告知曾與新冠肺炎患者有過

接觸的人，都有法律責任進行自我隔

離。不遵守自我隔離官方指示的行為

將受到處罰，罰款金額從 1000 英鎊起

，對屢教不改者罰款將增加到 1 萬英

鎊。

政府官員表示，如果某人的檢測呈

陽性，故意向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提供有關其密切接觸者的虛假信息

也是違法的。警察可以根據“當地情報

”，在新冠病毒疫情高發地區和高危人

群中，上門檢查人們是否遵守“自我隔

離法令”。

英國內政大臣普麗

蒂· 帕特爾(Priti Patel)強

調，“該項新措施是為

了拯救生命，每個人都必須承擔個人

責任和自我隔離。加重罰款是壹個明

確的信號，我們不會允許違反規則的

人破壞大多數守法人士來之不易的進

步。”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 漢考克(Matt

Hancock)稱，任何人都可能感染和傳播

冠狀病毒，每壹個人都可以為減少新感

染人數和保護自己所愛的人發揮關鍵作

用。新法令規定的簡單步驟可以大大減

少新冠病毒的傳播，如果感染病例仍然

繼續上升，政府將毫不猶豫地采取進壹

步措施。

該法令同時規定，自我隔離又同時

無法工作的低收入者，可獲得政府500

英鎊補助。英國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

近400萬領取福利的人將有資格領申領

該項補助。

英國政府壹項調查發現，目前只有

18%有癥狀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被隔離。

英國總檢察長蘇拉 · 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稱，截至8月最後壹周，英格

蘭和威爾士地區因涉嫌違反新冠疫情限

制規定的行為事件，已開出逾1.9萬張罰

單。

近日，時值英國大學秋季開學及新

生入學之際，有30多所大學發生新冠疫

情，已有640多名學生和教員確診感染

，數千大學生被要求在宿舍進行自我隔

離。

法國多地執行防疫新措施
馬賽關閉餐館和酒吧至少15天

綜合報導 法國多地陸續

開始執行防疫新措施，旨在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反彈，馬

賽關閉餐館和酒吧至少15天

，巴黎等地的酒吧須在晚10

點前結束營業。

按照普羅旺斯-阿爾卑斯-

藍岸大區議會主席穆塞利公布

的正式法令，馬賽從9月27日

晚上起關閉酒吧和餐館至少15

天。穆塞利28日表示，馬賽將

采取集體行動，要求政府能夠

對餐飲業予以臨時救濟。

關閉酒吧和餐館的決定使

馬賽相關行業受到影響，馬賽

酒吧和餐館業主28日在當地舉

行抗議活動，反對防疫新措施

；壹些業主甚至威脅將不理睬

相關法令，繼續營業。

根據巴黎官方通知，自

28日起巴黎的酒吧必須在晚

10點前結束營業。如果酒吧

在晚10點後仍然繼續營業，

業主有可能面臨最高兩個月

的監禁和7500歐元罰款。

巴黎市政當局特別指出，

酒吧不能以餐館的形式變相

營業。同時酒吧和餐館都要

嚴格遵守現行防疫規定，如

保證社交距離等。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表示

，他能夠理解馬賽關閉餐館

和酒吧以及其他城市的限制

性措施引發的憤怒情緒。但

他強調，有關措施並不是隨

意制定的。防疫新措施將限

制新冠病毒的傳播，並將避

免醫療系統出現飽和。

馬賽和海外省瓜德羅普被

法國官方列入“最強警報區”。

馬賽和瓜德羅普的全部餐館和

酒吧須關閉；未能遵守防疫規

定的公共場所也會關閉。巴黎、

裏昂、尼斯、裏爾等多個大城

市被列入“強警報區”，酒吧

須在晚10點前結束營業，聚會

和集會人數也均有新的限制。

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

例 28 日已突破 54 萬例，為

542639例。最近壹周(9月21日

至27日)新增確診病例85806例

，最近壹周病毒檢測陽性率已

上升至7.5%。法國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現為3180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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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媒與民調機構合作發布的最新民
調顯示，在2020年總統大選首次辯論及川普
總統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後，民主黨候選人拜
登在6個主要搖擺州的民調仍穩定領先川普。

據美媒 CNBC 報導，該公司與 Change
Research合作進行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在美
國6個主要搖擺州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
密西根州、北卡羅來納州、賓州和威斯康辛
州，拜登獲得了超過50％的支持率，而這些
州對川普支持率為45％。而在兩周前所進行
的民調中，拜登在6個州支持度與川普支持度
為49％：45％。

報導說，拜登在6個州中全部佔有優勢，
其中北卡羅來納州領先幅度最小。6個傳統搖
擺州最新民調數據如下：

亞利桑那州：拜登51％，川普45％(差距
不變)

佛羅里達州：拜登50％，川普46％（+1
）

密西根州：拜登51％，川普43％(差距不
變)

北卡羅萊納州：拜登49％，川普47％(差
距不變)

賓州：拜登50％，川普46％(差距不變)
威斯康辛州：拜登51％，川普44％（-2

）
報導說，這項民意調查從周五到週日對6

個州的2688名選民進行調查，誤差幅度為正
負1.89個百分點。

調查發現，距離 11 月 3 日的選舉日只有
不到一個月，拜登在最關鍵的州都領先於川
普，有些差距幅度不大的州，川普仍有希望
可以扳回。

美大選最新民調出爐：拜登6大搖擺州全勝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上月底正式提名大法官人
選，藉此刺激美保守派選民。不過這場原本
被視為 「十月驚奇」的盛事，在白宮玫瑰花
園內擠滿了觀眾卻鮮少人落實防疫措施，讓
至今已有8名出席來賓確診，讓外界認定恐為
病毒在白宮的 「超級傳播事件」；不過即使
恐已淪為病毒溫床，白宮至今仍不願積極調
查為何多位白宮職員確診的病毒來源，甚至
不讓美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追蹤病
毒。

《紐約時報》透露，指出，除了川普夫
婦確診之外，目前參加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為大法官之後傳出確診的，包括共和
黨 籍 參 議 員 提 里 斯 （Thom Tillis） 、 李
（Mike Lee）、白宮前高級顧問康威（Kelly-
anne Conway）、聖母大學校長詹靜思（John
Jenkins）、白宮新聞秘書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以及當時隨行採訪的3名白宮記者
團記者等人。

報導指出，在多人確診的 「超級傳播事
件」之後，追蹤接觸者為調查傳染事件爆發
最特別重要的部分。不過，自從上月26日舉
行的大法官提名儀式，至今已經過10日，仍

未見白宮積極調查讓多位來賓染病的病毒起
源、多少人可能確診、不讓外界得知川普在
得知確診的前2天內，所與他近距離接觸的名
單，甚至也不讓擁有最豐富追蹤病毒資源的
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進一步了解情況。

此外，根據2名CDC資深職員根據其內
部電子郵件顯示，2 日川普傳出確診的當晚
CDC就已準備赴華府進行接觸追蹤，但來自
白宮從未提出相關請求。對此，雖然一名白
宮未授權對外發言而拒絕具名的官員表示，
川普政府有遵照CDC的防疫指南，也就是追
蹤川普確診後的前2日內接觸名單，但公衛專
家仍認為刻意忽略玫瑰花園的活動是不負責
任的。

不過，雖然白宮並未請求CDC調查，報
導 指 出 調 查 工 作 反 而 是 由 骨 科 背 景 康 利
（Sean P. Conley）等30多位醫生組成的白宮
醫療團隊進行。白宮發言人表示，白宮醫療
團隊與借調到白宮的CDC流行病學家進行了
全面的追蹤，但不願證實該名CDC科學家姓
名，且2名CDC內未授權對外發言而拒絕具
名的官員表示，沒聽過有有同僚借調到白宮
內。

白宮淪病毒溫床 川普政府反不願再查下去了
美日澳和印度外長今天舉行四方安全對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專訪被問及若中國攻打台
灣，美國是否提供防衛，他表示： 「只要能緩和
區域的緊張，美國會想方設法去做。」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日本外
相茂木敏充、澳洲外交部長潘恩（Marise Payne）
、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
）今天傍晚出席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
（Quad），這場會議由茂木主持。

蓬佩奧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被問到對
台灣的看法。他說，美國長期與台灣建立關係，
美台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但是很令人遺憾地，中
國共產黨對此充滿抗拒，原本承認香港能維持50
年高度自治，中國卻罔顧承諾。

被問到中國如果攻擊台灣，美國是否做好防
衛台灣的準備？

蓬佩奧說： 「只要能緩和區域的緊張，美國
會想方設法去做，這是美國川普政府在世界上的
任務。美國不是追求紛爭，而是追求和平，該感
到羞恥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除了與越南的關係
之外，日本的航空自衛隊在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
上空也不得不頻繁地緊急升空，以因應中國軍機
。」

他還指出，在（中國與印度發生軍事衝突的
）喜馬拉雅山附近發生的事情，就是中國以力服
人的作法，根本不是大國該有的行為。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
）疫情肆虐全球期間，中國動作頻頻，對此，蓬
佩奧說： 「（對於中國的行徑），袖手旁觀是不

對的。美國與台灣、日本仍持續是安全保障上的
好夥伴。」

蓬佩奧說，美日澳印的外交合作也將擴大至
其他國家，希望將來印度太平洋能建立國際的安
全保障架構。

日經報導指出，共享價值與戰略的國家須加
強團結的構想是劍指中國。

蓬佩奧受訪時表示，如果美日澳印的合作能
夠制度化，將可著手建立安全保障的架構。他希
望透過這樣的努力，建立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安全
保障網。

日經報導指出，美國與歐洲有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ATO），印度太平洋沒有多國之間的安
全保障合作架構。面對軍事與經濟方面急速增強
影響力的中國，如果要維持安定，就必須有一個
多國之間的合作網。

有關在印太地區建立新的安全保障架構所扮
演的角色，蓬佩奧說，經濟、法治、智慧財產權
的保護等廣泛範圍領域都是合作的對象。他強調
，民主國家應該團結，培育對抗 「強權國家」的
基礎。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去年在美國紐約首度
舉行會談後，今年再度召開類似會議，也是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上
任後，日本首度召開部長級國際會議。

蓬佩奧今天下午造訪日本首相官邸（行政中
心）與菅義偉會談，兩人都同意將持續加強美日
同盟。

若中國攻打台灣 蓬佩奧：美會設法緩和區域緊張

上周五緊急入院治療的美國總統川普，僅住院短短三天，就
在周一（5日）火速出院返回白宮繼續他的競選行程。分析師指
出，川普此舉恐將適得其反，因為這凸顯他並未嚴肅看待新冠病
毒帶來的風險。

川普在美東時間周一下午6時30分，戴著口罩走出華特里德
國家軍事醫學中心，之後就搭乘直升機約在近7點時返回白宮。
然而當他從南草坪步上台階後，並未立即入內，而是在二樓陽台
意外摘掉口罩，行舉手禮。

白宮醫師康利（Sean Conley）對於川普能在短短幾天出院做
出解釋，聲稱他現在的身體狀況已符合醫療團隊的出院標準，
「雖然他尚未完全脫離險境，不過根據評估與臨床狀態，醫療團

隊與我同意總統可以安全返回白宮，並接受全天候照料。」
儘管新冠病毒對於老年人與本身就有健康問題的患者尤其嚴

重，不過川普卻多次刻意淡化該病毒的危險。他回到白宮後錄製
一段影片表示 「我已經好多了」， 「或許還可以免疫」，並呼籲
大家不要讓病毒主宰人生。

不過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擔憂，川普之所以抱病
回到白宮是因為 「政治因
素」。她在接受媒體訪問
時指出， 「如果他對待病
毒的態度是如此隨便，就
如他以往行徑，這對美國
民眾將帶來危險。」

分析師也認為，川普
抱病重返白宮舉動，反將
招致外界反彈，因為這凸
顯他對新冠病毒並未嚴重
看待。

CCB國際證券公司全球策略師裘利（Mark Jolley）並補充，
即使他火速歸回，企圖要為剩下幾周的選舉行程進行準備，對於
他的選情恐將也是幫助有限，因為他的選舉團隊當中，有半數重

要幕僚受疫情影響而進行隔離。
川普政府內部已有愈來愈多官員證實染疫。周一稍早白宮發

言人麥肯內妮（Kayleigh McEnanay）宣布她與她兩名助理都已確
診新冠病毒。這也使得截至目前為止，川普親近人士，不論是白
宮官員或競選團隊，至少已有18人確診新冠病毒。

川普緊急出院忙競選恐將招致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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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冠確診病例超600萬
公共衛生體系接近崩潰

綜合報導 印度衛生部的數

據顯示，過去24小時，印度新增

82170例新冠確診病例，該國確

診病例總數由此超過600萬例。

目前，印度的確診病例總數位於

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近期，印度疫情持續肆虐。

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印度的

新冠疫情實地情況或比想象的更

糟糕。壹位印度政府科學家表示

，印度感染病例數字正在“階梯

式螺旋上升”。

印媒此前則預測，印度10月

初確診總數或超美國，成全球確

診數最多的國家。

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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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印度鐵道部國務部長

安加迪因新冠肺炎去世，終年65

歲，成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首位

印度聯盟部長。

此外，疫情已使印度本來薄

弱的公共衛生體系已近崩潰。特

別是在近幾周來，印度醫院醫用

氧氣供應出現嚴重不足，引發擔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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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針對韓國公民被朝方射殺

壹事，韓國總統文在寅28日向國民致歉

，並呼籲韓朝以此加強合作，恢復軍事

通訊線。

近日，壹名韓國公民疑似棄韓投朝

途中遭朝方射擊身亡。韓國總統府青瓦

臺28日向媒體發送信息稱，文在寅當天

表示，這是令人遺憾的不幸事件，深表

哀悼；韓國政府對該事件深感歉疚，就

此向國民致歉。

文在寅稱，朝鮮官方迅速道歉並表

態將采取措施防止意外再次發生，表達

了朝方不願局勢惡化的意願。

文在寅說，朝方的表態具有特殊意

義，尤其是朝鮮領導人很少直接道歉，

由此看出，朝方並不希望南北關系被破

壞。他稱，希望韓朝找到切實可行的措

施解決問題。

“如果對話中斷，就無法解決問

題。”文在寅表示，若韓朝不合作，很難建立有效措施

防止悲劇再次發生，希望這個悲慘的事件能促成對話與

合作，促進韓朝關系發展。

文在寅說，防止意外沖突必須通過兩國間的通訊聯

絡線聯系，若船只在海上漂泊也有利於營救。“希望能

首先恢復、至少重啟軍事通訊線。”

今年6月，朝方宣布徹底切斷壹切朝韓通訊聯絡

線，並炸毀了朝韓聯絡辦公室。

東京奧組委主席：
無論出現什麽情況

2021年壹定要辦奧運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森喜朗

，出席了自民黨細田派在東京都內的集會。森喜朗就推遲到

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表示，“無論出現怎樣的情況，明年壹定

要辦。”

森喜朗稱，在政府主導下成立的新冠對策協調會議上，官員

正在探討奧運期間的出入境管理機制等各種防疫對策。在此基礎

上，他再次表示“無論出現怎樣的情況，奧運壹定會舉辦。”

此前，關於東京奧運能否舉辦，國際奧委會(IOC)主席巴赫

於9月24日表示，“相信我們壹定能實現(舉辦)。”“這屆奧運

將載入史冊，壹定會成功。”顯示其對舉辦東京奧運充滿信心。

另外，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委員會9月28日公布了各都

道府縣的聖火傳遞日程。奧運聖火將從2021年3月25日起，用

121天巡回全國47個都道府縣的859個市區町村。已敲定的約1

萬名火炬手可優先參加傳遞。

奧組委表示，各個地方政府的傳遞路線和每日在終點舉行的

慶祝儀式也維持原計劃，但今後將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等予以調

整。聖火將在2021年7月23日開幕式上，點燃東京國立競技場

的火炬臺。

抵抗疫情沖擊
日本出租車送餐成永久業務

綜合報導 日本国土交通省近日宣布，出

租车企业可申请在10月份后继续开展食品、

饮料等外卖配送业务。这意味着日本出租车

配送外卖餐饮成为永久性业务，受到日本出

租车企业的广泛欢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政府 4 月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人们出行大幅减少。

鉴于出租车企业收入急剧下降，而人们对

外卖需求大增，日本国土交通省依照《道

路运输法》特例，临时允许出租车企业可

申请开展餐饮外卖配送业务。出租车企业

纷纷提出申请，特例期限此前也被延长至

9 月底。日本国土交通省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约有 1700家

出租车企业的5.4万辆出租车正在开展相关

餐饮外卖配送服务，其中不少企业明确表

示要继续下去。

此前，日本法律严格区分客运和货运业

务。根据日本《道路运输法》，为保障乘客

安全，出租车与大巴只能运送乘客，不能运

输货物。从2017年9月起，在一些司机严重

不足的乡村地区，日本政府允许企业同时开

展货运与客运服务，但在城市仍严格分离客

运与货运。

胜山汽车是日本北

九州市的一家出租车公

司，5月7日开始开展餐

饮外卖配送服务。该公

司与本地的餐饮企业合

作，用出租车提供送餐

上门服务，获取提成。

据了解，胜山汽车的外

卖费为两公里内 800 日

元 （1 元 人 民 币 约 合

15.3 日元），此后每两

公里增加500日元。该公

司已与当地30多家餐饮

店合作，“生意好得超

出想象”。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只允许

出租车公司开展餐饮外卖配送业务不太合理

，应将配送范围扩展至其他日用品。位于横

滨市的三和交通希望开展24小时配送网购日

用品的业务，曾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但未

获批准。日生基础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坊美

生子表示，由于人口老龄化、司机人手不足

，日本很多人面临出行难的问题，不再区分

货运和客运业务的呼声一直存在，疫情促使

日本政府和各界重新审视相关规定是否合理

，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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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學校屢屢被揭發有失德

“黃師”荼毒學子，社會各界早

有聲音要求教育局嚴肅處理有關

教師。香港教育局5日公布，經

過深入調查及紀律程序後，於9

月下旬依據《教育條例》取消了

一名失德教師的註冊，事主不能

在香港學校再任教。這是修例風

波以來，首宗因專業失德而被

“釘牌”的個案，涉事者是九龍

塘宣道小學教師。教育局透露，

事主有計劃地在其設計的教材散

播“港獨”信息，不少內容屬扭

曲和偏頗，對學生構成嚴重損

害，局方並就該校校長及副校長

的監管不力發出譴責信，並向沒

有考慮內容不當、照樣使用“港

獨”教材的其他教師發出書面警

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1. 你認為什麼是言論自由？

3. 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中，
獲最佳紀錄片獎的《我們的青
春，在台灣》的台灣導演傅榆
說了什麼而觸動大陸誓要保持
領土完整的神經？

2. 根據影片內容，提出香
港“獨立”的原因是什麼？

4.沒有了言
論自由，香
港會變成怎
麼樣？

■■教育局教育局55日公布日公布，，取消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失德教師的取消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失德教師的
註冊註冊，，因其有計劃散播因其有計劃散播““港獨港獨””信息信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九龍塘宣道九龍塘宣道
小學小學““播獨播獨””
工作紙工作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社會各界多次請願敦促教育局懲治“黃師”，匡正教育。 資料圖片

◆2019年6月12日的金鐘暴
動現場，時任拔萃女書院通識
科教師楊子俊暴力衝擊前線，
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他及後
踢保，至本年6月竟一度爆出
他可重返學校執教。教育局當
時僅表示，學校亦有責任確保
其聘用的教員為合適人選，能
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學校
亦有責任把關，不讓政治進入
校園

楊子俊後來自爆校方已表明新
學年不會與他續約，於是自行
決定提早於7月辭職

◆嘉諾撒聖心書院通識科教師
賴得鐘去年7月於fb上載“黑
警死全家”頭像，開惡毒“黃
師”仇警之風；同月真道書院
助理校長戴健暉在fb詛咒警察
子女“活不過7歲”、“20歲
前死於非命”

兩人失德惡行引起全城怒轟，大
批市民投訴，要求學校將其解
僱，又促請教育局嚴肅處理將其
“釘牌”。不過最後二人仍能保
留教席，只獲發譴責信，警告如
有再犯有機會取消註冊

教局首釘黃師黃師牌
任教九龍塘宣道小學 有計劃散播“港獨”

教育局自修例風波至今，終

首次以取消註冊方式，處理教師在

社會事件中涉嫌專業失當的投訴。

事實上，社會各界一直要求教育局

嚴肅處理“黃師”問題，惟局方長

期僅以譴責、書面警告等形式“象

徵式處理”，或留待涉事學校自行

處理僱傭關係，以至部分“黃師”

獲放生包庇，歪風遲遲未能杜絕。

以下為部分事例：

個
別
獲
﹁
放
生
﹂
或
校
方
自
行
處
理
的
﹁
黃
師
﹂

◆孔聖堂中學時任署理副校長何栢欣，
本年2月被揭發在fb借有警員確診新冠
肺炎發帖，轉發藏頭詩咒罵“黑警死全
家，一個都不能少”，被外界炮轟其內
心陰毒、枉為人師

該校事後宣布完成調查，議決即時終止
其署理副校長之職，卻又稱相信何的辯
解“對帖文內容敏感度不足，非蓄意而
為”，更“放生”回復其教學工作。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狠批何栢欣“擘大
眼講大話”，又指校方接受其解釋是侮
辱家長和學生的智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黃師因教學專業失德被“釘牌”，香
港教育界人士一致贊同教育局的相關
決定，認為此舉可保護學生、乃至學
校的利益；由於校長、副校長等管理
層亦有監管教師的權責，若沒有履行
相關職責，局方向其發譴責信亦屬合
理。教育界亦促請教育局公布更多細
節，以區分失德教師，釋除公眾疑
慮。

黃錦良：鼓吹仇恨傷害學生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教師

在課上鼓吹仇恨、散播個人政見，甚
至是“港獨”思想，“這直接傷害了
學生，明顯屬於專業失德”，故教育
局取消教師註冊可保護學生、乃至學
校的利益。他指過往已出現多宗教師
失德的投訴，“例如有教師教唆、煽
動，甚或帶領學生參與違法、暴力行
為；亦有教師將政見、個人政治立場
帶入課堂，甚至製作相關教材，他們
已經不適合‘為人師表’。”

黃錦良強調，絕大部分教師均
謹守崗位、具備職業操守，教育局應
交代更多詳情，助教育界區分出極少
數的失德教師。他提醒，若相關教師
被教育局吊銷註冊資格，已經不能在
任何一所香港學校任教，相信校方會
按既定機制處理。

何漢權：支持發信譴責校方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教育局

作出詳細調查後，已有充分證據顯示

該教師有鼓吹“港獨”思想，故吊銷
牌照的決定合情合理。至於同校校
長、副校長等因監管不力而遭局方發
譴責信，何漢權亦認為相關決定正
確，“學校管理層有權亦有責，他們
沒有即時制止問題教師、停用問題教
材，並沒有盡到監管的責任。”對於
同校有教師用獲提供的教案和教學材
料進行教學亦遭發書面警告，何漢權
則認為教育局需公布更多細節，“他
們究竟是知情不報，還是反映不果，
教育局該有個說法。”

奚炳松：撥亂反正教局有責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

松認為，教育局一向的作風過於寬
鬆，導致不少“黃師”有機會向學生
灌輸錯誤價值觀，甚至煽動他們走上
街頭進行破壞，故教育局有責任盡早
採取適當措施。

張民炳：公布詳情釋眾疑慮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

示，教育局的決定需要以學生的最大
利益為依歸，“家長送孩子去唸書是
個很重要的決定，絕不應讓個別教師
的政治取態而誤導學生！”

他認為教師應該秉持其專業操
守，應該正確引導學生，不應以慫
恿、煽惑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甚至捲
入政治鬥爭，故是次“釘牌”決定給
予了教育界一個警惕，但教育局亦有
責任公開該決定的背後原因，以釋除
公眾的疑慮。

教
界
促
局
方
公
布
更
多
細
節

教育局5日表示，自去年6月至本年8月，教育局接獲247宗
教師在社會事件中涉嫌專業失當的投訴，至今204宗已大

致完成調查，其中73宗不成立。就成立的個案，教育局經過深
入調查及公允的紀律程序後，於本年9月下旬取消1名教師的註
冊；向21名教師發出譴責及12名教師發出書面警告；向19名
教師發出書面勸喻，以及向18名教師作出口頭提示。

設計教材工作紙播“獨”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被取消教師註冊的個案，局方認為涉

事者嚴重專業失德，其設計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和工作紙，
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這並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
本法下的憲制和法律地位；涉事者在課堂散播“港獨”信息顯
然不是一時疏忽，而是有計劃的行為，而當中不少內容屬扭曲
和偏頗，對學生構成嚴重的損害；即使單從教學內容的深淺程
度而言，亦絕對不適合小學生。

向正副校長發出譴責信
發言人強調，教育局就此案件進行了深入調查，有關教師

有足夠申述機會，亦有尋求法律顧問協助，局方在充分考慮其
申述的內容後才作出決定；同時，教育局亦已就該校校長、副
校長的監管不力而發出譴責信，至於其他沒有考慮教學內容是
否恰當、而使用獲提供的教案和教學材料進行教學的教師亦被
書面警告，事件反映無論案情有多複雜，調查有多費時，面對
的法律挑戰和壓力有多大，局方亦會鍥而不捨對失德個案嚴肅
跟進到底，以揪出害群之馬，維護教師專業的尊嚴，以及守護
學生的學習利益。

至於嚴重程度不至於取消註冊的個案，包括發出勸喻信、
警告信或譴責信的個案，教育局發言人指，這是提醒教師必須
秉持專業操守，讓他們在校方密切監督和指導之下，有改正的
機會，但再犯者一定會被嚴懲，包括可能會被取消註冊。

教育局於本年5月22日發出通告提醒學校，在聘請教師時
可根據既定程序，向局方申請發放應徵者的教師註冊資料，局
方提供的資料會包括其教師註冊是否有效、申請教師註冊曾否
被拒，曾否就教師註冊收到教育局發出的譴責信、警告信或勸
喻信等。當局至7月底已收到約1,900宗相關申請，相比以往每
年約130宗大幅增加，相信有關措施有助學校聘用適當人選。

梁振英：應開“黃師”名
有傳媒報道指，該名被取消註冊的教師來自九龍塘宣道小

學。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歡迎教育局的決定，但他認
為教育局沒有公布學校的名稱，也沒有公布這名被註銷資格的
教師姓名，故九龍塘宣道小學的所有教師都成為受嫌人，他反
問：“公道嗎？”

去年9月12日，《大公報》曾報道指，九龍塘宣道小學有老
師讓小五學生做一份討論“港獨”為題的工作紙，學生要先觀看
香港電台去年9月播出訪問陳浩天鼓吹“港獨”內容，再答寫
“港獨”原因、“沒有了言論自由後果”等，老師更不許學生將
教材帶回家。宣道小學校長李關美梅當時回覆《大公報》查詢，
承認該份題目是由生活教育課老師在去年3月所出。

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凌晨曦

◆小學男教師楊博文被控於2019年
11月11日，在俗稱雞嶺迴旋處的上
水掃管埔路迴旋處，襲擊正在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X。案件在粉嶺裁判法
院審訊後，裁判官吳重儀裁定被告罪
名成立，並狠批被告為人師表，卻守
法意識薄弱，作供時大話連篇及無悔
意，最終判被告囚9周

楊博文事後透露校方已將其解僱，
他引述辦學團體向他明確表示，不
論上訴成功與否，都不會改變其解
僱決定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公開一封官校教
師來信的節錄內容，指有通識科“黃師”公然
鼓吹反政府而被學生投訴。個案經教育局證實
成立，要求校方來年不再錄用，卻因涉事者與
學校高層“私交甚篤”，最終僅以“病假”名
義“過冷河”私了。梁振英狠批教育局一直冷
待公開失德教師與學校資料的社會訴求，無異
於“為官避事”，敦促教育局拿出擔當，救救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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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嘉義市文化局陳姓前科長被控
於106年利用舉辦嘉義市夏至藝術節機會，涉嫌
浮編記者會攝錄影等經費，與長期配合的業者
詐領15萬9000元，檢方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追
加起訴。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表
示，陳姓前科長於今年6月間已遭檢方依違反貪
污治罪條例起訴。因今天發布陳姓被告的起訴
案件，與前一起的起訴共犯等具有相牽連關係
，因此，應追加起訴。

嘉義地檢署今天發布追加起訴書指出，陳
姓被告（現為台南市文化局文化資源科長）於
105年4月1日至107年5月1日期間，擔任嘉義
市文化局表演藝術科長職務，嘉義市文化局於
106年7月舉辦2017年嘉義市夏至藝術節。

辦理夏至藝術節期間，表藝科邀請全民大
劇團於106年7月1日到文化局音樂廳售票演出
，作為開幕首演節目，陳姓前科長利用召開首

演節目記者會機會，浮編包含舞台佈景搭設等
項目經費計有新台幣18萬元。

陳姓前科長要求長期配合的業者黃姓夫婦
，分別虛偽開立人頭廠商估價明細單、免用統
一發票收據等，作為辦理分批小額（10萬元以
下）採購憑證，製造表藝科逕洽廠商分批辦理
各項小額採購假象，事後，交由文化局不知情
的陳姓女子辦理不實經費核銷。

追加起訴書表示，嘉義市文化局審核通過
報銷，並將各項經費分別匯入承攬廠商所指定
的金融帳戶後，即由黃姓夫婦負責提領，並與
被告陳姓前科長共同支配使用。

被告陳姓前科長、業者黃姓夫婦3人涉共同
詐取表演文宣設計印刷費、舞台音響租借費計9
萬元，另涉浮編記者會攝錄影費3萬2000元、舞
台佈景搭設費3萬7000元，合計犯罪所得15萬
9000元。

涉詐領夏至藝術節經費 嘉市府前科長遭追加起訴

（中央社）高雄近來發生砸酒店茶行街頭
暴力，市警局除調整轄區局處主管，雄檢昨天
也喊話支持第一線員警。高雄地檢署指出，警
方只要認為有必要，可向檢方報請指揮偵辦，
檢方也將向法院聲押。

高雄地檢署今天發布新聞稿強調，已建立
嚴格辦案準則，警方只要在案發後認為有必要
，就可向檢方報請指揮偵辦。檢方將立即分案
指派檢察官介入偵辦，並對具有預謀性、集團
性或犯案動機詭譎、不單純，而犯嫌又不願吐
實供出唆使者或其他共犯者，向法院聲請羈押
，以利後續溯源向上。

高雄市苓雅區上月29日因酒客衝突，短短3
小時接連引發酒店、三民區一家茶行被砸，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接連發布警職異動，包括苓雅
分局長黃文哲與三民二分局長梁東山兩人職務
互調。不過，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莊榮松昨天仍

到高雄市警局支持並鼓勵第一線員警。
莊榮松昨天下午率領襄閱主任檢察官徐弘

儒、重大刑案專組主任檢察官李宛凌、劉俊良
到高雄市警局，與高市警察局長劉柏良、副局
長陳書田、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侯東輝、公關
室代理主任陳柏彰共同研商如何精進打擊聚眾
施暴。

莊榮松表示，街頭暴力絕非高雄市獨有，
他肯定高雄市警方火速偵破年初鳳山砸車砍人
以及砸酒店、茶行兩案，並全力支持警方強力
執法。

另外，劉柏良今天下午參加苓雅分局新卸
任局長交接典禮也表示，市長陳其邁已指示要
落實 「地區責任制」，因此他也要求各單位掌
握轄內治安有顧慮場所，警方已建立街頭暴力
資料庫，對街頭暴力絕對零容忍。

雄檢允全力配合 力挺高市警方打擊街頭暴力
（中央社）直播網購因疫情更旺，警方發

現部分直播主販售仿冒商品，保二總隊刑警大
隊組成專案小組，半年內偵辦23件侵權案件，
查獲近5000件仿冒商品，並將涉案的23人依違
反商標法送辦。

保二總隊刑警大隊偵二隊今天表示，今年
上半年因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
VID-19）疫情影響，民眾不敢出門購物，轉而
在網路上購買商品，直播熱潮崛起，但經調查
，許多網路直播主看準疫情商機，趁勢從中國
與東南亞地區，以較低價錢進口品質粗糙的仿
冒商品於直播中販售。

保二總隊刑警大隊組成專案小組，今年上
半年間查獲直播侵權案件共23件、送辦23人，

查獲仿冒商品4933件，侵權市值達新台幣2000
萬餘元，犯嫌年齡層多在30至50歲間，且有多
名少年觸犯商標法遭偵辦。

警方指出，遭仿冒品牌包括 CHANEL、
GUCCI、DIOR、YSL、LV、MK、PRADA、
BURBERRY等相關商品約10種，查獲地點位
於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新竹縣、苗栗縣
、屏東縣、雲林縣等地區，涉案的23人訊問後
都被依違反商標法移送各地區地檢署偵辦。

警方呼籲，網路賣家在販售商品前應先做
足功課，明確查明商品來源是否有正版授權，
一旦侵害到他人商標，除違反商標法第 97 條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 5

萬元以下罰金」外，恐面臨民事求償。

直播主賣仿冒商品 警半年內依商標法送辦23人

（中央社）雙十國慶即將到來，台北市警
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身負各項維安措施重任，警
政署長陳家欽今天特別現身警局頒贈慰問金，
以期勉、激勵第一線同仁士氣，務求讓國慶活
動安全、圓滿。

中正一分局發布新聞稿表示，面對即將來
臨的雙十連假及國慶慶典勤務，相關維安工作
及周邊交通疏導將投入大量警力，陳家欽今天
在國慶前夕特別到警局慰勉基層同仁勤務辛勞
，同時頒贈慰問金激勵士氣，讓許多中正一分
局員警驚喜萬分。

陳家欽在慰勞員警時表示，自9月25日至
今，凱達格蘭大道每晚都熱鬧無比，從空勤總
隊黑鷹直升機、國防部聯合樂儀隊、憲兵指揮

部重機車隊等，多個表演團體都利用每晚至凌
晨時間在總統府前廣場及凱道加緊練習，中正
一分局同仁們也不眠不休配合預演期間實施交
通管制，以維護相關人車安全。

他說，正因有同仁們辛勤付出，才能讓國
慶慶典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陳家欽也藉此機會和第一線基層同仁面對
面座談，雙方互動熱絡，他對服勤人員體力調
節及應勤裝備深表關切，並提醒大家應注意身
體狀況和入秋保暖。

同時，陳家欽不忘期勉大家，負責各項維
安措施是為維護國慶慶典安全，要採取最高規
格以做好萬全準備，讓國慶各項慶典活動能夠
安全順利圓滿。

雙十國慶勤務吃重警政署長慰勉基層辛勞

（中央社）中秋節連假空勤黑鷹直升機進行高山訓練，巧遇嘉明湖山屋有人高山症，黑鷹直
升機以低空滯留和後退離場技術順利載送患者下山，山友目睹全程，直呼 「技術高超」。

中秋節4天連續假期，空勤總隊的黑鷹直升機並未放假，反而忙著加強訓練，不僅在平地吊掛
水袋救災訓練，也前往高山進行救難訓練。

連假第3天，駐守在台東豐年機場的空勤總隊第3大隊第3隊黑鷹直升機安排嘉明湖山區高山
救援訓練，剛好碰上一名30多歲的山友發生高山症，撤退至嘉明湖山屋。

黑鷹直升機直接前往救援，直升機從高空中進入嘉明湖山屋旁，幾乎要碰到山屋前的向陽山
，接著以低空滯留方式讓患者登機，再以倒退方式退場飛離。前面是高山、後面是萬丈山谷，直
升機的驚險救援行動讓山友嚇得緊盯著直升機，直到安全飛離，才鬆一口氣。

嘉明湖山屋清潔員趙聰華將整個驚險過程拍下並PO上臉書。他說，當時看了嚇出冷汗，看到
直升機安全離場， 「大家才敢開口說話」。網友紛紛按讚表示 「厲害的駕駛」、 「這飛行技術也
太神了」、 「嘉明湖山屋旁營地耶！真是不可思議，技術超強」。

第3隊長祝世全今天接受訪問時表示，其實現場空間足夠，且經過事前勘察，氣流穩定，飛行
員才會選擇以滯空方式救援，應該是拍攝角度問題，才會看起來很驚險，其實這種救援方式，平
常山難救援訓練就常常練習，難度不算什麼。

黑鷹高山訓練巧救高山症 山友大讚低空滯留技術

高市議會定期會開幕高市議會定期會開幕 陳其邁率首長列席陳其邁率首長列席
高雄市議會第高雄市議會第33屆第屆第44次定期大會次定期大會66日開幕日開幕，，市長陳其邁市長陳其邁（（前排左前排左））率局處首長首次列席率局處首長首次列席。。

台科大打造智能化工廠台科大打造智能化工廠 半導體製程廢棄物再利用半導體製程廢棄物再利用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師生建置智能化化工製程實驗室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師生建置智能化化工製程實驗室，，將半導體製程產生的廢棄物回收再將半導體製程產生的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利用。。圖左為台科大化工系副教授李豪業圖左為台科大化工系副教授李豪業。。

民眾黨提民眾黨提33項修憲主張項修憲主張
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66日上午在立法院議場門口召開記者會日上午在立法院議場門口召開記者會，，提出下修公民權年齡提出下修公民權年齡、、廢廢

除考監除考監、、調降修憲門檻調降修憲門檻33項修憲主張項修憲主張，，黨團總召賴香伶黨團總召賴香伶（（左左22））說說，，盼立法院第盼立法院第88屆沒完成修憲屆沒完成修憲
的任務的任務，，能在立法院第能在立法院第1010屆完成屆完成。。圖左起為民眾黨立委張其祿圖左起為民眾黨立委張其祿、、高虹安高虹安、、蔡壁如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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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本報訊）由 「休士頓客家會」主辦之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
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將于2020年
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1點30分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開
幕典禮，因疫情關係，現場將同步直播與觀眾視頻連結！展出時
間為10月10日至10月20日的上午10點至下午4點，展出內容有
台灣的客家圖片、文物、風情及服飾等，以及有關台灣客家旅遊

路線及美食景點的介紹。更感謝中華民國客委會贈送許多客語讀
本、簡單學客語、台灣客家旅遊指南及桐花御守給前來參觀的僑
胞朋友，歡迎大家利用展出期間，抽空前來欣賞及瞭解台灣客家
文化及風情！有關 「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的預告連結如下
： https://youtu.be/XMfWO0mdLBs ，而當日開幕儀式現場直播連
結如下：https://youtu.be/vo7pPsqaVrQ

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光鹽社於上周六（10 月 3 日）
下 午 二 時 至 四 時 ， 舉 行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健康
講座，邀請陳康元醫生及王琳
博士主講 「維持好骨力的關鍵
點」深入探討在正常老化的過
程中，骨質隨著年齡增長而流
失，在沒有任何症狀的骨質疏
鬆的過程中，陳康元醫生、王
琳博士以專業的視角為大家介
紹維持好骨力的關鍵點，及時
改善，骨骼健康永遠不會太遲
。

陳康元醫生一開始即指出
：骨骼是身體的棟樑，提供結
構。王琳博士也指出：骨骼是
全身的兵工廠，可穩定免疫，
保護器官，固定肌肉，儲存鈣
質，適度的將鈣質釋放於血液
之中，以便維護生理作息。他
們以圖示何為股骨頸，以及骨
頭的解剖圖，從骨的外表面到
紅骨髓、黃骨髓。王琳博士說

：所謂骨的質量，是指 「骨髓
」的部分。而 「骨質疏鬆」從
青春期就要注意。我們的骨頭
在30歲左右最堅硬，然後開始
失去密度。超過一千萬的美國
人患有骨質疏鬆症，這是嚴重
的骨質流失，增加了骨折的風
險。我們可能甚至沒有意識到
自己患有骨質疏鬆症，直到骨
折或姿勢明顯改變。實際上，
可能甚至不知道有大量的骨質
流失，而由椎骨變化引起的背
痛，可能是出現問題的第一個
跡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和五分之一的男性，在50歲以
上時會因為骨骼脆弱而骨折。

陳康元醫生說： 「骨質疏
鬆症 」是每年150萬例骨折的
根本原因。而脊柱壓縮性骨折
是最常見的- 細小骨折會導致
脊骨塌陷並改變脊柱形狀。

骨質疏鬆的三大部位，包
括：腰椎、股骨頭、前臂。骨
質疏鬆症和骨折關係密切。如

髖部骨折Hip fracture可能導致
持久的行動不便，甚至增加死
亡風險。而手腕，骨盆和其他
骨折在骨質疏鬆症患者中也很
常見。陳康元醫生和王琳博士
分析：骨結構包含三種類型的
細胞：（一 ）成骨細胞生成富
含膠原蛋白的骨骼物質，並沈
積鈣，鈣是人體中最豐富的礦
物質，其中99% 儲存在骨骼和
牙齒中。這些變成（二）骨細
胞，進入骨表面下方並保持其
結構。它們是固定的，可以生
存數十年：我們體內大約有
400 億個。它們充當骨骼連接
網絡的調節器。（三 ）破骨細
胞可以“吸收”。這將替代舊
的骨組織，釋放其礦物質，使
其流回血液和建築物。這種連
續的骨骼重塑可調節生長和穩
定性。

他們也談到什麼原因導致
骨質疏鬆 ? 在我們的一生中，
我們的骨頭在不斷地被重建。

插圖中的綠色圓形是成
骨細胞，橢圓形形狀是
破骨細胞。骨骼由膠原
蛋白（一種提供本框架
的蛋白質）和磷酸鈣
（一種使骨骼變硬的礦
物質）組成。隨著年齡
的增長，我們失去的骨
頭比我們要替換的更多
。而女性骨密度的最大
變化發生在絕經後的五
到七年內。他們以圖顯
示骨質疏鬆症在圖片中

分為四個階段：我們在兒童時
期，骨形成超過吸收，在後來
的幾年中，這種情況發生了逆
轉。而骨密度是衡量力量的關
鍵。

談到 「骨質疏鬆」無法控
制的風險因素，如：瘦弱且身
材矮小的女性更容易患骨質疏
鬆症。遺傳，種族也起著作用
，在白人和亞洲人更常見。某
些疾病，例如 1 型糖尿病，類
風濕性關節炎，炎症性腸病，
和荷爾蒙失調，也與骨質流失
有關。他們也列出 「骨質疏鬆
」可以控制的 「風險因素」如
：吸烟，低鈣和低微生素D的
飲食，過量飲酒，皮質類固醇
，用於治療哮喘和其他疾病的
抗炎藥會增加骨質流失的風險
。飲食失調（神經性厭食症或
貪食症）也會損害骨骼健康。
，

而男人會骨質疏鬆嗎? 他
們表示：在50歲以上的男性中
，約有 25%會患有骨質疏鬆症
相關的骨折。骨質疏鬆症在男
性中可能診斷不足，因為它通
常被認為是“ 女性疾
病“。並且男性可能無法接受
檢查。如果您出現以下狀況，
您的醫生可能建議您進行骨礦
物質密度測試：已超過50歲以
上，骨折了；65歲以上的女性
；處於女性更年期，並且有危
險因素；70歲以上的男性，如
果您是50～69歲的男性，有危
險因素。他們建議用 DXA(雙

X 射綫吸收儀 ）使用低劑
量X射線來測量髖部和脊柱
的骨密度。測試不到 15 分
鐘。
談到治療：加強骨骼的藥

物，如生物膦酸鹽藥（bio-
phosphonate): Actonel，

Boniva 博尼瓦，Fosamax 福善
美或 Reclast。它們可以減少骨
質流失和骨折的風險，實際上
可以幫助建立一些骨密度。

另外，可用雌激素劑治療
：激素替代療法曾經廣泛用於
更年期症狀，是患有更年期症
狀的女性的骨質疏鬆症的一種
選擇，但由於擔心癌症、血栓
、心臟，和中風的風險，因此
它的使用量少於其他藥物。如
：Evista 不是激素，但可以提
供與雌激素相似的骨骼增強作
用，而不會致癌。風險包括血
塊和潮熱增加。Forteo 是一種
合成的甲狀旁腺激素，需要每
天注射並實際上會形成新的骨
骼。
另外，可採 「生物替代」治療
： Pro 倆是實驗室生產的抗體
Lab-producedantibody， 可 減
緩骨骼的分解。每年兩次注射
，適用於絕經後女性中骨折風
險高，無法忍受其他骨質疏鬆
症藥物或沒有其他藥物幫助的
女性。副作用包括：背痛、肌
肉痛、骨骼痛、感染風險增加
和鈣水平降低。因此，我們除
了從食物中攝取鈣，並減少鈣
從腎臟流失。
他們提出建骨食品，無論年齡
多大，吃富含鈣的食物都可以
幫助保護骨骼。如大約需要三
杯牛奶。鮭魚，金槍魚和鯡魚
等魚類還含有維生素D, 有助於
我們吸收鈣；葉類綠色蔬菜也

提供鎂，有助於保持良好的骨
骼質量。一些食物和飲料forti-
fied 富含鈣和維生素D。

談到那些食物鈣含量最高
，他們介紹了牛奶、酸奶、奶
酪及沙丁魚和鮭魚等魚類是很
好的來源。強化食品也可以提
供大量的鈣。如加鈣的麥片、
大豆、堅果、種子等。需要鈣
量要多於常規飲食的有9-13歲
的男孩，9-18歲的女孩，50歲
以上的女性及70歲以上的男性
。另有二種類型的鈣補充劑：
碳酸鈣和檸檬酸鈣，分開服用
可改善吸收。向醫生諮詢鈣的
上限。過多會導致腎結石。獲
得足夠的維生素D有助於鈣的
吸收。

另外，他們也提到長期飲
茶，有助骨骼健康。英國對
1256 名 67-75 女性進行研究：
對1134名飲茶者而言，飲茶者
的骨折風險估計降低了 10～
20%。一項規模最大的研究從
1994-1998 年，追蹤 9000 多名
50～79歲的多種族女性，發現
每天喝 4 杯或更多杯茶與整個
身體較高 BMD 密切相關，而
2-3 杯則與脊柱BMD較高有關
。（BMD是指骨礦物質密度）
最後，他們也提到造骨三要素
：鈣、維他命 D，及運動。尤
其是運動，打造強壯的骨骼，
每天走一英里的女性還有四到
七年的骨骼儲備。預防跌倒，
也可避免骨折。總之，骨骼健
康永遠不會太遲。通過提高鈣
攝入量，定期鍛練，尤其太極
拳等運動可改善平衡，有助於
預防跌倒。患骨質疏鬆症者，
不活動會惡化骨骼健康，他們
建議使用欄杆或拐杖或助行器
，出去散步，享受休閒活動。

光鹽社 「維持好骨力的關鍵點」 健康講座
陳康元醫師及王琳博士主講

圖為主講人陳康元醫生圖為主講人陳康元醫生（（左左 ））王琳博士王琳博士（（右右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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