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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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Tuesday, October 27, 2020

福奇福奇：：美民衆廣泛美民衆廣泛
接種疫苗要到明年接種疫苗要到明年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川普近日
表示，美國人民將在今年年底之前獲
得新冠疫苗。英國廣播公司25日播出
了近日對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
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的採訪內容。

福奇在採訪中回應稱，今年11月
底到12月初，醫學專家們將知道美國
的新冠疫苗是否安全有效，但即使疫
苗有效，美國民衆大規模接種新冠疫
苗可能需要等到2021年第二或第三季
度。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
所長 安東尼·福奇：我們將在11月底

到12月初知道，新冠疫苗是否安全有
效。問題是一旦有了一種或以上安全
有效的疫苗，如何能儘快把它送到需
要的人手中，因此12月能提供的劑量
，肯定不足以給所有人接種，要讓相
當比例的(美國)人口接種疫苗以達到顯
著控制疫情暴發的話，可能要等到明
年第二或第三季度。

此外，當被問及是否相信美國總
統此前所說的美國正處在新冠肺炎大
流行的“拐點”時，福奇表示，這種
說法是不對的，美國目前的疫情數據
本身就說明了問題。（（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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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大選日子在即，美國政壇一團混亂，
民主共和兩黨正在對選民做最後之呼喚，
爭取他們的選票。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上週六民主黨籍參
加公職競選的候選人，聚集在美南新聞廣
場前， 向選民宣誓今年在選舉中獲勝的決
心。

來自華亞裔及太平洋群島族群的各界
代表在會上發出了緊急呼籲，當新冠病毒
繼續在侵襲我們社區時，數以萬計的中小
企業被迫關閉，每天仍然有超過七萬名確
診人數，死亡者已
經超過二十二萬 。
她們是我們的兄弟
姐妹 ，父母或親友
， 那些政客仍然視
若無睹，不願戴上
口罩。

我們對目前政
府的移民政策也表
示高度不滿， 尤其
是我們社區許多來
自移民家庭， 他們
在申報親友來美团
聚的手續和名額都

變得更加困難，對於前來美國留學的各國
学生 ，政府也采取不再歡迎的態度，让成
千上萬的人才再也無法留在美國。

我們是領導世界的強國 ，過去許多年
來不斷退出各種國際組織 ，把美國推向孤
立 ，這就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嗎？

今天我們再次呼籲， 這是我們應該團
結的時刻了， 選票就在我們手中，我們就
是國家的主人翁。

( 图片来源：路透）

We were so glad that many politicians attended the
rally last Saturday at the Southern News compound.
The group came together to show our united effort
for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ong with the AAPI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Group, we celebrated the differences and
uniqueness that make up our diverse community.

In this important election so many issues are related
to our communities, not onl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tacking and ruining our businesses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 lives. The U.S.
immigration policy also
directly influences our
families,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new immigrant families
now and many talent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will have much less
opportunities to stay in
America after they finish
their studies.

We are in agreement that
we wa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ctually, we are still the
number on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But if
we keep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e will only damage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ur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day we are still not seeing any plan from the
government to fight the pandemic. Too often now,
we are watching many people’s loved ones lose
their live. This is such a shame. This is a tragedy for
all of us.

Unless we can rescue the millions of our own
citizens, nothing could change our minds more than
to vote for better leadership for our nation.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626//20202020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Be UnitedTo Be United
這是我們團結的時刻這是我們團結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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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兩德統一後西德舊都被人遺忘兩德統一後西德舊都被人遺忘
三十年來靠新產業積極自救三十年來靠新產業積極自救

【綜合報道】10月3日，德國迎來了國慶暨兩德統一三十週
年紀念日。

或許是因為1989年11月9日的柏林牆倒塌和1990年7月8日
的西德世界杯奪冠比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解散、併入西德
更具有歷史衝擊感，也或許是因為德國的單日新冠確診人數在10
月2日突破2500例並刷新四個月以來的記錄，今年這個陰雨綿綿
的10月3日國慶，除了柏林街上設立的幾個展覽亭外，幾乎沒有
舉行任何慶祝活動。

三十年以來，東西德地區長期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始終是前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研究樣本，但幾乎無人還會提及一座三
十年來在兩德統一陰影下被人遺忘的城市：曾經的西德首都波恩
。
從波恩到柏林，一個成功的遷都案例？

貝多芬的出生地、舒曼的逝世地。憑藉著兩位音樂天才的故
居，波恩似乎本應只是一座與薩爾茨堡齊名的旅遊城市。

但歷史的機遇青睞了這座萊茵河畔的小城。
1949年9月，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在柏林問題上撕破臉之後，

西方世界控制下的西德決定拋開柏林、建都波恩。在長達四十年
的冷戰期間，這座不起眼的小城一直是西德這個世界第三或第四
經濟強國的正式首都。

一躍成為首都的波恩也藉此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通過聯邦
政府的財政支持，波恩不僅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而且隨著
外交官和政府工作人員的遷入，城市人口和規模也不斷增長，成
功地從一個“聯邦村莊”變成一個大城市。尤其是原本以瓶裝水
為主要產業的哥德斯堡區，因承接了服務外交政治的使命，一躍
成為了雲集152個國家使館的使館區。

不過，隨著1990年兩德統一，波恩短暫的輝煌就進入了尾
聲。 1991年6月，德國聯邦議會確認還都柏林。

與緬甸遷都內比都、印尼遷都加里曼丹島以及韓國遷都世宗
等分散首都職能以解決大城市病的遷都案例不同，還都柏林更像
是“損不足而富有餘”，讓本就只有30萬人口的波恩直接失去
約5000的人口以及至少2.25萬個就業機會。如果再算上領事館
、媒體代表、行業協會等相關機構，波恩將因喪失首都地位失去
3萬個就業機會和8萬人口。

作為補償，德國於1994年通過《柏林-波恩法》。按照法案
，彼時聯邦政府14個主要部委中的6個將繼續留守波恩，其中就
包括國防部、教育部、環境部、衛生部、農業部、團結髮展部等
重要部委。這6個部委將在柏林設立僱傭數量不超過25%的“第
二辦公地”。

由於並非所有國家都有足夠資金配合德國政府的還都柏林計
劃，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大量國家的駐德使館仍留守在
柏林，這也使得外交部的實際第一辦公地點繼續留在了波恩。至
於遷往柏林的其他部委，《柏林-波恩法》也規定其必須在波恩
保留第二辦公地。

得益於原西德第二政治中心的法蘭克福在歐元區建立之後成
為了歐洲央行總部所在地，原先設立於法蘭克福的近二十個聯邦
機構也搬遷至波恩以補上缺口。

除了簡單粗暴的工作攤派之外，《柏林-波恩法》還拿出
200億德國馬克還都計劃中的40億馬克（約合20億歐元）用於補
貼波恩和周邊地區的財政，為期共計十年。波恩所在的北威州也
另行投入3億歐元投資波恩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中的代表項目便
是通往科隆/波恩機場的區域快鐵。

此外，波恩還在聯邦政府的推動下轉型成為了繼紐約、日內
瓦、內羅畢、維也納之後全球第五大聯合國機構駐地，其中就包
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秘書
處等18個聯合國機構。
波恩的複興

得益於《柏林-波恩法》，波恩經歷了1992年到1996年間
3%的人口萎縮後，得到了新鮮血液開始重新增長。尤其是2012
年以來的八年時間之內，波恩的人口數一路從30.9萬攀升至去年
的32.9萬，而同期德國總人口直到2015年難民危機前保持了近
二十年的萎縮。

依托聯合國機構駐地的地位，波恩依然保持著較高的曝光度
。 201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23）在波恩召開，來自
世界各地的22000名代表出席，成為迄今為止在德國舉辦規模最
大的國際會議。這座城市正在實現從外交政治功能向國際合作和
可持續發展政策的轉變。

在更現實的荷包問題上，新世紀二十年以來，波恩的居民年
可支配收入增長了2.2%達23056歐元，而同時期內柏林居民年可
支配收入僅增長了1.3%。

此外，成功轉型為大學和科研城的波恩全市人口中18%擁有
大學或以上學歷，為北威州最高；波恩新冠疫情期間5.6%的失業
率也遠低於北威州平均值8.1%。

過去二十年間，這座小城保持著平均每年孵化600家初創公
司的速度，其中三分之一為高新技術企業，整個信息技術產業在
波恩創造的就業崗位已達2.5萬人，遠超首都職能帶來的公務員
崗位。
殊途不同歸

不過，單純的統計數據背後無法顯示的，卻是柏林重新崛起
的強勁勢頭以及舊都波恩的相對衰落。

如果說依托《柏林-波恩法》保駕護航的波恩在失去首都地
位後仍能頑強地保持適度經濟增長的話，那麼重生的柏林在過去
三十年間的發展就可以用“大躍進式”來形容了。

經歷上世紀90年代年輕人口大量湧入西德尋找新生活的人
口損失潮之後，柏林借助遷都、歐盟東擴等歷史機遇，在新世紀
再度迎來了人口的快速增長，過去八年柏林人口從332萬增長至
367萬，預計將於2025年突破400萬大關。

能夠支撐柏林人口增長的關鍵之一便是柏林的新經濟模式。
除了巴斯夫、大眾、阿迪達斯、SAP等Old Money之外，無論是
國企改制後的德國鐵路公司、新分拆上市的西門子能源，還是互
聯網時代的外賣平台巨頭Delivery Hero和風投資本大鱷Rocket
Internet無一例外都將總部設在了柏林。
柏林目前活躍著超過1800家科技創業企業、16家孵化器，其中
的佼佼者就包括網絡銀行N26以及金融科技生態公司Finleap，並
成功吸引了亞馬遜、微軟、推特等互聯網巨頭的入駐。安永在
2017年的報告顯示，德國100強初創企業融資中的70%最終流向
了柏林。

蘇東劇變之後出現的政治經濟權力真空也讓柏林受益匪淺。
作為德國向東發展的橋頭堡，柏林初創企業超過一半的人才來自
海外，其中以波蘭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占到了大頭。國際學生的湧
入以及聯邦政府的照顧也使得柏林以3座大學入選精英大學計劃
成為教育投資的大贏家。
柏林高速發展使得自己的房地產市場被國際游資盯上，高房價成
為社會問題。十年來柏林的平均房價從1500歐元/平米上升至了

5000歐元/平米，“榮陞”歐洲房價上漲最快城市。
而柏林重新崛起的第一桶金恰恰就來自於轟轟烈烈的首都建設運
動。

自1992年8月聯邦政府與柏林市簽署《首都條約》以來，柏
林就從一座人為割裂的城市搖身一變成為了歐洲最大的工地。原
先處於邊界地帶、歷史底蘊深厚的城中區（Mitte）立即得到了
聯邦政府和各國領事館的青睞和投資，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日
本人壕氣萬丈地花大價錢買下了城中區的波茨坦廣場商圈。菩提
樹下大街、勃蘭登堡門、柏林議會大廈、柏林大教堂等不僅借助
著基建浪潮成為了新一代旅遊景點，更是被聯邦政府賦予了彌合
東西柏林割裂傷痕的政治象徵。
具體到預算金額上，柏林單單在首都建設運動一項上就得到了至
少50億歐元（約合100億德國馬克）的聯邦投資，其中超過30
億歐元全部砸在了政府辦公用樓的建設和翻新等基建上。
相比如火如荼搞建設的柏林，波恩的亮點也只剩下統計數據了。
曾經讓各國駐西德使館工作人員開著掛有外交車牌的汽車任性飛
馳免於超速受罰的“大使賽道”，如今淪為一條名為B9的二級
國道。

曾經為滿足聯邦政府短期需求而大興土木建設的政府辦公區
，在還都之後，不得不面臨工程停擺，另作他用。借助《柏林-
波恩法》中的補償政策，這片辦公區得以轉身成為聯邦區，聯邦
政府依然是最大的買家。在法案中約定保留或遷入的政府部門外
，這片區域還成為當時由聯邦郵政私有化分拆出來的德國郵政，
德國電信和德國郵政銀行的總部。如今，聯邦總理府大樓現在是
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BMZ）的所在地，曾經的聯邦議會工
作地現在成了聯合國辦公樓，專門為聯邦議院的成員建造的許爾
曼大樓之後成為了德國之聲的總部。 18個聯合國機構的入駐還
讓這片區域獲得了一個新名字：聯合國校園（UN Campus）。

通過重新規劃,這片區域雖不及曾經的輝煌，但也為當地提
供了數万的工作崗位，再次成為該地區發展的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聯邦區中的一部分還被規劃成了聯邦德國歷
史博物館，館內近一百萬件藏品生動講述著波恩這座小城戰後近
半個世紀的都城歷史，成為德國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之一。

當然，波恩新形像打造也並非一帆風順。 2005年開始，為
了吸引聯合國辦事機構的入駐，滿足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聯邦政
府、波恩市和北威州投巨資建設"世界會議中心"（World Con-
ference Center），卻因投資者的欺詐行為遭受上百萬歐元的損失
，建築成本也從1.4億歐元上升至2億多歐元。在項目歷時七年
終於落成後，波恩市政府也背上了巨額債務，至今依是全德負債
最多的城市之一。

最讓波恩人加重危機感的，則是雙首都模式的名存實亡。
柏林的迅速發展吸引越來越多年輕人用腳投票擁抱柏林。聯

邦政府直屬公務員新員工不僅更願意享受柏林的繽紛生活，在職
業生涯規劃上也選擇押寶柏林。

在1996年還都柏林剛剛完成時，波恩的政府直屬公務員還
占到整體的60.8%。但自從2008年波恩、柏林兩地直屬公務員比
例首次突破 50：50 之後，波恩的角色就一直在逐漸邊緣化。
2015年底，柏林的聯邦部門公務員數量突破1.15萬，而波恩依然
停留在6500，波恩的佔比已經下滑到37%。而在2019年，波恩的
聯邦公務員佔比進一步下跌至33.1%。

事實上，20年之後波恩冷戰時代的老公務員就將全部退休，
屆時波恩這個第二首都將名存實亡。

泰國抗議示威集會愈演愈烈
亂局背後是哪些勢力？

已持續近百日的泰國反政府示威集會

愈演愈烈。截至21日當晚，首都曼谷的示

威者已連續第8天走上街頭，提出的訴求有

“巴育政府下臺、修改憲法、改革君主制”

。西方輿論認為，2014年泰國軍方發動政變

、巴育政府上臺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集

會浪潮已形成，泰國“極為罕見、前所未有

”地出現對君主制度的批評和改革要求，年

輕壹代將成為“泰國民主的催化劑”。在許

多學者看來，泰國當前的政治亂局，既有長

期的結構性體制機制問題，也有外部勢力幹

涉，但更重要的是亂局背後的各方角力。

各地示威今年已有200次
據統計，今年以來，泰國各地示威

行動至今已達200次。2月21日，泰國憲

法法院裁定新未來黨領導人塔納通向該

黨放貸的款項來源違法，宣布解散新未

來黨，並規定該黨16名執行成員在10年

內不得從政。2018年建黨、2019年3月

大選便壹躍成為泰國國會第三大黨的新

未來黨，在泰國頗受部分年輕人歡迎。

該黨被裁定解散後，校園示威活動增多

，後受疫情影響有所平息。

7月，隨著泰國政府逐漸放松防疫管制

措施，以學生為主力的示威群體再次開始

活動，當時主要是要求巴育政府下臺和修

改憲法。進入8月後，事態發生轉折。8月

10日，在有著民主運動歷史的泰國國立法

政大學內，有學生在集會時提出“我們不

想要改革，我們要革命”等口號，還有

人對王室權力提出質疑，稱“為什麼我

們需要這樣壹個國王”。示威者隨後提出

“政府下臺、修改憲法、改革君主制”三

大訴求，並學習電影《饑餓遊戲》，以

豎起的3根手指作為“反對極權獨裁”

的象征。

隨後的9月、10月，示威集會以曼

谷為中心擴散至泰國全國，參與人數越

來越多，次數越來越頻繁，示威群體也

由大學生、高中生擴散至更多的年輕人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自由

青年運動”是此次發起抗議活動的主要

團體之壹。為支持抗議活動，韓國團體

“少女時代”的壹個泰國粉絲團兩天內

就籌集到約80萬泰銖(1泰銖約合0.2元

人民幣)。有香港媒體報道，示威者中有

前總理他信的支持者“紅衫軍”。《南

華早報》稱，泰國前總理英拉日前還在

社交媒體上發帖，回憶了2013年至2014

年針對她所領導的政府的抗議活動。

據記者在曼谷觀察，當地示威集會逐

漸常態化，每天晚上都有學生參加集會，

還有大批泰國的明星、意見領袖在社交媒

體上表態支持示威。由於示威集會通常比

較平和，參與者以演講、喊口號、靜坐為

主，有時還唱歌跳舞，因此大部分泰國人

不會覺得正常生活受到太大影響。有支持

學生的民眾和商家表示：“泰國需要改

變”。在曼谷，也有保皇黨支持者舉著泰

國王室的照片走上街頭，他們表示，“可

以要求更多的民主，但不能碰君主制”。

談起豎起3根手指的手勢，曼谷活

動人士裏提潘表示，它在泰國代表著

“自由、平等和友愛的價值”，塔納通

2018年成立反對黨後，該手勢現在已被

用來表明“我們不是暴政和虐待的對象

”。按照《泰國問詢報》記者埃裏希· 帕

帕特的解釋，該手勢可以追溯到法國大

革命時期——自由、平等、博愛三合壹

的時代——但大多數抗議者現在只知道

這是《饑餓遊戲》裏的手勢。

面對示威浪潮，已從德國回國的泰

國國王哇集拉隆功表示，“泰國需要愛

國，愛君主制的人民”，對示威者有關

限制王室權力、要求巴育下臺等訴求沒

有直接回應。泰國總理巴育表示，“政

府願意傾聽，並繼續在所有領域解決問

題”。而副總理素帕塔納蓬則強調，

“政治程序是解決當前動亂局勢的最好

方法，每壹個人都應該齊心合力，協助

國家走出經濟危機”。

“年輕人的想法和父輩不同”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東南亞問題專家

周方冶看來，泰國當前的反政府街頭運

動，根源上是2006年以來泰國政治權力

結構調整的持續演進與延續。他告訴記

者，相較於此前的“反他信”“反沙瑪”

“反阿披實”“反英拉”的數輪政治浪

潮，本次街頭運動呈現出壹些新變化：

首先是反政府街頭運動的根本矛盾，在

城鄉分化、地區分化、貧富分化基礎上

，增加了代際分化；其次是反政府街頭

運動的政治訴求進壹步極化，開始觸碰

“君主制”的政治紅線。

周方冶認為，從2006年政變到2014

年政變，泰國在八年時間裏經歷多輪被普

遍稱為“紅黃大戰”的政治沖突。盡管領

導者與政治訴求屢有調整，但總體上看根

源是外府(即首都曼谷以外特別是北部和東

北部地區)農民及城市貧民，與曼谷城市中

產階級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並在此基礎上

，進壹步形成革新派的新資本集團與保守

派“鐵三角”(即王室—保皇派、軍人集團

、曼谷政商集團)的上層權力博弈。因此，

在2014年之前，曼谷街頭運動看到的更多

是飽經風霜的貧苦民眾面孔。相比而言，

2020年的曼谷街頭運動，更多是在校大學

生和剛走上社會的年輕人。

2014年之前的泰國政治沖突，盡管

曾多次引發大規模沖突甚至流血慘案，

但卻都未曾觸碰“國體”。無論“紅黃”

兩派，都努力宣稱堅持老國王拉瑪九世

領導，國王偶爾作出的政治表態，也在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紅黃大戰”的政治

走勢。2016年以來，泰國政治逐漸極化

，開始從左右分野的“紅黃大戰”，進

壹步分化出極左翼與極右翼，從而形成

了新資本集團他信派系——為泰黨為代

表的中左陣營，巴育派系——曼谷政商

集團為代表的中右陣營，“紅鑲邊”派

系領袖、前陸軍司令阿披臘為代表的極

右翼保皇派，以及新資本集團塔納通派

系—新生代學生的極左翼。

從極左翼來看，除了新生代學生領袖

外，最關鍵的政治人物當屬42歲的億萬富

翁塔納通。離開國會的塔納通變得更為激

進，公開支持新生代學生領袖提出的改革

“君主制”十點要求，其中包括廢除《君

主法》第112條(該條規定，“誹謗、侮辱

或威脅國王、法定繼承人或攝政王”的人

將被處以3至15年的監禁)、根據國家的經

濟狀況相應地減少王室預算、建立制衡和

監督王室開支的制度、取消崇拜君主制度

的教育課程、找出殺害那些批評君主制並

與之有聯系的平民的真相、國王不應贊成

軍事政變和公開政治觀點等。

泰國資深媒體人、《民族報》前總

編輯素帕拉克認為，2016年繼位的泰國

國王哇集拉隆功長期居住海外，但其開

支由泰國納稅人承擔，引起部分網民議

論。他表示：“年輕人對君主制的想法

跟父輩很不同，他們想要壹個更透明、

更貼近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制。” 周

方冶也表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出

生的泰國新生代們，沒有經歷過泰國被

譽為“亞洲四小虎”的時代，他們更多

關註的是既有體制在解決社會經濟穩定

發展與繁榮方面存在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

究員、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許利平告訴記

者，此次泰國抗議以學生為示威活動的主

體，改革君主立憲制為主要訴求之壹。抗議

背後有權力與利益的糾葛。保皇派尋求既得

利益，保全現有權力結構，而示威者則是要

改革現有權力結構，甚至革命。許利平強調

，東南亞國家期望泰國局勢穩定，保持東盟

壹體化順利推進。也有輿論分析，泰國王室

需要主動變革，以適應民眾的需求。

值得關註的是，在國會鬥爭中，塔納

通派系2020年初以巴育政府“對華合作有

損泰國利益為由”提起的不信任案辯論被高

票否決。泰國“反巴育”運動中也有人與

“港獨”“臺獨”等形成線上線下聯動，構

建諸如“奶茶聯盟”的社交平臺活動群落，

並試圖將不滿情緒蔓延到中泰合作領域。

新生代示威背後的西方因素
歐美媒體對泰國局勢非常關註。美

國《華盛頓郵報》20日稱，近20年來，

泰國的政治處於兩極分化狀態，壹方是

以農村為基礎的民粹主義運動，另壹方

是與軍方和王室結盟的城市精英。民粹

主義者多次贏得民主選舉，卻被政變和

可疑的法庭裁決趕下臺。該報還稱，美

國是泰國的強大軍事同盟，“過去支持

民主的運動可能會向美國尋求幫助”。

據路透社2019年4月報道，塔納通

在接受泰國司法機構審查時，美國等西

方國家的使領館人員曾為其站過臺；新

未來黨被解散後，人權觀察、大赦國際

等美西方非政府組織又高調發聲，鼓動

新生代上街示威。

“泰王哇集拉隆功加冕僅壹年多後，就

爆發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抗議示威。”香港

《南華早報》稱，這場抗議示威在壹定程

度上是由德國媒體報道推動的，在媒體曝

光泰國國王在德國的奢侈生活後，德國外

長表示，“有關泰國的政治活動不應在德

國領土上進行”。這些事態的發展似乎鼓

勵了泰國的抗議活動。年輕人領導的民主

抗議活動要求廢除巴育領導的政府，制定

新憲法並限制君主政體，後者神聖不可侵

犯的地位由軍方支持。泰國議會已收到各

種修改憲法的提案，但這些提案都被保皇

派和軍方主導的參議院推遲了。

“抗議活動在泰國並不新鮮。同時

，自1932年向君主立憲制過渡以來，這個

東南亞國家已發生過約20次政變。”彭博

社稱，在社交媒體時代，泰國軍政府如今

對示威訴求已很難保持沈默。泰國國立法

政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普拉賈克· 孔吉拉

提在接受BBC采訪時表示，“壹種意識形

態的鴻溝現在已滲透到泰國社會各個階

層”，青年人已攤牌，而政治精英對自己

的統治能力過於自信，如不想做出任何調

整，將為政治僵局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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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歐貿易談判陷僵局對話仍將繼續
雙方都籲對方做妥協

綜合報導 英國和歐盟表示，關於貿易協議的談判大門仍然敞開，

雙方都呼籲對方做出妥協。

英國住房、社區及地方政府事務大臣詹裏克19日表示，首相約翰遜

希望歐盟在英國脫歐問題上做出相對較小的讓步，談判的大門仍然敞開

，但除非歐盟讓步，否則英國將在無貿易協議的情況下退出歐盟。

“目前對於他們來說，明智的做法是多付出壹些代價，在仍有待討

論的問題上更加靠近我們。他們尚未這樣做，這令人失望。”詹裏克表

示。

他說：“如果(歐盟)他們不能這樣做，那麼我們將無法以我目前認

為雙方都希望的方式結束討論。”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塞夫科維奇(Maros Sefcovic)19日重申，歐盟仍希

望與英國達成貿易協議，但不會“不惜任何代價”。此前，約翰遜16日

表示，繼續談判沒有意義。

塞夫科維奇在倫敦會見了現有脫歐協議的英國負責人邁克爾· 戈夫

後表示：“這必須是壹個對雙方都公平的協議——我們不會不惜任何代

價簽署協議。”他說：“為了讓雙方達成壹個良好的協議，歐盟準備壹

直努力到最後壹刻。”

歐盟首席談判代表米歇爾· 巴尼耶本周將在倫敦與英國首席談判代

表大衛· 弗羅斯特舉行會談。巴尼耶的發言人說，他們將在19日通電話

討論未來談判的架構。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英歐雙方都需要做出妥協。法國總統馬克龍

則稱，英國比歐盟27國更需要壹個協議。代表700多萬工人的70多個英

國商業團體18日敦促政界人士回歸談判桌，達成協議。

歐洲新冠確診病例激增
多國醫療系統面臨嚴峻挑戰
綜合報導 近期，歐洲多國新冠感染病例激增，抗疫壓力大增，醫

療系統也面臨嚴峻挑戰，甚至面臨癱瘓的風險。

根據歐洲疾病防治中心(ECDC)數據，歐洲已通報超過500萬例感染

病例、20萬死亡病例，新增病例數從9月底開始激增。

ECDC上周公布的每周最新總結資料表示，盡管仍遠低於六個月前

危機高峰期的水平，有20個國家的新冠住院人數與病床占用數量，已再

度處於高位或正在上升。

盡管歐洲在3月和4月采取史無前例的封鎖措施壹度控制了疫情，

但目前感染病例數再次激增，從葡萄牙到波蘭當局皆發出警告稱，危機

再度來襲讓他們的醫療體系面臨嚴峻挑戰。

比利時推遲了所有非必要的住院程序，其他國家也在采取類似的措

施。比利時衛生大臣稱該國遭遇新冠感染的“海嘯”。

荷蘭衛生當局表示，如果住院的新冠患者還繼續增加，那麼到11月

底常規護理資源可能被消耗掉四分之三。捷克當局也發出了類似警告。

此外，隨著住院人數急劇增加，人們將更多註意力放在重癥監護室

上面。第壹波疫情期間，許多地區的重癥監護室幾乎都人滿為患。

意大利上壹波疫情中心倫巴第(Lombardy)當局21日下令，重新啟用

在米蘭和貝加莫設立的臨時特別重癥監護病房。

德國的壹些地區衛生當局已經同意接收來自其他國家的重癥患者。

德國是應對第壹波疫情最為有效的國家之壹。

高空中賞“滿天星辰”！
日壹航空公司推航班球幕投影日壹航空公司推航班球幕投影

綜合報導 日本中型航空公司星

悅航空進行了壹次特別飛行，行駛的

航班內部播放了球幕投影，讓乘客在

萬米高空欣賞到了“滿天星辰”。

據報道，航行中的飛機在完全關

燈後，工作人員通過球幕投影，在其

頂部呈現出了“漫天星空”，整個過

程持續了約25分鐘。

據介紹，之所以能在萬米高空呈

現出別樣景觀，源於工作人員在飛機

通道上，設置了6臺超小型投影儀。

當天的這架航班從福岡縣北九州

起飛並降落，航行時間約90分鐘。該

公司社長白水政治表示，“在新冠疫

情嚴峻的時期，人們容易變得消沈，

希望(此舉)能給大家多少帶來壹些夢

想、希望和感動”。

該公司計劃，將在2020年內進行

下壹次類似飛行。

疫情之下
倫敦金融城的“空城季”

綜合報導 2020年對於倫敦金融城來

說，是壹個特殊的年景。年初，金融城

最為擔心的是年底“脫歐”過渡期結束

後，倫敦和歐洲大陸之間的壹體化聯系

能否得到延續。

3月末開始，新冠肺炎疫情猛然加劇，

英國政府啟動全國範圍內的封鎖措施，

金融城的從業人員們也開始了居家辦公

，眾多銀行網點暫停營業。

6月下旬之後，防疫限令有所放開，

倫敦的其他主要商業街區，市民已經漸

漸回歸街頭，可是在金融城，在壹家家

金融機構和周邊的商店餐廳等服務場所

之間，依舊充盈著壹股冷氣，大多數金

融城員工依然沒有返回工作場所，空城

景象依然持續。曾經閃光發亮的金融城

仿佛壹座被遺棄的藏寶窟。

在22日下午，總臺記者來到金融城

探訪。和煦陽光下，金融城異常地安靜

。在英格蘭銀行附近的交叉路口前，不

管紅綠燈如何變幻，各個路口都是空空

蕩蕩的。偶有雙層巴士、出租車經過，

往日車流不斷，人流不斷，西裝革履的

人群來回穿梭的景象不再。

金融城的諸多地鐵口都被封閉，在

找到的惟壹壹個開放的地鐵出入口前，

免費報紙分發員夏瑞講：

“這裏可比過去安靜多了。”

“以前我每天分發700多份報紙，

現在只有200份不到。”

“我大概是這附近唯壹每天堅持來

上班的人！”

由倫敦老證交所改建的豪華購物中

心依然開門營業，這裏主要銷售各種奢

侈品包括名表、 珠寶首飾和高級成衣。

以往，到訪金融城的外國遊客也會在此消

費；現在，購物中心內很難看到客人的身

影。在空空蕩蕩的大堂內，各種與防疫有

關的規定都壹壹標註，店家提醒客人要保

持社交距離，在這裏，在其他商業街會

出現的排隊景象基本不會出現。

在老證交所的外圍街道上，原先壹

家家緊挨著的奢侈品商店，三分之二的

店家都是關門的狀態：有的是暫時停業

，有的是永久關門，亟須尋找新租戶的

店家貼出了招租廣告。

壹位金融機構從業者格萊姆說，幾

個星期來他第壹次來到金融城，過去的

大半年時間裏，他和同事壹樣都在家裏

上班。對於金融工作者來說，在家裏上

班不是那麼容易，科技手段還不能完全

滿足金融業者的工作需要。再談起英國

各地的分級防疫限制，他認為，壹次封

鎖不能徹底解決疫情的威脅，第二次封

鎖十分有必要，如果有第三次封鎖，他

也不會感到奇怪。

這樣的空城狀態會持續多久呢？之

前遇到的那位分發報紙的女工以開玩笑

的口氣說，她覺得會永遠這樣子了，在

這個冬天沒有希望會看到金融城恢復正

常。

本來寸土寸金的金融城長期呈空置

狀態，可以想見管理者的焦急。

就在本周，金融城管理者提出壹個

新策略，希望能吸引到英國的中小企業

和藝術家落戶金融城，讓金融城的租戶

們呈多元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藝術工作者和

中小企業均受到了不小的沖擊，就在距

離金融城不遠的倫敦西區，那裏的情形

和金融城有些類似：很多劇院很久都沒

有開張，演員們和藝術工作者長期失業

在家。

在離開金融城前，還遇到壹個餐館

經營者，他站在自家的酒吧大門口，不

過空空蕩蕩的小街上幾乎沒有壹個顧客

。他和街對面的保安打招呼、和記者聊

天。他說，為了得到政府的補助，酒吧

還不能完全關掉。英國政府說從11月開

始，會給他這樣的中小企業壹些扶助。

之前，曼徹斯特因為被升級防疫措

施，曼徹斯特市政府要求中央政府給予

足夠的補貼，不過實際得到的只有要求

的40%左右。

法國實施宵禁區域擴大至54個省份
涉及全法4600萬人

綜合報導 由於法國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惡化，法國官方當地時間22日將實施

宵禁區域擴大至54個省份，涉及全法

4600萬人。

法國總理卡斯泰與衛生部長維蘭等

當天召開發布會，闡述當前疫情情況和

官方應對措施。卡斯泰指出，當前疫情

形勢嚴峻，法國已經達到每10萬人中有

251名病毒感染者，新冠患者在重癥監護

病房的比例也在持續上升。

卡斯泰宣布，法國實施宵禁區域擴

大至54個省份，涉及全法4600萬人，以

阻遏病毒的進壹步傳播。宵禁時段仍為

晚9點到次日早6點，將持續6周。另外

，位於太平洋的法屬波利尼西亞也將實

施宵禁。

這意味著法國約壹半省份、三分之

二的人口都會被宵禁令影響。法國巴黎

、裏昂、馬賽等多個主要城市和地區已

經開始實施宵禁。22日被新增列入宵禁

區域的省份達38個，這些省份的宵禁令

應於24日正式生效。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介紹了醫療系統

應對疫情的努力。他表示法國的重癥監

護病床已經增加到5800張，並可在15天

內臨時增加到7700張。他還透露，目前

法國每周可以進行160萬次新冠病毒檢

測。

法國文化部長巴舍洛表示，文化界

受到疫情的沖擊嚴重，官方將為此提供

1.15億歐元的援助，主要用於幫助和支

持演藝界、音樂界、電影院和劇院等文

化場所。

法國官方當天還正式推出了用於追

蹤病毒感染者的新版手機軟件，並呼籲

民眾能夠積極下載使用，以使其發揮效

果。卡斯泰表示他本人已經下載使用該

軟件。

卡斯泰在發布會結束時警告，未來

幾周將會很艱難，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

將會增加，醫療系統將會面臨艱巨考驗

。他還表示，宵禁措施是否有效還需時

間檢驗，如果病毒仍在進壹步傳播，官

方會考慮采取更嚴厲的管制措施。

法國22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次突

破4萬例，又壹次創下疫情暴發以來新

高；法國官方累計確診病例當天逼近100

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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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1日，紐約布魯克林區，目睹一場突如其來的槍擊案後，一名美國民眾驚恐萬
分。當晚，一名槍手坐在一輛白色轎車裡向6人開槍，造成1人死亡，5人受傷。

更令人驚訝的是，如此驚魂的場面，在當天的紐約，發生了6次，共造成3人死亡，8人受
傷。

一天，一座城市，六場槍擊案。這不是電影裡的場景，這是真實的美國。
而槍擊案頻發背後的另一現實是美國售槍量的大增。美國全國射擊運動基金會本月21日公

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全美槍支銷售量激增95%，彈藥銷售量飆升
139%。在槍械商店進行的槍支彈藥交易達到1030萬宗，創下紀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首次購槍者和非裔美國人成了購槍的“主力軍”。他們，為何拿起
了槍？

首次購槍者：
有槍才能睡個好覺
六個星期前，來自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24歲工程師諾亞·霍納入了人生的第一支槍。
“其實我一直都想要一支槍，但始終沒能下定決心，可近來的所見所聞告訴我，為了保護

自己，最好還是來支槍吧！”霍納坦言，7月25日，在奧斯汀發生的一男子故意開車沖向人群
並開槍打死手持AK-47步槍抗議者事件讓他深感槍支對自衛的重要性：“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
在我身上，如果我不得不在晚上單獨面對來自槍支的威脅呢？”

如今的每個夜晚，一把嶄新的格洛克43手槍就靜靜地躺在霍納觸手可及的床頭櫃裡，並隨
時等待著可能被叩響扳機的那一刻。

此外，為了獲得可以在公眾場合攜帶槍支的許可證，霍納每週六早晨都要前往位於奧斯汀
市南部的德州槍械廠去學習槍支使用的相關課程。

“今年的學生明顯增多，往年大多是保守派人士，今年卻多了很多自由派人士。”授課老
師邁克爾·卡吉爾明顯感受到今年學員數量的激增和結構的變化，但他對這些首次持槍的民眾
予以了理解。 “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需要它，尤其是現在。一切都很瘋狂，有時候開槍
不過是為了結束威脅。”

除了卡吉爾，美國媒體也注意到槍支購買人群的變化。 “社會危機的‘鼓聲’激發了美國
民眾購槍的強烈慾望，而買家卻不同於以往。”美國政治新聞網如是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 CNN）24號報導稱，今年美國首次購槍者人數的上漲尤其明顯。

美國全國槍支運動基金會數據顯示，美國今年前4個月大約40%的售出槍支是由首次購槍者
購買的，數據遠高於以往20年24%的平均水平。

非裔美國人：
買槍才能有安全感
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63歲的非裔卡車司機布魯斯·湯姆林也加入了“購槍大軍”。
今年8月，在美國弗吉利亞州的一次示威遊行中，非裔參與者持槍合影。
他的購槍動機和霍納如出一轍。 “前不久，我在網上刷到一段視頻，一名名叫艾哈邁德·

阿伯里的黑人在慢跑時被三個白人男子尾隨並槍殺，他倒在地上的時候，就像一條垂死的狗。
這個畫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讓我敏感、緊張、害怕……”

於是，受了刺激的湯姆林買了支槍，並表示後續可能還會再囤一點。
“身處如今的美國社會，每個黑人的性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脅，一定還會有更多的暴力事件

發生，我並不是這個世界上最喜歡槍的人，但槍的確能夠給我帶來些許安全感。” 湯姆林繼續
解釋道。

就在24日，美國芝加哥郊區又發生了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起因是
20日，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被警察開槍擊斃。

現在的美國，選擇用槍支保身的非裔大有人在。
今年6月，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採訪了500名美國非裔，他們表示在新冠肺炎

疫情大流行及種族主義鬥爭持續的當下，買槍就是為了自衛。
據統計，9月，非洲裔美國人的購槍數量飆升了58%。美國全國非裔槍支聯合會數據顯示，

從年初以來，該機構會員數量大漲了約5000人，而之前會員數量總計為3萬人左右。
全美非裔美國人槍支協會（NAAGA）主席菲利普·史密斯表示，在兩個時期內該協會湧入

了大批新成員：一次是2016年特朗普大選獲勝後；還有一次就是在最近的種族歧視抗議活動期
間。

史密斯稱，一年前，NAAGA每天可能會有10名新成員加入，而現在，每小時就能新增10
位新成員。他認為，促使非裔美國人購買槍支的因素主要有三個，“目前的政治、流行病和種
族主義論調，這三件事合在一起就像一隻三頭怪物驅使人們加入我們。”而許多新加入該組織
的成員表示，自己加入是因為“黑人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殺害的故事使他們相信自己需要武裝”
。

但槍支氾濫這個頑疾，似乎依舊難解。美國人看到，每一次因槍擊慘案而高漲的控槍呼聲
，最終都會因黨派和利益集團的“無視”和乾涉而歸於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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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10 月 26 日，據美國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的報告顯示，2020
年至今，美國的死亡人數比預
期 多 出 近 30 萬 人 。 在 這 些
“超額死亡”中，有三分之二
直接歸因於新冠肺炎。報告顯
示，在今年 1 月下旬至 10 月 3
日期間，美國發生的“超額死
亡”人數為299028人，其中有
198081例因新冠肺炎死亡。

同時，疾控中心的報告中

年齡和種族趨勢也揭示了新冠
疫情如何打擊少數族裔群體。
數據顯示，從每週死亡人數來
看，相較於往年同期平均人數
，西班牙裔、黑人和亞裔社區
的“超額死亡”人數比白人更
高，達到53.6％。而根據年齡
人口統計表明，“超額死亡”
主要發生在老年群體。然而，
在7月的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
時，25 至 44 歲的“超額死亡
”人數出現了明顯的激增。這

顯示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對老
年人群有危險。

10月早些時候，來自弗吉
尼亞聯邦大學醫學院的研究表
明，到2020年底，美國的“超
額死亡”人數可能超過 40 萬
。

“超額死亡”是一個經常
被用來評估異常事件影響的指
標，它計算了比預期平均水平
多出多少死亡人數。

（綜合報導）上個月，在露絲.巴德.金斯堡
（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後，美國總統特
朗普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參議院對此提名進行了三天的辯論後，開
始投票表決，如果艾米.科尼.巴雷獲得通過，那
麼她將成為由9名法官組成的大法官中的第6位
共和黨人。

由此此時此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時
刻，艾米.科尼.巴雷特的提名引起民主黨和共和
黨的強烈分歧，因為大法官可能最終決定誰將
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目前，現任總統特朗普
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之間的大選之爭正激
烈進行，誰將成功尚難定論，且雙方在大選
“郵遞選票”方面存在爭議，因此有可能對最
後的選舉結果產生爭論，如果雙方爭執不下，
最後可能會交由最高法院裁定。當艾米.康尼.巴

雷特獲得參議院通過，那麼在最高法院中就將
有6位共和黨籍大法官，共和黨佔據絕對優勢
，即便有一名共和黨大法官倒戈，那麼在最後
表決時共和黨仍能以5：4獲勝。所以說，如果
艾米.康尼.巴雷特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特朗普因
此就有了連任的可能。

也正因為如此，民主黨表達了他們對整個
過程“不合法”的擔憂，反對在距離總統選舉
日如此之近的最高法院提名。但是，由於按照
法律，美國總統有權提名大法官人選，共和黨
又在參議院佔據優勢，因此艾米.科尼.巴雷特成
為大法官就可以說是板上釘釘的事了。在大選
臨近之際，特朗普有了“保障”---可以預測
，如果特朗普敗選，極有可能以大選“舞弊”
為由提交最高法院裁定，以此獲得連任。

（綜合報導）據伊朗多家媒體報導，當
地時間26日，美國針對伊朗發起新一輪制裁
。本次製裁主要針對伊朗的石油化工部門，
包括石油部長、國家石油公司、國家油輪公
司等在內的多個伊朗人員及機構均被美國列
入製裁名單。報導稱，制裁原因為“這些實
體及個人向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以及敘利亞
政府提供資金支持。”

針對本次製裁，伊朗外長扎里夫在社交
媒體上表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剛剛承認，
美國已經批准了向伊朗人民施加更多痛苦的
決策，美國是時候承認它是一個“制裁成癮
者”了。美國應摒棄這個習慣。針對伊朗發
動更多的經濟戰，只會讓美國的影響力越來
越少。

此外，26日晚，伊朗石油部長贊加內在

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美國對我及我的同
事施加的製裁是一種被動反應，表明了華盛
頓試圖將伊朗原油出口'清零'政策的失敗。單
邊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伊朗石油工業不會
受到任何阻礙。”他強調，“在伊朗之外我
沒有任何可供製裁的資產，我將為伊朗奉獻
自己的生命、財產以及聲譽。”據了解，本
次製裁是自本月8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將伊朗
至少18家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列入製裁名單
之後的新舉措。

自 2018 年 5 月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
以來，便對伊朗施加“史上最嚴制裁”，而
此後美國一直宣稱，將盡最大努力讓伊朗石
油出口“清零”。伊朗政府和軍方則數次警
告稱，美國必須停止對伊單邊非法制裁，制
裁所產生的所有惡劣影響均由美方承擔。

參議院通過大法官提名：若大選失利
特朗普或將“告上法庭”

美國針對伊石油化工部門發起新一輪制裁美國針對伊石油化工部門發起新一輪制裁

紐約一天6起槍擊案
全美槍支銷量激增95％！首次購槍者和非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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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台灣大瞄準科技照護台灣大瞄準科技照護 把關高走失風險族群把關高走失風險族群
（中央社）台灣大哥大運用物聯網技術，耗時3年研發myAngel科技照護體系，為高走失風險

族群量身打造myAngel御守錶，委由鴻海代工製造，並推出App及愛協尋服務，盼明年底前能服
務上萬名長者。

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料，罹患失智症長者約有20多
萬人，加上具有輕微認知障礙的長者，總數將近90萬人。國發會研究更預估，台灣將在2025年進
入超高齡社會。

因此，如何妥善關懷及照護長輩，成為許多家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台灣大哥大運用物聯

網技術，耗時3年研發myAngel科技照護體系，包括專為高走失風險族群量身打造的myAngel御
守錶，委由鴻海代工製造、關心年長者活動狀態的 myAngel App，以及同步啟動 M+通訊軟體
「愛協尋」服務功能，號召全台各地志工協尋失蹤長者，整合 「關懷、預防、協助」3項服務。

台灣大基金會更提供100個myAngel科技照護服務名額給全台7大公益團體及醫院，讓有需要
的弱勢長輩得到完善的照護。

台灣大總經理林之晨今天出席活動，提到小時候他幾乎是由外公、外婆帶大，因此深刻體
會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生活經驗，也希望長者們都能有完善的照護服務，此項專案具有高
度公益性，不會以財務結果作為唯一的指標，更重要的是能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為解決長者容易走失狀況，myAngel御守錶具備多重定位功能，可涵蓋室內室外，讓照顧
者掌握長者位置；家屬也可設定特定地理範圍，當長者進入或離開範圍時通知家屬，減少走失風
險。

（中央社）一定金額以上遺贈稅案件，放寬可以實物抵稅，
財政部統計，近年平均每年處分抵繳實物得到的稅款，約新台幣
19億元，其中以土地及上市櫃股票抵稅最大宗。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2項規定，繳稅金額在30萬元
以上的案件，若被贈與者或繼承財產者有困難無法一次以現金繳
稅時，現金、存款不足部分，可以實物抵繳，可抵繳的種類包括

土地、房屋、上市
櫃股票、未上市櫃
及興櫃股票、政府
公債、動產、權利
等，其中又以土地

、上市櫃股票抵繳最常見。
與現金繳稅不同，國稅局收到抵稅的實物後，還要花心力接

管、變現，據國產署統計，近年抵繳實物已處分金額占總抵繳金
額比重約為38%，其中僅有上市櫃股票的處分相對容易。

國產署表示，為加速處理房屋及土地的抵繳案件，2019年4月

29日修正規定在案件受理後，國產署需派員會勘，提供意見，多
了這一步，便可先一步掌握不動產使用情形，在接管後迅速處分
變現。

國產署統計，從修正規定至今，一年就已核抵了602筆土地及
1棟建物，土地部分，之中9成為公共設施用地，1成多為占用地
、5.7%為閒置用地；從金額來看，換算平均每年因處分抵繳不動
產變現的稅額約10億元左右，今年前9月則已達8.97億元。

若加計股票、公債等，整體實物抵繳案件的處分後所得稅款
，近年平均每年約19億元，今年前9月為14.06億元，其中以土
地最多，上市櫃股票次之，接下來是未上市櫃及興櫃股票。

遺贈稅實物抵繳每年平均處分入帳19億元

微軟在台31年來最大投資
估創造3000億產值

（中央社）微軟今天宣布投資數位台灣4大新計
畫，包括落地資料中心、增設雲端硬體團隊、發動產
業生態系、注入國際資安資源，為微軟31年來在台
最大投資案，將可帶來超過新台幣3000億元經濟產
值，創造超過3萬個工作機會。

「今天是微軟在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天」，台灣微
軟總經理孫基康在記者會中表示，去年總統蔡英文提
到，希望微軟在台灣加碼投資，今天希望能不辜負期
望。每個人的生活不斷在改變，大家都體認到科技的
重要性。科技可以對抗疫情，可以賦能產業，讓產業
具備更強的韌性。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指出，台灣是微軟可
以信任的合作夥伴，才讓微軟持續加碼投資台灣。感
謝微軟在投資過程中，把舞台提供給台灣的年輕朋友
，讓台灣年輕人在數位經濟中有更好機會和更好發展
。

孫基康說，微軟在台灣耕耘超過31年時間，產官
學合作不斷推動創新與發展，累積超過2400位合作
夥伴一起推動AI、雲端及數位轉型。

2016年微軟成立亞洲第一座物聯網創新中心，與
台灣業者不只導入AI與雲端技術，還創造新的商業
模式，把業者帶向全球。2018年進一步把微軟大腦
搬到台灣，落實AI產業化、產業AI化。2019年扶植
台灣新創產業，邁向國際。

孫基康表示，相信台灣企業組織將能在高規格的
網路安全和合規標準下落地資料，並運用先進的AI

與物聯網等科技創新，建立世界頂規的雲端科技。
微軟將引領台灣指標產業走向數位轉型的下一步

，特別是奠定經濟基石的半導體、製造業與資通訊產
業。微軟也將持續致力推動台灣的產業創新和經濟增
長，輔佐台灣成為亞洲數位轉型中樞。

根據研究機構IDC預估，微軟與產業生態系將因
為 4 大新計畫，在 2024 年前為台灣帶來超過新台幣
3000億元經濟產值，創造超過3萬個工作機會。

微軟投資台灣最新計畫之一是將台灣納為微軟全
球超過60多個資料中心區域，在台灣設立首座Azure
資料中心區域，提升台灣於國際雲網絡的地位。

其次，微軟在台設立 「Azure雲端硬體與基礎建設
團隊」，將台灣作為亞洲營運中心，設計適用人工智
慧（AI）、 物聯網與邊緣運算解決方案的先進雲端
軟硬體基礎建設，提供微軟全球資料中心使用，拉抬
台灣伺服器供應鏈於全球的重要性。

第三，微軟表示，將發動夥伴生態系，攜手資通
訊夥伴帶領各產業擁抱5G與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數位轉型大戰略，由微軟搭橋，台灣產業上橋，助
攻台灣頂尖企業跨入國際市場。

第四，微軟將注入國際級資安資源，守護台灣產
業鏈等，全面加速台灣產業數位轉型。微軟更承諾將
在4年內為台灣培育超過20萬產業數位人才，全面提
升台灣科技強度，並打造台灣成為 「亞洲數位轉型中
樞」。

高市高市205205廠遷建廠遷建 廉政平台成立廉政平台成立
高雄市接受國防部委託辦理高雄市接受國防部委託辦理205205兵工廠遷建案兵工廠遷建案，，投入逾新台幣投入逾新台幣122122億元億元，，已全已全

面展開面展開，，高市府高市府2626日由副市長史哲宣示成立日由副市長史哲宣示成立 「「205205兵工廠遷建案採購廉政專責平台兵工廠遷建案採購廉政專責平台
」」 ，，盼廉政作為有助加速取得土地與招商盼廉政作為有助加速取得土地與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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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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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偉大勝利捍衛和平正義——紀念中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
覽”25日起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向
公眾開放。已於19日開幕的是次展覽，通過上
千件文物、圖片、視頻、實景再現等形式，全
景式回顧展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歷程。香
港文匯報呈現部分展品和圖片，讓讀者先睹為
快。

展覽共分7個部分：序廳、“正義擔當決
策出兵”、“運動殲敵穩定戰線”、“以打促
談 越戰越強”、“實現停戰 勝利歸國”、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偉大意義和歷史貢

獻”、結束語。同時設置“中國人民志願軍
思想政治工作”、“中國人民志願軍後勤保障
工作”、“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最可愛
的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
五個專題，全方位反映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
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

據介紹，是次展覽共展出照片540張、展
品及文物1,900餘件、藝術品15件。其中824
件文物為首次展出，如伍先華的一級國旗勳
章、金星獎章、勳章證書，韓德彩的立功材料
和戰鬥經過圖，上甘嶺戰役中被炸斷50多處的
電話線。展出的珍貴文物和文獻資料包括：彭
德懷在抗美援朝時期使用的望遠鏡、志願軍二
級英雄鄭起的軍號、俘虜63名敵軍的劉光子使
用的衝鋒槍等。

除珍貴文物，此次展覽還通過豐富的實景
設計，還原了決策出兵、鏖戰長津湖、血戰上
甘嶺、“凱旋門”、“最可愛的人”等重點場
景，讓觀眾如臨其境。同時結合具體戰役戰鬥
或重大事件，生動講述了黃繼光、邱少雲、楊
根思等一大批英雄模範的光輝事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楊帆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抗美援朝展在京開放 文匯報讀者先睹為快

■■已於已於1919日開幕的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日開幕的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70周年主題展覽已向公眾開放周年主題展覽已向公眾開放。。圖為圖為
2424日展覽迎來北京高校師生參觀日展覽迎來北京高校師生參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人民積極援助抗美援朝前線。展板上寫毛澤東主席
的話：“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
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抗美援朝中有抗美援朝中有
197197,,653653 位烈士位烈士
光榮犧牲光榮犧牲，，展覽展覽
展出英模雕像展出英模雕像，，
紀念犧牲的英雄紀念犧牲的英雄
先烈先烈。。

■■志願軍特級英志願軍特級英
雄黃繼光用過的雄黃繼光用過的
水壺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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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是謊言的訊息是最有問題的不全是謊言的訊息是最有問題的 「「假新聞假新聞」」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角聲角聲」」 3838週年網上盛宴週年網上盛宴！！

造謠、誤傳、仇恨言論和其他形式的訊息，可能
壓制選民投票的意願，破壞民主體制。專家提供如何
辨別這些訊息的方法。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Pilar Marrero報導

問題訊息，有人稱之為 「假新聞」 ，正在各個媒
體上快速傳播，可能為此次大選埋下混亂的根源。根
據專家的說法，最具破壞力的訊息不一定是公然虛假
的訊息。

全國公民大會（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i-
zenship，簡稱NCOC） 「演算透明度」 （Algorith-
mic Transparency）計劃主任希基（Cameron Hick-
ey）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
vices）關於不實訊息的座談會上說： 「這正是為何
辨別假新聞如此困難的原因。」

希基說： 「問題訊息是什麼形式並不重要，如果
它誤導民眾，它就是問題。不過，我要談的不是那些
很容易就能分辨的假訊息，而是混沌不清的灰色地帶
。」

希基表示，問題訊息包括謊言（蓄意）、誤傳
（非蓄意）、謠言、垃圾新聞和陰謀，主題各有不同
，主要類型為：

恐懼和操縱：藉由讓人感到恐懼、憤怒或自以為
是，來改變人們行為的訊息。

陰謀論：提出 「深層狀態」 或所謂 「惡魔」 （如
比爾蓋茲或索羅斯）的理論。

缺少前後關係：遺漏主要前後關係的訊息來扭曲
人們對問題的理解。

偽科學：例如虛假的新冠病毒療法或已被科學推
翻的 「口罩弊大於利」 的理論。

仇恨和吹哨：造成分裂的言論或圖片，目的在引

發情緒，而非澄清問題。
邏輯錯誤：有邏輯性的謬誤和邏輯錯誤的正確陳

述。
匿名者Q陰謀論（Q-Anon conspiracy theory）

是最糟糕的問題訊息。
希基說： 「它從一個十分狹窄的理論開始談起，

如深層狀態和戀童癖，然後擴大到其他許多不同的事
物。有些人稱它是邪教，有人甚至稱它為宗教。」

希基指出，這個陰謀論稱，民主黨的政治人物、
領袖和知名人士皆為喝兒童的血保青春的戀童癖、稱
川普為英雄，而 「Q」 本人則正在與深層狀態和邪惡
勢力做抗爭。希基表示，近來爆發的天主教會和艾普
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突顯
出戀童癖和兒童人口販賣的真實問題，但匿名者Q的
言論超脫了現實。

川普總統在里民大會上被要求譴責匿名者Q，但
遭到川普拒絕。臉書和推特最近刪除了與匿名者Q有
關的內容和帳號。

希基補充，另一類問題訊息是正在逐漸擴大的
「內戰迫在眉睫」 的話題，許多人預測美國大選後將
爆發內戰。

「我認為，現階段根本沒有理由相信會發生這種
暴力事件，這個言論的所有對話都是有問題的，因為
它放大了潛在的暴力風險。」

希基還表示，誇大意識形態也是一種誤導，例如
將共和黨人稱為 「納粹」 、將民主黨人稱為 「共產黨
」 或 「社會主義者」 。

希基說： 「這類訊息不斷在社會中被散播，管道
不再侷限於社群媒體或社交談話，還包括廣告。總統
候選人的競選議題或身份問題不再是選民談論的內容
，取而代之的是候選人誇大、狹隘的觀點，候選人還

以扭曲現實的方式來強化這些觀點。」
一些虛假訊息以不同的方式鎖定特定群體。 「初

稿」 （First Draft）資深調查研究員梅森（Jacque-
line Mason）負責監督針對非裔社區的虛假訊息，她
舉出一張在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Kamala Harris）的圖片，訊息稱，圖片中的賀錦
麗是由所有被賀錦麗送進監獄、超過刑期還未被釋放
的非裔男子的照片組合而成。梅森表示，賀錦麗擔任
檢察長時的作為經常遭人攻擊是公平的競爭手法，但
這張圖片本身是虛假的，圖片中的小圖背景是由相同
的六張照片不斷重複組成，也沒有公開照片中人的身
份。梅森說： 「這顯然是一種虛假訊息戰術。」

「馬匹實驗室」 （Equis Lab）假訊息專家里柯
納（Jacobo Licona）表示，針對西語裔社區的問題
訊息，會隨著每個社區的文化差異和人口結構改變。
里柯納說： 「許多假訊息都是由多個團體合作完成，
再以西班牙文快速在社群媒體上傳播，通常都未經查
證。」 里柯納補充，透過WhatsApp這類封閉式（私

人）平台分享訊息，讓監視訊息的工作更加困難。
里柯納說： 「我們看到一些人利用社群媒體壓制

選民投票、降低民眾熱情，但手法拙劣。」
社會主義威脅和對郵寄投票的攻擊就是最近的兩

個例子。里柯納說： 「我們不斷看到有人以拙劣的手
法散布社會主義即將入侵美國的言論，並指明是來自
古巴和委內瑞拉的民眾，這類言論被極右派人士和挺
川普的西語裔網紅放大，把白登與社會主義和卡斯楚
的古巴或馬杜洛（Nicolas Maduro）的委內瑞拉作連
結。」

希基說： 「每個人都有能力降低問題訊息的影響
力。我認為，監督訊息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例如，大
家可以監督每日收到的訊息，追蹤並提醒他人對這類
訊息保持警惕。」

他指出，消極回應不實訊息，不如用事實揭穿謊
言，或分享可靠訊息來得有效，如此才能保護人們不
被問題訊息矇蔽。

【本報訊/ 鄧潤京】2020年10月9
日，泰國王氏宗親總會永遠名譽理
事長兼資深參議、泰國中國和平統
壹促進會總會長王誌民博士和夫人
王林怡珠壹行前往泰國清邁 wat
don chen 佛寺、清邁 wat pa mai
deang 佛寺行常年布施禮，為天下
王氏祈福。泰國第十世泰皇馬哈·
瓦集拉隆功陛下在行完常年布施禮
之後向王誌民博士、王林怡珠女士
禦賜紀念品。

泰國華人界著名僑領王誌民博
士多年來為在泰華人、華人社團等
各方面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在促進
中泰關系發展、提升華人在泰話語
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擔任泰
國中國和平統壹促進總會會長後，
積極維護祖國統壹和促進中泰交流
，深得華人華僑和全球愛國人士贊
譽。2019年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
年，王誌民在泰組織召開中國統壹

論壇暨亞洲地區中國和平統壹促進
會聯合總會二屆三次全體理事大會
，團結海外愛國人士共同維護祖國
統壹，並現場組織華人華僑共唱
《我和我的祖國》，轟動華人界並
感動萬千網友，展現出海外華人華
僑愛國衛國的願望和形象，王誌民
因此成為當年度的風雲人物。

018年，第六屆中國和平統壹
亞洲論壇由菲律賓中國和平統壹促
進會主辦。在臺灣地區蔡英文當局
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的壹個中國
原則、公然鼓吹叫囂態度言論、不

斷糾集反華勢力對壹個中國原則發
出嚴重挑釁的背景下，論壇全面推
進反獨促統工作。凝聚僑心，發揮
僑力，共同在新時代促進祖國統壹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為人類進步事業發展而共同努力
。

泰國中國和平統壹促進總會代
表團在會長王誌民博士的帶領下參
加此次論壇。王誌民博士在論壇開
幕式代表亞洲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
聯合總會發言。參加論壇的還有：
常務副會長王林怡珠女士、文傑，

執行秘書長周昭耿及理事李德興等
人。

王誌民博士就是為國家和平統
壹而生的。他是位被國內外愛國人
士尊敬的的愛國者！自2001年和統
會成立以來！眾多愛好和平統壹人
士在他的感召下聚集在他的周圍，
形成壹股熱愛中華的巨大洪流。他
是汪洋主席領導的九常委之壹。通
過王誌民，可以看清楚在東南亞地
區和平統壹活動的整體脈絡。

休士頓老人協會前會長孫兆漢先生辭世
親朋好友Zoom上追思會

福奇說美國仍處於冠狀病毒第一波中福奇說美國仍處於冠狀病毒第一波中 案件超過案件超過860860萬萬
周末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創新高周末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創新高 道指跌道指跌858858點點 // 33%%
各國收緊防疫措施將導致企業與經濟活動進一步萎縮各國收緊防疫措施將導致企業與經濟活動進一步萎縮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老人協會
前會長孫兆漢先生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在台灣去世，享年97歲，疫情期間
其家人在 Zoom上舉辦追思會，休士

頓的朋友亦可藉網路參加。
孫先生女兒來訊如下：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父親於十月

十九日到主那裏去了。Zoom 安息聚
會安排如下： Church in Irving
is inviting you to a scheduled Zoom
meeting.

Topic: Brother Suen's Memorial
Meeting (主內孫兆漢弟兄追思聚會)

A little figure of the great genera-
tion(which transcended the most turbu-
lent time in human history and em-
barked a new era in God’s divine his-
tory)

Time: Oct 30, 2020 07: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8-10 pm EST; 5-7 pm PST
Taiwan/China: 31日，拜六 早

上8-10 点

美東時間 下週五10/30 晚 八点至
十点

美中時間七点至九点
美西時間五点至八点
Join Zoom Meeting: https://

us02web.zoom.us/j/88208981327?pwd=
U2llZUFyeE1Ja0ZQeDlQWU90a-
VB4dz09
Meeting ID: 882 0898 1327
Passcode: Memorial

休士頓中華老人協會前會長、百
齡合唱團前團長孫兆漢先生於2020年
10月19日已返回天家，留給Houston
僑胞無限的追思與懷念...。

孫兆漢先生自1995年～2007年，
擔任休士頓中華老人協會會長，12年
間兩度向聯邦政府申請經費興建 「晚
晴公寓」第一期、第二期計145 戶，
嘉惠數百位長者解決住房問題。

在僑教中心開辦老人入籍
英語班 30 多期，3000 多人
受惠；並爭取聯邦政府移民
局到僑教中心舉辦公民入籍
考試，為長輩僑胞提供莫大
的方便，與安心的應試環境

。孫兆漢先生學養深厚，多才多藝，
書、畫、各種工藝樣樣精通，熱愛音
樂、合唱；創立 「百齡合唱團」並擔
負起團長之責，聘請音樂專業的王亞
文老師義務指導及擔任指揮；孫兆漢
先生自己編篡的 「百齡歌選」為許多
愛樂者珍藏。
其內容分為五個部分
（一）流行歌曲
（二）愛國歌曲
（三）民謠歌曲
（四）世界民歌
（五）唐詩三百首

百齡合唱團每週固定在僑教中心
練唱，為年長僑胞提供最佳的社團活
動與精神寄託。在團長、指揮的指導
下百齡合唱團活躍於華人僑社和主流
社會。每個月都有演出的邀請，每逢

重大節慶更是演出頻繁；如春節園遊
會、耶誕節、國慶酒會、國慶餐會演
唱中美國歌及其他表演節目。百齡合
唱團曾遠赴達拉斯、洛杉磯僑二中心
演出，佳評如潮，轟動一時。每次演
出所需的道具、佈景都是孫會長親力
親為，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演唱會上全
體團員穿著自製的抗戰時期陰丹斯林
藍布旗袍，長辮子，還原當年時代場
景，抗戰精神感動無數觀眾。每逢雙
十國慶必製作巨幅壁報，在僑教中心
展出，倍增國慶氣氛。

孫會長自奉甚儉，清廉無比，支
持中華民國是他的信念，熱愛台灣是
他不變的情懷，他服膺國父孫中山先
生的理念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孫
會長不計個人名利，在海外傳承中華
文化、團結僑心，為身在異鄉的年長
者服務全力以赴，無私奉獻，是僑社
的楷模；他婉謝ㄧ切 「僑務榮譽職」
的頭銜，高風亮節，在僑胞的心目中
他是真正的僑領，永遠令人尊敬與懷
念..。（王亞文老師口述程美華整理
撰稿）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在周末創下了每天超過美國在周末創下了每天超過8383,,000000
例每日病例的新記錄例每日病例的新記錄。。案件總數超過案件總數超過860860萬萬，，死亡人數超過死亡人數超過225225,,
000000。。在全球範圍內在全球範圍內，，超過超過43004300萬人受到影響萬人受到影響，，超過超過115115萬人死萬人死
亡亡。。最近幾天最近幾天，，一些專家和報告將其稱為第三波浪一些專家和報告將其稱為第三波浪，，而另一些專而另一些專
家將其稱為拉長的第一波浪或第二波浪家將其稱為拉長的第一波浪或第二波浪。。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
福奇福奇（（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博士說博士說：“：“我把它更多地看做是對最初的我把它更多地看做是對最初的
第一波的拉長和加劇第一波的拉長和加劇。”。”他說他說，，儘管東北地區已能夠減少疫情暴儘管東北地區已能夠減少疫情暴
發發，，但全國基準線從未降至每天但全國基準線從未降至每天1010,,000000例的數字例的數字。。相反相反，，它保持它保持
在每天約在每天約2020,,000000例的高水平例的高水平。。我們看到一個高峰我們看到一個高峰，，每天將我們帶每天將我們帶
到每天約到每天約7070,,000000處處，，每天超過每天超過8080,,000000。。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
起伏不定的波動起伏不定的波動。。 它一直在上下搖擺它一直在上下搖擺。。 因此因此，，現在我們處於最現在我們處於最
高基準高基準。。

塔夫茨醫療中心的傳染病醫師塔夫茨醫療中心的傳染病醫師Shira DoronShira Doron博士回應了福奇博士回應了福奇
關於延長第一波的聲明關於延長第一波的聲明。“。“只有回顧曲線的形狀只有回顧曲線的形狀，，您才能真正稱您才能真正稱
出峰或波出峰或波。。 她說她說：：從整體上看從整體上看，，美國從未在首個高峰後跌至低美國從未在首個高峰後跌至低
水平水平，，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我們仍處於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我們仍處於''第一波第一波''之中之中。。

美股美股1010月月2626日午後大幅下跌日午後大幅下跌，，道指跌逾道指跌逾33%%。。美歐疫情惡化美歐疫情惡化
，，白宮幕僚長梅多斯稱美國不會控制疫情白宮幕僚長梅多斯稱美國不會控制疫情。。大選前達成財政刺激大選前達成財政刺激
協議的希望渺茫協議的希望渺茫。。市場擔憂各國收緊防疫限制措施將導致企業業市場擔憂各國收緊防疫限制措施將導致企業業
務與全球經濟活動進一步萎縮務與全球經濟活動進一步萎縮。。道指跌道指跌858858..0404點點，，或或33..0303%%，，報報
2747727477..5353 點點；；納指跌納指跌 271271..3434 點點，，或或 22..3535%%，，報報 1127611276..9494 點點；；標普標普
500500指數跌指數跌8787..7070點點，，或或22..5353%%，，報報33773377..6969點點。。波音波音（（BABA）、）、洛洛
克希德克希德--馬丁馬丁（（LMTLMT））和雷神技術和雷神技術（（RTXRTX））股價承壓股價承壓。。因向中國因向中國
台灣軍售問題台灣軍售問題，，中國外交部宣布對這些公司實施制裁中國外交部宣布對這些公司實施制裁。。白宮幕僚白宮幕僚

長梅多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長梅多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美國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激增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激增，，但美國但美國
““不會控制新冠疫情不會控制新冠疫情”。”。

受到疫情消息影響受到疫情消息影響，，航空與郵輪板航空與郵輪板
塊普遍走低塊普遍走低。。美歐新增確診數創紀錄美歐新增確診數創紀錄 專專
家稱日增病例數將破家稱日增病例數將破 1010 萬萬 。。 美國周末美國周末
兩天的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連續創紀兩天的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連續創紀
錄新高錄新高，，上週五和周六的新增病例都超上週五和周六的新增病例都超
過過88萬萬，，西部和中西部各州遭受疫情的打西部和中西部各州遭受疫情的打
擊最大擊最大。。據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據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截至1010月月2525日日，，美國累計新冠肺炎確美國累計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超過診病例超過863863萬例萬例，，達達86322008632200例例，，死死
亡病例為亡病例為225212225212例例。。數據顯示數據顯示，，美國美國2424
日日（（週六週六））新增確診病例超過新增確診病例超過99..44萬例萬例，，
創下美國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病例數創下美國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病例數
的最高紀錄的最高紀錄。。美國美國2323日單日新增新冠肺日單日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達到了炎確診病例達到了8375783757例例。。此前美國單此前美國單
日新增病例的最高值是日新增病例的最高值是 77 月月 1616 日報告的日報告的
7736277362例例。。在美國在美國2323日創下日創下88..33萬多例單萬多例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數的新高後日新增確診病例數的新高後，，明尼蘇達明尼蘇達
大學傳染病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說大學傳染病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說，，美美
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有可能很快會突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有可能很快會突
破破1010萬例大關萬例大關，，在接下來的三到四周內死亡病例數會急劇上升在接下來的三到四周內死亡病例數會急劇上升
。。美國食品和藥物監督管理局前局長戈特利布也表示美國食品和藥物監督管理局前局長戈特利布也表示，，未來數月未來數月

內美國的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可能會內美國的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可能會““令人震驚令人震驚”。”。

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福奇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福奇（（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博士說博士說：：我把美國疫情看做是對最初的我把美國疫情看做是對最初的
第一波的拉長和加劇第一波的拉長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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