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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談疫情:: 我不是政客
福奇談疫情
【綜合報道】美國 「國家過敏及傳染病
研究所」 主任福奇儘管與總統川普在防疫上
多次不同調，甚至針鋒相對，但他日前接受
英媒訪問時強調，他沒有與總統當選人拜登
的防疫交接團隊接觸，稱目前仍有大量工作
要做，沒有理由離開川普政府改而加入拜登
團隊。
福奇多次公開與川普唱反調，川普在選
前造勢大會上也揚言要開除他，而拜登則展
開雙臂歡迎他。但福奇 12 日說： 「我不是
政客，我從事公共衞生工作。」 所以自己絕

對沒有理由在疫情期間放下工作、放棄協助
國家解決疫情。
福奇也強調，他給拜登的防疫建議和川
普政府沒兩樣，就是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
、勤洗手、避免到人多地方。他重申，這些
原則不會因為政權交替而改變。對於美國藥
廠莫德納（Moderna）預定下周公布最新的
疫苗測試結果，福奇說： 「輝瑞疫苗有效程
度超過 90%，猶如打出全壘打，有信心莫
德納疫苗也有類似成績。」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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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came A Diplomat To
Serve Guinea And Texas
The International Focus magazine sent their team to
interview me last wee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I
was appointed the new Honorary Consul of
Republic of Guinea in Houston. The magazine’s
editor, Heidi Powell Prera, wanted to know my story
for her article. That brought me back to my early
days in America.
Everybody came to this country and all of us had a
dream. I told Heidi that America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start a media and
banking business as an ordinary citizen. I am so
lucky that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we have built a
national media company and also a commercial
bank.

上週我接受了《國際焦點》雜誌主編
海蒂之專訪, 談到我被任命為幾內亞駐休
斯敦名譽總領事之感想， 這次訪談讓我回
到過去數十年來之艱辛歲月。
在訪問中我告訴海蒂，對我而言，我
們在這個充滿機會的國家，能夠充分發揮
我們的努力，請問世界上有哪些國家可以
譲你創辦媒體事業和銀行，我們都做到了
， 我要感恩美國這塊土地，能夠成就很多
人的梦想。
去年九月，我在家中有幸設宴款待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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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亞總統孔戴閣下及隨行二十三位部長，
在宴會中孔戴總統交待他的外交部長，希
望任命我為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當時我
還不當是真，今年七月我接到幾內亞駐美
國大使楊森來函稱，美國國務院已經同意
這項任命，當我接到這項信息時，心中百
感交集，在唸大學時研習外交，從未想到
如今真在美國當上幾內亞名譽總領事。
我也會全力促成美非之間在经濟、觀
光、 教育及農業方面之交流， 以不負孔
戴總統之重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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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help of my colleagu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onorable Gezahgen
Kebede, Honorary Consul of Ethiopia, ITC will start
our project as soon as possible.
Guinea is a country in West Africa. Guinea’s
mineral wealth makes it potentially one of Africa’s
richest countries.
Our goal will be to promote education,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to Guinea.

When I became a publisher and a banker, I really
had reached my goals in many ways. Fortunately,
last year when I hosted Guinea’s President Conde
at my home,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appoint me
as the Honorary Consul For Guinea In Houston. I
really appreciated his offer. At first, I thought he was
only joking. After many months, I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Guinea’s Ambassador Yansane in
Washington and he told me the State Department
had already agreed to my appointment.
Wow! Suddenly I had become a diplomat! That was
my dream come true! And I had been a Diplomacy
major in college! After my studies, I never thought
about becoming a diplomat.
My goal now is to do my best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as and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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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擊斃西非極端組織頭目
（綜合報導）法國政府 13 日宣布，在馬里執
行反恐任務的法國部隊擊斃一名極端組織高級頭
目。 13 日正是巴黎系列恐怖襲擊發生 5 週年紀念
日。
法國國防部長弗洛朗絲.帕利在一份聲明中說
，法軍出動直升機和地面部隊，擊斃極端組織
“支持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高級指揮官阿格.穆
薩，“是反恐鬥爭中的一次重大勝利”。
帕利說，穆薩是薩赫勒地區極端武裝中的關鍵人
物，指揮了數起針對馬里軍隊和外國駐軍的襲擊
。
穆薩曾是一名馬里軍人，後轉而為極端武裝
效力，被聯合國認定為恐怖分子。美國“反極端
主義計劃”的資料顯示，他 2017 年開始成為“支
持伊斯蘭教和穆斯林”首領的左膀右臂，負責指
揮行動。該組織與“基地”組織有關聯，近幾年
多次在馬里和其鄰國布基納法索襲擊士兵和平民
。
穆薩於 10 日被法軍擊斃。法軍發言人弗雷德
里克.巴爾布里說，在距馬里東部城鎮梅納卡 100
公里處，法軍試圖攔截穆薩所乘汽車，對方突然
開火。雙方交火 15 分鐘後，穆薩及車上另外 4 人
全部被殲滅。
此外，法軍 12 日在馬里中部城鎮莫普提以東
180 公里處與另外一群隸屬上述組織的武裝人員
交戰。法軍說，在戰機支援下，經過數小時戰鬥
，他們共打死 30 名武裝人員。

法國國防部宣布消息這天是巴黎系列恐襲發
生 5 週年紀念日。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多地
發生槍擊和爆炸事件，造成 130 人死亡、350 人受
傷。
繼續打擊
2012 年以來，極端武裝在馬里北部掀起反政
府暴力活動，隨後蔓延至馬里中部以及鄰近國家
，數以千計軍民在暴亂衝突中喪生，數十萬人流
離失所。
法國 2014 年 8 月啟動“新月形沙丘”行動，
又稱“巴爾漢”行動，向薩赫勒地區派遣部隊，
與當地國家協同打擊恐怖和極端組織。布基納法
索、乍得、馬里、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 2014 年 12
月成立薩赫勒五國集團，2017 年開始組建一支聯
合部隊。法軍今年 2 月向該地區增派 600 人，駐
軍總人數達到 5100 人。
今年 6 月，法軍在馬里北部擊斃“伊斯蘭馬
格里布基地組織”頭目阿卜杜勒-馬利克.德魯克
德勒。該組織是“基地”組織北非分支，但與
“支持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處於敵對關係。
法新社報導，該地區不少國家難以保障邊遠
地區領土安全，軍事行動後的勝利果實難以維持
，極端武裝利用這一弱點一再捲土重來。
法軍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法國打算裁撤部
分駐軍，給一支歐洲聯盟國家組成的聯合部隊
“騰地兒”。這一聯軍代號為“塔庫巴”。法國
防長帕利 7 月說，部分聯軍當月將部署至馬里。

伊外交部否認所謂基地組織官員在伊被殺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紐約時報》稱，
以色列相關組織在伊朗德黑蘭街頭刺殺了所謂基
地組織“二號人物”。當地時間 14 日，伊朗外
交部發言人哈蒂布扎德對此予以嚴肅否認，並表
示，伊朗境內不存在任何基地組織成員，某些媒
體所謂基地組織官員在伊被殺系虛假消息。哈蒂
布扎德指出，基地組織正是美國及其盟友在地區

內錯誤政策的結果，而為了逃避責任，美
國和以色列每隔一段時間就試圖指控伊朗
與此類組織有關。哈蒂布扎德表示，美國
沒有錯過任何指控伊朗的機會，這已經成
為美國現政府的例行公事，並試圖通過此
類指控增強對伊朗的“仇視”。此類指控
無疑與美國針對伊朗人民發動的經濟戰、
信息戰和心理戰是一致的。同時，哈蒂布
扎德強調，媒體不應成為白宮謊言的揚聲
器，美國媒體不應陷於美以捏造的“好萊
塢劇情”中。
今年 8 月，有伊朗媒體報導稱，一名名
為哈比卜.達沃德的黎巴嫩男子及其女兒在德黑
蘭北部帕斯達蘭地區被一名摩托車手開槍殺害。
近日，美國《紐約時報》援引美國安全官員稱，
該男子系基地組織“二號人物”，女子為本.拉
登兒子的遺孀，在美國的授意下，以色列相關人
員將二人殺害。

烏克蘭議長、防長
烏克蘭議長、
防長、
、財長
財長、
、
衛生部長相繼感染新冠

（綜合報導）繼總統澤連斯基感染新冠病
毒後，烏克蘭財長、防長、國會議長、副議長
、副總理、總統辦公室主任、衛生部長等多位
高層也相繼確診。
據《塔斯社》15 日報導，烏克蘭衛生部長
斯捷潘諾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當地時間 14 日

，他在推特上說道，“朋友們，即
使我很小心，並且遵守了所有必須
的防疫規則，但遺憾的是我今天得
知自己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我
現在正在家自我隔離，將會進行遠
程辦公。”
據此前報導，11 月 9 日，烏克蘭
總統澤連斯基在推特上表示，自己
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症狀較輕
。 12 日，多家外媒報導，澤連斯
基已經住院接受治療。
在澤連斯基確診後，烏克蘭多位
高層相繼宣布感染新冠病毒。其中
包括：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
財政部長馬爾琴科、國防部長塔蘭、國會議長
拉祖姆科夫、副議長斯捷方楚克、副總理列茲
尼科夫等。
14 日，烏克蘭新增確診病例超 1.2 萬例，
創疫情以來新增確診數新高，累計確診逾 52.5
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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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歡迎納卡新停火協議
籲亞阿雙方達成長期調解
綜合報導 納 卡 地 區 新 壹
輪沖突持續數周後，亞美尼
亞和阿塞拜疆再次簽訂停火
協 議 ， 10 日 起 生 效 。 多 國 對
此表示歡迎，並呼籲亞阿兩
國恢復談判，以實現對沖突
的長期調解。
據報道，俄羅斯、阿塞拜
疆和亞美尼亞三國領導人 9 日
簽署聲明，宣布納卡地區從莫
斯科時間 10 日零時(北京時間 5
時)起完全停火。俄羅斯將在沿
著阿亞雙方接觸線，以及連接
納卡地區和亞美尼亞的“走廊”
地帶部署維和人員。

丹麥政府叫停大規模水貂捕殺計劃

已宰殺約 250 萬只
綜合報導 在丹麥出現多起養殖貂將變異新冠病毒傳給人的病
例後，丹麥首相日前宣布將捕殺該國多達 1700 萬只的養殖水貂。然而
，隨著反對黨議員不斷抨擊政府的處置方式，丹麥政府將不會繼續實施
立即捕殺水貂的計劃。
據報道，丹麥首相弗雷德裏克森上周曾表示，由於擔心突變的新冠
病毒從水貂傳播給人類，並可能進壹步危及未來的疫苗，丹麥將撲殺所
有養殖水貂。最初，這壹要求是向水貂養殖戶下達的，然而，該命令缺
少議會通過相關緊急立法所需的四分之三多數。
丹麥最大反對黨“自由黨”的領導人延森稱：“人們對這種捕
殺行為是否有科學依據產生了巨大的懷疑。政府(這壹決定)剝奪了
很多人的生計，而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這樣做的合法權利。”南丹麥
大學法學教授弗雷德裏克· 瓦吉也對丹麥媒體表示，捕殺令是“非
法的”。
有丹麥官員透露，政府仍計劃在當地時間 10 日提出緊急法案，
但他們也理解議員們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消化該提案。丹麥政府也
可以選擇使用標準的立法路線，這只需要超過 50%的支持，但需要更
長的時間。
在 9 日下午，丹麥養殖場已經停止了大規模的捕殺。據悉，農場主
們將繼續捕殺感染新冠病毒的水貂，但不會捕殺健康的動物。當地媒體
統計，目前已有大約 250 萬只水貂已經被殺死。據悉，水貂養殖者將獲
得因捕殺而導致的全部補償。

希臘累計新冠病例超 6 萬
當局稱經濟前景樂觀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EODY)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
新增 2384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超 6 萬例。同日，希臘總理米
佐塔基斯向外界傳遞了有關希臘經濟樂觀前景的信息。
據報道，截至 10 日，希臘累計新冠病例達 60570 例,累計死亡 866
例。受第二波疫情影響，該國於 7 日進入第二次全國性封鎖。希臘
民航局 9 日也宣布，將目前針對的多個國家的航班禁令將延長至 11
月 30 日。
由於疫情的不可預測性以及不少民眾沒有很好地遵守禁令措施，衛
生專家稱，接下來的 15 天對於疫情之後在希臘的發展情況將至關重要。
報道稱，希臘政府的目標是通過數周的全面封鎖壓平疫情曲線，爭
取在聖誕節來臨時恢復或部分恢復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以避免經濟衰
退。有經濟專家指出，禁閉的聖誕節意味著壹場金融災難。這種負面影
響甚至會持續到明年的頭幾個月。
另壹方面，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9 日表示，該國經濟前景樂觀。他
說：“目前，希臘財政儲蓄正在增加，相信疫情之後消費力也會逐步恢
復。目前，企業投資越來越多，例如微軟在希臘建立用於雲服務的數據
中心，以及大眾公司的投資等，足以說明這些企業相信希臘政府值得信
賴，且支持企業家精神、並致力於持久改革。因此，他們願意做吃螃蟹
的人，在疫情結束之前搶占先機。”
他還補充說，新冠疫情為歐洲創造了投資機會，因為歐盟現在正借
作為壹個超國家實體來加強成員國協作，共同抗擊疫情。他相信，希臘
壹定會最終戰勝第二波疫情。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在社交
媒體上表示，英國歡迎亞阿雙
方達成停火協議。拉布說，
“他們(雙方)通過了艱難的決
定以防止人員進壹步死亡。我
們呼籲所有各方繼續共同努力
，找到符合其人民利益的長期
和平解決方案。”
法國外長勒德裏昂呼籲亞
阿兩國恢復談判，以實現對納
卡沖突的長期調解。聲明指出
，“除了晚間宣布的停火協議
外，雙方依然有必要恢復談判
，以實現對沖突的長期調解。
法國將在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

聯合主席國框架內，充分發揮
本國的作用。”
俄羅斯總統普京 10 日應約
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電話
，討論納卡地區沖突等問題。
埃爾多安高度評價俄羅斯為調
解沖突所做努力，認為這為全
面、長期解決納卡地區沖突奠
定了良好基礎。
據俄國防部消息稱，從 10
日起俄羅斯開始向納卡地區部
署維和部隊。目前，俄駐亞美
尼亞維和部隊分隊正向納卡沖
突區執行監督停火和停止軍事
行動任務地區行軍。

納卡地區位於阿塞拜疆西
南部，居民多為亞美尼亞族人
。蘇聯解體後，阿塞拜疆和亞
美尼亞因納卡地區歸屬問題爆
發戰爭。1994 年，雙方就全面
停火達成協議，但兩國壹直因
納卡問題處於敵對狀態，武裝
沖突時有發生。
2020 年 9 月 27 日，亞美尼
亞和阿塞拜疆因納卡問題爆發
新壹輪沖突。10 月，亞阿兩國
在有關國家斡旋下先後三次達
成停火協議。但停火協議生效
後，雙方均指責對方違反協議
發動攻擊。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專家：
德國市場對中企保持開放
綜合報導 德國市場對外國投資者
尤其是中國投資者還是開放的嗎？針
對這壹問題，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
專家 Max Milbredt 當地時間 10 日接受采
訪時表示，德國促進科學技術，中國
企業在德國成立新公司與德國企業壹
樣，壹視同仁。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國
家和地區投資補助領域對中國企業來說
都是開放的。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是德國聯邦
政府對外貿易和對內引資的機構。該機
構為進入德國市場的外國公司提供咨詢
和支持，並協助在德成立的企業進入外
國市場。Max Milbredt 是該署電子和 3D
打印行業專家。
針對德國 3D 打印行業發展現狀，
Max Milbredt 表示，德國在金屬 3D 打印
機領域特別出色。需要追趕的領域是在
聚合物生產方面。除此之外，在德國的
中小企業中也存在著巨大的機遇。據估
計三分之二的工業企業目前在日常生產
中還未使用增材制造技術。他分析，3D
打印機全球市場去年增長了 21%。目前
德國以 13 億歐元的營業額成為該領域世

界最大的市場。德國也是全球相關領域
的、最大的行業展會 Formnext 的主辦國
。該展會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參觀
者增加了 28%，參展者增加了 35%達 852
家。除此之外，德國是目前 3D 打印機技
術最主要的應用國家。在汽車行業、航
空與航天行業、鐵路行業或健康行業中
，所有潛在的客戶也坐落在德國這個歐
洲最大市場內。
談及新冠疫情對 3D 打印行業的影
響 ， Max Milbredt 認為，事物都有兩面
性：固然，疫情期間汽車與航空領域的
主要客戶削減了他們的預算，但 3D 打印
技術是壹項數字科技，它在例如電子商
務或者網上會議領域贏得了更重要的地
位。他指出，在全球停擺最嚴重的時
期，許多國家發布了設計方案，使得
可以通過 3D 打印機技術來打印呼吸機的
部分零部件或者生產面罩。歐盟委員會
已經呼籲啟動這種醫療產品的制作方案
，來自歐洲和德國的 250 家企業都參與
其中。“總體而言，3D 打印機技術幫助
緩解了醫療產品的缺乏問題，也展示了
現在的流程快速反應並生產新產品的能

最棒的禮物！
最棒的禮物！
美國夫婦連生 14 個男孩後
終迎來女兒

力。”
Max Milbredt 說，德國在設計和工
程方面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強大的制造業
。憑借其強大的工業公司以及建築師、
設計師等，德國為這種新型生產技術提
供了理想的市場。德國對國際工作人員
和專家也很有吸引力，在最宜居的城市
中，德國的城市總是名列前茅。德國聯
邦外貿與投資署曾幫助來自美國的 Formlabs 入駐柏林，從那裏他們服務於整個
歐 洲 。 來 自 澳 大 利 亞 的 Spee3D 公 司 於
2020 年投資入駐德國，他們生產獨具創
新的具有抗病毒能力的表層。
“德國促進科學技術，中國企業在
德國成立新公司與德國企業壹樣，壹視
同仁。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國家和地區投
資補助領域對中國企業來說都是開放的
。德國是服務於整個歐洲市場的壹個理
想的投資地。中國公司可以從其設計和
工程的悠久傳統中受益。”據他介紹，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已經為工業增材
制造公司和專註於消費領域的 3D 打印技
術的初創公司在投資德國過程中提供了
咨詢和幫助。

綜 合 報 導 美國密歇根州壹對夫婦凱特
瑞和傑伊· 施萬特 28 年來壹連生下 14 名男孩
。當地時間 11 月 4 日，這對夫婦再次迎來壹
位新的家庭成員，令所有人喜出望外的是，
這次終於是壹個女孩。
他們給這名女嬰起名為瑪吉。瑪吉在大
急流城聖瑪麗醫院健康出生後，她的父親傑
伊既高興又激動地說：“今年因種種原因在
很多方面都令人難忘，但瑪吉是我們所能想
象最棒的禮物。”
凱特瑞和傑伊在1993年結婚。起初他們還
壹直期盼生女兒，但經過壹連串“驚喜”後，反
倒開始習慣了“生兒子”的“家庭傳統”。
這對夫婦在不斷增添家庭成員的同時，
也持續追求個人學業的成長。凱特瑞已取得
大峽谷州立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學位，傑伊則
是土地測量師，擁有法學院法律學位。
2020 年早些時候，凱特瑞宣布再次懷孕
後曾笑稱，如果這回生下女兒，在哥哥們的
包圍下，“她壹輩子都會是最受寵、最被保
護的孩子，尤其在她的青少年時代”。
28 歲的長子泰勒興奮地表示，他很開心
父母終於有了壹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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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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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市區壹棟高層公寓發生火災

現場濃煙滾滾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東京市中心的壹
棟高樓發生火災。當地消防部門稱
，此次火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據報道，發生火災的是位於東
京新宿區的壹棟 14 層公寓，起火點
位於大樓的 10 層。火情發生後，火
勢迅速蔓延，現場火光沖天，濃煙
滾滾。
報道稱，當地消防部門在接到
報警後，迅速派出了約 20 輛消防車
前往滅火，大火在約 2 個小時後被
基本撲滅，起火點的壹個約 20 平方
米房間被完全燒毀。
東京消防廳表示，起火的房間
平時是作為倉庫使用，此次火災沒
有造成人員傷亡。
據介紹，事發地位於東京市中
心，附近公寓林立。目前，東京警
視廳和東京消防廳正在就起火原因
進行詳細調查。

印尼互聯網用戶近 2 億
95%用智能手機移動上網
綜合報導 印尼互聯網提供
商協會(APJII)在全國範圍的調查
顯示，印尼互聯網用戶數量已
從 2018 年的 1.71 億增加到目前
的 1.96 億，增長了 14.6%。該國
互 聯 網 普 及 率 已 從 2018 年 的
64.8%上升至 73.7%。
該項於今年第二季度進行
的調查顯示，95%的印尼互聯網
用戶通過帶有移動數據的智能
手機訪問互聯網。
調查結果顯示，印尼互聯
網用戶高度集中於該國人口最
多的爪哇島，其後是蘇門答臘
島、蘇拉威西島、加裏曼丹島
、巴厘島和努沙登加拉島，互
聯網用戶最少的地方是馬魯古

和巴布亞。
印尼通信和信息部官員艾
哈邁德· 拉姆利(Ahmad Ramli)表
示，如何為該國尚無 4G 信號的
1 萬多個村莊提供互聯網服務是
未來兩年政府的重大挑戰，因
為政府已承諾到 2022 年將在全
國範圍內提供 4G 互聯網服務。
為此，該國總統佐科已決定在
2021 年的國家預算中撥款 30.5 萬
億印尼盾(約 21 億美元)用於信息
和通信技術開發，以加速國家
數字化轉型。
隨著互聯網用戶的增加，
網絡安全的風險亦引發關註。
據印尼互聯網提供商協會秘書
長亨利介紹，本次調查發現，

有 57.8% 的 受 訪 者 聲 稱 他 們 在
互聯網上的個人數據是安全
的 ， 66.4% 的 受 訪 者 說 病 毒 從
未感染過他們的設備。亨利
稱，調查結果僅反映了用戶
的感知，與網絡安全風險的
現實不相符。印尼國家網絡
安全部門數據顯示，僅今年
前 四 個 月 就 記 錄 了 超 過 8800
萬次網絡攻擊。
印尼通訊和信息系統安全
研究中心主席普拉達馬稱，前
述調查數據均來自個人用戶，
“如果沒有經濟損失或帳戶被
盜，公眾不會感受到網絡攻擊
的威脅”。普拉達馬表示，網
絡攻擊的行為遠不止於此。它
們可能是以垃圾郵件或欺詐短
信的形式。他建議，隨著互聯
網 用 戶 的 增加，政府應將網絡
安全教育列為學校課程的壹部
分。

綜合報導 日本醫師會會長中川
俊男在 11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從目前
日本全國新冠確診人數激增的現狀來
看，日本或將迎來第三波疫情。
據 日 本 共 同 社 11 日 報 道 ， 中
川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以北
海道為首，日本全國的確診人數
在逐漸增加。就目前確診人數激
增的情況來看，日本或將迎來第
三波疫情。如果各地確診人數繼
續增加，日本全國的醫療設備將
更加緊張。
中川還指出，如果今後北海道
的確診人數繼續增加，建議政府
“靈活考慮調整”，將北海道排除
在日本政府7月啟動的“Go to travel”
旅遊復蘇計劃之外。他在記者會上
呼籲國民貫徹防疫措施，他表示，
“這絕不僅僅是特定地區的問題。希
望全體國民團結壹致進行預防。”
據報道，日本全國 11 日新增確
診 1543 例 ， 接 近 8 月 7 日 創 最 高 紀
錄的 1596 人。東京都自 8 月 20 日以
來 單 日 新 增 再 次 超 過 300 例 ， 同 時
還有 3 例死亡病例。北海道新增確
診 197 例，連續 7 天維持三位數，另
有 3 例死亡病例，全國各地疫情顯
著惡化。日本經濟大臣西村康稔在
11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由於確診
人 數 持 續 增 加，將強化對策以免造
成更大的擴散。”

前總統李明博入獄後
韓國爭論李明博紀念館該不該關
綜合報導 已經入獄的前總統的
紀念館該不該繼續存在？據報道，
這壹問題近日在韓成為爭議焦點，
關於位於慶尚北道浦項市的李明博
紀念館，當地市民要求停止運營，
而當地政府拒絕接受這壹要求。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1941年出生
於日本大阪，1945年與父母壹起搬
回韓國，在浦項居住了數年。報道
稱，2008年李明博就任韓國總統後
，其故鄉壹度成為熱門旅遊目的地
，當年遊客人數超過48萬人。但此
後連年下降，去年跌至26187人，今
年有可能跌破萬人。浦項市於2011
年投資 14.5 億韓元(約合 863 萬元人
民幣)修建了李明博紀念館，裏面展

示了關於李明博生平的各種照片和
文字介紹。建成後，浦項市每年還
投入5000多萬韓元資金以維持該館
正常運轉。
浦項當地市民團體“浦項市民
連帶”最近發表聲明，表示鑒於上
月29日李明博已經被大法院終審判
決有罪，被剝奪了前總統的所有禮
遇，因此浦項市應該“停止用市民
稅金支援犯罪分子紀念設施”的行
為，並將該設施改為其他用途，比
如福利設施、教育設施等。針對民
眾的呼聲，浦項市相關負責人表示
，對李明博紀念館的立場不變，今
後仍將繼續運營。
韓國多位前總統有紀念館。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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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醫師會長：
日本或將迎來第三波疫情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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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華埠大廈

正熙的紀念設施叫作“樸正熙圖書
館”，位於首爾市麻浦區，是樸正
熙紀念財團於 2012 年 2 月建立的。
金泳三的紀念設施位於其出生地慶
尚南道巨濟島，叫作“金泳三記錄
展示館”。金大中的紀念館位於其
故鄉全羅南道木浦市，2011年竣工
，2013年正式定名為“金大中諾貝
爾和平獎紀念館”。盧武鉉的紀念
設施位於其故鄉慶尚南道金海市峰
下村，由盧武鉉財團於2010年建立
，叫作“盧武鉉總統追悼之家”。
據悉，多數韓國前總統的紀
念設施均由獨立民間財團運營，
類似李明博紀念館這樣由當地政
府投資興建並運營的屬於個例。

文匯

首台核檢自助採樣機亮相高交會

中國焦點

引導 分鐘完成 無需人工參與 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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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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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如何解決人工採樣存在的弊端問題成了不少科企
科研攻關的重點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第 22 屆高交會上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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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步驟一

步驟二

通過身份證及
人臉識別完成
身份核驗

拭棒噴淋

A61

現場看到，由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參與開發的國內第一
台全自助核酸檢測採樣機，就可在無人值守狀態下，全天候自
助完成核酸採樣，使用者平均 5 分鐘可自助完成採樣，是快速
開展大規模採樣的利器。據了解，此屆高交會首次增設“IT
抗疫展區”。不少參會企業表示，疫情當前，科技企業發揮
所長，積極組織科技攻關，研發出一系列科技產品投入
到抗擊疫情一線，向世界亮出了中國科技企業的競爭
力，也為拓展國內外業務增添了新優勢。

步驟三
伸入張口器
採樣

■國內首台核酸檢測自助採樣機亮相高交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被採樣人員通過身份證及人臉
識別完成身份核驗後，領取採樣工具，在視頻引導下，自
助完成戴手套、掃碼、放入張口器、拭棒噴淋、伸入張口器、
採樣、回收樣本等動作，全過程不到 5 分鐘，也無須醫務人員
參與。“雖然相比人工採樣的 3 分鐘慢一些，但是批量投
放，且 24 小時運作，可極大提高效率、節約人力。” 發
明者之一、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書記肖烈輝說。

步驟四

採樣動作正確方自動進行
現場體驗的張先生表示，自助採樣時一定要在 AI
引導視頻的輔助下，才能準確找到咽拭子的有效採樣部
位，“採樣動作與圖像吻合後，手柄會自動旋轉三
圈，對不準就不會轉。整體舒適度還是可以的，不會
有特別不適和噁心感，只要放輕鬆就好了。”

伸入張口器採
樣，AI 圖像吻
合後手柄會自
動轉三圈採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在高交會 1 號館的“IT 抗疫科技專區”，
最火爆的展位莫過於千璽機械人餐廳，一大批
觀眾將數台機械人團團圍住，觀看它們現場製
作煲仔飯、漢堡、冰淇淋（又稱雪糕）、咖
啡，多款“從天而降”的美食科技感十足。其
中，“馳援湖北抗疫”同款集裝箱煲仔飯機械
人更是成為焦點。據碧桂園旗下千璽機械人餐
飲集團副總經理肖然介紹，首次參展高交會就
有多款機械人獲得海外參會者的關注，歐美及澳
洲均有意向引進漢堡機械人等產品，為他們拓展
海外業務增添信心。

全程信息化管理 資料無縫對接
據肖烈輝介紹，在確保採樣準確性上，計算機在讀取
與認證被採樣人員身份信息後，當即獲得唯一 ID，在此之
後的採樣過程視頻監控、樣本處理、樣本收集、樣本檢
測、檢測報告生成、採樣相關檔案均與此ID相關聯，避免
了人工操作可能出錯的情況。在採樣中，一次採集可獲取
四個有效部位樣本，採樣工具在拭子抵達採樣區域
後將自動觸發拭子旋轉，以確保採集到上皮細胞。
此外，為確保採樣過程安全無污染，採樣機還自
採樣成功，將
備消殺感控系統，操作全程信息化管理，可與醫
採樣盒蓋子
療機構、海關、政府有關部門進行無縫對接。
蓋好
目前，採樣機共設計了三款機型，分別是

步驟五

減少人為接觸 滿足生活剛需
後疫情時代，減少人為接觸的智慧餐飲符合
消費需求，具有廣闊市場空間。對於餐飲機械人
以及機械人餐廳，人們也開始轉化為當今生活中的
“剛性”需求，其商業價值也更具有社會意義，迎
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今年首次攜多款自主研發機械人參加高交會，
有不少意外收穫。“沒想到漢堡機械人最火爆，一
直都有參會者不斷地來體驗、拍視頻。” 肖然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高交會期間收到了不
少海外簽約意向，歐美和澳洲最多，有不少大型賽事
和商業區正在進行產品合作的接洽。“目前，漢堡機
械人最高的出餐效率可達 10 秒一個，咖啡機械人出餐
效率達 45 秒一杯，冰淇淋機械人出餐效率達 30 秒一
杯，可以根據需要靈活投放於商業區、景區、醫院、
大型賽事及展會等人流集中、消費力強的場所。”
肖然表示，公司正加速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連鎖化
機械人餐廳布局，計劃年內完成 100 家機械人餐廳的開
業，其中深圳區域已作為布局重點。目前已簽約餐廳項
目10餘個，年內將力爭在深圳布局60家機械人餐廳。

可用於醫院常規檢測的一體機，攜帶兩個採集
單元；用於海關的分體機，攜帶十個採集單元；用於
應對突發疫情的車載型分體機，攜帶二十個採集單
元。“一個採集單元平均可存放約 1,000 個樣本。實
際應用中，車載型分體機最為靈活機動，可根據疫情
的發展快速布置。譬如，此次天津疫情檢測 6.5 萬餘
人，如用車載機型，只需 12 台，可在 24 小時完成，
僅需少量後勤保障人員。”
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科教部副部長郭霞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國內外已有
多個類似的產品出現，如咽拭子採樣機械人、負
壓檢測亭等，但均無法脫離人工輔助操
作，且未能妥善解決交叉感染的問題，無
法被廣泛應用。“核酸檢測自助採樣機最
大的優勢就是降低人員交叉感染風險，節
回收樣本
約人力，節省防護物資，可快速完成大規
模檢測。”

步驟六

啟臨床試驗 有望明年投用
郭霞表示，採樣機雖然還不能直接出具檢測
結果，但是可以對接自動集成實驗室，通過將
實驗室、採樣機一起安裝在一個採樣車上的形
式，就能直接開到疫情發生地，在短時間內完
成大規模集中採樣，對於早診斷、早治療的意
義重大。據透露，目前該產品已啟動臨床試
驗，正在進行相關資質申報，有望於 2021 年
投產使用，為打贏新冠疫情防控狙擊戰提供強
有力的武器。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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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Southern News Group

10秒漢堡餐
機械人解鎖智慧餐飲

■大批觀眾圍
住漢堡機器
人，觀看現場
製作的漢堡。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

香港瞭望
■責任編輯：周文超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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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存傳播鏈 第四波一觸即發
陳肇始：不排除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



(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13 日公布新增 6 宗新冠病毒確診

13 日疫情

個案，4 宗為本地病例，包括 12 日公布的 2 宗不明源頭初
步確診個案，即 56 歲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李炳醫學圖書

新增個案：6 宗

館員工及 65 歲退休男子於 13 日確診，另 2 宗為本地有關

本地不明源頭：2 宗

聯個案，其中一人為協恩中學實習教師，接觸的學生多

與之前確診個案關連：2 宗

達 120 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社區存

輸入個案：2 宗（分別來自德國及

在隱形傳播鏈，並警告第四波疫情一觸即發，現階段沒

印尼）

有空間放寬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更不排除進一步收緊
相關措施，又透露強制檢測法律框架已接近完成，待行
政會議通過即會公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在

新增的 2 宗本地有關聯個案中，23 歲協恩中學
實習女教師（個案 5435）居太古城太湖閣，於
浸會大學就讀體育系，為早前確診浸大女生（個案
5398）密切接觸者。她於 10 月 23 日最後回浸大上
課，但本周二（10 日）傳染期內有到協恩中學，該
校暫停面授課堂14天，全校師生獲派樣本瓶檢測。
協恩中學表示，該名實習教師本月初起到校任教
體育科，涉及中一、中三及中四 3 班約 120 名學生，
任教時師生均全程戴上口罩，校內一名教師曾與確診
者用膳，屬密切接觸者，但未有學生被列密切接觸
者，暫未有其他師生出現病徵或測試呈陽性。
另一有關連個案的 50 歲女患者（個案 5436），
為12日確診77歲的士司機（個案5409）的妻子。她
與丈夫同住荔枝角海麗邨海暉樓，上周五（6 日）發
病，當日曾到海麗商場喜兆年酒家，本周二（10
日）到過北河街街市。

兩
“無頭”一人曾到油麻地求診
12 日公布的 2 宗不明源頭初步確診個案，13 日
亦證實染疫。其中，56 歲威院李炳醫學圖書館男職

新增本地個案資料
■確診的威院李炳圖書館職員居於大埔中心18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個案 5432：56 歲男，沙田威爾斯親
王醫院李炳醫學圖書館職員，居於大埔
大埔中心18座，11月7日發病

員（個案 5432）居於大埔中心 18 座，上周六（7
日）有發燒、咳嗽、流鼻水和喉嚨痛症狀，本周一
（9 日）最後上班，同日到中大保健處求診，其兩名
密切接觸者分別是大埔恩主教書院學生及天主教伍
華中學教職員，中心已要求兩校停課等待檢測結
果。伍華中學校長表示教職員檢測結果呈陰性，學
校已大清洗，14日恢復上課。
另 一 不 明 源 頭 個 案 的 65 歲 退 休 男 子 （ 個 案
5433）居於旺角德豐大廈，本周一有發燒、咳嗽和
流鼻水等病徵，翌日到油麻地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
所求醫。餘下2宗輸入病例，患者分別由德國及印尼
抵港，後者為外傭，兩人均無病徵。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13日討論防疫相關措施，
多名建制派議員要求政府推出全民強制檢測。陳肇始
表示，正積極研究為高危群組強制檢測的相關法例，
工作已到尾聲，待行會通過便公布。她重申，強制檢
測僅針對三種情況，即有病徵人士、個案爆發的處所
（如大廈和工作地點），及院舍、貨櫃碼頭及屠房員
工等高危接觸職業。
她指出，香港過去一周出現多宗不明源頭個

‧個案 5433：65 歲男，已退休，居於
旺角德豐大廈，11月9日發病
有關聯個案

■13日確診的浸大女生在協恩中學當實習教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案，社區有隱形傳播鏈，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否則
第四波疫情一觸即發，可能較第三波更嚴峻，強調
現階段沒有空間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更可能進一步
收緊，而近日不少本地個案涉及酒店 staycation（宅
度假），不排除研究修例規管。
針對疫苗的採購問題，她表示，政府承諾會採
購供應全港市民所需的兩倍數量疫苗，並已非常積
極聯絡世衞組織及多間藥廠索取疫苗資料，及和部
分藥商簽署了不公開協議書。

許樹昌 13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現時存在出
現第四波疫情的可能性，4 名確診的士司機來自不同
地區，令人憂慮，當局要繼續追蹤的士司機個案，
若再有的士司機確診，或要考慮強制檢測。
他解釋，“睇到第三波早期都係一樣，（確
診）數字突然急升，由單位變雙位，好快雙位數變
成三位數，源頭不明比例亦高。嗰 4 位（確診）的
士司機嚟自不同地區，接載好多客人，唔知佢哋喺
邊度感染，亦唔知會唔會感染乘客，如果未來幾日
有更多司機感染，但檢驗反應唔好，可能要考慮強
制檢驗，一星期內就要為佢哋完成測試，縮短喺社
區傳播風險同時間。”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
亦指，的士司機每日接觸多名乘客，只靠司機自律檢
測並不足夠。過去兩次免費檢測，僅三至四成司機參
與，反應一般，建議政府提供誘因如以贈品鼓勵司機

積極參與，甚至實行強制檢測。他並呼籲前線司機需
注重清潔，加強清潔車廂、車門及扶手。

工聯促公僕醫護教職強檢
工聯會表示，將盡快約見食衞局局長陳肇始，
要求政府盡快推行特定群組強制檢測，建議新增公
務員、醫務人員、教職人員、旅遊酒店以及有症狀
患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如要將感染個
案數字“清零”，最理想是政府能進行全民強制檢
測。在現階段而言，除現有特定群組，包括物業管
理、運輸業、飲食業及護理安老人士外，我們亦建
議全體公務員、醫護人員、教職人員、旅遊酒店從
業員，以及有症狀患者等同樣必須接受強制檢測。
“我們期望強制檢測後，能盡力做到個案數字“清
零”，有助及早重振經濟及幫助就業。”

港大：一成長者有抑鬱情況

“樂齡同行”
目標培訓5000義工
團隊第二階段計劃於今年展開，聯合港大與 42
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長者地區中心將計劃推

．個案 5436：50 歲女，77 歲確診的士
司機（個案 5409）的妻子，居於長沙
灣海麗邨海暉樓，11月6日發病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疫情下市民減少出行，公
共交通客量直接受打擊。九巴
13 日透露，現時巴士班次大致
回復正常，但整體客量較疫情
前下跌近 10%，多條機場線的
龍運巴士更下跌近一半，加上
政府“保就業”計劃本月結
束，公司經營艱難，未能減車
費，但仍會推出優惠與市民共
度時艱，並希望保住 1.3 萬名員
工飯碗，盡量不裁員、不減薪
及不放無薪假。
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
管 林 子 豪 13 日 與 傳 媒 茶 叙 指
出，九巴票價已凍結 6 年，龍
運更凍結 9 年，現疫情未見盡
頭，“保就業”計劃將完結，
坦言“計唔到可以捱幾耐”，
但冀未來也能做到不裁員、不
減薪及不放無薪假，而公司除
盡量節流外，會推出一連串優
惠冀令客量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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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優惠站拍卡慳 2 元

■圖為林一星（左）及黃凱茵。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提供
廣至十八區，並推出全新“樂齡友里”義工計劃，
目標在4年內培訓5,000名長者義工。
學員阿月表示，參與課程前常因疫情下不能出
門及搶購口罩等問題感到焦慮，丈夫亦因疫情變得
脾氣暴躁，二人經常出現矛盾。經社工介紹並參與
培訓後，她學習到要聆聽家人心聲，學會互相體
諒，同時慢慢學會使用智能手機程式，利用科技與
朋友保持聯絡，維持日常交往，令情緒問題得以紓
緩，家庭關係亦變得更和諧。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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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林一星表
示，長者在面對疾病、喪偶等情況時容易出現情緒
問題，亦會更多憂慮家人朋友。他續說，除個別群
組外，是次調查的整體情況與前兩年相差不大，甚
至略有改善，或與疫情後家人陪伴增加，以及社區
各界對長者全力支援有關。
“樂齡同行計劃”自 2016 年開始，為期 7 年，
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計劃在葵涌、觀塘、深水
埗和將軍澳設立 4 個試點地區，接觸約 10 萬名長
者，當中逾 4,300 名有不良情緒症狀或風險長者得到
預防性心理保健，成功改善98%長者情況。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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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期活在疫情的陰
霾下，長者的行為及精神健康備受關注。香港大學
13 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約 10%受訪長者出現抑
鬱或焦慮情況，而認知障礙照顧者的抑鬱徵狀更比
平均高出接近一倍。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13 日
公布開展第二階段，與港大團隊及 42 間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及長者地區中心合作，將計劃推向全
港，目標在 4 年內培訓 5,000 名長者成為精神健康急
救生力軍，鼓勵長者實踐積極晚年。
“樂齡同行計劃”港大團隊於今年 2 月至 8 月透
過電話訪問了8,382名60歲或以上長者，發現約10%
受訪者出現抑鬱或焦慮症狀，半數更同時存在兩種問
題。團隊發現，兼具認知障礙人士照顧者身份的長者
抑鬱症狀比平均高出一倍；60至79歲長者可能因為思
慮更多，情緒問題比80歲或以上長者更普遍。

．個案 5435：23 歲女，協恩中學實習
教師、浸會大學體育系學生，居於太古
城太湖閣，11 月 10 日發病，為個案
5398的密切接觸者

九巴客量跌 ％ 盼盡量不裁員

許樹昌：若更多的士司機感染 需考慮是否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日前有 4 名
的士司機確診，香港運輸署續為的士司機提供新一
輪檢測服務，資料顯示，署方提供首輪檢測至本周
三共派出近 4,000 個樣本樽，收回約 3,000 個。政府
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認為，若未來數日有更多的士司機感染，但參與
自願檢測反應不理想，需要考慮是否強制檢驗。有
的士業工會則建議政府提供誘因鼓勵司機檢測，甚
至實施強制檢測。
運輸署設立的 4 個臨時檢測套裝派發/收集中
心，兩個分別位於大埔墟和元朗，另兩個則設在美
孚和柴灣的石油氣加氣站。由於多名的士司機“中
招”，美孚深旺道石油氣加氣站臨時檢測套裝派發/
收集中心，13 日有不少司機領取深喉唾液樣本瓶，
有司機指全港約 70 個石油氣加氣站，只有兩個派樣
本瓶並不足夠，且認為宣傳不足。

不明源頭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九巴車務策劃部主管梁領彥
介紹，會在更多地點如商場增設
優惠站，乘客拍八達通卡即可獲
2 港元車費減免，每日可無限次
使用；另每次乘搭可賺取積分換
取禮品的“FUN 分賞”計劃，
乘客換領禮品次數已近 3 萬次，
九巴將提供雙倍積分。
九巴在屯門、元朗及天水圍
率先實施的雙向分段收費計劃，
現每日有數千名乘客使用，正研
究擴展至將軍澳、荃葵、北區、
大埔等地；而現時轉乘優惠多達
6萬個組合，亦會加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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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濟冬季貴金屬商說 最安全的資產是黃金和現金
面對經濟衰退 專家建議採取以下措施克服恐懼並自保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的冠狀病毒疾病現又處於最嚴
重階段 ， 防疫疲乏
重階段，
防疫疲乏、
、 天冷與鬆綁限令恐都是元凶
天冷與鬆綁限令恐都是元凶。
。 全美有 13 個
州，過去一週的新增確診病例改寫單週新高紀錄
過去一週的新增確診病例改寫單週新高紀錄。
。從去年冬天疫
情傳至美國以來，
情傳至美國以來
，疫情在美國的地理分布也不斷變化
疫情在美國的地理分布也不斷變化，
，從今年春
天東北部爆發、
天東北部爆發
、今夏轉燒到西部與西南部的陽光地帶
今夏轉燒到西部與西南部的陽光地帶，
，到目前是
中西部，
中西部
，南部與西部各州疫情最嚴重
南部與西部各州疫情最嚴重。
。冠狀病毒感染病例的急劇
增加導致更多的美國人依靠食物銀行來滿足日常需求。
增加導致更多的美國人依靠食物銀行來滿足日常需求
。 惡劣的
環境和不穩定的美國政治使找工作更加困難。
環境和不穩定的美國政治使找工作更加困難
。 人們擔心他們可
能很難在這個寒冬裡生存。
能很難在這個寒冬裡生存
。 許多其他人想知道在最困難的時期
如何生存。
如何生存
。
國際金價自 8 月上旬創下歷史新高後
月上旬創下歷史新高後，
，週一
週一，
，國際金價重挫
近 5% ， 較上個交易日下跌近 100 美元
美元，
， 一度跌破 1850 美元
美元//盎
司，完全抹去了上週漲幅
完全抹去了上週漲幅。
。全球最大的貴金屬服務提供商
全球最大的貴金屬服務提供商、
、多元
化科技集團賀利氏認為，
化科技集團賀利氏認為
，美國總統大選對金價影響不太大
美國總統大選對金價影響不太大，
，金價
有其長期價格走勢。
有其長期價格走勢
。經濟冬季的特點是股市下跌
經濟冬季的特點是股市下跌、
、通貨緊縮和經
濟蕭條。
濟蕭條
。歐洲和美國的最近一次冬季一般認為是 1930 年代的大
蕭條，
蕭條
，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
，股市上漲至創紀錄高位
股市上漲至創紀錄高位，
，信貸過度使用
信貸過度使用，
，隨後
股市崩盤，
股市崩盤
，經濟崩潰
經濟崩潰。
。賀利氏有關人士表示
賀利氏有關人士表示，
，對於經濟冬季來說
，最安全的資產是黃金和現金
最安全的資產是黃金和現金。
。估值過高的資產價格將會下跌
估值過高的資產價格將會下跌，
，
最好避免投資股票、
最好避免投資股票
、債券和房地產
債券和房地產。
。
美國財經網站專家一直警告世人，
美國財經網站專家一直警告世人
，我們將面臨另一次經濟衰
退。約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
約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
，若 2020 年發生經濟衰退
年發生經濟衰退，
，自己
將會受到衝擊。
將會受到衝擊
。 約 63
63%
% 的人最擔心生活成本增加
的人最擔心生活成本增加，
， 而大多數的
人都害怕買不起生活必需品、
人都害怕買不起生活必需品
、投資資產價值縮水
投資資產價值縮水，
，以及失業
以及失業。
。經
濟衰退會引發哪些恐懼？
濟衰退會引發哪些恐懼
？萬一擔心的事成真
萬一擔心的事成真，
，又要如何保護自己
的荷包？
的荷包
？ 專家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專家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 第一
第一、
、 約 31
31%
% 的美國人認為

，若 2020 年經濟陷入衰退
年經濟陷入衰退，
，他們必須挪用緊
急預備金，
急預備金
， 以購買生活必需品
以購買生活必需品；
； 約 22
22%
% 的人
認為，
認為
， 他們需要貸款
他們需要貸款，
， 以購買生活必需品
以購買生活必需品。
。
節省每月開銷，
節省每月開銷
， 雖然不是所有項目的支出都
能立即減少，
能立即減少
， 但重新檢視你對生活必需品的
預算安排是值得的，
預算安排是值得的
， 例如汽車保險
例如汽車保險、
、 手機資
費方案等。
費方案等
。 你可以暫時減少非必要支出
你可以暫時減少非必要支出，
，便
能有更多錢支應開銷。
能有更多錢支應開銷
。 這筆額外的現金可以
幫助你避免挪用緊急預備金或刷卡。
幫助你避免挪用緊急預備金或刷卡
。
第二、
第二
、 約 30
30%
% 的美國人認為
的美國人認為，
， 今年經濟
若衰退，
若衰退
， 他們投資的資產會縮水
他們投資的資產會縮水。
。 股市會有
漲跌，
漲跌
， 會擔憂這種事發生
會擔憂這種事發生。
。 儘管資產價值縮
水 ， 但你若因恐慌而拋售才會損失慘重
但你若因恐慌而拋售才會損失慘重。
。如
果你靜觀其變，
果你靜觀其變
， 股價還是有機會反彈回升
股價還是有機會反彈回升。
。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準備能抵禦經濟衰退的投
資組合，
資組合
， 可以考慮使用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
， 協助管理你的投資
協助管理你的投資。
。 避免過度投資
避免過度投資，
， 手上
要保有適量的現金。
要保有適量的現金
。 不到五年內需要用到的
資金最好存在高收益儲蓄帳戶。
資金最好存在高收益儲蓄帳戶
。 如果你覺得
惡劣的環境和不穩定的美國政治使找工作更加困難。
惡劣的環境和不穩定的美國政治使找工作更加困難
。 人們擔心他們可能很難在
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現金可用，
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現金可用
，
這個寒冬裡生存。
這個寒冬裡生存
。 許多其他人想知道在最困難的時期如何生存
許多其他人想知道在最困難的時期如何生存。
。
則需要重新分配你本來要拿來投資的錢，
則需要重新分配你本來要拿來投資的錢
，放
進緊急預備金中，
進緊急預備金中
， 存有足以應付三到六個月
作變得格外困難，
作變得格外困難
，實在令人恐懼
實在令人恐懼。
。你必須要有足夠的緊急預備金
開銷的金額。
開銷的金額
。
，存到足以應付三到六個月開銷的錢
存到足以應付三到六個月開銷的錢。
。隨時更新你的履歷資料
隨時更新你的履歷資料，
，
第三、
第三
、約 14
14%
%的美國人認為
的美國人認為，
，若 2020 年發生經濟衰退
年發生經濟衰退，
，他 準備以備不時之需
準備以備不時之需。
。考慮增加不同的收入管道
考慮增加不同的收入管道，
，出售家中不用的
們將會失業。
們將會失業
。有鑑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導致的失業慘況
年金融海嘯後導致的失業慘況，
，一想 東西
東西、
、打工和接兼差等能增加現金流的任何事
打工和接兼差等能增加現金流的任何事。
。
到失去收入的主要來源，
到失去收入的主要來源
，再加上企業招聘速度緩慢
再加上企業招聘速度緩慢，
，要找份新工

「老協
老協」」 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昨在僑教中心後停車場舉行 光鹽健康園地節目宣傳

何謂過敏
(右起 ） 「老協 」 會長趙婉兒
會長趙婉兒，
，頒獎給 「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
」 代表 Mi
Michelle ,感謝該行向
, 感謝該行向 「 老協
老協」
」 捐贈了七千五百元
捐贈了七千五百元，
， 旁為 「 僑教
中心」
中心
」 陳奕芳主任
陳奕芳主任，
，楊容清副主任
楊容清副主任。（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老協 」 會長趙婉兒
會長趙婉兒（
（ 右立者 ） 首先在慶生會上致詞
首先在慶生會上致詞。
。 旁為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 陳奕芳主任
陳奕芳主任（
（左二 ）、
）、楊容清副主任
楊容清副主任（
（左一
左一）。
）。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四季會員
慶生會於昨天（11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
後停車場舉行，共有 「
老協」30 餘位壽星參加。大家坐在車內，
參加全部慶生儀式，取代了過去沒有疫情期間，在僑教中心大禮
堂舉行全體切蛋糕、大合照的儀式，當天所有壽星的蛋糕是由工
作人員贈送精美的盒裝蛋糕到每個人的車內，十分貼心。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會長趙婉兒首先在慶生會上致詞，
她感謝僑教中心的協助，在戶外也幫忙搭起莊嚴的舞台。她也表
示，疫情這段期間， 「
老協」的所有活動，並沒有中斷，改在線
上繼續舉行，使所有長輩獲益良多。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也

在致詞時讚揚 「
老協」所有的服務和活動並無中斷，改線上舉行
，也增添大家數位運作的能力，使用手機和電腦的技術，也更為
精準。 「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在致詞時不忘提醒大家 「
防疫
」的重要，在此期間要多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所有致詞的代表
都不忘恭祝在場的 「
老協」壽星，福如東海 ! 壽比南山 ！
最後， 「國泰銀行 」的代表 Michelle 趕到現場， 「國泰銀
行 」這次向 「老協」捐贈了美金七千五百元，在此疫情的艱困
時刻，殊為難得。不僅獲得 「
老協」會長趙婉兒頒贈獎牌，他們
「
雪中送炭」的精神更獲得全場的感動和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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