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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國家颶風中心（Na-
tional Hurricane Center）表示，2 級颶風戴
爾塔（Delta）9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
克里歐（Creole）附近登陸，每小時風速達
155公里，並繼續北移向內陸挺進。雖然戴
爾塔已迅速減弱為一級颶風，但部分地區
因為暴雨與暴潮氾濫成災，路州與德州多
達50萬戶停電。

戴爾塔是今年第10個登陸美國的颶風
。由於2020大西洋颶風過多，預先列好的
英文字母（A-W）開頭的21個名字都已用
盡，只好動用希臘字母命名（Delta是第四
個希臘字母），這也是大西洋颶風史上第2
次出現以希臘字母命名。

根據 Power Outage.us 彙整的數據顯示

，Delta登陸路州後，造成了大範圍的破壞
，多達37.9636萬戶住家停電，鄰近的德州
也有逾10萬戶無電可用。此外，颶風在路
州的墨西哥灣沿岸掀起了暴潮，高度達2.4
公尺。

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愛德華茲表示，戴
爾塔的移動速度較快，因此暴雨不會滯留
，但仍呼籲居民找地方避難、服從緊急疏
散命令，州內數千名國民兵以及應急部門
人員均已做好救災準備。

由於路州是關鍵的搖擺州之一，因此
總統川普也非常關切當地的災情，9日特別
推文表示，自己已從簡報中得知，颶風向
路州與密西西比州逼近，聯邦緊急事務管
理署（FEMA）已待命中。((路透社路透社))

颶風戴爾塔肆虐路州德州颶風戴爾塔肆虐路州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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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法國第一夫人布里吉特.馬克龍（Brigitte Macron）的小女兒蒂普恩.奧齊耶
（Tiphaine Auzière）在10月7日巴黎競賽雜誌（Paris Match）的推文上透露，她的生父安德烈.路
易.奧齊耶（André-Louis Auzière）於去年12月去世。截至公佈死訊後，已經過去了九個月...

奧齊耶是法國現任第一夫人布里吉特的第一任丈夫，1951年出生於喀麥隆的埃塞卡（Eséka）
。從1974年到2006年，他和1953年出生的布里吉特.馬克龍（Brigitte Macron）一起生活了三十多
年。

蒂普恩說：“我父親去世了，12月24日，在最嚴格的隱私保護下將他安葬了。我很崇拜父親
，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不墨守成規的人。他表示死後不想打擾太多人，所以我們必須尊
重他的意願。”

據悉，奧齊耶先生在與疾病長期鬥爭之後，於2019年聖誕節前夕在巴黎喬治.蓬皮杜醫院去世
，並在平安夜被安葬在巴黎拉雪茲神父（Père-Lachaise）公墓中。

對於葬禮而言，葬禮協調人表示已經通知了第一夫人的隨行秘書，後者不願透露布里吉特.馬
克龍（Brigitte Macron）是否參加了前夫的葬禮，表示這是私事。

所有的法國媒體都認為第一夫人的前夫是一個非常謹慎且低調的人，而且在離婚後變得更加
謹慎。在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期間，記者們都試圖找到這位“隱士”進行採訪，但沒有一個人能
夠成功，他從未和人說起過與前妻的婚姻、以及兩人離婚的事，也從不分享自己的現狀或是照片
，一直到他悄然離世。

哪怕在今天，在法媒上也幾乎找不到奧齊耶公開的照片。小女兒蒂普恩表示父親這樣做得很
好，他希望一直保持最完整的“隱士”狀態。

奧齊耶生前是一位銀行家，出生在法國高級公務員家庭。 1974年6月，他與小兩歲的布麗吉
特.特羅紐克斯（Brigitte Trogneux）喜結連理，兩人共同養育了三個孩子，大兒子塞巴斯蒂安
（Sébastien）今年45歲，是一名工程師。大女兒勞倫斯（Laurence）今年43歲，是心髒病專家。小
女兒蒂普恩（Tiphaine）今年36歲，是一名律師。大兒子和大女兒的歲數都比小馬哥大。

婚後，因為奧齊耶先生工作的原因，他們一家生活在法國的阿爾薩斯，幾年後回到了亞眠。

雖然布麗吉特從小就有幾分叛逆，但與安德烈的婚姻還是非常幸福的，布麗吉特努力工作，生活
理想就是做銀行家丈夫的完美妻子。

在亞眠，布麗吉特就職於一所教會高中（Lycée la Providence）擔任法文和拉丁文老師。在學
校的戲劇俱樂部裡，她（40歲）與16歲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相遇了。馬克龍是她文學
課的學生，同時布麗吉特也是馬克龍選修戲劇課的負責人。

雖然在規則更嚴的天主教學校中，也沒能阻擋倆人墜入愛河（具體相愛時間一直是一個謎）
。

兩家人其實就相聚300米，為他們之間的來往提供了便利，馬克龍的父母最初懷疑馬克龍和
奧齊耶一家正在發生一些事，開始他們認為自己的兒子正在與布里吉特的女兒約會。當知道兒子
是和母親布里吉特相愛時，他們被震驚了。

中間愛恨情仇的故事小編今天就不展開了，互聯網上有的是...
在馬克龍17歲的時候，在準備前往巴黎求學之前，曾對41歲尚未離婚的布里吉特說：請你等

我，無論你做什麼，我都會娶你...
馬克龍去了巴黎，與布麗吉特分別。
在法國勒圖凱（Le Touquet）的婚禮上，馬克龍表示：我感謝你們能接受我們，感謝你們如

此愛我們，特別感謝布麗吉特的孩子們。如果說這段愛情有什麼不簡單的話，那一定是你們。從
小馬哥蕩氣迴腸的發言小編就看出了那時的他已經具備了政治家的潛質...這個語調真的和疫情期
間小馬哥全國電視發言很相似。

離婚後的奧齊耶先生隱居在巴黎，帶著對前妻的尊敬，拒絕了一切採訪，他慢慢變得更加與
世隔絕，直到最後...

面對這段女方年長男方近25年的戀情，當事人法國總統馬克龍曾表示：“愛情往往是隱晦而
暗藏的，在它真正現身之前，常常被人誤解。”

最後，引用《每日郵報》表述：就像在婚禮現場，馬克龍沒有提到奧齊耶先生一樣。在今天
，也無人向“隱士”奧齊埃先生致敬，他已經悄悄地離世了。

法國第一夫人的前夫悄悄地去世了法國第一夫人的前夫悄悄地去世了,,享年享年6868歲歲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又起衝突各執一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又起衝突各執一詞
（綜合報導）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10

日最新消息，亞美尼亞國防部10日表示，
在停火協議生效幾分鐘後，一枚阿塞拜疆
的導彈擊中了其內陸城鎮卡潘，對於這一
說法，阿塞拜疆國防部予以否認，並稱這
是挑釁。

報導稱，亞美尼亞國防部發言人阿爾
茨倫.霍夫漢尼斯揚在臉書上發文稱：“幾
分鐘前，一枚導彈襲擊了卡潘市，有人員
傷亡。”

對此，阿塞拜疆國防部迅速否認，並
稱亞美尼亞的所作所為是一種挑釁。阿塞
拜疆國防部稱，“亞美尼亞方面關於我們
在卡潘的部隊發動導彈襲擊的信息，據稱
（還）造成了人員傷亡，這是敵人的謊言
和挑釁。”

就在不久之前，兩國停火協議生效的
消息剛剛傳出。

據此前報導，亞阿兩國在納卡地區衝
突持續的背景下，兩國外長9日應邀前往莫
斯科，就停火以及交換死者遺體和俘虜進
行談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阿塞拜疆
外長巴伊拉莫夫、亞美尼亞外長姆納察卡
尼揚9日在莫斯科就納卡衝突舉行閉門磋商

，磋商持續10個多小時至10日凌晨結束。
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三國外

長10日在莫斯科發表聲明說，阿塞拜疆和
亞美尼亞達成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
）地區停火的協議。根據發佈在俄羅斯外
交部網站的這份聲明，各方同意自當地時
間10月10日12時起在納卡地區停火，在國
際紅十字會的協調下交換戰俘和遇難者遺
體。

聲明還提到，各方將繼續磋商具體停
火措施。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同意在歐洲
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
共同主席國的協調下就納卡問題開啟實質
性談判以盡快達成和平協議。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9 月 27 日在納卡
地區爆發新一輪衝突，雙方均指責對方違
反停火協議，率先發動軍事進攻。連日來
，衝突已造成包括平民在內的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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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兩國一直因納卡問題處於敵對狀態，武
裝衝突時有發生。



AA33要聞3
星期日       2020年10月11日       Sunday, October 11, 2020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著名音樂表演家馬友友正在為拜登做
一場視訊助選表演大會，數以萬計之觀眾
為之動容， 他說：“ 在我的生命中充滿
著文化、自律及音樂，我們希望籍文化音
樂之力量來建立橋樑而不是圍牆， 我們希
望大家團結而不是孤立，我擔心我們正在
失落和喪失美國之精神價值，拜登總統候
選人也同時響應，我們面臨對美國價值之
桃戰，那就是同情心、 尊嚴及諴實品格。

”
各位弟兄姐妹們，我們大家來自五湖

四海， 以美利堅共和國為安身立命的國家
， 馬友友是我們華人的代表和驕傲， 他
內心深處和我們有同樣之感受，让我們大
家在他的感召下行動起來， 一定要投下神
聖的一票。

( 图片来源：路透社）

Following his unbelievable performance during
Joe Biden’s campaign, world famous cellist
Yo-Yo Ma urged all Asian Americans and all
people to support Biden in his bid to be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musician said, “I’ve
lived my life at the borders. Between
cultures. Between disciplines.
Between music.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roughout my life I
’ve learned that on culture, we
build bridges and not walls. We
believe 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n alone. I am worried that we’
ve lost sight of that belief in America.
”

As Joe Biden also said, “We are in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It
’s a battle to uphold and honor the
values we hold dear. Values like
empathy and dignity and respect for
truth.”

We are so proud of Yo-Yo Ma who
as a Chinese American, an Asian
American, as well as all Americans,
is a person who really loves this
great nation. His words have really
touched everybody’s heart.

Today our country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lead us and not divide us in the
future.

We urge everyone to take action and go out and
vote in this critical election. This is your right as
well as your duty as a citizen.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1010//20202020
Yo-Yo MaYo-Yo Ma’’s Remarkss Remarks馬友友的諍言馬友友的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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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希臘改革藍圖獲歐盟首肯
改革仍是經濟復蘇關鍵

綜合報導 近期，在壹場於希臘首都雅典舉行的會議上，經濟學家

特別關註了希臘經濟未來走向。該國歐洲債權人代表向希臘政府發出了

多個信息，包括通過建立健康企業，來彌補投資缺口和促進經濟增長，

以及在必要時期恢復財政秩序。希臘政府在會議上對此作了正面回應，

承認這是壹項艱巨的任務。

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主席克勞斯· 雷格林在會

上表示，希臘需要加大投資，以彌補多年經濟危機造成的缺口，並指出

迄今為止，希臘的投資步伐已經落後於歐盟平均水平。他補充道，改革

必須著眼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舉措。

歐盟委員會負責金融事務的副總幹事科斯特洛透露，歐盟方面已經

開始與雅典就獲得下壹代歐盟資金的計劃進行談判。他說，委員會認為

改變生產模式和降低稅率是重中之重。據他預計，歐盟同希臘方面將很

快就優先事項達成協議。

歐元集團工作組主席托馬斯· 薩倫海默表示，2020年的赤字不可避

免，還會持續增加，但在未來幾年內需要將其精簡。他強調，只有在壹

個能夠繁榮發展的環境中，才能創建可持續發展的公司。

希臘政府官員對此予以認可，財政部長克裏斯托斯· 斯塔科拉斯說

：“希臘會在2021年之後精簡財政，我們需要在可持續復蘇與正確的財

政政策之間取得平衡。”

意大利10月以來新增確診逾萬例
警方加強違規檢查

綜合報導 根據疫情報告數據顯示，意大利進入10月份4天時間，累計新

增確診病例10469例，平均單日新增確診病例2617例，為疫情反彈階段歷史新

高。當局於4日下令，要求地方警務部門加大對違反防疫法令的檢查力度。

據報道，意大利緊急民防部4日疫情報告數據顯示，截至4日18

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325329例，死亡35986例，治愈患者231914

人。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2578例，死亡18例。

意大利國家傳染病研究所醫學總監弗朗切斯科· 維亞(Francesco Vaia)

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根據科研人員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學校所發現

的新增確診病例，其感染源大多來自家庭內部感染，而並非是校園內所

引發的交叉感染和傳播。

維亞指出，意大利新冠病毒疫情的傳播，其感染源更多來自於公共

交通和公共社交場所。加強公共交通領域和公共社交場所的疫情防控，

不斷敦促民眾遵守防疫規則，應視為未來防控新冠疫情的重點。

當地時間4日，意大利內政部通報，自疫情暴發以來，全國警務部門累計

對53118人就遵守防疫法令情況進行了檢查，並及時糾正了壹些民眾的不當行

為。其中186人因違反防疫法規被罰款，4人因觸犯刑法被公訴。警方同時對全

國6865家企業進行了防疫安全檢查，其中2家企業被關閉，15家企業被罰款。

內政部新聞發言人表示，根據坎帕尼亞大區主席溫琴佐· 代盧卡

(Vincenzo De Luca)，以及相關地方政府的要求，內政部部長拉莫格斯

(Luciana Lamorgese)和國家警察總局局長加布裏埃裏(Franco Gabrielli)，

已於4日下令並要求地方警務部門密切配合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進壹

步加大對違反防疫法令的檢查力度。

微軟在希臘投入10億美元
將打造三個數據中心

綜合報導 美國科技巨頭企業微軟10

月5日宣布，將在希臘雅典建立三個數

據中心，投資金額高達10億美元。這是

近28年來微軟在希臘的最大壹筆投資。

微軟總裁布拉德· 史密斯與希臘總理米佐

塔基斯，出席當天在雅典衛城博物館舉

行的簽約儀式。

據報道，根據協議，微軟將在雅典

附近建造三座大型數字數據存儲中心。

微軟與希臘政府為此進行了9個月的談

判，最終確定這項龐大的計劃，包括

為約 10 萬名希臘政府和私營機構人員

、教育工作者，以及學生提供數字技能

培訓。

微軟目前在全球26個國家和地區擁

有數據中心，其中包括7個歐盟國家。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簽約儀式上說，

對這項“重大的創新性投資”表示歡迎

，這將使希臘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雲

計算中心”，對就業、科學研究以及留

在人才產生積極作用。

米佐塔基斯還表示，這筆投資將

提 升 希 臘 作 為

投 資 目 的 地 的

地 位 ， 對 經 濟

產 生 溢 出 效 應

， 使 希 臘 中 小

企業受惠。

微軟總裁布

拉德· 史密斯說

， 微 軟 並 不 經

常 進 行 這 樣 的

投 資 ， 這 不 是

輕 易 的 決 定 ，

沒有希臘政府的幫助和支持，微軟不

可能邁出這壹步。他說，“這是微軟

在希臘28年來最大的壹筆投資，反映

了我們對希臘經濟、希臘人民和希臘

政府的信心。”

微軟希臘、塞浦路斯和馬耳他地

區首席執行官米哈洛普洛斯表示，微

軟將會幫助希臘實現數字化轉型，該

數據中心還將作為鄰國的區域數據中

心。

另外，微軟正與希臘政府合作，利

用擴增實景技術(AR)對奧運會發源地古

奧林匹亞進行推廣。

2020 年以來，由於受新冠疫情影

響，希臘第二季生產量按年下跌15.2%

，6月份失業率從年初的 16.4%攀升至

18.3%。希臘政府強調，期望疫後能進壹

步平衡發展國家經濟，包括大力發展綠

色能源及數碼科技等，無需再過度依賴

旅遊業。

意大利校園感染持續蔓延
國會將審議新防疫法案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當

地時間6日，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報告該

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677例，死亡28例

。截至6日18時，意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已達330263例，死亡病例36030例，治

愈患者234099人。

目前，意大利校園感染持續蔓延，

此外，意甲聯賽主席也宣布確診。鑒於

當前疫情形勢，意大利國會定於7日，

就政府延長國家緊急狀態法案舉行聽證

會，同時還將審議政府內閣最新推出的

防疫法令議案。

校園感染持續蔓延
據報道，當地時間10月6日，意大

利教育、大學和科研部部長阿佐利納向

媒體通報，截至9月26日，意大利學校

確診病例已增至1957例，其中教師確診

病例349例，學生確診1492例，學校職

工確診病例116例。

阿佐利納表示，根據專家對學校疫

情的評估，現階段校園確診病例屬於零

星感染，且病毒傳播源絕大部分來自校

園外。專家認為，遏制校園疫情傳播，

其重點在於規範學生的校外活動，以及

減少學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機會等。

意甲聯賽主席確診
當地時間6日，意大利足球甲級聯

賽主席皮諾宣布，他在5日開始出現發

燒和咳嗽等疑似新冠的癥狀，且病毒檢

測結果也呈陽性。他表示，將遵照防疫

規定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據介紹，皮諾是首位感染新冠病

毒的意甲聯賽高級行政人員。受其影

響，意大利足協主席格拉維納，以及

與皮諾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員均將接受

病毒檢測，並依照防疫規定居家隔離

14天。

意國會將審議防疫法案
當地時間6日，意大利總理孔特表

示，意大利對抗新冠病毒的戰鬥，目前

雖然取得了壹定成果，但尚未取得最終

勝利。未來幾個月仍需保持高度警惕，

並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規，加強對

疫情的防控。

意大利民主黨籍眾議員、衛生部長

斯佩蘭紮6日在向參眾兩院議員陳述內

閣擬定的最新防疫法令時表示，全國疫

情仍處於持續惡化階段，盡管意大利疫

情要好於歐洲其他國家，但容不得有任

何幻想和麻痹。

斯佩蘭紮強調，為了遏制疫情進壹

步蔓延，政府必須收緊防疫措施，並加

強對群聚活動管制，尤其是針對夜間及

周末聚集現象。同時必須禁止在公共及

私人場所舉行大規模娛樂活動、聚餐和

跳舞。

斯佩蘭紮指出，政府內閣認為，很

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戶外強制佩戴

口罩和延長緊急狀態。政府擬定的新防

疫法令議案要求，除單獨駕駛汽車、摩

托車和騎自行車，以及在沒有感染風險

的無人區域外，民眾外出時均須佩戴口

罩。

新防疫法令議案規定，對於違反

戶外佩戴口罩規定者，可處以400歐元

至 3000 歐元罰款；違反該規定的商家

，也可責令停業 5至 30 天；違反隔離

規定將納入刑事處罰條例，可處以3至

18個月監禁，並處罰金500歐元至5000

歐元。

此外，意大利目前規定從西班牙、

馬耳他、克羅地亞及法國部分地區入境

者均須接受病毒檢測。新法令將把入境

病毒檢測範圍擴大至法國全境，以及英

國、荷蘭、比利時等國。新法令同時要

求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放寬中央政府規

定的防疫措施。

由於意大利眾議院議員曾出現感染

事件，壹些與被感染議員有過密切接觸

的議員因居家隔離尚未到期，無法達到

議會法定投票標準。因此，國家眾議院

會議議程從6日改為7日舉行。

俄專家：國際空間站“開始散架”
或在2024年停用

綜合報導 近日，俄羅斯

齊奧爾科夫斯基宇航科學院

通訊院士安德烈· 約寧表示，

國際空間站表層已出現“小

孔”，並“開始散架”，或

將在2024年停止使用。

據報道，約寧表示，

“如果空間站技術條件正常

，本來可以寄希望於延長使

用期。現在，與使用已久有

關的毛病開始出現”，他表

示，這些問題不是大型部件

出現故障，而是小問題，

“舊車擁有者熟悉這種情況

，這叫做開始散架。”

約寧指出，目前的裂縫

會找到、控制住並修理好，

但此後可能會出現新問題，

這意味著寄希望於國際空間

站無故障運行沒有根據。

約寧補充道，“無論說

什麽，從原則上講，很明顯

的是，我們需要為到2024年

以後空間站將不再存在的事

實做準備。”

他介紹稱，最初國際空間

站計劃於2015年停用，但隨後

其工作期限被延長至2020年，

後又再延長至2024年。目前，

項目參與國正在考慮將國際空

間站的運作時間延長至2028年

至2030年左右。

報道稱，國際空間站

2019年9月曾查出有少量空氣

泄漏。2020年8月至9月，在

泄漏速度擴大到5倍之後(從

每天270克增加到1.4公斤)，

隊員們兩次關閉各艙段艙門

，以檢查其密封性。

此後雖發現泄漏地點位

於俄羅斯“星辰”號服務艙

，不過，俄航天集團表示，

這對國際空間站的隊員沒有

危險，也不影響空間站在載

人狀態下的飛行。

當前，俄羅斯宇航員阿

納托利· 伊萬尼申和伊萬· 瓦

格納，以及美國宇航員克裏

斯托弗· 卡西迪正在國際空間

站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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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第五省正式命名為“藍毗尼省”

綜合報導 尼泊爾第五省議會通過表決，

決定將該省正式命名為“藍毗尼省”，同時

將首府定在當德瓦庫裏縣(Dang Deukhuri)。

該省議長當天宣布，共有69位議員支持

將首府定在當德瓦庫裏縣，另有13位議員反

對。

此前，該省的首府是布德沃爾(Butwal)。

在得知政府有意將首府變更至當德瓦庫裏縣

後，布德沃爾不少居民在10月2日上街抗議

：壹些示威者在布德沃爾主幹道上焚燒輪胎

致使交通中斷；有抗議者還破壞了數輛汽車

；也有示威者高呼反對該決定的口號，稱首

府應當選在擁有適當基礎設施的地方即布德

沃爾。上述抗議活動持續了數天。

10月5日，該省議會召開會議時，對變更

首府所在地持反對態度的幾位議員當場拿起

椅子猛砸桌子，場面壹度混亂。此舉也引發

了尼輿論的批評。

藍毗尼省位於尼泊爾南部，與印度接壤

。該省的藍毗尼地區則是釋迦牟尼出生地，

在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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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緬甸金鳳凰中文報微信公眾

號消息，緬甸衛生與體育部6日發布的疫情監

控公報顯示，該國新增1252例新冠確診病例

。至此，緬甸累計確診已達20033例，累計死

亡471例。

據報道，隨著疫情持續蔓延，緬甸仰

光省政府在 10 月 5 日發布通告，宣布把

針對加工企業的防疫停工限制延長至 10

月 21 日。

報道稱，仰光是緬甸疫情最重的地區

，有大量工人感染。由於醫療人員有限，

現在已經很難追蹤所有密切接觸者，因此

需要延長加工企業的停工期限，以減緩疫

情蔓延。

同樣是在仰光省，因該省行政長官吳漂

敏登安全車隊的壹名警員感染新冠，仰光省

政府辦公室大院內的員工和家屬已被限制出

行。

據悉，仰光省行政長官、部長和省政府

工作人員已於6日接受了病毒檢測，在省辦公

室大院居住的工作人員和家屬也定於7日接受

檢測。

另壹方面，為戰勝疫情，曼德勒城市發

展基金籌款委員會於9月25日提交了關於實

施緊急疫苗計劃的申請。

不過，曼德勒省政府組織在9月30日致

信回復表示，該計劃需按照國家計劃實施，

省政府無權審批。報道分析稱，該疫苗計劃

或將擱淺。

東京奧運會或將限制觀眾人數 仍將有運動員入場式
綜合報導 國際奧委會(IOC)舉行

線上執委會會議，東京奧組委匯報稱

，精簡措施將幫助延期後的東京奧運

會、殘奧會節省約300億日元開支。

IOC主席巴赫稱，東京奧運會有可能

限制觀眾人數，但仍將舉行運動員入

場儀式。

由於新冠疫情影響，東京奧運

推遲至2021年舉行，為此，在原本

計劃的 1.35 萬億日元經費基礎上，

預計將追加數千億日元費用。如何

削減經費規模成為本屆奧運的重要

課題。

東京奧組委透露，削減金額較大

的主要項目有：減少觀眾席數量等對

臨時設施進行重新調整，可削減約

150億日元；對奧組委辦公地點及員

工進行重新調整，可削減約30億日元

；對賽場及奧運村等處的裝潢進行重

新調整，可削減約10億日元；對聖火

傳遞活動的運營方式進行重新調整，

可削減約8億日元。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對此高度評

價稱“這是很大的成果，是奧運對後

新冠世界的應對”。

此外，巴赫再次否定延期後的

東京奧運會將空場舉行。他承認

第二波疫情正在發生，同時表示

“以有來自海外的觀眾為前提進

行準備”。

巴赫稱“還不知道能否使賽場滿

座，或是采取其他方式”，提及有可

能限制觀眾人數。他沒有明確表示何

時作出判斷。

他對為控制經費而變更開幕式演

出壹事表示理解，另壹方面稱“不會

改變選手的體驗”，明確表示將舉行

運動員入場儀式。

面向奧運的日本政府新冠對策協

調會議計劃大致在年內出示中期報告

，IOC奧運會部執行主任杜比預計

“年底將明確運送、觀眾、餐飲等奧

運會運營方面的全部詳細情況，12月

底前可以形成清晰的印象，向制定最

終方針的春夏過渡”。

巴赫舉出職業棒球和足球聯賽舉

行有觀眾入場的比賽、自行車等世錦

賽在歐洲舉辦等例子，指出：“證明

了可以舉辦大型活動。對於日本民

眾而言也將帶來自信。”他表示考

慮把預計將開發出的疫苗及短時間

就能得出結果的檢測方法反映到奧運

計劃當中，強調“有信心舉辦安全的

奧運會”。

巴赫還透露，將協調“不久的將

來在最佳時機”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直

接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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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新冠疫苗實施計劃
外交部：促公平分配 確保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

華春瑩說，10月8日，中國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簽署協議，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COVAX）。這是中國秉持人類衞生健康共同
體理念、履行自身承諾推動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
一個重要舉措。

帶動更多有能力國家加入
她指出，當前，新冠疫情仍處於全球大流行，嚴

重威脅各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發展中國
家有平等機會獲取適合、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是中國一
直關注的重點。中方鄭重承諾，中國疫苗研發完成並
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優先向發展中國
家提供。

為此，中方同“實施計劃”保持着密切溝通，對
加入“實施計劃”持積極態度。儘管中國多支疫苗研
發處於國際領先水平並具備充足的生產能力，但我們
還是決定加入“實施計劃”，目的就是以實際行動促
進疫苗公平分配，確保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同時
帶動更多有能力的國家加入並支持“實施計劃”。通
過加入“實施計劃”，中方也將同有關國家加強疫苗
合作。
華春瑩表示，中方將繼續同“實施計劃”各方一道，

為全球團結抗擊疫情、保護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體健康作出中國貢獻。華春瑩還提到，不少中國疫苗
的企業已經向COVAX發起方表達了加入的積極意願，
雙方的技術專家正在就疫苗的研發、認證、監管等方面
技術標準保持着密切的溝通。我們願意同COVAX的各
方一道，為全球團結抗擊疫情，保護世界各國人民的生
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出中國的貢獻。

今年5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3屆
世界衞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就鄭重承諾：中國新
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
品，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作
出中國貢獻。

9月22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汪文斌在回應記者
提問時表示，中方上述承諾同“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旨在確保所有國家有平等機會獲取適合、安全和
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的努力方向高度一致。中國支持
“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也一直同世衞組織、全
球疫苗免疫聯盟等實施計劃發起方保持溝通與合作。

譚德塞：有助控疫復甦經濟
在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全球危機面前，世界各國特

別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平等獲取安全有效的新冠肺炎疫
苗，變得至關重要。在此背景下，世界衞生組織、全
球疫苗免疫聯盟以及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共同建立了
“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
德塞9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新冠肺炎例行新聞發布
會上曾對此作出詳細解釋。
據他介紹，這一計劃旨在讓參與國能夠使用世界上

最廣泛和最多樣化的候選疫苗產品組合，確保所有國
家都能同時獲得新冠疫苗，並優先考慮包括衞生工作
者、老年人在內的高風險人群。對於實施這一計劃的
意義，譚德塞指出，“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可以
實現全球協調部署，將有助於控制新冠肺炎大流行，
挽救生命，加速經濟復甦。簡而言之，這一計劃將把
新冠肺炎疫苗提供給最需要的人，無論他們是誰，身
在何處。
“這不是慈善事業，而是（符合）每個國家的最大利

益。結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和加速全球經濟復甦的最快途
徑是確保在所有國家都有一部分人接種新冠疫苗，而不
是在一些國家的所有人（接種）。”譚德塞說。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人民網及

新京報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0

月9日就中國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答記者問。她說，此舉目的是以實際

行動促進疫苗公平分配，確保為發展中國

家提供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10
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
者會。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日印澳四
邊機制外長會6日在日本舉行。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再次指責中國共產黨隱瞞來自武
漢的疫情，關押並噤聲那些發出警告的中
國公民。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近
日妄稱，中國共產黨使一場地方性流行病
變成全球流行病。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首先關於美、日、印、
澳四邊機制，我想指出，現在是21世紀，
是全球化時代，各國利益深度交融，搞封
閉和排他的小圈子，無益於增進各國的互
信合作。特別是在當前國際社會都在共同
面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推動世界
經濟復甦的重大緊迫任務，我們希望有關
國家能夠從世界各國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出發，集中精力、加強合作、共同盡快戰
勝疫情，同時為地區乃至世界經濟復甦營
造和平環境，提供合作的機遇，我想這是
符合各國共同利益的。

中國第一時間通報何來隱瞞
華春瑩表示，關於新冠肺炎疫情，中

國抗疫的時間線是非常清楚的。中國抗疫
的努力和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何來隱瞞一
說。新冠肺炎病毒是人類前所未知的病
毒，越來越多的線索和報道都顯示去年
底，疫情在世界多地、多點暴發。但是是
中國第一時間報告了疫情，第一時間確定
了病原體，第一時間向世界分享了基因序
列。

“此前也有美方的媒體報道稱，美方
最早感染病例可能就出現在去年10月，那
美方又做了什麼了？為什麼沒有能夠及時
發現並且報告疫情，為什麼沒有及時地採

取全面檢測和疫情應對的措施？美方的一
些高官動輒將吹哨人掛在嘴邊，但中方正
是因為尊重科學，尊重事實，堅持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才取得了抗擊疫情的重大
戰略成果。鍾南山院士等為抗擊疫情作出
了巨大努力和作出重大貢獻的一些疾控專
家都受到了國家級的隆重表彰和嘉獎。然
而美方又是如何對待安東尼．福奇這樣的
頂級醫學專家以及朱海侖醫生、克羅澤爾艦
長這樣的吹哨人。”

促停止就疫情應對問題推責
華春瑩提到，我剛剛看到有報道說，

今年4月份因為投訴美政府在科學領域搞
政治化而被解職的前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
開發管理局局長、主任布萊特博士在《華
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章當
中提到在美國有效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所
需要的工具當中，最缺乏的就是真相。

她進一步指出，美國政府對真相的敵
對態度以及將應對疫情工作政治化，無疑
導致了成千上萬人本可避免的死亡，這些
都危及到公共健康和安全。布萊特博士的
律師也表示，美政府忽視科學專業知識，
不尊重科學家，導致了大量美國人的感染
和死亡。我今天上午也看到了最新的一期
《時代周刊》，封面比起之前20萬死亡數
據的封面那種壓抑和絕望，更顯得比較的
恐怖、殘酷、觸目驚心。難道21萬鮮活的
生命的失去還不足以喚醒那些美國政客的
良知嗎？我們希望美國的那些政客停止就
疫情應對問題，向其他國家甩鍋推責。因
為甩鍋推責趕不走病毒也救不了病人，他
們應該停止喋喋不休的重複謊言，恢復理
性，集中精力應對疫情，盡最大努力去挽
救美國人民的生命。

美政客應停止說謊
集中精力應對疫情

中
方：中國疫苗研發最新進度

疫苗類型：滅活疫苗

研發團隊：科興中維

進度：在巴西、印尼等多個國家穩步推三期臨
床研究，預期在11月、12月獲得三期研究結
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Ad5-nCoV）

疫苗類型：腺病毒載體疫苗

研發團隊：軍事科學院陳薇院士團隊與康希諾
合作研發

進度：已獲得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批准，在當地
開展三期臨床試驗

1

兩款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Vero細胞）

疫苗類型：滅活疫苗

研發團隊：一為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
品研究所與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在武漢研發；另
一為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與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在北京研發

進度：均已進入三期臨床試驗，試驗正在阿聯
酋、巴林、秘魯、摩洛哥、阿根廷等國家和地
區展開，已入組接種達5萬人、樣本人群覆蓋
115個國別

2

3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克爾來福”

■■中國中國1010月月88日正式加入日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新冠肺炎疫
苗實施計劃苗實施計劃”。”。圖為科興中維在服貿會上圖為科興中維在服貿會上
展示滅活疫苗展示滅活疫苗““克爾來福克爾來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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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苑 酒 店 群 組
個案5132：43歲
男，Le Soleil 越
南餐廳侍應，10
月2日發病

曾共用酒店
B3層男更衣室

個案5163：35歲
男，Sabatini 意大
利餐廳侍應，10
月6日發病

個案5169：58歲
男，酒店 3 樓咖
啡室廚房工，無
病徵

個案 5170：46 歲
男，酒店B4層機
房冷氣技工，10
月7日發病

個案5134：24
歲泰籍女子，
10月2日入住
帝苑酒店，10
月5日發病

個案 5141：36
歲泰籍女子，
10月2日入住帝
苑酒店 ，10月
6日發病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整理

曾到China Secret 酒吧/
豪麗大廈的酒店房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疫情下
幾乎零旅客來港，酒店業為自保，相繼推出
住宿度假優惠以吸引本地消費，但不少巿民
在酒店房間開派對狂歡，更曾有20多人逼在
同一房間，酒店職員敲門要求離開時對方卻
鎖門置諸不理。衞生署將與酒店業界開會商
討對策，而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
李漢城9日早出席電台節目表示，日前已向
會員發出建議指引，包括要進入酒店房間
的訪客登記，並會加強巡查，倘有人不合
作應報警處理。

劈價吸本地客自救
早前國慶及中秋假期，不少市民租住酒

店度假，酒店入住率亦上升，李漢城表示疫
情下訪港旅客數目近乎零，業界只能靠本地
單一市場維持生計，推出各項優惠吸客，有
年輕人見能以低價享受五星級酒店服務，一
窩蜂入住享樂是無可厚非的，但強調“酒店
用嚟住人，唔係開派對。”他指出，根據《旅

館業條例》、《建築物條例》，酒店房間設有
人數上限，市民在酒店多人聚會已違反相關條
例，倘不幸遇上災難事故發生或爆發確診群
組，酒店將難以追蹤所有訪客，屆時將影響
酒店聲譽和國際形象。

將為每位訪客登記
他表示，有個別酒店對客人通宵聚會

“隻眼開隻眼閉”，他則勸酒店要做好把關
的本分，以免政府出手，屆時將連累全行承
受後果，而酒店業聯會日前已向會員發出自
定義的建議指引，包括限制每房人數4至5
人，以及為每位訪客進行登記，並有員工定
期在樓層巡查，若出現有客人提出需要大量
生活用品則有可疑，員工便需要多加留意。

他指出，酒店在合理的情況下會滿足客
人需要，但若有客人違反條例，酒店勸喻時
拒絕配合，甚至職員上房敲門時鎖門不予理
睬，指引則建議酒店遇到這些不合作行為時
應報警處理。

酒店業發指引 客“犯聚”報警

帝苑酒店爆疫群 住客四散恐播毒
新增8宗確診 本地比率翻倍 社區爆發響警號

香港疫情再度反彈，9日新增的 8宗確診

個案中，7宗為本地個案，當中一宗源頭不

明，本地個案佔比更由一周前的 20%飆升至

55%，敲響社區爆發的警號。其中，星級酒店尖沙咀帝苑酒店出現集體感染，繼早前

酒店內一名越南餐廳男侍應確診後，9日再多3名男員工確診，4人都曾使用位於酒店

B3層的男更衣室，疑是感染源頭。酒店 300多名男員工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送往檢

疫，100多名住客獲安排撤離到其他酒店。但傳染病專家指出，住客四散，有可能令

病毒傳播到更多的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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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新增的8宗確診個案中，除一宗為印度返
港的輸入個案外，其餘7宗為本地個案，

另有少於10宗初步確診。本地個案比例直線上升，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9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承
認情況是一個“警號”。

他指出，香港已連續10天出現不明源頭個案，
由本月2日至8日的一個星期，本地及本地相關個案
佔比高達55%，較上一星期前的20%有顯著回升，
而不明源頭個案比例亦升至19%，顯示社區存在隱
形傳播鏈。

增3男工確診 源頭疑更衣室
9日的本地相關個案中，有3名確診者是尖沙咀

帝苑酒店的男員工，其中兩人是在早前Le Soleil 越
南餐廳男侍應（個案5132）確診時，透過衞生署派
樣本瓶發現。兩人分別58歲和46歲（個案5169及
5170），前者在酒店3樓的咖啡室廚房工作，後者在
酒店B4層機房做冷氣技工。

餘下一名35歲確診者（個案5163）在派發樣本
瓶當日放假，10月5日最後上班，翌日自感不適向
私家醫生求醫，留樣本並確診。男子在酒店3樓的
Sabatini意大利餐廳做侍應。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
該酒店先後有4名確診者都是男性員工，中心調查
發現，“因為工作要穿制服，他們都會使用酒店B3

層的男更衣室，懷疑較大可能在該處感染。”故酒
店300多名男員工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送往檢疫，
其他員工及100多名住客已安排撤離，中心之後會
向他們派樣本瓶做第二次測試。

張竹君：住客染疫風險不高
為何不安排所有住客及員工全部送往檢疫中

心？張竹君解釋，首先署方已經向住客派過一次樣
本瓶，600多個樣本中，除上述個案外結果均為陰
性。感染者亦均為員工，並無住客，判斷住客染疫
風險不高。“無人可以肯定100%零感染風險，密
切接觸者的定義亦需要視乎具體的爆發情況，我們
只能根據現有資料做合適的措施。”她指出，理論
上住客不能進入員工更衣室，但員工和住客可能路
過會有接觸，故安全起見，安排他們做第二次測
試。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則質疑政府的安
排。他指出，即使新增的確診個案都是員工，住客
亦有曝露於病毒的風險；目前風險未明就容許他們
四散入住其他酒店，有可能令病毒傳播到更多的酒
店。

帝苑酒店9日則表示，酒店8日接獲衞生防護
中心的確診通知，並要求酒店入住的房客於9日中
午前撤離。酒店及各餐廳由9日至10月22日暫時休
業，其間進行全面消毒清潔，及內部維修保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尖沙咀帝苑酒店爆
發新冠病毒疫情，連同9日3宗確診個案，累計已有4
人受感染。衞生署通知帝苑酒店要撤走旅客，並由9
日起休業14天至本月22日。所有住客9日下午前已撤
出，酒店協助及安排他們入住其他酒店，至於已預訂
酒店房間或餐廳的客人，則可作免費取消或免費退
款。

帝苑酒店9日在網頁上發公告，指出本周四（8
日）晚上接獲衞生防護中心通知，合共4名職員確診
新冠肺炎，懷疑男更衣室為感染源頭，因此要求所有
穿制服的男同事進入隔離中心14天，且要求酒店及各
餐廳9日起至22日暫停營業。

酒店表示已委託專業消毒清潔服務公司Ecolab
進行全面消毒、深層清潔，以及內部維修保養，其
間未能接受客房、餐廳或其他預訂。酒店可協助需

要離開的住客安排遷往其他酒店入住，已預訂酒店
房間或餐廳的客人可作免費取消或免費退款。

酒店9日早上已安排住客陸續撤離，職員並協助
住客搬行李往其他酒店。住客陳小姐表示，由於家中
裝修，本身預算在酒店暫住兩至三個月，9日早上約
11時收到要撤離通知，獲安排搬往美麗華酒店，而
她認為酒店安排得不錯。

另有住客表示，酒店8日半夜將紙條傳進房間
內，表示有職員確診，而衞生署通知要撤離。該名
住客表示身處酒店期間並未有接觸其他人，且除在
餐廳用膳外，其餘時間也不會除下口罩，因此相信
感染風險不高。所有住客最終於下午約2時前全部
離開。衞生防護中心其後安排多輛小巴，陸續接載
約300名男員工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檢疫，同時
安排所有員工接受病毒檢測。

住客另遷酒店 300男員工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9日新

增的確診個案中，有一宗感染源頭不明，
患者是一名 25 歲 無業男子（個案
5166），他居於太子基隆街108號，平日
多數與家人到酒樓飲茶及吃飯，但沒有高
危活動因素，他本周三（7日）因喉嚨痕
癢到養和醫院求診，結果證實染疫。

另外，China Secret酒吧感染群組擴
大，一名31歲男子雖然未去過“China
Secret”及“Virgo Bar & Restaurant”酒
吧，但與8日初步確診的宏利保險員份屬
朋友，兩人曾於10月4日在街上相遇聊
天，31歲男子其後不適及確診。至於宏利
保險員由於化驗所未完成覆核，仍列為初
步確診。

此外，葵涌石蔭路“國寶之家”院舍
9日新增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患者是入住
檢疫中心後被發現。

無業男確診源頭不明

■■帝苑酒店員工撤離帝苑酒店員工撤離，，送往接受檢疫送往接受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尖沙咀帝苑酒店
爆發疫情，酒店須
停業14日，300名
男員工要接受檢
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疫 情 概 況
9日新增確診個案：8宗

‧輸入個案：1宗

‧有關聯個案：6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1宗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166：25歲無業男，居於太子基隆街
108號，平日多與家人到酒樓飲茶及吃飯

China Secret/豪麗大廈群組

個案5164：31歲男，居於屯門安定邨定龍
樓，10月5日發病，是初步確診宏利員工的
密切接觸者，未去過“China Secret”及
“Virgo Bar & Restaurant”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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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1010月月33
日晚間舉辦線上教師節活動日晚間舉辦線上教師節活動，，因應新冠疫情以因應新冠疫情以
線上研習方式取代餐敘線上研習方式取代餐敘，，大休士頓地區大休士頓地區5050多位多位
華文教師參加華文教師參加。。活動由會長林琬真主持活動由會長林琬真主持，，休士休士
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在線上和老師們共度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在線上和老師們共度
佳節佳節。。

陳奕芳致詞感謝教師們辛苦推展正體華文陳奕芳致詞感謝教師們辛苦推展正體華文
教學教學，，為海外華文教育努力為海外華文教育努力。。據了解據了解，，文教中文教中
心上午特別舉辦心上午特別舉辦109109年華文教師獎勵頒獎典禮年華文教師獎勵頒獎典禮，，
由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由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
陳奕芳代表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資深優良陳奕芳代表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資深優良
教師獎勵教師獎勵，，感謝他們在華文教育界長期的貢獻感謝他們在華文教育界長期的貢獻

。。服務屆滿服務屆滿1010年的福遍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李秋年的福遍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李秋
丹丹、、詹怡及呂喆詹怡及呂喆、、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何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何
蘇代榮蘇代榮，，以及屆滿以及屆滿55年的長青中文學校唐健華及年的長青中文學校唐健華及
姜丁允等姜丁允等66位教師獲頒獎項位教師獲頒獎項，，雖然配合防疫雖然配合防疫，，現現
場沒有觀眾場沒有觀眾，，但氣氛十分溫馨但氣氛十分溫馨。。

線上活動同時邀請翰林中文學校校長張心線上活動同時邀請翰林中文學校校長張心
薇及中華文化學院校長陳根雄分享薇及中華文化學院校長陳根雄分享 「「文化教學文化教學
的原則的原則」」及及 「「如何進行線上文化教學如何進行線上文化教學」」，，內容內容
實用豐富實用豐富，，老師們獲益良多老師們獲益良多。。疫情中各僑校皆疫情中各僑校皆
運用軟體會議研習及授課運用軟體會議研習及授課，，老師們都表示文化老師們都表示文化
課程有利語言學習課程有利語言學習，，不可偏廢不可偏廢，，希望馬上學以希望馬上學以
致用致用。。

休士頓華文教師雲端歡慶教師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國
慶升旗典禮、國慶茶會，於昨天（10月10日）上午十時十分起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隆重舉行。這項由 「國慶籌備會」主辦，榮光
會、FASCA、同源會、中華公所、北一女校友會、華僑協會、大
專校聯會、糖城台聯會、重型機車俱樂部等九大社團協辦的大型
活動，因為疫情期間人數的限制，廣場上只遠遠擺設了不到二十
個貴賓席，及負責升旗典禮重頭戲的北一女儀隊六人，及榮光會
護、升旗隊九人，及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頒發的 「影音多媒體
競賽」頒獎典禮得獎人出席現場，其餘僑胞都在線上同步參加，
度過一個疫情期間不一樣的雙十國慶。

升旗典禮上，今年 「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首先致詞，介
紹今年共有29個社團，在疫情期間，克服萬難，籌辦了20個活
動，非常不容易。她也提及台灣這次舉世矚目的防疫成就，使我
們對我們國家深具信心和期待，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國泰民安
。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致詞表示：這是他個人第一次在
美國大陸唱中華民國國歌，辦事處也很感謝休士頓僑界籌辦一系
列國慶活動，每一場都很有意義、充滿活力、非常成功。他也提
到了休士頓僑務委員宋明麗，這一次代表全球僑胞在今年台灣中

樞的國慶大典中致詞，是休市從未有過的榮耀。
羅處長也提到，為了慶祝中華民國國慶，他今天
（10月10日）在美南轄區四州的主流媒體，刊
登全版或半版的中文文宣廣告，以感謝美國的醫
護人員，以及台、美間繼續合作，分享民主自由
價值。另外，為鼓勵年輕人，轄區五州各個大學
的台灣留學生（如本地萊斯大學、UT Austin）
，拍了一部生動、活潑的影片，代表台灣同學對
家鄉的熱愛，對國家的認同。
升旗典禮上並頒發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給（一）
「僑務促進委員」：王姸霞；（二） 「僑務顧問

」：戴啟智、趙婉兒、陸忠、李雄；（三） 「僑
務諮詢委員」：楊明耕、賴江椿、王敦正。

頒發感謝狀給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
功團體：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及頒發 「協助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體及個人
」給：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安良工商會
休士頓分會、糖城台灣同鄉聯誼會。

會中並頒發由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主
辦的 「2020 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 看見台灣～
發現台灣之美」的八位獎學金得獎者如下：

初中組（六年級至八年級）:
第一名: 潘鴻琳 Samantha Pan, 七年級

就讀: Lanier Middle School (Houston ISD), 中文學校:中華文化學
院 (ICC)

獎學金 $200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 陳于馨, Yuhsin (Debbie) Chen, 八年級

就讀: Beckendorff Junior High School (Katy ISD), 中文學校:慈濟
中文學校

獎學金 $100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 段以理, Daniel Duan, 七年級

就讀: Quail Valley Middle School (Fort Bend ISD),中文學校:福遍
中文學校

獎學金 $75及獎狀一紙。
高中組（九年級至十二年級）:
第一名: 黃虹賀 Evangeline Huang, 十年級

就讀: James Taylor High School (Katy ISD), 中文學校:自學/媽

媽教學
獎學金 $300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 潘鴻瑋 Sebastian Pan , 九年級
就讀:DeBakey High School (Houston ISD),中文學校:中華文化學

院 (ICC)
獎學金 $200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 張冠宇 Willie Chang, 十一年級
就讀:Clement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中文學校:中華文化

學院 (ICC)
獎學金 $100及獎狀一紙

佳作: 藍宇喬 Joy Lan, 九年級
就讀: Dulle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 獎學金 $50及獎狀一紙
佳作: 黃柔荷 Jasmine Huang, 十二年級
就讀: Elkin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獎學金 $50及獎狀一紙

最後，由台灣元極舞養生班會員表演 「台灣元極舞」，由洪
良冰女士主持，為今年的國慶升旗活動，劃下一個美麗的句點。

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國慶升旗典禮、國慶茶會
昨天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國慶升旗典禮上頒發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國慶升旗典禮上頒發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9109年雙十國慶於昨天上午十時十分在僑教中心前年雙十國慶於昨天上午十時十分在僑教中心前
廣場舉行廣場舉行。（。（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獲頒華文教師獎勵的資深教師與羅復文及陳奕芳合影獲頒華文教師獎勵的資深教師與羅復文及陳奕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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