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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疫情加重 醫務人員短缺
(路透社
路透社))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北達
科他州州長 9 日表示，計劃允許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且無症狀的醫務工作者繼續進行工作
，以解決該州日益嚴重的醫務工作者短缺問
題。
據《華盛頓郵報》追踪的數據顯示，過
去一周，北達科他州感染新冠病毒相關的住
院人數增加了 25%以上、死亡人數增加了 36%
以上。疫情暴發以來，該州一直在尋找足夠
的醫務工作者來輪班，因為其中很多人因可
能暴露於病毒中，而感染病毒或被要求隔離
。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指導意見，
“如果採取了其他緩解措施，但(醫務)工作人
員短缺(情況)仍然繼續”，處於危機狀態的醫
院，可以讓一些職員在從感染新冠中恢復之
前重返工作崗位；這些職員應該在任何時候
都佩戴口罩，包括在休息室，並需注意不要
在其他人身邊吃東西或喝水；他們也應避免
與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有任何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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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在改變中

Change Is Coming
President-elect Biden announced a 12-person
coronavirus task force today. The group will focus
on the grow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while for the
third straight day the nation has surpassed 100,000
new cases.
Today the drug maker Pfizer made a very exciting
announcement. An early look at the data from its
coronavirus vaccine testing shows that it i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and much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 vaccine requires two doses, one month apart.

總統當選人拜登今天宣佈了十二位公
衛專家组成的委員會， 準備對新冠疫情緊
急救治工作， 目前美國全国每天確診人數
仍然處於十萬人以上之高峯。
今天傳來了新冠疫苗接近成功的好消
息， 輝瑞製藥公司研製之疫苗已經達到百
分之九十以上有效 ，這項成果是醫學界百
年來之重大成就。
拜登巳就如何拯救疫情提出五項建議
，其中包括加強測驗及追蹤， 增加疫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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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治療， 強制全民戴口罩 ，制定明確
規範， 立即返回世界衛生組織。
截止今天為止， 白宮方面仍然沒有和
拜登陣營联繫， 川普總統已經決定打一場
司法戰， 但是世界各地政要已紛紛向拜登
發出賀電 ，這場政治爭奪戰尚在進行中。
這㘯大選之後， 世界各國及美國國內
顯然大家都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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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zer CEO Albert Bourla called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greatest medical advancement in the
world’s l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five ways Joe Biden says the U.S.
coronavirus response will change when he’s
president: Increased testing and contract tracing;
Additional investment in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Mandatory masks and more PPEs; A push for clear
consistent evidence based on guidance; Rejoining
WHO and searching for future threats.
President Trump is so far
refusing to sign off on a
key document needed to
formally begin the
government transition
process while he
continues to refuse to
concede the race.
We are urging the
president-elect to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pandemic and to the
economy. We also need to
look at the U.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re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lead the
worl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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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提議建歐盟邊境部隊
動員各國聯手反恐

醫院已不堪重負
法國將把新冠患者送往德國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病人將再次到德國治病！”德新社 4 日報道稱
，法國醫院協會主席瓦勒圖周二在巴黎宣布，法國的部分新冠患者在未
來 10 天將被轉移到德國醫院治療。
德國電視壹臺 4 日稱，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周三公布的
數據顯示，過去 24 小時德國新確診的新冠病例為 17214 例。相比之下，
法國近日的新增病例數是德國的 2-3 倍，周壹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量
更是刷新該國自疫情以來的單日新增紀錄，當地醫院已不堪重負。根據
德國重癥監護和急診醫學跨學科協會的數據，德國有近 2.1 萬張重癥監
護病床，其中約 8000 張目前仍未被占用。德新社稱，德國各州歡迎鄰國
把病患送到德國治療。
德國《柏林日報》將該國接納鄰國病患的舉動稱為“歐洲團結的象
征”。報道稱，在第壹波疫情中，德國及歐盟因為沒有及時對疫情嚴重
的意大利等國家施以援手而受到批評。之後，德國發起接歐洲患者到德
國醫治的行動。在今年春季，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巴登-符騰堡
州等多個州就曾接納了約 130 名法國新冠患者。
不過，這種團結互助並未完全消除民間的不安情緒。德國《圖片報》此
前曾報道稱，今年 4 月，當法國東部的人進入德國與法國接壤的邊境小
鎮格爾斯海姆時，遭到部分德國人咒罵和阻攔，原因就是法國當時的疫
情比德國嚴重。在第二波疫情下，雖然不少德國網友為政府支援鄰國的
行為點贊，但在德新社的報道下，仍然有許多網友發出質疑的聲音。有
人稱，“法國正在為此前自由的防疫措施付出代價，德國不應該幫助埋
單”。也有人認為，德國第二波疫情也很嚴重，自己也快“自身難保”
了，應該先顧好國內。
除法國外，德國目前也在接收歐洲其他國家的病患。3日，比利時的3名
新冠患者被直升機轉送至德國西部城市明斯特和波恩接受救治。10月下旬，
荷蘭多名重癥病人被轉送到德國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醫院。

丹麥血清研究所
正在研究水貂變異新冠肺炎病毒
綜合報導 丹 麥 廣 播 電 視 臺 （ DR ） 報 道 ， 丹 麥 血 清 研 究 所 在 壹
份報告中指出，在丹麥發現了 5 種不同的貂類變異新冠肺炎病毒
， 即 cluster 1 — cluster 5 。 初 步 研 究 表 明 ， 與 非 突 變 型 病 毒 相 比 ，
第 5 組中的這種病毒對抗體敏感性降低，這已在實驗室實驗中得
到證明。
這壹發現令人擔憂，因為它可能會對新冠肺炎疫苗產生影響。還使
用相同的方法檢查了來自 cluster 1 的病毒，但是沒有發現降低的抗體敏
感性的證據。其他變體（cluster 2–4）也正在測試敏感性。但是，這些
研究需要花費數周時間，因為需要培養病毒。
在丹麥，從 6 月初到 10 月中旬，在 5102 個樣本中，有 214 例檢測到
來自貂類變異新冠肺炎病毒。8 月和 9 月在 5 個水貂養殖場和 12 個樣本中
發現了“Cluster 5”病毒。其中 11 例來自北日德蘭半島，西蘭島 1 例。
這表明迄今為止，在靠近感染養殖場的北日德蘭半島，貂類變異新冠肺
炎病毒的感染是主要的問題。

。此外，恐怖主義問題已經不只是邊境管
控問題，還是歐洲的社會問題。歐洲需要
加強團結，讓移民融入社會。
除了呼籲歐盟加強邊境管控外，法
國還向土耳其發難，威脅說歐盟將對安
卡拉進行制裁。據俄羅斯《生意人報》
報道，壹些法國人認為土總統埃爾多安
攻擊法國的言論導致歐洲近期發生恐襲
事件。法國外長勒德裏昂周四對歐洲媒
體表示，埃爾多安經常發表涉及暴力和
仇恨的聲明，這是不可接受的。法國政
府 4 日決定，在法國境內取締土耳其準
軍事和極端民族主義組織“灰狼”。巴
黎方面認為，該組織在法國組織暴力行
動，分裂社會不同群體。《歐洲時報》
等媒體此前報道稱，“灰狼”組織被認
為與土總統埃爾多安關系密切。該組織
在德國、荷蘭等國壹直公開活動，並開
始與法國極右翼團體接觸。土耳其政府
周三表示將“以最堅定的方式”對法國
政府取締“灰狼”的決定進行回擊。

希臘進入全國封鎖

官員：不排除延長封鎖可能性
綜合報導 希臘通報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 52254 例。自當地時間 7 日早晨 6 時起
，全國進入為期三周的封鎖狀態。希臘
政府發言人佩薩斯指出：“目前，我們
並不排除延長封鎖的可能性。”
當地時間 11 月 6 日傍晚，希臘國家
公共衛生組織(EODY)宣布，過去 24 小時
，希臘新增 2448 例確診病例，其中 63 例
為境外輸入，累計確診 52254 例；當日新
增死亡 14 例，累計死亡 715 例。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5 日宣布，自
當地時間 7 日早晨 6 時起，全國進入為期
三周的封鎖狀態，以防控近期急速蔓延
的新冠疫情，避免出現醫療系統“無法
承受的”壓力。
希臘全面封鎖的消息壹出，引發了
民眾的強烈反應。由於零售店在本次封
鎖期間將暫停營業，6 日壹早在雅典市中
心的商業街，不少市民聚集在商店門前
，排著長隊，等候在店鋪關閉前進行最
後的搶購。在雅典的多個購物中心，也
出現了客流量激增的現象。
與此同時，不僅是商場外出現了大量
排隊的現象，多家銀行門口也出現了不少
民眾等候辦理業務的情況。
報道稱，就企業而言，由於包括零

售店、餐廳、咖啡館等企業，將
在封鎖期間暫停營業。許多經營
者擔心失去收入後，會給本就脆
弱的營商環境蒙上壹層陰影。市
場專家認為，實體店鋪關閉後，
將會給希臘帶來高達 50 億歐元
的損失。並且這種損失無法通過
線上銷售和聖誕、新年節日購物
高峰來彌補。
此外，新的限制措施將禁止
區域間的旅行，不少民眾選擇趕在禁令
生效之前離開雅典，回到自己的家鄉。
這也造成了在雅典出城方向交通擁堵的
現象。僅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就有超過
6 萬輛汽車通過設立在雅典——拉米亞國
道的埃萊夫西納收費站，離開了雅典。
報道稱，對於目前希臘醫療體系為
應對疫情而面臨的壓力，政府已經緊急
啟動了醫護工作者的招聘程序。根據衛
生部長基基利亞斯 5 日向議會提交的修
正案預計，公立醫院系統將雇傭 300 名
重 癥 監 護 室 醫 生 、 500 名 專 科 醫 生 、
1000 名護理人員並增加重癥監護床位，
同時可能征用私人診所的 ICU 床位，包
括征用整個診所。
根據政府的計劃，本輪的封鎖措施

將會持續至 11 月 30 日。不過，雅典西阿
提卡大學生物學教授瓦托普洛斯說：
“在全面封鎖措施開始實施後的壹至兩
天內，我們依然會看到病例持續上升的
現象。但民眾不必過分擔心。”
瓦托普洛斯稱，“從科學的角度看
，病例出現下降大約會出現在措施實施
後的壹周左右。如果壹切順利的話，兩
周內我們就會看到病例顯著減少。”不
過，瓦托普洛斯也強調，如果這些措施
的效果不理想，那麼政府應該考慮延長
封鎖措施的時間。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斯表示：“我
們希望事態的發展能朝著我們的預期順
利進行。但目前，我們並不排除延長封
鎖的可能性。”

時間膠囊從北極漂到愛爾蘭用了兩年
漂浮 4000 公裏
綜合報導 據報道，愛爾 日前在該國多尼戈爾郡海邊發 破冰船，因為裏面有破冰船人
蘭沖浪運動員柯倫和麥克洛裏 現了壹個來自北極的時間膠囊 員的合照，以及與破冰船有關
。這個金屬罐制成的膠囊離開 的信件。“50 年勝利”號既可
北極圈的冰層後，漂浮了 4000 以破冰，也可搭載乘客前往北
公裏，來到位於大西洋岸邊的 極進行商務旅行。除了信件和
愛爾蘭。
照片，這個時間膠囊裏還有徽
麥克洛裏告訴《多尼戈爾 章、啤酒墊、酒瓶軟木塞以及
日報》，他們小心翼翼地打開 菜單等物品。
時間膠囊。根據膠囊裏面的
麥克洛裏和柯倫通過信
物品，他們判定，膠囊應該 件地址聯系到了寫信人維斯
來自俄羅斯“50 年勝利”號 塔。後者證實，時間膠囊確

實來自 2018 年搭乘“50 年勝
利”號破冰船的人員。維斯
塔說，當時他們把時間膠囊
放置到北極冰層，以為多年
後才會被發現。她對膠囊這
麼早被找到感到詫異。柯倫
說以為需要 30 到 50 年才能找
到時間膠囊。麥克洛裏則認
為，膠囊這麼快被發現，正
好說明冰層融化的速度有多
快。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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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向歐洲輸入恐怖主義，“打擊恐怖主
義意味著打擊與恐怖分子有聯系的人口
販賣網絡，人販子有時自己就是恐怖分
子”。馬克龍宣布將法國邊境警察和憲
兵部隊的人數從 2400 人擴充至 4800 人。
這位法國總統強調，法國和奧地利
日前發生的恐怖襲擊表明風險無處不在
，“恐怖分子不僅已在全球範圍內形成
組織，還派極端分子穿越邊界”。他透

度，法國的主流政治人士很少認同這壹
觀點，但極右翼則是該觀點的兜售者。
不過今年 10 月，法國在不到兩周的時間
裏發生兩起恐怖襲擊，包括向學生展示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漫畫的教師被斬
首，以及尼斯市聖母大教堂 3 人被殺。
法國輿論普遍認為，近日接連發生的恐
怖襲擊均與外來移民、非法偷渡者等有
關，特別是制造尼斯恐襲案的嫌犯今年 9
月從突尼斯偷渡至意大利，作案兩日前
才乘坐火車進入法國。尼斯市長之後呼
籲中止《申根協定》。
德國電視壹臺等媒體報道稱，馬克龍
的呼籲並沒有引發大的反響。歐盟2016年
已經在保加利亞與土耳其邊境地區啟動歐
洲邊境及海岸警衛局，以應對難民潮。該
機構的工作人員已從 2016 年的 402 人逐步
增加到2020年的1000人。此外，嚴格的邊
境管控措施會遭到人權組織的反對。德國
新聞電視臺則表示，隨著歐盟東擴，邊境
管制變得越來越難，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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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我們應該建立壹支真正
的歐盟外部邊境安全警察部隊”，據
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周四呼籲歐盟加
強邊境管控，並對《申根協定》進行改
革，以打擊恐怖主義。
據法新社、《巴黎人報》等媒體報
道，在法國內政部長以及歐洲事務部長
的陪同下，馬克龍周四視察法國和西班
牙接壤的邊境地區。他指責人口販賣團

露，法國將在 12 月的歐盟峰會上提出加
強歐盟邊境安全的建議，包括對申根區國
家人員自由流動協議進行深入改革，改變
移民處置規則、組建歐盟內政部長理事會
等。2022年上半年，法國將擔任歐盟輪值
主席國。馬克龍表示，希望屆時歐盟各成
員國能就邊境安全政策達成共識。
據報道，申根區國家此前已經獲準
出於內部安全或“公共政策”原因，暫
時恢復該地區內的國家邊境控制，包括
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在內的幾個國家
已經這樣做。申根區國家共 26 個，除 22
個歐盟成員國外，還包含瑞士、挪威、
冰島和列支敦士登 4 個國家。自去年以
來，馬克龍壹直表示，法國將打擊非法
移民並設定外國工人配額，以此“奪
回”移民政策的控制權。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稱，馬克龍
的上述表態代表著這位法國總統在政治
傾向上“向右轉”。他此前壹直對明確
將移民和恐怖主義聯系在壹起持謹慎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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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下去！川普團隊要辦造勢揚言踢爆拜登舞弊事蹟
經媒體預測，民主黨的拜登在取得超過 270 張選舉人票下，已成為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當
選人，不過總統川普一再指控多處出現選舉舞弊，並自稱他贏了；而據美媒《Axios》報導，川普
競選團隊將舉行草根造勢，指控 「
死人投拜登」等選舉舞弊行為，藉此繼續對抗大選結果。
報導指出，4 名川普競選團隊的顧問透露，川普團隊將大規模蒐集已過世的人訃聞，藉此證
明他們投給拜登，並指控這只是拜登選舉舞弊的一部分具體證據。但《Axios》指出，川普團隊一
再宣稱拜登是靠廣泛的投票詐欺、舞弊與貪污才贏得大選的說法，至今仍無具體證據證實。
1 名顧問表示，川普團隊有足夠人力打一場 「人盯人」的戰鬥，報導也稱川普團隊已準備好
在如喬治亞州、亞利桑那州，以及賓州等多個州內發起重新計票要求，如在喬治亞州敗選的共和
黨眾議員柯林斯（Doug Collins）將領導競選團隊在喬治亞州重新計票的工作，而曾任川普在 2016
年交接團隊顧問的朗霍弗（Kory Langhofer）也將帶領團隊打司法戰。
另外，據《國會山莊》報導，團隊也將宣布，除了在數個州內要求重新計票之外，也將舉行
聚焦在選舉訴訟的示威遊行。川普競選團隊發言人表示，造勢將以類似 「遊艇遊行」或 「重機遊
行」等草根方式進行，號召川粉們支持川普繼續打法律戰。不過，川普本人不會親自舉辦遊行。

拜登上任對陸手段大轉變 仍可能 「連台制中」

自民主黨拜登成為總統當選人後，外界關
注未來多項施政方針。據美媒《華爾街日報》
報導，拜登幕僚與中國大陸研究專家預測，拜
登對北京的態度將更進一步強硬，但是在手段
與途徑上更仰賴來自與盟友聯手對陸施壓、制
裁或者藉由其他工具形塑北京行為，而台灣也
是潛在的合作對象之一。
報導指出，拜登幕僚表示，拜登先前曾釋
出對陸強硬的訊息，特別是針對人權紀錄施壓
，擱置川普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並與不同美
國盟友合作，約束北京在區域內的行動並限制
大陸政府扶持高科技產業的作法，而台灣是可
能的合作對象。
曾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現任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PI）
國 際 安 全 及 外 交 部 門 副 主 席 的 羅 素 （Daniel
Russel）表示，拜登與拜登幕僚正在討論兩大議
題，首要為接觸理念相近的民主盟友與夥伴，
其次為確保美國政策與戰略根植於人權、民主

原則和市場經濟等共同價值。
分析家指出，川普偏好以單邊對付大陸，
並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重要陸官員直
接打交道，追求廣泛的商業折扣；而拜登的方
式可能與其他關切大陸的盟友夥伴共同參與，
其對陸政策也更容易預測。美國投資銀行科溫
公 司 （Cowen & Co.） 分 析 師 克 魯 格 （Chris
Krueger）說， 「美中關係會持續惡化，但在拜
登下，美國的政策會更加線性、更好預測」。
報導稱，亞太地區不同的民主國家與夥伴
將會見美國全新的考量。例如川普政府為了避
免激怒北京而衝擊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在與台
灣討論全面性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時態度反而
變得小心謹慎；基於協助台灣可能會激怒北京
，故拜登對台政策將深刻影響美中台關係。曾
任美國副國務卿的拜登外交政策幕僚布林肯
（Antony Blinken）在推特上表示， 「與台灣更
緊密的經濟關係也有助鞏固雙邊共享的民主價
值，以及對區域和平穩定的共同承諾」。

英媒：伊凡卡要川普認輸 為自己選總統鋪路
美媒預測拜登拿下賓州、內華達州，取得
足夠選舉人票數入主白宮，不過川普至今不願
承認敗選，英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第一千金
伊凡卡一直勸川普認輸，因為她不希望此事斷
了她未來邁向總統大位的道路。
美東時間 7 日中午，美國媒體相繼推播拜登
拿下賓州 20 張選舉人票、贏得大選，後續拜登
再拿下內華達州，入主白宮更為篤定。不過川
普至今仍不承認敗選，聲稱選舉詐欺，已在包
括賓州在內等多個關鍵州提起訴訟，力圖翻盤
選舉結果。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各
大媒體預測拜登勝選至今，不像她哥哥小唐納
．川普（Donald Trump Jr.）連日來公開重申選
舉詐欺等相關言論，伊凡卡都靜悄悄，發布的
推文都和選舉無關。
消息人士透露，伊凡卡一直在默默勸川普
認輸、承認敗選，在一場資深官員的會議上，
她向與會同事表示， 「很榮幸能夠為民服務，
民眾也應該對他們達成的成就感到高興。」
親近川普家族的知情人士指出， 「伊凡卡
有她自己的藍圖，從第一天開始她就放眼望向
總統大位」，她不會像小唐納那樣大肆發表意
見，然後斷送自己的未來道路， 「她提出的一
切都是經過計算、深思熟慮的，因為她總是著

眼全觀。」
知情人士說，現在白宮內，伊凡卡和夫婿
庫許納（Jared Kushner）是一派，庫許納一直勸
川普優雅地放棄這場戰鬥，放棄最近提出的訴
訟，並且放眼未來 4 年，小唐納與弟弟艾瑞克
（Eric Trump）則是另一派，兩派不斷在拉扯，
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的態度則不明確， 「沒有人
真的知道她在想什麼。」
不只伊凡卡，小唐納也想攀上總統大位，
內部人士透露，小唐納喜歡認為自己是最終登
上總統寶座的人，屆時現任女友季伏爾（Kimberly Guilfoyle）會成為第一夫人，不過梅蘭妮
亞可能會是第一個跳出來唱衰的人，直呼這種
事 「永遠不可能發生」，因為她認為小唐納不
及川普聰明， 「最多就是在福斯新聞台（Fox
News）有自己的節目而已」， 「梅蘭妮亞曾說
過，就像她丈夫，小唐納喜歡聽自己說話，而
且不知道何時該停止。」
消息人士還補充，不像小唐納，伊凡卡全
力支持川普，川普也願意做任何事來讓他的小
公主跟隨自己的腳步，川普喜歡吹噓他和伊凡
卡就像豌豆莢裡的 2 顆豌豆，伊凡卡就像他，
「天生就有深受人們喜愛的領袖魅力」，川普
感到相當驕傲，而且深信伊凡卡有一天也會當
上總統。

不當川粉台了！《福斯》切了白宮美女發言人直播
川普團隊指控選舉舞弊新聞又遭主流媒體直喊卡！白宮新聞
發言人兼川普競選團隊發言人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在
記者會直播上，在未提出確切證據時，仍持續指控總統當選人拜
登靠選舉舞弊當選，不過她的發言遭先前被外界視為最挺川普的
傳統保守派媒體《福斯新聞》直接 「
喊卡」，主播卡夫托直言，
「
除非有更多具體證據，否則我無法心平氣和地讓觀眾看這些無
根據指控」。
據《商業內幕》報導，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在未
提出證據之下，在白宮記者會上稱 「
我們之所以為輸了大選，是
因為希望一場誠實選舉；你之所以贏得大選，是因為歡迎舞弊與
非法投票」，持續暗示拜登是靠選舉舞弊與非法投票贏得大選，
如同川普先前的說法。不過包括《福斯》在內的主流媒體，早已
預測拜登為本屆總統大選的當選人，而川普競選團隊所提出來的
選舉訴訟，也多為無法明確認定有舞弊行為而不為法院受理。
對麥肯內尼暗示拜登選舉舞弊，卡夫托（Neil Cavuto）在中
斷她的記者會直播後，表示她稱拜登敞開雙手歡迎舞弊與非法投
票， 「
這種無根據的指控除非有更多細節證明，否則我難以心平

氣和地給觀眾看這些」。
此次並非主流媒體近期首
次直切川普團隊對於拜登選舉
舞弊相關指控。就在就在川普
5 日晚間於白宮記者會上稱
「若不是拜登竊取大選，我早
就贏了」之後，包括美媒
《ABC》 、 《CBS》 以 及
《MSNBC》 都 選 擇 川 普 在 未
提出明確證據指控選舉舞弊後
， 中 斷 記 者 會 直 播 。 MSNBC
主播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當時指出，在川普錯誤地自稱勝
選後表示， 「
我們又身處在一個極不尋常的處境，不僅要中斷總
統的講話，還要修正他的發言」。
另外，就在麥肯內尼直播遭卡的同日，川普也在推特上連續
推文控《福斯》等主流媒體與民調公司對他的民調不準， 「
直接
破壞了選舉」，指控他們的行為堪稱是 「
干預選舉」。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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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與川普的關係早已陷入冰點，不僅在大選中率先預測將
傳統紅州的亞利桑那州歸為拜登拿下，大幅打擊川普團隊士氣，
川普甚至還對《福斯》董事長梅鐸（Rupert Murdoch）大吼並要
新聞下架，但慘遭回絕。
不過《福斯》新聞台內仍有對川普死忠的媒體人，包括主持
人尚漢尼提（Sean Hannity）與卡爾森（Tucker Carlson）。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5 日，日本全國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 624 例，累計確診已超
10.4 萬例；新增死亡病例 4 例，累計
死亡增至 1799 例。目前，北海道地
區的疫情反彈形勢嚴峻，當地政府
正積極商討應對策略。
據報道，當天的新增病例中，
東京都最多，為 122 例；此外，大阪
府和北海道分別以 85 例和 75 例排在
第二、三位。
報道稱，北海道的單日新增病
例已連續 6 天超過 60 例，雖然當地
在 10 月 28 日提高了疫情警戒級別，
但疫情反彈形勢仍然非常嚴峻，特
別是在首府劄幌的繁華街道，頻繁
出現聚集性感染。
對此，當地時間 4 日下午，北海
道知事鈴木直道和劄幌市長秋元克
廣進行了會談，二人就進壹步加強
防疫措施，諸如要求繁華街道的商
家縮短營業時間等交換了意見。
會後，鈴木直道對媒體表示，
“(政府)對疫情抱有強烈危機感，必
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他還說，
“至於要實施什麼樣的措施，會在
聽取專家意見後再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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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疫情反彈形勢嚴峻

知事：充滿危機感！

韓國將迎“疫情高考”：
考生須戴口罩 考桌放置隔板
綜合報導 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韓國今年的高考時間
比往年推遲了壹個月，將在 12
月 3 日舉行。為了順利開展本
年度高 考 工 作 ， 韓 國 教 育 部
近 日 出 臺 “ 順 利 開 展 2021 年
度高考工作的應對方案”，
內容包括考生必須戴口罩、
每 張 考 桌 上 都 放 置 半 透 明隔
板、安排新冠確診考生在指定
醫院考試等。
據報道，在 3 日舉行的國
務會議上，教育部提交了“順
利開展 2021 年度高考工作的應
對方案”。根據該方案，高考
前壹周(11 月 26 日)開始，所有
高中和考場學校將轉為遠程授
課模式，便於有關部門做好防
疫準備工作。新冠肺炎確診考
生，將在高考前 3 周(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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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始住進指定醫院，並在高
考當天在醫院參加考試。此外
，每個考區將額外安排兩個左
右的附加考場，用於自我隔離
期內的考生應試。據悉，附加
考場內的每個教室，最多可容
納 4 名考生。若自我隔離期考
生無法乘坐私家車前往考場，
各地政府將提供救護車接送服
務。對確診及隔離期考生進行
監考的工作人員，政府將提供
免費新冠病毒檢測。
高考當天，考生必須全程
戴口罩應試，且每個考桌上都
放置半透明隔板。“今年高考
，左右考生狀態的最大變數是
防疫措施”。《中央日報》3
日以此為題稱，今年由於要求
全程戴口罩並且有隔板阻礙翻
卷子，會給考生帶來壹定的不

便，而這種考場環境的變化對
於考生來說是影響當天應試狀
態的重要變數。因此，不少高
考專家建議考生多在家中做模
擬練習，讓自己適應考場環境
。據介紹，今年韓國共有
49.3433 萬名考生參加高考，比
去年減少約 5.5 萬人。
紐西斯通訊社稱，教育部
還計劃向各地政府機關和企業
發函，要求對方協助政府工作
、將高 考 當 日 的 上 班 時 間 調
為 10 時以後；地鐵、城鐵、
公交車等交通運輸單位也將
增加車次並延長運營時間，
以便考生乘坐。此外，下午
1 時 10 分 至 1 時 35 分 英 語 聽
力考試期間，將禁止航空器
起飛和著陸，也禁止軍隊進行
火炮發射等訓練。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稱，總統杜
特爾特不需要立即決定廢除與美國簽署的《訪
問部隊協議》(VFA)，可能會將協議的終止時
間再推遲 6 個月。
“(《訪問部隊協議》終止時間)可選擇再
延長 6 個月。所以，我的想法是，也許總統會
利用第二個 6 個月的時間，來最終廢除《訪問
部隊協議》，”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裏· 羅克
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但是，我想說的是，總
統不需要立即做出決定，因為我們發給美方的
通知中，留有至少壹年的余地。”
2020 年 2 月 11 日，菲律賓宣布，已於當天
決定終止與美國簽署的《訪問部隊協議》，幷
將有關文本送達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該協議
將於送達 180 天後生效。6 月，菲律賓總統杜特
爾特宣布暫停終止《訪問部隊協議》的計劃。
根據菲方發給美國政府的外交照會，暫停
協議終止的有效期為 6 個月，但菲律賓可以再
延長 6 個月。
1998年，菲美簽署《訪問部隊協議》，規定
了美方軍人、軍事相關人員以及軍事裝備進入菲
律賓的條件、活動範圍以及可獲得的便利，其中
包括美國軍事人員可以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飛往
菲律賓，使用美國駕照，以及有治外法權等。
2020 年 1 月，在美國取消了菲參議員、前
國家警察局長羅納德· 德拉· 羅莎的旅行簽證後
，杜特爾特提出要廢除《訪問部隊協議》。

印度 4 天內現 20 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或與喝假酒有關

綜合報導 過去 4 天中，印度
哈裏亞納邦出現了多達 20 起“非
正常死亡”事件。報道稱，雖然目
前還不確定死亡事件的具體原因，
但當地警方懷疑死亡事件可能與民
眾飲用假酒有關。
據報道，印度哈裏亞納邦警方
於 3 日通過媒體報道得知了這 20 起
“異常死亡”事件的細節，而此前
，警方並沒有接到民眾相關報案。
當地時間 4 日，這 20 具屍體中的 4
具已被送往醫院進行屍檢。
報道稱，這 20 名死者分別來
自哈裏亞納邦索尼帕特的 4 個地區
，當地居民主要為貧困人口或中產
階級。
當地警察局官員蘭德哈瓦 4 日
向《印度快報》透露，屍檢後，警
方發現其中壹位名叫馬諾傑(Manoj)
的死者生前有飲酒史。而且，搜查

人員當時在他的屍體旁邊發現了酒
瓶。該酒瓶目前正被進行檢驗。
此外，據報道，警方 4 日還在
當地醫院發現 1 名最近被收治的、
同樣有類似飲酒史的病人。“該病
人此前在飲酒 2 天後出現了健康問
題，現在(情況)已經恢復穩定。”
蘭德哈瓦
說。
報道
稱，警方
目前正在
對這些酒
的來源及
合法性展
開調查。
同時，警
方也將檢
查涉事商
店及壹些

非法酒類售賣點，以調查該事件是
否與假酒有關。
當記者被問及這些人的死亡原
因是否與飲用假酒有關時，蘭德哈
瓦回答說：“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他也表示，目前尚不能確定這些
死亡事件的具體原因。

PPO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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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62%民意促 DQ 攬炒議員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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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11, 2020

研究協會調查數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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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滿意攬炒派立法會議員自
復會以來的整體工作表現？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市民批楊岳橋郭家麒郭榮鏗梁繼昌無依法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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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讓第六屆立法會

根
有序運作，持續發展，盡快擺脫黑暴及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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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帶來的持續低迷與不利因素。不過，攬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炒派立法會議員自延任後，不斷拉布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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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時間，損害香港繁榮穩定。香港研究

是否認同不真誠擁護基本法者
不應擔任立法會議員？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協會 9 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57%市民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不滿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復會後的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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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更有62%市民認為應取消4名被DQ議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員，包括公民黨議員楊岳橋、郭家麒和郭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榮鏗，以及“專業議政”梁繼昌的現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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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資格，並認為不真誠擁護基本法者不應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擔任立法會議員。多名政界人士都表示，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有關的民意強烈，特區政府應 DQ 未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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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履職者。攬炒派議員 9 日傍晚舉行記者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視自己違反誓言在先，而此舉亦反映他們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為朋黨政治利益，違反為香港服務的誓







延任，以確保香港社會在疫情影響下仍能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會，稱倘有同黨被 DQ 就會“總辭”，無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機
，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是否認同楊岳橋、郭家麒、郭 
榮鏗及梁繼昌目前的議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 “沙田各界大聯盟
沙田各界大聯盟”
”代表反對被
代表反對被DQ
DQ議員留任
議員留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亦應被取消？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言。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了解市民對立法會議員延任後工作表現的意 員在議會中的拉布行為涉嫌違反就職誓言，其議員
立法會運作被阻撓，希望政府重視民意，盡快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DQ 拉布議員。他強調，立法會議員理應是最懂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見，香港研究協會在 11 月 6 日至 9 日展開 資格應被褫奪，表示“不認同”的佔35%。調查還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延任後工作表現的意見調
發現，有62%受訪者“認同”不真誠擁護基本法者 法、守法的人，結果卻是蓄意拉布，知法犯法、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查”，作全港性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 不應擔任立法會議員，24%表示“不認同”。
為反而反，完全對紓困救民視若無睹，只會令香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1,071名18歲或以上市民。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市 港民生、經濟、法治各方面受損。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民普遍不認同現時立法會內的拉布行為，呼籲有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直言，市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57%不滿攬炒派議員表現
關立法會議員尊重市民意見，以社會整體利益為
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對攬炒派濫用議員權力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調查結果顯示，57%受訪者對攬炒派立法會 重，停止不必要的政治爭拗，並促請各立法會議
作出眾多不合法的事件已經忍無可忍。她批評，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的最後一絲希望。

議員自
10 月中復會以來的整體工作表現表示“不
員時刻謹記就職誓言，恪盡職守，為市民生活謀
現在有些攬炒派議員濫用手段，癱瘓立會，甚至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求最大的福祉，重建議員及議會在市民心目中的
公然鼓吹“港獨”和反政府，違反基本法及香港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從 滿意”，反映攬炒派立法會議員的工作表現不獲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形象。
國安法，根本無資格繼續留任立法會。
多數市民認同。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就公民黨的楊岳橋、郭家麒和郭榮鏗，及“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4
名早前被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各界
：
違人大決定延任初心

與過去
4
年立法會會期比較，未
業議政”梁繼昌因不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選舉主任 DQ 的攬炒派議員沒有珍惜延任機會，

區而被取消立法會選舉的參選資格，有62%受訪者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9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反而與其夥伴在內務委員會、各事務委員會的主
來一年議會的整體工作表現會



認同，4人目前的議員資格亦應被取消。
問時表示，立法會議員應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席選舉，甚至立法會大會上用盡方法拉布，企圖

變好、差不多，還是變差？

與過去 4 年立法會會期比較，48%受訪者認 條及宣誓行事，即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癱瘓議會正常運作，已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
為未來一年議會的整體工作表現會“變差”，表 但攬炒派議員卻在復會後不斷干擾議會正常運
就有攬炒派議員自稱自己是“依法履職”，
示 “ 差 不 多 ” 的 佔 31% ， 而 “ 變 好 ” 的 則 佔 作，而不同民調均反映市民認為有關議員不應留 他指出，有關人等的延任依據的是人大的決定，
13%，反映市民對來年議會工作的整體期望轉 任，攬炒派議員的行為顯然不適合作為立法會議 而人大決定的原意是希望確保香港社會在疫情影


差。
員，希望他們正視相關問題。
響下仍能有序運作，持續發展，但有關人等的種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則表示，全港市民都看 種攬炒言行明顯違反有關決定的初心。
同時，調查顯示有 46%受訪者認同立法會議













公民社會研究所 9 日發表的民調結果，發 體表現時，有17.75%受訪者表示“唔滿意”及 “延誤審議與經濟民生相關的議案”亦分別讓

現有逾 67%受訪者不滿意立法會議員在延任後 49.45%表示“非常唔滿意”，21.37%表示“一 約73%受訪者感到不滿。
的整體表現。逾 90%受訪者認為，4 名曾於今 半半”，而滿意議員表現者只有11.43%。
同時，有 95.04%受訪者認為有議員不斷
是否認同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中
年 7 月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參格的議員不應獲
透過惡意拉布等手段阻礙議會運作，並認為
95%同意改例防拉布
拉 布 的 行 為 涉 嫌 
違反就職誓
繼續延任。
他們應立即離開立法會，不應繼續延任；高


公民社會研究所於 11 月 6 日至 9 日透過網
逾 95%受訪者同意，立法會應透過修改 達 91.75%受訪者認為，4 名曾於今年 7 月被
言，其議員資格應被褫奪？

上問卷進行“立法會議員延任後的表現意見調 《內務守則》，進一步防止議員在議會拉布。
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的議員，包括公民黨
查”，成功訪問 3,673 名 15 歲或以上香港市
在表達不滿的受訪者中，84.26%對立法會 的 楊 岳 橋 、 郭 家 麒 和 郭 榮 鏗 ， 及 “ 專 業 議

民。
會議持續出現點人數、拉布等情況最反感，而 政”梁繼昌不可以繼續延任。


被問及是否滿意立法會議員在延任後的整 “一個月內已多次因法定人數不足流會”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為

95%人指惡意拉布者應即離開

法律界：阻撓會議已違誓
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 9 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攬炒
/ 派立法會議員阻撓議會正常運作
的行為，已涉嫌違反了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
例》，有發假誓之嫌，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特區政府亦應追究有關人等的罪責。
身為律師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表示，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6 年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作出解釋時已表明，立法會議員的就職宣誓不僅
是宣讀誓詞，日後的言行也須遵守誓詞。攬炒派
議員復會後在議會的行為，已涉嫌違反了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即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
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
慈表示，攬炒派議員延任後惡意癱瘓議會運作，
不但沒有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更嚴重損害市民福祉和香港整體利益，未有盡責

履職，已違反了他們就職時的誓言。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亦
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6 年對香港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作出的解釋，立法會議員不只在宣誓
的一刻需要接受約束，倘宣誓之後作出違反誓言
的行為，都要依法承擔責任。攬炒派議員自復會
後的表現，完全不符誓言，涉嫌發假誓，應被
DQ，特區政府亦應追究有關人等的罪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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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時力黨工涉毒未查證 判王浩宇加碼賠40萬元

（中央社）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2 年前指時
代力量北市黨工涉毒，時任黨工林效先認為王
浩宇不實言論，提告求償及登報道歉。二審今
天認定王浩宇未合理查證，加碼判須賠償 40
萬元及登報道歉。
王浩宇告訴中央社記者，尊重司法，但對
是否合理查證部分目前還有爭議；這案當初是
政黨間監督，時代力量面對黨內成員遭司法調
查，應受媒體與他黨監督，且案件非憑空捏造
，對判決感到遺憾，將與律師討論後上訴。
已經辭去時代力量黨工的林效先聆判後受
訪表示，法院的判決，也說明他（王浩宇）必
須負擔該負的責任，在這個事情中， 「
一年內
都沒有人相信我，使我狀況不好，也沒辦法好
好工作」。
全案緣於，王浩宇於 107 年 4 月 15 日在立
法院召開記者會以及在個人臉書提及，3 月間
時代力量北市黨部的黨工，在中正區租屋處遭
警方查獲持有大量二級毒品 「
毒郵票」…林姓

男子透過網路，向國外的賣家訂購毒郵票、毒
蘑菇…公開要求黃國昌、時代力量，立即開除
持有毒品的黨工等語。
林效先提起民事訴訟表示，他雖獲刑事不
起訴處分確定，但王浩宇的這些不實言論，造
成輿論認定他涉及毒品案件，導致他社會評價
受損及精神上莫大痛苦，請求精神慰撫金新台
幣 200 萬元、停職期間薪資損失 43 萬 500 元，
以及登報道歉。
一審桃園地院判王浩宇應賠林效先 25 萬
元及登報道歉，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
院審理，今天宣判。
二審今天認定，王浩宇未經合理查證並說
明如何確信這些言論內容為真實，就公開發表
言論，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審酌林效先因
不實言論所受的精神痛苦、兩造身分、地位、
經濟能力等，判王浩宇應再加碼賠償 15 萬元
，共計 40 萬元以及登報道歉。全案還可上訴
。

（中央社）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今天決
議通過多項人事案，台中高分院院長由最高法
院法官高金枝接任，而曾承審前總統馬英九洩
密案的法官唐玥則通過試署審查。
原台中高分院院長李伯道 4 日接任懲戒法
院院長，遺缺由高金枝接任。唐玥在台北地院
刑事庭法官期間，曾判馬英九無罪，法律見解
引起外界側目，她後來轉任台北地院民事庭法
官，去年通過候補審查，今天再通過試署審查
，成為實任法官，獲得憲法保障的終身職。
人審會今天決議如下：
一、調派最高法院法官高金枝為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兼院長。
二、台北地方法院試署法官唐玥、宋雲淳
、李陸華、郭思妤、李子寧、陳筠諼；新北地
方法院試署法官莊哲誠；新竹地方法院試署法
官王凱平、江宜穎；苗栗地方法院試署法官劉
奕榔、魏正杰；台中地方法院試署法官湯有朋
；南投地方法院試署法官丁婉容；彰化地方法
院試署法官胡佩芬；雲林地方法院試署法官蘇
珈漪；嘉義地方法院試署法官盧伯璋；高雄地
方法院試署法官姚億燦、陳鑕靂、鄭珮玟；橋

頭地方法院試署法官王奕華；屏東地方法院試
署法官程耀樑；花蓮地方法院試署法官粘柏富
、陳裕涵、鍾志雄；基隆地方法院試署法官李
岳、謝昀芳，試署成績均經審查及格。
三、新北地方法院候補法官黃杰、士林地
方法院候補法官林靖淳、台南地方法院候補法
官陳貽明、高雄地方法院候補法官林于心，候
補成績均經審查及格。
四、同意發給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林欣蓉稅
務類型專業法官證明書。
同意發給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張升星、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陳文貴、新北地方法院法官
李政達行政訴訟類型專業法官證明書。
同意發給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陳彥君、新北
地方法院法官潘曉玫民事智慧財產類型專業法
官證明書。
同意發給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蘇珍芬刑事智
慧財產類型專業法官證明書。
同意發給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陳學德
稅務及行政訴訟類型專業法官證明書。
同意發給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吳幸芬
少年類型專業法官證明書。

施政報告屢遭藍委杯葛 蘇貞昌籲讓立院正常運作

行政院長蘇貞昌（
行政院長蘇貞昌
（中）10 日上午第 8 度赴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
度赴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
，會前接受媒體聯訪
會前接受媒體聯訪，
，
呼籲國民黨不要阻擋施政報告，讓立法院恢復正常運作
呼籲國民黨不要阻擋施政報告，
讓立法院恢復正常運作。
。

司法院新人事 高金枝接任台中高分院院長 冒充醫療用口罩出售牟利 南投檢方起訴負責人
（中央社）彰化縣富達企業社負責人劉姓男
子涉採購非醫療用口罩 140 萬片，再冒用口罩國
家隊的宏瑋醫材公司外盒包裝出售牟利。南投地
檢署今天偵結，依偽造文書、違反藥事法等罪起
訴劉男。
台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吳錦龍接受
媒體聯訪時指出，今年 8 月有民眾在南投市 1 間藥
局購買醫療用口罩時，發現外盒印製的製造廠商
為 「
宏瑋路材有限公司」，十分可疑，於是向檢
調單位報案，檢調循線追查，發現有業者將一般
口罩混充成口罩國家隊醫療用口罩賣出牟利。
檢方表示，劉男以 1 片新台幣 4 元價格，購買
140 萬片的一般口罩，再委託印刷業者製作印有不
實的衛生福利部許可字號等內容外盒 1 萬 2000 個

，劉男再將盒裝口罩以 1 片 4.4 元賣給藥局洪姓負
責人。
藥局洪姓負責人明知劉男將一般口罩混充醫
療用口罩，還是幫忙販售，檢警統計，劉男等人
售出 19 萬多片的一般口罩，犯罪所得高達 107 萬
多元。
承辦此案的檢察官認為，劉男違反刑法明知
虛偽標記商品而販賣、偽造文書、詐欺取財等罪
提起公訴，同時聲請法院沒收劉男犯罪所得 226
萬元及扣案的口罩 3 萬 9000 餘片。
至於洪男部分，檢方處以緩起訴處分，須向
公庫支付 20 萬元。洪男也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75 萬
元。

（中央社）蔡姓公務員涉貪新台幣 488 元，
一審緩刑，二審改判免刑。最高法院認為，形式
上免刑較緩刑有利，但依現行法令，免刑將使蔡
男終身喪失公務員再任機會，原審量刑有疑，發
回更審。
全案起於，蔡姓男子任職屏東縣崁頂鄉公所
期間，藉護送役男前往營區機會浮報交通費，詐
得新台幣 488 元。蔡男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並
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一審屏東地方法院審酌蔡男自首、情節輕微
且犯罪所得在 5 萬元以下，依法減輕其刑，依貪
污治罪條例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蔡男
有期徒刑 1 年 5 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2 年。
案經蔡男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審理，認為蔡男自首且繳回犯罪所得，依貪污
治罪條例規定可免除其刑，一審卻僅給予減輕其
刑並不恰當，改判免刑。

但蔡男認為，依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
緩刑期滿後仍有再任公職機會，公務人員年資得
以延續，但免刑判決反而讓他終身喪失公務員再
任機會，不服二審判決，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認為，形式上而言，免刑較緩刑有
利，但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 「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而免刑
屬有罪判決，若蔡男免刑確定，即喪失現任及再
任公務員資格，公務員年資也無以為續。
最高法院並指出，司法院釋字第 66 號解釋曾
提到： 「
曾服公務而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者，
雖受緩刑之宣告，仍須俟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
並未撤銷時，始得應任何考試或任為公務人員」
，因此公務員涉貪獲緩刑，只要緩刑期滿且未被
撤銷，即可再任公職。

公務員涉貪判免刑 最高法院認未必有利發回更審

國防部常設疫情指揮中心

國防部軍醫局副局長蔡建松（
國防部軍醫局副局長蔡建松
（圖）10 日在國防部出席記者會表示
日在國防部出席記者會表示，
，國防部常設 「國軍
疫情指揮中心」 ，是參考衛福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架構
疫情指揮中心」
是參考衛福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架構，
，透過綿密監測系統與即時
回報機制，
回報機制
，提供精準防疫措施
提供精準防疫措施，
，確保官兵健康
確保官兵健康。
。

高雄苓洲國小鍋爐故障 爆炸聲震破玻璃幸無人傷
（中央社）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小廚房今
天上午在熱機時，疑因戶外的鍋爐馬達故障傳
出爆炸聲，震破廚房玻璃。殘骸甚至噴飛到校
外人行道，幸無人員傷亡。校方已聯繫廠商前
往修理。
高雄市消防局指出，上午 7 時 12 分獲報苓
雅區四維四路苓洲國小火警，出動成功、前鎮
、前金分隊 10 車 20 人前往搶救，警消趕抵發
現現場並無火煙，但廚房玻璃已遭震破，鍋爐
殘骸甚至被噴飛到人行道。
消防局表示，初步研判是廚房蒸氣鍋爐疑

因壓力不均爆裂，幸因校方廚房人員未在場，
無人傷亡。後續已聯絡鍋爐廠商與火調人員前
往釐清詳細事故原因。
苓洲國小校長劉曜源說，大廚上午 7 時許
已在廚房熱機，疑因戶外獨立空間鍋爐馬達故
障，發出似爆炸聲響；校方已聯絡鍋爐廠商人
員修理，所幸無人員傷亡。
至於今天學生營養午餐供應，他則說，因
廚房營養午餐還要供應鄰近學校，每天要提供
約 1800 人份，目前校方已有因應措施，如果
無法煮食就會購買因應。

戴獅子頭跑行程

盧秀燕宣布中捷綠線 16 日試營運

台中市長盧秀燕（右）10 日戴獅子頭跑行程
台中市長盧秀燕（
日戴獅子頭跑行程，
，上午主持市政會議
上午主持市政會議，
，宣布台中捷運綠線將自 11
月 16 日起試營運
日起試營運，
，12 月 19 日正式通車
日正式通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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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許諾:所有美國人都應有免費獲得疫苗的機會
衛服部長阿扎爾: 公眾的冠狀病毒疫苗會在春季推出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新當選美國總統拜登宣布了
與冠狀病毒的決定性鬥爭，拜登在他的家鄉特拉華州威爾
明頓說：我們仍然面臨著非常黑暗的冬天。一旦 1 月 20 日
宣誓就職，他將竭盡全力抗擊這一流行病。 在他新成立的
危機專家委員會中，包括了國際衛生問題專家，以便我們
能夠在對抗這種大流行的鬥爭中恢復全球領導地位。 拜登
宣布了一項在美國的全面計劃，它的重點是保護特別脆弱
的群體。當選拜登總統許諾，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有免費獲
得疫苗的機會。 拜登說，但要廣泛使用它還需要幾個月的
時間。拜登呼籲美國人戴口罩。
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阿扎爾（Alex Azar）11 月 10 日預
測，到 2021 年春季，將有足夠多的冠狀病毒疫苗用於一般
公眾疫苗接種。 阿扎爾概述了他所說的將是輝瑞和其他公
司的實驗性疫苗的分發時間表。 阿扎爾說，這家製藥業巨
頭正在加大力度，在 11 月底之前每月提供 2000 萬劑冠狀病
毒疫苗。 阿扎爾預測，到 1 月底，將有足夠的疫苗來接種
高危療養院居民，衛生保健工作者和第一反應者，並且
“到 3 月底至 4 月初，所有美國人都應有足夠的疫苗接種”
。
Azar 還談論了禮來 (Eli Lilly) 公司的單克隆抗體的 FDA
緊急使用授權，這種藥物可用於治療可能從冠狀病毒產生
嚴重效應的人。 全世界和美國的冠狀病毒病例都在猛增，
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 5000 萬例。 美國以 1000 萬例病例
居首，死亡人數近 24 萬。 輝瑞公司在周一的一份聲明中表
示，預計將在 2020 年提供多達 5000 萬劑的實驗性冠狀病毒
疫苗，並在 2021 年提供多達 13 億劑。

輝瑞和 BioNTech 宣布其一種候選疫苗在預防冠狀病毒
方面具有 90％的有效性。 阿扎爾說，輝瑞計劃從 11 月底
開始每月分發約 2000 萬劑疫苗。“我們預計，到 12 月底，
我們將有足夠的疫苗為我們最脆弱的公民提供養老院的疫
苗接種；而到 1 月底，我們將為所有醫療保健工作者和急
救人員提供足夠的疫苗，並為所有美國人提供足夠的疫苗
。 3 月至 4 月初將有常規疫苗接種計劃，”
根據 HHS 網站，Warp Speed 行動的目標是快速生產和
交付 3 億劑安全有效的疫苗，首批疫苗將於 1 月上市。 輝
瑞公司首席執行官布爾拉週一說，公司在獲得美國食品和
藥物管理局緊急使用授權之前就開始生產疫苗。 布爾拉說
，公司預計到 2020 年底將達到 5000 萬劑，明年將達到 13
億劑。 輝瑞公司和 BioNTech 在報告第二次疫苗接種後的
其他安全性數據後，將尋求 FDA 的緊急使用授權。 他們預
計將在 11 月的第三週獲得該數據。 事態發展的消息導致股
市飆升，並得到川普總統的強烈支持，川普在一條推文中
稱其為“如此好消息”。
拉霍亞免疫學研究所傳染病和疫苗研究中心教授克羅
蒂 （Shane Crotty） 在 電 子 郵 件 中 說 ： 對 於 94 例 COVID-19 病例，其預防疾病的功效超過 90％，是一個很好的
結局！很高興看到更多數據，但這些數據令人信服。FDA
已通知製造商，它希望至少有一半的志願者至少提供兩個
月的跟踪數據。 FDA 說，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疫苗最
危險的副作用發生在最終注射後的兩個月內。輝瑞製藥公
司說，直到十一月的第三週才能獲得數據。

Harris縣100名提前選務委員正式官方統計總結將在11月17日公佈
（本報訊）Harris 縣 100 名提前選務委員 (50 名自共和
黨；50 名自民主黨) 於 2020 年 10 月 14 日 – 2020 年 11 月 11
日期間，上午 9:00 – 下午 5:00 ，在 NRG Arena, Hall D，
以決定接受或拒絕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普選與特別選舉中所
投下的郵遞選票與 13,000 張臨時選票。這也包括所有國外

選民及現役軍人的選票。所有國內的郵遞選票必須在 11 月
4 日 (選舉日之後的下一個工作日) 下午 5:00 之前收到以選
舉日為郵戳的選票。如果沒有郵戳， 提前投票的選務員必
須在選舉日晚上 7:00 之前收到這些選票。對於海外選民本
辦公室必須在 11 月 8 日 (選舉日之後的第 5 天) 之前收到您
的選票。對於現役軍人本辦公室則必須在 11 月 9 日(選舉日
之後的第 6 天)之前收到您的選票。因此，請大家耐心等待
，正式官方統計總結將在下星期二 (11 月 17 日) 公佈。
代表各自黨派提前選務委員的職責是核對選民登記和姓
名以確定是否接受該選票。對於有疑問的選票，如果因為
某種原因被拒絕、我們會馬上以電話或信件通知並且提供
被拒絕的原由。
我們鼓勵 Harris 縣申請郵遞投票的選民通過我們的網站
https://harrisvotes.com/Tracking?lang=zh-CHT?lang=
zh-CHT 追踪您的選票。也可直接電話 713-755-5792 或電
子郵件至 County.Clerk@cco.hctx.net ，我們將為您查詢投
票紀錄。

拜登宣布了一項在美國的全面計劃，它的重點是保護特別脆弱的群體
拜登宣布了一項在美國的全面計劃，
它的重點是保護特別脆弱的群體。
。當
選拜登總統許諾，
選拜登總統許諾
，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有免費獲得疫苗的機會
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有免費獲得疫苗的機會。
。

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阿扎爾（Alex Azar）
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阿扎爾（
Azar）11 月 10 日預測
日預測，
，到 2021 年春季
，將有足夠多的冠狀病毒疫苗用於一般公眾疫苗接種
將有足夠多的冠狀病毒疫苗用於一般公眾疫苗接種。
。

德國生技公司 BioNTech 和美國製藥商輝瑞 (Pfizer) 公司 說，他們的實驗性
冠狀病毒疫苗的試驗數據表明，
冠狀病毒疫苗的試驗數據表明
，這種疫苗可促進免疫反應
這種疫苗可促進免疫反應，
，並且耐受性良
好，與先前的早期測試結果相似
與先前的早期測試結果相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