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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4/3/2021

（綜合報導）台鐵太魯閣號2日發生嚴重出
軌死傷事故，造成50人死亡，而這起重大事故
肇因，疑因工程包商的吊貨車手煞車未拉，不慎
從邊坡滑落至軌道，導致剛出隧道的列車不及反
應，正面撞擊；包商負責人李義祥晚間被檢警帶
回偵訊，據了解，李男情緒激動，一度說不出話
來，檢警決定夜間停止訊問，預計隔日再釐清。

太魯閣號408車次自樹林往台東，2人上午
疑因包商的工程車未拉手煞車，不慎從邊坡滑落
至軌道上，導致剛出隧道的列車不及反應，正面
撞擊，造成50人死亡、162人輕重傷。

據了解，該包商為義祥工業社，正在施作明
隧道邊坡維護工程，年約49歲的李義祥是當時
工程車司機，2日上午7時許，將工程車停放在

大清水隧道上的工地邊坡，當時疑因手煞車未拉
，人就直接走到一旁辦公室，導致吊貨車滑落邊
坡衝向鐵軌。

李義祥晚間由花蓮地檢署帶回偵訊，釐清案
情；不過，據了解，李義祥得知自己造成死傷慘
重的消息後，情緒非常激動，2日晚上訊問至夜
間依法停止訊問，預計3日才有可能完成訊問。

台鐵太魯閣號嚴重出軌台鐵太魯閣號嚴重出軌 5050人死亡人死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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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is our dream come true.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ni-
zation, the Community Re-
source Center will open the
door next Tuesday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
ing. Our mission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
der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Houston southwest ar-
ea. We plan to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
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serve as a way
for them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m.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we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We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include di-
saster assis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
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
gration, legal issues, work-
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
vices.

Our service will be led by se-
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tants.

After the pandemic attacked
our community last year, more
than one-half million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is trag-
edy in our community made
me so sad that I couldn’t go
to sleep at night. I kept on
thinking, “What can we do
for all of us?” Finally, we are
putting this dream into actio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join our mission. Come
join us and help us rescue our
own people as well as the
whole nation.

We sincerely need to send out
our appreciation to Congress-
man Al Green. He is our true
brother. Whenever we need
the help, he is always there.

0404//0202//20212021

Community Resource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Will Open SoonCenter Will Open Soon

籌備多時之休斯敦國際社區服務中心
定於下週二中午正式啟動, 這也是我們多
年來所努力的一項重大社區服務項目，它
更代表了美南新聞集團為社會提供即時、
快捷的服務。

這一年多來，因為新冠病毒之襲捲致
使社會及國家帶來無比的傷痛，我們每天
在不斷報導病毒對社區造成的巨大損失，
從白宮到地方政客們不斷開出支票，希望
救助災民，巨額的財政撥款 似一個看得到
又拿不著的大餅，每當深夜我常從夢中驚
醒，我不斷在告訴和鞭策自己，一定要以
實際行動來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這項願望今天總算實現
了，從下星期二開始，美南新聞
ITC國際社區服務中心就將在美南
新聞大樓中正式開幕了，我們將設
立專職隊伍，展開各項服務工作，
其中包括：聯邦政府災難纾困贷款
和補助申請，小商業咨詢、法律諮
詢服務、健保醫療、孩童資助、房
屋補助、職訓輔導、市政府相關服
務等。

我們已經和各類專業人士達到夥伴協
定，將盡力為各種疑難問題找到答案，同
時，已經禮聘曾任中學校長的廷納博士出

任中心主任。
今天我們又開始了一段不尋常的服務

旅程，我們甚盼大家能同舟共濟，穿越和
克服我們最黑暗和艱困的日子。

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 我們從基層開始我們從基層開始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將揭幕國際社區服務中心將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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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2 日與日
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北村滋，以及韓國青瓦
台國家安保室室長徐薰舉行三邊會談。美方聽
取韓日有關拜登政府對朝鮮政策的意見，並討
論半導體供應鏈、中國及南海等議題。韓媒指
出，在美中矛盾的大格局下，此次會談旨在協
商制定三方合作，打破中朝反美聯盟的戰略。

會師海軍學院 暗藏深意
這是拜登政府上台後美日韓高官的首次會

談。美國官員說，美日韓國安顧問會談的主要
目的，是為了在拜登政府制定對朝政策之前，
聽取友邦日韓的意見，以鞏固三方共識。會談
採閉門模式，不開放採訪，會後也不發表共同
聲明。

會談地點選在馬里蘭州美國海軍學院。韓
國《中央日報》指出，這是有意把美日韓合作
與美國印太戰略相連接。

該校是培養海軍和陸戰隊將領的教育基地
，而海軍和陸戰隊則是美日澳印 「四方安全對
話」（Quad）機制，透過印太戰略牽制中國
主力。

日本2日宣布，受到美方優先應對疫情的
影響，首相菅義偉訪美日程延後一周，改在美
東時間 16 日與拜登總統舉行峰會。美韓也正
緊密協商在6月七國集團（G7）領袖會議前舉

行峰會的方案，韓國總統文在寅最晚5月訪美
。在那之前，G7外長會議於5月上旬登場，日
本外務大臣茂木最快4月下旬先訪華府，會晤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韓國外長鄭義溶。

日韓關係修復成焦點之一
拜登政府重視美日韓三國合作的方針，日

韓關係的修復成為焦點之一。日韓的外交部門
局長1日在東京磋商，探索改善因原被征勞工
訴訟等歷史問題而惡化的雙邊關係，但仍未能
縮小分歧。

韓國能否與美日一致展現出對中強硬的姿
態，亦大有問題。鄭義溶2日訪陸，3日將在
福建廈門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談。韓
聯社指出，中美最近都在爭取友邦箝制對方，
此次中方可能以某種形式施壓，要求韓方與美
保持適當距離。

中美競爭 中方施壓韓國

《中央日報》質疑，鄭義溶2月上任後首次出
訪選擇中國而非美國，時間上又與美日韓國安
顧問會談重疊，形同在中美之間 「走鋼絲」。
該報指出，中方將外長會談地點選在台灣對岸
、中美戰雲密布的廈門，不難猜測等於公開施
壓韓國在中美競爭中選擇中方。

美日韓會談
打破中朝反美聯盟

由於在去年總統大選期間一再散佈不實謠
言, 公然指控為大選提供計票服務的多米尼投
票系統公司（Dominion）竄改數據的川普私人
卸用律師辛妮‧鮑威爾在被提控嚴重誹謗後透
過律師狡辯稱:“那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任何明
理的人都不會相信我的說詞是事實,社會大眾可
以自行做出判斷。”

律師是社會正義與公理的象徵, 說真話與
講事實是天經地義的,本應對託付人提供專業知
識與正確思維,然而曾貴為美國總統的律師,且
有檢察官資歷的鮑威爾, 其言行墮落無恥, 竟企
圖以荒謬的言論來唬弄人, 如果法官縱容她的
謬論, 必玷污法庭清譽, 以後任何人都可以任意
毀謗他人, 然後再套用鮑威爾的神邏輯--”任
何明理的人都不會相信我的說詞是事實,社會大
眾可以自行做出判斷。” 那麼社會還有什麼是
非黑白呢!

鮑威爾在去年大選中極具爭議,為了表明對
川普的愚忠, 她竟一再於電視和網路貼文,卑劣
的發表不實談話, 並散播陰謀論, 妄稱拜登與民

主黨集體選舉欺詐。她並荒誕不經編造出投票
系統軟件勾結了委內瑞拉與中國共產黨，把川
普的得票篡改為拜登的票, 還騙說手中握有數
百份誓詞可作證, 結果最後根本拿不出證據，
所講的都是一堆謊話、白話和廢話，作為律師,
竟在光天化日下說謊,膽大妄為,莫此為甚，所
以鮑威爾遭到多米尼投票公司向首都華盛頓的
聯邦法院提告求償13億元。

多米尼公司的提告相當具有正當性，畢竟
鮑威爾的言論已造成廣泛負面影響，使該公司
統計選票的公信力受到質疑, 並因此而讓川普
與共和黨的支持者普遍不相信這一次大選的公
正性, 竟有70％的人不認為這次選舉是公正的,
更有52％認為川普理所當然贏得選舉,使整個美
國造成了分裂, 鮑威爾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嗎!

政客誤國,時有所聞, 但法律人協助政客亂
政並不多見, 鮑威爾協助了川普散播民粹主義 ,
製造了一場又一場尷尬醜陋的政治鬧劇, 為了
杜絕後患, 聯邦法院必須對鮑威爾處以極刑才
對!

【李著華觀點 : 唬弄啥?
鮑威爾的神邏輯不通就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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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總統改組內閣
任命新防長和外長等6位部長級官員

綜合報導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對政府內閣進行部分改組，宣布任命

新的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6位部長級官員。這是博索納羅2019年執政

以來規模最大的內閣改組。

當天，巴西外交部長埃內斯托· 阿勞若(Ernesto Araujo)、國防部長費

爾南多· 阿澤維多(Fernando Azevedo)和聯邦大律師局局長若澤· 萊維(Jo-

se Levi)相繼宣布辭職。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當天對政府內閣進行部分改組，任命巴西原總統

府民事辦公室主任布拉加· 內托(Braga Netto)為新任巴西國防部長。任命

曾任巴西總統特別顧問委員會負責人卡洛斯· 弗朗薩(Carlos Franca)為新

任巴西外交部長。任命曾任巴西聯邦區公共安全秘書處負責人安德森·

托雷斯(Anderson Torres)為新任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長。

現任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長安德烈· 門東薩(Andre Mendonca)調職

出任巴西聯邦大律師局局長；現任巴西總統府政府秘書處部長路易斯·

拉莫斯(Luiz Ramos)調職擔任巴西總統府民事辦公室主任。而新任巴西

總統府政府秘書處部長一職由巴西聯邦議員弗拉維亞· 阿魯達(Flavia Ar-

ruda)擔任。

據巴西媒體報道，博索納羅此次部分改組內閣是由於受到巴西國會

中間派政黨施壓，同時他也希望借改組內閣、更換國防部長來提升政府

對軍隊的影響力。

報道稱，巴西政府現有22位部長級官員，原先的巴西中央銀行已成

為獨立機構，其行長已失去部長職權。

加拿大暫停55歲以下人群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綜合報導 鑒於阿斯利康公司(Astra-

Zeneca)生產的新冠疫苗近來被指存在引

發血栓的風險，加拿大官方3月29日宣布

暫停55歲以下人群接種該疫苗。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表示，作出這一決

定是基於歐洲報告的罕見的“疫苗誘發血

栓性免疫血小板減少癥”(VIPIT)實例，

以及相關的高死亡率和關聯嚴重後果。公

共衛生署同時表示，加拿大迄今尚無此類

不良事件的報告，此疫苗亦尚未在該國大

量使用。

加拿大衛生部已在3月24日發布阿斯

利康新冠疫苗的標簽更新及相關指南，以

補充其風險信息。加衛生部還將要求阿斯

利康制造商提供加拿大範圍內不同年齡和

性別組的風險評估信息。

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曾在本月

初建議不給65歲及以上人群接種阿斯利

康疫苗。該委員會現已建議立即暫停在

55歲以下人群中使用該疫苗。公共衛生

署決定以統一立場采取限制使用的“果斷

行動”。

衛生部門同時提醒，已接種該疫苗不

足20天的人，或今後將註射此疫苗並在

接種4天後出現不良癥狀者，應立即就醫

。衛生部門將根據最新研究結果決定如何

註射第二劑疫苗。

加官方於2月底審批通過阿斯利康和

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以及由印

度血清研究所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加拿

大現已審批通過的新冠疫苗還有另外3款

：美國輝瑞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研

發的疫苗、美國莫德納疫苗以及只需單劑

註射的強生疫苗。

目前加拿大新冠疫情正出現較明顯反

彈。在累計病例數最高的安大略省，近來

單日新增病例數已回升至2000例左右。

該省新冠科學咨詢小組認為，變異新冠病

毒感染者在新增病例中約占六成甚至更多

，疫情已處於失控之中。

西海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宣布從3

月30日起實施為期三周的升級限制措施

，叫停餐飲業堂食服務、室內多人健身、

室內宗教禮拜等，並呼籲民眾盡量居家辦

公。

截至3月29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

例約 97.17 萬例，康復 90.36 萬例，死亡

22900例，尚有活躍病例45208例。

德國柏林舉行集會反對歧視亞裔
綜合報導 數個亞裔團體

在德國柏林舉行集會，悼念美

國亞特蘭大槍擊案中的八名受

害者，反對美國、德國以及世

界範圍內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

3月16日，美國佐治亞州

亞特蘭大市發生連續槍擊案件

，8名死者中有6人為亞裔。

事件引發美國多地和加拿大等

國的亞裔反種族歧視示威浪潮

。柏林28日的集會則是歐洲

國家中最早出現的反對歧視亞

裔示威活動之一。

當天的集會地點位於柏林

市中心勃蘭登堡門一旁的美國

駐德國大使館對面。中新社記

者當天下午2時許在現場看到

，數百人自發前來參與集會，

表達對亞裔遭遇的系統性歧視

的強烈反對。

參與集會的既有居住在柏

林的亞裔人士，也有眾多歐洲

裔人士和非裔等少數族裔人士

前來聲援。他們打出了“與亞

特蘭大團結在一起”“停止針

對亞裔的種族主義”“我們不

是病毒”等標語。

此次集會的組織者向記者

表示，歧視亞裔絕非美國獨有

的問題，事實上德國亦長期存

在針對亞裔的歧視，其中涉及

華人的就包括 1944年蓋世太

保對漢堡唐人街實施殘酷搜捕

，以及 2016年中國留學生李

洋潔在德紹遇害事件。當天的

集會正是為了針對白人至上主

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大

聲而清晰地表達我們的訴求”

。

不過，歧視亞裔問題在德

國主流社會仍未得到應有的重

視。截至記者29日淩晨發稿

時，德國各主流媒體上未見針

對柏林當天反歧視亞裔集會的

報道。德國聯邦政府亦未就針

對亞裔的種族主義議題作出表

態。

德國聯邦政府設立的獨立

反歧視機構——聯邦反歧視局

(ADS)日前回應《每日鏡報》

問詢時坦言，在反對針對亞裔

的種族主義方面，德國迄今為

止仍“幾乎沒有明確形成”相

關的意識。該機構表示，在新

冠疫情前和疫情期間，德國不

同場合都存在針對亞裔的侵犯

、辱罵、歧視等問題。而在德

國聯邦內政部的犯罪統計數據

中亦未將針對亞裔的犯罪行為

單獨列出。

意大利專家擔心抗疫疲勞
夏季開放將取決於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9611例，死亡

297例。截至28日18時，全國累計確診新冠病例3532057例，死亡病例

107933例，治愈病例2850889例。

據報道，意大利金貝基金會主席卡塔貝洛塔28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

表示，新冠疫情造成醫院瀕臨崩潰，比其他數據更令人心憂，緩解目前

醫療系統的壓力和危機，至少還需要2至3個月。但由於民眾已對防疫

措施產生疲勞感，近幾個月以來，政府對疫情一直采取緩解策略，如果

復活節後立即重新開放，疫情將會再次回到原點。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表示，如果變異新冠病毒沒有對社會構

成進一步壓力，從5月開始，預計整個意大利將變成黃色疫情防疫區，

有些地區還會變成白色疫情防疫區。

西萊裏說，目前意大利疫情趨勢略有所改善，表明限制性措施正在

奏效，但仍然需要鞏固。我們必須在降低RT傳染值、加快疫苗接種方

面做出努力。爭取到4月中旬，達到1400萬至1500萬人至少接受一劑新

冠疫苗。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院長布魯薩費羅也稱，有了疫苗可以看到病毒減

少傳播的希望，雖然夏天還不能全面開放，但人們會比現在有更多的自

由。

意大利衛生部防疫局局長雷紮說，他認為通過保持個人防護措施，

以及加強疫苗接種運動，雖然無法消滅新冠病毒，但希望夏天能在一種

好的環境中度過。

另外，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在回應希望復活節後立即重新開放

的問題說，目前疫情局勢仍然非常嚴峻，科學家說，在目前的流行病趨

勢下，僅僅設立黃色疫情監控區是不夠的。

斯佩蘭紮強調，應對未來必須充滿信心，任何想要接種疫苗的人到

9月底前都能接種疫苗。在全民疫苗接種計劃中，歐洲綠色旅行通行證

將是讓意大利重新開始安全旅行的正確方法。

早期宇宙爆發“照亮”神秘黑洞
或助理解黑洞形成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天

文學》最新發表一篇研究論文

稱，宇宙早期的一次爆發所產

生的光畸變或揭示了一個中等

質量黑洞的存在。這一研究結

果或為理解黑洞的形成以及小

質量黑洞如何成為超大質量黑

洞帶來啟示。

該論文指出，中等質量黑

洞被認為是小質量黑洞向大質

量黑洞演化的一個中間點，不

過，能證明它們存在的觀測證

據一直很罕見，而且都不是決

定性的證據。測量有多少中等

質量黑洞存在或能為理解黑洞

的形成以及它們如何隨時間生

長提供線索。

論文作者、澳大利亞墨爾

本大學帕克維爾校區詹姆斯·

佩恩特(James Paynter)、雷切

爾· 韋伯斯特(Rachel Webster)

和埃裏克· 塔蘭(Eric Thrane)通

過分析數千個γ射線暴(γ射

線暴是恒星劇烈坍縮或兩顆恒

星並合後的爆發，會產生強烈

光線)，並從中尋找引力透鏡

的跡象——引力透鏡是指某個

天體(作為透鏡)攔截了來自這

些遙遠爆發的光線並使其發生

畸變，從而產生了能在不同時

間點觀測到的多個跡像。

這種時延對於分辨黑暗

“天體”的存在十分重要，否

則這些天體將一直不被看見。

論文作者發現了一個顯示引力

透鏡證據的γ射線暴事件，並

估計該居間天體的質量約為幾

萬倍太陽質量，因此很有可能

是個中等質量黑洞。

論文作者表示，後續仍需開

展進一步研究和探測，以理解這

些神秘黑洞的豐度以及它們對於

其他黑洞族演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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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全球晶片荒持續，不但重創汽車企業，也被
美國拜登政府視為國安問題。據美媒1日報導，白宮國家安全
顧問蘇利文和國家經濟會議（NEC）主席狄斯，計畫4月12日
與半導體及汽車廠商舉行 「峰會」，商討晶片的全球短缺問題
。

知情人士透露，蘇利文和狄斯將與業界領袖共同討論晶片
短缺的解決之道，白宮還會就此問題與國會議員及盟國接觸。
據悉，受邀出席的包括汽車製造商和半導體廠商，以及科技和
醫療設備公司，例如韓國三星電子、美國通用汽車和晶圓代工
大廠格芯（GlobalFoundries）。

目前，全球晶片生產主要集中於台灣的台積電，以及韓國
三星這兩家公司，但汽車晶片供應吃緊的問題持續。今年2月
美媒披露，狄斯和蘇利文親自出馬，試圖解決晶片短缺問題。
而兩人與美國車商、供應商會面後，美方就正式找上台灣。狄
斯還致函我經濟部長王美花，感謝台灣協助緩解車用晶片短缺
。

拜登政府正在評估供應鏈的脆弱性，還計畫採取刺激手段
加大本土晶片產能。拜登3月31日公布規模2.3兆美元的基建
計畫，其中就提議資助美國半導體業500億美元，用於生產獎
勵以及研發和設計，包括打造一座 「國家半導體科技中心」。

英特爾上月宣布，將投資200億美元在亞歷桑那州新建兩
座晶片工廠。三星和台積電也計畫在美國擴產。日經中文網2
日引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某高官表示， 「美國決定向台積電補
貼30億美元，但台積電提出希望再增加，雙方私底下博弈仍在
持續」。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1日發布報告指出，最先進的
晶片製造幾乎全部在亞洲，其中92％在台灣。如果台灣無法生
產晶片一年，全球電子業營收將少掉將近5000億美元（新台幣
14.27兆元）， 「全球電子業供應鏈將會停擺。」

深化美台關係 美國務院：考慮高階官員互訪機會

白宮將會業界大老白宮將會業界大老 商討解決晶片荒商討解決晶片荒

（綜合報導）美國駐帛琉大使近日罕見隨帛琉總統惠恕仁
訪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今天表示，台灣是民主領頭羊
，美方致力深化對台關係，未來會考慮推進雙邊關係的高階官
員互訪機會。

友邦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Whipps Jr.）3月28日率團
訪台，宣傳台帛旅遊泡泡，美國駐帛琉大使倪約翰（John
Hennessey-Niland）也罕見隨行，引發外界不少關注。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今天召開例行媒體
簡報會，現場有記者詢問，倪約翰造訪台灣是為了向中國傳達
什麼訊息，以及此行是否代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政
府延續川普政府解除美國官員訪問台灣限制的政策。

普萊斯回應表示，大方向來說，美方致力深化與台灣的關

係，台灣作為民主領頭羊，是美國重要關鍵的經濟和安全夥伴
。這也是為什麼，美方將持續以符合長年 「一中政策」的方式
，與台灣往來。

普萊斯進一步說，美方將如同以往，在能推進美台非官方
關係，且讓雙方在共同關切議題上能有實質意見交換情況下，
考慮高階官員訪問華府與台北的機會。

前總統川普任內，美國官員訪台層級頻頻破紀錄。去年8
月訪台的時任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是1979年以來
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內閣官員；緊接著造訪台灣的時任美國國
務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則是1979年以來訪台層級最高
的現任國務院官員。

在台灣方面，經濟部次長陳正(示其)去年11月率團到華府

；去年2月，時任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也成為台美斷交以來，
拜訪華府及白宮國安會層級最高的台灣人員。

此外，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月20 日卸
任前11天，宣布取消美國長年為美台交往自設的限制。限制一
解決，除了在美國國內，駐在他國的美台官員也紛紛打破過去
彼此接觸的限制，且高調公開會晤合照。

英國 「金融時報」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準備
公布美台交往準則，內容將採納川普任內部分變革，會聚焦在
鼓勵美台官員會晤，而非對雙方接觸設限，雙邊官員互動限制
多數都將取消。

拜登指派5部長 為基建計畫當說客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1日在白宮召開上任以來首

場面對面的內閣會議，指派運輸部長布塔朱吉等5名部長，向
民眾推銷他前一天提出、規模達2.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
同時要求閣員嚴格遵守使用聯邦資金購買美國貨的行政命令。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這次會議有別於以往在白宮西廂內
閣會議室舉行的慣例，改為在空間較大的東廂召開，有25人參
加，包括拜登、副總統賀錦麗，以及國家經濟委員會主狄斯、
國內政策委員會主席蘇珊萊斯、抗疫協調官員齊安茲等人，所

有與會者全都戴了口罩。
拜登在會上指派布塔朱吉、能源部長格蘭霍姆、勞工部長

華爾希、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長富奇、商務部長雷蒙多負責 「重
建美好未來」基礎建設計畫的遊說工作，部分前任市長和州長
也會代表拜登爭取國會支持，以及協助調整政策內容。

雖然美國國會議員普遍支持在自己所在的州和社區的基礎
設施支出，但國會共和黨高層卻批評拜登的灑幣計畫，因為他
要求大幅調高企業稅來籌措財源，將導致消費產品成本增加。

拜登在1.9兆美元振興經濟方案之後，推出8年基礎建設計
畫，將投資逾2.3兆美元於交通、電信和能源等基礎建設，創
造數以百萬計就業機會。

另外，拜登1月上任後簽署了 「購買美國貨」的行政命令
，他在會上指示閣員，確保把納稅人的錢用在美國製產品、美
國企業及員工，閣員需在下次會議報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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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委員會 29

日透露，定於 4 月以後舉行的演練運營的 18 場測

試賽中，正在協調 5 場賽事接納來自海外的運動

員參加。預計 4 月 18 至 23 日的跳水測試賽將是接

納的首批。這將成為面向奧運正賽檢驗新冠對策

的機會。

當地時間 2020 年 10月 21日，東京奧運會和殘奧

會組織委員會 21日在東京向媒體公開了，觀眾等進

入賽場時通過的行李安檢區運營的實證試驗。奧組

委將根據本次的測試結果等，討論奧運時的對策。

圖為一名女士走過2020年東京奧運會海報。

據報道，進入5月以後，1至 2日的排球（有明競

技場）、1至 4日的花樣遊泳（東京水上運動中心）

、5日的半程馬拉松（劄幌市）、9日的田徑（國立

競技場）也設想接納來自海外的運動員。包括馬拉

松沿途觀賽在內，據稱均考慮觀眾入場。

關於海外運動員等，日本政府將以充分的防疫

措施為條件探討入境問題。日本男足U24國家隊本月

參加的國際比賽成為參考，或將要求與普通人移動

路徑分開的生活環境和檢測的貫徹實施。

奧組委大會運營局次長森泰夫表示，其中的田

徑和馬拉松“打算測試綜合性防疫措施”，將以較

大規模實施。據稱在田徑測試賽時，奧組委中指揮

正賽運營的“主運行中心”也將啟動，醫療和反興

奮劑相關工作都由正賽相同人員負責。

因奧運延期一年而推遲的測試賽將從 4 月 3

至 4 日的輪椅橄欖球（國立代代木競技場）開始

重啟。

日本多地疫情反彈趨勢明顯
但賞櫻人潮不減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全面解除“緊

急事態宣言”到29日滿一周。日本共

同社截至27日的統計顯示，日本28個

都府縣最近一周新確診的感染人數比前

一周增加，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反彈趨勢

明顯。另外，隨著日本迎來櫻花季，賞

櫻外出人潮比去年多。

據報道，當地時間28日，東京都

新增313例新冠確診病例，連續9天單

日新增病例數超過上周同日。大阪府新

增確診323例，連續3天單日新增逾300

例，單日新增病例數罕見超過東京都。

沖繩縣28日新增確診68例，該縣

近來疫情持續升溫，沖繩縣政府有意籲

請轄內餐飲店及有陪侍的設施等，縮短

營業時間。

疫情同樣呈現持續增加的宮城縣，

28日新增134例確診病例，其中108例

出現在仙臺市。

順天堂大學教授堀賢指出：“既然

難以采取完美的防疫措施，反彈就不可

難免。”

然而，在日本境內疫情趨勢轉為再

度增加的情況下，周末不少賞櫻景點人

潮擁擠，更甚2020年賞櫻高峰期。

根據行動電話位置資訊資料顯示，跟

2020年賞櫻高峰的3月21日相比，2021

年3月27日下午3時左右，東京都目黑

川的櫻花隧道賞櫻人潮增加39.8%、千

鳥淵人潮增加68.7%。

大阪府萬博紀念公園人潮較去年增

加46.2%；京都嵐山人潮增加6.8%等，

許多知名賞櫻景點的人潮都有增加。

同樣是根據行動電話位置資訊資料

，27日是日本首都圈1都3縣解除“緊

急事態宣言”後的第一個周末，主要車

站附近人潮明顯較前4周的周末日平均

數更多。

沙塵暴抵達日本西部地區
能見度或減至5公裏

綜合報導 日本氣象廳

稱，沙塵暴已抵達日本西部

地區。

據日本氣象廳數據，沙

塵暴中的能見度為10公裏

。3月30日，沙塵暴或抵達

日本中部和北部地區。預報

員警告稱，能見度可能減少

到5公裏，司機開車時需要

特別小心。

日本放送協會 (NHK)

電視臺在官網上開展多個

城市的情況直播，以跟蹤

空氣被黃沙汙染的情況。

據報道，福岡市能見度尤

其低。

天氣預報員解釋稱，沙

塵暴是由於沙漠地區降水少

導致的，常見於4月。

緬甸軍方空襲民族武裝控制區
數千村民逃往泰國避難

綜合報導 據緬甸當地媒體報道，緬

甸軍方與克倫民族解放軍的沖突有升級趨

勢，近日多次空襲靠近緬泰邊境地區的克

倫民族解放軍控制區，迫使數千名村民逃

往泰國避難。泰國總理巴育29日稱，從人

道主義角度出發，將給予難民一些幫助。

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暫停美

國與緬甸的所有貿易往來，且立即生效，

直到民選政府回歸為止。

報道稱，當地時間28日晚至29日淩

晨，緬甸政府軍再度對克倫民族武裝控

制區進行空襲，造成大片房屋被燒毀，

多名村民受傷，約3000名當地居民被迫

逃離家園，前往泰緬邊境躲避戰火。此

前，緬甸克倫民族武裝第5旅於27日淩

晨攻占了政府軍位於帕本鎮附近的一處

軍營和陣地，造成多名政府軍官兵傷亡

，並俘虜了8名官兵。之後，緬甸政府

軍於27日和28日晚間兩度空襲克倫民族

武裝控制區。

報道稱，緬甸自上世紀50年代起成

立了多個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在當年為

抵抗軍政府統治或尋求獨立而戰。經歷

時代變遷，包括克倫民族武裝在內的許

多組織已與緬甸政府達成停火協議。但

在2月軍方接管政權後，多個民族武裝

與軍方的關系惡化。除了克倫民族武裝

，本月初剛被軍方撤銷恐怖組織認定的

若開軍宣布，將開往克倫民族解放軍控

制區進行支援，雙方決定加強盟友關系

，共同抵抗軍方。活躍在緬泰邊境的民

族武裝撣邦重建委員會表示：“如果他

們(軍方)繼續向示威者開槍，任何少數

民族都不會袖手旁觀。”此外，克欽獨

立武裝自本月初以來與政府軍在緬北木

姐地區持續發生沖突。

據彭博社報道，民盟主導的緬甸聯

邦議會代表委員會當天表示，總統溫敏

領導的政府將於3月31日屆滿；聯邦議

會代表委員會將於4月1日組建新政府

“民族團結政府”，與各方協商制定新

憲法，並與少數民族武裝等討論建立聯

邦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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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72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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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李柱銘（83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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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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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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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72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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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66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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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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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何俊仁（69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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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64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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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63歲）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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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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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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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33歲） 梁耀忠（67歲）

香 港 新 聞 2021年4月2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李岐山

黎智英首定罪
組織參與非法集會 9男女7人兩項罪成

9男女被告
罪行一覽

被裁定罪成的7名被告，包括黎智英、李柱銘、何
俊仁、吳靄儀、李卓人、何秀蘭及梁國雄。7人

連同早前已認罪的立法會前議員區諾軒和梁耀忠共9
人，續獲批准保釋候判。不過，其中黎智英因另被控
欺詐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等罪仍被還柙，梁國雄及區諾
軒亦因涉及“35+初選”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還
柙，故3人須繼續還柙。其餘7人保釋期間不得離港、
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及BNO。

維園集會演變遊行 違警方禁令
法官胡雅文在裁決時指出，案件關鍵在於被告是

否只是協助將人群安全有秩序地由維園疏散，是否有
合法權限或合理理由參加公眾遊行。根據當日新聞片
段，有成千上萬人跟隨隊頭在維園出發前行，有人不
斷高叫“我有權遊行，毋須警方批准”等有着相同目
的口號。各被告聽到後沒有離隊，沿途亦從沒呼籲或
協助群眾疏散，當到達遮打道後就一同放下橫額，這
是一個遊行開始和結束的象徵，毫無疑問只能視作遊
行。

同時，眾被告帶領遊行的路線、時間與他們向警
方申請的一模一樣，這並非巧合，而是反映出所謂的
疏散計劃只是幌子，實際是一個已計劃好的未經批准
集結。

胡官指出，所有被告均與“泛民”組織有關，不
少是著名的立法會議員，其中3人更是受過法律訓練

及有經驗的律師，毫無疑問對《公安條例》非常熟
悉，“民陣”與“泛民”組織的有聯繫亦眾所周知。

胡官表示，警方事前已清楚表明拒絕批准“民
陣”的遊行，參與該遊行屬刑事罪行，而相關聲明在
經廣泛報道下，眾被告必然知道警方的決定。眾被告
顯然同意站在隊頭並帶領群眾遊行，即使部分被告沒
有說話或指揮，亦不代表他們不是組織者。由於他們
是一同行動，共同參與及共同犯罪，故他們應負相同
罪責。

辯方挑戰《公安條例》失敗收場
胡官強調，針對公共秩序，並非僅限於有否發生

暴力，還應考慮交通是否遭受阻礙。即使活動期間沒
有出現暴力，也不代表犯法的人不應被捕及檢控。

對辯方爭議《公安條例》容許警方透過通知書制度
限制市民遊行集會權利，是“違憲”及相關刑罰造成所
謂的“寒蟬效應”，胡官引用2005年“梁國雄案”，
表示特區終審法院已裁定警方的通知書制度符合基本法
等有關規定，有關裁決對法庭有約束力，辯方不能再挑
戰“未經批准集結罪”違憲。前年，逾800個集會獲警
方批准，反映並未造成“寒蟬效應”。

對於辯方挑戰警方拘捕及律政司提控“不合比
例”屬“違憲”，胡官直言，當日和平沒有爆發暴力
衝突只是幸運，不代表拘捕或檢控是不合比例，否則
會令法律形同虛設。警方當日未有限制被告權利及自
由，因此沒有行為可被挑戰，而基本法賦予律政司檢
控及起訴權，其決定不應受干擾，辯方未能提出足夠
基礎干預其決定。

最終，胡官裁定控方舉證毫無合理疑點，裁定7
名被告組織並明知而參與前年8月18日的未經批准集
結罪成，連同兩名已認罪的被告，案件押後至本月16
日聽取求情後判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蕭景
源）黎智英等7人1日被法庭裁定“組織
未經批准集結罪”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罪”罪名成立，除梁國雄外其餘6
人均是首次被定罪，其中李柱銘與吳靄儀
身為資深大律師和執業大律師，何俊仁也
是執業律師，知法犯法被定罪會否影響他
們的執業資格呢？有法律界人士1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任何一名律師
因犯法被定罪，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均有
可能待所有法律程序完結後召開紀律聆
訊，並視乎所犯罪行有否違背律師身份或
誠信，而作出“釘牌”、暫停執業或譴責
等懲處。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若有律師被定
罪，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會待整個審訊程
序完結後開會討論是否作出紀律處分。至
於會否作出停牌或吊銷牌照的處分，要視
乎該名律師所干犯的罪行性質，“例如其
罪行與其律師身份相違背或誠信有問題
等，懲處便較大，例如只屬不小心駕駛等
較輕微的罪行，可能只會罰款或譴責。”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強調，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即使貴為資深大律師、傳媒大
亨等，要是觸犯法紀最終也要負上法律責
任。案中被告除了黎智英外，其他人都曾
擔任立法會議員，更是法律界人士，但竟
然不遵守法律，甚至“親身示範”散播
“我有權遊行，毋須警方批准”等明顯違
法的訊息，荼毒大眾，令普羅市民誤以為
該做法不會違法而有樣學樣。

她表示，是次判決說明遊行及示威的
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法律限制，根
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
383章）第十七條，有關和平集會的權
利，是絕不能凌駕於“公共秩序”的。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大律師吳
英鵬認為，香港是法治之都，基本法第25
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所有人
都受法律約束。倘若因為他們的政治上屬
於“民主派”，或者因為他們的身份是立
法會議員、資深大律師或者因為他們聲稱
的高尚目的，而對他們進行“政治不檢
控”，這才是對香港法治的踐踏。

=� ���

涉嫌干

犯香港國安

法被控及官

司纏身的壹

傳媒集團創

辦人黎智英首次被定罪。他和李柱銘、何俊

仁等 9名攬炒政棍於前年 8月 18日組織及參

與非法集會，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兩罪，其中區諾軒及梁耀忠早前已認罪，其

餘7人1日被裁定全部罪成，而辯方借該案挑

戰《公安條例》有關控罪違憲的企圖也告失

敗。法官胡雅文裁決時表示，《公安條例》

及警方通知書制度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而

警方拘捕行動合法。她並反駁辯方的辯解，

表示當日眾被告帶頭離開維園往中環，沿途

從沒呼籲或協助群眾疏散，所謂的疏散計劃

只是幌子，各被告是共同參與及共同犯罪，

罪責相等。案件押後至本月16日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眾被告帶頭離開維園往中環，沿途從
沒呼籲或協助群眾疏散，辯方聲稱他
們正“疏散”參與者只是幌子

•被告帶領遊行的路線、時間與他們向
警方申請的一模一樣，是一個已計劃
好的未經批准集結

•就算並非所有被告有份在遊行中發言和
給予指示，亦不代表他們不是組織者

•被告是一同行動，共同參與及共同犯
罪，應負相等罪責

•遵從特區終審法院在2005年“梁國雄
案”的裁決，《公安條例》容許警方
透過不反對通知書制度限制遊行集會
自由，並無違憲

•警方2019年批准超過800個集會，可
見未經批准集結最高5年監禁的刑罰
未造成“寒蟬效應”，可容許法庭根
據案情靈活運用，認為《公安條例》
符合基本法

•當日的遊行沒有爆發暴力衝突只是幸
運，不代表警方拘捕或律政司的檢控
不合比例，否則會令法律形同虛設

•律政司依據基本法提控，不受干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涉知法犯法 大狀或“釘牌”

法官胡雅文判詞摘要

●●一眾一眾““非法集會案非法集會案””被告被告11日由囚車押解至西九龍法日由囚車押解至西九龍法
院應訊院應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2019年8月18日，攬炒派在維園舉行集會後演變成非法遊行。圖為黎智
英、何俊仁、李柱銘等現身非法遊行隊列。 資料圖片

●●法官胡雅文法官胡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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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接種冠全國
免疫屏障大興先建
機動接種點開進企業 專車接送加班服務等多措惠民
北京新冠疫苗接種率在全國居首，遠超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已公開數

據顯示，截至3月29日24點，上海累計接種245.8萬人次，250萬劑
次；截至3月31日，廣州累計接種137.5萬人、177.2萬劑次。基於目前已有
研究數據所作推算，如達70%的人群接種便可形成群體免疫屏障。

多轄區加強宣傳送消費券
自今年初啟動開始，北京疫苗全民免費接種已持續三個月時間。北京疫

苗接種確立“應接盡接”的工作原則，在首批醫療衞生、公共交通等9類重
點人群接種新冠疫苗後，春節後展開18歲至59歲人群大規模接種，進入3
月中旬為部分有接種需求且身體基礎狀況較好的60歲及以上老年人接種，
日前並啟動外籍人士接種。北京疾控中心近日發布的新版接種問答透露，北

京還將根據疫苗研發進展和後續臨床試驗結果，按照國家統一要求安排18
歲以下人群接種工作。

北京推進疫苗接種措施也在逐漸細化。為了更好維護60歲以上的老
年人健康權益，在接種中，無論是接種點還是社區居委會，都為老年人
開闢綠色通道、專車接送。為方便在公司上班群體接種，北京東城、西
城、豐台等多個轄區啟用移動疫苗接種車，或在樓宇大廈內設立疫苗接
種臨時點，讓接種者少跑腿。多個轄區還通過社區宣傳、開放夜場接
種服務、對接種者發放優惠消費券以及購物打折優惠等措施，加快
新冠疫苗接種節奏。

百歲翁打針後無不良反應
北京疾控中心發布的新版接種問答稱，北京市目前

使用的是國產全病毒滅活疫苗，相對於其他疫苗研製
技術而言，滅活疫苗研發平台成熟、生產工藝穩
定、質量標準可控、保護效果良好、研發速度
快，且易於規模化生產。在近日，北京東城區
大雅寶社區百歲高齡老人梁天俊接種了新冠
疫苗。梁天俊老人今年100歲，無高血
壓、糖尿病等慢性病，身體基礎好。
街道接種點為老人進行了一對一
檢診，確認健康狀況穩定後
進行了接種。目前未
見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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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北京疫

苗接種工作持續推進，截至2021年3月31日，累

計接種1,539.07萬劑，累計接種957.31萬人，按

當前北京2,153.6萬常住人口計算，佔常住人口的

比例達到44%。其中，北京大興區累計接種劑次

就達到126.9萬，疫苗接種覆蓋率在北京率先達到

80%，初步建立免疫屏障。香港文匯報了解到，

北京疫苗接種繼續“精細化”擴圍，近日啟動移

動疫苗接種車，並將機動疫苗接種點開進企業，

提供就地接種服務。此外，部分轄區還通過專車

接送、延長接種服務時間、發放優惠消費券以及

購物打折優惠等措施，加快新冠疫苗接種節奏。

北京：啟動移動疫苗接種車，將機動疫苗接種點
開進企業，為60歲以上老年人開闢綠色通道、專
車接送
多個疫苗接種點推出了夜場接種服務，有的接
種時間可以延長到21時，為上班族提供了方
便

上海：啟用接種區、疫苗儲存區等一應俱
全的新冠疫苗智慧接種方艙

廣州：部分接種點設周末與夜間場

重慶：啟用新冠疫苗移動接種車，主動
深入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區等場所，
全面推進新冠疫苗接種“應接盡接”工
作

河北：配足、配齊接種人員和設備，
加強醫護人員培訓

湖北：徵用大型場館等公共場所建設
“大型方艙式臨時接種點”，將接種點
“搬”進校園、企事業單位和大型工
廠，組建流動接種小分隊，提高接種效率

黑龍江：線上地圖查詢臨近接種點就近
預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4月1日，雲南瑞麗召開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三場新聞發布
會，通報該市疫情處置情況。

累計採樣逾30萬份
3月31日凌晨起開展的瑞麗

市全員核酸檢測採樣已全部結束，截至4月1日8
時，累計完成核酸採樣309,448份，送檢235,991
份，完成檢測105,530份，發現29人核酸檢測結果
陽性，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6例、新冠肺炎無
症狀感染者23例。目前，該市新增確診病例增至

12例，無症狀感染者增至26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瑞麗新增6例確診

病例中，3例輕型、3例普通型，中國籍4人、緬
甸籍2人；年齡最大者為61歲的中國籍男性、普
通型；年齡最小者僅5歲，為中國籍男性、輕型。
而23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中，中國籍13人、緬甸
籍10人，年齡從20歲至66歲，最大者為緬甸籍
66歲女性，最小者為20歲緬甸籍男性。瑞麗市全
力開展醫療救治，國家、省、州、市四級專家組
聯合會診，對住院患者的醫療救治工作予以指
導。目前沒有報告重症、危重症病例，所有患者

病情平穩。
瑞麗市並全力以赴追蹤傳染來源，判定密切

接觸者，開展密切接觸者追蹤調查，對密切接觸
者實施隔離觀察，指導做好消毒等工作。截至4月
1日8時，已追蹤到密接及次密接人員1,320人，
安排在8個定點隔離酒店進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瑞麗位於雲南省西部，隸屬於德宏傣族景頗
族自治州，西北、西南、東南三面與緬甸山水相
連，村寨相望，邊境線長 169.8 公里（江河段
105.1公里，陸路接壤64.7公里），犬牙交錯，阡
陌相通，無天然屏障，中緬兩國邊民跨境而居、

同宗同源、語言相通，往來頻繁，邊境形勢錯綜
複雜，管控任務艱巨。

瑞麗通報，當地不斷強化邊境人防、物防、
技防相結合立體化防控體系建設，將支援幹部、
民兵派駐到邊境一線抵邊值守巡邏，充分發揮護
邊員、巡護員等群防力量作用，進一步提高管邊
控邊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共設置邊境封控點506
個，投入各方面力量3,900餘人24小時輪流值守在
邊境一線。

4月1日起，包括瑞麗在內的德宏州4個邊境
縣市已全面啟動新冠疫苗大規模人群接種。德宏
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目前已設疫苗接種點
65個，疫苗準備充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報道

雲南瑞麗確診增至12例 中緬邊境防控加強

疫

苗

方

艙
●百歲高齡的

梁天俊3月25日在
北京接種了新冠疫
苗。 網上圖片

各 地 便 捷 接 種 措 施

●● 33月月2929日晚上日晚上77時時3030分分，，北京豐台火北京豐台火
車站工地的工人們在移動新冠疫苗接種車站工地的工人們在移動新冠疫苗接種
車前有序排起了長隊打疫苗車前有序排起了長隊打疫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上海首個新冠疫苗智慧接種方艙近日在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啟用。該接種方
艙面積27平方米，接種區、疫苗儲存區等一應俱全。圖為學生1日在智慧接種
方艙進行新冠疫苗接種。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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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非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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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禿鷹 BALD EAGLE
to the small and weakto the small and weak
they are indeed bulliesthey are indeed bullies

so righteous Americans caught themso righteous Americans caught them

and imprisoned them in millions of clinking coinsand imprisoned them in millions of clinking coins

the proud free spirits in the skiesthe proud free spirits in the skies
thus became an endangered speciesthus became an endangered species

對弱小民族來說

是太霸道了一點

所以富正義感的美國人把牠們捉了去

鑄千千萬萬響叮噹的金幣

從此縱橫蒼穹的傲鷹

成了受保護的珍禽

正當美國進行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之際正當美國進行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之際,, 卻卻
傳出疫情逆勢上揚的壞消息傳出疫情逆勢上揚的壞消息,, 美國疾病管制暨美國疾病管制暨
預防中心預防中心（（CDCCDC））主任瓦倫斯基稱之為第主任瓦倫斯基稱之為第44波疫波疫
情情,, 她更以她更以””大難臨頭大難臨頭”（”（impending doomimpending doom））一詞來一詞來
形容她內心的恐懼形容她內心的恐懼,, 記得拜登總統不久前才告記得拜登總統不久前才告
訴我們訴我們,,美國要在美國要在44月月3030日之前日之前,,在全美完成在全美完成22億億
劑接種的新目標劑接種的新目標,,並在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時讓並在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時讓
美國從病毒中獨立脫離出來美國從病毒中獨立脫離出來,, 現在現在CDCCDC主任的主任的
說詞顯然與總統的期待出現了巨大落差說詞顯然與總統的期待出現了巨大落差,, 讓我讓我
們憂喜參半們憂喜參半,, 對未來不知是持悲觀的態度對未來不知是持悲觀的態度,,還是還是
樂觀的想法樂觀的想法？？

從最近美國疫情的突變似乎也印證了從最近美國疫情的突變似乎也印證了 CDCCDC
主任的說詞主任的說詞,, 因為在過去一週之內因為在過去一週之內,,全美單日的全美單日的
平均感染數為六萬六千人平均感染數為六萬六千人，，竟比兩星期前的單竟比兩星期前的單

日平均增加了日平均增加了 1212%,%,而且單日死而且單日死
亡人數也增加了亡人數也增加了33%,%,每天近每天近10001000
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這種不降這種不降
反增的現象的確非比尋常反增的現象的確非比尋常,, 根據根據
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 全美全美
國有一半以上的州確診數字都出國有一半以上的州確診數字都出
現了增加的趨勢現了增加的趨勢,, 尤其是在全面尤其是在全面
開放後的密西根州開放後的密西根州,,本星期病例本星期病例
增長較一周前暴增了增長較一周前暴增了 5252%,%,每天每天
平均有平均有 50005000 多個新病例多個新病例,,而伊州而伊州
疫情感染數更是觸目驚心疫情感染數更是觸目驚心,,在短在短
短短 1717 天內激增了天內激增了 6262%,%,所以州長所以州長
當機立斷當機立斷,,暫緩全面開放計畫暫緩全面開放計畫,, 芝芝
加哥市長也因最近一週每日病例加哥市長也因最近一週每日病例
上升近上升近500500例而決定不再採取任例而決定不再採取任
何重新開放的計劃何重新開放的計劃。。

疫苗的接種不斷增加疫苗的接種不斷增加,, 卻沒有卻沒有
帶來疫情的下降帶來疫情的下降,, 這十足說明了疫苗並非萬靈這十足說明了疫苗並非萬靈
丹丹。。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流行病學家蘭登博士有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流行病學家蘭登博士有
感而發說道感而發說道::””疫苗與疫情是一場龜兔賽跑疫苗與疫情是一場龜兔賽跑,,疫苗疫苗
就像烏龜就像烏龜，，我們知道烏龜最終會贏我們知道烏龜最終會贏,,但是兔子能但是兔子能
走多遠呢走多遠呢??””西北大學醫學院重症護理專家蓋茨西北大學醫學院重症護理專家蓋茨
博士一針見血指出博士一針見血指出：“：“病例激增的原因就是旅病例激增的原因就是旅
行行、、度假與聚會度假與聚會。”。”蓋茨明確指出蓋茨明確指出，，去年感恩節和去年感恩節和
聖誕節期間也出現了類似的激增聖誕節期間也出現了類似的激增。。

從醫學專家的深刻觀察給我們的教訓是從醫學專家的深刻觀察給我們的教訓是:: 我我
們不能過度依賴疫苗們不能過度依賴疫苗,,而必須力行戴口罩而必須力行戴口罩、、勤洗勤洗
手以及與他人確保手以及與他人確保 66呎安全距離呎安全距離。。昨天在我接種昨天在我接種
了第一針輝瑞疫苗後了第一針輝瑞疫苗後,,護士提醒我必須在三週後護士提醒我必須在三週後
回去注射第二針回去注射第二針,, 對我而言那是非常重要的日對我而言那是非常重要的日
期期,, 我當然不能忘記的我當然不能忘記的!!

政變奪權後的緬甸軍政府在首都內比都舉行政變奪權後的緬甸軍政府在首都內比都舉行
了盛大的建軍節閱兵式了盛大的建軍節閱兵式,, 除了紀念緬甸從外國統除了紀念緬甸從外國統
治中解放的日子外治中解放的日子外,, 軍方首領敏昂來將軍更耀武軍方首領敏昂來將軍更耀武
揚威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武力揚威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武力,, 不過不過,,就在同時就在同時,,仰仰
光光、、瓦城與密支那等至少瓦城與密支那等至少4444個城市都爆發了反抗個城市都爆發了反抗
軍方強行接管政權的活動軍方強行接管政權的活動，，軍方毫不手軟軍方毫不手軟,, 一天一天
之內就槍斃了之內就槍斃了114114位示威者位示威者，，是兩個月來死亡人是兩個月來死亡人
數最多的一天數最多的一天,, 軍政府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軍政府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這些鎮壓行動可以用野蠻粗暴四個字來形容這些鎮壓行動可以用野蠻粗暴四個字來形容。。

軍人的天職是捍衛國家與保護人民軍人的天職是捍衛國家與保護人民,, 但緬甸軍但緬甸軍
方卻用來奪取政權與鎮壓人民方卻用來奪取政權與鎮壓人民,, 把槍口對準了本把槍口對準了本
國百姓國百姓。。自從軍方二月初政變奪權自從軍方二月初政變奪權，，強行逮捕包強行逮捕包
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後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後，，
軍政府倒行逆施軍政府倒行逆施,, 為鞏固政權而濫殺無辜為鞏固政權而濫殺無辜，，雖然雖然

軍方利用媒體恐嚇民眾軍方利用媒體恐嚇民眾,,示威者示威者
將被槍擊將被槍擊,,格殺勿論格殺勿論,, 但是緬甸但是緬甸
人民四處揭竿而起人民四處揭竿而起,,一波波抗議一波波抗議
活動此起彼落活動此起彼落,, 尤其是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人,,
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 他們含著他們含著
淚水淚水,, 嘶喊怒吼嘶喊怒吼,, 他們高舉著三他們高舉著三
手指手指,, 訴求法國革命時所追求的訴求法國革命時所追求的
自由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理想平等與博愛的理想,, 但是但是
年輕人所換來的卻是一場場的年輕人所換來的卻是一場場的
血腥屠殺血腥屠殺。。

緬甸是一個以佛立國的家邦緬甸是一個以佛立國的家邦,,
佛塔寺廟是這個國家的特異風佛塔寺廟是這個國家的特異風
景線景線,, 緬甸百姓相信善業有善緬甸百姓相信善業有善
報報，，惡業有惡報惡業有惡報,, 但是在軍人掌但是在軍人掌
控下控下,, 這個國度卻一直無法享有這個國度卻一直無法享有
祥和祥和、、自由和民主的安定環境自由和民主的安定環境,,

尤其是針對羅興亞穆斯林的種族滅絕的行徑已尤其是針對羅興亞穆斯林的種族滅絕的行徑已
違背了天理與人權違背了天理與人權,,翁山蘇姬所領導的民盟在翁山蘇姬所領導的民盟在
20152015 年大選中獲勝上臺執政年大選中獲勝上臺執政，，至今不過剛滿一至今不過剛滿一
任任,,去年去年1111月民盟在民眾支持下再次從大選中勝月民盟在民眾支持下再次從大選中勝
出出，，但就在履任前夕但就在履任前夕，，敏昂來將軍政變奪權敏昂來將軍政變奪權，，短暫短暫
民主瞬間消失無蹤民主瞬間消失無蹤,, 隨著軍政府鎮壓升級隨著軍政府鎮壓升級,, 迄今迄今
已有已有 450450 多平民喪命多平民喪命,, 25002500 多示威者被拘押多示威者被拘押,, 拯拯
救緬甸當務之急是民主國家聯合一致救緬甸當務之急是民主國家聯合一致,,以有效經以有效經
濟制裁方式來抗衡軍政府濟制裁方式來抗衡軍政府。。

拜登總統已宣布立即停止美國拜登總統已宣布立即停止美國20132013年與緬甸年與緬甸
達成的貿易協定達成的貿易協定,, 這是正確的抉擇這是正確的抉擇,, 其他國家也其他國家也
應跟進制裁緬甸軍政府應跟進制裁緬甸軍政府,, 畢竟還政於民是不可逆畢竟還政於民是不可逆
轉的時代潮流與趨勢轉的時代潮流與趨勢,, 也是緬甸長治久安之計也是緬甸長治久安之計
啊啊！！

有感於亞裔遭受仇恨暴行的日益嚴重有感於亞裔遭受仇恨暴行的日益嚴重,,拜登拜登
總統再次出手總統再次出手,,除了重啟已在前朝遭到廢棄的除了重啟已在前朝遭到廢棄的””
亞裔與太平洋島民白宮倡議亞裔與太平洋島民白宮倡議””,,任命一名高官專任命一名高官專
責與聯邦機構協調以執行打擊反亞裔仇恨暴力責與聯邦機構協調以執行打擊反亞裔仇恨暴力
外外,, 並撥款並撥款49504950萬元協助亞太裔受害人萬元協助亞太裔受害人,,同時也同時也
將在公共衛生服務部將在公共衛生服務部（（HHSHHS））成立疫情行委會成立疫情行委會
以終結針對亞裔的仇恨心理以終結針對亞裔的仇恨心理,, 拜登更特別責成拜登更特別責成
司法部組建執法與預防計劃司法部組建執法與預防計劃，，以杜絕對亞太裔以杜絕對亞太裔
的仇恨犯罪的仇恨犯罪。。

拜登此次出手拜登此次出手,,顯然與伊州聯邦參議員達克顯然與伊州聯邦參議員達克
沃斯不久前對白宮的抗爭抵制密不可分沃斯不久前對白宮的抗爭抵制密不可分,, 達克達克
沃斯在亞特蘭大事件後沃斯在亞特蘭大事件後,,除強力要求司法部長除強力要求司法部長
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徹底對亞裔仇恨犯罪調查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徹底對亞裔仇恨犯罪調查起
訴外訴外,,更向白宮發出最後通牒更向白宮發出最後通牒,,在亞太裔未獲更在亞太裔未獲更
多任命前多任命前，，她將拒絕投票確認白宮提出的候選她將拒絕投票確認白宮提出的候選

人人,,這不啻是給拜登當頭棒喝這不啻是給拜登當頭棒喝，，不不
得不以具體行動來表達對亞裔的得不以具體行動來表達對亞裔的
關切關切！！

現在亞裔遭仇恨暴行的事態已現在亞裔遭仇恨暴行的事態已
非常嚴重非常嚴重,, 全美每天都傳來不幸消全美每天都傳來不幸消
息息,, 而且施暴者除了白人至上主義而且施暴者除了白人至上主義
者外者外,, 就連本身都被歧視的黑人也就連本身都被歧視的黑人也
成為殘害亞裔的元兇成為殘害亞裔的元兇,, 最新兩起暴最新兩起暴
行就是昨天發生在紐約曼哈頓的行就是昨天發生在紐約曼哈頓的
一名一名6565歲亞裔女子在光天化日下歲亞裔女子在光天化日下
遭到一位粗魯壯碩的黑人辱罵髒遭到一位粗魯壯碩的黑人辱罵髒
話話,, 在推倒女子後又連踢三重腳才在推倒女子後又連踢三重腳才
揚長而去揚長而去。。

可悲的是可悲的是,, 站在公寓前廊的兩站在公寓前廊的兩
名保全人員親眼目睹整個慘劇過名保全人員親眼目睹整個慘劇過

程程，，竟龜縮一旁竟龜縮一旁,, 還關上玻璃門還關上玻璃門，，沒有同情心與沒有同情心與
正義感的醜陋人性流露無遺正義感的醜陋人性流露無遺。。此外此外，，另一位華裔另一位華裔
則是在紐約地鐵上遭到黑人鎖喉暴打則是在紐約地鐵上遭到黑人鎖喉暴打,, 昏倒在昏倒在
車廂內車廂內,, 竟無人挺身而出竟無人挺身而出,, 當這兩段暴行的視當這兩段暴行的視
頻在網路上瘋傳播出後頻在網路上瘋傳播出後,, 震驚各界震驚各界,,令人髮指令人髮指,,
相信這種針對亞裔的暴行不太可能會在短期內相信這種針對亞裔的暴行不太可能會在短期內
終止的終止的,,亞裔也只能自求多福了亞裔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事實上拜登這次一系列為亞太裔所推陳的事實上拜登這次一系列為亞太裔所推陳的
抗拒仇恨暴行措施立意很不錯抗拒仇恨暴行措施立意很不錯,, 尤其是在文宣尤其是在文宣
方面透過各種語文刊登反亞裔仇恨犯罪廣告方面透過各種語文刊登反亞裔仇恨犯罪廣告,,
並設立線上圖書架並設立線上圖書架(virtual bookshelf)(virtual bookshelf)網站和國網站和國
家科學基金會研究中心以進行犯罪數據統計研家科學基金會研究中心以進行犯罪數據統計研
究究，，並清除仇恨犯罪訊息的語言障礙並清除仇恨犯罪訊息的語言障礙，，強化執法強化執法
人員培訓等人員培訓等,,意義非比尋常意義非比尋常,,亞裔應該感謝拜登亞裔應該感謝拜登
的德政的德政！！

拜登舉行了上任總統拜登舉行了上任總統6565天以來的第一次記者天以來的第一次記者
會會,,成為過去百年來上任最久才開記者會的總統成為過去百年來上任最久才開記者會的總統,,
但也無傷大雅但也無傷大雅,,川普四年前才上任川普四年前才上任2727天就開了首天就開了首
次記者會次記者會,,那又能證明什麼呢那又能證明什麼呢??何況拜登幾乎天天何況拜登幾乎天天
都在媒體上現身都在媒體上現身,,他的施政理念與作法他的施政理念與作法,,公諸於天公諸於天
下下,,開不開記者會對市井小民而言是毫無感覺開不開記者會對市井小民而言是毫無感覺
的的。。

拜登的首次記者會拜登的首次記者會,,我認為最大意義是證明他我認為最大意義是證明他
身體健康無慮身體健康無慮 ,,尤其是他明確表態將競選尤其是他明確表態將競選 20242024
年連任年連任,,破除了外界對他只做一任破除了外界對他只做一任，，將傳承給賀將傳承給賀
錦麗的詭論錦麗的詭論,,保守派媒體經常以他的高齡保守派媒體經常以他的高齡,,揶揄他揶揄他
記性不好記性不好,,上階梯摔跤等等上階梯摔跤等等,,那是相當不厚道的評那是相當不厚道的評
論論,,要知道要知道,,拜登從拜登從 2929 歲當選為美國歷史上最年歲當選為美國歷史上最年
輕的參議員之一輕的參議員之一,,到現在已在政壇翻轉近到現在已在政壇翻轉近 5050 年年,,

什麼問題都碰到過了什麼問題都碰到過了,,在記者會上也在記者會上也
不太可能會被刁鑽的記者考倒的不太可能會被刁鑽的記者考倒的！！

在記者會上拜登談到最多的就是在記者會上拜登談到最多的就是
疫情疫情，，那是他上任後最成功的施政那是他上任後最成功的施政,,所所
以在記者會之始他就開宗明義說道以在記者會之始他就開宗明義說道::””
我們提前我們提前 4040 多天實現百日接種多天實現百日接種 11 億億
劑新冠疫苗劑新冠疫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
家接近我們的目標家接近我們的目標，，甚至離我們相距甚至離我們相距
甚遠甚遠。”。”拜登更提出在拜登更提出在 44 月月 3030 日前完日前完
成成 22 億劑接種的新目標億劑接種的新目標,,那是原定目那是原定目
標的兩倍標的兩倍,,他的企圖心讓美國人無比他的企圖心讓美國人無比
振奮振奮。。

在談到在談到11..99萬億美元紓困刺激計畫萬億美元紓困刺激計畫
時時，，拜登認同專家們的評估拜登認同專家們的評估,,美國今年美國今年
GDPGDP增長將超過增長將超過66%,%,他說他說::””我們看到我們看到
經濟出現了希望經濟出現了希望,,我可以對美國人民我可以對美國人民

說說，，援助在這裏援助在這裏，，希望在路上希望在路上。”。”他也強調將推動他也強調將推動
一項價值一項價值 33 萬億美元的就業基建計劃以重建美萬億美元的就業基建計劃以重建美
國的基礎設施實體與技術國的基礎設施實體與技術，，那將讓美國擁有足夠那將讓美國擁有足夠
的競爭力並創造大量的高薪工作的競爭力並創造大量的高薪工作。。

在記者會上拜登也分別就邊境移民危機在記者會上拜登也分別就邊境移民危機、、解決解決
槍支暴力槍支暴力、、美軍從阿富汗撤退美軍從阿富汗撤退、、朝鮮發射導彈朝鮮發射導彈,,以以
及中美關係等發表他的觀點及中美關係等發表他的觀點,,拜登調美國重視自拜登調美國重視自
由和人權價值由和人權價值,,希望與中國競爭而不是對抗希望與中國競爭而不是對抗,,不過不過
他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他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

由於拜登政府以中國侵犯新疆人權為由由於拜登政府以中國侵犯新疆人權為由,,採取採取
了制裁行動了制裁行動,,干涉了中國內政干涉了中國內政,,顯然無助於兩國交顯然無助於兩國交
往往,,而且會付出沉重代價而且會付出沉重代價,,這是拜登必須三思的這是拜登必須三思的！！

全美亞裔上週末發出前所未有怒吼之聲全美亞裔上週末發出前所未有怒吼之聲,, 各各
大城市不但同步舉行遊行示威大城市不但同步舉行遊行示威,, 發出了發出了””亞裔的亞裔的
命也是命命也是命””的聲音的聲音,,憤怒的亞裔群眾高舉憤怒的亞裔群眾高舉““停止對停止對
亞裔仇恨亞裔仇恨”、””、”我們就是美國的樣子我們就是美國的樣子””與與““不再為亞不再為亞
裔暴力保持沉默裔暴力保持沉默””等等標語等等標語,, 那種同仇敵愾的場那種同仇敵愾的場
景十分悲戚景十分悲戚,, 讓人不勝唏噓讓人不勝唏噓！！

身在美國的亞裔真是太委屈了身在美國的亞裔真是太委屈了,,平心而論平心而論,,亞裔亞裔
在各族裔中表現的十分突出在各族裔中表現的十分突出,,尤其是亞裔的下一尤其是亞裔的下一
代代,, 行行業業都出類拔萃行行業業都出類拔萃,, 成為佼佼者成為佼佼者,, 但亞裔卻但亞裔卻
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受到了不平等待遇,, 由於川普在總統任內不當言由於川普在總統任內不當言
行行,,頻頻稱頻頻稱COVID-COVID-1919為中國病毒為中國病毒,, 更以功夫諧更以功夫諧
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感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感(kung flu),(kung flu),直接造成亞直接造成亞
裔被仇視裔被仇視,, 而那一位在亞特蘭大開槍殺死了而那一位在亞特蘭大開槍殺死了66位位
亞裔女性的白人屠夫曾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中寫亞裔女性的白人屠夫曾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中寫

過過””武漢肺炎是支那進口的病毒武漢肺炎是支那進口的病毒””
(IMPORTED VIRUS FROM(IMPORTED VIRUS FROM
CHY-NACHY-NA））,,所以他明顯的受到了川所以他明顯的受到了川
普的影響普的影響,,川普成為比川普成為比 COVID-COVID-1919 更更
惡劣的病毒惡劣的病毒,, 他故意煽動民族仇恨他故意煽動民族仇恨,, 導導
引劣質的美國人仇視亞裔的暴行引劣質的美國人仇視亞裔的暴行，，所所
以川普必須向全美華裔道歉以川普必須向全美華裔道歉！！

根據聯邦官方罪犯統計根據聯邦官方罪犯統計,,20172017 年針年針
對亞裔的種族動機事件僅占所有仇恨對亞裔的種族動機事件僅占所有仇恨
犯罪的犯罪的22%%，，20182018年的報告總數降至年的報告總數降至55
起起，，20192019年僅為年僅為11起起,, 但是去年第一季但是去年第一季
反亞裔仇恨犯罪數量幾乎是過去兩年反亞裔仇恨犯罪數量幾乎是過去兩年
事件總和的兩倍事件總和的兩倍,, 從從33月到月到55月月，，美國美國
共接到共接到 25832583 起反亞洲事件的報告起反亞洲事件的報告,,超超
過過 7070%%的事件涉及言語騷擾的事件涉及言語騷擾，，其次是其次是

因種族原因故意迴避和身體攻擊因種族原因故意迴避和身體攻擊,,自從冠狀病毒自從冠狀病毒
大流行開始以來大流行開始以來，，反亞裔騷擾和暴力報告中有反亞裔騷擾和暴力報告中有
6868％以上是亞裔婦女％以上是亞裔婦女,,這些種族歧視的行為這些種族歧視的行為,, 就就
如同暴徒進攻國會一樣如同暴徒進攻國會一樣,, 其罪魁禍首當然就是川其罪魁禍首當然就是川
普普,, 他的白人至上主義思維嚴重裂解了美國他的白人至上主義思維嚴重裂解了美國,,所所
以我要再重複一次以我要再重複一次,,川普必須要向全美華裔道川普必須要向全美華裔道
歉歉！！

難能可貴的是難能可貴的是,, 拜登總統與賀錦麗副總統這一拜登總統與賀錦麗副總統這一
次都與亞裔站在反抗仇視亞裔的陣線上次都與亞裔站在反抗仇視亞裔的陣線上,,拜登上拜登上
任總統以來任總統以來,,他以蒼生為念他以蒼生為念,,不僅關心美國疫情不僅關心美國疫情,,
也關注亞裔心情也關注亞裔心情,, 他是一位好總統他是一位好總統,,我們真的很我們真的很
慶幸慶幸,, 相信在拜登領導下相信在拜登領導下,,美國正朝向多元和諧美國正朝向多元和諧
的目標前進的目標前進,, 將來不僅將來不僅””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 而且而且””
亞裔的命也是命亞裔的命也是命””啊啊！！

一艘長達一艘長達11,,312312 英尺戴著英尺戴著11..8383萬個貨櫃的長萬個貨櫃的長
榮海運長賜號榮海運長賜號(Ever Given)(Ever Given)巨無霸貨輪在航經蘇巨無霸貨輪在航經蘇
伊士運河時因遇到強勁的沙塵暴而使船頭嵌入伊士運河時因遇到強勁的沙塵暴而使船頭嵌入
運河東岸運河東岸,, 船尾則陷入西岸船尾則陷入西岸,, 整個貨輪攔腰運河整個貨輪攔腰運河,,
擋住水道擋住水道,, 阻絕了南北往來的交通阻絕了南北往來的交通，，在經過埃及在經過埃及
官方日夜全力拉拖搶救紓困後官方日夜全力拉拖搶救紓困後,,終於使這艘重終於使這艘重2020
萬噸擱淺的貨輪有了動靜萬噸擱淺的貨輪有了動靜，，運河脫困再次通行可運河脫困再次通行可
期期,, 真是萬分幸運真是萬分幸運。。

正當世界依然籠罩在新冠疫情陰影之際正當世界依然籠罩在新冠疫情陰影之際,,這一這一
艘貨輪攔腰蘇伊士運河的事件無疑給世界帶來艘貨輪攔腰蘇伊士運河的事件無疑給世界帶來
了另外一種恐慌了另外一種恐慌,, 因為疫情已造成世界經濟重大因為疫情已造成世界經濟重大
影響影響,, 如今這條從亞洲到歐洲賴以輸送實體貨物如今這條從亞洲到歐洲賴以輸送實體貨物
的航運捷徑又中斷了的航運捷徑又中斷了,, 如不盡快疏通如不盡快疏通,, 數百艘貨數百艘貨
輪不是停滯等待輪不是停滯等待,, 就是必須繞道非洲南端的好望就是必須繞道非洲南端的好望

角航線角航線,, 所耗費的運輸時間與油料成所耗費的運輸時間與油料成
本難以衡量本難以衡量,, 而這些損失都會加重到而這些損失都會加重到
消費者身上消費者身上,, 所以蘇伊士運河突顯了所以蘇伊士運河突顯了
世界供應鏈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世界供應鏈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阻阻
塞了蘇伊士運河塞了蘇伊士運河，，直接給紙漿直接給紙漿、、石油石油、、
天然氣的運送受阻天然氣的運送受阻,, 在受到巨大影響在受到巨大影響
後給家居用品供應帶來了麻煩後給家居用品供應帶來了麻煩,, 更因更因
而產生骨牌效應而產生骨牌效應,, 致使各類家電成品致使各類家電成品
價格都會相對提高價格都會相對提高，，所以影響所及是所以影響所及是
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的。。

蘇伊士運河自蘇伊士運河自 18691869 年就已經開始年就已經開始
啟用了啟用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路貿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路貿易
線之一線之一,,根據該運河管理局官方統計根據該運河管理局官方統計,,
這條連接紅海與地中海的運河承擔這條連接紅海與地中海的運河承擔
了全球航運貿易的了全球航運貿易的 1212％％,, 到到 20202020 年年
為止已有超過為止已有超過66,,000000艘各國船隻貨輪艘各國船隻貨輪

使用了運河使用了運河，，目前每天有目前每天有5050艘通過蘇伊士艘通過蘇伊士，，使其使其
成為最可靠的海上貿易路線之一成為最可靠的海上貿易路線之一,, 對整個海洋和對整個海洋和
全球經濟的影響不言可喻全球經濟的影響不言可喻,,當然這條運河也是埃當然這條運河也是埃
及的經濟命脈及的經濟命脈,, 運河一旦被封鎖運河一旦被封鎖，，無疑就是封鎖無疑就是封鎖
了埃及的生命脈絡了埃及的生命脈絡。。

埃及官方統計埃及官方統計,,運河停航每天造成運河停航每天造成 13001300 萬至萬至
14001400萬美元的營收損失萬美元的營收損失,, 所以埃及政府比誰都憂所以埃及政府比誰都憂
愁和慌忙愁和慌忙,, 白宮曾在貨輪擱淺的第一時間表達了白宮曾在貨輪擱淺的第一時間表達了
高度的關切和協助的意願高度的關切和協助的意願,, 但是徒託空言但是徒託空言,,沒有沒有
任何舉動任何舉動,, 聯合國也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聯合國也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好像好像
除了疫情之外除了疫情之外,, 其他的事只能靠各國自理其他的事只能靠各國自理,, 所幸所幸
埃及此次能夠在短時間內自力救濟埃及此次能夠在短時間內自力救濟 ,, 否則受災否則受災
受難的不就是全世界嗎受難的不就是全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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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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