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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洛杉磯19日綜合外電
報導）美國西部與加拿大多數地區
今天的天氣持續燠熱乾燥，俄勒岡
州的靴筒山大火」 （Bootleg Fire）
延燒，當局緊急下令進行新一波的
撤離行動。

美國境內現有80場野火正在發
展。官員表示，其中規模最大、鄰
近俄勒岡州與加州交界的 「靴筒山
大火」 連夜延燒，燃燒面積從27萬
4000英畝，擴大至29萬英畝土地，
相當於3個底特律都會區的面積。
當局已緊急撤離約2000名居民，但
預計還有更多人將被迫離開家園。

美 國 國 家 氣 象 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的衛星影像顯示

，俄勒岡州南部的靴筒山冒出巨大
濃煙，煙霧直衝天際，並朝東北方
數百英里外的加拿大邊境蔓延。

不過，隨著消防人員在靴筒山
西側取得進展，目前整體火勢控制
率增至先前的3倍多，達到22%。

強風和大範圍雷暴仍是嚴重威
脅。消防人員認為，加州塔霍湖
（Lake Tahoe）觀光區的火勢迅速
蔓延，起因就是雷擊。

此外，7月 4日由閃電引起的
「塔瑪拉克山火」 （amarack Fire
），在狂風吹襲下，已經狂猛延燒2
萬多英畝，迄今為止控制率仍然是
零。

美西超級野火持續延燒美西超級野火持續延燒 居民被迫再度撤離居民被迫再度撤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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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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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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ery first Lao Sze Chaun restaurant
opened in 1998 in Chicago’s Chinatown.
The owner and chef Tony Hu strongly prides
himself on providing transitional Sichuan
cuisine with high quality ingredients. In 1999,
his restaurant was recognized by The
Chicago Tribune as “one of the best”
recovering, and therefore, a rating that was
considered a prominent accomplishment for
Chinese restaurants.

Today, Tony Hu has opened his first
restaurant in Katy, Texas. Many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were in attendance and
joined him at his grand opening and warmly
welcomed him to Texas.

Over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Chinese
cuisine was brought to the world by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Of course, in North
America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do not only
provide delicious food, but the dining
experience also represents Chinese culture.

Before I came to America, I had been
reading restaurant stories written by Dr.
Ling Chao. His book mentioned the
interesting stories of how young
students worked in the restaurants.
After many of us came to America,
many of us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Today we have 11,000 people moving
to Texas every day. Never before has
the economy boomed liked it is going
today. Housing is in high demand and
many new businesses are moving to
Texas.

We all welcome Tony and his first
restaurant in Katy. He said many more will
come.

We are so proud of him. His is the immigrant
success story representing many of us who
came over here to work very hard and make

big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

Texas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and many
Asian-Americans chose it as their new home.
We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in this country
and we love our nation.

0707//1919//20212021

Tony HuTony Hu’’s Sze Chauns Sze Chaun
Cuisine Comes To TexasCuisine Comes To Texas

隨著全美各地之疫情
持續改善，已經悶得發慌
的民眾，開始了他們重返

正常生活的步伐，德州在
這次經濟復甦之大环境中
，吸引了無數各地居民，

每日以一萬一千人搬到德
州之速度，让許多人在德
州一房難求，房價飛漲，
是德州历史上之罕見。
我們和許多華人朋友

上週在大休斯敦近郊的凱
蒂市迎來了芝加哥老四川
餐飲集團的胡董事長，為
他主持的新店開幕，表示
熱烈的祝賀。
老四川這個已經擦亮

了的老字號，從芝加哥中
國城出發，已經創造了華
人餐廳的驚人成就，胡老
闆的步伐已經走出依里諾

州，走進密尼蘇打州、康
乃狄克州，如今再踏上了
經濟蓬勃的美南德州。
我在參加開幕剪綵活

動中向胡董表示熱烈的祝
賀和歡迎，他的企業不但
增加了我們的就業機會，
更表現了我們華人在艱難
之环境中仍然衝破萬難，
繼續創業，是美國少數族
裔對美國經濟貢獻的佐証
。
記得当年我們上一代

的留學生趙寧博士所寫的
留美生活記，讲述多少年

留学生在餐廳打工的故事
，時至今日我們都是過來
人。
華夏美食在北美和全

世界促成了海外華人依靠
之生計，他們以奮鬥不懈
的精神在海外創建了無數
華夏文化的傳奇。
當疫情逐漸好轉之時

，老四川加入了德州華人
餐飲企業之行列，我們伸
出雙臂歡迎胡董事長並祝
願他在德州再創事業高峰
。

華夏美食飄香德州華夏美食飄香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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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讓他們安心逐夢吧讓他們安心逐夢吧
----別阻絕夢想生計劃別阻絕夢想生計劃】】

【綜合報道】德國議會日前決定向“未
來空戰系統”投入超過40億美元，用於該項
目機型設計和原型機製造。據悉，該項目另
外兩個參與國法國和西班牙也將投入近乎同
等數量的資金。在參與國接連注資的情況下
，該項目能否按照預定計劃於2027年左右進
入實際開發階段，引發外界廣泛猜測。

“未來空戰系統”項目包括“下一代歐
洲戰鬥機”“下一代歐洲戰鬥機發動機”
“歐洲中空長航時無人機系統”“未來巡航
導彈”“蜂群無人機”5 部分。該項目主要
承包商為法國達索公司和賽峰飛機發動機公
司，德國空中防務與航天公司和 MTU 航空
發動機公司，以及西班牙英德拉系統公司和
空中客車西班牙分公司。儘管參與國在項目
合作中有意彰顯平等，但在正式安排中法國
占據優勢地位。例如，項目經理、技術總監
和運營經理等職位由法國官員擔任，德國和
西班牙官員擔任名義上的副職。

據悉，“未來空戰系統”項目每部分均
由一個主要承包商和兩個次級承包商負責，
以保證法德西三國在不同層面參與項目。比
如，最重要的“下一代歐洲戰鬥機”項目，
主要由法國達索公司負責，德國和西班牙空
中客車分公司提供支持；“下一代歐洲戰鬥
機發動機”項目由法國賽峰飛機發動機公司
和德國 MTU 航空發動機公司聯合開發，西

班牙航空發動機公司作為次級承包商參與開
發。

儘管“未來空戰系統”項目進展相對順
利，法德西三國也注重項目開發中的“平均
主義”，但複雜的國家和企業利益使其未來
發展存在諸多變數。該項目能否於2027年左
右進入實際開發階段，仍要畫上一個問號。

一方面，法德西三國對“未來空戰系統
”項目的性能要求不同，極易引發分歧。法
國達索公司對“下一代歐洲戰鬥機”項目具
有決定性話語權並掌握核心技術，已引發德
國、西班牙兩國不滿。歷史上，法國曾與德
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聯合研製戰鬥機
，並因性能上的不同要求與其他國家“分道
揚鑣”，最終決定自行研製“陣風”戰鬥機
，而其餘四國則聯合研製“颱風”戰鬥機。
不同的國防環境和性能要求，有可能導致歷
史“重演”。

另一方面，三國軍工企業在武器生產、
出口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西班牙2017年
加入“未來空戰系統”項目後，稀釋了法德
兩國軍工企業的份額，減少了兩國的就業崗
位，引發諸多不滿情緒。另外，法國將武器
出口視為經濟支柱產業，而德國在武器出口
方面有嚴格限制，經濟上也不依賴於此。可
以說，武器系統的出口問題，也將成為阻礙
該項目長遠發展的重要因素。

歐洲參與國相繼注資歐洲參與國相繼注資
““未來空戰系統未來空戰系統””項目仍存變數項目仍存變數

德州聯邦法官哈寧裁定“童年入境暫緩遣返
計畫”(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簡
稱為DACA) 為非法, 此一裁決讓數十萬年輕非法
移民及其家人的生活帶來極度不確定性, 雖然對
於現行已申請者的權利暫不受影響, 但禁止政府
批准新的申請, 已衝擊了數以萬計夢想生的願景,
使他們前途未卜。

DACA是歐巴馬總統於2012年任內為體卹年
輕上進的非法移民到美尋夢的苦心所頒佈的行政
命令，允許在2007年前入境美國時未滿16歲的
非法移民可申請工作許可暫緩被遣返，這是對非
法移民網開一面的福政，大家俗稱為"尋夢人計劃
", 展現了歐巴馬悲天憫人的胸懷, 但因尋夢人刻
苦耐勞而奪走一些人的工作機會，川普在入主白
宮後廢除了DACA ，但聯邦最高法院去年六月作
出新的裁定, 否決了川普政府廢除的決定，不過
當時首席大法官羅伯茲也指出，判決純粹針對行
政機構是否遵循程序正義,而非判定DACA是否為
正確政策, 這使80萬懷有美國夢的非法移民暫時
不被驅逐出境。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 德州聯邦法官哈寧這一
次裁決DACA不合法也是因為該計劃違反了行政
程序法,所以夢想生夾雜在程序正義中求生存, 充
滿了無窮無盡的變數, 唯一能確保他們安心逐夢
的只能靠國會制定法律, 歐巴馬時代民主黨曾在
國會強力推出《夢想法案》（Dream Act）但遭
到共和黨否決。

審視過去這麼多年來，國會議員諸公因選票
的考量，一直在逃避"尋夢人法案"，以致於讓這
個法案無法過關，但根據多項民意調查，美國大
多數民眾對"尋夢人"是表示支持的，若國會繼續
對此迴避不作為，顯然是逆天行道、違反民意，
那是十分不明智,也不厚道的！

夢想生」 （Dreamers）這些年輕的非法移民
這些年來已將他們自己生命的大多數時間獻給了
他們現在所認同的美國，美國本來就是一個民族
大熔爐,所以國會此刻必須要以寬宏大量的慈悲心
與人道主義來通過新法案，全方位的去幫助他們
，讓他們在美國的的美夢成真,而不是惡意的阻絕
了他們的大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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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日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居

高不下，金邊在重新開放市場後，一家市場再

次暴發群體感染。截至目前，該國累計死亡病

例已超過千例。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報告99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813例，新增死亡39例。新增確診新冠肺炎病

例中，167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829例為社

區傳播感染病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

確診6.4萬例，累計治愈5.6萬例，累計死亡

1025例。

柬埔寨衛生部當天稱，金邊市鐵橋頭市場

近日再次暴發新冠疫情，至少20名商販和保

安確診。根據政府追蹤疑似病例工作組通報，

在3名保安確診後，自13日以來，所有商販被

要求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其中已有17名商販

確診。

當天，柬埔寨國王西哈莫尼特派相關政府

官員向金邊446名殘障人士贈予救濟品，以幫

助他們緩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政府官

員向殘障人士轉達了國王的問候，並鼓勵他們

在日常生活中遵循衛生部指示的防疫措施，保

護好自己的同時參與遏止疫情蔓延。

此外，針對境外輸入病例迅速增長的

情況，柬埔寨奧多棉芷省政府 15 日決定

再建兩座隔離中心以滿足隔離需求。奧多棉芷省政府發

言人狄拉多表示，自 7 月初至今，每日約 400 到 500 人通

過奧斯曼口岸入境該省。上述隔離中心建成後，可容納

3000 余人。

日本東京新增1308例新冠病例
連續兩天超千例

綜合報導 日本東

京都報告新增 1308 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連續兩天單日新增超

千例。

據日本朝日電視

臺日報道，東京都當

天新增 1308 例確診病

例，近七天來平均日

增 數 達 到 882.1 例 ，

與 前 一 周 的 663.6 例

相比，增加了132.9%。

從年齡上看，20歲至

29 歲的患者最多，達

到 450 人，其次是 30

歲 至 39 歲 患 者 ， 為

256人。

此外，15 日，東

京都的重癥患者增加3

人，目前為 57人。當

天新增4例死亡病例。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
或將入場觀眾人數縮至1千人以下

綜合報導 日本《體育日刊》援引東京奧運會相關人士

稱，23日召開的東京奧運會開幕式有可能將入場觀眾人數

壓縮至1000人以下。此前，預計將有1萬人左右出席東京奧

運會開幕式，目前東京奧組委等相關機構正在調整。

受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擴大影響，東京奧運會期間東京

都、埼玉縣、千葉縣以及神奈川縣的比賽場地將不接納觀

眾，同時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也將罕見地空場舉行。日本政

府和東京奧組委等認為，有必要在普通觀眾和奧運會相關

人員之間采取嚴格限製措施。

據悉，只有持東京奧運會參加資格證的人員才被允許

出席奧運會開幕式，除了國際奧委會相關人士以外，還包

括海外政要。由於開幕式沒有觀眾，所以東京奧運會贊助

商邀請的客人也不能入場觀看。

盡管東京奧運會的相關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但

伴隨外國奧運代表團陸續入境，仍不斷有外國選手確診感

染新冠肺炎。東京奧組委15日稱，一名外國選手在入境日

本隔離的第14天被發現確診感染，且並未入住奧運村，東

京奧組委沒有公布該選手的具體姓名和國籍。

韓國46歲婦女生下第九胎 當地官員慶賀
綜合報導 據《韓國時報》報

道，韓國慶尚南道宜寧郡近日對外

發布消息稱，當地樸成庸（48

歲）、李繼靜（46歲）夫婦在上

月15日迎來第九個孩子。這對夫

婦自 2004 年喜得千金後，每隔

1-5年都會有孩子降生，目前共有5

兒4女。

夫婦倆之前在首爾工作生活過

一段時間，其間生下兩個孩子。李

繼靜懷上第三個孩子後，夫婦倆認

為首爾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不適合二

人，於是辭職回到宜寧郡生活。目

前，樸成庸在課外輔導班工作，李

繼靜是當地某幼兒園的園長。結婚

時，夫婦倆原本計劃只要3個孩子

，但是隨著生活環境的壓力變小，

夫婦倆覺得多生幾個孩子也是件好

事。

報道稱，克服各種困難生下九

個孩子的樸氏夫婦在當地是罕見的

存在，由於年輕人大多喜歡大城市

，作為地方小城市的宜寧郡老齡化

和少子化現象十分嚴重。慶尚南道

多名官員專門拜訪了樸氏夫婦，表

示祝賀。聯合國人口基金今年4月

發布的報告顯示，韓國總和生育率

連續兩年全球墊底。

韓國前監查院院長崔在亨加入最大在野黨
綜合報導 韓國前監查院

院長崔在亨加入韓國最大在野

黨國民力量黨。這距離他辭去

監查院院長一職僅17天。

崔在亨當天會見國民力

量黨黨首李俊錫等領導班子

後舉行入黨儀式。崔在亨表

示，將通過善政良治回報國

民，在韓國全民飽受苦難的

情況下，國民力量黨作為最

大在野黨必須實現政權交替

目標。他將“變化”與“共

生”作為自己所追求的兩大

政治價值，稱當前韓國社會

矛盾和分裂問題嚴峻，政府

政策落實不到位，給國民帶

來痛苦。他將致力於打造能

讓青年懷有希望的國家。

韓聯社稱，崔在亨被認

為是韓國在野陣營下屆總統

人選，與熱門人選、前檢察

總長尹錫悅形成競爭關系，

在野陣容總統人選格局將隨

之迎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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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物涉奴隸貿易
加拿大多倫多一條主要道路將更名

綜合報導 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的市議會在通過投票作出決定

，將對橫貫市中心的主要道路登打士(Dundas)大街和其他以歷史人物登

打士命名的市政設施進行更名，原因是登打士與販奴的黑暗歷史有關。

多倫多的登打士大街自1793年已存在，其命名是為了紀念18世紀晚

期至19世紀初蘇格蘭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亨利· 登打士(Henry Dundas)。但

登打士曾經反對大英帝國立即廢除奴隸貿易，而代之以“漸進”方式。

2020年5月，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執法身亡，引發反

種族歧視浪潮。同年6月，多倫多有人發起網上請願，呼籲登打士大街

改名。這一請願獲得逾1.4萬個表達支持的簽名。多倫多市政府於2020

年7月將此事列入議事日程，並展開調研。

市議會在14日以17票對7票，通過了市政部門提出的更改街道和市

政設施名稱的動議。

除登打士大街外，受影響的還將包括公共交通站、市中心的央街—

登打士廣場，以及一些公園、圖書館和超過700個路牌等。登打士大街

上生活著逾9.7萬居民，並有約4500家企業，其中也包括中區唐人街的

主要部門。

多倫多市將展開公眾咨詢，以決定這些街道和市政設施如何改名。

城市運營部門預計將在2022年春季向市議會執委會提交街道和市政設施

新名稱的建議，並在2023年完成改名。

城市運營部門提交的一份報告預計，未來兩年街道改名的成本將為

510萬至630萬加元。

巴西政府上調
今年經濟增長預期至5.3%

綜合報導 巴西經濟部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巴西經濟增長預期由

此前的3.5%上調至5.3%，通脹預期也有所上調。

這是巴西經濟部每兩月發布一次的經濟報告。在今年5月的報告中

，巴西經濟部曾將今年巴西經濟增長預期從3.2%上調至3.5%。

報告稱，上調增長預期主要得益於巴西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好

於預期”。經季節性調整，今年第一季度巴西經濟與上一季度相比增長

了1.2%，並超過市場預期。

報告認為，隨著巴西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的推進，預計該國服務業

今年第二季度將快速增長，這對於巴西恢復經濟活動、增加就業和收入

至關重要。

報告指出，投資恢復增長是今年巴西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在截至

今年5月的一年內，巴西投資同比增長43.6%，將進一步推動巴西今年和

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預計在2022年到2025年間，巴西經濟料將保持增

長2.5%左右。

巴西經濟部官員阿道弗· 薩什西達(Adolfo Sachsida)表示，新冠疫苗

接種對刺激經濟和增加就業至關重要，當前巴西最好的經濟刺激措施就

是推進大規模疫苗接種。此外，巴西還要繼續推進結構改革、財政整頓

政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等。

巴西經濟部在報告中將今年的通脹預期由此前的5.05%上調至5.9%

，高於巴西政府今年通脹管控目標上限5.25%。巴西國家貨幣委員會設

定的今年通脹率管理目標中值為3.75%，允許上下浮動1.5個百分點。

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局此前的數據，巴西去年經濟衰退了4.1%，結束

了此前連續三年的增長勢頭。

希臘政府排除再次全國封鎖可能
新一波疫情形勢引擔憂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938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目前累計確診447718例。新增死亡7例，

累計死亡12813例。

排除全國封鎖的可能性
14日，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在接受

采訪時，排除了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鎖的

可能性。

她強調，政府無意再實施大範圍的全面

封鎖措施，但疫苗接種工作必須穩步推進。

她說：“我們希望在夏季結束時能達到70%

的人口免疫。”她指出，由於德爾塔變異毒

株的傳播性極強，導致了最近新增病例的急

劇增加。不過，迄今為止這種變化並未給國

家醫療系統帶來額外的壓力。

談到政府已經宣布將針對醫護人員和

養老院工作人員進行疫苗的強製接種時，

佩洛尼表示，不排除在今後將更多的特定

職業群體列為強製接種疫苗的對象。她說

：“一切都在根據疫情的發展趨勢和疫苗

接種計劃進行審查和評估。”

新一波疫情形勢令人擔憂
隨著德爾塔變異毒株在希臘的持續擴散，

衛生專家們對新一波疫情的形勢深表擔憂。

雅典大學分析化學教授托尼科斯· 托

馬伊迪斯(Nikos Thomaidis)表示，希臘13

日新增病例達到了3109例，這

一數字出現的時間比流行病學

家預期的要早，這也證實了新

一波疫情來勢洶洶。他指出

，根據對城市汙水病毒含量的

檢測結果，首都雅典所在的阿

提卡地區、克裏特島、拉裏薩

和塞薩洛尼基的疫情形勢尤為

嚴峻。阿提卡地區的汙水中，

病毒含量兩周內增加了170%以上

。

對於希臘未來的疫情發展

，雅典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尼克

斯· 西普薩斯(Nikos Sypsas)則給出了悲觀

預測。他指出，如果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

，下月希臘每日新增的病例數量可能破萬

。他強調，在新的一波疫情中沒有接種疫

苗的人幾乎都會被新冠病毒感染。

否認旅遊業助推病毒擴散
由於希臘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數量最近

出現了大幅增長，有人將病毒擴散的原因

之一歸咎為希臘旅遊業重啟後外國遊客將

病毒帶至希臘境內。對此，希臘旅遊部長

塞奧哈裏斯14日駁斥了這種說法。

他說：“希臘旅遊業重啟的過程非常

謹慎，7月的前10天，在所有入境點采集

的 105609 份樣本中，只有 74 份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這一概率僅為 0.07%

。這說明國家在開放邊境方面沒有問題，

感染病例的增加與旅遊業無關。”

據統計，希臘經濟的五分之一依賴於

旅遊業。今年希臘的旅遊季已從5月14日

正式重新開放。政府的目標是，希望今年

旅遊業的收入能達到2019年的一半左右。

當年希臘旅遊業的收入高達181.5億歐元，

創歷史新高。

不過，隨著傳染性極強的德爾塔毒株

在全球持續蔓延，希臘政府在促進旅遊業

恢復的同時還必須做好防止境外病例輸入

的措施。根據希臘目前的防疫規定，遊客

入境希臘時需要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或病毒

檢測為陰性的檢測證明。

新冠疫情擾亂了兒童接種疫苗計劃
或將導致疾病爆發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WHO）

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發表聯

合聲明稱，最新的世界兒童免疫接種綜

合數據顯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打亂了兒

童計劃免疫，大多數國家兒童免疫接種

率下降，或將導致疾病爆發。

聲明稱，因免疫接種部門的工作中

斷，2020年受影響最大的是東南亞和東

地中海地區。數據顯示，2020 年，有

2300萬兒童因新冠疫情未能獲得計劃免

疫接種的基礎疫苗，這一數據比2019年

增加370萬。在這些兒童中，約1700萬

兒童很可能在一年內未接種任何疫苗，

還有數百萬人錯過了第二劑的疫苗接種

，加劇了全球兒童免疫疫苗接種方面本

就嚴重的不平等現象。

這些兒童大多數生活在受沖突影響

的社區、服務不足的偏遠地區或貧民窟

中，他們通常面臨著獲得基本保健和關

鍵社會服務機會的難題。

“盡管各國爭相獲取新冠疫苗，但

在其他疫苗接種方面卻出現倒退的現象

，從而加大兒童患麻疹、脊髓灰質炎或

腦膜炎等”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

對在抗擊新冠疫情的社區和各衛生系統

的工作人員來說，多種疾病的爆發將是

災難性的，因此註重兒童疫苗接種、保

障疫苗接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

為緊迫。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亨麗埃

塔 · 福爾（Henrietta Fore）稱這是一個

明確的警告，將影響到最弱勢群體的生

活和福祉。她指出，甚至在大流行前，

就有跡象表明“我們在為兒童接種疫苗

的鬥爭中開始失利，包括兩年前爆發的

大規模麻疹”，而大流行只是加劇了這

種情況。

聲明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全

球兒童白喉、破傷風、百日咳、麻疹和

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率已停滯數年，約

為86%。其中麻疹的接種率，遠低於世

衛組織建議的95%，且麻疹作為兒童最

常見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之一，擁有極

強的傳染性，目前尚無特效藥物治療。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提供的數據，中等收入國家的未受

保護兒童所占比例越來越高，其中印度

的下降幅度最大，第三劑百白破三聯疫

苗的覆蓋率更是從91%降至85%。

除此之外，人乳頭瘤病毒疫苗的接

種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響。接種

HPV疫苗可以降低女孩在成年後患宮頸

癌的幾率，但其接種水平較低，並因大

流行期間學校關閉而受到嚴重影響。

2020 年，在提供HPV疫苗接種的國家

中，約有160萬女孩未能接種。去年一

年，全球只有13%的女孩接種了HPV疫

苗，低於2019年的15%。

黑客組織REvil突然“隱身”與美俄施壓有關？
綜合報導 通過勒索軟件製

造多起大規模網絡襲擊的黑客組

織“REvil”突然“隱身”，多家

英美媒體猜測這與美國和俄羅斯

政府施壓有關，但俄媒援引俄總

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的話稱，俄

政府並不知情。

據報道，佩斯科夫當天表

示，克裏姆林宮對“REvil”從

“暗網”中消失的原因並不知

情。他強調，俄羅斯認為任何

網絡犯罪都是不可接受的。

“俄羅斯和美國應該合作打擊

這一犯罪。有關該團體的詳細

信息，不幸的是，我不掌握。

但俄羅斯和美國已開始就打擊

網絡犯罪進行雙邊磋商。”

據證實，“REvil”運營的

多家網站於當天淩晨下線。網

絡安全公司CrowdStrike前首席

技術官阿爾佩羅維奇表示，

“REvil”在“暗網”上的博客

仍然可以訪問，但受害者用來

與“REvil”談判、並在付款時

獲得解密工具的一些關鍵網站

，已無法訪問。

路透社報道稱，被西方認

為在俄羅斯境內活動的“REvil”

至今已向受害者收取了數千萬

美元的贖金。過去幾周，該黑

客組織宣稱向全球 800 家至

1500家企業發動了襲擊。美國

聯邦調查局（FBI）認為“RE-

vil”是 5月底導致全球最大肉

類生產商JBS美國分公司運營

癱瘓的罪魁禍首。

路透社稱，美國白宮拒絕

對“REvil”下線發表評論。英

國廣播公司（BBC）14日援引一

名自稱是“REvil”成員黑客的

話稱，FBI停用了“REvil”網頁

的部分功能，因此他們幹脆將網

頁徹底關停。他還稱，該組織也

感受到來自克裏姆林宮的壓力，

“俄羅斯已經厭倦了美國和其他

國家向他們哭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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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如果不增加聯邦資助，人口老齡化問題將
像一噸磚塊砸向我們的國家，養老現狀已經不堪一擊。”當地
時間2021年7月12日，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呼籲民主黨
人支持拜登政府的一項養老看護計劃。該計劃總額4000億美元
，主要用於老人和殘疾人居家看護支出。

近來，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在扎堆進行人口普查，紛紛為低
生育率、老齡化而焦慮。在美國，人口問題還與移民政策、種
族衝突、兩黨政治等現實問題相關聯。
“嬰兒潮”退潮，“歐洲化”來臨

當前，美國是僅次於中國和印度的全球第三人口大國。美
國人口普查局2021年5月公佈的數字顯示，該國總人口為3.315
億，相比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增長了7.4%。美國人口增長大
幅放緩，已接近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7.3%的人口增長率。

多名美國人口學家將生育率的降低歸咎於新冠肺炎疫情：
各種隔離和社交距離保持政策的出台，讓一些年輕人的接觸、
約會減少，進而減少了婚育的機會；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裁員、
收入預期下降，也讓更多家庭在“添丁進口”方面變得越來越
謹慎。

“多數年輕人或許不排斥在'禁足'期間上床，卻多半會更加
小心，免得一不留神多一口人吃飯。”梅麗莎•科爾尼（Me-
lissa S. Kearney）和菲利普•萊文（Phillip B. Levine）等人口學
家還預計，新冠疫情及其防疫政策將導緻美國嬰兒出生數減少
30萬至50萬。

美國疾控中心和國家衛生統計中心最新的統計也印證了上
述判斷。 2020年，美國的新生兒數量為360萬，較2019年375
萬減少4%，已經連續六年下滑，美國總和生育率（TFR）也下
滑了4%。

總和生育率，即一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子女的總數，它用
於衡量一個國家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一般認為，總和生育
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維持人口的正常新陳代謝。

當前，美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73，這意味著死亡人數多於
出生人數。美國人口的增長還呈現區域、族裔之間不均衡的特
徵。美國最新的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人口增長最快的州為
得克薩斯州，10年間增長了15.9%，其次為佛羅里達州、科羅
拉多州以及俄勒岡州。

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和大湖區的人口增長則出現停滯。其中
，伊利諾伊州只出現了0.1%的增長，紐約州也只有4%。

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一致。人口增長較快的得克薩斯
州，其在2017年至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5.9%，而紐約州和
整個大湖區的經濟增長率都只有0.6%。

新生人口的減少以及日益加重的老齡化，正嚴重影響美國
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口紅利。近年來，美國戰後的“嬰兒潮”
一代已陸續到了退休年齡。

美國總人口中的 16.5%，即 5400 萬人年齡超過 65 歲。到
2030年，超過65歲的人口數量將增長至7400萬人。

“一場人口危機即將到來。正如一些人所擔憂的，埋下的
人口定時炸彈正在引爆。”南加州大學人口統計學家道威爾•
邁爾斯（Dowell Myers）表示，上世紀80年代， “嬰兒潮”一
代年富力強，是就業和納稅人口的中堅。

在就業的黃金時代，平均一名退休者的養老福利，可以由
多達5名就業者來分攤，美國的經濟和社會處於最佳的運轉狀
態。如今，一名退休者的福利要由2.2名就業者分擔。

2019年，美國的新生人口為374.55萬，而同一年的退休人
口則達到417萬。大約2050年前後，美國將徹底“歐洲化”，
正式邁入老齡化社會。美國商務部預計，美國的經濟繁榮屆時
將終結，年均經濟增長率將不足2%。
白人將成為少數族裔，“未來生力軍”難堪大任？

美國的生育率還呈現大城市低、小城鎮和農村高的特徵。
從社會階層和族裔來看，高學歷以及中產階級的生育率偏低，
而非洲裔、拉美裔和“紅脖子”（Redneck）則高出很多。

“紅脖子”原指南方鄉下白人，後來逐漸成為低學歷、低
收入白人群體的代名詞。但是，整個白人群體在美國人口中的
比例正在下降。

美國1776年獨立之時，白人佔總人口的80%。一戰結束後
，白人上升到總人口的90%，二戰後初期一度達到95%的最高
峰，並在大規模移民潮中逐漸下降。 1980年，白人在美國人
口中的比例已下降到79.6%，2014年為61.9%。

美國人口普查局最近公佈的數據顯示，當前，白人在總人
口中比例已下滑到 60.1％。按照這種下滑速度計算，最快在
2043年，白人所佔人口比例將低於50％，白人將成為少數族裔
。

“老齡化、低生育率以及育齡女性數量的大幅減少，是白
人減少的終極原因。”在一份報告中，新罕布什爾大學卡西公
共政策學院教授羅傑利奧•薩恩斯和肯尼•約翰遜寫道。

白人群體的老齡化問題尤其嚴重。在白人群體中，65歲以
上的老人已超過20%，超過16.5%的平均值。在16歲以下的美
國年輕群體中，白人的佔比則低於50%。 1995年，在小學生群
體中，白人佔比為65%。 2019年，這一數字降至47%，而拉丁
裔則翻了一倍升至28%。

少數族裔人口在飛速增長。其中，拉丁裔在美國人口中所
佔比例已從1980年的6.4%，上升到2020年的18%。據美國人口

普查局預計，2060年，拉丁裔將占
美國總人口的28.6%。

非裔和亞裔人口也有著快速的
增長。目前，非裔大約占美國總人
口的13%，還有著更高的生育願望
。平均每千名美國女性中，白人適
齡婦女生育數目為53.2，黑人婦女
則為59，拉丁裔則為62.8。

儘管少數族裔在人口增長上勢
頭強勁，卻沒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和
經濟條件作為支撐。據美國移民局
公佈的數字，至少22%的拉丁裔沒
有取得美國公民資格，19%的黑人
家庭淨資產為零或負值。

在美國，不同種族家庭的房屋
淨值也相差懸殊。其中，白人家庭
的房屋淨值為 21.58 萬美元，拉丁
裔家庭為 12.98 萬美元，非裔只有
9.44萬美元。此外，白人家庭還擁
有更多的養老金以及股票等金融資
產。

白人群體也擁有更多與財富相關的人口統計學特徵。據美
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統計，大約51%的白人擁有較高程度的教育
背景。其中，39%的白人戶主擁有本科以上學歷，這一比例在
非裔和拉丁裔群體中分別為23%和17%。

白人出身單親家庭的可能性也更小。 2015年的一項人口
調查顯示，黑人群體的非婚生育率為70%，未婚女子生育率為
75%，單親率（父親缺失）為66%。在美國，大部分黑人父親
通常不考慮為家庭提供住房、養育後代等棘手的問題。

非洲裔、拉丁裔因此也被福克斯新聞網評價為“難堪大任
的未來生力軍”。拉丁裔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平均每5
名拉丁裔兒童中就有3人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甚至受到溫飽
問題的困擾。
開放移民不再是“立國之本”

新生人口與外來移民共同構成了美國人口的增長。尤其通
過大規模吸引移民，美國實現了國家的年輕化、多元化和人口
競爭力。

如今，美國卻不得不面對一個人口悖論：欲守住人口優勢
，就不得不大規模引進移民。大規模移民則會衝擊白人的主體
地位，並帶來更多的種族矛盾和社會衝突。

更加老齡的“歐洲化”，還是年輕的“拉美化”？美國政
府不得不做出政策選擇。在特朗普任職總統的四年裡，美國政
府實施強硬限制移民的政策，平均每年減少了50萬移民。
“新冠肺炎疫情、經濟狀況惡化以及美墨邊境執法更嚴格，這
些因素導致移民數量下降，墨西哥的經濟進步以及較低的出生
率也間接影響了移民的規模。”皮尤研究中心人口統計學家傑
弗里•帕塞分析說。
二戰後，墨西哥一直是美國最大的移民來源國。近年來，墨西
哥的經濟發展降低了移民規模，但其它拉美國家則長期政局動
盪、經濟低迷，導致大批新移民源源不斷進入美國謀生，這進
一步激化了美國社會固有的種族矛盾。

“美國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這些
變化，我們所有人都沒有投票，大多數人都不喜歡這種變化。
”福克斯（Fox News）電視台主持人勞拉•英格拉哈姆（
Laura Ingraham）在一檔節目中哀嘆。

她的言論得到“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支持。上世紀60年代
，“白人至上主義”一度淡出歷史的視野，它如今開始回歸，
“三K黨”等極端組織更是頻繁發起仇外暴力活動。面對種族
主義歧視和襲擊，少數族裔則發起“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會
運動，美國社會的種族衝突此起彼伏。

“人們通常會認為，種族差異很明顯是基因問題，是社會
經濟學問題，是個人行為問題。其實，這是結構性種族主義。
”杜克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皮爾遜認為。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讓“結構性種族主義”又一次在美國
社會留下倒影。從美國疾控中心公佈的數據來看，非裔美國人
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2.5倍，高昂的醫療費用迫使大批
非裔美國人放棄治療。在18歲至64歲的美國人中，非裔無醫
療保險的人數是白人的兩倍以上。

種族衝突愈演愈烈，移民政策一直是美國政壇爭吵不休的
話題。 2006年10月，出自共和黨的總統小布什簽署《安全圍
牆法案》，開始修建邊界牆。 2010年，出自民主黨的總統奧
巴馬叫停了上述工程。七年後，來自共和黨的總統特朗普又重
新恢復實施邊界牆計劃。

不過，民主黨人拜登入主白宮後，他沒有履行競選時的承
諾，而是選擇了繼續修築邊界牆，並因此而被《紐約時報》諷
刺為“特朗普二世”。

拜登政府基本沿襲了特朗普總統時期的移民政策，只是在
2021年7月9日做出了人道主義調整：不准抓捕或拘留懷孕、
在哺乳期或剛剛生過孩子的無證移民。

“寬鬆的移民政策可以保持並提高美國的創新能力和競爭
力。”《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

）一直呼籲解除對高級技術人才移民的限制。
在第 35 任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所著的

《移民國家》一書中，開放的移民政策一向被稱為“美國的立
國之本”：1607年，120名英國人乘坐三艘帆船抵達弗吉尼亞
州，建立起第一個永久性殖民點。 13年後，“五月花號”載
著包括35名英國清教徒在內的102人抵達馬薩諸塞州。

那一年的冬天，只有50人在飢寒交迫中活了下來，他們受
恩於原住民印第安人送來的食品和毛皮。 “五月花號”之後，
大批歐洲人一面高喊著“上帝的選民”，一面屠殺印第安人，
開始大規模移民北美大陸。

直到1776年，13個州代表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時候，
全美移民人口已達到300萬。 14年後，美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
查時又增加了90多萬。當前，美國人口已超過3.3億。

“移民國家”已不太歡迎移民。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
（USCIS）悄悄刪掉了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a nation of
immigrants）的表述，它的《使命宣言》中也不再將移民申請
者當作“客人”，而只是把移民作為被管理者來對待。
人口變化對誰更有利

自1903年以來，隸屬於美國商務部的人口調查局每隔10
年都會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為聯邦財政資金、眾議院席位分配
等提供法律依據。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為美國的經濟社會變遷以及政治格局
帶來深遠影響。在1970年之前，大約48%的美國人生活在南部
和西部“陽光帶”，其中，只有17%的人住在西部。如今，居
住在西部的美國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已上升到62%。

從“鐵鏽區”走向“陽光帶”，是美國人口遷移的大趨勢
，人口的遷移帶來美國政治版圖的變化。從2022年國會中期選
舉開始，得克薩斯州將增加2名眾議員名額，佛羅里達、科羅
拉多、俄勒岡和蒙大拿等州將增加1名眾議員，而加利福尼亞
、密歇根、紐約等7個州將各減少1名眾議員。

更巧合的是，眾議員名額減少的7個州都是民主黨的“藍
州”。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上述7個州有6個支持民主黨候
選人拜登。

美國總統大選實行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結合的方式，最終
由參議員、眾議員等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來決定，這被稱為
“贏者通吃”。而眾議員席位減少的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
密歇根三州還是“關鍵搖擺州”，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得票數往
往不相上下。

因此，眾議員席位的減少將對2022年中期選舉、2024年總
統大選帶來一定的影響。

在2020年的大選中，共和黨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南部、中
部農業州和部分“鐵鏽帶”，而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來自西海
岸地區、環五大湖州。從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來看，美國人口
正在從傳統意義上民主黨控制的“藍州”向共和黨控制的“紅
州”遷移。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口變化就會完全有利於共和黨
。

“人口的變化往往會帶來政治偏好、族群身份、種族情感
、政府治理政策的變化。”美國政治分析網站Politico的文章認
為，來自民主黨“藍州”的新移民也可能使共和黨的“紅州”
翻藍，進而對共和黨的選情不利。
歷史上，加利福尼亞州多次翻藍或翻紅。作為美國人口第一大
州，加州也是出自共和黨的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羅納德•
裡根的故鄉。 1968至1988年間，加州每次都將選舉人票投給
了共和黨。

直到1992年，加州開始由紅變藍，民主黨開始在這裡逢選
必勝，這得益於大量移民的支持。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統計，
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間，加州人口從200萬增加到3400萬
，新移民更傾向投票支持開放移民政策的民主黨。

美國《紐約時報》稍早前援引一名共和黨高級戰略家的話
認為，美國大選可歸結為經濟與人口之爭，移民政策也因此一
直是兩黨角力的焦點。

美國人口政策面臨兩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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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
報道，7月17日，中國國務委員、公安部
部長趙克志與巴基斯坦內政部長拉希德緊
急通話。就中方在巴人員遇襲傷亡事件，
中國公安部已派刑事偵查技術專家赴巴基
斯坦協助調查。

趙克志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14
日在巴發生的中方人員遇襲傷亡事件，習
近平主席作出重要批示。根據目前巴方調
查及通報情況，這是一起針對中國在巴人
員的恐怖襲擊，中方對實施這一暴行的組
織和人員予以強烈譴責。

趙克志表示，希望中巴雙方一道，查
明真相，盡快破案，找出真兇，嚴懲幕後
組織者和相關人員。請巴方全面排查中方
在巴人員、機構、項目安全風險，堵塞漏
洞，加強安全預警，強化安保措施，盡最
大努力保障中方人員生命安全，防止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趙克志強調，中巴是全天
候戰略合作夥伴，希望中巴執法部門進一
步加強合作機制建設，深化務實合作，維
護好雙方共同利益。

拉希德首先代表伊姆蘭．汗總理和巴
人民強烈譴責這一恐襲事件，並表示其本
人將於次日趕赴事發現場，督導破案，查
明真相，嚴懲真兇。巴方將採取最高等級
安保措施，保障在巴中國機構人員安全。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16日上
午應約同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通電
話。伊姆蘭．汗首先代表巴基斯坦政府
和人民就日前在巴發生恐怖主義襲擊事
件，造成中方人員重大傷亡向中國政府
表示誠摯慰問，向遇難人員家屬深切哀
悼，並通報了巴方階段性調查進展和善
後工作情況。

工作組看望慰問中方傷員
此外，伊斯蘭堡時間16日下午，中國

赴巴基斯坦跨部門聯合工作組組長、外交部
涉外安全司副司長吳偉，同中國駐巴基斯坦
大使農融一同趕赴巴首都附近的陸軍醫院，
看望和慰問在達蘇恐怖襲擊事件中受傷的中
方人員，了解每名傷員的病情和救治情況。
北京時間16日凌晨，中方跨部門聯合

工作組從北京啟程前往伊斯蘭堡，抵達當
天還與巴基斯坦多個相關部門進行了會
談。

此前，中國駐巴使館14日發表聲明
說，中方企業承建的開伯爾-普什圖省達蘇
水電站項目出勤班車當天在赴施工現場途
中遭遇爆炸，目前已造成9名中方人員、3
名巴方人員遇難。巴方正在對原因展開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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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擬共建自然教育生態圈粵港澳擬共建自然教育生態圈
每年每年77至至88月定為月定為““自然教育季自然教育季””擬在濕地公園等地組織青少年活動擬在濕地公園等地組織青少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韶關報

道）第二屆“粵港澳自然教育季”17日在

廣東韶關丹霞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啟動，

來自粵港澳地區的自然教育工作者及青少

年參加。廣東省林業局透露，目前已認定

50個省級自然教育基地，打造出粵港澳自

然教育講壇、粵港澳自然教育季等品牌活

動，構建粵港澳自然教育生態圈。香港漁

農自然護理署相關負責人受訪時稱，粵港

澳將發揮協同效應，可在自然教育基地共

享、人才培訓等方面深化合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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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本屆“粵港澳自然教育季”啟動的同
時，廣州、深圳、珠海、湛江、茂名、中

山、韶關、佛山、東莞等地亦開展12場各具特色
的自然教育活動，吸引粵港澳三地的家庭踴躍參
與。廣東省林業局在啟動儀式上宣布將每年的7
月至8月定為“自然教育季”，將在各類植物
園、濕地公園、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地質公
園、南粵古驛道等，組織針對青少年的自然教育
體驗活動，陸續開展幾百場富含特色的自然體
驗、植物辨識、觀蝶觀鳥、夜間觀察等公益活
動。

“粵港澳在生態保護和修復、自然教育、
自然保護地發展等方面的合作空間很大。”世
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相關負責人受訪時表
示，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從黑臉琵鷺棲息地管
理、基圍清淤、紅樹林管理等經驗與做法經常
與粵澳業界分享。目前米埔正打造成為能抵抗
氣候變化的遷徙水鳥中轉站及越冬地，並開展
“生境管理+監測與研究”、“參觀設施+體驗

式活動”、“米埔培訓+實地支援”等，力爭成
為提供濕地保育知識及關注的區域性中心，這
些均可與粵澳業界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

澳門環境保護局有關負責人受訪時稱，看
好粵港澳在自然保護與教育方面的合作前景。
譬如澳門濕地曾入選中國十大魅力濕地，是保
育密集城市中的生態保護區，其善用濕地的教
育功能與生態保育的做法，可與粵港地區交流
與合作。

專家倡建信息互通“雲平台”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中藝認為，

粵港澳自然教育交流可進一步深化。他建議粵
港澳自然教育講壇由每年一次調整為半年一
次；並構建三地信息互通“雲平台”，發展粵
港澳區域一批姐妹學校，還可構建粵港澳大灣
區自然教育基地聯盟，以資源共享，優勢互
補。

據透露，目前廣東已認定50個省級自然教

育基地，湧現出以深圳、廣州、韶關、惠州、
東莞等區域為代表的輻射能力強、示範帶動效
果好的自然教育板塊，開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陣
地達300多個。“廣東近年攜手港澳地區成立粵
港澳自然教育聯盟，爭取建立自然教育體系和
標準，構建粵港澳自然教育生態圈。”廣東省
林業局有關負責人指出，粵港澳還將加強自然
教育人才交流培訓，開發更多的自然教育線
路、產品和課程，提升粵港澳大灣區自然教育
服務水平，共同打造具有大灣區特色的自然教
育品牌。

廣東省林業局透露，粵港澳接下來將完善
構建社會多元跨界合作平台，而廣東將建設
100個自然教育基地、100個生態文化教育場
所、100條自然教育（科普）徑和森林步道，
打造以南嶺國家公園為核心的嶺南森林文化平
台和以自然教育為串聯的生態文化宣教平台，
構築大灣區生態安全屏障，助建大灣區優質生
活圈。

●第二屆“粵港澳自然教育季”17日在廣東韶關丹霞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啟動。圖為青少年參
加植物辨識等課程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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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加速產業數位
轉型腳步，台灣雲協聯合會員推出90項防疫科技，包
括中華電信的 「中華多元支付」、凌群電腦 「Ayuda
智慧型服務機器人」等，打造產業疫後新常態。

著眼於疫後的工作與生活型態，台灣雲端物聯
網產業協會（台灣雲協）今天集結32個會員廠家共同
發表多項台灣雲端物聯網防疫科技，涵蓋7大應用領
域，包括零接觸服務、AI/社群資料應用服務、遠距
工作、線上教學、援助服務、檢疫系統與醫療照護服
務，協助國內業者善用防疫新科技，提升產業價值與
生活安全。

台灣雲協應用服務委員會主委吳坤榮表示，此
次發表的防疫產品以 「遠距工作」類別最多，7大應
用領域總產品數高達90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別為
中華電信的零接觸服務 「中華多元支付」、線上教學
服務 「智慧遠距學堂」；檢疫系統的凌群電腦
「Ayuda智慧型服務機器人」與遠距工作的遠傳電信
「3S遠距安全辦公方案」。

中華電信 「中華多元支付」整合信用卡、電子

票證、電子支付超過18種支付工具於單一刷卡機，提
供店家一次到位的支付服務，降低因錢幣接觸的染疫
機會並提供後台查詢交易訊息。

凌群電腦 「Ayuda智慧型服務機器人」完全由
台灣製造，整合人臉辨識、人形偵測、語音辨識、語
音交談、視訊、自行學地圖、尋標導航，QRCODE
、讀卡機、出單機等功能，可跟客戶系統深度整合與
客製化，主要銷售領域為商用市場，涵蓋警政、醫療
、零售、金融、教育。

因應疫情帶來的遠距工作需求益增，遠傳電信
「3S 遠距安全辦公方案」提供可快速導入的雙重防

護，第一重 「3S網路安全」為新世代防火牆，可使企
業的聯網主閘道受到應用程式控管、網路入侵防禦、
上網內容過濾、進階惡意程式防護、使用者辨識。

第二重防護 「3S端點安全-小微包」，能透過
雲端管理模式，提供預測模型偵查已知及未知的惡意
程式，可針對居家、分支據點等其他辦公端即時偵測
連網的安全性。

台灣雲協推90項防疫科技 打造產業疫後新常

義享時尚廣場閉店清消義享時尚廣場閉店清消
國內國內COVID-COVID-1919疫情趨緩疫情趨緩，，高雄也連高雄也連1717天零確診天零確診。。義享時尚廣場義享時尚廣場1818日深夜發日深夜發

出通知表示出通知表示，，接獲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通知接獲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通知，，為配合防疫政策為配合防疫政策，，義享時尚廣場義享時尚廣場1919
日暫停營業一天日暫停營業一天，，進行全店消毒作業進行全店消毒作業。。

通過EUA高端疫苗：加速三期臨床
(綜合報道）高端疫苗研發的COVID-19國產疫苗，通過台

灣緊急使用授權（EUA），衛福部核准專案製造。高端表示，取
得EUA後，將積極展開海外布局，加速海外三期臨床，並同步
與對疫苗有興趣的國家展開協商。

國產疫苗在完成二期臨床實驗後，率先國際以免疫橋接方
式，採用中和抗體效價作為替代療效指標，要求國產疫苗誘發的
免疫原性不得低於AZ疫苗，做為國產疫苗療效評估方法，取得
緊急使用授權（EUA）的標準，以致引發外界高度議論及紛爭。

日前有社群媒體指稱高端疫苗針對COVID-19中和抗體數
據偏低，高端以斷章取義，刻意誤導視聽嚴重傷害公司聲譽為由
提出告訴。高端疫苗國際事務處長、醫師連加恩接受 「新聞放鞭
炮」廣播節目主持人周玉蔻訪問時指出， 「知道所有數據的人，
會願意讓長輩和慢性病家人等國產疫苗，是有信心的。」

今天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布與AZ對比的數據出
爐，顯示統計高端最低的群組，中和抗體都比AZ高3.4倍。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新聞稿指出，高端疫苗組與AZ疫苗組的
原型株活病毒中和抗體幾何平均效價比值（geometric mean titer
ratio, GMTR）的 95%信賴區間下限為 3.4 倍，遠大於標準要求

0.67倍。
另外，高端疫苗組的血清反應比率

（sero-response rate）的95%信賴區間下限為95.5%，遠大於標準
要求50%。

高端表示，從中和抗體幾何平均效價比值來看，最低的群
組，中和抗體都比AZ平均高3.4倍，法規要求只要0.67倍，但高
端是高出3.4倍；所以不只不劣性，還高出不少。

高端指出，在取得EUA後，將依規定執行相關安全監測，
並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及其他驗證性試驗（如年齡層擴充），以
取得常規藥證及國際認證為目標。也將同步與其他對此疫苗有興
趣的國家展開協商，部分國家有機會直接認可台灣的EUA、部
分可能要補做一些臨床試驗，都會加快討論進度。

高端透露，預計明年就有機會看到海外市場，目前鎖定東
南亞及中南美洲國家為主。尤其來自中南美洲的需求大，以友邦
巴拉圭來說，疫情很緊急，希望高端能在當地做1個3期臨床試
驗，與打過AZ的受試者比較中和抗體效價高低，今天高端通過
台灣的EUA，若在巴拉圭的臨床試驗也能順利通過，對高端的
COVID-19疫苗銷往中南美洲會更有說服力。

至於歐盟的三期臨床試驗，高端表示，歐盟法規單位的書
面資料都陸續準備中，由於期中分析數據佳，希望有機會優先排
入專家諮詢會議，一旦專家諮詢會議順利結束，就會正式向歐盟
申請進行三期臨床試驗，希望在今年內啟動。

高端於2020年2月與美國國衛院簽訂合約合作開發COV-
ID-19疫苗，正式加入全球疫苗世紀大賽，2020年9月進入第一
期人體試驗、2020 年 12 月 29 日進入二期人體臨床試驗，並於
2021年4月28日完成所有受試者第二劑疫苗施打；之後在2021
年5月28日獲得疾管署的預採購合約，簽訂500萬劑採購，另附
上限500萬劑的後續擴充開口合約。

今年6月10日高端進行二期床試驗解盲，公布二期期中分
析數據，並在6月15日向台灣衛福部食藥署送件申請緊急使用授
權（EUA），今天獲得食藥署核准專案製造。

高端今年COVID-19疫苗年產能約1000萬劑，除了自有產
能外，也委託台康及東洋分別生產疫苗原液及充填作業，將視後
續海外市場拓展狀況，配合國際認證會再進一步拉高產能。

國家太空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出爐涵蓋8大業務
(綜合報道）科技部 「行政法人國家太空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日前出爐，未來國家太空中心升

格為行政法人後，將含括執行國家太空科技計畫、研發太空科技與技轉等8大業務範圍。
根據科技部草案說明，為提升國家太空科技研發能力，執行國家太空政策與計畫，同時有效

整合國內產、官、學、研資源推動台灣太空科技與產業的發展，並協助政府有效管理日益蓬勃發
展的太空事務，因此有成立行政法人國家太空中心的必要。

科技部表示，依據太空發展法提到，政府應以專責法人辦理相關業務，草擬了 「行政法人國
家太空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草案已於5日公告，14天預告期結束後，可能再看各方意見進行修
改，後續時程規劃為在太空發展法立法完成後3個月內，送行政院審查。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日後成為行政法人，將升格直接隸屬科技部
，跟已成立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實驗研究院等位階相同。

草案內容明定國家太空中心的監督機關為科技部，並列出業務範圍、經費
來源、董監事人數與任期等組織架構、業務與監督、財務與會計機制等內容。

根據草案內容，國家太空中心將有8大業務範圍，包括：第一，研擬與執行國家太空科技計
畫；第二，研發太空科技、技轉與加值應用；第三，促進太空科技國際合作交流；第四，進行國
際太空法制研究。

第五，辦理國家發射場域選址、營運等業務；第六，辦理發射載具與太空載具登錄及發射載
具發射許可的審查業務；第七，培育太空科技人才及推廣太空科學普及教育；第八，其他依本法
或相關法規所定事項。

草案指出，國家太空中心未來將設董事會，並設有董事長1人、董事11人至15人、監事3人
至5人，且設專任主任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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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周日上午舉行佛光山中美寺周日上午舉行
盂蘭盆供僧法會盂蘭盆供僧法會，，史坦福市市長親臨現場史坦福市市長親臨現場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一年一度僧寶節即將來臨一年一度僧寶節即將來臨，，佛光山佛光山
開山開山 大師恪遵佛制大師恪遵佛制，，定為孝道月定為孝道月，，以供僧功德以供僧功德，，表達孝親之意表達孝親之意
。。佛光山中美寺於周日佛光山中美寺於周日（（77月月1818日日））上午十時卅分上午十時卅分，，在中美寺大在中美寺大
雄寶殿舉辦盂蘭盆供僧法會雄寶殿舉辦盂蘭盆供僧法會，，與法師一起用齋及觀賞精彩節目表與法師一起用齋及觀賞精彩節目表
演演，，法會圓滿前供養僧寶法會圓滿前供養僧寶，，並以此法會誦經功德回向護法信眾闔並以此法會誦經功德回向護法信眾闔
家平安家平安，，吉祥如意吉祥如意。。

佛光山中美寺覺法法師首先在法會上開示佛光山中美寺覺法法師首先在法會上開示，，介紹每年介紹每年44月月88
日佛誕節日佛誕節、、浴佛節的由來浴佛節的由來：：26002600年前年前，，印度的希達多太子印度的希達多太子，，雖雖
擁有人世間的財富擁有人世間的財富、、智慧智慧，，但看到老人但看到老人、、病人病人、、死人的死人的 「「老病死老病死
」」 苦苦，，為解決衆生的痛苦為解決衆生的痛苦，，乃出家修道乃出家修道，，捨棄自己捨棄自己，，為所有眾生為所有眾生
留下一個好的動向留下一個好的動向。。佛陀出家後佛陀出家後，，六年苦行六年苦行，，深以為深以為 「「肉體上受肉體上受
折磨折磨，，心靈才能釋放心靈才能釋放」」 。。後來他知道自己錯後來他知道自己錯，，懂得去修正懂得去修正，，才有才有
未來未來。。後來他在牧羊女供養稀飯後後來他在牧羊女供養稀飯後，，在菩提樹下開悟在菩提樹下開悟：： 「「奇哉奇奇哉奇

哉哉，，大地眾生大地眾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只因妄想執著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不能證得。。
」」 覺法法師覺法法師，，也提到吉祥粥也提到吉祥粥、、智慧粥智慧粥，，是我們是我們1212月月88日日
「「臘八粥臘八粥」」 的由來的由來。。而而 「「綠起法綠起法」」 可開啟智慧可開啟智慧。。世間所世間所
有事有事，，皆是皆是 「「因綠際會因綠際會」」 。。覺法法師說覺法法師說：： 「「無常無常」」 是好是好
事事，，表示變化表示變化、、變動變動。。其實其實，， 「「變化變化」」 才是永恆才是永恆。。只要只要
我們的心是清淨的我們的心是清淨的、、意念是清淨的意念是清淨的、、未來才是清淨未來才是清淨。。
「「命運命運」」 掌握在你手上掌握在你手上，，你自己加持你自己你自己加持你自己，，改變你自改變你自
己己。。

覺法法師說覺法法師說：：由於在印度由於在印度，，四月開始雨季四月開始雨季，，沒辦法沒辦法
出去托鉢出去托鉢，，因此才有每年因此才有每年44月月1515日至日至77月月1515日的日的 「「結夏結夏
安居安居」」 。。由護法信眾由護法信眾，，煮好東西煮好東西，，拿去供養出家人拿去供養出家人，，大大
家才得以很精進的修行家才得以很精進的修行。。所謂所謂 「「佛歡喜日佛歡喜日」」 是看到弟子是看到弟子
和法師都很精進和法師都很精進。。覺法法師又提到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覺法法師又提到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

目犍蓮尊者目犍蓮尊者，，因得知其母在因得知其母在 「「餓鬼道餓鬼道」」
供給她食用的食物都變成火供給她食用的食物都變成火，，不能吃不能吃，，
很是悲傷很是悲傷，，佛陀告訴他佛陀告訴他 「「必須靠所有法必須靠所有法
師的修行力師的修行力，，你媽媽才能得救你媽媽才能得救」」 ，，後來後來
，，他的母親終於脫離他的母親終於脫離 「「畜牲道畜牲道」」 而得救而得救！！
覺法法師告訴所有在場眾生覺法法師告訴所有在場眾生，，今天大家唸的今天大家唸的
「「盂蘭盆經盂蘭盆經」」 是把功德迴向給餓鬼道眾生是把功德迴向給餓鬼道眾生。。
當天還舉行盛大的獻供儀式當天還舉行盛大的獻供儀式，，由國際佛光會休由國際佛光會休

士頓協會會長陳傳億帶領副會長王先華及古美士頓協會會長陳傳億帶領副會長王先華及古美
香香，，代表協會代表協會,,呈現禮品呈現禮品、、禮金禮金。。休士頓協會休士頓協會，，
包括四個分會及青年團包括四個分會及青年團，，多年來佛光會會員多年來佛光會會員，，
秉持秉持““給人信心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歡喜、、給人給人
方便方便””的工作信條的工作信條，，奉獻自己奉獻自己，，真心期許一個真心期許一個
歡喜與融合的世界歡喜與融合的世界。。接下來由張淑貞督導接下來由張淑貞督導，，程程
蔚賢及張麗郡代表女護法蔚賢及張麗郡代表女護法，，呈獻水果呈獻水果。。青年團青年團

團長團長Samantha ChaoSamantha Chao帶領帶領Isabelle Chen, Rebecca LiuIsabelle Chen, Rebecca Liu代表青年代表青年
，，呈獻茶飲呈獻茶飲；；最後由三好兒童班代表最後由三好兒童班代表,,呈獻點心呈獻點心。。

四組獻供人員獻供結束四組獻供人員獻供結束，，表演節目正式開始表演節目正式開始：：首先由首先由（（三好三好
兒童班兒童班））帶來武術表演帶來武術表演-- 功夫功夫。。接下來由接下來由（（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帶來舞蹈表演帶來舞蹈表演--茉莉花茉莉花；；接下來由接下來由（（青年團青年團））帶來小提琴表演帶來小提琴表演--
Harmony;Harmony; （（三好兒童班三好兒童班 ））帶來帶來--十修歌十修歌（（孫惠美老師指導孫惠美老師指導 ）；）；
接下來由接下來由（（佛光會休士頓協會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帶來手語表演帶來手語表演-- 點燈點燈；；以及由何以及由何
佳佳、、李麗帶來歌唱表演李麗帶來歌唱表演--龍文龍文；；最後最後，，由由（（三好兒童班三好兒童班 ））帶來唱帶來唱
誦表演誦表演-- 心經心經。。

最後最後，，司儀報告司儀報告，，貴賓登場貴賓登場，，是是StaffordStafford市市長市市長Cecil WillisCecil Willis
親自蒞臨法會現場親自蒞臨法會現場，，並致贈祝賀並致贈祝賀、、褒揚中美寺文告褒揚中美寺文告。。由覺法法師由覺法法師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喪訊喪訊
【【本報訊本報訊】】德州潮州會館理事會原副會長馬強先生德州潮州會館理事會原副會長馬強先生，，慟於公元慟於公元20212021年年77月月

1616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時2626分壽終正寢分壽終正寢，，家人隨侍在側家人隨侍在側。。
馬先生生前為人急公好義馬先生生前為人急公好義，，德高望重德高望重，，樂善好施樂善好施，，是非分明是非分明。。卅七年來為卅七年來為

潮州會默默服務潮州會默默服務，，熱心公益熱心公益，，造福鄉親造福鄉親，，對該會貢獻良多對該會貢獻良多，，會友同仁們深表哀會友同仁們深表哀
痛痛。。

由德州潮州會館由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理事會本頭公廟理事會、、中山中文學校中山中文學校、、耆樂互助組耆樂互助組、、潮州會潮州會
館龍獅團籌組的治喪事宜如下館龍獅團籌組的治喪事宜如下：：謹擇於謹擇於20212021年年77月月22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上午假永福上午假永福
殯儀館入殮殯儀館入殮，，下午供親友祭拜下午供親友祭拜。。77月月232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上午九時公祭上午九時公祭，，中午十一中午十一
時移棺火葬時移棺火葬。。

（（三好兒童班三好兒童班））帶來武術表演帶來武術表演-- 功夫功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StaffordStafford 市長市長Cecil WillisCecil Willis（（左左 ））向中美寺致贈祝賀向中美寺致贈祝賀、、褒揚文告褒揚文告，，
由覺法法師由覺法法師（（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信眾逐一上前向法師獻供的儀式信眾逐一上前向法師獻供的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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