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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2021 諾貝爾生醫獎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
cine）今年由朱里雅斯（David Julius
）及帕塔博蒂安（Ardem Patapoutian
）2名美國學者共享，他們研究人體溫
度及痛覺感受器有成。

諾貝爾委員會指出，人類能感知
冷、熱等觸覺對生存至關重要，這是
人類與周遭世界互動的基礎，人們多
視這些感覺為理所當然，但是這些感
覺究竟是如何啟動的，讓人類可以感
覺到溫度，2名獲獎科學家已經解決問
題。

其中，朱里雅斯透過辣椒素來確
認皮膚末梢神經有能夠對熱產生反應
的感受器。他在1989年任教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時，一直試圖了解 「辣椒
為什麼引起灼熱感」 ，這個看似簡單
的問題，卻發現了人類神經系統中一
種名為 TRPV1的特定蛋白質，是產生
辣感的核心原因。

TRPV1 是感覺神經外側的特殊通
道，一旦受到辣椒素刺激，就會對大

腦放出強烈電信號，人類因此產生
「好辣」 的感受，混合了灼熱與疼痛
的感覺。

朱里雅斯後續再一步研究TRPV1
的分子結構，幫助設計新的止痛藥。

另外，帕塔博蒂安則透過對壓力
敏感的細胞來發現新型感受器，這類
感受器能夠對皮膚及內臟接收到的機
械刺激做出反應。

兩人的突破性發現開啟了後續一
系列的密集研究，讓我們對於神經系
統如何感知冷、熱及機械性刺激等的
理解快速提升，2名得主填補了人類感
知如何與環境互動之間的重要拼圖。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指出，2名科
學家的研究是對觸覺與痛覺神經系統
的根本瞭解，對於如何治療疼痛起到
關鍵作用。

現年65歲朱里雅斯生於紐約，是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教授，曾獲邵逸
夫生命科學及醫學獎。帕塔博蒂安於
1967年出生於黎巴嫩貝魯特，他現年
54歲，在1986年移民美國前，他曾就

讀於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
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0月是一年一度諾貝爾獎頒
獎時刻，由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
獎率先揭開序幕。根據諾貝爾
（Alfred Nobel）的遺囑，諾貝
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要要頒給 「在
生物學或醫學領域做出最重要發
現的人。」

諾貝爾獎官方Twitter推文中，卡
羅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
生理學教授吉拉爾斯（Juleen Zierath
）解釋，在生醫獎的範圍中，目標就
是要找尋一個研究特定問題的全新發
現，或是全然改變人們思考特定問題
的方法，能形成典範轉移，其研究擁
有一定的高度，能被認可。

諾貝爾獎事前不會公布入圍名單
，但會在前一年9月將提名信函寄給相
關領域關鍵人，在當年1月31日收件
，在由各獎項的委員會篩選出約300
位候選人。候選人並沒有年齡、種族
、性別的限制，所提出的研究成果無

論是在早期或是晚期都有機會被提名
，但不能提名自己。諾貝爾獎傾向授
予已有一段時間的發現，獲得該領域
學者的認可，可認證為在特定領域具
有影響力的新發現。

諾貝爾獎目前共有6大獎項，歷年
來都由生理與醫學獎率先頒發，接續
陸續頒發物理學獎（今年頒獎日期10/
5）、化學獎（10/6）、文學獎（10/7
）、和平獎（10/8）與經濟學獎（10/
11）。

據路透報導，每年諾貝爾獎中最
受矚目的就屬文學獎與和平獎，但由
於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生醫獎今年廣
受關注，許多預測原本認為，這次生
醫獎得主會和疫苗研發有關。

諾貝爾生醫獎由美两學者共享諾貝爾生醫獎由美两學者共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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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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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often call Autumn the season of the year
between summer and winter when the
temperature gradually decreases, the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and the temperature
transitions between summer heat and winter
cold.

I was walking through my backyard where
many trees are changing their colors to red or
brown and suddenly I felt a deep sadness as
many tragedies passed through my mind.

In the last twenty months the world has really
turned upside down because of the
Covid-19. We lost many of our dear friends,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lost the battle with
the coronavirus and many families lost their
loved ones or their businesses which they
had built up over their lifetime.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till need to live
in hope. Hope can erode when we perceive a
threat to our way of life and these days all of

us face plenty of uncertainty out there.

All of us need to have hope even when there
is no hope. People can’t picture a desired
end to their struggles and they lose their
motivation to endure.

According to research at Harvard, they found
that those with more hope throughout their
lives had better physical health, better health

behaviors, better social support and longer
lives.

Today we live in a very chaotic world. Many
things are uncertain.

We need to make our minds stronger every
day and always look for more hope to help
each other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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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Need To Live In HopeWe All Need To Live In Hope

今晨我們前往距休斯敦百英里外
的德州小鎮-安德森，探望多年好友
艾勒並祝賀他多年親手建造之木屋
喬遷之喜。

從州際二四九公路北上，經九
十号是片湾曲翠綠和秋葉相間的幽靜
鄉鎮小道，起伏的山丘和散佈在其中
的農莊園，寬大的白色圍欄之內有小
鹿或骏馬在地上啃草，許多莊園還留
下当年總統選舉的舊標語，這個个小
鎮人口未過一千人，他們代表了美國
鄕村之樸實和平和氣围。
艾勒在他佔地三畝多的新屋中歡

迎我們的到來，這可是一個自已親手
DIY 建造的大木屋，從原始大樹锯成
木材，設计下水道，安裝空調廚房全
由自己包辦，由於自己已經在建筑房
屋公司工作多年，這是他的專業和興
趣，在他堅持數年之不斷努力，今天

終於入住。
艾勒是德國後裔，娶了華裔老婆

，曾經在中國大地包括海南島騎着大
型機車玩遍各地名勝古蹟。
我們座在富有德州風格的大沙發

上，他指着電視抱怨說，我最近根
本不看電視了，因為政客們把我們的
生活步調搞亂了，物價飛漲，地稅增
加，老百姓們不再信賴他們的謊言。
艾勒正在手扶自己親手設計的傢

具，並微笑地告訴我們，角落邊為太
太設計的中式炉頭，我們見到的一切
都留下了他的痕跡和心血，這何嘗不
是艾勒人生中的一件成就呢。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美國社

會真是兩個世界，艾勒可以不問时
事在他所建的木屋後院，觀看夕陽
日落，真是人生幸福的寫照了。

小城故事小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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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 : 未必勝未必勝--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挑戰多艱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挑戰多艱】】

（綜合報道）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4日
在臨時國會上被指名為日本第100任首相，
同日岸田內閣正式啟動。

報導稱，新內閣成員陣容已經確定，在
全體20名閣僚當中，有13人是初次入閣，
3人為女性。 “老壯青結合”的人員的組合
是岸田內閣重視平衡的結果。而官房長官、
財務相、外相、經濟產業相等重要崗位，都
分配給了自民黨內的主要派閥。其目的就是
穩固岸田新政權的基礎。疫苗擔當相堀內詔
子和經濟安全保障擔當相小林鷹之很受輿論
矚目。因為這是新冠疫情和國際形勢給日本
新一屆內閣人事帶來的新變化。曾與岸田競
爭自民黨總裁的野田聖子此次也入閣出任少
子化擔當相。國土交通相由公明黨斉藤鐵夫
擔任，體現了自民黨與公明黨繼續合作的意
向。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10月4日報導，
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組建的20人新內閣團
隊當中，有13人是初次入閣，佔全體閣僚
人數的65%。閣僚人數比2020年菅義偉內
閣多了5人。

報導指出，最受矚目的新經濟安保相由
初次入閣的小林鷹之（46歲）擔任。此人
之前在自民黨內對於經濟安保等問題的研究
頗有建樹，並且擔任自民黨內討論經濟安保
政策的“新國際秩序創造戰略本部”的秘書

長。岸田在自民黨總裁選舉當中，曾承諾將
確保半導體等重要經濟物資並防止相關技術
外流。未來，小林的工作重點，將放在如何
緩解日本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和一旦中日關係
發生劇烈變化如何穩定國民生活和經濟活動
上。這樣的人事安排也說明，岸田內閣將在
對華問題上更多地體現自民黨的色彩。

報導稱，目前岸田內閣最大的難題仍舊
是新冠疫情的防控。今年冬天，日本很可能
遭遇“第6波”疫情，新內閣必須未雨綢繆
。岸田此前也著力研究了輿論對安倍和菅義
偉政權疫情防控政策的批評。新內閣將更加
重視厚生勞動省防控法令的可操作性。

報導指出，在新一屆20名閣僚當中，
只有茂木敏充外相和岸信夫防衛相是上一屆
內閣的“元老”。這樣的安排印證，在中國
外交和安保影響力繼續擴大的背景下，岸田
內閣將基本繼承安倍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
”戰略。

報導稱，在自民黨總裁選舉當中，岸田
曾有意抹去自己帶領的宏池會的“親華”色
彩。預計新政權將進一步朝這個方向推進。
而對於安保領域“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問題
，岸田曾積極表態稱這是“非常有力的選項
”。總之，內閣安排體現了濃烈的“岸田色
彩”。

岸田當選日本首相後岸田當選日本首相後 公佈新內閣陣容公佈新內閣陣容

日本自民黨新當選總裁岸田文雄在獲得國會
確認後今天正式成為新首相, 他也是過去8年來日
本的第8位首相, 如果照這樣就任比率來看, 他大
概也只能幹一年又要下台, 過錯可能不在他,而是
日本政治大環境使然吧。

岸田文雄這次能在黨內選舉中勝出可謂驚濤駭
浪,險象環生，他原先並非自民黨精神領袖安倍晉
三屬意的黨魁首選, 只因為”安粉”高市早苗在
第一輪遭淘汰後, 安倍晉三才轉向支持走中間路
線的岸田文雄, 而且原本在石破茂支持下於首輪
選舉時只以一票之差落後的河野太郎在第二輪選
舉時竟遭支持者唾棄, 使他痛失85票而敗下陣來
。

日本政黨派系林立, 派閥權力交易顯而易見,
長久為民間所詬病, 因此上任的首相往往只是黨
內派閥運作下的勝利者, 卻沒有堅強民意基礎, 每
當遭民意唾棄時就得走人，菅義偉是最近實例,
他才上台不過一年, 就因治疫無方, 激起民怨而以
健康為藉口匆匆下台。

本來日本首相職務就相當艱難, 兩年前才逝

世的中曾根康弘享壽101歲，他在天皇之下主政
日本長達1806天,歷經了大正、昭和、平成及令
和四個天皇時代，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締造許多
日本歷史，是日本罕見英明的政治人物, 但從他
之後就斷層,後來的首相不再尊重他的教誨，接任
者更昧於歷史，篡改日本歷史教科書，把侵略中
國變造為”進出”中國，非常可恥。

岸田文雄出身政治世家, 他本人曾擔任過外
務與防衛大臣, 不過開創力不足, 在黨內競選期間
, 也像其他的競爭對手一樣, 展現親美台、抗中國
的思維, 他發表許多批中的激烈言論將侷限外交
格局,他不贊同安倍經濟學, 但提出的三十萬億日
元經濟紓困政策對處理長達30年的經濟困局恐難
突破, 同時對於夫妻同姓與同性夫妻等社會關注
的議題觀點反覆，讓人莫衷一是。

岸田文雄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依然是疫情, 所
幸日本已有60%民眾接種過兩針疫苗, 現正研發
新冠治療藥物, 一旦成功, 必可穩定他的施政, 至
於他能不能大破大立, 即將舉行的11月國會大選
就可以確定他的未來了。

柬埔寨確診病例激增
金邊多地暴發新德爾塔疫情

綜合報導 近一段時間以來，柬埔寨確診新

冠肺炎病例激增，特別是進入亡人節假期以來

，每日新增病例從之前的 500 例左右，上漲到

800多例。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報告

86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505例，

新增死亡26例。新增確診病例中，783例爲社區

傳播感染病例，83例爲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多數

來自泰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11.07

萬例，累計治愈10.16萬例，累計死亡2287例。

柬埔寨重要傳統節日亡人節啓幕不久後，金

邊多座寺廟因暴發疫情而被暫時封閉。鑒于此，

金邊市宗教事務局日前發布緊急通告，宣布暫停

金邊市所有寺廟的宗教聚會及祭祀活動，直至另

行通知。與此同時，柬埔寨全國多個寺廟暴發新

疫情，導致該國官方取消了節日期間祭祀方面的

活動。

首都金邊依然是新一輪德爾塔疫情的“重災

區”，持續出現新的感染群，根據柬埔寨衛生部

追蹤疑似病例工作組通報，烏亞西市場出現新的

德爾塔疫情，銷售布料的一名市場商販于本月21

日開始發病，24日確診感染德爾塔病毒。患者經

營的三個攤位和附近一些攤位已被關閉。

該市場位于金邊市中心，往來人員密集，此

前曾經多次報告新冠疫情，官方工作組提醒，近

期曾前往烏亞西市場的民衆，如果出現發燒、咳

嗽等疑似症狀，應立刻前往采樣點接受檢測。

此外，金邊市多個市場、工地、商店、金融

機構近期也陸續出現德爾塔疫情，爲此該市政府

除經濟封鎖相關區域外，也進一步延長全市防疫

規定。

柬埔寨制衣業2022年最低工資持續上漲
綜合報導 在經曆新冠

疫情衝擊，制衣業發展受到

嚴重影響，而導致相關多方

對于底薪意見不一情況下，

柬埔寨制衣業最低工資仍然

持續上漲。

柬埔寨勞工咨詢理事會

28日召開最後談判，並以投

票方式，決定明年底薪標准

。由工會、企業和政府組成

的勞工咨詢理事會認爲，考

慮到疫情衝擊全球經濟，

2022年可維持現有的192美

元。該結果呈報柬埔寨首相

洪森後，洪森決定追加2美

元，使2022年底薪增至194

美元。

衆所周知，制衣業是柬

埔寨的支柱産業之一，2020

年7月份，柬埔寨制衣廠商

會等多家商會曾發表聯合聲

明稱，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已有約400家服裝鞋類企

業以及旅行用品企業停産，

波及約15萬工人。

本月14日，今年柬埔寨

制衣行業最低工資談判再度

啓動。該機制自2013年建立

以來，已經將行業最低工資

由每月61美元提升至2021年

的每月192美元，漲幅明顯

。由于該行業是柬埔寨最大

的出口行業，雇傭工人超過

70萬，談判結果會對其他行

業産生示範效應，因此每次

談判都引起當地社會廣泛關

注。

最新敲定的底薪制度將

從2022年 1月 1日起開始實

行，加上工人原有法定津貼

和福利，包括全勤獎金10美

元、交通和住宿補貼7美元

、工齡津貼(2-11 美元)，工

作滿一年的工人每月收入至

少能達到213至 222美元(除

去加班費)。

據知，柬埔寨最低工資

談判由工會、企業和政府三

方共同參與，曆史上還從未

有過調降的經曆。即使在疫

情暴發的2020年，最低工資

也微漲了2美元。除工資外

，政府還要求企業提供小額

的交通和房租補貼，以及全

勤獎金、工齡津貼等，以體

現政府對工人群體的關心，

爭取民衆支持。

針對美國？韓軍方稱朝鮮發射“不明發射體”
綜合報導 韓國軍方表示，韓軍

發現朝鮮當天上午從內陸地區向東

部海域發射一枚“不明發射體”，

疑似是一枚短程導彈。

據報道，該發射體的飛行距離

不到200公裏，飛行高度爲30公裏左

右，與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不

過，這一發射體的具體參數和飛行

特點與朝鮮此前發射的飛行器不同

，可能是全新武器。韓國聯合參謀

本部表示，韓美情報部門正在對此

進行精密分析，韓美軍方密切關注

相關動向，並保持防衛戒備態勢。

美聯社稱，美國印太司令部發表

聲明說，朝鮮的“不明發射體”不

會對美國及盟友構成緊急威脅。日

本首相菅義偉表示，東京將對此加

強警惕和監視。韓聯社稱，韓國政

府周二舉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常任

委員會緊急會議，對朝方的行爲表

示遺憾。不過委員會與韓軍一致認

爲，朝鮮是否發射彈道導彈有待進

一步分析。韓國總統文在寅指示有

關部門綜合分析朝方近期發表的談

話內容和導彈發射情況，制定應對

方案。

法新社援引專家的話評論稱，朝

鮮周二的發射行爲是在考驗韓國有

關改善兩國關系的承諾。文在寅21

日在聯合國大會上呼籲盡快恢複韓

朝及美朝對話，並希望相關各方能

發表朝鮮戰爭終戰宣言。

路透社認爲，朝鮮的舉動是在批

評美國的敵對政策。就在朝鮮發射

“不明發射體”後不久，朝鮮常駐

聯合國代表金星在聯合國大會上譴

責美國長期對朝鮮實行敵對政策，

敦促美國永久取消在朝鮮半島及其

周邊的聯合軍演和戰略武器部署。

他表示，朝鮮半島總是無法擺脫緊

張和對峙這一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

在于美國的敵朝政策。韓朝關系仍

未能擺脫來自美國的幹涉，韓方對

韓美同盟的重視超過韓朝和解的做

法是不對的。金星稱，朝鮮絕不會

威脅韓國和美國等國家的安全，但

有權進行導彈試射以自我防衛。如

果美國放棄敵朝政策，朝鮮必將做

出回應。

對于韓國媒體報道朝鮮發射“不

明發射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

中方主張各方相向而行，按照“雙

軌並進”思路和分階段、同步走原

則，探討均衡解決彼此關切的辦法

，共同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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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當天確定從9月

30日起，解除針對東京都、大阪府、北

海道等 19 個都道府縣的“緊急事態宣

言”，以及針對香川縣等8個縣的“防止

蔓延等重點措施”。共同社報道稱，如

果全面解除各地的疫情緊急狀態和重點

防疫舉措，將是4月4日以來首次。

據悉，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開新

冠肺炎病毒對策總部會議，並做出解除

決定。日本首相菅義偉在當晚的記者會

上，就解除“宣言”和“措施”進行解

釋稱，“目前，所有都道府縣的病床使用

率均低于50%，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數量自9

月初到達峰值後呈現下降趨勢，全國曾一

度有超過13萬人在家自行隔離療養，目前

則下降至3萬人左右，且還在持續減少。目

前的狀況符合專家提出的解除‘宣言’的

標准，于是做出了解除決定。”疫情好轉

背後，是日本新冠疫苗接種率提高。截至

24日，日本新冠疫苗接種超過1.5億劑次，

完成兩劑接種的人口比例爲55.8%。

菅義偉還在記者會上表示，在解除

“宣言”後，仍需對新冠病毒保持高度

警惕，並將分階段放寬對飯店、居酒屋

等餐飲場所的限制。此外，他還強調，

今後將進一步推動新冠疫苗接種，並將

研究放寬國際商務人士、外國留學生入

境日本等方面的限制。對于日本政府宣

布解除“宣言”和“措施”，日本國內反應褒貶不

一。有人覺得解除緊急狀態有利經濟發展，但也有人

擔心，過早解除會導致疫情反複。



英國政府發布
首個國家太空戰略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發布首個國家太空戰略，旨在將英國建成世界

一流航天強國，推動該國航天産業發展。

英國政府官網顯示，英國商業、能源和産業戰略部與英國國防部共

同發布了這份戰略報告。

“我們已錯失太空産業的發展機遇太久了。”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報

告序言中表示，這一戰略將推動升級、創造就業，使英國在國際舞台上

占據領先地位。“‘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將發展爲‘銀河英國(Ga-

lactic Britain)’。”

報告表示，首個國家太空戰略凝聚了英國科學、技術、國防、外交

等各方優勢力量，以實現全國願景，即：打造世界上最具創新性和吸引

力的太空經濟體之一，讓英國成爲一個太空國家；保護和捍衛英國在太

空的利益，利用太空科技解決國內和全球挑戰；通過前沿領域研究，激

勵下一代並保持英國在太空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

報告顯示，爲支持目標實現，該戰略提出“四大關鍵支柱”，分別

爲釋放英國太空領域的增長潛力、開展國際合作、把英國發展成一個

“科技超級大國”以及發展彈性太空能力和服務。該戰略還爲未來幾年

設定了優先重點發展領域，包括2022年從英國發射首枚火箭，在2030年

成爲小型商業衛星發射的歐洲領導者，利用空間技術應對氣候變化等。

報告稱，太空産業是英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産值每年超過

164億英鎊，全英相關從業人數超過4.5萬。

歐洲能源危機惡化：
英民眾恐慌搶油 加油站大打出手

歐洲能源危機持續惡化，多項能源

價格皆升至曆史新高。英國汽油供應緊

張加劇，數千家加油站因燃油售空被迫

關閉，多個加油站大排長龍，不少司機

爲爭油大打出手，甚至持刀威嚇和開車

撞人。

【歐洲能源危機持續惡化】
報道稱，作爲歐洲天然氣價格基准

的荷蘭TTF天然氣期貨自1月以來已飙

升約300%，僅8月價格就上漲72%。目

前，歐洲天然氣價格較2010至2020年的

平均價格，已經高出400%。

此外，布蘭特期油亦一度升至每

桶80美元，是 2018年以來首次。就連

作爲歐洲最主要能源出口國的挪威，

當地供電商亦警告西南部地區供電可

能不穩。

美國國務院能源安全高級顧問霍赫

斯坦日前警告，若今年冬天比往年更

冷，歐洲將缺乏足夠天然氣用于供電取

暖，部分國家或被迫對燃料進行配給。

高盛亦預測，未來幾個月內天然氣供應

緊張恐進一步加劇，整個歐洲將面臨停

電的風險。

香港《大公報》稱，歐洲天然氣價

格一路飙升，直接原因是供需失衡。在

需求端，疫後經濟複蘇推高了全球對天

然氣的需求，同時歐洲執行更環保的能

源政策，汙染更少的天然氣成爲替代煤

炭的首選。這導致歐洲與亞洲爭奪液化

天然氣(LNG)進口量。

在供應方面，爲應對上一個異常寒

冷的冬天，歐洲消耗了大部分天然氣儲

備，但今年夏天沒有得到及時補充，導

致該地區儲備規模僅有70%左右水平，

較五年平均指針低16%，處于曆史新低

。其中，作爲歐洲主要天然氣供應方的

美國，多家液化天然氣工廠因2020年價

格暴跌已經停産，且受8月底飓風“埃

達”衝擊，墨西哥灣油氣産能仍有超過

五成未恢複。

此外，俄羅斯和德國合建的“北

溪-2”天然氣管道近期竣工，市場曾寄

希望該項目能提升天然氣供應。但受複

雜的監管審批和美方阻撓影響，何時能

通氣仍不確定。長期以來，美國強烈反

對“北溪-2”管道，稱其只會加深歐洲

對俄羅斯的依賴，並通過制裁承建商等

手段加以阻撓。

【英國恐慌性搶購中衝突頻發】
在英國，恐慌性搶購導致的燃油

短缺持續，主要城市多達 90%加油站

汽油售罄。盡管英國交通大臣沙普斯

多次強調，有迹象顯示只要恐慌性購

買的情緒消退，缺油危機便有望本周

內緩和，但他的言論顯然未能纾緩憂

慮，不少司機仍通宵達旦地排隊等候

加油。

網上片段顯示，在倫敦一個加油站

外，兩名男子因爭執排隊順序而拳打腳

踢，旁觀兩名女子則嘗試勸架。另一個

加油站外，一名男子與一名司機激烈爭

吵，並持刀恐嚇後者，司機其後開車撞

向持刀者，推行後者數米。

英國醫學會(BMA)警告，油荒已對

醫療系統造成影響，醫護人員難以返工

、救護車運營受限，呼籲政府出手保證

關鍵崗位優先獲得燃油。

BMA理事會主席納格保羅表示，無

論是醫療人員乘車去醫院上班，還是醫

院派遣救護車救治急症患者，都需要燃

油保障。雖然當局急聘運油司機，但該

計劃難立竿見影。他亦呼籲政府制定政

策，確保醫療人員能夠優先獲得石油，

保證醫療系統運轉。

BMA副主席瑞格利則表示，已得

知有很多醫療業的同事近日因汽車沒

油而難以到崗，“我們不能在有患者

看病的時候，排兩三個小時的隊等待

加油”。

目前，英國政府正在制定一項國家

應急計劃，擬指定一半加油站專爲應急

人員供油。

此外，英國商務大臣克沃滕承諾，

當局將繼續保證“強勁的燃料供應”。

他表示，英國軍隊的軍用卡車司機已進

入待命狀態，隨時准備幫助運油。

英媒透露，軍方准備投入150名軍

車司機幫助運輸，首批進入待命狀態

的有75人。在執行任務前，司機們需

要接受長達 5 天的專門培訓，軍方還

爲這些司機配備了相同數量的保障人

員。

法國松口：正為與澳大利亞進行實質性對話做準備

綜合報導 法國官員稱，法國正在爲

與澳大利亞進行實質性對話做准備。該官

員說，馬克龍和莫裏森之間的“對話，需

要認真准備。這和是否會有這次對話無關

，不過在當前的背景下，我們需要一次實

質性對話，我們也正在准備。”

本月，馬克龍和拜登通話之後，法國

決定讓此前被召回的駐美大使本周重返華

盛頓。

路透社稱，上述法國官員表示，澳大

利亞大使回法國的日期尚未確定，他將在

某個時間傳遞信息，爲兩國未來的接觸設

定框架。

澳大利亞對法國召回大使表示遺憾，並

稱其重視與法國的關系，希望繼續與法國在

包括印太地區在內的問題上保持接觸。

9月15日，美英澳突然高調宣布組建

新的印太安全聯盟“AUKUS”，以便進一

步共享防務能力，其中包括幫助澳大利亞

獲得核動力攻擊潛艇。法國則痛失900億

澳元潛艇合同。

潛艇風波讓法國和英美澳之間的關系

跌至低谷，歐盟及其成員國在此問題上也

紛紛站隊自己人，認爲美英澳協議對歐盟

敲響了警鍾。

此前，拜登

和馬克龍長達30

分鍾的通話，稍

稍 安 撫 了 法 國

的 情 緒 。 美 聯

社 稱 ， 美 法 之

間 幾 十 年 來 最

嚴重的分歧似乎

正在彌合。

在美法通話

之前，澳大利亞

總 理 莫 裏 森 表

示，他曾試圖安

排與馬克龍進行

對話，但迄今爲

沒有成功，他理解法國的失望，會耐心等

待，“我期待著在合適的時機出現時，我

們將進行類似的討論。”

失去與澳大利亞潛艇協議後，法國與

希臘簽署約30億歐元國防協議。9月28日

，馬克龍在與希臘總理基裏亞科斯· 米佐

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簽署國防協

議的儀式上稱，希臘將從法國購買3艘護

衛艦，該協議是在兩國之間更深層次的

“戰略夥伴關系”框架下制定的，以捍衛

兩國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

馬克龍說：“歐洲人必須停止天真。

當面臨來自強權的壓力時，我們需要做出

反應，並表明我們有能力保護自己。不是

讓事情升級，而是保護我們自己。”

路透社稱，潛艇事件引起了法國對其傳

統盟友的深刻反思。馬克龍在圍繞這一問題

講話時曾表示，在華盛頓越來越多地將其利

益轉向中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之際，歐洲應

該抓住機會敦促獲得更多自主權。津巴布韋疫情肆虐、失業率高
假酒商販借機大發橫財
綜合報導 受疫情肆虐與高失業率的雙重打擊，津巴布韋不少年輕

人整日沈淪于廉價酒精飲料，該國假酒商販則借此大發橫財。

津巴布韋的酒館貨架供貨充足、應有盡有，但據知情者透露，這些

酒水多爲釀造工藝低劣且極度有害健康的假酒。比如，所謂的“威士

忌”其實是由工業酒精與棕色色素勾兌而成。一些酒水的酒精含量雖標

注爲40%，但實際含量可能要高得多，極易成瘾。就連包裝都有可能是

造假者在街頭撿拾而來，他們用牙刷簡單清理後就裝上假酒再出售，不

但節省了成本，舊瓶上還有現成的商標。

據了解，津巴布韋的假酒來源有兩個渠道，一是境外走私，二

是國內的“黑作坊”。一名酒館經營者坦言，他平均一天能賣出

144瓶“威士忌”，這讓他賺了很多錢。另一方面，假酒因極其低

廉的價格備受青睐，比如一瓶200毫升的“威士忌”僅售50美分，5

美元可買一打。

津巴布韋某民權組織負責人警告稱，制售假酒如今已是困擾國家的

嚴重問題，特別是在貧民社區，假酒行業俨然已取代正規的酒水買賣。

他表示，由于假酒對人體危害極大，很多飲用者陷入深度昏迷，甚至

“在沈默與痛苦中死去”。

全球20億人超重7億多人挨餓
1/3糧食浪費 聯合國籲改革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在首屆聯合國糧食系

統峰會上指出，全球有30億人

買不起健康飲食、20億人超重

或肥胖、4.62億人卻體重不足

；在這同時，三分之一的糧食

卻白白浪費掉，大家必須改變

看待糧食的態度。

報道稱，這次峰會將農民

和漁民、青年、土著人民、國

家元首、政府和其他許多人聚

集在一起，以期改變世界的糧

食系統，並使世界重回

正軌，能夠到2030年實

現所有17個可持續發展

目標。這些目標是聯合

國于2015年制定的廣泛

“待辦事項”清單，包

括消除饑餓和貧困、實

現性別平等和采取行動

應對氣候變化等。

古特雷斯在這場通過視頻

舉行的峰會上說，爲了人民，

爲了地球，爲了繁榮而“改變

糧食系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

是必要的。”他認爲：“我們

需要改變我們在農業補貼和工

人就業支持方面的做法……而

且，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如

何看待和評價食物——不僅僅

當成商品，而是作爲每個人都

享有的權利。”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峰會

上說：“我們必須耕種最適應

當地環境的作物，同時最大限

度地減少貿易壁壘並且更爲有

效地分配糧食。”

全球三分之一的溫室氣體

排放來自糧食生産、加工和消

費，多達八成的生物多樣性因

糧食生産而喪失。

根據聯合國的一份報告，

在五年幾乎保持不變之後，2020

年，世界饑餓和營養不良人數增

加了約1.18億人，達到7.68億人

，多數爲新冠病毒疫情所致。在

國際貿易市場上，6月份世界食

品價格同比上漲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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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日發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1日20時
21分，美國累計冠病死亡病例超過70萬例，達70萬零258例，累計感染確診4361萬又5149例
。

白宮網站當天發布聲明，美國總統拜登表示，“為了治癒傷痛，我們必須記住，當我們國
家哀悼70萬美國人死于冠病疫情的痛苦里程碑時，我們一定不能對悲痛麻木。在這一天和每一
天，我們要銘記在這場大流行中失去的所有人。我們會為那些失去一部分靈魂的親人們祈禱。
”

拜登隨後呼籲美國民眾接種疫苗。他說：“驚人的死亡人數再次提醒我們接種疫苗是多麼
重要。疫苗是安全、免費、簡單的，而且，因為有了疫苗，我們在過去8個月抗擊新冠疫情的
鬥爭中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拜登還說，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中，超過四分之三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包括近94%的老
年人。拜登說：“在這場大流行期間，很多美國人遭受難以承受的損失，但很多家庭因為疫苗
得以倖免。”

拜登最後呼籲，“如果你還沒有接種，就請接種疫苗。它可以拯救你和所愛之人的生命，
將幫助我們戰勝冠病疫情，和國家共同前進。”

美國病毒專家、過敏與感染疾病中心主管福奇說，美國最近的冠病激增已達到關鍵的轉捩
點，但更多民眾必須接種疫苗，以保持感染率下降的趨勢。

彭博社報導，福奇說，雖然美國全面接種率已經達到55%，但現階段的主要風險來自美國
7000萬可以接種、但是還沒接種的人。

福奇說：“當然，我們正在扭轉這一特殊的激增趨勢。要確診率持續下降的方法，就是履
行我們一直所提到的事情；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0月3日，美國加
利福尼亞州亨廷頓海灘，魚在被原油污染的海
水中游動。

美聯社援引當地官員的話說，從1日晚些
時候或2日早些時候開始，至少有12.6萬加侖(
約合3000桶)原油洩漏到加州南部的奧蘭治縣
附近海域。 《洛杉磯時報》報導稱，洩漏事
故形成一個面積近 33.7 平方公里的浮油帶。
《紐約時報》援引奧蘭治縣亨廷頓比奇市市長
金•卡爾的話說，官方在2日9時左右首次接
到了海面發現浮油的報告。

亨廷頓比奇市官員說，洩漏事件對當地海
灘和濕地造成“重大生態影響”。 3日，鳥類
及魚類屍體已經開始被沖上岸邊。官員說，未
來幾天，原油可能會繼續接近奧蘭治縣海岸。
工作人員部署了撇油器和浮動障礙物，以阻止
原油進一步擴散。原定3日在亨廷頓比奇市舉
行的第五屆太平洋航展最後一天的飛行表演被

取消。卡爾3日下午表示，亨廷頓比奇市的海
灘將被關閉，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弗利在社交平台上說，連接到海上石油平
台的輸油管道破裂導致了本次原油洩漏。根據
美國內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的數據，加州南部
海岸附近聯邦水域共有23座石油和天然氣平台
。發生破裂的輸油管道所屬石油公司 Amplify
Energy的首席執行官馬丁•威爾舍3日表示，
預計不會有更多原油洩漏。卡爾當日說，市政
府尚未收到有關洩漏已被封堵的確認信息。

這是數十年來，南加州最嚴重的漏油事件
之一。 1990 年，一艘油輪在亨廷頓比奇附近
發生事故，造成 41.7 萬加侖原油洩漏。 2015
年，聖巴巴拉以北一條輸油管道破裂，導致
14.3萬加侖原油洩漏。 1969年，聖巴巴拉一處
鑽井平台發生井噴，導致420萬加侖原油洩漏
，無數鳥類、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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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達“里程碑式的”七十萬

美債務違約倒計時美債務違約倒計時？？為何會走到這一步為何會走到這一步？？
（綜合報導）美國正面臨歷史上首次債

務違約的潛在危機，如何避免美債違約已成
為華盛頓的“懸頭之劍”。專家認為，美國
不支付債務利息將是一種“自殘”，這將削
弱剛從新冠疫情中有所復甦的經濟，並可能
對美國的國際地位造成永久性傷害。

當地時間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舉行
了上任60多天來的首場正式新聞記者會，回
答了邊境危機、控槍、基建計劃等熱點問題
。
華盛頓的“懸頭之劍”

債務限額規定了美國最多可以藉多少錢
來支付政府的賬單，這其中也囊括了從社會
福利項目到軍隊的工資。

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自1960年以來，該限額已經被提高、暫停或者推遲了78
次：29次是在民主黨政府時期，49次是在共和黨政府時期。

上任總統特朗普2019年通過了一項預算措施，將該限額暫停了兩年，當限額在
2021年8月1日恢復時，美國債務已達到了上限，現在為28萬億美元。

美財長耶倫宣布，美國政府從8月起採取非常規措施，但這些措施將不再足以支
付10月18日之後華盛頓的賬單。

耶倫9月30日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上警告說，如果發生違約，“我認為這對
經濟和一個個美國家庭來說都將是災難性的”。這將影響近5000萬美國老人社保福利
金的支付，導致士兵工資支付中斷，針對家庭的扶貧計劃暫停。
違約將是一種“自殘”

如果真出現違約，這將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美國國債通常被認為是流動
性最佳、最安全的資產之一。美債也是全球經濟體系的支柱。

分析家們的共識是，華盛頓不支付債務利息將是一種“自殘”，這將削弱剛從新
冠疫情中有所復甦的經濟，並可能對美國的國際地位造成永久性傷害。

此外，普遍認為，美債違約不僅僅會對美國，也會對整個世界經濟、金融體系產
生影響，可能導致世界資本市場的信任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動盪。

為何會陷入這一窘境？
雖然民主黨人控制著美國會兩院，但只佔微弱優勢。

在當前的參議院中，兩黨佔據的席位為50：50(美參議院
共有100席位)，但由於副總統哈里斯為民主黨籍，在票
數相同時有決定權，因此民主黨是多數黨。

正常的債務上限提高需要參議院60票以上的讚成，這
意味著民主黨人需要10張共和黨人的選票，而作為反對
派的共和黨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幫忙提高債務限額。
兩黨的算盤

這場鬥爭發生的背景是美國總統拜登希望國會頒布總
額高達數万億美元的兩項支出案。

從共和黨的角度來看，大手筆預算案的通過顯然有利
於民主黨，特別是在明年還有國會中期選舉的情況下。
共和黨人辯稱，他們不會為支付這些法案而提高限額，

雖然事實上要支付以往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授權的支出，無論如何都需要提高限額。
共和黨人希望民主黨人利用預算和解程序單方面批准提高限額。預算和解程序只

需50票(副總統哈里斯在這時候就可以投一票，形成51：50)。不過截至目前，民主黨
方面並不想這樣做，稱該程序耗時且沒有必要，希望在提高債務上限方面把共和黨人
也“拉上船”。

大部分華盛頓的觀察家認為，兩黨其實都不希望出現國家違約的情況，認為他們
會以某種方式達成協議，而這很可能是在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的代價

這種情況以前也發生過，但並非沒有代價。
2011年在共和黨人阻止提高債務限額後，距離美債違約僅剩幾天時間。共和黨表

示，除非(來自民主黨的)時任總統奧巴馬同意在其支出計劃中做出讓步，他們才會同意
提高債務限額。

金融服務公司晨星指出，當時隨著提高限額的最後期限臨近，華爾街的市值蒸發
了百分之六。信用評級機構標普幾十年來首次下調了對美國聯邦政府的信用評級，標
普500指數大幅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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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價續走低 秋冬或企穩回升
專家：國家將啟第二輪豬肉收儲 價格反彈不宜預期過高

農業農村部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平均豬肉
批發價年內逐月走低，從1月份的46.71

元/公斤，跌至9月底的18.83元/公斤。國慶
假期，肉類作為節假日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焦點
受到關注。據了解，國慶期間肉品儲備充足，
豬肉仍處低價區間。
北京新發地市場數據顯示，9月30日，新

發地市場白條豬批發平均價為14元/公斤，比
上月同期下降17.65%。“眼下正是毛豬集體出
欄的時間，豬肉價格相比之前幾個月下行，約
在7元/斤至7.5元/斤。十一期間，豬肉日供
應量在2,000頭以上。由於節日效應，價格不
會出現上漲，節後可能會逐漸下行。”新發地
宣傳部負責人稱。

中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國

家已累計組織投放中央儲備豬肉9萬餘噸，牛
羊肉8,300噸，收儲中央儲備凍豬肉4.2萬噸。
國家發改委稱，國家將啟動第二輪中央豬肉儲
備收儲。據悉，此次收儲將於10月10日進
行，是本年度中央第4次啟動豬肉收儲。

收儲利提振生產主體信心
“國慶期間，豬肉、牛肉、禽肉等肉類價

格預計都將保持相對穩定。國慶過後，市場消費
通常會步入季節性淡季，導致價格回落。”中國
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朱增勇表
示，國慶後國家再次啟動豬肉收儲會一定程度上
支撐豬價，有利於提振生產主體信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
冰川表示，鑒於新一輪收儲陸續開展，加之秋

冬季傳統消費旺季，冬季醃臘灌腸提振，短期
豬價或有回升。但供給寬裕局面不改，反彈幅
度不宜做過高預期，中長期仍是相對平穩的狀
態。

豬肉進口量進一步壓縮
目前國內生豬產能已完全恢復，豬肉供

應出現過剩苗頭，生豬生產仍在慣性增長。
進口豬肉來看，據海關數據，8月份中國豬肉
及豬雜進口量為39萬噸，環比下降17%，同
比下降14.2%。胡冰川表示，生豬價格不斷
探底，加之進口及國產肉價差逐漸縮小，進
口量環比不斷降低。“目前國內生產的豬肉
大體可以滿足國內消費，未來豬肉進口量還
將進一步壓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非洲豬瘟和豬周期（編者

註：豬周期是指“價高傷民，價賤傷

農”的周期性豬肉價格變化怪圈）雙

重壓力下，豬肉價格曾一度漲至每公

斤80多元（人民幣， 下同），但隨着

生豬產能恢復，曾讓人“高攀不起”

的豬肉今年以來開始“跌跌不休”，

近期豬肉批發價更是每斤跌到10元以

內，即使消費強勁的雙節期間也仍保

持低價。國慶後中國將啟動第二輪中

央豬肉收儲工作，專家們認為，在收

儲、產能調控、秋冬消費旺季等多重

利好因素的影響下，豬價或將企穩回

升，但不宜做過高預期。與此同時，

國內豬價探底，進口豬將進一步壓

縮。
●中國豬肉價格持續走低。圖為民眾在超市挑選豬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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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到各大博物館裏看文物大展、上網欣賞國寶文
物、參與文博機構在線互動、在大興機場感受
“文化中國長廊”魅力……這個國慶節，把
假期過得更有文化味道，成為不少人的選擇。
有民眾表示，節日期間，文博機構紛紛推出各
具特色的文化大餐，濃厚的中國氣韻吸引大家
前往“打卡”。亦有不少人提到，旅遊的話一
定要到博物館去看一看，因為那裏濃縮着當地
的歷史文化。

今年國慶假期，各地博物館紛紛推出各
式展覽、特色社教活動，滿足不同人群、不同
年齡受眾參觀的需求。觀眾也是十分“買
賬”，國博國慶假期的門票早早被“搶光”，
故宮則僅剩7日下午的門票可供預約。另外，
2日中午，三星堆、武侯祠等博物館因遊客數
達最大承載量而停止售驗票。

據統計，國慶假期期間，國博共有25項
展覽供觀眾選擇，滿足觀眾的多樣參觀需求。
在故宮博物院，不少觀眾因“敦行故遠：故宮
敦煌特展”而來，188件文物外加3個敦煌莫
高窟的複製洞窟，讓觀眾近距離體驗敦煌石窟
與故宮的獨特魅力。

河南博物院則迎來了來自河北的重量級
國寶——中華第一燈長信宮燈。此外，由河
南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館等9家沿黃博物館共
同開發的“探秘黃河流域博物館——考古盲
盒”正式與大家見面。

在“馬王堆．符文之謎”博物館實景解
謎遊戲，探尋博物館裏隱藏的真相；在“亞洲
尋寶記”青少年活動中，走近波瀾壯闊的絲綢
之路，體驗精彩紛呈的亞洲尋寶之旅；在“奮
勇前進新征程”少年黨課學習黨史……湖南
省博物館舉辦的多樣系列活動引人注目。

小程序提供線上展覽
中國國家博物館與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聯

合打造的“文化中國長廊”亦在節前上新，以
中英雙語呈現國家博物館三大精品展覽，為旅
客奉獻亮眼文化大餐。其中，“禮和萬
方——商周青銅鼎特展”與國博實體展覽同
期推出，集中展示包括子龍鼎、大盂鼎、大克
鼎在內的青銅重器，傳遞家國興旺、鼎盛昌隆
的美好祝願。

在線活動同樣精彩，配合疫情防控，各
文博機構推出諸多在線文化活動。故宮博物院
與敦煌研究院在“數字故宮”“雲遊敦煌”小
程序中推出特展專題欄目，為疫情期間無法到
場參觀的觀眾提供精彩豐富的線上展示服務。

河南博物院則在支付寶推出首款“一起
考古吧”小程序，用戶打開支付寶首頁上滑到
底，即可進入“地下室”在線考古，成為數字
“考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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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經濟部表示，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民眾綁定數位五倍券後，如果因數位支付工具造
成不便，有改領紙本券的需求，可打免付費1988專線，在確認身分、且尚未使用數位五倍券後，
可協助解除數位綁定。

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表示，接獲一名中低收入戶民眾反映，綁定數位五倍券後，才知道帳戶須
先存錢消費後，政府回饋金才會入帳，但沒有錢先入帳，因此非常焦急。

經濟部晚間發布新聞稿，數位五倍券比照去年振興三倍券，採取先消費後回饋方式。以信用
卡為例，消費後會在下期帳單扣抵，民眾不必先拿錢出來；但是簽帳金融卡、電子票證等數位五
倍券支付工具的特性，則必須先存入款項或儲值，才能在消費後領取回饋。

經濟部指出，部分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民眾反映，在選擇支付工具領用數位五倍券後，需先行

儲值或存入款項後始得使用，可能造成經濟與使用上不便。
經濟部表示，如果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民眾，有解除數位綁定改領紙本券的需求，可以打免付

費1988專線，在確認民眾身分、且尚未使用數位五倍券後，將會協助解除綁定。
至於賴士葆在臉書提及有民眾反映，官方回應相關問題時稱，可每次存入新台幣50元進去，

存200次就可以解決等。經濟部指出，民眾問題都透過1988專線諮詢，每通客服語音都有錄音，
調閱相關60餘通錄音檔案後，並沒有類似對話。

經濟部說明，民眾選擇數位五倍券，可以就行動支付、電子票證、信用卡擇一綁定使用；但
務必留意，每種數位工具都有不同使用與回饋方式。

(綜合報道）疫情讓口罩成為日常
配備，但因無法完全看到對方表情，
難免產生距離感。清大助理教授包盛
盈設計出 「具有人情味的未來口罩」
，用人工智慧技術判讀表情，希望找
回人與人間互動的溫度。

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
程專任助理教授包盛盈接受中央社記
者採訪時表示，去年疫情爆發以來，
口罩成為基礎防疫配備，台灣過去因
為感冒就會有習慣要病人戴上口罩，
對戴口罩的接受度相對高，但在國際
間戴口罩仍然是冷漠與疏遠的象徵。

包盛盈指出，學術研究發現，
人們的溝通，尤其是人類的表情，多

半仰賴臉部口、鼻區域來傳達，但是
戴上口罩後，遮住大半的臉龐，無形
中造成許多困擾。

疫情期間為了保障生命安全，
各國政府陸續祭出維持社交距離、戴
口罩等措施，包盛盈思考，能不能在
配戴口罩保護健康同時，也能找回一
些人情味。

其中的關鍵突破在於用人工智
慧技判讀表情，透過偵測情緒，分類
指標後，達到可以即時顯示表情的功
能，這項設計更在今年獲得未來科技
獎。

這款 「未來口罩」可以根據開
心、興奮、悲傷、生氣、平靜等表情

進行人工智慧判讀，後續除了研發更
多種表情判讀技術外，也能應用在多
種場景，例如廠房、醫院、服務業需
要長時間配戴口罩的場域，同時進一
步發展人工智慧在偵測情緒上的研究
。

不過，這項技術其實是包盛盈
在閒暇時無心插柳的成果。原來，包
盛盈雖是醫學工程背景，但於麻省理
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
）取得媒體藝術與科學博士，骨子裡
是個藝術家的她，擅長把科技與藝術
跨域整合，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台大機械系學生梁舜勛在大學期
間便慕名而來，希望能跟包盛盈請教

，兩人共同討論，想不到這款 「未來
口罩」就此誕生。

這款能解讀人類情緒的 「未來口
罩」，因屬於前瞻應用，目前仍在技
術有初步結果階段，尚未發展到商業
應用。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包盛盈過去創
作打造的一連串系列作品，與 「未來
口罩」有著密切關係。例如， 「魔術
陽光」（LightByte）這項作品，獲得
多方關注，2014年更曾獲得有設計界
奧斯卡的德國iF設計大獎。

包盛盈指出，她當時運用陽光
、手工製作木片融入創作，以及自行
開發的即時傳感演算技術，就是希望

透過冰冷科技傳達溫暖，透過裝置重
新賦權（empower）每個人擁有 「魔
術一般操控陽光」的能力。

LightByte 讓陽光成為顏料，可
以在牆壁、地板寫下訊息，人們透過
這個結合著高科技的藝術作品，竟能
收到彼此來自陽光的問候，可能是一
個笑臉或是一句訊息，帶來豐富人情
味。

包盛盈指出，口罩也有異曲同工
之妙。口罩在疫情中往往帶來更多的
是冷漠、恐懼和疏離，但希望藉由科
技上的創新，透過跨域藝術的交融手
法來呈現、喚醒內心共同的的渴望，
找回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美好。

AI打造有人情味的 「未來口罩」
找回人與人互動溫度

Disney＋將登台 傳與台灣大獨家合作

客製化標籤客製化標籤BNTBNT疫苗再到貨疫苗再到貨 約約2020萬劑萬劑
由台積電由台積電、、鴻海暨永齡基金會鴻海暨永齡基金會、、慈濟基金會共同捐贈慈濟基金會共同捐贈BNTBNT疫苗疫苗15001500萬劑萬劑，，前前

44批共到貨批共到貨305305萬劑萬劑，，44日再到貨約日再到貨約2020萬劑萬劑。。

中低收入戶數位五倍券支付不便經部：協助解除綁定

(綜合報道）華特迪士尼旗下OTT服務Disney＋
將於11月12日登台，市場傳出，台灣大、凱擘集團
將成為台灣獨家合作夥伴，推出5G、有線電視寬頻
等專案優惠，助陣Disney＋在台擴大市占。

宅經濟發燒，境外OTT強攻海外市場，繼Net-
flix等國際巨擘後，華特迪士尼公司旗下串流影音服
務Disney＋將於11月擴展到亞太市場，日前宣布在台
灣及南韓上線日期為11月12日，並將於同一天舉辦
Disney+推出2週年的全球粉絲慶祝活動Disney＋ Day
。

Disney＋為全球第二大影音串流OTT平台，涵
蓋來自迪士尼龐大的娛樂內容庫，包括指標性的6大
品牌迪士尼、漫威、星際大戰、皮克斯、國家地理及
Star，在全球推出不到兩年時間，已累積1.3億用戶，
僅次於Netflix的2.09億用戶。

Disney＋預計8日舉行台灣上市記者會，並於14
日於Disney＋亞太區內容發表會公布亞洲市場內容及

推展計畫。市場盛傳，Disney＋將宣布台灣大、凱擘
集團成為台灣獨家合作夥伴，但目前未獲台灣大證實
。

不過，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先前曾表態，
Disney＋是台灣電信業者夢寐祈求合作的對象， 「到
底落誰家不敢說」，但台灣大意願很高，也極力爭取
。他也認為，未來有線電視和OTT這些界線會越來
越模糊，大螢幕與小螢幕都會並存。

消息指出，台灣大將透過5G、有線電視寬頻等
專案優惠，提供用戶以每個月200元有找的價格申辦
Disney＋，力促Disney＋在台灣用戶超過50萬戶。

另外，台灣大哥大myVideo投資影視作品獲佳
績， 「天橋上的魔術師」與 「做工的人」在金鐘獎一
舉奪下10項大獎，台灣大總經理林之晨對此表示，
會加倍投入台灣影視音產業，也期待世界看到台灣軟
實力。



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舉辦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舉辦
「「與趙錫成博士和趙小蘭部長網絡爐邊對話與趙錫成博士和趙小蘭部長網絡爐邊對話」」

為交大美洲第十二屆盛會拉開序幕為交大美洲第十二屆盛會拉開序幕
（本報訊）2021年10月2日，星期六，為慶祝即將到來的

第十二屆大會，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主辦了一場與趙錫成博士和
趙小蘭部長別開生面的網絡爐邊對話，並與全球數百名交大校友
進行了親切交談。趙錫成博士曾擔任交大校友會及交大校友會基
金會主席長達11年。趙錫成博士與他的長女，美國第24 任勞工
部長，第18任交通部長趙小蘭一同出席本次盛會。趙部長是美
國歷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為總統內閣的亞裔女性。

在爐邊交談中，趙博士和趙部長就提出的許多問題進行了探
討：作為華裔美國人在疫情期間的生活經歷；針對亞太裔美國人
暴力行為的增加；以及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對所有亞裔美國人的影
響以及如何應對等諸多相關問題。趙博士和趙部長對越來越多亞
裔美國人的積極參與以及更多為亞裔美國人發聲的組織的建立也
表示了讚賞。

趙博士和趙部長還討論了經濟賦權的持續需求：如何讓華裔
美國人在美國社會中取得進步，能夠進入更高的行政和管理階層
；如何獲得在美國主流社會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以及一些人
仍然面臨的語言和文化障礙，同時還要試圖保留自己的種族身份
。

與會者還詢問了趙博士和趙部長如何克服重重困難和逆境並
堅持下來的親身經歷。趙博士和趙部長從他們作為第一代中國移
民的經歷，從適應和保持韌性中汲取希望，獲得鼓勵，並分享了
睿智的建議。

趙博士對校友們語重心長地說到， 「在我年輕的時候，想著
進入交通大學，似乎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我來自一個小農村
，那時候生活很艱難，而我的家人卻十分重視教育。 是教育改
變了我的人生。 我必須依靠獎學金才得以獲得教育，這就是為
什麼我的太太木蘭和我如此積極地投入我們的慈善事業。為優秀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以此提昇華裔美國人的地位，讓這個
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趙部長也分享了家庭對培養人生韌性的重要性， 「作為一個

家庭，我們從不以追求成功作為目
標； 相反，我的父母總是強調過一
種體面的生活，做一個好人，並為
社會做出貢獻。 他們也總是強調與
自己競爭，而不是與他人競爭。 當
我們最初來到美國時，我們遭遇了
許多逆境。 但我們堅持了下來，因
為家庭給我們帶來了安全感和穩定
性。 在我們的生活中和中國文化裡
，擁有堅強的家庭後盾是一筆巨大
的財富。 我的父母思想積極、樂觀
，對未來，更美好的明天總抱有希
望。我們處在充滿挑戰的時期，但
只要有決心，通過共同努力，我們
就會獲勝。」

趙錫成博士一生致力於航海事
業，並通過慈善活動幫助他人。他
是福茂集團的創始人兼名譽主席。
該集團是一家以誠信、可靠以及優
質服務著稱的美國航運公司。他在
上海郊外一個小鄉村的知識分子家
庭長大。在其職業生涯早期，29歲便晉升為最年輕的遠洋船長
之一。他參加了全國考試院舉辦的甲級船長特種考試，成績斐然
，打破歷來考試記錄。這項成就使他有機會到美國繼續深造。

趙博士在紐約市聖約翰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即創
立了福茂航運公司，之後又擴展到福茂集團。作為綠色技術的較
早採用者，福茂集團在其船隊中採用了燃油效率設計和技術，該
船隊躋身全球最環保的散貨船之列。由於其對海運業的傑出貢獻
，趙博士被選入聯合國國際航運名人堂。

趙博士和他已故夫人趙朱木蘭女士畢生致力於推廣教育和慈
善事業。基金會的獎學金使數千名莘莘學子受
益。為了紀念木蘭對信仰、家庭和慈善事業而
奉獻的傳奇一生，他們慷慨解囊，捐贈修建了
多所大樓，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的趙朱木蘭中心
，這是哈佛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座以亞裔美國人
命名，也是第一座以女性命名的大樓。
趙博士獲得了無數的榮譽和獎項。他曾在美國
最高法院獲得 「奧爾傑傑出美國人獎」 和
「埃利斯島榮譽勳章」 。美國國土安全部頒發
給趙博士 「傑出美國公民獎」 。聖約翰大學，
尼亞加拉大學，尼亞克大學，輔仁大學，國立
交通大學，台灣海洋大學，麻省海事學院分別
授予趙博士榮譽博士學位。他還獲得了由美東
華人學術聯誼會頒發的 「傑出終身成就獎」 。
美中教育基金會授予趙博士 「領導力和成就

獎」 ，以表彰其作為一位勵志領袖，為社區、國家和世界做出
的巨大貢獻。麻省海事學院授予趙博士首屆 「海軍上將傑出服
務獎」 ，以表彰他的領導才能和對世界的卓越貢獻。美洲中國
工程師學會向趙博士頒發了 「世紀獎章」 ，以表彰他在採用節
能環保的船舶設計和技術方面所發揮的領導作用。哥倫比亞大學
授予趙博士首屆 「創新成功獎」 。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因其令
人鼓舞的領導能力，授予趙博士 「海軍上將獎」 。趙博士還獲勞
埃德名單頒發的 「終身成就獎」 。最近出版的暢銷書《逆風無畏
》是一本生動講述趙錫成博士傳奇人生的人物傳記，繼而出版的
《淡定自在》是講述已故夫人趙朱木蘭女士一生博愛與奉獻的生
動傳記，兩書相得益彰，珠聯璧合。

趙小蘭部長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為總統內閣成員的亞
裔美國女性。她是二戰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內閣部長。她是兩黨
一致通過出任兩位總統內閣的職位：美國勞工部長和美國交通部
長。

趙部長八歲時來美，就像她的父母一樣，一直致力於為亞裔
美國人提供更多機會。在其擔任勞工部長期間，有史以來第一次
，該部門的勞工統計局有了亞裔美國人類別，並每月記錄亞裔美
國人的就業數據。

在成為勞工部長之前，趙部長曾任聯合勸募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以及和平團主任。在每個職位上，她始終是第一位被任命的亞
裔美國人，披荊斬棘為更多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崛起開闢道路。

趙部長獲得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及37個
榮譽博士學位。她是趙錫成博士和已故夫人趙朱木蘭女士六個女
兒中的長女。

趙錫成博士和趙小蘭部長趙錫成博士和趙小蘭部長

喪訊喪訊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6060年代來休士頓發展事業的註冊護士年代來休士頓發展事業的註冊護士（（RN )RN )曹衛曹衛
怡賢女士怡賢女士，，從事房地產業多年從事房地產業多年，，堪稱本地房仲業者的先驅堪稱本地房仲業者的先驅。。退休後專心隱息持退休後專心隱息持
家家，，含飴弄孫含飴弄孫，，生活美滿生活美滿。。其夫婿曹志源教授更名滿天下其夫婿曹志源教授更名滿天下，，為為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多多
年主要的主筆之一年主要的主筆之一。。曹衛怡賢女士近因身體違和曹衛怡賢女士近因身體違和，，於九月卄九日在家仙逝於九月卄九日在家仙逝。。並並
將於近日在華人眾多的將於近日在華人眾多的Forest ParkForest Park 安葬安葬。。怡賢女士的老伴曹志源教授悲痛之餘怡賢女士的老伴曹志源教授悲痛之餘
，，因年邁不克向眾親友個別報哀因年邁不克向眾親友個別報哀，，乃藉本報一角乃藉本報一角,,發佈喪訊發佈喪訊，，不周之處不周之處，，尚祈福尚祈福
各界見諒各界見諒。。

僑社房地產事業先驅僑社房地產事業先驅曹衛怡賢女士逝世曹衛怡賢女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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