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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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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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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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苗研發再傳
佳音。美國嬌生研發的疫苗進行第二次動
物實驗，將疫苗注入倉鼠體內，發現倉鼠
接種疫苗後產生抗體，且沒有嚴重的副作
用。這結果讓嬌生很振奮，預計本月開始
進行第三期實驗。

嬌生 3 日將結果發表於《自然醫學》
（Nature Medicine）期刊。在實驗期間，倉
鼠接受單劑疫苗注射，四周後接觸新型冠
狀病毒。接受疫苗注射的倉鼠比未接種疫

苗的倉鼠，體重較輕，但未出現嚴重的副
作用，例如肺炎或死亡。

但嬌生警告，在倉鼠中取得正面結果
，不意味在人類身上也會取得正面成果。

美國政府圍加快研發疫苗的腳步，5月
推出 「神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
）資助7種疫苗的早期試驗，嬌生疫苗是其
一。

另外，由輝瑞（Pfizer）研發的疫苗，
亦是 「神速行動」資助對象之一。輝瑞稱

，正進行最後階段的疫苗試驗，可望最早
在10月得知測試結果，屆時便知疫苗是否
能問世。

嬌生預計本月開始第三期實驗，到時
結果出來將決定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嬌生
將在美國及巴西、墨西哥等國家約 180 個
地點，進行新冠肺炎候選疫苗的第三期臨
床試驗，受試者多達6萬人，將是目前為止
規模最大的新冠肺炎疫苗實驗。

加快研發加快研發 美新冠疫苗實驗再傳佳音美新冠疫苗實驗再傳佳音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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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美國衛生部部長
埃塞今天表示，我們
希望疫苖早日問市，
絕不是為了大選 ，
而是為拯救生命 ，
根據最新民意調查
，只有有百分之四十
四的國人願意接受種
疫， 百分之二十二
不願意， 百分之三
十二沒有意見， 醫
療專家擔心， 目前
志願接受測試的國人
中， 有色人種只有
四萬人，這個比例遠
不能足够说明问题
， 因此對疫苗之有
效性有很大的質疑。

疾管中心的福其博士對於藥物管理局之審
查深具信心，他認為這些專業人士不會因故而
放水批准疫苗。

川普總統重申他對於疫苗之發現深具信心
， 他當然希望在十一月三日大選之前上市以搶
救他的選情， 專家們希望首期疫苗應給予在前
缐工作的醫療救護人員及六十五歲以上的年長
人士。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防禦不力，使疫情在

全球繼續蔓延，死亡人數也未見明顯下降，許
多地區可說是民不聊生， 前途茫茫， 唯一能寄
望的就是疫苗早日上市，拯救受苦民眾。

坦承而言，在今天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自媒体之發達，每個人都可以在各種社交平台
上大放厥辭，散佈許多假新聞，進行煽動民情
之動作。

大選在即，我們已組成龐大堅強的隊伍，
對十一月三日之總統選舉 ，進行倒數計時之詳
盡報導， 讓我們社區之選民做出正確之選擇。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0404//20202020

The U.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has told
public officials to prepare to distribute a nearly
ready coronavirus vaccine as soon as late October
as medical experts now predict 410,000 U.S.
coronavirus deaths by January 1. This would mean
another 224,000 people could lose their liv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only 44% people
want to get the vaccine, 22% don’t want it and
32% don’t know. There are 30,000 volunte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clinical trials, but there are only
4,000 people of color
participating. This is a
big concern for the
people who are
administering the
vaccine.
Dr. Fauci, NIAID
Director, said he has
full confidence that
the FDA will fully
approve the vaccine.
President Trump has
also claimed that the
vaccine will be on the
market very soon. He
expects it sooner
than the end of the
year.

When the vaccine
comes out, those
people working in the
front line and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 will get it first.

Regretfully, the social media that is so popular with
a lot of people, is being used to spread fake news
about the vaccine.

STV is already organizing a strong team and has
started posting news about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will bring firsthand all the elections
news to our community. We hope all of us will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our future.

Should The Vaccine ServeShould The Vaccine Serve
Politics?Politics?

疫苗為政治服務疫苗為政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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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日增確診4度超過8萬起
累計病例直追巴西

根據中國民間故事花木蘭代父從軍的英勇
事蹟改拍的古裝戰爭動作電影”花木蘭”
(Mulan) 終於上片公演了, 迪士尼公司新採取分
拆發行策略，既透過Disney+進行付費點播上
映，也有線下上映, 雙管齊下, 應會造成轟動
。

這一部”花木蘭”其實就是迪士尼公司同
名動畫電影的真人翻拍版, 該部動畫片在1998
年上片後非常受到歡迎, 後來迪士尼又加拍了
《花木蘭2》續集片, 同樣歷久不衰,所以他們
在兩年前決定改拍真人版《花木蘭》, 並從千
人應試中選中已入籍美國的中國女星劉亦菲擔
任女主角, 她在自述中表達了拍攝這部片子所
投入的心血與時間真是令人感動, 由於全片在
新西蘭和中國兩個地方拍攝，動用的場景和人
力驚人, 在女導演妮基·卡羅精湛的執導下拍攝
了半年之久，,總預算達到2.9億美元，費用相
當驚人！

事實上，近 1500 年來花木蘭的身份如何
定義一直存有爭議,在中國古代南北朝時期的

原著《木蘭辭》中花木蘭是一個對家庭忠誠的
傳統女性,她秘密志願保護她的父親，代父從
軍奔赴沙場英勇殺敵,在戰場上贏得榮譽後，
她放棄了從軍從政的計畫,唯一的願望就是回
到家庭，恢復家庭婦女的生活。

在動畫版的《花木蘭》中,女主角兼顧了
忠誠的女兒和堅定的愛國者的雙重形象，片中
的輕鬆搞笑和感人故事至今仍讓影迷們記憶猶
新，而在真人電影中的《花木蘭》則是在人物
定義上已被重新塑造過, 片中各種生動的戰場
搏殺打鬥片段成為重頭戲,因此真人版電影
《花木蘭》更像是一部武俠片，而非音樂劇。

現代女性的價值和意義因為社會大環境的
變化，已經與古代大不相同，當然從這部花木
蘭電影中也會讓我們得到一些省思。

這部花木蘭原本在3月就要上片了, 但卻
在上映前夕遇到了冠狀病毒大流行，不得不一
再推遲, 如今終於正式推出, 頗值得大家欣賞
。

【李著華觀點: 英勇花木蘭】

(本報訊)據路透報導，印度官方數據顯示，
印度 4 日通報新增 8 萬 3341 起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這已是單日新增第4度突破8萬例，印度累
計確診人數達到 394 萬人，緊追全球疫情第二
嚴重的國家巴西。巴西累計確診病例現已超過
404萬起，不過疫情的傳播速度則有減緩跡象。

有專家預測，印度疫情將在一周內超過巴
西，大概兩個月內超過美國。印度衛生部4日
通報，又有1096人死於冠病，全國累計死亡病
例6萬8472起。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美
國確診病例累計達614萬9265例。據美媒統計
，美國已有 37 個州的高校報告超過 2.5 萬例確
診病例，重開校園被認為是近期病例攀升的主
要原因。

另據巴西衛生部 3 日下午公布的新冠疫情
數據，巴西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4萬3773
例，累計確診404萬1638例；新增死亡病例834
例，累計死亡12萬4614例；累計治癒病例324
萬7610例。專家認為，疫情在巴西的傳播速度
已出現減緩跡象。

新華社 4 日據巴西衛生部最新疫情報告指

出，在8月23日至29日一周，巴西累計新增死
亡病例數較前一周下降約11％。這是疫情爆發
以來巴西新增死亡病例數首次較前一周下降
10％以上。一周日均死亡病例降至 900 例以下
，為3個半月以來的單周最低數字。

報告還顯示，8月23日至29日一周的累計
新增確診病例數下降約0.6％，儘管降幅不如前
一周，但基本保持穩定。現有確診病例總數也
已連續3周回落。截至3日，巴西新冠治癒率約
為80.4％。

據巴西媒體報導，英國帝國理工學院9月2
日發布的報告指出，從8月31日起，新冠病毒
在巴西的有效傳染數降至0.94，為4月以來最低
數值，即實施防控等干預措施後 100 個新冠疾
病患者預計會將病毒傳染給94人。若該數值維
持在1以下，感染人數就能逐步下降。

巴西衛生專家認為，巴西目前疫情還處於
高位穩定期，其中死亡病例數顯現出從高位下
降的趨勢。隨著氣溫升高，呼吸道疾病的傳播
會相應減少，接下來幾周，巴西新冠疫情有望
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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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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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裏求斯燃油泄漏清理船相撞
2名船員死亡2人失蹤

綜合報導 毛裏求斯總理賈格納特說，壹艘協助清理漏油事故的拖

船與壹艘駁船相撞，造成2名船員死亡，另有2人失蹤。事故發生後，

搜尋失蹤船員的工作正在進行中。

日本籍貨船“若潮”號7月25日在毛裏求斯東南部海域擱淺。8月6

日，貨船船體破裂，大量燃油泄漏。據當地媒體報道，這艘貨船載有約

4000噸燃油，至少1000噸燃油已泄漏至附近海域。

考慮到燃油泄漏事故對附近環境及瀕危生物的破壞，毛裏求斯

8月7日宣布該國進入“環境緊急狀態”，並展開了壹系列環境清理

工作。

據報道，此次船只相撞事故發生在當地時間8月 31日晚，壹艘

拖船與壹艘駁船從日本籍貨船“若潮”號漏油地點返回時，發生了

相撞事故。

毛裏求斯港口當局稱，拖船上的8名船員棄船逃生。4人後來獲

救並被帶到岸上。總理賈格納特在醫院看望獲救船員後說：“我們

失去了兩名拖船船員，還有兩人下落不明，這是個悲劇。”“在漁

民的幫助下，我們正在盡壹切努力尋找他們。我代表政府向他的家

人表示慰問。”

賈格納特還說，當時拖船正在運送壹些燃料，但“沒有泄漏的

風險”，並承諾對事故進行調查。

蘇丹政府與反政府武裝聯盟簽署和平協議
綜合報導 蘇丹於1956年1月1日宣

布獨立，期間經歷7次政權更疊。常年

來，蘇丹飽受國內戰亂摧殘，安全形勢

動蕩。

2003年以來，達爾富爾地區壹些武

裝組織進行反政府活動，並與鄰國部分

部落武裝結盟，導致地區局勢持續動蕩

。2011年，南科爾多凡州和青尼羅河州

開始出現武裝叛亂，同年“蘇丹革命陣

線”組建。“蘇丹革命陣線”長期與蘇

丹政府軍在上述地區對峙交火。

2014年 1月，時任蘇丹總統巴希爾

開啟全國對話進程，希望解決曠日持久

的武裝沖突，實現和平。2016年 3月，

非盟高級別執行小組和蘇丹政府簽署了

壹份路線圖協議，呼籲在青尼羅州、南

科爾多凡州和達爾富爾地區停止戰爭，

進行全國對話，但遭到大部分反對派組

織反對。

2019年 4月，巴希爾政府被軍方推

翻。數月後，蘇丹過渡政府成立，過渡

政府希望與反對派武裝和解，結束內戰

，重振經濟。同年10月，蘇丹過渡政府

在南蘇丹首都朱巴與反對派武裝代表舉

行首輪談判。為展示誠意，過渡政府提

出釋放戰俘等提議，同時宣布在國內3

個沖突地區單方面“永久停火”。不過

反對派武裝後來聲稱遭到蘇丹軍方攻擊

，雙方談判隨即暫停。兩個月後，雙方

又恢復了壹度中斷的會談，蘇丹和平曙

光重現。

當地時間8月31日，蘇丹政府與反

政府武裝聯盟—“蘇丹革命陣線”在南

蘇丹首都朱巴簽署和平協議。

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布爾漢、蘇丹

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代表蘇丹政府，

與反對派代表出席了協議簽署儀式。內

容涉及安全、土地所有權、權力分配、

解散武裝並吸納武裝人員加入政府軍以

及流離失所者返鄉等。

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 布爾漢：

這項和平協協議對蘇丹過渡政府非常

重要，它會引領修改憲法、改革安全

部門，並確保蘇丹所有地區的和平與

穩定。

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布爾漢感謝南

蘇丹為雙方達成和平協議提供的幫助。

南蘇丹總統基爾也見證了和平協議簽署

儀式，並號召國際社會與蘇丹人民壹道

共同維護蘇丹的和平穩定。此前，蘇丹

政府與反對派曾在南蘇丹朱巴進行多輪

協商，最終達成此和平協議。

此次和平協議的簽署被認為是蘇丹

多年內戰結束的重要標誌。但是，“蘇

丹革命陣線”其中兩支武裝“蘇丹解放

運動”和“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

”拒絕簽署這項和平協議。

示威者沖擊國會大廈
德國多名政要嚴辭譴責

綜合報導 針對部分右翼示威者 29 日揮舞德意誌第二帝國旗幟

並沖擊德國國會大廈的行為，德國多名政要予以嚴辭譴責。德國

總統施泰因邁爾 30 日表示，這是“對民主心臟的進攻”，永遠無

法被容忍。

8月 29日，數萬人走上柏林街頭抗議政府實施的防疫政策，其

中包含大量支持極右翼主張的人士。當天傍晚，部分示威者在德

國國會大廈前揮舞德意誌第二帝國旗幟。壹些人試圖闖入國會大

廈，並向阻止他們的警察投擲石塊和玻璃瓶。他們壹度站上國會

大廈臺階，但最終被警方驅散。據警方通報，在當天的示威中有

約300人被捕。

施泰因邁爾表示，在德國聯邦議院前揮舞第二帝國旗幟、實

施極右翼挑釁行為是“對我們民主心臟壹次令人生厭的進攻，我

們永遠無法容忍”。他感謝警方的應對，並將在 31 日接見參與行

動的警官。

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朔伊布勒亦譴責了29日發生的沖擊國會大廈事件

，形容這是“令人厭惡的”。他同時強調，這只是極少數人的行為，絕

大多數德國公民不願與這些人為伍。

德國執政黨基民盟主席克蘭普-卡倫鮑爾表示，這壹事件令她“不安

和憤怒”。社民黨籍的德國副總理兼財長朔爾茨表示，必須盡壹切所能

確保這樣的畫面不再重演。

據德國電視壹臺報道，德國執政兩黨將召集聯邦議院元老委員會

特別會議，以盡快建立壹個安全區，確保德國國會不會淪為極端分

子的舞臺。

世衛稱疫情致90%國家出現衛生服務中斷
籲謹慎解封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舉行新

冠肺炎例行發布會，世衛組織總

幹事譚德塞稱，壹項涉及105個

國家和地區的調查顯示，有90%

的國家發生衛生服務中斷。他還

呼籲各國認真對待重啟經濟與社

會，“沒有控制(病毒)就開放，

只會導致災難”。

在當天的發布會上，譚德

塞警告稱，“沒有控制(病毒)

就開放，只會導致災難”。他

稱，世衛組織全力支持重啟經

濟與社會的努力，“我們希望

看到孩子們重返學校，人們回

到工作場所，但這必須安全地

進行。同時，沒有任何壹個國

家可以假裝新冠大流行已經結

束。現實情況是，這種病毒非

常容易傳播。”

譚德塞表示，世衛當天公布

的、來自105個國家和地區的調

查結果顯示，90%的國家衛生服

務發生中斷，中低收入國家受到

的影響最嚴重。調查顯示，多達

70%的國家出現基本衛生服務中

斷，其中包括常規免疫、非傳染

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計劃生育

和避孕、心理健康障礙的治療和

癌癥診斷治療。

譚德塞在會上提出了控制病

毒的四個基本事項：首先，應防

止會造成疫情擴大的事件，決策

者在評估何時或如何讓人們參加

聚會時，必須把風險考慮在內；

第二，保護包括老年人、有潛在

疾病的人等弱勢群體，減少新冠

死亡人數；第三，每個人須保護

好自己和他人，采取包括保持社

交距離等措施；第四，政府須采

取有針對性的行動，以發現、隔

離、檢測和照顧患者，追蹤並隔

離接觸者。

此外，譚德塞還通報了世衛

對近日發生大爆炸的貝魯特所開

展的工作。貝魯特爆炸造成6500

多人受傷、30萬人無家可歸，並

嚴重損害了衛生基礎設施和醫療

用品。世衛及其合作夥伴正為傷

者提供護理，確保每個人都能獲

得基本的衛生服務，還向衛生工

作者和社區提供幫助，並協助重

建被損毀的醫院。

當天，世衛發布了新冠肺炎

每周流行病學報告。報告顯示，

8月24至30日，全球壹周內新增

超180萬確診病例、新增超3.8萬

死亡病例。與8月17日至23日的

前壹周相比，新增確診增加了1%

，新增死亡減少了3%。美洲區域

仍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

上周新增確診數約占全球新增確

診數的50%；東南亞區域上周確

診病例數出現最高紀錄增長，新

增確診超50萬例。

法鐵電力故障致2500名乘客車中過夜

將賠三倍票款
綜合報導 法國國家鐵路公司鐵路西南

線發生“壹系列電力故障”，約2500名乘

客被困在火車上壹夜，故障預計最早要到9

月1日上午才能修復。

據報道，該事件從8月30日下午開始

，導致法國西南部交通中斷。連接波爾多

與其他城市的四列高鐵被困在鐵軌上，對

當天其他火車線路也產生了壹定影響。

報道稱，部分乘客在社交媒體上發布

圖片，有人睡在火車的地板上，壹些人則

表示急需水、食物、和口罩。由於身體原

因，有數人提前被撤離。其余乘客則在8

月31日早上，被安排乘坐公共汽車和其他

火車，趕往其本來的目的地。

法國國家鐵路公司表示，交通預計9

月1日才能恢復。

法國負責交通事務的部長級代表讓-巴蒂

斯特· 傑巴利稱，該公司將向所有乘客退還三

倍票價費用。故障主要是由於大功率架空電

纜出現損壞。近期，法國數以百萬計的人準

備結束8月假期，重返工作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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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每天都會推文或轉推文幾十次
，甚至幾百次，而多數內容都是自吹自擂。

然而，據CNN新聞網3日的分析指出，川普三不五時就會
不知不覺自曝個人的重要秘密。 「道瓊工業指數剛以超過29,
000 點收盤！讓我當總統，算你們走運。要是躲藏喬（Joe
Hiden'，拜登）就崩盤了。」

從字面上來看，總統嘴裡說出， 「讓我當總統，算你們走
運」真的很不尋常，以往任何總統要是這麼說，都會令人不可
思議。為甚麼呢？因為以往美國總統都了解，身為總統象徵著

榮譽和大眾的信任。受到3.3億美國人信任，在國內外為他們
的利益代言，是多大的恩賜，應該會令任何入主白宮的人心懷
謙卑。

不過，川普周三在推文中說得再清楚不過，在他心目中，
當總統是給美國人恩惠。他認為當總統很麻煩，而他會願意這
麼做，只是因為認為，自己是唯一能解決美國沉痾的人。

分析指出，這並不是假設推測，而是川普親口說的，他不
但說了，而且說了很多次。 「我熱愛我以前的生活，好多事都
在進行，」他2017年接受路透專訪時說， 「現在的工作比以前

多，但我認為那會比較容易。」
他2019年甚至在加州的演說中直言， 「當總統讓我花了大

錢，大概30－50億美元（近880－1500億台幣），可是我根本
不在乎－我不在乎。你知道，要是你很有錢，那就無關緊要，
我只想把事做得很棒。」

而今年夏初他受訪時，說得更直白。 「就商業，人生和所
有的事來說，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就是宣布要競選總統前
。一切都很好...如今我真的很高興這麼做了，但卻受到非常不
公平的對待。」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8月初簽署行政命令，提出封
殺社交媒體TikTok和微信，指兩款手機程式是 「國家安全威
脅」。美國傳媒和公眾關注大都落在TikTok上，但《紐約時
報》指出，微信的影響力遠在TikTok之上，並訪問了一名美
藉維吾爾人和一名曾經長居加拿大的中國人，剖釋中國如何透
過微信進行監控和恐嚇，並向世界輸出流言和假新聞。

報道指出，TikTok與中國大陸的抖音是完全分割，只存在
於中國以外，內容以輕鬆有趣短片為主；海外微信用戶雖然會
有不同使用守則，但與中國國內的微信基本是融為一體。微信
亦提供一站式通訊、社交媒體、支付、購物、閱讀新聞資訊等
功能，控制力更伸延到中國國外，成為中國監控國民、以至世
界各地人一舉一動的工具。

報道引述美國法庭文件指，中國的秘密警察都靠微信，恐
嚇海外異見分子。美籍維吾爾人喬達特（Ferkat Jawdat）一直
在海外進行維權運動，呼籲國際關注中國剝奪新疆維吾爾人人
權，他在中國的母親也曾被關進集中營。喬達特一直沒有刪除
微信賬號，因為這是他和母親幾乎唯一的連繫，盼望有一天能
在微信聽到母親的消息。

到2019年夏天，喬達特的母親獲釋，並在微信再次與母親
通訊，但發現母親開始用生的字詞，歌頌中國共產黨。之後一
名自稱是新疆地區安全執法部門高級官員的男子，透過微信接
觸他，表示只要他願意停止就新疆集中營在海外發聲，便可以
給他母親護照出國，與他團聚。

喬達特之後保持了兩至三星期沉默，拒絕接受傳媒訪問，
缺席演講場合，但該名新疆官員沒有反應，最終喬達特忍不住
與他對質，對方反而恐嚇道： 「你只是一個人對抗超級強權。
與中國相比，你甚麼都不是。」喬達特表示認識另外兩人，和
他有相同經驗，相信同類事件在全球都在發生。

報道引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調查指，中國駐美大使
館會用微信與美國軍方的研究人員臥底聯繫，協調中國留學生
，盜取美國科技。

除了監控，微信亦是中國發佈假新聞、假消息的集散地。
Joanne Li過去長居加拿大多倫多，她形容2013年在手機裝微信
後，為她 「開拓新世界」，一度讓她這些海外中國人 「脫離現
實」，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開始覺得不對勁：在微信世界
，川普當時被描繪成 「成功商人和領袖」，但她與非中國人聊
天時，發現外國人對川普的印象並非那回事。

Joanne開始閱讀其他渠道的新聞，漸漸發現微信充斥流言
、陰謀論，甚至公然的謊話，過去便經常有新假聞，誤報加拿
大總理杜魯多計劃 「毒品合法化」、加國的雜貨店 「開始銷售
大麻」、把加國藥物帶入中國境內 「會被拘捕」等。微信經常
出現有關華為太子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案的評論文章，批評
加國已 「沒有公義」，Joanne覺得與自己的經驗相違背： 「假
如我只看中國的媒體，我的想法一定完全不同。」

到2018年，Joanne回到中國生活和工作，並在微信加入群
組，互相分享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到今年初，Joanne在群組

分享一篇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講述中加關係惡化
的文章，翌日即有四名持槍和盾牌的公安上門拘捕她。

Joanne憶述當時公安撿走她的電話和電腦，把她帶到地區
警署，把她鎖在審訊椅（Tiger Chair）上，進行通宵敲問，其
間負責盤問的人員不斷強調 「中國有保護言論自由」。最後
Joanne寫了悔過書、承諾支持中國後才獲釋。

現在Joanne不再在微信分享境外新聞，停止討論政治，在
網上留言時也故意打錯字，例如以 「金叉」代替 「警察」，避
開審查，但她無法停用微信，因為她需要微信上的健康碼，才
能進出商店和乘搭交通工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方可成指出，即使是清華大學的
教授，也會誤傳2019年巴黎聖母院被伊斯蘭教徒縱火等假新聞
。他2018年開設微信號 「新聞實驗室」，開班講解新聞學，分
析報道文章，教人分別評論與有消息來源的報道的分別，最初
只有500名學員，去年學員已增加到1,300人，但微信號到今年
疫情爆發後，被指 「違規」和關閉。方可成認為目前中國對外
國傳媒懷有更多敵意，在其他平台重新開設 「新聞實驗室」並
不安全，決定不再開班。

方可成認為，封殺微信的作用並不大，因為用戶可以轉用
其他中國程式，繼續發表政治宣傳和流言，亦不能改善資訊本
身的質素。他認為監管社交媒體公司、增加公司透明度，會是
更好的做法， 「資訊就像水，水質可以改善，但沒有了流動，
水便容易發臭。」

推特王川普推文猛自誇推特王川普推文猛自誇
意外曝露大秘密意外曝露大秘密

《紐時》：微信影響力遠超TikTok
中國賴以進行監控、恐嚇、輸出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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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冠累計確診超2萬例
重癥患者兩周增加8倍以上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表示

，截至當地時間當日零時，韓國新增235例

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累計確診已超2萬，達

20182例。當日距離韓國出現首例確診患者

已過去225天。

新增病例中，社區感染為222例，境外

輸入病例13例。

以首爾“愛第壹”教會和光華門集會集

體感染等為主，連日來確診患者不斷增加，

其中截至8月31日中午，“愛第壹”教會相

關確診人數已增至1056名，光華門大規模集

會相關確診患者在韓國境內14個地區均有出

現，累計確診達399人。同時新的集體感染

也在零星發生，因此新增確診人數隨時都有

可能再次增加。

另外，危重患者和重癥患者連日激增，

目前已累計達104名，可用病床和人力也出

現短缺，防疫當局進入緊急狀態。

韓國中央事故處理本部副本部長金剛立

9月1日表示，新冠肺炎重癥患者急速增加，

情況處理十分困難。

他稱，已經連續兩周，每天出現200名

以上新增患者，尤其是60歲以上老人占30%

這點十分令人擔憂。隨著高齡患者群增加，

重癥患者也比兩周前增加了8倍以上，情況

十分艱難。

金剛立也表示，防疫當局正在為確保重

癥患者病床位而盡全力。

新冠帶來的雙重威脅：
醫療垃圾流入印尼西薩達內河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

道，對於居住在印尼西薩

達內河沿岸的居民來說，新

冠病毒不僅帶來致命疾病的

威脅，還帶來了大量的醫療

垃圾，包括註射器、口罩和

防護服等。

“說實話很擔心，但我

不得不在這裏洗衣服”，壹

名36歲的當地居民正在河邊

洗衣服，她的孩子們在河岸

上玩耍，“我希望什麽都不

要發生，盡管我知道這是壹

種致命的疾病”。

印度尼西亞新冠疫情持

續蔓延，目前該國新冠死亡

病例數為東南亞最高。

隨著病毒在該國傳播

， 無 數 的 醫 療 垃 圾 堆 積

在坦格朗的壹家垃圾填埋

場。5月，填埋場的墻壁發

生倒塌，大量的垃圾流入

西薩達內河。

印度尼西亞衛生部也

承認了該問題。衛生部稱

，從 3月到 6月，該國共生

產了 1480 噸新冠肺炎醫療

垃圾，並承認該國缺乏處

理設施，但正在研究解決

方案。

衛生部官員伊姆蘭•阿

格斯•努拉裏說：“新的法

規剛剛通過，其中包括有關

每個醫療機構中醫療垃圾處

理的準則。”目前，印度尼

西亞的大多數醫療機構都是

依靠第三方來焚燒處理他們

的垃圾。

公共衛生專家擔憂醫

療 垃 圾 會 傳 播 病 毒 ， 河

邊 社 區 的 居 民 將 面 臨 高

風險。

“如果這些醫療垃圾擴

散到靠近河邊的居民區，

就有可能汙染那裏人們使

用的水，”印尼法律衛生

學會的流行病學家馬赫薩

•帕拉納迪帕•邁克爾表

示，“這可能會造成新冠病

毒的傳播。”

另壹位當地人也表示，

不讓孩子們去河裏遊泳，因

為擔心他們會被感染新冠病

毒。

日
本
自
民
黨
總
裁
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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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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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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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
義
偉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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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立
？

綜合報導 綜合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辭職後，自民黨需舉行

總裁選舉選出繼任者。該黨總務會9月1

日決定，不就此實施黨員和黨友投票。

另外，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所占優勢基

本確立，有望獲得過半數議員支持。

日本自民黨9月1日上午召開總務會

會議。黨高層認為首相突然辭職屬於黨

章中的“需要緊急應對”的情況，決定

不實施黨員和黨友投票。對此，包括地

方組織在內，黨內湧現出不同意見。

報道稱，預計日本政務調查會長岸

田文雄、前幹事長石破茂將於9月1日下

午，官房長官菅義偉將在2日正式宣布參

選。

據報道，自民黨黨內最大派系細田

派(98人)和麻生派(54人)8月31日基本決

定支持官房長官菅義偉。二階派(47人)也

正式決定支持菅義偉。菅義偉獲得各派

系的廣泛支持，已處於優勢。

此外，還有許多聲援菅義偉的無派

系議員，投票將結合地方票共同統計，

菅義偉有望獲得過半數議員票。

自民黨總裁選舉預計圍繞國會議員

票(394票)和地方票(141票)總計535張選

票展開爭奪。自民黨決定9月8日發布公

告，14日投計票，並擬於9月16日在臨

時國會選出新首相，已展開協調。

疫情下的日本開學季：
音樂課不許唱歌 吃飯不能說話

綜合報導 自8月24日以來，日

本東京都內的絕大多數學校迎來了

開學季。為了防止新冠病毒在學校

蔓延，東京都教委對學生和學校提

出了壹些防疫要求。

據報道，由於新冠疫情仍未完

全受控，日本東京都教委針對秋季

新學期的課程提出了以下要求：希

望學生能夠避開交通高峰期，分學

年進行分散上學；校內每次課間休

息都必須開窗通風，門把手之類的

壹天必須消毒壹次以上。

在課程方面，要求學校停止有

肢體接觸的體育課，以及音樂課不

許唱歌等措施。

此外，為了避免感染，學校要

求學生在午餐時間不可以面對面坐

著吃飯。且必須保持安靜不可以說

話交流。

報道稱，連續的高溫外加疫情

的蔓延，使得2020年的秋季新學期

的開學季變得非常特殊。對此有學

生家長表示，壹方面很擔心孩子們

聚集在壹起上課容易發生集體感染，

壹方面又怕孩子落下學校的功課。

只好讓孩子在“夾縫中生存“。而

孩子們即使滿心歡喜去學校上課，

面對的也是不能唱歌的音樂課，不

能近距離接觸的體育課，以及不能

說話的午休時間。

疫情的到來反映出了日本教育

的許多問題。日本女子大的清水睦

美教授稱，新業務的增加使得教師

們的任務變重，建議行政部門臨時

雇傭失業者來分擔教師們的任務。

而且現行的教育對策根本無法對應

未來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需要

重新審視教育機制。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0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20

盼承傳招牌 讓茶客有歸屬感

2020年9月4日（星期五）4 專題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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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夥計：佢對我咁好，為何要走？
年近70歲的劉祥發從前是一名點

心師傅，倫敦大酒樓於1979年開業時已
入職，是酒樓的第一代點心師傅，隨着
年紀漸大便轉換崗位，做酒樓的“頂
位”工作，例如“推車仔”或執拾餐具
等，總之哪兒缺人，他便頂上。他笑
言：“睇住佢(蘇萬誠)大，只要酒樓好
生意，我們夥計也好。”他續說，老闆
其中一個優點是肯聆聽並接納員工提出
的意見，永遠對員工好，“有些已退休
去外國生活的舊夥計，每次回港也會回
來吃一頓飯。”

劉祥發閒時的嗜好也跟不少較年長
一輩一樣，喜歡“刨馬仔”，但這絕非
公司內的禁忌，因為老闆十分開通。蘇
萬誠笑說：“我有時也會問下夥計，啲
馬仔聽話嗎？”他指出，員工賭馬絕對
無問題，但太沉迷、投注太大便不成。
劉祥發笑言，會繼續為蘇萬誠打工“直
到我做唔到為止。”他反問：“佢對我
咁好，為何要走？我的子女都已長大成
人，最重要是做得開心！希望酒樓繼續
有生意，否則我們都無工開。”

■■蘇萬誠不時與夥計閒蘇萬誠不時與夥計閒
聊幾句聊幾句，，全無架子全無架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蘇萬誠：“幫得幾多得幾多……一直待夥計如同一家人，所以絕對不會裁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縱然經營艱難，但蘇萬誠視員工如家人，從未有裁員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香港飲食業首當其衝承受巨
大衝擊，加上限聚令一再收緊下，許多食肆只能苦

苦支撐，餐飲業專業機構稻苗學會估計，截至6月約有
1,500間食肆已結業。

旺季變淡季 已拖欠租金
於旺角經營倫敦大酒樓的蘇萬誠在疫情第三波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形容倫敦大酒樓就像是一個
“家”，員工就像是他的家人，“我一年做足365天，
無一天是不回到這個家的。”

但第三波疫情爆發後，該酒樓自7月21日起暫時停
業，直到8月才重開，這個“家”暫停運作期間，最令他
關注仍是一班員工被迫“無工開”。他透露，整間酒樓
目前約有200名員工，約三分之一已年過65歲，合資格
申領政府“保就業”補貼的人數不多，思前想後下，他
決定把“保就業”計劃申領得的補貼全數用作出糧，避
免休業期間，員工放無薪假，變相無收入，“希望幫得
(他們)幾多就幾多。”

他解釋，飲食業非日常用品項目，因此在疫情下也
是首當其衝受影響，單是倫敦大酒樓已因疫情累積取消
逾6,000圍酒席，他說：“2月至4月向來都是春茗的季
節，是飲食業的大旺季，今年完全無擺了。”近月經營
環境更雪上加霜，他每月蝕數百萬元，已拖欠業主租
金，“成年無交租，幸好酒樓的業主有親戚關係，有拖
無欠，咁先可以減輕經營成本。”

承諾不裁員 保基層員工
縱然經濟不景加上疫情困擾，令經營百上加斤，但

蘇萬誠坦言從沒有、也沒想過要裁員，“倫敦(大酒樓)這
個招牌經營了剛好41年，雖然由高峰期有五六間店到現
時只餘下這間舖，但我們一直待夥計如同一家人，有深
厚感情，所以絕對不會裁員。”

在第一、二波疫情期間，為保住酒樓和保住
員工的飯碗，他曾在員工同意下推行無薪假，
“尤其之前晚市的客人少，只需十幾廿名員工上
班，每人每月平均返少幾日工。”酒樓員工平均
每月放五六天無薪假以共度時艱，但“推車仔”
等基層員工則可獲豁免。

八號波即休業 免員工冒險
談到主僕之情，有名夥計於今年2月1日回鄉

探視，因疫情關係滯留內地近5個月才能回港，酒
樓卻一直保留其職位，讓他放5個月假。蘇萬誠又
指，過往每逢八號風球或以上，酒樓都暫停營業，
背後的主因是不想夥計，尤其較年長者冒險上班，
“我雖然願意支付他們乘的士上下班的車費，但我
知道部分住得相對近的寧願省錢步行回來開工，如
路上有什麼危險怎辦？我索性休業好了。”

像倫敦大酒樓這種講人情味的傳統中式酒
樓已買少見少，但因蘇萬誠並無兒女，他其中
一個心願是希望他日退下來後，有夥計可接手
繼續經營，讓酒樓得以傳承下去。

記者採訪蘇萬誠的
短短一兩小時，已深深
感受到酒樓內予人一種
置身一個“大家庭”的

感覺。當日我們就在其中一層
的一張枱坐下來進行訪問，四周不停有
夥計穿梭，他們無不面露笑容。而蘇萬
誠與記者說着說着時，又不時會與夥計
閒聊幾句，非但全無架子，更令人驚歎
的是，貴為老闆的蘇萬誠，竟記得200名
夥計每人的名字，不少夥計連他們入職
多久，蘇萬誠也清楚記得。

親為客寫單 累積人情味
當完成訪問後，蘇萬誠隨即親自去

招呼食客，更為其中一枱客人寫菜單，
原來該枱的其中一名食客是酒樓一名舊
夥計的姊夫。酒樓的人情味，果然是一
點一滴累積下來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0夥計名字 老闆清楚記得
�/(
�/

■■ 劉祥發大讚倫敦大酒樓劉祥發大讚倫敦大酒樓
是好僱主是好僱主，，他願一直做下他願一直做下
去去，“，“直到我做唔到為直到我做唔到為
止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一場世紀疫症，香港飲食業的生意懸崖式

直插，一再收緊的限聚令令飲食業更難望於短

期內翻盤，取而代之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結業

潮。不過，屹立香港41年的中式酒樓老字號倫

敦大酒樓，在艱巨的經營環境下，堅持多年來

的“家庭式”管理模式，即使過去幾個月每月

損失約 700萬元（港元，下同）生意仍堅拒裁

員，極其量是在員工同意的情況下，無奈地推

行無薪假，但“推車仔”等基層員工可獲豁

免。直至疫情第三波爆發，酒樓自上月21日起

暫停營業至今，其間 200多名員工仍有糧出，

皆因老闆蘇萬誠用心良苦，將“保就業”計劃

申領得來的補貼全數用於出糧，“幫得幾多得

幾多……一直待夥計如同一家人，所以絕對不

會裁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上世紀香港湧現許多傳統中式大型茶樓，
如今卻大多已被不少連鎖飲食集團，甚至快餐
店淘汰。開業於1979年 7月31日的倫敦大酒
樓，高峰期曾有五六間分店、多達逾千名員
工，現存唯一一間位於旺角彌敦道的倫敦大酒
樓並非最老的老店，而是於1994年開業，但規
模不小，共有三層、佔地五萬呎，最多可筵開
180席。

蘇萬誠慨嘆經營困難，亦難與酒店競爭，

惟倫敦大酒樓一直堅持多年來薄利多銷的經營模
式，最重要是人情味，不論主僕之間抑或與顧客
間，都洋溢一片人情味，他並希望能一直傳承下
去。

他憶述，當年二十出頭便跟隨姐夫及外父
到倫敦大酒樓打工，主要負責收貨及採購的工
作，“乜都幫吓手”，之後還接手經營。在行內
打滾多年，但內心的一團火始終如一，“中式酒
樓與西餐廳的最大分別在於，中式可以天天去食

飯或去飲茶，但西餐不會天天吃，我們希望客人
來到有歸屬感，這是連鎖酒樓集團做不到的。”

他指出，縱然一直保持幹勁將酒樓經營下
去，但承認要再次擴張卻十分困難，只有“做得
一天得一天”，“從前許多大規模傳統中式茶樓
都被酒店取代了，因酒店有商場、餅部、西餐、
宴會等許多項目，利潤亦較高，例如一圍酒席收
取一萬元，同樣質素我們收費只四五千港元。我
們的經營很被動，但卻有責任承傳下去。”

■■香港在第三波疫情爆發前香港在第三波疫情爆發前，，記者到倫敦大記者到倫敦大
酒樓採訪酒樓採訪，，當時人流已大減當時人流已大減，，新一輪疫情發新一輪疫情發
生後生後，，更暫停營業更暫停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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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
躍
動2020年9月4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何佩珊 1

山東省濰坊市是非遺文化之花盛放
之地，除了著名的濰坊風箏製作技藝，
還有木版年畫、傳統花燈、斵琴等等非
遺項目。近日在濰坊市濰城區關街道十
笏園社區，開展了一場“暑假學‘非
遺’”活動，社區內放暑假的孩童們來
到十笏園文化街區現場，在各種親身體
驗中了解自己家鄉的非遺項目製作工藝

流程，從中感受傳統民間文化
的魅力。傳統花燈製作
藝人為小朋友們細緻示

範、講解了整個做
花燈的流
程；濰坊

風箏製作人又演示了如何將五彩斑斕的
紙張組合為一個可以翱翔天際的風箏；
戴上VR眼鏡，木版年畫的發展歷史又生
動地躍然於眼前……孩童們沉浸於充滿
趣味的視覺學習中，興趣也大大被激
發，也許他們的頭腦中，也存下了在未
來可以傳習這些雋永技藝的理想。

拓印是古老的中國傳統手工技術，
是使用紙、墨等工具將刻在器物或石碑
上的文字、圖案拓下來的一種方法，長
久以來，它為華夏文化遺產的記錄與傳
承作出了巨大貢獻。江蘇蘇州的碑刻博
物館，自建立以來專門研究、收藏、陳
列、複製古代碑刻，基本陳列包括珍貴
的“四大宋碑陳列”、“大成殿孔子文
化陳列”、“古代書法碑刻陳列”等
等，近日它向小學生們敞開懷抱，開展
有趣的拓碑體驗課，讓孩童們在動手時

感受傳統文化與非遺技藝的力量。白笈
水、宣紙、墨汁，小朋友們繫上圍裙，
有條不紊地拿着拓包拍拍打打，再仔細
地用鬃刷刷勻墨水，經過一番努力，碑
上文字逐漸顯現於紙上。經過自己動
手，不僅使拓印原理深深印刻於腦海，
幼小的心靈也受到非遺傳統技藝的觸
動。未來的拓碑大師，說不定就藏在這
群孩童之中。

優秀傳統手藝

的承襲與保護早已不是

新鮮話題，近年來隨着

“非遺”成為熱詞，國家文

化部認定的非遺傳承人則成為

了重中之重，他們不僅身懷“絕

技”，同時又承擔着將精湛技藝流

傳下去的責任。然而，因傳承人普

遍年事已高，“人走技失”的現象

仍不可避免地一直在發生。越來越多

的非遺項目從業者意識到問題緊迫，

從而盡自己所能，更多地讓社會組

織、團體、個人廣泛參與到非遺傳習

中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圖：新華社及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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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工藝與文化來自民間，最終也應該
回到民眾中去。促進大眾對非遺的認

知，讓傳承事業變得貼地親民，走進更多
人的生活，甚至成為他們的理想與追
求，如此才能保持非遺“生態圈”的
生生不息。我們欣喜地見到，透過
不少非遺傳承人的不懈努力，以及
多方支持下舉辦的傳習活動，非
遺工藝傳習正在裂變式地滲透
進社會生活，與每個普通
民眾生命的每時每地。

文旅特色體驗促宣傳推廣
對非遺項目進行適當旅遊開發，既有利於非

遺文化的活態傳承，又可豐富旅遊資源，實現
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轉化。在一些地區，吸引
觀光客的已經不止於優美的自然風光和獨特
的風土人情，還有可以一探“神秘”非遺工
藝的特色體驗課。雲南大理，古老的民間染
色技術“白族紮染”至今已有千年歷史。
古書中有對這一技藝的生動描述：
“‘擷’撮採線結之，而後染色。即染，

則 解 其
結 ， 凡
結處皆原色，餘
則入染矣，其色
斑斕。”而今，這項古老技藝經過白族紮染省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段樹坤和段銀開的“賦新”，
在“紮染之鄉”周城大大小小的工作坊，流向數以
萬計慕名而來的遊客雙手、指尖。

遊客可以在段樹坤家的紮染工坊參觀和
體驗紮染，在資深紮染師傅的指導下，親手
製作紮染布料的T恤、裙子、帽子、挎包等
現代服飾。段銀開還在傳統30多種針法的
基礎上，創新出100餘種針法；段樹坤則開
發出梔子果、藏紅花、蘇木等更多天然染
料，令紮染的顏色不再僅限於藍，增添了不
少斑斕的變幻。段樹坤的兒子與兒媳也從廣
州回流家鄉，只為助力工作坊的發展，利用
現代設計理念開發出極簡風的親子裝產品等
服飾，使成品更符合當代遊客的審美。如是
對該工藝有興趣的人，還可以在周城找到長
期課程培訓班，系統性地學習整個製作流程
和背後深厚的文化傳統。以文化旅遊為理念
的工作坊使得非遺傳承達成“雙贏”，一方
面增加售賣紮染商品之外的收入，促進工坊
的發展；一方面又宣傳和推廣了白族紮染的
工藝與文化，令更多人參與這項技藝的傳
承。

儘管非遺行業不乏
良好的就業前景，也可
為當代年輕人提供不少
就業機會，但它始終不
是當今年輕人的首選，
不少老一輩非遺傳承人
指出，非遺行業是孤獨
的，儘管有不少後輩會

感興趣，但真正將其作為畢生
追求，需要強大內心情懷作為
驅動。唯有讓更多年輕人了解

並且真正參與進來，才有希望令他們
意識到非遺並非過時而是雋永之物，
感受到傳統技藝與文化的魅力所在，

產生學習和繼承的興趣，甚至有可能將之作
為終身奮鬥的事業，這才可以解決傳承人斷
層問題。近日，蘇州吳中區光福鎮核雕非遺
傳承人許靜健就開展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別

開生面的非遺公開課，帶領十幾位體驗者一同
感受核雕工藝的獨特魅力。這位年輕的“80

後”傳承人從大學一畢業就從事核雕製作，倡
導組織成立了“吳中區青年手藝人協會”，力
求將古老的非遺工藝，介紹給更多和他一樣的
年輕人，希望他們也可以愛上傳統手藝，加入
傳承、守護甚至創新的行列。

漆藝是一種立體藝術形式，講究雕刻、繪
畫等修飾八法，強調“三雕一刻”的裝飾工
藝。漆藝的製作工藝複雜，完成一項作品需經
過設計、製胎、底灰、髹漆、裝飾等幾個主要
環節，包含了上百道細小的工序步驟，大致需
要40多天。在成都漆器廠工作了40多年的漆藝
非遺傳承人尹利萍，近年來無數次在圖書館、
博物館向漆藝愛好者和對漆藝有興趣的學生開
放授課，最近又通過年輕人更加喜愛的新興視
頻網站平台傳授漆藝技巧。令她欣喜的是，自
從開始公開課以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進了
成都漆器廠，有些甚至成為骨幹人員。她認為
開展公開課很有必要，可以“抓住”那些不了
解漆藝但有興趣的年輕人，而他們，正是行業
發展必不可少的新鮮血液。

兒童普及活動播興趣種子

開展公開課吸引青年從業

並不是所有非遺項目都像人們
所見一般充滿“文藝”氣息，晉城
鐵壺就是一個例子。晉城鐵壺製作
工藝始於明清，分為雕刻、開模、
搖蠟、修蠟等幾十道工序，耗時費
力且成功率低。時至今日，晉城匠
人們仍沿用古法純手工製作，年過
半百的匠人師傅郭忠平，就是負責
鐵壺製作流程裏的第七道工序澆
鑄。儘管屬於手工藝活，但他日常
工作環境艱苦且危險，用於澆鑄的
鐵水溫度一般達到1,500攝氏度，
澆鑄技術難度也頗高。俗語道“人

間有三苦，打鐵撐船磨豆腐”，儘
管郭忠平懷着滿腔熱血極願意傳授
這門技藝，但大多年輕人都不願承
受這份辛苦。因此，他尤為重視自
己的徒弟司鵬，任何一個細節都是
手把手地教授，他們的“課
程”教授都是在高溫鐵水
騰騰熱氣炙烤着面
容的情況下進行，
但也阻擋不了司鵬
的學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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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環境下千錘百煉

■■小學生在蘇州碑刻博物館體驗拓小學生在蘇州碑刻博物館體驗拓
碑技藝碑技藝。。

■■段銀開段銀開（（左左））和段樹坤和段樹坤
（（右右））展示新染出的裙子展示新染出的裙子。。

■■段樹坤兒媳楊志瑞放棄在廣州的白領生活回到周城段樹坤兒媳楊志瑞放棄在廣州的白領生活回到周城，，利利
用現代設計理念開發出一系列極簡風的紮染服飾和親子裝用現代設計理念開發出一系列極簡風的紮染服飾和親子裝
產品產品。。

■■遊客在段樹坤家的遊客在段樹坤家的
染坊體驗紮染製作染坊體驗紮染製作。。

■■遊客在大理遊客在大理
周城一家紮染周城一家紮染
坊參觀坊參觀。。

■■郭忠平郭忠平（（右右））
指導徒弟司鵬進指導徒弟司鵬進
行澆鑄行澆鑄。。

■■郭忠平郭忠平（（右右））
給徒弟司鵬講解給徒弟司鵬講解
如何打磨壺身如何打磨壺身。。

風風尚尚中國中國

■■郭忠平展示做郭忠平展示做
好的成品鐵壺好的成品鐵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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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是廣州最為知
名的港澳雙創服務基地之一，其主要創辦
者林惠斌早在20年前便來到廣州創業。

林惠斌2000年開始在廣州從事食品
原料生意。2017年，他和幾位港澳籍的
天河區政協委員遞交一份提案，對創建
港澳青年之家展開論述，希望為來內地
創業的港澳年輕人創建一個資訊共享的
交流平台。想法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大
力支持，2017年，廣州市首家港澳青年
之家掛牌成立。青年之家成立初期，運
營團隊由大部分在香港或澳門工作的人
員組成。

“2018年5月17日，一個特別的來
賓讓我們曝光率提升了幾個等級，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到港澳青年之家創業基地視察
參觀。特首的高度認可，讓很多人認識和
了解了青年之家。”

去年5月份，經粵港兩地政府評定，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3個創業基地入選成
為首批10個“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今年5月份，港澳青年之
家獲頒“廣東青年五四獎章集體”。

成立至今，基地已服務接待港澳青年
超過8,000人次，會員數量超過800人，
幫助近140家港澳青年創辦企業落地天
河，涵蓋教育、文創、科技等行業。

林惠斌說，接下來，青年之家將繼
續與政府部門加強聯繫溝通，引入更多
社會資源和政府資源，為港澳青年進駐
內地開辦公司、創辦企業落戶大灣區開
闢一條綠色快捷的服務通道，提供更精
準的服務。

新冠肺炎期間，港青李劍禧曾受邀在番禺舉行
的一場電商直播活動中臨時客串帶貨主播。

除了新鮮感，他更發現了這種新營銷模式孕育的
商機。

於是，他和妻子孫嘉曦在天河港澳青年之家
註冊廣州禧悅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港夫廣
妻”的形象打造直播網紅。兩人形象好，粵港組
合帶來的文化碰撞亦十分吸睛。他們創作的一些
視頻不乏播放量超過“10萬+”的。

天河港澳青年之家100多家港澳企業的各類
產品，首先成為直播帶貨商品。直播收到很好的
效果，接下來，他們還將嘗試直播遊玩廣州、直
播探飲食店等。

獨家產品作跨境電商
在海內外有多年外貿經歷的港青麥宇瀚，亦

新近落地廣州創業。通過此前積累的海內外供應
商資源，他們做起了進口日用品生意，瞄準的是
跨境電商這一新興貿易領域。

“產品渠道是我們獨有的，比如來自土耳其
等歐洲國家的一些品牌，我們在內地沒有競爭對
手，而且產品特別受歡迎。日用品講求快進快
出，十分適合做跨境電商貿易。”麥宇瀚說。

他同時在香港註冊成立公司，利用全球物
流、貨源渠道的優勢，與內地公司形成快速、高
效的聯動運轉，把外國商品通過國內電商平台等
渠道，快速分銷。

“95後”港青潘志明則看好內地教育行業一
些新領域的機會。他在英國留學回來，亦是一名

有一定技術水準的業餘足球愛好者。他在調研中
發現，內地家長注重孩子的外語培訓，體育項目
亦越來越受歡迎，而廣州能夠將二者結合起來的
機構少之又少。

“而且少數幾家機構，外教和本土合作方往
往因為溝通和理念問題，管理是難題。因此，我
們結合調研情況推出沉浸式英語足球培訓課程。
除了語言和資源優勢，他們和外教在文化、理念
上不會有衝突。”

今年6月份，潘志明的小蜜蜂足球俱樂部已
經落戶廣州，2名外教順利加盟。近期，團隊正在
和廣州一些足球場地談合作。

內地新經濟浪潮給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帶來新
方向新機遇，廣州亦順勢推出相關幫扶措施。位
於番禺的粵港澳青年創業孵化器，在共青團廣東
省委員會、廣州市工商聯等單位支持指導下，牽
手香港上市美妝連鎖企業卓悅集團，發起成立了

粵港澳直播電商青年創業孵化器。

穗港電商合作 提供直播培訓
孵化器負責人陶媛表示，他們在位於香港

荃灣的卓悅總部大廈設立並啟動粵港澳青年創
業孵化器香港駐點，並將於10日在穗港兩地同
步啟動“大學生電商0元創業計劃”，選拔200
個香港青年做電商直播。畢業3年之內的大學
生，只要有興趣，可出鏡，都可以參與。直播
領域孵化器還將提供為期30天的培訓，結合實
踐，在香港和廣州都有培訓課程，包括消費者
行為、供應鏈等直播電商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直播主要面向內地市場，聚焦美妝個護、
珠寶、餐飲，以及小部分高科技產品。香港美妝
市場發達，而廣州番禺更是全球珠寶生產中心，
我們相信這種灣區互動，能夠取得很好的效果，
為港青開拓更多的發展新機遇。”

港夫廣妻當網紅
直播帶貨試雙創
穗青年孵化基地跨境雙向培訓港人拓網上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新經濟不斷湧現，

即便在疫情期間，直播帶貨、跨境電

商、新教育等領域，也不斷有港青創業

團隊落戶。灣區城市亦順勢推動港澳青

年在新領域的就業創業，香港文匯報記

者日前在廣州天河港澳青年之家總部舉

行的“育新機 開新局”之支持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在直播帶

貨推動港澳青年就業創業方面，廣州將

與香港合作，通過跨境雙向培訓，打造

200名香港直播帶貨達人。

﹁老
創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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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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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夫廣
妻”李劍禧
（左）和孫
嘉曦在直播
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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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0年9月4日（星期五）3 專題財
經

■責任編輯：凌晨曦

 
$	&�網
店
物
流

網
店
物
流
助
中
小
企

低
成
本
做
電
商

低
成
本
做
電
商

聯邦航空貨運集團（UFL Group）旗下、e+Solutions項目
經理葉翠玲（Sandra）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今年上半年客戶數量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一倍，“我們收
到的查詢量有明顯增長，當中主要是正在營運和有意開設網店
的個體戶或零售企業，而一些現有客戶的訂單量亦比平時多一
倍。”

Sandra指出，e+Solutions的母公司UFL Group擁52年歷
史，以傳統物流業務為主，業務遍及全球150多個城市，於
2014年開始為營運電子商貿的企業提供跨境物流服務。在兩年
前看準網店市場需要，於是運用母公司的電商物流經驗、資源
和設施成立e+Solutions，希望提供更貼合潮流的一站式網店物
流服務，並以香港作為起步點。

收費門檻低 服務更“貼地”
她指出，過往網店店主、中小企對物流的印象主要是為

B2B（企業對企業）的商業模式提供服務，覺得需要有一定的
貨量才能使用。但e+Solutions降低使用及收費門檻，月費由最
低138元至1,580元（港元，下同）不等，視乎租用多少存倉空
間和訂單量，希望令物流服務更“貼地”，即使是小型網店都
可使用。她補充，以138元的月費為例，已包括一個儲存箱的
儲存空間，並會提供一定數量的訂單執貨包裝和安排送貨，但
送貨費則實報實銷，並使用庫存管理系統，在市面上算是彈性
高及門檻低的服務。

她舉例指，有一位客人兼職在網上專賣紅酒，因沒空間放
置紅酒，無奈把自己的衣櫃變成紅酒倉，試過衣櫃因放置紅酒
而惹滿白蟻。他也想過將酒放置迷你倉，但有訂單需要到倉執
貨包裝，因怕要經常“走來走去”所以最後放棄了這個念頭。
而且，有正職在身的他下班後又要花時間打理網店，有時還需
要家人幫忙包裝和送貨，但採用e+Solutions的服務，則可為他
提供存倉空間，當有訂單時e+Solutions會幫網店店主執貨、包
裝及安排送貨，客人只需透過手機查閱庫存和追蹤貨物狀態。

主攻本地客 關稅影響微
Sandra認為，香港的網購市場很有潛力，特別是在疫情和

限聚令期間，大眾盡量減少外出機會。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
人們需要轉向網上選購日用品及其他物品，消費習慣由線下改
變成線上，令網上購物更為普及。目前e+Solutions的客戶有九
成是本地網店，主要服務本地市場，有些網店亦會有來自東南
亞或北美及歐洲的訂單。對於香港近日被美國取消特別關稅地
位，Sandra則回應指，由於貨品以B2C模式運往美國，關稅的
改動暫未帶來影響。

疫症肆虐下，不少線下生意都叫苦連天，反而線上生

意則愈見蓬勃，很多線下商店都希望轉型至線上。但中小

企資源有限，開拓網上業務除面對IT問題外，亦面臨寄

運、追蹤訂單等連串問題，殊不容易。有貨運公司看準市

場需求，推出“網店物流”，由存倉、包裝到出貨的一站

式物流服務，主要針對中小微的電商企業，疫情下上半年客戶數量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一倍，一些

客戶的訂單量亦比平時多一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圖：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疫情肆虐網購旺疫情肆虐網購旺 存倉寄運跟單送貨怎解決存倉寄運跟單送貨怎解決？？■■e+Solutionse+Solutions現時在港的自置倉庫約現時在港的自置倉庫約 2020,,000000 方方
呎呎，，另有約另有約 3030,,000000 方呎空間作擴充用途方呎空間作擴充用途。。

◀疫情肆虐
下，e+So-
lutions 今年
上半年客戶
數量比去年
同期增長超
過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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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眾多物流平台，e+Solutions如
何突圍而出？Sandra指出，關鍵在於“真
正一站式的服務”。客戶無需要獨立找不
同的倉儲，送貨服務，連提貨服務都可包
辦。

“現時很多網店店主都從海外入貨到
港，以前可能透過不同的發貨人把貨品從不同
的快遞公司送來，但e+Solutions母公司本身
便是傳統的貨運代理，網店店主只需要交低提
貨資料，當地的辦公室就能夠安排提貨、出
口、運用空運或海運送到香港。”她說。

API對接助自動化處理訂單
Sandra續指，簡易使用的平台亦是用

戶體驗重要一環。e+Solutions的智能平台

由自己的IT團隊研發，提供電腦和手機應
用程式版。若店主收到新訂單，可以將訂
單資料上載到e+Solutions的平台。如網店
系統與網店已進行API（應用程式介面）對
接，訂單數據更可以自動傳送到平台上，
由提貨和包裝團隊開始處理訂單。

完成包裝後，e+Solutions會把已包裝
好的商品託運到快遞公司。以前網店店主
可能需要自己逐一上網查看快遞單號碼和
運送狀態，再逐一回覆客人。現在e+Solu-
tions幫網店店主託運後，所有運單追蹤資
料都能夠在平台上統一查看，網店店主可
以集中時間精力在產品宣傳等核心事務。
當然，如果庫存不足，仍需由網店店主自
行訂貨。

一站式服務便捷省時



AA1313台灣新聞
星期六       2020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20

www.scdaily.com

（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因和碩北投商辦違建大動肝
火，還揚言要親自帶隊去現場拆違建。今天（9/4）上午，柯文
哲與和碩董座童子賢同台，兩人雖坐在同一桌，但全場未有任何
互動。

柯文哲、童子賢上午雙雙受邀出席台灣女董事協會 「剛柔並

濟大未來」論壇。兩人雖然坐在同桌，但中間隔了五、六個人，
完全沒有互動，也未交談。

柯受邀上台致詞時強調，台灣近年來越來越多女性投入創業
，發展也相當成功，希望這些經驗都能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也希
望大家在過程中有什麼意見，能直接到向市府產發局反應，畢竟

政府不會比業界人士更了解產業現況。
致詞結束後，柯因為接下來馬上要與布拉格市長會面，最後

在幕僚的護送下快閃離去。童子賢受訪時對產業議題侃侃而談，
然而，當媒體追問違建案，他馬上揮手結束訪問。

（中央社）加利科技有限公司以大陸製非
醫用口罩混充實名制醫用口罩銷售。加利老闆
林明進為此喊冤，指混充是因為工作量過高，
員工天天加班，且口罩為工業級，防護率高達
99%。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徵用的政策是在充
分的討論下推動，不能以此為藉口。對於是否
要檢測口罩品質，他表示，若大家違法在先，
檢測在後，社會就亂了，加利這次的做法是破
壞防疫信心，令人民恐慌。

食藥署昨日表示，加利8月起進口337萬片
陸製口罩，混充實名制口罩販售，產品流入三
重、新莊、蘆洲等新北市10行政區，宜蘭縣及
台北市，具體流出量待統計。

陳時中今出席身心障礙團體秋節產品聯合
推廣活動，對於加利所說的工作量太大才混充
販售，他表示，口罩國家隊在各界的努力之下

，不管是機具購買、組裝、國軍幫忙，很快地
就達到2000萬片的產能。顧及廠商需求，6月9
日起開放外銷，徵用的數量改為800萬片。

當時國外有口罩需求，國內疫情相對趨緩
，政府要求的800萬片不是每天交，而是可以隔
一段時間再交。陳時中表示，這些決定都是在
不斷的開會、討論下做出的決定，不能以此做
為不合法的藉口，且加利除了實名制口罩外，
市場上也有販售自由購買的口罩。

對於加利稱口罩為工業級，防護率高達
99%，是否會進行檢測？陳時中表示，非法的東
西不用再去檢測，若大家違法在先，檢測在後
，社會就會亂，加利的行為不是品質的問題，
而是不合法。大家努力了這麼久，這樣的舉動
破壞了防疫信心，讓人民恐慌。

加利混充陸製口罩
陳時中：破壞防疫信心造成人民恐慌

（中央社）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創辦人
「館長」陳之漢上月28日凌晨在自家健身房門

前遭槍擊，身中3槍送醫，外界揣測與其直播賣
蝦言論引發爭議有關，人躺病床的館長已出面
駁斥；不過，直播賣海鮮話題又掀起討論，到
底海鮮直播銷售市場有多大？彰化業者估計年
產值上看3億元，有人因此大賺，卻也有業者咬
牙苦撐想收攤。

經營臉書直播叫賣海鮮已有3年多的王姓業
者說，直播賣海鮮大約是5、6年前開始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大多數是賣進口、冷凍海鮮，可
能一開始網友覺得新奇，且很方便，網路下單

、匯款就能在家裡收到海產，加上可以在網路
上能與直播主互動，非常有趣，因此買的人越
來越多，連帶鼓勵有志者投入。

王姓業者說，一般 「大場」的直播，粉絲
人數從數萬到數十萬都有，而 「小場」的可能
只有2、3千人，很多直播業者為衝粉絲人數，
會用 「搞怪」花招或找名人背書，粉絲一多，
會消費的客人當然也多，所以越大場的營利多
，但消費糾紛也多，業者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客
人棄單，最常見的就是客人不滿收到貨品與期
待不符等。

王姓業者說，以臉書直播平台說，海鮮銷

售大約占不到十分之一，曾有業者粗估，以直
播商品年產值可能達30億元來算，海鮮部分年
產值就約近3億元，算相當驚人。

直播主有特色或搞怪，更能吸引網友目光
；擁有 34E 豪乳身材的安親班老師 「丟丟妹」
轉職直播賣海鮮，替爸爸做出好成績，她曾經
直播熱舞賣和牛、海鮮，創下直播2小時百萬業
績。

另還有在螢幕前抱著30斤鱷魚、 「與鱷共
舞」的直播主 「亮亮」，直播賣鱷魚肉，迅速
被買家以11500元標走，當下成功吸引3千網友
同步上線。還有G奶哥 「瘦瘦」反串穿比基尼

直播，賣海鮮成績竟比女直播主更好。
因為自己有貨源，強打 「現撈」海魚漁獲

的王姓業者說，以前剛開始還蠻好賣的，但有
些客人可能在其他的直播平台被騙，就會懷疑
東懷疑西，也漸漸地對直播平台購買商品起反
感。

王姓業者說，直播銷售海鮮發展迄今，即
使市場大餅不容小覷，但對他們來說，經營並
不如外界所想得那麼好賺、容易，面對層出不
窮的消費糾紛，感慨地說: 「很想收起來了！」

澎湖最高難度清海廢
渡礁搶灘西吉無人島

【館長中槍】爆乳配鱷魚！
剖析直播賣海鮮花招 3億商機搶破頭

違建案嗆聲和碩之後 柯P、童子賢今同台同桌零互動

（中央社）海洋國家公園管處為推動生態
保育觀量及維護海洋之環境清潔，今日特邀請
志工前進已劃設為保護區的無人島西吉嶼，以
礁筏渡礁方式搶灘上島進行淨灘活動。總共在
北岸清出共50袋(約400公斤)垃圾，以保麗龍及
寶特瓶為大宗，其中寶特瓶大多來自中國、越

南及菲律賓。
由於整個淨灘過程需克服海象、天候、人

力搬運等因素，極為艱辛，堪稱最高難度的海
廢清理工作。

海管處指出，澎湖西吉嶼的灶籠（透天海
蝕洞）美景深受國人喜愛，許多遊客特地由馬

公包船，經歷一個多小時航程，前往觀賞橫
亙海上數百公尺的壯麗柱狀玄武岩，及陽光

穿透洞頂照射在蔚藍海水的特殊海蝕洞景緻。
使得西吉嶼從一處不為人所知的島嶼，變為澎
湖代表性的自然景觀，甚至吸引國外遊客前來
一睹灶籠海蝕洞丰采，也使得澎湖南方四島國
家公園受到眾多遊客關注。

然而西吉嶼海岸因受強季風與複雜海作用
，長期以在壯麗的柱玄武岩海岸基部堆積大量
經由海漂而的廢棄物，影響原本壯的海岸地形
景觀之美。因此邀請志工前來協助，將揀拾完
的垃圾運至岸邊，再利用東吉當地居民的管筏
，接駁至遊艇上，由遊艇將垃圾運回馬公交給
環保局協助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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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上星期突襲宣布將開
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引發國人嘩然，
而日前衛福部部長陳時中也稱將開放全豬進口，
對此，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出席活動前表示，許多
國家大多還是會訂定其他可食用部位的安全容許
量， 「衛福部應該會來預告訂定有關、相關部位
的安全容許量」。

陳吉仲表示，有關國外進口的安全容許量訂
定，會在今天下午或晚上由食藥署來預告，將依
總統指示參考CODEX在2012年7月的標準，包
括豬肉、豬肝、豬腎、豬脂肪有萊克多巴胺的安
全容許量，也會依國內科學根據訂定確保所有消
費者食品安全的底下的安全容許量。

至於其他可食用部位是否會開放？陳吉仲指

出， 「許多國家大多還是會訂定，衛福部應該會
來預告訂定有關、相關部位的安全容許量」；他
說，如日韓也有訂定，如日本有訂定相關部位是
0.04PPM、韓國是 0.01PPM，這個都是參考的依
據，但更重要會依科學根據，訂定我國的安全容
許量， 「衛福部部長陳時中會在晚上跟大家會有
完整的說明」。

陳吉仲強調，今天會由農委會公告指出 「國
內飼料包括進口、出口或販售不得使用」，因為
這樣才能確保國內豬的競爭力、國人的選擇，尤
其2012年至今農委會未發過任何一張萊克多巴胺
的藥證，近3年7000至8000多件豬牛羊等國內肉
品，檢驗萊克多巴胺的也都零檢出。

全豬將訂萊克多巴胺容許量全豬將訂萊克多巴胺容許量？？
陳吉仲陳吉仲：：由衛福部預告由衛福部預告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謝幕
吸51萬人25億商機創新高

（中央社）為期兩個月的 「2020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今日
在澎湖觀音亭休閒園區劃下璀璨句點。由於時值暑假，加上武漢
肺炎後疫情時代的報復性旅遊，及安心旅遊補助助攻下，澎縣府
估計整體花火節期間吸引超過51萬人次到澎湖旅遊，以三天兩
夜遊程估算每人平均消費5,000元，約創造25億5,000萬元觀光
產值。

歷時18年的澎湖海上花火節，是賴峰偉擔任第一屆縣長時
首創，不但參與人次節節攀升，迄今更已成澎湖觀光招牌。繼去
年以煙火搭配無人機創造新亮點之後，今年更是首度異業結盟，
與華特迪士尼旗下品牌漫威合作，成功帶動話題。

尤其，受惠國內武漢肺炎疫情解禁，花火節搶得先機，從7/

6至9/3期間20場花火活動成為國旅熱門選擇，不但國內航空公
司放大機型飛澎湖，連國際現虎航也投入航班飛澎湖，郵輪更是
以此為號召插一腳。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澎湖今年7月觀光人數約為25萬人
次，8月觀光人數約為26萬人次。今年8月雖逢農曆7月，但因
花火節7月6日開幕，且暑假自7月15日才開始，相較今年7月
入境人數29萬125人，仍增加9,419人，達到29萬9,544人，創下
歷年單月入境人數新高，也較去（2019）年8月份入境人數統計
15萬8,158人，成長89.4%。

其中空運成長75.5%，海運成長138.63%。再加上，探索夢
號郵輪7月27日首航，7月份2航次，帶來1,948名旅客，8月7

航次，帶來9,795名旅客，故今年8月入境人數統計比7月多。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處長陳美齡說，澎湖不僅有璀璨花火，為

了打造國際觀光島嶼，也在花火節閉幕後，緊接著自9月7日起
至13日止辦理為期一週的 「2020澎湖國際風箏節」，地點在湖
西鄉龍門村後灣沙灘，現場將有大型風箏放飛表演和特技風箏競
技。

此外，9 月 29 日則在林投沙灘推出 「情定澎湖灣」，長達
999秒煙火打造愛情浪漫島嶼意象，之後還有秋冬季節的 「戀戀
海味‧澎湖美食假期」以及澎管處在9月12日至11月14辦理的
「澎湖國際海灣燈光節」、馬拉松等活動，另外軍事秘境龍門閉

鎖陣地也將陸續在整修後開放參觀，精彩豐富歡迎大家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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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人口普查領導人士加州人口普查領導人士：：我們還有我們還有3030天的機會改變社會天的機會改變社會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Pilar Marrero報導

由於人口普查即將提前於9月30日
結束，為了在截止日前儘可能提高民眾
的參與率，社區團體和人口普查領導人
士提醒民眾，他們還有時間填寫人口普
查問卷，並希望民眾了解，數十億美元
的教育和醫療計劃資金分配，有賴正確
的人口統計。

加州全民統計（California
Complete Count）主任卡塔久（Ditas
Katague）表示，2020年人口普查辦公
室（Census 2020 Office）和社區組織夥

伴承諾，會在最後一個月內全力針對加
州人口普查參與率最低的地區進行宣導
，至少要讓加州今年的參與率保持2010
年的水準。

卡塔久說： 「為社區爭取未來十年
資金的時間已經不多，民眾只需花幾分
鐘就能完成人口普查，它是安全的，而
且可以使教育和醫療計劃獲得重要資金
。」

她補充： 「每個居民都應該被人口
普查統計在內，無論他們的背景或移民
身份為何，大家還有30天的時間可以改
變社會。」

截至8月底，加州人口普查參與率
為67.2%，高於全美平均的64.9%，也
高於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和德州，但是
仍然比加州2010年的參與率低1%。

卡塔久指出，會有1000萬美元分配
給社區夥伴，用來加強加州2000個低
參與率地區的宣導，並會優先在參與率
最低的21縣935個人口普查區進行。

宣導策略之一是透過電話聯絡這些
家庭，然後把電話轉給人口普查局，民
眾就可以直接回答問卷。

卡塔久說，這個策略的成功率高達
72%，在這些民眾當中，有許多人一直
都對是否參與人口普查猶豫不決。

全國西語裔民選和任命官員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tino Elected
and Appointed Officials ，簡稱NALEO）
加州公民參與主任佛羅雷斯（Ely Flores
）表示，他們使用多種策略來鼓勵和幫
助西語裔民眾完成人口普查。

佛羅雷斯說： 「我們與西班牙語媒
體合作，例如在Telemundo上宣導人口
普查、舉辦網路市民大會，並設立877
ELCENSO雙語熱線，接獲了許多民眾來
電詢問訊息或要求協助。」

NALEO還在網路上刊登廣告，特別
是社群媒體，目標是主要說英語的西語
裔年輕人，另外還郵寄人口普查提醒函
給低參與率地區的2萬5000個家庭。

高西語裔人口、低參與率的地區是
NALEO主要的宣導目標，包括肯恩縣
（Kern）、蒙特瑞縣（Monterey）、佛
萊斯諾縣（Fresno）、帝王縣（Imperial
）、杜拉瑞縣（Tulare）和洛杉磯縣東
南區。

此外，NALEO還派出工作人員挨家
挨戶敲門提醒，但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這項工作受到延後和限制。他們還寄出
工具包到學校給家長，裡面放有提醒信
函、社群媒體圖樣和各式文宣。

佛羅雷斯表示，他們在文宣中提醒
，人口普查與未來可嘉惠社區的福利計
劃息息相關，西語裔民眾對這個訊息的
反應十分正面。

佛羅雷斯說： 「為了讓民眾了解為
加州醫療計劃爭取資源的重要性，文件
還包含了關於新冠肺炎的訊息。」

加州原住民投票計劃（California
Native Vote Project）的佛雷爾（Jesse
Fraire）表示，他們和合作夥伴非常努力

提高加州原住民的參與率，他們發現，
最有效的方法是與當地社區組織和部落
政府合作。

到目前為止，原住民部落的參與率
是加州最低，部分原因是因為新冠疫情
導致許多原住民保留區對外關閉，而且
原住民保留區內使使用網路的家庭很少
，牧場也不使用送信到家的傳統郵件服
務，而是使用郵局的郵政信箱。

佛雷爾說： 「我們發現，許多原住
民只知道人口普查很重要，但是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嘗試向他們解釋何謂政治
代表權，但他們無法了解。」

加州原住民投票計劃目前派出約30
名實地走訪者，在原住民部落中對還未
參與的家庭進行宣導，其他宣導方式還
包括電子郵件、網路電話和簡訊。

所有的人口普查領導人士和合作夥
伴都認為，人口普查時間縮短（截止日
由原來的10月31日改為9月30日）讓
他們的宣導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卡塔久說： 「這意味著，我們的社
區少了30天參與人口普查的機會。我們
需要在這最後一個月內集中火力鼓勵民
眾完成人口普查。」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和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和
台灣傳奇台灣傳奇

聯合舉辦聯合舉辦ZUMBAZUMBA舞舞
蹈線上教學以舞抗疫蹈線上教學以舞抗疫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吳而立

和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特別邀請資
深Zumba舞鄭麗娟老師聯合舉辦活
樂筋骨線上舞蹈教學。

將於9月12日、19日和26日等
周六的 3pm至4pm 通過網路直播公
益網課。

新冠病毒(COVID-19)攪亂了人們
正常的生活節奏，影響人的心理健
康，造成焦慮與恐懼，而且需保持
至少六英呎以上人與人安全距離 ;
舞蹈是一種通用的肢體語言，鄭麗
娟老師帶領的Zumba是結合拉丁舞
和有氧舞蹈的一種新型運動舞，藉

由全身運動，促進血液循環，增強
心臟功能，達到減肥效果，保持身
材，使得一個人身心靈更健康，還
可活絡人際互動，促進生活情趣，
讓人顯得越發年輕，況且適合不論
是高矮胖瘦體型，任何年齡層均可
合拍，尤其以線上視頻的形式舉辦
，是居家避疫期間無風險的活動。

我們在防疫、抗疫中傳遞正能
量，歡迎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和台灣
傳奇的會員們以及僑界的朋友，踴
躍參與，有興趣參加者，可電話聯
絡(713)780-4007或電郵yapwu@att.
net詢問。

疫情時期如何維護心理精神健康 
疫情對成年人除了改變工作習慣等種種挑戰外，對於有青少年

和學齡小孩的家庭如何照顧。對年長者的“心病”如何化解 

為正確且有效面對新冠疫情、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邀請到相関議題的專家為您

講解。 

 

 
 

 

 

 

1. 主題: 疫情期間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講員: 柴宏醫師 
 

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精神病學醫師，畢業於浙江醫科大學。目前在休士頓有三處

不同地點的診所。有 25 年的經驗。專長包括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成人精神病

學，兒童/青少年精神病學。曾獲得了 3 個獎項。 
 

2. 主題: 疫情對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  

講員: 權煜醫師 
 

專業精神科醫師， 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 在 Albany Medical Center, NY 完成精

神科住院醫生訓練， 在 UTMB Galveston 完成精神科專科訓練，目前在是休斯頓

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生。  

 

3. 主題: 疫情對學童會造成那些影響 

講員: 謝齡慧 School Counselor 
 

講員謝齡慧是美國公立學校認証的心理咨商師（Licensed School Counselor）。

她獲得休士頓浸信會大學學校心理咨商師碩士學位，曾就職於美國公立小學多年，

擔任中文和 ESL 老師和 ELS 主仼。目前是 Harmony School of Innovation-Sugar 

Land 高中的學校心理諮商師。 

時間: 2020年 9月 13日, 星期日,下午 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6571163308 

會議號碼Meeting ID: 865 7116 3308 

Passcode: 182763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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