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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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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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6/5/2021

（ 中 央 社 ） 日 本 奧 會 （Japanese
Olympic Committee）理事山口香批評東
京奧運組織委員會，漠視大眾對疫情期
間舉辦奧運的憂心；疫情應對顧問尾身
茂則敦促採取新措施降低風險。

山口香透過共同社發表評論指出，
儘管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壓倒性地希望
奧運取消或延後，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似乎自認為能夠壓倒日本的民意
。

儘管民眾擔心，在日本對抗第 4 波
疫情的情況下，舉辦東京奧運可能會耗

盡醫療資源並散播病毒，但因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而自去年
延後到今年舉辦的東奧，依舊預定以沒
有外國觀眾的精簡方式在7月23日登場
。

疫情對策小組會會長尾身茂今天在
國會說，奧運帶來的最大風險是大眾移
動增加，先前曾因此導致疫情加劇。

尾身茂說， 「大家受夠 『待在家裡
』的要求…除非（政府）在這關鍵階段
推出新措施，否則不可能」防止感染的
風險。

曾在奧運拿下柔道金牌的山口香指

控日本政府、2020東京奧運會組委會和
國際奧會 「迴避對話」，並表示，國際
奧會 「似乎認為日本輿論不重要」。

「我相信我們已經錯過了取消（奧
運）的機會…我們現在陷入了一種甚至
無法叫停的情況，我們怎麼做都不對。
」

國際奧會官員發表的連串談話在日
本引發憤怒，包括國際奧會副主席柯茲
（John Coates）就曾表示，即使在目前
東京和其他地區處於 「緊急事態宣言」
下，奧運也會舉辦。

疫情風險加劇疫情風險加劇 日本奧運辦到底日本奧運辦到底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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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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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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evidence now
shows that the COVID
variant discovered in
India is causing the
deadliest surges around
the world.

In countries like the USA
and Great Britain, the
current vaccines appear
to defend recipients well
against the severe
effects of the new
variants.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variants
are highly transmissible
and could be
catastrophic.

Covalent,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
Equity, does not have
enough vaccines to

distribute. Nepal, The
Philippines and Nigeria
may face supplemental
oxygen shortages on the
kind of levels like have
happened in India.

We are urging all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extra
vaccines to give some of
their surplus to other
nations in need. Like all
the pandemics, this one
will lead to millions,
maybe even billions of
people being infected or
even lose their lives.

Even today in Vietnam
and Taiwan, the people
are all suffering because
of a shortage of vaccine.

0606//0404//20212021

New Variant Will Bring ANew Variant Will Bring A
Horrible WorldHorrible World

如果世界各國領導人現在
不採取共同行動，這场病毒將
再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及上億人
之感染。

最近在印度發現的變種病
毒比在英國的更容易感染，也
使一些致命的病例激增，在美
國因為疫苗注射才抑制住死亡
人數之下降。

今天世界所面臨之疫苗荒
，是希望所有能生產的國家要
如何以最快方式來加緊生產疫
苗，立即支援受災之世界各地
，希望那些已經購买了大量疫
苗之國家，把多餘之厙存轉让

到急需之地區。
由國際衛生組織主導之全

球聯盟根本無法取得充足之疫
苗去分發，以往疫情治理良好
的越南和台灣，如今疫情爆發
，尼伯爾、菲律賓、南非也正
面對如印度一樣災難性之爆发
，缺氧氣筒，患病者無法住院
，許多人因而死亡，這是個無
法形容的悲劇。

我們呼籲世界各國領袖應
該立即召開緊急大會，面對這
場世紀的浩刧，希望大家互助
互惠，來拯救世界人民之災難
。

新冠疫情災難可能再席捲世界新冠疫情災難可能再席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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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澳洲金融評論報」披露，日本
首相菅義偉可能在今年稍後訪問澳洲，澳、日
兩國政府並已展開討論並安排相關細節。報導
指出，日、澳領導人會面，顯示兩國面對中國
威脅下致力維持盟友關係。

澳洲金融評論報（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今天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可能在今
年稍後訪問澳洲。

不過報導同時提到，菅義偉是否能夠成行
，目前仍有變數，因為日本仍受到 2019 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 ，武漢肺炎）疫情困
擾，目前未知疫情是否能在短期內緩和；另外
有輿論猜測，在東京奧運結束後，日本可能會
提前大選。

菅義偉去年出任日本首相後，第一個接待
訪問的外國領導人，就是去年 11 月訪問日本
的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

澳洲金融評論報提到，去年日、澳領導人
會面，顯示兩國面對中國威脅下致力維持盟友
關係；而該次會面也清楚地向中國和美國宣示
，日、澳兩國決心維持區域和平和法治。

據澳洲金融評論報引述不具名政府官員指
出，兩國面對區域局勢的態度仍保持不變；故
此，澳、日兩國政府就菅義偉可能訪問澳洲一
事，已展開討論並安排相關細節。

由於日本疫情嚴峻，當地出現反對如期舉
辦東京奧運的聲音；而澳洲金融評論報引述不
具名消息來源指出，日本政府希望奧運如期舉
行，以免被明年舉辦冬季奧運的中國比下去。

另外，莫里森和菅義偉也將會在下星期於
英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中見
面。莫里森昨天向澳洲國會表示，這次峰會可
讓理念相近並且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共
聚一堂。

澳媒：菅義偉計畫訪問澳洲
宣示兩國同抗陸威脅

法航班機接獲炸彈威脅平安降落 當局調查中
(本報訊)法國內政部表示，一架從非洲國

家查德首都飛往巴黎（Pairs）的法國航空
（Air France）班機，今天接獲炸彈威脅，飛
機已平安降落。法國當局正在調查。

法新社報導，根據法國內政部聲明：
「乘客都已下機，目前正在進行檢查。」

路透社報導，內政部長達馬南（Gerald

Darmanin）隨後推文表示，機上並未發現爆
裂物。

這架從查德首都恩加米那（N'Djamena）
飛往巴黎的班機在途中接獲威脅，法國隨後
派出一架飆風戰鬥機（Rafale），護送飛機降
落至戴高樂機場（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

台灣染疫了, 疫情還真不輕,國際輿論視野
一下子從印度轉向了台灣, 語多嘲諷,主原是在
過去的一年,各國輪番遭到新冠病毒的肆虐折磨
, 只有台灣似乎平安無恙, 台灣政府更標榜為防
疫第一名, 現竟突然出現特大破口, 真是始料未
及。

由於疫情突如其來, 台灣迫切急需疫苗與
醫療設施, 海峽兩岸本是一家親, 中國大陸願意
相助,但民進黨政府意識型態治國, 不以平民生
命為計, 抵死不願接受施助, 就連民間透過管道
取得大陸疫苗也遭阻撓,這種毫無意義的舉措令
人匪夷所思, 只可惜台灣政府的反 中操守並未
獲得美國的同情與厚愛。

拜登總統今天在白宮宣佈美國將在六月底
以前與全球分享8000萬劑新冠疫苗，並已製定
具體分配計劃，其中 75%的疫苗將通過 CO-
VAX捐贈，並優先考慮的是拉丁美洲、非洲、
加勒比海地區、南亞和東南亞等地區的國家,
由於COVAX是由世衛組織所成立的獲取新冠
疫苗的機制, 台灣並不屬於世衛成員, 所以並沒

有優先取得疫苗的資格, 顯 然美國並沒特別厚
愛急需疫苗的台灣, 真不知台灣做何感想 ?

當然, 美國作為世界疫苗強國, 必然是以美
國本身的需求為第一考量, 在白足自給後, 適度
儲存多餘疫苗以備不時之需也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拜登的首要急務是先保護好美國人的生命
安全，他不能為了平衡全球疫苗分配而犧牲美
國人的健康與生命。現在拜登總統既然願意慷
慨的捐出8千萬劑輝瑞、莫德納以及強生疫苗,
實際捐贈的疫苗比任何國家都多出5倍,而且不
要求各國回報美國, 在分發給各國各地區時也
是基於平衡考量,一視同仁對待各國,因此拜登
政府的作法得到了人道主義與反貧運動組織的
歡迎, 只是看在台灣的眼裡,心裡並不是滋味!

從美國捐贈疫苗的作為可見, 美國並沒有
把台灣真正視為患難與共的盟邦, 頂多只是在
中美抗衡中的一顆棋子罷了, 台灣如果不從此
事件中幡然醒悟, 將來還會有很多苦頭在後頭,
唯有做好兩岸的關係，才是台灣未來的良好出
路!

【李著華觀點 : 台灣染疫 , 美國袖手旁觀
分享疫苗美國沒有關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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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歐洲中部時間5月31日15時48分，

全球新冠累計確診病例170051718例，累

計死亡病例3540437例。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北京時間6月1日8時20分，全球累計確

診病例 170577604 例，累計死亡病例

3546659例。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改用簡單易

記的希臘字母命名變異新冠病毒，以避

免汙名化和歧視性的變異新冠病毒名稱

。目前被列為“應關註變種”和“待觀

察變種”的變異新冠病毒都會采用新命

名法，但該命名法不會取代病毒原有的

科學名稱。

舉例來說，首先在英國發現的B.1.1.7

變種病毒被命名為“Alpha”，首先在南非

發現的B.1.351改稱“Beta”，首先在巴西

發現的P.1則被稱為“Gamma”……

世衛組織流行病學家範科霍夫表示，

若未來變種病毒類型超過24個希臘字母，

將會再宣布新的命名計劃。她強調，任

何國家都不應該因為檢測出或通報了新

的變種病毒而被汙名化。

美洲：加拿大或已度過第三波疫情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6月1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累計新冠確診

33264313例，累計死亡594568例，仍為

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5月31日，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安

大略省新增新冠確診病例916例，這是

自今年2月17日以來首次出現日增病例

低於千例的情況。據加拿大聯邦政府5

月30日公布的統計數據，該國單日新增

確診病例2643例，連續三天每日新增確

診病例低於3000例。

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在5

月29日表示，加拿大已經“穩定而確定

地度過了第三波疫情”。她認為，加拿

大已經接種的2500萬劑新冠疫苗“有力

且穩定地扭轉了疫情曲線上行”。

歐洲：法國總統馬克龍接種新冠疫苗
當地時間5月31日，法國正式開始

向境內所有成年人開放新冠疫苗接種。

據法國衛生部通報，該國目前已有約

2576萬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法國

政府當前的接種目標是 6 月中旬前為

3000萬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同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社交媒體

上宣布，他和夫人已經接種新冠疫苗，

但他沒有透露接種的疫苗名稱。他還鼓

勵民眾積極預約接種，以保護自己和他

人。

2020年12月17日，馬克龍新冠病毒

檢測結果呈陽性。7天後，馬克龍夫人也

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按法國衛生部門

的建議，馬克龍只需在新冠康復至少3

個月後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即可獲得免

疫效果。

法國衛生部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5月31日，法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1211例，累計確診5667324例；新增死

亡病例126例，累計死亡109557例。

據報道，俄羅斯推出了一款名為

“Carnivac-Cov”的獸用新冠疫苗，該疫

苗能使貓、狗、狐貍、水貂等動物產生

至少能保持6個月的新冠病毒抗體。俄

羅斯聯邦獸醫及動植物衛生監督局表示

，已向包括莫斯科在內多個地區的公立

和私營診所分發了約1.7萬劑疫苗。

此前，世界範圍內已有貓、狗、猿

等物種感染新冠的記錄，而部分水貂養

殖廠已經出現過大規模感染。由於擔心

病毒產生新變異，丹麥去年捕殺了數以

百萬計的水貂。

亞洲：印度囚犯擔憂疫情拒絕假釋
據“今日印度”網站報道，印度多

地出現囚犯因外界新冠疫情嚴重而不願

假釋、寧願留在監獄中的情況。

印度報業托拉斯的一份報告顯示，

印度北方邦有9所監獄的21名囚犯寫信

給當局，表示他們不希望獲得假釋，因

為在新冠疫情期間，留在監獄裏“更安

全，更健康”。

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盡管有在

新冠疫情期間可申請緊急假釋，以降低

監獄人員密度的措施，但至少有26名囚

犯拒絕申請。甚至有獲得了緊急假釋的

人員幾個月後又自首，想要回到監獄。

據通報，該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52734例，累計確診達28047534例；新增

死亡病例3128例，累計死亡329100例。

5月31日，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

企劃戰略組組長孫映萊表示，該國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已連續兩天低於500例，

但疫情形勢仍待觀察。截至當天0時，

韓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30例，但

防疫部門認為，確診數減少可能是因為

周末檢測數量減少，因此很難斷言疫情

形勢趨穩。

目前，韓國防疫部門正在研討夏季

防疫措施。韓國政府此前表示，若面向

韓國國內總人口25%(約1300萬人)的首劑

疫苗接種工作在6月底前結束，且單周

日均新增確診病例不超過1000例，計劃

從7月起實施新版防疫響應措施。

非洲：非洲累計死亡病例數逾13萬
據非洲疾控中心5月31日8時發布的

數據，非洲累計確診病例4836307例，累

計死亡病例130584例。

加拿大政府承諾
與亞裔社區繼續合作反對種族主義
綜合報導 5月是加拿大的亞裔傳統月

。在今年的亞裔傳統月結束之際，加拿大

政府承諾，將繼續與亞裔社區合作，譴責

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加聯邦文化遺產部表示，自新冠疫情

出現以來，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及仇恨行

為有了令人震驚的增長。作為繼續解決此

問題的重要步驟之一，加聯邦政府反種族

主義秘書處已向亞裔社區作了廣泛咨詢，

以便對相關種族主義行為進行明確界定，

並會將之納入2019至2022年《加拿大反種

族主義戰略》中。

安大略省華人省議員柯文彬近日在省

議會提出一項私人法案，建議將每年5月

份設為該省“反對歧視亞裔教育月”。法

案已在省議會完成一讀。該省多位廳長及

當地華人社區代表對其法案表示支持。他

期待法案在秋季獲二讀和三讀通過並能成

功立法。

柯文彬表示，加拿大的亞裔理應得到

與其他人同等的尊重。他相信，這一法案

有助於在加拿大亞裔社區培養更深層次的

歸屬感。同時，法案若獲最終通過，就有

可能把“反對歧視

”的內容融入安大

略省的教學大綱，

從而由下一代開始

從根本上改變公眾

對亞裔族群的看法

和對待方式。

在不列顛哥倫

比亞省，省政府以

華人省議員屈潔冰

的倡議為基礎，將

今年5月最後一個完

整的星期設為“反

種族主義關註周”

。屈潔冰近日代表

其所屬的省自由黨致信該省省長及律政廳

長，進一步就打擊日益猖獗的種族主義及

仇恨罪案提出十點行動建議，希望溫哥華

能夠洗脫“北美反亞裔種族主義之都”的

惡名，打造真正包容和平等的社區。

其建議中包括，籌組教育委員會專責

檢討造成種族主義擡頭的政策等；設立反

種族主義秘書處；發展更多教育工具和資

源以教導學生如何打擊種族主義；確保足

夠警力資源；確保檢控部門把檢控種族主

義及仇恨罪行列為首要工作；敦促聯邦政

府修訂關於仇恨罪行的量刑，完善司法指

引等。

2001年，加拿大首位亞裔參議員利德

蕙提出將每年5月設為亞裔傳統月的動議

並獲得通過。

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1654萬例
多州反對巴西疫情期間舉辦美洲杯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30434例，累計確診16545554例；新增死亡病例860例，累計死亡

462791例；累計治愈14964631例。

南美洲足聯宣布，2021年美洲杯將改在巴西舉辦，具體比賽時間和

比賽地點將於稍後宣布。消息傳出後，巴西伯南布哥州、米納斯吉納斯

州、南裏奧格蘭德州等多州政府當天表示，反對巴西在疫情期間舉辦美

洲杯。不過，聖保羅州政府表示，不反對美洲杯在該州比賽，但要嚴格

遵守該州的防疫措施，包括沒有現場觀眾等。

原定於2020年舉辦的美洲杯比賽因為疫情推遲到今年6月13日至7

月10日舉行，為阿根廷和哥倫比亞聯合舉辦。此前，哥倫比亞和阿根廷

分別於5月20日和30日先後宣布放棄舉辦權，原因是哥倫比亞國內遊行

抗議活動升級和阿根廷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嚴峻。

5月31日，常住人口約4.5萬人的聖保羅州小城塞拉納(Serrana)於今

年2月至4月間大規模接種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

的試驗結果出爐，結果顯示，當75%的成年人接種疫苗後疫情得到有效

控製。現在，該市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較疫苗接種前下降95%，住院人

數下降86%，有癥狀感染者下降80%，被巴西媒體稱為巴西疫情中的

“健康綠洲”。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5月 31日 20時，巴西已有逾4659萬人接

種了新冠疫苗，占該國人口總數的21.58%。其中2218萬人已完成第

二劑接種。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疫情最嚴峻的聖保

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3272043例，死亡病例達111374例。

秘魯修正新冠肺炎死亡數據後
人均死亡率全球最高

綜合報導 秘魯政府組建的更新秘魯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技術工作

組報告說，自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5月22日，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

已達180764人。這意味著在緊急狀態的447天中，平均每天有404人因

新冠肺炎死亡。而截至目前，衛生部報告的官方數字只有69000余人。

據法新社援引專家小組的報告指出，此前采用的統計方法低估了新

冠死亡人數。而現有的方法不僅包括新冠檢測呈陽性的人，還考慮到了

“與確診病例有流行病學聯系”的潛在病例。

報道稱，該小組將那些沒有核酸或抗體檢測陽性結果但癥狀相符的

死亡病例，也計算在內。

報道指出，這使秘魯一躍成為全球人均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據法新社統計，經調整後，按人均計算，秘魯現在是世界上新冠肺炎

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每100萬居民就有5484人死於該病。

世衛組織對變異新冠病毒采用新命名法

法國總統馬克龍接種新冠疫苗

理發行業也可以更環保！
被剪掉的頭發可清理石油泄漏

綜合報導 理發行業也可

以更加環保！英國《衛報》

報道稱，理發店裏被剪掉的

頭發可以用來清理在海上泄

漏的石油，而頭發漂白劑和

染發劑則可燃燒釋放能量。

報道稱，過去 10 個月

來，英國和愛爾蘭 550家理

發店已簽署名為“綠色理

發店集體”（GSC）的一項

行動，該行動意在通過回

收和教育項目減少理發店

垃圾。GSC 的聯合創始人

西沃爾德稱，“理發店是

牛津高街上最大的垃圾製

造者之一。我們對英國理

發店的可持續性如此落後

感到吃驚，這種情況早應

得到改善。”

GSC稱，目前理發店剪

下來99%的頭發都被送去填

埋場，但該行動會將這些頭

發收集起來做成水柵，放在

海岸邊以防止石油泄漏擴散

。目前GSC已收集了 500公

斤頭發，其中50公斤將用於

海洋石油清潔，其余的頭發

將交給農民用來堆肥。同時

，在行動開始的前3個月，

已有2.2噸美發錫紙得到回收

利用。此外，染發劑和漂白

劑廢液可用於燃燒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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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協和號（Concorde）超音速客機2003年結束
服務18年後，美國聯合航空今天宣布要向航空業界的新創公司
Boom Supersonic購買15架超音速客機，聯航此舉可能重啟高
速航空客運。

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與 Boom Supersonic 聯合發布
新聞稿指出，雙方議定，只要 Boom Supersonic 的新款飛機
Overture，符合 「聯合航空嚴格的安全、操作與永續的要求」
，聯航將斥資採購，並期盼自2029年起展開客運服務。

這兩家公司說，Boom Supersonic的超音速客機，飛行速度
比目前航空業界頂級機種快一倍，估計從紐瓦克（Newark）到
倫敦只需3小時30分，從舊金山到東京只需6小時，並且使用
再生燃料標榜零碳排放。

雖然若干業界分析人士質疑，尤其是究竟能節省多少飛行
時間；不過，聯合航空此舉意味曾經被大肆吹捧的高速航空運
輸可能捲土重來。

美國航太顧問公司AIR專家梅路左（Michel Merluzeau）指

出： 「這是個有趣的想法，但困難重重。」他估算研發一架符
合主管機關標準的民航機，可能得花費100至150億美元（約
新台幣2771至4156億元）。

而兩家公司議定的合約談妥採購15架，並包括聯航可再買
35架的選項，但雙方都沒有說明成交金額。

梅路左並說： 「我們要務實以對。」他並指出，超音速客
機比較有可能在2035或2040年投入客運服務。

電郵認證新冠病毒非實驗室外流
美防疫隊長專訪回應

聯合航空擬購超音速客機聯合航空擬購超音速客機
重啟高速航空運輸重啟高速航空運輸

（綜合報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4日登出國家過
敏與傳染病研究院院長佛奇的專訪。身為主導美國對抗新冠肺
炎大流行的人，佛奇於2020年疫情最猖狂期間所發出的電子郵
件日前為外媒曝光。其中，一封來自 「生態健康聯盟」的信感
謝他認證新冠病毒並非源自實驗室外洩；對此，佛奇駁斥 「胡
說八道」，並表示對於病毒的起源自己始終保持開放性態度，
不論是來自實驗室還是動物身上。

報導指出，日前包括CNN、《華盛頓郵報》、《衛報》
等媒體，披露佛奇在疫情猖獗期間所發出與收到的數千封電子
郵件。其中， 「生態健康聯盟」的高階主管於2020年4月寫信
給佛奇。信中感謝佛奇公開聲明並支持冠狀病毒源於自然，而
非實驗室外洩(目前病毒起源仍未定論)。 「生態健康聯盟」日
前遭踢爆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

當CNN主持人柏曼問到， 「部分評論者引用這封信來指
控你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人關係過於親密，你怎麼看？」佛奇
則回應， 「這完全胡說八道。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從這封信的哪
段話得到這種結論」。

佛奇強調，這封信的確寄給他沒有錯，而他也回應冠狀病
毒的起源仍不確定。 「我總是說，今天還是這樣說，我相信病
毒最有可能是來自動物傳染人類；但我對這結論保持絕對開放
的態度。如果病毒是來自於其他來源，有可能是其他因素使然
，也可能是實驗室外洩，但我始終對此維持開放心態。這也是
為何我總是公開強調要持續調查病毒的起源」。

他補充道， 「你當然可以誤解這封信，而這封信就是一個
人發給我的，不管他認為我說了甚麼，我都回以謝謝你。我認
為病毒的起源來自物種間的跳躍，我的確這樣認為，同時我對
結論開放，認為可能是實驗室外流」。

另一封發自於4月16日的信件中，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柯
林斯（Francis Collins）在提到實驗室外流的假定時，寫道 「陰
謀論找到題材了」；不過，這封信多處遭到增減，而佛奇說自
己已記不得內容。

他表示，這些信件總數多達1萬封，要記住每封信的內容
根本不可能。 「我不記得增減的內容是甚麼，但我想要說中國
人刻意精心策劃能殺死自己與他人的東西，這種想法非常牽強

。我認為這想太多了」。
在2020年2月5號與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波維爾（Sylvia

Burwell）的信件中，佛奇表示波維爾前往的地方風險相當低，
因此無須配戴口罩。這封信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美國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建議民眾戴口罩前發送的。

CNN主持人問到， 「此後發生的變化很多，如果時光倒
退，你是否為給他不同的建議？」對此，佛奇認為這是後見之
明。 「隨著科學訊息愈來愈多，當你在1月與2月收到的資訊
量只有這些，你會據此做出建議與政策；如果3月與4月累積
了更多資訊，你會修改先前的意見與建議」。

換言之， 「如果當時我們知道大部分的感染是因為無症狀
感染者造成，而口罩能在我們還沒察覺下就發揮作用，如果當
時我知道這件事情，我自然會做出這樣的建議。現在你問的問
題是用你現在知道的事情，來問當時你會不會採取不同作為，
人們當然會這樣做」。

UFO是不是外星太空船
美高官曝報告結論

（綜合報導）接受有關幽浮（UFO）調查結果簡報的美國
政府高層官員說，情報官員並沒有發現證據顯示，近年來海軍
飛行員目睹的空中現象，真的是外星太空船。不過，他們依舊
無法解釋，那些令科學家和美軍驚奇困惑不已的異常現象。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CNN新聞網4
日報導，這廣受各界高度關注的報告斷定，近20年超過120起
相關事件中，絕大多數都不是源自任何軍方，或是其他先進的
美國政府技術。而這調查結果似乎顯示，美方排除了目睹不明
飛行物的海軍所看到的，有可能是政府進行的祕密專案。

這些官員說，那大概是相關機密報告唯一的定論。他們坦
承，預定6月25日在國會公開的解密版，也不會有甚麼其他的
具體結論。而這些調查結果之所以曖昧不明，正意味著美國政
府無法確切排除，美軍飛行員目睹的現象，可能是外星太空船
的說法。

不明空中現象（UAP）
近幾個星期來，美國人長期對UFO的狂熱變本加厲，高

度期盼政府能公布相關報告。當美國前總統歐巴馬5月上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頻道 「詹姆斯柯登深夜秀」（The Late
Late Show with James Corden）節目中說， 「有影片和紀錄顯示
，空中有我們不知道究竟是甚麼的東西」。而他的說法，更進
一步激發了大家的興趣。

無論如何，報告中坦承，許多觀察到的現象仍難以解釋，
包括這些飛行物的加速力，還有它們轉向與下潛的能力。

這些官員說，檢視的120多起事件中，大都是由海軍所通
報。此外，報告也調查了近20年來，外國部隊所目睹的事件。
而情報官員認為，起碼有部分空中現象或許是對手國，最可能
是中俄所實驗的技術。

一名接受簡報的高官毫不猶豫地說，美國官員心裡明白，那不
是自家的技術。他說，情報與軍方官員擔心，那可能是中俄在
實驗高超音速技術。中俄都在致力研發相關技術，這些要求匿
名的官員說，要是相關現象是中俄飛行器所致，那或許意味著
他們的高超音速研發已遠超越美軍。

國海軍飛行員說，眼前經常目睹的景象令他們感到不安。
從2014年夏天到2015年3月間，這些不明飛行物幾乎每天出現
，其中之一像逆風旋轉的陀螺，在美國東岸高空飛行。這些飛
行員向上級報告，這些飛行物沒有明顯的發動機，也沒有排氣
煙流，但卻能以高超音速飛上30,000英尺（約9144公尺）。而
在美國海軍服役10年的F/A-18駕駛葛雷夫斯（Ryan Graves）
說，這些玩意整天都在那兒，可以在空中以驚人的速度，待上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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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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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am 英語崇拜 

10:00am 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暫停)、國語(網上教學))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徐英牧師、 王浩詒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韓首現接種疫苗後血小板減少：
血栓、痙攣、腦出血

綜合報導 韓國新冠疫苗預防

接種推進團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日前接到首例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

苗後，出現伴有血小板減少的異常

血栓癥狀的不良反應報告。此外，

韓國確診病例連續兩天低於500例

，正觀察疫情形勢。

據報道，該病例為在高危設施

工作的30多歲男性，5月27日接種

阿斯利康疫苗後，6月9日出現嚴

重頭痛後就醫接受治療，但癥狀持

續。12日出現痙攣癥狀後，目前正

在住院接受治療。

據推進團介紹，該病例住院

接受檢查後，被確診大腦靜脈血

栓、腦出血和癲癇。經治療，該

患者目前狀態良好，健康方面無

大礙。推進團計劃經過疫苗接種後

異常反應補償程序，向該病例提供

經濟補償。

另一方面，韓國中央應急處置

本部社會戰略組長孫映萊31日在記

者會上表示，雖然該國單日新增病

例連續兩天低於500例，但疫情形

勢仍待觀察。

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天

0時新增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

例430例，連續兩天低於500例，

創下3月29日的382例以來的最低

紀錄。但防疫部門認為，這可能是

因為周末檢測數量減少，因此很難

斷言疫情形勢趨穩。

韓國防疫部門正在研討夏季防

疫措施，政府此前曾表示，若面向

韓國國內總人口 25%(約 1300 萬

人)的首劑疫苗接種工作在 6 月

底前結束，且單周日均新增病例

不超過 1000 例，計劃從 7月起實

施新版防疫響應措施。

處置本部防疫總括組長尹泰

皓就此表示，將根據 2020年同期

的疫情形勢製定夏季防疫措施，

預計在實施新版防疫響應措施的

同時加大防疫監管力度，避免防

疫意識松懈。

尹泰皓還表示，防疫部門正

在考慮在首劑接種工作結束的 6

月底以後，是否將防疫工作的

重點從當前的管控確診病例，

轉移到管控重癥患者數和致死

率。對於計劃將致死率控製在

什麼水平的提問，尹泰皓表示，

防疫部門尚未製定具體目標。

考慮到致死率從 2月的 1.8%以上

降至目前的 1.4%，預計該指標

將進一步下降。

留在監獄更安全？
印度疫情嚴峻 數十名囚犯不願假釋

綜合報導 印度新冠疫情形勢仍舊嚴峻

，北方邦、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均出現囚犯

不願假釋、寧願留在監獄中的情況，甚至有

人獲得假釋後數月又自首，想要回到監獄。

在北方邦，印度報業托拉斯(PTI)的一份

報告顯示，該地區九所監獄的21名囚犯寫

信給當局，表示他們不希望獲得假釋，因為

在新冠疫情期間，留在監獄裏“更安全，更

健康”。

印度監獄管理局局長阿南德· 庫馬爾表

示，一方面，假釋會使他們刑期結束的日期

後延，而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則是，如果離

開監獄，這些囚犯就無法獲得監獄中供應的

食物和其他醫療保健設施。

而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盡管有在新冠疫

情期間可申請緊急假釋，以降低監獄人員密

度的措施，但至少有26名囚犯拒絕進行申

請。一名監獄負責人稱，一部分符合條件的

囚犯不願出獄，因為他們擔憂在疫情期間無

法維持生計。據報道，甚至有獲得了緊急假

釋的人員幾個月後又自首，想要回到監獄。

一名官員表示，許多囚犯無家可歸，也

無法獲得社會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

認為，在監獄裏至少他們能獲得醫療照顧，

或被送往公立醫院。”

根據印度衛生部門5月 31日公布的最

新數據，過去 24 小時內，印度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 152734 例，累計確診達 28047534

例；新增死亡病例 3128 例，累計死亡

3291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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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對

全國發表直播講話，在該國即將全面

“封城”的前夜派出價值400億林吉特

(1 林吉特約合 0.24 美元)的經濟民生

“禮包”，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挑戰。

穆希丁表示，此項“經濟與民生強

化配套”計劃主要用於加強該國衛生醫

療能力，協助民眾和企業應對疫情挑

戰。計劃將包括政府直接撥款、減免

稅收和允許低收入民眾、中小微企業暫

緩還貸等內容。其中政府直接撥款部分

將用於提升公共衛生能力、促進疫苗接

種，對中低收入民眾派發援助金，對中

小微企業和受疫情影響的休閑、娛樂、

旅遊等行業提供補助等。

他希望通過此次計劃，能促進經濟恢

復，降低疫情對企業影響，為民紓困。

穆希丁坦言，自疫情暴發以來，馬

政府總計已推出3400億林吉特的多項

經濟民生援助計劃，財政能力已受到限

製。他宣布，馬政府內閣成員自6月起

將不領取薪水，將薪金捐入國家災害信

托基金。

由於近期疫情顯著升溫，馬來西亞

將於6月1日到14日全面“封城”，除“必不可少”

的經濟社會機構可繼續運行外暫停全國大部分經濟

活動。此前馬政府和工商界曾預測，全面“封城”

將令該國經濟每天損失約24億林吉特。

穆希丁表示，希望民眾配合此一“艱難但必需

的決定”以成功應對疫情。

柬埔寨社區疫情蔓延
金邊市長否認再次“封城”

綜合報導 盡管柬埔寨首都金邊已經

“解封”，但整個5月每日新增病例數依然

居高不下，針對近日金邊將再次“封城”的

傳言，金邊市長坤盛予以否認。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6月1日通報，該國

當天新增報告61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

增治愈出院753例，新增死亡6例。新增確

診病例中，31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585

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

柬埔寨衛生部表示，該國5月的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與上個月相比，依然高居不下。

目前，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尚未釋放出

好轉的信號，情況令人擔憂，因此希望全國

人民密切註意防疫。

由於病例數持續增長，當地社交媒體上

也出現金邊將再次“封城”的傳言。對此，

金邊市長坤盛於5月31日晚表示，市政府目

前正與衛生部及相關部門展開積極合作以遏

製疫情蔓延。目前為止，金邊市政府尚未接

獲王國政府任何相關指令，因此金邊再次

“封城”為謠言。同時，隨著近日確診人數

持續增加，金邊市政府已宣布將部分黃區升

為橙區，以加大防控力度遏製疫情蔓延。

另據全國疫苗接種委員會6月1日消息

稱，截至目前，全國接種人數增至256萬人

，其中超過196萬人完成兩劑接種，占全國

人口約12%。

截至目前，全國累計確診30710例，累

計治愈23389例，累計死亡220例。“2.20”

社區感染事件累計確診2977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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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行法例容許含一定濃度“萊克多巴
胺”（即瘦肉精）的豬肉進口，只要使用量未有
超出法例標準，香港豬農也可以合法使用瘦肉
精。據悉，香港部分豬農也有使用瘦肉精飼養豬
隻，肉質會較實淨、紋理清晰，推出市場有一定
競爭力，但瘦肉精也不是關鍵的畜牧用藥，業界
認為如果香港要禁止豬肉及其製品含瘦肉精，便
要對進口及本地製的豬肉一視同仁，確保貿易公
平。

台灣地區對美國進口的豬肉放寬瘦肉精標準，
但對台灣本地生產的豬肉卻“零容忍”，有“嚴己
寬人”之嫌。香港則對入口及本地製豬肉一視同
仁，只要沒有超出法定標準，豬農也可以合法使用
瘦肉精。有業內人士透露，仍有豬農使用瘦肉精飼
養豬隻，其肉質與沒有使用瘦肉精的也有一定分
別，包括肉質較實淨、紋理清晰，吸引市民選購。

由於用與不用有差別，故豬農擔心香港特區
政府學台灣“嚴己寬人”，使業界造成損失，

“總之不能衝擊貿易公平。”

何俊賢：不合標準不得進口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近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台灣地區降低其標準容許
美國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及其製品進口，從
食物安全角度，他認為香港應該確保各地進口的
豬肉均合乎香港的標準，“避免墮入政治爭拗，
底線是堅決所有不符合標準的豬肉都不得進
口。”

對於有意見收緊瘦肉精的標準至“零容忍”，
何俊賢指出，本地豬農在協調上已作好準備，大原
則是貿易公平，“現時香港是按國際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標準，容許含有一定分量，如果將來完全禁止
使用瘦肉精，應該一致規定所有進口及本地豬肉或
製品都不得含有，這方面可以談談。”他續指，瘦
肉精不是關鍵的畜牧用藥，“業界唔用瘦肉精都
得，豬隻唔會死，最重要係確保貿易公平。”

瘦肉精最早被用作治療支氣
管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及後因效
果欠佳而停止臨床用藥開發，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美國企業
發現高於正常劑量5倍至10倍的

瘦肉精，可加快動物脂肪分解和蛋白質合成，以
增加瘦肉比例，瘦肉精因此被用作動物肥育期飼
料添加物使用，而乙類促效劑“萊克多巴胺”是
現時常用的瘦肉精之一。長期低劑量接觸，亦會
影響生殖能力、提高癌症轉移風險、加重思覺失
調症等精神疾病病情，美國更曾出現孕婦食用瘦
肉精，胎兒出生後患自閉症的案例。

乙類促效劑令豬、牛等食用動物體內的脂肪
轉變為肌肉組織，從而促進生長和增加瘦肉比
例。瘦肉精在不少地區被視為禁藥，因為它極易
通過飼料在動物內臟和肌肉中殘留，無法被一般
烹飪方式破壞，亞洲人有食用內臟習慣，潛在風
險更高。

1990年代不同地區的畜牧業曾使用乙類促效劑
“鹽酸克崙特羅”，因殘留於食用動物組織內，從
而引發急性食物中毒事故。香港參考國際食品法典
委員會標準，於2001年修訂法例，禁止在食用動物
使用“鹽酸克崙特羅”以及“沙丁胺醇”，同時任
何肉類含有這兩種物質，也禁止輸入和在香港出售
擬供人食用。

其後，乙類促效劑“萊克多巴胺”陸續在不
同地方的畜牧業中使用，它相較“鹽酸克崙特
羅”和“沙丁胺醇”，在動物血液中的半衰期短

得多，動物服用“萊克多巴胺”後會迅速吸收，
在血液中循環，然後從尿液中排出部分“萊克多
巴胺”。

雖然“萊克多巴胺”引起食物中毒的風險較
低，但有專家指出，攝入過量瘦肉精，人體會出
現不同程度的中毒反應，包括肌肉震顫、四肢麻
痹、心動過速、心律失常、腹痛、肌肉疼痛、噁
心眩暈等，嚴重者可引發高血壓、心臟病，甚至
死亡；另外，瘦肉精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是全身
性，長期低劑量接觸也會影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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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禁止當地豬農向豬隻餵飼瘦肉
精，但今年1月卻引入美國“萊豬”，供港
台灣肉製品會否也採用美國“萊豬”扮台灣

無瘦肉精的本地豬？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巡察大型超市及食品

店，發現香港市面充斥大量台灣豬肉製品，肉
乾、肉鬆、肉餃、肉丸……琳琅滿目，但大部分
豬肉製品都只標示“原產地”為台灣地區，成分
標籤只寫上包含豬肉，未有詳細說明該豬肉是台
灣本地豬隻，還是進口台灣的豬隻，標籤不足以
讓市民分辨該款食品是否含有美國“萊豬”。

其中，一個台灣牌子的豬肉水餃，不同口味
有不同成分標籤格式，部分會特別標示採用產自
加拿大或台灣的豬肉，但部分卻只稱整件產品，
“原產地”為台灣地區，未有交代豬肉來源地。

既然生產商能對部分口味的水餃標明豬肉來
源地，已反映食品生產商有能力在所有標籤上標
示豬肉來源地，讓消費者從中得知該豬肉是否來
自容許對豬隻使用瘦肉精的地區，從而作出合適
的選擇。

香港的食物標籤法寬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陸頌雄擔心有進口商可以鑽空子，例如被香港禁
運的地區，該地食材先運往其他地區加工，再以
後者的名義出口產品到香港，標籤卻仍註明後者
產地，而未有標示原材料的來源地，建議食物安

全中心引進查閱制度，要求入口商必須列明食材
的具體產地來源、使用添加劑等，並以二維碼形
式標示在食物包裝上，讓市民更安心挑選。

成分只寫含豬肉
本地進口難辨別

食安標準過鬆

非關鍵畜牧用藥 業界要貿易公平

長期低劑量接觸 隨時無仔生

“被消失的豬肉”去了哪？

香港在規管瘦肉精“萊克多巴胺”含量
的法定標準是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制定，要求牲畜肌肉、脂肪、肝、腎的

瘦肉精含量分別不可超過0.01ppm、0.01ppm、
0.04ppm，以及0.09ppm，相比起內地和歐盟的
“零容忍”，即完全禁止含瘦肉精的豬肉出售，香
港的標準無疑是寬鬆。

當攝入過量瘦肉精，人體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中
毒反應，對人體的影響更是全身性，長期低劑量
接觸亦會影響生殖能力、增加癌症轉移風險等，
但香港仍能容許豬肉有微量瘦肉精，讓市民長年
累月攝取，忽略其慢性禍害。陸頌雄建議，香港
的食安標準與內地看齊，禁止含有“萊克多巴
胺”的豬肉及產品進口香港，從根本解決問題。

漏洞二漏洞二

漏洞三漏洞三

●香港巿面出售大量台灣豬肉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漏洞一漏洞一

●業界認為禁止豬肉製品含瘦肉精應一視同仁，
確保貿易公平。圖為豬隻養殖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揭食安標準寬鬆 標籤法未完善
台豬供港疑走私 港人恐誤食美萊豬

●台灣豬肉製品標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抽驗香港市面8款由台灣地區及美國生產的豬肉及相關製品，當中

7款的“瘦肉精”含量超標，最勁超標逾27倍。有關報道3日刊出後，引起各界關

注俗稱“萊豬”、即含瘦肉精的肉製品，為何能輕易流入香港。就此，香港文匯報

記者近日巡察超市及百貨公司發現，香港的食品標籤法未能保障消費者知情權，以

致港人只知產品“原產地”，而不知食材來源地，隨時懵然進食美國“萊豬”。此

外，香港對使用瘦肉精的法定標準較寬鬆，加上港台就供港豬肉的出入口統計數字

存有極大落差，令人質疑部分台豬未經官方途徑入口香港，走私疑雲甚囂塵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兩地的豬肉出入口數字存有極大
誤差，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冷藏豬

肉進口數字，今年1月有 1,740 公斤豬肉從
台灣地區進口，而3月則有41公斤，但據台灣

“農業委員會”冷凍雜碎的豬肉出口數字，今年
1月只有54公噸輸港，而3月則沒有冷凍雜碎的
豬肉出口到港。

兩地豬肉出入口的官方數字落差極大，那
些“被消失的豬肉”去了哪裏？另外，3月香港
官方記錄的41公斤台灣冷藏豬肉輸港，台方卻
無記錄，這些豬肉真正來源地又是哪裏？會否
已秘密用於食物加工或直供食肆，而一直未有
官方監察？是否存在走私、經非官方途徑輸
港？

今年1月至3月，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檢測
48個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豬肉、牛肉及相關
製品，包括內臟樣本的乙類促效劑含量，當中
包括“萊克多巴胺”，全部樣本通過檢測。

食安中心近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
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和大部分其他地區的標
準，禁止在食用動物使用乙類促效劑“鹽酸克崙
特羅”和“沙丁胺醇”，同時禁止輸入和在香港
出售擬供人食用的任何肉類含有這兩種乙類促效
劑，而“萊克多巴胺”是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
標準，訂立了相同水平，重申會繼續留意國際間
對“萊克多巴胺”的最新風險評估數據，適時檢
視香港情況。此外，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
合及標籤)規例》(第132W章)規管，預先包裝
食物必須在標籤列明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名稱及
其詳細地址，否則該預先包裝食物必須在標籤
列有食物原產國家地區，並加上香港的經銷商
或牌子擁有人的資料等。預先包裝食物的原產
國家地區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全址須預先以書
面向食環署提供；或代碼標記以識別該原產地
區的製造商或包裝商，違者最高罰款5萬港元
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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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中美經貿已啟正常溝通
下一步將共同解決具體問題 專家籲美回歸以共同發展為重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分別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財長耶倫視頻通

話。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3日表示，中美經貿領域已開始正常溝通，雙方溝通

開局順暢，求同存異是共識，下一步將共同努力務實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推動中美經

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求同存異”更多應是如何將潛

在公約數演變成現實的最大公約數，呼籲美方回歸“以大局為重、以共同發展為

重”。

5月27日上午，劉鶴與美貿易代表戴琪通話。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首次高層級對話。當天
下午，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記者會上表態
稱，中美應共同努力推動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
實。時隔不到一周，6月2日，劉鶴再與美財政部
長耶倫進行視頻通話。

雙方交流本着相互尊重態度
在3日的商務部例行發布會上，高峰回應兩次

通話表示，最近一周來，劉鶴副總理與戴琪大使
和耶倫財長分別通話，兩次都是50分鐘左右的視
頻通話。
高峰透露，兩次通話有幾個特點：首先，雙

方溝通開局順暢。在兩次通話中，雙方本着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態度，就中美經貿關係、宏觀形
勢、國內政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都認為，
交流是專業、坦誠和建設性的，中美經貿領域已
經開始正常溝通。第二，求同存異是共識。雙方
都認為中美經濟、貿易關係十分重要，存在諸多
可以合作的具體領域。雙方也都提出了各自關切
的問題。中方充分考慮國內經濟發展背景和狀

態，表達了我們的具體關切。第三，從務實解決
問題入手。雙方同意，下一步要從有利於中美兩
國和整個世界的角度，共同努力，為生產者和消
費者務實地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推動中美經貿關
係健康穩定發展。

要看到潛在公約數這一事實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商務部發言人上述回應再次表明，對於中美
經貿關係正常化，中方既表示出了足夠的誠意，
也在實實在在地推進。回顧過去一年，儘管受到
疫情的影響，中方在履行中美經貿第一階段協議
上，依然作出了切實的努力。他認為，中方正在
積極創造條件，目前的問題在於經貿摩擦的發起
方——美國，是否能作出積極的回應。“解鈴還
需繫鈴人，”他說，“美方可以在很多方面作出
積極回應，我們期盼看到，然而到目前為止，我
們還在等待。”
中美經貿關係之間必然存在不同的見解和不

同的利益，但白明提醒，也要看到雙方經貿關係
中的潛在公約數也很大這一事實。因此，他認

為，“求同存異”更多的應該是，如何將潛在公
約數演變成現實的最大公約數。“不能讓雙方的
固有分歧，阻礙我們尋求最大公約數的腳步，”
他說，更何況很多所謂分歧，都是源自美國對中
國的誤解或者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先”原則。

若美國也想與中國一道，尋求雙方經貿合作
的最大公約數，就必須改變態度。“美國並非要
放棄什麼，只是需要回歸，”他說，“回歸到經
貿是中美關係壓艙石的時代，回歸到以大局為
重、以共同發展為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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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族群眾在陽光下體面勞動
●徐貴相說，各
族群眾通過多形
式就業，形成了
家家有門路、人
人有事幹、戶戶
有收入的喜人場
景。圖為早前在
新疆吉木薩爾縣
白泉村刺繡專業
合作社，繡娘在
製作哈薩克族刺
繡。 資料圖片

●雙方同意，下一步要從有利於中美兩國和整個世界的角度，共同努力。圖為早前上海第二屆進博會品
質生活展區首次參加進博會的美國斯凱奇展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近
期，一些反華勢力執意污衊新疆存在所謂
“強迫勞動”，並意欲在一些國際場合就此
發起挑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
發言人徐貴相3日在京指出，美西方一些人
打着人權的旗號，惡意炒作所謂新疆存在
“強迫勞動”問題，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剝
奪新疆各族群眾合法的勞動權利，使各族群
眾處於貧困、封閉、落後之中，從而擾亂新
疆穩定發展大局，實現“以疆制華”的圖
謀，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錯誤之舉，必將
落得“破產”的結果。他強調，新疆各族群
眾在陽光下實現了體面勞動，正在創造幸福
美好的生活。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3日在北京舉行涉疆

問題新聞發布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
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在發布會上指出，根據
國際勞工組織《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第29
號）》及《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的2014年議
定書》，所謂涉疆“強迫勞動”，不僅不符
合事實，也不符合有關的定義。
該位發言人強調，新疆認真貫徹落實國家

的法律法規，堅決防止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
他介紹，新疆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堅持社會
公平正義，積極響應國際勞動組織倡議，將體
面勞動融入有關政策和發展規劃，着力在尊重
勞動者意願，保護勞動者權益，改善勞動環境
和條件，體現勞動者價值上下功夫，努力讓廣
大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

轉移就業者人均年收入約4萬
那麼，新疆就業政策的實際成效又如何

呢？徐貴相表示，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讓
新疆各族群眾實現了穩定就業、持續就業、
長期就業，他們通過勞動就業獲得了穩定收

入。
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內地轉移就業的

新疆籍勞動者人均年收入約4萬元（人民
幣，下同），總體上與當地城鎮常住居民可
支配收入基本相當。在疆內轉移就業的勞動
者人均年收入大約3萬元，遠高於原來在家
務農的收入。
徐貴相說，各族群眾通過多形式就業，

形成了家家有門路、人人有事幹、戶戶有收
入的喜人場景。“毫無疑問，新疆各族群眾
在陽光下實現了體面勞動，正在創造幸福美
好的生活。”

轉移就業前提是尊重勞動者意願
對於一些反華勢力所謂“強迫勞動”的

謊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廳廳長熱合滿江．達吾提在發布會上強調
指出，新疆開展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最根本
的原則和前提，是充分尊重勞動者的個人意
願和選擇，根本不存在強迫任何一個人到任
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崗位就業的情況。

他說，新疆始終嚴厲禁止以暴力威脅和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為手段強迫勞動。新疆各
族群眾勞動就業是完全自由的，他們有選擇
職業的自由，去什麼地方幹什麼工作都是自
己的意願，人身自由從未受到限制。新疆各
族群眾勞動權益依法得到保障，各族勞動者
的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勞動安全衞生
保護權、獲得社會保險福利權等權利均依法
得到保護。無論是在新疆還是在其他地區，
各族勞動者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語言文
字等方面的權益均依法得到尊重和保障。

熱合滿江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國際上
一些反華勢力出於意識形態偏見，無視新疆
為保障人權所做的巨大努力，搞人權雙重標
準，他們罔顧事實，顛倒黑白，肆意炒作所
謂新疆“強迫勞動”問題，抹黑新疆的勞動
就業保障工作，妄圖剝奪新疆各族群眾的勞
動權，使他們永遠生活在貧困、封閉、落後
的狀態，阻撓新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
活，理應遭到一切愛好正義進步的人們堅決
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15頭亞
洲野象一路向北遷移的事件持續受人們關注，香港文
匯報也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2日夜晚，正當等象的
雲南昆明市民們在朋友圈內戲言，“別等了，今天大
象不來了，洗洗睡吧”之時，象群踩着牠們的節奏，
緩緩進入了昆明晉寧區。象群從出發一路北上，走過
林子、穿過村莊，隨着牠們越發接近人口密集的地
區，人象衝突的危險隱患就越大。2日晚間，大象進
入一村子，村裏100多名村民集中進行了躲避。幸而
到目前為止，未發生大象傷人事件。
2日傍晚7點左右，象群來到了玉溪後河村，村

民們在大象進入村莊之前，都提前跑到了房屋的二
樓進行躲避，大象來到村子裏逛了大概十幾分鐘，
吃了些食物，然後就離開了，離開途中還破壞了村
民家的鐵門。
此後大約8點，象群進入到了玉溪老官箐村。老

官箐村共有110人，他們全都跑到了兩戶人家的二
樓，大象進到村莊時，他們相互提醒“小聲點，不
要說話”。大象在老官箐村路上逛了一會兒，還進
入到了兩戶人家中，吃了不少玉米。這麼近距離看
到大象，對這些村民來說都是前所未有，“有點興
奮，有點好奇，但還是很害怕。”村民們說。

昆明全面布防 確保人象安全
象群進入昆明轄區後，昆明市、晉寧區兩級啟

動應急處置預案，現場12架無人機不間斷監測，全
面開展布防，緊急增調渣土車，封堵周邊入村道
路，迅速組織群眾撤離，實施投食誘導，確保人象
安全。
在晉寧區《關於做好亞洲象肇事防範與應急工作

的公告》中，特別提醒民眾，亞洲象受到驚嚇後，會
因自衛的本能對人類發起攻擊，如果與象相遇一定不
能進行惡意驅趕和傷害，應盡快避讓。同時，對亞洲
象“定點投食”是一項緊急避險措施，用於引導亞洲
象遠離村寨，防止人象衝突，所以如果遇到投食點，
應當立即避開。
昆明還對大象可能經過的道路進行了封閉，調

集了渣土車進行堵路。同時，玉溪市持續加強監
測，落實防控措施，防止象群折返帶來的安全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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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第一屆 「「亞洲商會亞洲商會」」 的的 「「亞洲美食月亞洲美食月」」 正式開啓正式開啓
即日起至即日起至77月月44日日，，歡迎各餐館踴躍參加增加曝光率歡迎各餐館踴躍參加增加曝光率

（本報記者秦鴻鈞）為了挽救休士頓的亞裔
餐館在這次疫情中所受的創傷，為了拯救休市亞
裔餐廳業的經濟復甦，由 「亞洲商會」 發起的
「亞洲餐館月」 已自上週（5月25日）開幕式正
式展開，歡迎全休市的亞裔餐廳業者熱烈參與，
積極參與 「亞洲商會」 每年所辦的40多項活動，
增加曝光率，該活動一直到七月四日為止，歡迎
各餐館業者踴躍報名參加。

「亞洲商會」 會長喻斌和 「休士頓市西南管
理區」 主席李雄分別在 「亞洲美食月」 開幕式上
致詞，介紹該活動積極、深遠的意義如下:

喻斌會長表示：我們將通過聯合參與的美食
企業來彰顯其亞洲文化。商會正在通過各種社交
媒體合作夥伴，出版刊物和電視報導，並提供專
門的在綫目錄（asianrestaurantmonth.com ), 自助
美，導覽和擬議的名人廚師見面和問候等活動，
提高大家對美食的熱愛來支持我們的社區！我們
的目標是向休士頓展示，我們有一個超越文化邊
界的豐富的亞洲美食社區。基本上，” 亞洲美食
” 一直被藏在這座城市裡面，現在，我們邀請大
家共同發掘這座多元化城市中的” 亞洲美食”。

成立於1990年6月的亞洲商會，代表著大休
士頓地區的亞洲文化,商業和公民利益。商會在社
區中促進亞洲企業發展，促進休士頓與亞洲之間
的貿易，並為其成員提供聯繫和發展機會。亞商

會及我們都非常關注大家的經濟復甦。因此，
2021年”亞洲美食月” 馬上就要揭開序幕了。我
們及亞商會將聯合參與的食品企業，共同推廣亞
洲風味的美食，以此來強化大眾對亞洲文化的意
識，並提高所有參與的食品企業的曝光率。他並
鼓勵餐館到亞洲商會網站註冊：https://asian-
chamber- hou.org/arm2021 ，或發給對 2021”
亞洲美食月” 感興趣的餐廳。最後，他向所有贊
助這次活動的所有單位表示感謝!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在致詞時表示
：亞洲的餐館業者，在休士頓的商業界佔了40%,
其影響力不可小覷。而他所負責的西南管理區內
，就包括了100個國家。他說：我們的目標是200
家餐館，大家在網上完成註冊後，您的餐館信息
，會同步列在亞商會的網上美食目錄中，並在休
士頓最大的英文報，主流媒體、電視台、廣播做
免費宣傳，擴大您的影響力及曝光率。及邀請參
加大型美食活動，進一步打響知名度，還會收到
亞商會（ACC)頒發的感謝狀。參加的餐廳只需贊
助$50 元，即可享有上述宣傳及一年亞商會會員資
格。

以下的 「亞洲商會 」 （ACC. )給各位餐館店
長及老板們的一封信、中文邀請函及海報，請仔
細閱讀如下:

尊敬的各位店長及老板們：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企業在休斯敦正在重新
開放中，並且有更多人在註射疫苗，亞洲商會
（ACC）一直在努力促進休斯頓亞洲商業社區的
業務和經濟發展。在休斯頓，我們一直專註於復
蘇餐廳的經濟業務，並將在Memorial Day周末（5
月29日）至7月4日，舉辦我們的“亞洲美食節
”。

我們將通過聯合參與的美食企業來彰顯其亞
洲文化。商會正在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合作夥伴，
出版物和電視新聞報道，並提供專門的在線目錄
（asianrestaurantmonth.com），自助美食導覽圖
和擬議的名人廚師見面和問候等活動，提高大家
對美食的熱愛來支持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目標是向休斯頓展示，我們有一個超
越文化邊界的豐富的亞洲美食社區。基本上，
“亞洲美食”一直被藏在這座城市裏面，現在，
我們邀請大家來共同發掘這座多元化城市中的
“亞洲美食”。

成立於1990年6月的亞洲商會，代表著大休
斯頓地區的亞洲文化，商業和公民利益。商會在
社區中促進亞洲企業發展，促進休斯頓與亞洲之
間的貿易，並為其成員提供聯系和發展機會。商
會向所有對亞洲文化和商業感興趣的人開放；亞
洲傳統或企業所有權不是成員資格的先決條件。
亞洲商會每年舉辦40多次活動，鼓勵各個級別的
新會員積極參與。

我們深知2020年是不容易的一年，在此，向
各位店長及老板們說一句：辛苦啦！

亞商會及我們都非常關註大家的經濟復蘇。
因此，2021年“亞洲美食月”馬上就要揭開序幕
了，我們及亞商會將聯合參與的食品企業，共同
推廣亞洲風味的美食，以此來強化大眾對亞洲文
化的意識，並提高所有參與的食品企業的曝光率
。

如果您想參與這次活動，請在網頁註冊您的
餐廳信息：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arm2021

如果您認識其他想要參加或者對2021“亞洲
美食月”感興趣的餐廳，請把我們的網頁地址發
給他們進行註冊： https://asianchamber-hou.
org/arm2021 謝謝！

在您完成註冊後，您的餐廳將享受以下優待
：

1. 您的餐廳信息，將被同步列在亞商會的
網上美食目錄中，並在休斯頓最大的英文報
《Houston Chronicle》以及主流媒體、電視臺、

廣播做免費宣傳，同步擴大您的影響力及曝光率
。

2. 您的餐廳，將有機會參與我們的Food
Tasting Festival 活動，屆時會邀請五星級知名主
廚品嘗，以及邀請政府官員、社會名流、網紅大
咖等為大家進一步打響知名度。

3. 您的餐廳，將在活動的最後，收到由亞
商會（ACC）頒發的 “感謝狀”， 您可以懸掛在
餐廳墻上，進一步宣傳您的餐廳文化。

4. 現在報名參加，您只需贊助 $50元贊助
費，我們將贈送您一年的亞商會會員資格。您將
在亞商會享受互惠優待。

您 準 備 好 了 嗎 ？ 趕 快 報 名 吧 ？

更多細節，我們將在下周二下午2-4點，在文
化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詳細介紹本次活動，在
此，誠意邀請各位店長及老板們出席。請想參加
發布會的老板們，在下周一以前報名。

我們的食品行業需要您的支持！讓我們一起
團結起來，使休斯頓成為一個令人愉悅、能一起
安全用餐的城市。我們誠摯的邀請每一位餐飲者
來共同復蘇這座多元化城市的經濟。
Sincerely，

Bin Yu, Chairman
Kenneth Li, Committee Chair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uston
Paul Gor, Director

For sponsorship opportunities, please
contact:

pgor@asianchamber-hou.org
713-782-7222 Ext 102

3535 Briarpark Drive, #108,
Houston, TX 77042

713.782.7222
www.asianchamber-hou.org •
info@asianchamber-hou.org

Tax ID 76-0316809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系敦煌管理處：
Email：chloez9988@gmail.com

Tel: 713-988-1668
微信: Sissy0110

臺裔陳鳳山講座教授獲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校長頒發臺裔陳鳳山講座教授獲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校長頒發
「「促進全球化促進全球化」」 成就獎成就獎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21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本報訊）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UTSA)校長 Taylor Eighmy 上月頒贈 「促進
全球化成就獎-President&#39;s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for Advancing Globalization」予該校傑出講座教授陳鳳山博士，
表彰他促成該校與臺灣及南韓合作、及多項國際科研交流的傑出
貢獻。

陳鳳山博士自2006年起獲聘為UTSA傑出講座教授(Lutcher
Brown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2007年創建校級
「先進製造與精實系統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Manufac-

turing and Lean Systems) 」。2018年適逢臺灣教育部推動國際技
術人才培育學院，鼓勵科技大學與世界技術標竿學校合作，爰陳
教授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以工具機

產業技術提升、品質保證及產學鏈結為核心，共同選送素質優秀
學生前來UTSA接受國際級實務訓練。計畫內學生於2020年5月
完成課程並順利取得先進製造及工業4.0（Advanced Manufactur-
ing &amp; Industry 4.0）及精實與六標準差綠帶 (Lean &amp; Six
Sigma Green Belt ) 的認證，殊為不易。目前（2021年）
更有多位虎科大教授正在接受精實與六公差黑帶的長期認證訓練
，以種子教師培訓方式（Train-the-Trainers)，在台灣業界推廣
精實與六公差的培訓課程。上述優質計畫獲UTSA高度重視及支
持，視為帶動學校全球化的實質成果。

陳教授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工業工程學系。1982年來美深造
，取得密蘇里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工業工程
碩士、博士學位。陳教授接受德大禮聘之前，曾任美國維吉尼亞
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工業與系統工程系特聘講座教授並創辦
跨維州4所大學的 「高性能製造中心 (The Center for High Perfor-
mance Manufacturing) 」，專門研究先進製造技術和系統，並透
過成果和技術的轉化與應用以協助製造業的廠商成為高性能的製
造企業，獲官方科研機構及企業界多項計畫經費挹注，成果斐然
。

陳教授曾於1996年榮獲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頒發的 「美
國 總 統 教 授 獎 」 (Presidential Faculty Fellows) (PFF/PECASE
Award- The highest honor bestow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
ment on outstanding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independent research careers.)，是當年受獎 的9位工程教授之
一，也是第1位獲此殊榮的臺裔學者。在其多年的學術和工業界

（Caterpillar Inc.)生涯，他共獲得數十個不同的獎項。陳教授是
一位在工業與製造業領域享譽國際的專家和學人，其目前的研究
領域包括︰精實系统運用於製造與服務業、精實產品開發設計、
精實研發系統、彈性製造系統的設計與分析、智能製造、企業建
模與一體化等。他的研究成果發表於諸多威權專業學術刊物和國
際學術會議，共有200多篇。他是美國製造工程學術刊物 (Jour-
nal of ManufacturingSystems) 的副主編；國際先進製造技術、彈性
服務及製造學刊（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
ing Technology；Flexi-
ble Services and Manu-
facturing Journal)的主編
及主編委員。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得知上述喜訊後特安排
當面致贈賀狀，祝賀陳
教授獲得UTSA高度肯
定與相關榮譽，亦感謝
渠於學界及業界貢獻所
學外，並致力臺美合作
計畫嘉惠臺灣學子。

（本報訊）今年的獎助學金得獎者總共錄
取45名 (24名高中生、18名大學生、3名博士班
研究生)。總計發出九萬八仟五百元獎助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金額共計六仟元。
學業成績獎五名，得獎者是: 劉世博、江霖緗、
鄧嬌嬌、陳威华、馮蔚嵐。社區服務獎一名:
Huda Zia。每名一仟元。

2.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獎學金，金
額共計八仟元。得獎者是: 傑出學生獎 游富堯
金額三仟元。課外活動獎 張正美、丁思雅、謝
宜彤、德安棣。社區服務獎谷懷文 每名一仟元
。

3.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
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
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學業成績
獎 林俐臻。

4.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
學校友夏慧芸女士及夏尚權先生為紀念父母親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
是：領導才能獎 余海倫、劉彥維 每名一仟元。

5.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文化大學校友
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而設。金額
一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李施惠。

6.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金額一仟元。得
獎者是：課外活動獎 侯喬薰。

7.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
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瑩女士所 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張睿桓。

8.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七仟
元。得獎者是：黃美玲、縱馳宇 每名四仟元。
佘驊剛、劉家昕、馬寶雪 每名三仟元。

9.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二仟元。得
獎者是：劉安格、薛沛恩、文秋雯、 Andrea
Martinez 每名三仟元。

10.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助學金，金
額共計一萬一仟元。得獎者是：劉家綺、黄允
恩、佘崇華 每名三仟元。張舜喬 二仟元。

11.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

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曾凱筠。

12.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治大學校
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
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Yazmin Lucio。

13. 舒喬(Joel Schmieg)先生紀念獎學金，台
灣大學校友許淑娟女士為紀念先生舒喬 Joel
Schmieg 所設。金額四仟元。得獎者是： Hera
Oduche。

14.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
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驃博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Donald Rolston。

15. 校聯會助學金。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Madelline Bethancourt Betancourth。

16.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淡江大學校友
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夫人顧志慧女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Ngoc Quynh Ngan Ngo。

17.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陳
碧雲女士為紀念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金額二
仟元。得獎者是：Kymani Gordon。

18.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藝
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文治教
授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戴光
彥。

19.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女士提供。金額二仟
元。得獎者是：許涵寧。

20. 校聯會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金額四仟
元。得獎者是：林若雅、钟宇飞 每名二仟元。

21. 校聯會青年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獎學金
。金額四仟元。得獎者是：陳伊瑋、葉佳宜 每
名二仟元。

22. 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學金，休士
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提供。金額三仟五佰元
。得獎者是：李昀 金額二仟伍佰元，防疫專款
金額一仟元.有關獎學金事宜，請洽美南大專院
校 聯 合 校 友 會 獎 助 學 金 召 集 人 鄭 大 展
281-919-9576 或 聯絡人 戴珮青 281-536-5132
。

陳鳳山教授獲頒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陳鳳山教授獲頒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 「「促進全球化促進全球化」」成就獎成就獎。。

羅復文處長頒贈賀狀表揚德州大學聖安羅復文處長頒贈賀狀表揚德州大學聖安
東尼奧分校台裔陳鳳山教授促成該校與東尼奧分校台裔陳鳳山教授促成該校與
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合作推動國際科研交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合作推動國際科研交
流與人才培育流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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