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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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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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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針對阿富汗情勢惡化，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昨
日批准再增派1000美軍赴阿富汗，如此
一來，在阿富汗美軍將從原本的5000人
增至6000人。

美國官員表示，這1000名美軍隸屬
於82空降師（82nd Airborne Division）
戰鬥旅，原先已經調往科威特，他們的
主要任務是負責喀布爾國際機場的維安
，目前喀布爾國際機場是美軍及美國大
使館人員離開阿富汗的唯一要道。

除此之外，為了加強維安，美國國
務院與國防部昨日也發布聯合聲明，宣
布將接管喀布爾機場的航空交通管制，
加速撤離美國人。

聲明指出，自16日起未來幾天，美
國將撤離數千名居住在阿富汗的美國人
、在當地協助美軍任務的阿富汗人及家
庭、以及那些特別脆弱的阿富汗人。

聲明也強調，將會加速撤離數千名
有資格獲得 「特殊移民簽證」 （Special
Immigrant Visas）的阿富汗人，過去2
周已經有將近2000名阿富汗人抵達美國
，另外，通過安全檢查的阿富汗人將直
接轉送美國，華府也將另覓地點安置那
些尚未通過安全檢查的阿富汗人。

CNN報導，目前尚有3000名美軍留
在阿富汗，其餘美軍將陸續抵達阿富汗
。

美國官員指出，喀布爾機場附近有
傳出安全事件，不過並未針對美軍，也
沒有人開火。

美軍每日最多能從喀布爾機場撤離
5000人，不過目前尚未達到這個數量，
美國官員指出，將在幾日內達到撤離目
標。

華府先前已經向塔利班表明，塔利
班如果企圖向美軍開火，將會面臨強烈
反擊。

阿富汗變天阿富汗變天 美加派美軍接管機場美加派美軍接管機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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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country’s
president fled the country,
the Taliban effectively
sealed their control of
Afghanistan pouring into
the capital city of Kabul
while meeting little
resistance as chaos and
fear gripped the city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rying to escape.
After twenty years and
spending of billions
dollars,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up the government
and its defense forces in
an effort that now seems
to have been futile.

U.S. forces were

evacuating all staff from
the U.S. Embassy after
President Biden deployed
5,000 troops to the
country following a
lightning fast Taliban
offensive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rought an
embarrassing end to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after two decades.

In a statement the fleeing
president said, “If I
stayed, countless
countrymen would have
been martyred and Kabul
City would also have
faced destruction.”

In Washington, D.C.,
Senate Min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said the
exit, including the frantic
evacuation of Americans
and vulnerable Afghans
from Kabul, is a shameful
failur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President Biden now
faces sharp criticism from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He will address the n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Afghan President Ghani
fled the country saying he
feared bloodshed and had
hoped the rest of the

military would come to
prevent the Taliban
takeover.

There is plenty of blame
to go around on the
collapse of Afghanistan,
while President Biden has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promise to swiftly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We are very worried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of
the Taliban will encourage
a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 This is a worldwide
issue.

0808//1616//20212021

The Taliban Takes OverThe Taliban Takes Over
AfghanistanAfghanistan

當阿富汗總統加尼出逃之後,
塔利班軍隊正式接管了總統府 ,這

是二十年後他們再度執政，也宣佈
阿富汗政府的全面瓦解。

加尼在逃亡之前發文表示，今
天我面臨艱難之選擇，如果我繼
續留下將會造成首都之災難，因
此他選擇了塔利班不費一兵卒，
接收了總統府，在此同時他們也接
收了棄械投降的許多警察局及美軍
軍營。

拜登政府同時增兵一千名以緊
急撒除大使館及有關人員，經過
了二十年之苦戰及犧牲數千子弟及
三萬億之軍費，今天可以说是全
功尽棄。

拜登總統將會向全國發表電視
演說，對於阿富汗之失手說明美
國的立場。

喀布爾之失手 ，有人比喻為
一九七五年美軍在西貢最後撒離之

窘境，國務卿布林肯雖然極力為
政政辯護，但是塔利班之迅速佔
領全國是當初未能預料之事。

阿富汗之失手， 目前會造成
了全球地緣政治之巨大改變，包
括中、俄、美國及週邊國家勢必
再度調整各國之戰略方針，尤其
是二十年前紐約九一一恐怖事件是
否會再重演。

我們呼籲世界各國領袖必須再
度思考世界之未來要如何去面對
，疫情蔓延尚無法管控，海地地
震又死傷無數，是天災也是人禍
。

阿富汗失手阿富汗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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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變天變天--阿富汗總統竄逃政權易色阿富汗總統竄逃政權易色】】

【綜合報道】8月15日，日本戰敗76
年，日本首相菅義偉這次準時出現在東京
的紀念儀式上發表致辭，他代表日本，公
開承諾永遠不再發動戰爭。

然而，他的整場發言明顯是在模仿日
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去年的講話，就像是直
接找到了去年的致辭稿，連改都不帶改的
。

之所以說菅義偉發言模仿安倍，主要
是因為他們都在“可以”避開日本曾對亞
洲多國進行的迫害，更沒有反省之言。

日媒也指出，今年菅義偉的致辭和安
倍去年致辭的內容基本相同，唯一的區別
是菅義偉提了一嘴新冠疫情，還新加進去
了一句日本“被捲進戰爭”的說法。可見
他刻意迴避歷史的虛偽，和逃避責任的醜
態暴露無遺。

不僅如此，菅義偉內閣仍然有許多政
客都堂而皇之地趕到靖國神社去“拜鬼”
，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甚至
還有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都早早地參拜了
靖國神社。

對此，中方明確指出，日方如此對待
侵略歷史態度錯誤，用心險惡。儘管如此
，在15日當天，安倍連同他的多名前政府
政客也都去了靖國神社。菅義偉雖然沒有
去，但也讓他的秘書，特別以“日本自民
黨總裁”的名義帶去了祭品。

這種惡劣的行徑已經招致了廣泛的批
評。中方要求日方務必時刻牢記歷史的教
訓，採取正確的行動，糾正錯誤，否則將
會徹底失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日本政客刻意淡化，甚至美化自己國
家的侵略史，政客們常常都是嘴上喊著和
平，不再發動戰爭，但是思想上明顯不願
正視歷史，行動上歷年都是忙著“拜鬼”
，還談什麼“深刻反省”？只能說，日本
距離歷史的真相真的是越來越遠了。日本
民眾也是普遍暴露出歷史觀扭曲，當然這

還和日本的學校教育有關。
日本一位名叫中野晃一的政治學家分

析稱，安倍當年強調“擺脫戰後體制”，
菅義偉這次發言，明顯是以行動繼承了這
一思想，只要日本自民黨持續執政，這種
思想很可能會被長期沿用，這是一場試圖
讓國家免罪的嘗試。

當然，中野晃一也指出，還有一個原
因可能是菅義偉根本無心顧及外交和安保
方面的事。換句話說，在應對重大事件發
言的事，懶得加入自己的觀點，他幾乎是
不關注的，所以相關負責撰寫演講稿的官
僚，幾乎也是按部就班上屆政府的話，避
免出錯。

關於這種說法，倒是有2項佐證。首
先，去年9月菅義偉接班安倍，這一年多
來面臨的麻煩事是真不少，隨著一場東京
奧運會落幕，日本疫情嚴重反彈，他的支
持率也一落千丈，幾乎沒有可迴旋的餘地
。在這種情況下，他無心外交算是正常。

其次，在本月6日和9日，廣島和長崎
的和平紀念日上，菅義偉也是接連出錯，
一次致辭時漏掉重要內容，另一次還直接
遲到了，以至於最後3天內公開道了2次歉
。

只是，菅義偉如此“不用心”，換句
話說就是沒有盡到一國首相的責任，這對
他自己來說，明顯也是沒有一點好處的。

菅義偉自民黨總裁的任期到9月底就
要結束，算算時間，他算是執政滿一年了
。去年安倍稱病退位，現在菅義偉的表現
更像是生了病一樣。有日本前政府政客指
出，菅義偉言語之間沒有絲毫自信和力量
，讓人表示遺憾，他繼續擔任自民黨總裁
的資質也明顯遭到了質疑。

日本戰敗76年後，菅義偉連致辭都要
模仿安倍，不得不說，倘若真是壓力太大
，等到眾議院選舉到來，現年72歲的菅義
偉模仿安倍直接稱病退位也未嘗不可。

日本戰敗日本戰敗7676年後年後 承諾永遠不再發動戰爭承諾永遠不再發動戰爭

歷史常常是很荒繆, 也很可笑的, 因為它
會不斷的翻版和複製, 而讓我們啼笑皆非。

前天才與國防部長巡視防務, 並信誓旦旦
的說將誓死捍衛喀布爾的阿富汗總統加尼竟匆
匆竄逃到國外保命, 由於中樞無主, 塔利班順利
掌權。阿富汗淪陷變天竟如此倉促, 於是重現
那一幕西貢淪亡時的場景-- 美軍以直升機載
運大使館人員與美僑飛越交通擁擠的地面快速
到達機場,轉搭專機撤離而去。

從西貢到喀布爾, 美國已熟悉了這樣撤
退的操作模式, 將來還會有下一個仰賴美國存
活的國家面臨相同的下場。美國向來重視的是
自己國家的利益, 當拜登總統在四月前宣佈將
在九月十一日前從阿富汗完全徹軍以終結與塔
利班永無止境戰爭時, 完全符合了美國利益與
民意, 他也終結了前三任美國總統與阿富汗之
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由於20年前爆發慘絕人寰的911事件, 小
布希總統為嚴懲包庇基地組織首腦賓拉登的阿
富汗塔利班政權(Taliban)，於是挾怨報復,向其
發起戰火以求公義,在推翻這個伊斯蘭極端組織
後，美國扶植了阿富汗民選政府, 推行民主法

治,但塔利班下野後，反新政府，並與美國為敵
,迫便美軍持續對抗20年,川普曾向塔利班伸出
友誼手，欲邀其首腦到大衛營和談,但和談前塔
利班竟在喀布爾發動攻擊,於是川普翻臉取消恩
寵，儘管去年又與塔利班神學士武裝組織簽署
和平協議，但雙方存在障礙, 未讓川普完成撤
軍。

戰爭很殘酷,美國為這場戰爭花費兩兆美
元, 美軍、盟軍與平民喪命近17萬人, 可謂人
財兩失, 如今美軍求仁得仁,全然撤退, 縱造成
阿富汗政權易色, 美國只需負道義責任, 任何
國家生存要靠自己,或可依靠美國提供槍炮外援
, 但仰賴美國派遣子弟兵來保衛國土就很不實
際。

令人擔憂的是, 塔利班過去執政時所實施
的爆炸、斬首以及歧視婦女和蔑視兒童的行逕
比ISIS伊斯蘭國的暴行恐佈, 如不更弦易轍,必
損傷阿富汗的民主與繁榮,婦女又再次淪為奴隸
。
美國撤出阿富汗後,阿富汗人民的命運全掌控

在塔利班手上,美國已愛莫能助, 阿富汗人民只
能自求多福了。

巴拿馬籍貨船在日本觸礁
船身斷兩截船員均已獲救

綜合報導 一艘巴拿馬籍貨船在日

本青森縣八戶港附近觸礁，雖然貨船

稍後自行離礁，但船身出現裂縫並斷

成兩截，漏油在海面上綿延約5.1公裏

。船上有21名船員，已全數救起。

據報道，這艘重達39910噸的巴拿

馬籍貨船“深紅北極星”，11日上午7

時50分左右，在青森縣八戶市的八戶

港附近觸礁。

“深紅北極星”觸礁後甲板附近

出現裂痕，12日上午斷成兩截，一部

分船身在海上漂流，並持續從船中漏

油。

日本海上保安廳表示，巡邏船當

天觀察到“深紅北極星”的漏油，在

海上綿延長約5.1公裏、寬1公裏，為

避免在海上形成油膜，正進行灑水等

相關措施。

船上共有船員21人，皆由海保出

動飛機救起。

目前，“深紅北極星”前方船身

已下錨固定，但後方船身無法下錨，

視天氣狀況有可能在海上漂得更遠。

報道稱，若漂流到水較深的海域，恐

將沈船。

日本政府已針對此事在首相官邸

的危機管理中心設置情報聯絡室，持

續收集相關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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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隨著感染德爾塔新冠變異毒

株的病例數增長，柬埔寨抗疫形勢持續嚴

峻，為進一步遏製病毒擴散，金邊市政府

宣布延長“宵禁”措施。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

增報告45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

愈出院677例，新增死亡20例。新增確診

病例中，374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81

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多數來自泰國。

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8.3萬例，

累計治愈7.8萬例，累計死亡1634例。

為遏製德爾塔疫情擴散，此前，柬埔

寨政府宣布啟動為期兩周的“全國抗疫行

動”，即從7月29日至8月12日。該全國

性抗疫行動時間內，柬埔寨各地區根據實

際情況采取“宵禁”、禁止集會活動等防

疫措施。由於各地不斷出現更多的感染德

爾塔新冠變異毒株的病例，8月11日晚，

柬埔寨首相洪森簽發政令，決定延長“全

國抗疫行動”以抗擊疫情。隨後，各省市

出臺新的防疫規定。

根據金邊市政府最新規定，該市將延長“宵禁”直至

8月26日。官方規定，實施“宵禁”期間，作為疫情高風

險區域的學校、娛樂城、博物館等場所必須繼續關閉，全

市禁止15人以上聚會。

據知，金邊市也是此次德爾塔疫情的“重災區”，市

區內多個街區和市場因發生疫情而被嚴格封鎖，感染者涉

及市場商販、返柬勞工、醫護人員等人群。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私宅被拍賣
成交價超2000萬人民幣

綜合報導 據韓國法院拍賣專

門企業和韓國資產管理公社系統透

露，韓國前總統樸槿惠位於首爾瑞

草區內谷洞的私宅，以超過38億

韓元中標。

據報道，樸槿惠的私宅於9日

至11日經過第一輪拍賣投標後，

於12日中標。有效投標3件，中標

金額為 38.64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2155.6萬元)。

這比此前估價最低投標價，高

出6.9846億韓元。

該私宅鑒定價為31.6554億韓

元(約合人民幣1807.3萬元)，地下1

層、地上2層，土地面積406平方

米、建築面積571平方米。

在樸槿惠“親信幹政”案判決

後，樸槿惠沒有主動繳納罰款和追

繳金。韓國檢方於2021年3月對其

私宅執行了扣押。

樸槿惠因陷入“親信幹政”醜

聞，於2017年3月遭彈劾而失去司

法豁免權，同月31日起在看守所

接受拘押。

2021年1月14日，韓國大法院

對樸槿惠“親信幹政”案和受賄案

作出終審判決，判處樸槿惠20年

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80億韓元，

追繳 35 億韓元。根據韓國《刑

法》規定，罰金須在判刑確定日開

始的30天內繳清。

此外，樸槿惠還因違反公職選

舉法被判2年，目前樸槿惠累計刑

期為22年。

樸槿惠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

起被拘留，如果剩余刑期全部

服滿，她將以 87 歲高齡在 2039

年出獄。

韓國最新報告：
近 30 年來韓國主要經濟指標趕超日本

綜合報導 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

會（下稱全經聯）發布報告稱，近

30年間韓國主要經濟指標趕超日本

，但技術競爭力仍處於劣勢。

據報道，全經聯表示，按瑞士

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發布的

國家競爭力排名，1995 年韓國和

日本分列第26、第 4名，2020年則

分列第 23、第 34 名。標準普爾、

穆迪、惠譽三大國際信評機構發布

的韓國主權信用評級都較日本高出

兩個等級。

從反映物價和匯率水平後衡量

國民購買力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來看，以購買力平價（PPP）

為準，2018年韓國（43001美元）趕

超日本（42725美元）。

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韓國和

日本的差距縮小。1990年韓國和日

本名義GDP分列第17、第2，2020年

韓國名次上升至第10，日本則降至

第3。2020年韓國出口總額5130億美

元，達到日本的80%水平。按聯合國

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各

國工業競爭力指數，1990年韓國和

日本分列第17、第2名，2018年韓國

排名升至第3，日本則降至第5。

但在科學技術領域，韓國還落

後於日本。從全球研發投資千強企

業來看，2020年入榜的日企數量較

韓國多出5倍以上。在材料和零部件

領域，韓國對日逆差從1994年的83

億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54億美元。

此外，韓國尚無自然科學領域諾貝

爾獲獎者，日本到2020年有24人獲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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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單日新增確診近五千例
為兩個多月來新高

綜合報導 德國新冠疫情反彈仍在持續。該國公布的新增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人數達到4996人，為今年6月 3日以來的新高。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和新增

死亡人數分別為4996人、14人，累計確診3799425人、死亡 91817。

德國上一次出現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逼近五千的情況是在今年6月

3日，當時的新增確診病例數為 4917。德國官方用於監測疫情嚴峻

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數(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當天進

一步反彈至25.1。截至當天，德國累計已接種9580萬劑次疫苗，共

有46227957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55.6?%。

由於目前新冠疫苗接種速度呈下降趨勢，德國政府已開始

將歐盟分配給該國的部分疫苗轉交給其它歐盟成員國。德媒當

天報道稱，共有一批約 265 萬劑次的美國莫德納疫苗已被德國政

府要求轉交至其它歐盟成員國。“明鏡在線”援引德國聯邦衛

生部一名發言人的說法報道稱，這批疫苗是通過歐盟的普遍機製

加以分配的。

不過，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本月 10 日公布的一份報告認為，

德國公眾接種新冠疫苗的意願仍維持在較高的水平。該報告在6月

底至 7月中旬之間對 1005 名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其中 91.6%的

受訪者表示有意願接種疫苗或已經接種了疫苗。該機構在報告中

表示，這意味著德國公眾的接種意願仍維持在高位。

加拿大官方正尋求推行“疫苗護照”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表示，正在與

各省和地區合作，尋求以疫苗接種憑證

——即俗稱的“疫苗護照”——促進跨境

旅行且減少新冠病毒傳播風險的措施。

加聯邦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表示

，雖然當局仍建議加拿大民眾避免進行非

必要的國際旅行，但疫苗接種憑證將對社

會經濟重啟起到支持作用。加方正尋求更

可靠和安全的方式，向國外和本國的邊境

官員證明加民眾的新冠疫苗接種史，以評

估旅客是否符合公共衛生要求。

加官方同時再度呼籲民眾，無論其旅

行計劃為何，都要接種疫苗。

加政府表示，目前國際間尚未就可接

受的疫苗接種憑證達成共識，但加方正與

國際夥伴合作，以期實現對加拿大簽發的

接種憑證的承認。加方正繼續與世衛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以及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

之間展開關於跨境旅行疫苗接種憑證的國

際對話。

加政府同時表示，很樂意與各省和地

區合作，推進實現疫苗接種憑證在國內通

用。

加拿大國內已有省份率先宣布相關措

施。魁北克省近日公布，將於9月1日起

實施“疫苗護照”

措施，以應對“無

可避免的”第四波

疫情。屆時，餐館

、酒吧、健身房、

培訓機構以及節慶

活動等將只允許持

有“疫苗護照”的

顧客或參與者進入

。但這一措施暫不

會在零售店或學校

推行，也不會強製

要求上述場所的員

工接種疫苗。

自 8 月 9 日起，加拿大允許已充分

接種加官方所認可的新冠疫苗且滿14天

的美國公民及美國永久居民從美國入境

加拿大。同等的入境放開政策計劃從 9

月 7日起拓展至所有國際旅客。加官方

自去年 3月中旬起因應疫情實施有限度

“封關”。

承認何種疫苗是國際間“疫苗護照”

談判的一個聚焦點。加政府目前認可的新

冠疫苗包括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和強

生公司研製的疫苗。

加拿大總人口中大約71.6%已至少接

種一劑新冠疫苗，約62.2%已實現完全接

種。不過，近來疫苗接種率的提高已明顯

遇到瓶頸。盡管加官方反復呼籲符合條件

但尚未接種的人士盡快接種疫苗，但收效

有限。同時，由於變種毒株蔓延，進入5

月後曾大幅受控的疫情自7月下旬以來正

出現較明顯反彈。

加總理特魯多近日曾對媒體表示，加

政府正在考慮對公務員以及航空、鐵路、

銀行等聯邦監管行業推行新冠疫苗強製接

種。

仿佛昨天才死去
西伯利亞發現2.8萬年前獅子幼崽

綜合報導 這只獅子被取名

為斯巴達，完整的全身覆蓋著

金色的皮毛，身上沒有任何傷

口或損傷，眼睛閉著，爪子依

然鋒利。

2017年，猛獁象象牙搜尋

者在俄羅斯東部的塞米約萊赫

河附近發現了這只雌性獅子幼

崽。俄羅斯研究人員根納季·博斯

科洛夫（Gennady Boeskorov）和

阿列克謝· 吉洪諾夫（Alexey

Tikhonov）領導了對這只獅子的

研究，他們的報告剛剛於本月早

些時候發表在《第四紀》（Qua-

ternary）雜誌上。

斯德哥爾摩古遺傳學中心

的 瑞 典 研 究 員 勞 烏 · 達 倫

（Love Dalén）是這項國際研

究的合著者，他表示：“斯巴

達可能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保存

最完好的冰河時期動物，除了

皮毛有些皺褶外，幾乎沒有受

到任何損傷，它的胡子甚至都

保留著。”

研究發現，斯巴達不是被

掠食者殺死的。然而，在掃描

中發現了骨骼損傷。達倫告訴

CNN，“考慮到它們的保存情

況，它們肯定在死後很快就被

埋葬了。所以他們可能死於泥

石流，或者掉進永久凍土的裂

縫中死亡。”

這只幼崽是一種古老的物

種，叫做洞獅，它們在冰河時

期遊蕩在北半球條件嚴酷的苔

原上。它們的體型比如今的非

洲獅略大，但關於這些大型貓

科動物是如何在如此極端的棲

息地生存下來的，目前還知之

甚少。

達倫預測，在不久的將來

會有更多這樣的發現，並指出

氣候變化和“對猛獁象象牙需

求的增加”是一部分原因。

關鍵投票在即
巴西總統在首都搞閱兵引起軒然大波

綜合報導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周二在

首都舉行了一場不尋常的武裝部隊力量

展示。反對這種做法的人士稱，這一事

件想表明，軍隊站在他這邊，旨在恐嚇

國會和最高法院，影響國會眾議院的一

場關鍵投票。

當天，一隊裝甲軍車沿著巴西利亞

市中心的一條主幹道行駛，該國多棟政

府部門建築都在附近。據報道，這場閱

兵由海軍組織，自1988年以來每年在巴

西利亞郊外的福莫薩鎮舉行，但周二是

首次在首都市區進行。

現年66歲博索納羅曾是陸軍上尉，

他經常贊揚巴西1964-1985年的軍事獨裁

統治，博索納羅和三軍指揮官在普蘭納

爾托宮門口觀看了閱兵式。據報道，士

兵們逮捕了一群試圖阻止車隊前進的抗

議者，而一小群博索納羅的支持者也參

加了會議，一些人舉著要求軍方幹預以

“拯救巴西”的標語。

巴西反對派表示，軍事遊行的目的

是恐嚇國會眾議院，因為眾議院周二將

就博索納羅支持的憲法改革提案進行投

票，該提案要求一些電子投票箱打印紙

質記錄。博索納羅預計明年將尋求連任

，他聲稱這些投票箱容易出現舞弊行為

，他希望國會批準電子投票和紙質投票

系統相結合。

同日，巴西國會眾議院否決了這項

改變投票製度的計劃，其中229票贊成

、218票反對、1票棄權，另有數十名議

員缺席，投票結果與批準憲法修正案所

需的五分之三多數票差了79票。

包括前總統盧拉所屬的巴西工人黨

在內的9個左翼和中左翼政黨周二在一

份聲明中說：“武裝部隊允許以這種方

式展示他們的形象是不能接受的，他們

被用來暗示使用武力支持總統倡導的反

民主、政變提案”。現年75歲的盧拉從

2003年到2010年執政，以極高的支持率

離任，在最高法院宣布他的腐敗定罪無

效並恢復其政治權利後，他準備在2022

年大選中卷土重來。

博索納羅的主要保守派對手，聖保

羅州中右翼州長若昂 · 多裏亞（Joao

Doria）則表示，巴西利亞的“史無前例

和不必要的戰車遊行”是“對民主的明

顯威脅”，並且“再次接近專製主義，

而巴西希望民主、尊重憲法和自由。”

裏約熱內盧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家毛

裏西奧· 桑托羅（Mauricio Santoro）告訴

法新社記者：“總統利用這次坦克遊行

試圖恐嚇國會和最高法院，他想表明軍

隊站在他這邊。”

在越來越多的批評聲中，海軍在一

份聲明中說，軍事遊行是在周二眾議院

投票之前策劃的，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聯

系，總統媒體辦公室沒有回應對遊行發

表評論的請求。

路透社指出，博索納羅曾威脅說不

接受明年的總統選舉結果，民調顯示他

輸給了前總統盧拉，不過目前兩人都沒

有正式宣布參選。

莫德納公司將在加拿大
興建mRNA疫苗工廠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宣布與美國新冠疫苗研發商莫德納(Moder-

na)公司達成協議，在加拿大興建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工廠。

根據加政府與莫德納公司簽訂的備忘錄，莫德納在未來2年內

在加建立mRNA疫苗生產設施。但雙方尚未確定具體的工廠地點與

工程時間。加官方也未透露相關投資規模。

加拿大在生物製造和生命科學領域曾有較好的基礎，但近30多

年來投入不足，出現產業衰退，失去大規模和靈活的生物製造能力

。新冠疫情發生後，加拿大無力生產本土疫苗的現狀也受到國內輿

論詬病。

加聯邦政府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已投資逾12億加元用於重建

該國的疫苗、治療藥物和生物製造能力。

加官方現已批準使用4款新冠疫苗，其中包括莫德納與輝瑞生

產的兩款mRNA疫苗。

莫德納公司首席執行官班塞爾(Stéphane Bancel)表示，隨著該公

司在國際上的擴張，莫德納將加拿大視為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並

樂於幫助加拿大確保mRNA技術在本地的供應和製造能力。

今年 5月中旬，加政府宣布投資 2億加元，幫助安大略省一家

生物科技企業建造mRNA疫苗工廠。其基礎設施建設預計於2024年

完工。

加政府於 7 月下旬推出了加拿大的生物製造和生命科學戰略

。加聯邦政府在 2021 年預算中，計劃在 7 年內提供總額為 22 億加

元的資金用於打造本土生命科學產業，並確保為未來的大流行病

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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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週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稱
，塔利班掌控下阿富汗，現在可能給美國帶來恐怖主義威脅增加的風險，
比如“基地”組織這樣的恐怖組織，可能會更快地在阿富汗境內重組。

不久前，美國軍方評估預測稱，喀布爾可能在30天內被塔利班包圍
，然而不到一周後，全世界在周日看到了塔利班武裝人員進入阿富汗總統
辦公室，以及成群結隊的阿富汗人和外國人試圖登上飛機逃離阿富汗的驚
人場面。

一位知情人士稱，米利當天在一場簡報會上告訴參議員，預計美國官
員將改變他們先前對恐怖組織在阿富汗重組速度的評估。

今年6月，五角大樓高層領導人們表示，類似“基地”組織這樣的極
端組織，可能會在美國軍隊撤走後地兩年內在阿富汗重生，並對美國本土
構成威脅。美聯社稱，在美國以塔利班窩藏“基地”組織頭目為理由入侵
阿富汗二十年後，有專家稱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仍然立場合拍，其他暴
力團體也可以在塔利班新政權下找到避風港。

據知情人士透露，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美國官員們現在認為，“基
地”組織等恐怖組織的發展速度可能比預期的要快得多。知情人士說，包
括米利、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在內的拜登政府官員在與參議員
通話時表示，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根據不斷變化的威脅制定新的時間表。

週日，針對外界普遍認為美國這些情報機構此前未能預測喀布爾被塔
利班佔領的速度，美國現任和前任情報官員反駁了相關批評。一位高級情
報官員表示，“塔利班的迅速接管（喀布爾）一直有可能的，隨著塔利班
的推進，他們最終幾乎沒有遇到阻力。我們一直很清楚這是可能的，而且
地面上的戰術條件通常可以迅速演變。” 但拜登在 7 月 8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並未暗示會有這樣
的結果，當時他明確說道“塔利班摧垮一切並掌控整個國家的可能性極小”。

美聯社推測，美國減少在阿富汗的駐軍，可能阻礙了美國在阿富汗的情報工作。直到去年
10 月一直領導著美國國防情報局的退休中將羅伯特.阿什利 （Robert Ashley）表示，在阿富汗
軍隊中嵌入的美國人較少，意味著美國對這些部隊的表現缺乏了解。他說：“在部隊單位層面
衡量士氣下降非常非常困難，因為你人已經不在那裡了。如果阿富汗領導人只向我們說一些我
們想听的話，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隨著美軍撤出和塔利班對阿富汗全境的控制，美國想繼續監測阿富汗境內的恐怖主義威脅
將更加困難。在阿富汗的美國情報機構與美軍並肩工作，如果軍事存在不在持續，美國情報人
員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將受到嚴重限制。在美國中情局（CIA）已經工作26年並擔任過與阿富汗
有關的角色的馬克.波利梅羅普洛斯說，如果美軍離開了，那麼也意味著CIA也離開了。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表示，一旦人員疏散問題得到解決，
“我們的重點將轉向‘情報和反恐活動’，美國將必須確保它有能力追踪‘基地’組織是否在
那裡重組。”他說，“塔利班有很多理由來履行與美國的協議並阻止‘基地’組織。現在的任
務是讓美國處於可以監控和驗證這一承諾的地位。

（綜合報導）在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距離紐約市
不遠的居民區，上周有人在一個大型塑料容器中發現了
人體遺骸，並打電話報警，目前警方正在對此事開展調
查。

卑爾根縣檢察官馬克•穆塞拉（Mark Musella）發
表一份聲明稱，警方於當地時間8月13日上午10點30
分左右接到報警電話，隨後前往新澤西州里奇菲爾德帕
克（Ridgefield Park），調查有關在街上發現一個可疑
塑料容器的事情。里奇菲爾德帕克位於紐約市以西約13
英里處。

檢察官稱，在這個大容器裡面發現了人的遺骸，
“死亡情況和容器的來源正在調查中”。目前還沒有關
於此人可能身份的消息。

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這個容器看上去是一個大桶
，在13日下午2點30分被裝進一輛大型黑色貨車運走。
一名居民稱，他在騎自行車時注意到頭頂上有一架直升
機飛過，還有大批警力。他形容該地區“安靜”，“犯
罪率非常低”。報導稱，里奇菲爾德帕克在過去的35
年裡很少發生兇殺案，自1986年以來，當地警察局只報
告了6起案件。

卑爾根縣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伊麗莎白•萊本
（Elizabeth Reiben）稱，里奇菲爾德帕克警察局、檢察
官辦公室以及檢察官辦公室內負責處理兇殺案的重案組
都在對此事進行調查。

萊本稱，將對所有可疑的死亡事件進行調查，“現
在沒有任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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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美軍高層警告：
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增加

全球首款飛行摩托車順利完成首次飛行全球首款飛行摩托車順利完成首次飛行，，售價售價247247萬萬
（綜合報導）隨著一輛全新的飛行摩托

試駕成功，未來主義科幻電影可能會比我們
想像的更靠近生活，這種摩托車有望在2023
年向公眾發布。以製造垂直載人螺旋槳而聞
名的噴氣背包航空公司（Jetpack Aviation）公
司表示，噴氣驅動飛行摩托車順利完成了首
次飛行。

這家位於美國加州的公司希望能生產出
兩種面向普通人的版本，供日常用戶購買和
使用。據《Robb Report》報導，這款名為
“飛艇”（Speeder）的未來飛行摩托車採用
了噴氣背包航空公司獨特的飛行控制軟件程
序，可以幫助監測和調整前進中的推力。

據悉，該軟件的開發耗時一年半，可以
讓飛行摩托車在空中像普通的摩托車一樣運
行，並在飛行中自動穩定車輛。噴氣背包航
空公司首席執行官大衛 梅曼（David Mayman
）在接受《Robb Report》採訪時表示：“我
們可能會在半年內推出試用版本，並在兩年
內推出超輕型版本（無需飛行員執照）。超

輕版將被限制在每小時60英里（約96公里每
小時）（美國聯邦航空局規定）的速度以及
15分鐘的飛行時間。試用版本需要飛行員執
照才能飛行。該版本的速度為250英里每小時
（約 402 公里每小時），飛行時間約為 35 分
鐘。”

據悉，“飛艇”裝配有8個渦輪增壓發動
機，承載重量為600磅（約272公斤）。這輛
科幻電影版的飛行摩托車可以手動駕駛，搭
配拆卸的機翼、儲存空間、12英寸導航屏幕
以及內置無線電系統等。一款名為“飛艇2.0
”的更新版本將於今年稍晚些時候進行更為
嚴格的測試。噴氣背包航空公司也希望在將
來為公共安全提供商用版本。

此外，該公司最近與普羅米修斯燃料公
司達成協議，使用100%零淨碳燃料，使測試
和製造更加環保。這款飛行模特的初始定價
為38.1萬美元（約247萬人民幣），已經開始
接受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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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珠企聯研“機芯”躋身粵澳科創項目
解決定位導航性能問題 珠海深化與港澳對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由澳門大學攜手珠海獨

角獸企業等開展的相關機械人芯片

（港稱晶片）項目，躋身省級“粵

澳科技創新合作項目”，近日正式

進入實施階段。而新版《珠海經濟

特區科技創新促進條例》（下稱

《條例》）本月起正式施行，多方

面深化珠港澳科創合作。“珠海將

加強與港澳對接合作，加快建設粵

港澳聯合實驗室；推動成立澳珠產

學研創新聯盟，攜手澳門、廣州加

快搭建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的重要

交流合作平台。”珠海市科技創新

局局長王雷透露，今年已有17個珠

港澳科技創新合作項目通過評審獲

得立項，助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

������������

�
�

粵澳科技創新合作項目加速落地珠海。作為珠海市首
批高成長創新型企業（獨角獸企業），一微半導體

公司聯合澳門大學、廣東工業大學開展的《視覺與激光
融合定位導航(SLAM)及語音交互移動機械人核心芯片
的研發與產業化》項目近日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17合作項目獲逾800萬資金
“該項目旨在通過融合多傳感器和深度學習技

術，集成低功耗、低延時‘語音模數轉換器’芯片設
計技術來研發機械人核心模組，推動將機械人芯片和
算法平台化、智能化及互聯網化。”一微半導體公司
有關負責人表示，該項目通過制定出一套將機械人定
位建圖及導航技術芯片化的流程，有效解決目前海內
外機械人芯片對於環境建模及定位導航性能不佳的關
鍵問題。

據介紹，一微半導體與澳門大學此前已共同承擔
珠海市產業核心和關鍵技術攻關項目，並牽頭澳門大
學等9家單位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智能機械人”
專項。數據顯示，該企業至今累計申請知識產權超過
1,100項，專利申請量在清潔機械人技術與芯片領域位
居全國首位。

“珠海支持高校、科研機構、企業與港澳開展科
技創新合作。”王雷透露，今年“珠港澳科技創新合
作項目”已有17個獲得立項，共支持資金823萬元人
民幣。澳門大學與橫琴新區共建的“珠海澳大科技研

究院”也完成二期建設，中華醫藥及轉化醫學研發中
心已啟用。而“澳大──華發聯合實驗室”首批12個
科創項目簽約入駐。

由澳門大學及其博士團隊於珠海創立的迪奇孚瑞
生物科技公司，已研發出新型冠狀病毒“快檢套裝Vi-
rusHunter”，幫助前線檢測人員為疑似感染人士作快
速病毒檢測，半小時內出結果，實現“澳門芯珠海
造”。

合製新冠疫苗獲批臨床試驗
入駐粵澳合作中醫藥產業園的麗凡達生物技術公

司研製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mRNA疫苗”，今年三
月獲得國家藥監局核准簽發的《藥物臨床試驗批
件》，成為中國第三個獲批臨床試驗的自主研發的
mRNA新冠疫苗。記者了解到，目前麗凡達正按計劃
啟動臨床試驗，進一步評價其臨床安全性與有效性。

“接下來，珠港澳將進一步加強合作，開展珠港澳
科技創新合作項目。”王雷表示，新版《條例》便明確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包括加強與港澳科技創新政策
的銜接，加快完善跨境產學研合作機制，推動科技人才
跨境流動。《條例》還提出推動港澳地區國家重點實驗
室在珠海設立分支機構，加快建設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同時，建立財政科技資金跨港澳使用機制，支持港澳的
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承接珠海財政資金設立的科技創新
項目。

7
大
人
工
智
能
平
台
落
地
珠
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
海報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點發展
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人工智能也是珠
海市產業發展的重點方向。珠海市科
技創新局局長王雷透露，人工智能科
技創新7家重大平台已落子珠海，協
議支持總金額超過30億元（人民幣，
下同）。本月起施行的《珠海經濟特
區科技創新促進條例》，亦從創新主
體培育、平台建設及人才引進等方面
為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
持。

“珠海目前在人工智能的開放創
新平台、基礎支撐和關鍵技術、應用
等領域均有布局。”王雷表示，截至
去年底，珠海產業核心和關鍵技術攻
關項目已對爾智機器人、炬芯科技等
16個人工智能產業領域項目予以立
項，支持總額達4,300萬元。珠海全
志科技、大橫琴科技入選廣東省人工
智能骨幹企業，四維時代、格力智能
裝備入選廣東省人工智能培育企業。

同時，格力電器“智能製造廣東省
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雲洲
智能“無人船艇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
開放創新平台”、琴智科技“智能雲服
務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
台”獲廣東省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
平台認定。

王雷稱，最近珠海還建立廣東省
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加上前期建
設的中德（珠海）人工智能研究院、
珠海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創新中心、
珠海復旦創新研究院等 7家重大平
台，協議支持總金額超過30億元。

他透露，中國科學院與橫琴新區合
作建設“橫琴先進智能計算平台”，總
投資超20億元，目前二期完成部分算力
已達116億億次/秒。建成後算力將達到
400億億次/秒，成為全國首個、全球規
模最大的先進智能計算平台，作為珠江
口西岸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將支撐人工
智能產業加快發展。

●無人船艇人工智能平台落地珠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王雷王雷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近年珠海推進智能機械人等關鍵技術近年珠海推進智能機械人等關鍵技術
研發研發，，圖為智能機械人在珠海亮相圖為智能機械人在珠海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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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審計部報告指，民國105年至109年
，軍人離退欠款已達新台幣4億元且逐年增加。國防
部今天回應，國軍採取精兵政策，只要考核不適任者
就請他離開，但會強化追繳退賠的成效。

國防部表示，105 年至 109 年期間的公費軍校生
退學，及任官後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的退伍官兵，有
關他們的離退欠款追繳數總額增加，主要是因每年金
額累計的結果。

國防部強調，由於國軍採精兵政策，對不適任
的人員採取 「嚴考核、嚴淘汰」政策，只要是考核不
適任的人員，就會請他離開，但將持續檢討精進，強
化追繳退賠的成效。

國防部也說明，將研議修訂相關作業規定可行
性，加強單位橫向溝通聯繫，促進應收款項源頭管理
；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已在5月完成修訂，
與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退伍的軍士官作法一致；軍校
生規定則將研擬精進，將參照其他機關連帶保證資格
規範，併向連帶保證人追償。

國防部最後表示， 「退賠系統平台」在 108 年
底建置完成，但系統數據與實際金額無法結合，暫以

紙本作業執行追償管制，未來持續針對系統問題癥結
改善。

審計部近期發布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指出，105年至109年間的公費軍校生退學，
及任官後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的退伍人員，尚未收回
賠款金額達新台幣2億8581萬元。

報告又指，不適服現役志願役士兵所欠賠款總
額達1億562萬元；其他類別 「應收溢領個人給與」
項目，則約930萬元。

報告說，上述加總高達4億元，且金額自105年
起逐步增加。

審計部認為，退離人員賠款追繳成效問題，國
軍有數項待改進，包括國軍未規範橫向聯繫各業管部
門，導致離退人員縱使欠款仍可退離。

其次，報告說，軍事院校軍費生退學、不適服
現役志願役士兵賠償，除可一次繳納，也可選分期繳
納，但與未服滿最少年限的軍士官須一次繳納賠償金
，或繳納1/10金額後，始得辦理分期賠償的規定不同
。

(綜合報道）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啟動高軟二期開發計
畫，資訊工業策進會攜手科技產業園區今天舉辦招商座談會，推
動5G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產業，並在園區內打造全台首座
「數位轉型共創基地」。

資策會今天攜手科技產業園區舉辦 「高雄軟體園區二期招商
座談會」，線上與線下包括台灣微軟、中油、中華電信、仁寶、
緯創資通、中興保全、合作金庫創投、宏達電、日月光等企業，

超過200位企業代表參與。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處長楊伯耕表示， 「高雄軟體園

區二期」位於亞洲新灣區核心地帶，基地緊鄰高軟一期北側，西
臨高雄港，鄰近輕軌、捷運等軌道交通，交通便利，串連都市核
心區域，可成為5G人工智慧物聯網產業重要據點，招商鎖定資
訊軟體、數位內容、智慧應用等重點產業。

資策會地方創生服務處處長洪毓祥指出，創生處南區中心

已深耕亞灣高軟園區10多年，目前攜手加工處爭取前瞻2.0經費
，共同在園區內打造全台首座 「數位轉型共創基地」，加速南部
製造產業數位轉型。

資策會創生處在全台規劃 「區域數位轉型創新中心」，以
高雄亞灣為第一站，服務領域包含智慧製造、體感娛樂、運動娛
樂、國際新創育成等多方位業務。

拚5G人工智慧物聯網資策會推高軟二期招商

軍人離退欠款達4億 國防部：將強化追繳成效

自購自購2424..9696萬劑莫德納疫苗運抵台灣萬劑莫德納疫苗運抵台灣
台灣自購的台灣自購的2424..9696萬劑莫德納疫苗萬劑莫德納疫苗1515日運抵桃園國際機場日運抵桃園國際機場，，疫苗經通關作業後疫苗經通關作業後

，，將由警車護送運往冷儲物流中心存放將由警車護送運往冷儲物流中心存放，，並進行後續檢驗封緘作業並進行後續檢驗封緘作業。。EUA審查未通過聯亞：評估第三期臨床試驗效益
(綜合報道）聯亞疫苗中和抗體效價偏低，緊急使用授權（EUA）審查未通過，聯亞藥代母公

司聯亞生技公告指出，目前國內臨床二期試驗持續進行，母公司將重新執行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效
益評估。

聯亞藥公告表示，母公司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6月30日向台灣衛福部食藥署申請
COVID-19疫苗UB-612專案製造EUA，經食藥署8月15日召開專家會議審查，UB-612未符合
「新冠疫苗專案製造或輸入技術性資料審查基準」。

聯亞藥表示，與母公司簽訂UB-612疫苗委託製造合約，已收取50%不可退還訂金，應可支

應已投入生產疫苗成本。另自有產品銷售情形良好，並有穩定國內外客戶藥品委託製造及藥品開
發訂單，上述事件對財務業務影響有限。

聯亞藥指出，目前國內臨床二期試驗持續進行，至於下一階段，母公司將重新執行第三期臨
床試驗效益評估。

聯亞生技6月底舉行COVID-19疫苗（UB-612）二期臨床試驗期中分析報告記者會，強調
UB-612對變種病毒具保護力，除了加速前往印度進行1.1萬人三期臨床試驗，也將在美國進行
「混合補強施打」的第二期臨床試驗。

疫情3級警戒聚賭遭罰拒繳花蓮分署將查扣財產
(綜合報道）疫情3級警戒期間，台東縣大武鄉5男2女室內聚賭遭衛生單位裁罰，其中3人逾

期未繳也未辦理分期，被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強制執行，將查扣其財產。
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今天表示，今年6月5日晚間還是國內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3級警戒期間，5男2女在台東縣大武鄉室內群聚賭博被查獲，違反當時 「停止室內5人以
上，室外10人以上聚會」規定。

台東縣衛生局依傳染病防治法分別對7名賭客重罰新台幣6萬元罰鍰，其中2人於收到罰單後

自動繳清、2人辦理分期，另3人逾期未繳也未辦理分期繳納，台東縣衛
生局6月底移送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強制執行。

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指出，為保全公法債權避免脫產，已於8月10日
函請台東縣稅務局就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禁止稅籍異動，若仍拒不處理，將

不排除查封其不動產，以促其繳納罰款。
花蓮分署表示，目前國內疫情雖趨緩，民眾仍應配合指揮中心公布的防疫措施，切勿違反規

定，不但傷荷包又會遭強制執行。
針對違反防疫規定的裁罰案件，花蓮分署指出，將優先強力執法，督促義務人繳清欠款，以

落實裁罰目的，共同圍堵疫情，守護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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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疫情期間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疫情期間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20212021盂蘭盆超薦暨供僧祈福法會網上直播通啓盂蘭盆超薦暨供僧祈福法會網上直播通啓
（（本報訊本報訊 ））德州佛教會謹訂於陽曆八月二十二日德州佛教會謹訂於陽曆八月二十二日，，陰曆七陰曆七

月十五日月十五日((星期日星期日)) 上午十時上午十時，，由宏意師父帶領常住法師在玉佛寺由宏意師父帶領常住法師在玉佛寺
舉行一年一度的盂蘭盆超薦暨供僧法會舉行一年一度的盂蘭盆超薦暨供僧法會。。

由於疫情的持續蔓延由於疫情的持續蔓延，，無法聚眾無法聚眾，，法會將採取同步直播法會將採取同步直播。。港港
、、台台、、美國各地佛弟子美國各地佛弟子，，請於請於88//2222美國中部時間上午十時美國中部時間上午十時，，香香
港台灣時間下午港台灣時間下午1111時時，，同步上德州佛教會網站同步上德州佛教會網站www.jadebudwww.jadebud--
dha.orgdha.org 連結連結U-TubeU-Tube或或 FacebookFacebook，，安坐家中安坐家中，，一起參加直播一起參加直播

法會法會，，藉此法會功德因緣藉此法會功德因緣，，祈願世界和平祈願世界和平，，瘟疫早除瘟疫早除，，人民安樂人民安樂
，，在生者福慧增長在生者福慧增長，，過去者往生淨土過去者往生淨土。。。。

方丈和尚宏意師父方丈和尚宏意師父，，將以將以 「「勤修回向增福慧勤修回向增福慧」」 為題為題，，為會友為會友
大眾開示大眾開示。。

法會程序將如下法會程序將如下::
恭誦恭誦《《盂蘭盆經盂蘭盆經》，》，持念藥師咒持念藥師咒，，佛前大供佛前大供，，延生位回向延生位回向，，

往生位回向往生位回向，，供養僧寶供養僧寶。。

敬祝大衆敬祝大衆
身心康泰身心康泰,, 智慧增長智慧增長！！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
文宣組文宣組
願佛在世願佛在世，，法輪常轉法輪常轉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中華老
人服務協會、光鹽社、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休士頓華裔護理協
會、慈濟德州分會共同主辦的健康講座- 「疫情期間如何保持自
己的心理健康」 於上周六（8月14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
ZOOM 網上舉行。邀請鄭沛寒（Pei-Han Cheng )博士擔任主講
人。鄭沛寒博士是紐約州的執業心理學家和布魯克林學院的助理
教授。她的專長包括情感關係、自我認同及發展、飲食失調症與
亞裔民眾的心理健康。鄭博士還為公司跟機構提供多元文化、領
導力和員工健康的培訓工作坊。她在哥倫比亞大學輔導心理學系
獲得博士學位。

因為疫情的關係造成兒童、青少年自殺率和暴力暴增，也因
為疫情關係，人們產生抑鬱、焦慮、恐懼失眠、緊張等不良情緒
的狀況。並且需要應對多方面的挑戰，包括社交和家庭關係、經
濟和工作上的挑戰以及健康問題等，因而造成不同年齡層的心理
健康惡化。主講人著名心理學家鄭沛寒博士為我們講解疫情期間
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她講座的內容包括了：（一）亞裔美
國人在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狀況（二）大腦與壓力反應（三）壓
力對我們的影響：行為、情緒、認知、身體（四）維持心理健康
的技巧（五）Q&A 交流時間。

在談到 「亞裔美國人在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狀況」 時，鄭博
士說：平均每十個亞裔美國人就有超過四個人表示他們有憂鬱跟
焦慮的症狀。在有心理疾病診斷的亞裔美國人當中，有62%的
人急需協助來幫他們找到適當的治療及資源。其中，有遭遇過種

族歧視的亞裔美國人，他們可能會發展出憂鬱
跟焦慮症狀的機會是其他亞裔美國人的二倍多
。這些亞裔美國人表示：種族歧視給他們帶來
的壓力比疫情本身還要大，每五個人中就有一
人經歷心理創傷。
她立即在現場為觀眾作即時投票，詢問在過

去二週你是否因疫情或擔心被歧視而出現下列
症狀：失眠，無法一覺到天亮，或嗜睡；疲勞
或沒有精力；胃口不好、或暴食；無法集中注
意力；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或者是失去興趣
；感覺沮喪、憂鬱、或絕望；感到孤單。測驗
的結果，失眠、無法集中注意力、對任何事情
都提不起勁及感到孤單四項圈選的比例最高。
她並以圖象介紹 「壓力」 對我們認知、身體

、情緒和行為的影響。如在 「認知」 方面：造
成思想遲緩/混亂、不能集中、記憶力減退、腦
袋一片空白、分析/解決問題能力減弱、不能保
持客觀、無法做決定、失真感。在 「身體」 方

面：造成頭痛、肌肉緊繃或疼痛、出汗/發冷、腸胃不
適、呼吸困難/胸悶、血壓高、食慾&體重。在 「情緒」 方面：造
成焦慮、憤怒、煩躁、內疚、責備、驚恐、恐慌、無法控制自己
及異乎尋常的情緒反應。在 「行為」 方面：則很難表達自己的想
法/感覺，反應遲緩/效率減慢、酗酒/濫用藥物、孤立自己、易怒
、暴飲暴食等。

她特別提到 「自動化負面思想」 這些想法是從腦海中自動蹦
出耒，通常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快速、過於簡單、沒有衡量到事
實的複雜性或其他的可能性；日積月累養成的，我們身邊的人或
環境會讓我們增強這些思想模式；心情跟壓力會讓我們有更多的
「自動化負面思想」 。

鄭博士透過心理學專家的減壓技巧：正念/冥想的方式來減
壓。包括：（一 ）辯証心理學：觀察（五官）描述、投入。
（二）How Skills: 不要批評別人，專注，採有效的方式，觀察
、描述這二個技巧：（一）仔細看：周邊環境，看五樣東西。
（二）觸摸四樣東西，感受其質感、溫度、重量。（三）聞一聞
：聞到三種不同的味道。（四）用心聽：找二個不同的聲音。
（五）慢慢品：嚐一個味道。

最後，她談到STOP Skills: 包括S-Stop Take Stock: 停下
來，退一步，仔細觀察跟評估現在的狀況。當情緒很高漲日子，
不要馬上反應或讓情緒控制你。T -Take a step back, Take a
breath. 想像你從在的狀況退一步，或者是真實演練一下。把注
意力放在呼吸上，觀察胸或腹部起伏的韻律。O-Open & Ob-

serve ，當我們在危機或情緒高張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只看到事
情的一小部分，所以我們要退一步，觀察情況，再來決定什麼是
“ 最好的下一步” 。P-Proceed mindfully , 向你的智慧之心
（Wise Mind )徵詢該如何回應，解決目前的情況。

談到練習STOP 技巧：（一）如哺乳動物潛水反射，讓您
的心跳降低10%～30%；（二 ）調整身體溫度：如用冷水洗臉
、洗澡，雙手握冰塊。（三 ）激烈運動：如跳舞、跑樓梯、伏
地挺身,開合跳、平板支撐（plank )。（四）調整呼吸：用丹田
深呼吸、放慢速度、練習Box Breathing。（五）漸進式肌肉放
鬆法：·每一次專注在一個肌肉群、或身體某一區；·繃緊肌肉五
秒鐘，然後放鬆；·重複這個步驟直到從頭到腳都做完一遍。

她也提到一些其他技巧：如 「自我定位」 ：隨時帶著可以給
你安全感的小東西，輕敲打你的虎口；限定自己看新聞、討論疫
情的時間；多跟讓你有安全感、舒服的朋友保持聯絡；清楚溝通
你的需求以及對自己跟別人寬容一點。另外，她也提到如何幫助
小孩：如清楚、明確的回答他們的問題；觀察他們的情緒，教他
們如何照顧自己的情緒及壓力反應；有固定的時間表；利用時間
來做一些有趣的活動；了解小孩的 「問題行為」 及改變是不是他
們創傷跟壓力的表現。

最後，她以老祖宗的智慧作為當天的總結：即吃好、睡好、
多活動、守望相助、做開心的事。才是疫情期間保持自己心理健
康的不二法門。

圖為主講人鄭沛寒博士圖為主講人鄭沛寒博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致詞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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