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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徵兵 開展新的事業
      有 150 個行業選擇，無需職業經驗。50+個醫療行業事業選擇， 律師、文秘、建築、
飛行員、IT網絡...99%的軍隊工作跟一般市民工作相同(培訓期間按軍銜發工資)。

資格: 17~35歲，無犯罪紀錄，身體健康，綠卡、公民身份均可加入。
在訓練合格成為正式軍人以後，由美國陸軍為你直接申請入籍

每年學費補助$4000美元 
陸軍軍人可以在服役期間完成學位
教育福利可以用於軍人自己或給家人使用
Montgomery GI Bill達到$48,000美元
Post 9/11 GI Bill達到$80,000美元
醫療和牙醫學校有全額獎學金，另有高達
$65,000美元的學生貸款償還。

非常有競爭力的月薪，加上額外補助
高達$40000美元的獎金
包括家人在內的全方面醫療保障
每年有30天帶薪假期，假日不包括在內
20年退休，直接拿退休金。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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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额
外
福
利

范士官 SSG Xian S. Fan 
手機: 281-740-0932 
IG: Staff_sergeant_fan

不打疫苗不打疫苗 美一所大學註銷數百人學籍美一所大學註銷數百人學籍
（中央社）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

，由於違反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新
冠肺炎（COVID-19）疫苗強制接種規定，該校已註銷
238名學生的秋季入學學籍。

維吉尼亞大學發言人柯益（Brian Coy）表示，該
校約有96.6%的學生已接種新冠肺炎疫苗、1.3%學生已
獲准以宗教或醫療理由申請豁免接種規定、1%學生尚
未接種；而遭註銷學籍的238名學生中，只有49人確實
註冊秋季課程，代表剩下的189人可能本來就不準備於
今年秋天返回校園。不過他也補充，18日註冊的學生仍
有一週時間能進行補救，完成後可重新註冊。

根據維吉尼亞大學規定，任何在校園內生活、學習
或工作的學生，都必須以完全接種疫苗的狀態迎接

2021至2022學年。柯益指出，豁免強制接種規定者雖
然不必接種疫苗，但被要求無論於室內或室外，只要身
邊有其他人，就得強制配戴口罩，也必須每週接受一次
病毒檢測，且未來此數字還可能繼續增加。

而未豁免強制接種規定者，已在5月20日至7月1
日期間被 「反覆提醒」 ，聯絡方式包括電子郵件、電話
、簡訊，甚至直接通知父母等。柯益認為，極高的接種
比例顯示學生們確實接收到學校的訊息，有望讓校園生
活再度正常展開。

根據維吉尼亞大學網站，秋季新學期預計將有
18066名大學生及 9049名研究生到校上課，其中有
67%為維吉尼亞州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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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ree senators from
Maine, Mississippi and
Colorado all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all three have been
vaccinated.

Senator King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he began
feeling mildly feverish and
he is now quarantining at
home and is telling the
few people he has been
in contact with to get
treated.

Senator Wicker also
tested positive and is
being treated by his
Tupelo-based physician.
He is also in isolation and
everyone who has come
in contact with him also
has been notified.

The Senate will not be in
session until next month.
With an alarming rise in
COVID -19 cases, more
Americans have recently
made the decision to get

vaccinated. In the last six
months more than one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it was reported on
Thursday. Because it
takes weeks to gain
immunity following a full
vaccination, even those
people who just got
vaccinated need to be
very cautious.

Today hospitals across
the state are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being created by
new COVID-19 patients.

The CDC has repeatedly
urged people and
stressed to them that

preventative vaccination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to combat
COVID-19.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still so many people don’
t believe that when you
are not protected that the
many people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will also get
infected.

We are so lucky we have
the vaccine. For all of us
looking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poor nations, they don’t
have the vaccine and now
they are suffering greatly.

0808//2121//20212021

More Politicians GetMore Politicians Get
COVID-COVID-1919

三位來自緬因州、密西
西比州及柯羅拉多州的美國
參議員今天都被確診為新冠
疫情之陽性反應，參議員金
恩表示，他已經在自動隔離
之中，目前參議院在休會之
中一直到下個月才會復會。
由于疫情再度升溫，過

去六個星期以來，全國施種
疫苗的人數在增加中，今天
一天就有一百萬人接種，尤
其是在奧克荷馬及路易士安
那州最為明顯，因為接種疫
苗之後的一個星期才會產生
抗體許多人還是要特別小心

。
醫療專家們警告，新型

三角洲病毒非常可怕，許多
年輕人都有感染之可能，而
目前最有效之方法就是馬上
種植疫苗。
目前全國共有百分之五

十一點一的人口打了疫苗，
但是我們還是認為是件不可
瞭解和思議之事。
一向主張不要強制戴口

罩的德州州長艾伯特也中鏢
了， 他雖然打過疫苗， 還
是無法抗拒利害的變種病毒
，許多同黨人士在大庭廣眾

之下都未載口罩和保持距離
。
我們有充分足夠之疫苗

等待大家隨時隨地接種，但
是許多人因為信仰和醫學之
原因， 拒絕接受種植， 但
是他們要知道這並非是自己
个人之事，而是會影響到整
個社區和你接觸的人。
學校已經全國開學了，

休斯敦北方的康樂學區因為
當地拒戴口覃，已經有上百
位學童感染了，我們呼籲大
家要自重、 自愛， 病毒是
我們共同的敵人。

政要染疫政要染疫 美國疫情惡化美國疫情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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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西班牙歐華報報導 近來，Ertz-
aintza，即 País Vasco 大區警方正在“挨家挨戶”上門
探訪被確診新冠的患者。據警察職業聯盟稱，警局收
到指令，被要求派遣巡邏隊前往私人住宅，以查明新
冠檢測呈陽性的人，以及與這些人一起生活的人的情
況。

根據SIPE的消息，Ertzaintza不同警局接到通知，
其中報告了陽性病例，並附上對方的個人信息數據，
以便警察巡邏到這些人的家。

在工會看來，Ertzaintza警方在沒有任何法律保護

的情況下出現在一個私人地址，而且根據總部的命令
，對該地址中的所有人進行身份核查。而這明顯是一
項“非法的命令”。更何況，如果被投訴，唯一會受
影響的人也是這些執行任務的巡邏隊。

據悉，在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刻，當地警方一直
支持衛生服務部門的檢疫隔離措施，並配合行動。但
在疫苗接種率已經超過60%的今天，工會不滿於當局
在人手有限的情況下，將警察分派出去執行“敏感”
的任務。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警方本職的工
作效率。

西班牙警察被要求挨家挨戶上門探問新冠確診者西班牙警察被要求挨家挨戶上門探問新冠確診者
警察工會表示不滿警察工會表示不滿

（綜合報導）據微悉尼報導 週五，澳總理Scott Morrison證實，又有60名澳洲公民和阿富汗
簽證持有者在夜晚從喀布爾起飛。

目前，共有162人從阿富汗撤離。
第一批從阿富汗撤離的人員,已於週五凌晨抵達珀斯，週五凌晨，一架載近100名從喀布爾撤

離的澳大利亞公民和阿富汗翻譯的飛機在珀斯降落，同時，澳大利亞繼續在喀布爾執行撤僑任務
。

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亞將繼續組織更多的航班:“我們將繼續與其他國家、其他夥伴合作，確
保向尋求支持的澳大利亞、阿富汗公民以及其他尋求撤離喀布爾的外國官員提供撤僑航班。”

他警告說，局勢仍然混亂。
澳洲國防軍的這架飛機於週四晚些時候從迪拜附近的一個空軍基地起飛後，在周五凌晨1點

30分降落珀斯。
機上估計載有90名撤離人員，包括澳大利亞海關人員和移民人員、領事和外交服務官員，以

及在戰爭期間與澳大利亞一起工作的阿富汗翻譯。
全副武裝的警察在機場協助撤離人員前往珀斯Hyatt酒店，他們將在那接受14天的隔離。
此前，該酒店的幾層樓已被清理，為他們隔離做準備。
澳總理Scott Morrison此前表示：“我們將盡一切努力，確保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保護入境的

人員，並切實保護更廣泛的西澳社區和相關工作人員不受COVID-19感染。”
澳總理還表示，聯邦官員將在未來兩週幫助西澳官員確保這批人獲得醫療和心理健康支持。
莫里森感謝州政府為撤離人員提供隔離設施。
他說:“我一直在與各州和各地區合作，我們今天下午將在國家內閣討論這一問題，但我很高

興所有州和各地區都在給予支持。”
他說:“對許多撤離者來說，這是一場艱難而痛苦的考驗，我們將幫助他們完成隔離。”
週四，又有76名持有保護簽證的澳大利亞公民和阿富汗人乘機離開喀布爾，前往阿聯酋，這

樣他們也將可以飛回澳大利亞。
另外40名國防軍和一些物資,已乘機送至喀布爾協助救援任務。
澳洲正努力在Hamid Karzai國際機場建立自己的中轉區，但莫里森週四表示，安全和天氣狀

況正在惡化。
週五早些時候，移民部長Alex Hawke在Today Show上表示，目前的形勢“混亂、困難和危險

”。

他說:“我們正在與國際夥伴合作，確保機場的安全，並為到達那裡的人提供安全保障。”
“澳大利亞士兵在那裡受到了傷害，我們的邊境官員和外交官員正在地面上努力處理可以前

往機場的人。
“每個人都在努力讓人們通過塔利班檢查站到達機場，登上飛機。”Hawke先生承認，由於

“形勢緊迫、令人絕望”，“並非所有人都能逃出來”。
他說:“我們將盡我們所能，他們有的是澳洲亞公民、永久公民，有的是持澳大利亞簽證的阿

富汗公民。”
他說:“我們將盡可能多地調動人員，但在一個國家已經崩潰和放棄的戰區，這將是困難和危

險的。

首批阿富汗撤離人員已降落首批阿富汗撤離人員已降落
在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近百人在酒店隔離近百人在酒店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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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因阿富汗局勢動蕩
阿富汗在印度的留學生未來堪憂

綜合報導 因為地理和歷史因素，每年都會有不少阿富汗留學生前

往印度學習。報道稱，鑒於塔利班在阿富汗迅速接管政權，一些經由前

政府項目前往印度的阿富汗留學生因阿富汗動蕩的局勢，對未來感到迷

茫。

一位在尼赫魯大學攻讀碩士的阿富汗留學生表示，他目前不考慮回

國，在喀布爾的父母也希望他盡可能留在印度，但是他的簽證將於9月

15日到期。他對前程充滿了擔憂。

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專業的碩士生穆罕默德· 沙菲克· 蘇丹說，他在

瓦爾達克省的家已經在塔利班的控製之下。 他的簽證將於12月到期。

他與阿富汗駐印度使館交談後無果，使館表示，當下政權更疊，他們也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在印度的不少阿富汗留學生已經完成了原有學業，為了延長簽證，

他們試圖繼續在印度深造以獲得更長的停留時間。但是很多留學生來自

普通家庭，留學印度的生活費和學費讓他們無法承受。

印度政府每年向1000名阿富汗學生提供獎學金。為獲得獎學金，

這些已經完成學業的留學生必須返回阿富汗，才有機會重新申請獎

學金。

來自阿富汗的留學生向印度政府提出訴求，希望考慮當下特殊情況

，將原有的學生簽證時間延長，同時能減免大學學費。但是留學生的要

求尚未得到答復。

據報道，在德裏大學就讀的阿富汗留學生的現狀也基本相似。不少

學生表示，在阿富汗的家人已經無法給他們寄錢， 喀布爾的銀行和商

業中心目前處於關閉狀態。

一位自費來印度讀書的阿富汗大二留學生表示，他過去在學校附近

租房住，現在已經遇到經濟問題。他寫信給學校，希望能住到德裏大學

相對便宜的學生宿舍以解燃眉之急，但是校方還未作出回應。（總臺記

者 王建兵）

中國留學生赴美人數大減18% 美眾多大學面臨收入危機
未來幾周，數千萬學生將

湧入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許

多大學都期待著開啟疫情暴發

以來第一個正常且以面對面教

學為主的學年。不過，除了德

爾塔(Delta)毒株持續蔓延之外

，另一個因素也在威脅著全美

大學能否恢復如常，即：美國

大學可能正在失去對中國學生

的吸引力，而中國正是美國最

大的留學生來源地。

《財富》雜誌報道稱，據

應用平臺“通用申請 (Com-

monApp)”的數據顯示，與去

年相比，今年中國學生的申請

量減少了18%。鑒於與前一個

周期相比，美國大學在本周期

的國際學生申請量增加了9%，

因此中國學生申請量的下降顯

得尤為明顯。

這一情況威脅著美國大學

重要而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美

國商務部估計，2019年，國際

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440億

美元。那一年，來自中國學生

的貢獻約占159億美元。

據分析，中國學生興趣的

減弱源於美國對中國學生的簽

證限製、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

種族主義增加以及美中之間日

益緊張的關系。

疫情暴發 留學通道被關閉
2020年 3月，當美國大學

校園關閉、教學轉為線上時，

中國學生和其他國際學生面臨

著一個艱難的選擇：要麼回家

，要麼找個地方住。

當時還在康涅狄格衛斯理

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讀大

二的漢森(Hanson)選擇留下來，

因為回北京的費用昂貴。雖然

疫情期間，漢森幾乎與世隔絕

，但復課後，漢森留在這裏的

優勢體現出來。

在2020年秋季復課時，那

些回了家的中國學生被迫飛往

第三國隔離兩周才能到美國。

而且由於全美駐世界各地的領

事館在這幾個月內基本暫停了

簽證服務，因此中國新生幾乎

完全被禁止入境。

不過隨著今年更多領事館

重新開放以及優先批準學生簽

證的政策，從5月到 6月，美

國共批準了 5.7 萬中國學生的

簽證。

美“政治掛帥”成阻礙
政治因素也可能對大學的

全面復蘇造成阻礙。2020年 5

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禁止與

中國軍方有聯系的科技領域中

國研究生在美國大學學習。美

國官員聲稱，這些學生可能構

成國家安全威脅，並可能竊取

國家機密。自特朗普實施禁令

以來，已有1000多名中國學生

的簽證被撤銷。

幫助中國學生申請美國

預科學校和大學的教育咨詢

公 司 “ 中 國 精 英 學 者 (Elite

Scholars of China)”聯合創始

人托默 · 羅斯柴爾德 (Tomer

Rothschild)表示，雖然禁令只

針對少數學生，但它發出了

一個信息，即美國不再是歡迎

中國學生的地方。

中國學生減少帶來持續影響
“雖然頂級學校不愁招不

來人，但那些不怎麼出名的學

校遭遇了困難。”羅斯柴爾德

說。

密歇根州立大學(MSU)是

近幾十年以來開始吸引中國學

生的學校之一。從 2006 年到

2016年，該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人數增加了7倍。但從2016年

到2019年，該大學的中國留學

生人數每年下降約7%。

密歇根州立大學國際招生

主任帕蒂· 克羅姆(Patty Croom)

說：“過去幾年是一個艱難的

時期，因為(中國學生的入學人

數)一直在下降。而疫情加劇了

這種情況。”

俄亥俄衛斯理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國際招生主

任克裏斯汀· 克羅斯比(Kristin

Crosby)則說：“幾乎所有學校

都認為，大多數學校的中國留

學生申請人數急劇下降。這對

收入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巴拿馬總統發警告：
不接種疫苗公務員將被要求休無薪假

綜合報導 巴拿馬總統勞倫蒂諾· 科爾蒂索(Laurentino Cortizo)近日向

不接種新冠疫苗的公務員發出了明確警告，未來這些公務員可能將被要

求休無薪假期。

據報道，科爾蒂索近日表示：“我正在分析要求不接種新冠疫苗的

公務員回家休無薪假期的可能性。公務員絕對沒有權利選擇不接種新冠

疫苗，他們也沒有權利感染其他已接種疫苗並在正常工作的人。”

科爾蒂索也因此敦促巴拿馬民眾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並要求每個

人說服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前往接種疫苗。科爾蒂索強調：

“每個人都必須了解接種新冠疫苗的重要性，新冠病毒已經奪走了

很多人的生命。”

不過之後巴拿馬政府方面澄清稱，目前政府沒有批準任何措施來讓

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公務員回家休無薪假。政府正在評估目前采取這種措

施的可能性，因此這項措施尚未生效。

這並不是政府第一次要求公務員在新冠疫情期間堅持遵守防疫

規定。去年7月，巴拿馬衛生部長路易斯· 弗朗西斯科· 蘇克雷(Luis

Francisco Sucre)就曾警告說，對於任何參與秘密聚會活動或所謂的“停

車場聚會”活動(在停車場聚眾飲酒的活動)的公務員，政府將一律對其

進行開除處理。而在最近，巴拿馬政府也曾表示，對於未接種新冠疫苗

的民眾，政府正在評估禁止其獲得社會補貼或進入公共場所的可能性。

加拿大多地推行疫苗強製接種
專家指新一波疫情可控

綜合報導 在德爾塔毒株引發的新一

波新冠疫情擡頭之際，加拿大多地正陸

續出臺要求特定人群強製接種疫苗的措

施。有專家表示，相信加拿大此波疫情

不會比前幾波糟糕。

加人口第一大省及累計病例數居首

的安大略省8月17日宣布，暫停進一步

重啟開放措施；對醫院、家庭及社區護

理機構等高風險環境實施強製接種政策

，要求相關機構或雇主不遲於9月7日對

其從業人員、學生或義工等落實疫苗接

種，未接種者需提供醫療原因證明。對

公、私立學校及兒童護理機構等，當局

要求披露其從業人員是否已接種疫苗，

對未接種人員須進行抗原測試。

安大略省同時宣布將為部分脆弱人

群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其中包括器官

或造血幹細胞移植接受者、部分血液病

患者、生活在養老院等高風險聚集場所

的人士等。目前安大略省合資格、即12

歲以上人群中，逾81%已接種至少一劑

疫苗，約74%已完全接種。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近日宣布，將對

長期護理機構工作人員和家庭護工作出

強製接種疫苗的要求。截至8月17日，

該省7天日均新增病例數已連續33天增

長，住院病例數則出現7月1日以來首次

超過100例。衛生部門建議民眾避免前

往內陸疫情活躍地區進行非必要旅行。

魁北克省省長勒戈表示，該省將強

製要求與患者有接觸的醫護人員以及部

分公共部門人員接種疫苗。省議會近日

將討論具體細節。但該省目前不打算對

教師作出強製接種要求。

加總理特魯多17日在多倫多地區的一

次競選活動中提醒說，聯邦政府將要求公

務員必須接種疫苗，任何無正當醫療理由

而未完全接種者將面臨“後果”。

加聯邦政府近日已宣布，最快在9

月底對所有聯邦公務員實行強製接種要

求。10月底之前擬對聯邦監管的航空、

鐵路和水上交通部門雇員，以及商業航

班、跨省列車及過夜郵輪等交通工具的

乘客強製要求接種。

加拿大流行病學專家王培忠接受中

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加拿大目前遭遇

的第四波疫情在意料之中。這緣於多個

因素的疊加：德爾塔毒株傳染性更強；

現有疫苗對變種毒株的防護力有所降低

；逐步解封之後人際接觸、交流增加；

疫苗保護力隨時間推移會自然下降，等

等。

他表示，相較之前，新一波疫情影響

的人群有所不同，主要波及未接種疫苗的

人士。感染者中年輕人占比較多。但同時

，住院和死亡病例數上升並不明顯。因而

官方及衛生專家對於應對此波疫情仍抱有

信心，相信不應再出現全面封城。

王培忠認為，強製接種措施很有必

要，未接種疫苗的人士今後可能面臨諸

多不便。加官方已用很大力度抗擊疫情

，除推進疫苗接種外，也在逐步完善相

關管理機製。從趨勢看，加拿大對這一

疾病雖難根除，但可控製。官方對民眾

的教育及日常防疫工作仍不可放松。

默克爾：德國不能在難民問題上重蹈覆轍
綜合報導 談及阿富汗近期局勢可能

造成的新一輪難民潮，德國總理默克爾

16日表示，德國不能重復過去曾經犯下

的錯誤，即由於未能給予聯合國難民

署等機構足夠資金，導致人們從約旦

、黎巴嫩和敘利亞踏上前往歐洲之路

。為此，德國將盡快對阿富汗的鄰國予

以援助。

默克爾在柏林就阿富汗局勢舉行記

者會時做出上述表示。默克爾表示，德

國聯邦內閣將於18日討論當地預計會出

現的人員逃離問題。默克爾明確表示，

德國聯邦政府無意從阿富汗接收大批難

民。她強調，德國當前的重點是對巴基

斯坦等可能有大批阿富汗難民湧入的阿

鄰國提供援助，同時德國亦正與聯合國

難民署保持溝通。

有記者追問，對於那些不在德國政府

撤離“名單”上的人，是否能夠期待德國

像在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期間那樣對尋求

庇護者敞開國門。對此，默克爾回應稱，

德國政府的主要目

標是確保那些“直

接向我們提供了大

量幫助的人”可以

看 到 希 望 。 她 坦

言 ， 至 於 是 否 能

做到這一點則完全

取決於喀布爾的局

勢，“遺憾的是，

局勢不再由我們所

掌控。但我們將嘗

試同塔利班進行對

話，並利用一切渠

道去幫助盡可能多

的人。”

默克爾表示，還有很多人沒有直接

為德國服務過、但仍充滿了恐懼，對於

這部分人，“我們必須考慮的是他們能

否在阿富汗周邊獲得一個安全的落腳之

地。”

“在此，我們不能重復過去犯下的錯

誤。”默克爾強調，德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

已經表明過立場：當年由於未能向聯合國難

民署和德國“救濟世界饑餓組織”等機構提

供足夠的資金，導致人們從約旦、黎巴嫩和

敘利亞等國直接踏上了前往歐洲的道路。

“如今的重點在於，我們要更快地行動起來

，迅速向阿富汗鄰國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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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哈元首會晤，經歷“歷史性的一天”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與到訪的哈薩克斯坦總

統托卡耶夫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就進一步發展雙邊關系

交換意見，並簽署多項合作備忘錄。這是兩國元首繼

2019年4月舉行會晤後，時隔兩年多再次舉行首腦會談。

據韓國媒體報道，17日會晤期間，文在寅與托

卡耶夫雙方商定基於其間的合作成果，在第四次工

業革命、衛生醫療、航空航天等新領域加強合作，

並通過分享抗疫經驗在應對傳染病方面緊密合作，

通過國際機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森林問題等全球

性問題，並就兩國明年建交30周年之際擴大務實

合作的必要性達成共識。

哈總統府官網報道稱，在當日舉行的會談中，

雙方對哈韓戰略夥伴關系發展前景進行了商討。托

卡耶夫表示，韓國是哈薩克斯坦在東亞區域的重要

戰略夥伴，哈方高度重視全面發展與

韓國的友好關系，其中經貿合作成為

兩國核心發展領域。建交近30年來

，兩國間合作發展勢頭良好。即使在

疫情大流行期間，雙方也在各領域保

持了緊密聯系。

會晤結束後，文在寅與托卡耶夫

分別高度評價此次會晤為“重要的裏

程碑”和“歷史性的一天”。雙方還

在會後聯合發布《深化戰略夥伴關系

的共同聲明》，重申兩國的友誼和互

信。此外，文在寅與托卡耶夫還共同

出席兩國財界人士座談會，共商經濟合作方案。

在托卡耶夫訪韓期間，兩國輿論對此訪予以積極

評價。哈薩克斯坦衛星網17日以《哈總統成為韓國疫

情暴發以來首位到訪的外國元首》為題報道托卡耶夫

對韓國的國事訪問。韓聯社報道也指出，托卡耶夫是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對韓國進行訪問的首位國賓。

韓國駐哈大使邱泓錫此前在接受哈媒采訪時表

示，韓哈兩國在包括醫療衛生、傳統能源、信息通

信技術等領域的合作前景尤為廣闊。邱泓錫表示，

“相信兩國未來將建立起更加多元且豐富的聯系，

而這種聯系不僅僅存在於經貿領域。”

以此次托卡耶夫訪韓為契機，兩國還促成將韓

國抗日獨立運動家洪範圖將軍的遺骸由哈薩克斯坦

移交回韓國。

當地時間15日晚，洪範圖將軍的遺骸空運回

韓國，文在寅親往機場迎接。16日，文在寅通過青

瓦臺發言人表示，在迎來光復76周年之際將洪範

圖將軍遺骸接回祖國，意義深遠，並於17日上午

在青瓦臺向洪範圖將軍追授最高榮譽的建國勛章

“大韓民國章”。文在寅表示，托卡耶夫總統不遺

余力支持長眠哈薩克斯坦的韓國抗日英烈魂歸故裏

，“這是意義深遠的厚禮”。

托卡耶夫出席了洪範圖的追授儀式。他表示，

歷史性事件強化了兩國人民的聯系，移交韓國英雄

洪範圖的遺體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體現了哈方對

韓國人民的真誠尊重，也體現了兩國的互信互助。

此外，托卡耶夫在訪問行程中還出席了哈思想

家、詩人阿拜· 庫南巴耶夫半身像的揭幕儀式。托

卡耶夫對在首爾高校內豎立哈偉大人物的雕像給予

高度評價，認為這將深化兩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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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媒體報道，東京奧

運會主新聞中心（MPC）附近的東京灣

海面上，當天上午被發現有人漂浮，最終

確認是一名身份可能是殘奧會保安的人員

死亡。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當天

上午9時左右，有人報警稱，作為奧運會

和殘奧會主新聞中心的東京國際展覽中心

附近東京灣海面上發現“有人漂浮”，後

來有關部門將這名40多歲的男性送到醫院

，但最終確認死亡。

有信息顯示，死者可能是殘奧會的保

安，日本警方正在調查其身份和死因。警

方還透露，該男子被發現時穿著衣服，

沒有發現明顯的外傷或與人發生爭執的

痕跡，基本不可能是刑事案件。

東京奧運會閉幕三天後，主新聞中心

就處於關閉狀態，但車輛和記者依然能夠

進入。經過簡單的改裝後，這裏將作為殘

奧會的主新聞中心正式在21日重新開放。

但這一事件無疑對24日開幕的東京殘奧會

蒙上了一層陰影。

東京殘奧會在其他方面的籌備也並不

順利，巨型殘奧會標誌原計劃17日豎立在

彩虹橋附近的海面上，替代原來的奧運五

環標誌，但是因為天氣原因，標誌的設置

時間已經推遲了兩次，距殘奧會開幕只有

6天時間，海邊上依然不見殘奧標誌的蹤

影。

另外，殘奧會的防疫也面臨重大考驗

，奧運會閉幕後，東京的確診病例不斷創

下新高。18日，東京奧組委透露，殘奧會的海外媒體和大會

相關人員又有18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這是單日發表的該數據

的新紀錄。18人中，海外來日的有6人，其中媒體相關人員4

人，其余12人是日本境內居住者。

至此，組委會從7月1日開始發表的奧運相關的新冠病毒

感染人數合計602人，其中奧運會相關人士544人，殘奧會相

關人士58人。

印度Covishield新冠疫苗出現假貨
世衛向全球發出醫療警告

綜合報導 據報道，世界衛生組織

確認，印度Covishield新冠疫苗出現假

貨，並向全球發出醫療警告。

作為印度主打的 Covishield 疫苗

，其在印度本土使用最為廣泛，

目前已註射超 4.86 億劑。然而印度

當局和非洲近來從市場上緝獲一批

可疑的 Covishield 疫苗，經該疫苗的

製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證實，該

批疫苗確實為假貨。世衛組織就此

發出警告：“假疫苗對全球公共衛

生構成嚴重威脅！”

據悉，印度政府尚未發表正式

聲明，但有當地媒體報道稱，印度

衛生部正在調查此事。一位不願透

露姓名的官員表示：“我們唯一想

要確保的，就是沒有印度人接種了

假疫苗”。然而，Covishield 疫苗除

供應印度本土使用外，也曾作為全

球貧困國家防疫項目和莫迪政府“疫

苗外交”的一部分，出口到亞洲、南

美和非洲地區，之後又因為四、五月

份第二波疫情暴發而禁止出口，以優

先滿足本國需要。

對此，有網友表示，“如果發現

造假的人裏有某些當權的議員，那麽

我一點都不驚訝，他們發國難財是慣

犯了。”還有人說，“連這種涉及生

命的東西也要造假，他們不感到羞恥

嗎？”



第二次出艙時間表

神舟十二號三名航天員起
床，開始準備工作。

聶海勝成功開啟天和核
心艙節點艙出艙艙門。

聶海勝、劉伯明身着中國自主研製的新
一代“飛天”艙外航天服，已先後從天
和核心艙節點艙成功出艙，並已完成在
機械臂上5安裝腳限位器和艙外工作台
等工作。湯洪波在核心艙內配合支持。

聶海勝與劉伯明完成擴展泵組安
裝工作，較預定時間提前近40分
鐘。聶海勝搭乘機械臂轉移，劉
伯明爬行轉移至下一個作業地
點。

聶海勝與劉伯明通過不同路徑到達
艙外作業點，在地面指揮下留下珍
貴的“太空互拍”。隨後，兩人完
成了全景相機D抬升等任務。

劉伯明回到艙內，聶海勝
下了機械臂。

此次出艙活動圓滿完
成。

8時38分

10時12分11時許

11點10分 12點40分許 14時33分

3時30分左右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太
空
大
片
登
場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宣布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宣布，，北京時間北京時間

20212021年年88月月2020日日1414時時3333分分，，經過約經過約66小時的出艙活動小時的出艙活動，，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

組密切協同組密切協同，，圓滿完成此次出艙活動期間全部既定任務圓滿完成此次出艙活動期間全部既定任務。。出艙過程中出艙過程中，，航天員航天員

聶海勝聶海勝、、劉伯明在太空中互相為對方拍照劉伯明在太空中互相為對方拍照。。聶海勝以藍色地球為背景聶海勝以藍色地球為背景，，拍下震拍下震

撼人心的太空大片撼人心的太空大片。。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地通力協作下在天地通力協作下，，此次出艙活動比原計此次出艙活動比原計

劃提前了約劃提前了約11小時完成小時完成，，太空站階段第二次太空站階段第二次

航天員出艙活動取得航天員出艙活動取得

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中
國
航
天
員
和
地
球
同
框

神舟三雄邀約港青
9月初“天地對話”

二
次
出
艙
任
務
提
前
完
成

聶
海
勝
劉
伯
明
互
拍
畫
面
震
撼
人
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在國家載
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的安排下，9月3日，聶海
勝、劉伯明和湯洪波3名在軌工作的航天員將
在天宮太空站與香港青少年進行實時“天地
對話”，帶領香港市民參觀“天宮”天和核
心艙，並回答徵集到的香港市民問題。

23日起徵集問題和心願
據有關消息，此次“時代精神耀香江”

之仰望星空話天宮活動由香港中聯辦和香港
特區政府主辦。活動將從8月23日開始面向
香港市民徵集“天地對話”交流問題和向在
軌航天員、北京航天專家表達的心願。

市民可以通過香港STEM教育聯盟網站
（https://stem-alliance.org.hk/）參與問題和
心願徵集。活動結束後，所有參與者都將獲
贈國家載人航天紀念品一份。香港STEM教

育聯盟也將從參與者中抽取一二三等獎若干
名，分別贈送航天紀念郵冊、航天刺繡徽
章、神舟十二號任務標等獎品。

除在軌航天員外，此次活動還將邀請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專家及正在地面受訓的航天
員與香港青少年交流，介紹北京航天飛行控
制中心、天宮太空站系統規劃及航天員培訓
系統，並播放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視頻集錦。

今年6月底，被稱為“宇宙天團”的國
家航天科學家團隊訪港，並出席由香港中聯
辦、香港特區政府、中國科協和紫荊文化集
團舉辦的“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
學家主題展，在港引發了“航天熱潮”，受
到香港各界廣泛歡迎。此次“時代精神耀香
江”之仰望星空話天宮活動，有望延續“航
天熱潮”，加深香港市民對國家航天成就的
了解。

●●湯洪波在核心艙內協同湯洪波在核心艙內協同
配合出艙操作配合出艙操作。。 新華社新華社

據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
中心航天服工程室主任、航
天員系統副總設計師張萬欣
介紹，聶海勝、劉伯明穿的
艙外航天服頭盔上的面窗共
四層，最外層的鍍金濾光面
窗可遮強光，中間充氮隔熱
防結霧。頭盔上方裝有攝像
機構，可以拍攝出艙，頭盔
兩側還有近光和遠光照明
燈，當航天員處於陰影區
時，就可以開燈照明照常幹
活了。 ●央視

頭盔藏攝像機

文 匯 要 聞2021年8月21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李鴻培

太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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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航天工程官方表示，神十二飛行
乘組的第二次出艙活動，天地間大

力協同、艙內外密切配合，先後完成了艙
外擴展泵組安裝、全景相機D抬升等任
務，全過程順利圓滿，進一步檢驗了中國
新一代艙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檢驗了航
天員與機械臂協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艙活動
相關支持設備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安裝太空站“回路心臟”
與首次太空出艙相比，此次執行艙外

任務的航天員有所更換，由聶海勝、劉伯
明出艙，湯洪波則在艙內配合協同。此次
出艙活動中，航天員們安裝了擴展泵組。
據介紹，擴展泵組是由航天科技集團五院
總體設計部熱控團隊研製，被稱之為太空
站艙壁外的“回路心臟”，它是太空站熱
控系統流體回路運行的動力來源之一，隨
着電路、液路的聯通，“心臟”將跳動起
來。科研人員為方便航天員在艙外的安裝
工作，將所有需要更換的零件集成在一個
擴展泵組中，航天員只需要“一鈎、二
鎖、三通、四連”這四步就可以完成安裝
工作。

地面中心指正拍攝角度
在20日的出艙活動中，聶海勝與劉

伯明兩人成功出艙後，通過不同路徑到達
艙外作業點。上午大約11點10分，地面
指揮向兩名出艙的航天員喊話，二人可以
來個互拍。“01 可以稍微抬一下頭
嗎？”“可以打開航天服照明燈”“好，
可以，漂亮！”在天地密切配合下，聶海
勝、劉伯明將身上的攝像機對準彼此，畫
面捕捉到了非常難得一見的場景。此時的
劉伯明幾乎是“掛”在太空站，聶海勝看
上去像“站在機械臂上”，背景是美麗的
蔚藍色地球家園。聶海勝、劉伯明兩人珍
貴的太空互拍，也成為刷屏社交網絡的熱
圖。

計劃9月中旬返回地球
隨着第二次太空出艙的圓滿成功，神

舟十二號載人飛行任務已經進入任務期的
最後一個月。官方表示，航天員乘組後續
將繼續開展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計
劃9月中旬返回東風着陸場。返回前，神
舟飛船還將進行繞飛及徑向交會試驗。

●聶海勝（上圖）、劉伯明在天地密切配合下完成互拍畫面。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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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5歲的被告早前承認
於2019年8月31日，在

旺角彌敦道與奶路臣街交界參
與非法集結，及在同年9月1

日凌晨於太子站內管有2個自製燃燒彈及
打火機。

參與831暴亂 太子站內被截獲
案情指，當晚9時許，大批暴徒在尖

沙咀架設路障及放火，被告參與其中，更
以垃圾、磚塊等堵路，又曾向一輛巴士拋
擲和腳踢膠盒阻止巴士去路。晚上11時，
警方進入太子站，在月台截停被告。被告
當時已換上藍白間條恤衫，其背包內藏有
2枚自製燃燒彈及2個打火機。

辯方20日求情稱，被告患有讀寫障
礙及過度活躍症，成績平平，但操行不
錯，希望法庭根據報告建議判被告入勞
教中心，令他學懂守法的同時不用離開
校園太久，又稱涉案的非法集結屬低暴
力，為時不長，亦“並非早有預謀”，
而兩個燃燒彈只是從被告的背包中搜
出，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曾使用。被告父
母、胞姊、班主任在求情信中，則形容
被告因“誤交損友”，“一時衝動”才
犯錯。

法官姚勳智指出，他翻看案發影片及
截圖後發現，被告非常主動地參與涉案的
非法集結與堵路，包括手持雨傘、將發泡
膠盒及磚頭等物品放在車路上，屬前線行
動者，而當晚的示威者因逃避警方追捕，
很多人逃入港鐵太子站內，引發之後在站
內與車廂內的市民打鬥。雖然沒有證據顯
示被告曾參與打鬥，但被告一旦當時使用
他管有的自製燃燒彈，後果將不堪設想。

法官：若是成年人判囚3至4年
法官表示，雖然被告案發時只有13

歲，但上訴庭已指出在嚴重罪行中，年輕
並非有力的求情理由，判刑應着重懲罰阻
嚇大於更生，若被告是成年人，本案可判
囚3至4年。雖然報告建議被告可判勞教中
心，但在考慮案情等因素後，法庭認為判
入勞教中心並不適合，而教導所報告的內
容同樣正面，且更合適被告。

姚官最終就兩項控罪同判被告進教導
所，並在判刑後勸戒被告在教導所要認真
學習，將來不能再犯事，不要辜負家人的
關愛。

根據警方向香港文匯報提供的最新統
計數字顯示，由2019年6月9日至2021年
6月31日為止，涉修例風波黑暴罪行共拘

捕 10,261 （7,522 名 男子、 2,739 名 女
子），其中1,754人（1,255名男子、499
名女子）年齡在18歲以下，涉及罪名包
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毀壞、襲
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
武器等，其中485人已被檢控。

以學生人數計算，10,261個被捕者中
有4,008名學生，1,089人已被檢控。截至
2021年6月30日，有2,671人已經或正在
司法程序處理中，其中1,126人須承擔法律
後果，包括837人被定罪、279人須簽保守
行為、6人被判照顧或保護令及4人藐視法
庭（民事程序）、53人獲撤銷控罪、253
人審訊後無罪釋放，以及25人經警司警誡
後被釋放，其餘人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
中。

據庭審記錄顯示，最年幼的一名被告
在犯案時年僅12歲，其案件仍在審理中。

其中1754人18歲以下
共10261人涉黑暴被捕

13歲童身懷燃彈 兩罪判入教導所

根據香港警方 20日向香港文匯報提供的最新統計

數字顯示，由 2019年 6月 9日至 2021年 6月 31日為

止，涉修例風波黑暴罪行共拘捕 10,261人，其中 1,754

人年齡在 18歲以下。一名於前年參與攬炒派“8·31太
子站事件”非法集結、當時只有 13歲的男童被警方搜

出自製燃燒彈，於早前承認“參與非法集結”及

“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20日，區

域法院判該名現年 15歲的被告入教導所，是

涉修例風波案被定罪的最年輕被告之一。法

官姚勳智指出，被告在本案中是積極參與

者，更在港鐵站內管有燃燒彈，一旦使用後

果不堪設想，其行為罔顧法紀及非常不負責

任，而年輕並非有力的求情理由，判刑應着

重阻嚇性懲罰大於更生，勸

戒被告在教導所要好好學

習，以後勿再犯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婷、蕭景源

�:

?�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
炳松20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在修例風波期間，不少

青年人聯群結黨違法亂紀，是案案發時男童年僅13歲，竟
犯下藏有燃燒彈的嚴重罪行，不排除是有人教唆。教育界
以至家長都應該反思，要留意、杜絕“黃師”及“黃教
材”對學生作政治灌輸“洗腦”，學校更應加強品德、公
民與國民教育，協助年輕一代重建正向價值觀。

奚炳松直言，是案被判罪成者不排除是受人唆擺，
或有人以“年紀輕，被抓到也只會輕判”誤導及煽動其
犯罪，就如販毒集團利用無知孩子販毒一樣，非常無
良。

加強公民品德教育
他續說，近期不少涉黑暴的學生已陸續被判刑，

教育界各持份者都應汲取教訓，多關心學生的身心發
展，注意他們有沒有經常接觸激進極端甚至違法思
維；學校中高層人員應該對教師操守及教材嚴格把
關，不能馬虎以對，避免再有“黃師”利用教材漏
洞對學生洗腦；家長要審慎看清子女周圍的朋友、
社交圈子等，留意是否有別有用心的人。

奚炳松認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以至打着
“專業團體”名號的教協解散等，香港教育應可正
本清源，需要大力加強品德、公民及國民教育，
讓學生從小開始，潛移默化地培養身為中國國民
的觀念，幫助社會重新構建正向價值觀，又鼓勵
家長將黑暴期間諱莫如深的問題，攤開理性地與
年輕人討論，將被別有用心者慫恿的子女教導回
正途，讓香港逐漸恢復元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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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師”失德 教局接269宗投訴

●法官姚勳智

●●修例風波期間修例風波期間，，大批青少年被攬炒派及大批青少年被攬炒派及““黃黃
師師””洗腦淪為黑暴洗腦淪為黑暴““爛頭卒爛頭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家 長 呼 聲

◀◀ 前年前年88月月3131日日，，警方在港鐵太子站內拘捕警方在港鐵太子站內拘捕
大批暴亂分子大批暴亂分子，，包括當時只有包括當時只有1313歲的被告歲的被告。。
圖為當日被捕的一名年輕黑暴圖為當日被捕的一名年輕黑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2019年修例風
波前後，屢有“黃

師”違反專業操守的個案被揭發，涉及
製作有毒教材向學生灌輸偏頗不當甚至
違法播“獨”訊息，更有人公然發表侮
辱及仇恨言論，和利用學生進行政治動
員等，更有教師直接參與違法行為而被
定罪。教育局在修例風波前後共接獲
269宗教師專業失德的投訴，其中3名
嚴重失德者已被“釘牌”，另有151人
被發譴責信、書面警告、書面勸喻及口
頭提示。

“黃師”肆虐，毒害不少莘莘學
子。他們漠視專業，以教師身份宣揚個人
政見，透過“言傳身教”動搖年輕一代的

國家觀念、守法意識及道德價值。

三“黃師”釘牌 另一被定罪除牌
香港教育局資料顯示，在2019年6

月至2020年底，局方共接獲269宗教師
涉嫌違反專業操守的投訴。截至今年4
月，在投訴成立的個案中，局方取消3人
的教師註冊，一名教師在社會動亂中被法
庭定罪，也受到“釘牌”處分。

向85教師發譴責信及書面警告
教育局並向85名教師發出譴責信及

書面警告，表明如再有失德行為，局方將
會考慮取消其教師註冊。35名教師被教
育局發書面勸喻，31人接獲口頭提示，

提醒他們不應作出有損教師專業形象的行
為。

被取消註冊的“黃師”中，包括九
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有計劃透過教材向學
生宣揚“港獨”訊息；可立小學前教師則
在教授鴉片戰爭的歷史事件時，肆意扭曲
事實及顛倒是非；龍翔官立中學前教師，
亦在教學時持續採用大量偏頗立場的材
料，散播仇恨訊息及灌輸不當價值觀，挑
起學生對國家與中國人民的反感。

嘉諾撒聖心書院教師賴得鐘，及前
真道書院教師戴健輝，在社交網站發表冷
血咀咒的內容，公然煽動仇恨，其後接獲
教育局的譴責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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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好消息好消息，，亞商會與亞商會與National ACENational ACE和和
GrubhubGrubhub合作幫助體斯敦餐館行業合作幫助體斯敦餐館行業。。與以往的救助與以往的救助
金不同金不同，，這次的救助金專門提供給亞裔雇主的餐廳這次的救助金專門提供給亞裔雇主的餐廳
，，申請期限至本月底止申請期限至本月底止，，申請者請早把握機會申請者請早把握機會！！

申請非常簡單申請非常簡單。。請參考如下請參考如下。。我們優先給商會我們優先給商會
會員及參加餐館月的餐館註冊會員及參加餐館月的餐館註冊，，一周後將開放給非一周後將開放給非
會員註冊會員註冊。。註冊到註冊到100100家為止家為止，，然後根據條件選出然後根據條件選出
1313家餐廳家餐廳，， 1212家家1000010000元元，，一家一家80008000元元。。

申請條件申請條件：：
11,,亞商佔股亞商佔股 5151%%以上以上。。 The business mustThe business must

be Asian American/Pacific Islander/Native Habe Asian American/Pacific Islander/Native Ha--
waiian (AAPI) majority-owned (at leastwaiian (AAPI) majority-owned (at least 5151%%

22..20192019 年開業年開業。。 The business must haveThe business must have

been operational inbeen operational in 20192019
33,, 餐館還在運行餐館還在運行。。 The business must beThe business must be

currently in operationcurrently in operation
44，，執照是有關食物加工和服務執照是有關食物加工和服務.The busi.The busi--

ness' s primanlicensed activity is "the preparationness' s primanlicensed activity is "the preparation
and serving of food"and serving of food"

55,,最多有三個分店最多有三個分店。。 The business operatesThe business operates
in a maximum of three locations (ineligible if opin a maximum of three locations (ineligible if op--
erating in four or more locations)erating in four or more locations)

申 請 銜 接申 請 銜 接: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restaurantfuncrestaurantfunc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不要錯過不要錯過。。

亞裔商會等社團幫助餐館業者共度難關亞裔商會等社團幫助餐館業者共度難關
每家八千元每家八千元，，申請至本月底為止申請至本月底為止

歡迎上線收看僑委會
「組織應變與危機處理」 課程！

TECO-GalvestonTECO-Galveston觀光宣傳觀光宣傳

（本報訊）想抓住夏天的尾巴嗎? 能想像漫步在海岸邊，吹著徐徐的海風，來杯雞尾
酒再配著特色海鮮是多麼享受的一件事嗎?

在炎熱的德州，想要舒暢的體驗美南風光，最佳方式之一，莫過於漫步在Kemah（克
馬）小鎮的海岸，來一趟悠閒的海港觀光！

Kemah 位於 146 號國道（State Highway 146）和 518 號農場路（Farm Road 518），
是在德州加爾維斯敦郡（Galveston County）東北部的加爾維斯敦灣海岸旁的一個可愛港灣
小鎮。 Kemah約在1898 年左右建立，本來名稱為Evergreen【同場加映：臺灣民眾想來德
州Kemah可以搭乘我們 「長榮公司」 （Evergreen）的長榮航空（Eva Air）直飛休士頓哦，
休士頓離Kemah車程約一小時，即可享受美南風格海景】；1907 年起它被更名為 Kemah，
這是一個印度詞，意思是 「迎風」 【海港城市叫 「迎風」 ，感覺超有意境的】。

到1914年，Kemah擁有約200人口、4個乾草生產商、農舍、數個加爾維斯敦及休士頓
居民的避暑農莊，以及幾個捕魚營地。到 1943 年人口增長至550人。這個數字一直保持穩
定直到 1965 年，在此期間，該鎮最多有30家企業，主要服務於石油和造船業。此後，Ke-
mah在1970年達到2,000名居民和43家企業的高峰，然後開始下降。到1988 年則約有1,
591名居民及66家企業，到 2000 年，人口增加達到約2,330，目前擁有約3200人口。

現在的Kemah是個德州家喻戶曉的休閒、購物及遊樂園天堂，更曾在2012年獲選為大

休士頓地區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ranked the top tourism spot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每到週末假日總是看到攜家帶眷的家庭出遊人潮，連假期間當地旅館更是一房難求，不
提早兩週以上預訂，幾乎是準備向隅。

Kemah最著名的景點當屬Kemah Boardwalk人行區，這是一個擁有舊日迷人氣息的熱
鬧景點，不僅有遊樂園，還有許多特色餐廳與紀念品店。在海港邊乘坐雲霄飛車及旋轉木馬
，然後再玩一下電動遊戲機，充滿復古的美式情懷，真是太浪漫了。喜歡看海及海洋生物的
民眾，除了可以參觀Kemah Aquarium水族館外，更可以乘坐帆船出海釣魚、吹海風。到了
傍晚玩累時，在Kemah沿岸餐廳享用德州烤肉、各式海鮮及Cajun風味美食，周圍許多酒吧
、餐廳及露天舞台都有現場演奏，讓人完全沉浸在美南節慶風味中。

Kemah這個德州暨美麗、溫馨又浪漫的海濱小鎮，真的是美南熱門旅遊景點之一，相當
推薦給大家，尤其Kemah所在的加爾維斯敦郡(Galveston County)政府更是歡迎臺灣民眾來
當地旅遊。想要感受德州海港人的熱情與閒逸氣氛，以及美南特色美食，來Kemah就對了。

以上圖文均由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

((本報訊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協助海僑務委員會為協助海
外僑臺商及僑胞朋友因應疫情帶來外僑臺商及僑胞朋友因應疫情帶來
組織層面的衝擊組織層面的衝擊，，特別辦理海外僑特別辦理海外僑
臺商組織幹部培訓線上課程臺商組織幹部培訓線上課程，，邀請邀請
智通天下文化王在正首席講師主講智通天下文化王在正首席講師主講
「「組織應變與危機處理組織應變與危機處理」」 ，，探討組探討組
織企業經營可能遭遇的危機類型織企業經營可能遭遇的危機類型、、
黃金處理時間及步驟等時下熱門相黃金處理時間及步驟等時下熱門相
關課題關課題，，讓大家能在面臨挑戰時快讓大家能在面臨挑戰時快
速應變速應變，，化危機為轉機化危機為轉機，，課程精華課程精華
影片已置於僑委會僑務電子報影片已置於僑委會僑務電子報

YouTubeYouTube頻道頻道，，歡迎上線觀看歡迎上線觀看、、按讚按讚、、分享及留言喔分享及留言喔！！
組織應變與危機處理精華版組織應變與危機處理精華版：：https://youtu.be/BSLSOvhttps://youtu.be/BSLSOv00D-nQD-nQ

P.S.P.S.更多課程影片可參閱僑委會官網更多課程影片可參閱僑委會官網 「「線上學習專區線上學習專區」」 ( https://reurl.cc/yEOzLO )( https://reurl.cc/yEOz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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