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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 局 (FDA) 剛 剛 批 准 了 輝 瑞
(Pfizer)-BNT製作的新冠疫苗，
也就是Comirnaty(中文名：復必
泰)疫苗的全面使用，不再只是緊
急授權許可，這使得BNT疫苗成
為美國第1支取得正式使用的新
冠疫苗，必然使它的信賴度更為
增加，讓更多企業、大學與中學
學校更有信心採用。

CNBC報導，根據美國疾病
管局的數據，FDA自去年12月授
予復必泰疫苗緊急使用權，從那
時起，復必泰疫苗已給接種超過
2.04億劑，得到普遍好評，於是
兩家公司於5月7日，向FDA提
交了一份生物製劑的全面許可證

申請，希望能得到全面批准使用
。

FDA的科學家在評估了 「數
十萬頁」 的疫苗回饋數據後，同
意該疫苗已達到可以全面使用的
資格。不過這個使用資格是指16
歲以上的正式通過，至於青少年
12~15歲的區間，依舊是緊急授
權。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代理
專員珍妮特‧伍德科克(Janet
Woodcock)表示，輝瑞疫苗符合
「安全性、有效性和高品質」 的
標準，已有數百萬人安全地接種
輝瑞疫苗，在給予全面許可後，
會進一步提升公眾對該疫苗的信
心。

美國美國FDAFDA全面批准全面批准BNTBNT疫苗使用疫苗使用 成史上最快通過藥物成史上最快通過藥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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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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visited the Big Tree at
Rockport, Texas, this
weekend. It’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live oaks in
the world. After being
named, “Texas State
Champion Virginia Live
Oak,” in 1969, the tree
retained that title until
2003 when a larger oak
was discovered in
Brazoria County, Texas.
That big tree is still
thought to be one of the
largest live oak
specim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ree has
survived a category 4
hurricane that hit
Rockport on August 25,
2017.

Many people came here

in the past to worship and
make a wish for
themselves. With the
huge tree having lasted
almost a thousand years,
we felt that people's lives
are just so short to
compare with this tree.

Rockport is a such
beautiful town which is
located along the Gulf
Coast of Texas. There is
a rich history of
settlement on the bay
there, including Native
American and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present day cities of
Rockport, Fulton and
Aransas Pass. A lot of
seafood including shrimp,
fish, oysters and crabs

are found in or near the
bay and up until today,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local economies.

When we walked along
the Rockport beach with
the clear water and white
sands, the beach was
calm, quiet and very clean.

There are many fishing
piers along the bay and
people can fish and picnic
close to the piers.

Frankly, I have been in
Texas for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discovered that we have
such wonderful beaches
and nature in this small

Texas city.

Today the COVID-19
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community.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disputes
that continue around the
world today. We are so
lucky that we can be so
blessed by the Big Tree

and by the bay at
Rockport, Texas.

As an old saying goes,
“Life is too short to enjoy.
” I hope all of us can fill
our lives with more
pleasure and joy. We also
need to find peace in this
world.

0808//2323//20212021

““Big TreeBig Tree”” BlessingBlessing

週末應友人之邀，來到德州南端
的石港市，並走訪了全美最老的千年
橡樹，這𥚃 的景色和海岸代表了美國
人富有的群體，他們生活在海水連天
的美景中，世俗之事似乎暫時和世界
隔離。
這棵號稱千年老橡樹是目前全美

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橡樹，它曾経歷過
二O一七年哈威颶風，仍然安然無恙
，多少年來，無數人在此瞻仰，它
面對廣闊的墨西哥灣，在此沉睡了近
千年。
我們走在伸向大海的長廊上，一

片廣大的濕地，每天秋天都有成千上
萬做帰鶴回來這裡避寒，通往小鎮的
原始森林小道上，我們得慢緩行駛
，因為路上経常有小驴出現，大片
未被破壞的生態園林到處可見奇鳥飛

翔，噢，這是個多美的畫面啊。
真的，在這新冠病毒恐襲及戰爭

奪權的混亂時期，我們來到這片寧靜
安詳之淨土，面對千年巨樹，心中
感到無比的興奮，愉悅之外，更意識
到人生之短暫和渺小。
來到美洲大陸匆匆數十載，實在

是太少機會來到這片美艷又十分樸素
的勝地小鎮，面對浩瀚的海洋，依
靠在千年橡樹的長勁上，看著盛開的
向日葵花，雖耀陽高照，熱氣逼人
，仍然让人沉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
諺語云，退一步海闊天空，也

正是今日之寫照，願千年樹永久長青
，世代的過客在此默祷，祝願大家
心想事成，幸福滿滿。
2021年8月21日於石港鎮

巨大橡樹的遐想巨大橡樹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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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族裔大熔爐族裔大熔爐----
20202020 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新證據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新證據】】

自從軍人掌權後,泰國政局一直動盪不
安, 從去年二月就展開一連四波的示威活
動, 雖因疫情而停止, 但最近又因持續惡化
的疫情而進行八天不斷的抗爭, 群眾走上
街頭街, 並聚集在曼谷民主紀念碑前，強
烈要求總理巴育為防疫不力下台負責。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泰國疫情也非常
嚴重, 不過群眾以防疫不力抗爭似乎正當
性不足, 畢竟抗疫時各國領袖沒有人會怠
忽職守,坐視自己的人民不救, 且巴育沒犯
下嚴重過茆。

去年泰國民眾因軍政府掌控的憲法法
院裁解了”未來前進黨”, 所以才舉行了
抗議, 當時他們向政府提出解散國會、停
止侵犯人權和修改憲法的三大訴求, , 他們
是繼黃衫軍與紅衫軍後的社會運動, 他們
的訴求與前者大同小異, 但要達目標相當
困難, 尤其要總理下台無異與虎謀皮, 那是
不可能的。

泰國以軍事君主制為主，槍桿子出政
權,軍方勢力極大, 巴育在七年前擔任陸軍
總司令期間發動政變, 強行推翻民選女總
理盈拉而建立了軍政府，為剷除政敵,他更

彈劾、判刑與通緝盈拉,而巴育將軍奪權後
無意放權，直到2019年才舉行國會選舉，
他搖身一變成為文人政府總理, 實質上掌
權的仍然是他自己。

具有尊位的泰皇哇集拉隆功則不謀國
政, 過虛榮奢侈生活, 當泰國人民正與疫情
作戰期間, 他卻帶著20位妻妾妃子到德國
避疫享樂, 但泰國有嚴苛誹謗皇室法，所
以泰國人敢怒不敢言。

現在泰國最大問題是軍政府貪腐獨裁，
國家不能在國王和民主間找到新平衡,軍方
、君主政體和官僚機構三位一體的統治地
位已受嚴峻挑戰，且社會基礎也發生變化
，政治改革呼聲達到頂峰，尤其是1997年
的憲法促進了泰國走向更大的政治透明和
問責，但自2005年以來，泰國一直處於兩
極分化和衝突的政治停滯狀態，如果無法
找到新出路，就有可能陷入經濟停滯。

現在泰國唯有透過民主選舉解決結構性
衝突，如專制主義盛行，局勢必朝緊張對
抗方向發展，軍政府如不傾聽人民的訴求
，政杈恐將再動盪不安！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無懼的抗爭無懼的抗爭----
泰國政府需回應民眾訴求泰國政府需回應民眾訴求】】

長久以來我們常說,美國是一個族裔的大熔
爐,是靠新移民興建起來的國家, 而最新公佈的
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確證明此言不虛, 而且
也呈現一個人口結構新趨勢, 那就是: 白人與黑
人愈來愈少, 而混血裔、西裔與亞裔卻愈來愈
多, 換言之,未來的美國將會趨向一個多元而均
衡的族裔國家，這將有助於整個國家的穩定與
和平發展, 當然是可喜的現象。

從這次公佈的統計資料來看, 美國在過去10
年的人口正緩慢成長,增加的總人口數只有
2300萬人。2300萬這個數字相信很多人都能
夠耳熟能詳, 那就是台灣今天的人口總數, 令人
驚訝不置的是, 在增加的這2300萬人口中, 一
個白人都沒有, 全數是混血裔、西裔與亞裔, 因
為白人的人口不但不增,反而大減, 在過去20年
, 足足減少了11%,所以現在白人只佔美國3.3
億總人口數中的 58%而已, 這種年年下降的趨
勢當然引起一些白人的憂慮感, 這就是川普能
獲得保守派白人大力擁載的主因, 他們畏懼新
移民的激增削弱他們的優勢, 但趨勢在那裡, 白
人將來擋也擋不了。

亞裔現已達2400萬人口,雖只佔美國的6%,
但卻成長了36%,這是非常驚人的, 或許是遭忌

而被歧視與暴力侵犯的原因吧, 但亞裔的快速
成長絕不容忽視。

人口普查是一七八七年美國憲法創立時所規
範的大事, 自1790年起,每十年進行一次,以確
知美國人口以及族裔分佈狀況。由於人口普查
局（Census Bureau）隸屬於商務部，普查中
只包括了性別、年齡、族裔，家庭人數、住房
是自購或是租賃等問題,完全沒有個人報稅單、
社安號碼、居留身份，或銀行賬號等，目的只
在統計各州人口分佈以及各族裔比率,以做為政
府每年數十億美元經費與福利分配的依據,並作
為美國435位聯邦眾議員席次分配的依據，所
以每一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後都會引起政治紛
爭, 各州執政黨議會都會利用多數表決優勢強
行操作傑利蠑螈（Gerrymander）選區規劃，
以增加自己黨的議員席次。

由於這次人口普查呈現出城市人口增加
9%, 而鄉村人數減少91%的現象, 根據過往投
票的現象,相對是對民主黨有利, 而且人口大量
增加的西裔和亞裔絕大部分是支持民主黨, 所
以將來在選舉上,民主黨的優勢將勝過共和黨,
這也是從這一次人口普查中讓我們所清楚看到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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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官方通報，該國過去24小

時內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2053例，累計確

診3930300例；新增死亡1492例，累計死亡

122633例。

這是該國連續第35天單日新增死亡病例

超過1000例。減少死亡病例、降低死亡率已

成印尼新冠疫情防控緊迫任務。

當天，印尼總統佐科在東爪哇省一所學

校視察學生接種疫苗現場，還以視頻方式視

察了其他9個省組織的學生接種疫苗情況。佐

科表示，如果老師和學生都接種了新冠疫苗，將

考慮放開面對面教學。

此前，印尼教育和文化部長、宗教部長、

衛生部長和內政部長已聯合簽署了關於新冠

疫情期間教學活動的指南。佐科稱依據該指

南，在所有教師和學生都接種疫苗後，將允

許開展面對面教學。佐科強調，即便接種了

疫苗，在開展面對面教學時仍必須嚴格遵守

防疫規程，始終佩戴口罩。

當前，印尼仍處於“社會活動緊急限製”

防控措施實施期間，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學

校只能進行線上教學。

印尼政府正在為總數約2670多萬名12周

歲至17周歲學生接種新冠疫苗。截至18日已

有240多萬人接種了疫苗，其中近92萬人完

成了兩劑接種。

截至19日，印尼全國已有5604.5萬人接

種了新冠疫苗，其中3036.8萬人完成了兩劑

接種。該國新冠疫苗接種目標總人數為2.08

億。

馬尼拉“封城”降為
“修訂版加強社區隔離”至8月底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哈裏·

洛克夜宣布，杜特爾特總統根據菲新發傳

染病管理機構間工作組(IATF-EID)的建議，

批準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8月21日至31日

，“封城”等級由“強化社區隔離”(ECQ)

降級為“修訂版加強社區隔離”(MECQ)。

臨近的拉古納省和巴丹省從23日起至月底

也執行該隔離政策。然而，當天菲衛生部

數據顯示，該國24小時內新增確診14895例

，活躍病例111720例，均創8月以來新高。

由於月初該國感染德爾塔毒株病例呈

上升趨勢，為讓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做好

準備，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宣布8月6日至

20日期間實行“加強社區隔離”(ECQ)措施

。這是菲暴發新冠疫情以來，菲首都地區

第三次“封城”。

據菲衛生部疫情曲線顯示，馬尼拉等

地“封城”以來，該國新冠病例每周仍在

增加，其中8月10日—16日每天平均新增

12824例，與此前一周日均增加8930例相比

增45%；不少醫療機構隔離診療設施不敷使

用；工商界則呼籲有限度開放，帶動經濟

復蘇和就業。

洛克在新聞聲明中表示，“修訂版加

強社區隔離”(MECQ)等級下，仍須采取必

要的衛生隔離措施。室內宗教集會、室內

和戶外用餐服務，以及個人護理服務，如

美容院、理發店等，仍被禁止。

洛克呼籲各地提高疫苗接種率，人們遵

守個人衛生防疫標準，以控製疫情的傳播。

防疫延長打亂菅義偉盤算？日本或11月下旬大選
綜合報導 據日本執政聯盟消息人士

披露，隨著日本多地防疫“緊急狀態”

延至9月12日，首相菅義偉在9月上旬

解散國會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可能

性越來越小。日媒分析，大選有可能將

在11月下旬舉行。

時事通訊社18日稱，日本執政黨自

由民主黨內部仍在探討9月解散國會的

可能性，但如果疫情未見好轉，菅義偉

將不得不先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菅 義

偉的總裁

任期將於9

月 30 日結

束，他原

先計劃通

過盡快推

進全民接

種新冠疫

苗、成功

舉辦奧運

會振奮國

民情緒，

在殘奧會9月5日閉幕後解散眾議院，贏

得大選後自動連任自民黨總裁，不必舉

行總裁選舉。

但這一“連任戰略”是建立在“疫

情能在8月中旬緩和”，且“8月31日前

解除全國各地緊急狀態”之上。

就目前各家民調顯示菅內閣的支持

率跌至歷史最低、疫情蔓延勢頭不止的

情況下，菅義偉的盤算逐漸落空。

日本政府宣布，防疫“緊急狀態”

擴大到茨城、栃木、群馬等7個府縣，

連同已進入“緊急狀態”的東京都、神

奈川縣、大阪府等地，解禁時間均延至

9月12日。

《每日新聞》稱，在新的“緊急狀

態”下，菅義偉宣布解散的機會只有9

月13日至16日四天時間。若“緊急狀態

”再次延長，9月幾乎將無解散眾議院

的可能性。

菅義偉在記者會上說，作為首相，

他的“當務之急”是防控疫情。他拒絕

透露選舉時間表，只說“（解散時機）

越來越少”。

一般而言，日本首相會選擇有利於

所在黨派的時機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

大選，而不是等到眾議院任期屆滿。

但有資深議員指出，菅義偉不敢在

民意支持率處於歷史低位的情況下解散

眾議院。多項民意調查顯示菅內閣支持

率眼下徘徊在30%左右，是去年9月上

任以來最低，超六成日本人不希望他繼

續擔任首相。

該議員認為，菅義偉有可能考慮不

解散眾議院，而是在眾議員10月21日四

年任期屆滿時舉行選舉。那將是日本眾

議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二次

完成任期。

這意味著，眾議院解散時機目前有

三種可能：“緊急狀態”結束後解散、

自民黨總裁選舉後解散或10月21日眾議

員任期結束後自動解散。

據共同社分析，眾議院選舉投票最

早可能在9月26日，最晚可能在11月14

日或11月28日。盡管自民黨再次贏得大

選把握不小，菅義偉能否連任卻仍存懸

念。

據日媒報道，人口僅次於東京都的

神奈川縣首府橫濱市將在8月22日選舉

市長，如果菅義偉支持的前國家公安委

員長小此木八郎落敗，可能會削弱其

“向心力”，在黨內引發危機感。要求

“換馬”、由新黨首領導眾議院選戰的

呼聲將大增。《東洋經濟》指出，今年

秋天的日本政局即將陷入大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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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小胖子”
智利公立學校供餐面包減半
綜合報導據報道，為降低智利兒童肥胖率，智利教育部近日宣布，將

對公立學校供餐計劃進行全面改革，其中包括減少50%的面包配給量。

據報道，智利國家學生援助與獎學金委員會(Junaeb)解釋稱，在減少

面包配給的同時，當局還會在公立學校供餐計劃中納入更多的全麥谷物

、雞蛋、新鮮水果，以及更多種類的海鮮產品。

新的供餐計劃將按照新的食物配給標準，每天為智利全國180多萬

名公立學校兒童和青少年提供供餐服務，旨在讓全國公立學校家庭條件

最困難的學生受益。

Junaeb主任海梅· 托哈(Jaime Tohá)表示：“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將

給公立學校學生提供更多營養，這會對學生飲食產生積極影響。這樣一

來，學生面包消費量減少的同時，蛋白質攝入量會增加。此外，新的供

餐計劃還會讓學生養成早餐時吃水果的良好習慣。”

Junaeb方面還解釋說：“這些供餐計劃調整是在政府為控製新冠大

流行實施隔離封鎖措施後，兒童養成久坐等不良生活方式，全國15歲以

下兒童肥胖率增加近30%的情況下做出的。”

Junaeb提供的數據顯示，2020年，智利全國學生中54%超重或肥胖

。而肥胖學生主要集中在學前班、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

現階段，智利全國學校恢復現場教學，新的供餐計劃將分階段逐步

實施，預計下一學年開始時，該計劃會在全國公立學校中全面實施。

澳大利亞港口農產品吞吐量創新低
專家稱中國仍是好的市場

綜合報導 隨著中國貿易禁令以及疫情持續影響澳大利亞的農產品

出口，澳一主要港口的吞吐量創造超過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不過，該

國專家表示，對於活畜出口行業來說，中國依然是一個好的市場。

2020至2021財年，通過波特蘭港(Port of Portland)運輸的農產品數量

為510萬噸，與前一年相比減少了30萬噸。但據波特蘭港首席執行官特

雷梅溫(Greg Tremewen)介紹，2017至2018財年頂峰時期，吞吐量高達

760萬噸。

“一年後，吞吐量下滑至600萬噸，然後是540萬噸，上一財年又下

滑至510萬噸。”特雷梅溫稱，“我們認為目前的吞吐量水平很可能將

繼續維持。”

據了解，深海港口專門從事大宗商品產品的出口，為維州西部和南

澳繁榮的農業、可持續林業和礦業提供服務。

不過，澳大利亞活畜出口商協會(Australian Livestock Exporters'

Council)會長哈維-薩頓(Mark Harvey-Sutton)表示，盡管疫情帶來了挑戰，

但關鍵市場的需求依然穩定。“其中很多都是由食品安全驅動的，我們

賣給的很多市場，他們真的依賴活畜來確保食品安全。”哈維-薩頓稱。

此外，哈維-薩頓指出對於活畜出口行業來說，中國依然是一個好的

市場。“他們進口了大量的奶牛，這樣他們就有能力提高自己的能力。

”他稱，“去年，它們是我們的第三大養牛市場。波特蘭港是中國小母

牛貿易的關鍵港口。”

美國9月向公眾提供疫苗加強針
非洲大陸新冠疫苗仍短缺

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

全球確診病例較前一日增加666959例，

累計達到 209201939例；死亡病例增加

10584例，累計達到4390467例。

美洲：美國9月開始向公眾提供新
冠疫苗加強針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美國計劃從9

月20日起向公眾提供新冠疫苗加強針，

以應對全美範圍內的疫情反彈。目前，

疫苗加強針尚未得到美國食品和藥物管

理局的批準。

拜登在講話中還提到，美國一些州

長正試圖阻撓當地學校要求學生戴口罩

的規定，他將指示教育部門動用權力約

束這些州長。他表示，如果有學校因執

行“口罩令”導致其教職人員的薪水被

地方和州政府削減，可以用“美國救援

計劃”中的新冠應急資金對他們進行補

貼。

據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數據，7

月以來美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呈

快速上漲之勢，8 月 17 日新增確診

141893例；截至17日的7天日均新增確

診病例為130121例，達到今年2月2日以

來新高。美國兒科學會和兒童醫院協會

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8月12日，

美國已有至少441萬名兒童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占所有確診病例的14.4%。

歐洲：法國累計確診病例數超655萬
當地時間19日，法國累計確診病例

超過655萬例。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當

天表示，為應對變異新冠病毒毒株帶來

的風險，將推動學生接種新冠疫苗，保

證新學年開始後所有學校都能夠“盡可

能開放”。

法國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列進人員入

境管製“紅區”，意味著來自阿爾及利亞

和摩洛哥的人員如未接種疫苗將不能進入

法國，除非有“令人信服的原因”。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為

8400，已連續第二日突破8000例。德國權

威病毒學家德羅斯滕當天表示，對於大多

數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而言，政

府計劃今年秋季推出的第三劑加強針或許

並無必要性，但高齡人群和特定高風險人

群仍有必要接種加強針。

亞洲：日本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創
新高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日本

當日新增確診病例25156例，首次超過

2.5萬例，再創新高。東京都當天新增確

診病例5534例，連續兩日新增病例超過

5000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日本內閣

官房長官加藤勝信19日表示，“目前(日

本)的醫療狀況確實非常嚴峻”。

印尼官方通報，該國過去24小時內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22053 例 ， 累 計 確 診

3930300例；新增死亡1492例，累計死亡

122633例。這是該國連續第35天單日新

增死亡病例超過1000例。截至19日，印

尼全國有3036.8萬人完成了兩劑新冠疫

苗接種。該國新冠疫苗接種目標總人數

為2.08億。

新冠變異病毒德爾塔毒株引發的疫

情在柬埔寨持續蔓延，首都金邊和多個

邊境省份確診病例數不斷上漲。對此，

柬埔寨衛生部和金邊政府設置專門收治

感染德爾塔毒株患者的收治點，以防病

毒擴散。

據伊朗衛生部公布的數據，該國較

前一日新增死亡病例564例，累計死亡

100255例；新增確診病例31266例，累計

確診4587683例。截至當天中午，伊朗

8000多萬總人口中有1620多萬人至少接

種一劑新冠疫苗，其中520多萬人完成

兩劑接種。

非洲與大洋洲：非洲大陸新冠疫苗
仍短缺

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19日在剛

果(布)首都布拉柴維爾召開在線記者會。

據發布會信息，截至8月15日，西部非

洲最近四周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數環比

增長193%，疫情形勢嚴峻。非洲大陸疫

苗短缺的情況卻依舊難以改善。

據世衛組織非洲區域主任莫提介紹

，非洲大陸的確診病例已超730萬例，

超過 18.4 萬人死亡。目前已有 30個非

洲國家發現德爾塔毒株，44個非洲國

家發現阿爾法毒株，39個非洲國家發

現貝塔毒株，4個非洲國家發現伽馬毒

株。“非洲正在遭遇逆境。一些高收

入國家不斷囤積疫苗，對於疫苗公平

不屑一顧。高收入國家平均每100人接

種了103劑疫苗。而在非洲，每100人僅

接種了6劑疫苗。”

由於現有措施無法有效控製德爾塔

毒株的蔓延，澳大利亞悉尼市官方20日

決定將現行封鎖措施的截止時間延長至9

月底。

新西蘭總理傑辛達·阿德恩19日宣布，

為應對新一輪疫情，政府批準 12至 15

歲人群接種新冠疫苗。時隔半年，新

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 17日再次發現一

例本土新冠確診病例。當天，該國緊急

“封城”。

希臘新冠疫苗接種量超1100萬劑次
當局鼓勵民眾盡快接種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4206例新冠確診病例，目前

累計確診543749例；新增死亡16例，累計

死亡13253例。

鑒於疫情現狀，當局呼籲民眾積極接

種疫苗，9月起，還可能會對未打疫苗的

人實施新的限製。

疫苗接種量突破1100萬劑次
當局籲家長帶孩子接種疫苗
當地時間16日，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

秘書長希米斯托克利斯介紹，截至當天，

希臘的新冠疫苗註

射量已超過了1100

萬劑次，超過 585

萬人接種了至少一

劑疫苗，相當於總

人口的55.6%。

同日，希臘國

家疫苗接種委員會

主席西奧多裏杜表

示，針對 12 至 15

歲青少年的疫苗接

種工作正在積極推進，家長應該毫無顧忌

地讓自己的孩子接種疫苗。

西奧多裏杜指出，接種疫苗是保護孩

子及其親屬的最有效手段，特別是有基礎

疾病的兒童應立即接種疫苗。她說：“疫

苗是安全的，父母有任何關於疫苗接種的

疑問時都可以咨詢家庭醫生。”

在談到疫苗的副作用時，西奧多裏杜說

：“從現有數據看，接種疫苗後出現的副作

用通常都是較輕微的癥狀，此前報道的疫苗

接種後誘發心肌炎的病例極為罕見。而感

染病毒的風險是出現嚴重副作用的十倍以

上。”她還補充說，當學校開學時，孩子

們急需要疫苗保護。

日增病例恐升至8000例
未接種疫苗者或面臨新限製
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院聯合會主席帕

格尼向度假歸來的人群發出呼籲，希望他

們盡快接種疫苗。並指出，如果再次出現

新的疫情高峰，國家衛生系統將再次面臨

極大的壓力。

她警告說，結束假期返程的人士應該在

乘坐飛機和渡輪時做好嚴格防護，並在返回

家中時及時做病毒檢測，以確保自己沒有被

感染或將病毒帶入家庭內。她說：“如果我

們不小心放松了警惕，15天內每天新增病例

數可能會達到6000至8000例。”

目前，傳染性極強的德爾塔毒株正在

希臘快速擴散，為進一步敦促民眾接種疫

苗，政府可能會從9月起對尚未接種的人

士實施新的限製。

這些限製措施包括：無法進入餐廳和

咖啡廳的封閉區域、無法進入室內的劇院

和電影院等。

俄羅斯一周內連發3起軍機墜毀事故
著名試飛員也不幸罹難

綜合報導報道稱，俄羅斯

一架米格-29戰鬥機於8月18日

在阿斯特拉罕州墜毀，這是一

周時間內俄羅斯軍機發生的第

三起墜機事故。

據俄羅斯南部軍區公告消息

，一架米格-29戰鬥機於18日在

俄羅斯南部阿斯特拉罕州阿舒盧

克靶場無人地帶墜毀，飛行員身

亡。當時戰機正在執行例行飛行

任務，機上未攜帶彈藥。俄羅斯

空天軍司令部已經派人前往事發

地點調查墜機原因。

報道稱，就在4天前，一

架俄羅斯別-200運輸機墜毀，

該機被派往土耳其執行滅火任

務。這架別-200飛機完成在土

耳其阿達納居民點地區的滅火

任務後，在著陸時發生事故，

機上5名俄羅斯軍人和3名土耳

其人不幸遇難。

在8月17日，一架俄羅斯伊

爾 -112V 軍用

運輸機的試驗

樣機也發生墜

毀事故。這款

運輸機是為了

取代安-26運輸機而研發的，墜

機事故造成3名試飛機組成員遇

難，其中包括俄羅斯著名試飛員

、“俄羅斯英雄”庫伊莫夫。

俄羅斯媒體援引俄聯合航

空製造集團公司的聲明報道

說，該飛機在準備降落至庫賓

卡機場時發生事故，右側發動

機起火，機身側傾翻轉隨即墜

落。伊爾-112V為俄羅斯在蘇聯

解體後研製的第一款軍用運輸

機，2019年3月成功首飛。



（綜合報導）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22日公佈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總統拜登的支
持率繼續下滑，原因是全國范圍內的新冠病例激增，以及其政府處理美國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
引發的軒然大波。

當地時間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上任60多天來的首場正式新聞記者會，回答了
邊境危機、控槍、基建計劃等熱點問題。

這項於8月14日至17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49%接受調查的美國人表示，他們贊同拜登
的工作表現。

這一結果是拜登首次在該機構的民調中工作支持率低於50%。
在NBC於4月份進行的類似民意調查相比，拜登的支持率略有下降，當時53%的人表示他

們認可他的工作表現。在4月民調中，拜登的不贊成率都要低得多，當時只有39%的人表示他
們不贊成這項工作表現。

在最新的民意調查中，48%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不贊成總統的整體工作表現，而只有43%
的人在4月份表示同樣的看法。

然而，即使支持率下降，NBC新聞指出，拜登的民調支持率仍然高於前總統特朗普在所
有過去民調中獲得的支持率。

對最近民意調查的更詳細的細分顯示，拜登仍然得到了民主黨人的大力支持，88%的民主
黨受訪者表示支持他的工作表現，這只比4月份的民調低2個百分點。

NBC指出，拜登在獨立人士、美國白人和農村地區民眾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關於阿富汗撤軍，大多數受訪者(60%)表示不贊成拜登對此事的處理，而25%的受訪者表示

認同。
在最新的民意調查中，5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贊同拜登政府應對新冠大流行的工作表現，

44%的受訪者表示不贊同。相比之下，在4月份時候，拜登疫情處理的支持率為69%，不支持率
為27%。

出現支持率下降之際，近幾個月來，在快速傳播的德爾塔變種的推動下，美國部分地區的
病例激增。

另外，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贊同拜登在其政府處理國家經濟復甦方面的工作，而49%的
受訪者表示不贊同。 4月份時，支持率和不支持率分別是52%和43%。

NBC新聞22日發布的新民意調查是在1000名成年人中進行的，總體誤差幅度為正負 3.1 個
百分點。

（綜合報導）8月22日早上七點左右，在美國
洛杉磯的盧爾德夫人學校，一排老師和行政人員在
走廊上站成一排，驚恐地看著一個黃毛尖嘴小動物
闖進了八年級的教室。

這個黃毛小動物就是叢林狼，它的體型要比一
般地狼小一些。只見它跳上了老師的辦公桌，在一
堆文件和圖片中徑自坐下來。那天剛好是學生假期
結束後回校的第一天，遇到這麼個從天而降的叢林
狼實在令人意外。叢林狼進教室的圖片走紅網絡，
校方開玩笑稱要把叢林狼變成學校的吉祥物。該叢
林狼隨後被控制並安全轉移。

叢林狼也叫郊犬，在森林、沼澤、草原，甚至
牧場和種植園都能看到它們的身影。叢林狼基本什
麼都吃，適應能力極強。由於郊狼並不很畏懼人類
，所以城鎮的郊區也不時有郊狼出沒。由於叢林狼
經常捕食羊羔、牛犢甚至小寵物，很多農民就稱它
為“破壞性極強的害獸”。一野生動物專家詹妮弗

•布倫特（Jennifer Brent）告訴人們，如果不小心遇
到叢林狼或其他野生動物，首要做的事情是退後。

不過叢林狼不在野外呆著，為什麼突然出現在
人群密集的學校裡呢?專家表示，可能由於近年來的
氣候惡化，極端天氣增加，各地干旱頻發，野生動
物的棲息地遭到嚴重的破壞。向叢林狼這樣的野生
動物很可能丟失了自己原來的棲息地，只能進城另
謀出路。

“不僅人們在忍受極端天氣，動物更是這樣。
”她補充道，“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可能真的有這
麼一天，我們將和最後一隻長頸鹿，最後一頭大象
告別。”
全球氣候變暖問題越來越成為各國不可忽視的一個
話題，我們甚至已經可以從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全球
變暖帶來的極端天氣增多情況。如何與自然和諧共
處，如何彌補全球變暖已經帶來和將要帶來的影響
，不僅需要國家的重視，也需要個人層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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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經濟、阿富汗撤軍錶現不佳
拜登支持率下滑!

美國田納西州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洪水美國田納西州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洪水！！
已致已致2222人死亡人死亡5050人失踪人失踪

（綜合報導）上週日，創紀錄的暴雨導致洪水席捲田納西州中部，救援人員在被
沖毀的房屋和雜亂的廢墟中拼命搜尋數十名失踪人員。

據漢弗萊斯縣公共信息官員格蕾•科利爾（Grey Collier）說，截至週日下午，至

少22人遇難，50多人仍下落不明。當局擔心死亡人數可能會上升。
農村地區的洪水摧毀了道路和手機信號塔，這使得人們無法確定他們的親人是否

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洪水中倖存下來。漢弗萊斯縣學區健康與安全主管協調員克里斯
蒂•布朗（Kristi Brown）說，急救人員正在挨家挨戶地搜查。

漢弗萊斯縣警長克里斯•戴維斯（Chris Davis）表示，許多失踪人員居住地點為水
位上升最快的社區。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週六該縣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裡降雨量高達17英寸，打破
了田納西州單日降雨量紀錄。

田納西州州長比爾•李（Bill Lee）巡視了該地區，並在韋弗利的主街停留，那裡
一些房屋的地基被沖走。

在州長走過來時，當地居民雪莉•福斯特（Shirley Foster）哭了起來。她說她剛聽
說一個朋友死了。 “我只是為我的朋友傷心欲絕。我的房子不算什麼，但是我的朋友
遇難了。”福斯特告訴州長。

到週日，洪水已經退去，只留下汽車殘骸、被沖毀的商戶和房屋。 “它來得如此
之快，去得又如此之快，真是令人驚訝，”一名企業主說。

漢弗萊縣警長辦公室的臉書頁面下方留言滿是民眾發出的尋找失踪朋友和家人的
信息。在GoFundMe網站上，還有人請求幫助支付死者的喪葬費用。

氣象學家說，受災最嚴重地區的降雨量是田納西州中部地區在此前洪水最高紀錄
時的兩倍。科學家警告說，由於全球變暖，這種情況可能更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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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降雨或達400毫米 河南嚴陣以待
多地停工停課停運 鄭州居民聞雨色變尋招防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微博21日消息，中
國國家防總於8月21日12時啟動防汛Ⅲ級應急響
應，並派出兩個工作組分赴河南、山東協助指導地
方做好防汛救災工作。

據氣象部門預測，8月21日至24日，西北地區
東部，四川盆地、黃淮、江漢等地先後有大到暴
雨，部分地區大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局地有特大暴
雨，河南、山東及黃海海域有氣旋大風。

據水利部門通報，受近期降雨及上游來水影
響，8月21日2時松花江形成2021年第1號洪水。
此外，受局部降雨影響，遼東沿海大洋河發生超警
洪水。預計22日，黑龍江同江江段退至保證水位以
下、勤得利江段維持超保；嫩江白沙灘江段退至警
戒水位以下，嫩江大賚江段、松花江肇源至木蘭江
段、黑龍江烏雲至東極江段、薊運河小河口河段、
太湖、雲南金沙江石鼓江段維持超警。據自然資源
部預測，河南北部局部地區發生地質災害的可能性
大。根據《國家防汛抗旱應急預案》及有關規定，
國家防總於8月21日12時啟動防汛Ⅲ級應急響應，
並派出兩個工作組分赴河南、山東協助指導地方做
好防汛救災工作。

四川發暴雨藍色預警
據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揮部消息，8月21日16

時，四川省氣象台發布暴雨藍色預警。國家防總為
應對西北、華北、西南等地強降水過程已啟動防汛
三級應急響應。綜合考慮四川省本輪降水覆蓋區域
前期降雨情況，當前雨情、汛情及變化趨勢，按照
《四川省防汛抗旱應急預案》規定，經四川省防汛
抗旱指揮部研究決定，21日20時啟動防汛四級應
急響應，請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各成員單位、相
關市（州）防汛抗旱指揮部按照職責分工，做好防
汛保安各項工作。

國家防總工作組赴豫魯指導防汛

●為應對強降雨，8月21日上午，鄭州公交集團第
三運營公司四車隊開展避險、搶險、救援技能培訓
及防汛應急演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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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時隔一個月，新一輪大範圍降雨又將“襲擊”河南，此番河南省吸取“7·20”
暴雨教訓，上上下下全部都“嚴陣以待”，寧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再次遭受不必要的經濟與人員損失。據河南省氣

象局預報，8月21日夜間至23日白天，河南省自西向東將有一次區域性強降雨天氣過程，局地累計降水量最高或達400

毫米。中央氣象台預計，最強降水時段為8月22日中午至前半夜。8月21日，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發布3號指揮長

令，要求切實做好防汛應急搶險救援工作。河南省並於8月21日12時啟動防汛Ⅱ級應急響應。

中國天氣網氣象分析師閔裕秋對媒體介紹，
此次河南強降雨過程，帶有一定的極端

性，個別站點單日雨量可能接近或達到8月降水
的極值，此外還具有短時強降雨的特性，部分
地區最大小時雨量可達80毫米至120毫米。

個別站點單日雨量或達本月極值
閔裕秋表示，本輪強降雨將集中出現

在河南中北部地區，和“7．20”河南極
端暴雨區確有疊加區域，之前受災比較嚴
重的鄭州、焦作、新鄉等地，都在此次強
降雨的範圍內。但這輪降雨的強度明顯弱
於“7．20”河南極端暴雨，並且降雨持
續時間也相對較短。

預報顯示，22日至24日，河南中東
部、山東大部及黃海海域將先後有4級至
6級、陣風7級至9級的旋轉風，局地陣風
可達8級至11級。專家提醒，特別是西北
地區東部到河南、山東的氣旋向東移動過
程中自帶強風，破壞力更強。
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張濤表示，目前

雖可以預見降雨中心大致的位置和強度，
但降雨中心下可能隱藏有尺度小得多的強
對流天氣過程，而這才是真正決定單點降
雨極端性的中小尺度系統。“尺度越小存
在的不確定性就越大、可預報性就越低。
各地還需關注當地氣象部門滾動更新的短
時臨近預報預警信息，提前做好應對。”

為應對此番強降雨天氣，河南全省上
下都“嚴陣以待”。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
部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嚴
格落實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和要求，加強
會商研判，第一時間發布預警信息，突出

抓好山洪、地質災害、病險水庫、中小河流、
尾礦庫等薄弱環節防範，強化城市內澇、軌道
交通、立交橋、涵洞、隧道、地下空間管控，
嚴格按照“關、降、停、撤、拆”的要求做好
災害應對和人員轉移避險工作，全力保障人民
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各級防汛責任人立即上崗
到位，24小時值守；各級搶險救援隊伍嚴陣以

待，確保險情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確保
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最大程度減輕災害損失。

河南各個地市亦發布緊急通知，其中在“7
．20”暴雨中損失慘重的鄭州市已要求公交車
要及時停運，建築工地及時停止室外作業，所
有旅遊景區全部臨時關閉，沿街門店人員及時
撤離，停止營業至24日上午8時。各級各類學

校（含幼兒園）、培訓機構，要立即停止
一切線下教學、暑期培訓和夏令營等活
動。此外，開封市以及新鄭、滎陽等地亦
要求停工停產停學；河南的長垣等地亦要
求客運線路暫時停運。

“我的泡水車剛修好提回來，請問，
車要挪到哪裏比較安全？”鄭州某小區的
業主群裏一位業主詢問。“7．20”暴雨
尤其令鄭州市居民“聞雨色變”，一聽到
有新一輪強降雨來臨，就迅速行動起來。
20日白天，鄭州不少高架橋上都停滿了私
家車，甚至還有市民用磚塊將車墊高，或
者用塑料膜將車全部包起來。

民眾：害怕走隧道 一秒都不想停留
而白天需要開車走隧道的市民也在朋

友圈中表示：“只想秒過隧道，一刻也不想
在隧道裏停留，不過看到隧道口裏裏外外都
有工作人員把守，也覺得安心不少。”作為
鄭州最為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京廣快速路
隧道此前有六人因災遇難。

在“7．20”暴雨中損失慘重的阜外
華中心血管病醫院亦全員做好防洪抗災準
備，300台水泵、20台發電機、1萬個沙
袋、4艘衝鋒舟防汛物資已準備到位，應
急待命。

塑 料 膜 包 裹 車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高 架 橋 停 放 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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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非洲豬瘟肉品入台，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要求海關拿出解決辦法，對此，關務署表示，
「有破口就該檢討」，24日起該違規報關行及來自越

南快遞貨物全改 「C3」人工查驗，且將限制高風險業
者不可再 「併袋」通關。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首度查獲有非洲豬瘟
病毒走私肉品，總量逾71公斤，經追查是從越南透過
空運快遞輸入，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到到桃園遠雄貨
棧視察，要求關務署拿出辦法，鼓勵誠實業者、嚴懲
違規業者，業者貨品通關速度想快就得守法，要百分
百守住國門。

關於 「C3」人工查驗，指的是當快遞貨物通關
抵台後，海關系統會進行分類，例如為C1（免審免
驗通關）或C3（貨物查驗通關），分類後全部要通
過X光檢驗，X 光檢驗後，被列為C3的貨物，一律
還要再進行人工查驗才可放行。

對於行政院相關指示，關務署官員表示， 「有
破口就該檢討」，對此次涉及違規的業者，已要求台
北關研議是否重罰，停止其受理報關業務，同時，即
日起該違規報關行的所有快遞貨物，以及來自越南的
快遞貨物，一律都要採 「C3」方式通關，逐件人工查
驗，尤其正值中秋前夕，即使查緝量大增也得去做。

此次非洲豬瘟肉品能闖關，主要是利用 「併袋

」夾藏方式。現行規定的快遞包裹上限是70公斤，不
同進口人的空運快遞貨物重量在一定公斤數以下，可
併成一大袋通關，一大袋可內含有幾十件到幾百件貨
品，之中若有夾藏肉品，數量多的話還好查，若一次
夾藏數量少，以 「螞蟻搬家」方式進行，X光查驗或
犬隻嗅聞就可能會遺漏。

關務署官員表示， 「併袋」作法已行之有年，
要取消或強查對業者通關速度影響很大，但既然會成
為查緝破口，那就得檢討，近期將先禁止高風險業者
「併袋」，未來會通盤研議如何逐步降低 「併袋」比

例。
關務署統計，此次違規業者從2019年2月12日

至今年8月23日，累計曾遭罰925次，違規事由包括
未取具貨物進口人委任書、走私及虛報貨品內容物等
；今年則違規41次，除違反關稅法、法關緝私條例，
還因夾藏肉品而違反動植物傳染病防治條例21次。

官員表示，海關不是沒查到報關行違規行為，
從2019年至今也已對這家業者開罰過582萬元，但這
反映出目前裁罰上大多只會單獨處理個案的盲點，對
於業者違規行為，應該轉向通案檢視，觀察這個業者
長期以來的違規行為，將要求各關區就查核面做出加
強。

防堵非洲豬瘟 違規報關行及越南包裹全採人工查驗

賣場美食街人潮回籠 桃市府訂定防疫管理規範賣場美食街人潮回籠 桃市府訂定防疫管理規範
隨著疫情警戒調降為隨著疫情警戒調降為22級管制級管制，，各賣場逐漸恢復人潮各賣場逐漸恢復人潮，，為了讓百貨及賣場業者為了讓百貨及賣場業者

有所依循有所依循，，桃園市政府訂定桃園市政府訂定 「「桃園市百貨賣場餐飲內用區防疫管理規範桃園市百貨賣場餐飲內用區防疫管理規範」」 ，，呼籲美呼籲美
食廣場及餐廳仍要做好防疫安全的工作食廣場及餐廳仍要做好防疫安全的工作。。

SEMI：台灣供應鏈打造第三代半導體國家隊
(綜合報道）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報告指出，全球功率和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設備支出快速擴

張，估計今年投資成長約20%至7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台灣供應鏈正打造第三代半導體國家隊
。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指出，5G、電動車多元終端應用市場，持續推動全球功率和
第三代半導體投資，在無線通訊、綠能以及電動車等應用帶動下，過去幾年呈現快速成長。

SEMI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曹世綸表示，隨著5G 通訊、電動車、智慧物聯網時代來臨，射
頻（RF）、光電等相關技術、元件及應用需求持續看漲，推升功率電子與第三代半導體的全球市
場及投資成長。

曹世綸指出，台灣在以矽為基礎的半導體產業有很好的基礎與能量，因應近年化合
物半導體需求席捲全球，SEMI率先串聯台灣廠商，透過全方位的溝通平台，持續推動
跨區域資源媒合、進行國際標準建立與政府政策倡議，力推台灣第三代半導體國家隊成
形。

SEMI功率暨化合物半導體委員會主席、穩懋半導體策略長李宗鴻指出，台灣一直以來在全
球半導體供應鏈扮演著重要角色，擁有從磊晶、設計、晶圓代工到封測形成的完整體系，這也是
台灣第三代半導體的利基所在。

環球晶圓董事長徐秀蘭表示，雖然台灣的第三代半導體起步相較全球主要供應鏈晚，卻擁有
成熟的矽基半導體產業鏈與完整分工，同時在三五族化合物半導體的領域，已嶄露頭角與擁有全
球市占率。近年來在更高功率與更高頻率的應用大量需求驅使下，氮化鎵（GaN）磊晶與碳化矽
（SiC）晶圓及其碳化矽磊晶的產業鏈，已有更多研發與資本投資。

疫情與房地合一2.0夾擊 7月新增房貸大減163億
(綜合報道）國內疫情影響，房地合一2.0新制又於7月上路

，雙重夾擊之下，央行今天發布的7月五大銀行（台銀、合庫銀
、土銀、華銀及一銀）新承做房貸金額僅新台幣503.34億元，較
上月大減163.84億元。

「房市本身交易減少，金額自然就是比較大地下跌」，央行
經研處副處長蔡惠美表示，7 月六都建物買賣移轉棟數月減
29.7%，房市買氣明顯降溫，除了台南市有企業進駐、就業人口
增加，以及南部疫情相對緩和等因素，年增率為正成長，其他五
都均落入負成長。

蔡惠美說明，7月五大銀行新增房貸驟降背後有3大因素，
一是房地合一2.0於7月上路，不少投資客趕在新制實施前出售
房屋，市場湧現一波換手潮，墊高6月基期；其次，屋主若來不

及在7月之前釋出物件，就不會想賣了，寧願多等幾年再出售，
因此新制上路後的交易量多少受影響。

第三，5月中旬開始，國內疫情急速升溫，6月疫情相對嚴
峻之下，看房人數銳減，自然影響交易量，並遞延反映在7月的
新承做房貸金額。

儘管受到疫情、新制上路的雙重打擊，房市交易量明顯下
滑，不過最新信義房價指數顯示，台北市、新北市7月房價指數
雙雙較上月成長，且年增率分別達 9.96% 及 11.71%，各自創下
103年4月以來、103年6月以來的新高紀錄。

媒體詢問，央行去年底祭出選擇性信用管制，今年3月再次
加碼，雙北房價仍持續上漲，是否打炒房政策效果有限。

「房價必然是要呈現成本面的墊高，不足以用這個認定打

房成效不佳」，蔡惠美解釋，房價上漲背後有成本面因素，土地
、建材成本高漲，缺工嚴重更導致工資攀升，成本面推動之下，
很難告訴建商 「你不能漲」，因為這是經濟行為。

蔡惠美接著表示，政府推動打炒房措施，目的是要遏止市
場投機行為，央行9月將召開理監事會議，屆時會全面檢視房市
狀況，評估是否調整相關措施。

雖然7月新增房貸大減，受到房貸市場競爭激烈影響，房
貸利率仍下滑0.004個百分點、降至1.349%，再探歷史新低。

蔡惠美認為，6、7月有政策及疫情因素干擾，不過指揮中
心7月27日起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相關管制也逐步放寬
，推測疫情趨緩後，自住剛性需求將慢慢出籠，看屋人潮會逐漸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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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健康講座：：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 「「仇恨犯罪仇恨犯罪」」

美南僑青初識僑務新政美南僑青初識僑務新政 抗反亞裔不落人後抗反亞裔不落人後
（（本報訊本報訊 ））為鼓勵僑界青年積極參與僑社活動為鼓勵僑界青年積極參與僑社活動，，瞭解瞭解

僑務委員會創新僑務政策僑務委員會創新僑務政策，，加強僑青交流聯繫加強僑青交流聯繫，，休士頓華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僑文教服務中心88月月2121日舉辦日舉辦 「「美南僑界青年座談會美南僑界青年座談會」」 ，，
邀請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參與協辦邀請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參與協辦，，僑社在職僑僑社在職僑
青及資深專業人士逾青及資深專業人士逾4040人參加人參加。。

活動由校聯會會長許健彬及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分別活動由校聯會會長許健彬及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分別
致詞開場致詞開場，，陳奕芳並偕同副主任黄依莉講述僑務政策創新陳奕芳並偕同副主任黄依莉講述僑務政策創新
與未來與未來，，說明僑務政策四大目標說明僑務政策四大目標、、二項戰略及五項策略二項戰略及五項策略，，
並介紹僑務電子報以及文教中心各項嶄新的服務並介紹僑務電子報以及文教中心各項嶄新的服務，，期藉活期藉活
動增進僑青彼此認識動增進僑青彼此認識，，進而積極參與僑社活動進而積極參與僑社活動。。 之後第二之後第二
副會長辜千慈向大家介紹導師計畫顧問成員副會長辜千慈向大家介紹導師計畫顧問成員，，陳奕芳分別陳奕芳分別
致贈防疫包致贈防疫包，，感謝大家長期輔導僑青融入美國職場感謝大家長期輔導僑青融入美國職場，，為成為成

為僑社中堅奠基為僑社中堅奠基。。
隨後僑青分成生技醫學隨後僑青分成生技醫學、、石化工程石化工程、、金融財稅金融財稅、、資訊資訊

數據數據、、 以及個人創業等小組和導師們進行交流以及個人創業等小組和導師們進行交流。。校聯會的校聯會的
資深專家帶領做個人實務分享與研討資深專家帶領做個人實務分享與研討，，就僑青在不同領域就僑青在不同領域
遭遇的問題遭遇的問題、、個人所遇到的挑戰及因應之道等交換意見個人所遇到的挑戰及因應之道等交換意見，，
小組之間熱烈交流小組之間熱烈交流，，欲罷不能欲罷不能。。

活動接近尾聲時活動接近尾聲時，，休士頓客家會青年組組長賴詩宏專休士頓客家會青年組組長賴詩宏專
程到中心設攤分送防身警報器程到中心設攤分送防身警報器，，以具體行動適度表達對美以具體行動適度表達對美
國社會興起的反亞裔浪潮的關切國社會興起的反亞裔浪潮的關切。。賴詩宏在美國出生成長賴詩宏在美國出生成長
，，和座談會中以留學生為主的在職僑青互動熱絡和座談會中以留學生為主的在職僑青互動熱絡，，雙方同雙方同
樣顯現參與公眾事務的熱情樣顯現參與公眾事務的熱情，，一起為活動劃下完美句點一起為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針對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針對
亞裔的暴力犯罪事件爆增，許多亞裔老人、婦女走在美國街頭無
端遭到辱罵甚至毆打。根據統計，全美過去一年針對亞裔的仇恨
和襲擊事件增加了百分之74。這些仇恨和襲擊事件，導致許多亞
裔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中，在人身安全被威脅的情況下如何更好的
保護自己？如何避免成為仇恨者的目標？犯罪者是否獲得應有的
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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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上周六 「疫情期間如。何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普獲共鳴後，上周六再次邀請刑事司法和犯罪學教授張焰博士，
再次更深入源頭，探討 「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 『仇恨犯罪』」。
張焰博士的演講分為三大部份：（一）背景知識：什麼是仇恨犯
罪？如何認知關於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二） 針對亞裔的仇
恨犯罪的狀況：·Pre-COVID-19: 基於美國聯邦調查局仇恨犯罪
數據的研究·COVID-19對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的影響·針對
亞裔仇恨犯罪的歷史及影響因素。（三）如何應對仇恨犯罪: 立
法，立法政府和執法機構，社區和個人。

她說：FBI 對仇恨犯罪的定義是：仇恨犯罪是指針對個人或
財產的刑事犯罪。其犯罪動機全部或者部分基於犯罪人對種族、

宗教信仰、殘疾、性別取向、民族、性別，以及性
別認同的偏見。

而如何認知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她指出根據
官方數據、調查數據、其他數據及媒體。她以圖象
指出 2010-2019 年 UCR 仇恨犯罪統計數據研究，
自 1992 年到 2014 年間，共有 3400 個警察局通過
NIBRS 向聯邦調查局報告了28094起因為族裔仇恨
而實施的犯罪。針對三個族裔（亞裔、非裔及西裔
）個人的、暴力仇恨案件：10981起，其中478件針
對亞裔,8628 針對非裔，及1875件針對西裔。其中
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的特徵，其分析結果：

受害人特徵：無差異特徵：受害者均傾向於是
18至34歲間的，犯罪發生地為本地的，男性居民。

犯罪特徵：·無差異特徵：罪犯均傾向於是
18-34歲間的男性。·差異特徵：針對亞裔的仇恨犯
罪由非白種人罪犯實施的相對機率較高。
情境特徵：·差異特徵：針對亞裔的仇恨罪由陌生
人作案，發生於學校，受輕傷，更少涉及槍支，且發生於晚間7
點至12點間的相對可能性更高。

社會環境：·相對於非裔及西裔，亞裔人口比例高的區縣，
針對亞裔仇恨犯罪可能性更高。·相對於非裔而言，針對亞裔的
仇恨犯罪發生於東北部地區（vs 南方）的可能性更高，而發生於
中北部的可能性更低。

而COVID -19 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的影響：根據16個警察
局的報告，顯示：

案件數量的急劇上升：從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2月底
，從3000多件升為9081件。其類別為：言語類騷擾、侮辱，而
大部分數據，達不到 「仇恨犯罪」範疇。地點多在街道、公共場
合，受害人43%是華裔，大部分受害人是東亞裔，女性佔63.3%
。地理分佈：大部分在加州,紐約。
張博士說：根據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發表的4337篇
新聞文章，確定了1023起反亞洲種族主義事件，其中包括：679
起反亞裔騷擾和故意破壞事件，344起污名化和歧視性的言論、
圖片、政策和提案事件。

針對亞裔仇恨犯罪的歷史及影響因素：歷史事件：1871年，
第一次針對華裔的大規模屠殺在洛杉磯中國城發生。至少18名
華裔勞工慘遭殺害，大量的商舖和住所遭到搶劫。1877年，一個

縱火組織燒燬了雇佣華工的白人雇主的生意，開槍射擊了六名華
裔男子，致四人死亡；1885年，暴民襲擊了華人社區，殺死了至
少28名華人礦工，並燒毀了他們所生活的社區。還有1882年、
1892年、1904年都發生了針對亞裔仇恨犯罪事件。比較著名的
歷史事件還包括：1982年陳果仁之死，1996年9月20日，60名
亞裔學生和老師收到死亡郵件的威脅- 我將以此為畢生的事業，
找到並殺死你們中的每一個人。

張博士也針對亞裔仇恨犯罪的歷史及成因探索：亞裔是模範
少數族裔，家庭收入中位數為$77166元，而白人僅$62950元,黑
裔僅$36898元。貧困線以下佔比：亞裔為9.6%，白人為9.0%，
而黑裔有21.2%。亞裔的生活水平遠高於其他族裔。

張博士最後談到 如何應對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根據5月
20日的法案，這是 「司法部」針對亞裔而成立的，使對地方政府
能更迅速報案。在紐約州成立 「報案熱線」,這是多年來第一次
。社區及亞裔團體，包括：AA, AAPI,ARIJ等。在 「個人」方面
的防範措施：如不成為潛在受害人，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出現；
儘量避免單獨出行。遭受歧視行為，要及時報警，通常少數民族
，都是很低的報案率。亞裔常因言語障礙，害怕曝光自己信息。
要參加有關培訓，了解什麼時候可以說，我們應注意什麼事情，
我們說什麼，可受到法律保護的。大家相互支持，並了解針對亞
裔仇恨和歧視的歷史。並且，也可網路報案。

許健彬許健彬((左四左四))、、陳奕芳陳奕芳((左五左五))及黃依莉及黃依莉((右二右二))一起鼓勵僑情參與僑社事務一起鼓勵僑情參與僑社事務

圖為圖為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主講人刑事司法和犯罪學教授張焰博士主講主講人刑事司法和犯罪學教授張焰博士主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講座主持人圖為講座主持人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會長鄧福真會長鄧福真。（。（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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