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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示警伊斯蘭國恐再襲擊 未來數天最危險
路透社

（中央社）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昨天遭到伊斯
蘭國襲擊，造成嚴重傷亡。美國國安團隊今天向
總統拜登示警，喀布爾可能再度發生襲擊，未來
數天將是撤離行動最危險時期。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外昨天傳出自殺炸彈
攻擊事件，造成 13 名美軍喪生，15 人受傷，另
有上百名阿富汗平民傷亡。美國國防部將領泰勒
（Hank Taylor）今天上午表示，昨天爆炸事件
是由單一自殺引爆者所為，修正先前有關共有 2
名引爆者製造 2 次爆炸的評估。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隨後發布聲
明表示，拜登今天上午在白宮戰情室聽取國家安

全團隊簡報，他們向拜登示警喀布爾可能再度發
生恐怖襲擊，他們對喀布爾機場採取最大武力保
護措施。
美國軍方表示，每隔數小時就會空運數千人
離開阿富汗，會繼續優先疏散仍在當地的美國公
民。拜登也指示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繼續透過外交與國際夥伴共同努力，確保第三
國公民和持有簽證的阿富汗民眾，在美軍撤離後
仍能離開阿富汗。
美軍行動指揮官也匯報以激進組織伊斯蘭國
（IS）的區域分支 「
呼羅珊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Khorasan，或稱 ISIS-K）為目標的行動計

畫，指出未來數天將是撤離行動執行以來最危險
時期。
拜登稍後在會見來訪的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Naftali Bennett）時也向媒體表示，阿富汗任務
十分危險，美方人員損失慘重，但 「
這是一項值
得的任務」，因為他們持續將民眾撤離當地，過
去 24 小時內再有超過 1 萬 2000 人撤離。拜登也
重申會完成任務。
伊 斯 蘭 國 宣 傳 機 構 阿 瑪 克 通 訊 社 （Amaq
News Agency）昨天在 Telegram 頻道承認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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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小鎮的悲歌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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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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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西部盛產石油的小鎮-埃倫因嚴重的新
冠疫情整個小鎮已經癱瘓， 學校關閉， 市政府
停止服務 ，在一百一十九個诊斷中 ，就有五十
人是確診， 無望的一名婦女正坐在汽車裡透過
臉書向上帝祈禱和求助。
這個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的石油小鎮 ，大
家幾乎都相互認識 ，同時都感受到新冠病毒在
鎮民之間傳染， 由於缺乏緊急病床 ，嚴重的患
者必須用直升機送到一百英里外的聖安嬌市醫
治， 鎮民們目前可以做的是透過臉書相互激勵
和支持， 他們之間不斷在吶喊 ，我們要活下去
。
埃倫市議會已經決定暫時緩收镇民的水电
和垃圾費 ，由於多數都在家中避難， 小鎮顕得

異常淸靜。
一位大家熟悉的友人森米因敵不過
病毒而撤手人间 ，他的葬禮將在小鎮的
足球场上舉行， 他的夫人在臉書上說 ，
謝謝各位的代禱 ，森米已經和上帝見面
了。
我們看到這個德州小鎮之悽涼景象
，想起有多少人還在疫情線上掙扎。
今天我們在面對如此艱難的挑戰 ，
有大部分要歸罪於執政者之傲慢和對科
學驗證之不信任。
老實說， 居住在德州邊陲大小城鎮
的居民 ，他們仍然不相信打疫苗是唯一之防疫
辦法， 這些悲劇還不斷上演， 而且是在每個人

都立即可以打疫苗的美國 ，我們真無法理解。

Sad Story From A Small
Texas Town
In Iraan one of the
residents, Vicky Zapata
went live on Facebook to
ask people to pray for them
to heal the town. She doesn
’t know how the outbreak
in her town started. Some of
the patients needed to be
flown to a nearby city for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here are
now only 372 ICU beds
available in the entire state
of Texa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last two weeks in the small west Texas
oil town of Iraan, population 1,200, 119
people were tested for the COVID-19 virus
and 50 tested positive. That is a 42% positive
rate.

Last week the school district
shut down the school and
the beloved football season
was postponed. The City Council members
also decided to close the city buildings to all
residents and voted to postpone all late fees
on water and gas utilities bills to help out the
local residents.

This is very sad that in a lot of small towns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because some
of the residents do not believe in getting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rus.
With many people in quarantine, the small
town is quieter than normal. The people are
now mourning the loss of one of their friends,
Sammy, in a service at the football stadium.
He passed away five days after an ICU bed
was not available for hi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now facing a big
challenge. In this pandemic war, a lot of
people just won’t follow CDC instructions
and guidelines because they want their own
freedom. But in reality, their thinking will affect
their family and their neighbors.
Whatever will come in the future, all of our
citizens need to face this difficult time
together. Unless we help each other, we
never will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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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襲擊喀布爾血
債血還,殺人者誅,美國應爭回人性尊嚴與國際威望】

就在美國加緊撤離阿富汗之際, 竟傳出由
美軍控制的喀布爾機場遭到兩起爆炸襲擊，導
致 13 名美軍與 90 名阿富汗人死亡的慘劇, 伊斯
蘭國(Islamic State) 恐怖組織的分支 ISIS-K 已公
開承認是他們所為, 拜登總統誓言報復, 要讓襲
擊者付出代價, 動盪不安的阿富汗局勢再次證
明美國撤出該地區是正確的抉擇, 但是由於料
事不神以及人謀不臧, 才造成今日的慘狀與窘
態, 並重創了拜登政府的威信。
中東地區的恐怖份子為所欲為,已嚴重威脅
了世界的和平與安寧, 激進的宗教理念以及極
端的人生哲理, 使得這些恐怖份子寧願犧牲自
己的血肉之軀以求得真主阿拉的恩寵, 從劫機
衝撞世貿大樓到這次炸彈綁身引爆自殺都是瘋
狂亡命的舉動, 對於一般常人來說, 實在是太不
可思議了。
顧名思義,這次策動襲擊美軍的 ISIS-K 組
織是從 ISIS 所發展出來的分支, 這有如 Delta 是
Covid 19 的變性毒株一般, 一般而言,塔利班還
算是較為溫和中性的組織, 他們只想建立一個
以阿富汗為國界的伊斯蘭酋長國，但是 ISIS-K

則是野心勃勃,企圖創立一個跨越國界的伊斯蘭
哈里發國(Caliphate) 以成為一統天下的穆斯林
皇帝, 這是多麼瘋狂又不切實際的思想, 現在他
們固守的基地就在阿富汗東邊的巴基斯坦, 他
們與在伊拉克、敘利亞與也門等地的蓋達組織
（Al-Qaeda）宗教意旨的差異, 而 且更與塔利
班 是 理 念 不 同 的 死 對 頭, 令 人 納 悶 不 解 的 是,
ISIS-K 為何可以穿越過塔利班嚴密鎮守的通道
到機場對美軍實施暴行?
基本上美國既已與塔利班達成撤退的期限
, 他們沒有道理去破壞協議, 製造新爭端, 所以
最大的可能就是塔利班內部已產生權鬥內訌,
暗中有人放任 ISIS-K 的暴力來展現實力, 如果
這樣推斷正確,將來由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必免
不了內鬥甚至內戰！
據美國 CIA 掌握的資料，目前已有近 20 個
大小恐怖組織滲透進入阿富汗， 當然在美國撒
走後也就事不關己了,美國不該也不應再插手,
不過由於 13 名美軍流血犧牲了, 血債應血還,殺
人者必誅,美國應立即採取軍事報復行動才可悼
念逝去的英魂, 並爭回人性尊嚴與國際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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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期限前的連環爆炸
凸顯後阿富汗時代的3大難題
(本報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鄰近機場 26 日發生連環
自殺炸彈攻擊，造成至少 13 名美軍死亡、18
人受傷，72 名阿富汗人死亡(包括 28 名塔利班
成員)、140 人受傷。由於美國總統拜登已宣布
31 日前撤離 1500 名美國人，這波自殺攻擊不
但讓阿富汗命運更為昏暗，也凸顯後阿富汗時
代美國所面臨的 3 大威脅：極脆弱的安全環境
、 「呼 羅 珊 伊 斯 蘭 國 」 （Islamic State-Khorasan，或稱 ISIS-K）非常真實的威脅，以及大
批阿富汗人進入美國造成的政治風暴。
五角大廈發言人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
）在推特上證實，這場連環自殺攻擊分別發生
在喀布爾機場艾比大門（Abbey Gate，第一次
爆炸）與鄰近的巴龍飯店（Baron Hotel，第二
次）。五角大廈隨後則證實美軍 13 人喪命、
18 人受傷。
就在攻擊前一天，美國國防官員才警告
「伊斯蘭國」(IS)在阿富汗的分支機構，其威
脅非常具體而明顯，攻擊對象可能是機場外的
群眾。
脆弱的安全環境
連環炸彈客將機場脆弱的安全環境暴露出
來。目前數千名美軍與盟軍軍隊正忙於各國公
民與 20 年戰爭中和盟軍合作的阿富汗人撤出
。但正因為美軍在喀布爾面臨的高度風險，拜
登已宣布 8 月 31 日為撤軍最後期限。
事實上，就在 26 日稍早，駐喀布爾的美
國外交官員便以安全威脅為由，警告美國公民
立刻離開登機口處。
但更值得關心的是，這波攻擊對撤軍的影
響，包括五角大廈撤出士兵與相關物資的時間
會多長，是否會排擠到非戰鬥人員的撤離時間
。換言之，美軍正與時間賽跑，試圖找出並帶
走想要離開的美國人；但這也意味著曾在戰爭
中協助美軍的翻譯與其他人，可能會遭美軍拋
下。
拜登日前已表態，不會再派出美國子弟兵
前往阿富汗執行有生命危險的任務。這影響到
撤退任務，除了少數案例外，美軍並沒有積極
的在塔利班掌控的地帶尋找想撤退的美國公民
，這意味著白宮將行動的風險維持在盡可能低
的水平。因為，只要任何美軍死亡、或是恐攻
造成美軍或公民的死亡，甚至是與塔利班交火
，都會迅速演變為全面政治風暴。
隨著數百名阿富汗人抵達美國本土，美國

能否吸收難民恐演變為政治風暴。包括前總統
川普在內的共和黨，已發動充滿惡意的政治攻
勢攻擊阿富汗人的到來。
ISIS-K 非常真實的威脅
CNN 指出，美軍在機場已處於非常不利
的位置，ISIS-K 的出現更讓問題治絲益棼。該
組織為塔利班與美國的死對頭，趁此之際擴大
混亂。從 2021 年稍早的一場真對女子學校的
攻擊來看，當時死亡的人以孩童為主(約數十
死)，可看出其行事完全不依照一般道德倫理
而行。
近日，隨著上萬名湧入塔利班掌握的哨點
，試圖由此進入由美軍與盟軍士兵掌控的機場
。此時只要一枚炸彈，便有可能造成可怕的傷
亡。報導指出，目前阿富汗的 ISIS-K 人數，
正因為阿富汗監獄逃亡人數增加，以及來自敘
利亞的戰士，人數正不斷膨脹。
美國務卿布林肯 25 日坦言，美軍身處由
塔利班控制的敵對環境之中，遭 IS 攻擊的可能
性很大，問題顯得既複雜、又危險。他表示，
美軍迄今已撤出至少 4500 名美國公民，並向
500 名美國公民提供如何安全抵達機場的指南
，目前還有 1000 名公民還未撤出；不過，有
些人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國人。
布林肯提到，8 月 14 日以來，美軍軍機已
自撤出 82300 人；光 24 到 25 日的 24 小時內，
就有 19000 人搭乘 90 架次的軍機與民航航班飛
機離開喀布爾。
但部分學校與國會官員向 CNN 證實，仍
有 20 名來自聖地牙哥的學生與家屬還在阿富
汗，卻無法抵達喀布爾機場。有鑑於即使是美
國公民也難以踏入機場大門，這意味著阿富汗
人即使資格符合，恐也難離開故國前往新大陸
。更何況，塔利班已表態會阻止阿富汗公民前
往機場。不過，華府官員堅稱會盡最大努力，
在期限前盡可能撤出最多的阿富汗人。
布林肯強調， 「他們不會遭遺忘」。一旦
美軍離開，美國拯救曾在戰爭中出力的阿富汗
人任務不會停止。不過，布林肯卻沒有具體說
明該怎麼做。至於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Mike McCaul）則悲
觀地認為，美軍很難帶所有剩下的美國公民與
阿富汗人走。
他表示，過去曾出現為美國翻譯的阿富汗
人在機場被帶走，眼睜睜看著家人遭殺害，然
後再被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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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新增確診 2628 例！
專家呼籲民眾盡快接種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2628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增
至 561812 例 ； 新 增 死 亡 34 例
，累計死亡 13422 例。針對目
前的疫情形勢，希臘疫情專家
呼籲民眾盡快接種疫苗。
85%新病例與德爾塔有關
目前，與德爾塔變異毒
株相關的病例已到占希臘新
增 確 診 病 例 的 85% 。 兒 童 和
青少年似乎在病毒傳播中扮
演著重要角色，這促使衛生
專家們呼籲家長讓自己尚未
接種疫苗的孩子在開學之前
註射疫苗。
衛生專家們作出這一呼籲
也是鑒於德爾塔變異毒株的極

德國連續五日新增確診超七千例
人口最多州疫情趨緊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為 7050
，這是該國連續第五日單日新增突破七千。當天，德國人口總量第一的
北威州新冠發病率指數升至 99.2，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54.5。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
死亡人數分別為 7050 人、3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3868197 人、累計死亡
91976 人。德國官方用於監測新冠疫情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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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從前一天的 51.6 升
至 54.5。截至目前，德國已接種 9930 萬劑次新冠疫苗，共有 48860871 人
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 58.8?%。
近一周以來，德國的疫情出現了自 7 月初以來最嚴重的反彈。截至
22 日，已連續五日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大於七千。羅伯特· 科赫研究
所日前警告稱，德國已正式進入第四波疫情。
位於德國西部的北威州(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毗鄰荷蘭和比利時，
是該國人口總數最多的州。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最新數據顯
示，北威州已超過漢堡，成為德國 16 個聯邦州中新冠發病率指數最高的
州，達到 99.2——就在一個星期前，北威州的這項指數僅為 54.4。與此
同時，首都柏林的新冠發病率指數當天亦升至 67.3，成為僅次於北威州
的德國各州疫情指數第二高。
針對德國當前疫情反彈態勢，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當天表示，
根據目前已有的信息，德國將能夠避免對已完全接種疫苗和已感染新冠
後痊愈的人再度實施普遍性的“封城”措施。“這意味著餐館和商鋪今
年冬季也能繼續開門營業。”

面臨更大的風險，年輕人的感 會感染新冠病毒。
染率也急劇上升。”
政府無意再封鎖
專家：未接種疫苗都會被
希臘發展與投資部部長
感染
喬奇雅迪斯接受采訪時表示
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生 ，政府不打算再實施新一輪
協會主席帕格尼表示，“自 的封鎖政策。他說，“很明
疫情暴發至今已有 18 個月的 顯 ， 我 們 將 會 迎 來 一 個 艱 難
時間，人們不應該再害怕疫 的冬天。不幸的是，一小部
苗。目前全球已有數十億人 分人會對國家的衛生系統承
接種了疫苗，我們有充足的 受能力造成威脅。”他強調
研究數據證明疫苗的安全性 ，希臘的經濟經得起考驗，
和有效性。如果我們不接種 政府有能力應對疫情對經濟
疫 苗 ， 疫 情 的 狀 況 就 很 難 從 造成的沖擊和影響。
根本上得到改善，所有人都
喬奇雅迪斯還表示，未接
無法迎來真正自由。”
種疫苗的人在冬季將無法進入
帕格尼強調，德爾塔變異 室內的娛樂場所或餐廳，這不
毒株不是“開玩笑”，並補充 是一種懲罰，而是一個風險管
說，沒有接種疫苗的人肯定都 理問題。

部分阿富汗難民啟程回國：
相信阿塔將為國家帶來穩定

阿爾及利亞宣布與摩洛哥斷交
綜合報導 據阿爾及利亞媒體報道，阿爾及利亞決定從 24 日起斷絕
與摩洛哥的外交關系。
據阿爾及利亞新聞社消息，阿外長拉馬姆拉在阿首都阿爾及爾舉行
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由於摩洛哥長期奉行針對阿爾及利亞的“敵對政
策”，阿政府決定斷絕與摩洛哥的外交關系。
消息稱，本月 18 日，阿爾及利亞總統特本曾在安全會議上表示，由
於摩洛哥不斷增加對阿爾及利亞的“敵對行動”，阿爾及利亞有必要重
新審視兩國關系，並加強在西部邊境地區的安全控製。
據美聯社報道，拉馬姆拉表示，摩洛哥駐聯合國官員此前挑唆阿國
內少數民族與阿中央政府的關系，使兩國關系的不睦達到頂點，對此阿
政府必須做出回應。
另據摩洛哥國家通訊社報道，摩洛哥外交部 24 日發表聲明稱，已註
意到阿爾及利亞單方面決定斷交的消息，並強調摩洛哥對“這一完全沒
有道理但可以預料的決定”及其對阿爾及利亞人民帶來的影響表示遺憾
。“摩洛哥明確拒絕這一決定背後錯誤的、甚至荒謬的借口。”
聲明稱，摩洛哥將繼續是阿爾及利亞人民可信和忠誠的夥伴，並
將繼續以智慧和責任采取行動，發展健康和富有成果的馬格裏布國
家關系。
路透社報道稱，由於西撒哈拉問題，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長期以來
關系緊張，兩國邊界自 1994 年以來一直關閉。

強傳播率。兩個月前，與德爾
塔相關的病例只占希臘病例總
數的 5%。
雅典醫學院微生物學實驗
室主任查克利斯說：“相比疫
情暴發早期，現階段兒童和青
少年更容易傳播病毒。德爾塔
變異病毒與原始毒株的主要區
別在於其極高的傳染性，以及
在某種程度上具備躲避抗體的
能力。”
他指出，對未接種疫苗
的新冠確診患者進行的研究
表明，相比起其他的變異毒
株，感染德爾塔毒株後發展
為重癥的幾率更大。因此，
對於醫療資源的挑戰也更大
。他說，“與半年前或一年
前相比，未接種疫苗的人目前

綜合報導 在阿富汗塔利班控製該國
首都後，盡管許多民眾渴望逃離阿富
汗，但也有部分在他國的阿富汗難民認
為，塔利班將為這個飽受戰亂蹂躪的國家
帶來穩定，所以選擇此時踏上返鄉之路。
據消息，在巴基斯坦境內，一輛輛
裝滿地毯、寢具、衣物甚至還有山羊的
卡車上，大約 200 名阿富汗難民望著地
平線以外、故國南部的斯賓博爾達克方
向，滿心期盼重返家園。這個畫面與喀
布爾機場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盡管阿
巴邊界被一條 10 英尺深的帶刺鐵絲網分
隔開來，每天都有數千人穿越貿易路線
返回阿富汗。
返回者表示他們將在阿富汗過上更
好 的 生 活 。 一 名 難 民 沙 伊 布 （Molavi
Shaib）在邊境等待通關時告訴法新社：
“我們在轟炸與艱困的時期離開阿富汗
，當時穆斯林面臨困境。現在，情況已
恢復正常，所以我們正返回阿富汗。”
另一名難民則說：“我正要回去加茲尼
（Ghazni）。現在和平局勢已建立，我
們很高興要回家了。回去生活比待在這
邊要好得多。”
自 40 多年前阿富汗爆發一輪輪戰爭
以來，巴基斯坦已收容逾 200 萬阿富汗
難民。難民人數會隨沖突強度波動，且該
國先前已宣布，無法再接收更多難民。

德國實施防疫新規

大部分室內場所僅限已接種等三類人入內
綜合報導 德國全境自 23
日起實施被稱為“3G 規則”的
防疫新規，即大部分室內場所
僅允許已完全接種新冠疫苗者
、感染新冠病毒後痊愈者、新
冠檢測陰性者入內。德國衛生
部長施潘當天表示，今年秋季
將不會推出針對前兩類人群的

“封城”措施。
德國疫情反彈趨勢仍在持
續。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
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
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 3668
人、4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3871865 人、累計死亡 91980 人
。德國官方用於監測新冠疫情
嚴重程度的新冠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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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值從前一天的 54.5 升至
56.4。截至目前，德國
已 接 種 9960 萬 劑 次 新
冠疫苗，共有 49037947
人已實現完全接種，

占該國總人口數的 59%。
當 天 開 始 實 施 的 “3G”
防疫新規是德國聯邦政府和
各州政府為應對新增確診數
不斷反彈的態勢、推動全民
接種疫苗所推出的兩步走策
略的第一步。8 月 23 日起，未
完全接種疫苗者前往許多場
所時將必須出示新近完成的
新冠檢測報告。
作為該計劃的第二步，德
國還將從 10 月 11 日起停止提供
迄今為止已執行半年的免費快
速抗原檢測服務，這意味著在
這一日期後未接種疫苗者將為
其日常進行的多種活動支付額
外的檢測費用。不過，因身體

原因無法接種疫苗或不適合接
種疫苗(如孕婦、兒童、18 歲以
下青少年)的人群仍可繼續享受
這項服務。
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 23
日晚接受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
表示，已完全接種疫苗者和已
感染過新冠病毒痊愈者在今年
秋季“確定不會”面臨“封
城”措施的影響，除非屆時出
現了可導致現有疫苗失效的病
毒變異毒株。施潘認為，目前
看不到有出現這種情況的跡象
，“通過廣泛開展疫苗接種和
實施‘3G 規則’，我們今年秋
冬季節一定能夠克服德爾塔毒
株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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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爾恐攻後
拜登親會以色列總理強化兩國關係
（綜合報導）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今在美
國撤離阿富汗任務因致命炸彈攻擊延誤的隔天與總統拜登會面
，讓他訪美行程蒙上一層陰影。
法新社報導，兩名領袖在原定日期的隔天會面後，拜登說
： 「隨著所有這些人失去生命，我的心碎了，我們的心都碎了
。」
班奈特首先弔唁慰問，他說： 「我從耶路撒冷帶來一種善

意的嶄新精神。」
前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位 15 年
期間，親近美國共和黨、疏遠民主黨，49 歲的班奈特接任總理
後想要重啟以美兩國關係。
他引述伊斯蘭國（ISIS）、真主黨（Hezbollah）、伊斯蘭
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和哈瑪斯集團（Hamas）時說： 「身
處全世界最強悍棘手的環境，我們不能有所閃失。」 「這是為

何以色列總是壓倒地強過…我們所有敵人的總和。」
預料拜登與班奈特親晤後將擴大兩國成員會面，包括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以及以色列國安顧問胡拉塔（Eyal Hulata）、以色列
駐 聯 合 國 大 使 爾 登 （Gilad Erdan） 和 班 奈 特 高 階 幕 僚 梅 爾
（Shimrit Meir）等。

聯準會：年底可能縮減購債規模
不急於調高利率
（綜合報導）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今天指出，美國經濟正走在回歸強健就業市場的軌道
上，但強調不急於因應暫時性通膨壓力而調高基準放貸利率。
法新社報導，鮑爾在懷俄明州傑克森霍爾（Jackson Hole）
舉行的全球央行總裁年會發表演說表示，聯準會可能今年底前
開始撤回刺激措施，但他未提供任何計劃如何縮減大規模購債
的相關細節。
鮑爾強調，美國央行還不會調升基準放貸利率，也不會對

暫時性通膨壓力做出反應。
在這場外界高度矚目的演說中，鮑爾指出，雖受到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Delta 變異株肆虐影響，經濟已持
續復甦並展現就業強勁成長力道。
美國 7 月通膨年增率高達 4.2%，但鮑爾表示，諸如二手車
價格飆漲等暫時性通膨壓力減輕，通膨年增率可能下滑。
他提出警告，為了因應暫時性通膨壓力的做法， 「有可能
弊多於利」。

鮑爾警告： 「時機不當的政策可能會減緩企業聘僱和其他
經濟活動，並導致通膨低於預期。」他還說，就業市場已持續
恢復生氣，犯下 「這樣的錯誤尤其可能造成傷害」。
鮑爾表示，儘管有任何逐步縮減購債之舉，仍會有大量刺
激維持下去。 「今年開始減緩收購資產步調，可能是適當的」
。

轟軟弱 籲彈劾 共和黨逼拜登下台
（綜合報導）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恐攻引爆美國總統拜登的
政治危機。前朝川普政府高官和共和黨國會議員 26 日紛紛要求
他辭職下台，甚至呼籲對他進行彈劾。前總統川普也落井下石
，稱這場 「悲劇」原本可以避免。民主黨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
員會主席梅南德茲亦暗批拜登的做法，明言不能把美國人的安
全託付給塔利班。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莉推文說： 「拜登是否應該因處理
阿富汗問題不當下台？是的。」但她也說， 「拜登下台後，由
賀錦麗（美國副總統）當總統，情況會糟 10 倍，願主幫助我們
。」

聯邦眾議院共和黨第 3 號人物史特凡尼克推文說： 「拜登
的雙手沾染了鮮血。總統難辭其咎。這起可怕的國安及人道災
難，根本是拜登軟弱無能所導致。他不配當三軍統帥。」
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霍利直言，拜登要為美國人在喀布爾
身亡負責，很明顯他沒有能力或意志領導美國，必須辭職。
美國國內疫情急升，26 日染疫住院達 10 萬人，創 8 個月新
高，加上處理阿富汗問題引發爭議，內外夾擊之下，近日拜登
的支持率已經跌破五成。在喀布爾機場爆炸發生前，共和黨籍
參議員葛蘭姆已要求拜登、賀錦麗、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奧
斯汀、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辭職，或接受彈劾。

前總統川普的高級顧問康威女士譏諷說： 「彈劾？為什麼
？他們又沒有致電烏克蘭總統或做其他事。」共和黨聯邦眾議
員傑克森直言，如果川普因一通電話被彈劾，那拜登就該因阿
富汗撤軍處理嚴重失當而遭彈劾。
眾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敦促民主黨籍眾院議長裴洛西提早
召回議員，必須在 8 月 31 日前重新開議，以便聽取拜登政府全
面的簡報。
白宮發言人莎琪回應說，10 多名美軍死於恐怖分子之手，
這應該是悼念而非（談論）政治的時刻，期望全民團結支持華
府履行承諾，對抗和打擊恐怖主義。

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GOGO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專業家庭卡拉 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卡拉OK伴唱設備
北美獨家總代理 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 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 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智能音樂系統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安防設備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黄先生 229-699-6888
Ewi
nXi
ao346-760-8888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
17.
1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www.hdaudiosystem.com
為您省心省力。
24806ScarlattiCantataDr Katy TX 7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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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擬在 2030 年前開放福島核禁區
將征求避難居民意見
綜合報導 日本福島第一
核電站 2011 年發生核泄漏事
故，給周邊地區環境帶來嚴
重影響，部分地區至今仍禁
止人員進入。日本政府日前
透露消息稱，政府決定在
2030 年 前 解 禁 限 製 ， 允 許
“禁區”內的居民重回家鄉
生活，相關方針預定 8 月底正
式公布。
接下來，政府將征求避
難居民的意見，並對相關地
區進行“除汙”。
核事故發生之初，福島
第一核電站下風向的大片地
區被設為“禁區”，其後範
圍逐漸縮小。目前的禁區面
積約為 337 平方公裏，是核電
站西北方向一條狹長的區域
，涉及福島縣 7 個市町村。
“禁區”內的登記居民約為 2
萬人。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的東京時隔
近 57 年將再次舉辦殘障人士體育盛事，繼奧
運會之後，殘奧會 24 日晚間將在國立競技場
空場舉行開幕式。為防止感染，25 日開始的
比賽原則上也是空場。
據報道，東京 1964 年曾舉辦第二屆殘奧
會，此次為第十六屆，同一城市舉行兩屆夏
季殘奧會尚屬首次。
共同社指出，在對殘障人士的歧視和偏
見較現在更甚的時代，1964 年殘奧會給日本
播下了殘疾人體育的種子，本屆殘奧會能否
再次成為改變日本社會的契機將經受考驗。
有著賽場的東京、千葉、埼玉、靜岡這 1
都 3 縣處於緊急事態宣言期間。雖然將實施向
兒童及學生提供觀賽機會的“學校聯合觀賽
項目”，但學校方面和家長對此褒貶不一。
與奧運會一樣，為防止感染，采用隔絕
運動員、相關人士與外部接觸的“氣泡方式
”，但存在因護理等無法避免接觸以及有基
礎疾病的運動員，令人擔憂的要素不少。
國際殘奧委會(IPC)主席帕森斯 23 日與東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會面，表示“承諾毫不
松懈地實施(防疫)舉措”。
IPC 在 23 日宣布，161 個國家和地區以
及難民代表團共約 4500 名運動員將參賽，
為史上最多。包括新項目羽毛球和跆拳道在
內，共舉行 22 個大項 539 個小項的比賽，日
本代表團將有史上最多的 254 人參加所有項
目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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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外交部：將接收 380 多名阿富汗人，但他們不是難民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外交
部第二次官崔鐘文表示，380 多名曾為
韓國工作過的阿富汗人及其家屬，將於
26 日搭乘韓軍運輸機從阿富汗飛抵韓國
，其中包括逾 100 名兒童。這也是韓國
政府首次將爭端地區的外籍人員大規模
轉移至韓國。
崔鐘文強調，這些即將抵達韓國的
阿富汗人並不是難民，他們是以特別貢
獻者身份撤離至韓國。這些人曾在韓國
駐阿富汗大使館、韓國國際合作團
（KOICA）、韓國醫院、職業訓練院和
韓國地方重建小組等機構就職。
報道指出，為避免塔利班報復，曾
在上述機構工作過的阿富汗人向韓國政
府請求幫助。崔鐘文表示，韓國政府有
責任讓曾幫助過韓國的人撤離，韓國作
為國際社會一員和高度重視人權問題的
國家也負有相應責任，加上其他國家也
大量轉移阿富汗人，政府綜合考慮這些

因素後做出了這項決定。
在撤離至韓國後，這批阿富汗人將
在位於忠清北道鎮川的國家公務員人才
開發院停留 6 周左右，韓國將與友好國
家合作確認這些阿富汗人的身份。按照
計劃，韓國政府將先向他們發放短期簽
證，然後再統一轉換為長期居留簽證，
並考慮發放永久居住權。
在韓國政府作出這項決定前，30 多
名在韓阿富汗人 23 日前往了韓國外交部
抗議，要求韓國政府對他們滯留在阿富
汗的家屬施予援手。
一名阿富汗抗議者在接受采訪時表
示，他們呼籲韓國政府“拯救我們的家
人”，因為那些人“因在阿富汗與韓國
合作而面臨著來自塔利班的威脅”。
韓媒評論稱，這些抗議活動凸顯了
在韓國的阿富汗人的緊迫感，但是否接
受阿富汗難民的問題，已經成為韓國政
界和民間的“燙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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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爾街日報》曾透露，美國
政府正計劃動用在韓國、日本、德國等
海外軍事基地收容阿富汗難民。美國務
院 23 日表示美方正在就此與多個國家進
境接觸。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對此回
應稱，韓國僅在初期階段與美方進行過
初步磋商，但兩國未做深入探討，目前
也沒有開展後續討論。
鄭義溶同時強調，美國想在駐韓美軍基
地收容難民的計劃，必須事先獲得韓國
政府的批準。
路透社：美國放棄利用在日韓基地
接收阿富汗難民的計劃
不過路透社援引兩名消息人士的話
說，美國已經決定不使用在韓國和日本
的軍事基地作為難民臨時收容點。一名
消息人士稱，考慮到“後勤和地理因素
，美國似乎已經找到了更好的地點，所
以決定從名單上排除這兩個國家”。該
消息人士還稱，當美國首度提出這一構

想時，韓國政府給出了“積極”的回應。
美國國務院暫未回應路透社的置評
請求。
韓聯社稱，本次韓國政府接納近
400 名阿富汗人的舉動，就引發了國內
部分人士的擔憂。鎮川郡守宋起燮當天
就此表示，不少人擔心收容阿富汗人會
引發疫情蔓延、創新城市形象受損、地
方經濟停滯等，他將向政府如實轉達這
些意見。
韓國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發言人則表
示，盡管韓國政府有必要在韓
美同盟的框架內保持合作，並
從人道主義角度積極考慮接收
阿富汗人的問題，但至於是
“臨時接收”還是“允許永久
停留”，應該仔細考慮再做決
定。
與此同時，韓國不少民間
團體一直在敦促政府接收阿富

汗難民。就在上周五（20 日），韓國
106 個市民團體在韓外交部前舉行記者
會，呼籲韓國政府查明情況，並未幫助
過韓國的阿富汗人製定安全對策。
《韓國先驅報》援引去年 12 月聯合
國難民署（UNHCR）針對 1000 多名韓國
人的調查報告稱，有 53%的韓國人反對
接收難民，只有 33%的韓國人表示贊成
。反對接收的理由主要與“經濟負擔”
（64% ） 和 “ 引 發 犯 罪 等 社 會 問 題 ”
（57%）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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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資審會把關嚴 偽忠者難蒙混

不符合選委資格 鄭松泰
鄭松泰即失議席


香港特區政府 26 日公布候選人資格審查
委員會針對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參選
人資格的審查結果，“熱血公民”原立法會議
員鄭松泰被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
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被裁定當然委員的登

•香港特區立法會今年 5 月三讀通過《2021 年公職（參選
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完善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及
公務員等公職人員的宣誓安排。有關修訂涉及《立法會條
例》和《區議會條例》，訂明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
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喪失出任相關公職的資
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記無效。身兼資審會主席的香港政務司司長李
家超 26 日表示，資審會早前已要求鄭松泰就
指明事情提供資料及解釋，在接獲回覆及尋求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意見後，資審會裁定鄭
松泰的選委登記無效，並強調資審會的所有審
查都會非常嚴謹，資審會會按當時掌握的情況

不符擁護效忠者 五年禁選立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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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香港特區立
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
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
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
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5年不得參選立法會等。

●香港政務司司長李
家超公布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的審查結
果，資審會完成審查
1,498 名選委會委員
候選人工作，有兩人
被裁定資格無效，包
括立法會議員鄭松
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和資料作出綜合考慮，不會只看一言兩語，被
一個人的花言巧語所欺騙。特區政府 26 日亦
刊憲宣布鄭松泰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席。根據法
例，鄭松泰會 5 年內喪失參選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全盤考慮過往言行書籍文章

不會被騙徒花言巧語所蒙蔽
他強調，資審會的每次審查都相當嚴謹，會依法辦
事、“一選一審”，即每次選舉都會按當時掌握的資料審
查。資審會會全盤考慮有關人士過往的言行、撰寫的書
籍、文章等，有需要時亦會要求相關人士提供額外資料和
解釋，經充分討論所有掌握的材料後，再綜合判斷候選人
是否符合資格。
李家超表明，擁護基本法是在意圖上和言行上，真心
地和真誠地遵守、支持、擁護、維護和信奉，即使任何人
嘗試假扮擁護基本法或嘗試假扮效忠香港特區，嘗試用花
言巧語去“漂白”自己，“因為騙徒最叻就是去扮演不同
角色”，而資審會的所有審查都會非常嚴謹。
被問到參選人就不當言行道歉後，是否仍不會給予改
過自新的機會，李家超表示，資審會會按當時掌握的情況
和資料作出綜合考慮，不會只看一言兩語，被一個人的花
言巧語所欺騙。
被問及特區政府會否對鄭松泰展開刑事調查，李家超
指資審會並非調查他人有否違法的角色，須交由執法部門
跟進。

2019 年 修 例 風
波期間，鄭松泰多次
與黎智英、何俊仁、
羅冠聰等“亂港”頭
目分頭上街，指揮暴
徒投擲磚頭、雨傘、
滅火器等
2021 年 6 月 17 日，
香港警方國安處以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執法活動，拘捕《蘋
果日報》董事和高
層 ， 鄭 松 泰 在 facebook 轉發相關消息並抹
黑警方維護國家安全的依
法執法行動是“七一
前夕大清洗”

2016 年 10 月 19
日，鄭松泰在立法
會會議廳故意倒插
多支國旗及區旗，
被控侮辱國旗及區
旗罪成

梁君彥：議會仍有多元化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26 日向傳媒表
示，已收到政務司司長的來信，候選
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裁定鄭松泰就成為
當然選委的登記無效。由於鄭松泰被
依法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
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根據去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立法會議員
資格問題的決定，鄭松泰即時喪失議
員資格，立法會秘書處稍後會依照法
例安排憲報公告。
梁君彥表示，資審會的決定清
楚指出鄭松泰是由 26 日開始喪失議
員資格，立法會秘書處會按照有關日
期支付鄭松泰的議員薪津。
被問及未來議會內沒有“非建
制派聲音”、是否仍能反映民意時，
梁君彥表示，不認為反對派就是反對
政府，建制派就是支持政府，又表示
議會內仍然有“溫和民主派”。在近
日會議中，議員們代表不同界別，就
不同議題積極辯論及發表意見，相信
議員們會在剩下約兩個月的任期內會
繼續用心工作，服務市民。

鄭松泰認被問倒插國旗區旗事件

他說，資審會一般不公開不符合資格人士的身份，但
由於涉及現任立法會議員，故須即時跟進。資審會在審查
鄭松泰的登記時，曾要求其就指明事情提供資料及解釋，
在接獲回覆後就其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
法定條件和要求尋求國安委意見。資審會在收到國安委認
為鄭松泰不符合相關條件的審查意見書後，裁定鄭松泰的
登記無效。
他續說，特區政府按照《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關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及《立法會
條例》第十五（G）條，宣布鄭松泰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
資格，並於同日刊憲公布。
被問到鄭松泰被裁定不符合資格是否與2016年在立法
會會議廳倒插國旗的控罪有關，李家超表示，目前不能討
論個案內容細節，但資審會在審查時會參考法律上負面清
單所列出的行為，包括宣揚和支持“港獨”“自決”，侮
辱國旗、國徽，拒絕承認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
行政區的憲制地位等。

2016 年 10 月 12
日，鄭松泰於宣誓
就職立法會議員
時，在讀完誓詞後
高叫所謂“全民制
憲、重新立約”

2021 年 7 月 2 日，在 facebook
發帖稱銅鑼灣“孤狼式”企圖殺警者
“留埋遺書決志”，表達其煽暴支持恐怖主義立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提名人，以及 1,016 名候選人。被裁定資格有效的有 1,496
人，包括325名當然委員、156名經提名產生的委員，以及
1,015名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被裁定資格無效的有兩人，
一名是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因未有登記為地方選區選民的
基本條件，不符合資格。另一名是當然委員登記人，被認定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
件。

2019年7月1日，
鄭松泰涉嫌為大批衝入立法
會大樓的暴徒帶路，引領暴徒在立法
會破壞，並因事件被捕

鄭松泰劣行一覽

26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資審會合共審查了 1,498
李家超
人的資格，其中326名是當然委員的登記人、156名獲

2015年6月5日，
鄭松泰與黃毓民、
黃洋達等人煽動數
百人在尖沙咀舉行
集會，叫囂所謂
“勇武抗爭”“香
港建國”等“港
獨”口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熱血
公民”鄭松泰26日在會見媒體時聲稱不認
同資審會的裁決，但尊重有關決定，相信
資審會經過詳細及全面考慮才作決定。
鄭松泰稱，選委會此前向他查詢的文
件涉及的範疇相當廣泛，主要包括他是否
真誠愛國，就他過往參與的論壇及言論、
著作內容，過去言論會否涉及外國勢力等
作出查詢，還包括2016年倒插國旗一事，
但基於“尊重保密原則”不能透露太多。
他聲言，只要自己是愛國愛港的人，
不一定要在立法會制度下貢獻香港，相信
會找到空間及位置“繼續為香港人發
聲”。被問及會否再派“熱血公民”其他
成員參選來屆立法會選舉，他稱要視乎成
員會否有此承擔。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指
出，鄭松泰身為立法會議員，但就於 2016
年在立法會會議廳公然倒插及侮辱國旗及
區旗，令社會譁然，社會大眾仍然記憶猶
新；修例風波期間，暴徒強行闖入立法會
及嚴重破壞大樓各項設施，鄭松泰扮演
“什麼角色”，大家更是心中有數，資審
會是次決定證明其審查工作是認真嚴謹，
是客觀地以參選
人以往的言行舉
止作出判斷。

● 鄭松泰展示
被DQ文件。
美聯社

● 2016 年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
選舉點票現場。
選舉點票現場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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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姐： 指使用

唯粉：即在偶

CP 粉 ： 指

同人文：即擁有相同

高級相機拍攝
偶像的粉絲，
亦指明星偶像
應援站的組織
管理者。

像團體中只喜
歡某一個成
員，對其他成
員僅是路人的
粉絲。

特別喜歡某
一對偶像的
粉絲。

興趣、志向的個人或者團
體所創作的文學。同人文
的改編對象通常有動漫、
小說、漫畫、真人影視劇
等。

超話：是新浪微博推出的一項功能，

圈地自萌：

塌房：指藝人做錯事導致

二之一

“飯圈”主營陣地微博率先下線

有的整頓與壓縮。8 月份起，

“明星勢力榜”、“超話積分”。然後，百度、360 搜索
等平台下線“明星人氣榜”。“超級星飯團 App”、“桃
叭”等追星流動應用程式也從蘋果 App Store 下架——不
到一個月的時間，從監管、資本、平台到輿論等各個維
度，都對“飯圈”進行了清理與整治。這場迅速而猛烈
的“飯圈清朗行動”，讓曾經深陷其中的迷失者開始思
索曾經的瘋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廣州報道

CC在留學時就追日本娛樂愛豆（Idol，即偶像），回國後，她選
擇入職娛樂營銷行業，並在今年成為男團選秀綜藝節目《創造
營 2021》裏某位出道選手的站姐（明星偶像應援站站主）。“我粉
（指迷上）他是因為他身上有我沒有的堅持。”CC說，給偶像搭建站
子、拿着幾十斤重的長槍短炮跑機場給對方拍圖……都能讓她開心，
就像是自己的夢想、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在別人身上“圓夢”。

站姐：粉絲陷鬥爭 追星難快樂
但隨之而來的，是無法避免的“數據壓力”。“除了超話（新浪
微博超級話題社區）榜單，個人微博、團隊微博、商務微博、艾曼數
據都得做。”作為娛樂營銷行業一員，CC深知數據不是影響偶像商業
價值的最終因素，因為正規品牌請代言人並不會看榜單，榜單只是加
分條件。但做數據還是CC的每日例行動作，“大家都不希望愛豆因為
數據在團隊裏被拉踩，這種被裹挾的感覺很難受。”
此外，CC也抗拒和自家粉絲聊天，怕一不小心就捲入“飯圈”鬥
爭當中。CC說，團隊組合裏經常會有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為了自家
偶像，粉絲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去和經理人公司維權、和其他家粉絲對
打。
CC承認，在“飯圈”中，這些“干擾因素”讓她感到煩心，無法
更好享受追星的快樂。但看到偶像出成績她又特別興奮，這種矛盾偶
爾也讓她患得患失。“有時候我也希望超話排名取消，這樣大家就能
擺脫數據，但我也擔心，取消以後，作為新人他是不是會失去一些類
似‘微博之夜’的露面機會？取消以後各大平台還會不會有新的玩法
出來？”當然，如果榜單徹底取消了，CC說粉絲們也不會停止對偶像
的營銷動作。

“數據女工”
：花錢谷人氣 粉友互影響
和CC一樣，在追星這個事情上消耗自我的女孩在粉絲圈子多不勝
數。自嘲是“數據女工”的包包就是其中之一。追星以來，她已換了
多個“牆頭”（指更換喜歡的偶像），唯一不變的是給偶像們做數據
和花錢。但與早年買唱片、看演唱會不同，如今的粉絲為偶像花錢渠
道更多，方法更加五花八門，粉絲們享受的是身體力行、或者花錢買
數據帶來的成就感。“粉絲都覺得，只要數據好看，追星就會有底
氣。”
包包認為，偶像的星途命運和數據，跟粉絲花錢多與少息息相關。
以今年的《青春有你3》為例，為了給偶像投票，她買了不少牛奶求同
事幫忙喝，同時也在粉絲群找“粉頭”（粉絲團的頭目）買牛奶裏的二
維碼卡片，一張10元人民幣，前前後後投了近3,000張票。“事後我會
覺得浪費牛奶的行為不對，但在投票的當下很‘上頭’，覺得不花錢就
對不起那些小孩。”包包承認，粉絲群裏的說辭也會影響自己。類似
“為了哥哥，大家再全力以赴最後一次吧” 、“如果不出道，他也不會
怎麼樣，只是會溫柔地笑着，消失在沒有光的地方”……
每每看着這些說辭，包包就會心軟，一邊吃着即食麵，一邊刷着
花唄軟件打榜投票。包包說，自己還經常在偶像代言的產品上花錢，
比如偶像代言某品牌護膚品，她曾一次性買了 15 套價值上千的禮盒送
人，花光一個月薪水；偶像代言某品牌咖啡，雖然難喝，她也一口氣
買了四五十箱囤在公司讓同事隨便拿；還有偶像發數字專輯，為了銷
量數據好看，她重複購買了上百張……
包包承認，上述行為帶來的快樂是短暫的。事後看着存款變成負
數，她才反思。今年以來，看着身邊朋友的偶像接連“塌房”（指偶
像在粉絲們心目中形象坍塌），包包自我安慰，還好自己偶像換得
快，就沒有太多心痛的機會。“我也退了一些後援會，拉黑了一些粉
友，我希望自己有更多業餘生活，而不是沉浸在這個怪圈裏。”
包包的理智告訴她，追星不過就是：你我本無緣，全靠我花錢。

捧偶像存款變負數 迷妹感嘆：你我本無緣 全靠我花錢

的網絡社群）陣地正面臨前所未

“飯圈”（即粉絲群體結成

追星倡理性 粉絲悟前非

擁有共同興趣的人集合在一起形成的
圈子，大多以明星偶像為主。這項功
能旨在加強明星與粉絲之間的溝通。

退燒 的
飯圈

神州熱點

28, 2021

指的是在小
圈子內自娛
自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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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大批量脫粉，原來的
人設也徹底崩塌，無法挽
回。

● 不追星的人往往無法
理解粉絲的行為。
理解粉絲的行為
。 圖為
追星族。
追星族
。
資料圖片

同人文寫手：清醒追捧 支持撥亂反正
阿 Wing 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學的在讀生，
同時也是粉絲圈內知名同人文寫手。但在日常
生活中，阿 Wing 的同學都不知道她的另一身
份，少數知道的會覺得她在追星的時候像是
“變了個人”。“我當然知道我做的事情對未
來就業沒有幫助，但這一塊無人知曉的私密領
域就是會給我帶來治癒感，以及強烈的快
樂。”

外界無法理解追星人快樂何來
在阿 Wing 看來，“飯圈”是一個有着非
常強界限性的組織，不追星的人無法理解粉絲
的快樂從何而來。在“飯圈”的世界和現實世
界之間轉換視角，阿 Wing 認為對她的三觀成
長和邏輯體系起到重要作用。
“‘飯圈’不同於現實世界，但在很多地
方又與現實世界相似。”阿 Wing 說，進入這
個世界的人，會獲得一個新身份，即粉籍。從
粉籍出發，粉絲可能會在某些時候被自動劃分
隊伍，不得不站在這個立場與其他人對立。
“比如你喜歡的 A 和你不喜歡的 B 在同一個 C
團裏，你會為了 AB 之間資源的不一致而吵


6

架。但是當另一個D團出現和C競爭的時候，
你就會為了 C 去和 D 爭吵。這就和現實生活
中，南方某兩個城市之間有鄙視鏈，或南北方
之間也會有冬天洗不洗澡這種文化差異一
樣。”

飯友爭吵提醒自己獨立思考
阿 Wing 指，在“飯圈”，粉絲轉變立
場身份時，沒有太多額外因素去影響和約束
他們，這就顯得爭吵尤為明顯。“看着‘飯
圈’種種現象，會提醒我在某一個集體中要
謹慎、獨立地思考，對別人的一些想法和文
化也要盡量給予尊重。”
在“飯圈”裏，像阿 Wing 這樣的“人
間清醒”其實並不少見。“官方整治我們是
支持的，如果沒有被數據、資本所裹挾，更
多的人，追星追的是性格，是愛豆身上某些
自己沒有、卻渴望擁有的特質。”阿 Wing
說，自己和身邊的粉友都相信，她們追的偶
像，會為自己的事業操心，並擁有在變化的
市場中前行的能力，畢竟這才是讓她們為之
快樂的關鍵所在。

倒奶投票事件

在愛奇藝推出的選秀節目《青
春有你 3》中，粉絲若想給偶像投
票，需掃贊助商蒙牛真果粒牛奶瓶蓋
內的二維碼，於是很多粉絲買牛
奶僱人倒，僅一天就倒掉了27
萬盒牛奶。甚至隨着賽事進
程，粉絲專用打榜投票
牛奶會售罄，出現了
“黃牛”專賣
“奶票”。

● 中國“飯圈”亂象叢
生。圖為網傳受僱者為粉
絲開取投票奶蓋後倒奶進
下水道片段。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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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周日舉辦
“社區安全與法律權益
社區安全與法律權益”
”線上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於德州州長已
簽署 「無照持槍合法化」的法案，以及疫情以
來，刑事與暴力案件頻傳，影響大家的心理健
康為甚，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特於本周
日（8 月 22 日）下午二時舉辦一場“社區安全
與法律權益” 線上講座，邀請三位法官和一位
律師作為講座的演講者.並邀請貴賓致詞，世界
各地的商會會長皆在線參加，場面極為熱烈。
該會邀請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員鄭佩
玲律師（曾競選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為講座
的主持人。她介紹此次講座有四個主題：
（一 ）無照持槍合法化之影響。- 曹祖芳
律師
（二 ）擔任刑事法案大陪審團的重要性
。-曹祖芳律師代表 Judge R. Johnson
（三 ）後疫情心理健康問題之日益嚴重性
。- Honorable Judge J. Mathew
（四 ）遺產認證、繼承權及監護權之必要
性。- Honorable Judge Wallace

無照持槍合法化之影響

曹祖芳律師以她多年科林縣刑事檢查官、
北德州及東德州聯邦法院第五巡迴法院起訴和
上訴律師的經驗分享她對開放無照持槍對社區
安全之影響，提醒我們攜帶槍枝之法律須知以
及暴力防治與應付暴力的辦法。
曹律師說：美國憲法有 27 次的修正法紀錄
，而在第二次修正時即提出：一支訓練有素的
民兵，在於自由國家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
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受到侵犯。她說：
現代隱蔽攜帶的歷史始於 1976 年的喬治亞州，
該州的副州長 Zell Miller 引入了後來的法律模型
。後來 1989 年俄勒岡州，1990 年愛達荷州和密
西西比州，1991 年蒙大拿州，1994 年阿拉斯加
、亞利桑納和懷俄明州，以及 1995 年阿肯色州
、北卡羅來納州、奧克拉荷馬州、德克薩斯州
、猶他州、和維吉尼亞州。
1995 年- 德州通過了第一個隱蔽攜帶（槍
）法案，允許居民申請隱蔽手槍執照。一旦頒
發，隱蔽手槍執照（CHL )必須每五年更新一次
，其中包括參加額外的課程。
公開攜帶槍：2015 年：擁有槍枝者必須申
請獲得執照（許可證）才能公開在可見的槍套
的身上攜帶手槍。2016 年：德州人民是不需要
執照攜帶長槍，只不過，您必須以您知道不會
嚇到普通人的方式攜帶。
「
2021 槍支攜帶法」：准許大多數 21 歲以上的
德州人以隱蔽攜帶方式，或持槍套公開，攜帶
手槍；最新：不需要手槍執照/ 許可證。
至於新法案：誰能持槍？誰不能？曹律師

說：必須 21 歲或以上且無犯罪紀錄的人。但現
在不能持槍的人，還是不能。違法持槍的人所
面對的懲罰變更高也更嚴重。如果有人因持槍
而被抓或被定罪因為新法還沒有執行，可以要
求法院清洗罪名。該措施廢除了槍套必須是“
腰帶或肩部”槍套的要求，將法律擴大到包括
肚帶、腰帶皮套、腳踝皮套、口袋皮套、大腿
皮套等。
至於無照持槍有限制地點嗎？曹律師說：
之前的限制還是存在- 如：投票時的投票站、
公眾開放的政府會議、法院，除非是獲得特別
授權、高中、大學或職業體育或校際活動的地
方、賽馬場、監牢，拘留所、機場受控制的航
站、遊樂園、酒吧。
而為什麼沒有廢除持槍的執照呢？曹律師
說：（一 ）州與州互動- 還有很多州仍然需要
執照/許可證才能在當地攜帶槍。德州人可以用
德州頒發的執照/ 許可證合法在他州繼續持槍。
（二 ）購買槍支的便利性— 持證人可以跳過背
景調查。並且，可以滿足一些雇主對於員工攜
帶槍的疑慮。
私營企業可以禁槍嗎？曹律師說：可以！
教會和私營企業可以通過書面或口頭通知繼續
禁止槍枝。他們還有權禁止公開攜帶，但允許
隱蔽攜帶手槍。如果持槍人被警告後，他們必
須立即離開，否則將面臨更嚴厲的處罰。攜帶
槍枝進入禁止地點的人可能會被指控犯有 A 級
輕罪或三級重罪。
持槍者還需要執照嗎？不需要！德州將加
入至少 20 州不需要執照（許可證）即可攜帶手
槍。但是，新法沒有廢除執照（許可證）。您
還是可以申請執照。因為如果您想在其他的州
（另外 30 州）攜帶手槍，您可能仍需要德州執
照。
持槍者背景調查還存在嗎？曹律師說：購
買槍枝時的背景調查還是存在的要求。通過有
執照的槍枝經銷商購買槍枝仍然需要進行背景
調查，除非購買者有攜帶執照/許可證。但也有
例外- 通過私人賣家購買槍枝不需要背景調查
。目前，有執照還是必須需要背景調查。但是
之後，背景調查是不需要。
最後，曹律師提到 「在新法下，警察如何
執行或拘留持槍的人？」她說：最有爭議的是目前尚不說楚執法人員是否可以僅因某人攜
帶手槍而阻止某人。新法禁止治安人員“僅僅
因為該人在槍套中攜帶部分或完全可見的手槍
”。可是，新案有留一個口。執法人如果在
“合法履行其公務可以解除一個人的武器，如
果該執法官員合理地認為有必要保護他人、其
它官員或自己。”

參與。 後果就是：錯誤起訴或是錯誤判決。

擔任刑事法案大陪審團的重要性

曹祖芳律師代表當天因事無法至現場演說
嘉賓州法院刑事法官 Judge R. Johnson 演說內容
如下：
曹律師說：美國的大陪審團制度的可以追
溯到殖民時代。它是為了防止壓迫而被引入的
。這個想法背後的想法是，除非一組他或她的
同齡人授權起訴，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該為嚴重
犯罪負責。雖然它最初的設立是為了將罪犯繩
之以法，但它已被視為防止無端起訴的保障。
大陪審團的原則載入了 1876 年的德州憲法。並
非所有州都使用大陪審團。美國有 23 個州重案
起訴必須由大陪審團決定，25 個州大陪審團使
用是有選擇性的。
曹律師說：在德州：所有重案立案必須由
大陪審團秘密決定；警察逮捕人後，必須把逮
捕報告送到檢察院，然後由檢察官呈上給大陪
審團來決定是否起訴，起訴罪名，起訴嚴重性
。大陪審團的 12 名陪審員中至少有 9 名必須就
起訴達成一致。然而，大陪審團並不決定被告
有罪或無罪。相反，大陪審團決定是否有足夠
的證據來起訴被告。如果大陪審團決定立案，
檢察官才能正式送件於法院。
大陪審團與刑法陪審團的不同：大陪審團
通常服務時間是 3 到 4 個月，每次聽審是一個星
期完蛋了也不安全耶睡覺前去買請你去幫助窮
人檳榔這個名字還是長得媽的錯好多皮肉討厭
好啦哈一到二次；而刑法陪審團是一次性的。
選擇參與後，一次性的聽審完。按照案子的嚴
重性和證據，可能一天到幾個星期，一直到這
個案子審完結束責任。在案子處理過程：大陪
審團員通常一次可能要聽審很多不同的刑法案
件，決定是否有足夠的可能性的證據起訴被告
。而刑法陪審團只聽審一個案件。它們決定是
否證據是足夠超越合理的懷疑來定被告的罪名
。
重案罪行：州重罪入監的最低 180 天，最高
2 年。三級重罪：最低 2 年，最高 10 年；二級重
罪：最低 2 年，最高 20 年；一級重罪：最低 5 年
，最高 99 年。而去過州
監牢兩次以上者- 最低 25 年，最高 99 年。
最後，曹律師說：沒有人民願意參與就沒
有陪審團員。陪審團觀念是美國獨特的 — 其他
國家有抄襲的，但是都比不過。團員是完全以
您的鄰居，朋友，一起生活的人組成的。觀念
是：只有和我們同等生活的人才能決定我們是
否有犯罪的嫌疑或是最終是有罪的。現在很多
人不願意花時間參與陪審團的責任，導致陪審
團的團員偏向想法偏激或是容易被影響的人們

後疫情心理健康問題之日益嚴重
性 ～福遍縣縣法庭法官 Juli Mathew

福遍縣縣法庭法官 Juli Mathew 談 「
CCVID
後心理健康的興起 」。她首先提出何謂 「心理
健康逮捕令」？ 這是由 18 歲以上的申請人提交
的申請，他個人知道某人對自己或其他人構成
危險；需要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此人，以便執
行逮捕令；24 小時內，應向法院提供體檢證明
，以確定是否有必要簽發保護性監護令（OPC
); 發出 OPC 後，法院將任命一名律師；72 小時
後 OPC 發佈，舉行可能原因聽證會；心理健康
聽證會必須在拘留兩週內舉行；聽證結果可能
是：（1 ）駁回；（2）門診治療的法院命令或
（3）住院治療。

遺 囑 認 證 法 庭 的 重 要 性 ～ Judge
Toni Wallace

法官 Toni Wallace 首談 「
無遺囑死亡」繼承
程序，誰是繼承人？如無遺囑死亡的法律效力
：已婚有孩子的，未亡配偶拿其（個人不動產
、個人的私人財產）的 1/3，子女拿 2/3， 如已
婚無孩子，則 1/2 給其父母，1/2 給其未亡配偶
。如其父母已不在，倖存的配偶拿所有一切。
而如何避免遺產認證？非遺囑認證資產，
一般使用最廣泛的是-信託。其他還有年金、人
壽保險、退休基金如 401( K ),養老金，利潤分享
、亡後支付福利、亡後轉讓的地契、非夫妻共
同財物，未亡者有自動繼承權、共同擁有權、
投資戶頭帶有指定繼承人。
法 官 Toni Wallace 談 什 麼 是 「監 護 法 」
？— 某人被指定來執行部分或是全部當事人的
（1 ）person 個人生理，或（2 ）estate 產業，或
（3）both ,兩種都包括。因為當事人被判定為
無法自理。
而監護權在什麼時候有需要？除了監護，
沒有其他方案；成年人已經無法自理；少年人
有特別生理心理需求，在成年後還需要照顧，
通常是父母親被指定為監護人。
這是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所主辦的
線上講座，由該會會長及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
合總會」副總會長黃春蘭主持，當天共有 「台
北經文處」王韋龍副處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僑領們以及 46 個社團組織和總會長& 會長
們共襄盛舉，場面盛況空前 ！

休城工商

2020 年人口普查闡明了國家種族和族裔的構成
NICHOLAS JONES、
JONES、RACHEL MARKS、
MARKS、ROBERTO
RAMIREZ、
RAMIREZ
、MERARYS RÍ
RÍOS-VARGAS
2021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2 日發佈的 2020 年人口普查重
劃選區資料提供了國家種族和族裔構成
的新現狀，這是種族和族裔問題的設計
、處理和編碼方面改進的結果。
這十年幾乎所有群體的人口都有所
增加，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種族人口（在
文章中稱為多種族人口）的增長特別大
（增加了 276%）。只白人人口自 2010
年以來下降了 8.6%。
本文章突出表述了國家層面的資料
。可在我們的互動式資料視覺化中獲得
所有 50 個州 (state)、District of Columbia
和波多黎各的資料。
亞裔人口
2020 年，1990 萬人自我識別為亞裔
（ 占 受 訪 者 的 6% ） ， 高 於 2010 年 的
1470 萬人（4.8%）。
加上受訪者識別為亞裔或與另一個
種族群體混合的 410 萬人，例如白人或夏

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只亞裔
或和其他種族組合的人口組成為 2400 萬
人（占總人口的 7.2%）。
2010 年和 2020 年之間，只亞裔人口增加
了 35.5%。相比之下，亞裔人口與其他種
族組合增長了 55.5%。
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人
口
超過一半的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
平洋島民自我識別為不止一個種族。
在 2020 年人口普查中，有 689,966
人（0.2%）自我識別為夏威夷原住民或
其 他 太 平 洋 島 民 ， 高 於 2010 年 的 540,
013 人（0.2%）。
加上自我識別為與另一個種族群體
（如亞裔或白人）混合的夏威夷原住民
和其他太平洋島民的 896,497 人，僅夏威
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或與其他種
族混合的人口總數約為 160 萬人，占總人

口的 0.5%。
白人人口
總體上，有 2.354 億人自我識別為只
白人或與另一個種族混合。
只白人人口 2.043 億人，占居住在美
國總人口的 61.6%，而 2010 年這一數字
為 2.236 億，所占百分比為 72.4%。
加上自我識別為白人與黑人或非洲
裔美國人或亞裔等群組混合的人口 3110
萬人，只白人或與其他種族混合群組的
總人口為 2.354 億人，占總人口的 71%。
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人口
自 2010 年以來，黑人或非洲裔美國
人的綜合人口量增長了 88.7%。
2020 年，只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人
口 (4110 萬 ） 占 居 住 在 美 國 所 有 人 口 的
12.4%，2010 年這個數字為 3890 萬，所
占百分比為 12.6%。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人
口
從 2010 年至 2020 年， 美洲印第安
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組合的人口增加了
160%。

健康養生極品
野花牌綠蜂膠 淨濃
度高達 85％
隨著美國、巴西、日本、歐洲
等世界各地科學家對於蜂膠的深入
研究，蜂膠的價值和奇異功效逐步
獲 得 人 們 的 認 識 與 肯 定 。 Apiario
Silvestre 公司成立於 1982 年，是巴
西也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致力於蜂膠
產品研究開發與生產的公司。於
1986 年率先通過巴西聯邦農業部的
認證，並聘請國際最權威的聖保羅
大學生物學博士、昆蟲學博士、食
品科學碩士 Dr. Esther Margarida A.
F. Bastos 擔任其公司首席科學家。
該公司不斷將科學家們的科研成果
產業化，在業界率先推出專有技
術-- 無酒精超臨界超高類黃酮萃
取方案，並開發出多種具有神奇療
效的蜂膠產品。產品技術的不斷領
先與創新成為 Apiario Silvestre 的無
盡追求，並以此獲得了整個業界的
高度認可與尊敬。
蜂膠是蜜蜂采集膠源性植物的

樹脂摻和其上顎腺及蠟腺分泌物，
經蜜蜂反復加工塗到蜂巢入口、內
壁，以保持巢內相對無菌狀態的膠
狀物質。蜂膠是一種稀有的、珍貴
的蜂產品。一般情況下，每群蜂在
采膠期每天只能產 0.2 克左右。蜂
膠是由樹脂、蜂蠟、精油、與花粉
組成的混合物。綠蜂膠中，含有許
多 具 抗 氧 化 作 用 的 類 黃 酮 (flavonoids)。目前已經分離確認的就有
二十餘類；其它還含有三百多種天
然成分，三十多種脂肪酸及二十多
種氨基酸、十多種帖烯類化合物，
以及鋅等三十多種礦物質、維生素
P 等多種維生素、胰蛋白酶等多種
活性物質－由於蜂膠的主要成分是
蜜蜂所采集到的樹脂物質，因此所
采集的樹種或地區若有不同即會直
接影響到蜂膠的品質。原始無汙染
的生長環境，是選擇蜂膠的首要條
件。而且巴西綠蜂膠品質被世界公

認最好。
日本著名醫學家山本倫大說：
「蜂膠是上天通過蜜蜂給人類帶來
的至高無上的仙丹！」 但是市面上
銷售的蜂膠良莠不齊，價格也不相
等。巴西綠蜂膠一向著稱於世，而
Apiario Silvestre 生產的“野花牌”
綠蜂膠淨濃度最高（達 85％）絕
不含酒精，絕無蜂臘、不分層、不
沈澱，國際 GMP 認證，在很多國
家早成為巴西極品綠蜂膠的代名詞
。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operation@royalnatural.us
訂 購 網 站 ： www.bpropolis.
com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2020 年，只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
加原住民人口（370 萬）占居住在美國的
總人口的 1.1%，而 2010 年所占百分比為
0.9%（290 萬）。
其他種族人口
其他種族人口是第二大單獨或組合
的種族群體，占總人口的 15.1%。
2020 年，只自我識別為"其他種族"
的人達 2790 萬人（占受訪者總數的 8.4%
），這一數字高於 2010 年的 1910 萬人
（6.2%）。
多種族人口
2020 年，自我識別為多種族的人口
比所有種族群體的數量更改都大，從
2010 年 的 2.9% （900 萬 人 ） 增 加 到
2020 年的 10.2%（3380 萬人）。
2020 年最大的多種族組合是白人和
其他種族（1930 萬）、白人和美洲印第
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400 萬）、白人
和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310 萬）、白人
和亞裔（270 萬人）以及黑人或非裔美國
人和其他種族（100 萬人）。
白人和亞裔人口增加了 110 萬人，人

口規模增加了 65.8%。
有關人口普查局如何對有關種族
（僅英語）和西班牙裔或拉美裔後裔統
計資料進行收集、編碼和製作表格的更
多資訊，請流覽我們的 2020 年人口普查
主題定義頁面和 2020 年人口普查重劃選
區技術文檔（僅英語）。
要瞭解關於 2020 年人口普查在各級
地理級別所應用的差異隱私和資料準確
性資訊，可在 2020 年人口普查資料產品
：披露避免現代化（僅英語）網站獲取
。
所有作者均在人口普查局的人口司
供職。
Nicholas Jones 是種族或族裔研究與
宣傳部部長。
R achel Marks 是種族統計資料分部部
長。
Roberto Ramirez 是特殊人口統計資
料部副部長。
Merarys Ríos-Vargas 是 族 裔 和 祖 先
分佈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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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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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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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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