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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911事件20週年前
夕，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簽署行政命
令，指示司法部與相關機構檢視、
解密並公布關於911恐怖攻擊的調
查文件，並在6個月內對外公布。

8月初約1700名911事件受害
者家屬、當時現場急救人員與生還
者發表公開信，要求拜登解密政府
檔案，以了解沙烏地阿拉伯當年在
事件中的角色，否則不歡迎拜登政
府參與今年的任何紀念活動。

拜登今天正式簽署行政命令，
指示司法部長與其他機構首長對聯
邦調查局（FBI）的 911事件調查
報告進行解密審查，並在6個月內
對外公開，以實現競選承諾。

拜登在聲明中表示，他競選時
曾承諾會確保有關2001年9月11

日的恐怖襲擊美國文件解密的透明
性， 「在我們即將迎來那個悲慘的
一天20週年之際，我正在履行這一
承諾。」

911受難家屬一直以來都在尋
求美國政府檔案，以了解沙烏地阿
拉伯有否協助或資助19名當天發動
恐攻的蓋達（Al-Qaeda）組織成
員中的任一人。19人當時挾持飛機
撞向紐約世貿中心、華府近郊的五
角大廈與賓州田野，造成近3000
人喪命。

19名劫機者中有15人來自沙
烏地阿拉伯。美國政府一個委員會
曾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沙烏地阿拉
伯直接資助蓋達組織，卻沒說個別
沙國官員有否可能資助。

拜登簽署行政命令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66個月內解密個月內解密9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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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week in Louisiana and
Mississippi nearly one million

people were without power,
wildfires in California forced

thousands of residents to flee,
and in New York City more than
7 inches of rain fell in just a few
hours drowning people in
apartment basements. The
extreme weather has now
become more frequent as the
result of global warming.

People also have known for the
past few days after Hurricane Ida
and the wildfires in California
along with the flash floods in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that the
crisis is here.

The disasters across the nation
this summer have shown that the
big problem is that we are just
not ready for the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are now
becoming more frequent as a
result of global warming.

It was President Biden who noted
in his 1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bill
that some money must go to gird
communities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s.

We are so glad that U.S. climate
envoy John Kelly visited China
and met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host a
summit in Glasgow in November
of this year. The world leaders
will discuss efforts to cut
emissions and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ursuing
low emission economic growth.

We believ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a problem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all of the nations need to
face up to it.

0909//0404//20212021

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
Extreme Weather And DisasterExtreme Weather And Disaster

上週由墨西哥灣新紐奧良附近進入
的埃達颱風穿越了美國大陸，直撲向東
北部包括紐約州在內的許多地區，在短
短數小時內纽約市就下了七寸雨水，導
致地下室居民溺亡，也是近百年來所罕
見。

在此同時，美國西部的野火和東北
部地區的洪水，再次印證地球暖化帶來
的嚴重後果，如果全世界各國無法阻止
溫室體排放很快就會出現更多的災難。

紐約市曾經在近年來投資了數十億
的風暴防護設施，這次的洪水証明沒有
發生太大的效果，市內的地下鉄變成了
大水池，中央公園也被淹在水中，在

市內貧窮地區，多半遇难者是在違建的
公寓地下室中被淹死的，由于不符合市
政府之規定，許多房主也不敢向當局投
訴。

科學家們預估，全球氣溫每升高一
個攝氏度，大氣中之湿度就會增加百分
之七，這意味著下雨量就會增大，這
也是近年來暴風雨不斷頻繁到來的原因
。

我們樂見拜登政府重返巴黎氣候協
定， 而且美國特使克里正在中国訪問
，希望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之議程上共
同努力，更指望兩大國能利用此契機，
改善兩國處於低潮之關係。

水火風災橫掃美國大陸水火風災橫掃美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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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受阿富汗撤軍刺激受阿富汗撤軍刺激
歐盟又開始考慮組建歐盟又開始考慮組建““歐洲軍隊歐洲軍隊””

【綜合報道】儘管歐洲國家曾希望西方部隊繼續保留，以阻
止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但美國總統拜登仍決定按期讓美軍全部撤
離。歐洲國家別無選擇，只能隨著美國一起倉促撤出。在這種情
況下，建立一支自主的歐洲軍隊的想法再次在歐盟重燃。

綜合英國《衛報》等外媒報導，歐盟成員國防長和外長齊聚
斯洛文尼亞，討論歐盟應對阿富汗問題的方法。在接受采訪和發
表公開言論時，歐盟官員們表示，在人員疏散行動期間對美軍的
依賴表明，歐盟缺乏戰備能力以及決策自主性。

美聯社指出，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和裝備，歐洲國家就無法
保證其公民甚至軍隊安全撤離阿富汗。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約瑟夫.博雷爾週三在《紐約
時報》撰文表示，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和方式都是美國確定的，
歐洲人發現自己在人員撤離等更廣的方面的事務都取決於美國的
決定，這給歐盟敲響了警鐘，督促歐盟加大對安全能力的投資，
並培養從戰略角度思考和行動的能力。

《衛報》稱，在周四的歐盟防長會議期間，博雷爾主張
，歐盟需要建立一支由5000名士兵組成的快速反應部隊。 “很
明顯，在阿富汗事件發生後，加強歐洲防務的需求從未像今天這
樣明顯，”博雷爾說，“有時會發生一些推動歷史的事情，它們
創造了突破，我認為今年夏天的阿富汗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歐盟軍事委員會主席格拉齊亞諾同意博雷爾的看法，稱現在
是通過創建具有真正“行動意願”的快速反應力量採取行動的時
候了。

然而，歐盟各國政府在國防投資方面的缺乏以及對建立歐盟
軍隊可能削弱北約的擔憂，一直是建立統一的歐洲部隊的主要障
礙。

據悉，早在1990年代後期，歐盟就有人提議建立“快速反
應部隊”。 1999年，歐盟同意組建一支由5萬到6萬名士兵組成
的特遣部隊，可以在60天內執行部署任務。但到2007年時，歐
盟僅組建了兩個分別由1500名士兵組成的”歐盟戰鬥群“，部
隊人員則由歐盟成員國輪流填補。然而，這兩支部隊的人手一直

不足，也從未執行過部署任務，其中一個
主要原因就是歐洲國家國防開支低帶來的
資金問題。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的
國防專家克勞迪婭.梅傑指出，由於很多歐
洲國家沒有感到生存威脅，它們並不願意
加大國防開支。阿富汗發生的事情對於推
動各國民眾支持提高國防開支的可能性也
不大，因為大多數歐洲人壓根不怎麼關心
阿富汗。

英國曾是歐盟成員國中國防開支最大
的國家，其情報能力在也全球處於領先地
位。但隨著英國“脫歐”，也意味著歐盟
軍事能力流失進一步加劇。

另外，支持建立一支獨立於美國的歐
盟武裝部隊的政客，還必須贏得歐盟內部
的懷疑論者的支持。要知道，波羅的海國
家和波蘭對任何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歐洲防
務機構都特別警惕。肯特大學政治與國際
關係教授理查德.惠特曼指出：“很難讓一
些成員國相信歐盟的集體防禦將帶來與美
國支持的北約的防禦安排相同的安全性。
” 愛沙尼亞國防部北約和歐盟部門負責人克里斯蒂安.梅認為，
歐盟不是北約所代表的力量的可靠替代品，不會有成員國對組建
歐洲軍隊有興趣。

此外，歐洲國家軍隊關鍵能力的缺失也是組建歐洲軍隊的障
礙之一，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柏林辦事處的國防專家拉斐爾.洛
斯說：“歐洲人需要全面提高其武裝部隊的戰備狀態。特別是在
危機管控方面，歐洲人缺乏關鍵的推動因素，例如快速運送大量
部隊和裝備的戰略空運能力，以及確保部署前和部署期間持續情
報、監視和偵察的衛星能力。”

報導稱，法國和德國多年來一直推動歐盟建立一支歐洲軍隊

，但關於建立歐洲軍隊的討論還遠未完成。隨著阿富汗撤離行動
的發生，這一想法如今得到了新的支持。

在西班牙《世界報》週三刊發的對西班牙武裝部隊總參謀長
卡爾德龍的採訪中，卡爾德龍表示，歐盟對美國的依賴是“絕對
的”，必鬚髮展一支軍隊才能成為國際事務的參與者。他認為，
建立一支歐洲軍隊意味著成員國擁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利益，是
一個必須實現的政治飛越。

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智囊團成員、安全與國防政策專家亞娜
.普列林表示，由於美國不再有興趣充當“世界警察”，施加給
歐洲人的壓力越來越大，歐盟需要加強應對危機、維持穩定的能
力。

BookingBooking被俄監管局罰被俄監管局罰1313億盧布億盧布，，要求酒店保證最低價要求酒店保證最低價
(綜合報道）俄羅斯反壟斷聯邦調查局（FAS）公佈對在線旅宿預定網站Booking.com運營公司

的處罰決定。 Booking公司因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被罰款13億盧布。
公告顯示，Booking公司利用其優勢地位要求旅館和酒店接受一項價格最優條款。這意味著，

這些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在其他銷售渠道的定價不能低於Booking網站上的價格。
據了解，這起案件最早由俄羅斯中小企業聯盟OPORA RUSSIA提起，並由FAS於2019年啟

動調查。
調查啟動後一月，FAS發公告稱，Booking公司要求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在競爭對手的網站上保

持與Booking網站相同的價格。 FAS就這一做法向該公司發出警告，但並未得到回應。
隨後在2020年12月，FAS完成對這一案件的審議，明確Booking相關做法違反了該國反壟斷

法。根據俄羅斯反壟斷法規定，Booking公司將會面臨其在俄羅斯境內年度營收1%-15%的罰款。
根據8月30日的公告，FAS認為此類行為限制了市場競爭，導致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的利益受

侵犯。到目前為止，Booking公司尚未作出補救措施。
Booking對此回應稱，公司計劃對這一決定提出上訴，未來將繼續為俄羅斯合作夥伴提供支持，以
確保酒店行業的複蘇需求得到滿足。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在曼谷對媒體表

示，雖然泰國衛生系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

擊，但他仍然對國家衛生系統應對疫情充滿

信心。

巴育說，如果只用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

來判斷衛生系統的效率，那是不公平的，還

應該考慮已經治愈康復的確診患者數量。

當天是泰國放寬曼谷等地部分防疫限製

措施首日，包括允許民眾跨府出行、重開商

場、允許餐廳堂食等。就此巴育表示，希望

民眾仍然嚴格執行相關防疫規定。

他說，如果疫情形勢改善，將進一步放

寬防疫措施，包括縮短或完全取消宵禁，不

過這取決於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數、死亡人數

等情況。

近日，泰國疫情有所緩解，確診病例連

續數日減少。官方通報當天新增14802例確診

病例和252例死亡病例，新增治愈病例18996

例。新增治愈病例超過確診病例。

截至9月1日，泰國累計確診病例1219531

例，其中治愈1040768例，死亡11841例。官

方數據顯示，在過去的20天，泰國治愈病例

累計超過40萬例，平均每天新增治愈2萬例

左右，且大部分時間裏每日新增治愈病例超

過新增確診病例。

泰國總理：對國家衛生系統充滿信心

印尼因疫情惡化缺少氧氣供應，正向中國新加坡等國家尋求緊急供應援助
綜合報導 就在兩個月前，印度尼西

亞還曾提供數千罐氧氣，支援當時在嚴

重疫情之下“缺氧”的印度。而如今，

印尼自己也“缺氧”了。

據報道，目前印尼正經歷一波堪稱

“毀滅性”的新冠疫情浪潮，氧氣罐等

醫療設備快要耗盡，該國政府正在向包

括中國和新加坡等鄰國和其他國家尋求

緊急供應援助。

據報道，印尼政府在抓緊調配氧

氣供應的同時，已設想了最壞的情況

發生。由於檢測量低和防疫措施不到

位，印尼超240萬例確診病例和近6.5萬

例死亡病例的統計數據仍被認為少於真

實情況。

而由於疫苗接種進度遲緩和德爾塔

變異毒株肆虐等原因，印尼政府還預測

，未來疫情可能將持續惡化，短期內看

不到好轉跡象。7月初，印尼總統佐科

已宣布了新一輪的限製措施。

據報道，負責本國疫情防控的印尼

海 洋 事 務 與 投 資 統 籌 部 長 盧 胡 特

（Luhut Binsar Pandjaitan）日前表示，9

日，一批1000多個氧氣瓶、呼吸機等其

他醫療設備已從新加坡運抵印尼，此外

還有1000臺呼吸機從澳大利亞運抵。

盧胡特透露，除了這些捐贈物品

以外，印尼還計劃從鄰國新加坡購買

36000 噸氧氣和 10000 臺製氧設備。與

此同時，印尼還正在與中國和其他潛在

氧氣供應方接觸，美國和阿聯酋也提供

了幫助。

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

表示：“我們認識到印尼目前面臨的困

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正在激增。除

了提供疫苗，美國還在努力增加對印尼

的防疫援助。”但是，她說出此話時，

並未詳細說明具體援助內容。

美聯社指出，作為全球人口第四大

國，印尼已經累計報告了超過240萬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還有近6.5萬例死亡

病例。然而，由於檢測量過低以及追蹤

防疫措施糟糕，這一統計數據仍然是被

低估了的。

目前，印尼各地醫院人滿為患，越

來越多的確診感染者在家中隔離時或在

等待緊急治療時死亡。

在印尼人口最多的爪哇島，當地醫

院從6月中旬以來開始設立臨時重癥監

護室，許多患者需要等待數日才能入院

治療，氧氣罐則散落在街邊人行道上，

一些人足夠幸運可以使用，而其他人則

必須自己去尋找氧氣。

在爪哇島中部的一家醫院，該醫院

發言人稱，一天內有多達63名新冠感染

患者死亡，其中33人是因為液氧供應中

斷時死亡的，如今該醫院已經改用氧氣

瓶治療患者。

此前，據印尼最大中文報紙《國際

日報》7月7日報道，印尼海洋事務與投

資統籌部長盧胡特6日曾表示，考慮到

本國新冠確診病例近期持續激增，政府

已準備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新冠疫情大

流行的最壞情況。

他在當天總統府秘書處的新聞發布

會上說：“我們（印尼政府）已經設想

了最壞的情況，在確診病例數每天超4

萬例的情況下，如何供應氧氣、藥物和

醫院等醫療資源。”

盧胡特當時表示，在氧氣需求方面

，即使確診病例每天增加6萬至7萬例，

政府也能確保庫存充足。他承認，前段

時間醫療氧氣供應出現了短缺，近期政

府增加了來自摩羅瓦利、芝勒貢和巴淡

島等地區提供的庫存氧氣。

報道稱，未來一段時間，需要重癥

監護的新冠患者將優先使用氧氣。與此

同時，政府將指導輕癥患者使用製氧機

，這類氧氣濃縮器含有來自遊離空氣中

的氧氣，經過處理的氧氣是可以讓患者

吸入的。

美聯社報道稱，就在幾個月之前，

印度疫情失控之時，當時印尼曾向印度

捐贈了3400個氧氣瓶和製氧機設施，如

今隨著本國病例數激增，印尼6月底已

取消了再向印度運送2000臺製氧機的計

劃。

由於疫情的快速惡化，加之同樣遭

遇了氧氣等物資短缺的狀況，外界甚至

預測印尼的疫情堪比兩個多月前的印度

。目前，印度疫情仍然十分嚴峻，7月9

日新增病例數仍超4萬例，但相比疫情

最嚴重之時，數據曲線已明顯滑落。

目前，根據政府數據，印尼每天的

氧氣需求量達到了1928噸，而該國總的

可用氧氣產能為每天2262噸。

“我要求氧氣首先100%優先用於醫

療，這意味著所有工業配額都必須轉移

至醫療之上。”盧胡特強調：“我們在

和時間賽跑，動作必須快一點。”

盧胡特同時警告，鑒於傳染性極

強的德爾塔變異新冠病毒正在印尼迅

速傳播，本國可能面臨更糟糕的情

況，每天或有5萬人感染，未來兩周將

至關重要。

鄰國媒體新加坡《聯合早報》也

已經註意到，最早在印度發現的德爾

塔變異新冠病毒目前正在印尼肆虐，

這導致了當地近來每日確診和死亡病例

的激增。

此外，印尼國內的新冠疫苗接種進

度十分遲緩，在全國約2.7億人口中，至

今只有約1.6%完成了兩劑疫苗接種。因

此該國政府預測，未來疫情可能將會持

續惡化。

印尼政府此前曾宣布，6月1日至7

月20日在所有行政區實施小規模公共活

動限製措施，但這些措施未能有效遏製

疫情。印尼總統佐科7月初又宣布，7月

3日至20日間在爪哇島和巴厘島實施緊

急公共活動限製措施。

據報道，當地時間7月10日，印尼

新增35094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續

五日新增病例數超過3萬，新增死亡病

例82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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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關於美國莫德納產新冠疫苗瓶內

發現異物並被暫停使用的問題，日

本厚生勞動省1日發布消息稱，經

武田藥品工業公司調查，結果發現

異物為不銹鋼，據稱是生產設備的

碎片。

據厚勞省和武田藥品介紹，

異物可能是因為安裝在生產線

上的金屬零部件出了問題而混

入的。相關方還表示，不銹鋼

是用於心臟人工瓣膜等的物品，

即使進入體內，醫療風險上升

的可能性也較小。

此外，對於2名男性在接種了

成為暫停使用對象的疫苗後死亡一

事，武田藥品表明看法稱未確認與

接種的因果關系，“目前，可以認

為是偶發性事例”。

關於莫德納疫苗，厚勞省 8

月 26 日表示在 5個都縣的 8個接

種會場，合計從39個處於未使用

狀態的瓶子裏發現有異物混入。

均是位於西班牙的工廠生產的同

批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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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2.7萬例
累計確診超2080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27345例，累計確診20804215例；新增死亡病例737例，累計死亡

581150例；累計治愈19775873例。

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市從9月1日起正式實施“疫苗護照”防疫措

施，即超過500人的音樂會、集市、會議和體育賽事的參與者，都需要

出示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的證明。活動參與者可以通過市衛生局

“Conecte SUS”手機應用程序出示電子版證明，也可以出示紙質版證明

。不遵守這一規定的活動主辦方將受到處罰。

聖保羅市衛生局當天還公布了新的疫苗接種計劃，從9月6日起將

為12歲至14歲的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同時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免

疫力低下的人群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加強針)。

目前，巴西新冠疫情呈現減緩趨勢。今年8月份，巴西新冠致死人

數為24088人，為去年12月以來新冠病亡人數最少的一個月。但專家警

告稱，新冠死亡人數下降並不意味著巴西新冠疫情得到控製，現在每天

有約800人死亡的數字仍然不可接受。由於德爾塔變異毒株的傳播以及

新冠疫苗接種的不完整，將會導致巴西新冠疫情再次反彈，巴西各級政

府切不可掉以輕心。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9月1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32億人接種

了第一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61.96%；有6355萬人完成了兩劑疫苗的

接種，或接種了只需註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人口的

29.79%。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累計死亡病例數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德國單日新增確診1.3萬
世衛在柏林啟用大流行預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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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1

人，系今年5月上旬以來新高。當天，世衛組織與德國政府合作在柏林

設立的大流行病早期預警中心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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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1 人、 23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3956387 人、累計死亡 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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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至 75.7。德國衛生部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該國已接種 1.019

億劑次新冠疫苗，逾 5043 萬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

的 60.7%。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當天在柏林為新設立

的世衛組織大流行病早期預警中心揭幕。據世衛組織介紹，該中心獲得

了德國政府一億美元的投資，其目前暫設在柏林夏裏特醫學院內，不久

後將遷至柏林克羅伊茨貝格區的一處永久地點。

世衛組織當天發布新聞稿稱，該中心是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

規劃的一部分，是世界各國和有關合作夥伴的新合作項目。其任務

是：推動創新，進一步收集關鍵數據；開發最先進的分析工具和風

險分析預測模型；聯通世界各地的同業交流群。該中心將支持各國

公共衛生專家和決策者的工作，提供預測、識別和評估流行病和大

流行病風險所需的工具，以便能夠迅速作出決定，預防和應對未來

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大流行病和流行病防範工作必須在疫情暴發前進行。”譚德塞表

示，該中心將高度重視數據融合和分析以及更好地在早期發現和評估疾

病事件風險的能力，以避免造成大量死亡和社會損失。

希臘部長排除新一輪封鎖可能
80%教職人員已接種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2871

例新冠確診患者，目前累計確

診590832例；新增死亡47例，

累計死亡13743例。

希臘部長排除新封鎖可能
希臘發展與投資部長阿多

尼斯· 喬治亞迪斯否認，政府

會因疫情影響而采取重新封鎖

的可能性。但不排除將會把更

多特定職業人群納入疫苗強製

接種的計劃

中。

喬治亞

迪 斯 說 ：

“目前希臘

的經濟狀況

良好，旅遊

業的復蘇形

勢向好，經

濟增長順利

。但是，如

果因為民眾的疫苗接種率低而毀

掉這一切，那將極為可惜。”

他強調：“政府沒有再次

大規模封鎖的計劃，但如果我

們需要擴大義務接種疫苗的人

群範圍，以避免封鎖的發生，

那麼政府將毫不猶豫地采取行

動。”

在談到反對接種疫苗的人

士時，他稱：“人們不應該再

有害怕接種疫苗的心裏。科學

家們已對疫苗的所有副作用都

進行了研究。註射疫苗的益處

仍然大於弊端。”

約 80%教職人員已接種
疫苗

希臘教育部長尼基· 凱拉

梅斯9月1日表示，新學年開始

後，學校的線下教育將不會因

為疫情原因而中斷。學校的運

營協議將會隨之修改。

凱拉梅斯表示，具體的要

求將在未來幾天教育部會同衛

生委員會專家進行相關討論後

發布公告。“我們放棄了應疫

情關閉學校的計劃，但是除了

操場區域，校外人員在課堂上

均須佩戴口罩，同時也會增加

新冠病毒的檢測力度。”

凱拉梅斯強調，政府的當

務之急是開放所有教育機構，

並補充說大約80%的教職人員

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

國產疫苗助力
巴西疫苗接種率超越美國成功擺脫疫情

綜合報導 在幾個月的拖延和挫折

之後，巴西終於借助新冠肺炎疫苗接

種方面大踏步前進而最終擺脫了疫情

束縛。

巴西的成績依靠的是一個分散的公共

醫療系統，這個系統以擅長為從流感到麻

疹的各種疾病進行大規模免疫接種而聞名

，該國在進入8月後定期每天接種200多

萬劑疫苗，是當地政府今年早些時候設定

的目標的兩倍。曾經，經常導致疫苗接種

暫停數天或數周的運輸延誤，現在已經很

少見。

巴西人通過選擇自己想要的疫苗——

既有美國輝瑞(Pfizer)疫苗也有來自中國的

科 興 疫 苗 （Sinovac

）——來迅速普及疫苗接

種。在一些州，如該國人

口最多的聖保羅，報告稱

超過97%的成年人已經接

種了第一針疫苗。

巴西人似乎不再堅

持接種輝瑞(Pfizer)疫苗

，因為供應不足它造成

了巴西的疫苗接種活動

的落後。

現在，更穩定的供應

和更廣泛的接受程度推高

了這個拉丁美洲最大經濟

體的疫苗接種率。大約64%的全國人口現

在已經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這使巴西成

為最新一個超過美國的主要國家，美國的

這一比例約為62%。

但巴西在全面免疫方面仍然落後：該

國只有不到30%的人接種了控製病毒所需

的兩針疫苗。這是因為巴西將阿斯利康

(AstraZeneca)和輝瑞(Pfizer)疫苗的第一針和

第二針接種間隔延長到12周。

目前這兩種主要疫苗仍在正常接種，

但需應對供應不足的問題。

巴西衛生官員們宣布，他們將把兩

針疫苗的間隔縮短到 8周，這將有助於

加快接種疫苗的步伐。他們還將從 9月

中旬開始向一些組織接種第三針疫苗，

加入智利和以色列等國的行列，部署疫

苗增強針是為了阻止德爾塔（Delta）變異

病毒的傳播。

據估計，從2020年初開始，這種德

爾塔變異毒株的傳染性幾乎是原始病毒

的兩倍，已經在世界各地引發了新的疫

情。然而，到目前為止，它在巴西的影響

並不大。

目前還不清楚德爾塔病毒已經傳播了

多少——因為病毒測試太少，無法知道實

際的死亡人數。但從大多數衡量標準來看

，巴西的大流行狀況已經有所改善。上周

死於呼吸道病毒的人數降至4801人，為連

續第10個月下降，降至約去年8個月來的

最低水平。

同時，巴西住院和感染人數的普遍下

降，使大多數城市的生活恢復正常。值得

註意的例外是裏約熱內盧，由於感染病例

的增加，該市在9月初取消了為期數天的

重新開業派對的計劃。

在美國，德爾塔病毒造成的感染率已

經上升到每日新增16例。大多數企業表示

，年底前可能要求員工接種疫苗。

根據美國咨詢公司沃森(Willis Tow-

ers Watson)的一項調查，大多數美國雇主

(52%)正在計劃或考慮年底前推出要求員

工必須接種疫苗的措施。

塔利班：允許女性在新政府中任職
但內閣或高層職位除外

綜合報導 阿富汗塔利班一名發言人

當天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們允許女性在

即將組建的新政府中任職，但內閣或其

他高級職位“可能不會有”女性。

當被問及“婦女或少數族裔是否會

在阿富汗新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時，

阿富汗塔利班駐卡塔爾政治辦公室副主

任阿巴斯· 斯坦內克紮伊（Sher Moham-

mad Abbas Stanekzai）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表示，新政府的高級職位將

“擇優錄用”。這位官員說，在阿富

汗政府各部門中，有近一半的公務員

崗位由女性擔任，她們“應該重返工

作崗位”；但在即將宣布組建的新政

府中，內閣或其他高級職位“可能不會

有”女性。

“我不能說他們將會在高層任職，

他們也許會擔任政府中更低的崗位......但

內閣可能不會有女性。”斯坦內克紮伊

說。

英國《衛報》：塔利班說，女性可

繼續在新政府內任職。

在上月拿下首都喀布爾後，阿富汗

塔利班方面曾表示，未來阿富汗新政府

將包括不屬於塔利班的人。塔利班駐卡

塔爾政治辦公室發言人蘇海爾· 沙欣談及

“阿富汗的包容性政府”時說，“其他

阿富汗人也將成為新政府的一部分”，

塔利班希望一些“知名人士”也加入政

府。

隨後在 8 月 17 日，阿富汗塔利班

發布一系列“新政”，其中包括允許

女性進入政府機構。阿富汗塔利班文

化委員會成員伊馬拉· 薩馬甘尼在一份

聲明中表示，盡管新政府結構還未確

定，但仍呼籲女性和其他各方加入政

府。他說：“塔利班不希望女性成為

受害者。根據教法，她們應該進入政

府機構。”

此前，塔利班軍事委員會的一名高

級成員表示，塔利班將於9月3日宣布組

建新政府。俄羅斯衛星通訊社9月1日援

引阿富汗媒體消息稱，阿塔文化委員會

成員薩曼加尼（Anamullah Samangani）

表示，關於組建阿富汗新政府的討論已

經完成，阿塔最高領導人阿洪紮達（Hi-

batullah Akhundzada）將出任新政府領導

人。

“他（阿洪紮達）將成為政府的領

導人，對此應該毫無疑問。”薩曼加尼

說。

塔利班政治局成員穆罕默德· 納伊

姆則表示：“我們無法確定宣布政府

組成的確切日期。但我們會盡快確定

新政府的組成。”他補充道，部長職

位候選人的選擇已基本結束，很難說

未來的政府是否會包括反對派的候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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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020年初，若是有人說沒有會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會被當癡人妄
語，然而這一切成為了現實。 2020年4月，美國的失業率為14.8%，是二戰以來最高水平，國
內生產總值出現了自二戰以來的最大萎縮，消費者支出下降了3.9%。這一切的元兇，便是新冠
肺炎。

拜登一上台，便麵臨著巨大壓力。 9月2日，外媒報導他簽署了1.9萬億紓困法案，後面還
有多個萬億級別的法案等待通過和執行。

這樣的場景讓部分人聯想到了1933年的美國——蕭條的經濟幾乎摧毀了美國，共和黨總統
胡佛離任時，憤怒的民眾將水果和爛雞蛋砸向了他的車隊，民主黨總統羅斯福上台後，2年間
用3萬多項工程，用“以工代賑”的方式，讓美國經濟恢復，在緊隨而來的二戰中，美國本土
沒有被戰火波及，大發戰爭財，一躍成為了超級大國。

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拜登的計劃，似乎是對症下藥，能幫助美國提升經濟競爭力，
促進生產力增長，掃清美國長期發展的障礙。但收益越大，風險也越大，如何為大規模的計劃
提供資金，將會成為影響拜登經濟政策的關鍵。如果不如人意，高額國債、財政負擔，將會讓
美國經濟繼續惡化，甚至還有可能拖全世界下水，陷入另外一場危機裡。

克林頓在任期內，宣布結束了大政府時代，並著手為美國人民打造官僚主義更少、服務意
識更高的小政府，奧巴馬時期，大政府模式下的援助和刺激政策，也未能提供就業崗位，帶動
美國經濟增長，他失敗的嘗試，揭露了“高稅收和高支出”這種方法的局限性。

拜登希望通過適度增加稅收，讓中產階級的規模變得更大，實現更加公平的分配。政府預
計將美國公司的稅率，從21%提升到28%，消除給化工石油行業數十億美元的補貼和減稅政策
，通過G20來調節全球稅率。

在經合組織中，美工的稅收並不算很高，但一些離岸中心的存在，為美國那些體量巨大、
數量眾多的跨國公司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優惠政策，不少跨國公司通過價格轉移的方式，在低
稅收過度截留利潤，在高稅收地區造成虧損，以此達到少繳稅，甚至不繳稅的目的。這些公司
財大氣粗，拜登政府想要修正稅法，將會面臨不小的阻力。

羅斯福上任初期，美國的經濟形勢非常嚴峻，但國內的主要矛盾，也僅限於經濟問題而已
。現在則不然，美國存在著種族仇恨、氣候災難、移民困局、生育率下跌等多種問題，新冠肺
炎的衝擊，讓這些矛盾更顯尖銳。拜登政府面臨的情況，要比羅斯福政府複雜得多。
疫苗、口罩、封城等措施，擴大了政府權力，增加了政府權限，縮小了個人的權限和自由空間

，這能給拜登的計劃提供先決條件。但對於習慣了小政府模式和自由主義的美國人民來說，他
們可能覺得個人和社區才是更好的決策者，能否適應並且欣然接受這種變化，還是一個未知數
。這一切，也讓拜登的經濟刺激計劃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基建狂魔”中國在基建領域內的投資，已經三倍於美國，這會讓拜登政府面臨更多的壓
力。他多次強調，在自己的任期內，絕對不會讓中國超過美國這種事情發生。

為了獲得中美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拜登強化了基礎設施領域內的建設，還重視推動基建規
則，來抗衡“一帶一路”帶來的影響，他給美國規劃了一個宏偉的藍圖。然而想要把藍圖變成
現實，可不是那麼輕鬆的事情。

（綜合報導）據路透社3日報導，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行政令，命令司法部審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調
查“9.11”恐怖襲擊事件的文件。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當我競選總統時，我承諾
確保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的相關調查文
件的透明度。在那悲慘一天的2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
我要履行這一承諾。”
該命令要求美國司法部長梅瑞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在未來六個月內公開相關保密文件，司法部
目前正在對與FBI調查有關的保密文件進行審查。

9.11恐怖襲擊事件遇難者家屬週四要求美國政府
的一個監督機構對他們的質疑點進行調查，即FBI在有
關沙特阿拉伯與劫機者聯繫的證據上撒謊或銷毀了證
據。

在一封致司法部監察長邁克爾.霍洛維茨（Michael
Horowitz）的信中，FBI表示，“根據目前的情況，一
名或多名FBI官員有可能故意破壞或隱瞞證據以避免洩
密。”
多年來，遇難者親屬一直要求FBI提供更多有關調查發

現的信息。
上個月，許多家庭要求拜登避免9.11事件20週年

的紀念活動，除非他公開文件，他們認為這些文件將
顯示沙特領導人支持襲擊。而沙特阿拉伯表示，他們
與飛機襲擊事件無關。

拜登在周五的聲明中說:“我的心仍然與正在遭受
痛苦的9.11受害者的家庭在一起，我的政府將繼續心
懷敬意與這些人接觸。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我歡迎
他們的聲音和見解。”
美國眾議院情報常設特別委員會主席亞當.希夫(Adam
Schiff)表示，他支持拜登的舉動。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在那個可怕的日子迎來20週
年之際，遇難者的家人和所有美國人都有權利知道整
個故事。”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國民航 4 架客
機，兩架撞塌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一架撞毀
華盛頓五角大樓的一角，一架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4
架客機上無人生還。這一系列襲擊導致約3000人死亡
，並造成數千億美元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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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級法案排隊中 美國興衰在此一舉

拜登首次公開回應得州最嚴墮胎法拜登首次公開回應得州最嚴墮胎法：：很不美國很不美國
（綜合報導）據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當地時間3日下午報

導，美國總統拜登當天在白宮答記者問時譴責得克薩斯州的新墮胎法“不美國”
（un-American），並表示由於它設立了互相檢舉、起訴的獎勵機制，因此建立了一個
“有害的民間護法者制度”。報導稱，這是拜登首次在公開場合就此事發表評論。

這裡提到的得州新墮胎法是全美限制最大的墮胎法案，於9月1日起在得州正式施
行。該法禁止孕婦在懷孕六週後墮胎，此外還鼓勵個人起訴任何涉嫌幫助婦女墮胎的
人，並設立賞金。若起訴成功，起訴人將獲得1萬美元的獎勵。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3日稱，“得州的該法案是發達國家中最嚴苛的”
。報導援引世衛組織數據稱，在發達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得州這樣把允許墮
胎時間嚴苛地限制在六週內的。報導還稱，世界上一些較為保守的國家如波蘭、斯洛
伐克、尼加拉瓜等都採取了嚴格措施以限制墮胎，而如今得州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

“我將繼續堅定支持‘羅訴韋德案’（Roe vs Wade），”《華盛頓郵報》援引拜
登3日的話稱，“得州新墮胎法案最為有害的一點是，它創造了一個民間護法者制度
，人們為獲得回報而去…”報導稱，拜登沒有繼續說下去。 “我們在談論的（得州新
法）幾乎是‘不美國’的。”

所謂“羅訴韋德案”是指在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以7比2的表決判定，化名
為簡.羅（Jane Roe）女子的墮胎行為受憲法保護。這個重磅判決在之後近50年，為女
性墮胎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

“有人告訴我在現有法律中，有可能讓美國司法部去尋求是否可以採取一些措施
，以限制個別州在強制執行法律上的單獨行動，”拜登說，“我還不太清楚，因此沒
法說太多。”

《華盛頓郵報》還注意到，在拜登3日對此事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使用“墮胎”
（abortion）一詞。而身為天主教徒的拜登沒有將“墮胎”本身作為批評得州新法的
“主攻點”，也令一些主張擁有墮胎權利的活動家感到沮喪。一位建立了名為“拜登
談論墮胎了嗎”網站的人士稱，拜登極少用到這個詞。

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2日說，拜登已要求他的內閣秘書要放眼美國
政府以尋求如何反擊得州新墮胎法的辦法。此事正由拜登一手創建的、專注於婦女權
利的團體——“性別政策委員會”（Gender Policy Council）來協調這項工作。

此前，拜登也曾於2日發聲明對該新法發起嚴厲批判，稱該法是對女性權利“前
所未有的攻擊”，是縱容陌生人去干預女性個人健康問題中最為隱私的部分。他稱
“得州這部極端的法律公然違反了‘羅訴韋德案’建立的受憲法保障的權利，打破了
近50年來的先例。”拜登表示，該法律會“嚴重損害女性獲取健康保障，特別是對於
有色人種、低收入群體來說。”

拜登還稱要動員整個聯邦政府的力量予以應對，一些民主黨人也以此為武器向共
和黨發起“進攻”。 《紐約時報》2日評論稱，墮胎權陷入美國政治漩渦，或將對美
國的一系列地方選舉，乃至明年的國會中期選舉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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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外資企業代表將服貿會看作提升自主創
新和延伸拓展產業鏈的大好機遇，進而為

客戶提供更多維的專業服務。天冰中國分公司
總經理費曼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給企業
提供了必要的安全營商環境和機遇，中國市場
的強勁發展、穩定狀況和監管服務堅定了外資
企業的發展信心。

為全球經濟轉型發展帶來機遇
畢馬威中國政府諮詢主管合夥人喻鶯認

為，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機遇與挑戰並存。她表
示，從貿易總量來看，中國服務貿易的總量相較
於商品貿易總額來說，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從貿
易結構看，服務貿易順差主要體現在旅遊、建
築、運輸等附加值較低的行業，諮詢、保險、金
融等附加值相對較高的行業增長動能足，提升空
間大。此外，國家對服務貿易領域的大力支持也
為其提供了空前的發展機遇。

喻鶯稱，此屆服貿會聚焦了數字經濟、碳
達峰、碳中和等全球熱點話題，並第一次設置
了數字服務專區，展示全球服務領域數字化、
網絡化、智能化發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
技術應用。這種數字化服務的快速傳導，為全
球經濟轉型發展和國際經貿合作帶來很多新機

遇，而“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發展”也契
合了全球經濟數字化發展的新趨勢。

盼跨境貿易負面清單出台
馬來西亞砂拉越人Jasmine十年前在中國創

立了MULU穆祿餐飲品牌，主打東南亞美食。
觀看習近平主席服貿會開幕式講話後深感中國對
外開放的力度越來越大，她對中國服務貿易領域
未來發展空間十分期待。“中國的餐飲已走向了
高端，營商環境也越來越正規，當然競爭也更加
激烈，因此我們也要不斷創新。”

來自伊朗的Mahdi對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
對“跨境貿易”方面的表述記憶深刻，並希望
早日看到全國範圍的跨境貿易負面清單出台。
他稱，中國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尤其在“一
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貨物往來
非常順利。“伊朗的藏紅花是最受中國人歡迎
的爆款產品之一。”他笑着透露。

“雙循環”聯通國際國內市場
奧地利企業多貝瑪亞深耕中國多年，其中

國總經理李艷秋認為，疫情之下中國服務貿易依
然在逐年增加，服務貿易交易額逐年增長，彰顯
了中國市場的頑強生命力和強大韌性。他認為，

在新形勢下各種服務行業水平也會不斷攀升。
“從服貿會定位來講，我們在國際上參加

過的展會都是專業性比較強、行業性比較強
的，相對來說比較單一，而中國的服貿會是綜
合性大型展會，平台更加廣闊。”中國有14億
人口，擁有廣闊的市場潛力和空間，中國服貿
會跟國際展會相比佔盡優勢和先機。他表示，
自2020年參加服貿會以來，多貝瑪亞在行業和
群眾之間的知名度進一步提高，期待可以被國
人熟知。

“中國整體市場形勢於我們而言至關重
要，自2014年天冰中國分公司成立以來，意大
利總部就反覆強調中國市場的重要性。此後天
冰中國分公司增長勢頭一直非常強勁。”天冰
中國分公司總經理費曼表示，服貿會期間，許
多國家、行業和背景的人頻繁光顧，充分證明
眾人對於中國市場發展的熱情，也進一步鞏固
了對中國市場及其未來產業繁榮發展的信心。

他表示，隨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
建，將使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聯
通、促進，對在華企業來說是個機遇。“中國
市場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開發中國市場，充分利用中國內外市場和資
源，實現發展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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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服貿高附加值行業提升空間大
催谷數字經濟碳中和等新興領域合作 保險金融等行業增長動能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曉芳、任芳頡、朱燁 北京報

道）2021中國國際服務貿易

交易會（以下簡稱服貿會）2

日在京開幕，來自多個國家不

同行業的代表參加會議，分享交流。多家參展外

資企業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

市場是其未來倚仗的重要市場，從服貿會可以感

受到中國市場發展的活力和熱情，期待服貿會在

數字經濟、碳達峰、碳中和等新興領域帶來更多

國內外合作機會。有外資企業認為，中國服務貿

易機遇與挑戰並存，諮詢、保險、金融等附加值

相對較高行業具有較大提升空間。

●●多家參展外資企業表示多家參展外資企業表示，，中國市場是其未中國市場是其未
來倚仗的重要市場來倚仗的重要市場。。圖為外商在服貿會探圖為外商在服貿會探
展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攝攝

在服貿會國家會議中心展區，“香港館”今年專
門設置了互動遊戲區，觀眾玩家只需拿起模擬滑翔機
的控制桿，便能控制滑翔機在香港這座國際城市中
“飛翔”，沿途經過包括國際金融中心、中銀大廈、
西九龍文化區、戲曲中心、香港科學園、香港國際
機場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等與香港優勢產業相
關的極具特色建築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香港館”互動遊戲“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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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
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2日服貿會開幕式上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言簡意賅，
從全球、中國和北京三個層面

分別為未來的服務貿易發展指明了方向，含金
量很高。“講話中透露出，中國開放的大門越
開越大，領域範圍越來越廣，不只是買貨賣
貨，還將釋放出更多服務貿易的合作空間。”
他說，“這既為外國投資者注入信心，又為中
國服務貿易企業走出去打開了窗口。”

講話中提到“全國推進實施跨境服務貿易
負面清單”，也提到“支持北京等地開展國際
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規則對接先行先試”。對
此，白明認為，以上表明在全球疫情依舊肆虐
的情況下，中國堅定不移堅持擴大對外開放的
決心，也為外商外企投資中國吃了一顆“定心
丸”。他並表示，《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服務
貿易負面清單管理辦法（試行）》已於8月26
日正式實施。“這將為全國推進實施跨境服務
貿易負面清單提供樣本和參考，若能在全國推
進實施，將更有利於中國在區域合作協定中佔
據主動權，也有利於中國服貿企業走出去。”

白明認為，服務貿易在不同時期，應當有
不同的發展重點。目前，中國的數字貿易贏得
了良好的發展機遇，相信未來服務貿易的發展
也將繼續加快數字化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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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高端疫苗參與WHO的疫苗技術會議
，報告第3劑疫苗施打後，可較第2劑的體內抗體再
提高1倍多、接近2倍的水準。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台灣時間 9 月 3 日晚
間舉辦疫苗技術會議，高端疫苗應邀出席報告，主要
針對免疫橋接標準制定以及第3劑疫苗施打的抗體成
果交換意見。

高端疫苗發言人李思賢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國
際暨公共事務處長連加恩與會分享高端新冠疫苗的二

期臨床數據，與施打第3劑的效果。以抗體濃度而言
，高端施打第3劑後，較第2劑的體內抗體再提高1倍
多、接近2倍的水準。

高端也認為，第3劑施打時程至少間隔4到6個
月，如果與第2劑相隔時間太短，效果反而不會太好
。

至於國內高端疫苗預約狀況，李思賢指出，高端
所做的就是盡快把500萬劑疫苗交給政府，相信民眾
會依照理性，自由選擇。

(綜合報道）國際低軌衛星業者爭相布局，Starlink（星鏈）
傳已來台探路，並有望透過國內電信業代理落地。業界認為，兩
者將是 「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但也應掌握 「數位疆土」的完
整性和數據流向。

目前已有多家國際大型業者展開低軌衛星布局，例如特斯
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創辦的航太公司SpaceX
，其所推動的低軌道衛星連網計畫 「Starlink（星鏈）」，以及亞
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的低軌道衛星連網計畫 「Kuiper
」，加拿大衛星通信公司Telesat、英國通訊商OneWeb等也都加
入相關領域。

市場近日傳出，SpaceX看中台灣在亞洲的地理位置特殊，
已來台探路，中華電信積極伸出橄欖枝，未來雙方合作可能性極
高，傳中華電將代理 Starlink 服務在台販售，時間點預料落在
2022年。

中華電信表示，持續關注同步衛星、低軌衛星、B5G/6G
等新興領域技術發展。其中，非同步軌道衛星技術有機會讓服務
更多元化，並與陸地通訊網路互補結合，延伸涵蓋，中華電信對
此領域的技術與產業發展相當重視。

遠傳電信也指出，持續關注低軌衛星等創新技術發展，並評
估各種合作的可能；相較於國外，台灣通訊網路基礎設施完善，

擁有綿密的訊號涵蓋，遠傳也積極與政府合作，優化台灣山區的
通訊品質；低軌衛星則將提供少數極偏遠山區、海上船舶及高空
通訊等區域訊號涵蓋，遠傳對與各國低軌衛星業者的合作都持開
放態度。

針對低軌衛星方面，台灣大哥大曾表示，低軌衛星大概能
接近4G和4.5G的網速，且有助於郊區、海上、空中的通訊覆蓋
，目前認為台灣企業在低軌衛星方面不會 「單打獨鬥」，比較會
偏向和大型區域經濟體合作。

以消費者端而言， SpaceX 去年 10 月推出 「Better Than
Nothing Beta」（有比沒有好計畫），用戶需花499美元買衛星
天線連接衛星，每個月再付99美元Wi-Fi服務費，加上稅金、
運費及安裝天線所需的配備。

換算下來，用戶需要負擔每月高達2800元的月租費，這對
網路涵蓋高達99%、吃到飽普及的台灣來說， 「幾乎沒有市場」
，可能只針對飛機、船舶等少數情境有誘因；因此業界認為，國
際低軌衛星業者與國內電信業者之間將是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觀察，台灣行動市場2021年6月
的用戶數達到2951萬戶，相較於全國總人口數2300萬人，顯見
用戶對於行動寬頻有高度需求。根據tefficient估算，2020年台灣
行動數據用量高居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芬蘭。

NCC表示，現階段市場仍以地面網路(5G)為主流，目前低
軌衛星需求有限，對市場競爭較無威脅性、可為互補。電信事業
可藉由策略聯盟或實證研究，了解低軌衛星的利基市場，並預先
探詢對未來6G網路的想像。

國際標準組織3GPP同樣探討5G與衛星接取網路整合議題
，看好衛星具有覆蓋距離廣、不受地形限制的特性，可有效輔助
地面5G網路，推動各項應用發展，除了輔助移動載具、偏遠地
區通訊外，還可用在許多商用或緊急場景，例如在遠洋航運追蹤
貨櫃現況、長途跨國移動、旅行、幅員廣闊的物聯網應用，以及
地震、洪水、戰爭破壞網路設施時，有關金融高頻交易、企業因
應等關鍵應用。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副秘書長劉莉秋分析，過去通訊是
每個國家的關鍵基礎建設，低軌衛星的進程將打破界線，等於境
外非國內的業者，能對其他國家布建無形的通訊網路；低軌衛星
其實也是 「數位疆土」，建議台灣的低軌衛星政策要有更高的思
維，保護 「數位疆土」的完整性和數據的流向。

產業人士進一步分析，除了與美國低軌衛星業者合作，建
議台灣也可參與和3GPP接軌的衛星聯盟，確保衛星設置能尊重
本土關鍵基礎設施的運作，並符合國安、資安防線。

低軌衛星登台搶市？電信業合作大於競爭

WHO疫苗技術會議 高端報告施打第3劑效果

防堵防堵DeltaDelta病毒病毒 鄭文燦提鄭文燦提77大防線檢視大防線檢視
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44日表示日表示，，針對針對DeltaDelta病毒的防線提出病毒的防線提出77大防線檢視大防線檢視，，建議疫情建議疫情

指揮中心及民航局針對各航空公司外站進行防疫計畫的檢討指揮中心及民航局針對各航空公司外站進行防疫計畫的檢討。。

防堵非洲豬瘟關務署：嚴查高風險貨物屬必要措施
(綜合報道）有媒體報導，海關嚴查空運進口快遞貨物，導

致眾多貨物卡關數日；財政部關務署強調，為防堵非洲豬瘟，海
關對高風險疫區和由高風險業者報關進口快遞貨物加強查緝，是
必要邊境管制措施。

蘋果新聞網今天報導，越南非洲豬瘟肉品侵台，海關針對
高風險地區空運進口快遞貨物加強查緝，越南入境或申報產地為
越南的貨物因100%查驗或拆袋進倉，桃機快遞貨物堆積成山，
導致眾多貨物卡關數日還無法領貨。

關務署對此回應，近來查獲不肖業者利用快遞貨物快速通
關之便，夾帶豬肉製品闖關流入市面，為防堵非洲豬瘟疫情入侵
台灣，海關針對高風險疫區和由高風險業者報關進口快遞貨物加
強查緝，是必要邊境管制措施。

為因應數量龐大的待查驗貨物，關務署表示，台北關目前
已採取增派人力及加班處理貨物驗貨工作，加速貨物通關；為同

時兼顧合法貨物通關權益，對守法優良業
者，台北關也將採行優惠通關措施。

此外，台北關9月1日發生一名關員
遭報關業者員工以言語謾罵、挑釁並恐嚇
，報關業者員工更出手毆打致關員肩頸挫
傷，此案於2日移送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
察局偵辦。

關務署嚴正表示，海關依法執行職
務，絕不容業者挑戰公權力，民眾或業者
若對關員執行過程或個案結果不服，應循
合法正當程序表達，一旦涉及暴力不法行
為，海關必將蒐集證據移送檢調單位並追究所屬業者責任，也請
業者約束員工，勿因個人情緒衝動作出不當行為。

中秋節前夕是夾藏走私含豬肉製品貨物的高風險期，關務

署呼籲，現在是防堵豬瘟病毒入侵的關鍵時刻，海關持續投入人
力和資源辦理非洲豬瘟邊境查緝，若有少數進口快遞貨物因此受
影響，請國人體諒配合，快遞報關業者也應遵守法令，一起為國
門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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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 北美雲來集講壇北美雲來集講壇】】慧傳法師主講慧傳法師主講：：
【【藏經如何寫在佛光人的臉上藏經如何寫在佛光人的臉上 】】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20212021 北美雲來集講壇北美雲來集講壇 】】於上周日於上周日（（88月月2929 日日 ））下午六時半在線下午六時半在線
上播出佛光山常務副住持上播出佛光山常務副住持、、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的開示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的開示：【：【 藏經如何寫在佛光人的臉上藏經如何寫在佛光人的臉上】。】。他提他提
出了出了：：做好事做好事，，說好話說好話，，存好心存好心。。法師特別以幾個事例舉例說明法師特別以幾個事例舉例說明。。如如：： 「「說好話說好話」」 就是恰到好處就是恰到好處
的讚美的讚美。。如羅傑如羅傑··羅爾斯是美國紐約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長羅爾斯是美國紐約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長，，他生長在紐約大沙頭貧民窟他生長在紐約大沙頭貧民窟,, 是誰是誰
改變了他的一生改變了他的一生？？是諾必塔小學的校長皮爾是諾必塔小學的校長皮爾··保羅的鼓勵話語保羅的鼓勵話語。。在就職演說中在就職演說中，，羅爾斯說羅爾斯說：： 「「信念信念
值多少錢值多少錢？？信念是不值錢的信念是不值錢的，，它有時甚至是一個善意的欺騙它有時甚至是一個善意的欺騙，，然而你一旦堅持下去然而你一旦堅持下去，，它就會迅速它就會迅速
增值增值。。」」 而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演講口才藝術家卡內基而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演講口才藝術家卡內基，，如何從一個無可救藥的孩子如何從一個無可救藥的孩子，，變成一個變成一個
成功的教育家成功的教育家？？同時幫助千千萬萬的人一同步上成功之路同時幫助千千萬萬的人一同步上成功之路。。

星雲大師說星雲大師說：： 「「生命是一種學習生命是一種學習，，任何人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免遇到困難和迷惑任何人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免遇到困難和迷惑。。給人一句好給人一句好
話話，，讓人生命奮起飛揚讓人生命奮起飛揚，，何樂而不為呢何樂而不為呢？？所以所以，，人要常說人要常說：：
第一第一、、給人歡喜的話給人歡喜的話；；第二第二、、給人鼓勵的話給人鼓勵的話；；
第三第三、、給人肯定的話給人肯定的話；；第四第四、、給人讚嘆的話給人讚嘆的話。。」」

多說好話多說好話，，少說壞話少說壞話。。不經意的一句輕浮話不經意的一句輕浮話，，有時會自毀前程有時會自毀前程。。而一句關懷別人的話而一句關懷別人的話，，卻能卻能
讓沮喪的人有生存下去的勇氣讓沮喪的人有生存下去的勇氣。。因此因此，，人要經常檢點自己的口舌人要經常檢點自己的口舌，，以免破壞了好因好緣以免破壞了好因好緣。。

法師又提到雲林一對賣碗粿的林姓父女法師又提到雲林一對賣碗粿的林姓父女，，因女兒講錯一句話因女兒講錯一句話，，但林父不但不駡但林父不但不駡，，且為了且為了 「「誠誠
信信」」 ，，虧本照賣虧本照賣。。給兒女立做人的標杆給兒女立做人的標杆、、榜樣榜樣。。他說他說：：所謂所謂 「「五戒五戒」」 ：：不殺生不殺生、、不偷盜不偷盜、、不邪婬不邪婬
、、不妄語不妄語、、不飲酒不飲酒。。而十善業亦包括其中而十善業亦包括其中，，包包：：身三業身三業：：救生救生、、布施布施、、梵行梵行；；口四業口四業：：離妄語離妄語、、
離綺語離綺語、、離兩舌離兩舌、、離惡口離惡口。。及意三業及意三業：：離貪欲離貪欲、、離瞋恚離瞋恚、、離邪見離邪見。。

法師以法師以20072007年年22月月1616日剛卸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為例日剛卸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為例，，他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莊園裡他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莊園裡，，為為
非洲貧困兒童舉行募捐的慈善晚宴非洲貧困兒童舉行募捐的慈善晚宴。。當天慈善晚宴的主角是誰當天慈善晚宴的主角是誰？？是倡議者安南是倡議者安南？？捐出捐出300300萬美元萬美元
的巴菲特的巴菲特？？或捐出或捐出800800萬美元的比爾萬美元的比爾--蓋茨蓋茨？？是捐出是捐出3030美元美元2525美分的小女孩～小露西美分的小女孩～小露西？？法師說法師說：：
慈善不是錢慈善不是錢，，是心是心。。

法師更以實例証實法師更以實例証實 「「行三好是自他兩利行三好是自他兩利 」」 ！！馬丁馬丁··賽利格曼是賽利格曼是 「「正向心理學正向心理學」」 的先行者的先行者，，研研
究顯示究顯示，，如果做出一項與自己利益無關的好事如果做出一項與自己利益無關的好事，，這種喜悅將帶來深度的滿足感這種喜悅將帶來深度的滿足感。。他請學生做兩件他請學生做兩件
事事：：
第一第一，，出去痛快地玩出去痛快地玩；；
第二第二，，參與慈善活動參與慈善活動。。

結果結果，，享受香蕉船冰淇淋或看電影得到的滿足享受香蕉船冰淇淋或看電影得到的滿足，，還不如一項慈善的表現還不如一項慈善的表現。。自發而具有人道特自發而具有人道特
質的慈善行為質的慈善行為，，該生一整天滿足感都會增強該生一整天滿足感都會增強，，成為更好的聆聽者成為更好的聆聽者，，也變得更友善也變得更友善，，且更為他人所且更為他人所
喜愛喜愛。。

賽利格曼總結賽利格曼總結：： 「「與享樂大不同的是與享樂大不同的是，，慈愛的表現是一種滿足慈愛的表現是一種滿足。。」」
法師也提到星雲大師對法師也提到星雲大師對 「「忍忍 」」 的開示的開示：：星雲大師說星雲大師說：： 「「能夠擁有能夠擁有 『『生忍生忍』』 ，，就具足面對生活就具足面對生活

的勇氣的勇氣；；能夠擁能夠擁
有有 『『法忍法忍』』 ，，就就
具備斬除煩惱的具備斬除煩惱的
力量力量；；能夠擁有能夠擁有
『『無生法忍無生法忍』』 ，，
則在在處處無不則在在處處無不
是桃源淨土是桃源淨土、、自自
由自在的世界由自在的世界。。
」」
《《人間佛教的戒人間佛教的戒
定慧定慧》》··戒學篇戒學篇

要訓練忍耐要訓練忍耐
的力量的力量，，對於外境能夠認識對於外境能夠認識、、接受接受、、承擔承擔、、負責負責、、化解化解、、去除去除、、進而修學進而修學 『『生忍生忍』』 、、 『『法忍法忍』』 、、
『『無生法忍無生法忍』』 把忍的功夫轉化成為力量和智慧把忍的功夫轉化成為力量和智慧。。

法師也提到星雲大師對法師也提到星雲大師對 「「忍忍 」」 的開示的開示，，如何增進人我之間的和諧如何增進人我之間的和諧？？星雲大師說星雲大師說：：你好我壞你好我壞、、
你對我錯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有我無。。星雲說偈星雲說偈......無瞋之利無瞋之利 「「面上無瞋是供養面上無瞋是供養，，口裡無瞋出妙香口裡無瞋出妙香，，心心
上無瞋無價寶上無瞋無價寶，，不斷不滅是真常不斷不滅是真常。。」」

法師說法師說：：生活處處可以看到生活處處可以看到 「「你好你好」」
11，，可麗餅叔叔趙鍵斌走遍百所小學傳愛可麗餅叔叔趙鍵斌走遍百所小學傳愛。。
22，，信徒孩子從小學佛信徒孩子從小學佛，，出於善心的舉手之勞的服務出於善心的舉手之勞的服務。，。，
33，，前紐約市長拉瓜迪亞的善行義舉前紐約市長拉瓜迪亞的善行義舉。。
44，，20172017年普門中學同學的佛館實習年普門中學同學的佛館實習，，不分彼此你我的互助合作不分彼此你我的互助合作。。
法師說法師說：：能夠健全自己就是能夠健全自己就是 「「我好我好」」
11，，卡耐基改變自己帶給人們心靈上的卡耐基改變自己帶給人們心靈上的
22，，美國紐約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長羅傑美國紐約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長羅傑··羅爾斯的出淤泥而不染羅爾斯的出淤泥而不染。。
33，，說出說出 「「慈善不是錢慈善不是錢，，是心是心」」 的小女孩的小女孩。。

佛光青年喊出佛光青年喊出：： 「「青年受五戒青年受五戒 創造新世界創造新世界 」」 ，，甚至於發願當白象甚至於發願當白象、、天馬幹部天馬幹部、、妙慧妙慧、、善財講善財講
師師。。

為了建立祥和社會為了建立祥和社會，，杜絕毒品氾濫杜絕毒品氾濫，，敦厚倫理道德敦厚倫理道德，，共創安和樂利的人間淨土共創安和樂利的人間淨土，，星雲大師於星雲大師於
19941994年年55月月2828日透過國際佛光會發起日透過國際佛光會發起JJ 「「淨化人心七誡運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 」」 。。主張主張：：大家好大家好：：如果這個世界的如果這個世界的
人都能做到人都能做到 「「你好你好、、我好我好」」 ，，自然達到自然達到 「「大家好大家好」」 的境界的境界，，此時不就是自心和悅此時不就是自心和悅、、家庭和順家庭和順、、人人
我和敬我和敬、、社會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五和淨土嗎世界和平的五和淨土嗎？？

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場球賽由於下雨一場球賽由於下雨，，暫停比賽暫停比賽，，球場服務男孩球場服務男孩，，撐傘為球員遮雨撐傘為球員遮雨。。看世界看世界
排名第一的網球運動員諾瓦克排名第一的網球運動員諾瓦克··喬科維奇對待這個孩子的片段喬科維奇對待這個孩子的片段，，地位地位、、金錢不代表一切金錢不代表一切，，如何對待如何對待
他人才是重點他人才是重點。。他又用一個真實故事證明他又用一個真實故事證明：：當您溫暖別人的心時當您溫暖別人的心時，，您將保持溫暖您將保持溫暖。。當您支持當您支持、、鼓鼓
勵和啟發他人時勵和啟發他人時，，您也會在自己的生活中發現支持鼓勵和啟後您也會在自己的生活中發現支持鼓勵和啟後。。這是幸福生活的秘訣這是幸福生活的秘訣。。當你對別當你對別
人好時人好時，，你就是對自己好你就是對自己好，，當你使人快樂時當你使人快樂時，，人也會使你快樂人也會使你快樂。。
「「你好你好 我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就是就是 「「我是佛我是佛 」」 ！！

法師說法師說：：我們都知道佛具足三種覺我們都知道佛具足三種覺，，就是自覺就是自覺、、覺他覺他、、覺行圓滿覺行圓滿。。自覺自覺··自己明白諸法實相了自己明白諸法實相了
，，不再被外在的五欲六塵所迷惑了不再被外在的五欲六塵所迷惑了，，人格也健全了人格也健全了；；覺他覺他，，就是令他人也能明白就是令他人也能明白、、健全健全，，不受迷不受迷
惑惑；；覺行圓滿覺行圓滿，，就是自己得到法益了就是自己得到法益了，，也希望他人得到法益也希望他人得到法益，，此時大家都明白了此時大家都明白了、、健全了健全了、、不再不再
被迷惑了被迷惑了，，世界也祥和太平了世界也祥和太平了，，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幸福安樂的佛國淨土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幸福安樂的佛國淨土，，這樣偉大的人這樣偉大的人，，我們尊我們尊
稱為稱為 「「佛佛」」 。。

我們佛光人如何做到呢我們佛光人如何做到呢？？那就是遵奉星雲大師所說的那就是遵奉星雲大師所說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因為因為 「「你好你好」」 就就
是是 「「覺他覺他」」 ，， 「「我好我好」」 就是就是 「「自覺自覺」」 ，， 「「大家好大家好」」 不就是不就是 「「覺行圓滿覺行圓滿」」 ？？所以我們做到所以我們做到 「「你好我你好我
好大家好好大家好」」 就是就是 「「我是佛我是佛」」 ！！

最後最後，，慧傳法師的以古德所言慧傳法師的以古德所言 「「佛在靈山莫遠求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在汝心頭靈山就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好向
靈山塔下修靈山塔下修。。」」 作為全部演說的結語作為全部演說的結語。。

((本報訊本報訊））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解開人解開人
生之謎生之謎？？突破自己的困境突破自己的困境？？得到內心的平安得到內心的平安
？？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現在有一個好機會現在有一個好機會：：美華天主美華天主
堂堂20212021--20222022年度天主教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年度天主教成人慕道班現正接
受報名受報名，，歡迎想認識天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歡迎想認識天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
教的朋友教的朋友，，或想再慕道的教友參加或想再慕道的教友參加，，課程將課程將
在九月十二日開始在九月十二日開始，，不收費用不收費用。。因為受到目因為受到目
前疫情的影響前疫情的影響，，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
形式形式(Zoom)(Zoom)進行進行，，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的時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的時
間參加間參加。。查詢及報名請聯絡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國語組國語組))李邦李邦

寧寧 832832--275275--81788178，， (( 粵 語 組粵 語 組)) 黎 達 文黎 達 文
832832--755755--38723872，， (( 英 語 組英 語 組)Matt Thai)Matt Thai
832832--531531--25032503。。
美華天主堂網站美華天主堂網站: www.ascensionchinese: www.ascensionchinese--
mission.orgmission.org
目前彌撒時間目前彌撒時間：：平日彌撒平日彌撒((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英語英語
早上八時三十分早上八時三十分、、國語早上十時正國語早上十時正。。主日彌主日彌
撒撒((英語英語))週六下午五時三十分週六下午五時三十分、、週日早上九週日早上九
時正時正，，((國語國語)) 週日早上十一時正週日早上十一時正。。美華天主美華天主
堂地址堂地址:: 46054605 Jetty Lane, Houston TXJetty Lane, Houston TX 7707277072

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

「「20212021北美雲來集講壇北美雲來集講壇」」 慧傳法師主講慧傳法師主講：： 「「藏經如何寫在佛光人的臉上藏經如何寫在佛光人的臉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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