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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一週年 港人遊行示決心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報導】6月16
日是香港6.16一週年。去年的6月
16日，2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參加
「反送中」遊行，是香港歷史上

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遊行。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臺灣「科技防疫」領先全球，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15日率領

政院資安處與衛福部資訊處同

仁參訪「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Taiwan AI Labs）。

實驗室創辦人、微軟人工智

慧前首席研發總監杜奕瑾親自為

大家介紹AI Labs「科技防疫」6

大研發成果，包括：由實驗室開發

獨步全球的「武漢肺炎胸腔Ｘ光自

動檢測系統」，還有「臺灣社交距離

APP」、「健康回報APP」、「病毒

株溯源平臺」、「武漢肺炎老藥新用

工具」及「基因變異搜尋引擎」。

由於人工智慧實驗室AI Labs

是臺灣最頂尖的團隊，行政院這

次跟 AI Labs專案合作，而他們

義務性幫忙開發，不到一週的時

間，就將「科技防疫」成果與架構

研發出來了。包括：電子圍籬系統

3.0、社交距離APP、武漢肺炎胸

腔Ｘ光自動診斷、病毒株的大數據

分析等，都是由杜奕瑾親自督導，

行政院感謝AI Labs，也對同是高

雄人的杜奕瑾感到非常驕傲，不只

是臺灣之光，更是高雄之光。

杜奕瑾表示，其實這不是 AI 

Labs的功勞，而是臺灣整個醫

療體系，這三年來已有豐厚的結

果，今年一月起即針對中共肺炎

的病毒株、醫療影像進行了一系

列的分析，當時陳其邁在新聞看

見消息後，行政院就找臺灣人工

智慧實驗室共同討論，15日則是

醫療與人工智慧的成果展示。

杜奕瑾舉例說，臺灣是全世

界第一個拿到病毒株做用藥分析

的國家，後來甚至是全世界開放

病毒碼後，AI Labs和疾管署就建

立了一個「病毒株溯源平臺」，只

要是傳入臺灣的每一個病毒株，只

要經過基因定序，就能夠知道最初

的感染源是誰，以及從哪一個國家

傳染過來的。他言及，現在有在吵

是武漢肺炎、歐洲肺炎等話題，臺

灣則是非常踏實分析病毒是從哪

邊傳染到哪邊的，就可以清楚追

蹤到。先前紐約州長談及，紐約

第一個病毒株可能從歐洲來的，

但調查發現其實是從伊朗來的，

之後才在紐約爆發，而英國最初

感染源則是武漢那邊來的。

他解析，在臺灣肺炎有 4百

多個案例，臺灣第一個確診案

例能夠進行基因定序，可以利

用基因定序來追蹤病毒（SARS-

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超前部署  6大防疫成果領先全球

網絡論壇邀請了香港與加拿

大東西兩岸各階層代表，共同對

香港反極權運動做出有意義的回

顧和前瞻。多位講者就「港版國

安法」即將實施的嚴峻挑戰下，

香港運動該如何應對，以及國際

社會，包括加拿大怎樣支援香港

的抗爭等議題，做出探討。

馮玉蘭：促政府為港發聲

香港加拿大聯會 (港加聯 )會

長馮玉蘭長期推動加拿大支援香

港社會運動。她表示，自 2014年

香港的「佔中運動」，到去年的

「反送中運動」，加拿大港人和國

際社會對積極支援香港運動不斷發

展壯大，包括：很多青年的組織和

同樣受中共壓迫的維吾爾族、西

藏和臺灣，以及其他人權組織，

也都加入到支援香港運動的行

加國港人力促國際為港發聲
【看中國記者伊真綜合報導】在

香港「反送中」一週年之際，加

拿大跨省分城市的支援香港團體

近日共同舉辦網上論壇，探討香

港的未來和抗爭中共極權運動的

影響，敦促加拿大政府在國際社

會上為香港發聲。

去年6月16日，2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參加「反送中」遊行。 （Michelle/看中國）

列。國際社會也漸漸認識到香港面

對中共的壓迫，將來是會越來越嚴

重的。但是，加拿大政府為港人發

聲的力度與表現卻強差人意。

馮玉蘭直言，這與特魯多政

府過去的「親中共」態度，實行軟

弱的外交政策有莫大關係。她說：

「我們更要作為一個監察團體，

去指出他的不是，去將他一些軟

弱的外交政策，比如沉默的外交

政策，可以曝露在媒體和社區那

裡，促使他們有所改善。」

另外一方面，馮玉蘭談到，

若要有效迫使政府在香港議題上

勇敢發聲，海外港人組織必須加

強與海外各族裔和團體在民主方

面的支援，如同樣受到中共壓迫

的西藏人、維吾爾人、臺灣等，

大家互相協作共同向國會進行遊

說，促使各國政府明白香港議題

不是單一外來無關痛癢的議題，

而是與普世價值觀與國家安全攸

關的議題。

馮玉蘭說：「香港在海外的

港人組織，要配合香港形勢的發

展，將所面對的挑戰和危機，跟

我們自己所在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去連接上，才可以促進更加有利

於香港的政策的改善，而不是像

以前一樣，我們只是提到香港的

人權有多麼的惡劣，然後外國政

府或我們所在的國會需要對這個進

行關注，其實我們要更加意識到，

要觸動到外國政府的心，一定要

將香港的問題跟他們國家安全、

利益，以致到大家共同認同的價

值觀，是要緊扣在一起的。」

馮玉蘭也提出，在「反送中」

運動中有大量的香港青年人持續

以犧牲前途，甚至是生命去守護

這個城市，我們想強調，可能政

治庇護不是唯一的一個出路。是

不是可以去探討用一些讀書、工

作的身分暫時留下，可以進可攻、

退可守的一條路。

國際戰線越發重要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

中九子」之一的戴耀廷表示，不管

在香港或在海外，抗爭者與支援者

越受打壓，就越發顯示出國際社會

有道義和責任為香港人發聲。戴耀

廷以他有份籌備即將來臨九月分的

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協調機

制為例，他表示，若民主派真的在

奪取過半數 35以上的議席後，被

當局以各種理由取消議席，國際社

會便更不能沉默。

民族情意和正義感。

二、香港人建立了新的價值觀

和消費習慣。新價值觀，即人生以

追求公義、民主、自由、法治為目

標，以光復香港，爭取五大訴求為

責任。新消費習慣，即罷買大陸產

品，支持本地黃色經濟圈，並把這

些融入生活的細節中。

三、香港人找回對身分的認

同，也找回了港人的尊嚴。港人

意識到，這 700萬人口組成了

香港民族，形成命運共同體，大

家生於斯，長於斯，擁有共同的

語言和文化，追求共同的普世價

值。而香港人在抗爭中所表現的

創造力、智慧、勇氣、擔當和決

心，也讓每一個港人為之自豪。

四、抗爭中處處體現香港人

的人性光輝。抗爭者互稱手足，

而這些之前互不相識的手足，在

集會上、遊行中，甚至在硝煙瀰

漫中互相守望、互相扶持，同喜

同悲，人生得一手足，夫復何求。

五、香港人有了自己的國

歌——〈願榮光歸香港〉，也有了

人生的目標和方向，那就是光復

香港。和手足一起高唱〈榮光〉，

高喊口號，變成港人生活日常。

「反送中」運動叫醒了這個紙

醉金迷的城市，覺醒的港人已經

改變臺灣，也必定會改變世界。

遊行展示港人抗共決心

去年港府推行《逃犯條例》修

訂草案，根據該草案，任何在香

港土地上的人，包括過境旅客都

可以被引渡到中國大陸受審，這

引發香港社會巨大爭議。大陸司

法不公和黑箱操作眾所周知，香

港各界都譴責法案。 6月 9日，103

萬香港人參加民陣的「反送中」遊

行，但港府一意孤行，強推法案至

立法會進行二讀。 6月 12日，二讀

當日，示威民眾包圍立法會，但遭

到警察的暴力鎮壓。 6月 15日，

梁凌杰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示威橫

幅，穿著「林鄭殺港   黑警冷血」

的黃色雨衣一躍而下，以死明志。

事件觸動了當時很多在電視

機前看直播的港人。翌日，未到

集合時間，銅鑼灣已經人山人

海，到處都是身穿黑衣的示威民

眾。因為銅鑼灣人流太多，地鐵

不停銅鑼灣，市民要提前在臨

近車站如：北角、砲台山、灣仔

下車，步行至維多利亞公園。當

天，沿途街道兩旁都是向銅鑼灣

匯聚的人流。眾志成城，誓要用

民意改寫歷史。

當日雖然人群密密麻麻地布

滿幾條港島區的主要幹道，隊伍

以緩慢的速度前進，但整個遊行

秩序良好。當有救護車經過時，

人群會自動分流，讓路給救護

車。自願者在遊行途中設立垃圾

回收站；一些商舖也為市民免費

提供飲品。

遊行中部分市民帶著自備的

白花去梁凌杰墜樓身亡的地方悼

念，大家獻花、默哀並鞠躬，也

有市民難掩悲痛哭成淚人。現場

也掛上同款黃色雨衣悼念逝者。

下午時分，來悼念的市民愈來愈

多，人龍一度延伸，看不到尾。

當日的遊行讓世界開始聚焦

香港，也為香港歷史寫上了光輝

的一筆，港人向世界展示向暴力

獨裁政府抗爭的決心。

抗暴一年港人得失

時間轉瞬已經來到 2020年，

回顧這充滿血和淚的一年，基於幾

點，很多港人覺得收穫大於付出。

一、「反送中」運動改變了社

會文化和港人生活習慣。以前的港

人政治冷感，很多人見面喜歡談論

股票、旅遊、飲食、八卦娛樂，如

今香港人已經脫胎換骨，多了一份

CoV-2）來源，所以在有定序的資

料中，百分之百都能夠追蹤到來

源。過去沒有追蹤到感染源的有

二件，後來透過基因定序也找到

了感染源。

陳其邁則肯定，長庚醫院對

於基因定序很有研究，後來長

庚、臺大與三總就進行整合，做

了大量基因定序的分析，因此個

案 34至磐石軍艦都做了基因定

序，能夠知道發病是否為同一個

病毒株，做為流行病學的調查依

據，並且透過人工智慧分析。

他也指出，臺灣在科技與 AI

領域應用防疫上，領先全球，而

且是最早、最快推動的，例如：

這次科技防疫解決方案，堪稱是

最好的解決方案，包括：提醒落

實隔離機制的電子圍籬系統，使

用 GPS、人臉與語音辨識，以及

聊天機器人等超前部署，線上能

夠運用 AI來進行初步診斷，達到

防疫效果，目前臺灣雖然因為疫

情趨緩而無迫切需求，但將開放

給其他國家使用。

先前在鑽石公主號、磐石艦與

旅遊人潮熱點，運用大數據防疫，

讓流行病學與疫調更進一步，目前

其他國家的疫情仍然嚴峻，臺灣人

工智慧實驗室及行政院資安處也把

科技防疫相關解決方案，無償的免

費給提供許多國家。

杜奕瑾分析，臺灣軟件人才實

力原本就強大，再加上開放多元的

文化，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本事，

結合健保資料庫、醫療大數據、中

研院與國衛院等資料，就能夠看見

醫療創新成果。

【看中國記者梁路思、李懷

橘採訪報導】香港資深對沖基金

經理，2047香港監察召集人錢

志健（Edward Chin），日前接

受香港《看中國》採訪，談及「國

安法」實施後，香港會出現的最

差情況。他表示，目前金融戰正

在上演，一些高層決定、公司決

定，局外人未必馬上知道，比

如：美國用 Swift transaction

制裁中國的銀行無需提前知會公

眾，做了大家才知道。

對比去年，錢志健表示，

今年香港人多了很多無力感，

他舉例說，上一年在中環畢打

街，法律界、商界、金融界、

社運組織等搞過很多活動，大

家輪流發言，社會民主連線的

長毛（梁國雄）和香港執業大

律師、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參

與過活動。如今，畢打街安靜

了很多，10幾位民主派人士要

上庭；剛剛過去的 6月 4日，

幾位民主派在夜晚去維多利亞

公園悼念六四死難者，其後被

警方以「非法集結」罪名控告，

如今香港籠罩在白色恐怖之

中，人人自危。

他分析，曾擔任中央情報

局局長的美國國務卿彭佩奧作

風強硬，今次彭佩奧去夏威夷

會見楊潔篪，時間上正值香港 9

月立法會選舉和美國 11月總統

大選前夕，他形容如不能達成

協議，雙方反目，局勢或不可

預期。金融人士總要做最壞的

打算，「The good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itself」，那麼壞

的情況就一定要面對和處理。

港推行「國安法」後，錢志

健指，中共的奴才都出來表態，

如：湯家驊、王冬勝、港區人大

政協等等。王冬勝是滙豐銀行亞

太區行政總裁，日前曾親自到

「撐國安立法」的街站簽名表態；

在接受官媒訪問時，王冬勝還以

香港總商會主席的身分表示商界

支持「國安法」。錢志健指，目

前很多香港人都計畫把資產轉移

到海外，如今王冬勝表態支持國

安法，令不少港人質疑滙豐銀行

是否靠得住？

至於如何應對最差的情

況，他建議，港人可以開離岸

戶口，把資金轉移到海外，看

看哪一家歐、美銀行，可以接

受非當地居民。他分析，香港

已經失去「一國兩制」，未知以

後國安機構如何在香港運作，

林鄭月娥完全喪失管治能力。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談港前景

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