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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即將卸任的亞馬遜集
團(Amazon)首席執行長，同時也是
世界首富的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
宣布，他將會與他的弟弟馬克貝佐斯
(Mark Bezos)在7月20日，乘坐藍色
起源(Blue Origin)的 「新雪帕德 」
(New Shepard)火箭上太空。

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貝佐
斯於 2000 年創立了藍色起源，其目
的就是開發太空旅遊業。他的新雪帕
德火箭，可以飛到100公里左右的近
太空高度，又稱為亞軌道飛行，乘客
將可在太空艙內體會無重力漂浮環境
至少10分鐘，然後返回地球。

太空船可以搭乘6人，不過首次
航行不會滿載，現已確定貝佐斯與他
的弟弟一起飛行，其他乘員的資格是
上網競拍，至少要以 280 萬美元的
價格獲得1個席位。

新雪帕德的典故源自美國第1位
太 空 人 「 艾 倫·雪 帕 德 」 (Alan
Shepard )，1961年 5月5日，雪帕
德登上由紅石飛彈(PGM-11,Red-
stone)改造的火箭送入太空，最高飛
行高度190公里，飛行時間15分鐘
，雖然時間很短，卻使雪帕德成為第
一個飛入太空的美國人。

「7 月 20 日，我將和我的弟弟
，同時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一起踏上這
段最偉大的冒險。」

雖然貝佐斯說的好聽，但是他的
成績與馬斯克的SpaceX根本無法相
提併論， SpaceX 的太空任務早已成
為例行工作，相比之下，貝佐斯的
BE-4引擎仍然沒有完成，新格倫火
箭就更沒有著落。他現在拿的出手的
雪帕德火箭，其實僅是一具無法進入
地球軌道的半成品。

億萬富豪貝佐斯億萬富豪貝佐斯77月上太空月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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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a national survey, home prices nationwide were up
22.2 % from a year ago last April.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homes sold rose 38.2% and the number of home sales fell 48.3%.

When I walked i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famous national
restaurants this morning to eat breakfast, the grand pancake plate

now costs $11.88. The cost has doubled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One of my home builder friends told me that the lumber prices have
gone up three times with all other related items also skyrocketing in
price. How can he build a house for sale without making profit? We
saw a lot of white collar workers having to sleep in their cars because
they cannot even lease an apartment in San Diego or San Francisco.
This is such a big joke for us being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We are here to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negotiate tariff prices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with China.

I remember many years ago when Senator Phil Graham said that we
should feel very happy when we all walk into a Walmart store. We can
get everything we want,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most of these
products are made overseas, especially in China. When the U.S.
raises tariffs, all the consumers will suffer.

Today we might be slowly getting ou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ut
we are facing mor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look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They are
still suffering.

0606//0707//20212021

National Housing ShortageNational Housing Shortage
And Rising PricesAnd Rising Prices

今年四月份之房價統計，全國房價比去年
同期上漲了百方之二十二點二，在同一時期房
物消售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點二，而房屋出
售量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八點三，可說是供不應
求之窘境。

今晨在一家全國知名之連鎖餐廳用早餐，
同樣之餐價格比疫情前足足增加了一倍，從五
元九十九分到今天的十一元九十分，和一位從
事建築的友人獲知木材價格已經上漲了三倍，
從亞洲到美國的海運费也漲了三倍之多。

新冠病毒澈底擊敗了世界経濟之格局，我
們要呼籲拜登總統要正視目前國內物價及房價
之高漲，造成之通貨膨脹及民眾之苦難，我們
看到一群無法住房的白領在加州聖地牙哥、舊
金山睡在汽車裡，是何等之諷刺。

今天我們必須要重新考
慮和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正
在進行的貿易關稅戰，大家
如果到各大超市去，百分之
九十之產品是中國和亞洲製
造，換言之，這些產品制造
業是無法在短時間或未來搬
回美國，目前美國實施之關
稅還是加在消費者身上，因
而造成物價飛漲之原因。

木材、鋁制品、室內裝
飾更是大幅上漲，建筑商叫
哭連天，沒有人要承擔賠本
去蓋住房，這也是目前全國房價飛漲之原因。

我們雖然已經從疫情中慢步走了出來，我
們奉勸拜登總統能體查蒼生之苦，物價房價是
當急之務。

房物價上漲房物價上漲 非民之福非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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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記者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

坡市中心地標建築雙峰塔附近看到，警

方正在布置路障，設立檢查站。此前隨

著疫情趨好一度消失的檢查站重現吉隆

坡鬧市區，配合著街邊廣告屏不時閃過

的防疫宣傳，提醒著當地民眾，吉隆坡

和馬來西亞各地已重新進入“封城”時

間。

因近期疫情升溫，醫療資源不堪重

負，馬來西亞政府於6月1日開始再度全

面“封城”，希望能通過此一措施，阻

斷病毒傳播鏈。今次馬政府實施的全面

“封城”，近似於去年3月該國第一波

疫情暴發時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對馬民

眾而言並不陌生。但記者亦註意，警員

今次盤查頗為嚴格。

按照規定，“封城”後馬民眾除持

有批準信，不得跨區縣出行，一戶只允

許兩人出行，出行範圍不得超過居住住

址10公裏。在“封城”前夕，馬警方負

責人即提醒，此次“封城”後，民眾出

行需隨身攜帶可體現居住地址的水電繳

費單等文件，以供警方核實。

記者看到，警方也的確認真審視過往

車輛駕乘者的隨身文件；即使是外賣騎手

，警方也要求其取出手機、展示訂單以供

審核。當日吉隆坡街頭車流並不多，但警

方審查嚴格，車輛通過緩慢，檢查站前車

輛排起數十米乃至上百米的長龍。

此次“封城”，馬政府暫停大部分

社會經濟運作。購物中心被視為疫情傳

播風險較高的地區，也在去年5月“重

啟”一年後再告關閉，僅有超市等部分

商業設施獲準開放。記者在馬來西亞著

名的陽光廣場內看到，這裏的店家基本

都已大門緊鎖，只有幾家超市尚有遠少

於往日的客流。民眾在超市購物時也多

來去匆匆，有的民眾還依循衛生部門提

示，佩戴雙層口罩或在口罩外再加配面

罩防護。

餐館是購物中心內少數可繼續營業

的商業設施，但只準提供外賣，不能堂

食。記者註意到，陽光廣場內的一家餐

館將一排桌子橫放在店門前，將進店的

道路堵得嚴嚴實實。外送員和前來購買

外帶食物的民眾只能和店員隔桌交流。

民眾出行受限，外賣騎手再度成為

吉隆坡街頭最活躍的人群。走在吉隆坡

街頭，每隔兩三秒，必有一輛乃至數輛

裝飾有醒目外送企業標誌的摩托車從身

邊呼嘯而過。正在一家快餐店前等待取餐

的騎手李先生告訴記者，

其實從上個月疫情升溫開

始，他每天接單量就已大

幅提高，“家人都手停口

停，我靠外賣收入總算能

貼補全家的損失”。

但李先生也坦言，

吉隆坡每日新增病例不

見減少，自己每天要送

那麼多單外賣，辛苦不必說，染疫風險

亦不低，“心裏還是很不安，回家不洗

澡消毒都不敢碰我的小孩”。

李先生說，他和很多朋友目前最關

註的就是疫苗相關新聞，相信只有打了

疫苗才能保障安全。

直擊馬來西亞再“封城”：
警方設卡限出行 民眾盼早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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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外交

部、大韓體育會就東京奧運會、殘奧會官

網將韓日爭議島嶼(韓稱“獨島”，日稱

“竹島”)錯標為日本領土一事，致函國際

奧委會(IOC)。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表示，當天同外交

部、大韓體育會和相關機構就日本將“獨

島”標記為日本領土一事聯合召開會議，就

維護國家主權的方案進行探討。

文化體育觀光部和大韓體育會繼上月24

日致函日本奧委會(JOC)要求糾正後，當天又

致函國際奧委會。韓國外交部也將要求日方

采取糾正措施。

韓政府相關人士表示，“獨島”在地理

位置上、歷史上、國際法上都是韓國的固有

領土。韓方就此將加強同相關機構的緊密合

作。

據此前報道，東京奧運會官網上的火炬

傳遞路線圖在島根縣上方標出小點，將韓日

相關爭議島嶼標記為日本領土。韓國政府於

2019年7月就此提出抗議並要求刪除，但日

方一直拒絕糾正。

之後，東京奧組委更換路線圖，在默認

尺寸下肉眼看不到爭議島嶼標註，但放大畫

面時，仍能發現島位置上標出的小點。韓外

交部上月24日再次要求日方立即糾正相關資

料，但日方堅持無法接受的立場。

日本神戶發現新變種病毒
或在患者體內發生變異

綜合報導 日本神戶市政府公布，在該

市發現日本過往未曾出現的新冠變種病毒

，帶有兩種突變，可能是由最先在英國發

現的變種毒株再變異而來，當局目前認為

這種變異病毒的傳染力及重癥風險都未發

生改變。

確診新變種毒株的患者是一名50多歲

男子，他在5月17日於醫療機構接受核酸

檢測時確診，神戶市健康科學研究所進行

基因排序時發現，患者感染的病毒是由在

英國發現的變種毒株“Alpha”再變異而來

，屬日本境內首例。由於患者及其家人近

期都沒有出國記錄，因此判斷病毒是在患

者體內發生變異。

該患者感染的變種毒株中，可發現兩

種過往於其他變種毒株內出現的突變，包

括“Alpha”變種毒株帶有的“N501Y”，

以及最先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毒株

帶有的“E484Q”突變。新毒株有別於在

印度通報的“雙重變種病毒”，又或上周

在越南通報的“混合變種”，在日本境內

首次發現。而在以歐洲為主的海外國家，

則已發現約150宗病例。

神戶市政府同時指出，新變種毒株與

“Alpha”變種毒株相比，傳染力或增加患者

重癥風險均未改變。由於該名男患者屬輕癥

，只需居家隔離，目前已結束隔離期，其所

有密切接觸者的病毒檢測均呈陰性。

【【李 著 華 觀 點李 著 華 觀 點:: 同 黨 不 同 志同 黨 不 同 志 --
拜登推福政遭挫折拜登推福政遭挫折】】 【綜合報道】德國大選前最後一場

州級選舉在德國東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
(薩安州)舉行。據7日凌晨公佈的出口民
調顯示，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
（CDU）在該州以37%的得票率大勝極
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

這對希望在9月大選中接任默克爾總
理職位的基民盟黨主席拉舍特來說是一個鼓
舞。

在選前的民調中，德國選擇黨一度與基
民盟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引發德國在二戰後
或將首次出現極右翼政黨成為州一級議會最
大黨的擔憂。

不過，據選舉後的出口民調顯示，基民
盟以37.1%的得票率大幅領先選擇黨的20.8%
。基民盟較上次2016年的選舉上升逾6個百
分點，而選擇黨較五年前下降了3.5個百分點
。

觀察人士認為，基民盟在該州大勝應歸
功於從2011年起擔任州長的哈澤洛夫的執政
成績和個人聲望。

出口民調結果進一步顯示，德國社民黨
得票率為8.4%，較前次大選下降了2.2個百

分點；左翼黨支持率也從五年前的16.3%驟
降至 11%。此外，親商的自由民主黨獲得
6.4%的選票，上升1.5個百分點；綠黨支持率
為5.9%，上升0.7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基於各黨均難以單獨獲得過
半議席，目前由基民盟、社民黨和綠黨組成
的聯盟將在地區議會當中擁有足夠席位，但
也不排除基民盟將與社民黨及自由民主黨組
隊的可能性。

而其他各黨均已明確表示，拒絕與支持
率目前排名第二的極右翼黨派德國選擇黨聯
盟，選擇黨單憑一己之力無法組建穩定政府
。

相比之下，綠黨就受歡迎得多。分析人
士認為，在9月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綠黨
很可能時隔16年再次進入執政聯盟。

德國大選前最後一場地方選舉落幕默克德國大選前最後一場地方選舉落幕默克
爾所在黨大獲全勝爾所在黨大獲全勝

美國人民所寄望的拜登政府福政現在遭到巨
大的挫折, 不但共和黨毫無誠意支持, 大砍他提出
的預算, 而且自家民主黨議員亦有反對之聲, 看來
拜登想要強渡關山可謂困難重重, 他的政治生涯
除了白宮,幾乎都在國會度過, 不知歷練豐富的他
還有什麼策略去擺平兩黨內反對他的議員了。

拜登在兩個月前向美國人民所提出的基礎建
設計劃與方案可謂福國利民, 給遭受新冠疫情後
的美國帶來新契機, 但由於高達2.3萬億的預算
將拖累財政負擔, 共和黨把關的參議院豈可輕易
放行? 在經過兩黨協商談判後, 目前共和黨勉強可
接受的數額僅有六千億, 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
許多拜登認為美國最迫切的民生基礎設施、交通
建設和應對氣候等一分錢預算都要不到, 而攸關
老人、老兵和殘障人士的福利預算共和黨也避開
不提, 那將成為許多人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大餅, 將
使民主黨在明年舉行的”中期選舉”(Midterm
Election) 面臨苦戰。

民主黨當前的困境在於不能以絕對多數掌控
參議院, 兩黨雖以50比50的席次平分秋色, 民主

黨還外加副總統賀錦麗的一票勉強勝出, 但只要
有一位民主黨參議員違逆黨意, 就無法與團結一
致的共和黨抗衡, 更何況是需要3分之2參議員投
贊成票才能通過的議案, 更是難上加難。

在國會殿堂中少數黨對付多數黨最有效的利器
就是透過故意冗長不休的辯論filibuster以拖延和
癱瘓議事, 阻撓投票表決, 讓法案過不了關, 這是
民主政治最慣長使用的伎倆, 但也是合法的手段,
由於兩黨都在使用, 大家彼此彼此, 也就見怪不怪
了。

現在民主黨準備去廢止這種制度, 以防止共和
黨在參議院阻撓拜登的議案,但是黨內傾向保守的
西維吉尼亞州的喬曼欽(Joe Manchin) 和亞利桑
那州的希妮瑪( Kyrsten Sinema)兩位參議員不同
意廢除, 他們認為阻撓議案的辯護令可以避免兩
黨分裂以及黨進黨出,不尊重參議員個人意志的投
票, 看來民主黨想阻止共和黨使用filibuster的企
圖已無法達成, 除非兩黨取得妥協共識, 否則拜登
所推出的新政很難落實了。

韓國空軍性侵案持續發酵韓國空軍性侵案持續發酵
文在寅指示改善軍營文化文在寅指示改善軍營文化

(綜合報道）韓國青瓦台發言人樸炅美7
日表示，韓國總統文在寅就空軍性侵案表示
，要求有關部門在民間人士的參與下制定改
善部隊軍營文化的政策。韓國國防部當天也
表態稱，國防部正以法不阿貴的原則對空軍
性侵案進行不設禁區的調查。

據報導，文在寅表示，此時此刻應當新
設不只就案辦案的、還能綜合改善軍營文化
的機構，而且要讓民間人士參與其中。文在
寅強調，應當構建起一套完善的懲防體系，
以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文在寅3日指示徹查此案之際，也曾要
求偵查機關徹查軍隊內部報告體係是否存在
問題，並嚴肅處理包括最高級幹部在內的所
有涉案人員。

據青瓦台一位核心人士透露，文在寅強
調，軍隊的等級制度只是為了各司其職，不
應視為劃分身份高低的標準。不過，該人士
還說，文在寅只表明應當設立軍營文化改善
機構的原則性立場，並未提及機構負責人和
規模等具體事項。

另外，文在寅當天還敦促國會盡快處理
在國會法制司法委員會待審的《軍事法院法

》修正案。該法案由政府於2020年7月提交
國會，主要內容有廢除高等軍事法院，將軍
事審判的上訴審判權移交民間機構(首爾高等
法院)，旨在通過改革軍事司法制度，保障司
法獨立和軍隊官兵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軍
事司法制度改革也是文在寅的競選承諾之一
。

另一方面，韓國國防部發言人夫勝粲7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國防部正以法不阿
貴的原則對空軍性侵案進行不設禁區的調查
。韓媒分析稱，夫勝粲此番話被解讀為，日
前引咎辭職的空軍參謀總長李成龍或將被調
查。

韓國空軍第20戰鬥飛行團女士官李某於
3月舉報被空軍中士張某性侵，後於5月22
日自殺身亡。

報導稱，韓國軍方透露，4月7日，軍事
警察以起訴意見將張某移送軍事檢察機關。
但李成龍到同月14日才聽取相關匯報，且在
5月25日才通過電話向國防部長官徐旭匯報
相關事宜。隨後，徐旭就此指示李成龍對受
害者的二次加害進行嚴肅調查。 6月4日，
李成龍就此案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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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月球車計劃
在未來五年內登陸月球

綜合報導 加拿大正計劃通過與美國宇航局(NASA)的合作，讓加國

的月球車在未來5年內登陸月球。

加拿大政府5月26日向媒體披露其參與推進探月項目的新進展。按

照加拿大航天局的計劃，加拿大的月球車將在5年內攜帶加拿大和美國

的至少兩種科學設備，登陸月球的一個極地區域，以執行收集月球表面

圖像及數據等任務。

同時，月球車將嘗試經受一個完整月夜的極寒與黑暗的考驗。一個

月夜相當於地球上的14天。

作為月球車項目的第一步，加拿大航天局將甄選兩家加拿大公司進

行月球車及其科學設備的概念開發。

加聯邦創新、科學和工業部長商鵬飛表示，加政府通過加拿大航天

局再提供300萬加元，資助該國相關公司展開對月球探索的相關技術研

發。

加官方表示，加拿大人將在不斷發展的新太空經濟領域，在具有高

度競爭性和創新性的全球供應鏈中發揮重要作用。

加拿大航天局已與NASA簽署《“門戶”條約》，確認加方將參與

到打造月球“門戶”空間站的國際合作中。加方去年12月公布，按照該

協議，一名加拿大航天員將參加計劃中的2023年“阿耳忒彌斯(Arte-

mis)2”繞月飛行任務。加航天員未來還將參與一次飛往月球“門戶”空

間站的任務。加拿大還將為“門戶”空間站承擔機械臂——“加拿大臂

3”的研發建造。

加拿大政府2019年2月宣布參與美國主導的繞月空間站項目，並承

諾在未來24年內為本國太空計劃投資逾20億加元。自2020年初以來，

加政府已投入3650萬加元推動相關研發。

希臘超363萬人接種首劑疫苗
啟用“數字綠色證書”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1886例新冠患者，目前

累計確診404163例；新增死亡27例，累

計死亡12122例。希臘疫苗接種工作持續

推進，已有超過363萬人接種首劑疫苗

。該國新冠“數字綠色證書”申領平臺

也於6月1日正式啟動。

超363萬人已接種首劑疫苗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瑪麗

亞· 西奧多裏杜(Maria Theodoridou)在5月

31日舉行的疫情通報會上表示，該委員

會仍在考慮為年齡在12至15歲的青少年

接種新冠疫苗的問題。

她說，雖然歐盟藥品管理局已經批

準為12至15歲青少年接種輝瑞疫苗，需

接種2劑，間隔時間至少3周。但歐盟藥

品管理局的立場並不具有約束性，各國

都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自己最終的

選擇。

她指出，委員會最終的建議可能只

涉及為高風險青少年接種疫苗，並且疫

苗的接種不會以強製的方式進行，而是

會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她強調，在兒童

接種新冠疫苗這一問題上需要考慮諸多

因素，包括兒童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

兒童接種疫苗的好處，以及疫苗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等。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馬裏奧

斯•希米斯托克利斯(Marios Themistokle-

ous)則在當天的疫情通報會上介紹了目前

希臘疫苗接種計劃的進展情況。截至5

月31日下午，希臘已有超過363萬人接

種了至少一劑疫苗，有超過204萬人已

經完成了所有劑量的疫苗接種。

此外，年輕人對於參與疫苗接種顯

示出了較為積極的態度。自從可選疫苗

範圍擴大後，30至39歲人群的疫苗預約

數量有了明顯提升。

新冠“數字綠色證書”申領平臺啟動
另一方面，希臘新冠“數字綠色證

書”申領平臺於6月1日正式啟動。已經

完成新冠疫苗接種、72小時內新冠病毒

PCR檢測結果呈陰性，以及感染過病毒

並已康復的人士均可通過Taxisnet賬號或

希臘社保號(AMKA)進入官方數字平臺

gov.gr，獲取該證書。

該證書包含一個防偽二維碼，涵蓋

持有人的疫苗接種、病毒檢測結果以及

確診後康復情況等信息。

希臘也是歐盟成員國中首批啟動

“數字綠色證書”的國家。希臘總理米

佐塔基斯說：“這一證書的啟動，標誌

著我們將迎來一個更加安全和自由的夏

天。這一證書的上線也說明希臘已經站

在了數字科技的前沿。”

歐洲議會議員將在6月7日舉行的全

體會議上對“數字綠色證書”協議進行

投票。歐盟期待7月1日正式推出這一證

書。

歐盟批準8億歐元支持計劃
此外，歐盟委員會在1日發表的一

份聲明中說，已批準了涉及8億歐元的

希臘旅遊業支持計劃，以支持該國受疫

情影響的旅遊業。

負責歐盟競爭事務的歐委會執行

副主席瑪格麗特· 維斯塔格指出，這

項 8 億歐元的支持計劃將幫助和旅遊

業相關的企業實現資金流動性。這些

企業在疫情中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而

支持計劃將能幫助它們繼續開展經營

活動。

她說：“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我們

將繼續與各成員國密切合作，旨在尋找

可行的解決方案，以限製疫情對經濟產

生的負面影響。”

違反公平競選
西班牙首相被罰500歐元

綜合報導 據報道，西班牙首相佩德羅· 桑切斯收到西班牙最高法院

500歐元（約合3900元人民幣）的罰款通知，原因是他在2019年舉行大

選前夕，利用首相公權力在蒙克洛亞宮接受媒體采訪，此舉違反選舉公

平原則。

報道稱，蒙克洛亞宮不僅是西班牙政府所在地，也是國家重點文物

博物館，非政府人員不能進入宮內進行與選舉有關的一切活動。桑切斯

在蒙克洛亞宮接受采訪的消息在媒體上刊出之後引發輿論和民眾不滿，

反對黨指責桑切斯濫用公權力為自己造勢。

為此，西班牙選舉委員會對桑切斯作出500歐元的罰款決定，但

桑切斯認為自己本身就在蒙克洛亞宮內辦公，在這裏接受采訪沒有

什麽問題。於是桑切斯向西班牙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撤銷罰款

決定。最高法院經過2年審理，認為西班牙選舉委員會的證據確鑿，

桑切斯的行為有悖於選舉公平原則，因此決定維持原判，駁回桑切

斯的上訴請求。

世界氣象組織：2020—2021年拉尼娜現象已結束

綜合報導 總部位於日內瓦

的世界氣象組織指出，2020—

2021年拉尼娜事件已經結束，

未來幾個月中性條件（既非厄

爾尼諾也非拉尼娜）可能會主

導熱帶太平洋。預計6月至8月

的空氣溫度將高於平均水平，

特別是在北半球。

根據該機構《厄爾尼諾/拉

尼娜現象最新通報》，7月前

熱帶太平洋地區出現中

性條件的可能性為78%，

8月至10月降至55%，而

今年其余時間尚有較大

不確定性。

世界氣象組織介紹

，拉尼娜現象是指赤道

太平洋中部和東部洋面

溫度大尺度降溫，並伴有熱

帶大氣環流，即風、氣壓和

降雨量變化，它對天氣和氣

候影響通常與厄爾尼諾現象

相反。然而，所有自然發生

的氣候事件現在都在人類引

發的氣候變化背景下發生，

這種變化正在提高全球溫度

，加劇極端天氣並影響季節

性降雨型態。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

斯說：“拉尼娜有暫時的全

球降溫效應，通常在事件發

生第二年最強。按照最新標

準，這意味著 2021 年開年相

對涼爽。我們不應該因此產生

錯誤的安全感，認為氣候變化

出現了暫停。”他說，“二氧

化碳濃度仍處在創紀錄的高水

平，並將繼續推動全球升溫。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最新預測，

2021年至2025年間，至少一年

有90%的可能性成為有記錄以

來最熱年份，這將把2016年從

強厄爾尼諾年排名第一的位置

上移除。”

拉皮德宣布組建以色列新政府
內塔尼亞胡時代終結？

綜合報導 以色列“擁有未來”黨領

導人拉皮德2日告知總統裏夫林，他已成

功組建新一屆政府。裏夫林向拉皮德表

示祝賀，稱希望議會盡快投票批準新政

府成立。分析稱，新政府組建方案尚需

議會批準，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將不會就

此罷休。

據報道，拉皮德所在的“擁有未來”

黨在當地時間2日午夜截止日期的一分鐘

前，發表聲明作出上述宣布。

當天，以色列總統府也發表聲明稱，

新一屆政府將包括“擁有未來”黨、右翼

政黨統一右翼聯盟、中間黨派藍白黨等8

個政黨。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後，總理一職

將由統一右翼聯盟領導人納夫塔利· 貝內

特擔任，拉皮德任副總理，兩人將進行職

位輪換。

拉皮德在當天給裏夫林打電話時稱：

“總統先生，我與一些黨派已經成功組

建了一個政府。我承諾，這個政府將為

所有的以色列公民服務，尊重反對這個

政府的人士，盡其所能團結以色列所有社

會成員。”

裏夫林向拉皮德表示祝賀，稱“我

祝賀你和其他黨派領導人組建政府。據

總統辦公室稱，議會將盡快召開，批準

新政府的成立。”根

據 以 色 列 法 律 ， 新

政 府 組 建 方 案 需 經

以 色 列 議 會 表 決 通

過 後 ， 新 政 府 才 能

宣誓就職。

分析稱，此次組

閣成功，是多方勢力

為了拉內塔尼亞胡下

馬，進行政治運作下

的 特 殊 結 合 。 香 港

《大公報》稱，除了

這一目標之外，這些黨派之間似乎並不團

結。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所長普萊斯納表示

，內塔尼亞胡不會就此罷休。只要有一兩

名議員“反水”，拉皮德就可能無法組閣

，以色列將再次舉行選舉。

而即使新政府順利成立，成色駁雜、

堪稱以色列史上最“多元化”的政府，未

來施政能否順暢也令人關註。

此外， 2 日，伊薩克 · 赫爾佐克

(Isaac Herzog)贏得以色列總統選舉投票

，當選該國第 11 任總統。現任總統裏

夫林將在 2021 年 7 月 9 日結束其為期 7

年的任期。

據媒體此前消息，3月23日，以色列

舉行議會選舉，這是該國兩年內舉行的第

四次議會選舉。在選舉中，由內塔尼亞胡

領導的右翼利庫德集團所獲議席數位占居

第一。但是，沒有一個陣營獲得組閣所需

的61個席位。

4 月 6 日，裏夫林授權內塔尼亞胡

組建新一屆政府，但內塔尼亞胡未能

在 5月 4日午夜的最後期限前成功組閣

。5月 5日，裏夫林授權拉皮德組閣。5

月末，以色列兩個主要反對黨突然宣

布將建立聯盟，以解除內塔尼亞胡的

權力並組建新政府。內塔尼亞胡隨後

發聲譴責，稱這是“本世紀的最大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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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美國國內開展新冠疫苗接種
之際，有群美國人卻感到被美國政府拋在腦後，
即美國僑民。

據《華盛頓郵報》6 日消息，根據美國國務
院的數據，估計有900萬美國人僑居境外。最近
幾週，越來越多的僑民認為他們應有權獲得美國
批准的新冠疫苗。然而，美國國務院在完成全球
大使館工作人員接種後表示，到目前為止，美國
政府已向那些與美國大使館無關的人士提供兩個
選擇：要么回國去接種，要么在原地等待輪次。
白宮新聞秘書上月更是明確表示，“我們歷來沒
有為居住在海外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健，所以這
（拒絕給僑民提供疫苗）仍然是我們的政策”。

但生活在海外的美國人表示，事情沒那麼簡
單。疫苗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很稀缺，這些國家
和地區會優先供給本國公民。因此，海外僑民向

白宮呼籲，“雖然我們中的一些人可以在東道國
獲得疫苗，但我們都同意美國政府應該採取適當
措施，確保全球所有美國公民都能獲得疫苗，這
是美國政府的政治責任。 ”對於白宮能否回應呼
籲，有專家和僑民均表達了疑慮。美國前外交官
斯蒂芬莫里森（J. Stephen Morrison）表示，美國
大使館沒有能力開展大規模接種活動，他甚至懷
疑“（美國）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這個呼籲”。有
美國僑民表示，自己已選擇僑居國外，但美國大
使館表示“不對後果負責”。

此外，面對囤積疫苗的廣泛批評聲音，美國
政府宣布向外界提供數以千萬劑的疫苗，但此舉
也讓一些美國僑民感到失望。一位僑居泰國的美
國僑民表示，“我希望，當美國政府向某個國家
提供疫苗時，他們確實要像負責任的政府那樣，
為居住在該國的美國僑民做出安排”。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6 月 6 日，美國副總統哈里

斯乘坐“空軍二號”專機前往拉丁美洲國家危地馬拉進行
訪問，飛機起飛後不久出現“技術問題”，隨後返回華盛
頓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美媒提到，這是哈里斯上任以來首
次出國訪問。

飛機返航後，哈里斯在下午3點06分左右走下飛機，
向一名海軍陸戰隊員敬禮。她問記者：“大家都好嗎？”
對於記者的問候，她也回答：“我很好，我很好。我們都
做了禱告，不過我們都很好。”她用雙手豎起大拇指。

與哈里斯同行的一名記者說，飛機從安德魯斯聯合基
地起飛時，起落架發出不尋常的噪音，但飛機降落過程是
正常的。
哈里斯的首席發言人兼高級顧問西蒙•桑德斯對此表示：

“這是一個技術問題，沒有重大的安全問題。”他表示，
哈里斯將換另一架飛機繼續出訪行程。他向記者們介紹：
“飛機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起飛後不久，機組人員注意到
飛機的起落架沒有正常收起，這可能導致進一步的機械問
題。雖然沒有立即引發安全問題，但出於謹慎考慮，機組
人員決定返航。”

據報導，哈里斯在當天下午4點19分登上了另一架飛
機，很快起飛恢復行程。哈里斯比原定出發時間晚了兩個
小時。桑德斯稱，這是一架備用的C-32飛機，是由美國空
軍一架波音 757飛機改裝的。

據介紹，這是哈里斯擔任美國副總統以來首次出國訪
問，她此行將訪問危地馬拉和墨西哥。而這不是她第一次
被飛機故障打斷行程計劃。今年3月，她在乘坐飛機前往加
利福尼亞的途中，飛機就出現了機械問題。

白宮拒絕向海外美國僑民提供疫苗
要么待在原地，要么回國接種

美聯航訂購超音速客機美聯航訂購超音速客機，，紐約飛到倫敦只需紐約飛到倫敦只需 33..55 小時小時
（綜合報導）美國聯合航空6月3日宣布從新

創公司Boom Supersonic購買15架超音速客機，未
來可能再添購35架，計劃進軍高速旅行的新領域
。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燒，2020年航空業歷經
垂死掙扎，但隨著各國疫苗接種率逐漸提高，在
陣亡將士紀念日連假效應下，旅遊業明顯回溫，
而且由於各國政府與航空越來越注重減碳願景下
，航空業正整裝待發，汰換飛機需求湧出。

聯合航空6月3日宣布向Boom Supersonic購買
15 架 Overture超音速客機，並在未來某個時間點
會再加購35架。

聯合航空執行長Scott Kirby於新聞稿中表示：
“Boom對未來商業航空的願景，加上該行業全球
最強大的網路，將為商務、休閒旅客提供一流的
飛行體驗。”

Overture超音速客機飛行速度預估達1.7馬赫
，可將目前飛行時間減半。好比一般從紐約到倫
敦的航班通常要花7小時，超音速客機將只需3.5
小時。

聯合航空購買超音速客機，主要就是瞄準全
球各大城市間的長途國際航班，比如從舊金山到
東京、從紐約到巴黎。

聯合航空公司負責企業發展的副總裁 Mike
Leskinen稱，Overture或許會極大地改變該航空公
司一些最繁忙的國際航線，如果能縮短從美國東
海岸飛往歐洲某些城市的飛行時間，並且碳排放
更低，這點非常吸引人。

Boom Supersonic成立於2014年，是一家超音
速飛機製造商，總部位於丹佛，現在擁有約150名
員工，並籌集了2.7億美元的資金。目前Boom第
一架商用超音速飛機 Overture 尚未建成或獲得認
證。

Boom預計XB-1原型飛機在下半年進行試飛
，該原型機為未來真正客機 Overture 的三分之一
大小，主要用於性能測試和技術開發。

若 XB-1 飛 成 功 後 ， Boom 計 劃 2023 年 將
Overture 投入使用，在 2029 年開始提供客運服務
，屆時，還需要取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在內的
監管機構認證。

““空軍二號空軍二號””專機突發技術問題專機突發技術問題
哈里斯副總統首次外訪被迫返航哈里斯副總統首次外訪被迫返航

（綜合報導）位於灣區的阿拉米達郡週五發布了修正後的死亡人數，總死亡人數為1,223
人，遠低於之前的1,634人。

“阿拉米達郡之前的新冠死亡總數中包括任何在死亡時感染了該病毒的人。”該郡衛生官
員在一份聲明中說。

“阿拉米達郡與加州的定義保持一致，將死亡統計僅包含那些直接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新
冠是導致死亡的因素之一的人，或無法排除新冠是死因的人。”

衛生官員表示，在該州去年底提出新定義之前，他們將任何在死亡時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

性的人算在內，作為官方統計的一部分。
但該郡沒有詳細說明從官方統計中刪除這些人的原因。
“肯定有人死於顯然不是由新冠引起的原因，”該郡衛生機構發言人巴爾拉姆說。
該郡的衛生官員尼古拉斯•莫斯承認，任何死亡人數的修改“都會引起一些關注”，但他

表示，他希望更新後的數字能讓居民相信政府致力於統計的準確性。
莫斯說：“無論是現在還是在大流行高峰期間，這都不會改變我們的政策決定。”

加州阿拉米達郡宣布修改新冠死亡病例統計方式加州阿拉米達郡宣布修改新冠死亡病例統計方式，，死亡病例驟減死亡病例驟減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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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無僥倖 謹防六騙局
教育部：試題屬國家絕密級 家長考生勿信網絡上違法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2021年高考將於6月7日開鑼，全國報考人數

1,078萬，創歷史新高。在考生進入緊張衝刺

狀態時，一些不法分子卻動起了“歪腦筋”，

借高考散布虛假信息，誤導考生和公眾，甚至

實施詐騙。為此，教育部5日發布高考防騙預

警，揭露網絡銷售所謂“高考絕密答案”、一

些培訓機構製造“押中真題”假象、謊稱有高

校招生“內部指標”等六類高考騙局，提醒考

生和家長，明辨網絡謠言，謹防上當受騙。

六類高考騙局
一、在網上以“出售高考試卷答案”為名，騙
取考生和家長錢財。

二、考前編發“佔坑帖”，考後宣傳“押中
題”。以此製造考前獲得試題或“押中真題”
的假象，並作為噱頭進行培訓輔導宣傳。

三、在網絡上兜售作弊器材，宣稱只花千元人
民幣就能輕鬆考過，誘導考生作弊。

四、聲稱“有門路”，可以找人替考，需要提
前支付“保證金”，成績出來後再按照“協
議”支付款項等。

五、假冒高校招生人員、校領導親戚等，謊稱
手中掌握高校“內部指標”“機動計劃”“定
向招生計劃”“低分高錄”“補錄”等實施詐
騙。

六、個別地區和學校的招生部門網站和微信公
眾號被一些個人和機構提前搶註，假冒、仿冒
高校或官方招生機構和學校網站、公眾賬號編
造散布虛假信息，迷惑考生和家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 66月月11日日，，在廣西河池市都安瑤族自治縣高級中學操場在廣西河池市都安瑤族自治縣高級中學操場
上上，，高三年級學生在開展跳繩比賽高三年級學生在開展跳繩比賽，，輕鬆迎接高考輕鬆迎接高考。。 新華社新華社

每年都會有不法分子在網絡平台售賣所謂“高
考真題”“絕密答案”等，騙取考生家長錢

財。對此，教育部表示，高考試題屬於國家絕密
級材料，其保管和運送都有極其嚴格的管理措
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確規定，在法律
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為實施考試作弊行為，向
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試題、答案的”，屬於違
法行為。考生及家長不要心存僥倖，購買所謂
“高考絕密答案”。

培訓機構編輯“佔坑帖”作噱頭
另外，在高考前，一些社會培訓機構會通過

網絡建立標題欄，發布空白內容的“佔坑帖”並
隱藏，考後再將從網上獲得的試題內容等重新編
輯到“佔坑帖”中，並公布。以此製造考前獲得
試題或“押中真題”的假象，並作為噱頭進行培
訓輔導宣傳，博取關注。教育部提醒，高考試題
試卷屬於國家絕密級材料，廣大考生切勿輕信這
類虛假宣傳，以免上當受騙。

作弊情節嚴重將負刑責
教育部還提到，一些不法分子在網絡上兜售

作弊器材，宣稱只花千元人民幣就能輕鬆考過，
誘導考生作弊。在高考中非法製售和使用無線考
試作弊器材屬於違法犯罪行為，嚴重危害國家教
育考試安全，破壞社會公平正義，公安機關將依

法予以嚴厲打擊。
另外，所謂的“替考”“槍手”等廣告也出

現在網上。這類信息聲稱“有門路”，可找人替
考，需要提前支付“保證金”，成績出來後再按
照“協議”支付款項等，這些均屬違法行為。法
律明確，對在高考、研考等國家教育考試中組織
作弊的，將直接認定為“情節嚴重”行為，處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招生不存在“內部指標”
而高考成績公布前，一些不法分子還會通過

偽造文件、私刻印章、設立報名處和諮詢電話等
方式，假冒高校招生人員、校領導親戚等，謊稱
手中掌握高校“內部指標”“機動計劃”“定向
招生計劃”“低分高錄”“補錄”等實施詐騙。
對此，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錄取有嚴格的工作
流程，不存在所謂的“內部指標”。

另外，近年來，出現個別地區和學校的招生
部門網站和微信公眾號被一些個人和機構提前搶
註，假冒、仿冒高校或官方招生機構和學校網
站、公眾賬號編造散布虛假信息，迷惑考生和家
長，嚴重擾亂考試招生秩序。對此，教育部提
醒，考生網上查詢高校招生信息時，請認準“官
網”標識，謹防山寨賬號或網站騙局。每年具有
本專科招生資格的全國高等學校名單都會在教育
部官網發布。

●●建設者在隧道內作業建設者在隧道內作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
老
鐵
路

座
隧
道
全
貫
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
道）據中鐵昆明局集團消息，中（國）老
（撾）鐵路景寨隧道5日安全貫通，至
此，中老鐵路全線167座隧道全部貫通，
為今年底開通運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老鐵路全長1,000多公里，北起
中國昆明，南至老撾萬象，由中國段、
老撾段組成，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與老撾“變陸鎖國為陸聯國”戰略的對
接項目。建成通車後，中國昆明至老撾
萬象有望實現直達運輸、當日通達。

據了解，景寨隧道位於雲南省西雙版
納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境內，全長9.5公
里，為行車速度160公里每小時的單線隧
道，隧道穿越瀾滄江斷裂帶，緊伴瀾滄江

而行，最大埋深711米，地質構造
複雜，圍岩破碎、富水，軟硬不
均。具有軟岩大變形、湧水突泥、
高地應力等特點，為高風險隧道。

建成開通後火車僅需4分鐘通過，建設者
卻堅守了1,600多個日夜。

隧道總長達590多公里
中老鐵路全線隧道167座，總長達

590多公里，佔全線總長度的63%，施
工任務繁重。國內段508公里有93座隧
道，10公里以上有15座，軟弱圍岩佔比
達87%，岩體鬆散破碎，地下水發育，
被稱為“活的地質博物館”，修建難度
極大，景寨隧道是其典型代表。

開工建設以來，建設者們打通了全
線最長的安定隧道、保護亞洲象穿越野
象谷的勐養隧道以及連通中老兩國的友
誼隧道……“最後一座堡壘景寨隧道被
成功攻克，為年底高質量開通奠定了堅
實的基礎。”滇南鐵路建設指揮部副指
揮長馬有良感慨地說，目前，中老鐵路
國內段項目進展順利，路基、橋樑已全
部完成，11座車站站房全面進入裝飾裝
修，鋪軌工程已完成95%以上，從昆明
坐動車到萬象指日可待。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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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疫情嚴峻，全國疫情三級警戒延長至28日，經
濟部次長陳正祺今天表示，超市、超商、百貨與賣場將加強3大
管制措施，包括人流、動線及場域。

全聯福利中心表示，相關措施先前即有實施，遇到人潮突增
的狀況，門市店經理會自行進行流量管制，且門口皆有店員計算
進店消費人流，並依據各門市坪數大小，以100坪限制100人、
400坪限制400人為控管原則，確保消費者購物採買防疫距離安
全。

好市多表示，即日起全台門市皆以1人1坪方式進行人流管
制，同時根據場內實際人數，搭配車流控管，減低消費者群聚風
險。

另外，配合台北市政府規定，昨天起台北市門市以身分證尾
數單、雙號進行分流採買，週一至週五採柔性勸說，週六、週日
則會落實分流，分散採買人潮。

家樂福指出，先前各門市就已配合地方政府實施相關作業
，例如人流管制即有控制在1人1坪，因此目前人流、動線及場
域相關措施照常。

愛買表示，近期人潮狀況正常，加上之前分店人流管制就以
1坪1人方式設置，相關管制措施更甚於中央規定，目前並無措
施變動考量。

百貨部分，在疫情爆發以來，人潮已大幅減少，百貨業者
也多調整營業時間，並落實防疫措施。

新光三越表示，全館已採實聯制，並要求佩戴口罩、入場
量體溫、提供手部消毒等，出入口也進行管制。每天固定消毒顧
客接觸點及公共設施，館內也隨時排換氣，每週會進行2次館內
外大消毒。

SOGO百貨表示，已進行實聯制、要求佩戴口罩、量體溫
、提供消毒，出入口做好分流，門口也有專人駐守控制人流，其
他公共區域加強消毒，百貨內部將拉大消費者間的距離，以1人
2坪為原則；超市部分，週一至週五將宣導民眾自主分流，週六
與週日會派人管控超市出入口。

台北101指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觀景台停業時間將延長
到28日，商場及辦公大樓已採實聯制、全面要求入館配戴口罩
；每週進行一次辦公大樓、購物中心與觀景台公區全面消毒、每
天進行全館空調排換氣、每半小時消毒擦拭電梯按鍵鈕、電扶梯

扶手及廁所等。
微風百貨表示，遵守政府規定，人

流管制及全面採實聯制外，各館也設置
紅外線熱像儀，掌控入館人員體溫，每
小時清潔消毒並天天排換氣，行動防疫
大使也會不定時巡館並準備酒精，隨時
提供使用。

微風百貨指出，每天皆會進行員工
防疫衛教並正確戴好口罩勤洗手。超市
部分，將配合政府政策，週一至週五宣
導分流，週六與週日以顧客身分證尾數
分流入場。

環球購物中心表示，目前早已採行
入館實聯制，每週進行全館滅菌消毒、
每小時公共區域以酒精消毒，出入口分
流並量測體溫、提供酒精消毒，此外，
館內員工每3小時測量一次體溫，並戴健
康管理胸牌記載體溫，積極落實防疫。

至於 4 大超商防疫相關措施，萊爾
富表示，將全力配合中央政策，人流控
管部分，以落實1坪1人為原則，由於每
間門市坪數不一，會在店外張貼最大容
納人數公告，而針對坪數較大的門市，
必要時將加派人力做人流控管；出入口
則持續貫徹實聯制，並落實門市消毒。

全家便利商店表示，配合政府防疫
作為，將針對全台超過3800店舖施以3步驟響應防疫作業。第一
，在店內結帳區設置地貼，維持1坪1人的社交距離；第二，於
離峰時段及早、中、晚大夜交接班時進行一天4次的店舖消毒；
第三，全台洗手間、休憩區暫停開放、裸賣熟食暫停販售。

OK超商表示， 因應防疫升級，除使用結帳區等待線讓消
費者間隔距離保持1.5公尺外，門市人員也將控管店內人流，維
持1人1坪防疫原則。

另外，也持續實施行政院 「簡訊實聯制」、全台門市暫停
販售熟食、暫停開放顧客使用廁所與顧客休息區，以及門市每隔

8小時三班制進行門市環境清潔消毒。
統一超商表示，將配合政府規範防疫措施，持續落實戴口

罩、實聯制、保持社交距離，同時將加強容留人數規範，並提供
顧客酒精使用，門市定期消毒清潔，依政府防疫政策持續滾動式
調整防疫作法。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表示，三級警戒延長期間，會嚴
格落實防疫措施，除餐飲一律外帶，也要求超市、超商、百貨與
賣場在人流、動線及場域3方面加強管制，包含以1坪1人為原
則控制人流、管制出入口、定期定時消毒。

疫情嚴峻 超商百貨落實人流動線場域防疫管制

抗疫電動公車上路抗疫電動公車上路
國光客運宣布國光客運宣布，，1212輛全新電動公車輛全新電動公車77日起上路服務日起上路服務，，因應疫情因應疫情，，全車空調系全車空調系

統加裝光水離子化統加裝光水離子化PHIPHI專利淨化技術專利淨化技術，，具備空調自我淨化能力具備空調自我淨化能力，，可分解環境中氣體可分解環境中氣體
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清除病毒清除病毒、、細菌與細菌與PMPM22..55等有害物質等有害物質，，同時除臭去味同時除臭去味，，提高車內空提高車內空
氣潔淨度氣潔淨度。。

商業服務業紓困開放申請餐飲攤販洗衣業等納入
(綜合報道）紓困4.0今起開放申請，經濟部匡列新台幣427

億元補助商業服務業，同步公布細項行業別，例如餐食攤販、百
貨與洗衣業等均納入，只要符合紓困資格即可適用，不過，防疫
考量下，一律線上進行。

國內疫情從5月中爆發至今，未見趨緩，全台疫情警戒第
三級時間也不斷延長，嚴重衝擊產業，餐廳、咖啡廳、飲料店、
KTV、美髮美容、傳統洗衣店、婚紗攝影、服飾店、文具店等內
需型商業服務業首當其衝，經濟部列為 「紓困重點」，編列427
億元預算。

相關紓困申請今天起跑，期間為經費用罄為止，或至8月31
日。只要擁有稅籍登記的商業服務業，今年5至7月任一個月營
業額衰退 50%以上，就能請領，比較基準分為兩項，第一，與
108年5至7月同月營業額相較；或是第二，與今年3、4月月平
均營業額相較。

經濟部商業司進一步表示，受補貼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

是一般商業服務業，只要符合上述資格，就能獲一筆營運資金補
貼，金額以本國全職員工人數乘以4萬元計算，舉例來說，若公
司規模為10人，可請領40萬元。

第二類是受中央政府命令停業，在這期間給付員工薪資未
達基本工資者，可獲兩筆補助，一筆為營運資金補貼，金額以本
國全職員工人數乘以1萬元計算；另一筆為員工薪資補貼，每人
3萬元，而員工還能再請領就業安定基金加發的生活補貼1萬元
，也就是說，員工每人可領4萬元。

不過，補貼有但書，企業不能解散或自行歇業，不裁員、
不減薪或減班休息，也不能重複請領其他政府機關的紓困補貼，
離職員工人數有一定比例，不得超過，如未滿200人以上者，離
職員工人數不能超過總員工人數的六分之一，否則將追回補貼。

商業司表示，在防疫考量下，所有申請一律採線上進行。
商業服務業適用行業範圍包括餐飲、零售、批發、倉儲、

廣告、專門設計、洗衣、美髮、美容美體、攝影、翻譯、租賃、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等，零售包含超商、百貨公司、服飾業等。
此外， 「製造業與其技術服務業」以及 「會展業」第2季相

關紓困補貼申請也在今天開跑，申請期間為經費用罄為止，或最
遲到8月2日止。

工業局表示，國際疫情尚未趨緩，加上國內疫情升溫及新
台幣升值、運費上升等不利因素，影響部分從事出口產業，開放
今年4至6月營業額衰退50%以上企業申請。

工業局表示，補貼資格沿用今年第1季規定，符合者可獲政府
補貼正職員工3個月經常性薪資費用（每月上限2萬元）及正職
員工數乘以1萬元的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去年第2季以來已領
過補貼者，不在補貼行列。

貿易局表示，邊境管制持續，加上疫情升溫，部分業者營
運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將持續紓困，符合條件者可獲每名員工4
成薪資補貼，最高每人每月獲補助新台幣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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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期：2021年5月1日至11月30日

開立精簡商業支票帳戶，
首六個月

享受0月費 1

開立商業分析支票帳戶，
首六個月

在原有收益積分基礎上，
可享額外 50 個基點 2

請參閱以下重要詳情。
1.  優惠僅適用於新開立的精簡商業支票帳戶。必須是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立的帳戶。精簡商業支票帳戶的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月費為$15，並可能有其他每月服務項目收費。帳戶的最低結餘需維持

在$3,000或以上，才會豁免月費 (豁免開戶後首六個月的月費)。適用時仍會產生服務項目費用。
2.  優惠僅適用於新開立的商業分析支票帳戶。必須是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的帳戶。商業分析支票帳戶的最低開戶金額為$200。月費為$18，並有服務項目收費，服務項目收費可能會完全或部分被收益

積分抵消。收益積分率分為三個等級並由國泰銀行決定。帳戶中的餘額將決定計算收益積分時所使用的等級。向客服專員了解更多詳情。
3.  Deluxe Corporation將收取運費和稅金。
4.  國泰商戶刷卡服務由Elavon提供和管理。所有申請都必須通過Elavon的審核。Elavon是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版權所有。優惠如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5.  受條款和條件限制。申請貸款需審核信用。開立存款帳戶並不保證信用獲批核。詳情請諮詢商業貸款專員。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服務企業，
優惠享不停
疊加福利，錦「商」添花
全力助您省錢省心。

我們還同時推出「商戶刷卡服務」4和「進階精簡資本商業
貸款」5限時優惠。立即向我們查詢，為您節省更多開支。

支票帳戶入門套組，包含臨時支票、 
存款單和背書印章3

商業支票卡 
商業網上銀行服務，包括手機銀行、 電子繳費、 
QuickBooks 對接和電子帳單

錦「商」添花客戶還可獲享以下福利，不另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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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生活與健康講座生活與健康講座 】】系列系列（（一一））
上周六李兆瓊開講上周六李兆瓊開講：： 「「風水與現代建築風水與現代建築 」」

20212021 粵語阿滋海默症論壇粵語阿滋海默症論壇：：認識失智認識失智、、守護家人守護家人，，本周六舉行本周六舉行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休士頓
著名建築師著名建築師、、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負責人李
兆瓊先生兆瓊先生，，除了從畫馬中體會除了從畫馬中體會 「「自我自我
實現實現，，自我挑戰自我挑戰」」 的人生過程外的人生過程外，，他他
更從年輕時即著迷的中國更從年輕時即著迷的中國 「「風水風水」」 理理
論論，，用到他的本業用到他的本業 「「建築建築 」」 上上，，進而進而

深深體會深深體會：： 「「風水就是建築風水就是建築，，建建
築就是風水築就是風水」」 ！！
李兆瓊建築師於上周六在祥瑞花李兆瓊建築師於上周六在祥瑞花
園今年新增的園今年新增的【【 生活與健康講座生活與健康講座
】】系列系列（（一一 ））中主講中主講 「「風水與現風水與現
代建築代建築 」」 。。李兆瓊先生從李兆瓊先生從19721972
年開始研究年開始研究 「「風水風水」」 ，，並自並自19991999
年起年起，，在在 「「萊斯大學萊斯大學」」 教授教授 「「風風
水學水學」」 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研究風水學快研究風水學快
5050年的他年的他，，一開始即為一開始即為 「「風水風水」」
下定義下定義：： 「「風水風水」」 是中國文化具是中國文化具
體的表現在實際居住環境上的體的表現在實際居住環境上的
「「統計學統計學」」 。。 「「風水風水」」 也是選擇也是選擇
良好生活環境的理論標準良好生活環境的理論標準，，其目其目
的在的在：：中庸中庸、、和諧和諧。。中國文化一中國文化一
向注重向注重：：一命一命、、二運二運、、三風水三風水、、
四積陰德四積陰德、、五讀書五讀書。。風水最重要風水最重要
的理論的理論：：就在於陰就在於陰、、陽互補陽互補，，缺缺
一不可一不可。。不僅動態平衡不僅動態平衡，，還講求還講求
定定、、靜靜、、安安、、慮慮、、得得。。而風水上而風水上

我們周遭的環境我們周遭的環境，，它代表氣場它代表氣場。。所謂所謂
「「正大光明正大光明」」 四字四字，，即指即指：：端正端正、、大大
方方、、光亮光亮、、明潔明潔。。它們相輔相成它們相輔相成，，生生
生不息生不息。。 「「風水風水」」 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如如
何保護你自己何保護你自己。。所謂所謂：： 「「藏風聚水藏風聚水」」
，，水即代表水即代表 「「財財」」 ！！ 「「聚聚 」」 指陰陽的指陰陽的

平衡平衡，，動態的平衡動態的平衡。。另外另外，， 「「五五
行行 」」 的觀念的觀念：：金金、、木木、、水水、、火火、、
土土，，代表這五種氣的好壞代表這五種氣的好壞、、消長消長
。。從東四命從東四命、、西四命不同的命盤西四命不同的命盤
，，風水師按風水師按 「「後天八卦後天八卦」」 定您的定您的
居宅吉凶居宅吉凶，，當時也包括當時也包括：： 「「二十二十
年風水輪流轉年風水輪流轉 」」 種種變數種種變數。。

因此因此，，李兆瓊先生說李兆瓊先生說：： 「「建建
築築」」 是看的見的整體環境是看的見的整體環境，，就是就是
「「風水風水」」 。。他以他多年前在休市他以他多年前在休市
中國城設計的中國城設計的 「「金城銀行金城銀行」」 整體整體
外觀為例外觀為例，，以以 「「正大光明正大光明」」 四字四字
代表代表。。風水就是風水就是 「「建築建築」」 ！！是你是你
看不到的看不到的，，而人人可以感受到而人人可以感受到。。他並他並
以圖示大部分現代建築與風水有關以圖示大部分現代建築與風水有關。。
如大部分香港的高樓建築有尖角如大部分香港的高樓建築有尖角，，對對
「「風水風水」」 不好不好，，產生煞氣產生煞氣，，他們在對他們在對
角線財庫位化解角線財庫位化解。。又如美國川普總統又如美國川普總統
，，是第一個採用中國的風水師幫他解是第一個採用中國的風水師幫他解
決難題決難題，，如在建築物一關鍵的地方設如在建築物一關鍵的地方設
計一個地球儀計一個地球儀，，將煞氣化解將煞氣化解。。又如國又如國
際著名建築師貝聿明設計法國的羅浮際著名建築師貝聿明設計法國的羅浮
宮宮，，就是把現代建築與中國的風水結就是把現代建築與中國的風水結
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把該建築的整個氣聚到中把該建築的整個氣聚到中
間間。。此此 「「神來之筆神來之筆」」 ，，即採用中國即採用中國
「「相生相剋相生相剋」」 的觀念的觀念。。

李兆瓊又以多所建築圖為例李兆瓊又以多所建築圖為例，，如如
某牙醫診所某牙醫診所，，用顏色代表不同的方位用顏色代表不同的方位
，，代表不同的氣場代表不同的氣場，，而牆壁而牆壁，，則採用則採用
金色調金色調，，人進去後感覺很平靜人進去後感覺很平靜。。又如又如
香港的中國銀行大樓香港的中國銀行大樓，，把水放進去把水放進去，，
把尖角的殺氣去掉把尖角的殺氣去掉，，利用相生利用相生、、相剋相剋
的原理的原理。。在香港的臘燭台上面作一個在香港的臘燭台上面作一個
水池水池，，如此有山如此有山、、有水有水，，造成氣要通造成氣要通
，，煞氣扭轉的效果煞氣扭轉的效果。。

李兆瓊先生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李兆瓊先生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
，，獲建築學士學位獲建築學士學位，，又獲美國華盛頓又獲美國華盛頓
大學建築碩士學位及美國哈佛大學高大學建築碩士學位及美國哈佛大學高
級房地產專精班結業級房地產專精班結業。。他在東方文化他在東方文化

基礎上長大基礎上長大，，又有美國生活體驗又有美國生活體驗。。他他
設計建築設計建築，，不以不以 「「特殊特殊」」 外型吸引人外型吸引人
，，尤其住家尤其住家，，他的設計更追求他的設計更追求 「「和諧和諧
」」 ，，這也是中國文化基本上這也是中國文化基本上 「「儒家儒家」」
哲學哲學。。當天演講結束後當天演講結束後，，他並率領前他並率領前
來聽講的聽眾到來聽講的聽眾到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三間三間
「「樣品房樣品房」」 參觀參觀，，實際了解他設計這實際了解他設計這
棟高檔亞裔老人住宅的用心棟高檔亞裔老人住宅的用心。。 「「祥瑞祥瑞
花園花園」」 在中國城興建這種商業設施良在中國城興建這種商業設施良
好的居住環境好的居住環境，，不僅有助提升整個不僅有助提升整個
China TownChina Town 的居住環境的居住環境，，也提升該也提升該
社區的形象社區的形象。。

圖為李兆瓊先生上周六在祥瑞花園圖為李兆瓊先生上周六在祥瑞花園【【生活與健康講座生活與健康講座】】系列系列（（一一））中主講中主講 「「風水與現風水與現
代建築代建築」」 的情景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六月是認識阿滋海默症和腦部
健康月，阿滋海默症協會鼓勵大家如果開始察
覺家人認知能力有改變，請盡早向家人提出相
關的話題，早期偵測，早期準備，也盡早與阿
滋海默症協會聯繫上: www.alz.org ，www.
alz.org/chinese 或撥打全年無休諮詢專線
800.272.3900。

六月灣區將有多場腦部健康相關的線上講
座及活動，歡迎大家踴躍參與：https://www.
alz.org/norcal/events/love-your-brain

日期/時間: 6/12, 星期六上午 10-12:30
pm PDT

網上報名： https://tinyurl.com/2021On-
lineChineseEd更多詳情請聯繫歐小榮，致電/
短訊 408.372.9926 或電郵 xou@alz.org
費用: 免費
講題／嘉賓：

阿滋海默症早期診斷的重要性／呂以斌醫
師, 安樂居醫學資訊總監

了解失智症行為及因應辦法／司徒靄詠護

理師, 凱撒醫療中心記憶門診, 阿滋海默症協會
社區講師

家居安全／陳柏豪，阿滋海默症協會家庭
照護專員

總動員：共同促進華裔在失智症及照護研
究中的代表性/左雨詩博士, 三藩市加州大學醫
學院臨床心理學教授

家屬照顧者分享／梁美儀女士
權益倡導 - 促進阿滋海默症診斷、照護與

支持的平等性
與國會議員 Ro Khanna的對談
日期及時間：June 3, 2021, Noon PDT
報名請上網：tinyurl.com/EquityinAlz

阿滋海默症協會喘息服務補助金
我們的喘息服務補助金為主要的家屬照顧

者提供極需的休息。該補助金支付居家護理，
成人日間照護或過夜護理的費用。補助金通常
可避免家屬照顧者陷於精疲力盡，孤立和憂鬱
的狀態 。

補助金的贈款方對受益人資格有非常明確

標準。補助金受益照顧者的基本要求是：
•家庭必須在北加州
•照顧阿滋海默症或相關失智症患者
•為患者提供實質性的照顧並與患者同住
•需要喘息服務或額外的喘息服務
•資產較低，自己無力支付喘息服務

對喘息服務補助金有興趣的主要照顧者須
先聯繫我們的24小時諮詢專線: 800.272.3900
。諮詢專線將對其進行篩查，合適的話，就會
收集其基本個人資料並將之轉交給當地的家庭
照護專員。家庭照護專員隨後將與主要照顧者
聯繫以進一步討論喘息服務補助金的詳情，並
協助填寫申請表。

早期患者論壇 (Early Stage Forum)
提供給早期患者的論壇，歡迎大家報名參

與：日期與時間： June 16th from 10:00
am - 11:30 am.

報名：tinyurl.com/ESForum21

圖為李兆瓊先生上周六在祥瑞花園圖為李兆瓊先生上周六在祥瑞花園【【生活與生活與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系列系列（（一一））中主講中主講 「「風水與現代風水與現代
建築建築」」 的情景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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