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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加州訂於15日解除防疫措
施，專家示警變異病毒株和未接種疫苗的族
群恐成破口。加州科學館的科學家認為突然
改變一切、回到正常仍有風險，要求訪客持
續戴口罩。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
苗接種率在加州有城鄉差異。 「舊金山紀事
報」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今天
報導，舊金山灣區半數以上民眾接種疫苗，
但許多鄉村僅有約1/4居民施打疫苗。

加州有許多地區通報群聚感染，包括舊
金山北灣的馬林郡（Marin County）、酒鄉
索諾馬郡（Sonoma County）近來爆發疫
情，以未接種疫苗、既不服從公共衛生規定
又群聚的年輕族群為主。

由於12歲以下兒童尚未接種疫苗，公
衛官員關注一些染疫後病情嚴重的孩童病例
。專家最大的擔心和不確定感都是變異病毒
株，儘管現有的疫苗對已知的變種病毒提供
一定程度的保護力。

報導說，過去15個月來美國疫情的發
展讓專家累積了掌控疫情的多種工具，可快
速識別集體染疫的狀況、警示令人不安的染
疫住院和病故趨勢，擁有調查人員追蹤新染
疫的確診病例接觸史，以及可靠的基因定序
追蹤變異病毒。專家研判，加州的疫情要像
去年冬天那麼嚴重的機率不高。

然而，有科學家說，只要世界上其他地
方疫情肆虐，人們就應該關注變異病毒。

考量印度流行的Delta變異株，加上一
半加州人尚未接種疫苗，加州科學館（Cal-
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科學主任班
奈特（Shannon Bennett）仍對未來幾個月
的狀況示警。她說，即使加州在兩天後準備
解封，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疫情，讓她緊
張。

加州科學館和其他兒童博物館計劃保留
一些防疫規定，特定展館的人流仍有上限，
無論是否接種疫苗，所有參觀者都要戴上口
罩。

加州加州1515日解封日解封 兒童相關博物館仍要戴口罩兒童相關博物館仍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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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week I was invited by Congressman Al
Green to attend a party with a group of Asian
friends and his supporters.

Al introduced all the guests with their
backgrounds and their businesses in detail.
We were very surprised that he could
remember almost every guest. I knew that he

cared for everybody he knew.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were able to get together with
many old friends. We all felt we were so lucky
that we all survived the last 18 months.

Congressman Green wanted to hear from us
about the current problems that we all are
facing. Many of us talked about the issues of
hate crimes, the cost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lumber that have gone up three times,
the cost of containers from Asian countries
that now has gone up to twelve thousands
dollars from the previous four thousand dollar
price and retail stores and supermarket prices
have also gone up. And now we are facing
inflation.

Al was listening and took notes. He promised
that he will bring all our voices back to

Washington. He also introduced us to his new
Chief of Staff, Ms. Niha Razi. She is an
attorney and her parents are from Pakistan.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Congressman Al
Green has been our community’s best
intimate friend. His caring, serious and
earnest efforts have always warmed our
hearts.

I am so lucky to know him and have travelled
with him to China and Taiwan on two trips.
Today we as Asians are facing a very difficult
political dilemma. Al is really trying to help us
to seek and find peace in the world.

Our community is so lucky that we have such
a representative to represent us in the U.S.
Congress.

0606//1414//20212021

Our Real Intimate FriendOur Real Intimate Friend
–– Congressman Al GreenCongressman Al Green

上週末接到國會議員格林之
電話邀約，參加了他的晚宴，
餐桌上的賓客多半是他的老友和
捐款人，餐會上，格林議員都能
如數家珍地介紹每一個人的背景
和经營事業，可見他的記憶力和
認真誠度，這是一年多疫情擴散
以來大家首次同桌進餐，在相互
問候聲中，彼此都有”刧後餘生
”之感。
大家向我們這位敬愛的民意

代表表達了心聲，其中包括目前
在全國面臨之歧視亞裔問題，木
材價格上漲三倍，從亞洲來的集
裝箱從每個四千元上漲到一萬二
千元，大賣場的物價全面上揚，
房價也不斷走高，因而導致通貨

膨脹。
格林議員不斷回答和做筆記

，希望能向政府反映民情，會上
他特別介紹了新任國會辦公室主
任巴基斯坦裔娜宇律師。
長久以來，格林議員是我們

認識的最友善、勤勞、認真、
親民的民意代表，從他的言談和
行動中，可以體驗到他對我們的
真正關切。
他就任十五年來，我們選區

沒有人能向他挑戰，曾經兩次和
他訪問中國大陸和台灣，在這個
黑白是非不分的年代，格林議員
對政治之敏感度都拿捏的非常好
，我們感謝他，祝福他，這位真
真是為民喉舌的政治家。

探訪民情探訪民情 親力親為親力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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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逮捕記者逮捕記者
掩蓋掩蓋不了緬甸軍政府霸行不了緬甸軍政府霸行】】

【綜合報道】俄國防部下屬的軍事建設
公司本月吸納了39.85億盧布（人民幣1元約
合11.2盧布——本網注）貸款用於完成法蘭
士約瑟夫地群島亞歷山大地島上的納古爾斯
科耶機場的設計與建設。俄國防部消息人士
說，這些資金將用於在該機場修建便於軍用
飛機常駐的基礎設施。

俄國防部在2015年至2019年間已為納古
爾斯科耶機場的建設和相關建築安裝工作投
入約50億盧布。為建成這個真正意義上的北
極軍事基地，俄羅斯總共將花費90億盧布。
這一金額與俄政府去年為國防部建立16所抗
擊新冠疫情的醫院而撥付的款項相同。

今年5月，俄北方艦隊負責空中行動和
防空的第45軍參謀長伊戈爾•丘爾金少將說
，完善北極機場是為了更好地對北極航線地
區空域實施監控並從空中保障該運輸線的安
全。他表示，改造後的納古爾斯科耶機場可
起降圖-95MS戰略轟炸機。

《消息報》此前曾報導稱，俄羅斯軍方
計劃在該機場常態化部署蘇-34轟炸機。為
此，軍方需要在機場內建設帶加溫裝置的封
閉式機庫和飛機維護場所。擴建項目還包括
建設用於停放其他機型（包括伊爾-76運輸
機和伊爾-78加油機）的露天停機坪，以及
安裝便於飛機在復雜天氣條件下起降的輔助
系統。

俄羅斯前副外長、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謝

爾蓋•奧爾忠尼啟則在接受《消息報》採訪
時說：“美國人不想承認我們的北極航線，
認為它是國際水域……不久前'北極國家'舉行
了會晤，人們獲悉現在其他國家也開始對該
地區提出要求。各國已在那裡展開非常激烈
的經濟和軍事對抗。如果我們不發揮自己的
影響力，我們（在北極）很快將喪失一切。
”

這位專家總結說，北極是未來的地區，
那裡不僅蘊藏著大量自然資源，還有可帶來
巨大利益的海運航線。但同時北極也是形勢
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因此，俄羅斯將不得不
為之付出努力並投入資金，否則將一事無成
。

俄羅斯極地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一級冰
情勘察員康斯坦丁•扎伊采夫強調，北極的
綜合發展就是俄羅斯的綜合發展。他說：
“俄羅斯的未來的確就在北極。這既包括碳
氫化合物能源儲備，也包括礦產資源、海洋
運輸和跨洋飛行（空域）……鑑於氣候變暖
和冰蓋邊界向北收縮，（北極的）海洋航行
變得更為容易。北極航線將獲得發展：航運
次數將增加，經濟上將變得更有利，東西方
之間的貨運時間也將減少。”

t扎伊采夫總結說，俄羅斯新造的破冰船
和現代化冰級運輸船將幫助北極航線實現全
年無事故通航、成為最安全實惠的海運航線
。

俄計劃擴建北極軍用機場俄計劃擴建北極軍用機場
可起降可起降9595MSMS戰略轟炸機戰略轟炸機

在緬甸擔任《緬甸前線》(Frontier Myan-
mar)主編的美籍記者丹尼•范斯特五月下旬在仰
光機場登機準備離境時突遭緬甸軍政府逮捕，據
稱已被監禁到永盛監獄, 那是一個以羈押政治犯
而惡名昭著的地方, 軍政府未宣佈任何罪名, 卻已
先關押,顯露出其侵犯人權以及震嚇媒體人的霸行
, 由於范斯特曾在芝加哥求學,所以他的遭遇引發
本地媒體圈震動與關注。

自從敏昂來將軍二月初政變奪權，強行逮捕
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後
，軍政府倒行逆施, 為鞏固政權而濫殺無辜，雖
利用官方媒體恐嚇民眾,示威者將被格殺勿論, 但
人民四處揭竿而起,抗議活動此起彼落, 尤其是年
輕人, 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 他們含著淚水, 嘶喊
怒吼,但所換來的卻是一場場血腥屠殺,據政治犯
援助協會統計，到5月中旬至少已有800多人在
與軍政府衝突中喪生。

范斯特因勇於報導揭露軍政府暴行而落難, 但
他並非第一位遭到逮捕的媒體人, 根據保護記者
委員會稱，緬軍篡權以來，至少監禁了40名記者

, 他們遭到慘無人道的毆打酷刑。現在美國政府
已正式透過外交途徑營救范斯特,國務卿布林肯要
求軍政府立即釋放他以及另一名被逮捕的美國記
者曼恩,但軍方迄今未回應, 如執意不理會, 恐引發
外交危機，緬甸軍政府應審慎處置，切莫輕忽一
意孤行的後果。

拜登總統雖早已宣布停止美國2013年與緬甸
達成的貿易協定, 並與許多西方國家住經濟制裁
緬甸軍政府, 但顯然起不了功效, 而由緬甸聯邦議
會代表委員會籌組的民族團結政府與人民國防軍
雖號稱代表人民行使2020年大選中所賦予的權
力, 但徒具其名而無實質力量, 根本產生不了任何
制衡軍政府的作用, 東盟各國雖曾召開緊急會議
要求緬甸敵對雙方應和解談判, 且呼籲軍政府應
停止暴力，只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迄今無
效。

民主與選舉是普世價值，但緬甸軍政府卻活生
生打臉與否定這個眾人所追求的理想, 緬甸軍政
府若不倒, 誰還能相信民主與選舉是不可違逆的
時代潮流與趨勢呢！

菅義偉菅義偉：：若被提交內閣不信任案若被提交內閣不信任案
或解散眾院舉行大選或解散眾院舉行大選

(綜合報道）日本首相菅義偉日前圍繞一
旦被提交內閣不信任決議案，是否會解散眾
院舉行大選的問題，表態稱“提交時將考慮
”。日媒稱，此番表態制約了在野黨。同時
，菅義偉再表達了圍繞解散事宜，將優先應
對新冠疫情的想法。

6月2日，菅義偉與執政聯盟領袖達成一
致，在當前國會會期6月16日結束後不予延
長。不過，在野黨要求把會期延長3個月，
且擺出了若拒絕延長，將提交不信任案的架
勢，日本朝野攻防趨於白熱化。

據報導，菅義偉政權在東京奧運會和殘
奧會結束後解散眾院的論調居多。受疫情影
響，東京奧運會舉辦時間被推遲至7月23日
到8月8日，東京殘奧會的舉辦時間是8月24

日到9月5日。
報導指出，菅義偉就解散的時期問題強

調稱：“我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已經定了。
今後無論何時解散，都有可能。不過，最優
先的是新冠對策。”他還表示，將貫徹防疫
和接種疫苗並駕齊驅的做法。

關於今後的人事安排，即是否讓自民黨
幹事長二階俊博繼續任職，菅義偉表示，
“感謝他發揮領導力實施了穩定的政黨運營
”。

菅義偉目前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將於2021
年9月結束，本屆日本眾議院任期將於10月
結束。分析稱，菅義偉需在此之前選擇最有
利時機解散眾議院重新舉行選舉，以保住首
相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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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國土交通部(國土部)和

文化體育觀光部(文體部)公布了有關推進

“航空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的方案。

據此，韓政府將加快與防疫安全國家簽署旅

遊氣泡協定，推動韓國航空旅遊業復蘇。

韓國官方介紹，旅遊氣泡是在預防

和控製新冠疫情方面取得進展的國家之

間免除旅客檢疫的計劃，以期恢復國際

旅行。此舉被視為韓國國際旅遊市場復

蘇的第一步，也將給陷入危機的航空旅

遊業註入活力。國土部和文體部將首先

與防疫安全國家協商，在考慮防疫情況

後再引進旅遊氣泡機製。

為嚴格防疫防控，在引進旅遊氣泡

機製的初期，韓政府將僅允許完成疫苗

接種的人員跟團出遊，並限製航班次數

和入境人員規模等。經批準後，各旅行

社必須指派一名安全經理，並提交安全

管理計劃。如果旅行社未能遵守這些協

議，則可能立即被撤銷批準。

據悉，其間韓政府已與新加坡、泰

國、關島、塞班等國家和地區就旅遊氣

泡機製進行了初步溝通，計劃今後正式

與其商討有關事宜。

韓官方預計，這一舉措將在韓國疫苗接種率不斷上

升的情況下，在形成群體免疫之前的過渡時期促進國際

遊客流量的恢復，推動韓國旅遊業和航空業復蘇。

韓國政府：暫不考慮因獨島問題缺席東京奧運會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崔泳

杉當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韓國政

府暫不考慮因東京奧運會官網錯標獨

島（日韓爭議島嶼，日本稱之為“竹

島”）問題缺席東京奧運會。報道稱

，這是韓國政府首次對不參加東京奧

運會可能性的明確表態。

據韓聯社指出，近日，韓國各界

提出需要抵製東京奧運會的意見，因

為日方拒不糾正東京奧運會官網錯標

獨島的問題。

此前，因在東京奧運會官網上的

火炬傳遞路線圖中，獨島被標記為日

本領土，韓國政府在2019年 7月就已

就此抗議並要求刪除，但是日方一直

拒絕糾正。今年5月21日，韓國誠信

女子大學教授徐坰德還致信國際奧委

會抗議東京奧運會獨島標記，稱東京

奧組委雖然更換路線圖的設計，在默

認尺寸下肉眼看不到獨島標註，但實

際上，放大畫面還是能發現獨島依然

被標為日本領土。

韓國外交部也做出行動，據韓聯社5

月25日報道，韓國外交消息人士當天

透露，韓國外交部24日要求日本駐韓

國大使館立即糾正東京奧運會官網地

圖問題，但日本政府再次拒絕接受該

要求。

由於日方對韓方請求不予理睬，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和大韓體育會

繼 5 月 24 日致函日本奧委會要求糾

正後，又在 6 月 1 日致函國際奧委

會，要求就東京奧運會地圖問題進

行仲裁。1 日下午，韓國外交部亞

太局局長還召見日本駐韓國大使館

總括公使相馬弘尚，就相關問題提

出抗議。

不過，面對韓國方面連日的抗

議，日本卻依舊拒不糾正。據日本共

同社報道，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6

月2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對於韓國外交

部就東京奧運會官網的日本地圖上標

註竹島（韓國稱獨島）一事提出的抗

議，無法接受。加藤稱：“無論參照

歷史事實還是從國際法來看，（竹

島）顯然都是我國的固有領土，無法

接受任何（抗議）。”

日方態度使事態進一步升級，在6

月3日，韓國國會132名議員共同發表

聲明，譴責東京奧運會地圖問題，並

要求韓國政府堅決應對日方的不當行

為。韓國民主黨議員尹建永當天做客

一檔廣播節目時還批評稱，與平昌冬

奧會不同，國際奧委會此次沒有針對

地圖問題采取任何措施，實屬雙重標

準，並表示韓國政府應考慮抵製東京

奧運會等方案。

然而，到了 6月 8日，韓國政府

卻在這一問題上松口，表態暫不考慮

因獨島問題缺席東京奧運會。不過，

崔泳杉當天也同時強調，韓國政府將

繼續要求日方糾正有關獨島的錯誤表

述。

東京奧組委將用GPS跟蹤記者
媒體酒店數量減半

綜合報導 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昨天表示，東

京奧運會期間將利用手機GPS定位系統嚴格跟蹤來自

海外媒體人士的活動範圍，媒體酒店也將從之前的350

家集中到150家。

東京奧組委昨天召開理事會，這也是東京奧運會

開幕前的最後一次理事會。作為防疫的重要措施，橋

本聖子表示，將嚴格控製來自海外媒體人士的活動範

圍，“為保證其不去事先登記的地點以外的地方，將

利用衛星定位系統等方式進行嚴格的行動管理。”

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則表示，記者必

須嚴格遵守媒體防疫手冊裏的內容，海外媒體需提前

遞交入境14天內的個人計劃行程單，這期間只能在規

定的計劃地點內活動，“一旦有人違反防疫規定，我

們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銷采訪證，直至將其遣返。”

東京奧運會期間，將會有大量來自海外的媒體人士

前往日本。與此前幾屆奧運會不同，東京奧運會此次並沒

有設立媒體村，媒體將分散住在東京各個酒店。

橋本聖子稱，海外媒體人士只能住在東京奧組委

指定的媒體酒店，不能住在民宿或朋友家中。同時，

為更好管理，媒體酒店將從此前的350多家集中到約

150家。

6月1日，日本奧運會代表團已開始新冠疫苗接種

。6月中旬，日本奧運相關人士有望開始疫苗接種，媒

體相關人士也是重點接種群體。

此外，橋本聖子透露，東京奧運會期間所需的醫

護人員已基本到位，所需醫生人數九成左右、護士八

成左右均已有眉目，本月內將確保其余人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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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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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綜合報導 “疫情之下，我們不應受

到意識形態幹擾，而是努力加強國際合

作，促進經濟復蘇。”意大利國會議員

、國會衛生委員會委員盧卡· 裏佐奈爾沃

(Luca Rizzo Nervo)在羅馬如是表示。

當天，由中國人權研究會和意大利

《世界中國》雜誌共同舉辦、主題為

“新冠肺炎疫情與生命健康權保障”的

“2021· 中歐人權研討會”在中國重慶

和意大利羅馬兩地同步舉行。與會歐

洲多國人士在采訪中向中新社記者表

示，各國抗疫合作應該摒棄意識形態

幹擾，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增強交流

、互學互鑒，共同推動人類早日走出新

冠疫情影響。

“新冠疫情暴發之初，一些人將它

稱之為‘武漢病毒’‘中國病毒’，這

種做法是不負責任的。而所謂‘病毒來

自實驗室’一類的傳言更是沒有根據。”

意大利總理府代表、國際合作專家卡爾

羅· 卡普裏亞(Carlo Capria)表示，中國高

效、快速地控製住了疫情，抗疫成效有

目共睹，這一點獲得了世界承認。“抗

擊疫情過程中，中國一直堅持生命至上

、人民健康至上的理念，贏得了國際社

會的廣泛認可。”

卡爾羅· 卡普裏亞尤其贊賞中國在初

步控製住疫情後，便第一時間向意大利

伸出援手。他表示，在意大利疫情最嚴

重的時候，中國政府派出一架飛機，配

備了豐富的醫療設備和專業的醫生，將

先進有效的做法帶到了意大利。調查顯

示，中國醫生得到了多數意大利民眾的

贊譽。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不是他人。”

世衛組織非傳染性疾病部主任本特· 米科

爾森(Bent Mikkelsen)表示，疫情之下，

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各國應

將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當作一次學習的

機會，互學互鑒，推出更多有效舉措。

“如果我們這一次沒能把全球的醫療體

系打造得更加堅韌的話，就沒有辦法應

對下一次的挑戰。”

如何看待疫情期間各國采取的幹預

性防疫措施？如何平衡人的生命健康權

和行動自由等權利？盧卡· 裏佐奈爾沃認

為，無論是中國還是意大利，都曾采取

一系列措施來抗擊新冠疫情，這些措施

中有的非常嚴格，還有一些暫時限製了

自由，“但為了戰勝疫情，這些措施是

必不可少的。”

奧地利著名學者、維也納工業大學

信息學系社會控製論專業教授彼得· 弗萊

斯納(Peter Fleissner)認為，歐洲理解的人

權偏重於“個人權利和政治權利”，中

國則更看重全社會的共同利益。他指

出，歐洲社會傳統上較缺乏對政府的信

任，加之不同的社會參與模式等因素造

成了中國的抗疫策略難以被歐洲所“復

製”。但他強調，無論如何，歐洲和中

國之間堅持在平等基礎上開展今天這樣

的對話都是有益的。

德 國 作 家 柯 立 思 (Christian Y.

Schmidt)2020年初在北京親身經歷了中國

抗疫。返回德國後，他積極在社交網站

發文分享自己對中國抗疫成功原因的理

解，並通過接受德媒采訪和發表演講等

形式介紹中國抗疫實踐，呼籲德國借鑒

中國的成功做法。

柯立思參加當天的研討會後向中新

社記者表示，盡管歐洲疫苗接種正在

持續推進，但他仍相信中國采取的新

增確診“清零”是正確的做法。他指

出，因為當前尚不明確要想實現群體

免疫究竟需要全體人口中的百分之多

少完成疫苗接種，此外疫苗能夠維持

多長的有效期、對今後新出現的新型

變異毒株防護力幾何等問題亦不明確

，“因此‘清零’仍是一種最能保障

人們安全的做法。”

為提高人口出生率
俄羅斯提議設立父親基金
綜合報導 為提高俄羅斯人口出生率，俄聯邦公眾院提議在目前設

立的“母親基金”的基礎上引入“父親基金”。

俄新社報道稱，俄聯邦公眾院人口狀況委員會主席、總統家庭和兒童保

護委員會成員謝爾蓋· 雷巴爾琴科致函副總理塔季揚娜· 戈利科娃，提議在俄

羅斯設立“父親基金”，金額約64萬盧布（約合5.6萬元人民幣）。這一基

金將發放給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並允許多孩父親提前退休。

雷巴爾琴科稱，根據總統普京在年度國情咨文上提出的要求，俄政

府應在今年 7 月 1 日前製定出支持多孩家庭的配套政策。為此，他建

議為所有家庭的第三個或後續出生的孩子每月提供2500盧布的補助，直

到最小的孩子成年為止。

社區活動家還提議，為多孩家庭引入家庭稅收製度：孩子生得越

多，需要繳納的個稅越少。另外，多孩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費接受高

等教育，還可以得到租房補貼，補貼金額至少為租金的50%。

歐洲人士：國際抗疫合作應摒棄意識形態幹擾

希臘新冠疫苗接種超620萬劑次
藥店將停發免費自檢盒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1339例新冠肺炎患者，目前

累計確診411534例，累計死亡12331例。

藥店將停止發放免費自檢試劑盒
希臘藥劑師協會8日表示，藥店將從6

月19日起停止免費發放新冠自檢試劑盒。

該協會在一份公告中澄清說，藥店將會在

本周結束前向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員工

免費發放三套自檢工具，供他們在本月結

束前使用。對於學校師生而言，他們可在

6月14日至19日前往藥店免費領取三套自

檢試劑盒。

這一消息得到了希臘總理辦公室副部

長阿奇斯· 斯科爾佐斯的證實。不過，他

表示之後將有“替代渠道”向那些仍然需

要每周進行自我檢測的人士，提供檢測用

具。斯科爾佐斯說，免費分發自檢試劑盒

的政策將會在夏天繼續進行，未來幾天政

府將會宣布具體的分發渠道。

25-29民眾歲可選更多疫苗
希臘衛生部初級衛生保健秘書長馬裏

奧斯· 希米斯托克利斯在7日舉行的例行疫

情通報會上宣布，從6月

10日起，年齡在25至 29

歲年齡組的人士將可以

預約除了目前正在使用

的強生疫苗外的輝瑞和

莫德納新冠疫苗。他說

，鑒於阿斯利康疫苗可

能引發的健康風險，因

此該年齡段人士將不會

接種這一疫苗。

根據官方統計，截

至6月7日，希臘新冠疫

苗的接種量約為620萬劑

次，超過400萬人已經接種了至少一劑疫

苗。

從年齡分組看， 75至79歲和70至74

歲年齡組的接種率最高，分別為 79%和

73%。相比老年人，中青年人的疫苗接種

率基本偏低，不過這也和針對這一群體的

疫苗預約平臺開放較晚有關。

宵禁時間可能縮短
據希臘Skai電視臺報道，希臘發展和

投資部部長阿佐尼斯•喬治亞季斯將向為

政府提供防疫建議的衛生專家組建議，取

消目前實施的從午夜12:30至次日淩晨5點

的宵禁，以及禁止餐館、咖啡廳播放音樂

的措施。

不過，Skai電視臺援引消息人士的話

說，宵禁措施可能還不會完全取消，但會

進一步推遲到淩晨1：30開始。這位消息

人士還表示，政府正在考慮將參加婚禮等

正式活動的人數上限從100人提高到200人

，但是這一目標應該不會在7月中旬之前

實現。

驚心！
1年超15億個口罩流入海洋！

需400多年才能分解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暴發

以來，在口罩產能增長的同

時，廢棄口罩數量也在飛速

增長，而這對海洋生物的影

響可謂是廣泛甚至致命的。

有分析報告指出，2020

年全球共生產了大約520億

個口罩，其中至少15.6億個

因處理不善流入海洋。

口罩在海水中不斷吸收

積累有毒物質，海洋生物把

它當作水母吃下去後，可能

阻塞食道而餓死，也可能會

緩慢中毒而死，而這些口罩

降解需要超過450年。

生態環境部固管中心正

高級工程師鄭洋：口罩的材

質主要是塑料的成分，由聚

丙烯組成，屬於不可降解的

塑料。如果把它扔到自然環

境中，生物系統很難消化、

吸收掉，降解時間可能有幾

十年到幾百年。

和其他石油製成的塑料

相比，熔噴布和無紡布的纖

維直徑極細，口罩使用過程

中又導致更多微塑料形成。

研究表明，未使用過的

口罩的平均微塑料釋放量為

71-308/只，而使用過後微塑

料 平 均 釋 放 量 增 加 至

682-1918個/只。目前，在人

類活動極少的南極洲海域、

太平洋馬裏亞納海溝都發現

了微塑料，這些小顆粒很容

易被魚類吃進肚子，最終隨

食物鏈進入人體。

專家建議，應出臺更系

統規範的廢棄口罩集中收集

、統一處理辦法，最大程度

避免廢棄口罩引發的病毒傳

播及破壞生態問題。

俄羅斯科學家成功“復活”
2.4萬年前微生物

綜合報導 俄羅斯研究團隊在《當代生物學》上發表論文稱，他們

成功“復活”了在西伯利亞永久凍土層中已被凍結約2.4萬年的微生物

“蛭形輪蟲”，並實現了繁殖。

據報道，俄羅斯研究團隊在北極圈內的阿拉澤亞河進行挖掘，獲取

了研究所用的樣品。放射性碳年代測定結果顯示，樣品已經被凍結了

2.39萬年至2.45萬年。論文執筆者之一的俄羅斯土壤科學物理化學生物

學研究所專家馬拉文表示，這項研究證明多細胞生物也能在數萬年間保

持“無代謝狀態”。

截至目前，科學家已經成功喚醒過多種長期休眠的單細胞生物，還

“復活”過3萬年前的線蟲和數千年前的蘚類植物。馬拉文表示，他們

的研究證明，輪蟲類生物也是一種“幾乎永生”的生物。本次研究喚醒

的蛭形輪蟲為單性生殖，由於不需要異體受精，已經實現了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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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Michael Tomasky在The New Republic發表社論，認為美國參議院並不具有維
護民主制度的功能，並且也無法通過改革實現。他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消弱參議院的權力，
甚至去除整個參議院。

事情看來很嚴峻。上週，國會參議員克里斯滕.希尼瑪（Kyrsten Sinema） 說，阻撓議案程
序（filibuster）“是保護我們國家民主的工具”。以前數十年來，這種程序是為了維持南方的種
族隔離，在我們這個時代，則被用來阻止一些明顯受到多數民眾支持措施的通過，如更高的最
低工資，更嚴格的槍支法律等） 。

緊隨其後的是參議員曼欽 （Joe Manchin，民主黨的溫和派），他在此前的一篇專欄文章中
寫道，他不會投”削弱或消除”阻撓議案。雖然今年早些時候，曼欽曾表示，他至少對改革阻
撓議事持開放態度，如迫使阻撓議事的參議員像過去一樣持續發言（今天，他們所要做的就是
讓一名助手打電話給文員辦公室，說他們會阻撓，就能夠完事）。但他似乎在最近的文章中又
關上了那扇門。

的確，這對拜登的議程來說是毀滅性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對民主是毀滅性的。無數次的
民意調查告訴我們，拜登想要通過的法案得到了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持。但是由於參議院的規
則——那些並不存在於憲法中並且會讓開國元勳們厭惡的規則，這些明顯多數人想要的議程卻
無法通過。

這是以行動在反民主，只有一個政黨受益，那就是通過在其他方面，比如支持選區劃分和
壓制選民法案等表現出蔑視民主的政黨。

現在該怎麼辦？人們談論以種種方式改革參議院，但那是無望的。目前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在參議院扼殺民主之前，我們必須扼殺參議院。

沒錯，殺死參議院，它不應該存在，或者說它可以存在，但只能作為一個沒有實權、毫無
意義的機構，就像英國上議院那樣。

上議院的例子在這裡非常相關。 1909 年，執政的自由黨提出了一項被稱為“人民預算”的
預算案，在英國歷史上首次提出向富人徵稅，以支付社會福利計劃。

富人們對此並不樂意。他們無法控制自由黨掌管的下議院，因其贏得了比保守黨更多的選
票（這個概念在美國也變得越來越陌生——贏得更多選票的政黨應能強制通過它們的議程）。
但他們掌管上議院，上議院主要由富有的貴族組成。

總而言之，1911 年，下議院通過了《議會法案》，取消了上議院否決金錢相關法案的能力
，並使得上議院只能拖延，但永遠無法阻止下議院通過的法案。從那以後的 110 年裡，上議院
一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存在。

我們應該對參議院做同樣的事情。因為它甚至沒有存在的理由。參議院只是在一筆政治交
易中創建的，我們在學童時期，這筆交易被稱為”偉大的妥協“，是康涅狄格州代表羅傑.謝爾
曼於1787年6月11日在費城召開的美利堅合眾國製憲會議上提出的一個妥協提案。在這一妥協
之下，下院，即之後的聯邦眾議院，按各州人口多少分配議員數目；而上院，即之後的聯邦參
議院，則每州無論大小，代表數目都完全相同，每州兩位參議員。
但在當年的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多少人喜歡它。

最終，在製憲會議上，以僅一票的優勢通過建立參議院。而既然提到多數意志，當時五個
投贊成票的州代表團本就並不構成州代表團的多數，因為當時有 12 個州派代表參加了大會。此
外，代表人數較多的大州，特別是弗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都反對這項提案。因此，在我
們的歷史上一再挫敗多數人意志，並過度保護少數人的機製本身就是由少數人創造的。

投票後的第二天，投票反對每個州設立兩個參議員的四州代表，聚在一起試圖逆轉這項瘋
狂的決定。但是，正如詹姆斯.麥迪遜所寫，他們無法就替代計劃達成協議，所以放棄了它。

眾所周知，剩下的大多是一些非常慘淡的歷史。整個 19 世紀和 20 世紀，參議院都是富有
的保守派人士的大本營，他們關照鐵路大亨、棉花種植者和糖農等的利益。但在涉及公民權利
方面，參議院一貫是惡毒和反動的。

然後，在歷史上一個短暫而閃亮的時刻裡迎來了轉變，這一時刻持續了大約 20 年左右。
1958 年的選舉為參議院帶來了幾位真正的自由派成員，如密歇根州的菲爾.哈特（Phil Hart）和
明尼蘇達州的吉恩.麥卡錫（Gene McCarthy）這樣的偉人。這些人在大蕭條中長大，在二戰中
為國服務，因此明白嚴重的貧困和全球法西斯主義都是對民主的真正威脅，他們的投票和治理
方針中反映了這些理念。

但是，這些有遠見的人如在1980 年之前不是退休或去世，便在強烈反對聲中被消滅了，幾
位非常保守但並不總是非常聰明的參議員（例如丹.奎爾，Dan Quayle ）藉著裡根的風頭進入華
盛頓。自 1980 年以來，參議院的權力始終在兩黨間反反复复。但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共和黨已
經足夠極端，以至於讓幾位共和黨參議員支持民主黨的議程，甚至只是支持一些被淡化的進步
派法案都已成為幻想。

這一切都不是讓希妮瑪和曼欽推卸責任的理由。他們目前的行為是悲劇性的。鑑於曼欽來
自唐納德.特朗普以40點優勢獲勝的州（西弗吉尼亞州），他的立場至少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
。而希妮瑪只是一個令人氣憤的謎團。無論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他們的行為在歷史上都是站不
住腳的。阻撓議案不保護民主，他們也知道這一點。
不過，這個困境並不只是他們二人能夠解決的，即便他們明天改變了主意也改變不了什麼。問
題在於參議院本身。需要有人發起並資助一場嚴肅的公共教育運動，用以除去或至少大幅度地
削弱它。

美參議院已成為藐視民主之地

拜登重申對北約集體防禦條款的承諾拜登重申對北約集體防禦條款的承諾，，還稱北約對美國非常重要還稱北約對美國非常重要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6月14日，北約領導人峰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

參會的美國總統拜登當日重申美國對北約集體防禦條款的承諾，並表示北約對美國
“非常重要”。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和《華盛頓郵報》14日報導，拜登與北約秘書長斯托
爾滕貝格當日會面時表示，他希望“整個歐洲都知道美國在這裡”，並說北約對美國
“非常重要”（essential）。

拜登還說，“我們將（北約）第五條款視為神聖的義務。”《北大西洋公約》第
五條款即集體防禦條款，包含“對於一個或數個締約國的武裝攻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
體的攻擊”。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5月舉行的北約峰會上沒有重申對第五條
款的承諾，打破了美國總統的慣例，引發外界驚訝。不過特朗普在當年6月公開聲明

美國將遵守第五條款的承諾。
在與斯托爾滕貝格的會談中，拜登還提到北約各國正在增加防務支出，有10個國

家已經達到了北約此前設立的防務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目標，其他國家
也“在路上”。特朗普曾經多次抨擊北約盟友防務支出太少，還曾提出要把這一目標
提高到4%。

在結束了英國之行和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峰會後，拜登抵達布魯塞爾，於14日
出席北約領導人峰會，15日將出席美國-歐盟峰會，期間還會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人舉行雙邊會談。 6月16日，拜登將在瑞士日內瓦與俄羅斯總
統普京會面。此次歐洲之行是拜登擔任總統以來的首次出訪。

（綜合報導）上週末6個小時內，美國至少4個主
要城市接連發生了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39人受傷，6
人死亡，傷者中包括1名18個月大的嬰兒和2名青少年
。

據報導，從11日晚9時至12日凌晨2時許，在美
國得克薩斯州、俄亥俄州、伊利諾伊州和喬治亞州的
四座城市發生了4起大規模槍擊案。其中，在喬治亞州
薩凡納市，11日夜裡9時許，一戶人家門前發生槍擊
案，警察從現場發現60餘枚子彈，1名20歲男子身亡
，另有8人受傷，包括1名嬰兒和2名青少年，3棟房
屋和數輛汽車遭到損壞。 4小時後，得克薩斯州奧斯

汀市一條街區發生槍擊事件，1人死亡，14人受傷，傷
者多是無辜路人。與此同時，芝加哥市也發生槍擊案
，1名女性身亡，9人受傷。

據美國暴力槍擊事件統計網站報告，自11日以來
，僅芝加哥市共44人遭遇槍擊，而2021年以來，全美
地區自發生槍擊案272起，較2020年同期增長40%，與
2019年相比更是增加了65%。美國警察行動研究論壇
主任查克•韋克斯勒表示，隨著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
持續，大規模暴力槍擊案的數量正在增加，20年來呈
現下降趨勢的犯罪案件數量將會出現反彈。t

美國上週末美國上週末66小時接連發生小時接連發生44起大規模槍擊案起大規模槍擊案 致嬰兒在內致嬰兒在內66死死3939傷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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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生的畢業演講完整版也由此在網上
廣為流傳。十多分鐘的演講，程民生

充滿激情，或逗趣、或詼諧、或語重心長、
或誠懇勉勵，金句頻出，不僅獲得現場學生
們的陣陣掌聲，更是在網絡上引發熱議。一
些網友甚至感歎，“說得太好了，想我畢業
時就沒有這樣的待遇啊，遇到這樣的老師是
人生大幸運啊！”

網友們一致認為，教授的發言通俗易
懂，話醜理端，趣味意深。“儘管語言不那
麼高大上，但所講的內容絕對是一位智者對
人生經驗的深刻總結。”

靈光閃現 妙語成章
程民生是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史、中國文化史。
程民生說，自己就想做學問，教學生。每年
到學生畢業的時候都緊張，怕被要求發言。
“寫這個稿子的時候，正好趕上了研究生答
辯，非常忙，有時候一天只能吃一頓飯，腦
子裏想起啥就記下來，比方說善良辟邪，就
是零星冒出來的，先把這句話記下來了，好
多話湊一湊，快到交稿日期整理了一下，真
正成稿也就是半天的時間。”

程民生對自己的講話有信心，“即使是
枯燥的稿子我也能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程民生講話有激情，採訪時說得激動了聲音
也會變大，手上動作也多了起來。“我就是

個性情中人，可能現在大家聽到的講話都比
較四平八穩，很少聽到這樣抑揚頓挫的，可
能火也跟這個有點關係。”

平等交流 真情實感
程民生當了一輩子老師。他總結自己的

講話藝術為鏗鏘有力的聲音和平等的態度。
“和年輕人說話需要技巧，不能以居高臨下
的姿態去說教，要以平等的態度去同學生交
流。”平時在課堂上，程民生會以“您”稱
呼學生，而他本人也從來不自稱老師，“如
果其他人叫我程老師、程教授或程先生，我
馬上說‘不敢，我是程民生’。”程民生
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拒絕套路，帶着感情說
真話。他關心年輕人的狀態，“比如躺平就
是不想努力了，是一種精神疲憊，沒心勁了
那就緩一緩、歇一歇唄。”在程民生看來，
躺平是一種必要的調整，不能說一躺平就趕
快讓起來幹活兒，應該允許他們躺平歇一會
兒。但是歇夠了還是要起來繼續努力，“躺
平得了初一，躺平不了十五。”

保持初心 專注學問
正如他在演講中說的那樣，他的心中一

直裝着善良與純真。 “善良和純真都是與
生俱來的，是我們心裏壓箱底的財富，是最
基本的。職場固然需要世故，也從來不缺
‘宮鬥’，但是純真和善良是可以抵抗這些

東西的，我的經驗
就是把一切問題
‘簡單’處理，
我不提防，不爭
鬥，不湊熱鬧，
不想出名，我有
我的‘躺平’技
巧，我只想做自
己的學問，職場的
這些問題就不會成
為我的煩惱。”

正因為程民生享受
做學問，平時和學生上課也
是抱着“交流探討”的態度。
“我不在乎學生的反饋，只要能讓他們聽
進去就行。我上課的時候會專門在課堂上留出
時間來和學生互動，希望學生能夠指出我的錯
誤，曾經有個學生就這樣指出了我的錯誤，我
當場就表揚了他。”

“純真辟油膩 善良能辟邪”
河南大學教授畢業演講走紅網絡

“純真辟油膩，善良能辟邪”，這句出自河

南大學程民生教授在該校畢業典禮上演講的話刷

爆了各網絡平台，程民生也因此而成為網紅，他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之所以會引起

這麼大的熱議，大概是融入了真感情，說的都是

真心話，是老師對學生的真心話，是老人對孩子

的真心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累了可以躺平歇一會，可不
敢一直躺平啊，你躺平得了初
一，躺平不了十五。

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老闆，
千萬不要泯滅與生俱來的善良，
不要丟掉藏在心底的純真，因
為，那是作為人的基因和理由，
純真能辟油膩，善良能辟邪。

走出校門，海闊天空，有千
千萬萬的門等着你們。有寫字
樓、有大學的門，工廠、機關、
軍營的門，還有國門，監獄的大
門也始終是敞開的。

一出門就撿到一塊狗頭金，
該！一出門就絆倒了，該！但是
你要留心啊，這塊狗頭金可能是
個圈套，絆倒你的也可能真是塊
狗頭金。江湖上套路深着呢，一
切剛剛開始，一切都有可能。

成功秘訣就是堅持不懈！成
功有時候不需要精明，在浮躁的
社會，沉着冷靜就是勝利，穩重
堅守就是成功！你跟着浮，你跟
着躁，你就跟着成為泡沫了。

你是個漢子，就得擔當！是
個女漢子，也得擔當！是淑女有
淑女的擔當！是不是很高大上
啊？不是，我覺得這只是讀書人
的本分而已。

師父送出門，母校伴終身！
在人生的路上，母校已經給各位
繳納了首付，以後的房貸月供就
靠你們自己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畢業寄語燃爆全場

●●程民生教授在河南大學畢業典禮上作為教師代表發言程民生教授在河南大學畢業典禮上作為教師代表發言。。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程民生，男，回族，1956
年5月生，河南開封人，中共黨

員。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
士生導師，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
中心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專家，主要從事宋史研究，兼治中國
經濟史，中國文化史。已出版著作

10 餘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
150餘篇。

程民生簡介

●程民生享受做學問，平時和學生上
課也是抱“交流探討”的態度。

受訪者供圖

●●河南大學程民生教授河南大學程民生教授
在該校畢業典禮上的致在該校畢業典禮上的致
辭刷爆了各網絡平台辭刷爆了各網絡平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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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中央銀行將於17日召開理監事會，
相較於過去外界聚焦利率政策，由於國內疫情升溫
，學者專家認為，這次會議央行對經濟成長率的調
整、是否加碼寬鬆，以及對匯率態度才是關鍵。

5月中旬開始，本土COVID-19疫情確診個案
數迅速竄升，全國進入疫情第3級警戒，休閒娛樂場
所關門、餐飲業禁止內用，內需型服務業首當其衝
。

不過主計總處4日公布最新經濟預測仍大幅上
修2021年全年經濟成長率至5.46%，全球經濟成長動
能增強、台灣出口暢旺以及投資強勁，是經濟成長
破5%的關鍵；中央銀行17日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同步
公布的經濟預測是否也如此樂觀，成為各界關注焦
點。

元大寶華董事長梁國源表示，目前經濟數據表
現不錯，但台灣在疫情衝擊之下，經濟呈現 「外熱
內冷」，外熱的部分，製造業近期也有部分廠商傳
出確診，如果製造業確診個案數攀升，影響供貨能
力，勢必衝擊全年經濟成長動能；內需方面，萎縮
程度也非常嚴重。

梁國源認為，央行不會這麼快調整利率，維持
不變的機率高，但疫情持續延燒，導致不確定性攀
升，央行去年起已經推動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

案，這部分除了持續進行，也可以思考是否有加碼
寬鬆的必要性。

「利率不是當前關注重點，應該是維持不變」
，匯銀人士也認為利率按兵不動的機率非常高，因
為疫情嚴重，政府需要做很多紓困措施，這時候需
要的是寬鬆政策，而不是升息，談降息也還太早。

匯銀人士接著表示，在此前提下，央行對於全
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就值得關注，台灣前幾個月出
口表現亮眼，央行應該還是會上修經濟成長率預測
值，但不見得會像主計總處這麼樂觀；也可以觀察
央行是否因為經濟成長存在不確定性，考慮加強定
向寬鬆，透過銀行給予受創較深的產業融資協助。

近期新台幣升勢再起，讓強勢新台幣議題再次
浮上檯面，也有學者指出，雖然出口數據亮眼，廠
商獲利都被升值侵蝕，另一方面，廠商因應需求增
加，會進口機器設備、擴大投資，但國際原物料又
大漲，雙重夾擊之下，企業更為艱困。

「匯率要拿捏精準一點，稍有不慎，廠商今年
都做白工」，學者認為，主計總處上修全年經濟成
長率的關鍵在於出口，但出口商蒙受匯損，業績豐
滿、現實骨感，如今台灣疫情升溫，央行若能適度
穩定匯率，也可以幫助到企業，穩住經濟成長動能
。

疫情升溫景氣添變數 央行17日理監事會聚焦3重點

注意身分證尾數 北市市場人流管制注意身分證尾數 北市市場人流管制
國內國內COVID-COVID-1919疫情嚴峻疫情嚴峻，，全國三級警戒延長全國三級警戒延長，，台北市公有市場台北市公有市場、、大賣場等大賣場等

1313日實施強制依身分證字號尾數分流採買措施日實施強制依身分證字號尾數分流採買措施，，警方在市場出入口進行管制警方在市場出入口進行管制。。

BIO Digital登場生技中心推12項創新藥物技術
(綜合報道）在美國舉行的全球最盛大生技展 BIO Digital

2021今天隆重登場，生技中心表示，特別推出12項創新藥物開
發技術，成功吸引禮來、嬌生、默克等國際藥廠透過線上媒合會
進行互動。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指出，全球最盛大的生技展
（BIO Digital 2021）登場，展開為期7天的線上展覽，今年不僅
比往年實體展會延長3天，更首度打破時空限制，推出連續5天

24小時全球跨時區不斷電的商機媒合會，台灣共有來自產官學研
界47家共襄盛舉，藉此全球大型展會，把握與各國廠商媒合拓
商的機會。

生技中心執行長吳忠勳透過新聞稿表示，今年主推的亮點
技術包含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 俗稱血癌）的FLT3抑
制劑抗癌藥物，此藥物已驗證具有高活性及高專一性，對於5年
存活率僅15至20%的AML治療有市場切入點。

除歐美各藥廠大力開發的抗體藥物合體（ADC），生技中
心指出，也成功推出自有專利保護的Tri-mannosyl-ADC平台，
藉由酵素將化學藥物以 4 個單一分子（4A）或 2 個不同分子
（2A2B）模式與抗體藥物結合，有別於其他市面上ADC藥物，
對於癌症治療提高療效與克服嚴重副作用的潛力更高，極具商業
開發價值。

核二廠1號機月底前停機台電3措施力保供電無虞
(綜合報道）台電針對核二廠1號機運轉至6月底前就會停機表示，後續80萬瓩電力缺口，將

由嘉惠電廠二期機組與太陽能光電補足，歲修大型機組也將在近日回歸，評估整體供電無虞。
核二廠1號機運轉執照今年12月27日到期，受限於燃料池貯存容量不足，無法運轉至執照屆

期日，台電估計核二廠1號機6月下旬就會停機，成為台灣史上首部無法服滿役期的機組。
台電表示，核二廠1號機核燃料衰減至80%左右就會停機，以裝置容量約98.5萬瓩來看，衰

減到80%約是80萬瓩電力，占夏季備轉容量率約2.5%；面對7月用電高峰來臨，後續80萬瓩電力
缺口，將成為穩定供電一大挑戰。

對此，台電計畫以3措施補足缺口電力。首先，由民營電廠（IPP）嘉惠二期補上一部可供約
50萬瓩的機組，目前嘉惠二期機組已在試運轉中；其餘缺口由太陽能光電補足，另外，歲修的大

型機組也將陸續歸隊。
台電表示，近年太陽能光電增建速度快，白天日照充足的時候，太陽能光電帶來的電力可

超過核二廠1號機與嘉惠二期機組中間的電力差距，供電穩定應無虞；至於太陽能光電在傍晚消
失後，將以抽蓄水力發電支應夜間供電。

此外，協和4號機預計這週回歸，6月底至7月初期間，大潭6號機、大林6號機、興達2號機
等歲修的大型機組也將陸續回歸。

今年5月因天氣炎熱與產業需求，用電量已頻創歷史新高，在5月27日創下3802.2萬瓩的電
量新高以後，隔日又以3840.1萬瓩再突破紀錄。面對核二廠1號機停役倒數，7月第二波夏季用電
高峰即將來臨，維持供電穩定料將成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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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周日舉辦講座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周日舉辦講座
林承興醫師主講林承興醫師主講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進階版進階版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於周日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於周日（（66
月月1313日日））上午九時舉辦世界性講座上午九時舉辦世界性講座：：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進階版進階版。。由由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蘭主持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蘭主持。。她介紹當天共有世界六她介紹當天共有世界六
大洲華商經貿聯誼會的會長及成員參加大洲華商經貿聯誼會的會長及成員參加，，大家共同關注影響全世大家共同關注影響全世
界二年界二年（（20202020&& 20212021年年 ））來新冠疫情最新的動態及發展來新冠疫情最新的動態及發展。。出席出席
的包括華商經貿聯誼會世界總會長李志俊的包括華商經貿聯誼會世界總會長李志俊、、亞洲總會長王興義亞洲總會長王興義、、
大洋洲總會長靳元韜大洋洲總會長靳元韜、、北美洲總會長鄭秀明北美洲總會長鄭秀明、、歐洲總會長林啟安歐洲總會長林啟安
會長旳代表吳秀麗會長旳代表吳秀麗、、及僑務委員劉秀美及僑務委員劉秀美。。他們各自介紹當地的新他們各自介紹當地的新
冠疫情進展冠疫情進展。。如大洋洲總會長靳元韜介紹澳洲當地已半夜十二點如大洋洲總會長靳元韜介紹澳洲當地已半夜十二點
半半。。目前澳洲沒有一個病毒目前澳洲沒有一個病毒、、病例病例，，澳洲已封城一年半澳洲已封城一年半，，目前控目前控
制的很好制的很好，，不用戴口罩不用戴口罩，，因為全世界飛機都不准飛來因為全世界飛機都不准飛來。。而亞洲總而亞洲總
會長王興義說會長王興義說：：亞洲的疫情很嚴重亞洲的疫情很嚴重，，染疫第一名的是印度染疫第一名的是印度，，有五有五
萬二千多人死亡萬二千多人死亡，，其次依序為菲律賓其次依序為菲律賓、、日本日本、、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泰國，，
光是日本光是日本，，就死了就死了1390013900人人。。而抗疫表現最好的是越南而抗疫表現最好的是越南。。而北美而北美
洲總會長鄭秀明說洲總會長鄭秀明說，，目前加拿大已解封目前加拿大已解封，，僅僅400400人染疫人染疫。。歐洲總歐洲總
會長林啟安因事不能參加會長林啟安因事不能參加，，由瑞典的總會長吳秀麗報告由瑞典的總會長吳秀麗報告：：雖然瑞雖然瑞
典的注射率達典的注射率達4949..99%,%, 但她住在確診率大的紅色區但她住在確診率大的紅色區，，歐洲足球賽歐洲足球賽
仍如期開賽仍如期開賽，，於於66月月1111日至日至77月月1111日舉行日舉行。。

當天主講的嘉賓林承興醫師以當天主講的嘉賓林承興醫師以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進階版發表演說進階版發表演說
。。林醫師為休士頓林醫師為休士頓Methodist HospitalMethodist Hospital 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Academic InstituteHouston Methodist Academic Institute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ResidencyResidency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內科住院醫師內科住院醫師、、及及FellowFellow--
ship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ship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過敏免疫專科醫師過敏免疫專科醫師。。他首場以他首場以
簡介的方式介紹新冠疫苗簡介的方式介紹新冠疫苗：： 「「疫苗疫苗」」 是通過刺激免疫系統產生免是通過刺激免疫系統產生免
疫力進而預防某種疾病的制劑疫力進而預防某種疾病的制劑。。使用疫苗最常見方法是注射使用疫苗最常見方法是注射，，也也
有一些口服或鼻霧劑有一些口服或鼻霧劑。。他又介紹疫苗的歷史與成功的實例他又介紹疫苗的歷史與成功的實例，，證明證明
這些成功絕非是偶然的這些成功絕非是偶然的。。也證實也證實FDAFDA核准的疫苗一定是安全核准的疫苗一定是安全、、
有效且利大於弊有效且利大於弊。。他也以圖示一單股他也以圖示一單股RNARNA 病毒具病毒具：：棘蛋白棘蛋白、、封封
套蛋白套蛋白、、膜蛋白膜蛋白、、核殼蛋白核殼蛋白。。目前美國的新冠疫情目前美國的新冠疫情（（根據根據CDCCDC
資料資料，，至至66月月33日止日止 ））美國已有美國已有33143314萬萬 87018701人染疫人染疫，，5959萬萬
33773377人死亡人死亡。。美國目前核准的三種疫苗包括美國目前核准的三種疫苗包括：：PFIZER- BIONPFIZER- BION--

TECHTECH輝瑞輝瑞、、MODERNAMODERNA 莫德納及莫德納及J&J/ JANSSENJ&J/ JANSSEN 嬌生嬌生//強生強生。。
他以圖示此種核酸疫苗為直接注射核酸他以圖示此種核酸疫苗為直接注射核酸（（DNA or mRNA ),DNA or mRNA ),

使身體的細胞製作抗原使身體的細胞製作抗原，，讓免疫系統得以提前防範病原體讓免疫系統得以提前防範病原體。。抗原抗原
可以是可以是DNADNA質體質體（（plasmid ),plasmid ),進入核中轉錄成進入核中轉錄成mRNA,mRNA,再轉譯成蛋再轉譯成蛋
白質白質；；或是直接使用或是直接使用mRNA.mRNA.比較直接但比較直接但mRNAmRNA 不如不如DNADNA穩定穩定。。

他以圖示他以圖示 「「病毒載體疫苗病毒載體疫苗」」 ：：此種疫苗把抗原基因植入另外此種疫苗把抗原基因植入另外
一種不同的病毒一種不同的病毒，，並在注射後使身體的細胞製作抗原並在注射後使身體的細胞製作抗原，，進而讓免進而讓免
疫系統識別達到防疫效果疫系統識別達到防疫效果。。這病毒本身只是載體這病毒本身只是載體（（殼殼），），不會導不會導
致疾病致疾病。。

而蛋白質疫苗而蛋白質疫苗：：提取純化病毒蛋白質作為疫苗的主成分提取純化病毒蛋白質作為疫苗的主成分，，可可
能需要添加其他輔助物質能需要添加其他輔助物質··COVIDCOVID疫苗大部分是使用棘蛋白作為疫苗大部分是使用棘蛋白作為
主要成分主要成分。。與類病毒顆粒疫苗非常相似與類病毒顆粒疫苗非常相似。。目前美國的輝瑞疫苗目前美國的輝瑞疫苗，，
為核酸疫苗為核酸疫苗，，需打二劑需打二劑，，相隔相隔2121天天（（1212歲以上施打歲以上施打）。）。而莫納而莫納
疫苗疫苗,,為核酸疫苗為核酸疫苗，，需打二劑需打二劑，，相隔相隔2828天天，，為為1818歲以上施打歲以上施打。。嬌嬌
生生//強生疫苗強生疫苗，，為病毒載體疫苗為病毒載體疫苗，，只需打一劑只需打一劑，，為為1818歲以上施打歲以上施打
。。通常第二劑反應較嚴重通常第二劑反應較嚴重，，會持續會持續22--33天天。。

目前美國至今年目前美國至今年44月月1212日日，，已施打了約七百萬劑的嬌生疫已施打了約七百萬劑的嬌生疫
苗苗，，報告有六例血小板低下和腦靜脈血栓的案例報告有六例血小板低下和腦靜脈血栓的案例。。44月月1313日日，，
CDCCDC及及FDAFDA暫停施打嬌生疫苗暫停施打嬌生疫苗，，進行調查進行調查，，44月月1414日日，，召開緊召開緊
急急ACIP meeting ,ACIP meeting , 宣布繼續暫緩施打宣布繼續暫緩施打。。44月月2323日日，，調查結束調查結束，，
已施打八百萬劑的案例中已施打八百萬劑的案例中，，總計有總計有1515例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例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
群群，，當中有當中有1212例是腦靜脈血栓例是腦靜脈血栓，，在深度評估後在深度評估後，，ACIP meetingACIP meeting
決議繼續使用嬌生疫苗決議繼續使用嬌生疫苗，，但需加註警語但需加註警語。。

他也比較了這三種疫苗的有效性他也比較了這三種疫苗的有效性：：輝瑞輝瑞：：中度以上中度以上：：9393～～
9595%%有效有效；；重症重症::6666～～100100%%有效有效；；住院住院100100%%有效有效。。莫德納莫德納：： 中中
度以上度以上：：8686～～9595%%有效有效，，重症重症 9797～～100100%%有效有效；；住院病人住院病人：：
100100%%有效有效。。嬌生嬌生//強生疫苗強生疫苗：：中度以上中度以上：：5252～～7474%%有效有效；；重症重症：：
7373～～8181%%有效有效；；住院住院：：9393～～100100%%有效有效。。

他特別提到嬌生疫苗導致的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他特別提到嬌生疫苗導致的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根據根據
紀錄紀錄：：44月月1212日日，，CDCCDC及及FDAFDA暫停施打嬌生疫苗暫停施打嬌生疫苗，，進行調查進行調查。。
44月月1414日日，，召開緊急召開緊急ACIP meeting,ACIP meeting, 宣布繼續暫緩施打宣布繼續暫緩施打。。44月月2323

月月，，調查結束調查結束。。已施打的八百萬劑的案例中已施打的八百萬劑的案例中，，總計有總計有1515例血栓例血栓
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當中有當中有1212例是腦靜脈血栓例是腦靜脈血栓，，在深度評估在深度評估
後後，，ACIP meetingACIP meeting 決議繼續使用嬌生疫苗決議繼續使用嬌生疫苗，，但需加註警語但需加註警語。。

另外另外，，他也作了嬌生及他也作了嬌生及AZAZ疫苗導致疫苗導致TTSTTS 的比較的比較，，每百萬人每百萬人
僅僅33..22人人，，小於小於5050歲以下歲以下，，每百萬人僅每百萬人僅88..99人有血栓症候群人有血栓症候群。。

林醫師特別提到林醫師特別提到：：接種嬌生和接種嬌生和AZAZ疫苗後的注意事項疫苗後的注意事項：：如在如在
疫苗注射後疫苗注射後44--3030天內出現以下狀況天內出現以下狀況：：嚴重頭篩嚴重頭篩、、視力改視力改、、腹部腹部
疼痛疼痛、、噁心噁心、、嘔吐嘔吐、、背背、、呼吸困難呼吸困難、、腿腳腫脤疼痛腿腳腫脤疼痛、、出血出血。。請立請立
即洽醫療協助即洽醫療協助。。他也以圖示變種病毒情況他也以圖示變種病毒情況、、誰是最壞的變種誰是最壞的變種？？
及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有效性及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有效性：：如美國當時如美國當時9696..44%%的病例是是最初的病例是是最初
的變異株的變異株DD614614G variant.G variant. 南非當時南非當時9494..55%%的病例是的病例是B.B.11..351351變異變異
株株；；巴西當時巴西當時6969..44%%的病例是的病例是P.P.22變異株變異株。。他並以圖表顯示疫苗他並以圖表顯示疫苗
對變種病毒的有效性達到對變種病毒的有效性達到7070%% 以上以上。。而核酸疫苗必須要打兩劑而核酸疫苗必須要打兩劑
。。目前目前，，至至66月月44日晚間六點日晚間六點，，已接種超過已接種超過33億劑疫苗億劑疫苗。。而必須而必須
6060--6565%%的人注射才能達到群體免疫的人注射才能達到群體免疫。。

林醫師也表示林醫師也表示：：如疫苗可防範無症狀型的如疫苗可防範無症狀型的COVID-COVID-1919？？接種接種
疫苗後可能不需要戴口罩疫苗後可能不需要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一切保護措施是事實維持社交距離一切保護措施是事實。。
已完成接種疫苗的的人就算接觸過感染或疑似感染的人也不需要已完成接種疫苗的的人就算接觸過感染或疑似感染的人也不需要
隔離隔離，，只要滿足以下條件只要滿足以下條件：：11，，距離最後一劑接種已超過二週距離最後一劑接種已超過二週。。
22，，接觸病例後沒有出現任何症狀接觸病例後沒有出現任何症狀。。但在監獄但在監獄、、庇護所等場所的庇護所等場所的
居民和工作人員例外居民和工作人員例外。。

林醫師最後下結論林醫師最後下結論：：眼前的黑暗只是暫時的眼前的黑暗只是暫時的，，隧道盡頭定是隧道盡頭定是
一片光明一片光明。。身為追尋者身為追尋者，，只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即不知道有失望即不知道有失望。。
感謝為疫苗舖路貢獻的人感謝為疫苗舖路貢獻的人，，接種疫苗接種疫苗，，成為你希望看到的改變成為你希望看到的改變。。
林醫師在最後也回答一些觀眾的提問林醫師在最後也回答一些觀眾的提問，，比較重要的如下比較重要的如下：：

現在鼻子噴劑疫苗出來現在鼻子噴劑疫苗出來，，可否採用可否採用？？林醫師說林醫師說：：主要還是以主要還是以
「「注射注射」」 為主為主。。問問：：打疫苗防疫力可維持多久打疫苗防疫力可維持多久？？林醫師說林醫師說：：可維可維
持一年持一年，，一年後一年後，，感染率增加感染率增加。。就像打仗一樣就像打仗一樣，，且戰且走且戰且走。。第三第三
劑疫苗看樣子一定要打劑疫苗看樣子一定要打。。另外另外，，林醫師也提到林醫師也提到：：高血壓高血壓、、糖尿病糖尿病
等慢性病患者等慢性病患者，，危險程度愈高危險程度愈高,,愈需要打疫苗愈需要打疫苗。。至於是否可發疫至於是否可發疫
苗護照苗護照？？林醫師說林醫師說：：美國不會發美國不會發！！

圖為圖為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進階版主講人林承醫師進階版主講人林承醫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舉辦舉辦 世界性講座世界性講座：：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進階版大合照進階版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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