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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中央社】白宮今天公布第二波5500萬劑
疫苗海外分配計畫，其中1600萬劑將分給亞洲
。台灣雖在列，但據了解，美國近日贈台的
250萬劑疫苗已是首波及第二波配額加總，後
續不會再分到疫苗。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5月宣布將釋
出8000萬劑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苗到海外，協助他國抗疫。白宮6月3日宣
布首波2500萬劑疫苗釋出細節，今天則公布剩
餘5500萬劑的分配計畫。

白宮指出，第二波疫苗分配計畫中的4100
萬劑疫苗，將透過全球取得機制（COVAX）平
台釋出，其中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分配
1400萬劑、南亞與東南亞分配1600萬劑，約
1000萬劑則是提供給非洲地區。

至於其餘的1400萬劑疫苗，則會與區域優
先重點及其他國家分享，例如哥倫比亞、阿根
廷、海地、多明尼加、哥斯大黎加、巴拿馬、
菲律賓、越南、印尼與南非等。

根據白宮的細節說明，透過CO-
VAX給南亞與東南亞的1600萬劑，將
分配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巴基
斯坦、斯里蘭卡、阿富汗、馬爾地夫
、不丹、菲律賓、越南、印尼、泰國
、馬來西亞、寮國、巴布亞紐幾內亞
、台灣、柬埔寨與太平洋島國。

白宮今天未對個別國家分配到的
疫苗數量做說明。

台灣雖在第二波分配名單上，但
據了解，美國政府19日交付的250萬
劑莫德納疫苗，包含台灣首波分到的
75萬劑及第二波分到的175萬劑，美
方是將兩批疫苗一起運送。亦即台灣
後續不會再從美國8000萬劑疫苗捐贈
計畫中，分配到疫苗。

對此，駐美代表蕭美琴表示，有一部分確
實是台灣方面爭取，將第二波配額早點一次提
供應急。至於後面的全球援助如何分配，美方

會視全球疫情變化和各國需求，隨時做動態的
評估。

至於會不會持續向美國爭取捐贈台灣疫苗
，蕭美琴說，會依照國內的指示辦理。

美國宣布第二波疫苗捐贈美國宣布第二波疫苗捐贈 台灣台灣250250萬劑已內含萬劑已內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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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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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 you were like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You laid out the strong
road ahead to let us fight for our
lives.

That was a dark evening when
my flight arrived at Taipei Airport
from San Francisco. I rushed to

the hospital to try to meet my
father. I took a lot of letters he
wrote to me. He felt I was coming
back.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ather.

Today is Father’s Day. I passed
by my office where hanging on
the wall is the calligraphy written
by him. Especially today, I felt I
heard his voice and
encouragement.

My parents spent their their
young adult time during the war
time. I still remember my dad’s
only hobby and good time was
reading the daily newspaper at
night time. When I was still a kid I
always slept by him to “share”
the news and ask him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local news
and news of the world. Most of

the time I could not understand
until I fell asleep. Up until I was in
college and got a job at a local
radio station, every time my dad
met with me, he always
remembered my habit of reading
the newspaper with him

My dad never really reached his
goal in life and he felt very
depressed in his final days.

Fortunately, we can continue his
vision to build a media business
in America.

A couple of months ago our
daughter Margaret and
son-in-law Jack brought us a
pair of Rolex watches. On today
’s Father’s Day she brought
me a summer pair of socks and
we felt such joy and happiness.

We remembered when Margaret
was just four or five years old
when she always tried to help us
to put the inserts into the
newspapers.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Texas Medical School, she
became a very outstanding
physician. Her patients always
told me that Dr. Lee is such a
friendly doctor and always treats
everyone like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Today, when all of us are
remembering our fathers, the
voices of our loved ones who
have gone from the world
sometime come back to us as if
in a trance. The voices and
teachings of our fathers will
always be in our hearts.

0606//2121//20212021

Remembering Father's EncouragementRemembering Father's Encouragement

父親猶如照明的燈，他是生命之水，築成
堅厚的基石，要我們勇往向前。
那是一個昏暗的夏天，我從舊金山飛抵台

北直奔醫院，見到了父親最後一面，我手裡握
著一大曡父親在我到達美國後給我的親筆信，
他在病榻上似乎意識到我的到來，但是在我們
父子無法做最後一次的交談，他就撒手人間了
。
今天是父親節，我再一次凝视父親親筆為

我書寫的贈語，他那挺拔秀麗的書法，多年來
懸掛在我辦公室的牆壁上，每天我都會路過目
視一眼，特別是今天似乎又聽見了父親的叮嚀
。
父母親在戰亂中生長，是最不幸的一代，

當他們生活在異域他郷時，生活的挑戰已經耗
盡了年輕的黃金歲月，父親早年最大的精神享
受就是晚上在微燈下閱讀當天的報紙，他關心
家鄉和世界上当天發生的大小事，從我有記憶
時，總是依附在父親身後，和父親共讀報紙，

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和新聞媒體結下不解之緣
，直到我在大學時期就在新聞平台上開始了我
媒體工作者
的第一步，每當我們父子在台北車站相互道別
時，他還经常提起我孩童時和他爭看報紙的往
事，父親年輕時的凌云壯志，在現實的環境下
使他感到無力和頹喪，這份「懷才不遇」的失
落，他唯有寄望下一代來圓夢。
數十載的崢嶸歲月，我們不負父親的期望

，總是在最艱困时刻，以見山開路，見水搭橋
的勇氣接受挑戰，我們為海外華文媒體寫下了
歷史的篇章。
最近愛女元瑜給我們送來了一雙男女配對

的勞力士手錶，今天父親節又給我送來了減肥
後三十六吋的夏天短褲和運動褲，我和妻都非
常感動，覺得這份厚禮太「沉重」了。
女兒從小乖巧懂事，四歲時就幫著手塞報

紙，她十分能理解和分擔我們創業之苦衷，她
從哥倫比亞大学及德州醫院學成之後，已經是

一名出色的醫生，許多她的病人経常告訴我們
，妳女兒真是好醫生，她永遠臉上帶著微笑，
視病人為家人。
父親節我們大家都在追懷自己的親人，斯

人已去，世事恍惚，父親墓前，你溫馨的叮嚀
總是響在我們的耳邊，我們再次流下扑簌的淚
雨，父親的音容和教誨，永烙心坎···

2021年6月20日父親節
寫於美國德州休斯敦

父親溫馨的叮囑和勉勵父親溫馨的叮囑和勉勵 ---- 寫在寫在20212021 年父親節年父親節



AA33要聞3
星期二       2021年6月22日       Tuesday, June 22, 2021

亞洲時局

日本眾院選舉或有超 850 人參加

小選區爭奪成重頭戲

日本將解除9地緊急事態宣言
沖繩縣延至7月11日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16 日的一份調查顯示，預

計參加秋季舉行的日本眾院選

舉的候選人達到852人，其中女

性143人。自民、公明執政兩黨

與立憲民主、共產等統一戰線

的在野黨在小選區的爭奪將成

為重頭戲。

據報道，日本各黨瞄準夏季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後的眾院解

散，正在推進協調候選人等準備

工作。眾議員任期到2021年10月

21日結束。2020年9月上臺的菅

義偉政府將面臨大型國政選舉的

首場“審判”，預計政府的新冠

對策將成為最大爭論點。

報道稱，額定議席數為465

個。289個小選區預計有778名候

選人。包括爭奪推舉名額的情況

在內，自民黨共有278人。該黨

還急欲在因議員涉醜聞辭職及退

黨造成的候選人空缺選區推舉人

選。

公明有 9 人準備參選。自

民已內定予以推薦。以往慣例

是在解散後推薦，此次提前旨

在彰顯自公兩黨重視選舉合作

的立場。

立民推舉207人，此外共產

122人、國民民主黨22人、社民

黨9人。立民與共產將在66個選

區展開角逐。立民、國民與社民

也將在總計6個選區競爭。立民

打算以實力接近的選區為主，推

舉統一候選人，協調工作能在多

大程度得以推進是焦點。

日本維新會將推舉63人，以

大本營大阪為主，與自民、立民

爭奪議席。包括比例代表在內，

力爭獲得相當於目前約2倍的21

個以上議席，將摸索在城市地區

等推舉候選人。

此外，預計參選的還有令和新

選組20人、從老政黨手中守護國民

黨3人以及45名無黨派人士。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為防控

新冠疫情擴散，日本10個都道府縣目前正在實施緊急

事態宣言。對此，專家分科會17日同意政府提出的方

針，即在緊急事態宣言20日到期時，解除9個都道府

縣的緊急事態宣言，但沖繩縣將延長至7月11日。

據報道，關於防控新冠疫情的問題，由傳染病

專家等組成的“基本應對方針分科會”17日召開會

議，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等出席了會議。席

間，關於10個都道府縣正在實施的緊急事態宣言

，西村就日本政府方針征求了與會專家的意見。

日本政府方針是，除沖繩縣外，在緊急事態宣

言20日到期時，解除9個都道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

，其中，北海道、東京都、愛知縣、大阪府、兵庫

縣、京都府、福岡縣等7個都道府縣將從6月21日

至7月11日，開始實施防止疫情蔓延等重點措施。

報道稱，由於沖繩縣的醫療資源依然處於吃緊

狀態，日本政府將把該縣的緊急事態宣言延長至7

月11日。

此外，日本政府被曝打算在7月中旬至下旬，

推出對接種新冠疫苗予以證明的“疫苗護照”製度

。目前，日本政府已確定了“疫苗護照”製度的內

容，並正在進行有關調整。

據介紹，日本的“疫苗護照”製度的主要內容

有，在製度實施最初的一段時間，由負責疫苗接種

具體工作的市區町村政府基於接種記錄，以書面形

式向相關人士發放“疫苗護照”。“疫苗護照”將

記錄有持有人的姓名、國籍、證明身份的護照號碼

、疫苗接種日期等信息。

報道指出，為了提高“疫苗護照”的方便性，

日本政府還決定，將就電子“疫苗護照”的申請和

發放進行探討。

柬埔寨日增病例持續高增長
官方將推出“居家治療方案”
進入6月以來，柬埔寨每日新增

新冠肺炎病例數仍居高不下，已

經有多日報告600例以上，為進

一步合理利用醫療資源，柬埔寨

官方將正式推出新冠“居家治療

方案”，讓無癥狀和輕癥患者在

家接受治療。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17日通報

，該國當天新增報告625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705例，新增死亡12例。新增確

診病例中，34例為境外輸入確診

病例，591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

例。截至目前，柬埔寨累計確診

病例已超過4萬。

作為國家行政中樞和經濟重鎮

，首都金邊仍是此輪疫情的“重

災區”，尤其該市近期多家工廠

暴發群體感染，成為新增病例居

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此，

金邊市16日公布的新冠疫情防

控新計劃將工廠防控作為重要內

容，該計劃要求，金邊市轄區內

的所有工廠，須在1至5年內，

為工人提供合適的宿舍，自備廠

車運載工人，禁止商販在工廠周

邊範圍營業，以及考慮搬遷至經

濟特區作業。

此外，由於疫情形勢嚴峻，醫

療系統負荷過重，柬埔寨政府曾

於今年4月表示要製定“居家治

療方案”。柬埔寨國家抗疫委員

會17日消息稱，“居家治療方

案”將正式推出，讓無癥狀和輕

癥患者在家治療，不用送到醫院

。該方案將率先在金邊市實行。

另據西哈努克省官方消息稱，

該省將於下周啟動新冠疫苗接種

工作。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宗朗表

示，接種工作將於本月21日啟

動，接種人數約19萬人。他透

露，當地外籍人士也能打上新冠

疫苗。西港成為繼幹拉省之後，

第二個啟動接種工作的省份。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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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前國務總理

丁世均在首爾發表競選宣言，

正式宣布將參加下屆總統競

選，並承諾發展經濟和消除不

平等狀況。

據韓媒報道，丁世均的競

選口號為“強大韓國，經濟總

統”，將會在競選中主打“經

濟牌”。他提出了革新經濟、

人均收入4萬美元、照料型社會

等具體構想。丁世均強調，將

與所有不平等現象作鬥爭，為

消除不公平和不平等帶來的差

距奉獻畢生精力。

據悉，丁世均提議將大企

業集團大股東的分紅、高管和

普通員工的工資凍結三年，還

指出房地產問題是引發國民被

剝削感的資產差距的源頭，承

諾將在任期內提供100萬套公租

房和30萬套公售房。

據韓媒介紹，丁世均1950年

出生於韓國全羅北道，曾六次當

選國會議員。2020年1月，經總

統文在寅提名，丁世均接替因參

加國會議員選舉而請辭的李洛淵

出任韓國國務總理。今年4月，

丁世均向文在寅請辭，此舉被視

為為參加韓國總統大選鋪路。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東京的猶豫東京的猶豫
難擋奧委會的頑固難擋奧委會的頑固!! 】】

【綜合報道】土地肥沃的烏克蘭曾被稱
為蘇聯的“麵包籃子”，而在世界糧食安全
形勢惡化之際，該國正大力開發其農業潛力
，希望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糧倉。

從7月1日起，烏克蘭將結束實施20年
的農業用地買賣禁令，允許所有公民購買麵
積不超過100公頃的農田。當地政府說，建
立正常運轉的農業市場，是通過促進投資來
擴大農業規模和提高農業效率的第一步。

在烏克蘭，改革農業的呼聲由來已久。
在全球糧食供應備受冠病衝擊之際，烏克蘭
農業開放措施也將對全球產生影響。

基輔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尼維耶夫斯基指
出：“對烏克蘭人來說，這將帶來額外出口
收入；對世界其他人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糧
食。”

目前，烏克蘭是全球最大葵花籽油與第
四大玉米出口國。該國擁有超過4000萬公頃
的潛在耕地，幾乎相當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的面積，但其玉米產量卻比美國低三分之一
，小麥產量比歐盟低四分之一。這與烏克蘭
的共產主義歷史有一定關係。烏克蘭在蘇聯
時期禁止買賣土地，獨立後又因擔心大片土
地落入超級富豪和外國人手中而於2001年恢
復這項禁令。這導致農民只能租用田地，無
法通過抵押農田來換取資金，大大限制了農
業發展。

尼維耶夫斯基指出，農田買賣禁令解除
後，農業效率將獲得提升，市場也會越來越
透明。地主將從市場價格中受益，農民則能
更容易取得貸款，並有機會種植利潤更高的
作物。據基輔經濟學院估計，未來幾年烏克
蘭國內生產總值（GDP）有望因此每年提高
1.5個百分點。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也是糾正歷史錯誤
的機會。基輔農業物流分析師霍斯佐斯基的
曾祖父原是在烏西部種植小麥的富裕農民，
但上世紀40年代，他的大部分土地被蘇聯人
沒收了，用來建立國營的集體農場。

霍斯佐斯基計劃購買五六公頃農田，並
對烏克蘭農業前景表示樂觀。他說：“這是
取回祖先所擁有部分土地的機會。此外，大
家都明白，農業是烏克蘭經濟的火車頭。”
由於烏克蘭貪腐嚴重，也有不少人擔心此舉
可能導致農田集中在富人手中，他們也對烏
克蘭擬從2024年向外國人開放市場的計劃表
示擔憂。

不過，若能成功推行改革，烏克蘭農業
的潛力無疑是巨大的。冠病疫情凸顯了全球
糧食供應鏈的脆弱性，目前糧價已升至近10
年新高，各國都在設法確保糧食供應充足，
其中波斯灣國家對烏克蘭作物的需求越來越
高。

今年3月，烏克蘭農業部長列申科在大
西洋理事會一篇博文中指出，烏克蘭計劃協
助維護阿聯酋以及其他區域國家的糧食安全
。他寫道：“在這過程中的每一階段，我們
將努力確保烏克蘭人免受企業大亨和貪腐官
員的貪婪侵害。政府會永遠謹記，烏克蘭農
田是國家最大的財富。”

解除農田買賣禁令解除農田買賣禁令
烏克蘭要當全球糧倉烏克蘭要當全球糧倉

雖然世界新冠疫情包括日本在內都還沒有平
息, 但顯然已阻止不了國際奧委會堅決要辦東京
奧運會的決心, 一直猶豫不決的日本雖然還不敢
大聲向世界宣告東京奧運會必定舉行, 但他們已
排定7月23日開幕典禮的日程,用具體作為展現
出辦定了的行動。

日本去年因為嚴重疫情被迫取消2020年東
京奧運會後, 經過國際奧委會同意, 決定在2021
年不更改年份,繼續使用2020年奧運會的名稱, 這
一代的人都能理解, 也都會記得，但時期久遠後
必會造成歷史錯亂,誤導我們的後人。

在過去這一年, 日本對於要不要辦東奧面臨
困難抉擇, 一直到上個月, 當八成日本民眾持反對
意見時, 首相菅義偉才莫可奈何說出, 會把日本人
民的生命放在第一考量, 但由於舉辦東奧會真正
的權利並不在日本, 而是取決於國際奧委會。在
奧運會歷史上一共只取消過三次--1916 年、
1940年和1944年, 都是因為面臨世界大戰才中止
, 換言之,只有在無法抗拒的環境下, 國際奧委會還
會停辦4年一次的奧運會，至於疫情方面, 因為以

前奧運會的年份還沒有碰到過, 所以就不存在著
辦不辦的困擾。

這次的東奧會不幸面臨新冠疫情嚴峻考驗,
國際奧委會顯然認為並不威脅到運動員的身體健
康與生命安全,自始至終堅決要辦, 所以一切後果
就必須由他們來承擔, 至於會有多少國家派運動
員去參與這次的體育競技, 就無從得知, 相信仍在
疫情災難中的許多國家如印度與巴西等是不可能
派選手參加的，如果不是全世界選手都參加的運
動競技, 那算是公平與公正嗎? 國際奧委會顯然
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們心中想的只是國際奧委會
自身的利益, 只想到如何不喪失賺取世界各國轉
播東奧會的電視權利金罷了!

奧運會是一項全世界都參與的盛事, 其宗旨
除讓各國運動員藉著競賽交流,展現強健體魄，以
爭取更快、更高、更遠與更好的成績外, 也在追
求世界和諧，所以也是喜事一樁,但是當許多國家
正面臨疫情災難時, 國際奧委會難道還可以不聞
不問,安心的舉辦奧運會嗎 ?

瑞典一公司核酸檢測證明造假瑞典一公司核酸檢測證明造假
波及人數可能超波及人數可能超1010萬人萬人

(綜合報道）瑞典各地可能有超過 10 萬
人收到了虛假的核酸檢測結果。

Doktorgruppen是一家提供核酸檢測和旅
行證明的瑞典私營公司，據報導，該公司在
收取檢測費用後，未將檢測樣本送至實驗室
分析就為檢測者出具了陰性報告。目前，該
公司網站已關閉。

瑞典警方於19日在首都斯德哥爾摩抓捕
三人，他們涉嫌嚴重欺詐、傳播病毒和提供
虛假證明。

一位官方消息人士表示，政府擔心收到

假陰性結果的感染者無法及時得到治療，也
擔心新冠病毒在不知不覺間通過這些人進行
傳播。

瑞典社會事務大臣萊娜·哈倫格倫稱，這
種涉嫌欺詐的行為令人噁心，但最糟糕的是
這一行為關乎到生命及健康問題。她還表示
，警察和當局將對涉案人員進行嚴厲打擊。

地方檢察官亞歷山德拉·比特納（Alex-
andra Bittner）不願深入介紹初步調查的情況
，他表示，目前唯一能透露的是初步調查仍
在進行中。



聯合國秘書長
對巴以再次沖突表示關切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對巴以最新一輪沖突表示關切，呼籲雙方充分尊重停火協議。

據媒體報道，以色列軍方稱多只帶有燃燒裝置的氣球15日從加沙地

帶飛入以色列境內，造成多處農田起火；以色列方面則在16日對加沙地

帶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軍事目標實施空襲作為報復。

哈克在當天的午間記者會上說，古特雷斯希望看到停火得到維持和

鞏固，以便為相關各方提供所需的空間，達成協議、穩定局勢。

哈克表示，對聯合國而言停火是現階段的當務之急。聯合國此前已

經多次強調，停火協議仍然脆弱，必須得到支持和鞏固。聯合國反對任

何可能使停火面臨風險的行動。目前，聯合國正與停火問題相關各方保

持聯系，努力建立相關機製，以穩定局勢。

哈克稱，聯合國中東和平進程特別協調員文內斯蘭(Tor Wennesland)

正繼續與相關各方開展外交斡旋，以實現上述目標。

今年5月，巴以發生了持續11天的嚴重暴力沖突，250多名巴勒斯坦人

和10名以色列人喪生。經國際社會斡旋，雙方於5月20日宣布停火。

文內斯蘭日前在社交媒體發文稱，聯合國與埃及正努力推動停火協

議落實，當前安全和政治形勢仍然十分脆弱，但巴以局勢再度呈現升級

之勢。他呼籲相關各方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避免任何可能導致新一輪對

抗的挑釁行為。

媒體報道稱，當地時間6月15日，約5000名以色列人舉行“耶路撒

冷日”遊行活動，紀念以色列1967年奪得對耶路撒冷的控製權。遊行隊

伍經過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時遭遇巴勒斯坦民眾抗議。巴勒斯坦抗

議者隨後與以色列警方發生沖突，33人在沖突中受傷，另有8人遭以色

列警方逮捕。

創23年新高！
德國3月新生兒數量躍升10%

綜合報導 德國統計局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間，德國的出生率與全

球出生率下滑的趨勢相反，3月份的出生人數躍升了10%，新生兒數量

達到199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德國2月的出生人數就已經上升了6%。德國統計局表示，3月出生

人數為65903人，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900人，也是1998年以來首度突破

6.5萬人。

2020年5月，德國的第一波疫情開始趨緩，第一次封鎖措施也有所

放松，隨之出生人數出現上升趨勢。

德國統計局表示，受第一波疫情沖擊較嚴重的西班牙、法國或比利

時等國的出生率趨於穩定，其他歐洲國家3月的出生率也在上升，尤其

是東歐國家。

2020年德國出生人數僅下降0.6%，並在2021年1月保持穩定，這意

味著第一次封鎖措施對生育決策的影響微乎其微。

人口專家將德國出生人數逆勢增長歸因於有利於家庭的政策和移民

人數增加，以及德國及時發布政策，確保在封鎖期間無法工作的民眾能

獲得國家支付的紓困金。

希臘疫苗接種超680萬劑次萬劑次
2000人違規參加海灘派對海灘派對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835例新冠病例，連續一周

日增病例維持在三位數，目前累計確診

416195 例；新增死亡 22 例，累計死亡

12465例。

18-24歲年齡段民眾將可預約疫苗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馬裏奧斯

•希米斯托克利斯在疫情通報會上宣布，

從6月16日起，年齡在18至24歲的人士將

可以開始預約接種新冠疫苗。考慮到可能

存在的健康風險，該年齡組人群使用的疫

苗為除了阿斯利康疫苗外的輝瑞、莫德納

和強生疫苗。

希臘數字治理部長皮埃拉卡基斯14日

接受Skai電視臺采訪時說，截至目前，希

臘已經累計接種了超過680萬劑次的新冠

疫苗，預計到夏季結束希臘將有一半的人

口接種疫苗。

疫苗接種者7月可免自檢
希臘總理辦公室副部長斯科爾佐斯近

日表示，從7月1日起已經接種了疫苗的

人士在前往工作

或參加社會活動

時，可無需再進

行新冠病毒強製

性自我檢測。他

說，自4月 12日

希臘開始實施自

我檢測措施以來，截至6月12日，希臘共

向450名群眾發放了約2750萬份自檢用品

。他指出，自我檢測手段的實施以及疫苗

接種工作的順利開展，都使得新增新冠肺

炎患者的數量迅速減少。

斯科爾佐斯表示，過去兩個月新增新

冠肺炎感染人數較此前下降了75%，住院

人數也下降了65%-70%。

在談到有不少民眾仍在猶豫或是不想

接種疫苗時，他說：“這部分人士應該知

道，他們的工作、社交和娛樂方式，將會

因為沒有接種疫苗而繼續受到限製。”

2000人違規參加雅典海灘派對
當地時間13日晚，雅典格利法達海灘

上舉辦了一場至少有2000人參加的派對。

派對上興奮的年輕人甚至放火燒了沙

灘上的遮陽傘。起火後六名消防員和兩輛

消防車立即趕到現場，然而，當海灘上的

年輕人看到消防員時，他們開始向消防隊

員們投擲石塊。

根據目擊者稱，一些年輕人在現場一

直狂歡到次日早晨。

格利法達市市長喬治•帕帕尼科勞說

：“事實令人沮喪，2000多名孩子聚集在

這裏，他們不遵守疫情規則，不戴口罩、

沒有保持社交距離。更讓我們生氣的是，

他們對我們的工作表現出極大的不尊重。

60多把沙灘遮陽傘被燒毀，垃圾桶被破壞

，他們還沖警察和消防員扔東西。大多數

孩子都是未成年人，在此我們呼籲孩子們

的家長應當承擔起責任。”

2021年法國“科技萬歲”展揭幕
馬克龍暢談“科技強歐”

2021年法國“科技萬歲”展揭幕，

全球各類科技企業紛紛亮相。法國總統

馬克龍出席展會，暢談“科技強歐”的

相關設想。

防疫工作備受重視
作為法國本階段“解封”後舉行的

首個大型展會，防疫工作備受社會各界

重視。為保證更多民眾參與，展會采取

了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16日

至18日向專業人士開放，僅19日向公眾

開放。

法國的健康通行證製度現已全面落

實，出席此類大型活動必須出示健康通

行證。因此“科技萬歲”展也成為全面

投入使用健康通行證的首個大型展會。

該通行證通過手機應用程序以二維碼方

式獲取，以證明通行證持有者已經完全

接種新冠疫苗，或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為陰性。

尚未接受完整疫苗接種的參會者

都須接受病毒檢測，展會現場設有病

毒檢測中心，可同時為多人進行檢

測，並可較快獲得檢測結果。記者看

到，在入場高峰時段，有不少人排隊等

待接受檢測。每次的陰性檢測結果有效

期為48小時。

展會在防疫方面做好充分應對，包

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限製人流等

具體措施，絕大多數人都能認真履行相

關措施。現場也布置了充足的洗手液。

科技企業紛紛亮相
眾多知名企業紛紛亮相“科技

萬歲”展會，試圖抓住難得的機會拓

展商機。“科技萬歲”展目前是第五

屆，作為歐洲頂級科技創業創新展，

該展會為不同規模的科技企業創造機

會。在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嚴峻的背景

下，企業能夠有線下交流的機會極為

難得。

2021年“科技萬歲”展的主要討論

議題是因新冠疫情加速變革的數字化轉

型、融入科技初創企業的世界、工作的

未來以及科技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影響

。展會還設立了數字平臺，可以讓人們

遠程體驗相關活動。

法國製藥業巨頭賽諾菲展出了演示

製藥生產線的一整套模擬裝置，賽諾

菲的製藥工程師向記者詳細講解了這

套模擬裝置的具體設計流程。實際上

，疫苗的生產流程也可以通過該裝置演

示出來。

記者在展會上看到中國華為公司的

展臺。按照官方介紹，華為展臺分為三

部分：開放創新、綠色科技和數碼轉型

。華為繼續進行Digital InPulse項目支持

法國初創企業，今年的項目主題是綠色

科技，當天的展會現場為巴黎的兩個獲

獎獎項頒獎。

中國科技企業新石器無人車公司

在“科技萬歲”展上展示了無人車產

品，希望通過展會在歐洲尋找相關的

研發和新技術方面的合作。據記者了

解，中關村——巴黎大區產業創新中

心協助相關企業參加展會，並希望通

過展會了解歐洲前沿科技項目，促進

中法科技合作。

馬克龍暢談“科技強歐”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出席“科技萬

歲”展，走訪各類科技企業的展臺，並

與4家初創科技企業負責人舉行對話會

，面對面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馬克龍表示要推動歐洲的科技振

興，推動法國的初創科技企業發展水

平，並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他

說，我們有能力吸引大量中美兩國在科

技領域的投資。他稍早前已表示，到

2030年歐洲將創建大約10家科技龍頭企

業，能夠與主導相關科技領域的美國企

業展開競爭。

馬克龍在對話會上闡述了歐洲應采

取的經濟政策，以建立更具活力、更為

強大的科技未來。他也表示法國將繼續

推動科技創新系統，以推動法國相關科

技企業的轉型。他對法國在科技領域取

得的成果表示滿意，但強調“不能滿足

於現狀”。

英國或對本國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公民放寬旅行限製
綜合報導 英國媒體報道，

英國政府擬對完成新冠疫苗接

種的本國公民放寬旅行限製。

按英國《每日電訊報》的

說法，根據政府新計劃，完成

新冠疫苗接種的英國公民從

“琥珀色”清單所列的國家和

地區旅行回國後免隔離，但仍

需接受病毒檢測。

為方便英國人往來於英國和

世界上新冠疫情風險低的地

區，英國政府推行“紅綠燈系

統”：本國公民從劃為“綠

色”的國家和地區入境英國後

免隔離，但仍需在行前和抵英

後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從“琥

珀色”國家和地區入境英國後

須在家中或酒店自我隔離，並

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從“紅

色”國家和地區入境後須在

指定酒店隔離，並接受新冠病

毒檢測。

被列為“琥珀色”的國家

包括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和

美國等。

《每日電訊報》說，英國政

府官員仍在研究新措施是否只限

於本國公民，還是放寬至所有入

境者，以及對無法接種疫苗的人

群可以有哪些豁免、18歲以下的

兒童是否應該被豁免等。主張加

強邊境限製的英國衛生大臣馬

特· 漢考克已表示，對放寬旅行

限製持“開放”態度。

英國上月起逐步恢復國際

旅行，但目前只有十余個國家

和地區被納入免隔離度假目的

地“綠色”清單，包括冰島、

以色列、新西蘭和澳大利亞。

英國政府發布的數據顯示

，當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9055例，為今年2月底以來單

日最高紀錄，累計確診4589814

例；目前有超過4200萬人接種

了首劑新冠疫苗，超過3000萬

人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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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6月21日，美國商務部表示，撤銷去年9月特朗普政府時期發布的
針對中國社交媒體應用TikTok和WeChat的禁令。

根據美國媒體此前的報導，當地時間6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撤銷了特朗普政府對社交媒體
應用TikTok和WeChat的禁令，併計劃頒布一項對外國運營的應用程序審查範圍更加廣泛的行
政命令取而代之。

報導稱，根據美國商務部最新備忘錄，該行政命令將處理對多個應用軟件的審查申請。備
忘錄稱，商務部將在標準決策框架下採取“嚴格的、基於證據的分析，來評估和解決外國運營
的應用程序帶來的風險”。

2020年8月6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所謂TikTok和WeChat“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
，對其頒布禁令。 9月18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於20日執行對這兩款應用程序的禁令，包括禁
止通過美國在線應用程序商店下載或更新這兩款應用程序等。

對此，WeChat美國用戶和TikTok分別在舊金山和華盛頓就禁令提起訴訟。之後，舊金山
和華盛頓聯邦法院分別叫停了特朗普政府對這兩款應用程序的禁令。面對法院裁決，特朗普政
府分別提起上訴。

今年2月10日，美國政府叫停對TikTok禁令的訴訟；11日，美國政府又要求聯邦上訴法院
暫停針對WeChat禁令的訴訟。

針對美國政府打壓中國科技企業的行為，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於去年9月表示，美方有
關政策和試圖採取的舉措與國家安全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對中國企業的宰割、霸凌和強取豪奪
，本質是政府脅迫交易，是對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的公然否定。我們
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停止無理打壓中國企業。

華春瑩強調，事實上，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在拿不出任何真憑實據的情況下，泛化國家安
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對特定中國企業進行各種不光彩的打壓，向世人展示了什麼叫赤裸裸

的霸凌行徑。美國國內也有人把美方行為叫做“數字砲艦”政策。但時代不同了，現在的中國
有能力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正當權益。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也曾指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對中國應用程序的無理打壓，停止限
制中國產品和服務在美國的正常使用。中方將堅決支持企業依法維護自身權益，也保留採取必
要措施的權利。

美國商務部也撤銷針對TikTok
和WeChat禁令

德克薩斯州再陷電力危機德克薩斯州再陷電力危機，，政府卻讓民眾集體政府卻讓民眾集體““買單買單””

（綜合報導）大家還記得今年冬天的時候，美國得
克薩斯州被暴雪壓垮而陷入“電力危機”嗎？當時得州
的電費一度飆升至兆瓦時將近一萬美元，誰能想到，這
一幕在這個夏天又上演了：

不僅電費一路攀高，甚至有可能面臨“有錢還沒電
用”的處境。

據環球網報導，得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ERCOT）
於近期發出預警，呼籲居民節約用電，以避免出現今年
冬天電力短缺的災難，因為當地的基礎設施“沒有升級
到可以應對同樣狀況的程度”。

然而，就在5月份的時候，ERCOT作出承諾，表示

有能力提供足夠的電力，以滿足夏季高
溫用電的需求。
據了解，ERCOT號召得州民眾在空調
方面要節約用電，也就是溫度不要調得
太低，比如白天居家時溫度不要低於
78 華氏度（約合 25.6 攝氏度），晚上
睡覺時溫度最好調至 82 華氏度（約合
27.8攝氏度）。
同時，ERCOT還呼籲民眾避免使用大
功率電器，包括洗衣機、烤箱等，否則
有可能會再次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
以上事情看上去似乎都不是什麼大事
，但對得州居民來說，顯然無法接受：
因為得州實在太熱了，晚上將近 28 度
的空調對得州居民來說，簡直就是“下
火海”。
實際上，地處美國南部的得州就是一
個“大火爐”，再加上今年夏天的“致

命高溫”，又把得州推向了“水深火熱”的境地。
近段時間以來，美國西南部正遭受高溫侵襲，多地

氣溫已破紀錄。除了得州，美國的加州、內華達州等地
正在面臨高溫考驗，當地的氣象部門均發出高溫警告。
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預測的最高氣溫將可能達到114華
氏度（約合46攝氏度），另外，由於持續高溫，加州第
二大水庫“奧羅維爾湖”的水位已急劇下降，州長已宣
布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由此可見美國正遭受新一輪“極端天氣”的影響，如果
不開空調或者被限制使用空調，對於美國西南部居民來

說，顯然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那麼對曾經經歷過今年冬
天那一“暗黑時刻”的得州來說，更是“無法容忍”。

在接到ERCOT發出節約用電的號召之後，得州居
民就不爽了，紛紛在社交媒體上抱怨對得州電力的不滿
：得州號召大家睡覺時把空調溫度調到82華氏度？這相
當於，在同一個地方，你可以經歷冬天被“凍死”和夏
天被“熱死”的雙重體驗。
更迷惑的是，ERCOT的有關官員卻表示，對於電力短缺
甚至停電的情況是“意想不到”的，將對機組進行檢查
與分析，查明為何會導致機器停運。
至此，只想說一句，ERCOT你好，是什麼原因難道你們
心裡沒有數嗎？

說白了，這暴露了得州電力系統的嚴重缺陷：在經
歷今年冬天的災難後，依然無法有效應對緊急情況。這
不僅與基礎設施有關，還與當地的製度有關。

諷刺的是，早在6月初，有相關人士已經預測到得州
可能再次面臨大規模停電的狀況，然而，得州議會還在
糾結有關電力改革的法案，直到現在還沒有正式敲定。

據美國媒體此前報導，得州議會在6月初通過一系列
有關電力改革的法案，以應對當地電力事故頻發的狀況
，避免再次出現大規模斷電的事故。

但是，這一法案動了石油與天然氣公司的“奶酪”
，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以至於得州議會需要後續召開
關於電力市場改革的聽證會開展進一步討論。

這意味著，即使未來相關改革法案得以通過並落實
，也得等到幾年之後了。有的專家甚至表示，這些草案
的措施“仍不足以應對下一場電力事故”，那麼，到頭
來還是得州的普通民眾承擔了所有。

（綜合報導）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日報導，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20日表示，美國將繼續對參與“北溪-2
”項目的俄羅斯公司實施制裁。

將俄羅斯天然氣通過波羅的海輸送到德國的“北溪-2”管
道工程建設目前已完成95%。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反對該項目，認
為它威脅到歐洲的能源獨立。

美方對參與該項目的公司和個人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俄羅斯
方面一再強調，“北溪-2”項目純粹是一項經濟投資，不應被
政治化。

此外，拜登的這名助手說，華盛頓還在準備一系列與俄羅斯
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有關的製裁措施。

該聲明發表之際，美國國會民主黨人批評拜登政府未能在最
後期限前實施第二輪制裁。今年3月，美國對幾名俄羅斯高級官
員實施了製裁，指控他們參與了納瓦利內“中毒事件”。俄羅斯曾多次否認這些指控，稱其缺
乏證據。

當被問及6月16日日內瓦峰會的結果時，沙利文表示，現在對穩定和可預測的美俄關係感
到樂觀或有信心還為時過早。他指出，拜登不認為任何事情是必然的，華盛頓希望從莫斯科看

到的是行動，而不是語言，看看雙邊關係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16日，普京和拜登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了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
的峰會，他們討論了網絡安全、軍備控制、地區衝突等問題，
兩國領導人都稱這次會晤富有成效。
拜登表示：“我做了我來這裡要做的事。”他解釋說，他確定
了兩國可以共同開展“實際工作”的領域，並告訴普京，美國
將“回應”威脅自己或其盟友利益的行動，還明確闡述了美國
的“優先事項和價值觀”。
拜登說：“沒有什麼可以替代領導人之間的面對面對話。”他
還補充說，他和普京“肩負著管理兩個強大而自豪的國家之間
關係的獨特責任”。
普京在另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也發表了類似的講話。他說，儘管
存在諸多分歧，但兩國之間“沒有敵意”，並說這次會晤“具

有建設性”。
普京還稱拜登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以積極的方式參與了討論。他說道，“我自

己認為拜登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人，你不會和每個領導人都進行這麼長時間的對話。”

俄美峰會結束俄美峰會結束，，美方宣布繼續制裁美方宣布繼續制裁““北溪北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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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三確診感染Delta變異株
軌跡均與機場有交集 初判為境外輸入關聯疫情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盧靜怡 深圳、廣

州報道）6月19日，深圳市新聞辦召開疫情防控發布

會，深圳市政府副市長陶永欣通報稱，6月14日、6

月18日，深圳市累計報告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分

別為深圳寶安機場海關工作人員姜某、南山區後海航

天科技廣場A座某公司員工蕭某、深圳寶安國際機場

某餐廳服務員朱某。經過深圳市疾控中心對姜某、蕭

某和朱某的新冠病毒基因測序結果顯示，三人攜帶的

病毒與CA868國際航班輸入的3例陽性病例完全同

源，均為Delta變異株。東莞18日晚間通報的1例新

增確診，則為深圳蕭某的妻子。 ●寶安區福永街道福圍社區已進行封閉管理。 受訪者供圖

自6月20日零時起，所有從深圳機場、火車
站、汽車站、碼頭等交通站場離深出省的

旅客，均須出具“健康碼”綠碼及48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深圳近6,000台公交車也連
夜加裝了體溫監測儀，檢測上車人員體溫在正
常範圍方可乘車。

陶永欣表示，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情況，核
酸檢測和病毒基因檢測結果初步判定，此次疫
情為境外輸入關聯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疫情
總體可控，大規模擴散風險較低。隨着排查工
作的進行，不排除在重點人群中出現零星病例
的可能。目前，深圳全市涉及的重點區和重點
行業已經開展多輪大規模核酸篩查，除已經報
告的陽性個案外，未發現其他病例。近期報告
的三例確診病例，均是在重點人群定期核酸檢
測，發熱門診等哨點主動監測中發現。

離深須持48小時陰性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多方採訪發現，目前深圳

已全面提高防控級別，19日13時起，所有進入
深圳機場航站樓及地面交通中心的人員均加強

管控，在現有測溫、“健康碼”查驗基礎上，
必須出具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截至
19日12時，累計勸返不符合防疫政策要求人員
9,631人，嚴防疫情對外輸出。同時，自6月20
日零時起，所有從深圳機場、火車站、汽車
站、碼頭等交通站場離深出省的旅客，均須出
具“健康碼”綠碼及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深圳近6,000台公交車也連夜加裝了體溫
監測儀，檢測上車人員體溫在正常範圍方可乘
車。

東莞增一例 為深圳確診者妻子
在東莞，18日晚上出現確診個案後，當即

開啟緊急抗疫的模式，當晚組織確診者活動範
圍涵蓋的莞城、東城、萬江、南城、麻涌5個
鎮街進行全員核酸檢測，15小時內連夜完成約
250萬人的核酸排查。經第一輪人員核酸篩
查，東莞13個封閉點共採樣9,410人均為陰
性。

據了解，東莞確診病例與丈夫居住在東
莞，丈夫蕭某則在深圳上班。根據深圳官方通

報的活動軌跡，6月15日早上，蕭某送孩子前
往東莞南城街道天安數碼城“小蜜芽託幼中
心”，中午乘坐網約車到深圳龍華區瀅水山莊
一期其親戚家，並到附近金牛潮汕牛肉火鍋民
樂分店就餐。下午從民樂地鐵站搭乘地鐵4號
線轉1號線轉11號線至後海航天科技廣場上
班，下班後搭乘地鐵11號線至深圳機場，在深
圳機場“711”便利店購物後乘坐機場大巴返
回東莞家中。從6月13日至6月17日，僅有15
日一天蕭某的軌跡與機場有交集。

根據通報，東莞19日起還暫停候機樓往返
廣州/深圳機場班車。東莞高速公路入口也會對
離莞車輛人員開展防疫檢查。東莞交投集團在
19日發出公告，提醒司機們在進入收費站前提
前作好準備，包括佩戴口罩、準備健康碼、配
合測量體溫等。不僅如此，19日起，離莞出廣
東省須持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確診患者居
住的東莞市南城街道百悅尚城小區2棟，也由
低風險地區調整為中風險地區，其他地區風險
等級不變。東莞多地暫停了體育館、文化館等
休閒場所的開放。

		
/1

接
種
疫
苗
後
仍
染
疫

專
家
：
屬
突
破
性
感
染

廣州發生Delta變異株
疫情，引起廣泛關注。據介
紹，目前確診患者、無症狀
感染者中，有一些是接種過
疫苗的。廣東省公共衞生研
究院院長、省預防醫學會專

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馬文軍接受採訪時指出，
突破性感染意味着疫苗不是萬能的，但他強
調，接種的好處仍毋庸置疑。

馬文軍表示，全程接種完疫苗後感染新
冠肺炎，叫做突破性感染，即突破了疫苗的
防線。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定義，
全程接種完兩劑新冠疫苗後14天，呼吸道標
本檢測到新冠肺炎的核酸或者抗原，就是突
破性感染。為何會發生突破性感染呢？馬文
軍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對某些人，疫苗可
能不會激發足夠的免疫系統反應；二是對一
些人，免疫系統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產生必
要的抗體來抵抗感染；三是可能感染了部分
或完全繞過疫苗的新的突變毒株。

疫苗雖非萬能 但接種好處毋庸置疑
疫苗在人類與傳染病鬥爭過程中發揮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接種疫苗是最具成本效益
的防控措施。但沒有一種疫苗保護率是100%
的，即疫苗不是萬能的。疫苗也好比是抗擊
新冠的一種武器，可增強人體免疫力，提高
與病毒的戰鬥力，但接種疫苗時間長了，對
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會逐漸下降，戰鬥力也會
減弱，需要加強免疫提高戰鬥力。因此，馬
文軍認為，此時可以通過研發更加高效的疫
苗、優化接種程序或通過將不同技術路線疫
苗混合接種等方法來提高疫苗保護率。對新
冠病毒疫苗來說，若是上述辦法能被臨床數
據證實有效，可以在現有疫苗的基礎上進一
步提高新冠疫苗的保護率。

雖然接種疫苗後可能會發生部分突破性
感染，但總體而言，接種疫苗的好處毋庸置
疑。首先，從個體層面來看，疫苗除了可以
防感染，即使發生了突破性感染，還可以降
低感染後的重症和死亡發生，比如科興中維
的滅活疫苗預防住院治療的效力為87%，預防
重症感染的效力為90.3%。

其次，從群體上看，雖然新冠疫苗不可
能保證所有的人不被感染，但按照目前的保
護效力，達到一定的接種率，就可以建立免
疫屏障，預防新冠在人群中大規模爆發流
行。所以，積極接種疫苗，保持較高的接種
率對今後預防新冠大流行，降低重症或死亡
患者數量，維持醫療衞生系統的正常運轉意
義重大，也是將來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們生活
正常化的前提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
疫苗是萬萬不能的。 ●《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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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全台三級警戒衝擊各行各業，行政
院推出的紓困4.0計畫近日陸續撥款，根據人力銀行
調查，2成6的上班族認為1萬元的孩童家庭防疫補
貼最有幫助，其次為勞工紓困貸款10萬。

1111人力銀行今天公布紓困4.0相關調查，有高
達7 成4上班族反應收入縮水；綜觀各項補助措施，
26.5%的上班認為幫助最大的是1萬元的家庭防疫補
貼，其次是勞工紓困貸款22.4%、失業補助20.4%，
以及自營工作者3萬元補助20.0%，但仍有4成上班
族認為以上方案均無幫助。

進一步詢問上班族最想要的補助類型，現金補
貼占比最高逾7成，接下來依序為薪資補貼55.5%、
失業補助26.1%、民生物資免稅23.2%，以及防疫照
顧假薪資補貼21.6%；另有近9成5上班族希望現金
直接匯入帳戶，落袋為安。

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黃若薇表示，在三級警戒
的限制下，民眾減少非必要性外出，餐飲業更禁止
內用，雖然多轉型外帶外送，但仍有不少餐廳，例
如吃到飽、火鍋、燒烤等轉型難度高；批發零售業
也因為需求轉弱，從業人員工作受到影響，就算後

續警戒降級，短期之內民眾消費活動也不會快速回
升。

她進一步說明，若參考勞動部最新的無薪假統
計，短短一週無薪假家數再度攀升，已寫下今年新
高，目前有625家、6383人實施無薪假，增幅最大的
就是住宿餐飲和批發零售業。

本次調查也顯示，超過6成上班族需依靠補助
維持正常家庭生活開銷；就收入層面而言，疫情爆
發前，上班族平均月收入是33184元，現在平均月收
入只剩21388 元。

黃若薇表示，疫情讓部分產業面臨生存危機，
從業人員也面臨收入銳減困境，從調查結果來看，
上班族平均每個月少賺1.1萬元，收入縮水超過3成5
，但補助只能解一時之危，產業復甦仍需正常經濟
活動來維持。

她建議，收入受影響的上班族可從兼職工作開
始，多方接觸不同產業領域，例如電商、運輸物流
等在疫情下業績大好、對人力有更多需求的產業，
或是種種因應在家工作產生的職缺， 「先求有再求
好，為自己留下東山再起的資本」。

民調：26%民眾認同家庭防疫補貼 逾7成支持發現金

消費者追求安心感消費者追求安心感 線上外帶大幅成長線上外帶大幅成長
疫情波及疫情波及，，百貨商場餐飲全數暫停內用百貨商場餐飲全數暫停內用，，麻辣鍋餐廳靠外帶生意撐盤麻辣鍋餐廳靠外帶生意撐盤，，智慧智慧

餐飲科技業者餐飲科技業者iCHEFiCHEF調查指出調查指出，，餐飲業餐飲業 「「線上外帶線上外帶」」 業績持續大幅攀升業績持續大幅攀升，，在防疫在防疫
警戒提升後的第警戒提升後的第33週已成長超過週已成長超過44倍倍。。雨炸南台挹注水庫6788萬噸

22日開會盤點全台水情
(綜合報道）根據水利署統計，兩天豐沛降雨可望讓全台水

庫進帳6788萬噸。水利署副署長王藝峰今天表示，研判明天將
有更大雨勢，盼有效挹注曾文、烏山頭、德基等目前尚未滿庫的
水庫，進一步穩定全台水情。

另外，外界關注二期稻作供灌事宜，王藝峰表示，主要水庫
灌區包含曾文、烏山頭、石門水庫，以及德基下游集水區等，以
上蓄水狀況均會密切注意，並於明天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
進行相關討論。

中央氣象局表示，今天受西南風影響，苗栗以南都有明顯降
雨，彰化、南投都出現逾300毫米累積雨量；滯留鋒影響最顯著

的時間是 22、23 日
，主要降雨區域為
西半部和東北部。

王藝峰指出，今天受惠梅雨鋒面由北往南、加上西南風灌入
南部地區，全台皆有降雨，不只南部水庫挹注顯著，中北部集水
區也有一定程度的雨量進帳。

他進一步表示，依據中央氣象局研判，明天將有較大雨勢，
水利署會持續保持警覺性，盼降雨有效挹注目前尚未滿庫的水庫
，例如霧社、德基、曾文、烏山頭和牡丹水庫；同時以不致災為
原則，落實防汛相關作業。

根據水利署最新數據，昨天至今天下午4時，全台水庫預估入
帳6788萬噸，其中曾文、烏山頭合計5400萬噸最豐，蓄水率提
升近7%；蘭潭、仁義潭、南化、牡丹水庫共進帳345萬噸，南化

水庫存量更是已達滿水位。
王藝峰解釋，隨著南化水庫已經滿載，現在只要超過每天送

至水公司的用水量，多餘的水便會採取自由溢流方式宣洩，流入
曾文溪。

另外，由於南化水庫蓄水率已達標，甲仙堰自19日11時30分
停止引水給南化水庫，轉而流入高屏堰，供給高雄用水。

至於中部水庫，以湖山水庫雨量最多，預計進帳360萬噸；明
德和鯉魚潭水庫分居降雨2、3名，共帶來逾300萬噸降雨效益；
日月潭、霧社水庫合計也有200萬噸入庫。

這兩天北部水庫雖無明顯進帳，但綜觀桃園、新竹等水情橙
燈區的主要集水區，石門水庫存量已從5月底的1成回升至55%
，寶山、寶二水庫蓄水率也大幅攀升至76%，遠離梅雨前的個位
數窘境；各地水情燈號是否調整，明天水情會議也會一併討論。

央行點出全球經濟4風險疫苗施打不均恐延長疫情
(綜合報道）全球景氣今年可望強勁反彈，不過央行點出影響全球經濟前景的4大風險，除了

金融脆弱性持續攀升，疫苗接種進度不一恐延後疫情受控時間，也可能讓經濟前景增添不確定性
。

央行報告指出，今年以來，歐美等經濟體加速COVID-19疫苗施打，並維持寬鬆性貨幣政策及
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經貿活動持續升溫，2021年全球經濟可望強勁復甦，金融市場則續受疫情
受控情況及通膨發展影響。

不過全球經濟前景並非一帆風順，央行點出4大不確定因素，第一便是疫苗接種進度不一，恐
延後疫情受控時間。

央行直言，影響當前全球經濟前景的最大不確定性就是疫情發展，全球疫苗接種進度不一，美
歐等疫苗部署加速的先進國家新增染疫人數驟減，疫苗短缺、接種緩慢的新興國家則面臨嚴峻疫

情。
央行表示，如果疫苗接種不均問題沒辦法盡快改善，恐怕無法阻擋病毒傳播或出現更多變異，

甚至影響現有疫苗有效性，將使疫情受控時程延後，經濟陷入封鎖及解封循環。
其次是金融脆弱性持續攀升，央行表示，在全球疫情尚未受控的情況下，處於高檔的資產價格

及持續膨脹的民間債務，將是影響未來經濟金融穩定的一大隱憂。
第三，央行指出，各國經濟復甦步調分歧，表現強勁的美國如果意外提早緊縮貨幣政策，恐致

全球金融情勢急遽緊縮，重演 「縮減恐慌」。
第四是全球經貿不確定性及氣候變遷風險依舊，除了美中關係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在各國將

對抗氣候變遷的承諾付諸行動之前，氣候相關風險續增。
央行提醒，上述4大風險一旦升高或實現，將拖累經濟復甦，未來仍須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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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 張志誠教授主講張志誠教授主講 「「影后林黛與那個年代影后林黛與那個年代」」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新冠疫新冠疫
情情，，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 。。就就
拿講座來講拿講座來講。。單是大專校聯會風雅集單是大專校聯會風雅集
自去年七月至今自去年七月至今，，就辦了就辦了 100100 場場
Zoom meeting(Zoom meeting(線上會議線上會議），），實力驚實力驚
人人！！ 尤以上周六尤以上周六（（66月月1919日日））辦的由辦的由
張志誠教授主講的張志誠教授主講的 「「影后林黛與那個影后林黛與那個
年代年代」」 ，，將五將五00年代起的明星年代起的明星、、電影電影
、、人物人物、、文化文化、、歷史歷史，，介紹的詳實精介紹的詳實精
采采，，使我們彷彿又重回那個電視剛開使我們彷彿又重回那個電視剛開
播播，，沒有電玩手機和互聯網沒有電玩手機和互聯網，，電影是電影是
一般人主要消遣娛樂一般人主要消遣娛樂，，張志誠教授以張志誠教授以
林黛與電影為軸林黛與電影為軸，，追憶繁華與蒼涼追憶繁華與蒼涼，，
美麗與哀愁美麗與哀愁，，迴轉時光人文迴轉時光人文，，緬懷那緬懷那
個年代的流水年華個年代的流水年華，，張教授在演講中張教授在演講中
也連結中國近代史相關人物與軼事也連結中國近代史相關人物與軼事，，
本刊限於篇幅本刊限於篇幅，，僅能略述一僅能略述一，，二二。。

台灣的電影史幾個重要的里程碑台灣的電影史幾個重要的里程碑
：：19491949 年年，，張徹導演的張徹導演的““阿里山風阿里山風
雲雲””是戰後第一部在台拍攝的國語電是戰後第一部在台拍攝的國語電
影影，，取景角度太魯閣取景角度太魯閣，，主題曲主題曲““高山高山
青青””由鄧禹平作詞由鄧禹平作詞，，張徹作曲張徹作曲，，流傳流傳
至今至今。。19491949年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製年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製
片廠片廠，“，“西施西施”“”“吳鳳吳鳳””是代表作是代表作；；
19501950年國防部成立中製年國防部成立中製（“（“揚子江風揚子江風
雲雲”，””，”緹縈緹縈““是代表作是代表作），），19541954年年
國民黨成立中央電影公司國民黨成立中央電影公司（”（”養鴨人養鴨人
家家“，”“，”家在台北家在台北“）“）成為三大公營成為三大公營
電影公司電影公司。。19551955年戲團拍攝歌仔戲年戲團拍攝歌仔戲
““薛平貴與王寶釧薛平貴與王寶釧””成為二戰後第一成為二戰後第一
部台語片部台語片，，一直到一直到19811981年最後一齣年最後一齣
台語片台語片““陳三五娘陳三五娘””為止為止，，共拍攝了共拍攝了
20002000部台語片部台語片，，現存拷貝不到十分之現存拷貝不到十分之
一一。。19671967年胡金銓拍攝年胡金銓拍攝““龍門客棧龍門客棧””
大受歡迎大受歡迎，，榮獲第榮獲第66屆金馬獎最佳影屆金馬獎最佳影
片片。。另外另外，，歐美電影與西洋流行歌曲歐美電影與西洋流行歌曲
廣受文青歡迎廣受文青歡迎。。

當時台灣電影概況當時台灣電影概況：：19631963年中影年中影
開始走健康寫實路線開始走健康寫實路線，，19641964年推出一年推出一
部彩色寬銀幕電影部彩色寬銀幕電影““蚵女蚵女”，”，19651965年年
““養鴨人家養鴨人家”，”，導演李行刻畫了家庭導演李行刻畫了家庭
親情親情，，同年也拍了第一部搬上銀幕的同年也拍了第一部搬上銀幕的

瓊瑤作品瓊瑤作品““婉君表妹婉君表妹”。”。19631963年李翰年李翰
祥在台成立最大的民營电影公司祥在台成立最大的民營电影公司 「「國國
聯影業聯影業」」 ，，拍攝了拍攝了““七仙女七仙女”，“”，“西西
施施”，“”，“狀元及第狀元及第””等賣座影片後等賣座影片後，，
開始瓊瑤系列開始瓊瑤系列““幾度夕陽紅幾度夕陽紅””等片等片。。
19671967年聯邦電影創業片年聯邦電影創業片““龍門客棧龍門客棧””
，，創票房紀錄開啟了武俠片熱潮創票房紀錄開啟了武俠片熱潮。。
19691969年再推出同樣以明朝為背景的年再推出同樣以明朝為背景的
““俠女俠女”。”。19701970年白景瑞的年白景瑞的 「「大衆電大衆電
影影」」 拍了拍了””再見阿郎再見阿郎“。“。這段期間台這段期間台
灣影壇由健康寫實的庶民影片灣影壇由健康寫實的庶民影片，，愛情愛情
文藝斤文藝斤，，與新派武俠電影組成與新派武俠電影組成，，出產出產
數量超過日本數量超過日本。。

香港電影概況香港電影概況：：兩條發展主綫兩條發展主綫：：
粵語片與國語片粵語片與國語片。。19501950--19701970以國語以國語
片為主片為主，，19701970年中期以後年中期以後，，回復粵語回復粵語
電影與流行歌曲電影與流行歌曲。。有華人的地方有華人的地方，，就就
有香港電影有香港電影，，風靡港風靡港、、台台、、東南亞東南亞，，
有有““東方好萊塢東方好萊塢””之稱之稱。。那時以那時以 「「邵邵
氏兄弟氏兄弟」」 與與 「「國際電影懋業公司國際電影懋業公司」」
（（電懋電懋，，後改稱國泰後改稱國泰））兩雄相爭兩雄相爭，，
19641964年年 「「電懋電懋」」 陸運濤來台參加亞洲陸運濤來台參加亞洲
影展影展，，在台中飛機失事在台中飛機失事，，此後由邵氏此後由邵氏
獨霸多年獨霸多年。。當時的代表作電影當時的代表作電影：：
--19591959–– 江山美人江山美人（（ 李翰祥李翰祥 ））
--19621962–– 不了情不了情（（陶秦陶秦 ））
--19631963–– 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與祝英台（（李翰祥李翰祥 ））
--19661966–– 大醉俠大醉俠（（胡金銓胡金銓 ））
--19671967 -- 獨臂刀獨臂刀 （（張徹張徹 ））

19641964年亞洲影展年亞洲影展：：亞洲影展於亞洲影展於
19541954年在東京第一次舉辦年在東京第一次舉辦，，19841984年年
起更名為亞太影展起更名為亞太影展。。19641964年第一次由年第一次由
台北主辦台北主辦，，66月月1515日在台北中山堂舉日在台北中山堂舉
行行。。當天晚上在中華體育館舉辦亞洲當天晚上在中華體育館舉辦亞洲
群星會群星會，，壓軸戲是凌波演唱壓軸戲是凌波演唱““遠山含遠山含
笑笑”。”。66月月1919日閉幕頒獎日閉幕頒獎，，最佳影片最佳影片
““蚵女蚵女”，”，影后凌波影后凌波（（花木蘭花木蘭），），影影
帝申榮均帝申榮均（（紅巾特攻隊紅巾特攻隊），），最佳導演最佳導演
申相玉申相玉（（紅巾特攻隊紅巾特攻隊）。）。66月月 2020日日
「「電懋公司電懋公司」」 陸運濤夫婦由省新聞處陸運濤夫婦由省新聞處
處長吳紹璲夫婦和台製廠廠長龍芳等處長吳紹璲夫婦和台製廠廠長龍芳等
陪同去台中參觀故宮陪同去台中參觀故宮，，當天傍晚回台當天傍晚回台

北途中飛機失事北途中飛機失事，，此後由邵氏一枝獨此後由邵氏一枝獨
秀秀。。
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

陸運濤陸運濤（（19151915--19641964））是新馬首是新馬首
富錫礦大王陸佑之子富錫礦大王陸佑之子，，劍橋畢業劍橋畢業，，喜喜
歡鳥類生態攝影與藝術歡鳥類生態攝影與藝術。。19451945年返回年返回
新加坡後增加了新加坡後增加了 4040 多家電影院多家電影院，，
19551955年擴充到電影製作及發行年擴充到電影製作及發行。。雇用雇用
了張愛玲了張愛玲、、宋淇宋淇、、姚克為編劇姚克為編劇，，陶秦陶秦
、、岳楓為導演岳楓為導演，，仿效好萊塢製片方式仿效好萊塢製片方式
，，旗下有林黛旗下有林黛、、樂蒂樂蒂、、李湄李湄、、林翠林翠、、
葛蘭葛蘭、、葉楓葉楓、、張揚張揚、、陳厚陳厚、、雷震雷震、、丁丁
皓等明星皓等明星。。並成立演員訓練班並成立演員訓練班，，發行發行
““國際電影國際電影””雜誌雜誌。。
19561956 年成立電懋年成立電懋，，19571957 年首部片年首部片
““金蓮花金蓮花”，”，女主角林黛獲得亞洲影女主角林黛獲得亞洲影
后后。。

19611961年年，“，“星星星星、、月亮月亮、、太陽太陽””
獲第一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獲第一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女主角女主角
尤敏獲得金馬影后尤敏獲得金馬影后。。

改組國泰後于改組國泰後于19711971年製片部門年製片部門
賣給嘉禾賣給嘉禾。。

著名作家張愛玲曾為電懋編劇著名作家張愛玲曾為電懋編劇，，
如如19571957年第一部戲年第一部戲““情場如戰場情場如戰場””
從英國劇本改編從英國劇本改編，，岳楓導演岳楓導演，，林黛主林黛主
演演。。19631963年年””小兒女小兒女“；“；19641964年年””
南北喜相逢南北喜相逢““改編自英國戲劇改編自英國戲劇。。
邵氏公司邵氏公司

19581958 年 由 邵 逸 夫年 由 邵 逸 夫 （（Run RunRun Run
ShawShaw 19071907--20142014 ))由新加坡到香港成由新加坡到香港成
立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前身是前身是
19261926年上海的年上海的““天一影片天一影片”。”。

口號口號““邵氏出品邵氏出品，，並屬佳片並屬佳片”，”，
成立南國電影訓練班成立南國電影訓練班。。

邵氏走商業路線邵氏走商業路線，，以通俗娛樂為以通俗娛樂為
主主，，票房掛帥票房掛帥，，3030年間共拍了超過年間共拍了超過
10001000部電影部電影。。
當年四大導演當年四大導演：：李翰祥李翰祥、、張徹張徹、、楚原楚原
、、胡金銓胡金銓。。
風華絕黛風華絕黛 -- 從影后林黛談起從影后林黛談起

林黛林黛（（1212//2626//19341934--77//1717//19641964））
，，原名程月如原名程月如，，廣西賓陽人廣西賓陽人，，父親程父親程

思遠思遠，，母親蔣秀華母親蔣秀華，，出生後程即到義出生後程即到義
大利留學大利留學，，父母父母19401940 年離異年離異。。

她是有史以來唯一一位四屆亞洲她是有史以來唯一一位四屆亞洲
影后影后，，一生主要作品一生主要作品4343部電影部電影。。

廣西桂林中山紀念小學廣西桂林中山紀念小學（（與白先與白先
道同班道同班），），重慶市立小學重慶市立小學，，南京匯文南京匯文
女中女中，，桂林德智高中桂林德智高中，，廣西藝校廣西藝校，，香香
港新亞書院肄業港新亞書院肄業。。

19511951年長城電影袁仰安依她的英年長城電影袁仰安依她的英
文名文名LindaLinda 取藝名林黛取藝名林黛。。

19521952年改入永華影業年改入永華影業，，拍處女作拍處女作
““翠翠翠翠”，”，該片依據該片依據19341934年沈從文年沈從文
名作名作““邊城邊城””改編改編，，導演嚴俊導演嚴俊，，副導副導
李翰祥李翰祥。。

19531953年起為電懋年起為電懋，，邵氏拍戲邵氏拍戲，，多多
次打破賣座紀錄次打破賣座紀錄。。

林黛是有史以來唯一四屆亞洲影林黛是有史以來唯一四屆亞洲影
展影展影后展影展影后：：
19571957年年““金蓮花金蓮花””電懋出品電懋出品，，是香港是香港
有史以來第一位亞洲影后有史以來第一位亞洲影后。。岳楓導演岳楓導演
，，電懋出品電懋出品。。
19581958年年““貂蟬貂蟬 ”” ，，李翰祥導演李翰祥導演，，邵邵
氏出品氏出品。。
19611961年年““千嬌百媚千嬌百媚”，”，陶秦導演陶秦導演，，邵邵
氏出品氏出品。。
19621962年年““ 不了情不了情”，”，陶秦導演陶秦導演，，邵邵
氏出品氏出品，，林黛林黛、、關山主演關山主演。。顧媚演唱顧媚演唱
主題曲主題曲。。
19661966年獲亞洲影展特別紀念獎年獲亞洲影展特別紀念獎““藍與藍與
黑黑”。”。該片獲第該片獲第1313屆亞洲影展最佳影屆亞洲影展最佳影
片獎片獎。。
林黛林黛（（19341934--19641964））其他名作其他名作：：
--19591959年年““江山美人江山美人””
--19611961 年年””燕子盜燕子盜““
--19641964年年””王昭君王昭君““
--19641964年年““妲己妲己””

林黛於林黛於19581958年赴哥倫比亞大學年赴哥倫比亞大學
進修戲劇進修戲劇，，每周末到李宗仁家做客每周末到李宗仁家做客，，
在美國遇見南京時舊識龍繩勛在美國遇見南京時舊識龍繩勛，，兩人兩人
19611961年年22月月1212日在九龍玫瑰堂結婚日在九龍玫瑰堂結婚
，，赴日本度蜜月赴日本度蜜月，，婚後住在香港九龍婚後住在香港九龍
加多利山道加多利山道（（Kadoorie Avenue )Kadoorie Avenue )山景山景

大廈大廈（（Hillview )Hillview )五樓五樓。。19631963年生子龍年生子龍
宗翰宗翰。。

林黛於林黛於19641964年自殺身亡年自殺身亡。。原因原因
很單純很單純，，因為工作上被導演駡了因為工作上被導演駡了，，她她
覺得覺得2929歲的自己老了歲的自己老了。。又因為保姆阿又因為保姆阿
姨給她氣受姨給她氣受，，她要丈夫龍繩勛把她辭她要丈夫龍繩勛把她辭
退退，，為龍拒絕為龍拒絕。。故吃安眠藥自殺故吃安眠藥自殺，，嚇嚇
她先生她先生。。想必先生回來會將她送醫救想必先生回來會將她送醫救
治治。。沒想到龍繩勛當晚在外與朋友喝沒想到龍繩勛當晚在外與朋友喝
酒酒，，喝醉了喝醉了。。回家發現房門鎖了回家發現房門鎖了，，倒倒
地就睡地就睡。。第二天才打開房門第二天才打開房門，，林黛已林黛已
魂歸離恨天魂歸離恨天。。她在事前已寫下遺書她在事前已寫下遺書““
萬一你真的想救我的話萬一你真的想救我的話，，請千萬不要請千萬不要
送我到公家醫院去送我到公家醫院去，，因為那樣全香港因為那樣全香港
的報紙都會當笑話一樣的登了的報紙都會當笑話一樣的登了！！只能只能
找一個私人醫生找一個私人醫生，，謝謝你謝謝你””所有版權所有版權
遺產捐給程思遠肝病基金會遺產捐給程思遠肝病基金會。。

龍繩勛終生未再娶龍繩勛終生未再娶，，獨居在二人獨居在二人
居處居處。。一切擺放完全不動一切擺放完全不動，，留著對愛留著對愛
妻永恆的回憶妻永恆的回憶，，直到直到4343年後年後（（20072007
年年））去世去世。。
林黛林黛（（19341934--19641964））未完成遺作未完成遺作

19651965年年”” 寶蓮燈寶蓮燈““—— 未拍完的未拍完的
遺作遺作，，由桂林中山小學同班好友杜蝶由桂林中山小學同班好友杜蝶
做替身做替身。。

導演吳思遠說導演吳思遠說““香港沒有林黛熱香港沒有林黛熱
，，因為從來沒有冷過因為從來沒有冷過”。”。19941994年年1111
月月1515日日，，香港發行第一套香港影星郵香港發行第一套香港影星郵
票票，，林黛不僅是唯一一位女星林黛不僅是唯一一位女星，，更是更是
銀幕上永遠長存的女神銀幕上永遠長存的女神。。

節目主持人甘幼蘋介紹主講人張志節目主持人甘幼蘋介紹主講人張志
誠教授誠教授。（。（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林黛林黛（（上上，，左四左四 ））同一時期的明星同一時期的明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講座主講人張志誠教授講座主講人張志誠教授。。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風雅集風雅集」」 召集人周召集人周
芝陽芝陽。（。（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林黛未完成的遺作林黛未完成的遺作：：寶蓮燈寶蓮燈、、藍與黑藍與黑。。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林黛是唯一照片上香港郵票的影星林黛是唯一照片上香港郵票的影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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