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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本週週末活動
第一個公共圖書館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週四早上，兩艘在阿曼灣靠近伊朗側的油輪遇
到武器襲擊，分別是懸掛馬紹爾群島旗的 「Front Altair」，和巴
拿馬旗的 「Kokuka Courageous」，其中Front Altair是台灣中油公
司所租用，所搭載的石油腦也預計運到台灣，在攻擊中受損嚴重
。至於Kokuka Courageous運輸的甲醇，受損較輕微。

CNN報導，中東局勢不穩，伊朗長期以來，一直與沙烏地阿
拉伯、阿聯發生爭執，葉門內戰就有伊朗與沙烏地的介入。這次
襲擊事件，是上個月的第4艘船舶被攻擊。

5月12日，停泊在阿聯港口富查伊拉(Fujairah)的4艘油輪遇到
爆炸事件，可能是被水雷或是附著船體上的簡易炸彈造成，不過
爆炸威力不強，沒有造成船舶的傷害，人員也沒有撤離。然而從
本質上講，這種刺針式的攻擊，是預示攻擊者還有其他的動作

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懷疑是伊朗在支持這些襲擊事件，但是
沒有證據。德黑蘭方面否認有任何參與，此事至今仍沒有主使者
出面。

今天發生在阿曼灣的事件，地點距離阿聯約130公里，靠近
伊朗海岸約25公里，阿曼灣是荷莫茲海峽的出口處，在上個月，
伊朗為抗議美國加重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表示將封鎖荷莫茲海峽
。

根據船上的目擊者表示，油輪的水線被某種武器擊中，可能
是水雷或是魚雷。其中 Front Altair 在爆炸後著火，而 Kokuka
Courageous 沒有下沉的危險而兩艘船的船員都被疏散到伊朗。到
目前為止，還沒有攻擊者出來承認犯行。

中東局勢不穩 阿曼灣油輪遇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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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新加坡榴槤旺季到，全島榴槤商全力促銷，不
僅削價競爭，也有只需銅板價即可大啖有 「萬果之王」之稱的榴
槤，業者還進駐加油站，憑加油收據可以特價買到新鮮貓山王品
種。

榴槤在南洋星馬一帶超夯，堪稱水果界國民美食，少數嫌棄
它氣味的人雖避之唯恐不及，老饕卻視之為珍饈美味，人間極品
。

新加坡一般每年6月、7月和年底是榴槤旺季，大多從馬來
西亞柔佛州（Johor）和彭亨州（Pahang）進口，全島榴槤攤位前
大排長龍，也有全家總動員就地大快朵頤，或以真空包裝打包回
家享用。

新加坡媒體多以顯著篇幅報導搶購盛況，更加帶動買氣，精

打細算的老饕總盼以最實惠價格享受物超所值的 「美味」。
嗜吃榴槤的文字工作者陳士銘今天告訴中央社記者，新加坡

全年都吃得到榴槤，當旺季到來，各種品種相繼擺上桌面，絕對
香味十足，外行人看熱鬧，按圖索驥依樣畫葫蘆，一樣品嚐美味
，內行人千挑百選出上好榴槤，箇中學問非一般人所能及。

大多數觀光客會造訪芽籠（Geylang）地區的榴槤攤，這裡
販售諸如金鳳凰、紅蝦、蘇丹王、貓山王、D13、D24、D101等
多個品種，其中貓山王算是市場極品，人氣指數最高，但即便如
此， 「王中王」、 「王上王」、 「皇上皇」、 「牛油」又是老饕
心目中不同等級的貓山王。

不少榴槤攤業者認為，老饕挑選秉持搖、拿、聞、敲等要訣
，諸如搖榴槤要能聽到聲音，重量不能太重， 「香味」不能太香

，用刀背敲榴槤聲音是否清脆宏亮，也是決定口感關鍵。
談到榴槤經，新加坡人都各有撇步，外表刺手的榴槤，飽滿

的金黃果肉讓人食指大動。有人喜歡苦中帶甜、甜中帶苦且口感
黏稠的貓山王，也有人對口感黏稠兼具味道濃郁的D24情有獨鍾
，至於甜而不膩的金鳳凰、有層次感難辨苦甜的紅蝦等品種，均
各有所好。

星媒 「新明日報」報導，新加坡業者展開削價競爭，也出售
便宜榴槤，購物中心水果攤以每個新幣5元（約新台幣115元）
的銅板價吸引顧客買貓山王。芽籠榴槤攤也有每個新幣8元（約
新台幣180元）的D13與D101品種榴槤，買氣同樣看俏。

另外，由於正逢榴槤旺季，新加坡業者提供網購送到家服務
， 讓終日為工作忙碌的上班族有機會在家中享受榴槤。

新加坡榴槤旺季 老饕銅板價搶購萬果之王

（綜合報導）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一間度假村上月有3名美國遊客離奇死
亡，最近又有一名美國旅客表示，入住同一個度假
村的酒店，在房間的迷你吧呵了汽水後，嘴部立即
有灼燒感覺，並吐出血來，要送醫治療，她懷疑汽
水被人摻了漂白水，故意陷害。

來自美國紐約的女遊客蒙特斯（Awilda Montes
）向美媒表示，她去年10月入住多明尼加第3大城
羅馬納（La Romana）的巴伊亞普林西比（Luxury
Bahia Principe Bouganville）飯店度假村，在酒店房
迷你吧拿出七喜汽水來喝，當時她打開瓶蓋，注意
到汽水並沒有滋滋冒泡，還以為只是單純漏了氣。
蒙特斯說： 「我小心地喝下一大口，就馬上感到它
灼傷我的嘴巴、我的舌頭，我的嘴巴像是著了火一
樣。我把它吐到浴室洗手盆，是血。」飯店職員把
她帶到當地診所，讓醫師治療。事後飯店方面道了
歉，又提供一頓高級晚餐和按摩服務作為賠償。

蒙特斯當時並沒想過是被人故意 「下毒」，
「直到我看了新聞，才發覺我與他們（其他死者）

的事情有點相關。我相信這些人是被下毒了。如果
我沒有把飲品含在嘴裡再吐出來，我可能也會被毒
到，因為它見效很快。」

該度假村今年5月已有3名美國遊客先後離奇
死亡。41歲死者夏普維納（Miranda Schaup-Wer-
ner）的家人說，她也是喝下酒店房內迷你吧的飲
品後倒斃，度假村發聲明指她死於心臟病，但她的
家人說她的心臟問題數年前已接受治療，近年健康
良好。5 天後，一對來自馬里蘭州的夫婦荷姆斯
（Edward Holmes）與戴伊（Cynthia Day）在同一
個度假村的姐妹酒店，被發現昏迷在房內，身上沒
有受過暴力對待的痕跡，親屬指他們向來身體健康
。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調查上述 3 起死亡
個案，初步驗屍顯示，3名死者的死因同樣是肺積
水和呼吸衰竭。度假村方面則說，3起死亡個案並
無關聯。

另外，美國食安回報網站 「我中毒了（iwa-
spoisoned.com）」自3月以來，收到近70名旅客赴
多明尼加後染怪病的案例，光是本月就有52件舉
報。逾 45 人曾住蓬塔卡納地區的硬石賭場飯店
（Hard Rock Hotel & Casino Punta Cana）逾半數旅
客曾下榻於蓬塔卡納（Punta Cana），染病者多出
現嘔吐、腹瀉、發燒等症狀，今年已有至少3人死
亡。

同一度假村3美國人離奇死亡
紐約旅客︰喝汽水後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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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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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法國司法部長貝魯貝正進行有關未成年犯罪者
的改革，有意把推定刑事免責門檻設為13歲，對低於此年齡的
人採推定免責；部分人士擔心，此舉可能反讓低齡兒童被利用去
犯案。

法國每年約2000名13歲以下未成年人遭司法控訴，目前的
司法程序，是由法官或法庭依個案情況及當事人的判斷力來審酌
量刑，未設定免責門檻。

貝魯貝（Nicole Belloubet）接受十字架報（La Croix）訪問
時說，有意設定推定刑事免責門檻為13歲， 「我提議不追究13
歲以下犯罪者，針對低於此年齡的人採推定免責」。

她說，不對這些未成年人採取刑事追訴，不代表否認他們的
犯罪行為或他們造成的損害，他們會在司法教育輔助程序的架構
下獲得照料，受害者也可獲得民事補償。

貝魯貝補充，13歲的免責門檻，實施時不應過於生硬，法官
仍可視個案做決定，當事人也有可能被認定要負起刑事責任。

為了更快速、更適切因應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她還建議實施
兩段式程序，先是在犯法後的數週內讓當事人認罪，法官可在這
段時間觀察當事人的行為，做為量刑參考，然後再宣判。

貝魯貝提議的措施很快就引來反對聲音。大巴黎地區議會主
席波克瑞斯（Valerie Pecresse）今天在France Inter廣播電台受訪

時說，這項提議 「茲事體大」，13歲推定免責的門檻等同否認犯
罪事實，未成年人犯罪在低齡層級增加很快，較大的孩子會把更
小的孩子推去做骯髒的任務。

波克瑞斯表示，孩子被走私毒品、扒竊、闖空門等犯罪團夥
當作工具，尤其闖空門常是很小的孩子成群去犯案。

她說， 「我們正把這些孩子送到壞蛋頭子手裡」，還是必須
要有與年齡相應的懲處。

對此，貝魯貝回應，總不會讓所有11歲的孩子都去坐牢，
即使實施新措施，也不會讓一個11歲孩子對自己所犯的事無動
於衷。

推定刑事免責門檻 法國擬設為13歲

（綜合報導）維基解密創辦人艾山吉被控性騷
擾和性侵，2012 年保釋期間棄保潛逃，躲進厄瓜
多駐倫敦大使館，4月11日被英國警方強行拖出大
使館並關押。而他因洩露美國政府機密文件遭美方
通緝，美司法部上月加控他17項罪名，並要求引
渡艾山吉。英國內政大臣賈維德今天表示，他已在
12日簽署且確認相關的引渡文件，文件將在明天
送交法院。

賈維德在廣播節目中說， 「艾山吉目前正在服

刑，而美國提出的引渡要求明天會呈送法院。」他
簽署文件後，也等於為把艾山吉送返美國鋪路。

但賈維德表示，最終的決定還是要由法院決定
，既然收到正式的引渡申請，就應該簽署，完成司
法賦予的任務。

47 歲的艾山吉遭美方指控，2010 年串謀美國
大兵曼寧，入侵五角大廈電腦，罪名若成立，最高
可判囚5年。但引渡聆訊可能耗費數年時間。

英內政大臣簽署艾山吉引渡回美文件 由法院定奪其命運

（綜合報導）日本國華產業營運的一艘貨船今天受到砲彈攻
擊。國華產業社長堅田豐表示，貨船於日本時間中午左右遭攻擊
，3小時後再受到攻擊，船長決定棄船，並順利搭上另一艘船，
全員平安。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中東海域2艘船遭受攻擊，營
運其中一艘貨船的日本國華產業社長堅田豐，下午舉行記者會對
外說明。

堅田表示，事發當時約日本時間中午左右，這艘正從荷莫茲
海峽朝亞洲方向航行的化學品船，通報受到攻擊。

他說，油輪上人員雖然邊關注，
邊採取閃避措施，但3小時後再度受
到攻擊，船員們此時判斷再待在船上
非常危險，所以搭乘救生艇避難。

國華產業負責人談到貨船受到攻
擊時狀況說，第一枚砲彈擊中船體左後方，造成輪機室附近起火
，他們趕緊滅火；之後第2枚砲彈打到船體左側中央附近，船長
此時決定棄船。

船員全都是菲律賓籍，未確認有人受傷，被從荷蘭駛往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的船隻救上船，如果順利的話，將於日本時間晚間
11時左右抵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港口。

油輪上載有約2萬5000噸甲醇，目前仍未接獲起火情報。
堅田說，已透過行動電話跟船員聯繫，得知全員平安。

日船中東遭砲擊兩度中彈
船長下令棄船全員平安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19年6月14日 Friday, June 14, 2019

英國連續兩周未用煤炭發電 創130多年來最長紀錄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電力供應

公司（ESO）表示，英國自5月17

日下午3時12分至31日止，已有2

周未使用煤炭發電，創19世紀80

年代以來最長紀錄。當局希望在

2025年之前淘汰所有火力發電廠，

以達成減碳目標。

據報道，ESO負責人史萊表

示，要實現該目標“需要努力的地

方仍很多”，不過“隨著越來越多

的再生能源開發出來，情況進展的

速度驚人”。

史萊還說，英國太陽能發電的

紀錄也在5月14日打破，當天的發

電總量有1／4來自太陽能，為歷

來最高占比。

據悉，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的

2周期間，使用的替代性能源包括

太陽能、風力、核能、天然氣和水

力。這期間，全英電力供應平均有

將近40%來自天然氣，20%為核能

發電，13%為風力發電，其余來自

其他不同發電方式。

史萊表示：“2018年是我國迄

今最環保的壹年，2019年似乎有可

能超越。”

減肥難! 澳居民每年訂約7000萬份外賣
炸雞薯條受歡迎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人每年通過

在線外賣服務訂超過6800萬份餐品，

每壹秒就有2份外賣訂單，這種趨勢

加劇了澳大利亞的肥胖危機，因為很

多人所購外賣食品熱量太高。

據報道，壹些澳大利亞人因為不

願買菜做飯，使用在線送餐服務訂壹

些熱量非常高的餐品，僅壹餐可能就

包含了壹天的能量攝入量。2018年，

外送服務Uber Eats指出，炸薯條是該

平臺顧客最常點的餐品。此外，去年

澳大利亞人壹共點了8300萬份雞塊。

另壹送餐平臺Menulog則指出，

該平臺顧客最常點的餐品是披薩，占

據有所訂單中的29%。其次是印度食

品，占據19%，泰國食品則占據14%。

澳大利亞抗癌委員會 “更輕松

生活（Live Lighter）”活動針對2000

人進行的調查顯示，1/10的澳大利亞

人每周會在線訂外賣至少壹次；1/6的

人每天會吃壹餐從外面購買的餐品或

小吃；36%的澳大利亞人在線訂餐時

餐量會變大；26%的人在吃快餐店的

外賣時食量會變大；2/3的澳大利亞人

訂外賣時會挑選不健康的食品。

活動負責人麥卡利斯（Alison

McAleese）表示，澳大利亞人依靠在

外面吃飯或通過在線平臺訂外賣，有

可能會吃得更多，並且做出不健康的

選擇，還會比在家做飯花更多錢。他

建議，為了控制卡路裏攝入量，澳大

利亞人可以嘗試制作大量健康的食品

，並將多余的食品冷凍起來，供之後

食用。

據了解，目前有1/3的澳大利亞

人屬於肥胖，每年肥胖問題會使澳健

康系統付出近40億澳元。澳大利亞統

計局數據（ABS）顯示，1995年時澳

大 利 亞 人 的 肥 胖 率 為 18.7% ， 在

2017-2018年間則上升至31.7%，年齡

在25歲至34歲間的年輕女性是最容易

變胖的群體。

美等89個會員國拖欠會費
聯合國或在8月耗盡現金

據聯合國網站消息，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4日在聯合國大會分管行政和

預算的第五委員會會議上指出，今年截

至目前，會員國拖欠的會費達4.92億美元

，聯合國或在今年8月耗盡現金，並從周轉

基金借款。古特雷斯警告：“資金短缺導

致無法應對正常開支，這對於聯合國的聲

譽以及業務開展都是災難性的。”

89個會員國欠款，美國欠最多
聯合國網站信息顯示，在聯合國193

個會員國中，截至6月6日，104個會員國

全部繳納了2019年的經常預算攤款，其中

只有34個會員國是按時繳費的。這也意味

著，目前仍然有89個會員國拖欠會費。

中國作為第二大會費繳納國，已足

額承擔聯合國常規預算分攤的12.01%。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斯特凡· 杜加裏克在

5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特別向中國足額

繳納 2019 年會費表達感謝，並用中文

說：“謝謝”

去年12月22日舉行的聯大會議上通

過的2019年至2021年聯合國會費比額表

顯示，中國會費大幅度提高，首次超過

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會費繳

納國，常規預算分攤比例由原來的7.92%

升至12.01%，維和預算分攤比例由原來

的10.24%升至15.22%。

美國是聯合國經費的最大貢獻國，

承擔22%的常規預算以及28.47%的維和

預算，但如今拖欠的會費最多。今年1

月，古特雷斯曾致信聯合國193個會員

國，告知目前會員國拖欠聯合國維和行

動的經費高達20億美元，其中美國的欠

款占到三分之壹。據測算，截至今年1

月1日，美國拖欠聯合國的經常性預算

金額為3.81億美元，拖欠的維和經費為

7.76億美元。

據新華社報道，由於多個會員國拖

欠會費，聯合國維持和平預算、常規預

算分別出現15億美元和4.92億美元缺口。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7條的規定

，聯合國的會費預算每兩年核定壹次，

由聯合國大會審核批準，各會員國依照

分配的限額負擔會費。目前聯合國會費

的分攤比例是以各國支付能力為原則確

定的，每三年調整壹次。確定比例時主

要參考壹個國家過去6年的國民收入。

外債高的國家或人均收入低的國家可以

大幅降低分攤比例。

美國“故意”拖欠

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壹直要求降

低美國的維和預算攤款份額。他曾多次

抱怨美國給聯合國交太多錢了，並在推

特發文稱：“聯合國擁有巨大潛力，但

現在只不過是壹群人聚在壹起閑聊、打

發時光的俱樂部。太可悲了！”美國時

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妮基•黑莉去年3月

在聯合國關於維和改革的高級別辯論會

上表示，美國今後承擔聯合國與維和相

關費用的份額將不超過25%。

2017年 9月美國總統與時任美國駐聯合

國大使妮基•黑莉出席聯合國大會。圖/

視覺中國

據CNN報道，特朗普政府在上臺後

的首份預算案中表示，對那些“不能

顯著推進美國外交政策利益的國際組

織”，美國當局有意“削減或終止對

其資助”。由此可見，拖欠會費是在

計劃之中的。

彭博社報道，面對聯合國多次“催

繳通知”，特朗普態度強硬，甚至在去

年要求提高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國的

會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去年12月還

發出質疑：“聯合國是壹個歡迎愛好和

平國家的組織，但目前尚不清楚其是否

能很好地服務於這壹使命。”

美國拖欠會費引發國際社會不滿，

然而美國在聯合國的權益沒有受到絲毫

的影響。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十九條

規定，凡拖欠財政款項的會員國，其拖

欠金額如果等於或超過前兩年所應繳納

數目時，將失去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權

。如果有會員國因為不可控原因拖欠，

並且經過了聯合國的核實，這些會員國

可以投票。比如索馬裏、科摩羅等國就

因經濟困難，被允許拖欠。雖然美國目

前拖欠數額巨大，仍然未超過兩年應繳

費用之和，因此在聯合國依然享有投票權。

外交學院教授鄭啟榮接受新京報采

訪時表示，美國發現聯合國在很多問題

上並不能與其同心同德，他們認為不能

用納稅人的錢去養壹個處處跟美國作對

的組織。至於美國抱怨聯合國機構龐

雜、效率低下，這更多的只是壹個借

口。實際上，美國希望通過拖欠會費的

方式向聯合國施壓，希望它朝著有利於

美國的方向改革，在很多問題的決策上

能夠符合美國的政策。

財政危機嚴重
聯合國秘書長想賣房
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國際組

織，卻被財政危機困擾了幾十年。1998

年聯合國新聞部發表的壹份報告就指

出，現金短缺極其嚴重，為了支付其日

常開支， 有時不得不借用維和經費。隨

著全球經濟蓬勃發展，聯合國各成員國

的經濟狀況得到了提升，但是這並沒有

解決聯合國“缺錢”的問題。

從資金來源上來看，聯合國預算主

要包括3個部分，首先是各國會費，其

次是維和經費。此外，聯合國預算還有

部分來自各國的自願捐獻，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難

民署等的運作，主要來自各國的捐獻，

美國也是最大貢獻國。

聯合國的預算數額並不小，那麽錢

都花到哪兒去了？聯合國網站介紹，其

開支也主要分為3個部分，第壹部分為

正常預算經費，主要用於聯合國機構的

行政開支和活動費用等，如支付工作人

員工資、辦公用品及設備的購置與維

修、通訊聯絡、會議服務等。第二部分

為維持和平行動經費。另外，那些會員

國自主捐助的經費，則用於壹些特殊活

動的開展。

財政狀況岌岌可危，聯合國秘書長

甚至動了“賣房”的念頭。據彭博社報

道，古特雷斯6月4日告訴各國外交官，

為幫助聯合國克服財政困難，他上任之

初就想出售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區的

秘書長官邸。“我沒有在開玩笑，這是

真的。但是最後發現不行。”因為根據

聯合國與總部所在地美國簽署的協議，

售賣房產超出秘書長的職權範圍。古特

雷斯指出，雖然聯合國擁有許多價值連

城的資產，但它們都不能兌換成現金，

無法緩解財政困難。

據聯合國微博消息，古特雷斯表

示，不繳和遲繳會費並不是造成聯合國

現金短缺問題的唯壹原因，預算的編制

方法也存在結構性問題，包括匯率、通

貨膨脹、工資成本標準等都是其中的影

響因素。他強調，解決辦法不僅在於確

保所有會員國按時足額繳納會費，還在

於落實壹些特定的改革。

聯合國近年來壹直在進行改革，精

簡機構和人員、節約經費，但似乎成效

不明顯。鄭啟榮分析，聯合國改革是個

非常復雜的問題，涉及多方利益。比如

在人員精簡方面，聯合國機構內有來自

各成員國的工作人員，解雇任何壹個人

都會引發爭議和不滿。資金短缺會影響

聯合國職能的發揮，國際上壹些支持聯

合國的基金會、個人團體以及壹些國家

都會采取壹些措施來幫助解決財政困

難。比如講上世紀90年代，美國也曾拖

欠聯合國巨額會費，當時美國壹位富翁

就提出捐贈資金來幫助聯合國運轉。到

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過聯合國因為財

政危機而“關門”的狀況。

移民轉移至關鍵區域
澳大利亞政府誓解決擁堵問題

繼續留任的澳大利亞聯邦人口和基礎

設施建設部長塔奇（Alan Tudge）近日首

度發聲，表示聯盟黨政府將把移民轉移到

關鍵區域，墨爾本和悉尼的人口壓力和交

通堵塞將在未來2至3年內開始緩解。

5大關鍵區域轉移來澳移民
報道稱，塔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來

澳移民在聯盟黨贏得大選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墨爾本、悉尼和布裏斯班郊區的移民

支持聯盟黨轉移移民和增加基礎設施的建

議。

據悉，政府將指定5個邊遠地區為委

員會和商業贊助的重點地區，旨在通過吸

引更多的技術移民進入這些地區，減輕大

城市人口壓力。維州西南部、阿德萊德、

南澳、昆州北部和Kalgoorlie地區都將收

到“指定區域移民協議”（Designated Ar-

ea Migration Agreements），該協議將允許

地方議會和商業團體資助不同類別的技術

移民工人。

塔奇舉例稱，新州的Dubbo目前是壹

個迫切需要工人的地區，同時在昆州最北

部，會說中文普通話的潛水教練是他們的

缺口之壹。這不會出現在全國技能短缺名

單上，但為迎合那裏蓬勃發展的旅遊業來

說，這確實是壹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2019年來澳人數或再增多
與此同時，內政部的數據顯示，在聯

盟黨政府的領導下，非地區性技術移民簽

證每年都在增加，然而地區性的簽證數量

則從 2012 年至 2013 年的 20510 份，降至

2016年至2017年的10198份。預算數據則

顯示，2019年將有超過27萬臨時和永久

移民來澳，高於去年的25.9萬人。這壹數

字比去年預算預測的數字高出4萬人，超

出15%。

對此，塔奇表示，在經濟增長與認

識到澳洲大城市面臨的巨大壓力之間，總

是存在壹種平衡，這個問題不壹定是澳洲

人口的總體增長數據。問題是增長的分布

。在上月的聯邦選舉中，人口壓力，尤其

是基礎設施方面的壓力，對民眾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事情。

他說：“壹旦妳進入中郊區和遠

郊，民眾就會真切地感受到墨爾本、

悉尼和昆州東南部所承受的增長壓力。

在許多情況下，基礎設施沒有跟上，

我們的很多競選活動都在概述計劃，

不僅要應對人口壓力，還要大規模增

加基礎設施。”

新研究中心重新規劃人口
此外，塔奇還表示，財政部此前成立

了壹個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在移民中社會

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壹旦7月1日政府開

始提供資金，財政部的“壹體化人口中心”

（All-in-one population centre）將盡快開

始運作，並匯集多個機構的移民數據。

他說：“我們的目標是在規劃人口增

長時，比過去更加嚴格地要求服務和基礎

設施。我希望未來幾年，墨爾本和悉尼的

人口壓力會有所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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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軍委會周三（6/
12）表決年度國防授權法草案。由於外委會並
未豁免，今年與台灣相關條文改放指引，未列
入草案條款。草案呼籲推動美台高階國防官員
與軍官交流。

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針對2020財政
年度國防授權法進行表決。由於條文內容冗長
，至截稿為止，委員會仍在針對各議員提出的
修正案進行辯論，尚未對草案進行最後表決。

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上被問及今年國防授權
法的涉台部分內容時，眾院軍委會主席史密斯
（Adam Smith）曾透露， 「這是外交事務」，
今年外交委員會並未給予軍委會豁免。

換句話說，除美國設有軍事基地、與美簽
有軍事安保條約，或是美軍有直接涉入的國家
或地區外，包括台灣、中國在內的其餘國家或
地區未出現在今年眾院版本的國防授權法草案

條文正文中，而是放在 「報告指引」（DI-
RECTIVE REPORT）部分。

根據軍委會公布草案，草案針對台灣部分
提出 「台灣國防戰略實施」。草案指出，委員
會認知今年是台灣關係法40周年，台灣關係法
與6項保證是美台關係基石。美國應強化與台
灣國防合作，支持台灣發展有能力的、準備妥
當且現代化國防武力，以保持足夠的自我防衛
能力。

草案要求美國應推動提升台灣安全的交流
政策，包括軍事訓練、軍演機會，並基於 「台
灣旅行法」推動高階國防官員與軍官交流。

草案也要求國防部長應偕同國務卿最晚須
於2019年10月1日前，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
關於支持台灣國防戰略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評
估台灣現有與可能威脅、討論未來支持對台發
展與整合自我防衛能力計畫等。

美國防授權法眾院委員會表決
促美台高層交流

（綜合報導）ABC 新聞當家主播史蒂法諾普洛（George
Stephanopoulos）12 日在白宮專訪川普，他問及接下來大選期
間，如果中國大陸或俄羅斯等外國政府提供對手過去不利資料
，陣營會否接受以及會否通知FBI？沒想到川普竟回答 「我想
我會接受」，他說， 「你會想聽，這沒有什麼錯。」

他辯稱這不是選舉干預，稱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他也許
會通知FBI。不過隨後他又反問， 「如果有人過來告訴你手上
有對手資料，你會告訴FBI嗎？」 「FBI才沒有這麼多幹員可
以處理到這種事」，還稱所有國會議員都這麼幹， 「他們一直

都在這樣做，事情就是這樣，這叫對手研究。」
接著他持續合理化不需要通知FBI的說詞， 「我告訴你，

我這一生經歷大風大浪，我不認為我曾找過FBI，你根本不需
要FBI，你只需要把人趕出你的辦公室就好。」

史蒂法諾普洛接著提醒FBI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
上個月才表示FBI想要知道一切事情，川普馬上反駁， 「他說
錯了，真實生活中事情才不會這樣發生」，還呼籲局長現在開
始要改變思維。

川普2016年競選美國總統期間被爆出通俄醜聞，此外當時

維基解密（WikiLeaks）公開競選對手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的電子郵件內容，引爆 「電郵門」事件，前律師柯恩（Mi-
chael Cohen）也爆料川普事先知情，沒想到川普如今竟不避諱
這樣的立場。

針對川普爆炸宣言，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紛紛撻伐，佛蒙特
州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表示他一點也不意外川
普會講這種話，加州聯邦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則在
推特上痛批： 「中國大陸聽見了、俄羅斯聽見了、北韓也聽見
了，事實是：總統才是國安威脅。」

（綜合報導）加州初創電動飛機公司Ampaire，
去年曾接受《蘋果》專訪，誓言將飛機電動化，展
開航空界第三次革命。事隔不出一年，Ampaire第一
架油電混合（Hybrid）載客小型飛機終於成功啟航
，公司計劃與夏威夷航空公司Mokulele Airlines合作
，今年底在當地試飛油電混合飛機的商業航線，測
試一段時間後，將會用作穿梭夏威夷島內交通。

公 司 創 辦 人 之 一 及 首 席 技 術 官 孔 瑞 （Cory
Combs）接受專訪表示，目前市場上的電動飛機即
使能夠起飛，都只能低飛幾十秒，由Ampaire改裝上
油電混合引掣的Cessna337小型飛機，上月已經進行
了7次試飛，最長能飛1.2小時。

這一台油電混合小型飛機具備雙引掣，一個是
傳統活塞引擎，另一個是電動引擎。孔瑞表示，飛
機在地面滑行時可以全用電力，短途飛行也是靠電
力推動；如果飛行時間較長，就會兩個引擎同時開
動，可以載著6個人飛超過300公里，在短途飛行中
能大大節省燃油。

「用普通飛機的話，那些短程航路是特別不環
保，如果用普通飛機，基本上那些小飛機都是用航
空汽油，一個小時要燃燒30加侖的航空汽油。而這
台飛機的效率高多了，也更環保，每小時用不到10
加侖。」孔瑞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解釋。

公司副總裁羸淑嫻表示，油電混合（Hybrid）
載客小型飛機非常安靜，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較傳統
飛機少50％以上；此外，電動引擎較燃油引擎耐用
，可節省維修費用，對小型航空公司及乘客皆有好
處。目前，Ampaire已經與夏威夷航空公司Mokulele
Airlines合作，年底在部份商業航線試用油電混合飛
機，將來作穿梭島內交通之用。

除了美國市場，羸淑嫻指節能減碳是全球航空
業大趨勢，連中國政府都開放讓外資在中國設立全
資公司，希望吸引更多企業進駐，促進當地航空業
發展。今年，Ampaire在杭州建德航空小鎮成立全資
分公司，獲當地政府支持，提供辦公室、飛機庫，
甚至員工宿舍，同時開放空域方便試飛。

航空界革命！加州直擊首架電動飛機啟航

川普這麼做 將使美陷最大國安威脅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揚言，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
近平不在月底20國集團峰會跟他見面，將對中國大陸課徵高額
關稅。據美媒引述專家分析，習近平正陷入兩難，若在川普放
話後與其見面，恐被外界視為在施壓之下被迫談判，但不見川
更可能讓中國大陸經濟遭逢更大損失，習的回應可能對自身政
治前途產生深遠影響。

川普10日表示，如果習近平不在月底的日本大阪20國集
團峰會上跟他見面，就可能對價值約325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輸
美商品課徵 「遠高於25%」的關稅。中國大陸外交部12日仍拒
絕透露雙方是否會面。白宮方面也拒絕評論關於川習會的計畫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表示，沒有任何關於G20峰會上美
中雙邊會談的訊息可以宣布。

報導指出，是否在G20峰會上會見川普，習近平無論見與
不見，都可能對其政治前途影響深遠。主張習近平應該會晤川
普的主要理由是防止經濟遭逢更大損失，因為中國大陸5月進
口量下滑，凸顯中國大陸經濟疲弱可能影響全球經濟發展。一
名中國大陸官員表示，現今的貿易談判已進入深水區，若非兩
國元首介入，就無法取得進展的階段。

然而，習近平也有理由不見川普。陸方曾多次表示，不會
屈服於霸凌或在施壓下進行談判，若是在川普明確威脅後會面

，會讓川普看似取得了勝利。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
研究員王鵬表示： 「大陸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回應川普，等過幾
天再宣布習近平將出席G20即可，會晤川普對每個人而言都是
具有風險的，但習近平可以管控這個風險。」

報導指出，儘管川普聲稱與習近平交情好，但當華府不斷
升高貿易戰之際，習近平仍在觀察情勢。即使兩人真的會面，
最好的結果可能還是另一次暫時休兵，但那只是延長不確定性
而已。

關鍵一步！G20是否見川普 專家：習陷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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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食物浪費嚴重如何解決？日媒：需社會共同努力
綜合報導 解決食品大量廢棄問題如

今成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據悉，日本可

以食用卻被丟棄的“食物浪費”每年達

到643萬噸。

據報道，日本國會正在審議《食物

浪費削減推進法案》，大型便利店也為

了減少賣剩下的食品而轉為同意降價。

據《日本經濟新聞》觀察，在位於

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的某食物工廠，從早

上就不斷有卡車開進來，大型集裝箱被

搬入。集裝箱裏面裝滿了維持原狀的吐

司面包和菠蘿包、剛剝掉外殼的水煮蛋

和顏色鮮嫩的火腿等。

該公司的社長高橋巧壹(音)表示：

“運到這裏的廢棄食物大部分都還可以

吃”。盡管是廢棄物，卻沒有腐爛氣味

，也沒看到發黴的痕跡。工廠與超市和

食品工廠等約180家單位簽訂合同，每

天回收利用約35噸食品。

在該工廠裏，廢棄的食品被放到傳

送帶上，通過手工作業和帶磁鐵的機器

去除異物。在經過殺菌處理後，進行乳

酸發酵，使之變為液態的豬飼料，次日

運到關東近郊的養豬場。

高橋表示：“回收利用的食品只占

壹部分。在日本全國，大量食品被焚燒

處理。”

據報道，日本環境省的統計顯示，

日本的食物浪費2016年度達到643萬噸

。從啟動統計的2012年度以來，壹直居

高不下。近年來，超市和便利店等限時

大量銷售的年節食品、壽司和聖誕糕點

等的剩貨成為問題。

高橋補充道：“隨著活動的日期臨

近，會有大量的廢棄食品被運過來”。

報道指出，進行廢棄處理還需要投

入日本國民的稅金。如果對包括食品

在內的壹般廢棄物進行焚燒處理，除

了企業之外，自治體（日本地方政府

采取地方自治形式，統稱為地方自治

體——本網註）也要承擔壹部分費用

。雖然不同的自治體之間存在差異，

但焚燒1噸廢棄物壹般需要幾萬至十幾

萬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15.6日元——

本網註）的稅金。

《食物浪費削減推進法案》在日本

眾議院通過。法案寫明，政府有責任推

進有關避免食物浪費的政策。法案要求

在內閣府設置“食物浪費削減推進會

議”，推動“食物銀行”（主要為經

濟有困難人士提供暫時性膳食支援，鼓

勵他們自力更生——本網註）活動，即

從企業等接受即將廢棄的保鮮期內食品

，送給福利設施等。

報道稱，日本零售業者也開始采取

旨在削減廢棄的舉措，包括7-11便利店

自2019年秋季起將實施臨期的盒飯和飯

團的實質性降價。

當地時間2019年5月20日，日本東

京，壹名男子在壹家便利店裏。近日，

日本便利店推出優惠舉措，鼓勵民眾購

買快過期的產品，呼籲減少食品浪費。

報道認為，對於追求更加新鮮的

食物的消費者來說，也需要推進意識

改革。

日本環境省的推算顯示，2016 年

度食品廢棄物為 2759萬噸。其中“食

物浪費”達到 643 萬噸。這壹數量大

約 相 當 於 聯 合 國 世 界 糧 食 計 劃 署

（WFP）在壹年裏援助發展中國家等

的糧食的兩倍。

從構成來看，來自食品工廠、超市

和便利店等的“業務類”食物浪費為

352萬噸，而來自家庭的“家庭類”為

291萬噸。另壹方面，全世界目前每9個

人裏就有1人面臨營養不足，總數約達8

億人。

報道認為，日本的現狀是消費者

的節約意識不算強。日本消費者廳

2019年1月面向3000名日本男女進行的

意識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針對食物

浪費問題回答稱“知道，正在努力減

少”，但對於選擇並購買臨期商品，

超過半數的人回答稱“幾乎不會”和

“完全不會”。

據悉，兵庫縣神戶市 2016 年至

2017 年實施的調查顯示，自稱“幾乎

沒有”、“完全沒有”浪費食物的家

庭實際每月平均 3 至 4 次丟棄沒有食

用的食品。

日本自民黨敲定參院選舉承諾
重點項目包括修憲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敲定了夏季參

院選舉的競選承諾，重點項目包括修改

《憲法》等6大支柱。關於修憲提出“在

黨內外進行活躍討論，通過眾參兩院的憲

法審查會細致地深化憲法討論”，寫入力

爭盡快實現修憲的態度。第1大支柱是首

相安倍晉三推進的外交，主打“進壹步鞏

固日美同盟”等。考慮到令和改元，標題

選擇了安倍常用的“開拓日本的明天。”

據報道，7日的黨政務調查審議會和

總務會上通過了上述承諾，由政調會長岸

田文雄宣布。6大支柱包括外交與防衛、

強有力的經濟、放心社會、地方創生、重

建 與 防 災 、 修 改 憲 法 ， 副 標 題 為

“‘令和’新時代•傳統與挑戰”。

修憲繼2017年的眾院選舉政權承諾

後再次列為重點項目，寫入了在憲法第九

條中寫進自衛隊存在等該黨修憲方案四項

內容。鑒於兩院憲法審查會幾乎未能

召開，主張推動討論。通過凸顯與反對

安倍執政期間修憲的立憲民主黨等的不

同，力圖使之成為爭論點。

承諾還列舉了有效求人倍率等數據，

以展現“安倍經濟學”6年間的成果。提

出以人口減少為契機推進技術革新，“通

過強有力的經濟增加收入”，寫入10月

將把消費稅稅率上調至10%。

承諾中還列舉活用先進技術帶動地方

創生、智能農業等。鑒於相繼發生虐待兒

童案件，還寫進了確保兒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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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臺東區上野動

物園的雌性大熊貓寶寶“香香”滿兩歲。

當初規定的“滿24個月月齡時”送回中

國的歸還期限，延長至2020年底。預計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也能在上野見到

香香，慶祝氣氛愈加高漲。

據報道，香香於2017年 6月12日誕

生，是雄性大熊貓“力力”和雌性大熊貓

“真真”自然交配的結晶。

野生大熊貓被認為1歲半左右起會離

開父母獨立生活，香香去年12月開始，

與母親真真全天分開居住。香香的食物也

換成了成年熊貓主食的竹子和細竹，有了

“大人”的樣子。今年5月已暫時斷人工

奶。5月25日體檢時體重達到59.2公斤，

差不多是母親的壹半。

為慶祝香香兩周歲，動物園方面推出

了通過糞便的變化回顧其成長過程的獨特

企劃，將進行展板展示及導遊解說。12

日生日當天，還準備了能實際聞到糞便味

道的活動，還將推出香香形狀的智能手機

套及限期菜單。

到動物園去看香香的人數也在持續

增加。香香開始向公眾開放的2017年度

達到約450萬人次，是2011年度力力和真真開放參觀後

首次突破400萬大關。2018年度進壹步增加到約496萬

人次。

圍繞人氣高漲的香香歸還期限的磋商，東京都方面要

求的延長得以實現。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記者會上表示：

“許多孩子為了看香香而來到上野動物園。坦率地說很高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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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享受視覺和心靈上愉悅的背
後，一部動畫電影，由籌備劇本、

人物、場景和分鏡設計、光效和數碼化
圖像、剪接和配音等，動漫師和幕後團
隊往往需要花以年計的時間製作。大部
分時間香港的動漫影迷只聚焦於日本和
歐美的電影，而忽略了香港本土動漫的
製作。日前太古城中心聯同 MOVie
MOVie Cityplaza 舉辦了“動人動畫
祭”，除了給觀眾帶來國外優秀的作
品，同時亦放映本地“第六屆動畫支援
計劃”得獎者的作品。Hayden、Step
C. 、Tommy、Anna、Eric和Arnold都是
這次動畫支援計劃裡面的得主，他們分
別都是年輕的動漫師和遊戲設計師，入
行超過五年，面對同樣商業環境，香港
這個市場讓他們在謀生和理想之間掙扎
多年。這次他們有幸得到計劃的資金資
助以及導師給予製作的建議，利用工餘
時間完成自己團隊的作品，贏得了行業
內外的掌聲。這次他們不僅僅迎來作品
曝光的時刻，還引起了觀眾對香港本地
動畫的關注。

追求速食讓質量下降
“我覺得香港動畫這幾年由風格到

故事，絕對比以前好了很多，技術也相
對成熟，題材更多元化了，本地動畫的
發展空間可以持續下去。”作為本屆支
援計劃評審的Eddy認為香港的動畫師已
經達到一定的水準，也能夠和日本、歐
洲的作品相媲美，只是這個城市的環境
和各種因素成為他們發展、創作的阻
撓。

Hayden覺得香港不是沒有人才，而
是環境、氛圍不是很好。“完成任何事
情都需要時間，但在香港，時間往往就
是最迫切性的問題。香港有很多公司做
到日本的質量，但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
時間完成一件作品，導致質量無法趕上
國外。他們總是覺得我們按個按鈕就會
有製成品。”公司平時接的工作大多是
來自商業機構，Hayden深切體會到香港
的急速步伐，但與此同時他也希望能夠
得到一份從外行人而來的了解和尊重。

港人不願意付錢看動畫片
“香港人不願意付錢進去戲院看動

畫。”Eddy指出：“真人電影和動畫都
有它們值得欣賞的地方。”動畫行業發
展緩慢，不單是動畫師需要增值自己，
觀眾也需要教育，因為觀眾會覺得動畫

可以從網上觀看，不需要付費，但是Ed-
dy卻不這樣認為。

Eddy舉了個例子，他有一些外語很
好的朋友，每次看歐美動畫都要看粵語
配音版。被問到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
有了明星的配音，電影就加進了額外的
價值，這種心態有礙觀眾真正欣賞動畫
作品。

無論是在影視世界出現的，還是代表
一個品牌的動畫人物，日本出現過很多風
靡全港的動畫角色。“現在的香港不會這
樣了，香港只會用幾十萬（港元）找來一
個明星拍一張照片。”

Step C.憶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
候，香港尚有一些人物角色能夠讓人勾
起對一個品牌的聯想，例如我們看見獅
子就想起匯豐銀行、戴眼鏡和帽子的男
人想起渣打銀行、看見牛奶仔會想起維
他朱古力奶等，它們對於一個品牌或者
一個時代都極具代表性，但這個時代卻
在香港漸漸結束，現在的人更願意去找
明星來給一個產品或者品牌代言，因為
明星的影響力遠超一個虛構的人物。

缺乏前瞻性和獨立思考
“香港缺乏一個能讓人記住一輩子

的角色。”Eddy補充，除了香港人崇尚
明星的心態較重以外，另外就是香港人
沒有一個放得更遠的目光，就好像日本
的牛奶妹、大象都是從上一個年代延續
至今的。“香港的商業機構比較缺乏前
瞻性，動畫發展能夠很長遠，但是首先
要有人明白這個優勢，正正是我們要肩
負這個責任。”Eddy相信，真人能做到
的，動畫可以做得更好，更笑言：“起
碼不會有緋聞。”

“沒有自己的想法，導致他們不會
選擇有質量的電影去看。”Step C. 覺得
香港人大多愛追求潮流，缺乏獨立思
考，她開玩笑說：“要是吳彥祖說喜歡
看我的影片的話，就會有很多人來看，
因為連他都說喜歡，人們就覺得一定很
棒。”

欠自信矮化自己的文化
導致主流文化以及獨立製作兩者之

間的失衡，Eddy覺得是我們從小到大對
美學的認識不足夠。“不是品味好不
好，而是品味相對單一。從香港人的穿
着打扮就能看出，八歲到八十歲的人都
是穿同一個連鎖品牌的T-shirt。”這個
現象拖累整個創意產業，欠缺帶動向前

的力量。
從香港動漫的製作公司逐漸

殺入國外的比賽和電影節開始，
本地動漫的水準顯然不比日本和
歐美遜色，甚至有些比其他國
家做得更好。“我們某程度
上矮化了自己的創作，不
單止是在動畫，還有在
文化上。”Eddy表示
除了觀眾要開闊自己
對本土作品的眼界，
製作人對於自己身處
的領域亦尚欠自信
和肯定。

“有些做動畫
的人，還沒有明白動
畫真正的魅力。”在
Eddy心目中，動畫有
一種東西、有一種變
化、有一種層次不是電影
所能及的，例如不同的變
形、場景的切換，甚至唐
老鴨拿着很大桶水你也會
覺得很合理，都只有動
畫這種媒體才能做到。
“製作人首先要懂得欣賞
自己的行業，動畫的世界
可以玩出很多的可能性。”

要完成一個夢想除了需
要熱情和堅持以外，在香港必
會遇到最現實的問題，在一個成
本高的城市要經營一個夢想先要找到
一個謀生的方法。

“在香港很難單純做創作，你先要
懂得賺錢。等下了班或需要休息的時候
才能開始創作。全職創作人比例是九比
一。”平日製作商業作品為生的Tommy

慨嘆
兩

者很難做到完全平衡。
“我們困在一個很難開始的階段，

始終需要資金開始創作，雖然會考慮往
香港以外的地方發展尋找資源或者投資
者，但是又未必得到認同，而且香港製
作成本也不低。”Eric對於創作的經濟來
源擔憂，但是始終找不到一個最合適的
出口。

“香港在動畫行業的實力很足夠，
欠缺資金，是因為投資者還沒有和這個
行業接上軌道。”“港府願意給錢，常
說放了多少錢在創意工業上，但是
我完全不知道錢去了哪兒。”
Step C. 覺得政府的資金沒有
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香港動漫遭遇瓶頸香港動漫遭遇瓶頸

相信每一個人都曾經迷戀過動畫裡面的角色。動漫世界的天馬行空、打破地域界

限，充滿了我們童年的生活，我們盯着屏幕邊哭邊笑，即使都是虛構的故事情節和人物

角色，動漫裡面的情感卻偏偏能牽動我們某條神經。香港的動漫影迷大部分時間只聚焦

於日本和歐美的電影，而忽略了香港本土動漫的製作。香港動畫這幾年由於故事風格、技術也絕對比以前

好了很多，你懂得欣賞創作人的努力嗎？本地年輕的動漫師和遊戲設計師走到瓶頸，請聽他們的心聲，

政府、企業、觀眾會用行動支持他們嗎？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Hayden : “動
漫是我最喜歡表達的媒
介，它不受時間局限，可
以天馬行空去表達一個信
息，而且很多元化，可以
做一些不受現時限制
的事情。”

一個堅持的理由
一個堅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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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cy Banana Cre-
ations的創辦人，平日會為
演唱會、商業機構製作電視廣
告、動態設計以及品牌動畫等。
今年憑《獅語》勝出第六屆動畫
支援計劃初創動畫企業金獎，
探討獅子山精神至今還尚存
多少。

不缺人才只缺錢

第六屆動畫支援
計劃評審、香港設計師協
會榮譽秘書及廣告公司集團
創意總監。曾於不同大學院校
任職，教授廣告設計及與多媒
體相關的課程，致力推廣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及設計教育。

Ed

dy
Hui

Eric : “我們都
在香港長大，一直在香
港生活，接觸很多不同的
思想，通過碰撞，產生很
多新想法。當我們是創作
者的時候就很想將想
法告訴別人。”

■■Spicy Banana CreationsSpicy Banana Creations 作品作品《《獅語獅語》》

憑着作品《好奇的
小蟲》奪得第六屆動畫支
援計劃小型企業（基本製作）
銀獎，作品在配音、製作過程作
出多方面的新嘗試。過去曾憑短
片《Toxic relationship》在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DigiCon6 Asia大賞等橫
掃多個獎項。

St

ep
C.

Step C. : “香港
的教育制度讓小朋友失
去對藝術的興趣，但是有
個小孩來到我工作坊表示很
開心。哪怕有一個人對動
畫的看法有改變，都
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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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動畫製作公
司 Point Five Creations 的
創辦人，為今屆動畫支援計劃
小型企業（進階製作）金獎的得
主，作品《世外》講述一個輪迴
生死的故事。曾執導《刺客信
條》、《Nike Air Max》等
國際級廣告。

Tommy : “創
作不止賺錢，是有些東
西想去表達。我們很相信
故事，故事可以改變一個
人，自己也想做故事去影
響別人。”

■■Point Five CreationsPoint Five Creations 作品作品《《世外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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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首譴責暴動 修例正確不撤
倘容暴力手段達到目的 禍港行為勢必越演越烈

在12日由政府新聞處發佈、2分多
鐘的短片中，林鄭月娥一開始就

提到12日在金鐘及中環一帶發生的暴
動，形容這是“令人痛心的場面”，
“這些破壞社會安寧、罔顧法紀的暴
動行為，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能
容忍。很清晰，這已經不是和平集
會，而是公然、有組織地發動暴動，
亦不可能是愛護香港的行為。”

她批評，12日晨有人不顧市民安
危，佔據和堵塞馬路，癱瘓交通，嚴重影
響社會運作。由下午開始，更有人多次衝
擊警方防線，做出危險甚至可致命的行
為，包括放火、利用削尖的鐵支和擲磚攻
擊警察、破壞附近的公共設施，令一般市
民、令原本想和平表達意見的年輕人、令
記者傳媒、警察、公務員的安危，受到嚴
重威脅，“我們必須強烈譴責。”

就社會上有支持和反對修訂《逃
犯條例》的聲音，林鄭月娥表示，明

白這次政府修例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
正反意見，政府已多次積極回應和解
釋。自回歸以來，每當涉及中央與特
區、內地與香港的議題，都會被部分
人挑起矛盾和紛爭，“面對這些矛盾
和紛爭，激烈的對抗絕非解決方
法。”

表達意見方式應有底線
她強調說︰“請大家靜心想一

想，這些騷亂場面近年已不是第一
次。香港是自由、開放、多元的社
會，對任何事情都會有不同意見，但
不論贊成、反對，表達意見的方式都
有底線。如果用激進、暴力的手段就
可以達到目的，這些場面只會越演越
烈，肯定對香港帶來傷害。”

林鄭月娥表示，不希望再有任何
人在暴動中受傷，冀社會盡快回復秩
序，“我呼籲所有熱愛這個地方的市

民大眾遠離暴力。我深信，香港這個
文明社會，仍然可以用平和、理性、
守法的方式，為香港的整體利益，解
決任何問題。”

另外，林鄭月娥12日晨接受電視
台訪問時，被問到會否繼續將草案提
交立法會審議。她表示，修例得到許
多市民、立法會議員、執法部門和部
分法律界支持，而經過幾個月有爭議
性的討論，是時候以立法會機制，讓
不同意見的議員表達及反映他們代表
的民意。

堅實認為修例初心是對的
她解釋，特區政府推動《逃犯條

例》修訂帶來政治代價，但如果將修
例工作停止或將引致更大代價，並重
申不會撤回草案，將繼續提交立法會
大會審議。修例具有爭議性是無可置
疑，如果現時收回《逃犯條例》修

訂，將永遠沒有機會消除市民心中的
恐懼和焦慮。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因
為這件事而心虛，並堅實認為修例的
初心是對的，“不但是對（台灣謀殺
案的）受害人家屬有所交代，我現在
只能說有交代，我不能答應潘生、潘
太，我一定能讓謀害他們女兒的嫌疑
犯被繩之以法。”

哽咽：丈夫指自己“賣身”予港
談到她近日收到恐嚇電話，林鄭

月娥表示，已着兩個兒子暑假不要回
港，以策安全。

談到被指“賣港”時，林鄭月娥
哽咽表示，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長，熱
愛香港，並因此作出不少個人犧牲，
又引述其丈夫說她不可能“賣港”，
反而是在擔任特首後，就已經“賣
身”予香港。

繼2016年激進分子在旺角使用暴力演變

成“旺角暴亂”後，12日金鐘、中環一帶再次

發生暴亂。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2日發佈短片，

強烈譴責有關行為破壞社會安寧、罔顧法紀，

是公然、有組織地發動暴動，不可能是愛護香

港的行為，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能容忍。

“如果用激進、暴力的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

這些場面只會越演越烈，肯定對香港帶來傷

害。”她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在暴動中受傷，期

望社會盡快回復秩序，呼籲所有熱愛這個地方

的市民大眾遠離暴力。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她

重申修訂《逃犯條例》是正確的事，特區政府

不會撤回有關的條例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2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重申，中央
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
進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工
作，而任何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的行為，都是香港主流民意所
反對的。

就美國國會眾院議長佩洛
西就是次修例發表聲明稱，倘
修例通過，美國會或將重新評
估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
是否仍擁有高度自治，耿爽強
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
干預。

促美方停止干預中國內政
他續說，中方對美方有關

人士就特區修例發表不負責任
的錯誤言論、對香港事務不停
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我們要求美方客觀公正
看待香港特區政府依法修例，
謹言慎行，停止以任何形式干
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耿爽還指出，香港回歸以
來，“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切實
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享有的各
項權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
障。

“我們希望美方有關人士
能夠尊重這一事實。”

“武裝力量港集結”為假消息

就有謠言稱，“一些武裝
力量正前往香港集結”，耿爽
直指這是“假消息”，“我可
以明確告訴你，這是謠言惑
眾，製造恐慌，其心可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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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呼籲所有
熱愛這個地方的市民
大眾遠離暴力。

政府短片截圖

■林鄭月娥譴責暴動
視頻。

■■暴徒搬動水馬暴徒搬動水馬，，企圖藉此堵塞通道企圖藉此堵塞通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暴徒施襲傷香江暴徒施襲傷香江 警察浴血護安寧警察浴血護安寧
反對派與暴徒聯合反對修訂逃

犯條例，阻撓香港填補法律漏洞。
他們口中所謂的“捍衛香港”，是
怎樣的“捍衛”？數百暴從12日
衝出去佔據交通幹道，要令一般市
民出行在路上被困；行人路上大片
地磚被挖起，用來飛擲警員；大批
削尖鐵支運到現場，用來殺傷警
員；不斷或架起或推倒鐵馬，自行

擺陣或製造混亂；一再衝擊立法會大樓，敲砸大樓的玻璃；持續
向警員挑釁動粗，拍打警車……混亂之處，還見到縱火的痕跡。

這些暴徒刻意用口罩遮去自己的樣貌以逃避責任，再用手
上一塊塊的磚頭，擲毀香港的國際聲譽，用一次次的衝擊，粉
碎香港的和平理性。

12日金鐘至中環一帶滿目瘡痍，就像香港民主路上的肢離
破碎的片段，令市民不禁質疑，香港是否無法再理性論政、大
家是否都摒棄了用投票表達意見的民主方式、是否都不再重視
法治和秩序。

這些暴力畫面，2014年違法“佔領”時，大家會出言譴
責；2016年旺角暴亂時，大家都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反對派
政黨亦要光速割席；但到12日，暴力行為層出不窮，但竟然有
反對派政客胡志偉、朱凱廸、林卓廷、尹兆堅、區諾軒、郭家
麒等吶喊助威，還有一批暴徒上街“聲援”。

堪稱全球最克制的香港警察，以胡椒噴霧堅持了半天，一

再被暴徒突破防線，又勉強去力挽狂瀾。直至下午約3點半，
情況實在難以受控，才以最低的武力，用催淚彈、布袋彈等去
驅散暴徒，恢復秩序。

暴徒宣洩得累了，還可以隨時到快餐店吃東西、下雨時還
可以走開避雨，一眾香港警察站在前線，一刻都不敢鬆懈。一
個暴徒受傷，於是就鋪天蓋地地聲言警方使用“不合理武
力”，一名警員倒下，同袍抬走保護之餘，還要盡快重組起來
維持防線。截至12日晚10時，共有72人受傷送院，當中15人
是警員。

12日的立法會會議就在這樣的混亂下被迫取消。市民還是否要
忍受這樣的野蠻與暴力，令香港再受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名警員頭部受傷一名警員頭部受傷，，同僚幫忙同僚幫忙
治理治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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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佔據龍和道暴徒佔據龍和道，，和警方對峙和警方對峙。。 彭博社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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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又一次飛躍

京張智能高鐵全線鋪軌完成
全球首次實現時速350公里自動駕駛 12月31日正式開通運營

今年是中國人自己設計修建的第一條
鐵路——京張鐵路開通110周年，

更是世界第一條智能化高速鐵路——京
張高鐵年底開通收官之年。京張高鐵是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工程，是
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重要交通保障設
施。線路全程174公里，起點位於北京
北站，終點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另一舉
辦地張家口。

呼市至北京縮至3小時
據了解，今年年底京張高鐵開通

後，還將與大張（大同至張家口）、張
呼（張家口至呼和浩特）兩條高鐵接
軌，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運行時間將從現
在的平均9小時縮短到3小時以內。屆
時，張家口將成為京津冀區域西北方向
三條高鐵交會的軌道交通新樞紐。

引人矚目的是，京張高鐵是智能高
鐵示範工程，為解決鋪軌工期緊、交叉作
業面多等挑戰，中鐵三局引進、研發各種
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實現了指揮中樞信息

化和智能化，質量追溯全生命周期智能化
等，為工程建設提供了科技支撐。

沿線站內配備機器人
據介紹，京張高鐵智能化動車組將

首次採用中國自主研發的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將在世界上首次實現時速350公
里的自動駕駛，可實現車站自動發車，
車站區間自動運行，車站自動停車，車
門自動防護以及車門和站台門聯動的五
大功能。

作為世界上第一條時速350公里的
智能化高速鐵路，沿線高鐵站內將配備
各種智能機器人，既能幫助運行李，還
能自助導航。通過電子客票、刷臉進站
等可簡化乘車流程，站內導航與站外導
航融合，乘客從家出發輸入車次即可導
航至檢票口或候車廳。

2018年底，中國高鐵營業里程已超
2.9萬公里，居世界之首。依託京張高鐵
建設，中國將進一步構建智能高鐵技術
標準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

北京報道）12日上午，隨着鋪軌

機牽引最後一組500米長鋼軌精

準落位，京張高鐵全線鋪軌完

成，預計9月前“試跑”，將於

今年12月31日正式開通運營。

京張高鐵起自北京北站，途經清

河站、昌平站、八達嶺長城站、

東花園北站、宣化北站、張家口

站等，全長174公里。建成後，

從北京到張家口的時間將由3小

時12分縮短到50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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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張高速鐵路是一條
連接北京市和河北省張家
口市的城際鐵路，是2022
年北京冬奧會重要交通保

障設施。京張高鐵是世界上第一條時
速350公里的智能化高速鐵路，於2016
年4月29日正式動工，預計於2019年
12月31日正式開通運營。京張高速鐵
路由北京北站至張家口站，全長174公
里，設10個車站。中鐵設計京張高鐵
總體設計師王洪雨受訪時說，“我們

是站在中國鐵路、裝備製造、綜合國
力飛速發展的‘肩膀’上，謀劃中國
高鐵的又一次飛躍。”團隊300餘名設
計師，前期工作用了7年時間，力求打
造中國鐵路精品工程。

京張高鐵也是全國首例在車站第三
層中央設置4個通風井來進行換氣的高
鐵站，有立體環形救援廊道，乘客在任
何位置去求生通道都在50米內，屆時
乘坐京張高鐵從北京到八達嶺長城站只
需要20分鐘。基於北斗衛星和GIS技

術（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地理信息技術），京張高鐵部署了一張
“定位”大網，能夠為建設、運營、調
度、維護、應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
務。

線路實時“體檢”系統，可以將全
線每一個橋樑、車站，每一處鋼軌通過
傳感器連接至計算機。零件是否老化，
路基是否沉降，照明是否損壞，都能一
目了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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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日日，，中國首條智能高鐵京張高鐵全線軌道貫通中國首條智能高鐵京張高鐵全線軌道貫通。。圖為工作人員在京張高鐵清華園隧道對軌道鋪通接軌點進行施工圖為工作人員在京張高鐵清華園隧道對軌道鋪通接軌點進行施工。。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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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到香港本地的大型書店，最為人熟悉有
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及中華書局等，該

些連鎖書店均為聯合出版集團成員，如果進入
個別書店的網上訂書網站，舉例三聯書店之三
聯網，網內會建議如需購買圖書可連結到超閱
網（http://www.superbookcity.com/）選購。超
閱網可以說是本地幾家大型連鎖書店的綜合購
書網站，於2013年投入服務，平台提供近百萬
本紙本書及數以千計電子書，書量持續增長，
為讀者提供一站式購書服務。

超閱網夥拍本地薑實體店
超閱網主張網上書店與實體書店相結合，

讀者只要在網上挑選圖書、購買，後台的物流
系統將貨品配送至香港區內或海外，而香港區
內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近50家
門市可任選一間免費取貨。

如需要付運，香港郵寄首件運費 30 元
（港元，下同），其後每件額外6元。如寄澳門
和台灣，首件運費分別為33元和58元，其後每
件額外運費則分別為7元、17元。郵寄地區還覆
蓋內地、亞洲大部分地區如韓國、新加坡、馬

來西亞等，以及澳洲和美國等，付款方式則接
受MASTER或VISA卡。

收件時間方面，到門市自取需約2至6個工
作天，郵寄本地（非偏遠地區）則需2至3個工
作天。付運內地、澳門和台灣則需1至3個工作
天。不過，需要留意門市只會保留貨物7天，7天
後貨物將退回超閱網，並額外再保留7天。如一
直未聯絡該網取貨，訂單將自動取消。

誠品聯手OK便利店交收
誠品書店一直是港人到台灣旅遊必逛書

店，追捧其濃厚文藝氣息、藏書量豐富和店內
環境舒適。至2012年，誠品更落戶香港開設首
間海外分店，牽起文青熱潮，帶來深夜逛書店
文化。從台灣誠品（http://www.eslite.com/）
訂書送來香港，已不局限在香港門市取貨，可

以選擇於近300間香港OK便利店取貨。
收費方面，1至2本約50元，3至4本約75

元，寄到港澳需時估計4個工作天，支援VISA、
MASTER、JCB及銀聯卡付款。不過，在OK便
利店取貨要留意，單筆訂單商品數量超過10件或
金額超過約750元，就無法提供服務，主因便利
店有取件包裹的大小與重量限制。另外，如需退
貨，消費者需自行負擔寄回郵資。

博客來下單最快翌日到
另一受港人歡迎的網絡書店博客來（https:

//www.books.com.tw/），2014年進軍香港，主
攻7-Eleven便利店取貨，以送貨速度取勝。博客
來作為華文地區最大網絡書店，提供150萬冊中
外圖書雜誌，標榜今日中午前訂、明日下午
取。以平日中午12時前結賬為例，最快可於隔

日下午6時後於全港指定7-11便
利店取貨，運費為1至2本約52.5
元，3至4本約75元，可VISA、
MASTER、JCB及銀聯卡付款。

此外，除 7-11 便利店取貨
外，博客來近年亦新增香港順豐
站或智能櫃取件。不過，在博客
來訂書要留意，如送貨日子遇上
周末、公眾假期到貨日期會自動
順延。

總括來說，讀者如想節省運費，可選擇到超
閱網訂書並在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
近50家香港門市免費自取。如想訂海外圖書又想
快到達，博客來是不錯選擇。另外，追求藏書量
和圖書種類豐富的讀者，誠品應有不少心水書
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港一直
被視為“文化沙漠”其實不無道理，從去年香
港公共圖書館的借閱量排行榜中看到，成人中
文非小說類書籍頭10位全是旅遊書，有9本是
有“閃令令書”之稱的《東京食買玩終極天
書》、《京阪神達人天書》等日本旅遊書，另
外1本則是《澳洲王》。

不過值得安慰是，去年借閱量最高10本的
成人中文小說類書籍，第1、2位分別為《射鵰
英雄傳》、《神鵰俠侶》，皆是已故武俠小說
作家金庸的通俗小說，第3位則是愛情小說作
家亦舒的作品《森莎拉》。

金庸的小說作品在香港公共圖書館可謂遍
地開花，截至去年11月，全港公共圖書館藏有
金庸作品多達4.5萬項，每間圖書館均有金庸
武俠小說，去年首11個月借閱多達19.8萬次。
事實上，排行榜的其他排名亦被金庸、亦舒的
作品瓜分，前者小說《天龍八部》、《鹿鼎
記》及《笑傲江湖》分佔第5、9及10位；後
者作品《新女孩》、《珍瓏》、《不一樣的口
紅》和《阿波羅的神壇》 則據第4及6至8
位。英文書籍方面，受歡迎書籍有《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及《The Great
Gatsby》等。

港人愛借日本旅遊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除網絡書店是出版商兵家

必爭之地外，電子書近年亦大行其道，優點是免卻實體書攜
帶方便，只要從網上便可以下載書籍。Amazon設計的電子閱
讀器Kindle相信是最多人使用的電子書工具，最近Kindle開
始提供繁體中文輸入法， Amazon就乘勝追擊，於本月底設立
繁體中文書的Kindle電子書店，首批上架書數超過2萬本。

外國電子閱讀器有Kindle，在內地擁有大量網絡作品的
閱文集團，也即將推出電子閱讀器“口袋閱”，相信是想與
Kindle爭天下。口袋閱可以隨時隨地下載和閱讀網絡文學書
籍，以及收看閱文集團的正版文學書。其獨特之處是同時支
援流動電話SIM卡和4G全網通，是市面上的電子閱讀器較為
少見的功能。

閱文爭Kindle電子閱讀市場

香港一直被視為“文化沙漠”，看書習慣也不

是一朝一夕可培養出來，但隨着海外大型書店落戶

香港，如2012年台灣誠品落戶香港開設首間海外

分店，2014年台灣人氣網絡書店博客來進軍香港，

網絡書店日趨興盛，為港帶來一股新文化氣息。這

期《數據生活》為大家分析三大人氣網絡書店，從

藏書量、訂書方法以及到貨時間，助你最快、最方

便訂購到心頭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閱文集團的閱文集團的““口袋閱口袋閱”，”，功功
能猶如一部手機能猶如一部手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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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苗栗縣通霄鎮白沙屯拱天宮每年徒步進香，已成
為全國重要的宗教活動，白沙屯媽祖知名度愈來愈高，網購平台
出現 「白沙屯轎班衣媽祖包」等多項商品，即使動輒千元，銷售
量仍不差。拱天宮管理委員會註冊 「白沙屯拱天宮」為商標，近
日卻發現有其他團體以此或 「拱天宮」之名印製分贈結緣品，像
是印有拱天宮媽祖神像的月曆就非常搶手，還一度和正版鬧雙胞
，導致信徒爭論媽祖肖像真假，造成許多誤解，所以廟方日前公
告禁止使用此商標，違者將保留法律追訴權提告。

談到媽祖遶境，不少人會先想到大甲鎮瀾宮所屬的大甲媽，
但由於路線固定，多次爆發搶轎衝突，讓部分人有負面觀感。而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到雲林縣北港鎮朝天宮 「刈火」進香活動
，已有200多年歷史，特色是路線不固定，信眾相信全憑媽祖的
神諭指揮轎夫行轎前進，所以不容易 「中埋伏」，負面新聞相對
較少，近年來香腳突破10萬人次，是全國宗教盛事之一，已被
行政院文化部列入無形文化資產。

白沙屯拱天宮和土地銀行合作推出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認同
卡」，每筆消費都會回饋0.25%給白沙屯拱天宮。除此之外，白
沙屯拱天宮也會印製月曆等產品和信徒結緣。但管理委員會在這
次遶境時發現，有些商家自行製作團服或文宣品來販售、贈送，
也有車輛印著 「白沙屯拱天宮」、 「拱天宮」字樣，讓人誤以為
是拱天宮工作人員或公務車，經常接到信徒反映，非常困擾。

據《蘋果新聞網》今年跟隨遶境時觀察，的確有很多團體自行印

製 「拱天宮」產品贈送，像是
印有拱天宮媽祖神像的月曆就
非常搶手，但品質不一，還一
度和正版鬧雙胞，導致信徒爭
論媽祖肖像的真假。

「只要有看到，我都會當
場勸說！」拱天宮總幹事陳春
發表示，雖然媽祖全國都有，
並沒有肖像權，但 「拱天宮」
是合法寺廟登記之名， 「白沙
屯拱天宮」也有商標註冊，許
多宮廟、民間團體未經拱天宮
管委會同意，搶搭媽祖活動順
風車，直接冠上拱天宮名號印
製產品，信徒紛紛打電話詢問
，也讓管委會困擾不已，所以
才開會討論要公告禁止。

不過《蘋果新聞網》在 「Pinkoi」與 「松果購物」等網購平
台上發現不少白沙屯媽祖商品，像是白沙屯轎班衣媽祖包，店家
標註是獨家販售，雖然一只要價千元，但不少人下單，甚至有人
留言表示： 「買了一個中的、又買了兩個大的，很喜歡。」另外
還有進香錦旗與祈福香燈腳吊飾掛飾，反應都不錯。

陳春發說，只要網購商品是以白沙屯媽祖為名，就沒有侵犯

拱天宮商標之虞。
律師劉正穆表示，侵犯商標法的侵權行為，分為故意或過失

，若故意以 「行銷目的」行為人，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非行
為人也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於過失部分，則有民事侵權責
任，屬告訴乃論。

白沙屯媽祖太紅！拱天宮月曆鬧雙胞
信徒爭哪尊肖像才是真

（中央社）台北101觀景台15年來首次改裝升級！以往觀景
台只有89樓室內和91樓戶外空間，為吸引更多遊客來訪，以半
年時間準備之後，將101樓屋頂開放，推出45米長 「Skyline460
」戶外觀景步道，成為亞洲最高的戶外觀景平台，讓消費者體驗
站在460米高處的快感。

「Skyline460」戶外觀景台位於101層樓的屋頂平台，可說是

101大樓的最高處，目前89樓
觀景台票價600元，包含89樓
室內觀景台以及 91 樓戶外特
區；Skyline460 則要 3000 元，
台北101指出，3000元是屬於
套裝行程，包含 89 樓觀景台
、91樓空中戶外藝文特區以及
Skyline460 且附贈一張專人拍
攝紀念照。上 Skyline460 後，
會有專人協助民眾穿著安全裝
備，至戶外步道體驗前會扣上
扣環，民眾可任意在上頭走動
、拍照、俯瞰美景，最後會有
專人幫忙拍照留影。

《蘋果新聞網》記者今搶先
首批登上 「Skyline460」體驗
。由於今日天氣不佳，觀景視
野有限，但比起室內觀景，戶
外體驗更能清楚看到北市美景
，且能在101層樓高空行走，

感覺格外新奇；過程中，專業人員會在隊伍前後帶領、跟隨，同
時介紹所經之處腳下是台北的哪一區，最後則會站上高台拍攝紀
念照，整個體驗過程約15分鐘，建議在晴朗天氣走訪能見度更
高。但如是想要體驗高空刺激快感的民眾，因步道離外圍有段距
離，可能會感覺稍顯平淡。

Skyline460即日起開放線上預約，每日3場，每場限定12人

，風速超過6級風、下雨時則會關閉。台北101營運長劉家豪指
出，89樓觀景台成立後，也發現陸續有消費者開始想要找尋更高
觀景處，加上參考國外高樓，都有提供低樓層室內、高樓層室外
的2種觀景台服務，因此決定將101層樓屋頂開放，讓遊客有更
全新體驗。

台北101指出，為確保體驗SKYLINE的民眾安全，行前和
結束都會由專業人員親自扣上、解開登山扣環，登山扣環在行進
中不得且不易任意解開，而扣環連結的安全繩索長度約僅80公
分，確保民眾可以在安全範圍內移動，因扣環是扣在護欄內側，
因此在步道上無法越過前方民眾，必須一個個依序通行；行進過
程中，隊伍前後會有各一名受過攀岩、基本急救訓練的人員跟隨
，同時步道上也有2名保全人員隨時注意現場情況。

台北101總經理張振亞指出，101觀景台最高峰時期，2015
年可達280萬人，但近兩年陸客減少，也讓觀景台生意直直落，
去年更是掉到只有213萬人，其中陸客占比46％，已經不到一半
，反而是韓、日、港澳來客提升，但仍無法補足陸客減少的量。
等同來客數少67萬人、門票營收短少約4億元。

因此，台北101這次將觀景台多處升級、創新，期望以提高
CP值吸引更多人潮，像是在前往觀景台必經處5樓打造 「驚豔
台灣」展區，以互動式影片介紹台灣，讓旅客在排隊過程中就能
開啟體驗旅程、91樓空中戶外藝文特區也增加更多台灣藝術家的
作品，讓民眾參觀。

張振亞表示，目前觀景台外國客占比90％，國內客只有10%
，約8萬人，而在Skyline460推出後，能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前
來，預計今年來訪人數可增加到220萬人。

搶救消失的4億營收！台北101開放亞洲最高460米戶外步道嚐鮮價3千元

（中央社）高雄市復康巴士換手經營！高雄市府委
外經營的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原由伊甸基金會承接
，今年7月1日起將由在地的高雄客運接手，以既有遍及
甲仙、六龜、湖內及岡山等地多達25個調配站營運，比
原有團隊僅8處相較多3倍，提供身障民眾預約接送服務
。高客強調，服務據點增加可提高調度效率，讓更多需
求者受惠。

今天高雄復康巴士新經營團隊亮相，高客總經理鍾
欣倍表示，營運初期除以既有的156輛復康巴士經營，
另承接原團隊95%、近200位駕駛，提昇駕駛長薪資福利
至28,000元起，同時提供完整職涯規劃、活用公司既有
資源以解決尖峰時段人力需求。

鍾欣倍說，新團隊也與智慧營運、派遣客服系統業
者結合，更精準調度人車資源、增加運能趟次、提昇服

務的效率，此外也與高雄最具規模的無障礙計程車隊合
作，全力支援接送服務，確保交接期間營運無縫接軌。

而針對身障朋友需求，優化就診服務，高客新團隊
也連結看診資訊、與醫院合作規劃巴士候車區等多重便
民服務，增加乘客多元付費方式及乘車優惠，也建立乘
客、司機雙向評鑑機制，提昇復康巴士便利性與使用者
共乘意願。

今出席復康巴士新團隊記者會的高市府副市長葉匡
時肯定高客提供更全面的照顧，落實服務大高雄地區需
要復康巴士的族群；交通局長鄭永祥則說，高客調配站
多達25處，比原團隊僅8處相較，調度機動性提高，加
上既有的客運駕駛人力優勢，可改善以往偏遠地區叫車
不易問題，擴大營運範圍。

高雄客運7/1接手復康巴士 服務據點多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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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嘉義市嘉鳳獅子會今天到再耕園嘉義市腦性麻痺
協會，捐出50萬元來幫助嘉義市腦麻協會籌建 「永久家園」，
一起為弱勢族群盡一份心力。市長黃敏惠和議長莊豐安都共襄盛
舉。腦性麻痺協會指出，日照中心所需經費4千多萬，募款20年
才募到1千多萬，還需約2700萬，盼愛心人士協助腦性麻痺協會
，早日完成 「日照中心」。腦麻鬥士黃乃輝專程與會助講，場面
相當感人。

腦麻鬥士黃乃輝專程與會，並贈送一束花給感謝30年前他
就讀建國高中補校時，對他特別照顧的李錫津校長。李校長勉勵
協會，不要小看一粒種子，它或許多開出一樹的蘋果，在眾志成
城之下，永久家園可望完成。

現年54歲的腦麻鬥士黃乃輝，他以自身的經歷說明他如何
用30年的時光及力氣，來爭取腦性麻痺者的權益。雖然黃乃輝
先生從小被父母遺棄，在醫療及求學過程中面臨重重困境，但他
很努力、爭氣從不放棄，自食其力賣花賣彩券、還堅持做公益幫
助人。黃乃輝呼籲，大家發揮愛心，共同幫忙籌蓋 「永久家園」
，減輕腦麻父母的負擔及照顧更多像他一樣的人。他還透露日前
去咖啡廳被趕出來，主持人蔡溫娣忍不住多次落淚。

新任嘉義市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鄭榮文解釋，腦麻要蓋 「永
久家園」就是可以棲身之處，經費龐大高達一億元；由於該協會
努力了20年終於募到千餘萬，但距離 「永久家園」太遙遠，因
此權宜之計，先蓋 「日照中心」，已購買千餘坪土地，再募2700
多萬，即可先完成 「日照中心」，讓嘉義市腦性麻痺協會，起碼

有個落腳處。
嘉鳳獅子會新會長李素如

，及國際獅子會 300D1 區準總
監張秀華，共同代表捐贈 「50
塊愛心磚」響應 「一磚一萬元
，為腦麻建家園」慈善行動。
李素如說，看到重度腦麻的睿
成居然可以做陶壺，並且愛笑
愛握手，讓人感動又不捨。

「勇媽」嘉義市長黃敏惠
指出，對於照顧弱勢團體市府
向來不遺餘力，更感謝嘉鳳獅
子會的無私奉獻，於授證31週
年捐贈腦性麻痺協會50塊愛心
磚，以愛築家、用溫暖許腦麻
兒安心生活的未來；更盼望社
會各界持續關懷腦性麻痺朋友
，共創嘉義市成為讓所有身心
障礙者安心生活的城市

另外，嘉鳳獅子會將次本
月 22 日(星期六)晚上 6 時 30 分
，在耐斯王子大飯店五樓阿里
山廳舉辦 「腦麻愛心磚慈善晚會」，嘉鳳獅子會將捐贈 「50塊腦 麻愛心磚」，拋磚引玉，盼更多愛心人士一起來為腦麻協會建永

久家園付出善心。

嘉市腦麻協會籌建 「永久家園」
20年才募到四分之一經費

（中央社）阿羅哈客運6月10日
深夜在國道翻覆，釀3死13傷，讓客
運駕駛長工時問題浮上檯面，台灣汽
車客運業產業工會近日接獲國光客運
駕駛提供今、明兩天班表，曝光有駕
駛從開始上班到下班，前後竟16小時
，質疑今年初抗爭時就是這款班表，
半年後還是這樣的班表，勞檢都瞎了
眼嗎？國光客運則回應，出發和到達
並非所有出勤時間，中間都會有中退
休息，最多可中退7到8小時。

根據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接
獲國光客運駕駛今天和明天兩日班表
，以台北到湳中為例，有駕駛上午 6

時 20 分出發，晚間 10 時到達，還有
人上午7時30分出發，晚間11時30分
抵達，另台北到朝中路線，有駕駛上
午7時15分出發，晚間11時抵達，從
班表出發和抵達時間來看，最多長達
16小時。

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理事范
光明表示，這樣的班表早在今年初工
會到勞動部抗議時就拿曾拿出來，6
個月後，駕駛拿出今天和明天的班表
依舊沒變、仍嚴重超時，顯示客運業
駕駛長工時是常態，這樣的班表還能
存活到現在，勞檢都瞎了眼嗎？

范光明強調，現在大眾運輸系統

就像在賭命一樣，飛機是自動化的，
機師都不能過勞了，更何況客運要靠
駕駛人工操作，怎麼可以讓駕駛超時
？政府長期壓抑票價調漲，讓客運業
者用最廉價設備，剝削駕駛薪資福利
，政府給業者的補貼不清不楚，都落
到業者口袋，沒有回到駕駛身上，導
致職業駕駛人起薪不到3萬元，得一
直靠加班；低薪高工時惡性循環下，
產生人力缺口，沒人想進入這環境，
但交通部和勞動部似乎看不到問題，
還說要找貨運駕駛來開客運，難道騎
腳踏車的人可以馬上騎哈雷重機嗎？
客運駕駛是靠經驗累積，若要這樣做

，乾脆去找高中生好了。
范光明表示，工會認為應該推動

駕駛人工時卡，只要上車開車就插卡
，控管工時，公路總局說現在就有駕
駛人用身分ID卡紀錄工時，但他從北
問到南，沒有駕駛說有看過這種東西
，難道政府是在夢裡看到的，還是神
話？現行勞檢員普遍不夠，唯有推動
駕駛人工時卡，才能確保駕駛不要超
時。

對此，國光客運表示，班表上的
出發代表上班，到達代表下班，但前
後時間並非全部出勤工時，中間包含
中退休息，部分客運下班時間扣除上

班時間，會長達 15 丶 16 小時，但事
實上中退 7 至 8 小時；中退是客運業
為輸運衍生的行業性質，市區客運中
退更長，但該班表呈現方式造成上班
下班整日的誤解，未來將增加一欄中
退時間，避免被誤會。

交通部表示，現行在客運業者新
路線評選時，會將違反駕駛時間的違
規紀錄納入，給委員評選路線取得資
格參考，未來如果能夠取得勞檢單位
的違規紀錄，也可以在路線評選的時
候提供給委員納入評選項目營運安全
評分的參考之一。

客運工會曝駕駛上班16小時 國光客運：含休息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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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Uses for the McDonald’s App Icon

We have created a few new 
lockups that use the Mobile 
Order & Pay icon and they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use of the McDonald’s App.

These are approved to 
use when promoting the 
McDonald’s App, are set with 
process colors and can be 
downloaded here.

下載我們的應用，
獲取超棒優惠

茶歇從未如此美味。

所有參與的McDonald’s店家。超值餐單和促銷價格不適用於外賣。外賣送餐價格可能高於在餐廳用餐價格。
Uber Eats外賣費和小額訂單費適用。請參考Uber Eats應用了解更多有關詳情。價格和參與店家可能會有所不同。

不能與任何其它優惠或套餐一起使用。流動訂購可在參與的McDonald’s店家使用。 2019 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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