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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6/12/2021

（ 中 央 社 ） 七 大 工 業 國 集 團
（G7 ）領袖峰會揭幕，英國首相強
生趕在會前先會晤美國總統拜登後，
讚揚英美關係 「牢不可破」。這是兩
人首次會晤。

強生（Boris Johnson）清晨接受
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表示：
「這種關係你可以稱之為 『深刻又意

義非凡』，更可稱為 『牢不可破』關
係。」

強生表示： 「這段關係經歷漫長
歲月，向來是歐洲與全球和平及繁榮
的重要關鍵之一。」

強生說，他與拜登（Joe Biden）
昨天面對面會談，兩人討論 「大約25
個主題」，包括英國脫歐引發北愛爾

蘭爭議。
拜登向來以自己的愛爾蘭血統為

榮，因此針對英國有意撤銷 「北愛爾
蘭議定書」（Northern Ireland Proto-
col），強生刻意淡化拜登的不悅。這
項議定書避免北愛爾蘭與歐盟會員國
愛爾蘭恢復往昔邊界，卻造成英國與
北愛爾蘭之間的經貿往來失序。

強生首會拜登強生首會拜登 讚揚英美關係牢不可破讚揚英美關係牢不可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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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donate 500 million
vaccine doses globally in the near future.
Biden said, “America knows first-hand
the tragedy of this pandemic. We’ve
had more people di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nearly 600,
000 of our fellow Americans. We know
the tragedy and we also know the path
to recovery.”

Today American workers will now
produce vaccines that will save live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for
people they have never visited.

The White House has already secured

half a billion
doses and will try
to deliver it to all
the world.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strings
attached for
accepting the U.
S.-produced
vaccines.

We are so proud

that the president has made such a
move to help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sixteen months many areas of
the globe have been suffering so much,
and without vaccines they are all
helpless.

We really want so much to urge the rich
countries to extend their hands to help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Unless they have vaccines, all the
countries will be still in chaos.

0606//1111//20212021

Vaccines Are On The WayVaccines Are On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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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活躍於韓國綜藝節目的36歲新創
企業家李俊錫今天當選保守派反對黨國民力量
黨黨魁，將代表黨參選明年3月總統選舉，挑
戰執政黨，希望能獲得對於韓國政治越來越失
望選民的支持。

路透社報導，李俊錫（Lee Jun-seok ）今
天當選保守派主要反對黨國民力量黨（People
Power Party）黨魁，成為韓國推行民主制度以
來最年輕的主要政黨黨魁，

李俊錫在當選演說中表示： 「我們最大的
任務就是贏得總統選舉。」

李俊錫誓言終結韓國數十年來分化、惡毒
的政治環境。

「你可能會希望某個黨的領先者可以擊敗
文在寅政府，但你不能以誹謗其他候選人的方
式達成。我的對手若不入流，我要更有品。他
們若有品，我們會努力更有格調。那應該是我
們的準則。」

李俊錫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在創立一款手機學習應用程式
（app）後，自2011年起擔任黨的顧問，從未
擔任公職。

李俊錫以黑馬之姿當選，顯示在不少韓國

人認為政治領袖虛偽和無能，對於政治日益不
滿下，年輕和中間選民漸漸成為關鍵族群。

韓國房價飆漲失控，國內貧富差距擴大，
造成文在寅民調支持率跌到歷史低點，今年4
月舉行的主要地方首長選舉，執政黨也落敗。

李俊錫走溫和路線，在辯論時，比聚焦在
負面選舉的政壇老手，展現更多邏輯性和合理
性主張。

他的那些建制派對手無法提出替代政策，
或擺脫不了舊有的精英形象。

雖然居劣勢，李俊錫在網路投票拿下
43.8%選票，擊敗曾任 4 屆國會議員的羅卿瑗
（Na Kyung-won）。羅卿瑗網路得票率37.1%
，名列第二，在黨員投票中些微領先李俊錫
3.5個百分點。不過，黨員投票結果被網路投
票一面倒支持所推翻。

自認中間選民的35歲建築師李泰宇（Lee
Tae-woo）說： 「他的勝出是對建制派政治人
物的一記警鐘。」

「李俊錫可以採取更具彈性方式，而不會
陷入老舊意識形態陷阱，我希望大老可以接受
他的領導，共同致力改變。」

韓國新創企業家當選反對黨黨魁
問鼎明年總統選舉

拜登總統在英國舉行的美、英、加、法、
德、義、日七大工業國領導人G7峰會上宣佈,
美國將向低收入國家捐贈 5 億劑疫苗以及早結
束新冠大流行疾病,他也呼籲其他國家一起加入
捐贈的行列。拜登的宣告令人感到振奮與溫馨,
顯示出他以仁本,廣施恩澤於天下的胸襟,拜登
必將歷史留名。

已經一年半載了,全球疫情方興未艾, 台灣
突然染疫讓世人格外關注,而印度在最近24小時
內傳來6148人死亡病例 竟創下歷史單日新高。
世衛組織統計,全球確診病例已超過 1.75 億人,
死亡數逾375萬人，其中美國近60萬,人數比兩
次大戰加越戰與911 襲擊死亡總和還多,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統計,今年不到六個月世界已超過
188萬人因Covid 19喪生。

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令人悲傷和不安,唯一
能夠拯救生命的就是施打疫苗,但各國能研發生
產的遠遠不足,特別是落伍的非洲，仍然是疫苗
沙漠 。那些擁有疫苗的國家為自保,不可能在
本國獲得充足劑量前去照顧別的國家。先前拜

登曾因此而遭到多國責備,但他忍辱負重,直到
美國人民不虞匱乏後才捐贈，如今捐贈義舉雖
遲,但意義深遠,大家應明瞭,拜登捐贈的疫苗,是
美國政府用自己的錢向製藥廠購買的,現在許多
國家的國民還須自費購買,甚至有錢買不到,與
美國大異其趣！

拜登說的對:”捐贈疫苗符合美國的利益,
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畢竟在全球疫情無法
控制前，美國也不會安全,所以美國能做的就是
鼓勵製藥廠快速增加疫苗產量 ,而且美國捐贈
是不附加任何條件,也不受人情壓力。

G7 各國在受到拜登感召後紛紛響應,英國
首相強生表示，現在是富裕國家承擔責任和為
世界接種疫苗的時候了,英國現有數百萬劑過剩
庫存將分享出去，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表示,法國
將在年底與全球分享至少 3000 萬劑,目前七國
集團已承諾捐出10億劑疫苗，其中一半來自美
國，一億來自英國，這是非常好的現象。G7峰
會這次能突破爾虞我詐的政治藩籬, 凸顯了人
道主義的關懷, 堪稱為大會最大的成功！

【李著華觀點 : 仁澤天下
拜登以 5 億劑疫苗拯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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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累計確診達370萬人
默克爾希望延長全國流行病狀態

綜合報導 德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突破370萬。盡管近日

德國單日新增確診人數已呈現下降趨勢，德國總理默克爾當天仍通過其

發言人表示，該國有必要延長將於本月底到期的“全國範圍的流行病狀

態”。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3165

人、86人。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4日 23

時，德國累計確診3704113人、死亡 89739人。截至目前，德國已接

種5340萬劑次疫苗，共有16708899人實現完全接種，占德國總人口

20.1?%。

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賽貝特當天在柏林一場記者會上被問及

默克爾本人對應否延長即將到期的“全國範圍的流行病狀態”時

表示，默克爾認為，延長這一狀態是有意義的。不過，賽貝特亦強

調，根據德國傳染病防治法，是否延長該狀態的決定權屬於德國聯

邦議院。

德新社援引默克爾所在的執政黨基民盟主席拉舍特日前在黨內高層

會議中的表態稱，他計劃將“全國範圍的流行病狀態”延長至今年9月

30日。拉舍特表示，這將使得為職工紓困的短時工製度和為企業實施的

經濟援助可以持續至9月底。

盡管聯邦層面對疫情走勢持審慎態度，目前德國多個州已經開始

擴大“解封”範圍。柏林從當天起不再要求購物者、戶外用餐者和

泳池訪客出示新冠檢測陰性報告，梅前州則開始允許全德國範圍內

的遊客入境。巴伐利亞州亦宣布將從下周起實施包括允許室內用餐

、購物無需提前預約等在內的一系列“解封”措施。

希臘計劃放寬防疫措施
難民群體開打新冠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1112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407857例；新增死亡34例，累計死

亡12218例。

希臘仍在英國“琥珀名單”中
英國政府公布出國旅行國家分類名單

，對被不同顏色標記的國家，將實施不

同的旅行限製及規則。在這份最新的名

單中，希臘仍被列為“琥珀色”國家名

單中。這意味著，來自希臘的人員在入

境英國時需要居家隔離10天，並進行兩

次新冠病毒檢測。

以色列、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被

列為綠色名單國家。往返於英國和這些國

家的旅客無需隔離，只需要進行一次新冠

檢測即可。斯裏蘭卡、埃及、哥斯達黎加

等數十個國家位於紅色國家名單中。往返

於英國和這些國家的旅客需要在政府指定

酒店中自費隔離10天。

下周可能宣布更多放松措施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稱，疫情在希

臘已經出現了緩和，鑒於良好的流行病學

數據的變化，希臘有望在下周宣布解除更

多的防疫限製規定。

不過佩洛尼強調

，病毒仍然存在，每

個人都必須保持警惕

。對於英國再次將希

臘列入“琥珀色”國

家名單，佩洛尼說希

臘尊重英國政府的決

定，但是在歐洲各國

陸續推出新冠“綠色

數字證書”的大背景

下，英國的做法顯得

“不合時宜”。

難民群體開打新
冠疫苗

根據希臘官方的統計數據，截至 6

月 3 日 21 點，該國共有 5888281 人接種

了新冠疫苗。其中，2204220 人已經完

成了所有劑量疫苗的註射。政府的目標

是在 6月底之前為 50%的人口至少註射

一劑疫苗。

希臘針對難民群體的新冠疫苗接種工

作已於6月3日在愛琴海東部的希俄斯島

、萊斯沃斯島和薩摩斯島啟動。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和衛生部的工

作人員負責對難民疫苗接種計劃進行管理

。難民群體使用的疫苗為強生新冠疫苗，

該疫苗僅需要進行單劑註射即可。

希臘移民部秘書長馬諾斯· 羅格賽提

斯(Manos Logothetis)表示，目前僅有15%

的人表示願意接種疫苗。

從下周起，針對難民群體的疫苗的接

種工作將擴展到到科斯島和萊羅斯島上的

各一座難民營，以及希臘大陸的另外十座

難民營。每周都會有專業團隊將疫苗從雅

典轉運到這些島嶼，然後安排在周四和周

五為難民群體提供接種服務。

俄美峰會前雙方釋放強硬信號
線下會晤難“破冰”

俄美峰會將於 6 月 16 日在瑞士日

內瓦舉行。在兩國緊張關系加劇之際

，雙方都淡化了對會晤取得任何突破

的預期，預計製裁問題將成為俄美博弈

的焦點。

俄美關系“處極低水平”

雙方淡化會晤成果預期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他希望與美

國總統拜登舉行首次峰會時可以改善俄

美關系，但他在會晤前定下了強硬基調

，稱美國想要“阻止”俄羅斯發展。

由於批評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

內被捕和烏克蘭沖突等一系列問題，以

及黑客襲擊和幹預選舉的指控，美國和

俄羅斯之間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

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說

：“我們需要找到解決關系的方法，現

在我們的關系處於極低水平。”他表示

，裁軍、新冠大流行和環境問題，也將

被提上議程。

克裏姆林宮稱，美俄的分歧太深，

無法進行重大的“重置”關系。而拜登

此前也透露，希望與普京討論人權問題

，並警告美國仍然打算對俄羅斯未來可

能采取的“有害行動”作出回應。

俄羅斯主權直接投資基金會的首席

執行官基裏爾· 德米特裏耶夫4日表示，

即將舉行的俄美峰會，將是試圖恢復兩

國糟糕關系的關鍵時刻。“我把俄美關

系比作一把下落的刀，我們需要在16日

抓住這把刀，在它掉到地上之前。”

美俄經濟立足點不同
製裁問題將成會談核心
俄美雙方最近多番博弈主要聚焦在

製裁問題上。4月中旬，美國才以俄羅斯

幹預大選、黑客攻擊為由，加大對俄製

裁，但5月底，白宮又宣布取消製裁連

結俄羅斯和西歐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

道建築公司，製裁問題將成為俄美會談

的核心。

不過，盡管俄美雙方可能就製裁

問題作出一些短期交換，但卻難掩兩

國長期經濟立足點的矛盾。即使俄羅

斯能換取美國取消一些製裁，但俄與

西方始終存在很大分歧。在價值觀先

行的前提下，西方難以完全放下經濟

製裁大棒。

面對美國的製裁，俄羅斯的長遠策

略將是削弱美元的霸權地位，建立另一

套繞過美國支配的國際支付體系。普京4

日說，美國認為自己“強大到足以”威

脅其他國家而不受懲罰的想法，是錯誤

的。

6月3日，俄羅斯財政部長盧安諾夫

宣布，俄主權財富基金將在一個月內，

變賣所有美元資產。同日，俄副總理亞

歷山大•諾瓦克又指，在美國針對性的經

濟製裁下，俄可能很快就會放棄以美元計

價的原油合約。當然，這些表態有可能只

是在兩國元首見面前進行討價還價的過程

，但俄羅斯近年一直在減少使用美元卻是

難以否認的事實。俄羅斯所有的對外交易

中，美元占比已跌破50%。

綜合報導 巴基斯坦兩列客運列車發生相撞事故，相關人員8日在殘

骸之中進行搜索。截至目前，這次事故已造成63人死亡、逾百人受傷。

有巴警方消息人士稱，正在調查事故原因，鐵路軌道和信號系統中存在

的問題可能是主要原因。

當地時間7日淩晨，一列載700多人的列車在科德吉地區發生脫軌

事故，多節車廂傾覆在對向軌道上。幾分鐘後，另一列載有超500人的

列車撞上脫軌車廂，導致脫軌車廂嚴重受損，後一列列車多節車廂在撞

擊中脫軌。

8日，巴基斯坦鐵路公司公布51名罹難者姓名，另有12人身份不

詳，共計63人罹難。死者包括一名81歲老人，年紀最小的罹難者僅數

個月大。

據報道，碰撞力道使車廂被壓扁。軍方以及相關工程人員已清除大

部分殘骸，修復受損鐵道的焊接人員準備收尾。鐵道技師澤布(Jahan

Zeb)此前帶著睡眠不足而浮腫的雙眼稱：“這是我服務大約10年以來，

看過的最嚴重事故。”

目前，暫不清楚第一列客運列車脫軌的原因。有巴警方消息人士

稱，正在調查事故原因，鐵路軌道和信號系統中存在的問題可能是

主要原因。

巴基斯坦列車相撞致63死逾百傷
事故原因尚在調查

法國將如期展開第三階段“解封” 專家預測夏季疫情平穩

綜合報導 法國於9日如期

展開第三階段“解封”，多項最

新數據顯示新冠疫情趨緩，專家

預測夏季的疫情形勢將比較平穩

，但仍呼籲民眾保持謹慎。

法國於9日展開第三階段

“解封”，屆時餐館將開放室

內區域，宵禁開始時間將推遲

至晚11時，遠程辦公相關措施

將有望結束。

根據最新疫情數據，法國

住院患者和重癥患者人數都在

繼續下降，住院患者人數已經

降至14323人，重癥患者人數

降至 2472 人。

法國新冠發病率

已經降至每 10

萬居民中有 72

名感染者。

巴黎大區的

疫情也有所緩和

，根據8日披露

的數據，該地區

的新冠發病率目前已低於每10

萬居民中100名感染者的警戒

閾值，但塞納-聖但尼省和瓦勒

德瓦茲省的發病率仍高於警戒

閾值。當地衛生部門透露，巴

黎大區超過55%的成年人已接

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專家對近期疫情形勢表達

了謹慎樂觀的態度。法國官方

應對疫情的科學委員會主席德

爾弗萊西8日表示，只要不過

度放松防疫管控，夏季的疫情

形勢將會比較平穩。他認為，

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等防疫

措施仍應繼續維持，在戶外戴

口罩的措施應至少維持至本月

30日。

對於夏季之後的疫情形勢

，特別是秋季開學之後的疫情

發展，德爾弗萊西認為，即使

出現新一波疫情，形勢也將和

第一波疫情完全不同，主要是

由於疫苗接種運動的進行。不

過他擔心印度發現的變異病毒

在法國傳播可能引起的感染率

回升。

根據 BFM 電視臺 8 日報

道，在第三階段“解封”啟

動前夕，法國高端餐館的預

訂量快速上升，其中多家米

其林頂級餐館未來 3 周的預

訂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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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特派專欄美國疫苗充裕，用疫苗刺激觀光有
如 「新常態」。洛杉磯機場近日啟用免費疫苗施打處，吸引許
多外國旅客提著行李前來接種疫苗。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疫苗
應該優先打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是有能力跨國旅行的人們
。

洛杉磯國際機場發言人蒙哥馬利（Heath Montgomery）接
受中央社訪問表示，目前機場設有2處疫苗站，免費供應嬌生
疫苗，不需要預約，不限居民，外國旅客到場就能立即接種。

繼阿拉斯加、紐約、德州等地大方歡迎旅客打疫苗，洛杉
磯機場近日也加入 「疫苗觀光」（vaccine tourism）行列。蒙哥
馬利表示，機場設置疫苗站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可以打到疫苗
，洛杉磯機場每天約有70 萬旅客到訪。

「能提供越多人打疫苗，對美國或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蒙哥馬利表示，外國旅客為了疫苗而到訪， 「疫苗觀光」必
然發生，對機場來說，希望藉此機會讓更多人打到疫苗，幫助
世界加快復甦。

外號 「彭大」、靠著分享日本自助旅行資訊在臉書社群擁
有55萬追隨者的台灣旅遊部落客彭國豪6日從日本飛美國，48
小時快閃洛杉磯，施打免費嬌生疫苗。他接受中央社訪問表示
，這趟旅行很划算。

彭大使用過去累計的旅程點數購買機票和住宿，美國之行
花費不多就能獲得疫苗的保護力，對於經常往返台日出差的他
，走一趟美國就能消除大部分的染疫風險， 「我花3天時間，
至少獲得90天保護力」。

彭大在社群分享這趟美國打疫苗之行，獲得不少網友詢問
。他發現，很多人像他一樣，在疫情之下仍有出國洽公求學、

出差外派等需求。他認為這時若能利用美國免費疫苗，提早獲
得保護力，對台灣防疫也是盡一分心力。

中央社記者今天走訪洛杉磯國際機場的疫苗站，一個上午
有來自秘魯、菲律賓、韓國、墨西哥等外國旅客提著行李前來
接種。

來自菲律賓的船員傑森（Jason Chavez Jr.）受訪表示，他
因為工作因素停留洛杉磯，得知機場有免費施打疫苗的機會，
與同事一起前來接種。他說，菲律賓接種疫苗仍需要一定手續
，這裡的流程非常有效率。

在墨西哥航空（Aeromexico）擔任空服員的派蒂（Paty
Ramirez）帶著兒子貝多（Beto Ramirez）前來打疫苗，過程中
她拿著手機為兒子記錄擺脫疫情的這一刻。

派蒂受訪表示，因為美國提供這樣的免費疫苗，使得航空
業早日恢復，對從業人員的工作生計也是一件好事。今天接種
疫苗的貝多呼籲，只要有機會打疫苗，別再猶豫，這樣做能夠
拯救生命。

同樣來自墨西哥的潔西卡（Jessica）與家人來美國旅行順
道打疫苗。她很驚訝，下飛機沒幾分鐘，馬上就打到疫苗，真
的非常方便有效率。

美國疫苗在去年底問世之後，民眾排隊打疫苗，出現外州
或外國入境打疫苗的 「疫苗觀光」現象，引發批評。但隨著6
月以來，美國人超過50%已施打1劑疫苗，疫苗過剩，庫存數
百萬劑嬌生疫苗將在6月底到期， 「疫苗觀光」瞬間翻身，如
今成了刺激經濟的良藥。

旅遊業者、美國亞洲旅行社副總李元綱（Frank）向中央社
記者表示，過去一年美國的旅遊業務幾乎停擺歸零，近日隨著

疫苗普及，美國國內旅遊開始恢復，但國際市場估計仍要兩年
到三年的時間復甦。

李元綱表示，包括阿拉斯加、紐約、德州、洛杉磯等地推
出疫苗觀光，藉由疫苗吸引遊客，對於飽受重創的觀光業具有
一定的補償效果，旅客到美國之後，住宿、餐飲和交通等花費
都能刺激經濟。

儘管 「疫苗觀光」對美國經濟、外國旅客是雙贏局面，但
學者提出批評，認為利用疫苗振興觀光處於道德上的模糊地帶
，在世界大部分國家仍然缺乏疫苗的情況下，這種 「以疫謀旅
客」的疫苗觀光，頗有不知人間疾苦的意味。

專攻醫療觀光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柯恩（Glenn Cohen
）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報導中
指出： 「疫苗應該優先打在最需要的人們手上，而不是那些有
能力跨國旅行、身體健康的人們身上。」

柯恩肯定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政府近日承諾捐出
2000萬劑疫苗到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
但美國城市藉由疫苗刺激觀光在道德上缺乏正當性。他形容：
「這就好像人家借你一台車子，讓你載媽媽去醫院，你卻拿這

台車子來開Uber營利一樣。」
疫苗鴻溝（vaccine gap）如今成了邁向後疫情時代世界各

國急需解決的問題。
COVAX獲得富裕國家和藥廠的承諾，目標是今年為疫情

嚴重的低收入國家供應20億劑的疫苗。但實際的情況遠遠不及
，5月底為止，COVAX只取得了6500萬劑，距離原訂5月分配
1.7億劑仍有一大段距離。

疫情後北美線遊輪首航
名人千禧號2遊客陽性反應

美國疫苗觀光成新常態美國疫苗觀光成新常態
外國人下飛機免費接種外國人下飛機免費接種

（綜合報導）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公司表示，北美線遊輪疫情後首航，依
規定行程結束時採檢，其中 1 艘遊輪今
天發現 2 名旅客呈冠狀病毒陽性反應。
公司表示全體旅客和工作人員之前已接
種疫苗。

這艘 「名人千禧號」遊輪（Celeb-
rity Millennium ） 搭載約 600 名遊客和
650名船員，5日由加勒比海島嶼聖馬丁
（St. Maarten）啟航，展開7天航程，途
中 停 靠 巴 貝 多 （Barbados） 、 阿 魯 巴

（Aruba）、古拉索（Curacao）等地。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Royal Carib-

bean）聲明表示： 「名人千禧號上住同
間客艙的兩名遊客，在旅程結束時進行
採檢，呈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陽性反應。」

「兩人並無症狀，目前隔離中。」
遊輪公司表示，依照美國Covid-19

防疫指導原則，遊輪所做有過之而無不
及。全體遊客都要出示接種證書，及登
船前檢測呈陰性反應。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目前要求，船上旅客與工作人員須 95%
以上接種疫苗，如此才能獲准試航。

幾艘遊輪曾因群聚染疫導致死亡，
疾管中心於2020 年3月發布 「禁航令」
以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遊輪業務自那
時起暫停。

去年在歐洲和其他地方，部分遊輪
公司恢復營運，但在美國，禁令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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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決

定建議黨內12名疑似非法交易房地產的國

會議員主動退黨。

據報道，韓國共同民主黨首席發言人

高榕禛當天在黨最高委員會會議之後舉行

的記者會上表示，國民對房地產投機行為

極為憤概，因此決定提前就疑似投機房地

產行為采取措施。

韓國共同民主黨方面要求這些黨員

基於以黨為重的原則接受勸退，並表示

，在日後調查過程中若疑點被消除，即

可恢復黨籍。該黨以勸退替代開除黨籍

的做法也旨在避免對個別議員造成不利

影響。

高榕禛說，雖然從無罪推定原則上來

看，此舉可能過激，但為消除國民對黨的

不信任，希望這些議員褪去執政黨議員的

身份，作為無黨籍議員公平接受調查，消

除嫌疑。

韓國共同民主黨領導班子當天上午緊

急召開最高委員會會議，就相關措施進行

了討論。

報道稱，韓國反腐機構國民權益委員

會日前表示，針對共同民主黨籍國會議員

及其家屬進行的房地產交易調查結果顯示

，有12名議員在買賣房地產過程中疑似存

在違法行為。

泰國啟動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泰國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

工作7日正式啟動。曼谷市及呵叻、烏汶

、洛坤、宋卡等全國多府均按計劃全面展

開疫苗接種工作。

泰國總理巴育在副總理兼衛生部長阿

努廷、內政部長阿努蓬、交通部長薩撒揚

等陪同下前往曼谷邦似車站內的疫苗接種

點視察，了解疫苗接種進展情況。

巴育在現場與當天同步開展大規模接

種工作的府治進行視頻連線並發表講話，

他表示，政府已做了充足的準備，全國所

有人都能打上疫苗。他同時感謝全國醫務

人員以及所有為疫苗工作付出努力的部門

和工作人員。

泰國從今年2月底開始接種新冠疫

苗，但由於疫苗供應有限，此前的接種

主要面向醫務工作者和高風險人群。截至

6月6日，全國共接種421.8萬劑疫苗，其

中已完成2劑接種的約136.3萬人。

按照泰國政府計劃，今年底前需為全

國70%人口、約5000萬人完成疫苗接種，

以達到群體免疫目標。泰國衛生部表示，

到本月底全國可完成1000萬劑接種量。

泰國官方7日通報，新增2419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和33例死亡病例。截至當

天，泰國累計確診病例179886例，累計死

亡1269例。

韓國法院又駁回一起對日索賠案 有意緩和韓日關系？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駁回了二戰時期強征韓

籍勞工和其遺屬針對16家有關日企提起的索賠訴

訟，裁決原告方沒有起訴涉事日企的權限。繼第二

起韓籍慰安婦對日索賠被駁回後，韓國法院又對日

本企業強征二戰勞工索賠案作出與此前相反的判決

，這給韓日關系帶來何種影響，引人關註。

韓國又一對日索賠案被駁回
日方稱將持續關註動向
據報道，85名二戰強征勞工和其遺屬曾於5月

28日聯合起訴日本製鐵、日產化學和三菱重工業等

16家日企。其中1名原告針對2家日企提起訴訟，

實際上是共84人聯合起訴。這是二戰強征勞工提

起的訴訟中規模最大的索賠案。

法院表示，雖然不能說個人的索賠權因《韓日

請求權協定》而消滅或被放棄，但綜合考慮《韓日

請求權協定》、其相關諒解文件、簽署該協定的原

委、締約方的意向、相關後續措施等因素，二戰強

征勞工的索賠權也屬於該協定的適用範圍。因此法

院認定索賠案不符合訴訟條件，不予受理，可以視

為原告敗訴。

法院還表示，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7

條，僅憑認定殖民統治非法性的國內法，不能將不

履行《韓日請求權協定》的行為正當化，因此若法

院受理該索賠案，有可能會導致違反《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第27條等國際法的結果。

法院強調，若法院受理索賠案，乃至針對涉案

日企開展強製執行，這將違背保障國家安全和維持

秩序的憲法大原則，屬於濫用權利的行為。

據報道，原告方對法院裁決表示強烈不滿，計

劃提起上訴。

在判決公布後，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就韓國

國內的相關訴訟表示將繼續“關註動向”。日本外

務省幹部一定程度上給予肯定稱，這是惡化的日韓

關系“暫時歇口氣的判決”。

前後裁決截然相反
韓法院顧及韓日關系？
值得註意的一點是，此次裁決與韓國最高法院

2018年10月30日對二戰強征勞工索賠案做出的裁

決截然相反。當時最高法院判處，新日本製鐵（新

日鐵住金前身）向4名原告每人賠償1億韓元(約合

人民幣57.5萬元)。

韓國政府認為，日本在簽署協定時沒有承

認殖民統治的非法性，而且否認負有法律上的

賠償責任，因此個人可以行使對殖民統治行為

的索賠權。

此外，韓國法院2021年1月8日

曾裁定日本政府向已故的裴春姬等

慰安婦受害者及其家屬12人賠償每

人1億韓元的損失，但3個月後，又

駁回了李容洙等慰安婦受害者和金

福童等已故慰安婦受害者及其家屬

20人發起的對日索賠訴訟。

報道稱，部分觀點指出，法院

上述判決結果可能顧及韓日關系，

固然給謀求外交解法的韓國政府減

輕了壓力，但也有人認為判決前後

矛盾，反而使韓國更難以保持對日

政策的連續性和一致性。

韓國外交部一位官員表示，韓

國政府將尊重司法判決和受害者的

權利並考慮韓日關系等因素，以開

放的態度持續與日方協商，得出讓兩國政府和所有

當事人都能接受的合理解法。

在此情況下，文在寅和日本首相菅義偉出席將

於11日至13日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備受

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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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工見工見針卡 零針零針零機會
工會：接種者優先人工高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港
要走出疫境，接種疫苗是重中之重、至關
重要。香港各界紛紛推出各項活動，例
如抽獎等，鼓勵市民接種疫苗，香港創
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10日表示，非常
感謝各界支持接種疫苗，並樂意與各界
攜手合作，令所有抽獎安排能夠有
序、盡快落實，並會積極探索擴大
儲存疫苗接種記錄的方法，方便市
民。
薛永恒強調，香港能否盡早走出

疫情，接種疫苗是重中之重、關鍵的
一個安排，希望各界市民、企業都能
夠支持接種疫苗，並知悉各界在進行
抽獎活動的時候或需特區政府的協
助，如確認參加者的接種疫苗記錄，

“（政府）樂意與各界攜手合作，令所有
抽獎安排能夠有序、盡快落地。”

薛永恒表示，接種疫苗的市民除取得
紙本針卡外，也可透過科技儲存疫苗接種
記錄到手機，如智方便或醫健通等。他表
示，安心出行下載量已超過449萬，非常
廣泛地使用於進入不同處所，將來和現在
或需顯示疫苗接種記錄，把疫苗接種記錄
加入到“安心出行”，將會進一步方便市
民，政府會繼續探討疫苗接種記錄存入不
同工具的可行性。

“有些人可能喜歡收納在電子錢包，
有些朋友很習慣把戲票或不同入場券放進
電子錢包，我們已經把疫苗接種記錄作類
似安排，讓市民大眾可以把疫苗接種記錄
收納在電子錢包。”他說。

��(���

政府願助企業盡快有序抽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除了飲食
業，旅遊業等服務行業的從業員紛紛打針“保飯
碗”。有旅遊業工會10日透露，打針是從業員
獲得帶團工作的一項基本條件，故旅行社在聘用
員工時，都自然先聘用已接種疫苗的員工。

5月起檢測需自費
工聯會轄下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

挺10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本地遊早前重啟
時，特區政府要求旅行團導遊等均須接種疫苗，
因此打針可說是獲得帶團工作的其中一項基本條
件，旅行社在聘用員工時自然會先聘用已接種疫

苗的員工。
他續說，由今年5月開始，旅遊從業員如

進行定期病毒檢測需要自費，為節省金錢和
時間，也為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着想，不少從
業員已經打針。工聯會屬會、服務業總工會
主席唐賡堯表示，服務業人員在工作時會與
不少顧客有接觸，感染風險也會相應提高，
故接種疫苗對自己、家人、同事及顧客的安
全更有保障，同時也是履行公民責任，令社
會達至群體免疫，遏止疫情。他相信僱主也
會歡迎員工打針，始終若有員工染疫，定會
對公司的營運造成影響。

導遊打針才准帶團

香港 耆
康 老 人

福利會10日舉辦
“職極前行中高齡人
士求職增值會”，為50
歲以上人士提供逾千個職位
空缺供申請，最高薪的職位為一
份全職汽車維修員工作，薪金介乎每
月2萬至2.4萬元（港元，下同），其他全
職工作如清潔工月入逾1萬元。僱主對求職者
除了有經驗、學歷等不同要求外，疫情下請
人，部分僱主特別留意求職者有否打針。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計劃主任梁曉盈表
示，疫情下有更多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求職，主
因是被裁員，希望能夠通過短期職位為他們造
就工作機會。

婆婆：連洗碗都無得做
原本已退休兩年的67歲陳女士，近年積蓄

接近耗盡，目前僅靠申領長者津貼度日。她10日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自己已入不敷支，故打
算重投職場，想應徵開工半天的清潔工兼職崗
位，“如果有了穩定收入，就可以同親友聚餐，
做兼職又唔會超出領取津貼的入息限制。”

不過她發現，不少僱主為減低辦公場所的
爆疫風險，傾向聘用已打針的員工，保護同工
也保護客人。早前，她向一間食肆應徵做洗碗
員，僱主甫見工劈頭就問她：“打咗針未？”

陳女士患糖尿病，許多醫生過去一直澄清
長期病患者只要病情受控，也適合接種疫苗，
惟她仍執意拒絕打針，終成為搵工最大障礙，
該次見工也沒有下文。她慨嘆：“家唔接種
疫苗，連洗碗工都無得做。”

伯伯：打兩針馬上搵工
接種疫苗方便求職，也是公民責任。69歲

的鄒先生原本從事銀行流動車員工一職，但公
司早前宣布該部門解散而頓成失業大軍，通過
朋友介紹前來應徵心儀職位。

“我已經打齊兩針！”鄒先生雀躍地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自己雖然有“三高”，但
一直沒有誤信坊間有關“三高唔打得針”之

說，並於早前打齊兩針就馬上搵工，打算應徵
文職工作，“重投職場就要接觸好多人，打針
唔驚被傳染，亦唔怕傳染家人朋友，何樂而不
為？”

港九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李卓燊10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餐飲業員工
屬於特定群組，需要接受定期檢測，但如已接
種疫苗則可獲豁免檢測，故不少食肆僱主在聘
請新人時，的確會優先聘用已打針的員工。

他續說，部分食肆因要配合C類及D類食肆
的運作要求，需要聘用已打針的員工，也令已接
種疫苗的員工較受歡迎。“部分食肆更會向已打
針員工提供現金獎勵，因為咁樣就可以免除定期
檢測的不便，確保食肆運作正常。”

員工已接種疫苗減省食肆不少麻煩，更能
“升呢”為C或D類食肆延長營業時間，故有業
內人士表示，部分僱主願開高一成人工聘請已打
針員工，“例如樓面散工時薪約50元，如果知道
求職者已打針，僱主肯用時薪55元請佢。”

基層寧資助驗身勝獎金基層寧資助驗身勝獎金

●●陳女士

●● 耆康老人福利會耆康老人福利會1010日舉辦招聘日舉辦招聘
會會，，為為5050歲以上人士提供逾千個職歲以上人士提供逾千個職
位空缺位空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針前免費健康評估網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鄒先生

●紙本針卡（右圖）及電
子針卡（下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苗
猶豫”，打唔打針好？中銀人壽與醫思健
康推出“免費新冠疫苗接種前健康評
估”，幫助年滿18歲或以上並持有香港身
份證的市民，在打針前做足準備，計劃名
額1萬個，6月16日開始於專屬網上平台
進行登記及預約，先到先得。

中銀人壽10日宣布，有見市民對是否
打針感到猶豫，有人擔心平日沒有定期做
身體檢查，怕患上早期慢性疾病不自知；
又或本身為高血壓、糖尿病及高血脂人
士，但沒定期覆診或找醫生跟進，對接種
新冠疫苗卻步，集團將與醫思健康合作，
向合資格市民提供免費健康評
估，幫助市民接種前做足準
備，提高疫苗接種率。

巿民可以登入以下網站：
https://echealthcare.com/zh/
promo/bocl了解計劃詳情，或
致電熱線2152 8503查詢。

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
10日接受電台節目時表示，不
少基層市民未能承擔在接種前

諮詢私家醫生的醫療費用，公立醫院門診
輪候時間又長，加上政府未有為有意接種
的市民提供接種前檢測和醫療諮詢，故建
議商界將獎勵打針的資源，改為津貼數以
千計基層市民在打針前做身體檢查，將更
能鼓勵打針和減少疑慮。

他續說，每次有接種疫苗後異常事件
個案，專家委員會開會後都指事故與打針
無因果關係，會令市民質疑研究是否能全
面。事實上，市民對接收有關接種的資訊
不會嫌多，政府如何宣傳和顯示相關資料
很重要，特區政府應詳盡解釋有關個案，
讓市民安心接種疫苗。

香 港 新 聞 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新冠疫苗接種率偏低，社會復常無期。接種疫

苗不僅護己護人、協助香港走出疫境，近日更成為職場

“入場券”。有飲食業僱主為減低食肆爆疫風險，聘請

新人時二話不說就問“你打咗針未”，更明言已打針的求職者會優先聘用。有未打針的求職

者碰釘後，感慨道：“無打針，連洗碗工都做唔到。”有飲食業工會10日透露，員工接種

疫苗有利店方正常運作，也使顧客安心，故已打針求職者較“搶手”，甚至有僱主願意出高

一成人工聘請已打針員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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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成員王曉峰在10日
舉行的國新辦吹風會上介紹，今次

項目遴選主要呈現關注少數民族非遺項
目，兼顧區域協調發展，關注香港、澳門特
區等特點。香港特區申報的香港中式長衫製
作技藝、香港天后誕（見另稿），澳門特區
申報的土生土語話劇、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
藝和澳門土地信俗項目全部列入名錄。

風格受中西方影響新意多
對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是次被選為非

遺項目，從事有關製作55年、香港手工旗袍
老字號金多寶時裝老闆文師傅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對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
被納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感到欣
喜，認為中國傳統服飾應該發揚光大。

在行業的55年間，文師傅見證了旗袍的
款式轉變。他說，女裝長衫在香港普及後，
縫製技術受到中西方設計影響，逐漸孕育出
獨特的風格，就連傳統婚嫁裙褂亦同樣與
時並進，為傳統服飾增添不少新意。

他說，內地旗袍在款式和做法較為傳
統，在上海、杭州等地手工製作的傳統
旗袍價錢較昂貴，且主要以側面拉鏈的
方式，導致在尺寸修改時有所限制，
而現成旗袍則以機械製造，未必人人
合身。

文師傅表示，有別於內地旗
袍，香港目前製造的旗袍已經不單
只有傳統布料和款式，有客人
會訂製各式各樣的裙型，如露
背、透視、拼布、魚尾裙襬
等；布料方面已不單只有織

錦、絲綢等，還會使用透視
網布、日式和布，及繡有金
線、珠片的布料等。

談到拉鏈的獨特處，他
介紹，傳統的旗袍主要在身
側拉拉鏈或扣花鈕，但現在
為方便更改尺寸及維持設
計，客人可以選用後拉鏈或
“啪鈕”代替，令原本諸多局限的傳統旗袍
變成平易近人的時尚寵兒。

老師傅：承載文化須受重視
文師傅說，以前旗袍是大家閨秀的身份

象徵，穿着時行為舉止都必須溫文爾雅。現
在，有不少客人會特意訂製旗袍參加宴會、
拜年、唱大戲，逐漸在坊間普及化，而一件
旗袍有選材、量身、製作、修改等步驟，起
碼需要數星期完成，價錢約2,800元至4,000
多元不等，如需要添加其他素材，如水晶、
立體花朵、珠片等則須另收附加費。

旗袍雖為中國服飾，但不少外國人亦對
此興趣濃濃。文師傅說，香港是一個中西薈
萃的城市，以往會有外國人專程來港訂製旗
袍，但現時旗袍製作在香港已是“黃昏工
業”，全港現有的相關裁縫寥寥可數，自己
70多歲已經算是“年輕”，相信在當今時代
的香港難有新一代接班人，但這種“黃昏行
業”承載不少文化，仍須受到重視。

國家級非遺項目達1557項
據悉，截至目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

目共1,557項，包括民間文學類167項，傳統
音樂類189項，傳統舞蹈類144項，傳統戲

劇類171項，曲藝類145項，傳統體育、遊
藝與雜技類109項，傳統美術類139項，傳
統技藝類287項，傳統醫藥類23項，民俗類
183項。涉及3,610個申報地區或單位。

“目前，我國已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國
家、省、市、縣四級的名錄體系，共認定非
遺代表性項目10萬餘項。關於非遺保護實踐
以及名目體系建設，我國在國際上走在前
列。”王曉峰說。

港天后誕升“國級”吸引青年助傳承

●●金多寶時裝老闆文師傅金多寶時裝老闆文師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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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萍廣西報道）“螺螄粉列
入國家級非遺，中午特意打卡吃一碗。”黃芬剛剛在
朋友圈發布打卡照片，便獲得不少點讚。10日，隨着
廣西柳州螺螄粉製作技藝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的新聞
鋪天蓋地而來，不少螺螄粉愛好者聞訊都紛紛晒照打
卡。“螺螄粉YYDS（編按：‘永遠的神’的拼音縮
寫），味道太令人上頭了，以後吃螺螄粉可以正大光
明地說是傳承、興旺非遺文化了。”看到朋友圈有人
晒照，易先生也迫不及待點了螺螄粉外賣“解饞”。

“臭”名遠播 今年出口大增
去年，由網友評選出中國對外輸出的“新四

大文化”：螺螄粉、廣場舞、中國網文、網購中

國商品中，螺螄粉排名榜首。這一“聞着臭、吃
着香”的地方特色美食，在短短幾年間成為“米
粉屆頂流”並風靡全球。據統計，今年1月至4月
出口額約700萬元（人民幣，下同），比2020年
同期增長4.1倍。

“螺螄粉走俏海外的背後，體現了中國對外輸
出文化產品越來越豐富的大趨勢。”柳州螺螄粉廣
西壯族自治區級“非遺”傳承人張泰華見證了螺螄
粉從街頭攤點，變成大產業並走向海外市場。

“螺螄粉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不僅對整個產
業發展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深挖螺螄粉文化價
值，向外傳播中華飲食文化也具有積極影響。”
張泰華說，雖然螺螄粉只發展了五六十年時間，

但柳州人吃螺是源遠流長的。據了解，在位於柳
州市南郊的白蓮洞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
螺螄殼堆積物，表明早在距今兩萬多年前，柳州
先民已經開始撈取螺蚌為食，白蓮洞人也是華南
地區最早的食螺人群之一。

“螺螄粉製作技藝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將
極大推動柳州螺螄粉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柳州
螺螄粉協會會長倪銚陽歷時兩年半建起了螺螄
粉飲食文化博物館，致力保護和傳承柳州螺
螄粉文化。“螺螄粉的發展史更是講述了中
國農民勤勞致富的故事。”倪銚陽說，柳州
市螺螄養殖面積近4萬畝，產值達7,500萬
元，帶動原料基地農戶20萬人就業。

柳州螺螄粉上榜 吃貨忙晒圖打卡

●● 螺螄粉螺螄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天后出巡是香港天后誕祭祀活動一大
重頭戲。 資料圖片

●● 有外國人會特意來港拜訪文師傅有外國人會特意來港拜訪文師傅
訂製旗袍訂製旗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一對身穿中式傳一對身穿中式傳
統服飾的情侶在電統服飾的情侶在電
車站拍懷舊照車站拍懷舊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

國務院近日批准並公布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185項，並對前四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

錄中的140項進行了擴展。香港特區申報的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香港天后誕均上榜。有從事長衫製作的

老師傅10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他對有關技藝獲國家重視感到欣喜，並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細說香港長衫如何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下形成獨特風格。他直言，

中國傳統服飾應發揚光大，但在香港旗袍製作已是

“黃昏工業”，相關裁縫寥寥可數，恐怕會後

繼無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江鑫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天
后誕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工聯會及青
年協會民俗文化課程導師周樹佳10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天后
誕有多項賀誕活動，規模龐大兼多樣
化，全港各地天后廟也有廟會活動，包
括搭起竹棚做神功戲，陸上及海上巡遊
等，別具特色。是次列入名錄，他認為
對天后文化的傳承有正面作用，能吸引
新一代年輕人關注。

巡遊神功戲 賀誕活動多
周樹佳表示，香港原居民包括圍頭

人、蜑家人、客家人及鶴佬人大多信奉
天后，位於西貢、俗稱大廟的佛堂門天
后古廟於南宋建立，為香港最古老的天
后廟，而天后信仰則在清朝大盛。香港
天后文化源遠流長，每年農曆三月廿三
日天后誕，各大天后廟也有賀誕活動，
極為熱鬧。

他介紹，香港的賀誕活動定有神功
戲，其中茶果嶺、蒲台島及馬灣等的廟
會就十分盛大，而蒲台島的竹戲棚架搭
於懸崖上，極具特色。

除神功戲外，賀誕活動還包括會景巡
遊，其中以元朗十八鄉的天后誕巡遊規模
最大，各花炮會抬着花炮在區內巡遊，前
往大樹下天后古廟，疫情前有39支隊伍逾
萬人參與，盛大情況更勝長洲太平清醮。
同時，糧船灣及大廟的天后誕也很盛大，
而糧船灣天后誕的特色就是天后神像出海
巡遊。西貢塔門的天后誕會舉行十年一次
打醮活動，同樣會有天后出巡儀式，在大
批插滿彩旗的船隻護航下環島一周。

天后誕於2017年已列入首份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周樹佳強
調，香港天后誕賀誕活動規模盛大兼具
特色，因此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而這對香港天后信仰文化的傳
承有正面作用，肯定會增加對新一代的
吸引力。

●● 柳州螺螄粉包含田螺柳州螺螄粉包含田螺、、酸豆酸豆
角角、、木耳木耳、、酸筍等材料酸筍等材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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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第一屆亞洲商會第一屆亞洲商會““ 亞洲餐館月亞洲餐館月””正式啟動正式啟動
各方反映熱烈各方反映熱烈，，歡迎各餐館踴躍參加增加曝光率歡迎各餐館踴躍參加增加曝光率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亞洲商會聯合各亞洲餐
廳舉辦的“ 亞洲餐館月” 自五月廿八日正式開始以
來，各方反應熱烈，現在有近百家餐館參加。(請看
今日本報廣告）亞洲商會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促
進休士頓亞洲群體的商業業務和經濟發展，想通過
此次活動樹立和建立美國各界對亞洲文化的意識和
認識。歡迎全休市的亞裔餐廳業者熱烈參與。

以下的 「亞洲商會 」 （ACC. )給各位餐館店長
及老板們的一封信，請仔細閱讀如下:

尊敬的各位店長及老板們：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企業在休斯敦正在重新開

放中，並且有更多人在註射疫苗，亞洲商會（ACC

）一直在努力促進休斯頓亞洲商業社區的業務和經
濟發展。在休斯頓，我們一直專註於復蘇餐廳的經
濟業務，並將在Memorial Day周末（5月29日）至
7月4日，舉辦我們的“亞洲美食節”。

我們將通過聯合參與的美食企業來彰顯其亞洲
文化。商會正在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合作夥伴，出版
物和電視新聞報道，並提供專門的在線目錄
（asianrestaurantmonth.com），自助美食導覽圖
和擬議的名人廚師見面和問候等活動，提高大家對
美食的熱愛來支持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目標是向休斯頓展示，我們有一個超越
文化邊界的豐富亞洲美食社區。基本上，“亞洲美

食”一直被藏在這座城市裏面，現在，我們邀請大
家來共同發掘這座多元化城市中的“亞洲美食”。

成立於1990年6月的亞洲商會，代表大休斯頓
地區的亞洲文化，商業和公民利益。商會在社區中
促進亞洲企業發展，促進休斯頓與亞洲之間的貿易
，並為其成員提供聯系和發展機會。商會向所有對
亞洲文化和商業感興趣的人開放；亞洲傳統或企業
所有權不是成員資格的先決條件。亞洲商會每年舉
辦40多次活動，鼓勵各個級別的新會員積極參與。

我們深知2020年是不容易的一年，在此，向各
位店長及老板們說一句：辛苦啦！

亞商會及我們都非常關註大家的經濟復蘇。因
此，2021年“亞洲美食月”馬上就要揭開序幕了，
我們及亞商會將聯合參與的食品企業，共同推廣亞
洲風味的美食，以此來強化大眾對亞洲文化的意識
，並提高所有參與的食品企業的曝光率。

如果您想參與這次活動，請在網頁註冊您的餐
廳信息：https://asianchamber-hou.org/arm2021

如果您認識其他想要參加或者對2021“亞洲美
食月”感興趣的餐廳，請把我們的網頁地址發給他
們 進 行 註 冊 ：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arm2021 謝謝！

在您完成註冊後，您的餐廳將享受以下優待：
1. 您的餐廳信息，將被同步列在亞商會的網

上美食目錄中，並在休斯頓最大的英文報《Hous-
ton Chronicle》以及主流媒體、電視臺、廣播做免
費宣傳，同步擴大您的影響力及曝光率。

2. 您的餐廳，將有機會參與我們的 Food
Tasting Festival 活動，屆時會邀請五星級知名主廚
品嘗，以及邀請政府官員、社會名流、網紅大咖等
為大家進一步打響知名度。

3. 您的餐廳，將在活動的最後，收到由亞商

會（ACC）頒發的 “感謝狀”， 您可以懸掛在餐
廳墻上，進一步宣傳您的餐廳文化。

4. 現在報名參加，您只需贊助 $50元贊助費
，我們將贈送您一年的亞商會會員資格。您將在亞
商會享受互惠優待。

您準備好了嗎？趕快報名吧？
更多細節，我們將在下周二下午2-4點，在文化中
心舉行新聞發布會，詳細介紹本次活動，在此，誠
意邀請各位店長及老板們出席。請想參加發布會的
老板們，在下周一以前報名。

我們的食品行業需要您的支持！讓我們一起團
結起來，使休斯頓成為一個令人愉悅、能一起安全
用餐的城市。我們誠摯的邀請每一位餐飲者來共同
復蘇這座多元化城市的經濟。
Sincerely，

Bin Yu, Chairman
Kenneth Li, Committee Chair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uston
Paul Gor, Director

For sponsorship opportunities, please contact:
pgor@asianchamber-hou.org

713-782-7222 Ext 102
3535 Briarpark Drive, #108,

Houston, TX 77042
713.782.7222

www.asianchamber-hou.org •
info@asianchamber-hou.org

Tax ID 76-0316809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系敦煌管理處：
Email：chloez9988@gmail.com

Tel: 713-988-1668
微信: Sissy0110

參加骨髓配對登記參加骨髓配對登記
拯救病童寶貴生命拯救病童寶貴生命

這本來是一個普通但快樂的四口之家
，但是罕見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先後襲擊
了兩個寶貴的孩子。2012年，當時三歲
的大兒子Jerry被診斷出患有急性髓細胞
白血病（AML），隨後接受了兩次骨髓移
植。2020年，六歲的小女兒Lillian也患上
了同樣的癌癥。最新的基因檢測發現兩個
孩子都有AML的遺傳基因變異，因此，
治愈的最佳機會是進行骨髓移植。通常，
每個患者的最佳骨髓匹配者最可能是他們
自己的同一種族群體。由於少數族裔在美
國骨髓登記處的代表性不足，尤其是亞裔

，在美國骨髓庫註冊率只有2%，因此亞
裔患者找到骨髓匹配的機會只有40%，相
比之下，77％的白人可以在骨髓庫中找到
最合適的人。為了挽救Lillian以及其他的
亞裔患者，BeTheMatch配合美國五月的
亞裔文化月，發起了鼓勵更多亞裔註冊成
為骨髓捐贈者。註冊非常簡單和安全，只
需要取樣唾液樣本，可以全程自己在車裏
幾分鐘完成。完成註冊後，每400個註冊
的人中會有一個匹配上全國醫院中某一個
等待骨髓移植的病人，而實際的骨髓捐獻
是指捐獻幹細胞，並且其中80%的情況是

通過類似輸血的形式完成幹細胞捐獻，風
險極低，不需麻醉。如果您匹配上了某個
病人，會有專門的骨髓庫捐贈機構機構全
程安排以及處理各類手續和支付請假和車
旅等所有相關費用，通常您只需要在當地
的醫院就可以完成所有捐獻程序。

若年齡在18歲到45歲之間，請您6
月13日下午1點至4點來到西區中國教會
，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參加骨
髓配對的檢 測活動。您的愛心付出，可
能救治了一個寶貴的生命。

20212021恆豐杯攝影大賽入選作品恆豐杯攝影大賽入選作品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楓樹小徑的秋色楓樹小徑的秋色 -- 趙衛華趙衛華 藍帽花藍帽花 - Pei Yu- Pei YuBalanced Rock -Balanced Rock - 林斌林斌 春波蕩漾春波蕩漾- Gary Lu- Gary Lu May Mission -May Mission - 楊婷婷楊婷婷

Sunrise & Wildflowers - Jia LiSunrise & Wildflowers - Jia Li Under the Same Sky-Under the Same Sky- 李悅李悅Dusk Cove - Evelyn FengDusk Cove - Evelyn Feng MorningLight-Sherry HeMorningLight-Sherry He 雨後的寧靜雨後的寧靜 - Elaine Lam- Elaine Lam

Houston Skyline -Houston Skyline - 謝志慧謝志慧

幽谷朝聖幽谷朝聖 -- 劉行之劉行之 傲視群雄傲視群雄 - Kong Yu- Ko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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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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