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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6再添3例
疫情分佈5縣市

反空污大遊行
台中高雄登場

台農閩建茶園 成就「大陸阿里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一賞櫻團遊覽車翻車致33

死11傷事故已過去6天，當局官方

昨日證實，事故所涉「交通部」轄

下兩主管機關「公路總局」、「觀

光局」的局長已經口頭請辭，以示

負責。

兩局長請辭 為車禍負責
台各界促防悲劇重演「交通部」須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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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此次台北蝶戀花旅行社的遊覽車
翻車意外，也引發了社會大眾關注遊

覽車司機過勞、拼裝車和遊覽車靠行等議
題，認為執政當局主管機關管理缺失，應
負起政治責任。

口頭請辭有待裁示
對此，台「交通部」次長王國材昨日證

實稱，「觀光局」局長周永暉、「公路總
局」局長陳彥伯已經口頭向「交通部長」
賀陳旦請辭，以表示負責，不過最後結果
還是得等賀陳旦裁示。王國材說，這兩位

局長都上任不久，遇上意外也非常認真在
處理後續，因此「交通部」到底會不會同
意兩位局長請辭一事還得經過通盤考量。
陳彥伯昨日赴殯儀館哀悼車禍罹難者，

強調要為此負起行政責任，他已向「交通
部長」口頭請辭，並提出書面辭呈。陳也
說，公路主管機關以後會就遊覽車安全管

理繼續加強，讓這樣的悲痛事件不再發
生。
「交通部」稱，這兩名局長去年9月才
就任，任職期間不算長。目前賀陳旦還未
對兩名局長的辭呈有明確表態，一切都會
先等事件處理告一段落後才會決定。
遊覽車重大傷亡案，公路及觀光兩局長

已口頭請辭，台朝野亦對此表態。「立法
院」交通委員會召委、國民黨「立委」陳
雪生說，兩位局長剛上任沒多久，政治上
要負責，但要不要弄到請辭的地步？他認
為可以考慮。

應建遊覽車安全制度
陳雪生表示，懲處有必要，是不是要弄

到辭職下台？他保留意見。並指拼裝車問
題不解決，將來還是會有同類的事情發
生，「交通部」要好好檢討。
民進黨「立委」鄭寶清稱，這種意外事

情要主管機關首長負責不是很恰當，對兩
位局長也不公道，要找到問題癥結所在，
辭職無法解決問題。
另一位民進黨「立委」李昆澤受訪說，

短短幾個月內發生火燒車、遊覽車翻覆意
外，嚴重影響台灣旅遊形象。上次火燒車
事件發生後，「交通部」未能全面檢討遊
覽車安全制度，必須要有人負責，有人負
責是最基本，更重要是要建立遊覽車安全
制度。

■遊覽車重大事故後，「公路總局」局長陳彥伯（左圖左）、「觀光局」局長周永暉
（右圖中）已自請處分。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農
委會防檢局」昨日公佈，今年人畜共通
H5N6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確診新增3
例，分別是嘉義及雲林禽場各一例，以
及宜蘭屠宰場一例，累計共15例，範圍
仍在5個縣市內，未擴大。
「防檢局」公佈，截至昨日最新統計，

送驗確診感染人畜共通H5N6高病原性禽
流感疫情檢驗件數增加 3例，包含近日確
診雲林縣口湖鄉紅羽土雞場、嘉義縣發生
棄置的鵝屍及其來源場，以及禽場之外的
宜蘭縣清豐屠宰場鴨隻確診。
「防檢局」統計，至今確診染H5N6高

病原性禽流感的送檢數量，全都坐落在雲
林縣、嘉義縣、台南市、宜蘭縣及花蓮縣
等5縣市，沒有擴大；累計確診的禽場有8
場（7雞場、1鴨場），以及非禽場7例。
累計撲殺數量，「防檢局」說，包含雞

4,678隻、鴨2,690隻、鵝587隻，共計
7,955隻。另外銷毀6,855隻鴨的屍體。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早春的閩
西山區，空氣中依然透出陣陣寒意。從福
建省龍岩市出發，順彎彎曲曲的盤山公
路驅車一個多小時，便能看到一片「群櫻
薈萃」的茶山。這裡就是被稱作「大陸阿
里山」的龍岩漳平永福鎮。

屬優質茶葉產區
1996年，台胞謝東慶發現龍岩市永福鎮
高冷、高濕、高海拔的地理氣候條件和台
灣的阿里山十分相似，屬於優質茶葉的產
區，從此便扎根永福種茶。除了引進台灣

的茶葉管理方式以外，2000年開始，謝東
慶在茶園裡遍植櫻花。「台灣的烏龍茶幾
十年來在市場上長盛不衰，除了精細的茶
園管理外，融入觀光和休閒，依靠觀光帶
動人潮也是一大經驗。因此我剛開始在永
福種茶的時候就將這裡規劃成茶園景
區。」謝東慶說。
來永福種茶的台農不斷增加，不但讓這

裡有了「大陸阿里山」的美譽，茶園櫻花
的種植面積也不斷擴大。台農們種植的是
早春櫻花，每年春節前後茶園裡漫山的櫻
花盛開，逐漸吸引了攝影愛好者的關注。

台品櫻花茶園不但得到當地媒體的關注，
也登上了《國家地理》等知名刊物的封
面。

茶銷量達9萬公斤
「今年春節，十里櫻花、十里人潮、十
里堵車。這麼多客流量，增加了我們的茶
葉銷售，也帶動了周邊的餐飲、住宿等經
濟發展。」謝東慶說，2016年台品茶園銷
售的茶葉達到9萬公斤，產值約3,000萬
元。接下來，謝東慶考慮如何開發衍生產
業，將櫻花觀賞轉化為觀光收入。

■■位於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鎮的櫻花和茶位於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鎮的櫻花和茶
園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
灣空污問題嚴重，環保團體發起反空污大
遊行。昨日在台中、高雄兩地同步登場，
要求政府重視並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捍衛
呼吸及健康權。
台中的遊行參與者包括「中研院前院

長」李遠哲、中彰雲嘉首長及多位「立
委」。高雄場空污遊行現場有行動劇演
出，也有多位「立委」包括黃國昌、黃昭
順及管碧玲等人出席。

■■反空污反空污
大遊行現大遊行現
場場。。

中央社中央社

部分獲獎名單
最佳影片金熊獎

《肉與靈》（匈牙

利）

評審團大獎銀熊獎

《祝賀》（法國、塞

內加爾、比利時、德

國、黎巴嫩）

最佳導演銀熊獎

雅 基 郭 利 斯 馬 基

（《希望的另一端》）

最佳男演員銀熊獎

弗里德里希（《明亮

的夜晚》）

最佳女演員銀熊獎

金敏喜（《獨自在夜

晚的海邊》）

最佳紀錄片泰迪熊獎

《日常對話》

法新社

《肉與靈》揚威柏林 韓星首封后

眾所周知，月球是地球的衛星，但這種定義未來可
能被徹底顛覆。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專家日前呼籲
學界檢討行星的定義，認為月球就像木星和土星的衛
星般，擁有行星的特徵，應被重新定義為行星。如果
國際天文聯會接受他們的論據，不但冥王星可回歸行
星之列，太陽系內100多個衛星也有望升格做行星。
NASA「新視野」號冥王星探索任務總指揮斯特恩和5

名同僚指出，公眾對「行星」一詞往往先入為主，對其他
「非行星」不感興趣。為符合更嚴謹的科學定義和增進公
眾認識，他們提出在地球物理學的框架內重新定義行星，
即強調星體內在物理特質，而非外在的環繞特性。
在新標準下，圍繞其他行星的星體也可視作為行

星，地球和月球將成雙行星系。若星體有足夠引力，
能令自身從混雜的石塊中成形，亦應被視為行星。

■《星期日泰晤士報》

為免繳交動輒過百萬英鎊的印花稅，
愈來愈多超級富豪選擇在倫敦「租樓不
買樓」，當地周租達3,000鎊(約2.89萬
港元)以上的出租宗數，上季大增28%。
以超級富豪為目標的出租豪宅應運而
生，坐落於梅費爾區的格羅夫納酒店推
出豪華複式單位，每周租金達6萬鎊(約
57.8萬港元)，是全倫敦最貴。
在倫敦購入150萬鎊(約1,445萬港元)

以上物業，需繳付12%印花稅，二手
物業則為15%。政府去年4月引入新
制，假如買家經海外信託購置50萬鎊
(約481萬港元)以上的住宅，就要再繳
付 15%額外稅款。房地產數據公司
LonRes的研究主管狄克遜稱，願意花

費千萬鎊置業的外國富豪，最近開始
改為租屋。
格羅夫納酒店的Park Lane單位面積

達4,822平方呎，各有5個睡房及廁所，
還有私人廚師及名車接送。租客能隨時
預訂米芝蓮星級餐廳，更可乘搭直升機
遊覽倫敦。 ■《衛報》

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一宗訴訟
中，裁定墮胎合法，案中關鍵人物麥科

維前日因
心臟衰竭
逝世，終
年69歲。

麥科維1969年定居得州時第三度
懷孕，打算墮胎，但州法例規定除非
因姦成孕，否則墮胎屬違法，她因此
興訟。最高法院1973年裁定，憲法保
障女性墮胎權，直至懷孕24周，即胎
兒被視為擁有生命為止，屆時孕婦只
能在生命或健康受懷孕威脅時，方能
墮胎，惟麥科維在審訊期間已誕下三
女，並交給他人收養。

受洗後反墮胎 圖推翻裁決
麥科維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支持

墮胎權，不過在1995年受洗後轉為反對
墮胎，更於2005年試圖推翻1973年的裁
決，但遭駁回。 ■美聯社/路透社

促成墮胎合法化 美婦病逝 專家倡月球升格為行星 避交印花稅 超級富豪倫敦租屋

《肉與靈》講述一對在屠場工作的男
女，因夢想相似而互相走近並展

開的愛情故事。埃涅迪領獎時表示，只有懷
有「慷慨之心」的人，才能理解這套電影。7
人評審團表示，因《肉與靈》令觀眾想起日
常生活中經常遺忘的「憐憫」，使他們深深
愛上該片。
《肉與靈》得獎令不少評論感到意外，以幽
默方式講述歐洲難民危機的芬蘭片《希望的另
一端》，原本被視為金熊獎大熱，但最終只為
導演雅基郭利斯馬基帶來一座最佳導演銀熊
獎。至於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則由法國、塞內加
爾、比利時、德國和黎巴嫩5國合製影片《祝
賀》奪得，《明亮的夜晚》的奧地利演員弗里
德里希奪得影帝。

台灣紀錄片獲泰迪熊獎
金敏喜於《獨自在夜晚的海邊》中，飾
演一名與有婦之夫導演相戀的女演員，但
實際是「假戲真做」，她在鏡頭外與該片導

演 洪 尚 秀演 洪 尚 秀
的 婚 外的 婚 外
情情 ，， 在 韓在 韓
國 娛 樂 圈國 娛 樂 圈
鬧 得 滿 城鬧 得 滿 城
風雨風雨。。金敏喜與洪尚秀不金敏喜與洪尚秀不
畏外界眼光在柏林影展公畏外界眼光在柏林影展公
開十指緊扣行紅地氈開十指緊扣行紅地氈，，金金
敏喜致辭時敏喜致辭時，，更在台上兩更在台上兩
度感謝洪尚秀度感謝洪尚秀，，並說並說「「我我
尊敬他尊敬他，，我愛他我愛他」，」，不懼不懼
「「第三者第三者」」罵名地當眾示愛罵名地當眾示愛。。
至於與同性戀議題相關的獎項泰迪熊獎最

佳紀錄片獎，由台灣導演黃惠偵執導的《日常
對話》獲得。《日常對話》聚焦異性戀女兒與
同性戀母親的對話，呈現出兩母女在多年疏離
的背景下，勇敢修補彼此關係的過程，引發觀
眾對家庭情感的共鳴。黃惠偵獲獎時表示，願
意將這個獎座獻給所有在台灣為婚姻平權努力
的朋友。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第67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各大獎項前日揭

曉，匈牙利女導演埃涅迪執導的愛情片《肉與靈》，

奪得最高榮譽的最佳電影金熊獎，韓國女星金敏喜則

憑電影《獨自在夜晚的海邊》，獲最佳女演員銀熊

獎，成為首位當上柏林影后的韓國女演員。

■■麥科維麥科維
■■不少超級富豪選擇租住格不少超級富豪選擇租住格
羅夫納酒店羅夫納酒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金敏喜與洪尚秀假戲真做金敏喜與洪尚秀假戲真做。。 法新社法新社

■■金敏喜親吻獎座金敏喜親吻獎座。。 路透社路透社

■■埃涅迪拿起金熊埃涅迪拿起金熊
獎獎，，興奮莫名興奮莫名。。

路透社路透社

■■弗里德里希成為影帝弗里德里希成為影帝。。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