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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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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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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同仁
恭祝大家新春快樂！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綜合報導)參考消息
網2月5日報道 港媒稱，
隨着4億多中國人開始春
運旅程，還有亞洲各地日
益繁忙起來的旅遊業，大
規模的人口流動在亞洲開
始了。

據香港《南華早報》
1月30日報道，在亞洲，
農曆春節有很多意義：它
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年度
“人類遷徙活動”；是全
球最廣為人知的節日之一
；它也是亞洲交通最糟糕
的時期。

中國一家在線旅遊服

務商預計，將有4億中國
人選擇國內旅遊，以慶祝
中國農曆新年，同時有
700 萬人選擇到海外歡度
春節。

報道稱，中國並不是
唯一一個慶祝春節的地方
。長期勞累的韓國人也參
與到這次大規模的人口流
動，儘管規模和程度不足
以大到驚人。加拿大廣播
公司在去年春節期間報道
稱，有 3300 萬韓國人回
家過春節，其中大部分的
交通工具是該國的高鐵網
絡。

報道稱，在這段時間
，旅遊的人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多。這並不讓人感到
意外，全球都參與到旅遊
業中也將意味着旅遊業的
大生意。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
組織（UNWTO）的初步
數據，去年，國際遊客達
到 14 億，比 2017 年增加
了近 6%，比 UNWTO 的
預測時間還提前了兩年。
在 2010 年一份概述該行
業增長的預測報告中，
UNWTO 預測到 2020 年
國際遊客將達到14億。

庆新春庆新春 亞洲多國開啓春節模式亞洲多國開啓春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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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綜合報導】】對普通人來說對普通人來說，，中彩票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中彩票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
但對英國女子瑪格麗特但對英國女子瑪格麗特--洛雷來說洛雷來說，，中大獎卻成了她一生中最後中大獎卻成了她一生中最後
悔的事情悔的事情。。近日近日，，她向媒體講述了她的生活是如何被她向媒體講述了她的生活是如何被27002700萬英萬英
鎊鎊（（約約22..44億元億元））徹底毀掉的徹底毀掉的。。

現年現年5454歲的瑪格麗特生活在英國斯特拉班歲的瑪格麗特生活在英國斯特拉班（（StrabaneStrabane），），在在
20132013年之前年之前，，她的生活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她的生活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她稱那時候的自己她稱那時候的自己
很快樂很快樂。。直到直到20132013年的一天年的一天，，她平靜的生活被突如其來的大獎她平靜的生活被突如其來的大獎
打破了打破了。。她成為當年歐洲百萬樂透大獎得主她成為當年歐洲百萬樂透大獎得主，，贏回了贏回了27002700萬英萬英
鎊獎金鎊獎金。。

令瑪格麗特沒想到的是令瑪格麗特沒想到的是，，從此她就陷入了從此她就陷入了““地獄般的生活地獄般的生活””
。。

她說她說：“：“我不相信宗教我不相信宗教，，但如果真的有地獄存在但如果真的有地獄存在，，我就在其我就在其
中中。”。”

從天而降的巨額財富打亂了瑪格麗特的生活從天而降的巨額財富打亂了瑪格麗特的生活，，除了自己消費除了自己消費
之外之外，，無數的人開始尋求她的幫助無數的人開始尋求她的幫助。。她的信息被公開後她的信息被公開後，，她家也她家也
成為竊賊們的成為竊賊們的““重點目標重點目標”，”，數年內已有多波小偷光顧了她家數年內已有多波小偷光顧了她家。。
如今如今，，66 年過去了年過去了，，瑪格麗特的大獎只剩下了瑪格麗特的大獎只剩下了 500500 萬英鎊萬英鎊（（約約
44004400萬元萬元），），她不知道這些錢還能在自己手裡待多久她不知道這些錢還能在自己手裡待多久，，因為她的因為她的

生活狀態仍然沒有改變生活狀態仍然沒有改變。。
瑪格麗特說自己給了很多人很多錢瑪格麗特說自己給了很多人很多錢，，但這並沒有換來快樂的但這並沒有換來快樂的

生活生活，，反而反而““只有悲傷只有悲傷”。”。她痛苦的說道她痛苦的說道：“：“只要我活著只要我活著，，我就我就
永遠不會有安寧永遠不會有安寧。。我很後悔中了大獎我很後悔中了大獎，，毫無疑問毫無疑問，，這就是我的想這就是我的想
法法。”。”

現在現在，，瑪格麗特仍然要和痛苦的生活抗爭瑪格麗特仍然要和痛苦的生活抗爭。。最近最近，，她又添了她又添了
一個新的煩惱一個新的煩惱，，曾經的朋友和下屬和她反目成仇曾經的朋友和下屬和她反目成仇，，將其告上法庭將其告上法庭
索要高額賠償索要高額賠償，，她知道這又是彩票惹的禍她知道這又是彩票惹的禍。。不過不過，，她決定不會拿她決定不會拿
錢了事錢了事，，而是堅決上訴而是堅決上訴。。

【綜合報導】2月2日，韓國
總統文在寅送上春節祝福表示，
政府將保障國民能過一個安全舒
適的春節假期，希望國民開車回
老家時係好安全帶。文在寅也從
當天開始進入春節假期，6 日將
回到工作崗位。

文在寅當天穿著深藍色韓國
民族服裝表示，安全是快樂祥和
的春節假期之保障。希望大家過
上一個沒有安全事故的春節。開
車回老家之前請大家相互確認各
自的安全帶。路上累了可以稍作
休息。

文在寅還表示，相互道一聲
這一年辛苦了，相互道一聲多吃
點，這是美麗的春節風光。希望
大家度過幸福的春節假期。

今年的春節，文在寅其實並
不“幸福”。夫人金正淑的多年
好友孫惠園陷入房地產投機緋聞

、最親近的心腹、慶尚南道知事
金慶洙因涉嫌僱用網絡水軍“助
力”上一次的總統選舉被判有期
徒刑 2 年後入獄，反對黨自由韓
國黨要求文在寅出面解釋等都是
文在寅及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近期
不得不面對的“煩心事”。

女子買彩票中了女子買彩票中了22..44億億 如今卻稱這是自己最後悔的事如今卻稱這是自己最後悔的事

小豬佩奇惹外國媽媽吐槽小豬佩奇惹外國媽媽吐槽：：以為孩子學會英式口音以為孩子學會英式口音 結果只會豬哼哼結果只會豬哼哼

文在寅送上春節祝福文在寅送上春節祝福：：開車回老家要係好安全帶開車回老家要係好安全帶

【綜合報導】最近，小豬佩奇火遍中國的社交媒體。
在國外，家長們是如何看待這部動畫片的？據外媒報導，

“小豬佩奇效應”讓媽媽們倍感無奈，這部動畫片帶給孩子們的
影響太搞笑了。

小豬佩奇這個可愛的動畫形像在牙牙學語的孩子們和他們的
父母中非常流行，孩子們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
不過，父母們注意到，自家孩子超愛模仿這只粉紅色的小豬，連
他們的說話方式都發生了改變。

美國的媽媽們發現自家孩子說話有了英式口音。
一位美國媽媽在網上說：“我們在飛機上待了21個小時，

我家孩子就用iPad瘋狂看了21個小時的小豬佩奇，然後開始模
仿佩奇的英式口音，喊我'媽咪'，說的每句話都用佩奇的那個標
誌性的'哼哼'結束。兩年過去了，她說話還是會呼嚕呼嚕。這就
是這部動畫片帶給我家孩子的佩奇效應。 ”

另一位維吉尼亞州的媽媽說，小豬佩奇怎麼喊爸爸，她的小
寶寶就怎麼喊爸爸。

還有一位西雅圖的媽媽注意到，她的三歲寶寶因為小豬佩奇
看太多了，說“斑馬”和“番茄”兩個單詞時居然用的是英式口
音。

還有媽媽說：“多虧了小豬佩奇，我的寶貝沒出過華盛頓、
俄勒岡州和加利福尼亞，但是他的英式口音十分牢固。”

這位美國媽媽說，自己的孩子英式口音十分牢固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寶貝都能
順利學會英式口音。

有一位媽媽就不太開心了，她
說：“當我女兒開始看小豬佩奇的
時候，我超興奮，因為感覺她馬上
就要學會可愛的英式口音了，結果
，她只會學豬哼哼叫。”

這位媽媽抱怨自己的女兒只會
豬哼哼

對於英國媽媽來說，事情也沒
那麼簡單。

英國北部的父母們注意到，自
家孩子學的是南方英語的口音。

一位來自英格蘭北部城市利茲
的媽媽說：“我家孩子沉迷於小豬
佩奇，經常用南方口音說話。其實
她還不如用美式口音呢，至少不會
在說'浴缸'（bath）和'城堡'（castle
）時拉長字母A的發音……”

英國北方媽媽說自家孩子說了一口南方英語
孩子們在說話方式上對動畫片的模仿會有壞作用嗎？
專家們認為，問題不大。這種現像只是小豬佩奇看多了，現

在還沒有哪個動畫片像小豬佩奇這麼流行，對孩子的說話方式也
不必太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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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沸沸揚揚折騰了3個多月的美俄《中導條約》
鬧劇終於在雙方不斷的相互指責中迎來了最新進程，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在2月1日宣布，從2月2日起，美國將暫停遵守與俄羅斯
在1987年簽訂的《中導條約》，如果莫斯科方面不停止違反該
條約的行為，美方將在6個月後正式退出該條約。而作為回應，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在2日當天宣布，俄方暫停履行《中導條約》
義務。這無疑標誌著美俄關係再次跌入谷底，也引發了國際社會
有關歐洲地區安全以及全球戰略環境的憂慮。
誰放棄了“最後的機會”？

美國要退出《中導條約》的預告從去年10月開始，就已經
頻頻釋出信號：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多次公開指責俄羅斯方面違
反條約讓人“難以忍受”，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也在當月的
訪俄行程中轉達了特朗普政府的決定，一時之間，有關美國退約
是否會激起第二次軍備競賽的討論甚囂塵上。

了解更多美國“退約”決定，點此查看：退出《中導條約》
，美國真的要重回“冷戰”嗎？

當奧巴馬政府在2014年首次正式控訴俄羅斯違背《中導條
約》研製一枚路基巡航導彈時，克里姆林宮一開始並不承認這枚
違規的9M729巡航導彈的存在，後來則改口稱，當時確實發射
了一枚導彈，只不過射程範圍是480公里，比《中導條約》所規
定的中導彈最低射程還低了20公里。

然而據美方的情報消息稱，俄羅斯現在已經部署了 4 套
9M729型導彈，算上備用導彈，俄羅斯共擁有近100套這種巡航
導彈。但俄羅斯《中導條約》事務最高談判代表、副外長謝爾蓋
•里亞布科夫卻在此前的採訪中堅稱俄羅斯遵守了該條約，並稱
“我們認為這項條約是必要的，它符合我們的安全及歐洲的安全
利益。”

一名特朗普政府資深官員表示，“我們並不樂觀，自從2013
年5月以來我們試過了所有方法（想讓俄羅斯停止違反條約）。
現在，他們需要把握這個最終的機會。”可是事實卻是，俄羅斯
對於這樣的“機會”熟視無睹。美國或許寄望於退出條約的6個
月緩衝期，能夠換得俄羅斯的示弱，但這個算盤顯然打錯了。
不設限的新導彈研製

暫停遵守《中導條約》，對美國而言意味著在中程陸基導彈
的研發過程中將不再受到條約限制。據悉，自2017年美國國會
通過5800萬美元的預算用於應對俄羅斯方面對《中導條約》的
破壞以來，美國政府就已經開始著手於研究此類導彈，但目前為
止一切都還停留在條約所限定的範圍之內。美國退約之後，這項
研究將如何發展，尚未可知。

“我們需要好一些時間來決定部署多少能力範圍的導彈，或
者是用於測試的導彈能力範圍。目前僅知的是，我們距離一次真

正的飛行試驗還有一段距離
。”一名白宮資深官員在 1
日如此向記者表示。

當然，導彈的研製也需
要國會更多的撥款才能進行
——對此，民主黨或許會成
為一股阻力，他們擔心蓬佩
奧的聲明將導致俄羅斯在核
武器的研製上更加肆無忌憚
，從而引發一場後果難以預
料的軍備競賽。 “當有犯罪
分子觸犯法律時，我們不是
以廢除法律的方式回應他們
的盜竊或者謀殺行為。同樣
的，我們也不應用退出條約
的方式回應俄羅斯”，民主
黨 參 議 員 克 里 斯 • 墨 菲
（Chris Murphy ）如此說道
。
北約盟友謹慎站隊美國

作為美國在歐洲最大的
盟友，北約對於美方的這一
行動也表現出了複雜的態度
。 德 國 外 長 馬 斯 （Heiko
Maas）在1日發推稱，沒有中導條約“將會缺少安全性”，但他
仍然選擇將“鍋”推給俄羅斯：“我們需要認定的是，由俄羅斯
方面違反《中導條約》在先。”

就目前來看，北約依然堅定地支持著美國政府的決定。
“除非在美國正式退出《中導條約》之前的六個月內，俄羅斯能
夠以可核實的手段摧毀它的9M729導彈系統，表現出它對《中
導條約》的完全遵從和尊重，否則它就要承擔這個條約終結的全
部責任。”北約理事會在一份聲明中如此表示。

也有聲音認為，特朗普早在去年10月首次宣布要退出《中
導條約》時，根本沒有和北約盟友們商量過，因此也可能導致未
來美國想要在歐洲國家部署新導彈時遭到拒絕，引發雙方新的嫌
隙。 “在一個需要團結北約各國、而非分裂它們的重要事項上
，特朗普卻忽視了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們的關切，他選擇退出《中
導條約》而不是想辦法有效地懲罰俄羅斯並將其推回正常的軌道
上，就這一點來看，我們正中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下懷。”眾議
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亞當•史密斯說道。
美俄START單獨協議的命運去從

美國和俄羅斯先後對《中導條約》按下暫停鍵，也引發了外
界對於另一份美俄之間的單獨條約《新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New START）命運的擔憂。新START條約簽署於2010年
，規定美俄需將核彈頭數量各限制在1550枚以下，比2002年舊
條約的上限減少約30%，同時也規定將導彈發射架和轟炸機數量
減少到800架，導彈發射器裁減一半，並建立新的裁武監督機構
。這個新START條約原本將於2021年2月到期，但在去年10月
，俄方曾表示如果美國遵守協議，將考慮將該協議延長5年。

但如今來看，美國武裝部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瑟夫•鄧
福德在去年12月的表態或許會一語成讖：如果《中導條約》將
成為過去，那麼美國很難想像會延長新START條約。 “最好的
方案就是俄羅斯遵守《中導條約》，這樣一來就會給更廣泛地討
論其他軍控協議創造條件，包括延長新START條約。”但如今
美國在《中導條約》上的步步緊逼，已經引發俄羅斯方面的觸底
回擊，讓人著實難以看好新START條約的前景。

如果《中導條約》和新START條約同時失效，這將意味著
50年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首次沒有任何有關核武器的協約限制。

美俄先後暫停《中導條約》，要重啟核按鍵？

（綜合報導)沙特阿拉伯未能償還超過10億
美元的債務，以支付通用動力公司加拿大子公
司生產的軍用車。該公司消息人士和加拿大官
員稱，西方公司多年來一直抱怨沙特阿拉伯繳
費緩慢。

據《華爾街日報》2月1日報導，抱怨沙特
的這些公司包括美國柏克德工程公司和波士頓
諮詢集團公司。此外，沙特政府還推遲了價值
數十億美元的賬單支付，以便在油價下跌和支
出創紀錄增長的情況下控制預算赤字。
沙特經濟和計劃部長穆罕默德?圖瓦伊里表示，
政府不會故意拖延支付賬單，當局與一些公司
對未完成的工作等方面存在分歧，他的國家正

試圖及時向各方付款。
報導援引沙特財政部發言人的話表示，沙

特阿拉伯在三個月內向私企支付了99％的費用
。該報補充說，沙特官員1月30日沒有對通用
動力事件進行評論。

加拿大官員表示，沙特阿拉伯仍未支付18
億加元（14億美元）的軍用車交易，這些車由
工廠位於倫敦的“通用動力”公司製造，並由
加拿大子公司轉售給沙特。

通用動力公司財務官賈森?艾金表示，“未
付資金對我們去年預期的資金流動產生了負面
影響。” 他表示，其公司希望今年能夠獲得資
金。

報導稱，自沙特阿拉伯與加拿大產生外交
爭端以來，軍車已成為熱點外交爭議的焦點。

由於加拿大批評沙特的人權紀錄，加拿大
外長要求釋放沙特被捕女性活動人士，沙特驅
逐了加拿大大使，切斷了與加拿大的經濟關係
。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正在面臨著阻止
這筆交易並尋求退出交易方案的壓力。

特魯多先前曾表示，若取消由通用動力公
司加拿大子公司承造裝甲車的130億美元合約，
加拿大方面將面臨巨額罰款；但他的最新發言
語氣明顯趨於強硬。特魯多去年11月曾說，若
加拿大斷定出售的武器遭濫用，可能凍結相關

出口許可。
報導援引一名加拿大官員的話稱，沙特延

遲支付的相關話題可追溯到五年前，也就是自
2014年沙特阿拉伯與前加拿大政府簽署協議以
來。

報導還指出，作為將沙特阿拉伯視為最大
出口市場的一家軍火製造商，通用動力公司30
日發佈公開言論非常罕見。

據悉，去年利雅得籌集了200億美元的外債
來緩解預算赤字。據沙特官員稱，沙特阿拉伯
2019年的預算赤字將達到350億美元。

拖欠加拿大拖欠加拿大1414億美元軍車費用億美元軍車費用 沙特被批評沙特被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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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英國“脫歐”協議遭議

會否決，導致英國政治遭遇危機，政

局陷入混亂。近年來，壹種嚴重的

“流感”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傳染，導

致民主政治壹個接壹個失靈，連現代

民主之母英國都無法幸免。

英國議會以432票對202票的絕大

多數，否決了特蕾莎•梅政府花了兩

年時間與歐盟談成的脫歐協議。英國

政治陷入二戰以來的最大危機，壹方

面是英國人在脫歐問題上民意撕裂，

另壹方面是各政黨都拿不出壹個大家

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

然而，在議會遭遇慘敗的首相，卻

又在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動議中過關。

壹個弱勢的政府，加上壹個弱勢

首相，形成混亂的政局，英國人似乎

已經茫然無所適從。向來被譽為模範

的穩定兩黨制頓失光彩，英國民主現

在像是患上嚴重感冒的病人，四肢乏

力，頭昏眼花，六神無主。這壹切都

充分反映在英國各政黨在脫歐課題上

陷入莫衷壹是，四分五裂的局面。

分析稱，脫歐課題演變成今天這

個局面，“罪魁禍首”應該是前任首

相卡梅倫。卡梅倫為了擺平黨內脫歐

還是留歐的爭論，決定舉行全民公投，

事前信心滿滿，以為留歐的人壹定會

占多數。結果卻出乎意料，52%的投票

者贊成脫歐，卡梅倫被迫辭職，足見

公投不壹定就能解決問題和歧見。

接任首相的特蕾莎•梅本是留歐

派，卻必須在上任後執行52%選民的

脫歐決定。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她

決定來壹次閃電大選，以為會得到多

數選民支持，卻“陰溝裏翻船”，執

政的保守黨失掉更多的議會議席，首

相的權威也因此受損，形成她的弱勢

地位。

弱勢政府加上弱勢首相，自然難以

掌控大局，就連本身的議員也沒有共

識。這次議會表決脫歐協議，就有100

多位保守黨議員倒戈，投下了反對票。

反對黨投反對票為難政府並不稀

奇，大批執政黨議員也造反，則說明

執政黨內部矛盾重重，沒有共識。很

多極端保守黨議員認為脫歐協議給歐

盟做出了太多的讓步，不接受她幾經

周折才談出來的折衷方案，可謂是禍

起蕭墻。

現在，英國政府和議會都不知道

該怎麽做，才能從脫歐的泥沼中翻身。

文章認為，卡梅倫決定舉行公投，

特蕾莎•梅決定閃電大選，都是出於

想要鞏固個人地位的算計，但都錯估

了民意。

分析指出，近年來，歐美民主制

度輝煌不再，即使不是日薄西山，也

是百病纏身。諸如難民移民問題、民

粹主義問題、極右翼問題、經濟問題、

旋轉門似的政府輪替問題、民眾示威

破壞問題等，凸顯民主制度似乎已和

時代脫節，無法有效處理全球化和社

會分化等新趨勢所帶來的問題，就像

前面說的，都感染了壹種新的流感。

美國和英國的政治僵局現在大家

已耳熟能詳，就連瑞典在2018年 9月

大選過後，也已經拖了四個月，還無

法組成新政府。

文章指出，英國議會民主失靈當

然不是突然間發生的，而是日積月累，

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英國民主的病

根何在？觀察家的看法見仁見智。

有壹種看法認為，英國政治今天

的困局，在於它不知不覺地把遴選政

治領袖的工作，交給了牛津大學的哲

學、政治和經濟學系。也就是說，已

經有很長壹段時間，英國的政治領袖

都是出身自同壹所大學的同壹個學系。

他們對哲學、政治和經濟這些經國濟

民之學，雖有所知，但僅限皮毛，而

更糟的是這些養尊處優的精英和民眾

脫節。

幾年前，曾經擔任工黨政府內閣

部長的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

也曾在《海峽時報》撰文談英國政治。

他指出，工黨選出了黨魁科爾賓並不

是意外，而是反映了歐洲現在的壹個

大趨勢：選民越來越唾棄主流政黨而

傾向於極左或極右。他還說，歐洲出

現這種極端政治浪潮，很值得新加坡

和其鄰國思考。

事實上，美國的政治氣候也是如

此。真正原因何在？關鍵還在於主流

政黨沒法解決上述各種問題，也就是

缺乏應有的執政能力。而缺乏執政能

力的原因，則在於它們無法推出真正

具有治國能力的政治領袖和治國團隊。

這或許就是民主政治今天的病根，也

是許多國家的主流政黨所面對的共同

問題。

文章稱，中國唐代的“藥王”孫

思貌說：上醫治國，中醫醫人，下醫

醫病。今天許多民主國家的亂象，根

源都在於國家病了卻找不到治國的

“上醫”，到處是“下醫”甚至“庸

醫”當政，政治怎能不亂？事實說明，

英國式（也包括美國式）的兩黨制已

經病態畢露，無法確保有實力的治國

團隊的產生。對迷信兩黨政治的人，

這該是壹個很好的警惕。

脫歐受阻政局混亂
西方民主“生病”了

綜合報導 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

公室2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

球約 6000 萬人生活受到極端天氣影

響，1萬多人死於各類自然災害。

數據顯示，2018 年洪水影響的

人口最多，高達 3540 萬人，其中

2300 萬人生活在印度喀拉拉邦。受

風暴影響的人口高達 1280 萬人，風

暴還造成 1593 人死亡和嚴重的經濟

損失，颶風“佛羅倫斯”和颶風

“邁克爾”給美國造成約300億美元

損失，臺風燕子給菲律賓造成約125

億美元損失。2018 年歐洲和北美洲

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數創下紀錄：126

人死於希臘野火，成為歐洲歷史上

最致命的野火；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野火導致 88 人死亡，同時造成 165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去年全球還有

930萬人受到幹旱的影響，其中肯尼

亞 300萬人、阿富汗 220萬人、中美

洲250萬人。

包括地震、海嘯和火山在內的地

質活動則是最為致命的自然災害，去

年各類自然災害造成的1萬多死者當

中，約半數死於上述地質活動災害，

僅印度尼西亞壹國就有4417人死於這

類災害。

從受影響人口的國別分布來看，

2018年受自然災害影響人口最多的10

個國家分別是：印度（約2390萬人）、

菲律賓（約649萬人）、中國（約641

萬人）、尼日利亞（約394萬人）、

危地馬拉（約329萬人）、肯尼亞（約

321萬人）、阿富汗（約221萬人）、美

國（約176萬人）、日本（約160萬人）

和馬達加斯加（約147萬人）。

聯合國秘書長減少災害風險特別

代表水鳥真美稱，2018年全球所有地

區都受到極端天氣不同程度的影響，

各國必須改善管理災害風險的方式，

積極采取行動適應氣候變化、減少災

害風險。她就防災減災提出壹些建

議，包括更合理地使用土地、加強

規劃和建築法規、保護生態系統、減

少貧困以及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海平面

上升等。

2018年極端天氣
影響全球

6000多萬人 綜合報導 據外媒報道，英國議會

將就首相特蕾莎•梅的脫歐協議備選

方案進行表決。隨著脫歐進程陷入僵

局，越來越多的英國公司啟動了各自

的應急預案，希望盡可能減少脫歐混

亂帶來的沖擊和損失，壹些國際公司

已決定把人員和生產基地遷往其它國

家。

英國商會（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透露，在75000會員中，

許多已經啟動了對付無協議脫歐的緊

急預案，調撥資金、調動人員、加大

儲備，以對應可能的危機。

英國商會的政策協調負責人格裏

菲斯（Matt Griffith）說：“首相的脫

歐協議被否決後，采取行動保護自身

免遭無協議脫歐沖擊的公司數量激

增。”商家們使出各種招數，藥房儲

備藥品，超市儲備食品，銀行儲備鈔

票，運輸公司儲備倉位。

格裏菲斯透露，僅在過去幾天

裏，已經有35家公司啟動了“出走英

國”的行動方案。日本電子巨頭索尼

（Sony）公司宣布，索尼已經在2018

年底在荷蘭註冊成立了新公司，預計

在今年3月底前將英國的歐洲總部業

務遷至新公司，並將歐洲總部登記地

從英國改為荷蘭。

以生產吸塵器聞名的英國家電制

造商戴森公司（Dyson）宣布將企業總

部從英國遷至新加坡。有180多年歷

史的老牌英國渡輪公司—鐵行輪船公

司（P&O），決定把旗下英倫海峽全

數6艘渡輪改變註冊地，今後改掛塞浦

路斯旗幟。此舉是為了英國脫歐後，

該公司仍可繼續采用歐盟的稅務體制。

壹些公司雖然還沒有明確要從英

國抽身，但已經發出“最後通牒”，

表示如果脫歐仍沒有進展，它們也不

得不加入“出走”的行列。

飛機制造商空中客車公司是英國最

大的制造企業之壹，在英國直接雇傭的

員工超過1.4萬人，而空客的供應鏈更

為11萬英國人提供了工作崗位。

空中客車公司首席執行官恩德斯

（Tom Enders）表示，這壹切都可能無

法繼續。恩德斯警告稱：“在英國之外

有許多國家願意為空客制造機翼。”

英國傳統支柱性產業，汽車制造業

也紛紛亮起紅燈。寶馬首席執行官克魯

格(Harald Krueger)稱公司可能被迫將生

產線轉移到荷蘭。捷豹路虎宣布裁員

4500名並在4月暫時停產，福特公司則

公布了8億美元的損失預警。

英公司啟動預案應對脫歐僵局
國際企業尋求遷出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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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朗普：：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禍國殃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禍國殃民
（綜合報導）特朗普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CBS）節目《面向國家》（Face the Nation
）採訪時再度措辭嚴厲地批評佩洛西，指責其
“固執”、“禍國殃民”，甚至稱她“不介意
販賣人口”。

在近期聯邦政府關門風波中，特朗普與佩
洛西矛盾激化，兩人在各種場合頻繁“開戰”
、互不相讓。當被問及數週來與佩洛西的交流
有何感受時，特朗普說：“我覺得她很固執，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我認為她簡直禍國殃民
。”

去年 12 月 11 日，特朗普、副總統彭斯
（右）與佩洛西、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會
面 圖自美國廣播公司

“她知道你需要一個屏障，也知道我們需
要邊境安全，但她想贏得一個政治觀點。我認
為這是一個從根本上非常糟糕的政治觀點，她
想開放邊界，”特朗普直言，佩洛西“不介意
販賣人口，否則她不會這麼做。”

特朗普還指責佩洛西正在“對國家造成可
怕的傷害”：

“目前正在發生的事表明，她正在讓這個
國家損失數千億美元，”特朗普說：“當你擁
有一個容易穿越的邊境、毒品正湧入進來，當
全國各地的人們，正因佩洛西這種出於政治原
因不願為邊境提供適當安全的人而死亡，佩洛
西正對我們的國家造成可怕的傷害。”

儘管完整節目要在當地時間3
日上午播出，但特朗普上述這些話
，已經得到眾議院議長辦公室副幕
僚長哈米爾（Drew Hammill）的回
應：“總統知道民主黨致力於保護
我們的邊界，同時維護我們國家的
價值觀，他應該停止破壞兩黨為此
所做的努力。”

他批評特朗普：“總統的魯莽
行為並沒有使我們更安全，反而破
壞了安全：整整 35 天，邊境巡邏
人員、美國緝毒局（DEA）、聯邦
調查局（FBI）特工和國土安全人
員都沒有拿到工資。”

哈米爾表示，民主黨提出了強
有力、明智及有效的邊境安全解決
方案，但特朗普仍不放棄政府第二
次關門的可能。
歷時 35 天的美國史上最長政府關
門在1月24日晚暫時落幕，經歷了
各種波折後，特朗普也終於在本週
獲得佩洛西邀請，將於2月5日發
表他的國情咨文。特朗普在聲明中感謝佩洛西
的邀請，並表示：“我們有偉大的故事要講，
有偉大的目標要實現！”

然而，政府再度關門的陰雲從來沒有散去
。

據《國會山報》（The Hill）報導，由參
眾兩院兩黨議員組成的一個小組目前正在就邊
境安全資金問題進行談判，避免聯邦政府在2
月15日再次部分關閉。但特朗普週四坦言，他
認為議員們無法達成協議。同樣也在周四，佩
洛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重申，今年國會不會通

過任何有關邊境牆預算的立法。
此前，特朗普曾威脅，如果2月15日後兩

黨仍然沒有達成共識，政府再度關門，自己就
會單方面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此舉將使特
朗普可以在沒有獲得國會撥款的情況下，動用
軍事資金修建邊境牆。

（綜合報導）美國西弗吉尼亞
大學的學生2月2日聚集在雪地上打
雪仗引發了一場騷亂。因不滿清潔
工清理了積雪，學生們開始對其進
行攻擊。警察不得不進行干預，當
數百名學生無視驅散指令後警察開
始射擊胡椒彈。

一段發佈在網絡上的視頻顯示
，幾個站在鹽罐車附近的警察，他
們使用改良過的彩彈槍往大學生們
的方向發射了胡椒彈，這些學生們
擠在北斯普魯斯街的幾棟房子附近
。

據報導，警方稱這群人公開飲
酒，用單板滑雪並阻擋道路。

學校警察讓大學生們移開，讓
掃雪車和鹽卡車可以開到街上。摩
根敦的警察也在護送掃雪車開到街
上去，以便清理街道讓行人通過。

警方稱，三名警察準備了胡椒
彈，目標是投擲彈丸在學生上方的
建築物，這樣胡椒球就在建築物上
瓦解，粉末會落在人群上。

據稱，這些警察當時正掩護該
地區工人和學校官員撤退。

警方稱，事件在當天下午3點50
分左右被定義為“騷亂”，警察隨
即在現場命令人群驅散。

當人們沒有這樣做時，警察第
二次命令驅散，但這群人再次拒絕
。

警方稱，警方隨後打開了一個
遠程聲學設備，這是一個定向揚聲
器，能發出“穩定的惱人噪音”。

當時，一些人群在街道中間點
起了火堆。
警察們在不同的方向部署了遠程聲
學裝置，此時大部分人群開始散佈

。
在視頻中看到的一名學生在站

在兩個警察後面時呈“舉手投降”
手勢。

接著，警察在街上發射了兩枚
煙霧彈。剩下的人群也都散去了。

西弗吉尼亞大學公關部主任阿
普里爾•考爾（April Kaull）在推特
上發布的聲明中寫道：“很不幸，
今天在北斯普魯斯街的雪地嬉鬧變
成了學生與執法人員間充滿危險和
威脅的對峙。

“當數百名學生和隨後聚集來
的學生拒絕合理的驅散指示並開始
向警察扔玻璃瓶和其他碎片時，這
場衝突開始升級，導致執法部門不
得不採取行動。”

美國退中導條約美國退中導條約 俄專家呼籲考慮在古巴部署核潛艇俄專家呼籲考慮在古巴部署核潛艇

紐約男子錘殺三名亞裔被控謀殺和仇恨罪紐約男子錘殺三名亞裔被控謀殺和仇恨罪紐約男子錘殺三名亞裔被控謀殺和仇恨罪，，，
妄稱是在為亞洲婦女報仇妄稱是在為亞洲婦女報仇妄稱是在為亞洲婦女報仇

（綜合報導）一名紐約男子因涉嫌在一家中餐館使用錘子
殺害三名亞裔員工而被控犯有謀殺和仇恨罪。

警方稱，34 歲的亞瑟-馬爾圖諾維奇(Arthur Martunovich)
坦白，1月15日，他在布魯克林海港自助餐廳(Seaport Buffet)發
生的殘暴襲擊中以亞洲男子為目標，他認為自己的暴行在某種
程度上是為保護亞洲婦女免受虐待。

美國執法部門的消息人士告訴NBC電視台，嫌疑人在觀
看了一些影視片後，對亞洲男人和女人有了這種扭曲的看法。
紐約檢察官說，馬爾圖諾維奇是一名白人，住在餐廳附近。

本週五，他被指控犯有21項罪名，其中包括三項一級謀殺

罪、六項作為仇恨罪的二級謀殺罪和六項二級謀殺罪。
檢察官說，當馬爾圖諾維奇到達這家中餐廳時，他告訴一

名拉美人，他準備用錘子襲擊亞洲男人。 “亞洲男人是可怕的
”，根據他被傳訊後發布的法庭文件，他說，亞洲男人“囚禁
他們的女人”。

法庭記錄顯示，“我帶著錘子離開了我住的公寓，”馬爾
圖諾維奇告訴警方。 “我用錘子來證明我對女人的愛。後來我
把錘子扔了，但仍在哪裡我不記得了。“

襲擊事件發生後，34歲的大廚潘福輝(Fufai Pun)在襲擊發
生後不久就去世了。 60歲的老闆Kheong Ng-Tang和50歲的經

理Tsz Mat Pun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因傷勢過重而死亡，
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岡薩雷斯(Eric Gonzalez)說：“這是對

三名完全無辜且勤奮工作男子的暴力、恐怖和令人痛苦的襲擊
，僅僅因為他們是亞洲人，就成了襲擊目標。這個社區就像整
個布魯克林一樣尊重多樣性，不會容忍其社區中充滿仇恨的惡
意攻擊。”

但馬爾圖諾維奇的辯護律師曼德利稱，他的當事人“病得
很重”。

“這是一個可怕的情況，”曼德利說。 “我很難對此發表
評論。他不是壞人，他是個病人。“

美國大學生打雪仗引騷亂美國大學生打雪仗引騷亂，，對工人投擲石頭和瓶子被警察胡椒彈鎮壓對工人投擲石頭和瓶子被警察胡椒彈鎮壓

（綜合報導）俄國防部公眾理事會成員伊戈爾?科羅琴科
稱，對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的可能軍事回應之一可以是在古巴建
立俄羅斯海軍基地。

美國總統特朗普2月1日宣布，華盛頓2月2日將開始退出
與俄羅斯的中導條約的程序。美國務卿蓬佩奧稱，“如果俄羅
斯不在六個月時間內回到完全和可核查地遵守條約”，條約將
被廢除。

科羅琴科表示：“作為優先回應措施，應考慮與古巴領導
人進行在西恩富戈斯'自由島'上開設俄羅斯軍事基地談判的可能
性。第一階段，這可以是海軍基地，駐紮俄羅斯柴油和多功能
核潛艇，這些潛艇裝備有'口徑'巡航導彈，未來將裝備'口徑-M'
導彈。”

該專家補充稱，在已形成的情況下，美國在歐洲的任何新
導彈系統，如果其加以部署，都將成為俄利用現代化導彈和高
精度武器發起打擊的優先目標。

目前美國反導系統組件部署於美國的大陸部分、歐洲（波
蘭和羅馬尼亞）和亞太地區。攔截彈道導彈的海上兵器在中俄
海岸附近部署。

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反對部署美國反導系統，並認為這是對
其國家安全的威脅。此外，在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反導基地使用
通用導彈發射器，從這些發射器在艦艇上可以發射反導導彈和
巡航導彈，這引起了俄羅斯的不安。

美國與蘇聯1987年簽署《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
程導彈條約》，簡稱《中導條約》，規定雙方不再保有、生產

或試驗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為核武器運載工具的陸基
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

美方去年 10 月威脅退出《中導條約》，理由包括俄方
9M729型巡航導彈射程突破條約限制。美方去年12月限期俄方
60天銷毀這種導彈，否則今年2月2日啟動退約進程。俄方否
認9M729導彈違反條約，拒絕銷毀這種導彈。

關於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的威脅，俄羅斯方面屢次指出
，9M729型導彈的射程不超過476公里，並不違反該條約。俄
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認為，華盛頓早已決定退約，此前要求
俄羅斯銷毀導彈60天的期限只是為掩蓋這一事實所找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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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民 調 機 構 Realmeter 發 布 數 據 顯

示，在下壹屆大選潛在候選人的

好感度方面，前韓國總理黃教安

以 17.1%的支持率成為最熱門人

選，現任國務總理李洛淵以15.3%

排在第二。

據報道，Realmeter 針對全韓

2515 名成年人進行調查，結果顯

示，大邱和慶尚北道、忠清道、首

爾、釜山、蔚山和慶尚南道地區，

60歲以上和30-39歲，自由韓國黨支

持者和保守派受訪者對黃教安的支

持率均有所上升。

李洛淵的支持率則在光州和全

羅道、京畿道和仁川，30-39歲、60

歲以上，民主和平黨支持者和進步

派人群中有所上升，在首爾地區和

50-59歲人群中出現下滑。

另外，京畿道知事李在明的支

持率為 7.8%，首爾市長樸元淳為

7.2%，其後依次為慶尚南道知事金

慶洙（6.7%）、正義黨議員沈相奵

（6.3%）、正未來黨前黨首劉承旼

（6%）、自由韓國黨前黨首洪準杓

（5.9% ） 、 前 首 爾 市 長 吳 世 勛

（5.3%）、行政安全部長官金富謙

（4.3%）、正未來黨前人才選拔委

員會委員長安哲秀（3.3%）、正未

來黨黨首孫鶴圭（2.3%）。

在面向進步陣營受訪者實施

的調查中，李洛淵以 21.2%的支

持率居首，李在明、樸元淳、

沈相奵、金慶洙和金富謙分列

其後。

在保守陣營方面，黃敎安以

31.9%的支持率遙遙領先，其後依次

為洪準杓、吳世勛、劉承旼、李洛

淵和金慶洙。

韓前任及現任總理成
下屆總統兩大熱門人選 綜合報導 韓

國民調機構“真

實計量器”當天

發布的壹項數據

顯示，黃教安以

17.1%的支持率，

成為下屆總統最

熱門人選，而現

任總理李洛淵以

15.3%排在第二。

黃教安曾接替

樸槿惠，擔任過

代總統。

黃教安，樸槿

惠內閣的第三任

總 理 。 2016 年 12

月 9日，樸槿惠被

停止執行總統職

務後，黃教安開

始替代主政，擔

任代總統。文在

寅當選新總統之

後，他遞交辭呈

離開青瓦臺。

韓媒稱，黃教

安 擔 任 總 理 694

天 ，躋身韓國十

大“長壽總理”

之列。

1 月 15 日，黃

教安加入最大在

野黨自由韓國黨。

分析認為，黃教

安可能有意角逐這壹保守政黨黨首職

位，繼而參加2022年總統選舉。

據報道，本月 21 日至 25 日，“真

實計量器”針對韓國 2515 名成年人進

行了這項調查。 結果顯示，韓國大

邱和慶尚北道、忠清道、首爾、釜山、

蔚山和慶尚南道，60 歲以上和 30-39

歲，自由韓國黨支持者和保守派受訪

者對黃教安的支持率均有所上升。

李 洛 淵 的 支 持 率 則 在 光 州 和 全

羅道、京畿道和仁川，30-39 歲、60歲

以上，民主和平黨支持者和進步派人

群中有所上升，在首爾和 50-59 歲人群

中出現下滑。

另外，京畿道知事李在明的支持率

為 7.8%，首爾市長樸元淳為 7.2%，其

後依次為慶尚南道知事金慶洙（6.7%）、

正義黨議員沈相奵（6.3%）、正未來黨前

黨首劉承旼（6%）、自由韓國黨前黨

首洪準杓（5.9%）、前首爾市長吳世勛

（5.3% ） 、 行 政 安 全 部 長 官 金 富 謙

（4.3%）、正未來黨前人才選拔委員會

委員長安哲秀（3.3%）、正未來黨黨首

孫鶴圭（2.3%）。

在面向進步陣營受訪者實施的調查

中，李洛淵以 21.2%的支持率居首，李

在明、樸元淳、沈相奵、金慶洙和金

富謙分列其後。在保守陣營方面，黃

教安以 31.9%的支持率遙遙領先，其後

依次為洪準杓、吳世勛、劉承旼、李

洛淵和金慶洙。

韓國總統最熱門人選
曾接樸槿惠任代總統

綜合報導 日本皇室真子公主与

平民“灰小子”小室圭的婚事真可

谓一波三折，而围绕小室家的金钱

纠纷很可能让这桩婚事彻底告吹。

日本媒体表示，希望小室圭不要再

顶着“公主未婚夫”的帽子到处占

便宜，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早

日放手。

去年年底，小室圭的母亲佳代

曾因要求皇室协助偿还小室圭的出

国留学费用400万日元惹恼了皇室

，真子公主与小室圭的婚事被延期

至2020年。据日本共同社28日报道

，上周二(22日)，正在美国留学的

小室圭向媒体发表公开信，就家人

的金钱纠纷作出解释，称“问题已

经解决”，并为造成外界揣测和不

安道歉。日本宫内厅工作人员在28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事采取了回

避态度：“这是小室家的问题，宫

内厅不便进行评论，也没有考虑采

取相应的对策。”

小室圭的母亲佳代的前未婚夫，

也就是借钱给小室圭出国留学的男

子对此表示愤怒，他说小室圭对外

发表公开信事先并没有征求自己的

意见。小室圭则称他的母亲最近一

次在街上意外碰到该男子，两人闲

谈中已再无涉及金钱纠纷的内容，

因此他认为“金钱纠纷已解决”。

专门采访日本皇室的记者认为，小

室家的经济状况实在不佳，马上返

还400万日元估计有困难。恐怕只有

和公主结婚，得到1亿日元的补助金

才能解决问题。而小室圭的做法离

秋筱宫亲王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要得到理解和祝福不容易。

据报道，在小室圭就读的福坦

莫大学的官网上，他的身份是真子

公主的未婚夫。主管皇室事务的宫

内厅对此提出抗议，认为小室圭和

真子还没经过传统的“纳采之仪”，

不算正式订婚。而小室圭在进入该校时

不仅学费全免，还获得了特等奖学金，

一年约有660万日元。媒体猜测是小室

圭向校方强调自己“公主未婚夫”的身

份，因此得到特殊照顾。

有舆论认为，小室圭已经给日

本皇室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替公

主着想，他应该急流勇退，与公主

分手。也有人质疑小室圭的人品，

认为他太有心机、太自私。知名电

视主持人伊藤27日在电视节目中表

示，如果小室圭为将来的家庭想一

想，就不该远渡重洋留学，应马上

去工作，保证自己有养家糊口的经

济能力，这才是有诚意的表现。

不要再占便宜了！
日媒勸“灰小子”早日放開真子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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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通訊軟體Jello Chat近日捲入貼圖侵權爭議，遭
盜用的LINE貼圖創作者今天表示，平台的信任度及尊重創作者
，是最重要的事，創作者也該保留手稿等創作軌跡來保障自己的
權益。

已推出35組LINE貼圖的創作者黑眼包今天接受中央社訪問
表示，自己有 5 組以上的貼圖被 Jello 盜用，以 「金桃 Baby」、
「黑桃A喜」角色為主，被盜用的貼圖連說明文字都完全沒改，

但作者卻不是她，讓她覺得很 「莫名其妙」。
黑眼包指出，Jello平台的貼圖採取快速審核、檢舉下架方

式，就像要大眾幫忙檢查哪些上傳作品被盜用或侵權，根本不是
合理的審核機制。

她認為，任何平台都應該站在創作者的角度訂出明確規則，
採取比較嚴謹的方式審核作品，最重要的是平台的態度是否能讓
人信任、是否尊重創作者。Jello自稱是海外公司，不認識台灣創
作者，其實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記者詢問未來是否願意授權貼圖在Jello上架，黑眼包表示
，這次事件足以讓人對Jello失去信任，如果一個平台自稱相信IP
（智慧財產權）價值，想用免費下載達到宣傳效果，就應該與創
作者好好洽談授權合作，提供合理的授權金，民眾也需要了解貼
圖授權的重要性。

黑眼包說，對於Jello侵權爭議，LINE貼圖創作者們一直都
有討論，並透過LINE的力量一起想辦法。雖然Jello已經把有疑
慮的貼圖下架，但是創作者仍然要設法保護自己，例如在貼圖創
作過程中可以保留手稿等創作軌跡，藉此證明是自己的創作，同
時也要對著作權法有基本概念，了解自保之道。

已推出23組LINE貼圖的創作者張米妮表示，當初有很多網
友截圖告訴她，才發現 「白爛小賀」等自己創作的貼圖被Jello盜

用，第一時間很 「傻眼」，也
覺得很不受尊重，怎麼會未經
授權就被上架貼圖。在這次事
件之前，自己不知道有Jello這
個平台。

張米妮說，她的作品花費
很多心力，卻被人 「整個拿走
」，當然覺得不開心。不過她
發現創作者們彼此都很團結，
認為應該要一起對抗盜圖，讓
這種行為受到懲罰。

張米妮認為，侵權和盜
圖對創作者的傷害很大，她呼
籲粉絲，如果喜歡她的作品就
到合法而且有授權的平台下載
，透過正常管道支持創作。

主打免費貼圖的 Jello 日
前因未經授權就上架貼圖，創
作者需自行提出佐證，若有爭
議再下架貼圖，引起創作者不
滿並揚言抵制。

對於合作夥伴 Jello 引起的
貼圖侵權爭議，街口支付母公
司街口網絡於1月31日發出聲
明回應，已與Jello達成多項協
議，包括從 1 月 31 日起接管
Jello在台營運，並下架所有有疑慮的貼圖，未來仍會保持開放式

分享平台模式，維持快速審核模式，但會更完善審核機制，避免
再發生用戶上架侵權創作的情況。

貼圖遭侵權爭議 LINE創作者：平台信任度很重要

(綜合報道）鄰近台北市霞海城隍廟的巷弄
內，有家不賣咖啡的咖啡廳，店內賣的都是桃
竹苗產的客家茶，餐點也都融入客家鹹豬肉；
員工的共同點，都是客家人，創辦人Terry說，
不想定位為客家茶館，想打造一個舒服的空間
。

位在茶館、咖啡館的一級戰區，台北市迪
化街的巷弄內，不太顯眼的招牌寫著 「HAK-
KAFE」，店名結合了客家（Hakka）與咖啡
（cafe）。創辦人 Terry 說，沒有將店名翻譯成
中文，因為最主要的兩個元素是 「客家」和
「茶」，卻又不想定位成客家茶館。

潔白的店面，只擺著簡單的傢俱，搭上一
張舒服的沙發，Terry說，客人可以在這安靜地
看書、打電腦、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來吵吵鬧

鬧，如果是一個人來，也能點壺茶坐在吧台前
，如果客人願意，他也能一起閒話家常。

談到開店的理念，Terry說，自己大學念企
業管理、輔修戲劇，最初是他到英國唸 「表演
製作」，與一群台灣人閒聊時，認為可以在英
國開一家 「客家茶館」，讓外國人知道，東方
的茶也能好好坐下來享用，但當時只有想法，
沒有實際行動；後來Terry也到上海迪士尼擔任
「舞台監督」工作，直到去年8月回台，原本想

休息一陣子，卻也開啟另段旅程。
有天，他和另一位創辦人Justin閒聊到，那

個在倫敦發想的開店計劃，Justin廚藝非常好，
他們在想，如果有個地方，可以讓朋友固定聚
會，也可以做生意，還能滿足自己興趣， 「當
然是三全其美」；去年9月中兩人 「上山找茶」

，去了12個在桃竹苗山區的茶園，跟茶農聊完
後，對開店越來越有信心。

Terry總是推薦客人到店裡的 「網美牆」前
拍張照，他說，燈光都是設計過的， 「你看，
拍出來山頂會有太陽」，因為字型、店名很早
就取好， 「HAKKAFE」的logo則是他參考很多
室內設計後自己發想的， 「上山找茶，找到
HAKKAFE」，因此燈光就打在山頂上。

Terry 說，籌備過程中找了 50 幾個店面，
中間不斷碰壁，有的租金太貴、有的空間太小
，永遠沒有最滿意的，而 「HAKKAFE」也與一
般咖啡廳不同，最後到了迪化街，發現附近有4
條巷子發展越來越好，有很多文青咖啡、私廚
進駐，才選定店址。

茶飲部分，Terry表示，店內提供5種茶葉

，不要讓大家覺得客家茶艱澀難懂，其中 「客
家酸柑茶」客家傳統緊壓茶，將虎頭柑果肉取
出後，混合茶葉、數種草本植物，互相吸收味
道，變成黑色茶餅， 「客家小孩一定都喝過這
個」；餐點不論是沙拉、三明治或早午餐中，
都加入客家鹹豬肉這個元素。

Terry 說，近期有越來越多咖啡廳願意提
供場地給表演創作者，最初他開店是想要成為
表演工作室，但要累積人脈與觀眾，才先從茶
店開始做，期待未來可以變成表演空間，累積
一定客人後，大家會知道這裡會有畫展、表演
，盼能讓表演藝術群體越來越壯大。

360360度環形投影 蘇紳源建構虛擬世界觀度環形投影 蘇紳源建構虛擬世界觀
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出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出 「「蘇紳源蘇紳源：：界界．．在線｜獸之初在線｜獸之初」」 特展特展，，作品結合國美館作品結合國美館360360度環形度環形

投影空間展出投影空間展出，，將參與者的互動過程數位化後將參與者的互動過程數位化後，，建構出虛擬世界觀建構出虛擬世界觀。。

咖啡店只賣客家茶 鹹豬肉加入早午餐更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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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上周五參加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上周五參加
Alief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並捐款千元並捐款千元，，贊助貧窮學生贊助貧窮學生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為了實現大愛社會，表達對單親或
無家可歸的貧窮學生的關懷， 「美南大專校聯會」的 「關懷推廣
委員會 」於上周五(2月1日 ）上午十一時，由該會負責人徐小
玲女士率領，參加 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這項
Alief學區募款活動已經舉辦將近二十年，每年利用園遊會募款提
供$32,000給Alief 校區，單親或無家可歸的貧窮學生四年的學雜
費用。而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是於去年九月新成立的組
織，其宗旨在關懷周遭弱勢族群，加強華裔與主流社會關係。

上周五的園遊會現場，有許多不同族裔的攤位和團體參加

烹飪比賽，提供不同的Soup'er bowls參加競選。因為年近中國農
曆新年，大專校聯會提供佈置美觀的攤位，以中國農曆年新春迎
喜，豬年大利為主題，並提供各式的春節小燈籠，春節喜糖，幸
運餅乾，送給大家。當天，現場還由僑委會提供的資料給校聯會
，由當天在現場的代表，包括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負責人
徐小玲， 「校聯會」前理事長黃初平、去年理事長鄭昭、前會長
洪良冰，以及徐小玲的夫婿鄭芳彥、洪良冰的夫婿陳柏宇，都在
現場忙碌的服務不斷湧來的民眾。美南大專校聯會，由會員們踴
躍募款，並由關懷推廣委員會代表，將捐款一千元來贊助Alief

學區貧窮學生。當天的活動從早上11時至下午1時，在休市西南
區West Center Drive的Tracy Gee Center 對面的廣場舉行。

當天出席的包括Alief 學區教育和社區負責人Dee Jones ,以
及扶輪社會長Adam Shaw, 最後大會盛邀由今年首度參加的美南
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負責人徐小玲主持頒獎。頒發
Soup'er Bowl （烹煮湯比賽）做的最好的前三名團隊，分別為第
一名：Johnson ,Deluca, Kennedy& Kurisky, 第二名：Gene Stoffel ,
第三名： Place Marriott Hotel。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Alief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大專校聯會代表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大專校聯會代表（（右起右起））前會長洪良前會長洪良
冰冰，，校聯會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負責人徐小玲，，校聯會前理事長黃初平校聯會前理事長黃初平,,去年理事長去年理事長
鄭昭及鄭芳彥先生等人鄭昭及鄭芳彥先生等人。（。（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多年來以其良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
斯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近年來該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售
和服務團隊。他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耐用，質量上乘的各種新型號
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面前。 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
效益的同時，還積極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由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十
三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將於2019年3月17日（星期日）上午9：30在德州乒乓球訓
練中心舉辦。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們的球藝。此次比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
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培養孩子們積極向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
，並能在比賽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本次比賽也得到了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知名的惠康家庭全科珍所許旭東和陳永芳兩位醫

師的鼎力相助。兩位醫生多年來非常關注和支持休斯頓的少年乒乓球運動，並贊助此次比賽。
凡是年齡在18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乓球愛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30美元。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年3月10日。超過規定時間的報名者，報名費為45美元。本屆比賽不接受
現場報名。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2019年3月17日上午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A，B，C, D 四個組別。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
應組別。比賽採取3局2勝，每局11分。比賽將使用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汽車公司將
為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同時為所有參賽的運動員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5902 SuiteA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繫人：王教練
，手機：832-287-6688

圖為校聯會圖為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負責人徐小玲（（右二右二 ））頒發今年度頒發今年度Soup'er BowlSoup'er Bowl 第一第一
名團隊名團隊Johnson, Deluca,Kennedy & Kurisky(Johnson, Deluca,Kennedy & Kurisky( 左三至左一左三至左一 ），（），（ 右一右一）） 扶輪社會長扶輪社會長
Adam ShawAdam Shaw。。

第十三屆第十三屆““豐田杯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9 年2月份會員通告
( 本報訊）I. 2019年第一季度1、2、3月

慶生會謹定於2月16日(星期六) 上午10:00到
中午1:0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為慶祝農曆
新春、元宵節和會員慶生將於會場為會員提供
午餐。並安排有精彩的歌唱和舞蹈表演節目。
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壽星劵和
非壽星劵兩種。壽星劵可領取禮物一份。請憑
有效會員証於2月10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
十點到十二點到僑教中心102室向義工登記領
取入場劵。慶生會當天憑票和會員証入場。2月

10日後恕不再分發入場劵。
II. 2019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2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換証的新舊
會員請到僑教中心108 室辦理。還沒有換証的
會員請盡早辦理。

III.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2月7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僑教中心102室主題: 體
內環保好輕鬆。介紹:因著飲食和生活習慣的改
變，使我們身體累積了許多的負擔，讓我們藉
著飲食，運動和水療，做個體內大環保。示範:

居家水療法。
IV. iPad和 iPhone第 III 班: 將於2/20
開班到3/22。學習一般通用的應用軟
件如書籤、桌面和照片的分類、以及

如何創立LINE帳號以及設置和使用。如何加入
新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語音訊息、視訊通
話、自訂表情、群組聊天。讓你一步步輕鬆了
解如何應用LINE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每班人數有限、先到先得。收費35元。有興趣
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102室繳費報名。

V. 2019年2月23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2月7日, 星期四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收費30元
。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
水 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

須繳交l0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
席恕不退費。本會所舉辦的一日旅遊、只限會
員參加。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8:45–下午5:10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中午中式自助餐。參觀式各樣怪誕的樹雕、
以及參觀布萊恩博物館位於歷史悠久的
Galveston孤兒院，由於受到西班牙在該地區的
特別影響，布萊恩博物館為世界上最大擁有德
州和美國西部的收藏品之一。除了七個永久性
的畫廊外，還包括旋環特殊展覽，圖書館和檔
案館。擁有很多、有價值的歷史珍藏品。

VI. 1/22/2019 一日遊Sam Houston 紀念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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