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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鮑爾將軍過世
（中央社）CNN 報導，鮑爾的訃聞是他的家人
在 Facebook 發布的，寫道： 「由於 Covid 19 的併
發症，鮑威爾將軍今天早上去世了。我們失去了一
位了不起且充滿愛心的丈夫、父親、祖父和一位偉
大的美國人。」 家人有提到，鮑爾生前已完成 2 劑
的疫苗接種。
擔任幾屆共和黨政府的國務卿，制定了美國的
外交政策，獲得極大的好評。在歐巴馬之前，鮑爾
曾經被視為最可能成為美國總統的非裔人物，共和
黨也曾多次詢問他的意見，但他以 「美國還沒準備
好」 的理由而拒絕了。
鮑爾在老布希政府時期遇到好幾場美國軍事行
動，包括 1989 年出兵巴拿馬，然而更重要的戰爭是
1991 年沙漠風暴行動，當海珊佔領科威特並且拒絕
撤軍後，鮑爾從原本的主張談判立即改成同意動兵
，他成為政府最信任的代言人之一。
雖然鮑爾是共和黨人，但民主黨同樣欣賞他，
柯林頓總統時期，又頒發的第 2 枚總統自由勳章。
鮑爾在 2001 年成為小布希總統的國務卿，他成
為當時權位最高的非裔美國公職人員，在總統繼任

路透社）
）
者中排名第四，也是創下歷史。不過，也 （路透社
正是在他國務卿任內，因錯誤的情報認定
「伊拉克正研發大規模毀威性武器」 ，促
使聯合國出兵發動第 2 次伊拉克戰爭，日後
被證明出錯，他的聲譽因此受損，他日後
也坦承是 「公職記錄上的污點」 。
到了 2000 年總統大選，再次拒絕了請
求他參選的呼籲，而他選擇支持小布希，
這也被視為小布希當年選舉的一大助力。
儘管鮑爾的公職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
共和黨政府中渡過，但他晚年卻多次選擇
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嚴厲批評共和
黨高層領導人。他曾支持過歐巴馬，也在
2016 年選擇支持希拉蕊而不是川普，他甚
至批評川普是國家的恥辱。
2020 年大選，他再次批評川普，並於
6 月宣布支持拜登，他抨擊川普濫權 「我們
有憲法，也必須遵守。然而總統已經違背
爾說 「我已經不能再稱自己是共和黨人了，我現在
了它。」
什麼都不是。.....現在，我只能關心我的國家，而不
當今年 1 月上旬，發生美國國會大廈騷亂後，鮑 關心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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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的外交領事團盛筵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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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休斯敦市長特納之邀， 近一百位各國駐
節在休斯敦的總领事外交代表， 於上週六在喬
治布朗會議中心舉辦的外交領事团年度之盛會
， 來表達市府對他們在促進文化経濟政治交流
之貢獻。
休斯敦這座百年來座落在墨西哥灣之國際
大城， 穿梭著二十多條大小川河 ，共有三百
六十六個市立公園及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單車行
道。
市長在致歡迎詞中， 誓言要把這座世界石
油能源之都䅪極打造成新的代替能源，繼續在
下世紀領導新能源之未來發展。
今天休斯敦是全美多元族裔聚居最多的城
市， 我們一向以多元文化、 宗教 、語言為驕
傲，其中包括已運作的國際區最为顯注。
由于經濟條件之優良坯境，每週有六千新
居民不斷迁入州內， 其中又以休斯敦、 達拉
斯、 奧斯丁最多。

今天世事多變， 而不變的還有全世界都無
法阻止的國民交往， 我們有幸參加了市長舉辦
的盛會 ，我們要繼續慶賀休斯敦獨有的歷史
、人文、 多族裔及領先科技之貢獻。
近百位的總領事外交官們在總事團團長秘
魯總領事之領御下，依各國名在國民兵護衛隊

高举衛刀下列隊進入華麗會場， 今晚除了市長
的精彩演說及豐盛的餐點外， 並有樂隊歌星伴
奏， 賓客紛紛翩翩起舞。
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中 ，今晚的艳光和音符
及外交官們， 增添了許多精彩和感動。

Houston Consular Ball
future. Houston is the city that is lea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to reduce emissions.
A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in America,
it is through global partnerships that Houston
has been able to move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We are very proud that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s playing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this great cit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e are so honored to have been invited by
Houston’s Mayor Sylvester Turner to attend
the Houston Consular Ball. Almost one
hundred of the country’s Consuls General
and Honorary Consuls General attended the
beautiful party last Saturday at Houston’s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banks of Buffalo Bayou and is a city shaped
by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its proximity to
the Gulf of Mexico, to its 22 bayous and
waterways, to its 366 parks and to its more
than 125 miles of hike-and-bike trails.
Houston is, and has always been, a city
connected by its green spaces.

In his message, the mayor he said that
Houston was founded as a trading hub on the

As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we
continue to evolve a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The Houston Consular Ball was not only to
show the mayor that we greatly appreciate
our Consular Corp, but to also recognize the
Consular Corp for all that they have
contributed over the years to the growth of
our city.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is signature event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our unique history of
diversity, innovation and honor as well as the
friendships we share with the Consular Corps.
Mr. Mayor, we all thank you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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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觀點:: 國會山之秋
國會山之秋-- 川普亂局未定
川普亂局未定,, 期中選舉尚有變數
期中選舉尚有變數】】

發生在今年 1 月 6 日暴民攻擊國會殿堂叛亂
事件是美國建國以來最羞辱的民主之恥, 但迄今
尚未有定論, 主因共和黨護航川普, 讓彈劾案未過
關。 然而民主黨契而不捨, 由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在 7 月主導成立了真相調查委員會, 儘管少數黨領
袖麥卡錫嚴禁共和黨黨員參加, 但最後還是有兩
位勇敢的眾議員參加, 一位是前副總統錢尼的女
兒, 另一位則是軍人出身的伊州眾議員金辛格
(Adam Kinzinger), 這是”唯二”站在公理正義的
共和黨眾議員, 顯示川普在共和黨的餘威未退。
雖然共和黨堅決反對調查國會攻擊事件, 但
美國民眾近六成是贊成的, 主流民意也站在調查
這一邊, 使真相委員會增加了調查能量, 然而川普
橫加阻撓, 一再警告前白宮官員與羃僚不可出席
聽證會應訊, 更不可思議的是, 川普竟聲稱仍擁有
行政特權, 命令相關部門不得提供資料給調查委
員會，但他的荒唐主張立被拜登否決，看來白宮
前朝官員是不敢公然藐視國會的, 終有一天國會
暴力事件必會水落石出。
明年就要舉行國會期中選舉, 川普揚言他將

嚴懲復那 10 位曾贊成彈劾案的共和黨眾議員, 讓
他們不能再當選，他不但要求共和黨金主不要支
持這些議員, 更在多州扶植追隨自己的人來參選,
其中俄亥俄州的眾議員岡薩雷斯因川普欽點自己
的親信前白宮助手米勒與他對陣, 他自知難抵川
粉盲目抵制, 所以宣佈將不再於毒害的政治環境
中尋求連任，川普得知後扯高氣揚的說:” 一個
已倒下, 還有九個將被打倒 。”
當然也並非其他反對川普的眾議員都會被打
倒，但伊州的金辛格顯然形勢險峻，因為川普推
出了超級追隨者克里斯蒂娜•勞夫與之對決, 兩
人都具有超強募款能力, 因此未來的共和黨初選
將成為一場代價高昂的針對川普和川普主義所進
行的全民公投。
此外, 由於伊州在 2020 年人口普查中人口遞
減, 所以也喪失了一席眾議員，而由民主黨掌控
的伊州議會卻在選區重新規劃時把金辛格原來隸
屬的選區劃進民主黨大票倉區，所以似乎已注定
讓金辛格提前出局了, 當然那也是川普所樂見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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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深陷供應鏈危機，，900
英國深陷供應鏈危機
900萬人缺衣少食
萬人缺衣少食

（綜合報道）英國的供應鏈短缺情況持
續惡化。即使約翰遜政府已經調動了軍隊，
依舊無法擺脫加油站油荒。更可怕的是，英
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英國 900 多萬人
正因為超市缺貨而無法買到生活必需品，也
就是說冬季來臨前，已經有超過 10%的英國
人陷入缺衣少食之中。與此同時，英法兩國
的關係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之中，一場新
的危機正在前面等著英國。
據英國《獨立報》報導，由於與英國在
澤西島捕魚權上存在爭端，法國漁民見海峽
對面的英國陷入供應鏈困境，於是準備藉機
發難，對英國“落井下石”。
澤西島海域的漁業爭端已經持續了有一
段時間，該島屬於英國領土，但距英國本島
100 多英里，距法國本土僅 14 英里，長期以
來，法國人都將此地視為自己的傳統漁業區
。但是脫歐以來，英國卻拒絕再向法國漁民
發放澤西島海域的捕魚證，導致英法兩地漁
民鬧得不可開交，一度需要兩國海軍出面調
停。
英國的供應鏈短缺讓法國漁民看到了報
復的機會。法國當地的漁業組織一早就威脅
稱，將嘗試封鎖英法之間的海峽隧道以及港
口，讓英國的物資短缺來得更猛烈一些。當
地漁業委員會經理伯努瓦-菲爾曼嘲諷道，
他們甚至還沒有開始封鎖，英國人就已經開
始缺食物、汽油和各種工人了。一旦他們開
展封鎖海峽行動，英國人今年聖誕節將過得
極為淒慘。法國漁民威脅稱，他們的封鎖將
不局限於一個港口。
英國目前的物資緊缺已經達到了危險的

地步。島內正陷入嚴重的用工荒，甚至連食
品行業也受到影響，養豬場無屠夫可用“豬
滿為患”，10 月初至今，已經有 12 萬頭生
豬待宰；火雞養殖場招不來季節工幫助打包
和運送，導致大型生產商不得不減少火雞產
量。今年的聖誕節，英國人想吃到火雞，恐
怕得出大價錢。
如果法國漁民再趁機搞事，封鎖英法之
間的港口隧道，這意味著英國狀況將雪上加
霜。有人可能會問，由法國政府在，法國漁
民能掀起什麼風浪。實際上，法國政府現在
也正看英國不順眼，巴不得對英國實施制裁
，在此之前，多名法國議員都提出製裁英國
的提議。如果漁民鬧起來，封鎖英法之間的
港口和隧道，法國政府說不定真的會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放任事情鬧大，讓英國人吃個
悶虧、
英法鬧得不可開交，美國和歐盟不得不
出手。歐盟勸法國平息漁業風波，緩和英法
緊張局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也勸英國
首相約翰遜，學學美國，與法國和解。不過
英法兩國根本聽不進盟友的勸說。法國政府
發言人明確表示，英國必須保證法國漁民的
連續性，不再拒絕簽發法國漁民的捕魚證。
約翰遜也絲毫沒有與法國和解的意思。
近年來，英法之間雖然從來都不對付，
但鮮有陷入這種從民間到朝堂的全面對抗。
約翰遜這次的麻煩不小，英國燃油、天然氣
都已全面告急。如果未來幾周無法緩解現狀
，很多英國民眾家中甚至無法供暖，凍死人
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台風“圓規”造成菲律賓至少 30 人死亡

農業損失超 10 億比索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長哈伊裏·
賈邁勒丁宣布，從即日起，取消遊客赴蘭
卡威時應強制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的規定。
旅遊部長南茜近日更表示，正在考慮開放
國際遊客以國際“旅遊泡泡”方式赴蘭卡
威旅遊。
哈伊裏表示，自蘭卡威作爲馬來西亞
首個國內“旅遊泡泡”開放逾三周以來，
登島的 5.4 萬名遊客只有 216 人檢測呈陽性
，陽性率約爲千分之四。
但哈伊裏依然鼓勵民衆在赴蘭卡威旅
遊前自行進行檢測，以避免給他人帶來風
險。
蘭卡威是馬來西亞首個開放的國內
“旅遊泡泡”。馬政府在周一起取消全國
範圍內跨州限制後又進一步放松赴蘭卡威
旅遊的防疫限制，對受疫情重創的馬來西
亞旅遊業而言被認爲是又一利好消息。據
本地媒體報道，自從開放跨州限制後，馬
來西亞主要航空公司馬來西亞航空和亞洲
航空的機票都衝出高銷量。不少本地旅遊
業者都預期本周末作爲跨州限制取消後首
個周末將迎來遊客潮。
自9月16日開放以來，蘭卡威已有一家五星級酒店于10
月初發生員工群體感染事件，總計有逾50名員工或員工家屬
確診。雖然官方指該群體感染源自社區，未有遊客因此染疫
；但該群體感染事件依然在馬社會引發一定程度擔憂。

﹁
﹂

柬埔寨亡人節後
逾 300 返崗工人確診
綜合報導 柬埔寨亡人節假期結
束後，官方組織工廠陸續對大批返崗
工人進行新冠檢測，結果顯示，已有
逾 300 人確診。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 14 日通報，該
國當天新增報告 268 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359 例，新增死
亡 25 例。新增確診病例中，244 例爲
社區傳播感染病例，24 例爲境外輸入
確診病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
計確診 11.5 萬例，累計治愈 10.9 萬例
，累計死亡 2584 例。
柬埔寨亡人節爲稱爲“亞洲最長
的清明節”。今年亡人節于 9 月 22 日
開始直至 10 月 6 日結束，其間大批工
人回到家鄉與家人團聚共度節日。爲
遏制疫情在各工廠或企業擴散蔓延，
勞工部鼓勵各工廠、企業等准備充足
的快速檢測試劑盒，以在亡人節過後

馬來西亞蘭卡威再 松綁
冀促旅遊業複蘇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家減災委發布
消息，截至當地時間 10 月 14 日 8 時，
台風“圓規”已經造成至少 30 人死亡
，3 人受傷，另有 14 人失蹤。
台風“圓規”于 11 日 20 時 10 分左
右在菲律賓卡加延省富加島以強熱帶
風暴強度登陸。受其影響，該國呂宋
島和巴拉望島等地多個區域發生數十
起洪水和山體滑坡事故，導致超過 19
萬人受災，上千名居民被疏散。道路
和橋梁受損，基礎設施方面的損失超
過 6600 萬比索，約合人民幣 800 萬元。
14 日，菲農業部通報，“圓規”
導致農業方面的損失超過 10 億比索，
約合人民幣 1.2 億元，超過 3.5 萬名農民
和漁民受影響，受災面積達 5.2 萬公頃
。
菲 農 業 部 長 威 廉 · 達 爾 (William
Dar)表示，農業金融機構將分期向呂宋
島北部和其他地區受台風和洪水影響
的農民和漁民，提供緊急貸款和撥款
8.22 億比索，幫助他們恢複生産生活。
同時，政府已准備向災區分發農
作物種子、牲畜和家禽用藥物及生物
制劑，菲律賓農業保險公司(PCIC)將向
受影響的農民和漁民提供賠償，助受
災地區盡快恢複生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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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職員、工人進行快速檢測。
柬埔寨勞工部發言人韓蘇指出，
亡人節假期結束後，自本月 8 日至 13
日有累計近 7 萬名工人自願接受檢測
，其中 375 名人被確診。目前相關部
門已根據上述確診患者的病況爲他們
提供住處和治療。韓蘇表示，全柬工
廠返崗工人確診數據低于 1%，因此不
會引起太大的擔憂，也不會影響到柬
埔寨的服裝行業運行。
此外，亡人節假期也帶動柬埔寨
旅遊業複蘇，截至目前，旅遊勝地吳
哥古迹所在地暹粒市 200 家餐廳和食
堂中近 50 家已陸續獲准恢複營業，允
許客人進入餐廳用餐。爲保障就餐場
所安全運行，暹粒官方成立專門工作
組，工作組成員分別來自旅遊局、衛
生局、郵電局和環保局，餐廳一旦通
過檢查和評估，即可重新開門營業。

韓國“N 號房”案主犯終審獲刑 42 年
綜合報導 韓國最高法院大法院駁回
“N 號房”事件主犯趙主彬(Cho Ju-bin)的
上訴，終審判處其有期徒刑 42 年。
“N 號房”事件是指韓國系列網絡性
犯罪事件。該案件主犯趙主彬現年 25 歲
，涉嫌從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2 月脅迫包
括未成年人在內的數十名女性拍攝不雅
視頻實施性剝削，並在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聊天群中販賣傳播該視頻，去年
4 月被韓國檢方提起訴訟。
2020 年 11 月 26 日，韓國首爾中央地
方法院對“N 號房”一案進行了一審判
決，判處主犯趙主彬有期徒刑 40 年，另
外，隱匿犯罪所得案一審判處其有期徒
刑 5 年，兩案數罪並罰總和刑期爲 45 年。
二審將兩案合並審理，考慮到趙主彬又
與部分受害者庭外和解，調整量刑後于
今年 6 月 1 日判處其有期徒刑 42 年。同時
被判處身份信息對社會公開、通報 10 年
，限制在兒童青少年機構和殘疾人福利
設施就業，佩戴定位監控電子腳鐐 30 年
，追繳違法所得 1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54

萬元)。
大法院第二庭 14 日駁回了趙主彬的
上訴，維持二審判決。檢方認爲，趙主
彬組織的聊天室“博士房”組織嚴密，
有內部規矩，分工協作，犯罪目的明確
，不只是單純分享淫穢信息，認定其爲
犯罪團夥。趙主彬雖承認制售、傳播性
剝削制品，但否認“博士房”是犯罪團

夥，並聲稱檢方違法采集部分證據，但
繼一審、二審法庭之後，大法院也認定
檢方指控的大部分罪名成立。
據悉，趙主彬還和“博士房”二把
手、現年 20 歲的姜某一起涉嫌脅迫多名
女性拍攝裸照，去年 4 月被額外起訴，一
審法院正在審理該案，故其刑期還可能
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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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美國把美元當作製裁武器並瘋狂印鈔
扼殺儲備貨幣地位
使用美元作爲制裁工具正在犯下大錯。
他們就是這樣做的，阻止美元對遭制裁
産品進行結算。”普京批評道。
這位俄羅斯領導人指出，即便是美
國的盟友也在減持美元，並在相互貿易
中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不僅因爲美元已被用于制裁，還
因爲華盛頓正在通過瘋狂印鈔和提高國
債使本國貨幣貶值，”普京稱，“美國
的通貨膨脹率很可能是曆史上首以很長
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現過的速度增長。”
“現在每個人都在問一個問題：下
一步是什麽？美國當局將如何處理這筆
巨額債務？他們會怎麽做，對美元進行
一些操縱，降低其價值？”普京說。
普京出席“俄羅斯能源周”，他在
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
的采訪時說：“美元正在破壞自己作爲
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元的結算規模
在下降，全球各國各自的美元儲備規模
也在降。”
普京表示，美國把美元當作制裁武
“美國把美元當作制裁武器是自拆 器是自拆牆腳，爲了短暫的政治利益只
牆腳”
能給自己帶來損失。“在我看來，美國

綜合報導 英國議會下院發表的英國首份新冠疫情調查報告指出，
英國未能在大流行早期采取更多措施阻止新冠病毒傳播，這是該國最嚴
重的公共衛生領域失敗之一。
這份報告名爲《新冠病毒：迄今獲得的教訓》，長達 147 頁，由英
國議會下院衛生與社會保健特別委員會和科技特別委員會發表。這也是
英國發表的首份新冠疫情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盡管來自中國和意大利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具有高度傳染
性，會對健康造成嚴重影響，會導致嚴重疾病且當時無法治愈或得到有效治
療，但英國在疫情最初幾周采取的措施太少，無法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
報告指出，英國沒有充分利用從亞洲國家得到的經驗。報告說：
“英國在大流行最初幾周時所蒙上的無知面紗，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報告說，大流行初期英國政府作出的應對計劃，只是將疫情當作流
感來處理，並沒有吸取“非典”(SARS)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
(MERS)冠狀病毒及埃博拉病毒暴發的經驗教訓，而且政府完全根據 3 年
前的預測，嚴重低估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死亡人數。
報告認爲，此次危機暴露了英國“政府機制的重大缺陷”。報告列
舉了包括政府首席科學和醫學顧問等數十名專家的觀點指出，英國應該
更早推出保持社交距離、隔離、檢測及全面封鎖等防疫措施。
英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英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 8231437 例，累
計死亡 137944 例。

應對疫情人手不足
澳大利亞從海外招募 2000 名醫療工作者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將從海外招募 2000 名醫療工作者，旨在緩解醫
療人員配備危機。目前這一計劃正在由該國聯邦政府和各州及領地政府
敲定。
聯邦衛生部長亨特(Greg Hunt)表示，已經申請赴澳的醫生和護士將
能在確保航班安全的前提下，繞過旅行限制，並在澳洲的疫情應對工作
中擔任重要職位。亨特稱：“這將是一次性的額外支持的提供。聯邦將
致力于此，各州及領地政府也正在與我們進行建設性的合作。”
據悉，此次海外醫療工作者大多是來自英國、愛爾蘭和其他國家的
移民，因爲這些國家的護理和醫療被監管機構認定爲與澳大利亞等同。
這意味著他們一到澳大利亞就可以開展工作。
與此同時，維多利亞州也將斥資 250 萬澳元從海外招募 1000 名醫療
工作者，其對象主要是返回澳大利亞的本國人，以幫助緩解當地醫院員
工的壓力。據悉，這些海外醫療小組將由醫生、護士、助産士和相關保
健專業人員組成。
根據澳大利亞護理和助産聯合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技術移民占所
有新注冊護士的 21%。在維多利亞州，在海外接受過培訓的醫生占醫
生總數的 23%，占偏遠地區醫生總數的 30%。維多利亞州衛生廳估計
，自疫情開始以來，加入該州醫療領域勞動力大軍的移民數量驟降
了約 40%。

俄羅斯黃金外彙儲備結構降低美元
占比

納比烏林娜說，俄業務也逐漸轉向
其他貨幣。“有些正在轉向以本幣、歐
元結算。歐元合約的份額正在緩慢增加
。相應地，這也將逐漸影響外彙市場的
需求結構。”
俄羅斯財政部今年 7 月將國家福利
基金的結構調整到新標准：美元份額降
至零，英鎊降至 5%，歐元和人民幣占比
俄國家福利基金結構歐元和人民幣 分 別 升 至 39.7% 和 30.4% ， 日 元 份 額 爲
占比上升
4.7%，非實物黃金占比 20.2%。

烏克蘭稱將在非洲引渡她
俄外交部：她代表俄羅斯，和烏克蘭無關
綜合報導 烏克蘭前副檢察長馬梅多
夫 （Гюндуз Мамедов） 曾
表示，在波克隆斯卡娅被任命爲俄駐佛得
角大使後，基輔方面可以開始准備“引渡”
她的文件了。烏克蘭外交部新聞秘書奧列
格· 尼古連科（Олег Николен）
則表示，已就波克隆斯卡娅的“犯罪活動”
向佛得角共和國當局提出了申請。這位烏
克蘭外交官還表示，波克隆斯卡娅“即使
在非洲也無法躲藏”。
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則回應表示
，娜塔莉亞· 波克隆斯卡娅被任命爲俄羅
斯的大使，這一任命決定是由俄羅斯總統
所作出，“她將代表我們的國家，首先是
俄羅斯的駐外大使”，“這與烏克蘭沒有
任何關系”。
紮哈羅娃說：“其次，按照維也納
1961 年的外交關系公約，作爲俄羅斯代表
的娜塔莉亞· 波克隆斯卡娅對任何人所宣
布的行動都具有絕對的豁免權，其中包括
在來去（佛得角共和國）的路上。這也是
所有人都應該明白的。“
紮哈羅娃還表示，建議烏克蘭夥伴嘗
試在烏克蘭己方境內使用烏克蘭司法。

克裏米亞政治學者紮拉拉
（Владимир
Джаралла ） 就 此 分 析
稱：“從現實的角度出發，他們
（烏克蘭方）的威脅無足輕重。
大使 具 有 的 豁 免 權 、 自 蘇 聯
時代以來（烏克蘭同我國）
的 種 種 聯 系以及我國目前的地
位 使 得 政 治 上 的 小 角 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н
ичтожеств） 的 威 脅 變
得荒謬可笑。波克隆斯卡娅（因
此）獲得了額外的關注，這在外
交工作中倒總是很重要的。”
此前，據報道，俄羅斯總統
普京任命波克隆斯卡娅（現年 41
歲）爲俄羅斯駐佛得角大使。波
克隆斯卡娅對此項任命表示感謝，還表示
她目前還在莫斯科進行准備工作，將與前
任大使完成交接。
據法媒報道，波克隆斯卡娅堅定支持
克裏米亞並入俄羅斯，並因此受到了歐盟
和美國的制裁。2014 年 3 月，克裏米亞並
入俄羅斯後，波克隆斯卡娅被俄總統普京

任命爲克裏米亞檢察長。2016年，波克隆斯卡
娅當選俄羅斯聯邦第七屆國家杜馬議員。據俄
新社報道稱，波克隆斯卡娅曾于2017年明確
表示，她目前只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
法媒報道稱，波克隆斯卡娅被任命爲
駐佛得角大使一事表明她不再受到克裏姆
林宮的青睐。

最年長太空客！90 歲《星際迷航》“艦長”完成太空旅行
綜合報導 億萬富豪貝佐斯
旗下的美國航天技術公司藍色
起 源 的 “ 新 謝 潑 德 ” 號 (New
Shepard) 飛 船 13 日 在 得 州 西 部
小鎮進行了第二次太空旅行
報道稱，四名乘客當中包
括了出演美國經典科幻電視劇

和電影《星際迷航》(Star Trek)
的演員、90 歲的夏特納，他在
劇中飾演柯克艦長的形象深入
影迷的心，當天吸引不少影迷
前來發射站，見證柯克艦長實
現飛行任務，展開約 10 分鍾 20
秒的亞軌道太空之旅。
據報道，飛
船達到約105公裏
飛行高度時，即
與發射火箭分離
，自主飛行約四
分鍾， 期 間 乘 客
處于失重狀態。

之後，太空艙由降傘落搭載回
航，降落在得州沙漠。90 歲高
齡的夏特納如今成爲有史以來
登上太空的最年長者。
“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這位
90歲的老人說，在經過約11分鍾
的穿越地球大氣層並再次返回得州
沙漠的旅程後，他激動得流下了眼
淚。夏特納驚歎于失重的體驗和從
太空看到的地球的壯麗景色。
據藍色起源公司網站介紹
，這是“新謝潑德”號飛行器
第 18 次太空試飛。此次載人太
空飛行原定發射時間是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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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氣原因被推遲。
今年 7 月 20 日，“新謝潑
德”號飛行器完成首次載人太
空試飛，藍色起源公司創始人
、亞馬遜公司前首席執行官貝
佐斯等 4 人參與首次試飛。
除藍色起源公司外，美國太
空探索技術公司和英國維珍銀河
公司等多家企業也在積極開發太
空飛行器，力爭搶占商業太空旅
遊先機。今年9月18日，美國太
空探索技術公司的“全平民”太
空“旅行團”在環繞地球飛行約
3 天後成功返回地球。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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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份新冠疫情調查報告：
最嚴重的公共衛生領域失敗之一

“俄正在減少儲備和結算中的美元
比例”
普京指出，俄羅斯正在減少儲備和結
算中的美元比例。“雖然這並不總是可
以做到，但我們一直在努力向本幣結算
過渡。因此可以說，美國正在自拆牆腳
，因爲作爲國際儲備貨幣是美元的絕對
競爭優勢，美國正在爲短暫的政治局勢

上個月，俄羅斯央行行長埃莉維拉·
納比烏林娜在接受俄媒采訪時說，俄羅
斯對美元的興趣將逐漸減少而轉向其他
貨幣。
“我們經常披露有關黃金外彙儲備
結構的信息。不僅在俄羅斯國家福利基
金方面，而且整體上在黃金外彙儲備中
都發生了美元減持。2018 年，我們大幅
改變黃金外彙儲備結構，降低美元占比
，這不僅考慮經濟金融，還有地緣政治
理由，包括制裁風險。”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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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美國本身正在扼殺美元
作爲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將其用作對別
國制裁的武器，同時在國內大幅增加國債
，助長通貨膨脹。普京還認爲，當前能源
交易使用加密貨幣結算爲時尚早。

而損害國家戰略性經濟利益，破壞美元
的這種優勢。”
普京表示，俄羅斯無意全面放棄美
元結算，“至少我們對能源，首先是石
油的美元結算暫時感到滿意。”他補充
說，如果美國政府把本國貨幣作爲制裁
工具使用的政策繼續推行下去，美國自
己就會破壞對美元的信任。
普京還認爲，加密貨幣可以成爲結
算單位，但十分不穩定且耗能，當前用
于支付能源費用還爲時尚早。“加密貨
幣當然可以成爲結算單位，但十分不穩
定。資金從一地彙至另外一地是可以，
但我認爲，對交易，尤其是能源交易而
言現在使用加密貨幣結算還爲時尚早。”
普京解釋說，加密貨幣目前沒有任
何擔保。他同時強調，一切都在發展，
“我們將關注加密貨幣發展態勢，可能
某些時候也會成爲儲蓄手段。我們看到
了這個市場在如何波動，現在還早點兒
。”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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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430萬人辭職，全美上下罷工“躺平”
美國想靠啥恢復經濟？
（綜合報導）近期，隨著新冠疫情的反復以及經濟危機苗頭的愈演愈烈，美國境內可謂是
“遍地開花”，打砸、搶劫和槍擊之類的暴力事件屢屢上演。此外，據美媒報導，由於勞動力
短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罷工潮”，且“停工抗議”之聲愈演愈烈。相關數據顯
示，目前美國約有 10 萬名工人正開展或醞釀罷工；僅在 8 月份，全美有 430 萬人辭職，辭工率
創 20 年新高。外界指出，“美國工人正處於戰斗狀態”。一邊是美國經濟亟待振興，各大企業
亟需人手，另一邊則是 10 萬共人要搞罷工，美國這是怎麼了？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經濟陷入停滯狀態，不少人失去收入來源，家庭生活質量每況
愈下，在崗工人不得不承擔額外的工作量，以彌補家庭開銷。然而在經濟剛剛有復甦之勢後，
各行各業的工作節奏分外激進，導致工作量急劇增加，而工人數量卻未有相應的提高，在崗人
員可謂“壓力山大”。
除此之外，美國面臨如此困境純屬自作自受。去年，美政府瘋狂地向民眾“發錢”，看似
“福利高”，卻只是飲鴆止渴。當大量美元未能迅速流向世界時，美金必然持續貶值。同時，
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危機，使得商品生產成本升高，而資本家自然不會當“替罪羊”，轉手將
多餘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繼而讓商品價格普遍上漲，進一步引發了該國的通貨膨脹，低收入群
體苦不堪言，工資微薄的工人們首當其衝。
此外，疫情封鎖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如麥片等適合居家烹飪的產品受到民眾的歡迎
。此類商品銷量和價格也一路水漲船高，企業因此賺得盆滿缽滿。然而，當工人們冒著生命危
險持續工作，供給商品需求時，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福利待遇，甚至工作環境因人手的不足而
更加嚴苛。因此，美國工人逐漸意識到，他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是何等的不公，繼而引起了接
連不斷的“罷工潮”和“辭工潮”。
報導稱，美國工會的一名負責人表示，工人們並沒有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是反對兩級薪
酬制度。當被問及“罷工將持續多久”時，該負責人則警告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比資本多堅
持一天。”顯然，雙方的矛盾已陷入膠著狀態。然而，若兩方不能達成談判協議，機械、食品
、醫護和娛樂等均將面臨癱瘓危機。目前，各企業管理層幾乎徹夜不眠地與工會代表談判，但
資方往往不願意接受工人所提出的條件和要求，雙方談判也無疾而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席捲全美上下的“罷工潮”，也是對自詡“人權燈塔”的美國狠狠打
臉。身為世界上最“自由和民主”的國家，連勞動人民的基本權利都無法保障，又有什麼資格
談“人權”？目前，美國總統拜登怕是正被架在火上烤，其所謂的“大干九十天”以應對國內
供應鏈危機，彷彿成了一句國際笑話。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拜登再不想出“好點子”，那美國
今年的聖誕節將一片愁雲慘淡。

“狙擊手機器狗
狙擊手機器狗”
”驚悚亮相美軍貿易展 美國黑人政治家鮑威爾
可精確命中千米外目標
死於新冠並發症享年 84 歲

（綜合報導）一款裝備 6.5 毫米口徑克里德摩爾狙擊步槍
的機器狗近日亮相美國陸軍貿易展，該機器狗不但能靈活快速
地移動，還能精確槍擊 1200 米外的目標。輿論認為，武器化的
機器狗開啟殺死人類的前景令人毛骨悚然。
裝備 6.5 毫米口徑克里德摩爾狙擊步槍的機器狗近日亮相
美國陸軍貿易展。
據報導，這款“特殊用途無人步槍”（SPUR）是總部設
在費城的“幽靈機器人”（Ghost Robotics）公司和內華達州斯
巴克斯的武器製造商 SWORD 國際公司的合作研發的。
“幽靈機器人”公司負責研發"四足無人駕駛地面車輛"，
也就是“機器狗”，可以被遠程指示裝載、卸載和發射狙擊步
槍。 SWORD 國際公司研發的 SPUR 就放置在“機器狗”的背
部。
這兩家公司尚未透露該武器的確切配置，也未透露該機器
狗能夠攜帶多少彈藥或其重裝率。
然而，測試表明，克里德摩爾（Creedmoor）狙擊步槍中

（綜合報導）美國前政治家兼將軍雷德•科林•鮑威爾（Retd Colin Powell）去
世。據他的家人說，儘管他全面接種了疫苗，但冠狀病毒感染的並發症對他來說是致
命的。鮑威爾享年 84 歲。
鮑威爾在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 的第一個任期（2001-2005）擔任國務
卿，是第一位擔任該職位的美國黑人。
在此之前，鮑威爾是美國武裝部隊的參謀長。他從 1989 年到 1993 年擔任該職位
，包括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在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任總統期間，他
擔任了兩年（1987-1989） 的國家安全顧問。

使用的 6.5 毫米口徑子彈比美
軍目前使用的 7.62x51 毫米子
彈的射程更遠。
克里德摩爾（Creedmoor
）狙擊步槍中使用的 6.5 毫米
口徑子彈比美軍目前使用的
7.62x51 毫米子彈的射程更遠。
目前還不清楚每個機器狗和 SPUR 附件的購買和維護費用
是多少。
開發商在軍隊貿易展上宣布，由於其高功能的傳感器，
SPUR 可以在各種條件下運作，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
“幽靈機器人”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 Jiren Parikh 去年告訴
媒體，當機器狗移動時，每條腿的計算速度是每秒 2000 次，能
確保機器狗靈活快速地移動。
據報導，美國空軍已經表示有興趣通過設計類似於商業虛
擬現實頭盔的界面，從中央指揮設施遠程操作機器狗。

由於其高功能的傳感器，SPUR 可以在各種條件下運作，
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
軍方希望將這些機器用於周邊安全、偵察和城市戰爭行動
。
但是，輿論認為，用 SPUR 武裝機器人，雖然可以說是一
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與其他無人駕駛地面武器沒有什麼區
別，仍然可能引起爭議，令人不安。
相比之下，競爭對手波士頓動力公司已經承諾永遠不會為
其任何機器人配備武器。該公司以其經常跳舞的機器狗“斑點
”（Spot）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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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演出冰雕連

《長津湖》演員趙波：希望子孫後代不要忘記志願軍戰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電影《長津湖》正在全國熱映，其中“冰雕連”

的情節觸動了無數觀眾。一張志願軍戰士臉上掛滿冰霜、死死盯向前方的照片在社交媒體熱

戲後幫扶三千老兵

傳。在這張劇照中，那張令人不忍直視的凍僵的臉，就是青年演員趙波曾在影視劇《三八線》
中塑造的“冰雕連”戰士慷慨赴死的臉。“那部戲是我們一群爺們流着淚演完的。”

●趙波在拍攝“冰雕連”時的劇照。

受訪者供圖

長津湖戰捷
“冰雕連”永存
這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發生在長津湖地
區的戰役。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志
願軍第9兵團3個軍在平均氣溫零下27攝氏度左
右的天氣中，與美軍第 10 軍在朝鮮長津湖地區直
接較量，創造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全殲美軍一個整團
的紀錄。
這次戰役收復了三八線以北的東部廣大地
區。志願軍在東西兩線同時大捷，一舉扭轉了
戰場態勢，成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拐點，為最
終到來的停戰談判奠定了勝利基礎。也是
在這場戰役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的3個連
隊因低溫犧牲在朝鮮戰場。“冰雕連”
成為一座精神豐碑、一種文化符號，
被載入軍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如今，在演員的身份之外，趙波的另一重身份是“志願軍老兵幫扶計劃”的

發起人。這一成立已 5 年的公益組織，目前已走訪幫扶了全國 3,159 位志願軍老
兵。

“我飾演的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六班班長武
黑子，他帶領戰士最後集體凍死在雪地
裏的情節就來自於真實的戰鬥經歷長津湖戰
役。”

“就是想親眼見見老英雄”

就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連線當天，趙
波剛結束了在浙江磐安對97歲的志願軍老兵陳
可來的回訪慰問。“五年前，如果不是遇到陳
老，可能就不會有‘志願軍老兵幫扶計劃’
了。”趙波感慨地說。
2015 年，電視劇《三八線》在遼寧撫順殺
青。之後，趙波和演職人員決定去探訪一些仍
健在的志願軍老兵。“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
是想親眼見見老英雄。”

劇組合作幫扶 獲捐60多萬元

“當時我們在這之前也走訪了幾位大山裏
的老兵，也知道條件艱苦，2016 年，看到陳老
的生活境況，我還是特別難受。”
當趙波把想幫老人修繕房屋、改善居住條件
的想法告訴給劇組同仁時，“沒想到大家都很
激動、要捐款，我們就商討着成立一個組織
吧。”於是，從幫扶陳老開始，“志願軍老兵
幫扶計劃”就開始運轉，“當時就是個暫定的
名字，就延續用到了現在。”

修房子買輪椅送補助

那之後，趙波和劇組同仁在拍戲空暇就馬
不停蹄地遍訪全國的志願軍老兵，“到現在我
們收到的60多萬元（人民幣）海內外捐款，全
部用來幫助老兵，幫助貧困老兵修房子、買輪
椅和護理床，給極特困老兵按月發放補
助……”
“我們的志願者隊伍也在壯大，在遼寧、
山東、河北、廣東等全國十餘個省份的常駐志
願者已經超過百人，其中還有很多‘90 後’、
‘00 後’的身影。”趙波還特別提到收到了港
澳台以及海外華僑的捐款，“有很多朋友會每

●趙波（右二）和“志願軍老兵幫扶計劃”的
志願者10月11日再次回到浙江磐安，看望大山
深處的志願軍老兵。
受訪者供圖
個月捐款，而我們到現在也素未謀面，非常感
謝他們。”
《長津湖》熱映也勾起了趙波關於拍攝“冰
雕連”的很多回憶。“刺骨的冷和挨餓。”這
是趙波對於飾演經歷的最深刻感受，“六七個
小時的拍攝，趴在那兒（雪地上）一動不動，
也不能吃東西。”
“我才知道，那種寒冷中人是不能完全趴
着的，只能有胳膊肘支撐、側着趴才能沒那麼
快凍僵。”
那場“冰雕連”的戲，拍攝現場的所有人
都眼含熱淚。“我理解的志願軍就是倔強的，
因為他們要靠兩條腿跑過敵人的汽車輪子跟坦
克履帶，用難以下嚥的凍土豆兒和根本無法下
嚥的炒麵去對付每天喝着熱牛奶、熱咖啡的美
國大兵。”

“可能我們演繹得還不夠好”
當 2015 年劇組在遼寧撫順殺青後，趙波
和劇組主演專程來到瀋陽的抗美援朝烈士陵
園。“可能我們做得（演繹志願軍）還不夠
好，但希望子孫後代都不要忘記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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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券綁台灣 Pay 用戶注意
掃碼消費才認列

(綜合報道）今年台灣 Pay 祭出好康振興優惠，成
功吸引不少人綁定，財金公司總經理黃昱程提醒民眾
，消費時須注意台灣 Pay 的使用規則，謹記 8 字箴言
「掃碼才算、感應不算」。
財政部配合五倍券政策，並趁勢擴大台灣 Pay 及
數位券使用成效，今年督導 8 家公股銀行與財金資訊
公司，共同加碼台灣 Pay 數位綁定優惠方案，同時與
國發會 「地方創生券」及原民會 「i 原券」合作，擔
任專屬支付工具角色。
台灣 Pay 數位綁定祭出了回饋新台幣 300 元、
500 元、800 元的優惠方案，且名額不少，相較民營
銀行還要搶破頭，且條件複雜，台灣 Pay 的優惠方案

更實在，成功吸引大批民眾綁定。黃昱程表示，整體
台灣 Pay 數位綁定人數超過 60 萬人，占全體行動支付
綁定的 63%。
要使用台灣 Pay 支付，除了使用網銀 app，也可
以下載 「台灣行動支付 app」，不過近日有民眾使用
台灣行動支付 app 的感應支付功能後，才發現無法認
列在振興五倍券的額度。
其實民眾將振興五倍券綁定台灣 Pay 時，在消費
認列部分就有提到，此活動限掃碼交易，不含感應式
交易；黃昱程也說，去年三倍券、今年五倍券都是如
此，提醒民眾謹記 8 字口訣 「掃碼才算、感應不算」
。

科技部學術研究獎
吳政忠喊話國際人才一起合作
(綜合報道）科技部今天舉行學術研究獎項頒獎典禮，科技
部長吳政忠指出，今年有 8 名外籍科研人員獲得肯定，除了展現
台灣對國際人才的包容，也喊話歡迎國際菁英跟台灣團隊攜手合
作。
科技部今天舉行 「學術研究獎項頒獎典禮」，頒發 2020 年
度傑出特約研究員 10 名、傑出研究獎 80 名及 2021 年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 45 名，共計 135 名，由吳政忠頒發獎座，表揚學術研究的
傑出貢獻。
吳政忠致詞時指出，科技快速創新，但最重要還是基礎研
究要打好根基，科技部在基礎科學研究預算也持續增加。去年開
始，疫情對很多生活步調帶來重大改變，像是生醫研究中病毒定
序馬上就派上用場，也應用在檢測、疫苗研發等。

挽救下滑出生人口數 台東生育補助調升至 3 萬元

少子化日益嚴重，
少子化日益嚴重
，台東縣政府為鼓勵生育
台東縣政府為鼓勵生育，
，並減輕新生兒家庭經濟負擔
並減輕新生兒家庭經濟負擔，
，18 日
舉辦 「生育補助溫馨再加碼
生育補助溫馨再加碼」」 記者會
記者會，
，縣長饒慶鈴
縣長饒慶鈴宣布自
宣布自 111 年 1 月起第一胎生育
補助由原本的新台幣 1 萬元調升至 3 萬元
萬元。
。

吳政忠指出，今年有 8 名外籍科研人員獲獎，除了展現台灣
對國際科研人才的包容友善，也顯示台灣研學術環境對外籍人才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歡迎國際菁英跟台灣團隊攜手合作。
榮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的清大化學系副教授帕偉鄂本
（Pawel Urban）會後接受採訪時指出，他來自波蘭，在瑞士認
識太太，來台灣已經超過 10 年，非常開心可以獲獎。
帕偉鄂本指出，團隊探索分子化學分析，開發自動化分析
工具，研究注重在皮膚代謝物的檢測，利用質譜儀檢測皮膚代謝
物，像是利用汗水萃取某些物質，透過非侵入式方法來做檢驗，
未來有機會應用在醫療臨床檢測上。
科技部次長林敏聰會後接受採訪時表示，學者遴選條件中
並沒有設定國籍，這次外籍學者獲選人數較多，反映環境愈來愈

海外所得未申報卻匯回買保單國稅局開鍘1770萬
(綜合報道）南區國稅局表示，日前查獲海外所得漏稅案，順著金流查核，發現有納稅人投資
境外公司獲配股利，但多年來未申報海外所得，還進一步拿來買美元保單，支付逾新台幣 6000 萬
元保費，最終遭補稅加罰款共計 1770 萬元。
南區國稅局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並發布新聞稿表示，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又稱最低稅負制
）規定，個人取自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或澳門來源所得，屬海外所得，全年達 100 萬元應
進行申報，並試算是否需繳納最低稅負。
日前在查核某件不動產財產有大額變動的個案時，順著金流，進一步發現當事人同時也有漏

國際化、也有一定吸引力，希望讓台灣人才庫更加多元。像是中
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司黛蕊（Teri Silvio）的研究榮獲傑出
研究獎，研究探討藝術與社會關係，聚焦在動畫的影響力，不僅
融入台灣在地內涵、也連結國際 21 世紀的現代文化，非常有意
思。
林敏聰指出，遴選過程十分審慎、也是公開透明的，有些研
究也會送國外審查，現在有愈來愈多跨領域研究，也邀集科技部
各司一起檢視研究內容。
科技部表示，這次獲獎者在各領域都有傑出表現，包括生
醫臨床試驗及疾病預防、生物醫學材料及藥物研發；開發下世代
記憶體、探索新穎材料之合成與應用；另有關地質斷層監測的智
慧防震減災研究，更對人類生命財產具有實質幫助。

報海外所得情形。
南區國稅局表示，這名納稅義務人在 2017 年至 2020 年間陸續
投保某保險公司的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共 10 張，躉繳保費
217 萬美元（換算約新台幣 6665 萬餘元），但繳納的美元保費並
非來自國內金融機構外幣存款帳戶，而是從自境外某銀行匯出。
南區國稅局經約談掌握到，這名納稅義務人獲配香港某公司多年股利，但均未匯回國內，進
而還以此購買外幣保單，最終核定 2017 年至 2020 年有海外營利所得 6665 萬餘元，補稅 885 萬元並
罰 1 倍，連補帶罰金額共 1770 萬元。
南區國稅局提醒民眾，個人如有海外所得，全年達 100 萬元就應申報，以免因漏報遭補稅及
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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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氣爽好時節 休士頓僑界風箏節慶雙十
（本報訊）為慶祝中華民國 110 年雙十國慶
，休士頓僑界國慶籌備會、中山學術研究會、美
南藝文社、休士頓中華公所及休台姊妹會聯手合
作 ， 於 10 月 16 日 下 午 在 明 湖 公 園 (Clear Lake
Park)舉辦國慶風箏節、健行及野餐活動。慶籌會
主任委員劉志忠、副主任委員劉美玲、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黃泰生及江麗君、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
唐心琴、休台姊妹會代表王秀姿於現場迎賓，逾
200 位僑領及僑胞歡欣與會。駐休士頓辦事處副
處長王韋龍夫婦、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
副主任黃依莉也出席同樂，和僑胞一起踏青。
劉志忠表示為了舉辦本次風箏節，特別在臺
灣訂製 30 面大型國旗風箏，並多次演練，希望藉
由這次活動彰顯 「中華民國國運飛揚，臺灣永遠
在高點」 的意念。王韋龍也代表辦事處處長羅復
文向大家問好，讚揚本次活動的創意及鄉親們的
劉志忠（
劉志忠
（右一
右一）
）向當地民眾介紹中華民國國旗
鄉親大集合，
鄉親大集合
，以風箏節慶雙十
熱情參與。陳奕芳認為戶外活動可強健體魄，落
實國慶系列活動 「愛國、愛鄉、愛自己」 的辦理初衷。
當天天氣晴朗，而秋初起風的時節正適合施放風箏。為讓風箏順利起飛，有僑胞在社群媒體及現場開起風箏起飛必勝教學班，從科學角度講述剪裁、結繩、起飛、降落、控箏等技巧，一群人你
一言我一語討論起來，場面好不熱鬧。主辦提單位也提供 DIY 風箏給僑青及小朋友習作，製作完成後大夥到草地上進行施放；看著辛苦繪製的風箏，伴著青天白日國旗一同在異鄉的天空飄揚，頓時
讓不少人為之激動。而臺灣青年文化志工團（FASCA）也在活動過程中穿梭來回幫忙，藉此體驗民俗活動，同時落實僑社世代傳承的精神。
本次活動參加者從 6 個月大到 92 歲不等，過程互動熱絡其樂融融；主辦單位也精心準備猜歌曲及謎語等比賽，最後以抓聚寶盆為活動圓滿結尾。不少人都直呼活動讓人返老還童、流連忘返，大
家在秋高氣爽的時節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午後。

喪訊

前僑務委員何明通博士 ， 慟於 10 月
前僑務委員何明通博士，
17 日 （ 星期日
星期日）
） 下午往生
下午往生。
。 享年 89
歲 。 與其夫人王大熙
與其夫人王大熙（
（Daisy
Daisy）
） 同壽
。王大熙於今年一月去世
王大熙於今年一月去世。
。原住在養
老院的何明通博士，
老院的何明通博士
，由於咳嗽及出痰
，送 S W Memorial Hermann HospiHospital 急救
急救，
，最後因心臟衰竭去世
最後因心臟衰竭去世。
。
何明通博士曾任中華保健中心、
何明通博士曾任中華保健中心
、休台
姊姊會、
姊姊會
、健康日
健康日、
、中華文化中心負責
人及中華公所主席，
人及中華公所主席
，多年來貢獻僑社
，功不可沒
功不可沒，
，僑界聞訊
僑界聞訊，
，皆感哀悼
皆感哀悼。
。

全球供應鏈正面臨嚴重危機消費者將面臨更嚴重的缺貨問題
居高不下的通膨正侵蝕民眾的薪資為拜登帶來不少政治風險
(休士頓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當接近感恩節
當接近感恩節、
、聖誕節兩大購物假期的時候
聖誕節兩大購物假期的時候，
，
消費者發現美國許多貨架缺乏商品。目前全球供應鏈瓶頸正嚴重影響美
消費者發現美國許多貨架缺乏商品。
國港口、
國港口
、高速公路和鐵路的運輸
高速公路和鐵路的運輸。
。這場供應鏈危機使得全球零售業
這場供應鏈危機使得全球零售業、
、運
輸業壓力變得非常大。
輸業壓力變得非常大
。迄今
迄今，
，影響還在持續擴大
影響還在持續擴大。
。近日
近日，
，在美國商店
在美國商店、
、
超市，
超市
，甚至是大賣場
甚至是大賣場，
，從食品
從食品、
、飲料
飲料、
、服裝到日用品經常斷貨
服裝到日用品經常斷貨。
。超市貨
架補不齊，
架補不齊
，商品選擇變少
商品選擇變少，
，店家也不確定何時才能補貨
店家也不確定何時才能補貨，
，甚至撤下貨架
標籤。
標籤
。更有大型連鎖超市也恢復 「限購
限購」
」 政策
政策，
，限制顧客購買衛生紙等
生活必需品的數量。
生活必需品的數量
。 同時
同時，，
，，聯準會
聯準會（
（Fed
Fed）
） 9 月預估 2021 年通膨值為
4.2% ， 遠高於 2% 目標
目標，
， 居高不下的通膨正侵蝕美國民眾的薪資
居高不下的通膨正侵蝕美國民眾的薪資，
， 美國
勞工局公佈 8 月份勞工平均每小時的收入較 1 年前減少 0.9%。
目前全球供應鏈正面臨嚴重危機 2021 年假期購物季
年假期購物季，
，萬聖節即將到
來，但供應鏈危機導致貨架上只有少量商品
但供應鏈危機導致貨架上只有少量商品。
。
供應鏈瓶頸主要因疫情而起，
供應鏈瓶頸主要因疫情而起
，原本只會發生在聖誕節前夕的缺貨問
題 ， 竟提早 2 個月開始出現
個月開始出現，
， 不僅在最危急的時候威脅到美國的消費支
出，也為拜登帶來不少政治風險
也為拜登帶來不少政治風險。
。無論是架上買不到東西
無論是架上買不到東西，
，還是物價上
漲，都會影響施政滿意度
都會影響施政滿意度。
。因此
因此，
，白宮正努力讓美國港口
白宮正努力讓美國港口、
、鐵路和公路
運輸脫困，
運輸脫困
，解決從肉品到半導體供應不足問題
解決從肉品到半導體供應不足問題。
。
缺工、
缺工
、缺櫃
缺櫃、
、塞港等
塞港等，
，多重因素導致貨品無法即時被送達美國大量
販店,,大賣場和許多商店
販店
大賣場和許多商店。
。
隨著世界達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兩年大關，
隨著世界達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兩年大關
，由於全球供應鏈短缺
由於全球供應鏈短缺，
，
越來越多的物品變得稀缺。
越來越多的物品變得稀缺
。運輸價格飛漲
運輸價格飛漲，
，對物品的需求超過了供應商
。對經濟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由於工人短缺
由於工人短缺、
、供應鏈問題
供應鏈問題、
、極端天氣等因素
極端天氣等因素，
，食品
價格正在攀升，
價格正在攀升
，以下是嚴重的商品短缺的清單
以下是嚴重的商品短缺的清單：
：包括食品
包括食品、
、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
、
乾冰、
乾冰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玩具
玩具、
、聖誕節裝飾等商品的缺貨將最為明顯
聖誕節裝飾等商品的缺貨將最為明顯。
。美國官
員仍警告，
員仍警告
，2021 年的聖誕節購物旺季
年的聖誕節購物旺季，
，恐將面臨更高的物價
恐將面臨更高的物價，
，和嚴重的
商品短缺，
商品短缺
，美國消費者需要面對空蕩蕩的貨架
美國消費者需要面對空蕩蕩的貨架，
，需要彈性和耐心
需要彈性和耐心。
。
洛杉磯港和長灘港的擁堵情況創下歷史新高，
洛杉磯港和長灘港的擁堵情況創下歷史新高
，多達 41 艘集裝箱船在

排隊等候。這不包括已經在泊
排隊等候。
位的 27 艘船
艘船。
。
繼美國會員制零售巨頭好
市多(Costco)
市多
(Costco)決定對衛生紙
決定對衛生紙、
、
瓶裝水、
瓶裝水
、清潔用品等民生必需
品的購買量設限後，
品的購買量設限後
，零售專家
警告，
警告
，隨著供應鏈持續受到疫
情幹擾影響，
情幹擾影響
，美國很快就可能
再度面臨另一次衛生紙的大規
模短缺危機。
模短缺危機
。美國零售商上週
預購的紙類，
預購的紙類
，僅 60
60%
%順利到貨
順利到貨。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部分地區的廁紙
部分地區的廁紙、
、紙巾也再
次陷入短缺，
次陷入短缺
，多家雜貨店重新祭出限購令
多家雜貨店重新祭出限購令，
，阻止顧客囤貨
阻止顧客囤貨。
。書商也抱怨
，紙張短缺
紙張短缺、
、運輸打結
運輸打結，
，使得新書出版遇上挑戰
使得新書出版遇上挑戰。
。如今雖然商品供應充
足，卻得等待 2,3 週才能順利交貨
週才能順利交貨。
。衛生紙
衛生紙、
、廚房紙巾
廚房紙巾、
、自有品牌 Kirk
KirklandSignature 瓶裝水
瓶裝水，
， 以及因為 Delta 變種病毒肆虐而需求高漲的清潔
用品，
用品
，如今都有限制購買數量
如今都有限制購買數量。
。 2021 年全球經歷了大缺櫃
年全球經歷了大缺櫃、
、中國洪患
中國洪患、
、
疫情推升商品需求，
疫情推升商品需求
，和越南工廠為防疫停工
和越南工廠為防疫停工，
，打亂訂單生產的關鍵
打亂訂單生產的關鍵，
，是
因為發生在中國和歐洲的能源危機。
因為發生在中國和歐洲的能源危機
。能源問題拖慢航運腳步
能源問題拖慢航運腳步，
，近幾週來
在中國港口外等待的船隻再度激增。
在中國港口外等待的船隻再度激增
。
2021 年全球經歷了大缺櫃
年全球經歷了大缺櫃、
、中國洪患
中國洪患、
、疫情推升商品需求
疫情推升商品需求，
，和越南
工廠為防疫停工，
工廠為防疫停工
，打亂訂單生產的關鍵
打亂訂單生產的關鍵。
。中國和歐洲的能源危機拖慢航
運腳步，
運腳步
，近幾週來在中國港口外等待的船隻再度激增
近幾週來在中國港口外等待的船隻再度激增。
。
目前全球供應鏈正面臨嚴重危機 2021 年假期購物季
年假期購物季，
，萬聖節即將到
來，但供應鏈危機導致貨架上只有少量商品
但供應鏈危機導致貨架上只有少量商品。
。
缺工、
缺工
、缺櫃
缺櫃、
、塞港等
塞港等，
，多重因素導致貨品無法即時被送達美國大量
販店,,大賣場和許多商店
販店
大賣場和許多商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