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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批共和黨若贏期中選舉拜登批共和黨若贏期中選舉 將削減對烏援助將削減對烏援助
（中央社費城20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總

統拜登今天批評對手共和黨，因共和黨暗示在
國會期中選舉後，美國可能會削減對烏克蘭的
資助。

拜登在賓州助選時說： 「他們說若勝選，
就不太可能繼續資助烏克蘭。」

「但這些人不明白，那比烏克蘭還要重大
，這關乎東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這是很嚴重的，會有嚴重後果。」
「他們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毫無概念。」
資深共和黨議員麥卡錫（Kevin McCarthy

）18日表示，若他所屬的政黨在期中選舉一如
預期贏得優勢，共和黨不會開張 「空白支票」
給備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

這樣首個正式警訊，傳達出烏克蘭在抵禦
俄羅斯侵略之際，因美國兩黨支持開始降低，

而更難獲得美方的資助。
若共和黨在11月8日的選舉後掌控眾院多

數，那麥卡錫可望成為議長，在美國的地位僅
次於美國正、副總統。

自俄羅斯2月展開入侵以來，美國已經在
軍事上援助烏克蘭176億美元，而這只在人道
主義援助在內的總支出中佔了一小部分。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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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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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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特拉斯今午宣佈辭職，由于九月底提交
之預算引起金融風暴，被迫在一些競選承諾中無法兌
現，這位才上任的首相被迫下台。
本月初在伯明翰舉行的保守黨大會上，特拉斯仍

試圖團結黨內實力，但是她的計劃確有巨大之爭議，
而使她在前所未有之速度下瓦解。
今年四十七歲的特拉斯於二零一零年進入議會，

並於四年後入閣，於二零二壹年出任英國外交大臣，
在黨魁選舉中以些微少數打敗了印度裔對手蘇納克。
她在上任後提出之迷你預算引起了各大金融市場

之震驚，英鎊應聲下跌，債券收益率飈升，住房利率
上漲，加劇了英國人之痛苦。
老實說，特拉斯之下台，正说明了歐洲各國面對

之艱難挑戰，俄烏戰爭為世界帶來之巨大影響，己把
歐洲各國経濟導至嚴重之危機，尤其是英國一直是美
國之鐵桿，對烏克蘭之支持更是非常堅定。

民怨沸騰民怨沸騰 首相走人首相走人

U.K. Prime Minister ResignsU.K. Prime Minister Resigns
After just six weeks in offic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resigned and showed just
how chaotic British politics has become in recent
years.

Truss was the fourth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since the Brexit vote of 2016.

When the British people voted to leave the
EU, it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county’s
foreign economics and trade policies that made
this nation poorer and politics less relevant.

When Truss replaced Johnson in
September, she promised to kick off the
economy with tax cuts for corporations and the
rich without reducing public spending. Amid a
10% inflation rate and the war in Ukraine, her
plan spooked the financial markets, crashed the
pound and sent mortgage rates soaring.

Truss said she will remain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a successor is chosen. The election for a
new leader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next
week.

AA22要聞2
星期日       2022年10月23日       Sunday, October 23, 2022



【綜合報道】一邊享受馬斯剋星鏈衛星帶來的紅利，一邊對
馬斯克的言論進行批判，澤連斯基很固執，只是，這種固執表現
出了更多的脆弱。

從二月份開始的烏克蘭戰事，進行到現在已經持續了將近八
個月。在這八個月的時間裡，之所以烏軍能夠苦苦支撐，一方面
是因為美西方源源不斷的軍援，另一方面便是西方情報系統的軍
情判斷。眾所周知，在西方情報系統中，馬斯克的星鏈衛星發揮
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支援烏軍戰事的時候，馬斯克的一番言論卻招致了
澤連斯基的批評，甚至有一些烏克蘭官員對馬斯克惡語相向。
事情其實很簡單，不久之前的入俄公投已經結束，對此，烏克蘭
進行了強烈的反對。雖然國際社會都不承認俄羅斯的這一行為，
但在木已成舟之後，這種反對聲音也僅僅保留在了聲援的層面上
。

對於此，星鏈衛星的所有者馬斯克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即在
聯合國的監督下，重新來一次公投，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主
權以及讓烏克蘭保持中立。

對於馬斯克的言論，雖然對烏克蘭來說不是很有利。但對於
整個烏克蘭戰事而言，無疑是最合適的解決方案之一。

而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澤連斯基的反應明顯過激了。一
來，馬斯克並非政客，他的言論並不是影響到美西方對於烏克蘭
的總體戰略規劃；二來，澤連斯基一直以來，都宣稱是“為了自

由而戰”，但明顯與自己的初衷相悖。
如果不同意馬斯克的觀點，澤連斯基可

以公開反駁，並且提出自己的意見。而不是
對其大放厥詞，甚至粗魯對待。

其實澤連斯基越是反應激烈，越會暴露
出他心理防線的脆弱。現在，無論是在前線
，還是在大後方，甚至是在白俄羅斯的邊境
，都面臨著來自對方的軍事威脅。在這種情
況下，澤連斯基承受的心理壓力無疑是巨大
的。在這個時候，他絕不允許任何動搖軍心
的情況出現。

但澤連斯基只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來考
慮，而沒有站在馬斯克的角度來思考。用馬
斯克自己的話來說，他支持烏克蘭，但不支
持三戰。因此，他在烏克蘭戰事爆發的時候
，他的星鏈衛星給予了烏軍很大的幫助。而
在烏克蘭局勢擴大升級的時候，他主張局勢
降溫。

因此，對於澤連斯基和馬斯克，他們只
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但澤連斯基不能因為
馬斯克的一番言論就把星鏈衛星的功勞一併抹去。入俄公投結果
已成定局，澤連斯基要重新奪回來的結果，很有可能是爆發三戰

。這一點，美西方不會不明白。讓美西方引火燒身，澤連斯基未
免太天真了，在馬克龍發出“不會以核武回應”的底牌言論之後
，其實澤連斯基就應該明白，自己作為棋子的時間不多了。

馬斯克發出馬斯克發出““和平計劃和平計劃”，”，澤連斯基激烈批評澤連斯基激烈批評

（綜合報導）近日，谷歌在開源
官 博 發 布 了 新 的 開 源 操 作 系 統
KataOS，引發業內關注。

這是個用於進行機器學習的嵌入
式設備的開源操作系統。談及發布緣
由，谷歌表示，" 隨著我們被越來越
多的從環境中收集和處理信息的智能
設備所包圍，需要有一個簡單的解決
方案來為嵌入式硬件構建可驗證的安
全系統。如果我們周圍的設備無法通
過數學證明能夠保護數據安全，那麼
他們收集的個人身份數據，例如人物
圖像和聲音錄音，可能會被惡意軟件
訪問，因此我們推出了 KataOS。"

所以 KataOS 從設計上就考慮了
安全問題，幾乎完全是由 Rust 實現
，而且是建立在 seL4 微內核的基礎
之上，而 seL4 在數學上被證明是安
全的，具有保證保密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此外，Rust 語言消除了所有類
型的錯誤，例如 off-by-one 錯誤和
緩衝區溢出。

對於 KataOS 的未來，大家多持
觀望態度。谷歌旗下出色的產品雖多
，但操作系統一直是它的痛與執著。
谷歌為什麼死磕操作系統？

谷歌擁有多款開源操作系統。
2007 年谷歌開始推廣的 An-

droid 是基於 Linux 開源操作系統構
建而成，目前生態體系已經很龐大，
在移動操作系統領域市場份額一直穩
居市場第一。

2010 年推出的開源操作系統
Chrome OS 也是基於 Linux，在今年
的數據統計中，其市場份額甚至還超
越了 macOS，成為全球第二大操作
系統。

2021 年發布的 Fuchsia1.0 操作
系統也是開源操作系統，部分繼承了
安卓系統的 UI 設計和界面邏輯，其
載體不僅是智能手機，還有平板電腦
、筆記本電腦甚至是可穿戴設備。

今 年 2 月 份 ， 谷 歌 發 布 的
Chrome OS Flex 系統是谷歌基於開
源的 Chromium OS 開發的操作系統
，被稱為“舊電腦救星”，它對系統
組件進行了盡可能地精簡，可以讓大
量老舊、低性能 PC 設備都能夠安裝
並使用。

再 到 今 年 10 月 谷 歌 發 布 的
KataOS ，早期版本也已在 GitHub
開源。

眾所周知，Android 已經是個非
常成功且成熟的操作系統了，重新開
發一個操作系統，不管是前期的技術
儲備、研發，還是開發完成後軟件生
態的打造、宣傳推廣等等，都需要耗
費巨大的人力、財力、時間，為什麼
谷歌還要堅持再打造這麼多的操作系
統？關於這個疑問業內大致有以下幾
種猜想：

1、Android 有大量的先天缺陷。
如係統版本碎片化嚴重、對惡意應用
的行為缺乏應對措施、內存佔有、設
備隨著使用時間逐漸變卡等問題，困
擾著 Android 用戶，也困擾著谷歌。
由於 Android 最初並不完全由谷歌研
發的，谷歌收購 Android 的研發團隊
之前，他們已經幾乎完成了一半的開
發工作，因此重新設計、開發一個新
的操作系統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

2、為了規避法律風險。 An-
droid 之父 Andy Rubin 在早期使用了
版權歸甲骨文公司所有的代碼段，導
致後來谷歌為此付出了幾十億美元的
賠償，並且此後繼續承擔著法律風險
。

3、目前風靡世界的操作系統大

多數採用的軟件“內核”都太老。
Android 使用的 Linux 內核始於 1991
年。 Mac OS X、iOS 等蘋果平台以
Unix 為基礎研發，源自 1969 年的貝
爾實驗室。

無論谷歌是出於哪點考慮，想做
新操作系統的心一直未改變，操作系
統作為基礎軟件皇冠上的明珠，的確
有著讓人想要摘取的魅力。基於開源
來做操作系統，也能最大程度匯聚一
眾開發者的智慧與力量。
KataOS 之未來

不過，谷歌最新發布 KataOS 是
否能閃耀出自己的光芒，還得往後看
。目前，谷歌已經在 GitHub 開源了
大部分 KataOS 核心部分代碼。具體
包括：
用於 Rust 的框架（例如 sel4-sys
crate，它提供了 seL4 系統調用 API
）；
用 Rust 編寫的備用 rootserver（用於
動態系統範圍的內存管理）；
可以回收 rootserver 所用內存的 sel4
內核修改

谷歌方面透露，已經與 Antmi-
cro 合作，通過 Renode 為目標硬件

實現 GDB 調試和模擬。在內部，
KataOS 還能夠動態加載和運行在
CAmkES 框架之外構建的第三方應用
。但運行這些應用程序所需的組件暫
時還未開源，谷歌的目標是開源所有
Sparrow，包括所有硬件和軟件設計
；現下發布的 KataOS 早期版本只是
一個開始。

為了全面證明 KataOS 是一款安
全的環境系統，谷歌還為 KataOS 構
建了一個名為 Sparrow 的參考實現，
它將 KataOS 與安全硬件平台結合起
來。因此，除了邏輯安全的操作系統
內核之外，Sparrow 還包括一個邏輯
安 全 的 信 任 根 ， 該 信 任 根 是 在
RISC-V 架構上用 OpenTitan 構建的
。然而，對於 KataOS 的初始版本，
谷歌的目標是使用 QEMU 模擬運行
更標準的 64 位 ARM 平台。

最近幾年，嘗試開發新操作系統
的公司又多了起來，無論如何，創新
對消費者來說始終是好事。我們也非
常期待在新的時代操作系統能夠走出
一個新方向。

谷歌操作系統之心不死谷歌操作系統之心不死，，重磅發布重磅發布 KataOSKataOS 操作系統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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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廣告



中 期 選 舉 科 普 須 知 講 座中 期 選 舉 科 普 須 知 講 座

選舉認證選舉認證

選舉日選舉日

【美南新聞泉深】主辦單位：美國選舉制度宣講會
暨亞裔選舉聯盟

協辦：中國人活動中心 美南河南同鄉會 美國華
人消費者協會 川渝同鄉會 東北同鄉會 休斯頓江西
同鄉會 環球之星公益聯盟 全美客家聯誼會
講座內容
會議主持：楊德清
1. 嘉賓發言：陳灼剛、李蔚華、陳珂、豐建偉、方一
川
2. 中期選舉知識介紹：Harris County Election Adminis-
tration 縣選務辦公室 黃思賢 (Shirley Wong)
3. 主要職位兩黨候選人簡介：黃登陸(Peter Hwang)
4. 互動討論
日期：2022年10月29日(週六) 時間: 早上10:00 – 中午
12:00
地點: 美南銀行一樓會議室

6901 Corporate Dr. Suite 101, Houston,TX 77036
報名：座位有限、請先註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9SEvKT6oeRXsXg857
• 免費中文講座
• 出席者可獲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
• 歡迎提前在註冊表中提交投票問題作討論

亞盟成立於今年9月份，是政治中立組織，沒有黨
派傾向。以在華人群體普及選舉知識，幫助華人進行選
民登記，提高華人投票率，提高華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
為宗旨。
中文選舉指南網站：
https://lwvhouston.org/simplified-chinese-voters-guide/
各選舉職位英文介紹網站：
https://lwvhous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
2022-LWV_VotersGuide_DIGIT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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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秋光耀
眼明
休市長者喜
盈盈

結伴同行 「華埠」（註解
）去聆聽元鐘推介聲（詩
中的 「華埠」，是指休市
中國城中一座著名的華人
商業大樓，它的大樓名字
叫 「華埠 大廈」。李元鐘
保險公司的辦公室，就位
於該座大廈#201 室之中）

在剛剛過去的 10 月 15 號週六上
午九時卅分左右，位於休市中國城內
最興盛的百利大道及公司路上交界的
「華埠」大廈之前，己陸陸續續見到

不少笑容可掬的男女長者，聚集在該
大廈的門面，交頭接耳地談話。稍後
至 9 時 45 分， 大家便以輕鬆的步伐
，走過對面的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大樓，進入101 號室內，安靜地選上

自己的座位，等待德州保險界大名超
卓的李元鐘先生的到來，向我們作
Medicare 2023 年計劃講座，詳細論述
美國明年的多家長者醫療保險公司的
嶄新規例，各種各樣的福利選擇，以
便長者有所挑選，合符自己的所需，
而作出不同的取捨。

今次計劃講座，李元鐘先生天大
面子，情商邀請到 Aetna 醫療保險公
司中一位女經理的到來，出席當天早
上的活動。李元鐘先生在長達2 小時
又15 分鐘的講述中，不厭其煩地、耐
心地先後介紹 在當今醫療保險中，位
列首名的 Aetna 公司及位列第 4 各的
WellCare 的計劃內容，供大家參考，
並提供私人意見。

類以這種每年舉辦的長者醫療計
劃講座，休市並不多見。當然有長者
遇上自己有需要去鏊清自己所屬的
Medicare 公司的選項及權利時，可以
親身上門向他們投保的保險經紀求取

全面詳細資訊，亦可以收效、可以得
到適合自已的答案。不過好像李元鐘
先生的保險公司，每年10 月如期在休
市中國城中舉行，來自不同角度的長
者到來聽講，那就萬中無一了。

我從3 年前開始，就己有參加李
元鐘先生這種每年10 月舉辦的Medi-
care 計劃講座，自問獲益不少。本人
楊.楚楓，移民來美 47 年，年輕時跟
家人從事餐飲行業，相熟的從事保險
業業務的朋友，不下卅、四十個之多
。不過過去青壯時代，只關注自己及
家人的人壽、汽車、房屋的保險事宜
，因為這些都是要明白清晰地及早知
道，什麼是自己買方的保險權益。直
至15 年前，筆者踏入耳順之年，每年
10 月開始關注美國大小不同的醫療機
構，如何提供適當的醫療服務、而收
費又相宜抵食的公司，給我們長者去
精挑細選，以符合我們的支出，取得
稱心滿意的醫療公司為我們服務。

因此自認識到李元鐘保險先生以
來，既被他的豐富的學識所吸引，也

為他的一心一意地服務僑社的熱誠
所感動。大家可以理解，李元鐘先
生有大型的保險公司在休市北部的
大都市達拉斯（Dallas) 運作多年，
業績丰富、客戶盈門。只是李元鐘
先生跟休市最大型的華人媒體美南
日報的督印人李蔚華先生昆仲李著
華相識多年，知悉休市有著廣大的
華人及亞矞人氏的市場，故南下休
市，開設分行，願給休市廣大華人
客戶，多個選擇，多個比較，重而
更得心應手地選擇了適合自己心意
的保險公司來。

今年李元鐘先生更大手筆，在
今個10 月當中，不似往年只是舉辦
一次講座，而是於 10 月及 11 月份
中，一口氣於休市兩個地點，舉辦
三次不同時間的講座。第二次是10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10 點至12 點，
位 於 恩 惠 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

舉行。第三次是在11 月5 號（星
期六）上午10 點至12 點舉行，地址

跟首次地址一樣，6901 Corporate Dr,
Ste 101 Houston Tx 77036.

若是向隅的休市長者，可以到上
述兩個地點中選一個來聽取。若是己
參加過一次，但很有意思多去一次，
無妨高抬玉步，再次出席，我想李元
鐘先生一定大表歡迎

李元鐘長者醫療講座成功

10 日20 號，石破天驚，
僅僅上任 40 余天，英國首
相卓慧思即宣布辭職， 成

為過去英國300年來任期最短命的首相！卓慧思才剛於9月初，獲
時任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任命為首相。

英國首相卓慧思乃在倫敦當地時間中午在唐寧街首相府外發表
聲明，由於她無法兌現自己在保守黨黨魁選舉時作出的承諾，因此
在當地時間今天早上通知英皇查理斯三世辭去執政黨黨魁一職；並
通知保守黨1922委員會主席布萊迪辭職決定，雙方同意下周展開
黨魁選舉程序。宣布辭任首相及保守黨黨魁一職，她會留任看守首
相，直至保守黨選出新黨魁繼任為止。

卓慧思上台僅45天即宣布辭職，早已是預料中事，不過她的
堅強個性，應該會多捱2 個月才宣布辭職，似乎好看一些 的。卓
慧思於昨天周三出席下議院答辯時也曾堅強地表示： 不理會外界
甚至其黨內有取替的強烈聲浪，但她自己仍然表示： 決不妥協，
堅持留守下來，直至戰鬥到最後一刻！可惜形勢比人強，無論她是
多麼倔強、支持己見，在無情的政治環境之下，她也要強忍淚水，

公開宣示： 功雖未 成，但也向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前嘆一聲：別了
，大不列顛！而卓慧思宣布辭職後，英鎊兌美元匯價應聲反彈，可
見英國及外界各地對她主政英國，基本上仍是毫無價值可研的。

卓慧思上台僅45天，英國廣播公司形容，她是英國史上任期
最短的英揆。不過現任財相侯俊偉則立刻表明，自己將不會競逐保
守黨黨魁及首相出缺。而當地時間10月18日，根據英國輿觀數據
分析公司17日和18日對530名保守黨成員的調研，約83%的人認為
英國首相特拉斯應該辭職，38%的人認為她不應辭職。如果現任首
相特拉斯離任，32%的受訪者認為前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應該接手
首相工作，23%的受訪者認為里希·蘇納克應該成為英國首相。前
財政大臣里希·蘇納克在9月初的保守黨黨首選舉中輸給了現任首
相的。

上任僅44天的首相卓慧思今日宣布辭職，成為歷來上台時間
最短的英國首相，破了1827年時任首相、突然離世的坎寧(George
Canning)119天紀錄，時間之短在英國政壇前所未有，震驚各界。
卓慧思稱，將留任至下星期，直至保守黨選出黨魁接任首相。分析
認為，她迅速解決這場政治亂局，但保守黨內還未就接替她的人選
達成共識，質疑該黨能否避免提早大選，而在野工黨領袖施紀賢在
她宣布辭職後，已立即要求提早大選。

卓慧思在首相府發表聲明稱，在經濟和國際局勢極度不穩時上

任，家庭和商界均擔心能源費上升，她當選保守黨黨魁獲授權改變
此情況；其政府提出能源補貼和削減國民保險供款，惟在目前情況
下，她 「已無法履行有關授權」。她又說，曾與英王查理斯三世通
話，表達請辭意願，並指保守黨將在一星期內舉行黨魁選舉。卓慧
思昨晚接受國會質詢時，還稱自己是鬥士堅拒辭職，但不足24小
時情況峰迴路轉，她先召見負責保守黨黨魁選舉的下議院黨團
「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兩人在首相府短暫會面後，她隨即

宣布請辭。
卓慧思在英女王逝世前兩天獲對方接見正式上任，並委任好友

關浩霆為財相，後者於上月23日公布其迷你預算案，包括減薪俸
稅等，被指以借貸刺激經濟，不被市場看好，債券投資者感憂慮，
也導致英鎊大跌。為保相位，卓慧思上周五撤換關浩霆，接任財相
的侯俊偉立即宣布擱置迷你預算案中最具爭議的減稅措施，惟周日
起愈來愈多保守黨國會議員要求她下台，她宣布辭職前增至17人
。有保守黨國會議員認為，卓慧思是受關浩霆 「實驗性」迷你預算
案拖累。

坦白說來，英國這個爛攤子，現在無論哪一位官員上場、無論
他（她）是屬.哪一個政黨，都難以有足夠計劃，可以力挽狂瀾，
將英國推進至一處 「暫無風雨暫為平」的地方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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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調高社安金 執正民主黨旨在吸民
美國社會安全局(SSA)於 10
月中旬宣布，從明年 1 月開
始，美國長者的社安金福利

金將會上漲8.7%，為40年來最高的增幅。今次加幅，令到美國
國內將有7000萬的65 歲以上的退休人仕受惠。拜登總統欣然表
示，國內年長者在明年的收入增幅，將可以超過通膨，他們每月
收到的社安支票的金額，亦會上漲，而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計畫保
費則會降低，有助於讓退休族節省開銷。拜登說： 「老年人明年
將有辦法因應通貨膨脹。」 「這是10年來第一次社安金支票金額
提高，但聯邦醫療保險計畫保費卻下降。」由於社安金增加8.7%
、慶幸的是長者的醫療保險保費，則會下降，醫療保險保費每月

會減少約5元，加上醫保可降低處方藥物價格，
這樣一來，美國年長者明年將可以節省數百元
。美國中老年人協會(AARP)執行長詹金斯說，
這波社安金金額調整將為數以百萬計美國民眾

帶來期待已久的紓困。
雖說社安金可以多拿是個好消息，但不少民眾說，社安金調

整幅度恐怕還是追不上通膨。住在芝加哥南區的85歲婦人雪莉‧
帕克說，這波調整 「幫助並不大」。她表示，居家修繕、日常生
活用品花費都大幅增加，經濟壓力變得沉重， 「食物貴得荒唐，
我上超市買一袋東西竟要50元，以往像裡面的同一物件，還不到
10元」。

美國有分析家認為：今次在 今年11 月期中選舉前夕大派福
利，是拜登政府動用銀彈政策，期望扭轉民主黨選情不利的局面
，但民調顯示，增加社福金不太可能讓民主黨挽回劣勢、不會給

執政的民主黨帶來太多選票，反而起來反效果，更觸動選民對今
年通膨嚴重的感覺，咸稱民主黨無力壓制這隻 「脫疆之顛馬」。
讓人關注到通膨導致物價飆升以及所帶來的痛苦，也讓他們反思
生活成本上漲的背後原因。

多個民調說明，選民將經濟列為高於社會保障的優先事項，
今年初的民調指出， 71%的成年人認為，加強經濟是總統及國會
的首要任務，57%認為社會安全系統必須保持財務穩健。美聯社
─NORC的最新民調顯示，只有36%的人贊成拜登處理經濟的方
式；55%表示物價高於正常水平，是拜登無法控制的因素造成，
但44%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拜登的政策所致。他們指出，拜登只是
基於通膨的公式而提高社安金，實際並沒有在提高生活成本方面
作出應有的調整不少選民表示，儘管每月收到的社安金額增加了
，但也不改變他們的投票意向，因為拜登政府沒有真正抑制通膨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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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20222022美南青年跨域論壇美南青年跨域論壇 協助僑青規劃生涯協助僑青規劃生涯

所有參加的上所有參加的上、、下午講員下午講員、、學員在午間大合照學員在午間大合照。。主主、、協辦單位負責人與上協辦單位負責人與上、、下午場的主講者頒獎後合影下午場的主講者頒獎後合影。。

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右二右二））頒獎下午場的頒獎下午場的
主講者主講者。。

主辦方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主辦方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右右 ））於會後頒獎於會後頒獎
給主講人給主講人 「「拓連科技拓連科技」」 （（Noodoe Inc. )Noodoe Inc. ) 總裁張總裁張
敏君敏君（（左左）。）。

主辦單位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主辦單位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右右 ））
頒獎主講人翁履中教授頒獎主講人翁履中教授（（左左）。）。

主辦單位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主辦單位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右右））頒頒
獎主講人丁偉倫獎主講人丁偉倫（（左左）。）。

主主、、協辦方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協辦方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左二左二
））及及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會長何怡中會長何怡中（（右一右一
））頒獎給主講人頒獎給主講人。。

協辦的協辦的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會長會長
何怡中致詞何怡中致詞，，希望藉由職場成功人士現身希望藉由職場成功人士現身
說法說法，，幫助在地僑青規劃個人生涯幫助在地僑青規劃個人生涯，，拓展拓展
他們的生活範圍他們的生活範圍。。

「「台大校友會台大校友會」」 會長丁偉倫主講會長丁偉倫主講 「「認認
識識、、行銷自我行銷自我、、塑造形象—塑造形象— 以以PubPub--
lic Speakinglic Speaking 、、 LinkedinLinkedin 為例為例 」」 。。

「「拓連科技拓連科技」」 （（Noodoe Inc. )Noodoe Inc. )總裁張敏君在總裁張敏君在
上午場主講上午場主講：： 「「挫折與挑戰挫折與挑戰，，化妝的祝福化妝的祝福」」
為題講述自身海外職涯經驗與自我反思為題講述自身海外職涯經驗與自我反思。。鼓鼓
勵在場青年認識自我潛能勵在場青年認識自我潛能，，持續進修持續進修。。

在青創基地在青創基地（（白領居白領居））舉行的在職課程現場舉行的在職課程現場。。

位僑教中心展覽室上午的位僑教中心展覽室上午的 「「20222022年職涯跨域年職涯跨域
菁英論壇菁英論壇」」 現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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