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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剪影

爱心组织年度教学用品
捐赠活动专访
爱心组织公益团体日前作客美南国际电
视 STV 宣传年度教学用品发放活动﹐由马健
(左)主持﹐历任会长陈莹(右三)﹑徐小玲(右二)
和黄登陆(右一)皆上节目宣传活动流程和目
的﹐该活动将于 8 月 25﹑26 日登场﹐鼓励大家
踊跃到现场参与作公益﹒

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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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機 》中 年 工 作 危 機

現代職場都會劇

KVVV

節目介紹：《手機》是尚品佳作影視出品的都市劇，由沈嚴、王雷執導，王志
文、陳道明、梅婷、劉蓓、柯藍等主演。該劇講述了著名清談節目《有一說一》
主持人嚴守一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危機。因為原先支持他的主管節目的老總退位
了，新換來的段總一味追求收視率，使得原先的節目定位和風格開始搖擺的故事
。

播出時間：周三至周四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周四至周六凌晨5時至6
劇照。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哈維加重得克薩斯州災情
川普準備前往災區視察

︱得克薩斯州災區的搜救船只(2017年8月28日)。
【VOA】熱帶風暴哈維在美國最大城市之一休
斯頓造成災難性洪災後，得州東南部星期二持
續暴雨。
美國國家氣象局預計，哈維星期四最終離開這
一地區前，還將帶來25到50厘米的降雨。包括
休斯頓在內的一些地區至今為止的降雨量已經
接近90厘米了。
哈維的風暴中心位於得克薩斯州墨西哥灣沿岸
，風暴不斷從溫暖的水面吸取能量，變成暴雨
帶往陸地，預計哈維星期三將再次在得克薩斯
州登陸。

暴雨淹沒了房屋和道路，救援人員一刻不停
地工作，將居民向安全地帶疏散。
休斯頓市市長特納說，截止到星期一傍晚，
已經有3千多人被營救，8000人住進臨時庇
護所。特納說，休斯頓已經證實有三人在洪
水中遇難。
得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告訴記者說，他已經
動員了得克薩斯州所有國民警衛隊成員，一
共1萬5000人。
美國總統川普和第一夫人梅蘭妮星期二將前
往得克薩斯州的科珀斯克裏斯蒂和奧斯丁兩個
城市，聽取地方和州領導人的簡報，並參觀應
急行動中心。
川普星期一說，災區的人期待國會“快速行動
”，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資金。川普向災民保證
說：“你們會得到需要的物資，而且很快”。
川普已經宣布得克薩斯州的18個郡和路易斯安
那州部分地區為災區，讓他們可以得到聯邦政
府的幫助。得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宣布54個郡
為災區，可以得到州政府的幫助。
哈維颶風造成的損失估計會高達幾百億美元。
川普總統說，聯邦政府已經有8000人在得克薩

海報。
斯州協助救災，其中很多是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局的員工。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局長布洛克·朗星期一在
記者會上說，他們會在得克薩斯州“待上一些
年”。他說：“我們預計會有3萬多人需要臨
時住所，我們要穩定局面，給他們提供照顧，
接下來，我們已經準備好，而且已經開始向災
區運送生活必需品了。”
他還說，這是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遇到過的住
房重建需要時間最長的災情之一。

哈維颶風將
二次來襲
【VOA】熱帶颶風哈維如洪水猛獸，對受災者
沒有絲毫憐憫之心。
天氣預報說，哈維正緩慢地離開得克薩斯州東
南海岸，回到墨西哥灣，吸取大量水汽，準備
二次撲向嚴重受災的休斯頓市。
搜救人員正在夜以繼日地尋找被洪水困在家中
，或是被迫爬到房頂上逃生的人。
原本擁堵的高速和州際公路都已經變成了無法
通行的河流。
原本熙熙攘攘的休斯頓市中心人行道已經被骯
臟的泥水淹沒。
從電視畫面上可以看到可怕的，近乎世界末日
的景象。一船船災民被推著在一條已經被淹沒
的高速公路上前行，周圍可以看到擱淺後冒出
水面的汽車和卡車，後面有人徒步，冒雨在齊
腰的水裏艱難地前行。

▲

▲

時，敬請關注收看。

休斯頓市市
長特納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說，“找到所
有人之前，我們不會停止努力。”
特納說，截止到星期一傍晚，已經有3052人被
營救，8000人住進臨時庇護所。特納說，休斯
頓已經證實有三人在洪水中遇難。他表示，希
望並祈禱死亡人數不會上升。
志願工作者和警察、消防、醫護以及國民警衛
隊一道投入救援。得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告訴
記者說，他已經動員了得克薩斯州所有國民警
衛隊成員，一共1萬5000人。
得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與哈維颶風帶來的
洪災搏鬥之際，美國總統川普保證，“凡是我
能動用的資源”都可以用來協助這兩個州抗災
。
川普星期一在白宮記者會上說，災區的人期待
國會“快速行動”，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資金。
川普向災民保證說：“你們會得到需要的物資
，而且很快”。川普說，他跟很多議員交流了
意見，他們都很同情得克薩斯民眾的境遇。
川普星期二將前往得克薩斯州東南部視察。川
普表示，他星期六可能會再去得克薩斯州和路
易斯安那州，看看當地官員的需要是否全部得
到了滿足。

︱得克薩斯州被洪水淹沒的住房 (20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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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从海外移民至美国 若不报税损失大
中年从海外移民美国的人若有劳
务所得，会计师建议每年最好申报所
得税表，因为若达到工作十年累积 40
个点数，到了至少 62 岁退休年龄时，
除有资格领取社安退休金外，到 65 岁
有资格领取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时
，A 部份住院险政府还会替当事人支
付所有保费，当事人就这部分每月可
节省 200 多元至 400 多元之间不等的保
费。
会 计 师 杨 先 生 说 ， 2017 年 每 一
季 劳 务 所 得 只 要 达 1300 元 ， 就 可 以
获得政府一个工作点数。也就是说
一 年 只 要 劳 务 所 得 达 5200 元 ， 就 可

以累积四个工作点数。十年下来当
事人只要累积 40 个工作点数，62 岁
想要提前退休，就有资格申请社安
退休金，65 岁并自动免费获得政府
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 A 部份的住院
险。但若有资格申请社安金却尚未
申请，65 岁时就须另外申请联邦医
疗保险。
然而实务上，他看到很多从海外
移民美国的中年人，明明有劳务所得
，如替邻居照顾小孩，或接送小孩获
有薪酬，却从未想过申报劳务所得。
他们没想过申报会比不申报划算，因
为单是从获得联邦医疗保险 A 部份的

免费住院险就很值得。
他并曾有一位客人来此开公司营
业，只申报公司所得税，却从未发薪
给自己，结果也拿不到个人工作的劳
务所得点数。
同样作为会计师的施先生说，
在美国 65 岁以上人士根本买不到私
人健保，但有客户是帮自己子女带
小孩，固然申报有劳务所得，但申
报 的 是 Schedule C， 不 是 雇 主 给 的
1099 表 ， 结 果 据 此 申 请 社 安 退 休 金
时，被告知没有资格领取，因为他
是照顾自己的孙子女，不是照顾别
人的孙子女，也不是基于经营商业

日本七成企业残酷压榨
外国研修生的背后
外国研修生在日不断出现遭受压
榨事件：超时劳动、不支付薪资，生
活不能得到保障。研修生普遍遭受权
益侵害时，自我保护意识弱，很少人
采取手段进行维权。
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在调查全
国接受外国技能实习生的企业后，发
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接受视察的 5672
家企业当中，70.6%比例的企业，也
就是 4004 家企业都违反了劳动基准法
的相关法令，其中包括强迫令实习生
进行超长时间劳动，以及不支付工资
等恶性案例。
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向外宣称
“外国技能实习生制度”是以培育外
国人才，将来让他们回到祖国促进经
济发展为目的而实行的制度。但是，
由于企业方面不遵守法律，以及政府
监督不到位等原因，外国技能研修生
制度已经成为“强迫廉价劳动力超时
工作”的代名词。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视察结果显示
， 超 时 劳 动 的 企 业 有 1348 家 ， 占
23.8%为最高；安全基准不达标的公
司有 1097 家，占 19.3%；不支付加班
费的企业有 771 家，占 13.6%，卫生
基准不达标有 531 家，占 9.4%；未按
法律让实习生接受健康体检的企业有

505 家，占 8.9%。在劳动时间方面，
有的公司甚至让外国技能实习生每月
加班超过 130 小时；安全基准方面，
通常是在可能受伤的情况下没有给与
员工安全保护。
在外国技能实习生普遍遭受权益
侵害时，到底有多少人采取手段进行
维权呢？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实
习生向劳动基准监督机关举报劳动环
境问题的案例只有 88 件，其中 83 件
的举报内容为“不支付工资和加班费
”，占据绝大多数。其中，还有在 2
年期间内拖欠 5 名实习生共计超过
1200 万日元工资的企业。
通过厚生劳动省的调查结果，可
以下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企业就是将
外国技能实习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不
仅如此，还侵害了他们的其他合法权
益。超时劳动、不支付工资、不做安
全保护、不做健康检查等行为加在一
起，等同于聘用外国人作为奴隶压榨
。
厚生劳动省揭发社会中这样黑暗
的一面，值得十分的肯定。但是，更
重要的是能否通过这一次揭露加强各
地方政府对于外国实习生接受企业的
监督和监管。如果后者保证不了，这
项调查的意义就微乎其微。

长久以来，日本媒体对于外国技
能实习生的报道都十分负面，认为他
们是日本“黑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如果企业按照劳动时间工作
，按照规定支付加班费，他们的生活
可以过得相当不错，没有任何必要逃
离企业在日本做一个没有身份的“黑
户”。因此，在报道外国技能实习生
“失踪”问题时，把矛头指向罪魁祸
首——违法企业身上才是公正的。
当然，外国技能实习生的自我保
护意识也十分弱。至少 4004 家企业违
反劳动基准法，却只有 88 家，比例
只有约 0.22%提出申诉。换句话说，
日本企业压榨实习生的违法成本实在
太低。另外一方面，在各种各样的违
法项目里，安全、卫生、健康等问题
并不是实习生们所关注的，他们最为
关注的是企业是否按照合同支付了工
资和加班费。不少外国技能实习生在
生产过程当中遭受到的伤害，许多都
是本可以避免的。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希望厚
生劳动省的这次调查能够作为一个
起点，真正引起日本各地方政府的
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希望外国研
修生能够重视自己权益的维护，避
免任人宰割。

托儿所的劳务所得。此人一旦无资
格领取社安金，即使是公民或合乎
资格的绿卡持有人，65 岁时固有资
格申请联邦医疗保险，但保费全部
要自己负担，A 部份住院险将无法获
得免费好处。
根据联邦医疗保险网址，除非是
残障且已领取社安残障金达 24 个月，
即使不到 65 岁仍可申请联邦医疗保险
，否则领取资格是公民及在美国居住
超过五年的绿卡持有人，只要自己或
配偶在美国工作连续十年，至少获得
40 个工作点数，年届 65 岁时便有资格
领取联邦医疗保险。

做保险经纪的刘女士表示，公民
及在美居住超过五年的绿卡持有人若
拥有 40 个工作点数，关键是联邦医疗
保险 A 部份住院险将全部免费。但若
未达 40 点，如不到 30 点，根据美国中
老年人协会(AARP)，A 部份住院险每
月最高须自付 411 元(2016 年)保费，如
果是介于 30 至 39 点间，每月须自付
234 元(2014 元)保费。
至于联邦医疗保险 B 部份看医师
的医疗保险或 D 部分处方药计划，不
论如何都需要自掏腰包付保费，因此
当事人工作有无满足 40 个点数，差别
不大。

澳大利亚移民收入越来
越高贡献越来越大
近年来，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
增长，澳大利亚的移民问题也随之
增多。对于移民增长这一问题，支
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近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到澳大利亚的
移民，尤其是技术类移民，包括难
民，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而且他
们向澳大利亚政府交纳的税款也越
来越多。这意味着，收入在不断增
长的移民人口为澳大利亚发展所作
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自 2010 年以来，澳大利亚移民
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4.9%，略高
于澳大利亚所有纳税人口的收入增
幅 4.5%。在 2013 至 2014 财年，澳大
利亚移民人口的总收入达到 840 亿元
(澳元，下同)，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增
长了 7%，而且为迄今为止可查数据
的最高值。
据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下属国
家移民统计部(National Migrants Statistics Unit) 的 海 伍 德 · 史 密 斯 (Chris
Heywood-Smith)表示：“鉴于目前已
有 5 年数据可查，这些数据可让我们
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移民人口个人
收入每年所发生的变化。”
数据显示，在移民人口的总收
入中，90%相当于 760 亿元左右为雇
员类收入，这部分收入扣除物价因

素 同 比 增 长 了 6% 。 同 时 在 2013 至
2014 财年，在全部移民纳税人口中
，雇员类移民的收入中值为 4.84 万元
，高于所有澳大利亚雇员类纳税人
口的收入中值 4.57 万元。
此外，技术移民的雇员类收入
水平最高，该群体的收入中值达到
5.54 万元；紧随其后的是持永久签证
移民，该群体的雇员类收入中值为
4.57 万元；同时持家庭签证移民的雇
员类收入中值为 3.95 万元。
海伍德· 史密斯还指出，整体而
言，大多数持签证移民人口的商业收
入(business income)一直都在增长，其
中永久签证和人道主义签证持有者一
直都是商业收入最高的移民群体。
2013至 2014财年，移民的商业收入继
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比增长 12%至
1.57 万元。虽然此类移民群体仅占所
有移民纳税人口的 5%，但这一群体
的总收入达到约25亿元。
与此同时，来自苏丹的移民在
澳大利亚全部移民纳税人口中所占
比例最高，达到 16%，该群体的总收
入达到 3.7 亿元。
此外，在斯里兰卡出生的移民
，在纳税人口的总收入中，雇员类
收入所占比例高达约 93%，而其他国
家出生的移民雇员类收入约占总收
入的 79%。

新西兰大选将至 盘点各政党移民政策
临近大选，新西兰各政党纷纷抛出
政策吸引选民，华人最关心的移民政策
情况如何？以下为您总结各政党移民政
策要点。
一、父母团聚移民
自从去年底新西兰宣布在 2 年内暂
时关闭父母团聚移民签证以后，“重启
团聚移民”的呼声在注重家庭团聚的华
社中已经越来越高。各政党对重启该签
证的反响不尽相同。
国家党：正在调整和制定签证条例
新西兰总理Bill English对重启父母
团聚移民签证一事明确做出了回应。他
表示，政府正在重新审核父母团聚移民
类签证的规则。“我们理解移民希望与
家庭团聚的心情，我们现在正在重审这
类签证。但我们希望在签证出台时，大
家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些政策的细则。所
以在签证关闭期间，政府正在调整和制
定签证条例。”
优先党：要严格限制老年移民的数量
优先党明确表示要严格限制老年移
民的数量，因为这会影响到国家的健康
和其他服务。
工党和绿党：喊口号支持

在政府关闭父母团聚移民后，工党
Andrew Little 表示，国家党政府关闭父
母团聚移民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举措”
。他强调，就父母团聚移民这种签证来
说，工党从来没有考虑过、也不会取消
该类签证：“我们不会提议对这类签证
进行任何调整和改变。”
绿党James Shaw表示，他不认为享
受养老福利的人群应该被区分对待。
“Winston Peters经常说那些在新西兰居
留时间不满10年的人，不应该有资格享
受社会、养老福利，但新西兰有一套通
用的养老政策，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能拿到养老金。只要符合条件，哪怕
你在工作，也能领养老金。”
行动党、毛利党和人民党：实践支
持
行动党 David Seymour 表示，该党
已经正式把父母十年访问签证作为其政
策之一。这个签证可以允许父母来新西
兰，但必须要自己买保险。
人民党提出，他们希望调整并重启
父母团聚签证，先给予父母一个最初五
年期的工作签证，在此之后父母可以申
请永久居留权。

毛利党则希望直接重新开放父母类
别和家庭团聚类移民。
二、技术移民政策
国家党：不削减移民数量
在经过一系列移民分数调整、职业等
调整之后，国家党认为目前的净移民数量
处于合理的水平，限制移民进入新西兰会
给一些行业和区域经济造成破坏。
总理Bill English表示，国家党不会
出台政策去削减移民数量。“新西兰需
要移民来帮助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如果
国家的发展需要更多移民，那么政府欢
迎移民到来。我们不会人为地去削减移
民数量，因为新西兰的移民人数是由国
家的经济情况决定的。”
工党：大力降低移民人数
工党认为，近几年过多的移民给国
家带来负担，因此需要削减人数，计划
削减2-3万人。
优先党：不能让移民抢了本地人的
饭碗
优先党没有明确说明技术移民数量
问题，但强调为医疗和福利考虑，要控
制大龄移民的数量。不过优先党一直提
倡，不能让移民抢了本地人的饭碗，其

具体政策如下：
1.移民不能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去
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2.新西
兰本地求职者必须得到优先考虑；3.移民
政策必须符合新西兰利益并主要用于满
足关键性的技能短缺；4.严控家庭团聚移
民；5.为医疗和福利考虑，要控制大龄移
民数量；6.杜绝对移民工人的剥削；7.奥
克兰基础设施过于饱和，引导移民往奥
克兰以外地区；9.移民不能通过提前购买
语言课程的方式来绕过英语要求。
绿党：要给与新移民更多支持
绿党支持移民的可持续流动，接受包
括技术移民以及因人道主义和家庭原因的
移民。绿党认为新移民需要更多支持，例
如更好的资助安置服务和语言培训。同时
要确保临时移民有适当的工作条件和适合
他们技能的居住途径。允许具有宝贵技能
的临时工签者申请居留签。
但绿党提出，所有新移民需要学习
怀唐伊知识内容。
行动党：支持移民，限制过度慷慨
的福利
行动党支持移民，但提出要削减
“过度慷慨的福利”。同时提出新移民

入籍时签署新西兰价值观认同文件。另
外，对于国际留学生，如果其父母无法
证明过去三年中的某一年是新西兰税务
居民，就要被收国际学生费。
毛利党：强调移民对于怀唐伊知识
的了解
1.公民宣誓时加入毛利语誓词；2.新
增环境难民类别；3.对非法滞留的人员
进行部分赦免；4.对留学生提供必修的
怀唐伊知识教育项目；5.65 岁以上的太
平洋岛裔人士在经过 5 年等待期获得入
籍之后，可以给予一定的养老金；6.消
除种族、宗教和文化歧视基础上的移民
政策；7.入籍除了语言要求之外，还需
要通过怀唐伊知识考核。
人民党：为低级别课程留学生提供
2年工签
1.评估新西兰国际留学生的现况，为做
出的承诺提供公平可实行的机会。为参加低
质量课程的学生提供一个为期2年的工作签
证，要求他们符合技术移民类别职业或短缺
技能清单职业的需求。2.进行留学行业整改
，将正直与诚信回归教育产业。
另外，人民党还提出恢复家庭最后
一个成员团聚签证，增强社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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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士

誠和勇敢）
。紀念碑的下方刻著遇害者 司大樓前將我們放下，我們在這裡有 幅存在，為木橋生色不少。從橋欄向兩 去了。北岸有很多商店，我們瀏覽一番
760 人，生還者 350 人（都是大約數）
， 3 個小時自由活動。花橋就在洛伊斯 邊望去，兩邊岸上的大樓古色古香，有 ，就順原路回來。
（2017
我們回到盧森湖畔勞力士鐘錶店
年 5 月 24 日）今 天 我 們 坐 車 去 盧 森 還列出了遇害軍官的名字。紀念碑前 河（Reuss River）上不遠處，距盧森湖 的墻上還有壁畫，賞心悅目。遠山上有
（Lucerne）
，又譯盧塞恩或琉森。盧森 游人很多，大多數人的面容都很肅穆。 的出口只有一箭之遙。花橋（Kapell- 一個古堡，但也可能是什麼人的別墅。 前的停車場。這裏附近的幾條小街，滿
瑞士雇傭兵有悠久的歷史。他們 brücke）的德文名稱其實是教堂橋的 那古堡有好幾個尖頂襯托著中央的高 是各種各樣的紀念品店、鐘錶店、糖果
面臨盧森湖，面積 24 平方公里。湖上
有一座花橋，是一個有名的觀光景點。 忠心、勇敢所以自 15 世紀以降，常被 意思，因為它的附近有一座聖彼得大 樓，高樓上面的國旗迎風飄揚，很有童 店、服裝店、珠寶店等，還有一個噴水
池，上面有一個金色的瑞士衛士雕像，
從蘇黎世開車 50 餘公里。費時一小時 歐洲王室雇用擔任近衛隊。1527 年 5 教堂，因此得名。這是一座木結構廊橋 話的味道。
出了花橋，我們沿著羅伊斯河南 基座上的年份是 1918。我們慢慢瀏覽
。Maggie 說，這座城市只有 6 萬人口， 月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軍隊 ，長 204 公尺，建於 1333 年，本來是為
是大仲馬筆下最美麗的城市。因為今 嘩變，進攻梵蒂岡。瑞士近衛隊保護教 了盧森的防禦需要而建。上面有頂，橋 岸向西走，前面不久就是一間教堂。這 ，看得眼花繚亂，這也喜歡，那也喜歡，
天 很 多 人 會 有 機 會 買 東 西，所 以 皇克勉七世（Clamens VII）撤退，竭力 身是棕色的，橋頂漆上紅色。在廊橋的 是耶穌會教堂，是瑞士第一座大型巴 不免買一點巧克力、瑞士小刀等紀念
Maggie 很詳細地解釋怎樣退稅。瑞士 奮戰，189 名士兵中，有 147 人陣亡。 裏面有約 120 幅於 17 世紀時所繪關於 洛克風格的教堂，建于 1667-1677 年。 品。沿著湖的大街上，有各種各樣的大
的貨物稅是 8%，不是個小數目。Mag- Maggie 說，其實教皇也有其他國家的 盧森歷史的畫。不幸教堂橋的大部份 教堂正面有兩座高塔，塔上各有一個 樓，相當美觀，有幾棟還有藝術性頗高
gie 接著說，瑞士聯邦最初的三個州， 衛隊，但只有瑞士衛隊奮戰到底。所以 于 1993 年在因撞船意外發生的火災 洋葱形的頂。我們進入它的內部參觀。 的人像雕塑。瑞士各大城市建築物上
就是 1291 年 8 月 1 日在盧森湖畔結盟 後來梵蒂岡决定只用瑞士的雇傭兵擔 中燒毀，雖然事後很快得以重建，回復 雖然它是天主教（即舊教）的教堂，却 面的人像雕塑是比較少的，這幾棟大
的。1866 年，德國作曲家華格納被迫 任衛隊。直到今天，瑞士衛隊仍是梵蒂 原來的樣貌，不過壁畫已經少很多了。 只有一個雕像，就是聖母懷抱嬰兒耶 樓頗為出衆。
午餐後，我們來到盧森湖邊。這裡
離開慕尼黑，就到盧森來住了 6 年。他 岡的保護力量和儀式象徵。1927 年瑞 橋中間有一座用磚建的 140 英尺高的 穌，站在祭壇的右方。祭壇上則有描繪
住在一間面對盧森湖的房子裏，繼續 士頒布禁令，禁止國民擔任外國人的 八角形水塔。此水塔曾用作監獄、拷問 耶穌升天的壁畫。其他的部分清爽得 被闢成一個公園，在樹蔭下的長椅上
雇傭兵，但對梵蒂岡是唯一的例外。 所、瞭望台及金庫。每到初夏的時候， 像是新教的教堂。
坐坐，湖中有渡輪來來往往，遠山近水
他的作曲工作。
在等車的時候，我看到旁邊有一 木橋外側就開滿了紅色的天竺葵，所
我們從市政廳橋上走到河的北岸 ，加上微微清風，感覺很舒服。公園裏
盧森湖是瑞士聯邦的起點。11 世
。從橋上往下游望去，前方還有一座廊 遊人濟濟，加上上下渡輪的乘客，相當
紀時，哈布斯堡家族崛起于瑞士北部。 座 圓 形 的 建 築，正 面 墻 上 有“The 以又叫花橋。
我們從花橋北端登上，慢慢往前 橋。Maggie 曾說，這條河上有好幾座 熱鬧。不少團友也慢慢聚集在這裏，因
在它擴張勢力對抗意大利的戰爭中， French army at the Verrieres, Fran受到瑞士若干城鎮的幫助。作為酬庸， co-German War”的字樣。原來這是一 走，似乎仍能感受到木質結構的清香。 橋，都很好看，建議我們去走走，不過 為集合的時間就快到了。
德王菲特列二世在 13 世紀初免除了 座全景畫展覽館。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 樑上原有的 120 幅三角形壁畫仍有多 鑒于時間，我們還是直接走到河北岸
其他王公貴族對烏裏（Uri）和施維茨 初，電影尚未出現的年代，世界各
（Schwyz）兩地的管轄權。當他的繼承 大 城 市 流 行 一 種 巨 大 的 全 景 畫
。全景畫廊是圓
人第一任德國皇帝魯道夫在 1291 年 （panorama painting）
去世後，烏裏（Uri）, 施維茨（Schwyz） 形 的，不 成 文 的 規 定 是 內 部 圓 周
和翁特瓦爾登（Unterwalden）三個河 114 公尺，高 14 或 15 公尺，巨大的
谷地區的百姓害怕魯道夫的繼承人剝 全景畫就在內部挂上一圈。這一個
奪他們已得的權利，於是 1291 年 8 月 展覽館原先就是符合這個尺寸的。
1 日，在盧森湖畔結為聯盟，共同抵禦 話說當年普法戰爭時，法軍戰敗。
外來的威脅，成為最初的瑞士聯邦的 1871 年 2 月，由 Bourbaki 將軍率領
三個州。盧森州是在 1332 年加入瑞士 的法軍，敗退到法國和瑞士的交界
聯邦的。蘇黎世 1351 年加入，巴塞爾 處。Bourbaki 將軍被免職，新上任的
1501 年加入。
Clinchant 將軍于是向瑞士請求庇
抵達盧森後，Maggie 先帶大家去 護。國際公法規定一個被打敗的軍
參觀盧森之獅紀念碑。這是一個非常 隊，可以越過國界，進入一個中立
大的石雕，刻在一塊岩壁上挖出來的 國，放下武器，並且住進拘留營，然
洞穴中。這個雕刻是一頭受了傷的雄 後可以一直住到戰爭結束後再返
獅，憂愁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這是 回自己的國家。瑞士的 Hans Herzog
洛伊斯河北岸風光
盧森之獅紀念碑
紀念法國大革命時，被屠殺的瑞士雇 將軍迅速反應，允許 87000 名法軍
傭兵。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王 從 Verrieres 進入瑞士，並安置他們，
路易十六從凡爾賽宮逃到杜樂麗宮。 直到戰爭結束。這是國際上第一次
1792 年 8 月 10 日，巴黎人民暴動，進攻 援引這個國際公法的事件，也是瑞
杜樂麗宮，瑞士雇傭兵抵擋不住，在路 士一次漂亮的人道主義行為。這個
易十六的命令下投降，結果全部 786 館所展覽的全景畫就是描述疲憊
人被殺害。在瑞士雇傭兵中，有一名叫 的法軍進入 Verrieres 的狀況。全景
做 Karl Pfyffer von Altishofen 的軍官， 畫的作者是日內瓦出生的藝術家
戰爭的時候，他正在盧森度假，所以倖 Edouard Castres，作於 1881 年。可惜
免遇難，但對於死難的戰友一直耿耿 這個展覽館不在我們的行程之上，
於懷。他在 1818 年開始籌錢建立這個 不然可以看看全景畫展覽館是個
紀念碑，1820-1821 年雕刻完畢。紀念 什麼樣子。昨天我們在蘇黎世看到
碑是刻在一大塊陡峭的岩壁上，長 10 的 Strassbourg 紀念碑也是普法戰爭
公尺，高 6 公尺，獅子面容痛苦，背上 中，瑞士人道主義行為的一個紀念
被長矛刺傷，身下有一塊有代表法國 。
王室的盾牌，旁邊還有一塊有瑞士國
上車之後，我們再去參觀花橋
徽的盾牌。上面的銘文是“Helvetio- 。這是盧森很有名的一個旅遊景點
rum Fidei ac Virtuti”
（獻給瑞士人的忠 。車子在盧森湖畔的勞力士手錶公
花橋（教堂橋）
一個漂亮的噴水池（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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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型遊戲展現場火爆

德國科隆，世界最大的遊戲展會科隆遊戲展開幕
德國科隆，
世界最大的遊戲展會科隆遊戲展開幕，
，德國總理默克爾也來
到展會現場，
到展會現場
，過了壹把
過了壹把“
“遊戲癮
遊戲癮”。
”。

與媽媽緊緊依偎
澳大利亞現罕見白色小考拉

英國動物園年度體檢開始
黑猩猩“
黑猩猩
“偷瞄
偷瞄”
”自己身高

澳大利亞壹家動物園日前迎來壹只罕見的白色考拉，園方目前正為它征
集名字。這只超萌的白色考拉是雌性，它的母親是澳大利亞布裏斯班動物園
的考拉提亞。

大話經濟

比特幣飆升危機四伏
專家建議盡快關停違規平臺

5 月以來，比特幣又開啟壹波瘋狂
漲勢。尤其是 8 月，比特幣價格壹路飆
升 ， 從 每 枚 18000 元 左 右 壹 度 突 破
30000 元，創下歷史新高。數據顯示，7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國內比特幣交易成
交額為 301.7 億元，占全球總交易量的
30%。
專家認為，比特幣因其可匿名、不
受國界限制、不易追蹤等特性，往往被
不法分子利用，成為洗錢、傳銷、走私
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工具。監管部門應盡
快建立比特幣交易平臺投資者的實名審
查制度，加大對比特幣交易平臺違規行
為的懲治力度，對部分嚴重違規的比特
幣交易平臺進行取締。
交易風險大
國內比特幣交易情況監測報告顯
示，2017 年上半年，全球主要虛擬貨幣
市值總和由 177 億美元增長至 1000 億美

元。其中，比特幣市值增長 2.7 倍。7 月
1 日至 31 日，比特幣市值在 310 億-470
億美元區間震蕩。以 7 月 31 日市值計算
，全球主要虛擬幣種市值中，比特幣市
值占比 51%，其次是以太坊和瑞波幣，
分別占 20%和 7%，三者合計占比近八
成。
7 月 1 日至 31 日，國內比特幣交易
成交額 301.7 億元，環比下降 11.6%，
占全球總交易量 30%。通過分析國內各
交易平臺的交易規模，OKCoin 幣行（占
比 22.5%）、比特幣中國（占比 19.7%
）和火幣網（占比 18.2%）三個交易平
臺的交易量最大，三者合計占比達 60%
。
二級市場兌換交易是比特幣生態鏈
條的重要環節，參與用戶多，交易規模
大。同時，比特幣交易也伴隨著壹定風
險，包括價格波動、市場操縱、信息泄

露、交易平臺被盜、跑路等。
“作為壹種所謂超國家‘貨幣’，
比特幣雖然在虛擬空間中運行，但其暴
漲可能會增加主權國家的經濟金融體系
的系統性風險。”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
研究所所長黃震指出，如在外匯管制、
洗錢、避稅等方面，目前已經存在利用
比特幣逃避外匯管制、洗錢逃稅的行為。
黃震強調，在比特幣的交易流轉方
面，國內壹些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存在很
多不規範的地方，特別是有的平臺存在
資金池、杠桿資金、做虛擬盤的現象，
甚至有的組織和團隊持有大量比特幣，
存在操縱市場或內幕交易的金融風險。
國家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家委員
會日前發布報告指出，在虛擬貨幣市場
中存在惡意炒作、價格劇烈波動等系列
問題，且為洗錢、恐怖融資等活動提供
了便利。
監管漏洞依然存在
業內人士指出，犯罪分子利用加密
數字貨幣（主要是比特幣）進行洗錢、
敲詐（數據泄露）、勒索（DDOS 攻擊
的威脅）等犯罪行為。歐洲刑警組織評
估報告指出，全球 3%的洗錢活動是使
用加密數字貨幣進行的。
今年年初，人民銀行對比特幣交易
平臺開展現場檢查發現，北京的部分平
臺未經批準擅自開展融資業務、未充分
履行反洗錢義務。

此外，目前國內比特幣平臺高達數
十億元的客戶資金缺乏第三方存管，客
戶資金面臨“跑路”風險。近期，央行
在對北京地區主要交易平臺的現場檢查
中發現，火幣網和 OKCoin 幣行均利用
投資者充值形成的沈澱資金購買理財產品
，合計約 10 億元人民幣。
業內人士指出，基於風險考慮，大
部分國家都將比特幣交易納入監管體
系。美、日、德、加、澳等國承認其合
法性，並出臺監管規則，而俄、泰、印
尼等國認定比特幣交易活動非法。
我國不允許金融或支付機構開展與
比特幣相關業務，也不允許其作為貨幣
流通。各國政策仍不明確，也可能對兌
換價格造成劇烈波動。
“目前，各國監管當局不大會承認
比特幣作為貨幣的屬性。對監管層而
言，比特幣最大的問題是，它有可能被
利用來洗錢或者從事不正當交易等。”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認
為，現在加密貨幣 ICO 的概念比較熱，
但其中很多脫離了分布式記賬這樣原本
的運營規範，從而產生誤導公眾、發生
龐氏騙局的可能性。
多措並舉完善監管
“雖然上半年人民銀行對比特幣市
場及平臺亂象加強了監管，但依然存在
諸多監管空白。”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楊
義先表示，應盡早確立比特幣的監管框

架，確定監管主體，明確業務規則，把
比特幣裝進制度和監管的籠子裏。
黃震認為，面對比特幣的瘋狂走
勢 ，投資者要理性看待，切忌盲目跟
風，避免高位接盤。投資者必須加強學
習，研究投資標的及其交易風險，不做
不了解的領域的投資。交易平臺應加強
合規建設、投資者教育和風險管理，定
期進行自查和報告風險；機構團隊應加
強信息披露，向安全化、透明化、規範
化方向發展。
黃震建議，監管層應介入比特幣
的監管，適當引入監管科技加強對比
特 幣 、區塊鏈進入的檢測和預警，盡
快把比特幣系統性風險控制在合理的範
圍內。
“央行等有關部門可以定期發布風
險警示，給市場和投資者進行風險提
醒。”黃震補充道，還可以支持地方政
府創新運用監管沙盒等監管科技，把比
特幣閉環生態納入監管沙盒之中，進行
沙盒試驗和風險測試。
此外，互聯網安全專家建議，相
關部門應明確比特幣交易平臺的監管
定位與監管分工，盡快建立比特幣交
易平臺投資者的實名審查制度，實現
交易和兌換過程透明化。同時，加大對
比特幣交易平臺違規行為的懲治力度，
對部分嚴重違規的比特幣交易平臺進行
關停取締。

中越邊境“天生橋”助推兩國邊民互市大發展
綜合報導 修建後投入使用的雲南省紅河州金
平縣馬鞍底鄉中越邊境著名的地質景觀新“天生
橋”，迎來絡繹不絕的邊民和遊客。
在該中越邊境處，因地殼運動將壹座小山壹分
為二，形成壹條深 40 余米、寬僅 0.5 米的天然裂
縫，中國、越南兩國以此為線劃定國界，形成了獨
特的“地縫國界”景觀。又因壹塊巨石掉落橫置於
縫隙之上，行人通過巨石走兩步便可往返中越兩
國，當地人稱其為“天生橋”。
據馬鞍底鄉鄉長楊鋒介紹，幾年前，“天生橋”

的情況非常糟糕，因為沒有護欄、年久失修，存在
很大的安全隱患。2015 年 10 月，經過 4 輪協商，
中越雙方決定在“天生橋”下方幾米處修建壹座新橋
，方便兩國邊民通行，同年 11 月，壹座 3 米寬 8 米
長的水泥橋順利落成，成為新的“天生橋”。
站在新“天生橋”上，壹邊是中國，壹邊是越
南，腳下 40 余米深的裂縫中河流呼嘯而過，十分
壯觀。“天生橋”不僅是當地著名旅遊景點，也是
連接中越兩國邊民互市的橋梁。
“新橋雖小，但是搭起了兩國邊民友好往來、

互通互市的橋梁。”楊鋒稱，早在 1985 年，“天
生橋”所在的地西北村就被雲南省政府批準為正式
的邊貿互市點。隨著新橋的建成，更多的越南邊民
選擇到馬鞍底鄉“趕集”、購物。
據馬鞍底鄉政府統計，2016 年地西北邊貿互
市點貿易額達 4000-6000 萬元（人民幣，下同）
、“天生橋”全年接待遊客 8 萬至 9 萬人次。
不僅如此，新橋還成為兩國政府互訪的重要通道。
馬鞍底鄉所屬的金平縣，與越南2省5縣接壤，邊境線長
達502公裏，有金水河國家壹類口岸、熱水塘和地西

北兩個邊民互市點以及58條無天然屏障通道。
綿長的邊境線使中越兩國山水相連，也面臨著
許多共同的社會問題：邊境安全、走私、拐賣人口、
社會治安等。為促進邊境安寧、提高邊民生活水平，
金平縣、鄉、村各級政府已形成了每年與越方多次
互訪的慣例，協商解決邊境問題，攜手並進共發展。
據楊鋒介紹，馬鞍底鄉政府欲借助當地“中
國·紅河蝴蝶谷”的旅遊資源優勢，開發通過“天
生橋”前往越南沙巴小鎮的出境旅遊線路，豐富當
地旅遊產品類型，與越南邊境城市實現互利共贏。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August 30, 2017  ׀John T. Robbins, Editor

Weather Catastrophe For The Ages Brings Chaos And Heartbreak

Hurricane Harvey Leaves Houston Paralyzed After
Rains Cause Epic Flooding And 1,000's Homeles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strong current took the vehicle
over a bridge and into the bayou.
The driver was able to get out
and urged the children to escape
through the back door, Saldivar
said, but they could not.
“I’m just hoping we find the bodies,” Saldivar said.
Houston (08/2017) After creating a weather catastrophe of epic
and historical proportions to the
Houston and southeastern Texas
region, Hurricane Harvey began
its slow exit from the state after
its relentless bashing finally was
met with powerful incoming air
currents out of the west that began pushing the stubborn system
slowly eastward toward Louisiana. But in its wake, Hurricane
Harvey has left 1,000’s of citizens
homeless with area shelters filled
to maximum capacities across the
city, millions of dollars of property damage to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hundreds of air
flights canceled and hundreds of
aircraft grounded.
As of Tuesday afternoon, the rains
have subsided for the moment
and slowed down markedly in
Houston as of Tuesday morning.
But it has not completely stopped
and now a new problem is threatening the city in a major way.
There are two primary safeguards
against a catastrophic flood in the
downtown Houston area: the Addicks and Barker reservoirs. As of
around 6AM Tuesday local time,
the Addicks reservoir was within
a few inches of going over the top
of the dam wall and still rising.
There are two emergency spillways, but the rest of it is just an
earthen structure built after World
War II and it wasn’t supposed to
ever get to this level. Even opening the gates on the dam hasn’t
stopped the rise of the water and
authorities are predicting that it
will overflow today.
UPDATE: As of 7:45AM local
time the Addicks dam had topped
and water had begun flowing over
the rim. Officials announced that
they are opening the gates wider,
so a lot of water is heading into
the city. They further said that
controlled releases will be taking
place “for months” after the storm
is over. This recovery is going to
be going well into 2018.
This is bad news for all the neighborhoods downstream and according to local Fox News they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evacuated.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s that if
the water cresting the top begins
to erode the earthen walls. There
are no words to describe what
would happen to a major portion
of Houston if the dam fails.

When levees and dams are
breached, millions of area
homes can be flooded in a
short time.
Floodwaters did reach the rooflines of single-story homes Monday and people could be heard
pleading for help from inside as
Harvey poured rain on the Houston area for a fourth consecutive
day after a chaotic weekend of rising water and rescues.
The nation’s fourth-largest city
remained mostly paralyzed by one
of the largest downpours in U.S.
history. And there was no relief in
sight from the storm that spun into
Texas as a Category 4 hurricane,
then parked over the Gulf Coast.
With nearly 2 more feet (61 centimeters) of rain expected on top
of the 30-plus inches (76 centimeters) in some places, authorities
worried that the worst might be
yet to come.
Harvey has been blamed for at
least three confirmed deaths, including a woman killed Monday
in the town of Porter, northeast
of Houston, when a large oak tree
dislodged by heavy rains toppled
onto her trailer home.
A Houston woman also said she
presumes six members of a family, including four of her grandchildren, died after their van sank into
Greens Bayou in East Houston.
Virginia Saldivar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her brother-in-law
was driving the van Sunday when

Virginia Saldivar (far right)
assumes that six members
of her family riding in a
van were pull over a bridge
and into a raging bayou on
Sunday.
Houston emergency officials
couldn’t confirm the deaths. But
Police Chief Art Acevedo said
he’s “really worried about how
many bodies we’re going to find”
amid the disaster, which unfolded
on an epic scale in one of America’s most sprawling metropolitan
centers.
The Houston metro area covers
about 10,000 square miles, an
area slightly bigger than New
Jersey. It’s crisscrossed by about
1,700 miles of channels, creeks
and bayous that drain into the Gulf
of Mexico, about 50 miles to the
southeast from downtown.
The storm is generating an amount
of rain that would normally be
seen only once in more than 1,000
years, said Edmond Russo, a deputy district engineer for 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which was
concerned that floodwater would
spill around a pair of 70-year-old
reservoir dams that protect downtown Houston.
The flooding was so widespread
that the levels of city waterways
have equaled or surpassed those
of Tropical Storm Allison from
2001, and no major highway has
been spared some overflow.
The city’s normally bustling business district was virtually deserted
Monday, with emergency vehicles
making up most of the traffic.

during the storm.
“Both the county judge and I sat
down together and decided that
we were not in direct path of the
storm, of the hurricane, and the
safest thing to do was for people
to stay put, mak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decision we made was the
right decision.”
He added, “Can you imagine if
millions of people had left the
city of Houston and then tried to
come back in right now?”The Red
Cross quickly set up the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and
other venues as shelters.
By Monday night, 7,000 people
have arrived at the shelter set up
inside the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 which originally had an estimated capacity of
5,000.
Red Cross spokesman Lloyd Ziel
said that volunteers made more
space inside the center, which also
was used to house Hurricane Katrina refugees from New Orleans
in 2005, in part by pushing some
cots closer together. A shortage of
cots means some people will have
to sleep on chairs or the floor.
The center settled down at night,
after an occasionally chaotic day
that saw thousands of evacuees
arrive in the pouring rain. Officers
and volunteers at times rushed
to attend to those with medical
needs, including two men who
were suspected of having taken a
street drug. Officials said both recovered within an hour.
At the Addicks and Barker reservoirs, the Army Corps started

By Monday night, 7,000 people had arrived at the shelter
set up inside the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 which originally had an
estimated capacity of 5,000.
releasing water Monday because
water levels were climbing at a
rate of more than 6 inches (15 centimeters) per hour, Corps spokesman Jay Townsend said.
The move was supposed to help
shield the business district from
floodwaters, but it also risked
flooding thousands more homes
in nearby subdivisions. Built after devastating floods in 1929
and 1935, the reservoirs were designed to hold water until it can
be released downstream at a controlled rate.
In the Cypress Forest Estates
neighborhood in northern Harris
County, people called for help
from inside homes as water from a
nearby creek rose to their eaves. A
steady procession of rescue boats
floated into the area.
Harvey increased slightly in
strength Monday as it drifted back
over the warm Gulf,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Forecasters expect the system to
stay over water with 45 mph (72
kph) winds for 36 hours and then

head back inland east of Houston
sometime Wednesday. The system
will then head north and lose its
tropical strength.
Before then, up to 20 more inches
(51 centimeters) of rain could fall,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Director Louis Uccellini said Monday.
That means the flooding will get
worse in the days ahead and the
floodwaters will be slow to recede
once Harvey finally moves on, the
weather service said.

devastation in Houston stirred up
painful memories for many Hurricane Katrina survivors.
“It really evoked a lot of emotions
and heartbreak for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hrough that now in
Houston,” Ray Gratia said as he
picked up sandbags for his New
Orleans home, which flooded
during the 2005 hurricane.

Hurricane Harvey has turned
many Houston streets into
urban rivers and lakes.

Sometime Tuesday or early
Wednesday, parts of the Houston
region will probably break the
nearly 40-year-old U.S. record for
the biggest rainfall from a tropical
system — 48 inches, set by Tropical Storm Amelia in 1978 in Texas, meteorologists said.
The amount of water in Houston
was so unprecedented that the
weather service on Tuesday had to
update the color charts on its official rainfall maps to indicate the
heavier totals.
In Louisiana, the images of the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assured
Congress that the $3 billion balance in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s disaster
fund was enough to handle immediate needs, such as debris removal and temporary shelter for
displaced residents.
The White House said Monday
night that the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will visit Corpus Christi and
Austin on Tuesday. They will receive briefings on the relief efforts
by local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Harvey was the fiercest hurricane
to hit the U.S. in 13 years and the
strongest to strike Texas since
1961′s Hurricane Carla, the most
powerful Texas hurricane on record. (Courtesy https:/apnews.
com-Associated Press)

President Trump Inspects Storm Damage In Corpus Christi – Meets With
Gov. Abbott In Austin And Tours DPS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Trump Arrives In Texas
And Praises Relief Effort -“It’s a real tea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Rescuers continued plucking people from the floodwaters. Mayor
Sylvester Turner put the number
by police at more than 3,000.
The Coast Guard said it also had
rescued more than 3,000 by boat
and air and was taking more than
1,000 calls her hour.
Chris Thorn was among the many
volunteers still helping with the
mass evacuation that began Sunday. He drove with a buddy from
the Dallas area with their flat-bottom hunting boat to pull strangers
out of the water.
“I just couldn’t sit at home and
watch it on TV and do nothing
since I have a boat and all the tools
to help,” he said.
They got to Spring, Texas, where
Cypress Creek had breached Interstate 45 and went to work, helping
people out of a gated community
near the creek.
“It’s never flooded here,” Lane
Cross said from the front of
Thorn’s boat, holding his brown
dog, Max. “I don’t even have
flood insurance.”
A mandatory evacuation was
ordered for the low-lying Houston suburb of Dickinson, home
to 20,000. Police cited the city’s
fragile infrastructure in the floods,
limited working utilities and concern about the weather forecast.
In Houston, questions continued
to swirl about why the mayor did
not issue a similar evacuation order.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Turner has repeatedly defended the decision and did so again
Monday, insisting that a mass
evacua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by car was a greater risk than en-

“This is not the Superdome,” Mr.
Abbott said, referring to the nightmarish conditions residents of
New Orleans endured while seeking shelter at a sports arena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12 years ago.
“At the convention center, we are
sustaining food,” added the governor, who sat near the state’s junior
senator, Ted Cruz, who was briefly
trapped by flooding in Houston on
Monday.

President Trump and wife
Melania head out Tuesday
morning for Texas.
WASHINGTON — President
Trump landed in storm-bruised
Corpus Christi on Tuesday morning to see for himself some of the
damage caused by Tropical Storm
Harvey and to demonstrate his
personal commitment to a region
still in the grips of a historic natural disaster.
Mr. Trump, who pushed aides to
schedule a visit to Texas as early as possible after Harvey made
landfall near Rockport, Texas, on
Friday night as a Category 4 hurricane, initially considered touring
San Antonio, which is outside the
most hard-hit areas. But he settled
on Corpus Christi because it was
30 miles away from the most severely impacted parts of the Gulf
Coast, and suffered relatively light
damage from the initial impact of
the storm.
“It’s a real team, and we want to
do it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Mr.
Trump said of the response effort
during a meeting with officials
from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agencies in a Corpus Christi firehouse.
“We want to be looked at in five
years, in 10 years from now as,
this is the way to do it.”
Gov. Greg Abbott of Texas, sitting
next to the president, sought to
allay concerns about the situation
at the convention center in downtown Houston, where 9,000 residents fleeing rising floodwaters
have crammed into a makeshift
shelter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5,000.

President Trump meets with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nd other state officials in
Austin Tuesday.
The people at the convention center have food and security, Mr.
Abbott said.
“I have an incident management
team inside the city of Houston,”
he said.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eing moved to shelters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All eyes are on Houston, and so
are mine,” added Mr. Abbott, a
political ally of Mr. Trump who
has given the White House high
marks for its storm response thus
far.
After conferring with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ials, the president, accompanied by Melania
Trump, the first lady, travelled
north to Austin, where he met with
other state officials.
The president is also scheduled
to meet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local elected officials and mayors while in Texas.
He has no plans to meet the mayor
of Houston, Sylvester Turner.
“Due to the weather and all of the
circumstances it’s a little bit more
fluid today than a normal travel
day,” Sarah Huckabee Sanders,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told reporters aboard Air Force
One during a turbulent fligh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be very
cautio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any activity doesn’t disrupt any of

the recovery efforts that are still
ongoing, which is the reason for
the locations we are going here today,” she said. “As of right now, I
don’t know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get to some of the really damaged
areas.”
Trump will not be visiting Houston during this trip. The nation’s
fourth-largest city has been struck
by catastrophic flooding and is expected to see 50 inches of rain by
the time Harvey leaves the area.
KHOU reports that at least nine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the
Houston area, including six members of a family who drowned
while trying to escape.
Trump will see significant damage caused by the storm. Corpus
Christi is near Rockport, where
Harvey made landfall Saturday
morning as a Category 4 hurricane. Rockport Mayor Charles
Wax told CNN that the city suffered “catastrophic damage.” Corpus Christi Mayor Joe McComb
said his city suffered tremendous
damage.

Sarah Huckabee Sanders,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Eager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amid the worst natural disaster
of his tenur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lies to flood-ravaged Texas on Tuesday, even as the state
grips for more catastrophic rain.
Trump hopes his stops will send
the message that he’s fully engaged in the disaster recovery
efforts, which have consumed
Texas officials and are expected
to persist for months. He’s due to
receive briefings from local authorities and potentially meet with
displaced residents.
But an early trip to the state comes
with some risk. His predecessors
largely avoided landing in places
where law enforcement resources
— required for any presidential
visit — are still being used for
search-and-rescue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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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ag of Texas flying
at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uesday in
support of victims of
Hurricane Harvey and the
ongoing relief effort.
The White House insists it has
taken steps to mitigate any drain
on local assets as Trump makes
stops in Corpus Christi, along
the Gulf Coast, and in Austin, the
Texas capital.
“We are staying clear of the areas
where there is still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ongoing so as not to
interfere,”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Those stops will keep Trump at
a distance from the most devastating damage in and around
Houston, which has experienced
historic flooding after Hurricane
Harvey’s landfall on Friday.
Trump suggested Monday that he
may return to the state this week
to view the damage at a closer
range. He also said he may visit
Louisiana,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hit with torrential rain and flooding.
“We see neighbor helping neighbor, friend helping friend and
stranger helping stranger,” Trump
Said during a Monday press conference. “We are one American
family. We hurt together, we
struggle together and believe me,
we endure together.”
Trump also praised the leadership in Texas, adding,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We will come
out stronger. And believe me, we
will be bigger, better,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The rebuilding
will begin and in the end it will be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he Red Cross has already opened
shelters throughout Southeast
Texas. You can find the full list at
RedCross.org. (Courtesy https://
mobile.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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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肆虐威力不減 官方頒布強制撤離令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最強颶風哈維登陸威力驚人，
但帶來的暴雨侵襲讓德州與大休士頓地區淹水成災，全城進入
「緊急戒備」 狀態，許多縣市都在 8 月 27 日（週日）及 28 日
（週一）兩天都陸續發布強制撤離令，要求民眾盡快安全撤離高
危險淹水區域。
根據 ABC13 發布的警急撤離令一覽表，整理如下：
強制撤離（強制撤離）：
Inverness Forest Levee 鄰近居民須撤離
邦德縣 LIDS 15 和 19 號
迪金森全體居民須撤離
Trinity River 附近的 Liberty County 居民須撤離
福遍縣山核桃樹
Waller County 法官 Trey Duhon 下令以下 Brazos 河，529 公
路至 10 號公路南方之間的路段居民都要立即撤離，包括 FM
3318，Diemer Rd，FM 1458（布拉斯諾河至布勒路），克萊姆
斯開關路，哈特韋爾路，加利特路的 Robichaux Rd，Mt。錫安
路，陽光邊路，陽光路社區，哈爾士路德爾馬路，哈爾曼路，漢
庭路，馬斯路，腳踏威爾遜路，桃園路，道路路，道旁路，仙德
森路，塞德爾路，1887（南）的 FM 3346 和 Kerr Rd 以西），
Harpers Church Rd，Stefka Rd
西納森種植園
Conroe 市政府發撤離令公告 River Plantation，Woodhaven
Forest， Artesian， Riverbrook Drive 和 Sherbrook Circle， 和
FM 2854 鄰近區域以及 McDade Estates 附近居民都須撤離。
福遍縣密蘇里市（密蘇里州）
灣市
糖城（糖土地）：第一殖民地堤防改善區 1 號和生活在堡壘

縣堤防改善區＃7 的人。
Rosenberg 受到 Brazos 河水威脅，Huntington Rd 等部分地區急須撤離
Simonton 由 於 Brazos 河 疏 洪 狀 況 ， Valley
Lodge 近郊的區域 1,2,3 號皆被要求撤離均須
撤離
福遍縣（Fort 堡縣）：福遍縣法官羅伯
特·赫伯特宣布撤離令，要求巴拉斯河周邊地
勢低近的居民和居住在聖伯納德河周邊地勢
低近的居民被要求強制撤離。
Brazoria 縣 ： Brazoria 縣 法 官 Matt
Sebesta 下令居住在 288 高速公路以西和 6 號
公路以南的民眾全部撤離。政府敦促當地民
眾“馬上離開”。災民可前往貝爾縣的避難
所 EXPO CENTER，地址為：301 西環，貝爾
頓，德克薩斯州。
Aransas Pass 和 Calhoun County 強制撤離。
自由港市低窪地區強制撤離，包括橋港
。市政鼓勵其他居民也能夠早早離開。
Matagorda 縣 521 號公路以南所有居民
被強制撤離，包括 Palacios，Collegeport，
Matagorda，Sargent 和 Wadsworth 市區。
自願撤離（自願撤離）：
自 願 撤 離 則 包 含 Galveston 縣 ， Brazoria 縣 ， 錢 伯 斯 縣 ，
Dickinson，Freeport，Galveston 的西區，Kemah，Seabrook 等
地。
休士頓市政府，州眾議院，國會議員 Al Green 等人都發函

官方發布撤離路線（
官方發布撤離路線
（取自 abc
abc13
13）
）
將全力進入救難工作，當局也提醒強制撤離地區居民須趁雨勢較
小時疏散，留意幫助行動不便的人，也要遵照職法人員指示下安
排路段疏散。民眾請隨身準備急難救助包，備有食物，水，藥品
，充電器，衣物和急救物資。疏散時別忘了拔插頭電源，停止所
有電源運作，也別忘了帶上家中寵物及飼料。

颶風哈維肆虐洪災災情慘重 至少造成9死
(記者黃相慈/綜合報導)德州最強颶風
哈維（哈維）25 日（週五）晚間在德州
科珀斯克里斯蒂登陸，挾帶狂風暴雨和龍
捲風，德州各地被侵略的滿目瘡痍;大休
士頓地區更多多縣市豪雨成災，飽受水患
之苦根據 ABC13 報導，至少造成有 9 人
死亡，數十人生死未卜，30 至 40 人在災
害中受傷，超過 30 萬戶停電，災情十分
嚴重。所幸在搜救隊員努力下，已有
2000 多人獲救。國家氣象局（國家氣象
局）不斷發送淹水，龍捲風警報，提醒大
家沒事待在家最安全。
這堪稱是史上最災難性的颶風哈維以
4 級颶風（4 級颶風）威力登陸，肆虐沿
海城鎮後，26 日（週六）減弱成熱帶風
暴後，但雨勢絲毫不減，並同時產生數個
龍 捲 風 ， 許 多 德 州 地 區 包 括 Corpus
Christi， Galveston， Rockport， Richmond，Missouri City 及休士頓等地都受
到龍捲風襲擊，造成屋頂掀翻，路樹倒塌
，房屋破損等災情。五至週六期間就至少
發布超過共 70 次龍捲風警告。

這個熱帶風暴將滯留數日並會降下災
難性豪大雨，27 日（週日）已造成大休
士頓地區積水成河與德州東南部數個城鎮
洪水成災，許多地區都無一倖免，根據
Fox26 氣象預報，受到豐沛的雨量，包括
Bellaire， West U， Greater Eastwood，
Midtown Houston， Greenway， Upper
Kirby， Memorial 和 Montrose 及 中 國 城
區區受到嚴重洪患影響外，休士頓東南部
也降下歷史性新高，一夜之間超過 25 英
寸的雨量，許多地勢低窪地方的累積雨量
更高達 60 英寸，非常驚人。
這場“歷史性洪水”至少已造成 5 人
死亡，還有許多因洪水而未確認的傷亡，
救災難度增大，休士頓警局局長 Art Acevedo 表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據，他從
來沒看過這種事情發生。目前包括德州沿
海城鎮災情慘重，美南地區 610 環狀公路
，45 號公路，8 號，59 號公路等地許多
路段都傳出嚴重淹水災情 0.45 號與 8 號地
區都有傳出水淹及腰，許多水深都幾乎要
覆蓋路牌，街上也可見許多車子試圖通過

淹水路段，都能泡水車或被滅頂，鄰近區
域住戶家門口更是成了 「湍急小河」 ，不
少人還因撤離而險象環生，大批軍警全副
武裝，趕往救災。
受到颶風侵襲影響，已造成大規模斷
電，根據數據顯示，加上最嚴重的羅克波
特地區，全德州累計有 30 萬用戶停電，
當局表示，雖然哈維風力減弱，但移動速
度緩慢，未來 3 天仍然會豪雨不斷，暴雨
都有可能引發洪水，未來幾天可能導致慘
重損失，救難隊員表示， 「重建恐需要耗
時數年」 。
許多學區和學校也自週五就實施停課
，查詢民眾可至 http://abc13.com/community/schoolclosings/網站或各學區官網
查詢。民眾若遇淹水等為情形可撥打 311
，若需要消防救難隊可撥 713-884-3131
，休士頓市政府緊急應變部門除撥打 311
也 可 致 電 713-837-0311; FEMA：
1-800-525-0321， 哈 瑞 斯 縣
713-755-5000， 洪 水 控 制 （ 防 洪 ） ：
713-684-4000。

遭颶風侵襲的家園（
遭颶風侵襲的家園
（取自 ABC 13
13）
）

劇院區附近道路已被淹沒。（
劇院區附近道路已被淹沒
。（取自
取自 ABC 13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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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哈維重創休士頓休士頓官員和休斯頓人搶救災民
哈維週二恐回頭氣象部門預測颶風哈維情況可能好轉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颶風哈
維（Harvey）重創休士頓，自從星期
六晚上以後，救援單位今天緊急動員
船艇，卡車，直升機等，要趕在哈維
這個怪獸級暴風又迴轉休士頓前，搶
救各處因洪水淹沒街道而孤立待救的
民眾。過去四天，德州西南地區一共
接收了 25 英寸豪雨，達到往年全年降
雨量的一半，一舉打破歷史記錄。罕
見的豪雨引發災難性洪災，因哈維行
動異常緩慢，從今天到本週四，德州
西南地區還將迎來 15 到 25 英寸降雨，
休斯頓城區 6 到 10 英寸前總統喬治•
布什（George Bush）和他的妻子寫
信給休斯頓居民，他們說他們是休斯
頓人，即使他們不在休斯頓，但他們
的心卻與他們在一起。他們祈禱，並
且會和休斯頓居民一起重建和恢復休
斯頓國會議員 Al Green 也寫信給休斯
頓居民，他和他的團隊不斷聯繫政府
，警察和醫療專業人員，支持休斯頓
居民，幫助休斯頓人渡過這場洪水災
難。
根據報導，隨破紀錄的洪水摧毀
德州東南部多處地方，恐有超過 45 萬
人需聯邦政府援助災後重建。休斯頓

報導，官員表示，自哈維撲向休士頓
後，911 系統已收到及處理 7.5 萬通求
救電話。
休 士 頓 市 長 特 納 （Sylvester
Turner）表示，已有超過 2000 人被帶
至休士頓各地緊急開設的避難所，許
多人都渾身濕透，還有更多災民將陸
續抵達。儘管 911 緊急求助特納說：
“災民需要衣物，千真萬確，他們都
是濕漉漉地被帶至避難所，有孩童，
嬰兒，年長者，他們需要各種東西，
衣物，食物，藥品等。」
休士頓消防局長潘尼亞（Samuel
Pena）促請待救援民眾保持耐心，允
諾“我們很清楚有很多人仍在外處處
危難狀態，我們會盡其所能把每個人
都救到。”目前已至少 5 人證實死於
風災，傷亡人數預料會攀升，且更嚴
重的災情恐還在後頭：哈維颶風又調
回頭並開始滯留打轉，恐會在 30 日挾
帶更多雨量重新登陸氣象部門預測接
下來的幾天可能不會像週末預期一樣
糟糕。豪雨可能比最近兩天預測的要
少，原因是因為颶風哈維它向海洋和
向東移動。但洪水的退去需要一段時
間，休斯頓居民需要互相幫助過來這

個悲劇。
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FEMA
）署長朗恩（Brock Long）表示，為
這些家園被淹掉的災民尋找避難所，
是他接下來的優先要務。朗恩說：
“這是個標誌性的事件，我們從未見
過這種狀況，連作夢都料想不到。」
美國國家氣象局（NWS）指出，從 6
月 1 日到 8 月 27 日，休士頓的雨量計
達 1170 毫米，將近 3 個月內承受近一
年的雨量。朗恩表示，勢必要花數年
才能從哈維風災中復原。
由於大雨，從水庫釋放出水，從
休斯頓各個河流和湖泊溢出水，淹水
面積擴大得非常快，強制撤離範圍擴
大。甚至高效的水管理城市糖城，也
被迫使人們自願離開，並且出現了密
蘇里州市全城天亮前必須撤離。許多
教會佛寺，學校，會議中心和美南新
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也打開了國際貿
易中心和中華文化中心作為洪水災民
的撤離避難所氣象部門預測颶風哈維
情況正在好轉，大家再撐兩天，共同
努力，渡過休士頓最困難的時期。

受颶風影響的休斯頓居民請閱讀這個非常緊急的消息
9月1日前直接向保險公司發送書面信件或電子郵件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秦鴻鈞
報導）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重創休士
頓，對於受颶風哈維影響的休斯頓居民，請閱
讀這個保險公司不想讓你看到的消息！
如果你記得，在 2017 年第 85 屆立法會上
，大多數的州議員通過了 HB 1774 法案，改變
了幫助休斯頓居民和業主在像哈維這樣風暴之
後恢復損失的法律; HB 1774 法案阻礙了你的保

險公司承擔責任，包括你的保險公司拖欠付款
，付低賠償工資，或不付賠償工資。我們所有
人都應該投票反對這個非常糟糕的法案！
不好的是，HB 1774 新法律生效日期是 9
月 1 日！這項法律將使您難以讓保險公司支付
他們應該支付的賠償費用。為了利用目前的
“德州保險法”作為提供賠償的法案，保護業
主對颶風哈維造成損失的索賠，保單持有人應

颶風哈維重創休士頓，
颶風哈維重創休士頓
，過去四天
過去四天，
，休士頓泡在水里
休士頓泡在水里，
，損失驚人
損失驚人。
。

2017年8月27日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緊急公告

（ 本報訊）四級颶風 「哈維（哈維）」 侵襲美國德州地區帶來嚴重
災情，2017 年 8 月 26 日至 27 日德州哈里斯郡已動員超過 1000 次救援受
困民眾。官方公佈轉為熱帶風暴的 「哈維」 已成為休士頓歷來最嚴重風暴
，將持續帶來豪大降雨。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關心風災地區之我僑民及留學生人身安
全，呼籲大眾留在安全處所，如遇路面積水切勿強行通過。倘遇緊急狀況
需要協助，敬請聯絡本處緊急聯絡 手機：832-654-6041，僑教中心手
機 713-562-8588 或本處教育組手機 713-504-6060。

直接向保險公司發
送一封書面信件或
電子郵件，您必須
明確指出（1）具體提及詳細的分類損失和損害
索賠;和（2）日期為 2017 年 9 月 1 日前。
請確保您明白：。根據保險法，電話信息
不足以作出合法的書面通知您必須保留提交給
您的保險公司的硬件副本“一旦 8 月 31 日通過

，你將有更少的機會獲得你想要請與他人分享
此信息！請保持您和您的家人安全，意識到並
準備採取法律行動，獲得您應得的損失的賠償
費用。上帝祝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