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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美國勞工部今天公布，8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年增8.3%，低於7月的8.5%及
6 月創 40 年來新高的 9.1%，但高於市場預
期的8%。令人憂心的是，如剔除波動較大
的食品與能源價格，核心 CPI 年增 6.3%，
高於前兩個月保持的5.9%，也超越市場預
期的6%。

美股開盤後大跌，道瓊工業指數早盤
跌逾70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與那斯達克
綜合指數跌幅分別超過2.5%、3.2%。

核心 CPI 竄升原因之一是與去年同期
相比的基期較低，但也反映物價壓力廣泛
且沉重，油價下跌不足以讓整體通膨迅速

降溫。若觀察單月物價漲幅，經季節調整
，8月CPI上漲0.1%，市場預期下跌0.1%；
核心物價月增 0.6%，是 7 月漲幅及市場預
期的兩倍。

美國通膨顯現已過頂峰的跡象，汽油
價格持續下跌是重要原因。根據美國汽車
協會（AAA）數據，今天全美汽油每加侖
均價3.71美元，比6月中所創歷史高點低了
26%。勞工部最新數據顯示，8月汽油價格
大跌10.6%，延續7月下跌7.7%的走勢。

不過，8月天然氣與電價上漲，食品、
居住等費用也持續攀升。食品價格月增
0.8%，創去年12月以來最小漲幅，但過去

一年大漲11.4%，創1979年5月以來最高年
增率。房租單月上漲0.7%，與醫療費用漲
幅相同。

為恢復物價穩定，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今年已4度升息，但勞工部這份數
據未顯露物價漲勢受到控制的明確跡象。

聯準會 6、7 月各升息 3 碼（0.75 個百
分點），利率期貨市場行情顯示，投資人
普遍預期聯準會官員20日至21日集會時將
再次決議升息3碼。聯準會緊縮貨幣政策，
期望抑制旺盛的消費需求，但經濟將連帶
受影響。如果通膨緩降，衰退陰影恐揮之
不去。

美8月CPI超預期 聯準會升息路徑難改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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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上午，我們大家聚集在休斯敦八號公路旁的國際區艾斯多
公園旁，在郡長克郭之召集下，我們共同為第一座東方亭閣樓舉
行了破土動工典禮，心中激起陣陣澎湃熱情，眼看這座代表我們
族裔文化之精緻樓亭將是我們建造國際文化博物館之第一步。
近百年來，來自世界各角落的移民，我們許多都是赤手空拳

，把許多荒蕪之稻田地打造成為商業區，為當地之経濟注入活水
，製造了無數之商機和就業機會，許多下一代靑年學習之專業已
経成為社會之中堅。
在由名建築師李兆瓊兄之策劃下，我們已經勾劃出未來之藍

圖，當這個亭閣建成後，我們將建造一座弓橋，把閣亭和彼岸之
小島連接後建造一座一萬呎之文化博物館，其中把來自五大洲移
民之文化分別展示和陳列出來，再把前輩們在此奮鬥之事蹟永遠
留存。
國際區委員會已經為此計劃作出積極之配合並將撥出專款，希

望在短期內公諸大家參考。
我們深感美國是一個種族匯集，共同創建的國家，我們都應

該以自己固有之文化傳統為榮，一定要教導下一代，他們除了溶

入當地主流社會，一定不要忘記自己來自何方。
今天我們要打造的休斯敦國際文化博物館就是把族裔文化往下

紥根，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和風光歲月，都會被時間遺忘，唯有文
化傳承才是永恆的。

我們重植族裔文化之幼苗我們重植族裔文化之幼苗
--推動休斯敦國際文化博物館走出第一步推動休斯敦國際文化博物館走出第一步

The First Step Toward Building A Houston International MuseumThe First Step Toward Building A Houston International Museum

On Saturday morning we all got together
with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at Arthur Storey Park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jointly held a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first
oriental pavilion in the park.

It aroused enthusiasm in our heart to
see this exquisite pavilion which represents
our ethnic culture. It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is also the first step we are
taking toward building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any of
us have been immigrant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We have turned many barren rice
fields and raw land into commercial areas
and created countless business and job
opportunities. Many of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become the backbone of society.

With the help of Commissioner Cagle
and architect C. C. Lee, we are creating a
master plan for building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and the
building of a bridge to connect two small
islands with a 10,000 square foot building
which will display the cultures of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We want to tell the stories

of how these
immigrants came
to America and
we want to
showcase their
success stories.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ll work
very closely with
local community
leaders to
showcase these
many success
stories forever.

We should all be proud of our own
heritage, no matter where you came from.
This great land has given us opportunity and
freedom. We all love this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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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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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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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潔時CEO將執掌星巴克
綜合報導 總部位於美國西雅圖的星巴克公司宣布，英國家庭用品

巨頭利潔時首席執行官(CEO)拉什曼· 納拉辛漢(Laxman Narasimhan)將出

任星巴克CEO。

星巴克宣布，納拉辛漢將從今年10月1日起擔任星巴克候任CEO。

從2023年4月1日起，他將正式就任星巴克CEO並加入公司董事會。

在納拉辛漢擔任星巴克候任CEO的過渡期間，舒爾茨將繼續擔任臨

時CEO。納拉辛漢正式就任星巴克CEO之後，舒爾茨將繼續擔任公司董

事會成員，並長期擔任納拉辛漢的顧問。

《紐約時報》報道稱，現年55歲的納拉辛漢出生於印度，1991年前

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求學。此後，他加入知名咨詢公司麥

肯錫，並最終成為高級合夥人。2012年，納拉辛漢加入百事可樂公司，

並壹路晉升至首席商務官壹職。

2019年，他出任利潔時CEO。利潔時9月1日宣布，納拉辛漢將於9

月30日辭去公司CEO並前往美國工作。公司股價當日跌幅超過5%。

星巴克創始人霍華德· 舒爾茨於今年4月4日起擔任公司臨時CEO。

他從1986年到2000年擔任公司CEO，並從2008年到2017年再度擔任該

職。

G7宣布對俄石油出口限價
俄方：會威脅整個石油市場

“如果對俄羅斯石油進行限價，歐

洲納稅人將遭受損失”，對於七國集團

(G7)對俄羅斯石油實施限價，俄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2日作出上述表態。俄副總

理諾瓦克1日也曾表示，“俄羅斯將停止

向決定限制俄羅斯石油價格的國家供應石

油和石油產品”，並稱限價“絕對荒謬”

。2日，G7財長開會討論通過美國總統拜

登提出的對俄羅斯石油設置價格上限的建

議。俄專家稱，歐美國家此舉將導致油價

繼續上漲。俄國家杜馬主席2日稱，歐盟

有必要取消導致其能源危機爆發，致使民

眾生活困難的對俄非法制裁。

將導致能源安全災難？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消息人士的

話稱，G7國家支持從12月5日起對俄羅

斯石油實行最高價格限制。對於俄羅斯

石油產品，限制可能從2023年2月5日開

始實施。G7 財長2日在線上會議上對這

壹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通過了這壹限價

計劃。英國天空新聞網2日報道稱，G7

財長2日發表聲明稱：“今天，我們重

申我們共同的政治意圖，以全面禁止俄

羅斯石油和石油產品在世界各地進行海

上運輸。只有當石油和石油產品以低於

設定價格購買時，才允許提供此類服

務。”歐盟委員會支持G7的提議，但需

要得到歐盟成員國的同意。該計劃將俄

石油價格限制在40—60美元範圍內，以

換取合法的運輸和保險。

俄《獨立報》稱，對於G7限價壹事

，俄副總理諾瓦克稱俄不會向那些支持

對俄石油限價的國家供應石油和石油產

品，俄拒絕在非市場條件下對外供油。

G7對俄石油進行限價的計劃是“絕對荒

謬”的，此舉會威脅整個石油市場，導

致全球能源安全災難。歐美消費者將為

此付出代價，這將徹底摧毀市場。俄總

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2日也表示，那些

加入對俄石油限價的國家將不會成為俄羅

斯石油的接收者。“我們根本不會與他們

就石油進行合作。俄羅斯的石油不會運

往歐洲，而是流向在市場條件下運作的

國家。”俄國家能源安全基金專家米特

拉霍維奇稱，歐美借此向俄施壓的計劃將

會失敗，因為大型石油進口商不太可能接

受它。此外，俄停止石油供應，國際油價

存在爆炸性上漲的危險——可能達到每桶

120-130美元。俄高等經濟大學專家薩利霍

夫稱，美歐無力將俄能源從世界市場上擠

出，替代俄油氣是相當困難的。

法德想恢復與俄對話
有媒體分析認為，由於與俄羅斯打

能源戰，歐美國家今年冬天恐怕不好過

，甚至會因此引發社會動蕩。因此，壹

些國家壹面支持限價，壹面卻又想與俄

羅斯進行談判。

德國《世界報》報道稱，德國總理

朔爾茨當天在會見埃森市居民時稱，他

希望繼續與俄總統普京進行談判。他同

時指出：“德國不能完全放棄俄羅斯的天

然氣進口。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生活不必

要地復雜化。政府已采取壹切必要措施應

對能源危機。未來德國將不得不擴大天

然氣進口基礎設施，以最終擺脫依賴。”

德國議員伯恩哈德接受俄媒采訪時表示

，由於能源危機，德國最早可能於 9 月

發生首次大規模示威活動。物價大幅上漲讓

社會局勢復雜化。德國能否熬過冬天取決於

與俄簽署的天然氣供應合同。

對於朔爾茨的這壹言論，俄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表示：“普京總統壹再表示

我們準備討論最復雜和有爭議的問題。這

應該是擺脫困境的唯壹途徑。到目前為止

，普京和朔爾茨沒有電話交談的計劃。”

俄羅斯《觀點報》報道稱，法國總

統馬克龍在法國大使會議上發言時也表

示願意與俄羅斯恢復對話，他說：“必

須繼續與所有人對話……特別是與那些我

們不贊同的人。誰想讓土耳其成為全世界

唯壹壹個繼續與俄羅斯對話的國家？”對

此，俄國家杜馬議員別利克表示，法國

總統的表現壹直都很兩面派——他壹會

呼籲西方拒絕與俄羅斯妥協，壹會說他

有興趣與俄保持聯系。

IAEA成員成人盾？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稱，國際原子能機

構(IAEA)代表團結束了在核電站的首日工

作後，總幹事格羅西帶領部分人員離開核

電站，但他並沒有對檢查結果發表評論。

他稱，IAEA將在紮波羅熱核電站保留常駐

人員，這對於穩定局勢，並獲得可靠、公

正和中立的數據是必要的。

俄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示，俄希望

IAEA此行的結果能夠引起國際社會的關

註。歐美故意掩蓋核電站周邊的局勢，

從而助長烏克蘭的魯莽行動。俄常駐

維也納國際組織代表烏裏揚諾夫2日表

示，IAEA兩名工作人員將長期駐留核

電站，俄羅斯對此表示歡迎。紮波羅熱

州軍民行政機構總委員會成員羅戈夫1

日稱，基輔希望將訪問紮波羅熱核電站

進行核查的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團成員

留作該核電站的人體盾牌。這是典型的

核恐怖主義。據悉，1日遭受炮擊被迫關

閉的紮波羅熱核電站五號機組已於2日

13時10分重新入網並發電。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性調

整後，今年7月巴西工業產值環比增長0.6%。目前，該國制造業產值仍

低於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水平。

數據顯示，與今年6月環比，7月巴西受調查的26個行業有10個出

現增長。其中，食品業環比增長4.3%，對該國制造業復蘇貢獻最大。采

礦業環比增長2.1%，焦炭、石油產品和生物燃料業環比增長2%。不過

，機械設備業環比下降10.4%，汽車制造業環比下降5.7%。

在四大經濟類別中，中間產品環比增長2.2%，半耐用和非耐用消費

品環比增長1.6%。不過，資本貨物環比下降7.8%，耐用消費品環比下降

3.7%。

與去年同期相比，7月巴西工業產值下降0.5%。其中，醫藥化工和

醫藥產品業同比下降13%，紡織產品業同比下降10%，金屬制品業同比

下降9.2%。不過，飲料業同比增長12.7%，焦炭、石油產品和生物燃料

業同比增長8.6%。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7個月，巴西工業總產值同比下降2%。在截至

今年7月的12個月內，巴西工業總產值累計下跌3%。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安德烈· 馬塞多(Andre Macedo)表示，今

年前7個月，巴西有5個月的工業產值實現環比增長，其中7月份增長彌

補了上個月下降0.3%而造成的損失。今年7月該國工業產值較2020年2

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仍低0.8%，較2011年5月的創紀錄水平則

低17.3%。

巴西今年7月工業產值環比增長0.6%
低於疫情前水平

布拉格爆發7萬人抗議反對北約歐盟
總理宣稱是親俄勢力發起

綜合報導 捷克首都布拉格爆發大規

模抗議活動，約7萬人走上街頭呼籲執政

聯盟采取更多措施控制飆升的能源價格，

並發聲反對歐盟和北約。

報道稱，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包括來自

捷克的壹些“極右翼和邊緣政治團體”，

他們對由捷克總理菲亞拉領導的政府的壹

系列“以西方為導向”政策提出批評，呼

籲捷克在軍事上保持中立，並采取措施控

制飆升的能源價格，比如與包括俄羅斯天

然氣供應商在內的公司簽訂能源合同。路

透社稱，據警方估計，截至3日15時左右

，抗議者人數約為7萬人。

“我們抗議的目的是要求改變，主要

是解決能源價格（飆升）的問題，尤其是

電價和天然氣價格，這將在今年秋天摧毀

我們的經濟，”此次抗議的組織者之壹伊

裏· 哈弗爾對捷克當地媒體說。美國廣播

公司稱，抗議者的訴求還包括要求捷克現

執政聯盟辭職。

路透社稱，捷克總理菲亞拉3日晚些

時候對抗議活動進行了回應，他聲稱這些

抗議活動由“親俄勢力”發起，並批評稱

“他們的立場接近

極端，與捷克共和

國的利益相違背。

”ABC 稱，作為目

前歐盟輪值主席國

，捷克政府將於下

周召開歐盟國家緊

急會議，討論解決

能源危機的辦法。

本月2日，七國

集團財長壹致同意

對俄羅斯石油設置

價格上限。同日，

俄羅斯能源部長舒

利吉諾夫作出回應

，他表示西方國家對俄采取的單方面限制

措施正在引發能源供應中斷，並導致世界

能源價格上漲。

“捷克（政府）堅定支持烏克蘭對抗

俄羅斯的‘入侵’，”ABC介紹稱。對於

美西方壹些國家對烏克蘭局勢的持續拱火

，俄羅斯方面已多次警告批評。據俄羅斯

塔斯社報道，上月10日，俄羅斯總統辦公

廳第壹副主任謝爾蓋· 基裏延科表示，北

約利用烏克蘭與俄羅斯“作戰”，完全不

在乎烏克蘭人民的生命。此前，俄羅斯外

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也曾發表聲明說，北

約雖然否認公開參與俄烏沖突，但實際上

早就站在烏克蘭壹邊，借烏克蘭之手與俄

羅斯作戰。她還指出：“北約在通過繼續

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延長沖突。”

英國醫院警告：
面對能源開支飛漲，或不得不減少患者服務
綜合報導 英國醫院警告

說，面對冬季能源開支大幅

增長，醫院可能將不得不減少

患者服務。

報道稱，《英國醫學雜

誌》周刊采訪的大多數醫院

集團表示，隨著價格上漲，它

們預計開支至少會翻番。

代表公立醫院的英國國

民保健制度聯合會說，這會

產生連鎖反應。該聯合會的

羅裏 · 戴頓說：“通脹造成

的資金缺口只能通過減少雇

員或者延長患者等待時間、

甚至在壹些情況下減少服務

來彌補。”

他表示：“如果不能適當

彌補國民保健署的開支增長，

隨著冬季到來，醫療機構的壓

力只會越來越大，因為我們知

道，今年冬天的情況將尤其困

難。”

報道指出，英國通脹率目

前處於40年來的最高點，達到

10.1%，預計明年的通脹率可能

攀升至18%或更高。上周，英

國居民獲悉，他們的天然氣和

電費支出將上漲80%，預計明

年還將繼續增長。

倫敦大奧蒙德街兒童醫院

的管理者表示，他們預計明年

前兩個月的能源開支將達到每

月65萬英鎊。而去年同期的這

壹數字約為35萬英鎊。

據報道，英國國民保健署

已撥款15億英鎊用於補貼預計

增加的4.85億英鎊開支。但這

是今年5月的預估數字，此後

價格持續上漲，令人擔心這筆

撥款可能並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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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商務部長雷蒙多正在
墨西哥訪問，美方今天藉此機會邀請墨西哥加
入一項規模達數十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促進計
畫，以和中國競爭。

法新社報導，美墨官員們擱置了墨西哥總
統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es Manuel Lopez Ob-
rador）的能源政策所引發的貿易緊張關係，轉
而把重點放在微晶片和其他技術方面的合作可
能帶來的利益。

美 國 總 統 拜 登 上 月 將 「晶 片 法 案 」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CHIPS Act）
簽署成法，內容包括約 520 億美元資金用來促
進微晶片生產。

雷蒙多（Gina Raimondo）說： 「目前在中
國和台灣，半導體的測試、包裝和組裝構成規
模達600億美元的產業。在北美則是30億美元
。所以我們對於在墨西哥與美國創造的就業機
會，真的感到非常興奮。」

雷蒙多告訴媒體： 「對墨西哥來說，這個

機會不僅在於生產設施，也在測試、包裝和組
裝。」

墨西哥外交部長厄伯拉特（Marcelo Ebrard
）歡迎美國提議在半導體產業合作，稱這項提
議 「非常慷慨」。

美墨雙方被問到羅培茲歐布拉多推動的能
源改革時，語氣都緩和下來。美國與加拿大都
反對這項能源改革。

美國政府 7 月依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
式對墨西哥提出申訴，理由是墨西哥的能源政
策歧視美國企業。

布林肯（Antony Blinken）說： 「依據國際
協議來解決爭議，是正常的貿易關係一環，即
使在往來最密切的夥伴國之間也是一樣。」

他還說，兩國正全速推動未來經濟進一步
整合，打造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地區，雙方透過
在供應鏈、加強建立潔淨能源經濟和半導體方
面的努力，朝目標邁進。

美國邀墨西哥加入半導體計畫 規模達數十億美元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14日將審議 「台灣政策
法案」，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茲今天受訪表示，
法案將更清楚傳達美國協助台灣的意願，能為
台灣打開外交空間，預期將在委員會獲得兩黨
強健支持。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預計在美東時間14日下
午2時30分（台北時間15日凌晨2時30分）召
開工作會議，審議備受外界關注的 「台灣政策
法案」（Taiwan Policy Act）等多項議案。

法案提案人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今天出席12日至14日在華府舉辦的 「對華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IPAC）年度峰會，他會後受
訪表示，預期法案能在委員會獲得兩黨強健支
持。

梅南德茲說，他與美國行政部門曾就法案
有過多次對話，雙方對內文達成不錯共識
（land in a good spot）；在解決行政部門擔憂的
同時，法案仍相當強而有力，能表達參議院欲
強化與台灣關係、協助台灣取得捍衛領土完整
性能力的意願。

梅南德茲強調，法案不會改變美國目前對
台政策，而是更清晰傳達美國協助台灣的意願
，包括在國際空間等諸多面向。

「台灣政策法案」長達107頁，集結近年涉

台法案重點，是由民主黨籍的梅南德茲及共和
黨籍參議員葛蘭姆（Lindsey Graham）6 月共同
提出。

根據目前版本，法案將推動駐美代表處更
名為 「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也要求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任
命比照一般美國駐外大使提名程序，須經過參
議院同意，職稱也應改成 「代表」（Represen-
tative）。

為強化台灣防衛能力，法案要求優先並加
速處理台灣軍購請求，並計劃提供台灣數十億
美元外國軍事融資資金；法案也將賦予台灣
「主要非北約盟友」（major non-NATO ally，

MNNA）地位，讓台灣能獲得軍事、經濟特別
待遇。

由於法案將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教
育等多方面提升美台關係，先前傳出白宮對法
案內容有疑慮，正遊說民主黨議員踩剎車。參
議院外委會原訂8月3日審議法案，但在當天臨
時以主席須參與院會事宜為由延期。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上週
接受彭博專訪時坦承，法案部分內容讓行政部
門有些擔憂，他7日將與國會領袖會面討論。

有媒體在IPAC峰會記者會上詢問梅南德茲

，有鑒於行政部門的關切，法案內文是否會有
所修改，還是會依目前版本推動。

梅南德茲表示，法案內文會有些修改，但
主要元素不變，仍會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提供
更清楚定義，包括領土完整性、防衛姿態協助
、不對稱武器軍售及國際參與等，也會探索為
台灣打開外交空間、鼓勵他國也支持台灣的方
式。

梅南德茲說，美國不能讓類似立陶宛遭遇
的事情再發生，立國依據自身主權決定，對台
灣打開大門，卻遭受中國經濟上打壓。

他強調，如同他曾對行政部門說，這是對
西方的考驗， 「若我們不能幫助像立陶宛這樣
的國家因應中國挑戰，我們將輸掉這場戰役」
。

明審台灣政策法案 美參院外委會主席預期過關

俄羅斯今天表示，外長拉夫羅夫及代表團
部分成員已獲美國核發簽證，以讓他們參加本
月稍晚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

法新社報導，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將
率團出席9月20日至26日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
聯合國大會，莫斯科政府之前對於美國尚未核
發簽證給代表團56名成員表達憂心。

美國因為莫斯科軍事侵略烏克蘭，對俄國
高官祭出簽證禁令，但美國不得阻止聯合國會
員國代表前往聯合國總部。

數家俄國新聞通訊社今天報導，俄羅斯外

交部表示： 「今天已對拉夫羅夫和多名隨行人
員發出簽證。考量到美國實施的非法制裁，我
們期望其他代表團成員獲發簽證，並且立即解
決後勤問題。」報導並未說明美國發出多少張
簽證。

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涅班濟亞（Vassily Ne-
benzia）本月稍早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Antonio Guterres），抱怨尚未接獲簽證。

他寫道： 「核發簽證是地主國的法律義務
，而不是權利或特權。」

美國核發簽證俄羅斯外長可參加聯合國大會

美國民間醫療機
構護理師今天展開史
上最大規模的罷工，
主辦單位表示，明尼

蘇達州、威斯康辛州共約 1 萬 5000
名醫院工作人員參與，要求更好的
工作環境及更高的工資。

過去一年美國醫療機構時常發
生罷工，因為員工表示在 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
間工作讓他們筋疲力盡，而且還因
物價上漲生活艱辛。

負責協調罷工行動的明尼蘇達
護理師協會（Minnesota Nurses Asso-
ciation, MNA）發言人表示，這次罷
工行動為期3天，將持續到15日。

從工會放上網的照片可以看見

，員工凌晨時在受罷工影響16家醫
院中的部分醫院外聚集，手持諸如
「病患（權利）優於（醫院）獲利

」等標語。
各家醫院打算持續提供醫護服

務，但有可能會中斷。
明尼蘇達州羅賓斯代爾（Rob-

binsdale）的北方紀念醫院（North
Memorial Health Hospital）表示， 他
們 「可能會針對一些非緊急的護理
和醫療服務做一些調整，以確保在
罷工期間有足夠、安全的人員配置
」。

但他們也強調，會持續提供包
括住院、門診、急診在內的 「全面
性服務」，並為所有預先約診的病
患提供服務。

雙方已經協商了超過5個月，但
並未取得共識。

MNA在聲明中說： 「目前，在
明尼蘇達，護理師工作過量，醫院
人手不足，病患得付的費用過高。
」

工會表示，他們希望尋求解決
人力不足和工作安全問題的辦法，
但醫院只想專注在工資一件事。

代表醫院的團體表示，他們已
提議在3年內將工資提高10%到12%
，而護理師希望薪資能調高 27%到
30%。

醫院方面表示： 「隨著醫療行
業的變化，所有在這個行業工作的
人，都須要適應我們服務的方式。
」

美國護理師大罷工美國護理師大罷工 11萬萬50005000人為待遇抗爭人為待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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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家創造出遙控半機械蟑螂
綜合報導 日本研究人員近日設計了壹個

用於制造遙控半機械蟑螂的系統，該系統配

備了壹個微型無線控制模塊，該模塊由連接

到太陽能電池的可充電電池供電。盡管有機

械裝置，但超薄的電子器件和柔性材料使昆

蟲能夠自由移動。這些成就將有助於使半機

械昆蟲的使用成為實際的現實。由日本理化

學研究所（RIKEN）先鋒研究集群（CPR）

的研究人員領導的壹個國際團隊9月5日在科

學雜誌《npj-柔性電子》上報告了這項成果。

科學家們壹直在嘗試設計半機械昆蟲來

幫助檢查危險區域和監測環境。然而，為了

使半機械昆蟲的使用具有實用性，處理者必

須能夠長時間遠程控制它們。這就需要對它

們的腿部部分進行無線控制，由壹個微小的

可充電電池供電。

保持電池充足的電量是至關重要的--沒

有人希望有壹群突然失去控制的半機械蟑螂

在周圍遊蕩。雖然可以建造為電池充電的對

接站，但返回和充電的需要會擾亂時間敏感

的任務。因此，壹個最佳的方法是包括壹個

機載太陽能電池，可以持續確保電池保持充

電狀態。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難。為了成功地將這些設備集成到表面積有

限的蟑螂身上，工程團隊需要開發壹個特殊

的背包和超薄的有機太陽能電池模塊。他們

還需要壹個粘附系統，以保持機械長時間的

附著，同時還允許自然運動。

在RIKEN CPR的Kenjiro Fukuda領導下

，研究小組用馬達加斯加蟑螂進行了實驗，

這些蟑螂大約有6厘米（2.4英寸）長。他們

使用壹個特別設計的背包將無線腿部控制模

塊和鋰聚合物電池安裝在昆蟲胸部的頂部。

這是以壹只模型蟑螂的身體為模型，用彈性

聚合物進行3D打印。結果是壹個與蟑螂的彎

曲表面完全吻合的背包，使堅硬的電子設備

能夠穩定地安裝在蟑螂胸部超過壹個月。

超薄的0.004毫米厚的有機太陽能電池模

塊被安裝在腹部的背面。據Fukuda稱：“安

裝在身體上的超薄有機太陽能電池模塊實現

了17.2 mW的功率輸出，這比目前活體昆蟲

上最先進的能量采集裝置的功率輸出大50多

倍。”

事實證明，超薄和靈活的有機太陽能

電池，以及它與昆蟲的連接方式，對於確

保運動自由是必要的。在仔細研究了蟑螂

的自然運動後，科學家們意識到腹部會改

變形狀，外骨骼的部分會重疊。為了適應

這種情況，他們在薄膜上交織了粘性和非

粘性部分，這使它們能夠彎曲，但也能保

持連接。當測試較厚的太陽能電池薄膜時

，或者當薄膜被均勻地附著時，蟑螂跑相

同的距離需要兩倍的時間。它們在仰臥時也

很難擺正自己的位置。

壹旦這些組件被整合到蟑螂體內，再加

上刺激腿部節段的電線，新的機械人被測試

。用假太陽光給電池充電30分鐘，用無線遙

控器讓動物左右轉動。

“考慮到基本運動過程中胸部和腹部的

變形，胸部的剛性和柔性元件以及腹部的超

軟裝置組成的混合電子系統似乎是機械蟑螂

的有效設計，”Fukuda說。“此外，由於腹

部變形不是蟑螂所獨有的，我們的策略可以

適用於其他昆蟲，如甲蟲，甚至將來可能適

用於像蟬這樣的飛行昆蟲。”

越南卡拉OK歌廳突發大火12死40傷！
多人跳樓致重傷

綜合報導 越南南部壹家卡拉OK

歌廳突然發生火災，造成至少12人死

亡，40人受傷。傷者中有11人情況

嚴重，由於該歌廳為壹棟四層高的建

築，不少驚慌失措的顧客和服務員跳

樓而逃導致重傷。

據報道，在胡誌明市附近的工業

生產中心平陽省順安市壹家占地1500

平方米、擁有30個房間的歌廳9月6

日晚起火。

事發時，歌廳工作人員試圖用滅

火器撲滅大火，但沒有成功。法新社

報道，大火吞沒了這棟四層建築物的

二樓和三樓，濃煙籠罩樓梯並堵塞緊

急出口。

13輛消防車和66名警察被派往

現場。視頻顯示，消防員正在用起重

機試圖撲滅大火。經過徹夜滅火和救

援行動，目前火勢已得到控制。消防

部門表示，大火燒毀了大約400平方

米的區域。

據統計，火災已致12人死亡。受

傷人員已被送往當地醫院治療，截至

7日上午，醫院急診科約有40人接受

治療，其中包括11例重傷和壹例顱腦

外傷。

當時歌廳內有不少顧客和服務員

（多為女性），由於無法從出口脫險

，便慌忙從二樓和三樓跳到地面，導

致受重傷。還有壹些人在因在大火中

窒息失去知覺時獲救。

火災原因仍在調查中。當地警

方表示，受火災影響的卡拉 OK 歌

廳防火設施在火災發生前已經過

檢查。

目前初步判定，火災由房間內隔

音泡沫墊起火引發。由於建築物內部

為木質結構，火勢迅速蔓延。

越南總理範明政（Phm Minh

Chính）已下令公安部和省級當局調

查火災原因，並要求加強對所有卡拉

OK場所的消防安全檢查。

卡拉OK在越南很受歡迎，但場

所不安全事件時常引發關註。上個月

，越南首都河內另壹家卡拉OK酒吧

發生火災，三名消防員喪生。

昨晚這場火災是最近四年以來

越南最致命的火災。2018年，13人

在胡誌明市的壹棟公寓樓大火中喪

生。

2016年，河內壹家卡拉OK歌廳

發生火災，造成13人死亡，促使越南

全國範圍內對酒吧和俱樂部的防火措

施進行評估和整改。

降雨量超過去8年
“印度矽谷”被淹

暴雨或成為新常態
綜合報導 人們在印度班加羅爾的積水中拖拽壹輛汽車。 印度

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兩日來連降暴雨，導致這座有“印度矽谷”之稱

的經濟重鎮遭遇嚴重內澇，交通長時間擁堵，大範圍停電。

印度南部城市本加盧魯（曾譯班加羅爾）兩日來連降暴雨

，導致這座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經濟重鎮遭遇嚴重內澇，交

通長時間擁堵，大範圍停電。

據路透社6日報道，自6月1日進入季風雨季以來，本加

盧魯市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162%。

視頻畫面顯示，洪水灌入當地居民的地下室和商店。本加

盧魯市政府組織船只救援受災群眾。許多企業安排員工居家辦

公，不少學校因暴雨停課。自來水廠5日說，由於壹處水泵站

被淹，將停止向市內50多個地區供水兩天。

按照美聯社的說法，每年9月通常是本加盧魯降雨量最大

的月份，而今年9月頭幾天，降雨量便大於正常水平。5日晚

，本加盧魯降雨量達131.6毫米，是過去8年來9月份降雨量最

大的壹天。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氣候變化正在改變印度次大陸的季風降雨

模式。科學家認為，這讓暴雨等極端天氣事件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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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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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工作的港人律
師林廣健。 受訪者供圖

梁女士有“兩個家”：一個位於廣東省佛
山，那兒有她的丈夫、兩名女兒及年老

雙親；另一個家在香港，只有她與12歲在港升
學的幼子。為了兒子的學業，她無法回佛山定居與
丈夫團圓。疫情前，每逢周末及長假期，她都會把
握時間偕兒子回鄉，乘坐跨境巴士返佛山的家，每
次車程僅一個多小時，令她平衡到兩個家的需要。

2019年新冠疫情來襲，回家路漫漫，阻礙
重重。今年5月，已有兩年多未回鄉的梁女士，
為見證長女結婚決定回鄉，遂託鄰居代為照顧幼
子。在四處撲“黃牛飛”後，她終於獲酒店檢疫
名額，原本滿心歡喜出發，誰料最後失望而回。

原來，當她即將完成內地當時“14+7”準備
放“疫監”之際，在接受核酸檢測時，因為她曾在
港確診，所檢出的病毒CT值達34，未符內地要
求，須延長多7天檢疫，最終合共28天才完成檢
疫。

“放監”之時，女兒的婚禮已結束，患長期
病的父親亦突然入院，但因為疫情關係不能探
病。加上在港兒子需要她照顧，她與佛山家人匆
匆短聚後，風塵僕僕趕回香港，“好傷心，好像
想做的事，全部都做不到。”

幼女性情大變 全日躲房內
這一別，回家路更漫長。上月，內地將入境

檢疫日數改為“7+3”，即前後10天。梁女士本
想趁兒子新學期開學前一起返鄉，遂開始終日瘋
狂“搖號”，陷入了嘗試、失敗、再嘗試、再失
敗的“無限輪迴”，“起初心情很興奮，但隨着
日子過去，遲一天搖到，就少一天假期，再扣除
檢疫日數，後來已無法成行。”

梁女士慨嘆，在這個過程中，身在內地的14
歲幼女由起初每天興奮問她：“搖到嗎？”到後
來逐漸不再提起。幼女的性情甚至大起變化，現
時除了食飯，就全日躲在房內不見人。

梁女士指出，幼女念寄宿學校，以往每逢周

末回家，猶像“開籠雀”講不停，但現在母女倆
通電話卻相對無言，連信息也不勤回覆，“其實
我很擔心女兒的情緒，心情很焦急，很希望見到
她，慢慢開解她。”

望落實“逆向隔離”多條回家路
如果女兒是梁女士的心頭肉，內地年邁雙親更

是梁女士放不下的牽掛，尤其患上慢性病、長期進
出醫院的爸爸。梁女士說，疫情初期，彼此靠視像
通話，後來改為通長途電話，其背後原因十分“催
淚”，她哽咽說：“不敢視像……他們（父母）總
是問我什麼時候回去，我實在無法回答，太掛念彼
此了，大家（視像通話）望着對方都忍不住哭……
時常覺得自己的心割開兩邊、身不由己。”

幸好幼子懂事，撐着梁女士渡過逆境。她笑

說，兒子也掛念內地的親人，但不似她眼淺，有
時她因想念家人落淚時，兒子懂得拍拍其背部，
遞上紙巾，讓她拭去淚水，“他不太會說話，但
其實很細心。”

來自大家庭的梁女士憶述，過去每逢中秋節
都是三代同堂，“幾家人一起在天台燒烤、食月
餅、賞月，熱熱鬧鬧，十分溫馨！”坦言全家齊
齊整整中秋節才有意義，現在在港過節，只好與
兒子簡單度過。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港深政府商議的
“逆向隔離”重燃像梁女士這類跨境家庭團聚的希
望，“起碼有希望給予我們這些跨境家庭，‘逆向
隔離’不似‘搖號’那麼渺茫。”她期望能在聖誕
假期回鄉探望親人，“希望父母身體健康，兩人都
已經80歲及78歲，真的見得一次得一次。”

跨境家庭疫下悲涼跨境家庭疫下悲涼““搖號搖號””常落空常落空 骨肉長分離骨肉長分離

中秋月圓人難中秋月圓人難圓圓
視像相聚視像相聚 滿滿屏屏淚淚

中秋佳節，月圓人未圓是一種錐心之痛，這種骨肉分隔的

痛困擾着數以萬計跨境家庭近三年。雖然科技拉近世界距離，

但隔着冷冰冰的熒幕與至親視像通話，那種似近又遠、觸不到

的溫存，是另一種悲涼。每當佳節來臨，一班跨境家庭懷抱一

絲希望，終日“搖號”力爭深圳“健康驛站”名額，但往往落

空而回。與丈夫女兒及雙親分開多年的梁女士，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哽咽道：“每次大家（視像通話）望着對方都忍不

住哭……時常覺得自己的心割開兩邊、身不由己。”一種

相思，兩處閒愁，唯有寄望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盡快

推出“逆向隔離”，可以開闢多一條回家途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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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節倍思
親，被疫情分隔
的跨境家庭更盼
團圓。圖為“迎
月”日市民一家
大 細 在 維 園 遊
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梁女士把握每
次回鄉機會，帶
兒女盡情遊玩。

受訪者供圖

遊 子 在
外，每逢中秋
時節，格外想
家。現年30歲
的港人律師林

廣健在廣州一間律師事務所工
作，自新冠疫情以來一直未有返
港，“遇上大時大節，特別掛念
父母，最想和他們一起飲茶！現
在肉身不到，只好發個電子紅
包，聊表心意。”

在廣州打拚6年，林廣健的
事業已上了軌道，工作更繁重，
平日接案件外，身兼多間港資及
內資中小企業的常年法律顧問。
他可說是一個“大忙人”，要請
假回一趟香港着實不容易。

中秋臨近，廣州的大街小巷
已掛起彩色綵燈。林廣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說，廣州中秋節日
氣氛受疫情影響，不似昔日濃厚，
市民多在家聚會。近3年來，他都
沒有回港探望家人，極之掛念，
“平日主要通電話，大時大節便會
視訊，大家都已經習慣。”提起雙
親，林廣健語氣不禁帶點歉意，尤
其父母曾於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確
診，“我當時心急如焚，卻不能在
他們身邊，幸好家裏尚有弟弟，才
放心很多。”

以往放假回港，一家人最喜
歡的節目便是每天飲茶。林廣健
說：“見到其他人飲茶聚餐，難
免感觸。”今個中秋未能與雙親
共聚食月餅，他說會透過視頻溝
通，希望傳遞心意，最重要是父
母身體健康。他希望“逆向隔
離”可成功推行，讓他下次回港
探親時，可以和雙親飲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9日與深圳市市長覃偉中舉行
港深關於“逆向隔離”方案專班的視像會議，商
討有關方案的構思，並正式啟動政務司司長與深
圳市市長之間的兩地溝通機制，商討“逆向隔
離”方案的構思，讓香港前赴內地的人士先在香
港隔離，再以閉環方式進入深圳，以符合內地
“7+3”隔離規定。

雙方將實地視察河套區設施
在9日視像會議上，港深雙方分別指定香港醫

務衞生局和深圳市衞生健康委員會作為牽頭單位，
會同相關部門磋商具體要求，以確保方案得以周全
制訂。此外，港深雙方同意盡快安排兩地官員實地

視察落馬洲河套區相關設施，以仔細研究其作為
“逆向隔離”方案下指定隔離地點的可行性。

出席9日視像會議的港方官員，還包括香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及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盧寵茂9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逆向隔
離”涉及香港能否做到符合內地入境隔離標準，
包括核酸檢測等許多執行細節問題，又認為有關
安排應改稱為“前置檢疫”較為準確。

議員望早日助港人北上團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9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希望雙方盡快就“逆向隔離”制
度和實施細節達成共識，早日落實有關安排，同

時亦希望“金巴”增加往珠海及澳門的班次，增
加港人北上的機會，讓港人循有關途徑入境內
地，估計兩地要商議河套區作為北上港人隔離設
施，有關管理制度、人員閉環工作、港人北上接
送安排等各方面的細節，加上核酸檢測要符合深
圳要求等，全部有共識後才能落實安排。

對有建議認為可聘請內地團隊到河套區，按
內地制度管理有關隔離設施，梁熙直言，深圳現
時亦要應對本身疫情，需要檢疫設施和人手，香
港最好不要再加添深圳的壓力，又相信在香港招
聘人手按內地標準閉環工作，亦非難事，“可以
工作兩星期，其間居於設施內閉環，然後放兩三
星期假，應該可請到人手。”

他希望在實施“逆向隔離”的同時，“金
巴”增加經港珠澳大橋到珠海及澳門的班次，多
管齊下增加港人到內地的名額，“目前每日往珠
海有10班車，即只有400個名額。”

港深專班視像商“逆向隔離”

��

爭取不減健康驛站名額爭取不減健康驛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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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議會13日舉行市政總質詢，市議員
黃馨慧指出，市政路延伸及捷運藍線若順利開
工，對紓解台灣大道車流有實質助益，質疑為
何進度這麼慢？台中市長盧秀燕表示，市政路
是被中央 「卡」、捷運藍線市府送了18個月，
交通部都未審查，對台中市民非常不公平。

黃馨慧表示，市政路延伸工程為地方重大
交通建設，可分散台灣大道及周邊道路車流量
，降低用路人塞車現況、縮短進入市區交通時
間。未來市政路延伸至工業區，對台中工業區
上下尖峰車潮有實質助益。

黃馨慧指出，市政路延伸案分2標分段執
行，第 1 標即工業區一路至安和路，用地於
2020年已全數取得，應盡快開工。中捷藍線環
評7日已經中央審議通過，只要中央盡速核定
藍線，市府即可立即開工。

盧秀燕表示，市政路延伸先前的確在中央
卡關，原因她不清楚，但市政路早就應該開工

，在中央卡關後，中市府積極爭取、協調，感
謝市民力挺，也感謝市議會代為發聲，因此現
在分階段開工，這個月底第1期將開工。

盧秀燕說，中捷藍線與市政路延伸開工，
都是與台灣大道交通相關的重大建設，現在市
政路終於解決，中捷藍線則是中市府將計畫送
中央審議，18個月以來交通部都未審查，她不
曉得是不是創下所有縣市耽誤最久的紀錄？

盧秀燕強調，希望中央不要耽誤台中市建
設，台中市民去年上繳國稅約1700億多元，有
資格公平分配資源，不應為了 「卡」個人，而
耽誤280萬市民，這對市民非常不公平，市民
都看在眼裡。

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蔡其昌昨出席彰化
活動時表示，盧市長沒有處理好爭議，還增加
預算，但預算在哪裡？不是交卷就一定及格，
考試哪有學生這樣子的，交卷，老師就一定要
給及格？答案寫對才能及格。

中捷藍線18個月未審 盧：中央卡關

高雄一家補習班蔡姓女員工遭楊姓老闆解
雇，雙方爆發勞資糾紛。楊男另指控蔡女在職
時、常常私下從補習班裝水回家喝，求償2萬
4900元。一、二審法官認為蔡女裝水近1年，
楊男也未明令禁止員工裝水回家，等同默許蔡
女行為，判楊男敗訴定讞。

楊男指控，蔡女在職249天，每天都拿5瓶
容量600毫升的礦泉水空瓶裝飲水機的水、帶
回住家飲用，造成他財產損害，怒告楊女竊盜
。但檢方認為蔡女行為不算偷竊，處分蔡女不
起訴。

楊男認為，自己經營補習班，要支出水電
、人事成本，飲水機保養、換濾芯也要花錢，
依每瓶水 20 元計算，另向蔡女提告求償 2 萬
4900元。

蔡女強調，裝水都有經過主管及人資組長
同意，她也並非天天裝水，平均每次裝2、3瓶
。蔡女懷疑此事和老闆資遣她、心生不滿有關

，認為調解程序已完成，楊男已給付她 4 萬
3000元和解，依法 「兩造雇傭關係存續期間之
權益其餘請求拋棄」，事後又挨告實在不合理
。

補習班2名員工證稱，都知道蔡女住處沒
有飲水機，也都看過蔡女裝水回家。

一審法官認為，飲水機上方就裝有裝監視
器，楊男不可能不知情。楊男若不同意，大可
明白告知禁止，但楊男從未制止，楊男請求無
理由敗訴。

楊男不服上訴，強調其它員工知道蔡女裝
水回家，不代表他也知道，裝監視器目的是要
檢查是否有外來人士，他並不會時常查閱，不
能這樣就認定他默許。

二審高雄高分院法官認為，原審無違背證
據法則、經驗法則的判決違背法令情事，判楊
男敗訴確定。

員工裝水回家挨告 老闆未明禁敗訴定讞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第5選區（潭子、大雅、
神岡）參選人林義偉2018年選舉僅1703票落選
，這4年來勤跑基層並宣布參選，原本被視為政
壇明日之星，他昨（12日）深夜卻被警方逮到酒
駕，酒測值達每公升0.85毫克，他今宣布退選退
黨；但對於他稱 「喝1、2罐啤酒」，法醫高大
成直言不可能，起碼喝了12罐。

據三立新聞網報導，林義偉供稱 「只喝了1
、2罐啤酒」酒測值卻達0.85毫克，高大成一聽
到馬上直言 「這喝不少」，如果是以罐裝啤酒來
說，至少已喝了12罐，玻璃瓶啤酒最少8支，威
士忌甚至已是半瓶或清酒整瓶，高大成說一般人
酒測值0.85已經是相當醉的程度，林義偉還能開
車上路，雖然酒量不差，但僥倖試法的結果就是
遭法律制裁。

警方還原事發經過，西屯派出所員警 12 日
晚間11點多巡邏時，行經黎明路、中科路口，
見到1輛自小客車違規超越停止線，遂趨前攔查
，未料聞到駕駛身上有濃濃酒味，經呼氣檢測酒
測值0.8，訊後將林男依公共危險罪嫌法辦，當
時林男穿著競選背心，但員警不知道他就是參選
人本人。

檢方表示，林男13日上午9時許，被依公共
危險罪嫌移送，經檢察官複訊，11時許無保請回
；全案依酒駕案程序處理，依酒測值超標證據處
分，林並未向表明是參選人身分。林義偉屬民進
黨新潮流，本屆參選台中市第5選區市議員失利
，以 1700 多票之差落選，今年再度獲民進黨提
名，未料竟發生酒駕事件。

議員參選人林義偉 「喝2罐啤酒」 駕車遭逮高大成批扯謊

國民黨嘉義縣長參選人王育敏13日提出文
化政見，表示嘉義不該只是農工大縣，她要打
造嘉義縣成 「最美博物縣」，還說對手翁章梁
提農工大縣，看不出對文化的重視；翁章梁競
選團隊強調更重視 「類博物館」概念的落實，
甚至擴大至產業端，重申嘉縣支持文化發展不
遺餘力。

王育敏陣營昨以 「文化嘉義，最美博物縣
」為主軸，闡述相關文化政見，包括發揚宮廟
文化、發展糖業博物館、重視北回歸線意義等
。

王育敏指嘉縣眾多豐富文化資源，包括故
宮南院都應加以串連、營造體驗，甚至帶來觀
光，把嘉義縣變觀光文化大縣，還說嘉縣文化
資源不輸嘉義市，但嘉義縣沒辦法用文化吸引
更多人來 「要檢討」，也質疑故宮南院定位未
明，館藏不夠吸引人。

翁章梁陣營則提出多項文化成績單，強調

翁章梁重視的是落實 「類博物館」概念，像輔
導13個館舍，其中梅嶺美術館、國家廣播文物
館被文化部列為潛力博物館，同時也將 「類博
物館」概念擴大至產業端，包括洲南鹽場、茶
葉改良總場遷場嘉義、大埔美工業區佐丹尼絲
觀光工廠等，都是類博物館。

翁陣營也說，2022年地方文化館13個館舍
經費1040萬元、10個社區營造點660萬元、傑
出表演團隊5團250萬元等經費投入，展現縣府
在文化層面的用心。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教文體育組召集人陳
學聖出席王育敏記者會時，指故宮南院2020年
花了2500萬，飛了20分鐘無人機，是走向煙火
化、綜藝化；故宮南院回應，南院2020無人機
展演，一場次經費約200萬元，且展演融入故
宮文物元素，結合水舞演出，成功推播南院品
牌形象，也帶動周邊觀光效益。

王育敏提文化政見翁章梁秀成績單
高市原鄉農民受制於傳統通路，不懂網路行

銷，銷售成績有限。農業局20日將首度進入那
瑪夏區舉辦電商媒合，邀農民加入 「高雄首選」
行列，為農產找出更多元銷售管道。

高市那瑪夏等原鄉農產品豐富多元且具特色
，包括金煌芒果、山茶、愛玉子、咖啡等深受民
眾喜愛，不過山區農民往往將收購的農產直接販
售盤商，或自行送到市場及路邊銷售，銷售量有
限，甚至常被殺價減少獲利。

去年8月因颱風造成明霸克露橋斷橋，桃源
區復興、梅山及拉芙蘭3里形成孤島，原鄉農產
品運輸受阻，農業局於是輔導農民將盛產的金煌
芒果烘成果乾，並上架 「高雄首選電商平台」販
售，短短1周就熱銷5000包，農民驚呼原鄉產品
在電商平台販售的潛力。

去年農業局辦理小農上架電商，成功媒合
247位小農上架，營收高達上千萬元。5月辦理
的媒合會中，成功讓茂林區小農陳淑華上架她的

農產品，幫助她創造農產價值。
陳淑華說，在莫拉克風災後為了自立更生且

保護原鄉環境，以最天然的 「有機農業」栽植，
如紅藜、樹豆、小米等，並研發各種原鄉伴手禮
。過去都是自行擺攤銷售，但銷售有限，自從參
加農業局的小農電商輔導計畫，業績成長約3成
，也建立自有品牌，也讓不少原鄉小農想跟進。

為了協助小農數位轉型，農業局特別加開原
鄉場次，9月20日將在那瑪夏區立圖書館舉辦高
雄小農電商工作坊，邀請原鄉小農加入 「高雄首
選」行列。

除 「高雄首選」電商平台外，此次媒合5大
農產品相關電商平台參與，包含蝦皮購物、太金
嚴選、新北市真情食品館、黑貓探險隊及無毒農
等，要輔導並協助原鄉小農搭上數位轉型行列，
希望藉由電商的幫助，共同推廣高雄原鄉的農產
與特色商品，讓更多民眾品嘗到這些世外桃源的
美味。

原鄉小農拚出路 加入高雄首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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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城工商

家長學生都點讚家長學生都點讚 CixiCixi音樂教室功力了得音樂教室功力了得
讓孩子學音樂讓孩子學音樂，，是父母做過最棒的事之一是父母做過最棒的事之一

(美南新聞休斯頓報導) 研究指出：父母為孩子
做過最棒的一件事之一，是讓孩子 「學音樂」，因
為學習音樂能讓孩子一生都受惠，孩子會更有自信
心、有更好的表達與閱讀能力、能強化語言能力、
能幫助學習成績甚至提高智商、能更好的管理自己
的情緒，創造力也更豐富，得到好的音樂訓練的小
孩，聽覺更敏銳，在數理上的表現常常比較好，因
為學音樂的人對於時間與空間的推理能力上有更好
的提升。

幫助每個孩子找到最對味的學習
Cixi 音樂教室(Cixi Music Studio)的創辦人Cixi

，就受惠於音樂良多，她希望把這個禮物讓更多人
享有。Cixi回想她小時候，父母親認為音樂能怡情
養性，所以讓自己學鋼琴，然而，他們沒有想到，
學鋼琴對自己的影響竟然如此深遠，甚至後來成為
鋼琴老師。Cixi表示，在我幼年成長的歷程中，彈
鋼琴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樂趣。做了老師之後，
我希望能與學生分享我的美好經驗、以及能享受音
樂的樂趣。

然而，較傳統的舊式教學方法，因為缺乏因材
施教的彈性，對於現今的孩子已經不再適用，每個
學生都有獨特的個性，有自己的學習步調，身為老
師，我期待幫助每個孩子找到最對味的學習方式。
因為了解孩子，也能將心比心站在家長的立場考量
，Cixi 音樂教室廣被學生與家長讚賞，好口碑口耳
相傳。

佳評不斷，Cixi音樂教室被譽為是大休斯頓地
區最好的音樂學校之一，教授鋼琴、歌唱、小提琴
、吉他等，有一對一教學，也有優質的小班課程，
三個教學點都位於華裔朋友居住比較密集的地方，

分別在休斯頓中國城、梨城和凱蒂。教師團隊專業
、富有熱情、認真、親切，都有豐富的演奏與教學
經驗，至今已耕耘了16年個年頭。

樂趣與成就感
Cixi音樂教室的焦點，是幫助學生在學習音樂

這條路上，能找到樂趣與成就感。Cixi希望用有趣
而快樂的方式傳達音樂的美妙，也期許學生能夠打
下紮實的音樂基礎，並學習用各種音樂類型來表達
自己內在的感受與熱情。她的教學方式，獲得眾多
家長和學生的肯定。在優質的教學啟發下，Cixi音
樂教室的學生屢屢在國際音樂考試中取得優秀的成
績。

創辦人Cixi以前曾全職的在公立學校（Aldine
和Sheldon ISD學區）當小學音樂老師，教授鋼琴、
管弦樂器等，長達七、八年的時間，也擔任過中學
的樂隊指導，她身懷熱忱，專業能力更是每位學生
和家長都能親身體會到的。Cixi音樂教室目前是美
國音樂教師協會(National Music Teachers Associa-
tion)、 德州音樂教師協會（Texas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 和 休 斯 頓 音 樂 教 師 協 會 （Houston
Music TeachersAssociation）的成員。

教學方式兼具多樣性與趣味
因為過去曾長期擔任公立學校音樂老師的經驗

，讓Cixi與其他只有演奏經驗的私人音樂老師很不
同，她特別知道如何“引導”孩子，經驗極為豐富
。小朋友的注意力相對的短暫，也不喜歡一成不變
，她的教學方式兼具多樣性與趣味性，包括語言上
的鼓勵、運用遊戲和活動、設立多種小獎勵、帶領
學生去市中心聆聽休斯頓交響樂團的專業演出，鼓
勵小朋友能獨立的思考問題，而非簡單的只是告訴

他們一個答案或知識。
Cixi 自幼學音樂，她5歲開始學鋼琴，16歲就

通過英皇（ABRSM）鋼琴八級考試，開始教學生
。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當鋼琴教師，這也是她熱
愛至今的工作。從孩童時代練琴開始，她在彈鋼琴
中感受到音符的美妙和樂趣；在教學上，與學生的
互動裡，Cixi獲得了當老師的成就感，她教授音樂
技巧、分享感受經驗，啟發學生enjoy音樂、喜愛
音樂。Cixi愛上音樂教育，把音樂教育當成自己一
生全心全意要走的路。

紮實的基
礎很重要

有些家長期
待孩子能盡快掌
握演奏的技巧，
然而，Cixi 強調
基礎的重要性，
Cixi 音樂教室要
求學生在學習下
一項技能之前，
必須先能掌握一
些重要的音樂技
能，例如計算節
奏、閱讀樂譜和
良好的姿勢。若
是急於前進，學
生很可能缺乏穩
固的基礎，這樣
在未來遇到問題
或瓶頸時，他們

容易輕言放棄，因此，打好紮實的基礎很關
鍵。我們希望學生享受學習音樂的過程，同
時也期望他們具有優越的技能。

Cixi認為：學習 + 樂趣 = 成功 (Learning
+ Fun = Success)從公立學校到私人的音樂教
室，Cixi教的學生非常多，至今已經超過千
名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口耳相傳，家長互相
介紹來的。其實，家長送孩子學琴，大多數
並非希望他們日後成為鋼琴家，而是希望培
養孩子一個興趣喜好。對Cixi來說，學習音
樂不僅是培養興趣，也是性格和自律的養成
。當然，如同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學音樂
的好處多多，孩子一生在許多方面都將因此
而受惠。

Cixi 音樂教室(Cixi Music Studio)電話：
281-826-2256。

中國城地址： 9730 Town Park Dr., Suite 96,
Houston, TX 77036

梨城地址：2809 Miller Ranch Rd. Suite 401,
Pearland, TX 77584

Katy 地址：15022 Lakefair Dr., Richmond, TX
77406

網站：https://www.ciximusic.com/
Facebook 頁面 https://facebook.com/ciximusic-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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