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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直播

王君宇律師樓專業助理《DIY USA》
王君宇律師【移民熱線】

萬火勝律師《AM Show》

每週一4PM

每週三3PM

每週五 11AM

紐約糖尿/保健鞋
New York Orthopedic Shoes
144-31 41 Ave. #L6, Flushing (Parsons & 41 Ave.)

保險公司認可的保健鞋和醫療器材店。ABC Board Certified Facility. Certified Pedorthist
宋英洙法拉盛：718-359-3348/3347

接受大部份保險，自費者優惠！
M-F 9:30-5:30
SAT 9:00-3:00

款式新穎
舒適透氣

熱銷中
高質量靜脈曲張襪子
有醫師處方即可領取

美國步行鞋
量身定制鞋墊

Made in USA
美國製造

安全防滑
純正牛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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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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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美國國會於1997年所頒布的「臺美傳統周」，
臺灣巡禮將以舞台表演、主題展示、美食小吃、文化
創意、民俗技藝等，探索多面貌的臺美傳統文化。

5月28日周日下午12-5時
曼 哈 頓 聯 合 廣 場 北 側

百老匯大道-西17街
（Union Square North, Broadway-W 17th S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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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JOURNAL

世界新聞網 www.worldjournal.com 世界電子報 ep.worldjournal.com

SATURDAY, MAY 20, 2023
農曆癸卯年四月二日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2023年5月20日 星期六

紐約(NY):75¢

世界日報社EAST No.             Printed & Distributed by World Journal LLC, ISSN:0887-039X  USPS:553-970
World Journal East Published daily. Subscription Rate: $385 per year, Periodicals postage rates paid at Flushing, N.Y. 
and all Additional Post Offi ce. Postmasters:Send address change to World Journal  
社址：141-07 20th Ave. Whitestone,N.Y.11357-6093  ©2023 WORLD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    
皇后區：718-445-2661  新澤西：732-632-8890

16553

總機:718-746-8889  
廣告客服(按1)‧訂報客服(按2)

廣告客服:wjc88@worldjournal.com  
訂報客服:circulation@world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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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限談判喊停又重啟
削減聯邦開支陷僵局 共和黨怒控白宮「不講理」

G7聯合聲明挺烏 美支持培訓烏克蘭飛行員 澤倫斯基表歡迎

拜登轉
彎：烏可獲F-16戰機

拜登政府突然轉換態度，同意盟國提供美製F-16戰機給烏克蘭，美
國並同意代訓飛行員，意味支持烏克蘭反攻的力度。（路透）

G7峰會開幕，各國領袖19日在日本宮島著名的「海上鳥居」前合影。
 (Getty Images)

嚴重歧見
記者顏伶如／綜合報導

白宮官員與共和黨籍眾議員之間的債限協

商19日一度破局，但稍後雙方又恢復談判，

持續努力希望針對調高國債上限達成協議，

否則聯邦政府最快在下個月就將發生債務違

約；雙方談判代表是否將於周末期間持續討

論，目前狀況不明。

▍預算、加稅 各有堅持
華爾街日報報導，談判代表透露，導致

磋商陷入僵局的主因在於聯邦預算刪減幅

度多大；共和黨籍眾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19日對媒體說，削減聯邦開支是

雙方僵持不下的關鍵，共和黨要求大砍預算

，幅度超過民主黨能夠接受的範圍。某些民

主黨參議員主張應該向富人加稅以降低聯邦

赤字，但共和黨表示無法接受。

在協商短暫破局後，麥卡錫對媒體說，白

宮應該要有進展，但到目前為止卻沒有，「

沒錯，我們只能暫停」。他說：「我們不能

在明年還花更多錢。我們的支出應該比前一

年更少才對，道理相當簡單。」

白宮19日發表聲明說，雙方對於預算議題

存有「嚴重歧見」，談判因此變得窒礙難行

。聲明寫道，拜登總統指派的談判小組正在

努力促進獲得兩黨共識的合理解決之道，而

且是能夠在參、眾兩院表決過關的方案。

華爾街日報指出，到了19日晚間，談判已

經恢復進行。一名白宮官員說，雙方談判代

表19日晚間在國會大廈恢復磋商。

隨著期限逐漸逼近，談判代表可以斡旋的

空間也越來越小。財政部先前指出，除非國

會有所行動，否則美國最快在6月1日就會發

生債務違約。截至目前為止，談判重點大多

放在為政府支出設定上限、撤銷並未動用的

疫情補助款、簡化能源計畫執照申請、要求

領取福利的某些民眾必須工作。

共和黨談判代表之一、北卡羅來納州聯邦

眾議員麥亨利(Patrick McHenry)形容，19日

稍早談判破局是「狀況非常糟糕的時刻」。

▍兩黨策略 且戰且走
拜登指派的談判代表之一、白宮顧問芮契

提(Steve Ricchetti)19日離開會談現場時，被

媒體問到接下來是否還有更多回合的磋商。

芮契提回答表示，雙方目前都抱持「且戰且

走」(playing by ear)策略。

某些消息人士認為，雙方談判代表可能在

周末期間持續磋商，但談判下一步何去何從

，目前仍在評估中。

報導指出，截至目前為止的磋商進展，分

別遭到共和黨內保守派黨團、民主黨內進步

派黨團反對，談判結果交付表決時，兩黨國

會高層都將面臨壓力。 (相關報導見A2)

美國債限逼近臨界點，眾院議長麥卡錫19日一

度叫停協商，但晚間又突然恢復對話。（美聯社）

編譯潘勛／綜合19日電

七大工業國集團(G7)19日在日本廣

島舉行為期三天的峰會，美國和盟國

在首日就高調展現對烏克蘭的支持，

不僅拜登總統對軍援烏克蘭立場出

現重大轉變，表示準備同意盟國提供

F-16先進戰機給烏國，另讓烏國飛行

員在該美製戰機上受訓，美國和盟國

更擬同意進一步制裁俄羅斯；烏國總

統澤倫斯基21日也將趕赴日本出席峰

會，進一步尋求支持。

▍澤倫斯基將赴G7峰會
紐約時報19日報導，拜登原本一直抗拒提

供F-16之類先進戰機給烏克蘭，唯恐被用在

打擊深入俄國境內標的物，引發克里姆林宮

升高戰爭；五角大廈官員也表示，F-16太貴

，恐壓擠到其他軍援物資。

但幾個同屬北約組織(NATO)、軍備裡又

有F-16的歐洲國家呼籲國際加強代訓烏國戰

機飛行員，轉移其戰機給烏國。

要求匿名官員表示，拜登在日本廣島的峰

會上，向G7其他領袖告知自己的決定，代

訓飛行員，另開路提供烏國F-16戰機；美國

及盟邦未來幾個月將討論如何自行把戰機提

供給基輔；白宮準備批准盟國提供，但至少

依當前計畫，美國不會送出自己的F-16。

烏國總統澤倫斯基發推文表示歡迎美國的

歷史性決定，此舉將大舉提升烏國領空的戰

力。

G7領袖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繼續致力於

把安全濟助，提供給烏克蘭抵禦俄國侵略，

另量身裁製，配合烏方需求，援助包括金融

、人道、軍事及外交等方面。

澤倫斯基19日稍早在沙烏地阿拉伯城市吉

達(Jeddah)的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峰會上

，對許多阿拉伯國家在俄烏戰爭抱中立立場

，表示不以為然，另央求各國幫忙拯救烏克

蘭人「脫離俄國牢籠」。

西方官員表示，澤倫斯基打算本周末前往

廣島參加G7峰會；但烏方發表自相衝突的

說法，有些人說澤倫斯基會親身出席，另些

人說他以視訊連結參加；含糊其詞顯然是為

奔走全球、尋求援助及軍援的澤倫斯基安全

考量。

▍烏、日有望雙邊會談
但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澤倫斯

基在出席阿拉伯聯盟峰會後，當地時間20日

凌晨從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機場搭乘法國政

府專機啟程，預定下午抵達日本廣島機場。

這將是去年2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澤

倫斯基首度造訪亞洲。

他抵達廣島後，可能接受安排與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舉行雙邊會談；此外，他也預定出

席21日G7峰會有關烏克蘭局勢的討論。

▍烏將反攻 G7領袖討論
據料烏克蘭很快就要反攻，希望奪回更多

遭俄國在戰爭初期占據的領土；任何交送戰

機至少要在幾個月後，對這次反攻計畫緩不

濟急。

G7領袖的廣島峰會19日大多用在討論接

下來的反攻，還有迫使俄國上談判桌，磋商

出停戰協議、停止戰鬥，有多大成功機率，

即便停火並未解決戰爭的核心問題也一樣。

▍對俄新制裁、出口管制
各國元首也準備宣布新一波對俄制裁及出

口管制，進一步削弱俄國用來打仗的財力；

另外，任何第三方國家偷偷提供遭禁、可用

於軍事系統科技給俄國，也在打擊範圍。

G7同盟顯然決心釋出團結一致的訊息。

 (相關報導見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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