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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台灣入圍影片獲得 1 評審團特別獎
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3 項金牌獎大獲全勝

第 50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屆休士頓國際影展於上周日落幕﹐今年台
灣電影表現優秀﹐
台灣四名新銳導演黃駿樺(右一)的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
並關注兩岸政
「海豬仔」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外語片）金牌獎﹑陳潔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瑤(左三)導演的「只要我長大」榮獲戲劇類劇情長片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家庭戲劇）評審團特別獎﹑蔡銀娟(左二)導演的「心靈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時鐘」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家庭戲劇）金牌獎及邱立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偉(左一)導演的「小貓巴克里」則獲得導演戲劇類劇情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長片（動畫片）金牌獎﹐四人開心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文
社區)
處處長黃敏境(右三)與夫人邱瓊慧(右二)合影﹒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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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說了謊嗎？
川普總統說了謊嗎？
川普總統說了謊嗎
？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
美國航空母艦 「卡爾‧文森」號打擊
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出擊。但
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
在距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
麼說，美國總統川普撤了謊？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
共事務辦公室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
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Jr.）上將
已下令 「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
洋艦、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
西太平洋。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
表示，美國航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
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韓，並讓
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

了》之類的標題。但是，他們真的說謊了嗎？
問 題 的 起 源 是 軍 方， 而 問 題 的 成 因 則 是「 保
新聞專訪時說道： 「我們派出無敵艦 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了》之類的標題
密」。第三艦隊在 4 月 8。但是，他們真的說謊了嗎？
日發布消息時，只說「卡爾．
隊，威力非常強大」」。
文森」號等艦前往西太平洋，沒有具體說明這支隊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 「卡
問題的起源是軍方，而問題的成
伍的目的地、任務等。艦隊部這麼做，符合美國海
爾‧文森」號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
因則是 「保密」。第三艦隊在 4 月 8
軍一貫作法，但關鍵是正值北韓有事，軍方說這些
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家主席習
日發布消息時，只說 「卡爾．文森」
艦隻「前往西太平洋」，很容易讓人想到是駛往朝
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
號等艦前往西太平洋，沒有具體說明
鮮海域。
到憂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
這支隊伍的目的地、任務等。艦隊部
川普等人的說法是依據第三艦隊發布的新聞而
正恩及其核武、導彈計劃
「耐心已經 這麼做，符合美國海軍一貫作法，但
來，因此要問的是：軍方說謊了嗎？答案是：沒有。
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由航
關鍵是正值北韓有事，軍方說這些艦
因為美國海軍網站清楚表明，艦隊離開新加坡後，
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
隻 「前往西太平洋」，很容易讓人想
雲緊急，令人憂心。
到是駛往朝鮮海域。
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之間的巽他海峽航行，
豈料 「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
川普等人的說法是依據第三艦隊
然後南下與澳洲海軍演習。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區分，
因為 「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
發布的新聞而來，因此要問的是：軍
北至蒙古，南至澳、紐，都是西太平洋。
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聯合演習
方說謊了嗎？答案是：沒有。因為美
只能說，西太平洋實在很大。如果美國海軍一開
，離朝鮮遠得很呢。
國海軍網站清楚表明，艦隊離開新加
始就說的更詳細些，例如「先航向西太平洋南部，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
坡後，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
再航向西太平洋北部」，就不會出現誤解了。只是
於國防部長、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
之間的巽他海峽航行，然後南下與澳
如前所述，美軍的慣例是不會說得太具體的。

洲海軍演習。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區分
，北至蒙古，南至澳、紐，都是西太
平洋。
只能說，西太平洋實在很大。如
果美國海軍一開始就說的更詳細些，
例如 「先航向西太平洋南部，再航向
西太平洋北部」，就不會出現誤解了
。只是如前所述，美軍的慣例是不會
說得太具體的。
有人說，在發現外界誤解後，美
國海軍為什麼不出面澄清？要求匿名
的美國國防官員回答說，川普已經強
調不惜以武力鎮懾北韓，軍方如果出
面澄清，會減損總統威望，甚至會使
北韓誤以為美國政府內部步調不一。
還好， 「卡爾‧文森」號航母打
擊群現在終於在前往朝鮮海域的路上

有人說，在發現外界誤解後，美國海軍為什麼不
出面澄清？要求匿名的美國國防官員回答說，川普
之重寶】專冊，中華民國
已經強調不惜以武力鎮懾北韓，軍方如果出面澄清，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航空母艦
教育簡介， 蔣經國學術交
會減損總統威望，甚至會使北韓誤以為美國政府內
「卡爾 ‧ 文森」號打擊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
流基金會簡介，中華民國
文： 李慶平
部步調不一。
出擊。但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在距
教育資料統計， 及外交部
還好，「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現在終於
一九九一年初，我獲教育部指示，要拓展
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麼說，美國總統川普 九月十八日，我飛抵墨西哥城，至二十三
錢復部長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之【the Republic
在前往朝鮮海域的路上了，預計下周抵達。
對墨西哥的文教業務，當時
我國與墨西哥斷交 日間，先後拜會
Unive rsidad de Valle de Mexico of China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Post
撤了謊？
這起事件，各方議論很多，最有趣的之一是中國
已二十年，但我政府正積極拓展中美洲經貿關
校 長 Dr. Anrelio Romero， 世 界 大 學 校 長 協 會 cold War Era 】之講稿一份，為見面禮。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共事務辦公室
係。尤其墨西哥為中美洲最大國家，土地面積
（IAUP）
會 長 Dr. Rafael Cartagena 及 執 行 長
大陸某網友寫的，說美國這是「空城計」，明明沒
同時我向 F 司長表示，此次是應墨西哥私
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佔兩百餘萬平方公里，有一
億多人口，是我政
Dr.
Alvaroc
Rom
ero
，Universidad
Antonoma
de
有軍艦在朝鮮海域，卻弄得大家—包括北韓—都以
立大學協會（FLMPS
）之邀請來墨國訪問。並
Jr.）上將已下令「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洋艦、
府拓展中美洲經貿的重要國家。由於墨西哥緊
Guadalajara
校長
Dr.
Misgaribay
（並在該校為兩
為大軍壓境，逼得平壤當局不得不趕緊調適，說來
奉我教育部指示拓展今後與墨國的文化及教育
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西太平洋。
鄰美 國，雙方訂有自由貿易協定。我廠商若能
百餘學生演講【中華民國之現代化過程】），
還是美國的心戰成功呢。
關係，希望墨西哥外交部給予支持， 期望一九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美國航
在墨西哥設廠外銷美國甚少 限制，對我以外銷 ITE SM University system, Morealia 校區董事 Mr. 九二年能安排我與墨西哥大學間締結姊妹校關
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
為主的國家有很大助益。
Juan E Cintron P， ITESM University system 係， 並進行教授及學生之交換計劃。我方願安
韓，並讓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由於沒有外交關係，我在美華府有一位在 Monterey 校 區 ， Dr.Rafael Rangol 總 校 長 ， 排師大國語中心教師來墨國大學教授中文。蔣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新聞專訪時說
銀行工作的好友邱偉堂先生，經他的介紹認識 Universidad Antenoma de Guadalajara 董 事 長 Sr. 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自一九九二年起， 接受墨
道：「我們派出無敵艦隊，威力非常強大」」。
墨裔美籍律師 Mr.David Barett，由他協助因而我 Jose Repress 與這些大學負責人表達了我國教育 西哥大學申請研究中國有關問題之獎助金。我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卡爾 ‧ 文森」號
獲得赴墨西哥的簽證，並承蒙他介紹一些墨西 部願與受訪的各墨國大學，建立學術交流關係 方擬於一九九二年邀墨國大學校長組團訪華。
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
哥企業家及學術界人士，使我去墨西哥之行， ，我方願促請留學生來墨國學習西班牙語。同 一九九二年我方還擬派青年訪問團，訪墨國重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到憂
非常順利。
時，我方願提供獎學金給墨國留學生來台灣學 要大學並演出， 期望墨國外交部支持召開兩國
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及其核武、導
八月份，我獲墨西哥私立大學協會（Mexi- 習中文。
高等教育會議。倘我國教育部官員訪墨國，亦
can彈計劃「耐心已經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
Federa tion of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High Ed九 月 二 十 四 日 ， 在 ITESM UNIVERSITY 請給予簽證之便利。
由航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雲緊急，
ucation
‘FIMPES’ ） 會 長 C.P. Francsco.Abel SYSTEM ，MORELIA 校董的安排下，與李以
范德林大使表示，近年來墨國與台灣關係
令人憂心。
Trevino
Cisneros 的邀請，到墨國 Morela 參加該 安主任在墨西哥外交部拜會 墨西哥外交部太平 之發展，常遭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墨國大使館之
豈料「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因為「卡爾洋司司長（Director
‧
協會第二十屆年會。這次到墨西哥訪問，事前
Generali a for the Pacific）范 抗議，，台灣高級官員來墨國訪問，請務必要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
的準備工作獲得兩位朋友的莫大幫助，一位是 德林大使（Ambassador Sandra Fuentess）。她剛 低姿態，不要發佈新聞，但墨國已告知對方，
聯合演習，離朝鮮遠得很呢。
墨西哥企業家
Mr. Juan CIntron，另一位是我駐 從墨國駐香港總領事職務卸任，回國擔太平洋 墨國要與台灣發展經貿關係，兩國文教關係，
墨西哥遠東貿易中心李以安主任，
使我墨西哥 司司長， 是一位四十餘歲美麗，大方，莊重的 墨外交部願支持，但應由民間進行， 並交給我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於國防部長、
之行的任務圓滿完成。
女士。寒暄之後， 我贈送范德林司長故宮【國
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

台墨文教關係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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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預計下周抵達。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航空母艦
這起事件，各方議論很多，最有
「卡爾 ‧ 文森」號打擊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
趣的之一是中國大陸某網友寫的，說
出擊。但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在距
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麼說，美國總統川普
美國這是
「空城計」，明明沒有軍艦
撤了謊？
在朝鮮海域，卻弄得大家—包括北韓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共事務辦公室
—都以為大軍壓境，逼得平壤當局不
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得不趕緊調適，說來還是美國的心戰
Jr.）上將已下令「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洋艦、
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西太平洋。
成功呢。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美國航
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
韓，並讓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方推進民間文教關係的墨方負責人的姓名，地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新聞專訪時說
址，電話，以備今後的聯繫。
道：「我們派出無敵艦隊，威力非常強大」」。
這是我國與墨西哥斷交後，第一次我方文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卡爾 ‧ 文森」號
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
化官員訪問墨國外交部，並
初步達成拓展雙方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到憂
文教關係的共識，教育部給我們的指令也初步
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及其核武、導
完成 。 彈計劃「耐心已經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
九月二十五日我參加墨西哥私立大學協會
由航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雲緊急，
令人憂心。
的第二十屆年會，得知墨西哥大學生有一百二
豈料「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因為「卡爾 ‧
十萬人，一百萬大學生在公立大學，二十萬在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
私立大學，平均而言，私立大學的水平高過公
聯合演習，離朝鮮遠得很呢。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於國防部長、
立大學。我在此次年會中以【中華民國高等教
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
育政策】做了專題演講， 參加此次年會的外賓

尚有美國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副助理次長 Mr.
John B.Childers，可見美，墨關係的密切。而我
也積極設法來參加無外交關係的墨國私立大學
校長會議。可見我外交處境的艱難，同時要加
倍的努力才會有實質進展。
一九九一年教育部在美洛杉磯辦事處設文
化組，由駐美代表處文化組 張夢麟專員升任組
長， 墨西哥的文教業務就轉由洛杉磯辦事處文
化組接管。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由華府返回台北，就任
海基會副秘書長，經過洛杉磯機塲，換華航飛
機飛台北，在飛機上見到張夢麟組長帶五位墨
國大學校長到台北訪問。張組長與我會心的微
笑，駐美文化組組長的六年工作， 終於有了完
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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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中文學校兒童歌謠表演與謝師宴
將於 5 月 7 日同日舉行
華興中文學校為培養幼童對童詩認識，及
有效開發幼童智力，並培養孩子的表達能力和
組織能力，特於 5 月 7 日下午 4:15 分，在 Jasper 高
中，舉行每年一次的兒童謠表演，該表演內容以
唐詩背誦、兒歌唱游為主，或配合音樂、手勢以
達更圓滿效果，歡迎家長們前來參與，並幫孩子

們打氣加油。
兒童歌謠表演，是由華興幼稚園的小朋友
們全力演出，華興希望推廣中文語言同時，也可
培養幼兒對中國詩詞認識及學習興趣，此是針
對幼童對語言學習後另一種提升。幼童教育是
人生的起點，啟蒙教育更是打下兒童人生的基

華興幼兒班活動

華興國際象棋班

石，兒童歌謠表演是讓兒
童在記憶力最佳的情況下
，去開發腦力淺力，吸收有
意義的童詩，並在背誦的
過程中，糾正不正確的發音、
在陰陽頓挫中學習詩詞吟誦
之美，此也就是達到兒童謠
發表會主辦的實質真諦。
此幼稚部的兒童歌謠表
演，將邀請年輕
將邀請年輕一代的父母
關注，同時也
可帶動海外
年輕一代對
中華文化的
重視，華興中
文學校將繼
續努力不懈
地推廣海外
中文，以達傳
承中華文化的目標，以使中華五
千年歷史源遠流長。華興中文學
校也為了感謝老師們一年來對
于教育辛勤的付出，特別在學期
結束當天舉行謝師宴，除了表達
華興對老師的敬意外，也希望在
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傳承

威斯康辛州花旗參官方代表
指導消費者辨別真正威州參
花旗參的養生保健功效近年廣泛
獲得認同，多項醫學研究更顯示美國威
斯康辛州土壤種植的花旗參，人參有效
成份更高。鑒于市場上充斥著很多出處
不明，或經過摻雜的花旗參，却宣稱來
自威州，瞞騙消費者。威州花旗參官方
代表近日特別親臨北加州瞭解市場，並
向消費者解釋如何選購真正的威州參。
威 州 花 旗 參 農 業 總 會（Ginseng
Board of Wisconsin）和威州花旗參農戶
合作社（The Ginseng & Herb Cooperative，GHC）
，代表了九成的威州花旗參
農戶，是威州花旗參業界最具權威性和
代表性的兩個機構。這兩個組織的代表
，最近在巡視北加州的市場情況後，發
現市場上大部分包裝上標榜來自威州
的花旗參，其實不是產自威州。
威州花旗參農業總會副主席 Bob
圖片說明：威州花旗參官方代表，在超市向消費者講解如何辨 Kaldunski 在巡視市場後，關注到仍有不
認真正威州參──認明美國太子牌及其包裝上的老鷹徽號。 少不誠商人，把來歷不明的花旗參包裝

QS170504D 綜合

華興文化課剪紙教學
下，創造最好的學習環境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華興中文學校給您孩子不同的學習成就，
活潑您孩子中文學習，運用生活化、趣味化傳授
，是 華 興 的 目 的。歡 迎 來 電：孟 敏 寬 校 長
469-789-6858， 牟 立 平 主 任 ( 數 學)
214-886-3593， 陳 次 蘊 主 任 ( 中 文)
214-282-4518， 王 麗 貞 老 師 ( 文 書)
469-879-6972。(華興供稿)

成威州
參欺騙
消費者
。他 指
出，為
了保障
消費者
權 益，
該會早前在搜集證據後，已對一些售賣
假威州參的商號提出法律訴訟。有關案
件，現已交由法院判決。
Kaldunski 提醒消費者，在選購威州
參時必須認明包裝上有該會的老鷹徽
號，方能保證是百分百威州參。美國太
子行是威州花旗參全美最大經銷商，多
年來以保證選用百分百威斯康辛州花
旗參，而備受業界尊重，也因此獲官方
選定為合作夥伴，授權可在包裝上使用
農會的老鷹徽號。
威州花旗參農戶合作社總經理
Jeff Lewis 指出，所有經過合作社出售的
花旗參，必須接受美國農業部的產品檢
測，確保符合最高品質標準，農藥殘餘
含量不能超過安全食用標準。只有保證
百分百產自威州的花旗參，始能獲授權
在包裝上使用花旗參農業總會的老鷹
徽號，作為官方認證。
Lewis 重申，少數威州花旗參農選

擇不加入花旗參農戶合作社，自行出售
花旗參，但這些花旗參均沒有經過農戶
合作社的品質檢測，沒有官方認證；縱
使這些花旗參聲稱是來自威州，但其品
質和產地來源也缺乏保險，消費者需自
行承擔風險。
兩個威州參農組織提醒消費者，只
有純正威州花旗參才能使用該會的鷹
記徽號，這徽號就是官方認證。
花 旗 參 屬 五 加 科 植 物（Panax
Quinquefolium L）的根部，以保健效果
見稱。美國多個醫學組織所進行的研究
均顯示，花旗參能增强人體免疫能力，
舒緩工作和學業等外來壓力對人體所
造成的傷害。
美國威斯康辛州由于獨特地理環
境和合適的氣候，加上美國政府在農藥
使用方面的嚴格規管，多項科學研究已
證明產自威州的花旗參含有最高的人
參有效成分──人參皂甙。
美國著名 Mayo Clinic 早前完成的
臨床研究更顯示，威州花旗參有助提高
癌症病患者的精神和體力。癌症病人在
服食威州參八個星期後，體力上明顯較
沒有服用的好。這項研究進一步確認了
花旗參的食療保健果效。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五月份
「醫療講座」
五月六日「阿茲海默症的十個警訊」
你的記憶力常常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有所改
變。但是，影響到日常生活的失憶不是正常的老
年現象，而可能是失智症的症狀。失智是指記憶
，思維和推理能力的緩慢下降。阿滋海默症是最
常見的一種失智症，這是一種會因腦細胞的死

亡而導致大腦功能喪
失的致命的疾病。阿
茲 海 默 症 協 會 (Alzheimer's Association)
的講員將介紹「阿茲
海默症的十個警訊」在什麽清况下應該約醫生
進行全面的檢查。
時間：5/6/2016 星期六下午 2:00-3:30
地點：角聲布蘭諾社區中心，1108 W Parker Rd,
suite 108-110, plano, TX 75075

五月十三日 李志勇癌症專科醫生：美國癌症登
月計劃（Cancer Moonshot Project)
美國癌症登月計劃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全新
的向癌症宣戰計劃。它通過匯集跨國制藥公司
，生物技術公司，各大醫學中心和社區腫瘤醫生
等各方面的資源，打造一個利用各種新藥和新
技術對癌症發起的一場新的戰爭，並有望能够
有快速檢測新型免疫治療藥物的方法。該計劃
的宗旨是利用成熟的分子生物科學，超級計算
技術的重大突破，以及完整醫療 體系，來改變
癌症診斷和治療的模式，减少癌症給病人帶來

的痛苦。李志勇癌症專科
醫生將介紹過去一年
"Cancer Moonshot Project"
的發展。出了那些新葯？新
的癌症醫療方針？等等。
時間：5/13/17 星期六下午

1:30-3:00。
地址：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有關上述活動資訊，請聯絡亞美健康關懷
服務，電話 469-358-7239 或 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
com.( 亞 美 建
康關懷服務
供稿)

暑期成人英文班 五月三日初級班開課
【本報系達拉斯訊】將英文基礎學好
，開口說英文就不難了，到哪裡都能通。想
改善你的英文文法?華人活動中心舉辦的
「 ESL 成人英文初級密集班」
，透
過密集的上課方式及老師深入淺
出的授課方式，將幫助您於短時間
內了解最基礎文法準備方向及改

善文法問題。
華人活動中心 ESL 成人英文初級班，
今年暑假特別針對--剛從大陸移民來或
英文不佳的朋友安排了最佳的密集學習
課程，讓每位學員都有充分時間學習表達
能力、正確發音與聽力訓練，利用每週四
天，每天二小時的最佳密集學習時段，使

您的英語能力大幅提昇。
凡年滿十八歲，無分國籍，新移民或
舊移民，只要有學英文的興趣與決心，歡
迎報名上課。華人活動中心體認僑胞在英
文學習的需求，本著一貫為僑社服務的宗
旨，利用活動中心現有的教室，美國 Side
by Side 教材，聘請有 ESL(English as Sec-

ond Language)教學經驗的老師教
學。
本學期上課日期 5 月 3 日至 8
月 17 日每週一至週四，時間上午
十點至十二點，不收費學費，僅收報名費
$50 和教材費$50。課程有說、聽、讀、寫、會
話，即日起接受報名，每班額滿十人才開
課。(報名費上課後恕不退費)，敬請學員預
先至華人活動中心報名繳費，活動中心聯
絡 972-480-0311。

恒豐銀行第一季財報亮麗
亮麗

季度盈利強勁，亮麗 2017

日前，恒豐銀行在休士頓總部恒 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總資產額已超 分體現恒豐銀行
豐銀行大樓 12 層會議室召開 2017 年 過 14 億，總存款額超過 12 億 3 仟萬， 在加州地區設立
度首次記者招待會，會議由恒豐銀行 總貸款額近 11 億 2 仟萬，資本總額超 分行之舉措的正
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副董事長張瑞生， 過 1 億 6 仟 1 佰萬，稅前盈餘超過 625 確性以及加州市
執行董事錢武安，孫定藩，陳文全總經 萬元，稅後盈餘為 410 萬，資產報酬率 場的無限潜力。
理張永男，公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ROA)1.20%，投 資 報 酬 率 (ROE)
截 至 目 前，
等人列席參加。
10.3%，。同時，在今年 2 月 24 日舉行的 恒豐銀行已有 18
團體照片:: 從左至右
團體照片
從左至右::董事陳文權，孫定藩，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張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首先肯定 年度股東大會，分發每股股利$1.00 元 個 經 營 網 點，分
瑞生，董事長
董事長::吳文龍先生，董事
董事::錢武安，董事及總經理
董事及總經理::
了恒豐銀行第一季的優异表現，吳董 ，使所有投資股東非常滿意。
布 于 德 州，內 華
董事長::吳文龍先生
董事長
張永男，公關經理
公關經理:Jennifer
:Jennifer Zhou
事上說在 2017 年開篇的第一季，我們
吳董事長表示，為更好的發揮社 達州，加州，休士
版 圖 在
交出了滿意的答卷，在 2016 年第一季 區銀行的優勢，為南加州蓬勃發展經 頓，達拉斯，拉斯維加斯，南加州工業
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保持穩步發
加州地區更加延伸。
發佈會時我說過，我們的新目標是能 濟環境下的客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區市和阿罕伯拉市等不同城市和地區
吳董事長表示，長期以來，恒豐 展，持續增長的趨勢。
夠儘快衝破總資產 15 億。經過一年的 ，2016 年 8 月 4 日恒豐銀行在南加州 ，無論是在經營多年的城市地區，還是
恒豐銀行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18
銀行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責，對
努力，今天，我們又向這個目標邁進了 city of Industry 和 Alhambra 同時開設 新開發的城市，恒豐銀行專業的業務
客戶負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 日，從臨時組合屋，38 位員工的開始，
一大步!恒豐銀行第一季度營運及成 兩家分行，經過近 8 個月的營運，兩家 團隊，都在兢兢業業努力耕耘，勾畫著
每一個貸款專案，並嚴格控管貸款中 經過 19 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目前已
長業績營運業績比去年同期都有明顯 分行的業績顯著，存款額已超過 9 仟 宏偉的藍圖。2017 年，恒豐銀行預計
每一個流程的正確性，因著這一堅持， 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
增長，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一季度 萬，貸款總額接近 7 千萬，由此可以充 在加州再開一至兩家分行，將經營的
恒豐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也保持著 過 220 人，擁有總行及分行 17 家的本
資產品質的 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恒豐銀行大
優 良。在 未 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
來 時 間，恒 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豐銀行將一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
如既往地堅 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
持這一原則 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
，以 期 在 大 優質的金融服務。(恒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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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去哪兒了？
一
砰一聲，牛小帥關上自己的房門，從肩上
撕下書包，往床上一扔，掏出手機，便四腳朝
天地躺了下來。他倆手緊忙活，倆眼滴溜
轉……
“梆梆梆”，牛奶奶攥著拳頭邊砸門邊嚷
嚷：“孫子，你進門連看我們一眼都不肯，整
天伺候你，還伺候出罪過來啦？”
牛小帥煩躁地瞟了一眼房門，繼續在手機
上玩遊戲。
“孫子，你這是那根筋不對勁了，老跟我
們拽臉子，使性子！”牛奶奶回頭喊老伴：
“管管你孫子行嗎？”
牛爺爺依然坐在沙發上，只是大著個嗓門
兒地喊：“孫子，你再不吭聲，我就管你叫爺
爺成嗎？”
擱下手機，正準備寫作業的牛小帥摔摔打
打地吼：“煩死啦！煩死啦！”
“孫子，你再不搭理我們，爺爺就打電話
把你爸找回來。”牛爺爺說邊跟老伴擠眼。
牛小帥騰地坐了起來，瞪圓了雙眼想對
策。他在心裡說：那個自己不念書可非逼我念
書的傢伙一旦回來，屁股開花就非我莫屬了。
想到此，他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
牛爺爺把右手扣在耳朵上：“馬秘書，告
訴你們牛總，讓他趕緊回……”
牛小帥慌了，他一個箭步衝到門前，扭開
撞鎖，爺爺的“表演”戳破了孫子的眼簾。他
怒吼，他咆哮，他躺倒在地，大哭大鬧。
牛奶奶挖老伴一眼：“‘演戲’也不挑個
好劇目！”話畢，她俯身將孫子抱了起來：
“對不起呀，乖寶寶，都是你爺爺不好，不該
騙我大孫子。”
“騙什麼騙，你要這麼教育孩子，我還就
不裝了。”說罷，牛爺爺真的把電話撥到恆發
飼料公司。
“老董事長，對不起，新董事長下鄉
了。”女秘書細聲細氣地說。
“董事長下鄉，你們卻待在辦公室裡吹冷
氣，白拿我家的錢！”牛爺爺呼呼喘粗氣：
“我兒子什麼時候能回來呀？”
“不清楚，他今天到牛欄山分公司視察
去了。”
“好了，沒你事了。我知道了，反正他
這就回來，這就回來了。”牛爺爺瞟著孫子
說。
聽罷此言，地上的大孫子霍地起身，回
屋拿起手機，疾步衝出了家門。
已過古稀之年的牛家二老，不加商量地
同步出屋子，一起追趕牛小帥。
轉瞬間，牛家的大孫子就影影不見了。
牛家，4 代單傳的大孫子若真有個好歹，
那可是天大的災禍呀！
牛奶奶刮著腮邊的汗滴：“我這嗓……
嗓子眼裡快……快冒煙兒了，喊不出……出聲
兒了。”
牛爺爺也站那兒直倒氣兒：“跑不動
了，那孫子心……眼多，弄不好，他會躲……
躲一邊看著咱倆干……幹著急呢！”牛爺爺左
手捶著後腰，右手連指帶比劃地讓老伴往家的
方向走。
“不找…..找啦？”
“他要誠……心不想讓你……找到，咱就
是把腿跑……跑細了也沒用。再找……找下
去，就是推舟於……於陸，勞而無功了。”
“都什麼時……時候了，還沒忘了窮……
窮轉。”牛奶奶瞪老伴一眼：“急死人了，
也……也不知那孫……孫子去哪兒了。”
二
此刻的牛小帥，正坐在從西單北大街通往
較場口的計程車上。孫子有錢，過春節時，光
姥姥給他的壓歲錢就是 3000 元。他衣兜裡揣
上個百八塊錢，太稀鬆平常了。
4 站多，路程很近。不多會兒，牛小帥就
做著記號地敲開了姥姥的門。正在屋裡看養生
節目的劉姥姥慌忙起身，一拉開插銷就把心愛
的外孫給摟在了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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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聽了這話，牛小帥像被開水
燙了一樣。他啊地一聲：“姥
姥，趙阿姨家太危險了！”
“往明白裡說。”劉姥姥用
筷子攪動著鍋裡的細麵條。
“我爸是老闆。我藏在他的員工家裡，
那不是自投羅網嘛！”
劉姥姥愣怔片刻：“你說的也有幾分道
理。”
“那該怎麼辦哪，姥姥？”小帥急得抓
耳撓腮。
“當噹噹”，有人敲門。
小帥驚恐異常：“姥姥，會是我爸
嗎？”
“你爸開的汽車，不是直升機。”劉姥
姥邊說邊往門前靠：“誰呀？”
“快遞。”
劉姥姥不加思索地把屋門打開了。
牛爸爸口喘粗氣，臉掛僵笑地出現了。
“爸……”小帥長嘶一聲，扭頭就往裡
屋鑽。
牛爸爸急步上前，下把揪住了兒子的小
胳膊：“兒子，別怕，爸是來接你回家的。”
小帥瑟瑟發抖。
劉姥姥逼近牛爸爸：“這麼快你就追來
了？”
牛爸爸攥著小帥的胳膊：“我是在快到
家門口兒時，接到我爸電話的。”
“姥姥，快救我，快呀！”小帥聲嘶力
竭地喊。
劉姥姥動手撕小帥：“放開，放開我孫
子！”
“姥姥，您能不摻和我們父子之間的事
嗎？”牛爸爸摟緊小帥：“一輩管一輩，成
嗎？”
劉姥姥一臉的蔑視：“好啊，看你把兒
子給管的，見了你像是耗子見到了貓。”
這幾話可把牛爸爸惹惱了。他強壓怒
火：“在孩子面前，我就不和您爭什麼了。至
於小帥和我這麼生疏，您心裡比誰都明白。”
話說至此，他抱起小帥奪門而出了。
劉姥姥塑在門前，不爭不搶地看著“小
動物”被“獵人”擄走，自己竟束手無策了。
屋裡糊味嗆人。劉姥姥這才恍然大悟，
爐灶上煮的麵條噗了，全瀼在爐台上，焦了，
糊了。她一頭撲進廚房，趕緊把火關掉。老人
圍著灶台邊擦洗邊掛著寶貝孫子的去向。

宋曉亮

“出什麼事了，大孫子？這個鐘點咋會來
姥姥家？”
“關上門我再跟您說。”
“行，我大孫子臉都急紅了，還這麼沈著
冷靜，真是大將風度！”劉姥姥回身關好屋
門，忙揪扯著小帥繼續盤問。
當小帥把來意說明後，劉姥姥做出了這樣
的決定：“你先洗把臉，姥姥趕緊給你煮碗
麵，你吃飽後，我把你送到菜市口的趙阿姨家
去躲一躲。”
牛小帥抹著臉上的汗：“我逃到您這兒來
避難，您卻要把我送到別人家？”
“就因為你要避難，姥姥才做出這樣的決
定，你懂嗎，乖孫子？”
小帥把腦袋搖成了撥楞鼓：“不懂，不
懂，我不懂！”
“好，你聽著。根據姥姥的判斷，你爺爺
和你奶奶一進家門，立馬就會給你爸爸打電
話，這一回是直接把你離家出走的消息打到你
爸的手機上。你爸獲知後，會立刻開車往回
奔。他直接把車開到姥姥家是很有可能的。”
牛小帥皺著眉頭聽，皺著眉頭想。想了一
會兒，他嗷地一聲：“姥姥，您這就把我送到
菜市口吧！”
“不忙，你爸從牛欄山往回趕，50 多公
裡的路，他得開上一陣子哪！”
牛小帥呼吸稍慢：“姥姥，您為什麼要讓
我去趙阿姨家？”
“嚇唬嚇唬你爸和你爺爺奶奶。”
“那不把我媽也給嚇唬了？我媽可是好
人，她從來都不罵不打我。”
“這你放心，姥姥自有辦法。”
牛小甩眼珠亂轉：“我媽要是裝不出著急
的樣子，會被我爸識破的。”
“我這就給你媽寫短信，讓她下班先回姥
姥家。”
牛小帥咬著下唇想了想：“成，有您控制
著我媽，她該不會露餡兒的。”
劉姥姥疼愛地捅著小帥的圓腦門兒：“小
人精兒，剛滿 11 歲就這麼多心眼子。”
“您不老說，遇事要多長個心眼兒嘛。”
劉姥姥笑了，在那一臉縱橫交錯的皺紋
裡，溢滿了非凡的成就感。”
“姥姥，我還有事要問您。”
“走，到廚房裡去，姥姥邊煮麵邊回答
你。”
小帥跟在姥姥是身後：“我到趙阿姨要待
多長時間？”
“這個週末都待在他們家。”
小帥嘟著嘴：“兩天哪，太長了，姥
姥。”
“不長能起到嚇唬你們牛家的老老少少的
作用嗎？”劉姥姥把接好的水，放在爐灶上：
“這次若不狠狠地治他們一回，你以後的日子
就更不好過了。”話畢，劉姥姥把火點著了。
“週六我得上好多補習班，週日我還得去
學奧數、學英文、晚上還要去學鋼琴什麼
的。”
劉姥姥唉了一聲：“你爸給你報這麼班
兒，你學得過來嗎？”
“學不過來也得去。那個總拿別人和我比
的傢伙老嚷嚷，不能讓我輸在起跑線上。我告
訴他，學校每次百米賽跑，我都是全班第一
名。有一回，我摔了個大馬趴。還跑了第二
名。”
“你爸說的起跑線不是體育比賽。”
“他說的起跑線在哪兒？您能領我去看
看嗎？”
聞此，劉姥姥苦笑不得。
“快告訴我呀，姥姥！”
“姥姥就知道有地平線，壓根兒就不明
白你爸爸所說的起跑線是從誰的腳下開始
劃。”
“照你的意思是我爸瞎編的？”
“誰知道是誰瞎的呢！”劉姥姥把一包
現成的細麵條往開水裡一放：“吃完，姥姥就
送你走。”
牛小帥咬著指甲蓋：“趙阿姨會收留我
嗎，姥姥？”
“她女兒是你爸的員工，她媽哪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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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帥被爸爸塞進車裡：“小屁孩兒，想
跟我鬥，你還嫩點兒！”牛爸爸砰地關上車
門：“隨即搶走小帥心愛的手機：“玩物喪
志，說的就是你！”
“給我，給我，我沒玩物，咱家沒養小
動物。”
“說你無知，你還不承認。說，為什麼
老拿爺爺奶奶當仇人？”
“爺爺老訓我。奶奶老在您面前說我壞
話。”
“你沒想想這是為什麼？”
“不就是，我說：‘爸爸老打我，我打
老爸爸。’我奶奶就不答應了。”
“什麼，你想打我？”
“我的同學武小松說，這是回言詩。”
“什麼叫回言詩？”
“不知道。”
“好的你不學，想打老爸爸你張口就
來！”牛爸爸轉動著手裡的方向盤： “到家
再收拾你！”
下車後，牛爸爸把小帥從車拖了出來，
隨手把他撂在肩上，一言不發地把四腳亂踹兒
子扛回了家，又扔在了沙發上。
“大孫子，你可嚇死奶奶了！”
小帥怒目直視，一語不發地怒視著。
牛爸爸揮著拳頭：“再玩兒離家出走，
我就打死你！”
牛爺爺上前制止：“要文鬥，要文
鬥。”
牛奶奶護著小帥：“越打越生分，換個
法子吧。”
牛爺爺計上心頭了。他站在屋中間，擺
出一副首長要發表演講的姿勢：“以後，每個

週末晚上，咱們要召開一次家庭會議，先讓小
帥彙報一週的表現，然後全家人再對他進行批
評指教。”
牛爸爸擰著眉頭想了想：“可以，平時只
要有時間，家庭會議可隨時召開。若不見成
效，我的拳頭還要是派到用場的。”牛爸爸沖
小帥比劃著。
三
了。

一月後的一個週五下午，牛小帥失蹤

炸了，瘋了！牛家全體人員加上姥姥，
十萬火急地調動起所有的聯絡功能，把可以查
到的人群全都搜過問過，竟無一人知道小帥的
下落。
心急如焚，一天一夜，全家人如同熱鍋
上的螞蟻。
就在牛爸爸決定報警的那一刻，小帥媽
猛地想起了兒子的鐵哥們兒武小松。
緊要關頭，全家人像是抓住了一根可蕩
過懸崖的野藤籮。
東方尚未發白，牛爸爸就要直撲小松家
的衝動，被其妻厲聲喝住。
牛爸爸自知理虧，不敢像往日那樣，妻
子一開口，就喊閉嘴！這當口兒，連牛爺爺也
不得不承認，小松要真的知道小帥的下落，也
只有小帥媽才能把孩子領回來。
忐忑著兒子生與死的恐懼，天一亮，帥
媽就跑到東斜街，在武小松的家門口苦候到太
陽昇起時，這才敲開了“鐵哥們兒”的門。
小松的父母得知小帥失蹤，都特別著急
地命令兒子，若知真情，趕緊告訴小帥媽。
起先，小松打死不說的理由：“小帥是
我的鐵哥們兒！”
“鐵哥們兒的姥姥都急病了，你若再不
說實話，小帥要是知道了……”
“阿姨，對不起，小帥在我舅舅家練打
拳。”
“小松，你怎麼能幹這種事！”松媽驚
訝。
“已經幹了，兒子的錯，回頭再說，先
把小帥接回來才是首要。”松爸強調著。
“小松，太謝謝你了！“帥媽雙眼跑
淚。
小松抓著帥媽的手一抖再抖：“您見到
小帥千萬別說是我告訴您的！”
“阿姨發誓，保證不提你武小松的名
字。”
“做了又不敢承認，平時爸爸是怎麼教
育你的？”
“小帥是我的鐵哥們兒！他要知道是我
出賣了他，我倆就完了！”
“小松放心，阿姨會想出辦法來維護你
倆的友誼。可你得告訴我，舅舅住在哪兒？”
“快把你弟弟家的地址告訴小帥媽，讓
她趕緊去接孩子吧！”松爸說。
松媽說完胞弟的住址，帥媽竟情不自禁
地開喊了。
“太巧了，我們幼兒園新來的一同事，
就住在舅舅家的不遠處！”
“天吶，真是無巧不成書！”松媽胡嚕
著兒子的腦袋：“這下你可踏實了！”
小松推開媽媽的手，翻弄著眼珠想了
想：“阿姨，那您快把小帥接回家去看姥姥
吧！”
帥媽抱緊小松：“謝謝你了，‘聰明’
懂事的好孩子！阿姨去接小帥時，會把師傅教
他學打拳的費用交給你舅舅。”
“我舅舅怎麼會收我鐵哥們兒的學費
呢？”小松一臉的仗義：“就因為小帥是我的
鐵哥們兒，我舅舅才收留他，才肯教他的。”
“那你告訴阿姨，小帥為什麼要跟您舅
舅學打拳？”
“他老跟我說，特喜歡運動。”
“他還跟你說什麼來著？”
“小帥說，他討厭爺爺和爸爸老訓他、
呲他、罵他，一點面子都不給他留。老想讓小
孩兒活得跟大人一樣。”
帥媽苦嘆無言。
小松的父母也瞪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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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兄專心駕車

自從美國公路交通安全總署（NHTSA）
於上個月公佈了去年在公路上傷亡的人數是
近十年來最多的一年以後，已經有很多研究
報告指出愛用手機的年輕駕車人是近來大量
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在各地加強
駕車時禁止使用手機的法令之外，也希望發
展中的自駕車會減少今後車禍的發生率。此
外，還特別把四月份訂為“專心駕車月（National
Distracted
Driving
Awareness
Month）”，用來提醒大家不要再在駕車時使
用手機（圖）或者做其他分心的事如看地
圖，吃飯和化妝等。
其實由於近來智慧手機的普及，一份加
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才發表的研究報告指
出，不但年輕人愛用手機，連六十五歲以上

一些答案。然
而，這些答案
不僅沒有說服
我，更是從另
一個層面說明
了，某些臺灣
人短淺的目
光、狹隘的心胸和可笑的思維模式。
他們嘲笑大陸根本沒有民主、沒有人權。沒有
民主，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人民對中
央領導沒有直接選舉權。沒有人權，集中體現在很
長一段時期內，舉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限制
了人民正常生育的權利。好吧，這是目前為止，統
計出來的人氣最高的一種說法。於是，我只好不遺
餘力地解釋：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和臺灣是不同
的。臺灣面積不及江蘇省，人口不及上海市，“一
人一票”不管是統計還是監票，都很容易實行，而
這在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陸執行起來會異常困
難。
另外，大陸國情複雜，必須有一個鐵血政權存
在，才能上下齊心、繁榮發展。若大陸也像臺灣這
樣，動及舉行民眾遊行抗議、怒及圍堵政府機關、
電視節目上罵戰頻發，那麼群眾很容易被別有用心
者利用，最終導致經濟倒退、治安混亂、四分五
裂。至於“計劃生育”政策，那是為了早日崛起的
“中國夢”而“舍小我為大家”。沒有國，何有
家？一個人如果以所謂的“人權”作幌子，對國家
沒有一絲責任感的話，這是無比可恥和自私的。況
且，國情在不斷變化，當下實行的“普遍二胎”政
策，正讓外界叫囂的人權問題，不攻自破。
一部分臺灣人還津津樂道的，就是大陸人用不
了 Google、用不了臉書、用不了 line 和 instagram，
只能在政府強行設置的“牆”內活動，仿佛籠中之
鳥根本沒有“世界視野”。我的房東阿姨，還曾非
常自豪地說：“臺灣人可以在網上交往世界各地的
朋友哦。”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老美禁止我們的
百度、騰訊進駐美國，所以老共就勒令了 Google 等
一系列美國網站退出大陸。這叫“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欺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份中華兒

□董玥
董玥//國立臺南大學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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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

的耆老們也有這種習慣。在他們於全加州調
查的 397 位耆老駕駛中，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有
手機，而且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曾經在駕車
時用手機打過電話。雖然這個比例比年輕人
少的多，但是很多耆老們已經有不能專心的
毛病，更有人視力衰退，有人開始有失憶的
毛病和受到長期用藥的影響等。還有一點是
百分之二十七的耆老們曾經在過去一個月內
駕車時帶過十一歲以下的孩子們，其中百分
之四十二的人在駕車時也還打過電話等。因
此，不但他們駕車時有更多的危險性，也成
為孩子們的不良樣板模式。這份研究報告還
指出耆老們駕車時打電話的分心程度很像好
些人飲酒過量時駕車的情景。最後，有百分
之三的耆老曾因為駕車打電話時收到罰單而

臺灣人的優越感
在臺灣，我遇到了許多可親可愛的人，有友善
的同學、有溫和的老師、還有一些熱情的陌生人。
然而，這也只是半年所見所聞的其中一個剖面而
已。不愉快的經歷依然存在，最為啼笑皆非的，就
是從不少臺灣人身上感覺到的、那一種莫名其妙的
優越感。
剛到台南的時候，作為一枚貨真價實的“路
癡”，我真是吃盡了苦頭、出盡了洋相。開學第一
天，晚上獨自一人回家時，我竟然迷路了。只知道
家在開山路方向，可硬是記不得往哪走，更要命的
是手機沒電用不了導航。於是乎，只好向路人求
助。我一共問了三個路人。其中一對白髮蒼蒼的阿
公和阿婆很和藹，可惜他們的口音聽得我眼冒金
星。最後問的那個胖阿姨，雖說清了怎麼走，但態
度非常惡劣，眼神和語氣滿是不耐煩。我向她道謝
正準備轉身離去時，一個叔叔從店裏走出來問：
“怎麼啦？”她從粗獷瞬間變嬌嗔的聲音，令人作
嘔：“哎呦，阿陸仔啦，好討厭耶。”還有一次，
我和同住一棟樓的交換生學長姐們，一起騎車去安
平的海邊玩。其中一個學長，一不小心摔在了小巷
子的路中央。一個年紀五十上下的阿媽，牽著她的
小孫女路過，非但沒有對那位“親吻大地”的學長
表示同情，還對他說：“你們大陸人好好笑喔，跌
倒了就趕快爬起來啊，這樣很擋路欸。”充滿鄙夷
的一席話，讓一旁的我目瞪口呆。
至於去公車站等車、去便利店充話費、去餐館
用餐等日常中，也會時不時遭遇這些尷尬事。有些
臺灣人，根本沒和我們交談幾句，甚至我們一開
口，他們就顯示出一副強者俯視弱者、滿臉優越的
神情。起初，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屈身彈丸之地
的臺灣人，有什麼理由歧視我們泱泱大國的子民
呢？他們這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究竟從何而
來？！現在，漸漸融入臺灣人的生活，我心中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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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再也不犯這種錯誤了。
除了在公路上駕車要專心之
外，耆老們在停車場，特別是大
商場的室內停車場中開車時也要
特別留意。不但要注意車子，還
要注意那些在玩手機的行人。因
為車禍事故裡有五分之一是發生
在各種停車場裡，所以請大家也
要留意專心才好。
車內的手機
身為一個幾乎天天都要帶著
孫輩們在社區裡跑來跑去，年近八十的人，
註：如果對加州大學的研究報告有興
我幸而只有一隻只為應急的老舊“笨手
趣，請看 http://treds.ucsd.edu/distracted-driv機”，所以沒有在駕車時受到智慧手機的誘
ing/
惑過。但願各位老兄都能注意交通安全，專
（4/24/17）
心駕車。
女的血性，臺灣人懂嗎？而且，對於一個有志走向
世界前列的國家而言，建設起屬於自己的網路，是
至關重要的。某些臺灣人，目光短淺，“各人自掃
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份勿忘國恥、屹立
於世界東方的雄心，你們有嗎？！
其實，在交流中，某些臺灣人的思維，真的令
人不可理喻。他們親美親日，向美爹日爹跪求保
護，卻對同根同源、日益強大的中國大陸視若無
睹，充滿了敵意。龍應台說過：“面對對岸的崛
起，臺灣人有普遍的自卑。”自卑不可恥，可是夜
郎自大、自我蒙蔽是無比可恥的。我在臺灣期間，
流覽了不少新聞，也看了不少政論節目，臺灣的媒
體對於大陸的歪曲、抹黑和謾駡，從未停止過。和
學校裏的一些同齡人聊天，甚至不得不忍笑回答
“大陸普通人家買得起轎車嗎”、“大陸的住宅樓
有電梯嗎”、“臺北繁華還是上海繁華”、“大陸
人向政府提意見，會坐牢嗎”、“大陸人被強制信
仰共產主義嗎”等一系列雷人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覺得，某些臺灣人，就像一群沒落
的貴族。他們，雖然可以通過 Google，所謂的“看
見世界”；但早就掩耳盜鈴、畫地為牢，潛意識中
只會沉浸在曾經的輝煌裏，對醒來後的現實充滿了
焦慮和恐懼。真正的強者，面對質疑，會冷靜自
省，面對差距，會迎頭趕上；而摒棄有理有據的爭
論，以暴制暴，強詞奪理，是弱者的表現。
某些臺灣人的優越感，還體現在他們認為“大
陸人素質普遍偏低”。更有甚者，認為大陸野蠻人
橫行，都是一群土裏土氣的“暴發戶”。深入瞭解
後，他們舉的例子有“大陸人等公車不懂排隊”。
我想問：大陸地大人多，不比你臺灣一塊彈丸之
地。在大陸，經常是同一個月臺要途經十幾輛公
車。你倒是說說車還沒來，這隊事先怎麼排啊？還
有人抱怨“大陸山寨品氾濫，生產出好多劣質假
貨”。我想說：我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已經在整
治在改善，好不啦？你臺灣一邊斥責大陸貨，一邊
大批量進口銷售，是不是很沒骨氣，更假更虛偽呢
（有本事跟人家韓國學學 OK？）還有人說“大陸
旅行團很扎眼，到處大聲喧嘩”。我就怒了：現在
大批量的陸客，都是六七十歲、沒念過書的大爺大

媽。拜託你們眼光放長遠點，多和崛起的中青年一
代比，成嗎？我們是大地方的人，龐大的 14 億人一
起進步，不容易，請看到我們的決心和進步。
曾經，你們嘲諷我們貧窮落後，現在我們富
了，你們就拿民主、拿自由、拿國民素質來說
事——總是雞蛋裏挑骨頭，貶低他人、抬高自己、
樂此不疲。你們不是不願和大陸“同流合污”嗎，
那當年利比亞、敘利亞撤僑，你們幹嘛“屈尊”去
跪求我們中國爸爸的使館？如此“高高在上”的臺
灣，如今的現狀又如何呢——停滯不前、民粹橫
行、烏煙瘴氣——你們的邦交國只剩下二十幾個，
你們的政府承認慰安婦是自願的，你們的詐騙犯在
全世界丟臉，你們的“新南向政策”是在畫餅充
饑，你們的司機強姦導遊、酒後駕駛，還拉上 24 名
大陸遊客點火陪葬，你們的蔡“總統”不遠萬裡奔
赴巴拿馬，卻是去見證大陸貨輪的首航……
“水深不語，人穩不言”；“虛心使人進步，
驕傲使人落後”，真正應該“睜眼看世界”的，不
是別人，而是“井底之蛙”。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臺灣人，請收起你的優
越感吧，唯如此，臺灣方能真正地一天一天進步，
不斷地美好起來！
223300 江蘇省淮安市黃河花園 16—2—505 信
箱 電話：13770496001

【作者簡介】

董玥，20 歲，大三學生。江蘇省作家協會會
員，江蘇省青少年作家協會副會長。“全國十佳小
記者”、“全國好少年”、“語文報杯”全國十佳
文學少年、“雨花杯”全國十佳文學少年、“葉聖
陶杯”全國十佳小作家。在《北京文學》《兒童文
學》《少年文藝》《文學少年》《中國校園文學》
《讀者》等文學期刊發表小說、散文 1000 餘篇。出
版作品集有《我當小記者》《青春的風鈴》《十六
歲的天空》（新蕾出版社）；《大陸女孩在臺灣》
（臺灣大元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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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國家整治房地產中介亂象不手軟
查處力度。
業內人士認為，此舉對消費者和房
地產中介商來說都很重要，將為房地產
行業帶來更大透明度，促使經紀人在確
定當前市場價時更加負責任，為買家提
供更透明的價格。

房地產中介虛報價格、以虛假信息
欺騙顧客、房價虛高……存在於房地產
中介行業的各種亂象讓消費者無所適
從，利益受損。對此，海外壹些國家從
完善法規、加強監管、嚴格執法以及在
稅費制度運用等方面入手，對房地產業
內亂象標本兼顧、有效治理。
澳大利亞：嚴查中介虛報價格行為
澳大利亞房地產行業相對成熟規
範，包括中介在內的所有從業人員都必
須具有註冊職業資格才能持證上崗，參
與交易或提供咨詢。然而，隨著近年來
澳大利亞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也出現
了房地產中介壓低報價、利用信息不對
稱誤導海外購房者等違規行為，成為澳
政府整治對象。
據悉，澳大利亞國內壹些房地產中
介為了加速商品銷售，在報價時蓄意壓
低價格，以此吸引大量購房者，隨後伺

機提高售價。
在澳大利亞房產拍賣市場，壓低報
價的現象也不少見。房地產中介經常虛
報即將拍賣的房產價格，故意在前期廣
告宣傳中報價低壹些，而實際上通過競
標，這些房產往往以較高價格出售。這
種壓低報價的行為不僅浪費人力物力，
還對真正的投資者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
此外，由於近年來中國買家對澳大
利亞房產熱情漸長，不少房地產中介在
銷售推介過程中利用信息不對稱，誤導
海外購房者，致使後者違規購買並持有
澳大利亞房產物業。
針對房地產中介虛報價格現象泛濫，
澳大利亞各州政府已開始采取措施填補
法律漏洞，維護消費者利益。2015 年，
新南威爾士州議會通過決議，修訂
《2002 年待售房產與商業中介法》，對
房產經紀人如何營銷房產作出更嚴格、
更細化的規範，加大對壓低報價行為的

任。當事員工要負責不說，領導和負責
人對在任期內任何員工所簽的任何壹份
合同也都要負責。即使出現問題時前任
負責人已經卸任，也得承擔賠償責任，
甚至中止合同，把錢退還買主。
行業協會執行力強，也是日本房地
產中介運營比較規範的重要原因。孟凡
日本：讓中介規範運營有門道
海說，在日本不管幹什麽行業，壹般都
同樣由於相關法律比較完善以及執 有行業管理，而行業管理基本上依靠行
行得力，日本房地產中介運營整體來說 業協會。做房地產有不動產協會，中介
規範有序，哄擡房價、合同造假現象非 公司都要加入協會。
常罕見。日本法律對中介的約束非常細
致且嚴格，行業協會執行力強，違法違
英國：清晰流程助解決消費者與中
規成本很高，所以房地產中介不敢以身 介糾紛
試法。
總體而言，盡管沒有壹個明確的監
旗下擁有壹家房地產中介公司的 管機構，但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規則和
ABC 公司代表董事孟凡海告訴記者，在 法規還是使英國的房地產中介行業健康
日本開設房地產中介公司必須具備 3 個 地運行。房地產中介大多數情況下無法
條件：壹是以前從事別的行業的公司新 鉆空子，消費者在發現自己利益受損
增房地產中介業務的，其申請開始房地 時，可以通過向公司和行業協會投訴或
產中介業務之前的本業結算必須是盈利 者向法院起訴要求判決等方式維護其合
的。二是要聘請擁有國家資格的房地產 法權益。
交易專員，在公司全職工作。三是房地
英國買房人、賣房人如果與中介產
產中介必須拿出 1000 萬日元（1 元人民 生爭執，通常的解決流程如下：消費者
幣約合 16 日元）營業保證金，保證金由 首先可以向地產中介公司投訴，如果不
當地法務局管理，中介壹旦出現詐騙等 能解決，再向監察專員投訴，如果監察
違法違規行為，使客戶蒙受損失，法務 專員仍然解決不了問題，消費者還可以
局就拿保證金直接賠給客戶，之後再走 向行業協會投訴。消費者也可以尋求仲
法律程序。
裁或到法庭起訴，仲裁和法院判決是房
日本房地產中介公司的所有合同按 地產領域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僅有的兩個
規定需保留 10 年，壹旦合同出現錯誤， 渠道。
房屋出現瑕疵，中介都有不可逃避的責
盡管如此，當前英國房地產中介市

場仍然存在監管不足的現狀，有業內人
士呼籲進壹步加強監管，但被政府以影
響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的理由拒絕了。英
國政府認為，如果所有的中介商都需要
政府監管並核發執照，就可能導致交易
手續費用提高，最終使消費者權益受
損，得不償失。
美國：房地產“炒不起來”的根源
記者調查發現，美國房子之所以
“炒不起來”，是因為相關稅費制度設
計給壹般投資者的炒房沖動戴上了“緊
箍咒”。
紐約瑞喜地產創始人傑西· 湯在接受
記者采訪時表示，“炒房”這個概念在
美國不適用。美國房地產市場商業化歷
史悠久，法律齊全。次貸危機過去 10 年
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已基本回歸理性，
即便是在紐約這樣繁華的大都市，房價
每年的平均漲幅也是有限的。算算地產
稅、管理費、保險費、修繕維護費和資
本所得稅等成本，靠“炒房子”在短期
內賺大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房價上漲幅度有限的情況下，減
去上述種種成本，在美國投資地產要在
短期內盈利幾乎不可能。傑西· 湯說，也
有不少美國人買房做投資，但大都做長
線出租，他們首先關心的不是房價能漲
多少，而是房子價值是否抗跌，更加註
重房子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等便於出
租的因素。相比之下，投資房地產，遠
沒有投資股票、基金、債券更有吸引力。

個人稅優健康險 7 月推至全國 或得 700 億增量保費
綜合報導 今日，財政部、稅務總局、保監會
聯合下發有關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將商業健
康保險個人所得稅試點政策推廣到全國範圍實施。
具體的政策內容為：對個人購買符合規定的商
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允許在當年（月）計算應
納稅所得額時予以稅前扣除，扣除限額為 2400 元/
年（200 元/月）。單位統壹為員工購買符合規定的
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應分別計入員工個人工
資薪金，視同個人購買，按上述限額予以扣除。
2400 元/年（200 元/月）的限額扣除為個人所得稅法
規定減除費用標準之外的扣除。
公開信息顯示，適用商業健康保險稅收優惠政
策的納稅人，是指取得工資薪金所得、連續性勞務

報酬所得的個人，以及取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
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的個體工商
戶業主、個人獨資企業投資者、合夥企業合夥人和
承包承租經營者。
根據目標人群已有保障項目和保障需求的不
同，符合規定的健康保險產品共有三類，分別適用
於：1.對公費醫療或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後個人負擔
的醫療費用有報銷意願的人群；2.對公費醫療或基
本醫療保險報銷後個人負擔的特定大額醫療費用有
報銷意願的人群；3.未參加公費醫療或基本醫療保
險，對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有報銷意願的人群。
值得關註的是，除了能夠享受個稅優惠，它
的保障責任突破了基本醫保目錄限制，允許帶病

投保，不允許拒保，且不設置等待期，大幅突破了
保險業既往的業務模式與管理體系。
據悉，2014 年以來，商業健康保險發展進入
快車道。從 2014 年到 2015 年，健康險稅優從框架
到內容逐步形成和完善。稅優政策的推出有利於
實現保險結構的合理化，實現商業健康保險與基
本醫保銜接互補，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和擴內需、
調結構。
稅優健康險 2016 年開始在 31 市試點，截至
去年末，共有 16 家險企分三批獲得業務經營資
質。
根據由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平安養老保險公司
等聯合發布的《2016 中國職工福利保障指數報告

》，77.5%的職工願意在現有社會醫療保險基礎上
增加壹定繳費來購買長期護理保險，以承擔晚年可
能產生的部分護理費用；已經購買稅收優惠健康保
險的職工比例為 11.4%，沒有購買但未來有購買意
願的職工比例達 56.5%。
中信建投在此前的研報中表示，個人稅收優惠
健康保險是對基本醫保、補充醫療保險的補充，是
更接近於政策性的保險，保險公司需要遵循微利經
營的原則，或參與動力不足。
此外，也有投行測算，按照全國未來 3000 萬
個稅納稅人口測算，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
策在全國實施後，有望撬動 700 億元左右的增量
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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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銷毀大批仿真玩具槍

巨大 蘑菇雲 升騰
印尼錫納朋火山繼續噴發

英國現 18 世紀羊皮紙版美國
世紀羊皮紙版美國《
《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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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
，錫納朋火山繼續噴發
錫納朋火山繼續噴發，
，雖然煙霧依舊
雖然煙霧依舊，
，但能量已經減弱
但能量已經減弱。
。

英國奇切斯特，
英國奇切斯特
，在西薩塞克斯郡檔案館發現壹份寫在
羊皮紙上的美國《獨立宣言
羊皮紙上的美國《
獨立宣言》。
》。這是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外
這是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外
的唯壹壹份被發現寫在羊皮紙上的美國《
的唯壹壹份被發現寫在羊皮紙上的美國
《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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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merica's CIA Director Makes Unannounced Visit
To Seoul, North Korea Vows To Unleash Nuclear Fu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in the past fortnight.
Responding to similar missile tests, earlier in April,
Trump decided to flex his military muscle in a ‘show
of force.’
A few days back, the U.S. launched an unarmed
Minuteman 3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from
California to target in the Pacific Ocean, in a bid to
demonstrate its national nuclear capabilities.

North Korea said that it will continue its
nuclear weapons tests undeterred.
Trump said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is possible over its nuclear program.
China fears situation on Korean peninsula
escalating out of control.
PYONGYANG, North Korea – Amid provocations,
threats and sanctions, an undeterred North Korea has
now said that it is preparing to unleash maximum
nuclear fury on its enemies.
On Monday, a day after the U.S. warship sailed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North Korea, Pyongyang sounded
another warning, claiming that it will continue its
nuclear weapons tests.
The nuclear active nation has also said that it will
bolster its nuclear force "to the maximum" in a
"consecutive and successive way at any moment" in
the face of what it calls U.S. aggression and hysteria.
North’s deadly warning comes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that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is possible over it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Meanwhile, China and Russian fear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ld escalate or slip out of
control leading to a mass exodus of refugees if a war
breaks out in the already troubled region.
Last week, an increasingly restless North Korea testfired another ballistic missile, its second failed launch

The U.S. has launched an unarmed Minuteman
3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from
California to target in the Pacific Ocean, in
a bid to demonstrate its national nuclear
capabilities.
U.S. Air Force said that the mission was part of a
program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readi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weapon system.
Meanwhile, the huge U.S. Navy super-carrier is
gearing for war off the coast of North Korea.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et to carry out a
joint exercise with South Korea is also joined by USS
Michigan, a nuclear powered Ohio class submarine,
that pulled into the South Korean port of Busan for a
hull check last week.
The submarine will join the USS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for exercises in the Sea of Japan.
Experts note that the USS Michigan is not expected to
take part in the joint exercises, but it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s meant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Pyongyang.
The 560-foot-long, 18,000-ton Michigan is one of four
U.S. Navy subs that is armed with tactical missiles and
equipped with superior communications capabilities.
Each of the four submarines can carry up to 154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They are also outfitted to stealthily deploy up to 66
Navy SEALs or other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and
their equipment.
Carl Vinson has kicked off a joint drill with the South
Korean navy.

The USS Michigan, an Ohio-class guidedmissile submarine, arrives in Busan.
It would mark the USS Carl Vinson's second operation
in South Korean waters in less than two months amid
heightened military tensions in Korea.
Earlier last week, the U.S. carrier also carried out joint
drills with Japan's naval forces.
On Monday, a spokesman for 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carried by its official
KCNA news agency said, “Now that the U.S. is
kicking up the overall racket for sanctions and pressure
against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 official name for North Korea), pursuant to
its new DPRK policy called 'maximum pressure and
engagement', the DPRK will speed up at the maximum
pace the measure for bolstering its nuclear deterrence.”

The spokesman added that North Korea's "measures
for bolstering the nuclear force to the maximum
will be taken in a consecutive and successive way at
any moment and any place decided by its supreme
leadership.”

Reports in the U.S. on Monday noted
that America's CIA director is making an
unannounced visit to South Korea, the U.S.
Embassy in Seoul,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Further, an embassy official said Mike Pompeo and his
wife were in the South Korean capital on Monday.
According to reports in the South Korean media, the
CIA chief arrived in South Korea over the weekend
for meetings with the head of South Korea's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and high-level officials i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Meanwhile, marking a commemoration of a World War
II naval battle, the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warned North Korea against destabilising the
region.
Turnbull said, “Today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to address new security
threats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we're taking a
strong message to North Korea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reckless, dangerous threats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our region."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news)

North Korea Crisis: Senior Chinese Diplomat Warns Of
'Dark Forest' Unless Talks Resum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inistry said China encouraged
peace talks.
"The U.S. and the DPRK [North
Korea] as the direct parties in the
nuclear issue should take credible
efforts at an early date . . . for the
resumption of peace talks," he said.

A television report about North Korea's missile
launch is broadcast at the Seoul Railway
Station on April 1, 2016 in Seoul, South Korea.
(Photo : Getty Images)
One of China's top diplomats has urged for further talk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preven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turning into a nuclear "dark
forest."
"Only through dialogue can mutual security be
achieved . . . [and] may help wrestle the Korean
Peninsula out of its current vicious cycle and prevent
North-east Asia from turning into a Dark Forest," Fu
Ying, th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wrote in an essay published by the U.S. Brookings
Insititute on Sunday.
"The Dark Forest" is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by Chinese
writer Liu Cixin wherein former world leader, famous
for repelling a U.S. invasion, builds an atomic bomb to
destroy the earth.
The 20,000-word essay describ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main goal" of imposing financial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as potentially
unrealistic, as Kim Jong-un's rise to power has brought
stability to the reclusive nation.
She also wrote that North Korea won't give up its
nuclear ambitions to avoid sanctions because the
regime began testing nuclear missiles after the
sanctions were put in place.
Yu's comments come as Beijing attempts to pressure
the White House to agree to its proposal for the use
to halt its joint military drills with South Korea in
exchange for Pyongyang to freeze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On Mon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Kim Jong-un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A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later clarified that the U.S. would first need to see
changes in North Korea's behavior before a visit can
push through.
Asked to respond to Trump's comment about possibly
meeting Kim, a spokesman for China's Foreign

Fu, who heads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ountry's top
legislature, has argued China has
"no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without addressing its security
concerns.
Citing her previous work as head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during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in 2003, she highlighted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the two sides together as the
U.S. was clearly keeping "attack" as an option while
North Korea intended to continue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s a backup plan.
Despite this, Fu said the resulting six-party talks were
fruitful as it stabilize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led to several agreements.

"The disruption of the talks was due to a
failure to implement those agreements and
the nuclear issue has escalated in the absence
of talks," she wrote, adding that restarting
dialogue would be much harder due to the
increased level of distrust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two U.S. B-1B strategic bombers
flew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weekend.
The U.S. and its allies have also called for
China to do more in imposing financial
Fu Ying, th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sanctions against its neighbor.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The Dark Forest" is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by
Chinese writer Liu C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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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勝學院優秀教師介紹
每年夏天，來智勝報名的學生家長都絡繹
不絕，有些精品課程更是爆滿。家長和學生們
常年慕名而來，很大原因就是因為智勝強大的
師資力量和高質的教學水平。一個好的教師無
異於孩子成長路上的明燈，智勝就有很多這樣
的好老師。
Mr. James Saltzman
主講: 7-9th Reading & Vocabulary
Sharpening Writing
Words, Phrase and Clause
10-12th College Application
相信智勝的同學們一定對 Mr. S 不陌生。

Mr. S 曾在 Connecticut 的 Old Farms 學校執教數
年並擔任了英文系的主任。之後於 90 年和妻子
一起搬到 Houston 並在頂級私立學校 St. John’
s 繼續教授英文，同時也是學校的大學申請顧
問。他有著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和深厚的教學
功底, 從 2005 年開始就在智勝任教，一直深受
同學們喜愛。他的英文課精心設計，閱讀寫作
環環相扣，加上課後作業鞏固詞彙語法，學生
水平自然提高。他在大學申請方面也相當有心
得，還曾經出版過相關書籍，幫助了很多同學
申請到理想的大學。
Dr. Sawart Jafry
主講: 10th Pre-AP Chemistry
11-12th AP Chemistry
Dr. S. J 擁有 U.T Austin
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前曾在
Austin 高 中 教 授 Chemistry I
Honors 和 Chemistry II AP 課
程 。 現 在 在 私 立 中 學 St.
John’s 任教, 已經有十幾年
的教學經驗了。她的教學經
歷也很豐富，還曾經擔任過
M.D. Anderson 在 Science 方
面的 chair，並且一直在 Rice
的 夏 令 營 教 授 Regular
Chemistry 和 Honor’ s

Chemistry。 Dr. J 的 課
程條理清楚，重點明晰
，她很擅長幫助學生把
繁複的化學名詞定理變
得簡明易懂，也樂於耐
心幫助同學們解答課後
問題。很多學生上過她
的課程之後，化學成績
大幅提高。
Ms. Virginia Sessum
主講: 4-6th Math
4-6th Strategies for CBE
Ms. V. S 可以說是智勝學院最受歡迎的老
師之一。她有著四十多年的教學經驗，曾經兩
次被 HISD 授予 Best Mathematics Teacher 的榮譽
。她更多次帶領自己學校的孩子拿到數學競賽
的獎牌。在她班上持續兩年以上學習的孩子，
現在與一般的同齡人比起來，有著明顯的優勢
—他們進入初中後都能夠得心應手的接受初中
高難度數學的挑戰。她不僅幫助學生墊下鞏固
的數學基礎，培養良好的邏輯思考能力，更教
會他們從心裡愛上數學。每一期她都會專門為
優秀學生定制獎杯鼓勵他們，培養他們的積極
性。她打從心底愛每一位學生，學生們也都打
心裡熱愛這位老師，還有曾經是她學生的家長
專門又將自己的孩子們送來 請 Ms. S.教導。
除了這三位老師之外，智勝還有很多這樣

的好老師，我們會在後面幾期慢慢為大家介紹
。感興趣的家長同學們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一 期
，每星期週一到週五。第一期 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
開始到 8 月 1 日 結束。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
至我們的網站查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
題 也可電話或郵件諮詢。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
上註冊平台，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
注。

相約母親節 傳遞感恩情
母親節即將來臨,在這個充滿感恩與愛意的節日
里, 加拿大 viker 公司攜其風靡全球的健康產品紅人
歸膠囊（sangel）獻禮母親節！
事實上女人步入 30 歲後，身體各種機能開始減
退，雌激素分泌減少，出現皮膚粗糙、性慾冷淡、
月經不調，失眠等問題。美國一份新的研究報告顯
示，現在仍有許多女性使用傳統的荷爾蒙替代療法
和外援補充雌激素來應付卵巢早衰及更年期綜合症
。其實這些做法治標不治本而且都是非常危險和無
用的。美國權威機構試驗證明，使用荷爾蒙替代療
法的會增加女性癌症的發病率。
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生產的紅人歸膠囊（sangel
）是送給母親最好的禮物，讓她身體好，不衰老。
紅人歸膠囊(Sangel)，原料選自名貴草本植物，
採用世界上最先進的萃取、分離技術提取的植物精
華素。大量的藥理試驗和臨床觀察結果表明紅人歸
膠囊(Sangel)無毒副作用，長期服用安全有效。紅人
歸膠囊(Sangel)作用機理與其它外界補充荷爾蒙的法

方不同，紅人歸膠囊(Sangel)內含其獨有的”SAG”
。 “SAG”能激活並恢復卵巢分泌卵泡和雌激素的
能力和水平，從而快速恢復女性自身的雌激素分泌
，使體內雌激素分泌水平重新回到平衡狀態，從而
達到治本治標的效果。
紅人歸膠囊(Sangel)能夠活化卵巢微循環功能，
增強微循環攜帶養分和代謝的能力。提供充足的供
給來修復和營養萎縮的卵巢，使卵巢重新恢復功能
產生圓潤的卵泡，恢復旺盛的雌激素分泌能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同與其他推遲年期產品
那樣用雌性激素強制卵巢分泌雌激素，流出經血，
雖然經期出現恢復假像，但內分泌失調現象卻無法
得到控制與保證，不但使更年期女性延緩衰老的希
望破滅，也使身心受到巨大傷害。紅人歸膠囊
（sangel）從根本上解決女人的問題，紅人歸膠囊
(Sangel)，帶給更年期女性的絕不是推遲更年期那樣
簡單，同時也讓你重拾美麗與自信。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生部唯一批准的

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十六年
質量療效追踪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世界範
圍內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學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症；頭暈目
眩、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緊張等症狀；
潮熱、出汗、胸悶、心悸、氣短等症狀；皮膚乾燥
、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症狀；脫髮、
色斑、老年斑等症狀；性慾衰退，陰道分泌物減少
，性交時出現疼痛感等症狀
一年又一年，母親的愛為我們遮擋風風雨雨；
一天又一天，母親的厚愛滲入我們的心底。讓我們
相約母親節，傳遞感恩情，送上最真摯的禮物紅人
歸膠囊(sangel)祝愿我們的母親安康長壽！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
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 拿 大 VIKER 公 司 北 美 免 費 諮 詢 電 話 1—
888—518—7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