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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大數據分析媒體時事話題討論

KVVV

內容介紹：《中國輿論場》通過大數據分析當周全媒體平台的輿論熱點，並通過融媒體模式開放觀眾參與話題

討論。節目還與央視網聯合推出了“中國輿論場指數”，實時關注全網新聞的熱點輿情，並盤點每日及每周關注
度最高的輿情話題。針對“中國輿論場指數”榜單上的話題，每期節目會請來相關專家現場進行分析，還會連線
場外專家、媒體人士及新聞當事人等對新聞話題進行探討。節目還設立
了虛擬“在線觀眾席”，場外觀眾有機會直接向場內嘉賓進行提問。除
了時事分析外，《中國輿論場》還推出了“搶紅包”環節，觀眾可通過
微信“搖一搖”功能參與。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9時半至10時半首播，每周一上午8時半至9時

半與周日凌晨2時至3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眾議員提案為無證
入美年輕人提供機會
這項立法提案和上星期參議院民主黨
人迪克·德賓（Dick Durbin）和共
和黨人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所做的跨黨派努力一致。
羅斯-萊赫蒂寧說，該法案的核心是
“把精英留在我國，改善我們的共同
家園“， 法案將幫助那些“長時間
來”害怕遭到遞解的人們。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任時啟動了一項
所謂”兒時抵達者推遲行動”（
DACA）計劃，允許人們申請暫緩
︱資料—在美國波士頓愛爾蘭大饑荒紀念園舉行的“在此停留” 遞解，並合法就業。目前有超過75
集會上，一名抗議者手持標語牌（2017年7月6日）。
萬人登記參與該計劃，該計劃不包
括提供入籍途徑。
目前的提案內容包括要求背景調查、熟練掌握
【VOA】美國眾議院兩名議員提出法案，將讓
英語、高中畢業並且接受高等教育，在軍中服
幼時被帶入美國的無證移民有機會獲得永久居
役，或者至少就業三年。
留權。
這項法案提出之際，正值“兒時抵達者推遲行
眾議院民主黨議員露西爾·羅伊鮑爾-阿拉德
動計劃”面臨可能的法律挑戰。
（Lucille Roybal-Allard）和共和黨議員伊萊
有10名共和黨州級官員表示，如果9月15號前
亞娜·羅斯-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
這項計劃不廢除，就要對政府提出起訴。
星期三宣布，該立法將保護所謂“尋夢者（
本月初，國土安全部部長凱利在閉門會議上對
DREAMers）”的一批人，還要為他們提供了
國會拉美裔黨團說，他本人支持“兒時抵達者
成為美國公民的途徑。

節目開場。

▲

▲ 中國輿論場主持人。

推遲行動計劃”，不過，他認為，這項計劃
經不住法律的挑戰。
川普總統上台的綱領包括強化美國邊界，並
承諾立即廢除“兒時抵達者推遲行動計劃”
。不過後來他又表示，移民執法優先針對的
是那些犯罪的人。

美國機場
加緊對
電子產品
的檢查
【VOA】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加強
安保措施，星期三宣布，要求美國
機場對隨身攜帶物品中比手機體積
大的電子產品進行單獨檢查，程序
比照手提電腦，把關安檢程序。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星期三宣布，
安檢工作人員將要求旅客將大件電
子產品從包裏拿出來，單獨放在過
安全的盒子裏，檢查程序類似手提
電腦。
安全管理局說，這樣做是因為“民
航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脅”。新規
定不適用於預檢通道。在此之前，旅

客不必將隨時攜帶的小型電子產品拿出來單獨
接受X光檢查。新規定的下達，讓旅客沒有了
把手提電腦留在家中，隨身攜帶平板電腦不用
安檢的好處。
美國國土安全部下屬的運輸安全管理局5月份
曾表示，將在美國各地的十大機場試行針對平
板電腦的額外安檢程序，這一試行項目很成功
，因此運輸安全管理局說，計劃將“在接下來
的幾周或幾個月的時間裏”，在全國範圍內推
廣新規定。
美國航空協會表示，各大航空公司“會繼續配
合國土安全部官員的工作，在維持系統高效運
轉和確保最高程度的安全措施之間尋找平衡。
”

︱旅客在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過安檢

(2017年4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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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專題：
專題
：夏日炎炎
夏日炎炎，
，到水邊去
到水邊去！
！——大華府周邊夏日親水好去處大盤點
大華府周邊夏日親水好去處大盤點（
（下 ）
夏日來臨，暑氣漸濃。這個時節，玩水、親水，
自然就成為了每個家庭首選的消暑主題。不僅孩子們
能在水中找到無窮樂趣，大人們更可以結伴水畔，或
是干脆也投入水之懷抱，讓自己的身心體會一個清爽
的假期。
小編特別奉上專題，為大家精挑細選出了華府周
邊可供家庭或情侶做一次短途親水之行的好去處，供
讀者朋友們參考。前兩期小編為大家介紹了華府居民
喜愛的兩處海濱城市，並挑選了幾處親水公園。這一
期，還有三處親水樂園可以幫您一解酷暑，我們不妨
輕裝待發，去水中收獲喜悅和愜意吧！

Stone 公園內還常年因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歷史遺跡和寶
貴的礦物質多見等特色而聞名遐邇。
小貼士：目前公園的入場費為每人 9 美元；此外，如果
想要計劃一日游，位於公園周邊僅 12 英裡的 Boonsboro 小鎮
也非常值得一去。
配圖：Yogi Bear 樂園 來源：網絡圖片

小貼士：如果是車程比較近的朋友，不妨選擇在下午 4
點以後前往，因為門票 4 點後會有優惠，正常票價為成人 9
美元，兒童 8 美元。
配圖：飛濺谷 來源：網絡圖片

維 州 飛 濺 谷 水 上 公 園 （Splash

馬州 Yogi Bear's Jelly Stone 公園

維 州 大 波 浪 水 上 樂 園 （Great
Waves Waterpark）

Valley Water Park）
馬州 Yogi Bear's Jelly Stone 公園位於 Williamsport，是一
處集戲水、休閑觀光、野外露營為一體的綜合性消暑景區。
這裡的水上樂園不僅有高達 400 英尺的水上滑梯可供年輕人
戲水，還有兒童泳池提供噴水、蘑菇泉、排球網等設施。
晚上，如果你選擇在公園內的小屋住宿或野外露營，還
有 18 洞迷你高爾夫和露天電影院可供全體家庭成員一起消
遣納涼，為家庭打造更多溫馨記憶。此外，Yogi Bear's Jelly

如果讓你不用驅車開太遠，就能享受到一日彷如仰躺
在海邊沙灘上的感覺，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呢？維州飛濺谷
水上公園就能做到。
飛濺谷水上公園位於交通便利的維州 Roanoke 郡 581 號
公路 2N 出口不遠處。這裡的大型室外戲水池可供家庭游客
們共同親水，最具特色的碗型水滑梯則可以讓喜歡速度與激
情的朋友們在旋轉中體驗夏日的樂趣。公園還為 20 人以上
的團隊定制派對活動，7 月內的派對贈送免費披薩，8 月的
派對優惠雖然還沒公布，但也同樣值得期待。

最新報告評全美 25 大新興創業中心
大新興創業中心，， 華府入圍
創業在美國是許多人的夢想和選擇，而且 加哥和洛杉磯。而緊隨其後的還有：華盛頓特
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在招攬賢士時也願意將自己 區、亞特蘭大、丹佛、鹽湖城、波特蘭、達拉
描述為一家“創業公司”，但並不是所有地區 斯、鳳凰城、休斯頓、辛辛那提等知名城市。
都適合開啟新事業，一些更有活力和發展潛力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維吉尼亞州的首府裡士
的大城市，則更有助於創業者們實現理想。同 滿也入圍了前 25 名，這座中型城市也受到了創
時，初創企業在地區整體經濟中也發揮著關鍵 業者們的青睞，排在第 24 位。馬裡蘭州最大的
的作用，往往它們比那些老牌的企業擁有更快 城市巴爾的摩，在整體的榜單排名中得到了第
30 名。
的速度來創造就業。
其 他 一 些 排 在 前 35 名 的 城 市 還 有 ： 匹 茲
近日，由非營利組織“發展政策研究所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和位於華盛頓特 堡、新奧爾良、明尼阿波利斯、邁阿密、底特
區的技術網絡 Technet 聯合發布最新報告，評選 律等。
配圖：創業區 來源：網絡圖片
出了美國 25 大新興的創業中心（Top 25 Emerging Startup Hubs），其中華府大都會區榜上有
名，位列第 11 名。
據悉，這一評比用“都
市創業經濟指數”（Metro
Startup Economy Index） 來
衡量每個都市地區創業中心
的“強度”。而每一個地區
在“促進資本投入”、“促
進人才增長”、“開放市
場”、“制定有利於創新的
監管和財政政策”等方面也
成為最為主要的考量因素。
據榜單結果顯示，排在
前十位的新興創業中心依次
為：舊金山、聖荷西、西雅
圖、紐約、波士頓、奧斯
汀、普若佛、聖地亞哥、芝

位於維州 Alexandria 的大波浪水上樂園也是一處短途
親水的好去處，無論是從弗州還是馬州的華人聚居區，
車程均在半小時左右。這裡最大的特點正如名字所示，
游客們可以在特色泳內享受到宛如真正海濱般的人工造
浪，此外，在主泳池內，還有三座高達四層樓高的巨型
水滑梯蜿蜒而下，同樣高度的快速直梯也是該樂園的經
典項目，甚至是成年人都能在戲水之中體驗到刺激的快
感。樂園內還有小型模擬沙灘可以讓孩子們盡享堆沙的
樂趣。
小貼士：建議朋友們帶上衝浪板，在去之前先登錄
網站確認好造浪時間，即使不是在真正的海灘，卻也不
容錯過。
配圖：大波浪樂園 來源：網絡圖片

華府蛇患連年，
華府蛇患連年
，民眾需謹慎
華府地區戶外環境優異，公園眾
多，為民眾在春夏季節外出野餐、露
營、徒步等都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與
此同時，野生動物們也在這裡安家落
戶，雖然它們中絕大多數都與人無尤，
可蛇的出沒還是存在十分大的危險，特
別是有些毒蛇會襲擊人類，所以華府各
郡警方都提醒民眾，戶外活動時一定要
警惕蛇患，以防被咬傷。
事實上，華府的蛇患連年都有，有
些蛇甚至會跑進房子，之前便曾有過馬
州居民家中成為“恐怖蛇屋”的相關報
道。而維吉尼亞州的蛇患情況似乎更為
嚴重，尤其是北維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
郡，人口密度較大，警方稱人們很有可
能會看到蛇穿過街道、後院，或是在房
屋邊緣、水邊或森林外曬太陽。
警方還介紹稱，大華府地區的常見
蛇種類有東部老鼠蛇、北維
吉尼亞黑蛇、北維吉尼亞水
蛇等等，絕大多數都是對人
類無害的蛇種，只有一種毒
蛇，稱為北維吉尼亞銅斑
蛇，這種蛇只有 2 到 3 英尺
長，體型不大，頭呈三角
形，身體一般為銅色，它的
毒素雖不致命，但會使被咬
者肌膚腫脹，必須盡快就醫
治療。
蛇通常並不主動襲擊人

類，但如果不小心踩到了蛇，就很可能
被蛇反咬。被咬的傷口一般會再手臂和
腳面、腳踝等處，如果一旦被有毒素的
蛇咬到，應首先將傷口通往心髒的方向
用繩子或布條扎住，立刻尋求急診處
理。
警方提醒民眾，夏季戶外活動，最
好遠離未開發的草叢，選擇人們行走比
較頻繁的大路或已經形成的小徑，穿長
衣長褲，靴子或運動鞋子。如果遇到了
蛇，千萬不要去驚擾它，應與它保持一
定的距離，等它自由自行離開即可。
民間有很多處理蛇咬的偏方，但如
果您真的不幸被蛇咬到，在不確定咬傷
您的蛇具體屬於哪一種的情況下，最好
不要自行魯莽處理，還是就醫最為穩
妥。
配圖：蛇患 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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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意外起火 車上無人傷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一輛專用遊覽
車 28 日清晨行經凱蒂高速公路(Katy Freeway)，
不幸在高乘載車道(HOV lane)上發生火燒車事
故，車上乘客倉皇安全逃脫。
這起事故發生在上午 7 時，鄰近 Fry 路，濃
密的黑煙密布竄升天際。
公車在開往九小時車程的墨西哥蒙特雷市
(Monterrey)路上，不到 30 分鐘內就發生火災。
根據哈瑞斯縣公路管理局事故管理隊隊長 Ter-

ry Thurman 表示，研判是因為後輪鎖死故障而
起火燃燒。
事故發生時車上有 23 人，Thurman 表示，
所有乘客都安全逃離，沒有人員傷亡。他表示
，消防局也派人到場救援，進一步搜索確認所
有車上人員都安全逃離火災現場，也確保他們
的行李都完好。
這起起火意外剛好發生在上班尖峰時段，
所以造成該區域不小的塞車情形。

「快樂童年」 徵小主播 試鏡錄影費100元歡迎踴躍報名

遊覽車意外起火，
遊覽車意外起火
，濃煙密布
濃煙密布。
。 (取自 ABC
ABC13
13))

警消獲報趕到現場滅火。
警消獲報趕到現場滅火
。 (取自 ABC
ABC13
13))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網 15.3 台，由娟 少優質主題，邀請專家大師及優秀的小嘉賓前 節目將徵小主播，招聘資格凡是 5 至 15 歲，有
小主播招聘報名費 100 美元，有興趣的家長
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播出 來錄影。
特長，中文流利的小朋友，都可參與小主播試 ，請提前與娟子 832-908-8064 聯繫，將會有專
一年多時間，深受社區喜愛，節目中也製作不
為增加節目可看性，並提高節目品質，本 鏡，參與節目錄製，訓練口條和台風。
人安排參與節目錄製。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8月26日登場 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
去年休士頓升學教育展剪綵。
去年休士頓升學教育展剪綵
。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麥當勞贊助，美南報業電視傳
媒集團與國際貿易中心主辦，休士頓東北總商會和休士頓政大校
友會協辦的 2017 第七屆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將於 8 月 26 日(週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在夏普斯
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登場，現場設有升學
機構諮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座、SAT 與 ACT 考試制度分析
及大學入學詳細資訊，歡迎學生、家長踴躍出席。
「教育是成功的起點」(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一年一度的美南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為滿足莘莘學子對
美好前景的願望，提供了強大助力，該教育展年年舉辦，獲得社
區廣大迴響。今年教育展邁入第七屆，邀請教育專家和多家升學
教育機構共襄盛舉，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大學入學標準和最新訊息
，互動交流優質平台。
今年休士頓教育展比以往更豐富，特別從往年 10 月改其至 8

月，配合學生暑期作息，現場並有多場講座和現
場諮詢，幫助華裔青少年和學生家長了解美國大
學的招生製度、錄取標準和選校絕竅。
主要討論課題分為 「課外活動、社區義工的記
錄在申請大學時有什麼作用」、 「高中階段如何
規劃」、 「SAT 和 ACT 有什麼區別」、 「AP 課程
有什麼用」、 「如何申請獎學金和助學金」、
「各個大學的申請時間和錄取時間有什麼講究」
、 「選擇專業和你的高中成績有什麼聯繫」、
「本州大學和外州大學如何比較」、 「高中的排
名對大學的錄取有什麼影響」、 「Rice University
是如何招生的」等主題作分享。
今年教育展有別於去年，亮點包括 「議題內容針對性強」，
當天活動將圍繞 8-12 年級的高中選課，學期規劃、參加有價值
的活動和比賽、大學申請流程，和大學訪談，有很多議題，每個
議題都具有參考價值。 Rice University 的招生辦公室主任會親臨
現場，談談他們是如何招生的。
另外， 「分享嘉賓具備經驗」，特邀請 「哈佛爸爸、升學導
師」的洪仁鼎老師與同學和家長一起分享 「名校生成長之路」，
洪仁鼎不僅先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入 「哈佛大學」、 「紐約大學」
等高校，在過去幾年中也幫助很多學生申請到哈佛大學、耶魯大
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美國西點軍校、
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等美國名校。近年來，洪老師創辦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導平台，旨在幫助 8—12 年級的學生，如何
有效地度過高中四年，邁入理想的大學。洪仁鼎將親臨休士頓與
同學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其他，教育展也提供 「高中生
義工機會」，這是給申請大學加分
的指標之一，在本屆教育展上，將
提供給 10-12 年級學生，9 小時的
義工機會。在過程中，和名校生近
距離接觸，所有與惠學生都會頒發
「義工證書」，可為申請大學作為
加分條件。
特別的是，今年 Q&A 時間也
更加精采豐富，將邀請名校生與家
長現身說法，參與學生可把握機會
發問，他們將分享學習、申請、挑
選學校、準備文件等如何前進美國
名校大學的心得分享。
今年照例由麥當勞達拉斯教育
展領頭，將於 7 月 22 日(週六)上午
9 時 30 分 至 4 時 在 John Paul II
今年教育展海報。
今年教育展海報
。
High School (900 Coit Road, Plano,
TX 75075)率先登場。
休士頓則於 8 月 26 同一時間在夏普斯堂國際高中(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活動免費入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
午餐和引入部分大學的資訊介紹，宛如有趣、教育類的小博覽會
。由於現場容量有限，請抓緊時間免費註冊活動免費入場，提供
免費午餐，歡迎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bBXcjZ，
連絡電話：832-448-0190 鄧潤京，電子郵箱：davidtang@ 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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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員麥凱恩投下決定性反對票
以一票之差否決醫保法案首項修正案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據“今日
美國”7 月 28 日消息，美國當地時間 28
日早些時候，由於共和黨參議員約翰•
麥凱恩於週二（25 日）投下決定性反對
票，參議院以微弱優勢挫敗了一項旨在
廢除奧巴馬醫改有限部分的法案。這次
投票對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們是一次沉
重的打擊，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接下來會
怎麼做。參眾兩院的共和黨議員們在競
選時承諾廢除並替換 “平價醫保法案
”， 但他們還在努力就如何行動達成
共識。
美國參議院通過程序投票，就廢除
奧巴馬醫改展開辯論，不過在首項修正
案，即廢除及取代奧巴馬醫改方案被否
決。參議院在當地星期二下午進行投票
，一百名參議員投票，包括確診腦癌的
共和黨麥凱恩，, 暫停治療, 重返國會投
票，最終支持及反對同樣為五十票，由
擔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彭斯，投下關

鍵的支持票。不過到星期二晚，第一項
由並和黨提出，廢除及取代奧巴馬醫改
方案的修正案表決，在再多七名共和黨
人投反對票下，以四十三票對五十七票
被否決。參議院今日會繼續辯論其他修
正案，包括只是廢除奧巴馬醫保方案。
麥凱恩說, 他不支持廢除奧巴馬醫保計
劃及替代方案, 但有需要展開辯論, 呼籲
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合作, 恢復互信。參
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說, 希望在今
個星期完成辯論, 但相信會有大量修訂,
參議院是否會有足夠票數, 廢除奧巴馬
醫保計劃, 仍有好大變數。麥康奈爾早
前提出, 先廢除再研究替代方案, 但外界
都擔心會令到好多受惠於醫保的窮人,
失去醫療保障。美國參議院於週二（25
日）以一票之差通過程序投票，開始辯
論廢除歐巴馬醫保；惟在當晚的表決中
，共和黨在 9 名黨員倒戈的情況下，以
43 票支持、57 票反對，未能通過首個

廢除醫保的關鍵修正案，令總統川普廢
除醫保的行動率先受挫。
本次由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提出的廢除歐巴馬醫保修正案，本來需
要 60 票方可通過，內容是大幅削減對
窮人及低收入家庭提供的醫療補助，從
根本上廢除歐巴馬醫保，亦是共和黨最
關鍵的方案。雖然本次廢除行動受挫，
但共和黨仍有機會提出其他方案廢除醫
保，相信本週將會有多次類似的投票表
決。重返國會投票的共和黨資深參議員
麥凱恩，曾在通過啟動廢除醫保程序後
發表演說，呼籲民主共和兩黨攜手合作
。麥凱恩又對國會目前的狀況表示不滿
，但揚言不會投票支持共和黨目前的廢
除及取代歐巴馬醫保方案。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早前提
出的辯論醫保法案首項修正案被美國參
議員麥凱恩投下決定性反對票以一票之
差未獲通過。

美國治安嚴重惡化 華人必須共同打擊各種搶劫和入室盜竊
休斯頓兩天內遭遇數起搶劫 洛杉磯非裔夜晚持刀搶走婦女座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最近休士頓搶案頻傳，自上週六下
午在惠康超巿門口的搶劫案，本週五下午五時許，又傳來歹徒搶
劫老太太包案件，再加上魯香村門口的四人團夥，跟蹤搶奪剛從
Wells Fargo ATM 領錢出來的華人及本月 21 日到越華超巿購物商
場，一開車門即被歹徒痛毆搶包，被打的血肉模糊的女同胞，令
人忍不住自問：難道這就是移民們爭相湧往的美國？本週六的中
國城已看出人氣明顯減少，許多人遠遠避開，不知商家們能忍受
多久？無獨有偶，美國華人大州的加州洛杉磯的亞卡迪亞市區，
日前又發生歹徒使用武力劫奪汽車的案件，以刀威脅受害人交出
車鑰匙，目前警方正在調查嫌疑人，提醒民眾晚間一定要更加留

意周圍可疑情況。亞卡迪亞市區曾經是洛杉磯最昂貴，漂亮和寧
靜的地區，但現在的安全狀況比預期差得多。
亞卡迪亞警察局 Mark Goodman 表示，前天晚上 9 點 18 分左
右，54 歲的受害者準備於亞卡迪亞市 1700 號、與東 Colorado 大
道交界處，開車回家，當時她剛剛打開車門坐下駕駛座位後，嫌
疑人在受害人毫無預兆下打開副駕駛的門，迅速坐在副駕駛座位
上，手中揮舞著刀指向受害人，威脅說到 「把車鑰匙留下，你下
車」。
受害人回憶起，當時心情十分緊張和害怕，但是第一個想法
是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性命，立即下車讓嫌疑人把車開走，警方趕

隨遇而安,談何容易
（ 本報訊）角聲社區中心訂九月 16 日(週六)上午 10:00-11:30am 主辦《華埠心理健康課程》
專題講座: 「隨遇而安，談何容易」。邀請講員:張華美英 女士(德州註冊心理輔導)
現代人富裕進步，一支手機，可以腳不出門而知天下看新聞，小說，到臉書, 再玩玩遊戲；不
能再玩了，要回電郵。好像很忙，又好像很無聊該做的沒做，不該做的無意中一直再做。教養孩
子，夫妻關係，工作家庭的平衡，都不對似的直在忙著滅火，身體漸漸消退，內心煩惱憂慮慢慢

到案發現場時，嫌疑人早已逃之夭夭。根據受害者描述，嫌疑犯
使用武力搶走一輛 2014 年的白色吉普，嫌疑人為黑人，年齡在
20 歲至 25 歲，留著黑色短髮，作案時上身穿紅色體恤衫。警方
表示，這些罪犯通常會選擇夜晚時間和單獨行動的女性做為目標
，提醒民眾夜晚儘量將車停靠在人流量偏多、燈光比較亮的位置
，隨時留意身邊可疑情況。
休斯頓華人必須團結各種社區和社區領袖，店主和警察部門
共同打擊各種搶劫和入室盜竊。

增加。去教會吧，讓神的話幫助我，讓我有力量，但內心深處，還是無法平靜。
現代人富裕進步帶來的難處讓我們一起來學習適應並改變不僅是環境的變遷更是我們內心那
七彩繽紛的世界！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電話聯絡: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角聲辦公室在華埠大樓 (美南銀行的後面第二棟大樓)
林呂寧華 Lily Lam-角聲輔導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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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學習 時空不是問題
運用新科技打造競爭力
(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推動了許多其他的應用科技和服務，為現今社會帶來巨
大的影響。當世界正飛快的走向資訊化社會之時，要怎樣運用新科技並掌握資訊以打造競爭力，便成為各
界一個熱門的課題。
隨著目前通信科技與網路技術的發展及不斷突破，網路頻寬不斷增加，品質也越來越好，這讓即時傳
送高畫質視訊成為可能，於是，像遠距學習、視訊會議、遠距教學等越來越普及。
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運用尖端的網路技術與通信科技，提供了嶄新的學習型態，全世界先
進國家都在積極的實施之中。原來面對面教受的學生與老師關係，在遠距學習中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時
空距離不再是限制，老師與學生兩者的身分也不再固定，新一代傳播科技將全世界連接起來，這一行的老
師可能是另一行的學生，隨然彼此不一定相識，但是，知識與資源卻能夠分享與傳播。
追求卓越的企業家，透過遠距學習，可以掌握地球另一端的新知。積極進取的年輕學子，不用出國也
能進修。頂尖的專業師資，不是像過去只教一班一百人，而可能是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都在接受教導。在
網路新世界中，獲得知識的管道前所未有的便捷，教學視頻、聲音動畫、文字等都可以重複播放，更活潑
、更有效率、更方便的上課方式，讓許多渴望更上層樓的人如虎添翼。
遠距教學中，無論是聽課、測驗、討論、或是交報告等，都可以直接在線上完成，豐富的教學資源可
以讓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都能分享。對於需要工作而沒有時間遠赴海外學習的學子，如今已能經由遠距學
習，接受跨國課程，不啻是個福音。而在企業界，員工在職訓練、企業產品介紹、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相
互了解與溝通，藉由遠距學習都所未有的容易。
遠距學習中，
遠距學習中
，豐富的資源可以讓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都能分享
遠距學習的意義在於打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整合多方資源，學習環境更靈活有彈性，交流也更廣，
經由高速網路進行即時的遠距離學習，目前可以容納最多訊號、速度最快的，莫過於光纖網路了。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光聲電信集團(Phonoscope Global)，聯手成立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兩大
集團聯袂合作，為休斯頓地區提供最先進的光纖網路。光聲電信集團成立於 1953 年，總部就在休士頓，
是全美最大的獨立光纖公司之一，擁有全美最大的私
人所有的光纖城域網（fiber-optic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目前，在休斯頓，已經使用這套光纖網路的教
育機構包括: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休斯頓醫療
中心(Medical Center)、以及休斯頓超過 38 個學區。
在長距離以及大量傳輸的使用上，光纖的優勢最為
明顯。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是最尖端的科技電信網
透過遠距學習，
透過遠距學習
，打破了時間及空間的限制
打破了時間及空間的限制，
，整合多 路提供者，提供真正的上下對稱光纖上網連接，目前
方資源，
方資源
，學習環境更靈活有彈性
在休斯頓，已經有超過 23000 英里的純光纖線路，提
供最快速、最可靠的服務，滿足所有高速數據的需求
服務項目包括：
*光速上網(speed of light internet): 高速下載或上傳資
萊斯大學使用光纖網路，
萊斯大學使用光纖網路
，提供更優越的教學
料、視頻、音樂，影音畫質高。
*寬頻電視 IPTV，提供超過 400 個高清頻道，享有清晰的畫質與聲音。
*家庭專業級的 Wi-Fi。
*網際網路電話 Voice Over IP:
*視頻會議 Professional personal Video Conference
*遠距醫療 Telemedicine、遠距學習 Distance learning
隨著科技與網路技術的發展，
隨著科技與網路技術的發展
， 網路頻寬不斷增加
光纖擁有高頻寬、傳輸量大、穩定、傳輸質量高、抗電磁幹擾、保密性高、重量輕、高可靠度等優點，我們的光纖上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
，品質也越來越好
品質也越來越好，
，讓遠距學習越來越方便
讓遠距學習越來越方便。
。
者快上一千倍，依不同需求有不同價格，詳情請洽(301)509-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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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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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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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美南人語
星期日

美(南人語）））

「等埋發叔」
楊楚楓

根據港澳風水大師的分析及理據，名字中有
「發」的字號的公眾人物，必發無疑。首先是
上世紀香港立法會中的大阿哥黃宏發，當年立法院中的左中
右三派人仕，遇上黃宏發發言或提議案，定必必恭必敬。第
二位是香港影壇長青樹的周潤發 「發哥」。他從電視界出身
，走向電影界，雄霸兩界近四十年，任何經他有份參加的電
影電視，一律爆紅。第三位就是港人口稱 「發叔」的劉皇發
，他兼有 「新界王」之大名，曾任新界鄉議局主席 35 年。本
週離世，享年 80 歲。
查劉皇發於 1936 年 10 月 15 日出生，是家中獨子，初中畢業後，
協助父母務農，其後在元朗開設雜貨舖，婚後與妻子共育有 5 名子
女。劉皇發於 1960 年獲時任鄉議局主席， 「新界土皇帝」陳日新賞
識支持，以 24 歲之齡，出任屯門龍鼓灘村代表，正式踏上從政之路
。劉皇發於 1966 年獲選為屯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翌年獲政府委任
為太平紳士；1980 年首次當選鄉議局主席，其後連任 10 屆，長達 35
年，至 2015 年 「交棒」予長子劉業強。除鄉議局外，劉皇發亦曾任
屯門區議會主席、區域市政局議員、立法局議員、全國政協委員等
，並於 2005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2009 年獲委任行政
會議成員，但當時因涉有物業未按香港政府程序申報，遭外界質疑
有利益衝突。
根據早年的行會利益申報紀錄，劉皇發與家人擁有逾 260 幅新
界土地，素有 「新界王」之稱。據指其家族近年放售多幅土地，包
括去年出售流浮山及洪水橋農地，套現 2 億元；中國海外集團今年 5
月斥資 5.9 億元，向劉皇發旗下公司購入屯門龍鼓灘 3 批地皮。
劉皇發縱橫香港政界數十年，屢為新界原居民爭取權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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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之前，擔任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委員時，成功爭取將
「保障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的
條文，寫入《基本法》，為往後
鄉事派 「丁權」的重要法理依據
，加上其 「
新界王」的鄉事背景，在本港政壇頗具影響力。
近年劉因健康欠佳，已逐漸淡出政壇；及至 2015 年，香港政界
屢傳 「發叔」病重，同年他向鄉議局及政界人士發信，指自己年事
已高，放棄競逐鄉議局主席，其後由長子劉業強當選接任；而劉業
強亦於去年繼任了父親的立法會鄉議局界別議員席位。
至於近年劉皇發較為人所談論的一役，則是 2015 年 6 月，香港
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遭大比數否決，當時逾 30 名建制派議員，聲稱要
「等埋發叔」投票，與當時的建制派 「班長」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拉
隊離場。故集體離場圖製造流會，卻因溝通不足，以至致 「甩轆」
，最終 33 個建制派議員未能投票，令更改方案以 8 票贊成、28 票反
對，被大比數否決，劉皇發其後親自交代，並向公眾致歉： 「我自
己身體唔係幾好，所以趕遲咗，我自己心裡面都好唔舒服，對唔住
。」此後劉皇發鮮有現身公開場合，最後一次露面為前年 7 月的鄉
議局會議。
劉皇發病逝消息傳出後，大批傳媒趕到其位於屯門青山灣天祐
居的家門外守候。劉皇發妹夫薛浩然下午 2 時許離開天祐居，他指
前一天家人已陸續接到通知，趕到發叔身邊送他最後一程。他形容
發叔走得安詳，離世時，發叔家人包括太太吳妹珠、子孫均在身邊
陪伴著。至於發叔離世的原因，他向傳媒表示， 「他年紀大了，善
終。」而 「等埋發叔」一詞，更成為當年香港 「十大熱門搜尋爆語
」首位。
新界鄉議局發聲明，對劉皇發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又讚揚劉任
新界鄉議局主席期間， 「帶領新界族群捍衛及守護新界原居民的合
法傳統權益，成功落實將該等權益寫進《基本法》第 40 條，對新界

中印緣何未休兵？

中國與印度是文明古國，又是人口大國。兩國都受過西方強國欺負，導致建國初期經
濟發展非常落後，大家本應同病相憐，互相支持才是。但很可惜，歷史的發展，並沒
有讓兩國循著良性互動的方向走下去。
中印雖是鄰國(接壤的邊界長達 2,000 公里)，但由於被喜瑪拉雅山所阻，在二十世紀五
十年代之前，兩國在政治上甚少往來。不過，兩國在民間的接觸卻相當多。民間除了利用絲綢之路做生
意之外，兩國在文化上的交流亦很多。發源於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曾產生深
刻的影響，唐三藏曾往西天取經，印度的僧人(如達摩禪師)亦有來中國傳道，近代印度文豪泰戈爾曾稱
中印為親兄弟。
然而，兩國由於長期沒法簽署劃定邊界的協議，導致糾紛不斷，令兩國的友好關係無法持續。
中印兩國的接壤地區，屬兩國的邊陲地帶，環境惡劣人口稀少。而這兩個古老大國，其實早年的行
政能力都非常薄弱，所以一直都沒法在這些偏遠地區，進行十分有效的管治。結果，前哨的位置時有變
動，邊界並不清晰。
在過去不同的年代，雙方都曾挺進入過對方的地方，並留下自以為重要的痕跡，所以各自都有一套
對自己最有利的邊界主張。
這類情況其實很多國家都有過，但大多可以找到折中的位置把邊界定下來。因為這些界線的交錯反
映的正是兩國的自然國力。但中印的邊界卻不是純粹兩國自然國力的結果，而是還滲入了外國力量。如
爭拗最多的麥克馬洪線，就是印度被英國統治的年代搞出來的。
麥克馬洪是英國外交大臣。在 1913 年的一次與中國西藏地方政府的會議上，他利用中國地方官員
的無知，與地方官員搞了一份邊界劃定的換文(從未獲中央政府認可)，把原有的邊界從阿薩姆平原，向
中國西藏方向推移了 150 公里，把 9 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入了英屬印度。如果沒有英國的介入，中
印邊界根本不會是今天這個模樣。
1962 年，中印曾在邊界問題上發生重大衝突。開始時，中方曾為了避免交火接觸，曾主動後撤 20
公里；但印方還是得寸進尺，中方於是大舉反擊，一路南下，直到攻下通往印度首都的最後一個可以防
守的地段。印度可說已無險可守，接近崩潰邊緣。這時，中國才鳴金收兵，因為中國並無意改變亞洲的
政治局面，只是想印度受點教訓吧了。
印度軍隊這麼不堪一擊，令印度覺得是奇恥大辱。此之所以，近日邊界又起衝突後，印度總理莫迪
揚言，印度已不是 1962 年的印度。
不同在哪裏呢？是印度有了原子彈，還是這次可以有美國支持？在軍事實力上，印度仍遠不如中國
，印度不可能與中國鬥扔原子彈，所以印度主要是靠美國支持。美國不想中國威脅他的老大地位，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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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整體社會的安定和繁榮作出巨大貢獻，為新界原居民景仰。
」他擔任鄉議局主席 35 年間，曾多次化解新界村民與政府的矛盾。
2009 年政府因高鐵香港段工程，強硬收回石崗菜園村，村民要求
「不遷不拆」。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的劉皇發居中斡旋，協助村民覓
地遷村，但因路權問題而擾攘多時。有傳聞發叔自掏腰包，購入路
權後轉贈鄉議局，令到菜園新村毋須割地，亦不用支付路權費便可
使用該路段，成功解決紛爭。菜園村關注主席高春香亦感謝發叔幫
助菜園村。 2011 年，政府嚴厲處理新界村屋僭建問題，新界村民與
政府關係惡化。劉皇發申請延長自行申報僭建限期，政府亦作出讓
步，暫緩執行清拆自行申報個案。
另外，2004 年起每年大年初二，劉皇發均會代表香港到沙田車
公廟求籤，他曾於 2009 年及 2013 年求得下籤。 2009 年受金融海嘯
影響，香港樓股大跌，失業率上升。 2013 年則梁振英施政不善惹民
怨，特首民望屢創新低。 2016 年起，劉皇發已沒有繼續為港求籤，
由其長子劉業強代替。
走筆至此，我想起我參加的休市頤康雅集之創辦人及當代藝術
大師何敏公醫生，跟劉皇發有數十年交情。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
新界正面臨經濟起飛，當時港督麥理皓，有意蒞臨新界訪問。為了
一頭新界的和平繁榮安定景氣，劉皇發特別情商何敏公醫生為 「北
區之歌」這首歌頌新界的歌曲作詞。何敏公文采飛揚，一揮而就，
結果歌詞完成之日，響徹香港新界鄉鎮 及歐洲新界移民聚居之所。
連帶我們休市頤康雅集每週週四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集會之始，眾
會友為此 「北區之歌」歌唱。為享諸位讀者朋友，我特把 「北區之
歌」歌詞抄寫如下： 以供同好。
「角倚沙頭，勢連粉嶺，北陲駿馬如龍。那鱗次櫛比上水南東
。嶺名打鼓嶺，蒼松勁。
聞雞犬，淳樸民風，平原寬廣，峰巒渺渺，禾黍叢叢，此日更
換新容。天橋鼓浪，大廈排空，更務農服賈物年豐，工商輩出，人
才眾，重文娛，百業興隆。開來繼往，安居樂業，樂也融融。 」

要印度堵住中國的西面，以阻一帶一路的發展。但印度必須明白，美國只想印度落
水，自己卻不會落水，目的只在為中國製造麻煩，在這種情況下，印度還是適可而
止為上策。
中印邊境對峙一事令兩國關係緊張，印度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今日印度》(India
Today)新一期封面主題為中國利用巴基斯坦箝製印度，並印上一幅中國地圖，惟地圖上沒有西藏和台灣
(圖)，此舉惹怒中國官媒，斥責 「
故意從中國版圖中刪除西藏、台灣，《今日印度》想表達甚麼呢？」
寫到這裡，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錫金，這個已消失了的國家。
若非近日中印在原錫金王國(近已變成屬於印度的錫金邦)附近的洞朗地區發生邊境衝突，不少年輕
一代，已沒有多少個知道，世上曾有一個叫錫金的王國存在過。
錫金的位置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它的北面與中國的西藏接壤，東面是不丹，西面是尼泊爾。南面
是印度。錫金的面積只有 7,096 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七倍，比不丹還要小。錫金人口只有 60 萬，是香港
的十二分之一。居民多為尼泊爾人，信奉印度教為主。
錫金原先是一個成立於十七世紀的世襲的君主國，首任國王是一個西藏貴族的後裔。由於小國寡民
，錫金常被鄰國欺負。 1700 年尼泊爾入侵錫金，首都淪陷，國王逃亡西藏，向清廷求救。乾隆皇帝先
後兩次出兵，最後把尼泊爾的軍隊追擊至加德滿都的近郊，令尼泊爾也不得不向清廷稱臣。從此尼泊爾
與錫金都變成清朝的藩國；但只需他們納貢，甚少干預他們內政。然而，當英國人來到的時候，管治的
力度就大很多，名義上錫金只是英國的保護國，但實際上，英國是把錫金撥入整個印度殖民體系，由一
個英國派來的總督一起管理，如是亦造就了印度後來有條件把錫金併入自己版圖。英國入侵錫金時，錫
金國王也曾向清廷求救，但當時的清廷已沒有乾隆時代那樣強盛，並沒有再出兵予以援手。事件令英看
到清朝已大而無當，遂敢以小犯大，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
二次大戰後，輪到英國國力轉弱，不得不逐一放棄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尼泊爾
、不丹與錫金等國家，卻相繼獨立。但錫金在脫離英國後，已無力完全獨立，只好繼續依靠印度。它沒
有自己的軍隊，而外交事務則全由印度代理，成了印度的保護國。
1973 年，印軍開進錫金，接管了錫金政府的權力。 1975 年，印度再次出動軍隊，軟禁國王，鎮壓
反對派，並逼議會罷黜國王，以及把錫金變成印度的一個邦，錫金的王室只好在美國成立流亡政府，雖
然他們再三表示印度吞併錫金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視若無睹，反應遠不及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那麼
強烈。原因是西方希望扶持印度，以在亞洲制衡中國。中國對印度吞併錫金，在開始時是拒絕承認的，
還多次發聲明予以譴責。但礙於米已成炊，且不想與印度的關係鬧得太僵，中國遂於 2003 年正式承認
印度對錫金擁有主權。今次中印在錫金附近的邊境衝突，是因為印度不想中國在這個地區進行道路建設
。原因是這個地區是一條重要的 「咽喉」，印度靠這個狹窄的地帶把印度的本土與東北七個邦連接起來
。印度自己地區的基建落後，所以不想中國那邊可以有完善的道路系統。這樣以免中國在打起仗來處於
上風。所以，印度明知毫無道理，亦要藉邊境衝突來阻止中國築路。不過，中國這次並非志在為錫金翻
案，並未傷害印度的根本利益。所以我認為矛盾是可以解決的，讀者可不用太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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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老師談2017達拉斯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本報訊】2017 年度的達拉斯麥
當勞升學教育展在 7 月 22 日於達拉斯
的約翰·保羅高中（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隆重舉辦。作為主辦人這一
，洪老師對這次成功舉辦感觸良多。
洪老師（Richard Hung） 目前就
職 於 紐 約 市 著 名 的 投 資 公 司 GoldPoint Partners, 擔任投資研究員，是公
司最年輕的幹部。公司在全世界有
120 億美元的投資規模，偏佈各行業
。 在 這 之 前 他 在 Wells Fargo Investment Banking 擔任公司合併和籌資部
門的分析師。他是紐約大學商學院的
榮譽畢業生，以三年半的時間完成大
學學位。高中畢業於 Plano West Senior High。在高中和大學曾擔任數個
社團組織的領導人，致力推廣學術競
賽、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高中連續
四 年 闖 進 全 國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of America 競賽。大一開始在紐約市
政府當義工，大二開始在紐約市一家
投資公司實習。他資歷完整，綜合素
質能力優異。
他告訴參加教育展的來賓，在
高中和大學時期除了要用功努力爭取
優秀成績外，還要投入課外和社會活
動，關心社會動向和培養領導能力，
才能在競爭的環境裏脫穎而出，達成

目標，實現夢想。他對商學院的不同
科係做了簡單的介紹，譬如說有金融
、會計、市場丶電子商務丶資訊管理
等不同科系。學生在大學期間不僅要
認真學習專業知識，還要多參加社團
組織和活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才能在求職過程中取得優勢。他說大
學商學系畢業生的起薪約在 5 至 15 萬
美元之間，依工作性質和地區而定。
投資銀行這個行業是商學系畢業生收
入比較高的行業，同時也是工作時間
最長的行業。每天從早上九點一直要
工作到晚上十點多，甚至到清晨二丶
三點，週未也要工作。平均每週要工
作 80-100 小時，壓力很大，不是平常
人能想像的。但是因為薪資高，是商
學系畢業生的夢想工作。只是僧多粥
少，錄取率很低。愈往上爬升，薪資
愈跳愈高，但是上層工作機會愈來愈
少，往往一個空缺有數百人來申請。
所以在不同的商業工作機會中，投資
銀行是工時最長、競爭最激烈和壓力
最大的工作。申請者必須要有良好的
說寫溝通能力、資料分析技能和對商
業環境的通盤瞭解，才能勝任。
在教育展的最後單元，由洪老師
邀請了三位曾經的高中畢業生來分享
他們申請大學的經驗，他們分別是

Allison Chang、
Katherine Chen
和 Amy Lu。 她
們分別畢業於
Houston Clements
High
School,
Plano
West
Senior
High 及 Plano
Senior High。
Allison 今秋將升
上 Cornell Unuversity 二 年 級
， 主 修 Human
Biology, Health
and
Society
(HBHS)， 她 曾
經 在 NBC's
America's
Got
Talent 節目中表
演千手觀音的舞
蹈 ， 進 入 quarterfinals, 也 在 休
士頓油人隊美式
足球比賽中場表 洪仁鼎老師告訴參加教育展的來賓
洪仁鼎老師告訴參加教育展的來賓，
，在高中和大學時期除了要用功努力爭取優秀成績外
在高中和大學時期除了要用功努力爭取優秀成績外，
，還要投
演三次，才藝出 入課外和社會活動
入課外和社會活動，
，關心社會動向和培養領導能力
關心社會動向和培養領導能力，
，才能在競爭的環境裏脫穎而出
才能在競爭的環境裏脫穎而出，
，達成目標
達成目標，
，
眾。她將來的目 實現夢想
實現夢想((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標是在醫療管理
洪老師介紹了三位學生講員後
4. 根據自己申請大學的經驗，
行業工作。 Katherine 在高中時擔
，接著提問了四個預先準備好的問題
對現場來賓有什麼建議?
如果妳能從
任 社 團 組 織 Business Professionals
of America 的領導人。她同時是學 ，每位講員有一分鐘的時間來回答每 頭來過，妳會做什麼改變?
三位講員異口同聲說，如果她
校攝影俱樂部的創辦人。曾經三 一個問題，這四個問題是:
1. 在選擇申請那些大學時，考慮 們能從頭來，她們一定提早開始進行
年嬴得全國西班牙語競試金獎，
申請作業。因為要完成申請工作所需
是位品學兼優的學生。今秋她將 什麼因素?
講員的回答圍繞在學校排名， 的時間比想像中要長的太多了。一定
進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商學院
榮譽班就讀並選修西班牙語。她 科系競爭力，地理位置，交通方便， 要控管好時間，積極努力，在十一月
底完成申請大學作業。申請中絕對不
將來的目標是能前往拉丁美洲推 氣候和學校附近環境，等等。
2.
在申請大學過程，最困難和
能馬忽，拖延時間，否則最後吃虧的
動經濟發展，提升當地居民的生
最富有挑戰的項目是什麼?
是自己。
活品質。 Amy 出生於加拿大 Ot講員的回答完全一致，那就是作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的最後環節是
tawa, 七歲時移民到美國德州，她
文。首先要了解作文題目，然後決定
現場提問。來賓踴躍發問高中求學和
從小就對生物科學有濃厚的興趣
，參與許多生物研究，她對繪畫 主題，構思文章內容，再付諸於文。 申請大學有關的問題，講員們一一解
也有很高的興趣和投入。今秋將 這過程又困難又費時，是一個很難得 說。在場學生和家長都感到受益匪淺
，整個活動在依依不捨中結束。
入讀 Johns Hopkins 主修生物學， 的學習經驗。
3. 依自己的評估，大學招生部
下一場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的舉辦
希望將來進入醫學院，當醫生為
病患治療疾病及救人。這三位優 門主管是看上妳的什麼條件來錄取妳 點在休斯敦。時間是：8 月 26 日，星
期六，上午 9 點。具體地址是：夏普
秀的學生有許多共通點，她們都 的?
所有講員都認為她們被錄取絕 斯 堂 國 際 高 中 ， Sharpstown Interna致力於社區服務，在學校當任社
團組織領導人，在課外活動有傑 對只是因為在校成績好，而是因為她 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n, Hous洪老師邀請了三位曾經的高中畢業生來分享他們申請大學的經驗，
洪老師邀請了三位曾經的高中畢業生來分享他們申請大學的經驗
， 他們分別是 出的表現，擁有積極樂觀的人生 們有良好的綜合素質能力，豐富的社 ton, TX 77036。洪老師歡迎對升學感
會活動經驗以及能夠在大學申請書上 興趣的學生和家長與會。
Allison Chang、
Chang、Katherine Chen 和 Amy Lu、
Lu、三位講員異口同聲說
三位講員異口同聲說，
，如果她們能 觀以及不畏艱難的毅力。
把自己的特色表現出來。
從頭來，
從頭來
，她們一定提早開始進行申請作業
她們一定提早開始進行申請作業。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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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三年來首發國債試水資本市場

經濟現好轉跡象

綜合報導 希臘計劃開始發行五年
期國債，為三年來首次試水資本市場。
希臘此舉旨在於明年正式回歸資本市場
融資之前，試探市場對已經進行了各項
經濟改革之後的希臘信心如何。
希臘財政部長在壹項聲明中表示，
希臘準備發行以歐元計價的固定利率債

券，2022 年到期。投資者從 25 日開始
可以競購這些債券，預計 8 月 1 日正式
結束。法國巴黎銀行、花旗銀行、德
意誌銀行、高盛、匯豐和美林將承銷這
批債券。
這是希臘自 2015 年初組建新政府以
來首次發行國債。希臘上次發行國債還

是在 2014 年，收益率為 4.95%。有報道
稱，希臘政府希望此次發行的國債收益
率低於這壹水平。
對於希臘來說，此次發行國債具有
重要的標誌性意義。在明年 7 月第三輪
國際援助到期後，希臘將會需要依靠自
己在市場上進行融資。在此之前，希臘
仍然可以享有歐洲穩定機制向其提供的
利率為 0.8%和 1.8%的廉價貸款。
今年 6 月，國際債權人與希臘就第
三輪 救 助 協 議 下 的 第 二 次 評 估 達 成
壹 致 ， 同意向希臘發放新壹輪 85 億歐
元救助款，這為希臘此次在融資市場
試水打下了基礎，也為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重新加入救助協議打下基
礎。
2010 年，希臘爆發債務危機，無法
從市場上進行融資。如果希臘出現債務
違約甚至退出歐元區，將對整個歐元區
的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巨大威脅。隨
後，包括 IMF、歐盟和歐洲央行在內的

綜合報導 中國遊戲產業的
“藍皮書”——《2017 年 1-6 月
中國遊戲產業報告》在上海發
布。報告指出，中國遊戲產業
整體發展規模壯大、增速放
緩 、質量提高，依然是保持高
增長的新興朝陽產業。
數據顯示，2017 年 1-6 月，
中 國 遊 戲 用 戶 規 模 達 5.07 億
人 ，同比增長 3.6%，用戶規模
逐漸趨於穩定；中國遊戲市場
實際銷售收入達 997.8 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6.7%，保持高速增長；中國自
主研發網絡遊戲市場實際銷售
收 入 達 693.7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21.6%。
其中，移動遊戲表現亮眼
。2017 年 1-6 月，中國移動遊戲
用戶規模達 4.35 億人，同比增

長 7.5%，是規模最大的細分領
域；中國 移 動 遊 戲 市 場 實 際
銷 售 收 入 達 561.4 億 元 ，同比
增長 49.8%，處於高速增長區
間，增長動力為大作頻出、細
分領域借助移動網絡升級快速
發展。
報告指出，動作角色扮演遊
戲（ARPG）、多人在線戰術競
技遊戲（MOBA）等豐富的遊
戲類型帶來的市場多樣性使中
國移動遊戲行業的抗風險能力
增強、增長點豐富、中小微企
業機會更多；中國移動遊戲市
場集中度進壹步提高，市場競
爭正演變為遊戲作品、用戶資
源、知識產權（IP）、渠道等
的綜合實力競爭。
中國自主研發移動遊戲
“進軍”海外市場也實力不俗

。2017 年上半年，中國自主研
發網絡遊戲海外市場實際銷售
收入達 39.9 億美元，同比增長
57.7%，移動遊戲在海外市場的
加速拓展是其主要增長動力。
中國遊戲企業利用自身對遊戲
體驗的設計優勢，在移動遊戲
領域成功打入歐美市場。
“中國數字內容產業仍在
持續增長，社會影響力不斷增
強，這在《2017 年 1-6 月中國遊
戲產業報告》中得到了明確反
映。”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副局長張宏森說。
《2017 年 1-6 月中國遊戲產
業報告》由中國音像與數字出
版協會遊戲出版工作委員會
（GPC） 主 辦 、 伽 馬 數 據
（CNG 中新遊戲研究）進行數
據分析和報告撰寫。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發
改委表示，根據官方測算，
在中國加快推進價格市場化
改革後，主要由市場決定價
格的機制已基本形成，政府
定價範圍已基本集中在網絡
型自然壟斷環節、重要的公
用事業和公益性服務三個領
域。
過去幾年，中國官方對
政府管理價格及市場調節價
格的比重展開了測算，希望
將測算結果作為反映中國價
格市場化改革進程，衡量中
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重要依
據。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
長彭紹宗介紹說，2016 年，
中國政府管理價格的比重為
2.99%。其中，中央和地方
政府管理價格的比重分別為
1.45%和 1.54%，較 2012 年分
別下降了 1.91 和 0.77 個百分

點。中央政府管理價格比
重的下降對全國價格市場
化程度提高的貢獻達到了
71.3%。
彭紹宗分析說，從測算
結果的變化趨勢來看，近三
年來價格改革的步伐明顯加
快。2013 年，中國價格市場
化程度比 2012 年提高 0.35 個
百 分 點 ， 2014、 2015、 2016
年 分 別 比 上 年 提 高 0.48、
1.29 和 0.56 個百分點。
在彭紹宗看來，重點
領域的突破是中國價格改
革取得進展的重要助力。
他 介 紹 說 ， 2015 年 ， 中 國
官方放開了電信業務資費，
將當年價格市場化程度提
高約 0.56 個百分點；此外，
通過放開多數藥品、煙葉
等專用商品的價格、部分
競爭性交通運輸和郵政服
務價格以及建築項目服務

歐元，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75%。因此
IMF 壹直要求對希臘實施債務減免以幫
助其實現債務的可持續性，並與歐盟在
這壹問題上存在分歧，令本應於去年 2
月完成的對希臘第二次評估的時間壹推
再推。
IMF 執行董事會 20 日有條件批準向
希臘發放 18 億美元救助貸款，為 IMF 時
隔近兩年後再次向希臘提供救助。IMF
說，救助貸款的發放是有前提條件的，
即只有在歐洲債權人向希臘提供具體、
可靠的債務減免以確保希臘債務具有可
持續性之後，IMF才會向希臘發放貸款。
IMF 總裁拉加德說，希臘政府提出
的全新經濟改革方案將幫助希臘推進結
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為希臘的歐
洲債權人進壹步進行債務減免提供了框
架。拉加德說，預計希臘將很快與歐洲
債權人達成債務減免方案。她再次表示，
只有希臘獲得債務減免，IMF 的救助才
能生效。

等專業服務價格，官方將
當年的價格市場化程度提
高大約 0.36 個百分點。
2016 年，中國官方又放
開了化肥、儲氣庫用氣價格
，並積極推動了電力直接交
易，這些舉措合計將當年價
格市場化程度提高約 0.4 個
百分點。
彭紹宗介紹說，對於已
不足 3%的政府管理價格，
中國官方下壹步，將著力精
細化、常態化、機制化，加
快形成科學、規範、透明的
政府定價體系，最大程度地
減少自由裁量權，讓政府定
價權在陽光下運行。
對超過 97%由市場決定
的價格，彭紹宗表示官方將
進壹步加強監測預警，依法
強化價格監管，規範市場價
格行為，維持正常的市場價
格秩序。

政府管理價格占比已不足 3%
中國 市場決定 機制基本形成

報告：中國遊戲產業發展規模壯大
移動遊戲表現亮眼

國際債權人，對希臘實施了兩輪共計
2400 億歐元的援助，但希臘必須實行壹
系列的財政緊縮措施和結構性改革。
2015 年 7 月，希臘與國際債權人簽署了
總額 860 億歐元的第三輪救助協議。目
前，希臘經濟開始出現好轉跡象，今年
的經濟增長率有望由 2016 年的增長為零
升至 2.1%，失業率有所下降，今年的財
政盈余預計也將進壹步上升。希臘的十
年期國債收益率今年曾壹度觸及 8%的高
點，目前已經回落至 5.3%的水平。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上周將希臘的評
級展望由“穩定”上調至“正面”，原
因是希臘近期實行了新壹輪的財政緊縮
措施，並且今年的經濟預計將恢復增
長，但仍然維持其 B-的垃圾級主權信
用評級不變。標普稱，在經濟復蘇、
財政緊縮措施和國際援助的幫助下，
希 臘 的 債 務 和 融 資成本預計均將逐步
出現下降。
希臘目前的債務負擔仍然高達 3140 億

﹁

﹂

休城讀圖

UFO 協會七月會議
昨在美南銀行舉行

UFO 協會會長亓國華
協會會長亓國華（
（ 前立者 ） 講話
講話。
。
UFO 協會會長亓國華
協會會長亓國華（
（ 前立者 ） 講話
講話。
。

UFO 協會七月份會議昨舉行
協會七月份會議昨舉行，（
，（ 前坐者 ） 為當天主
講人之一鄧中泰。
講人之一鄧中泰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八月五日僑界 「 安全講座 」 新聞發佈會

陳文律師（ 右一 ） 召集這次會議
陳文律師（
召集這次會議，
，她正對出席記者會的休士頓西
區警察局長 Mike Faulhaber ( 右三 ） 提問
提問。（
。（ 右二 ）為 「 西南
區管理委員會 」 代表李成純如
代表李成純如。
。

陳文律師（
陳文律師
（ 前坐者 ） 在記者會上講話
在記者會上講話。
。

國際貿易中心（
國際貿易中心
（ ITC ) CEO 鄧潤京
鄧潤京（
（ 中立者 ） 主持大會
主持大會。
。

圖為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 右起 ） 「德州東北同鄉會
圖為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
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
會長張玉誠，
， 「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會長
黃春蘭、
黃春蘭
、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
會長房文清，
，陳文律師
陳文律師，
，休士頓西區警察局局長 Mike Faulhaber , 「 國際貿易中心
」 CEO 鄧潤京
鄧潤京，
，德州東北總商會會長高緒春
德州東北總商會會長高緒春，
，李國忠大師
李國忠大師，
，吳軍
吳軍，
，王福生
王福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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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NEWS!!
The Missile May Have Landed In Japan’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ccording To Reports

North Korea Leader Kim Jong-Un
Launches Another Missile With Test
Rocket Landing In The Sea Near Japan
Kim Promises Nuclear Strike On Us If Regime Is Threatened

North Korea Threatens U.S.
With Nuclear Missile Strik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r or ballistic missile test that indicates the regime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 developing a weapon
that could attack the US, they said.

North Korea’s Supreme Leader Kim Jong Un
with military leaders
Washington (CNN) North Korea threatened a nuclear
strike on “the heart of the US” if it attempts to remove
Kim Jong Un as Supreme Leader, Pyongyang’s staterun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reported
last Tuesday.
The threat was in response to comments from CIA
Director Mike Pompeo, who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eeded to find a way to separate
Kim from his growing nuclear stockpile.
“As for the regime, I am hopeful we will find a way to
separate that regime from this system,” Pompeo said.
“The North Korean people I’m sure are lovely people
and would love to see him go.”
KCNA reported that a spokesman from the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DPRK legally stipulates that if the supreme dignity of the DPRK is threatened, it must preemptively annihilate those countries
and entities that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it, by mobilizing all kinds of strike means including
the nuclear ones.”
“Should the US dare to show even the slightest sign
of attempt to remove our supreme leadership, we will
strike a merciless blow at the heart of the US with our
powerful nuclear hammer, honed and hardened over
time,”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added.

CIA chief signals desire for regime
change in North Korea
North Korea’s threat comes amid an ongoing assessment from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hat North
Korea has accelerated its intercontinental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A spokesperson for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eclined to comment directly on a report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the agency’s latest assessment
concludes Pyongyang will have a nuclear-capabl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as early as next year
but admitted that Pyongyang’s missile capabilities are
progressing.
“North Korea’s recent tes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 which was not a surprise to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 is one of the milestones that
we have expected would help refine our timeline and
judgments on the threats that Kim Jong Un poses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Scott Bray, National

Intelligence Manager for East Asia, ODNI, told CNN.
This test, and its impact on our assessments, highlight
the threat that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p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nd to the whole worl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expanding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Bray added.
What we’ve learned from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s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warned lawmakers last month that
the North Korea’s missile program may be
advancing ahead of previous estimates that
put Kim’s unpredictable regime three to
five years away from achieving its ambition
of being able to deliver a nuclear weapon
to the US.
“You are more optimistic saying it is multiple years before an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omes forward,” she said
while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I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sooner, because they are on target
to do that.”

On Saturday at the Aspen Security Forum,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n. Joseph Dunford said
at some point military plans would be presented to
Trump on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We’ll go to
him at some point with a range of military op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d expect Secretary Tillerson would
talk about other diplomatic options available should
the path we’re on not succeed.”
But a US preemptive attack continues to be highly
problematic option because the Pentagon has long believed North Korea would in turn attack South Korea.
Diplomatic efforts stop North Korea’s march toward
a long-range nuclear missile have also proven unsuccessful to date --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US reliance on China to pressure Pyongyang.

Missile test coming?
North Korea also appears to be preparing
for another missile test, according to a US
Defense official who said that transporter
vehicles carrying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ing
equipment were seen arriving in Kusong,
North Korea last week.
The official said that when such equipment is seen, a launch could occur within
six days, which would coincide with the
upcoming July 27 North Korean Holiday
celebrating the armistice which ended the
Korean War.
CNN reporte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US
intelligence indicated that North Korea is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another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or intermediate range missile test.
Tw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familiar with
the latest intelligence confirmed they’d seen
indicators of test preparations.
US satellites have detected new imagery
and satellite-based radar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North Korea may be testing
components and missile control facilities
for another ICBM or intermediate launch,
officials said.

Updated military options for
Trump

North Korea’s tes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Last month, CNN reported that US military
updated its options for North Korea with
the goal of giv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ptions for a rapid response, according to
two US military officials at the time.
The options, which include a military response,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 if
Pyongyang conducts an underground nucle-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Recent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indicate that North
Korea would not be able to follow through with its
most recent threat to hit the US with a nuclear weapon
-- but the window to prevent Kim from realizing his
nuclear ambitions is rapidly closing.
CNN reporte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US intelligence
indicated that North Korea is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another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or intermediate range missile test.
Tw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familiar with the latest
intelligence confirmed they’d seen indicators of test
preparations.

US satellites have detected new imagery and satellite-based radar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North Korea
may be testing components and missile control facilities for another ICBM or intermediate launch, officials
said. (Courtesy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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