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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上任滿一個月，積極拓展主流及僑社外
交關係，2日陳家彥偕副處長林映佐、組長施建志及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一行，拜會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了解當地華人媒體發展情況，受到董事長李蔚華熱情接
待，並親自導覽介紹公司運作，雙方相談甚歡，並交換許
多合作理念。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在休士頓深耕38年，成為華人
社區的精神食糧，為迎接由經文處處長陳家彥來訪的一行
四人，董事長李蔚華親自接待，並帶領參觀印刷廠、電視
台攝影棚及編輯部，並播放宣傳帶介紹公司背景和營運情
形，說明現今新媒體發展方向，提及前陣子才剛舉辦完國
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身為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也積極維
持國際區多元文化發展，回饋社區。

李蔚華也提及最近發行的美南英文報，他認為，國際
社區的發展，最後溝通還是英文，這也是提升亞裔在主流
社會的地位努力方向。雖然英文報才剛開始發行，希望可
以藉由英文報讓亞裔社區與主流緊密連結。

陳家彥則推崇李蔚華在當地的貢獻，看了美南各項的
產業發展，他由衷欽佩。他說，
現今新媒體競爭，媒體經營非常辛苦，但美南集團屹立不

搖，發展越來越好；能看到台灣僑界先進發展的好，也是
後生晚輩學習對象。陳家彥也說，更敬佩的是，李蔚華不
僅在自己領域發展的，也履行 「愛鄉愛地方」，全心投入
，對當地貢獻非常多，包括這次風災的募款義演，社會服
務不遺餘力。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也說，美南日報在僑教中心也有
設置報點，大家都踴躍取報，要透過美南日報知道社區大
小事，並表達李蔚華對社區僑領的大力支持。陳家彥說，
一個企業要成功，一定也要懂得貢獻社會、當地和國家。

提到發行量部分，李蔚華說，由於當地報紙和郵寄發
行量每日8000份至1萬份，
所以透過建立大數據的資料通訊庫，以電子郵件及網站等
新媒體曝光，才能達到最大宣傳效果。

另外，李蔚華也說現在正全面展開學生教授交流計劃
，並全面培訓台灣地區之護理師、商業、工程人員和英語
學習課程(ESL)教師，為此地區之大學畢業生在全球各地尋
求就業機會。陳家彥表示贊同，希望能有更多兩地教育訓
練、商業活動等交流機會，他也感謝董事長撥冗接待。雙
方相談甚歡，交換許多理念，李蔚華期許結合更多力量，
「讓國際社會看到我們。」

陳家彥拜會美南新聞陳家彥拜會美南新聞 李蔚華熱情接待李蔚華熱情接待

AliefAlief國際遊行國際遊行 展現多元族群融合展現多元族群融合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Alief區
國際遊行(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由 Alief
社區協會(Alief CommunityAssociation, Inc.)
舉辦，今年遊行隊伍多達近60組不同組織
參與，4 日數百名遊行隊伍在美南新聞前
廣場集合出發，大家發揮創意，精心布置
遊行花車，展現多元族群融合概念，現場
熱鬧有活力。

為促進且維持各族裔移民與社區、學
校等組織良好聯繫， Alief社區協會每年都
舉辦國際遊行活動，希望藉由 「Alief 驕傲
」(Alief Proud)展現自身的文化特色，增加
彼此間的交流互動。

Alief社區協會表示，遊行主題是為了

展現Alief社區的多元文化特色；活動也與
越南電視台SNG TV合作，介紹每一個遊
行隊伍。

因為參加人數眾多，出動警力封街維
持秩序，遊行隊伍在美南新聞前廣場整隊
出發，聯邦眾議員Al Green出席參與，除
領唱國歌外，也推崇該遊行發揮族裔多元
性，符合休士頓國際文化特色。

遊行隊伍豐富多彩，越南社區舞獅隊
祥獅獻瑞，精神抖擻，大部分遊行組織以
年輕學生和各校的儲備軍官學生(ROTC)
，Alief學區的各級學校啦啦隊及軍樂隊展
現自己的才華，包括 Kerr High School、
Miller Intermediate School、Martin Mustangs

、 Hasting High School 、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及Taylor High School等都帶來
精采表演，現場充滿軍樂聲和歡呼聲，代
表身為Alief區一份子的自豪感。

其他參加隊伍有政府單位和公司行號
，都展現國際化特色，包括州眾議員武修
伯(Hubert Vo)休士頓社區學院(HCC)學區
教 委 Neeta Sane、 休 士 頓 公 立 圖 書 館
(Houston Public Library)、 HEB、 Chickfila
、IBC銀行和各越南社區的宣傳花車，大
家步行約一個多小時結束，充分展現社區
向心力和多元性。

經文處處長陳家彥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左左))贈送禮品給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贈送禮品給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右))。。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左起左起))、、經文處處長陳家彥經文處處長陳家彥、、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副處長林映佐及組長施建志副處長林映佐及組長施建志。。((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致詞致詞，，並領唱國歌並領唱國歌。。((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啦啦隊表演啦啦隊表演，，年輕有活力年輕有活力。。((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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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年底時，各車廠推出新款車，今年款就會有許多特價優惠。很多朋
友便趁機購買新車，這時候，原來手邊的二手車要如何處理最划算呢? 怎樣才能賣個更好的價錢？

您在煩惱要賣愛車時不知該找誰嗎？在換新車時，常常見到許多人將手邊原來代步的車以便
宜的價格賣給車行。然而，您可能不知道，其實有更好的選擇。休斯頓的Shabana Motors 以高於
Carmax價格$500元價購買民眾的中古車，在目前市場上，可謂最好的條件之一。

如果你想要賣車，應該要找對的地方。沙巴納汽車公司(Shabana Motors)自1979年以來，一直
從不同民眾那裡，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二手車，民眾並不需要在此買車。

那麼，應該怎麼進行呢？
首先，是進行估價。要賣車的朋友，可以將您的車先給另外一個經銷商評估賣價，以便讓您

了解市場價值大致落在哪個範圍，一般來說，Carmax給的價格較為公允，不會亂出。
其次。營業時間內把車子開到Shabana Motors去，讓他們估價，如果有先前的估價單，也一起

帶著。
接下來，在10到25分鐘內，Shabana Motors會有一個書面評估。您可以在一星期之內，決定

是否接受他們的報價。沒有義務一定要賣。
賣車時，您需要帶些什麼證件呢？
身分證明(Photo ID)、汽車所有權狀(Vehicle title)、或是lien release。若所有權不在當前所有者

身上，最好有委託書。
三十多年來，沙巴納汽車公司致力於幫助休斯頓人賣車、以及找到符合他們需求的車子，以

配合他們的預算和信貸紀錄。 Shabana Motors也為所有購買的車輛提供2年/ 24,000英里的保修期
。

Shabana Motors就位於Southwest Frwy上，有寬敞的展示空間、富有經驗的車輛顧問，Shabana
Motors樂於購買各種車型，尤其是Toyota、Honda、Lexus等日系車，但不限於此。如果您要賣車
，來此做個比價，您可能可以多賣不少錢喔。

詳情請洽電話: (713) 270-9005、 (713) 766-5744、 (281) 393-0085。地址: 9811 Southwest Fr-
wy., Houston, Texas 77074。網站: www.shabanamotors.com。

您要換車嗎？ 二手車如何處理更划算
Shabana Motors 高價收購中古車

「「 石山地產石山地產」」 創始人創始人，，總裁柏尼莊麗香追悼儀式昨舉行總裁柏尼莊麗香追悼儀式昨舉行
全美僑界痛失一位卓越的企業領袖與慈善家全美僑界痛失一位卓越的企業領袖與慈善家

2017 年糖城國際節昨盛大舉行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代表台灣攤位參展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石
山地產」 創始人、總裁柏尼莊麗香女
士，於上周五（ 10 月 27 日 ） 因肝
癌病逝休士頓，距其生年（1939 年3
月24 日 ），享壽78 歲。莊女士的追
悼儀式，於昨天（11 月 4 日，星期六
） 上午十時起，在休士頓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舉行，數百位中美
人士前往追悼，不僅大堂的座位全滿
，大堂的兩邊走道及門外都站滿了人
，這些都是柏尼莊麗香生前的好友，
大家都趕來送她最後一程。

追悼儀式由葉宏志主持。莊女士
的好友代表 Mr. Donny Chang, 「台
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美南報
業集團」 董事長、 「國際區 」區長
李蔚華， 「越華」 負責人孫偉根，

及 「國際領袖基金會」 總裁董繼玲，及國會議員Al Green等人都在追悼儀式上講話悼念她。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說： 柏尼莊麗香女士是德州和新澤西州 「石山地產」 的負責人

，她的事業成就非凡，曾為 「台灣商會 」、 「亞裔商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第一屆
「華冠獎」 得獎人，她在工作之餘，也對支持中華民國及公益事業貢獻良多。 「美南報業集團

」 董事長、休士頓 「國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也在追悼會上致詞表示： 過去二十年來，麗香女
士參加過無數社區活動，她是休斯頓國際管理區創會理事，我們曾經並肩奮鬥，面對困難，為大
休斯頓國際區創造更多的繁榮和進步。李先生也提到麗香女士和她結婚四十年的夫婿詹姆士在他
們共同努力的事業領域中創造了商業奇蹟，他們對社會的慈善活動從不缺席，她對社會付出及愛

心不但是後人的
典範，也為美國
移民歷史上寫下
嶄新的一頁。麗
香在她近八十個
年頭中，無時無
刻不在努力創造
財富及回饋社區
，這種堅強、仁
慈、樂觀、大愛
，就是麗香精神
。

其他在事業
上與柏尼莊麗香
有多年合作的好
友 Mr. Donny
Chang, 孫偉根及
專程自華府趕來
的 「國際領袖基金會」 總裁董繼玲，一個個在會上追憶莊女士的人品及行事準則，勇於付出的精
神，尤其董繼玲談起過去與莊麗香共同開創該會的艱辛，幾度哽咽。

柏尼 莊麗香的追悼會上還安排了獨奏，獨唱，及小型合唱，以音樂來追念她。她的兒子Cey-
an Birney 及女兒Shanlenn Birney Colby 也在儀式的末尾向前來的親友致謝詞及追憶母親生前點滴
。

柏尼莊麗香女士的骨灰將安奉於佛光山中美寺萬壽園，中美寺將於11 月7 日（ 周二 ）上午
十一時，為她舉行誦經，奉安儀式。

（ 休 士 頓/ 秦
鴻鈞報導 ） 2017 年
糖城國際節活動於
昨天（ 11 月 4 日）
上午十時起至下午
二時在糖城巿府前
廣場舉行，駐休士
頓教育組所設的台
灣攤位，成了這次
糖城國際節最醒目
的地標，你只要面
向糖城市府大門，
就會看到攤位後醒
目的青天白日滿地
紅的國旗，正對著
市府大門口。

駐休士頓教育組

的周慧宜組長，從
昨天早上八點起就
在攤位現場忙著佈
陣，連正在就學的
二位女兒也前來幫
忙。周組長說： 這
是他們第四年來參
加糖城國際節，每
年有上萬人潮，今
年台灣攤位展出的
包括： 原住民服飾
，三太子，及生肖
燈籠, 及發國旗汽球
等等，受到現場人
潮（ 尤其是小朋友
） 的歡迎，不少小
孩來到現場來要燈

籠，走時還不忘與
站在攤位前的三太
子來個合照。現場
有幾位穿著原住民
服飾的年輕女孩，
更成了大家爭相合
照的對象。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也於
近中午時來到現場
，當天出席的除教
育組周慧宜組長外
，還有 「政務組」
組長何仁傑， 「新
聞組」 組長施建志
，及 「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連陳

處長的女兒也穿上
原住民的服飾，形
成極親切熱絡的景
觀。

現場另一個華人
社團 「僑灣社 」 也
在會長浦浩德的帶
領下，與會員左少
穎、吳凱俊等人在
現場設攤，發放簽
語餅、幫外國人寫
中文名字及教授現
場外國人中國文化
。

出席出席20172017 年糖城國際節的中華民國代表在國際節年糖城國際節的中華民國代表在國際節
中華民國攤位前合影中華民國攤位前合影（（ 右起右起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教
育組周慧宜組長兩位女兒及周組長育組周慧宜組長兩位女兒及周組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處長的女兒及夫人處長的女兒及夫人，，僑領郭穎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僑領郭穎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任。。((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僑灣社僑灣社」」 代表代表（（ 左起左起 ）） 浦浩德浦浩德、、左少穎左少穎、、吳凱俊吳凱俊
等人在等人在 「「僑灣社僑灣社」」 攤位攤位。。((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數百位中美親友出席周六上午的追悼儀式數百位中美親友出席周六上午的追悼儀式。。((秦鴻鈞攝）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趕來喪禮現場致詞趕來喪禮現場致詞，，並向家屬致意並向家屬致意。。
((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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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綠樹
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
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
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或州立
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就請您跟隨
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1103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八八））

天際公路（Skyline Drive）
相信華府的朋友都聽說過天際公路，它盤踞於 Shenandoah

國家公園的藍嶺山脈之上，是一條風景極其優美的盤山公路，

事實上，它與Shenandoah國家公園共同組成了維州最不容錯過

的一處自然景區，天際公路還多年被各類旅游雜志及網站評選

為“全美最美麗的十大自駕公路”之一，如果您也是自駕來華

府游玩，那麼這裡絕對值得一去。

天際公路全長105英裡，橫跨整個藍嶺山

脈國家公園，是公園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也

是通過藍嶺山脈國家公園的主干道，游客們

需要從公路上進入公園深處的露營地、游客

中心和度假場所。

天際公路是一條雙向行駛的道路，車速

限定在35英裡，因為全程都適合觀景，沿途

共設有75個觀景台，游客們無論從公路那一

邊進入公園，都可以任意在任一觀景台停

靠，並且從山頂鳥瞰到Shenandoah山谷和皮

埃蒙特山脈東部的絕美風光。

天際公路最美的景色出現在每年的秋

季，漫山遍野的樹葉呈現出多樣的色彩，宛

如一幅五彩斑斕的畫卷，整條公路移步異

景，如果陽光大好，可謂美不勝收。

天際公路目前已被指定為美國國家級風

景區，並列入國家歷史名勝古跡。

TIPS：

公園收費入場，通常票價為小型車15美

元，門票三日內有效；

公園每年都會有幾日免費入場，具體可登陸公園官網https:

//www.nps.gov/shen/planyourvisit/2017-entrance-fee-free-days.

htm進行查詢；

如果您想要開全程，通常需要三至四小時，雖然每個觀景

台都值得一看，但您無需每一站都停靠，其中最受歡迎的觀景

台為大草甸，從觀景台看下去可以一覽整個Shenandoah山谷及

村落，基本處於整條公路的中心，為51號觀景台；

在天際公路上行駛還需注意野生動植物，偶爾會遇到野

鹿、黑熊、火雞等，公園建議您如果遇到它們，請盡量在車內

觀看，不要刻意打擾或接近，特別是不能喂食，因為喂食野生

動物在這裡是非法行為。

配圖：天際公路1、2 來源：網絡圖片

華府周末去哪兒玩：
到了周末，總是不想懶懶地窩在家裡，從本周開

始，小編將為您挑選一些華府本地的娛樂活動供您周末
精彩出行！

維州老兵節大游行
一年一度老兵節，維州將在本周末舉辦大游行活動，來紀

念和感謝退役老兵及現役軍人。游行隊伍裡將出現軍人團體、

高中管弦樂隊、軍用車輛隊伍等等，游行歡迎所有居民的參觀

和加入。時間：11 月 4 日上午 11 點，地點：馬納薩斯老城區

（intersection of Quarry Road and Prescott Avenue）

切薩皮克灣大橋10公裡跑
喜歡長跑和馬拉松的朋友們不要錯過了，今年的切薩皮克

灣大橋長跑將在本周末舉行。這個每年有2萬名人員參加的10公

裡跑步活動會跨越4.3英裡的切薩皮克灣大橋，並舉行兒童跑步

活動和健身。時間：11月5日上午7點半至上午9點半；地點：

切薩皮克灣大橋

華盛頓特區啤酒節
華盛頓特區啤酒節本周末盛大開幕啦！這是首都規模最大

的一次品味會，預計有超過150種的啤酒及各類美食小食可供無

限量品嘗，具體活動詳情可登錄網站dcbeerfestival.com查詢。時

間：11月4日中午12至下午3點，下午5至晚8點；地點：1500

South Capitol Street SE Washington，DC

配圖：啤酒節 來源：網絡圖片

全美50個州，貧富程度各不相同早已是盡
人皆知的事實，每年，也會有各種各樣的網站
或雜志對全美各州的貧富情況進行分析和排
名，大華府地區始終“偏富”，馬裡蘭州甚至
屢屢高居最富州榜首，維吉尼亞州也因為擁有
勞登郡、費爾法克斯郡等全美最富裕郡縣，基
本坐定全美十大富裕州一席，在本年度財經新
聞公司24/7華爾街的最新榜單中，馬州再次奪
冠，維州也獲評全美第八富州。

這一榜單的參考數據來自於美國人口普查
局的社區調查，分析發現，從2014年以來，全
美的家庭年收入均值出現了明顯的上漲，且不
僅是年收入，近來的數據還表明，在近30年以
來，自2014年後，全美各州在健康保險覆蓋率
上也首次出現漲幅。但全美的貧困
率也首次出現上揚，貧富差距還在
進一步拉大，南部的一些州還是集
中比較貧窮，富裕的州則集中在西
部沿海、東北部地區，而最富裕與
最貧窮的州的家庭年收入均值最高
相差超過37000美元。

據該榜單表示：馬裡蘭州的家
庭年收入均值在78945美元，馬州
最富裕的地區普遍集中在首都華盛
頓特區的周邊，許多居民在首都享
有高薪工作，而選在馬裡蘭州定
居，超過 15.6%的人口都是高薪技
術人員。因此馬州還是全美受教育
程度最高的州，超過 39.3%的居民

擁有學士學位。
維吉尼亞州的入圍是因為其也擁有非常良

好的就業環境，失業率常年處於 4%的低水平
線，並且就業市場中提供了極大程度的高薪工
作，有超過15.4%的工作機會屬於具有專業性的
高薪酬職位，高科技、科學、管理、行政是其
中占最多比重的領域，這在全美處於亞軍地
位，且維州的家庭年收入平均達到68114美元，
遠遠超過了全美平均值57617美元，總體排在全
美第8名。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緊鄰維州的西維吉
尼亞州則是全美第二最貧窮的州，家庭年收入
只有43385美元，貧困率高達17.9%。

配圖：馬裡蘭州 來源：網絡圖片

馬 州 獲 評 全 美 最 富 大 州馬 州 獲 評 全 美 最 富 大 州 、、 維 州 第 八維 州 第 八
蟑螂、老鼠總是伴隨著密集、

忙碌的生活而出現，人們喜歡居住
在繁華的大都市，老鼠們也不例
外。近日，根據知名除害蟲公司
ORKIN的一項調查發現，全美許多
大城市事實上都面臨鼠患，排在前
十位的都是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區，
而不幸的是，首都華盛頓特區和馬
州重鎮巴爾的摩均榜上有名。

據悉，這項調查是根據該除蟲
公司在過去一年間對各個城市的除
蟲記錄統計整理的，包括對民宅和
商業用地的處理。根據結果顯示，
芝加哥、紐約、洛杉磯分別是全美
鼠患最嚴重的三個地區，其中芝加
哥已經是連續第
三年排在第一名
的位置。

首都華盛頓
特 區 名 列 第 五
名，巴爾的摩排
在全美第八名。

其它一些排
在前十名的城市
還有：舊金山、
費城、底特律、
西 雅 圖 和 達 拉
斯。

ORKIN公司表示，每年，全美
有超過2千萬只老鼠進入到住宅中給
人們造成困擾。它們尤為擅長打
洞，不管多小的洞都可能成為房屋
被鼠患侵入的缺口。特別是在秋季
老鼠較為活躍的時期，老鼠們為了
給漫長的冬天做准備，則更加猖
獗。所以除蟲公司提醒民眾，如果
您的家中牆壁底部、櫃子中有裂縫
或小洞，則需要盡快填補。另外電
纜口、排水口、通風口等處也需十
分注意，平時也最好盡量少開房
門、車庫門等，以免老鼠成為您家
的常客。

配圖：老鼠 來源：WTOP網站

老鼠成災老鼠成災？？特區被指老鼠全美第五多特區被指老鼠全美第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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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師大 校友之光校友之光 莊麗香莊麗香 告別式告別式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

． 時間: 2017 年 11 月 11 (周六)，上
午10:00am-12:00pm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
區活動中心
． 主講人: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
師王藙婷

眾所皆知華人愛用藥，特別是隨
著年齡漸長，多數人特別對於藥品服
用或維他命補充都是越吃越多，卻都
沒有深入了解藥品或維他命對於健康

的影響。您知道心臟病、高血壓、降
胆固醇、或稀釋血液(抗凝血)藥品的
作用及副作的影響嗎？無論是藥物或
維他命應該怎麼吃？什麼時候吃？使
用時應該喝多少水？能否可以搭配牛
奶、茶、咖啡、或果汁一起使用呢?
當您在吃藥的時候，有什麼食物或東
西要避免或少吃？ 什麼樣的藥是要整
顆吞下或咬碎？無論是藥品或維他命
，應該如何選擇及正確使用?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有鑑於
此，特於11月11日上午邀請西南紀
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為大家舉
行一場專題社區講座 「藥物的認知
與服用方法」。講座中，藥劑師王
藙婷將告訴大家對於藥物或維他命的
正確服用方法，應如何使用才能讓藥
物發揮最有效的方法。例如，阿斯匹
靈要該如何服用才是對的，鐵質應如
何補充等。還有大家常聽到的鈣與骨

質疏鬆等問題。歡迎凡對健康有興趣
、想了解更多藥物知識及常識的朋友
們屆時前來參與王藙婷藥劑師1974奧
斯汀德州大學藥學系畢業後，曾在紐
約實習。隨後任職於美國印地安那卅
OSCO drug store 和 Walgreen 藥房。
1984年受聘就職於休士頓西南紀念醫
院。22 年後，擔任德州兒童醫院主管
，現任休士頓西南紀念醫院藥劑師。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11月11
日(週六)社區活動健康講座入場免費
，當日現場並備茶點招待，因礙於座
位有限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美南
銀行連絡電話： 713-771-9700 Fen-
ny To， 713-272-5045 Ling Chuang
( 中/英 文)， 或 email : ling.ch-
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合作路
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
糖城、達拉斯Plano、Richardson和奧
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
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
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
務辦事處。2017 年 10 月 26 日，在達
拉斯地區正式成立北德州區域管理分
行，提供更完善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
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
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
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
com

我們敬愛的校友莊麗香學長已於
十月二十七日因病辭世, 結束了瑰麗
燦爛的一生。

莊學長活躍於僑社, 頗有聲望, 大
小活動, 常見她身影, 她都樂意贊助。
她還擔任許多社團或組織的領袖, 做
得有聲有色。

除了成功的事業, 仁心慈懷, 樂施
好善, 熱心公益, 端莊賢淑是她的最佳
寫照, 也是最佳楷模。許多僑社團體
都受惠於她的關懷與愛助。

對校友會, 她以身為師大校友(家
政系)為榮, 總是在百忙中積極參與校
友會活動。每年對校友會清寒獎學金

的捐助, 更是不遺餘力, 大力支持。
莊學長, 您驟然離別而去, 我們心

中充滿不捨之情。您已息了世上的病
痛勞苦, 您的典範長存人心!
黃梅嬌會長
詹怡副會長 謹上

《中華本草》記載：食用花粉可
快速改善疲勞、便秘、四肢酸痛，恢
復體力，並能抑製粉刺、營養肌膚、
美容養顏。大量研究證明，蜂花粉對
三高、血管隱患、前列腺炎癥和放化
療等有良好效果，配合綠蜂膠食用，

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令療效加
倍提升。過去蜂花粉經常被用來作為
女性保養的美容品，然而，你可知道
，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只有美容養
顏而已。蜂花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既
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又有針對
性的保健範圍。作為蜂產品中的雙
子星，綠蜂膠和蜂花粉以卓越功效
成為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黃金
搭檔”。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
粉屬營養性美容食品，其VE、SOD
、硒等成分能滋潤營養肌膚，有助
抑制青春痘；肌醇可保持頭髮烏黑
亮麗。內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
用通過皮膚吸收營養，達到表裏兼
顧的美容效果。蜂花粉中的卵磷脂
還可促進脂肪代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
，降低血管隱患：蜂花粉有多種黃
酮、煙酸等成分，能調節血脂，清

除血管壁上脂肪的沈積，也有協同降
糖效果，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
透性。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
節機體，平衡營養，保持旺盛生命力
，增強血清免疫球蛋白，啟動巨噬細
胞，提高免疫力，抑制病變基因，提
高心臟工作能力、增強耐力和骨骼肌
的力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
驗證明用蜂花粉輔助調理慢性前列腺
炎、前列腺肥大有很高的效率。蜂花
粉對前列腺增生的作用在於它可以調
節體內性激素的平衡，在激素的受體
水平上發揮類雌激素、抗雄激素的作
用，抑制二氫睾丸酮的生物效應，使
增生的腺體逆轉近似正常，並能調節
泌尿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
蜂花粉能使腸道蠕動增加及增加回、
結腸之張力而促進排便。對胃口不佳
、消化吸收能力差、消瘦病人，以及

慢性胃炎、胃腸損傷等胃
腸功能紊亂者有明顯效果
，服用後增加食慾、促進
吸收，增強消化系統功能

，這與蜂花粉含有抗菌物質、多種維
生素等生物活性物質，以及改善及修
復消化道的功能有關。蜂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促
睡眠。蜂花粉有多種不飽和脂肪酸、
磷等微量元素及其他營養物質，對神
經系統有滋養和提高的功能，是腦力
疲勞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睡
眠。臨睡前服用蜂花粉，可以提高睡
眠的質量，睡得深、睡得甜。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
粉可促進青少年神經系統發育，對老
年人記憶力亦有顯著改善作用。法國
蜂花粉學家卡亞認為，花粉有助於清
晰頭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
蜂花粉後，疲勞遲鈍的頭腦能恢復清
醒和靈活，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辦到
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
有豐富的造血元素鐵、銅和鈷。鐵是
合成血紅素、血紅蛋白、細胞色素等

的原料；銅參與血紅蛋白的合成及某
些氧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
是紅細胞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化劑
，另外，銅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9、駐顏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
溪太后因常食花粉，年過八旬尚顏面
紅光，仍能精神飽滿地料理朝政。蜂
花粉能調節人體內分泌、平衡人體機
能，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
膚新陳代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
膚柔滑細嫩，富有光澤。

加拿大天然品 NPN#80033597·
GMP Site License#300909·美國食品藥
品監管局FDA登記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花蜂
業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站 ： 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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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何退出教科文組織？

楊楚楓楊楚楓

美國國務
院日前發
表聲明，

宣佈將退出位於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以表達對該組織“長久以來對以色列有偏見”的
不滿。聲明指，美國退出後，將改任教科文組織
“觀察成員國”，這一決定將在明年十二月卅一
日生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對美方的決
定，感到非常遺憾，並指出該項決定，對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來說，是多元主義的重大損失。而就
在美國宣佈退出後不久，以色列亦表示，它將同
美國共同進退，一道退出教科文組織。

就在美國國務院宣佈此一消息的前一天，美
國《外交政策》雜誌就已透露，美國政府退出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定，是為了節省經費，國務
卿蒂勒森在九月聯合國大會期間，已向法國總統
馬克龍傳達了此一訊息。

事實上，早在二○一一年教科文組織成員國
投票通過接納以色列“死敵”巴勒斯坦的成員國
申請後，美國就已停止對教科文組織提供資金援
助。二○一一年，美國曾以國內法律限制為由，
停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費，當年美國會就砍
掉了八千萬美元的會費。此後美國連年拖欠會費
，目前欠費已超過五億美元。今次宣布退出教科
文組織，美國至少可以停止債務持續膨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以色列“有偏見”，是

美方退出該組織另一原因。今年七月，教科文組
織把巴勒斯坦的千年古城，列為了巴勒斯坦的世
界遺產，讓美國和以色列兩國又一次暴跳如雷，
氣炸不己。

此外，有西方媒體認為，真正“壓垮”美國
和以色列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是在目前進行
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選舉中，美國和以色
列希望扶持的法國總統前文化顧問阿祖萊, 在票數
上, 已經落後於曾任卡塔爾文化部長的阿齊茲·卡
瓦里。

以色列和美國認為來自卡塔爾這個阿拉伯國
家的候選人，必定不會像法國人那樣對以色列親
善，因此兩國最終選擇了直接“退出群組，而且
以色列和美國還在臨走時，又給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加了一條“罪狀”：總幹事選舉不公開、不透
明，內有“黑幕”。

自聯合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成立以來，美國
一直是聯合國最大的資助國，可惜到了七十年後
的今天，尤其是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的 「別具一格」 的為政風格，對聯合國的運作
，早就有別不滿，他總是認為，美國對聯合國的
貢獻，不合比例地增多。他更曾批評今時今日的
聯合國，早已淪為“聊天跟玩樂的俱樂部”。在
上月首次出席聯大演講時，特朗普延續競選時的
風格，毫不避諱地批評聯合國效率低。特朗普甚
至認為應把“美國優先”國際化，主張每個國家
應更關注自身利益，不必追求虛無的政治正確。

十分明縣， 特朗
普將“美國優先”的
個人見解，轉化為鼓
勵各國發展自己的民
族主義，甚至試圖逐

步從對外政策和國際關係的許多領域抽身。美國
這種對國際組織有利則用，不利則棄的態度，既
不符合其大國身份，也無益於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雖然屢次打出“退群牌”，但美國無法阻擋合
作共贏的時代潮流。這次，祇是再次凸顯美國所
謂的“美國優先”、摒棄多邊主義的“任性”。

當美國國務院十月十二日發表聲明稱，美國
決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時，美國駐聯合國大
使黑莉也隨之發表聲明，再次批評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的運作已變得“政治化”，並且力稱，華盛
頓會繼續以相同標準檢視聯合國其他組織，暗示
美國未來，或可能會退出聯合國其他組織。

據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諾爾特的聲明，美
國國務院已通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
，美國退出該組織后，並將設立一個常駐該組織
的觀察團。聲明稱，美國的這一決定並不是輕率
魯莽，而是反映了美國的關切，即：不斷增加的
欠費問題、該組織進行基本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該
組織持續的對以色列的“偏見”。

聲明稱，美國向博科娃表明願意作為非成員
的觀察員國繼續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助該
組織處理保護世界遺產、促進科學合作和教育等
重要事務。根據相關程序，美國將於二○一八年
十二月卅一日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科
娃發表聲明對美國此舉深表遺憾，並稱這是對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大家庭以及多邊主義的

損失。
博科娃說，與暴力極端主義鬥爭需要努力促

進教育和文化對話，十分遺憾在此時美國退出了
負責這一戰鬥的聯合國機構；全球各地衝突仍在
肆虐，撕裂社會，十分遺憾在此時美國退出了負
責推廣教育、促進和平與文化保護的聯合國機構
。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莉在美國國務院公佈退
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後數小時發表聲明，認同組
織設立的原意，但近年的運作，已變得極度政治
化，情況令人尷尬。她以今年七月，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宣佈將位於約旦河西岸、以色列佔領區的
希伯倫古城列為巴勒斯坦瀕危世界遺產為例，批
評聯合國長年以來都做出“愚蠢的決定”。黑莉
稱，美國納稅人不應再為不乎合美國價值觀的組
織付錢。

黑莉除了再次重申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立場外，也警告會以相同標準審視其他聯合國組
織。黑莉曾在六月時表示，若果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再不作出必要的改革，美國或會考慮退出，美
國現為聯合國最大的經費贊助國，美國總統特朗
普曾批評聯合國官僚主義。

一九八四年，美國曾宣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二○○三年，美國在時隔十九年之後又重
返該組織。二○一一年十月底，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大會投票通過關於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身份加入
該組織的提案，美國和以色列對此表示不滿，兩
國隨後停止繳納會費。因拖欠巨額會費，教科文
組織在二○一三年十一月宣佈美國已失去在該組
織內的投票權。美國迄今已拖欠該組織會費五億
美元。

10 月 27 日週五的美國股市，不
單哄動美國財經界，再一次成為
世界經濟版上的頭條新聞。這不
僅僅是因為美國道瓊斯指數收復
前天的失地，也不是美國股市以
今年第33 次突破歷史高位，一往
無前。而是當天美國網站龍頭及
美國電子商務

巨頭亞馬遜（Amazon）的第三
季度業績，超過預期，股價大
漲，以一千一百○五點五八美元
創歷史新高。而亞馬遜創辦人暨

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個人財富，
增加約一百億美元，以九百三十億八千萬美元，
超越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
的多年全球首富地位。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早一天10 月26 日收盤後，亞馬遜公佈第三季
度業績，總收入四百三十七億美元，高於市場預
期的四百二十一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三百二十
七億美元，增長百分之卅四。淨利潤二億五千六
百萬美元，比去年同期二億五千萬美元，略有提
高。本季亞馬遜收益增長主要得益於雲端服務和
今年七月創紀錄的促銷活動。

廿七日開盤後，亞馬遜股價衝高，最高點為
一千一百○五點五八美元，收市價一千一百點九
五美元，比前一個交易日上漲一百二十八點五二

美元，漲幅百分之十三點二二。
據《福布斯》報導，亞馬遜今年第3季獲利

持穩, 營收有如鯨吞大補丸 這是因為它收購了美
國全食超市公司（WholeFoods），加上旗下運算
硬體產品陣容擴張，使得今年第3季獲利2.56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 2.52 億美元略為成長。營收則大
幅攀升34%，來到437億美元。亞馬遜從網路零售
起家，逐漸擴大業務版圖至雲端運算、串流影音
、人工智慧和其他事業。在財報聲明稿中，貝佐
斯鎖定成長迅速的數位包括連結揚聲器，以及從
電器到汽車的第三方產品。貝佐斯說： 「光是上
個月，我們已經推出5項支援Alexa的裝置、在印
度推出 Alexa、宣布和 BMW 整合、超過 2 萬 5000
項技能、整合Alexa和Sonos揚聲器，以及教導Al-
exa在兩種以上的不同聲音中辨識。」

「客戶已經採購數千萬台支援Alexa的裝置…
在數以千計開發者和硬體製造商打造最新Alexa技
能和裝置下，Alexa的體驗將持續變得比以往更好
。」亞馬遜說，今年收購有機食品連鎖店全食超
市公司，挹注公司營收13億美元，也貢獻營業利
益2100萬美元。

不計入全食超市的貢獻，公司淨營收成長29%
。旗下雲端運算事業亞馬遜網路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貢獻營收46億美元，以及營業利益
12億美元。

亞馬遜真的是不同凡響，具有強大的商業魔

力，可以把現成顧客，當搖錢樹且能一直搖下更
多錢，這種本事，之前只有蘋果才有，今天美國
科技企業中，亞馬遜、Alphabet和微軟也一樣具備
，從上周公布的財報可見一斑。亞馬遜上季營收
比自己原先預測區間的高標，還高出約20億美元
，每股盈餘53美分，則遠超出市場預估的7美分
，激勵亞馬遜股價27日飆漲13%至1,100.95美元收
盤，首度跨越1,000美元價 位。

令投資人驚異的是，亞馬遜線上銷售成長22%
，比一年前的20%加速，一部分因素是提供免運費
、免費影音下載等好康的 「Prime」付費會員服務
帶進更多營收。而且Prime帶旺營收的效益，正逐
漸擴及中國等外國市場，助長亞馬遜海外營收。
而隨著更多人習慣上亞馬遜網站購物，買的物品
通常有增無減，這將促使亞馬遜，不斷擴充陳售
的商品品項，以滿足日益增加的會員需求。

為滿足業務發展，稱霸網路零售的亞馬遜網
站不久前宣布，要在北美興建第二個總部。其實
在不久之前，亞馬遜已因為跨足新產業和新市場
，經己帶動公司股價上揚，也曾讓貝佐斯晉身全
球巨富之列，甚至一度榮膺某項調查的全球首富
頭銜。隨著影響力不斷擴大，亞馬遜已經和對手
蘋 果 （Apple） 、 臉 書 （Facebook） 和 谷 歌
（Google）母公司Alphabet一樣，成為地表上最有
價值的公司之一。亞馬遜預估，第 4 季營收介於
560億和605億美元之間，較去年同期成長28%至
38%。而亞馬遜領羊人傑夫．貝佐斯，更成了此刻
美國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出生於1964年1月12日的貝佐斯，童年生活
並非美好，父親約根森僅在零售商店工作，每小
時賺取 1.25 美元， 「更有過度飲酒的習慣」。當

貝佐斯17個月大時，他的父母離異。1968年，母
親吉絲再婚，嫁給了米格爾．貝佐斯（Miguel
Bezos），繼父1962年從古巴來美國謀生時，只懂
得一個英文單詞—— 「漢堡包」。生父約根森同
意讓老貝佐斯收養他的兒子，於是，4歲的傑夫改
名為傑夫瑞．普雷斯頓．貝佐斯。他的童年經歷
可能是促成他對成功的追求。而萍果電腦公司的
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和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的創業史，對貝佐斯產生了影響
。他寫道：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強大的動力來取
得成功。」

貝佐斯長大後，在德克薩斯牧場上與他的祖
父母一起度過了幾個夏天，他於2010年在普林斯
頓大學的演講中表示： 「我幫助修理風車，為牛
接種疫苗，做其它雜務。我們每天下午都看肥皂
劇，尤其是觀看《我們生活的日子》節目。」

貝佐斯也偶爾會和他的祖父母一起去旅行。
貝佐斯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 「我的
祖父母是大篷車俱樂部（Caravan Club）的成員，
這群人都擁有Airstreamd的拖車，經常環繞美國和
加拿大旅遊。每隔幾個夏天，我們都會加入大篷
車車隊去旅行。」 「每次外出，令我心胸開闊、
眼界大開。」

貝佐斯的經營理念時說： 「我們始終專注於
客戶，從客戶的需求向前發展，開發新的項目。
」後來，貝佐斯對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非常痴迷
。他說： 「以卓越運營為傲，所以只是做好事情
，發現缺陷，逆向解決問題——這是商業界的漸
進型改善。大多數成功的公司都非常擅長這一點
…… 」

楊楚楓楊楚楓

貝佐斯榮升全球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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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8585度度CC」」 糖城糖城UniversityUniversity 大道分店開幕活動大道分店開幕活動

「「8585度度CC」」 1111//33//1717上午上午77時糖城時糖城UniversityUniversity 大道分店大道分店
隆重開幕隆重開幕

華人袁宇生與劉先生排了長隊享受華人袁宇生與劉先生排了長隊享受 「「8585度度CC」」 的咖啡與的咖啡與
麵包麵包

「「8585度度CC」」 糖城糖城UniversityUniversity 大道分店大道分店Mollie VuMollie Vu 店長與區店長與區
域經理吳婉如歡迎舊雨新知光臨域經理吳婉如歡迎舊雨新知光臨

1111月月33日至日至55日凡消費即送日凡消費即送 「「8585度度CC」」 購物袋購物袋

「「8585度度CC」」 糖城分店新張糖城分店新張、、吸引大批顧客前往品嚐吸引大批顧客前往品嚐

1111月月33日至日至55日消費滿日消費滿2020元即送限量版德州馬克杯元即送限量版德州馬克杯{{數量有數量有
限限、、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8585度度CC」」 的咖啡的咖啡、、蛋糕與麵包蛋糕與麵包
「「8585度度CC」」 糖城糖城UniversityUniversity 大道分店位於大道分店位於1350913509 University Blvd.University Blvd.
AA 200200 SugarLandSugarLand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JCCAA )JCCAA ) 合唱合唱 「「永遠的朋友永遠的朋友 」」 追念她追念她。。

數百位中美親友出席周六上午的追悼儀式數百位中美親友出席周六上午的追悼儀式。。

伯尼莊麗香女士追悼儀式昨舉行伯尼莊麗香女士追悼儀式昨舉行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致悼詞處長陳家彥致悼詞。。

柏尼莊麗香的子女柏尼莊麗香的子女 Ceyan Birney (Ceyan Birney ( 左左 ）） 及及 ShanlennShanlenn
Birney ColbyBirney Colby （（右右 ））致謝詞並追悼其母致謝詞並追悼其母。。

伯尼莊麗香多年好友孫偉根致悼詞伯尼莊麗香多年好友孫偉根致悼詞。。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 「「 國際區國際區」」 區長李蔚區長李蔚
華先生致悼詞華先生致悼詞。。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趕來喪禮現場致詞趕來喪禮現場致詞，，並向家屬致並向家屬致
意意。。

「「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 」」 主持人董繼玲致悼詞主持人董繼玲致悼詞。。 伯尼莊麗香好友伯尼莊麗香好友Mr. Donny Chang (Mr. Donny Chang ( 左立者左立者））致悼詞致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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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看中國：中國有能力繼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
綜合報導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後，中

國市場依然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其活躍度令人印

象深刻。從長遠看，歐洲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互補性

依然大於競爭性。在全球保護主義之風漸起，全球

化進程遭遇多重不確定挑戰的關口，歐盟與中國均

需堅定信心，保持合作，雙方應共同努力捍衛全球

經貿活動的自由化與便利化。

中國經濟近年來持續實現中高速穩定增長態

勢，壹方面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企穩復蘇產生了

積極正面的帶動效應，另壹方面亦使國際市場服下

了“定心丸”，穩固了市場信心。盡管歐洲仍在加

深對華了解的道路上，但從當地商界到決策圈的主

流意見均認為，中國有能力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發

揮引擎作用。

荷比盧工商協會成員揚森· 範滕博格認為，中

國市場依然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在經歷了幾十年

的高速發展後，其活躍度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近年

來，中國正處於產業升級的關鍵節點，從長遠看，

歐洲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互補性依然大於競爭性。正

如《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文件中所指出的，雙

方未來除了能夠繼續在傳統制造業領域尋求契合點

外，在新能源、環保、高科技農業等新興領域亦存

在廣闊的合作空間。在歐洲很多企業家眼中，中國

市場的發展走向無疑是未來海外投資的重要“風向

標”。

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認可同樣促使著歐洲央

行決策層“向東看”。此前，歐洲央行宣布完成了

規模相當於5億歐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計劃。人民幣

不僅在史上第壹次納入了其外匯儲備，歐洲央行亦

壹舉成為全球範圍內對人民幣投資規模最大的中央

銀行。當地媒體對此評論認為，歐洲央行管理委員

會在用實際行動證明，他們看好中國未來對世界經

濟持續作出貢獻。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曾表示，在全球保護

主義之風漸起，全球化進程遭遇多重不確定挑戰的

關口，歐盟與中國均需堅定信心，保持合作，雙方

應共同努力捍衛全球經貿活動的自由化與便利化。

歐盟中國商會此前發布的《商業信心調查

2017》年度報告顯示，六成歐盟受訪企業將中國視

為首選或前三投資目的地，另有56%的企業表示將

考慮在合適時機追加投資額度。

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加快，越來越多中國企業開始瞄準歐洲市場的商

機。2016年，中國投資者在歐洲直接投資達到350

億歐元，同比增長77%。從實際效果看，來自中國

的投資不僅推動了歐洲經濟復蘇，也讓越來越多的

“中國制造”為當地百姓所知。

歐盟委員會日前發布了頗具保護主義色彩的外

資審查框架草案，尋求在歐盟內部建立壹個針對外

國投資的審查框架機制。歐盟委員會的這壹決定立

即在當地業界引發了爭議。不少意見認為，這不僅

有悖於歐盟始終追求的自由貿易精神，亦會影響歐

盟在世界範圍內的貿易自由化“旗手”形象。無論

是瑞典、丹麥等倡導自由貿易的北歐國家，還是經

濟復蘇態勢將企穩的葡萄牙、希臘等南歐國家，無

不擔心歐盟的上述做法會對外國投資者釋放出“錯

誤的信號”。

歐盟布魯格智庫高級研究員、法國外貿銀行亞

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莉西亞· 加西亞· 赫雷羅近日建

議，中歐應繼續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為完善

世界經濟秩序作出應有貢獻。她認為，歐洲未來應

加強對華合作，盡早完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

“壹帶壹路”建設與“容克計劃”對接為契機，深

挖中歐在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潛力。

比特幣突破7400美元
C2C模式上線可用人民幣購買

綜合報導 比特幣盤中壹度突破

7400美元，約合人民幣48800元，截至

發稿時，比特幣價格回落至7052美元。

10月以來，比特幣價格接近翻倍。近

日，成立於1848年的全球最大期貨交易

所、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準備推

出比特幣期貨，這壹消息被市場人士認

為，助推了比特幣價格走高。

此前，9月份來自中國監管層的監

管舉措壹度使比特幣價格大跌，國內市

場跌至17000元，約合2600美元。應監

管要求，截至上月底，國內三大比特幣

交易所全部關閉交易。受政策刺激，

OKCoin、火幣網、比特幣中國全面轉

型、出海。目前，OKCoin 已經借道

OKEX做起了C2C的交易模式，比特幣

中國在國內維持著礦池業務，而火幣

全球中文站已經運行，但官網並無法幣

入口。

OKEX 的 C2C 交易如同“淘寶
購物”

OKCoin幣行宣布，從10月31日 24

時起，停止人民幣和比特幣交易；不過

1 天後，海外站 OKEX 宣布上線 C2C

（Customer to Customer）平臺，實現了

這項功能的“變身”。根據 OKEX 公

告，其C2C交易平臺提供比特幣等數字

資產的點對點交易服務，即，交易平

臺有兩種角色：用戶和商家。從字面

來看，OKEX是做起了類似“淘寶”的

角色。

11月1日，記者用此前的OKCoin賬

號，登錄了OKEX的賬號。在C2C交易

頁面上，記者看到有壹行提示：默認支

持銀行匯款、支付寶、微信支付、Payp-

al支付。當日晚間8點25分左右，記者

留意到，C2C交易的價格要高於OKCoin

同期網站上顯示的報價：前者在43091

元／枚左右，而 OKCoin 同期價格在

40303元左右。

在完成相應的身份認證後，記者就

可以參與買賣比特幣了。輸入買入數量

“0.01”枚，就有相應的價格顯示，點

擊“快速買入”，就出現了“未完成訂

單”信息，包括了收款人、銀行卡信息

、銀行卡號。根據平臺的規定，記者需

在10分鐘內完成轉賬，完成轉賬後對方

放幣，就完成了交易。記者選了壹個

可以進行微信轉賬的賣家。在刷了賣

家二維碼後，記者就收到短信表示對

方已確認收款並放幣，短信署名為

“OKCoin”。

隨後，記者便選擇了賣出，壹買壹

賣中損失了18.31元。總的來看，在目前

開放的“投資交易區”中，其秉承了

“法幣進法幣出，數字資產進數字資產

出”的運營策略。

火幣和比特幣中國不涉場外交易
比特幣中國是國內三大比特幣交

易平臺中第壹個宣布關閉國內的交易，

並對用戶的資產進行清退的平臺。不同

於OKCoin 與火幣，比特幣中國業務並

沒有選擇轉型區塊鏈或借道場外交易，

而是在國內維持著礦池業務（組織礦工

挖幣）。

趙千捷認為，國內三大平臺只有兩

個選擇，要麽在國外繼續維護原本模式，

要麽不做。對於是否參與場外交易，比

特幣中國副總裁趙千捷告訴記者，

“我們沒有做場外交易，海外的BTCC

平臺還是傳統的交易模式。”

火幣網也在10月末公布了自己的發

展計劃。包括能夠進行不同數字貨幣交

易的“火幣PRO”，又稱火幣全球中文

站，已經運行。其官網並無法幣入口。

規劃中的“火幣韓國”交易平臺，

能夠為用戶提供韓元兌數字資產的服

務，記者查詢其官網顯示，目前該平臺

正在籌備，尚未運行。規劃中的“火幣

全球美元站”也尚未運行。

國內資深玩家王贏（化名）告訴記

者，境外已有 400 多家比特幣的交易

所，資深玩家已經翻墻使用美元賬戶去

日本或其他國家做場外交易，三大交易

所的“轉型”其實對資深玩家的影響不

大，可能對“國內的大爺大媽的吸引力

更大”。

《《追憶逝水年華追憶逝水年華》》珍本拍得珍本拍得413413萬元高價萬元高價

法國巴黎法國巴黎，，著名作家普魯斯特的著名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追憶逝水年華》》第壹部的珍本在第壹部的珍本在
蘇富比拍賣行的拍賣會上拍得蘇富比拍賣行的拍賣會上拍得5353..5555萬歐元萬歐元（（約合約合413413..66萬人民幣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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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拉合爾附近的邊境城市瓦加在巴基斯坦拉合爾附近的邊境城市瓦加，，印巴兩國士兵舉行極具特印巴兩國士兵舉行極具特
色的降旗儀式色的降旗儀式。。巴基斯坦軍人巴基斯坦軍人（（黑色儀仗軍服黑色儀仗軍服））和印度軍人和印度軍人（（黃色儀仗黃色儀仗
軍服軍服））各自舉行降旗儀式各自舉行降旗儀式，，兩國儀仗兵攢足氣勢兩國儀仗兵攢足氣勢。。

英男子雕刻巨型南瓜燈英男子雕刻巨型南瓜燈
重重913913公斤挑戰世界紀錄公斤挑戰世界紀錄

近日近日，，英英
國哈德斯菲爾國哈德斯菲爾
德的德的4444歲男子歲男子
ChristianChristian
RussellRussell雕刻了雕刻了
壹個重約壹個重約 913913
公 斤 的 南 瓜公 斤 的 南 瓜
燈燈，，雖然還未雖然還未
正式確認正式確認，，但但
這 個 重 量 已這 個 重 量 已
經 超 過 了 前經 超 過 了 前
壹 個 紀 錄 保壹 個 紀 錄 保
持 者持 者 ，， 成 為成 為
世 界 上 最 重世 界 上 最 重
的南瓜燈的南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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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第30輪賽果
重慶力帆 0：2 廣州富力

延邊富德 3：0 貴州恒豐

山東魯能 5：4 河北華夏

天津泰達 1：0 河南建業

遼寧開新 1：4 上海申花

廣州恒大 1：2 天津權健

北京國安 1：2 長春亞泰

上海上港 2：3 江蘇蘇寧

2017年中超終極排名
名次 球隊 積分

1 廣州恒大 64

2 上海上港 58

3 天津權健 54

4 河北華夏 52

5 廣州富力 52

6 山東魯能 49

7 長春亞泰 44

8 貴州恒豐 42

9 北京國安 40

10 重慶力帆 36

11 上海申花 35

12 江蘇蘇寧 32

13 天津泰達 31

14 河南建業 30

15 延邊富德 22

16 遼寧開新 18

恒大能實現七連冠，很大程度在於
“贏在起跑線上”，他們很早就

囤積了大量中國頂級球員，在一段時間
裡甚至出現替補陣容比很多球隊主力陣
容還要“豪華”的一幕。這也是恒大能
實現七連冠的基石。

開啟金元足球“野蠻生長”
對此，外界議論最大的“弊端”就

是這一現象不利於中國足球的整體發
展，一方面恒大囤積了過多的優秀球
員，確實令其中一些人因為缺乏上場時
間而逐漸“平淡”，甚至出現水準倒退
最終被“淘汰”的情況。另一方面其開
啟的“金元足球”時代令一些中小俱樂
部生存更為艱難，其“野蠻生長”帶來
的示範效應則讓一些“土豪”嗅到了足
球“速成”的方向，這些無疑都不利於

足球後備人才的培養，甚至令中國足球
又出現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傾向。

但各大聯賽都一向如此，拜仁在德
甲同樣一家獨大，也囤積了大批人才，
更因經常“挖角”德甲球隊被一些人詬
病，但德國足球經過勵精圖治，用10多
年的時間再度奪得世界盃，由此可見，
是否有一家俱樂部獨大和足球整體水
準、國家隊戰績並不是絕對的掛鈎關
係，持之以恒的堅持青訓才是做強整體
水準和國家隊的正道。

大牌外援提高聯賽可觀性
另一方面，大量的資本湧入也令中超

再現繁榮，大牌外援、外教的加盟更令中
超變得好看了，短期來說這些無疑都是好
事，長期來看應該也是利大於弊，畢竟，
一個國家的足球水準和他擁有的足球環境

息息相關，試想，如果沒有更多人喜歡足
球，沒有更多孩子想踢足球，沒有更多家
長願意把孩子帶進球場，那麼青訓和未來
恐怕都只能是紙上談兵。

當然，“金元足球”的發展要有一
個限度，更要有足夠的理性，反之對中
國足球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下賽季將呈群雄爭霸格局
同時要看到的是，這個賽季有着更

多的球隊對恒大形成威脅，除了上港，
華夏、權健等球隊都有了和恒大叫板的
底氣。顯然，中超正開始走向另一個
“雙雄”甚至“群雄”爭霸的格局，不
出意外的話，下個賽季恒大將面臨更巨
大的考驗，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會終結
自己的連冠腳步。

更令人欣喜的是，雖然恒大目前仍
然是國腳大戶，但國家隊中的“新鮮血
液”卻多來自其他球隊，這也說明中超
球隊整體正在走向成熟，並開始逐漸找
到自己球隊的定位和生存之道。這對一
個國家的足球整體發展顯然是非常有利
的。總而言之，恒大連冠的腳步終有停
止的那一天，但對中國足球而言，更重
要的不是“王朝”更迭，也不是某一支
俱樂部的沉浮，唯有所有俱樂部、所有
足球人一起踏踏實實地扎根青訓，才是
振興中國足球的唯一正確道路。

■新華社

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中超）最

後一輪（第30輪）八場比賽4日同時進

行，已提前兩輪衛冕的廣州恒大坐鎮主

場，以1：2不敵天津權健，由於山東魯

能戰勝河北華夏，令天津權健升上聯賽第三名，獲得明年亞冠

資格。不過，回顧今季中超，廣州恒大有驚無險地實現中超七

連冠，“恒大王朝”仍在繼續。一支球隊一枝獨秀七年之久，

這對中國足球來說，似乎已經不能簡單地以利弊來形容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和富大埔今季轉打三後
衛陣式效果明顯，4日作客面
對冠忠南區憑藉出色的防守，
加上伊高沙托尼12碼一箭定江
山，全取3分後晉升“中銀人
壽香港超級聯賽”積分榜榜
眼。

這場實力接近的地區大
戰，上半場雙方互有攻守，排
出三後衛陣式的大埔以運動量
見稱的大衛拉菲爾擔任中堅，
成功剋制南區進攻重心蘇沙的

發揮，而梁冠聰鎮守中場則解
放了陳俊樂的進攻能力，後者
頻頻壓迫禁區，更於完半場前
一次個人突破中搏得南區守衛
列文犯手球，伊高沙托尼一射
破網助大埔領先1：0。

換邊後雙方均出現入球黃
金機會，大埔有黃威及梁星耀
先後失機，而完場前南區多次
在大埔禁區製造混亂亦未能把
握，最終大埔以1：0險勝南區
升至第二位。

由前鋒到中場再到後衛，

愈踢愈後的大衛拉菲爾表示自
己並不介意踢什麼位置：“球
隊勝利是最重要，我很高興可
以在球隊發揮作用，大埔今季
的氣勢很好，我期望可以爭取
更好的成績。”

至於4日假香港大球場上
演的另一場賽事香港飛馬對標
準流浪，後者憑鋒將卓耀國個
人梅開二度，以3：1擊敗香港
飛馬，打開勝利之門全取 3
分。目前，聯賽只剩東方龍獅
仍未打開勝利之門。

大埔三後衛堵南區 一球小勝升榜眼 馬貝利率北控CBA兩連勝
馬貝利率領北控隊3日晚在CBA聯賽第三輪

中以106：91大勝青島隊，在自己的主場連續擊
敗兩支山東球隊，收穫主場兩連勝。本場比賽，
馬貝利也繼續在比賽中扮演着球隊核心的作用，
盤活了全隊。他出場36分鐘，不僅得了23分，7
次助攻和6個籃板球的數據也很出色。現場觀眾
多次齊聲大喊“馬貝利，MVP”。 ■新華社

顏丙濤負艾倫 仍創最佳
中國“00”後小將顏丙濤，4日終遭遇勁敵，

在黑龍江大慶市舉行的桌球國際錦標賽（國錦
賽）準決賽，以2：9不敵北愛爾蘭名將馬克艾
倫，無緣決賽。其後，艾倫與“一哥”沙比爭奪
王者寶座。顏丙濤於今次賽事，由外卡賽一直殺
入最後4強，其間先後淘汰“75三傑”其中的兩
人──奧蘇利雲與希堅斯，創下個人排名賽最好
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吳柏男比利時公開賽摘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港青男乒代

表吳柏男在比利時公開賽21歲以下青少年組男單決
賽中，未能擊敗日本球員戶上隼輔拿下銀牌。另一
港將林兆恆獲得季軍。港隊教練劉國棟表示：“年
輕選手需要時間成長、吸取比賽經驗，希望明年有
更大突破。”在5月世乒賽有出色表現的吳柏男，8
強以3：1勝日本宇田辛矢、再以3：2勝日本田中佑
汰進入決賽。林兆恆4強1：3負日本選手並列第三
名。

短訊

■■大埔的伊高沙托尼大埔的伊高沙托尼（（左一左一））射入全場唯射入全場唯
一入球一入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恒大門將曾恒大門將曾
誠誠（（上上））揮舞揮舞
大 旗 慶 祝 奪大 旗 慶 祝 奪
冠冠。。 新華社新華社

■■恒大隊長鄭智恒大隊長鄭智（（中中））高舉冠軍獎盃與高舉冠軍獎盃與
隊友隊友、、教練教練、、家人共同慶祝家人共同慶祝。。 新華社新華社

■■恒大主場大屏幕播放短片恒大主場大屏幕播放短片，，致謝約致謝約
滿即將離任的主帥史高拉利滿即將離任的主帥史高拉利。。新華社新華社

騎士最近連續4場吞敗，4日賽前勒
邦占士表示要設法擺脫困境，結果這場
比賽他射入生涯單場次高的57分，帶領
騎士在客場以130:122擊敗巫師，近5戰
首次獲勝。

勒邦占士全場投34中23，交出57
分、11個籃板及7次助攻成績，帶領騎
士首節就攻下42分，在上半場結束前取
得10分領先優勢後，下半場都能維持穩
定領先，最終騎士就以8分之差獲勝。
談到自己的表現，勒邦占士賽後說：

“這是我生涯感覺最好的時候。每次出
手都覺得會投進。”騎士除了勒邦占士
外，戴歷路斯本季首度單場攻下20分；
全隊命中率達56.1%，包括三分球投27
中12。

艾榮率塞爾特人掃“雷”
至於球季前離開騎士的艾榮4日在

比賽上、下半場簡直判若兩人；上半場
僅拿3分的艾榮，突然在下半場火力全
開，就連雷霆“三巨頭”韋斯布魯克、

保羅佐治與安東尼也擋不住，領軍塞爾
特人最終以101:94逆轉擊敗雷霆，除拿
到7連勝，更以7勝2敗續居東岸第1。

同日，“二年級生”拜恩科比斯攻
下全隊最高22分，馬刺在主場不靠正選
主力，反而是靠強大替補戰力，最後以
108:101擊敗黃蜂，避免面對5連敗的悲
慘命運。此外，火箭在客場119:104戰勝
鷹隊，此役中國球員周琦再度獲得上場
機會，憑藉罰球連續第二場NBA常規賽
得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勒邦占士57分 騎士止連敗

■■勒邦占士入樽勒邦占士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恒 大 中 超 七 連 冠 無 人 可 撼恒 大 中 超 七 連 冠 無 人 可 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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