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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習近平搏感情 暢遊紫禁城賞京劇
（中央社）美國總統川普 8 日下午飛抵北京，對中
國展開 3 天國是訪問。他與夫人下機後直接前往紫禁城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茶敘、看京劇、共進晚餐
，體驗中國傳統文化 「搏感情」 。
中方接機官員為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中國駐美大
使崔天凱、美國駐北京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也到場迎接。
川普一行在機場短暫停留後，驅車抵達北京故宮博
物院，與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故宮寶蘊樓茶敘，並沿
故宮中軸線依次參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北京故
宮為此臨時閉館一天。
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向川普介紹北京故宮歷史，指
故宮是 「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 ，川普不
時駐足凝望故宮建築。報導說，川普 「對底蘊深厚、內
涵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深表讚嘆」 。
四人還到北京故宮文物醫院，觀看鐘表、陶瓷、書
畫等文物修復技藝展示，並參觀珍品文物展。之後轉入
暢音閣，欣賞京劇 「梨園春苗」 、 「美猴王」 、 「貴妃
醉酒」 劇目，並在北京故宮內共進晚餐。
根據新華社報導，川普與習近平參觀期間就 「治國
理政及中美關係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看法」 。
川普預定 10 日上午 9 時飛往越南出席亞太經濟合作
會 議 （APEC） 年 會 。 川 普 夫 人 梅 蘭 妮 亞 （Melania
Trump）則將待在北京，前往北京動物園了解貓熊保育
情況、登慕田峪長城，預定當晚 7 時飛離北京。

川普夫人梅蘭妮(左起
川普夫人梅蘭妮(
左起))、美國總統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
、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參觀紫禁城。
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參觀紫禁城
。(路透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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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彭麗媛在故宮迎接川普夫婦
故宮迎接川普夫婦
（綜合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其夫人
彭麗媛 8 日下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迎接美國總統
川普與其夫人梅蘭妮亞。川普這次是上任以來首
次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北京慎重其事以全套國
事訪問最高規格接待。習近平選擇在具有深厚文
化意涵的故宮博物院接待川普，以此別具一格的
方式來彰顯中國做為文化古國的用意。
北京故宮博物院是位於北京市故宮內的博物
館，其前身是明清兩代皇宮，又名紫禁城。民國
元年（1912 年）清帝溥儀退位後仍居於宮內長達
十餘年，到民國 13 年（1924 年）才將溥儀請出
皇宮。此後國民政府接管皇宮並封存文物，在民
國 14 年 10 月 10 日正式以 「故宮博物院」 名稱開
幕接受外界參觀。
故宮博物院佔地 72 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
15 萬平方公尺，與俄羅斯埃米塔什博物館、美國
大都會博物館、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並
稱為世界五大博物館。2012 年全年客流量突破

1500 萬人次，可以說是世界上接待遊客最繁忙的
博物館之一，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文化勝地，到北
京的外國遊客無不前往參觀。
新華社報導指出，習近平夫婦將在北京故宮
博物院寶蘊樓內以中國傳統茶飲款待川普夫婦，
在茶敘時川普使用平板電腦向習近平夫婦展示外
孫女阿拉貝拉(Arabella)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
字經》和古詩的視頻。習近平則誇獎阿拉貝拉中
文水平進步，說可以打 「A+」 ，表示她在中國已
成為小明星，希望她也能有機會來中國。簡短茶
敘後，還安排習川兩對夫婦一起參觀故宮前三殿
，並在太和殿廣場合影。
陸媒指出，中國此次高規格歡迎川普到來的
安排，已經超越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訪京時安排
「瀛台夜話」 的規格。美國媒體亦認為，中國為
展示國威，必定以最豪華與高調的接待方式來迎
合川普的浮誇性格，讓川普徹頭徹尾滿足虛榮心
。

不必翻牆 川普中國發推特感謝習近平夫婦款待

川普訪中深夜首發推文 難忘紫禁城的午後

（綜合報導）總統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全世界都關注，但愛用推特的他，許多網友擔心推特、臉
書在中國都被禁，川普一定會受不了，不過川普也不是省油的燈，首日就上推特發文，感謝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夫婦在紫禁城帶給他一個令人難忘的下午和晚上，並期待明早再次會面。
對於此疑慮，川普的隨行人員被問到推特被中國擋下，川普可以順利 「翻牆」 嗎？此名官員就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夫婦今（8） 北京，隨即驅車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和習近
保證： 「我相信空軍一號上有這樣的設備，可以讓他發推特。」
果然 8 日晚間 10 時左右，川普在個人推特帳號上發了抵達北京以來首篇文章。川普寫道： 「謹 日下午抵達中國大陸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平與彭麗媛在故宮寶蘊樓茶敘，共同參觀故宮
代表美國第一夫人梅蘭妮亞（Melania）與我，感謝習主席與彭麗媛夫人在北京紫禁城帶來令人難忘 夫婦招待川普在紫禁城茶敘、看京劇。川普在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觀看文物修復技藝
晚間 10 時 27 分發推文表示，他及梅蘭妮亞很 展示和珍品文物展，欣賞京劇表演，並共進晚
的下午和晚上。我們期待明早與你們再次相會。」
感謝習近平夫婦的招待，讓他們在北京紫禁城 餐。
有個難忘的午後。川普也說，很期待明早再度
根據中央社報導，習近平也向川普介紹北
和習近平會面。
京故宮歷史，指故宮是 「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不
川普與梅蘭妮亞今日下午乘空軍一號飛抵 可或缺的窗口」 。

川普太挑食 保鑣跑去麥當勞買漢堡

（綜合報導）大國政治領袖的一言一行都會受到國內外關注，美國總統川普被爆料，因為對漢
堡的要求太多，白宮的廚師無法滿足他的胃，迫使保鑣為此跑去麥當勞幫他買漢堡。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在當地時間 6 日晚間發佈消息稱，美國總統川普的前保鏢兼顧問基思·
施勒（Keith Schiller）曾被迫去麥當勞為川普買起司漢堡，因為白宮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消息指出，白宮廚師無法滿足川普對漢堡的要求，他不要醃黃瓜，但要多加番茄醬。
最後，施勒去紐約大道為川普買了漢堡和蘋果派。
此前另有消息指出，川普因為哥哥死於酒精中毒不喝酒，但酷愛可樂，在他的辦公桌上有紅色
按鈕，按下去就會有人送上可樂。

英特爾科再奇：科技股飆漲與川普無關
（綜合報導）川普贏得大選滿一周年，這
科再奇是在參加葡萄牙網路高峰科技論壇
一年來美股迭創歷史新高，科技股漲勢尤其凌 上做以上表示。他說： 「我不認為投資人係以
厲，川普更是經常為此居功，但英特爾執行長 政府或政策來衡量股價，特別是科技股，投資
科再奇(Brian Krzanich)打臉川普，說科技股飆 人聚焦的重點是企業的獲利與營收成長。」
漲與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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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北韓 川普籲中俄聯手
普籲中俄聯手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昨上午在南韓國
會發表演說，他稱讚南韓是值得信賴的盟友，也
不忘隔空炮轟北韓，形容北韓在金正恩帶領下已
變成 「邪教」 國家，還要北韓 「不要低估、也不
要試探我們」 、 「擁有核武不會比較安全」 。他
也再次點名，希望中國、俄羅斯一起孤立北韓。
如何應對北韓核武危機，預料將成為今日習川會
談的核心議題。
川普在演說中痛批金正恩的 「殘酷獨裁領導
」 。他表示， 「我要代表所有文明國家，我要對
北韓說，不要小看我們，也不要試探我們」 。面
對核武野心不斷升高的北韓，川普還強調： 「你
們取得的武器不會讓你們更安全，反而會讓你們
的政權陷入極端危險」 。
川普向北韓喊話： 「儘管你們已犯下各種冒
犯上帝與人類的罪名，我們仍提供你們一條途徑
，通往更美好的未來」 。他還呼籲各國，尤其是
中俄兩國，應一同對抗北韓， 「所有負責任的國
家都必須加入孤立北韓這個野蠻政權的行列。你
們不能支持、不能供給、不能接納他們」 。

這是時隔 24 年後，美國總統再次於南韓國
會發表演說。在長 35 分鐘的演說中，川普獲得
現場議員 22 次熱烈鼓掌，許多南韓民眾也對他
的演講內容表示讚許。
川普 7 日抵達南韓，原先並無計畫參訪兩韓
非軍事區（DMZ），不過他受南韓總統文在寅
之邀，臨時決定於 8 日前往。由於這將是美韓元
首首次共同訪問 DMZ，歷史意義重大，文在寅
特地一早趕赴現場等候，無奈天公不作美，川普
的直升機起飛後又因濃霧被迫折返，且後續還要
赴國會演說，只能取消行程，留下枯等的文在寅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女士形容，無緣訪問 DMZ
，川普也感到 「很失落」 。
北韓自今年 9 月試射飛彈並飛越日本上空，
已逾 50 天沒有明顯軍事動作。北韓官方媒體 8
日回嗆川普，宣稱 「不會理會那隻瘋狗所說的話
」 ，《勞動新聞》也評論川普此行 「是經過深思
熟慮的策畫，用意在加強對我們的軍事威脅，並
點燃核戰的引信」 。

願望準備了沒？11月將有多場流星雨
對付朝核 要活用胡蘿蔔和棒子

（綜合報導）大陸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
院長孫興傑等學者，投書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面對朝核問題，中美兩國應採取更加靈活的策
略，將胡蘿蔔和棒子結合起來，嘗試用可信的安
全承諾換取北韓核設施 「去功能化」 ；在經濟上
給予必要支持同時，保留實施全面制裁的潛在制
衡手段。美國應致力於在東亞地區的去冷戰化，
驅散朝核上的霧霾，中國也應去除歷史遺留的與
東北亞局勢有關的冷戰思維，調整與美國及東亞
國家的戰略布局。
孫興傑與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何帆共同撰文，他們說，
川普亞太行期間，相關方若能坦誠對話，從大局
和長遠利益著眼，或能找到朝核問題 「棋眼」 。
文章指出，北韓完成 2 次遠程導彈發射及 6
次核試驗，已從棋子變成棋手。北韓核導技術的
突破和進展，無核化成為一紙空文，去核才是真

正的現實難題。解決朝核問題的關鍵，既不在北
韓，也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中國很可能是解
決朝核問題的輔助線。
文章指出，用更廣的視角來看朝核問題，會
發現癥結在於 「冷戰思維」 。只有打破圍繞朝核
問題的 「冷戰邏輯」 ，才能讓外交強制和威懾發
揮最大效力。
文章認為，北韓核導進展已經觸碰到中美戰
略的安全底線，尤其是第 6 次核試後一星期，聯
合國作出 2375 號制裁決議，中國嚴肅、全面貫
徹了制裁決議，表明朝核問題已經損害到中國的
國家利益。
文章稱，中美兩國應努力做到策略一致、行
動一致，並採取更加靈活的策略，結合胡蘿蔔和
棒子，嘗試用可信的安全承諾，來換取北韓核設
施 「去功能化」 ，在經濟上給予必要支持的同時
，保留實施全面制裁的潛在制衡手段。

電動車難普及最大因素 消費者購買意願低
（綜合報導）根據美國共和黨提
出的稅改計畫，可能取消購買電動車
高達 7,500 元抵稅額，儘管這看來將
重創電動車產業，但專家認為，電動
車最大的問題不在抵稅政策，而是消

費者購買意願低落，修改獎勵方案才
是根本之道。
Kelley Blue Book 分析師琳德蘭
特（Rebecca Lindland）表示，購車
網 站 KBB.com 每 月 不 重 複 使 用 者

（綜合報導）時序進入 11 月，節氣屬於立
冬，晚間已經會感到寒冷，但是多場流星雨將
要到來，而且觀測時機相當好，希望大家把願
望準備好，不要錯失流星雨天文盛宴。
太空網(Space.com)報導，11 月將會有金
牛座、獅子座與獵戶座 3 場流星雨，首先要提
醒朋友，看流星不需要任何天文設備，只需要
在無光害的地方，準備好溫暖的衣服，以及不
妨害別人觀星的照明工具(最好以紅紙包覆)就
可以了。一般來說，觀看流星雨最好提前 20 分
鐘出門，因為你的眼睛需要時間適應黑暗，這
相當重要，因為流星不見得都明亮，所以眼睛
愈適應黑暗，愈有機會看到流星。
流星不是彗星，但是流星雨確實與彗星有
關，當彗星在回歸年接近太陽後，彗星會遺留
大量的星際物質在太空當中，而我們的地球通
過這些物質後，物質在地球的大氣燃燒起來，
也就產生了流星。
首先是金牛座流星雨，顧名思義，這些流
星是從金牛座為輻射點出發。金牛座流星雨的
平均數量數量不多，大約 1 小時 5 道，不過火
流星的比例頗高，仍然值得看看，曾經在 2005

（unique user）
達 1,600 萬人次，但搜尋電動車或油
電混合車的比重不到 5％。
琳德蘭特指出，豐田的油電混合
車 Prius 自 1997 年問世，之後也有一

年的 11 月 4 日出現全球性的火流星目擊記錄，
許多人以為是幽浮不明飛行物體。金牛座流星
雨是地球通過恩克彗星(Encke)留下的灰塵和碎
片的痕跡引起的，據說 1908 年 6 月 30 日在西
伯利亞通古斯上空的不明爆炸，就是恩克彗星
旳碎塊。
緊接著 11 月 17 日就迎來獅子座流星雨，
這是年度流星雨最密集的，平均每小時可以到
100 道以上，今年的月相是下弦，月亮接近 6
點才會升起，觀測機會算是相當不錯。
有時候獅子座流星雨會出現 1 小時 1 千道
的 「流星暴」 ，例如 1966 年就發生過，美國亞
歷桑納天文台收集到每秒鐘 40 道的驚人紀錄。
2001 年也曾出現相當壯觀的 「火流星爆」 ，許
多橘紅色的火流星畫過天際的時間長達 5~6 秒
，如同煙火一樣，甚至有出現 「咻」 的聲響。
美國天文局判斷今年獅子座流星雨高峰出現凌
晨三點左右。
還有獵戶座流星雨，其實獵戶座流星雨屬
於 10 月份，但是在 11 月的天空中，仍然有機
會捕捉流星雨結束時的一些落後者。獵戶座流
星雨的來源是著名的哈雷彗星。

些競爭車款出現，但油電混合車占整
體車市從不超過 3％，且電動車和油
電車的銷量也波動不定，往往跟著油
價起伏。

她直言： 「雖然取消稅務優惠確
實不理想，但這真的不是刺激電動車
銷量的萬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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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稱奴役和販賣人口在英仍猖獗

警方打擊不力為主因

英國政府發布的壹份報告稱，英國
警察未能解決英國的現代奴役和販賣人
口問題，使得作惡者仍在不受約束地繼
續剝削弱勢人群。
據英國皇家警察督察局稱，盡管現
代奴役和販賣人口案件顯而易見地在增
加，但警方仍無能為力，使得受害者沒
有受到任何保護。
這壹警方的監督機構稱，警方承認
“無法有效”識別出被迫犯罪（比如強
迫勞動、性剝削或者家奴）的受害者。它
說，警方在調查虐待行為時不夠迅速。
打擊現代奴役和人口販賣的支持者警
告說，包括兒童在內的許多受害者，由
於警方應對不力將“永遠看不到公正”。
還有證據表明，在有些案件中，過快確
定受害者是非法移民，而沒有正確地調
查案件並向他們提供保護。
報道稱，在報告中提到的壹個案件
中，當地警察發現了他們認為用來當妓院
的壹個地址裏的壹名女子，並以涉嫌非法
移民為由而逮捕了她。當警察把她送回該
地址時，她透露，她很害怕這裏管事的壹
名男子，但她就那樣被留在了那裏。

在回警察局的路上，其他警察表達
了她可能是販賣人口和被奴役的受害者的
擔憂。後來，他們再次去該地址時，那裏
早已人去樓空。現在，這名女子已失蹤，有
可能被繼續剝削或再次被販賣，該報告稱。
在另外壹起案件中，壹名警察收到消
息稱，在壹家意大利餐館裏，有 8 名工人
“像奴隸壹樣”被虐待，吃不飽，沒收入。
他們的居住條件非常糟糕，但警方沒有任
何關於現代奴役犯罪的紀錄。
外媒稱，報告結果是在《獨立報》與
《倫敦旗幟晚報》合作繼續就英國的現代
奴役醜聞進行特別調查之後出臺的。
督察官發現，警方領導層對解決現
代奴役問題也看法不壹。仍有人認為販
賣人口很少見，在他們所在的地區“不
構成問題”。
報告還強調了各方協同不力，以及國家
反犯罪局和警方在信息和情報共享方面做得
不夠的問題。督察官說，國家、地區和各地
方信息和情報交流有時候也不順暢。
惡行存在於“英國每壹個城市”
報道稱，此外，調查的質量也被認

誰更依賴手機？
英國老年人看手機時間增幅最大
綜合報導 目光總是盯著壹塊或大或小的屏幕是當下最常見不過的
現象。不過，英國壹項調查顯示，年輕人在屏幕前花的時間略有減少，
老年人看屏的時間增加了。
市場調查企業 Kantar TNS 近日發布報告說，16 歲到 24 歲人群過去
壹年平均每天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時間為 3.8 小時，雖然比壹年前只減
少了6分鐘，但三分之壹的年輕人認為自己花在移動設備上的時間過多，
希望減少。
現年 29 歲、在倫敦經營壹家市場推廣企業的海莉·史密斯說：“我
覺得手機對我的精神健康沒好處，我太依賴它了，我覺得我老在看它，
無法放松。整天看手機讓我註意力不集中，效率低下。”
為了減少花費在手機上的時間，史密斯刪除了好幾個她認為容易導
致分心的應用，包括壹些社交應用，還堅持在晚上 7 點後就把手機放在
另外壹個屋子。
Kantar TNS 負責人邁克爾·尼古拉斯對英國《泰晤士報》說，能像
史密斯這樣堅決的年輕人並不多，因為手機已經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中，
但是，“他們對看屏時間的看法和他們的行動之間顯然相矛盾”。
調查還發現，除了16歲到24歲人群，其他人群看屏時間都有所增加
，尤以 60 歲以上老年人增加幅度最大，從每天看 36 分鐘增加到 54 分鐘
。

加拿大新設議會
國家安全和情報委員會
綜合報導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渥太華宣布，在聯邦議會設立國家
安全和情報委員會。
該委員會由眾參兩院不同黨派的代表組成。它將有權對加拿大政
府部門——包括加拿大安全情報局、通信安全局、皇家騎警、邊境服務
局等——進行的國家安全和情報活動進行審查。
該委員會將向總理和眾參兩院提交年度審查報告。當局表示，委員
會被賦予前所未有的審查權限，從而促進政府問責制。
特魯多同時任命了 11 名委員會組成成員。他將向加拿大總督舉薦
該委員會主席、聯邦議員大衛·麥堅迪（David J. McGuinty）進入樞密
院。
設立該委員會也是加拿大聯邦自由黨 2015 年大選時的承諾之壹。

為是壹個重大問題，凸顯了他們處理問
題的方式。這包括初步調查階段的拖延，
有時候要花 7 到 8 個月的時間。
這會導致調查草率結束，使得弱勢
群體沒有受到保護或作為非法移民及犯
罪者被抓起來。
報告還特別提到了警方合作不力的
問題，報告警告說，這會導致調查拖延
以及在與受害者聯系方面遇到困難，必
須要通過英國確定販賣人口受害者的機
制來重新定位。
領導這項調查的皇家警察督察局的
溫迪·威廉姆斯說，各方面的不足在壹定
程度上因為缺乏資源，在“基本的警務
實踐”上也有問題。
“在英國，今天以及每壹天，成千上
萬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成為現代奴役和人
口販賣的受害者，遭到非人待遇，”她
說，“警察在保護這些人群方面應發揮重
要作用，防止犯罪分子剝削他人。”
“盡管現代奴役案例非常復雜，需要
很多人力，對這些案件的調查中出現的許
多問題反映了基本的警務實踐的不足。”
“我們發現，他們難以識別受害者，
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能力，而且調查結
束得過於倉促。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受
害者沒有得到任何保護，犯罪者逍遙法
外，繼續剝削他人。”
威廉姆斯女士說，出現了壹些
“好兆頭”，尤其是在大曼徹斯特警察
聯合會、西約克郡和坎布裏亞郡等地，
她說，這表明，致力於應對這類犯罪是
可以有結果的。

現代奴役受害者增加了 300%
負責調查英國剝削勞工案子的雇主與勞
工虐待管理局負責人保羅·布羅德本特說，
關於打擊現代奴役的主要問題是缺乏意識。
他說，自開始審查的這幾個月來，
處理案件的情況已有所改進，但是在確
保受害者受到保護及不被剝削方面還
“有待改進”。
他對《獨立報》記者說：“每個人真的
都做出了改變，現代奴役的事實開始被認真
對待。現在的情況比以前好了很多。”
他還說，盡管警方有了更多資金來
應對這壹問題，但在更好地利用資源方
面還任重道遠。他說：“這壹領域的警
察局和機構都會認為，他們需要更多的
員工和更多的資源來做這件事。如果能
獲得這些資源，我們將非常感激。”
“但我們也必須要充分利用業已擁
有的條件，並更加努力地工作。”
報道稱，受害者當中的兒童也被當
局忽視了，因為數字顯示，被提交全國
轉介機制處理的案件中有三分之壹
（34%）的潛在現代奴役受害者是未成年
人。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稱，打擊人口
販賣的部門“幾乎每天”都會收到關於兒
童往返於邊境間並受到剝削的報告。
英國警方加大打擊現代奴役犯罪
據進行打擊販賣兒童行動的英國機慈善
構Ecpat UK的負責人克洛伊·塞特說，我
接觸的很多未成年人都“永遠看不到正義”
。她敦促說，缺乏多機構應對通常會造成識

別的拖延，以及未能保護弱小的年輕人。
“盡管有很多好辦法，但在應對現代
奴役問題上的總體監管非常令人擔憂，尤其
是有關兒童的案件。我們接觸的許多孩子
將永遠看不到正義，永遠不會，”她說。
打擊人口販賣基金會的凱特·羅伯茨
敦促說，警方總是將在英國沒有合法身
份的嫌犯和受害者都移交給移民機構，
而不是進行現代奴役和人口販賣調查。
必須要終結這壹趨勢。
她說：“調查發現，在很多情況下，
都是將在英國沒有合法身份的嫌犯和受
害者移交給移民機構，而不是進行現代
奴役和人口販賣調查，這的確在很大程
度上說明了，為什麽奴役問題在某些社
區仍隱藏得那麽深。”
代表英國警方的全國警察局長理事
會表示，將“全面接受”皇家警察督察
局的建議，並稱自今年初首次告之他們
以來，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全國警察局長理事會負責現代奴役
問題的警察局長肖恩·索耶說：“我們全
面接受這份報告中的建議。2016年8月，
我們制定了壹個改變我們對現代奴役和
人口販賣問題反應的計劃。”
“我們將與國家反犯罪局、內政部
打擊現代奴役部門以及《現代奴役法案》
的獨立審查者卡羅琳·豪伊密切合作，我
們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
索耶還說，警方正在“積極地查出並
揭露”現代奴役案件，在英格蘭和威爾
士，目前有400多起案子正在調查中，其
中85%的案子由警方負責。

黎巴嫩真主黨：政府正常運轉 總理辭職是沙特逼迫
綜合報導 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裏裏
上任不到壹年突然在沙特阿拉伯宣布辭
職。黎巴嫩真主黨說，在黎政府運轉正
常的情況下，哈裏裏作出辭職決定是沙特
逼迫的。
黎巴嫩真主黨政治領導人哈桑·納斯
魯拉在電視講話中說：“很明顯，辭職是
沙特強加於總理哈裏裏的決定，並非他本
人意願。”
哈裏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辭去黎
巴嫩總理職務，指認沙特的老對頭、長期
支持真主黨的伊朗幹涉黎巴嫩等地區國家
事務，稱伊朗“掌控地區國家命運”。他
還在電視講話中說：“我察覺到，以奪去
我生命為目標的陰謀正秘密進行。”
美聯社報道，哈裏裏的舉動令黎巴嫩

政府頗感震驚。黎巴嫩治安部隊聲明，
根據其掌握的情報及正在進行的逮捕、
調查，未發現黎境內存在任何“刺殺
陰謀”。
過去壹周，哈裏裏兩次到訪沙特，會
晤沙特王儲和高級官員。哈裏裏的家族深
得沙特方面支持，他本人出生於沙特，曾
長年往返於沙特和黎巴嫩。
法新社報道，納斯魯拉提出幾點“合
理質疑”：哈裏裏為何選擇在黎巴嫩“政
府核心事務正常進行”時辭職？宣布辭職
的地點為何選在沙特？他是否被沙特軟禁
了？
納斯魯拉還提到，哈裏裏辭職同壹
天 ， 沙特刮起的“反腐風暴”導致數十
名王子和政要被捕。

路透社分析，沙特同伊朗壹直陷於激
烈的權力爭奪，哈裏裏辭職將黎巴嫩重新
推回兩國角力的前沿，國內政治危機恐無
盡頭。
作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葉派政治組
織，真主黨如今是哈裏裏所在政黨“未來
陣線”的勁敵。外界擔心，哈裏裏辭職會
導致黎巴嫩分裂成分別以哈裏裏和真主黨
為首的兩大陣營，重新陷入暴力沖突。
不過，納斯魯拉當天在講話中呼籲
“鎮定、耐心，搞清楚(哈裏裏辭職的)原
因後再說”。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沙特同
意，黎巴嫩政府認為，哈裏裏會在 9 日回
國。
黎巴嫩總統府發表聲明說，總統米歇
爾·奧恩將等待哈裏裏回國陳述辭職緣由。

印度馬戲團雌象“揮筆”作畫義賣

彩色線條如流水

綜合報導 壹頭名叫“桑德
拉”的雌性印度象揮筆創作的多
幅畫作，由匈牙利壹個馬戲團成
功拍出。
據悉，其中壹幅桑德拉的自
繪像，經當地畫家協助完成後，
以 26 萬福林（約合人民蔽 6447
元）售出。
另外 3 幅呈現流水般彩色線
條的抽象畫，則分別叫價約 4 萬
福林。這些款項將捐給馬來西亞
的大象保護區。
報道稱，今年 42 歲的桑德
拉，在幼年時期就加入馬戲團。它
的主人兼訓練師裏克特說，有別於
泰國許多大象是被強迫繪畫，桑德
拉本身就喜受繪畫，且樂在其中。
在訓練過程中，桑德拉獲提
供彩筆後，很快就能用長鼻在畫
布上盡情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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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訪中暖身 兩國簽19合約90億美元

（中央社) 美國總統川普
今天在北京展開國是訪問，雙
方企業在人民大會堂簽定總值
90 億美元的 19 項合約，美國
商務部長羅斯與中國副總理汪
洋也在場觀禮。
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兩
人目前並未透露這 19 項合約的
詳細內容。
汪洋表示，這些協議只是
「暖身」 ，明天雙方在川普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觀禮下，

將簽署包括天然氣和黃豆在內
的更大手筆合約。
羅斯（Wilbur Ross）說：
「川普總統和習主席商討的核
心焦點在處理雙邊貿易失衡問
題。」
他表示： 「兩國共同目標
是為企業帶來公平互惠的待遇
。」
汪洋則說，經濟協議是
「整體雙邊關係的重頭戲」 ，
相信這些合約有助於雙邊關係

「穩定」 。
今天公布的數據顯示，10
月中國對美出口較去年同期成
長 8.3%，進口成長 4.3%。
10 月美中貿易逆差達 266
億 200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 10%，低於 9 月創紀錄的
280 億 8000 萬美元。
彭博新聞報導，這個數據
顯示，今年美中貿易逆差預計
將與去年的 2500 億美元相差
無幾。

民主黨奪回維、新2州長寶座

推動槍管 主播含淚參選異軍突起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出訪亞洲之際
，美國多個地區 7 日舉行市長、州長、州議會
等選舉。民主黨大有斬獲，重新奪回維吉尼亞
州與新澤西州州長之位，而民主黨籍的紐約市
長白思豪也成功連任。此役被視為美國明年期
中選舉前哨戰和對川普施政民望的重要檢驗，
極具指標，對川普以及共和黨來說無疑是一大
警訊。
眾議院選舉，民主黨原本在全院 100 席僅
占 34 席，這次一口氣增加 10 席以上。在備受
矚目的搖擺州維吉尼亞州，民主黨橫掃州長、
副州長及檢察總長寶座，重挫川普。
對民主黨而言，諾森勝選除了替民主黨提
振士氣，另有一個重要意義是在 2021 年的國會
選區重畫，諾森可以動用州長否決權，防堵共
和黨掌控的州議會祭出 「傑利蠑螈」 （gerrymandering，為一黨之利重劃選區）的奧步。
得知共和黨籍州長葛里斯比落選後，川普

立刻推文與他畫清界線，稱： 「葛里斯比非常
認真，但他不支持我或我的信念。別忘了，共
和黨拿下維州全部 4 席聯邦眾議員，在經濟持
續刷新紀錄的狀況下，我們會一直贏，比以前
贏更多！」 這也是川普在推特將字元數上限從
140 個倍增到 280 之後，首發的推文之一。
在新澤西州，民主黨籍前美國駐德國大使
墨 菲 （Phil Murphy） 擊 敗 現 任 副 州 長 瓜 達 諾
（Kim Guadagno）出線。除了拿下州長，民主
黨也掌控州議會，讓新州成為民主黨完全執政
的第 7 個州。
至於川普老家紐約市的市長長選舉，極力
打川的市長白思豪一如預期，以超過 6 成得票
率，輕鬆擊敗共和黨候選人。分析指出，儘管
川普民望下跌，但從南卡、堪薩斯、蒙大拿州
到喬治亞州 4 州議會補選還是都由共和黨取勝
，算是穩住了共和黨的基本盤。整體而言，共
和黨算小輸，民主黨則是贏回了面子和士氣。

（綜合報導）美國維吉尼亞州下議會選舉，
民主黨籍政壇新人赫斯特（Chris Hurst）異軍突
起，打敗擁槍立場鮮明的共和黨籍現任議員約斯
特（Joseph Yost）當選下議院議員。原本是電
視台主播的赫斯特，轉戰政壇的背後有個悲傷的
故事，他的親密愛人帕克（Alison Parker）2 年
前在現場連線時慘遭槍殺，促使赫斯特競選公職
，闡揚槍枝管制理念。
赫斯特初試啼聲，就拿到過半的 54%選票
當選新科議員，這場勝選發生在 26 死的德州教
堂槍擊慘案 2 天後，赫斯特提出的針對性限槍政
策，而非一味禁槍的主張，得到不少選民迴響。
2015 年 8 月 26 日清晨 6 時 45 分，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CBS）維州地方分台 WDBJ 的女記
者帕克和攝影記者華德（Adam Ward），在史
密斯山湖市的橋河廣場與晨間新聞主播連線，現
場採訪當地商會領袖時，突遭曾任該台記者的凶

嫌佛蘭納根槍殺，受訪者受傷，4 萬觀眾等於親
眼目睹帕克和華德遭槍擊殞命，駭人的殺人畫面
第一時間透過社群媒體迅速傳播，震驚全球。兇
嫌自戕前，甚至把他一手持槍開殺戒，一手冷血
錄影的自拍行凶影像上傳社群網站。
赫斯特在悲劇發生時，已經與帕克交往 9 個
月，並已有結婚打算，卻因槍擊天人永隔，赫斯
特流著淚訴說失去摯愛的動人畫面，讓他成為全
美知名人物。1 年後他奉派採訪另一場槍擊案後
，決定辭去 6 年的電視主播工作，投身下議院選
舉，把對女友的思念，化為推動槍枝管制防範更
多悲劇的理念。
他的參選受到限槍團體支持，但赫斯特要挑
戰的是三連任議員─全國步槍協會（NRA）力
挺的共和黨籍對手約斯特。除了槍管，赫斯特關
切的議題還包括教育、醫療保健、環保，以及對
精神疾病的重視。

Uber與NASA合作開發空中計程車 預計2023年推出
（綜合報導）美國叫車服務公司 Uber 今天
宣布，已與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簽訂 「空中計程車」 合約，並計畫 2020 年前在
洛杉磯測試這項新服務。
Uber 產品長（Chief Product Officer）霍爾
登（Jeff Holden）在里斯本舉行的科技業盛會
宣布，Uber 已與 NASA 簽署協議，將共同開發
全新的空中交通控制系統，並簽下軟體開發合

約，以管理這些低空域飛行且可能採自動駕駛
的 「空中計程車」 。
據了解，洛杉磯將加入美國德州的達拉斯
（Dallas）及沃斯堡（Fort Worth）和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的杜拜，成為 Uber 空中計程車計畫的
第 3 個測試地點，並計畫自 2023 年起推出付費
跨城市空中計程車叫車服務。

研究：綿羊會認人 可認得歐巴馬
（綜合報導）許多動物都擁有智慧，可
辨識人臉，那綿羊呢？劍橋大學最近進行一
項新研究，他們訓練綿羊認識美國前總統歐
巴馬、英國女星艾瑪華森等名人，最後證明
綿羊也具有辨識人臉的智慧。
研究團隊找來，8 頭威爾斯山區綿羊，
訓練牠們辨認四個名人，包括歐巴馬、艾瑪
華森，男星傑克吉倫霍，女主播布魯斯
（Fiona Bruce）。
研究團隊將牆上兩個電腦螢幕顯示出不
同人臉，綿羊如果用鼻子靠近較熟悉的臉孔
，就會觸動紅外線裝置掉出食物得到獎賞。
最後發現經過訓練後，綿羊大多時候可以順利指認。
研究人員說，下一步目標是研究綿羊能不能解讀人類臉上的表情，這項研究有助關於人類的
神經退行性病症。

星期四
綜合報導 日本農林水
產省本月公布數據稱，截至
今年 10 月海外的日本料理
店 已 達 約 11.8 萬 家 ， 較
2015 年 7 月時增加了約三成
。
日本農相齋藤健在 7
日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
談及理由稱，訪日外國遊
客增加以及政府與民間發
起的日式餐飲普及活動使
得“日本料理熱潮進壹步
擴大”。
據 了 解 ， 截 至 今 年 10
月，亞洲的日料店數量約
有 6.93 萬 家 ， 為 所 有 地 區
中最多，較 2015 年增加約
五 成 ；北美約有 2.53 萬家
，略有 增 加 ； 歐 洲 約 有
1.22 萬 家 ，增加約兩成。
此前開店較 少 的 地 區 有 部
分 增 幅 較 大 ， 中南美約有
4600 家，增 加 約 五 成 ， 中
東 約 950 家 ，增長約六成
。
海外日料店 2006 年時
約有 2.4 萬家，2013 年達到
約 5.5 萬家，2015 年增至約
8.9 萬家，持續增加趨勢。
該調查由 238 處駐外使
領館通過電話簿和網絡，對
當地被視為日料店的店鋪數
量進行了統計。

2017 年 11 月 9 日

Thursday, November 9, 2017

海外日料店達 11.8 萬家
訪日外國遊客增加系主因

印度衛生危機迫切 農村地區打擊戶外排便行為
綜合報導 每天清晨黎明時分，在印
度壹些農村地區，由政府雇員和誌願者
組成的“動員者”們，就開始在各個村
莊裏巡邏，他們的工作就是公開羞辱那
些戶外排便的人。看到他們，村民們往
往會四散而逃，丟下手中原計劃用來清
洗身體的小水桶，以此避免遭到羞辱和
罰款。
據報道，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比
得市的農村地區，上述壹幕每天都在發
生。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此前提出
“清潔印度倡議”，計劃到2019年10月，
讓每個印度人都能進入廁所，印度屆時不
會再受到露天排便的危害。而上述巡邏
隊，就是在執行這壹倡議。
據報道，莫迪上臺以來，已安裝了
超過 5200 萬個廁所。但衛生專家稱，任
務成功的關鍵在於如何讓人們去使用廁
所。壹些地方政府官員已經開始著手工
作，試圖用廁所建設競賽和吸引眼球的

信息來趕超對方。還有許多地方訴諸於
有爭議的“公開羞辱”策略。被羞辱的
人會成為村子裏的笑料。
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印度環
境衛生危機已經非常迫切：2011 年，
53%的印度家庭沒有廁所。公共場所散
布著人類的糞便，這些糞便會傳播疾病，
每年已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孩子們，尤
其是月經來潮的女孩，因為缺少廁所而
缺課。壹份報告指出，2015 年印度衛生
問題所導致的經濟成本為 1065 億美元，
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5.2%。
近期壹個早晨，55 歲的桑特拉姆•
貢加拉（Santram Gonjare）受到了羞辱
，他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時，壹個小隊把
他擋了下來。他們知道貢加拉想做什麼
，因為他拿著壹桶水，排便後，他將會
用這桶水來清洗自己。他們把桶從他手
中奪了過來，扔在腳下，然後給了他壹
朵代表善意的花，並告訴他以後要使用

廁所。貢加拉垂頭喪氣回到家。他說，
出去排便，是因為家裏有九個人而只有
壹個廁所，他等不及了。談及與小隊相
遇的經歷時，貢加拉說，“那怎麼能好
受呢？我覺得自己壹文不值，他們不該
這樣對待老人。”
此類情況在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
市地區是司空見慣，沒有廁所的人會
冒著失去福利、被禁止參加公共部門
競選的風險露天排便。而其他地方，
官員們可能用高壓手段，或者更糟的
方式 來 解 決 問 題 。 最 近 的 壹 起 案 件
中 ，壹名男子試圖阻止當地政府對露
天排便的婦女進行拍照，而後這名男
子被公開處以私刑。壹個新聞頻道敦
促觀眾把露天排便之人的照片和名字
寄給他們，這樣他們就會在國家電視
臺上被羞辱。
盡管經濟快速增長，印度在衛生方
面仍然落後，部分原因是人們不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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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慘淡租金還賊高？
樂天怒告仁川國際機場

亞洲動態

綜合報導 韓國樂天免稅店公司說，由
於該公司與首爾仁川國際機場運營方就店
面租金問題的談判遲遲沒有進展，樂天方
面已經向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投訴，要求
就仁川機場運營方的“不公平交易行為”
展開調查。
樂天免稅店是韓國最大的免稅店之
壹，目前在韓國境內有 8 家實體店。其
中，位於仁川機場的分店設有香水和化
妝品專櫃，是該機場面積最大的化妝品
店。
2015 年，樂天免稅店和仁川國際機場
運營方簽訂了壹份為期 5 年的合同。根據
這壹合同，樂天免稅店在 2015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應支付總額超過 4 萬億韓元(約
合 238 億元人民幣)的租金。其中，從今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樂天免稅店應支付上
述金額的 75%。
不過，由於位於仁川機場的分店今年
以來業績慘淡，樂天免稅店不斷抱怨機場
租金過高，要求打折。按樂天免稅店方面
的說法，該分店壹直處於非盈利狀態，公
司在那裏設店主要是看重其象征意義。
對於樂天免稅店的要求，仁川機場運營方不為所動，
堅持按原合同辦事，並指責樂天免稅店單方面要求降低租
金的做法是違反合同的“無理要求”。
樂天免稅店壹名高管說，今年 9 月以來，雙方就租金
問題舉行了三輪談判，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最終，樂天方面決定向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投訴，要
求調查仁川機場運營方的“不公平交易行為”。樂天方面
認為，雙方此前簽訂的合同禁止在經營環境改變時重談租
金，屬於不公平交易，違反了相關規定。
機場運營方壹名發言人表示，租金並不是由機場方面
提出，而是根據樂天免稅店自己的競標書而定。樂天方面
在競標時就應該考慮到，即使受到外部沖擊，仍能負擔得
起這個價格。

清潔廁所這種不體面的工作，傳統上，
這是低種姓的人幹的活。此外，比德的
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最難改變習慣的
地 區 。夏季，特別是在幹旱的年份，
土地變得幹澀，從公共水泵收集水需
要數小時。村民從地方管理機 構購買
水來飲用和洗澡。對他們來說，用水來
清洗廁所是壹種奢侈。
許多家裏有廁所的村
民說他們到戶外排便
可以節水。公共健康
活動家萬達那•普拉
薩 德 （Vandana
Prasad） 表 示 ， “ 政
府應該集中 力 量 提 供
必 要 服 務 ，許多村
莊沒有固定供水，也
沒有汙水處理系統。
”他認為，政府如果
只是施加壓力，作用

將不會不大。
小隊成員把他們的工作形容為具有
“甘地性質的，即以非暴力方法來解決
問題。馬哈拉施特拉邦官員薩蒂什表示，
公開的羞辱手段只是 政 府 為 改 變 習 慣
所 做 的 努 力 的 壹 部 分 。這是初級階段
的要求，人們理解之後，會將其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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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聘外傭 研資助半薪
獨居公屋先眷顧 連購護理限額 8000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社會面對人口老化，解決安老問題刻
不容緩。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早前表示，特區政府正研究以現金
券的方式，資助獨居長者聘請外傭。
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林正財 8 日表示，目前有 9 萬名獨居
長者居於公屋，相信其中約 2 萬人為
體弱長者，建議政府初步的資助金額
為外傭月薪的四分之一至一半，金額
擬 彈 性 處 理 ， 每 月 由 3,000 元 （ 港
元，下同）至 8,000 元不等，局方會
與房屋署商討單人公屋單位的住客數
目限制，以便外傭與長者同住。

■目前香港有 9 萬名獨居長者居於公屋，
相信其中約2萬人為體弱長者。
資料圖片

港人2047愈 年來，愈香長港壽每，3推人算便直有至1

人達 65 歲或以上。羅致光早前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特區政府正
考慮資助居於公屋的獨居長者聘
請外傭，並有信心能在本屆政府 5
年任期內推行試驗計劃，惟現時
未有定論。
為了確保計劃有彈性，初步建
議由長者可自行決定如何使用，包
括：可聘請外傭、購買護理服務或
向其照顧者提供津貼等等。

涵蓋私樓恐遭濫用
林正財 8 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有關計劃仍在醞釀階段，正收
集各界意見。他說，現時有 9 萬名
獨居長者居於公屋，相信當中約 2
萬人為體弱長者，建議初步資助金
額為月薪的四分之一至一半，要視
乎需要申請。

他續指，政府亦可考慮從現時
的“社區照顧服務券”撥款，讓公
屋的獨居長者自行決定是否聘請外
傭。他相信，隨着人口老化，未來
輸入外傭的需求或會達至數十萬，
而輸入高專業性的安老院舍照顧員
外勞需求則為數千人。對於社會上
不少雙老家庭，亦有居於公屋以外
的有需要長者，外界擔心計劃無法
涵蓋他們。
林正財說，了解有不少並非公
屋住戶的長者，其居住環境欠佳，
惟承認若涵蓋居於私人樓宇的長
者，遇到遭濫用的機會較高，政府
同時亦要避免濫用資助的情況，會
聽取社會意見，現階段持開放態
度。

單人屋撤人數限制
他續指，需要避免資助是否遭
濫用，需特別留意外傭工作範圍是

否只是照顧長者，或會兼顧照顧其
他家庭成員及做家務等等。局方會
與房屋署商討單人公屋單位的住客
數目限制，以便外傭與長者同住。
針對安老院舍人手短缺持續多
年，現時亦有輸入外勞紓緩人手不
足。林正財解釋，外傭與安老院舍
護理員的工作性質雖然相似，惟後
者的專業性較高，部分人或具有大
學的學位資格、赴港前曾在醫院及
院舍工作，針對不同的市場，他不
擔心兩者會有競爭。勞工及福利局
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就資助
公屋獨居長者聘請外傭及安老院向
高空發展的可行性，目前仍在初步
探討階段，暫時未有具體細節。

入息等操作需放寬
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廖翠蘭
對有關計劃表示歡迎，但認為各政
府部門亦需配合政策。她以入境處

的規定為例，現時在審批外傭赴港
的申請時，須要求僱主家庭總收入
不少於 18 萬元，憂慮獨居的基層長
者收入及資產未必能符合有關要
求，促請處方放寬，又認為房屋署
目前審批臨時居住人申請需時數
月，希望能加快申請程序。
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的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幹事阮淑茵認為，現時
大部分的長者均傾向選擇居家安
老，計劃能讓長者多一個選擇。然
而，在實際操作上有不少問題需解
決，包括：需計算外傭的生活費及
節日回鄉及放假的安排如何處理，
她擔心若政府未能解決操作問題，
會令長者卻步。
現時外傭需求愈來愈大，有市
民致電節目指，擔心計劃會加劇難
聘請外傭的情況。他說，近年外傭
流轉快速，難以聘請外傭，不時需
付中介費用聘用新外傭。

街坊多贊成
資格有分歧
 =1
今年70歲的黃先生：

老人院人手嚴重不足，最
■黃先生

■黃先生

僱主：解聘負擔重 長者難招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勞工及福利局有意資助公屋的獨
居長者聘用外傭，有外傭僱主認為
計劃原意雖好，但現時外僱政策漏
洞多，憂基層長者無法應付。另
外，有安老院舍負責人指，資助計
劃配合政府推行的居家安老方向，
不擔心會形成競爭，但憂政府“好
心做壞事”，因外僱未必能妥善照
顧機能缺損較嚴重的長者。
香港雖有 30 多萬名外傭，惟近
年不少僱主反映難以聘請外傭。香
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
表示，歡迎政府資助基層獨居長
者，可促進長者居家安老。不過，
她說，現時外傭政策流弊多，連雙
職家庭的僱主亦面對聘請外僱困難
的問題，擔心基層長者缺乏支援難
以招架。

籲政府簽約做僱主
外傭虐待長者事件時有發生，她
建議由政府代替長者，與外僱簽署僱
傭合約，並派社工跟進外傭的照顧情

■ 香港現有 30 多萬名外
傭，但近年不少僱主反映
難以請人。
難以請人
。
資料圖片

況，“萬一外傭發生意外，醫療保險
也不是全數保障，政府應為長者包
底。”
港府早前推出資助基層的殘疾
人士聘請外傭措施。容馬珊兒表
示，曾有受政府資助聘請外僱的殘
疾人士反映，其外僱工作態度欠佳
“每天也好像博炒（解僱）一
樣”，但僱主無法支付解僱及機票
等費用，且憂慮辭退外傭後不獲社
署資助再聘用新人，無奈只好繼續

聘用。
她指，聘請外傭的手續繁多，除
了月薪外，更需計算回鄉機票、中介
費用、醫療保險及食宿費用等，平均
每月介乎1萬（港元，下同）至2萬
元，政府提出 3,000 至 8,000 元的資
助水平不足以應付開支。她建議資助
金額不宜少於每月1萬元。
她又認為，受惠對象為公屋住戶
有欠公平，不少擁有自置物業的長者
亦生活拮据，故應以住戶的資產及收

入計算。

倡設體能評審機制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李輝則
表示，計劃能鼓勵居家安老，認為
外傭與安老院舍照顧“是兩條隊
伍”的長者。她解釋，社會的人口
老化嚴重，且土地資源珍貴，對宿
位的需求日益增加，不擔心兩者產
生競爭。她又指，一般入住院舍的
花費亦較聘請外傭為低，現時每月
8,000元已可入住普通牌照院舍。
她又說，該政策原意雖好，但
憂政府“好心做壞事”，認為外僱
未經專業的安老服務訓練，未必能
妥善照顧機能缺損或患有長期疾病
的長者，且一對一的照顧，亦未必
最適合長者，“一對一會失去長者
集體及小組活動，未必對長者是最
好。”
她建議局方可引入評審機制，
根據申請人的身體機能，分辨出機
能缺損較輕的長者較適宜以外傭照
顧。

■何先生

■鄭女士

■鄭女士

好是做居家安老，贊成政
府資助公屋獨居長者聘請
外傭。最好不用做資產審
查，香港人如此勤力，退
休 時 有 50 萬 （ 港 元 ，
下同）、60 萬元不出奇，
希望政府不要計較。
黃先生：請外傭照顧
獨居長者未必是最好的方
法，一來公屋單位細，兩
個不熟悉的人共處一屋，
可能有很多磨擦，而且外
傭未必對長者有愛心，建
議政府不如直接資助照顧
長者的家人，或增加稅務
寬減。
今年74歲的何先生：
同齡太太仍然做清潔工，
早前工傷甩骹去了瑪麗醫
院醫治，休息六個星期再
開工，我們這些基層手停
口停，仔女又未必有能力
照顧到我們，如果政府能
資助長者請外僱一定好。
鄭女士：自己是做家
居照顧服務，很多長者行
動不佳，如有外傭哪怕只
是斟杯水都不錯，希望政
府公帑用得其所，確保申
請者必須至少在港居住十
年或以上。
鄭女士：政府資助獨
居長者聘請外僱當然好，
因為很多老人家身體欠
佳，需要有長期照顧者。
在旁的李女士擔心外僱未
必善待長者，始終老人家
年紀大，被人欺負都未必
知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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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夫婦遊故宮賞京劇

“國事訪問+”接待：元首友誼“+ ”深 中美關係“+ ”固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陪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婭參觀故宮博物院。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婭參觀故宮博物院
。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應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 8

 /+

日下午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
國事訪問。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

和夫人彭麗媛 8 日陪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婭參觀故宮博物
院。兩國元首夫婦在故宮寶蘊樓茶敘，共同參觀故宮前三
殿，觀看文物修復技藝展示和珍品文物展，並欣賞京劇表
演。

這是特朗普今年初就任美國總統
以來首次訪華，也是中共十九

特朗普讚華經濟發展成就
寶蘊樓內茗香滿室，樂音繞
樑，人文淵藪。習近平熱烈歡迎特
朗普在當選美國總統一周年之際來
華進行國事訪問，感謝特朗普全家
今年4月在海湖莊園的熱情接待，祝
特朗普夫婦在中國訪問愉快。
習近平強調，特朗普總統此次
訪華意義重大，不僅為中美兩國高
度關注，也為世界各國所矚目。相
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這次訪問
將取得積極和重要成果。習近平應
詢向特朗普介紹了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現狀和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九大重
要成果。
特朗普感謝中方對他此次訪華
作出的周到安排，祝賀中共十九大
圓滿閉幕和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
央總書記，稱讚中國經濟發展取得
的成就，期待對中國的國事訪問取
得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網
及中新社“國是直通車”報道，在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汪洋、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見證
下，中美企業家 8 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河
北廳簽署 19 項商業合作協議，總計約 90
億美元。汪洋笑說，“今天只是‘暖
場’”，“好戲在明天”。

涵蓋智能製造等多領域

習近平向特朗普介紹了故宮的
歷史，指出故宮是了解中國歷史文
化不可或缺的窗口。

習近平介紹中國“和”文化
隨後，習近平夫婦陪同特朗普
夫婦前往前三殿參觀。兩國元首夫
婦經內金水橋，穿過太和門，在恢
弘莊重的太和殿廣場合影。兩國元
首夫婦沿故宮中軸線，依次參觀了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體會三
大殿中文名稱中蘊含的“和”的中
國文化傳統。特朗普驚歎故宮建築
群的蔚為壯觀，不時興趣盎然地駐
足凝望，仔細品味着朱牆黃瓦、雕
樑畫棟，更對底蘊深厚、內涵豐富
的中國傳統文化深表讚歎。
參觀完前三殿後，兩國元首夫
婦來到故宮文物醫院，先後觀賞了
鐘錶、木器、金屬器、陶瓷、紡織
品、書畫等文物修復技藝展示，現
場參與書畫修復體驗，並共同觀看
了珍品文物展。兩國元首積極評價
中美兩國在文物修復方面開展的廣
泛、深入合作。
紅日銜山，華燈初上，兩國元
首夫婦轉入暢音閣，沿途欣賞景泰
藍工藝精品和製作技藝展示並“點
藍”互動，共同欣賞京劇《梨園春
苗》、《美猴王》、《貴妃醉酒》
三個精彩劇目。來賓們陣陣掌聲和
聲聲喝彩不絕於耳。
參觀交流期間，兩國元首還就
治國理政及中美關係等共同關心的
問題交換了看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
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
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
員楊潔篪等參加上述活動。

8 日中美企業家簽署的 19 項商業合作
協議，涵蓋生命科學、航空、智能製造等
多個領域。統計數據顯示，1979年中美之
間貿易額僅為 25 億美元，而這一數字到
2016 年已達 5,243 億美元。目前，美國是
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而自中國加入世貿
組織以來，美國對華出口增長顯著，2016
年比2001年增長500％。

■汪洋與羅斯共同見證特朗普總統訪華部
分商業成果的簽約。
新華社

以美國農業部的統計為例，從 2012
年到 2016 年短短 4 年間，美國對中國蔓越
莓（紅莓）出口量暴增了約 8 倍。中國成
為美國蔓越莓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
在商品貿易不斷擴大的同時，服務貿
易正成為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新亮點。據
中國商務部數據，2006 年至 2016 年，美
對華服務出口額由 144 億美元擴大到 869

億美元，增長 5 倍。2016 年，美對華服務
貿易順差達到 557 億美元，約是 2006 年的
40倍。

已支持26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
在投資方面，近年來中美之間也逐漸
從此前的資本單向流動轉變為資本雙向流
動。據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
團的數據，2016年，中美兩國雙向直接投
資額達約 600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企業在美
直接投資為 456 億美元，較 2015 年增加兩
倍。
商品貿易、服務貿易、雙向投資，所
有這些都已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就業、稅收
和消費者紅利。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統
計顯示，美中經貿關係直接或間接支持了
26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

特朗普播外孫女唱中文歌 習近平讚

大勝利閉幕後中方接待的第一起國
事訪問。中方此前稱將以“國事訪
問+”規格予以接待。特朗普訪華期
間，中美兩國領導人將就共同關心
的重大問題再次進行戰略性溝通，
在海湖莊園會晤、漢堡會晤基礎上
達成新的重要共識，加深相互了解
和友誼，促進兩國各領域交流與合
作，為新時代中美關係發展描繪藍
圖。
季秋時節，故宮紅垣溢彩，黃
瓦流光。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故
宮寶蘊樓迎接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
婭。兩國元首夫婦互致問候，親切
寒暄，共同步入寶蘊樓落座茶敘。

中美簽 90 億美元協議“暖場”

在寶蘊

*& 樓茶敘時，
特朗普使用平
*
板電腦向習近平夫婦展示5歲

■中美元首夫婦在寶蘊
樓簡短茶敘。
樓簡短茶敘
。 新華社

百歲寶蘊樓：昔日藏寶庫曾存23萬件文物
“寶蘊樓”名
稱的得來，顧名思
義與寶物有關。1913 年，北洋政府決定
將遼寧瀋陽故宮及河北承德避暑山莊所藏
文物運到北京，當時京城缺乏保管文物的
地方，所以臨時決定在故宮原來的咸安宮
舊址上建造一處庫房，建造費用是北洋政
府從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中撥出的二十餘
萬元。寶蘊樓始建於1914年6月，一年後
全部竣工並交付使用。
史料記載，1915 年入藏該樓的文物
有 3,150 箱，達 23 萬多件。由於當時存放
的文物多是金石玉寶和珍貴秘籍，價值不

3

可估量，寶蘊樓因此得名。
故宮提供的材料顯示，3 座樓均為
地上兩層，下部有半截地下室。故宮工
程管理處處長尚國華此前介紹，隨着國
家分批次將文物調撥給相應的博物館，
寶蘊樓內已被清空。2013 年底，寶蘊樓
展開為期一年半的修繕，以解決屋頂漏
雨、外牆剝落等問題。2015 年 10 月，北
京故宮博物院迎來 90 歲生日，百歲的寶
蘊樓首次對外開放，重張後寶蘊樓被闢
為故宮博物院院史陳列館和博士後科研
工作站本部。
■澎湃新聞網及《中國日報》

A+

外孫女阿拉貝拉用中文演唱歌
曲、背《三字經》和古詩的視
頻。習近平誇獎阿拉貝拉中文
水 平 進 步 ， 說 可 以 打
“A+”，表示她在中國已成
為小明星，希望她也能有機會
來中國。
阿拉貝拉已經多次展示
過自己的中文能力。今年 2
月，母親伊萬卡在推特上上
傳了一段阿拉貝拉的《新年
好》視頻，中文發音準確、
吐字清楚的歌聲，加上拿着
中國傳統玩具——舞獅燈籠
的可愛模樣頗受好評。
今年 4 月習近平訪美期
間，阿拉貝拉和弟弟約瑟夫
也為貴客獻上了中文歌曲
《茉莉花》，並背誦了《三
字經》和唐詩。媒體報道
說，特朗普最小的外孫，不
到兩歲的西奧多今年也開始
學中文。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網報道

中國新聞
神州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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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橫琴可享“一站式”法律服務

逾百萬人報“國考”
近2500人爭最難一職

專設機構掛牌 打造趨同港澳法治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符合條件的港澳企業 8 日起在
珠海可享受到由政府向專業機構購買的法律服務。由珠海市司法
局與橫琴新區管委會共同籌建的法律服務創新項目——橫琴新區
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 8 日正式掛牌運行。

橫琴新區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
心是內地首家面向港澳中小企業

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機構，通過政府
購買服務形式，由首家內地港澳聯營
律師事務所——中銀—力圖—方氏
（橫琴）聯營律師事務所進行綜合運
營。

由政府向專業機構購買服務
該中心以為港澳企業提供專業法
律服務為定位，以打造趨同港澳的法
治環境、接軌國際化營商環境為目
標，為符合條件的港澳企業提供註冊
諮詢、地方優惠政策指引、法律法規
解讀、協助雙方貿易合同談判、線上
線下多端口全方位對接服務等功能，

為港澳資背景企業提供“窗口化、一
站式、綜合性、全互動”服務。目
前，中心服務窗口設置在橫琴新區行
政服務中心大廳內。
珠海市司法局局長李秉勇表示，
下一步該局聯手橫琴，將以港澳中小
企業法律服務中心為起點，扎實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法律服務工作和粵
港澳法律服務交流合作，努力探索出
一條以優質法律服務，促進橫琴自貿
片區經濟建設與港澳企業合作發展的
嶄新模式。

為經濟發展做好配套服務
同時將充分整合優質律師資源，
創新企業法律顧問和公司法律服務的

■內地首家“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在珠海橫琴自貿區掛牌。
香港文匯報珠海傳真
內容與形式，為企業發展提供法律幫 體系繼續努力。”橫琴新區黨委副書
助；擴大法律服務的輻射力，更好滿 記李偉輝表示，橫琴將打造全方位、
足民眾對多層次、多領域、個性化、 多平台、寬領域的線上線下公共法律
體現公平正義價值的公共法律服務的 服務平台，為該區的經濟發展做好配
需求。“橫琴新區將在公共法律服務 套對接服務。

2025 年中國 3 億人逾 60 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日前發佈的《中國健康城
市建設研究報告（2017）》指出，
人口老齡化是 21 世紀中國社會經濟
發展的重大國情。預計到 2025 年，
中國 60 歲以上人口將達到 3 億人，
成為超老年型國家。中國的人口老
齡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相伴隨，超
前於現代化，呈現出“未富先
老”、“未備先老”的特點。

將成超老年型國家
《中國健康城市建設研究報告
■調查報告料2025年，中國逾60歲人口將達到 （2017）》是北京市社科規劃辦於
3 億人，成為超老年型國家。圖為河北養老中心 今年 9 月立項的社科基金研究基地
醫護人員幫助老人進行手部靈活性訓練。新華社 重點項目。報告稱，中國於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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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文 匯 財 神州經濟
經

開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受社會
人口構成和生育等因素影響，2010
年至2040年的3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
化高速增長期，中國將會成為世界
上老年人口絕對量最多的國家。據
統計，中國2015年60歲及以上人口
已 達 到 2.22 億 人 ， 佔 總 人 口 的
16.20%。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
達到 2.48 億人，老齡化水平達到
17.20%，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
達到 3,067 萬人。2025 年，60 歲以
上人口將達到 3 億人，成為超老年
型國家。考慮到20世紀70年代末計
劃生育工作力度逐步加大和到 1985
年進入全面計劃生育調控期等因
素，預計到 2040 年中國人口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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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達到頂峰，之後人口老齡化進
程漸次進入減速期。
報告指出，人口結構變化對社
會經濟發展、居民生活方式、健康
與疾病流行模式均會帶來顯著影
響。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工業化、
城鎮化相伴隨，超前於現代化，呈
現出“未富先老”、“未備先老”
的特點。在中國超過 2 億人的老年
人口中，近1.5億人為慢性病患者，
且多為多病共存，有3,750萬人為失
能老人，他們生活不能自理或部分
不能自理。由此帶來的養老與衛生
服務巨大需求，成為政府和衛生、
福利、社會服務等部門所面臨的巨
大挑戰。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7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被稱為“國考”的 2018 年度國家公
務員考試報名工作 8 日落下帷幕，超百萬
人通過審核。相關機構統計顯示，截至 8
日下午 3 時，共有 2,495 人報考中國計劃
生育協會國際合作部聯絡處“主任科員及
以下”一職，使其成為 2018 年“國考”
最難考的職位。
據 2018 年“國考”的招考計劃，此
次“國考”共計劃招錄 2.8 萬餘人，招錄
規模創歷史新高。此次“國考”招錄更加
注重基層用人導向，從職位分佈來看，招
錄計劃中，超八成招錄名額分佈在縣(區)級
及以下。
在此次招錄的 2.8 萬餘人中，國稅系
統計劃招錄人數高達 17,701 人，佔比最
高。其中，廣東省國稅局、山東省國稅
局、四川省國稅局的計劃招錄人數均在千
人以上。
從學歷要求來看，統計顯示，今年
“國考”本科學歷可報職位為14,426個，
佔總職位的 87.25%，佔據大部分職位的
學歷要求；碩士學歷可報職位為 11,425
個，佔總職位的 69.10%。僅限碩士學歷
報考的職位有 437 個，僅限博士學歷報考
的職位有17個。

港澳台僑生獎學金
每學年最高逾3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財政部、教育部近日聯合印發《台灣學生
獎學金管理辦法》和《港澳及華僑學生獎
學金管理辦法》。據介紹，台灣學生獎學
金包括本專科學生獎學金、碩士研究生獎
學金以及博士研究生獎學金，各分為特
等、一等、二等及三等獎四個級別。每生
每學年的獎學金從 4 千元至 3 萬元人民幣
不等。
財政部官網 8 日公佈的《台灣學生獎
學金管理辦法》指出，該獎學金資金來源
於中央財政，按學年申請和評審，每年10
月開始受理申請，當年 12 月 10 日前評審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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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文首掛 18 分鐘變“百元股”
閱文估值高 短線投資風險大

收升 86% 一手賺 9480 元 歷來四大最賺錢新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萬衆矚目的新股凍資王閱文集團 8 日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張
美婷，岑健樂) 8 日閱文首掛大
升，有市場人士指出，鑒於股王
騰訊“珠玉在前”，為免錯失上
車良機，一些機構投資者及大型
散戶在 IPO 申購中未能獲足夠分
配遂於首日上市繼續高追。但有
分析師認為，閱文集團估值較
高，以全年盈利 5 億元（港元，
下同）推算市盈率達 185 倍，短
線投資風險可能較大。

分析員看法

首日掛牌即晉 身 “ 百元股 ”， 該股早上掛牌 即見 90 元（港元 ，下
同），較 55 元的招股價大升 64%，掛牌儀式上有人為之瘋狂，不停高
呼“百二蚊！百二蚊！”，場面恍如經典電視劇《大時代》。閱文一度
高見 110 元，收升 86%報 102.4 元，投資者一手賬面賺 9,480 元，成為
歷來第四大最賺錢新股，公司市值 928.17 億元。

港股8日表現反覆，不過受42萬股民熱
捧的閱文未受影響。該股甫掛牌即見

90 元，較 55 元的招股價勁升 63.64%，其
後不到10分鐘，股價更上衝至99元，記者
在掛牌儀式上，已經見到有人開始用手機
沽貨。約 18 分鐘後更破“紅底”，突破
100元大關，最高見110元，較招股價高出
一倍，公司市值達 997 億元，場內更有人
高呼“百二蚊！百二蚊！”，場面如經典
電視劇《大時代》，氣氛異常熱烈。

場面熱烈 恍如《大時代》
在大量散戶即日食糊下，閱文最終全日
收報102.4元，較招股價升86.18%，不計佣
金及手續費每手賺9,480元，成為以公開招股
形式計，首日賺錢為歷來第四大新股。全日
成交1.43億股，涉資141.71億元，成交額僅
次於8日股價曾再破頂的母公司騰訊的171.31
億元。據知情人士透露，8日於港交所場內
舉辦的閱文上市儀式，騰訊有約20位代表到
場支持，更吸引近百傳媒及金融界人士到場。
市場人士指出，鑒於股王騰訊“珠玉在
前”，為免錯失上車良機，一些機構投資者
及大型散戶在IPO申購中未能獲足夠分配遂
於首日上市繼續高追。但有分析師認為，閱
文集團估值較高，短線投資風險可能較大。

CEO：非常驚喜但壓力更大
閱文聯席首席執行官（CEO）梁曉東 8
日對股價表現感到驚喜，當股價升破百元
關口時，他更笑指“壓力非常大”。梁曉
東認為，“今天（8 日）股價的表現，一
方面反映了大家對中國文化產業的認可，
另外也反映了對閱文的認可，其實也讓我

感到非常的驚喜，當然也給我們更大的壓
力。”他並指出，比起股價，公司更關注
未來如何讓業績有增長。另外，公司跟騰
訊無論在業務層或者是各方面都有很多的
合作，對雙方亦最有利，所以從長遠的發
展來說合作會更加緊密。

彭偉新：跌至80元幾率大

冀中國文化產業“走出去”
至於集團未來業務發展，聯席首席執
行官吳文輝表示，集團未來會積極將旗下
優秀的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遊戲及動漫
等泛娛樂產品，期望打造出中國獨有的文
化符號。他續指，主要以英語為母語的國
家和東南亞國家的用戶，均對文學內容的
產品有興趣，故集團“走出去”的策略將
根據不同地方需求而定，不會局限同一個
地區。而集團未來將繼續營運中下游產業
鏈，亦會以併購或戰略合作方式作為集團
的發展重點。

雷蛇一手中籤率50% 四叔入飛
其他新股方面，市傳 13 日掛牌的雷蛇
吸引22.8萬人認購，公開發售超購290倍，
一手中籤率50%，要抽25手（即2.5萬股）
才穩獲一手；而其“頂頭槌飛”（公開發售
最高認購額）共112張，中籤率約1.27%，
每張最多可獲 67.5 萬股；其國際配售方面
獲 20 倍認購，其中更獲恒地主席李兆基入
飛。互聯網汽車零售交易平台易鑫8 日第3
天招股，同為騰訊投資的易鑫受惠於8日閱
文資金解凍，孖展（保證金）認購反應良
好。統計多間券商數據，目前為易鑫已累計
借出約1,116億元孖展；“頂頭槌飛”累計
已增至122張。

8日

閱文88 日掛牌曾升一倍
閱文

8日

8日

8日

■閱文8日掛牌表現亮麗，集團聯席首席執行官梁曉東(左)與聯席首席執行官吳
文輝主持上市儀式。
莫雪芝 攝

首日最賺錢公開招股新股
股份

上市年份 上市價

每手股數 每手賺 (元) 首日升幅

北京控股

1997年 12.48元

500

1.386萬

2.2倍

阿里巴巴#

2007年

13.5元

500

1.3萬

1.93倍

tom.com*

2000年

1.78元

2,000

1.22萬

3.43倍

閱文集團

2017年

55元

200

9,480

86.18%

美高域

2017年

1.46元

2,000

5,080

1.74倍

中國優質能源

2016年

1.8元

2,000

4,680

1.3倍

新鑫礦業

2007年

6.5元

1,000

7,740

1.19倍

新意網

2000年 10.38元

1,000

4,680

45%

註：#已退市 ；*已轉板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京華山一
研究部主管彭
偉新表示，閱
文其後是否能
在短時間內，
再有較大的升
幅則是未知之
數，他認為令
閱文首日升幅勢如破竹的誘因，
只是靠騰訊威望支持，直言若因
騰訊光環入市閱文的投資者，倒
不如直接買騰訊。對於市傳閱文
目標價可達 150 元的傳言，他表
示，機會微乎其微，股價跌至 80 元的幾
率可能更大。

鄧聲興：可用95元作止虧位
君陽證券董事兼
行政總裁鄧聲興表
示，投資者可用95元
作為止虧位，若股價
未穿該水平可繼續持
有，跌至 100 元以下
水位可考慮買入，而
90 元以下則可考慮補
倉。不過他提醒，閱文升勢可能因新股
焦點轉移，而逐漸減慢，其後雷蛇和易
鑫掛牌可能令閱文股價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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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陳菊風災泡湯 邱毅二審仍無罪
（中央社）前立委邱毅影射高雄市長陳菊
在凡那比風災當天泡湯，被控誹謗及違反選罷
法，一審無罪，案經檢察官上訴，高雄高分院
今天仍判無罪，其中誹謗無罪定讞，違反選罷
法部分可上訴。
邱毅被控明知陳菊是民國 99 年高雄縣市合
併後第一屆高雄市長選舉候選人，利用凡那比
颱風造成高雄淹水災情，散布陳菊當天下午沒
進災變中心坐鎮指揮救災，卻去田寮一家溫泉
會館泡湯不實情事，意圖使陳菊不當選。邱毅
另在報紙刊登懸賞廣告，影射陳菊當天有到田
寮一家溫泉會館泡湯，涉嫌違反選罷法及誹謗
罪。
高雄高分院上午宣判，合議庭認為一審判
決認事用法妥適，應予維持，誹謗罪部分不得
上訴，違反選舉罷免法部分，檢察官須合於法
定要件才可上訴。

高雄高分院隨後發布新聞稿說明判決理由
，合議庭指出，凡那比颱風來襲當天下午高雄
市區不斷傳出嚴重災情，陳菊身為災害應變中
心指揮官，卻未在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協調救
災工作，當天下午她在何處做何事，備受社會
及輿論關切，邱毅對此提出質疑及評論，屬公
共議題，屬可受公評事項。
高雄高分院合議庭認為，當天下午陳菊是
否在田寮泡湯屬陳菊應向市民說明的問題，不
能以邱毅未能掌握確切證據而認有虛捏事實誹
謗故意。何況邱毅已盡力向多名證人查證後，
才公開發表這項言論，查證義務程度已符法律
要求；若認邱毅查證至此仍不得發表，毋寧過
度限縮言論自由的保障，恐造成寒蟬效應。
合議庭表示，邱毅既經合理查證並無實質
惡意，難認為構成誹謗或違反選罷法。

假冒地政戶政e世代 警籲慎防個資遭騙

屏東空品不良 環保局啟動一級應變

（中央社）詐騙手法又出新招，假冒公部門 「地政戶政 e 世代網路便民資料升級」 ，要求民
屏東市及潮州鎮空品測站濃度已連 4 天達空品不良等級
天達空品不良等級，
，環保局全面啟動一級應變作業
環保局全面啟動一級應變作業，
，
眾在期限內重新辦理印鑑登記，藉此騙取相關個資。吉安警分局特別提醒長輩慎防詐騙。
嚴格執行污染源管制。
嚴格執行污染源管制
。圖為環保局加強巡查露天燃燒情況
圖為環保局加強巡查露天燃燒情況，
，要求農民撲滅污染源
要求農民撲滅污染源。
。
花蓮縣警局吉安分局表示，近來不少民眾收到公文，內容指因為 「地政戶政 e 世代網路便民
資料升級」 ，要求民眾在期限內前往當地戶、地政事務所，重新辦理即將到期的印鑑登記，若民
眾無法親自前往，也可以委託他人代辦。
刑事警察局與新北市民政局的查證，證實此為有心人士偽造的假公文，且印鑑登記並沒有所
謂的 「時效性」 ，因此，研判詐騙集團可能會假扮戶所人員，至民眾家中收取身分證、印章等個
人資料，警方提醒民眾要提高警覺、當心受騙。
（中央社）航空警察局與台北關在一批從
田偉仁表示，這批粉末重約 203.47 公斤，
吉安警分局表示，偏鄉老人是遭詐騙的高風險族群，其中原因之一是偏鄉多以務農為主，因
此接收相關社會資訊的能力較為薄弱。警方呼籲民眾應隨時提醒家中長輩，只要接獲可疑的來電 香港申請來台的快遞貨物中，發現大量白色不 為製造甲基安非他命的毒品原料，經加工程序
明粉末，經送交檢驗後呈現麻黃鹼反應的毒品 後，約可製成 160 公斤甲基安非他命成品，約可
簡訊或藉故索取個資一定要小心查證。
原料，重量達 203.47 公斤，航警並循線逮捕 3 毒害 500 萬人次，危害程度相當重大。
名涉案人。
航警局刑警大隊經過與新竹市、台北市、
航警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隊長田偉仁今 新北市警方、海巡署合作，今天在新北市三重
天下午在破案記者會中表示，航警局安全檢查 區逮捕取貨的 3 名男子。
大隊與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在 10 月 28 日起陸
男子向警方供稱因積欠賭博債務，以新台
續在快遞進口專區，查獲從香港運載來台的快 幣 5 萬元代價幫人領取貨物。3 男在接受調查後
遞貨物內，夾藏大量可疑白色不明粉末共 16 件 ，被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請台灣桃園地
，經送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檢驗 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警方專案小組並擴大追查
，內容物呈現毒品麻黃鹼反應。
幕後集團共犯。

破203公斤毒品原料 若流出可害5百萬人次

執行署聯合拍賣一天 國庫進帳近1.5億
北門濕地魅力大 台南推秘境生態旅
台南市北門濕地擁有豐富多元的候鳥型態，
台南市北門濕地擁有豐富多元的候鳥型態
，是南台灣的候鳥天堂之一
是南台灣的候鳥天堂之一。
。台南市農業局在
11 月推出深度導覽型態的濕地秘境生態旅
月推出深度導覽型態的濕地秘境生態旅。
。

台鐵爆炸案 林英昌判刑30年4月定讞
（中央社）男子林英昌被控台鐵松山站爆
炸案，台灣高等法院判刑 29 年 10 月。最高法
院今天依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等罪，判處林男有
期徒刑合計 30 年 4 月，全案定讞。
台灣高等法院二審依非法製造爆裂物罪，
判處林英昌 10 年 6 月徒刑，併科罰金新台幣 30
萬元，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等罪部分
，判處 19 年 10 月，並定應合併執行 29 年 10 月
。
最高法院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由於二審
針對殺人未遂部分的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等違
誤，但不影響事實的認定，因此由最高法院撤
銷改判，罪名與刑度與二審皆相同，至於林英
昌應合併服刑幾年，應由檢察官另向法院聲請
裁定。
新聞稿指出，林英昌因罹癌厭世、求職不

順、生活壓力沉重、與家人相處不睦，又感遭
受歧視、社會不公，打算以引人注意的自殺方
式報復社會。
民國 105 年 7 月 7 日上午，林英昌攜帶自製
爆裂物自南投北上，於板橋火車站改搭台鐵
1258 次北上區間車前往基隆，當車即將進入松
山站之際引爆爆裂物，造成包含 1 名兒童、6 名
少年在內的 24 人受傷，並毀損台鐵車廂，修理
費用高達 176 萬元。
二審審酌，林英昌未獲被害人原諒、未賠
償損失，犯罪情節重大，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造成社會大眾對搭乘日常交通工具恐慌不安心
情，判決應執行 29 年 10 月。
案經上訴，最高法院就非法製造爆裂物罪
部分，駁回檢察官與林英昌的上訴，就殺人未
遂罪部分撤銷改判，但刑度相同，全案確定。

（中央社）行政執行署今天表示，各分署昨
天舉行全國聯合拍賣，民眾踴躍參與競標，各分
署以網路直播拍賣現場添增買氣，總計昨天一天
不動產、動產合計拍定金額達新台幣約 1 億
4983 萬元。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指出，這次拍賣不動產拍
定金額約 1 億 3041 萬元，包含新北分署拍定新
北市土城區土地，拍定金額 1572 萬元；桃園分
署拍定桃園市蘆竹區土地及建物、桃園市龍潭區
土地，拍定金額分別為 2520 萬元、2500 萬元；

彰化分署拍定彰化縣鹿港鎮的加油站土地等，拍
定金額 4000 萬元，績效良好。
拍賣動產部分，拍定金額約 1942 萬元，包
含新北分署拍定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1160 萬元；士林分署以 54 萬 1000 元拍定
BENZ 車輛 1 台；高雄分署以 80 萬拍定 BMW 車
輛 1 台。其他拍定的標的包括洋酒、珊瑚飾品、
名牌太陽眼鏡、玉飾、藝術品、家電、藥酒等琳
瑯滿目，民眾開心搶便宜，也為國家溢注鉅額稅
費。

北捷潛水夫症案 工人告北市府新亞建設
台北捷運潛水夫症案陳姓等 9 名受害工人 8 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
新亞建設公司，將以 20 年前的和解金額 70 萬元加計物價指數作為求償基準
新亞建設公司，
萬元加計物價指數作為求償基準，
，求償新台幣 721 萬
多元。
多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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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也走出国门，在世界上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负笈海外的学子用自己的言行，在同外国人的接触和
交往中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微笑。他们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做文化使者
传递中国微笑
张亚楠

传播文化 可以尝试多种形式
谈及如何传播中国文化，许多学子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中餐”这个富有魅力的方式。其实，除
却“以厨会友”外，传播文化的方式还有很多。
盛鑫现在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光子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
要代表符号，因此他热衷于通过开茶话会来传播中国文化。“我的英国朋友对中国的茶文化很感兴趣。
但由于他们真正接触中国茶的机会很少，所以很难了解中国独特的茶文化。因此，我趁假期回国时专
门准备了一套景德镇的茶具和普洱、铁观音、大红袍等各种茶叶，并将它们带到学校。在‘茶话会’
上，我和我的研究小组成员在讨论工作的同时，还一起品各色中国名茶。在听我介绍这些茶的产地、
功效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后，英国朋友们表示更加了解中国的茶文化了。这种文化交流方式的效果还是
很不错的。”盛鑫说。
常诚就读于波兰华沙理工大学，他认为靠个人的力量来传播中国文化力量有限，参加中国留学生
组织举办的各种交流会则能有更广的辐射面。他以参加学联组织的中波语言交流会为例，说起了他做
文化使者的趣事。“我们常会举办各种文化交流会，其中一期的主题是‘聊聊那些学语言的奇葩事’。
在那期文化交流会上，中国小伙伴还带来了麻将和象棋，现场特别热闹。虽然中波同学间的语言交流
不是很流畅，但是共同‘痛苦’的语言学习经历和趣事引发了大家的共鸣，也让我们对彼此国家的文
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消除误解 现身说法更有效
国外的某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时片面，这个时候就需要学子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来纠正片面
报道，介绍真实的中国。
盛鑫表示，“我身边去过中国的朋友，对中国的印象都很不错。但是有时候某些外媒的报道确实有
失公正。这就会使没有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产生偏差。这个时候我往往会站出来，用我在
国内的亲身经历来纠正被歪曲了的事实，讲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所做的努
力。”
张宇翀正在美国莱斯大学读博士，留学后的经历使他明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留学
生自身。“外国人并不单单是从你给他们讲述的故事、告诉他们的习俗中去了解中国文化，而是从你这
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去认知中国文化。所以，消除文化误读，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谈举
止、亲身经历来解释事实的本质。”
常诚认为，文化传播必须要借助适当的载体。除了给外国同学看图片、影片外，还要在此基础上
选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来真正吸引他们，比如做一顿中餐、秀一场民乐，等等。

以我为主 兼容并包显风度
张宇翀认为，传播中国文化不能只是单向地传递，也要善于学习，学习别人所长。“留学是一个很
好的认识自我和他人的机会。拿我的留学所在国美国来说，在这里，我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
之广、之深，也能够发现美国对他国文化的兼容。在大学里，各个国家的餐厅和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
遍布校园，这点值得思考。”此外，张宇翀认为，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是很重要的，但
也要注意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习俗，以恰当的方式交流。
盛鑫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希望让身边的外国朋友多了解一些中国文
化，见证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当然，他也认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既要坚守
中华文化底蕴，同时也应吸取他国文明的优秀成分，兼容并包。只有这样，海外学子才能真正成为中
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每逢假期回国，我都会带英式茶给家人，让他们实际感知一下英国的茶文化，
这也算是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吧。”盛鑫如是说。

常诚 （右三） 和同学一起参加中波语言交流会，通过彼此分享学习中的趣事，文
化学习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加深。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举行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 11 月 7 日至 11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本届
工博会以“创新、智能、绿色”为主题，设置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机器
人、新能源及电力电工、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节能与环保技术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科技创新和航空航天技术 9 个专业展区，规模超 28 万平方米、中外参展商逾 2500 家。
图为在工博会“创新科技馆”，机器人新品发布吸引了观众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屠知力摄

新时代中美关系
面 临 新 机 遇
■ 阮宗泽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
普 11 月 8 日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
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方接待的第
一位国家元首。在国际局势处于大发展
大变化大调整的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
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
关系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次北京的“巅峰对话”将是新时代中
美元首外交的点睛之笔；美国国务卿蒂
勒森表示，两国元首会晤要“为中美关
系未来 50 年的发展确定方向”。中美元首
北京会晤将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这对
推动新时代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促
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均有着重大意义。就在十九大闭幕次
日，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时表示：“中共
十九大举世瞩目，我也密切关注习主席
在会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美国白宫
办 公 厅 主 任 约 翰·凯 利 近 日 接 受 采 访 时
说：“中国是一个强国，但不因此而成为
我们的敌人。”可见双方的相互认同在加
深，相互期待在提高，对未来关系进一
步发展的信心在增强。
其次，中美关系进入均衡协调的新
阶段。自今年 1 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
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两国领
导人互动密切。从海湖庄园会晤到汉堡
会晤，再到北京会晤，这是习近平与特
朗普第三次见面，而且，迄今两人已有
八次通话，如此密切的高层互动实属罕
见。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
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四
个高级别对话机制首轮对话均顺利启动，
并取得早期收获，这有助于增进合作，管
控分歧。与此同时，中国对未来中美关系
发展方向的塑造力和影响力正日益增强，

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迈进。就这
次特朗普访华而言，
“ 国事访问+”的高规
格成为新时代中美元首会晤的新创举，代
表着两国创建新时代更好中美关系的决
心与行动。
第三，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同样是美国的机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
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继
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将坚定不移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对
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而这一进程能提
供给世界的空间是巨大的。从历史看，
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频共
振，这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校准方向，使中美关
系稳定发展的红利惠及两国人民，也符
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事实上，中美
关系并非零和关系，双方的共同利益大
于分歧。一方面，中国受益于现行国际
秩序，相信该秩序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仍
然有良好的融合度；另一方面，中国的
发展有助于增强国际秩序的代表性与合
理性。
今天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
美两国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规划未来、
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习近平
强调，中方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互利互
惠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而一个稳定发展、强劲有力的中美
关系，将是中美在 21 世纪携手向世界和平
与发展大业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产品。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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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通勤族早餐 健康活力帶著走
能量棒。
能量棒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如果可以
用健康的營養的食物當作一天的開始，就能夠獲得一天中最重要的活力來
源。但對於每天都要通勤的學生或上班族來說，如何正常補充營養呢？主
流媒體 ABC13 推薦五種最適合通勤族吃的營養早餐，方便又健康，可補足
一天的精神。
對於一大早需要趕著沖澡、換衣服，甚至開車上班或通勤上學的民眾
來說，如何攝取一份營養的早餐，不用花太多時間煮早餐，可能是一日最
重要的課題。
ABC13 幫讀者精選五種早餐食譜，方便大家可以是前先準備或是直接
帶著就走，熱量剛剛好，營養絕對足夠。
第一，老式歐姆蛋瑪芬(Paleo Omelet Muffins)：這份餐點以雞蛋、胡
椒、洋蔥和碎火腿填充，份量精緻一口吃，但營養充足，比平常吃的三明
治還要輕食，一份約 308 卡路里。
第二，非烘烤活力咬一口(No-Bake Energy Bites)：如同老式瑪芬，
咬一口種類也是最佳帶了就走的早餐。可以用一勺燕麥、堅果和奶油等開
啟早晨活力來源。熱量取決於攝取量，但基本上一大勺 94 卡路里。
第三，全麥早餐餅乾(Whole Grain Breakfast Cookies)：餅乾非常適合
用在需要開車或搭乘交通工具時，餅乾可選擇含全麥、燕麥、堅果或巧克
力碎片，大約 259 卡路里。
第四：能量棒(Energy Bars)：一根能量棒，可直接補足早晨所需來源
，能量棒通常含有燕麥、葵花籽、葡萄乾、核桃及楓糖漿，熱量約 309 大
卡。
第五，草莓燕麥早餐奶昔(Strawberry Oatmeal Breakfast Smoothie)
：份量攝取完全取於個人，但食譜需含杏仁牛奶、香蕉塊、燕麥和冷凍草
莓。只要打成奶昔，隨時可以帶著邊走邊喝，熱量 236 大卡。

老式歐姆蛋瑪
芬。(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非烘烤活力咬一口。
非烘烤活力咬一口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全麥早餐餅乾。
全麥早餐餅乾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休士頓地區變天 周三起氣溫驟降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天氣變化之大，從汗流浹背到穿毛衣保暖(Sweating to sweaters)。從周二晚開始，
休士頓地區氣候將有大變化。
周二下午最高的溫度可達華氏 80 度以上，但高溫將不會一直維持，周二晚間開始變天，氣溫驟降將近 10 度以上。
隨著周二氣溫下降，風勢也變大，周三全天平均溫度最高白天僅華氏 60 度嘴又，夜晚會下降至 52 度。根據 ABC13 氣象
預報表示，雲層變厚，還會降下零星降雨，大部分的降雨會集中在周三傍晚和周四清晨，因此預計周四街道將會潮濕，通勤
族開車需小心。
11 月 11 日(周六)是退伍軍人節，屆時周末來臨，涼爽天氣也會伴隨周末假期。天氣多雲時晴，日夜溫差大，氣溫最高為
70 度左右，最低也只有 50 度左右，但降雨機率不高，民眾出門可先留意天氣情況。

草莓燕麥早餐奶昔。
草莓燕麥早餐奶昔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休城社區

追隨夢想女高音張玲獨唱音樂會圓滿成功舉行
錢護壯教授與張玲二重唱詠嘆調選自意大利歌劇 「茶花女
茶花女」」
飲酒歌，
飲酒歌
，造成高潮
造成高潮，
，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
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 追隨夢想-女
高音張玲獨唱音樂會，由錢護壯教授
歌唱工作室主辦，免費入場，於 11 月
3 日下午 7 時至下午 8 時 30 分，由思
奇 主 持 ， Eunae Lee 鋼 琴 伴 奏 ， 在
7502
Fondren
Road,Houston,
TX.77074 的休士頓浸信大學柏林音樂
廳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Performance Hall)圓滿成功舉行。
張玲多年師從音樂家錢護壯教授
，張玲的嗓音圓潤、高亢，具有穿透
力。張玲是錢護壯歌唱工作室的優秀
女高音，也是炎黃歌舞團副團長。女
高音張玲獨唱音樂會中，張玲用中文
、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五
種語言演唱。有歌劇詠嘆調、音樂劇
詠嘆調等，在這場音樂會中，也約請
了侯春明、張景昌、Jonathan Hicks
等幾位男歌手同台向大家做滙報演出
。錢護壯教授與張玲二重唱詠嘆調選
自意大利歌劇 「茶花女」 飲酒歌，造
成高潮，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

追隨夢想女高音張玲獨唱音樂會在休士頓浸信大學柏林音樂廳圓滿成功舉
張玲致歡迎詞，我
行.張玲
張玲,,夫婿 Mario Maraschino,錢護壯教授
Maraschino,錢護壯教授,,侯春明
侯春明,JONATHAN
,JONATHAN HICKS,張景
HICKS,張景
是張玲，是一位女高音
昌,主持人思奇
主持人思奇,,鋼琴伴奏 Eunae Lee 接受僑界人士獻花
接受僑界人士獻花.(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歌手，師從音樂家錢護
壯教授多年，學習聲樂
勵，我是走不到今天的。你們當中有 詠嘆調選自意大利歌劇
女高音張玲獨唱[[今夜無眠
女高音張玲獨唱
今夜無眠]]、[一杯美酒
一杯美酒],
],廣受與
廣受與
。能為大家歌唱一直是我多年的夢想 為我提供演出機會的，有的為我的演
「費加羅的婚禮，」 美
會人士歡迎。
會人士歡迎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為了追尋這個夢想，我撒下了許多 出跑前跑後默默付出的，還有一大批 妙時刻將來臨，張玲獨
汗水，也付出了許多艱辛的努力。我 在忠實的觀眾。你們的支持是我的榮 唱選自 16 世紀古典歌劇
曲的 「說給大海」 ，張玲獨唱德語、
積極參加各種演出，活躍在僑界社團 幸，也是我堅持夢想的動力。我還要
「THOU,ALL MY BLISS ARIETTA」
拉丁語
Franz Schubert 作曲的 「AVE
，以此回饋大家對我的支持。我的演 由衷的感謝我的先生 Mario,他總是在 的 CARO MIO BEN;張玲獨唱詠嘆調
MARIA」
，張玲獨唱著名意大利歌曲
出多次得到大家的好評。為了使更多 身後默默地和我一起撐起我的夢想， 選自意大利歌劇 「SERSE」 的綠葉青
的朋友實現自己的夢想，我還擔任炎 每次我的演出他無條件的當司機、攝 松 。 JONATHAN HICKS 獨 唱 作 者 CESAR FRANCK 詞 曲 的 「PANIS
黃歌舞團副團長一職，為社區的活動 影兼錄像。他的陪伴和支持成就了今 Anonymous at 17th Century 的 ANGELICUS」 ，張玲、張景昌二重
唱 FRANCESCO SARTORI 曲，Lucio
盡一些綿薄之力。今天看到這麼多朋 天的我。歡快的樂曲已經響起，請大
「HAVE YOU SEEN BUT A WHITE
Quarantotto 詞 的 「TIME TO SAY
友來參加我的音樂會，我感到我多年 家和我一起踏入這音樂的聖殿吧。
LILY GROW」 。 張 玲 獨 唱 作 者
GOODBYE」 ， JONATHAN HICKS
的努力和付出是非常值得的！在這激
追隨夢想-女高音張玲獨唱音樂 JOHN DOWLAND 的 14-15 世紀著名
動人心的時刻，我首先要感謝我的恩 會，11 月 3 日當晚演唱節目包括，張 的 英 文 歌 「COME AGAIN SWEET 獨 唱 Stefano Donaudy 作 曲 的 「O
師錢護壯教授，是他耐心、專業和細 玲獨唱朱海詞，孟衛東曲的 「今夜無 LOVE」 ，張玲獨唱詠嘆調選自音樂 DEL MIO AMATO BEN」 。張玲獨唱
致的引導，才使我一步步地登上聲樂 眠」 、新疆維吾爾族民歌，戴宏威曲 劇 「劇院魅影」 的 「WISHING YOU ，錢護壯教授鋼琴伴奏，選自蘇聯影
片（幸福的生活）的 「紅莓花兒開」
的殿堂，今天他也將和我一起合作一 的 「一杯美酒 」 。張玲、侯春明二重 WEAR SOMEHOW HERE AGAIN」
；張玲獨唱，錢護壯教授鋼琴伴奏的
首飲酒歌請大家靜候佳音.我還要感謝 唱鄒友開詞，孟慶雲曲的 「為了誰」
； 張 玲 與 丈 夫 MARIO 二 重 唱 ROLF
「山楂樹」 ，錢護壯教授、張玲二重
各位僑界領導、來賓和朋友的支持， ，張景昌獨唱新疆民歌，王洛賓改編 LOVLAND 詞 曲 的 「YOU RAISE ME
沒有你們多年來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 的 「在那銀色的月光下」 。張玲獨唱 UP」 。張景昌獨唱趙大鳴詞，張千一 唱詠嘆調選自意大利歌劇 「茶花女」
飲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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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至
11 月 12 日

美南銀行 20
週年行慶
1111
-09
09-2017
2017（
（THUR)
THUR)上午
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美南銀行總行
6901 Corporate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華商會年會
1111
-09
09-2017 （THUR) 下 午 6
時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 「藥物的認知與服用
方法」
方法
」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
婷主講

11-11
1111-2017 （SAT) 上 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社
FDIC) 社
區活動中心
6901 Corporate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舉行
第一屆 「 >_
>_65
65 歲趣味運動會
」
1111
-11
11-2017
2017(SAT)
(SAT)上午
上午 10 時

中華文化中心體育場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舉辦
國父 151 歲誕辰紀念日
1111
-11
11-2017 （SAT) 上 午 10
時 30 分
僑教中心
休斯頓槍友滙暨華裔聯盟安全
知識研討會
1111
-11
11-2017
2017（
（SAT)
SAT)下午
下午 2 時

至下午 4 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 130 大廳

陳清亮長老生日感恩禮拜
1111
-11
11-2017
2017(SAT)
(SAT)下午
下午 3 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401 S.Dairy Ashford Rd.
Houston,TX.77077
Houston,TX.
77077
美南山東同鄉會夠級比賽
1111
- 11 -2017 （ Sat. ) 上 午




10 時起
國際貿易中心（
國際貿易中心
（ITC ) 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Houston TX 77072
休士頓同源會年會晚宴
1111
-12
12-2017
2017（
（SUN)
SUN)下午
下午 6 時
珍寶海鮮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