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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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紐約數以千計的人不畏嚴寒在時報廣場
慶祝2018年的來臨。紐約一年一度的迎接新年慶
典活動可追溯到1904年。
社會活動人士、旨在喚起人們對性侵犯關注的
#MeToo行動的發起人塔拉那•伯克(Tarana 
Burke)按下了紐約有110年歷史、迎接新年倒計時
的水晶球下落的按鈕。2017年，人們對性侵和性
騷擾的態度和意識發生了巨大變化，數以百萬計
的人在社交媒體上用#MeToo做標簽，顯示性侵犯
的廣泛性。在那之前，幾十位男性名人被控性侵
或性騷擾，包括名流、國會議員和商界領袖。
伯克對《紐約每日新聞》表示，“我們要以新年
為新起點，對一個更好地世界作出新的承諾。”
就像往年一樣，聚集在時報廣場的人群在水晶球
開始下落時倒計時。在水晶球滑落到底時，2018
年來臨，同時伴隨著煙花和彩帶。
成千上萬的人不畏攝氏零下12度的嚴寒觀看了水
晶球的下落。負責安保工作的有數千警察和其他

安保人員。
瑪利亞•凱莉、甜園合唱團和尼克•喬納斯在時
報廣場上的迎新年慶典中登台獻唱。
焰火迎新年
在倫敦，焰火的燃起和坐落在伊麗莎白塔的“大
笨鐘”敲響標志著2018年的來臨。大約10萬人參
加了泰晤士河附近的慶祝活動。這是大笨鐘自
2017年8月修繕消聲4個月後首次敲響。大笨鐘
的修繕工作將持續四年。
巴黎和莫斯科也以焰火迎接2018年的到來。在莫
斯科，焰火照亮了克裏姆林宮的上空。巴黎凱旋
門附近也舉行了焰火表演。
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香港維多利亞港附近觀看了
10分鐘的音樂焰火表演。人們在“友誼地久天長
”的歌曲中起舞。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400多對新人參加了官方舉
行的集體婚禮。
在悉尼標志性的海港大橋和悉尼歌劇院，近150
萬人觀看了彩虹焰火表演，象征澳大利亞通過了
同性婚姻合法化。
安保嚴密
為保障安全，世界多個城市出動了大批執法人員
、軍人和安全人員負責安保。
澳大利亞出動了最大規模的安保力量。墨爾本警
方上月逮捕了一名打算在新年夜開槍襲擊歡慶人
群的男子。
紐約官員動用二次安檢、狙擊手、關閉街道和經
過特殊訓練的警犬確保時報廣場的安全。

︱紐約時報廣場人們歡慶2018年來臨。（2018年1月1日）

節目內容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世界各地歡慶2018年來臨 

【VOA】在美國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亞，人
們可以合法銷售和使用休閒用大麻了。隨著新
年鐘聲在午夜敲響，加州成為美國50個州中第
六個允許吸食大麻的州。另外五個對休閒用大
麻實行合法監管的州是科羅拉多、華盛頓、俄
勒岡、阿拉斯加和內布拉斯加。實行大麻合法
化的還包括首都華盛頓市。但是聯邦政府仍然
把銷售和擁有大麻列為刑事犯罪。
擁有3900萬人的加州實行大麻合法化後，有超
過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生活在不僅允許銷售藥用
大麻而且允許銷售休閒用大麻的州。

在加利福尼亞，21歲及
以上的成年人最多可以
種植六株大麻，並合法
擁有一盎司以下的大麻
，這與其他五個大麻合
法化州的法律類似。
加州大麻的初期銷售可
能有限，不過今後形勢
可能會發生變化。目前
只有90個商家獲得了新
年伊始便可在零售點銷
售大麻的執照。在加州
最大城市洛杉磯和大城
市舊金山，沒有一家商

店獲得有關執照。
隨著美國人翻開2018年
的日歷，全美各地有好

幾十項新的法律生效，加州大麻法是其中之一
。
根據加州的另一項新法，雇主不得再詢問工作
申請人之前的薪水記錄。在佛蒙特州，公司被
禁止詢問雇員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在紐約州
，員工如今可以享受最長八個星期的帶薪家庭
假，用來照顧新生、領養或寄養子女或患病的
家庭成員。
在伊利諾伊州，寵物在有爭議的離婚案中所受
的待遇更像子女了。配偶離婚分財產時，可獲
得寵物的部分或聯合監護權。

 ︱KindPeoples聯合創辦人和首席執行官哈利德•穆塔瓦基勒在他位於加州聖克魯
     茲的大麻藥店與幾株大麻合影。（2017年12月29日）

節目介紹：
《城市1對1》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節目。節目力圖多層次，多角度，
全方位的發現與展現城市魅力，推介城市文化，增進城市交流。通過嘉賓講述以及短
片的輔助展示，在全球範圍內邀請與話題有關的城市“代言人”做客演播室，展示飲
食特色、風貌建築，探尋人文故事、城市個性，挖掘歷史文化、城市內涵，為觀眾呈
現每座城市獨特的魅力所在。欄目著力打造世界城市間互相交流溝通的平台，為中國
城市走向世界提供助力，為中國城市與國際接軌提供機遇，為東西方文明融合架設橋
梁，樹立現代中國開放包容的形象。

播出時間：
每周三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城市1對1》
發現城市魅力推介城市文化增進交流

新年伊始新法上路   
美國大州加利福尼亞大麻合法化  

▲ 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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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韓國首爾(CNN)消息，韓
國截獲了一艘在香港註冊的船隻，該船涉嫌違反聯合國制裁，將
石油轉移至朝鮮船隻。

韓國外交部表示，10 月 19 日，運輸船燈塔號（Lighthouse
Winmore）在韓國釜山附近的麗水（Yeosu）港口裝載了成品油
，隨後到國際水域上將成品油轉移到一艘朝鮮船只上。

美國財政部於11月發布了兩艘船只的衛星圖像，據稱這兩
艘船在同一天在國際水域進行了非法的船到船的轉移。

它認定其中一艘船只是朝鮮船只，麥宋港 1 號（Rye Song
Gang 1），但沒有提到另一艘。韓國官員星期五無法證實第二艘
船是否為燈塔號。

“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禁止將任何東西轉移到朝鮮船只上，
”韓國外交部一名官員對CNN表示，並在11月24日“燈塔”號
(Lighthouse Winmore)再次進入麗水港（Yeosu）時強調。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在本周早些時候，衛星圖像在韓國媒體
上重新發布後，北京被“當場抓獲”。

韓國表示，燈塔號及其船員仍在韓國拘留中，正在接受調查
。官員們說，船上有23名中國公民和兩名緬甸公民，他們補充
說，只有在調查結束時才允許船員們離開。

據路透社(Reuters)報道，本月，美國要
求聯合國(UN)禁止國際港口對那些涉嫌與朝
鮮進行貿易往來的10艘船隻停靠，其中就有
一艘是燈塔號(Lighthouse Winmore)。

去年10月，聯合國將四艘船只列入黑名
單，其中一艘在2016年走私了3萬枚朝鮮制
造的火箭助推榴彈。

據韓國稱，燈塔號是由一家名叫十億邦
克集團（Billions Bunker Group）的台灣公司
租用，當時正在前往台灣的途中，該公司將
船上的石油貨物分送至四艘船隻，其中包括
一艘朝鮮船隻。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說: “這是朝鮮利用
非法網絡規避聯合國安理會制裁的主要方式
之一。”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並沒有透露自己
的姓名。韓國的習俗是，官員不透露自己的
姓名。

香港政府在周五的一份聲明中說，有媒體報道稱，燈塔號
（Lighthouse Winmore）已經被扣押。聲明說: “我們正在與有關

方面聯系，以獲取有關事件的進一步資料，並將采取必要的適當
行動。”

朝鮮躲避聯合國制裁

美國的衛星圖像顯示美國的衛星圖像顯示，，兩艘船隻之間正在轉移貨物兩艘船隻之間正在轉移貨物，，很可能是石油很可能是石油，，目的是逃避目的是逃避
對聯合國朝鮮的制裁對聯合國朝鮮的制裁。。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就全美國範圍來講，每天都會
發生槍擊案件。如果哪一天沒有槍擊案件發生，那才是大新聞。最近
的槍擊案發生在休斯頓東南部，在此次槍擊事件中，有一位14歲的
少年死亡，另外2人受傷。

根據ABC NEWS德克薩斯州，休斯頓，電視13頻道(KTRK)的
報道，12月29日，警方正在調查一場致命槍擊案中有是否有多名嫌
疑人，該事件針對的是休斯頓東南部一處公寓的3名青少年。

休斯敦警察局（HPD）於周四（12月28日）晚10點30分左右報
告了發生在芝麻街（Sesame St.）和的Selinsky Road附近的槍擊事件
。

三名14歲到17歲的青少年被送往醫院。其中一名14歲的受害者
頭部中彈身亡。

另外兩名傷者正在醫院治療。其中一個是後背中槍。
警方表示，槍擊事件發生在公寓大樓的一個公共區域，同時，在

停車場內的多輛汽車也被槍擊。
“我們至少需要一些線索，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麽，”休士頓警察

局的帶隊警官邁樂（Meeler）說。
警方尚不確定這些受害者少年是否住在這座大樓裏。
警方認為，多次槍擊事件可能與多名槍手有關。他們還在調查槍

擊事件是否與幫派有關。
當局正在敦促任何有資料的人，電話713 -308- 3600休斯敦警察

局（HPD）兇殺組或713 -222 -TIPS（713 -222 -8477）制止犯罪組
取得聯系。

槍擊槍擊，，1414歲少年死歲少年死，，另另22人受傷人受傷

休士頓警察局的警車已經出動休士頓警察局的警車已經出動。。

聖經博物館聖經博物館
不止於宗教不止於宗教：：建築建築，，藝術藝術，，歷史歷史，，與文學藝術的跨文化結合與文學藝術的跨文化結合

全美國第一座聖經博物館位於華盛頓DC四街上。博物
館的一樓有梵蒂岡的畫作與雕刻特展，和小朋友

的遊戲區，更有實體模擬聖經時代實境和人物的展覽區
。聖經博物館除了記載詳細的聖經歷史，從舊約到新約，用
各種不同的媒體，包含影音，各個時代與各國不同手稿，互
動體驗。博物館中的陶器藝術品蒐藏也值得一看。博物館最
大的特色，不但跨時代，國家的整合聖經故事，讓人體會到
聖經典故便是在西方生活與核心價值中。從歌林多前書摘錄
13:5-8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
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
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聖經博物館傳達的
是一個跨時代種族兼容
並蓄的概念。

從古代服飾到當模
特爾的流行服飾。 博物
館本身有幾個特點一定
要去參觀，從一樓到頂
樓的建築，長廊，透明
旋轉樓梯，和電影廳，
戶外咖啡廳等。另外聖
母畫作的版本也很重要
，從梵蒂岡，中古世紀

到現代延伸黑人聖母油畫畫作的蒐藏。另外聖經裡的文學典
故，所有用到聖經故事裡人名的書籍Song of Solomon (Toni
Morrison),Near the Dead Sea(Shusaku Endo) , The Fall (Albert
Camus) , Absalom Absalom (William Faulkner), Quo Vadis
(Henryk Sienkiewicz)等, 和莎士比亞作品裡聖經的運用。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Romeo
and Juliet, The Merchant of Venice, Hamlet, Macbeth, The
Comedy of Error. Tempest 也可供喜愛文學的種參考。另外
更有現代版兒童文學和以聖經為背景的漫畫。聖經博物館絕
對是一個今年新開幕又不可錯過的博物館之一。

1228文化研究

圖文圖文//陳乙緁陳乙緁

 














陳乙緁，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美
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比較文學博士畢
業。研究比較文學、現代後現代文學，電
影理論、跨國自傳體小說、亞美文學、離
散文學與東亞研究。

曾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系擔
任講師 (Associate Instructor)，美國私立古
寧學院 (Grinnell College) 助理教授，目前
為馬裡蘭聖瑪麗學院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外文系，東亞系，戲劇電影
系，女性與性別研究系助理教授。於美國
《華府新聞日報》 (Washington Chinese
Daily News) 擔任專欄作家（文化研究在
華府），散文刊於《美國世界‧副刊》。
曾任職於科技公司、多媒體翻譯公司及格
蘭英語教學顧問。喜愛旅遊、閱讀、攝影
、美食、表演藝術文化。

 













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文化研究在華府
400400 44th St SW, Washington, DCth St SW, Washington, DC 20024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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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能網聯汽車獲市場關註能網聯汽車獲市場關註
何時從員區駛上公路何時從員區駛上公路？？

智能網聯汽車逐漸受到行業

及市場關註。這種融合了現代通

信與網絡技術的新壹代汽車，不

僅可實現“安全、高效、舒適、

節能”行駛，還具備車與駕駛

者智能信息交換、共享，以及

復雜環境感知、智能決策、協

同控制等功能，使得無人駕駛

成為可能。

近日，由中國汽車工程學會

和豐田汽車公司聯合編著的《中

國汽車技術發展報告（2017）》

（2017年汽車紅皮書）在京發布。

在發布會上，業內人士就智能

網聯汽車細分領域技術及我國今

年標誌性進展進行了深入分析。

激光雷達不可或缺
如今，無人駕駛技術已經成

為汽車發展的壹個大趨勢，目前

業界已經推出眾多無人駕駛的試

驗車輛。“自動駕駛在中國有著

非常好的前景，作為其核心傳感

器部件之壹的車載激光雷達更是

有著難以取代的地位。”中國汽

車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公維潔表

示，對於壹輛高速行駛的汽車來

說，對100—200米的障礙物的探

測能力非常重要。

談及激光雷達與傳統的毫米

波雷達的區別，公維潔表示，毫

米波雷達的探測距離受到頻段損

耗的直接制約（想要探測得遠，

就必須使用高頻段雷達），無法

感知行人，並且對周邊所有障礙

物無法進行精準的建模，大不如

激光雷達。

“但激光雷達也有著自己的

缺點。”公維潔指出，由於激光

雷達獲取的數據量遠超毫米波

雷達，所以需要更高性能的處

理器處理數據，這也意味著總

成本會更高。此外，毫米波雷

達穿透霧、煙、灰塵的能力強，

因此可以在糟糕的天氣中探測，

而激光雷達這方面表現差強人

意，霧霾也極有可能導致激光

雷達失靈。

公維潔透露稱，對於如何破

除車載激光雷達的缺點，世界範

圍內的研發仍處於起步階段。

“我國原來在軍事、測繪方面研

制激光雷達的企業，現在也漸漸

向車載激光雷達方面傾斜。”她

舉例稱，目前我國北科天繪的繪

32線激光雷達R-Fans-32，采用自

主研發的芯片及半導體工藝，激

光發射和接收模塊的模型化和集

成化，產品體積更小、功耗更

低、更穩定，克服了部分激光

雷達過去的缺點；禾賽科技

Pandar40 混合固態激光雷達優

化了光機系統，其中最小垂直角

分辨率為0.33，能夠充分捕捉遠

處物體細節特征。據了解，禾賽

科技已經做出產品級、批量生產

的40線混合固態激光雷達，重量

1.43kg，在 200 米範圍內能達到

40%反射率。

智能化生態鏈日趨完善
在對智能網聯汽車發展路

線圖進行評估的過程中，公維

潔指出了我國研發技術平臺方

面的不足：國內主流平臺雖具

備軟件模塊二次開發應用的能

力，但獨立開發、更新維護的

能力卻明顯不足；產品級設計

及開發工具鏈仍掌握在國外企

業手中。

目前，國內行業企業聯合，

正在努力補齊短板。如2017年 4

月百度實施的“阿波羅”計劃就

造成了業界的轟動。

這壹計劃不但擁有全球唯壹

開放、擁有海量數據的仿真引

擎，還有全球開放數據量第

壹、基於深度學習自動駕駛算法

End-to-End，提供技術領先、覆蓋

廣、高自動化的高精地圖服務，

讓自動駕駛技術的研發更安全、

更嚴謹、更高效。這是壹個開放

的平臺，可以幫助汽車行業及自

動駕駛領域的合作夥伴結合車輛

和硬件系統，快速搭建壹套屬於

自己的自動駕駛系統。

“百度阿波羅平臺希望通過

預約自動駕駛的開放性平臺，打

造壹個自動駕駛的產業生態。”

公維潔贊賞道。

此外，阿裏巴巴集團也與上

汽集團合作打造了國內首款互聯

網汽車智能操作系統YunOS Auto，

搭載在上汽的自主品牌榮威、名

爵車型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汽車企業正在參與到這壹項目的

合作研發中來。

2017年 3月，YunOS正式發

布YunOS Carware 智能車載操作

系統，可支持HUD、行車記錄儀

和智能後視鏡等多種終端。基於

雲端的數據服務使 YunOS Car-

ware不再僅限於功能的滿足，開

始思考和預判用戶的需求，主動

幫助用戶完成任務。同時，系統

會根據用戶屬性動態推薦合適的

音樂、電臺節目或養車服務，也

能夠通過攝像頭實時捕捉前方視

野，並實時調整桌面顏色以匹配

環境，達到後視鏡與環境高度融

合的效果。

公路測試迫在眉睫
“目前在智能網聯汽車的智

能化領域，我們更多是去跟隨、

去追趕國外的腳步，但在網聯方

面中國有著 ICT（信息與通信技

術相結合）領域方面技術的優勢，

還有著國內信息安全帶來的自主

可控優勢，所以在網聯化方面中

國未來是有可能實現領先的。”

公維潔說。

近年來，國內各部委與企業

也都對網聯化寄予厚望。如重

慶近期將分三期建設首個全階

段智能網聯汽車測試示範區；

工信部日前也把智能網聯汽車

列為《促進新壹代人工智能產

業發展三年行動規劃（2018—

2020年）》中的壹項需要大力發

展的智能產品。

然而，智能網聯汽車在技術

成果的落地量產在國內仍面臨許

多局限。

如中國目前尚未出臺公共道

路路測法規，智能網聯汽車測試

仍陷於封閉道路或園區，這使得

我國大部分自動駕駛汽車都只是

在低速園區、封閉路段做到了產

品級落地，像機場擺渡、園區擺

渡等。而國際方面，通用公司已

宣布將於2019年在壹些人口密集

的城市投放壹系列自動駕駛出租

車，據稱壹輛自動駕駛出租車從

出產到報廢前所產生的利潤總和

會有數十萬美元。

“可以看出我們智能網聯發

展在人工成本和技術上還是有壹

定差距的，如國內沒有開放的公

共道路的路試，但是美國已經在

公共道路上開展測試幾年了，所

以我們也對政府相關公路道路測

試方面的政策法規有著迫切的需

求。”

在我國智能網聯汽車發展規

劃路線圖上，國內智能網聯汽車

預計 2020 年左右可實現 CA 級

（有條件自動駕駛）智能網聯

汽車量產，HA級（高度自動駕

駛）和 FA（完全自動駕駛）智

能網聯汽車的量產計劃壹般在

2025年前後。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石油”）中東公司獲悉，

2017年，該公司原油與權益產量均創歷史新高，

共完成權益產量4230萬噸，接近中國石油海外業

務“半壁江山”。

該公司中東地區黨工委副書記韓紹國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17 年中國石油在

中東的 11 個項目權責制下實現整體投資靜

態回收。

其中，艾哈代布項目順利解決超億美元

費用爭議，大大降低了項目經營風險；成功

簽署阿布紮比陸上項目和伊朗南帕斯 11 區塊

項目，占 2017 年中國石油海外油氣合作新簽

約三個項目中的兩席；阿曼項目生產原油

243 萬噸，持續保持了“小而肥”的良好經

營態勢。

值得壹提的是，位於伊拉克東南部米桑省

“超巨型”油田哈法亞項目作為迄今為止中國石

油單體作業量最大的海外項目，2017年取得了增

產幅度最大的成績，在保持千萬噸穩產的同時將

產量增加至25萬桶/日。

據中東公司哈法亞項目總經理王貴海介

紹，根據開發進度，伊拉克哈法亞油田建設

按照分期規劃、分期實施的策略執行，分

三期實施。其中，壹、二期分別於 2012 年和

2014 年投產，年處理能力分別為 500 萬噸。目

前在實施的三期開發建設，是基於壹二期已

有設施基礎上，新建及改擴建油田產能設

施，設計產能 1000 萬噸/年。“三期產能建設

於 2017 年 4 月正式啟動，計劃於 2018 年三季

度投產，屆時哈法亞油田年處理能力將逐步

達到2000萬噸。”

中國企業在中東地區的開發建設得到了當地

政府和合作石油公司的壹致認可。

伊拉克米桑石油公司（MOC）擁有哈法亞

項目10%的股份，該公司總經理阿德南· 努西·

薩齊特告訴中新社記者，基於與中國石油與

MOC 的緊密合作，哈法亞是該公司所有外資

項目中表現最好的，“哈法亞能夠提前投產，

與中國石油的努力分不開。我可以從中看到中

國企業在中東的長期規劃。”阿德南說，他與

王貴海每周都會見面，任何問題都會第壹時間

溝通處理。

魯邁拉項目所在地——伊拉克巴士拉省副省

長多爾阿穆· 阿裏夫· 艾吉沃迪接受中新社記者采

訪時表示，中國石油不但在原油開采和服務建設

等方面為當地做出貢獻，還通過開設伊拉克魯邁

拉培訓中心為伊拉克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術人才，

且拉動了大量就業。

按照中東公司的下壹步規劃，以伊拉克項

目為主，到2020年原油作業年產量超億噸，占

海外總產量60%以上。據透露，如能完成上述

目標，這將為中國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業務帶來

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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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博物館開工建設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博物館開工建設

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博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博
物館建設開工儀式在秦始物館建設開工儀式在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皇帝陵博物院··麗山園舉麗山園舉
行行。。博物館選址於秦始皇博物館選址於秦始皇
陵封土西南側陵封土西南側，，建築面積建築面積
約約80008000平方米平方米，，為地下壹為地下壹
層層（（下部設夾層下部設夾層）、）、屋面屋面
覆土綠化建築覆土綠化建築，，計劃總投計劃總投
資資11..895895億元億元，，計劃建設計劃建設
期限為期限為 20172017 年年 1212 月至月至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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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霆跨年連唱兩場 熱火撩人荷爾蒙滿屏
12月30日、31日，陳偉霆連續兩天出現在跨年演唱

會的舞臺，兩場演出、四首歌曲，雖都是勁歌熱舞卻全

然兩種風格——在浙江衛視領跑2018演唱會上，他在多

名女Dancers擁簇下，壹身雅痞範兒西裝手執酒杯亮相，

邊喝酒邊熱舞，《女皇》、《Baby Don’t Cry》演繹得

優雅魅力又蘇又撩；而到了東方衛視夢圓東方跨年盛典

，他又以壹身大紅搭配禁欲系金屬框眼鏡出場，與男

Dancers帶來動感有力、荷爾蒙炸裂的《W企劃》、《著

迷》，被贊“帥氣到令人鼻血狂飆”。

兩場跨年結束後，陳偉霆也在新年第壹時間送上對

粉絲的感謝和祝福，他在微博寫道：“因為有妳們才有

舞臺上的我，才有每壹年都不會停步的我。感恩。”同

時他也鼓勵粉絲，“新的壹年，希望我們都能實現自己

的夢想，永遠不要放棄成為更好的自己。”

劉耕宏暗示言承旭好事將近
網友：和林誌玲要結婚?

1月1日，刘耕宏在微博晒出一张与言承旭拥抱的合照，恰巧这天

又是言承旭的生日，刘耕宏po文：“我的互坑好友言承旭，生日快乐

，祝福你能...你知我知...我就不告诉大家了。”照片中，久违的言承旭

露出侧脸，满脸笑容，与刘耕宏拥抱在一起，兄弟情深。

网友们看到该条微博后，纷纷猜测言承旭可能是好事将近：“ 和

林志玲要结婚了？”“意思是祝福跟林志玲？”“希望他幸福！真的

劝他不要再拖了，真的爱就快点办正事吧，再拖下去都老了。”

2017年12月底，就有爆料称林志玲11月于马来西亚被曝约会言承

旭后，即传出二人复合，虽仅坦诚“恢复联系”。而林志玲接著出席

节目时也坦言对婚姻有憧景，言语之间希望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另一

半，再次传出二人闪婚的传言。

薛之謙回應《認真的雪》侵權傳聞：已交律師處理

近日，有自稱是《認真的雪》
的詞作者狀告薛之謙，要求收回歌
曲版權，並要求下架此歌曲。薛之
謙在 2 日淩晨對此事作出回應，堅
稱《認真的雪》為原創，並發文：
“我要是如妳們毀謗所說《認真的
雪》這首歌不是我原創的我死全家
！ ”“任何壹種汙蔑我都可以忍...
但唯獨音樂...我堅守到底！”薛之
謙聲明不認識這個造謠的人，並且
表示已交給律師處理。

附薛之謙微博原文：
造謠黑？組團黑？造謠的小醜

也就算了 跟風組團的人難道不能去

查壹下這個小醜的黑歷史嗎？
好吧 要是不告我 妳是孫子
我要是如妳們毀謗所說《認真

的雪》首歌不是我原創的我死全
家！

更加可笑的是造謠這個人我根
本就不認識！

聽好了... 任何一種汙蔑我都可
以忍...

因為我堅信！真的假不了 假的
真不了...

但唯獨音樂....我堅守到底！
本人已將此事交給律師處理！

敬請圍觀

全聯先生曾無預警被炒魷魚
寒流穿丁字褲裸奔求生

想必大家对梳著油头、穿著

西装，讲话慢条斯理的「全联先

生」印象非常深刻，殊不知现年

43岁的他，其实早就出道超过10

个年头，而在这之前，还曾当过

捷运检修工程师、汽车代理商行

销和广告公司製片，回忆11年前

无预警遭公司解雇，他顿时不知

自己的人生该如何是好，直到一

个因缘际会参加全联广告试镜，

就这样一炮而红。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43

岁的邱彦翔在11年前无预警遭广

告公司解雇后，女友建议他可以

去金山教衝浪过点小日子，就这

样沉淀了3年，朋友邀请他去试试

看全联广告试镜，「我一直觉得

是开玩笑，不觉得我会被客户选

中」，没想到才隔了2天，对方竟

通知他被选上拍摄全联广告「豪

华旗舰店开幕篇」，让他又惊又

喜，也因此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

个奇妙旅程。

「是我创造出的框框，不可

被取代。」邱彦翔所创造的全联

先生形象深植人心，他开始接触

不同演艺工作，慢慢地打开「戏

胞」，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就

是帮五月天拍《第二人生》MV，

「那时是寒流，到了现场才知道

要脱光光，但都答应了，那就脱

吧！」他全身光溜溜只穿钓鱼线

缠卫生棉做成的丁字裤，就这样

在基隆外木山海滨裸奔了4回，让

早起晨跑的民众看到都忍不住偷

笑。讲到邱彦翔的日常生活，他

和空姐老婆结婚4年，夫妻俩育有

分别3岁和1岁的宝贝女儿，他计

划教育女儿走「汉子」路线，不

仅会教换轮胎、学打滚，还要把

他珍藏的怪兽和军事公仔介绍给

女儿，并带女儿进入摇滚世界，

「她很勇敢，看到蟑螂会冷静地

说『爸爸，打死牠』。」可见他

的女汉子教养相当成功。

幽靈馬車驚艷全場
戴口罩唱跨年

等了一年多，臺灣電音女神謝
金燕昨（31 日），終於再站上臺灣
舞臺和桃園民眾壹起跨年，壹出場
就給出驚喜，除了幽靈馬、紅鞋車
外，到了高雄道具再升級變成骷髏
人骨車以及拖鞋滑板，姐姐壹出場
就引來現場的尖叫聲，其中演唱新
歌還戴著口罩引起對嘴說，謝金燕

也在新開的臉書專頁中大方承認。
謝金燕昨天綁著辮子頭再加上

壹身金色高衩貼身短裙，首先出現
在桃園的跨年場，姐姐謝金燕火辣
復出，好身材若隱若現，突破大家
的聽覺與視覺，舞臺上出現超巨型
骷髏幽靈馬繞場，炒熱現場氣氛，
其中謝金燕更開著紅色滑板鞋車，

邊開車邊唱舞曲大悲咒。
而且還不只這樣謝金燕還特別

準備有7種繽紛色彩口罩的 「姐姐包
」 小禮物，邊唱邊發送，但在演唱
到新歌《turn口罩》時，卻帶著口罩
引起網友質疑對嘴，對此姐姐也在
臉書上大方承認，並說 「戴口罩唱
歌，不用猜當然是對嘴！」

而謝金燕的臉也再度引起網友
的討論，不少人在網路上討論 「跟
蕭亞軒好像」 、 「我以為是溫嵐」
、 「不要跟我說她是謝金燕 」 、
「橫看Elva側看陳美鳳」 ，然而舞臺

上盡力唱跳的謝金燕，壹下舞臺就
戴上黑色口罩，低調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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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周雲鵬加盟《海島奇遇》

釋放“鵬派笑動力”
由沈陽東盛柒娛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出品，北京淘夢影業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天津淘夢影視發行有限公司獨

家宣發的原創IP系列電影《超級大山

炮之海島奇遇》將會上線。據悉，除

了趙本山之女球球、張家豪、程野、

宋曉峰、唐娜、劉小光等原班人馬傾

情演繹外，同時還吸引了著名喜劇演

員大鵬董成鵬、實力笑將周雲鵬傾情

加盟。

“鵬派笑動力”釋放
接力宋小寶繼續驚喜
《超級大山炮之海島奇遇》是超

級大山炮系列電影的第二部，第壹部

《奪寶奇兵》中就已有二人同門師兄

宋小寶精彩表現，宋小寶在片中金句

頻頻曝出；例如“他得的這是什麽

病？疑難雜癥”、“只要我的針紮的

深，針到病就能除根”等等，壹句壹

個包袱，笑點十分密集。

本次“二鵬”接力師兄，讓第二

部同樣充滿期待，每部必有新嘉賓客

串似乎成了超級大山炮系列電影的壹

大亮點和規律，也成了該片壹大看點。

二人同為趙本山弟子，同是以出

演“小人物”見長並獲得成功，他們

此次加盟《超級大山炮2》，將上演“以

小博大”“的戲碼，看“小人物”如何釋

放“大笑料”，為影片增色添彩。

“笑點永動機”大鵬對手球球
催化歡樂元素
大鵬在該片中爆笑出演球球的前

任男友，因“劈腿”學外語被球球飾

演的女友”林依壹“抓個現行，驚慌

中編造連自己都難以說服的謊言從而

被暴揍的橋段令人捧腹、記憶深刻。

當霸氣十足的球球遇上化身“渣

男”的大鵬將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明年開年第壹天的影片正片值得期待

。大鵬因出演、導演《煎餅俠》、

《縫紉機樂隊》等片廣受好評。此次

出演《超級大山炮之海島奇遇》與趙

家班師兄弟“成功會師”，憑借優秀

的搞笑天賦，必定會有不俗的表現。

“新晉笑將”周雲鵬“急眼”程
野、唐娜 引爆“餐桌笑料”

周雲鵬在該片中飾演餐廳服務員

壹角，程野飾演的“大橙子“、唐娜

飾演的”“二英”來餐廳用餐，二英

再次看見了球球飾演的“依依”，二

英與依壹賭氣點餐，最終結賬時賬單

金額高達3萬余元，嚇壞了“大橙子”

與“二英”，這時周雲鵬以“經典口

吃”問到：“什麽意思啊？要不買單

啊。““萌化的表情，引人捧腹。

最終二人如何順利買單？周雲

鵬又說了些什麽？發生了什麽有趣

的故事？敬請期待 2018 年開年元旦

愛奇藝首播的《超級大山炮之海島

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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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上，黃軒主演的史詩大劇

《海上牧雲記》繼全網熱播後即將

登陸湖南衛視；銀幕上，其擔綱男

壹號的《芳華》、《妖貓傳》口碑

與票房也在繼續升溫。而昨日黃軒

已低調開拍新作，攜手曹保平導

演、範冰冰，開啟華語犯罪類型電

影的新嘗試。

當談及為何選擇黃軒作為自

己重要電影的男主角時，馮小剛

和陳凱歌都表達過類似的意見：

黃軒很善良、很安靜。在大導演

們的慧眼中，看到了黃軒身上具

備著國內演員罕有的“純凈”氣

質。黃軒對表演藝術毫無雜念的

執著，以及形神合壹的靈動演技，

也賦予了“劉峰”和“白樂天”

兩個角色真實的靈魂，特殊時代

“活雷鋒”的純良，和大唐盛世

天才詩人的癡狂與驕傲，在黃軒

的詮釋下顯得令人信服。

而《她殺》中，黃軒的圓寸造

型褪去了《芳華》和《妖貓傳》中

的幹凈少年感，畫風突變硬漢的頹

廢滄桑和野性，令人期待其演技的

新顛覆。據悉，《她殺》講述的是

壹場迷霧重鎖的人性戰爭，愛與復

仇的極致情感交織其間，黃軒作為

“解密人”，孤獨穿行於迷霧中，

抽絲剝繭、逐層揭開範冰冰所飾演

的女主角隱藏的秘密。在開機日曝

光的海報上，黃軒與範冰冰僅現模

糊背影，相互攙扶的二人之間關系

似親密而又疏離，謎壹般的人物關

系使得故事更顯撲朔迷離，引發網

友猜想不斷。而黃軒過往微博上蜜

汁直男角度也被真愛粉調侃成“有

顏就任性”鋼鐵直男自拍。

曹保平導演前作《烈日灼心》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大眾電影百花

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等各大頒獎禮

上斬獲頗多，並以超3億票房成為最

賣座國產罪案大片，曹保平也被譽

為“華語犯罪類型電影領軍者”，

令黃軒的名導“收割”名單上又再

添壹員大將。

《媽媽咪鴨》曝安全公益視頻
萌鴨變身最Q消防員

動畫大電影《媽媽咪鴨》發布了壹支

“黃淘淘版消防安全公益視頻”，天朝第

壹萌鴨黃淘淘化身可愛消防員。整支視頻

以3道關卡的模擬遊戲形式趣味的向所有

觀眾們傳遞預防火災小常識，目前影片已

鎖定2018年1月27日寒假檔，被視為2018

年“寒假必看合家歡”，並有望競爭明年

國內最高質量的動畫大電影。

萌鴨黃淘淘變身最Q消防員
逗趣傳遞預防火災小常識
近日發布的“黃淘淘版消防安全公益

視頻”以寓教於樂的形式向所有網友傳遞

消防小常識，視頻高度還原生活場景，坐

擁雙重身份的黃淘淘手捧爆米花在影院觀

影，在影院突發火災時臨危不亂秒變“最

Q消防員”。視頻以趣味遊戲進行包裝設

計，“最Q消防員黃淘淘”先生動的演示

了錯誤的消防方法，後以正確的消防小常

識快速通過3道遊戲關卡。讓大家在面臨

火災時壹定要牢記“用濕毛巾捂住口鼻”、

“靠墻彎腰前行”以及“勿坐電梯，要走

樓梯”等三項重要技能。視頻最後“最Q

消防員黃淘淘”說的標語“生命不是遊戲，

人生無法重來”更是給予所有觀眾的真誠

告誡。

首部全球發行的國產電影
成為寒假檔觀影首選
從此前發布的相關物料就可看出《媽

媽咪鴨》這部國產動畫電影頗有好萊塢水

準的制作水準。《媽媽咪鴨》作為首部全

球同步發行的中國動畫電影，在劇情方面

也是頗有沖突性，大雁大鵬與壹對鴨子姐

弟淘淘、憇憇因緣際會而結成“南遷尋親”

小分隊，壹路經歷的壹連串驚險、刺激又

有趣的冒險情結勢必會在寒假檔為壹家三

口的觀眾帶來壹次充滿樂趣的觀影體驗。

這個“歡喜冤家”的三人組合到底會經歷

什麽樣的結局？就需要所有觀眾1月27日

去影院壹探究竟了。相信這部被稱為2018

年最好國產動畫電影的《媽媽咪鴨》會給

大家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驚喜。

動畫大電影《媽媽咪鴨》（《Duck

Duck Goose》）由原力動畫CEO趙銳、

《怪物史瑞克》執行制片人桑德拉· 羅賓

斯（Sandra Ranbins）、好萊塢資深制片

佩妮· 考克斯（Penney Cox）任制片人，

《獅子王》、《美女與野獸》特效動畫師

克裏斯· 詹金斯（Chris Jenkins）任導演。

目前影片已定檔2018年1月27日寒假檔。

張藝興《大明皇妃》首演古裝 詮釋壹代帝王風骨
古裝歷史鉅制《大明皇

妃孫若微傳》正式官宣新陣

容，張藝興加盟該劇，出演

壹生跌宕起伏、兩次登基帝

位的明英宗朱祁鎮壹角。張

藝興通過社交平臺公開回應表

示：“未來壹起努力，共築盛

世大明，我是朱祁鎮，請多指

教。”新角色壹經曝光，就令

粉絲們驚喜又期待。

電視劇《大明皇妃孫若

微傳》改編自蓮靜竹衣所

著小說《六朝紀事》，由

姚昱竹擔任總制片人，張

黎監制，張挺執導，湯唯、

朱亞文、張藝興、喬振宇、

俞灝明等主演。該劇從制

作班底到主演陣容無壹不

說明其精良的品質。此次

張藝興受邀加盟該劇出演

朱祁鎮，詮釋壹代帝王跌

宕起伏的人生。這是他首

次觸電古裝鉅制，也是其

第壹次飾演帝王。

歷史上明英宗朱祁鎮並

不是壹直高居廟堂的霸氣

帝王，他曲折離奇的人生

軌跡決定了性情前後期的

反差之大。前期他是勵精

圖治的熱血青年皇帝，卻

因寵信奸佞、執擰自大、

急於擺脫母後孫若微的掌

控盲目出兵；中期戰敗被

俘後忍辱負重，在草原迎

娶敵軍之女；後期回歸朝

堂再次執掌帝位。想要駕

馭人生大起大落、兩次稱

帝、性格前後期反差極大

的朱祁鎮，張藝興直言這

是對自己的壹次挑戰。除

了對角色情感、性格變化

的把握和表演層次上的拿

捏，不少粉絲對於張藝興的

古裝帝王造型期待不已。壹

直以來給人以雅致溫和印象

的他，傾情出演朱祁鎮壹角

，演繹命運坎坷曲折的壹代

帝王，著實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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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訪談中貝爾爆料，自己沒看過大本所飾演的蝙蝠俠，

也不是超級英雄電影的粉絲，《正義聯盟》和《復仇者聯盟》都

沒看過。不過自己和女兒都是“星戰”的狂熱粉絲，以後也許會

有機會出演。

在新片《次要位置》的片場讓自己胖成球，化身為美國前總

統迪克· 切尼的漫長壹天結束後，很難想象出演過諾蘭“蝙蝠俠”

三部曲的克裏斯蒂安· 貝爾還能有時間和精力，沖進電影院去看

《正義聯盟》，比壹比他的版本和大本的版本各自如何。在最新

訪談中，貝爾坦言，他從未看過大本所飾版本的蝙蝠俠，無論是

在“蝙超大戰”、《自殺小隊》還是《正義聯盟》，近期可能也

不大會去看。

“我還沒看過本· 阿弗萊克演的蝙蝠俠，我會想看，因為我兒

子挺感興趣的，不過我後來意識到他只想看預告片。我會去看我

家小孩兒喜歡看的電影，我得承認，我不是超級英雄電影的超級

影迷。人們對於這壹點很驚訝，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復仇者聯

盟》之類的電影我壹部也沒看過，我聽說它們拍得很棒，不過我

只要聽說就夠啦。”

貝爾對於其他演員出演如此具有標誌性的角色，沒那麽感興

趣，這好像也不是太讓人驚訝。畢竟他是演員，不是電影網站的

編輯，不會每天寫電影新聞。在訪談中，他甚至承認他也沒怎麽

關註過他出演布魯斯· 韋恩之前的那些“蝙蝠俠”電影。

“我也沒看過蝙蝠俠的漫畫或者小說，我並不是狂熱的粉絲

，不過當我看亞當· 威斯特的版本（60年代美劇）時，我還是挺喜

歡的。我看過幾部其它的蝙蝠俠電影，不過態度比較矛盾。只有

弗蘭克· 米勒的動畫電影《蝙蝠俠：第壹年》

讓我感受到了驚喜。”

如果貝爾不喜歡蒂姆· 波頓執導的89年

《蝙蝠俠》，或者稍顯奇怪卻挺好看的《蝙

蝠俠歸來》，他可能就更不會為“蝙超大戰

”或者《正義聯盟》感到驚艷了。

訪談中爆出的另壹個比較大的消息時，

貝爾有可能會出演《星球大戰外傳：韓· 索羅

》。早在壹年前，盧卡斯影業就在尋找壹位

飾演韓· 索羅“人生導師”的人選，幾乎選定

了貝爾來出演。貝爾作為擁有“千年隼”模

型的《星戰》粉絲，對於這壹消息的解釋是

：

“這確實非常誘人，我不僅從童年時代

開始就熱愛《星戰》系列電影，我和凱瑟琳·

肯尼迪以及弗蘭克· 馬歇爾（肯尼迪的丈夫）

的關系都很好，因為他們多年以前制作了

《太陽帝國》（斯皮爾伯格執導的、貝爾的

大銀幕處女作）。關於我出演韓· 索羅電影這

個消息，我們確實有過討論，我希望未來還

會有更多討論。”

貝爾還分享到，他女兒也非常喜歡《星

戰》系列。“她的初戀是達斯· 維達，也特別

喜愛達斯· 摩爾。有壹次去迪士尼樂園，她站

在達斯· 摩爾旁邊，那位扮成他的演員露出牙齒沖她咆哮，完全在

角色中，她才是個小不點兒哎，我想‘完了，肯定把她嚇壞了’

。結果她跟我說，‘爸爸，我戀愛了’。”

上文提到的“韓· 索羅導師”這個角色，最終將由伍迪· 哈裏

森來出演，角色的名字叫做Beckett。哈裏森之前可沒少演“流氓

”，應該很容易就融入“星戰”宇宙（和韓· 索羅的生活）。

貝爾沒解釋為什麽這個角色不是他來演，也沒說片方到底有

沒有找過他來演。不過既然《韓· 索羅外傳》之前的兩位導演，菲

爾· 羅德與克裏斯托弗· 米勒已經從導演席位上退出，朗· 霍華德來

接手，貝爾之後再加入，飾演別的角色也說不定呢！就算不出演

這部外傳，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們也可以在其它“星戰”影片

中看到貝爾的薛定諤體型。在線轉換

貝爾：我沒看過大本演的蝙蝠俠電影

迪士尼發布了《超人總動員2》的新年版海報

，把logo燙到了吐司面包上，影片將於今年6月15

日在全美公映。

迪士尼官推發布了《超人總動員2》的新年版

海報，“為新年幹杯”（A Toast to the New Year

，toast也隱含了“吐司”的雙關義）。新海報的

吐司上，迪士尼把“超人總動員”的logo燙了上

去。

壹個多月前，迪士尼發布了這部2018年讓人

最期待家庭電影的前瞻預告片。今年6

月影片才會公映，而粉絲們已經為這

部續集等得心急了。雖然續集距離首

部電影已經過去了14年，差點兒加入

“有生之年”系列，不過我們還是終

於馬上要看到第二部了！劇情將緊接

第壹部的結尾，我們會看到小傑克首

次使用他的超能力。

《超人總動員2》將依然由布拉

德· 伯德執導，2004年的首部《超人總

動員》大獲成功，伯德不僅會作為導

演與編劇回歸，包括格雷格· T· 尼爾森

、霍利· 亨特、塞繆爾· 傑克遜、Sarah

Vowell在內的原作配音卡司都將悉數

加入續集，鮑勃· 奧登科克與凱瑟琳·

基納則是加入的新聲音。

在當年拍完《超人總動員》之後

，伯德還執導了2007年的《料理鼠王

》，反響也非常不錯。伯德曾在接受

采訪時表示，除非他能想出來比第壹

部更棒的點子，可能不太會拍《超人

總動員》的續集。不過2014年3月，迪士尼終於

宣布《超人總動員2》立項，開始前期籌備工作。

觀眾們不太可能看到近年來興起的“超級英雄電

影”話題出現在影片中，因為伯德認為，“超級

英雄”算是《超人總動員2》最不重要的壹方面了

。

《超人總動員2》本來將於2019年上映，不過

提前到了今年6月15日，因為之後還要制作《玩

具總動員4》。

迪士尼發
超人總動員2
新年版海報

泰爾· 謝裏丹飾演的小男主韋德· 沃茲和他

的反抗軍同伴被追捕他們的鎮壓部隊堵住去路

，而另壹張劇照則展現了遭遇能源危機處於崩

潰邊緣的現實世界的日常街景。

史蒂芬· 斯皮爾伯格執導的科幻動作新作

《頭號玩家》今日曝光兩張全新劇照，泰爾· 謝

裏丹飾演的小男主韋德· 沃茲和他的反抗軍同伴

被追捕他們的鎮壓部隊堵住去路，而另壹張劇照

則展現了遭遇能源危機處於崩潰邊緣的現實世界

的日常街景，韋德· 沃茲走在街上，周圍都是沈

浸在名為“綠洲”的VR虛擬世界中的人們。

《頭號玩家》講述了在環境破壞已經讓人

類頗為煩躁的未來世界，遊戲公司“綠洲”利

用虛擬實境技術與網絡遊戲的完美結合，為人

們提供了避世的心靈港灣。但“綠洲”創始人

哈利迪的遺囑，卻為這最後的世外桃源帶來了

壹場巨大的風波。為了繼承巨額遺產，主角韋

德· 沃茲不但要和數以億計的同行展開競爭，

還要面臨同樣覬覦這份財富的大公司的死亡威

脅……

該片根據恩斯特· 克萊恩暢銷小說改編，

不久前，克萊恩還宣布已經在創作小說的續集

了。據悉《頭號玩家》將於2018年3月30日

在北美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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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民國107 年元旦升旗典禮，在當時僅華氏31 度的低溫中改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共有四百多位愛國僑胞與會。典禮從 FASCA 成員揮舞中美國旗入場及榮光會護旗入場展開序幕。緊接著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就位、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及僑務委員黎淑瑛、劉秀美等人就
位，首先由周偉立領唱美國國歌及中華民國國歌，場面莊嚴，隆重。

在兩位中華公所主席都不約而同的提到中華民國是 國父所創建，以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為治國的根本。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在致詞時提到僑胞們在這麼寒冷的天氣趕來升旗，足顯僑胞們愛國愛鄉之情，尤其看到

這麼多年輕人前來。陳處長提到，去年的台美關係，合作，有長足進展，再加上我國的衛星升空，股巿萬點，創歷史
新高，以及前瞻計劃成果豐碩。未來，經文處將繼續為鄉親服務，扮演增進鄉親和美南關係的角色。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表示： 看到這麼多僑胞在這麼寒冷的天氣趕來升旗，唱國歌，令她好感動。莊主任說： 中
華民國與海外僑胞一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07 年前，國父領導革命，創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如
今，中華民國台灣，是民主燈塔，是大家的母親，故鄉。如果說，海外僑胞是散落在海外的珍珠。而僑教中心就是串
起珍珠的榮耀珠練，凝聚海外僑胞的向心力，感謝大家一路相隨。祝願我們的國家，永遠國運昌隆，國泰民安。

典禮上還由台北經文處陳家彥夫婦，中華公所主席陳慶輝、丁方印，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
芬，僑務委員黎淑瑛、劉秀美，及合辦活動的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合切蛋糕，慶祝元旦的儀式。

典禮上還頒發五種獎項，包括頒發榮譽職人員聘書給鍾桂堂僑務諮詢委員及管光明僑務顧問。頒發106 年有功個
人感謝狀給 「國慶籌備會」 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嚴杰， 「休士頓青年文化志工大使協會」許健彬，以及有功團體獎
狀給華商經貿聯誼會、攝影學會、台灣同鄉聯誼會、保健中心，大專校聯會----- 等23 個社團。及頒發捐助哈維風
災獎狀以及嘉勉函給慈濟、德州佛教會、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中台禪寺、國慶籌備會、潮州會館、越棉寮華裔
聯誼會、愛心組織（ 24 個僑團聯合組成 ），台灣同鄉會-------及中文學校聯誼會等17 個社團。

頒發建構海外華僑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感謝狀給張景燊先生，及頒發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 銀級獎章） 給伍玲玥
、戴曉芸，以及（銅級獎章） 給陳盈佳、彭宣皓等十二人。

在青年義工給全場來賓分送點心的同時，台上餘興節目熱鬧舉行。包括： 老人服務協會 「百齡合唱團 」 演唱
： 「西風的話」及 「踏雪尋梅」 兩首歌曲，由黄文隆老師指揮。全美舞蹈總決賽第一名梁思莉表演 「花開時節」
； 老人服務協會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 表演 「飛起來」； 以及由 「亞美舞蹈團」 表演精彩的舞蹈 「戲雪」等
節目。

中華民國107年元旦升旗典禮
本周一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古人老早就知道:風水對人的影響會因爲時間而改變,

所以民間流傳有「十年風水輪流轉」的說法。我們今年

特別邀請我們的校友，也是旅居休士頓的專業風水諮詢

師衍易女史,爲大家談談 2018 戊戌年的流年風水。

每一年的時間風水,都有它自身的特點,衍易老師在講

座中將為我們介紹:什麽是流年風水?流年風水的影響力究

竟有多大? 2018 年的流年風水，究竟有什麽樣的特性? 這

一年有哪些地方不能動土? 這一年的文昌位在那裏? 流年

財位在那裏? 婚嫁喜慶、添進人口的位置在哪裡?

衍易女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幼在飽讀

詩書的祖父指導下啟蒙易經,學習陰陽五行。國立台灣師

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之後,衍易老師先後於多所大專院

校任教。目前在休士頓致力於推廣中國文化, 在網上教授

易經課程，希望能夠為發揚中華文化盡一己之力。

講 題 : 2018 戊戌年流年風水

主 講 : 衍易女史

時 間 : 2018 年 1 月 13 日星期六上午 10:00 到 11:30

地 點 :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一樓 展覽室 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參加

講 座 連 絡 電 話 : (409) 370-2076 謝 慶 全 , (713)

778-0254 黃梅嬌

衍易女史主講衍易女史主講 「「20182018 戊戌年流年風水戊戌年流年風水」」
將於將於20182018 年年11 月月 1313 日上午在僑教中心舉行日上午在僑教中心舉行

元旦慶典上出席貴賓共切蛋糕慶賀元旦慶典上出席貴賓共切蛋糕慶賀（（ 左起左起）） 主辦單位之一主辦單位之一 「「 老人服務協會老人服務協會
」」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中華中華
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陳慶輝陳慶輝，，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僑務委僑務委
員黎淑瑛員黎淑瑛，，劉秀美劉秀美。（。（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7107 年元旦年元旦，，於一月一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於一月一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
行行，，四百多位僑胞與會四百多位僑胞與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0103WED_B1_Print
	0103WED_B2_Print
	0103WED_B3_Print
	0103WED_B4_Print
	0103WED_B5_Print
	0103WED_B6_Print
	0103WED_B7_Print
	0103WED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