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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帆《和平飯店》演活反派
網友怒喊“斯文敗類”

近日，由陳數、雷

佳音、李光潔、張帆等

出演的諜戰大戲《和平

飯店》即將迎來大結局。

政治獻金水落石出，日

軍罪行昭然若揭，敵人

的陰謀，在十天內驚天

反轉宣告破產，讓革命

離曙光更進了壹步。然

而，在全劇中，張帆飾

演的“野間課長”讓人

的心情有些復雜。劇中

並沒有放大他的惡行，

即使這是我們都心知肚

明的事實，而是著重筆

墨描繪了壹個渴望愛情

的法西斯信徒。

張帆飾演的“野間平

二”，是個精致的男人，

他的衣著總是很得體，簡

約修身的黑色西裝，壹絲

不亂的油頭，亮

閃 閃 的 金 絲 眼

鏡。特別是那西

裝口袋的方巾，

兩 條 劉 海 的 設

計，常常遮著半

張臉的手帕。彬

彬有禮的儀態，

溫良的舉止，還

有那抑制不住奔

湧的感情。他的

視線永遠鎖定在

陳佳影身上，眼神中不時

流露出，贊許，仰慕，驕

傲，嫉妒，膽怯，慚愧，

卻從未有過仇視，各種寵

溺的眼神足以讓觀眾心生

羨慕。

“野間課長”對中國

人作惡多端，確愛上了對

自己祖國痛下狠手的中國

人，這種情感讓人不寒而

栗，只能用畸形來解釋更

為貼切。但回歸人性，他

又是可憐的，這堪稱開年

最糾結最深刻的角色在張

帆的演繹下顯得如此真實

懇切，和陳數的對手戲

中，兩人演技的交鋒精彩

紛呈，讓人大呼過癮意猶

未盡。

《南方有喬木》定檔
陳偉霆白百何開啟愛情角逐

由檸萌影業出品、長江文化聯合

出品，小狐儒尾原著，喬冰清、張愛

敏、李文婷編劇，林研導演的輕科主

義研情大劇《南方有喬木》正式宣布

定檔，該劇將於2018年3月25日登陸

黃金檔，壹場勢均力敵的愛情角逐、

壹段萬眾矚目的熱血創業即將由此開

啟。

極客想象力“直沖雲霄”
冷硬色調演繹科技之美
《南方有喬木》講述了身份復雜

且神秘的酒吧老板時越（陳偉霆飾）

機緣巧合下了家境優渥的無人機研創

女南喬（白百何飾），兩個極具反差

的靈魂意外相遇相知，展開了他們之

間熱血又帶感的愛情交鋒。

無人機創業作為該劇最重要的故

事背景，壹直是本劇自開拍以來最為

吸睛的元素。此次曝光的“直沖雲

霄”版海報即大膽發揮想象力，將

背景設置於霧氣籠罩的上海高樓林立

的城市上空，時越、南喬被無人機牽

引的秋千緩緩帶入雲霄，藍紫異色的

冷光源渲染出淋漓盡致的科技感和未

來感。雲巔之上，是十指緊緊相扣的

時越與南喬，凡塵之下則是華燈璀璨

的城市森林，壹靜壹動的鮮明對比使

得畫面極具視覺沖擊力。兩人同時面

對鏡頭，堅定與自信的目光，搭配著

“去愛，去闖”的海報文案，不禁令

人想象，無人機代表著的中國制造、

新型科技產業即將改變未來城市人的

生活方式。

涉獵高精尖輕科技產業
開啟“研”情劇新實驗
萬眾創業的浪潮之下，高精尖輕

科技產業逐步成為了萬千創客們逐夢

的新型戰場。《南方有喬木》首度聚

焦國產影視劇中鮮少觸及的無人機創

業題材，並創新性地在傳統都市劇愛

情糾葛的基礎架構上植入了高新科

研、熱血創業等時下大熱社會話題

。工科極客女主角的人物設定可能

填補了過去影視劇中此類女性形象的

空白，科研創業搭配都市愛情的故事

設置也無疑是跟風如潮的影視劇市場

中的壹股清流。區隔開過去的同類型

國產影視作品，《南方有喬木》另辟

蹊徑地以獨特視角和鮮明態度開啟了

“研”情劇新市場。

據了解，《南方有喬木》自去

年 4月開機，經歷了 3個多月的緊

張拍攝之後於 7月底順利殺青。劇

中大量涉及動作、大場面、特殊視

角等航拍鏡頭，皆在無人機技術

的支持下完成，海陸空全方位的

拍攝方式，也為國產電視劇的拍攝

豎立了新標桿。《南方有喬木》即

將於2018年3月25日登錄浙江衛視、

江蘇衛視，並在全網播出，為觀眾送

上全新視覺盛宴。

井柏然周冬雨邂逅春運
“最恨春節”系列海報紮心

劉若英導演電影處女作《後來的我們》昨

天發布第壹波海報與預告，並宣布定檔4月28

日。該片由張壹白監制，井柏然、周冬雨領銜

主演，田壯壯主演。值此春運回家高峰期發布

的“最恨春節”預告片和質問系列海報，用質

問的方式帶出人生與春運的現實主題：“為什

麽只有過年，才會想到回家？”、“為什麽討

厭春運，卻還要回家？”、“為什麽在擁擠的

人群裏，還覺得自己孤身壹人？”等，直戳觀

眾內心，引發熱議。劉若英導演也希望透過春

運的提問，讓這個愛情故事更貼近現實生活與

人生感動。

劉若英導演處女作定檔4月28日
作為劉若英的電影導演處女作，同時“優

質青年演員”井柏然和“金馬影後”周冬雨的

傾情加盟，讓電影《後來的我們》未上映就備

受關註。故事圍繞井柏然、周冬雨兩主人公在

幾次春運過年回家期間發生的邂逅與愛情周

折，體現出如今大都市漂泊奮鬥的年輕人的情

感和遭遇。電影目前已經進入後制階段，並宣

布定檔4月28日，進入五壹檔。

“為什麽只有過年，才想到回家？”
此次“質問”系列海報以紀實風格的黑白

圖片，搭配著“為什麽只有過年，才想到回

家？”“為什麽討厭春運，卻還要回家？”等

令人深思的質問文案，在導演劉若英與監制張

壹白聯手發力下，不僅讓井柏然周冬雨置身真

實春運場景，成為了

千千萬萬普通回家人

群中的壹員，同時也

讓普通人成為了此次

系列海報的主角。突

顯出電影現實主義氣

質。正值春節將至，

春運高峰，人們紛紛

踏上回家的路的

時刻，電影《後

來的我們》“最

恨春節”質問系

列海報更是觸及

正在趕路的觀眾內心深處關於春運的隱痛和感動。

“最恨春節？”臺詞引人深思

在監制張壹白的助力下，電影不但真實的

還原春運的場景，火車更成為男女主人公的初

遇邂逅之地。“最恨春節”預告片以周冬雨扮

演的小曉在冰天雪地的回家的路上，壹聲“最

恨春節”的臺詞起始，最後落在男主角井柏然

飾演的見清撿起她的車票收尾。期間，在黑白

的電影畫面裏，漂泊的人們步履匆匆，扛著大

包小包匆忙的走向站臺，火車上人頭攢動，直

到周冬雨與井柏然的邂逅讓畫面充滿了色彩。

勾起了觀眾對兩位主人公接下來的人生命運和

情感經歷將如何發展的好奇心。

“春運是很多故事發生的場景”
劉若英說：“過年能夠回家，是壹件辛苦

又幸福的事”，談及春運，她在創作過程中便

收集了大量身邊朋友的春運故事，這期間人與

人之間零距離的互動讓她印象深刻。她覺得，

春運也是在外打拼的人每年都會經歷的事情，

每壹次過年回家，大家的情感、事業和生活狀

態都會發生變化，許多故事都會因此發生。

“春運這個場景，各種故事都可能發生，也因

此表達有各種不同的情感。”

《後來的我們》由劉若英導演，張壹白監

制，李屏賓攝影指導，井柏然、周冬雨領銜主

演，田壯壯主演。預計於4月28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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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2月9日歡慶39歲生日，不僅老公汪峰寫下長文告白，身邊親友也特地為她舉行
慶生派對，在好友李雲迪曝光的合照中，壹整排大咖齊聚，壹起為女神慶生。不過，畫面中
奶茶妹妹（章澤天）被指腹部微凸，引來不少網友驚問，“是不是又有了？”

李雲迪10日下午在微博分享眾人壹起開趴替章子怡慶生的照片，同時開心寫下祝福，
“老友生日快樂，永遠幸福。”壽星也在底下留言響應，“迎接更美好的壹切。”畫面中
眾星雲集，除了章子怡、李雲迪之外，現場還有馮小剛、劉強東夫婦、張藝興、張雪迎等
人，超大陣仗被外界形容，
簡直“半個娛樂圈”的大咖都
來了，超廣朋友圈也令人嘆為
觀止。

更引人註意的是，奶茶妹
妹在鏡頭前牽著老公的手，戴
著大紅色帽子，露出開心微
笑，雖然穿著寬松黑色洋裝，
但腹部仍被指看起來似乎微微
凸起，被疑是否又懷上第二胎，
引來大票網友留言瘋喊，
“是不是又有了？”、“看
圖挺像又懷了”，意外引發
壹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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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臺灣花蓮賑災響應臺灣花蓮賑災
美國台資恆豐銀行捐美國台資恆豐銀行捐55萬美元協助災民重建萬美元協助災民重建

2018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開始接受報名！

圖為圖為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 右四右四）） 昨昨（（ 十五日十五日 ）） 代表該行董事會捐出代表該行董事會捐出
美金五萬元給花蓮震災美金五萬元給花蓮震災，，成為休市首家華人捐款的企業成為休市首家華人捐款的企業。。由由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處
長陳家彥長陳家彥（（ 中中 ）） 代表政府接受代表政府接受。。圖為出席捐款儀式的雙方代表合影圖為出席捐款儀式的雙方代表合影（（ 右起右起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 「「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總經理張永男總經理張永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副董事長高成淵副董事長高成淵、、董事孫定藩董事孫定藩、、僑教中心主任莊雅僑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淑、、 「「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公關經理周明潔公關經理周明潔。（。（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訊 ）台灣花蓮造成嚴重
傷亡，災情慘重，遠在德州的僑胞
心繫故鄉，踴躍捐款賑災，休士頓
台資銀行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關
心台灣花蓮災情，在第一時間捐出
五萬美元善款協助台灣災民重建，
並於二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在恆豐
銀行舉辦善款捐款儀式，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偕
同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等人

出席。
休士頓聲望卓著的台資恆豐銀

行董事長吳文龍聽聞台灣花蓮地震
災情慘重後，第一時間捐款，以行
動關心台灣，支持災民，陳處長代
表政府接受該筆善款，並對吳董事
長的善行義舉表達感謝，同時表示
有國內同胞及海外僑胞的支持，台
灣花蓮災民將不孤單，該善款將轉
匯台灣衛福部花蓮震災專戶，協助

災民重建家園。
恆豐銀行是休士頓深具影響力

的台資銀行，在吳文龍董事長帶領
下，自 1998 年設立以來，除提供專
業金融服務，更不遺餘力的支持社
區公益活動。會中與會者為台灣祈
福，吳董事長期盼藉此拋磚引玉，
匯集更多僑胞的愛心送回台灣。

（ 本報訊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羅秀
娟為提高華裔青少年及非華裔人士學習中文的興趣，鼓勵大家活
用中文並增強中文表達能力，將於4月21日(星期六)在休士頓華
僑文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舉辦第二十
五屆中文演講比賽，演講主題 「最幸福的時刻」，本年度增加即
席問答。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邀請就讀於中文學校學生、
美國學校中文班學生以及學中文的非華裔人士們(凡六歲或六歲
以上者)踴躍報名參加，每位報名費酌收十五元，自即日起至4月
9日以郵戳為憑截止報名，年齡及組別的決定以比賽日四月二十

一日為準；組別分華裔6-7歲、華裔8- 9歲
、華裔10-14歲、華裔15-18歲、非華裔6- 7
歲、非華裔 8-9 歲、非華裔 10- 14 歲、非華
裔15-18 歲和非華裔 18 歲以上成人組；可在
世華網站下載報名表 www.gfcbw-houston.org
或至各中文學校或各初高中集體報名。所有
參賽者均頒發獎杯一座和T恤一件，前三名再加發獎狀及冠軍：
冠軍獎杯一座和獎金一百元、亞軍：亞軍獎杯一座和獎金七十五
元以及及季軍：冠季軍獎杯一座和獎金五十元：。詳情請聯絡會

長羅秀娟832-607- 5038、電郵julienews09@gmail.com或副會長
吳展瑩713-397- 5228 電郵lishenk1@gmail.com查詢。

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盛大舉辦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賽

演講主題 「最幸福的時刻」

（ 本報訊 ）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訂於 2018
年4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時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Uni-
versity of Houston – Downtown, 地 址: One Main Street, Suite
GSB311 (3F, Girard Street Building), Houston, TX 77002】 舉 辦
2018 年休士頓電腦化華語文能力測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
eign Language，簡稱TOCFL)。

為對應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
」，華語測驗共分為三等六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
階級及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
分別為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精通級，共
六級。依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公布關於中文預修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課程說明，學生接受AP課程
結束後的程度，接近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ACTFL)語言能力指標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中高級程度(Intermediate high)，對應於華語測驗考
試進階級(Level 3)。意即若學生能通過華語測驗的進階級，其程
度相當於可通過中文AP考試。請參閱對照表。

華語文能力測驗採用線上報名及電腦化施測。測驗分有正體
與簡體版本，全程使用電腦作答，無須手寫文字。測驗完畢螢幕
可立即顯示測驗成績。通過測驗者將獲頒華語文能力證明書，可
做為申請 「臺灣獎學金」與 「教育部華語獎學金」等語文能力證
明用途，具有就學及就業優勢。亦可以做為中文AP考試的模擬
測驗。歡迎大休士頓地區想瞭解自己華語文能力者報名參加。

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報名費為40元，為推廣正體字，
報考正體字版本的考生可享優惠價30元。報名日期自2018年2
月14日至3月8日止。請至線上報名網站: https://usa.sc-top.org.

tw/ 註冊並列印出報名表，於本年3月8日前將報名表及報名費
支票（支票抬頭為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ton）郵寄達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12, Houston, TX 77046。請務必於本年3月8日前繳費方完成報
名手續。考生可自行上華測會網站瞭解各報考等級所需字彙（網
址：http://www.sc-top.org.tw），或進行線上模擬試題測試。有
意辦理團體考試的各機構，歡迎以電郵 brownie.ch@mail.moe.
gov.tw或電話713-840- 3854與駐休士頓教育組連絡。

華語文能力測驗分級方式及與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
FR）、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指標（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之對應關係。

日期:2018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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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第40屆年會及謝元
傑、劉美玲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於2月10日下午6時30分至下午9
時30分，在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72的珍寶海鮮樓
溫馨舉行，由凌徵暘、陳秀芬主持。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諮
詢委員葉宏志及330位校友們、中外僑界人士踴躍參加，共同慶
祝難能可貴的四十週年里程碑及舊曆新年，場面熱鬧。年會上有
謝元傑、鄧曉林、丁偉倫帶領校友們唱國立台灣大學校歌，貴賓
專題演講，于方勻作2017年財務報告，還有趣味活動，劉美玲
會長感謝2017年理事、顧問，郭原宏前會長宣布選舉結果，新
舊會長交接典禮，謝元傑新會長介紹2018年理事；精美晚餐，
娛興節目及豐富抽獎。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今年特別邀請到Mr. Don Schneider,培養
領導能力的專家，美國公司高層經理及總裁的教練顧問，有25
年多豐富經驗，曾經是 Fortune 500 公司合作，其中包括 Baker
Hughes,Bechtel and Jacob Engineering等。主講 「平衡的人生」，
由深入淺出的說明，他強調，最大化的時間利用不是努力工作，
而是聰明的工作，使校友們及與會人士，都感受到莫大的鼓勵及
共鳴。

2017年會長劉美玲致詞，2017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八
月有日蝕，接著是哈維颶風侵襲休士頓，造成史無前例的創傷，

社區民眾同心協力，支援受災者重建家
園，11月太空棒球隊打破紀錄贏得世界
冠軍，風靡振奮休市的棒球迷，12月初
休士頓下雪，大地頓時一片純白，美不
勝收，可與聖誕卡片中的雪景媲美，是
休市難得一見的稀有景觀。對休士頓台
大校友會而言，2017年是非同凡響的一

年，美國國稅局核準本校友會成為免稅非盈利組織，李書行副校
長蒞臨年會及參觀稻米大學，校友們捐款給母校，校友會設立網
路上的銀行帳戶，趣味滿籮筐的春季郊遊，壓力管理全方位健康
講座，參與愛心組織25屆學用品募款捐贈活動，休士頓台大話
劇社的誕生，台大樂團的成立，與國慶中秋晚會合併的哈維募款
賑災活動及無聲拍賣，救援受災校友及非校友重整家園，多位校
友參與的台灣傳奇龍舟賽贏得第三名，更新的職涯講座模式獲得
熱烈迴響，校友們參與規模龐大的感恩節遊行。這些點點滴滴，
令人回味無窮。在這過去一年中，很感謝校友們，理事顧問，親
朋好友及義工們鼎力支持，我們的各項活動才能圓滿成功。數次
正感到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時，就會有人激盪出一些新的創意，令
我驚喜不已，如同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對台大人的創新活力，勇
於嘗試，接受挑戰，不屈不撓與愛人如己的精神，引以為榮。轉
眼之間，雞年快到尾聲，狗年近在眼前。我們將慶祝校友會成立
40週年，這個很特殊的里程碑。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因為有校
友們多年來熱心地奉獻，辛勤耕耘，校友會日新月異，欣欣向榮
，成長茁壯，大家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長江後浪推前浪，看到
年輕的一代陸續地投入，注入他們的熱忱活力及創新的火花，我
深深地感覺校友會的未來充滿了新希望。願台大人的精神繼續發
光發熱，永不止息。在這迎新送舊之際，我祝福各位歲歲平安，
健康喜樂，萬象更新。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肯定休士頓台大校友
會對社區的貢獻。陳家彥處長提到，台大學
子不僅學習好，活動也非常出色。此前成功
舉辦颶風哈維募款晚會就是最好例子，希望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在新的一年 ，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台大校
友會在休士頓凝聚校友力量，支持僑務，並
表示僑教中心是所有僑胞最溫暖的家，歡迎
大家隨時來喝茶。隨後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監交謝元傑、劉美玲新舊會長交
接。

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中
華民國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頒贈嘉勉函給休
士頓台大校友會劉美玲前會長，頒贈賀函給
謝元傑新會長。

2018年新會長謝元傑致詞，很高興的能和各位校友們在新年
前夕聚在一起。我先向校友拜個早年，新的一年 家庭、事業、
學業、身體健康都一切順利。校友會理事年輕化，希望吸收年輕
的
理事和年長的學長姐們一起共事，大家一起激盪出不同的想法，
為居住在大休士頓地區的校友們服務。謝謝劉美玲會長和2017
的理事為台大校友盡心盡力的服務。台大校友會在2017年初成
功的申
請到IRS non-profit 501C(3)成為tax exempt organization,代表台大
人除了為了自己的社團，也應該為不同的社群以及弱勢團體服務
。我歡迎各位校友提供建言，讓2018理事會可以舉辦適合不同
年齡層的活動或是義賣贊助。校友們可以在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網
站（ntuaahouston.org)下找到聯絡校友會的方式以及活動花絮，
請讓校友會有機會替大家服務。

當晚娛興節目有休士頓台灣No.1樂團，郭原宏、顧寶鼎精
彩演唱 「長城、流浪詩人」。郭原宏、王立佳演唱 「來去夏威夷
」，鼓手林國堯，吉他紀威榮、李健源，keyboard鐘惠盈，Bass
林奕亙
伴奏。 Christine and Michael小提琴演奏 「His Eye is on the spar-
row」 by Charles H. Gabriel 及 「Meditation from Thais」 by Jules
Massenet; 何有靜、陳曼紅、蔣凱玲精彩表演拉丁舞 「夢幻拉
丁」，丁偉倫鋼琴自彈自唱 「小時候」by蘇打綠，蘇柏斌、En-
rique Infante 吉他雙重彈唱 「Guantanamera La Bamba」、 「那一
盆火」；宋運恩、蕭暐獻、鐘惠盈、陳俞靜、葉佳宜、雲大峻、
黃琬瑜、彭柏瑜、丁偉倫、張瑩婗、葉芝岑精彩演出青春熱舞
「The World of Dance」。

獎品包括最近很受歡迎的Echo Alexa,台大紀念品及琳瑯滿目
的獎品，多位幸運者獲獎，大家共度愉快新春佳節。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第40屆年會及
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溫馨舉行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監交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監交，，謝元傑謝元傑
、、劉美玲新舊會長交接劉美玲新舊會長交接。（。（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頒贈中華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頒贈中華
民國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嘉勉函給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劉美玲前會長民國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嘉勉函給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劉美玲前會長，，
頒贈賀函給謝元傑新會長頒贈賀函給謝元傑新會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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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中國農曆新年將至，Wallis State
Bank特推出新年賀歲優惠，在活動期間，凡是到Wallis State
Bank開戶CD定存五萬以上的客戶，定存利率將高達2.00%APY*
，至少18個月，這是目前在市面上難得可見的高利率了。
Wallis State Bank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社區銀行，無論是大
型國際企業或是小型農業客戶，都能保持最高水平的服務。在市
面上，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不曾見到CD定期儲蓄存款利率有
2.00%APY*的，這個利率高於各銀行平均定存利率很多，在定存
期間，都可享有相同的高利率。

Wallis State Bank建立於1906年，百餘年來屹立不搖，曾經
挺過世界大戰與經濟大蕭條，皆未受政府援助，可見其基礎相當
穩固。其理念是為客戶提供卓越的解決方案和服務，包括各種存
款、個人貸款、汽車貸款、商業貸款、房屋貸款、中小企業貸款
、國際銀行業務等，迅捷而有效率。

Wallis State Bank的使命，是提供客戶滿意的金融服務，為
客戶創造更高的價值，無論是個人或是企業，在財務上需要銀行
支持時，Wallis State Bank能提共各項選擇以適合客戶的需要。
例如汽車貸款，不少人買車需要分期付款，Wallis State Bank為
客戶減輕負擔，為新車或二手車提供高達90％的資金，價格頗具

競爭力。
此外，每個企業偶爾在處理現金流量時會面臨壓力，若有一

個信用額度來幫助你度過商業周期的起伏，將可能是個非常寶貴
的工具。Wallis State Bank提供循環信貸額度，以幫助您的業務
克服現金流量不足的問題，使您的業務能夠更順利的運作。

* 請 見 本 報 Wallis State Bank 廣 告 ， 詳 情 可 電 洽
713-580-9900、844-972-4636，或上 Wallis State Bank 網站
www.wallisbank.com。

距離中國城最近的兩個點是Kempwood 總行與Meadows
Place分行，Kempwood 總行在八號旁與Kempwood Dr的交叉口
上，Meadows Place分行離中國城與糖城都近，地址與聯絡電話
如下。
Kempwood 總行，電話 (713) 935-3750，地址 2929 W Sam
Houston Pkwy N,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43。(Beltway 8 and Kempwood Dr)
Meadows Place分行，電話 (713) 935-3740，地址11311 West
Airport Blvd., Meadows Place, TX 77477。
Almeda Crossing分行，電話 (713) 580-9970，地址10055 Alm-
eda Genoa,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75(Almeda Genoa and

Rowlett Rd)
Fulshear 分行，電話 (713) 935-3720，地址 30506 First Street
• P.O. Box 673, Fulshear, TX 77441。
Galleria 分行，電話 (713) 935-3730，地址 2425 West Loop
South, Suite 150, Houston, TX 77027。 (Westheimer Rd and
610)
Northwest 分行，電話 (713) 935-3707，地址 12907 FM 1960
Road W., Houston, TX 77065。 (FM 1960 Rd West and
Wortham Blvd)
Wallis 分行，電話 (979) 478-6151 、 (713) 935-3710，地址
6510 Rail-
road Street
• P.O. Box
339, Wallis,
TX 77485。

特朗普的稅改計劃簡介特朗普的稅改計劃簡介

Wallis State Bank新年賀歲優惠
活動期間CD定存利率高達2.00%APY

作者: 郝利霞註冊會計師
2017 年 12 月 22 日，特朗普總統簽署了“減

稅和就業法”。自2018年起，公司稅率從35％降
至21％，最高個人稅率將下降至37％。它降低了
所得稅率，使標準扣除(Standard deduction)增加了
一倍，並且免除了個人豁免(Exemptions)。公司削
減是永久性的，而大部分個人稅變動將在2025年
底到期。
下面概括介紹一下新法案的主要變動條款:
個人應稅收入和相應稅率 (Tax Brackets and Tax
Rates)

該法保留了七個所得稅的稅號，但降低了稅
率。員工將會看到自己在2018年1月薪水扣減中
反映的變化。這些稅率在2026年恢復到2017年的
稅率。2018年報稅人平均省稅金額為：單身$506
，夫妻和報$669，和單親家庭$1,868。

下面是新舊個人所得稅率對比表：
標準抵稅額度 (Standard Deduction)

新稅改將標準扣除加倍。單身報稅人的扣除額從
6,35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已婚聯合報稅人的
扣除額從12,700美元增加到24,000美元。

人頭豁免 (Personal Exemptions)
新稅改取消了每人$4,050的個人豁免。
搬家費和贍養費不再抵稅 (Moving Expenses

and Alimony)
該法案取消了從2018 年起的搬家費用（軍隊

成員除外）抵扣。
2019年取消從2018年底起離婚的贍養費的抵

扣。
貸款利息和州稅及房產稅抵扣 (SALT and

Mortgage interest)
75萬美元以下的首筆房貸的貸款利息可以抵

扣，原規定上限為100萬。房屋equity loan的利息
不能再扣除。目前的抵押貸款持有人不受影響。

納稅人的州稅，地方稅和房地產稅的抵扣額
限制在$10,000以下。

醫療費用的抵扣 (Medical Expenses)
2017 除額為超過收入的 10%，65 歲以上為

7.5％，2017-2018年起全部改為超出收入的7.5%
部分可以抵稅。2019年回到10%。

該法案廢除了2019年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的罰
款 （Affordable Care penalty）

2018年對沒有醫療保險的家庭繼續徵收罰金
，2019年起廢除罰款。
遺產稅免稅額提高 (Estate Tax Exemption)
這項法案將遺產稅免稅額提高了兩倍，單身人士
達到了1120萬美元，夫婦倆達到了2240萬美元。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 免稅額提高

該法案保留了個人的 AMT，但將免稅額從
54,300美元增加到70,300美元，而聯合報稅從84,
500美元增加到109,400美元。

兒童和其他合法撫養人（包括符合條件的父
母）的稅務補貼 (Child Tax Credit)

該法令將兒童稅收抵免從1,000美元增加
到2,000美元。即使是沒有足夠交納稅款的家長，
也可以拿回最高1400美元的退稅。其他合法撫養

人（包括父母）可享受
500美元的稅務補貼。已
婚稅務申報人將享受全
額補貼的收入水平從 11
萬美元提高到 40 萬美元
。

個人獨資，合夥企業
，有限責任公司和S公司
可抵扣 20% 經營業務收

入，但有限制。
Passthrough Entity（包括個人獨資，合夥企業

，LLC和S公司）收入可享受20％的經營淨收入
扣除。一旦納稅人的單身收入達到157,500美元，
聯合申報人的收入達到315,000美元，抵扣額就會
受支付工資額等限制逐步減少。對律師、醫生和
會計師等有資質的專業人員，一旦納稅人的單身
收入達到 162,500 美元，聯合申報人的收入達到
415,000美元，就完全不能享受抵扣。這項稅改在
2025年以後結束。
529 學費儲存計劃

該法案擴大了529儲蓄計劃的使用範圍，家
長可使用529儲蓄計劃支付在私立和宗教K-12學
校的學費。他們也可以把這些資金用於在家接受
教育的學生。

Roth IRA 轉存 （IRA Recharacterizations）
各種IRA 可以轉換為Roth IRA, 但新法案禁止轉
換後的ROTH IRA 再轉換為其他IRA。

企業稅
在企業稅率降低的同時，費用抵扣項目及標

準也做了很多調整， 下面只是部分變動條款介紹
。

公司稅率

該法將以前的累
計最高企業稅率從
35％降至新的單一稅
率 21％，為 1939 年
以來最低。美國是世
界上稅率最高的國家
之一，但目前實際平
均公司稅率是18％。

固定資產折舊
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和年限有一些變動。它允

許企業在一年內扣除高達1百萬符合規定的折舊
資產的成本，而不是在幾年內攤銷。結構性的建
築裝修不能一次性攤銷。設備必須在2017年9月
27日之後和2023年1月1日之前購買才符 合
新條款。

餐費和消遣費（Meal & Entertainment）
公司請客吃飯的費用不能抵稅了，但員工出

差等的餐費仍可抵稅。
公司AMT

該法案取消了企業AMT。在原AMT下，企業不
能扣減研發和低收入社區的投資。消除公司AMT
增加了400億美元的赤字。

海外利潤
此法案主張從目前的“全球”稅制向“領土

”制度轉變。目前跨國公司對外國所得收入徵稅
。在他們把利潤帶回家之前，他們不交稅。結果
，許多公司利潤把利潤留在海外。該法令允許公
司將他們持有的 2.6 萬億美元的外匯現金儲備匯
回國。他們用現金和設備支付一次性15.5％的稅
率和8％的稅率。
歡 迎 洽 詢 郝 利 霞 註 冊 會 計 師 ， 電 話 ：
832-406-1208。郵箱： Lisahaocpa@gmail.com。

個人收入税 2018-2025 應税收入水平 

2017（旧） 2018-2025 （新） 單身 夫妻合報 

10% 10% $0-$9,525 $0-$19,050 

15% 12% $9,526-$38,700 $19,051-$77,400 

25% 22% $38,701-$82,500  $77,401-$165,000 

28% 24% $82,501-$157,500 $165,001-$315,000 

33% 32% $157,501-$200,000  $315,001-$400,000  

33%-35%  35% $200,001-$500,000 $400,001-$600,000 

39.6% 37% $500,001+ $600,001+ 

心之韻歌唱藝術團將於今年4月8日在休大卡倫堂
與國內來的嘉賓一起上演精彩的文藝晚會

（本報訊）為宣傳中國的現代文
化以及"一帶一路"的思想。配合
和宣傳國家的對外政策，增進美
國 主流社會對中國現代文化的
了解，心之韻歌唱藝術團將與
於 2018 年 4 月 8 日晚 6 點 30
分 在美國得州休斯敦大學卡倫
堂 (4300 University Dr. Hous-

ton, TX 77204) 舉行一場大型的
綜 藝演出。本次演出我們有幸
邀請到從北京來的當代著名古琴
藝術家郭懷瑾大師以及曾參加過
星光大道 並多次參加央視春晚
的歌星組合與我們同臺演出，並
將與觀眾互動。本地節目方 面
，我們也邀請到了張絲華及蔡毅

老師、平均律樂隊、優秀歌手及
王逸心老師的古箏團隊。釋 行
浩老 師的少林武術學校。還有
楊氏太極學校的優秀節目。本場
綜藝演出的舞蹈主要由周潔曉
慧 舞蹈學校擔綱主演。心之韻
歌唱藝術團，也傾註全力，表演
精彩的獨唱及重唱曲目。本次演

出還將從社區征召戲曲聯唱《穆
桂英掛帥》誠招京劇，豫劇，越
劇及其它劇目的穆桂英各一名，
請大家趕快報名： 聯系人 江團
長： （408）242 7113

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兩周年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兩周年，，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每桌限一盤

(本報記者 秦鴻鈞)已於前年底開幕的 「 金冠海
鮮酒家 」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特舉辦 「 龍蝦
大優惠」 ，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即可享用十
元雙龍蝦折扣，原價$26.99 元減至$16.99 元，
每桌限一碟。
「金冠海鮮酒家」 ，經過近兩年多來的努力，

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午，晚
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 金冠海
鮮酒家」 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二項特價
海鮮：1，德州生蠔（蒜蓉或豉汁 ），半打
$11.99 元，一打$21.99 元，2，維吉尼亞紅蟹
（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客$9.99 元，以

及 「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
，一個Order 是$26.99 元，過去
第二盤就要恢復原價，如今特價
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 特價雙
龍蝦」 ，一律給予每個order 都
是$26.99 元，這對大量來買外賣
（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好消息
。
「金冠海鮮酒家」 以港式粵菜為

主，其七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
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
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
上午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
間七天供應特價午餐（年節、假
日除外）每道菜6.25 元起，包括
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骨、
京都焗肉排、沙律合桃蝦球、干

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炒米、鴨絲煎麵
……等粵菜。
另 「金冠」 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包
括： 「頭抬」 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札蹄
、玉龍卷、酥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括：
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貴妃

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蘭
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蝦
、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蟹肉
扒豆苗、馬拉盞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手菜
，任憑您點，沒有做不出來的菜色。
「金冠海鮮酒家」 佔地寬敝，停車位多，省卻

了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敞，佔
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的享受
，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餐，可以
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金冠海鮮酒家」 從老闆、經理、到所有服務

人員，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添酒加茶
，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有 「賓
至如歸」 之感。
佳節期間， 「金冠海鮮酒家」 已備妥了各項名
菜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們已備好
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了就走，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Party使用。
「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電話：（281）
575- 1768，Fax:(281) 575- 1763

休斯頓《美中心韻》大型綜藝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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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電影《《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22》》
華納助力海外發行大年初一同華納助力海外發行大年初一同步步““弄喜弄喜””

花蓮賑災募款花蓮賑災募款
敬愛的朋友們鈞安，
2月6日台灣花蓮強震造成嚴重災情，死亡和受傷

人數持續攀升。金城銀行與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特
為此發起捐款賑災活動，設立捐款專戶，戶名為
「Golden Bank. Earthquake Relief Funds」 ，希望各位
鄉親朋友和先進發揮 「人饑己饑，人溺己溺」 的愛心，
表達北美洲同胞對花蓮地震受災戶的關懷和愛心。捐款
自即日起至2月 24日止，細節請洽金城銀行，電話
713-596-6848或713-596-6872。

金城銀行董事長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總會
長光宜表示，我們北美地區同胞和台商先進們每遇故鄉
遭遇災難, 總是踴躍捐輸，這一次花蓮地震發生在春節
前夕，許多災民家園被毀；因此金城銀行與北美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將結合企業、社團和全體先進，共同為災
民略盡棉薄；吳光宜董事長率先捐出美金壹萬元，梁慶

輝秘書長捐出美金伍仟元，以期拋磚引玉，為災民籌募
基金，希望能以金城銀行與台商會的愛心對災民伸出援
助，點燃更多慈善光亮。所有捐款將全數送達賑災機構
，可以提供在美國抵稅收據，有關捐款相關細節將與捐
贈單位協商後公告。

吳董事長表示，希望大家都能一起關心並為在花蓮
的鄉親祈福，幫助他們度過難關，走出陰霾，這將是狗
年開年最大的願景。金城銀行與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也將持續關懷社區，祝福所有先進朋友身體健康，闔
家平安！
捐款明細:

支票抬頭: GOLDEN BANK, EARTHQUAKE RE-
LIEF FUNDS
郵寄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Attention: Terry Hou, Public Relations

由陳思誠編劇、執導的喜劇探案系列電影《唐人街探案2》即將於大年初一（2月16日）全國上映

花蓮地震募心募款花蓮地震募心募款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平安！

又是新的一年，在此向您拜年，祝
福新年快樂！

臺灣花蓮──慈濟發祥地，在二月
六日深夜發生6級以上大地震，有四棟
大樓倒塌，很多住家受到嚴重損壞，共
17人往生，285人受傷。

慈濟在第一時間即進入災區，並開
放收容所提供熱食、毛毯、即時膚慰。

因為餘震不斷，很多人夜宿戶外，
此情此景就如哈維颶風美南受重創的情
境，真讓人心痛。

當哈維發生時，證嚴上人為美南的
賑災，發動全球35個國家的慈濟人上
街頭募款，幫助受災戶。

適逢台灣天災，我們也想給臺灣鄉
親溫馨回饋和關懷。

請大家能呼籲或利用各地的媒體告
知此訊息。

我們深切了解，此時水災的災民仍
然很困苦。

大家精神上的的支持，或是實質金
錢資助，無論金額大小，都將是很大的
鼓勵，即日起至2月28日這些愛心善款
將匯入 「台灣2月6日地震賑災專戶」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敬啟
如蒙捐助，請寄到：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South-
ern Regi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並註明：2018年02月06日臺灣花蓮地
震賑災捐款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現場辦理健在證明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現場辦理健在證明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左一左一))、、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右一右一))
表示表示，，每年領館都會和每年領館都會和 中國人中國人 活動中心合作舉辦此活動活動中心合作舉辦此活動
兩次兩次，，年初一次年初一次、、年末一次年末一次。。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
副總領事副總領事到場為長者提供服務到場為長者提供服務。。

倪大剛倪大剛、、 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王曉霞王曉霞、、陳宇雯陳宇雯、、梁楊燕梁楊燕、、喬鳳祥喬鳳祥、、王王
福生等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協助長者辦理福生等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協助長者辦理健在證明健在證明。。

陳宇雯陳宇雯、、米君秀為報到的長者服務米君秀為報到的長者服務。。

倪大剛倪大剛、、 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 靳敏董事長靳敏董事長、、陳韻梅陳韻梅、、 王曉霞等於王曉霞等於22月月1111日下日下
午午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33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協助長者辦理協助長者辦理健在證明健在證明。。

王昱王昱 副總領事副總領事 表示表示，，中領館舉辦此活動多年中領館舉辦此活動多年，，受到廣大受到廣大
長者好評長者好評。。此活動覆蓋八州此活動覆蓋八州，，領館工作人員也會到外州領館工作人員也會到外州
幫助當地華人辦理該事宜幫助當地華人辦理該事宜。。此活動在周日舉行此活動在周日舉行，，使長者使長者
更加方便更加方便。。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 副總領事副總領事 說明說明，，中領館每年都中領館每年都
舉辦舉辦 「「健在證明健在證明」」 辦理活動辦理活動，，為的是使居住在美國的中為的是使居住在美國的中
國離退休國離退休、、退職人員能夠依法依規領取中國政府發放的退職人員能夠依法依規領取中國政府發放的
退休金退休金。。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 副總領事率副總領事率 工作人員於工作人員於22月月1111
日下午日下午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33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長者辦理健在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長者辦理健在
證明證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於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於22月月1111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現場辦理健在證明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現場辦理健在證明。。 200200多多
位休士頓長者前往辦理位休士頓長者前往辦理，，對中領館能夠舉辦此活動表示歡迎對中領館能夠舉辦此活動表示歡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工作人員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長者工作人員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長者
辦理健在證明辦理健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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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
二月份慶新春月會

抽中抽中Lee toolsLee tools 公司負責人李錦星先生公司負責人李錦星先生（（ 左二左二 ）） 的得獎人的得獎人Jackie (Jackie ( 右三右三 ）） 與全與全
美亞裔地產協會美亞裔地產協會（（ 左起左起 ）） 總會長李雄總會長李雄、、現任會長王逸駿現任會長王逸駿、、前會長林富桂前會長林富桂、、現現
任副會長任副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鏈家地產公司鏈家地產公司」」的地產經紀在餐會上的地產經紀在餐會上（（ 右起右起 ））
黎娜黎娜、、金今金今、、Jessie Jiang.Jessie Jiang.

出席大會的亞裔地產界代表們出席大會的亞裔地產界代表們。。

現場幸運抽到獎的王藝達現場幸運抽到獎的王藝達（（ 左二左二 ）） 等人與該會會長王逸駿等人與該會會長王逸駿（（ 左一左一）） 前會長林富前會長林富
桂桂（（ 右二右二 ）、）、現任副會長現任副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 （（ 右一右一 ））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主持人林富桂會長主持人林富桂會長（（ 左左 ），），介紹當天的主講人名建介紹當天的主講人名建
築師李兆瓊先生築師李兆瓊先生（（ 右右 ）。）。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 Lee toolsLee tools 負責人李錦星負責人李錦星（（ 右一右一），），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李雄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李雄（（ 右二右二 ），）， 「「亞洲商亞洲商
會會」」 前主席趙紫鋆前主席趙紫鋆（（ 左二左二 ））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著名建築師李兆瓊著名建築師李兆瓊（（ 右一右一 ））在大會上主講在大會上主講 「「20182018
年狗年各行業及恆指運程年狗年各行業及恆指運程」」。。

現場抽到獎品的幸運兒現場抽到獎品的幸運兒 「「美居地產公司美居地產公司 」」 負責人黃維芬負責人黃維芬（（ 右四右四），），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前會長黃春蘭前會長黃春蘭（（ 左四左四
）、）、等人與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李雄等人與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李雄（（ 左三左三 ）、）、會長王逸駿會長王逸駿（（ 右二右二 ），），前會長林富桂前會長林富桂（（ 右一右一 ）） 合影合影。。

以色列出土罕見羅馬時期馬賽克畫以色列出土罕見羅馬時期馬賽克畫 有有18001800年歷史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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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快遞奇葩快遞！！
老虎被封進塑料箱快遞老虎被封進塑料箱快遞

近日，墨西哥哈利斯科發生壹起郵遞老虎的事件。壹只老虎幼崽被註射鎮定劑並裝入壹
個塑料容器中。這個快遞是從墨西哥西部的哈利斯科州寄到中部的克雷塔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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