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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CONNECT

Joe Foty has launched 
Prospect Commercial,  
a full service real  
estate brokerage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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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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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非洲肯尼亞10天激情之旅$999起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1999起

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任選(日本 韓國 泰國 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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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2019 LUNAR NEW YEAR 
SPECIAL EDITION

2019農曆新年特刊價目表
截止日期  DEADLINE: 1/25/2019 

出版日期 PUBLISHING DATE: 2/1/2019

彩色 Color

□   160 units          $720.00 

□   80 units  $360.00 

□   40 units  $180.00 

□   16 units  $84.00 

客戶名稱 
Client’s Name :  

地址 Address :

電話 Tel：

傳真 Fax：

簽名 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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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僑界元旦升旗典禮暨休士頓僑界元旦升旗典禮暨
慶祝大會慶祝大會 (( 下下 ））

頒發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感謝狀各僑務榮譽頒發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感謝狀各僑務榮譽
職人員及辦理雙十國慶社團獎狀及感謝函得獎人職人員及辦理雙十國慶社團獎狀及感謝函得獎人

合影合影。。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代表出席升旗典禮合影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代表出席升旗典禮合影。。

榮光會代表在升旗典禮上護國旗進場榮光會代表在升旗典禮上護國旗進場。。

頒發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感謝狀後合影頒發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感謝狀後合影。（。（右起右起））僑務僑務
委員陳美芬委員陳美芬、、僑務諮詢委員甘幼蘋僑務諮詢委員甘幼蘋、、王秀姿王秀姿、、僑務委員黎淑僑務委員黎淑

瑛瑛、、鄭金蘭鄭金蘭、、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

頒發美南地區青年文化志工頒發美南地區青年文化志工（（FASCA)FASCA) 美國總統志工服美國總統志工服
務獎代表務獎代表。。

頒獎頒獎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主委嚴杰（（左左 ））
、、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中中）。）。

頒獎頒獎 「「糖城台灣同鄉聯誼會糖城台灣同鄉聯誼會」」
會長陳煥澤會長陳煥澤（（左左）。）。

頒獎頒獎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會長李迎霞會長李迎霞（（左左）。）。

頒獎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頒獎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
黎淑瑛黎淑瑛（（左左 ）。）。

（（ 本報訊本報訊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
聯合校友會獎學金聯合校友會獎學金，，將分九類進行甄選分發將分九類進行甄選分發。。
即日起接受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構
基層學習的良機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每年在國會、、州議會議員的州議會議員的
辦公室辦公室，，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Interns) 。。這這
些實習生的職位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親
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良機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良機；；同時同時，，也是也是
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校聯會此一獎學金
，，名額至多二名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申請者必
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法學院包括法學院))的學生的學生，，並且並且
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議會或休士頓德州州議會或休士頓
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是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
的傳統獎學金的傳統獎學金，，開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開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
。。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導才能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校聯會傳統獎學
金金，，名額至多六名名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一仟元金額一仟元。。是文是文
化大學校友黃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化大學校友黃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
所設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誌上大學的有誌上大學的
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金額一仟元。。
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
善將軍及夫人所設善將軍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誌有誌
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每名一仟金額每名一仟
元元。。是夏尚權先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是夏尚權先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
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是以學業成
績優良績優良、、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金額一仟元。。
是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是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是以學是以學
業成績優良業成績優良、、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
對象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家境需求
補助補助、、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有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
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五名名額五名,,金額每名二仟金額每名二仟
元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
發先生而設立的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金額三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
坤女士而設立的坤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金額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
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金
額一仟五百元額一仟五百元。。

** 臺北幸安小學校友助學金臺北幸安小學校友助學金,, 名額一名名額一名,, 金額金額
三仟元三仟元。。

* RLC* RLC基金助學金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名額及金額未定，，依需依需
要而定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家境需求
補助補助、、有誌上大學的有誌上大學的NorthBrookNorthBrook高中十二年級高中十二年級
學生為對象學生為對象。。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
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金
額三仟元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申請者申請者
必須是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生必須是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生。。此類獎學此類獎學
金是下列校友提供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
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金額二仟元
。。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額金額
二仟元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家境需求
補助補助、、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為對象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此類獎學金
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

所設所設，，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是台灣是台灣

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所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所
設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誌上大學的十有誌上大學的十
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金額三仟元
。。

第八類獎學金第八類獎學金，，運動獎學金運動獎學金。。是淡江大學是淡江大學
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
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求補助家境需求補助、、有有
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誌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金額三仟元。。

第九類獎學金第九類獎學金，，領導才能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
。。大專校聯會提供大專校聯會提供，，為鼓勵從台灣高中或大學為鼓勵從台灣高中或大學
畢業畢業,, 現就讀大休士頓地區大學或研究所現就讀大休士頓地區大學或研究所,, 有卓有卓
越領導才能越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的學生所設社區服務的學生所設。。名額至多二名額至多二
名名，，每名金額二仟元每名金額二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獎學金之夜」」舉行頒獎儀式舉行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有關各類獎學

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見校聯會網頁請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jccaa.nethttp://www.jccaa.net 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鄭大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鄭大
展展281281--919919--95769576 fchengfcheng4949@yahoo.com@yahoo.com。。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9 年由本周二起正式登場。回顧過去一年的僑社大事，無不受到
國際局勢及兩岸關係的影響，換言之，僑界猶如一幅世界的縮影, 動見觀瞻！

本報選出的2018 年十大僑社新聞如下：
（一 ）中美貿易戰: 從今年3月22日起，整體中美貿易摩擦期至今年12月1日止，中美貿易戰

，除了中、美兩國、也讓歐洲、亞洲乃至全世界共損失幾萬億元，直至今年12月1日，中美兩國
元首在阿根廷作歷史性的會晤，決定中美貿易戰不再升級，雙方不再加徵新的關稅，即美方原先
對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1月1日後仍維持在10%，而不是此前宣布的25%，但中美貿
易戰已對中、美乃至全世界經濟損傷至鉅，中國大陸的GDP 急度下滑，以及美國股市的狂跌，都
使人對未來增長了不確定性。

( 二 ）台灣蔡英文總統訪問休士頓，在其下榻及與僑界餐敘的休士頓The Post Oak Hotel ,
各路政治陣營僑胞在旅館四周發聲，形成休市難得一見的奇景。

（三 ） 台大校長當選人，民進黨政府 「拔管案」主角管中閔教授,8 月12日來休市演講：
「變革-- 從台大出發 」,造成休士頓的 「管中閔旋風」，這位讓台灣三位教育部長下台的
「台大校長任命案」，終於在去年12月24日拍板定案。由教育部長葉俊榮宣佈管中閔任台大

校長。葉俊榮隨即辭官，他表示他自認是 「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四 ）今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不僅休士頓國民黨 「九合一助選團」專程返台投票，造成

全台 「韓流」效應，國民黨一掃2014 年的頹勢，拿下22縣市的15 縣市，而民進黨僅贏六縣市
。而國民黨市議員全台最高票的羅智強，更於去年12月1日來休市演說： 「2020 撥亂反正關
鍵之戰」。

( 五 ）休士頓北部城市Spring 華裔夫婦藍光裕、梁晶晶於2018 年1月11日晚間在自宅不幸
遭遇行刑式謀殺，震驚休士頓及全美。藍氏係柬埔寨華僑，其妻梁晶晶來自台灣,他們經營連
鎖速食餐廳，為人厚道、豪爽大方，是玉佛寺的資深義工，大家都為藍姓夫婦遇此劫難感到不
捨和難過。哈里斯縣警局已於去年1月16 日逮捕三名涉案嫌犯，並以一級謀殺罪起訴。

( 六 ）休士頓" 亞太裔傳統文化月" 5月13日頒發2018 年 「成功企業」獎給恆豐銀行，及
「社區服務獎」給荷門紀念醫院副院長、著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
（七） 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捐款休士頓大學全面改建體育中心,並於九月七日親自與夫人飛來

休士頓出席休士頓大學體育學術中心改建落成揭幕式。校方以他們夫婦名字命名 「Dominic & El-
len Ng 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 」，以感謝吳建民及其夫人對母校的慷慨捐贈。

（八）美南國際電視, 全球直播正式上線，並於4月10 日舉行正式開幕儀式，觀眾只要掃描報
上的二維碼（ QR code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 15.3 , 從此走進世界，

無遠弗屆。
(九）美南國建協進會於6

月 9 日舉行十大科技研討會
，當天除頒發傑出成就獎及
傑出服務獎，表揚歷任會長
，並舉辦慶祝國建會四十週
年晚宴。介紹國建會在蔣經
國、孫運璿時代成立，結合
海內外優秀人才及科技，四

十年來為台灣的科技進步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十）由紐約華資銀行 「國寶銀行 」家族，在2008 年金融風暴時受到美國政府 「殺雞儆猴」式

對待，父親（銀行董事長孫啓誠）及四個女兒中的三位，一家有四人都是律師，他們花了千萬官
司律師費，據理力爭，終於勝訴。他們將此種族歧視的 「經典」題材拍成紀錄片，獲2018 年奧斯
卡提名最佳紀錄片。一項由萊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所安排的放映座談會，2018年9 月17日在菜斯
大學舉行。大家為劇情所震撼，反響不斷。

20182018 十大僑社新聞十大僑社新聞

20192019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即日起接受申請。。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圖為台大校長管中閔去年圖為台大校長管中閔去年88月月1212日在休士頓日在休士頓
演講演講。。((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夫婦圖為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夫婦（（左二左二、、左三左三
））去年九月七在捐贈休士頓大學去年九月七在捐贈休士頓大學 「「體育學術中體育學術中
心心」」 改建落成典禮上改建落成典禮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去年四月十日圖為去年四月十日，，美南電視手機正式上綫揭幕儀式美南電視手機正式上綫揭幕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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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8108年元旦由休士頓中華公所年元旦由休士頓中華公所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溫馨舉辦茶會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溫馨舉辦茶會（（下下））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
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休士頓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休士頓
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由劉秀美會長代由劉秀美會長代

表接受表接受。。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
發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世發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世
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由羅秀娟會長代表接受由羅秀娟會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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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頒發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
給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給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由李由李

迎霞會長代表接受迎霞會長代表接受。。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辦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辦
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嚴杰主任委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嚴杰主任委

員員、、黃春蘭副主任委員黃春蘭副主任委員。。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
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做出貢獻辦理雙十國慶獎狀及感謝函給做出貢獻
的僑團及個人後合影的僑團及個人後合影，，處長夫人黃惠榆處長夫人黃惠榆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見證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見證。。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美南地區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頒發美南地區
青年文化志工青年文化志工（（FASCA)FASCA)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後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後

合影合影，，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見證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見證。。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何怡中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何怡中，，蔡蔡
淑英淑英，，羅秀娟會長羅秀娟會長，，王姸霞王姸霞，，陳美芬僑委陳美芬僑委，，黎淑黎淑
瑛名譽總會長瑛名譽總會長，，李迎霞前會長出席元旦茶會李迎霞前會長出席元旦茶會。。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何怡中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何怡中、、葉德雲會長葉德雲會長、、
陳清亮前會長陳清亮前會長、、陳美芬榮譽理事長陳美芬榮譽理事長、、王姸王姸
霞霞、、前會長黎淑瑛前會長黎淑瑛、、嚴杰嚴杰、、李迎霞參加元李迎霞參加元

旦茶會旦茶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邵梅伍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邵梅伍、、林惟勝林惟勝、、羅秀娟羅秀娟
、、黎淑瑛黎淑瑛、、李迎霞會長李迎霞會長、、周雲周雲、、馮啟豐副會長夫馮啟豐副會長夫

婦出席婦出席 「「元旦茶會元旦茶會」」 。。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左四左四））
，，監事長毛志江醫師監事長毛志江醫師（（右三右三），），理事王姸霞理事王姸霞（（右右
二二）、）、陳慶輝陳慶輝（（右一右一））等參加等參加 「「元旦茶會元旦茶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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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每天都在苦苦挣扎想着换

个职业，那么求职网站LinkedIn可能会

给你带来一些好消息。在这个专业的

网络求职平台上，目前有4份梦想中的

工作等待澳人来申请，其中包括甜品

试吃员、宠物陪玩官、饮料鉴赏家等

领域。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最好动作快

点，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其他求职者

抢购一空。

“吃货”福音

澳新网 28 日报道，LinkedIn 在

澳洲和新西兰的品牌通信主管库

马尔 (Shiva Kumar)表示，目前全球

有 2000 万个网站有空缺职位，其

中澳洲有一些很有趣的岗位正在

等待求职者。他认为现在是考虑

2019 年换工作的最佳时机。“随

着新年即将到来，许多澳人已经

开始考虑未来一年的职业发展道

路，”库马尔说，“LinkedIn 上有

很多很酷的工作，不错过这些工

作的关键就是要确保你的简历实

时更新，添加你最新学到的技能

和 经 验 。 ” 根 据 LinkedIn 发 布 的

2018 年《新兴就业报告》显示，

目前澳洲最热门的岗位是客户经

理、数据科学家、全职工程师、

网络安全专家和经验设计师。

如 果 你 喜 欢 吃 Tim Tams、

Shapes 和 Iced Vovos 等 饼 干 ， 那 么

千万不要错过 Campbell Arnott 公司

的招聘机会，目前该公司正在招

聘一位注重美食感官创新者，工

作地点在悉尼，并且需要全职工

作。应聘者的主要工作是动用感

官功能，对于 Tim Tams、Shapes 和

Iced Vovos 等饼干进行测试和产品

审查，并且将这些数据整合成报

告进行研究，如果应聘者曾经在

这个领域工作过就更好了。当然

，工作过程中你肯定是要吃掉一

些样品的。

如果你对于吃不感兴趣，但是

对于喝感兴趣，那么 Merivale 餐厅

提供的岗位可能正是你想要的，

因为他们正在寻找饮品鉴赏(Bever-

age Connoisseur)。如果你的梦想是

成为一名品酒师或调酒师，那么

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份工作

的主要职责就是在新饮料被批量

生产之前检测这些饮品，如果检

测 通 过 ， 这 些 饮 料 将 会 被 送 往

Merivale 餐厅旗下 70 个店铺。

全职、志愿者工作都有

如果你不想找个全职的工作

，可以看看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

会(RSPCA)发布的岗位，他们正在

寻找一位动物爱好者，负责在悉

尼、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

或阿德莱德陪伴小猫小狗玩耍。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岗位的任职

时间只在繁忙的圣诞节期间，并

且他们想找的是一个志愿者，应

聘成功者将有机会与狗狗散步和训

练幼犬，并且还能与“喵星人”亲

密接触，让它们在圣诞期间玩得开

心和过得充实。另外，应聘者还需

要抚慰经过外科手术或其他治疗的

动物们，并提交有关宠物性格的报

告以方便其他人收养。

如果你对时尚十分感兴趣，

经常是人们口中说的“潮人”，

那么你可以试试去应聘澳洲顶尖

在 线 时 装 零 售 商 SHOWPO 的 应 聘

，他们正在招募一名首席时尚风

格预测员(Chief Style Forecaster)，该

职位的工作地点在悉尼并且要求

是全职工作。首席时尚风格预测

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安排照片

和视频的拍摄，确定产品之间的

差距、分配角色以及预订模特，

并且确定他们的造型和盘点货品

等。该岗位可以得到的福利就是

在 SHOWPO 网 站 购 物 时 可 以 享 受

员工的五折优惠以及早餐和两周

一结的工资。

甜品试吃员、饮
料鉴赏家一大波
有趣工作在等你

惊险！飞行员睡过头
澳飞机错过目的地近50公里

当地时间 8 日，一架从

澳大利亚塔州飞往附近岛

屿的飞机错过目的地将近

50 公里。近日，澳大利亚

交通安全局公布调查结果

显示，原因竟是飞行员睡

着了。

据报道，根据航班的追踪

数据显示，一架可以搭载9名

乘客的双引擎飞机于8日早上6

时 21分在靠近“Currie”镇的

“King Island”机场安全降落

，然而降落地点超出了目标地

点46公里。

着手调查此事的澳洲交通

安全局表示，“在飞行过程中

，飞行员睡着了，导致飞机飞

越目的地46公里。”调查人员

已将其归类为“严重的操作事

故”，并正在收集证据给出最

终报告。

与爱人牵手走在海边欣赏风景绝

对一件浪漫的事，如果有这样一条小

径全长80公里，并且可以一览悉尼歌

剧院、悉尼海港大桥、塔隆加动物园

和克利夫顿花园等诸多热门景点，你

会心动吗？

近日，悉尼6个地方政府与联邦和

新州相关机构就签订了这样一份备忘

录，协议修建一条将悉尼邦迪海滩和

曼利海滩连接起来的步行道，希望将

其打造为最棒的都市海边步行道。

全长80公里 一览诸多景点

澳新网26日报道，澳大利亚前总

理陆克文的新闻发言人哈里斯和前国

防部长福克纳都非常喜欢徒步运动，

此次这两人鼎力支持该计划的推出，

并且也是该计划的出资人。他们认为

，这条长为80公里的步行道将会蜿蜒

环绕着悉尼风景如画的海边而建。

报道称，这条步行道将建在公共

土地上，途经澳大利亚两个最知名地

标建筑——悉尼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

桥，另外还包括热门景点比如麦考利

夫人座椅、北头海滩、塔隆加动物园

和克利夫顿花园，最后到达曼丽海滩

。

行走在这条路上，人们会经过

Camp Cove，那里是Arthur Phillip船长

1788年首次登陆的地方，还会经过艺

术家May Gibbs 的家乡Nutcote 以及令

人叹为观止的Vaucluse House 和 Eliza-

beth Bay House和原住民在Grotto Point

精心制作的雕刻艺术。

有望成为世界级的步行道

报道称，这项工程已经获得了新

州、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悉尼6个

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悉尼市政府、

莫斯曼市政府(Mosman Council)、北悉

尼市政府、北海滩市政府等。

哈里斯和福克纳表示，虽然邦迪

和曼利已有一些步行道，但是此次的

工程是要将这些步行道连接起来，正

式修建一条全长80公里的步行道，并

添加一些路标和标识用来解释每个景

点的历史和文化。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悉尼将有一

条世界级的步行道。” 哈里斯说，

“它不需要建设基础设施或者破坏任

何人对土地的现有使用。它只需要添

加一些解释，一点升级以及一些小符

号供徒步者参考。”

“这条步行道坐落于世界上最大

的天然港湾，它占据了全国6个最具标

志性景点中的4个。” 福克纳说。他

表示，这条80公里的步行道不仅拥有

美丽的位置和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

就在城市附近。

全长 80公里 悉尼欲打造
“最美海边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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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星期日 2019年1月06日 Sunday, January 06, 2019

個 人 執 筆
撰 寫 中 美
兩 地 「政

海楓聲」十幾年，似乎沒有哪個時候，國內國外的新
聞變化，像今時今日那麼瞬間萬變，以至一些稍為冷
門的消息，容易被人遺忘。連我這位 「新聞外界」老
手，也有 「掛一漏萬」的情況出現。

上月聖旦節前夕，美國媒體二十二日報道，因不
滿美國總統特朗普作出從敘利亞撤軍的決定，美負責
敘利亞事務高官，協調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聯合行動的美國總統特使布雷特·麥格克，已宣
佈辭職。為的是在開始從敘利亞撤軍問題上，麥格克
與特朗普存在嚴重分歧。美聯社援引美國國務院知情
官員的話說，麥格克的辭職，意在抗議撤軍決定，他
將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離職。據悉，麥格克已經於二十
一日將辭職信交給國務卿蓬佩奧。麥格克在辭職信中
說，敘利亞極端組織的武裝分子正在逃跑，但是美國
並未打敗極端組織，若是過早地從敘利亞撤出美國軍
隊，將給予恐怖組織成員，創造滋生IS的條件。他還
提到，加快打擊IS的行動，的確是取得了進展，但這
項工作並沒有完成。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華盛頓郵報》等媒
體，也證實了這一消息。
據報道，麥格克原計劃於

今年二月中旬離職，但特朗普的突然撤軍決定，以及
國防部長馬蒂斯隨後宣佈的辭職聲明，讓他感覺自己
已無法繼續開展工作。他的職務將暫時由副手特里·
沃爾夫代理。

其實早在去年年底十二月十一日，麥格克曾在國務
院對媒體表示，認為在敘利亞的極端組織IS已從自己
控制的區域中被打敗的看法，是太過輕率，若是美國
現在從敘撤軍，並不明智。但是白宮十二月十九日宣
佈，隨着在敘打擊IS的戰事取得成果，美國已開始撤
回駐敘美軍。

當地時間十二月十九日，《華盛頓郵報》援引美國
國防部官員消息稱，特朗普政府將從敘利亞撤出全部
軍隊，含二千多名士兵，並結束針對IS的長期地面行
動。隨後，特朗普在推特上發文，“我們已經打敗了
IS，這是在我總統任期內，美國軍隊在那待着的唯一
理由。”

麥格克現年四十五歲，曾任負責伊拉克和伊朗事務
的副助理國務卿。二○一五年，他受時任總統奧巴馬
指派，擔任負責協調各國打擊IS聯合行動的美國總統
特使。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他繼續擔任這一職務。

隨着美國在敘利亞境內圍剿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的戰事取得成果，五角大樓已啟動將美軍撤離敘利
亞的程序。這標誌着美國中東政策的重大轉變。

美國打算自敘利亞“全面”且“迅速”撤軍後，總
統特朗普發推文表示：“我們已在敘利亞境內擊敗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那是我讓美軍進駐的唯一理由
。”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在最終行動結束後就將軍隊
撤出敘利亞，預料會在六十天到一百天內完成撤軍。

有美國媒體稱，撤軍標誌着美國在該地區軍事戰略
的突然改變。不過，撤軍看起來突然，但特朗普作出
如此決定也早有預兆。事實上，自二○一五年以俄羅
斯介入敘利亞戰事為轉折點，美國支持的敘反對派便
一路潰敗，形勢已經對美國不再有利。特朗普上台後
，一直想結束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他認為花費太大。

此外，由於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巴沙爾政權逐
漸穩固，如今已經接近實現國家統一。在這樣的背景
下，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繼續在敘進行無意義的投入
，於是不得不接受巴沙爾政權繼續執掌敘利亞的事實
。

換言之，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特朗普希望“及時
止損”，並不想做“賠本買賣”。所謂“完成了打擊
‘伊斯蘭國’的任務”可能只是一個體面的說法。

此次撤軍，特朗普也是力排眾議，做出該決定。包
括國防部長馬蒂斯在內的軍事和安全顧問都曾試圖說
服特朗普不要撤軍。馬蒂斯隨後更宣佈辭職，稱他感
覺自己已無法繼續開展工作。另外，負責協調打擊

“伊斯蘭國”聯合行動的美國總統特使麥格克亦宣佈
辭職。據悉，麥格克在辭職信中說，敘利亞極端組織
的武裝分子正在逃跑，但並未被打敗。

美國宣佈撤軍後，俄羅斯立即作出回應。俄外交部
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美國從敘撤軍的決定，為敘問
題的政治解決創造真正前景。但輿論認為，即使美軍
從敘全部撤離，美國也不會輕易放棄在中東的影響力
。美軍在該地區仍有相當規模的存在，其中包括在伊
拉克駐扎的五千多名美軍。看來，俄羅斯也不要高興
得太早，表面上的戰爭結束了，但新的較量或許正在
醞釀中。

不得不說，這回特朗普下達撤軍令對敘利亞來說的
確是一件大喜事。畢竟，美軍此時撤軍，對於敘利亞
最後的收尾工作，將是百利而無一害。要知道，雖然
現今的伊德利卜已經沒剩下多少叛軍，但是如果美國
執意要支持他們，並且干涉敘政府軍行動的話，這場
內戰的結束期限，也會被越拖越久。而美軍的撤出，
等同於是釜底抽薪，讓那些叛軍，再沒有可以依靠的
對象，其組織極有可能會更加快速的從內到外的崩潰
瓦解。這將會使得敘政府，直接不戰而屈人之兵！並
且，美國撤軍，也表現出一種讓步和妥協的姿態，這
使得敘利亞在這場內戰中，實現了真正的大獲全勝！
而近年抖纑歐洲多國的敘利亞難民問題，也浮現出緩
和的跡象！

此刻執筆，我是乘搭中國高鐵，正由廣東省韶關
，開往廣州後直往香港。身在中國最先進的交通工具
上， 每小時300 公里，寧靜安定。太太叫我此際要氣
定神閒，魂遊天外，為的是在美國德州休斯頓生活時
，我每天的工作都是十分緊湊： 6 小時學校上班、3
小時書房寫作、2 小時電腦電視世界新聞、中美港台
新聞巡視，余下時間，便是飲食、運動、交通、睡眠
今時抽空返港澳渡假的, 下筆機會略減，正是暫別浮
華歸本真 ，腦海中把平日讀得來的果實，來一下消
化。
「 我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我/明月裝飾

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卞之琳的《斷章
》之所以深入人心，代代相傳，就在於真實之美。
生活，貴在真實。這就是我們從小到大一直被灌輸
「誠信」意識的原因。其實，真實是生命的基礎。

《狼來了》的故事，我
們百聽不厭；小列寧打
碎花瓶並主動承認的軼
事，我們耳熟能詳……
「真實」珍貴，但這種

寶物一直潛藏於我們內心，遍布人生的每個角落。
創作，貴在真實。《真實的高貴》，是海明威的

經典名著，筆者對其中英文版本都讀過多遍，其傳世
的意義，正在於它揭示了海明威作品 「真實」的特色
，讓人深深領悟到生活中的真知。

巴金 「把心交給讀者」，只說真話。魯迅針砭時
弊， 「橫眉冷對千夫指」，只求將最真實的思想傳給
讀者，帶給社會。當代中國文學大師莫言得以獲得諾
貝爾文學獎，除了憑自己的文學悟性和寫作才華，還
在於其作品正正反映了深刻而廣闊的社會背景，令讀
者有幸看到了時代真相。對有為的作家而言，真實是
一種本性。這種本性早已融入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
字中去。這種真實的可貴之處，在於敞開心扉與讀者
交流，在於無所顧忌與不義抗爭，在於淨化風氣、明
道救世，在於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的社會需
要真實，正因為有了這種真實，才有了精神的覺醒，
才有了民族的希望。

研究，貴在真實。中國工程院院士、 「雜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領軍的科研團隊，求真務實，長年在一
線攻關，創雙季稻產量世界紀錄，一個真實的 「東方
魔稻」的奇跡，讓中國人看到生機，讓世界人民遠離
饑餓。還有，幾百年過去了，時至今日，我們似乎還
能聽見布魯諾的號召、呼籲。熊熊烈火可以摧毁血肉
之軀，卻終究不能阻撓社會的進步，無以改變客觀的

真理。布魯諾的犧牲之所以可貴，不僅僅在於 「獻身
」，而更在於他的堅守，一種對真實的堅守、對真理
的捍衛。在那個封建思想、宗教神權佔統治地位的年
代，布魯諾敢說真話，這難道不是一種責任、一種使
命的力量在驅動嗎？人大校友張志新，被稱為 「盜火
者」，當年也是因為 「大逆不道」，講了真話，寧死
不屈，為真理捐軀而成為了 「聖女」！她與布魯諾一
樣，是時代的英雄。作為民族的典範，得以在歲月的
長河中永恆，並能持久地照亮和指引一個民族強力前
行。顯然，假如喪失了這種可貴的真實之力量，歷史
的車輪，便難以沿正確的軌道運行。

真實可貴，即便它不完美。作為中國人，我們誰
也無法忘記，早年在北京奧運賽場上，劉翔黯然退賽
的一幕。即便深感愧對 「粉絲」，劉翔還是召開了記
者招待會，向眾人交代事件、表達歉意。他沒有掩飾
甚麼，即便情緒低落。他的真實，贏得了大家的體諒
與支持。相反，有的人全心造假，自以為掩飾得天衣
無縫，終究紙包不住火。像若干年前鬧出 「華南虎」
事件的周正龍，最終難以逃脫世人的法眼，再完美的
偽裝，也會原形畢露，遭天譴人唾。不久前，南京大
學 「明星」教授、青年長江學者梁瑩，把一百二十篇
自己的中文論文，在網上莫名刪了個乾淨，只在自我
介紹中留下英文文獻。有媒體調查發現，在其過去發
表的論文中，至少有十五篇疑似抄襲，涉及學術不端
和造假。面對質疑，梁心虛地回應，不希望早年的事
影響自己的前途。對此，南京大學為挽回聲譽，旋即
展開調查，日前已有了處理結果，校方針對梁瑩學術
不端等違紀違規行為，作出一系列處分，包括取消其
研究生導師資格等，梁乃咎由自取。

類似學術不端的例子，在國外也不少。有一個名
叫舍恩的德國人，在美國實驗室工作。他最多一年發
表了十多篇論文，但是後來發現，別人都重複不了他
的結果，最後揭發他有幾篇論文裡面實驗結果的背景
，嘈音曲線都是一模一樣的，說明他這個圖表是偽造
的，此人後來當然落得個臭名昭著，博士學位也給剝
去了。

當今之世，虛假與真實並行！適逢時序更迭，每
年光是盤點出的假新聞，就足已教人瞠目，社交媒體
不自律，常常是源頭或助推器，而專業媒體的失守和
潰敗則令人扼腕！還有各種諸如食品、數據、檔案、
財務等等製假造假， 「李鬼扮李逵」，典型的長生疫
苗造假事件更是教人痛心疾首！中國大陸內有不少企
業、公司、店舖，還時有曝出售假醜聞，駭人聽聞
……筆者由衷地佩服女企業家、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
珠對真實的認知及其擔當意識。她在鳳凰臺的 「世紀
大講堂」上說過的一番話，令筆者印象深刻。言語中
直陳她鄙視明星代言造假，闡釋了選擇由自己親自為
格力代言，追求真實、用心去做、對消費者負責的獨
特理念。可見，董的成功絕非偶然。

真實，如溪水般清澈、如鏡子般明亮，更如金子
般可貴。因為生活的本質就是真實，踏實做人、認真
做事、去偽求真，更是一種人生智慧，原生境界。雨
果有句名言： 「真實之中有偉大，偉大之中有真實。
」不管你從事何種職業，不管你是強人、還是凡人，
但願你在生活的舞臺上，活出精彩，做最真實的自己
……

太太，妳叫我好好休息，享受假期，我還是在偷
偷地瞑想後，寫下這篇 「美南人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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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撤軍巴沙爾乃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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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舉辦沙丘節阿聯酋舉辦沙丘節
駱駝摔了個駱駝摔了個““狗啃泥狗啃泥””

阿布達比酋長國西部的利瓦沙漠阿布達比酋長國西部的利瓦沙漠，，阿聯酋莫瑞比沙阿聯酋莫瑞比沙
丘節丘節（（Moreeb Dune FestivalMoreeb Dune Festival））舉行舉行。。慘賽者將進行汽慘賽者將進行汽
車自行車車自行車、、獵鷹獵鷹、、駱駝駱駝、、馬等項目的比拼馬等項目的比拼。。

美國玫瑰花車遊行迎新年美國玫瑰花車遊行迎新年

第第130130屆美國玫瑰花車遊行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歷史文化名城帕薩屆美國玫瑰花車遊行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歷史文化名城帕薩
迪納市舉行迪納市舉行。。圖為來自中國臺灣的中華航空公司花車圖為來自中國臺灣的中華航空公司花車。。這輛巨型花車以這輛巨型花車以
鮮花制成的戲服人偶為主鮮花制成的戲服人偶為主，“，“三太子表演團三太子表演團””為各國觀眾們帶來結合傳為各國觀眾們帶來結合傳
統民間舞蹈與現代流行音樂的特色表演統民間舞蹈與現代流行音樂的特色表演。。

蘋果多年來首次降低營收預期
大中華區“背鍋”

庫克用壹封致投資者的信開啟了蘋

果公司的2019年。這封信中，其正式調

低2019年第壹財季的營收，從之前預期

的890億-930億美元，降低到了840億美

元。受此影響，蘋果盤後交易壹度大跌

約8%。

或受此影響，蘋果的供應商也出現

股價波動，LG Innotek、SK海力士、三

星SDI、三星電機分別低開3.6%、3.6%、

1.9%、2.3%。蘋果概念股開盤後集體下

跌，截至記者發稿前，瑞聲科技跌

5.3%，舜宇光學跌4.25%。

iPhone營收低於預期，上壹季度
iPhone營收還同比增29%

在去年2月發布的2018財年第壹財

季財報中，蘋果的營收達到了883億美

元，其現在給出的 2019財年第壹財季

840 億美元的營收預期，已同比下滑

4.87%。

事實上，早在去年底，蘋果公司就

已宣布從下季度起將停止報告iPhone等

設備的具體銷量。

庫克在信中寫道，雖然預期在某些

關鍵新興市場會面臨壹些挑戰，但並未

預見到經濟衰退的程度，尤其是在大中

華地區。

iPhone壹直是蘋果公司的主要收入

來源，因此iPhone業務的表現也至關重

要，去年三季度iPhone業務的營收占比

達59.2%。庫克在信中寫道，iPhone更新

換代次數低於預期。iPhone營收低於預

期（主要是大中華區的營收低於預期）

導致蘋果本季度的營收低於原先的指

導，並很大程度上使得蘋果的全年營收

同比下降。

此前，已經出現iPhone營收不及預

期的信號，銷量不及預期。2018財年第

四季度的財務業績顯示，iPhone銷售量

為4688.9萬部，與2017年同期的4667.7

萬部相比微增長，未能達到預期的4700

萬。不過，當季iPhone營收未出現下滑，

還實現了同比增長29%。

信中提到，在壹些發達市場上，

iPhone的更新換代也不及蘋果的預期那

般強勁。最新財報顯示，蘋果2018年第

三季度全部收入的61%來自國際市場。

在所有地區中，增長最強勁的是日本，

同比增長34%，其余地區也都有兩位數

的增長。大中華區營收為114.11億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98.01億美元增長16%。

全球市場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發布

的2018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機的統計報告

顯示，其中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下降

3%，總量是 3.868 億部。蘋果位列第

三，市場份額為12%，較2017年同期市

場份額沒有實現增長。

“價格升到8000元以上，更加小眾”
Canalys分析師賈沫告訴記者，蘋果

在中國市場依然表現強勁，2018年第三

季度數據顯示蘋果雖然銷量下滑，但是

銷售額整體仍高於華為等中國手機廠

商，因而從另壹個角度來看，水漲船

高的價格保證了蘋果利潤並沒有受到

影響。

對蘋果而言，2015年前後，其高端

機的售價仍然在大眾市場範圍內，但從

2018年開始，價格升到8000元以上時，

就變得更加小眾，雖然用戶忠誠度仍在，

但增量空間很窄；對於中低端市場，蘋

果卻面臨中國廠商強有力的競爭，後者

除了價格，還需有競爭力的配置。

對蘋果而言，賈沫表示，相比喬

布斯時代，的確在硬件創新最終所采

納的方案上更加保守，但並不能說蘋

果停止創新。比如蘋果推出Face ID功

能，半年甚至壹年後才有其它廠商能

夠推出精度相當的解決方案，從而得

以被更多手機廠商也陸續跟進。“蘋

果仍在引領創新，只是其創新更加考

慮市場的反饋，而不再像以前壹樣去

主導用戶的偏好”。

201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動力

減弱，增速出現放緩跡象，給世界經濟前景蒙上陰影。

面對多種變數，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紛紛下調預期。國

際貨蔽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2019年世界經濟增

長3.7%，比此前預測值下調0.2個百分點。

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會否像壹些分析人士擔

心的那洋“減速”？透過以下五大看點，今年世界

經濟走向脈酪可見壹斑。

看點壹：中國信號怎麼讀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能否在外部

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當下持續健康

發展，受到各方關註。

深化多領域改革，推動高水平開放——不久前

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中國經濟把向定調，致

力於進壹步提升經濟的“安全系數”和“信心指

數”，向市場傳遞了明確信號，增強了外界對中

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專家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正面、積極的

態度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將助力中國經濟在世界經

濟中更好地發揮“穩定器”和“壓艙石”的作用。

“放眼全球，極少有經濟體幹得比中國好。另

外，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並不意味著中國對世界經

濟的貢獻率下降，它仍保持在30%左右。”世界銀

行中國局局長郝福滿說。

看點二：美國經濟怎麼走
數據顯示，從去年第三季度開始，全球幾大主

要經濟體的增長都呈現放緩趨勢。除德國、日本外，

就連看起來經濟增長勢頭強勁的美國，也處於隨時

可能“收油”的狀態。

美聯儲去年12月發布的預測數據顯示，2019

年美國經濟增速將放緩至2.3%，明顯低於2018年。

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哈丘斯表示，金融市場環境趨緊

和經濟刺激措施效果衰退，將成為美國經濟增速下

滑的主要驅動因素。

全球第壹大經濟體增速放緩無疑會拖累世界經

濟增長，但其將如何影響美聯儲貨蔽政策更值得關

註。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長谷川克之

認為，美國經濟如果明顯減速，美聯儲可以放慢加

息節奏，但如果通脹率同時上升，美聯儲將不得不

優先采取提高利率這壹手段。如此壹來就會造成過

度緊縮，最終可能導致經濟衰退。同時，如果美聯

儲持續加息，美元繼續走強，可能給新興經濟體帶

來本蔽貶值、資本外流、償債負擔加重等多重挑戰。

看點三：歐洲裂變如何演
在歐洲壹體化進程進入第62個年頭之際，曾經的

“三駕馬車”齊齊陷入泥潭。英國“脫歐”在即，而“法

德軸心”則因各自國內政治原因，難以在歐盟層面展現領

導力。2019年，預計將有更多政治不確定性考驗歐洲壹

體化，並對世界經濟帶來直接或間接的沖擊。

德國漢堡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亨寧· 弗佩爾表

示，目前英國“脫歐”前景不明，意大利與歐盟分

歧凸顯，歐洲債務問題仍無妥善解抉方案。歐洲在

穩定、制度和規則等方面仍然挑戰巨大，經濟面臨

多重下行風險。

歐洲央行預計2019年歐元區經濟增速為1.7%，

較此前預測值下調了0.1個百分點。歐洲央行行長

德拉吉明確表示，由於地緣政治因素、保護主義威

脅、新興市場脆弱性和金融市場波動相關的不確定

性持續存在，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正在轉向下行。

看點四：經貿摩擦如何變

去年以來，全球範圍內經貿摩擦驟然增多，政策風

險重新上行，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制被削弱，成為世

界經濟面臨的主要威脅之壹。分析普遍認為，經貿摩擦

壹旦升級，將對2019年世界經濟造成重大沖擊。

IMF警告，貿易緊張局勢加居以及由此帶來的

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可能挫傷商業和金融市場情緒，

引起金融市場動蕩，並導致貿易和投資減緩。貿易

壁壘的增加會破壞全球供給鏈，阻礙新技術傳播，

最終導致全球生產率和福利下降。

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首席經濟學家巴特· 範阿

克表示，如果不出現國際貿易摩擦全面升級等極端

情形，未來半年內世界經濟仍將保持較為強勁的增

長勢頭。

看點五：債務風險如何解
IMF去年10月發布的《材政監測報告》顯示，

全球非銀行業的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總額已達到

182萬億美元，相當於2007年水平的1.5倍，同時超

過40%的低收入經濟體面臨陷入債務困境的風險。

在債務規模如此之大的背景下，市場和企業更

易受到金融環境收緊的影響。事實上，在這應發達

經濟體貨蔽政策正常化的過程中，新興市場和發展

中經濟體已經感受到了壓力。這壹進程如果突然加

速，就可能帶來更多挑戰。

2019，世界經濟五大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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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拿沙拿((左左))和法賓奴和法賓奴
失望離場失望離場。。 路透社路透社

英格蘭超級聯賽

北京時間4日凌晨上

演榜首大戰，結果次

席的曼城憑阿古路及

利萊辛尼各建一功，

主場以 2：1 擊敗榜

首的利物浦，除打破對方今季聯賽不

敗之身，並於賽後把雙方積分距離拉

近至4分，成功挽救了衛冕希望。

■■利萊辛尼利萊辛尼((右右))為曼城射入為曼城射入
今場第二球今場第二球。。 美聯社美聯社

■■史東斯史東斯((左二左二))從白界線上將球勾出從白界線上將球勾出，，力保曼城沒有先失守力保曼城沒有先失守。。 路透社路透社

以穆罕默德沙拿、沙迪奧文尼及羅拔圖
法明奴在前場掛帥的利物浦，在18

分鐘原有機會先開紀錄；當時文尼射門中
柱彈出，曼城守將史東斯想解圍時，卻省
中想接實皮球的門將艾達臣摩拉斯，皮球
並向曼城龍門飛去，但由於球速不快，差
點闖禍的史東斯趕及跑回並在白界位置將
球踢走。

根據鷹眼系統顯示，當時皮球只差11
毫米便完全越過白界。史東斯賽後表示，
很高興能將功補過：“我盡了最大努力去
阻止皮球越過白界，很開心最終成功了，
從最後戰果顯示，這解圍可能改變了最後
結果。”

大難不死的曼城，及後更於40分鐘
由阿古路左路窄角度狂抽網頂先開紀錄；
雖然利物浦在下半場一度由法明奴的頭槌
扳平，惟主隊72分鐘憑一次快速反擊，
由辛尼接應史達寧傳送射入，令“藍月

亮”最終以2：1打破“紅軍”今季聯賽
金身。而今戰過後，曼城以21戰16勝2
和 3負累積50分，追至只落後利物浦4
分。

高洛普保持樂觀 暗彈球證
對於敗陣，利物浦領隊高洛普賽後似

乎顯得不太在乎，並強調一場敗仗不會有
太大影響：“我當然失望，但不會說這是
一個重大打擊，因我們還是領先曼城4
分；再者這肯定是今季最難打的比賽，因
此輸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高洛普還對
球證，以及是役上半場曾向沙拿作粗野攔
截的曼城中堅高柏尼作出批評：“我很欣
賞高柏尼，但上半場那攔截差點便令沙拿
今季再不能上陣，我心想這為何不是紅牌
而僅得黃牌？只能說球證觀點與我不同
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英格蘭足總盃第 3
圈賽事6日晚會由曼城
主場迎戰英冠球隊洛達
咸。至於5日凌晨熱刺
搶閘出擊，輪換大批副
選兵出擊照樣作客血洗

乙組的燦美爾7：0晉級錄得球會歷
來的最大作客勝仗，5日另一場，曼
聯主場2：0擊敗英冠的雷丁。

作客第四級別的燦美爾，熱刺
派出前鋒孫興民、盧卡斯莫拉，中

場迪利阿里和後衛達雲臣山齊士擔
正，正選陣容其他球員都屬副選
兵，包括此役攻入3球的33歲西班
牙前鋒洛蘭迪，即將代表韓國出戰
亞洲盃的孫興民也有1射2傳。

隨熱刺出線的還有曼聯，他們憑
藉桑馬達在22分鐘射入12碼，加上
盧卡古臨完半場前建功，主場以2：0
擊退雷丁。蘇斯克查接掌兵符後5戰
全勝，盧卡古亦連續3場有球入，重
拾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聯兩球掃“雷” 熱刺錄最大客勝

■■費蘭度洛蘭迪費蘭度洛蘭迪((左左))射成射成55：：00一刻一刻。。美聯社美聯社

英格蘭足壇傳出吸毒醜聞。英國
《太陽報》5日報道，一位英格蘭球員
涉嫌在聖誕節前於夜店廁所內吸食可卡
因，據悉英足總已對此事展開調查。

《太陽報》沒公開球員的身份，只
說是英格蘭球員，在英超球會効力。該
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由於該名球員在
吸食可卡因當晚的前一天比賽賽後，剛
接受過足總的藥檢，故認為短時間內可
免被再抽驗。

該球員在聖誕節前跟隊內多位隊友
和教練出外夜蒲消遣時，當中某隊友看
到該名球員在洗手間門口排隊，並在裡
面停留了半小時。《太陽報》稱，球員
當時是在廁所內吸食可卡因。

可卡因在英國被定為A類毒品，若
果球員在藥檢中呈陽性反應，初犯最重
可被罰停賽兩年，再犯更有可能被終身
禁賽。因此，報道指英足總已介入調查
今次的事件。 ■綜合外電

傳有英格蘭球員吸毒 足總調查

鍾伯光
專欄

2018年最後三天，
港府正式公佈拖了足足
近20年的啟德大型體育
場館的合約招標結果，
在三個參與競投的集團
中，最後由新界發展及新創建成立的Kai
Tak Sports Park Ltd 中標，合約為期 25
年 ， 包 括 設 計 （Design） 、 興 建
（Build）、營運（Operate），簡稱DBO
的三位一體合約，而政府則會負擔約300
億（港元，下同）的興建費用，並訂於今
年首季動工，預計於2023年落成，之後的
營運經費由新世界發展負責。同時，新世
界會向政府支付扣除開支前營運經費總額
的3%及一筆17.24億的固定經費。

在啟德興建大型體育場館的構思早
在2000年香港計劃申辦2006年亞運會時

開始，時至今日，這個構思終於得到落實和動
工，前後花了近20年，相信這個啟德體育館計劃
不單止有助推動香港舉辦大型體育比賽、表演和
相關展覽，亦為香港帶來很多舉辦國際娛樂和演
唱事業的機會，同時予以推動音樂及文化。從配
合提供體育、娛樂、文化展覽等多元化的籌備、
舉辦及發展來看，政府以DBO的合約形式判給非
政府機構負責實有其可取之處。

作為體育界一分子，當然希望日後這個能容
納5萬觀眾的場館多辦與體育相關的活動。但參考
以往大球場和紅磡體育館的經驗，加上管理公司
不能做虧本生意，看來我這一個願望不易實現。

■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教授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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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新星深網奪冠 王雅繁止步四強

■■薩巴倫卡捧冠薩巴倫卡捧冠
軍獎盃軍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亞洲盃開戰 FIFA：國足值得期待
北京時間6日凌晨，男足亞洲盃

全面展開，揭幕戰由A組的東道主阿
聯酋坐鎮扎耶德體育場迎戰巴林。
而備受國人矚目的中國男足（國
足）則將於北京時間7日晚7時對陣
吉爾吉斯。對於這項亞洲頂級賽
事，國際足協（FIFA）也非常關
注，在官方網站撰文預測除日本隊

和衛冕冠軍澳洲外，沙特、伊朗、
韓國、中國、阿聯酋和烏茲別克也
都是冠軍的挑戰者。

不過，據搜狐體育消息，國足
自己並不看好能夠在亞洲盃走到最
後，這從國足將既定目標由最初的4
強改為保8爭4可見一斑。然而，FI-
FA仍對國足另眼相看，認為“在世

界盃冠軍教練納比的率領下，中國
隊值得期待”。

1月7日，國足首戰對陣吉爾吉
斯，要想殺入8強，必須闖過小組賽
這一關。從歷史交鋒來看，國足對
陣吉爾吉斯保持全勝，但“球是圓
的”，國足能否旗開得勝仍是未知
之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納比率國足訓練納比率國足訓練，，備戰備戰
亞洲盃亞洲盃。。 新華社新華社

■■王雅繁四強止步王雅繁四強止步。。 新華社新華社

總獎金75萬美元的WTA深圳網
球公開賽5日圓滿結束。頭號種子、
白俄羅斯新星薩巴倫卡以4：6、7：6
（2）、6：3逆轉擊敗美國球員里斯
克，成功捧起冠軍獎盃。

由於日前受天雨影響、部分比賽
順延一日進行的關係，兩位決賽選手
5日都經歷了一日雙賽的考驗。首先
在上午進行的準決賽，碩果僅存的中
國金花王雅繁面對薩巴倫卡，完全處
於下風，兩盤比賽僅取3局，最終以
2：6、1：6不敵，四強止步。薩巴倫
卡則躋身下午的決賽。

而另一場準決賽，美國球手里斯

克對陣前世界排名第2的俄羅斯名將
施禾娜莉娃，在前者連贏7局以6：
0、1：0領先時，施娃傷退，令里斯
克順利晉級。

即日下午的決賽，薩巴倫卡繼續
保持強勢，在4：6先輸一盤的情況
下，連扳兩城反勝，斬獲新賽季首個
賽事冠軍。里斯克則四年第三次打進
賽會決賽，再次屈居亞軍。

“我很喜歡深圳，也很喜歡中
國，”現年20歲、目前世界排名第
13的白俄羅斯新星薩巴倫卡在賽後
採訪中說：“我在這裡打得很棒，希
望以後還能繼續在這裡有出色表

現。” 另外，在雙打賽事，中國組
合彭帥/楊釗煊以6：4、6：3力克跨
國組合段瑩瑩/沃拉科娃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史東斯神級救空門史東斯神級救空門 曼城破爭標大敵挽衛冕希望曼城破爭標大敵挽衛冕希望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1月06日 Sunday, January 0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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