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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 秦鴻台秦鴻台（（Jennifer Yu )Jennifer Yu )

SKY Enterprises RealtySKY Enterprises Realty

Tel: (Tel: (281281)) 748748--91249124

TopTop 11% Agent in Great Houston Area% Agent in Great Houston Area
口碑最好口碑最好.. 信用第一信用第一

三十年經驗三十年經驗﹐﹐年業績逾千萬的—年業績逾千萬的— 擁有豐富的經驗擁有豐富的經驗﹐﹐

更具有耐心及責任感更具有耐心及責任感﹐﹐值得信賴值得信賴﹒﹒

專精專精﹕﹕

新舊房屋買賣新舊房屋買賣﹐﹐出租及管理出租及管理﹒﹒買方代表買方代表﹐﹐永保權益永保權益﹒﹒

免費協助貸款免費協助貸款﹒﹒

商業地產—商業地產—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公寓公寓﹑﹑土地土地﹑﹑辦公大樓及汽車旅館辦公大樓及汽車旅館

之仲介之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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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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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沒有最激，只有更激！美
國以保護美國人民的知識產
權與私人信息為理由，要求

中國在7 月24 號週五之前的72小時 之內，關閉駐德州休斯敦總領
事館。這是美國對華採取前所未有的升級行動，在兩國外交史，也
是 「史無前例」之舉，這標誌著中美外交衝突驟然升級，想必中方
也必將展開反制，中美 「新冷戰」正在形成，更大戰役也許即將登
場。估計今次有此冷戰，全因為時近美國11 月大選前夕，美國總統
特朗普一伙共和黨人馬, 眼見勢情對現任總統不利，故此挺而走險，
先把新冠肺炎病毒在美國的廣泛感染算在中國方面，現今再對華輸
出硬招。不過北京應會沉著應戰，見招拆招，挺過這動盪的美國總
統大選前夕的一百天。

其實今次美方提出的關閉中國總領事館的理由，非常牽強，可
說是莫須有。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的話， 「嚴重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 「十分
蠻橫無理」。但美國就是這麼幹了，展現出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行徑
。

今次關閉總領事館之事，的確是事關重大，特朗普似是全方位
遏止中國，是一個非常激烈的行動，等於變相驅逐中方外交官離境
，這在國際外交史上亦相當罕見。三年前，特朗普政府也曾下令關
閉俄羅斯駐舊金山領事館，報復俄羅斯對駐莫斯科的美國外交官人
員數量設限，導致美俄關係迄今仍然緊張。中方也必定作出反制，
勒令一個美國駐華總領事館關閉，以作回應。

美國此舉雖然 「瘋狂」，但亦不令人意外。華府幾年前已經將
中國列為頭號戰略目標，改變對華戰略。特朗普執政之後，從貿易
、科技、人權、香港、台灣、新疆、西藏、意識形態、南海等領域

全方位遏制中國。尤其是新冠肺炎爆發之後，特朗普政府應對嚴
重失措，如今仍然日增數萬宗病例，經濟大為倒退，失業率狂飆
升，打亂了他的連任大計，他不僅要找替罪羔羊，也需要通過對
華展示攻擊，以加強其強硬的姿態，來贏得國內的選票。

面對美國的步步緊逼，中方也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展示了強
硬的態度，尤其是直接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刺激美方神經。
華府暴跳如雷，聲言 「制裁」，但僅僅是經濟層面 「制裁」香港，
著實乃美港兩敗俱傷，暫時也沒有什麼 「實招」，因此特朗普政府
今次必須另闢蹊徑，採取突擊行動，意圖打中方一個措手不及。

這也不止是特朗普的選舉動作。美國推進中美脫鈎，以冷戰方
式來遏制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跨黨派的政治共識。最近美方聲稱
可能宣布全面禁止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入境簽證，高調在南海問題與
中國唱反調，兩次出動 「雙航母」在南海舉行大規模演習，背後其
實也是 「兩黨共識」。

美國推進脫鈎，對中國當然有衝擊，但可說在忍受範圍之內，
中國第二季經濟增長仍達百分之三點二，展現了高度的韌性。面對
美國打壓、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中國也提出了 「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的論述。另一方面，儘管美方發動 「反華大合唱」，
現實上緊跟的也只有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其他國家不會隨意
選邊。

必須注意的是，美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力度大增，最近針對中
國的 「航行自由」行動已經常態化， 「擦槍走火」的可能正在增大
。美方軍事實力遠超中國，中方必須慎防其製造 「撞船事故」，一
如二〇〇一年發生中美南海撞機事件，造成覆水難收。

在休斯敦關館消息曝光後，傳出中方有各種反制可能，甚至傳
到連香港的美國總領事館都會受到波及。有政經猛人一聽到消息，
就直言事件並非 「突然」，中間經過一輪醞釀和升級。

根據猛人的版本，事出有因，非是突然爆發事件。事件源頭始
自年初武漢出現新冠肺炎，當時美國把當地使館人員安排撤離返回

美國。其後，武漢疫情受到控解封，美國領事館人員應該返回當地
工作。不過，武漢為免再出現病毒個案，要求要為美國使館人員及
其家屬進行檢測。美方則認為外交人員應該有豁免權，可以避開一
役。雙方因此出現分歧，美國駐武漢的使領館至今仍未完全復常。
美國要求關閉休斯敦中國使領館，估計是這場風波的延續。

如果按照猛人的說法，今次事件不是毫無徵兆，雙方應該是經
過一輪拉扯，有點愈搞愈僵。中國要求檢測，是從衞生防護立場出
發，美國拒絕跟從，就是按外交慣例進行，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
婆有理。

美國是全球霸主，行事態度慣於強硬。本來，外交分歧可以透
過靈活處理解決，一時未能處理可以用時間沖淡，未必需要你一招
、我一招。今次這種情況反映了兩國關係不太和諧，但應該不是突
然爆出大件事。

內地官商界開始流傳事件與武漢美國領事館有關。由於消息開
始時吹得很大，連金融市場都為之波動。從美國股市開市反應，以
及外圍港股表現，似乎市場驚魂甫定，從激烈反應中回復鎮靜。
在關館消息曝光後，中美雙方都作出了回應，各自作出解釋，但都
沒有觸及原因，大家都是枱底下過招，從這些小動作說明兩國不是
大打，但就要不斷小鬧，搞出種種風波。美國現時正值選舉轉入直
路，風聲鶴唳，類似的風波很可能還陸續有來。

這樣的分析確實有理，但封館風波應有更重要原因，我相信是
因為美國急於要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偷取新冠疫苗研究成果，卻未能
急速派去特工，出現焦慮情緒所致。要知疫苗研究正在各國鬥快成
功上市階段，美國在5G標準訂立已輸給了華為，新冠疫苗研究不能
再輸給中國武漢。每一年美國都會抓一個國家做攻擊。前年俄羅斯
，去年伊朗，今年中國。動作一直會升級到大選前。現任總統抗疫
不力，已經無法拿經濟領功，惟有借香港不斷打壓國家，希望在
middle American群體止損，賺回落後的10%+點，爭取繼續連任。此
一做法能否有效如願，要看今個週末的雙方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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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無理關閉中領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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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的賭國發展經過
上期談到1961 年由何

鴻燊擔大旗組成的 「澳門
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新
的賭業後， 「四大天王」
的何鴻燊、霍英東、葉漢
、葉德利，銳意革新，大
張旗鼓，除了保留澳門市
內舊區的 「瑞貞」賭館，
十月初五街賭館、中央酒
店賭場，來吸引原來澳門

的本地賭仔賭客之外，更投資近億港元，在澳門風景秀麗的南灣海
畔，興建澳門最高的建築物: 葡京大酒店娛樂場，吸引海外旅遊人仕
到來 「耍樂」。賭王又 「大小通吃」，在澳門內港，建造一間仿效
香港仔珍寶海鮮畫舫的四層樓的巨型躉船，底層及二樓，是舊式搏
彩賭法： 大小骰寶、番攤。三樓是粵劇團每天演出粵劇，由 「火網
梵官十四年」、演到 「鳳閣恩仇未了情」，讓既是賭客，又是粵劇
火燒友，過足㽼頭，又有賭、又有睇，不知人間何世！當然最大得
益，莫如賭王這 「四大天王」矣。

不過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繼1968 年葉漢將自己一
成的澳博股份以6 億元賣給何鴻燊之外，1975年， 「四大天王」之
一的葉漢，又宣告退出澳娛董事局，寧願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及大西
洋城中去搵食，也不留在有 「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澳門。有內幕
人仕指出： 葉漢是不滿意何鴻燊沒有重用他，故而遠走天涯，是耶
？非耶？此刻兩人均己作古，留待他倆在天庭上討論好了。

不過由業漢離巢的那一刻開始，何鴻燊更是大權在握，一心一
意致力推行改革，開拓賭國的 「豪客」市場。究竟是如何運作呢？

當中最令何鴻燊迄今多年以來仍然是引以為傲的，就是澳娛在
八十年代初推出的 「賭團業務」。所謂 「賭團業務」，便是將澳
門的旅遊業及賭博業雙雙結合起來，打造雙贏局面。方法是：
每個賭團的承辦人，可以從世界各城各地，組織旅遊團來到澳門

，賭場則會提供免費入住高級酒店、享有來回機票和船票等作招徠
，吸引台灣、日本、泰國、菲律賓等國家的大豪客來光顧。該業務
開發之後, 每天中午時份，一車又一車的旅客，從來自香港的大輪船
內走上澳門碼頭，踏上旅遊巴士，直向葡京大酒店駛去。經過酒店
登記入房小休之後，便立刻向地下葡京酒店賭場出發，意圖 「不斬
樓蘭誓不還！」當然在正常的對壘之下，總是何鴻燊一方勝出，
（為什麼全世界的賭場，都是穩操勝券，只蠃不輸呢？完成今次
「賭王傳奇」之後，我會找機會跟大家細說根由）這個 「賭團業務

的營運方式，不僅僅是誏澳娛勝出，而且是大勝的一方，否則當今
之世，何鴻燊便沒有賭王的稱呼了！

如果說 「賭團業務」，令賭王大獲全勝，那麼往後的外判賭廳
，更讓賭王坐享 「漁人之利」！

時間去到1985 年。澳娛高層經過一番詳細分析之後，決定把澳
門各個賭場內的各大賭廳，外判給有勢力、有財力的各地英雄好漢
來經營。條件是每個 「賭團」及 「賭廳」的承辦人，只須向澳博公
司墊支數十萬元至過億元的巨額押金，那個賭廳便由他負責，賺蝕
不理。而澳娛公司只是提供賭博地方及操作的荷官，便坐享押金的
漁人之利。此種新型的賭場開放方式，可說是世界上統無僅有。自
推出之日後， 「賭廳」便由港澳各種勢力的江湖大佬，你爭我奪。
因為奪得 「賭廳」者，付上押金，便等於是 「賭王」何鴻燊第二，
自己做莊，自己開賭，入來搏殺的豪客，擲下千萬金錢，面不變色
心不跳，而大水皆入海龍廟，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國大
陸經濟起飛，造就出千萬個千萬富翁來，與此同時，也造就出千百
個貪官污吏，他們一個個都是水浸家宅，正是 「人到有財四處郁」
，凢是有賭地方，必也是 「紙醉金迷」花天酒地之處，澳門葡京賭

場酒店成了上述大陸人馬心儀之地。所以不管是週末或假日，總之
是興之所至，便殺入葡京賭場貴賓廳，來個廝殺。賭廳內的注碼上
落，較之大廳之外的大堂注碼 強大得多，因而造就賭廳主人的收入
，也是水漲船高。最出名的兩位賭廳主人，是 「崩牙駒」及 「洗米
華」。前者又是澳門黑社會的大阿哥之一。1997 年在澳門回歸中國
前夕，因為在當地以槍械恐嚇澳門高級政府官員而被捕入獄，不過
在他坐牢期間，他的家人繼續為他打理賭廳的生意，當他出獄後，
「崩牙駒」公開向傳媒透露： 即使在他 「坐花廳」（入獄」期間，

貴賓廳也為他賺上個億身家。真個是 「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
無屍骸」。第二位賭塲社會的大阿哥之一，今時今日被稱為澳門的
第二代袖珍 「賭王」的 「洗米華」，他作風頗為正派，由經營一間
賭廳起，之後接連搶得多間，進入公元二千年新紀元後，更成立
「太陽城」賭業集團來經營，正計劃到菲律賓、日本國家落腳。而

且近年更取得作為澳門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的 「東望洋賽車比賽」
的正名權。每年11 月的大賽車比賽進行期間，太陽城的廣告宣傳都
是放在最當眼、最集中的位置上來。 「洗米華」之所以能夠脫穎而
出，便是經由 「賭廳」的方式而發展起來的。

誠然更大的得益者，是賭王何鴻燊的澳娛公司了。自 「賭廳」
的方式面世後，澳娛的生意額便大增暴增。與此同時，另外亦造就
出一批 「疊馬仔」為賭廳拉客。疊碼仔向四方八面的豪客遊說，邀
請他們到澳門葡京賭場一行， 「疊馬仔」任勞任怨，代客辦理大小
一切事務。當然 「重中之重」，便是為自己請來的豪客兌換賭廳內
的籌碼。每換十萬元 「泥碼」（即不能兌換現金的籌碼），便可得
六百至千多元的 「碼佣」及免費船票，多換多得，令賭廳變相多了
一班 「推銷員」來。

且看澳娛 公司付給澳門葡萄牙政府的的博彩稅，由1962 年接手
經營初年的300萬元，激增至1991年代的50億元， 便可知道葡京及
賭王真是 「豬龍入水」，而澳門也因為有了新的博彩公司接手經營
，因此使澳門名震中外，成為世界級的賭城

（（本報訊本報訊））華裔在美國作為移民和少數族裔華裔在美國作為移民和少數族裔，，孩子和家庭日孩子和家庭日
常生活中不免會受到到偏見的影響常生活中不免會受到到偏見的影響，，甚至在學校會受到欺負甚至在學校會受到欺負。。尤尤
其是亞裔女性在職場上其是亞裔女性在職場上，，很多人也有親身感受和經歷很多人也有親身感受和經歷。。

COVID-COVID-1919疫情在美國的不斷擴展和失控疫情在美國的不斷擴展和失控，，使本來就已經聚使本來就已經聚
集的反華情緒急速升溫集的反華情緒急速升溫。。某些官員的某些官員的““Chinese VirusChinese Virus”，””，”KongKong
FluFlu““等標籤等標籤，，更加劇了美國社會對華裔的不滿和敵意更加劇了美國社會對華裔的不滿和敵意。。

據亞裔維權組織從據亞裔維權組織從33月底開始的不完全統計月底開始的不完全統計，，仇視犯罪或事仇視犯罪或事
件件 Hate Crime or Hate IncidentsHate Crime or Hate Incidents 已經激增到已經激增到20002000多例多例。。沒有報導沒有報導
的例子每個大城市都有的例子每個大城市都有，，很多家庭都被這種心理陰影所籠罩很多家庭都被這種心理陰影所籠罩。。

77月月2828日晚日晚77::3030pm-pm-99pmpm，，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 HoustonUCA Houston 與與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 （（GFCBWGFCBW）） 將舉辦一場網上將舉辦一場網上
研討會研討會，，特別在疫情之下特別在疫情之下，，幫助女性幫助女性，，孩子和家庭孩子和家庭，，了解遇到欺了解遇到欺
辱辱，，仇恨仇恨，，和歧視時和歧視時，，如何應對和處理如何應對和處理（（Webinar onWebinar on ““How toHow to
deal with bully, hate crime,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COVID Pandeal with bully, hate crime,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COVID Pan--
demicdemic””))。。

研討會將以網上形式研討會將以網上形式，，邀請大家參加邀請大家參加。。提前註冊提前註冊，，請在此網請在此網
站取得站取得ZoomZoom 鏈接鏈接：： https://bit.ly/https://bit.ly/22OBiOOBiO88ll （（見掃描見掃描QR CodeQR Code））
。。講座語言講座語言：：以中文為主以中文為主，，附加英文關鍵詞解釋附加英文關鍵詞解釋。。

這一場講座由這一場講座由UCAUCA成員施慧倫博士和成員施慧倫博士和GFCBWGFCBW美南分會成美南分會成
員蕭瑛員蕭瑛𤦹老師參加講解老師參加講解。。施慧倫博士施慧倫博士（（Helen Shih, PhDHelen Shih, PhD）） 是是
UCAUCA理事理事，，HoustonHouston負責人負責人。。她從事身心靈健康工作多年她從事身心靈健康工作多年，，建立建立

Holistic HealthHolistic Health治愈中心治愈中心，，並致力於社會公益並致力於社會公益，，亞裔維權和公民亞裔維權和公民
參與參與Civic EngagementCivic Engagement 的推動的推動，，對亞裔女性和華二代身心靈健康對亞裔女性和華二代身心靈健康
有獨特的見解和貢獻有獨特的見解和貢獻。。

蕭老師心靈輔導師蕭老師心靈輔導師（（Alice YJ HsiaoAlice YJ Hsiao，，AIHCP Certified, NuAIHCP Certified, Nu--
tritional Science B.S., M.A.tritional Science B.S., M.A.）） 在休士頓做心靈輔導工作在休士頓做心靈輔導工作，，並善於並善於
處理欺辱處理欺辱、、歧視歧視、、虐待虐待、、社會和家庭暴力方面的身心健康和癒合社會和家庭暴力方面的身心健康和癒合
的問題的問題。。她還是休士頓花藝學院設計師她還是休士頓花藝學院設計師，，善用插花與心靈結合舒善用插花與心靈結合舒
壓和身心健康癒合壓和身心健康癒合。。

講座由講座由GFCBWGFCBW美南分會會長洪良冰美南分會會長洪良冰Nancy ChenNancy Chen 女士做主女士做主
持持，，UCAUCA 前任主席白先慎教授前任主席白先慎教授Steven PeiSteven Pei，，PhDPhD做技術指導做技術指導。。講講
座的重點在於分享弱勢個人和群體應如何為自己發聲和維權座的重點在於分享弱勢個人和群體應如何為自己發聲和維權，，應應
對的方法有哪些對的方法有哪些。。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否容忍是否容忍
和躲避就可以處理問題和躲避就可以處理問題。。這些內容對華裔媽媽這些內容對華裔媽媽，，孩子孩子，，和家庭會和家庭會
最有幫助最有幫助。。

在疫情發生之時在疫情發生之時，，休士頓華裔社區團結一致休士頓華裔社區團結一致，，共同舉辦了多共同舉辦了多
次疫情救援活動次疫情救援活動。。尤其是當華裔社會受到衝擊和尤其是當華裔社會受到衝擊和””Chinese VirusChinese Virus
““的攻擊之下的攻擊之下，，在在55 -- 66月份月份，，舉辦了舉辦了““送餐一萬份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致敬一線
英雄英雄””的活動的活動（（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or AASFH)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or AASFH)
。。 UCA HoustonUCA Houston和和GFCBWGFCBW美南分會是這一活動的骨幹團體美南分會是這一活動的骨幹團體。。
AASFHAASFH 與與UCAUCA在在66月底美國華裔歷史上著名的月底美國華裔歷史上著名的Vincint ChinVincint Chin 被被
害害3838週年紀念日時週年紀念日時，，舉辦了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種族問題研討舉辦了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種族問題研討
會會””From Vincent Chin to George FloydFrom Vincent Chin to George Floyd”，”，並獎勵和表彰在今年並獎勵和表彰在今年

33月份的月份的Midland TexasMidland Texas 的兩位過路英雄的兩位過路英雄，，他們奮不顧身救助了仇他們奮不顧身救助了仇
視暴力之下受難的亞裔家庭視暴力之下受難的亞裔家庭。。

77月月2828日的講座日的講座，，將繼續介紹在日常生活中將繼續介紹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女性，，孩子孩子，，
和家庭可以做的心理準備和實際處理方法和家庭可以做的心理準備和實際處理方法。。尤其在華二代當中尤其在華二代當中，，
欺負欺負, bully,, bully, 是產生心理抑鬱和自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產生心理抑鬱和自殘的重要因素之一，，希望父母和希望父母和
孩子們從講座中能夠受益孩子們從講座中能夠受益。。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UCA，，是為華裔移民服務和維權的全美範是為華裔移民服務和維權的全美範
圍內的公益組織圍內的公益組織。。在此次疫情之下在此次疫情之下，，為減輕華裔受到的社會壓力為減輕華裔受到的社會壓力
和衝擊竭盡全力和衝擊竭盡全力，，在全美五月亞裔傳統月舉辦各大城市的愛心捐在全美五月亞裔傳統月舉辦各大城市的愛心捐
獻活動並為推動華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而努力不懈獻活動並為推動華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而努力不懈。。在剛剛發在剛剛發
生的國際留學生被驅逐的事件中挺身而出生的國際留學生被驅逐的事件中挺身而出，，與哈佛和與哈佛和MITMIT大學大學
合作贏得了勝利合作贏得了勝利（（見見http://UCAUSA.ORGhttp://UCAUSA.ORG）。）。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GFCBW in Southern USAGFCBW in Southern USA（（世華總會世華總會
共有共有7474個分會分佈於全球個分會分佈於全球http://gfcbw.orghttp://gfcbw.org））是唯一由台灣發展至是唯一由台灣發展至
全球之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全球之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並以並以 「「心懷世界心懷世界、、掌握脈動掌握脈動、、建建
立網絡立網絡、、發展經貿發展經貿」」為本會宗旨為本會宗旨。。世華美南分會在休士頓成立了世華美南分會在休士頓成立了
3535年年,, 是世華總會的第一個分會是世華總會的第一個分會,, 不但是一個工商活動服務僑胞不但是一個工商活動服務僑胞
的平台的平台，，也是非營利組織的公益社團也是非營利組織的公益社團，，在疫情期間積極為休士頓在疫情期間積極為休士頓
社區捐贈救援物資和餐飲社區捐贈救援物資和餐飲，，網頁請見網頁請見http://gfcbw-houston.orghttp://gfcbw-houston.org。。
【【UCA HoustonUCA Houston 施慧倫博士供稿施慧倫博士供稿】】

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視該如何面對和處理
7月28日UCA Houston 將與世華婦女企管協會舉辦演講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於共
和黨人準備推出 1 萬億美元的 COV-
ID-19 救援計劃和參議院高層盟友的
反對，白宮無奈地放棄了削減社會保
障薪金稅的計劃。財政部長史蒂芬•
姆努欽（Steven Mnuchin）在CNBC上
談到工資稅減稅時說：目前，這一想
法已被取消。為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提供減稅一直是美國的主要需求。 麥
康奈爾的1萬億美元方案和民主黨人進
行的3.5萬億美元眾議院法案正在認真
談判中。民主黨人說，共和黨的計劃
還不足以阻止健康危機，重新開放學
校並向失業的美國人提供援助。

麥康奈爾必備的核心是保護企業
，學校和其他機構免受冠狀病毒相關
訴訟的責任盾。計劃預計不會為資金
緊缺的州和城市提供任何新資金，而
這些州和城市都在爭奪資金，但共和
黨人提議提供1,050億美元用於幫助學
校重新開放，並提供150億美元用於兒

童保育中心，為大流行期間的年輕人
創造安全的環境。 共和黨措施確實與
民主黨達成了立即協議，向大多數美
國成年人提供另一輪1200美元的支票
。

週五到期的每週600美元的失業救
濟增加額將被削減，姆努欽表示，最
終將對其進行重新設計，以向普通工
人提供其收入的70％。 共和黨人表示
，繼續獲得600美元的福利是民主黨的
工作動力，但如果談判拖延，一些共
和黨人則要求暫時延長目前的福利。
麥康奈爾說：冠狀病毒刺激：GOP浮
動，將額外失業保險從600美元降低至
100美元。

姆努欽說，就一項流行的針對企
業的補貼計劃（稱為“工資保護計劃
”）的變更，已經達成兩黨協議，該
協議將使受到大流行打擊特別嚴重的
企業（員工人數少於300人，收入損失
50％的企業）獲得第二筆付款 。在共

和黨和白宮之間進行了數天的辯論之
後，突破250億美元的測試資金是關鍵
。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還將提供 260
億美元的疫苗和150億美元的研究計劃
。在1,050億美元的教育經費中，共和
黨人希望700億美元幫助K-12學校重
新開放，300億美元用於大學，50億美
元用於州長分配。 特朗普政府希望將
學校的資金與重新開放聯繫起來。

在計劃中，民主黨人呼籲撥款
4300 億美元重開學校，增加失業救濟
和直接援助支票，並為州和地方政府
籌集1萬億美元。他們還希望獲得新一
輪的抵押和租金援助，以及對工人的
新聯邦健康和安全要求。病毒長時間
爆發的嚴重性正在破壞美國人的生命
。學校推遲了秋季開學的時間，高失
業率和企業不確定性造成經濟動盪，
後果正在蔓延。 一項新的民意調查顯
示，很少有美國人希望在秋季不受限
制地參加完整的學校課程。

共和黨盟友反對後白宮放棄削減工資稅的削減措施
共和黨與民主黨達成協議提供另一輪1200美元支票

財政部長史蒂芬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和美國國會及談判人員正在努力就第二輪姆努欽和美國國會及談判人員正在努力就第二輪
冠狀病毒援助計劃達成協議冠狀病毒援助計劃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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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新冠病毒的
流行，世界的職場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許多行業沉入谷底，也有不少專業廣
受青睞，選對理想的專業實屬重要。因
應疫情的變動，休斯頓社區大學(HCC)
協助民眾攀升高科技生涯，學成之後快
速地就能找到工作。

您可知道？休斯頓社區大學最快 6
到8個月就能獲得文憑證書，師資雄厚
、學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高級製造業
贏得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獲得
副學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要再讀
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無論是高中
畢業生，或是在職人士，希望在職場上
更勝一籌，就到 HCC 選擇理想的課程
。

休斯頓社區大學現已開放秋季學期
註冊，儘管新冠疫情還在流行，HCC
仍致力於通過幾種靈活的方式，來提供
學生優質的教育。

四種上課選項
根據學院的“next Learning”計劃

，在8月24日新學期開始時，學生有四
種上課選項可以選擇：隨時在線、按設
定的課程表在線學習、基於實驗室的課
程、以及“Flex Campus”等選項，允許
課程在校園、或通過視頻線上進行。

課程廣泛
HCC 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

區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
接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裔人士。今
年秋天，HCC 西南校區將提供更多的
學分和持續教育課程，涵蓋高級製造、
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和表演藝術

、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全、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數碼遊戲
機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業無人機操
作等，都是熱門項目。在高級製造業方
面，包括三維打印(3D printing)、Auto-
CAD製圖、計算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
程技術、機械技術等等，市場的需求都
頗高。

雙重學分計劃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本地學區

合作提供雙重學分計劃，使學生在完成
高中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的大
學學分。居住在小區內的高中生無需支
付任何學費。

僅花$20元就能改變生活
HCC 的“為 20 美元改變生活”活

動，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獲得證書，
只要付20美元的申請處理費。要註冊，
請訪問hccs.edu/changemylife。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
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的場所，
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機會
，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 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
，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
的在職人士，都是 HCC 的服務對象。
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同
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
作、或在 HCC 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
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
位。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 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
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

後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 HCC 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 HCC 取得證書後
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
的技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
，若是希望轉換行業，HCC 提供大量
高新技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
力，換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
的三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
全 （Cybersecurity） 很 紅 火 ， 學 生 來
HCC 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
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在西南

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
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在 HCC 學
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
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
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 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 HCC 上頭兩年，
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
費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 HCC
校區範圍內的學生，在休士頓大學修一
門課的費用可以在HCC修6門課。如果
是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 HCC 的教授也

在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
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有專門單位協助學生求職
HCC 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部

主任鄭通表示，HCC 的學生在拿到副
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門幫助學生找
到工作。同時，HCC 與很多公司與行
業都有夥伴的關係，例如Stafford校園和
美國勞工部合作的帶薪學徒計畫，這些
提供學生帶薪實習的機會的教學設置，
讓學生邊學邊有工作，畢業之後就能被
正式錄用和獲得晉升加薪。

HCC 西南校區共有五個校園，每
個校園提供多樣
化不同的課程，
讓學生很便捷就
可以到適合他們
的校園，選擇他
們喜愛的專業接
受教育。
有關先進製造的

更多詳細信息，
請 致 電
713.718.7757 或 訪
問 hccs.edu/manu-

facturing
要 註 冊 信 息 技 術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776或訪問hccs.edu/digital
要 註 冊 商 業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5222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有關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詳細信息，

請致電713.718.5628或訪問hccs.edu/arts
要 註 冊 健 康 科 學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356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要 註 冊 其 他 HCC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或訪問hccs.edu/apply
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或訪問hccs.edu。

HCCHCC 20202020年秋季報名現已開放年秋季報名現已開放
選擇理想的課程選擇理想的課程 在職場上更勝一籌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中方回擊中方回擊中方回擊中方回擊﹐﹐﹐﹐關閉美國駐成都領館關閉美國駐成都領館關閉美國駐成都領館關閉美國駐成都領館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中國外交
部當地時間上午﹐通知美方決定要撤
銷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運行許可﹐作
為休斯頓總領館被迫關閉的報復﹒
中國外交部指出﹐美國限72小時內關
閉中國休士頓總領館的舉動﹐嚴重違
反國際外交關係之準則﹐破壞中美國
的友誼橋樑﹐因此關閉美國成都領館﹐
是合理且正確的決定﹐並抨擊此舉是
因為美方霸淩挑釁在先﹐出於不得已
而為之﹒
據悉﹐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蔡偉表示﹐
中國外交部正向國務院抗議﹐與此同
時領事館會照常作業﹐直到接獲進一
步通知﹐24日看看事態如何發展﹐再
決定領事館是否真要關門﹐但也做好

最壞打算﹐隨時能準備撤離﹒
賴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中國問題
專家Steveb Lewis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
﹐在外交史上相互驅逐外交人員的案例
很多﹐但是這種突發性的要求關閉整個
領事館則很少見﹒不少民眾猜疑總領館
所燒毀的究竟是什麼機密文件﹐是否跟
間諜行為有所關係﹖李維斯認為這是各
國關閉外交機構時的正常程序﹒從資料
畫面上顯示﹐當美方收到成都領館要關
門的訊息後沒多久﹐也有許多民眾與直
播車守在領館外頭﹐等帶是否會有焚燒
文件的行為﹒

德州政府預估將因新冠德州政府預估將因新冠德州政府預估將因新冠德州政府預估將因新冠﹐﹐﹐﹐出現近出現近出現近出現近50505050億預算短缺億預算短缺億預算短缺億預算短缺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德州共和黨
主計長20日表示﹐由于冠狀病毒大流行
和低油價﹐對德州經濟造成沉重打擊﹐預
估德州預算將出現46億美元的短缺﹒
這項新的評估與去年10月份的預測大
相徑庭﹐當時德州預估將有30億美元的

盈餘﹒州官員警告說﹐鑑於病毒仍然嚴
重影響當地﹐新的預算令人沮喪﹐充滿不
確定性﹐德州這個月以來一直是美國受
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德州主計長格蘭海格（Glenn Hegar）指
出﹕「重要的是要注意﹐這一修訂後的估

計具有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我們假設
該州將有效地控制疫情﹐並且感染率不
會使我們的醫療體係不堪重負﹒」這種大
流行已經破壞了整個國家的國家預算﹐
迫使政府考慮大幅削減開支﹒德州州長
艾伯特（Greg Abbott）於5月下令許多機

構開始尋求將開支削減5％﹐然後再於1
月份再次開會﹒到目前為止﹐德州尚未
進行任何重大的預算削減或裁員﹒
任何赤字都考驗著立法者是否必須動用
德州的緊急儲蓄基金﹐目前這筆基金估
計有90億美元﹒

德州德州德州德州30303030歲男參加歲男參加歲男參加歲男參加「「「「新冠趴新冠趴新冠趴新冠趴」」」」染病亡染病亡染病亡染病亡﹐﹐﹐﹐死前懺死前懺死前懺死前懺﹕﹕﹕﹕以為新冠只是惡作劇以為新冠只是惡作劇以為新冠只是惡作劇以為新冠只是惡作劇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道】美國德州聖
安東尼奧一名男子﹐在參加「新冠趴」後
染疫﹐而後病逝於聖安東尼奧衛理公會
醫院﹐該院醫師錄製影片﹐將此案分享給
大眾﹐為了呼籲年輕族群不要輕視疫情
的威力﹒
衞理公會醫院的首席醫學官阿普爾比

（Jane Appleby）醫師﹐向聖安東尼奧的
媒體透露﹐日前聽到了一起駭人聽聞的
案例﹐一名30歲的死者﹐因為參加了由
新冠肺炎患者所主辦的派對﹐不幸染疫
身亡﹒這場派對據悉﹐是為了測試病毒
的真假而舉辦﹐這名男子不信邪參加﹐沒
想到卻染疫去世﹒

阿普爾比說﹐死者在臨終時向醫護人員
說﹕「我想我犯了個錯﹐我以為那（新冠）
是惡作劇﹐其實不是﹒」
阿普爾比指出﹐分享這個案例是希望能
喚起民眾意識﹐近來住院人口年齡層有
下滑趨勢﹐以二﹑叁十歲者居多﹐有些身
體好的人﹐住院後就能順利回家﹐有些則

不然﹐反而惡化的很嚴重﹒她也提醒﹐若
是平時患有高血壓﹑肥胖﹑糖尿病者﹐一
旦染疫便可能會嚴重惡化﹐呼籲民眾務
必帶口罩﹑少出門﹑少群聚﹐並多消毒雙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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