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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MedXPharmacy)(MedXPharmacy)
對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貼心服務對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貼心服務

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
11.. 免 費 送 藥 到 府免 費 送 藥 到 府 (( 須 符 合 條 件須 符 合 條 件 ))

22.. 詢 醫 問 藥 服 務詢 醫 問 藥 服 務

33.. 寵 物 處 方 調 配寵 物 處 方 調 配

44.. 自 費 藥 品 特 價 優 惠自 費 藥 品 特 價 優 惠

梨 城 總 店 華 語 專 線梨 城 總 店 華 語 專 線 :: 866866--466466--44994499﹒﹒

傳 真傳 真 :: 281281--506506--24542454

總 店總 店 (( 梨 城梨 城 ):): 63026302 Broadway St, SuiteBroadway St, Suite 100100, Pearland, Pearland

中 國 城 分 店 電 話中 國 城 分 店 電 話 :: 832832--949949--94609460

地 址地 址 :: 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Corporate Dr., Suite A-1313, Houston, Houston

(( 精 英 廣 場精 英 廣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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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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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香港政府決定押後立法會
選舉1年，並敦請全國人大
常委會將決定如何處理立法

會真空期問題，人大常委譚耀宗認為，有關議員任期問題，未必需
透過釋法處理，但他承認4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現屆立法會議員身
份 「有啲尷尬位」,人大常委會需再作討論。人大常委會於昨天周六
起，一連4日，舉行會議，盛傳人大常委會其中一個可能做法，是
將現屆立法會的任期延長1年，外界關注4名被DQ的議員能否延任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表示，4人可以議員身份重返立法會，她認為提
名是否合資格，與可否繼續任議員沒有關係。譚耀宗則認為，這只
是特區政府的想法，政府未來1年應先處理民生問題，並多方面改
善選舉機制，包括容許境外投票、設長者關愛隊，及在內地主要地
方設投票站，讓身在中國大灣區的港人，不用返港亦可以投票。

港版國安法府實施滿月之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就以武漢肺炎
疫情嚴峻為由，延後立法會選舉一年，引發國際韃伐。美國國務卿
龐皮歐發聲明譴責港府決定，並表示將選舉延遲達一年長這麼久，
沒有正當理由，香港人可能永遠無法再投票。《紐約時報》分析指
，中國無視國際批評及制裁，野蠻地鎮壓香港民主派，是擔心今次
民主派會大勝，故而延後，反映出扼殺反對派的迫切性。

林鄭月娥上周五開記者會宣布，由於香港疫情嚴峻，原定9月6
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延後至明年9月5日舉行。她指出，延後選舉
是基於公共安全、保障市民健康及保證選舉公平公開舉行，並沒有
政治考慮。對此，龐皮歐發聲明譴責港府決定，聲明表示，港府沒
有正當理由將選舉延遲這麼久，香港可能因此永遠無法再投票，不
論是任何事務或職位的選舉。 龐皮歐指出，港府的決定令人遺憾，
也證實中國政府無意履行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中對香
港人民與英國所做的承諾。他說，數十年來，香港人民不斷展現他
們渴望且有能力舉辦自由公正的選舉，港府應重新考慮延遲選舉的
決定。龐皮歐呼籲，香港立法會選舉應盡可能在接近9月6日的日期
舉辦，舉辦方式也應反映香港人民的意志與渴望。他強調： 「若非

如此，香港很遺憾地將持續往淪為另一個中
國統治、中共控制的另一個內地城市。」
香港大律師公會也發表聲明，就政府押後選
舉表示極度關注，並對有關法理及證據基礎

存在重大疑問。聲明指舉行選舉屬特區自治範圍內事務，令人震驚
的是政府提請人大常委會就任期間題作決定，實際是繞過《基本法
》及其他香港法例，以避免受法律挑戰，是違反法治社會要求行政
機關行為有合法性及法律有確定性的原則，對法治帶來衝擊。

目前，香港疫情出現恐怖的第三波，多個屋苑群組爆發，受感
染的人數每天雙位數急升，政府急忙再採取限聚停工政策，但已經
中門大開，社區人人自危。

如果你說香港像美國一樣，市民自由慣了，不願意遵守禁令，
連戴口罩都覺得侵犯人身自由，那或許爆發便怪不得人；但偏偏香
港人最有防衛意識，在政府未有強制公共交通工具要戴口罩之先，
許多人已經自覺全天候戴口罩。經過沙士一役，香港人已經受到血
的教訓，社區衛生其實做得不錯。

在今年5、6 兩月時，香港也曾有過一段短暫風光，連續的零確
診，也令市民以為 「康復香港」，但原來暗湧一直存在，就是有一
批外地輸入香港的人士，免檢疫入境。

網上有人整理了政府的防疫漏洞，由2月至5月，超過20萬人
入境豁免強制檢疫包括跨境學童、商務人士、政府人員，還有大批
機組人員和海員。

用腳趾頭想都知道，病毒不會因為你是做生意便不來打擾你，
也不會因為你是機組人員便放過你；病毒 「唔認人」，為何檢疫政
策卻要因人而豁免？政府不是一向說防疫工作一定以科學角度出發
，絕不考慮政治嗎？單單這個豁免就已經顯示港府的進退失據。

市民對政府的防疫措施，很難完全相信是單純基於科學而不是
其他考慮，譬如限聚令的使用，市民明顯看到有 「政治之別」。一
些泛民的活動，便用限聚令嚴格打壓，甚至去到動輒得咎的地步；
相反只是要是香港愛國陣營的活動，即使大街上聚集派傳單嗌口號
，也不會有人阻止。看在市民眼裏，便會認定，政府連防疫都要玩
政治，究竟這些防疫政策，有幾多是對症下藥？有幾多是故意為難
？

食肆禁晚市的安排，也鬧出很大風波，警署飯堂可以豁免禁令

，難道說病毒認得警察制服便不會傳播？而醫療專家要求擴大檢測
數量，遲遲未做。

今次政府再出禁令，但已經為時太晚，香港再受疫情衝擊，大
批市民北上避疫，這算不算是特首送給中央的大禮？一個政情管不
了、連疫情都控制不住的特首，又考第一了。
把立法會賣給北京

上周香港天文台由季候風一下子跳級，掛起了三號風球。
在風吹雨打黑雲壓頂之際，香港這個城市淒風苦雨，無預警之下，
風球就來了，立法會選舉，也被DQ了。
本來大家以為是季候風級別，就是大面積DQ.泛民議員，但當社會
仍未摸清這個大規模.DQ的準則如何，更猛烈的風勢來了，立法會
選舉整整延期一年。這是史無前例的，也是毁滅式的，對香港政治
制度的終極破壞。

誰會相信這是因為疫情原因才推遲選舉呢？第一，食衛局陳肇
始不是之前說過嗎，現時每日上百宗的確診數字，代表疫情已經
「見頂」。既然 「見頂」，之後便應該回落，那政府斷無在 「見頂

」之際便中止選舉。除非，食衛局陳肇始講大話，信口開河；若是
如此，請這位庸官馬上請辭，以免貽笑大方。如果她不下台，便代
表林鄭講大話了。

第二，網上已經有人諷刺，既然9月立法會選舉要延期一年，
那麼全港學校的9月開學日是否也應該延期一年呢？既然把疫情說
得這麼可怕，怎麼可能任由學生暴露在病毒之中呢？如果不停9月
開學，要不便是草菅學生人命，要不便是，疫情根本不嚴重，林鄭
講大話。

我們要問，為甚麼北京要在這個時候，下狠招，中止了這個立
法會選舉？真的怕輸？但DQ不是已經保證了政權不喜歡的人無法
入閘了嗎？為何要花這麼大的力氣，給予全世界把柄對付中共呢？
林鄭為了處理立法會因為拖延選舉而遺留的 「真空期」，居然報請
人大解決，這或許是最重要的訊息：把香港的立法會機關命運，拱
手交給北京掌握。立法機構正式被北京行政機關 「領導」，這應該
就是最明確的政治訊息。究竟是 「保留現屆議員」，還是 「人大欽
點一屆臨立會」？不論何種結局，都等於把香港未來一年的 「立法
議政權」完全拱手交給北京，這是真真實實的攬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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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的押後選舉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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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李登輝推崇備至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先

生於 7 月 30 號晚上 7 時 24
分，病逝於台北榮總，享
耆壽98歲，台灣不分藍綠
營陣，都放下政治立場差
異，齊齊表示哀悼，但傾
中人士乃至於中國官媒，
則都給出了 「終於死了」
這 4 個字的點評，似乎有
些刻薄涼血。而作為中國

官方喉舌的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甚至抨擊李登輝 「遺臭萬
年」，為的是不滿他當年推動台灣 「去中國化」、及 「兩個中國」
的言論.

台灣新黨發言人王炳忠在李登輝病逝消息傳出後，即在粉專發
文 「終於死了！」而與王炳忠相同評論的，還有傾中藝人黃安，他
在微博發文寫道 「李登輝終於死了！」甚至連中國官媒《環球時報
》的評論，都把這4個字放入標題裡，寫道《李登輝終於死了，但
還有個很大的遺憾！》。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則更加惡毒，當晚在微博發文抨擊
，李登輝曾經在重要關頭推動台灣 「去中國化」， 「這個人一定會
在中國歷史上遺毒萬年。不會有台灣歷史的，只會有中國歷史下的
台灣地方史。」

李登輝的死訊當晚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首位，甚至有中國網友
惡劣地po出放鞭炮的畫面，興奮地來慶祝。

「本來可以是兩岸偉人，後來選做台灣強人，最後難逃民族罪
人！」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在深夜於臉書上發文，認為李登輝在開
放大陸探親、兩岸官方接觸之初坐上大位，在關鍵時刻掌握台灣的

大陸政策，本來兩岸可以步上正軌，當時中國並無併吞台灣之
意，只求締造統一，台灣甚至有機會主導和統，但李登輝兩岸
政策大轉彎，走上 「兩國論」，更大搞 「去中國化」教改，台
灣從此陷入泥淖。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李登輝便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推

手，此時此刻正值台美關係大幅進展，美方對中國大陸多所批評之
際，美國務院發哀悼聲明尊稱 「台灣前總統」，因此美方對李登輝
強人之逝，究竟派遣哪個級數的官方代表到台吊訃，備受關注。歷
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及仿效，一向作為領袖級政治人物的葬禮，因為
人道與情誼的考量，能有效淡化政治交鋒色彩，是對峙雙方打破僵
局、遞出橄欖枝的絕佳場合。

猶憶1980年代，蘇聯在短短4年內，連續有3名總書記辭世。
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抓住機會，派出特使出席葬禮，並與蘇聯
領導層建立聯繫管道，大幅改善七十年前前後中蘇之間的敵對關係
，是近代國際政治史上葬禮外交的成功例證。

而台灣前立法院院長蘇嘉全，於2018年2次抵美，分別出席美
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馬侃（John McCain）與前總統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的葬禮，並利用機會拜會時任美國眾議院議
長萊恩（Paul Ryan），也為台美外交開啟新的一頁。

而李登輝在1995年成為首位訪美的中華民國總統，並在母校康
乃爾大學發表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重要演說。李氏這次訪美
，讓積極發展美中關係的美國政府相當棘手，也讓美方對李登輝頗
有微詞，但李登輝是台灣走向民主化重要推手的歷史定位則無法否
認。
說到台灣故總統蔣經國過世時，台美斷交早已超過9年，官方往來
幾乎全面中斷。不過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向來對台灣有好感，即使
台美己無邦交，雷根總統亦派遣其好友、已卸下公職的前司法部長
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率領12人組成的特使團，前往台灣
，出席蔣經國的葬禮。

其後台美關係時有突破。前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歐巴馬曾分別在
2000與2014年時派遣運輸部長史雷特（Rodney Slater）與環保署署

長吉麥卡錫（Gina McCarthy）兩位部長級官員訪台。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台美關係大幅進展，官員互訪更為頻

繁、公開且不避諱，美國高層官員也更願公開讚許台灣的民主成就
，為台灣國際空間遭受中國打壓打抱不平。

總統蔡英文今年5月20日連任就職典禮上，白宮副國安顧問博
明（Matthew Pottinger）、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
的公開賀詞，也彰顯美國對台灣民主的支持。

若美方此次能派遣具有外交實質意義的高階官員前往台北出席
李登輝葬禮，不僅能展現美國對台灣民主的支持，也符合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Mike Pompeo）日前在加州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的呼籲，
以行動促使中共改變的政策宣示，同時也能有效落實2018年生效的
台灣旅行法。

龐皮歐向台灣人民表達深切慰問之意的聲明中表示哀悼。他堅
稱：美國將繼續珍惜李前總統對強化美台關係的努力貢獻。前美國
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現任華府智庫 「2049計畫協會」（Proj-
ect 2049 Institute）主席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則尊稱李登輝乃真
正民主鬥士。身為台灣第一個民主選舉總統，他終結台灣數十年的
獨裁專政，並開創經濟繁榮發展、開放、法治的社會。聲明還讚揚
李前總統的12年執政時期推動多項大膽改革，讓台灣轉變成今日所
見的民主燈塔。美國將持續增強與台灣關係，以緬懷他的政治遺產
。

「美國人民的祝福和關懷與台灣人民同在，我們會緬懷李前總
統的政治遺產，並持續加強和台灣之間的連結，並透過共同擁有的
政治和經濟價值促進其民主活躍發展。」

薛瑞福表示，我們今天悼念一位台灣政治巨人及真正民主鬥士
的逝去，李登輝是位高超領袖、改革家及人民公僕。

李登輝對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制度的貢獻，無疑將被歷史永遠銘
記；他滿懷熱忱倡議自由公正選舉，認為人民應享有平等代表權，
在台灣政治軌跡歷程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李登輝的政治遺產，
將隨台灣蓬勃民主永存下去，讓我們感到安慰。」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僑灣社會長浦浩德
博士於博士於88月月55日日（（周三周三））在美南國際電視在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美南
時政追踪時政追踪」」節目中接受主持人蕭永群的訪問節目中接受主持人蕭永群的訪問，，
談到談到““華裔如何在疫情嚴重和未來美國大選中華裔如何在疫情嚴重和未來美國大選中
，，保護華人自身權益保護華人自身權益 ”，”，當天的講題及講綱如當天的講題及講綱如
下下：：
QQ11.. 美國大選將至美國大選將至，，拜登民調持續小幅領先川拜登民調持續小幅領先川
普普，，但許多專家也表示但許多專家也表示，，民調只是參考用民調只是參考用，，和和
實際結果相差甚遠實際結果相差甚遠，，您認為我們該如何看待民您認為我們該如何看待民
調調？？

浦浦：：我認為當前民調只是參考用我認為當前民調只是參考用。。因為美因為美
國大選的投票率偏低約國大選的投票率偏低約2020％％。。民調的人並不真民調的人並不真
正去投票正去投票。。記得記得20162016年希拉里年希拉里..克林頓克林頓（（HillaryHillary
ClintonClinton））對川普對川普（（Donald TrumpDonald Trump）。）。希拉里希拉里..克克
林頓林頓（（Hillary ClintonHillary Clinton））民調一領先川普民調一領先川普。。川普川普
贏得了贏得了20162016年大選年大選。。主要原因是美國有一部分主要原因是美國有一部分
年齡在年齡在4040歲至歲至6060歲的人不在民調歲的人不在民調，，而這些人很而這些人很
少出來投票少出來投票。。他們不喜歡希拉里他們不喜歡希拉里..克林頓和巴拉克林頓和巴拉
克克..奧巴馬奧巴馬 (Barrack Obama)(Barrack Obama)，，因為民主黨有嚴重因為民主黨有嚴重

的的““Under Table MoneyUnder Table Money””問題問題。。希拉里希拉里..
克林頓克林頓（（Hillary ClintonHillary Clinton））用她的用她的 privateprivate
emailsemails非法賺非法賺““Under Table MoneyUnder Table Money”。”。
分析美國大選有利於總統川普分析美國大選有利於總統川普??或拜登或拜登??

浦浦：：拜登有性醜聞問題拜登有性醜聞問題，，但川普沒有但川普沒有
。。

浦浦：：比較年齡比較年齡，，川普川普7474歲歲，，拜登拜登7878歲歲
。。川普頭腦清醒川普頭腦清醒，，處事仍然很活躍處事仍然很活躍。。拜拜
登有一些腦部不清的問題登有一些腦部不清的問題 (Sleepy Joe)(Sleepy Joe)。。
在民主黨競選會在民主黨競選會，，拜登錯認他的妹妹為拜登錯認他的妹妹為
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大家都笑大家都笑。。有人開玩笑拜登有人開玩笑拜登
不要錯認他的女祕書為他的太太不要錯認他的女祕書為他的太太。。川普川普
問美國人問美國人 -- 您能信任拜登的大腦四年從您能信任拜登的大腦四年從
他的他的 7878 歲到歲到 8282 歲嗎歲嗎？？美國總統有發射美國總統有發射
20002000枚核導彈的控制權枚核導彈的控制權。。您能信任拜登您能信任拜登

(Sleepy Joe)(Sleepy Joe)可能會錯發射導彈可能會錯發射導彈??
QQ22.. 川普持續將矛頭指向中國川普持續將矛頭指向中國，，模糊抗疫模糊抗疫

情失利焦點情失利焦點，，激起許多華裔不滿激起許多華裔不滿，，您認為這些您認為這些
話語會不會呈現美國社會反華情緒話語會不會呈現美國社會反華情緒？？

浦浦：：拜登和民主黨人持續批評川普沒有對拜登和民主黨人持續批評川普沒有對
中國施加足夠壓力中國施加足夠壓力。。川普將持續打中國牌來獲川普將持續打中國牌來獲
得選票得選票。。如果現任總統是拜登如果現任總統是拜登,,他也會打中國牌他也會打中國牌
來獲得選票來獲得選票，，而民主黨會甚至比共和黨差而民主黨會甚至比共和黨差，，民民
主黨會加上批評中國人權問題主黨會加上批評中國人權問題。。

浦浦：：中國的運氣不好中國的運氣不好，，首先爆發了新冠病首先爆發了新冠病
毒毒.. 有有 707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傳播新冠病毒％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傳播新冠病毒
（（COVID-COVID-1919））給美國給美國。。川普打中國牌增加了川普打中國牌增加了
美國社會反華情緒美國社會反華情緒。。目前美國疫情失控目前美國疫情失控，，已嚴已嚴
重影響華人自身安全重影響華人自身安全。。華人應該團結在一起華人應該團結在一起，，
保護我們的共同權益保護我們的共同權益..

好消息好消息！！ WHOWHO 正在調查研究新冠病毒正在調查研究新冠病毒
（（COVID-COVID-1919））的根源的根源。。

劍橋大學在劍橋大學在44月月3030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關於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關於

新冠狀病毒的變種和傳播路徑新冠狀病毒的變種和傳播路徑。。劍橋大學報告劍橋大學報告
指出指出，，新冠狀病毒分三個變種新冠狀病毒分三個變種：：AA，，BB，，CC。。
AA類毒株集中出現在美國和澳洲類毒株集中出現在美國和澳洲，，出現在武漢出現在武漢
的病毒屬於的病毒屬於BB類類，，是從是從AA類變異而來類變異而來。。 AA類病類病
毒更多發現在美國和澳洲的受感染者毒更多發現在美國和澳洲的受感染者。。
BB類毒株是在中國境內類毒株是在中國境內（（即武漢即武漢））
CC類病毒主要在歐洲類病毒主要在歐洲。。亞洲地區的香港亞洲地區的香港，，新加新加
坡坡，，韓國也有韓國也有。。

如果劍橋大學報告屬實如果劍橋大學報告屬實，，對對
華人都是一件幸事華人都是一件幸事

QQ33.. 您提到共和黨理念和華您提到共和黨理念和華
人較相近人較相近，，但面對這些川普的仇但面對這些川普的仇
中言論中言論，，您為何會這麼覺得呢您為何會這麼覺得呢？？
華裔在反華的聲浪中華裔在反華的聲浪中，，要如何自要如何自
處處，，掌握話語權掌握話語權？？

浦浦：：我不認為川普仇中我不認為川普仇中。。川川
普只是個大嘴巴的商人普只是個大嘴巴的商人。。他說他說
““讓美國變得偉大讓美國變得偉大””意味著意味著““讓讓
美國賺錢美國賺錢””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
。。

浦浦：：中國運氣不好中國運氣不好,, 首先爆發首先爆發
了新冠病毒了新冠病毒（（COVID-COVID-1919），），讓讓
7070％的美國人認為病毒是中國傳％的美國人認為病毒是中國傳
播病毒給美國播病毒給美國。。華裔要如何自處華裔要如何自處
，，掌握話語權掌握話語權？？華裔華裔((美籍華人美籍華人))
的優點是的優點是:: 我們是華人也是美國人我們是華人也是美國人
,, 在兩者之間生存在兩者之間生存。。

QQ44.. 若川普終要連任若川普終要連任，，可能可能
性高嗎性高嗎？？您認為華裔最需要做到您認為華裔最需要做到
什麼事什麼事？？若兩黨候選人當選若兩黨候選人當選，，會會
對華人社會有什麼影響對華人社會有什麼影響？？

浦浦：：如果疫情控制和股市上如果疫情控制和股市上
漲漲，，我認為川普連任可能性很高我認為川普連任可能性很高

。。
浦浦：：我認為華裔應該積極參加美國選舉和我認為華裔應該積極參加美國選舉和

投票投票，，進取華人政治力量進取華人政治力量
浦浦：：兩黨候選人會對華裔社會有大影響兩黨候選人會對華裔社會有大影響,, 華華

裔選共和黨或民主黨裔選共和黨或民主黨？？
舉例德州聯邦參議員選舉舉例德州聯邦參議員選舉,, 來說兩黨候選人來說兩黨候選人

政見差別政見差別::
浦浦：： 分析華裔和共和黨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分析華裔和共和黨擁有相同的價值觀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博士8月5日在 「美南時政追踪」 節目談
“華裔如何在疫情嚴重和未來美國大選中，保護華人自身權益”

（本報訊）本月六日，美國華人電影
導演梁晨執導的新片 「落在紐約的灰」榮
獲2020年IndieFest 國際自主電影節評委會
優秀電影獎！
這是導演梁晨在今年春季憑該片榮獲第53
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銀雷米導演獎後，第
二次收獲國際型大獎。
「落在紐約的灰」由休士頓著名劇作家，

美南華文作協會長秦鴻鈞女士二十年前的
話劇原著 「單程機票」改編。最為精采的
是所有參演者都是休士頓華人社區的業餘
戲劇愛好者。
電影描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
一批社會底層的年輕民眾漂洋過海偷渡美
國淘金，20多年過去了，他們實現當年的
夢想了嗎？他們生活得怎麼樣？
耗資30餘萬美元，在天寒地凍的紐約等地
連續拍攝近三個月，曾經在蒙大拿銅藍國
際電影節勇奪影帝的梁晨導演，自編自導
自演，發揮才華，贏得了榮譽。
影片 「落在紐約的灰」已經送審中國廣電
局，計劃將於不久與廣大觀眾見面，敬請
期待！

「落在紐約的灰」 未映先轟動，導演梁晨再獲國際大獎—
榮獲2020年IndieFest國際自主電影節評委會優秀電影獎

圖為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博士圖為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博士，，參加美南國際電視參加美南國際電視 「「美美
南時政追踪南時政追踪」」 接受訪談接受訪談。。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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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人工智能(AI)能
夠識別並且自動地完成許多日常的工作
、以及曠日耗時的任務，自從新冠疫情
發生之後，人工智能的發展往前又跨一
步，重要性大大地增加，人工智能技術
在疫情防控工作上也成為重要的助手，
用突破性的技術，解決許多人類當前面
臨的問題。許多大公司如微軟、蘋果、
亞馬遜、NASA和SpaceX等公司，對AI
專家的需求都非常高。

休斯頓社區大學已經開始人工智能
（AI）應用科學副學士學位課程，成為
德州第一所有此類課程的社區大學。這
項新的 AI 課程，將於今年秋季學期在
HCC Southwest、 HCC Northeast、 和
HCC Southeast 在線啟動，開放給學生
修學，對想要進入人工智能(AI)領域的
人無疑是個大好消息。

AI課程加速就業的機會

HCC 校 長 塞 薩 爾•馬 爾 多 納 多
（Cesar Maldonado）博士將這一新的 AI
課程稱為“改變我們學校的遊戲規則”
。他表示：“這是 HCC 不斷採用新技
術並緊跟行業不斷變化的需求的最新措

人工智能將技術推向更高的水平
HCC 西南區校長 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新計劃將繼
續本校區制定與21世紀技術前景相關的
課程的宗旨。

她說：“人工智能在當今已經改變
了工作場所的許多方面，並將對我們的
經濟和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很
高興為我們的學生取得了這樣的一個飛
躍，將有助於未來將技術推向更高的水
平。”

新課程將為學生提供人工智能最佳
實踐的基礎，HCC 西南校區網絡與電
信計劃協調員G. Brown博士說，AAS的
畢業生可以升讀四年制大學，獲得計算
機科學、網絡安全、或電氣工程學士學
位。

熱門工作市場

等公司，對AI專家的需求都很高。”去
年，求職網站將機器學習工程師

 、理解、行動和學習，無論是關閉照明
以節省能源的智能建築，還是機器人學
會自行導航，或是無人駕駛飛機使用計
算機視覺技術避免物體進入。

HCC 的 合 作 夥 伴 MACE Virtual 
Labs 的 Josh Bankston 表示，新的 AI 課程 
“是MACE的勝利”。這家位於休斯頓
的公司與 HCC Southwest 合作，在 2019

年開設了一個虛擬現實實驗室。他表示 
：“技術的未來展望、和 HCC 服務的所
有行業的前景，只能從對機器學習和人
工智能等事物的更多理解和整合中受
益。”

詢問註冊請致電 713.718.7631。或
上網hccs.edu/apply。 歡迎瀏覽hccs.edu/
ai了解詳細內容。

2020年HCC秋季報名現已開放
HCC 現已開放秋季學期註冊，雖

然新冠疫情還在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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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CHCC成為德州首個社區大學有成為德州首個社區大學有AIAI副學士學位課程副學士學位課程
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您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您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

施，提供像AI這樣的創新課程，將使我
們的學生能夠在休斯頓、德州及其他地
區都加速就業的機會。”

布朗博士表示：“由於AI專家的嚴重短
缺，許多公司提供了豐厚的薪水。微
軟、蘋果、亞馬遜、NASA 和 Spac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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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當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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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HCC的“僅花20元就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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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先進製造的更多詳細信息，請
致電713.718.7757 或 訪 問 
hccs.edu/manufacturing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列為 25 

個最佳職位的年度清單之首，理由是

從2015年到2018 年，職位發布增加了 

344％，年基本薪水為 146,000 美元。

機器學習是 AI的一種應用。

   人工智能專家結合了不同的技術，
使機器能夠以類似人的智能水平來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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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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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新冠確診人數即將突破五百萬﹐死
亡率已攀至16萬以上﹐面對這樣潛伏期
長﹑傳染力強﹑危及心肺的疾病﹐民眾無
不聞風喪膽﹐本台今天獨家邀請到曾經
染上新冠﹐一步一步走向康復的內華達
大學物理治療系李思平教授﹐和民眾分
享親身心路歷程﹒
如何知道自己染上新冠如何知道自己染上新冠﹖﹖

李思平指出﹐因為自已和妻子都是物理
治療專業﹐妻子是物理治療師﹐長期在醫
院工作﹐雖然防護措施都有做好﹐但還是
不幸染上﹐並在6月20日左右開始出現
輕微發燒症狀﹐去做檢驗後在24日檢測
出陽性反應﹒因為同在一個屋簷下﹐他
也被間接傳染﹐7月1日開始出現症狀﹒
身體出現什麼反應身體出現什麼反應﹖﹖

李思平指出﹐自己明顯
是比較輕症﹒目前新冠
臨床症狀分為六大類,
他認為自己應該算是第
二（類似流感）到第叁類

（有腹瀉症狀）﹒ 其中﹐
最明顯的症狀是連日發
燒 (約到38度C)﹐以及
異常疲憊﹑肌肉無力﹒
他指出﹐自己連續發了
十天高燒﹐且累得無力

做其他事或思考﹐也沒食慾﹐
但很幸運的是沒有遇到呼吸
困難﹑失去味覺的問題﹒他也
提醒﹐若是出現呼吸不順﹐代
表症狀比較嚴重﹐必須儘速就
醫﹒
李思平也分享﹐過去他也曾經
得過 H1N1新型流感（豬流感
）﹐但是這次得新冠﹐症狀更加
明顯﹐身體更不舒服﹒
從生病到康復從生病到康復﹐﹐怎麼做的怎麼做的﹖﹖
他指出﹐因為他們並沒有出現
呼吸困難狀況﹐所以沒有就醫
而是在家隔離﹐其中為了減輕
發燒症狀﹐他服用過退燒藥讓
自己身體舒服一點﹐但他也坦
言﹐目前新冠沒有特效藥﹐因
此能不能康復都是靠自己免

疫﹒
但李思平也提
到﹐目前新冠死
亡率大約是在
千分之五到十
左右﹐大部分的
人還是可以恢
復的﹒以他自
身經驗來說﹐發
燒結束後（大約
十天）﹐恢復的
速度就很快﹒食慾到二十天左右才慢慢
恢復﹐他坦言一開始食慾真的極差﹐除了
喝點湯以外其他東西都不想吃﹐甚至瘦
了叁公斤﹒
染疫後最該注意染疫後最該注意「「保養心肺保養心肺」」
李思平指出﹐他與妻子在第二十天開始
恢復出去爬山﹐第一次先去海拔兩千公
尺的地區﹐走了一個五公裏簡單的步道﹐

試試肺部有沒有問題﹒ 第二十七天走
了十公裏﹐而且上到叁千公尺以上﹒第
叁十天走了接近十五公裏﹐爬升接近一
千公尺﹒
他表示﹐在生病的時候一直頗為擔心心
肺功能會受到長期的影響﹐因此想透過
爬山作為測試與訓練﹒
他作為物理治療專家﹐呼籲染病者在急
性期﹐盡量減少身體的負擔﹐若有呼吸困
難問題﹐應儘速就醫﹐因為若身體氧氣吸
收不夠﹐會造成許多器官功能出現問題
﹒此外﹐如果在逐漸康復後﹐肺活量比以
往降低﹐就要諮詢胸腔科﹑呼吸治療科﹒
康復後康復後﹐﹐還該注意什麼還該注意什麼﹖﹖
他指出﹐許多人在康復後返回工作崗位﹐
可能都會遭受同僚異樣眼光﹒他跟妻子
在急性期（大約十天）過後﹐開始討論要
怎麼樣安全重回工作崗位﹑恢復正常生

活﹒為了不感
染其他的朋友
或同事﹐他們
最後的結論是
﹐遵照美國疾
病管制局的規
定﹐但增加了
額外的時間以
策安全﹒目前
回去工作的規
定包括﹕

1. 從有症狀開始之後算至少十天 (他們
等了二十天)
2. 停止發燒後至少一天 (他們等了至少
五天)
3. 症狀持續的舒緩 (他們等到了完全沒
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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