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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Masa壽司手卷輕鬆做
周日晚間7時30分播出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第28集﹐本集由精
通日本料理的翁大嘴主持﹐邀請Masa's Sushi & Robata Bar負責人兼壽司師
傅Masa現場用簡單的食材﹐示範海苔壽司捲(Sushi rolls)和壽司手卷(Sushi
hand roolls)作法﹐人人都可以輕鬆上手﹒精彩內容﹐請鎖定新時段﹐11月6日
(周日)晚間7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美食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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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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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5 年雙十國慶晚宴，於 10 月 30 日下午 6 時 30
分至下午10時，在Galleria 區五星級Hilton Post
Oak 旅館盛大隆重舉行，由台風穩健，唱作俱
佳駱健明與馮怡雯主持，610位各地前來中外僑
界人士共襄盛舉，國恩家慶，歡聚一堂，喜氣
揚溢，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入席，(點亮台灣，亞洲典範），國慶晚宴
開始，唱中美國歌，德州法官David Newell, 德
州主計長 Glenn Hegar,州眾議員 武修伯，吳元
之，市議員Mike Laster,福遍縣法官Maggie Jara-
millo,Sue Chiang,德州共和黨亞洲主任 Stephen
P. Wong,福遍縣共和黨主席Michael Gibson,德州
共和黨婦女委員會Tina Gibson,糖城市議員Amy
Mitchell, 糖 城 法 官 Jennifer Chiang,Christopher
Meyer 等貴賓參加盛會。

國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致歡迎詞，黃處長,
處長夫人、莊主任、陳美芬副主委，劉秀美僑
務委員, 各位榮譽職人員,各位嘉賓大家好。在這
裡讓我代表105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歡迎出席
今晚慶祝國慶晚宴的所有嘉賓。感謝所有社團
、企業界先進、以及朋友們的支持、鼎力相助
、讓今晚的晚會賓朋滿座，也展示出休士頓僑
胞對中華民國的熱愛和支持、共聚一堂在這優
雅、溫馨、歡樂的氣氛中一起慶賀國慶。

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爭取民主自由
、奔波海外、與無數革命先賢烈士拋頭顱,灑熱
血，加上無數國人的努力經過多年的長期抗戰
、終於推翻專制,建立中華民國。一路走來中華

民國歷經 105 年的辛苦奮鬥
、今日才能在台灣成為真正
民主、自由、繁榮的國家。

台灣雖然在政治與經濟
上面臨許多的挑戰，但始終
能夠步步向前。身為海外華
僑的我們雖然身在海外、可
是心在台灣、關心台灣的前
途與發展。讓我們同心協力
不分你我，不分黨派，團結
一致,凝聚我們海外僑胞的力
量支持中華民國臺灣，行銷
臺灣, 為中華民國臺灣爭取國
際的權益，維護得之不易的
民主與自由，促進中華民國
永續的發展。

今年對我來講、充滿了
挑戰和考驗。感謝各社團對我的信任和支持、
推選我擔任105年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籌備
會主委、很榮幸讓我有機會為僑社服務、有機
會表達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和關心、能為國家盡
一份心力，是我內心的切望與榮耀。

今年接下主委一職以後、經過三次國慶籌
備會全僑會議、很欣惠最後由不分黨派、不分
族群自發組成一共推出二十項精彩、而且多元
的系列活動。每項活動都充滿創意和新鮮點子
，感謝各主辦和協辦單位盡心規劃，辦得有聲
有色,為帶動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5歲生日歡欣
鼓舞。希望未來也以同樣的模式、全僑一心、

參與慶賀中華民國國慶。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提升中華民國的形像、

融入主流社會、今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特別參加
福遍縣八十周年博覧會盛大遊行。也是該博覧
會歷界首次唯一的華裔社團加入。

感謝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文處、僑教中
心、和所有贊助者大力的支持和鼓勵，才有今
天的成功。感謝105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團隊、國
慶晚宴所有工作人員，和榮星創藝表演工作坊
，因為有您們的協助，為我分擔了很多具體工
作，才有今年輝煌的成績。

最後感謝, 所有幫忙的義工和媒體記者。感
謝大家攜手為休士頓慶祝105年中華民國國慶共

創精彩與榮耀，留下燦爛輝煌及美好記憶。
在此恭祝中華民國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國運昌隆」，也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接下來讓我以英文來歡迎聽不懂中文的朋

友。
105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副主委陳美芬於

10月30日在105年雙十國慶晚宴致謝詞，在此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僑界所有的鄉親朋友們。承
蒙您們的關心與愛顧105年的國慶，長輩踴躍的
參與，大家同心協力合作的支持與鼓勵，使我
們105年國慶活動得以順利，圓滿成功。再一次
謝謝大家。敬祝大家身體健康、快樂、萬事如
意。敬祝我們的國家，國泰民安，國運昌隆。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晚宴於10月30日圓滿成功舉行
國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致歡迎詞副主委陳美芬致感謝詞貴賓雲集共襄盛舉

美南銀行歡度19周年 11月3日辦慶典
11月3日(THUR)下午1時30分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中國印像」 ——中國當代藝術家聯展的開
幕式
11月4日（FRI）晚7時至9時舉行
3100 Clebume St. Texas Southern Univer-
sity, Houston,TX.7700
德州南方大學博物館

賴桑講古 11月4日至5日感恩見證音樂會
11月4日(FRI)下午7時30分至下午9時30
分(台語)
11月5日(SAT下午3時至下午5時(華語)
賴忠智牧師主講[台灣心、鄉土情]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401 S. Dairy Ashford,Houston,TX.77077

光鹽社營養課
11月5日(SAT)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光鹽社辦公室

HCA請您參加周六11／5保密及經濟間諜講
座
,11月5日(SAT)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30
分
Rice University,Duncan Hall,McMurtry Au-
ditorium
6100 Main,Houston,TX 77005

2016年休斯頓江西同鄉會秋季郊游野餐

11月6日（SAT） 11：0am - 4：00pm
Pavilion B @ Kitty Hollow Park
9555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第十五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舉行
11月6日(SUN)，下午1:30報到，2:00開始
比賽
下午4:00舉行頒獎大會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ane Houston, TX 77036-6310

艾莉芙區大遊行（Alief Parade)
11 月 5 日（ Sat. ) 9:00 Am~
ITC （ 11100 Bellaire Blvd. ) 集合，出發

Katy 大華超市 「韓國食品節 」 活動
11 月 5 日（ Sat. )11:30 Am--12:00Pm
569 S. Mason Rd. Katy TX77450

東方/ 西方文化夜巿節
11 月 5 日，6 日 （Sat, Sun. ) 11:00 Am ~
晚間
越華廣場（八號公路 ￡ Beechnut )

明湖合唱團，樂友合唱團 「 古往今來」 音
樂會
11 月 5 日（ Sat. )下午2：00 ~ 4 : 00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 13223
Southwest Freeway , Sugar Land , TX
77478 )

活
動
快
報

 













105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副主委陳美芬致感謝詞(記者黃麗珊攝)國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致歡迎詞(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陳松編譯/信息來源www.abc13.com)南京納加軟件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新媒體視訊技術為核心，集軟件、硬件、網絡
的開發、銷售和系統集成為一體的原創型科技公司。 因為專業
，所以領先。 目前，納加軟件公司已向傳媒、互聯網、在線教
育領域延伸發展。新項目包括：傳媒業務、瓦斯E視網、納加雲
教育App等，標誌着納加有單純的TMT行業向打造Saas模式和
多元化產業生態鏈轉變。

旗下擁有：南京納加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產品研
發基地）、南京納加信息系統集成有限公司、南京納加影視傳媒
有限公司等三個子公司。國內擁有四個辦事處：重慶、福州、濟
南、成都。海外擁有代理經銷商分別為：韓國、台灣、新加坡、
印度、印度尼西亞、智利等。曾參加美國廣播電視展、亞洲廣播
電視展、印度廣播電視展、非洲廣播電視展、中東迪拜廣播電視
衛星通訊及多媒體等多個海外展覽。

公司自2006年創立至今，已經取得多項軟件專利、著作權
。通過國家廣電總局數項專業檢測，擁有ISO9001、
EACC等眾多資格認證，並獲得“江蘇省高新技術企
業稱號”。目前，公司已接受上海納策投資中心和
寧波永欣壹期股份投資合夥企業兩家風險投資公司
的投資，並擁有申萬宏源集團有限公司推薦，在新
三板掛牌上市，股票代碼：839443.

公司的主要產品：NSCaster 廣播級導播設備，
它是一款集三維無軌虛擬、多機位切換、錄製、播
出、調音、延時、字幕、監視為一體的全高清採編
錄播一體機。它引入雙屏界面，支持雙屏同時進行
多視頻、多素材通道和音頻的控制及編輯。最高可
輸出10位的全格式4K視頻，以滿足高標準廣播級環
境的需要。為教育行業、政府企業、文化場所、體
育賽事和網絡直播等活動提供完美的直播體驗。

NSCaster 系列導播一體機具備超高集成度、體
積小、攜帶方便，僅需少量的設備及工作人員即可

迅速搭建一個功能完備的專業演播室。
ALL In One 特色一體機是集全信號採集，全信號輸出，真三維
虛擬多機位特技切換、全視頻格式硬盤錄像、多流網絡播出、專
業調音混音技術、延時安全播出、遠程實時交互CG字幕、多畫
面監視等新媒體制播功能為一體的全高清採編錄播一體機。

4K高清化網絡播出功能：國內首創自主研發的4K高清化網
絡播出技術，高達100Mbps碼率的可配置化流媒體編碼壓縮能力
。針對主通道信號同時三種不同碼率推送六台服務器的實時編碼
技術。

廣播電視標準的現場製作流程：提供高達12路的各類信號
源接入，多達上百種絢麗多樣的2D、3D切換特效，完美的應對
各種大型活動的播出。需求的幾十種多畫面拼接模板，實時現場
圖文包裝必備的強大的CG字幕、飛幕、時鐘、角標等功能。

系列產品包括：NSCaster 系列導播一體機、VJDirector2專業
導播系統軟件、NLB-500P全高清採編錄播一體機、VJMS3流媒

體直點播服務系統、NSLive Encoder手機直播APP、VJCMS視音
頻直點播平台。

納加軟件產品廣泛應用於教育行業，輕鬆打造專業校園電視
台。教育專屬3D虛擬演播室、精品公開課、微課程製作、校園
活動實時直播及錄製。遠程互動教研醫療行業、手術現場同步錄
製、手術實況高清網絡直播、遠程會診、可視化醫療教學培訓。

其它應用領域包括：金融講座、婚禮直播、網絡電視台、體
育賽事、商務推廣等活動。
南京納加軟件公司地址：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高新區團結路100號
孵鷹大廈A座701/702 郵編：210000 網址：www.nagasoft.cn 電話
：025-84589680

大陸聯繫人：鄧長凱 手機：（+86 )13813840737 Skype:
sales@nagashare.com dengchangkai@nagasoft.cn

美 國 休 斯 頓 聯 繫 人 ： 陳 松 電 話 ： 7133824565 郵 箱 ：
songchen37@gmail.com

原創品牌中國製造 10年專注視頻領域
納加軟件—您的新媒體視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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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過去美國的中國和印度非
法移民，多數是持合法簽證來到美國後逾
期居留。現在由於簽證很難批准，更多中
印公民選擇先到南美洲或中美洲，再由墨
西哥偷渡到美國，並擠進前10大偷渡移民
最多的國家行列。

ABC 新聞 1 日報導，根據美國國土安
全部的統計，2015年10月至2016年8月，

在美墨邊境逮捕來自印度、中國、羅馬尼
亞、孟加拉和尼泊爾等國非法入境的人數
達8千多人。

雖然這和2015財年自美墨邊境非法入
境的逾40萬人相較仍是少數，但一個明顯
的趨勢是偷渡的墨西哥人減少，而來自其
他國家的人數增加，其中中國人和印度人
擠進前十大國家。

德 克 薩 斯
大學埃爾帕
索 分 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法律與人類
行為中心（Center for Law & Human Behav-
ior）主任，也是前邊境巡邏（Border Patrol
）主管的曼賈瑞茲（Victor Manjarrez）表示
，非美洲國家公民偷渡到美國的人數不斷
增加，這個問題應受到更多關注。

國土安全部近期將逮捕、監禁和驅逐
非法移民列為重點工作，多數在邊境被逮

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在幾天內就被驅逐
出境，但是對於來自非美洲國家的偷渡客
，由於涉及到要在移民監獄等待返國的旅
行證件或法官的審理，驅逐的行政流程通
常更長，費用也更高。

大量非法移民湧入是可預見的事，根
據墨西哥聯邦移民當局的統計數據，2013
年墨西哥逮捕來自亞洲和非洲的非法移民
不足1千人，而今年1月到8月，這一數字
上升到近11，000人。

執法機構清晨大搜捕 KATY退稅詐騙團伙被抓獲
（本報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昨天上午聯合當地警

方在KATY一處民宅（8526 Lemonmint Meadow Dr）實施
突然搜捕, 一共抓獲六名主犯，同時還有多人被捕，據報道
，被抓獲的團伙涉及偷竊個人財務信息並且通過虛假報稅
非法獲得退稅金額。

德州南部行政區法官宣布，被捕的六人主犯將面臨32
個指控，其中包括盜竊公共錢財，信用盜竊，虛假轉賬等
罪名。
據調查，被捕的六人都是非法盜用其他人的個人信息進行
申報退稅，然後獲得政府的退稅金。

周三上午，居住在ＫＡＴＹ社區的一名社區居民對外
表示，他在凌晨6點聽到了兩聲類似車胎爆裂的聲響，並
且聽到警方對鄰居屋內的住戶喊話，要求這些住戶從室內
出來，據他的觀察，一共有六名成年男子和兩名女子被警
方帶走。
這位居民稱，由於平時鄰居見面只是打個招呼，因此沒有
太多的注意，只是發現這些人當中沒有出現孩子。

根據法律規定，該案涉及此類多項犯罪指控，而每項
指控涉案人將面臨最長20年的聯邦入獄，同時每項指控還
將需繳納25萬元的罰款。此外，聯邦的陪審團成員已經同
意在對犯罪人實施逮捕後，讓此案公開。

美國聯邦調查局休斯頓機構，美國稅務局聯合休斯頓
警察局，休斯頓郵政服務局，美國大法官助理Michael Chu
聯合審理了此案。

方便進出 10號公路KATY路段將增設道路
（本報訊）隨著休斯頓當地人口近年來的顯著增長，

也給城市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上下高速公路的道路擴展
成為需要。

據報道，位於州際10號公路的Katy Freeway和山姆休斯
頓收費高速路（８號公路）的交界將計劃拓展。

德州的道路一直以來也追求寬大風格，而連接休斯頓
和其西部鄉郊的道路正計劃做出調整。
據了解，10號公路KATY路段將在每個方向的道路上增設

一條道路，目的是便利車輛進入高速公路和下高速公路。
德州交通部發言人 Karen Othon 稱，本周將決定這項投資
130萬美元的改造項目，工程正式開始要到明年的2月5日
。
屆時，工程將要求26條高速公路的個別線路停止使用，先
選擇一個方向的道路施工，不影響全面交通，預計耗時4至
5個月完工。

偷渡移民經墨入美增多中印名列前10大

based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did not 
want to be named.
He said he hid his 
support for Trump 
from his colleagues, 
who were mostly 
Clinton backers, 
because the two camps 
were increasingly 
divided and support 
for Trump could cost 
him his job.

Revealing one’s political 
views ...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for civil servants or employees of 
big companies.

--UNIVERSITY PROFESSOR BASED IN NEW YORK 
“I have joined about 20 WeChat groups, some of 
them are what we call ‘exchange fire groups’ where 
supporters of both candidates debate,” he said.
The discussions were so heated that some Clinton 
supporters would “report” Trump supporters to their 
bosses, he said.
“Revealing one’s political views, especially if you 
were a Trump supporter, wa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for 
civil servants or employees of big companies because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ose companies] tended 
to support the Democrats,” he said. (Courtesy http://
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 

While political discussions and protest calls may be 
stifled quickly on the social messaging app in mainland 
China, Chinese Americans across the US are using it 
to rally support for their favoured candidates. Asian-
Americans made up only 2.9 per cent of voters in 2012 
but the ethnic group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in 
the US, up from 1.7 per cent in 1996.
Online chat groups are amplifying that voice. In 
June, about 40 members from the 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 WeChat group were invited to meet the 
candidate at a private event. Su said the group had 
since ballooned to more than 10,000 members and its 
core organisers, including herself, had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senior campaign staff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Such groups, she said, represente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Some are based on 
geographical location such as the state or the city they 
live in, while others are based on their occupation or 
social circle.

“We are brought up in a                                                                                                       
culture to be humble …                                                                                                                     

and not to cause trouble.”
-GRACE SU, U.S. Resident 

She said Chinese immigrants who had arrived in the 
U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wer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ew political wave. Many were well-educated and 
tended to be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American 
society.
“We Chinese Americans are often put at a disadvantage, 
partly due to language barriers, and more often because 
we are not good at expressing ourselves,” Su said. “We 
are brought up in a culture to be humble … and not to 
cause trouble.”
Jay Song, president of Washington 
Chinese Media, who is organising 
a Chinese community debate on 
Saturday, said: “We must give credit 
to WeChat for making political 
discussions a lot more convenient 
and thus realising an unprecedented 
enthusiasm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Many people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politics in the first place, but as long 
as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possibly 
passively, in the group discussions of 

However, it comes as a blow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it’s 
losing its control in Southeast 
Asia amidst mounting tensions 
with China in regard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hat’s causing more trouble 
for Washington, is that 
Malaysia’s defense deal 
with China comes after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recently switched his 
allegiance to China, ending 
a long-term alliance with the 
U.S.
While China and the U.S. 
are fighting to get a hold of 

the Asian market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alliances,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partners together 
are actually 
benefiting from 
their tactical battle 
and progressing 
towards a better 
economic growth.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
com) 

BEIJING, China (November 1, 2016) - The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has secured a defense deal 
with China after a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t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Tuesday.
Razak’s meeting with Keqiang ended with signing a 
total of 14 agreements including a deal on navy vessels.
The two countries will jointly develop the navy 
vessels, known as littoral mission ships,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During his seven-day trip to Beijing, Razak is also 
expected to mee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Zhang Dejiang, the head of the legislature, 
to secure multi-billion dollar investments in port 
construction, gas-pipe laying and water desalination 
plants, e-commerce, solar panel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Earlier, Razak said that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had grown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times.
Last year, China had invested $2 billion in Malaysia 
and the figure would 
increase based on the 
uptrend in investment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he added.
Razak, after the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30 Chinese 
Captains of Industry 
in Beijing said, “China was Malays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2015, a position maintained since 2009. 
Total bilateral trade in 2015 was $100 billion.”
He also said that Malaysia’s economy is headed 
towards a positive trajectory, with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projected to be 4 percent to 4.5 percent 
this year, and up to 5 percent in 2017.
According to him, in the first-half of 2016, approved 
FDI has already reached 83.3 percent of the total 
approved for the whole of last year.
“With our stro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Malaysia 
continues to be a very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he added.
But analysts believe that Razak is trying to rebuild 
his image at home and warn the U.S. as he is in the 
middle of a U.S.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following 

his involvement in a financial 
scandal at a Malaysian 
investment fund, 1MDB that 
he found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said in a lawsuit that at least 
$3.5 billion was stolen from 
the fund and diverted through 
a web of shell companies and 
bank accounts in Singapore, 
Switzerland, Luxembourg 
and the U.S.
From Malaysia’s perspective, 
the country would earn 
China’s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till date as both the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sign 
the framework financing agreement and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contract for the $13.10 
billion East Coast Railway Line (ECRL) project.
According to James Chin, Director of the Asia Institute 
at Australia's University of Tasmania, Razak wanted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money to make up for a drop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Western countries 
unnerved by the scandal.
“He's showing the Malaysian domestic audience that 
a new upcoming power like China is still willing to 
host him, because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he can't get 
the same treatment in Western capitals anymore,” Chi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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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hinese Americans have avoided direct engagement 
in the US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past, but with hundreds 
of WeChat groups devoted to the election, they are finding 
news ways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Photo/Alamy)

A Chinese woman watches a live 
broadcast of the US presidential 
debate between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illary 
Clinton and her Republican 
opponent Donald Trump on 
September 27. (Photo: AP)

Although the WeChat groups 
allow Chinese Americans to 
discuss the candidates,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Clinton, the 
platform is also becoming a way 
for supporters in the two camps 
to attack each other. (Photo/AP)

Le Keqiang Meets with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of Malaysia 
in Beijing, China.

Location Of Malaysia

Malaysia And China Sign Defense Deal
– Further Investments Planned

WeChat Is Keeping Chinese Americans
On Top Of The U.S. Presidential Race

those elections-related topics they will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get involved. That’s why we are seeing 
unusually high activism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most of whom rely on WeCha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riends even in the US, this year,” he said.
But while online groups were a key vehicl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they were also a platform for resentment and political 
attacks, said Paul Zhu, a supporter of Democratic 
candidate Hillary Clinton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Pender Professional Centre, a real estate company in 
Washington.
“Many of the Trump supporters are particularly 
aggressive and even make personal attacks,”
Zhu said. “Clinton supporters who are active online, 
including myself, have been attacked with malicious 
comments.”
He said Trump supporters described Clinton backers as 

“ignorant” or even called them “idiots”. 
Their extreme behaviour mirrored 
the rhetorical style of the candidate 
himself, he said.
“I think that Trump has brought out the 
worst side of human nature … Clinton 
supporters tend to be more rational,” 
Zhu said.
For China and the rest of Asia, a Trump 
presidency is too big an unknown
Such heated political discussions are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Chinese 
Americans, according to a New York-

Asian Countries Switching Allegiance To China Amidst Mount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The Social Messaging App Has Become A Virtual Town Hall For
 A Segment Of The Electorate That Has Mostly Avoided 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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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016 年 10 月
31日，英國倫
敦早上出現大
霧天氣。

意大利地震致大量歷史建築被破壞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31日，意大利諾爾恰，在地震中受到破壞的長方形基督教堂。意大利30日遭遇

6.6級地震。

韓國首爾，韓國總統樸槿惠的閨蜜崔順實涉嫌“幹政”被檢察機關傳喚，鞋子被擠掉。據悉，有

300多名記者聚集在檢察院，面對媒體，崔順實並未回答現場記者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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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清理位於巴黎市區的難民聚集區
在法國巴黎，警方

在執行清理行動。 法
國從上周開始在北部加
來清除“叢林”難民營
之後，位於巴黎19區
斯大林格勒地鐵站附近
的難民人數突然增加。
從 31日上午開始，法
國警方在這壹地區采取
行動，清查難民證件，
對壹些非法的難民帳篷
進行了清除。

英國倫敦大霧襲城
建築開啟“隱身”模式

綜合報道 每年的十一月末感恩節後

的第一天也被稱爲黑色星期五。黑色星

期五代表著聖誕購物期的開始，各大商

場將會提供每年中力度最大的折扣，也

是商家最繁忙的日子之一。雖然每年的

黑五往往給人們的期待大于驚喜，但是

這並不能阻止人們锲而不舍的購物決心

。目前離今年的黑色星期五，也就是 11

月 25日還有一段時間，有些商家已經先

人一步放出了今年的折扣。

亞馬遜在黑五將舉行一年一度的黑

五倒計時活動。目前活動已經在本周二

的時候啓動。黑五折扣將一直持續到 12

月 22日。除此之外，今年亞馬遜顧客可

以使用其手機軟件在實體商店進行商品

條形碼的掃描，隨後軟件將會自動與亞

馬遜商店內的同樣商品進行匹配。這樣

或對實體店和電商的價格戰更加慘烈。

除了亞馬遜之外，其他商家像Walmart，

Kohl’s，Target和 Sears也已經公布了今

年的折扣力度，Walmart公布了 125元的

32英寸電視，Best Buy 上 iMac也有 200

元的折扣。

不過也有數據顯示，其實在商家嘴

裏的“史上最大”折扣不過是用于宣傳的

噱頭而已，有數據顯示，許多商品在去年

，前年和大前年的黑五打折力度都是相似

的，甚至有些商品價格一模一樣。根據一

個價格追蹤網站Market Track LLC.的數

據顯示，在大型的線上購物商上，例如

Best Buy, Macy’ s, Target, Wal-Mart,

Kohl’s and J.C. Penney在 2015年 80%的

商品和2014年43%的假期打折宣傳單上的

商品都是相似的。很多商家都是在黑五打

折之時把去年的打折宣傳單幾乎一字不差

的拿給消費者。比如Target 2015年的黑

五季打折宣傳單就跟 2014年幾乎沒有區

別。其中Beats耳機依然維持著97元的價

格，Nikon 的單反照相機，只有 DVD 和

Xbox遊戲機組合價格比去年微微下調了

30元。根據一個追蹤商品零售價格的網

站Brad’s Deals顯示，自 2008年以後，

Target商品黑五的折扣力度只會上下浮動

在17-22元之間。

而與之相比今年的黑五在一些方面

也將與往年出現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

的一點就是電商的持續崛起，根據 2016

年 Deloitte 假期購物調查顯示，今年的

假期購物季將會成爲一個裏程碑，因爲

購物者將會在電商上花費與傳統購物方

式同樣多的價格。47%的顧客表示他們

將會在網絡上完成假日購物，47%表示

依然遵循傳統的購物方式。UPS快遞公

司也表示他們預計今年從黑五開始一直

到新年的購物季快遞服務將比去年提升

17%。

與之相比，實體店將提供更多的服

務來與向亞馬遜這樣的電商進行抗衡。

沃爾瑪最近就啓用了購物助手來幫助顧

客更加快速的尋找和選擇他們想要的東

西，並且將要增加自拍站和玩具樣品站

。Target的刺激購物的策略包括將在聖誕

節前夕啓用滿 50元反10元的優惠券，並

且啓用Wondershop，一個概念性的店中

店。Kmart和Toys R Us將各自啓用定金

制度和價格比較制度來吸引顧客。

大約 41%的顧客已經在十月份提前

開始了假期的購物，其余大約 41%的顧

客選擇等到 11月份的購物季開始之後。

根據NRF的一份數據顯示，今年預計全

美每人將會花費月 935.58元用于假期的

消費。另外全美 43%的顧客“擔心大選

結果的不確定性將會影響他們的購物”

，一些商家甚至爲了避開大選結果對業

績的影響而選擇延遲折扣開始的時間。

黑五期間商品價格打折力度相似
電商購買人數將追平線下購物

綜合報道 周一是全美一年一度的萬

聖節，這個堪比感恩節和聖誕節的大型

節日，可謂是最受民衆喜愛，也是最受

零售商歡迎的節日之一。隨著萬聖節的

來臨，也就意味著全美節假日購物季即

將打響。萬聖節在全美零售銷售所占的

分量越來越重。根據統計，在自 2006年

至 2016年期間，民衆在萬聖節的消費年

增長率爲 12%，而全美GDP在同期的增

長率卻是 1%至 2%，這反映出萬聖節消

費力度的迅猛增長。對于今年而言，這

個萬聖節則顯得特殊一些。由于恰逢總

統選舉，根據曆史統計，民衆在處于選

舉年的萬聖節支出總會高出很多。

根據《巴倫周刊》周一撰文表示，預

計今年美國人在萬聖節中的消費將會達

到 84億元，其中千禧一代可能是最強勁

的消費者，至少在用于服飾方面的開銷

如此。根據全美零售協會（NRF）預計

，千禧一代僅在今年在萬聖節服飾方面

的平均開銷就會達到 42.39元，這比成人

的平均開銷高出 10元。千禧一代對萬聖

節的熱衷提振了服飾銷售業績及遊樂場

的客流量。同時，社交媒體如 Instagram

及 Snapchat 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隨

著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因爲不少參加

萬聖節遊行的人們都會通過這些社交渠

道將自己的裝扮分享出去。此外，由于

不少民衆都會通過網絡來尋找萬聖節的

裝飾靈感，因爲這一原因，自 2012年以

來，民衆對 Instagram興趣也出現翻番。

對于萬聖節服裝的購買而言，可能

最重要的准則就是不會在遊行或派對時

和其他人撞衫。全美最大的服飾制造商

Rubie’s表示，“自殺小分隊”中的造

型是女性萬聖節服飾中最爲暢銷的款式

，蝙蝠俠、蜘蛛俠和小醜則依舊是男性

萬聖節服飾最暢銷的款式。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今年恰逢總統選舉年，根據

WalletHub的調查顯示，在35歲以上的成

年人中，有4%准備打扮成川普或者希拉

裏。而不論民衆年齡大小，打扮成名人

的裝飾成本總是要貴一些，也許這是萬

聖節在總統選舉年的消費支出總是高于

平時的原因。有市場分析人士表示，每

逢總統大選，萬聖節的計劃開銷就會出

現激增，主要原因之一是成人會更願意

參與萬聖節的裝扮活動。目前來看，萬

聖節在每一個總統選舉年的支出都會打

破上一次選舉年所創下的紀錄。對于今

年而言，在計劃參與萬聖節的成人中，

將會有超過 47%的成人進行打扮裝飾，

比去年增加接近 10%，也是統計以來的

曆史最高紀錄。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

35歲以上的成人群體中，政治類的服飾

是第三位最受歡迎的服飾，僅次于女巫

和海盜。

WalletHub表示，萬聖節參與者爲了

10月 31日這一天所做出的花銷會達到 83

元。同時根據全美零售協會的預計，84

億元的總開銷將會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曆

史新高。同時，該協會預計全美將有

1.71億民衆慶祝這一節日，平均開支是

82.93元，高于去年74.34元的水平。此外

，有 20%以上的民衆表示他們是在萬聖

節到來的兩周之內才進行服飾的購買，

而如果網購已經來不及了，那麽除了去

實體店購買服飾之外，DIY服飾也是一

種方式。

大選年刺激萬聖節開支創新高
料今年萬聖節消費總額達84億 綜合報道 距離大選最後投票

還剩一個多星期，選民們可能會意

外地發現，一直不溫不火的美國經

濟或將交上兩年來最好的一張成績

單。

據美國商務部星期五早上公布

的報告，美國三季度實際GDP年化

季環比初值2.9%，預期2.6%，前值

1.4%。美國三季度實際GDP是二季

度增速的兩倍多。這是自2014年第

三季度以來最爲強勁的增長率。

美國第三季度GDP平減指數初值爲

1.5%，升幅高于預期值 1.4%，但低于前

值 2.3%；美國第三季度年化實際GDP初

值爲 167021億美元，高于前值 165831億

美元。

數據還顯示，美國第三季度消費者

支出年化季率初值上升 2.1%，升幅低于

預期值 2.6%和前值 4.3%；美國第三季度

最終銷售年化季率初值上升 2.3%，低于

預期值2.5%和前值2.6%。

此外，美國第三季度 PCE物價指數

年化季率初值上升 1.4%，升幅和預期

值一致，但低于前值 2.0%；美國第三

季度核心 PCE 物價指數年化季率初值

上升 1.7%，高于預期值 1.6%，但低于

前值 1.8%。

雖然消費者支出增長溫和，但三季

度GDP增速將幫助驅散市場對美國經濟

可能陷入停滯的任何揮之不去的擔憂。

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平均增速僅爲

1.1%。

自 2015年第三季度以來，美國經濟

增速未曾超過2%。過去三個季度的表現

尤其疲軟，其中有兩個季度不及1%。

房地産市場對美國經濟起到了提振

作用。美國商務部稱，上個月，經季節

性調整後的新建住宅銷量折合成年率增

加了 3.1%，至 593，000套，接近 7月時

的9年新高。

雖然美聯儲將多數精力集中在就業

和通脹方面，但經濟走強的迹象可能會

支持美聯儲在12月開展進一步加息。

美國第三季度GDP增2.9%
或支持聯儲12月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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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桃園市南崁高中與嘉倫學區交換學生計劃
圓滿結束，臨別依依

達福台商會及大達拉斯
國際基金會(GDIF)共同贊助
的台灣桃園市南崁高中學生
與嘉倫學區高中的國際學生
交換計劃。於 10 月 27 日傍晚
假美心大酒樓舉行惜別晚餐。

「國際學生交換計劃」是
達福台商會十年以來所致力
的活動項目之一，經由姊妹市
的結盟每年將大達拉斯城市
的高中與北台灣的高中搭橋，
以協助雙方學區的高中生進
行交流和互動，每年皆有多批
高中生進行互訪，嘉惠學生開
拓視野和增長國際觀，為一項
意義深遠的教育項目。近年來
更成立「大達拉斯國際基金會
」，基金會的成員皆為商會理
事，宗旨以支持及贊助美台之
間的教育及文化交流為目的。

台灣桃園市南崁高中 10
名高中生在10月19日抵達達
拉斯之後，立刻由嘉倫學區安
排的寄宿家庭接回家休息，這
些經由學區所安排的寄宿家庭多為有愛
心、耐心且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家庭。為
期10天的學生交換計劃，嘉倫學區安排
了十分豐富的課程及行程。包括了：藝術、
戲劇、合唱團、樂隊以及機器人課程，也到
不同的高中上課，除了學校的活動之外，
著名的足球場、嘉倫市議會、DBU(達拉斯
浸信會大學）、德州帽子工廠以及市區遊

覽等；每天滿檔豐富的行程令來自台灣的
學子，目不暇接且大開眼界。
10月27日晚上的惜別餐會，嘉倫市的老
師及寄宿家庭皆出席，加上達福台商會的
理事共有近百位參加。10 天的交流是如
此的短暫也十分的珍貴，由大達拉斯國際
基金會的執行長陳景華女士主持，她流俐
幽默的口才令會場充滿了溫馨快樂的氛
圍，達福台商會的名譽會長谷祖光醫師
除了感謝大家的辛勞付出之外並贈送代
表性的德州毛毯及糖果。嘉倫學區主要
負責該交換計劃的幾位重要人士：學區
副總監Dr. Jovan Wells, 學區董事會主席
Mrs. Linda Griffin, 寄宿家庭聯絡及協調
的Mr. James Howard 校長及學生交換計
劃籌備會的多位老師，皆到場參加，學區
並慎重地準備了每人一頂的德州帽子和
多樣紀念品給台灣的學生。

每一位上臺表達感想的台灣學生，
除了細說這 10 天所看到的所學到的林
林總總之外，更令他們最最難忘的是寄
宿家庭的熱情和溫暖，往往說到這些父
母給予他們的愛及熱忱之時皆淚流滿面
，甚至泣不成聲。有一位男孩子說到，從
小失去父親的他，在寄宿家庭的10天內
，却深深感受到這位父親給予的父愛，令
在場的每一位家長和商會理事深受感動

，也陪著落泪。還有孩子說，好想留下來，
有這麽多的愛和關懷以及廣闊的世界！

在達福台商會會長李庭槐下了飛機
匆匆趕至餐會會長致詞後，圓滿地結束了
，台灣的學子將在明年春天準備迎接來自
嘉倫高中生的台灣之旅。(達福台商會供
稿)

達福台商會致贈禮物給南崁高中老師

全體接待家庭合影

達福台商會理事與GISD人員合

南崁高中師生與GISD師長合影

Linda Griffg

QS161103C綜合

路凱美專十一歲小畫家董靈曦
（BelindaDong）在今年防火海報繪畫
比賽中，榮獲Plano市的第二名。

董靈曦從5歲起開始跟隨阮老師
系統學畫。在還不能自由得用文字表
達她的想法之前，繪畫就成了她主要
的表達手段。還記得她開始上Kinder-
garten不久，老師布置作業，要求展示
美國國旗的演變歷史。這是她第一次
把學到的繪畫技巧運用到實際學習生
活中，她的展板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
一致好評。

由於小靈曦的繪畫，無論線條丶
塗色和構圖, 還是她的觀察丶造型和
想像丶創造力都遠遠勝於同齡人, 甚
至比她大的小朋友，所以，深受幼稚園
丶小學老師的贊揚和小朋友的羡慕。
有一次在白天工作時間，靈曦的媽媽
突然接到學校裏打來的電話，深感意
外，還以為女兒在學校裏生病了，一問

才知道是因為靈曦在課堂上
畫的一幅作業讓老師非常滿意，於是
學校想把她的畫公開展示，因而首先
要取得家長的同意。
就這樣，董靈曦經過五年來在路凱美
專系統、專業、加獨特的教學方法的學
畫，在逐步加深地打好了扎實的繪畫
基礎和技巧的同時，又訓練和培養了
豐富的想像和創作，成績十分顯著。

在她五歲那年，董靈曦平生首次
參加繪畫比賽就嶄露頭角。在第十五
屆達福地區亞裔兒童繪畫(當場)比賽
中，小靈曦榮獲了第三名，是年齡最小
的獲獎者。此次繪畫比賽競爭尤為激
烈，得之非常不易，在主辦單位指定的
時間丶地點和要求，當場發紙，當場收
卷。來自達福地區不同的中文學校丶
美術學校丶畫室等亞裔、美裔、墨裔的
小朋友參賽。

緊接著她又榮獲所在學校防火繪

畫比賽第二名，以及第 23 屆 Geogra-
phy Awareness Week“Freshwater is Life
”海報繪畫比賽的優秀獎。

2011 年初春，靈曦的繪畫作品
“我們是朋友”被路凱美專選送中國，
參加在北京國貿中心舉辦的國際兒童
藝術展。為了支援貧困地區的兒童美
術教育，畫展結束後，作品由中華慈善
總會進行義拍，愛心捐款，小靈曦的畫
作被成功拍賣成交，她不僅榮獲了參
展證書，更榮獲了“小小慈善家”的慈
善證書，當時，她才五歲。

在她六歲那年，董靈曦又再接再
勵，獲得所在學校 Reflections 繪畫比
賽的第一名，更榮獲了德克薩斯州
Reflections 繪畫比賽第一名的大獎。
緊接著又分別榮獲了所在學校防火繪
畫比賽的第三名，以及第十六屆達福
地區亞裔兒童繪畫(當場)比賽的優秀
獎。

2012 年，在靈曦七歲時，她又連
續榮獲了學校防火繪畫比賽第一名和
PLANO 市的第三名，以及 Reflection
繪畫比賽德克薩斯州的優秀獎。

年僅八歲，竟獲的了如此的藝術
成就，路凱美專特為董靈曦舉辦了個
人繪畫展覽，畫展非常成功，佳評如潮
。
2013年，董靈曦在榮獲了學校防火繪
畫比賽的第一名的基礎上，更榮獲了
PLANO 市的第一名；在學校的 Re-
flection 繪畫比賽中也再次榮獲了第
一名，真是捷報頻傳。

2014年，董靈曦又一次榮獲了學
校防火繪畫比賽的第一名，這已是她
連續四年榮獲此項繪畫比賽的第一名
了，不久，又傳佳音，榮獲Plano市的第
三名，更榮獲了德州District的第二名
。詳情請電：(972)517-7192

2015 年，董靈曦經過激烈角逐，

從衆多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在榮
獲了學校丶市丶 District 防火繪畫比
賽桂冠的基礎上，更榮獲了德克薩斯
州的第一名。(路凱供稿)

董靈曦榮獲防火海報繪畫比賽Plano市第二名路凱美專

除了不斷創新推出信用卡刷卡及加值服務
滿足全美商家需求外，全美最大華人商業信用
卡服務商－「US Bankcard Services, Inc. (USBSI)
美信商務」繼續秉持善盡社會公民義務的企業
核心價值，日前再度贊助由 WLA(WOMEN
LEADERS IN ACTION) 慈 善 組 織 所 發 起 的
WLAKids公益活動，透過該組織支持非洲孤兒
和弱勢兒童的生活及教育。

WLA 慈善組織本次募款所得將會用來資
助非洲肯亞(Kenya)跟史瓦濟蘭(Swaziland)的弱
勢兒童，以提供他們獎學金、學校制服、課桌椅、
書籍、床具、熱食、乾淨的水源及其他重要資源，
希望藉由改善非洲弱勢兒童的教育環境，進而
改善其未來的生活。WLAKids成立五年以來，已

經資助超過三十五間學校，幫助過上萬名學童。
「美信商務」長期致力於各種慈善活動，不

僅公司本身捐款予美國兒童腦瘤基金會、肌肉
萎縮協會等進行疾病防治研究，以及連續七年
資助亞裔青少年中心夏令營活動、參與愛滋病
健走外，亦邀請員工身體力行，像是捐款幫助全
世界兒童對抗貧困而成立的Red Nose Day、參
與「Nothin' But Sand Beach Cleanup」淨灘活動、
乃至每年挽起袖子透過紅十字會進行捐血等等
。
【關 於 WLA (WOMEN LEADERS IN AC-
TION) 】

WLA 是一個以支付卡產業女性領導者所
發起的公益組織，成立於 2010 年。於 2011 年起

陸續展開以兒童教育為主的WLA Kids
公益專案，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獎
學金。在2016年，他們的目標是募集到
15萬美金的經費，擴大提供為非洲弱勢
兒童提供支持。關於 WLA 更多資訊請
上網https://womenleadersinaction.org/
【關於US Bankcard Services, Inc. (USBSI
）美信商務】

「US Bankcard Services, Inc. 美信商務」成立
於1996年，為全美信用卡處理中心Elavon之前
三大 MSP(Merchant Service Provider)，並連續十
年榮獲Elavon全美多樣獎項。提供全美商家商
業信用卡交易、刷卡機維護、網上購物系統等信
用卡全方位服務，以及 PCI-DSS 安全認證、

QuickDining餐廳e化、支票保險、禮品卡等加值
服務。同時也是美國商業促進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A 級會員。關於「US Bankcard Services,
Inc. (USBSI）美信商務」進一步訊息，請參觀網
址：www.usbsi.com。(USBankcard Services, Inc. is
a Registered MSP/ISO of Elavon, Inc. Georgia.)

資助非洲弱勢兒童生活及教育經費

美信商務資助非洲弱勢兒童生活及教育經費

美信商務贊助WLA慈善組織

哈利路亞是希伯來語，是贊美耶和華的意
思。每一年當進入 HOLIDAY SEASON，感恩
節，聖誕節來臨的時候，你都可以聽到空氣中回
蕩著感人的歌聲，它時而寧靜安詳，時而虔誠莊
嚴，更有活潑歡愉，最具震撼力的要數的大合唱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大合唱》選自亨德爾的《彌賽亞》
，歌詞全部選自《聖經》。

《彌賽亞》是亨德爾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
出清唱劇，全曲三部長約三小時，亨德爾居然只

花了24天便寫作完成。
當亨德爾寫到第二部的《哈利路亞大合唱》

時，亨德爾伏在桌上哭喊著：“我看到了天國，我
看到了耶穌！

這首合唱曲由男聲與女聲多個聲部演出，
聲部之間，交錯應和，跌宕起伏，格外和諧，連綿
不絕、呼應不斷。可以想見，亨德爾在譜寫《哈利
路亞大合唱》是一氣呵成的。此刻，作曲家忘卻
了自我，拋弃世間的一切煩惱，在與耶和華對話
，因此全曲才充滿了對耶和華的崇敬。

其實，對一個作曲家，或一個
作品再多的介紹不如你親臨音樂
會來欣賞它。音樂的魅力勝過任何
文字的介紹。

神州合唱團 2016年的年度音
樂會即將來臨，在這場音樂會上，你將聽到《哈
利路亞大合唱》！

1743 年，《彌賽亞》在倫敦上演，英皇喬治
二世親臨劇院。當聽到《哈利路亞大合唱》時，國
王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站立起來聽完了全曲，
其他人見狀也一同站立起來，結果成為了現今
聽眾當聽《哈利路亞大合唱》時，便會自動站立
的傳統。

1759 年 4 月，亨德爾最後一場親自指揮的

音樂會正是這首《彌賽亞》，八天后亨德爾便與
世長辭了。死後他的遺體被葬于英國威斯敏斯
特教堂墓地，雖然他出生于德國，最後卻得到英
國人永遠的尊敬與懷念，長眠在了這塊土地上。

如今，演唱《哈利路亞大合唱》的合唱團遍
及世界各地。神州合唱團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
十二日晚七點鐘，在科斯特路聯合循道公會教
堂，你不來看看將發生什麼奇跡嗎？你將聽到亨
德爾，以及演唱者們在見證，崇敬耶和華的人，
是如何看到了天國，看到了耶穌！

神州合唱團 二零一六年 年度音樂會 演出
日期：十一月十二日 演出時間：下午七點演出
地點：科斯特路聯合循道公會教堂 6601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

哈利路亞大合唱 李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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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星期四 2016年11月3日 Thursday, November 3, 2016



B5中美論壇

The U.S. Final 2016 presidential debate took place on October 
19 at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UNLV) in Las Vegas, Nevada. As 
usual, the debate was 90 minutes. The debate was conducted by 
Chris Wallace of Fox News as the moderator. The format is ten 
minutes of open discussion following a two minute Q & A for each 
question asked by Mr. Wallace. The simplest conclusion can be 
made about this debate is that Mr. Wallace did a better job in 
moderating the debate session. He had asked fair and penetrating 
questions, shown no bias against any party and controlled the 
debate process. Comments from viewers of both parties and 
independents claimed that Mr. Wallace had conducted the best 
presidential debate among all three debates.

Before the final debate, the media survey and opinion poll 
overwhelmingly giving Hillary Clinton a lead over Donald Trump 
as much as ten points or more.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compiled by John Wooley (UCSB) and Gerhard 
Peters (Citrus College) with a history dated back to 1999, there 
were 45 major newspapers with 10,306,701 circulations endorsing 
Hillary and zero for Donald Trump as of October 18.  The list 
included the largest newspapers, USA Today, Wall Street Journal, 
NY Times, LA Times and NY Post. This is unprecedented and the 
effect or impression that the American media had made in the 2016 
election was that they wanted so badly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 Defeat Trump - to the point to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 sacred 'neutrality' of the media. As a voter, you must wonder 
why? Is it just because Trump with his free speaking mouth has 
angered the media or Trump's macho and anti-establishment 
behavior broke the ethic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r as Trump has 
said that the media was biased for not so honorable reasons? 
Media's preference on reporting more on negative news to catch 
more eyeballs is well known, but why prefer Trump's negative news 
to Clinton's does raise a big question.

During the debate, the following main topics were asked and 

debated mostly with expected opposing positions (my comments are put in 
brackets) : Supreme Court Justice Appointment, Gun Control and 2nd 
Amendment, Abortion and Roe vs. Wade, Building Wall and Immigration, 
WikiLeaks on Hillary's  'Open Border' (Hillary blamed on Russia's 
espionage that had led to the leak. Wallace subsequently followed with a  
no-punch question: Do you condemn foreign interference on US 
elections?), Economy and Candidate's Plan to Induce Growth (candidates 
deba ted  a round  reduc ing  versus  inc reas ing  t axes ,  smar t  
policies/negotiations versus more funds for stimulation), Trump's and 
Clinton's Conduct towards Women brought up in the last debate and now 
more women came out to accuse Trump (A tough question for Trump, 
Trump claimed that the new charges were false and brought on by dirty 
campaign tactics like the violence disrupting campaign rallies instigated by 
Hillary's campaign and Hillary never touched Bill Clinton's women issue 
nor on campaign violence other than enumerated Trump's character faults),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linton Foundation (A tough question for Hillary, 
Hillary defended Foundation's charity work and deflected to Trump 
Foundation; chose not to respond to Trump's suggestion that Clinton 
Foundation should return the huge donations made by foreign countries 
with unacceptable positions on woman; Question on This Presidential Race 
Being Rigged and Whether Both Candidates Would Accept the Election 
Result (Trump said he had to look at the result and kept Wallace's Question 
in suspense. This has become the headlines of the media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debate), Middle East and Placing US Troop Issue, and the 
final question on National Debt, Entitle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cutting 
taxes to grow economy versus taxing the wealthy to fund th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nd the Medicare services).

After viewing the entire debate and C-SPAN's call-in comments, I was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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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前些天，有一位名嘴在某電視

臺 「 新 臺 灣 加 油 」 節 目 中 說 ：

「很多國民黨的人說中共有能力

武統臺灣，那都是胡說八道，中

國絕對沒有這個能力」。他進一

步指出，他本人看過一份日本出

版的報告，中共只有三個陸戰隊

師，根本沒有渡海能力，所以臺

灣人不用害怕，不要被嚇倒，要

支持蔡英文所說的不要屈服於中

共的壓力。這番言論一出，引來

臺灣島內許多人反脣相譏，稱這

位名嘴是騙人至死的義和團，更

引起許多大陸網友反罵說，如果

臺灣造反，保證解放軍進攻，可

輕輕鬆鬆在三天內拿下臺灣。

筆者很佩服這位名嘴不屈的勇

氣，但對他的有眼無珠，看不清

世界大勢所趨,有點替他和他同樣

「阿達馬」的人擔心，不能不站

出來指引他幾句，要他明白愛拼

不一定會贏，如果不拼也能贏才

是大家最智慧的選擇。

現在的解放軍力量己非昔日吳

下 阿 蒙 ， 連 美 日 對 它 都 不 敢 小

覷，臺灣更不在同一個檔次；中

共之所以遲遲不解決臺灣問題，

不是它不能而是它不願，它們認

為既然臺灣已經被它牢牢掌控，

一定要選一個最佳時間，在玉不

碎瓦不破的情況下把臺灣收回到

中華民族版圖來，如果能用不戰

而屈人之兵的兵法上策,達到和平

統一臺灣的目的，又何必在乎早

幾年晚幾年呢，於是它釋出一國

兩制和九二共識的善意，希望能

喚回臺灣人民的民族認同感情，

一起來為偉大的民族復興而共同努

力，如果臺獨份子誓死不屈(如同這

位名嘴的一些人)，則它自然會啟動

它們地動山搖的策略。

中 共 讓 臺 灣 地 動 山 搖 的 手 段 太

多，如停止官方交流管道，減少大

陸人民到臺灣旅遊的人數，封殺臺

灣 的 國 際 空 間 ， 經 濟 上 的 不 再 讓

利，不讓臺灣再享有對大陸的貿易

順差，讓臺灣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大

崩盤，進行海上封鎖，宣佈對臺灣

使用國家反分裂法.....，手段太多，

不 勝 枚 舉 ； 蔡 英 文 執 政 才 一 百 多

天，因為不領九二共識的善意，老

共 僅 僅 用 了 其 手 段 中 的 一 兩 分 力

道，看看今天臺灣的小小震盪己是

一個什麼局面，請問這位名嘴，老

共有必要真的用武力攻臺嗎？臺灣

如果經濟下滑，社會必定不安，一

個 己 經 長 期 對 立 的 社 會 必 定 會 內

亂，到時候人心思漢，很快就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想重新選擇願當中國

人 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場面

也可能出現，一夜之間臺灣變成了

克里米亞，到時候美國老大哥可能

還蒙在鼓裏呢？

講到美國，美國真的會為臺灣而

戰嗎？我們來參考一下最近美國一

家智庫所做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

美國人願意為世界重大事件而戰的

人數勉強過半，而其中所列出的當

前世界十二項重大事件，臺灣問題

的重要性只被排到第八，懂點算術

的臺獨兄弟們，看了以上的報告結

果，大概可以算得出美國會為臺灣

而戰的機會率了吧；更有進者，自

1998年 約瑟夫.奈(Joseph Nye)發表支

持中國的一國兩制以來，美國學界

便不斷出現棄臺論，2011年，紐約

時報刊出箸名學者保羅 .凱恩(Paul 

Kane)的文章[拯救我們的經濟，拋

棄 臺 灣 ] (To save our economy,Ditch 

Taiwan),呼籲奧巴馬總統以停止對臺

援助和軍售換取中國一筆勾銷中國

所持有的美國國債來挽救美國經

濟；由凱恩先生的大文可以看出，

臺灣在美國人的眼中只是一根食之

無味 ,棄之可惜的雞肋而已 ,如果雞

肋還可以賣點錢，他們又何樂而不

為呢，筆者認為凱恩先生的建議到

目前為止雖然還没看到什麼動靜，

但檯面下正在進行什麼交易,誰也不

知道，尤其是像川普先生這樣的生

意人，一旦當上了美國總統，說不

定會馬上和老共討價還價，很快成

交呢，這也許是老共願意讓臺灣問

題拖下去的另一原因吧？

中國已經是超級經濟大國，許多

國家都想法爭取它的援助，依靠它

的財力來發展自己；臺灣得天獨

厚，被中國認爲是自己人而得到特

別照顧，臺灣為什麼不肯在九二共

識的框架下好好生活下去呢？臺灣

人民要知道九二共識四個字是可以

堵住中共武統的免戰牌，是保衛臺

灣最好的利器。草蜢鬥不過公雞，

小個子在大塊頭面前千萬不要叫

「你不敢打我」那樣的挑釁話，講

多了惹得大塊頭真動手，被打得頭

破血流之後，才明白愛拼不會贏的

時候已經太晚了....。

◎范湘濤

surprised how diverse the issues were considered to be important by 
the voters. Henc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predict how this 
debate has changed the voters' minds. However, the media did not 
hesitate at all to come out with surveys and poll numbers right after the 
debate to indicate that Hillary had won and gained supports in 
significant percentage points. In this debate, Hillary appeared to be 
refreshed, dressed in a smart white outfit with broad smiles delivering 
the rehearsed script lines (sometimes reading), whereas Donald 
appeared more tired than his previous debates with lips zipped most of 
the time restrained from taking his usual aggressive stand. Overall, 
Trump tried to focus on substance and being consistent and Hillary was 
trying to emphasizing experience and pleading for votes. After the 
debate, one particular 'independent' caller stroke a resonant cord with 
the following remarks: For the first time, he had to do his own research 
on the candidates since he cannot get truth and facts from the media. 
The media was so biased that it was scary to him. So for this election 
much credit must be given to C-SPAN for covering the debates without 
commentators. Not the same credit can be given to the major TV 
networks and newspapers syndicates.

Although the final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cannot be predicted for 
certainty, the following scenarios are plausible enough for readers to 
keep in mind and to reflect on them after the election:
1.No national landslide victory for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fact, there may be quite a few opposing landslides won on States and 
Cities reflecting a divided country.

2.A contest of the election result may actually take place more serious 
than the 2000 Bush-Gor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fact that the 
media raised the 'acceptance' question in the debate may signal that 
the media may know more than they let the public know.

3.More embarrassing leaks may come before even after the elec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warning and correcting the American Democracy 
(a good intention) or exposing the corruption in the American election 
process (an evil intention).

If you had read to this far in this article before the election, I plead 
you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media and speak out wherever 
and whenever possible to demand a fair democracy then cast your vote. 
If you read this article after the election, then you would have 
witnessed enough and you should have more time to right the wrongs! 

The 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 and Election Outcome Analysis

從兩岸實力和美國棄臺論談起   

民進黨520全面執政後，正一步

步加緊對國民黨進行抄家滅族。一

向養尊處優慣了的國民黨，在其黨

產遭追殺凍結後，除了求情外，竟

一籌莫展，現在窮到幾乎連黨工的

生活費都發不出來了，能不令人唏

噓乎？

一個組織或團體能否在遇到危難

時，仍能團結一致，共同面對並克

服困難，要看它究竟是以義還是以

利作為其結合的原動力。孫中山先

生創導革命之初，與其志同道合者

可謂鳳毛麟角。革命之初與孫中山

先生來往最密切的有陳少白，尤

列，楊鶴齡共四人，當時被稱為

“四大寇”。當年與革命沾上邊是

要坐牢，甚至殺頭的。因此參加革

命，成為孫中山先生同志的都是抱

有崇高理想，不惜為國家民族的前

途犧牲生命的仁人志士。當時既沒

有官做，也沒有財發。正由於都是

由這樣一群高風亮節之士結合的團

體，才寫下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壯

烈成仁這般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

先烈的血跡為後人指出了前進的方

向。

1922年陳炯明炮打觀音山，燒毀

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手稿，孫

中山先生連夜化妝出逃，九死一

生。 至此國民黨的革命陷入了空前

的低潮。正在孫中山先生為前途彷

徨之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找上了

孫中山先生，向他提出了國共合作

的建議。他們首先建議孫中山先

生，要想革命成功，必須建立一支

革命的武裝力量，不可再靠軍閥支

持，拉一幫打一派。其次必須團結

中國人民中間為數最多的工農力

量，使革命獲得可靠的支持，其三

必須結合國際間同情中國革命以蘇

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孫中山先

生有自己的認識，也有自己的判

斷，因此從善如流。1924年國民黨

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聚集了國共兩黨的精英。他們

除了成立培養革命武裝力量的黃埔

軍校外，並將三民主義加入了富有

社會主義色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

本的內容，此外還配套制定了聯俄

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作為國

共合作的共同綱領。

國共合作後，革命的力量獲得了

快速發展。1926年便完成了北伐，

統一中國的準備。北伐軍勢如破

竹，所到之處，軍閥望風披靡。當

時對北伐軍感到害怕的，除了北洋

軍閥外，還有在華擁有龐大利益的

各西方列強，包括日本。他們不希

望看到中 國統一，擔心新的統治勢

力不再照顧代表他們的既得利益，

因此千方百計，想阻擋北伐順利推

展。待眼看北伐勢破竹，不可阻擋

時，又設法在革命隊伍中進行分

化，收買。因此始有1927年發生在

上海的“412流血政變”的悲劇，

許多中共的精英分子措手不及，被

屠殺在血泊之中。造成中國革命的

極大損失。

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完成了

北伐，統一了中國。1937年國共第

二次合作，又取得了抗戰勝利，使

中國成為了世界五強之一。如此看

來，國共合作並不如有人宣傳的那

樣，國民黨吃了大虧。難道北伐成

功，抗戰勝利不是國民黨所希望看

到的結果嗎？至於國民黨敗退臺

灣，並非中共造成的結果，必須虛

心地去檢討內部的原因。102歲老

國民黨員的家母說，以國民黨在大

陸的表現，敗退臺灣是必然的，沒

有中共，也會有別的力量將它推

翻。中共再厲害，還不曾逼得國民

黨走投無路過，反而不時流露出對

國民黨的一份關懷。畢竟國民黨光

復，並守護臺灣，以及收復南海諸

島礁，劃定11段線，維護南海主權

等，功不可沒。再說孫中山先生親

手締造的中國國民黨，又怎能讓幾

個台獨分子將其抄家滅族呢？國民

黨自救之道，應儘快重拾孫中山先

生國共合作的遺訓。如此不但國民

黨可起死回生，而對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也是有利的。                      

前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24日邀

請任內副主席共商黨計，會後前

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與現任黨主

席洪秀柱共同步出會場。

前總統馬英九邀集國民黨內大

咖們，共商救黨大計，話題很自

然地談到即將登場的"洪習會"；馬

英 九 果 然 又 發 揮 起 馬 教 授 的 本

色，對著柱柱姐上起"一中各表"的

歷史課，據轉述，洪秀柱則是板

著臉孔邊補她的妝，邊冷回"我聽

到了"！

不管現場有沒有這麼強的戲劇

性場面，或是如媒體標題形容的

馬、洪"舌戰"、"互嗆"、"槓上"，

國民黨應重拾孫中山先生

◎謝芷生

當菲律賓總統選擇在北京正式

高喊要和美國分否手、大陸三艘

軍艦將第一次訪問金蘭灣、印尼

將與大陸全面經濟合作之際，這

已經意味著南海諸國寧可選擇和

大陸坐下來談合作而不是須要搞

不切實際的對抗。再說美國到處

殺人放火搞破壞，中國到處造橋

鋪路搞建設，也證明了美國多年

來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似乎並不能

贏取亞洲人心，反而敗像漸露搞

得自己灰頭土臉。畢竟人民天天

要吃飯，而無法天天要打仗。杜

特蒂高明之處就是在於巧妙的利

用這次形勢，不但避免了人民的

生靈塗炭的可能反而還可以換取

到經濟建設。

反觀台灣的小英政府仍然還執

迷不悟的要力抗大陸，不但不惜

把國民黨數十年來建設台灣的成

果毀於一旦，還要全力把國民黨

掃地出門，當台灣沒有國民黨創

立的中華民國做為護身符時，相

信也就是大陸名正言順完成統一

台 灣 的 最 佳 時 刻 。 為 了 爭 權 奪

利，盡可利用「台灣人不是中國

人」來搞民粹；但是一旦取得了

政權還真以為就可以和大陸搞對

抗，那就證明了根本不是真愛台

灣毫不在乎人民死活。台獨政府

一向以民調來騙取民心搞分家，

為何不敢民調一下大陸有多少人

堅決支持統一？

當 人 民 幣 正 式 成 為 全 球 通 用 貨

幣、天宮二號太空站順利運行、第

二艘航母即將下水、一帶一路已儼

然成形之際，無論下屆美國總統是

誰當選，勢必都要調整美國對中國

的圍堵政策，加上TPP在總統大選三

次辯論中根本就不成為 議題，顯然

也將隨著歐巴馬下台而不了了之。

當大陸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之際，想

要競食基礎建設大餅但無法和中國

接軌的形勢下，日本似乎也將漸驅

下風。困獸猶鬥的台獨政府在錯估

情勢之下一意孤行，勢將再次面臨

比太平島降格還更為窘迫的境界，

不但將成為亞洲棄子更可能賠上全

台灣人民的生計！

困獸之鬥不在乎人民死活
◎孫大衛 

可以想見，這頓黨高層餐敘氣氛肯

定既熱烈又尷尬。針對眾所矚目的

"洪習會"，前主席對現任主席的耳

提面命、叮嚀交代，無論是內容說

法或角色身分，一定都讓柱柱姐很

不舒服。

儘管馬英九自認他是苦口婆心，

但許多人恐怕更覺得他是何苦來

哉，自討苦吃。畢竟馬英九都已經

卸任下台了，如果他還要隔空或者

幕後來遙控黨局，那真是置現任黨

主席、黨機制於何地！過去國民黨

最被詬病的就是大老政治，下了

台的老人還是不放心交棒、甚至

是戀棧權力，結果就是不斷干擾

現任者的路線作為，導致權責不

分、紊亂體制。如馬英九這般熟

諳歷史、嚴謹自持者，應該不至

於重蹈覆轍才是。

而且，之前好不容易促成的

"馬習會"，馬自己在公開場合也

只提"一中"、沒提"各表"，結果

搞得不斷要解釋在內部關門論述

時有提"一中各表"，光這點他實

在沒有資格去"教導"洪秀柱如何

提、怎麼提"一中各表"的問題。

馬英九在任時黨政大權一把

抓，都沒能讓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作為出現突破開展，如今他下台

了，國民黨更完全淪為在野黨，

實在不必再放馬後炮，而應該讓

現任的黨主席洪秀柱有所發揮。

別再「馬」後炮了
◎轉載自中時快評

國共合作的遺訓

星期四 2016年11月3日 Thursday, November 3, 2016B8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6年11月3日 Thursday, November 3, 2016



B6副 刊

美國Financial Aid System 已有多
年的歷史， 此系統已很完善,很科學
。每年提供$170 Billion ($1700億) 美
金作為大學助學金。保證每一位高
中生都能進入他們理想的大學, 從而
美國才能連續不斷地培養出世界一
流的人才，迎接世界經濟軍事政治
的挑戰，保持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
。只要瞭解並遵守美國CCRAA法律
,教育部規定，各州以及每所大學設
定的各種規定，合理，合法地安排
好家庭的資產和收入，保證您能獲
得最多的大學助學金和稅務優惠。

如何合法合理地獲得最多的大
學助學金和稅務優惠, 為幫助家長和
學生順利拿到大學助學金，我們採
訪了全美#1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
專家Michael Chen，來解答大學助學
金申請過程中存在的誤區和疑問。
Michael Chen十幾年來成功地幫助了
近萬個家庭得到了高額的大學助學
金和稅務優惠。這些家庭包括：認
為得不到助學金而不去申請的家庭
；申請過但沒成功的家庭；擁有高
達百萬存款甚至多處出租房的家庭
；以及年收入數十萬到百萬元的W2
家庭。各類家庭，只要及早合理合
法地在專家的指導下調整財產及規
劃收入，都有資格得到大學助學
金。

Michael 發現，多數家長申請大
學教育資助最根本的錯誤有四點：
1. 認為只有低收入的家庭才能申請
到大學助學金；
2. 受到高中同學、同事、朋友以及
與大學助學金無關的某些專業人士
的誤導，而不去申請；
3. 沒有任何的準備,就匆忙填表。
4. 認為申請大學助學金,會影響大學
錄取的機會
要想瞭解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的
最新動態和最新政策, 請觀看
Michael Chen 視頻系列
College Financial Aid & Tax Planning
Seminar
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講座
視頻http://youtu.be/m7ipfhOnVzw
How to reduce W2 income to get

Max FinAid & pay Min tax
如何降低W2的收入來獲得最高大學
助學金及繳納最低稅
視頻http://youtu.be/OiT_zoxkH84
How to reduce your Assets to get
maximum College FinAid
如何減少你的資產以獲得最高大學
助學金
視頻http://youtu.be/vTc6X6iLQ9o
Tax Planning for High Income Family
家庭基金會: 適合於高收入家庭的稅
務規劃
讓你減少數十萬的個人所得稅及數
百萬的遺產稅!?
視頻http://youtu.be/
yDZTvh4WpGQ
下面為Michael Chen對大學助學金
申請中一些常見的問題及誤區所做
的解答。
問: 申請大學助學金的步驟是什麼?
答： 有5個步驟,
問：申請大學助學金時, 家庭的經濟
情況分成幾類？
答：分成四類
> 低收入+高資產家庭: 需要調整資
產, 降低淨資產

> 高收入+中資產家庭: 需要稅
務規劃, 降低MAGI淨收入
> 高收入+高資產家庭: 需要調整資
產和稅務規劃, 降低淨資產和MAGI
淨收入低收入? 低資產家庭: 不需要
策劃，不需要專業人士的?明
問：大學助學金是如何計算的？
答：Financial Aid = Cost of
Attendance (COA) — 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EFC)

大學助學金 = 大學全部費用
— 大學自付額
* 大學自付額EFC越低，所能得到
的大學助學金就越多。
* 大學費用越昂貴, 您需求的大學助
學金就越多。
* 財力雄厚的大學, 會100%地滿足
您的需要, 其中80%是資助性獎學金
Grants。
問：大學自付額EFC是怎樣得來的?
答：是計算出來的。
* 公立大學 - 根據FAFSA表, 美國

教育部將會計算出您的公立大學的
自付額EFC。
* 私立大學 - 根據CSS/Financial
Profile，私立大學將會計算出您的
私立大學的自付額EFC。

**請注意，每年都必須重新申請
。
問: 決定大學自付額EFC的主要參
數是什麼?
答：根據美國教育部規定的家庭淨
資產和家庭淨收入MAGI。
問：大學助學金通常由哪些類別構
成？
答：大學助學金是一個組合，包括
三類：
(1) 資助性的獎學金/助學金Grants；
(2) 零利率的學生貸款, 畢業半年後
才開始償還，也許可以免除；
(3) 資助性與學生學業有關的校園工
作。
問: 每所大學給予的大學助學金組
合都一樣嗎?
答：不一樣。

選擇大學一定要兼顧到大學是
否可以給出好的助學金, 好的私立
大學的助學金組合比公立大學好。

**請注意：不要讀外州的公立
大學 (WUE學生例外)

問：基於削減對公立大學的經
費, 公立大學將有計劃減招本州學
生。公立大學越來越難進怎麼辦？

答：應該考慮申請私立大學，
同時儘早規劃家庭的財務情況，以
得到最多的大學助學金。

問: 私立大學的費用一定比公
立大學的費用昂貴嗎？

答：不是。請不要誤以為您需
要支付 100%的大學費用 COA。根
據美國教育部和大學的規定，每位
家長只需支付他們子女的大學自付
額EFC。

問: 大學助學金(College Finan-
cial Aids)與學生的學習成績 GPA/
SAT/ACT有關嗎？

答:與 GPA/SAT/ACT 基本無關
。大學助學金是按需分配, 以體現
美國教育機會平等的原則。公立大
學以及一二流的私立大學, 不論學

生的家庭經濟情況/ GPA/SAT/ACT
怎樣, 大學助學金將在財力上，保
證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進入他們最理
想的大學，受到最好的教育。

問: 我的朋友有出租房，申請
不到助學金，所以他告訴我,我肯定
也申請不到!

答：不對。大學助學金是基於
家庭淨資產。 出租房有兩類不同的
計算方法。

問：我的朋友有大量銀行儲蓄
，申請不到助學金，所以他告訴我
, 我肯定也申請不到!

答：不對。大學助學金是基於
家庭淨資產。

根據美國教育部規定的的資產
原則和條例,調整銀行儲蓄以及其他
資產，可以降低申請助學金所包括
的家庭淨資產。

問：如何減少資產, 以獲得最
高大學助學金?

答：請觀看 Michael Chen 視頻
系 列 http://youtu.be/
vTc6X6iLQ9o (18 minutes)

問：申請大學助學金時, 用的
是我的W2收入嗎？

答：不是. 申請大學助學金用
的是您的淨收入：MAGI or Modi-
fied AGI.

(MAGI=AGI + base year 401K +
IRA contribution+ etc…)

問：我的會計師告訴我,他曾經
申請了大學助學金，但都是沒有拿
到。他好心告訴我，我的收入比他
高，資產比他多，出租房比他多，
所以我肯定拿不到。這是正確的嗎
？

答：不是。這是多數家長申請
大學助學金 (Financial Aid) 最致命的
錯誤是之一。

請告訴您的會計師, 通過合法合
理的資產調整和稅務規劃，可以非
常有效的降低淨資產和 MAGI 淨收
入。

問: 我的朋友有超過$16 萬的
W2收入，申請不到助學金，所以他
告訴我，我肯定也申請不到!

答:不對。大學助學金是基於

MAGI 淨收入, 不是W2收入。
所以即使是高 W2 收入, 也可以

經過合法,合理的稅務規劃,such as
IDC tax incentive 稅法規則,依法降低
家庭MAGI淨收入。

問：只有W2收入的家庭，除了
401k 和 IRA 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降低
淨收入嗎?

答：有, 國稅局還有你不知道的
降低淨收入的IDC稅法規則。

問：如何降低 W2 的收入, 以獲
得最高大學助學金及繳納最低稅?

答：請觀看 Michael Chen 視頻
系 列 http://youtu.be/
OiT_zoxkH84 (49 minutes)

長久以來, 家長和學生在沒有任
何準備的情況下, 在聽完高中所提供
的一個半小時的最基本的填表（Fi-
nancial Aid Night）講座後, 家長甚至
是高中生本人就匆忙填表, 申請結果
讓許多家長非常失望，錯失了本該
屬於您的成千上萬的大學助學金資
助。這些家長錯誤地認為自已收入
高和/或資產高，並告訴（誤導）周
圍的朋友和同事不要浪費時間去填
FAFSA 表申請，同時也建議（誤導
）不要讀私立大學。

申請大學助學金和選擇大學的
過程不像高中顧問、學生以及學生
家長認為的那麼簡單，絕不是簡單
地將家庭的資料轉抄入申請表。許
多高中顧問和高中學生都誤認為如
此。很多高中顧問、會計師, 律師,
財務顧問本人都需要大學助學金專
家的?明。

要想瞭解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
的最新動態和最新政策,
請觀看Michael Chen 視頻系列
上網http://www.4089962002.com
或在WeChat
微信/LINK: michaelfinaid
或在 Your Tube: https://www.you-
tube.com/user/mchenuhere
總部電話： 1-408-246-6900

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College Financial Aid & Tax Planning) 常見問題解答

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專家Michael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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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卡 迪 亞

（Acadia） 國 家 公
園 ， 位 於 緬 因 州
Bar Harbor 鎮大漠
山島（Mount Des-
ert Island）上。公
園有星羅棋布的小
島、礁石嶙峋的海
岸、蒼翠蔥鬱的森
林、明鏡映景的湖
泊、高聳雲霄的山
峰、細小貝殼的沙
灘、曲折深邃的峽
灣等美景。公園島
嶼的海岸線地形破
碎不整，沿海還有
許多更小的島。這
種特殊地形是冰河
所形成的，不但把

山頂岩石磨得光滑平整，切割並加深了山谷
。冰河融化後海水上升，淹沒了山谷，形成
了現在大大小小的島嶼。 Bar Harbor港有豪豬
（Porcupine）四島和Bar島等五個島嶼，港口
因Bar島而得名。Bar Harbor碼頭前的法國人
灣 （Frenchman Bay） 及 島 上 的 尚 普 蘭 山
（Mount Champlain）即得名於法國探險家尚
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 1574-1635）。
紐 約 州 與 佛 蒙 特 州 之 間 著 名 的 尚 普 蘭 湖
（Lake Champlain）也是得名於此人。?尚普蘭
後來在1608年創建魁北克城，他也是第一個
發現五大湖並出版五大湖區地圖日誌及從原
住民所學的歐洲人，被後人尊稱為 「新法蘭

西之父」。1604 年，尚普蘭初訪乍到，登峰
造極，瞰紅岩嶙峋，到處是海洋哺乳動物的
骸骨，捕獵人聚集之地，故命名為大漠山島
。大漠山島中間的Somes Sound是個極窄極深
的海灣，是冰河造成的峽灣（fjord）地形。這
不但是美洲東岸唯一的峽灣， 即使是西岸，
也只有到阿拉斯加才看得到。2016 年處暑與
白露之交，走路班16人搭乘遼闊之號（Gran-
deur of the Sea）遊輪的第三站Bar Harbor。

密西西比河以東第一座國家公園
9月5日晨，搭乘接駁船到 Bar Harbor 碼

頭，步行 15 分鐘到綠村（Village Green）搭
乘免費巴士。我們搭乘 3 號線巴士到遊客中
心轉 4 號線環路巴士。環路巴士上有位正趕
上班的護林員，她為我們介紹阿卡迪亞國家
公園。她說：公園在二十世紀初成為許多有
錢人家族的度假勝地，像是石油大王洛克斐
勒（John D. Rockefeller Jr.）、鋼鐵大王卡內
基（Carnegie）、汽車大王福特（Ford）等
富豪在這裡買地、蓋度假別墅。1916 年 7 月
8 日，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簽署
成立 Sieur de Monts 國家遺跡公園。1919 年 2
月 26 日，在威爾遜總統任內，經過國會通
過，將這塊地方捐給了國家公園處，取名為
「拉法葉國家公園（Lafayette National Park

）」。1929 年 1 月 19 日，更名為 「阿卡迪亞
國家公園」，成為密西西比河以東第一個國
家公園。洛克斐勒在大漠山島上建了長達57
英哩的石子路讓馬車通行，其中還包括了島
上 17 座中的 16 座人工建成的花崗石橋， 造
型各個不同。其中一座橋，有三個拱橋洞，
分別是讓溪流、汽車和步道走的，多奇妙呀

！洛克斐勒後來把島上屬於他的一萬多畝土
地，相當於現在Acadia四分之一的面積， 連
同這些石子馬車道路與橋，都捐給了國家公
園。整個馬車道路系統與石橋， 已經成了
整 個 國 家 公 園 無 法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除 了
Acadia 之外，洛克斐勒還捐了位於黃石與大
提頓之間的土地給國家公園，也就是現在的
John D. Rockefeller Jr. 紀念公園大道的所在。

獺崖、雷洞、喬丹池和龍蝦
公園有四景：砂灘、獺崖、雷洞與喬丹

池。大漠山島幾乎都是岩岸，但東邊卻有一
處長290碼的砂灘（Sand Beach）。它似乎是
一個很普通名詞 「砂灘」，但卻是一個出乎
意料的貝殼砂灘。我們走路班在 4 號線巴士
上，決議先到獺崖（Otter Cliff），走步道到
雷洞（Thunder Hole），假如時間有餘才到
砂灘，最後到喬丹池（Jordan Pond）。在獺
崖站下車，扶石欄而下，沿海岸小徑，眺藍
海，瞰海潮，穿松林，撫奇石，驚嘆留下史
前冰河切割的痕跡。從獺崖前往雷洞的步道
長約兩哩，沿途邊看海、邊賞松，走得很舒
暢，心滿意足。淡紅岩岸加上針葉林是公園
的特色風景，美極了。雷洞於漲潮前三小時
才能聽到雷鳴，它是海水衝擊下方岩石造成
的聲響，我們沒遇上。環顧雷洞周遭，數百
遊客慕名而來，紅岩上到處是人，比獺崖多
。4 號線巴士司機好心在雷洞路邊讓我們 16
人上車，繼續參觀喬丹池。六年前和女兒們
曾經來過喬丹池。車站傍有個餐館，遊客熙
熙攘攘，熱鬧非凡。走在前往喬丹池的路上
，右手邊不遠有一松針林，記得我和喜愛拍
照的大女婿一起走過林中小徑，也許是芬多

精的關係，走完路精神特別爽快。今天沒走
松林，一個小時前剛走過獺崖小徑也該知足
了。喬丹池水少，但遠山和倒影依舊，我們
少不了又拍了照留念。離開喬丹池前，我走
過聞名的馬車路，找到一座石橋，想看三橋
洞石橋，只有等下次了。和波特蘭一樣，到
緬因州的 Bar Harbor 不能不吃龍蝦。我們 16
人在 Bar Harbor 鎮 Main 街上找尋龍蝦餐館，
比較結果，決定 Main 街 19 號的 Geddy 餐館
。立牌說：從上午 11 點到下午 6 點之間，特
別提供 Geddy 大漠山島 「早鳥龍蝦套餐」，
包括 1.25 磅龍蝦、一杯蛤蜊濃湯和一根玉米
優惠價$19.99，下午 6 點以後則要價$22.99。
16 份龍蝦套餐，加上一紙圍兜，各放在 16
吋直徑紅圓盤子裡端上來，吃之前每家人照
個像，又是一幅心滿意足的幸福樣。這頓龍
蝦大餐，吃得很過癮、飽足！離開前大家輪
上洗手間，我在門口和店主人聊天。他說：
龍蝦這行業，競爭激烈，這條短短的 Main
街，說上名字就有十來家，一隻龍蝦從漁船
到廚房水缸平均一隻十元，隔街小巷子裡，
現點海水蒸煮賺個一二元工錢，把生意全搶
去了。早鳥餐一天平均賣出五六十隻，上星
期學校還沒開學，每天賣上百餘隻。好景繼
續到十月底，楓葉掉落，公園沒人來了。他
指著上街書店過去的店面到時全關了，我們
這幾家海鮮店改賣牛排，撐過冬天，盼到春
天的來到。這事讓我回想起在臺中教書的八
年，大裡街上許多店招牌上寫著夏天賣冰，
冬天賣薑母鴨的情景。隨後自由活動，搭乘
接駁船，結束阿卡迪亞國家公園之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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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B7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副 刊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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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上的美食可謂是燦爛繽紛，囊括了全世界的美味佳餚。
舌尖上的旅行從早餐開始，然後是午餐、下午茶、雞尾酒宴、正
式晚餐...... 文字的力量畢竟有限，最好是看圖說話。

先說法式鵝肝，這樣的菜肴在五星級酒店極貴，在郵輪
上的享受倒是隨心所欲的平常事。再說龍蝦，一些客人上郵
輪就是衝著這道佳餚。我朋友南西告訴我，有年她去阿拉
斯加，餐桌上有個客人連續要了六盤龍蝦，也不怕周圍
的人笑話他。這就是坐郵輪的好處，宴席上的任何一道
菜，只要你喜歡，都可以多要。至於法國蝸牛，我在巴
黎的餐館見過，但是不敢點，總是嫌貴，省下的錢不如多
看幾個景點，有些美國人不喜歡蝸牛，說是吃蟲，我覺得還
行，感覺像吃螺螄，如果烹調的方式改成薑蒜爆炒，應該更美
味可口。提起義大利的馬沙拉小羊肉，酥軟濃香，郵輪上的客
人都喜歡它，我曾在威尼斯品嘗過，味道真不如郵輪上的餐廳
。

郵輪上的牛排絕對經典。對於牛排的幾分熟，在美國有四
個程度：一分熟（rare）, 血淋淋的那種，顏色鮮紅，國人一般
不能接受。三分熟（medium rare）, 顏色還是紅，但是外面已
經是褐色了。五分熟（medium）, 內部顏色在粉紅和褐色之間
，國人大都能接受這個程度的牛排。全熟（Well done），顏色
為深褐色，從裏到外都看不到紅色。

義大利千層餅，在郵輪上做得玲瓏精巧，平日裏在餐館裏
點這道菜，都是一大盤的厚重。日本壽司呢，一個個宛若精美
的藝術品，做壽司的廚師是日本人，據說還獲得了日本壽司協
會的認證。我最愛郵輪餐廳的日本鰻魚壽司。

郵輪上的客人以歐美居多，所以菜肴以西式為主，但也能
吃到北京烤鴨，至於味道，就別太苛刻，當然不是很正宗。對
了，忘不了一道義大利名菜，也叫義大利開胃菜：Antipasto，
翻譯過來的意思是“通心粉之前“，顧名思義，也就是正餐以
前。雖說小小的一盤，但包含的內容卻很豐富：魚子醬、三

文魚、番茄幹、橄欖果、義大利鹹肉......一個美籍義大利人對
我說：Antipasto 在義大利的南北兩地各有各的風味，但郵
輪上的 Antipasto 味道絕美，把南北的優點都揉捏進去了。
我想這不奇怪，郵輪上的廚師就是義大利人。

Gaspacho，這個單詞讀起來有些拗口，沒想到是大名
鼎鼎的西班牙美食，美國人特別喜歡。有華人把它翻譯成
“西班牙冷湯”，倒是一言擊中。我曾經嘗過一次，真的愛
不起來，那湯是冷的。在華人的傳統觀念裏，湯應該冒起嫋嫋
的熱霧，入口是溫腸暖心的。

下面再聊一下甜點。Tiramisu：傳統的義大利甜點，翻譯
過來的意思是“讓我快樂”，這道甜點帶著濃鬱的咖啡味和奶
味，芳香可口，比美國的甜點好吃，美國的甜點總是甜得發膩
。記得那日晚餐，一個朋友要了兩道甜點：左邊是草莓慕斯，
右邊是乳酪蛋糕。愛惜身材的人最好抵禦如此誘惑，免得在大
飽口福後，摸著自己肥圓的腰身後悔莫及。

在郵輪的自助餐廳，常常會看見激情四射的巧克力噴泉，
生動可愛的巧克力雕塑，總是讓我想起比利時，那個以巧克力
著稱的國家。 記得有次在“公主”郵輪上，我見過黃油雕塑
的城堡, 香檳打造的流水，雖然美輪美奐，不覺間又聯想起
“以酒為池”的奢靡。

滔滔不絕說了這麽多，也該打住了。在我看來，山珍海味
再誘人，嘗一兩次便足夠了。千吃不膩的還是青菜、豆
腐、白飯，因為我的腸胃已經對它們建立了信任，幾十
年的信任。如果讓我天天吃郵輪上的食物， 我 扛 不 了 兩
個 月 ， 如 果 讓 我 天 天 吃 青 菜 和 豆 腐 ， 我 會 很 知 足 地 過
完這一生。

那 年 夏 天 ， 我 在 家 鄉 會 了 一 個 朋 友 。 她 和 我 一 樣
， 對 食 物 不 挑 剔 ， 只 講 清淡和營養，在我們那個以麻
辣馳名全國的城市，我們兩人都算是異類。她挑了個靠
江的餐館請我吃飯，窗外是嘉陵江清麗的風景。席間她

點了個涼拌三絲，便把菜譜給了我，我要了個紫菜豆腐
湯，便想不出還有什麽可點。沒有大魚大肉，而菜的清
淡，讓我享受到了米飯別樣的清香 --不是每個人都有
這樣的福氣 。席間我們敘舊暢談，歡喜盈心，那頓飯
我們吃得很幸福。她後來對我說，這樣招待遠方來客，會讓
很多人笑話。我勸她不用愧疚，因為喜悅已經留給了記憶。

回想郵輪上的那些美食，不過是舌頭的一次旅行，穿越大
海的舌頭旅行，旅行結束，總是要回家，不管是誰。

郵輪上的美味： 穿越大海的舌頭旅行

人有七情，怒乃其一。一個人覺得自己遭受到傷害
或遇到了不平，而對相關的人和事極度不滿，就會心生
憤怒。 大至戰爭爆發、社會動亂，小至父子結怨
、夫妻不和，乃至鄰里成仇、朋友反目等等，幾乎都跟
憤怒情緒有關。

人的憤怒情緒一旦失控，就會失去理智，就會變得
瘋狂，就會走向邪惡，甚至會做出殺人放火綁架勒索的
孽行。

企圖洩憤肆意復仇，並非明智之舉，而是愚蠢行徑
。無論是報復他人，抑或報復社會，最終結果還是報復
自己。

為人處世，不平不忍之事在所難免。極度不滿之際
，若能遏抑憤怒，忍一時、退一步，就會風平浪靜海闊
天空。

錢 錚
遏抑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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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漫長的乾旱，北加州終於在黃葉舞秋風的深秋裡，
迎來了幾天的陣雨。雖然還不能解除近兩年來本地節省用
水的指示，可是由新聞報導上，看到北方賽拉山區裡各大
蓄水湖高漲的水位。再看看自己小菜園裡的豐收，和社區
裡各家門外萬聖節的裝飾，真要感謝老天對我們的照顧。

當初搬來矽穀這棟建於 1895 年的老房子的時候，後園
只有一個像大澡堂似的小游泳池。為了給愛種菜養花的老
伴一點地方，女兒填滿了那個池子，並在那小小的後院裡
設計了一個添土加高的小花圃。這些年來，我們按照季節
種了些青菜和不同的花，也用來教孫輩們如何照顧土地裡
生長出來的各種植物。雖然如今讀中學的那兩個小女孩以
前也常常來幫忙，但是她們在忙功課和手機之外，幾乎不

再來看我們的菜園了，倒是那兩個還不到八歲的大寶和小
寶常常來嘗嘗新鮮的水果等。

今年春天，大寶由學校中帶回來一個才發芽的南瓜苗，說
是老師要他種的實驗品。我們給了他一片好空地，又教他如何
種下去。以後，每次他來玩，多半會去澆點水。慢慢地，看到
他的南瓜長大開花，佔據了菜園的中心，同我們每年春夏都有
的蕃茄，地瓜，韭菜等緊靠在一起（圖一）。因為那南瓜發展
出很多枝葉，也開了很多大花，令人覺得那小菜園裡可能沒有
地方讓它發育結果。不料那些花在發育出了一個南瓜後，就都
自然地消失了。慢慢地，我們看著這個南瓜逐漸長大，又由綠
色變成黃色（圖二）。進入十月後，那一片一片的綠葉開始
慢慢變色而逐漸乾枯老去。這是我們第一次仔細地看到一

個南瓜如何地長大成熟，直到這個禮拜，被我們剪了下來
，成為大寶萬聖節的禮品（圖三）。

看他們弟兄倆帶著那個南瓜高高興興地回了家，把它放
在家門口做為萬聖節的裝飾品。但願他們也會記得這半年來看
著它由一顆小苗成長為一個大南瓜的歷程，並由此瞭解到南
瓜和其他的農作物一樣，也是大自然給我們的食物。更近一
步，我們每個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都要經過生命的歷程
。

在夕陽裡，看到後院外那顆大樹上的紅葉（圖四），不
禁體會到自己和那南瓜一樣，如今都是走在金秋的光環裡。
但願這份開拓的心情能陪伴著我，讓我也能經常保有一份感
謝命運的心意。

蔡老師
收穫的季節

那時我們還住在女兒家，沒事就幫女兒做做家務，帶帶
孩子。外孫女娟娟剛兩歲半，很是乖巧。一天吃過早飯後，
大孫女上學去了，我們和娟娟及小孫子在家玩耍聊天。期間
我試著用漢語向娟娟提出一些問題，娟娟卻是用蹩腳的英語
回答。兩人問答的具體內容如下：

娟娟乖，你喜歡外公外婆住在這裡嗎？Yes；外婆煮的菜
好吃嗎？Yes；外公煮的呢？No；你喜歡吃薯片嗎？No；喜
歡吃白菜嗎？Yes；你愛爺爺嗎？Yes；奶奶呢？Yes；你有沒
有跟姐姐吵架？No；你有沒有和弟弟爭玩具啊？No；你喜歡
爸爸嗎？Yes；媽媽愛你嗎？Yes；你愛弟弟嗎？Yes；媽媽今
天在家嗎？No；你想和姐姐一起上學嗎？Yes；你上次去飛沙
灘玩得開心嗎？Yes……

女婿家裡幾代都是華人，大人們在家裡都講漢語。娟娟
從小耳濡目染，也聽懂漢語的一些日常用語；但說話則受讀
小學的姐姐和四鄰小朋友的影響，學著講些少半生不熟的英
語。在我們入住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她幾乎只用Yes和No就
應對了和我們的所有交談，令人忍禁不俊。

試想想，如果講漢語，娟娟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呢？起
碼得用上喜歡、好吃、不好吃、愛、沒有、不在家、想、開
心等字詞吧。對於一個還沒入過幼稚園的孩子來說，這並非
容易之事。但類似的問題，娟娟僅用yes和no就ok了，仿佛
yes和no是萬能答案。

由此聯想到漢語詞彙的豐富性。就說量詞吧，我查了一
些相關資料，不查則已，一查嚇一跳。個、張、片、棵、株
、朵、粒、把、座、棟、輛、列、架、艘、封、則、首、篇
、道、幅、件、頓、場、通、席、股、門、家、盞、口、本
、發、縷、出、部、堂、台、節、盤、服、副、頂、記、宗
、項、幢、扇、面、牆、間、帖、方、封、枚、具、輪……
數以百計，不勝枚舉。用法上更為奇妙：同是四條腿的哺乳
類動物，說法上就有一隻狗、一匹馬、一頭牛、一峰駱駝等
的區別；同是直立行走的人，就有一個小孩、一位領導、一
條好漢、一名導演等的不同說法。我想，一個人從牙牙學語
開始，即便活到老，學到老，也不一定能學會使用漢語的全
部量詞。而英語，只用基數詞就可以表示數量，例如One tree

（一棵樹）、Two ducks（兩隻鴨）、Three books （三本書）
等。而且，在一般情況下，基數詞one還可以用a來表示（在
以母音音素開頭的單詞前則用an），相當於中文的一棵、一
隻鴨、一本等，例如 A tree、A duck、A book。

yes，no。不僅簡明易懂，更讓人感受到語氣的果斷與大
氣。我不太懂英語，娟娟說的yes與no，或許發音還不很標準
，或許有些回答還不很準確，但我已聽得很清楚，很明白，
這就夠了。語言文字是交流思想和溝通感情的工具。說話寫
文章，別人聽懂看懂就行了。譬如，“A camel”意思已經很
明白，若花時間和精力去考究一個駱駝、一隻駱駝、一匹駱
駝、一頭駱駝、一峰駱駝……哪種說法對，哪種說法更精准
更恰切，似乎沒什麼必要。

以上是隨便說說而已。其實漢語和英語（還有其它多種
語言）都各有特點，各有長處和優勢，各有其文化背景以及
合適的人群、語境和場合，不能以某些情況就妄斷其優劣對
錯。但就本人而言，還是喜歡講漢語多一些。一是因為習慣
了；二是因為還不太習慣講英語。

錢 錚從YES 與NO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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