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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透納市政府舉辦聖誕派對
上任即將屆滿一年﹐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在聖誕新
年即將到來之際﹐20日晚間在休士頓市政府舉辦聖誕派對﹐感謝
媒體和各界人士一直以來的贊助支持﹒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左二)﹑Greatland地產負責人Stephen Le(左三)和Small Business
Today雜誌執行出版人Steve Levine(左一)等人均受邀出席﹐透納
分享一年來就任心情﹐與媒體親切互動﹐派對氣氛溫馨和諧﹒

省下平均$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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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上任即將屆滿一年
，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在聖誕新年到
來之際，20日晚間在休士頓市政府舉辦聖誕派對，
感謝媒體和各界人士一直以來的贊助支持。透納分享
一年來就任心情，與媒體親切互動，眾人也爭相與之
合照，派對氣氛溫馨和諧。

為傳達聖誕祝福與分享這一年來就任心情，休士
頓市長透納延續歷屆傳統，並選在市政府舉辦聖誕派
對，會場佈置的高貴典雅，金色閃亮聖誕樹搭配聖誕
裝飾，現場音樂演奏和精緻餐點，過節氣氛相當濃厚
，吸引許多華洋政商名流到場參與。美南新聞董事長
李蔚華、Greatland 地產負責人 Stephen Le 和 Small
Business Today雜誌執行出版人Steve Levine等人和均
受邀出席。

透納是休士頓第62屆市長，今年1月2日於市政
府完成交接後，隨後在官方就職典禮上宣誓就職，誓
言打造更好更進步的休士頓多元都市，當時激勵人心
的就職演說贏得全場掌聲喝采。

透納致詞時先感謝大家撥空參與，這是一個媒體
聚會，大家可以輕鬆的形式交流聯誼。他感性地說，

嶄新一年即將到來，感覺記憶猶新好像才上任幾個月
，今年就要結束了；他很開心能在女兒Ashley和市政
官員的陪同下一起參與這場盛會，並對在場媒體表達
他的喜愛和感激。

透納表示，休士頓是一個很棒的城市，這是一個
事實，在這裡因夢想而偉大，也確實一一實現。他也
說，休士頓不只是最多元文化城市之一，更是不排除
異己的文化融合。他推崇媒體的重要性，若沒有媒體
寫休士頓故事，休士頓的優點就不會被傳揚。所以他
也打趣說，媒體可以很批判，但也可以說說休士頓的
好，即使是市府的好話，也都是事實。

最後，透納也再一次感謝媒體參與，他表示，
「今年是一個很享受的一年(enjoyable year)」，因為

有很棒的城市和精神，祝福大家2017年都能更好，
假期快樂(Happy holidays)。

在場無論是媒體和與會人士爭相排隊與透納合照
，顯示出透納的超高人氣，透納也親切回應，大家享
受美食和音樂感染下，輕鬆交流互動，度過美好的夜
晚。

市府聖誕派對 透納：今年是很享受的一年

市長透納市長透納((右三右三))、、女兒女兒Ashley(Ashley(左二左二))和市府官員合影和市府官員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二左二))、、GreatlandGreatland地產負責人地產負責人Stephen Le(Stephen Le(左三左三))和和Small BusiSmall Busi--
ness Todayness Today雜誌執行出版人雜誌執行出版人Steve Levine(Steve Levine(左一左一))等人與市長透納等人與市長透納((右三右三))合影合影。。((記者黃相記者黃相
慈／攝影慈／攝影))

上周四，筆者講述一妄想症病患案例(請參考12
月15日專欄)，談及壓力對身心的影響，本周再講個
發生在筆者自己身上的例子。

最近幾個月在輪番看不同醫生吃不同的藥，因為
原因不明的身體病痛，尤其是胃及食道。上周的一個
醫生聽完我的症狀描述，不動聲色地說，“你壓力太
大。”我反駁道，“怎麽會呢? 我食欲睡眠都很好
，工作生活好像沒有被耽誤，就是疼痛讓我沒法鍛煉
身體。”醫生繼續，”你這樣的症狀我每天至少看五
例，就是壓力大造成的。”

回家路上，我開始回憶近期的生活，確確實實是
一直生活在緊張狀態中，因為奉行“自我成長，逃離
舒適區”的準則，從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的時間常常
安排得滿滿當當，甚少放鬆。問題出在我沒有意識到
自己有壓力，因此忽略身體的信號----你該放鬆減
減壓力了。另外，我們通常很關注身體疾病，但是很
少將身體疾病與心理健康聯系起來。這裡介紹一下壓

力症狀自檢：
１.認知方面的症狀：記無法集中注意力；憶力

衰退；判斷力差；負面性看待問題；焦慮思維模式；
無休止的擔憂。

２.身體方面的症狀：原因不明的疼痛或奇癢；
便秘或便稀；惡心頭暈；胸悶或心跳加快；經常感冒
。

３.行為方面的症狀：睡眠不好，或嗜睡；吃得
更多或更少；借用酒精，香煙或毒品放鬆；拖延或幹
脆忽略日常該履行的責任；咬指甲及其他緊張行為。

４.情緒方面的症狀：抑鬱或經常感到不快樂；
煩躁不安；情緒波動比較大；容易生氣；感覺快被壓
垮了；不願意與人交往；及其他心理問題。

有這些症狀出現了，很快又消失了，無可擔憂。
但是如果症狀持續存在，即使沒有嚴重影響到生活，
也該引起注意了。(完)

熊雅麗實習心理諮詢師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談談壓力對身心的影響及自查方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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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提名時，百家爭鳴，
競爭激烈，最後選出了前國務卿喜拉蕊克林頓
（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夫人）代表民主黨；地產大
亨唐納川普代表共和黨，投入選戰。而美國選民
的心目中，一個是騙子（喜拉蕊）一個是瘋子（川
普），因而很多人放棄投票。其選舉結果事前聲
勢最盛，最被看好的喜拉蕊，雖然普選票數多于
川普，但川普却贏得了選舉人票而當選。事後雖
有三個州準備重新計票，却也無力回天。現在，
塵埃落定，只等明年元月20日登基就職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現在川普尚未上任已經
遍地烽火了。“川菜”十分鐘通話就是一例。前總
統克林頓的國務卿歐布萊特說，通話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動機是什麽？真不知道歐老太太是
健忘還是故作神秘？其動機很明顯的是在儘快
的將她對美國總統大選錯誤判斷所可能產生的
後果，加以彌補。她壓錯了寶。不久前她到美國
來曾專門和喜拉蕊通話，而對川普卻置之不理。
她應該知道，杜魯門總統競選連任時，在聲勢和
民調上均落後共和黨候選人紐約州長杜威。當
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把寶壓在杜威身上；結果
杜威的普選票雖多于杜魯門，但杜魯門却贏得
了選舉人票而當選連任。情形與這次的情形如
出一轍。而當年被稱為密蘇裏騾子的杜魯門能
毫無芥蒂嗎？在國府內戰失利，將行政院遷往廣
州時，蘇聯大使館首先跟隨。只有美國駐華大使
穩在南京不動，並設法與原燕京大學學生黃華
( 負責外交) 接觸。但中共緊抱蘇聯老大哥的大
腿，不加理睬。最後在毛澤東的一句“別了司徒
雷登”哀的美敦書下，黯然下旗返美。而好戲連
台，杜魯門的國務卿愛奇遜又發表了“對華白皮
書”，明白表示不再援助國府，何異落井下石？！
原因故多，國府壓錯寶應是原因之一。前車之鑑
，蔡總統能不理解而儘快設法彌補嗎？

中華民國幾十年來所經營的美國共和黨的
保守派人士關係，這次發揮了重大作用。據知共
和黨原資深參議員並曾代表參加總統選舉的鮑
勃杜爾，一個人就得到12萬元遊說費，是也非也
，任憑自斷。現在知道川普是在通話兩小時前才
知道，這對他來說是接受祝賀當選而已。

現在又出現了“一中”政策的質疑。這自是
較十分鐘電話更值得重視。嘗言“政治是一種騙
術”，爾虞我詐，自古有之，於今尤烈，看誰的高
明而已。當然，這次邱義仁、謝長廷代表中華民
國和日本談判漁業，農產品和福島核食品的問
題時，未談判即投降的情形，不足為例。而川普
在競選時即曾多次提到人民幣的幣值，貿易逆
差等問題。現在更啓發他打出台灣牌，增加談判
籌碼，都是意料中事。反正尚未就職，說說無妨。

唐太宗李世民在其諍臣魏徵去世時說，“朕
有三面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銅為鏡，
可以整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現在魏徵
去世，朕失去一面鏡子。”現在我們姑以史為鏡，
看看近世紀以來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可以為我們

借鑒的。而在下性子急，認理太直，每遇不平，一
吐為快；且學習從來不記筆記，閱讀沒有劄記，
小事如過眼雲煙，隨風而逝。重要者亦僅記梗概
，供作回味。現就記憶所及，略舉幾件，供作參考
，並請指教：

姑從中華民國建國說起：1911年10月10日
辛亥武昌起義成功。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
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先生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但
僅兩個月就辭職讓位給袁世凱，自任鐵道部長
發展交通。為什麼？袁世凱有“槍桿子”，他沒有。

袁世凱當了四年總統，1916年元月改元洪
憲，當起皇帝來了。全國嘩然。雲南蔡鍔、李烈鈞
組織護國軍；孫中山也聯絡各地黨員，起兵討伐
。袁世凱當了八十三天的皇帝，驚懼而死。以槍
杆子上臺，又被槍杆子趕下臺。

第一次世界大戰，北洋政府也參加了協約
國並派了幾十萬勞工赴歐修築戰壕等。戰爭結
束，中國也是戰勝國，但戰敗的德國在我國山東
的特權，膠州灣及青島的租借，以及膠濟鐵路的
管理權等均由日本接收。巴黎和會不能主持正
義，顧維鈞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引起了著名
的民國八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為什麼？中國沒有
槍桿子，日本有槍桿子厲害；正義又賣多少錢一
斤？！

中山先生討袁護法失敗後，亡命海外，深知
槍桿子的重要；到處奔走，但列强目光如豆，借
貸無門；而卻願借貸給各軍閥，並加以操縱。此
時的斯大林適時的伸出友誼之手，不但願意借
款，並願幫助建軍。“久旱逢甘雨”一拍即合，這
就是“聯俄容共”政策的濫觴；黃埔軍校於焉成
立。中山先生任命蔣介石為校長，革命武力迅速
建立，東征北伐，全國粗定，槍杆子真有用。
國民黨內鬥內行，其來有自。北伐剛成功，即產
生了兩個政府，一個是在武漢由汪精衛領導，包
括共產黨，蘇俄顧問鮑羅廷在內的武漢政府。另
外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中央政府。即所謂的“寧
漢分裂”。而中央政府不但有自己的槍杆子，而
且得到江浙及上海金融界和企業家的資助，政
令逐漸得以施行，展開了所謂的“黃金十年”的
各項建設；教育、交通、工礦、實業、軍事、等等，
邊建設，邊備戰，並推行新生活運動，改善國民
生活習慣。那時，筆者還是個小學生，親眼目睹
小轎車在新修好的公路上一溜烟的飛馳而過，
印象深刻，說那是突飛猛進也不為過。而西安事
變，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次年即發生77抗戰
。日本期以三個月亡華。而全國軍民敵愾同仇，
浴血奮戰。國府多年請德國顧問所訓練的精銳
部隊，配以由德、奧、捷克所購買的武器，在淞滬
一地即奮戰了三個月，犧牲慘重。但卻得不到列
強的援手，蘇聯助以戰機及飛行員。而此時的美
利堅合衆國却和日本大做生意，供應其戰略物
資。中國奮戰四年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始發覺到
自身的危險，乃停止供應日本戰略物資結果乃
導致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把美
國太平洋艦隊消滅大半。兩年後美國憑著其雄
厚的經濟力，高效率的生產力，恢復了戰力。在

中途島一戰大勝，掌握了太平洋的制海和制空
權。再以跳島戰術很快的逼近日本本土。兩顆原
子彈，日本接受了無條件投降。“銀彈子”和“槍
桿子”決定一切。

八年抗戰苦勝，民窮財盡，百廢待興；內戰
烽起，美國不再援助，並發表對華白皮書，無異
落井下石。國府退守台灣，風雨飄搖，韓戰爆發，
原被杜魯門放弃援助的國府，又被其下令第七
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保護起來。這使台灣得以生
聚教訓，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韓
戰初期，北韓勢如破竹，雖在美聯軍下，仍退守
釜山一隅。由於麥帥仁川登陸奇襲，一路逼近鴨
綠江畔。中共乃以志願軍名譽開過鴨綠江參戰。
毛澤東可謂一石四鳥：其一，緊抱蘇聯老大哥大
腿，蘇聯出武器，中共出人力。其二，鞏固北韓小
老弟的友誼。其三，能與世界軍事獨強兵戎相見
，增高其地位。其四，是借美帝的槍炮解决內戰
時投降的國軍。此戰雙方犧牲慘重。停戰時，被
聯軍俘虜的志願軍一萬四千人不願再回到中國
，選擇去了台灣。也就成為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
。在他們到達台灣的一月二十三日就定名為一
二三自由日。槍桿子對槍桿子，兩敗俱傷，何苦
來哉！

1931（民國20年）9月18日夜，日本駐中國
關東軍夜襲瀋陽北大營，時在北京的張學良得
悉時，下達“不抵抗“命令。不數日間東北三省全
被日軍佔領。接著又攻陷了熱河省。從此東北四
省淪陷於日本鐵蹄之下14年直到抗戰勝利。在
事發後全國嘩然，均說蔣介石賣國，下令不抵抗
。而事實上事發時蔣當時人在廬山。第二天接到
張學良的報告，已造成事實，只好默認。這在張
學良以後多次接受採訪時均作如是說。為什麽
不抵抗？他說武力和日本相差太大，不能白白犧
牲，以保存實力。國府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
但國聯說的不算，槍桿子說的才算。

尼克森在任參議員和副總統時，是反共的
旗手。當年訪問台灣時，電視上播出萬人空巷，
在臺北中山堂前廣場受到歡迎的場面，令人記
憶猶新。但實行乒乓外交，季辛吉至巴基斯坦神
秘失踪却是去北京會見周恩來，决定了尼克森
的訪華。而且在聯合國投票表决中國代表權之
前宣布，這無疑是表示放弃支持中華民國。因而
當年表决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聯
合國的席位。為什麼？形勢使然。而1971年2月
21日，尼克森的空軍一號專機抵達北京，他單獨
一人走下飛機，與在停機坪等候的周恩來緊握
雙手，象徵性的抹去了當年杜勒斯在瑞士拒絕
和周恩來握手的陰影。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尼克森訪華的最後一站是上海；所簽署的
公報叫“上海公報”。其中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
一段“雙方幾乎開了兩個夜車（見季辛吉著‘On
China ’中譯‘論中國’）”內容是：“美國方面聲明
，美國認知到，在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
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
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异議，重申它對由中國
人自己和平解决台灣問題的關心。。。。”這是幾

十年來中美兩國交往的依據。難道廟裏換了和
尚也換了經嗎？

卡特當選總統，中美關係由國家安全顧問
布裏辛斯基操盤。某夜，卡特接到電話：“You
Got ”。欣喜若狂的心理溢于言表，是說和中國
建交成功；也促成了鄧小平的訪美。會談中卡特
說，貴國對外移民多所限制。小平同志說，如果
貴國有需要，我們可以先移來2000萬如何？弄得
這位花生農總統語塞。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中。

曾幾何時，中蘇反目成仇。蘇聯老大哥一怒
將援華的科技及工程人員全部撤回。大戰一觸
即發。毛澤東乃有“深挖洞，廣積糧”的命令。這
兩點筆者在1979年第一次返鄉探親時，就親身
體驗了。到家兩天，每天吃的米飯，實在很不好
吃。問道，你們就吃這種米嗎？說，這是“戰備米”
，今年吃的是三年以前的米。以此類推，因為要
準備和蘇聯打仗。經此一問，以後吃的米就變成
當年的米了；也有小麥麵饅頭吃了。某日我被招
待參觀內燃機廠，在大院中掀起一個圓形蓋子，
一個圓形可以容身的洞，邊上有一個固定可供
上下的金屬梯子。我跟著下去，印象中約有四五
公尺深，是彎彎曲曲的戰壕，全部水泥建築。高
約五尺，寬可容二人擦身而過。不知道有多長，
像是迷宮。所謂“國際間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
有永久的朋友。”這也是反共旗手尼克森積極訪
華的最大因素。明乎此，通通話，握握手，照照像
，吃吃飯，喝喝酒，甚至發發狂言，都沒什麽了不
起，不必庸人自擾。老子有言，“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

加州州長雷根一向對中華民國甚為友好，
是中共的眼中釘。當選總統後，中共對他的譯名
是“列根”够客氣的了，譯作“劣根”方消心頭之
恨。而以後中國所經常提起的中美交往應依據

“上海公報”，“817 公報”等。此“817 公報”就是
雷根總統任內所簽署的。內容說；“美國對軍售
數量上應該逐次減少，品質上應逐漸降低，最後
不再軍售。”美國總統是美國人的總統，不是中
國人的總統，也不是台灣人的總統。

克林頓任阿肯色州長時曾說，“中國是個屠
夫。”但任上曾訪問中國，並宣布“三不政策”，

“不贊成兩個中國，不贊成一中一台，不贊成台
獨。”

小布希上任之初也曾對“一中”有所懷疑。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往事不勝其舉。今日的中國
已非吳下阿蒙。槍杆子，銀彈子都會說話了。毛
澤東曰，“槍杆子出政權”。鄧小平說，“收復台灣
，絕不放棄使用武力。”中國人說，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小老兒說，爾虞我詐乃雕蟲小技，槍杆
子，銀彈子才是根本。明乎此，少安毋躁。

最後，有幾句話也順便說說：“通話”，“一中
”被炒得火紅，蔡英文大出風頭，川普也風光無
限，但稍加思索，很多人都覺得台灣只是川普用
來和大陸談判的“籌碼”而已。如果價碼合適，乾
脆“實質一中”免得再躲躲藏藏，更不必再談什
麽共識的問題了。可能嗎? 你說呢？

十分鐘的電話能一錘定音嗎？“一中”原則可以任意否定嗎？
李中華

QS161222D達福社區

中華民國開國106年升旗典禮暨慶祝活動，將於2017年1月
1日上午10時，假李察遜市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擧行。

升旗禮及慶祝茶會，仍由達福中華社團聯誼會主辦，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贊助及協辦。
社團聯會會長張志榮宣布活動程序如下:
1. 升旗禮負責人是榮光會會長黃甫員，另請台大校友會合唱團
鄧祖慶教授領唱演唱中、美國歌及國旗歌，並由榮光會帶領全僑
呼口號及唱頌中華民國頌，祝願國運昌隆。

2. 禮堂活動由張會長主持，休士頓經文
處副處長林映佐，華僑文化服務中心副
主任李美姿應邀出席慶祝會。
節目如下:
A. 演唱 - 李建德 - 曠野寄情，花心，舞
女
B. 達拉斯粵劇社粵曲表演：甘秀霞女士
、區卓年先生曲名：柳毅傳書之花好月圓

選，萬水千山總是情
C. FASCA–樂團表演-四季紅，舞蹈
表演：幸福的臉及介紹FACA短片。
D. 現代舞 / May Lee dance
E. 小提琴表演/李文偉先生 - 鴻雁。

之後會安排中華社團聯誼會及各
社團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另頒發 FASCA 105 年美國「總統
志工服務獎」，共有十五名志工學生受
獎。
主辦單位將為來賓提供餐點茶點享用。

僑社的活動端賴大家的熱心努力
感謝各界僑胞的參與和支持，若有任何
疑問，請聯絡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張
志榮 817-903-2581、秘書長樊秋霞 214-448-7402

或電郵dfwchineseorgs@gmail。com。我們期望元旦早晨升旗時與
您相見。(中華社團聯誼會供稿)

中華民國106年旦升旗1月1日活動中心
前廣場舉行

中 華 天 主
教「耶穌聖心堂
」為了迎接聖誕
佳節，特別于十
二月二十四(星
期六)及二十五
日(星期日)舉行
聖誕節彌撒聖
祭，一共四台，
由林育明神父
主祭，周國復執

事同祭。彌撒地點為位于布蘭諾區的「耶穌聖心
堂」，其地址為4201 14th St，Plano，Texas 75074，

詳細地圖請見本報宗教版廣告。
中 華 天

主教「耶穌聖
心堂」為了迎
接聖誕佳節，
除 了 舉 行 聖
誕彌撒外，二
十 四 年 來 更
積 極 參 與 達
拉斯 St. James

天主堂之仁愛修女會(此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已去世之德勒莎修女所創)之一系列慈善助貧
之活動，今年度乃認捐大浴巾百餘份，分送給所
服務之南區貧困社區約七百多貧戶的貧困家庭
，使他們能够感受到社會之溫暖及關懷。如福音
中主耶穌所言“凡是你們對我最小的一個兄弟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團體為了鼓勵教友們，
迎接聖誕佳節，亦舉行了將臨期避靜(亦即退省
Retreat)。協助教友們於將臨期前，在忙碌之生
活中，藉著默想、反省、和好聖事、妥善準備心靈
，滌盡塵念，迎接主耶穌之來臨。今年將臨期避
靜，已由鍾子月神父帶領於十二月三日舉行，主
題是「默示錄中的望德：啟示你我！」。鍾神父就
讀加州伯克萊的耶穌會神學院，獲聖經神學碩
士學位，鍾神父精湛的神學基礎，卻善用風趣之
生活例子，來詮釋「默示錄」。帶領教友們深入的
瞭解聖經最後一章「默示錄」之真正涵意，當面
對舉世及每一個人生活中可能遭遇到各種磨難
、挫折、壓迫、不正義甚至戰亂等試煉卻能期盼
那「新天新地」而衍生真正的望德。

依據天主教的傳統，莊嚴隆重的“聖誕子夜
彌撒”，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當晚十一
時四十五分於「耶穌聖心堂」舉行。除了“聖誕子

夜彌撒”外，「耶穌聖心堂」另於下午
五時，特舉行一台“聖誕前夕彌撒”(
英語)，讓家中有幼童之教友們，可提
早望聖誕節彌撒。除了彌撒聖祭外，
自當晚十時到十一時將有朝拜聖體及和好聖事
(即告解聖事)，若教友無法在這段時間，領受和
好聖事者，亦可以電話(972)-516-8500 與林育
明神父預約其他之時間。當晚十時三十分起，
「聖詠團」將以他們美妙的歌聲，傳報聖誕佳音。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聖
誕天明彌撒”有兩台。英文彌撒，將
於上午九時三十分舉行，中文彌撒
則將於上午十一時正舉行。

歡迎僑學各界朋友們依您適
合時間，回到"主的家”來參加莊嚴
隆重又喜樂平安的聖誕彌撒。

縱合上述，四台聖誕節之彌撒
時間如下:
(1)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
五時(英語)-“聖誕節前夕彌撒”
(2)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上
十一時四十五分-“聖誕子夜彌撒
”

(3)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英
語)-“聖誕天明彌撒”
(4)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正-“聖
誕天明彌撒”。
(天主教耶穌聖心堂供稿)

中華天主教 「 耶穌聖心堂」 12 月 24 日及 25 日
將舉行莊嚴隆重 之
"聖誕子夜彌撒"及"
聖 誕 天 明 彌 撒 ”

歡迎 朋友們回“主的家”慶祝“平安夜”迎接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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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pore is a small city gaining her nation status only in 1965. Singapore was a 
British colony. Like many territories in Asia, Singapore was captured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during WW II. The British military surrendered to the Japanese on 
2/15/1942, a Chinese New Year day. The Japanese rule was brief but brutal kil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A fter Japan surrendered to the allied forces in 1945, 
all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including Malaya, Singapore, Borneo and Sarawak were 
returned to the British Empire in 1946. Post WW II, nationalism emerged and promoted 
self-governance movement in South East Asia which led to Malaya's independence in 
1957 and Singapore's self-governance in 1959. Singapore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August 1963. Out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Malaya, North Borneo, Sarawak and 
Singapore joined to form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in September, 1963. However, the 
Malay centric policies caused fri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opulated Singapore and 
the Muslim dominated Malaysia Federation. In 1965, Malaysia parliament voted 
126:0 to expel Singapore. Singapore then declared to be an independent nation that 
year. China and India helped Singapore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Lee Kuan Yew (aka LKY) was the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and the 
leader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which is the dominating party in Singapore. LKY 
held the Prime Minister position from 1959 to 1990 for three decades, then maintained a 
senior minister position during Goh Chok Tong's tenure as Prime Minister from 1990 - 
2004 and as a Minister Mentor from 2004 - 2011 when his son Lee Hsien Loong (LHL)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LKY died on March 23, 2015 at age of 91; his funeral 
received over a million mourners and hundreds of international dignitaries. So no doubt 
Singapore owed her success as a developed nation to LKY for his six decades of 
government service. 
　 Since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LKY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brought Singapore from a poor nation having an unemployment rate over twenty 
percent, per capita GDP $428 (1960) to a prosperous country of per capita GDP of $3880 
in 1979 (nine fold increase over his prime minister tenure) and $53120 in 2011 (14 fold 
rise at his retirement). Presently, Singapore is ranked 3rd in the world with per capita 
GDP over $58000. Of course, Singapore also owed her prosperity to her geopolitical 
position at the Malacca Strait, a conduit of 50% of world trade and over 12.5% of world's 
oil transport per day (15.2 M barrels per day). 
　Singapore is situated betwee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wo Muslim countries. From 

LKY through LHL, Singapore maintained a delicate foreign relation with her 
neighbors on the one hand and sought after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South East 
Asia on the other hand. Henc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Singapore welcomes the US 'Pivot 
to Asia' policy and supports earnestly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 (TPP) program. 
However, there is a new changing factor that LKY recognized but did not live long 
enough to alter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This changing factor is China. Over the 
past three to four decades she has risen from a war-torn poor country to a fast 
developing nation not only surprised many of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but also 
alarmed the U.S. feeling insecure about her leadership position inA sia. 
　China's rise is predominantly in her economy, now being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being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Middle 
Kingdom). But the two centuries of modern time gave China a humiliating status as a 
weak nation, militarily unable to defend herself from the Western invaders thus 
suffered from numerous unequal treaties.  Worst of all, she was invaded by her 
smaller neighbor, Japan, with ambition to conquer the entire China using 
unspeakable atrocious killings to achieve it. Of course, this part of history should be 
in the hearts of the Singaporeans since Singapore was also Japan's victim. During 
China's plight; many Chinese fled from China and emigrated to many parts of South 
East Asia including Singapore, Indo-China, Malaysia and Indonesia. This history 
gives bondage among many oversea Chinese immigrant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some Singaporeans, who are glad to see the rise of China.
　China works hard and is rising fast despite of severe challenges to a poor and 
populous nation. Bearing the dual entity of a glorious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reacherous modern eras of humiliation, China is reviving with a clear mandate - 
focusing on the welfare of her people to fulfill a Chinese dream - prosperity for her 
citizens. This Chinese Dream is the reason why China repeatedly insisting that she 
will rise peacefully. However, the dreadful war memories also taught China an 
unforgettable lesson - she can never be weak again. This firm belief creates an 
auxiliary mandate to the Chinese Dream.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ost Chinese 
immigrants worldwide do understand this. 
China's twin mandates are coupled. China is trying to chart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to be inclusive and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s well as to herself. 
This noble goal is contained in her grand vision of buildi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necting Asia to Europe and beyond. China's military development is 
by and large defensive in nature; she achieved her nuclear and space capabilities 
despite of being excluded by the Western military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space development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this background and China's 
history, one can easily appreciate that China's rise is not a threat to her neighbors 
or to the world except when someone is purposely trying to thwart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reatening her national security, she must defend and take 
counter action.
　Singapore had adopted a pro-US foreign policy when China was weak having 
no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Now China is a very different nation, 
Singapore should have see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 country point of view 
(especially Singapore with a population predominantly Chinese), it is more 
meaningful to talk heritage binding than talk nation alliance. LKY's foreign 
policies towards neighbors and the U.S, were smart but now it is time to reassess 
the reality and review the above mentioned history. Singapore must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hegemony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large country (such as China and the U.S.) versus a small nation (such as 
Singapore). 
　Singapore certainly has options in adopting her foreign policy but the choice 
must be made with careful analysis focusing on reality not following a legacy. 
What made it successful in the past may not be in the future. Singapore was rul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The foreign policy change of the U.K., such as Brexit and 
Engaging China, and the other ASEAN nation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Indonesia exhibiting signs of resett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are case studies for Singapore to learn from. Singapore with her 
majority of population having Chinese heritage should have a even brighter 
future with China's peaceful rise than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is conclusion is 
obvious unless Singapore is taking part in any action against China's rise.A t this 
juncture, when the U.S. just elected a new President, DonaldT rump, who carries 
no 'legacy' baggage in foreign policy; it is the most opportune time for Singapore 
to reset her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China and the U.S. Singapore coul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bringing the two great powers to a collaborating and friendly 
relation and ripe the benefits or Singapore could take sides causing more friction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and suffer the worst consequence. Apparently, 
Singapore's bright future hinges on her making a clear and wise choice.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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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pore - Colony to Independence to the Futur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第四屆年會12月在福建武夷
山舉行。本刊特邀卸任會長黃鍚麟及連任秘書長
李義強報告四年來的工作及未來的展望。世保是
一個以行動為主的保釣團體，會員們，包括登上
或沒登上的登島行動，少說也有20次了。2012年
中國政府正式以國家名義加入保釣，世保也開始
開拓新思路，做一些宣傳丶教育、硏究方面的工

作，還完成購買《保釣號》海釣船，還對明年做了很多規畫。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最忙碌的兩個亞洲國家，一個是日本，另一

個是新加坡。新加坡在中美兩大國之間，確實很難自處，尤其現在中美關
係如此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選邊站，確實也難為它。請看Dr. Wordman的
分析。

             責本期 任編輯 陳憲中 ,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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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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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年會會期經過
理事會的調整，原定每年六月中旬
的 會 期 正 式 更 改 在 每 年 的 12月 中
旬，今年是第一次實施。

2016年 是 釣 魚 島 相 對 平 靜 的 一
年，中、日相持的局面還在延續，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平靜的背後
的不安定因素，從2012年底開始，
日本重新在釣魚島部署軍力，成立
釣魚島專屬部隊，增加保安廳的船
隻，並在釣魚島周邊部署了防禦導
彈部隊，在2016年底前基本完成了
這些軍力的準備，很顯然2017年開
始，釣魚島將會進入一個新的衝突
期。因此世保在工作上也將作出一
些調整，

今年是世保成立四周年，根據世
保章程，年會將完成換屆工作，選
出新一屆會長，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將在新會長的帶領下，加強各方面
的保釣工作，為保衛釣魚島發揮更
大的作用。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本屆組織名單
會長:陳妙德（香港）
副會長：黃定為（臺灣）陳憲中

（美國）李義強（大陸）
秘書長：李義強（大陸）
理 事 ： 陳 妙 德 （ 香 港 ） 、 羅 就

（香港）、區伯權（香港）、陳裕
南（香港）、呂志文（香港）李義
強（大陸）、陳福樂（大陸）、林
與偉（大陸）、範敏（大陸）、錢
光明（大陸）梁智（大陸）、黃定
為（臺灣）、謝夢麟（臺灣）、 陳
銘錫（臺灣）

監事：陳憲中（美國）、黃哲操
（美國東）、張培（美國西）  許登
魁（臺灣）、李換培（澳門）吳建
輝（大陸）

 
2017年世保年度工作將從行動、

宣傳、理論研究、世保團隊建設以

及世保資金籌措等方面做進行規劃。
首先是行動：
民間保釣在行動方面有過輝煌，從

2012年9月中國政府公務船正式開始巡
視釣魚島之後，民間對出海保釣行動
有了不同的看法，世保就此問題也在
內部交換了意見，基本達成共識：

 1：世保支持政府巡視釣魚島達到
宣誓主權的目的，但世保認為中國政
府在人員、船隻裝備都不遜於日本，
政府應加大對釣魚島海域的巡視力度
和巡視時間，才能充分體現中國行使
釣魚島主權，管理釣魚島海域的責
任。世保將在2017年3月兩會期間繼續
向兩會遞“關於加大巡視釣魚島力度
的建議書”直至達到不間斷巡視釣魚
島的目的。

2：世保堅持在釣魚島海域開展各項
活動：如海上垂釣活動，海上觀光釣
魚島的活動，其上述活動已經準備多
年，其活動將繼續向有關部門申請，
希望能得到重視和理解，最終得以成
行。

3：釣魚島風雲變幻，日本侵佔釣魚
島的目的不會輕易改變，世保應有相
應的準備工作，一旦祖國需要我們，
釣魚島需要我們，招之既來，來之能
戰。

世保規劃組建行動小組，從物質準
備，人員儲備，以及人員的培訓等方
面進行準備工作。（推薦出海經驗豐
富，並目前還一直從事戶外體育活
動，搶險救災工作的王喜強負責此項
工作）具體規劃由王喜強策劃，交由
理事會審議，實施。

第二：宣傳
世保文宣工作基本處於常態，每年

都有一些宣傳活動；2017年世保在宣
傳方面規劃如下：

1：宣傳統一化，首先世保籌措資
金，策劃、製作統一宣傳冊，並發放
給各地進行宣傳活動。

2：繼續加大對民間《6.17釣魚島
日》活動的開展。

《釣魚島日》是民間保釣人士自己
的紀念日、活動日，首先應讓更多人
的瞭解釣魚島日，其次是開展多種多
樣的方式開展釣魚島日的宣傳工作，
（建議目前微信平臺是目前對有效的
宣傳平臺。世保可以組織編輯釣魚島
日宣傳的各類資訊，通過微信平臺展
開宣傳，節省人力資源。）有條件的
地方應組織人員開展活動。

3：建議每年的8.15日本戰敗日，向
日本在大陸，香港，臺灣，澳門的領
館遞交警告文，警告文的內容可以分
歷史和現實兩個部分。歷史部分可以
基本固定，現實篇幅可以根據每一年
日本在釣魚島違法事件作為文稿的內
容。

遞交方式可以採取多樣化，有條件
可以組織人員遞交，條件不成熟的地
方，可以通過快件，或者直接投遞到
日本領館等方式進行。

此活動可以長期開展，歷史和現實
在815得以結合。

4：世保應加大日常釣魚島資訊收
集整理並不定時將資訊傳遞給世保成
員，便於世保成員日常的釣魚島資訊
傳播。

5：世保應保持與各愛國團體的溝
通和交流。

6：世保應加強網站的建設工作，
從釣魚島時事新聞，釣魚島的各類文
章的轉載，以及發揮成為世保溝通各
界的一個橋樑作用。

7：繼續關注教科書裡增補釣魚島
內容。教育部雖然給了回復，但只要
沒有真正兌現，我們都不能放鬆對此
事的關注以及跟進。

三:釣魚島理論研究
此項相對比較專業，世保應從專業

的角度來推動此項。
世保計畫在2017年10月左右，召開

一個比較專業專家學者的研討會，其
規劃如下：

1、 首 先 啟 動 資 金 籌 措 ， 時 間 從
2017年春節過後進行，籌措計畫書一
月完成。籌措資金時間2月---5月三月
時間。

2、將根據籌措資金，規劃研討會
的規模和方式。（資金夠，我們可以
開始和各專家學者進行溝通，並邀請
專業學者說明策劃研討會的具體內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張一飛   陳立家

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容。（參考1997年和2003年臺灣東
吳大學舉辦兩次釣魚島學術研討
會）

3、如果資金不足，可以改成內
部研討，邀請個別專家做演說。

四：內部組織建設：
世保組織結構應按世保章程進行

有續展開。
首先要對世保成員進行確認和資

訊登記。
世保應對世保理事履行職責進行

記錄和考評，並作為今後連任的依
據。加大世保成員直接的聯絡和交
流，（借助世保網站平臺，微信平
臺等現代化通訊工具）

五：世保資金籌措：
世保雖然資金往來不多，無論多

少，都要堅持在財務上公開透明。
1、目前世保資金都是來自世保成

員的捐助，後續活動越來越多，活
動規劃越來越大，完全靠世保成員
捐助很難維持下去，因此世保應設
法多管道的開展資金籌措的工作。

2、世保內部捐助應繼續提倡，至
少可以解決世保目前基本運作。

3、世保應考慮一些可行和有效的
商業運作合作模式，為世保籌措資
金。

4、世保除了內部捐助之後，應公
開向社會募集活動資金。

以 上 規 劃 是 世 界 華 人 保 釣 聯 盟
2017年度工作規劃，世保工作計畫
也會隨著釣魚島的局勢變化做出調
整。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秘書長：李義強
                 2016年12月17日

中 華 保 釣 協 會 中 華 保 釣 協 會 於
2016/11/5日邀約會員及友人出海前
往基隆嶼一遊，遭移民署官員無故
刁難阻撓，故本會針對11月5日移民
署，基隆港國境事務隊隊長~黃金水
違法無故查扣外籍遊客俞力工教授
護照一事，特提出嚴正抗議，本會
所屬之中華保釣號娛樂漁船係領有
政府核准之營業娛樂船，可提供一
般民眾從事海釣及近海觀光，孰料
移民署官員黃金水卻以觀感欠佳為
由，擅自沒入觀光客俞力工之奧地
利護照，並不准其登船，按政府大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2017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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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正式成立四
週年之前夕。僅代表各盟員向支持保
釣運動40餘年的前輩致敬，謝謝你們
終生投入保釣行列，在此也跟各位拜
個早年!

祝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聯盟在草創之初，感謝兩岸四地及

海外的保釣前輩支持才能夠順利成
立，小弟不才接任首任會長，在香港
成立時也受政府刁難，最終如期成
立。世保成立之最大的目的是結合所
有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島的有識之士來
共襄盛舉，所謂寧失千金、不失寸
土。多年來除了與日本鬥爭還要面對
大陸及台灣的政府打壓，因為大陸少
部分的保釣人士打著紅旗反紅旗，以
保釣名義，妄圖顛覆政權，並多次打
著保釣旗號，支持港獨，甚至串聯台
獨及香港民族陣線等反華勢力，如香
港佔中行動更影響保釣形象， 妄傳支
持出海保釣，就是支持佔中的訛語，
讓聯盟受到極大的冤屈，畢竟路遙知
馬力、日久見人心，經過多日的奔
波，總算還我們一個清白!

以地理位置而言，釣魚島離台灣是
最近的，對台灣地區漁民的權益跟生
計影響至深且巨，但最漠不關心的就
是台灣當局，如七零年代為了保住聯

合國席次跟日本私相授授擱置釣魚
台的爭議，但最終呢?還是被日本美
國給出賣了，退出聯合國，釣魚島
也被日本人佔領了，馬英九上臺之
後，也沒有多大的作為，喊喊口號
而已，該硬的時候不硬， 簽了個喪
權辱國的《台日漁權協議》，還大
言不慚，沾沾自喜說這是第十七次
談判得來不易的成效。釣魚島本來
就是我們的，主權在我，為什麼跟
它簽十二海浬內不能進入，若進入
議將被取消。且一年一簽，日方還
有權單方面片面毀約。

當初若不是兩岸四地的保釣兄
弟。前僕後繼地前往釣魚島，各插
上五星旗及青天白日旗及大陸海警
局在旁戒護下，日本會簽署嗎?美國
最擔心的是，兩岸四地聯手保釣對
抗美、日，日本才會在美方的逼迫
下才簽定。所以政府多次百般刁難
我保釣人士出海行動，每次要出海
時，恐嚇船長不准配合保釣活動，
否則秋後算帳，讓許多船長看到保
釣人士要租船  馬上變臉、避而遠
之。

因此我們覺得唯有自己擁有保釣
船，才能夠有長遠的計劃，隨時跟
政府及日方鬥爭, 所以我們在2012年
開始有準備自己購船的計劃，到今
年才勉強過戶，但依然困難重重。

蔡政府上任後，除了不承認「九
二共識」及「親日拉美離中」的政
策之下，保釣運動又受到空前的迫
害，我真不知他稱蔡總統還是菜總
督，說台、日像夫妻，進口核災區
的物品都沒有問題，民眾堅決反對
但她還是暗度陳滄、我行我素。

美國選舉押錯寶，花了公關費
後，川蔡熱線連上了，以為美國又
重視台灣了。其實美國一貫是功利
主義者，他只把台灣當成小卒，比
日本還不如，說以蔡要拉美制中簡
直是癡人說夢，就是在這種環境
下，保釣運動更沒有空間。原本要
跟隨屏東船隊前往太平島來宣示主

權，政府就以莫須有的罪名說船艙
設備不符規定，要重新上架維修及
特檢等原因，讓我保釣行動動彈不
得，等到浪頭過後，且我方多次找
立委抗議下，才讓我開船行動。八
月初香港、澳門、及台灣祕密租艘
遊艇從碧砂漁港出海，出發前也被
百般刁難，最後順利出海，但到了
澎佳嶼時，海巡署派兩艘船沒有任
何理由，硬生生把我船圍堵下來，
功虧一簣、無功而返，若萬一讓保
釣人士登島，菜政府不知如何跟日
本交代!

上（11）月5日，一些老中青保釣
人士不過想在基隆外海轉一圈，體
驗一下海釣船的滋味，卻也受到無
謂的幹擾。（請看《中華保釣協會
緊急公告》）2012年初在香港召開
世保會議時經決議購買保釣船，大
家當場拋磚引玉500、1000(港幣、
人民幣)的捐款，開始進入募款的階
段，也謝謝在當年7月時在美國保釣
前輩支援下，才能成功出海到釣魚
島，我拿五星旗拋到釣魚台後，回
到台灣後大陸的朋友紛紛慷慨解囊
來支持購船的運動，同年8月香港、
澳門、大陸登島插上兩岸旗幟，又
進入另一個保釣的高峰。在2013年
再度出海，結果遭受日本海上保安
廳用水炮強力攻擊使船隻受創，我
船最後花了數百萬（台幣）的維修
費用，連在旁邊保護的海巡署船隻
也受創，損失慘重，還好大陸海警
局前來解圍，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2015年時購船計畫尚未完成，船
東一直在催促我方，若無法把最後
尾款150萬付清，他們就要終止合
約，此時我借貸無門，最後硬是用
抵押借款的方式把船買下，當時在
沒有任何的資金之下營運，因種種
無法預期的客觀形勢下仍勉力，一
一設法克服，但財務缺口雖以個人
舉債方式等措施因應，杯水車薪難
以解決，也期盼各位先進前輩秉持
保釣的共同理念，不能讓以往努力
盡付流水，協助解決保釣船財務，
最後也祝福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大會
圓滿成功，謝謝。

賀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四週年
──首任會長黃錫麟 卸任感言──

力發展觀光產業之際，陸客不來之時，
又將外籍人士排除在外，我們的觀光產
業將何以為生呢？經本會會員質問該名
官員要求其表明身分，並詢問其那一條
法律規定外國人士不能登船海上觀光，
官員無言以對足證該員明顯濫權耍官
威，嚴重影響國際觀瞻，破壞觀光產業
莫 此 為 甚 ， 本 會 擬 於 11月 9日 下 午
1400前往移民署要求署長踹共，用以伸
張正義公理，並嚴懲狐假虎威之不屑官
員，以維官箴。

             中華保釣協會 理事長 謝夢林

參加11月5日出海的老中青保釣人士，總共20餘人，而海
巡署及移民署的官員卻來了60餘人，外加兩艘海巡船，不
少人覺得受寵若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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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綠坡滿橘樹，結實纍纍壓枝頭；新社苗圃花似海，
同色奇花尋異卉。臺灣農委會推出 「橘鄉花海采風旅」一日
遊，旅展價只要888元，六人行再省只要4999元。2016年11
月10日晨7時，小鳳、錦滿和阿才陳家姐弟三對夫婦共六人，
搭乘八人座旅遊車，從三重出發前往臺中賞花採橘去。

採菇、花海和情人木橋
第一站新社菇寮。位於臺中市新社區的阿亮香菇園主人

，首先介紹香菇、珊瑚菇、玫瑰菇和小平菇以及鹿角靈芝和
黑木耳。鹿角靈芝，屬紫芝，味甘溫。其形狀呈 「鹿角」的
分叉，因而得名，長成時之顏色大皆帶有漆臘光澤，偏向赤
色或褐色，成長至長度約20公分且頂端呈暈白顏色時，稱為
「鹿角茸」，此時的生命力最旺盛且營養成份最高，是靈芝

中的頂級極品。接著到菇棚採收香菇，大夥採了很多也很高
興。離開前，我們大包小包買了一批乾菇貨。第二站新社花
海。位於臺中市新社區的第二苗圃，從11月5日到12月4日舉
行 「2016年新社花海節」。為歡慶第11屆 「新社花海」，今
年特別選出五種顏色的波斯菊、油菜和百日草等草花，如孔
雀開屏般的羽毛造型舖陳。走在苗圃棧道，霧濛濛。還好不
久太陽出來，霧被吹散，大地景色煥然一新。眼前所見，正
是 「新社城中花十裡，波斯菊海孔雀羽；清風輕拂浪似錦，
粉嫩優雅卷羅紗。明艷彩球百日草，橙黃白粉彩繽紛；油菜
花開滿地黃，連綿起伏花香溢。」大夥找尋可以近距離和花
海合影的最佳景點，我則尾隨一位攝影前輩，搜索 「萬白叢
中一點紅」，一畦苗圃滿是 「兩足白如霜」，竟然混入一朵
「青娥紅粉粧」。（詩句出自李白《浣紗石上女》）同樣地

搜索 「萬紅叢中一點白」，一畦苗圃滿是 「青娥紅粉粧」，
混入如畫龍點睛的那幾枝 「兩足白如霜」的奇花異卉！漂亮

的花看久了仍不厭倦，無奈受限於時間，我們在 「2016新社
花海」標示前合影。離開前，參觀農展館。看到幾位年輕人
用手機錄下萬花筒五彩繽紛圖像，很是新奇。車從新社駛往
石岡情人木橋。木橋，建於2002年11月，橋長達40公尺，寬
3.5公尺，最大的特色是無橋墩，且具七級以上的防震性。使
用美國花旗松（Douglas Fir）和美南松（South Yellow Pine）
從美國進口之後，由美國技師到現場指導臺灣廠商施工，直
接嵌入，再以鐵片膠合，外表進行防腐處理，保留原木原色
，非常壯觀。木橋旁食水嵙溪河岸種植野薑花，並設置河岸
景觀平臺、全國最大的水車、向日葵花園和保健植物園。園
區內有一條風景優美的登山步道連結石岡著名的千年神木風
景區。步道途中設有三座涼亭、一處苗圃及植物花園及公共
設施等。午餐在木橋附近由石岡區農會經營的石農咖啡館。

土牛文化館、石岡穀倉和採橘
午餐我們都點了火鍋和咖啡。下午2:30，吃飽飯離開前往

第三站土牛文化館。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現址為石岡劉家
夥房的遺址。外門對聯： 「德澤流千古，馨香靄一堂。」劉
家夥房原是石岡、東勢一帶規模最大的建築群，劉家枝葉茂
盛，後代子孫繁多，是當地望族之一。劉家夥房的開臺祖名
劉元龍，於清朝康熙50年（1711）從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渡
海來臺。其子劉永萬、次子劉永順追隨父親腳步渡海來臺，
劉永順於清乾隆24年（?1759）舉家遷移石岡定居，並開設豆
腐店。其子劉文進，便是家族的發跡的關鍵人物，也是此間
老夥房的創建人。劉文進，號 「啟成」，於嘉慶末年間（約
1820）於現址興建夥房，堂號 「德馨」，夥房與劉氏族人世世
代代的共存共榮。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劉家夥房嚴重
受損，經地方人士與劉家子孫的四處奔走與請命，統一各地

紛歧的意見，終於讓劉家夥房原地重建，並同意地方政府取
得地上權55年，原址重建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除了將地
震後搶救出來的珍貴文物照原位陳設，重現昔日風貌外，還
增設許多平面與多媒體的展示資料，此外，年年場面浩大且
對外開放的劉氏宗族祭典活動，讓遊客能更加瞭解客家文化
與劉家夥房的歷史，並期將客家文化發揚光大。參觀結束後
，石岡鄉前鄉長為我們在百年麵包樹下拍照。第四站石岡穀
倉做燈籠。石岡穀倉，建於民國24年（1935），關刀山大地
震過後，是日本人以防震結構工法建成的碾米廠。在九二一
地震中奇蹟式的保存完整，引起許多建築學者前來取經，一
時之間聲名大噪，石岡鄉圖書館於是向文化局提報為歷史性
建物，不但不必拆，並且得以重新整建，並於2005年7月1日
正式開放。服務員引領我們參觀穀倉，展示日據時代古董碾
米機、用防震工法結構而成的斜撐式紅檜樑柱，以及竹編夾
泥的牆面！最後到大廳做燈籠。已經剪好的紅、黃、藍等色
牡丹，塗上白膠，黏貼在白底燈籠上，六個燈籠各有千秋。
離開前特別把廳堂對聯記下： 「寒夜客來茶當酒，閣樓人去
舌留香。」最後壓軸是第五站柑橘採果體驗。車從石岡開往
豐原烏牛欄生態農場。農場主人陳孟男先生很客氣地招待我
們到山坡橘林採橘，每人一個盒子大約裝8個椪柑。他說：橘
樹上端的橘子日照早熟但水份較少，反之下端橘子日照少晚
熟水份多，推論之下，中間段橘子最好。這個論述和選菸葉
相同。還說這個季節，橘子熟成，選個子越大越甜。陳先生
說：他的蔡氏始祖避難福建，改姓陳，祖先交代後輩生前姓
陳，死後還姓為蔡，入濟陽堂，稱 「陳皮蔡骨」。夜幕低垂
，華燈初上，走上歸途。回顧一天下來，吃喝玩樂，橘鄉花
海，留下難忘的回憶。（全文完）

橘鄉花海采風旅
文/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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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游仙
笑溯銀溪偕故知，馨風一路至瑤池。
湖光山色雲中畫，果苑荷塘霧裡詩。
玉殿摩天嘗酒饌，珠宮耀目賞竹絲。
忽聞異韻驚佳夢，卻是晨鐘起鬧時。
（詩中嵌入耀光、笑荷四個字）

七絕•詠書
人生出世俱無知，習者聰明閑者痴。
千古賢能留翰墨，華章一卷一良師。

五律•勸學
花開花必落，水去水難回。
機遇悄聲逝，流光疾速飛。
今朝多奮勉，他日少傷悲。
學海藏瑰寶，劈波勿皺眉。

自勉楹聯一副
勿懼艱難，破浪迎風，乘書游學海；
休辭勞苦，劈荊斬棘，拄筆上文山。

漁歌子•瓜農
一道清溪一座崖，
一間新舍一園花。
晨打杈，
暮除蚜。
更深囈語買甜瓜。

搗練子•雪景
瓊蕾綻，
漫天涯。
日出枝頭萬縷霞。
三五孩童堆玉偶，
家家庭院掃梨花。

七律•秋
霜染山川勝畫軸，近觀遠眺美難收。
溪中倒影丹林俏，岩畔彎枝野果稠。
黃谷綠蔬香漫漫，白雲碧宇雁悠悠。
群鴻喚我臨霄漢，笑挽金風總是秋。

喇嘛山風光聯
望蒼山，山傍山，山野隱靈山，山山競險；
觀秀景，景銜景，景區藏異景，景景爭奇。
注：喇嘛山地處大興安嶺東南麓，位於內蒙牙
克石市巴林鎮北郊二千米處。系國家級森林景
區。

作者：楊耀光

五律•游勞動湖
煙雨逢虹霽，湖光伴日明。
清波推舫舸，翠柳掩橋亭。
花喚翩躚蝶，枝留婉轉鶯。
怡然操妙剪，裁景做屏風。
注：勞動湖位於齊齊哈爾市龍沙公園內。

西江月•捉蟈蟈
雨霽藍天似碧，雲消綠嶺如屏。鳴蟲振翅叫聲聲，喚醒芳郊幽夢。
注目繁枝細覓，凝神嫩葉傾聽。當機出手若輕風，翡翠乖乖入甕。

七絕•基韋斯特海濱浴場
北美隆冬佛島西，椰林蒼翠海鷗啼。
熏風麗日藍天幕，綠水白沙彩泳衣。
注：基韋斯特位於美國佛羅裡達群島西
南頂端，與古巴隔海相望，系著名
的旅游景區。二零零八年聖旦節期
間，本人在此小住。

七律·秋頌
塞北清秋景萬千，半凝妙畫半凝仙。
昀塗金粉金瓜俏，霞抹紅脂紅果娟。
擎炬高梁輝雁路，搖鈴大豆報豐年。
和風諧雨村村笑，誰慕桃花世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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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目多采多姿，其中最讓大人、小朋友期待的一定
包括盛大的聖誕巡遊。12月4日（週日）下午一時，在巴城
Hampden舉行了第44屆的 「市長年度聖誕巡遊（Mayor's An-
nual Christmas Parade）」，估計沿途圍觀民眾達25,000人。
得來不易的聖誕巡遊

2013年的 「市長年度聖誕巡遊」因為惡劣天氣而腰斬，
令不少居民十分婉惜。而其實這些年，Hampden的聖誕巡遊
也面臨不少舉辦壓力，與其他巡遊活動不同的是，負責籌措
經費、尋找贊助的並不是一個人力資源豐富的團隊。1972年
巴城市長William Donald Schaefer，任命當時的Hampden商會
會長Tom Kerr，籌辦Hampden聖誕巡遊，由七十年代開始，
Tom每年九至十二月都忙於準備一年一度的巡遊盛事。

雖然Tom有超過50個義工幫忙，但是七十多歲的Tom，
早於2012年已經計劃從巡遊主席之位退下來，可惜至今未能
找到合適的繼任人選，為了保存這個由他起始的社區聖誕巡
遊傳統，他只好努力堅持。
超過160個團體參與

巡遊全長約2.5英里，近3小時才完成，途經巴城北面的

Medfield 和 Hampden 兩個社區。起點位於 Falls Road 的 West-
ern High School，穿越 Cold Spring Lane，繼續行進 Falls Road
南段，轉向第36街和Chestnut Avenue，終點是第37街。

巡遊演出的項目眾多，包括巨型氣球；來自巴城、賓州
、維州、德拉瓦州的高中樂隊；維州的拉丁美洲樂隊、舞團
；古董車、超過100架哈雷摩托車和不同類型的消防車；本地
媒體及電台；聖誕花車、聖誕老人、聖誕婆婆；教會重現聖
誕節故事等等。

其中不乏Hampden特色的遊行單位，其一是 「蜂窩式髮
型親切甜姐兒」。Hampden每年夏天均舉行嘉年華會HONfest
，當中有一項選美活動，名為 「巴爾的摩最佳甜姐兒競選
（Baltimore's Best Hon Contest）」。Hon 是巴爾的摩口音裡
Honey之意，過去曾有一群梳上蜂窩式髮型的工作婦女，她們
像媽媽和祖母般對待鄰居、客人，極為親切友善，為了讚揚
這群巴城楷模，故有此活動。其二是 「巴爾的摩滑板公園
（Skatepark of Baltimore）」，公園位於第36街，一群愛好滑
板運動的人士在巡遊賣力表演，更包括一隻可愛的滑板小型
犬，大家看到也哄堂大笑。

聖誕女孩比賽
巡遊隧伍中也有各類型的選美冠軍，例如 「馬裡蘭州小

姐（Miss Maryland Job’s Daughter、Miss Junior Jobie of Mary-
land 及 Miss Maryland Congeniality）」、 「優雅小姐/太太/女
士（Miss/Mrs/Ms Exquisite）」、 「哥倫比亞特區小姐（Miss
District of Columbia）」。

Hampden雖然是巴城一個小社區，但是作為巡遊的主辦
地區，他們也有派出女孩進行巡遊。每年九月下旬，Tom會
舉辦 「聖誕女孩比賽（Junior and Senior Miss Yuletide Contest
）」的招募，比賽伴隨第一屆巡遊而展開，吸引不少Hamp-
den居民參與。

今年的 「聖誕女孩比賽」選出了三位女孩，分別代表
8-12歲的少年組及13-19歲的高年級組，負責其中一環的聖
誕巡遊。兩位Miss Yuletide 分別是Elizabeth Williams和Kirsten
Lake，JR.Miss Yuletide 則是Jordan Mekins。她們一同乘坐精心
設計的聖誕彩車，車上擺放頭戴聖誕帽、手持聖誕手杖的巨
型北極熊和棕色熊，向沿途居民揮手、送上 「聖誕快樂」的
祝福。文：鄧彩欣

巴城巴城巴城HampdenHampdenHampden聖誕巡遊 商戶居民同歡三小時聖誕巡遊 商戶居民同歡三小時聖誕巡遊 商戶居民同歡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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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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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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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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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三次來緬因州了。第一次是
2011年，我剛開完刀，身體虛弱，華府
的夏天又熱又悶，女兒及女婿在緬因州
的別墅剛建好，他們邀我去那裡避暑及
療傷。

他們的別墅靠近有名的避暑勝地阿
卡笛亞國家公園 (Acadia National Park)。
公園占地49,052英畝，到處都是茂密的
松柏林，海灣中的島嶼星羅棋布，群山
環繞著湖泊，如詩如畫的景色，加上氣
候涼爽、空氣清新，與我居住的溫哥華
很相似，恍如回到家一般。這裡除了景
色怡人外，舉凡露營、登山、騎自行車
、垂釣、游泳、泛舟、揚帆、劃獨木舟
、打高爾夫球、網球、騎馬等戶外活動
也應有盡有。每年來公園遊玩的人達三
百萬之眾。位於孟特迪哲島（Mount
Desert Island 可譯 「荒山島」）的巴爾港
及幾個濱海小鎮，更是美國東岸人文薈
萃之地。

去年七月在緬因州的 「班哥機場」
下機，落地成了美國居民。終於從加拿
大搬到馬裡蘭州了，這樣靠女兒近些，
不必東西兩岸奔波，還隨時可以看到我
兩個可愛的外孫女。我的人生掀開了新
的一頁。

去年身體復原不少，我可以到處遊
玩，開始對這個島迷戀起來，好似有股
神祕的力量在呼喚著我，是山林、海灣
、湖泊、海洋、還是受到其他原因的感
動，自己也無法理解。

今年六月又來島上避暑，心情很愉
快。這裡的空氣總是甜美清新，帶著海
水的鹽味，湖泊、山巒光影變化無常，
時有霧氣環繞，更添朦朧之美，像看不
盡的山水畫一般，深深吸引著我。

夏天是旅遊旺季，從美國及世界各
地來的遊客絡繹不絕。今年又逢阿卡笛
亞國家公園百年誕辰，到處都有慶祝活
動︰花車遊行、煙火、書畫展、藝術展
、手工藝展、草莓節、紅鶴節、蝴蝶放
生會、賽帆船、音樂會、戲劇節、歌舞
表演等，熱鬧非凡。

孟特迪哲島
孟 特 迪 哲 島 （Mount Desert Island

「荒山島」），其實 「荒山島」一點也
不荒蕪。印第安人早在西元前4,000年就
靠打魚、打獵、務農為生，島的形狀就
像龍蝦的兩個大鉗子，中間被松姆斯峽
灣分隔。

直到17世紀，歐洲探險家才來到島
上。1603年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授權於法
國 商 人 、 探 險 家 色 德 孟 特 （Sieur de
Monts, 1558-1628）在北美州建立殖民
地。1604年他派船長、地理學家山姆.騫
平 （Samuel Champlain, 1574-1635） 探
測地形，當他航行到孟特迪哲島時，看
到島上遍地都是花崗岩石，童山濯濯、
渺無人煙，故稱之 「荒山島」。

1844年紐約〞哈德遜河畫派〞創始
人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及學生

費德瑞克·丘齊 (Frederic E. Church） 等
先後到孟特迪哲島寫生，將島上自然景
觀畫出美麗的風景畫，而聲名大噪，轟
動當時紐約社會。到1850年，藝術家紛
紛湧入，頓時 「荒山島」成了藝術家的
「朝聖地」，同時也吸引了大批外來客

，他們遠離城囂，嚮往島上的田園式的
生活，被稱為 「若司替克特爾」（Rus-
ticator），當地人為了增加收入，把自
家房間出租，提供食宿給這些遊客。

1860-80年，巴爾港（Bar Harbor）
的旅館如雨後春筍出現，以應付日益增
加的遊客，旅遊業漸替代其他的工業。
夏季來臨，工作機會大增，當地人的收
入相當可觀，可供整年開支之用，對島
上經濟有很大的助益。

1880-90 年代，來自紐約、波士頓
、費城等地美國東部的富豪、企業家、
銀行家、政客、醫生、律師、媒體大亨
、名流、雅士紛紛到島上買地，邀請名
建築師設計風格迴異的別墅及庭園，奢
華之致，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在別墅大擺宴席，彼此炫耀
財富、舉辦各種音樂會、舞會、化裝
會、茶聚、野餐、賽船、網球賽、高
爾夫球賽，賽馬等，更建立私人聚所
如克寶穀俱樂部、閱讀室俱樂部（今
為巴爾港旅館）、遊艇俱樂部、巴爾
港俱樂部、藝術中心等，日夜歌舞笙
簧，過著揮霍奢糜的生活。有些作家
比喻巴爾港有如美國貴族的遊樂場
(playground for America's aristocrats )。

不幸，1947 年 10 月 17 日一場大火
，巨焰連續多天，波及範圍愈來愈廣
，直到 10 月 27 日火勢才被控制住，結
果巴爾港附近的大旅館、豪華別墅及
俱樂部，半數焚毀，只剩下斷壁頹垣
，滿目瘡痍，燒焦的森林約一萬七千
多英畝，光禿景象，慘不忍睹。

巴爾港遭到如此慘重的創傷，既
使日後再建，已不復當年輝煌的風貌
了，而島上光禿的樹林及生態也不斷
在更新。

阿卡笛亞國家公園
阿卡笛亞國家公園百年史，也是

一部美國國家公園史，國家公園的成
立 應 歸 功 於 喬 治. 多 爾 （George B.
Dorr, 1853-1944）。多爾是個傳奇人
物，他出身於富裕的波士頓家族，家
人經營紡織業而致富，他是家族財產
的唯一繼承人。他在哈佛和牛津大學
受過高等教育，周遊歐洲列國，是一
位紳士學者和大自然愛好者。1868 年
與父母同來孟特迪哲島度假，迷上這
裡的秀麗山水，後來家人在巴爾港建
了一棟毫華別墅，名為 「老農場」，
當時為富豪、名流、雅士聚會之所。
多爾決定在 「老農場」定居下來，一
直到逝死。他一生未娶，獨好戶外活
動，他每天徒步登山，足跡遍及島上
每個角落，浸淫在原始美景及生態中

，宛如置身於 「世外桃源」一般。
1901 年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

特 （Charles William Eliot, 1834-1926）
寫信給多爾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指出緬因州私人土地不斷增加，加
上森林的過度砍伐，一般民眾可能會
失去享受島上美景的機會。於是他與
友人成立 「漢考克郡公用保留地信託
公司」，採取行動，盡快將島上的土
地買下，並向政府申請土地免稅權。

多爾為信託公司的主要成員，他
後半生全心投入這項艱距的任務中，
除了捐獻自己財產及土地外，並向其
他地主遊說捐地或籌款，終於購得島
上大片土地。

多爾把購來的土地捐給政府，做
為未來公園保留地。雖然經歷無數挫
折，他始終不改初衷，遊說聯邦政府
，並前往華盛頓會晤各部門首長及華
府有影響力的朋友，促使國會立法，
建立國家公園。

當時只有總統才有權建立國家紀
念碑，多爾認為這是促成國家公園的
唯一捷徑，於是上承他的提議。1916
年 7 月，終獲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的認可，在島上豎立 「色德孟特國家
紀 念 碑 」 （Sieur de Monts National
Monument）。

1919 年 2 月改名為 「拉斐亞特國家
公園」（Lafayette National Park），為
紀念法國將軍拉斐亞特參與美國獨立
戰爭的貢獻，密西西比河之東終於成
立了美國第一個國家公園。

直到 1929 年 1 月才命名為 「阿卡
迪亞國家公園」（Acadia National Park
），並委任多爾為公園首任監督。

多爾如願以償，可以說沒有他一
生的奉獻、智慧、不屈不繞的意志及
遠見，就沒有今天的阿卡迪亞國家公
園，後人尊稱他為 「阿卡迪亞國家公
園之父」，應當之無愧。所謂 「前人
種樹，後人乘涼」，讓這片人間淨土
永遠留給後代子孫享用。

多爾不顧個人的福祉，最後兩袖
清風，傾盡家產，老年身體病弱，甚
至失明，友人偷偷從他的資產中拿出
兩千元來，作為料理他後事之用。多爾
於1944年因心臟病去世，享年91歲。

友人將他的骨灰撒在騫平山下的
樹林中，靠近水獺壩池塘附近，他終
於長眠於他心愛的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了。

大西洋學院為了紀念多爾，建了
一個 「多爾自然歷史博物館」，展覽
當地的野生動植物及海洋生物標本，
我們常帶孩子來參觀博物館參觀，希
望從小培養他們愛護大自然的習慣。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除了孟特迪哲
島外，還包括司庫迪克半島（Schood-
ic Peninsula）、浩特島（Isle Au Haut）

、 貝 克 島 （Baker Island） 及 巴 爾 島
（Bar Island）。

行駛在長達 27 英里的公園環路上
，兩旁是翠綠的樹林及璘峋的花崗岩
，崎嶇海岸濤聲不斷，岩礁之間環繞
著白色沙灘（Sand Beach），遊客在公
園中可欣賞到不同的景觀。公園最高
點是卡特萊克山（Cadillac Mountain）
，高約 1,530 英尺，是美國日出最早的
地方。車輛及遊客到此都停下來，俯
瞰四周的奇景壯觀，法國人海灣中的
島嶼星羅棋佈，其中刺蝟島和巴爾島
排列在一起，十分有趣，大小湖泊靜
臥在連綿的山巒之間，在蔚藍的天空
下，晶瑩透澈，閃閃發光，好似燦爛
的藍寶石，讓人贊嘆不已。腳下是巴
爾港，再遠就是大西洋了。

夏天巴爾港的遊人如織，港灣中
白帆點點，碼頭的遊輪及漁船川流不
息，像一幅美麗的風情畫，讓人駐足
不前，停下來欣賞美景或留影紀念。

我們住在北端的東北港，這個如
詩如畫入的濱海小鎮只有一條大街，
但是生活所需，一應俱全，我們常帶
孩子來此吃飯及購物。

東北港的圖書館是夏天孩子的最
愛，時常來借書、聽故事、唱歌、看
表演，也有演講及書畫展等。過去靠
夏季居民的慷慨捐助，圖書館對當地
歷史及文化的收藏十分豐富。

夏天一到，女兒家的客人也絡譯
不絕而來，客房全都住滿了。他們帶
客人登山，開船到小島遊玩或吃飯。
客人來訪後，忘不了島上的美景及主
人熱情的款待，都說每年要回來。

管家除了廚藝一流之外，還雇園
丁在院子開了一個菜園，每天桌上都
是剛從菜園採來的新鮮蔬菜，清脆可
口。讓我們品嘗田園美味。大清早，
我就聽到孩子的嬉笑聲，她們在菜園
忙著拔菜，採草莓及藍莓（緬因名產
之一），幸福之感頓時湧上心頭，有
甚麼比天倫之樂更可貴呢？

管 家 請 到 一 位 退 休 的 護 士 叫 凱
（Kay）來照顧我，她也住在東北港，
她的家族定居在緬因州已有五、六代
之久，對本地的景色、人物及歷史瞭
若指掌，好似一本百科全書。我們相
處一陣後，我對本地事務也很感興趣
，她帶我到各地遊車、看風景，告訴
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秘密及佚事。

除了公園及巴爾港外，我們也到
巴斯港及柏爾拿海灣遊玩，灣內船隻
鱗次櫛比，捕龍蝦的船隻尤其多。成
千 上 萬 ， 五 顏 六 色 彈 丸 型 的 佈 衣
（buoy）漂浮在水上，聽說是緬因特
景之一。凱告訴我︰ 「大型佈衣是用
來導航的，小的是標示龍蝦籠子的所
在地，漁人必需註冊佈衣的顏色及獨
特設計，以免產生糾紛。」

緬因龍蝦的產量很大，暢銷全球

。肉嫩鮮美。想不到，過去不當佳餚
的食物，主人都丟給僕人吃或做肥料
，現在可是高貴的食材。

色 斯 頓 （Thurston's Lobster Pound
）是靠港灣的一家海鮮店，由漁船提
供活龍蝦給店裡烹飪，由於聲名遠播
，客人都要排隊等候座位。如果你來
緬因，而沒吃到龍蝦，就算白來了！

有個週末凱帶我到較遠的司庫迪
克半島去轉轉，這裡也屬於阿卡迪亞
公園的一部份，由於遊人較少，反而
能觀賞到園內的野生動植物。

在途中，凱指著一根靠水邊的電
線桿，叫我看上面的一個魚鷹（osprey
）巢，兩隻老鷹不停地盤懸，也聽到
小鷹嗷嗷待哺的叫聲，魚鷹是捕魚的
能手，可以潛到水中撲魚，結伴的魚
鷹共同營巢孵卵及哺育幼雛，猶如親
密的伴侶。

《詩經》中 「關關雎鳩，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歌頌
美好的婚姻及愛情的詩篇，有些學者
認為“雎鳩” 指的就是魚鷹（鶚）。
我曾在西南港的鳥類博物館看過魚鷹
哺育幼雛的視像，公母魚鷹輪流出去
撲魚，回來餵小鷹，十分感人。

公園環路有 13.4 公里長的單行道
，除了汽車外，也供自行車使用。途
中景色美不勝收，茂密的樹林，海水
拍打陡峭的岩石，驚濤駭浪，到處是沼澤
、湖泊、島嶼，海灣中有穿梭來往的船隻
，還可以看到島上的燈塔及別墅。此時我
多麼希望手中執筆，將眼前的美景畫下來
！

海浪上突然漂來一群黑壓壓的小鴨，
我們趕緊把車子停下來拍照。這種野鴨叫
海鴨（eider, sea duck），長大後，公鴨的
羽毛是黑白相間，啄呈橘色或綠色，很漂
亮。母鴨則是咖啡色。十一月打獵季節開
始，獵人愛打海鴨，除了食用外，羽絨亦
可做枕頭及被褥。海岸有成群的白鷗翱翔
，偶而也看到幾隻黑色的鸕鶿（cormorant
）在岩石上曬太陽，凱說︰ 「當地漁人很
討厭這種水鳥，它們愛停在漁船上，糞便
奇臭無比，很難清除。」我說︰ 「是嗎？
在中國桂林麗江，鸕鶿是撲魚的能手，漁
夫還養在船上幫忙撲魚呢，看待猶如家人
一般！」

開到半島的尖端，遊客都停下來，欣
賞這裡有名的海景，奔騰的浪濤，不斷拍
打岸邊的峭壁，發出隆隆的怒吼聲，濺
起千朵浪花，讓人思索大海與岩石之間
恆古的運作，眼前的美景不都是億萬年
前大自然的傑作嗎？海灣的另一邊，朦
朧之中可望到我的故鄉加拿大及浩瀚的大
西洋。

今夏，滿戴美好的回憶及溫馨的友
情歸來，我又盼望明年夏天的來臨！

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緬因之夏
文／方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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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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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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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甚至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發誓要振興美國制造業之前，全美

各地工廠已恢複活力。即使如此，川普

或者任何人都難以大規模增加美國腹地

的工廠就業。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制造

業産量已接近衰退之前的水平，但大約

150萬工廠就業再也回不來。相當于衰退

期間被裁員總數20%的職位被新技術和

自動化所取代。制造業11月雇員爲1230

萬，而在衰退正式開始的2007年12月爲

1370萬。

聯儲會和勞工部的數據顯示，11月

工廠産量同前一個月持平，但就業稍微

下降。實際上，衰退之後制造業産量一

直在回升，而工廠就業滯後。

勞工部報告上個月非農業職位達到

1.45億。自從衰退正式結束之後的2009

年6月到今年11月，美國就業職位增長

11%，但制造業職位僅增長5%。

技術工人需要旺盛。制造業空缺目

前處于15年最高。大批低技能工廠工人

被高技術發展擋在外面，不管經濟增長

多快他們都沒有機會。

印第安納大學制造業項目成員、H機器

人開發公司（H Robotics）創辦人馬姆格倫

（Pippa Malmgren）說，我們有兩個經濟引

擎：其中一個不管加多少油都無法點火。

芝加哥聯儲銀行經濟學家斯特勞斯

（William Strauss）說，由于生産率和效

率抹去了對勞動力增加的需求，美國制

造業工人比例一直下降，目前僅占8.5%

。“我們看到這種趨勢持續了幾十年，

很難看到爲何會改變的原因。”

川普的說法截然不同。他這個月在

愛荷華州得梅因的聚會上重申取消監管

和改寫同中國的貿易關系，以此創造經

濟增長和新就業。

上個月，他和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說服屬于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的Carrier繼續待在印

第安納。爲了換取因爲搬遷到墨西哥而

失去2100個就業中的三分之一職位留下

來，印第安納爲這家工廠10年提供700

萬美元的稅收優惠。幾天之後，他又猛

批密爾沃基的Rexnord Corp. 計劃將350

份就業轉到墨西哥。

《華爾街日報說》，還不清楚這種

有爭議的方式或加快增長能否帶來就業上

升，即使制造業能加快增長。很多公司都

說，現在增加生産並減少雇員更爲容易。

聯合技術公司執行長海耶斯（Greg

Hayes）說，投資自動化技術意味著印第安

納波利斯那家Carrier工廠最終會減少就業。

制造業投資增加可能意味著工廠就

業再次遭遇逆風。例如，倫· 德菲奧

（Ron DeFeo）今年收購匹茲堡的坎納金

屬公司（Kennametal Inc.）時，取消了那

家公司搬遷到墨西哥的計劃，暫時保住

數千名雇員的職位。

但德· 菲奧同時決定投入2億美元改

造那家公司的工程，以機器取代大批雇

員。他說，“我們使用工人太多。只要

走過我們的制造業流程，就能看到各處

都有自動化的機會。”

他說，希望需求增加會允許他聘用

更多工人。但現代化工廠的工作很可能

需要更高技能，而不是很多工人現有的

技術。低技術工人將很難找到機會。

部分新工廠也雇傭不了幾個人。例

如，尼爾森（Jeff Freeland Nelson）2012

年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建立工廠，利用

回收的包裝材料制造兒童積木。去年，

他的銷售量已比最初增加5倍，他仍然

只有8名工人，包括他自己。

美國制造業已再度繁榮
無論誰上台工廠就業都難複蘇

綜合報道 美國財政部發布

的月度報告顯示，中國在10月

份持有1.12萬億美元美國國債，

環比下降413億美元。這是2010

年7月以來最低水平。日本所持

美國國債減少45億美元，總規

模降至1.13萬億美元。

由于中國動用外彙儲備支撐

人民幣彙率，日本減持美國國債

速度略緩，也由此取代中國，成

爲美國最大的外國債主。

11月份，中國的外彙儲備

連續5個月減少，降至3.05萬億美元，

較前一月下降690.57億美元，是2011年3

月以來最低水平。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還顯示，美國10月

份長期投資組合證券淨流入94億美元。

報告稱，外資10月份淨賣出美國國

債635億美元，淨買入美國股票205億美

元，淨買入企業債券45億美元，淨買入

機構債券324億美元。

隨著美聯儲本周再度啓動加息並暗

示明年將加息三次，引發的國債跌勢將

繼續。自11月份美國大選以來，全球債

市已大幅走跌。

目前可以確定的一個趨勢是：全球

央行都在抛售美國國債。

那麽各國央行和投資機構抛售的美

國國債賣給了誰呢？至少直到上個月，

接盤的都是個人投資者。打個比喻來說

，就像是股市中的散戶成了最後的接盤

者。全球各地的個人投資者吸收了各國

央行抛售的數百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盡管目前尚不清楚外國投資者何

時會再次增持美國國債，但是有一

件事情是清楚的：當前各國抛售美

國國債的行動不僅僅會持續，並在

加速。

中國大幅拋售美國國債
日本取代中國成美國最大債主

綜合報道 中國2015年GDP增速爲

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

，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

滑。背後原因是什麽呢？

12月18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

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試圖解答這

個問題。

林毅夫認爲，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

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

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

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

林毅夫認爲，世界經濟整體下行是

導致這輪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

他列舉了金磚國家、東南亞國家、

發達國家三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比如中國 2010 年時 GDP 增長速度是

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

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

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

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

。東南亞地區中，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

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

度是2%。中國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

度是 10.8%，2015 年的增長速度只有

0.7%。韓國 2010 年的增長速度 6.5%，

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發達國家中

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

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

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

高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

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

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

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

周期性因素。”

林毅夫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

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 1979 年到

2014 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

16.4%，2015 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

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 2.8%。今年

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 7.7%。

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

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連續6年持

續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

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

引起的。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能否複蘇時，林

毅夫強調要考察世界整體經濟是否複蘇

以及中國國內經濟內部的增長動力。

“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來講外部

環境會相當不好。”林毅夫說。

林毅夫認爲國內增長動力在于擴大

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以及投資需求。

“有了投資增長率就會創造就業，就業

就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就業好的狀

況，家庭收入的增長也會比較快，有了

比較快的收入增長就支撐消費增長會比

較好。那麽投資跟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

理的水平，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十三

五’規劃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

長。”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中國經濟增速連續6年下滑，原
因是什麽？

哈薩克斯坦首都民眾慶祝國家獨立25周年

哈薩克斯坦迎來獨立日，全國舉行各種盛大活動慶祝國家獨立25周年。圖為哈首都阿斯

塔納市民前往“可汗之帳”參加慶祝活動。“可汗之帳”為世界最大帳篷，系阿斯塔納市標

誌性建築。

德國法蘭克福，

德國央行新開設貨幣

博物館，以四個主題

展覽貨幣，其中壹條

重達12.5公斤的金條

尤為引人註目。

土耳其中部城市開塞利市壹所大學附近17日發生炸彈爆炸事件，造成旁邊壹輛巴士上的

13名士兵死亡，4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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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or president-elect to speak directly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Tsai Ing-wen. He's also questioned 
the "One China" policy, a position that was ke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nd that doesn't even touch on the trade measures 
Trump says he will pursue in office, ranging from 
heavy import tariffs to the naming of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Zhang Lifan, a Chinese historian and commentator, 
says Beijing's leadership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He also notes that key member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tired of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playing games with the global trade body's 
rules to enrich the party and expand its political power. 
And now there is a push to use rules to sanction China.
Trump's election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China's 
economy could face a crisis, slump sharply or even 
collapse, Zhang says.
"If that happens, social instability could come next," 
Zhang says. "And if there is social-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turmoil, that could lead to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as well. They are all connected."
Zhang says it is possible that Trump's strategy is 
targeting the party's weaknesses and that the ability of 
China's top leader to make compromises will be key 
going forward as Xi looks to maintain his pow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avoid any disruptive mistakes.
"However, based on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resolve," Zhang adds, "On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could make mistakes.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year, mister. My daddy's sick and my mom doesn't get 
paid very much. I was trying to make some money."
Kepple put his huge arm around the boy's small 
shoulder and walked him into the newsroom, where 
reporters and editors were finishing up on articles for 
the Christmas Day edition.
Kepple gathered them around and told his colleagues 
the boy's story. Then he took his hat off and passed 
it around. Within minutes, it was brimming with 
donations.
For the astonished boy, it would be a merry Christmas 
after all. He now had enough money to buy gifts and a 
dinner for his family.

Boy Wasn't Forgotten 
History has forgotten the boy's name, but Kepple didn't 
forget the boy.
About a year later on Thanksgiving Day, 1912, a 
Chronicle front-page story featured a call that the 
newspaper has repeated at Christmas time every year 
since.
Part of that article became the Goodfellows creed:
"The Christmas season is at hand. Let us link our hands 
in warm friendship. Let us seek out the less blessed. 
Let us be 'Goodfellows.' Let us plant the seeds of cheer 
where cheer has not grown before. You are needed, 
good reader, and blessings await all who answer. Be 
with us."
This year, the Goodfellows organization, which 
provides presents for needy children ages 2 through 
10, celebrates its 98th year.
"Our annual Goodfellows program is in its 100th year 
of providing needy kids in our city a little holiday 
cheer," said Jack Sweeney, president and publisher of 
the Chronicle. "I'm always so proud of the way our 
readers step up with donations, year after year, to keep 
this great tradition alive."
Since 1911, the Chronicle's Goodfellows program and 
the community's many donors have provided local 
children with free toys for the holidays.
As in years past, in order to reach the most qualified 
families, Goodfellows has partnered with the 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ommission Office of 
Eligibility for assistance reaching those with the 
greatest need.
The commission's offices in Harris County referred 
and validated qualified 
recipients. Families 
who currently receive 
food stamps,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and Medicaid 
services and who have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2 and 10 we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Today, as in years past, Goodfellows again sends out 
its call for Houstonians and others to take part in the 
program. Every penny collected through Goodfellows 
goes for the purchase of gifts. The Chronicle pays 
administrative and other costs.
Thanks to the generosity 
of countless Houston-area 
contribu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es, last year's 
total exceeded over $1.2 
million.

That wasn't going to keep the determined shoeshine 
boy from trying to earn some change on the streets. But 
in the freezing weather, customers were few.
As nighttime fell, the young boy headed home, his 
head hung low. As he looked up a door in a building 
flew open and a man rushed out. They collided, and the 
boy's shoeshine equipment flew in to the air and onto 
the pavement.
The man was George Kepple, city editor of the Houston 
Chronicle. At 
first Kepple 
was annoyed, 
but his stern 
stare melted 
as he looked 
down to see the 
boy's threadbare 
coat and his 
downcast look.
"Son, what are you doing out here?" Kepple asked. 
"You should be home with your family. It's Christmas 
Eve."
The sad boy replied, "We can't have a Christmas this 

to evolve in the 1950s had Kepple helping a poor 
shoeshine boy outside the Chronicle building on 
Christmas Eve.
In 1911, City Editor George Kepple created the toy 
drive to ensure disadvantaged kids in Houston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open Christmas morning. Here is 
the story of how one top Houston charity began  100 
years ago.

#
It was a cold, rainy, windy Houston Christmas Eve in 
1911. The streets were nearly deserted, except for a 
few hardy souls who braved the weather on their way 
home from the day's work.
The bitter winds did not spare an 8-year-old boy, who 
stood shivering in a corner, wearing tattered clothes 
and clutching a shoeshine box.It had been a tough year 
for many Houstonians — especially the boy and his 
family. His father was ill and had lost his job, forcing 
the boy's mother to take on low-paying odd jobs.
The predicament had taken its toll on the family. After 
the rent, utilities and other necessities were paid, no 
money was left for Christmas gifts or even a holiday 
dinner.

Now in its 100th year, Goodfellows is a nonprofit 
program funded by contributions from Houston 
Chronicle readers, employe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All donations are used to buy toys for more than 
100,000 children ages 2 through 10. The Chronicle 
pays all other costs. 

The words of Houston 
Chronicle city editor and 
Goodfellows      founder 
George Kepple published 
in a 1912 notice in the 
newspaper:
“The Christmas season is 
at hand. Let us link our 
hands in warm friendship. 
Let us seek out the less 
blessed. Let us be brothers 
of brothers. Let us be 

Goodfellows. Let us plant the seeds of cheer where 
cheer has not grown before.
You are needed, good reader, and blessings await all 
who answer your appeal. Be with us.”
The man who saw the children staring longingly at 
the gifts was Houston Chronicle city editor George 
Kepple. He was so moved by their plight that the next 
year, 1912, he unveiled what would become his pride 
and joy - the toy program Goodfellows.
Over the years the true story of the children in front 
of the store window, based on a speech Kepple made 
in 1936, has become a legend. The tale that began 

Houston Holidays Tradition Will Cease Operations This Year 
The Story Of Goodfellows

China's President Xi Will Face Daunting Challenges In 2017
China's political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tectonic 
changes, with leaders waging an uphill campaign 
against graft at home and seeking to redraw diplomatic 
boundaries with its neighbors.
Vowing to catch both "small flies and big tigers",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expended tremendous energy 
last year targeting top officials for corruption.
The drive 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o far 
netted many of the nation's wrongdoers including 
former security tsar Zhou Yongkang as well as others, 
breaking a long-held tradition of not pursuing serving 
or retired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How many more "tigers" are being pursued and will be 
trapped and whether the anti-corruption crusade gains 
or loses momentum are questions observers will be 
studying this year. So far, the drive has already helped 
Xi establish his authority and enlist public support 
while elevating Xi himself to the pinnacle of historic 
leadership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till faces widespread 
discontent over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and fears 
about a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Then there is the choking air pollution. On some days 
the skies clear briefly in Beijing, only to cloud again 
after a short while.
Further afield, Xi touched down in a record number 
of countries last year, offering funding for a series of 
projects designed to secure China's ties with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China still has diplomatic 
fences to mend with its neighbors, specifically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with whom 
it is entangled in bitter 
territorial disputes 
as well as the U.S. 
with its unpredictabl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No one to blame
Complicating matters 
even further, some 
argue, is President Xi's 
choice to put himself at 
the center of all of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magnifying his authority to the point that 
some say he is China's most powerful leader since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Just recently, Xi was given a title that both of those men 
previously shared, becoming China's "core" leader. 
The push for more power was made in part, analysts 
say, to ensure that reforms move ahead smoothly, but 
some see resistance growing to Xi and his heavy-
handed approach.
And now - if and when things go wrong - he is likely 
to face more criticism.
"The danger is that if anything goes wrong with the 
economy, he can't really blame China's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like he could have done in the past," said 
Jean-Pierre Cabestan,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Now, he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country."
Reform resistance
Over the past three-and-a-half years, Xi has rolled out 
ambitious reform plans, but many remain stalled. And 
the longer they do, the worse it could get for China's 
economy.
Xi's expansive anti-corruption drive, that has targeted 
more than a million party members, w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ublic support, but led to pushback from 
local governments.

Cabestan says the anti-
corruption campaign 
has created much 
suspicion in China's 
bureaucracy and many 
officials do nothing 
instead of pushing 
through reforms.
"The more general 
political atmosphere has 
become more tense, the 
oppression of dissidents, 
the more control and 
oversight of the party, 
in the universities, in 

society and over the media" he says. "People are much 
more worried and we can feel some opposition within 
the party to these very conservative drives which have 
been initiated and promoted by Xi Jinping."
Leadership reshuffle
It is unlikely, however, that China's paramount leader 
will have the time over the coming year to address any 
of those concerns or launch any bold initiatives, says 
Willy Lam, an expert on elite Chinese politics.
Tension is not what Chinese leaders want going 
into a party congres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n 
China's political calendar every five years. And that is 
happening in 2017.
"This is the year not actually for rolling out new 
initiatives, but for stabilizing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nurturing consensus and also promoting harmony 
among differen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Lam says.
In late 2017, a reshuffle of the party's top leadership, 
including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ill take 
place. Xi will be up for re-election as party chairman 
and is expected to expand his control further by 
weeding out other members who are not seen as being 
close to him. Whether that will lead to more robust 
reforms is uncertain.
The Trump factor
Since he was elected, Donald Trump has already 
shocked China's leaders, becoming the firs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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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於上周末在 Houston
Marriott Westchse酒店歡慶聖誕佳節
！董事長吳光宜伉儷在輕快舞曲及
亮麗的瑩光揮舞中步入晚宴會場，
在副董事長曾柏華、楊明耕，總經
理黃國樑博士，董事譚秋晴、Al
Duran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以及所有貴
賓和員工的歡唱中，為一年中最為
輕鬆愉悅的夜晚揭開序幕！

吳董事長光宜於晚宴開場致詞
時感謝銀行客戶和社區朋友的長期
鼎力支持，以及所有員工在過去多
年的努力耕耘及貢獻，才能讓銀行
成長茁壯。吳董事長並與所有貴賓
和員工分享 2016 年銀行重要記事。
他表示： 「金城銀行在過去一年總
資產額成長 15.7%至 7 億 2 仟萬美元
，貸款業務表現亮麗，大幅成長25%
至5億4仟5佰萬美元，股東權益成
長至9仟6佰萬美元，稅前淨利可望
超過1仟1佰萬美元。而為了業務持
續成長，銀行 2017 年計劃在洛杉磯
地區成立二家分行為南加地區的企
業與社區服務，其中第一家分行預
計在 2017 年上半年設立。位於休士
頓地區的 Champions 分行將於 2017

年4月份遷到新地點為客戶服務，相
信將對西北區的客戶提供更好的選
擇。」吳董事長勉勵全體行員秉持
金城銀行的創行宗旨，以專業為本
，待客如己，繼續為服務社區和客
戶盡力，銀行董事會和管理團隊也
會全力支持所有同仁為銀行穩健發
展所做的努力。當然最直接的肯定
就是年終獎金，相信今年員工都很
滿意；吳董事長期許所有同仁在未
來一年中生產力及效率更為加強。

總經理黃國樑博士感謝吳董事
長、董事會和同仁的全力支持，尤
其是與團隊所有同仁在工作上的夥
伴關係，使他的生活更有意義。黃
總經理並感性致謝其夫人Linda對他
的包容及鼓勵，才能讓他在工作和
生活上盡情發揮，充滿色彩與活力
，在休士頓開創事業高峰。黃博士
表示： 「金城銀行在 2016 年的表現
傑出，不但在獲利能力、總資產額
、總貸款額、總存款額甚至股東權
益均達到創行3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點，更重要的是銀行員工的士氣更
為高昂。這一切的成功要歸功於我
們擁有穩健的股東支持以及堅強的
董事會決策及制度。未來我們將努
力邁向十億美元總資產額的目標，

相信基於銀行管理團隊及同仁的共
同努力，持續精進，達到預設目標
將是指日可待。」

接續的晚宴則在美食和員工精
心準備的表演中熱鬧進行，黃國樑
博士以獨特及大氣的清唱為表演節
目開啟序幕，總經理夫人Linda曼妙
及高雅的歌聲及台風伴隨黃總經理
合聲，令全場陷入瘋狂，安可聲不
斷。吳董事長個人低沉溫厚的獨唱
及精湛的表演為來賓帶來驚艷，董
事長夫人 May 的優雅歌聲及高貴氣
質則掀起高潮。而所有董事、總經
理的大合唱更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晚宴在熱鬧的抽獎活動，同仁
精彩及競爭激烈的《金城好聲音》
歌唱比賽中歡樂進行；在七組同仁
優美的歌唱表演及三位裁判專業及
審慎的評選後，三組優勝者榮獲進
級；並由全體來賓票選後進行頒獎
，而後大家互道聖誕快樂，相約明
年再聚！金城銀行董事長、董事會
、總經理和全體同仁也祝福所有客
戶和社區朋友佳節愉快、身體健康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713-777-3838。

金城銀行祝福大家聖誕快樂
金城銀行於上周末在金城銀行於上周末在Houston Marriott WestchseHouston Marriott Westchse酒店歡慶聖誕佳節酒店歡慶聖誕佳節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頒發年終獎金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頒發年終獎金,,由總經理黃國樑博士代表接受由總經理黃國樑博士代表接受.(.(記者黃麗記者黃麗
珊攝珊攝))

黃國樑博士以獨特及大氣的清唱為表演節目開啟序幕黃國樑博士以獨特及大氣的清唱為表演節目開啟序幕，，總經理夫人總經理夫人LindaLinda曼妙曼妙
及高雅的歌聲及台風伴隨黃總經理合聲及高雅的歌聲及台風伴隨黃總經理合聲，，令全場陷入瘋狂令全場陷入瘋狂，，安可聲不斷安可聲不斷.(.(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舉辦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舉辦 「「20172017年最新公司企業報稅進修班年最新公司企業報稅進修班」」 研習課研習課
與會的會計師們都獲益良多與會的會計師們都獲益良多，，滿載而歸滿載而歸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20172017年最新公司企業報稅進修班年最新公司企業報稅進修班」」 研習研習
課潭秋晴會長及與會會計師們以及主講人課潭秋晴會長及與會會計師們以及主講人 在恆豐銀行在恆豐銀行1212樓合影樓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
會於12月10日星期六在恆豐銀行大樓9999
Bellaire Blvd 舉辦 「2017 年最新公司企業報
稅進修班」研習課，自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
，提供早餐以及午餐。凡持有會計師執照的
會員，可獲得八小時進修學分(8CE)。

會長譚秋晴特別邀請到全美知名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De-
loitte & Touche) 二位資深傑出的會計師 Mr.Charlie Wang 以及
Vivian Peng 擔任講師，主講：公司企業報稅最新稅法的變更以
及 播放由AICPA剛發行的最新公司企業報稅培訓影集，讓從
事公司企業的會計師或相關會計人員觀後互動問答方式,觀後互
動問答方式,深入淺出了解最新的稅法。機會難得。

會長譚秋晴提到,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為慶祝成立30年
，特別訂製精美手提袋贈送會員，歡迎新會員加入。此次的企

業報稅進修班(包括早餐、午餐)會員費五十五元，非會員八十
元.會長譚秋晴在會上歡迎100多位會員共襄盛舉.會長譚秋晴說
明,2017年川普總統上任之後，在財稅政策上會依其政見進行全
國性減稅，而他所主張的企業減稅，透過將企業所得稅的最高
稅率降低、消除大多數商業稅、終結企業延遲繳納境外所得等
都是當日研習中的重要課題。同時也為學員提供700頁的編訂
新教材資料，需要的學員可向會內諮詢，當日與會的會計師們
都獲益良多，滿載而歸。欲知詳情電話是 713-498.2879 Alic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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