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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調酒慶聖誕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第30集﹐應
景為觀眾帶來聖誕節派對調酒﹐邀請「谷哥移動酒廊」(G*O
Bar Catering)負責人Shawn與主持人翁大嘴一同介紹各式
簡單調酒﹐讓觀眾在聖誕期間享受美食之餘﹐也能有美酒搭
配﹒精彩內容﹐將於聖誕節12月25日晚間7時30分播出﹐12
月28日周三下午3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對調酒服務
有興趣的﹐也可電洽谷哥移動酒廊﹐Shawn﹕713-371-7535或
Koji﹕832-462-3618﹒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BB22廣 告

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2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宅

建材

D A Z I  F L O O R I N G  W A R E H O U S E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4.69起

$2.49起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713）899-8926 - Ella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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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汤包

做法一

主料：面粉 1000克、温水 600克、猪五花肉 700克、肉皮冻 280克、蟹肉

160克、蟹黄、酱油各 40克、猪油 100克。 辅料：料酒 6克、香油 8克、

白糖、葱花、姜末各 5克、精盐 15克、胡椒粉、味精各 1克。

制作

1.面粉加水和匀揉透，放置片刻。

2.猪肉剁成肉茸，蟹肉剁碎，锅内加猪油烧热，放入蟹肉、蟹黄、姜末煸

出蟹油，与肉茸、皮冻、酱油、料酒等调拌成馅。

3.将面团搓成长条，揪成每 50克 4个的面坯，擀成圆皮，加馅捏提褶

包，上蒸笼用旺火蒸 10分钟即可。

做法二

原料：新鲜猪皮 500克，冬瓜 600克，鱼糁 150克，火腿 30克，黄瓜皮 30

克，鸡蛋皮 1张，生姜 25克，大葱 50克，精盐、胡椒粉、料酒、味精、鸡

精、干湿淀粉、香油、鲜汤各适量，葱叶、红樱桃各少许。

制法

1.猪皮洗净，放入高压锅中，掺入鲜汤，加入生姜、大葱、精盐、胡椒粉、

料酒、鸡精，加盖，上火压至猪皮化成汁后，待冷却开盖，打去料渣，将汤

汁倒入方形盘中，晾凉后再入冰箱中冷藏，即成皮冻，然后将其修切成

直径为 2厘米的圆球，共 12个。 2.冬瓜去皮，切成 15厘米见方的大

块，再片成大薄片，共 12片，放入盐开水中浸泡约 10分钟；火腿、黄瓜

皮、蛋皮均切细丝；葱叶入沸水锅中焯一下，撕成细丝；红樱桃剁成细

末。

3.将修切成圆球的皮冻先滚上一层干淀粉，再裹上一层鱼糁，然后均匀

地沾上火腿丝、黄瓜皮丝、蛋皮丝，将其包入浸泡过的冬瓜片中，再用葱

叶丝捆扎成石榴包，并在上面点缀上樱桃末，即成水晶灌汤包生坯，入

笼用旺火蒸约 5分钟，取出摆入盘中。

4.净锅上火，掺入少许鲜汤烧沸，调入精盐、胡椒粉、味精，用湿淀粉勾

薄芡，淋入香油，起锅浇在盘中水晶灌汤包上即成。

做法三

猪后腿精肉，猪肚皮上的大片肉皮，母蟹高筋面娄，食盐、饱和碱水、猪

皮、制净后，加入料酒，老抽、葱姜、煮制成皮汤，冷切后，冻五个小时，成

皮冻取出切碎。加入拌好的精肉末，加入蟹黄，蟹肉拌入适量的盐、鸡粉

待用。高筋粉一斤，加入食盐适量，要感到口感有点咸。

饱和碱水一勺，加入冷水和成面团，放醒发两个小时。下坯子，可心擀

皮，包制成形即可上笼，这种汤包虽然个大，但是一个是汤多，传热快，

别外也说明不能蒸过了。汤太过了，变成水蒸气，体积变大，也会使汤包

开裂，旺火足气六分钟足够。但是这种做法必须有维扬包点的包子手法

作基础。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汤破的情况。

灌汤包子汁多味美的三大特色制作而成，使其既有时尚特色又有传统

精粹,色白如玉、汤汁丰富、口味极其鲜香、妙不可言，深得广大顾客的

赞誉。

传说

关于灌汤包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 600 多年

前，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义攻打天下。1356年朱元

璋率领起义军打到浙江的金华城下，由于守城元

兵早有防备，把城墙加高了七尺，另外还给城门

加上了万斤闸。起义军攻打了九天九夜，还是破

不了城，只得在城外安营。朱元璋和他的部下大

将常遇春、胡大海等十分焦急，白天夜里商议破

城之法。一天深夜，常大将军夜不成眠，在帐外踱

步想着破城计策。忽然，他发现城门开了，万斤闸

慢慢地升起，只见元兵押着一批民夫到江边偷偷

地到江边挑水。常遇春连忙唤醒胡大海和起义士

兵，冲向城门。常大将军用肩膀顶住万斤闸，高喊

到：“弟兄们，冲进城去啊！”顷刻间，起义军似千

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批接一批向城里冲

去。常遇春肩顶万斤闸，时间长了，肚子饿得慌。

这时，恰好营里送来包子、菜汤等点心，常遇春就

叫胡大海抽身给他喂包子、菜汤。常遇春真是饿

慌了，一面狼吞虎咽地吃着包子，一面不停地催

促：“汤，包子，汤，包子……”胡大海看着肩负万

斤闸，汗流浃背的战友，喂着喂着顿生一计，令一

士兵先将菜汤灌进包子，再把包子喂到战友嘴

里。常遇春吃着，觉得喉咙湿润了，力量倍增。直

到士兵们都冲进了城里，他放下万斤闸。后来，常

遇春问胡大海：“你那天给我喂的什么好吃的，使

我力量倍增？”胡大海笑着说：“就是你叫的‘汤

包’呀！”常遇春也笑着说：“如果没有你的汤包，

我早就被万斤闸压趴下了。”后来，人们也就借着

这个传说做出了灌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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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灣松
年學院於12月14日上午10時30分至
中午 12 時在舉行 2016 年學期結業典
禮暨成果展，遊雲真老師司會,黃淑文
老師序樂,王貞慧副董事長敲鐘， 陳
秋喜老師領唱美國國歌及院歌.懷恩堂
牧師.蔡守仁作開會禱告，學聯會代表
郭美枝致歡迎詞.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
任莊雅淑、休士頓僑務諮詢委員鄭昭
、國慶主委趙婉兒、休士頓台灣同鄉
會周建佑副會長及世台聯合基金會
(STUF)秘書長林誌銘都應邀出席，松
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及院長許勝弘致
詞時表示，學院舉辦各項活動都離不
開社區大力支持，特別感謝經文處、
僑教中心以及社區的協助。駐處林副
處長肯定松年學院的貢獻，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則感謝學院為休士頓長輩
們提供精采的課程，豐富長輩們的退
休生活，而長輩們熱愛學習的精神，
值得所有晚輩效法。結業典禮中，由
所有長輩們所組成的松年學院合唱團
帶來精彩演唱[Silent Night，O come,
all ye faithful，Joy to the world!]並邀請
慈恩診所陳正德醫師針對糖尿病保健
進行演講，許勝弘院長主講【不一樣
的聖誕節】，美南台福教會白添成牧
師祝禱.會場週邊所展示長輩學員們的
作品，從插花、書法、國油畫到紙雕
等藝術作品，多元且精緻，更讓與會
貴賓留下深刻印象，結業典禮在溫馨
氣氛下圓滿成功.

許勝弘院長報告 【松年學院消息
】,1)昨天12/14(三)是本學期最後一堂
課。 12/15(四)學院秋季學期結業典禮
有學生作品展覽及合唱團獻唱。氣道
書法，國畫，西畫，插花班的學習成
果展。謝謝全院師生協力努力佈置展
覽，會後請參觀指教

2) 學院秋季結業典禮主講人: 陳
正德醫師，他以 「二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演講，謝謝陳醫師為學院及
社區提供醫學新知。結業典禮後開始
下學年註冊，歡迎提前報名。下午2:
00開始有橋牌賽，希望愛好者向林梓

秧老師報名。
3)2017 年下學期春季學期開學典

禮 是 1/12( 四) 10:30am。 1/13( 五)10:
00-12:00pm 新生訓練請大家留意。
2017 年教師會議在 01/07(六) 10:00am
在學院舉行。

4)學期將結束，假如您有向學院
或許院長借用花器或箭山者請速歸還
，以利下次同學方便使用。

5)學員何麗燕王恆雄 12/29-31來
Houston, 12/31( 六)12:00noon 中 午 在
Hwy 6 Super Buffet相聚，歡迎參加。

6)慰:王燦麗老師(日文及手工藝)
於12/12蒙主恩召，求主安為遺族

12/18(日)2pm 假台語長老教會舉
行告別禮拜2401 S Dairy Ashford
【＊Donation Column 為學院愛心捐
款專欄】﹙耶穌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 Jesus sai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捐得樂意的人，是上
主所喜悅的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捐款抬頭: HTISC(年終將至捐款
給學院行善修德又可減稅)謝謝!為學
院for Institute:)。 $1000.00王明哲潘如
鈺。 $400.00張洋紫。 $200.00連淑琴(
油畫義賣) $100.00陸小燕。 $300.00梁
幸子。為聖誕節:$300.00許勝弘 **下
學期西班牙語課本初級 Basic Spanish
進 階 級 Intermediate Spanish Grammar
每本$20.00, 請向陳秋喜購買,支票抬
頭”HTISC”**
【12月及本週壽星】

願他們如鷹展翅飛翔、走不厭、
行不倦、永保健康平安。人生道路幸
福快樂蒙上主祝福。祝生日快樂。
。 (若您的生日沒有在本月的請告訴
辦公室人員更正謝謝)。 12/13崔宇新
。 12/14 戴京珠。 12/15 連淑琴、劉
夢鯤、吳宏謨。 12/21 王麗純。 12/
24王亞麗。 12/29陳珊鈴、賴忠智。
【關心學院、學員消息】

****身體康健代禱關心: 有事請
通知學聯會長林得勝281-923-9507，
郭美枝 281-980-1787 **馬淑芬老師
身體違已退院在家靜養，祈祝早日康
復。遊雲真老師之先生前學員楊朝訓

在 St Luke Hospital 醫院洗
腎，目前已回家將繼續洗
腎，祈祝一切順利健康。

**謝謝張淑貞老師在
結業典禮提供麵食包做為
摸彩品。 **謝謝陳煒明，
胡厚昌老師幫忙裱褙工作
。林麗玉老師佈置，郭美
枝餐點。

**【學院一日遊】歡
迎報名參加。名額35名**

時間:2017年1月20日
( 星 期 五) 上 午 8:30am-6:
30pm

地 點:WH Stark
House in Orange and Tex-
as Energy Museum in
Beaumont, Texas. 參 觀 慈
善家WH Stark House的房
子及德州能源博物館等

費用:$40.00(包括門票
兩處，午餐，保險，小費及其他).
【課程指導老師名單】

氣道書法：王俐娜。台灣俗語故
事：遊雲真。 台美史地：

許勝弘，張文雄。插花：LaVerl
Daily，陳由美，張淑貞。

繪畫：連淑琴，曹淑敏。電影欣
賞: 劉佳音。太極拳：林勝彥。橋牌
課: 林梓秧。舞蹈王麗純。瑜珈:徐梅
姬。人生園地何益民，許勝弘，林得
勝。電腦：戴啟智，林惟勝。園藝：
俞希彥，李森發，

李順連，合唱團指揮詹硯文，施
彥伃。西班牙文：孟達博 Montalvo

日文：張月眉，尤文芳，河村彩
。英文馬淑芬。音樂欣賞: 黃詩婷，

簡韶琴，張廖莉娜，鍾欣妤，施
彥伃等等(其他專題演講老師每星期公
佈之） 。
院長許勝弘主講【不一樣的聖誕節】

聖誕節的確是普遍性影響世人
的生活，縱然您不是基督徒，也該好
好面對這個日子的意義。我們瞭解聖
誕節真義才真能快樂。聖誕節(Christ-
mas)本意是為記念、慶祝主耶穌的誕

生。
在聖誕節最常見代表的花是聖誕

紅 poinsettia ;最具代表意義的顏色是
「紅色」、 「綠色」以及 「白色」。

紅色代表 「耶穌基督對世人的愛，他
為世人所流的鮮血」。綠色代表 「和
平以及希望」。白色則是指耶穌是世
上的光使黑暗及罪惡不在我們當中。

聖誕節除了家人團聚、溫馨快樂
的氣氛之外，更有深層的宗教涵意。
聖誕節是為了慶祝救世主－－耶穌基
督的誕生，所以在聖誕夜基督徒會唱
聖歌，報福音。在聖誕節當日則上教
堂作禮拜，來紀念耶穌基督的誕生。

聖誕節（Christmas）的前幾個禮
拜是待降節Advent等候耶穌的再臨，
現在對於西方人來說， 聖誕節是一個
家人團聚，一起享用聖誕大餐，互相
送禮，寄聖誕卡問候遠方朋友的重要
節日。現在大家便忙著裝飾聖誕樹，
寄聖誕卡，為家人、朋友購買聖誕節
禮物。小孩子更是期待聖誕節的來臨
。傳說在聖誕夜，聖誕老人會駕著八
隻馴鹿拉的雪撬，帶來禮物送給一整
年都表現很好的小孩。並且趁著小孩
熟睡時，把禮物留在他們上床睡覺前

特地掛在床頭的襪子裡。
在聖誕節送禮為題的故事不少，

但有一本孩童刊物《不一樣的聖誕節
》作者以兒童更容易體會的觀點，寫
出如此感人的溫馨小品，在寒冷的聖
誕夜裡，更能溫暖人心。生活並不富
裕的家庭裡，洛蒂和蕾娜這對雙胞胎
姊妹在聖誕夜前夕，這對雙胞胎姊妹
彼此愛心付出送給對方禮物，(用她們
心愛的寶貝交換對方想得到的新禮
物) ，她們的愛心感動了聖誕老公公
送禮物給她們，讓他們送出的禮物對
彼此更加有意義。

有一首歌， 「有一件禮物」有一
件禮物，你收到沒有，眼睛看不到，
你心會知道。這一件禮物，心門外等
候，是為了你準備別人不能收。生命
有限，時光也會走，如果你不珍惜，
機會難留。禮物雖然好，如果你不要
，你怎麼能夠得到，怎麼能得到？ 。
在今年的聖誕節如能藉著送禮物給對
方，從中學習到真正的付出、愛與分
享，如此的收穫比起禮物本身更能感
動人心。耶穌是為您預備的禮物，只
要您接受祂，今年的聖誕的確您可以
過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圓滿成功舉行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圓滿成功舉行20162016年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年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遊雲真老師遊雲真老師，，趙婉兒趙婉兒，，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僑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陳正德醫師陳正德醫師,,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王貞慧副董事長王貞慧副董事長,,蔡守仁牧師參加休士頓蔡守仁牧師參加休士頓
台灣松年學院台灣松年學院20162016年秋季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年秋季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灣台中烏日聖
母宮媽祖廟媽祖通靈
仙姑一行，繼來休士
頓參訪12、天後，於
12 月 22 日 （ 周 四
） 晚間搭機離休，
行前休市多位支持信
眾送行 「 富仔記 」
，並合影留念。當晚
出席的有多位休市名
人，如朱瑞華，陳銘
峰，羅舜光，及許文
忠 ， 許 振 城 ， 許 華
章 ------ 等 多 位
僑界名人。

圖文：秦鴻鈞台灣媽祖來休市考察12 天，於22 日晚離休
休市多位支持信眾送行 「富仔記 」

（ 休士頓/梅路村 ）上上周六

(12/10) 的晚間在糖城宏偉的 Christ

Church，「 黃河合唱團」，在成立廿

年之際，推出 由莊莉莉指揮的各種形

式的大合唱及男 聲，女聲小合唱，另

外結合了美南地區 三大合唱團:「 中

華合唱團 」，達拉斯 「 神州合唱團

」，以及休士頓「 疊聲合唱團」，讓

全場觀眾在欣賞壯濶 ，優美的音樂之

餘，也看到歌者在 聖誕節前向觀眾獻

上＂平安夜＂，＂神聖夜＂ 以及宏偉

輝煌的亨得爾＜ 彌撒曲＞ 中的＂哈

利 路亞大合唱＂。其中，最吸引人的

是壓軸的近130 人的最後一曲「 哈利

路亞」 演唱， 全場觀眾起立傾聽，

台上台下 亢奮一片，代表了所有人對

救世主的 敬畏之心 。

《哈利路亞大合唱》選自亨德爾

的神劇《彌賽亞》，屬於清唱劇。其

歌詞全部節選自《聖經》; 主要含義

是：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做主

，直到永永遠遠。全能之主，哈利路

亞！當聖誕節來臨的時候，你可以聽

到蒼穹中迴盪著動人的歌聲，有的寧

靜安詳，有的虔誠莊嚴，有的活潑歡

愉……但最具震撼力的，莫如不朽的

合唱《哈利路亞》（HALLELUJAH）

。亨德爾是德國音樂家，終身未娶，

沒有家庭的他一輩子只為音樂奉獻燃

燒。亨德爾脾氣很不好，他對音樂的

演出要求十分嚴格，大凡與他合作過

的人，都曾經被罵得狗血淋頭。但另

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十分感恩仁慈的

人，他生前時常為孤兒院舉辦慈善義

演，在遺囑中他言明把所有家產分送

給需要的窮人，以及曾經幫助過他的

人。

清唱劇《彌賽亞》是亨德爾最著

名的作品：描寫耶穌的誕生、受難與

救贖。《哈利路亞》合唱曲原意是

“將榮耀歸給主，讚美救主”之意。

這個合唱成為整部作品的高潮和精髓

，也是如今最常上演的段落，在西方

國家甚至是婦孺皆知的，其氣勢宏大

，感人至深。 《彌賽亞》是亨德爾最

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出清唱劇，全曲

三部長約三小時的內容，亨德爾居然

只花了24天便大功告成。當亨德爾寫

到第二部的《哈利路亞大合唱》時，

亨德爾伏在桌上喃喃哭喊著：“我看

到了天國，我看到了耶穌！”這首誠

摯又榮耀的合唱曲問世後便逐漸成為

經典作品。 “哈利路亞”的意思，是

對神崇敬的讚美與呼喚，這首合唱曲

由男聲與女聲共同擔綱演出，聲部之

間的交錯與應和顯得格外和諧，並且

有一股連綿不絕、呼應不斷的延續感

。亨德爾在譜寫《哈利路亞大合唱》

時，忘了自己也忘了所有紛擾的俗事

，曲中只充滿著對聖主的崇敬之意，

它架構雖簡單和琅琅上口，但卻有一

股極強以及懾人的氣勢。曲中的鼓聲

與小號讓全曲充滿了扣人心弦的興奮

與熱情，代表世人因得永生而感到無

比歡欣喜悅。

哈里路亞是希伯來語，中文意思

是讚美耶和華 (英語"Praise the Lord")

。 "哈里路” 在希伯來語中是 “讚美

” 的意思，而 “亞” 是 “耶和華”

的簡稱。哈利路亞即為你們要讚美耶

和華。 （猶太人由於有名諱的原因，

哈利路亞意思是讚美耶和華，但一般

情況下不直接翻譯為讚美耶和華，而

是翻譯作讚美主。）彌賽亞是希伯來

文 Mashiah 的音譯，希臘文把它翻譯

作 Christos，直譯成中文稱為基督。因

此，彌賽亞和基督其實是相同的名詞

，前者來自希伯來文，後者來自希臘

文，它的意思是「受膏者」。舊約中

的先知、君王和祭司，他們都可以稱

為受膏者。不過，猶太人被擄以後，

一直在盼望、等候「那特定的一位彌

賽亞」來臨，以拯救他們脫離外邦人

的轄制。

彌賽亞對猶太人非常重要，那是

他們唯一的盼望，意思是「拯救者」

。舊約有許多關於彌賽亞的預言，這

些都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並且記

錄在新約裡。因此，耶穌的門徒多次

問他，在這個時候要拯救以色列嗎？

看見耶穌行了許多奇蹟之後，所有的

人都湧向他，想要強迫他成為他們的

王。 耶穌回答羅馬統治者彼拉多說：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

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

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

界。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

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

耶穌教訓的主要原則是給世人上帝自

己的生命，讓人們分享他的永生，享

受他的永恆的榮耀。耶穌說：「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

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乃是

要叫世人因祂得救。」耶穌用葡萄樹

為例說明生命的原則，他說：『我是

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我

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

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你們若常在

我裏面，我的話也

常在你們裏面，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

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

耀，你們也就是我

的門徒了。」「你

們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愛裏

；正如我遵守了我

父的命令，常在祂

的愛裏。」「這些

事我已經對你們說

了，是要叫我的喜

樂，存在你們心裏

，並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

耶穌向猶太人證明，所有的人都

犯了罪，耶穌本人是唯一能夠並已經

征服了魔鬼，克服邪惡的撒旦試探的

人; 耶穌是唯一一個有資格為救贖人

類，救人類從罪惡的懲罰和死亡約束

的詛咒的人。談到永生，耶穌在他最

後一次禱告上帝說：「認識你獨一的

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我已將你的名指

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

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

」 耶穌提供了完全的救恩，使上帝的

永恆生命可以在人類靈魂和心靈中居

住，這是人類可以轉移到上帝的國度

的唯一途徑; 也使人們免受邪惡撒但

的控制，攻擊和詛咒。

人類享受耶穌的救恩唯一需要做的事

情只是相信耶穌的名和他為我們的救

恩的恩典。上帝應許我們：「凡接待

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

權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

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

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上

帝另外應許我們：我們曉得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

祂旨意被召的人。因為祂預先所知道

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

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

又叫他們得榮耀。

亨德爾晚年得了白內障，其嚴重

的程度幾達失明，亨德爾求助的那位

眼科醫生為亨德爾所動的手術不幸地

失敗了，於是亨德爾的晚年只能是

“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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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他的遺體被葬於英國威斯

敏斯特教堂墓地，雖然他出生於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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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我而

言呢？你需要彌賽亞嗎？你認為我們

的社會需要彌賽亞嗎？祝大家快樂地

接受耶穌為你自己的救主，並享受一

個非常愉快的聖誕節節日！

四大合唱團在糖城Christ Church的成功演唱 扣人心弦
非凡的哈利路亞大合唱帶給人們安寧和頂級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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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山普德精舍禪修班
一月十日起正式開課至三月底

敦煌廣場內韓國化妝品 Blooming Cosmetic
現正舉辦迎佳節送化妝品大贈送，送完為止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中台山普德精舍 2017 年禪修班將於 2017 年 1 月 10 日正式開課，首期課
程將至三月底止。禪修班包括：

（ 一 ）中文初級禪修班： 每周五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上課，旨在透過禪的智慧，獲得圓滿人
際關係，解除人生迷惘困惑。

（ 二 ）中文日間禪修班： 每周四早上十時至中午十二時。由法師親自教授，費用全免。另有
英文禪修班，即日起接受報名。

（ 三 ）英文兒童禪修班： 每周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上課。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的地址在：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between Kirkwood & Cook )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568-1568

網址：http:// cut houston.org
電郵 : zen @cthouston.org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敦煌地板隔鄰的「 韓國化妝品 Blooming Cosmetics 」 正門。（ 記者秦
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敦煌廣場」
敦 煌 地 板 緊 隔 壁 的「 韓 國 化 妝 品 Blooming 
Cosmetics 」自十一月中起舉行迎佳節大贈送活
動，贈送的化妝品包括該店所代理的 Whoo, 及
OUHI 品牌，凡購買此二種品牌的共七種禮盒，
即可獲贈價格最高至 $315 元的 Whoon 牌面霜，
還有許多含人參的精華油，洗面奶，滋潤乳
液 ------- 等多種禮物，歡迎喜愛韓國化妝
品的仕女，儘早前來搶購，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把握良機，先到先得，送完為止。

隨著「韓劇」風行於世界各地，那些肌膚
似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美女所用的化粧
品，也隨之在世界各地造成風潮。一家韓國化
粧品專賣店——「Blooming Cosmetics」成為中
國城第一家韓國化粧品店，推出著名品牌，如
WHOO HUI 等多種品牌的韓國化粧品，該店
的 WHOO 後是來自韓國的韓國頂級宮廷護膚
名品，是屬於 LG 的生活健康著名化妝品牌。 
2003 年“WHOO 後”品牌於韓國上市，源自
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國女性為之瘋狂
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念，就是對
高品位、高格調之美的追求。當歲 whoo 品牌
LOGO 月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對於身
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美容秘方——
拱辰丹，可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珍貴的寶物，
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生輝的皇後們那高雅清
麗的面容。經過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辰
丹的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現代科學的
輔佐，而成為今世“WHOO 後”品牌的核心成
分。2006 年 9 月，“WHOO 後”品牌在中國
華麗登場。目前，其在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
十個，遍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此次
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代言人：韓國影視

天後李英愛小姐的完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韓
妝的新潮流。

自 2003 年品牌誕生至今，“WHOO 後”
始終倡導以現代科學為依據，融合神 whoo 化妝
品秘的宮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應用韓國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及大韓韓
醫皮膚科學會古老傳承，再現專為肌膚開發的
宮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
適合東方人肌膚的美容盛宴。

“WHOO 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系列，就
是以匠人的精神為底，將最好的韓方成分以最
佳的方法調配精制而成的名品，令肌膚回到 10
年前活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天然
山參、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草等名貴藥材
和 55 種五行成分，促進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
同時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讓肌膚
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韓國化粧品專賣店 Blooming Cosmetics 除推
出各種化粧品，保養品外，還有美髮用品，染
髮劑，只要到 Blooming Cosmetics 走一趟，包管
您從頭到腳，漂漂亮亮。氣質出眾。該店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 B24 B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83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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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行陳明華代表國泰基金
捐資贊助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12 月 10 日在僑
教中心舉辦歡渡聖誕第四季會員慶生會。近 200
位長者聚集一堂，共渡佳節。老人協會會長趙
婉兒主持並祝福長者們節日快樂、身體健康、
平安如意！慶生會上，特別舉行了國泰基金的
捐贈儀式，國泰銀行德州區總裁陳明華親自將
國泰基金的捐贈支票送到會長趙婉兒手中，趙
會長激動地表示，國泰銀行多年來熱心公益事
業，關懷和扶助僑社弱勢群體，給予中華老人
協會大力支持和贊助。為此，她代表所有長輩
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謝！並邀請陳明華代表國泰
基金捐資贊助致詞。

陳明華說，國泰銀行在開展金融業務的同
時，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服務華人成長，幫助
社區繁榮。我們有義務、有責任為社區的公益
事業盡心盡力、作出貢獻！歡迎長輩朋友常來

國泰銀行坐坐，喝杯熱茶或咖啡，讓我們成為
您帳務和財務管理的好幫手。

陳明華詳細介紹了國泰基金的捐贈意義，
旨在服務社區回饋社區，即“取之於民，用之
於民”。 她強調說，遵循這一原則，國泰基金
長期以來，一直高度重視對長者、婦幼和病患
者的愛護和幫助，積極參與弱勢群體進行送溫
暖和獻愛心活動，並重視對對長者和中低收入
群體的扶持和關懷，致力於普及和提高中低收
入和長者群體的金融知識方面的教育和服務。
為此，國泰基金捐助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使長者們的晚年生活更健康更豐富。她呼籲，
讓我們齊心協力，攜手併進，共同服務老人群
體，讓生活在休士頓地區長者安度晚年、夕陽
更美好！

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其使命是為逐漸

成長華裔社區提供金融服務。座右銘是：『為
所有顧客敞開大門』。國泰銀行是第一家在美
成立和上市的華資銀行，目前國泰總資產達 140
億美元。其營業地區自西岸向東擴及到紐約州
及麻薩諸塞州東部、北邊到華盛頓州西雅圖、
南部則達德州；海外方面，銀行在亞太區三個
最重要的商業中心：香港、台北及上海、北京
設有開戶分行和辦事處。

作為資深國泰銀行德州區總裁，陳明華在
幫助新一代華人移民在美創業和經營企業中，
她以優化資金運作，降低風險管理的豐富經驗
服務客戶，同時，她還與法律、稅務、房地產、
建築及進出口貿易等專家互動，為客戶提供全
方位的諮詢服務，受到諸多成功企業人的信賴
和推崇。

光鹽社健康講座
休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

通   告
主題：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主講： 劉青川中醫師
時間： 2017 年 1 月 7 日下午 2 點到 4 點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粥是中國人飯桌上再平常不過的東西了，中醫強調食補， 註重食材的屬性，

在不同的時節，選擇合理的食材來煲粥，可以對身體起到很好的調養作用。

光鹽社於 2017 年 1 月 7 日下午 2 點到 4 點於華人聖經教會舉辦健 康講座，

邀請超過 30 年臨床經驗的劉青川中醫師主講「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劉青川中醫師出身於醫學世家。1982 年畢業於著名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系。

曾從師川蜀名老中醫，並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及中醫函大教學。 來美二十餘年

作為資深的德州執照中醫針灸師，對內、婦、兒、 外諸科疾病及腫瘤癌症的輔

助治療都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如有疑問 , 歡迎致電光鹽社詢問：713-988- 4724

一年一度休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將會於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 ( 星期日 )

下午六時在珍寶酒樓舉行 ，大會將會有豐富晚餐，二零一六年會服務報告 ，

幸運抽獎 , 等等。

會員晚餐收費是每位二十元 , 非會員收費是每位二十八元。敬請蒞臨 , 舊雨

新知 , 無任歡迎。

報名請來電 譚陳苑儀 (281-788-7870) 或 沈巧玲 (713-777-1717) 或梁國堅

(832-860-0337)

The Houston Hong Kong Association annual member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Ocea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on January 8, 2017 (Sunday) starting at 6:00 

P.M. The program will include a delicious Chinese banquet, an annual association 

report, and great door prizes.  The dinner ticket price for 2017 members is $20 and 

$28 for non-members.  Returned members and new friends are all welcome to 

join us in this special event.  For reservation, please contact Lisa Tam (281-788-

7870), or Anita Sham(713-777-1717), or Peter Leung(832-860-0337)     

左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台北經文處副處長
林映佐、中華老人協會會長趙婉兒和國泰銀行德
州區總裁陳明華在國泰基金捐贈儀式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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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收藏清倉，下周末最後機會！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藏友們的特好消息！剛剛
過去的一個月裏，收藏家傅氏夫婦將他們在好運大
道的三十年藏品低價清倉，現在還有部分尾貨，下
周末以超低價繼續清倉甩貨，存貨不多，對老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請抓住這難得的最後機會。

傅氏夫婦因退休並移居奧斯丁，所以忍痛低價
出售他們三十年精心收藏的各種瓷器、景泰藍、木
雕、根雕、竹雕、中式家具、玉器等上萬件收藏品，
因為東西好價錢便宜，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很多
藏品就與愛好收藏的新的有緣人結緣了。目前，還
有少量尾貨以更便宜的價格清倉，基本上就是半賣
半送。

傅氏夫婦的收藏都是 30 年前在中國大陸淘來
的，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很多人經歷了文革，
覺得家裏的老家具、老器物土氣，所以把老家具扔
掉或者賣廢品。傅先生夫婦是臺灣人，非常熱愛中
華文化，本身就是古董收藏家。他們剛剛好趕上了
八十年代的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時代造就的機緣巧
合，他們有緣從國營的北京、上海等文物商店花很
低的價錢買到了很多真正的古董。1989 年他們買下
了休斯敦中國工藝品公司，生意擴大，那些年傅先
生夫婦每年都在大陸各地跑，收購了很多老貨，每
個月都要從中國發一個貨櫃到美國，把這些中國古
董銷售到美國的波士頓、洛杉磯、西雅圖等地的美
國百貨公司、古董店，傳播中華文化。

傅氏收藏有中式老家具、根雕、景泰藍、瓷器
等老物件；也有整片從墻上鑿下來的壁畫、字畫，
還有西藏的唐卡、轉經筒、紅花描金的藏傳佛教家
具和用具。

傅先生說，購買古董文物，並不能簡單地看作

是一種投資手段，更重要的是文物和美學價值，文
物是需要被展示、閱讀和研究交流 的，其本身給人
帶來的精神力量才是其真正價值的體現。收藏的關
鍵在於了解歷史、理解藝術。收藏是一個學習研究
的過程， 只有平衡得了心態，經受得起時間，才會
有真正的收獲。

傅太太說，古董從收藏到再次問世，對於藏家
來說，往往不是經年累月坐等升值的過程，而多是
喜悅與辛酸糾葛並存的過程。比如有些作品未得善
存，在購藏之前已面目全非，痛心於此，他們總會
傾盡全力將其修復裝潢；有些作品則是讓人尋覓良
久、魂牽夢縈，即便囊中羞澀，他們也要節衣縮食
將其入篋，以免相思之苦。在傅氏夫婦看來，再華
美的生活不過是一日三餐飯，所謂“弱水三千只取
一瓢”，對於他們來說，收藏並不完全是一種生意，
而是一種理想和情懷。過了六十耳順之年後，他們
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像過去那樣執念，而是
開始學會放下。全美國幾處古董生意讓他們感覺到
心力交瘁，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決定拋售休斯敦
的古董倉庫， 低價出匣換手，忍痛割愛，只願每一
樣器物都能得其所，與有緣人結緣。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 和 2 日三天為最後
的尾貨清倉時間，傅氏收藏品將全部超低價清倉，
一件不留。願有緣人盡快去與您喜愛的藏品結緣。
這些藏品中有瓷器，年代從清中葉的古董到新中國
70 年代不等；景泰藍，全是大型器，全部是晚清民
國時期的精品；中式家具尤其值得推薦，件件都是

硬木：紅木、酸枝、花梨、紫檀、綠檀、黃楊木等
名貴木料；大型根雕、木雕、石刻等文物都是從福
建、河北等地三十年前收購來的真品。每件藏品都
是唯一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地 址：9931 Harwin Dr, suite 178, Houston, 
TX77036( 自 9931 鐵 門 進 入 直 行 到 底， 在 Floral 
Mirage 旁邊 )

電話：512-865-0068; 626_818-5355

佛像 銅器 藏傳佛教家具 雕花屏風

木雕

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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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 
年終聖誕晚會（ 上）

董事長林誌祥（ 右二），與「 台北經文處 」 林映佐副處長（ 
左二） 與股東葉宏志（ 中 ）及其他大股東在大會上。 董事長林鋕祥（ 中 ） 講話。 （ 左起 ）股東葉宏志，董事長林誌祥及股東 Alex 登臺演唱。

林副處長與股東大合唱

來自拉斯維加斯的精彩表演。 佈置精美的餐會現場。

董事長林誌祥（ 右 ） 頒獎給員工抽獎中獎者。

董事長林誌祥（Thompson Lin ) （ 右 ）與股東葉宏志（ 左 ） 
表演合唱。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12 月 17 日中國人活動中心
現場辦理 [ 健在證明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到場關心僑胞申請的狀況 ,
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楊萬青、劉妍副執行長 , 鄧潤京
執委陪同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 趙宇敏
副總領事與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 , 方一
川 , 梁揚燕副執行長、陳珂董事長互動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簽證組魏組長認真為僑胞
們辦理 [ 健在證明 ], 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
長 , 副執行長王曉霞、卿梅、梁楊燕、黃華、方
一川、劉妍 , 執委鄧潤京在旁協助。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工作人員為 . 僑胞現場
辦理「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
表」（即「健在證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簽證組魏組長及工作人
員為僑胞現場辦理「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
老金資格審核表」（即「健在證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於 12 月 17 日（周六）下午 1 時
至下午 4 時，在休士頓中國城中國人活動中心，為僑
胞現場辦理「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
（即「健在證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簽證組魏組長與中國人活動
中心范玉新執行長、劉妍副執行長交流 .

黃女士及僑胞們感謝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這
項便民服務 .

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梁揚燕協助僑胞劉
俊秀的年長父母辦理 [ 健在證明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與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
執行長、劉妍、楊萬青副執行長 , 中國人活動中心陳珂董事長、
周愛萍辦公室主任進行意見交流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祝賀壽星劉俊秀並
恭喜劉伯父夫婦完成 [ 健在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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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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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阿勒頗古城的政府軍控制區，到處都是被毀的建築殘骸。幾個敘利亞美女盛

裝打扮，在這些廢墟前合影，形成巨大反差。

2016世界小姐出爐 波多黎各佳麗摘桂冠

2016世界小姐選美比賽在美國馬裏蘭州舉行，經過多輪的角逐，來自波多黎各的佳麗Stephanie Del

Valle摘得新科世界小姐桂冠。

黃河河曲段兩岸開始結冰
河道出現大面積流淩

湖北武警2000余名
新兵開展野營拉練

近日，武警湖北總隊

2000余名新兵出征，開展了

為期3天的野營拉練。這也

是新兵入訓3個多月來，進

行的首次大規模、長距離拉

練。拉練采取摩托化行軍和

徒步行軍相結合方式，3天

徒步行軍約100公裏。各支

隊除了在山林、水域等陌生

地域開展行軍指揮、觀察報

知、緊急避險、戰地救護等

“規定動作”外，還結合行

軍途中地形地貌穿插基本戰

術科目訓練，以磨煉新兵意

誌，錘煉隊伍作戰能力。圖

為孝感支隊在野營拉練中緊

貼實戰，穿插設置武裝奔襲

、叢林捕殲、緊急避險等多

個訓練科目。

近 日近 日 ，，

山西黃河河山西黃河河

曲段現大面曲段現大面

積流淩積流淩。“。“流淩流淩””也稱也稱““流冰流冰

花花”，”，氣溫下降河水結成冰花氣溫下降河水結成冰花

，，由小而大逐漸聚集在壹起由小而大逐漸聚集在壹起，，

遠觀如棉絮遠觀如棉絮、、近觀似蓮葉近觀似蓮葉。。但但

““冰花冰花””景持續時間不長景持續時間不長。。

敘利亞阿勒頗古城變景點敘利亞阿勒頗古城變景點
美女在殘垣斷壁前自拍美女在殘垣斷壁前自拍

捷克聖誕市場人山人海捷克聖誕市場人山人海
““天使天使””乘鋼絲從天而降乘鋼絲從天而降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162016

年年 1212 月月 1717 日日，，捷捷

克克 UstekUstek，，女孩打女孩打

扮成天使扮成天使，，沿鋼絲沿鋼絲

穿過聖誕市場穿過聖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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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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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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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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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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叫板特朗普：
“美國制造”貴壹倍

綜合報導 “妳們解雇了美國的員工

，在其他國家建造新的工廠，還想繼續

盈利不接受懲罰，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12月4日特朗普發布推特（twitter）

，矛頭再次指向在海外設廠的企業。雖

然他沒點名哪壹家，但媒體目光還是齊

刷刷轉向了福特汽車。

2015年 4月，福特公司宣布將在墨

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投建兩座新工廠

，今年年初福特方面又將投資額度加碼

至41億美元。9月，福特公司再次確認

，2019年福特會把所有小型汽車產能都

搬遷至墨西哥。

據《底特律自由報》報道，福特的

新工廠建成後將為墨西哥帶來至少2800

個新的就業崗位。這引發了特朗普，以

及美國失業藍領工人的不滿—底特律還

在遭遇嚴重的失業困境，怎麽能讓就業

崗位外流呢？

過去18個月裏，特朗普不斷對福特

準備在墨西哥投資工廠壹事進行抨擊。

他不時就對福特威脅：當選美國總統後

，他將要求福特放棄投資墨西哥，否則

會制定新的政策，對其返銷回美國的新

車征收35%以上的關稅。

對此，不少車企也開始跟著倒吸涼

氣。畢竟除了福特，在墨西哥建廠並將

汽車銷回美國的公司還有日產汽車、通

用汽車、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和豐田汽

車等。

面對特朗普的重稅威脅，12月9日

，福特汽車CEO菲爾茲終於出面接受美

聯社采訪。他表示，福特將福克斯工廠

從密歇根州搬遷至墨西哥這壹計劃將會

繼續進行。

這是因為“消費者對特定的車型會

有壹定的價格和性價比期待。我們作為

汽車生產商，要做的就是滿足消費者各

方面的需求”。他說。福特福克斯目前

的售價已經低於美國購車平均價格的壹

半，如果還想繼續維系該價格，必須努

力壓低成本，如果把工廠放在美國這壹

努力將化為泡影。

隨著特朗普走馬上任，車企、汽車

產業鏈、制造業乃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均陷入巨大的不確定中。要麽得罪消費

者，要麽就被總統批評，這讓福特以及

在墨西哥建廠的車企們陷入兩難。

失去的工作崗位
特朗普勝選後，與福特汽車公司執

行董事長比爾· 福特打了壹通電話。據特

朗普稱，比爾已經向他確認，在肯塔基

州路易斯維爾市的林肯MKC裝配廠不會

搬離美國，這得到了特朗普的高度贊揚

。但事實上，福特已經將林肯MKZ轎車

以及Fusion家族汽車的生產轉移到了墨

西哥。為此，福特投資了壹個1.6億美元

的小型車工廠，而這個工廠在2020年時

將帶來2800個工作崗位。

從年初開始，福特在墨西哥建廠的

消息不斷傳出。媒體先是爆出福特將升

級在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工廠，為生產新

的引擎做準備。後又傳出福特將投資12

億美元在墨西哥瓜納華托州修建全新工

廠。除此之外，福特還計劃將福克斯緊

湊型車以及C-Max混動版車的生產遷移

到墨西哥去。這些工廠總共創造的崗位

將會超過6600個。

對此菲爾茲解釋說，搬遷工作不會

造成任何美國居民失業，而且有利於進

壹步在美國投資生產。密歇根的福克斯

工廠生產的產品，將會由壹項增加至兩

項，同時福特還在美國肯塔基州投資了

壹個新的SuperDuty皮卡車工廠。“現在

工人們應該感覺到工作更加有保障了。

”他說道。

福特在墨西哥汽車生產商中排名第

五，但是它卻是美國最大的生產商。最

近五年，福特向美國帶來了2.8萬個工作

崗位，同時雇傭的工人數量也超過了8.5

萬人。這讓福特感覺自己受了委屈，它

在墨西哥只有8800個工人，這與它在美

國的貢獻相比幾乎微乎其微。

話雖如此，但特朗普明顯更關註流

失到墨西哥去的那條生產線。他喋喋不

休地向福特發問：“為什麽不把他們留

在美國？”

為什麽不留在美國？
在接受美國《財富》雜誌采訪時菲

爾茲稱，這是因為美國的汽油價格實在

太低了，“這讓我們很難在在小型車上

賺錢。”他說道。據美國能源信息局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EIA）公布

的數據顯示，今年11月美國汽油平均價

格為2.16美元/加侖，這是自2008年以來

最低水平。

該機構還預測稱，明年1月份，汽

油的價格還將下跌至2美元以下，之後

在整個2017年的平均價格將為2.27美元

。而在2011-2015年期間，每加侖汽油的

價格從來都沒有低於3美元過。

低油價讓美國消費者重拾

對SUV和皮卡的熱愛，也讓小

型車受到了冷落。就福特2016

年 11月在美國的銷售數據來看

，SUV形勢壹片大好，比 2015

年銷量增長了20%，然而轎車的

銷量卻下滑了13%。

畢竟省油是消費者購買小

型車的壹大原因，如今油價便

宜，小型車的需求則愈發疲軟

。由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比墨

西哥高80%，如果福特按照特朗

普的說法將小型車生產線建在

美國，必須漲價出售才能回本

。但那樣在小型車領域，“我

們就賣不出車去了！”菲爾茲

說。

在美國，福特還需要應付

奧巴馬政府出臺的美國公司平

均燃油經濟性標準(CAFE)。該

標準立定在2025年之前，車企生產的汽

車每加侖汽油行駛英裏數要在54.5英裏

以上。據路透社報道稱，這項協議將迫

使汽車制造商對汽車進行重新設計，並

在新車中使用更加輕便和昂貴的材料，

這將大大增加汽車成本。

同樣出於油價低廉的原因，新能源

汽車的銷量也只是馬馬虎虎。11月份福

特在美國共賣出2538輛新能源車，雖然

環比增加不少，但這壹數字與福特的整

體銷量相比簡直微乎其微。

據《財富》雜誌報道，福特方面已

經在與特朗普過渡團隊溝通，希望能夠

通過放松新能源標準來維持壹個有競爭

力的價格環境。

來自墨西哥的誘惑
“2000年，墨西哥制造業勞動力成

本是中國的2倍。但自2004年以來，中

國工人的工資幾乎翻了5倍，而墨西哥

工人的工資僅上漲了67%。”壹本名為

《墨西哥：全球新星》的書中寫道。

自從1993年由時任美國總統比爾· 克

林頓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後，

墨西哥引來了巨額的制造業投資，同時

它對美國的出口量也開始猛增。

墨西哥平均制造業工資比美國低

80%，經過近10年的發展，墨西哥生產

效率的提高逐漸彌補了工資上漲帶來的

成本。此外，墨西哥比索貶值成了近期

吸引投資的壹大亮點，“比索貶值給建

廠帶來了很多優惠，這也是近期外企大

量投資的原因之壹”。中國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金融發展室研究員易憲容告訴時

代周報記者。

目前，墨西哥政府已與44個國家簽

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包括《北美自

由貿易協議》。這使得墨西哥的汽車可

以免稅出口到全球47%的市場，連美國

也只能免稅出口到9%的市場。因此墨西

哥是全世界數壹數二的汽車出口基地。

墨西哥近年來通過促進基礎設施發

展、完善投資環境和降低能源成本，進

壹步提高了競爭力。除此之外，墨西哥

政府還大力投資教育系統，每年培養出9

萬多名工程技術人員。

自2010年以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鼓勵，以及墨西

哥本身的優惠政策，使得通用汽車、日

產汽車、菲亞特克萊斯勒等九家跨國車

企相繼投墨西哥，投資總額達240億美

元。

根據美國汽車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

，墨西哥的汽車年產量在未來十年裏將

會增加壹倍。據彭博社報道，大眾汽車

旗下的奧迪、寶馬和戴姆勒都已經或者

計劃在墨西哥組裝豪華汽車、發動機或

重型卡車。這也意味著，在墨西哥生產

的並不只是低成本小型車。

壹個不爭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美國

車企依賴於在墨西哥進行生產，並且已

形成了穩定的產業鏈。汽車的零部件數

以百萬計，可謂牽壹發而動全身。也正

因如此，菲爾茲呼籲，墨西哥、加拿大

和美國的生產和供應鏈是相互關聯的，

因此如果特朗普推行重稅，將會影響整

個經濟體。

特朗普的威脅
“特朗普現在的所作所為跟他競選

的時候沒有太大區別，這是壹件比較危

險的事情。”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

究院美籍學者羅維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他認為特朗普競選時說的極端言論

，並沒有因為他上臺而變得緩和。“種

種跡象來看，關稅的實行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是35%那麽高，現在還無法判斷

。”他說。

在壹周前，特朗普才在YouTube發

布了自己的“百日行動計劃”。在該計

劃中他揚言上任第壹天就要發布意向書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即

TPP）。TPP共有12個成員國參與，致力

於取消包括汽車在內的壹萬多項產品的

關稅，實現區內貿易零關稅。

雖然福特汽車是TPP的反對者，認

為日本存在匯率操縱問題，會影響到美

國車企的利益。然而日本汽車工業協會

會長矢野義宏表示，TPP如果受到威脅

，與福特利益密切相關的《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受挫還會遠嗎？

羅維認為，特朗普否決《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肯定會遭到商界的反對，但

不排除他會設定壹些貿易壁壘，比如收

取關稅。“但是這樣受到損害最大的應

該是美國消費者、車企和美國經濟。”

羅維說道。

“美國勞動力成本很高，在墨西哥

生產運輸成本、稅收成本等加起來都沒

有在美國生產的成本高。” 壹位投資界

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小型車如果放

在美國生產，價格可能會漲壹倍，這對

消費者不利，也可能讓福特失去它的顧

客。《北美貿易協定》簽署十余年，已

經在北美形成了壹體化的產業鏈，如果

用關稅來破壞任意壹方貿易，可能會給

美國汽車產業帶來影響。而從中獲利的

，可能只有少數失業的藍領工人。

該人士還告訴記者，美國車企大量

轉移到墨西哥也與中國近年來勞動力成

本、生產成本極速上升有關。易憲容也

表示：“目前在中國投資建廠，政府幹

預太多，人工成本也在飛漲。”

最新的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制造業

成本競爭力指數顯示，中國相對墨西哥

的工廠制造業成本優勢已經減弱到5%以

下，被列入“面臨壓力經濟體”範疇，

墨西哥與美國同被列入“全球新興經濟

體”。但要論生產成本優勢，墨西哥還

是比美國略勝壹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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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Christmas tree on the
Taipei 101 Building

in Taipei

Christmas tree in
Downtown Beirut,

Lebanon

Christmas
decorations,

Budapest, Hungary

Traditional Danish
Christmas Dinner

Carrer Portal de
l'Angel , at

Christmastime,
Barcelona, Spain

Christmas Eve is the day before
Christmas Day, an internationally

celebrated holiday commemorating the
Nativity of Jesus. It is a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elebration for most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is widely observed as
a full or partial holiday in anticipation of
Christmas all over the world. In Western

culture, Christmas Eve is mostly
celebrated on December 24th.

Worldwide Christmas Celebrations

It’s Christmas Eve Around the World……

Christmas
in Ottawa, Canada

Large Christmas tree
in a Hong Kong Mall

Christmas lights
in Tokyo, Japan

Christmas Services
in Karachi, Pakistan

Christmas Services
in Karachi, Pakistan
Czech Republic

Christmas at
Rockefeller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USA

Singapore Orchard Road
Lights Up

At Christmas time

Holiday Lion Dance
in Hong Kong

Colorful Parol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eonggyecheon
River Walk,

Seoul, South Korea

Christmas Market
at the Town Hall,
Vienna, Austria

“Father Christmas”
Walk in Russia

Children March in the
Streets of Tbilisi,

Georgia at Christmas

Christmas tree
in Kiev, Ukraine

Christmas toy,
from Berlin, Germany

Christmas Eve Candles
In Finland

Julbock, a Giant
Christmas Goat in Gävle,
Sweden Town Market

ZUM Department Store
in Bulgaria

Christmas Tree at
Syntagma Square,
Athens, Greece

Wheat Grass used
for, holding

Christmas Candles in
Croatia

Christmas Decorations
in Milan, Italy

Christmas Decorations
along the Champs-Élysées

in Paris, France

Nativity Scene
in Lima, Peru

A Giant Christmas Pinata
Lights Up the Mexican Sky

Christmas Parade in
Nigeria

Butchart Gardens,
Vancouver, Canada

at Christmas

From the Staff of News&Review

Christmas Tree
at Trafalgar Square

Christmas Lights
on Regent Street

Giant Christmas Bulb
Sculptu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Greek Orthodox
Christmas Service

Traditional Christmas
Pudding, New Zealand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December 24,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BB1515廣 告
星期六 2016年12月24日 Saturday, December 24, 2016



BB1616廣 告
星期六 2016年12月24日 Saturday, December 24, 2016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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