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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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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距離11月總統大選僅剩約兩個星
期，10月18日上午，特朗普總統乘坐
空軍一號轉機飛抵加州橙縣，現身由
科技大亨拉吉（Palmer Luckey）在新
港灘海濱豪宅為其舉辦的籌款午宴。
從橙縣約翰韋恩機場（John Wayne
Airport）到位於新港灘麗都（Via Li-
do ）島的拉吉私宅沿途，粉絲簇擁特
朗普抵新港灘，尤其麗都街道兩旁，
上萬民眾夾道熱情歡迎特朗普總統一
行。但相比2016年特朗普初次總統選
舉時，眾多華人高調助選的情形，本
次新港灘歡迎現場，亞裔面孔並不多
見。不少華人認為特朗普總統的 「中
國病毒」說法，令不少曾經支持他的
華裔選民開始猶豫，總統選舉投票更
是糾結。

從當天上午10點以後開始，從約
翰韋恩機場到新港灘市沿途，及高速
路橋上，幾乎到處可見支持特朗普總
統的民眾舉旗支持。特朗普總統一行
人乘坐的專車當日上午 11 點 30 分左
右經過新港灘市麗都街，多輛警車摩
托車開道，上萬民眾聚集街旁夾道歡

迎，場面勁爆熱烈，人聲鼎沸，口號
聲不斷。現場五顏六色的挺特朗普大
旗和星條旗揮舞，人群密集，場面非
常壯觀。民眾高呼：（特朗普總統）
再連任四年，讓美國再次偉大等，口
號聲此起彼伏。當特朗普總統的車隊
經過麗都道街道，兩邊等待多時的民
眾興奮吶喊，蜂擁走下來，希望就近
目睹特朗普總統。很多人表示，希望
感染新冠病毒初癒的特朗普總統能夠
看到大家對他的支持，同時表達為特
朗普總統打打氣的心願。

相比較2016年南加相當多華人高
調挺特朗普，並捐款租用飛機拉橫幅
標語支持，當天新港灘歡迎現場華人
（包括亞裔）面孔並不多。很多人擔
憂特朗普激化底層極右分子對華裔的
仇視排斥，甚至可能發生的歧視行為
。加上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很多華人
雖然認為民主當極左的政策不符合華
人保守理念，但也無法接受特朗普的
言論。可謂前怕狼後怕虎，既擔心特
朗普中國病毒的歧視言論，也擔心民
主黨極左將美國加州化，不符合華裔
利益。

也有社區人士表示，選總統不是

選優秀學生，不是選秀，更應該
考慮自己選擇的總統今後4-8年
未來的政策是否符合自己或社區

的利益，所以完全不需要喜歡候選人
，應該選擇大方向和政策遏止美國步
歐洲後塵或加州極左化的總統，這一
點的確需要特朗普這種天不怕地不怕
的個性。華人如果反對極左的政策，
就不該支持推動這些政策的政黨和候
選人。

華裔教育聯盟趙宇空也表示，中
國人講 「聽其言，更要觀其行」。特
朗普口不擇言，甚至言詞離譜，但是
他所做的事情符合華人利益，尤其司
法部針對耶魯大學招生錄取對亞裔學
生的歧視，經過調查取證，已經提起
訴訟。
本次特朗普總統新港灘募款活動的組
織者，科技大亨拉吉在新港灘的千萬
豪宅位於麗都島上。當天等待參加午
宴捐款的南加州特朗普支持者大排長
龍，以往很難想像，在深藍（民主黨
大本營）的加州，特朗普總統可以擁
有如此多的支持者和捐助者。很多華
人也收到了拉吉午宴的籌款會信息，
根據邀請函，本次特朗普籌款午宴，
個人參加入場門票每位2800元起，最
高15萬聯合主辦。募款將用於共和黨
委員會及搖擺州的競選經費。共和黨

方面也希望為橙縣共和黨國會選舉造
勢。被認為，共和黨今年有望重新奪
回橙縣失去的國會席位。

出生於南加州長灘，年僅28歲的
科技才俊拉吉，19歲創辦合夥企業虛
擬現實配戴設備公司Oculus，2014年
以20億元的價格被臉書收購（隨臉書
股票價格漲至30億）。一直以來拉吉
都是共和黨和特朗普總統的最大捐助
者之一。

轉看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
副總統拜登的政情。多方民調表示：
拜登似乎遙遙領先，誰知拜登之子亨
特，突然爆發醜聞，而且在投票日前
夕爆出, 對拜登損傷不少。迄今為止
，拜登除了反指特朗普搞抹黑選戰之
外，並無具體而有力的反駁，就連最
基本的事實，報章援引的亨特電郵訊
息是否真確，仍然說不清楚。

或許拜登的如意算盤是，美國選
民 「只問立場，不講是非」，選票只
會跟黨派走，君不見特朗普的醜聞鑊
鑊新鮮鑊鑊甘，撐他的 「盲粉」還是
不改其志。然而，特朗普是美國乃至
現代政治的 「孤例」，夠膽講出 「自
己就算在紐約第五大街殺人，粉絲仍
會支持他」，可說是只此一家，別無
分號，歷史的殷鑑就在眼前。四年前
希拉妮也是在民調支持度上領放特朗

普，豈料就在臨門一腳，時任聯邦調
查局局長高銘宣布重啟對希拉妮 「電
郵門」的調查，以致希拉妮功敗垂成
。事實上，關於亨特的醜聞，在美國
早已流傳甚廣，共和黨人拿來做 「政
治炮彈」，亦是可預見的事，惟拜登
一直採取鴕鳥政策，甚至曾被選民當
面質詢相關問題時老羞成怒，斥責對
方是可惡的騙子，可見亨特這個不肖
子刺中了他的死穴。

須知道，這次選舉不是普通的兩
黨之爭那麼簡單，民主黨把特朗普標
籤為美國民主公敵，拜登若因兒子的
醜聞，把即將到手的白宮寶座拱手讓
給對手，不僅個人政治生命爛尾收場
，他個人也必成為民主黨的千古罪人
，抱着姑且一博的心態，顯然不夠慎
重。正如有人指出，拜登應考慮 「急
流勇退」，把選戰 「託孤」給副手賀
錦麗。反正拜登Sleepy Joe的形象深入
民心，他以受不住壓力、精力不足等
原因退選順理成章，而賀錦麗不但有
機會締造首位女性入主白宮的歷史，
更可盡得非裔、亞裔的選票，至於賀
的副手，可考慮由同樣曾參與初選的
印第安納州出櫃前市長布蒂吉格補上
，到時候年輕、性平權人士的票也一
併收割，便會形成最強的黃金組合，
勝算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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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聲勢仍勁 白登被仔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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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花落去 但求母燕再歸來
在過去 3 週 21 天的時
間之內，感謝由李蔚華
、朱勤勤賢伉儀開創的
美南第一大報週日的版
面上，給予我為了敬愛
的趙青坪老師的先逝，
一口氣鍥而不棄地寫下
了 4 篇跟他相交 相識
、仰慕不己的回憶文章
，（二、三、四篇在九

、十兩月的週日的 「美南人語」專欄上刊出，首篇在9 月3 號週五
的版面上，以 「憶記與趙青坪 「爭鋒」一事 刊登。4 文合共約
9000 多字， 盡表晚生寸心。這是本人繼 「香江才女林燕妮」 「音
樂大師黎小田」 「世界賭王何鴻燊」之後的第4 篇紀念長文。一如
對 「世界賭王何鴻燊」的敬重一樣，其實我對趙青坪老師，尚有不
少可悉內容，可以連貫性地多寫下去。問題是在此瞬間萬變的時局
中，我不可能為了單純個別的內容，而佔用太長時間來書寫，也要
息可而至。所以本週日才會暫停一下，轉而報導其他的中美新聞、
華人社團、歷史文化等素材，他朝若一有空檔出現，我定會再續前
緣，不忘吾諾。

今期要說的，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但求母燕再歸來 」。僅僅
是看我拙文題目，大家有可能誤以為是 「談情說愛」的文章。對，
說的是情愛文字，不過是家國之情、故國之愛。為何有此感觸？讓
我從頭到尾，一一道來。

話說近半個多世紀在美國經商的華人及亞商人仕，歷來都有個
習俗，就是每年臨近九月，都會接受美國大小印刷公司的經紀先生
小姐，上門為自家公司明年的宣傳月曆的印刷，而進行圖片內容及
顏色挑選的廣告活動。有了自家挑選的翌年月曆日曆的定案之後，
便跟經紀簽署協議書，交上訂金，然後靜待兩個月後，就會如期收
到一簇簇由香港印刷公司以海郵船運的方式送上的精美日曆，這樣
，各個店鋪老細便可以餽贈送給一年到晚出現的顧客，以便他們馬

上帶走回家，釘掛在屋中牆壁之上，對來
年的一切有關自身及家庭的喜慶日子，先
睹為快，以便早作準備。

在我認識的這類經紀朋友內，有一位來
自香港、名叫吳華昌的美國人壽保險公司經紀，最為標青。他除了
擅長於銷售人壽保險事務之外，更全力推動這個一年一度的新年月
曆的印刷生意。在這個另闢一徑的行業當中，他早着先鞭，這因為
他較我還更早移民來美，大學畢業後，即加入人壽保險公司經紀行
列去，在早一輩的休斯頓市的華人社會中，他跟朱美光、Viola
Chan, 蔡若虎、廖瓊珠等，並駕齊驅，華人盡皆知其享有大名。 吳
華昌的腦筋急轉很快，他早年便己看準休市華人營商不可缺少的中
文印刷廣告宣傳一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先行回港找到一家印
刷公司，談妥可以為休市各行各業華人的不同形式的店號生意，精
印翌年的中西日曆廣告，然後在該年年尾12 月之前，運抵休市，
交給商家，讓他們贈送給上門光顧的客人，作為對聖誕節及新歲的
回饋。據稱這個行業， 一年才一次，所以競爭者較少，對吳氏而
言，因為早行一步，幾乎被他獨霸這個市場，十年下來，聽說他已
賺到第一桶金。當時中國大陸正在進 行改革開放，他手持美金，
趕往中國投資，不過他不到中國沿海地區，說的是不想跟太多人競
爭。反而北上東三省，向瀋陽等北方城市進發，這樣，又給了他一
個大空間來賺錢哩！

回看當休市華客接到這份明年月曆的禮物時，大多數的華人，
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一輩，必定先行翻開月曆的每月日子，來關注自
己家人明年的生日日期、中國節日、節令日期，畢業典禮日子等等
，以便提早有所計劃及安排準備。

去年 12 月我從休市一家老字號的華人銀行中，得到了一份
2020 年的精美中文月曆。翻開一看，見到今年10 月1 號國慶日當
天，竟然也是農曆八月十五中秋佳節。 這兩個海外華人生活中的
大節日，會出現在同一天，真是罕見得很。這不禁令我雀躍不已，
想到10 月1 號白天迎国庆，晚上過中秋，那便是中秋、国庆，是
在同一天，合起來就是：中（秋）国（慶）!家与国撞个滿怀，期
盼今年2020 年花好月圓！国泰平安！

為此，我曾寫下一首小詩，預備在2020年9 月時，便可以 刊
登在海外內幾份報刊上，以抒發一下個人情懷。詩句如下：

（国庆中秋頌）（ 美國）

百年難得同双庆 中秋國旦喜同臨
侨民常抱中華夢 持菊把酒對 京都
那知今年是十二生肖中，聲名最不為華人喜愛的鼠年，不幸而

言中，今年世事變幻太多太大、不幸事故連續不斷。自今年3 月起
美國全國各地均受新冠病毒侵襲，每天染病死亡人數每日上升，以
至大小華人社區活動，一律暫停，往年每年年中，休市多個華人愛
國團體，例如： 中國人活動中心、廣東同鄉會、龍岡親義公所、
福州同鄉聯誼會、上海同鄉會、香港會館等社團，均會不約而同，
籌備今年新中國成立71 年的慶祝活動。由於今年疫情嚴重擴散，
大家大多抱著 「持觀望」態度，冀求夏天過後，疫情會減緩以至消
失，那才策劃今年國慶活動也不遲。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到了7 月21 號當天，休市中國領事
館突然被美國政府以 「莫須有」的 「間諜活動」的無理罪名，強行
關閉。此一外交事件，震撼中美兩國，皆因無論從政治及經濟角度
來看，中美兩國都是今天世界上位列一二的大國。無人會預算到，
到了中美建交41 年的2020 年的時刻，這兩個大國竟然會激爆到今
天這個田地。要知道休斯敦總領館非但是中國在美國的五家領館之
一，也是上世紀1979年中國在美國最早設立的一個總領館，更是
中國第二代領導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工程師鄧小平先生曾經到
訪的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的背後，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
可惜時屆7 月下旬，一切均風轉雲散，今年中國71 週年的慶祝活
動，就此聲沈聲寂，叫我等海外愛國華僑，徒呼奈何。

本人移民來美己有45 年，首個5 年的中國國慶日，我都是身
處德州聖安東尼澳市靜悄悄地渡過，為的是哪裡華人既稀少，有的
也是國民黨的 「粉絲」，他們只祝 「十月十日的雙拾節」，對新中
國的10 月1 日，毫無好感。但1977 年秋天，我曾於9 月27 號，那
是我旅美兩週年的日子時，飛上加州三藩市一行，蒙家父一位秘魯
華.僑叔伯黎江南先生的指引，引領我參加了當年三藩市左派華僑
所主辦的28 周年的國慶酒會。記得當日在開會前夕，大家肅立聽
奏 「義勇軍進行曲」新中國國歌時，我因為遠離澳門，久違國慶佳
節，是以心情激動，流下了幾滴海外遊子熱淚！

回看今時今日美中關係越搞越壞，但我相信中美兩國政府及人
民，都會有重修舊好的念頭，終有重聚的一天！ 「無可奈何花落去
，終需有日燕歸來」，新中國國慶的慶祝歡聚的日子，也一定會捲
土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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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推出具有級距最佳功能的全新現代汽車推出具有級距最佳功能的全新TucsonTucson休旅車休旅車
• Tucson為現代汽車全球銷售

最高的車款，代表著現代汽車對於先
進設計、環保動力系統，以及尖端科
技的願景

• 第四代Tucson車款可選擇短
軸距和長軸距，以滿足全球客戶的多
樣化需求

• Tucson提供寬敞空間、最新
科技，以及一系列的動力系統，包含
內燃引擎、油電混合，以及插電式混
合

現代汽車公司隆重推出全新現代
Tucson。這一款第四代的緊湊型 SUV
是一款全球車型，具有長軸距和短軸
距版本，可以滿足各種客戶需求。

全新的Tucson對於現代汽車來說
非常重要，因為Tucson是最受歡迎的
車款之一，自2004年首次發布以來，
全球銷量超過七百萬台。現代汽車集
團 產 品 部 門 資 深 副 總 裁 Thomas
Schemera表示： 「我們很高興推出全

新的Tucson，這是現代汽車改造SUV
的最新車型。這款令人興奮的SUV為
其級距內的創新樹立了新標竿，將設
計、技術、包裝，與性能完美融合。
」

全新的Tucson將從2021上半年開
始作為2022年型號在美國和其他全球
市場發售。官方發布影片可在Youtube
上 觀 賞 ：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Oi2cKu_nZw.

參數化動態外觀設計，寧靜而寬
敞的內部

Tucson的全新外觀造型表達了現
代汽車不斷進化的感性動感設計特色
。這台全新的SUV以動感的珠寶表面
細節體現了現代設計師所謂的 「參數
動力學」 ，強調Tucson在眾多競爭對
手中截然不同的身份。

Tucson技術和設計的融合在其創
新的半反射鏡式日間型車燈 (DRL) 中最
為明顯，與車前的參數格柵無縫結合

，只有在照明時才會顯示出來。
這個動態設計主題延續到Tucson

後部，全寬尾燈採用半隱藏三角形形
狀，只有在燈亮起時才可見，與車前
的DRL相呼應。為了更加凸顯這個主題
，設計師將現代汽車的標誌往上移，
並融入玻璃中，同時雨刷的位置也向
上移動，並隱藏在後擾流板下方。

Tucson的內部空間 (稱為 「INTER-
SPACE」 ) 提供不同層次的感性風格，
給乘客一個開放且寧靜的感覺。這是
一個空間、科技，與信息無縫結合之
地。

Tucson內部提供了三種新科技，
包括垂直堆壘的雙10.25吋全觸控式屏
幕 (不帶硬式按鈕)、多空氣通風系統，
和開放式數位儀表組。這些功能創造
了高科技、清新，和令人興奮的氛圍
，在高觸摸區域上採用了軟墊材料，
並根據界面的使用頻率和出色的外觀
採用了各種材料。Tucson的第二排座
椅具有摺疊下放功能，可優化車內空
間的應用。Tucson備有38.7立方呎的
可用載貨空間。

動態驅動、行駛，和操作
Tucson 提供兩種引擎，Smart-

streamTM 2.5公升直噴四缸汽油引擎
以及功能強大的1.6公升渦輪增壓直噴
油電混合或是插電混合引擎。2.5公升
引擎的輸出功率預估為190馬力，扭力

則預估為182lb-ft。這台引
擎與八速自動變速器相連
，具有出色的效率和加速
性能。

1.6公升油電混合引擎
能提供大約 180 馬力，總
輸出功率為230馬力。這
個引擎的汽油部分也能提
供195lb-ft的扭力，整個油
電混合引擎的總扭力則為
258lb-ft。

Tucson為駕駛人提供
敏捷性和穩定性。現代汽
車在油電混合與插電混合車型上採用
了其一流的E操縱技術，以幫助改善在
轉彎或不利駕駛條件下的轉向響應和
方向穩定性。現代汽車的HTRAC全輪
驅動系統為Tucson的駕駛人提供了進
一步的幫助，以確保在各種路面和狀
況下均能立足。最新的HTRAC系統版
本除了之前支持的Eco/Comfort/Smart/
Sport行駛模式之外，還新增了Mud、
Sand，和Snow模式。

Tucson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安全
功能。除了現代SmartSense安全功能
組合之外，全新的Tucson還可選配更
多先進的安全功能，包含盲點防碰撞
輔助系統 (BCA)、智能巡航控制系統
(SCC)，以及安全離車警示 (SEW)。

級距內最佳的數位體驗

Tucson提供一流的數位體驗，可
滿足包括連結性的各種客戶需求。

首先，現代的數位鑰匙是一款能
將客戶智能手機變成智能鑰匙的APP。
這個功能使用近場通信 (NFC) 來檢測授
權用戶，這樣一來駕駛人可以在沒有
物理鑰匙的情況下操作車輛。駕駛人
可用數位鑰匙為車輛上鎖或解鎖、開
啟警急警報，以及在九十呎遠的地方
啟動車輛引擎和氣候控制系統。

Tucson的全觸控顯示屏幕展示現
代如何將科技完美融入汽車，以提供
一個符合人體工學和直觀的用戶界面
，其中包含方便的語音控制。藉由最
高配車型的10.25吋全觸控屏幕，Tuc-
son的技術集成達成巔峰。其導航系統
提供了分屏功能，可實行多項能力，
加上增強的語音識別功能。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秋季汽車保養要點秋季汽車保養要點
立秋了，天氣逐漸變涼，

在我們注重自身冷暖的同時也
別忘了給您的愛車進行換季的
保養。秋季汽車保養需要注意
些什麼呢？下面就讓我們來看
看秋季汽車保養常識及要點：

一，車輛外部保養：
秋天的早上，露水較多，

汽車錶面往往很潮濕，如果您
的愛車錶面有明顯的刮痕，就
應及時做噴漆處理，以免刮痕
部位受潮而鏽蝕。另外，由於
夏季雨水中雨酸的腐蝕和夏季
強光的直射，汽車漆面難免會
被氧化，在換季之時，您最好
為您愛車的表面做一次從清洗
、拋光到打蠟、封釉或鍍膜的
一系列美容養護。

二，進風口或進風格柵、

電子扇保養：
要經常檢查這些部位是否

有雜物，如果有雜物，可以用
壓縮空氣吹走灰塵，另外，在
發動機冷卻狀態下，可以用水
槍由里向外沖洗以上部位。

三，空調保養：
夏天，汽車空調往往超負荷運
轉，另外，由於夏天雨水較多
，汽車經常會走一些涉水路面
，致使空調冷凝器下部沾上許
多泥沙，時間久了，就會使冷
凝器發生鏽蝕，從而縮短空調
的使用壽命，因此，進入秋季
，為您愛車的空調做一次保養
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發動機艙保養：
進入秋季，您應經常檢查發動
機艙內的機油、剎車油和防凍

液，看油液是否充足、是否變
質、是否到了更換週期。這些
油液猶如愛車的血液，到更換
週期，一定要換掉，以保證油
液循環的通暢。

五，剎車系統保養：
要經常檢查制動有無變弱

、跑偏，制動踏板的蹬踏力度
是否有變化，必要時清理整個
制動系統的管路部分。

六，輪胎保養：
到了秋天，輪胎要補充氣

壓，以使其保持在規定的氣壓
範圍，同時，還應檢查輪胎是
否有刮痕，因為橡膠在秋冬季
節容易變硬而顯得較脆，輪胎
易漏氣，另外，要經常清理胎
紋內的夾雜物。

七，暖風管線及風扇保養

：
秋天轉涼，您要特別注意

風擋玻璃下的除霜出風口出風
是否正常，熱量是否夠，如果
出現問題，要及時解決，否則
，會給您的駕駛帶來不安全因
素。

八，蓄電池保養：
在秋天，汽車蓄電池的電極接
線處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
檢查時，如果發現電極接線處
有綠色氧化物，一定要用開水
沖掉，這些綠色氧化物會引起
發電機電量不足，使電瓶處於
虧電狀態，嚴重時還會引起電
瓶報廢，或者打不著火。

九，內飾保養：
由於夏天高溫、多雨，車內地
毯及其他隱蔽處滋生了許多細

菌，隨著秋季的來臨，很有必
要為您的愛車做一次徹底的內
飾殺菌與清潔。做保養時，最
好以專業的清洗劑配合高溫內
飾桑拿機，這樣不僅能去除車
內污垢、異味，同時還能有效
地殺滅細菌。清理完畢，再用
保護劑對內飾進行護理，便可
使車內飾物煥然一新。

另外，門軸、導軌由於受
到風沙的侵襲及洗車的影響容
易生鏽，開、關時會發出異響
，這種問題只要定期在上面塗
上防銹油即可解決。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作 者: Michelle Huang – Kathy
Cheng Campaign Treasurer

讓弱勢民族被重視且有效的方法，
就是參與 ”投票”

已經移居在美國15年的我，從未深
入了解投票及選舉在我們生活上的影響
和重要性。有時華人會抱怨受到種族歧
視或是不被平等對待，卻又不之如何改
變現況。其實您可曾想過，要能夠讓弱
勢民族被重視且有效的方法，就是參與
”投票” ，透過我們手上的那一票，明
智投給理想的候選人，就是能夠 ”發聲
” 的有效途徑之一。

某日，在 Kathy Cheng 告訴我她決
定參選2020年德州高等法院的法官那一
刻，並說明她參與競選的動機後，她邀
我成為競選團隊的財務管理人，我便開
始跟隨她參與各項大大小小的競選活動
。透過參與的過程中認識了其他候選人
，因此聽到其他候選人參選的動機，表
示社會平權需要我們每個人更多的努力
，包括如何改善教育制度、環境、和有
效分配教育經費、醫療保險福利、稅務
制度、法律制度等，這些問題都和我們
生活上習習相關。

法律是保護個人權益的根本

Kathy Cheng 目前為執業律師，在
她幼年時，隨著父母移居到美國。在大
學時期，原本應家中期許就讀醫學系的
她，因為父母投資經商被友人欺騙，而
有官司訴訟，在多次進出法院，她發現
自己對法律有著極大的熱忱，因此踏入
了法律界，她了解到法律是保護個人權
益的根本。

她在 20 多年的執業律師生涯，經
由處理的案件過程中，深入了解並體會
到各個當事人的情況，盡力為他們爭取
到最大的權益。她也發現到許多華裔，
自認為是弱勢族群、加上民族性的不同
、和語言不通等等的問題，而喪失自己
的應有的權益。她個人也熱心在華人社
區社團中，協助華人在法律方面的諮詢
。

另外，她育有一女兩男，她特別注
意男女教養上的不同與平衡，雙方都必
須學習如何尊重對方。再加上她受理的
離婚案件經驗中，以華人傳統的社會裡
，女性多半為照顧者，所以經常扮演著
需多包容與擔待的角色 ，而未受到適當
的尊重和平等的對待。女性多聽從先生
的意見，未適時表達自我意見，而一昧
的犧牲，時間久了多方抱怨，甚至是生
活在語言或肢體暴力的婚姻下，不知如
何自我保護。她知道，如果對現狀不滿
意，就需要由自身改變做起。

選出真正能為社會做事的人
在跟隨 Kathy Cheng 參加多場的競

選拜票的活動時，不論是在路途停泊休
息時，任何她到的場合和角落，不論種
族或男女，只要有機會，她都耐心的告
訴他們，參與投票對他們的重要性。

在她拜票的過程中發現，許多人並
不知道 ”法官 ”一席大多是透過選民
選舉而產生的。以往許多選民僅以所支
持的黨別來直票投票 (straight ticket vot-
ing)，並無考慮到黨派交叉選舉，無法

選對真正能為社會做事的人，也是造成
社會不公的原因之一。亦忽略了擔任的
法官需要有不同的多元性，包括種族、
性別、教育背景、黨別等等。需要能夠
利用不同的視角的來審理每一個案件，
才能使法律真正保護到每一個人。在拜
票的過程中，許多選民表示，他們並非
共和黨人，只是跟從大多數人民的意見
來 做 選 擇 。 在 Kathy
的解釋後，他們才發
現自己的不慎投票，
竟是造成現今社會不
公的推手之一，自己
也可能成為了受害者
而不自知。

多元性的視角
她認為法律規範

裡並非非黑既白，有
時必須能夠看到其灰
色地帶，才能真正的
讓法律得以伸張。在
德州高等法院的法官
中，已有 27 年之久，
都是由共和黨人來擔
任。目前德州高等法
院有 9 位法官，全是
共和黨人，並且只有
兩位女性擔任。這樣
的失衡，也是造成些
許判決不公的原因之
一。她表示要能夠以
”多元性的視角” 來
看待事件是極為的重

要。以近期高等法庭審理的性騷擾事件
為例，高等法院最終判決，只因被告人
和告訴人為 ”同一性別”，所以被告人
獲判無罪。這樣狹隘的想法所產生的判
決，造成告訴人的終生陰影和獲判不公
，也影響著未來對性騷擾的定義和裁決
。

透過參與投票集結力量，為下一代
爭取平等的社會環境

許多美國華裔熱衷參與回國選舉和
支持政治活動，但卻忽略了，自己長期
生活在美國，也需要參與美國當地的政
治活動和選舉，為自己和下一代的利益
爭取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她希望大家
能夠透過參與選舉投票來集結起大家的
力量，為我們下一代爭取平等的社會環
境。

Kathy Cheng 是第一位華裔女性參
選德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她是民主黨提
名的候選人，希望為全德州人民爭取平
等和公正的環境，Kathy 將競選的是第
六席位(Place 6)。

如欲參加Kathy Cheng Campaign 志
工團隊或捐款，詳情請至網站: www.
chengforjustice.com。

首位華裔女性參選德州高等法院法官首位華裔女性參選德州高等法院法官
Kathy ChengKathy Cheng將競選第六席位將競選第六席位(Place(Place 66))


	1025SUN_B1_Print.pdf (p.1)
	1025SUN_B2_Print.pdf (p.2)
	1025SUN_B3_Print.pdf (p.3)
	1025SUN_B4_Print.pdf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