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剪影

B1

2016年10月27日 星期四
Thursday, October 27, 2016

故宮帝王品味精品展休士頓美術館展出
歡迎踴躍參觀
受到海外主流人士和僑胞廣大迴響的「帝王品味﹕台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由休士頓美術館與舊金山亞洲博
物館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合辦的特展﹐目前巡迴到休士頓
美術館展出﹐並於上周日隆重開幕﹐為德州民眾帶來宋代
到清代橫跨800 年歷史﹐超過160 件的稀世精品﹐展期至
明年1月29日﹐歡迎民眾踴躍參觀﹐探索中國歷史與古文
物奧妙﹒圖為開幕當天休士頓市長透納(左二)受邀出席﹐
與石山地產負責人莊麗香夫婦(左一﹑右二)和世華婦女工
商會美南分會會長羅茜莉(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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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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於
10 月 25 下午 2 時至下午 3 時在哈里斯郡西區共
和黨競選總部為共和黨參選人助陣,哈里斯郡法
官侯選人 Kevin D. Jewell、Linda Garcia、Mary
McFaden、Sarahjane Swanson、Alyssa Lemkuil、
Donna Bahorich、Erin Lunceford、Kristin Guiney
、 Erin Elizabeth Lunceford、 Bruce Bain、 Phil

Gommels、Fred Shuchart、Joseph "Tad" Halbach
、Don Self、福遍郡檢察官John F. Healey,JR.,德
州針灸考試委員會董事余素馨、休士頓亞裔共
和黨成員Loan Davis、共和黨小區區長司徒錦和
等參加德州州長Greg Abbott造勢活動.

哈里斯郡10多位共和黨法官侯選人爭取選
民支持並與選民們互利互惠.

主 持 人 介 紹 德 州 州 長 Greg
Abbott 在哈里斯郡西區共和黨
競選總部造勢活動.德州州長
Greg Abbott在哈里斯郡西區共
和黨競選總部鼓勵大家踴躍投
票給共和黨侯選人,並強調法制
的重要。Greg Abbott提到，歐
巴馬上任以來，常通過法官創
造法律，使他的政策得以實施
。歐巴馬健保的推行就是例子
。Greg Abbott強調，法官應該
是應用法律的人，而不是法律
的創造者。為了對抗歐巴馬的
一系列不合理行為，他已經31
次起訴歐巴馬.

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在哈里
斯郡西區共和黨競選總部演講
，要防止喜萊莉‧柯林頓借用

媒體造勢使德州變藍的企圖。
Greg Abbott 表揚華裔在德州三
市的 「空中挺川」活動,此活動
並受到與會共和黨支持者的一
致讚譽，作曲者Marri Velasquez
將自己的作品贈送華裔，感謝
對共和黨的支持。

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的親
臨哈里斯郡西區共和黨競選總
部廣受歡迎，許多與會人士高
喊 「重回白宮以示對共和黨重
奪總統寶座的支持。Greg Ab-
bott說到，德州一直非常 「紅」
，這裡的民眾對共和黨的理念
及價值觀非常贊同，他有信心
11 月大選，共和黨一定能在德
州大獲全勝。Greg Abbott 提及
，要小心喜萊莉‧柯林頓利用媒體造勢使德州
變藍。Greg Abbott握拳高呼[我們要向民主黨證
明，德州的不會變。]

Greg Abbott演講獲得與會人士掌聲不斷。
德州州長Greg Abbott展現親和力和選民們合影
，部分華裔人士與他交談並獲得留影的機會。
Greg Abbott稱讚華裔於10月22日雇傭飛機在德
州三市上空拉橫幅 「德州華裔支持川普（TX

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的空中挺川行
為，他感謝華裔對共和黨的支持。

華裔 「空中挺川」活動獲得共和黨支持者
一致讚譽。Youtube視頻作者Marri Velasquez在
現場強調，看到飛機拉的橫幅，她覺得超讚；
她決定將自己作曲的音樂CD贈送給活動發起者
，以感激華裔對共和黨的支持。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一屆學生演唱會將於2016年10月29日星
期六晚上7點30分在休斯敦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的柏林音
樂廳舉辦。

王維國音樂室成立於2003年，目前有愛好聲樂的學生四十
余人。為了提高學生的演唱技巧和舞台表演能力，音樂室不僅每
年舉辦多次家庭演唱會，而且自2005年以來面向華人社區連續
舉辦了十屆學生演唱會。此外音樂室還舉辦了“來自遠方的歌”
女高音申遠方獨唱音樂會；魯湄、汪怡、侯斐“美之聲”音樂會
；“愛、生命、生活” 女高音李瑞芳獨唱音樂會；“那就是我
”男高音顧之浩獨唱音樂會。 同時，音樂室每年都參加華人社
團舉行的各種節慶及大型演出活動。12月3號星期六的晚上7點

30在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柏林音樂廳，女高音遲晶達將為
大家帶來一場“感謝音樂”獨唱音樂會。

這次學生演唱會將有37位學生逐一登台演唱大家耳熟能詳
的歌曲。歌曲曲目包括懷念家鄉的歌曲有“鄉音鄉情”、“鄉愁
”、“故鄉有條清水河”、“故鄉的雲”、“美麗家園”、“故
鄉的小路”；表現邊疆風情的歌曲有“七月的草原”、“天路”
、“青藏高原”；愛情歌曲有“思戀”、“望月”、“一朵鮮花
鮮又鮮” 、“桃花紅、杏花白”；歌唱祖國的歌曲有“在那桃
花盛開的地方”、“紅梅贊”、“生死相依我苦戀著你”、“我
和我的祖國”、“北京頌歌”；中國藝術歌曲有“星夜搖籃”、
“古老的歌”、“相見歡”、“紅樓一夢”；英文歌曲有

“Speak Softly, Love ”、“Beautiful Dreamer”、“Bring Him
Home”、“You Raise Me Up”；歌劇詠嘆調有莫扎特的“如果
她會跳舞”、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陽”等曲目。

王維國音樂室熱忱邀請您光臨第十一屆學生演唱會。願我們
的歌聲在這裡和您相會,帶給您美的享受。

演唱會免費入場，我們敬候您的光臨。
地址: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rlin Recital Hall,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時間: 2016 年10月29日晚上7點30分

德州州長Greg Abbott 哈里斯郡為共和黨參選人助陣

美國楊俊義永年太極拳中心舉辦
"楊式太極拳健康日"
10/29-2016〈星期六〉Am9時
:Arthur Storeg Park 7400 W.Sam Houston
Parkway，TX 77036

休士頓師大附中美南中山女高
校友會聯合舉辦野餐烤肉
2016年10月29日, 星期六, 11:30 am至2:30 pm
地點:Bear Creek Park, Pavilion 6
3535 War Memorial Dr, Houston, TX 77084
(281) 496-2177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二
主講人:鄧福真博士，CMS認証健康保險交易市

場導航員，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教授
:2016/10/29 2:00~4:00 pm
講座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255,Houston,TX 77036
(中華文化中心2樓)

王維國音樂室舉辦第十一屆學生演唱會
2016 年10月29日晚上7點30分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rlin Recital Hall.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10/30職涯講座
10月30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僑教中心

休士頓台灣商舉辦十月份烤肉
10/30 (SUN)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Eldridge Park （2511 Eldridge Road, Sugar
Land, TX 77478)

雙十國慶餐會
10月30日(SUN)下午5時30分
Hilton Post Oak

華嚴蓮社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連三日
10 月 28，29，30 日（Fri. ~ Sun. ) 上午9：00
至下午 5：00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9369 Wilcrest Dr. Hous-
ton TX 77099 )

UFO 學會講座 「＂麥田怪圈＂現象之再探討」
10 月 29 日（ Sat. )上午10：00 ~ 12:00
美南銀行之會議廳（ 6901 Corporate Dr. )

慈濟2016年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
10月30日（Sun)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角聲中心健保講座
10月29日（Sat)下午2時至下午4時
7001 Corporate Dr. #379,Houston,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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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國音樂室將在10月29號舉辦第十一屆學生演唱會

德州州長Greg Abbott在哈里斯郡西區共和黨競選總部鼓勵大家踴躍
投票給共和黨侯選人(記者黃麗珊攝)

Youtube視頻作者Marri Velasquez覺得華裔 「空中挺川」 活動超贊
，要將自己作曲的音樂CD贈送活動發起者。(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陳松編譯/信息來源 www.abc13.com)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2016年10月15日（星期六
）早晨，Clements 高中的華裔高中學生 Brian
Yuen （男，17歲），在糖城的Don Cook 學校
的室內游泳館進行比賽期間突發意外，在經歷
了緊急醫療搶救之後,被送往當地醫院。不幸的
是，經搶救無效死亡。

在 Ridge Point 和 Dulles 兩所高中舉行的橄
欖球比賽期間，舉行了紀念 Brian Yuen 的悼念
儀式。人們在擁擠的人群中穿着同一的藍色服
裝, 藍色是Yuen生前最喜歡的顏色. 靜默一分鐘
，以此來紀念這樣一位優秀的游泳運動健將。

Yuen的一位同學Soham Dhar回憶說：他是
一個非常樂觀、謙遜、友善的人，如果你問他
任何的事情，他總是笑容可掬的回答：“當然
可以”。當這場意外事件發生時，我想很多人
並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想讓更多的
人受到驚嚇。

Miranda 也是Clements 高中游泳隊的隊員，
她說：當意外發生後，周圍的人非常的安靜，
你能夠聽到很多人在偷偷的哭泣。當你走出游

泳館的時候，你可以看到許多同學們都哭了，
它讓人非常的痛心。所有認識Yuen的人都表示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游泳運動員。不到一年我
們就要畢業了，朋友們說，他們不敢相信 Yuen
將不會和他們一起讀大學了。
校方（Clements Swimming）在 Twitter上發表了
倡議書“請考慮捐助Yuen 家人，分享和傳遞這
次活動”。一位校友寫道：昨天，我們失去了
一位英俊，年輕的男孩。Brian Yuen 年僅17歲
，他走在了他全部生命的前面。他有一個計劃
，就是成為一名最優秀的男人。可惜的是，儘
管從游泳館的跳台上進行了很多年的努力，但
還是離我們而去，他的理想只能在天堂裡實現
。在FBISD高中游泳比賽期間，急救人員和醫
院方面都積極的盡全力的搶救他。Brian Yuen
帶著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曾經是 Clements
高中游泳代表隊的成員，
校學生會的理成員。他的
優秀的品質和善良的精神
感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Fort Bend ISD公開發

表聲明：全體Fort Bend 校區的所有成員及家屬
們心情都非常的悲痛，因為我們Clements 高中
的一名優秀的學生—很有前途的游泳運動員，
在Don Cook 室內游泳館進行游泳比賽期間不幸
離世。在比賽過程中，
一名年輕的學生經歷了
緊 急 的 醫 療 搶 救 ，
FBISD 的工作人員立即
撥打了“911”急救電
話，提供了必要的協助
，直到醫護人員到達現
場。遺憾的是，在急救
車去往本地醫院的途中
，Brian Yuen 永遠的離
開了我們。失去一個孩
子是一個讓人難以想像

的悲劇，我們的懷念與祈禱和他的家人、朋友
以及熟悉他的每一個人一樣，心情都非常的悲
痛，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名字Brian Yuen .

糖城Clements高中華裔游泳健將比賽期間不幸離世

Yuen 生前同學接受媒體的採訪（圖片來自網絡）

離世的華裔學生Brian Yuen 生前照片（圖片來自網絡） 深穿藍色服裝進行悼念Brian Yuen活動（圖片來自網絡） Yuen 生前與好友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Brian Yuen 生前與隊友參加比賽合影（圖片來自網絡）Brian Yuen 生前與教師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Brian Yuen 參加游泳比賽的Don Cook 體育館的地點（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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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輛滿載50磅大
麻的汽車從加州一路向休斯頓駛
來，警方在德州 Amarillo 的東部
將其查獲。

德州公共安全局的高速公路
巡邏車輛在道路上發現，運送大
麻的車輛違反交通規則，於是對
這輛2016 Buick Enclave進行檢查
時發現裝載了多個塑料袋的大麻
。

目前，這些大麻的總價值為
30萬美元。

駕駛車輛的司機為39歲的休
斯頓人，他目前因被指控攜帶大
麻等罪行已被警方逮捕。

德州南方法學院將要更名 外界反應不一
（本報訊）休斯頓一名律

師 本 周 三 對 外 表 示 ， 截 止 到
2016 年年底，位於休斯頓市中
心的一家私立法學院將改換校
名。

之 前 的 德 州 南 方 法 學 院
（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
將 要 改 名 為 休 斯 頓 法 學 院
（Houston College of Law），該
校已經同意在今後的兩個星期
內繼續使用過去的德州南方法
學院的校方名稱，這樣做的目
的是為了避免和休斯頓大學引
發的有關商標更換的法律糾紛
。由於新的學校名稱為休斯頓

法學院（Houston College of Law
），休斯頓大學已經明確提出
新校名和紅白色彩的設計將會
讓外界產生誤導。

德 州 南 方 法 學 院 （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的一名教
授對不久將要修改的校名發表
看法,”校方已經撤除所有的宣
傳廣告，在學校的書店裡，所
有印有新名稱的校方產品均有
下架，並且本周末還將會進一
步撤除一些相關廣告。

該校的負責法律的團隊在
本周三的聽證會上一致同意在
11月4日推出新的校名，該校名

將紀念捐助人，並且新校名也
包括“休斯頓”在內。

律師稱，如果休斯頓大學
的管理方認為新校名沒有衝突
異議，新校名就可以推而廣之
，但這個司法審批過程將持續
到年底結束。

美國行政區法官Keith Elli-
son則發表評論稱。這所學校傾
其心力來改變原來的校名，將
讓不了解該校的外界人士大感
迷惑。

休斯頓大學律師Dona Cor-
nell，11 月 4 日改換新校名令人
吃驚和不安。

今年萬聖節裝扮首選 成年人最愛 「巫婆」
（本報訊）美國全國零售聯盟（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今年9月底公佈的 「2016年萬
聖節最熱門道具服問卷調查」（2016 Halloween
Consumer Top Costumes Survey）結果顯示，今
年萬聖節美國孩童最想為自己妝扮的造型是 「超
級英雄」或動作片中的英雄角色，其次則為 「公
主」造型。

而年齡在35歲以上的美國民衆，今年萬聖節
最想裝扮的首選造型是 「巫婆」，其次是 「海盜
」，第3名則為 「政治人物」，例如川普、希拉
蕊等。

在18歲到34歲之間的美國民衆，2016年萬
聖節最想打扮的首選造型為 「蝙蝠俠」電影的各
種角色，包括 「蝙蝠俠」、 「小醜女哈莉昆恩」
（Harley Quinn）與 「小醜」（The Joker）等，
「巫婆」造型則排名第2，第3名為各種動物造

型。
根據美國全國零售聯盟歷年來的統計資料，

巫婆道具服已經連續10多年穩坐最受歡迎萬聖節

道具服排行冠軍。如果換以人數計算，2015年萬
聖節全美各地總計約有430萬名成年人就是戴上
尖尖的帽子，甚至配著掃帚，讓自己搖身一變扮
成巫婆。

美國市售的巫婆道具服，除了傳統印像中的
黑色長袍之外，經常還有性感火辣的版本。以大
型零售業沃爾瑪（Walmart）的網站walmart.com
為例， 「萬聖節女裝」分類底下就有數十種各種
不同的巫婆道具服，包括迷你裙、低胸、中空露
腰以及長洋裝開高衩等不同版本的巫婆裝，除了
黑色之外還有粉紅、綠色、紫色等選擇，價位大
多在10幾美元到60多美元之間。

跟如今市面上琳瑯滿目的美艷巫婆裝比較起
來，1900年代初期的美國婦女，當時過萬聖節所
打扮的巫婆，相較之下顯得保守許多。一直到了
1950年代左右，受到好萊塢女星影響，萬聖節巫
婆道具服才開始擺脫寬鬆長袖長洋裝的剪裁，開
始出現露背、露肩、露腿以及貼身的新穎剪裁。

明目張膽
一卡車載50磅大麻進入休士頓

were U.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Administrator Charles 
Bolden,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t the meeting, 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exchanged information on space policies 
and programs, and conducted discussions 
on further collaboration related to: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space and terrestrial weather; 
space debris and spaceflight safety; and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outer space activities. (Courtesy http://
www.parabolicarc.com/2016/10/25/meeting-uschina)

The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ppear to be keeping an 
unusually low profile as they push for mor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on space explora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hosted a new round of 
space cooperation talks in Washington last week 
with a delegation led by China's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CNSA), but U.S. officials didn't 
publicly announce the meeting until Monday, via a 
tersely worded press release that said a third round of 
civil space dialogue would be held in China next year.
CNSA has yet to make any public mention of the talks, 
which included Pentagon official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NASA,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space 
agencies is a sensitive topic. U.S. law prohibits NASA 
from working with CNSA on manned space programs, 
and the U.S. military is concerned that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space sector would help China improve 
its ability to threaten U.S. space assets.
NASA officials, however, have called on Congress to 
lift the ban, calling U.S.-China space cooperation a 
logistical imperative.
Testifying on Capitol Hill last month, experts from 
four Washington think tank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naturally act as a strong defender and active buil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China,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will continue to be a 
firm UN supporter, vindicator and participant.
China is a firm UN supporter. China, a developing 
country as it is, now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of UN 
peacekeeping funding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lso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of peacekeepers among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urrently, China is 
the second-largest 
country to share 
United Nations' 
p e a c e k e e p i n g 
costs from 2016 
to 2018, just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budget 
rose from 6.6 
percent to 10.3 
percent, surpassing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China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According to the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 fell from 61 percent in 1990 to 4.2 
percent in 2014, with the number of people China has 
raised from poverty accounting for 7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Over the past approximately 30 years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more than 70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e more China develops, the greater its needs 
to cooperate closely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more it desires a peaceful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s China grows stronger, it will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mainten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s it work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fairer and more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BEIJING, Oct. 25 (Xinhua) -- China made a fresh 
pledge Tuesday to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in 
playing a centr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 years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its lawful seat in the UN.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speaking at a reception 
to celebrat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epoch-
making event, sai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UN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to advan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r mankind.
In 1971, the 26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Resolution 2758 with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and decided to restore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
"This historic decision signified a notable enhancement 
of the universality, representativeness and authority of 
the UN and forces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marking 
a new stage in China's diplomatic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Yang said.

For 45 years,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world peace, been a 
facilitator of global 
development, a 
propon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 supporter of the 
UN cause, he said.
Yang reaffirmed that 

China will stick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and common 
development and multilateralism.
"Chin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 
centr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UN activities in the various fields of security,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social affairs, legal 
affair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Yang 
said.
Earlier Tuesday, at a commemoration 
symposium in Beijing, UN Under-Secretary-
General Jeffrey Feltman said he appreciated 
China's support for the work of the UN, adding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by the UN 
requires robust political leadership, which China 
has already shown.
Thanks to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G20 growth agenda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6,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ai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the 
UN agenda, Feltman said.
Related

China Hailed As A Staunch Supporter 
And Build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Oct. 
25 (Xinhua) -- Oct. 25 is 
a day to be remember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is day in 1971, 
the 26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Resolution 2758 
with a landslide majority, 
restoring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world 
body with all it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mmediately 
expell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Kuomintang cliqu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ll its affiliated 
agencies.
Upon the victorious adoption, a jubilant Tanzanian UN 
ambassador, Salim A. Salim, did a triumphant dance 
in the aisle of the hall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scene has gone deeper into the mem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historic resolution, sponsored by Albania, 
Algeria and 21 other countries, solved once and for all, 
in political, legal and procedural terms, the issue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year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China's rightful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Ever 
since 1971, stupend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s 

commitment to the UN Charter, however, remains 
unchanged. Its pursuit of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firm, its involvement in the UN cause has 
become deeper.
Before adoption of the resolution, China's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Chiang Kai-
shek clique overthrown by the Chinese people 22 years 
previou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regain China's lawful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Restoration of China's 
lawful rights also 
represented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China's diplomacy 
and opened up a new 
chapter in the UN-
China cooperation.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and 
many other senior UN 
officials repeatedly 
praised China for its 
strong support for and ac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is a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China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lso needs China."
Without China,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be called the most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globe. And without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 loses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 of the multi-lateral diplomacy.
Over the decades since, China strove to buil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broke isolation, 
blockade and military threat imposed by imperialism 
and hegemonism, regained its lawful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started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grams, 
became fully integr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China is committed to resolving hotspot issues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advocate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address both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 which is committed to rule of law at hom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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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C) addresses a reception to 
celebrat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25, 2016. (Xinhua/Zhang Ling)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USA.

File Photo shows Qiao 
Guanhua (L, front), then 
vice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uang Hua, then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reacting at the 26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Nov. 15, 1971. 
Oct. 25, 2016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Photo/Xinhua)

Photographers take pictures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delegation attend the 
26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Nov. 15, 1971. 
Oct. 25, 2016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Photo/Xinhua/UN)

The national fla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n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ct. 25, 2016. Oct. 25, 2016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se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Photo/Xinhua) 

Long March 7 rocket, a new Chinese carrier rocket model, 
is seen at launch pad in Wenchang, Hainan province, China 
(June 22, 2016). (Photo/China Daily via REUTERS)

China Stresses Support For UN 45 Years
After Restoration Of Lawful Seat

US, China Silent On Space Talks
– But Further Discussions Planned

warned that China's space and military sectors are 
closely linked. They also urged the U.S. space sector 
to be very careful in trying to cooperate with China's 
aerospace agencies.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Monday that U.S.-China 
spac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could promote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space by the two countries and 
enhance transparency of human space activities.
Asked to discuss the space cooperation talks in further 
detail, neither State Department nor Pentagon officials 
had responde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s by late 
Tuesday.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via 
VOA Mandarin service)
Related

Second Meeting of the U.S.
- China Space Dialogue Conducted

WASHINGTON (US State Department PR) — 

Pursuant to their shared goal of advancing civil space 
cooperation, as agreed upon in the Strategic Track of 
the U.S. –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in June 2015 and reaffirmed 
in June 2016,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nvened their second Civil 
Space Dialogue on October 20, 2016, in 
Washington, DC.
This ongoing Civil Space Dialogue 
enhance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omotes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space, and encourages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on a variety of 
space-related issues.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led the meet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represented China. Also supporting thi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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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6年10月23日，西班牙馬德裏，當地慶祝牲口遷移節，羊群沿著馬德裏大

街小巷行走。該節日始於1994年，目的在於呼籲保護古代牲畜運輸道路。

當地時間 10 月 24
日，移民排隊乘坐巴士
離開位於法國加萊的
“叢林”營地前往接待
中心。法國當局當天開
始將數千人從該營地轉
移出去，並準備拆除這
處非法移民偷渡英國的
“大本營”。

小型飛機在馬耳他失事5人遇難
歐盟否認有官員乘機 當地時間 10月 24日，壹架輕型飛機從馬

耳他起飛不久後墜毀，至少導致 5人遇難。

此前有消息稱機上載有歐盟邊境機構 Frontex

官員，但該機構否認了這壹說法。

當地時間 2016
年10月24日，越南
南部同奈省，當局將
逃跑人員抓回。據報
道，23日晚上，近
600名吸毒者從當地
壹所戒毒中心逃走，
沖出周邊地區鬧事，
危害當地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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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開始清理“叢林”難民營
移民連夜排隊離開

越南戒毒中心近600人逃走
制造事端遭警方緝捕

俄羅斯梁贊壹公寓樓發生天燃氣爆炸
當地時間10月23日，俄羅斯梁贊的壹棟公寓樓發生天燃氣爆炸，造成3人死亡。

綜合報道 日暮西山的社交網站推特

（Twitter），恐怕要再次走到裁員這一

步。

10月 25日，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

息報道稱，推特公司正在計劃廣泛裁員

，裁員消息可能在推特周四發布三季度

業績之前宣布。

知情人士稱，公司可能裁減大約 8%

的員工，約 300人。不過，裁員計劃並

未最終敲定，具體數字可能發生變化。

今日推特股票開盤價爲 17.6美元，

較昨日收盤價下跌2.7%。

據透露，此次裁員是出于控制成本

的考慮。近來推特的虧損以及過去 12個

月股價 40%的跌幅，加大了公司用股票

支付工程師薪酬的難度，令其更難以與

Facebook 以及谷歌公司爭奪人才。裁員

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壓力。

目前推特對此傳言不予置評。

這不是推特第一次曝出裁員計劃。

在去年 10月中旬，推特CEO傑克· 多西

（Jack Dorsey）上任之時就推行過一次

大規模裁員，規模與這次傳言的裁員人

數相當，受影響員工人數約爲 336人，

相當于公司在全球4100名員工總數的8%

，其中産品及工程部門是重災區。

當時，推特給出的說法是裁員重組

是大規模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重新調

配公司的産品優先度，並提升公司運作

效率，裁員後節省的資金將用于推動業

務增長。不過行業人士卻不這樣認爲，

他們指出，大幅裁員長遠來看將影響公

司産品研發，因此反而會使未來用戶增

長受到影響。

事實上，推特眼下確實陷入了用戶

增長乏力的困局。多西曾多次進行産品

改造，希望能夠挽留老用戶、吸引新用

戶，但幾乎毫無效果。

今年 9月推特突然傳出出售的消息

。隨後，軟件服務商 Salesforce、華特迪

士尼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 表示出投標

的興趣，但不久迪士尼和 Alphabet 又相

繼退出了競購。

目前推特的市值爲 127.6億美元，每

年的虧損缺口約爲 4億美元，不少潛在

買家都認爲以推特的報價這筆交易並不

劃算。傳出出售消息以來，推特的報價

一度高達 1200億美元，而到九月末這一

價格已降到300億美元，降幅高達75%，

但依然有人喊貴。

之前表現積極的 Saleforce CEO 馬

克· 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也表示，盡

管推特的數據和影響力非常誘人，但他對

于目前推特的運營表現和價格並不滿意。

英國《衛報》文章指出，推特公司

擁有 36億美元現金儲備，不太可能屈從

于市場壓力而宣布破産，但進一步下跌

的股價可能會使潛在買家改變收購的想

法。如果沒有增長和利潤，目前的投資

者擔心該公司恐命不久矣。

華爾街也認爲，出售是推特當下最

好的選擇。華爾街分析認爲，推特已經

無力扭轉用戶增長低迷的困局，最好的

結果就是轉讓給另外一家大型科技公司

，尋求社交網絡和其他産品的整合。

本月中旬，推特CEO多西向全體員

工發表內部信。他向員工表示，生命的

每一天都很重要，盡管推特目前的經營

狀況並不樂觀，但多西希望無論是自己

還是員工都能拿出幹勁擺脫窘境。

報價降了75%的推特還是沒找到買家

被曝將再次裁員8%

綜合報道 美國電信巨頭AT&T于

22日晚間宣布，將以 854億美元收購

媒體巨頭時代華納。

AT&T在聲明中稱，將用一半現

金一半股份的方式以每股107.5美元的

價格收購時代華納。該交易將使

AT&T在旗下的手機、電視和互聯網

寬帶等渠道播放時代華納提供的節目

內容。

AT&T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蘭

德爾· 史蒂芬森稱，優質的內容總能

獲勝，這點已在電影、電視屏幕上被

證實，目前也正在手機屏幕上成真。

“我們將把世上最優質的內容送到每

一塊屏幕上。”他說，消費者以前很

頭痛的就是在爲內容付費後卻不能隨

時隨地用任意設備查看，“我們的目

標就是解決這一問題”。

時代華納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傑

夫· 比克斯也表示，與AT&T合並將大

大提高該公司在多平台基礎上爲消費

者提供優質內容的能力。

媒體巨頭時代華納旗下不僅擁

有著名的 HBO 付費電視和華納兄弟

電影公司等，還擁有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CNN)等知名電視台。《華爾

街日報》稱，這項並購將使AT&T從

一個電信運營商實現向媒體巨頭的

轉變。

由于全球消費者對于數字媒體越

來越依賴，美國電信運營商已不再滿

足于只做渠道，也傾向“內容爲王”

。去年，AT&T以485億美元的價格收

購了衛星電視服務供應商DirectTV，

變身成爲美國有線電視行業的巨頭。

AT&T的競爭對手Verizon去年以 44億

美元收購了美國在線(AOL)，今年又

以48億美元收購雅虎的搜索引擎等核

心資産。

兩年前，21世紀福克斯曾經出價

每股85美元收購時代華納，最終未能

成功。

美國電信巨頭AT&T
以854億美元
收購時代華納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 21 日，國際航

空運輸協會（IATA）表示，隨著更多人

選擇乘坐飛機出行，中國到 2024年勢將

取代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航空客運市

場 。

IATA在電郵聲明中預測，到2025年

，以中國作爲始發地或目的地，以及在

中國境內旅行的乘客數量相比于去年將

增長近一倍，從 4.87 億人次增至每年

9.27億人次，到 2035年將達到 13億人次

。相比之下，IATA預測，美國乘客數量

到 2025 年將從去年的 6.57 億人次增至

9.04億人次。

隨著經濟擴張，買得起飛機票的人

數增多，全球客運量預計將會激增，而

亞太地區將成爲增長的主要源泉。IATA

在電子郵件中表示，印度將在 2025年超

越英國，成爲全球第三大航空市場，乘

客人數將達到2.63億人次。

“人們想要飛行，”IATA理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Alexandre de Juniac本周在報

告中表示。“跑道、航站樓、安全和行

李系統、空中交通管制以及其他大量元

素都需要擴大，爲乘客數量的增多做好

准備。”

全 球 最 大 的 飛 機 制 造 商 波 音

(135.41, -0.43, -0.32%)公司預計，隨著經

濟增長提升航運需求，亞太地區未來 20

年需要超過 1.5 萬架新飛機和 50 多萬新

的飛行員和技術人員。

中國到2024年將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航空市場

綜合報道 據手機科技網站 Phone

Arena報道， 一位在美國某運營商工作

的讀者爆料稱，有顧客拿著台爆炸燃損

的三星 Galaxy S7 edge 手機來店裏抱怨

求償。

這名用戶稱，手機收到兩周，是自

己將換新版的Note 7退回之後更換的，

但沒想到卻發生了爆炸事故。報道稱，

這部S7 edge爆炸前曾用原裝充電器徹夜

充電。

值得一提的是，這並不是三星 S7

Edge第一次發生爆炸事故，上周美國俄

亥俄州的一名用戶起訴了三星，原因是

S7 Edge在其口袋中發生了爆炸，導致其

嚴重燒傷;還有上個月也有一部三星 S7

Edge在通宵充電時發生了爆炸，充電時

使用的也是原裝充電器。

出于安全考慮，三星已經宣布永久

終止Galaxy Note 7的生産和銷售，並在

全世界內開始了大規模的召回。 但是據

美聯社報道稱，三星日前動員數百名員

工全力以赴查明Note 7手機起火原因，

並進行了多種變數的模擬實驗，但由于

實驗均未能重現起火時的情況，因此查

明起火原因還尚需時日。

在 Note 7 召回銷毀後，S7/S7 edge

成了三星爲數不多的主力旗艦産品，但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已經銷售超過半年

的S7 edge並沒有存在類似普遍的電池問

題，事情進展還需進一步觀察。

三星爆炸門還沒完！
Note7問題還沒查清S7又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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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昭宏】
達福地區僑社慶祝中華
民國 105 年雙十國慶升
旗典禮，於 10 月 8 日〈週
六〉早上在李察遜中國城
舉行，雙十國慶書畫展也
於同日在華人活動中心
開展、展期兩週〈至10/21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
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專程
前來參加升旗以及國慶
書畫展開幕典禮。當天活
動由榮光會、同心會和雙
十國慶籌備會共同主辦，
有數百位達福地區僑社
人士參加。

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僑務委員孟敏
寬於升旗典禮致詞，感謝僑界能踴躍前來參加
升旗典禮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大家共同緬懷革
命先烈的犧牲而創建自由、平等、博愛的中華民
國，強調大家認同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認同的國

旗只有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青天白日滿
地紅國旗。

駐休士頓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表示，
他是今年就任後首次到達拉斯，很榮幸這第一
次參加的是升旗典禮，每次在國外看到國旗都
令人感動，提到前一天在休士頓舉行的升旗典
禮相當成功，並有多位美國政要出席參加，他代

表政府感謝達拉斯
僑界舉行雙十國慶
升旗典禮，表達對
中華民國的支持展
現對國家的向心力
。

僑務諮詢委員
牟呈華致詞表示，
只要中華民國還在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國旗還在，就一定
會每年持續來舉行
升旗典禮。當天升
旗典禮由熱心僑胞

組成的藍天使合唱團領唱中美國歌、國旗歌等
歌曲，並由馬文援伯伯帶領大家呼中華民國萬
歲口號聲中結束。

雙十國慶書畫展
開幕典禮於升旗典禮
結束後在華人活動中
心禮堂舉行。國慶籌
備會總召孟敏寬致詞
表示，這是國慶籌備
會今年舉辦的第七項
慶祝活動，由美南中
華書畫藝術協會鼎力
承辦，所展出的作品
是此地的華人書畫藝
術同好的收藏及作品
，活動舉辦的目的旨
在文化的傳承。美南
中華書畫藝術協會會
長李中華將軍致詞表
示，他們是以不居功
的心態，純粹是為了

響應國慶籌備會的力邀而承辦這項有意義的活
動。歡迎僑界同胞利用時間帶子女前來觀賞展
出。

達福僑社105雙十國慶升旗典禮8日舉行
雙十國慶書畫展同日活動中心開展為期兩週

達福地區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10月8日
〈週六〉早上在李察遜中國城舉行

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
人孟敏寬升旗典禮致詞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文處副
處長林映佐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羅玉昭致詞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協會會長
李中華將軍書畫展開幕致詞

馬文援伯伯帶領呼中華民國萬
歲口號

由熱心僑胞組成的藍天使合唱團升旗典禮領唱 活動結束大家共享餐點 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率眾僑務幹部切國慶蛋糕

林映佐副處長、李中華將軍和書畫協會人員

【本報記者劉昭宏】達福地區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
國慶酒會，於十月九日〈週日〉晚上在美心大酒樓熱烈舉行，
達福地區三百多位僑社人士及政商嘉賓齊聚，共同慶祝中
華民國105年國慶。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處副處長林
映佐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專程遠來參加酒會，酒會貴賓
還有德州州眾議員陳筱玲、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副
市長 Mark Solomon 及布蘭諾市議員 Rick Grady 等人。本
活動由達福地區雙十國慶籌備會主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協辦。

國慶酒會主席莫錦強致詞，歡迎大家參加酒會慶祝中
華民國國慶，請大家能記得中華民國創立於1911年，並在台灣實現了一人
一票的民主選舉、完成了兩次政黨輪替，寄望大家無論海內外不分彼此一
起為中華民國再造輝煌。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孟敏寬致詞，從9月3日
的國慶杯高球賽開始，國慶酒會是籌備會今年所主辦的第八項活動，非常
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感謝所有的工作團隊，也感謝每一位支持及參加各
項活動的朋友。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和經文處感謝達拉斯地區僑社舉辦這場活動共同慶祝中華民國國慶，表示
中華民國目前在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推動國際關係的發展，感謝海外僑社長
期以來對國家在外交和各種交流上的支持和貢獻。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致
詞，表示中華民國的建立海外僑胞貢獻卓著，僑教中心一定會持續努力服
務僑胞，扮演好國家和僑界間橋樑的角色。

酒會貴賓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致詞，表示很榮幸這場慶祝活動
是在李察遜市舉辦，推崇在李察遜市有很多的臺灣人和亞裔，對這裡的繁
榮發展以及多元文化帶來了很多貢獻。德州州
眾議員陳筱玲致詞，再次宣示她以身為臺灣人
為榮，呼籲大家今年11月8日要踴躍出來投票
，有投票才能有聲音。陳筱玲也表示，李察遜市
是她的州眾議員選區，很感謝這裡的僑社長期
以來對她的支持並懇請大家繼續惠予支持。

酒會上林副處長和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
發僑務職聘書、臺灣美食餐廳授證以及慶祝國
慶球類比賽頒獎。當晚的節目有青少年文化大
使的舞蹈、師大附中校友會、甘秀霞女士、鄧祖
慶教授和台大校友會的演唱、排舞、李文偉先
生小提琴演奏和模仿貓王 Ned E. Spencer 的
演唱，並有長榮、華航機票大獎的摸彩活動。

達福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酒會
週日熱烈舉行

國慶酒會主席莫錦強致詞
國慶籌備會總召孟敏寬

致詞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
化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致詞

德州州眾議員陳筱玲致詞
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致詞
李察遜市副市長 Mark

Solomon 致詞
布蘭諾市議員 Rick Grady

致詞

國慶籌備會總召孟敏寬國慶球類比賽頒獎
林副處長和莊主任頒發臺灣美食餐廳授證給五福樓

和美心林副處長和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僑務職聘書

師大附中校友會校歌演唱
莊主任頒發僑委會感謝狀予英語志工營

洪逸琳同學莊主任頒發僑委會感謝狀予今年國慶活動主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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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中美國歌開場 青少年文化大使的舞蹈表演

排舞表演

林副處長、莊主任和酒會主辦人員及眾貴賓 北德州台商會參加酒會人員

甘秀霞女士粵曲
演唱 鄧祖慶教授演唱

Ned E. Spencer 和莊主任的模仿貓王
演唱 台大校友會史上首度演唱

李文偉先生小提琴演奏 酒會主持人吳玫瑤和張志榮

達福台商會參加酒會人員 酒會貴賓馬文援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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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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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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program (OBOR) is an ambitious undertaking but 
it has not been well understood by the world, not only the people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but also the people in the other three continents, Asia, Europe and Africa, 
where OBOR passes through. It has an impact on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GDP, and 
the welfare of 65% of the world's total population. The OBOR concept was first 
revealed by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 Ping, at Kazakhstan in 2013. With today's 
advance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one would imagine that such a visionary 
undertaking would have received world-wide attention reaching every person every 
corner of the Earth. Surprisingly, it isn't so; many people have never heard of the 
acronym, OBOR, even two years after its announcement. 
The above situation is somewhat unusual to such a major global program. Perhaps it 
has caught every country by surprise thus ill prepared to take a position on it. In this 
column we explain why so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offer a description of OBOR, its 
historical origination, its economical significance and its future prospect gauging on 
its current momentum and reception by the world. Naturally, the few intellectual 
elites on the world stage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ve learned about 
OBOR, however, few of the few have engaged in communicating this amazing 
concept to the public in plain folks language. This lacking in mass communication in 
most countries obviously contributed to the mystic status of OBOR which could only 
be blamed on China for not doing an adequate PR work on OBOR and on some 
countries' lack of diligence in explaining OBOR to their citizens. There was also the 
possibility that a few nations might consider OBOR a threatening program and thus 
deliberately suppressing its news and messages. Hopefully, we will succeed to dispel 
that notion here.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entities already engaged in studies and 
dialogues on OBOR.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nsulting firm, 
McKinsey & Company, has recently offered a podcast on the OBOR subject (hosted 
by Cecilia Ma Zecha, McKinsey Publishing Singapore) after her guests, Kevin 
Sneader, Chairman of McKinsey Asia, and Joe Ngai, Managing Sr. Partner in 
McKinsey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a Hong Kong OBOR Summit where many 
ASEAN delegates attended. This podcast emphasized the magnitude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OBOR as a significant trade platform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and linking 
South China Sea, South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to Red Sea. It is no surprise 
coming from McKinsey that they probed many valid ques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urged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s to take earnest studies 

of OBOR and what it may impact them economically and business wise if OBOR 
indeed took off.
　OBOR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the One Belt, a land base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REB),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Silk Road (used in 130 
BCE to 1453 CE, Han Dynasty) a trade road linking Asia and Europe and an 
ocean based route "Maritime Silk Road" (MSR),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famous "Zheng He Voyages", a seven time ocean explo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1371-1435) reaching as far as Indian Ocean and North Pacific Ocean. 
These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s served as the basis and offered the confidence 
for modern China to offer these ambitious undertaking as glob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stimulating the world economy and advancing the 
welfare of global citizens.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silk trading roads naturally 
requires tremendous amounts of investments in modernizing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roads, bridges, ports and canals, as well as upgrading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to support the finance, banking and trading endeavors. 
As rightly pointed out by McKinsey, the establishment of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 exhibited the 
early accomplishment of the OROR program. (*The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IIB was described in an article in Understanding the US and 
China, pp 65-69, 2016, ISBN: 0977159442.)
　Although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OBOR, the history of the post-WW II 
Marshall Plan proposed by the U.S. to help restore Europe's economy, had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the Chinese. Thanks to Marshall Plan, the Western 
Europe was quickly revived in the world economy. Similarly, In Asia, Japan was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by the 'Occu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plan, 
whereas Mainland China, although an ally of the U.S., was treated as an enemy 
after the war hence never received any assistance from the West. It took a lot 
longer for China than Japan to rise up in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had not only taught the Chinese a lesson but also served as 
inspiration desiring to offer h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o her neighbors by 
proposing OBOR, in spirit, modeling after the Marshall Plan.
　Unfortunately, the U.S., driven by her exceptionalism, did not gain the same 

inspiration that Marshall Plan has impressed on the Chinese. The U.S. China 
policy has been rooted in the Cold War legacy, viewed communism as a 
forever unchangeable evil.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as never seriously 
investigat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communism under the deeply 
entrenched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na 
may have had the desire to implement a pure communist society prescribed 
by Marx in the 50's but she had learned her lesson through bad experiments 
since the 60's and 70's to realize that she needed her own system compatible 
with her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People's welfare must dictate the 
political policies but political policies must be delicately implemented and 
managed by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derived from people's political power. 
This representative system is not one person one vote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implemented on every level even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U.S. China currently conducts her political reform under one dominant party 
(CCP) with her political platform shaped with people's power (People's 
Congress) in an unique way. Proposals like OBOR bear people's welfare in 
min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people extend to all people under 
the Heaven. One salient point, China must make and convince the world is 
that OBOR is a win-win global development plan not a hegemony scheme to 
gain national power as a few naysayers claimed.  
　On today's global economy, many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and China are 
heavily engaged in debt-financing, that is, borrowing money to finance 
programs which can yield returns in the long run. China's OBOR must be 
viewed as such, not as an imperialist program. China's old silk roads were 
never meant to be imperial road to expansion. China's modern silk roads do 
not bear that trait either. Any country opposing OBOR either does not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urce of inspirations or is jealous 
of its potential impact. In reality, OBOR is a program that will benefit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person on earth. OBOR is no doubt a visionary program 
offering a common dream to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China is 
in the right position to lead the effort. China is smart to kick off both SREB 
and MSR in the same time, since they are compli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they serve as mutual insurance to each other to warrant China's initial $100B 
investment. In my opinion, from private investor's point of view, the OBOR 
investment is no different from any good AAA infrastructure bond 
investment. The risk involved will quickly diminish as many countries are 
getting on board. The OBOR program is too attractive to be sabotaged by 
anyone. One good advice McKinsey should have made in its podcast is to 
encourage Japan and the U.S. to take a positive stand to gain benefits rather 
than taking a negative position giving no one any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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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World Development Program, OBOR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曾幾何時，台灣光復節曾是台灣繼雙十國慶
之後最主要的節日，現在不要說沒有什麼人紀
念，知道什麼是光復節的人也寥寥可數。這次由
海外人士催動的《紀念台灣光復七十一週年日據
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還是在略經周折，夾帶在
《私密的傷㾗》的畫展中展出。可嘆！一個不尊
重自己歷史的人，會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流失？

經過半年的努力，《私密的傷痕》國際巡迴展
終於在臺北中正紀念堂盛大開幕，因為地點好，每天有上千人參觀。希望這
次展覽能提升台灣及國際人士對這個議題的認識。

本期繼續登完王啟逡先生的《琉球復國運動對東海地緣政治的影響》，這
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可惜因篇幅關係，必須分三次才能登完。李景科的
《琉球復國運動的未來》代表一部分大陸人的想法。琉球復國運動肯定不是
一蹴可及的，如何達到目的，也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一帶一路》是中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行動指標，Dr. 
Wordman  的文章幫助我們瞭解《一帶一路》的意義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本期 任編輯 陳憲中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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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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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hinaforum13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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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琉球國，自被日本非法侵略佔領改
稱所謂"沖繩縣"開始，琉球人民以各
種方式的反抗和抗爭就開始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原琉球
國應該回歸中國或獨立，但是，中國
當時的政治家只考慮個人利益，沒有
國家民族和領土真正完整的長遠見
解，錯過了歷史的機會。

今天，琉球復國運動的組織或活動
繼續存在，但做了什麼？仍然是"文
鬥"，不定期的集會，表面的幾篇文
章，向日本，美國或聯合國遞交一些
文告，這些有意義嗎？有，說明琉球
人民和世界認同琉球中國一體歷史觀
的人民始終在努力奮鬥。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也學過世界和
中國戰爭史的無名之輩，筆者個人的

觀點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世界
上所有國家的建立或複國，無論成功的
或失敗的，一律是一個道理，就是毛澤
東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才是真
理。巴勒斯坦的建國運動何其艱難，即
使建立了武裝力量進行武裝鬥爭，聯合
國很多成員國都予以承認，但世界強權
大國把持聯合國，其目標的實現也是難
上加難。琉球 國運動組織與巴勒斯坦
國相比，那是不可比的，所以，只有在
如下組織架構基本完成的前提下，才能
夠有可能。如果按照目前的步調走，五
百年以後也實現不了。

成立琉球復國運動委員會
必須由原琉球國人後裔為主，聯合

復

世界上一切支持和贊同琉球 國運動的
人們，成立組織系統完備的琉球 國運
動委員會。

成立一個致力琉球 國為政治目標
的政黨，在成立琉球 國運動委員會
後，必須建立一個有強大凝聚力和戰鬥
力的政黨來領導，領導人民展開在所有
領域的琉球 國鬥爭。這個政黨是什
麼，應該由琉球人後裔為主體選擇。

爭取琉球 國的政黨必須構築如下
組織機構：政治部，軍事部，情報部，
組織部，宣傳部，反滲透鋤奸部，文化
史料部，外交聯絡部，後勤後援部。

組建公開和秘密的武裝力量
琉球 國運動委員會完全組建後，

組建公開和秘密的武裝力量十分必要，
因為，只有槍桿子才能實現立國 國的
目標。這才是琉球 國運動的未來。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研究

者 ， 58歲 ， 著 作 《 丹 東 歷 史 探 微 》

（ 2013年 ， 哈 爾 濱 地 圖 出 版 社 ） ，

《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年，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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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復國運動的未來
◎李景科

參、台灣執政當局可採取之作為與
因應策略

日本政府之主權主張，1969年美國
表示準備將琉球群島的施政權歸還日
本後，日本為了藉由取得琉球群島完
整的主權，進而取得釣魚台列嶼，於
是極力劃清該列嶼與馬關條約之關
係，並主張該列嶼係日本以無主地先
佔的方式取得。1972年3月8日，日本
外務省以「關於尖閣諸島的領有權問
題」，正式發表官方主張，聲明日本
國對於尖閣諸島擁有領有權。

釣魚台列嶼的海底資源可能擁有大
量的石油與天然氣，且位於東海中
部，距中國福建省與日本琉球距離幾
近相當，具有重要國防價值。對台灣
地區而言，更是北方海域的前延哨
點，可增加台灣北部海防的戰略縱
深，甚可言謂為台灣北方海洋國土之
鑰。該列嶼之最大島嶼「釣魚台」之
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在該島上可修建
雷達站、氣象觀測站、小型機場、導
彈陣地、輕型軍事艦艇小型基地，進
而達到對東中國海整個海域之控制。
台灣係一海島類型的政治實體，故而
海洋資源與航運係台灣之生命命脈，
若果如文中所推論者，則日本若取得
釣魚台列嶼之主權，必對台灣造成重
大影響。是以，台灣執政當局不論係
國民黨主政或係民主進步黨主政，基
於憲法架構下的領土主權完整性、國
家尊嚴及永續發展，皆因將釣魚台列
嶼之主權置於國家核心利益，不容退
縮。吾等不應只防範中國大陸，亦當
密切注意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由於日
本宣示釣魚台之主權，使其領海向台
灣東北海域挺進20海浬，其亦可能將
海上巡防區域擴張至台灣北部外海。
日本之武力遠勝於台灣，琉球群島之
地理位置亦對台灣有潛在威脅，該群
島南端之八重山列島乃係日方之左側
箭頭之前進據點，直逼台灣宜蘭與花
蓮外海，若其又取得釣魚台列嶼，則

可藉該列嶼地理位置之勢，成為其右側
箭頭據點。在日本廢除和平憲法積極擴
軍之際，我方亦須積極作為以備不時之
需。

鑒此，筆者認為釜底抽薪之計乃係
使日本政府之主張無效。簡言之，即係
協助琉球獨立建國。本次美軍軍紀敗壞
及反基地運動已使日琉之間出現裂痕，
筆者與自決運動者交談間，其甚盼外界
奧援，並願與東海各國共同享有資源並
共同開發共建東海為和平之洋。其亦盼
望琉球有朝一日能成為非武裝的永久中
立國。然目前多數琉球人民尚期望日本
司法能公正審判，給予翁長判決勝訴。
但安倍政府已將其脫鉤並將其視為一般
地方選舉，而依據日本憲法的自衛權為
國家高權性質，安倍必不顧選舉結果是
否為何，將繼續按照計畫推動基地建設
計畫，將琉球成為其對中前緣陣地第一
線。筆者認為目前日本司法界的作為乃
係使地方與中央進行訴訟和解，而日本
安倍政府目前亦採取暫時停止行政處分
執行的緩和策略，但根本問題的美軍撤
離不解決前，這些暫停執行的措施都無
法帶來法的安定性，而若安倍政府回復
執行時，日本的行政法院勢必必須做出
判決，這點如上所述，不利於沖繩縣政
府的因素仍在，故前景仍不容樂觀。

另外，本次訴訟已非日本國內法問
題，尚涉及美日安保條約。就國內法而
言，國防事務乃國家高權，非司法審查
範疇，但翁長乃係以行政程序不合法為
由提出訴訟。日本法院自不得駁回訴
訟，但因涉及國際條約執行問題，受到
條約必須遵守原則。且日本戰後憲法源
自美國，美國司法實務對於涉外條約訴
訟上之見解可作為本次訴訟預測。
1900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哈巴那號船：
「國際法是我們法律的一部分，當依據
國際法的權利問題提交裁決時，具管轄
權之法院須予以確認並適用之。」而國
際條約則係依據，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一
項：『本憲法、與依據本憲法所制定之

合眾國法律，及以合眾國之權利所締
結或將締結之條約，均為全國之最高
法律』當然成為美國聯邦法律的一部
分。』，筆者認為日方最後的訴訟判
決可能亦會採取同樣見解，將美日安
保條約作為最終審判依據，而給予沖
繩政府敗訴判決。

筆者認為，在無論沖繩縣議會改選
或參議院改選的勝敗選均無法阻止基
地建設、訴訟和解下暫停基地建設的
日本政府對沖繩反基地運動的和平示
威抗議下，仍持續保持鎮壓及逮捕手
段，沖繩縣民對於日本政府的信任將
大幅減弱，且基於歷史的悲情記憶作
用下，正為我方提供可具體協助的空
間，給予資金上的扶持，我方可操作
的事項主要有下述五大項：1、使其繼
續推動琉球母語教學活動；2、二戰歷
史遺跡與博物館的維護及新建；3、推
動並協助琉球自決公民團體組建；4、
提供異地教育訓練與留學管道培植琉
球自決運動新血；5、提供商業廣告給
琉球自決派新聞媒體使其聲勢與財力
壯大。筆者深信假以時日，透過民族
自決公投，將可使琉球獨立成一非武
裝中立國，使日本政府主張失去依
憑，或弱化其國際法上合法性。

肆、結論
筆者認為我台灣地區目前國際能動

性受限制的條件下，要使日本願意與
我和平共享釣島資源無疑是緣木求
魚。與日方升高衝突使用武力更非台
灣政府能力所及，故應採取建構主義
的模式去使目標達成。筆者認為雖然
吾國亦為東海爭端海域的當事聲索國
之一。但於現況不允下，似應採WTO形
式為之，亦即將我國定位為一政治實
體，名稱部分則涉國內政治角力，於
此不予論述，但筆者認為應盡量與
WTO組織名稱一致較佳。若以政治實體
來處理釣魚台列嶼爭端海域問題時，

則所有相關爭執國家可用政治實體概
念來籌設一新的區域組織，筆者暫且
將其定名為釣魚台列嶼爭端區域開發
管理基金組織。該組織係以政治實體
為成員，故台灣亦可成為組織成員之
一，如此則可將釣魚台列嶼爭端海域
之所有周邊當事國納入組織內，藉此
則可免除缺漏憾恨。

為何我方應支持琉球獨立，其目的
乃係透過此一舉措去影響日本政府的
決策，進而改變我方不利地位。若琉
球獨立成功，則日本政府所能主張區
域及理由受到來自其國體領域變化而
限縮。另外，聲索國多元化勢必使得
釣魚台海域的能動者不在僅止於中、
日雙方。透過籌組此一新的國際組
織，我國亦能成為釣魚台海域的能動
者，將原本台灣當局不利地位改善，

琉球復國運動對東海地緣政治之影響（下）
◎王啟逡

且多元化的情況勢必需要透過國際政
治民主化來達成，如此一來不在是簡
單的兩極對立體系或是零和賽局。而
必須轉置為複合賽局模式與兩強兩小
的多邊互動。而和平開發對四方都是
最有利益的選項，戰爭都可能導致另
外三者的聯合下，形成國際建制並制
定共同行為準則反可降低交往成本。
此外，在此一組織下，能將台灣與琉
球的能動性提升到與中國與日本並肩
而行。亦即透過組織的作用，可以將
弱小政治實體的地位提昇到與主要大
國類似位階。

作者： 王啟逡, 台灣省新竹市人，
玄奘大學法律系講師，中華全球華人
琉球之友協會副秘書長 ，專長為區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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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戰爭發動者的宣傳中，女性是
士兵勇氣的來源；在戰爭實際行為
裡，女性是生命的照護，同時女性切
也被迫參與戰爭最醜陋的一面。」的
確，慰安婦，亞洲女性最悲慘的記
憶；是日本軍隊於二次大戰期間造成
女性最陰暗最痛苦的傷痕故事。

人類到底需要有多長遠的洞見才能
看見正確的方向？一位女人又要有多
大的勇氣才能解開枷鎖說出埋藏心裡
黑暗深處的話？

《私密的傷痕》，這項國際藝術交
流巡迴展第四站來到台灣台北中正紀
念堂展出。我很幸運地很夠負責台灣
展區藝術家的邀請工作。

展覽緣起於「慰安婦」議題自二戰
以來從未受到應有的正視，即使在度
過二戰後70 週年的今日，這些曾受過
傷害的慰安婦仍在世界各處，忍受著
歷史噤聲所帶來的難以癒合之傷疤。

展出來自14 個國家，不同世代的63 
位藝術家，聯手探討全球視野下、戰
爭歷史記憶中，女性身體的主體意
識，也反映今日世界存在的性別暴力
衝突。藝術家們在當代脈絡思維下以
作品凝視難以言語的歷史真相，揭漏
出個人對此議題的深度反思、也揭開
了歷史無法癒合的傷疤。

展覽主要目的，不只在促進社會大
眾對女性在戰爭衝突中所受的暴力傷
害有更清晰的認識，同時也希望提升

大眾對隱而未顯的女性人權議題的關
注。這項以性別議題的藝術交流計劃，
集合了來自不同世代藝術風格作品，提
出一個有關人權、女性、歷史的多元語
境。

展出三大主題分為( 一) 歷史境域( 二) 
傷痕記憶( 三) 當代新語。作品媒材涵蓋
攝影、繪畫、雕塑及錄像作品，風格從
具象寫實到抽象裝置，當代觀念到現代
繪畫，不論在創作時間軸與作品內容之
多樣性上都呈現極大跨幅，藉此帶給觀
眾不同面向的視野，期盼引起社會的共

鳴，共同思考如何彌補這歷史傷痕。
慰安婦，一群人類黑暗歷史見證

者，也是受害者，內心隱藏無法控訴
的言語，在台灣曾受徵召的有1200 位
女性，現僅存三位沈默地生活在台灣
角落，願藉由「私密的傷痕」展出，
昇華歷史的悲傷，以藝術作品照亮世
界上最黑暗的角落。

蔡文祥，藝術家及專業策展人。獲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攝影藝術碩士學位。
出版巜敢動年代》攝影專集。

◎蔡文祥

   

永誌不忘---「慰安婦」亞洲女性傷痕記憶
開

幕
式

盛
況

1840年鴉片戰爭後，封建中國不得不面對資本主義先進列強的蠶食鯨吞。無
以數計有良知的愛國知識份子從此朝著如何「現代化」的道路，展開漫長而艱
辛的尋索以及分歧的實踐。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通過1874年4 月派兵進
攻牡丹社原住民，展開侵略中國與併吞台灣的歷史。

1885年，台灣建省。劉銘傳撫台，開展台灣現代化的建設。
1895年4月17日，甲午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淪

為日本的殖民地。因為台灣的割讓，於是就有了台灣問題的產生，台灣人的祖
國意識與棄兒意識也隨著歷史的進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發展。

兩個甲子的時光過去了。然而歷史遺留的台灣問題與釣魚島問題不但尚未完
全解決，戰爭危機更可能一觸即發。歷史的問題必須歷史地解決。做為台灣社
會主體的台灣民眾們，為了維護東亞和平，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根本解決台灣
問題與釣魚島問題，永保安和樂利的太平生活，讓我們一起通過觀賞圖文展
覽，認識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反抗史與身份認同，克服日本殖民統治帶給台灣民
眾的種種創傷，從而走向幸福的康莊大道。

   
開幕式：10月25日
                    10:30

展期：  10月25 日～11月15日
        10:00～17:00（週1～週5）
        10:00～18:00（週6～週日）

地點： 新北市淡水海關碼頭博物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9號（紅毛城對面）

            亞太事務研究中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中華保釣協會

紀念台灣光復七十一週年
日據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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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週四）中午，筆者正在距離
巴爾的摩內港三英里遠的工作室，埋頭準備
採訪資料，室外不斷傳來轟隆轟隆的巨響，
向窗戶眺望，偶爾可以看見幾架飛機在藍天白
雲下，平行地飛翔，又不時迴旋，留下長長的
白煙尾巴，猶如上演空中舞蹈，其實他們正在
積極為15及16日的飛行表演進行預演。
馬裡蘭州艦隊週

美國不少沿海城市均會舉行促進軍民互動
的艦隊週，10月10至17日是 「馬裡蘭州艦隊
週（Maryland Fleet Week）」，有超過12艘美
國及加拿大的軍艦停泊巴城內港、Fells Point
及Locust Point，由13至16日民眾更可登艦參
觀；15及16日又於巴城進行一連兩天的飛行表
演（Air Show），同時開放位於巴爾的摩郡
Middle River的軍民兩用機場Martin State Air-
port，讓公眾近距離觀賞飛行表演參與飛機的升
降及靜態展示，所有活動均免費。

今年停泊在巴城的艦艇有三艘驅逐艦，包括
最新的USS Zumwalt（DDG 1000）、其他型號
則有USS Jason Dunham（DDG 109）及HMCS
Athabaskan（DDG 282）；巡洋艦 USS Leyte
Gulf （CG 55） ； 巡 邏 艇 HMCS Shawinigan
（MM 704）；先鋒級遠征高速艦艇 USNS
Carson City（T-EPF 7）；兩艘訓練及研究用
船Yard Patrol；垃圾清理船REYNOLDS；調查

船 LINTHICUM； 兩 艘 拖 船 USAV Cat Lai
（ST-915）及USAV Fort Moultrie（ST-912）
；研究船Bay Hydro II；縱帆船Pride of Balti-
more II。
馬州台裔海軍陳少校

居於馬州的陳志宏少校，2003年加入美國
海軍，曾於航空母艦負責軍機維修，現服役於
馬州Patuxent River的海軍航空站，執行軍機維
修及軍事採購、研發等項目。

陳少校表示未曾出席東岸的艦隊週，比較近
一次參加的西岸艦隊週，大約是兩、三年前、駐
守航空母艦USS Nimitz（CVN-68）的時候。曾
參與三藩市艦隊週的陳少校說： 「當時我有邀請
一些當地朋友登艦參觀，參觀人士須按特定路線
遊覽，也有船員向公眾分享船上生活及工作內容
，個人最推薦航母的飛行甲板、艦長艙及艦橋。
」

可惜 「馬州艦隊週」並沒有展示航空母艦，
陳少校解釋： 「通常沒有在維修或不用出任務的
艦艇才會參加艦隊週，而航母能否靠岸要看碼頭
的深度，不是所有的港口都適合停泊。」

那麼陳少校又喜歡艦隊週嗎？他回答：
「有些城市會舉辦活動給海軍參與，新兵可能

比較期待艦隊週。艦隊週對我來說則是一個中
途停靠港，如果不用執勤，可以下船觀光、休
息也很不錯。」

陳少校還向筆者透露了一個有趣資訊，原
來艦艇只要回到母港，軍眷可與海軍一同登船
，無須苦等艦隊週，便可一窺摯親的工作環境
。陳太太回憶道： 「我第一次登艦是2012年，
當時覺得十分新奇，特別感興趣的是飛行甲板
上的多架軍機。」
飛行表演

15（週六）及16日（週日），在巴城著名
歷史景點的Fort McHenry上空進行了精彩的飛
行表演。參與是次飛行表演的有Scott Francis的
特技飛機 MXS、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 SAR
）的直升機HH-65、P-8海神式海上巡邏機、
戰鬥機F-22、F-35、P-51、知名飛行表演團隊
Geico Skytypers 的六架教練機 SNJ、高速汽艇
Miss Geico、加拿大皇家空軍（RCAF）的戰鬥
機CF-18。壓軸表演當然少不了，聞名的美國
海軍飛行表演團隊的六架Blue Angels。

特技飛機一系列的優雅高難度動作，多個
螺旋轉、360度倒飛、垂直高速上升再急降低飛
；直升機進行海中拯救示範，岸邊觀眾也能感
到直升機低飛時濺起的水花；從地上遙望，戰
鬥機猶如魔鬼魚，慢飛、側飛均發出巨響；三
架軍機平飛再各自飛往三個不同方向，留下的
白煙狀如噴泉；六架教練機花式多樣，平行飛
翔、煙花式向上分散飛行、直線向下放射式飛
揚、六機飛往不同方向再交滙一起、兩機飛航

做出心型白煙，另外四機平行飛越巨大的空中
心型；兩機低飛與一架高速汽艇合演，呈現兩
道空中平行白煙及一道澎湃的水中浪花等等。
近三小時的精湛表演，在場觀眾無不驚嘆！
29及30日馬州海軍航空站免費活動

錯過了 「馬州艦隊週」的讀者不用失望，
10月29及30日在距離特區約65英里的Patuxent
River 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Patuxent
River）也會舉行免費航空博覽會（Air Expo）
，向公眾再度獻上多場飛行表演，並展出特色
飛機。

活動包括新型戰鬥機F-22 Raptor的空中駕
駛示範、空降部隊的高空降落傘表演、Geico
Skytypers 的低級別精密演出、前海軍試飛員
Nalls Aviation 示範駕駛私人戰鬥機 FA-2 Sea
Harrier、雙翼機S1S的特技飛行表演、前太空人
及試飛員Joe Edwards駕駛教練機T-28、輕型滑
翔機飛行演出、特技飛機 MXS表演等。另有展
出二次大戰時代的轟炸機B-25J等。詳細資料
，請瀏覽網站的最新公佈。
時間：8 a.m. - 5 p.m.
地址：47417 Buse Rd, Patuxent River, MD
20670
網址：www.paxriverairexpo.com

文：鄧彩欣馬里蘭州艦隊週暨飛行表演

1027D04

華人的助選熱情
2016美國的大選即將來臨，華裔

選民對選舉的熱情也是空前高漲。除
了大家最關心的希拉蕊和川普兩位候
選人的競選大戰以外，眾多華裔社團
也紛紛加入選舉義工大軍，展開了選
民登記活動，希望能提高華裔選民投
票率。

不管您是川粉還是希粉，能去投
票都是好事兒，都是華裔參政議政的
具體表現。比那些在微信上光說不投
的要強 。那麼究竟大家手裡的這一票
有多少份量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我
們就必須要認真學習一下美國的選舉
制度。

科普選舉人制度
眾所周知，美國的選舉是全民公

投制度，言下之意，只要你是登記選
民，都可以去投票。選舉日當天，當
您把自己手中神聖的一票投給您最熱
愛的候選人，當您把那張“I voted”
藍白標籤貼在胸前走進辦公室，如果
此刻您認為您的選票直接投給了候選
人，或者您認為獲得選票多的候選人
就一定能勝利當選，那麼您就錯了，
正確的回答是不一定。而您的選票也
並不直接影響候選人的獲勝。如果此
刻您向我投來疑惑的眼神，我理解，
那麼請允許我為您詳細解釋美國大選
的背後運作過程。

要瞭解美國大選，你必須首先瞭
解選舉人(Elector)，選舉人團(Elector-
al College)和選舉人票(Electoral Vote)
這些概念。選舉過程中，每個州按照
人口多少，分配一定的選舉人數額，
選舉人組成選舉人團。大選這一天，
所有選民參加投票，將自己的一票投
給一位總統候選人。在這個過程中，
選民的這一票只是用來決定哪位候選
人獲得該州的公投勝利。而獲勝候選
人事先決定的選舉人才能加入選舉人
團，投選舉人票。

每個州的選舉人人數同該州在美
國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總人數
相同，全國共535人。這535位議員中
，有100名參議員，每州兩名，435 眾
議員，每州席位不同，根據各州人口
數目按比例分配。目前，加州議員最
多，所以選舉人票最多，高達55張；
德克薩斯州38張，紐約州、佛羅利達

州29張；而阿拉斯加、特拉華和懷俄
明等每州只有3張。

但是美國首都DC並沒有參議員
或眾議員，可是DC的居民也有投票
權，那麼DC應該有幾位選舉人票呢
？1961年批准的第二十三條憲法修正
案給予哥倫比亞特區(DC)選舉權，其
人數不少於選舉人最少的州份（即3
人，其中兩位參議員，一位眾議員）
，總統選舉人因此增到538人。

法律還規定，要在美國大選獲勝
，候選人必須要獲得超過半數的選舉
人票(Electoral Vote)，注意，不是超過
半數的公投結果(Popular Vote)。也就
是說必須獲得至少270張選舉人票才
能獲勝。事實上，2000年美國總統布
希就在公投中以49%敗給對手戈爾，
卻在選舉人票中以271票險勝對手，
當選為總統。這個歷史事件告訴我們
，獲得公投勝利，不一定能當總統，
一定要獲得至少270選舉人票才能當
選。

我的選票和選舉人的選票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既然選舉最

終看的是選舉人票，那麼我們選民手
中這張選票又意義何在？筆者認為，
意義是肯定有的，只是這意義需要通
過一個複雜的選舉程式才能獲得體現
。

要進一步瞭解您的選票和選舉人
票的關係，我們必須介紹一個新的概
念“贏者通吃”。在美國，除了緬因
州和內布拉斯加州以外，只要候選人
在該州獲得公投勝利，那麼這位候選
人便可以獲得這個州的所有選舉人票
。這就是所謂的“The winner takes all
”。

那麼要獲得公投的勝利需要什麼
條件呢？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
絕對多數(Majority)，一位候選人獲得
超過50%的選票。另一種是相對多數
(Plurality)，就是雖然沒有達到絕對多
數，但是在三位或以上候選人的前提
下，佔據最高得票比例。

那麼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是如
何計算選舉人票的呢？很簡單，按照
該州的眾議院選區，每獲得一個選區
的公投勝利，得該選區的選舉人票。
如果獲得全州公投勝利，再獲得兩張
代表參議員的選舉人票。所以在這兩

個州，採取的是多贏多得的按比例計
票方式。

美國選舉的實質
那麼有人一定會問，究竟誰是選

舉人？選舉人又是誰選出來的，選舉
人是怎麼投票的？為什麼要讓那些我
們都不瞭解的選舉人來代理我們的投
票？讓我們慢慢來剝開洋蔥，深入瞭
解美國選舉的實質。

選舉人並不是虛擬的配額，而是
真實的公民個體。選舉人的產生過程
各州都有所不同，通常在該州的各黨
代表大會上產生，他們往往由對党忠
誠，有卓越貢獻，或和候選人之間有
關聯而被推舉為選舉人。大選之前，
總統候選人都各自在各州準備好自己
的選舉人，並向州選舉委員會確認名
單。公投結果一出來，獲勝政黨的選
舉人就成為該州的選舉人團。全國538
位選舉人將與12月中旬，在各州的州
府對總統候選人投選舉人票。投票結
果將被密封，送交國會參議院主席保
存。

也許你會問，那麼選舉人一定會
按照公投結果，或黨派立場來投票嗎
？其實不然，美國憲法，或選舉法都
沒有強行規定選舉人的票一定要投給
獲得公投勝利的候選人。但是按照常
理，也有的州明文規定，選舉人的選
票必須投給公投獲勝的候選人。也就
是大家常說的Vote along party lines。
可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也有。不按全民
投票結果投票，棄權都被認為是對黨
不忠的叛變行為，這樣的選舉人被稱
為Faithless Elector。而美國歷史上這
樣不忠選舉人的案例有大約158起。
而今年的大選由於兩位候選人都存在
道德，法律上的問題，選舉人不忠行
為尤其容易發生。

二次投票
大選之後的1月6日，參院主席將

取出選舉人投票信封，當眾宣讀選舉
人投票結果。而候選人必須獲得半數
加一票，270票以上絕對多數才能順利
當選總統。但是絕對多數(Majority)並
不是保證的。有可能出現平分江山的
局面，各占269票。或者由於小三兒
或小四的介入，奪取足夠多的選舉人
票，讓沒有一個候選人能占絕對多數
，只能占相對多數(Plurality)。

2016的選舉就很可能有這個問題
。除了各自都可圈可點的民主黨希拉
蕊，和共和黨川普以外，各州的選票
上還會有自由党候選人加里·詹森，和
綠党候選人吉爾·斯坦。一些原本忠實
的黨派選民會因為候選人的操守或價
值觀的不同而放棄支持兩位候選人，

倒戈把選票投給第三，或第四黨派。
如果發生候選人沒有佔據絕對多

數的情況，那麼此時相對多數當選並
不合法。國會將作出二次投票決定。
國會眾議院將從得票最高的三位總統
候選人中再次投票，以絕對多數選舉
一位總統。而參議院將從得票最高的
兩位副總統中再次投票，選舉副總統
。如果在就職大典之日，還是沒有選
出總統，那麼則由候任副總統暫時代
理總統，直到選出合法總統。

相對多數的引申問題
在這個二次投票過程中，我們就

會看到另外兩個問題。首先，就是
DC特區在美國國會中是沒有席位的
，也就是說，DC選民在國會的二次
投票過程中是沒有說話權的。這對
DC的選民而言是不公道的。可謂民
主國家的非民主待遇。

其次，在今年的選舉中，如果希
拉蕊沒有能夠獲得絕對多數選舉人票
，那麼希拉蕊，川普，以及得票較多
的小三將面臨國會眾議院的二次投票
決定。大家知道，第114屆國會眾議
院是一個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假設
大選後，共和黨還是控制眾議院，那
麼在這樣的形勢下，希拉蕊在二次投
票中將前途渺茫，當選的可能性非常
小。那麼加上共和黨內部分裂，並不
都支持川普，所以川普獲得絕對多數
也不一定。而最戲劇話的結果將是小
三轉正，得到絕對多數選票，當選總
統。雖然這樣的機會不大，但也不是
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美國要沿用選舉人制度？
這個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說白了，民主國家的建國構架師們也
擔心絕對民主對社會帶來的反作用力
，認為選舉人制度是對國家權力的保
護。

不難看出，選舉人制度可以有效
地平衡大小各州的參政利益。讓總統
候選人不只是簡單地關注人口集中的
大州，故意忽略了人口稀少的小州。
因為再小的州也有三張選舉人票。

選舉人制度的另一個好處就是計
票方便。記住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是在
美國建國1776年制定的。在當時沒有
現代通訊，沒有計算設備，地域廣闊
，交通不便的美國而言，要實施絕對
民主的投票系統是很困難的。那麼選
舉人投票體系通過可數的一小撮人為
代表來間接反映公投結果確實是一個
可行的民主投票方案。

選舉人票舉例
談了那麼多的理論，讓我們來舉

個實例，美國維州(Virginia)總人口約8

百32萬，截止9/30/2016，共有註冊
選民5百49萬，因為兒童和非公民沒
有選舉權。維州擁有13張選舉人票，
因為維州有2位參議員，和11位眾議
員。根據這一比例，維州每一張選舉
人票代表大約64萬人口，或約42萬選
民。如果我們假設100%的選民投票率
，而且沿用媒體的名義調查的結果，
那麼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將獲得44%
的選票，約2百42萬票。川普將獲約
36%的選票，約1百97萬票。希拉蕊
獲得相對多數，民主黨在維州獲勝。
這時，民主黨預先確定的13位選舉人
將加入選舉人團。12月，如果選舉人
都按常理出牌，那麼所有13張選舉人
票都將投給希拉蕊，川普在維州將得
不到一張選舉人票。

選票的群眾力量
說到這裡也許你會想，如果一個

黨派在某一個州呈現絕對優勢，那麼
支持另一個黨派的選民似乎投不投都
無所謂了，這樣的想法對嗎？這一觀
點肯定不對，首先，選舉最重要的是
一個群眾力量，人多力量大。其次，
選民的投票率並非100%。 據2012統
計資料，全國合格選民約2億3千5百
萬人，而投票選民只有1億2千9百萬
。投票率只有54.9%。其他45.1%的合
格選民要麼沒有登記，要麼棄權投票
。以此資料為基礎，我們不難看出，
如果能夠有效鼓勵選民登記，提高投
票率，那麼在選舉日出奇制勝是完全
有可能的。c

我這一票有多少份量
最後，回到我們的開篇話題，

我這一票有多少份量？筆者認為，
美國的選舉人投票制度有其必要性
，和優越性，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和可操控性。但是這一制度沿
用至今，也已經發展成熟。通過對
這一制度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
在整個選舉的各個環節中，只有普
選當天我們選民的選票起到了公投
的作用，而在之後的選舉人投票，
二次投票等環節中，並沒有我們選
民的直接參與。所以，要最大化我
們選票的作用就要避免二次投票，
讓我們支援的候選人在普選中以絕
對多數獲勝，在選舉人投票中也以絕
對多數獲勝。那麼我們就能將我們選
票的份量最大化。

如何能占絕對多數，就是鼓勵對
合格選民進行登記，參與投票，以提
高候選人支持者的投票率來提高絕對
多數的可能性。

作者：華府華語傳媒
(WCMI.US) 宋傑

作者: 宋傑

美國選舉中我的選票有多少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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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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中 律師
2016 年 10 月 24 日，美國移民局 (USCIS) 宣

布： 從 2016 年 12 月 23 日 起， 移 民 局 各 項 收 費
將大幅上漲，平均漲幅為 21%，最高漲幅超過兩
倍。如果您的英文夠好，請參看移民局網站上的
報 道 https://www.uscis.gov/news/news-releases/
uscis-announces-final-rule-adjusting-immigration-
benefit-application-and-petition-fees. 

各 種 上 漲 的 費 用 中， 漲 幅 最 大 的 是 特 許
豁 免 申 請 (Application for Waiver of Grounds of 
Inadmissibility) 費用，從現行 200 美元上漲到 715
美元，增幅達 258%。另外，綠卡申請費從 985 美
元漲到 1140 美元；親屬移民申請 (I-130) 費從現
在的 420 漲到 535 美元；職業移民申請 (I-140) 費
從現在的 580 漲到 700 美元；轉換簽證的費用從
290 漲到 370 美元；驅逐豁免申請費用從 585 漲到
930 美元；移民局判案後重開案申請費從 630 漲到
675 美元；工卡申請費從 380 漲到 410 美元；回美

老虎真來了、您準備好沒有–移民局收費大幅上漲
紙 (I-131) 申請費從 360 漲到 575 美元；未婚夫妻
簽證從 340 美元幾乎增加 200 美元漲到 535 美元；
更新綠卡從 365 美元增加 90 美元到 455 美元；申
請重發公民證從 345 美元提到 555 美元；公民父母
替孩子申請公民證的費用則從 600 美元大幅漲到
1170 美元；投資移民申請 I-526 簽證的申請費用
從現在的 1500 美元上調到 3675 美元；投資移民區
域中心成立的申請費用 (I-924)，將從現行的 6230
美元，提高到 1 萬 7795 美元，漲幅達 186%。報考
公民入籍（N-400）的費用將從現行的 595 漲到
640 美元。但若您的收入高於聯邦貧窮線 150%，
但低於 200%，您可能只需支付一半即 320 美元的
入籍費。移民局網頁 ttps://www.uscis.gov/forms/
our-fees 上面列有各項費用的具體漲幅。

以上費用調整將從 2016 年 12 月 23 日起生效，
就是聖誕節的兩天前，請記住。只要您的申請文
件郵寄日期、郵戳日期或其他送件方式在 23 日或

以後，都必須按新標準繳付費用。記得上次移民
局漲價是在 2010 年。這六年間，移民局的要求日
益繁瑣，對各類申請的內容要求不減反增，比如
一個公民入籍的表格就從原來的幾頁增加到現在
的二十多頁。加上通貨膨脹等等的影響，移民局
上調收費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並不是說移民局
的服務就更好、更改進了。雖然移民局每次漲價
都說是為了提升其服務品質和效率， 但您可別指
望移民局這個閻王殿真會提高什麼質量和效率。
作為到刀板上的魚肉，我們唯有做的就是盡量按
照移民局的要求遞交我們的申請文件。特別是在
漲幅即將生效的這兩個月內，能遞交多少請您盡
快遞交多少，能省多少就是多少。您給我多付點
律師費，我會誇您大方、豪爽、和知恩圖報；可
多給移民局，則沒誰感謝您；最好能省則省、趕
快省。

【編者註】田方中律師出人意料的辦案通過

率和勝訴記錄歸功於他的知識、素養、技能、經
驗和責任心。他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
驗，同時精通於撰寫各類上訴狀，為客戶爭取最
大利益。田律師擁有美國法學博士學位、英美文
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學位，曾任大
學英語教師和華為海外市場經理。他為人熱情、
責任感強，極具親和力；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
的事當做自己的事，急客戶所急，憂客戶之所
憂，樂客戶之所樂。如有疑問，請聯系田律師
樓；達拉斯地址 : 11333 North Central Expy, Suite 
201, Dallas, TX 75243；電話 : (972)-978-2961; 傳
真 : (817)-977-6831. 休斯頓地址：6161 Savoy Dr., 
Ste 400,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559-
2078; (832)-789-1997; 網 站：www.tianlawoffice.
com; 電子郵件地址：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 1027D01

有些人希望透過改名而改運，中外皆然。緬因州的省會波
特蘭（Portland）在歷史上曾經遭到四次大火（1676年印地安
人、1690年法國人與印地安人、1775年英國人以及1866年國
慶煙火）。當地的人們為了改運，改了6次名字。喬治克裡夫
（George Creeve）於1633年發現這裡時，使用印地安人的名
字 Machigonne。後來的地名依序為：Indigreat、Elbow、The
Neck、Casco、Falmouth。1775 年此地名為 Falmouth，曾經被
英軍海軍砲轟、燒毀。1786年重建後改名波特蘭，1866年美
國國慶日煙火點燃木造房，一萬人無家可歸，數年後重建，這
次大火後地名不改，依舊是波特蘭。2009年波特蘭被Forbes雜
誌選為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榜。2016年處暑與白露之交，走路
班16人搭乘遼闊之號（Grandeur of the Sea）遊輪的第二站波
特蘭。

波特蘭城市巡禮
9月4日晨8點45分，船停泊在波特蘭碼頭。昨夜雨霽，

天氣微涼。朗朗藍天，白帆點點。鑑於遊輪提供的 「波特蘭城
巡禮和燈塔（PW02）遊」每人要價60美元，太貴！很幸運地
，方強宗教授和我在碼頭邊找到一家旅遊公司每人僅收24美
元，兩個半小時行程，將於9點45分出發。導遊Fred知識豐富
，從四次大火說起，說到波特蘭改名改運的歷史。巴士在建於
南北戰爭前的維多利亞莊園停下，它是紐約、波士頓和新奧爾
良旅館大亨Ruggles Morse夏天的別墅。別墅是New Haven建
築師Henry Austin設計。四層褐色石磚，維多利亞式建築的二
樓有土耳其浴室的伊斯蘭裝潢。Ruggles Morse住到1893年逝
世，其妻將它賣給Joseph Libby直到1928年大蕭條，因積欠稅
款，被William Holmes收買，改做博物館至今。巴士快到詩人
Henry Longfellow（1807-1882）廣場前，Fred說了有關詩人的
生前軼事。Longfellow結了兩次婚。第一任妻子瑪麗在婚後四
年，因小產死於荷蘭鹿特丹。第二任妻子Frances "Fanny" Ap-
pleton，他追了七年才成功。據說，他經常路過波士頓大橋走

到她劍橋的家。由於詩人與Fanny感人的愛情故事，波士頓政
府於1906年將這座橋改名為Longfellow大橋。他們結婚18年
生下6個孩子。1861年7月Fanny依照維多利亞時代的習俗，
將孩子們的頭髮封入小包裡收藏，不小心臘掉到裙子上燃燒起
來，正在閱讀的Longfellow過來搶救，昏迷的她第二天還是不
幸地過世。Longfellow因救火導致臉和手被燒傷，自那天以後
，他開始蓄鬍鬚，掩蓋臉上的疤痕。Fanny死後18年的一個夜
裡，他看到一幅畫，山間幽谷邊掛著白雪，雖艷陽高照，十字
架形狀的雪永不消融。這讓他想起自己胸前的白色鬍鬚，和他
對Fanny的愛和思念，寫了十四行詩 「雪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Snow）」悼念亡妻。說著說著，巴士繞過Longfellow廣場。
廣場矗立 Longfellow 晚年蓄鬍的座像，它是 Franklin Simmons
在Longfellow死後三年開始設計的。接著來到著名導演Henry
Ford（1863-1947）的座像。從1914年至1965年Henry導演過
130 部電影。他導演的三部影片：“The Grapes of Wrath”
(1940), “How Green Was My Valley” (1941) 和 “The Quiet
Man” (1942)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伊麗莎白岬燈塔
接束波特蘭城巡禮，巴士開往南波特蘭區看伊麗莎白岬

（Cape Elizabeth）波特蘭頭燈塔（Portland Head Lighthouse）
。伊麗莎白岬的名字是取自英國查理一世（1600-1630）的姐
姐 Elizabeth of Bohemia（1596-1662）。車在燈塔停車場讓我
們下來參觀。燈塔是1789年國會通過 「燈塔法案」，在華盛
頓總統的命令之下，花1500元請兩個泥水匠Jonathan Bryant和
John Nichols建造的。華盛頓告知：國家剛成立，物力維艱，
一切材料就地取材，開始時時說建58呎高，當他們完成時登
塔才發現需要加高約20呎才行。最後燈塔完成，塔高72呎，
塔燈是由16盞鯨魚油燈組成，總統任命Joseph Greenleaf為第
一任管理員，於1791年1月10日啟用放光。該燈塔位於威廉
堡（Fort Williams） 公園內，威廉堡從 1872 年到 1964 年這一

段時間內是美國陸軍基地。1964年後變成了公園，所以在這公
園內有碉堡等遺跡，我們沒去！看著矗立在海岸的燈塔，配上
碧海藍天白雲，大家趕緊上洗手間和拍照。白塔外牆、紅瓦屋
頂、藍天碧海加上綠葉叢中野玫瑰的紅花，每一張都是留做紀
念的明信片。緬因州的野玫瑰，學名Rosa Rugosa。Rugosa源
自拉丁文rugose，皺的意思，花瓣皺不平整。生長在緬因州海
邊，抗旱抗鹽，又稱 「海灘野玫瑰（Wild Maine Beach Rose
）」。粉紅色花瓣，黃色花蕊；花香，梗有刺，果實暗紅色一
吋直徑可食用。散步在白色燈塔下，海邊岩岸小徑。驀然，看
到一大塊石頭，上刻著： 「Annie C. Maguire在此撞沉，1886
年聖誕夜。」Annie C. Maguire是英國三桅帆船，1886年12月
24日從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啟航，撞上伊麗莎白岬的礁石
。燈塔管理員Joshua Strout、他兒子和妻子等人用梯子架在船
緣當踏板，協助O'Neil船長和夫人兩位隨行人員以及9位船員
救上岸。隨後瞰到一座霧鐘和立牌。此霧鐘重達 1000 磅是
1901年製造，每十秒打一次鐘，鐘聲可傳達一英哩。青銅立牌
告示：詩人Henry Longfellow經常從波特蘭走訪此燈塔。管理
員都是他的朋友，可確定的是他曾經坐在這裡，激發那首 「燈
塔（The Light House）」詩的思緒。二十分鐘很快就到了，我
們依依不捨地離開波特蘭燈塔。巴士載我們回到波特蘭市區，
告別 Fred，到他推薦的 DiMillo 餐館吃龍蝦。此餐館創始人
Antonio DiMillo（1933-1999）於1980年買下701噸的Newport
號車載船，改裝成水上海鮮餐廳，1982年12月開張。到緬因
州當然不能不吃龍蝦，兩隻1.25磅龍蝦要價40元，夫婦倆一
人一隻，加上一大碗貽貝，一根水煮玉米，一碗香濃的蛤蜊湯
。我們16位耆老穿戴著龍蝦專用的圍兜，兩手提著龍蝦大螯
的幸福，先拍個照留念。肥美的龍蝦，拿在手裡那種沉甸甸的
感覺，還沒吃就有一種飽足感，鹹水煮的龍蝦肉沾黃油，真是
名不虛傳。大快朵頤的龍蝦饗宴，留下滿滿一桌殘殼。過海關
、上踏板，結束波特蘭回味無窮的旅程。（全文完）

改名改運波特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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