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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閣中規模小、國內知名度敬陪末座的部會，非僑務委員會莫屬。但繼編列破億機密預
算被批黑箱、委員長吳新興帶領台商高喊總統讚被譏為拍馬屁後，僑委會決議將認定自己非台
灣人的僑生冠以 「僑 (華) 生」，將中華民國的國籍認同，限縮為對 「台灣」的認同，同時進
一步正式將國家定義為 「台灣」，成為賴內閣中正式對外宣布 「台灣獨立」的行政部會。

僑務委員會以凝聚海外華僑凝聚力為己任，是各部會當中最強調愛國意識的政府機關，也
正因為擁護中華民國色彩鮮明，確立華僑與中華民國建國歷史的一脈相承，因此被獨派團體視
為發展台獨論述的絆腳石，經常被綠委點名為應被裁撤的部會之一。

海外華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是國家外交上的重要資源，這群僑胞即便從未在台灣生活，
但在中共建政後，以海外反共堡壘自居，讓大陸官員出訪所到之處抗議如影隨形，透過當地人
脈提升中華民國的外交能見度。他們的認同歸屬，是中國人，而中國的定義，是 「中華民國」

。這種情懷延續至今，即便民進黨首次執政時的 「僑胞三等論」將一部份僑胞推向了對岸，但
海外各地多數的中華會館及傳統僑社，仍高掛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及中華民國的國旗。

如今僑委會以 「尊重僑生的國籍認同」，棉裡藏針的把 「是不是台灣人」，做為 「僑」的
分界點，將 「華僑」與 「台僑」落實為 「不同國家」的人民，讓人好奇是否民進黨嫌海外僑胞
太多太礙眼。回頭看僑委會為 「反制中國統戰」而編列一億多元的機密預算，這種邊花大錢蓋
高樓，一邊敲掉現有地基，僑委會預算編列的自相矛盾，反統戰未必，恐怕也只是另有所圖。

賴內閣不推動獨立公投、不更改國號，卻把兩岸關係定位為國際關係，已屬違憲，掌管國
家海外僑務的僑委會搶在閣揆與總統之前，逕自表態宣布台灣獨立的做法，恐是拍馬屁拍過了
頭。冷衙門暴衝對國家造成的傷害，以及失去僑力的代價，最終還是由全民承受。

AMCAMC推推1010月電影特惠月電影特惠 看電影只要看電影只要55元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雙十國慶，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8日晚於
Post Oak的Hilton 飯店舉行國慶酒會，剛抵休履新的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偕夫人黃惠
榆歡迎眾多華洋政要及僑學商界代表齊聚一堂，逾
700嘉賓一同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抵休履新才一周多，陳家彥為歡迎貴賓及僑胞來
訪，一一與來賓訪客握手致意。他致詞除表示休士頓

人的親切熱情讓他印象深刻，對於哈維颶風後的
災後重建，台灣捐助80萬美元賑災，都是強健的
台美關係基礎。
另外，也也提及台美雙邊的貿易互動、台美間深
厚的經濟與安全夥伴關係及台灣海峽兩岸狀態，
他誠摯地期望台美關係持續興盛，並承諾扮演好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的角色，讓台美關係持
續興盛。
陳家彥一起舉杯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祝美國與
台灣的友誼長存，在場人士也一同舉杯恭賀中華
民國生日快樂，現場掌聲四起。
當天多位政要輪番上台致詞，並頒發賀狀與祝賀
文告。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駐處共收到轄區五州

、六城市、哈瑞斯縣、福遍縣、四位聯邦參議員、八
位聯邦眾議員、八位州議員及市議員等共33名政要等
人的祝賀文告，德州禮賓處處長也代表德州州長Greg
Abbott 頒贈祝賀文告。陳家彥與政要貴賓合影，並一
同切下國慶大蛋糕。

會場上提供許多符合台灣飲食文化的道地小吃，
貴賓們吃到懷念家鄉味，得到一致好評。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迎各社
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有配圖請註明
圖說，投稿請發送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經文處國慶酒會經文處國慶酒會 華洋政要共賀慶雙十華洋政要共賀慶雙十

吳程遠觀點：宣佈台獨 僑務先行 冷衙門的爆衝
僑社專欄僑社專欄









 








 文/ 吳程遠前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右六右六))及夫人王惠及夫人王惠
榆榆((右七右七))與今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與今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左五左五))、、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左四左四))等嘉賓切下國慶大蛋糕等嘉賓切下國慶大蛋糕。。((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駐處全體人員合影休士頓駐處全體人員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喜歡看電影的民眾有福了
，想花最少錢看好電影嗎？10月可能是最好月份邀親朋好友
一起享受看電影樂趣。

AMC戲院10月整個月份推出5元電影特惠。只要免費
加入AMC會員俱樂部(AMC stubs loyalty club)，10月份每周

二可享受任一部電影，只要5元。
該戲院目前也提供每周二10元套票，包括電影入場券、

爆米花和飲料，喜歡看電影的民眾可別錯過了。詳細可參考
https://www.amctheatres.com/ticket-Tuesday。

AMCAMC戲院正提供電影票優惠戲院正提供電影票優惠。。((取自取自AMCAMC臉書臉書))



BB33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17年10月8日 Sunday, October 8, 2017

((李元鐘 保險碩士李元鐘 保險碩士)) 美國的醫美國的醫
療保險制度係由私人醫療保險公療保險制度係由私人醫療保險公
司為主司為主，，再加上政府社會醫療保再加上政府社會醫療保
險為輔所構成險為輔所構成。。人們常說的人們常說的 「「聯聯
邦醫療保險邦醫療保險(Medicare)(Medicare)」」，，便是屬便是屬
於政府提供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於政府提供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
，，但它只給予基本上的保障但它只給予基本上的保障，，而而
其他不足的部份其他不足的部份，，便開放給私人便開放給私人
保險公司自由競爭保險公司自由競爭，，來提供額外來提供額外
的保障供民眾選擇的保障供民眾選擇。。像是像是 「「政府政府
補助老人保險優惠計畫補助老人保險優惠計畫(Medicare(Medicare
Advantage PlanAdvantage Plan，，一般簡稱為一般簡稱為 PartPart
C)C)」」、、 「「處方藥計畫處方藥計畫(Prescription(Prescription
DrugDrug，，簡稱簡稱 Part D)Part D)」」、、 「「老人補老人補
充醫療保險充醫療保險(Medicare Supplement(Medicare Supplement
InsuranceInsurance，，又稱為又稱為 Madigap)Madigap)」」…等…等
等等，，另外還有另外還有 「「低收入戶政府醫低收入戶政府醫

療補助療補助(Medicaid)(Medicaid)」」。。以上這一些以上這一些
醫療保險計畫醫療保險計畫，，我們會以簡單明我們會以簡單明
瞭的方式陸續介紹給讀者們瞭的方式陸續介紹給讀者們，，希希
望大家能有清楚的保險觀念為自望大家能有清楚的保險觀念為自
己選擇最適合的保障己選擇最適合的保障，，不再無所不再無所
適從適從。。

首先首先，，我們先來談我們先來談 「「聯邦醫聯邦醫
療保險療保險(Medicare)(Medicare)」」。。要加入這一要加入這一
個保險計畫個保險計畫，，必須先符合以下其必須先符合以下其
中一項資格中一項資格：：

((一一)) 美國的聯邦醫療保險基本美國的聯邦醫療保險基本
上是給上是給 6565 歲以上的老人歲以上的老人，，您只要您只要
有繳稅有繳稅，，工作至少工作至少1010年年((每年最多每年最多
可拿可拿44點點，，換句話說要有換句話說要有4040點點，，滿滿
6565 歲時就可加入聯邦醫療保險歲時就可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Medicare)。。

((二二)) 若小於若小於 6565 歲歲，，有三種疾有三種疾

病患者可加入病患者可加入：：
11..殘廢要超過殘廢要超過2424個月個月。。
22..特殊疾病特殊疾病 ALS(Amyotrophic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Lateral Sclerosis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肌萎縮性脊髓側索
硬化症硬化症))。。

33.. 洗 腎 者洗 腎 者 (ESRD-End Stage(ESRD-End Stage
Renal Disease)Renal Disease)。。

為 了 讓 讀 者 能 更 清 楚 明 白為 了 讓 讀 者 能 更 清 楚 明 白
「「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Medicare)」」的相的相

關規則與內容關規則與內容，，我們先來談談如我們先來談談如
何申請加入何申請加入((生效生效))、、保險費用如何保險費用如何
與保障內容等幾個重點概念與保障內容等幾個重點概念。。

美國老人醫療保險制度美國老人醫療保險制度[[一一]]
美國老人保險美國老人保險 (Medicare)(Medicare) 認識篇認識篇

經濟實用經濟實用 耐用好開耐用好開 空間大空間大NissanNissan 20172017車款巨大折扣中車款巨大折扣中
(本報休斯頓報導) 每年的九月之後，新的車

款即將出籠，當年的車款就會進入特銷價格，是
買車的好時機，加上今年休斯頓剛遭受哈維颶風
洗禮，約有五十萬輛車子泡水，許多車主需要添
購新車代步，當這兩個條件加起來，顧客能以優
惠的價格買到新的愛車，可謂雙贏的局面。

Sterling McCall Nissan 公司目前正好有 2017
年款在特價出售，都是偏向經濟、家用、代步的
類型，座位舒服，空間大，讓民眾能以實惠的價
格，找到新的愛車。尼桑(Nissan)公司的車子，
向來以耐用、好開、價格好著名，Nissan的引擎
非常耐操，開個十多年沒問題。

據了解， Nissan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
中(JD Power)，是每 100 輛汽車當中返修率最低
的，評比中，Nissan居冠，其次是Toyota，第三
名是Lexus，第四名為Acura，第五名是Honda。

無論是要選購轎車、或是休旅車，Nissan都有許
多車款可供選擇，例如Altima、Rogue、Murano
、Sentra、Armada、Maxima、Pathfinder等等，趁
著目前大優惠，民眾應可選到划算又耐用的車款
。

據悉，尼桑目前最熱賣的一款車型 Nissan
Rogue，也是全美國銷售量第一的 SUV(電視台
報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它，原因就是尼桑
的產品質量佳，是全美返修率最低的，價格又好
，外型設計堪稱完美，而且是所有SUV當中油
耗最低的。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以跑33英
里，Nissan Rogue 被稱為目前市面上最經濟實用
的SUV。

此外，在轎車中，Nissan Altima 號稱超級經
濟實用耐用型，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跑 39
英里，這款車在同等級別型號車當中是最省油的

一款，因此，它成為尼桑車行當中銷售量第一的
轎車！

在這次抗洪救災過程當中，Nissan Titan 卡
車起到先鋒模範的帶頭作用，幫助許多需要的民
眾。 Titan具有超大馬力、超豪華設計，而且經
過所有嚴格的質量和耐久性測試，為了證明
Nissan公司的信心和承諾，Nissan特別推出全美
國最佳大皮卡保修，五年或10萬英里全面保修
！ (所有的大皮卡都是三年36000英里保修) 。
為了更好地服務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尼桑車行特
聘請華人業務代表，為所有休斯頓的華人朋友服
務，保證是最低的價錢、最好的服務、最高的品
質，確保您買的安心、放心。歡迎撥打諮詢電
話 832-606-9599 找 安 娜 鮑 ， 或 是
346-270-7507找Victoria Liu，地址12230 South-
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歡迎參觀選購！

(一) 如何申請加入與生效：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其內容分為兩大部分，Part A提供 「住院」，而Part B

則以 「門診」為主。此保險計畫必須要註冊(Sing-up)，它不是自動生效。在您滿65歲的
前 3 個月，要特別留意是否有收到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歡迎信
(Welcome Letter)。此信的內容是恭喜您快滿65歲，您可以獲得美國政府的福利)，共有7
個月(前3個月、後3個月、生日當月)可加入此計畫。

不管您有沒有收到此歡迎信，李元鐘建議您 「絕對」要走一趟社會安全局，確定您
的福利不受影響，千萬別讓權利睡著了。而生效日是在您滿65歲的那個月份的1日開始
，例如您是今年10月31日才滿65歲，但是早在10月1日您就符合享有此福利，政府讓
老百姓佔便宜。

如果有任何問題，請與筆者聯繫：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Tel: (832) -500-3228，Fax :( 832)-500-3227，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本專文全部內容，若未經過筆者之
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休士頓附中校友會一日遊

紀念辛亥革命，品嚐眷村美食，欣賞並演唱經典老歌
下周日（ 10 月 15 日） 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6106 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
於昨天上午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於昨天上午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一項由中山學術
研究會主辦的國慶紀念辛亥革命成功眷村美食
/ 經典老歌活動，將於10 月15 日（ 下周日 ）
上午11：30 至下午2：00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
行。其活動包括：

紀念辛亥革命 播放曾經讓無數人落淚的
「中華民國抗日勝利70年音樂會」(2015)的精彩

民國史及抗戰影片
★ 眷村美食
1. 貿商八村 雲南凉拌米綫、貢丸湯
2. 婦聯五村 蟹殼黃，咖哩抓餅
3. 自治新村 肉庚
4. 樂群新村 甜酒釀，滷味
5. 成功新村 牛肉捲餅，水果
6. 陸光新村 烤香腸
7. 勵志新村 楓林牛肉麵
8. 信義新村 艾草粿，客家糯米飯

9. 岡山致遠村 特香美食
10. 公學新村 紅油炒手，油飯
11. 建國十一村 雪菜肉包，四喜烤麩
12. 聯勤新村 健康素食
★ 經典老歌演唱 Austin金曲族樂團現埸伴
奏
1. 童年
2. 閃亮的日子
3. 楊廷芳 恰似你的溫柔
4. 海裡來的沙
5. 王瑋蘭 綠島小夜曲
6. 陳德新 外婆的澎湖灣
7. 月亮代表我的心
8. George Teoh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9. 錢鳳燕 鄉間小路
10. "Green Leaves of Summer"
11. 我的心裏只有妳沒有她

12. 玉珍、怡雯 秋蟬
13. 找一個下雨天
14. 林天娜 山地原住民組
曲
15. 江震遠 龍的傳人

我們希望您能參加此
次活動，一張票$10（領取
10 張$1 元的 Raffle Ticket
票可到攤位買飲料和食物
），同時我們希望參加者
都能穿國旗裝來增加我們
泛藍熱愛中華民國的氣氛，如無國旗裝，可現
場購買，每件$25元，分大、中、小號，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自己的活動，展現我們
團結的力量。
*僑教中心找王姸霞〔電話 832-766-7600〕，
每星期3、5上午10～11:50。星期日下午1～5點

*糖城找達心地產辦公室〔4502 Highway 6 South
， Suite B， Sugar Land, Texas 77478, 電 話
281-242-6655〕
甘幼蘋：281-620-5557
黃膺超：281-795-9966，fred_hwang@CAMA-
chorus.org
唐心琴：832-651-2848，shereehlee@yahoo.com

(本報訊) 旅遊內容 :
1. 8:00 am 報到, 8:15 am 從 Tracy Gee Com-
munity Center 出 發 前 往 Columbus, TX, 遊 覧
Texas 2nd Largest Live Oak - 準時出發, 過時不
候, 並不退報名費.
2. 約10:15 am 離開 Columbus, 前往Brenham,
Bluebonnet Center 中式自助餐廳 (11:00 – 12:30
用餐)
3. 約 12:40 pm 離開餐廳, 前往 Brazos Valley
Brewery (1:00 – 2:00 tour Brewery)

4. 約 2 pm 轉往 Chappell Hill Lavender Farm
遊覧. (2:30 – 4:00 at Farm)

5. 約 4 pm 離開返回 Houston. 約 5:30 pm 抵
達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旅遊日期 : 2017年10月29日, 星期日.
集合地點 :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名額限制 : 35名。報名費 : 每人 $20 (會外人士
Non-Member 每人$20), 費用包括交通, 早餐, 午
餐, 茶水, 小費, 司機午餐.
報名辦法及報名日期 :

1. 在2017年10月07日前只限休士頓附中校
友會巳交2017年會費之會員(含榮譽會員及贊助
會員)及其家屬報名 (每人 $20).
2. 從2017年10月15日起己交2017年會費之
休士頓附中校友會會員, 會員家屬及會員推介之
會外人士均可報名 (會外人士 Non-Member 每
人$20).
3. 報名以繳款先後定優先順位, 額滿為止.
4. 報名時若已滿額, 可請求本會將姓名放於
候補名單上.
5. 報名後不論任何原因報名費均不退還. 已
報名者若 2017 年 10 月 29 日無法成行,本會可供
應侯補名單, 請該員自行與侯補者連絡替補並通

知報名主辦人替補者之姓名.
6. 若本會無候補名名單時, 己報名但無法成
行者應自行尋找替補者. 本會不負責代尋替補人.
7. 參加此次旅遊者將自負風險,並承諾不以任
何理由或原因向休士頓附中校友會,及其職員或
志 願工作者,要求賠償因參加此次旅遊所造成
之損失或傷害.
報名請將支票寄至報名主辦人” 趙威津, Joe
W. Chao. Tel 409-504-3668 (If no answer, please
leave message) e-mail: jwchao1@yahoo.com (If
use CHASE quick pay : jwchao1@yahoo.com, Joe
W. Chao) 地 址:Joe W. Chao6315 CLAY-
BOURN Dr.Beaumont, TX 77706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國慶升
旗典禮，於昨天（10 月 7 日
） 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前
廣場舉行。一大早就有不少的
僑胞趕來，爭睹這一年一度的
盛會和 「國恩家慶 」 的喜悅
。僑教中心內外也佈置的喜氣
洋洋，到處是 「慶祝國慶」
的大字及整排的中美國旗。

上午十點整，潮州會的精
彩舞獅及鑼鼓聲拉開了典禮的
序幕。緊接著雄鳩鳩氣昂昂的
北一女儀隊，青少年文化大使

（ FASCA ) 隊，大專校聯會
的旗隊，及 榮光會的護國旗
隊，一個個精神抖擻，氣勢昂
揚的進場，在高昂的氣氛中，
播放美國及中華民國的國歌，
並在全體的熱烈注目下升起了
中華民國國旗。

「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
員陳美芬首先在升旗典禮上致
詞表示： 在這風和日麗的早
晨，看到這麼多的僑胞自動自
發的趕來參加升旗典禮，讓她
感到非常振奮。休士頓的風災
，並沒有阻擋僑胞們齊聚來升

旗的腳步，讓她非常感動。希
望台灣的國運，蒸蒸日上，愈
來愈好。僑胞們雖身在海外，
但心繫家園。在此台灣內外受
挑戰之際，大家只有團結一心
，一起往前走。她代表籌備會
的成員，對大家及各社團不分
老幼的愛國情操，表示由衷的
感謝。

「台北經文處」 新履新
上任的陳家彥處長也在升旗儀
式上表示： 僑胞的熱情，予
他無比的激勵，他也推崇主辦
單位將活動辦的盡善盡美的努

力。他說： 台灣在不同時期
都會遇到不同的挑戰，而今早
醒獅隊和各儀隊的精彩表現，
正象徵了台灣不畏艱難的決心
。

升旗儀式結束，全體人士
進入大禮堂參加國慶茶會，享
受主辦單位為大家準備的精緻
茶點，聆聽顧寶鼎等人的美好
歌聲。最後，現場放映齊柏林
導演拍攝的 「看見台灣 」電
影，從鏡頭裡再一次重溫我們
關愛的家園。

圖為慶祝中華民國圖為慶祝中華民國106106 年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天年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天（（1010 月月 77 日日 ））上上
午午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新任處長陳家彥在升旗典禮上致詞新任處長陳家彥在升旗典禮上致詞。。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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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慶祝106106年國慶年國慶1010月月1414號舉行國際標準觀摩會號舉行國際標準觀摩會
多位職業舞蹈家同台演出超水準的一流秀千萬別錯過

紀念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品嘗眷村美食品嘗眷村美食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6106年國慶年國慶

（本報訊）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國際
標準舞觀摩會及舞會，將於10月14日星期六）
下午7:00時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舉行（6 時 30 分
開門才可進場）此活動是由休士頓全僑慶祝中
華民國106年國慶籌備會，王麗純舞舞蹈學校所
主辦。為了慶祝國慶，主辦單位不計成本,將邀
請國際著名舞蹈家來演出一流水準的國際標準
舞，他們共襄盛舉的演出是觀衆的眼福，請大
家不要錯過。精彩之程度决不輸於ABC電視台
"Dancing with the Stars”的節目。

略舉職業界知名如下：前義大利職業拉丁
舞冠軍的 Maksym Zalizniuk 與 Juliana Malysheva
；Enzo Zappia與Stephanie Betts（現任摩登舞冠
軍)並也 將帶得意學生表演精彩的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odern；並特別邀請到現美國職業新
星組拉丁舞冠軍的Annie He Xiao與Nikita Tser-
nov（蘇聯人）將從紐約來表演最精彩的拉丁舞
；歐洲職業拉丁舞冠軍的 Uliana Maslovskaya將
帶學生來表演拉丁舞；以及職業新星組 Alex
Olivares與Rebecca Avila表演精彩的拉丁舞；前
世界著名的職業拉丁舞蹈家 Paul Richardson 也
將於王麗純表演拉丁舞。另有休士頓中外人士
的Top業餘者；及PRO/AM（最捧的學生）也
將來助陣演出。還有王麗純老師指導 CYC 青
少年及華夏中文學校的學生也將表演活潑的拉
丁舞，現正緊鑼密鼓排練中，將把最好的成果
呈現給觀衆。

此次表演不但規模宏大，而為了配合專業
舞蹈水準，特地訂制專業舞者的高級地板和一

流燈光師設計的視覺燈光裝備以及高級音響。
舞展節目包羅萬象，預計有20個節目，演出時
間是 7:00 時至 9:00 時（準時上演），全部演出
特經過精心設計，保証精彩絕倫，節目安排緊
湊，而表演完接著舞會至11時，讓舞迷一展身
手，互相砌磋舞技。因經費的來源是賣票所得
，希望各僑界人士贊助，票價分為普通票25元
與贊助卷100元，特由專業編排舞曲，無論是欣
賞舞展，聆聽音樂或舞會狂歡都值得。並且我
們也邀請到僑界的名人席科先生及李秋燕小姐
兩位搭擋擔任主持人。欲購票從速，以免向隅
，有興趣的朋友請電王麗純(281)923-5355或電
僑教中心(713)789-4995 蔡先生洽購。另外申明
除了大會特許外，不得自行攜帶錄影機入場。(
禁止錄影)

又訊：哈維颶風8月25日侵襲德州地區，造
成休士頓地區嚴重災情。王麗純老師 為了配合
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籌備會決定將國慶系列
活動之一 「國際標準舞觀摩會」的演出活動結
餘將用於救濟德州地區災民的捐款協助受災僑
胞度過難關。具王老師表示：決定在節目中場
時間將進行(“buy-a-dance”)全部表演舞者參
與，只要你肯出錢就可以跟舞蹈明星跳舞，這
些錢馬上就結賑捐出，將把大會帶入高潮。 希
望愛跳舞的朋友能共襄盛舉參與，因為我們愛
心不輸人的。

全美職業組摩登舞冠軍的全美職業組摩登舞冠軍的 Enzo ZappiaEnzo Zappia 與與
Stephanie BettsStephanie Betts所表演的優美舞姿所表演的優美舞姿。。

職業拉丁舞新星組冠軍的職業拉丁舞新星組冠軍的Nikita TsernovNikita Tsernov與與
Annie He XiaoAnnie He Xiao 將表演火辣辣的拉丁舞將表演火辣辣的拉丁舞。。

為了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國慶，
中山學術研究會將舉辦今年的國慶活
動，活動的名稱為：紀念辛亥革命，
品嘗眷村美食，欣賞並演唱經典老歌
。
活動時間：10 月 15 日，星期天上午
11:30AM至下午2:30PM
活動地點：華僑文教中心大禮堂
活動分三段： 11:30-12:30，美食品嘗

； 11:30 老照片 slide show；11:50，
影片欣賞； 12:10-2:00，金曲演唱

這次辦此活動是歡迎僑胞共聚一
堂，紀念辛亥革命，懷念當年眷村情
景和品嘗眷村美食，並且一起欣賞大
家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演唱。

歌曲演唱部分由來自Austin 的金
曲族樂團伴奏，已有初步的聯繫和規
劃。影片部分由本黨委員黃膺超整理

和編輯。
本會特別製作了會場的佈置，有

當年眷村的門、墻和街名，當你一走
進去，就能感覺到眷村的氣息，一面
回味當年的美好眷村時光，一面品嘗
特有的眷村美食。

至於眷村美食部分，我們有12個
攤位，目前已有：牛肉麵、涼麵、炸
醬麵、包子、鍋貼、紅油抄手、菜飯

、牛肉捲餅、蟹殼黃、
滷味、肉羹、貢丸湯、
油飯、滷花生米、素食
、艾草粿、水果等 12 個
攤位，都是道地眷村美
食。

我們歡迎大家踴躍
參加，如欲參加，可到
現場購票也可聯繫以下
各位預購，每張票價為

$10元。
僑 教 中 心 找 王 姸 霞 〔 電 話

832-766-7600〕，每星期 3、5 上午
10～11:50。星期日下午1～5點

糖城找達心地產辦公室〔4502
Highway 6 South， Suite B， Sugar
Land, Texas 77478, 電 話
281-242-6655〕
甘幼蘋：281-620-5557

黃膺超：281-795-9966
唐心琴：832-651-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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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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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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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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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日 2017年10月8日 Sunday, October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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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狼血洗音樂場

楊楚楓楊楚楓

十月一日晚上，美國
拉斯維加斯市曼德勒海
灣酒店附近發生駭人的

槍擊事件，有狂人單槍匹馬，手持十多枝自動機關槍，瘋狂地向露
天音樂會上的二萬多名音樂迷狂射，血洗之下，瞬息之間，音樂塲
血流成河，慘變屠場！

事發時曼德勒海灣酒店旁正在舉行一個露天音樂會，突然傳來
一陣陣密集的自動武器射擊聲，現場民眾尖叫哭泣並四散奔逃。

從社交媒體上流出的現場視頻顯示，至少傳出三次密集的槍聲
，在場民眾慌忙逃跑，傳出多聲尖叫。

視頻顯示，音樂會當時人來人往，會場響起強勁的音樂節奏，
突然遠方傳來一連串“啪、啪、啪”的槍聲，但會場觀眾仍未察覺
是槍聲。其後，現場再響起密集的槍聲，人群才出現騷動。沒過多
久，又再次傳來密集的槍聲，現場觀眾慌忙逃跑，場面十分混亂。

出席音樂會的嘉莉表示，她當時聽到自動步槍的密集射擊聲，
不少人中槍喪生，現場遍地屍體，她只能爬過屍體逃命。科迪亞克
則表示，他當時以為槍聲是放煙花，槍聲約持續五分鐘左右。

來自加州奧蘭治縣的邁特及羅賓當時也在現場，他們向媒體表
示，槍擊開始時，人們開始走向出口，二人則以椅子作掩護，槍擊
由曼德勒海灣酒店方向不斷傳來。二人走向Reno Court，並看見有
約二十人躺在街上流血。 “那時我們才知道是真的。”

莫妮卡及拉素爾事發時在會場內，莫妮卡表示：“我們聽到像
打爛玻璃的聲音，便看看周圍發生甚麼事，然後就聽到'砰、砰、砰'
。有一刻我們以為可以了，我們沒有事，沒有槍擊了，之後又再開
始。”她的姐妹拉素爾就表示，聽到“槍擊好像從右邊來”。

另一目擊者皮澤爾稱，聽到“連環的砰砰聲”，
“聽起來像煙花，但是連續不斷的。”像是“槍手在
上膛”。 “我數到有一百至一百三十下槍擊，每次
連續十發……”

有一名女目擊者表示，她協助載一名受傷男子到醫
院。 “有人倒在地上，所有人都是靠著大家，嘗試逃走，槍擊就繼
續。”在她之後到醫院與家人相遇，她說所有事都是“瘋狂”的：
“那些瘋狂的人在外面。 ” “很多人在奔跑，現場一片混亂，他們
試圖要進入酒吧避難。警用直升機和數十輛救護車往賭城大道的方
向開。我們待在巷子中，最後終於安全回到我們的飯店，真的非常
可怕。”

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露天音樂會發生槍手濫射事件，當時在舞
台上表演的鄉村歌手傑森阿爾丁表示這件事“超乎恐怖所能形容”
。

“我的心與所有相關人士同在，並為他們祈禱。這件事情發生在
只是想出門，度過一個本該是個愉快夜晚的人身上，讓我感到心痛
。”

美國是世界上私人擁槍數量最多的國家。數據顯示，美國有三
億多人口，而私槍保有量逾三億支。長期以來，由於歷史原因，美
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槍支文化。十年來，美國發生多起傷亡嚴重、
性質惡劣的槍擊事件，主要包括：

二○一六年六月十二日，佛羅裡達州奧蘭多市一家夜總會發生槍
擊案，造成包括一名槍手在內的至少五十人死亡、五十三人受傷。

二○一六年四月廿二日，俄亥俄州和佐治亞州分別發生槍擊案，
共造成包括一名嫌疑人在內的十四人死亡。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日，加利福尼亞州南部聖貝納迪諾市發生槍
擊事件，造成至少十四人死亡、十七人受傷。

二○一五年十月一日，俄勒岡州一所社區學院發生槍擊事件，導
致十人死亡、七人受傷。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一名白人槍手

血洗一座黑人教堂，造成九人死亡。證據顯示，該槍擊案與種族仇
視有關。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康涅狄格州一名男子持槍闖入桑迪胡
克小學，槍殺了二十名學生和六名老師。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附近劇院發生一
起惡性槍擊事件，造成至少十四人死亡、五十人受傷。

二○一一年一月八日，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造
成六人死亡、十二人受傷，傷者中包括亞利桑那州的民主黨女議員
加布里埃爾·吉福茲。

二○一○年八月三日，康涅狄格州曼徹斯特一家啤酒公司發生一
起槍擊案，造成包括兇手在內的九人死亡。

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弗吉尼亞州南部連續發生數起槍擊事件
，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數人受傷。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得克薩斯州胡德堡陸軍基地發生一起槍
擊案，造成十三人死亡、三十人受傷，成為史上發生在美軍基地的
最嚴重的槍擊案之一。

二○○九年四月三日，紐約州賓厄姆頓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造
成包括兇手在內的十四人死亡、四人受傷。

二○○九年三月十日，亞拉巴馬州一名男子開槍打死十人後自殺
，受害者包括他的母親、奶奶、叔叔和兩名堂兄弟。

二○○七年四月十六日，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槍擊事件，一名
學生在校園內開槍行兇，造成包括兇手在內的三十三人死亡、廿三
人受傷。
迄今為止，槍手為何對素不相識的音樂迷大開殺戒，動機成疑。這
位槍手名叫帕多克，據報生於1953年4月9日，現年64歲，去年6月
起，入住拉斯維加斯東北面城市梅斯基特一個退休人士社區，據報
他在內華達州上，沒有任何犯罪記錄，亦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或與恐
怖組織有關。廣大美國民眾希望有關部門盡可能早日找出兇手犯案
動機，以便在將來有相近的案件即將爆發時，可以有所依據，從而
防止悲劇重演。

因為地緣及時差的關
係，要實地分享中央電
視台十月一日國慶節中
國首都北京城當天清晨
天安門廣場升旗禮，就
要在休士頓九月卅號下
午四時卅分開啟衛星電
視直播追看。嘩！只見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花
籃周圍，擠滿了黑墨墨
的人潮，電視廣播員估
計，約有十萬人之多，

他們凌晨時分已前來 「擔凳仔，霸頭位
」，看升旗聽奏國歌。

電視屏幕上打出的字幕謂，當天紅星
國旗與凌晨旭日同時升起。這樣子看起
來，意味著對於當日日出的時間，專家
計算得很準啊！不過只要想到今天中國
的人造地球衞星，經已是滿天飛行運轉
，要測算日出日落的時間，應該不難。
看來，計算出北京當天的日出時間後，
太陽公公便很守時地亮相哩！

六時十分，國旗護衞隊從天安門的金
水橋步出廣場，來到旗桿下，隨著雄壯
的國歌冉冉地升起！萬民肅立聆聽！

從電視機上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上
觀看升旗禮的人，各性別各年齡各階層
的都有，這說明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十

分成功，子民百姓都會嚴肅地看待國旗
國歌。這不禁令我想到最近美國國內搞
得滿城風雨的 「國歌」演唱時，一些足
球員的態度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跟體
育運動員在 「推特」上相互交火，事緣
有 「NFL」美式足球員不滿白人警察濫
殺黑人，在開賽前奏國歌環節上，沒有
依一貫慣例莊重起立，而是單腿跪下，
以示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跟體育運動
員在 「推特」上交火，發 「推特」成癮
的特朗普，便在 「推特」上，痛罵這些
球員的不愛國行為！他呼籲球隊的老闆
要開除這批球員、他還號召美國足球球
迷杯葛足球比賽，不要買票入場參觀，
使違反社會常態的球員，遭到財務損失
。

不過幾間大型足球隊的高層及其他
足球球員，沒有聽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說法，反而跟隨之前的違例的球員的一
樣做法： 在足球比賽開賽之時，球塲上
演奏美國國歌之際，他們同是半膝跪下
。個中詳情，大家可以上網查看。雖然
有不少人美國人認為，上任快將一年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予人是個 「笑話」的印
象，多個是一個合格的領導人；但今次
在演奏國歌這個問題上，則大多數人是
站在特朗普這一邊，包括我這個書生在
內。

可能是我從事文字宣傳與政治形態
有密切關係，筆者近月十分關注美國總
統特朗普和美式足球(NFL)職業球員之
間的衝突。特朗普對他們的做法甚表不
滿，並在社交媒體Twitter推文猛烈批評
他們的行為，同時亦相繼有來自其他職
業體育運動的球員加入罵戰，聲援同業
，遂激發美國社會矛盾，導緻美國陷入
自南北內戰以來最分裂的政治局面。

在這場風暴之中，有人支持職業球
員行使示威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
但同時也有人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立
場，認為播放國歌的時候，半膝下跪而
非肅立，就是侮辱美國這一個國家，甚
至對為國捐軀的軍人不敬。特朗普要求
美國國民在美國國歌播放的時候要肅敬
站立的那份堅持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學習
，因為愛護和尊敬一切國家的象徵和標
誌如國旗和國歌等，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愛自己國家也是堂堂正正的事。特朗
普對國歌的堅持值得借鍳讚賞

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上，在這片
廣闊的神州大地上，從古至今，不斷湧
現許許多多愛國民族英雄烈士，如屈原
、岳飛、史可法、文天祥和戚繼光、董
存瑞等等，因為中華兒女自古以來都懷
著濃烈的愛國情操，絕不會容忍對國家
做出不尊不敬的行為和言論，不惜拋頭

顱、灑熱血來維護祖國的完整和尊嚴。
愛國與言論自由兩者並沒有衝突，

但正如言論自由也有底線，和平示威亦
應受到規範，而正因為愛國是天經地義
的事，選擇在播放國歌或升國旗的莊嚴
時刻來作出對自己國家不恭敬的行為，
就是等同羞辱國家。試想大家會否在教
堂人家的莊嚴結婚儀式上叫囂呢？即使
要宣洩不滿或要表達不同意見，也可以
留待莊嚴場合結束後或選擇合適的環來
進行。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已通過
《國歌法》，對國民在國歌播放或演奏
時的行為，作出一些法律規範，目的是
讓播放國歌的一刻，大家有法律指引，
充分體現對國家的尊重。據悉香港特區
政府準備日後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引
入，從而防範敵視祖國的人在播放國歌
的莊嚴時刻搞破壞，所以我會支持香港
引入《國歌法》 的。任何蓄意違反法律
規定、對國歌不予應有尊重、包括球場
「噓國歌」事件，不應該、也不可以再

繼續發生。
事實是，在港人社會，對國旗、國

徽和國歌，一向都是給予尊重的，回歸
以來在一些重大場合，當國歌奏響時，
與會人士都會自動站立或和唱，氣氛都
是嚴肅莊重的。但在反對派長期煽惑
「抗中亂港」的歪風影響下，加上少數

激進 「本土」勢力及 「港獨」思想冒起
，年前在一些足球賽事上出現了 「噓國
歌」事件。這就令到今次的《國歌法》
全國性立法在港引起了一些較為緊張的

反應以及憂慮。
對此，首先必須嚴肅指出，過分的

或沒有事實依據的憂慮大可不必，但
《國歌法》已經成為全國性法律，並將
通過本地立法在港實施之後，任何蓄意
違反法律規定、對國歌不予應有尊重、
包括球場 「噓國歌」事件，不應該、也
不可以再繼續發生。

這一原則，必須明確，不能讓少數
人心存僥倖，以為 「你立你的法，我照
噓如儀」，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香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日前就說，大球場
一、二萬人，難道要派幾千警察入場去
監視誰沒有 「企起身」，如有大批人
「噓」，是不是全部 「拉曬」 ？ ……

身為立法機關成員，未來要為《國
歌法》的在港實施立法，竟會作出如此
無視法治和不負責任的言論，實在令人
不齒。

事實是，一旦《國歌法》在港通過
立法實施之後，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首
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法、守法，
而不是去質疑法律如何執行，或者強調
什麼個人自由。立法規定國民必須尊重
國旗、國徽和國歌，是一個主權國家的
應有之義，也是作為國民一分子應有的
義務和責任，不存在什麼自由不自由的
問題。國家尊嚴與個人自由是兩個不同
層次的事，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企圖
以後者去影響前者。保家衞國戰鬥中奏
響國歌時，戰士只會振奮軍心、奮勇向
前，不會有人去講什麼個人自由。

楊楚楓楊楚楓

從電視上看升旗 奏國歌的感想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6106 年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天年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天（（1010
月月 77 日日 ））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圖為出席國慶茶會的各社團領袖與僑務榮譽職人員與新任圖為出席國慶茶會的各社團領袖與僑務榮譽職人員與新任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 左左
七七，，左六左六））合影於僑教中心大禮堂合影於僑教中心大禮堂。。

圖為中華民國圖為中華民國106106 年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年國慶升旗典禮於昨（（ 1010 月月
77 日日）） 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6106 年國慶升旗典禮暨國慶茶會年國慶升旗典禮暨國慶茶會

圖為潮州會的醒獅團首先表演圖為潮州會的醒獅團首先表演，，拉開升旗典禮序幕拉開升旗典禮序幕。。

各僑團代表各僑團代表、、僑務榮譽職人員踴躍出席國慶升旗典禮僑務榮譽職人員踴躍出席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升旗典禮由國慶升旗典禮由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 前排中前排中，，左四左四），），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陳主委陳
美芬美芬（（ 右四右四），），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左三左三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右三右三 ），），僑務委員葉宏志僑務委員葉宏志（（ 右右
二二），），劉秀美劉秀美（（ 左二左二），），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右一右一），），陳慶輝陳慶輝（（ 左一左一）。）。

國慶升旗典禮開始國慶升旗典禮開始，，北一女儀隊首先北一女儀隊首先
進場進場。。

大專校聯會旗隊進場大專校聯會旗隊進場。。

BB99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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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學逗唱滿歡樂
世新席科晚晴過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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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仿享譽僑界的席科以模仿享譽僑界的席科，，上週六到晚晴公寓與長輩共渡中秋佳節上週六到晚晴公寓與長輩共渡中秋佳節，，一個半小時由他一個半小時由他
自彈自唱自彈自唱，，充分錶現他說學逗唱的天份充分錶現他說學逗唱的天份，，世新校友會與他合辦此次節目世新校友會與他合辦此次節目。。

席科有女席悅初長成席科有女席悅初長成，，當天帶了好同學王迤芬當天帶了好同學王迤芬 表演了一首民族舞蹈表演了一首民族舞蹈，，給活動帶來無給活動帶來無
比的清新和朝氣比的清新和朝氣。。

席科說他可以唱三百首的歌曲席科說他可以唱三百首的歌曲，，但是透露了一個大密秘但是透露了一個大密秘，， 原來他不識五線譜原來他不識五線譜，，但是但是
一首曲子只要跟唱三遍他就學會了一首曲子只要跟唱三遍他就學會了，，好歌喉仍然讓他彈唱自如好歌喉仍然讓他彈唱自如，，把歡樂帶給大家把歡樂帶給大家。。他請他請
長輩們點歌長輩們點歌，，猜歌名猜歌名，，答對並有小禮物答對並有小禮物，，使互動十分熱絡使互動十分熱絡。。

席科到晚晴公寓和長輩過中秋席科到晚晴公寓和長輩過中秋，，女女
兒席悅兒席悅、、同學王迤芬表演民族舞同學王迤芬表演民族舞。。

週六的午後週六的午後，， 晚晴公寓長輩們來到大廳晚晴公寓長輩們來到大廳，，欣賞席科的老歌欣賞席科的老歌，，彷如彷如
時光時光倒流倒流。。

世新校友會世新校友會（（由左至右由左至右））會長徐冠中會長徐冠中、、夫人郭孟夫人郭孟 嬌嬌、、副會長鄔逸卉副會長鄔逸卉、、前會長夫人前會長夫人
游詠文游詠文、、前會長陳元華前會長陳元華、、席科席科。。

高齡高齡9999歲的長輩高如山歲的長輩高如山，，和席科合唱鄧麗和席科合唱鄧麗
君的歌曲〞你說過君的歌曲〞你說過”” ，，有板有眼有板有眼，， 獲得熱獲得熱
烈掌聲烈掌聲。。

抱著吉他抱著吉他，，唱著歌唱著歌，，面對觀眾面對觀眾，，是世新電影科畢業的席科的是世新電影科畢業的席科的
喜好和專長喜好和專長。。

席科在僑界活動很少攜家帶家眷席科在僑界活動很少攜家帶家眷，，這次說動了家中兩美女情義相挺出場這次說動了家中兩美女情義相挺出場，（，（右至左右至左））
太座邱千芬太座邱千芬、、席席悅悅、、王迤芬王迤芬。。

世新大學校友會創會長陳元華在節目中和席科合唱世新大學校友會創會長陳元華在節目中和席科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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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發現的宋元福建陶瓷展菲律賓發現的宋元福建陶瓷展””吸引菲律賓師生吸引菲律賓師生

美國集市舉辦動物比賽美國集市舉辦動物比賽
完美上演完美上演““雞飛狗跳雞飛狗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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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媒報道據外媒報道，，英國著名地標大本鐘才剛進入英國著名地標大本鐘才剛進入44年維修期年維修期，，現在卻傳出現在卻傳出
維修費要加碼為維修費要加碼為22倍倍，，得花得花61006100萬英鎊萬英鎊，，才能讓大本鐘重拾昔日風貌才能讓大本鐘重拾昔日風貌。。

人工智能攻破驗證碼防線
每秒可識別數千條驗證碼

綜合報導 人們日常在登陸壹些網

站或者社交軟件時，除了賬號和密

碼，還可能需要輸入驗證碼。這些在

圖片上顯示的數字、字母或者漢字原

本是想實現“人能識別，但機器不能

識別”的效果，增加安全性，但是有

人工智能系統已經突破這道防線，每

秒鐘可以準確識別數千條驗證碼，最

終用於實施詐騙。浙江紹興警方最近

查獲了壹個這樣的平臺，控制近兩百

名嫌疑人。

今年上半年，浙江紹興越城的虞

女士被冒充好友請她幫忙支付的人騙

走近兩千元。警方在辦案中通過公民

個人信息賬號密碼買賣的線索繼續調

查，“發現數據的來源是專門從數據

商那裏買來的，我們又順藤摸瓜把數

據商抓了。”紹興市公安局越城分局

1· 03專案組組長孟洪侖介紹，網絡上

泄露的大量賬號密碼信息本身價值並

不高，十塊錢可以買到上百萬條。用

它們實施詐騙，需要先篩選出其中有

效的部分，“有壹些是對應不上的，

有壹些是以前用過已經報失了，有的

已經凍結了，有的是異地登錄會被禁

止的等等，不可能每壹個拿來就直接

能用，需要先經過這樣壹道程序篩選

和甄別，就像淘金壹樣，不是每顆石

頭都是金子。”

這個像淘金壹樣在數據庫中篩選的

過程被稱作“洗庫”。警方介紹，以往

通過機器直接能夠驗證賬號和密碼的有

效性，少量需要輸入驗證碼的環節交給

人工完成，效率比較低。近年來越來越

多的網站和社交軟件增加了“輸入驗證

碼”的環節，希望實現“人能識別，但

機器不能識別”的效果，增加安全性。

但是這次警方調查發現，壹個叫“快

啊”的平臺可以實現自動識別驗證碼，

效率達到每秒數千個。孟洪侖介紹：

“這個系統識別壹個驗證碼，速度是毫

秒級的，也就是壹秒可以識別幾千個，

馬上傳輸過去了。很快，而且準確率相

當高，壹般達到98%以上。”

在這個平臺上篩選有效的賬號密

碼信息，壹般每壹萬個收費15元，平

臺搭建者以及賬號密碼比對技術和驗

證碼識別技術的提供者各得 5元。這

種驗證碼識別技術可以自動辨認出圖

片上顯示的數字、字母、漢字等信

息，並且通過人工智能機器深度學習

的方式，在實踐中不斷提升辨認能力。

孟洪侖介紹，這個系統的設計者是計

算機專業出身，“人家上百萬年薪請

他，他都不去，自己喜歡研究人工智

能。”

孟洪侖說，這名嫌疑人知道自己的

技術被用於實施詐騙，但自稱不是為了

賺錢，而是想借此鍛煉這套人工智能系

統，“壹方面他知道人家在幹什麽，但

是他不關心這個。按照他自己的說法，

他是為了訓練自己的程序，人工智能的

深度學習，不斷在網絡當中比對、驗

證，不斷提高它的能力，相當於是創造

了這樣壹個小孩，去培養他、訓練他，

讓他成為高手。”

警方介紹，這個平臺在被查處之前

的3個月裏，已經提供驗證碼識別服務

259億次。部分嫌疑人花了幾十甚至上

百萬元來驗證和篩選手中的賬號密碼信

息，用於行騙。包括冒充好友、惡意推

廣、色情詐騙等，“最大規模的還是

冒充好友進行詐騙，比如這次抓的嫌

疑人當中，有壹半以上是用於冒充好

友行騙。”

壹名涉案嫌疑人介紹，他們會將

驗證有效的賬號“喬裝打扮“，以便

獲取信任和好感，“比如 QQ 號用手

機看是可以排列壹些照片墻，就放壹

些現實當中看起來比較有錢的，比如

玉、古董之類的照片，頭像換上比較

有氣質的真人圖片，網名換成熟壹點

的，空間裏偶爾發壹兩條比較炫富的

動態就可以了。”

警方介紹，他們在全國多個省份控

制近兩百名嫌疑人，涉及利用黑客技術

非法獲取網站後臺數據、制作或使用軟

件獲取賬戶密碼、提供驗證碼識別服

務，以及利用公民個人信息實施網絡犯

罪等多個環節。警方還截留被盜的公民

個人信息10億多組，繳獲贓款600多萬

元和電腦等大量作案工具。案件在進壹

步辦理中。

國人海外遊新風向：赴英深度遊漸成新寵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中國赴英國遊客數量穩

步上升，國慶假期更是掀起赴英倫旅行小高潮。從

赴英旅遊趨勢看，高品質深度遊漸成新寵。

“今年赴英旅遊訂單中，通過各大網絡旅遊平

臺（如攜程、去哪兒網等）的散客遊訂單增長最

快，較往年同期有25%左右的增長。”愛導遊首席

執行官周博超對記者說。據他介紹，十壹假期訂單

中，二次入境英國的訂單明顯增加，許多客戶已是

多次訪問英國，現在的季節適合家庭度假，而且國

際機票價格較暑期也便宜不少。

記者在倫敦唐人街偶遇來自北京的王先生。王

先生說，他和愛人將年假與十壹假期合在壹起有近

20天的假期。他們帶著老人孩子報了小團遊，“這

樣更自由，喜歡的地方就多呆幾天，我的行程我做

主”。他們預計用10天左右旅行，壹周左右享受

美食或購物。

周博超表示，近年來，在赴英中國遊客中，采

取小團或家庭深度遊方式的遊客數量以及商務訪問

團數量繼續穩步增加，消費者對相對高品質的旅遊

產品需要越來越多。國內70後、80後已成出境小

團旅遊主要消費者，其中許多人都有海外留學或者

訪問經歷，他們更喜歡深度遊或度假遊產品。

他說，赴英遊客需求也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很

多消費者對旅遊產品有了更多期許。“比如，在旅

遊過程中希望可以參觀當地名校，利於今後子女教

育；或是希望參觀當地知名公司，以尋求海外

投資、商業拓展機會。這些新需求給英國當地旅行

社提出新的挑戰，如何應對客戶多元化需求成為旅

遊業者需思考的問題。”

歐美嘉旅遊部經理王瑞琪對記者說，今年

以來，因匯率變化等原因，英國對中國遊客吸引力

增大，赴英遊客數量穩步上升。“近幾年，家庭、

朋友等小團深度遊增長很明

顯，而夏天遊學團也是成倍

增長。”

周博超表示，相較於東

南亞等旅遊市場，英國遊起

步較晚，但市場空間較大，

加上英鎊持續貶值，赴英旅

遊成本明顯降低，所以英國

對中國遊客的吸引力在穩步

提升。

數據顯示，今年第壹季

度有5.4萬中國遊客訪英，

同比增長27%。2016年，超

過25萬中國遊客到英國旅遊，消費金額超過5億英

鎊（約合6.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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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再創奇蹟 連勝
額頭撞腫 左眼超痛仍搏盡

22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潘志南）加拿大“美
少女”網球名將布沙
爾，在2015年美網受傷
後，世界排名由頂峰的

第5跌至現在的79位，不過她並不為排
名低而擔心。金髮、散發青春氣息的布
沙爾坦言：“我才23歲，在網球生涯尚

有很多時間去做想做的事！我必須一步
一步地重拾信心，每個球手都會經歷低
谷。”

日前抵埗香港，對香港的印象如何？
她表示：“感到香港很有活力。這兩天訓
練時，我亦感到她（香港）很熱及潮濕，
天氣有點像美國的佛羅里達，相信正式比
賽時會更不好受！不過，目前不想再給自

己太大壓力，怕影響發揮，只希望享受每
場比賽。”

她7日還親自到維多利亞公園的中央
網球場視察。“球場小小的，感覺還不
錯。”她補充說：“很想四處逛逛，如
山頂，不過先打好這次比賽再說。”

今年年初，新英倫愛國者在NFL超
級碗對陣愛隊亞特蘭大獵鷹時，布沙爾

在社交網Twitter 以一頓飯局與球迷打
賭，不料愛國者在大比分落後的情況下
反敗為勝。事後，輸掉“賭局”的加拿
大美少女遵守諾言赴約，“邂逅”了
“男友”John Goehrke。對此，布沙爾含
情脈脈笑道：“前幾日John還給我發短
訊，說很想再和我見面！”

WTA“保誠保險香港網球公開
賽”，7日起一連9日在維多利亞公園
網球場舉行。參賽球手除布沙爾外，尚
有維納絲威廉絲（大威）、禾絲妮雅
琪、張帥等多位世界名將。

布沙爾赴港參賽 最想逛街遊山頂

■■布沙爾舉手投足散發青春氣布沙爾舉手投足散發青春氣
息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王者對決3”各場比賽賽果
女子輕蠅量級4回合賽事 林海明(香港) UD 尼迪雅拿賀(印尼)

超輕量級4回合賽事 尼保斯嘉爾(尼泊爾) TKO 佩利杜帕斯(菲律賓)

超中量級4回合賽事 湯拖(香港) KO 巴古(泰國)

沉量級6回合賽事 尼克菲爾斯(泰國) KO 辛格(印度)

輕蠅量級8回合賽事 潘啟情(香港) MD 費蘭基洛爾 (印尼)

WBO超羽量級洲際冠軍賽 (10回合) 渡邊卓也(日本) TKO 黎樂善(中國)

WBO女子超雛量級亞太冠軍賽 (8回合) 後藤亞由美(日本) UD 姬蒂(印度)

WBO超蠅量級國際冠軍賽(12回合) 曹星如(香港) UD 河野公平(日本)

註：T.K.O.—技術性擊倒 K.O.—擊倒 U.D.—點數勝出（三位裁判一致判勝）
M.D.—點數勝出（兩位裁判判勝，一位裁判判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曹星如“師弟”潘啟情7日
晚面對來自印尼的強敵費蘭基洛
爾，苦戰六回合下以點數擊敗對
手，一吐上仗主場落敗的烏氣。

上場主場出擊落敗，潘啟情
賽前特地到泰國及菲律賓特訓備
戰，不過他今場對手亦非易與之
輩。費蘭基洛爾六次出賽未嚐一
敗，在前三個回合潘啟情果斷進
攻取得不少分數，不過力量強橫
的費蘭度洛爾卻在尾段掌握主

動，幾次將潘啟情壓在繩角狂
攻，幸潘啟情成功捱過危機並有
數次反擊命中對手，最終雙方激
戰六回合後，潘啟情以點數58：
56、58：56及57：57勝出。

潘啟情表示自己能支撐下去
全憑一口氣：“他是我職業生涯
遇過的擊拳最重的對手，他中了
我的拳仍好像絲毫無損，但我有
次中了他的拳就差點要倒下，是
憑意志堅持到最後，今次完全是
靠鬥志取勝。”

潘啟情激戰險勝吐烏氣

■■潘啟情點數戰勝印尼費蘭基洛
爾。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在超過8千名觀眾的支持下，曹星
如在熱烈的喝彩聲中昂然入場，

面對早在擂台上好整以暇的前世界冠
軍河野公平，曹星如首回合即採取主
動，雖然對手拳勁十足多次試圖埋身
肉搏，不過曹星如憑藉較高的命中率
明顯取得優勢，可惜第二回合一次頭
撞頭的意外令曹星如左額受傷，更高
高隆起一個“大瘤”影響左眼視線。
但失去一半視力的曹星如氣勢未有減
退，更多次以組合拳擊中河野成功取
分，惟由第五回合開始，曹星如的傷
勢愈來愈嚴重，左眼已經完全不能睜
開，河野乘勢展開狂攻，令曹星如只
能以扭抱暫停對手猛攻，終於在第七
回合，拳證諮詢過醫生的意見決定終
止比賽。由於拳證認為曹星如的受傷
全屬意外，根據賽例，如果賽事已打
到四個回合以上出現此情況，會直接
計算拳手點數，三位裁判均以68：66
判定曹星如勝出，令曹星如在諸般不

利條件下再創奇蹟，完成職業生涯22
連勝的創舉。

河野公平或考慮重賽
賽後一度以為落敗而流下男兒

淚，曹星如無視傷勢堅持到最後成就
這一場神奇反勝，這名港產拳王賽後
激動地表示為今仗付出所有：“河野
真的很厲害，很多謝他，今次我很盡
力去跟隨教練所說的去做，拉開距
離，運用組合拳進攻，到第四回合時
我的左眼真的很痛，痛到差點忍不住
要倒下，但我成功堅持下去了，我今
場比賽真的盡了全力。”

懷疑傷處有骨折的曹星如賽後隨
即被送往醫院進行檢查，他的經理人
劉志遠表示已問過河野公平對於重賽
的意向，而對手的回應是正面，相信
將來這場未完成的精彩對決有望再一
次上演。今次賽事在YouTube直播，
最多有逾183,000萬人收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於“王者對決

3”面對職業生涯最強的

對手，曹星如7日晚在8

千觀眾面前再現“神奇小

子”的本色，第二回合因

撞頭意外失去左眼視力，

曹星如仍憑驚人意志與前

世界拳王河野公平鬥足七

個回合，最終拳證在諮詢

醫生意見下決定終止賽

事，並判定曹星如以點數

險勝對手，創下職業生涯

22連勝的完美紀錄。曹星

如賽後要送院驗傷。

■■RexRex賽後激動得泣不成聲賽後激動得泣不成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曹星如高高舉起代表勝利的金腰曹星如高高舉起代表勝利的金腰
帶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曹星如曹星如（（右右））重拳擊中河野公重拳擊中河野公
平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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