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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25日抵達瑞士
達沃斯，參加第48屆世界經濟論壇（WEF），
預定26日發表演說。一般認為，高舉貿易保護
主義大旗的川普，竟前往擁抱自由貿易與全球
化的WEF高呼 「美國優先」，有點 「砸場子」
意味，他此行能否達成吸引外資目標，也是未
知數。

川普是繼2000年柯林頓之後，第2位出席
WEF的現任總統。他將於閉幕式發表演說，內
容預料不脫鼓吹 「美國優先」、自誇去年底通
過的減稅法案，鼓勵全球企業到美投資，享受
減稅好處。

美財政部長穆欽已在WEF表示， 「美國優
先」意味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這口號只是說
明川普會維護美國利益，就像其他國家領導人
也會維護本國利益一樣。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柯恩強調， 「美
國優先不是 『美國獨行』。我們成長時，世界
也在成長…我們是全世界的一分子，是全球經
濟的一部分。總統先生也是這樣認為。」他說
，川普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世界展示美國過去一

年的經濟成就，並招商引資。
川普率領代表團到達前，德國總理梅克爾

意有所指表示： 「我們認為，閉關鎖國不會給
我們帶來好處。我們必須相互合作，保護主義
不是正確的答案。」印度總理莫迪也說： 「保
護主義與反對全球化的勢力正在抬頭，其意圖
不僅是迴避全球化，而且還要扭轉自由貿易的
走向。」

川普23日才簽署行政命令，針對進口
大型家用洗衣機和太陽能板徵收保障關稅，被
解讀為開了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大陸外交部
24日也警告，貿易保護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刺
傷別人的同時也會傷及自身， 「2018年之後，
全球最大的市場將是中國。」

川普出發前往達沃斯之前， 「通俄門」因
司法部長遭特別檢察官穆勒約談再掀波。川普
24日回應稱願宣誓接受穆勒提問，且期待這場
會面。他強調與俄方無勾結，接受提問就是要
反擊。

川普踢館WEF
推銷美國優先

（綜合報導）上周五出版的美國名流八卦雜誌《In Touch
Weekly》周刊，刊登和美國總統川普傳過婚外情的A片女星丹
妮爾絲，在2011年的專訪。當年丹妮爾絲透露，川普非常討厭
鯊魚， 「絕對不捐錢給鯊魚保育團體」 「希望鯊魚都死光光」
。沒想到這番話反倒激發捐款給國際鯊魚保育組織的熱潮，一
切拜川普之賜。

「大西洋白鯊保育協會」和 「海洋守護者保育協會」都告
訴財經新聞媒體MarketWatch，最近幾天湧入大量金援。 「大

西洋白鯊保育協會」執行長薇爾格林女士說，要為某種大多數
人都懼怕的動物募資，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報導曝光後，我
們收到許多以川普名義的捐款。」

就連英國鯊魚保育團體 「鯊魚信託」也表示，捐款也有顯
著成長，有些捐款者還附上 「不方便在媒體上刊登」的 「激烈
訊息」。《新聞周刊》則報導，上周末有人以川普名義，認養
了一頭母的白鯊。

在這段陳年訪問中，丹妮爾絲宣稱她2006年起和川普有婚

外情。為了增加可信度，她還提到，在觀賞探索頻道的《鯊魚
週》節目後，川普說， 「我捐錢給一堆慈善組織，絕不捐給任
何幫助鯊魚的公益單位。」丹妮爾絲說，川普很怕鯊魚。

川普2013年7月就曾發推特，表達他對鯊魚的厭惡，他寫
道， 「除了全世界的魯蛇和愛黑特的人外，最討厭的就是鯊魚
了。」 「抱歉了鄉親們，我不是鯊魚的粉絲，你們也別擔心，
我們都掛了很久之後，牠們應該還沒絕種。」

（綜合報導）儘管朝鮮半島局勢危機未解，美國學者專家
指出，2018年中印邊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超過朝鮮半島。

華府智庫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CSIS）24日舉辦一項亞洲
預測研討會。在2018年，亞洲地區可能出現重大安全事件的選
項中，與會者中有42％的人選擇了朝鮮半島、31％選擇南海、
14％選擇了中印邊界、10％選擇東海，3％選擇台灣海峽。

針對這項調查，參與討論的CSIS亞洲安全問題資深研究員
庫柏表示，這項結果讓他感到意外，他預期未來這一年，北韓
和朝鮮半島的注意力將會逐漸從減少，美國政府會把焦點著重
於其他事務上；，南海事態基本上則是按照中國的意圖發展，
中國沒有太多理由在南海挑起事端。他認為，中印邊界爆發衝
突的可能性才是最高的。

庫柏分析，無論是在東海，南海還是台灣海峽，看到的都
是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對抗的是比它小的國家或者是處於衰退
的大國，只有中印邊界是兩個崛起大國對抗，彼此的利益也不
斷擴大，隨著時間推移，中印邊界地區一定會出現緊張， 「他

們從各自現在所處
的位置往後撤都很
困難。」

參 與 討 論 的
CSIS亞洲資深顧問
葛來儀則認為，中
印邊界最大的潛在
危險是可能因為小
衝突，導致誤判。

會議主持人、
白宮前亞太資深官
員葛林表示，除了
兩個新興大國競爭
外，中印兩國在地
緣政治上也存有很
多問題，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境內、巴基斯坦因素，以及

水資源問題。葛林認為，這些長期存在於中印邊界間的問題，
隨著兩國的雄心壯志和時間發展，可能會變的越來越危險。

美專家：比朝鮮半島 中印邊界更可能爆衝突

前緋聞女稱川普討厭鯊魚 保育團體捐款意外激增

（綜合報導）美國體操隊醫師納瑟 (Larry
Nassar)被控利用職權之便性侵多名女子，法官24
日正式宣判，處最高175年的刑期。法官在宣告
判決時，更對納瑟說： 「我剛簽了你的死亡追緝
令。」

54歲的納瑟迄今已有150多個女子出面指控
他性侵害，其中許多12、13歲就開始遭受多年性
侵，包括美國數名奧運金牌女子體操選手。之前

他已因持有兒童色情文物獲判60年徒刑，現在又
對10性行為刑事罪認罪，他承認他用治療和檢查
做幌子，性侵少女，在納瑟與美國體操協會和密
西根州立大學合作的30年中，被他性侵和猥褻的
人數可能多達上百人。。

法官表示，納瑟不但侵犯小孩，更甚者，是
在小孩與父母同處房間內時進行侵犯，非常可惡
。

性侵運動員
美前隊醫要被關175年

美政府官網撤國旗
美處：多管道表立場
（綜合報導）美國政府官網

近日移除中華民國國旗一事，駐
美代表處資深官員指出，透過多
元管道向美方表達嚴正立場，並
要求儘速改善。

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與貿
易代表署（USTR）官網近日移
除中華民國國旗，引發關切。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以資深官員名義發出新聞稿表示
，已經掌握訊息，在第一時間與

美方聯繫，並透過多元管道表達
嚴正立場，要求儘速改善。

這名資深官員表示，台美整
體關係維持強勁、穩健進展，雙
方基於互信，就雙邊甚至多邊議
題定期或不定期諮商管道暢通無
礙，也充分了解彼此立場與訴求
，設法提升合作層次並擴大互惠
互利領域。

官員也指出，台美雙方基於
長期默契與若干議題的機敏性質

，對於諮商過程、內容與交涉對
象、層級等不便公開透露。

這名官員也澄清，近來包括
北京片面啟動 M503 北上航線、
美方協助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等國際組織與活動，
以及官網撤旗與部分跨國企業遭
施壓改版網頁等，駐美代表處都
與美方積極聯繫，沒有溝通窒礙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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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亞裔房地產協會(AREAA) 和在李
錦星先生捐贈禮物贊助之下, 於2018年1月23日從上午11點半到
下午 1:00 在位於 5430 Westheimer Rd. , Houston, TX 77056 的
HESS CLUB召開主題為 “土地規劃和發展” 演講和邀請新會員
的午餐交誼研討會。研討會由前任會長Dawn林 (林富桂女士) 和
現任會長Eugene王及經過認證的國際房地產專家（CIPS）房地
產經紀人 Casey Kang共同主持本次研討會活動。 林富桂女士介
紹AREAA會員資格，並鼓勵人們參加AREAA會員，以獲得更
多的利益，更好地為客戶和社區服務。

會議議程包括：上午11：30分 - 研討會登記/豐富豪華自助
午餐和聯誼。中午12:00 - 由 AREAA休斯頓分會會長Eugene王
致歡迎辭，報告2017會議活動與播放節目活動視頻。林富桂女
士促進並邀請新貴賓加入會員，她說：美國亞裔房地產協會
(AREAA) 於2003年成立是一個非營利的專業貿易組織，致力於
為地產界專業人士提供服務，旨在促進亞裔美國人的房屋擁有權
和權益。 成員包括支持 AREAA使命的房地產專業人士。參加
AREAA會員有機會參與宣傳活動，為AAPI社區帶來意識和解決
方案; 能參與我們的國際貿易代表團，使您的業務多元化; 本地和
全國性活動的專享折扣還有更多好處。林富桂女士的演講非常令
人印象深刻和有吸引力，而且有很多新客人願意參加AREAA會
員。

中 午 12:30 - 由 Black Label Commercial Group 的 Douglas
OwYang主持土地規劃和發展論壇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答。
他的演講包括以下幾點：1) 公共領域：利益相關方包括所有權/
合夥 ACMEHOLDINGS，INC/ACME BUILDERS，LLC•政府
•休斯頓工程/環境城市•TxDot•哈里斯縣防洪區•公共實用
程序/電業•城市或縣•ENERGY -CENTERPOINT - 等•
XFINITY•AT＆T•MUD（s）•鐵路（s）•UNION PACIF-
IC -BNSF•航空•休斯頓機場系統等。2) 使用幻燈片來說明典
型的住宅開發過程，包括：住宅開發附近地圖，以及50,000平方

英尺製造倉庫的商業開發提案，休斯頓國
際機場航空貨運佈局，典型的辦公室開發
提案，當地機構基礎設施：衛生下水道和
當地的水基礎設施地圖，排水基礎設施圖
，交通影響：平均每日交通分佈分析，環
境評估和公司管道濕地審查展示，聯邦政
府和哈里斯縣的核查，2018年1月1日哈里
斯縣工程部門設計生效法規和休斯頓的城
市規定。2) 約束和限制包括：網站和開發
規劃; Black Label商業集團很自豪能夠成為
該領域的領先用戶之一; 革命性的SITEOPS
技術。

SITEOPS 生成數百萬次的網站分級和
重複施工解決方案將成本效益最好的解決
方案。Black Label為客戶節省了超過20,000
美元/英畝的傳統的設計費用。Black Label
的設計使用反饋設計審查和調整來優化設
計並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和成本。使用高
科技顯示和仿真模型分析和排水系統展示
，經過設計批准後，開始全面執行購買合
同和4階段可行性分析。3) 最終設計: 地方
代理批准; 土木工程最終設計; 公共改進/建
設計劃: 選擇可信設計工程師或設計製作公
司; 設計 - 建立工作流程; 網站建設; 開門營業; 第五階段：三維
可視化。Black Label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公司，每個人對他們非凡
的開發演示，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之後，林富桂女士獲得Fidelity National Title鑽石專業服務獎
; Fidelity National Title深深感謝林富桂女士在職業生涯中提供的
熱忱和優質的服務。為此，林富桂女士為她出色的表現贏得了熱
烈的掌聲。AREAA前董事長李雄宣布AREAA將從2018年4月5

日開始到4月12日舉行美中房地產峰會: 此行包括在休斯頓，西
雅圖和溫哥華會議。李雄表示本次峰會是一次非常特殊而又富有
意義的峰會，希望大家都能參與。中午12:45 - 由林富桂和現任
會長Eugene王主持抽獎活動，並與幸運獲獎者合影。最後，會
長Eugene王宣布2月中旬，AREAA將在鳳城餐廳慶祝農曆新年
。

亞裔房地產協會召開土地規劃和發展論壇午餐研討會
林富桂女士獲得林富桂女士獲得Fidelity National TitleFidelity National Title鑽石專業服務獎鑽石專業服務獎

(本報訊) 2018華夏學人協會年會於1月20日晚6點在休
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
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出席此次年會並致辭，僑務領事張
鐵紅和易川兩位領事也出席年會，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
靳敏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眾僑領和商界代表等以及
休斯頓各界華人華僑200多人參加了本次年會。

華夏學人協會成立於1992年，協會本著“團結，奉獻
，參與，進取”的原則，全力為促進會員成長，為推動中
美科技文化交流，為弘揚中華文化貢獻力量。年會上劉紅
梅副總領事高度讚揚華夏學人協會26年來為休斯頓華人社
區做出的巨大貢獻，特別稱讚並表揚了華夏在幾個月前發
生的哈維颶風災難當中的突出表現，及捐款的突出貢獻，

並向廣大華人華僑表示新春祝福，拜年！劉紅梅副總領事
還和華夏董事會國慶基金會秘書長俞黎明一起見證主持了
華夏學人協會換屆交接華夏信物儀式和新一屆理事見面受
聘。新當選的會長黃華做了熱情洋溢的發言，感謝所有支
持華夏的會員和朋友們，並且表示將繼續傳承華夏的精神
，擴大加深現有的華夏項目，同時將加強推動中美科技文
化交流；上屆會長羅雪梅因故未能出席，由前會長魏波對
2017年工作進行了總結；年會上進行了歌舞表演；向參加
晚會的小朋友分發贈送新年紅包；還進行了各類精美禮品
，Gift Cards，iPad，iwatch等豐厚獎品抽獎活動；年會提供
了豐富可口晚餐，洋溢著濃濃春節歡樂的氣氛。

華夏學人協會1/20號年會

第一排第一排 AREAAAREAA 前任會長林富桂女士前任會長林富桂女士 ((右右 11)) 和現任會長和現任會長 EugeneEugene
王王 ((右右22)) 和李錦星先生和李錦星先生 ((左左22)) 並並AREAAAREAA前董事長李雄前董事長李雄 ((左左11)) 和和
AREAAAREAA成員與幸運獲獎者合影成員與幸運獲獎者合影。。

華夏學人協會新任會長和劉紅梅副總領事給到場的新任理事華夏學人協會新任會長和劉紅梅副總領事給到場的新任理事
頒發聘書頒發聘書。。左六左六：：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左五左五：：新任會長黃華新任會長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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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時間：2018年1月26日，星期五
，11:00到2:00

地點：Hai Cang Seafood Restaurant, 117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281)-
564-4288

聯絡網址：AAIFPAHouston@gmail.com
歡迎有執照的保險經紀人和理財專業人士。
AAIFPA 成立於2007年12月，是非盈利組織

，在全美有9個分會。AAIFPA是在全美範圍內第

一個亞裔分會。我們的服務宗旨是為亞裔有執照
的保險經紀人和理財專業人士提供資源和技巧。
通過匯集業內人士的資源和經驗，不斷提高會員
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標準，以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
。

AAIFPA的非盈利組織在加州註冊，符合加州
有關法律，符合國稅局 501（c）（6）條款。
(Section 501（c）（6）of the IRS Code.)

亞美保險理財專業協會（ AAIFPA）歡迎加入休士頓會議

（本報訊）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李迎霞將於1月28日
(星期日)2pm至5pm在僑教中心203室特邀淡江大學畢業李元鐘
主講”美國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釋題，免費入場，備有茶
點，敬請踴躍參加，增加老人醫療相關資訊，以備不時之需。名
額有限，儘早登記，請聯絡李迎霞(832)643-5830或gulfsouthin-
vestments@gmail.com、 羅 秀 娟 (832)607-5038 或 ju-
lienews09@gmail.com 。

以下資訊僅供參考：
美國的老年人多數通過參加聯邦政府管理的 Medicare 老年

人醫療保險得到醫療保障。
參加 Medicare 老年人醫療保險需要年滿65周歲，並且在美

國工作並納稅至少十年以上。獲得美國綠卡的老人在移民美國滿
五年後也可以自費購買 Medicare 醫療保險。

美國醫療法要求在美國公民、永久移民、和合法居住的外國
居民都需參加醫療保險，不然會得到罰款。2018年沒有醫療保險
的罰款參照2017年罰款標准（成年人每人$695美元、兒童每人
$347.50美元，每個家庭罰款最多不超過$2,085美元）後再根據當
年的通貨膨脹率調整。或者是家庭收入超出納稅申報門檻金額部
分的2.5%。兩者取其高。

參加聯邦政府的老年人Medicare 醫療保險可滿足平價醫療法
的要求。如果不能參加 Medicare保險，可通過醫療保險市場申請
個人／家庭醫療保險。到了 「退休」年紀，大多數長者已習慣於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醫療保險上更是年復一年 「從一而終

」；然而如何挑選個人保險計畫，有的人是單純以保費高低來抉
擇，有的人是看朋友投保什麼就跟著加保，結果面臨醫療需求時
才赫然發現自己不僅沒得到福利保障，甚至在醫藥費與保險費都
白白花了許多冤枉錢。其實應根據個人健康、經濟狀況，逐年評
估未來需求與適時調整保險計畫。

聯邦醫療補充保險(Medigap)與聯邦醫療保險優惠計畫(Part
C)各有許多子計畫，保費(Premium)計算也各有不同。Medigap可
幫助支付Original Medicare所不支付的某些自付費用，十個承保
級別對自付扣除金(Deductible)、定額手續費(Co-pay)和共同保險
(Co-insurance)等給付不同，所以可隨時註冊參加，並且在開放
註冊期(IEP，滿65歲並參加註冊Part B當月後的六個月內)加入，
還不會因健康紀錄而被拒保或被收取較高保費。

至於Part C除提供Original Medicare所有承保範圍福利，多
數還提供Part D處方配藥，或者牙齒保健、視力與聽力檢查及輔
助用具、健身會籍、全球急診等不同福利可作選擇，有的計畫甚
至可以做到零保費，所有計劃也都有一個自付的上限，超過之後
便不須再掏腰包，故在財務保障方面更為彈性靈活，每年10月
15日至12月7日(休士頓在2017年延至12月31日)的開放註冊期
，正是進行參加、轉換或取消Part C與Part D的好時機。

有些移民美國的長輩認為台灣健保 「物美價廉」，因此非但
不願加保Part C或Medigap，甚至連Original Medicare都想逃避，
感覺每年拿省下的保費去買來回機票、付醫療費加上探親旅遊都
綽綽有餘；但俗話說得好 「遠水救不了近火」，有時我們身體突

然出現病痛，連有沒有辦法上飛機都
可能是大問題，所以元鐘建議長輩們
在美國千萬不能沒有保險，要如何以
最適合自身狀況的方式投保，可隨時
向專業並可靠的保險經紀從業人員進
行諮詢。

華人的姓名有三個中文字最為普
遍，可是這對英語的命名習慣卻顯得
格格不入，因為中文的姓在前面，英
語的姓擺在後面，有時名與姓中間是
否用逗點隔開，就已讓人混淆不清；
我們的名字中間是否要用 「-」隔開，
還是拆成 「名/中間名/姓」的格式，
也是讓人完全無所適從。

就以筆者姓名 「李元鐘」為例，
最常被寫成[1] 「YUAN-CHUNG LEE
」或[2] 「YUANCHUNG LEE」，這
個拼法我想大家普遍還能接受，但是
有些姓名系統電腦登錄是堅持要用三
段式輸入，這時被輸成[3] 「YUAN C
LEE」 或 根 本 省 略 中 間 名 而 成 [4]
「YUAN LEE」， 「老外」初見面時

看著資料熱情的只叫我 「元 YUAN」
，讓我都不好意思去糾正他說我叫
「元鐘」才對，更不知道以上四式英語姓名拼法，到底該用哪一

個版本來介紹自己才對。
根據筆者的實務經驗，如果社安卡與紅藍卡的姓名登錄與其

它證件不同時，是難免會有困擾，所以當您取得美國公民資格時
，若當時有更改英文名字或冠夫姓也應留心；這個狀況也呼應前
面的 「問題一」，如果您認為在申辦過程或姓名登錄有麻煩，最
好親自前往社會安全局
各地辦公室洽詢。全美
目前光是分布各地的社
安局辦公室便已超過1,
300 處，其中在達拉斯
有二處，另在休士頓有
三處，歡迎讀者就近前
往洽辦與更正。

元鐘已處理過不下
數百件的老人保險申請
案，希望把專業與最重
要的實務經驗分享給讀
者，所以懇切建議您直
接前往社安局辦公室申
辦與查詢。絕大多數公
務員都很盡心盡力在為

民服務，跟美國政府打交道是完全不用走後門或套關係，美國公
務員絕大多數都堅持依法行政，所以有些無法完成的案件，通常
都是溝通不良所造成。如果您能正確的使用 CM5-40B 表格
「Part B加入申請表(Application For Enrollment in Medicare Part B)

」來加入Part B，那麼不應會有出錯的機會，也希望長輩們能把
握機會趁早加入Medicare，讓您的醫藥需求獲得完善保障！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舉辦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講座

配合李元鐘講座會長賴李迎霞率理事們歡迎大家來參加此活動並祝大家配合李元鐘講座會長賴李迎霞率理事們歡迎大家來參加此活動並祝大家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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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炸雞文化在韓國已經興旺十數年，
隨着韓流的潮水，韓式炸雞陸續在世界各地也流行起來。韓國的
老字號炸雞品牌Vons Chicken 已在全球許多國家深受消費者喜愛
，包括在中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馬來西亞、越南等地
有四百多家連鎖店。現在，Vons Chicken進駐休斯頓了，這是休
斯頓第一家Vons，也是迄今為止，全世界最大的一家，於一月
27日試賣，二月一日正式開幕。

韓國的炸雞文化興盛，炸雞品牌不少，沒有獨特絕活的，根
本排不上號，而Vons擠身其中的佼佼者，品牌與口碑俱佳，在
韓國是金字招牌，甚至，在韓國流行這麼一句話： 「來到韓國，
沒吃過Vons Chicken的，就不算吃過炸雞！」

大明星也愛吃炸
雞

炸雞在韓國算是國
民美食之一，配上一
杯冰啤酒，是韓國人
宵夜與看球賽的必備
食品，同時，當紅明
星都會代言炸雞品牌
。 Vons Chicken 由 男
子偶像團體 U-Kiss代
言，U-KISS的意思是

Ubiquitous-Korean International Idol，每個成員都會講多國語言
，例如英文、中文、日文，他們經常與國外的粉絲交流，人氣龐
大，如同Vons Chicken流行四海一般。
連大明星都喜歡吃炸雞，曾在中國、台灣、香港紅透半邊天的韓

劇《來自星星的你》，劇中的大明星千頌伊有一句對白： 「初雪
，怎能沒有炸雞和啤酒？」更掀起一陣炸雞啤酒狂潮。韓國人把
炸雞和啤酒簡稱為炸啤，甚至舉辦節慶活動來慶祝，在大邱舉辦
「炸雞啤酒節 」，約有50多種炸雞品牌參加，成為一個既分享

美食、又和朋友一起欣賞音樂的大型戶外活動。
到底韓式炸雞為什麼如此令人追捧？
韓式炸雞之所以好吃，主要是將雞肉上的油塊去除乾淨，再經過
夠長時間的醃製，選用優質韓式麵粉，沾上獨家的醬料，炸雞表
面非常香脆，雞肉很鮮嫩、juicy。我的一位朋友第一次去韓國玩
，吃到Vons炸雞配醃蘿蔔的時候，非常驚喜，說吃一次就喜歡
上了，雞肉外酥內嫩，口感鮮明，欲罷不能。另一位朋友到關島
旅行，說當地人就是帶她去吃Vons，是必到的餐廳之一。
香嫩酥脆，入口帶來幸福感
據Vons Chicken Houston的老闆表示，餐廳所選用的雞肉都是上
等好雞，取材新鮮，Vons有獨家蘸醬
，除了炸雞，還有烤雞，使用最新科
技烤箱烘烤，去掉飽和脂肪與反式脂
肪，美味又健康。烤雞、炸雞搭配鮮
啤酒、雞尾酒，用蘿蔔片包裹雞肉與
蔬菜，都好吃到不行！
炸雞、烤雞加啤酒是絕配，因為更能
增加雞肉的鮮味，吃一口炸雞，再來
一口啤酒，滿足又爽口，店裡有多種
不同啤酒可選。
此外，店裡還有數種水果雞尾酒，是
用新鮮有機水果壓榨取汁，再特調雞

尾酒，包括藍莓、柳橙、檸檬、蘋
果、鳳梨等口味，絕非一般濃縮汁
雞尾酒可比。店東還特別訂製裝雞
尾酒的瓶子，造型可愛，內裡可以
放冰塊，外環放酒，便於食客一邊
聊天一邊小酌。
總括而言，Vons 韓式烤雞、炸雞的
烹調的用心程度，遠遠高於其他快
餐式炸雞，吃進口裡所帶來的幸福
感也截然不同。
為了嘉惠美南日報的讀者，即日起
至 2.13 止，凡持本報優惠券、美南
微信文章、或本報導至Vons Chicken
用餐，所有主菜(main Course)可享八
折優惠，不包括特價午餐與酒類(
Not for Lunch Special & beers, wines,
side dishes) ，歡迎與好朋友分享。
Vons Chicken尋找工作夥伴，誠徵男
女服務員、帶位、調酒師、廚房幫
工、清潔人員數名，全職與半工皆
可。薪優，善溝通，懂中英文，公
司 培 訓 ， 意 者 請 洽 Jong:
713-972-5837 ( 英 文)。 或 至 10026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 77055。
Vons Chicken 營業時
間 ： Mon: 11am-2:
30pm, 5pm-midnight
。 Tue: Closed。
Wed: 11am-2:30pm,
5pm-midnight。
Thu, Fri: 11am-2:
30pm, 5pm-2am。
Sat: 11am-2am。
Sun: 11am- midnight
。
Vons Chicken 於一月
27日試賣，二月一日
正 式 開 幕 。 地 址:
10026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
77055。 電 話:
832-538-1038。
Vons 臉 書: https://
www.facebook.com/Vons-Chicken-Houston-342326889570248/

Vons Chicken來休斯頓啦!
韓國金牌烤雞炸雞店1/27試賣

(為食書生）過年食雞到金冠 楊楚楓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
行 集 團 （East West Bancorp, Inc.， 股 票 代 號
EWBC，於NASDAQ交易）1月25日公佈2017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盈利報告，2017年第四季度
淨利達8千4百90萬美元，每股獲利0.58美元；
全年淨利達5億零5百60萬美元，每股獲利累積
達3.47美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示
，華美銀行2017年全年獲利再攀新高，較2016
年增長 17%，強勁的獲利增長來源於支出與信
貸成本的有效管控。截至2017年12月31日，總
貸款創新高，達2百91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
的2百55億美元增長35億美元或14%；總存款
創新紀錄，達3百22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2
百99億美元增長23億美元或8%。

吳建民說： 「華美銀行2017年的淨利差增
加0.18%，是由於貸款持續增長、存款組合多元
化，以及利率上升環境所產生的影響，這也是
該行保持強勁獲利能力的主要因素。2017年，
華美銀行平均資產報酬率（ROA）達 1.41%，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達 13.7%。」在
《富比士》（Forbes）發佈的 「2018全美百強銀
行榜」中，華美銀行名列第五位。他感謝3,000
多名員工群策群力再次為股東們帶來豐厚的收
益。

吳建民表示： 「華美銀行一直致力於建立
並擴展與客戶的雙贏關係。年復一年的財報成
長體現我們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以及獨
特的金融橋樑商業模式所創造的優勢。未來，
我們將持續增加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投資，更

進一步加強銀行結構和系統，確保審慎的風險
管理，並繼續保持卓越營運。」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穩健成長 – 2017年全年盈利達5億零
5百60萬美元，較2016年的4億3千1百70萬美
元增長17%；全年每股獲利累積達3.47美元，較
上年度的 2.97 美元亦增長 17%。2017 年第四季
度盈利達8千4百90萬美元，每股獲利達0.58美
元，受《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影響，盈利和每股獲利分別減少 4 千 1 百
70萬美元和0.29美元。2017年第四季度調整後
盈利為1億2千6百60萬美元，調整後每股獲利
為0.87美元，較2016年同期增長14%，較2017
年第三季度減少3%。
•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穩步增長 – 2017年第
四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億1千9百70萬美元，較
同年第三季度增長1千6百50萬美元或5%。該
季度貼現增值收入達7百萬美元，上季度為4百
50萬美元。主要受貸款和貸款收益增長的影響
，不含貼現增值收入的調整後淨利息收入為3億
1千2百70萬美元，較上季度增長1千4百10萬
美元或 5%。2017 年第四季度淨利差為3.57%，
較上季度增長0.05%；調整後淨利差為3.49%，
較上季度增長0.03%。
• 總貸款再創新高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總貸款達2百91億美元，較同年第三季度的2
百85億美元增長5億2千8百40萬美元或2%；
較2016年同期增長35億美元或14%。第四季度
主要貸款類別較上季度均有所成長，其中單一
住宅按揭貸款增長最為顯著。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總存款達3百22億美元，較同年第三季度的3
百13億美元增長9億零8百50萬美元或3%；較
2016年同期增長23億美元或8%。第四季度存款
增長主要來自有息支票存款和貨幣市場存款。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無息存款達1百零9億
美元，佔總存款的34%。
• 出售沙漠社區銀行 – 2017 年 11 月，華美
銀行宣佈出售旗下沙漠社區銀行（Desert
Community Bank）的八間分行及其相關資產與
負債。截至2017年12月31日，沙漠

社區銀行持作出售（held-for-sale, HFS）
的資產為9千1百30萬美元。其中，持作出售的
貸款為7千8百10萬美元，主要為商業房地產和
工商貸款（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oans）；持
作出售的存款為6億零5百10萬美元，主要為無
息存款和儲蓄存款。我們已經獲得該交易所需
的全部審批文件，並預計於2018年第一季度完
成交易。
• 資產品質穩定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貸款損失準備金為2億8千7百10萬美元，或總
貸款的 0.99%為持作投資（held-for-investment,
HFI），同年第三季度為2億8千5百90萬美元
或1.00%。2017年第四季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相
當於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0.22%，第三季度
為0.06%。2017年全年呆帳消除比率相當於平均
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 0.08%。截至 2017 年12 月
31日，非獲利資產降至1億1千5百10萬美元，
佔總資產的0.31%；上季度為1億1千7百萬美元
，佔總資產的0.32%。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38億美元或每股26.58美元
。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為23.13美元，較同年第
三季度增長2%，較2016年同期增長14%。有形
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9.12%，第一類資本比率
（CET1）為 11.4%，總風險資本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2.9%。

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18年銀行將繼續成
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18年2月15日派發
2018年第一季普通股股息每股0.20美元，股東
將依其至2018年2月5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
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3百72億美元，在美
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
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
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
中華地區，我們在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
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台北
、廈門及廣

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
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
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此外
，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
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
有關華美銀行2017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務報告
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
com查閱。

華美銀行連續第八年盈利創新紀錄
2017年全年盈利達5億零5百60萬美元 每股獲利3.47美元 較上年度均增長17%

獲《富比士》評為 「全美百強銀行」 第五位

渡過了休士頓四十年一遇的苦寒天氣後，
雪花暫停，冰路碎掉，人們又朝氣勃勃地迎接
新的初冬氣候。執筆此刻，正是1 月20號周日
古曆大寒之後的1 月24 號，舊曆十二月初八 ，
俗稱臘八日，這意味著轉眼又快到中國的戊戌
狗年了！

以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及民間民情而言，過
年前後，都會有家庭團年飯及開年飯，而公司
店鋪，亦有此傳統慣例，到市面的中餐館或飯
店裏去，點菜享用。而在那些大小餐飲店的餐
牌中，在傳統粵菜餐單內，團年夜飯及開年夜
飯，均少不了的就是鷄隻佐饍。

回憶在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舊年代公司
尾禡的這餐晚飯，以前很多打工仔都會食得非
常心驚膽顫。這是因為在做年結時，老闆會在
尾禡菜單中，特別加入一隻雞，據說雞頭對住
的那一位員工，食完飯後，便會獲通知，來年
不用再上班了，該工友便要收拾鋪蓋離開；以
現時的術語來說，就是“不續約”，所以這隻
雞亦叫“無情雞”。

但現在社會環境改變，觀念看法也大相逕
庭，僱員即使吃上 「無情雞」，也不會太過失
望失落，反而會覺得， 「東家不打打西家」，
特別受到西方觀點影響，年輕人很多都會覺得

： 人望高處，水向低流，哪裡工資高，就向哪
裡投靠，爭取優惠的就業機會，因此“無情雞
”亦不怕食了。

以今時今日的休市唐菜酒家來看，毫無疑
問，以廣東菜的酒家最為吃香，試以開業僅兩
年多的金冠酒家而言，擁有廣大停車塲，擁有
三百多座位，有出品精良的港式茶市及出類拔
萃的粵菜廚師，自然是團年飯及開年飯的首選
之地。在這個大時大節的日子裏，食雞送飯，
當然是不會走鷄矣。

翻開金冠酒家的菜牌，豐儉由人，先看週
一至週五午餐的菜式中，每份取價僅售$6.25，

共有48 味。另外有10 味，價格雖說略有提升至
$7.25 ，取價多出1 元，但卻是標青的炒粉、炒
面、炒飯。如豉椒排骨炒河、星洲炒米粉、夏
門炒米、鴨絲脆麵、雞絲脆麵、揚州炒飯..... 蝦
仁炒飯等，以金冠酒家的格局、排塲、地方來
衡量，這份午市餐牌的出品，簡直就是： 燒鵝
脾味道，豆腐劑價錢，大家又怎可以輕易放過
。

本人最為喜愛的，就是花旗參響螺燉雞，
玫瑰豉油雞，及脆皮炸子雞。清香撲鼻，嫩滑
入口，可稱金冠酒家三大雞隻名菜。佳節當前
，諸位大駕光臨，定要一試，切勿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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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探秘埃及探秘埃及--尼羅河尼羅河--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紅海紅海
穿越七千年，來到金字塔、尼羅河、獅身人面像、阿布辛貝

神廟…親歷這個7000年文明古國的昨天與今天，神秘的埃及是
很多人心中向往去看看的地方，但擔心安全問題而望而卻步，與
古老文明古國只差一步之遙，讓剛剛親歷過埃及的我們告訴您第
一手的旅遊資料，參加團隊旅遊很安全，不建議自由行，現在所
有著名的景點旅遊參觀的人數雖然沒有達到埃及變革之前的輝煌
，但近三到四年全世界觀光遊客逐年倍增，尤其華人、法國人、
俄羅斯人在景點處比比皆是。埃及旅遊成本費用也是降至歷史最
低。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埃及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尼羅河畔
的開羅、盧克索是世界著名的古城，胡夫金字塔、獅身人面像、
盧克索神廟、國王谷的陵墓、圖坦卡蒙黃金面具、阿布辛貝神廟
等，都是舉世聞名的歷史遺產。除了人文遺產，還有全世界最大
的撒哈拉沙漠，而埃及紅海海域，則被評為全世界最好的十大潛
水點之一。看著曾經輝煌且無法想象的古埃及文明與建築，是現
代的我們也不能不為之驚嘆與佩服的，埃及旅遊必將是一生中難
忘的一次旅程。您有興趣了解更多請聯系我們： 千裏行旅遊 電
話：713-772-7570 ， 網站：www.tmttravel.com ,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探秘埃及-尼羅河-撒哈拉沙漠-紅海 10日
中文導遊、兩人成行、天天出發、$728.00/人起
• 全程五星酒店及五星遊輪，古埃及文明的極致體驗• 前往
【開羅】，參觀世界七大奇跡之一【吉薩金字
塔群】和【埃及博物館】
• 地中海沿岸著名避暑勝地【亞歷山大】，沿路欣賞【撒哈拉
沙漠】，埃及末代國王行宮【蒙塔紮宮】
• 埃及民族的發源地的【阿斯旺】，開啟一次令人心動的豪華
五星遊輪遊
•可選乘極具古埃及特色的【尼羅河帆船】，走進古老神秘的
【努比亞村落】
•深度遊覽【科翁坡神廟】，親眼見證全世界最古老的日歷及
2000多年前的手術工具

• 到訪因海水為紅色而得名的【紅海】，於此迷人的沙灘和寧

靜的時光都是充分放松自己的好方法
第一天：原居地–開羅
第二天：亞歷山大–開羅
【亞歷山大】，【撒哈拉沙漠】、【燈塔遺址】【亞歷山大圖書
館】【蒙塔紮宮】
第三天 : 開羅
【哈夫拉金字塔】【獅身人面像】
第四天：開羅–阿斯旺

【阿斯旺大壩】【菲萊神廟】，【尼羅河帆船】，[努比亞村落
】

第五天：阿斯旺–科翁坡
【阿布辛貝大小神】【科翁坡神廟】，
第六天： 科翁坡 - 埃德福 - 盧克索
[埃德福神廟]
第七天：盧克索–赫爾哥達( 紅海 )
沒到過盧克索，就不算到過埃及”。【帝王穀】【哈特普蘇特女
王神廟】【孟農巨像】，【卡爾納克神廟】

第八天：赫爾哥達( 紅海 )
【紅海】

第九天 : 赫爾哥達( 紅海 ) – 開羅
第十天：開羅
【老城區】[哈利利市場]

了解更多請聯系我們： 千里行旅遊 電話：713-772-7570 ， 網
站 ： www.tmttravel.com , 地 址 ：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由宇宙光及伯特利中心合辦由宇宙光及伯特利中心合辦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500週年週年」」 掛圖展掛圖展

賴忠智牧師夫婦賴忠智牧師夫婦、、伯特利中心伯特利中心/BRC/BRC黃明發黃明發、、柯光文柯光文、、陳富美為陳富美為
了紀念馬丁路德在了紀念馬丁路德在15171517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將反對教會發行贖罪券的將反對教會發行贖罪券的
9595條論綱釘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條論綱釘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引發一場驚天動地的宗教引發一場驚天動地的宗教
改革運動展出改革運動展出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500週年週年」」 掛圖展掛圖展路德當年的改革對以後宗教音樂起了相當路德當年的改革對以後宗教音樂起了相當

大的影響大的影響

路德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路德兒童及青少年時期，，在嚴格的家教在嚴格的家教
與權威教育中成長與權威教育中成長，，對上帝的印像是嚴對上帝的印像是嚴
苛苛、、畏懼畏懼；；到他進入修道院到他進入修道院、、大學修習大學修習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才對才對《《羅馬書羅馬書》》中的中的 「「因信因信
稱義稱義」」 恍然大悟恍然大悟，，重新明白上帝的慈愛重新明白上帝的慈愛
恩典恩典。。

路德建構十架神學路德建構十架神學，，提出三個唯獨提出三個唯獨：： 「「唯獨恩典唯獨恩典」」 、、
「「唯獨信心唯獨信心」」 、、 「「唯獨聖經唯獨聖經，，並在並在15171517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
寫下反對贖罪券的寫下反對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九十五條論綱》，》，釘在威登堡諸聖釘在威登堡諸聖
堂的大門上堂的大門上，，引發宗教改革的浪潮引發宗教改革的浪潮。。

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帶動出版事業帶動出版事業、、有利思想交流有利思想交流

梁啓超尊康有為是孔教的馬丁路德梁啓超尊康有為是孔教的馬丁路德

音樂是上帝所賜給最美麗音樂是上帝所賜給最美麗、、最偉大的恩最偉大的恩
賜賜、、馬丁路德推廣宗教音樂馬丁路德推廣宗教音樂

11月月1919、、2020、、2121日賴忠智牧師於休士頓恩惠臺日賴忠智牧師於休士頓恩惠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15171517年馬丁路德的宗教年馬丁路德的宗教
改革運動掛圖展改革運動掛圖展121121幅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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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上周六盛大舉行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上周六盛大舉行（（中中））

由王魯華先生領唱的由王魯華先生領唱的 「「 好漢歌好漢歌 」」 ，，生動生動、、朝氣朝氣、、激情激情，，
代表山東精神代表山東精神。。

由張絲華演唱的由張絲華演唱的 「「萬事如意萬事如意 」」 ，，技驚全場技驚全場。。 吳宗焱的男生獨唱＜吳宗焱的男生獨唱＜ 中國功夫中國功夫 ＞＞，，配以釋行浩少林功夫配以釋行浩少林功夫
學院的功夫表演學院的功夫表演。。

哈瑞斯郡唯一的華裔法官張文華希望今哈瑞斯郡唯一的華裔法官張文華希望今
年大選年全僑給予支持年大選年全僑給予支持。。

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劉紅梅在大會上致詞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劉紅梅在大會上致詞。。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 左起左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休市巿長休市巿長SylvestervSylvesterv
Turner ,Turner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名譽會長豐建偉名譽會長豐建偉、、宋天儒宋天儒，，德州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德州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
人人Ivan SanchezIvan Sanchez 。。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校在開場的舞獅表演釋行浩少林功夫學校在開場的舞獅表演。。
最傑出最傑出、、敬業的大會主持人馬健敬業的大會主持人馬健（（右右）、）、劉金璐劉金璐（（左左）。）。

全球最大農業展全球最大農業展““柏林國際綠色周柏林國際綠色周””開幕開幕

第第8383屆屆““柏林國際綠色周柏林國際綠色周””在德國柏林開幕在德國柏林開幕。。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農業展會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農業展會
，，本屆綠色周匯集了世界各國超過本屆綠色周匯集了世界各國超過16001600家展商的逾家展商的逾1010萬種產品萬種產品，，以及以及300300場專場專
業活動業活動，，有有““農業產業的達沃斯農業產業的達沃斯””之稱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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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亞第比利斯聖三壹主教座堂舉行嬰兒集體洗禮儀式格魯吉亞第比利斯聖三壹主教座堂舉行嬰兒集體洗禮儀式
。。現場嬰兒接受洗禮時表現各異現場嬰兒接受洗禮時表現各異，，萌翻家長們萌翻家長們。。

戰鬥民族果然抗凍戰鬥民族果然抗凍
零下零下3838度冬泳雪地裏嬉戲度冬泳雪地裏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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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8年1月26日 Friday, January 26, 2018


	0126FRI_B1_Print
	0126FRI_B2_Print
	0126FRI_B3_Print
	0126FRI_B4_Print
	0126FRI_B5_Print
	0126FRI_B6_Print
	0126FRI_B7_Print
	0126FRI_B8_Print
	0126FRI_B9_Print
	0126FRI_B10_Print
	0126FRI_B11_Print
	0126FRI_B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