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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葉安娜葉安娜
專精房屋買賣專精房屋買賣
6060天內賣出您的房子天內賣出您的房子﹐﹐否則我付您否則我付您$$15001500元元
買房保證為您節省買房保證為您節省$$50005000元元﹐﹐否則我付您否則我付您$$10001000元元
2020餘年房地產經驗餘年房地產經驗﹐﹐全職服務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專業熱心
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賣的好賣的好
電話電話:: 281281--766766--84818481
www.TXHomeSalesInfo.comwww.TXHomeSales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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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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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國的黑白
死結，的是難解。
僅僅是 50 天前，有黑人弗洛伊德被白
人警員跪殺，觸發全國反警暴浪潮後，
威斯康辛州奇諾沙市一位名叫布萊克的
黑人男子，日前在勸交時被警員連開多
槍打傷，導致下半身癱瘓，當地連日來
不斷爆發大型示威，州長被迫宣布全市
進入緊急狀態。

事發後，NBA球星勒邦占士坦言，
作為一個美國黑人，他為此事感到害怕
，片段似乎顯示，只要白人警察真的想
制服布萊克，他們毫無疑問，完全可以
這樣做，為甚麼每次都要鬧到開槍的地
步，特別是他的3 個孩子，就在車廂之
內，小小年紀目睹父親於眼前被槍殺，
情何以堪？。今次並非勒邦占士首次就
類似悲劇發聲，今年二月，一名二十五
歲黑人男子在喬治亞州一個社區慢跑的
時候，遭到一對白人父子阻攔，最終被
槍擊身亡，勒邦占士當時就公開撰文狠
批， 「每當我們踏出舒適的家門，就像
獵物一樣被狩獵！連跑步都不行，這算
是甚麼世界？」

可以看到，跟大型槍擊流血事件一
樣，黑人淪為警員過度執法的犧牲品，
已成為美國社會的痼疾，不管是民主黨
抑或共和黨總統執政時期，情況基本上
沒有兩樣。正如美國媒體指出，這個國

家一直標榜民主、人權，但即使靠民主
選舉選出黑人總統，種族歧視也沒有停
止。奧巴馬就不止一次抱怨， 「美國有
色人種已目睹了太多悲劇」，足以說明
問題根深柢固，即使總統也無可奈何。

最悲哀的是，正正是美國人引以為
傲的民主選舉，每次有黑人遭警槍傷槍
殺，共和、民主兩黨的政客也是各取所
需，一心撈取政治資本，共和黨方面固
然藉隨之而起的示威騷亂，推銷所謂法
律與秩序，煽動白人選民的恐懼心理。
民主黨高唱平權的高調，實際上也是口
惠實不至。

今屆民主黨初選，各參選人又是反
省白人特權，又是討論是否應該向黑奴
的後代支付賠償金，最終代表民主黨出
選的拜登，更特意挑選擁有亞、非裔的
副手，但他的一句 「不投我票的就不是
黑人」，將民主黨政客把非裔當作政治
資產、投票機器的陰暗心態，暴露無遺
。在這種情況下， 「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口號，只能一直高喊下去。

事緣8 月23日，美國威斯康星州基
諾沙一警察朝黑人男子布萊克的背部
“行刑式”開了至少七槍，引發當地反
種族歧視抗議者上街示威，其間部分暴
力示威者製造騷亂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美國威斯康星州州長24日派遣該州國民
警衛隊赴基諾沙維護社會秩序。

據該媒體報道，當地民眾拍攝的一
段視頻顯示，案發時，手無寸鐵的布萊
克朝着停靠在路邊的一輛車走去，兩名

警察緊隨其後。當布萊克
打開車門時，其中一名警
察便朝其後背瘋狂地開了
至少七槍。

之後，布萊克被送醫救治，情況穩
定。其家人的代表律師本傑明·克倫普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布萊克有六個孩子
。其中三個分別年齡為八歲、五歲和三
歲的孩子，在槍擊案發生時，正坐在後
車座，目睹了警察開槍擊中他們的父親
。

三個月前，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
明尼阿波利斯市遭一白人警察暴力執法
而窒息死亡，該案引發了美國全國範圍
內反對警察暴行和反種族歧視的抗議。

23日，布萊克案的視頻發佈到美國
社交媒體後，再一次點燃了人們的怒火
。案發當晚，百餘名示威者在基諾沙郡
公共安全大樓門口，高喊着“沒有正義
就沒有和平”。一些抗議者向警察投擲
磚塊和燃燒彈，警方以催淚彈回應，驅
散示威人群。

為防止再次發生暴力示威，威斯康
星州州長埃弗斯24日部署125名該州國
民警衛隊員於當晚到基諾沙維護社會秩
序、保護公共基礎設施，並將召集州議
會在8月31日召開會議，商討今年初弗
洛伊德事件發生後，議會提出的一系列
關於警察公開透明和追責制度的法律條
文。

埃弗斯承認，自條款提出後的兩個
月，議員們“沒有任何作為”。

據《密爾沃基哨兵報》報道，警方
24日仍未說明警員開槍的原因。警方稱
，涉案警員當時沒有戴隨身攝像頭，但

配有隨身麥克風。兩名警員出現在案發
地是為處理一宗家庭糾紛事件。威州司
法部當日在一份聲明中稱，美國國土安
全部正在負責調查該案。涉案警員已被
勒令行政休假。

美國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市（Keno-
sha）位於芝加哥以北六十五英里處，當
地約有十萬人口。非裔男子布雷克
（Jacob Blake）遭白人警察從背後連開
多槍，布雷克的律師今天表示，布雷克
從腰部以下癱瘓，今後可能再也無法行
走。
基諾沙市在連續兩晚的暴力抗爭後，仍
第三晚的動亂出現。

威 斯 康 辛 州 州 長 艾 佛 斯 （Tony
Evers）今天宣布緊急狀態，並表示將部
署更多國民兵，以制服搶劫與縱火暴徒
。

當地爆發了激烈的抗議活動，抗議
者到處縱火，一名組織者稱，這座城市
會一直燃燒到警察被開除。

據美國商業內幕網站報道，惠特尼
·卡瓦爾是一名“黑人的命也是命”抗
議活動組織人，她在前往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組織抗議遊行的時候，接到了她
所在城市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槍擊的消
息。“人們都瘋了”，卡瓦爾說，“在
聽到警官被解僱的消息之前，這座城市
將繼續燃燒。”卡瓦爾表示，她試圖聯
繫了當地警長丹尼爾米斯基尼斯和一名
公共信息官員，努力重建警方和公眾之
間的信任，但她的電話被調度員掛斷了
。

現場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後，當
地發起了抗議活動，抗議者打破窗戶，

在基諾沙市的行政大樓上亂塗亂畫，縱
火燒燬附近一家汽車經銷商的車輛，一
些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煙花。

此外，當地法院大樓也被縱火。抗
議者聚集在法院大樓外，與防暴警察發
生對峙。一輛裝甲車出現在現場，警察
向抗議者投擲了催淚彈。

截至24日早上，街上有許多垃圾和
垃圾車在被點燃後仍在冒煙。當地官員
宣佈實施宵禁直到當地時間 24 日早上
， 當晚開始實施新一輪宵禁， 至25日
早上七時結束。

威州示威者焚車 全市宵禁、出動國
民兵。威斯康辛州基諾沙郡一家二手汽
車經銷商遭抗議民眾縱火燒車，導致停
車場有數十輛車付之一炬。

事發現場的目擊證人指稱，當時29
歲的布萊克(Jacob Blake)正勸阻兩名打架
的女子，根據事發當時附近居民的錄影
畫面顯示，現場兩名警察持槍指著布萊
克，但布萊克逕自朝一輛灰色多功能車
走去，當布萊克打開車門時一名警察立
刻朝布萊克開槍，至少擊發七次。

另一個不同角度拍攝的影片則顯示
，布萊克在被槍擊前曾與兩名警察發生
肢體衝突，過程中警察試圖將布萊克壓
制在地上，布萊克掙脫後才起身朝車子
駕駛座走去；當時警察一直持槍指著布
萊克，並不斷命令他停下，在布萊克拒
絕聽令並打開車門後，隨即傳出槍響。

據當地媒體和人權律師克朗普(Ben
Crump)表示，布萊克三個兒子當時也在
車上，親眼目睹父親遭到槍擊的過程。

雖然警方立刻將布萊克被送至醫院
急救，但因傷勢嚴重仍未脫離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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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聲槍響美黑人怒火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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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美南日報創刋四十一周年
熱浪滾滾 ，紅塵滔滔。轉瞬之間，作為美南

地區的第一大報之 「美南日報」 ，又喜遇創刋四
十一周年的好日子。儘管此際金冠病毒仍在花旗
肆虐，近廿萬美國國民為此命亡。然而美南日報
毅然擔當起這一歷史重擔，為國民指路向、為百
姓吐心聲。

儒生跟美南日報督印人李蔚華、朱勤勤伉廘
相識於微時。為該報揮筆作詩為文，不經意間，
也有廿年光景。際此夏末秋初.,刻意為此撰寫詩文
乙首，以作慶賀。並敦請賢伉儷，勿計較分毫，

許我為美南多出一分力，發出一分光。若能如此
，真個是 「漫捲詩書喜欲狂」 ！
下為拙作：

七絕恭賀美南日報創刋四十一周年

四十華誕晉一年，包羅內外澤坤乾。

中流砥柱花旗倚，激濁揚清任重肩。

（美國香港澳門三地自由撰稿人 楊楚楓敬賀）

（（本報訊本報訊 ））由主辦社團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由主辦社團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為慶祝中為慶祝中
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九年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九年,, 增進海外華裔和非華裔學生對中華民國增進海外華裔和非華裔學生對中華民國
臺灣的認識臺灣的認識,,提昇其對於學習華語文之興趣提昇其對於學習華語文之興趣,, 並建立良好的華語文並建立良好的華語文
表達及應用能力表達及應用能力,, 展現出學生們的才華與智慧展現出學生們的才華與智慧,, 進而學以致用進而學以致用,, 特特
舉辦此富有教育性及挑戰性的比賽舉辦此富有教育性及挑戰性的比賽。。以以 [[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
美美]] 為主題為主題,, 吸引在美國的新生代從主題啟發吸引在美國的新生代從主題啟發,,表達他們在海外雙表達他們在海外雙
語環境中成長對臺灣的印象及感情語環境中成長對臺灣的印象及感情。。因為今年是臺美關係法四十因為今年是臺美關係法四十
一週年一週年,,是凸顯臺美友好關係很重要的時機是凸顯臺美友好關係很重要的時機,,所以本會今年將把這所以本會今年將把這
個活動也介紹給本地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個活動也介紹給本地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讓他們也有機會認識讓他們也有機會認識
臺灣臺灣,,了解和喜愛臺灣了解和喜愛臺灣。。

此活動是專為青少年而設計的獎學金此活動是專為青少年而設計的獎學金,,以年輕一代的創意並以年輕一代的創意並
結合網路社群媒體的無遠弗屆結合網路社群媒體的無遠弗屆,,將青年們喜愛台灣的意象傳到世將青年們喜愛台灣的意象傳到世
界各個角落的不同族群界各個角落的不同族群,,為臺灣發聲為臺灣發聲,,爭取世人之認同爭取世人之認同。。更希望藉更希望藉
此活動能鼓勵青少年多多參與僑社的各項活動此活動能鼓勵青少年多多參與僑社的各項活動,,並從活動中了解並從活動中了解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及臺灣之美及臺灣之美,,故而對中華民國產生更強烈的認同感和愛故而對中華民國產生更強烈的認同感和愛
國心國心。。

【【資格資格】】:: 年齡十二歲至十八歲年齡十二歲至十八歲,,並曾經學習過華語文並曾經學習過華語文,,接觸過接觸過
關於臺灣的資訊之在學學生關於臺灣的資訊之在學學生。。

【【比賽辦法比賽辦法】】:: 以以 「「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為主題為主題,,用相用相
片和影片剪輯並配上音樂片和影片剪輯並配上音樂，，華語字幕或旁白做成影片華語字幕或旁白做成影片。。影片完成影片完成
後上傳至後上傳至YouTube.com,YouTube.com, 即可報名參加比賽即可報名參加比賽。。

參賽者分為兩個組別參賽者分為兩個組別:: 初中組初中組（（六年級至八年級六年級至八年級））和高中組和高中組
（（九年級至十二年級九年級至十二年級））..

影片長度影片長度：：初中組初中組22～～22··55分鐘分鐘，，高中組高中組33～～55分鐘分鐘..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11.. 報名時請附上中英文姓名報名時請附上中英文姓名、、年齡年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美國學校和中文美國學校和中文
學校學校),), 和聯絡方式和聯絡方式((電話電話、、地址地址、、電郵電郵),), 以及就作品主題撰寫有關以及就作品主題撰寫有關
作品之理念作品之理念。。
22.. 請將影片連結及個人資料以電郵方式在請將影片連結及個人資料以電郵方式在99//1515之前傳到主辦社之前傳到主辦社
團做初步審核團做初步審核
33.. 主辦社團確認影片符合規定後主辦社團確認影片符合規定後,,於於99//11開始由參賽者於網路和社開始由參賽者於網路和社
群媒體推廣影片群媒體推廣影片,, 並於並於99//3030截止競賽截止競賽..
44.. 所有參賽作品概不退還所有參賽作品概不退還,, 請參賽者自行預留檔案請參賽者自行預留檔案。。
55.. 收件人—黃春蘭收件人—黃春蘭 (Alice Wen)(Alice Wen) 收件電郵收件電郵：：alice.wenalice.wen8888@gmail.@gmail.
comcom

【【截稿日期截稿日期】】:: 20202020年年99月月3030日日

【【評審方式評審方式】】:: 於於99//3030下午下午55點結算各個影片所收到的喜愛點結算各個影片所收到的喜愛
(Like)(Like)票數票數,,以以Youtube.comYoutube.com網路投票按讚人數多寡佔網路投票按讚人數多寡佔5050%% 及主辦及主辦
社團邀請專業人士評分佔社團邀請專業人士評分佔5050%% 為共同審核標準為共同審核標準。。評審結果乃本會評審結果乃本會
之決議之決議,,不得異議不得異議。。

【【獎勵辦法獎勵辦法】】:: 將從每組作品中評選出前三名將從每組作品中評選出前三名::
高中組高中組::第一名一人第一名一人,,獎學金獎學金 $$3003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一人第二名一人,,獎學金獎學金 $$2002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一人第三名一人,,獎學金獎學金 $$1001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初中組初中組::第一名一人第一名一人,,獎學金獎學金 $$2002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一人第二名一人,,獎學金獎學金 $$1001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一人第三名一人,,獎學金獎學金 $$7575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得獎名單將刊登於得獎名單將刊登於 109109 年國慶刊物年國慶刊物,, 並在國慶茶會並在國慶茶會,,1010//1010//
20202020（（星期六星期六））,,舉行頒獎典禮舉行頒獎典禮。。得獎者將被邀請參加頒獎典禮得獎者將被邀請參加頒獎典禮,,
由主辦社團在舞台上頒發獎學金和獎狀由主辦社團在舞台上頒發獎學金和獎狀,,並於國慶茶會現場播出並於國慶茶會現場播出
各組第一名的得獎作品各組第一名的得獎作品。。

【【錄取公佈錄取公佈】】:: 作品評選出來後作品評選出來後,,將在本地報紙媒體公佈結果將在本地報紙媒體公佈結果
.. 得獎者並將以電子郵件告知得獎者並將以電子郵件告知。。
【【黃春蘭會長黃春蘭會長、、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十國慶
國慶活動 - [影音多媒體競賽:“看見臺灣～發現臺灣之美”]

【本報訊】由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簡稱校聯會）退休規劃委員會所舉辦的財產
規劃講座活動於8月23日美中時間下午二點，
以線上會議ZOOM 方式舉行。由休士頓知名法
學博士也是執業律師Jennifer C. Chiang主講，吸
引近百位會員及來賓共襄盛舉。

該會議由校聯會公關孫玉玟主持，會長劉
美玲致詞揭開序幕。校聯會退休規劃委員會在
2011 年開始舉辦活動，2013年正式成立，多年
來舉辦過無數活動，包含各種主題的講座及遊
輪型式座 談會，多采多姿，有聲有色，應有盡
有。感謝退休規劃委員會成員，特別是今年初
卸下主委重任的范增璞，及接任主委的前會長
劉志忠，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仍盡心研究及
策劃了一系列活動。雖然2020 年遇到疫情，但
是仍積極規劃活動。很榮幸能邀請到 Jennifer
Chiang 主講財產規劃。劉美玲會長引用俗語
“未雨綢繆”，財產規劃不僅對退休的人是很
重要的話題，對還沒退休的人也很重要。提早
規劃保護家人及心愛的人是明智之舉。相信透
過該講座，能更了解財產規劃，提前計劃以增
值您的財產並保護您的親人。

接著退休規劃主委劉志忠介紹2020 年委員
會成員及今年策劃的相關活動：委員會有以下
成員：劉志忠，范增璞，陳津源，孫雪蓮，鄭
昭，周禧，鄭展，鄧嘉陵，許國麗，徐玲，劉
美玲，廖瑞祥，周宏，連重慶，林宏正，林國
強，初平。今年退休規劃活動包括：A. 教育座
談會如下- 1. 財產規劃：主講人 Jennifer Chiang

，2. 投資講座: 張南庭 主講，
3. 醫療講座。B. 成立關懷小組
計畫: 周禧和孫雪蓮正在積極
計畫中。請大家拭目以待。

當日財產規劃講師Jennifer
C. Chiang是法學博士及執業律
師，並持有企管碩士，同時擁
有德州南區地方法院的執業資
格，擔任糖城市法院副法官。
Jennifer 學生時期曾榮獲 「校聯
會獎學金」的獎勵，並對於該
校友會長期為華裔社區貢獻、
栽培學子回饋社會等表達感謝
。當日講座她以 「財產規劃 -讓你安心的文件
」為開場主題，她提到每個人都需要以下文件
：遺囑，持久授權書，醫療授權書，醫療預先
指示，HIPAA聲明書，可撤銷的生存信託。授
權書是用來處理法律和財務事務，但如果您失
去行為能力，可另以單獨文件指定代理人做出
醫療保健決定。如果您還有對未成年人或殘障
成年人的負擔，則可能需要另選擇監護人和特
殊需要信託。因為生前信託的好處是避免麻煩
的 遺 產 認 證 ， 最 後 一 個 是 死 亡 契 據 轉 讓
（Transfer on Death Deed ）是指把物業轉移給
指定受益人的一種方式，轉讓在去世時便生效
。Jennifer進一步講解每個文件的目的及用途，
並建議所有重要法律文件最好是保存在一個安
全的檔案中，以及數位化存於電子檔形式，如
果可以Email 方式先寄給自己信任的親人存檔，

以避免事發時， 找不到或被破壞而造
成混亂，例如颶風水災文件受損等。
最後，在有關財產認證方面，Jennifer
建議應該找律師來獲得這些文件。 只
有律師才能確保這些文件滿足您的需
求，並根據當前法律正確書寫，並且
還根據您所在州的法律正確執行。同
時在找律師之前，Jennifer提供了事先
需要準備的要項。

在完成主題演講之後，Jennifer 開
放問答互動，會員們踴躍發問，氣氛
熱烈。Jennifer也不厭其煩的回答。參
加者和講師交流熱絡，學員們紛紛表
示Jennifer的分享內容實用價值很強，
兩個小時的講座收益很大，大家非常
感謝及肯定，財產規劃教育講座在溫馨歡樂的 氣氛中圓滿完成。附上活動照片。

（劉美玲會長、退休規劃主委劉志忠）

8月23日校聯會財產規劃講座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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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買房是累積財富的
方法之一，好的經紀人有投資眼光，知道
潛力地段在哪裡。同時，買過房子的人都
曉得，買房子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之
一，能夠找到一位值得信賴的經紀人有多
重要，在諸多繁雜過程中能放心又省心，
筆者就認識這麼一位休斯頓的傑出地產經
紀人，他叫做Edward Wang，他於首屆金
鷹地產“奧斯卡”中，獲得 「傑出服務獎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客戶對他稱

讚有加，並且會推薦新的客戶給他，可謂
深得客戶之心！

分享投資經驗與心得
Edward 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他自

己本身有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
有所研究，他不吝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真
誠分享、並將地產業資訊散發給朋友，讓
朋友們都有可圈可點的收穫，當他最後真
的踏入地產業，很快地，便用自己獨特的
方式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 Edward 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溫和親切，做事很認真。他把
客戶看做朋友，能夠將心比心，他能體會
到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目，經紀人要站
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戶或投資的需求，用
他們的角度來看，最需要的是什麼？同時
，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仲 ，房仲們
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注意買賣房子
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分析所有的交易
，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的消息，所有的事
情都用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一點都不可
耽誤。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有

評分，在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
Edward 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口碑相傳
，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想，每一
筆成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力，佳評
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評分這麼高
，絕對是實至名歸。

在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的網站www.har.com中，每筆合作都會評
估經紀人，包括能力、專業知識、溝通互
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第一手經驗積累
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發現，Edward
Wang在所有項目都是滿分，顯示客戶對
他百分之百的滿意，難怪客戶都樂於推薦
他。

一位客戶與Edward Wang合作之後，
他說，Edward Wang的表現非常出色。 他
很專業，知識淵博，每當需要他時他都立
即回應。他幫助我們與建商之間達成很好
的協議，並在整個購買過程中，耐心地幫
助我們。他是個真正的專業人士，真是一

個很好的人，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將他推薦
給我們的朋友！

從這位買家的分享中不難發現，Ed-
ward非常用心，讓買房者經歷一段愉快又
放心的旅程。

很多的客戶買房子，多半是是第一次
，在買房子時他們會有諸多的考量，包括
在產權、保險、貸款等等方面，Edward
都會盡量幫助他們，甚至打電話去問這些
公司的進度，盡量讓整個流程更順利，並
且克服一些面臨到的問題。有時候建商需
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蓋好房子，買家會擔
心，這時候 Edward 也會安撫他們。如果
房子交易中途有一些問題發生，他也會跟
客戶商量討論，如果發現並非很好的投資
，Edward 會從這個項目拉出來，避免客
戶進一步的損失。他不以賺錢為目的，不
該賺的錢就不賺，以客戶為優先。

不論是要尋找大型或小型的公寓或家
庭住宅、豪華社區、或零售/商業商店，
無論要尋找哪種類型的物業，Edward
Wang都會找到、並以最合適的價格為您
購買。

休斯頓房地產的趨勢
Edward 有 IT 背景，擅長用大數據分

析趨勢。談到休斯頓房地產的未來，Ed-
ward覺得在一般可以接受的價位上，休斯
頓還是有不小的成長空間。休斯頓的地產

價位很容易讓人接受，許多亞洲人都喜歡
在休斯頓買房，不需要到東岸或是西岸非
常昂貴的地方。

這幾年休斯頓的發展非常的快，無論
是在糖城、凱蒂、Cypress或者是 Wood-
lands都有很好的發展。房子無論是外觀設
計、或者是內部的裝潢，都美觀大器，讓
人看到就會很喜歡。在美國其他城市買百
萬以上的房子，不如在休斯頓買一個房，
還有多的款項可以投資或運用，可以說，
在這裡住的沒有壓力。如果想要去其他地
方玩，假日再去度假就好了。休斯頓交通
便利，有國際氣概，具有投資的價值，加
上氣候溫暖，對老人家好，是退休聖地；
也是養娃的好地方，不僅學區佳，還有許
多華裔的世界冠軍者所辦的學校，是其他
城市難望其項背的。

Edward 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
資 ， 包 括 商 業 及 住 宅 。 連 絡 電 話:
832-453-8868。電子郵件: info@ewasso-
ciatesrealty.com。

買賣房屋與投資買賣房屋與投資 Edward WangEdward Wang五星級滿意度五星級滿意度
深具投資慧眼深具投資慧眼 最擅長用大數據分析趨勢最擅長用大數據分析趨勢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威州黑人遭開槍案引波盪威州黑人遭開槍案引波盪威州黑人遭開槍案引波盪威州黑人遭開槍案引波盪﹐﹐﹐﹐民主黨憂民主黨憂民主黨憂民主黨憂﹕﹕﹕﹕有利川普選情有利川普選情有利川普選情有利川普選情

8月 23日 ，美国威斯康辛州黑人男

子布莱克遭警七次槍擊，導致下肢

癱瘓消息，引發全美各地又傳出一

波「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此次

事件也在威州導致連續三晚的示威

及騷亂、25日晚更發生平民開槍，

導致兩死一傷的局面。民主黨人士

也開始擔憂，本案引發的劫掠及暴

動，可能使得搖擺州威斯康辛州的

選民認同川普「法律與秩序」的選

戰口號，進而對川普選情有益。

「Politico」網站 27日指出，威州目

前正在處理動盪局面，但布萊克事

件引起的衝突、暴動、傷亡等，可

能會讓民眾對於所謂

「激進左派」造成恐慌

，服膺川普主打的論調

。川普也在 26日共和黨

大會上抓緊時機，指出

暴亂必須平息，讓不論

什麼種族、信仰及膚色

的全體國人都能平安。

並已派兵往威斯康辛州

平息暴亂。

這次連 NBA 球星也集體

罷賽表達抗議，8 月 26 日，由雄鹿

队领头，NBA 球员工会决定罢赛，

原定在周三當天进行的三场季后赛

全部取消。事實上，这次罢赛連球

队、联盟事先都不知情，但事件发

生后，雄鹿隊官方表态全力支持球

员做出的决定。受影響的分別為雄

鹿對奇才、火箭對雷霆、湖人對开

拓者的三場比賽。目前杯葛事件在

「籃球之神」喬丹的居中協調落幕

，最快將於 29日恢復比賽。NBA方

面表示，将对被取消的这三场比赛

进行改期，但目前具體時間還不得

而之。

針對此次 NBA 杯葛，川普在受訪時

表示自己對於 NBA 罷賽情況了解不

多，但仍然嗆 NBA 收視率爛，更抨

擊NBA成了「政治組織」。

CDCCDCCDCCDC新防疫方針使專家跳腳新防疫方針使專家跳腳新防疫方針使專家跳腳新防疫方針使專家跳腳﹗﹗﹗﹗模行預測模行預測模行預測模行預測﹕﹕﹕﹕防疫方式不改防疫方式不改防疫方式不改防疫方式不改﹐﹐﹐﹐12121212月將死月將死月將死月將死31313131萬多人萬多人萬多人萬多人
自從大流行在全國范圍內蔓延、居

家令限制逐漸放緩了之後，美國的

確診病例和住院率正在增加。根據

Institute of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
tion (IHME)發布的一項預測模型顯示

，截至 8月 27日，若是美國防疫方

針沒有作出任何改變，預計到了 12
月 1日，將會造成 31萬 7312例新冠

相關的死亡，而德州地區死亡人數

將達 27,194 人。相較一週之前的預

測，新增了8000多人左右。

截至目前，全美新冠死亡人數達 18
萬 1千多人，德州死亡人數為 12000

多人，也就是說，如果防疫沒有進

一步動作，到了 12月死亡人數恐是

現在的一倍。然而，IHME研究人員

在 27日指出「如果在公共場所戴口

罩的比例增加到 95％，則可以挽救

67000多條生命。」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另一項

預測顯示，到 9月 19日，美國的死

亡人數為20萬人。

CDCCDC最新防疫方針最新防疫方針，，民眾存疑民眾存疑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的最新建議，希望能避免進行不

必要的測試，因此提出了如果新冠

測試呈陽性，只需要從出現症狀時

開始隔離 10天，一旦症狀有所改善

，並且在10天結束後至少24小時內

不發燒，就不需要再做跟進測試取

得轉陰結果，方可再次與他人接觸

。

此外，該指南還指出，沒有症狀的

人可能不需要接受測試，即使他們

與感染者曾有密切接觸。除非是有

醫生與政府的建議，才需要進行檢

測。

這項更動使得許多專家，全國縣市

衛生官員協會和大城市衛生聯盟表

示，他們非常關注 CDC 突然更改測

試指南的影響和過程，並在 28日致

信中，指出這樣改動缺乏科學根據

，敦促 CDC 變更方針。信中提到：

「比起讓地方健康專家握有權利，

能讓我們國家以更全面的方式應對

大流行，這項荒謬的變化反而造成

混亂，使人錯愕並破壞的健康機構

專家的權威性」，並指出「這種反

覆和導致的衝擊，將會使得公衛工

作者更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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