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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关于拟议METRO 2021财年运营预算和资本预算虚拟听证会的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交通管理局（METRO）将举行虚拟听证会就拟议2021
财年（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运营预算和资本预算听取公众意
见。听证会将于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下午12:00在Zoom虚拟会议平
台上以电话和视频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公众可通过 https://us02web.zoom.us/j/88606113800 或拨打
346-248-7799 参加Zoom 上的虚拟听证会，会议ID：886 0611 3800。只
有您想在听证会过程中提供意见，才需要加入 Zoom。否则您可以通过
https://www.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 在线观
看虚拟听证会的直播。听证会的录像也将在 www.ridemetro.org 存档。

目前公众可通过METRO的网站 www.ridemetro.org 和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
休士顿主大街 1900 号 METRO 行政大楼 LEE P.Brown 区的METRO 
RideStore 查阅 METRO 拟议 2021 财年运营预算和资本预算的副本。

根据公共卫生官员目前的指导意见，建议限制面对面的公开会议，以减缓新
冠病毒（即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听证会将只能以虚拟形式举行。

公众提意见流程

建议想提意见的个人在听证会开始前至少48小时，致电 713-739-4834 或
向 boardoffice@ridemetro.org 发送电子邮件，说明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向 METRO 局办公室登记为公共发言人。如果您预先登记，您的意见将首
先在听证会被听取。在适当的时间，有人会叫您的名字，让您发表意见。

另外，您也可以在预先登记发言人之后，在线选择Zoom平台上的“举手”功
能，或者在电话加入听证会按*9键，发表意见。来电将自动被设置为静音状
态，未登记的发言人的名字或电话被识别后，他们的麦克风将不会被静音，
以便他们能够发表意见。

公众也可在听证会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Budget.Book@ridemetro.org 或
致电 METRO 的客户服务中心，电话：713-635-4000发表意见。

语言援助、无障碍和特殊照顾

应要求，METRO 将根据其语言援助计划，为阅读、写作、说或理解英语的
能力有限的听众提供语言援助。METRO 的听证会向残疾人开放。要求提供
语言援助和其他照顾的公众应在听证前至少48小时通过电话 
713-739-4834 联系办公室。

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交通管理局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上 月 香
港 高 中 通
識 教 科 書

經教育局審閱後，刪除 「三權分立」內容。教育
局長楊潤雄稱香港回歸前後，都沒有三權分立，
但却沒有解釋理由。於是特首林鄭月娥出場，引
述《基本法》，試圖解釋香港根本就沒有三權分
立這回事。

林鄭特首的長篇大論，可以歸納為三點。
第一，行政長官不僅是政府行政機構的最高

領導，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第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基本法》

下都有明確的職責，各司其職，在履行法定的權
責時，可以互相配合，也有條文容許互相制衡。

第三，立法、司法兩個權力機關都是要透過
兼任特區之首的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因此，
林鄭認為之前不少人(包括歷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稱香港奉行三權分立，其實只是三權分工而已。
讓我分析林鄭的論述及指出其中的錯誤。

首先，既然根據《基本法》，三權不僅是分
工，還可以互相制衡，把這種關係稱之為 「三權
分立」，有何不可？這正是不少法官的判詞提到
「三權分立」的原因。林鄭稱香港特區行使的所

有權力，都是來自中央，而中央委任只有高度自
治的行政長官兼任特區之首。雖然這個說法沒錯
，但卻不等於行政機關以外的香港立法會和司法
機構，都要透過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換句話說
，林鄭論述的第三點不是事實。

再進一步分析，雖然《基本法》有具體條文

規定行政
長官向中
央負責，

但並沒有條文規定香港的立法會和司法機構須透
過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況且，雖然中央可以按
《基本法》否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或透過人大釋
法規限法院審案，但從沒有額外要求這兩個機構
就其日常立法或司法工作，直接或透過行政長官
向它負責。因此，香港 「三權分立」，不影響中
央與特區的憲制關係，更符合《基本法》的具體
條文。

為何今屆香港政府要否定三權分立這個客觀
存在的事實，甚至不想學生認識？我只能從政治
角度來分析。這個做法是想順應中央強調對香港
有全面管治權的立場，政府否定三權分立，是要
凸顯中央至上，這也是今屆政府凡事都先講求政
治正確的一個例子。

其實三權分立最關鍵的元素是司法獨立。在
這方面，我留意到港區國安法，容許行政長官指
定法官審案及規定國安委員會的決定，不受司法
覆核。因此，除了希望政府不要透過國安法禁止
市民或法律界使用 「三權分立」這名詞外，我更
希望特區之首的行政長官，有勇氣維護已經岌岌
可危的香港司法獨立。

香港回歸已經有廿三年，政府近期終於首度
明確澄清本港並無 「三權分立」，表明由行政主
導的政治體制，才是準確表述。然而，有資深政
界人士炮轟歷屆政府和歷任政、法司長多年來知
而不改，實屬失職，又批他們放任政、法兩界人
士各自含糊概括地錯誤表述，遺害深遠，

此外，被嘲 「避政司司長」的律政司司長鄭

若驊，再度化身鍵盤戰士，如 「鸚鵡學舌」在網
誌重複政府近日的論調，指本港政治體制在行政
主導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互相制衡，惟被
學者狠批作用不大和已經太遲。

關於 「三權分立」的爭論中，不少資深政界
人士均認同，對此爭辯無疑是 「庸人自擾」及
「拗嚟無謂」，又指港府過去一直未有澄清，結

果令市民對本港政治體制造成誤解。
曾任保安局局長、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葉劉淑儀分析，政府過去一直忌諱民主派的輿論
攻擊， 「怕批鬥、怕民望低」，故多年來未有刻
意澄清 「三權分立」是錯誤講法。然而，作為必
修科的通識科教科書誤指本港有 「三權分立」，
學生將之視為金科玉律，加上政府多年放手不管
，在各自解說下，促成港獨勢力抬頭，釀成重大
遺害。她指，所謂 「正本清源」，現況逼得現屆
政府不能逃避， 「唔改唔得」，必須撥亂反正。
此外，鄭若驊昨終繼特首、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和
多名政界人士後，在網誌發文澄清事件，指出若
從憲制角度正確理解政治體制，必然會明白本港
架構是以行政主導，她指大家不應只着眼於一個
概念的表面稱謂，而應該從實質上去了解，避免
不必要爭拗。

港府引發有沒有 「三權分立」的爭論，試圖
一錘定音： 「沒有！」跟着，官員和建制派紛紛
拿出理據，合力炮製一宗 「三權分立謀殺案」。
參與 「謀殺」的人真的 「覺今是而昨非」嗎？還
是因為他們緊跟北京的取態，不問實情而荷戈上
陣，謀殺香港的核心價值呢？

我敢說，他們之中有多少曾經看過當年的所
有會議和研究紀錄？今天內地會不會給他們看？

而他們卻胡亂地解讀《基本法》的前世，藉以證
明 「正確的今生」，這不是典型的看風使舵嗎？

其實，他們正在用表面的文字來掩蓋已經行
使多時、而且他們也實行過和行之有效的三權分
立。回顧正式否定 「三權分立」之說，首見於
2008年習近平來港時的講話，再見於2012年他主
政後提出的 「七不講」。不過，自從去年十月中
共舉行十九屆 「四中全會」製定 「牢牢掌握對香
港的全面管治權」具體措施之後，港府和建制派
謀殺 「三權分立」的行動就加快進行了。

人們追問：即使像他們所說 「沒有三權分立
」，但基於 「兩制」原則，不應該努力爭取嗎？
何況，三權分立已經行之有效多年，為甚麼要雙
手奉送？甚至要親手把它殺死？

有建制派人士曾公開支持三權分立，但現在
卻否定了，理由是 「支持的時候還未起草《基本
法》」。這些話可圈可點，也就是說， 「支持的
時候強權和利益還未到來」，不需跪低；現在時
移勢易，於是 「覺今是而昨非」。

其實，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時，參與
起草《基本法》的內地委員和官員也不一概排除
三權分立，認為在 「兩制」之下香港可以實行。
他們在香港搜集了不少三權分立的資料，他們說
將會融匯到《基本法》裏。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
還說：鄧小平的傾向是 「宜鬆不宜緊」。到了今
天，也許官方感到三權分立對管治不利，才要謀
殺這個孩子。

撫今思昔，確實令人感慨萬千！只感到天地
倒轉，東西逆向。官方不是跟你講道理，而是
「不管理，不管你」！我行我素，哪怕 「權傾之

下長城倒，掩蓋良心望帝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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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無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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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護新聞自由 才有聲譽

上月八月十號，香港警方以雷霆萬
鈞之勢，向香港民主派人仕、壹傳媒機
構下的萍果日報報社大廈及存放資料大
樓 以及該報督印人黎智英先生住所，進
行長達 10 小時的搜索搜捕，（下稱
「八一○大搜查」），事件震驚西方世

界,引起全球廣泛關注。、香港社會的回
應，權且分為兩大類： 「抓黑手派」和
「兩手撐派」。

作為北京官方代表的中聯辦、港澳
辦等 「抓黑手派」，讚揚香港警方舉旗
亮劍來抓黑手，流露了 「痛快」的亢奮
。

「兩手撐派」面對新聞自由威脅，
展露焦慮之情，並衍生兩撐之舉。

首先，香港市民為了全力支撐一向
敢言的《蘋果日報》，翌日萬人爭購該
報來閱讀、來作親友傳遞，令 8 月 11
日 的報刋發行量，從平日的7萬份上升
至 35 萬，再增至 55 萬份。其次市民對
於壹傳媒的股票，也入市支持搶購，令

10、11 日股價爆升，從 25 仙（港幣
）狂升至 1 元 75 仙，以至兩日內的
《蘋果日報》的價位，升幅超過11倍
。

對於 「八一○大搜查」，許多評論
稱是對美國制裁中港11個京、港官員
的報復。且看 「抓黑手」，正是北京
當局對香港政策的一個取向。在2019
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大
會早已強調 「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的權威、對香港要 「實行管治」，並首
次提出建立香港國安機制。

同年11月，北京把香港街頭抗爭連
結到中國國安層面上去，重申在香港一
定要走 「止暴制亂」的方針。今年6月
，《港區國安法》（下稱國安法）在港
人一片疑慮聲中，快速制定和公布，並
且即時生效、馬上落實！

「八一○大搜查」是執行國安法的
大案。香港警方稱，被拘押的壹傳媒老
闆黎智英，涉嫌支持一個攬炒團隊，游
說外國勢力採取 「制裁行動」，違反國
安法第29條。

對涉案的定性是： 「反中亂港分子
長期以來逢中必反，投靠外國和境外勢
力，充當政治代理，協助其干涉香港事
務，對中國進行分裂、顛覆、滲透和破
壞活動。」它還特別強調： 「黎智英就
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就保障新聞自由而言， 「八一○大

搜查」似未嚴格遵循文明準則，不少人
有新聞自由受干擾的焦慮。

社會爭議的執法偏差之一，是法院
的搜查令列明搜查範圍不含新聞編採類
，警方卻在編採辦公室劃 「禁區」線，
指令編採職員離開， 「禁區」內則有警
員翻看編採文檔。翻箱倒櫃來搜查編採
文檔 ，被人稱為 「多此一舉」，並懷疑
是 「恫嚇動作」，侵害萍果日報的編輯
、及記者、採訪人員的私隱。

偏差之二，是香港警方對於香港廣
大媒體的採訪，施行 「親疏有別」的
「傾斜政策」，讓 「友好者」 「親北京

者」，隨時隨地可以進入採訪區內進行
拍攝及錄取工作。但對於立場中立及有
着民主派背景的報章，卻不准其傳媒如
立場新聞、紐約時報、香港電台以及路
透社的記者進入。

偏差之三，是香港某些警員對媒體
工作者的大聲吆喝的習慣，應該馬上戒
除，廣大市民在現場電視新聞的畫面中
，經常見到聽到有警員大聲吆喝 「靜觀
」的記者、編輯，這已經是近大半年來
，街頭民眾示威現場常見的 「畫面」
（還有對着記者、社工射胡椒噴霧）特
區政府和警方並未正視這種官民糾結。

今次 「八一○大搜查」在全球重要
媒體中引起爭議，這就關乎人格尊嚴、
社會自由、新聞自由的價值觀。外國觀
察家或傳媒智庫的相關評論，亦往往重
墨於社會自由度、新聞編採和評論自由
。有 「香港經驗」的外國人，對香港往
日的自由印象深刻，這是居住或旅遊的

經驗積累；今天，他們竟憂慮香港自由
的正在大量消失，令人不滿。

日本電影《東京失樂園》行大導演
白石和彌，在社交網上慨嘆： 「我最喜
歡的香港，已失去自由。」

英國《衞報》評 「八一○大搜查」
，曰： 「這是香港新聞自由正式死亡的
一天」（the day press freedom officially
died）。

針對 「八一○大搜查」，傳媒智庫
無國界記者（巴黎）發言人慨嘆： 「香
港曾是新聞自由的堡壘」，2002年全球
新聞自由指數出台，香港排名第18高位
，可惜從那時以後，香港的排名便一路
下滑。2020年評估的180個國家、地區
中，香港已降至 「半自由」的80位（紅
色中國更離譜，決決大國，竟然排名
177！不要怪西方國家 「說三道四」，
這份排名報告，是經由全世界不同社會
制度的國家代表開會商議得出來的，
「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尊重人權

、允許子民百姓對國家大事自由發言、
提出質疑、有所建議，都應該是允許而
不是抓人入獄」。你的國家地區能夠做
到這一點，你便可以得到好的聲譽！

香港作為全球文明社會、國際金融
中心的標誌，是有充分的自由。從居住
、人身的自由，到言論、新聞、思想、
宗教信仰的自由，都在周邊地區之上。
在 「一國兩制」下，確保新聞自由才能
讓香港贏得國際聲譽。

西方有位哲人曾經以 「打回力球」
來比喻強權政府跟普通市民的關係。他

說擊球力度愈大，反彈力就愈大；高速
快車撞牆，牆固然毀爛，但車也會毀爛
不堪，甚至車毀人亡。這些都是顯淺的
道理。

所以，聰明的政治家面對政治鬥爭
時，都會考慮怎樣傷人而不傷己，或把
自己的傷害減至最低。可惜，中國政治
卻著重考慮 「虛」的一面，而把 「實」
的一面棄如敝屣。於是，也許傷了人，
但可能更傷自己。

以官方最近搜查《蘋果日報》為例
，容或官方有其依據，但即時的最大效
果，就是令絕大部分市民感到，這是地
道的政治打壓。官方以為有法可依，但
在市民心中，很多都是惡法、為達到官
方的政治目的而製造出來的法律。

可是，這一壓，就像地殼的板塊變
動一樣，壓出很多高山，原來的平地可
能陷入深海。

眼前光景令我想起一九六七年港英
政府的高壓。他們打壓左派和親共傳媒
，結果壓出了很多 「蚊報」、手抄報、
口傳報來。我們一群中學生也抄得很投
入，我的字體寫得很工整，就是那個時
候練出來的。

眼前還有一點令我感到似曾相熟。
警方深夜登門拘捕有 「香港花木蘭」之
稱的女議員周庭時，據報是撬門而入。
一九六七年，港英的警察同樣是深宵登
門，拘捕承印親共刊物的 「香港夜報」
督印人翟暖暉，也是帶備鐵鉗。翟公後
來對社會大衆說，凌晨時分帶鐵鉗上門
，到底是兵還是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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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做菜是一種綜合
的藝術，其中一個大關鍵就是火侯，火
侯的掌握是否得宜，直接關係著這道菜
餚是否美味。然而，在美國的廚房，大
多數沒有足夠火力的爐灶，讓很多功力
深厚的家庭主婦沒有辦法施展。方太吸
油煙機是中國廚房電器第一品牌，能滿
足中國人的烹飪習慣，快速排走油煙，
讓炒菜時有個更乾淨舒適的廚房環境。
方太了解廚房主婦的心聲，現今推出火
力勁爆的三環灶，不但火候強大，同時
有安全設備，又好清洗，讓主婦做菜輕
鬆又自在。

如何像大廚一樣做出好口感、又高
顏值的菜餚呢？答案就在於火候。在日
常烹飪中，“火”在其中是濃墨重彩的
一筆。即便是擁有多年經驗的料理大師
，要想烹飪出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也離
不開專業級別的灶具。

在家裡想要做出餐廳級的美味，一
台家庭版“大師級”好灶可以為您呈現
好風味。方太 VULCAN™三環灶，好
火烹飪好菜，不辜負每一種食材。

不同於普通爐灶的雙環火，方太將

爐頭火焰做到三環。三環火不僅提供更
高熱量，同時能讓鍋內外受熱更加均勻
，避免一鍋內的食材出現半生半熟的尷
尬。

通常餐廳專業級爐灶的最高火力，
都能達到20,000BTU以上，因此爆炒可
以短時間內快速出鮮。而方太將家用灶
做出專業級別，最高21,000BTU，猛火
爆炒輕鬆出香，色澤鮮亮。

此外這款灶具，配備極速點火裝置
，一點就著，無與倫比的使用感。

五個爐頭齊上陣，大師級美味信手
拈來

一個美食追求者絕不滿足於烹飪一

種美味。而方太 VULCAN™三環灶的
全能屬性讓下廚能夠發揮出無止境的創
造力。

當你需要長烤盤煎牛排、或三明治
，左側雙爐頭即可滿足。左側兩個爐頭
採用13,000BTU相同火力配置，並且精
心在旋鈕中段預設火力值為 9,500BTU
的烤盤檔，讓煎烤有準確的溫度把控。

而當你化黃油、煮果醬等需要小火
精準控溫的時候，還有專屬 3,000BTU
小爐眼，不必擔心火過大失去風味，這
個爐頭提供的小火可以完美達到預期的
效果。

當然，也不必擔心中式圓底炒鍋站

不穩，影響烹飪。方太提供中式圓底炒
鍋支架，完美容納炒鍋，幫你輕鬆完成
爆炒。

熄火保護裝置，守護家人安全
溢鍋時火焰意外熄滅？無人看管燃

氣洩漏？方太早已為你想到解決方案。
VULCAN™三環灶配備熄火保護裝置，
意外熄火時自動切斷供氣，充分保證了
您和家人的安全。除此之外，方太
VULCAN™灶具還融合了以下安全設計
：

如果火焰意外熄滅，熄火保護裝置
會自動切斷燃氣供應。保護您和家人的
安全；

特殊設計的絕緣內芯+金屬外殼，
即使烹飪中溫度再高，旋鈕表面溫度也
不會超過40°C。同時，絕緣內芯有效
隔絕了意外漏電。 ；

精心打磨邊緣毛刺並做翻邊處理，
在安裝和日常擦洗時可避免被意外劃傷
。

方太 VULCAN ™三環灶讓烹飪變
成一件簡單的事。不必羨慕大師廚藝，
你也能成為家裡的料理大師。
還在等什麼呢？

作為一個熱愛烹飪熱愛美食熱愛生
活的人？怎能缺這一口好灶呢？

現在購買，立享三重大禮！
1）一重禮：預售期間下單三環灶

就送：方太官方價值$129鑄鐵烤盤（搭
配灶具使用，輕輕鬆鬆在家燒烤）；

2）二重禮：三環灶GLS30501與方
太 油 煙 機 JQG7505, JQG7501 系 列,
JQG9001, EMS9018，EMG9030 搭配，
立減$250；

3）三重禮：方太老用戶下單三環
灶 GLS30501，享受$100 折扣（將已購
買的方太產品拍照，發送給方太客服公
眾號fotileus獲取線上下單折扣碼，或在
門店購買時出示，此折扣不得與其他折
扣重疊使用。）

詳情請洽電話:281-201-8186。方
太門店地址: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火侯如果對了火侯如果對了 做菜就成功一大半啦做菜就成功一大半啦
方太勁爆新品三環灶方太勁爆新品三環灶 好火烹飪好菜好火烹飪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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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真的說掰了微信真的說掰了微信真的說掰了微信真的說掰了﹖﹗﹖﹗﹖﹗﹖﹗白宮宣布白宮宣布白宮宣布白宮宣布9999月月月月20202020日起不能下載日起不能下載日起不能下載日起不能下載

要和微信說再見的時候即將來臨？

白宮在 9月 18日宣布，從本月 20日
起，在美國禁止下載和使用手機應

用程序微信。而正在和甲骨文談收

購的TikTok，也將從9月20日起被禁

止下載，並從11月12日開始將禁止

使用。

也就是說，蘋果公司和谷歌不會再

繼續提供這兩個應用程序的下載。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稱，這一措施是

為了抵制「中國惡意收集美國公民

的個人數據」，藉此保護美國的國

家安全。據

美國商務部

的通告指出

，從 9月 20
日起，美國

的微信用戶

將不能再使

用微信；針

對 Tiktok 的

禁令比較晚

生效，從 11月 12日起，Tiktok用戶

才不能再使用這個應用程式，這些

舉措被認為是

川普在針對甲

骨文的收購案

向 TikTok 施壓

。

這項消息無疑

是對華裔社群

砸下了一顆震

撼彈，這兩個

應用程序分別

在美國都有超過1億的用戶，使用群

龐大，一旦禁令生效，屆時在美國

境內將會禁止通過微信，禁行商業

交易，比如資金轉帳、付款打錢等

等。羅斯指出，自週日晚間開始，

唯一真正的變化就是，微信用戶無

法升級、更新或維護應用程序。」

貌似是說一般的聊天通信功能仍然

可以使用。

因此，若是微信上有重要資料，務

必極早備份將資料保存，需要下載

者也要趕在 20日前下載，如果預到

手機更新程序，也要避免微信被更

新。

芮久玟談芮久玟談芮久玟談芮久玟談「「「「郵寄投票郵寄投票郵寄投票郵寄投票」」」」﹕﹕﹕﹕50505050歲以上投票主力歲以上投票主力歲以上投票主力歲以上投票主力
芮久玟談芮久玟談：：哈里斯郡與州政府哈里斯郡與州政府

近來因近來因「「郵寄投票申請表郵寄投票申請表」」引引

發的爭議與訴訟發的爭議與訴訟

芮久玟也針對前陣子因為郵寄

投票表申請表寄送的問題，哈

里斯郡書記官辦公室被州政府

起訴的議題進行說明。因為州

政府不滿哈里斯郡將郵寄投票

申請表寄給當地所有選民，而

不是只寄給符合資格者。對此

，芮久玟強調，「郵寄投票申

請表」與「郵寄投票」兩者是

不同的觀念，而且申請表上都

有詳細說明資格限制。

她也提到，申請表目前可以在

網上自行打印，申請資格包括

必須在選舉當天滿 65歲以上、

選舉期間時不在線內（出差、

旅遊、留學生）、生病、殘障

、懷孕、符合資格的監獄受刑

人（非重大刑犯）、慢性疾病

與免疫力低者。

芮久玟分享，今年因為疫情，

本來要於七月舉行的地方選舉

，也被延到大選期間，因此這

次投票的選票上，會有１００

多個投票選項，民眾很難在第

一時間就做好決定，導至投票

很匆促。如果選擇郵寄投票，

民眾就能夠有更多時間，好好

思考後再投下謹慎的一票。

小至地稅小至地稅、、大至國家政策大至國家政策，，芮芮

久玟籲投票久玟籲投票：：「「地方選舉也很地方選舉也很

重要重要」」

芮久玟也呼籲華裔一定要站出

來投票，她指出民眾往往對於

大選關注度更高，相較之下對

於地方選舉就缺乏熱忱、對候

選人十分陌生。但她指出，選

出的領導人對民眾生活會有方

方面面的影響，小至地稅、大

至國家政策，因此地方選舉反

而對民眾的生活更加重要，因

為往往影響的就是最切身相關

議題。

芮久玟也觀察，美國 50歲以上

的選民往往是選舉主力，家庭

、事業已有成，也有更多時間

關心社區與政治。她也呼籲華

裔往往都政治參與低，但事實

上華裔應該要更踴躍表達意見

，否則只會被視為是美國社會

中的沉默者、弱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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