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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主頁 scdaily.com下方美南廣告AD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www.scdaily.com/cla/ClaAD.pdf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10元 』 的特價活動

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或致電: 281-498-431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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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請 11am-9pm來電:
713-270-9996
281-881-9885

餐館出售
糖城Sugar Land

面食店出售
~~詳情面談~~

聯系方式:
713-922-7104
626-348-9980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賺錢餐館退休售
近8號,Westheimer
16年老店,1750呎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業主退休,有意出售.

意者請電:
832-513-8776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全工企枱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點心助理.

全職/兼職

有意者請電：

832-606-3731

堂吃外賣店轉讓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因人手不足轉讓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有意者請電:

281-813-6809
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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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需報稅. 請電:

832-819-8111

路州日餐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有身份的

壽司師傅.
包住,高薪,分紅.
有意者請聯系:

337-660-8831

獲獎越南餐廳售
超過3000呎,附有涼台
營業額高,位交通繁忙地段
售80萬.請簡訊/電話:
832-830-3213

Award winning Vietnamese
restaurant for sale 800K
Over 3000 sqft with patio
with high volume in sales

Cajun海鮮店售
位 11229 Fuqua St.
45南, 33號出口

約2000呎,附Patio
老外客源,生意穩,

設備全.歡迎看店議價
832-373-2572

小鎮唯一家中餐
堂吃外賣店出售，
獨立建築1500呎,

生意很穩定,4.3-4.8萬
離糖城20分鐘左右，
可做工看店，價格面議

非誠勿擾. 請電:
626-592-5535

R
e s ta u r a n tH

i ri n g

中
日
餐
請
人

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糖城老牌美式
中餐館生意出售,

地段中心，客源穩定
面向主流，周邊沒有

同業競爭。
業主退休,誠意售出.
詳情請電:糯米地產
281-919-7286

*賺錢餐館轉讓
位Galleria區

1000呎賺錢外賣店
房租2500,生意5萬

有意者請電:
832-661-5840

賺錢堂食外賣
中餐館售,位99/249

Spring好區,
繁忙地段,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832-493-9598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賺錢餐館轉讓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
5000呎餐館轉讓
新裝修,新設備

383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
聯系電話：班女士
346-801-5176

超市內壽司吧
610北,近290

誠徵女性人員一名
需有些經驗

能周六&周日上班
全工或半工,待優
意者請5點後電:
832-660-2521

糖城賺錢餐館售
位糖城家樂超市旁
1000多呎,租金便宜
客源穩,生意好,設備新
因東主退休轉讓.

歡迎看店.意者請電:
832-766-9586
832-798-3039

*堂吃外賣兼
小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 lunch buffet
生意上升中,
詳情請致電：

210-380-2645
無能力者勿擾！

Timmy Chan
Restaurant
Looking for

Manager Assistant
Can speak simple

English
Please call:Julie
832-782-2088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1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225-772-8584
225-202-1157

餐館招聘

洗碗打雜和炒鍋,

工資電聊.

有意者請致電：

210-380-2645

日本餐館請經理
位Missouri City 近
Sugar Land ,誠請

full time/part time 經理
需有經驗 說英語，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工資$200/天.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Kroger超市內壽司吧售!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6000 - 6500美元. 易於管理!

Richmond, TX 77407好面積，好價格，好收入!
Sushi bar in Kroger supermarket!

A rare opportunity. Weekly income $6000-$65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Richmond, TX 77407.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English only! Text / call: 213-276-8585

中餐館請人
位610/290交界,
離中國城20分鐘,
誠請有經驗炒鍋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713-577-9039

*糖城中餐館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832-866-2625

中日餐館,薪優
聘請油鍋

位Katy地區
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623-3937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生意好,辦公樓內快餐熟食店售
絕佳機會!! 售價 $49,000
位於59公路及610西交界

Office Deli for Sale (Great Opportunity)
Currently in Business Asking Price $49,000

SW Freeway and 610W.
(English Speaking Only)

請英文電: 713-985-9829

穩賺中餐館出售
穩賺又有好口碑中餐館
位德州南部,近邊界約
4000呎,因老闆退休,月
生意7萬以上,半價出售.
隨時歡迎看店. 電:蘇
956-792-4730
956-778-2176

美式中餐館轉讓
近Katy 6號公路

美式中餐堂吃外賣店
誠意轉讓、裝修新穎店

面積約 1750呎
生意穩定有上升空間

電話: 非誠勿擾
346-235-6769

中餐館誠聘
●半工外送員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713-307-2882

超市內壽司吧
『 薪 優 』

誠徵幫手一名
男女均可

請5點後電或簡訊
832-660-2521

創業良機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Sushi Bar出售
13年老店,東主退休
~月銷3萬以上~

有意者請電或簡訊:
832-858-3378

壽司鐵板店招工
位Downtown

誠 招
收銀及廚房幫工
周一到周五
電話詳談:

832-520-6015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KATY日餐
『薪優』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打雜兼洗碗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 無人接聽,請簡訊 )
832-232-1001

中餐館請人
● 290/ 8號附近
招炒鍋,送外賣,
中午半天企檯

●Midland TX 中式快餐
招經理,炒鍋,油鍋,收銀
以上包吃包住. 請電:
832-623-4949
832-773-2913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 收銀, 帶位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意者請電New Palace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

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接電話打包，

外送員&半工周末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糖城中餐館

誠請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餐館招聘企檯
兼職或者全職,

要求會基礎英語溝通

有保底工資+時薪。

請來電或發短信至

832-228-6600

中國城麵館
『薪優』 誠 聘

廚房女幫手

意者請電

832-820-7888

Chow Wok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Cashier一名

需懂英文
有意者請電 :

832-308-8132

中餐館招聘
位於Cypress,

誠聘熟手炒鍋師傅,
包住宿.

意者請聯系 :
985-790-3195

糖城川菜館
誠請服務生一名

懂英文
有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06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路州日餐出售
路易斯安那州中部,
日餐外賣店出售,

生意5萬左右.沒送餐.
因個人因素出售
歡迎看店議價.

318-730-8071

 








●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字及小字(內容)50字，

英文字母及數字二字為中文小字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需計算。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廣告涉有爭議，本報保留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或暫停刊登之權利。

●涉及法律責任廣告,需提供身份證件及當事人簽字負責,本報概不負責.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於二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予以免費補刊，但以二天為限。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ZIP code
Address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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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餐館請人
靠近249

『高薪』 誠聘
炒鍋, 打雜, 外送員
企枱, 聽接電話.
意者請電聯:

281-966-5342

中餐堂吃外賣店
出售

離中國城20分鐘,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接手即賺錢,
發展空間大,

歡迎看店,聯系電話:
917-775-2976

*餐館Hiring
位於Pearland
誠請 全工或半工

企檯,收銀員及外送員
Full/Part Time

●Waiter/Waitress
●Cashiers
●Delivery Drivers

Call:832-594-0540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請人
位45號南,近Nasa
誠請 炒鍋、打雜,
打包、Sushi.

以上半工全工均可
包吃包住. 請電:
832-206-1789

*Sushi餐館
in the Heights

誠聘Waiters(企檯)
需說英文,小費好
有時能周六/日上班
意者請親臨:(勿電)
3434 Ella Blvd,
Houston, TX 77018

*糖城餐館誠請
全工半工 Cashier
無需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外賣快餐店,薪優
誠請●廚房打雜
●收銀兼接電話

需英文流利.$15/時
半工/全工均可
位59號北.請電:
713-732-8729

*賺錢餐館出售
位於Humble

生意10萬

有意者請電:

281-777-4528

美式中餐急需
全職外送員,兼職企台
餐館人事簡單好相處，
可報稅，位於77469，
靠近糖城59號方向，
離中國城25分鐘，

有興趣請短信或致電:
832-812-7612

*美式中餐館
位45號南

近Galveston,
誠請熟手全工炒鍋

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409-5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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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招聘炒鍋
距離休斯頓
2小時車程,
包吃包住.

有意者請致電：
210-380-2645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 Training Available ) 10 mins from Pearland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DD22廣 告
星期六       2022年3月19日       Saturday, March 19, 2022

休士頓民宿租Houston Hostel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電視及冰箱),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最少1個月起.16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聯系人：Richard
聯系電話: 832-778-0090

832-289-2279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房屋買賣出租
位中國城惠康超市對面公寓,有空房

一房 &二房&三房, 可隨時入住
長短期,價格合適,交通便利.

意者請洽:
832-317-6315

民
宿
出
租

Sale/Rent

賺錢美甲店出售
位Katy Mill對面,
富人區,1300呎,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512-284-1211

NOW HIRING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Sales: Sales Experience,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Salary +benefit.

Resm: jobs91706@gmail.com

誠聘機器維修工
食品生產工廠,聘請機械維修工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知識
及經驗且略懂英文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有意者請電 : 832-366-1280

找Helen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Seeking Accounting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Job Type: Full-time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Experience:•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石油貿易公司誠聘
Logistic Coordinator

要求有物流進出口經驗,有會計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會使用Quickbook, Excel,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資面談
工作地點: Katy Texas.

簡歷發至郵箱：alanz@hectomind.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QuickBooks和All orders
者優先，薪資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rick@naturesort.com
Fax:713-734-1924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 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公司招聘
●全職辦公室助理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需報稅.待遇好,工作環
境佳. 請致電:王先生
281-299-9688

Now HIRING
誠請打包員

Packing Operator
11.25/hr + Overtime
JASMINE FOODS at

Call: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誠聘注塑機工程人員
位Houston近市中心區新注塑廠.

可以代申請H-1B,如果有機械經驗者優先考慮.
請把希望薪酬和履歷電郵：

Close to downtown Houston new Injection
factory needs a Entry Level Engineer.

Can apply for H1B.
Please send resume & expected salary to:

hr.hou@outlook.com

石山地產公司誠徵
AP(Accounts payable) & PO(Purchase Order)

辦公室全職或兼職職員一名. 公司提供帶薪休假，醫療保險，401K，FSA
等福利.公司地點在能源走廊南側，比鄰Westheimer and Dairy Ashford。
需工作細致認真，有條理，善於歸納總結。本職位對學歷及專業沒有硬

性要求。以會計本科專業為佳，其他專業或者學歷也會考慮。
有興趣的朋友請把簡歷及薪資要求投至：

Hattie.Meng@Stonemtn.com

吉屋出租
街角單邊屋,

步行五分鐘到中國城
美南銀行,新裝修,
三房兩廳兩衛浴,開
放式廚房,雙車房,地方
光猛潔淨，電:駱先生
281-889-1886

牙醫診所退休售
10分鐘至中國城

黃金地段,容易經營.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接受各種保險.
意者請電:

713-805-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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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買新屋,送最多建商佣金回扣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現代地產公司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請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40年信譽地產公司,信用第一

Sales石油設備
高薪聘機械經驗銷售,
提供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 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塑膠編織袋工廠
位休斯頓近中國城,
誠徵具身份操作工

懂修機電、針車佳.
意者請電:

713-978-7888

鐵工廠急招
●焊工學徒

●鐵工幫手

意者請電:

281-785-9895

兼職PT程序員
* 全棧工程師 /

Full Stack Software Developer

* 熟練 PHP Laravel * 熟練 React

Email: accounting@scdaily.com

能源化工類
國際貿易公司,
誠徵 西語翻譯,
兼職時薪$25起
或全職待遇面議.

電: 832-847-0887
Email:sagevacancies

@gmail.com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Accounting Clerk

Computer knowledge,
fluent in Chinese/

English. Resume to:
e4015cpa

@yahoo.com

牙科診所誠聘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Fortune Fish & Gourmet
Seafood Distributor & Processor

誠聘 ●Account Receivable
需中英文，有工卡。
電 話 : 713-224-3474

Fax履歷至 : 713-673-3121
8751 Flagship Dr. Houston, TX 77029

徵 採購助理
• 需有貨代或採購部門相關經驗
•工作地點: 德州休士頓

提供:年休 年終獎金,醫療保險,退休計畫
意者請Email 履歷及自傳至:
hr@usasports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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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書處理人員
中國城牙科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誠聘幼稚園老師
位糖城, 有幼兒園

經驗者優先.
可辦理身份.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832-528-0882

Computer Tech and Repair
( 電腦電器維修技師）

3 years' experiences in computer and electric
products repairing, test and welding skill,

interested in bitcoin miner prefer.
Houston Company,

Good Pay with Insurance, Benefit.
Resume Email:Michael@onestopmining.com

Tel: 832-768-0061

Manufacturing Company
Located in Sugar Land has immediate

position open for full time
Office Assistants & Accounting Personnel

( experience preferred )
Must be English speaking.

Resume to: carolzhang531@yahoo.com
or call Carol at : 832-335-0150

凱蒂豪華宅出租
Katy七湖好學區

豪華獨棟4室兩個半衛
Rent Seven Lakes

Single Family
4 beds, 2 1/2 baths

Luxury House
281-624-7229

$$高薪聘機械銷售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經驗全職，高提成，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公寓誠聘
●有經驗空調水電維修人員
●公寓出租助理(會中文、英文和越南話)
以上各一名. 必須有美國工作許可，

薪金面議，若試用期通過，可享有薪假期
和申請住宿，醫保，401K福利。
聯絡電話: 713-777-0212

M-F 9:00AM-6:00PM

中國城獨立商場
出 售

共計8000呎, 價錢可議

$$$ 機會難得 $$$

意者請電: ( 晚上7點前)

832-788-0806
~~ 無誠勿擾 ~~

公司誠聘: 財務人員
要求1-3年經驗

會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782-3280

hrwant36@gmail.com

*敦煌店面出租

敦煌2樓,1350呎

店面出租

聯系電話:

713-269-3058

誠聘安裝工和 Inside Sales
FITOK Inc. 位Stafford，因業務發展，誠聘

1. 不鏽鋼管安裝工
•熟悉1”以下不鏽鋼管的切斷、彎曲及螺紋加工
•願意學習此項技能的學徒工亦可

2. Inside Sales
•B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eferred
•Fluent in English

公司提供：
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醫療保險和401K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
charlie.liu@fitokinc.com
或致電：281-771-6793

生物公司招聘
醫學中心生物公司

招聘技術工人(須女性)
有身份,無學歷要求,

上崗可培訓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yingtan101110
@yahoo.com

安防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長工)英
文流利，quick book 經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英文，需出差，公司培訓，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修經驗優先，年薪6w+
電:346-970-7928

銷售助理招聘
1-3 years' office assistant experiences,

tracking and execution of orders,
documents, Bachelor degree, Int'l trading,

or accounting knowledge prefer.
Resume: joy@onestopmining.com

Contact：Joy 713-2657924

*誠徵會計一名

需具會計本科文憑,

中英文筆流利

有工作經驗,勤奮及具責任心

意者請電郵履歷至:

racheltse7@gmail.com

誠徵會計助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中英文流利,懂電腦

及Quickbook
誠實可靠,勤快.

請Email履歷或電:
Lingw@msn.com
713-385-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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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中國城)
● 跳舞/英文老師

(Part Time)
● 清潔半工

周一到周五
電: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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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土木工人

需有裝修經驗

意者請電:

646-713-4928

誠聘銷售經理
需有多年食品採購及銷售經驗

具領導能力及電腦知識.
待優, 享有薪假期.

有意者請將履歷Resume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旅館出售
位德州南部海邊,距離休士頓2小時車程,

附近有大化工廠
假日遊客多,客源穩定,

旅館各項設備全部新裝修
有意者請電: 832-660-7063

*公司請人
位於Bellaire及

Corporate Dr路口
誠徵進出口

Documentation人員
經驗不拘.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到:
hr@bciusa.net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Sales & Warehouse
Speak Chinese &

Simple English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徵才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首家台資跨國銀行 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The first multi-international Taiwanese bank in
the state of Texas invites you to join our team.)

● Clerk (銀行業務專員)
● Accounting Officer(會計專員）

誠徵中英文雙語；會計、商業、經濟與金融等..
相關科系畢業。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jor in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牙助及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旅館徵人
誠聘前檯,
需懂英文,
有工卡

意者請電:周先生
832-613-8868



DD33分類廣告3
星期六       2022年3月19日       Saturday, March 19, 2022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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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 報 稅 ******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832-488-630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DPS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DPS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取得pemit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30天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發哥

美南駕校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10am-4:30pm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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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交
通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謝老師（MT 駕校）
●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7年正規床店請人
45公路往南方向,36出口,

離中國城40分鐘。
全職6天，兼職3～5天，

提供住宿有廚房，
能做大力有執照者優先。

832-417-4410 ( 做黃勿擾 )

極品Baby! 新新新
新人, 高顏值

210-985-5717
832-434-9370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免費太陽能

聯邦稅務 Credit
2021年-26% 2022年- 22%

太陽能設備總額85%
5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111% 5年內

電話: 832-888-2299
省 電 節 能

Energy Company

*德州Katy老美區
誠聘女按摩師，全工或半工均可，

大費高、小費好，生意穩平均6-8個工，
會簡單英文，做工好年齡55歲以下，
誠實守信，有工卡能報稅，可住家，

有德州執照優先。小黃手、非誠勿擾！
意者電: 832-807-3106 未接必回

吳氏專業裝修
執照# LI 0019006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818-3185國粵語

潮江裝修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2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王順

美 滿 裝 修
22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張 ●另請工人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天天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832-607-7861 張

●誠請裝修工人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Remodeling

裝
修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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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等大型建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361-460-4530
832-866-2876

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700 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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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Service

廣東和記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832-909-3658粵
832-909-3686國

永發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30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吳
832-207-2626

浙江大余裝修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713-429-2685
702-888-5518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樓梯,內外
油漆,水電木工維修,

衛生間改造,軟水機安裝
噴泉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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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 萬福 ●裝修公司 ***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信
用
貸
款

惠家裝修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電 話:
713-828-5513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山東裝修*
大小工程幾十年經驗
蓋小房蓋涼棚修圍欄
漏水屋頂內外牆隔間
油漆換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加廚房
舊房翻新，好質好價
713-515-7652

美南網站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鼎佳裝潢裝修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熱 線：
281-840-7987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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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nt

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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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ation

貨
運
代
理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隨叫隨到 (裝修團隊)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346-383-1087 713-269-9582

生物化學教室
貝勒醫學院名師

專業授課網路教學
AP考前衝刺班
暑期先修班招生
713-857-3360
Dr. Chang張博士

生物化學教室

暑期先修班招生

*誠聘, 薪優
誠請男女按摩師
薪優+小費好

意者請英文/中文電:
281-575-6500英
832-670-4769中
親臨 11210 Bellaire #117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281-755-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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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沙龍按摩店售

*全身+足底按摩SPA店轉讓
Body & foot massage spa for sale in KATY.

5 year established spa.
White/Caucasian residential area.

SPA店位Katy高尚白人區, 5年老店,
生意好,小費高. 現要轉讓,歡迎看店.

意者請電: 832-786-8638

*誠招女按摩師
白人區,客人高素質

正規,有執照, 43歲以下.
日入$200-$500

意者請電:832-526-1155
●另有多家按摩店合作/出售

恆豐裝修公司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832-366-7510洪(國台)

沙龍按摩店售

*賺錢按摩好店出售
位Richmond Ave.近中國城10分鐘

約900呎,有3個按摩房,
新裝修,環境優雅,客源穩定,
請電: 832-488-8622

●另誠聘女按摩師

閩福裝修
房屋翻新,廚衛改造,
地板,瓷磚,內外油漆
大理石台面,軟水系統
淋浴房玻璃安裝,

木工,水電,車庫地面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713-470-8926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
摩
服
務

Massage Service

** 真愛台北 **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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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Goodman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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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26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木水石電全能
執照#LI 0019006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路,水路,招倒垃圾﹑餘泥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832-818-3185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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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下水道專家
$65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IP 4百萬像素起

POS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LASSY 殺蟲專家
Classy Pest Control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工藝鐵門.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 劉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范 氏 鐵 工 廠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5%-10%)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Chang Le Service 長樂AC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200元起.
832-969-5083李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大衛空調公司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80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專業砍樹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150元起*
832-969-5083李

報警監控安裝
Alarm專業安裝
$19.95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安全監控系統

聯合搬家公司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通
626-297-9888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順豐搬家快運
拉貨.搬家.運東西.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只要你需要,
我們一定“搬”到.
832-966-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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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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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分類廣告專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中文

832-683-8753英文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ZY鐵工廠
多年經營,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精工電焊，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大閘,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技術保證。
346-228-3738
832-869-064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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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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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Works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多年經驗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Legend Temp Mechanical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TACLA 115482C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 百萬保險.
~~~多年經驗,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企鵝牌制冰機500磅9成新,抓碼箱出售

明亮電工公司
德州執照TECL34634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尚美空調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質量保證.（24小時）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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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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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水 水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更換各種室內外

水零件,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修換熱水器.
713-429-2685
702-888-5518

分類廣告專頁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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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

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信
用
貸
款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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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Transporation

貨
運
代
理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麥師傅空調維修
空調,車庫門,熱水爐
維修 更換 安裝

請 電：
832-469-4510

機場接送
832-417-3719

 







周六,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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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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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美國記者布萊特芮諾美國記者布萊特芮諾(Brent Renaud(Brent Renaud））在烏克在烏克
蘭首都基輔近郊採訪時不幸遭到俄羅斯軍隊襲蘭首都基輔近郊採訪時不幸遭到俄羅斯軍隊襲
擊擊,,頸部中彈身亡頸部中彈身亡，，成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挑起成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挑起
戰火以來第一位喪命的外籍記者戰火以來第一位喪命的外籍記者,, 也是第一位也是第一位
魂斷異鄉的美國媒體烈士魂斷異鄉的美國媒體烈士,, 身為媒體人身為媒體人,, 我們對我們對
於布萊特芮諾因公殉表達哀悼敬佩之意於布萊特芮諾因公殉表達哀悼敬佩之意,, 更要更要
對奪走他性命的俄軍表達嚴正譴責與抗議對奪走他性命的俄軍表達嚴正譴責與抗議。。

其實這位出生於阿肯色州其實這位出生於阿肯色州,, 畢業於達拉斯南畢業於達拉斯南
美以美大學美以美大學 SMUSMU 的硬漢記者只是這次前往烏的硬漢記者只是這次前往烏
克蘭採訪戰爭新聞的眾多戰地記者之一克蘭採訪戰爭新聞的眾多戰地記者之一,, 根據根據
規定規定,, 凡是申請採訪第一線的記者必須在大使凡是申請採訪第一線的記者必須在大使
館親自簽證並立下遺書後才可獲准進入戰區從館親自簽證並立下遺書後才可獲准進入戰區從
事危險戰地採訪事危險戰地採訪,, 換句話說換句話說,, 布萊特芮諾清楚知布萊特芮諾清楚知
道他在這次戰火中從事的工作是非常危險隨時道他在這次戰火中從事的工作是非常危險隨時

可能喪命的可能喪命的,, 他既已簽下遺書他既已簽下遺書,, 也就無所懼而置也就無所懼而置
個人死生於度外個人死生於度外,, 那種不怕死的精神非常了不那種不怕死的精神非常了不
起起,, 如今算是求仁得仁了如今算是求仁得仁了,, 他使留名新聞史他使留名新聞史。。

事實上在戰爭中襲擊記者是非法的事實上在戰爭中襲擊記者是非法的，，根據國根據國
際人道法際人道法，，媒體與記者視同平民和民用物體媒體與記者視同平民和民用物體,,是是
受到戰爭法保護的受到戰爭法保護的，，如今俄羅斯威權主義者卻如今俄羅斯威權主義者卻
不遵守此法不遵守此法,, 竟把記者當成肆無忌憚侵略的一竟把記者當成肆無忌憚侵略的一
部分部分，，這與他們以平民這與他們以平民，，醫院和禮拜場所為目標醫院和禮拜場所為目標
一樣一樣,, 當然是違法的行為當然是違法的行為。。

根據推動全球新聞自由及捍衛記者的權利根據推動全球新聞自由及捍衛記者的權利
之之””保護記者委員會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Journalists））統計統計,, 在每一次的戰爭中記者犧牲的在每一次的戰爭中記者犧牲的
人數都非常多人數都非常多,,在在 19861986 哥倫比亞內戰中有哥倫比亞內戰中有5454名名
記者死亡記者死亡；；19911991 巴爾幹衝突中巴爾幹衝突中 3636 名記者死亡名記者死亡,,
在在 19931993 年阿爾及利亞內戰也有年阿爾及利亞內戰也有 5858 名死亡名死亡，，另另
外外,, 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伊拉克戰爭至少有 204204 名記者喪生名記者喪生。。

有鑑於記者無法在戰爭中獲得生命的保障有鑑於記者無法在戰爭中獲得生命的保障,,
所以各國特別所以各國特別 在在《《日內瓦第三公約日內瓦第三公約》》中提到的戰中提到的戰
地記者的特殊身份地記者的特殊身份,, 確定各交戰國應依國際人確定各交戰國應依國際人
道法確立禁止攻擊記者的規定道法確立禁止攻擊記者的規定，，並在第一議定並在第一議定
書重申記者沒有死於空襲書重申記者沒有死於空襲、、槍擊槍擊、、狙擊手射擊或狙擊手射擊或
爆炸裝置的引爆等威脅………爆炸裝置的引爆等威脅………

但這一切的白紙黑字形同具文但這一切的白紙黑字形同具文,, 因此造成了因此造成了
布萊特芮諾喪命布萊特芮諾喪命,, 曾有一位戰地記者有感而發曾有一位戰地記者有感而發
說道說道,, 在戰火中採訪在戰火中採訪,, 有時會有有時會有””你轉身時卻害你轉身時卻害
怕自己的影子怕自己的影子””的恐懼的恐懼，，但為了報導戰爭真相但為了報導戰爭真相,,
當然記者們也就無所懼怕了當然記者們也就無所懼怕了!!

就在俄軍進逼烏克蘭首府基輔就在俄軍進逼烏克蘭首府基輔,, 烏國面臨烏國面臨
生死存亡之際生死存亡之際,, 澤倫斯基總統特別透過視訊對澤倫斯基總統特別透過視訊對
美國國會參眾議員發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說美國國會參眾議員發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說，，獲獲
得了全體議員起立致意得了全體議員起立致意,, 澤倫斯基展示了激勵澤倫斯基展示了激勵
人心的領導力人心的領導力,, 他引用人權領袖金恩博士的歷他引用人權領袖金恩博士的歷
史金句史金句””我有一個夢我有一個夢””去闡述自己心中最殷切去闡述自己心中最殷切
的需求的需求,, 他說他說:: 我感謝你們政府和人民為我們我感謝你們政府和人民為我們
做的一切做的一切，，但我需要你們做更多但我需要你們做更多!!””

是的是的,, 自從俄軍入侵烏克蘭後自從俄軍入侵烏克蘭後,,歐美都以行歐美都以行
動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動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無論提供武器彈藥無論提供武器彈藥、、
財政物資與軍事訓練都不遺餘力財政物資與軍事訓練都不遺餘力，，更以經濟手更以經濟手
段制裁俄羅斯段制裁俄羅斯，，但那並不能拯救烏克蘭的國家但那並不能拯救烏克蘭的國家
命運命運,, 所以澤倫斯基才要求歐美做更多所以澤倫斯基才要求歐美做更多!!

澤倫斯基在演說中首次提出建立一個由澤倫斯基在演說中首次提出建立一個由2424
個有能力停止衝突的國家組成的個有能力停止衝突的國家組成的 U-U-2424 聯盟聯盟,,

他又一次建議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他又一次建議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 並要並要
求美國再提供軍機求美國再提供軍機,, 這些對烏克蘭都是非常迫這些對烏克蘭都是非常迫
切需要的切需要的,, 但美國基於戰略考量但美國基於戰略考量,, 極不願過度極不願過度
介入俄烏戰爭而引爆世界大戰介入俄烏戰爭而引爆世界大戰,, 所以只能自我所以只能自我
節制節制,, 不過不過,, 在澤倫斯基演講後在澤倫斯基演講後，，拜登立即向烏拜登立即向烏
克蘭提供額外軍事援助克蘭提供額外軍事援助，，包括更多的防空系統包括更多的防空系統
和無人機等和無人機等。。

其實國會日前才批准其實國會日前才批准140140億美元的軍援億美元的軍援，，而而
美國之所以不斷增加援助當然是因為看到了美國之所以不斷增加援助當然是因為看到了
澤倫斯基勇敢堅毅的領導以及烏軍誓死保衛澤倫斯基勇敢堅毅的領導以及烏軍誓死保衛
國土的意志所致國土的意志所致。。

澤倫斯基在國難之際澤倫斯基在國難之際,, 能展現出不怕死能展現出不怕死,, 與與
人民共患難的風骨真是令人感動人民共患難的風骨真是令人感動,, 但有些人因但有些人因
為他以前是演員而誤認為他現在是在演戲為他以前是演員而誤認為他現在是在演戲,, 這這
是相當缺乏公道的論斷是相當缺乏公道的論斷,, 因為他曾悍然拒絕美因為他曾悍然拒絕美
國協助他撤離基輔以免俄軍兵臨城下時遭活國協助他撤離基輔以免俄軍兵臨城下時遭活
逮或砍頭逮或砍頭,, 他也再三強調他只需要彈藥他也再三強調他只需要彈藥，，不要不要
逃跑之堅定意志逃跑之堅定意志,,相較於半年前塔利班攻陷喀相較於半年前塔利班攻陷喀
布爾時布爾時,, 挾巨款逃離遠走他國的阿富汗總統甘挾巨款逃離遠走他國的阿富汗總統甘
尼尼,, 澤倫斯基的愛國節操可貴多了澤倫斯基的愛國節操可貴多了,, 任何污衊任何污衊
他人格的人應該感到自慚形穢才對他人格的人應該感到自慚形穢才對!!

澤倫斯基原先希望烏克蘭能夠加入北約與澤倫斯基原先希望烏克蘭能夠加入北約與
歐盟的美夢都破滅了歐盟的美夢都破滅了,, 如今籌組如今籌組U-U-2424聯盟的聯盟的
心願顯然難以成真心願顯然難以成真，”，”我需要你們做更多我需要你們做更多””成為成為
他無助的吶喊他無助的吶喊,, 他以前是他以前是””假戲真做假戲真做””從演員當從演員當
選為總統選為總統,, 現在卻有可能成為現在卻有可能成為””真戲真做真戲真做””的亡的亡
國之君了國之君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雖因歐美沒有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雖因歐美沒有出
兵協助烏克蘭而避免了世界大戰兵協助烏克蘭而避免了世界大戰,, 但因一波波但因一波波
經濟制裁而使得世界秩序大亂經濟制裁而使得世界秩序大亂,, 尤其是拜登總尤其是拜登總
統嚴禁俄羅斯石油與能源輸進美國的反挫力是統嚴禁俄羅斯石油與能源輸進美國的反挫力是
汔油價狂飆汔油價狂飆,, 不肖汽油商藉機哄抬油價大發戰不肖汽油商藉機哄抬油價大發戰
爭財爭財,, 市井小民苦不堪言市井小民苦不堪言,, 拜登政府寧能坐視不拜登政府寧能坐視不
管嗎管嗎？！？！

其實拜登在祭出俄羅斯石油禁令時其實拜登在祭出俄羅斯石油禁令時,, 早料到早料到
油商會有惡性提高油價之舉油商會有惡性提高油價之舉,, 所以他曾安慰消所以他曾安慰消
費者共體時艱度過難關費者共體時艱度過難關,, 其實早在二月下旬俄其實早在二月下旬俄
軍入侵烏國後油價就一直在上漲軍入侵烏國後油價就一直在上漲，，創下自創下自 20082008
年以來新高記錄年以來新高記錄，，使消費者深感不快使消費者深感不快,, 但為配合但為配合
政府制裁俄羅斯政府制裁俄羅斯,, 大家還是承受高油價之痛大家還是承受高油價之痛,, 但但
汽油商卻變本加厲汽油商卻變本加厲,, 全美各地油價早就已突破全美各地油價早就已突破

每加崙每加崙$$33元以上元以上,, 現在每加崙已在現在每加崙已在$$44元到元到$$55元元
之間之間,, 而加州更是高的離譜而加州更是高的離譜,,每加崙已在每加崙已在$$55元到元到
$$66 元間元間,, 在比洛杉磯華利山莊一帶更出現一加在比洛杉磯華利山莊一帶更出現一加
侖侖$$77..5555的奇景呢的奇景呢!!

汽油價上升原本是趨勢汽油價上升原本是趨勢,,近年來我們所看到的近年來我們所看到的
唯一一次顯著下降是在新冠大流行開始時因大唯一一次顯著下降是在新冠大流行開始時因大
家足不出戶家足不出戶,, 需求量大減造成價格短暫下降需求量大減造成價格短暫下降，，那那
也是過去也是過去55年中最低水平年中最低水平,, 如今因為禁止俄羅斯如今因為禁止俄羅斯
進口石油天然氣其實不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進口石油天然氣其實不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
———因俄羅斯能源只佔美國供應的一小部分—因俄羅斯能源只佔美國供應的一小部分,,但但
它會以更高燃料和運輸價格的形式受到影響它會以更高燃料和運輸價格的形式受到影響,,正正
如拜登所說如拜登所說，，這是這是““普京的價格上漲普京的價格上漲”。”。

一般美國人應從身經二次世界大戰的上一代一般美國人應從身經二次世界大戰的上一代
人身上汲取靈感人身上汲取靈感，，因為他們不僅經歷了更高的價因為他們不僅經歷了更高的價
格格，，而且還經歷了汽油而且還經歷了汽油、、黃油黃油、、糖糖、、肉類肉類、、奶製品和奶製品和
其他主食的定量配給其他主食的定量配給,, 那真是刻苦患難的日子那真是刻苦患難的日子。。
現在我們深受汽油價高漲之苦現在我們深受汽油價高漲之苦，，所幸全球汽車產所幸全球汽車產
業不論在需求或供給端業不論在需求或供給端，，都加速迎向電動化都加速迎向電動化，，也也
正是電動和混合動力汽車的成本下降到與一款正是電動和混合動力汽車的成本下降到與一款
新的汽油車型大致相當之際新的汽油車型大致相當之際，，許多州政府為了鼓許多州政府為了鼓
勵大家購買零排放電動車勵大家購買零排放電動車,,補貼金最高可達補貼金最高可達50005000
美元美元,, 而且即使是在大多數小型社區而且即使是在大多數小型社區，，充電站也充電站也
已經建立起來了已經建立起來了，，電動汽車的行駛里程已經大大電動汽車的行駛里程已經大大
提高提高，，因此現在正是我們購買一輛電動汽車的好因此現在正是我們購買一輛電動汽車的好
時機時機,, 那樣不僅對環境與經濟有好處那樣不僅對環境與經濟有好處,, 也是我們也是我們
擺脫對石油的依賴的時候了擺脫對石油的依賴的時候了！！

美國參議院一致投票通過美國參議院一致投票通過””陽陽
光 保 護 法 案光 保 護 法 案 ”（”（Sunshine ProtectionSunshine Protection
ActAct））,, 只待眾議院同意後只待眾議院同意後，，即可由拜即可由拜
登總統簽署成法登總統簽署成法,,今後美國人民就不今後美國人民就不
需要每年再去調整兩次時間需要每年再去調整兩次時間,, 過去過去
這麼多年來這麼多年來,, 每到每到33月與月與1111月月,, 美國美國
人都要為加減人都要為加減11小時而煩惱小時而煩惱,, 現在國現在國
會議員總算將為大家解決了這個不會議員總算將為大家解決了這個不
必要必要,,也莫須有的問題而可永久使用也莫須有的問題而可永久使用
夏令時制了夏令時制了!!

美國夏令時間的慨念緣自美國夏令時間的慨念緣自 17841784
年年，，當時政治家及科學家富蘭克林當時政治家及科學家富蘭克林
首次提出首次提出,,他在一篇他在一篇《《減少照明成本減少照明成本
的經濟項目的經濟項目》》文章中說文章中說，，若是改變為若是改變為
夏令時制將可節省相當多的蠟燭夏令時制將可節省相當多的蠟燭。。
但實際上德國在但實際上德國在19161916年成為第一個年成為第一個
將時鐘調快的國家將時鐘調快的國家。。

夏令時制在過去也被稱為夏令時制在過去也被稱為““快快
時時”，”，1918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將其簽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將其簽
署為法律署為法律，，這是夏令時制在美國首這是夏令時制在美國首
次實施次實施,, 但該法律但該法律 77 個月後被廢除個月後被廢除,,
直到實業家加蘭從英國學到新的概直到實業家加蘭從英國學到新的概
念後帶到美國來實施念後帶到美國來實施,,他被認為是美他被認為是美
國夏令時制之父國夏令時制之父。。

美國夏令時剛開始時帶來美國夏令時剛開始時帶來
不少的混亂不少的混亂,,曾因鐵路時間不曾因鐵路時間不
一一，，全國各地有全國各地有 100100 個不同的個不同的
時區時區，，鐵路也有鐵路也有5353個自己的時個自己的時
區區,,所以造成俄州哥倫布市比所以造成俄州哥倫布市比
辛辛那提市快了辛辛那提市快了66分鐘分鐘，，比芝比芝
加哥快了加哥快了 1919 分鐘分鐘,,為避免混為避免混
亂亂，，鐵路公司自行決定於鐵路公司自行決定於18831883
年秋在拉薩爾街和傑克遜大年秋在拉薩爾街和傑克遜大
道的太平洋大飯店召開時間道的太平洋大飯店召開時間
大會以開發一個更好大會以開發一個更好、、更統一更統一
的鐵路調度系統的鐵路調度系統。。

由於開始峙美國並非所有州都在由於開始峙美國並非所有州都在
同一天實行夏令時同一天實行夏令時,,同時一年兩次的同時一年兩次的
調校會帶來很多問題調校會帶來很多問題，，比如引發睡比如引發睡
眠問題以及一些其他混亂眠問題以及一些其他混亂,,大約兩萬大約兩萬
名芝加哥人的生日都錯亂了名芝加哥人的生日都錯亂了,,為什為什
麼麼?? 因為他們出生在午夜到凌晨因為他們出生在午夜到凌晨11點點
之間之間。。

在較短的冬季月份裡在較短的冬季月份裡，，孩子們要孩子們要
在黑暗中步行上學在黑暗中步行上學，，非常的危險非常的危險,,尤尤
其是在北方各州其是在北方各州。。現在時代已變了現在時代已變了,,
據美國國家安全上學路線中心的數據美國國家安全上學路線中心的數
據據，，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的學生比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的學生比
例從例從19691969年的年的8989%%下降到下降到20092009年的年的
3535%%，，這主要是因為家長們擔心安全這主要是因為家長們擔心安全
問題問題。。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說法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說法，，大多大多
數美國孩子每天都沒有得到他們需數美國孩子每天都沒有得到他們需
要的一小時的活動要的一小時的活動,,所以滋生了許多所以滋生了許多
健康問題健康問題,,現在延長夏時制則可以讓現在延長夏時制則可以讓
孩子們有更多活動時間孩子們有更多活動時間。。
當然當然，，因為額外的夏令時間增加了因為額外的夏令時間增加了
消費者的支出消費者的支出,,對經濟也有好處的對經濟也有好處的
啦啦!!

南韓剛舉行了五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南韓剛舉行了五年一次的總統大選,, 在野在野
的國民力量黨尹錫悅以的國民力量黨尹錫悅以00..77個百分點約個百分點約2525萬票的萬票的
極小差距逆轉勝擊敗了執政的共同民主黨候選極小差距逆轉勝擊敗了執政的共同民主黨候選
人李在明人李在明,, 成功完成了政黨交替成功完成了政黨交替,, 由於在選舉過由於在選舉過
程中雙方激烈對立程中雙方激烈對立,, 選後如何彌補朝野政黨關係選後如何彌補朝野政黨關係
值得關注值得關注。。

新當選總統的尹錫悅是一位具有法律專業的新當選總統的尹錫悅是一位具有法律專業的
政治素人政治素人,, 他不畏權貴他不畏權貴,,曾偵辦過朴槿惠與李明曾偵辦過朴槿惠與李明
博兩名前總統以及三星負責人的腐敗使他們全博兩名前總統以及三星負責人的腐敗使他們全
都入獄而建立了反腐檢察官的令名都入獄而建立了反腐檢察官的令名，，他並受到文他並受到文
在寅重用擔任了檢察總長在寅重用擔任了檢察總長,, 去年因理念不合而遭去年因理念不合而遭
辭退辭退,, 三個月後即宣布投入大選三個月後即宣布投入大選,, 並在同黨領導並在同黨領導
人暨候選人安哲秀退選支持下最終取得勝利人暨候選人安哲秀退選支持下最終取得勝利。。

南韓總統給人留下的形象就是腐敗南韓總統給人留下的形象就是腐敗,, 自自 19801980
年代全斗煥軍事政變奪權後年代全斗煥軍事政變奪權後，，從盧泰愚從盧泰愚、、金泳三金泳三、、

金大中金大中、、盧武鉉盧武鉉、、李明博到朴槿惠李明博到朴槿惠,, 連續七任總統連續七任總統
全都被指控貪污腐敗而以坐牢全都被指控貪污腐敗而以坐牢、、自殺或被彈劾解自殺或被彈劾解
職為下場職為下場,, 所以從青瓦台總統府下台後幾乎都要所以從青瓦台總統府下台後幾乎都要
走向監獄之路走向監獄之路,, 現任的文在寅五月即將下任現任的文在寅五月即將下任,, 似似
乎也逃脫不了這個魔咒乎也逃脫不了這個魔咒，，尤其是與他翻臉離去的尤其是與他翻臉離去的
尹錫悅對他知之甚篤尹錫悅對他知之甚篤,, 無論是基於報復或立威無論是基於報復或立威,,
文在寅前景堪虞文在寅前景堪虞。。

尹錫悅的職業生涯大都在檢法領域內尹錫悅的職業生涯大都在檢法領域內,, 他實際他實際
從政只有從政只有88個月個月,, 如此淺薄的政治經歷卻能當選如此淺薄的政治經歷卻能當選
總統總統,, 由此可見南韓人民企求政黨輪替心切由此可見南韓人民企求政黨輪替心切,, 在在
任的文在寅已失去民心任的文在寅已失去民心,, 不過由於尹錫悅未能獲不過由於尹錫悅未能獲
得多數選票得多數選票,,因此他需要謙虛傾聽那些不支持他因此他需要謙虛傾聽那些不支持他
的聲音的聲音。。

這些年來韓國黨派競爭激烈這些年來韓國黨派競爭激烈,, 在國家政策與意在國家政策與意
識形態存在明顯分歧識形態存在明顯分歧,,在在300300個席位的國民議會個席位的國民議會
中尹錫悅的執政黨只佔中尹錫悅的執政黨只佔110110席席，，即將成為反對黨即將成為反對黨
的民主主義人民黨多達的民主主義人民黨多達172172席席,,因此尹錫悅首先因此尹錫悅首先
要消除分裂要消除分裂,,朝野必須合作朝野必須合作，，並快速恢復被文在寅並快速恢復被文在寅
政府破壞的公平與正義政府破壞的公平與正義,,尹錫悅更需實現競選承尹錫悅更需實現競選承
諾諾，，推進放寬管制推進放寬管制、、革新去腐革新去腐,,創造年輕人更多就創造年輕人更多就
業機會以穩定政局業機會以穩定政局。。

由於對外交生疏由於對外交生疏,, 尹錫悅必須重用專業人才以尹錫悅必須重用專業人才以
應變地緣政治局勢和北韓日益嚴重的安全威脅應變地緣政治局勢和北韓日益嚴重的安全威脅,,
選舉時他說他當選後將對北韓採取先發制人的選舉時他說他當選後將對北韓採取先發制人的
強硬立場強硬立場,, 並對朝鮮實施制裁並對朝鮮實施制裁，，有別於文在寅的有別於文在寅的
和平與和解政策和平與和解政策,,他必須三思而後行他必須三思而後行。。

狗人 DO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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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king its tail like a dogtucking its tail like a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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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king its tail like a mantucking its tail like a man
tucking his tail like a mantucking his tail like a man
dogdog

not a mannot a man
not a dognot a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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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33月月22日上午日上午，，我與友人相約在仁愛路福華飯店二我與友人相約在仁愛路福華飯店二
樓喝咖啡樓喝咖啡，，一出門風和日麗一出門風和日麗，，因新冠病疫長期窩居家中因新冠病疫長期窩居家中，，好不好不
納悶納悶，，當即決定由忠孝東路五段步行到福華飯店當即決定由忠孝東路五段步行到福華飯店，，可利用近一可利用近一
小時的時辰來舒緩筋骨小時的時辰來舒緩筋骨，，段錬腳力段錬腳力。。在經過忠孝東路四段西雅在經過忠孝東路四段西雅
圖咖啡廳時圖咖啡廳時，，透過大門旁的玻璃窗透過大門旁的玻璃窗，，看到一位熟悉的老友看到一位熟悉的老友，，乃乃
沈大川一人獨坐沈大川一人獨坐，，若有所思若有所思。。

我與沈大川兄在我與沈大川兄在19821982年相識年相識，，他那時參加商界名仕鄭綿他那時參加商界名仕鄭綿
綿所主持的工商團體來華府訪問綿所主持的工商團體來華府訪問，，並拜會駐美代表處並拜會駐美代表處。。19921992年年
我返台北任職與大川兄常相來往我返台北任職與大川兄常相來往，，尤其在他尊翁晚年時尤其在他尊翁晚年時，，大川大川
常邀我到中山北路天廚餐廳與沈老伯相聚常邀我到中山北路天廚餐廳與沈老伯相聚。。

我推開了大門我推開了大門，，見到大川兄見到大川兄，，他非常高興他非常高興，，要請我喝義大要請我喝義大
利咖啡利咖啡。。事實上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們還共同參加中美文經事實上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們還共同參加中美文經
協會邱進益理事長的餐會協會邱進益理事長的餐會，，但因不同桌但因不同桌，，未能長談未能長談。。這次我們這次我們
再次相逢再次相逢，，我一定要好好問他一些與他尊翁相關的史實我一定要好好問他一些與他尊翁相關的史實。。因他因他
父親沈昌煥先生是二位蔣總統的重要幹部父親沈昌煥先生是二位蔣總統的重要幹部，，深受賞識及倚重深受賞識及倚重，，
曾担任兩任長達十二年外交部長曾担任兩任長達十二年外交部長，，有有「「外交教文外交教文」」之稱之稱，，也擔任也擔任
過駐西班牙過駐西班牙，，教廷及泰國大使教廷及泰國大使。。一九七九年後一九七九年後，，沈昌煥先生曾沈昌煥先生曾
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及總統府秘書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及總統府秘書長。。

我一直認為沈昌煥先生未留下一份回憶錄我一直認為沈昌煥先生未留下一份回憶錄，，是非常遺憾是非常遺憾
的事的事。。十年前我即與大川兄談及此事十年前我即與大川兄談及此事，，大川兄告知他父親對往大川兄告知他父親對往
年參讚中樞事非常低調年參讚中樞事非常低調，，因而未寫回憶錄因而未寫回憶錄。。後由於大川兄的孝後由於大川兄的孝
心心，，在在20132013年為他先翁百嵗冥誕時年為他先翁百嵗冥誕時，，出版了沈昌煥出版了沈昌煥19461946年日年日
記記。。去年沈昌煥先生過世二十周年去年沈昌煥先生過世二十周年，，中國近代史學會出版了一中國近代史學會出版了一

本本「「記念沈昌煥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研討會實錄記念沈昌煥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研討會實錄」」，，也稍留也稍留
下他的部屬們一些共處的回憶下他的部屬們一些共處的回憶，，可供專家學者研究的紀錄可供專家學者研究的紀錄。。

在喝咖啡時在喝咖啡時，，大川兄告知大川兄告知，，他已七十九嵗他已七十九嵗，，近半年來二近半年來二，，
四四，，六日六日，，即來此咖啡廳喝咖啡或與友人相聚即來此咖啡廳喝咖啡或與友人相聚。。他也希望我常他也希望我常
來來，，談談局勢與往事談談局勢與往事。。這天我因有事要去福華飯店這天我因有事要去福華飯店，，因此只閑因此只閑
談了半小時談了半小時。。我提到沈昌瑞先生我提到沈昌瑞先生，，是大川兄的親叔叔是大川兄的親叔叔，，我在八我在八
十年代在駐美代表處服務時十年代在駐美代表處服務時，，沈昌瑞先生應錢復代表的敦請沈昌瑞先生應錢復代表的敦請，，
擔任代表處的顧問擔任代表處的顧問（（沈先生堅持為無給職沈先生堅持為無給職），），因家在紐約因家在紐約，，每月每月
來華府約一次來華府約一次，，參加華興小組會議參加華興小組會議。。我時任華興小組執行祕我時任華興小組執行祕
書書，，因而與沈顧問相識因而與沈顧問相識，，印像中他是一位很風趣的長者印像中他是一位很風趣的長者。。

大川兄閒話一開來談他的叔叔大川兄閒話一開來談他的叔叔，，可說相當精彩可說相當精彩。。昌瑞先生昌瑞先生

是昌煥先生的三弟是昌煥先生的三弟，，19201920年生年生，，上海光華大學肆業上海光華大學肆業，，抗戰初期抗戰初期
想到大後方報効國家想到大後方報効國家，，經黨國元老李維果的推荐經黨國元老李維果的推荐，，到西安胡宗到西安胡宗
南將軍主持的中央第七分校擔任英文教官南將軍主持的中央第七分校擔任英文教官，，後報考由國際宣後報考由國際宣
傳處策劃的中央政治學校與美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的新聞學院傳處策劃的中央政治學校與美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的新聞學院
進修進修，，這個學院這個學院（（只辦了二期只辦了二期，，還有一期未結業還有一期未結業））是當時在二戰是當時在二戰
期間期間，，國府培養處理國際新聞及宣傳人材的地方國府培養處理國際新聞及宣傳人材的地方。。畢業後被派畢業後被派
到陳誠軍政部長辦公室任英文翻譯官到陳誠軍政部長辦公室任英文翻譯官。。抗戰勝利後隨陳誠參抗戰勝利後隨陳誠參
謀總長到南京謀總長到南京，，後參與國後參與國，，共三人協調小組任翻譯共三人協調小組任翻譯。。19471947年被年被
陳誠指派到紐約哥倫比亞大深造陳誠指派到紐約哥倫比亞大深造，，獲政治學碩士學位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在留學在留學
期間曾掛職駐美大使館武官期間曾掛職駐美大使館武官（（未上任未上任）。）。19491949年進聯合國工作年進聯合國工作，，
擔任翻譯擔任翻譯，，一直到一直到19811981年退休年退休。。

退休後不久退休後不久，，朱撫松前部長經過紐約朱撫松前部長經過紐約，，在接待時在接待時，，進轎車進轎車
時頭部碰車門時頭部碰車門，，不幸癱瘓不幸癱瘓，，在醫院療養復健在醫院療養復健，，不數月不數月，，沈先生能沈先生能
拿手杖走出醫院拿手杖走出醫院，，真是奇跡真是奇跡。。19831983到到20102010年過世年過世，，他一直擔任他一直擔任
駐美代表處及駐紐約辦事處顧問駐美代表處及駐紐約辦事處顧問，，駐紐處內有一我方對聯合駐紐處內有一我方對聯合
國小組國小組，，昌瑞先生從旁協助可謂駕輕就熟昌瑞先生從旁協助可謂駕輕就熟。。20092009年獲政府年獲政府""睦睦
宜外交獎章宜外交獎章""，，20102010年過世年過世，，享年九十嵗享年九十嵗。。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一任夫人楊小燕女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一任夫人楊小燕女士，，她是上海醫她是上海醫
學院護士專業學院護士專業，，19481948年十二月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醫學年十二月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醫學
護士專業護士專業，，並與昌瑞先生結婚並與昌瑞先生結婚，，畢業後在艾德華機場畢業後在艾德華機場（（後改名後改名
甘奈迪機場甘奈迪機場））醫療小組工作醫療小組工作，，十七年後從護士長職位上退休十七年後從護士長職位上退休。。
她的父親楊天道是毛澤東第一位夫人楊開惠的遠房堂兄她的父親楊天道是毛澤東第一位夫人楊開惠的遠房堂兄。。

19671967年她與昌瑞先生離異年她與昌瑞先生離異，，後嫁復康輪船公司創辦人魏後嫁復康輪船公司創辦人魏
重慶重慶，，魏當時曾有船王之稱魏當時曾有船王之稱，，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曾發明魏氏曾發明魏氏
橋牌橋牌「「精確橋牌法精確橋牌法」」，，楊小燕得其真傳楊小燕得其真傳，，19711971年獲第一次其橋牌年獲第一次其橋牌
世界冠軍世界冠軍，，總計連任五次總計連任五次。。一九八一九八OO年代年代，，楊小燕曾訪北京四楊小燕曾訪北京四
次與鄧小平次與鄧小平，，萬里等人打過橋牌萬里等人打過橋牌，，19871987年魏重慶得糖尿病過年魏重慶得糖尿病過
世世，，楊小燕與美藉猶太人桑德結婚楊小燕與美藉猶太人桑德結婚，，她在美橋牌界一直享有一她在美橋牌界一直享有一
定的聲望定的聲望，，目前住弗羅里達州邁阿密市目前住弗羅里達州邁阿密市。。

三十分鐘三十分鐘，，轉眼而過轉眼而過，，往事並非無煙往事並非無煙，，卻嘆人事愴桑卻嘆人事愴桑，，歲月歲月
短暫短暫。。

【時評天下】憶沈昌瑞先生
李慶平（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DD66星期六       2022年3月19日       Saturday, March 19, 2022

美國風俗

当我们谈论起美国时，我们是否能

意识到，美国其实是一个复数名词？即

便谈论起美国的“复数性”特质，大部

分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联邦制和多元文

化主义，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与美国政

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形塑关系。《阿尔比

恩的种子》一书的译介，弥补了中文世

界读者对于美国地域文化差异的认知匮

乏，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我们理解美国当

前政治文化，提供更为厚重、更具历史

感的维度。

在美国历史学家大卫· 哈克特· 费舍尔

的笔下，有四种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美

国“自愿社会”（voluntary society）的形

成。四种文化都来自不列颠，经由1629

到1775年间四次不列颠移民大潮，穿越

大西洋，到达美利坚，从此落地生根，成

长为彼此迥异的地域文化，但又共同铸就

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自由底色。书名中的

“种子”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比喻。四种地

域文化分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文

化、弗吉尼亚的保皇派文化、特拉华河谷

的贵格派文化与阿巴拉契亚边区的边境居

民文化。将美国文化的源头追溯至英国移

民的故土，这样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是此

前罕见的，它让世人了解到美国并非“没

有历史的国家”。

为了区分和说明四种地域文化之间

的差别，费舍尔试图用“文化所包涵的

价值、习惯和意义的规范性结构”来构

建一套标准意义上的“民俗”。这套标

准化的民俗采用了语言、建筑、家庭、

婚姻、性别、性、取名、儿童抚养、年

龄、死亡、宗教、魔法、学习、文字、

食物、衣着、运动、工作、时间、财富

、继承、等级、联合、秩序、权力、自

由等26个基本要素。费舍尔认为，四种

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原生

文化区域。

费舍尔建构的民俗模型，就是为了

分别讨论四种不列颠地域文化如何在北

美传承、适应、发展与演化。虽然都来

自于不列颠，但在费舍尔笔下，四种地

域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远小于其与

大西洋对岸的故乡之间的关联。不仅如

此，从不列颠不同文化区域出发的早期

移民，虽然移民动因、宗教派别、社会

等级、世代顺序以及来源地区各有不同

，但来到美利坚之后，都竭力保持着祖

地原有的理念与文化特质，并没有因为

殖民地的外部环境而完全“文化重组”

。在美国社会族裔日趋多元化的当下，

英国后裔早已成为人口比例中的少数，

但按照费舍尔的标准，从乔治· 华盛顿

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中，除了范布伦、

肯尼迪以及奥巴马之外，莫不是他笔下

四种地域文化的后裔。可见这四种地域

文化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绵长的文化霸权

地位。

新英格兰英国新教徒的“圣经共和国”

迁往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多是出于

信仰目的。1629年到1640年期间，从英

格兰东部七郡出发的新教徒移民，选择

在新英格兰地区再造一个“圣经共和国

”。这个加尔文主义乌托邦的建造者，

来自英格兰清教运动最兴盛的东部小城

镇之中。被后世化约为美国理想主义与

例外论信条的“山巅之城”，就是源自

十七世纪英国东部的流行语。新教徒的

宗教信念包括了堕落、誓约、拣选、恩

泽和爱。这些核心观念一直存在于新英

格兰的新教徒心中，奠定了这一地区基

本的文化基调。“与祖地分离的疼痛感

”构成了新英格兰地区文化的另一重要

因素。乡愁、焦虑以及“自愿放逐”的

失落构成了普遍的文化意绪，结果在殖

民地焕发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风气。

新英格兰人厌烦种种新变化，同时担心

会出现所谓“殖民地退化”的问题，因

而力图坚守从英格兰带出的文化遗产。

在新英格兰人看来，好的社会秩序

应当保全整体。保全整体的前提意味着

不承认内部差异的存在。新英格兰人的

公共自由观念，也关涉到整体的社区。

为了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个人要受到很

多限制。新英格兰人愿意为了共同体的

秩序约束个人

行为，但要求

这些限制要有

成文法的依据

，并要按照自

己的方式来贯

彻。与之类似

的，还有新英

格兰人的“灵

魂自由”观念

。这种“灵魂

自由”并不是

我们现在所理

解的宗教宽容

。新英格兰的

奠基者们相信

自身的信仰乃

是真正的正统

信仰，因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

迫害与之相异的其他人。公共自由与灵

魂自由都是新英格兰“有序自由”的组

成部分。费舍尔认为，在漫长的岁月中

，有序自由的原则是新英格兰文化最为

鲜明的特征。

有序自由意味着政府的积极角色，

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约翰· 亚当斯

。他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了一系列立法

来促进国家对经济和道德方面的直接干

预。新英格兰人有序自由的国家试验，

被联合了其他三种地域文化的领袖人物

托马斯· 杰斐逊所阻断，这位亚当斯的

老对手，代表的是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

的另一种地域文化。

弗吉尼亚骑士精神的贵族遗风

奠定弗吉尼亚殖民地主流文化的保

王党，主要在1642到1676年之间到达美

利坚。移民高峰是英国国内清教徒当政

的十年。这批移民在英国内战中始终忠

于国王，他们的故土家园主要位于英格

兰的南部与西部，尤其是以威塞克斯为

中心的英国腹地。保王党移民潮的形成

，离不开弗吉尼亚总督威廉· 伯克利爵

士（Sir William Berkeley）的推动。伯

克利有意要在美利坚重建故国遭到排斥

的文化体系。按照伯克利的说法，在新

建的共同体中既可以免受政治迫害，又

有广袤的土地供给无产业可继承的贵族

青年。

对于想要延续英国内战前旧有道德

准则，保持一贯社会地位的英国保皇派

而言，殖民地无疑充满了吸引力。这批

移民对自身传统英国文化保有深刻的眷

恋，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

、精英倾向、等级观念”。他们是所有

殖民地社会中最乐意将英国称为“母国

”的一批人。与新英格兰的移民类似，

他们也有移民身份所产生的焦虑感。弗

吉尼亚的“母国文化隐痛”，表现在殖

民地精英对内很高傲，但作为殖民地又

感觉低人一等。其结果是，他们对殖民

地内部的等级秩序特别地看重与强调，

比如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禁奢令，目的

就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他们的目标不

是禁止奢华和炫耀，而是为了维持社会

等级。再比如说，弗吉尼亚人培养下一

代人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等级

社会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方面，按照

贵族文化的标准，男性应当骄傲、勇敢

，执着于名声与荣誉；另一方面，为了

适应等级社会的准则，他们又必须克制

、谦恭，须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乔

治· 华盛顿正是这种教养方式最成功的

案例。

弗吉尼亚的自由观是精英式和等级

化的。自由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社

会等级，费舍尔称之为“支配性自由”

。支配性自由有几个重要的面向，会在

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反复出现。

首先，支配性自由是统治的权力。自治

与有限政府的观念由此而来，国家的权

柄不能超出保护自由所需的最小职权范

围。伯克利与弗吉尼亚精英共同设计的

政治与法律机制，都最大限度地保障着

本地贵族的自由权利。比如，“无代表

不得征税”原则的确立，以及本地精英

长期处于自治的状态，都为伯克利赢得

了广泛的支持。其次，支配性自由通过

支配他人来实现独立，维持自由。这是

一种全然基于等级观念的自由，上等人

拥有更多自由，奴隶则绝对没有。支配

性自由还要求个人独立以及对自我的约

束。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是自己行

为与思想的主人。弗吉尼亚的绅士训练

，始终都在贯彻这样的理念。支配性自

由的观念具有不断延展的能力，比如，

杰斐逊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他们所

秉持的正是精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

。

弗吉尼亚“保王党”文化中的荣誉

观，缔造了这一地域文化的战争偏好。

从1798年开始的每一场参战争论，包括

后来的一战与二战，这一地区都强烈支

持美国参战。这种基于地域文化的“恒

定模式”，引起了不少美国外交史学者

的注意。有研究者就依据费舍尔的研究

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台受地域文化

影响较大，尤其是南北两个“亚文化区

”分别代表了美国对外政策中鹰派与鸽

派的立场。虽然这样的归类与归因可能

过于粗略，但也说明了地域文化的持久

的影响力。

特拉华河谷贵格派的灵光与多元主义

第三波移民确立的文化意绪与前两

波移民的文化保守主义完全不同，他们奠

定的是多元主义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由

1675到1725年间横渡大西洋的贵格派移

民带到了美利坚。贵格派移民来自英国中

北部，这一地区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极

度贫穷，结果促成了贵格派的诞生，使其

迅速壮大。贵格派的移民动因不仅是消极

躲避宗教迫害，还是为了积极实现宗教追

求。贵格派教义的核心理念是灵光。有别

于新英格兰清教徒被上帝拣选的宗教观，

贵格派神学体系的核心是上帝的爱与光，

他们相信耶稣给人类灵魂种下了神圣的善

和美德，这种灵光为所有觉醒到其存在的

人带来了救赎的手段。救赎可以通过个人

努力而获得，并非局限于一小撮被选中的

幸运儿。

正是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支撑，贵

格派移民在实现平等与包容的观念上，

比十八世纪其他的区域文化要走得更远

。比如贵格派反对由血缘、出身和财富

形成的社会差别，而强调应当根据品行

与价值来评价男女。特拉华河谷的公序

良俗，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其他人

的宁静，这种开放的秩序观念无疑是一

种革命。宗教理念塑造了贵格派殖民地

的政治文化。英国复辟时期的贵格派意

识形态对宾夕法尼亚影响之深远，远胜

其他地域文化。

贵格派的“相互自由”观也深刻践

行了其信仰的核心原则。贵格派的宗教

自由观念，不同于新教徒所秉持的坚守

正道的自由观，贵格派的灵魂自由保护

着基督徒的任何一种良知，即便是他们

自身并不认同的观念。除了宗教上的自

由，特拉华地区还有着三种世俗的英国

人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受代表制政府统治的权利，以及由陪审

团审判的权利。威廉· 佩恩亲自为英国

人权利制定细则，保障了这些权利在宾

夕法尼亚的实施标准要远胜当时英格兰

的普遍做法。费舍尔对于贵格派的评价

极高。贵格派

在英格兰曾饱

尝宗教迫害之

苦，他们在英

格兰要求平等

享有英国人的

自由权利，却

因宗教信仰而

长期未果。当

他们终于建立

起自己的共同

体时，他们不

仅保护了自身

的自由，还将

他们在英格兰

的权利诉求也

同等地给予非

贵格派的其他

群体。

阿巴拉契亚爱尔兰海沿岸边境文化的承

继

在四种发祥于不列颠的地域文化中

，费舍尔对边区文化的勾勒与阐释显得

最具野心。美利坚边区文化的建立者，

来源于英国相对应的边界地区。这是一

个围绕爱尔兰海所组成的边境地带，它

包括了英格兰最北端的六郡与苏格兰南

部的五郡。这一地区长年处在英格兰与

苏格兰之间你来我往的战火之下，形成

了苦难深重的边境文化。从17世纪开始

，这种边境文化越过了爱尔兰海，蔓延

到阿尔斯特地区。边境地区的文化崇武

好斗、血亲联盟与宗族纽带，这些因素

比对国王的效忠更重要。这一地区的移

民动因更为世俗，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追

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詹姆斯六世继位之

后开启的边区平定改造运动，扰乱了不

愿接受新秩序的边民生活，变革使他们

处境艰难，他们逃往美利坚就是为了在

新世界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

这批骄傲鲁莽的边境移民进入贵格

派殖民地之后，被贵格派精英向偏远地

区导流。来自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裔

爱尔兰人”，迅速在南部高地建立了文

化霸权。这片被费舍尔称为“阿巴拉契

亚山区”的文化区域位于印白冲突的中

心地带，大部分地区都有领土争议，属

于美利坚殖民地的“文化边疆”。这些

外部条件既契合了边民们原生的社会环

境，又进一步加剧了边区定居点极度保

守与排外的社会意绪。与不列颠边界地

区的文化极为类似，美利坚的边区同样

缺少权威政府的管制，一方面本地显赫

家族把持大量土地，经济上两极分化，

社会级差较大，但另一方面，美利坚边

区的社会分层却没有在社会行为与准则

上形成等级化的规范。

美利坚边区文化在社会行为方面有

一种奇特的平等性。边区的精英阶层并

不特别有文化教养，也非能力超群之辈

。他们的地位直接依赖于所掌握的财富

与权势，并通过阶层内部的通婚与友谊

来巩固。一旦失去财富，立即丧失社会

地位。边区社会存在着庞大的无地佃农

群体。他们穷困但骄傲，将贫穷与自豪

融为一体。比如“红脖子”一词，最早

就是用来指称边区农村的无产者。富人

与穷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比较对等。他们

着装类似，甚至相互直呼其名。与边区

社会的平等交往方式相呼应的，是边区

政治文化崇尚强人领袖的特点。领导人

因为行动果敢、有效，能够吸引大批的

追随者。这些领袖采用平民化的政治语

言，但却不是用来表达对民众利益的追

求，而是要号召人们为其事业努力。美

国历史上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

鲁· 杰克逊，其政治风格明显源自于此

。虽然研究边区历史的学者们多认为，

费舍尔塑造和强化了阿巴拉契亚山区文

化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但毫无疑问，

当下美国的政治文化再次印证了费舍尔

对边区文化生命力的判断。

边区的自由观念是一种极端的“天

然自由”。边区居民反感政府的管制和

法律的约束。他们厌恶强加的权威，提

倡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认为公共事务只

要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来满足即可。18世

纪南部著名的自由斗士帕特里克· 亨利

就是这种自由观的代表。他抵制任何形

式的强政府，提倡低税收，主张以武力

对抗侵犯自由之权威。“不自由，毋宁

死”折射的正是边区文化特有的极端自

由观念。

四种源流美国历史中的共识与冲突

费舍尔的意图不在于揭示地域文化

本身，而在于用四种源自不列颠的地域

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为美国历史中

的共识与冲突找到新的解释，从而证明

四种地域文化乃是美国“自愿社会”的

中流柱石。费舍尔的一个基本判断是，

四种地域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并不存在

相互消融与合流，而是顽强且完整地长

存于美国政治文化中，各自生长。

四种地域文化中，除了边区之外的

其他三个主要地域的精英，通过1787年

宪法达成了制度上的共识，但仍然保持

着相对独立的身份意识。进入全国性政

治舞台之后，带有鲜明地域政治文化特

征的国家观念、自由理念、围绕奴隶制

、州权，以及外交事务等方面的不同态

度，形成了差异分明的施政方针与政策

走向。四种地域政治文化在联邦层面分

化组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

的生机，从而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呈现面

貌。

费舍尔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在早

期共和国的阶段，某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人物如果要将本地域政治文化推向全国

，都会招致其他地域文化的联合反对。

比如杰斐逊在1800年战胜亚当斯，就是

南部沿海联合了特拉华河谷与南部高地

，通过一场“多元性的自由运动”击败

了亚当斯的有序自由试验。1856年后，

候选人单一的文化地域背景不再管用，

新的以南北为划分的地域文化联盟开始

形成。比如亚伯拉罕· 林肯的当选，不

仅因为其父系血统中具有新英格兰、贵

格派与阿巴拉契亚山区三种地域文化因

素，还因为共和党在北方形成了基本的

政治联盟。

在费舍尔看来，美国政治文化显然

重在分歧，而非共识。能在所有地区都

赢得广泛支持的候选人凤毛麟角，伍德

罗· 威尔逊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改

革方案仍然招致了大量基于地域的反对

声音。在威尔逊之后，美国大选中一贯

的地域性投票又卷土重来。费舍尔提出

，只有面临共同的外部危险之时，四种

地域文化才能暂时放下分歧，联合行动

。比如，面对帝国官员改造殖民地的文

化压力之际，18世纪末濒临与法国开战

的准战争状态之时，还有在1920年代面

临外来移民压力的时期，以及美国卷入

二战之后。在危急关头，四种源自盎格

鲁-撒克逊的地域文化往往能够放下分

歧，一致“对外”。

费舍尔利用地域文化来解释美国

“自愿社会”的形成，构建了一个全新

的解释框架，其视野之宏大、格局之开

阔都在历史学界难得一见。但全书过于

宽宏的风格也产生了不少漏洞，比如全

书通篇采用的精英史观，过于明显的现

实指向，证据链单薄，费舍尔对边区文

化对应地域和族群的分析，以及他对非

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忽视，这些都为

他招致了不少学界同行的批评之声。可

能同样因为此书体大思精，中文译本虽

然语言流畅，但疏漏笔误之处颇多。但

对国内读者而言，美国的学界争议也许

难掩此书之光彩。

费舍尔的地域文化分析框架虽然宏

大，但最终的落脚点仍是自由观。地域文

化的多元性在美国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多元

的自由观。多元的地域文化滋养了四种不

同的自由观念。正如他在结语最后所指出

的，“美国自由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从来

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一系列有区别，有

时甚至是冲突的传统，彼此之间维持着张

力。自由观念的这种多元性缔造出一种自

由文化，在开放性及扩展性方面远胜任何

单一的自由传统”。美国文化的“复数性

”特征，值得我们深思。

追根溯源 美国文化里的不列颠“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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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中華民國退輔會駐華府代表中華民國退輔會駐華府代表
倪邦臣將軍一行蒞休視察業務倪邦臣將軍一行蒞休視察業務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事務組組長倪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事務組組長倪

邦臣與秘書程國峰邦臣與秘書程國峰，，33//1616日日兩人一起拜會休士頓兩人一起拜會休士頓
經文處和榮光會經文處和榮光會，，了解當地運作了解當地運作，，並跟休士頓榮並跟休士頓榮
光會會長光會會長、、副會長副會長、、理監事探討未來合作方向理監事探討未來合作方向。。

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事務組今年新設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事務組今年新設立，，首首
任組長倪邦臣有兩次駐外經驗任組長倪邦臣有兩次駐外經驗，，精通英語和西班精通英語和西班
牙語牙語，，出身洪都拉斯官校出身洪都拉斯官校19871987年班年班，，為陸軍退役為陸軍退役
少將少將，，他曾任駐瓜地馬拉國防武官他曾任駐瓜地馬拉國防武官、、駐軍協組洛駐軍協組洛
杉磯聯絡官杉磯聯絡官、、遠朋班執行長情研中心主任等職遠朋班執行長情研中心主任等職。。

倪邦臣表示倪邦臣表示，，退伍軍人事務組的短期工作目退伍軍人事務組的短期工作目
標標，，為輔導在全美各地深耕的榮光會為輔導在全美各地深耕的榮光會，，推動國民推動國民
外交外交，，中期目標為加強與美國各大主流退伍軍人中期目標為加強與美國各大主流退伍軍人
社團的交流社團的交流，，長期目標則是建立與美國退伍軍人長期目標則是建立與美國退伍軍人
事務部的官方聯繫管道事務部的官方聯繫管道。。

休士頓榮光會歷來活動包括休士頓榮光會歷來活動包括，，元旦開國紀念元旦開國紀念
日升旗典禮日升旗典禮、、慰問老兵慰問老兵、、春節戶外遊春節戶外遊、、參觀美國參觀美國
退伍軍人的博物館退伍軍人的博物館、、線上會員大會線上會員大會、、雙十國慶升雙十國慶升
旗典禮旗典禮、、紀念蔣公誕辰及慶祝榮民節大會等紀念蔣公誕辰及慶祝榮民節大會等。。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事務組組長倪邦臣與秘書程國峰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事務組組長倪邦臣與秘書程國峰，，33//1616
日日 兩人一起拜會休士頓經文處由處長羅復文兩人一起拜會休士頓經文處由處長羅復文,,副處長王韋龍接待副處長王韋龍接待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退伍軍人
事務組組長倪邦臣與秘書程國事務組組長倪邦臣與秘書程國
峰峰，，33//1616日日 兩人一起拜會休兩人一起拜會休

士頓榮光會士頓榮光會

中華民國退輔會駐華府代表倪中華民國退輔會駐華府代表倪
邦臣將軍與休士頓榮光會袍澤邦臣將軍與休士頓榮光會袍澤

話家常話家常

休士頓榮光會代表及榮眷熱烈歡迎倪邦臣將軍一行蒞休視察業務休士頓榮光會代表及榮眷熱烈歡迎倪邦臣將軍一行蒞休視察業務

休士頓榮光會贈送紀念品給休士頓榮光會贈送紀念品給
倪邦臣將軍及秘書程國峰倪邦臣將軍及秘書程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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