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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鄉金秋愉快:
感謝同鄉踴躍熱心參與同鄉會活動，不但有了一本豐富多彩值得珍藏 又高水準的年刊，年會也辦得
風 風 火 火 。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郊 遊 ， 我 們 去 了 北 澤 西 的 國 家 公 園 - 沛 德 森 瀑 布 (North Jersey
National Park - Paterson Great Falls) 。那兒有值得敘述的歷史和滄桑， 以及讓人留連忘返的
景色。當天是陰天，也是攝影最好的天氣，而不是天氣預報的暴風雨。順著園區內小徑緩緩閒逛，
或是千變萬化的彩雲、或是鳥語花香、或是緩緩江流、或是澎湃瀑布；誠忘卻世俗煩憂，不知時之
將近。過午後午餐間，店家更告訴我們，最難得的是暴風雨的日子；天上風雲變幻、江上激流沖天、
腳下瀑布雷鳴如萬馬奔騰。所以這是任何時候都可欣賞美景的國家公園。
接下來是我們的年會及年刊。請攜家帶眷或呼朋喚友在過農曆年前一起來參加這溫馨又充滿歡樂的
年會，並分享您的憂愁或喜悅；因為分享憂愁，憂愁會淡化；分享喜悅，喜悅會加倍。也請準備您
的才藝和謎語來表現一下!
時間: 2019 年 1 月 12 日 下午 12 點正 到 4 點
地點: 台灣會館 (137-44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費用: 40 元
更鼓勵大家投稿，為個人在人生中寫下註腳。無論是您的大作或是下一代的結晶，無論是台語、華
語或英語都歡迎。若可能，會將作品翻譯成中文。
截止日期為 12 月 15 日，所以請馬上動工，並以電子郵件寄過來。
為了宴請台灣留學生，又要壓低餐費鼓勵大家參與；我們需要您的奉獻及提供抽獎獎品。支票抬頭
請寫"Gheelan Assoc. of USA" 並寄到 "59A Nassau Drive, Great Neck, NY 11021"。

謝謝您為同鄉會及台灣付出的一切! 並敬祝

歲歲平安、感恩節愉快！

會長 林振成 及理事會理事們敬上

Email: rlin463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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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ssociation Members:

How have you been doing this summer?
We had an outing to North Jersey National Park - Paterson Falls. With easy reach, we can have national park
around New York City. Over there, its history is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worth of knowing also. The most
memorable is the beautiful environment and scene, especially the dark purple maple and surely the falls. We
were lucky that it was a cloudy day, not a supposed storm day, and, without strong sun shine, it became the best
day for taking photos. During our lunch, the owner of the restaurant told us that the strongest scene probably
the storm day when you can see water shooting to the sky and the sound of the falls sounds like thousand horses
running in the battlefield. So, this national park is great for anyone in any day to go for sightseeing.
Now it’s the time for us to have gathering party again to share your happiness and joy in this warming family,
so our annual ceremony will be before Lunar New Year:
When:
Where:
Cost:

1/12/2018 12:00-4:00PM
Taiwan Center
$40.00 per person

Please call or email us your registration or send the return slip back. Please prepare your talents and riddles for
our ceremony and bring the whole family to enjoy together.
Our rich and high level journal which definitely worth of keeping, has been appreciated in Government
Agencies,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and PPSEAWA (Pan Pacific South East Asia Women
Association) .
Everyone, especially the next generation who have all different experience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is
encouraged to write down your life experiences to share with everyone and keep them for your own records. It
can be in English, Taiwanese or Chinese. We will try to translate if necessary.
Since the cut-off date is 12/15/2018 and short, so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s or art work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reat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and have enriched and memorable annual ceremony, please provide gifts
for raffle drawing and donate to sponsor this important party. Please mail the checks with title "Gheelan Assoc.
of USA" to "59A Nassau Drive, Great Neck, NY 11021".

Thanks to you for all your support for this big family and wish you a happy Thanksgiving season!

President Richard Lin and All the board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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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書法藝術家王懋軒幼年即與張大千，漙心畬，馬壽華，黃君
璧等大師親近，頗得 4 位大師精粹。他曾在美國，台灣，阿根庭，澳門
等大學任教，主講人生哲學，古典文學，神學等科目，及從事藝術創
作在國內外舉辦展覧無數。(資料來源:東網)

仲秋戲作二首
李汝城

雲上滿月明 遠見火星醒
深海浪濤滾 中秋享月餅
34,000 英呎 飛機上看月亮....

床底暗微光

無臉沒濃裝

聚頭玩麻將

輸贏不在慌

李不白

[向天空伸展] Stretching Out to the Sky 18 吋×24 吋
吳漱玉生於重男輕女貧窮之家 上有一兄下有二弟一妹養成堅忍韌性故年少向學志氣
高.2014 年冬以[向天空伸展]顯露她欲出人頭地極其昂強之心意參賽榮獲[新羅謝爾美術協
會]油畫組第二名. 喜見台美史料中心登載多幅吳漱玉得獎油畫作品於台美畫家#44.

許吳漱玉藉 [珍貴可愛的南瓜] 寓言 [旅美退而不休] 開
創自己的 [另一段生命旅程]並與親友共勉 [放手吧！兒
孫自有兒孫福] 做個快樂的老人啦！
[另一段生命旅程] The Precious Pumpkins (14 吋 X18 吋)

許吳漱玉旅美工作所需展現才藝 退休七十畫人生
藉[捕捉記憶] 2015/4/23 - 5/5 油畫個展於紐約第一
銀行畫廊展出四十餘幅得獎畫作並寫冊-[話自己]
來 [筆繪傳奇旅美藝術人生].

截取《洞庭春色賦》
蘇軾
裊裊兮春風，泛天宇兮
清閒。吹洞庭之白浪，
漲北渚之蒼灣。 攜佳人
而往遊。

裊裊輕柔的春風，飄蕩
在天地宇宙間的清閒。
吹拂著洞庭湖的白浪，
瀰漫了北渚的青綠河
灣。攜伴佳人往來遊
憩。

《菜根譚》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
山綠樹；性天中有化育，
觸處見魚躍鳶飛
心地意念上保持清淨安
定，沒有煩惱波浪起伏，
隨處所在都是清幽的青翠
山林、綠樹成蔭。只要保
持自性天然中教化養育萬
物的作用，隨所接觸到的
處所，都可以自得其樂，
像游魚在深潭跳躍，像鳶
鳥在高空飛翔，各得其
所。

習書心得
對我來說，書法之所以迷人，在於
一步一步的學習，一步一步有不同
的境界，譬如今天有一個新的靈
感，或有一種心得時，就會有新的
體悟，而有更上一層樓的境界，那
是心靈的快樂與滿足。加上老師悉
心教導，和同學之間的切磋琢磨，
這些都是吸引我數十年來能「習書
不輟」的原動力。
莊秀美筆於 Edgewater, NJ

童年
李品逸

聼
巷口傳來爆米香的巨響
口袋裏玻璃彈珠 跳格子清脆的撞擊
喜餅盒裏倒出上百個尪仔標的窸窸窣窣
天黑了媽媽在院子喊著
數到三！一！二！三！
看
太平山草叢上薄如蟬翼的正月初雪
外澳海邊颱風天嘯狗浪捲起的白色漣幕
龍潭泳池旁咬著葱燒餅 凍得發紫的嘴唇
坪林將米糠一口一口 送進嘴裏的溪蝦
聞

春旅車站兜售的玉蘭花環
夏日西北雨 柏油路上冒出的漫天蒸汽
秋天控窯堆裏焦糖般的黃金地瓜
冬陽下曬了一天的酥香棉被
有些聲音已聽不到
有些風景已看不見
有些味道已聞不了
有些童年只屬於那一代的我們

早安，你好
簡良助
清晨，我常到附近的運動公園去慢跑，在園中，我認識了一位謙卑和藹的王課長。
我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為那天清晨，我們在園中的小徑上相遇，他先向我道聲早，當我聽
到這聲早時，以為是熟識的朋友向我打招呼，我抬頭一望，原來我們並不認識。不過基於
禮尚往來，我很高興地回了他一聲早。
經過第一次的道早後，從此我們清晨相遇，都會不自覺的打招呼，有時我先向他道
早，有時他先向我道早，更多時候，我們是異口同聲的互道早安。
每天清晨，來此公園運動的人，有如過
江之鯽，我發現王課長幾乎識遍來此園中的人，
對此我很驚異，也很佩服。
有天，我們佇足聊天，，我說他交遊廣
闊，所以園中有那麼多人跟他打招呼。他說他
不是交遊廣闊，這些打招呼的人是他向人先道
早而認識的。
他説。每天清晨他來此公園運動，只要
有人與他擦身而過，不論識與不識，不分男女
老幼，他都會自動先向人道聲早安，「凡道過
早安的必留下印象。」於是，他把不認識的人
變成 點頭之交，把先前點頭之交的，變成握
手之交，把過去握手之交的，變成談心之交了，
不自覺的相識滿公園。這聲早安，妙力可謂十
足。

為了證明早安的妙力，王課長說了一則他當上課長的事。
他說，他在一家頗具規模的石化廠工作，員工上百人。數年前，工廠的管理課長出
缺，有意角逐此職位者眾多，他資歷不深，並無行情，最後卻脫穎而出，雀屏中選，讓大
家跌破眼。

當他登上課長寶座後，許多人還紛紛探詢他中選原因；有人對老闆說·「這人學歷不高，
實歷一般，廠內學歷比他好的、資歷比他深的，比比皆是，何以特別升他？」
老闆說：「這人我暗中觀察很久，發現他特別有禮，每日到廠，逢人就自動道早道好。一
般說來，這種人心胸部比較開闊，個性也較爽朗，親和力夠，人緣也佳。管理課長，是要
帶人 管人，沒有開闊心胸及謙卑態度，如何帶領那些學歷高又愛自我膨脹的人？如何調
和那些自主強，待人卻又冷漠的人？在領導統御中，與其比 IQ，不如比 EQ。」
喜歡說早安，不只讓王課長意外升官，還讓他結了良緣。他常向人說，他們夫妻相
識，媒人是「早安」二字。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他搭清晨的火車南下高雄·上車後，發現鄰座已坐了一位妙
齡小姐，就坐時，他禮貌性地向這位小姐道聲「早」，小姐也大方的回聲「早」。
就是這聲早，打破了兩人的藩籬，開啓了彼此話匣。幾個小時的路程，天南地北，一路閒
聊，神情愉快，話也投機，不只留下良好印象，也留下對方的聯絡電話。
經過一年的交往，他們終於走上紅毯，共結連理，成了佳話。這段「溫馨早安情」，至今
成為他最津津樂道的美事。
王課長的早安哲學，也貫徹在家中。一日之計，早安開始。他說，早晨時光，空氣
清新， 人的心靈最明，彼此一聲早，家人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
這聲早，猶如消氣丸，可以將孩子們前日因意見不合而生的氣，消弭於無形。這聲早也像
除霜劑，可以將夫妻因冷戰，臉上所敷的那層「冷霜」， 解凍開來， 有時更像黏著劑一
樣，讓家人緊扣一起；平時，和樂一片，有事，和衷共濟。更可貴的，它有芬芳劑的效能，
一早讓家人沐浴在美好的氣氛中，這個氣氛，就像春風拂面，教人心頭舒暢。
向人道早，何以會有這等妙力？王課長解釋說，我們向人道早，身體會有兩個自然
的動作產生。第一個，嘴角咧開臉漾笑意。第二個，舒眉點頭，眼泛柔光。笑意，是親切
的符號；點頭，是禮貌的象徵。有笑意的臉，配上有禮的動作，當然能征服人心，受人喜
愛。
過去，我與人在園中相遇，只有熟識的我才張口道早·對不認識的，則是「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冷默不語的與他們擦身而過。
自從聽了王課長的早安妙力後，我也學著先向人道早安，不多久果然發現過去不認
識的人，現已成了點頭之交。我想再過些時日，這些點頭之交的，會成為我握手之交，又
過些 時日，這些握手之交的，會成為我談心之交。我一樣會成為園中很有人緣的人。王
課長的道早善果，我確信也是我的善果。

早安一聲，只是舉「舌」之勞，卻帶給王課長意想不到的諸多喜事。聽他的早安妙
力，我內心大喜，不敢專有，特撰此文，唯盼大家，清晨相遇，識與不識，互道早安，讓
偶然交會的雙方，在晨曦下，互放光輝。讓世間冷冷的人心，增加幾許暖意。

作者簡介
簡良助，生於民國 32 年 8 月 8 日，宜蘭縣冬山鄉人。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三研所結業。民國 57 年 8 月 I 日進羅東高工 任教，於民國 95 年 8 月 I 日退
休，任教時間長達 38 年。 教書是作者最大的樂趣，寫作只是作者業餘嗜好。作品著
有：《一字春秋》、《放眼看人 生》、《字裡乾坤》、《我娶了一個細姨》、《人間笑
談》、《往好的地方想（原名“男人老實說）》、《講東講西》、《心寬路更寬》、
《 我在羅工的腳印》、《夫子舞春風》、《鄕居好歲月》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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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Jane Huang Hsu, 12/18/18
My Ancestors and a Gift from Our Hilly Aborigines Great-Great Grand Mother

Several years ago, my third elder brother, Chang-sheng (黃長盛), an expert in building dam (shih-men
water dam), visited us in Binghamton, NY. My husband, Shin-yi Hsu,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from 1971.
My brother had finished a family history study about our relatives and our beloved homeland Gheelan. I
asked him about the Huang family history since my two children have asked me about our “roots”. He
told me that we are the 8th generation: our parents (7th generation), grandparents (6th generation), and
great-grand parents (5th generation) are all descendants of the immigrants from Tsang Chow, Fukien, East
China. All our male ancestors from great-great-grand father (4th generation) and above, 1st, 2nd, and 3rd
generation male ancestors were brave and adventurous to cross the stormy and dangerous Formosan
Strait. This crossing was against the Ching Dynas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luckily they landed safely in
a village called Ta-ke-kan (大嵙崁), Tao-yuan in Northern Taiwan. These men started families with the
native “Hilly” aborigine women to preserve and establish Huang family line on this newly found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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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emale ancestors from our great, great grandmother (4th generation) and above, 1st, 2nd, and 3rd
generation female ancestors were the Ta-ke-kan Hilly aborigine people (平埔族) , who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aborigines lived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Taiwan. Then I asked my brother how do you know
that these women were non-Chinese? He answered with one example of the aborigine’s heritage: These
women were supposed to wrap their children with a cloth strip (背巾) and place them on the back, if they
were the Han’s. Instead, the women tied the baby with a cloth strip on one end, and tied the cloth on
the other end on a big rock to prevent the baby from running away when they were working. They had
to start the fire to cook the sweet potatoes to feed the whole family while their men were working to cut
and clear the grass land as much as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allowed each day. Gradually they moved to
Gheelan and became land owners. It is like the meets-and-bounds cadastral system of the Northeast U.S.
in the same period. Unfortunately, it placed a great toll on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hey all passed
away in their forties. In the case of our father, in order to save money to buy more land, he never ate
outside, yet he died from stomach cancer in his forties when my elder brother studied in Japan. Ironically,
after the 2nd World W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land reform policy took away all our land because we
were students or too young to till the rice fields or vegetable fields. We were not qualified to own the land
our father and our ancestors exploited themselves each day to cut and clear the original grass land. Our
father died of hardship, and from eating all the preserved vegetables, etc. My elder brother, Ben-yuan
(黃本源), a country doctor, never allowed us to eat anything preserved. In my generation, 8 out 10 passed
away in their 80’s and 90’s. So far, two are still living. I am the last one. I am considered as eating healthy,
and reasonably healthy in my age group. It is a big progres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We
are healthier may be because it is a great gift from our female Hilly aborigine great, great grand-mothers!
Childhood Stories
My dear mother also died of breast cancer. She had a stressful life in an old traditional family, and was in
charge of the whole family, after my father died in his forties. My mother came from a rich Chen family
of Ta-fu, a coastal town in Gheelan. Every time she was mad or frustrated with things, she would cry
and ask my deceased father to take her to his place. Therefore, we always tried very hard not to
offend her by behaving ourselves.
My Mother Was My Grandma’s Baby Boy and As A Girl
The story I will never forget is when my Mom told me about how my grandmother lied to the village
official to save my baby mother by wrapping her with layers of clothing and told the person in the
immunization office that “mine is a boy” so that she was immunized against communicable diseases of
the time. I was about five years old and was so shocked and never forgot the point my mother tried to
make: as a girl I have to work harder to prove I am worthwhile for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Perhaps this
event inspired and impacted me so much later in my insistence to go and receive college education and
eventually came to UCLA with a financial assistance. This is all against my passing father’s point of view
that boys need to have college education in order to compete outside, and for girl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learn how to keep the house clean and neat, and teach the children to behave well.
By the time I graduated from the best Taipei First Girl High School (TFGH), my first choice was Si-Ta
because of the free tuition and free room and board although my father had passed away many years
earlier. In TFGH, the teachers taught me how to learn more and how to think, and I made more friends
and found out how smart and competitive my classmates were and how to work with them.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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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d and benefitted a lot at TFGH. I did not appreciate so much by going to Si-Ta mayb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took away almost all my father’s rice and vegetable field years ago by the so-called land-totiller reform policy. Anyway The Huang family had no money left to allow me to go Tai-ta even I passed
the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
Checking Whether My Relatives’ Guava is Ripe?
However, I did have great times in my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Every Summer I would go back to our
country farm house surrounded by big Bamboo Forest and stay with my mother and paternal
grandmother and played with my cousins. Each day we started with visiting the relatives’ gardens to see
if their fruits are ripe yet, such as guava, kumquat, etc. These relatives told me that they were very happy
to see me to go back in the summer – they would pick the ripe fruits and save them for me. I thanked
them and left.
Learning How to Ride an Adult Bike
Then, each of us would try to take turn to learn how to ride an adult bike the only bike available to us.
When it is my turn, my stronger male cousins would help me by holding the adult bike with their hands in
my back and run with me in my back in sandy country road, back and forth many, many times. Eventually,
they would tell me they were so exhausted and could not run with me any longer, and had to let me ride
alone. I got so excited and scared that I had to look for the straw pile on the side of the country road to
hit and stop the bike to prevent myself from a big injury.
Legacy of Huang Cheng-lung (黃振隆), A Humble and Low-key Gentleman
My cousin Huang Cheng-lung, the last child of my uncle, and I were very close. We played together every
day every summer. Later, he studied Japanese himself and got the scholarship to go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Japan. We always support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 ever since. He later became the Secretary General
for the Governor. So we called him “the Secretary General.” He told me how he lobbied for Gheelan
County Cult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got all the resources needed for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s for our hometown. He also told me from the beginning he asked the county officials to do
their best in planning with the best architects, designers, the best materials available in Taiwan. He told
me that the county officials did an excellent job with a big smile and big pride in his face. I feel exactly the
same and I am very proud of I-Lan. Mayb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agreed to writing this article for
President Richard Lin of Gheelan Association of USA even though I had never written anything before.
The story and legacy of the Huang Cheng-lung must be told and preserved to generations to come in
Gheelan!

Dragon Eye and Stomach Ache
During a late hot summer, my third brother, Change Shen, took me to pick the dragon eye fruit in our
mountain fruit farm between Gheelan and Taipei. It took more than half an hour and had to pass the
small sandy road on the fringe of the village graveyard. Once we got there, my brother climbed up the
tall fruit tree to pick and eat the dragon eye fruit himself, and then he would pick and drop some of the
fruit for me to eat. It was so sweet, fresh and juicy that I kept eating until totally satisfied and thirsty also.
I always went to the mountain creak to fetch some water with my palms and drink it. Later, when we 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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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our mother were so happy to see us safe home, and forgot about the spooky story near the grave
yards. Most of the times, I got stomach ache because of the bacteria in the clear mountain creek water.
However, we are very happy and kept on going back to the dragon eye fruit farm every late summer.
My Ancestors
One evening in the Summer at our country farm house, my mother asked me to write down the exact
dates and month of all our deceased ancestors so that my first sister-in-law, who is my mother’s substitute
in the Town of Ro-Tung, could prepare the food and fruit to worship the deceased ancestors. I started
with my father, my grandparents, my great grandparents all with names and the date of their passing.
After that, the female ancestors from great, great grandmother and above had no names only the male
ancestor had names. I though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male chauvinism. In fact, many years later, it
was confirmed through my third elder brother’s telling that these female ancestors were non-Chinese,
and thus without Chinese names.
Recently, our daughter, a nephrologist, asked me and my husband to have a DNA test through
“23andme.” The result are as follows for me:
99.9% -- East Asian & Native American
94.4%

Taiwan & Mainland China

1.4%

Filipino & Austronesian

0.5%

Indonesian, Thai, Khmer & Myanmar

3.6%

Broadly,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0.1%

Melanesian

My husband, Professor Shin-yi Hsu, is as follows:
84.6%

Taiwan & Mainland China

5.8%

Japanese

1.6%

Korean

0.4%

Vietnam

0.2%

Filipino

4.2%

Broadly Chinese, SE Asian

2.4%

Broadly Japanese, Korean

0.8%

Broadly East Asian, Native American

We may try to have another DNA Test run with Dr. Mary Lin of Ross Mackay Medical School Hospital in
Taipei if we have the chance.

三看白居易
林振成

背景: 多年前，有不少批評白居易的文章在世界日報刊登，我讀過之後，總覺得這些人是否認真地
去了解白居易及當時的社會環境，以至於有”自私、狹窄、嫉妒、殘忍”的論斷，認為白居易逼死了
關盼盼。這是我多年前投稿並在世界日報刊登的文章，但願對文史有興趣的同鄉可以參考。有關吳
(為吳崇蘭)、戴的文章可參考世界日報 2009 年七月至九月的報紙。

敝人少涉文史，僅賴各種報紙副刊囫圇吞棗，照單全收。對吳、戴兩位前輩立
論本想讀過就算； 但我從小到大沒認識幾個文學家，而偏偏白居易在我心目中
佔據了蠻大的地位，祇好也跟著翻閱相關書籍 一探究竟。我佩服戴先生的翻案
精神，不因人人都認為如此就罷手，但我發現幾個疑點就教戴先生或讀者； 若
能釐清，當可還白居易一個公道。
首先，白居易三首和詩中並無此首“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枚，歌舞
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一般說法是此詩為三首和詩之後的第四首，
問題是這有沒有可能是後人偽作？倒是第三首和詩：「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
尚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也有諷刺的意味。

第二是這三首和詩之後不久關盼盼就絕食而死，臨死前唸了一句：「兒童不識
沖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這就大有問題了。除非這也是後人偽作，否則白
居易就脫不了干係。然而偽作並非不可能，因為這些敘述大致從 300 年後南宋
《唐詩紀事》才開始有記載。事實上這件事也是小說、編劇的好材料；祇要有
市場，一定還有加油添醋的說法。如戴文所述，有關於盼盼的原始文字，文獻
史料，其實僅得白公之《燕子樓‧詩序》，其中燕子樓三首為張仲素新詠；而
南宋計有功編的《唐詩紀事》裡卻變成關盼盼所作。 《唐詩紀事》中盼盼為
張建封妓也不對；至於《御定全唐詩》已是清朝的東西了。 我懷疑這整個故事
是民間小說家為了使張仲素燕子樓三首及白居易三首和詩的劇情高潮迭起而編
出來的，才會把張愔改成張建封來誇張化劇情。宋朝禮教趨嚴連司馬光都為其
寡母鳴不平，民間將關盼盼的殉情戲劇化更有助於禮法貞節的約束。因此應為
白居易翻案，否則正史應為關盼盼作傳。
第三是在開放的唐朝，在“不拘禮法、不重貞節”的唐朝，白詩縱然有諷刺的
意味，一般人不見得在意，白居易與關盼盼僅一面之緣，和詩三首時年約 43 至
44(註 1)，詩興大發時或許忘了(或不知)伊人豈是尋常物。
關盼盼不見得是因白詩而走上絕路，她抑鬱以終或許比較合理；但白居易卻為
這第三首和詩的孟浪而不安。 這一點一滴或有蛛絲馬跡可尋。在白居易處理關
盼盼身後事時 –– 他想辦法讓關盼盼葬在張愔墓側，以及晚年他歸隱洛陽香
山，心知時日不多時，遣散了侍姬樊素與小蠻，不想她們重蹈關盼盼的悲劇，
可知這第三首和詩讓他耿耿於懷。
問世間情為何物？關盼盼為張愔、馬盼盼為蘇東坡、唐婉為陸游這千古悲情若
非經過豈是你我能體會，三言兩語能道盡; 甚至以趙士程的翩翩風度和坦然的
胸懷都無法解唐婉的結，關盼盼的悲劇與其說是因白居易的詩不如說是歷史的
必然。當她們鑽入牛角尖後，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驅使她們走向悲劇的結局，
心理專家都不見得能解。我不同意她們的傻但卻衷心地感佩她們堅貞的愛。
至於吳先生的結論則更甚於一般的評論。參閱正史新、舊《唐書》，白居易的
議事態度有時讓皇帝都受不了以至於幾度浮沉，以及白居易的詩文，襟懷宏敞
方能鋪陳長恨歌，細緻委婉才能感受琵琶行，這豈是”自私、狹窄、嫉妒、殘
忍”的人作得出來、擠得出來的？
(註 1): 張尚書應是張愔，卒於元和元年(806 年) ，而非張建封。依張建封墓
志，張愔為其三子 (新舊唐書僅載其子一人)。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 歲，進
士及第，十八年(802)為校書郎， 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舊唐書》本傳
的譯本居均已改正。

美國的新紀元 -- 彭斯時代的來臨
作者:老么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在華府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發表縱橫捭闔且措詞嚴厲的對華政策(Note1)以及在 APEC 上類似最後通
牒的發言標示著四十年對華懷柔政策的結束及對華強硬政策的伊始。不僅從新審視美中關
係，更拉開美中近冷戰(Note2)的序幕。演說中彭斯目光真誠，語氣平和，冷靜堅定，一
如往昔。彭斯說，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已經對中共的種種挑釁採取果斷行動。有人
將彭斯的演講比作一篇“反共宣言”。演講中，彭斯數次將“中國”和“中共”進行區分，14 次
直接點名“中國共產黨”一詞。 在歷任副總統中也從未有如此被倚重的副總統，彭斯算是
開了先例。川普總統的當選跌破一堆人的眼鏡，也為華府注入新心血、打開新氣象。在外
交上讓各國從新認識美國，必須和美國公平對待，公平貿易。自二戰後各國吃定美國的日
子已遠揚而去。但在內政上，雖然股市在高處徘徊、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非常低(2018
年第三季為 3.7%)；川普總統卻有揮之不去的夢魘。通俄門無法平息；期中選舉雖不算失
敗，但彈劾動議繼續發酵；
更糟的是，無論是川普對
美國出生的墨西哥法官能
否公允地審理他的案件之
質疑，或是性騷擾的談話
影片外洩；川普在操作族
群政治，是非常明顯的種
族歧視。而在副總統彭斯
身上卻沒有這些負面的資
料和新聞。在哈德遜研究
所發表對華政策之後，更
是一舉定江山。且看六年
後的彭斯新格局!
虔誠的基督徒 強硬的保守派
“我是一名基督徒，一位保守主義者，一個共和黨人。”彭斯在 2016 年 7 月 20 日共和黨副
總統的提名演講中如是說。這是彭斯的個人名言，他在不同場合中多次提及。
彭斯 1959 年出生於民風保守傳統的印第安納州，成長於一個以信仰為重的愛爾蘭裔中產
階級家庭。彭斯的父母在小鎮上經營一家便利店，生意不錯。他見證了父輩一步一步實現
“美國夢”的過程。
彭斯的外祖父年輕時從愛爾蘭的一個小鄉村來到美國，在芝加哥開了 40 年公交車並以此
為榮，正像母親告訴他的一樣，美國不僅有生活，還有夢想，而他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
彭斯繼承了外祖父的名字和美國精神。
彭斯的父親參加過朝鮮戰爭，被授予銅星勳章，但他從來不講自己在戰場上的英雄事蹟，

戰後經營一個連鎖加油站。父親勇敢、愛家和富冒險精神等基因，無保留的遺傳給了彭斯，
父親堅強的背影是他心底永遠的感動。彭斯的父親 1980 年代去世，彭斯的母親獨自養育
6 個孩子，努力支撐整個家庭。她還回到大學，拿到畢業證書。所有關於母親的美好詞彙，
用於這位英雄般的母親，都不為過。彭斯的妻子 Karen，是彭斯的靈魂伴侶，也是事業夥
伴。他們在教會的一次敬拜時認識，彼此一見鍾情，1985 年結婚。此後至今的三十多年
裡，他們攜手同甘共苦，愛如初見。
彭斯畢業於漢諾威學院歷史系，後獲得印第安納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投身政壇之前，曾擔
任過律師、電視和電台節目主持人。2001 年至 2013 年，彭斯連任 6 屆國會議員，一度出
任眾議院共和黨黨團會議主席，成為眾議院共和黨第 3 號人物。此外，他也在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任職。在眾議院期間，彭斯不依據黨派、人數、輸贏來投票，而以保守派立場投票。
他堅守基督教信仰，即使固守清貧，也拒絕同流合污。
《紐約客》2017 年報導，彭斯 2016 年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參選時公佈的財產狀況顯示，其
銀行存款不到 1 萬 5 千美元，家庭資產約四十萬美元。
2013 年至 2017 年，彭斯出任印第安納州州長，政績斐然。他推動了印第安納州史上最大
的減稅舉措，實現財政盈餘，州政府債券獲高評級。川普總統曾表示，“印第安納州，是
透過減稅，實現繁榮、成就公民夢想的典型案例。”
推動減稅 提振經濟
《資治通鑑》有云：“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彭斯深諳富國強兵之道。 2013 年 1 月 14 日，
彭斯在就任印第安納州州長的演說中說，“公共政策必須以就業為中心，並保證當代及未
來的機會。”他言出必行。正式就職一周後，即發表州情咨文，正式提出“減稅讓利”政
策，讓個人、小商業主和企業獲得更多利潤，從而刺激經濟增長。2013 年 5 月 8 日，彭
斯簽署了一項涉及 300 億美元的預算法案，為本州居民減稅超過 10 億美元。之後三年，
彭斯堅持“減稅”理念。至 2016 年，印第安納州和三年前相比，新增 12.9 萬個就業崗位，
失業率從 8.6%下降至 4.4%。除了提振經濟，彭斯還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包括對教
育系統的改革。
改革教育系統
彭斯表示：“唯有孩子在教室成功，社會才能在未來成功。”彭斯支持家長和學生在公立和
私立學校中自由選擇。在這樣的政策推動下，公立學校被迫參與競爭，主動提升教學質
量、改善教育條件。州政府財政實現盈餘後，彭斯還拿出數十億美元，投資教育和基礎設
施。反觀紐約市長白斯豪(Bill de Blasio) 卻反其道而行，不思提高落後的學校的競爭力，
反而回過頭來限制好學校的招生，迫使能力差的學生也能進入好學校，其結果就是好學校
必須降低教學標準讓這些低素質的學生能繼續待在好學校。
反對墮胎和同性戀 並簽署保護信仰自由法案
作為印第安納州的州長，彭斯曾簽署全美最嚴厲的反墮胎法令，禁止以胚胎的種族、性別
和殘障為理由而墮胎。彭斯反對同性戀。 2006 年，他表態反對同性戀者爭取婚姻平權，

認為只有異性戀才有結婚的權利。 “不讓同性戀結婚，並不是歧視，而是在執行上帝的旨
意。”
彭斯始終堅守基督教保守派的本色。 2015 年 3 月 26 日，彭斯力排爭議，簽署“恢復宗教
自由法案” ，主張“公開對神尊崇”。反對人士指責該法律歧視同性戀。彭斯為此召開新聞
記者會。他堅持初衷，指該法律不涉及歧視，其宗旨是給該州的宗教自由注入活力，而並
沒有給予任何人歧視他人或者拒絕提供服務的權利。
將勝選的榮耀歸於上帝“恩典”
在獲得副總統提名的共和黨大會上，彭斯呼籲道：“我們是上帝腳下的自由之邦，秉承自
由、民主與公正的信念……”他在列舉了自己在印州的政績後表示，美國需要強大，世界
需要美國的強大。在世界舞台上，川普將帶動和領導這個世界。
彭斯表示，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和民權活動家馬丁‧路德‧金，是他最崇拜的兩位英雄。川
普稱彭斯為“有個性、有榮譽感和誠實的人”。紐約市長朱利亞尼曾回憶說，“9‧11 紐約世
貿中心遭恐怖襲擊，我們在最困難、最需要幫助時，彭斯作為國會議員最快到達現場。”
彭斯在選戰中為川普獲得更多保守派共和黨人的支持。競選期間，川普多次遭遇危機。彭
斯以他在國會的良好人脈以及謙虛、沉穩、理性、謹慎、果敢與溫和的表現，多次為川普
和共和黨加分。大選投票前 4 天，彭斯呼籲，“我們應該為國家祈禱，像林肯那樣的祈
禱。不是說神站在我們這一邊，而是，用他的話說，我們願意站在神的身邊。”2016 年 11
月 19 日凌晨，在紐約共和黨的勝選慶祝大會上，彭斯發表演講時深表感恩和謙卑，他表
示勝選是來自上帝的“奇異恩典”，將榮耀歸於上帝。
他在介紹川普出場時同樣充滿了謙卑和敬意，他在感謝家人之後說，“最要感謝的是我們
今天當選的總統。他的領導力和想法會讓美國再次偉大。所以，請讓我懷著崇高的榮譽和
敬意，向你們介紹這次當選的總統唐納德‧川普。”
就任副總統後，彭斯依然堅持參加基督教教會禮拜天的禮拜。 “對我來說，這是一周中最
棒的時間，這也是一個生命更新的時間。”基督教信仰讓他內心充滿“感恩和喜樂”，彭斯
說，“很多年來我的信仰都被考驗，需要倚靠上帝的次數我可能都無法數清楚。”“祂是我
生命真正的中心……”
對華政策演講：美國和中國人民都是中共的受害者
2018 年 10 月 4 日，彭斯在演講中明確表示，美國和中國人民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受害者。
“美國曾希望經濟自由化將推動中國與我們以及整個世界建立起更強大的伙伴關係。但相
反，中國（中共）選擇了經濟侵略，並使其不斷強化的軍隊肆無忌憚。”“中國（中共）也
在比以往更活躍的方式運用這種力量，對我們的國內政策和政治施加影響及干預。”他
說，最為惡劣的是中共試圖干涉美國 2018 年期中選舉以及 2020 年的總統選舉，“坦率地
說，川普總統的領導正在奏效，而中共所想要的是另外一個美國總統。”他表示，川普政
府已經採取果斷行動來應對中共的挑釁，“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我們已採取果斷行動，
以美國的積極領導作用對中國作出回應。”彭斯說，經濟發展沒有促進中國的人權和宗教

自由，相反，中國人權和宗教狀況持續惡化。“到 2020 年，中國統治者的目標是實施一個
奧威爾式體制（Orwellian system），旨在控制人民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但正如歷史所
表明的那樣，一個壓迫自己人民的國家很少就此止步。北京還試圖將其影響擴展到更廣泛
的世界範圍。”

天見久遠 彭斯提醒北京莫忘“天道”
在演講的最後，彭斯提醒北京中共勿忘“天道”，他說，“中國有句古話：‘人見眼前，天見
久遠。’”彭斯同時對習近平和中國人民表達善意。他暗示，兩國應在“天道”的指引下，開
啟新的美中關係，“堅信上蒼能看到未來 — 在上帝的恩典下，美國和中國將共同迎接未
來”。
Note1: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在華府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發
表目光真誠，語氣平和，冷靜堅定的對華政策视频（有中文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mupR3UFuQ&t=8s

Note2: 美蘇冷戰 遠非中美貿易戰 (或說貿易摩擦) 所能比擬，當時美國 24 小時全天候有
B52 轟炸機攜帶核彈在空中待命。但是中美之間的摩擦卻因中共幾十年來對中國
人的洗腦而揮之不去。一邊享受美國的好處，一邊叫囂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現
在總算如願了!

笑談數則中國人的英文中譯
王柏農

近期出遊，我增加了一項尋樂的工作，那就是專門尋找英翻中的各類名稱，從路名、店
名、廣告、菜單、影片，到道路施工警示牌…..等等，到處都可找到我要的。這些中文翻
譯，因為都是簡體字，沒有例外，因此我能肯定地說，那是出於中國人之手。它所以會引
起我的興趣，在於它不但粗俗、生硬、直接，毫無美感，甚且文不對題，慘不忍睹。以下
略舉其中數則：
描述大災難的美國早期電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被譯成「後天」，真是哭笑不得。
英文的原意是強調災難後的恐佈景象，「Day」這個字是在形容「災後」，怎麼會有”後
天”這個特定日？記得當時臺灣是譯成「明天過後」，我認為還蠻傳神的。
「Jack in the Box」是美國一家全國性漢堡(Burger)連鎖店的品牌，它竟然被譯成「傑克在
箱」，實在不知所云。這讓我想起另一家同樣是漢堡連鎖店「In-N-Out Burger」，中國人
一定會把它譯成「進和出漢堡」。

今年十一月有機會乘坐 Majestic Princess 郵輪遊覽澳洲 Hobart 城。在一艘環
湖小船上，有一支影音短片介紹湖中的一個小島，是用英文解說但附有中英
文字幕並排。當中「Isle of the dead」被譯成「死亡之島」。「Dead」作為形
容詞用時，意為死的、無生命的、荒廢的，是抽象的。但是，作為名詞用的

話，則字前必需加上定冠詞「the」，意義則變成「死者」或「死亡者」，是
有實體的。「Isle of the dead」真實意函是「埋葬死者之島」，但是譯成「死亡之島」就
變成「the Dead Island」，是「死的/荒棄的島」，意義完全不同。另外一則是郵輪每個房
間的浴室門上，都卦了一個「Watch Your Step」警示牌，提醒房客出入浴室時要注意安
全，因為浴室和房間的地板高度不一。中國人把它譯成「注意腳下」，其實譯文「注意」
和「腳下」都不對，因為是安全危險性的警示，應該用小心較妥。而用「腳下」之謬誤，
是它怎麼會是腳下的問題呢？「Watch Your Step」是在強調身體的動作，而不是身體的部
位。譯成「小心抬腳」或「小心跨步」，才是正確。
而最絕的，大概莫過於下述這則了。去年十二月我們幾對朋友搭乘 Royal Caribbean Cruise
Line、當今全球最大又最新的 Harmony of the Seas 號郵輪，共遊西加勒比海。可能 RCCL
公司看好中國遊客多，所以菜單特別譯成中文，提供英中對照表。其中一道菜叫「Fish of
the day」，卻被譯成「魚的一天」，真是天才，用 ”拍案叫絕” 形容，是最妥適不過。當
然散文家用 ”魚的一天” 作題材，一定可以寫出一篇生動活潑的散文出來。可是菜名「魚
的一天」，請問它是怎麼做的？同一張菜單的另一道菜，菜名「Whipped Cream Chicken
Soup」被譯成「鞭打奶油雞湯」，也有趣極了。英文 ”Whip” 這個字，可用於鞭馬，也可
用於打蛋或打奶油使它起泡，還有很多其它的用法，但都和動作快速有關；用於打蛋或打
奶油時，中文就不能使用”鞭”這個字。我很想看中國人如何利用鞭策馬匹的長條鞭，來打
蛋或打奶油!
下面這則是中翻英，同樣精彩絕倫! 目前在中國和臺灣很流行、由中國拍攝的宮廷劇「傾
世皇妃」英文被譯成「Princess Dumping World」。「皇妃」譯成「Princess」(公主)不可
笑，「傾世」譯成「Dumping World」則是神來一筆。筆者左思右想，終於悟出脈絡。原
來，譯者是把「傾世」還原為「傾倒世界」的縮寫，而”傾倒”若查字典，會出現 dump(意
為傾倒垃圾) 這個字，而”世界” 的英文是”world” ，因而兩者連接起來就便成”dumping
world” ，「 傾世皇妃」變成「Princess Dumping World」，真是天才!
讓我納悶的是，上述這些, 都不是出現在小公司或私領域的地方，而是公開出現在大公司
或政府機關的廣告品或宣傳品上。使用或公開前，理應都要經過相關主管單位的覆核和批
准。但是，事實就是如此，這些不可原諒的錯誤竟然到處存在，好像單位裡都沒有監管審
核制度。難道世界各國認為中國已是經濟強國，在堅強消費力、有豐厚經濟和政治利益的
迷思下，中國的一切做法都可以不必經過檢驗，一切都是美好，都是正確？

中共二十年來的坑蒙拐騙
作者:老么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往中國
一面倒。若非1989年的 64天
安門大屠殺 使得美國對中軍
事武器及高科技產品禁運，
也許除Apache 武裝直升機 (註
一) 之外，F16 也早已飛翔在
中國的天空! Clinton 柯林頓
總統無視美國製造工廠一個
一個關閉，各家工廠一個一
個搬到中國；美其名是，美
國需要的是服務業及華爾街
股市的繁榮。這使得多少製
造業蕭條；其中最有名的就
是底特律的破產。看著那一
祯一祯破敗的照片，實令人不勝噓唏。小布希上任之後需要中國配合反恐，也放任這趨
勢繼續擴張。歐巴馬政府更無視中國“騰籠換鳥”的大動作。最終使得整個製造業，從低
端的紡織及玩具製造、中端的汽車零件及工具、電腦的裝配及簡單零組件、到高端的硬
碟製造、閃碟(Flash Drive， SSD)製造、網路設備，都是在中國製造。現在更往晶片製造
上下功夫。
再來談談中國共產黨四十年來的坑蒙拐騙。事實上，中共的坑蒙拐騙自他成立以來一向
如此。以前的事留待他人去整理，現在只談這二十年來最明顯的事:

坑蒙:
一帶一路為什麼到處出問題? 中共首先對想要侵占的國家提出宏大的基礎建設計畫並給予
貸款。也就是說該國甚麼都不用幹，就會憑空出現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現代化港口、
現代化機場或高樓大廈。其結果就是擁有大而無當的基礎建設，卻無力償還貸款。最後
只好放棄該建設，或讓中共擁有99年的使用權。若該國政府 知道其中的陷阱，則賄賂決
策者使案子過關。舉幾個例子: 斯里蘭卡將漢班托塔港拱手相讓 (註二) 。巴基斯坦瓜達爾
港運營收入利潤的91%歸中國(註三) 。 馬爾地夫(Maldives)將淪陷；對馬爾地夫來說最大的
難關恐怕是積欠中國大陸的20億美元(也是馬爾地夫一年的預算)債務問題！前總統納席德
透露因為背負龐大的債務，中國大陸最快要在2019年接收馬爾地夫領土 (註四)。雖然大陸
外交部否認傳言，但看看馬爾地夫向中國大幅舉債發展的基礎建設，包括機場、公路、
橋樑。大陸在馬爾地夫的外債比率高達80％，按照契約如果馬爾地夫無法如期清償債

務，大陸真能要求取得基礎建設的股權。 馬來西亞及緬甸則大幅削減與中國合作的計畫
規模。馬來西亞並起訴涉貪瀆案前首相。現在，連中國一向稱為”巴鐵”的巴基斯坦 也把
總共600億美元的許多基礎建設縮小，其中更稱資助條件難接受，而拒中國140億美元注
資建大壩，因為物資來自中國、人員來自中國、而貸款更不經過巴基斯坦的銀行而是直
接由中國的貸款銀行會給中國的建設公司。整個基礎建設過程中，對巴基斯坦的經濟一
點好處都沒有。尼泊爾取消中企25億美元水電站合約，稱未經招標違法但不涉及政治。
一些中亞的國家也開始反彈，當然其中的反彈也有俄羅斯的影響。總之，一帶一路已變
成不歸路!

拐騙:
高速鐵路技術騙到手後，另外在中國申請專利然後輸出。當然德國和日本告中國鐵道部
的案子在中國絕不可能勝，只好眼睜睜看著中共橫行天下。
美光告福建晉華的案子 更
絕。聯華偷了美光的技術
不敢用，只好和中共成立福
建晉華 來偷用美光的技
術，美光在福建告晉華居然
敗訴 (會贏才怪!) 這當然使
得美國商業部跳腳。最後只
好制裁福建晉華。還有幾個
晶片製造的案子，依我看最
後也只好以制裁來迫使中國
按照公平合法的原則來進行
貿易。
歷史總是因緣際會。如果中
國再晚三年提出 “中國製造
2025” ，那麼生米已煮成熟
飯，許多中國晶片廠陸續投產，就會把全世界晶片廠打趴在地。
這兒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製造的東西會打趴全世界? 這就和中國進入WTO 後的”
騙”有關。當初中國是以 發展中國家進入WTO，並答應在之後的5到15年間陸續改善貿易
條件及降低關稅；但這十七年來中國享盡WTO 中的優惠條件之後，總是拖延其應該履行
的義務，使得至今其關稅平均在25% 左右，而美國的關稅卻平均在5%左右，更有甚者，
因為郵政的協定，使得 美國必須為每一件從中國寄到美國的產品付出大部分的郵資，所
以我買的不少電腦零部件，雖然網路上所寫的寄件地址是在美國，但收到包裹後卻發現

原始發貨地址是在中國，而且運送速度差不多在14 天之內，不比從西岸到東岸慢多少，
當然最重要的是美國要分擔郵資差額。難怪美國要退出萬國郵協。

假貨、次級貨充斥:
上個月美國紐約海關公布假貨來源，今年前十個月約有四億美元的假貨(約80%)來自中
國，難怪曼哈頓中國城的名牌假貨名聞海內外，屢禁不止。馬雲說得好，在Alibaba 淘寶
網買東西很刺激，因為你不知道買到的是真貨還是假貨，只有拆開來那一剎那才知真假!
我有收集錢幣的嗜好，但是從中國寄來的錢幣幾乎都是贗品，因此我已不再收集中國的
錢幣。現在更糟糕的是有許多打著重鑄古錢幣(Replica)的再造幣，根本和真的一樣(註五) ，
雖然已註明是再造幣，但這些再造幣一定會流入真幣市場，看來不久之後，連美國錢幣
及日本錢幣都不能買了。甚至，川普和金正恩高峰會是聯合國和北韓韓戰後的破冰之
會，白宮發行紀念幣最後的價格是一百美元，但是從中國來的類似有抄襲之嫌的紀念幣
卻只有數美元，初入市場的新手根本分不清楚真假。凡此總總，在在顯示出整個市場會
被打亂，然後被中國侵吞。至於電子產品的零部件，中國先用非常便宜的次級貨打爛整
個市場然後就主宰了市場；舉個例:USB 或 Network Attached RAID Box 已被中國佔據大
半，所有不知名的品牌，幾乎都是中國產的。規格都寫得很漂亮，但用起來卻糟糕得很
(USB3的速度僅應有的 1-10%)。蘋果的周邊產品也是如此，我的朋友送我一條6呎長的充
電的線 (lighting cable)用了一星期後就廢了!
但願我們能有破除此歪風的解決之道!

64天安門大屠殺之前，美國已賣了Apache 武裝直升機給中國。這也是在
中國高原上唯一能飛的直升機。但F16戰鬥機的買賣卻僅止於意向書，還未到簽約的
地步。

註一: 在1989年的

Rajapaksa）寫了親筆長文，用一系列
數據實力回擊了報道中的不實內容。拉賈帕克薩強調，在自己還沒下台的時候，中
國便從未主動要求租賃港口，或者港口以外任何一寸土地。是現在的斯里蘭卡政府
建議中國，把整個港口都租掉的，因為無力負擔償還中國的債務。

註二: 斯里蘭卡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註三:

巴基斯港口航運部長拜贊久向該國議員披露，在接下來的40年，瓜達爾港口運營收
入利潤的91%歸中國，瓜達爾港管理局獲得另外的9%，引起巴國部分人士不滿。

註四:但大陸外交部嚴正聲明說對馬爾地夫的一切描述都是無稽之談。
註五:由於科技的進步，仿真幣已可以和真幣完全一樣。以前的仿真幣會打上

(REPLICA)
的字樣，而現在的仿真幣卻不打上這樣的字樣，所以可以輕易地進入真幣市場。

我認識的楊安澤 -- 首位亞裔美國總統參選人
王劭文
直奔白宮，當仁不讓-- 啟發民眾編
織新美國夢
聽說過楊安澤(Andrew Yang) 嗎？
他是美國史上第一位亞裔的總統參
選人，楊安澤的爸媽跟我一樣是來
自台灣的美國移民，一位是物理科
學家，一位是藝術家，夫妻倆栽培
出兩個兼具數理大腦和人文關懷的
兒子，一個成為心理學家，另一個
就是楊安澤。

當楊安澤在2018年初宣布爭取美國民主黨提名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時，我還不認識他，
他的知名政見是施行全民基本收入補助制度（universal basic income)，也就是他主張政
府發放給18-64歲的美國人每人每月$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補助來因應老百姓薪資低
迷、高科技機械化取代越來越多人工的問題。我初步閱讀到這項政見，我反覆思索一番，
覺得這個社會問題是存在並且需要被處理的，而他的提議不失為一個方式，每月$1，000
美元不足讓一個人在美國可以不工作就能生存，但確實會有助減輕不少中產階級的財務壓
力。
就在我想多了解楊安澤的時候，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紐約分會當時的會長來電，表示楊安澤
的媽媽是我們婦女會的會員陳鈴珠女士，會長希望我幫忙串聯資源讓多一點人認識楊安
澤。因此，我要求與楊安澤先在他的競選辦公室碰個面，會談時，我發現他確實十分關心
民眾面臨的困境，他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還很有責任地收集資訊、分析問題、尋求解決
方案，並很想跟大家分享這些想法和資訊，這讓我頗為感動。
於是我開始與紐約台灣商會及青商會合作，2018年10月7日為楊安澤舉辦了一場「創業及
社會責任」非政治性的講座，先讓大家看看這個成功的創業家如何同時貢獻社會。當天他
與民眾互動甚佳，口才很好，內容實在，態度真摯，很多出席的民眾跟我說非常期待看到
如今出來競選的楊安澤，如何與人辯論重要政見。
也因此，我和紐約社區賢達江明信、黃再添等人帶頭籌辦了2018年12月4日楊安澤「政見
交流暨募款會」活動，那天晚上楊安澤除了與民眾一同討論政策，並表示他知道有人說他
應該先從參選地方官職開始，而非直接跑去選美國總統，但是若要等到別人說輪到亞裔人
口當家時才出來，那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他說亞裔民眾的才幹不輸人、愛美國不輸人，
當然應該當仁不讓，此言一出，現場民眾點頭如搗蒜。現場多名義工和超級司儀林映君
女士都鼓勵民眾多捐款支持楊安澤參選，當晚大家都感到振奮、融洽。

大家都知道得到民主黨黨內提名是不容易的，何況是選上總統，但是很多人都掏出了腰包
捐助，也有主動出力安排楊安澤到更多地方演講和募款的人，大家這麼支持是因為無論選
舉結果如何，只要楊安澤的參選之路走得越長，就有越多人能認識這位傑出的亞裔、台美
人第二代，受他的啟發和感動，一起為美國人的福祉奮鬥，這是身為美國人的共通願望。
捨律師高薪，救美國經濟-- 總統欽點企業家大使
雖然是這幾個月才認識他，但楊安澤其實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Columbia Law
School)的學長。他90年代就畢業了，我看過統計數字，哥大法學院的律師平均收入比哈
佛法學院畢業的律師還要高，特別是擔任公司法的律師。楊安澤甫畢業就進到大型律師事
務所當公司法的律師，他大可自己錢賺的飽飽、給自己孩子過好日子、上貴族學校就好
了，但他卻沒有選擇那條路。
才做了幾個月，楊安澤決定辭去法律圈的工作。他開始搞科技創業，從最初的失敗中學習
到最後成功創業，將公司賣給華盛頓郵報集團下的企業後，2011年他又選擇了一條常人
不走的路--成立慈善機構「為美國創業 (Venture for America)」提供獎助金和訓練課程指
導年輕人創業。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後，受害最深的是中西部二線城市，當時楊安澤帶
這些年輕人到那些地方開創事業，幾年下來為那些都市創造數千個工作機會。「為美國創
業」開始得到嘉獎無數，包括來自白宮的肯定，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欽點楊安澤為企業
家大使，數次向他請益國家大事。
我想當初楊安澤跟父母報備要辭去律師職位去闖天下時，大概也讓他們緊張了一下，但是
甚麼樣的子女最終會是父母的最大驕傲呢？單純賺錢賺很多的？還是在成就自己之餘，還
能積極貢獻己力造福社會的呢？我想答案很明確的。
不憚反對聲，耐心作溝通--最佳亞裔形象代言人
楊安澤今年宣布參選後，已經上了不少美國主流媒體頻道，有一回美國大型媒體福克斯新
聞台(Fox News)訪問他，主播是明顯偏向共和黨的，跟楊安澤的立場很不一樣，雙方交
談並沒有很順暢，但是訪談到最後，楊安澤成功將政見解釋清楚，這個主播雖然沒有被楊
安澤說服，但是他變得十分欣賞楊安澤的誠懇溝通，這不就是民主嗎？我常常想，如果楊
安澤2019、2020年都能夠一路過關斬將，那麼會有越來越多人看到這位亞裔、台美人第
二代的表率，知道我們社區出來的人不僅有才幹、有膽識，還能帶領、捍衛民主的對話。
幫助楊安澤在競選之路走得越久，就有越多人會看出亞裔社區可以給美國的貢獻。這不就
我們想要的嗎？我們多多支持他吧！
* 若想了解楊安澤的政見和競選活動消息，請造訪競選官網: www.Yang2020.com。若想
進一步了解楊安澤的成長故事和2018年夏季在愛荷華的演講中文稿，可以上網搜尋世界
週刊的相關系列文章。

簡介聯合國 UN 及非政府組織 NGO
林秀合
聯合國 UN
每年九月中當世界各國元首來聯合國開大會時，我們台灣人就去示威大喊「UN for Taiwan」。
兹簡述聯合國接受新會員的步驟:
1. 向秘書長呈繳申請入聯書及一封信表明願意接受會員國的責任。
2.文件交到 安全理事會審查。15 個委員國中如有 9 個委員國推蔫而且所有有否決權的
5 個國家都接受才能過關送到聯合國大會。
3, 大會需三分之二的會員國通過才能成為聯合國會員。
可見入聯是何等的困難！如何讓中國不投反對票及如何結交三分之二的 193 會員國是需要很大
的智慧。讓我們大家共同來努力創造奇蹟。
聯合國的創會歴史：
1. 1942 年有 26 國 宣佈聯合國宣言。
2. 1945 年有 50 國 制定聯合國憲章。
3. 1946 年 1 月大會開第一次會。
4.
2018 年聯合國有 193 會員國。
聯合國的任務：
1. 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2. 維護人權。
3. 提供人道救援。
4. 推廣永續發展的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
5. 確保國際法。
聯合國組織：
1.大會 GA (General Assembly): 有 193 會員國及 40 多觀查員。每年 9 月到 12 月
中開會。主要任務是討論及決定重要政策，如和平及安全，新會員加入及預算需要三分
之二通過，其他事項只要大多數通過即可。GA president 一年制。GA 包括 6 個委員
會 (Committee): (1) 裁軍及國際安全(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 經濟與金融, (3) 社會人道主義及文化,(4) 政治及非殖民
化,(5) 行政及預算,(6) 法務。
2. 経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 ECOSOC：有 54 會員任期
三年，其他會員國可參加會議但沒有投票權。主要任務是經濟社會環保政策的討論審查，

契約的執行。包括許多委員會( Functional commissions, programmers & funds)
及 17 個 agencies 附屬機構。
3. 安全理事會 Security Council ：主要任務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推薦秘書長，
審核新會員國, 及開除會員國。有 5 個永久會員國 （美國 USA, 俄國 USSR, 中
國 China, 法國 France, 及英國 England) 及 10 個任期 2 年會員國(由大會 GA
選定) 。
4. 國際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主要任務是依國際法調解會員
國提出的糾紛。有 15 名任期 9 年的委員, 由大會選出。
5. 托管理事會：1947 年 7 個會員國托管 11 個領土.1994 年因為都獨立, 故停止運
作。
6. 秘書處: 協助聯合國各單位的工作。秘書長由安全理事會推薦，大會選出，仼期五
年。
NGO(非政府組織)参與聯合國最主要是在 ECOSOC functional commissions。
ECOSOC functional commissions: 主要有
• Commission on Social Development: 2 月開會
• Commission on Status of Women: 2 月底到 3 月初開會
• Statistical Commission：2 月底開會
•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 4 月到 5 月開會
•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4 月初開會
•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月底到 5 月初開會. 1992 年開 Earth
Summit; FCCC(Framework Convention of Climate Change); 2012 年 Rio+20: 2015 年
定 post 2015 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定 17 個目標 goals, 169
targets, and 230 indicators 來衡量成果解決世界貧窮社會經濟問題及永續發展。
UN wet site: www.un.org
UN webcast: ：http://webtv.un.org/
NGO 非政府組織
UN article 71 及 ECOSOC resolution 1996/31 决定 NGO 在 UN 的參與和條文。有諮詢身份
的 NGO 才有資格參與在聯合國内的會議。ECOSOC 設有 ECOSOC Committee on NGO 由 19 個會員
専門處理 NGO consultative status (諮詢身份) 旳申請，每年 1 月及 5 月開會審查。
有諮詢身份的 NGO: 1946 年有 41 個，現在有 5083 個。分 General, Special, and Roster 三
種資格。 General and Special 身份的 NGOs 每四年必須交‘quadrennial report' 活動及財
務報告接受審查。每個 NGO 可有 7 個全年代表. 大部份 NGO 參與経濟社會發展，環保永續發展，
人權，及女權議題。

轉行當美國註冊會計師的歷程
師大物理系 58 級李銘正
蔡主任，母系全體師生， 大家好，我目前在紐約市開註冊會計師事務所，為幫忙大家了解，
以這篇短文介紹自己，謝謝大家﹗
1965 年由台北師範保送台灣師範大學，1969 年師大物理系畢業，1973 年獲中央大學地
球物理研究所碩士後，在彰化師大前身，台灣教育學院擔任講師，經二次升等，1979 年獲台灣
教育部頒發教授證書，1983 年獲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科學教育博士後，39 歲，全家移民美國。
來美初期，我替堂兄管理一間大型餐館，前後七年。因堂兄其他生意失敗，餐館結束營業，
我與廚師合伙，另開餐館勉強謀生六年。期間，於 1990 年，因受一位猶太客人退休後，轉換跑
道，又進大學唸書的激勵，在 46 歲時，毅然再度回紐約州立大學，以師大學位申請大學第二專
業，得以重讀大學部會計學位。之所以放棄讀會計碩士學位機會，是以學習基礎會計理論為念，
重新出發。1993 年畢業後通過美國會計師執照考試，1994 年開始從事會計專業工作；餐館改由
太太繼續經營到 1996 年結束。期間，又繼續進修，1996 年再獲稅法碩士。
1996 年我們從紐約長島搬到紐約市，在法拉盛開會計師事務所，一切從零開始。主要業
務是小型商家的各項稅務報表及個人稅務諮詢服務，為商家解決經營管理疑難，為個人客戶處理
各項稅務問題，工作包括商業簿記整理、各種工資稅報繳、交易稅申報、年終稅表結算、審計查
稅服務、個人稅表申報、以及境外稅表處理等。今年年底，開業屆滿廿二年，事務所生意逐年成
長累積，客群厚實。平常有三位全職員工，每年一到四月繁忙稅季，另外再請三位短期全職員工
協助。
過去數年，我曾先後擔任社團負責人，包括「美國宜蘭同鄉會」、「師大美東校友會」、
以及「美國台美會計師協會」。我多次在台灣會館專題演講，參與美國世界日報專題論壇，以及
在各報社專刊寫稅務專文，樂於與社區大眾分享會計稅務專業知識。因事務所在居家樓下，免除
通勤之苦，沒有房租壓力；且屋後有塊 30 呎 x 40 呎園地，供我在稅季過後的半年，能以自然農
法，藉栽種花卉蔬菜瓜果，親近土壤，舒展筋骨，享受田園之樂。新鮮菜源不斷，自食或分享，
怡然歡欣。現在，平時在事務所工作，並逐漸放緩腳步，減少工時，所以能經常到處走走；因事
務所客源穩定，制度上軌，管理就緒，員工少流動，業務推展順暢，工作稱心如意，目前尚無退
休念頭。
太太潘麗珠在台灣原是國中老師，來美後隨我工作幾次劇變，她再三調適，默默跟隨，甘
作背後推手。她一直在會計師事務所幫忙，直到 2014 年底，因病毅然退休，賦閒養身。大兒子
是美國註冊會計師 (CPA) 及註冊財務評鑑師 (CFF)，在一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負責較大企業高
額貸款財務評鑒工作，替銀行把關。育有一男二女。小兒子是內分泌、糖尿病專科醫師，在賓州
Allentown 大醫院上班。育有二男二女。
事務所地址是﹕49-07 Kissena Blvd, Flushing，NY 11355，電話﹕(718) 460-9618，
(718) 961-4325，傳真機﹕(718) 353-6739， e-mail: mingjlee68@gmail.com，歡迎大家來訪。
銘正 寫於紐約, 2018 年 10 月 28 日
後記: 本文是大學同學張世格先生推薦﹐旨在鼓勵師大學弟學妹。張先生說﹕「李銘正先生原先
在彰化師大當教授，後來到美國學會計，並且開業當會計師。 我想他的奮鬥成功過程應該可以做
為學弟學妹將來畢業後的參考。」

申請資格: (1) 工作與 UN 有關, (2) 有總公司及執行長，(3)
Law，(4) 至少註冊成立 2 年，(5) 有發言人，(6) 有代表。
申請方法: (1)1 年前在 6 月前，上 csonet.org 申請 on line,
檢查 (3）經 ECOSOC Committee on NGO 審查及推薦 （4)ECOSOC
申請需要文件: (1) By-Law, (2)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sources, (4) Organization chart, (5)Activities reports,
statement (7) Missions and affiliate members。

透明化及民主化決策及 By(2) ECOSOC NGO branch
在 7 月決定。
(3)Financial report
and
(6)Publication and

NGO 在 UN 的參與除了透過 ECOSOC consultative status 外, 也可以經過 DPI 認證
(accreditation). DPI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有 1300 個 accredited NGO,每
個 NGO 可有 3 個全年代表及 2 個青年代表。上網 http://outreach.un.org/ngorelations/申請。
NGO 在聯合國的功能:
1. 參加 UN 各種會議，論壇，對話;
2. 發表口述及聲明 statement; 3. 组織周邊會議
(side event); 4. 有機會向各國政府代表遊說及建立關係; 5. 合約的追踪；6. 向政府代
表傳達人民意見及需要; 7. 傳播 UN 資訊.
NGO 組成各種 NGO Committees 共同討論議題，發表共同宣言，以增加力量。爲人民發聲爭取人
權及解決困難。

北港台菜館
美食精粹, 盡在北港
林 師 傅 主理
歡迎聚餐預定辦桌
歡 迎 外 賣
冬令鍋品: 羊肉鍋、麻油腰子鍋、麻油雞鍋、天麻雞、
什錦砂鍋

營業時間: 上午11時~凌晨12時
TEL: 718-886-8788
地址:59-14A Main Street, Flushing
(近495 公路，停車方便)

The Pa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PPSEAWA) i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women's
organization devoted to families, peace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founding of PPSEAWA in 1928, in Honolulu, Hawaii, its membership has grown to 23
national associations, many having several local chapters. It is an all-volunteer organization
and is financed by contributions from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PPSEAWA member
associations.
PPSEAWA has Consultative Status in Category II to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with the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its voice heard in intern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e organization is re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and
Geneva, and at ESCAP, UNICEF, and UNESCO.

27th PPSEA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9
Life’s Journey to Wellbeing— Fostering Wellbeing for all ages, thru gender parity, education, peace and friendship building.

Saturday, 22 June, 2019 to Thursday, 27 June, 2019
The Caesar Park Hotel Banqiao
No.8, Sec. 2, Xianmin Blvd.
Banqiao Dist. TPQ 220
Taiwan R.O.C.
Tel: 886-2-8953-8999
板橋凱撒⼤⼤飯店
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道⼆⼆段 8 號
https://goo.gl/maps/bhaqSWBDKYk

You have to join PPSEAWA to be eligible to go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Taiwan!

Contact info:

URL: http://www.ppseawa.net/
Patsy Chen (917) 912-8288 patsychen@aol.com
Vera Olichney (212) 673-2466 volichney@hotmail.com
Richard Lin (917) 754-8503 rlin4633@yahoo.com

RIGID PVC • RPET /APET
Leading supplier and converter of plastic film and
sheets for printing and thermoforming packages

hop industries corp.
B E T T E R S E R V I C E S D A I LY

HOP-SYN® SYNTHETIC PAPER
The application specific synthetic papers

since 1977

SCHOOL & OFFICE PRODUCTS
Leading distributor of binding and laminating
equipment and supplies.

1251 Valley Brook Ave Lyndhurst NJ 07071 Tel: 1-800-524-0757 www.hopindustri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