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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感言─新年的展望 

 
承蒙各位先進前輩的支持與熱愛，非常榮幸的被選上 2014-2016 年度的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也非常誠惶誠恐的接任了。雖然我在會上的年

資甚淺，但是在過去四年內與前會長徐祖慈和吳天順兄有著愉快合作的

經驗，也感謝他們與各位理事的推心置腹的教導，使我有了足夠的勇氣

接任會長。我由衷的感謝他們的支持並展望今後會務的發展。 

 

本會成立已逾 25 年，尤其是去年(2014)年會中徐前會長總結了 1/4 世

紀的成果，令人讚嘆不已。在這 25 年之中，各位前會長的領導之下，本會的宗旨在學術、

文化、教育等領域已達成了現階段的任務。我們在各屆年會中不斷的邀請專家學者發表學

術上的專題演講，也供給了佛州華僑社團精綻的文化娛樂交流，尤其在台佛高等教育的合

作以及科學園區經建的聯盟，也達成了台佛兩地共同研發創業的基石。這是有目共睹、人

口皆碑、美譽滿城的成就！同時也給了我足夠的信心，在今後的會務會得到佛州華僑社團

熱烈的支持與合作。 

 

今年是新的開始，也是本會成長重要的里程碑，我會本著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的宗旨與目標

努力的去推展，作為新階段的啟程。一個協會的成就，首在於會員的支持，所以我的首要

任務是推廣本會在全佛州的知名度以及積極的吸收新會員與維持會員的熱誠，我更會主動

的去接觸各地政要僑領以期獲得他們的認同與支持。 

 

承蒙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推薦與支持，本會與珊瑚閣博物館（Coral Gables 
Museum）舉行了一項中華文字演進書法展。我們權商國立台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

處長胡進杉的書法作品呈現展覽，書法的種類由甲骨文、鐘鼎文、石鼓文、真、草、隸、

篆、楷等，以及失傳與將近失傳的西夏文、滿文、蒙文、藏文等少數民族的書法，深得美

籍人士的讚仰與喜愛，本會不但傳承了中華文化的介紹，也著實地擔任了一項重要國民外

交的使命。今後，我們更會推廣此項書法展覽到佛州各大城市，擴大文教的任務。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團隊和各位理事的支持與合作，我深信在今後的將來「佛州中華學

人協會」將繼往開來，達成本會既定的宗旨與目標！ 

 

在此，我謹向各位同仁和讀者 

 

恭賀新禧，萬事如意。 

 

 

 

穆椿榮 Ph.D.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 

2015 年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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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前，編輯了一本 eBook「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 -- (1) 」。半年前編輯了另一本

eBook「塔城鱗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67wVb0OwlZxSURSRl9hZ2w2Vm8/edit?pli=1)。 

真高興第三期 eBook「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 -- (2) 」又要出版了，這些整理好的記

錄可供給後來者作參考。 

 

筆者有幸，能夠搜集兩位世界日報佛州版同仁 (奧蘭多的陳文迪和邁阿密的俞曉菁) 報導

有關本會的許多活動以及自己在佛州各地僑界的活動報導加上本會員和朋友們 (岑瀑

嘯、穆椿榮、許俊湘、鍾文義、彭文富、陳秀美、華渝玉、屈承熹、和王贊禹等 ) 

的文章作為第三期eBook的主要內容。 

 

這期eBook也算是慶祝本會成立25周年的慶祝刊物。在創會會長屈承熹的25周年慶賀詞

中提到：很遺憾有兩位共同創會的元老施孫春富前會長和李長堅前會長不能和他共同見證

這25周年慶。編者乃情商兩位創會元老的夫人彭文富和陳秀美提供一些相關其夫的資

料，茲感謝她們的賜稿。另外本想請王贊禹處長寫個序或致個賀詞以茲鼓勵，可惜王

處長抽不出空，但他也給編者一篇有關芒果的報導。 

 

感謝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長陳士魁和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寫序和贈送賀

詞。本人希望將會有相關報導繼續出版續集﹐以記錄中華學人在美國主流社會中龍騰虎

躍大顯身手的故事。                              

〈吳天順謹〉 

  1-5-15 

(甲午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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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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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會長屈承熹的25周年慶賀詞》 
 
 
 
 
 
 
 
Dear President Hsu, Members of CASPAF,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A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st congratulations to 
CASPAF on its tremendous successes during the past 25 years, especially the successes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memories are still fresh in my mind of what happened 25 years ago. It all started with a modest 
proposal, jointly made by Professors William Chen, Chang Chien Lee, Tony Shih, and myself while sitting 
around a casual dinner table. The meeting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annel by which some of 
the Chinese-American professors in Florida could serve as a vehicle between the host community and 
their home country. It was certainly far beyond our imagination that this modest beginning would develop 
into such an energetic organization that h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 large variety of projects in many 
different fields. One of the most recent successes is the achievement in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to 
provide scholarships for Florida students to study in Taiwan. 
 
These accomplishments could not have been realized without the selfless efforts and sacrifices of the 
past presidents, the current president, and all the other officers of the Association. My hat’s off to all of 
them. I’m sure the other three founders of the Association, Professors Chen, Lee and Shih, will join me to 
pay tribute to them. With regret Professors Lee and Shih couldn’t live to witness all the achievements. 
Finally, let me offer my earnest wishes for a successful conference on this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Association. 
 
 
 
 
Sincerely, 
Chauncey Chu 
Chauncey Chu 
1990-1991 President of CASAF* 
* CASAF is the former name of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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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 1992 年會相片【當年會長李長堅博士夫人陳秀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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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child 熱帶植物園參觀第 22 屆國際芒果展（7/12/2014） 
 

 

 

各位好友： 

 

今天（7月 12 日）去 Fairchild 熱帶植物園參觀第 22 屆國際芒果展 (2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Mongo Festival at Fairchild)，在為數達百種、來自全球各地的不同品

種芒果中，看到了民國 40 年代引介到臺灣的五種芒果，並且照了像。 

 

1954 年到 1960 年我農復會曾由美國引進愛文、海頓、凱特、吉祿、肯特等 5個品種

芒果，由嘉義及鳳山試驗所試種成功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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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randison Fairchild 先生 (1869 - 1954)是很了不起的植物學家，自 22 歲起就

窮畢生之力蓃集與研究各種植物，引介了數以萬計的植物及經濟作物到美國，（華府

Tidal Basin 的櫻花樹也是由他開始從日本引進的），他的好友蒙哥馬利先生(Robert H. 

Montgomery 1872-1953) 在我們駐邁阿密辦事處所在的珊瑚閣市(City of Coral Gables)

南邊的熱帶植物園建成後，特別以其名名之。 

 

這位 Fairchild 先生的親家跟我們在華府的雙橡園也有密切的關係，當時就是他夫人的

表妹 Grace Hubbard Fortescue 女士把雙橡園先租後售給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下一聯結

是雙橡園的介紹：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ct.asp?xItem=377928&ctNode=5917&mp=12 

 

今天在園裡還遇到中華婦女會前會長錢劉美蓉女士及其夫婿錢開成先生與其在音樂台上演

唱由夏威夷 ukulele 琴伴奏的千金錢家麟小姐。 

 

更值得一提的是：在 Fairchild 熱帶植物園中的蝴蝶園旁還有許照惠博士(Dr. Jane 

Hsiao) 捐建的數間實驗室，我上次陪教育部黃次長碧端博士去參觀時，導覽人員還連連

稱贊許博士的慷慨熱誠、與我們的良好合作關係及臺灣在熱帶農業發展的貢獻，感覺這個

熱帶植物園跟我們的關係可真是多面向的。 

 

下午聽了兩場演講：我曾詢問了芒果催花的最有效方式；另外其中一位講員是熱帶水果園

園長 Noris Ledesma 女士，她聽完我關於五十多年前引進五個品種芒果到臺灣的故事後，

答應：我下月組團參訪該植物園在 Homestead 的農場時，可親自導覽。有興趣同往的朋友

請告知小弟，本處安排好時間後，我們屆時可一起前往。 

 

展覽明天還有，錯過可惜。 

 

    敬祝 

週末愉快 

 

弟贊禹敬上 7/12 

 

*********************** 

另附上 6/28 的記述： 

 

************************ 

 

各位好友： 

 

今天（6/28）小弟晨間走路運動並探訪的範圍是：Brickell Ave.地區的 Miami Circle 

考古遺址、環繞 Key Brickell 的步道及文華酒店，延 Brickell Ave. 步道的 St. Jude 

天主教堂及浸信會第一教堂、加上林立的高樓公寓和四季飯店週邊、更重要的是一探開張

甫三個月，來自臺灣的國際連鎖店「日出茶太」 (Cha time)，車子是停在 Rickenb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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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way 南邊的 Alice Wainwright Park 的免費停車格（過馬路要特別留意些）。今天

迄已走了一萬三千步。 

 

 

店裡祇有一位非洲裔店員，這位小妹五官端正也很和善，她說開張三個月了，就地訓練

的，直屬主管是美國人。我點了一大杯珍珠奶茶。並坐在門口的潔淨白色塑膠椅上免費上

Wifi 與家人 Skype。同時觀察相關環境。 

 

 

我在那裡共待了約 30 分鐘（11:15am-11:45am)，除了抵達時之前的兩位女客人 take out 

即離去外，連同我共祇有三位顧客，我點了一大杯珍珠奶茶，真的很棒。到邁阿密一年多

了，好高興能找到珍珠奶茶。 

 

衷心祝福這家分店生意興隆，我下次外出演講又多了個為臺灣宣傳的話題。謹建議各位好

友多多前往惠顧。下次我們也可相約一往。以後辦事處邀約的客人，我都會儘量請來這裡

先喝杯珍珠奶茶。 

 

店裡的電視廣告有芒果冰，但我因為太想念珍珠奶茶，忘了問是否有賣芒果冰。 

 

說到芒果，容再加一段邁阿密跟臺灣農產早年合作的故事：民國 77 年十月，小弟奉外交

部命令自亞特蘭大改調邁阿密參加開館工作，偕眷驅車南下抵達 Kendall 並租妥住處

後，即與各僑領安排歡迎 蘇處長秉照暨夫人抵任之相關工作。嗣並陪同蘇處長各方拜望

政要、僑領，同時探訪並瞭解風土民情及駐地物產以發掘雙方可以合作事項。民國 78 年

秋，小弟奉 蘇處長派回亞特蘭大參加美國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並研議辦理佛州學人

要求籌組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案，當時自國內前來參加東南區學人協會的多位長官中，聲望

最高的是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蔣彥士先生（前此曾任教育部長及外交部長）。他曾垂詢：

「老弟，您在邁阿密觀察當地 flora and fauna，有何發現？」我回報稱：「報告秘書

長，邁阿密到處都有我們臺灣的海頓和愛文芒果！」他笑說：「很高興您提到這個，這其

實是民國四十年代初期，我在農復會服務時，從邁阿密引介到臺灣的！」 

提到這節，讓我情不自禁的想到臺南鄉下滿山的欉仔及臺北永康街的冰館。7/12，13 是

Fairchild Tropical Botanic Garden 慶祝國際芒果節，屆時小弟再去追尋些被我們遺忘

的故事。 

還有，Fairchild 的夫人家族與我們的華府雙橡園(Twin Oaks)有關，下次去參觀

Coconut Grove 的 Fairchild 故居後，再向各位報告。 

 

敬祝 

週末愉快 

 

弟贊禹敬上 6/28 

Director General Philip T Y Wang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2333 Ponce de Leon Blvd., Suite #610 

Coral Gables, FL 33134 

Tel:305-443-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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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CR methods to distinguish the TLR-2 gene and its polymorphism, Arg753Gln, a 
genetic display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cute Rheumatic fever in children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Yue Yue Hwa Li and Melissa Elder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in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 
32607 

Abstract: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a disease is focusing on its genetic display. TLRs (Toll-
like receptor) play a key role in host immunity by mediating inflammatory reactions against many 
pathogens. TLR-2 recognize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that are expressed on 
infection agents and activate on innate immunity. It interacts with bacterial structures such as 
lipoprotein, peptidoglycan, and lipoteichoic acid. Research is urgently needed to study the different 
patterns of expression of the TLR-2 gene polymorphism which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RF 
(acute rheumatic fever) epidemiology in children.[1] We have developed a fast PCR method that 
is accurate and able to detect the gene and its polymorphism needing only small amounts of 
genomic DNA (45ng/µl) and little patient blood samples. The analysis methods include specific 
band of amplicon and Acil enzyme digestion. DNA sequencing is established, and results are 
quickly obtained. Significantly, the established methods may be used for clinical screening for the 
mutation, and if found, proper treatment—drug or gene therapy can be administered.                     
 

Introduction: In order to see the gene of interest, TLR-2 gene and its polymorphism Arg753Gln, 
we used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ethods involving Acil enzyme digestion to obtain two 
separate spanned primer regions to identify the amplicon for TLR-2 gene.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lymorphism is important in studying the patterns of expression that can lead to mutations. 
Polymorphism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DNA fragment on gel electrophoresis as indicated 
below.  

Allele Arg-------264bp fragment, Arg753Arg homozygotes 

Allele Gln-------227 bp fragment, Arg753Gln heterozygotes  

Seeing the two bands using acil enzyme digestion is not enough; DNA sequencing must be done 
as well. DNA sequencing requires stringent purification before being sent out. When the 
purifications are done well the DNA sequencing evaluation can separate wildtype (wt), mutation 
type (mu), and all genotype (all-genotype). In investigating the TLR-2 gene and its polymorphism, 
Arg753Gln, sequencing evaluation included both general and restricted analysis. 

In general analysis, wider primer sets are used and another PCR was performed yielding a better 
standard procedure. Sequencing the PCR product, amplicon, overlaps both mutation sites of the 
TLR-2 gene. The restricted analysis, which involves the acil enzyme digest, is a more narrow and 
difficult analysis due to the need to find the correct primer. Samples (gDNA) for each genotype 
can be confirmed by sequencing and serve as a standard in restricted analysis. Onc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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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sequencing is set, the data can be retrieved quickly.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was also 
needed to detect this gene and its polymorphism.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method used is previously reported in Schroder et al.[2] PCR 
includes PCR (wt), PCR (mu), PCR (all-genotype). 

Scheme: 

 

Table 1. Genomic DNA prepar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Name From Method Used Source 
Extraction Genomic 

DNA 
Human Blood 
(Leukocytes) 

QIAmp DNA blood mini 
kit 

Life South 
Community 
blood bank 
(Gainesville, 
FL) 

Quantification gDNA Extracted gDNA Eppendorf Biophotometer 
Use disposable Uvett 50µl 
ds DNA concentration; 
33ng/µl min. 
ds DNA quality 
A260nm/280nm=1.7-2.0 

 

 
Table 2. PCR and Acil enzyme digest 

Name Primer Set (described sequencing) Specific Band 
PCR (wt)                  (A-F) 5’-GCCTACTGGGTGGAGAACT-3’                 340bp 
                                 (A-R) 5’-GGCCACTCCAGGTAGGTCTT-3’  
PCR (mu)                 (Mu-
F) 

5’-GGGACTTCATTCCTGGACAGT-3’             264bp 

                                 (Mu-
R) 

5’-GGCCACTCCAGGTAGGTCTT-3’  

PCR (all genotype)  (mu-f) 5’-CCCAGGAAAGTCCCCAGCAG-3’              466bp 
                                 (mu-r) 5’-GGAACCTAGGACTTTATCGCAGCT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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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site for Acil, Arg753Gln polymorphism creating a site for Sfc1 at 2265bp. Perform 
these different PCR products (amplicon) with designed primers spanned a region of 340bp or 
264bp, 466bp product. 

For PCR wildtype and mutant mixtures, 25l reaction mixture was placed in 0.2ml thin wal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ubes containing 45g/l g DNA. The reaction mixture consisted of 
Gene AmpGoldBuffer (5mmole/l Tris-Hcl Ph=8.0, 50mmol/l KCl) Applied Biosystem, 2.0 mmole 

MgCl2, 50mol/l of the dGTP,dATP,dTTP,dCTP (Promega Inc.), 25 pmol each of forward and 
reverse primers, and 1.0U AmpliTaq Gold polymerase (Applied Biosystem). The cycling 
condition comprised hot start at 95°C for 10 min followed by 35 amplification cycles at 95°C for 
30s, 58°C for 30s and 72°C for 25s, 72°C for 5 min. For PCR mutant the annealing temperature 
was changed to 60°C for 30s. In the PCR all genotype with overlap of both mutation sites, the 

mixture was changed to 50l reaction and 1.5mmole/l MgCl2 with the other components remaining 
the same. The PCR comprised 10min at 95°C, 35 cycles of denaturation for 30s at 94°C, 30s at 
65°C, 60s at 72°C,10m at 72°C. 

For the Acil enzyme digest (New England Bio-lab Ma.USA) 3l PCR product was used with 0.5U 

AciL enzyme to give a total volume of 10l. It was incubated at 36°C for 2 hr then at 65°C for 
10min. Analysis was done on 3.0% Agarose with EtBr.  

DNA Sequencing was carried out at UF Protein sequencing lab service using Chromati software 
on an Applied Biosystems sequencing scanner. A Qiagen PCR purification kit and Qiagen gel 

extraction kit were used to purify the PCR to meet DNA concentration (min.) 10g/l and DNA 
quality A260nm/280nm=2,00.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kind of amplicon made (DNA --- PCR product) and confirmed by 
the specific band were as follows: (1) PCR (wildtype) at 340bp, (2) PCR (mutant) at 264bp and 
(3) PCR (all genotype sample) at 466bp, see Figure 1a-c. The gel electrophoresis for all was run 
with 1.5% agarose at 70 volts for 2 hours. The kind of cell species was identified as human blood  

 

 

 

 

 

 

 

 

 

 

Figure 1. Gel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purified PCR products of TLR‐2 gene for the three 

different types (a) wildtype at 340bp, (b) mutant at 264bp and (c) all‐genotype at 466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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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cocyte) genomic DNA. The gene of interest was TLR-2 gene and its polymorphism, 
Arg753Gln. With acil enzyme digestion the results from gel electrophoresis were: (1) PCR (wt) 
with the allele Arg fragment DNA at the 264bp band and (2) PCR (mu) with the allele Gln fragment 
DNA at the 227bp band, see Figure 2. The pattern of different mutant strains were cut by acil 
enzyme. The electrophoresis for both was run with 3.0% agarose (1.5% agarose and 1.5% Nusieve 
GTG, stain with EtBr) at 70 volts for 1.5 hours. The DNA sequence is shown in Figure 3. 

 

 

 

  
 
 
 

  

 

f f ( )

 

Figure 3. DNA sequencing. The number of DNA (PCR product) applied were 4 wildtype, 4 mutant, 

and 10 all gen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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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ocol we developed can make TLR-2 gene distinguish its polymorphism. We have also 
efficiently provided a way to analyze the PCR product through acil enzyme digest and DNA 
sequencing. Furthermore, the concentration needed to carry out the analysis is only 49.5 ng/µl 
which is easily obtained from small blood samples. The direct outcome of this work is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ocusing on polymorphism in TLR-2 gene because there is now an efficient means 
to distinguish the Arg753Gln. Focusing studies on the polymorphism will help further prevention 
research such as improving accuracy of screening tests for patients. If the mutation is detected 
earlier then steps to treat the patient can be taken to increase successful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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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自覺 
 

Sam Hsu 

 

 

雖自知不年輕了, 但也不自覺老, 直到  ...  

 

在一家超市巧遇老友, 他一見我就說雖多年未見仍然形象如昔, 完全不見老, 但我看他卻

是滿面縐紋, 髮白而稀疏, 距上次見面顯老甚多, 嘴上雖也說他看來沒變, 但心裏卻在

想, 這人怎麼看來老了恁多。 

 

看電視經常有始無終, 趁廣告時閉眼小歇, 往往睜開眼時下個節目已上演近半, 幸好家裏

的電視系統可邊看邊錄, 儘管當時錯過, 稍後仍有繼續看完全劇的機會。 

 

上床難入眠, 心裏數完百隻羊後仍然精神甚佳, 不得已起床看電視, 這下居然不用數羊也

可很快見了周公。 

 

與兒子通電話, 很興奮地與他分享最近在網路上看到的笑話, 他竟然不領情地說已聽過相

同笑話, 是我上週前對他說的, 心想兒子一定是自己在網路上看到, 我怎可能會不知道自

己有無說過呢? 

 

新買了一瓶麻油, 照往例用手去轉瓶蓋, 扭了幾次都無法開瓶, 最後用鉗子來扭開, 心裏

想不通為何廠家要把瓶蓋做的比以前小了些呢? 

 

用餐時挾菜常會掉落, 應是筷子用久磨損了, 買了新筷後似乎情況有改善, 但仍然會掉

菜, 另換新筷也是情況相似, 免不了心裏嘀咕, 市上筷子品質是愈來愈差了。 

 

家裏碗盤不少破邊缺角, 老伴認為是我在使用及清理時粗心大意造成碰撞所致, 我承認近

來手力較弱, 偶爾手滑摔落, 但主要原因應是這些碗盤幾全是乘百貨公司大減價時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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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較差而不經用, 兩人意見相左, 幾經討論, 得出臨時共識, 家中食物收藏得宜, 那些

日伏夜出驅之不盡生生不息的小強們, 只有靠啃碗盤維生了。 

 

有家餐廳的菜蠻合我們口味, 已光顧近廿年, 他們的炒牛肉相當可口, 火候夠肉嫰又紮

實, 每次去都必點, 但近來其牛肉似乎愈來愈咬不動, 不禁心裏不滿, 覺得他們應善待老

顧客, 不應用劣質牛肉來充數。 

 

常去有空調的購物中心逛街及購物, 近年來感覺購物中心的人們似乎愈來愈年輕, 以前是

週末去逛, 在人潮中擠進擠出整天不累, 現為了避人潮, 泰半是週日去, 雖人較少, 但走

累了卻經常無位可坐, 購物中心內提供的座椅幾乎總是有一些老人在那呆坐。 

 

有次坐遊輪, 風和日麗, 坐在船舷旁的躺椅上享受大船平穩破浪前行的快感, 雙目微閉, 

海風涼爽拂面, 心中一片安祥, 甚為寫意, 旁邊有年輕小伙們經過, 其中一位開口輕聲

說, 看這些老人花恁多錢坐遊輪卻躺在這睡覺, 搞不懂, 我聼了後心想, 應不是在說我, 

因我只是閉目養神, 並沒在睡, 而且也不老, 他指的應是我旁邊的那些老人才是吧。 

 

我的兒子及媳婦們講話時聲音小速度快, 常常聽不清也跟不上他們的講話, 坐他們開的車

也是快的讓我緊抓安全帶, 料想應是在當今競爭激烈的科技時代, 一切講求效率之故。 

 

曾對鏡自照, 發現自己竟然也是縐紋滿面, 試著用手去撫平, 感覺臉膚入手粗糙毫無光滑

感, 心理恍有所失, 老伴在旁冷眼旁觀, 憐憫心動地哄我說, 以我的年紀而言, 縐紋算是

少的了, 比實際年齡看來年輕甚多, 聽起來頗有飄飄之感, 還是老伴貼心。 

 

今日屈指一算, 豁然驚覺已近七旬, 古來稀之齡了, 不禁自問, 怎會老得恁快, 心理尙未

準備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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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的感言 

 

        首先感謝佛州中華學人學會徐祖慈會長以及熱心的會員們，為我們今年八月初在 

Orlando 舉辦二十五週年年會，並邀請學者與企業家，為我們講解建教合作寶貴要點與方

法。其重要性對人類的進步與國家的發展是無可否認的，而所包括範圍的廣泛如科技、政

治、經濟、社會等。訂定目標以及系統性的規劃，將有助於解決每一個課題。本人以四十

多年的研究與企業背景，提出個人的看法，供大家評論與指教。 

 

        學校是教育下一代的機構，也是年青人在教授的指導下，發揮長才的地方。他們

的研究成果，難免會有不同的見解，但他們的言論都應受鼓勵與尊重。他們的努力也常為

科技與社會帶來進步。如何建立這兩股力量促進雙方的合作，進而為人類造福，是建教合

作努力的最大目的。以今天台灣科技與社會環境為例，經濟發展大部份依靠外銷，並有多

年的經驗。然而其產品大多以工資便宜的輕工業或為人代工為主，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如

汽車與飛機產業等都不具國際競爭力。這都需要我們研究者，參與技術的提供與策略分

析，以提出有效的措施。記得二十多年前營建處曾在美國 Atlanta 市，開發了一個住宅

社區。經過了多年的努力，終於損失一大筆錢而收埸，即所謂頭一個工程就是最後一個工

程。這必有其重要原因。我本身亦從事該項企業。有一次在台灣當公家機關土地開發公司

的經理，來美視察時，特別安排來看我。經過介紹與參觀我所做的工程之後說 「我用四

十個人都沒有辦法做出你一個人做的工程。」我告訴他說「我做了二十多年的工程，沒有

送過一文錢給政府官員。」我在這個小城市做過近百個工程，沒有一個工程損失過錢。 

這可以解譯華僑與故鄉人才的合作，以及投資前的共同研究與分析都是很重要。  

      

        改革是多數政治家與施政者的意志、口號甚至夢想。反省古代的士大夫作風，考

上狀元就可正規的享有很多財富。以至今天仍有考上公務員職務，就有終身金飯碗的保障

與有錢拿的觀念。我們研究者需要為人民的幸福努力。每一個文明國家，都有法律的執行

與司法的管制。以這裡的警察為例，他們除了執行嚴格的法律之外，並主張親民與愛民，

甚至募款救濟需要幫忙的人。律師在這裡是一個極崇高而普遍的職務，由於法律的重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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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一般人民與事業家都需要他們的引導。由人民管理人民，應該比政府管制人民要

有效力，從事社會研究者應可在這方面著力。 

 

        本學會應該發揮長才，做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我們有很多優秀的教授與研究生，

善用這些人才與資源是我們的要務。譬如每三個月舉辦一次討論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學者

与學生講解他們專長與研究。這不一定適合每一個人的興趣，但卻可提升參與者的視野與

能量。同時也可以運用於事業方面。我們很榮幸有前任會長吳天順博士，為我們出版定期

刊物，讓我們的賢能有機會發表最新的研究、提供寶貴的見解與意見。我最近提供台灣的

工裎結構教授新產品的構想, 邀請學生參加相似的方法申請專利的可行性.并答應支援矹

究經費以鼓勵年青人的創造精神。期待我們的努力，能獲得公眾的支持與慷慨捐助。這些

都是我們成立學會的意義。其可行性與做任何事情一樣，難免遇到很多困難。然而為了我

們家鄉，以及家鄉的人們，我們應該耐心克服任何可能的困難，並向前邁進。 

 

 

鐘文義    09/15/2014      

wenychu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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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產業＂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佛羅里達州馬丁被從膚色屬於白人的齊默曼槍擊致死一案中，對立雙方悲憤時均使用偏激

極端的言辭批判對方行為動機，並以“受害的一方＂發言人自居。而這裡所說“受害的一

方＂其實無從界定---雙方都覺得自己“受害＂。 無論怎樣， 陪審團已下定論，案審結

束。但關於馬丁是否壞孩子的揣測，以轉為黑人青年普受“懲教產業＂之害的討論。 

由此聯想到 2005 年“卡特里娜＂(Katrina)颶風導致新奧爾良水淹之後的關於慘重損失的

原因和救援效果的爭議。堤圍多年失修固然乃其中一個原因，不過，長期以來黑人的學習

和就業機會不夠，致使他們貧窮並居住在低窪的地方。因此一旦決堤，最受害最大的就多

是這些窮人。到最後當電視畫面出現許多黑人，暫時被安置於體育館裏別無去處，有的困

在屋頂得不到救援人員的及時救助，於是就有黑人領袖宣稱布什總統不關心黑人。其實沒

人能肯定到底布什總統是否種族主義者。他或者是或者不是，天災之後，各級救援工作的

部署和執行比分析一個已經在位的政治領袖的個人觀念重要。 

上世紀八十年代商業和生產開始全球化，許多製造業已在美國日趨式微。共和黨力爭得到

遭工廠關閉影響的地區的白人的選票，不少這些白人，以手工工作為業，教育程度不高謀

生技術有限。全球化的第一波現象例如亞洲四小龍崛起，不少美國白人工人覺得生計受到

威脅，而六七十年代人權運動後，黑人獲得許多法律保障（如就業平等機會等），令上述

白人感到更多黑人與自己爭飯碗。  

早在七十年代尼克森已經說要用戰爭形式對付毒品問題。那還是比喻的說法，意指需要投

下更多資源和精力。到里根時期，毒品戰變成真的戰爭，聯邦花大筆經費武裝警力，各州

和城市大規模地逮捕或搜身疑販賣或分拆毒品的人。警局、拘留所或監獄所得的人力物力

與逮捕人數成正比。隨著監獄的大規模建築，令許多失去了製造業的一些地方的居民有活

幹，平均來說，一個在囚的犯人帶來十多個工作機會。許多白人可以在龐大的司法部門或

監獄任職，當地政府的維持也全赖“懲教產業＂的税收。監獄的股票在華爾街節節上升，

許多商家在司法和監獄行業賺大錢。 

從道德高地去反毒品的政治口號得到許多人支持。這些白人目睹許多直接受害者是黑人社

區的人。黑人就業機會相對少，許多年輕黑人於是參與販毒作維生途徑，他們未必售賣海

洛英或可卡因那些毒效成份高的毒品，也可能是少量大麻。後者在白人社區頗有市場---

包括一些中學生、大學生或中產階級、知識份子都有人吸食，但警方將力量集中部署於貧

窮的社區黑人聚居處，其理由是後者乃罪案的淵藪，經常截查年輕黑人搜身，次數搜得多

自然搜獲的機會較大，這些黑人被拘留甚至入獄，變得司空見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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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黑人從拘留所或監獄出來後，因有犯罪記錄，一生少了很多機會。也就是說，民權運

動之前，原有的對黑人的種種歧視，包括讀書、就業、房屋、糧食券及醫療方面的歧視，

在人權運動後，在毒品戰籠罩下，那些黑人男子終身蒙污，紛紛遭到“合法的歧視＂，有

案底的人極難找到工作，難以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做一有作為的人，也就可能抱著破罐子

破摔的心理繼續販毒。儘管這些社區耗費大量警力，卻不但未能減少毒品的流通，反而深

陷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 

種種原因令美國許多大城市的黑人每況愈下，境遇越來越差。回顧八十年代以來，美國花

了很多錢在打擊毒品上。雖然，捉毒梟很重要，但巨大資源可以花在幫助教育程度較低的

人，進行職業培訓。可惜三十年前全球化開始後，民眾要求增加職業培訓的呼聲不夠強

烈，政府也就忽視了這件大事，失去了的寶貴時光。到現在全球化高潮，人才需求至為殷

切，令不少錯失培訓機會的美國人惶惶不可終日，擔心失去工作。 

當一部份人不走運時，我們“未輪到＂的人真不應該心存僥倖。“9‧11＂後有的黑人

說，執法部門終於不再只盯著我們黑人，而轉為盯梢中東人。這種心理未免陷於短見，沒

有認識到某個群體受到不公平對待，剩餘的群體都會有受危害的一天。人們的命運往往相

連，在致力扭轉社會不公時，即使近期內直接受益的暫時是與己無關的少數族裔，將來還

是有助於保護自己。我看到歐洲一些國家公民對社會安全網的高度支持，很可能是與其國

土曾在二戰中燃燒過有關。 

社會和生活的因果關係一個複雜網絡，看到關鍵點，多管齊下產生槓桿作用，或起提綱挈

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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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的終結＂與現實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從邁入不惑之年開始，筆者常將自己的人生歷程與父親的同齡時期相比較，因為自小到大

都以父親為榜樣，舉凡生活習慣、性情愛好，到步入醫學大門後的醫療風格等等。一方面

遺憾不具備其書畫天賦和中國文史哲功底，另一方面又慶倖不像他那樣因大陸常年閉關而

無法年輕時跨出國門比較不同制度與文化之利弊。父親的興趣，令我們在他去世前的近二

十年間每週進行越洋通話時，總是把話題集中與對社會的評論與暢想。 

就在來美不久，二十出頭的筆者讀了福山（Francis Fukuyama)當時的新著《歷史的終結

及最後之人》，其中闡述的“歷史終結論＂最早源於作者 1988 年所作的一次題為“歷史

的終點＂的講座。隨後，他在講座的基礎上寫成論文——《歷史的終結？》。其時柏林牆

依然聳立， 1989 年，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利益》發表了這篇文章，引起強烈反

響。 

身為白宮顧問的日裔美國人，作者的不少觀點迥異於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未幾，柏林牆轟然倒坍，蘇東出現劇變。後冷戰的世界何去

何從呢？福山推出上述著作，對自己的觀點作了更系統的闡述，標志着“歷史終結論＂形

成完整的理論體系。  

關於歷史發展的趨勢，包括爆發戰爭的危險，一向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課題，而且富於現

實意義。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軍火商早被指責為戰爭販子，五星上將出身的美國總統艾

森豪威爾 1961 年任滿時，在告別演說中對軍方與軍火工業勾結謀利的風氣表示憂心，為

這種不良的結構創發了一個名詞﹕“軍產復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但

以《文明衝突論》聞名於世的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亨廷頓，則認為 21 世紀國際政治角力

的核心單位不是國家，而是文化，文化衝突將是未來衝突的主導模式。 

亨廷頓將現代文明歸結為 6種：印度文明；伊斯蘭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中華文明 

(Sinic Civilization)；日本文明(Japanese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內中對立最尖

銳的是伊斯蘭教文明和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亨廷頓的理據主要是：世界變小，文

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因為現代化及社會變遷，宗教填補了人從傳統中跳脫後的真空。他

認為全球化不應該等於西化，而文化的差異是不易改變的，無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度

均對此無能為力。所以，即使冷戰結束國際間仍會有因文化衝突引起的戰爭。 

 

福山的理論跟亨廷頓的說法不同。認為人類社會進程與達爾文進化論所揭示的生物進化路

徑相類似，是由簡單進化到綜合。生物從無核至有核，而後單細胞至多細胞，逐步走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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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在他看來，人類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度為方向的人類普遍史＂。

自由民主制度是“人類意識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類最後一種管理形式＂。蘇聯解體，

東歐劇變，冷戰的結束，標幟著共產主義的終結，歷史的發展會趨向共同的道路只有一條

路，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由西北歐至美國加入不同程度的社會主義安全網，至於中國的社

會主義則越來越摻入市場競爭和資本主義，之後有望走向民主。而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是

不願選擇以戰爭解決爭端的。 

福山這種單一路徑的展望，與馬克思主義不無共通之處（馬克思主義稱共產主義是最完美

的社會），甚至因此被個別人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 

這裡不妨回顧一下當年馬克思流亡英國身處的環境。他居住在倫敦蘇豪（Soho）區，它位

於倫敦西部的次級行政區西敏寺（Westminster）境內。當年不少思想家、文學家或科學

家曾集中該處，倫敦的唐人街亦位於此。在現代化交通如地鐵、高速公路出現前，城市是

集工業、商業、文化為一體的。因此馬克思深深體會到資本主義的殘酷（當時西方社會並

無今天的勞工保障和最低工資法）。而且 300 萬人居於周長 30 英里的倫敦，每平方英頃

400 人的密度，沒有地下排汙和乾淨的自來水，衛生條件很差，居民排泄物存於水箱沖入

地下，以致地下水污染嚴重，導致以水為導體傳染的霍亂細菌多次引起數萬市民病死的慘

劇。 

馬克思生活窮困、常靠恩格斯接濟 ，雖然在《共產黨宣言》中不得不承認“短短百年

間，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財富超過了人類以往文明成果的總和＂，但卻認定它無法自我調

節。 

於是在目睹 19 世紀中葉倫敦霍亂再次肆虐的災害後，他提出了所謂 5種社會形態的單線

發展“五段論＂，以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作為人類的終極目標。這跟黑格爾如出一轍，不

過他不是用宗教解釋進展，而是應用了歷史唯物主義學說。 

有別於馬克思的經濟決定論，亨廷頓提出文化為決定因素而非經濟決定社會發展。亨廷頓

列舉新加坡、南韓，謂彼皆無民主而經濟發展迅速。可是福山的著作中則認為實行民主才

能持續高度發展經濟。同樣為例其時南韓和新加坡騰飛但個人平均年收入尚未逾 6000 美

元。福山指出個人平均年收入達 6000 美元之前的社會，可能不需要民主；但如逾越 6000

美元則必須有民主才使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而及時對政策作調整。 

對科學發展福山看法樂觀。他認為這種發展是單向的，科學技術日新月異，不會倒轉走回

頭路。他強調知識和科學技術與生產相結合，成了強有力的引擎，推動整個社會進步。每

個人都好奇，想改進。試看工業革命從煤、鋼的廣泛應用，蒸汽機的發明開始，城市化、

工業化步伐一日千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迅速成為新興的社會力量。 

從原料輸出到發展輕工業，再到重工業，而後工業化，終至後工業化社會，此乃任何社會

發展的必經之路，概莫能外。現有微處理器，分化難控制中央等級，知識分化造成權力分

化，中間存在千絲萬縷的聯繫，軟熟而不一定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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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山在書中要證明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他預言自由民主乃歷史之必然，因為它最符合人

性。 1790 年，實施該制度的只有美國、法國和瑞士，現在增加到了 61 國。三百多年

來，世界一直在朝著民主的方向發展，現代社會視民主為唯一合法制度，無法想像會有與

之根本不同而又更優越的制度。  

有自由的地方，如未有直選，還不算實質意義上的民主。言論自由，像其他方面的自由一

樣，都是相對的。但如沒有公民結社集會的自由，就算有言論自由，不是擁有具實際內容

的民主自由。 

自由民主何以遲早會勝利？不是因為自由民主適於物質文明發展，而是因為追求自由乃人

類天性。福山的書中稱：“黑格爾和馬克思都相信，人類社會的發展是會有終點的，會在

人類實現一種能夠滿足它最深切的、最根本的願望的社會形態後不再繼續發展。＂黑格爾

和馬克思構想的終極社會，都是人人自由的社會。 

黑格爾強調，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人渴望自身價值得到別人的認可，超越現狀與自

我。這種為“獲得認可而鬥爭＂的理論，試圖從人性的內在需要推斷社會發展的原因，和

馬克思注重經濟基礎，強調物質決定文明、生產力決定社會發展的唯物史觀非常不同。 

按黑格爾的分析，人可以為了理想而不惜浴血奮戰，甚至戰勝對死亡的本能恐懼。人的行

為動機一是改善本身狀態，二是追求平等，三是超越自我。 

他認為，大多數政治生活是非經濟的，政治以“認可＂為中心，人類歷史以“認可＂為線

索，幾千年的政治問題——宗教戰爭、民族主義、階級鬥爭，都是為了解決認可問題。然

而以往所有社會都不能從根本上滿足人獲得認可的欲望，只有當歷史邁進自由民主階段，

這一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性，普遍的相互的認可取代了不平等的管治和服從。 

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倫敦蘇豪（Soho），致力揭露資本的原始積累過程之殘

酷性，並在目睹 1854 年起的倫敦市最大的一次霍亂（1831 至 1854 年總共有四次）後，

寫了《資本論》（Das Capital）。筆者在倫敦時曾到過布落街（Broad Street），見識

到當年傳染霍亂的水龍頭，和隔街的酒吧—現已名為約翰‧師諾（John Snow），哀悼緬

懷當時下層人士的生活慘況，理解社會主義黨應運而生的推動力，也緬懷師諾醫生和懷赫

（Henry Whitehead) 牧師為追蹤霍亂原因，攜手合作，並拋開各自對霍亂病因的不同解

釋（師諾醫生認為病由以污染的飲水引起；懷赫牧師相信貧困區的骯髒空氣造成），和知

識結構之異（師諾醫生是麻醉科醫生，醫學試驗者，流行病專家；懷赫牧師是當地的神職

人員），以智慧，堅毅，博愛，找到這布落街水龍頭為源，而說服當時固執己見的倫敦健

康局將水龍頭封閉。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說指出，馬克思的最大貢獻是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論。然而，亨

廷頓和福山都深刻地分析了經濟基礎並不能決定上層建築，文化、知識、科學、技術的影

響與作用不容忽視。所謂原始公社、奴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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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五段論＂，只是一種假說。至於剩餘價值論，也僅立足於資本原始積累時期的生產

力狀況，並與低技術的體力勞動相聯繫。腦力勞動的價值則不應以“社會必要勞動時間＂

來衡量，試問愛因斯坦的相對論，魯迅的雜文，如何用“社會必要勞動時間＂做價值尺

度？ 

黑格爾對自己推想的理想社會終將到來有信心，而且排除暴力手段。另一位德國學者尼采

不同於黑格爾的樂觀。沒有民主，如何談公平？ 

美國有人希望“輸出民主＂，並得到一些與軍火製造和從“戰後重建＂獲利的大商家的支

持，也有農業生產和出口商的默許，在其後院拉丁美洲幫助策動軍事政變，包括參與廢黜

前巴拿馬總統諾列加(Noriega)之類的干預內政的舉措，此均屬越俎代苞，亨廷頓對之是

反對的。他強調美國對全球民主進程的影響，應着重塑造良好的自我文化面貌“Cultural 

Identity＂，而不是訴諸武力。 

與此同時，他認為當某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還低，若“過早＂推行表面“民主＂只會引致

大亂。例如當年南非白人政府實行種族隔離的做法，亨廷頓認為因當地黑人受經濟水平影

響，尚無公民意識。政府若改弦易轍，急劇改革，廢除種族隔離，與經濟發展不配對，勢

將烽火四起。只能逐步改革，先加強警察執法力度，必要時甚至應當大規模逮捕滋事份

子，以維護社會秩序。也就是說，民主不能只憑統治者或外界的主觀願望，一廂情願地恩

賜給民眾，而有賴於公民社會的培育和民眾的覺醒。 亨廷頓指軍事制衡社會主義國家，

以及輸出民主，都是建基於相信資本主義較好；二戰同盟國獲勝乃來自暴力壓到對方，非

價值觀優勝之故。 

八十年代南非白人政府接受了亨廷頓的建議，結果是大家知道的：南非政府加強對黑人的

暴力鎮壓，曼德拉入獄多年，上述亨廷頓三十年前的理論，至今仍受到當今的南非政府和

國際間多種輿論批評。 

亨廷頓強調文化決定經濟和政治體系，其例子是，他於八十至九十年代提出，美國應限制

拉美裔人士入境。原因是文化對社會發展起主導作用，而非福山所說的經濟決定政治體

系。在亨廷頓看來，美國需要保持強大的文化面目，而美國文化有分裂為兩大類的危險，

這不但會減弱美國在全球的地位，而且還可能將美國本身瓦解為兩部分—以拉丁美洲文化

為主的州為一方，和保持“傳統＂美國文化的州為另一方。 

亨廷頓將全球的最大的矛盾焦點，放在穆斯林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他認為，全世界穆斯

林數億之眾，既深信自身文化優越，又為其物質匱乏所困擾，以至歸咎於西方干涉其民主

革命，掠取其豐富資源，故積怨至深。 

筆者數年前讀過肯舍（Stephen Kinzer）所著“沙亞國王的人＂（All the Shah＇s Men

），瞭解到美國在 50 年代主導的伊朗政變的詳情。1953 年伊朗民主選舉產生的摩薩台總

統（Mohammad Mossadegh），因維護本國石油資源的利益而被美英聯手推翻，美國中央情

報局扮演了主要角色。其後恢復孔雀王朝國王巴列維（Mohammad Reza Shah，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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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的王位。從這段歷史的學習中，筆者彷佛明白 1953 年政變 24 年後的 1979 年，伊

朗民眾對美國大使館的行為。華盛頓政府在沙亞國王（King Reza Shah）1979 年遭民眾

摒棄後，讓其到美國治療癌症。結果引致該國民兵佔領德克蘭美國大使館，扣留了 66 名

人質長達 444 天。 

亨廷頓還認為，蘇聯解體並非偶然，蓋其十幾個加盟共和國於二十年代雖在列寧鐵腕下組

成聯邦，然而內部文化聯繫鬆散。九十年代初徹底瓦解，主要不是社會主義衰敗之故。車

臣與俄羅斯的戰爭便導源於文化衝突，或者說是基督教與伊斯蘭教文化之爭。當然也有些

人想從中賺取軍火錢。但軍事行動贏得的勝利有後遺症。最好的力量是看不見但感受得到

的力量。 

福山不同意基督教與伊斯蘭教之差異定會導致戰爭（包括國與國沒有正式宣戰的恐怖活

動）。他認為暴力分子是不同宗教的邊緣人，像鹹水淡水交界處，如新移民到西歐和美國

的中東或北非人，或中東和北非的青少年，特別受到西歐、美國文化和經濟衝擊，找不到

自我面目，而易為極端思潮吸引，成為恐怖分子。 

這種情況類似於一戰後的德國。當時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嚴密限制，加上適逢全球經濟

衰退，大量城市工人和新到城市的農民生活無着落，茫然不知所措，容易受希特勒煽惑變

成納粹分子 。 

福山指出中國模式是否可以令其經濟持續下去，怎樣發展將來二三十年會見分曉。他認為

當人民平均所得達到 6000 美元的年收入時，政治體系就會發生質變。真正擁有厚實財產

（特別是地產和商業市場）的階級力量壯大，自然會要求提高全民教育程度，公民意識增

強，要求政治民主。台灣、南韓的轉型便建基於此。 

筆者在此舉一個例子，可能並不是完全切題，但體現了政府和民眾共同努力。2003 年紐

約的布倫伯（Michael Bloomberg）市長開始實施“311＂ 熱線計畫—建立 311 熱線回答

人民要求並吸取市民建議，十年來效果良好，有目共睹。 

筆者在世界五大洲接觸的醫生同行，有的表示幻想以美國外交政策對全球的影響，美國總

統的選舉應给美國之外其他地區的民眾廣泛參與的机会。有的外國醫生談到世界問題或社

會問題，流露出令我驚訝的對美國總統選舉和政治的興趣，有人說如果支持戈爾 2000 年

當選，不僅可能避免戰爭，還有利於推進環保。 

筆者 2004 年到埃及和突尼斯(Tunisia)的大學醫生交流，加深了對當地不少由歷史造成的

現狀的瞭解。二十世紀初一戰後歐洲精疲力竭，只顧搶資源，不像英國在 19 世紀殖民早

年，注重印度的基礎發展和政治體制的建設。它們在非洲以當地少數人壓制多數人並實行

軍人政治維繫統治。後遺症是 60 年代非洲各國獨立以來，國內戰爭此起彼伏，難以停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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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歐洲打過幾百年仗，例如 14 世紀中葉至 15 世紀中葉，英法的“百年戰爭＂，以劃

分彼此的疆域和勢力範圍。福山說西方人不應缺乏歷史觀，而由蔑視以至放棄幫助非洲走

出困境。 

筆者前不久到盧旺達所見，先入為主的印象是那裡沒有民主，所以無論其經濟如何發展總

是存在危機。後來也稍進一步明白了（特別是參觀了 1994 年大屠殺紀念館和幾個當時死

亡人數最多的地方後）：在一個由歷史造成的族裔世仇難以短期消去的國度，言論自由的

犧牲是無可避免的，否則起碼一兩代欠下血債的人民，長期面對受害者後人，一言不合，

雙方大動干戈的局面隨時可能發生。 

或者這種看法不無“站著說話不腰疼＂的意味。筆者生活在一個相對民主的國家，當然不

會感受到要長期三緘其口之痛。 

筆者另一個感慨是，儘管現時美國窮人較盧旺達富人從物質方面生活好，可是精神狀態完

全不同，可見窮困不是絕對的物質量的對比，而是個人體會在社會中有無發展機會的感

覺。 

筆者旅行的第三個對社會的洞察是，對比起北歐、西歐的“福利國＂如丹麥、挪威、瑞

典、芬蘭、英、法、德等地，美國的貧富差別較大。作為收入和繳稅最高的一族，我本應

對“福利國＂的劫富濟貧反感，但與當地醫生的交流，令我感到他們為生活在同一社會的

他人都過得安穩無憂而欣慰。相比之下，筆者自身雖然生活安逸，卻並不能消除隱約藏在

心底的不安：上千萬美國同胞沒有醫療保障，沒有安全的社區生活（包括沒有蔬果市場，

高企的社區犯罪率讓居民不能在戶外跑步鍛鍊等）。 

柏拉圖（Plato，前 427-347）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由靈魂決定的。他提出“靈魂三部

說＂，稱人的靈魂分為三個部分：理性/理念（reason）、激情/熱情（passion）和慾望/

渴望（desire）。人都渴望物質享受、家庭溫暖、身體健康、親密友誼；激情推動自己超

越自己，理念則為根本。在人的靈魂中，理性和慾望是兩種相反的力量：慾望是試圖得到

某種東西的力量，它是非理性的；理性是一種阻止慾望的力量，要拒絕得到某種東西。除

了理性和慾望之外，靈魂中還有激情。 

柏拉圖認為，個體的正義就是正確處理理性、激情、慾望三者之間的關係：理性起領導的

作用，激情輔助理性並且和慾望一致贊成它，由它領導而不違背。讓理性居於統帥地位，

駕馭激情，控制著慾望，三者有條不紊，達到心靈的最佳狀態，這是一個人的最大正義。 

達到柏拉圖提倡的心靈最佳狀態，是一個自我修養的過程，弘揚推理的過程。古希臘自由

民的社會嚮往理性，限制過度的激情。我們今天一般人的豐衣足食並非最佳狀態，要用理

性引導昇華，每個人停止對物質無休止的追求，否則將無從達到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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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山的《終結》一書第五章為“最後的人＂，描述歷史終結後的人類生存狀態。“最後的

人＂這一概念來自尼采，尼采痛惜地感到，所謂的現代化只是慾望戰勝了精神，“財富＂

替代“光榮＂，成為現代人的第一追求，尼采要力挽狂瀾，重新確立精神對慾望的控制和

理性的優勢。“最後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放棄優越感，只有慾望、只求舒適和自我保存的

人，他們自以為幸福，沒有抱負理想，他們甚至不知道批判自己，千人一面。  

該書預言，當人的認可最終得到滿足後，就只剩下慾望，失去了精神、道德、勇氣等一切

可貴的美德，淪為“最後的人＂。此乃自由民主的致命內傷，這一制度解決了認可問題，

但人未必能有價值地活著。  

總之，物質的發展不表示社會的發達。許多物質的東西從無到有固屬奇蹟，但不曉得

“有＂之後如何分享，便可能最終造成無人有幸安居樂業的局面。 

筆者的一些旅行目的是為了在另一個關係中看自己的角色，包括去極貧窮的地方短期行

醫。那是希望藉以成長的一個形式，助人即助己。更是物質缺乏的地方，一旦與一群當地

人相熟，這種熟悉感便具有牽引力。人性的共同之處和人的群體性，最終是博愛的世界和

平的原動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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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最近，我的一位九十多歲的病人與世長辭，他是當年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現

多被稱為滅絕營 Extermination Camp）的倖存者之一。筆者常在為其量血壓時看到他手

臂上刺的號碼。此前五六年，我的另一位病人，與之同一集中營的一位猶太難友先他而

去，其臂上也刺了一組號碼。因為營裡的嬰兒肢體不夠長，故往往在軀幹上刺下這種記

號，他們無一倖免被送入毒氣室；存活下來者都是當時年紀稍長且能勞動的人，被刺青於

臂上。 

我為他們複診時，彼此的話題當然是病情，但他們也曾多次憶述集中營裡的生活及其對自

己一生的影響，令我印象深刻。 

百聞不如一見。不久前我到波蘭克拉科夫（Krakow)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該營分一區和二

區。一區曾是波軍營地，由 16 幢兩層高的紅磚樓房組成。二區稱為比克瑙營

(Birkenau)，內有納粹德軍臨時興建的一排排木屋，佔地廣闊，火車可以直接駛至正門。

電影<蘇菲的選擇＞和＜辛特拉的名單＞中，均可見這樣的情景。 

我在此一舉世知名的納粹屠場中看到集中營的展覽，包括許多實物和圖片。更震撼的是牢

房裡一排排的三層床。一區的 10 號樓作為醫學實驗樓，11 號樓則專門用於懲罰被關押

者。這兩幢樓之間的牆是將他們處決並以示眾的地方。 

使我尤其震撼的還有毒氣室、焚化爐及煙囟，以及死難者遺物庫房。後者佔了整整一個大

廳，堆滿了人的頭髮、衣服、鞋子，高至房頂。其中頭髮的用途一般人難以想像：加工成

充當德軍冬衣夾層的充填料，據說比羊毛暖和而輕巧。 

當時納粹德國因軍費開支龐大，勞動力短缺，遂向周邊被佔領的波蘭等國伸出魔爪，强迫

其交出所有農產品以至國民的口糧，供德軍作戰及國內居民糧食所需。於是波蘭人大批成

了餓殍，未死者則被逼服苦役。 

概而言之，奧斯維辛集中營關押者 90%為猶太人，另 10%是波蘭人或蘇軍戰俘，還有若干

受迫害的少數族裔，例如吉卜賽人（Gipsy)。所謂吉卜賽人，乃幾百年至一千年前來自南

亞相當現時巴基斯坦和印度北部一帶的游民部落，至今仍在歐洲多國受歧視，教育程度和

社會地位低。我在比利時布魯塞爾、意大利米蘭和西班牙馬德里等地，常可見到吉卜賽中

老年男女席地乞討，小孩行竊的身手了得。 

扯遠了。回到該集中營，據二戰後紐倫堡審判供詞，有 250 萬人死於營中毒氣室，50 萬

人於關押中因病、餓、勞累或受虐喪生。除上述猶太人與波、蘇軍戰俘及少數族裔外，還

有基督徒耶和華見證人或非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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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被關押者都是由密封的原用於運貨的火車車廂運送入營的，那叫做鐵悶罐子車。

車門開在車廂中間，沒有窗子，更不設座椅，就是電影「鐵道游擊隊」中日軍運軍火的那

種車廂，「齊瓦哥醫生」裡主人公齊瓦哥一家三口，被蘇維埃政府從莫斯科發配到西伯利

亞也是坐這種車。 

一區集中營入口大鐵門的門拱上，是長五米，重四十一公斤的德文標誌 -“Arbe it 

macht frei＂(勞動帶來自由)。 

俘虜們從車上下來，馬上便被分成兩部分人：即時去毒氣室的到左邊，去工廠做工的到右

邊。1942 年夏季之後，四分之一人去工廠，四分之三處死。1942 年前還有些女人和孩子

可以留下稍長時間利用。不過這些苟活的婦孺做的工和成年男子一樣，通常很快病死餓

死。老人也也很快凍餓身亡。冬天沒有暖氣，每個人都只穿一件黑白條紋相間的囚服，裡

面別無寸䄛。腳上穿一雙木鞋，沒有襪子。白天在外面做一天工，晩上回到營房睡下，兩

三個人擠在一格床上，沒有任何被褥。三層床上格睡的同屬病弱，連爬上去都有困難。而

且許多人腹瀉失禁，以致睡底下兩格的常遭便溺污染，洗澡更衣的機會又根本沒有，衛生

條件如此惡劣，難免一個個很快見閻王。 

被關押者每天早早起來（盡管夜裡整晚無法入睡，但起碼白晝辛苦精疲力盡可以在床上躺

下休息），30 分鐘梳洗畢便進行“Roll Calls＂，那是長達兩三小時的折磨。他們排好

隊聽管工逐一點名，這當中可能要蹲下 1個小時一動也不能動，也許會不斷遭到拳打腳

踢。如果同住一室的難友有人前一夜死去（5至 10 人一夢歸西司空見慣），那些骨痩如

柴的生者要將其遺體搬到隊列中，以站姿接受點名。好不容易點名結束便出去上工。重活

累活幹足一天，回營即再次 Roll Calls，再一次屈辱受虐。 

但這次點名中，如發現有任何人缺席，則全組每人都要赤腳在冰天雪地中罰站，直到該員

被找到為止。倘若有人試圖逃跑而於幾小時後被擒，那麼此段時間這組人會凍死好幾個。

此一懲罰方式令人人自律，不會遲歸。無論多累或病得多麼厲害，都要跟上隊及時回營。 

一區 11 號樓是懲罰樓，内設站立室（Standing Room），大小為 1‧5平方米（也就是 16

平方英尺），內站 4人。他們白天一樣要上工，但收工回來不許睡覺，只能通宵站立。往

往不下幾天便一命嗚呼。還有餓間（Starvation Cell)，將人關到餓死為止。另有黑間

（Dark Cell)，室內無窗，門縫嚴合，毫不透氣。幾十個受罰者在裡面把空氣耗盡便全部

歸西。 

以上殘酷的處罰使營中人人都很守紀律，以免自己受懲處，或者連累難友。另一方面，對

體弱病殘的難友雖同情亦有心無力，因為大家都極度絕望，與動物無異，他們都沒有受到

對“人＂的待遇。 

一區 10 號樓用作醫學實驗室，納粹醫生包括約瑟夫‧曼紐（Josef Mengele)及其他醫

生。他們在關押者身上做實驗，試用新藥和“新技術＂，例如研究對女性的絕育方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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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旨在當第三帝國實現後繼續實行種族滅絕，不讓“劣等民族＂生存於世上。其中一個

“成果＂是將一種特殊膠注入女性子宮使之黏附於內。 

毒氣室使用的是含氰化物的殺蟲劑，又叫山埃（Cyclon B)，那是一次大戰時被用作毒氣

戰（poison gas）。二戰時納粹在滅絕營用的則做成白色的顆粒，大小如半粒花生米，裝

在罐裡。納粹劊子手將之一罐罐倒入毒氣室。兩百多萬人就在其中被奪去性命。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納粹暴行罄竹難書，反映出人性最醜陋惡劣的一面。張純如（Iris 

Chang)在其「南京強暴」（The Rape of Nanking )一書中，對人性有過深刻的分析。 

上文提到的張純如（Iris Chang)出生於美國，父母是台灣人。這位「南京強暴」（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的作者在 30 歲出頭開槍自盡。她在書中提到每個人或每群人都可

能有行惡的潛能，在某種社會環境下此一潛能便會釋放。縱觀歷史，斯言非虛。 

二戰期間與德國納粹合作的一些國家民眾，如法國，在不同程度上參與迫害猶太人。他們

可能出於無奈或無力反抗，但另一方面也藴含自私的成分。時值物資短缺，能將鄰居猶太

人逼走，以便佔有其財產、住房，豈會錯失良機？而多少世紀以來對猶太人的歧視也迸發

出來了。 

 人類史中類似的情形屢見不鮮。尤其戰爭期間或發生危機物質匱乏之際。我在盧旺達看

到該國上世紀七十年代內戰後的種族滅絕的文件和實物展覽 。1994 年 4 月-7 月百日期間

內該國共 80 萬人喪生這一事實世人並不陌生 ， 絕大部分既是胡圖人殺圖茲人，也有互

相殘殺。當時有人指摘說非洲人問題成堆，難以解決，至今仍然窩裡鬥不息，死人不斷。

這種說法以偏概全，有欠公允。 

此處且不說亞洲如中華大地無數次戰爭，無論在戰爭中和戰後平民被屠殺均屬司空見慣。

就說歐洲人自 19 世紀開始對非洲即有種族滅絕計劃，甚至以冠冕堂皇的所謂種族科學的

形式自辯，振振有詞地宣稱低下民族及野蠻人應被滅絕，使文明的龧光普照那片黑暗的大

陸。康拉德(Joseph Conrad )1905 年所著小說 “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記述了歐洲人當時去非洲掠奪資源包括象牙等。主人公自認頂著文明的

光環去消滅野蠻人的黑暗。而他的行徑却是歐洲人在非洲的種種野蠻的代表。另一本書，

寫實性作品 “滅絕野蠻人(「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 ，作者是林奎斯特

（Sven Lindqvist）。記述 19 世紀歐洲人在非洲的殖民主義罪行，包括比利時殖民者在

剛果、英國殖民者在蘇丹，和德國殖民者在西南非，無不大開殺戒，當地的非洲人血流成

河，屍橫遍野。  

此外，在查理斯‧曼（Charles Mann)的「1491」和「1495」兩書中，亦揭露了歐洲殖民

者在美洲大陸對土著印第安人的大規模滅絕。雖然當地土著大部分人的死於傳染病，特別

是歐洲人帶來的  天花，但在雙方發生衝突的戰事中，歐洲入侵者對美洲原住民是毫不留

情，整個部落地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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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拉丁美洲數國參觀過其印第安傳統文化遺址，包括秘魯的印卡（Inca），墨西哥的

阿斯塔（Aztec），和瓜地馬拉的瑪雅（Maya)，對之深感佩服。但因當地建築材料資源的

限制， 許多沙石混合建築物因此湮沒。這就像中東古代巴比倫（現伊拉克一帶）的建築

物，用的是乾泥製成的磚，日久自然坍塌， 不少文化古跡都風化了。而希臘、羅馬至今

仍然可見極具藝術價值的大理石建築和雕塑。 

同理，非洲古代文化由於材料和天氣影響等原因而不復得見。18 至 20 世紀初許多歐洲人

據此蔑視非洲人，認為彼乃野蠻民族，跟印第安人相類似。進一步視之為異類加以排斥。 

種族滅絕慘劇的一再出現並非偶然。日寇南京大屠殺不是緣自大和民族特別兇殘，奧斯維

辛滅絕營也不是基於德國的日耳曼民族格外惡毒，而是源自理念支配--他們再不把某一族

群的任何個人放在眼裡，只是一心為達到所謂的“理想＂，發揚其自身的文化（包括宗教）

到達極至。為此做出種種傷天害理慘無人道的事，他們對俗話所說“舉頭三尺有神明＂對

於他們是不屑一顧的。 

有時，一旦他們處於下風或者落敗，對方的回敬自必不會手下留情。冤冤相報，循環往復

了無盡期，成了世界上一些地區解不開的死結。 

我上月在柏林開會，晚上看了1948年出品的一部電影「德國零年」（Germany Year Zero)，

對戰爭的殘酷作了深刻的解讀。那是一部黑白片， 導演羅西里尼（Roberto 

Rossellini），是在二戰後柏林廢墟上拍攝的。其中可見當時德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圖景，

特别是蘇聯紅軍進入後的大肆破壞，不少鏡頭令人慘不忍睹。同樣，我在華沙参觀了華沙

起義紀念館，看到德國對該市用火藥包報復性轟炸後，整個華沙夷為平地。讓我想起中國

人說的“寧作太平犬，不做亂離人＂。 

概而言之，戰爭是對人類文明破壞最大的禍首。無論發動者原意如何，或以為可以“速戰

速決＂，最終是不同程度的兩敗俱傷。 

去波蘭的前納粹殺害幾百萬人的奥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前，我讀了一本題為「如果

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的書，作者柏瑞牟（Levi Primo）是一位意大利籍的

猶太化學家，曾關押在該營。他說，“世上存在魔鬼般的惡人，但數量有限，通常不足以

產生真正的危害。最具危害性的是某種制度和社會意識形態，當它被人民盲目信仰，並由

此被驅使行動起來而不問為什麼。（Monsters exist, but they are too few in numbers 

to be truly dangerous. More dangerous are the functionaries ready to believe 

and act without asking questions.)＂。他又說，“一個國家的法律要防止弱者變得更

弱，強者變得更強，如若有效那就是文明。（A country is considered the more 

civilised the more the wisdom and efficiency of its laws hinder a weak man from 

becoming too weak and a powerful one too powerful.)＂ 

大屠殺倖存者(Holocaust survivor)威塞爾(Elie Wiesel)出生於羅馬尼亞，十三四歲時

與其父被關在奧斯維辛。他在書名「夜」（Night)中寫道：“愛的反面不是恨，是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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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site of love  is not hate. It＇s indifference)。＂“沒有任何種族較別

的種族優越（No human race is superior)。＂ 

探討人性，防止慘劇重演，在當今這個時期極之必要。不同年紀的人，不僅是學生，要都

應溫習 戰爭中及物質缺乏時人如何步步走向自相殘殺的歷史。人類當今可能正處於一個

歷史轉捩點--即將走到極其缺乏能源從而導致物質匱乏、生態嚴重不穩的階段。 

對此，「人口爆炸」（Population Bomb)一書作了預告。該書出版於 1968 年，作者是美

國斯丹福大學教授埃利希 (Paul Ehrlich) 。他最近接受訪問時稱，1968 年寫書時有兩點

未考慮到，一是臭氧層稀薄和損壞，後者乃地球溫室效應加劇的重要原因；二是生物多樣

化(Biodiversity)每年減弱所導致的損失。據英國生物學家邁爾斯(Norman Myers)估計，

現時每日地球上有 4 萬種不同種類的物種消失，一年就是 1460 萬種物種滅絕。而與此同

時，世界各國人口卻不斷膨脹，估計 2050 年寰球人口將達 95 億。 

上述人口增長加上現時流行的消費文化，並由於經濟、種族、男女的種種不平等，若與人

的貪婪和無知相結合，容易激發人群劇烈衝突的火花。這種衝突和生化武器及核武器相聯

繫，後果不堪設想。一場“小戰＂的連鎖反應可以蔓延至全球。即使核戰可以避免，人類

也很容易一步步重蹈覆轍，把矛頭指向少數人，以之作為替罪羔羊。掌權者會發動“群眾

運動＂，或全民宣傳，煽風點火，掀起一場以另一種族、宗教、文化為討伐對象的戰爭，

即如 10 世紀與 11 世紀歐洲的“聖戰（Crusade)＂一樣。 

在以上過程中，政治語言可以起很危險的作用。對此，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小說

「1984」就有祥細描述 。 

我曾在波士頓的美術博物館 （Museum of Fine Art）看到一幅 19 世紀末的油畫，長 1米

多，高 30 多公分，題為「我們來自何方？我們是什麼？將往何處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作者是保羅‧高更(Paul Gauguin)。

這問題提得好，至今猶具現實意義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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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與新大陸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幾個月前筆者看了電影《林肯》，這部榮獲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藝術指導獎的影片，

固然集中刻劃林肯在南北戰争中的領導能力，令觀眾印象深刻；作為醫生的筆者卻注目於

當時奴隸州的地理分佈之因由：它們位於與首府華盛頓相毗鄰的維吉尼亞州和馬里蘭州以

南，而没有向北延展至新澤西州，乃緣自蚊子的生存條件—該種傳播虐疾的動物在其只有

三週的生命期内，不能活在華氏 60 度之下。 

非洲人對虐疾的抵抗力遠比白人强，所以，南方在梅森狄克遜線（Mason–Dixon line）

以南的農場，普遍以黑奴為勞動力，而白人佃農則容易染上虐疾，以致不再適宜於在南方

的户外從事農作。 

同樣原因，在南美，巴西的農場馭用黑奴，而冷些的阿根廷則不是奴隸社會。 

這是筆者讀過科普作家查爾斯‧曼恩（Charles Mann）寫的兩本書--《1491》和《1493》

之後，對虐疾分佈決定美國奴隸州的地域分佈之認識。前一本以全新的角度敘述 1492 年

之前“新大陸＂的美洲是什麼樣子，歐洲人征服了這片大陸，大部份土著很快被消滅，主

要死於外來者帶來的疾病，尤其是天花；《1493》着重探討所謂“哥倫布大交換＂帶來的

深遠影響。該書名列《時代》周刊 2011 年十大最佳圖書＂非虛構類榜首，它指出：“當

歐洲和美洲展開接觸時，分隔兩個截然不同的生物圈的隔膜破裂了，拉開了動植物和昆蟲

大交換的序幕。＂ 

無可否認，美洲的發現對世界多樣性的日益融合與互相依賴，起了關鍵作用。這種融合和

依賴今天仍持續中，甚至有增無已。 

《1491》描繪了西半球在進入全球貿易和移民浪潮前的場景。二十世紀六十年代早期人們

認為，西班牙人登陸前的新大陸只有幾百萬印地安人，今天廣被接受的數字則在四千萬至

八千萬之間；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人口可能達到兩億。皆因當地其時已有發達的文明，還有

不少龐大、人口密集、城市化的社會。 

美國中部的夏安（Cheyenne），西南的阿帕奇（Apache）和筆者所在的東南部的切諾基

（Cherokee）等部族，本屬農耕文化，在馬匹從歐洲傳到美洲前，這些美洲原住民並非游

牧民族。寒冷的北部廣大疆域海洋結冰，使西伯利亞的原住民渡過結冰的海洋散居至北

美，北歐（此乃筆者去年旅遊北極圈時得知的）。 

在北美，現經路易斯與密西西比河隔岸對望的卡霍基爾（Kahokia），在中美，現今墨西

哥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在南美，秘鲁的昌昌（Chan Chan），都是筆者去過的

代表印地安人文明的古城遺址。它們有周密的城市設計和複雜的水利工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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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稱，公元前三千年，新大陸有足足 25 個複雜的城市。曼恩還推測，在哥倫布到達

前，美國大陸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已被城市覆蓋，西南部大部分地區已被開墾和灌溉。 

接著《1491》一書之後， 續集《1493》闡述了美洲和全球化的關系：哥倫布登陸所激發

的貿易和移民如何改變新大陸，新大陸反過來又如何影響舊大陸。 

歐洲人作為新到的探索者，是人數極少和物力簡陋的一隊隊小船隊，他們為何能够喧賓奪

主，主宰已有眾多人口和發達文明的美洲原住民生息繁衍的廣大地域呢？原因在於其對跨

物種傳播的某些疾病之抗病力—他們與猪牛羊禽等居處接近，能抵禦牛隻傳播的天花，馬

匹傳染的腦炎，雞鴨鵝傳來的流感等。 

筆者在挪威北部村莊見到古時的泥屋呈長窄形，迎風處住牲口，後面住人，每間屋子一個

火炕，靠近住人的一邊。牲畜的體温提升了部分室温，人和牲畜就是如此過冬，而無需耗

用太多的木材來生火取暖。 

相比之下，美洲原住民没有與牲畜在屋内同住的習慣，没有受到以上從動物來的傳染病的

影響。但這人數極少的歐洲人抵達後開頭的一百年間，無意中把傳染病一船船地帶到美

洲，特别是死亡率高的天花，令 70-90%印第安人死去，餘下的鬥志全失，以為此乃天意

要白人占領自己的家園；而歐洲人也認為上帝意願美洲為基督，天主教所有。 

美洲原住民本來既有中央政府和城市，也有廣大的農地。他們耕種方法很“環保＂：每年

一兩次放火燒樹林，讓下面的土壤肥沃，一部份土地種植土豆(馬鈴薯)或玉米，另一小部

長出新綠草，以之養火雞，鴨和豚鼠作食用，或吸引野獸來吃草，給人狩獵。這是在現美

國東北部，也就是新英格蘭（New England）的大湖深層底泥進行科研得出的結論—分析

底泥裡面幾千萬年前埋着的小氣泡之二氧化碳成份，從而取得證據。 

當絕大部份原住民人口在幾十年到一百年間急劇减少（多死於天花），這面積廣袤的土地

被高大的森林覆蓋，而吸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使整個地球在 16 世紀至 17 世纪（1550-

1800 年）出現小冰期氣温下降。當時的荷蘭油畫中有人們在 5月於家門前滑雪的情况

（筆者在阿姆斯特丹藝術博物館中見過）。在美洲一百年中，因歐洲人帶來的傳染病而由

人口龐大的地區蛻變，變成“原始＂地域。 

與此同時，歐洲人又把什麼帶回歐洲呢？答案是：馬鈴薯，紅薯，玉米和白銀。 

在“哥倫布交換＂前，歐洲的人口總是沒有膨漲，因為人們主食是小麥和大麥，這些是果

實不大的作物。而白人從美洲带回馬鈴薯，紅薯和玉米後，饑荒減少，政府穩定，人口增

長。同時，在玻利維亞南部波托西（Potosi）山和中南美其它地方發掘的巨型銀礦地，幾

十年間令全球的白銀流量增大 2-3 倍，歐洲人（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到處航行，向

中國買來大量絲，瓷，茶等（致使白銀大量流入中國）和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東南亞的貿

易口岸比如菲律賓和馬來西亞運入香料；同時大造軍火向外擴張，到非洲將黑人運到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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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棉花、甘蔗和烟草，再將農穫運回歐洲。再由歐洲向美洲運去槍炮，消滅當地餘下的原

居民抵抗勢力。 

就這樣，除了澳洲之外，四大洲步入了開始全球化的階段。 

當然，同一時期馬鈴薯，紅薯和玉米傳到中國，華夏人口也一樣急速增加。因為這個缺少

淡水和河流的古老大帝國之居民，不再是只依靠水田種植的稻谷來生活，於是明朝前後漢

人開始大規模向西擴張，並在山丘開闢梯田，大量水土流失。黄河水位越來越高，到清朝

水災頻繁，荒民逃離家園，起義絡繹不絕。加上歐洲列强用槍炮，鴉片奪走不少由美洲經

歐洲轉來的白银，清朝初現亡國危機。 

世界歷史由此揭開了新篇章。 

十四年前，筆者與前夫林肯遊歷東南亞，對在書本上所學的當地歷史有實際的認識，從而

更深入瞭解到 19 世紀中葉新大陸作物傳至亞歐的不久（例如上文提到的根莖果實類的紅

薯、馬鈴薯以及玉米等相繼引進），生產力迅速發展，令歐洲人口增加，白銀自中南美流

入使歐洲財富激增；與此同時，西班牙在東南亞馬尼拉建埠，海上馬車夫荷蘭和英國則分

別在印尼、馬來亞等地建貿易站，進而將橡膠由新大陸引入東南亞，影響甚大。這當中橡

膠樹成為“南洋＂的主要經濟作物，廣東眾多青壯年男子遂以之作為“下南洋＂謀生的主

要渠道之一。 

在旅行前，筆者看了電影“Fitzcarraldo（中文譯作“陸上行舟＂）＂，印象極深。該片

反映 19 世紀起亞馬遜河沿岸發現橡膠樹及橡膠的廣泛用途後，南美如秘魯、巴西的歐洲

文化興起，包括大量歌劇院的興建等；影片描寫了大理石、銅柱雕塑等，甚至整個歌劇院

的建築，自歐洲越過大西洋後再經湍急的亞馬遜河運到叢林深處是何等艱難。而橡膠大亨

們及其家人熱愛歐洲藝術，他們不僅致力開發大型農場，還決心要享受豐富的文化生活，

真是熱情如火。 

19 世紀中期，英國探險家威克姆（Henry Wickham）從巴西偷運 7萬粒橡膠樹 

種子，帶到斯里蘭卡和馬來等地，因當時缺乏運送途中保存的知識和條件，聽說最後只有

6粒成功地在東南亞發芽成長。所以，整個東南亞的橡膠業其實是不安全的，因品種單調

而對蟲害的抵抗力低。就像 19 世紀中葉，因傳到愛爾蘭的馬鈴薯品種單一，晚疫（Late 

Blight）將其在幾個月內清掃，進而造成兩百萬愛爾蘭人死亡，一百萬人漂洋過海到北

美，在包括新英格蘭（New England）和加拿大魁北克（Quebec）等地求生。 

由於馬鈴薯饑荒是發生此前的最後一次大饑荒，當時情景在英倫報紙的繪畫中可見。另

外，愛爾蘭和英格蘭民族和政府有矛盾，雖自伊莉莎白於 15 世紀脫離天主教自立英國國

教而在宗教角度上萌發，特別是伊莉莎白將其表姐妹、住在愛爾蘭且信仰天主教的瑪莉殺

害後，但馬鈴薯荒時愛爾蘭認為倫敦對它救濟不力，從此積怨加深。 

這裡還應提兩個插曲。一是二十年代，福特投資十多億美元（今天已屬巨款，當年更是）

在亞馬遜河沿岸地區擴大開墾橡膠園，希望滿足自行供應汽車輪胎之所需，但因受到蟲害

絕大部份橡膠樹死亡，造成其最嚴重的無可挽回的財政損失。再一個是二戰中，日軍占領

東南亞大部分橡膠生產地，令美國政府坐立不安，於是以哈佛農業科學家為首在巴拿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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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達黎加（Costa Rica）建立橡膠園，以供戰時軍用需要，這是筆者從加拿大人類學家

戴維斯(Wade Davis)寫的《一條河》（One River）讀到的。 

曼恩的《1493》問世後，迴響較《1491》為小。此固然由於其中觀點不像《1491》那麼尖

銳，更因為之前克羅斯比（Crosby）所撰《哥倫布大交換》影響深遠，而 

《1493》的核心論點及多數論據與之相似。 

不過，該書畢竟自有其價值。它闡述了大交換的深度，為克羅斯比的基礎論 

點提供了最新的作為實證的發現。例如，他描述了馬鈴薯起初被探險家弗朗西斯 

‧德雷克（Francis Drake）帶返英國，後又傳到西自愛爾蘭，東到烏克蘭。由於馬鈴薯

能在寒冷乾燥的地帶生存，並且其單位面積產量四倍於麥類穀物。再加上有機氮作為養料

的發現，結果使馬鈴薯成為三分一至 40%居民的全部非流質食物，如此嚴重地依賴之為主

食。當馬鈴薯大量死亡，人們舉家屍橫遍野。 

 

事緣 1840 年，德國化學家李比希（Justus Von Liebig )發現有機氮可被植物利用成養

料，使作物產量大幅增長。當時還沒有化學技術人工製造有機化肥。追根溯源，罪魁禍首

來自鳥糞(Guano)中的一種菌類(Potato Late Blight)，大量海鳥於千萬年來喜歡在秘魯

的海岸棲身，其糞便積成小島。19 世紀中葉數千名中國人被英國人送至此，辛苦地開採

大量鳥糞運回歐洲，作為農用化肥，從而導致災難性的連鎖反應。此後 1845-52 年的馬鈴

薯飢荒，引致愛爾蘭人口突降一半，從馬鈴薯晚疫疾至今，愛爾蘭人口始終未回復到

1845 年的數字。 

歐洲的進步和經濟增長極大受益自美洲，傳統的歐洲中心論由此也大為動搖。沒有農作物

和白銀自美洲流入歐洲，就沒有歐洲的工業革命和帝國擴張。 

談完歐亞大陸的西邊，現來講講西邊。自明朝中期以來，隨著新品種的糧食和塊莖類食物

的引進，中國農業幅地大大拓寬，人口相應急劇增加。漢族向西部人口較少的地區遷徙，

並“取代＂（消滅或同化）當地少數民族。有論者認為：中國人口在 19 世紀翻了兩倍，

達到 3億，與美洲紅薯和玉米遍及神州大地密不可分。此兩種作物和稻谷相比，對灌溉用

水的依賴極低，且如上述能在寒冷處和高地生長，並可產出 4倍於稻谷（甚至更多）的食

糧。至今，中華大地以只有全球淡水和地上水 7%的資源，養活著 20%的世界人口。廣東習

俗在家庭在家庭支柱去世後，在死者墓前會哭訴稱：“有你在生大鍋煮，冇你在生挨番

薯＂。“挨＂含受苦意，“番薯＂便是上述的“紅薯＂，後者乃中國北方的叫法。粵語的 

“番＂指來自海外異國。可見近代我炎黃子孫之繁殖歸功於“大交換＂之作物轉移。 

當然這個利也帶來害。大量的梯田在雨後會有泥土流失，進而逐漸將黃河水位提高到地面

之上 40 尺。清朝從 18 世紀中葉起一百年間，每年不下十次的塌堤危害至劇，其破壞性不

亞於 2005 年的卡特里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該次颶風對密西西比尤其新奧爾良

具致命性打擊。而 2005 年的美國布什總統的處置曾令民眾失望，不難想像中國人民對統

治百年之久的大清王朝同樣失望，由飢荒餓死，痛失家園，加劇官民矛盾，到農民起義

等，可以理解此頻繁之嚴重天災使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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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不能再維繫其管治，自鴉片戰爭起泱泱大國的古老中華，之所以輕易地被歐洲列強包括

一些小國一再打敗，便與此有極大關系。 

看來人類歷史就恍如每個人不測的人生，有時小小的勇氣和探索會帶來巨大收穫，但同時

福兮禍所倚，難以預料可能潛在何種災難。 

筆者在 2009 年隨美國醫學代表團去陝西農村，見到當地政府組織村民，在大片水土流失

嚴重的山上挖“魚鱗坑＂（一排排交錯的淺坑），每坑種一樹，旨在重新加強植被借以減

少黃河水位提高的速度。 

大量的梯田在雨後會有泥土流失，進而逐漸將黃河水位提高到地面之上 40 尺。清朝從 18

世紀中葉起一百年間，每年不下十次的塌堤危害至劇，其破壞性不亞於 2005 年的卡特裡

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該次颶風對密西西比尤其新奧爾良具致命性打擊。而

2005 年的美國布什總統的處置曾令民眾失望，不難想像中國人民對統治百年之久的大清

王朝同樣失望，由飢荒餓死，痛失家園，加劇官民矛盾，到農民起義等，可以理解此頻繁

之嚴重天災使得大清王朝不能再維繫其管治，自鴉片戰爭起，泱泱大國的古老中華，之所

以輕易地被歐洲列強包括一些小國一再打敗，便與此有極大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美洲原住民對歐亞人的福利貢獻不可抹殺。歐洲社會曾被中世紀鼠疫和戰

爭破壞到奄奄一息，其重建有賴於當日哥倫布及其後近百年的各支船隊對美洲的登陸。中

國則從此開始成為世界人口大國。但歐亞也無不自吃意想不到的苦果—因人類大幅改變地

貌和深耕土地而致。 

看來人類歷史就恍如每個人不測的人生，有時小小的勇氣和探索會帶來巨大收穫，但同時

福兮禍所倚，難以預料可能潛在何種災難。 

當然，被論者稱為“繼恐龍滅絕後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態事件＂之大交換，內容不 

限於此。隨著人們日益頻繁地往來於新舊大陸之間，若干疾病、農作物和牲畜 

也發生交換。如美洲“得到＂天花、歐洲從美洲“輸入＂梅毒等疾病；農作物如西紅柿、

紅薯、玉米以及煙草、橡膠等向東移從美洲傳入歐洲。 

美洲原住民對自然的駕馭極為高明，有關的知識使之得以在哥倫布大交換的災難中倖存。

而這些美洲原住民的後代一直守護承傳著那些知識。突出的例子是他們對資源的利用十分

巧妙，為可持續地發展提供了有力的保障。書中舉出羅薩裡奧及其家庭為例。生活在巴西

亞馬遜河支流沿岸的此一普通農家，一方面讓密密麻麻的灌木生長如常，兼且為蝦提供良

好的棲息地，又在家旁種植青檸、椰樹和棕櫚。如此混合式的經營看似雜亂無章，實際既

有經濟效益又可持續發展。當然，這在今天稱為農森化（Agriforestation)，唯其缺點是

難以機械化。 

不言而喻，交換是雙向的。歐洲人對咖啡和糖之需要，造就了巴西和古巴及其他南美和加

勒比海島嶼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由於天花害死了三分之二至 90%的當地人，歐洲

人在當地種植咖啡、甘蔗、菸草和棉花的農場缺乏勞動力，又發現白人佃農在熱帶、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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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地區易得發燒至死，而非洲黑人則抵抗力強，於是從西非搶或買來奴隸運至美洲的農

場。實際上，直到 19 世紀中葉前，整個美洲的白人與黑人的比例是 1：4；19 世紀晚期，

白人才佔了人口的多數。就這樣，歐洲人奴役非洲人，讓他們成為美洲的主要勞動力，特

別是北美維珍尼亞州及南美阿根廷以北。 

筆者幾年前飛危地馬拉(瓜地馬拉)途中，讀了湯姆斯（Hugh Thomas)所著《奴隸貿易》

（The Slave Trade)，書中稱非洲的埃及是與歐亞大陸連接的，所以非洲人不像美洲的原

居民，與歐亞大陸的各種傳染病被大西洋和太平洋阻隔而無接觸。非洲曾有天花等病，歐

洲人進入非洲時並沒有受到傳染致命疾病而令其人口減少。筆者於 2012 年 12 月去盧旺達

前為了預防染上瘧疾的可能，要提前兩天開始每天服用強力黴素（Doxycycline），還在

起程前一週注射黃熱病預防針。當歐洲人開始進入美洲後的一百年間，絕大部分土著居民

死於天花，導致勞動人口缺乏，歐洲來的窮人佃農（無償勞動 4至 7年還清路費），因瘧

疾和黃熱病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病或死亡者，分佈在美國梅森狄克遜線（Mason Dixon 

Line）以南的農場，和南美的巴西等大量輸入黑人地區；黑奴多從非洲西岸來，除因西岸

與美洲較近外，還因鐮刀型貧血症（Sickle Cell Anemia）等原因對瘧疾有較強抵抗力的

黑人多在西岸。相比之下，當時美國維珍尼亞以北，加拿大及南美的阿根廷雖未將奴隸制

定為非法，都多用歐洲佃農，語言無障礙，勞動方式與生活習慣與農場主們相似，容易管

理。筆者在巴西感覺黑人很多，在阿根廷旅遊時感覺其黑人人口面貌與巴西大不一樣。 

參考克羅斯比（Crosby）教授的見解，曼恩（Mann）稱 1492 年以後的時期為“新生同質

化時代＂（Homogenesis)，或曰日益同質化的生物學時代。“因為這種征服創造了人種混

合、交換和相處的條件，促成一個更具生物統一性的星球。＂也就是“新＂“舊＂兩個世

界融合成一個：大家庭。 

新大陸是全球一體化故事裡的中心，而這一點經常被歐洲人有意無意地遺漏或忽略。

「1491」和「1493」兩書將繼續挑戰以歐洲為中心的歷史。把歐洲人想成現代化創始者純

屬偏見。全球化並非歐洲人的專屬創造，如果沒有美洲的地理資源連同原住民在 1492 年

之前開創的農業文化財富，全球化也許至今無法開始實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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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北戰爭“另類史＂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抵美 20 年來，瀏覽了不同觀點的史書，深感一個社會恍如一種生物，免不了興衰榮枯，

舉凡財富的積聚或損毀，無不具有一呼一吸，一張一弛的不可避免的定律。 

開頭幾年，我居住美國東北部：先在紐約任了三年內科住院醫生，繼而到費城接受了三年

心血管訓練。一開始讀了一些有關中國歷史的書，那是來美前沒機會看的。對於美國的歷

史，則是在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三年心血管專科訓練期間，經由夜間旁

聽該校的歷史課程有系統地研讀。遷到佛羅里達的十三年間，就經常利用週末休假閒暇，

到各州的一些歷史勝地作短途旅行，採取“行萬里路＂的方式從書本外實地瞭解美國歷

史，以及不少“另類史實＂，從而有可能嘗試從南方人的角度，以有別於學術界的主流觀

點看美國國內戰爭。 

在美國這個政治結構比較穩定的國家，各種不同的看法均能相對自由地各自表達出來。雖

然大部分屬於所謂“正統＂或為主流所接受的看法，通常反映的是北方人對內戰的看法；

而南方一些到現在為止仍對內戰有不同看法的人，他們的觀點難以載入中小學歷史教材。

但儘管如此，後者仍然有寫出他們的意見的自由。所以，不乏歷史學家勇於“反潮流＂，

寫了一些對於南北戰爭或者叫國內戰爭的起源、過程和後果持不同看法的書。 

南北戰爭是中國的叫法，在美國被稱為國內戰爭（Civil War）。對此，我覺得美國的叫

法不大合理，因為一個國家發生內戰，無不緣自參戰雙方（或三方以上）爭奪控制全國的

權力，而美國南北戰爭的起源，卻不是因為南方的州想控制整個美國，而是他們想脫離美

國的合眾國---那是當初經 13 個州同意建立、並於 1787 制定憲法正式誕生的，該憲法並

沒有禁止任何州脫離合眾國。 

不少南方人至今還認為，在南方宣布脫離合眾國、自組邦聯的兩個月後，北方也就是林肯

政府所屬軍隊侵入到南方南卡州，實質上是侵略外國，南方不得不自衛。最終北方因為多

年來對南方經濟上的榨取，財大氣粗，藉此打贏了這場仗。 

所以當北方認為，南北戰爭北方的勝利是正義壓倒邪惡，南方的不少人卻認為這只不過是

拳頭大於公理。 

南北戰爭中死亡人數達 60 萬，當時美國只有 3000 萬人，按其在總人口中所佔比例來算，

相當於現時的 3億人口中有 600 萬美國人喪生。 



‐ 76 ‐ 
 

到現在為止對南北戰爭起源、必要性和戰略，南北方仍有爭論。在打仗之前，絕大部份美

國人都沒有經歷過戰爭，無論北方和南方都並無預計到結果會變成兩敗俱傷，而且傷得那

麼嚴重和歷時那麼長久。 

再說此前的 1776 年的《獨立宣言》，其實也並非當時所有的人都贊成的。據估計大概四

分一到三分一居住於美國的人，都是表態願意效忠於英王的。這些人覺得那些鼓吹獨立的

人主要是擁有財富或土地者。後者希望不再受英國管轄，而這些有財有地的人以“要自

由＂、“要抵抗喬治的暴政（包括高稅收）＂為口號，煽動餘下的沒有他們那麼富裕的人

造反。其實當時英國在對法戰爭歷時七年之後，有許多債務要付。這七年（1754-1763

年）戰爭主要是為了保障這 13 個殖民地的利益，所以喬治三世覺得後者也應負上部分債

務，有義務以繳稅的形式去幫王室償還欠債。即使如此，英國本土的國民仍然比 13 個殖

民地的人所繳的稅多很多倍。 

說到 1754-1763 年的七年戰爭，雖然在北美名叫法國印第安人戰爭(French Indian 

War)，但實際上是法國跟英國之間的戰爭。這場法國印第安人战争（英國這樣稱它，美國

當時是英國的一部分），緣自當時大部份印第安人失去了他们在美國東部的土地，他們仍

然希望在美國的西部和南部生活，而法國和英國一向在北美爭奪土地，法國佔領了加拿大

的一部分和密西西比河南部、路易斯安那那片地區，但一直與印第安人比較和平的做皮草

等等生意。而美國人希望能在美國西部和南部多佔領一些地方。英國也希望在上述地區鞏

固自己的地盤。所以英法兵戎相見，打了一場仗。基本上印第安人是站在法國人一邊的。 

說到底，這場法國印第安人戰爭主要肇因於美國人想侵佔印第安人的地盤，但觸及了法國

人的利益。印第安人覺得與法國人的貿易向來比較和平。當然，山高皇帝遠。而英國的殖

民地當局直接在美洲大陸殘暴驅趕印第安人，令到印第安人站在法國人一邊。但當 1763

年巴黎簽和約時，並沒有將印第安人包括在談判桌上，只有英國人和法國人。所以，簽約

後基本上美國阿巴拉契亞山以西屬於印第安人（簽約以此維護法國與印第安人得以繼續貿

易），如果在美國的英國人希望向西部和南部的佛羅里達徵收土地，或修建道路等等，都

要向印第安人取得允許證（License，Permit）才可進行。 

而在美國佔有土地的一些南方的農場業主，如華盛頓、傑克遜等人，再加上北方一些同

工、商業界有密切關係希望將土地、市場推向美國西方的人，比如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富蘭克林（Benjamin Franklin）都是有財勢的人，一向對西方和南方富於

佔有慾。而在北部不那麼有錢有勢的人，不同意這些大財主對西部、南部的虎視眈眈，不

同意脫離英國—他們受到 1763 年英法在巴黎簽的和約的約束，不可以貿然向西部、南部

拓展。所以，這些有地有錢有奴隸的人希望脫離英國，不再受巴黎協議的約束，這一批人

就是用獨立宣言誇張地羅列了喬治三世的所謂罪行，包括高稅收（前面已說過稅收並不比

英國本土的人稅收高，後者其實比美國殖民地的人的稅收高 8倍）。當時這七年戰爭所花

的錢主要是為了這 13 個殖民地的安全，使之不受法國和印第安人的騷擾。所以喬治三世

覺得美國人理應承擔一部份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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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獨立宣言起草人的心目中，他們不能很公正地講出這部份的事實。但有歷史學

家，特別是近代一些歷史學家認為，獨立宣言是鼓起戰爭的有效煽動工具。 

再說 1812 年的戰爭。現時的美國人很多都不大了解這場仗役的來龍去脈。當時，農場業

主是希望將西部，甚至企圖把加拿大都拿來發展大農場的主要力量。而北方的廠家、商

業、銀行等等，他們是希望與英國繼續維持非常融洽的貿易關係，對南方這種向英國再次

宣戰的做法不是很同意的。這些企業家，商人，和銀行業主，在 1812 年與英國打仗前夕

曾秘密談論過脫離合眾國。也就是說，脱離合眾國這種言論不只是在南方在南北戰爭前夕

（也就是 1860 年 12 月至 1861 年 1 月）首先提起的，而是 1812 年北方已經有某些地區鼓

吹脫離合眾國。 

1812 年戰前各州直接和英國人交易，戰後既然是同英國撕破了臉皮，在 1814-1815 年

後，這些州被迫在相互間通商更為廣泛。而那時美國人開始覺得各個州可能合起來成為一

個國家，因為他們自己同自己通商的範圍很廣，不是僅僅各個殖民地、各個州獨立同歐洲

通商。正因為此，中央的聯邦政府的影響逐漸增加，不再是只對附近的幾個州具有影響，

而是對美國各州的影響都越來越大。 

聯邦政府通過提高從歐洲進口到美國商品的關稅的形式，作為收入的一大部份。這關稅令

所有日常用品的價格上漲，南方以輸出棉花為主的各州覺得很不公平。因為南方的州 80%

的經濟靠輸出棉花，煙草等原料，比較少工廠，所以南方人都要靠進口成品。這些產品如

果直接由外國進口，本來價格不是那麼高，但自從美國聯邦政府逐年提高海關進口稅，這

些物品的價格就不斷增高，而北方銀行家、企業家、工廠業者，不少多是投資生產製造這

些產品的。 

北方提高了自己這些產品的價格再賣給南方。南方人就不免覺得他們辛辛苦苦生產的棉

花，供給北方的工廠，而北方卻拿用這些原料生產的加工品高價賣給南方 ，南方人認為

這是不公平的一種另類的稅收。而且北方的聯邦許多政策多受有錢人操縱，聯邦政府除了

用提高海關稅以增加聯邦收入外，其開支很多都是對北方的工業家和財主們有利的。 

比如，聯邦政府幫助鐵路公司，以低價收買土地賣給他們，他們把這些地再分割來賣給其

他人。當一條鐵路計畫要通向某個地方，沿線的地價就會上漲得很厲害。聯邦政府往往在

趕走或殺害印第安人，掠得他們的土地之後，以極低價大片賣地給有錢開鐵路、開礦、開

廠的財主，那些財主又通過建立這些設施來令土地再漲價，然後一轉手賣給能買得起土地

的人。 

這一切使南方的州覺得北方的州或聯邦非常不公平：用提高入口稅令所有食品的價格升

高，將由北方的廠製造出來的食品賣給南方，而南方的棉花被他們將收購價壓到特別低。

另一方面聯邦聚斂的財政資源很大部份是給北方人用了，被那些有錢人用開廠、開礦、開

鐵路的形式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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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南方人慢慢覺得要脫離合眾國。首先脫離的是南卡州，時間是在林肯當選總統還不

滿一個月。因為當時林肯政府正副總統首次均由北方人擔任，不是屬於南方的奴隸主。而

美國到那時之前，總統競選都是一正一副分別由南北方人出任，至今仍是如此。但那一年

兩個都是北方的。南方人覺得這一回真是要離開合眾國了。 

南北戰爭之前，絕大部份美國人都沒有經歷過戰爭。他們在報紙上看到的一些對戰爭的報

導，比如說，1812 年美國同英國的戰爭由傑克遜（Andrew Jackson）統率的美軍在新奧

爾良得勝，時維 1815 年 1 月。此前的 1814 年 12 月 24 日雙方的外交官員已在比利時一個

鎮根特（Ghent）簽訂和約，正式停戰。但因當年交通不便，和約的消息沒有及時到達新

奧爾良。美國國內的報紙很風光地宣揚安德鲁‧傑克遜的殊勳，它令許多美國人覺得，美

國的力量、正義是可以很快打贏一場仗。 

現在世界看美國當然是將美國看成一個國家，但建國初期，即 1776 年宣佈獨立，不再在

英王喬治三世管治之下，十三個殖民地是各自為政的。1787 年 5 月至 9月整個炎熱的夏

天，55 個來自十三個殖民地的代表在費城舉行閉門會議，最終在幾乎破裂的關頭，各方

妥協立憲，希望彼此能夠和平相處。所以當時訂立美國憲法的主要作用在於保障這 13 個

地區的利益，保障它們各自的獨立自主權。憲法是沒有規定不准脫離聯邦的。 

而當時南方的州只是想脫離合眾國（Union），成立自己的邦聯（Confederation），叫做

美利堅邦聯（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跟北方的美利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兩個不同的國家。他們希望脫離之後與合眾國仍然有和平的經濟

交流，彼此和平共處。 

繼南卡離開聯邦之後，密西西比隨之，然後是佛羅里達。1861 年開頭那兩個月，阿拉巴

馬、路易斯安那、德克薩斯州接踵效法。隨後這 7個州在阿拉巴馬州制定了一個新憲法，

傑斐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成為美利堅邦聯國（CSA）總統。 

上述 7個州脫離聯邦，林肯政府並未指其為叛徒（traitor），或暴民（rebel）之類。蓋

美國憲法並無明文規定不准脫離聯邦。南卡州（South Carolina）查爾斯頓（Charleston 

Harbor）有個聯邦的軍事基地（Fort Sumter），華府商議到了要供應糧餉時將該基地的

聯邦軍隊撤走。也就是說，基本上林肯政府似乎容忍這 7個州脫離。 

但到了 1861 年 3 月份，美利堅邦聯國（CSA）宣佈他們制定的（對歐洲）的海關稅比美利

堅合眾國低得多，這令北方大商家十分不安，因為如此等於失去了南方的市場----南方可

從歐洲直接進口日用品、農場工具等等，而將他們的棉花直出口到歐洲，也就無須靠北方

的工廠。於是北方失去了原料地和市場，雖不是完全失去，但已不像過去那樣可從南方低

價買進棉花原料，再向其高價售出成品。南方既然成了另一個國家，就不可以用聯邦之名

高壓逼迫其接受制定價格。 

所以隨著 3月份南方宣佈降低進口關稅，北方就決定要動武了。根據這個時間表，南方有

很多人認為北方不是為了解放奴隸而發動戰爭，而的確只是為了商業利益訴諸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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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方的角度來說，他們在不違憲的情況下，要求脫離合眾國，合情合理合法。北方的利

益財團竟仗著財大氣粗悍然宣戰，這是明顯的恃強凌弱之舉。另一邊廂當時北方人存在內

部分歧，例如最著名的黑人弗萊德里希‧道格拉斯（Frederick Douglass）---一位 22 年

前從南方逃出來的奴隸，參與廢除奴隸制的活動非常活躍，史書上稱其與林肯合作良好，

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其實我讀其自傳，覺得他在南北戰爭前與林肯的看法也並非完全一

致。 

當南方只是在說要脫離聯邦，但尚未成立 CSA，戴維斯也未宣誓就任總統之際，道格拉斯

希望南方真正分離出去。因為他覺得歷史證明反奴隸制和支持奴隸制的人，在聯邦政府談

判中屢次都能達成協議，最後都不能廢除奴隸制---畢竟那觸犯了太多人的利益。 

事實上，北方有很大部份財經與南方息息相關，那不單來自同南方蓄奴州的貿易，還有直

接來自販賣奴隸的收入，所以在內戰之前幾十年，北方一直是反對和支持奴隸制的人互相

角力之地。而許多法律都是兩方面都作出某種讓步後制定的。這些法律在道格拉斯看來，

反映出政治家不敢觸犯大財團的利益，而犧牲或推遲解放黑奴。所以，他寧願南方分開，

那可以激勵北方人或者令北方的財團鼓動政府包括林肯去打仗。這樣打贏了南方之後，可

以一勞永逸地為林肯效勞，用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去廢除奴隸制。而林肯卻很希望南方不會

離開，這樣就不需要打仗。 

所以，道格拉斯當時對林肯並非完全信任。他覺得林肯也是政治家，希望延續幾十年來的

做法，即在維持現狀的情況下，不斷讓雙方談判關於奴隸制存廢的問題。 

林肯政府似乎默許南方 7個州脫離，皆因此舉並不違憲。但當南方宣布要大幅度降低海關

稅時，北方海岸港口如波士頓、紐約的進口商就說，既然南方降低關稅，我也要拒絕繳交

聯邦政府規定的高關稅，因為我也要降低成本以便使我的進口商品可以便宜一點。這樣一

來，北方政府既失去南方這個市場和來自南方的龐大關稅收入，又面對本地進口商拒交關

稅的嚴峻局面，於是主戰派的呼聲越來越高。 

與此同時，聯邦也拒絕南方把南卡州軍事基地的駐軍撤走的要求（當時每個州的海岸都有

聯邦駐軍以防外國入侵），林肯並在該基地糧餉即將耗盡時，派軍艦運送補給。南方視之

為對自己的新國家的挑釁而必須自衛。北方就說南方人打響了第一槍。各執一詞。 

那南方是否每個人都想打仗呢？當然並非如此。跟北方一樣，許多人都不想打仗，其中一

個原因是，南方四分之三的白人並無擁有奴隸。在同一個合眾國裡如果繼續遭到北方壓

迫，損失最大的是少數擁有農場的農場主；大多數南方人認為，北方艦船駛入領海，理應

奮起自衛，正義在他們一邊。即使他們沒有蓄奴，也無法認同北方那些頭腦不正常的人所

想---南方農場主宣稱北方人講空話、無理智、無常識，認為黑人白人應絕對平等；其實

絕大部分北方人並不這樣看，但南方白人確實以為北方主張黑人白人絕對平等。這樣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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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方人打贏了，可能他們南方的社會非常不穩定，因為有這麼多黑人奴隸（他們視之為容

易生事的次等人）。這種不穩定是他們無法接受的。 

除此之外，南方有一半的財富離不開蓄奴，而北方不少的州自行決定廢除奴隸制時，該等

州政府對蓄奴者是有物質補償的。所以南方人認為如果要廢除奴隸制，也應像北方那些州

一樣給以補償。但林肯政府宣戰的時候就說，不會給他們補償。他們擔心果真那樣的話將

會白白損失一半以上的財富。這會嚴重影響南方所有白人家庭的生計。所以南方白人中佔

四分之三的人雖然並不擁有奴隸，卻也非常支持對北方進行自衛反擊。 

南北兩方的歧見還不止此。在向西部擴展的問題上，尤其各有算盤。 

不言而喻，美國這個年輕國家不會困守東部，它肯定是要向西拓展的。擴展的過程中，各

方不同的口味、特長或者不同的主要經濟來源，決定了各自對商業運作的形式有不同的選

擇。南方是大農場社會需要大量人手來做工，未完全機械化的年代尤需輸入黑人勞工。北

方卻非如此。 

關於輸入黑人到南方的必要性，我在評述《1491》和《1493》的兩篇文章中講過。簡而言

之，當時美國南方瘧疾橫行，白人的佃農到南方做工，死於瘧疾的機會比黑人高出很多。

這是因為黑人特別是美國從非洲輸入的黑人，多半來自西非和中非，他們在非洲幾千幾萬

年瘧疾肆虐的環境中生存下來，不少人的基因裡有鐮刀型貧血症，那是對瘧疾相對免疫力

很強的。所以，由於氣溫的緣故，蚊子的生殖周期為三個星期，加上瘧疾的原因，南方農

場所需人手是要靠輸入黑人，它的自然條件適合種植菸草和棉花，又認定了那裡的土地不

適拿來開廠或開礦的，等等。莊園主最快的收入就是用這些土地種植經濟作物。 

前文所述的美國 200 萬平方英里新增土地，位於西部和西南部，很多地方都是比較適合開

拓這種農場的。所以南方的農場主希望那裡也跟他們一樣以務農為主。然而因為這些州都

是地產商（東北部和南部有錢人）先去侵佔，至於將來用什麼形式發展，可不可以運去奴

隸都是以後再決定。因此每建立一個新的州都有一輪爭議：這個州應是蓄奴州或不是蓄奴

州，包括德克薩斯州被美國硬從墨西哥搶過來之後，起初也很大的歧見，到後來才確定劃

屬於蓄奴州。 

再如加州被從墨西哥搶來後，不少人認為其地域遼闊，應分成北加州和南加州兩個州：北

加州是沒有奴隸的，南加州則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蓄奴制地區。爭議很久未有定論，也成為

內戰眾多導火線之一。 

事實上，直至仗打起來了，也沒有人將廢除奴隸制作為戰爭的目的之一。因為北方的白人

都不認為黑人跟他們是平等的。他們或者不同意繼續奴役黑人，但也並不認為黑奴應被解

放。在這一點上，無論被放火南方大部分白人看法並無不同：彼此都覺得，奴隸制可以讓

這些次等人安分守己，做好本分而不會犯上作亂。 

歷史上每一場仗剛剛打完、兩敗俱傷時，許多人都會反省，覺得那是很無謂的仗。所以，

內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美國人無論北方南方均有此種想法。南方人尤其氣憤，因為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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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北方人，遭其肆意踐踏。而北方也死了許多士兵，喪生的 60 萬人的家庭都覺得，拍板

打這場仗的人決策未必正確，對拖延四年之久也有許多不同意見，認為這場仗是糟蹋了一

代人的一場仗。 

不過，隨著時間的流逝，人類每經歷一場新的戰爭就會對以前的戰爭作重新解釋。一次大

戰之後，許多人認為這是很無謂的戰爭，毫無必要地造成極大傷害，傷亡人數極多。此時

回顧美國南北戰爭，似乎又覺得它有點道理。因為美國可以作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國家去

參與一戰，對其勝負結局起比較大的作用。之後經過二戰再回望，就完全把南北戰爭說成

是正義的戰爭。因為二戰在大部分人眼中是為正義而戰的戰爭。當時倘從丘吉爾的角度是

為英國的利益而打仗，從斯大林(或譯史達林)的角度是為了蘇聯向西方奪取多一些歐洲的

土地，斯大林的對手希特勒，目標則是通過打贏敵國來與英美對峙的。 

正因為此，斯大林埋怨英美，他一直認為諾曼底登陸推得那麼遲，是英美故意等蘇聯紅軍

傷亡更加慘重後才行動，藉此造成將來兩種社會制度對峙。總之每個國家都是為本國的利

益而戰。但打完仗或正打仗時都用正義之名來宣傳。所以二戰之後勝方對南北戰爭正義的

主題更加著力大肆宣揚。 

其實從黑人的角度，覺得把南北戰争說成為解放黑奴而戰，是又一次把他們放在一個非常

被動的位置。也就是說，黑人是那麼弱小，不能為自己的自由而戰，而要靠幾百萬白人。

雖然在南北戰爭後期有 20 萬黑人加入了北方的軍隊。這是由於北方慢慢兵源不足，不夠

人手作戰，1963 年 1 月林肯發表宣言，以戰爭特權宣佈，凡是叛亂的州的黑人均可獲自

由。但當時有 4個擁有奴隸的州(can you name the states)，屬於北方的合眾國；這 4

個州的奴隸並無獲得解放。 

可見，所謂“解放黑奴＂只是一種宣傳策略，籍以鼓舞更多黑人逃離南方，加入北方的黑

人一道去參軍，幫北方打仗。二戰之後把南北戰爭的正義性高唱入雲，諸如什麼為了人

權、為了黑人的自由，等等。但事實上我也認為，根本不是那麼回事。不可能設想：在

150 年前美國的白人就可以為解放黑人而打這場仗。否則就不會搞到黑白人種分隔了那麼

多年，直到 60 年代興起人權運動，南方的學校才不再實施把黑、白學生格離上課。即使

如此，直到今天，黑人仍然是經常受到不公平的待遇。 

當然，人們回頭解釋歷史，總是勝方決定解釋的基調。一些死者的親屬也覺得，如果是為

正義犧牲了自己親愛的人，他的死就有價值。所以當一場仗打完，如果太多人說這場仗是

沒有意義的，參與者會覺得非常委屈，就如越戰那樣。越戰的戰士不能得到足夠的尊重，

迥異於二戰士兵退伍後獲得的對待。因為很多人都認為越戰是沒必要的戰爭。 

誠然二戰確有其正義的一面，但當時美國決定打主要是出於自身策略、領土、經濟等等的

考慮，那都有直接關係。當然每場仗一旦開打了，就很難再每一步都計算得那麼准，所

以，我覺得仗最好是不打。因為战端一開，不可預計的事太多，而每次出現不可預料的

事，人們又會添加一些“意義＂到自己面對的這場戰爭上去，於是把戰事推向更加難以終

止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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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南北戰爭如同幻想中或童話中那樣，李將軍（Robert Lee）和格蘭特（Ulysses 

Grant）在維吉尼亞握手停戰時，那場景好像很感人。其實兩個將軍一直認為簽了協議

後，對方是違反了協議，因為彼此對停戰的理解是完全不一樣的。 

南方認為自己是被北方的拳頭逼得別無選擇，只好認輸。但并非輸在欠缺正義上，而是輸

在物質上。按照當時的協議，北方說，南方人如果放下武器，就可以不作為戰犯受審，所

有士兵可以回家，過自己的生活。在南方人聽來，這句話的重點是可以回家過自己的日

子，不受干涉。也就是意味着像以前那樣重新經營自己的農場，用黑人做奴隸。所以當他

們發現北方的人向南方掠奪財富，壓價收買他們的農場（南方極之疲弱，很多農場主要賤

賣土地，北方有錢人乘機撈一把），還要干涉他們原有的社會制度，包括要解放奴隸等

等，自然十分反感。 

也就是說，南方人特別是羅拔‧李將軍覺得，北方人說話不算數。而北方覺得南方人毀

約，因為讓你們解甲還鄉，那是基於你說回去要做一個合法的國民，即守紀律的國民。不

過這紀律其實是北方人決定的一些經濟程序。所以格蘭特覺得與李達成停戰協議之後，對

方沒有守信用。南方則覺得食言的是北方。 

由此看來，一些電影、文學中講他們兩人如何互相敬佩，握手言歡，只是小說家的筆法而

已。 

這裡應當指出，美國憲法條文很簡短，宗旨只是規定了各個州的主權不受干涉，南方便覺

得既然沒說不讓離開，就像參加一個協會，自願參加自願離開都可以。而他們這種的想法

也有一定的道理。比如 1783 年宣佈憲法時，並非所有的州全都即時接受的。北卡和羅德

島（Rode Island）一年多之後才同意，而馬里蘭州 3年之後才同意。 

當年美國 13 個州脫離英國獨立，不等於它們馬上組成合眾國。它們是 13 個相對獨立的城

邦。獨立宣言並不是憲法，而憲法的制訂也不等於每個州即時同意。北卡（North 

Carolina）和羅德島（Rode Island）一年多之後才同意憲法。德克薩斯州十多年後才同

意憲法。所以它的旗只有一顆星，自稱一星城邦（Lone Star State）。因為在那十年中

它其實只是一個美利堅合眾國以外的城邦罷了。 

再說獨立宣言 1776 年 6 月寫成，送到印刷廠注的日期是 7月 4日，美國國慶日定為 7月

4日。馬里蘭州是 1776 年 3 月(較國慶日早 3個月) 脫離英聯邦而獨立。羅德島是 1776

年 5 月(早 2 個月)獨立。南卡（South Carolina），新罕布什爾（New Hampshire）兩州

在 1776 年 4 月(早 3 個月)就已經獨立。維吉尼亞州（Virginia）是 1776 年 6 月(早一兩

個星期)。也就是說，脫離英聯邦而獨立的時間並非每個州都是 1776 年 7 月或 6月。 

從這些時間的先後可見，加不加入美利堅合眾國是自願的。所以南方人認為，離開也不應

受約束。 

非但如此，在 1812 年美利堅合眾國英聯邦打仗前夕和早期有些北方的州想不參與當時對

英國的戰爭，希望本州脫離美利堅合眾國以便繼續與英國保持友好關係，進行貿易。因此



‐ 83 ‐ 
 

南方提出脫離聯邦不算什麼大逆不道的啟先河之舉，只不過是南方 7個州: 南卡羅來納

(South Carolina)、密西西比(Mississippi)、佛羅里達(Florida)、阿拉巴馬

(Alabama)、路易斯安那(Louisiana)、喬治亞(Georgia)、德克薩斯州(Texas)將此付諸行

動。邦聯國（CSA）的新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還希望到華盛頓與剛履新的合

眾國聯邦總統林肯建立外交關係。而且戴維斯允許北方的州也就是合眾國繼續免費使用密

西西比河。因該河道是水路的重要運輸幹線，但從地理位置上說，其主權是屬於美利堅邦

聯國（CSA）的。 

有鑒於此，南方很自然地覺得，林肯不讓他們和平地脫離合眾國自行立國，並拒絕與之建

立外交關係，是很霸道的做法。 

南方人甚至認為，他們才是忠於美國開國的原則的州。這 7個州成立 邦聯國(CSA) ，政

府的形式和美利堅合眾國相似，國徽上圖案為華盛頓騎在白馬上指揮戰爭，表明他們忠於

開國元首華盛頓。維珍尼亞，阿肯色(Arkansas)，田納西(Tennessee)，北卡羅來納

(North Carolina)，阿利桑那(Arizona)後來加入邦聯國(CSA) 。 

當我在費城受訓的時候，因為選修了美國歷史這個大學課程，並興致勃勃到處訪尋歷史遺

跡，起起碼去到一些發生著名戰爭的現場憑弔，其中包括參觀維吉尼亞葛底斯堡戰役遺

址。在那裡我看到對國內戰爭重新演繹的場景，參與者有戰士、平民，他們穿著完全按照

當時的軍服樣式製作的服裝，使用以當時的技術製造的槍和炮，不過沒有裝上真的子彈或

炮彈。該項演繹為期整整 3天，是在夏天進行的一項活動，說得上維妙維肖，歷史重現。 

此後我遷居南方，在佛羅里達的 13 年中，經常利用週末去一些南北戰爭遺址，例如喬治

亞的亞特蘭大(Atlanta)，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Austin)和達拉斯(Dallas)，參觀著名將

領的墓地或雕塑。在新奧爾良見到當時的戴維斯總統的一個墓碑。他曾是美國參議員和眾

議員。又是美國和墨西哥戰爭中的英雄將領，還是前任美國總統的國防部長（Secretary 

of War）。 

在佛羅里達的邁亞密(Miami)有一個南方士兵的墓地，寫著“1861-1863 我們的英雄（Our 

Heroes）＂。佛羅里達的邁爾斯堡（Fort Myers）則有一個銅像，上書“李將軍（Robert 

Lee）＂。南方有不少這類紀念當年己方的將士（包括總統）的景點。 

在那場仗之前非常多的南方人是不主張打仗的，包括一些老社區的骨幹人物，他們認為北

方財大氣粗，擔心惹惱對方，那些財主們會一意孤行，不惜違憲入侵並獲勝。反之，很多

主張不惜一戰決雌雄的南方人是青年，這些血氣方剛的後生覺得他們的戰争是正義之戰，

充滿了必勝的信念。其實他們從未經歷過戰爭，一廂情願地以為會在很短時間內結束戰

事，榮歸故里。 

另一部份不主張南方從合眾國分裂的人認為，如果自己另起爐灶，以後倘若奴隸逃跑到北

方，對方可以不必送還奴隸。因為彼此已變成兩個國家；如果還是同一個國家，按照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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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律，對方有義務將其還給南方的奴隸主。換句話說，一旦分裂了，南方等於＂把加拿

大放在自己的門口＂(加拿大沒有義務將逃跑奴隸還給南方的奴隸主)。 

內戰中維珍尼亞是被打得最慘的，因為它是位於最北部的南方的州。這個州當時很不想脫

離合眾國。他們知道戰端一開自己勢必遭殃最劇，而且認為自己頭腦清醒，屬於最懂得歷

史哲學科學的一些人，當選的總統最多。而北方其他人較易走極端，唯利是圖。南方的人

則較為老土，尚處於農耕社會，工業化程度低。 

但當仗打起來，他們覺得要是留在合眾國，就會成為國會中擁有奴隸的少數州，前途堪

虞，會被國會中代表北方商家的勢力欺負。當 7個州離開聯邦之後，南方其他一些州跟着

效法，也是出於同樣的顧慮，即將會被另外 20 個非蓄奴州欺負。 

維吉尼亞的西部是比較支持合眾國的，因此戰事正酣的 1863 年夏天分裂成兩個州：繼續

留下跟南方邦聯作戰的仍叫維吉尼亞，而分出去決定退出戰事的版圖部份，稱西維吉尼

亞。 

前面提過，南方很多人都覺得南方被打很委屈。絕大部分的仗戰場在南方，他們更覺得北

方是侵略者。2010 年末南北戰爭 150 週年紀念日之際，在查爾斯頓(Charleston)，即南

卡羅來納第一仗發生地，開了一個極為盛大的舞會，鄭重紀念當年的分裂。與此同時，在

阿拉巴馬的盟歌馬列(Montgomery)，戴維斯宣誓就任總統的儀式被重新上演。這兩個事件

說明，南方許多人至今不認同中小學校教科書的主流論調---北方得勝是正義得以弘揚之

說法。 

前面也說過，南方大部分白人並不蓄奴。他們參與戰爭是出於一個愛國願望--保護自己的

家園、自己的文化不被外來人干涉與統治。而北方的白人又為何要支持他們的統帥率軍打

到南方去呢？ 

北方的國內戰爭宣傳有別於南方，而是着重理念---為了保護我們每個人的自由

（Liberty）而戰，宣稱合眾國是每個普通人都有平等發展機會的，而南方是由一些思想

陳舊的、擁有奴隸的貴族階層，就如英國那樣的世襲家庭主宰的古老結構的舊社會，如被

其翻天就不得了了。 

於是，無論南方、北方，每個士兵都認為自己愛國而且是為自由、正義而戰。 

在北方還有 20 萬黑人加入北軍。1863 年，北方人同意林肯的解放奴隸宣言，這樣吸引許

多黑人參軍，而且當時北方死傷甚多，兵源已經捉襟見肘。 

現在來說戰後的情況，那有點像獨立戰爭前後：當時有不少人不希望脱離英聯邦，於是移

民前往英國屬地加拿大或加勒比海島國，或者搭船回到英國。約有 7萬 5千美國人選擇前

者；另有 2萬個黑人效忠英國，也去了上述兩處，並在英國戰敗後隨著英國的船離開。 

那些黑人之所以一走了之，是由於他們知道在整個美國 13 個州，無論是不是擁有奴隸的

白人，都把他們視為次等人。因為 19 世紀初，事實上 18 世紀中下期開始，已經有一些偽



‐ 85 ‐ 
 

科學，包括一些人類學家和一些生物醫學方面的學者，宣稱人種有優劣之分。黑人或不是

白人的人均屬劣等民族。所以雖然獨立宣言宣稱人人平等，但黑人不在內，因為他們是次

等人，即不能考慮其為完整的人。有些開明一些的白人，儘管他們認為不能奴役黑人，也

不等於認同黑人可被平等對待。在其心目中黑人不夠格做美國公民，沒達到參與投票的水

平。 

此外，也有人主張解放黑奴以後那些黑人要離開美國，比如說到非洲西部的塞拉里昂、利

比里亞等等地方。其實早在 1820 年 2 月份，就開始有船在東北部即費城、紐約等地開去

非洲西部，把這些人運去當殖民地的開拓者。 

有一特殊的情形是，這些從美國被送去的黑人中有些膚色顯得稍為淺一些，而且自認是基

督徒，比當地的黑人高尚，對本地的黑人很不友善。他們奴役當地的黑人，因為後者不是

基督徒，在其眼中又不如他們那麼文明。這些黑人有了一點點白人血統，皆因當時美國白

人與自己的女黑奴所生子女，但這些混血的孩子仍然是奴隸。 

南北戰爭結束後，不少南方人他們有足夠資金，前往美國西部，有的去了古巴，有的到墨

西哥、或南美洲。 

美國歷史上離開美國的人，不會覺得自己不愛國或叛國，而是秉承了美國建國時期那種

“追求幸福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的理念，所以他們認為離開美國都是因為自己有美國精

神，追求個人幸福。比如說，20 年代末、30 年代初大蕭條時期，許多美國人為了找工

作，被蘇聯社會主義的神奇所吸引，又以為大蕭條正是證明了資本主義嚴重的缺陷，基於

此，有 11000 名美國人去了蘇聯，而蘇聯也很歡迎他們。因為當時蘇聯很需要科學家、機

械能手、農藝家等等，一些黑人將種植棉花、菸草的技術帶去，這些黑人覺得在那兒沒受

歧視，反而很受尊重，收入也不低，比留在美國失業好很多。 

可是(斯大林上台後，這個多疑的獨裁者要求他們：全部要加入蘇聯國籍才可繼續留下。

但有很多不遠萬里而來的美國人並不想放棄原有國籍。他們大多選擇離開蘇聯。小部分加

入蘇聯國籍仍然得以留下的，後來被斯大林手下謀殺，或送去西伯利亞做苦工凍餓而死。 

60 年代、70 年代越戰時期，也有 3萬美國人拒絕受召入伍而去了加拿大的。 

南北戰爭後，黑人依然一如既往遭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壓迫。20 世紀初，1910 年左右有

150 萬黑人離開美國南部，去到北部如紐約、芝加哥、匹茲堡等地做工。所以黑人的大遷

徙是在南北戰爭之後。南方的黑人雖然名義上得到了自由，但社會地位仍處於最底層。被

隔離和遭到暴力威脅的情況司空見慣，即使到了北方也依然受歧視，只不過沒有南方那種

在本州法律保護下的種族隔離。 

至於 60 年代美國人權運動，本來是着眼於爭取工作機會的。1963 年 8 月 28 日在華盛頓

的遊行，目標並不是使黑人不受歧視，而是爭人權---包括所有人均可獲得工作的機會。

馬丁‧路德‧金的演講排在第十，即倒數第二個演說者。他沒有專注講工作和經濟主題，

而是用富有文采的措辭大談人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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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每個人的講話都重要。金的特點在於不空談具體策略、政策如何改變，卻直抒胸臆，

講一些提高士氣鼓舞人心的說話，結果青史留名。 

這裡不妨探討一下林肯在解放黑奴中的作用。大部份人都感到或認為，解放黑奴的很重要

的原因在於林肯大聲疾呼，似乎唯一的英雄就是林肯。其實我們講歷史經常把歷史個人

化、英雄化，用中國傳統戲曲的角色比擬，有白鼻子丑角，也有正氣凜然的大英雄。 

在林肯之前，已經有很多主張廢除奴隸制的人，他們反而覺得林肯拖延廢奴，做不了決定

而對之失望。在華盛頓我見到一個紀念林肯解放奴隸的雕塑，那是爭議頗大的。 

當初 1866 年選擇的雕塑家名叫霍斯默（Harriet Hosmer），他的構圖是把林肯放在中

間，周圍一圈是黑人，由奴隸到不同職業到變成士兵，自覺地求解放，不再受壓迫，這當

然是很榮耀的一件事，所以碑高 60 呎，給黑人以很多專業身份。但政府鑒於太多人持異

議---他們反對給黑人這樣一個紀念，即令北方都覺得黑人不值得這樣被平等對待，於是

政府沒有撥款。民間一些黑人努力籌錢也未成功。 

後來另一個雕塑家貝爾（Thomas Ball）的方案，紀念碑小得多了，而且多不為黑人所認

同的。碑上矗立著很高大的林肯，他右手拿著獨立宣言那張紙，左手懸空放在一個單膝跪

著的黑人的頭頂上方，那個黑人似乎在問：難道我不能跟你一樣站著嗎？一副卑躬屈膝的

樣子。人們見到一個白人的英雄，奴隸則放在一個看似較低下的位置。這個銅像至今沒有

被拆，讓不同思維立場各異的人大家都可以去看看。 

到了獨立宣言後直到通過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才使北方擁有奴隸的州那些奴隸得到解放。

不過，被解放後的黑人其實並無享受平等待遇的機會，就在肯尼迪總統宣誓就任後一兩個

星期，馬丁‧路德‧金在 1961 年 1 月向他提出，希望可以有一個更清晰的文件，更徹底

的解放宣言。肯尼迪總統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接納此議。 

其實林肯在 1863 年 1 月簽署解放宣言之前，他給南方奴隸主一百天時間放下武器，說如

果你們現在解除武裝，就可以繼續擁有自己的奴隸；已經解放了的奴隸可以全部運到其他

國家。這就解除了許多美國的白人的擔心：他們唯恐解放了的黑奴鬧事和加劇國內的矛

盾。 

但當這一百天的寬限期過去，他簽署宣言時就取消了將黑人運出美國這一條。也取消了

“如果你們放下武器又放棄奴隸，我們可以給你們一定的補償（作為奴隸這個財產的補

償）＂這一條，卻加上了“如果你們不放下武器而輸了的話，叛亂的州的奴隸全部都要解

放＂。 

林肯運用戰時權力（War Power）宣佈南方叛亂的州的奴隸可以被解放，他不可以改變憲

法說全美國所有奴隸，包括合眾國內那 4個蓄奴州的奴隸都一樣可以被解放，因為這 4個

州並沒有跟聯邦打仗，他們是屬於聯邦的一部份。所以林肯的戰時權力不可以干涉這幾個

州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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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人批評林肯將該宣言作為戰爭工具，表面是解放黑奴，真實目的只在希望敦促南方

的人能提早結束戰爭，又鼓勵更多在北方的黑人參軍作戰。我覺得那些人的批評站不住

腳，雖然他不是把 400 萬奴隸全部解放，仍然剩了 40 萬左右的奴隸在合眾國內，但他畢

竟沒有違憲。 

另一個批評指他加上把黑人送出美國這一條，是對黑人的極端歧視。對此我亦難以苟同。

作為一個總統，林肯要解決一個非常嚴重的種族衝突的問題，他不可以在結束一場戰爭之

後，又面對另一個烽煙四起的局面。 

的確，1863 年 1 月林肯簽署解放宣言時，把“已經解放了的奴隸可以全部運到其他國

家＂這個條款取消了，但一直以來仍然有人批評說：簽署之百天前，鼓勵南方放下武器

時，林肯是承諾這條款的。我覺得這個批評不值一駁，因為他確實是要解除南方的顧慮—

一旦這麼大部份的人口由奴隸變成自由人，他們有些人可能與別人積下宿怨，又無財產，

且未受過教育，謀生能力不足，其衣食無著時可能會搶掠、做壞事，進而釀成非常嚴重的

種族衝突。將之送去外國不失為一個防患於未然的辦法，這樣說有助於促使南方人解除武

裝。而後來對方不從，林肯即把前議刪除，表明其內心並非認定黑人橫劣不可共處。 

當然，從南方人即美利堅邦聯國戴維斯總統及其國民的角度來說，解放奴隸宣言完全沒有

意義，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一個獨立國家，你北方侵入我國還要說這說那，改變我們的政

策，這些廢話跟我們完全無關。你說與不說，都不關我的事。入侵本身就是違憲，你還開

空頭支票以期慫恿奴隸逃往北方或就地起義，實在是太豈有此理！不是堂堂正正地打仗，

還要玩這些小動作。 

就黑人而言，普遍早就認為自我解放才是唯一正途。不少繼續被奴役的黑人偷偷地學習、

充實自己，或趁去教堂做禮拜之機討論這些問題，而北方自由的黑人如杜格拉斯和一大批

主張廢奴的人聯手合作，一直努力了幾十年。並不是只有林肯一個在那裡呼籲。只不過是

時勢造英雄，林肯被捧到他人難以企及的高度，而且他擁有了關鍵性的權力。黑人不認為

把這個宣言過於林肯化是對的。可惜美國以至世界大部分人都將解放奴隸歸功於林肯個

人。 

再說儘管南北戰爭之後黑人不再是奴隸，但全美國絕大部分白人的優越感依然故我，不認

為黑人可跟自己平起平坐。所以種族歧視依然非常嚴重。事實上南北戰爭後，美國政府繼

續對印第安人採取不人道的舉措，非常殘忍地殺害和驅趕他們，可見“人人平等＂這個概

念，在美國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仍尚未成熟。 

七年戰爭即法國印第安人戰爭（French and Indian War）---也就是前已說過的法國和英

國之間的戰爭在 1763 年結束，巴黎協議是法國和英國簽署的。英國因此戰債臺高築，故

對美國提高了稅收。這一點被富蘭克林、傑斐遜、華盛頓等人利用，一直發展到 1776 年

的獨立宣言，令這些人有更多機會侵入西部，置 1763 年法英兩國上述協議於不顧---那上

面規定美國人不可隨意侵入西部，即阿巴拉契亞（Appalachian）山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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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那些限制主要影響的是有錢人，如傑斐遜、麥迪遜（James Madison）、富蘭克

林、華盛頓這些人，而一般白人其實不受影響，他們沒有資源向西部大幅度拓展。做土地

買賣、投資的有錢人，也就是簽署獨立宣言的那些人，他們是大地主。獨立宣言可以說是

鼓動戰爭很有效的一張紙。 

我們要認識到，印第安人一直處於被欺負的地位。因為英法簽訂巴黎協議時竟然沒有印第

安人在場。所以當時一些會說英文的印第安人領袖不明所以，非常焦急，其中一位甚至向

英國在魁北克的州長詢問究竟是怎麼回事。 

1783 年巴黎協議後，印第安人和在美國住的多數美國人同時覺得，他們有權擁有阿巴拉

契亞山西部的土地。而他們相互之間沒有辦法協商，因為上述那些美國人沒有錢去買地。

於是乾脆訴諸武力，將印第安人的部落一個個消滅掉，使之幾乎滅絕，之後強力霸佔西部

的土地。然後為了決定這新的州是否屬於蓄奴州，南北兩方產生很大分歧，各執己見，裂

痕日深，終於導致南北戰爭爆發。 

幾百年前、一千年前的仗，範圍往往比較局限於一隅。當時的通訊設備和政府宣傳的手

段，跟現代社會相比不可同日而語。所以較少像近代戰爭那樣烽火連天，燒到差不多每個

洲每個角落，甚至成為世界大戰。 

另一個因素是，以前的戰爭很多時候是上層經濟和宗教的衝突。它可能是某國的人在農民

中招兵買馬，組成臨時的軍隊；更多情況下是各種城池或城邦政府間兵戎相見。一次大戰

前很久，各個城邦政府還不是一個國家，比如說法國、德國、意大利這些國家當時都是不

存在的，只不過是眾多城邦。例如德國有普魯士（Prussia），那是其中一個城邦；意大

利的佛羅倫薩、那不勒斯、米蘭都不是有共同統治者的，他們之間是獨立的。法國也如

此，有許多小王國。 

這些城邦打起仗來有時是自己國家組成軍隊，但更多的是在周邊的國家僱用一些傭軍。這

些軍人打仗不是因為自己有什麼民族仇或世仇，不會那麼容易將戰爭一步步擴大，以致冤

冤相報。交戰雙方都用僱傭回來的戰士，戰士也希望拿到薪酬打完仗交差，早點回家。所

以規模並不大。 

再者以前的城邦一般不像現代國家那樣結成聯盟。或者結盟沒有那麼廣泛。冷戰期間的聯

盟最典型，但一戰和二戰的擴散，很大原因是由於參戰國各自形成聯盟，原本沒有涉及戰

爭起因的一些國家被牽扯進去。何況現代發達的通訊手段和宣傳手法，令發動戰爭的人可

以很快煽動起強烈的民族情緒，便更如火上加油了。 

我覺得將國內戰爭或南北戰爭過份美化，其另一個害處是會誤以為一場戰爭可以解決非常

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我們不能隨心所欲地任意曲解一些戰爭和想像用現代化的武器，可

以短時間內一箭定江山，一仗就可以解決文化的衝突、社會的問題。即使戰爭發生了（由

於某些政治家或一小撮人勸說慫恿，取得足夠的支持把戰爭發動起來），也不等於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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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得不把戰爭繼續下去，他們都可以想盡辦法使戰爭提早結束。每一方都不可過於自

信，以為己方代表正義或居於道德高地。如果大家都謙虛地檢討一下，或者相信自己有時

會判斷錯誤，有時動機不純，那就可能有助於避免戰爭或提早結束戰爭。 

縱觀人類歷史大部分的仗都是如此。許多男人上戰場並非為了自己洩憤解恨，而是為了

愛。自己受苦可以看開點，可以忍，但如果自己的愛人、自己的家人的安危受威脅，身為

大丈夫就要奮不顧身，保家衛國。所以鼓動起戰爭很有效的方法，一定不是抽象地講對方

多麼可恨，而是講對方對自己的威脅、對自己所愛的人的威脅有多大，年輕人聽了就會熱

血沸騰，不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保護自己所愛的人。 

戰爭是最殘酷、最缺乏文明的一種行為，但差不多每場戰爭都被發動者說成為文明而戰，

為防止我們的自由、獨立或民主、文明被侵害而戰，或者是把我們的文明的曙光、民主自

由帶給野蠻人，為了這些而戰。其實，儘管所有戰爭都標榜文明，但戰爭行為本身其實是

最野蠻，最不文明的。有一種說法：最壞的和平也比最好的戰爭好，我覺得不無道理。 

我深愛美國這個國家，在這裡我平和地過了 20 年愜意的生活，滿意自己的工作條件，勞

碌，充實。身處各民族的大熔爐中，美國人民早已是我的同胞。在本系列的文章中，我之

所以從並非最榮耀的角度談論美國的歷史，是因為我不希望如此美好的國家，因對自己的

過去存有過份美好的幻覺而自大，進而由於藐視他國而到處樹敵。有褒有貶地看待本國本

民族的昨天，才能正視今日的自己在地球村中適當的位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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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姆大叔身上的蝨子 

--一位心臟科醫師師的思考 

岑瀑嘯 

 

十年前，筆者在俄羅斯和波蘭與當地同行交往。他們有的人羨慕我在美國行醫，在一個他

們眼中很成熟的系統中工作，表示覺得當時其本國醫療制度太混亂。今年舊地重遊，業界

接待者說當地的醫療管理有了進步，但法律仍不完善，讓人治大行其道。雖然市場較前發

達了，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比冷戰時期提高了，但腐敗氾濫讓人洩氣，以致其難以專心照

顧病人。筆者馬上向對方吐苦水稱：美國條條框框太多，無靈活性，缺少機動行事的空

間。 

上個月再訪波蘭，逗留逾一週，在其海濱城市的格但斯克醫學院（Gdansk University of 

Medicine）開會交流後，由當地心臟科醫生嚮導參觀了那裡的船廠。該廠係冷戰時期為蘇

聯造船的重要基地，也是 1980 年“團結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發祥地。在離廠

不遠處看到幾座很長的建築群，當地人稱之為“曲線建築＂（Wavy Block）。此乃 70 年

代初社會主義體制下興建的職工宿舍，其中每套的面積很小。整個建築延伸約 1公里，高

達 11 層，六七千人居於其內。行經該“曲線建築＂樓下的公共汽車要停兩次。也就是

說，居於一頭的住戶要想探望另一頭的“鄰居＂，乘公車得坐兩站路。 

類似這樣面積窄小、設計簡陋的職工宿舍，筆者小時候在中國大陸早就見得多。相比之

下，波蘭這棟“曲線建築＂無疑是巨無霸，真是大開眼界。嚮導稱兒童時代即居於此，其

父母均為醫生，他們從無物質匱乏之感。因為那時大家都窮，人人差不多，無可比較；尤

其他身處知識份子之家，能住上宿舍更覺得心滿意足。今天時代不同了，市場活躍，大多

數人再也不喜歡住原先那樣窄小的房子，每個人都想多賺點錢，以便買間好一點的房子。

可是房價不便宜，置業談何容易！於是經濟壓力較以往大家都窮那會兒似乎大得多。另一

方面，雖然所謂組織上的命令少了，人治的種種陋習仍多，法律漏洞不少。這也是讓人生

活精神緊張的原因之一。 

像比賽似的，筆者聞此又一次當即訴苦道：美國的醫療法律條文比十年前更加複雜，已經

達到捆住大家的手腳，難以有效辦事的程度，令人頭疼。美國文化過於注重按章辦事，古

希臘時亞里士多德就覺得好的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而非人治。歐洲啟蒙運動以來，對社會

理性的管理更是大受推崇。特別是王權遭到削弱後，政治體制和法律條文日趨健全。 

我有一個病人是中學老師，他說：心理壓力最大的不是教課，而是要遵守無數的法律。比

如說，老師要管治學生，倘對違規者給予某項懲罰，流程就很長，步驟極多，其間陷阱處

處。制訂這些條例的本意，是為了保障學生的人權，並防止個別老師濫用職權或按個人偏

激的想法行事，但面對繁複的執行條例，老師只好寧可不管治學生，以免要在書面上不勝

其煩地臚列出一條條的所謂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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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位病人，他退休後希望使自己的廚藝有一個發揮的機會，這位資深工程師從業幾

十年，但他和太太一向都喜歡烹調。他倆租了一個極小的餐廳，裏面只放了 3張桌子。沒

有顧客時，夫婦倆一起在店鋪後面的房子唸書、打牌、看電視。這個小店中午才開門，他

倆上午去游泳和散步。小店開了不多久，衛生部門告知他們需買一個洗碗機，而且還不是

小機型，而是要符合種種規定的。他倆原來只用家庭式的小洗碗機，是不符合營業要求

的。他們覺得小小的生意用不着買一個營業用洗碗機，斟酌再三，決定放棄使用瓷器碗

碟，改用泡沫塑料或紙製杯碟。誠然，這裡面的有關條例旨在保障餐具的清潔，出發點是

對的，不過這案例結果反而降低了創業者的理想及消費者的享受品質。 

聯邦、州或者地區政府制定的法律，就像是一個書架，每一個案例，法官的判決和寫下來

的意見是書架上的書。律師做廣告的相片或者電視屏幕所見，通常其背後就是載滿了法律

條文的一本一本厚書的書架。 

政府有非常多的規矩都是幾十年來積累下來的，任何一個條文或法律一旦成立了，其後沒

有人會提出把它廢除。因為每廢除一個條例或法案，都會遭到既得利益者反對。而政府為

了一碗水端平，就寧可制定新的條例，加到舊的條例上，以致辦事效率不斷下降。這就有

點像中國黃河的泥沙經年積淤，河床越來越高，水流越來越緩慢。 

每逢總統選舉，各方都說要把政府機構縮小。但愚意以為，不改變那種務求絕對穩妥的妄

想，政府只會日漸龐大，恪守繁冗的條例和凡事按部就班，沒有機動行事的頭腦。像一個

醫生診所，過多的表格和過多的文字記錄，便是其機構臃腫、辦事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精兵簡政乃提高辦事效率的關鍵。 

另一個例子：不少的州和市都有一大筆財政開支，是老早就指定了的，用於一些多年前規

定下來的資助項目上，結果年年下來此類固定的開支（Ear Mark）越來越多。這些州或市

政府每到要被迫削減開支的時候，就只有從學校或者公園項目下手。難怪公立學校或公園

的經費日漸減少。 

可見實行法治固然很好，但僵化了就會走向反面。在不少外國人的心目中，山姆大叔是衣

冠楚楚，辦事依足規矩不徇私舞弊的正人君子，殊不知這位紳士筆挺的燕尾服裏面某處，

可能藏着惱人的蝨子呢！ 

多年前，筆者的兒子 8歲時，放學後家中無人看管，好在鄰居媽媽選擇不外出工作，自己

在家帶小孩；她照管自己的小孩之餘也幫我看孩子。我兒子 10 歲時，鄰居的孩子上了大

學，她決定重新投入職場，當時我兒子已經很懂事，我覺得他在家裡照顧自己完全沒有問

題。可是擔心別人發現，會說我忽視小孩的安全，於是不得不請一個業餘打工的大學生，

下午 3點半把我兒子從學校接到他家，到我下班再去接。 

回想我 7歲時就騎著自行車上學，放學回家就自己做飯做功課，父母都在工作，也沒有擔

心 7歲的我獨自在家會發生危險。當然發生意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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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裏要是它的文化及一般人的觀念都傾向保守，對安全期望值過高，就自然得犧牲

更多的自由。下面是我親歷的事例。 

20 年前，我在曼哈頓當住院醫生的時候，住在醫院附近，步行幾條街就可以上班。路過

的一個公園，裏面設了個小小的兒童遊樂場。其中有道很長的滑梯，小孩很喜歡玩。另一

個受歡迎的項目是蹺蹺板。我後來回紐約去探望舊同事和老師，路過那個公園卻發現長滑

梯和蹺蹺板都不見了。據說是因為管理這個小樂園的工作人員，擔心兒童會在高處滑下，

或在玩蹺蹺板時發生意外，造成損傷。我跟朋友談起此事都歎了一口氣，覺得怪不得現在

的小孩不想去兒童樂園玩，說那裡沒意思，而寧願留在家裡玩遊戲機。 

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提倡小孩要多運動，以免造成癡肥，但要是成年人怕小孩會跌

倒，試問又如何放手讓兒童增加活動量呢？ 

當然，每個時期安全的標準都不一樣。早期的汽車沒有安全帶或氣囊，今天則非有不可。

這是社會的進步，體現了“以人為本＂。 

條條框框之多令在美國政府辦事很慢，事實上，不少有才華的人不在政府工作，而希望在

私人公司任職以一展所長。據說在美國只有 2%的大學畢業生願意當公務員，有人以為這

是因為公務員收入普遍低於私人機構，但我覺得年輕人不想在政府機構做事，主要的原因

之一是他們覺得當公務員捆手捆腳，自行靈活處事的機會較少，甚至因此難以實現改進社

會的理想。 

當今的美國政治死結多多，改革談何容易。其實並不是美國人一向如此瞻前顧後，遲疑不

決。在處理危機時美國不乏高效率的例子。例如加州地震後高速公路 

斷裂，其修復只用了兩個月的時間，而不像平常要花幾年工夫。這說明政府和民眾是有能

力在非常時期應急的。 

不少醫院要求病人簽署同意書，表示接受上面所載的所有條款。大部分人，包括我當病人

的時候，往往就在簽名的地方很快簽上就算了，並沒有認真的先把合約書從頭到尾細讀一

遍。如此說來，這些同意書就失去了其應有的意義，因為簽署者其實並不完全明白自己同

意的項目是什麼。我們希望把同意書寫得簡單一些，行文容易明白一些，律師又會說這樣

對醫護人員和醫院的保障不夠。 

具有諷刺意義的是，儘管美國的法律和監管非常嚴格，比如說報稅的條款十分複雜，但可

以說，條文越多，鑽漏洞的機會就越多。同樣的，在醫療工作中，每天需要筆者簽名的表

格有幾十份之多，設計這些表格的原意當然是為了保護病人的安全，要求醫護人員做事合

乎規範，但文字工作多如牛毛的副作用是：病人和醫生之間配合密契達致雙贏的機會減

少。 

身為醫生，我固然不敢對這些表格和條文掉以輕心，可惜工作經驗和個人的判斷力在規範

化的文化中，是相對不重要的。怪不得不少病人埋怨，在醫生那裡講不到 15 秒的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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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已經開始講應該考慮的檢查。造成有的病人更認為這是因為醫院和醫生只為賺錢。雖

然，話說回來，確實也有的醫生，特別是擁有醫療檢查設備的醫生診所，濫開檢查項目。

但對萬一漏診的懼怕，總體來說，仍然是過多檢查的重要原因。每個醫生和護理人員腦子

裏都擔心：一旦跟病人及其家屬對簿公堂，沒有做足檢查和記錄會使自己變成輸家。 

過分按部就班的，規範化的文化使人難以做事，機動性和創意受到極大的壓抑。我對莫斯

科和華沙的心臟科同行說，人治可能會造成極端的錯誤，和社會腐敗氾濫，但過度依賴規

範會把人的思考戴上枷鎖。二者之危害不相伯仲。在華沙參觀了蕭邦的博物館後，我和這

三個同事說，假如我們要蕭邦彈鋼琴的時候，每刻都想著每一個鍵、每個符號，那麼他演

奏的樂曲是不可能美妙動人的。 

中國大陸 80 年代初有一部電視劇名叫《河殤》，對傳統中華文化進行反思。筆者覺得，

現在是美國社會反思其規範化文化的時候了，歸根到底，那種以為層層疊疊的條例和不可

勝數的規矩，可以保障民眾安全和社會公平的思維，只不過是癡心妄想而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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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靈犀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犀牛的角中間有一個空的、上下貫通的洞。中國古時傳說犀牛是一種靈異之獸。我覺得人

與人之間，甚至人與獸之間，都可以心意相通的，排他的現象固然在自然界有自保作用，

但在文明社會，這種本能最好用慈悲心去加以限制。 

慈悲心來自於承認自己的不足，看到他人的缺點錯誤，或與自己的相似性，體貼他人是自

愛的延續； 體貼人情如切脈，仿效中醫診病所用之“切＂，有經驗的中醫可從脈象洞察

人體內部許多細微的變化。  

對動物的瞭解幫助我平和地容納人性的全面。本文打算從腦的功能差異，結合我和家人飼

養寵物的經驗，探討所謂“自閉症"，及人才的多樣性。 

我前夫祖籍蘇格蘭，出生於費城，居住在市郊。他的童年在繼父的農場中度過，對動物很

鍾愛，在我們共處的十多年中的最初幾年，當他希望家裡有一條狗，我覺得太麻煩，後來

他和兒子對我兩面夾攻，我同意讓他倆從動物收容所收養了一條狗.  

我漸漸對狗有了感情，我覺得自己的家是一個綜合家庭的典型：丈夫是美籍蘇格蘭人，我

是中國移民，兒子生於美國。 我們後來又陸續收養了三條狗，這四條狗都是遭人遺棄

的，其中一條曾被車撞傷以致瘸腿， 四條狗性格各不相同， 我們視其為家庭的成員. 

正是通過與狗的密切接觸， 瞭解動物與人性，我覺得動物跟人關係密切攸關。我們之所

以稱作人並不是因為人性“克服了＂動物性，事實上我們的動物性是與人性共存的。 

人的腦幹，中小腦，主導行動、心跳、呼吸、體溫。舊哺乳動物腦（paleomammalian 

brain），或稱“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屬中級進化階段，如貓、狗、馬，我們會

說他們很有“性＂，可解人意，但其新皮層的體積和連結的進化沒有新哺乳動物的複雜和

齊全；新哺乳動物腦屬（neomanmalian brain）或稱新皮層（neocortex）屬高級進化階

段，包括進化較完善的新皮層，具語言、邏輯能力；猩猩、猿人、人類等即為此類。 

以上只是大體的分類，其實就算爬行脊椎動物，腦部都會有某種中級進化階段的功能。例

如疼愛自己幼小的後代，只不過這種功能弱小罷了。比如我見過青蛙照顧小蝌蚪，雖然未

必是它親生的，它會把水帶到乾的水潭救活那裡的蝌蚪。狗、貓、馬均可明白人類簡單的

語言，不過其感情不如猩猩、猿人、人類那麽複雜。人可以對同一個人“愛恨交加＂，

狗、貓、馬卻純粹開心或只有怒氣。在這一點上，小孩有點像狗的單純，他的腦尚未發育

齊全，對父母或他人想法單一，純粹惱怒、開心、恐懼，他受責罵後會發誓不要“粗暴＂

的爹媽，可是不旋踵便可能歡天喜地投入雙親懷裡，擁抱親吻其面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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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婚後，因為前夫在家中上班(他是藥劑學博士，任職於一家在全美擁有八千五百多間藥

房的公司，主管該公司在美國東南部的業務)，四條狗週日跟他生活，週末才跟我。 前夫

每星期兩次榨蔬果汁送到我家或辦公室，把四條狗帶到車上，我們一家仍維持友好的關

係。兒子每月或隔月從大學回家探望，把四條狗視同弟妹；我的一些以狗爲題材的油畫和

粉彩畫，經由慈善團體進行義賣，所得款項捐給一個訓練狗的機構。 

上述機構專門訓練狗幫助病人或老人。有退休人士充當義工，每天帶著這些狗到老人院、

醫院、大學圖書館，陪伴老人，看望病人，或者在大學讓學生在圖書館休息室與狗相處。 

兒子 20 歲了，他課餘在健身房當義工，教一個 6歲的“自閉症＂兒童練體操，把動作分

解爲小步驟，改善了他的溝通和語言表達能力和信心。他從學校回家跟我談起這些，使我

很受啟發。我在聰慧博愛的兒子的帶動下，參與了“自閉症＂兒童的課後服務工作。與這

些兒童的接觸，我感到“自閉症＂名稱欠妥。 

我曾把扣紐扣的動作分解爲 10 個步驟，教“自閉症＂兒童扣鈕釦。可是一位幼童的觀察

力遠勝於我，能把幾天前看過的東西畫出來，或者表現出我看了 1小時也畫不出的細節。

而且無論粉筆畫或水彩畫，他選擇顔色總是比我快。我覺得我們“正常人＂稱之為“自閉

症＂，他們可能反可以說我們是自閉。經皮層的高度選擇，篩選後再交給我們理解的一些

信息，我們可能反而經常視而不見一般或明顯的事實。上述兒童觀察顏色的細緻程度及其

對動物的理解，比我們廣泛得多. 

“正常人＂活在小的範圍内，極端的，而“自閉症＂者固然有的不能講話，但其長處我們

沒有發掘，可能他們對社會作出貢獻的潜力很大，如果我們改變遊戲規則便會出現不同結

果。反之，規範化就會使其失去發展機會。 

而且我認為智商只是量度智力的方式之一，這裡不妨舉個例子。我曾到印第安人保留地

（Indian Reservation）義診，一位 90 多歲的印第安老人告訴我，兒時聽說先輩族人感

受得到潮起潮落，划獨木舟出海根據水紋風向能知道離岸多遠，觸覺、視力及聽覺靈敏。

我聯想到人們穿鞋，腳對土地的的敏感度很可能大大下降，減弱我們對自然界的部份反應

能力。 

我一個中風的病人說，他覺得自己的視力和聽力較之前增強了，也就是中風之處可能減少

了新皮層對“低級腦＂的抑制。去愛荷華州大學進修兩週寫作班時，聽了“自閉患者＂動

物專家格蘭頓（Temple Grandin）的講座，她說沒有患“自閉症＂的人其新皮層很發達，

但影響了舊腦對光線、細節、顔色的反應或記憶。 

誠然人手的活動刺激皮層的發展，自從直立行走開始解放雙手，在製造工具的過程中，促

進了手指的協調，但同時也抑制了我們的“爬行動物腦＂和“舊哺乳動物腦＂的功能。有

如樓房在一二層基礎上興建，第一層樓已經可以住人，但很簡陋。第二層樓有更多設施，

可以住得舒服些。第三層樓進一步更加完善。然而在佛州 2004 年“查利＂颶風導致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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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一家三口不得不退一步到樓下生活了一週，因為樓上睡房和書房都太熱了。同理，

人腦雖有高度發達的新皮層對人與人的相處之道作精微調控，但此能力也很脆弱。 

新皮層使人的性情平常比動物穩定，但人的動物性猶存，戰爭之邪惡即可見一斑。敵我雙

方都說己方是對的，贏了就自稱英雄，對方是敗寇。戰士歸來哪怕並無皮肉的明顯傷殘，

腦部聯繫可已受干擾。人類雖然本意最不願意殺人，但因同伴受傷或死亡而悲憤起來，發

怒時人的行為是懲罰性的，因對方被醜化而激起殺人衝動。如果人與獸可憐愛惜，人對與

己不同的他人更要寬待、體貼。若自稱萬物之靈， 人類彼此豈應限於惺惺相惜？ 

  



‐ 97 ‐ 
 

    拆解萬花筒 

--一位心臟科醫生的思考 

岑瀑嘯 

 

“萬花筒＂大概許多讀者都不會覺得陌生，那是一種三角形圓筒狀的兒童玩具。裏面是很

平凡的小物件放在一起，用三塊反光的鏡子或紙片，拼成相互呈 60 度角的形狀。轉動圓

筒，從一頭望過去，這堆雜亂無章的物件比如破碎的透明膠紙，女孩項鏈拆下來的珠子或

珠片等等，就會由於光學效應呈現奇妙的組合，那彩色圖像能給小孩帶來驚喜。筆者在兒

子四五歲時，曾經跟他一起親自動手製作了一個萬花筒，一邊玩一邊向他解釋箇中奧秘。 

在一定的意義上，觀察美國也會像是看萬花筒。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國家，其

好處是國民經過組合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學習其他民族的優點，在社會和諧的陽光照耀

下，激發出炫目的新的光彩。但近距離細看，將會發現社會的每個組成部分都平凡無奇，

彼此未必投契，更難以完全融洽。需要適當的大環境讓大家思考如何磨合，達致默契，從

而組成一幅美妙的圖景。 

縱觀美國歷史，總體是不斷奮進欣欣向榮的。但就每個橫切面而言，就會看出這裡那裡也

存在一些不和諧的現象。 

美國在六十年代的人權運動以來，色盲（Color Blindness）成了某種應變靈丹，用以避

免（也可以說是力求迴避）種族歧視現象。以下是筆者最近一兩年就馬丁槍擊案(the 

shooting of Trayvon Martin)生發出的一點感想。 

去年筆者一篇文章談及此案，事發地點位於佛羅里達州中部桑福德(Sanford, FL)，一個

離奧蘭多不遠的 The Retreat at Twin Lakes 社區。事件中，28 歲的白人（屬拉丁美洲

人種）喬治‧齊默曼(George Zimmerman)，以其合法配備的手槍，近距離射殺 17 歲的非

裔少年特雷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時維 2012 年 2 月 26 日，一個下雨天。 

當時馬丁正前往其父之未婚妻的寓所探望父親，他沒有走在道路上，而是沿著建築物後面

步行，此舉令社區內守望相助的一名義工齊默曼生疑，而那段時間剛好該社區先後有不同

住戶遭盜竊而尚未破案。齊默曼遂致電警方並駕車在馬丁身後跟蹤。但警方建議他不要跟

蹤。據齊默曼稱他接受警方建議停了車，但發現馬丁消失了。他便下車步行並與警察約定

見面地點。不料電話掛斷後馬丁突然在近處出現，並與齊默曼發生口角。齊默曼後來落口

供時向警方說他受到對方襲擊，出於自衛用手槍擊斃馬丁（後者當時身上並無武器）。 

經過調查和審訊，事隔一年多的今年 7月，齊默曼在法庭上被判無罪。美國幾十個城市隨

即爆發了非裔人士的示威。奧巴馬總統也在電視上說：35 年前，我可能就像馬丁一樣。

他還用自身的經歷舉出例子--非裔美國人感到受歧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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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案宣判後各界的反應不一，一些人的激動或投入不為無因。我冷眼旁觀事，當然可以

講得頭頭是道。但筆者明白許多人包括白人或黑人，根據其自身經歷，對這件事作出的回

應，表達的意見比我強烈得多。也就是說，我容易置身於中立立場，儘管從道理上說，每

個少數族裔遭到的不公平待遇或族裔之間的偏見，或多或少會牽扯到我。但我畢竟並不屬

於存在最大衝突的那兩三個族裔。所以我可以比較心平氣和地評說此案。 

美國人經歷六十年代民權運動之後，由於公然流露種族歧視會遭檢控，為免惹官非及被懷

疑種族歧視而扮色盲，儼然一副視而不見的模樣，藉以處理生活中難以避免的種族問題。

也正因此，缺乏與此問題有關的積極的討論。 

人類社會每逢發生爭端，倘若你是其中一員，很多激憤和仇恨都發源於愛。以前我的文章

中也提過，有的對於對方來說十分慘無人道的事情，很可能緣自對己方的愛，包括一些文

化的傳承。為什麼彼此會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一代傳一代而不能解開其中的死結？就是

因為不僅你本人受過偏見或衝突之苦，而且你的上一代告訴你，某方如何欺負我們。出於

對自己父母的愛，你會義憤填膺地自然而然繼承這個傳統。否則就會被視為沒有骨氣或等

同叛徒。 

這就說明有些地方兩村之間，或盧旺達某些部落間的世仇，是難於消除的。你不去報父

仇，或聽過自己家人受害的經歷後，如不立志報復或反抗敵方，就似乎對己方的恩與愛不

夠深。 

本來在 2001 年“9‧11＂事件之前，不少民權運動人士已對種族標籤（Racial 

Profiling），或種族臉譜化這類執法行為進行批判。但“9‧11＂事件後，當美國國土安

全部和執法部門再次用種族歸納，或種族臉譜化的形式搜查可疑人士時，上述批判聲音就

不得不減少。否則會被視為不愛國。 

與此同時，對聯邦政府的批評也變少了。因為批判自己的國家和政府，會被說成不愛國。

所以，“9‧11＂事件後，種族問題的討論經受重大挫折，消除執法過程中的種族歧視、

種族標籤的努力幾乎中斷。 

有一本專為兒童寫的歷史書“世界小歷史＂ （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曾被

譯成十幾種外文。作者貢布里希（E. H. Gombrich）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猶太裔的書香之

家，二次大戰前到英國求學並定居，先在倫敦大學後在牛津大學任教。書中以講故事的形

式縷述人類的歷史—從石器時代的山洞人直到著書的二十世紀四十年代。我兒子小時候，

我每晚在兒子睡前都讀給他聽。裏面有一段講述釋迦牟尼，他作為一個王子本來生活在王

宮裏，沒見過世間的苦難。後來出宮目睹老人、病人、窮人所受的苦難，決心擺脫慾望帶

來的折磨。於是離開自己的妻子和兒女，外出修行領悟人生真諦（Enlightened）。兒子

聽畢就說：你講他很偉大，但我不喜歡爸爸不理我，逕是自己走出去想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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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令我深思：當一個人很慈愛，花很多時間在家裡，生平事業未必很偉大，即使他有

出眾的聰明才智，卻不一定肯選擇，將家庭擺第二而成就可以載入史書的偉業。而能夠做

出偉大事業的人，通常其家人就可能會犧牲很大。 

當一個人要成就領袖，或使自己的言行產生廣泛影響，如馬丁‧路德‧金（Martin 

Luther King, Jr.）那樣，一生的思想行為都會傾注於自己的理想，對其家人來說，他可

能並非很理想的丈夫，或慈愛的父親。因為他經常身處外地。事實上，歷史書記述馬丁‧

路德‧金有個情人，跟自己的太太並不很親密。 

話題扯遠了。從子女的角度看，會覺得父親經常不在自己身邊，而另有想法。所以，馬

丁‧路德‧金的事業固然富有非凡的歷史意義，令千千萬萬黑人小孩可望擁有光明的未

來，但其子女則感到父親在生時對己關懷不夠，遭謀殺後更失去最基本的父愛。 

如果馬丁槍擊案中這個 17 歲少年馬丁的父母“看得開＂，勸告膚色相同的人士不要把事

情弄僵，用大道理的形式來講，就算未能還孩子一個公道，也請大家平靜下來，討論一些

更廣泛的問題。這樣的話，這對父母可能內疚，自覺愛子不夠，或者別人會這樣背地議論

他們，說他們只顧居於道德高地而缺乏親情。 

所以，我想現時對立雙方的態度激化，主因是死難者的親人不可能不為自己的子女說話。

而許多旁觀的黑人和白人，也因為自己的某種相關經歷而戴上有色眼鏡。時代使然。 

用法律的形式去懲罰某個人，尤其當事人以往並無有意識地歧視少數族裔的行為，應當慎

重行事。齊默曼在工作和上大學的同時，曾業餘輔導非裔兒童，這表明他起碼沒有蓄意歧

視非裔人士。但倘若有人下意識地對某族裔露出白眼，也難以繩之於法，因為這種情況下

實在不易舉證。當然，他有佛羅里達州使用槍支自我防衛的法律可作依據，最後被判無

罪。而廣大非裔人士在開庭前和宣判後的許多不滿聲音，正是針對齊默曼可能存在的種族

歧視，指其因此導致與身上並無武器的 17 歲少年溝通之後，未能取得共識而氣餒。 

要改變腦中的習慣性思維與概念是需要時間的。比如筆者抵美之初，紐約的市長是戴維‧

丁肯斯（David Dinkins），他是 1989 年當選，1990 年初就任。如果沒有傑西‧傑克遜

（Jesse Jackson）在 1984 年及 1988 年連續兩次競選美國總統失敗，美國人就可能難以

想像丁肯斯當紐約市長。也就是說，儘管傑克遜在 1984 和 1988 年競選失敗，但這個過程

令很多非黑人的紐約市民，開始思考和接受黑人在政府部門擔任首長（第一把手）的角

色。 

同樣，奧巴馬的連任，離不開許多非黑人族裔的選民的支持，而非勝在同膚色的選民力

挺。事緣後者之中不少人認為，其第一任期內在爭取黑人權益方面幾乎乏善可陳；而此前

有的黑人在奧巴馬首次競逐總統時，從以往多年支持克林頓也就是支持希拉里，轉軚支持

奧巴馬，寄望於他作為有一半非裔血統、外貌被黑人認為具親切感的總統，上臺後會做很

多對黑人族裔特別有利的事情。但奧巴馬在第一任期內於此並無太多政績，故不少黑人感

到失望。因此，他們對於奧巴馬的連任其實沒有出多大力。反而是那些非黑人族裔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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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拉丁族裔選民，在上一次選舉時沒有投奧巴馬的票，這回改弦易轍支持本國首位黑人總

統。這也是時間令人們接受新現象、新面孔、新概念的一個例子。 

有句話說：Campaign Narrowly，Govern Broadly，意指競選時要專注於狹窄的一群人，

闡述這部分人所關心的話題。當你勝出成為領袖之後，就要廣泛地對每個群體所關心的問

題，給予同等的關注，而不能只顧及自己的“粉絲＂。因為勝選的關鍵在於把那些未做決

定的選民（swing votes，像盪鞦韆一樣搖擺不定者）爭取過來。而在兩端分別是堅決支

持或堅決反對者，這兩部分人都比較執著，可比作鈣化了的膽固醇斑塊或化石化了的生物

標本，發生轉化的可能性極小。所以政治家爭取選票時，其重點是爭取那些中間的游離

票，即尚未做最後決定投給誰的選民。 

奧巴馬選舉時，避免將種族衝突作為討論的話題。在這方面，他和傑西‧傑克遜 1984 和

1988 年參選時的態度不同。他更溫和，爭取了更多游離票。 

種族問題的討論容易令人情緒化。通常不易進行有效的對話。但事到如今，種族的公平問

題應成為社會各界對話的一個重點。再繼續扮色盲，擔心此問題太敏感而緘口不言，就正

如美國俗語所說的 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把路上的汽水罐踢下去）。這種將問

題押後處理的舉措，實在不應延續下去。 

我覺得，齊默曼未必是一個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的人，但他生活在一個有很多潛在意識主宰

着人們行為的社會，每個人都離不開自己身處的社會，即使偉大的華盛頓也不例外—他的

莊園也蓄奴。托馬斯‧傑克遜這樣主張人權並身受法國啟蒙運動影響的思想家，在其佛吉

尼亞州的莊園同樣蓄奴。他還跟自己的女奴莎麗‧海明斯(Sally Hemings)生了幾個孩

子。海明斯其實也是傑克遜的亡妻同父異母的妹妹（當然沒有被稱為妹妹，而是奴隸，只

不過生父是生母的主人而已）。此後傑克遜一直沒有名正言順地承認他們是自己的子女，

只是給他們人身自由。不過，給人身自由已經很好。當時南方莊園裡男主人與女奴生小孩

並不少見，這些黑白混血族都繼續被視為黑奴。“一滴血的規則＂意思是只要“身上有一

滴黑人的血，就是黑人＂。 

所以，如果我們不討論今天社會流行或被默認的一些觀念，而簡單地針對某一個案去懲罰

涉案的當事人，只會使支持或反對該當事人的雙方激烈的衝突持續，甚至可能重演 1992

年黑人羅德尼‧金（Rodney King）案觸發的黑人暴亂（金因超速駕駛遭洛杉磯四名警察

毆打，肇事警員後被白人為主的陪審團判無罪）。假如那樣的話，不僅不能取得對話的結

果，反而加深了種族間的矛盾。令社會各界更加不敢就此展開討論。 

現時支持和反對齊默曼的雙方都有必要抽離具體的個案，彼此不宜繼續就其是否有罪爭論

不休。而應針對種族臉譜化或種族標籤這一類行為形式，是否應該繼續下去，其表現又是

如何廣泛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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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不妨引用一句中國人的說法：忍一時風平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現時各執己見的雙

方冷靜下來，不再火上加油地抨擊有爭議的當事人，而代之以理性地討論相關的某個抽象

議題，苟如此，豈不可望對立雙方同時邁出積極的第一步？ 

美國立國之初，就面臨種族問題，不同於其他發達國家。後者多沒有在人口普查中要求國

民申報自己的種族歸屬。 

美國區分白人（White）和有色人（Colored）的概念，於 1790 年第一次人口普查中列作

一項且在聯邦層次加以定義，聯邦統計人口主要是為了較準確地征收聯邦税。為了防止各

州以回避參與十年一次的人口統計來減少對聯邦的税收貢献，每個州在聯邦眾議院的議員

席位則依該州的普查人口結果每十年重新分配。 每州則固定各有兩位參議員。提起人種

由人口普查來正式定義，在 1850 年的人口普查，突然增加了第三人種選擇，叫穆拉托

（Mulatto），以此把黑白混血的人歸為一類。我從讀麻省理工學院(MIT) 政治科學系諾

博教授（Melissa Noble）所著的“公民的色階＂（＂Shades of Citizenship＂）學到穆

拉托人種的產生是當時一些學者希望以每十年的人口普查來追踪黑白混血人的壽命，為

“黑白混血導致短命＂提供數據。華人，日裔人等少數族裔呢，是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解

放黑奴後，才在人口普查中被分類。而印地安人被記入人口普查是從 1870 年，跨州鐵路

建好後，才開始。西班牙裔（Hispanic）類是在 1980 年定下來，這是人口普查中第一次

用语言為標準分類，其原因是越來越多的波多黎各人（Puerto Rico）移居到大陸，他們

和不少加勒比海島人一樣，例如古巴，是歐洲人、黑人、本土印地安人三個人種的混血，

世世代代下來已不能辨出哪個“成分＂居多來歸入三類之一了。如此以來，世代在北美西

南部生活的原本墨西哥人，一夜之間“成為＂“西班牙裔 “。各地要不是為了在聯邦每

年四千億美元撥款補助少數族裔的大餅分一塊，如此糊塗的，一時以血緣，一時用語言來

把國人分類，早就太僵化了，起碼這是我的觀點。 

我扯遠了。關於在南方種植園工作的黑人數量比白人多的情況。我以前在關於新大陸和全

球化的文章中提到過。其原因之一是北方瘧疾的流行不嚴重，因為瘧蚊不能於寒冷地方完

成生殖週期；而作為瘧疾病原體之載體的蚊子在熱帶和亞熱帶，包括美國南方諸州，可以

成功地在溫暖的天氣下完成其生殖週期，以致瘧疾於當地橫行。可是，來自非洲特別是西

非和中非的人士，多數對瘧疾具有相當的抵抗力，有鐮刀型細胞紅血症。所以他們作為勞

動力的優勢就比白人佃農明顯。後者來自歐洲，生活窮苦，漂洋過海來美為的是無償工作

七年左右以償還路費，從而換取自由。 

正因為此，當時美國南部的州大部份人口是黑人奴隸。北方非奴隸的州或並無擁有奴隸的

州，人口的種族分佈便迥然相異。從而在聯邦眾議院選舉中對人口計算辦法出現爭議。好

在開國元老們都不乏紳士風度，不僵持己見。協調的結果便是把黑人人口按五分之三折

算。這在 21 世紀的今天看來自然有違人權，可是別忘了那是兩百多年前的事，當時的總

統華盛頓和德高望重的傑斐遜，其維珍尼亞莊園中都蓄有奴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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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白人和黑人定義固然有其淵源，但到了現今這個時代，有人認為不宜繼續保留而應予

撤銷。雖然我們多有興趣了解自己的族類（ethnicity），更應學習並可能傳承先輩文化

（heritage）；但是人種（race）這個觀念已太狹窄。實際上在美國擁多種血統的人急劇

增加，光從一個人的外貌來決定其所屬種族已不可靠。如果某個人有三五種血統混合於一

身，你能用佔最大百分比的那個血統將之歸入該種族嗎？假如此一最大含量的比例也只不

過是百分之三十，而百分之七十屬於雜糅了其他多個種族的混合呢？ 

所以，我覺得在聯邦這個層次上，或者需要考慮在人口普查項目中刪去種族這一欄目。但

從另一角度而言，承認種族的不同有利於幫助起步較遲的族類比如黑人，可以在基層對之

施以更多的援手。一個具體的例子是，有不少州對於黑人學生升讀大學，通過扶持行動

(Affirmative Action)，也叫平權法案，給予額外通融 。我的前夫身為第三代英格蘭與

蘇格蘭人的後裔，屬於白人，對上述政策就不贊同。當他在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就讀，感覺到校內有些黑人學生程度不夠，校方接受其

入學頗有揠苗助長的意味。 

下面提一下美國歷史上歐洲移民及其後代與非裔人之間積累財富的區別。這個問題與美國

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矛盾密切相關。 

個人財富首先來自其本人的月收入或年收入，但這筆收入很多時候是這頭進那頭出，用以

維持一家的生活。這有點像一個湖，它有進水的河流，也有下游支流，這個湖的大小深淺

便象徵著某個人或其家庭的財富多寡。他有可能減少支出同時增加收入，使財富積累起

來。但要形成一個具規模的湖，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而非一朝一夕之功。 

就美國人來說，十八世紀立國之初，並沒有西歐工業社會那種經濟基礎，社會發展的途徑

也不同。馬克思曾經提出剩餘價值的概念，描述過英國資本原始積累時期，資本家對工人

的殘酷剝削，包括對童工的無情榨取。而美國則是掠奪印第安人土地，從而轉移財富。此

一過程到了 1830 年的印第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才更具體地落實下

來。 

在此之前，一直是歐洲移民抵達美洲後，用各種不同的方法在印第安人生活的地盤上圈起

自己的土地，不再讓他們過來。1830 年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通過上述法案，

把圈地行為訂作聯邦的政策，將美國東南部的印第安人强迫遷移到密西西比河的西部，這

就是“眼淚之路＂（The Trail of Tears）。 

其後越來越多歐洲人接踵而至，政府就想連密西西比河西面的土地也佔了。現時有的人以

為美國的國內戰爭（Civil War）是為了解放奴隸的戰爭，但其實這場戰爭的起源並不是

因為北方希望解放南方的奴隸，南北方對土地運用的不同觀念是雙方對立的焦點之一。南

方的歐洲人及後裔覺得土地應大片大片地成為種植場，輸入奴隸來工作；而北方的工業家

和資本密集的人士就認為，土地應分塊供家庭用，叫做宅地（Homestead)或開設工廠，礦

場等商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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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年 5 月 20 日林肯總統制定宅地法（Homestead Act），從而為大量地把印第安人的

土地轉移給歐洲移民開綠燈。所有歐洲人的家庭均可放馬到西面，免費擁有 160 英頃土

地，只要你有決心和勇氣到西部開發。 

對這種開發西部的創業精神，美國人一向加以稱頌。其實她的榮耀，固然包含其本身開墾

的勞動成果，但歸根到底這每户 160 英頃的土地本來是屬於印第安人所有，被美洲的歐洲

移民無條件佔去的。 

當然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沒有土地私有化的概念。他們慣常在某一處的土地上耕耘或打獵，

到這片土地上的草被動物吃光了，打獵也難以為繼，他們便會遷移到別處水草豐美的地方

生活很多年。他們覺得土地是大家的，可以傳承給子孫後代供其享用上面的資源。而歐洲

移民則認為土地是用以生產財富的，財富才是傳給子孫後代的。土地本身只是財富的一部

分而非財富的全部。 

所以，1862 年頒佈宅地法時，那些擁有黑人奴隸的白人種植場主，哪怕是“開明＂的人

也會將黑奴視為財產，這是當時社會的正常現象。事實上，即使過了 150 年後的今天，社

會上仍有不少人下意識地歧視黑人。這就像现代一個主張男女平等的丈夫，結婚後儘管妻

子也是全職工作，甚至收入高於自己，但還是會認為她應做更大比例的家務，這與社會文

化有很大關係，而不僅是其個人選擇。當然，會體貼妻子的男人也很多。我的父親生前就

每天煮三餐。 

說回馬丁案。我想，齊默曼殺害馬丁，其動機很可能不是追殺“一個黑人＂。據說他平時

業餘輔導市内的一些黑人小孩，和關懷社區中的病人，這些善良行為使我覺得，他不會因

為看見一個年輕的黑人而追殺。他決定跟蹤或詰問馬丁，是否潛意識中有些種族偏見呢？

這可能有，但不完全代表其個人道德，更不應以之作為一個證據去作出法律判斷 。 

說到美國黑人在積累財產方面起步慢的問題。如果當年美國南方黑人能獲得工資的話，其

收入總數應達 140 億美元之多。也就是說，總體而言，白人種植園主欠黑人奴隸工錢 140

億美元。倘將之用於現在黑人社區的建設，那是非常可觀的。如果他們彼時被允許擁有財

產，例如可以運用土地或生產工具組成公司，進而創造財富（這些還沒有計算進去），那

總金額又會更高。 

所以，對黑人的一些扶助是應該的。問題是，我覺得這些扶助一直以發放救濟金的形式，

沒有從根本上為其締造工作機會和發展機會，以使之達到平等並脫貧。有人形象地將此比

喻為，那只是施捨給受惠者漁獲，而沒有教他捕魚的方法。 

由此提到另一話題，美國不少大城市裏警察魚龍混雜，常常對有色人種，特别是黑人，輕

易叫停和搜身（stop and frisk），並即使情節較輕的過失都用監獄或拘留所的形式，將

相當部份的黑人變成實際上的二等公民，致使其因刑事記錄一生有可能沒有求學上進的平

等機會，更不要說有家庭幸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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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們所說的，不無種族歧視但又是如實反映人口分佈的，“黑人區＂，長期以來日益

墮落，成了一個棘手的痼疾。特别是上世紀六七十年代人權運動的成果使不少黑人的中產

家庭和有受教育的人士，因不必再受種族隔離而得以搬離黑人聚居區；剩下的較下層的家

庭失去以往像馬丁‧路得‧金這樣的社區棟梁，時至今日，“黑人區＂的難題已非單靠金

錢所能解決。當連續幾代人遭到不公平的待遇，苦無機會發展時，那種絕望令他們陷於麻

木，縱使派錢給他們，也難以振作起來，用中國的說法就是彷如“爛泥糊不上牆＂。所以

我想打開另一話題—如何從司法方面改善黑人的處境，減少對他們的歧視。 

此次馬丁這個 17 歲的黑人少年，被 27 歲的白人和拉丁裔混血兒齊默曼槍殺的慘案，再次

激發出種族矛盾，特別是齊默曼被判無罪後。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一個以對話而改變文化的

角度去看問題。 

我以前提過，在醫學上習慣依線性方式分析因果關係—即抱著有因必有果的想法。當一件

不如意的事情發生了，就找一個直接相關的責任人。這個人又通常覺得自己原意並非想做

壞事，而且他個人的行為也不是使此事變壞的全部原因。所以當其被指責時免不了滿肚委

屈，自認為成了替罪羔羊。而其餘的全部人就因為找到了一個頂罪的“壞蘋果＂，好像鬆

了一口氣，沒有再繼續看整個結構的錯誤。也就是說，只要找到一個“壞人＂來懲罰，大

家就覺得正義已經伸張。 

同樣，如果發生一件好事，人們就會傾向於找一個英雄、領袖或一個高尚純潔的人去歌

頌，而沒有看到那是整個結構多方面共同起作用所致，更不會從中吸取有益的經驗使這類

好事得以重複出現。 

就本案而言，我彷佛可以看到，齊默曼這個熱心的年輕人，一直努力地工作兼上學並且快

要得到副學士學位，同時熱心幫助社區。我覺得他並没有種族仇恨心結。如果他被判謀殺

和入獄，我會認為正義其實沒有得到伸張。當然我不是馬丁案陪審團成員，我沒有深入的

證據。 

但我也理解並同情很多黑人的角度和看法。17 歲的少年馬丁沒有作案動機和行為，僅僅

由於其膚色，且因下雨把頭用帽遮住，而使齊默曼覺得他鬼鬼祟祟想掩蓋自己的面目。況

且他又不是走在社區的大路上，而是在屋後的草地上走，一副似乎想打破窗子或從後院偷

偷進屋的行徑。黑人團體覺得正因為馬丁的年紀，穿著黑人喜歡穿的連帽衣，就被人以種

族歧視的原因去攻擊並失去生命。對此，他的父母當然是肝腸寸斷，而大部分黑人包括奧

巴馬，都曾有意無意被歧視的個人經歷，同情這位黑人少年。雖然奧巴馬作為政治家一再

強調：大家要尊重法律的決定，但他作為一個年齡不算太大的黑人，既然有過類似的遭

遇，也情不自禁地表達了對黑人觀察此案之角度的認可。 

佛羅里達州中部幾個警察局裏有不少人員是我的病人，他們多不是心臟病患者，只是來做

每年的檢查和防止“三高症（高血糖，高血压，高血脂）＂，我對他們有感情，也認為大

部份警察不是種族歧視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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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應是大家針對看結構而不是責備某個人的時候了。這就如醫療錯誤，其發生並不是孤

立的一個人做一件事所致，而是將之視為在一個結構本來設計很複雜的系統裏的問題。應

著重於怎樣令下一次做得更好，避免造成個人犯規或犯錯的機會增加。大部份的事情結果

都是一個網絡所引起，存在於牽一髮動全身的結構。 

當我們作出某個決定或做成一件事，會考慮很多因素的。比如你去買房子，不會光看房子

本身的結構或其落成年期，而是看所在的社區。倘若家中有學齡兒童，你會關心校區，關

注這一帶的居民之教育程度或收入水平；將屆或已屆退休年紀的買家，會看附近的雜貨店

或醫院，還有周圍的路是否交通繁忙—因為老人家開車速度較慢，而無需靠近高速公路開

去上班。當然也會考慮房子保值的可能性，哪怕並不升值也好。希望不會因重新劃區，或

興建一個大發電站或高速公路而致房子降價，……以上多種因素均在考慮之列。 

美國政府雖然分類精細，各部門權力範圍狹窄，界定清晰，雖然人為地作出非常偏差的決

定而造成大規模的損害或腐敗的情況少了，其副作用是互相之間的溝通也普遍減少了。就

像醫學上每個參與會診的專科醫生，不一定會跟另一個專科醫生溝通得很好，經常令病人

全身的治療或全面的、多角度的考慮變弱了。 

例如 9‧11 之前，政府不同部門有不同的關於恐怖襲擊的信息，但部門之間較少直接溝

通。再一個例子，美國聯邦或州、市政府要撥款興建一些國民住宅（粤语俗称“政府

楼＂）給低收入家庭，會在地價較便宜的地方買地動工。而這些地方通常距離具有好的工

作機會或好的校區的地點較遠，於是造成住在這些“政府楼＂的人，上學和就業的條件都

較差，該區也就容易變成犯罪的溫床，成為俗稱的“黑人區＂。最後一個例子，不少立志

改善中小學教育質量的人士覺得“一個巴掌拍不響＂而氣餒，涉及到學校所在區域家長的

就業，該區的犯罪率，需要許多不同的政府部門共同合作，而各地的教育、房屋、交通、

就業等部門都没有非常正規的互動關係，這就像縫衣服，缺乏整體設計，用一塊塊布拼湊

而成會很難看。 

萬花筒裡的每個碎片，單個不起眼但都重要，其排列組合，互相呼應，完整美麗圖像乃由

之而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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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槍擊悲劇根源 

---一位心臟科醫生的思考 

岑瀑嘯 

 

康州校園槍擊慘劇震撼人心，舉國同悲。追根溯源，槍械管制又一次成為公眾熱議的話

題。奧巴馬總統出言謹慎，並未就具體措施直接表態。筆者認為，為杜絕或起碼儘量減少

同類事件重演，必須深思熟慮，進行多方面分析（包括兇手作案原因及其手段），從中吸

取教訓，採取針對性舉措。開展全民討論，以求共識。 

毋庸否認，兇手亞當.蘭扎（Adam Lanza）精神並不正常。故概而言之，現時應從兩方面

着手進行研究：一是如何加強對長期患有精神病、或短期內情緒極不穩定的患者之護理和

治療；二是如何加強槍械管制。前者的重要性以往未引起足夠的注意。 

作為心臟科醫生，精神病並非本人專長的醫學領域。但工作中也略有接觸。剛巧一位同事

乃精神科醫生，並擁有一把手槍、一支步槍，喜愛打靶和打獵。交談起來他提到，無論法

律上或者醫學上政府投入資源方面，對精神病均有所忽略。 

統計數據表明，現時美國全國罹患精神病者達 700 萬之眾。其中一半並無就醫。本案兇

手、20 歲的蘭扎患輕型自閉症，但無暴力傾向。因而缺乏適當和充分的治療，基本上只

靠其母照顧，她打算盡其一己之力畢生為兒子貢獻一切。案發後網上有人撰寫《我就是蘭

扎的母親》，以自身的艱難照顧精神病兒的經歷，訴說蘭扎之母南希的孤獨無助。可能因

其子的自閉症照顧困難所造成，夫妻感情壓力巨大，南希 2009 年與丈夫離婚。而蘭扎本

人性格非常孤僻，幾乎很少與人交流。其高中同學憶述：蘭扎極其罕有地偶爾也會開個玩

笑，但樣子看上去很怪。可見其行為難以估摸。 

上述 700 萬精神病人中，只有 1%即約 7萬人在不同時間會具暴力傾向。這些人不少缺乏

醫療，周圍的人也不知道如何幫助之，以及如有危險跡象如何向有關部門報告。 

這裡回顧一下二戰後的史實。當時“瘋人院＂的惡劣情況曝光，其中的病人遭到不人道對

待。在此之前精神病人包括智障者往往不為社會接受，被送入“瘋人院＂。這些“醫院＂

都是公立，因缺乏有效的治療手段，不可能或極難盈利。至 60 年代肯尼迪總統當政，當

時有幾類藥物，對不同的精神病特別是狂躁的控制較有效。基於人權的理由和減少開支的

考慮，遂將 95%瘋人院關閉，住院病人返回社區安置。對於輕微病患者這是福音，但嚴重

的病者就遭殃，其家中親人也平添痛苦。此類家庭中不少經不起折磨而破裂，本案槍手蘭

扎之母南希便是一例。 

可以想見，即使這類病人平時症狀不惡化，要加以照顧也非易事；一旦發作的話便可能對

其自身或他人安全造成危險。據報導南希生前十分渴望兒子的自閉症能有所好轉，所以花

費了太多的精力和時間在其身上。正因為她不願把兒子單獨留在家中，所以嗜好射擊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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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靶場時，也會帶上兒子。於是蘭扎也學會了射擊，並喜歡上它，誰能想到由此種下了禍

根？ 

再說絕大多數“瘋人院＂關閉後產生的另一問題：精神病人的醫療怎麼解決？按目前的規

定漏洞甚大。醫保根本負擔不起一位精神病人的長期治療和護理。須知此類病人入院一住

就得幾個星期，費用昂貴。醫療保險公司多要求絕大部分疾病患者急症期一過就要出院。

而所謂“急症期＂的定是指其存在即將來臨的危險性，例如患者口頭表示要自殺或他殺，

這在精神病上何為急症期實際上很難界定。 

即使符合上述定義，通常數天甚至數星期內也找不到精神病院收容之。倘若強行收入社區

的綜合醫院而非專門的精神病院的話，需精神科醫生會診確認該種危險性。普通醫院雖設

有精神病區，卻無法接納此類病人予以長期護理。 

由於全美的精神病院早已大為減少，只剩餘六十年代總數的二十分之一，故尚存的精神病

院可能距離發病者居所 100 英里。就算該病人家中有錢，不需只靠醫保公司在精神病方面

提供的極其有限的福利，在綜合醫院稍有緩解,過幾星期出來仍是問題。出院者通常需要

服藥和行為治療，每星期要見醫生兩三次。但有 6個州並無強制門診治療的條件，康州乃

其中之一。 

此處介紹一本書，名叫《瘋癲：一個爸爸在失常的美國精神衛生系統下的搜索》。作者 F

之子 S在 22 歲時精神病發作（正值 15-30 歲的通常發作年齡段），大哭並聲稱要自殺，

被送入院後觀察了 4小時，醫生謂其無暴力倾向，如將有行動再行採取措施不遲。S遂出

院回家。其後某日潛入鄰家洗澡，被警察拘捕。S自言有病。警察擬送其入獄。F為免子

入獄，稱 S說過想殺父。結果送入院。自然父子由此生出嫌隙。因為 S其實並無說過那樣

的話。其實此類事件本應屬醫療問題，卻落在執法部門身上，警察也因缺乏精神病學背景

和訓練而不適合受理此類案例，尤其是純粹出自家人恐懼而報案時，本非其刑事職責範

圍。 

有關強制精神病人入院受監視和治療的法律規定偏嚴，其原因在於以往較寬鬆時遭濫用。

曾有一變態罪犯 C，專事擄掠小孩，將之殺死後埋於自家的後院。一頑皮小孩 B冒認失蹤

孩子 L，警察為邀功宣傳辦案成績，硬逼 L之母 M確認 B就是她失蹤的孩子。M堅決不

從，向上投訴竟被送入瘋人院。後與 M相熟的牧師聞之，極力為 M爭取機會上法庭，終得

出離瘋人院。由此案例遂導致更改法律，嚴禁警局將不服從的人強行拘留甚至收入瘋人

院。後來另一失蹤小孩 A在 L捨命幫助下逃出 C的魔爪，L自己卻死於 C之手。警方根據

A的報告破案。M亦得以完全昭雪。 

上面提到的強制入院治療，通常日期為 3-5 天。如極端危險的病人可達 30 天，但需有床

位。現時全美精神病院的病床共約 5萬張，半世紀前為 56 萬張。所以患者家屬大多要開

車 100-200 英里為病人找床位，故可說基本上談不到照顧精神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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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按人口計，每 10 萬名居民精神病床位少於 20 張，即使找到也只能入住 3-5 天。但服藥

往往需 2-6 星期方能見效。因此大部分病人家庭為此傷透腦筋，十分為難而又無奈。其實

社區應該增加精神病方面的門診治療，起碼增設臨時的小型收容點，於其內能安置病人

24-48 小時也好。 

前述的書《瘋癲》題目並非指主人公的精神狀態，而是作者批評現時美國精神科的混亂狀

態。作者之子（及書中主人公）S現已 33 歲，過去 6年情況穩定，且主動並非常有效地

幫助別的精神病人。他本人有一份全職，有一份兼職，自感對社會、家庭和社區有貢獻，

由此致使其病情大為好轉。此亦緣自其父 F認識有權勢者和媒體人，得到他們的協助。 

筆者有一病人就沒有這麼幸運。其小孩有精神病，得不到足夠的治療（因為商業醫保提供

給精神病患者的福利有限）。她像南希一樣離了婚。儘管所獲贍養費不少，醫保也由前夫

負擔。但她的一生可說被毀，身患嚴重心臟病，常常不得不臨時取消看病的預約。有幾次

母子爭執她面部受傷，因為現年 14 歲的兒子力氣很大。 

她還不是最糟的。不少精神病患者家庭往往一貧如洗。無家可歸的流浪漢中不乏精神病

人。自七十年代起，這些人在絕大部分精神病院關閉後聚集在大城市，晚上居於地鐵站的

暗處，白天在街上伸手乞討為生。 

按說奧巴馬總統及其副手已不必為競逐連任操心，槍械管制可以強硬一點。但撥款於精神

病治療上則甚難。不過，無論如何此問題比管制槍械更亟需討論，何況並非討論了這個話

題，就否定了另一個話題。 

按說奧巴馬總統及其副手已不必為競逐連任操心，槍械管制可以強硬一點。但撥款於精神

病治療上則甚難。但無論如何此問題比管制槍械更亟需討論，何況並非討論了這個話題，

就否定了另一個話題。 

 

臨末需要補充兩點: 

一是 20%美國人在其一生的不同時期會有這樣那樣的情緒問題，包括抑鬱或輕度的精神異

常。因此，我們對於精神病人不應貼上標籤，排斥或歧視他們。他們之所以會做出某種不

當的行為，可能源自想表達自己的情緒。將心比心，我們說不定也會這樣。 

再一點是，有暴力傾向者 97%並無精神病，只有 3%屬精神病人。所以，我們不宜先入為主

地將暴力事件歸咎於精神病患者。 

至於槍械管制，由於涉及許多利益集團，又與憲法第二修正案相關。各方不可能一下取得

共識。下文另議。 

上文所談精神病人與槍擊案關係，需補充一點，即已發生的槍擊案中，涉案的精神病患者

只佔 3%，97%槍擊案與精神病患者無關。而美國每年平均死於槍擊案者達 35000 人，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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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發生於高危地區，不受關注，不上新聞。而大規模的槍擊傷人案，近 30 年有 61 宗作

為全國性重大新聞予以報導，裏面有 38 宗作案者犯案前曾有表達殺人意願或行為。其中

35 人於作案現場自殺，說明他們早有同歸於盡的想法。另外 7人被警察擊斃，實際上也

是故意暴露自己，即不打算活下去。 

對於上述精神不正常，具傷人危險性的精神病患者，無論其知情的鄰居或警察，通常都不

知道如何加以限制，或向有關部門報告。法律為保護民眾個人的自由和權利不因其被某人

懷疑而受侵犯，即使執法機關或醫療部門接到其家人、同事、鄰居有關其精神狀態不穩定

的報告，也不會輕易將當事人禁錮。向人實施強行治療或拘留的“門檻＂是很高的。 

不少大僱主轄下的工作場所，例如筆者所在的醫院，員工心理援助項目（EAP）本來可以

幫助心理困擾的人，報告他人的潛在危險性的員工，本身可能有的誤差就包括犧牲私人資

料或自由，才能檢舉別人存在某種危險性。 

1993 年 7 月三藩市加利福尼亞街 101 號慘案，導致 1994 年議會通過了為期十年的攻擊性

武器管制。但此類管制的範圍多大為宜見仁見智。這就如同要捕捉殺人的魚，到底需撒多

大的網、誤捕多少無辜的魚作為代價，算是“可容忍的誤差＂呢？ 

說到加強或放鬆槍支管制，每當大型的槍擊案發生後就此話題均有激烈爭論。 現時，除

了歷來主張加強槍支管制的民主黨人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 等幾位資深國會

議員，第一時間呼吁制定更嚴格的槍支法律；康涅狄格州無黨派參議員裘·利伯曼 (Joe 

Lieberman)也明確表示贊同槍支管制。多位歷來反對槍管的共和黨保守派知名議員，也表

示需要針對近期一連串大規模槍擊案，展開一次全國性討論。 

人們注意到，奧巴馬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哽咽的發言中，呼吁采取“有意義的行動＂，據

報道，他將修改槍支管理政策，正考慮多種方案，可能包括重新沿用 1994 年的對攻擊性

武器的限制，那正是康州這起槍擊案中凶手所用兇器。 

1994 年克林頓總統簽署布萊迪（Brady）法案，布萊迪是 1981 年里根遇刺時的保鏢，其

頭部中彈而偏癱。該法案重申了 1968 年槍支管制法禁止擁有槍支的人員類別，即：有犯

罪案底者；過去五年中被強制入院治療的精神病患者；及曾施家庭暴力因而可能自控能力

有問題者，購買和註冊槍支都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該法案建立一個全國統一的購槍背景

調查機制。據此，聯邦調查局設立了全國即時犯罪背景檢查系統（NICS），任何人購買槍

支必須先通過該系統的排查，有 5天的等候期，5天內 NICS 如未打回票，武器經銷商方

可向顧客出售槍支。 

1993 年，針對上述加利福尼亞街 101 號槍擊案，克林頓總統簽署了禁止攻擊性武器的法

案，1994 年起生效。19 種可以半自動擊發的步槍、手槍和獵槍，以及可填裝 10 發子彈以

上的彈匣均在被禁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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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者也有一些“漏洞＂，比如在法律生效之前購買的那些大殺傷力武器和彈匣仍然可以

繼續擁有，並可轉賣。該法案中還有一條“夕陽條款＂，規定法律的有效期為 10 年。10

年之後如果國會及總統沒有將之延期的話，該法律就自動失效。 

結果在 2004 年，國會參眾兩院的多數席位都在共和黨手中，而時任總統布什也是共和黨

人。攻擊性武器禁令也就自動終止了。 

此後，國會再未能通過類似的槍支禁令。而 94 年起不准在街上賣槍的規定也不再嚴格執

行。買槍的背景限制減少了，不少地方政府不再要求報告槍械銷售記錄，甚至以保護公民

自由為由，開始銷毀以往售槍記錄。 

美國不乏槍械的愛好者，本案首名遇難者、死於兒子槍下的南希·蘭扎，便是當地一位頗

有名氣的槍支收藏者和射擊愛好者。 

再者，該法案定義的攻擊性武器，指殺傷力高（High Capacity）加某種“特性＂。“特

性＂也者，諸如可裝刺刀、掩蓋火光、槍托可加長或縮短。此均與殺傷或致死的性能關係

不大，但其間為槍械製造和售賣者潛藏灰色地帶，“現代運動步槍＂更是用高科技或現代

化做賣點，吸引顧客。 

美國是一個槍枝大國，私人擁有槍支數量居全球之首。至 2010 年為止，美國 32%的家庭

至少擁有一把槍。2012 年中期美國槍枝管制團體發布的數據顯示，全美槍支數量達 2億

8300 萬支。盡管目前美國在聯邦和州兩級，都有一些法律和政策規管購買和持有槍支，

但總的來說，在美國獲得一支槍還是比較容易的，每年新槍銷售量 450 萬支，許多州法規

鬆散。連串槍擊案中的槍手，絕大部分都得以通過槍枝購買時的背景審查。 

上世紀八十年代前，申請隨身持槍許可（要求槍支是隱蔽的即不能外露的）要提出理由，

現只要無刑事記錄或無嚴重精神病記錄者即可獲准。在槍支展銷會上購買槍械甚至無需有

效審查，網上遂被許多人利用。 

近期 11 宗造成多人傷亡的槍擊案中，凶手使用的槍支 80%來自合法途徑，此次亞當·蘭扎

使用的那支 Bushmaster AR-15 步槍也如此。案發後 12 月 17 日有論者斷言，除索馬里和

剛果等為數不多的幾個非洲國家，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能普遍獲得軍用級半自動攻擊型

武器的國家。（赫芬頓郵報 Huffington Post 網站） 

不少不法分子自美國偷運槍支，含可穿透避彈衣之槍械。在上述兩個槍管法案通過前，製

造商更乘機大量生產以便囤積居奇。而中國八十年代後有製造廠通過某些途徑賣槍至美

國，九十年代東歐亦然，美國成為興旺的槍械市場。從制造到銷售槍支以及和槍支有關的

娛樂休閑產業，已經形成龐大的產業鏈條，更加嚴格的槍支管理舉措勢將威脅到不少人的

生計。 

此處不能不提到美國步槍協會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簡稱 NRA)，該組織起

源於內戰時期的抵制槍械管制、捍衛持槍權。目前擁有 430 萬名成員，是華盛頓最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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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游說團體之一，也是財大氣粗，對美國競選捐款最多的十大組織之一。像美國前總統

里根、小布什等要人，都是“全國步槍協會＂的會員，該組織的地位不同凡響。有報導

稱，2010 年禁槍組織所獲資助僅為 590 萬美元。而在同一年，NRA 收入高達 2.53 億美

元，分別來自個人、槍支制造商和銷售商和其他支持者的捐輸。 

NRA 與槍支制造商協會兩者性質本來有別，但卻配合得天衣無縫。NRA 以鼓勵人權和體育

運動為口號，製造商向 NRA 的各種活動提供贊助，後者給政治家好處，同時頒發諸如愛國

行動或社區服務獎給捐款的製造商。結果，社會不少加強槍支管理的主張受壓制。很多政

客不敢輕易去碰槍支管制這個“燙手山芋＂。 

封鎖訊息是“挺槍派＂慣用手法。槍支協會和軍火商阻止兩個對槍傷及導致死亡之國家機

構調查報告公開，其實槍擊案死亡人數超過恐怖襲擊，用於國土安全的反恐花費萬億

（trillion）元之巨。在亞特蘭大的國家機構疾病和傷害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Injury，簡稱 CDCI），只同意讓輪胎、產品、玩具等所造成的傷亡數據可

公開，皆因遊說團活動見效。與之相仿，酒菸槍局（Bureau of Alcohol，Tobacco and 

Firearms，簡稱 ATF）對酒精、菸草與火器造成的傷亡調查也諱莫如深，公眾不能在公認

為中立的國家機構得到數據，而民間調查所得的肇因於槍支的死傷報告，則多因其政治目

的是為加強槍彈管制而被評為片面（不夠中立有欠持平）。 

回顧歷史，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是有關槍支立法爭論中繞不開的焦點，1791 年 12 月 15

日獲得批准的該法案全文如下：“一支紀律嚴明的民兵是保障一個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

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利不得侵犯。＂對此的詮釋大有文章，很值得一議，下

文再續。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為美國權利法案的一部份，於 1791 年 12 月 15 日被批准。原文是：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譯文：因為擁有紀律嚴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所以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

的權利是不可侵犯的。 

原文的“bear arms＂，在《美國獨立宣言》中也出現過，其意很可能並非指帶槍為個人

自衛，而是以組成集體武裝力量為目的。 

換句話說，就是：基於民眾時刻可能作為所在州的民兵，所以規定民眾持槍合法。至於是

否允許民眾以保衛個人和家庭的安全為目的持槍，這裡面沒有提及。 

事實上，憲法第二修正案立法時，美國既無軍隊，又無警察，只有各州的民兵。故持槍法

案的初衷，在於維護各州擁有民間武裝的權利，使之得以作為手段之一來制約聯邦中央政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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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歷史，美國建國後很長時間的確是這麼做的，內戰時南北雙方的主力均為各州的民

兵，編制上也屬於各州。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將百萬聯邦軍隊裁到只剩三萬人；

而各州的國民警衛隊人數卻保持原力。 

一句話，為了限制中央政府日後的可能強勢，防止聯邦政府權力膨脹進而侵犯各州權力，

於是賦予各州公民反抗的武器，應屬該法案重要的內在精神。後來美國步槍協會（ＮＲ

Ａ）謂槍權為天授於個人，反對方則認為此乃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曲解。 

這裡面有個重要問題是許多論者沒有提及的，那就是美國歷史上特别是早期，聯邦憲法和

各州憲法並非完全互相從屬的關係。直到 1857 年提出第十四修正案之前，每條修正案都

着眼於各州免受日後強大的中央的可能壓迫。 

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原文如下：“凡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均為合眾國的和他們居

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都不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任何法律；

不經正當法律程序，不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對於在其管轄範圍內的任何

人，不得拒絕給予法律的平等保護。＂ 

該條文中最明顯之處是其針對性：針對州政府。由此引發聯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問題。 

眾所周知，聯邦制是 1787 年美國制憲時的指導思想之一。由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

其所撰的《聯邦黨人文集第 45 篇》中明確指出：中央政府的權力是“少而且有界定＂，

州政府權力是“多而無界定，有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事務，一般情況下均歸州政

府管理＂。此一思想體現於 1804 年通過的美國憲法第十條修正案中。該修正案全文為：

“本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行使的權力，保留給各州行使，或保留給相應各州

人民行使＂。 

顯然，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與第十修正案之間並不一致。在南北戰爭結束後不久通過的

第十四修正案，實際上是為了減少全國各州對黑人的歧視，特别是在南方各州防止奴隸制

捲土重來而設的。而該法案的通過也就使聯邦介入州事務有所依循。 

2008 年在哥倫比亞特區控訴黑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554 U.S. 570 

(2008)）中，聯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第二修正案保障哥倫比亞特區合法居民個人擁有槍

支的權利，不論該人是否屬於民兵皆然。並且可以基於合法的目的使用該等武器，諸如在

屋內自我防衞。此案的裁定，第一次將第二修正案用來給予民眾擁槍自衛，防止其遭到其

他人的攻擊，而不是作為民兵對抗聯邦。 

2010 年在麥克唐納控訴芝加哥市案（McDonald v Chicago, 561 U.S. 3025 (2010)）

中，法院判決第二修正案不僅允許聯邦政府屬下的哥倫比亞特區民眾擁槍自衛，而且對於

州和市政府同樣具有拘束力。此乃首次將第二修正案加在州和市政府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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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 2008 年及 2010 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分別作出了兩個與第二修正案有關的指

標性判決。 

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的持槍權利，是一種集體權利，抑或是公民個人擁有持槍的權利呢？

“槍械强管派＂和“槍械自由派＂至今仍爭論不休。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麥克唐納控訴

芝加哥市案＂（McDonald v Chicago）的審理，在一定程度上使“槍械自由派＂在此爭論

上佔了上風。 

上述 2010 年案中，奧蒂斯‧麥克唐納是芝加哥市一名普通市民，在申請購槍時遭市政府

拒絕。因為此前，禁購手槍的規定芝加哥市已執行了 28 年。麥克唐納為此興訟，最終將

官司打到了最高法院。2010 年 6 月 28 日，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 5比 4的投票結

果，裁定擴大保障公民持槍自由的憲法條款適用範圍，州、市政府限制人民擁有手槍的法

律違憲。判決書稱，美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擁有武器的權利，不僅是美國聯邦政府，各州

和各地方政府也必須尊重這項法律。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的此次裁決被認為是“槍械自由派＂的一次勝利，但 5比 4的投票結

果，表明了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們見解分歧，在 “自由持槍＂還是“管制槍械＂這

一問題上理念針鋒相對，但雙方力量對比近乎半斤八兩。 

不過，裁決也同時指出，一些長期以來實施的槍支管理法令，如禁止罪犯或精神病患者持

有武器，禁止在政府機構等敏感場所攜帶武器等，不應受到質疑。裁決支持了美國公民持

槍的權利，但在肯定這項權利的前提下，最高法院也明確指出，保有及佩帶武器之權利應

受到必要管制。 

但在社會上，“槍械强管派＂和“槍械自由派＂仍然相持不下，雙方圍繞憲法第二修正案

各自詮釋，無不言之有據，真是“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且待下文再表。 

中國俗語說：人命關天。槍擊案到底死了多少人？在對同類慘案進行反思時這無疑是極為

重要的參考數據。然而正因為禁槍派和擁槍派雙方都清楚這一點，所以有關數據的公佈經

歷了曲折。 

因自己丈夫和兒子遭槍擊而有切膚之痛的紐約州民主黨眾議員卡洛琳·麥卡錫 (Carolyn 

McCarthy)，多年來一直致力於推動限制攻擊性武器的立法，但她在科羅拉多影院槍擊案

發生後無奈地向傳媒表示：“平時根本沒有什麼機會讓人們講槍械管制的話題。＂ 

該問題因涉及美國聯邦和各州憲法，以及與人權方面的關係，以致話題十分複雜。雙方都

有強有力的論據。而正因為歷史和法律的多面性，不少人感情強烈地捍衛自己固有的論

點，冷靜的討論比較少見。 

若單純着眼於武器的攻擊性實施管制，則不僅半自動步槍殺傷力大，現時有的新型手槍也

變得十分厲害。擁有和不擁有槍支的人士都應瞭解有關武器造成的傷亡數據，並深入瞭解

美國憲法的歷史和現狀，積極參與這次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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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年前，一些官方機構包括疾病管控中心（CDC） 和酒、煙、槍管理局（ATF），將此

類與槍彈有關的傷亡數據像對待由酗酒吸煙所致的疾病或死亡數據一視同仁地公之於眾。

當時，大概是 1993 至 94 年，紐約時代廣場上方的巨大螢幕上，一段時間曾每天顯示死於

槍擊的人數。但 2003 年之後，CDC 不再將之公開，其他的官方機構也被禁止公佈了。此

次康州桑迪胡克(Sandy Hook)校園慘案重又激起社會各界的關注，Gun Death 網站從

Twitter 上搜集每日死於槍擊的人數資料，統計出自上述慘劇發生起，3星期內全美死者

達 500 人。波士頓市一處大型屏幕，在聖誕期間以彩畫映出 20 個小孩的手掌，代表桑迪

胡克小學 20 名罹難的小學生，屏上每天更新數據，表明自 2010 年總統大起計，全美已有

6250 名孩子在槍下喪生。 

除他殺外，用槍自殺者也不少，過去二十年內筆者眼見兩名相熟的醫生經此走上絕路，對

其不勝惋惜。據統計，2010 年 19000 宗用槍自殺，11000 宗他殺。自殺者使用槍械輕生，

“成功率＂高於 90%，當事人很可能一時衝動，就會瞬間永別人世。而採用其他手段自殺

者，則有可能在準備過程中改變初衷而仍舊生存。 

針對近期加強槍械管制的呼聲高漲，美國步槍協會（NRA）在康州慘案幾天後作出回應，

建議學校設持槍警衛或鼓勵老師帶槍。就此筆者曾與病人中現職或退休的警察交談，他們

不認同平民佩槍以助人對付槍擊案中的兇徒。雖然後者本意是見義勇為，但很可能妨礙警

察執行職務制服開槍的狂徒。事實上旁觀者介入此類案件通常添煩添亂，蓋執法人員及持

槍平民都不易區分好人壞人，平民更無受過臨危和槍火交鋒的訓練，身處一片混亂氛圍，

容易造成誤傷或自傷。 

至於說到學校派駐裝備警察，不難想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蓋市場上售賣的槍支火力或會

大於警槍。何況校園地方大，在一角的警員也不能及時趕到另一端的案發現場。 

本文開頭提出的全國討論，議題應集中於：美國民眾可以犧牲多少自由達到最大效果的安

全。全面禁槍有違憲法第二修正案，爭論徒勞無功。關鍵在於如何嚴格控制持槍及出售槍

械的殺傷性；另一話題是現時精神病人所得到的醫療和愛護極之缺乏。 

有指摘稱，不允許精神病人家庭擁有槍械有違公民自由。但 1994 年法例有關防止暴力傷

害女性的法案規定：凡涉嫌威嚇女性者，其家中不能有槍。兩者性質相近。對住有严重精

神病患者的家庭警方有權沒收其所藏槍支，這都是基於保護公眾之需要。 

擁槍派其中一個論點稱：個人持槍可以對抗政府的“暴政＂。這也是站不住腳的說法。第

二修正案適用於個人自我保護，始自 2008 年高等法院對華盛頓特區 Heller 案的判例。即

使這樣也沒說公民個人可以合法對抗政府。俄克拉荷馬政府大樓爆炸案的主犯 Timothy 

McVeigh，不就是對抗政府嗎？結果被判死刑，說明該論點似是而非，是對第二修正案的

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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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槍派＂常說：“殺人的不是槍，是人＂，這樣說固然不無道理。就如不應因醉酒開車

的肇事者而全面禁止民眾開車。但相對的情況是，路上的汽車沒有開至時速一千英里的，

而且道路也都是限速的。當務之急是當局允許疾病管控中心（CDC）和酒、煙、槍管理局

（ATF），公佈上述調查報告中被刻意隱瞞的傷亡數據，相信知情的“蟻民＂有足夠智慧

作出抉擇，在維護持槍權利和保障自身安全兩者之間取得平衡，從而達致將個人持槍可能

對社會或他人帶來的危害降至最低。 

人所共知，民眾大規模地支持或反對某種行為時，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例如“母親們反

對醉酒駕駛＂（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便是例子。該運動緣自八十年代的公

路車禍，兩位失去幼女的母親，其中一名 13 歲女童當場殞命，另一名 6個月大的女嬰脊

椎受傷，全癱十年後因併發症不治，她們的母親鍥而不捨地努力爭取立法禁止醉駕，在民

眾、法律界和政界及媒體支持下終使法案獲得通過。 

對於禁止攻擊性武器，有的人也許消極地認為沒有多大作用，因為美國社會現有的此類武

器已經夠多的了，何況槍支可以長期保存，很少因損壞而報廢。此一看法本身不錯，可是

忽略了一點，那就是任何事情都需要有個開始，此刻“關閘＂總比永遠不“關閘＂為好。

這有點像醫療改革，它實施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出現難以預計的情況，但不應因此而自

己縛住手腳，什麼事情也不做。醫改如此，禁止攻擊性武器亦如此。因噎廢食不足為訓。 

另有提議應從公共關係上改變公眾對持槍的印象或觀點，不妨效法管制香煙的一些做法。

以往電影中抽煙者給人有內涵、具特色的感覺，似乎人物顯得有深度，屬於正面形象。現

在片中角色抽煙則變成反叛者，或情緒煩躁、甚至是缺乏常識的人物之表徵，不再受到肯

定與追捧。 

對新科技有熱忱的年輕一代中有人建议，應用類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技術，對售出槍支

可以追蹤。失槍也容易尋找其下落。當然，這裡面涉及個人私隱，所以反對聲極高。 

跟由聯邦制定法律的呼聲相反，有不少公民則希望維護地方的自治權，在各小區的公民投

票中增加對槍管的諮詢項目，以便當選議員知悉民意。 

對奧巴馬政府而言，也許只能在修改完善限制攻擊性武器的禁令之基礎上，提出並通過替

代性的法案，最可行的或者是更認真地進行對購槍人的背景調查、要求更嚴格的擔保，並

對子彈的出售和購買設定更多限制和追蹤措施。 

用中國的說法，兒童是“祖國的花朵＂。這次康州小學的槍擊案大部分死難者屬於六七歲

的幼童，花樣年華，尚未開放即已凋謝，頃刻間香消玉殞，格外令人心碎。筆者連篇累牘

暢所欲言，乃基於認為集思廣益極之必要也。 

  



‐ 116 ‐ 
 

         更年期荷爾蒙與心血管健康的關係 

--一位心臓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荷爾蒙補充療法，縮寫代號 HRT（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廣泛應用於治療婦

女更年期症狀。我身為心血管醫生雖然不會給女性就診者開荷爾蒙補充治療處方，但會接

觸不少正值更年期的病人。她們因有心慌、心跳等症狀而來求醫。這可能是患者本人擔心

自己的胸口不舒適是心臟病的症狀；或者是其家庭醫生、婦科醫生擔心漏診心臟病，而不

敢輕易地把這些更年期常見的心跳、頭暈、胸痛、呼吸不暢等簡單歸結為更年期的症狀。 

我診視這些病人時，會問其家族史，抽煙的習慣，平時的飲食和健身的規律等，更不會忘

記詢問她的生育史。因為如果一個青年婦女懷孕時有高血壓、高血糖情形，這位年輕媽媽

將來的心血管病發病率，是比懷孕期間無血壓、血糖方面的問題者為高的。之後，我多會

做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檢查，比如心電圖、運動檢查等等，當然也少不了檢測其血脂血糖水

平。  

當這些簡單的病史和檢查都排除了心血管方面的不正常之後，治療她們這些明顯的更年期

症狀，可能是用荷爾蒙補充療法。但過去十幾年來，有非常多的媒體廣泛報導稱，該療法

可能引致心血管疾病。所以，當這些被更年期症狀折磨的婦女得知，唯一幫助自己減輕症

狀的方法是荷爾蒙補充療法時，許多人就陷入很矛盾的心境：是用這種療法讓自己好過一

點，還是咬緊牙關，忍住每天受症狀的折磨（包括晚上不能安眠以及情緒的波動---有時

這種些情緒波動嚴重到影響家庭的和諧）以免將來心血管出問題，兩者之間如何抉擇？ 

在不得不用荷爾蒙減輕更年期症狀時，她們都憂心忡忡，擔心自己只圖一時舒服而危害心

血管健康。有鑒於此，我經常跟這些更年期病人進行詳細的討論，我本人在這方面的認

識，也緣自多方面的因素，並非僅僅由於身為專業人士對研究數據的閱讀，而是還有臨床

實踐的心得，自己切身的體驗，再加上多年來對我母親的關心所得經驗的綜合。 

眾所周知，總的來講現在醫學人員建議有心臟病，年紀偏老的女患者，不應採用荷爾蒙補

充療法來治療缺乏婦女荷爾蒙的症狀，比如說骨質疏鬆、陰道乾燥等等。非但如此，而且

年紀偏老的婦女儘管未有心血管病發作，也都應該避免用荷爾蒙補充治療。 

可是有關建議漏了一群人，即是對年輕的女病人的指導稍嫌缺乏。這些年輕的病人如果是

剛藉更年期，飽受更年期症狀困擾時，她們多數都未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儘管她們很清

楚不應該用荷爾蒙補充治療來預防心臟病，但可否用荷爾蒙來舒緩更年期症狀呢？如果用

荷爾蒙改善更年期症狀，是否意味著把這些尚屬比較年輕的婦女（比如四十多、五十多

歲）的心血管健康置於危險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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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醫學準則在這方面沒有明確的指示，不少婦女基於保險起見，儘量不用荷爾蒙補充，

儘管被更年期症狀折磨得極為難受之時，也不願改變初衷。而她們的家庭醫生和婦產科醫

生往往由於病人反覆詢問，又覺得開荷爾蒙處方自己心裏也不踏實，便將她們轉診給我，

讓我從心血管方面的角度回答用荷爾蒙補充療法是否安全。所以有時我門診的女患者並無

心血管疾病，亦無心口不舒服、心跳等疑似心血管問題，而僅是前來諮詢：其更年期症狀

嚴重可否用荷爾蒙補充治療，或者換個說法就是：如果用荷爾蒙改善現在的更年期症状，

那麼她的心血管是否能夠承受，或者會不會就此增加將來心血管病發病的機會。 

當我剛開始在美國的醫學臨床訓練時，普遍的做法是：當婦女有更年期症狀就馬上用荷爾

蒙補充：其中沒有做過子宮切除術的病人就用雌激素和孕激素綜合劑；切除了子宮的病人

（如因子宮肌瘤、子宮功能性出血等原因而將子宮切除）則可使用雌激素，而不需要用孕

激素。當時這種療法基本上普遍承認是標準的。 

因此九十年代初到九十年代中期，無數美國女患者均用該療法，不單針對更年期症狀，而

且希望可減少將來骨質疏鬆、老人癡呆的機會，甚至對心血管有保護的期待。因為當時不

少的基礎醫學科學實驗都有證據顯示，雌激素可以保護血管的內皮，減少有害的膽固醇，

增加有益的膽固醇，減少凝血的因子，這對保護動脈血管的內皮之重要性甚為明顯。 

事實上，當血脂血糖高的時候，只要動脈血管內皮完整，這些有害物質不會滲進血管內皮

裏面，積聚在動脈血管壁上。這就是為什麼二十多歲青年人心臟動脈血管內皮健康時，儘

管有的人血脂比較高，或者很年輕的人吸煙、肥胖、血糖控制不良等等，但卻較少發生血

管堵塞導致的心肌梗塞、血栓形成，或因肢體的動脈堵塞引起肢體壞死。 

反之，人到中年或中年以上，無論男女其血管內皮的完整性減弱，那時如果繼續抽煙和血

壓、血糖、血脂控制得不好，上述有害物質就比較容易通過不健全的動脈內皮而滲進血管

壁處沉積，引起血管堵塞。 

而八十年代和九十年代初的基礎科學，體外研究證明，雌激素會令動脈內皮修補和完整性

提高，並減少凝血的因子，當那些血脂或血脂斑塊在血管內壁破損而爆出來時，不那麼容

易引起血液的凝固，引起血栓堵塞。 

基於這些基礎醫學科學的研究，當時的趨勢就是無論內科醫生、婦科醫生，或者病人即婦

女本身，都肯定荷爾蒙補充療法的作用。 

這裏應當指出，固然更年期婦女有症狀，有的甚至很嚴重，更年期不是病，只不過是隨著

年齡增加，生理上出現一些變化，就像自然界季節的轉換，有春夏秋冬；人有生老病死也

勢所必然，十分正常。當時那些婦女會用荷爾蒙補充法，因為她們知道科學研究提供了證

據，那種療法不單可以舒緩更年期症狀，產生即時的效果，而且有可能降低將來的心血管

疾病發病率，一箭雙雕。她們的醫生也相信開具荷爾蒙補充藥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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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九十年代下半期開始有不同的證據出來。 

九十年代後半期，對荷爾蒙補充療法有新的研究成果。這是經過多年努力才獲得的。 

先說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護士健康研究＂，縮寫代號 NHS（Nurses＇ Health 

Study），始於 1976 年，到九十年代中下期研究告一段落。它通過大量的觀察，以確鑿的

證據表明：荷爾蒙補充的確對心血管有幫助。這比原有的醫學基礎研究也就是體外實驗結

果，再更上一層樓。 

該項長達 20 年的研究，對共約七萬名有更年期症狀的，較年輕的護士進行觀察，所得出

的結論比單純的醫學基礎研究即是體外實驗所得更具說服力。 

上述觀察研究對象分兩組進行：一組吃荷爾蒙補充，另一組則否。醫生只作被動觀察，而

非主動地隨機分組。通常這樣分組得出的資料不如主動隨機分組那麼有力，因為會有許多

其他因素相抵觸。可是如果觀察研究對象的人數很多，其數據還是有一定的說服力的。 

NHS 所觀察的都是健康的護士，年齡在 30-55 歲，為什麼這麼年輕需要採用荷爾蒙治療來

舒緩其更年期症狀呢？原來她們由於各種原因卵巢已被切除，這同自然的卵巢功能失去或

消退很相像，也有類似更年期症狀，所以有的醫生就給予荷爾蒙補充治療。但也有些護士

過了更年期或年輕時切了卵巢之後，一直沒有用過女性荷爾蒙補充治療。兩者各佔一半，

各為三萬多名，即 20 年间接受研究的護士人數約七萬。 

這 20 年中，每年或每幾年觀察都得出一個證據。事實上，通常一些長期觀察都這樣，每

幾年就會有一些文章向公眾報導進展情況。這些觀察結果都顯示，用荷爾蒙補充的這組，

比起未服用的另一組人，其心血管發病率減少了 40%，因為各種原因而導致死亡的可能性

減少 50%。 

此期間很多基礎科學研究解釋了有關機理：何以荷爾蒙補充對較年輕的女性心血管有好

處。我 1995 年在接受內科住院醫生訓練時，母親來電說我外祖母跌倒股骨頸骨折，骨折

後其生活質量受嚴重影響。我母親那時已過了更年期幾年了，她身材苗條，我估計她骨質

疏鬆可能性很大，就幫她做了一個骨質疏鬆的檢查，果然屬於輕度的骨質疏鬆，我就讓她

服雌孕綜合激素補充劑。這是另一個試驗對我的啟發。 

那是 1998 年開始的一個臨床試驗研究（Clinical Trial），不是觀察的數據

（Observational Data）。它縮寫代號 HERS（The Heart and Estrogen/Progestin 

Replacement Study）是隨機分組的臨床實驗，比觀察的結論說服性大很多。它研究的是

已有心血管疾病的女性，平均年齡 67 歲，她們絕經（沒有月經或月經減少即絕經過程開

始）平均 12 年以上，不同於 NHS 那些護士絕大部分都是剛剛停經，剛開始更年期。 

HERS 隨機分組總共 2700 多名女性，一半是用荷爾蒙補充，另一半不用。1年之後，用荷

爾蒙補充這一組心血管病發病率高，但並未低於安全指數的門檻，故原訂 4年的研究仍按

原計畫進行。我也就繼續讓母親吃荷爾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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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 4年就開始有更多的證據表明：吃荷爾蒙那組人並無明顯的心血管疾病增高的跡象，

因為第 1年之後的增高數據又慢慢降了下來。既然沒有明顯負面效果，研究的設計人決定

將之拉長，到接近 7年。後面這兩年多出來的數據顯示，用荷爾蒙的時間長了，心血管發

病率增高了。這表明：老年婦女有了心血管病之後，如果用荷爾蒙的補充治療超過 5年的

話，再次發病的機會大。 

那麼，對於從來沒有心血管病的婦女又怎樣呢？臨床試驗研究婦女健康議案“WHI＂（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應運而生。WHI 的研究對象達 2,7000 多人，絕大部分

（98%以上）是未有患過心血管病的女性，平均年齡 63 歲。 

這個研究是九十年代末開始，分成兩組，一組是沒有子宮（曾經做過子宫切除術）的婦

女，她們只需要用雌激素；另一組是有子宮的婦女，即需用雌孕綜合激素，因為如果有子

宮而不用孕激素，只用雌激素的話，子宮內膜癌的機會大。 

WHI 其實是甲、乙兩個研究計畫，甲計畫是有子宮的婦女用雌孕綜合激素，對比沒有用激

素的婦女。乙計畫是無子宮的婦女，一半服雌激素，另一半不服雌激素。也就是四隊人

（每個計畫分兩隊）同時跟蹤 5至 7年。甲計畫（有子宮的婦女）在五年半後停止了，因

為其中有服雌孕綜合激素的那隊人，患乳腺癌的機會增大了；而乙計畫（無子宮的婦女）

中，服雌激素的那隊似乎沒有受到激素負面的影響，所以就繼續研究到超過 6年半後才停

止，基本符合原定的 7年計畫。 

這些結果證實，就算是從來沒有心血管病的婦女，63 歲時才開始服用雌激素的話，心血

管發病率會高一些，包括心肌梗塞、中風和靜脈血栓的形成可能性。當然她們骨折的可能

性小一些，直腸癌和結腸癌的機會稍低一點，但患乳腺癌的機會則增高了。 

雖然癌症方面一正一負打和，但心血管方面無論冠狀動脈堵塞、腦血管堵塞和靜脈堵塞的

可能，都明顯增高。儘管有激素治療的婦女骨折可能性降低。 

在這個結果出來，我做完心血管的專科訓練，母親已經服了五年的雌孕綜合激素，我就請

她停止服用了。 

對上述數據仔細剖析後得知，如果開始服激素時年紀比較輕，比如說離絕經之後 5年以下

（必須在 10 年以內，有的婦女絕經的症狀不單是絕經那一年，而是絕經後幾年都有症狀

的），都可以用雌激素。那不單對心血管沒危害，還有小小保護作用，而且服的時間不要

超過 10 年，最好是 5年以下。 

如果服的過程持續很久，這個婦女由中年成為老年。老人心血管的生化生理特性是不一樣

的。也就是說，雌激素的藥物補充是否導致該女性將來心血管病發病，取決於開始她服用

時候心血管的生化生理特性。較年輕的女性，在絕經或因病而切除卵巢後服用雌激素，動

脈的內皮得到保護，壞的膽固醇減少，好的膽固醇增高，凝血因子減少；但當人老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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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已經有粥樣硬化形成之後，再加雌激素進去就會適得其反，引起內皮的炎症破損和

增加凝血因子。所以年紀較輕的人和老人同樣吃雌激素卻有不同結果。 

動物實驗也證實了這點。將一群未患過心血管疾病的老鼠，全部去掉卵巢，再都餵能引起

膽固醇積累、非常高脂肪高膽固醇的食物，然後分兩組，一組給雌激素，另一組沒給，過

一段時間，解剖這些老鼠，有吃雌激素的就沒有膽固醇的積累，因為它沒有卵巢時，血管

尚未有病，在這種情況下給它雌激素，它並無積累膽固醇在血管裏。但另一組老鼠就有膽

固醇累積累了，因為它沒有雌激素的保護。 

再有一個實驗，餵一些猩猩能引起膽固醇積累的食物。做血管造影，看到所有這些猩猩的

股動脈都有膽固醇積累。將牠們的卵巢去掉後，分兩組，一組給雌激素，另一組不給。過

一段時間再做導管檢查，服雌激素的猩猩粥樣硬化的發展積累非常快，沒服雌激素的猩猩

就無明顯的惡化。 

再說回我母親的例子。56 歲時她未有血管硬化時，服雌孕綜合激素不單舒緩她更年期的

症狀，又可減少骨質疏鬆的嚴重性和預防將來的骨折，可能還保護了她心血管的健康。但

如果她在 66 歲，絕經後起碼 10 年，可能已有一些血管硬化，才服雌孕綜合激素，儘管可

減少骨折的危險，心血管發病率就可能增高，得不償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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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劫後的千丘之國 

     --一位心臟科醫生的思考 

      岑瀑嘯 

 

去(2012)年 12 月中旬，參與美國醫療團隊到盧旺達(Rwanda)國工作歸來，感慨萬千。 

中國傳說中有所謂十八層地獄，乃極其恐怖所在。盧旺達因曾遭受種族大屠殺，與此不遑

多讓。 

該國位於非洲中部，面積 26 萬平方公里，人口約 1千 1百萬。山地丘陵居多，號稱“千

丘之國＂，盛產茶與咖啡。16 世紀建立封建王國。19 世紀下半葉，德國人來到擴展勢

力，支持當時的國王。其下的顯貴構成統治層，稱圖西（Tutsi）人，佔人口 14%。受統

治的窮人叫做胡圖（Huto）人，占人口 85%，另外 1%是特瓦（Twa）人。1890 年該國淪為

“德屬東非保護地＂。 

一戰德國戰敗，其地位被比利時取代，實行委任統治，仍扶助國王。1920 年代時西歐科

學家以為人種有優劣之分，而其區別可由腦的大小和頭顱的形狀，以及身材等特徵分辨。

多屬於有權有錢所以有機會讀書的圖西人，似乎不少是皮膚較白、鼻子稍高而窄，估計可

能是由北非前來中非，也就是其祖先可以有南歐人的血統。此外財產也能影響，擁有 10

條牛者身份證上寫圖西族。而既得利益者也順水推舟地以上述生理或財產因素為由，作為

自己實行統治的合法性和所謂“先進科學＂的根據。胡圖族則順從君主，甘居圖西族人之

下受統治。彼時兩族相安無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國改由比利時“托管＂。1959 年此小國爆發革命，多年來始於比利

時人實施的人種劃分狀態生變，由本來的經濟階級衝突轉為人種衝突，胡圖人推翻國王，

比利時人見大勢已去，也轉為支持胡圖人。1962 年 7 月 1 日盧旺達宣告獨立，成立共和

國。 

然而，國家四周邊境的兩種人在共和國成立後繼續不斷互相殘殺，胡圖人當權的政府的偏

袒也導致大批圖西人逃離本國。1989 年國際市場咖啡價格暴跌，該國 85-90%國民種田為

生，經濟 75%靠咖啡，因而當局將經濟危機歸咎於境內外的圖西人，以之為替罪羊，稱其

內外勾結造成禍患，從而進一步於爭奪資源過程中推行種族滅絕。 

而流亡烏干達的圖西族領袖人物保羅‧卡加梅 (Paul Kagame)，亦針鋒相對地乘機大肆活

動，並於次年成為盧旺達愛國陣線（簡稱“愛陣＂ Front Patriotic Rwanda，FPR）的

軍事領導人。“愛陣＂由圖西族難民組成。 

卡加梅早年隨父母流亡烏干達，其父屬國王血統，母為王后血統。曾獲印度和美國大學榮

譽博士學位，並擔任烏干達情報首腦。後遭排斥被降級，遂轉往 FPR 自烏、盧邊界向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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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府軍發動進攻。1993 年 8 月 4 日，雙方在坦桑尼亞阿魯沙簽署和平協定，決定結束

內戰。聯合國派出五、六百人的維和部隊，由一位加拿大將軍統率，監察協定的執行，防

止兩種人再生衝突。 

其實盧旺達現時政府，也就是原本自認兼且被公認為圖西人的卡加米總統，倡導人民不再

以人種分類，無論胡圖人、圖西人以至特瓦人，語言全無二致，均以盧安達語

(Kinyarwanda)為母語。而其文化背景、生活習俗、民間傳說也相同，甚至宗教信仰都不

分種族，90%以上由比利時控制時起已信奉天主教，伊斯蘭教也有部分信眾。 

既然官方說全民無種族不同，並不主張繼續用圖西、胡圖等名稱，那麼圖西和胡圖人之間

明確的分別究竟何在？連民間也說法各異。或曰圖西人游牧，胡圖人務農；或曰圖西人富

裕，胡圖人貧窮；或曰圖西人為官宦，胡圖人為庶民。然而，據官方的歷史版本說，以往

祖祖輩輩當經濟政治地位轉變時名稱也隨之改變，也就是說，當胡圖人擁有家畜富起來，

或獲任酋長時，可“升＂為圖西人；反之當圖西人失去家畜變窮時，也會“貶＂為胡圖

人。 

可見，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並非人種相異，而是權位不同。倘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便是

階級之分。 

1994 年 4 月 6 日，該國總統、胡圖人哈比亞利馬納乘飛機從坦桑尼亞返國，在抵達首都

基加利上空時遭導彈襲擊，機上人員全部罹難。隨後，胡圖軍人和民兵開始對圖西人展開

殺戮，從 4月 7日到 7月中旬的 100 天裡，全國共有約 100 萬人喪生，其中絕大部分是圖

西人。另外還有 200 萬人流離失所。 

此一悲劇並非不可避免，起碼程度可以降低。在大屠殺發生時，聯合國在該國駐有維和部

隊，但沒有介入採取行動。安理會整整三個月將其視為國內的爭權和軍事衝突，亦即屬於

該國內政，所以不願干預。由於聯合國遲遲猶豫不決，不願將其定義為種族滅絕，於是屠

殺行為並沒有受到遏止。這場大屠殺無疑是盧旺達的悲劇，更是國際社會的重大失敗。 

卡加梅稱，西方國家本來有能力制止屠殺，但它們卻袖手旁觀。他對美國、法國、比利時

和英國加以批評和指責。 

實情是事前數月，索馬里剛發生美軍黑鷹直升機被擊落事件，而美軍屬聯合國部隊成員，

故華府記憶猶新，無意再“輕易＂介入非洲國家的“內部衝突＂。當時任美國駐聯合國大

使的奧爾布賴特認為事件太複雜。儘管駐盧旺達的維和部隊首腦加拿大將軍接連兩三天的

電報，已反映出該國的人道災難史無前例。不過，維和部隊也無法弄清現場全部細節，不

像現時的谷歌地圖可以把地面情況反映得一清二楚。最終聯合國的取態客觀上縱容了胡圖

人極端分子的殺戮。 

而當地人則認為本國無石油，又是黑人，所以不獲西方國家重視及保護。 

卡加梅為首的盧旺達政府在大屠殺後，對主要策劃者毫不留情地加以懲辦。但不少涉案的

胡圖人屬於目不識丁的普通村民，經當時胡圖人政府洗腦而殺人，多被判勞改而非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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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政策使國家獲得相對和平與穩定。不少道路都是由這些服刑的犯人建造的。筆者看到

起碼十幾處，一隊隊犯人穿著統一的犯人裝，在建築工地工作。也就是說，距離 1994 年

已有十八年的今天，仍有不少血債較多的平民在服刑。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全部建築都有中國公司的名字，但不見中國人在工作。 

根據筆者實地感受，當局希望經過幾代後再無種族之別，固屬良好意願。但言論自由受壓

制，不準提種族問題，凡有涉及即被指為分裂主義，此非恰當做法。故外國人為此咸感義

憤，認為有違言論自由的精神。卡加梅認為，如果提及胡圖人也是受害者，將會產生不良

效果，即減輕當日佔主導地位的胡圖人劊子手之罪責。事實上，國際社會也一邊倒地同情

圖西人。我們到鄉村地區做醫療工作，向村民詢問種族問題，翻譯稱太敏感，他們不會回

答你們。那些村民多屬胡圖人。 

平心而論，卡加梅的說法也不無道理。那情況就像西歐國家同情飽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

所以規定凡公開頌揚納粹即屬非法，要負刑事責任。 

但有點不同的是，西歐是民主社會，而盧旺達則否。卡加梅曾強調，盧旺達人有能力掌握

自己的命運。可是我們所見，該國基本上還是軍事強人鐵腕統治。舉凡學校、商店、餐

館、理髮店等，無不懸掛總統標準像。電視節目恍如中國文革年代，愚昧無知盛行，歌功

頌德。 

例如下令一年內將通用語由法文改成英文。國民幾個星期內全面禁用塑料袋，否則罰款，

而繳交罰款還必須到指定地點輪候之類，這一套令行禁止，也許很有效，可是手段十分強

硬，且沒有公民討論的商量餘地。 

論者指出，民主對話才是和平的保障。不過亦有人認為，此乃對盧旺達的苛求。通常軍事

強人上臺後，在全民文化水平極低，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時期，頭十幾年或幾十年的做法

都只能自上而下，沒有時間由基層民眾發言開始。美國民主誠屬舉世楷模，但也經歷 200

餘年方才達致今日的境界，如何能夠要求盧旺達短短幾年就實現民主？ 

就盧旺達愛國陣線(FPR)的領導層而言，對於盧旺達曾在二十世紀初被西方稱為“非洲的

瑞士＂，有秩序又有自由，他們並不認同，而提出成為“非洲的新加坡＂。也就是只要經

濟上升，民權並不重要。卡加梅沿襲當年在 FPR 逐步掌權所採用的策略，開始還講點組織

內部的民主，但漸漸變成手腕較強硬的風格。而國際社會也喜歡其辦事的效率，而不斷給

予幫助。該國政府每年的預算中 60%由英美及北歐幾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捐獻。該國民主與

否並不在上述各國關注範圍。 

十年來，胡圖人劊子手除已在該國落網服刑者外，不少流竄國外，他們一直受到國際刑事

法院 ICC 的追緝。誠然，為百萬無辜遇害者伸張正義十分必要，但沒有在衝突開始時加以

制止，而是戰爭結束後追溯責任，這當中難免偏袒勝方。比如說，圖西人尤其卡加梅統率

的 FPR 也有屠殺胡圖人，現政權當局卻讓其中不少兇手逍遙法外。 

就國際刑事法院扮演的角色而言，也的確有其難處。下文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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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旺達近年來經濟保持 7-8%的年增長率，可是整體仍屬最窮的國家之一。政府支出總預

算中有 65%來自外國捐款，歐美多國出於內疚每年對其輸血。中國的建築公司則在彼大興

土木，賺了不少錢。 

國民之貧困隨處可見，大多數身體瘦削，無衣服、鞋子穿，普遍地區自來水也欠缺。農民

一年只能吃到一兩次肉。我們在當地的主食是是馬鈴薯、香蕉和豆子。全國僅一間圖書

館。醫療條件差，全國只有 3位心臟科醫生，無“通波仔＂（血管內氣囊擴張及植入支

架）的技術，更無開胸做搭橋手術。但由於衛生條件差風濕性心臟病患者不少，可惜無可

能換心瓣膜，以致患者於年紀輕輕就心衰而失去勞動能力，並因無力救治而早逝。人均壽

命女為 58 歲，男 55 歲。墮胎屬非法，要爭取墮胎合法仍需走很長的路，因 90%為天主教

徒。現時有條件的婦女避孕採取 3個月打一次針的辦法。他們希望每個家庭平均 3.5 個孩

子。實際上平均 5個孩子。 

筆者到過一間問題少年學校，收容的是 1994 大屠殺倖存者生出來的孩子，這些倖存者當

時只有兩三歲，現在已接近或超過 20 歲。該校約有 150 名學生，都睡在地上，沒有鋪席

子。每間房間住 10 餘人。星期天吃得較好，因有鄰居去教會做完禮拜後前來探望，為他

們帶來食物。我向他們贈送了 10 個足球，還有一部 iPod 和揚聲器，可以播放音樂。他們

很高興。我還送他們一部電子讀器，他們的校長可以每週去圖書館或能夠上網的地方，下

載書籍回來給學生分享。他們很高興。 

這裡說明一下。1994 年 4 月至 6月的一百天內，大約 80 萬至 100 萬人被殺。倖存的孩子

無論是否孤兒，因目睹多次瘋狂的屠殺而終生心靈受損。再加上事後一點心理治療的服務

都欠缺，造成那整整一代的孩子現在正值生育年齡卻無法學習、工作或維持穩定的關係，

所生下的小孩多被遺棄或無法忍受家人的爭鬥或虐待而出走。我白天見到很多幾歲至十幾

歲的小男孩討飯，聽說女孩都是晚上出來賣身。 

回到繁榮安定的美國，心裏不由得惦記着盧旺達可憐無助的婦女兒童，尤其那些遭受性虐

待的女性。她們的眼神使人心酸。筆者打算，還要再次踏足這片苦難的土地，在力所能及

的範圍內為他們做更多的事，特別是對當地的醫療人員進行多次短期訓練。因該國大部分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包括醫生，都在 1994 年被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殺害。而此前流亡到

周邊國家的圖西人 1994 年之後回歸本國的人數畢竟有限。儘管筆者個人能力有限，但積

沙成塔，集腋成裘，若更多人關注這些劫後餘生，總可以給他們帶來更大的希望。 

說起來，筆者對盧旺達的關注歸根到底源自人性。須知心血管病治療在盧旺達條件甚差，

而由於其民眾普遍貧窮，飲食清淡僅可勉強果腹，故營養過剩引致的疾病或老人病較少。

但他們反而更多患有風濕性心瓣膜病，此乃我們身處的發達國家已少有的疾病，這種病特

別容易造成孕婦或產婦死亡。所以，幫助其填補心血管病治療方面的空白無異於雪中送

炭，且急不容緩。 

正是有鑒於此，筆者打算再去當地，並且會帶一隊人前往。目的是從首都的醫院做起，協

助培養其本國的醫護人員，讓更多人掌握必要的心血管病治療技術，然後向全國拓展。 

毫無疑問，上述設想得以實現絕非易事，有人認為該國患者負擔不起有關費用，故計畫可

能落空。但此種觀點乃只知其一不知其二。他們沒有考慮到盧旺達的政府比大多其他非洲

國家腐敗程度較低，及因而得到的主要來自英美和北歐的經濟援助較多。而此小國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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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識份子和醫療技術人才。很多醫療手段不需要受過高等教育才能掌握，能識字的當地

人也可分工學會一部分技能，然後組隊合作。這些都是我可以出力之處。努力使該國具備

一般的心臟病治療條件，不是很應該做的事嗎？ 

這裡有個問題必須澄清，那就是某國或某地社會公正的缺陷或資源分佈之不合理，與外人

應否向其提供幫助，此乃兩回事，二者不應掛鉤。 

說回盧旺達，我們不應因其現狀的不公平，而放棄努力助其改善落後的醫療條件。須知上

述計畫不同於對當地心血管病患者提供的暫時診治，後者僅屬施捨性的一兩次看病，而前

者是建立長期性的診病機制，此過程中無論當地患者或我們來自美國的醫生，雙方都將會

互有所得。 

寫到此不妨回顧一下二戰後美國向非洲的糧食援助。從整體看那種援助的作用當然是巨大

的，但其實施過程中卻存在很大的問題。概而言之，美國提供的資助大部分未能送達非洲

人民，價值一元的資助令後者實際受惠的不到五角錢，其中部份留在美國本土，用於給予

美國的農產品大商家之優惠，還有支付美國運輸公司的為數不菲的費用。因為按規定把糧

食越洋運到非洲只能讓美國運輸公司承運，周轉過程中這些公司受到照顧。而大量運到當

地的糧食又造成當地農民的產銷災難，把本來就脆弱不堪的當地農業擠垮。 

其實此類農業援助最好是將整筆救濟款直接撥給非洲的受援國，用於改善當地的灌溉設施

和農業生產條件，並助長本地人的發明創造力和信心，就會更具積極意義和長遠效果。每

個受助者都希望看到自己的能力得以發揮從而早日達致自給自足。若果如此，非洲農民就

不是單純的接受施捨，而是可以在美國援手的情況下進行生產自足。 

也就是說，此種農業援助應着眼於協助對方建立機制發展生產，而非限於直接提供其所需

的農產品。人所共知，與其給食物短缺者一條魚，不如教給他捕魚的方法並提供漁網，後

者才能治本而非治標。 

至於美國政府支持本國的農民和商人，固然無可厚非，但與援外計畫分別實施為宜。當然

這裡面關係到美國農業商家的利益，問題很複雜。 

就醫療而言，有時直接提供有效藥物是必要的，例如向非洲國家提供免費或廉價的防治愛

滋病的藥物。但心血管類疾病有所不同，協助當地建立防治機制，其中包括提供技術援

助，使之在人力物力上均具備基本的治療條件，這是有意義的舉措。其作用相當於協助當

地發展生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盧旺達愛滋病人佔當地人口的比例，是不少愛滋病氾濫

成災的國家同類數據的五分之一左右，故其人均壽命比南非和尼日利亞高出 15-20 年。 

或曰，盧旺達這樣的國家，此前多年戰火不斷，現時雖烽煙已熄，實現和平，但缺乏政治

民主，社會財富資源分配嚴重不公，窮人面對的困厄不可勝數，何止心血管病得不到治療

一端？這就牽涉到人的生活質量之改善，應否因社會不公正而放棄努力的問題。 

非洲不少國家都有複雜的歷史，特別是數世紀以來被歐洲列強瓜分，此過程中加劇本土原

有的因資源缺乏引起的民間紛爭，作為醫務人員在儘量瞭解歷史和當今政局之餘，治病救

人總是自身肩上可以承擔的一部分責任，這樣做固然需與當地同行共同努力。國際政治錯

綜複雜，說來話長，下文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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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ICC）成立於 2002 年，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種族屠殺罪、危害人類罪、戰

爭罪、侵略罪的個人進行起訴和審判。其基礎是 2002 年 6 月 1 號開始生效的《羅馬國際

刑事法院規約》，中國、美國、俄國、印度及以色列等國均未加入。 

ICC 的角色本身有其難處，可謂與生俱來。事實上它無法中立。在盧旺達如此，在相鄰的

烏干達也如此。有非洲人指烏干達政府利用 ICC 鎮壓異己，首要目標是約瑟夫·科尼

（Joseph Kony）。此人乃該國聖主抵抗軍（LRA）的領導者，他欲建立一個政教合一政

府。LRA 被指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涉及誘拐、致殘、施虐、強姦、綁架平民、使用童兵和

屠殺等。自 1986 年叛亂以來，綁架和強迫了約 66000 名兒童加入戰爭，內亂造成國內超

過 200 萬人流離失所。但科尼及一些自稱中間派的人士說烏干達政府軍本身也有類似行

為。科尼在 2005 年以戰爭罪和反人類罪被 ICC 起訴，但潛逃至今。 

又如卡扎菲被國際社會視為壞蛋，被捕後家屬要見他一面也不行。其辯護律師每次要求與

之會面均遭守門士兵刁難。西方傳媒及 ICC 明顯偏袒反卡扎菲政府的“叛軍＂。一些同情

卡扎菲的非洲人對我說，卡扎菲多年來不買西方國家的帳而堅持向乍得（Chad）挑釁，覬

覦蘇丹南部達爾富爾地區的油田（中國自九十年代初起與蘇丹政府合作開採該處油田）。

西歐國家基於商業利益不想與中國直接衝突，而利用 ICC 對付利比亞。 

此處不妨順便提一下達爾富爾問題，該地區與盧旺達相類似發生過“種族滅絕＂的暴行。

根據國際法定義，種族滅絕是指對一個民族、種族和宗教組織進行有目的的摧毀行動。 

筆者在前往埃塞俄比亞和盧旺達的飛機上讀完了達烏.阿余（Daoud Hari）寫的傳記形式

的《翻譯者》（The Translator），進一步瞭解了蘇丹的情況，再次向讀者作一簡介。 

達爾富爾位於蘇丹西部邊緣地區，面積約 50 萬平公里，約佔蘇丹領土的五分一，約 600

萬人口，具有多民族、多部落、多文化的特征。這裡居住著包括阿拉伯人、富爾人和黑人

等 80 多個部族，雖然信仰伊斯蘭教的阿拉伯人多居於北部，而信仰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則

住在南部。該國其餘絕大部分人都是伊斯蘭信徒，包括西南部被迫害的達爾富爾人。該地

區是蘇丹經濟發展水平最落後的所在，古老的富爾部落是其中最大的部落，達爾富爾也因

此得名，意為“富爾人的家園＂。 

1899-1956 英埃共管蘇丹（實際上是英國單獨管治）的時期，將佔人口少數的阿拉伯人樹

為統治階層，統治大部分人。在達爾富爾地區，儘管那些多由北部遷來的阿拉伯人和絕大

部分的本地原居民同屬伊斯蘭信徒，土著黑人一直反抗阿拉伯人的嚴厲管治。1956 年蘇

丹獨立後，內戰幾乎從未停息，使中央政府無力對達爾富爾進行有效的治理和開發，主要

由部落頭領組成的民間管理委員會負責調解部落衝突。後來這一組織形式被取消，社會經

濟矛盾迅速積聚。 

與伊斯蘭教一統天下的北方不同，蘇丹南方居民雖大部分宗奉伊斯蘭教，有小部分信奉基

督教和原始部落宗教。儘管如此，南北之間的矛盾主要不是宗教矛盾。以阿拉伯人掌權的

政府多年來宣傳阿拉伯人的血脈優於他族，從而鼓勵阿拉伯民眾大膽地向非阿拉伯人奪取

資源。1955 年—1972 年，南方獨立運動武裝與北方政府軍打了 17 年內戰。1972 年，蘇

丹總統尼邁里與南方各派簽署了《亞的斯亞貝巴協議》，蘇丹第一階段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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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80 年代初，尼邁里宣佈在全國實行嚴酷的伊斯蘭法，激起南方人的劇烈反對，1983 年

戰火重燃。這當中夾雜著經濟利益的衝突。 

事緣二十世紀七十年代，由於當地氣候干旱少雨，北方本來就惡劣的自然環境更每況愈

下。隨著草原面積的減少，從事游牧業的阿拉伯人開始大面積遷移，不斷侵佔原屬於本地

人的土地。當地土著為保護自身利益，便開始抵抗阿拉伯人，逐漸形成了兩大組織蘇丹解

放運動和正義與公平運動。它們認為當局沒有采取必要措施來維護自己的利益，進而要求

與之分享自治權利。特別是 1972 年美國雪佛龍油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在達爾富

爾發現了油田，這兩大組織明確地要求分享一杯羹。 

蘇丹政府以槍械支持阿拉伯人一方，至 1992 年更放縱所有阿拉伯人，聽任其大開殺戒，

一個個非阿拉伯裔人的村莊成了廢墟，數千名八九歲、十幾歲的少年兒童，外出放牧回來

赫然發現家園盡毀，頓成無家可歸的迷失男孩（Lost Boys），不得已離鄉別井流落歐

洲。 

此期間本拉登亦介入支持蘇丹政府，中國則與之簽約開採石油，派出人員攜槍進入油田採

油，同時向其提供軍火。相鄰的利比亞卡扎菲也和蘇丹當局合作，給予軍援並出兵攻打乍

得。這樣一來蘇丹政府錢和軍火源源不斷。 

2003 年 4 月最大規模屠殺開始，南方的反政府武裝進攻政府軍失利，政府軍從內戰變

為＂種族滅絕“。美國國務院 2004 年 9 月 9 日發表的報告稱，在達爾富爾地區存在對非

阿拉伯村民的持續、大範圍的暴行。政府軍和民兵摧毀了整個整個的村落。例如位於沙塔

亞（Shattaya）行政單位的 23 個富爾人村莊，其村民遭到完全消滅，村莊則被掠奪且燒

毀殆盡（觀察團在當地遊走並查看了兩天）。同時，分布在周圍的阿拉伯人聚居點則未受

損傷。在某些地方，遭到毀滅的富爾人村莊與阿拉伯人村莊相隔不到 500 公尺。 

據此，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當天宣布，蘇丹達爾富爾地區的殺戮行為是種族滅絕，並直接指

責蘇丹政府稱：“這是有組織的行動，而不是隨意的暴力。＂蘇丹政府斷然否認存在種族

滅絕，中國官方則稱該地區的人道災難乃戰爭行為所致，但阿余在《翻譯者》一書中用大

量史實指出，由於當局利用阿拉伯民兵組織來對抗反政府武裝，而民兵組織屬於僱佣兵性

質，在與反政府武裝的交戰中，採取了一些極端的手段，例如將所佔村莊付之一炬。這等

於變相承認種族滅絕的發生。 

事實上，該地區黑人土著的苦難還不止此，有的婦女去鄰國乍得取柴火，慘遭強姦；男的

就被殺死。數以百萬計的蘇丹難民居於乍得邊境的營地，這些不受歡迎的人使這個西非小

國承受不堪負擔的重壓。 

聯合國數據顯示，從 2003 年到 2008 年，當地有超過 20 萬人死亡及 250 萬人流離失所。1 

4 年來，蘇丹政府與南方反政府武裝的一場馬拉松式的內戰，已使 1 3 0 多萬人喪生。 

蘇丹的態勢令中國無法置身事外。1995 年，中石油開始進入蘇丹。短短幾年時間，該國

已成為中國重要石油來源。2005 年北京當局購買了蘇丹出口石油中的一半，佔當年中國

石油消費總量的 5%。在達爾富爾地區，中國公司取得了石油開採權。因此，西方某些國

家、組織或個人對於北京政府只知在當地賺錢，不過問當地的人道問題的做法存在較大的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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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了反人類罪的壞人當然應繩之於法，但真要伸張正義談何容易？ICC 成立以來花了幾萬

億美元，它到底代表誰合適？代表無辜死難者？代表政府？還是代表“叛軍＂？它的介入

使對立雙方有所謂正邪之別，被貼上“邪＂的標籤之一方自然無法坐下和解，因為和解後

它定將作為犯人坐到 ICC 法庭的被告席上。但 ICC 如不介入又難免坐視不理之嫌。真是左

右做人難！聯合國亦往往如此。無論如何解決衝突都不可能公平，所以所謂“解決＂應加

上引號。 

筆者在盧旺達接觸了很多當地人，聽到他們對歐美國家 1994 年不積極制止大屠殺的指

責，內心不禁感到作為遠方和局外人的確“有苦說不出＂，甚至有時會產生衝動，想向抱

怨的當地人頂上一句 “（這種指責不過是）事後諸葛亮＂，沒有體諒歐美以至聯合國都

很難短時間內明白真相，因而不敢隨便介入他國的複雜紛爭。 

總之，對於國際事件，尤其那些人命傷亡累累的紛爭，不斷學習和多方面瞭解實情，應是

每個 “地球村＂成員的責任。（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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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議移民問題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奧巴馬總統新任期內要處理的事項千頭萬緒，其中當然包括繼續醫改，但與之相關的移民

問題亦不容小覷。 

當局估計，現時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達 1100-1200 萬之眾，但實際數字可能兩倍於此，加

上以合法簽證入境後逾期居留者，例如外國留學生，或持旅遊簽證、工作簽證等到期後並

未離境者等等就更多。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這樣嚴峻的局面，與經濟全球化有關，特別是來自墨西哥的

非法移民，更與北美自由貿易區協定(NAFTA)大有關係。1994 年克林頓簽署法案批准該協

定生效後，墨西哥政府根據規定敞開門戶，准許美國農產品大量入口，本來主體為農業國

的該國農民豈是其競爭對手？於是只好棄耕。與此同時，美國製造業湧入該國租用其村鎮

農地大建廠房，生產成衣、電器等，以求降低過往絕大部份此類消費品自亞洲輸入的運

費。要言之，墨西哥政府停止補貼本國農民，致使幾百萬農民離土離鄉，乃非法移民大量

湧入美國的原因之一。 

其實 NAFTA 最大受益者為一些大公司企業；美國食品商、農業大商家利用國家優惠，

TYSON CARGILL 等公司財雄勢大，大量生產高熱量食品平價傾銷，墨西哥農民根本無力抗

衡，三十六計走為上計，只有遠走他鄉異國謀生。 

此情形與筆者四年前在湖南、兩年前在桂林某鄉村所見略同：當地 90%男女青壯年離鄉，

剩老弱病殘和幼童（後者名曰“留守兒童＂，現時全國不下 5800 萬），房子空蕩蕩，望

上去一片荒涼。中國 GDP 雖發展迅速，其副作用類乎 NAFTA 之於墨西哥。文化遭毀滅，弱

勢社群生活慘澹。 

但抵美的非法移民另有一番光景，因為這裡雖不能說是所有人的天堂，卻為來者提供了工

作機會（儘管多屬苦工）和基本生活保障： 

一是有醫院福利，全美的醫院急診室依法必需來者不拒，即使病人無錢付款或沒有合法身

份也不例外。 

二是可以找到工作糊口及孩子亦可免費入學讀書。通常非法移民無論多艱苦的工作都願

做，舉凡農場、屠宰場、罐頭廠、家庭（傭工）俱不拘。非法僱主多的是。 

三是入境後生下的小孩自動成為美國公民，貧窮家庭（幾乎所有由墨西哥偷渡入境的非法

移民均在內）且有奶粉和尿片費補助，每個小孩的母親每月可得 600-800 美元，於是不少

十幾歲的女子抵美後第一件事是生孩子，此乃出於經濟動機，因為其生活費有著落，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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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憂慮。她們會實行小圈子互助，每人生個三五胎，起碼每月拿到 1500 美元。足

可維持生活所需。 

不過，她們也為此失去了受教育的機會，年幼無知及物質的誘惑使之變得短視，成年的家

長或者不在其身邊，或者本身也未認識到教育的重要性，或看不到兒女成群後年輕母親試

圖學習某種專業的艱難，於是沒有給以正確的生活指導，容易導致一代代貧窮下去。 

針對上述情況，有人提出應對美憲法修正案的有關規定重新解釋，以免其被非法移民利

用。但實行起來並不容易。 

第 13 修正案廢除奴隸制後，第 14 修正案（1868 年）獲通過，旨在維護當時黑人的權

益，規定黑人獲得自由，其子女也自由；屬於美國土地內出生者均適用。印第安人保護區

居民如僱主是族落本身，而非部落以後的非印第安人，只交聯邦稅，不交州稅。他們起初

尚無公民資格，半世紀後因為個人雖未必不效忠於聯邦，但其所屬的族落效忠聯邦，於是

1924 年起這些印第安居民擁有公民權。要求再解釋第 14 修正案者以之為藉口，“為何

1924 年可解釋＂，爭人權的也提出重新解釋的建議。 

可是要求重新解釋，程序上需基層有人興訟，打官司上訴到高等法院，但無具體訴訟對

象，此事如何進行呢？另一種途徑是，由三分二的州議會提出，或國會兩院都有三分二議

員同意提出，最後由至少四分三州議會通過也可。但這不用說實在非常艱難。 

建國之初直至 1882 年的排華案前，美國並不限制移民。當時無所謂非法與合法，更不存

在為產子而來美的事。因為一來山水阻隔不適於孕婦長途跋涉；二來目的地缺少接應者兼

且物資照顧欠奉，要將嬰孩養大談何容易？現在時移世易，上述兩項因素已不構成重大障

礙。美國本地人的工作機會被“搶走＂，主要是那些低工資者的職位不保，福利大餅也分

薄了，所以對非法移民咬牙切齒者不少，他們希望限制非法出生者之公民權。倘說如此限

制有違公平的原則，他們會反詰何謂“公平＂？Thomas Jefferson 說不應鼓勵亦不應阻

止移民，當時全美有 400 萬人口，目前為 3億人而且福利甚多。 

贊成重新解釋者稱：外國人應尊重美國法律。非法移民入境美國的行為本身就是非法，也

並不效忠美國。而第 14 修正案隱含效忠美國的非美國公民，生下來的子女才自動享有公

民權。任何國家的主要任務均為保護本國利益，無分什麼 “主義＂（一位英外交官一百

多年前的說法）。保護公民利益，懲罰非法僱主，份屬天經地義，並非反移民情緒所致。 

反對重新解釋者謂“非法合法移民＂在美乃百多年前才出現的事，非法移民絕大多數靠自

己勞動維生，也對社區作出了貢獻，與鄰里有關係，屬於社區的一分子。比如洗碗洗碟，

搞清潔工作之類。我們應像關愛鄰居一樣對待他們。州政府主動捉拿非法移民乃越聯邦的

權，不過教學、窮人醫療的絕大部分開支是由各州支付，故各州政府應設路障協助聯邦遏

止非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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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聯邦與州兩者執法的權限，有人認為存在一定界限，如伊拉克戰事只能由聯邦處理。

但州政府堅持因非法入境者損害本州利益，故對此應有權“協助＂聯邦，特別是當聯邦無

力防守邊境和懲罰僱用非法移民的僱主時。 

也許有人將這方面的問題歸咎於種族差異，其實筆者親見即使同一族裔的病人亦有不滿，

事緣損害其切身經濟利益，蓋彼所繳醫療保險費不少，卻被無醫保的非法移民佔了便宜。

此非單純是白人與非白人之間的種族摩擦，經濟利益衝突實在是一個關鍵所在。 

當然血緣不同、族裔差異也會加深彼此的隔閡。在這一點上，若干大陸同胞可謂火上加

油。 

據稱中國 20%處級以上都是“裸官＂，其家人均已移民，財產也轉移到了國外，孤身留下

在大陸當官。筆者在洛杉磯見到中文廣告，內有與大陸的經紀合作推行產子旅遊的介紹。 

以上雖似離題，因為他們入境是合法的，但其逾期居留和“努力造人＂（包括“自然途

徑＂和試管嬰兒）便與利用此美國憲法第 14 修正案有關。 

筆者在洛杉磯還看到中文廣告，推介專為大陸的產子旅遊“陪月＂服務。美國督促非移民

簽證的人員及時離境的作業極為薄弱，即使日後加強，但只要在第 14 修正案再加上所有

小小公民都有免費上學和醫療的照顧，產子旅遊或公費鍍金只會“野火燒不盡，春風吹又

生＂。 

面對以上種種，美國民眾正展開討論，不僅關注非法移民，也包括合法移民數目、方式，

多數人認同高科技或投資移民宜加鼓勵。但這裏面中國來的一部分投資移民很特別，他們

往往仍然享受著國內的好處，是“裸官＂的家人和親戚，有的是錢。可是在美國因不工作

而屬“收入低＂，還可獲醫療福利及生活補貼，以及社會安全金。有的人來美之後一天工

也沒做過。 

有人提出當年里根大赦 300 萬非法移民，但是之後並無同時實施邊境限制並輔助之以其他

有效的移民制度改革，不像歐洲國家那樣懲罰僱主。例如法國嚴到使非法移民寸步難行，

既無福利，孩子也不能上學，才能起阻嚇作用。 

與往年不同，這回共和黨不敢反對民主黨的建議--讓現在境內的起碼 1200 萬非法移民拿

到合法身份。但就連討論大赦也會刺激偷渡，使之在短期內激增。這是一個燙手山芋。 

反對大赦者謂非法移民收入低，交稅極有限。其中 50%女性不工作，男的收入低，如獲大

赦反而令其全家名正言順領取救濟，甚至可能乾脆不去工作。美國雖一向是移民國家，但

在六十年代中期之後的一段頗長時間，並無完整的窮人醫療及其他社會安全網，原非福利

國家，而是近幾十年才向歐洲的一些“福利國家＂取經而成氣候。 

當然我們可看到非法移民後代對社區有貢獻者，但也有輕率地生下一大堆孩子，受教育有

限，下一代繼續處於社會底層而無法改變。筆者親見無收入無身份者來急診室看病，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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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務人員包括個體執業的醫生，都不得不免費為其服務，其中按法律規定的提供每天

24 小時電話翻譯服務，也是一律由醫院和政府買單。 

雖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常理，但人道與法治二者真的不易平衡。 

上文談到非法移民問題及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關聯，1868 年通過的該修正案，大大刺激

了現時非法移民與非移民簽證入境以懷孕產子的人數，本文則擬回顧一下美國移民史。其

中不少源自一位 104 歲的阿婆口述，她是筆者的女病人，小時候聽其父母講過這段歷史，

筆者又翻閱了一些書刊而對此有所瞭解。 

最先踏足並定居美國的是一批英國人，時維 1620 年，他們可稱為冒險者，漂洋過海來到

美東北海岸安頓下來。隨後意大利、波蘭、愛爾蘭人相繼而來，特別是工業革命後使用機

器大規模生產，因失業而來美做勞工；以天主教徒居多。另外的移民是歐洲人從非洲運來

的奴隸，實際上是非洲本地人強搶與之相爭的他族人，再賣給非洲西海岸地區那些來自歐

洲的人口販子。還有一些在本國欠債無力在本土償還的歐洲人。 

1790 年制定歸化法律，舉凡白人移民或獲自由身的黑人成為公民；而當時的女子則雖是

公民，無論是本地出生或移民後才取得公民資格者均無選舉權，也不可繼承遺產。1840

年愛爾蘭土豆欠收造成饑荒，移居美國者眾。1868 年憲法第 14 修正案規定，在美出生者

即為美國公民。1870 年該法案適用於新抵美的非洲人。 

1882 年排華法案規定不准中國勞工入境，只有中國商人及留學生可以入境。但目的不是

讓他們移民，只是旨在讓其做生意或讀書求學問。當然，美國當局也知道這類華人不會有

心在這片對之甚不友善的土地定居。至十九世紀七八十年代，亦即淘金熱冷卻後和東西鐵

路完工後，美國經濟蕭條，華人勞工備受排擠。移民局（INS）即當時成立。東岸愛麗絲

島；西岸天使島（1910-1940）對抵埠的華人嚴格“審查＂，有被關上幾年的。反華潮之

後牽連所有亞洲人俱在排斥之列。 

上述法例每十年更新一次，影響至巨。導致直到上一世紀之初，幾乎所有美國移民都來自

歐洲。而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年末期，美國移民卻主要來自拉美和亞洲，歐洲所佔比例已

很小了。 

以下是 1910、1960 和 2010 年移民構成的數據： 

1910 年：歐洲 87.2%；加拿大 9%；墨西哥 1.6%；亞洲 1.4%；非洲、大洋洲 0.7%；中南美

0.1% 

1960 年：歐洲 76.5%；加拿大 10%；墨西哥 6.1%；亞洲 5.2%；中南美 1.5%；非洲、大洋

洲 0.7% 

2010 年：歐洲 12.3%；墨西哥 29.6%；亞洲 28.2%；中南美 23.5%；非洲、大洋洲 4.4%；

加拿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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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移民主要來自中國、印度和日本。他們的｀美國夢＇充滿了血淚、汗水和悲喜劇意

味。 

先說中國人移民美國，乃始於十九世紀四十年代美國西部的淘金潮。素有下南洋傳統的珠

江三角洲農民，離鄉別井抵達花旗國。僅 1852 年一年，即有 3萬華工來到舊金山。至十

九世紀七十年代，在美華工已達 10 萬之眾，其中絕大多數來自廣東，八十年代初的香港

電視劇《大地恩情》便可見一斑。 

十九世紀六十年代，美西金礦逐漸枯竭，數萬華工又投身到貫通美國東部和西部的鐵路建

設。當時，他們自加州的薩克拉門托由西往東、愛爾蘭移民則從內布拉斯加的奧馬哈由東

往西修建，歷時四年，最後在猶他州的奧各登彙合。 

這些到“金山＂做苦力的農民，與他國勞工年紀相若，在 16-25 歲之間，臨行前在父母安

排下多於鄉間匆匆完婚，其妻留在“唐山＂家鄉照顧公婆。由於華人移民特別能吃苦，文

化和長相又與西方人差異甚大，當地美國白人，尤其是勞工，在競爭中感到很大的威脅。

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壓力下，1882 年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內容包括停止華工入境、

不准華僑入籍等 15 條條款。這是美國移民史上絕無僅有的針對某一個民族制定的法案，

直至 1943 年因中美是二戰同盟國才被取消。該法案在 1904 年成為永久法案。其間獲准移

居美國的中國人為數極少，屬於有錢的商人暫時居美做生意，或學生來讀書，但他們全部

不被允許成為美國公民。 

此前的 1875 年，有美國議員提出限制華人女性來美，因為有的華工回鄉時帶了女伴（小

老婆）返美，此舉被視為與天主教、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相悖。加上移民中有的女子抵埠後

做妓女維生，益增白眼。美國政客遂以“不道德＂為名限制中國女子入境。直到二戰前三

藩市華人女性只佔在美華人總數的 5%。她們被認為腐蝕了美國男人和家庭，敗壞文明。 

與世界各地的移民趨勢一樣，到美國的華人移民往往來自同一地區，彼此份屬鄉里，聚居

一處，與來自其他國家者涇渭分明，像拜占庭帝國時代興起的石塊鑲嵌畫（Mosaic，舊譯

馬賽克）或基督教的玻璃嵌畫。此情況在世界各國的新移民區至今相對沒有改變。顏色各

異，不存在“大熔爐＂效應。移民區內時有齟齬，男權觀念強者認為女子來此後“難

管＂、“反叛＂，此外還有代溝。 

筆者過去二十年在美生活和到全球各地旅遊，其間觀察所得，第一代移民聚居之區域於其

所在的大城市中的狀況，用“鑲嵌畫＂形容較“大熔爐＂合適，後者緣自第二代起多不在

新移民區生活工作，才與當地居民呈現共冶於“一爐＂的面貌。 

二十年代至三十年代，即使是美國出生者，若與規定不可入籍的華人結成夫婦，則喪失其

已取得的公民資格。這無異於阻礙華人新移民與本地人結婚，其他亞洲移民受到同樣限

制。 

1922 年一位幼年自日本移居美國、在加州長大結婚生子的日裔人士興訟，自稱其膚色實

際上可能較法國南部或西班牙人的不少移民還淺，不應被視為有色人種的第一代移民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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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准予入籍美國。高等法院判詞稱彼仍屬“蒙古人＂一族，這裡用“蒙古人＂一詞，類

似於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患者當時亦名“蒙古症＂患者，帶有貶義，蘊含暗指

東方人面貌形似智障之意。 

1932 年一位印裔人士，也是年紀很輕就有印度移民美國，原以一戰期間加入美軍獲得公

民權，後因參與支持印度獨立的社區活動，被褫奪美國公民身分，因當時英美是同盟國。

他興訟自稱膚色雖黑但為高層印度人，二三十年代有英國和印度的生物學家“研究＂出印

度的“高等血統＂人士是因為具雅利安人（Aryan）血脈而高尚。但遭高院判其敗訴，判

詞曰雅利安人血液在印度“高等族＂之血管內流動一說，並非所有科學家認同，且其膚色

始終較黑，不能等同於本地白人。 

上面兩個案例的當事人，膚色深了一點不行，淺了一點也不行。總之就是不能給亞洲人平

等待遇，不能像歐洲新移民一樣加入美籍。 

美國 1924 年開始設移民配額，按 1890 年外來移民所佔人口比例分配。東、南歐本來在十

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已有很多人來了美國，配額卻受到 1890 年的人口比例之限制，

西、北歐從而得益。非但如此，還增加一條規定：凡來美後不能成為美國公民者（也就是

針對亞洲人），不可按配額移民來美，直到 1965 年才取消這條規定，其背景是正值人權

運動高漲之際，此為移民政策之一次最大改革，每年給予亞洲各國包括中國若干移民配

額。 另一改革為 1986 年里根政府所實行。 

1979 年中美建交後及 1997 年香港回歸前，美國華僑華人數量大增。中國大陸八十年代中

至九十年代的留學和移民潮高漲，二十一世紀以來更加上不少投資移民 2010 年人口統計

顯示，美國總人口中具有華人血統者佔 1.2%，大約 380 萬人，其中一半的華人第一代移

民（在美國以外出生的）居於紐約州和加州。文化知識結構也大為改觀，美國華裔人口

中，大專以上學歷者已佔三分之一強。某些地區的華裔，具高學歷者的比例甚至超過了其

他族裔。 

真是世界輪流轉，百年滄桑，今時不同往日！ 

不僅華人在十九世紀七十年代後的經濟蕭條時期被排斥，在政治環境影響下一些其他族裔

的新移民，也成為美國人對自身安全產生危機感之替罪羔羊，例如在美的日本人於二戰時

期的命運也是血淚齊飛。個中種種一言難盡，另文再述。 

歷來日本移民既有富裕者或出生於書香門第者，也有漁民、農民或勞工。十九世紀八十年

代之前，勞工比例頗高。這些日本勞工與中國勞工相似，特別能吃苦，當地美國白人勞

工，深感在競爭中受到很大威脅。而且除就業外，宗教和民族矛盾也不可避免，故在

1880—1920 年美國排外主義臻於登峰造極期間，日本人和華人宛若難兄難弟，連同猶太

人、意大利人和匈牙利人等，一起成為美國本地工人與西北歐移民肆意排斥和迫害的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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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跟太平洋戰爭時期日僑和日裔美國人的噩夢比較，上述不幸就只是“小兒科＂程

度而已。 

1941 年 12 月 7 日（美國時間）的珍珠港事件（日本稱之“真珠灣攻撃＂），是美日關係

史上重大轉折點。當時十一至十二萬日裔美國人，其中 70%在美國出生，不僅一下子承受

了以往華人所受的排斥，更遭到本地人空前的敵視。懷疑和歧視的目光不止來自土生土長

的美國民眾，還來自華僑及美籍華人，他們不少人支持美國排日的浪潮，在商店櫥窗上甚

至胸前掛了“我是中國人＂的牌子以劃清界線，避免株連。當然，當時的在美華人此舉除

基於自保的目的，也攸關中日之間的民族仇恨，那是甲午戰爭以來半個世紀日本侵略者的

惡行導致的。可以說，日裔美國人這下充分感受到所謂“同仇敵愾＂的滋味。 

其間，從加州直到阿肯色州等地均興建了隔離營地，用鐵絲網圍起來。居於其內的日本人

直至二戰結束方重獲自由。他們之中不少屬第一代移民，因當時美國移民政策不允許來自

亞洲的移民入籍美國，故均持日本國籍，其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覺得日本偷襲珍珠港手法

卑劣，作為日本公民，自感內疚；另一方面又受傳統觀念影響，認為不能背叛天皇。也有

要求參軍上前線作戰以免羈留於隔離營蒙受屈辱的青年，美國政府要他們先行全家批判天

皇及日本國，然後方能獲准入伍。如此更令這些日裔年輕人全家進退兩難，特別是那些仍

然身為日本國民的父母一輩至為難堪。 

二戰之後直至七十年代，才有在美國大學讀書的日裔學生質疑上述隔離營的合理性。經卡

特、里根、布什、克林頓等政府的努力，終於在九十年代初聯邦宣佈為日裔美國人平反，

並對當事人給予賠償。那些倖存者堪稱“守得雲開見月明＂。 

其實，差不多每個有外來移民或多民族的國家，發生重大危機時都會對移民或少數族裔造

成衝擊。二戰時德國對猶太人的屠殺和迫害是廣為人知的例子。就連七十年代的非洲南部

各小國，也在國內政治和經濟危機時敵對小群的外來移民。 

如所周知，早年英國佔領了撒哈拉以南的大片非洲領土，烏干達亦在內。英國從印度引入

不少移民。他們任職於農場、建築公司、裁縫舖，或在殖民機構充當文職人員，也有從事

銀行和金融等行業。在一段長時期中，印裔人群在烏干達漸成商業、製造業和銀行等大行

業的代表。彼等通常受過較好教育，居住、工作、就醫等都與黑人分開，經濟狀況也普遍

勝於當地的中階層黑人。 

對此，英國記者利斯托威爾在《阿明傳記》一書中寫道，普通黑人往往認為印裔奸詐狡

猾，一些印裔商人更是因放高利貸而聲名狼藉。當時印度僑民佔烏干達人口 1%，但該國

20%收入屬彼所有。故難免黑人心存不滿，甚至懷有嫉恨。事實上，印裔社區在烏干達相

對較封閉，恪守自己的宗教、語言和傳統，除生意之外與當地人甚少交往，與當地人通婚

更少之又少。其他英屬殖民地情況也大體相似，印度僑民雖在白人階層之下，但仍然是高

等公民。故此類國家一旦宣佈脫離英國殖民統治而獨立，驅逐印度人絕非偶然。不過烏干

達之舉措卻屬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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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年 8 月 4 日，靠軍事政變上臺的烏干達總統阿明下令，亞洲人 90 天內離開。該國的

亞洲人絕大多數為印度裔。結果，8萬亞洲人遭槍桿子逼迫，在短短 3個月內幾乎全部撤

離。當時持英國護照的烏干達印裔約有 5萬人。最終留下的可能不足百人。亞洲人遭橫蠻

驅逐後，其原來擁有的大量商業企業被阿明親信一口鯨吞，而此前阿明將這一事件歸納為

一場“經濟戰＂，藉以避免種族清洗的指責，其說法似乎得到了應驗。 

話題回到美國。十九世紀中葉南北戰爭期間，由於本國土豆(馬鈴薯)欠收移民來美的愛爾

蘭人，加入聯軍（Union）解決食住問題，其實他們於解放黑奴的主張並不熱衷，因會與

己爭飯碗，同屬低技術勞工，二者矛盾尖銳。再如一戰時，美國民眾對德國移民多表敵

視，遂將漢堡包改名為“自由三文治＂，還將著名的德國醃菜稱為“自由白菜＂，以此發

洩其憤懣情緒。二戰對日本僑民、漁民之隔離，也就不難理解 。九一一後排斥中東人、

伊斯蘭信徒，還把炸薯條改稱為“自由薯條＂（因當時法國反對小布什政府向伊拉克開

戰）也是這樣，令人慨歎。 

上文展示的墨西哥移民激增，屬於“老大難＂問題。謹略加剖析。 

現時國土安全局數據顯示，非法移民中 60%為非法入境者，大部分來自墨西哥；另外的

40%是合法入境而逾期居留的。 

美墨陸地邊界長達 1900 哩，其中 700-750 哩較易逾越。例如渡過美墨界河格蘭德河（Rio 

Grande），徒步走 2小時即可進入美國德州境內。 

墨西哥當局對於民眾偷渡美國，抱著坐視不理的態度。這就類似於古巴政府對於國民潛入

邁亞密不聞不問一樣。因為此類偷渡於該國政府至少有三個好處：一是無論古巴七十八十

年代的商家（其中絕大部分是反共產黨的異見人士），或墨西哥境內廣大農村的破產農

民，其出逃均可減少本國的不穩定因素；就古巴而言，還使當時憑暴力上臺的新政府官員

得益，掌權者本是一無所有的遊擊隊員，這一下輕易霸佔了出逃者原先擁有的工廠、銀行

和商業，盤滿缽滿。二是每年有 300 億美元匯返墨西哥，此乃上述農民自己在美國做牛做

馬，辛辛苦苦省吃儉用攢下來寄回家鄉給親人的；三是這些墨西哥人“身在曹營心在

漢＂，在美國都成了維護本國利益和聲譽的愛（墨）國力量。因此，指望墨西哥邊防人員

積極配合、全力堵截偷渡者，那無異於要求太陽從西邊升起。 

所以有人說，由於墨西哥籍人口大增，十九世紀墨西哥在戰火中失去之土地（落入美國版

圖）已被其以非法移民形式取回，也就是其國人用腳“光復國土＂。每年來自墨西哥者不

下 75 萬人。 

有一個數據頗為觸目驚心，那就是那些墨西哥非法移民，偷美國國稅局的稅款，每年高達

40 億美元。他們利用其個人報稅號碼（Individu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TIN）行事，因為只要有撫養小孩即可退一筆稅，有的非法移民在該項目下列出 10-16 個

名字，包括其侄子、外甥，居於墨西哥者也報上去。稅局雖有 10 萬員工，但從來無暇理

會此事。估計 200 萬以上的非法移民用此法騙取聯邦政府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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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一位曾在 15 年前於費城天普大學心臟部共事的同事，在德州近邊界的醫院任職，據

他所知每年美國 30 萬新生兒產自非法移民，該醫院內 40%新生兒之母為非法移民，拿不

回來的醫療支出不少於 2億元，此一款額須由當地及聯邦政府買單。 

 

2009 年聯邦政府用於於非法移民的醫療、學校教育、學童免費午餐及救助窮人家庭款

項，共計 280 億元。而彼等以個人報稅號碼所交稅款僅 95 億元，二者相抵負 185 億元。 

據統計，加州的非法移民比德州還多，但與德州相似，有四分一非法移民家庭領取救濟，

連同公立學校有關支出，共開支 65 億元，相當於加州大學一所分校年預算之 30 倍。 

當然，以上數據被不少人廣為引用，以資反對繼續給非法移民越境及入境後取得身份開綠

燈。事實上，直接受非法移民影響者甚眾，蓋前者大量湧入造成找工作困難，分薄了社會

福利大餅，這不僅損害了美國本土出生、教育程度和職業技術較低者，也累及每年 16.5-

25 萬合法抵美的墨西哥移民，因為他們絕大部分是農民，以低技術者居多，不少連西班

牙文的讀寫能力也不高，更不要說英文了。他們與非法移民爭飯碗，所以筆者耳聞目睹一

些來自墨西哥的合法移民，對在急診室滿坐等候的非法移民（當然也只是從穿著和舉止估

計）的怨言和厭惡之情。 

如此等等，非法移民衍生出來的各種問題不一而足。 

美國境內 4000 萬出生於外國者，31%為合法居民；30%為非法入境或逾期居留者；35%為合

法入境後歸化成為美國公民者。現時憑工作簽證來美者只有 4%，如果增加此一比例，則

可減少 30%非法移民。現在每年非法移民均比上一年增加 75 萬人，其中 60%以上是非法入

境（主要是由美國西南與墨西哥交界處），而另外起碼 30%的合法入境者逾期居留。 

奧巴馬總統新近提出的移民草案主要包括： 

申請新簽證的非法移民需接受背景調查，提交申請包括按指模。如申請獲得通過，他們將

被允許在美國合法居住 4年，4年以後，可申請再延期 4年。他們可以在 8年內申請永久

居民身份（俗稱“綠卡＂），如他們掌握英語，瞭解美國歷史和政府組成及運作，並且繳

稅，就有資格在將來申請入籍美國。他們還可為不在美國生活的配偶和子女申請和自己相

同的臨時合法資格。 

草案還按照許多共和黨人的要求，提出加強邊境安全和巡邏的建議。草案還允許國土安全

部接受公民、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捐款以提高港口和邊境的安全。過去二、三十年來，墨美

邊境每天有大約五千以上的非法移民湧入。其中被抓到遣送回墨國的，墨西哥當局對之並

無任何懲罰。所以他們很快又積攢起“盤川＂再來。不少“成功＂的非法移民是經過三四

次“努力＂才得償所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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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草案中雖然提到繳稅，有人指出問題是低收入家庭雖報稅，但所獲退稅與其已繳付的

金額兩者相抵，可能等於交稅額為零，甚至是負數，也就是他們所獲的“退稅＂因加上各

種補助比上繳的稅還多，這還不計非法移民及其子女享受的醫療和中小學教育實際上已免

費。而且，一旦他們擁有合法身份，可以得到比現時更多的政府救濟（包括房屋、食物，

當然還有醫療和學校教育）。 

共和黨主張，與其用各種形式令此 1100-1200 萬人成為永久居民以至公民，進而可以領取

大量福利；不如側重讓特殊人才—科學、技術、工程及數學專才（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Math）得到可轉成移民的工作簽證（如果該員工作一段時間後，

有意成為美國永久居民和公民的話可以提出申請），非特殊人才則用不能轉成永久居民的

工作簽證形式准予入境，這樣在保證農業、畜牧業人手所需的同時，不至於令美國吸入大

量近乎文盲的移民（大約一半以上的非法移民連西班牙文都不會讀和寫，因為墨國有 90%

的農民未受教育）。 

筆者聽一位律師談他個人的意見。他認為 “非法移民＂一詞有所不妥。宜改作 “未被允

許＂的移民。因為違反移民法不屬刑事罪，就如超速駕駛乃違規而非犯法。故一般只科以

罰款，除非未能通過酒精測試屬於醉駕，才算犯法。西方法律引以為基礎的二百多頁的拿

破崙法典區分民法與刑法。 

此律師甚至認為用“無證件的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作稱呼也不妥，因為

那些從墨西哥偷渡到美國來的人，絕大多數都持有某種證件，有政府頒發的合法證件如稅

務局給的個人納稅號，或一些城市給的駕駛證或銀行卡。 

墨西哥政府在美的領事館給每個墨西哥公民發了領館身份證（Consular ID Card），俗稱

“註冊證＂（Matricular Card）。美國不少商家為吸引顧客都接受此卡為身份證，特別

是不少銀行，為了吸取非法移民用其服務自美寄錢往墨國養家（每年高達 180 億美元）；

還有房地產商、汽車行以及手機和電話公司預售電話卡等需要身份證的商家。這就使幾乎

每個非法移民在美都有方便日常生活的身份證，所以“無證件移民＂ 稱謂不正確。 

英文“illegal＂一詞即指罪犯，“未被允許＂的移民，不應被視為罪犯。就如過馬路不

走斑馬線乃違規而非犯罪。 

筆者為人母親，與其他絕大部分父母都相似：雖然承認辛苦的體力勞動可磨練年輕人，但

不見得捨得讓子女從事該等工作（即使只是暑期的三個月）。如屠宰業，或採摘葡萄之類

目前難以使用機器自動採摘的柔軟蔬果，舉凡這些現時尚未能使用機器作業的工作，其他

美國本土居民無人問津。市場上存在對於此類勞動力的需求，於是地下黑工無法杜絕，此

乃供求關係使然。由於從業者的文化程度低，而且非法移民多願意接受低薪，故非法僱主

縱使一旦被查獲會遭罰款處理，但其所付出的代價不高--每僱用一名非法移民罰款 50 美

元，於是不惜以身試法者大有人在。 



‐ 139 ‐ 
 

 

美國國稅局每年收到報稅號與姓名及地址對不上茬的報稅單有幾百萬起，此緣自非法勞工

用假稅號去給僱主看而獲得僱用。但按聯邦法規定稅局是不能向移民局舉報這些人的，只

能客氣地向報稅人及其僱主分別發函：請報稅人核實其申報資料看有無不小心填錯號；提

議僱主以不歧視不騷擾僱員的方式問一問。而多數僱員會向僱主答稱並無填錯號，倘僱主

進一步要求他出示其社會安全卡（上面印有持有人的社會安全號（報稅號）），則回答說

一時想不起放哪裏了。然後僱主僱員都心照不宣地將稅局來函一扔了之。事實上僱主也真

的不敢追問，因為怕僱員找律師控告自己違反平等僱傭法（當然，付給非法移民低工資也

是很“方便＂的）。 

基於此，筆者的一位從事移民專業的律師病人，主張對申請工作簽證來美者之要求條件不

妨放寬，例如准許那些“未被允許＂的“非法移民＂從事上述未能使用機器作業的工作，

這樣做較之現時“地下經濟＂成行成市禁之不絕的局面好得多。大幅增加工作簽證之另一

好處是，執法人員無需花太多精力去搜捕非法移民。 

筆者的病人有開餐館的，也有建築工程的包工頭，他們想僱用專業的和技術熟練的勞工並

不容易，致使這些小業主往往要找“地下＂廚師或建築技術工人。我的醫生同事家中裝修

廚房，就是這種技工做的，價格廉宜且不說，更重要的是服務態度好和工作質量高。從美

國農業或食品加工業着想，也需要類似的勞工。美國出生的青年沒完成高中教育者少於

10%，但體力勞動工作甚多而問津者少，故增加工作簽證可解決長期勞工短缺的問題。由

於此舉僅只適用於上述特定行業的熟練技工，故不會引致大批非法移民仿效之而變本加厲

地湧入。 

目前的移民配額“排隊＂不合理，所謂基於人道理由家庭團聚等，可以說全球希望到美國

的人之中 90%的人無此條件。再者，即使有親戚在美，20 年前“入紙＂以兄弟姊妹身份申

請移民的墨西哥人，直至今天尚未能輪候到。所以，為了“節省＂三十餘年的輪候時間，

年青能幹活的以偷渡方式來美是可以理解的。另一方面，應考慮大幅增加低技術或低教育

水平者的移民配額，使之有機會得以出賣勞動力，同時也配合了前面所提勞工市場之需

要。如此一來可謂兩全其美。 

今年 3月 1日起，聯邦政府自動削減開支的機制啟動。到 9月 30 日本財政年度結束之

前，政府需削減約 900 億元支出，包括用於非法移民羈留營的開支。過去 200 多年中，即

1776-1996 年間，美國遣返的非法移民人數有限。而奧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的四年內共遣

返 150 萬人，約每分鐘 1名，其中去年遣返超過 40 萬人。可見措施嚴厲，很難說是非法

移民的“朋友＂。可是多數拉美裔（除古巴移民大多為共和黨支持者外）都支持他當選。

他在爭取連任時強調進行移民改革。現時全美的移民羈留中心有 250 個，共 34000 人居於

其中，每天每人的開支约為 140-160 元。要削減開支就要放一些人出來，在羈留所外利用

電子腳腕定位器之類，只用十分一或更少的費用就可對之進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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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共和黨進退維谷，因其由於移民問題的立場以往失去太多選民，現在只好放鬆嚴

厲的口氣。它提出增加技術移民和工作簽證，方向正確而實施未必順利。 

以下是一些相關的數據：美國 1200 萬非法移民分佈於各州的比例是：加州佔 22%；德州

13%；紐約州 7%；新澤西州 5%；伊利諾伊州 4%，餘下的 42%為其他州，即約 500 萬名。以

往非法移民聚居的州，如加州所佔比例雖有所下降，但絕對數仍在上升。 

康州丹伯利市（Danbury）大约九萬人口中，接近 20%為非法移民（1萬-1.5 萬人），還

有三藩市、紐約市等被稱為非法移民的“保護地＂（Sanctuary）。加州的屋崙市

（Oakland)的華裔關麗珍市長更在今年三月開始，向該市非法移民頒發銀行提款卡，使其

可存錢入銀行而不必擔心身上現款被搶掠，該卡也可用作身份證。丹伯利市（Danbury）

則更早就開始向該市非法移民核發銀行提款卡兼身份證。 

美國自 1982 年後所有公立學校不得過問學生身份合法與否。生活在非法移民家庭中的中

小學生有 70%是在美出生，30%是年幼時隨家人偷渡入境。 

在列舉以上數據之後，身為醫生的筆者覺得，非法移民不應被視為只給美國社會添煩添亂

的負擔。即使他們由於文化水平低而在腦力勞動中難以佔有一席地位，僅僅以苦力的身份

存在於社會，他們到底為美國作出了不可磨滅的貢獻。這一點，在“客觀＂評價非法移民

長久定居下來，特別是身份合法化後享用社會福利而對美國社會經濟造成影響時，是不能

忽略的。任何人都必然從年輕力壯走向年邁體衰。如果一味着眼於其再也無法幹重活的遲

暮之年（那是中青年時期體力透支造成慢性勞損的結果），對他們就未免太不公平了。 

事實上，華工在東西鐵路建成後因美國經濟蕭條備受歧視，甚至承受排華法案（1882

年）的屈辱；而之前在南北戰爭後，南方的甘蔗、菸草和棉花種植場的白人場長，曾把華

人引入取代剛獲自由的黑奴，不僅一時間美國本土的華人吃香了一陣，連住在古巴哈瓦那

（Havana）的一部分華人，也被招到美國南部的農場做工。這一段關於古巴華人來美的歷

史，是一位華人病人告訴我的。他因 1959 年卡斯特羅上臺後驅趕華人而來到佛羅里達。 

在此之前，19 世紀中葉 30 萬華工湧到舊金山時，有 12 萬華工（也是從廣東去的居多）

被招到古巴，與從非洲運入的黑人肩並肩地在甘蔗園幹活。當然，這些華工全是男性，是

為期 8年的合約工而非奴隸；這也是古巴特別多華人與黑人生出的後代的原因。華人男性

在當地住滿 8年後，多再積攢一些錢（除每年寄回唐山的之外）為黑奴女性贖身然後與之

成婚。 

應該指出，外來移民與本土居民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國家均無例外，甚至同一個國

家內，也會排擠異鄉人。就像六十年代末加納（Ghana）趕走尼日利亞（Nigeria）移民和

八十年代尼日利亞驅逐加納移民一樣，歷史上移民潮在輸出國的政治經濟不穩、輸入國的

工作機會甚多時形成，但又會因日後政治經濟形勢變化而將那些移民驅逐回國。加納人被

迫匆匆離開尼日利亞，幾乎都人手拿著或頭上頂着大大的“紅白藍＂行李。這種簡易又結

實的拉鏈袋都是中國生產的。筆者對 Louis Vuitton 在九十年代中期曾造的紅白藍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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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a Must Go＂印象深刻，是因為八十年代初港澳人士回大陸時就是用“紅白藍＂行

李袋裝新舊衣服、牙膏、香皂等日用品給當時仍是物質缺乏的住在大陸的親友用的。 

但另一方面，中國俗語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流＂。經濟發達富庶的國家或地區，

總會使其他相對貧困的國家或地區的民眾趨之若鶩。“美國夢＂尤其為許多外國人所共

織。 

非法移民後代可能比合法移民的後代難以成器，那些因文化低加上非法身份而長做苦力收

入極低，兼且處於社會底層的苦澀的父母，其養育的孩子也會苦澀。居於貧民窟的非法移

民的第二代 40%無心讀完高中，因為其所處環境比較惡劣，缺乏振作的風氣，反而造成犯

罪人數增加。 

據一些資料統計，35%墨國移民家庭來美 20 年還是一直領取救濟金，而不像其他國家的合

法移民（比如華人家庭）在第二代之後就多不再申請救濟的。 

以上提到近一半的墨國非法移民連自己的母語西班牙文都不會讀寫，他們在美國這個對老

幼病殘人士福利較好的國家可能造成的負擔，長遠來說比這些人年輕力壯時的勞力付出大

得多。而目前美國的國債 16 兆美元簡直讓每個美國人對子孫的將來憂心忡忡。非但如

此，無論生活在今天的美國人或者他們的子孫，都將不得不面對棘手的移民問題，因為美

國作為經濟遙遙領先的頭號強國，像磁石吸引鐵砂一樣吸引無數“發展中國家＂的國民，

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在內，前往移民。 

為紓解美國的移民問題，有人建議增加低技術移民簽證的數量，但仔細分析似乎效果成

疑。前文說過，現有的非法移民中，30%屬於合法入境而逾期居留。其中本來輸入的農業

勞工簽證有效期 6年，期滿有一半人會留下不走。這種情況的發生以下列三次為最：一是

一戰時期從中美洲輸入大量勞工；二是二戰時期輸入；三是韓戰時輸入。此乃市場所需，

但同期非法入境者的絕對數字未見減少；而非法移民絕對數字卻因勞工逾期居留，總數大

大增加。 

有鑒於墨西哥政府及其軍方長期以來缺乏在墨西哥和美國的邊界進行管理與美方合作減少

偷渡人數的意願，九十年代曾自組政黨參選德克薩斯州長的音樂藝人兼小說家 Kinky 

Friedman 提議，將德克薩斯州與墨西哥邊界分為 5段，分別由五名墨西哥將軍負責監

管，每位將軍每年可得上限一百萬美元獎金。如果該年內其所轄邊界地段有 1名非法入境

者成功逾越並被查出，則扣減 5千美元獎金。另有人建議，三年內不給墨西哥合法移民名

額，以迫使該國國民向本國政府施壓，促使其加強墨美邊境管治，堵截非法越境者。當然

這些是尚未成氣候的想法，但其可貴之處是把加强與墨西哥政府的合作考慮在内。 

此外，還有人針對移民配額提出建議，包括：一，取消現有的每年 5萬名“六合彩＂式抽

籤移民的名額，將其轉作高科技和其他特種人才身份移民之用。這每年 5萬名額現時乃根

據過去五年間各國合法移民的數量作出，規定准許若干國家的國民申請抽籤。凡某國移民

五年間的數量超過 5萬名，則該國出生的國民不能參加年度抽籤。二、每年 6.5 萬名成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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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團聚）移民名額也取消。與上項合計每年共 11.5 萬名移民名額，可供特種人

才身份移民來美之用。 

綜上所述，可見移民問題較之醫療改革更難處理，涉及的方方面面錯綜複雜，既有人性的

因素，又有社會的心理，還有外交的折衝和人權問題，法治的手段當然也不可或缺。 

說到人權，當年的古巴移民，包括佛羅里達的美國參議員魯必歐（Marco Rubio） 的父

母，就不是經過移民的常規程序，而是以難民身份來到邁亞密（Miami）的。當然，他們

“活不下去＂的理由屬政治迫害類別，如今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也可說“活不下去＂，雖屬

經濟原因---從人權意義上說，不是相似的具迫切性嗎？ 

不過就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先代的移民都是在明訂移民法之前到達美國的。移民的貢獻當

然不可忽視，絕大多數美國人都來自移民（除土著之外）。就拿橫貫美國東西的“越州鐵

路＂（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西段工程來說，中國勞工用血汗和生命為代價，以

炸藥鑿隧道都是華人的工作，而在黑暗中進出深山要靠煤油燈照明，發生火災並不罕見。

在極其艱苦惡劣的條件下，華工出色地完成了任務。全部竣工後運回中國的築路工屍骨重

達 2萬磅，死者的靈魂總算可在家鄉安息。至今，在加州鐵路沿線還可看到一個中文題字

的金屬牌匾，上書“加州鐵路，南北貫通。華裔精神，血肉獻功＂。 

對此，美國移民史上有所謂“一句話歷史＂---即招募華工的倡議者克羅克爾所言：“這

條鐵路能及時完成，要大大歸功於貧窮而受鄙視的中國勞動階級——歸功於他們的忠誠和

勤勞。＂ 

關於華工為何貧窮至不惜付出生命作代價，有的西方書籍片面強調當時的中國“內亂＂

（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起義等）使廣東農民走投無路只好漂洋過海，而按此說法西方資

本家和工頭則給了可憐的中國人一個謀生的機會。這種講法忽視了 19 世紀中葉及以後，

中國由於歐洲列強的侵略和鴉片造成的經濟崩潰，廣東的青壯年農民在美國西岸的包工頭

鼓動下，隻身在海上漂流數月抵達三藩市。 

華工如何受鄙視呢？每人每月工錢僅 30 美元，還要從中扣除伙食費；而以同樣貧困的愛

爾蘭人為主的白人工人則待遇有別：每人每月收入為 35 美元，另外伙食全包。白人工頭

對白人工人進行洗腦並詆毀中國人無知、下等，蓄意挑撥離間工人之間兩股主要人群的關

係，使之不能團結起來維護自己的權益。所以，排外思想并非築路工人本來固有。 

上文提過來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雖然在本國活不下去，他們來美後卻把原來對祖國的不滿

轉為某種感恩的想法，覺得自己受到本國的保護—因為他們可以到美國境內的墨西哥領事

館，領取該國身份證在美國使用，加上移民多具對自己祖國和本族的愛，令他們在墨美兩

國偶或處於對立地位時，多是站在墨國一邊。一個明顯的例子是 1998 年在洛杉磯的足球

世界盃美墨交鋒時，在場大部分觀眾支持墨隊，並對美國隊的粉絲大喊“滾回波士頓去＂

（暗指最早的歐洲移民乘“五月花＂號在該處登陸美洲）、“我們回來就不會走了＂（意

為加州歷史上是西班牙文化，後來才被美國吞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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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能夠不偏不倚地正確對待外來移民並不容易。經濟利益和身處的位置都會影響

人的觀點和對待移民政策的態度。我的一位同事是肺科醫生，他在市區外的農村擁有一個

120 英頃的種橙的農場，僱用了一些非法移民。他對這些家庭很有感情，主張實行大赦，

讓他們取得合法身份。儘管他知道這些農民一旦取得合法身份，他就要向其支付聯邦所定

的最低時薪（或以上）的工資，比他現時所付的要高。當然，從另一個角度上他也在法律

上有了保障，不用擔心被查出僱用非法勞工而遭罰款（雖然此金額不大—也使不少人認為

現時法律對此類僱主未能起阻嚇作用）。也有不少人，包括筆者本人在酒店親見他們充當

侍應，收拾賓館房間，接受過其服務，或僱用之打理庭院，覺得比較滿意，於是會對之產

生同情。況且彼此無爭飯碗問題，也就似乎對其非法入境“冷靜＂得多。而當普通民眾如

我等且側重非法移民的貢獻，有意無意地忽視他們佔有的社會福利，更何況那些大商家僱

主？ 

另一話題是重新解釋憲法第 14 條修正案的訴求，也就是不應再允許非法入境者在美國所

生子女自動成為美國公民，此類聲音以德州、阿利桑那州和加州三州為最。這三個州鄰近

墨西哥，受非法移民負面影響較大。它們還建議按 1999 年非法移民的數據比例，相應補

助學校、醫院之開支。洛杉磯過去二十年來有幾十家醫院，因為給非法移民提供服務導致

經濟陷入困境而關閉。洛杉磯縣半數人口是拉丁裔，其中不少人來自墨西哥。 

法治手段積極配合很重要，包括嚴厲懲罰非法僱請黑工的僱主，以收阻嚇作用。同時加強

對邊境的嚴密防範。鑒於每次大赦非法移民前後都會有偷渡人數激增的現象，所以現階段

就需積極部署。“可以令現已在境內的非法移民有合法工作和生活的身份（其類型和長短

期限另定），但必須嚴防邊界＂是不少人的普遍看法。 

與此同時，外交方面也要採取行動，與墨西哥政府加強合作，敦促其改善農民生計及遏止

國內的偷渡潮。 

天主教勢力的獨特影響也不容忽視。天主教領導層在 2010 年國會討論醫改的關鍵時刻，

反對奧巴馬方案，儘管他們一向主張照顧無醫保者，但認為應在方案中加上不支持墮胎及

必須提供避孕措施的規定。天主教醫院及醫療系統則表示支持奧巴馬。筆者認為醫院的支

持就像製藥商和醫療器械公司支持醫改的原因一樣：他們力擋全民統一醫療計畫（如加拿

大或英法、比利時、瑞典、芬蘭等筆者去過觀摩的國家），以保他們一向以來對消費者高

度不透明的高收費。 

與此相仿，現在教會領袖儘管一向同情及積極幫助非法移民，卻不支持奧巴馬總統提出的

移民法改革（內中含有讓現時境內的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條例），原因是奧巴馬草案中允許

同性伴侶結婚後，凡屬公民者可以為配偶申請移民，而以往他們雖可在某些州或外國合法

地註冊結婚，但不能以配偶身份申請移民。教會領袖指責奧巴馬寧願其移民草案得不到天

主教領袖支持，也要（打算）在條例中規定允許同性婚姻以配偶身份申請移民，是｀用

1200 萬人（非法移民）的生活去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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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持大赦者則反唇相譏，謂其“口稱博愛，實質不認同那些口味與己相異者。 

可見仍以保住自己居於道德高地為重點，而非真正為那 1200 萬人着想。＂ 

美國早期的天主堂由愛爾蘭人、波蘭人及意大利人所建，但現在三分一信眾為拉美裔，並

且因非法及合法的墨西哥移民湧入，加上白人天主教信徒以每年 10%的速度離開教會，而

令拉美裔在美國天主教信眾的比例繼續增加，於是使教會領導層在移民問題上無所適從。 

最後，轉變移民的吸納方向也應提到議事日程上。例如是否採取計分的方法，使具有專業

知識的人士獲得優先？也就是從傳統側重親屬團聚這一人道理由，轉向側重引進特殊人

才。 

在討論移民問題時，有必要讓民眾瞭解：一旦讓這 1200 萬非法移民成為合法，對每個公

民將會造成的經濟負擔有多少，這些非法移民中又有多少低收入、低技術和低教育程度的

家庭。任何討論，就如醫學中討論某種藥物和手術的風險及療效如何，一定要有相關的數

據才有意義並臻於理性。否則，很可能流於主觀臆測。如此重大的議題，理性（經濟）和

感情（人道）同樣重要，不可偏廢。 

筆者參加醫院的社區講座時，經常利用最後問答部分後的時間，與在座的各行業聽眾和病

人及其家屬交流，談起社會熱點議題，有機會瞭解因個人經歷或社會角色不同，對同一話

題看法各異，從而以醫務工作為窗口看到形形色色的現象。 

以上拉拉雜雜談了很多，到此該告一段落了。總之，1200 萬“非法移民＂的問題實在不

能再拖延下去，因為一來它成了國內不安全的因素；二來與民主制度相違背；三來不符合

美國人人機會平等的價值觀。希望大家都參與討論，集思廣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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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談香煙 

--一位心臟科醫師生的思考 

        岑瀑嘯 

在 20 世紀約有１億人死於吸煙，而美國每年就有 50 萬人由於吸煙喪命，比愛滋病、毒

品、酒精、自殺和謀殺致死者之總和還多。--這是《香煙世紀》（The Cigarette 

Century: The Rise, Fall, and Deadly Persistence of the Product That Defined 

America）一書披露的數據。 

該書出版於 2008 年 1 月，作者艾倫·白蘭特（Allan Brandt），為哈佛大學歷史學家。他

認為：20 世紀最大的罪犯不是希特勒、兩次世界大戰或可怕的瘟疫，而是為害最深、最

致命的香煙。筆者幾年前看了此書後，對香煙的歷史之認識大為加深，以往只是一些感性

認識，來自十幾年臨床生涯目睹香煙對病人的危害，進入到以時間為尺的縱向認識。而且

開始在周遊五大洲的旅程中特別關注當地香煙包裝上的“警告＂標誌，並拍照留作記錄。 

去年又有一本書其中一章談及香煙與肺癌的關係，從研究的角度記述香煙產業在美國自

50 年代中期興起，至 60 年代中期以後漸趨沒落的過程。該書作者為哥倫比亞大學醫學中

心癌症科的穆可資（Mukherjee）醫生，書名題為《疾病之王：癌症傳記》（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A Biography of Cancer）。 

製造香煙的原料菸草原產於美洲，當地印第安土人很早就會嚼菸草或將之曬乾切碎捲起來

抽。其後菸草傳到歐洲和地中海沿岸，再傳到中國。筆者童年時回家鄉廣東南海九江探

親，目睹鄉親父老抽煙，先到雜貨店買烘乾的菸草葉，在家裡切碎成細絲，然後裹上紙片

點燃，抽得津津有味。他們還將撿獲的香煙頭裏面剩餘的菸草集中，捲成整支煙再抽，一

點也不浪費。 

1881 年捲煙機的發明開啟了香煙生產新紀元，每分鐘生產 200 根香煙，因生產效率的提

高而有擴大市場的需要。但要將一種並非每個人都馬上喜歡的氣味，變成人人不僅接受，

還跟正面形象掛鉤，而不是無聊時偶爾玩玩，談何容易！菸草商一直尋找契機，設法轉換

公眾對抽煙的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戰給了他們機會，成功地使吸煙從有錢人消閒之舉，變

成男子漢團結、粗獷、勇氣的表徵，從而蔚成風氣。為此，菸草商向青年士兵贈送香煙，

政府也肯定視為愛國行為。從那時候起，不少年青人漸漸染上吸工業化生產的香煙習慣，

此前抽煙的多屬中年以上的有錢人，而且抽的是煙斗或雪茄而非香煙。 

就美國來說，南方的農作物除了棉花之外，菸草屬最大宗。但現時美國成年人吸煙的已大

為減少，歐洲亦然。不過，吸煙的美國年輕人，以及經濟落後或發展中國家的煙民人數卻

不斷上升。中國目前是全世界煙民最多的國家，約佔全球吸煙人口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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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筆者前往中國時在幾個城市的酒店，都遇上豪華的婚禮，只見一對新人端煙敬

客，衣着考究婀娜多姿的新娘殷勤地為客人點煙，你要是不抽便是不給面子。找政府官員

辦事，離不開“煙酒＂，有“煙酒＂才能“研究＂。而民間習慣，推崇水滸梁山好漢所謂

“義氣＂，即使受過高等教育者也不能免俗，要幫朋友，挨義氣，吞雲吐霧，不醉無歸，

外國賓客或可例外。 

2011 年再返中國，也是以美國醫學代表團員身份，受到與兩年前相似的禮遇。官方酒席

之排場，煙酒檔次之高均令人咂舌。即使是高級醫生也不能推辭抽煙。由此可想像中國政

府用於醫療衛生的費用，必將繼續急劇上升至空前水平，那是多年來國有菸草業壟斷所帶

來的商業、財稅收入不可能支持的。這樣做真是一種短視的行為。 

香煙行銷離不開廣告，創意無限的廣告把香煙和健康、運動、活力和成功等聯繫在一起。

記得八十年代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大陸的電視台不停播出萬寶路的廣告，幾位英姿颯爽的

美西牛仔打扮的俊男，騎著驃悍的駿馬奔馳，那矯健的身影扣人心弦，激越雄渾的音樂聲

中，打出其品牌名號。由於中國大陸當時其他產品的電視以往宣傳手法生硬，廣告流於沉

悶乏味。所以美國菸草廣告這一幕令觀眾經久不忘。該廣告彌漫著人性的獨立精神和豪邁

氣慨，充滿動感。 

而電視臺之廣告收益亦相當可觀，當然，筆者自過去二十載居美的見聞中，才瞭解美國的

菸草公司早在五十年代中、後期，已開始意識到西方菸草市場的黃金時代遲早會結束，於

是將目光移向亞洲和拉美。而 60 年代中期以後，自從美國政府規定煙盒包裝上印上“警

告＂字樣；1971 年 7 月起全美禁止在電視和電臺播放香煙廣告，有鑒於此，美國香煙公

司發起廣告攻勢，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及亞洲四小龍，還有中南美和非洲大肆宣傳：

抽美國香煙是體現“美國精神＂和靠攏先進文明的象徵。 

香煙公司之上述舉措固然在國外見效，但 80 年代的美國正如《紅樓夢》所云：大有大的

難處。由於抽煙與肺癌的關係日漸為公眾知悉，多家菸草商曾被消費者控告，儘管多年來

他們在美國國會影響力巨大，但越來越跟反吸煙者處於針鋒相對的地位，遂於印刷品廣告

內容方面挖空心思，力求拉攏人心，保住自身的既得利益。 

這裡需要指出，儘管早在 1954 年，在美國和英國， 抽煙已被醫學家深感懷疑是一種高度

致癮物質，此前煙草商一直否認此一事實，之後亦多方設法誤導公眾。但人類之慕虛榮、

講時尚卻使抽煙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行＂。好萊塢某些電影起了“為虎作倀＂的作

用。 

人們看到，在一些電影中，不乏美女吸煙以示優雅，也有男人吸煙顯出“睿智＂。於是，

香煙儼然代表男子漢氣概、女人氣質、有品味和衝破舊俗等等。白蘭特的書中還指出：上

世紀 50 年代的雜志和電視廣告裏，還有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向觀眾推薦某一香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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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1948 年英國醫生經解剖發現，抽煙可能增加癌症發生風險。當時是 2位醫生對肺

癌患者進行分析。因屬回顧性研究，故也需作前瞻性探討。正值戰後英國實行全民醫療，

全國醫生需要登記。而這兩位醫生趁有 6000 位醫生的姓名、年齡和地址之便，向每個醫

生發出簡短的五分鐘即可答完的問卷，就其個人抽煙歷史發問，作答與否任其志願。結果

收到近 4000 份醫生答卷。而在其後 29 個月對此近 4000 和醫生的追訪中，發現肺癌率與

抽煙量關係極大。 

當時 45%的美國成年人，平均每人每年抽 4000 支煙，即每小時抽 1支（每日醒時 11 小時

計）。對醫學家提出的香煙致癌的憂心，1954 年多家菸草商聯合在近 400 份報紙兩星期

內刊登＂坦誠之言＂ (Frank Statement) ，反駁抽煙致癌說，謂近來有科學家發表老鼠

試驗報告，但非結論，為消費者利益需要進一步研究。並表示願提供基金贊助。此舉完全

是菸草商的一種“形象工程＂。 

其後流行病學發展與抽煙的研究有關，肺癌增加到底是汽車廢氣引起，還是瀝青路多所

致，抑或吸煙攸關？至 50 年代中數據充足，後者鐵證如山。菸草商知道大勢已去，遂改

變宣傳手法，以“Light＂ 或 “Mild＂（輕或少尼古丁）標榜自己的牌子，一面仍然堅

持抽煙致癌並非可靠的理論，只是鑒於某些人憂心忡忡，所以在未來的醫學科學研究為菸

草昭雪恢復名譽以前，一向“負責任＂的菸草業在香煙上加裝過濾嘴（同時亦強調菸草中

完全不含有害物質，毋須過濾）。與此同時他們又捐錢給癌症研究基金，表示雖然香煙與

癌症無關，但癌症確是人類面臨的惡魔，“有社會公德心＂的菸草業既然本來就是有識之

士，當然責無旁貸地主動支持癌症的研究云云。 

大部分反吸煙的醫學界和法律界正直人士並未收手，他們繼續努力使吸煙有害健康成為社

會共識。 

上文說到，反吸煙的醫學界和法律界人士堅持不懈，要使吸煙有害健康成為社會共識，其

出發點在造福社會，無疑精神可嘉。但他們除了面對財雄勢大的菸草商之外，更需克服傳

統觀念的頑固阻力。例如，“飯後一支煙賽過活神仙＂，便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俗語，它

道出了抽煙具深厚的群眾基礎。 

事實上，上至領袖文豪，下到販夫走卒，享受此“賽神仙＂樂趣者不可勝數。 

據報導，“偉大領袖＂毛澤東煙不離手，儘管沒有留下吸煙的照片—名記者呂相友曾成功

地拍攝過一張，卻因其上司擔心有損聖上形象而遭禁止發表。有稱 1945 年重慶談判期

間，為顧及不吸煙的蔣介石，毛澤東在兩人會面時不抽煙。而他入主中南海後，所蓋被子

常被香煙火星燒出一個個洞，據說直到 81 歲時才在左右力勸下戒煙。 

比較起來，魯迅手執香煙的模樣廣為人識。《藤野先生》末句便道：“於是點上一枝煙，

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流所深惡痛疾的文字＂。可見其吸煙已成習慣。而他之以

55 歲早世，緣自肺氣腫基礎上染上肺結核，恐怕也跟長期吞雲吐霧有關。雖然許廣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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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稱為之購煙時注意避免劣質品牌，不過眾所周知，香煙牌子縱有優劣之分，對人體健康

傷害程度之差，無非五十步與百步罷了。 

就抽煙者而言，所謂“活神仙＂，大概不僅是吸煙上癮者對尼古丁的享受，還指自深深吸

入至輕輕吐出那一刻的悠閒愜意的形象。可是進一步剖析，或蘊含另一層次的意味。美國

康奈爾大學的文學教授理查德．克萊恩（Richard Klein），著有《香煙：一個人類痼習

的文化研究》（Cigarettes are Sublime）一書，其中把抽煙和人們追求自由的天性聯繫

起來，啟人心扉。當然，之所以有此聯想，也和菸草商通過廣告營造抽煙行為的“形象工

程＂有關。克萊恩曾經抽煙幾十年，但寫完該書後他成功戒煙。 

無論大街所見或瀏覽網上資料，許多香煙廣告構圖都緊扣人性，着意以情動人。尤其注意

針對消費者不同政治傾向、文化背景、職業身分，性別膚色等度身定做。舉凡家庭主婦、

藍領工人、專業女性、學者教授、運動健將、影視藝員……各階層人士都會發現特別吸引

自己眼光引起共鳴的畫面。 

例如，Virginia Slim 別出心裁的廣告：以全美國婦孺皆知的總統山巨型石雕為背景，嵌

入一位短髮美女頭像，將健美和權力相聯繫。伴隨的標語與時俱進，早期是：“寶貝，你

已今非昔比（Baby，you＇ve come a long way）＂，暗喻自二十世紀初通過憲法第 19 修

正案，使婦女取得投票和參政的權利，到 1960 年代一直支持婦女解放。90 年代標語改作

“這是婦女的特品 (It＇s a woman thing)＂，2000 年再變為“找到你的特色（Find 

your voice）＂。以上的“特品＂和“特色＂，暗指該牌子較其他香煙更側重針對婦女體

質特點，研製更適當的品味，內容緊貼女權運動的發展，藉以爭取“半邊天＂的市場。 

也有些普適性較高的設計，可以使不同的人群賞心悅目。比如有個廣告畫面是一女子，溫

柔地向男友說自己很享受香煙的氣味，希望清風徐來，煙味得以隨風飄送。蓋因其時正值

二十年代，女子吸煙人數不多，但此廣告讓即使不抽煙的女士也會覺得，主動享受男士的

二手煙是一種成熟和善解人意的表現。另一廣告上，一女子一邊抽着煙，一邊將某男子贈

送的鮮花推開，繼續享受抽煙。這既是渲染女人味，又強調女性的獨立性。1943 萬寶路

廣告畫面上，一位女子抽煙，下面是男友戰場來信，此與一戰時期的香煙包裝相似，將抽

煙和愛國掛鉤。戰後重新設計畫面。70 年代後至 80 年代，順應女權運動高漲，宣傳女子

不應是男性附屬品，要爭取自身工作不受歧視之權益。表明女性改善本身的形象並非為取

悅男性，而是自己的個人選擇。 

還有的廣告讓一身大紅衣裳、笑容可掬的聖誕老人，手持香煙，舒服地靠在也是鮮紅色的

沙發上，樂滋滋地大嘆其煙。那神情簡直就是中國百姓所云“飯後一支煙賽過活神仙＂的

最佳注腳！ 

再一幅廣告是一位金髮的妙齡美女，拿著小提琴，琴弓與琴身交叉成 V形，另一隻手執著

一包打開的香煙，煙盒與琴弓也構成 V形，盒上白綠兩色相映成趣，連同少女酥胸半露所

顯出的倒 V形，這三個 V格外引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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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廣告再一次把“二手煙＂作為吸引人的主體，畫面上一對俊男美女四目交投，俊

男手執含過濾嘴的煙卷，向美女張開的櫻唇噴去白霧，美女一雙倩目含情脈脈，流露出甚

為享受的神色，下面一行字道是：“（把煙）吹向伊人臉龐，她將跟隨你到任何地方＂。 

自 50 年代中起，抽煙與肺癌有關的報導出來後，菸草商因應形勢作出回應。他們一面千

方百計質疑研究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大肆努力，把科學家和醫生的形象用於廣告中。有一

幅廣告內容是，一位科學工作者手持點著的香煙，雙眼緊貼顯微鏡，旁邊的包裝紙上寫

著：“抽一口（煙）煩惱煙消雲散＂。 

還有一身白大褂的型男，手持 Viceroy 香煙，口稱：“作為你的牙醫，我推薦

Viceroy＂。如此等等，五花八門，使消費者眼花繚亂，心頭如小鹿難以抗拒其誘惑。 

與此同時，香煙的包裝也不斷更新。Lucky Strike 原包裝綠色，二戰期間促銷，改用紅

色、白色煙盒吸引女性顧客，包裝印著藉口 “綠色去打仗了＂。之後菸草商針對各個行

業、年齡、人種、愛好等等變數，度身訂造不同款色的廣告，迎合顧客，從而開啟了其後

各行業爭相仿效的市場推廣之先河。有的香煙品牌隱蔽調整過濾嘴不同 PH 值，使其受熱

後顯示淡黃顏色，聲稱變色表示比別的牌子過濾“雜質＂徹底。實質是既不願坦承菸草有

害健康，又挖空心思讓擔憂尼古丁的顧客放心。 

美國女子抽煙的高峰人數（即最風行時期）比男子抽煙晚 20 年。這是由於本國文化傾向

保守，女性地位的提高比一些北歐、西歐國家稍遲。例如當年巴黎的沙龍便多由高雅的名

媛主持，比如女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的客廳門庭若市，不少地位顯赫的男士也

趨之若鶩，一代鋼琴大師蕭邦（Chopin）和大作家福祿拜（Flaubert）即其座上客。當時

的美國女性不僅家中絕無類似的風雅聚會，連抽煙也相當罕見。 

正因為此，Luck Strike 廣告策劃曾說服一些年輕名媛（Debutante），在紐約 1928 年復

活節遊行時抽着煙亮相。又與著名服裝設計師合作，推動當時並非時髦的綠色成為時尚，

從而巧妙地導引廣大女子，使之覺得 Lucky Strike 的綠色包裝新潮悅目，並逐漸成為吸

煙一族。如此將產品宣傳與文化活動及帶領時尚聯系起來，應屬推銷業之首次。 

通常社會潮流往往由藝術營造，但反過來潮流也會改變藝術風格，二者存在雙向的作用。

當電影銀幕上抽煙變成司空見慣，觀眾可能以為那是藝術反映生活，其實，人們尚未大舉

抽煙時，菸草商遊說荷李活導演，宣稱演員持煙的手勢，噴煙的表情和速度，低頭俯視香

煙的眼神等等，都令角色更具立體感和性格深度。 

本文開頭提到抽煙的群眾基礎不容否認，菸草商當然會充分利用此一人性的潛在因素，故

其勢力龐大。但 1954-1956 年間，科學證據已在美英兩國的醫學界昭然，顯示抽煙於健康

有損。不過美國公眾尚未加以注意。 

1961 年擔任總統的肯尼迪出身於北方望族，對南方政客影響有限。政府的衛生總署長特

利醫生(Luther Terry)乃南方人士，來自阿拉巴馬州，雖然當時的衛生總署權力不及今天

那麼大，但畢竟以菸草為經濟命脈的南方各州，也不致認為肯尼迪專找他們的麻煩（阿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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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馬是產煙的州，故特利醫生可算是菸草業人士的“鄉里＂）。即使如此，菸草商仍然不

敢怠慢，實行政治遊說和商業行銷雙管齊下，對付反吸煙派日益強烈的挑戰。特利醫生遂

組織一個十人委員會調查。該委員會中 5人抽煙，5人不抽煙。1964 年 1 月召開記者招待

會，公佈調查結果，全國收聽。 

菸草商代言人是基因和癌症學家李透醫生(C.C. Little)，認為癌症與香煙無關。國會傾

向於菸草商的立場。聯邦貿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則唱反調，所持理據

為香煙所含尼古丁是上癮藥，雖非食品與藥物，但 FTC 有權管制廣告，質疑香煙廣告的真

實性。廣告宣稱過濾器有效，如何定義有、無效？Little 醫生稱，煙本無害，因此過濾

嘴並非過濾有害物質，只是防止切碎的煙葉吸入口中要吐出來的麻煩。當局最終裁定：應

在香煙包裝上加上“警告＂字樣，表明“抽煙可能有害健康＂。此固然是反對香煙的一方

贏得的一次小勝利，但也給菸草商日後卸責隱藏契機。 

其實，衛生總署長特利醫生的十人委員會，在 1964 年 1 月公佈調查結果時，本可明確地

將“引致肺癌和早死＂加入“警告＂標語中，但約翰遜（Johnson）總統是南方人，他繼

被刺身亡的肯尼迪就任總統後，在菸草商主宰的南方各州於國會的勢力壓迫下，把“引

致＂改作“可能有關＂，“肺癌和早死＂變成“有害健康＂。雙方此後的較量詳情另表。 

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菸草商為一方，反吸煙者為一方，雙方壁壘分明，各出奇

謀，絕非一兩個回合就能分出勝負。 

自從菸草商在香煙包裝上標有“警告＂標語之後，其天花亂墜的廣告詞就不再成為反煙力

量的攻擊目標，“警告＂成了有效的擋箭牌，菸草商當然為之沾沾自喜。不料此時半路殺

出個程咬金--1966 年，一位年輕的紐約律師引用 1949 法案，謂大氣電波應公平給予正反

雙方使用，此乃基於言論自由原則，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也就是說，要同時給予發言

機會給反對的聲音。 

如此一來，反烟力量在電臺和電視臺也就向菸草商還以顏色：用同樣的時間比例大量披露

吸煙危害健康的科學證據，並形象地講述疾病帶來的痛苦。菸草廣告中鶯歌燕舞的歡樂生

活之吸引力，不敵煙包裝上一口爛牙的相片，或是暗灰色的肺標本圖像，這就如同人們普

遍基於對自身安全的顧慮，自願放棄本來極為珍視的個人自由一樣。 

當然，政治家一向都是藉助人性中“避惡＂強於“趨善＂的本能，靠恫嚇來煽動民眾內鬥

而使之服從領袖，或以將外國妖魔化或誇大其殺傷力使民眾對當局的舉措就範。伊朗的已

故領袖霍梅尼便是這樣：他把美國醜化，使國民願意在宗教高壓下服服帖帖。古今中外類

似事例不勝枚舉。 

話說碰到上述的“程咬金＂之後，菸草商自知不是對手，終於同意自 1971 年元旦起，於

當天午間的電視節目中放完最後一個廣告，也就是 Virginia Slim 的“Baby，you｀ve 

come a long way（女郎，你已今非昔比）＂最後一次在螢屏上亮相完畢，即自美國的電

臺、電視臺全面消聲匿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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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在七八十年筆者生活所在的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地方，香煙廣告鋪天蓋地街知

巷聞的盛況，乃美國菸草商另一波的出擊結果—蓋彼等從五十年代中期起，在清楚看到北

美及西歐市場“大勢已去＂後，於六十年代加速向亞洲市場“戰略轉移＂。以現時情況來

看，其於第三世界聲勢浩大的廣告攻勢雖屬負隅頑抗，卻仍可支撐一段時日。 

上文提到，1964 年衛生總署署長特利（Luther Terry）醫生組織的 10 名專家，經兩年多

搜集資料後向全國公佈結果，明確指出吸煙對身體的危害。之後菸草商同意政府 1965 年

的規定，包裝上增加“警告＂字樣。但“抽煙可能對身體有害＂的“可能＂不僅意義含

混，而且反被菸草商利用來作為保護傘，因為他們可以就此堂而皇之地宣稱其廣告本身沒

有說謊，抽煙與否完全是由各人自行選擇。菸草商一向以支持個人自由、市場自由來轉移

公眾關注的焦點，將吸煙所導致的嚴峻的社會問題淡化，變為一個抽象的遠離現實的哲學

論題。 

菸草商萬萬沒有想到，前文所述的那位紐約律師攻其不備，引用 1949 年的“公平原則＂

（Fairness Doctrine）要求大氣電波的平等使用權，從而使反煙力量可以在電臺和電視

臺，擁有與菸草商同樣的時間比例，並以“言論自由＂為依據，揭露抽煙的危害。這就使

菸草商們在道義上再次敗了一仗，因為公眾心目中抽煙顯得不光彩，致使其不得不作出上

述決定：自 1971 年 1 月 1 日起偃旗息鼓，不再於電臺及電視上賣廣告。 

此前後的 1954-84 年間，有 300 多宗煙民控告各個不同的菸草商的案子，後者均以狡辯得

直。其辯詞為：香煙包裝上具“警告＂字樣，已直言“抽煙可能對身體有害＂；抽煙人明

知危險依然吸煙，份屬其個人決定，與他人無涉，故菸草商無需承擔責任。就這樣控告人

無一勝訴。 

但 1984 年夏天蘿絲‧戚布隆（Rose Chipollone）案，恍如柳暗花明又一村。控方的一位

來自新澤西的律師別出心裁，獨辟蹊徑，從知己知彼角度入手，要求查閱菸草商公司的內

部文件，弄清東主到底知道香煙的多少害處。包括揭出菸草商明知尼古丁的極大成癮性

（此乃通識），卻千方百計向大眾隱瞞，特別是向未成年人大力推銷香煙，使之未到法律

上獨立作主的年齡已成癮君子而不能自拔。 

該案當事人是一名抽煙的女子蘿絲（Rose），1942 年時芳齡僅 16 歲，正值菸草商於二戰

期間向女性大做廣告而開始吸煙，後來儘管深愛她的丈夫長期剪報鼓勵其戒煙，她自己也

多次努力卻一直不果。而五六十年代不少煙廠鑒於民眾開始擔心抽煙對健康的危害，鼓吹

自己的特種輕或低 Tar 煙種無礙健康。蘿絲戒煙不成轉抽別一品牌的香煙，如此換至吸第

四種香煙就被診斷患有晚期肺癌。雖然 80 年代眾所周知所有牌子的香煙俱無一例外，異

曲同工地均屬肺癌禍根；但作為一名香煙受害者，她只能針對自己抽過的牌子，遂指名向

該 4個牌子的菸草商興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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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律師查閱內部文件發現，各菸草商都非常明白科學家研究抽煙與癌症的關係及引用尼

古拉的成癮性，文件中還恬不知恥地自認和建議“努力改善每支煙（使之）成為向人體送

入尼古丁的更有效的機具＂，由此可見他們的認識與醫學界關於尼古丁的主流看法並無二

致，但菸草商均對此長期否認，證明他們一直在撒謊。 

4 年後，陪審團沒有像當時大部分民眾預言的那樣讓蘿絲勝訴（她本人已於 1984 年末死

於肺癌），而把其健康問題 80%歸咎於本人，菸草商則須承擔另外的 20%責任，賠償費達

幾十萬美元。儘管在漫長的訴訟期中控方的花費根本不止這幾十萬，但無論如何，因此案

律師率先為未來案例開掘菸草商內部文件，令菸草商的謊言及其真面目大白於天下，從而

使之又遭重創。 

以上幾個案例都不利於菸草商，煙民也都十分明白抽煙的害處，但是尼古丁的成癮性極

強。統計表明，97%煙民在無藥物幫助的情況下試圖徹底戒煙均以失敗告終，像蘿絲一樣

無法消除煙癮，而不少名人則對吸煙有所美化，諸如：徐志摩將抽煙稱作“吻火＂，真是

詩人神來之創。他們有意無意間成了菸草商的盟友。 

1994 年密西西比州案例又一次大大加強了反吸煙者的聲勢。州政府向幾家大菸草商追討

10 億美元的賠償，理由是該州享用 Medicare（老人醫療）和 Medicaid（低收入者醫療）

這兩部分人士中，因吸煙引致肺癌、頭頸癌、腦中風、下肢壞死者甚多，州政府為了醫治

他們付出了巨額開支。此例一開，別州爭相仿效。佛羅里達州、德克薩斯州和明尼蘇達州

等與密西西比州一樣，老人、窮人較多，遂依樣畫葫蘆，“照辦煮碗＂。 

遭如此超大額的索償，菸草商之恐慌不難想像。眼看很可能其他每個州都有樣學樣，再不

是一個個公民分別單獨興訟，近 50 個菸草商迅速聯合起來作出應對。他們於 1997 年 6 月

向國會提出“綜合同意書（Global Agreement）＂，於 1998 年與聯邦簽署“總體調解書

（Master Settlement Agreement）＂，向各參與簽字的各個州提供賠償，提高銷售稅，

及支持防止少年吸煙或幫助吸煙者戒煙的項目。當然，因為 97%的煙民是不能成功戒煙

的，儘管其中痛下決心停止吸煙者不可勝數，但一旦見到別人抽煙就會禁不住引誘；或一

到開車、飯後等平日習慣“歎一口＂之時，其“決心＂便會頃刻瓦解，一次又一次再作馮

婦，重蹈覆轍。於是他們便承受了香煙水漲船高的售價。 

前文談到筆者旅行時曾留意世界各地的香煙包裝。西、北歐及加拿大等國家的“警告＂字

體較美國的要大，字樣更呈深黑色且筆跡較粗，佔包裝表面 40%，顯然醒目得多。美國 80

年代之後，包裝上“警告＂的內容再次有所改動，1985 年聯邦政府衛生署長庫普（C·

Everett Koop) 醫生把 1965 年啟用的“警告＂字樣中“可能＂“有害＂二詞，改作“引

起肺癌、心臟病、肺氣腫和胎兒危險＂。可是其字體細小，字形單薄，字的彩色與底色故

意相近以求不起眼，警策效果畢竟遠遜於北歐、西歐和加拿大。 

誠然，美國煙民和州政府就香煙之害向菸草商提出訴訟較為容易，歐洲就同類產品打官司

比較難，但北、西歐及加拿大實行由國家統一提供的醫療，使政府可以為節省全民醫療的

開支有力地抗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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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歐和西歐各國香煙包裝上反吸烟的圖片，清晰顯示肺癌、喉癌或爛牙，令人望而生畏，

對菸草商構成巨大壓力。美國卻做不到這樣，有待政治家下決心，和科學家、醫學界聯

手，三方面共同努力。2009 年，聯邦政府要求把當時香煙包裝上“警告＂內容的小字增

大，並佔煙盒表面 50%，但 2012 年 8 月菸草商上訴高等法院，謂此等大字印刷和疾病圖

像有礙煙民（其實是“有礙＂菸草商）的言論自由，於是上述提議沒有獲得通過。所以，

現時美國香煙盒上的“警告＂還是 1986 年版本，不及西、北歐及加拿大的醒目鮮明。 

由於全球化程度在 70 年代起特別是 80 年代後日趨成熟，菸草市場加速向第三世界轉移。

所以，反吸煙陣營不但需要加強在國內的團結，還要組成跨國戰線，放眼世界。肺癌、喉

癌等雖不是傳染病，但香煙廣告所引致對民生的危害，就如環境污染一般，在網路與電視

普及的情況下於空中蔓延，無國界之分，而且對發展中國家資源消耗極大，例如在印尼

80%男子抽煙。現時全球煙民集中於 15 個低收入國家，其中 40%在中國和印度這兩個人口

最多的大國。前文說過，統計數據表明 20 世紀全世界有 1億人死於抽煙；21 世紀因此喪

命者將會高達 10 億人。 

就美國政府而言，對待菸草製品銷售的態度存在雙重標準。70 年代美國人皆知抽煙有

害，國內出售的香煙包裝上印有“警告＂標語，所有廣告亦如此。甚至 1971 年 1 月 1 日

起連電臺或電視臺的香煙廣告也告絕跡。但美國政府的貿易代表在國際上卻以公平貿易為

藉口施壓，讓發展中國家接受降低美國菸草製品的進口關稅。80-90 年代甚至將泰國告到

設於日內瓦的貿易法庭，謂其違反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即現在的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前身，制定的公平

法則云云。 

泰國 1988 年宣佈不准美煙入口，當時美國衛生總署主管為庫普（Koop)醫生。筆者去年曾

撰文提及，庫普曾於 80 年代一宗是否延續一位極度病重及早產之嬰兒生命的官司中，以

受精卵形成一刻開始即是上帝的孩子，此種帶宗教色彩的理由，具爭議地下達行政命令，

干涉嬰兒父母放棄病嬰的決定；在禁煙問題上他尊重科學，明言吸煙有引起癌症、心臟病

和中風的危險。但同屬政府高級官員的美國貿易代表，故意不邀請他到日內瓦，因知道他

會反對美國控告泰國違反國際公平貿易的規定。泰國當局以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

為由據理反駁，還請世界衛生組織（WHO）加入其反煙陣線。美方要求泰國同時提高國內

香煙銷售稅，最後貿易法庭裁定要泰國開放美國香煙進口貿易，不過泰國仍然禁止香煙廣

告。 

與此同時，南韓、台灣、日本等亞洲國家也被迫降低美煙進口稅，成為美菸草商推銷重

點。南美、非洲國家的形勢相似，香煙“警示＂的標籤不明顯，因當地政府對抵抗美煙的

強大勢力態度更為軟弱，撒哈拉沙漠以南的國家香煙廣告尤其吸引人，非常有助於美國煙

的傾銷。但至 2005 年近 170 國簽“菸草限制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f 

Tobacco Control--FCTC），規定底線以控制香煙廣告，還有包括：1）徵稅；2）公開所

含菸草成分；3）包裝上加“警告＂字樣；4）禁止向未成年人推銷及售賣香煙；5）幫助

已吸煙者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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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貿總協定（GATT，現名“世貿組織＂WTO）允許國際干預超越某一國家的某些“主

權＂，讓多國聯合簽同意書，即當某國的內部政策如涉及環保資源及公共健康遭破壞而危

及別國時，外國可以用多國合議（Treaty）的名義，介入保護自然資源和公共衛生。美國

是先進國家中僅有的一個迄今沒有簽署的，可見美國的菸草商在國會的勢力之大。 

菸草商及支持他們的政客指以上合議條例為健康“納粹＂，如同飲料商指責紐約市欲推行

的法例--限制飲料中含糖的成分及甜飲品的瓶裝大小規格，謂其損害了消費者的個人自

由。其實這種社會（群體）義務--如為老人和窮人提供醫療--與公民（個體）私人選擇自

由--包括不健康的生活習慣之間的矛盾並不罕見，此二者之衝突實屬永恆，與槍械管制的

爭論，或少数家长轻信谣言而不给自己的小孩预防接种（从而导致本已极罕见的白喉等可

致命的儿童疾病重现），不無相似。 

自由和風險的平衡，是每個人生活中和社會群體無時無刻不面對的挑戰。國家與醫療人

員、衛生組織本不應扮演家長的角色（paternalism）。但在一個有福利的社會，有的個

人風險要別人被迫承受。歸根結底，個體與群體共存共榮，是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討

論的話題。 

這就有點類似 30 至 40 年代底特律等城市汽車廠的情況，當時因美國大城市中白人男性勞

工不足，而黑人又未取得完全的機會平等，廠家遂從地中海沿岸、中亞地區及東歐吸納移

民。汽車廠的外來勞工住在管理嚴格的宿舍，廠方定期派員檢查個人衛生，例如有無刷

牙、刮鬍子、洗澡等等，這些新移民還要每週上英文班。之所以如此規定，乃因為不講衛

生的工人會影響廠房裏的其他人，甚至引致他人生病。而欠缺起碼的英語能力則無法溝

通，有礙工廠的正常運作。現時提供一定醫療福利的社會對抽煙的限制也基於相似的道

理。 

由於商業利益與公共健康的衝突，菸草商力圖改善自身形象。他們大力支持預防和治療愛

滋病，企圖促使社會將注意力集中到菸草以外的健康難題，以此換取少干預抽煙和減輕對

香煙生產和銷售的管制。他們還聲稱不准抽煙乃西方人標準，譏笑鼓吹者為充當“家長角

色＂，甚至用“新帝國主義論＂來批評發達國家，謂其以“明白人＂的姿態限制發展中國

家人民抽煙的自由。菸草商儼然居於道德高地指責對方。 

而反煙力量繼續設法將吸煙變成不受公眾歡迎，特別是其機智地着力於針對二手煙的害

處，從更大的範圍立論，能把菸草商從道德高地驅離。因為如果菸草商堅持宣稱：吸煙者

為了抽煙的“快樂＂作出了自由選擇，甘願接受生病和早死的後果；那麼二手煙危害不抽

煙的人便是侵犯了他們選擇的自由，從而使現時公共場所和工作環境內禁煙的規定獲得有

力的支持。這一點在道義上無可反駁。 

總之，香煙雖小，涉及的問題方方面面，其中是是非非一言難盡。科學重理性，嗜好講感

性。筆者的漫談也到此告一段落。其餘留待讀者諸君自行發揮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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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和平一個機會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約翰‧藍儂(列儂)（John Lennon）在 1969 年寫的《給和平一個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近半個世紀以來是反戰人士的主題歌。而此曲在我逐漸成為該人群之一員時，也

成了我最喜愛的經典歌曲之一。 

不過，我的反戰主義關鍵緣自父親的影響。而與父親深厚的友誼，最主要則是來自我們倆

的共同愛好，特別是對歷史的鍾情。 

我們兩人均從醫，很明白一些領域很可能並無自然科學的必然性，其中可能會包含許多業

內人士主觀的解釋和個人的偏見，但它仍然可以像自然科學一樣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歷

史，就是這樣。 

歷史可稱為一個產業，或一項藝術，或一種哲學，視乎觀點與角度。當它要將複雜的事

件，理出一個“邏輯＂或因果關係來為當權者服務時，它是一個產業；當它幫助人們看到

人的力量、韌性和弱點，包括邪惡的衝動時，它是一項藝術；當它為我們照亮過去、解釋

今天和預計明天時，它成了一種哲學。徹底的客觀只能是一種幻象。 

所以我們講歷史時，無論是否該專業的人，心裏都會明白，我們有時所下的結論都只是基

於一部份的知識，容易陷於以偏概全。我們充其量不過在多種可能性中，選擇自己比較認

同的一個方面去展開討論。而無論多麼詳盡的歷史書，都不可能將歷史中的各個參與者親

歷的事件全面反映出來。篇幅浩繁的煌煌巨著，如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

鑒》或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羅馬帝國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充其量都只是勉強地把一些作者認為有代表性的當時人物的故事編

織起來，加上一些相關的背景，而這些人物故事之所以能夠流傳下來，往往由於因為它符

合勝利者的觀點。儘管龍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的歷史著作，但

她坦言自己是失敗者的後代，與奪得江山的中國大陸當局對六十餘年的滄桑各自表述，便

在一定程度上反映出此一事實。 

不同專業的人可能有不同的習慣或者運用不同的工具去分析歷史，理解歷史。一個經濟學

者可能將歷史看成經濟活動的事件記載，是個人、群體、階級和國家或城池（如 19 世紀

末之前歐洲未形成現時我們所稱的德國和意大利等），對食品、資源、燃料和經濟力量的

爭鬥記錄，無論政治的派別，宗教的種類和文化的創造，在他們眼中都是經濟過程的反

映。比如說羅馬和波斯的戰爭，或者十字軍東征，都代表西方向東方拓展商路，發現美洲

新大陸也緣自西歐希望找到前往遠東的商路捷徑。佛羅倫薩的文藝復興，都主要不是因為

思想的改變，哲學、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其關鍵是中產階級希望得到更多的政治發言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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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佛羅倫薩的大銀行家和商業家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不僅掌管佛羅倫薩

這個城鎮及其對外貿易，還成為天主教教宗。 

這些學經濟出身或用經濟眼光看歷史的學者會認為，歷史的推進力量有時是來自生產、商

業方面明顯的野心，有時將軍或領袖受背後的一些經濟活動的間接推動。而實現的途徑則

是激發廣大民眾的情感，這個情感可能是愛國情懷、民族情緒或宗教狂熱，由大眾獻出生

命和提供生產品，等等。 

另一方面，一個軍事或武器的專家或一個將軍所寫的歷史，很可能從權力的爭奪和武器的

運用及其殺傷力這樣的角度來闡述。站在社會學的角度來看政治，會認為雖然貧富分化可

能是起義或戰爭的直接原因，但還是意識形態靠這些武力衝突實現社會的轉型。比如說民

主，一人一票那種民主很可能長遠來說導致“多數人的暴政＂（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社會在自由市場的情況下一定是貧富分化越來越激烈，而民主就會令處於劣

勢的多數人，有機會用選舉的形式來推翻成功的一小撮人；反之，一小撮人同樣也可以用

鉅資宣傳，收買人心和選票，合法地掩蓋住多數人的心聲。當貧富分化高度白熱化，處於

金字塔頂層的人就算合法地運用有利於自己的國家機器，也無法鎮住下面大多數人，那就

會產生兩種可能：一是暴力的革命，將貧窮和痛苦平分；一是政治改革，掌權者實行劫富

濟貧，對有錢人用收稅的形式進行掠奪，將之分給投票令其上臺的佔多數的民眾。 

結果，無論是暴力革命造成物質巨大損失和人命的慘重犧牲，或者是由中間派的政治家，

通過取得多數選票的形式上臺後實行劫富濟貧（或稱“社會主義＂），這些改革都會造成

社會的轉型。 

因此，搞軍事的人會認為社會轉型都是矛盾激化，推到暴力或者是似乎不是暴力而是用國

家機器做保障的一些社會改革，因為如果沒有監獄、警力、軍隊來做後盾，這一切都不會

實現。 

如果從農業發展來看歷史，就會看到自人類的農耕社會開始，影響到人群的社會組織和結

構，推動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當農業趕不上人口的增長，而又並無由於聚居造成的大型傳

染病所致之人口銳減時，就會產生動亂---政治或者軍事上的動亂，結果可導致土地或財

產重新分配。 

至於學生物或醫學的人。就會覺得人對疾病的抵抗力或者傳染病的惡性與否，是改變人口

的重大原因。傷寒、痢疾、黃熱、天花、鼠疫等等都在不同時期裏，造成人口銳減。最終

活下來的人很可能是免疫力強。足以抵抗傳染病的侵犯；或者是就算得到傳染病，也能夠

經受或挨得住脫水和長期食物匱乏而致的低血糖等等，令他不會喪命。同樣道理，戰火連

天時也是這種人，免疫力強，不容易得傳染病。或者是那些餓不死、渴不死的人，能夠存

活下來，生養下一代。生育能力強的是可以最終較長久地佔領一片土地的一堆人群。當戰

爭中的勝利者安頓下來，通過發展生產達到物質的豐富，進而提高教育水平。而由教育水

平的提升或生活的閒適愜意，令女性更多地追求個人願望的實現，從而導致生育數量減少

時，外來人口就可能因文化傳統或宗教偏向，多子多孫地開枝散葉，取代當地因教育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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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水平而減少生育的那種人。也就是說，所謂用一種宗教去＂戰勝＂另一種宗教，在生物

學家的眼光中通常就是哪一個生得多，哪一個就最終獲勝。 

當然，如此過了一段時間，當人口爆炸而物質資源有限，又會引起戰爭，而那個時候，從

軍事角度研究歷史的人又會覺得，最終都是由武器的發展、軍事的策略來決定市場的分

配。一場戰爭就算是勝利了，也會因為暴力而消滅了豐富的文化、藝術，更不要說物質其

他方面即金錢方面的損失和人員的傷亡了。所以由科學發明的大殺傷力武器贏得戰爭之

後，很可能又要靠科學重新從無到有地再從廢墟上建立一個社會，就像二戰之後的英國、

德國那樣。 

通常打完仗大家為了避免再次遭逢生靈塗炭，打仗的那一代人或下一代人都會以“好死不

如賴活＂為處世金箴，會用協商的形式去解決矛盾。或者同時用強化社會安全網、提高稅

收的一種較溫和的劫富濟貧的形式，來保持社會的穩定。但過了幾代人之後，既得利益者

就會由於優越感覺得財權是自己應得的(entitlement)，繼續去聚斂自己的權力和財富。

而這個兩極分化到了一定程度，一場衝突或政治改革就不可避免。無論軍事衝突和政治改

革，原來的一小撮既得利益者成了落敗的一方，而大多數窮人或物質上處於劣勢的人得

勝，雙方換了位置。這些原先一無所有、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人上臺後，很可能過了幾代

就變成自己本來鄙視的那種“闊人＂、榨取者，甚至同一代人就會轉化為本來鄙視的那些

人。這樣循環往復，你方唱罷我登場。 

由以上的分析可見，歷史的真面目因人而異。似乎正如胡適所云 “歷史是任人打扮的女

孩子＂。不過，近期大陸有學者求證過，該“名言＂並非出自胡適。那只不過是 1955 年

馮友蘭奉命批胡，硬栽到這位自由主義學術大師頭上，之後以訛傳訛而已。 

但這個故事本身便顯示出，歷史確實會呈現多種面孔。不是嗎？ 

現代宣傳手段可能讓領袖比過去更容易煽動民眾情緒，而民眾的情緒就像病人發燒一樣，

很難一下子便退落的。它有個繼續發燒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在大眾還沒有目睹戰爭的破

壞性及其難以預見性時，可能會很積極地反過來推動自己的領袖不要膽怯退縮而要勇往直

前。 

這樣的互動往往令戰爭容易發生，而且戰端一開便難以停止。當民眾發燒消退後，雙方爛

攤子不是那麼容易收拾，因為現在的武器殺傷力很大。這個重建的過程，由一個無政府的

地方重新建設到有警力、有組織維持的過程，可能很漫長，而非預想的。這個重建的過

程，其實也是一個不斷烽火四起的過程。因為是一個無政府狀態， 很多局部的地區就形

成或加深了一些自己的債、仇恨，又來一個新的循環。 

領袖當然可以用很多手法是自己的民眾覺得自己受到外界威脅，而讓民眾感到我們打的仗

是不得已的自衛戰爭，就算頭腦比較冷靜的人，有豐富的人文知識的學者，希望可以通过

谈判遏止尚未啟動的戰事，或結束已在進行的戰爭，但往往得不到群眾響應，有時候就被

當時的人恥笑，或者被將來仗打起來之後得勝者藐視，指之為軟骨頭、鼠輩膽小。結果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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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無功。因為談判總是比較緩慢，沒有抑揚頓挫，過程中不會出英雄，只有缺乏情節的討

價還價，平心靜氣的口舌之爭，背後的外交工作沉悶而無光彩，民眾看來極之乏味。  

避免或推遲戰爭，可能是挽救最大數目的生靈之性命的機會。例如，在二次大戰的開頭， 

在德國悍然入侵波蘭後，其實有不少聲音希望美國人參與幫助調解，令戰火不至迅速蔓

延。 賓夕法尼亞有奎克教（Quaker）的一些人提出，可不可以戰火連天之前秘密商量途

徑， 在希特勒鼻子下讓幾百萬猶太人離開歐洲。因為歐洲的反猶歷史根源很深。二戰之

前的世界經濟大衰退， 猶太人如歐洲羅斯柴爾德家族 (Rothchild Family)相對損失較

小。但股票崩盤之際，許多人一夜之間身家暴跌，陷於困境，這些人會環顧周圍，沒有受

到經濟衝擊的成了埋怨對象，替罪羊。18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的偽科學，將人種分析為具

優劣之別，更是火上加油。 

有鑒於此，这一少數美國人覺得如果可以讓幾百萬猶太人通過各種途徑來美洲，仗蔓延起

來，也不會把這些人困在那裡。雖然那時可以說沒人看到 600 萬猶太人死於非命，但起碼

知道歐洲猶太人處於劣勢，岌岌可危。 

二戰不是在美國本土上發生， 美國人之所以比較輕易參與外國的內部紛爭，工商軍事政

治三合一 固然起了主導作用，但也可能與美國人沒有親身經歷戰爭的破壞性有關。 

還應提到美國人對二戰的浪漫的回憶，對於這場戰爭是一個正義戰爭的定義，加上二戰後

美國人在寰球生產力和科技方面一直領先，可以說，二戰基本上把美國送上世界最高的跳

水臺。通過參戰前的大量生產軍備，羅斯福將美國由大衰退帶出來， 而戰後退役回來的

士兵因“軍人重置法案＂，俗稱“G.I.Bill" ,可免費讀大學和低息贷款开店，生产，和

買房，令美國在 50 年代產生一大批中產階級人士。不過這批中產人士是沒有黑人的份

的，雖然“軍人重置法案＂是說退伍的黑人也享有同樣的優惠，但大學入學的歧視加上許

多黑人本來連高中也沒讀完就去參軍，還有家裏窮需要工作支持等等，造成並沒有很大數

量的黑人退伍軍人上大學。而賣屋、租屋的公司的歧視，也令許多黑人退伍軍人無法擁有

自己的房子。  

美國人在二戰後經濟上的成功，又沒有目睹歐洲戰後的慘況，使之對戰爭的殘酷認識不

夠，再加上相對來說，美國對＂社會主義＂的滲透的抵抗力稍為強一些 。 歐洲經過戰爭

的社會自然極力避免出現動蕩，尤其不希望因為放任的自由市場和薄弱的社會安全網，令

階級矛盾尖銳化而引起下一場戰爭 ，舉凡增加國民的福利，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普遍徵

稅高，相對來說令大家不會貧富懸殊，這些在美國人的眼中都是屬於“社會主義＂。 

總體來說，完全消除戰爭是不可能的。因為個人、每個人都有驕傲或自豪的一面。而驕傲

雖有貶義的一面，但也可以是促進個人成就、進取的動力之一，如果不是有這份自愛，和

覺得自己獨特的這種自信，人就可能不會勇往直前，挑戰環境、嘗試。但另一方面，人對

於食物、土地、資源包括權力的佔有慾，可能會令本來適度的自愛、自重氾濫成災。當一

個人一開口就只講自己如何偉大的時候，我們可能會說這個人很淺薄，可笑或者是幼稚，

但一個國家或一個群體，經常說自己如何了不起的時候，我們反而給美其名曰“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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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豪＂，或“具有愛國精神＂。其實這種將自己這一群人看得特別優秀的情結，經常

是導致用武力解決衝突的一個原因。 

當然，將軍和國家領袖都可能說戰爭有它的必要，首先是有捍衛自己文化的作用。比如

說，公元 732 年查理·马特 (Martel Charles) 圖爾戰役 (Battle of Tours) ，這個大將

軍和國王在法國將伊斯蘭教的入侵者趕走，使西歐不成為穆斯林社會。  

接受過人文教育的領導人和一個公民教育完善講求文明的社會民眾都知道，戰爭中浪費的

物質，理應拿來加強教育 。 

我作為一個醫生，在這裡講反對戰爭的言論，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每次見到傷病的年

輕人，比如說因車禍或其他意外事件而傷亡的年輕人，都覺得惋惜。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

我的兒子已經 20 歲，歷史上戰爭中喪生的千千萬萬的士兵其實平均年齡就是他那樣的歲

數。我特別覺得心痛。 

其實醫生反戰爭是有先例的，歷史上已經有許多這樣的團體，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有名

的是在馬薩諸塞州首府，一個叫做“國際醫生反對核戰爭＂(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IPPNW)的組織， 63 個國家的醫生參與其中，成

員達幾萬名，這些醫生是希望做一些促進世界和平和反核武器擴散的事情。1985 年該組

織獲得諾貝爾和平獎。那還是冷戰結束之前。 

近幾年我去過美國許多國內戰爭的戰場，同時閱讀國內戰爭的歷史；一年前去盧旺達，看

到他們 1994 年大屠殺的展覽。過去這兩個夏天，到過二次大戰的關鍵的戰場，參觀過幾

百萬在二戰期間死去的歐洲猶太人的展覽，等等。 

除此之外，也由於美國當今在世界的地位引起我深思。每一次國際有衝突的時候， 美國

如果不表態或者不出兵，似乎是對受苦的人的人權不關心；但如果出資甚至是出兵的話，

又有建立帝國之嫌。所以國際上某個地方的衝突到了一個新臺階，國內就會對應該如何表

態或行動出現爭議。我總覺得戰爭似乎離我很近，而我本人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也不是很

大，也令我憂心忡忡。 

我認為一個國家通過借債的形式去生活，不單是國債債臺高築，還有對各種項目比如說對

醫療和退休金的種種承諾，都是不可能實現的。這將是造成將來社會動蕩的因素之一，再

加上美國過去幾十年來，基本上有生產能力的機器、廠房都已經拆了。也就是說，當美國

舉國成為一個消費國家，而其他國家如中國舉國成為生產國家，供給美國物資，美國卻不

斷只不過是寫張借條應付，美元 1971 年起就沒有跟黃金掛鉤，只以其世界貨幣儲備及美

國二戰後經濟強勢為後盾。很快有一天，不斷賣東西給我們的國家，會覺得借條沒有實質

的兌現基礎，外國會停止繼續借貸給我們。不是完全停止，而是減少借貸。而繼續借貸的

利息增加。美國就會突然連還利息也還不起，它就只能大量地印鈔票，印鈔票的過程就是

將美金的購買力會急劇降低。如此一來，美國可能發生社會動蕩的機會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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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瞭解國際社會或某個國家一步步走向戰爭的過程，令我如骨鯁在喉，不吐

不快。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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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人文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近幾個月，趁着北歐和東歐夏季的天氣温暖，我和伴侶，加上幾個不同科的同行結伴出了

幾次門，重遊斯德哥爾摩，莫斯科，柏林，華沙，到當地醫院，看望以前參加國際會議時

認識的醫學同行，他們包括有從事外科、神經、放射、兒科、傳染、皮膚、内分泌、腎

科、心臟等科，還在波蘭的格丹斯克醫學院（Gdansk University of Medicine)， 和俄

羅斯聖彼得堡的心臟血液内分泌中心（Heart, Blood, Endocrine Center)講了課。我們

遊覽城郊，参觀博物館，還在用餐時交流人生體驗。 

我對上述城市的粗淺印象是他們經濟發展的時候，人文的培育一點不忽略。雖然窮藝術家

到處都有，但在美國我認識很多畫家，作家，演員，不少認為缺乏高質量的藝術園地，難

以想象在美國，會有一個如華沙那樣經濟平平的地方，市府會捨得花大筆錢建設一個高科

技，又極其優雅的蕭邦（Chopin)博物館。 

二十年前我在曼哈顿當内科住院醫生，後來到費城專攻心臟專科。這兩座城市雖比不上我

這幾個月去的上述歐洲城市歷史悠久，但在美國已屬最老城市；向來對文化和藝術比較重

視。相比之下，我一直覺得我所生活的佛羅里達州的城市規劃，起碼是我所住的奥蘭多

市，比曼哈頓和費城，遜色的多，更没有一個像樣的文化區。 

十九世紀後半，亨利福列格勒（Henry Flagler)在佛羅里達東北的傑克遜維爾

(Jacksonville)市過冬後，開始把整個佛羅里達東岸用鐵路連起來。有錢人紛紛來四季如

春的佛羅里達過冬。當然佛羅里達是在二十世紀五十年代市內空調普及後人們遷居至此安

家， 經濟才真正發展起來，而奥蘭多更是因迪士尼世界七十年代的落户，人口大增。 

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不是同一回事。雖然兩者都重要。個人離不開社會，這是很容易明白

的。如果國家物質貧乏，大河沒水小河乾。但是如果社會文明退步，個人則難以獨善其

身。 

美國的經濟發展，在上世紀一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相當蓬勃，中產階級層次增強。二十

年代金融崩潰前美國更是一片聲平， 人人渴望豪華富裕的生活。商家開始用提前付款，

也就是鼓勵借貸的方式，來出賣商品。民眾對前景自信， 自然無法抵擋引誘。當時大企

業總裁的收入約為同一公司最低收入員工薪資的二十五倍。現在貧富懸殊，此數目已高達

二百五十倍。 從公司擁有人或合夥人的利益角度而言，革新生產工具和技術固然重要，

讓高層人員獲取較高收入是提高公司整體運作效益關鍵之一。 但當我們從一個公司放眼

到社會，從社區建設的角度來看，國家或城市中的成員收入距離拉大後，貧富懸殊會令社

區成員的凝聚力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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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年來，不僅是高層，即使普通職員也可能以公司的股票權為形式來作為部分收入

或者分紅。公司用此報酬鼓勵員工視公司為自己產業。當然視個人選擇極為重要的美國文

化，是不可能像傳統日本人一樣以公司為家的。近年來人們轉職的頻繁， 大家更加難以

將個人的長遠計畫與公司的前途緊緊綁在一起。 

社會是個複雜的有機體。每個個人和家庭，只要與生活需要有關聯，就當屬於一個社區裡

的成員，也應包括非法移民在內。商品社會通常過於注重經濟活動，未將社區人文發展置

於等式內。經濟活動與人文關懷是不可分割的。美國現時的醫療資源分配便是一個過於注

重經濟的例子，缺少對社會每一群人的照顧。我十幾年來是本地一間華人餐館“嘉麟閣＂

的忠實顧客，也經常光顧“西貢市場＂買雜貨。然而作為一個醫生，我時時感覺到，當我

受惠於“嘉麟閣＂和“西貢市場＂的職員的熱情服務時，自己工作所在的醫療系統並沒有

對他們提供醫療保障。雖然，自由市場和社會安全網屬於不同的經濟範疇；前者是物質和

服務交換的手段，但後者則與社區建設攸關。 

當然，有安全網的社會，社區功能相對淡化，人與人直接互相依靠的關係趨於薄弱。而我

到過的盧旺達，沒有社會安全網，老人病人靠家庭鄰里照顧，人均壽命短。婦女在家分

娩，醫院遙遠，併發症多。但三代同堂，老人幫家務，帶孩子，即使行動不便不能幹重活

也不覺得成為他人負擔。兒童也很快懂事，陪伴老人，使後者不至於孤單。這種彼此關係

較發達的現代社會好得多。我當然不是把貧苦羅曼蒂克化，然而我不能不想起美國社會

里，家人分散各州，雖然個人理想在各地有更多機會得到實現，但我眼看老年病人在有國

家醫療保障的同時，未必有兒孫繞膝得歡之樂。這也是我經常用我工餘時間，在得到病人

同意的情況下，主動用電話聯絡老人家的外地兒女使能了解其病情的原因。 

多年前我到過離費城不遠的一個阿米士人（Amish）聚居的村落，覺得他們真是個重視人

情的社區縮影。感動我的不是他們保留原始的生活方式，女子佩戴頭巾，穿長裙，男子駕

駛馬車，他們不用電不開車。令我感動地是，我在一次路過時看到十幾個男人在有說有笑

的蓋房子， 婦女小孩做飯送水，洋溢著一片和諧氣氛。原來那是一個因失火而部份房子

遭損壞的家庭及其他村民。我們這些非阿米士人，房子壞了的時候，做法則不同。 我們

會打個電話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人員會來估價損失，再把修房的工作轉承包商。整個過

程中，房子的修補由一些我不認識，但有各種商業契約而使我對其服務品質有信心的人完

成。阿米士人沒買保險的概念，房子不是靠市場經濟重建，而是集合社區力量，“一人有

難大家幫＂。這個強烈觀念有原始之處，可是他們在不照抄現代社會做法的同時，有利於

社區内人情交流和家庭建設。我在此無意貶低市場，只不過是提出，有時，經濟效率不高

的東西有它美好的一面。 

全球化拓展了每個人的效忠對象，效忠於自己的國家，甚至抵制他國產品，在我看來，屬

於舊觀念。 可惜，全球化加劇本國及各國人民收入不均，分配不公，贏家通吃，輸家一

無所有，甚至導致社區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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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果僅以產品或勞動成果交換來定義社區， 每個人也應該關心地球村的其它人。不

過，就像父母或親家的帮忙，關心可能會被看作干預。一個國家捲入了國際紛爭，參與他

國事務，多不受各國民眾的歡迎。 相反，不干預，與漠不關心，也可能被批為隔岸觀

火。 

英美至今為没有及時制止 1994 年夏天的盧旺達屠殺而内疚。但胡圖人(Hutu)和突刺人

(Tutsi)的百年爭執是當時西方未敢莽然介入的原因之一。以歷史觀點看待事物談何容

易。像中國政府在非洲的達爾富爾（Darfur) 開採油田，對其幾十萬人被蘇丹政府屠殺幾

乎不聞不問，受到一些國際輿論譴責。而從住在中國本土的人來說，争取能源以利本民族

發展，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稱職之表現。  

誠然，經濟與道德分屬不同的價值體系。社會活動層面大力促進生產力發展的同時，也應

保護國民尊嚴及社區發展。如果單純將物質增長作為目標，從上到下人人只盯住國民生產

總值 GDP，這樣的社會其凝聚力必然大減。 

公元前生於巴比倫的猶太宗教領袖和哲學家希勒爾（Hilell）稱，“我不為自己，誰為

我？但若只為自己，我還算是人嗎？＂（"If I am not for myself, who will be for 

me? And when I am for myself, what am 'I'?)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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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民的「自我感覺良好」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我在美 20 多年，因對國民的熱愛，看其缺點多從歷史角度來理解，並於多次出國開會與

國外同行議論有關話題時不知不覺地偏袒美國。同時，另外不同情況下，當國外有人對自

己所在國不滿而贊美美國時，我又感到別國人因看不到美國的缺點的這種矇矓美也正是美

國人自我感覺良好的原因之一。有人批評說美國建國時講得好聽，甚麼每個人都有追求幸

福生活的自由，卻又容許奴隸制，可見其虛偽。我覺得雖然華盛頓等人蓄有黑奴，彼時確

有人人平等的建國理念。我們不是生活在當時的人，難以理解那時北美的經濟狀況和歐洲

的意識形態。 

其時南方瘧疾肆虐，白人容易染病，相比之下，由西非與加勒比海島嶼區來的黑人不少帶

有鎌刀型紅血球的基因(雖然未必有貧血症)，能抵抗瘧疾，適應環境。而且，到北美特別

是維珍尼亞及其南部的大部分白人，是行前簽了為期五年到七年合約的佃農，為地主打

工，還清來美路費之後便可買地自耕。黑奴遂成了南方農場唯一可靠的固定勞動力，保障

了美國原材料的供應及貿易。就像十九世紀下半頁到現在的不少老板覺得員工有每月供屋

的責任就不易遠走高飛。 

誠然，彼時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同樣殘酷，後者所處非農耕社會，居所無定，被視為不文

明的象徵。為求「文明化」，按歐洲人模式發展，最大限度使用土地資源（其中包含新移

民需土地糊口的因素），白人驅趕土著印第安人，並在相互衝突中大開殺戒驅趕至所謂印

地安保留區(Indian Reservation)。但此行徑並不代表美國建國理念，而是兩種文化衝

突，且非立憲精英之所為。何況大部份人，特別是普通“凡人＂(“people on the 

ground＂)的通性偏向於強者驅逐弱者。 

歐洲在 18 世紀中葉之前，各處都是小王國（nation）或城邦（city state)。其後，德

國、西班牙、法國、意大利先組成較大的國家(country)，仍廣泛存在王權，而且，因為

各地的語言和風俗，地方利益各異，當時的國君可不像現在西歐、北歐的國王那麼溫和，

而且為了壓住分裂派(separatists)，其治國手段恍如如今我們所說的獨裁者。極少數有

財產，特別是因血統關係的人才有發言權。而美國宣佈獨立時的「共和國」這概念，沒有

君王，主要由地方議會立法自治而且聯邦實力弱小，在 18 世紀中葉來說，則相當於現在

的民主社會。當然，我們今天也聽慣了一些號稱「共和」的國家，例如剛果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Congo)之類，實際上搞的是獨裁，我們無法深深體會到當時“共和＂這個概

念的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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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建國之初 13 個殖民地均位於北美東北部離大西洋不遠處，並未深入內陸發展。它們

各自為政，都很弱小，距離歐洲 3000 英里，英倫三島是其主要的貿易對象。殖民地之間

並不互相信任。 

1787 年 5-8 月，分屬 13 個殖民地的 55 位精英，放下自家的生意或農場業務，冒着炎熱

無報酬地在費城舉行閉門會議，討論立國大計。他們秉持公民意識(Civic Virtue)，各抒

己見而又能夠盡量忍讓妥協，最後達成協議---13 個州和平共處於一個共和國和邦聯

(Federation)，這就是美國憲法成立之初，雖然因種種原因，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

沒有加進去。此事確具值得驕傲的一面---不是在宗教或王權基礎上統一，而是大膽實行

自我管理，這是繼古希臘之後一次最成功和長久的民主實驗。 

那時的美國人，這 55 位「三好」人才---出身好，吃得好，學問好（“well bred, well 

fed, well read＂) 固然是站在 17 世紀文藝復興和 18 世紀啓蒙文化的巨人肩膀上，但其

每人所作出的具體的利益犧牲，恐怕是我們當代人難以想像的。現在我們每天可用電話、

電腦進行遠距離通訊及處理業務，即使是同等英才，當今能有幾人可以效法其榜樣：放下

自身業務和家庭，在泥路和樹林中乘馬車奔波數日以至數星期，抵達費城後又為了免受外

界干擾（也為了防止與會代表向民眾討好或許諾），整整三個月緊閉門窗從早上談到天黑

呢？ 

開國時期三位總統均非虔誠教徒。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聲言反對宗教，輸了 1800

年的總統選舉。當他稱贊成聖經中的提倡愛鄰居如愛己等一部分行為準則後，成功地入主

白宮。亞當斯(John Adams) 未曾掩飾自己不信耶穌是神；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進

入教堂從不按當時長老教會(Presbyterian)的普遍習慣而下跪，他臨終時床邊也沒有請牧

師。 

法國路易十六(Louis XVI)為報復英法七年戰爭中落敗、失去加拿大的「仇」，又受到富

蘭克林(Benjamin Franklin)在巴黎作為美國代表的遊說，大手筆支持華盛頓的軍隊

(Continental Army)，成為法國負債纍纍，經濟崩潰的原因之一。而美國則自大地相信自

己的榜樣鼓舞了法國人起來革命。不過後來拿破崙上台，美國人變得不大看得起其他國家

的革命，認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沒有自我管理的經驗。林肯（Abraham Lincoln）總統說

過，“在這到處是王權的世界，我們是世界的最好的希望（In the world dominated by 

monarchies, we are the world＇s best hope）＂。格蘭（Ulysses Grant）總統在評論

法國 1870 年推翻第二帝國而建立第三共和國時說，“我們不可以對美國政治理想在法國

的傳播漠不關心（We cannot be indifferent to the spread of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France)＂,言下之意是，法國人民嚮往美國的體系，如果不算是照抄也起碼屬

於模仿。這種自認為是世界各國革命的燈塔的言辭是何等的大氣和驕傲。 

就美國而言，從五月花號登陸起直到 1776 年之前，100 多年間， 因為英國長期忙於與西

班牙和法國的爭霸， 13 個殖民地是相對自治的。相反地，歐洲國家的革命推翻一些王

室，或者削弱了王權，但那些新政府沒有北美這 13 個英屬地在英國王室自顧不暇，又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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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眼閉隻眼的“放縱＂以獲得的「鍛鍊」機會。對於拉美數國自西班牙、葡萄牙統治下脫

離而獨立，美國人也不看好此類革命，擔心(而不少不幸言中)它們混亂中會建立起獨裁政

權，而非實現“美式＂的自我管理。 

總之，美國人為自己的自由民主自豪，亞當斯和傑斐遜都認為拉美沒有為公共利益而自我

犧牲（civic devotion）的能力，啓蒙程度（enlightenment）甚低或欠缺。所以固然對

之不乏同情心，但藴含藐視的成份。在這一點上，他們“忘記＂了北美 13 個英屬殖民地

自治原則，和陪審團制度，人身保護令（Habeas Corpus）等等，來自英國的普通法

(Common Law)；所以 18 世紀美國的成功，就像世上所有的發明和進步，不是來自天才頭

腦中從無到有創造出來的。當然，美國當時三分二白人男士可以參選，遠遠高於英國白人

男士只有六分一可有選舉權的比例。法國則仍然處於王權社會。故美國有理由為此自豪，

盡管其經濟尚未穩定。 

此後美國向歐洲及國內富豪借錢，同時以發行債券的形式向民眾集資興建煤礦、鐵路；漢

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認為一個國家有國債是好事，因為債務凝聚了 13 個殖民

地的利益，大家共同負擔，休戚相關。但傑斐遜主張不應有國債，以免中央銀行坐大，國

家政府日益獨大，削弱民眾權力。 

在美國尚未起飛的 19 世紀上旬，門羅主義（Monroe Doctrine）提出，歐洲在美洲沒有主

宰其事務的權利，而美國也不會干預歐洲內政，不介入其革命。但過了不久，雖然美國還

是弱小的國家，當匈牙利革命時，美國政府就慷慨解囊；法國人推翻波旁王朝也獲美國財

政援助。其時歐洲王室均視美國為眼中釘。好在歐美之間橫亙大西洋。 所以說，美國這

種良好的自我感覺，並非因為「財大」，所以「氣粗」。 

由全盛時期在冷戰中高舉大旗代表西方與蘇抗衡，到過去二十多年儘管經濟滑坡，不少美

國人仍然依樣自我感覺良好。美國出兵伊拉克固然有多種原因，包括自然資源等商業及軍

事要地的考慮，但也有將民主帶入該國，使其人民獲得自由的一廂情願的妄想，企圖令伊

拉克成為中東其他國家的「燈塔」。盡管這種妄想出自好意，但也暴露美國人在本國長期

富強之下對別國文化和複雜歷史的無知。 

當然我在此所談論的國民性不等於每人想法一樣。不過其主流文化的力量每人均可感受

到，正如禮義廉恥尊師重道在中國傳統社會更明顯。歐洲人重尊重政府和等級（respect 

for authority and hierarchy），個人主義的重心較輕（less individualistic），尤

其是經歷兩次世界大戰後的今天，更講求和為貴。加拿大於此相似，有其三支柱： 和平

(Peace)，秩序(Order)，明政(Good Governance)。美國注重的三項是什麼呢？ 那就是生

命(Life)，自由(Liberty)，追求幸福的權利（Pursuit of Happiness）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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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沒有規矩不能成方圓＂，是著名的格言。原文為《不以規矩，不能成方圓》（《孟

子》‧《離婁章句上》）。意思是說如果不用圓規，直尺，和曲尺，眼力再好，技巧再

高，也不能準確地畫出方形和圓形。一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離不開“規矩＂，包括法

律、秩序等等。否則便會亂套，維持原狀都辦不到，遑論發展？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便堪稱“沒有規矩＂的樣板，最後弄到“國民經濟瀕於崩

潰的邊緣＂。此猶如鐘擺到了一個極端，當然不足為訓。可是就美國而言，有些方面卻太

講規矩，限制過多，像鐘擺到另一個極端了。這也正如馬路上紅綠燈不可無，但若每步一

個，便寸步難行。太多條條框框導致無人做好的決定。當然，在盡量防錯的同時，又要保

持彈性，平衡這兩種需要談何容易。 

美國的醫療條例極多，經常不僅達不到保護病人的原意，還防碍了醫護人員提高服務品

質。 

病人到家庭醫生或內科醫生的年度體檢，都要回答一些與診治未必有關的問題。例如，

“你開車時有無繫安全帶？＂“過去的一年裏你有抽煙嗎？＂筆者認為關於行車安全和指

出吸烟有害健康之類的話題屬於社會普及教育的範疇，醫生在接診病人的有限時間內應專

注病人關心的問題。  

按照美國的人口，現有醫生的人數本來不夠。社會在培訓每個醫生的過程中花費極大，應

對其專業學識“物盡其用＂。 

可惜，當有關部門以制定條例的形式把行車安全的教育或提醒放在醫生的工作範圍内，認

為如果醫生不詢問並記錄，一旦病人就診後發生車禍而造成了與不繫安全帶有關的傷害，

他會可能埋怨之前醫生沒提醒。萬一情況惡化的話，患者本人或其家屬甚至或許就此提出

訴訟。 

另一個例子就是在問病過程中，對每個系統和器官的逐一“回顧＂，既費時也往往對診治

幫助不大。但這卻是每份病歷必要的規定。病例固然重要，但為了達到多種“規定質量指

標＂，一篇門診記錄起碼長達兩頁。 

美國的醫生一天最多只能看三十個病人。 據說中國醫生一天可看一百多名病人。中美醫

生的診病人數竟如此懸殊。 

筆者每天早上 7點在醫院查房，然後從上午 8點半到下午 5點在診所看病人 ，初診半小

時，複診大約 15 分鐘。上午 10 個複診，2個初診。下午 12 個複診，2個初診。如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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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一天的的門診通常 24 個病人左右。 傍晚 5點後，留在辦公室整理當天病歷至晚上約

8點才回家。輪到帶教醫學院學生或住院醫生的時候，看診病人人數會有所不同，但也是

馬不停蹄。 

同時，在病歷電腦化的這十幾年來，各種病的多項“保質指標＂會在整理病歷過程中自動

“跳出來“要求醫生回答。這些事先設定的流程固然可幫助提醒醫生各種不同疾病的重要

藥物和治療目標，但從另一個角度說，便不免有點先入為主甚至越俎代庖的味道。如此以

教條來防治醫生的個人偏差，實際上有時導致醫生難以從廣泛角度考慮各種其它可能診治

之方的注意力。 

其他階程的醫護人員也有類似的負擔。比如，醫院護士通常需要在 12 小時的工作交班後

對當天（或當晚）的每個病人的情況，作詳細記錄，此電腦輸入過程可長達 2小時。有的

護士不得不用一些本應可給予病人更多人文關懷的時間用來做記錄，以便縮短交班後留在

病房的時間。怪不得有病人和家屬會埋怨某某個人護士上班時埋頭“看电脑＂。醫生也常

常受到此類批評。 

以上尚未包括醫療行政方面的文書工作人員呢。 在醫院和診所裡，通常有堆人研究條

文，另一批人處理文字，進一步造成人力的浪費。 

回顧醫學史，自希波格拉底以來醫療分科日趨細緻。現時專科之多看似精細小心無微不

至，其實有時導致一葉障目。 

循規蹈矩多屬褒義，僵硬死板則會有貶義。條文太多會過猶不及。事無巨細的管理實屬固

執，看似精確卻會減低了人的機動性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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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臨終關懷達致三贏 

---一位心臟科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眾所周知，心臟停止跳動生命之火便奄奄一息。我經常接觸垂危的病人，對“臨終關懷＂

這個話題有些想法跟讀者分享。 

現時上了年紀的美國人因病去世的大體可分為三類：一是 65 歲左右死於發現時已轉移，

治療效果不佳的癌症，約佔 25%；二是 75 歲左右死於各種的器官衰竭，佔 30%左右；三是

85 歲以上，本來硬朗漸漸變得脆弱，神智不清，直至吞咽能力也喪失，佔 40%以上。 

這三類人中，第一類在診斷時基本上就大勢已去，多在兩三年甚至幾個月內去世，其後期

之生活質量下降迅速。第二類人心、肺、腎如同多米諾（Domino）骨牌般，因年老身體修

復能力減弱而一損再損，至無可救藥，但各臟器的衰竭先後不同，病情時有起伏，上上落

落可以拖很久。第三類人瀕危的日子拖更久，本身很痛苦，子女家人也連帶受苦。 

目前第三類的子女多屬“嬰兒潮＂（Baby Boomer，二戰後出生）的成員，行事較獨立，

處於事業有成的人生階段，但儘管他們在工作上得心應手，甚至不乏運籌帷幄的本事，年

輕時正值美國在世界稱雄，同時也經歷了人權運動、反越戰示威、尼克松總統的水門事件

等等，而對“權威＂即便不是蔑視，起碼也是平常心待之，不像其上一代對專家“敬慕＂

有加；反之，對自身或個人力量多抱有信心，儘量不依靠他人或政府。但面對自己耋耄之

年的父母之棘手病情，甚至日常起居的照顧卻一籌莫展，無計可施。而在這種反差下，他

們可能面臨其人生最大的挑戰；為現時社會對老人的照顧不周而氣憤。 

由於工作關係，筆者目睹許多長期病患者飽受病魔折磨的苦況，跟他們的親屬下一代人也

比較熟，從而發現有時是患者本人但更多的是其子女，對於治療的目標往往存有一個誤

會：以為醫藥科技可以千方百計“戰勝疾病＂，使生命得以延續下去。至於生活質量如

何，則較少考慮。哪怕病人全身插滿管子，臥床不起；或仰賴他人，大小便不能自理。甚

至連意識也消失了，親人也認不得了，語言能力沒有了，只是“一息尚存＂。而只要家屬

不鬆口放棄，醫生還得極力設法讓其“活下去＂。 

長輩與中年子女二者之所以對疾病與生命持不同看法，而造成對醫生提供的各種可能治療

方向的選擇不一，其原因在於兩個認識上的差距：一是閱歷和親身體會不一，這是當然

的；二是兩代人對科學潛力的看法有別。20 世紀二三十年代出生的人，經歷過幼時同輩

玩伴因未有青黴素而夭折，死於現時已很容易治好的感染；後又眼見過父母輩在 60 歲前

去世（其中尤以沒有聯邦的退休金、更沒有老人醫療保障者為最）的“人生必然＂，於是

自感竟能活到八九十歲，又不乏高明的技術和醫藥保障健康實屬萬幸。而其子女出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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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潮＂，少年時有過人類登月的興奮，又目睹醫藥科技翻天覆地的突飛猛進，甚至認

迄今醫學仍不能戰勝癌症、老人癡呆簡直屬於“陰謀論＂。故雙方觀點各異。 

誠然，一般人都抗拒“死＂，連“死＂這個字眼也很忌諱。豁達一些的也只是表示無奈，

能泰然處之的少之又少。其實有生就有死。人百分之百要死。古往今來，希望長生不老者

不可勝數，卻都不能躲過“死＂這個“大限＂。但選擇安詳地離開人世或儘量減少痛苦而

咽下最後一口氣，現醫學水平在絕大多數情況下時是可以做到的。不過，許多人並不以此

為然。其中不少緣自醫患溝通不夠，對此，醫生應承擔大部份責任。 

上述情況或者不算最壞的，假如纏綿病榻者疼痛不止，晝夜苦不堪言，那就非但當事人本

身難受至極，在旁陪侍的親人目睹耳聞，欲助無從，自必飽受折磨，心力交瘁。問題是，

先進的科技會給人一個假象，以為既然可以檢查得出問題，就意味著有希望糾正失衡的功

能，而且各種器械齊備，也讓人滿懷信心在“各個戰場＂出擊，以求逐一克敵制勝，殊不

知就如擁有一堆高級汽車零件，未必就能組裝成一部好車。各個小戰役的勝利不等於可以

贏得整個戰爭。 

以上提到的患者及其親人的苦況，還僅屬精神方面的重壓。物質層面的消耗尚未計算在

內。美國醫院急診室實行來者不拒，無論是沒有醫保的美國公民或非法移民，都要先救治

後收費，無力繳付帳單的便靠醫院“買單＂，而政府再將大部份或者全部補償給醫院。一

心爭分奪秒搶救病人的醫生根本不會首先過問其身份或經濟條件。問題是當人老邁時，其

疾病多與長年器官自然老化有關。現代醫術可能改善急病或舊病症狀，但不可能“根治＂

之。他們的子女有時感到折騰一番勞民傷財，回到家中老父老母還是未見多少好轉。甚至

會懷疑醫生或製藥公司，更可能質疑是整個“權力階層＂故意把可能治好的病變成慢性

病，以便從持久戰中斂財。須知將近五十年前人類就在月球邁出“第一步＂了，怎麼對自

己父母的病就治不好？ 

為延續住院的危重病人之性命，醫院的檢查和治療手段每樣都要花錢，其中許多十分昂

貴。上世紀七十年代以前，大部分人在第一次心肌梗塞時要不猝然死亡，要不也是不久人

世。現時，採用支架氣囊擴張血管成功搶救病人已是毫不稀奇。 

從人道主義的立場說，美國的做法確實博愛。現時 GNP（國家生產總值）17%用於醫療，

而且每年增長 9%，超遠 GDP（國內生產總值）的年增長率。其他發達工業國平均醫療開

支，只用其 GNP 的 9%。兩者相比，美國醫療費所佔 GNP 比例高出一倍有餘。Medicare 即

聯邦提供的老人醫療中 30%花在病人去世前最後一年的費用上面。應該承認，隨著治病手

段的發展，無論哪個國家，醫療費用一定上升。人類社會現時還不懂得如何在醫藥科技的

運用上“適可而止＂，因為“適＂的定義難以確定，“止＂的時刻就更模糊。 

筆者主張，對晚期或高齡危重病人之治療方針亟需檢討，力求達致“三贏＂，即患者本人

免受無益的皮肉之苦，同時其親屬少受心理折磨，老年患者家庭及其子孫後代，以及整個

社會的資源合理使用是順帶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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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於上述那些晚期高齡危重病人，應千方百計致力於改善其眼前的生活質量，力求

減輕該患者各種身體不適的症狀，那些令病人受苦的檢查或治療項目，特別是如果對改善

症狀沒有幫助的可免則免。有謂該等項目固然使患者一時受苦，但可換取其將來的好轉。

殊不知此類高齡病人已無“將來＂可言，其所患疾病實無治癒的可能性。立足於眼前才最

實際。筆者所謂“高齡＂主要是指 85 歲以上的老人，他們可能在不久前的一次見醫生時

還看似不錯，但之後其身體經歷一次“不大嚴重＂的挫折，便可能會急轉直下，一蹶不

起。 

為此，國民觀念的轉變十分重要。此處不妨提出中國人熟知的一個詞“善終＂。這是指離

開人世時，無論肉體或精神上並無太大痛苦。其中又以“無疾而終＂為最佳。《水滸》所

寫的魯智深便是一例。他隨宋江出征方臘得勝班師，路過杭州六和寺，半夜聽到外面像殺

來千軍萬馬，他立刻手持禪杖衝出去，才曉得那是錢塘潮的聲音。由是記起師父所囑偈語

“聽潮而圓，見信而寂＂，頓悟大限已至，便返回寺內打坐，安然辭世。 

不過，梁山好漢魯智深如此善終乃小說家言。一般人無此幸運，仍是傾向於無論如何讓親

人患者多活一天是一天。 

就晚期病人本身來說，未必願意不顧犧牲多少也換取多活幾個星期或幾個月。2010 年新

英格蘭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Medicine）報導，麻省綜合醫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對第 4期肺癌患者共 140 多人分兩組，每組 70 餘

人。A組採用傳統方法，化療與放射性治療，結果病人平均活了 9個月。B組可選擇化療

和手術，或者只治療症狀，結果平均活了 1年。晚期癌症病人選擇避免對身體重創的化療

和手術，而集中於生活質量的保持和改善時，比“運用現代科技全面進攻＂多活 3個月。

另有調查發現，注重症狀改善又避免侵入性檢查和治療，可令採用大刀闊斧的方案之晚期

心臟衰竭者多活 3個月。他們大多留在家中而非住院，由家訪醫護人員每週兩三次上門看

望，患者本人可以外出跟朋友吃飯共敘，或者出去理髮、逛商場。此期間，症狀處理專科

（“Palliative＂）可以為之小修小補，提供恰當的服務，減少其光顧醫院的需要。該專

科現已在內科中逐漸成型，協助上述年邁患者盡可能舒適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患者對晚期生活質量作出選擇，並不意味著放棄“活＂的機會。筆者認為他們多在與醫生

深入溝通後選擇不致“全軍覆沒＂的“以守為攻＂，而非氣吞山河的“滅此朝食，背水一

戰＂。既然沒有大獲全勝或“收復失地＂的可能，倒不如保住僅存的一點生活能力，達成

生命中尚未完成的心願。 

對於自己熟悉的這類病人，我會向他們提出三個問題：一是知否自己病情的嚴重性？二是

如果知道病重，來日無多，餘下的日子最想做什麼？三是願意受多少苦來換取多少生存時

間？而所謂來日無多，可能是一兩個月天，也可能是一兩年。 

這樣的討論要選擇適當的時機。通常醫生不跟病人進行此種探討的原因。有的是緣自跟病

人不熟，最好不講，讓家庭醫生去講。也有的是全科醫生，自感對最關乎預後的疾病不比

專科醫生對該病人瞭解得更深入，所以雖無宣之於口或任何文字上的表達，行動上則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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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最重病的專科醫生去與患者及其家人討論。例如，一位老人可能有長期的心肺問題，

同時又癌症復發、出現腎衰竭等，以上各種疾病均可致命。但在每個病人身上，各個系統

器官的受損程度不一，難以論斷哪個醫生是這條船上的主舵手。這種情況下，當未有醫生

提出如此重要兼又費時的討論時，我認為鑒於心血管科疾患乃大多數老人或多病的患者都

有的問題，我應該挺身而出，主動去講。 

“久病床前無孝子＂是中國俗語，此雖未必屬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以筆者所見所聞，其實

美國亦不乏例證。 

“母親（終於）去世了！＂這是一對五十三、四歲的姊弟，分別見我時不約而同地吐露的

由衷之言，那種如釋重負的心理溢於言表。其父 90 歲去世時，其 88 歲的母親臥病家中已

久，因僱用鐘點看護而將多年積蓄耗盡，後不得不申請窮人醫療，方能入住老人院。未幾

中風藥石無靈，自感苦悶不堪，因他人幫助其自盡是非法的，乃決定絕食結束生命，並向

子女坦言早就生無可戀。老人院醫護人員得知其辭世心願已決，就每天向之提供適量的嗎

啡，她遂於十天後無痛苦地魂歸天國。 

姊弟倆於照顧其父母的數年中，既成了同一戰壕的戰友，又不時為老人缺乏照顧而互相埋

怨，此亦人之常情。待到與母親陰陽永隔又不免內疚，可是到底解除了沉重的包袱，向我

表示：“從此再無牽掛，（為此）替我自己鬆一口氣！＂孤立地分析姊弟的共同心聲，似

乎顯示出他們不孝。然而倘若設身處地考慮，其中亦不無可以理解之處。 

上述事例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據我在佛羅里達行醫的經驗，八九十歲的老人在子女陪伴下

見我，兩代人都各有苦衷。後者通常在 45-60 歲之間，卻要充當自己父母的“父母＂，自

然很難做。反之，老人又覺得拖累子女，要他們經常請假，使之增加負擔。在家獨居難以

請人陪夜，於是有些老人住在子女家。年紀大的人，無論男女夜間都需上洗手間一兩次，

但通常老人晚上起身後容易跌倒受傷。為了儘量減少麻煩下一代，老人不想叫醒子女，自

己儘量不起床。可是大小便的控制能力多隨年齡增大而減弱，於是又會造成便溺污染被

褥，更加糟糕。若勉為其難自己慢慢起來，開燈走去廁所，則失去平衡而摔倒是常有的

事，結果撞到了頭或骨折（或有此擔憂），子女不得不陪送之至急診室，這就麻煩大了。

在最後的日子裏，老人從天黑到睡覺睜著雙眼備受煎熬，兩代人都會覺得絕望無助。 

面對這一切，老人自己或可抱著“走就走了＂的心態，子女卻無法如此灑脫。相對來說他

們比較不肯放棄，以為現代科技能夠幫助父母“大步跨過（疾病的困境），獲得康復＂。

也就是說，“不願死＂通常主要是正處中年一代的子女之心態。 

事實上，85 歲或以上的老人如入住醫院，治療之後自理能力能夠完全復原者只有 5-10%，

而且通常需時 6個月以上。不論搶救是否有效，其間耗用的資源十分可觀，以致

Medicare 的 30%用於高齡長期病患者最後一年的開支，而這其中的一半是花在生命的最後

一個月。更成問題的是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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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Medicare 的巨額經費並不包括家庭看護照顧老人之費用。所以，到佛州安度晚年

的退休長者，本屬中產階層，財務有一定基礎，於此間居於老人公寓，一房一廳，重建關

係圈，自由自在頗為愜意。小病有衛生所護士於社區照顧，毋須開車外出求醫。但隨著年

事漸高，在度過 65 歲至 85 歲的“金色黃昏＂後，腦子及身體慢慢退化，之後起居也成問

題，不得不僱用鐘點看護。由是坐吃山空，每況愈下，末了只好申請窮人醫療入老人院。

對此，一向自主的老人會自覺委屈，無自尊；其子女對於父母要走到伸手向政府求助的地

步，有違與過往他們一直教導自己自強自立的信條，因而責怪自己沒有盡到為人子女的責

任。這種精神上的壓力可以造成極大的心靈損傷。 

竊以為，絕大部分美國人的家庭中關愛是很濃的。但從社會的層面來說，對高齡的長期病

患者之臨終關懷，重點應在於幫助其提高或改善生活質量，而非力求利用最新科技延長生

命。為此，醫生必須善於與病人溝通，切實瞭解其願望和需要，尤其是他的生死觀，他打

算如何走完自己的最後一程。然後針對性地給予適當的幫助，包括精神方面的疏導和治療

方案的抉擇。前者旨在解開他的心結，作用不可忽視。後者則既關係到資源的運用，更需

避免那些增加病人痛苦而效果甚微的檢查與治療手段。 

這種溝通不容易做好，但也不是困難重重，高不可攀。只要醫生努力與病人建立互信，那

麼，病人自然樂於敞開心扉，暢所欲言。 

誠然，這裡面需要講究一些技巧。例如，要注視老人的眼睛，留意他的口部動作和表情。

醫生自己也應作出積極回應，不能冷漠以待。否則對方會覺得你沒有誠意，服務不周。目

前我知道許多醫生有心加強與病人的溝通，並在這方面下了不少工夫，但苦於時間太短。

本來醫改中有一項，是要求政府的老人和窮人醫保，都提供一年一次的關於生命後期的討

論，給予醫生的補償為大約現時的兩次複診，或是大約半小時診病的報酬。可惜在一些反

對聲中被刪掉。 

與此相配合的還有主動跟病人子女通電話，及時通報患者的病況和治療對策。此類電話溝

通要利用醫生的私人時間，並且是沒有報酬的，有別於律師的類似工作。或者可以稱之為

奉獻吧，但完全值得為之。一些病人的中老年子女沒有時間陪父母來看病，醫生向病人子

女做好日常彙報，可不致直到病人奄奄一息才提問“要不要搶救＂的難題。 

至於老人本身，應在每次家庭聚會時反覆申明自己的意願，特別是什麼時候應當“放

手＂，而不再徒勞無功地致力於“搶救＂。否則，一旦離世其子女會揹上“搶救不力＂的

包袱而內疚不已，或互相埋怨，造成一家不和，骨肉反目。 

聯繫美國現時的實際，如稱 65-85 歲屬退休國民的黃金時間，85 歲以上則為其“苦澀季

節＂。與其在高齡患者的最後時刻，使用昂貴的嶄新科技拖延死亡，實則只是對彼等的折

磨，不如及早對他們照顧得更周到一點，使其生活質量儘量高一些。 

回顧肯尼迪總統生前提出並草擬、約翰遜總統簽署的 Medicare（1965），當時美國人平

均壽命是 70 歲，而現在已接近 84 歲。更早的羅斯福總統提出退休金計畫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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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1935），其時美國人男性平均壽命 60 歲，女性 64 歲。這幾位已故總統都也不

可能預計到 21 世紀的現況。所以，政府必須審時度勢，合理分配資源，不要着眼於在弱

勢社群身上省錢，而應力求做到用得其所。就臨終關懷而論，爭取老人、子女和社會達致

三贏，了無輸家局面。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各界關注，共同討論，集思廣益。當然，借鑒歐洲一些國家如荷

蘭、瑞士、比利時等國的經驗，也很有必要。限於篇幅，另文再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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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識綺羅香 

慕容春 

自古詩人細訴鬱鬱不得志的詩多的是，我特別喜歡以下這一首。 

【貧女】--- 秦韜玉  

   

蓬門未識綺羅香   (貧女不懂得華麗衣飾)    

擬託良媒益自傷   (想找人做媒但又暗自悲傷) 

誰愛風流高格調  (有誰能賞識貧女的高雅氣質) 

共憐時世儉梳妝  (普遍只愛奇裝異服，時髦打扮) 

敢將十指誇針巧  (自問織衣刺繡手工精巧) 

不把雙眉鬥畫長  (不會與人爭妍鬥麗) 

苦恨年年壓金線   (怨恨年年編織刺繡) 

為他人作嫁衣裳  (只是為顧客製作嫁衣) 

蔡琴有一首「未識綺羅香」，原唱應是葉楓，歌詞明顯來自這首詩：貧女 

作詞：一方 作曲：梁樂音 

 

蓬門未識綺羅香 托良媒亦自傷 相依有弟妹  生小失爹娘 妝成誰惜嬌模樣 啊∼ 碧
玉年華  芳春時節 啊∼ 啊∼ 空自迴腸  夢回何處是家鄉 有浮雲掩月光 問誰憐弱質 

幽怨託清商 舞袖歌扇增惆悵 啊∼ 碧玉年華  芳春時節 啊∼ 啊∼ 空自迴腸  夢回何

處是家鄉 有浮雲掩月光 問誰憐弱質  幽怨託清商 舞袖歌扇增惆悵 啊∼隨風飄萍  

頻年壓線 空自淒涼  隨風飄萍  頻年壓線 空自淒涼 …… 

 

貧女自問有內在美，可惜世人眼光短淺，只看外表，以至待嫁之年也「乏人問津」。想

託人找位好夫婿，但自知機會不大，人人皆重外在之美，只看包裝，不看才華。這詩暗

喻才子鬱鬱不得志，不懂包裝自己，不屑推銷自己，以至一生努力，也只是幫了別人

「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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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上，不少人都會遇到這個情況，做出成績，卻給同事和上司邀功去了。這些人相

信有麝自然香，踏實地幹，甚少接觸上司的上司，不考慮 sell 自己，不 social，最後無

人知道其存在，永遠是 nobody。 

 

我不是叫人去另一極端，為五斗米折腰，為擦鞋哈腰。但在這個社會，講人際，講社

交，你只埋首一角死做難做，就算公司賞識你，他們也擔心你不能擔當行政職位，遑論

代表公司去傾談生意了。 

 

另一方面，若有麝自然香，世上何需廣告？既然你公司的產品要推廣，你自己也是一

樣！ 

 

正是： 無肉令我瘦， 

無書令我俗。 

清風常飄逸， 

琴韻存我心。 

 

秦韜玉 

 

字仲明，京兆人。中和二年，得淮敕及第。僖宗幸蜀，以工部侍郎為田令孜神策判官。貧

女 是 秦韜玉，在唐僖宗 李儇 (875-888) 特賜進士及第 (882 年) 的前後若干年間，所

寫的一首描寫貧家之女的詩。他的其他兩首詩 

 

春雪  

雲重寒空思寂寥， 

玉塵如糝滿春朝。 

片才著地輕輕陷， 

力不禁風旋旋銷。 

惹砌任他香粉妒， 

縈叢自學小梅嬌。 

誰家醉捲珠簾看， 

絃管堂深暖易調。 

 

對花 

 

長與韶光暗有期， 

可憐蜂蝶卻先知。 

誰家促席臨低樹， 

何處橫釵戴小枝。 

麗日多情疑曲照， 

和風得路合偏吹。 

向人雖道渾無語， 

笑勸王孫到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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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志同道合的盟友； 

 

台北一周的參訪活動，雖然行程忙碌，但也抽空的把兒時生長，戲耍的地方，驚鴻一瞥的

見證了都市進步與繁榮。然而舊時的影像就在腦海中揮之不去。兒時寒舍臨近西門町中華

商場，那兒的情景特別令我懷念。無奈年事漸老，又恐美好的記憶在無形中失去。幸好台

北的老同學寄來懷舊佳文，願與君共賞。 

 

穆椿榮 

 

兒時回憶...台北城中區美食 

久逛不盡西門町，影票難買找黃牛，燒烤魷魚到處香，鴨舌雞爪必購品。 

桃源街上牛肉麵，粉蒸肥腸受歡迎，西瓜大王生意好，金園排骨享盛名。 

一條龍有花素餃，周胖子內亦興隆，追憶中華八棟樓，這些小吃何處尋？ 

能記得這些當年城中區的美食, 堪稱饕客. 

同學會看大家講得興起，補上一段來湊熱鬧。說的都是四十年或更早以前的事了。 

當年中華商場第四棟二樓有一家｢溫州大餛飩｣，可能是台北今天到處可見的菜肉大餛飩的

始祖﹖ 

而今最好的可能是桃源街的｢趙記｣了，日夜生意不絕，早上八點多開工作到晚上八點多收

攤，整天有三五七八個人就坐在騎樓下圍著桌子包個不停，常常還包得來不及賣。買了回

家放在冷凍庫，隨時下個幾顆吃，老闆把蛋絲、紫菜絲、榨菜絲都幫你配好附上，滾水煮

開，餛飩餡油香外滲，只要一撮鹽巴、少許胡椒，無須添加味精，｢清水變雞湯｣，風味不

輸堂吃﹗他家的鮮肉餛飩，也就是台式扁食吧﹖一樣美味。只是聽溫州籍的朋友說起，台

北隨處可見的這種菜肉大餛飩，到底是不是真正溫州的家常小吃，或許還有待考證呢﹖ 

｢沈記｣紅油炒手年也開在第四棟二樓，小沈掌廚，沈太掌前堂櫃上，偶爾點菜上菜出了點

什麼差錯，隔空互罵，兩個人在西門町都大大有名。後來搬到台塑大樓後面巷子裡，麻辣

火鍋料花樣百出，什麼喉管、腸子、內臟的都有，有一陣子在敦化北路一品大廈左近開了

一家，沒多久收了。寧記當年還沒作出名聲呢﹗ 

第五棟可精彩了。轉角的｢點心世界｣，鍋貼、綠豆稀飯配小菜，應該算是半畝園、朱記餡

餅粥、同慶樓、東來順等北方小食的先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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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中華路正面有一家｢小小松鶴樓｣，當年的蘇州菜館裡算是高檔的。有一道活蝦，用個

盤子盛著，上面蓋個大海碗上桌，掀開海碗，蝦子滿桌子亂爬，用食指、中指、姆指抓住

蝦頭，沾上一種甜麵醬，把蝦尾那一端送進嘴裡，還在舌上拍打、鮮蹦活跳的，肉質鮮

活，生魚片都沒得比，美味矣。其他魚鮮肉食都精彩，索價略高，當年是要存上一筆小錢

才能去打打牙祭的。過沒幾年，當完兵回來，發現廣陵曲散，聽說全家移民美國或什麼地

方去了，已經成了絕響，以後台北好像也找不到這一路的館子了。 

再過去幾家是｢清真館｣，教門規矩嚴謹，｢本館清真，外菜莫入｣好像就是他們家叫出來的

了，牛羊肉料理可是沒得比。 

而今忠孝東路明耀百貨對面橫巷裡有一家｢國際｣清真牛肉麵，清燉的牛肉清淡中不失香

腴，不像｢史記｣那麼濃稠得有點膩人，或是從那裡傳承下來的﹖ 

二樓有一家｢真北平｣烤鴨，地地道道的一鴨幾吃，有一道是鴨油烘蛋，而今不多見了。 

過幾年隔著鐵道開出｢致美樓｣，烤鴨更上層樓，據傳後來台北多處北京烤鴨都是這裡開枝

散葉出去的。松鼠黃魚似乎也是他家的名菜﹖ 

第七還是第八棟開出一家｢徐州啥鍋，｣是老藝人葛香亭（諧星葛小寶的父親）開的，就是

雜菜濃粥吧﹖還有什麼菜色卻沒啥印象了。後來在中山堂邊上延平南路開了一家同名的，

就更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了。 

對面過了街新生戲院二樓有一家｢雪莉餐廳｣，和雪莉舞廳同名，是當年｢挺高檔｣的西餐廳

了。（我不太喜歡大陸在後來發明的這些詞兒，不過用在這裡有一絲反諷味兒，卻是我們

常用字眼裡找不到的﹖） 

隔兩條街總統府後門長沙街上一家｢四方餃子館｣，砂鍋魚頭、山東燒雞，都物美價廉。中

華路禮教總公會外面一溜小館子，其中上海弄堂菜｢三友｣的砂鍋和小菜則更平民化了。 

往西門町、成都路那面去，福州｢勝利餐廳｣的海鮮麵，還有油條墊底，上面澆上勾了芡的

爆炒魷魚，還有紅糟燒鰻魚，而今想來似乎還沒有後起之秀差堪比擬﹖（也可能是當年嘴

巴還沒那麼叼﹖） 

日式｢美觀園｣的炸魚排飯配高麗菜絲加美乃滋，堪稱經典了。 

萬國戲院對面｢周胖子｣餃子館，人家的一顆餃子兩毛五的時候，他家就賣五毛錢了，記得

要沾料時，醬油、醋、辣椒都放在桌上自取，麻油可是堂官拿個半圓形長頸小壺，（如果

你家有縫衣機，大概見過點機油的壺子，就是那種）。滴上幾滴，珍貴得很哪﹗（想來是

真正的麻油，不是人工香精調製出來的）。他家的北方菜都道地，買完單若是給幾個小

費，收錢的人會大聲喊｢小費十塊﹗｣（或多少塊的），眾位跑堂的齊聲大喊一聲｢謝﹗｣這

麼一來給少的就不好看了。他家還有一個規矩就是每天收工打烊以前，熱水肥皂把桌面抹

個乾淨不說，有時還拿著菜刀給刨過，清潔溜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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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兩條街有｢元香沙茶｣，是汕頭沙茶火鍋的祖師爺了，搬到信義路大安公園對面好多年

了，應該沒有走味。 

｢都一處｣酸菜白肉鍋當年也落腳這裡，徐老板還是個帥氣的小夥子咧﹗而今在國父紀念館

對面，更是四季不歇，壞了規矩，夏天裡也照賣酸菜了。 

後來巷口上開了一家｢金園｣排骨麵，清淡口味不同於武昌街的｢江浙好味道｣和鐵路排骨便

當一路子炸得油油黑黑的排骨麵，當年足以和牛肉麵抗衡的就算它這一味了。而今全台北

的排骨麵走的都是這一路的。 

同一條巷子有｢太陽西餐廳｣，匈牙利牛肉飯是一絕，吃的時候一盆子紅燒牛肉、一盤子白

飯菜蔬讓客人自己｢過橋｣，那牛肉裡似乎不記得有什麼匈牙利特產 paprika 辣椒粉的蹤

影，倒像適用醬油燒的。 

隔著幾家的二三四樓開是｢作家咖啡屋｣，當年一堆老作家和一堆高中生在這裡戶不相讓佔

位子，一杯咖啡泡上大半天，老板只有苦在心頭。 

對面巷子後來開了一家｢天才咖啡屋｣，是當年的｢潮店｣，是王小虎老公郭承豐設計的，和

新世界下面的｢野人｣互成崎角之勢，更聚了一堆江湖兄弟和抽大麻的波黑族，是少年組經

常要去巡查一番的地方。 

重慶南路上的｢復興園｣上海菜，老師父阿唐後來在敦化北路上重起爐灶，多年前也沒了。

峨嵋川菜、陶然潮州菜也在這裡。沅陵街上新陶芳是老派粵菜，不同於眼下的港式粵菜，

而今好像只剩得舊舊的招牌還掛在那兒﹖ 

說不完了。公園後門外的｢三六九｣還有一絕－黃魚麵。當年的黃魚動輒三四斤起跳，把兩

邊的 fillet 卸下來，厚厚一層蒜瓣似的魚片鋪在白湯白麵上面，清香勁兒沒有什麼海味

可比。當年一碗要賣幾十塊錢，比牛肉麵貴上好幾倍﹗ 

說到清真牛肉，不能漏掉重慶南路靠火車站那一頭，開封街還是漢口街上的泡饃，讀復小

（復興小學舊址）的時候就有啦﹗可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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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金剛 

慕容春 

 當我們跨進中國的寺廟，首入眼簾的便是天王殿正中供奉的大肚彌勒佛。在彌勒佛的左

右兩側，有四座威武雄壯、面目猙獰的天王像，俗稱「四大金剛」。提起他們，其中還有

很多故事呢！ 

   

  據印度佛教說，整個世界分為慾界、色界和無色界，包括人類在內有慾念的眾生都屬

於慾界。慾界還有六天，稱為「六慾天」，其中又有六重，第一層是「四大天王」，在須

彌山的山腰，高四‧二萬由旬，為「護世四天王」及其眷屬（近侍、隨從、信徒）所居。

天王的宮殿，有七重寶城欄楯，七重羅網，七重行樹，七重諸寶鈴，乃至無數眾鳥相和而

鳴。 

   

  須彌山腰聳立著一座犍陀羅山，山上有四座山峰，分別為四大天王所看守：東為持國

天王、南為增長天王、西為廣目天王、北為多聞天王，各護一天下。他們手下各有一個從

者，名為乾闥婆、鳩槃荼、龍、夜叉，還各有九十一子，輔佐四王守護十方。據稱四大王

另有八大名將，代為管理所屬各處山、河、森林及其他地方的小神。《四天王經》說：

「每月六齋日四天王下四洲，伺察眾生之善惡，而報告於帝釋。」  在我國古典小說

《封神演義》中，對四大天王生前的姓名和行為卻有另一類神話。據說，四大天王原是我

國佳夢關「魔家四將」，在周武王起兵反對暴虐無道的商紂王時，魔家四兄弟曾率兵阻擋

周武王向東的進軍，結果使周武王軍隊全部被殲。那個拿琵琶的，叫魔禮海，他捲動琴弦

時，曾使武王的軍隊「屍橫遍地」；那個拿寶劍的，叫魔禮青，「人逢此刃，四肢成為齏

粉」；那個拿絹索的，叫魔禮壽，網中藏著「花狐貂」，這個貂兩肋生翅，一旦放出，能

夠「食盡世人」；那個拿寶幡的，叫魔禮紅，一旦手中的「混元傘」撐開時，便「天昏地

暗，日月無光」。就是這四個助紂為虐的「魔頭」，後經姜子牙開封神榜而派去作「四大

天王」。 

   

  不管怎麼說，「四大天王」的職司是護國利生，勸善懲惡，由他們把守寺門，顯示了

佛門的威武森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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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二十四屆科技及文化研討會和年會會議報告 

程承報人：穆椿榮博士，候選會長 (Dr. David Muh, president-Elect) 

日期：西元二零一三年九月二十八日 

附表： 

1. 會議收支細目表與收據 

2. 貴賓與會員簽到名冊 

3. 會議活動照片 

 

1. 會議行程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Florida，簡稱 CASPAF)24 至 25 日在邁阿密花園市聖湯瑪士大學

(St. Thomas University) 召開「2013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科技及文化研討會」和

年會，吸引百餘位華洋人士參加。其中台灣台南科學園區與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

更於 25 日下午正式簽署合作備忘錄，未來雙方將透過技術轉移與投資，進行資訊分

享與技術合作。 

 

因鑒於國內教育與產業分離之問題 以及人才外流，先進科技研發斷層的危機，今年研討

會主題特定為先進科技與高等教育的關聯 (Emerging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專題著重于模型，模擬，與訓練科技研發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Training Applied to State-of-Art Industrial Innovations)。尋求高教科技與產業界

的合作與互動。中佛羅里達州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已躍升為全美國第

二大學府並成為教育研發與產業界密切結合的楷模。本科技及文化研討會相信將有在科技

領域與產業生機的結合有重大的貢獻。 

秉承政府推廣教育經建計劃，以及將來國家科技前程的發展。本會追隨並配合政府政策，

集會國外科技專家科學智識，尋求政策上的發展。模型，模擬，與訓練科技研發是近年來

科技研發的樞紐。基於此，本會已邀請美國各科技研究中心，著名大學學者與專家與會專

題演講及指導。參與的學者與專家如下： 

 

 Lt. General (Ret.) Tom Baptiste, National Center for Simulation  

 Dr. Randy Shumaker,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Simulation and Training 

(IST)  

 Captain Steve Nakagawa, U.S. Navy NAWC training System Division  

 Mr. Randy Berridge, president/CEO of Florida High Tech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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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r. Mark Woodbury, Sr. Vice- President / Chief Creative Officer, 

Universal Studios Florida  

 Dr. M.J. Soileau, VP for Research and Communization, UCF  

 Mr. Sherrick T. Wassel, Administrator, Florida Hospital Nicholson 

Center for Surgical Advancement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今年已是第 24 年舉辦，年會主題是「先進科技與高等教育

的關聯 (Emerging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著重於模型、模擬，

與訓練科技研發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Training Applied to State-

of-Art Industrial Innovations)，尋求高教科技與產業界的合作與互動， 邀請

各科技中心及大學的專家學者研討分享。 

 

年會重頭戲在 25 日當天，除開幕典禮中包括聖湯瑪士大學校長 Franklyn 

M.Casale 致歡迎詞外，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佛州中華學人協

會會長徐祖慈等，均簡短致詞，歡迎與會者。 

                 

 

另因 26 日有一整天的台灣和佛州高等教育會議，曾訪問過台灣 11 所大學的 Ed. H. 

Moore 博士， 亦介紹他愉快的台灣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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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流程 

 

Time  Event  Topic/Speaker/ Group 

Saturday, Aug. 24th at Shula’s Hotel & Golf Club 

1:00 PM ~ 5:30 PM  Registration 

Optional Golf & Tour  

STU/CASPAF 

6:00 PM ~ 7:30 PM  Welcome Reception  C.T. Hsu, FAIA, LEED AP 

President 

CASPAF 

Rev. Monsignor Franklyn M. Casale  

President  

St. Thomas University 

 

Time  Event  Topic/Speaker/Group 

Sunday, Aug. 25th at St. Thomas University 

7:30 AM ~ 4:30 PM  Registration  STU/CASPAF 

7:45 AM ~ 8:30 AM  Breakfast  Bus Departs from Hotel at 7:30 am 

8:30 AM ~ 9:15 AM  Welcome & Opening 

Remarks 

C.T. Hsu, FAIA, LEED AP 

President 

CASPAF 

Mr. Philip T.Y. Wang 

Director General 

TECO ‐ Miami 

  Fulbright Study Briefing  Dr. Ed. H. Moore, Ph.D 

President 

Independent Colleges & Universities of Florida 

9:15 AM ~ 9:45 AM  Opening Keynote Address  Lt. General (Ret.) Thomas L. Baptiste 

President / 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Center for Simulation 

9:45 AM ~ 10:00 AM  Morning Refreshment Break      Poster Presentation 

 

10:00 AM ~ 12:00 PM  Session I ‐  

Panel Discussion  

Modeling , Simulation and Training ( M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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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M.J. Soileau, Ph.D (Moderator) 

VP for Research & Commerci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Lt. General ( Ret.) Thomas L. Baptiste 

President/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Center for Simulation 

    Dr. Randy Shumaker, Ph.D 

Director, Institute of Simulation and Training 

(IST)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Captain Steve Nakagawa 

NAWC Training System Division                      

U.S. Navy 

    Mr. Joshua Kass  

Network & Controls Engineer 

Universal Creative 

    Dr. Roger Smith, Ph.D, DM, MBA, MS2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Florida Hospital Nicholson Center for Surgical 

Advancement 

12:00 PM ~ 1:15 PM  Luncheon    

     

1:30 PM ~ 3:15 PM  Session II  

Panel Discussion                

Partnership Building between Academic and 

Industries 

    Mr. Randy Berridge, (Moderator) 

President/CEO 

Florida High Tech Corridor Council  

    Dr. M.J. Soileau, Ph.D 

VP for Research & Commerci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Dr. Paul R. Sanberg, Ph.D, D.Sc  

Senior VP for Research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Dr. David Norton, Ph.D  

VP of Research 

University of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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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Waymon Armstrong  

CEO, Engineering & Computer Simulations, 

Chairman, Orlando, Inc.  

    Mr. Jim Craig 

VP Training Systems 

Lockheed Martin 

3:15 PM ~ 3:30 PM  Afternoon Refreshment 

Break 

Poster Presentation 

     

3:30 PM ~ 4:45 PM  Session III   

Panel Discussion 

Journey to Success – From Academic to Hi‐

Tech Industry 

    Ms. Kathy Chiu (Moderator) 

President 

Venture Catapult 

    Mr. Richard Fox  

Venture Partner 

IDEA Fund Partners 

    Mr. Waymon Armstrong 

CEO, Engineering & Computer Simulations, 

Chairman, Orlando, Inc. 

    Dr. Bruce Chai, Ph.D 

President 

Crystal Photonics 

     

4:45 PM ~ 5:30 PM  MOU Signing Ceremony 

STSP & CFRP                                 

Dr. Chen‐Kang Su , Ph.D 

Secretary General,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Mr. Joe Wallace 

Executive Director 

Central Florida Research Park  

5:30 PM ~ 6:30 PM  Celebration – East Meets 

West Reception and 

Performance 

Dr. David Muh, Ph.D 

Advanced Development Program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Ms. Li Qiao – Role of Yang Yuhuan in “The 

Imperial Concubine Is D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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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PM ~ 8:30 PM  President Award Dinner   CASPAF Board Members 

 

三場討論會分別在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 45 分，以及下午 3 時 30 分舉行，討論主

題依序為「模型、模擬與訓練」(Modeling,Simulation,and Training)、「學界

和產業界建立合作」 (Partnership Building Between Academic & 

Industries) 和「成功之路」（Journey to Success)，主講人分別是： Tomas 

L. Baptiste 將軍、 M.J. Soileau 博士，以及 Richard Fox、 翟懷慈 和 

Waymon Armstrong 等。 

               
 

其中在創業成功之路的專題中，三位發言人分別分享各自創業過程，瞿懷慈推崇美

國是個很好的創業地，他同時建議有心創業者，在創業之初最好能獨資創業，等到

公司有所成長後，屆時可再找人入股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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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Fox 則提出七項如何籌募資金的方法和利弊。討論會結束後，台南科學園

區管理局主任秘書蘇振綱博士利用電腦投影，介紹了台灣的精品如電腦等，大多來

自台灣的科學園區如新竹科學園區；並對台南科學園區的進駐廠商、產業內容如醫

療器材、綠能，以及園區的規劃如雙語學校、宿舍和健身中心等，一一加以剖析。 

 

中佛大研究園區的行政總裁華理斯(Joe Wallace)，亦簡短介紹中佛大研究園區成

長過程且發展快速，目前已進入第四期階段等。 

 

                               
 

他致詞後，與蘇振綱分別代表中佛大研究園和台南科學園區簽署了合作備忘錄。 

 

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占地 1027 英畝，是佛州最大的研究園區，其已構建的研究單位

數量占全美第四位，研究人員數量占全美第七位，目前已躍升為全美第二大學府，

並成為教育研發與產業界密切結合的楷模。雙方科學園區的合作，將有助雙邊交

流，分享科技，鼓勵並促進創業、創造就業機會。 

 



‐ 190 ‐ 
 

               
 

簽約後，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理事穆椿榮和專業演員喬麗表演了京劇，獲得與會者熱

烈掌聲回應，並送上鮮花。 

                       
 

在稍後舉行的晚宴中，徐祖慈一一致贈感謝狀給協助籌辦年會的理事會成員，和聖

湯瑪士大學執行副校長陳思齊夫，陳思齊在獲得感謝狀後一番感性的致詞，獲得與

會者紛紛起立致敬，場面感人，也為年會劃下圓滿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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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議成果 

 

本屆中華學人協會已於八月二十五日圓滿畢幕，達成了預期的效果。本次年會不但有中美

學者、專家貢獻寶貴意見，與共享成果而達到了學術與創業的交流。本會更促進台灣南部

科學園區與中佛羅里達州科學園區的合作，以期發展科技創業新機。在會中東西半球的科

學園區還簽訂了備忘錄，對於將來學術領域創新的擴展，給於工業創業的良好環境與合

作，不但給於各大學研究處所的精英專家供給了創業的領域與機會。這是絕對有利於學術

與工業轉機、就業的大好機會。 

 

中華學人協會與暨同會學者專家共認本會的豐滿成果並祝今後共同開發創業的機會。 

   



‐ 192 ‐ 
 

 

2. 經費收支 

CASPAF  Annual Conference Expenses   

Reporting Date: 

09‐26‐2013 

  with Receipts     

Report 

By:  Dr. David Muh, President‐Elect     

       

Income       

  Sponsorship ‐ TECRO DC  $8,000.00   

  sponsorship ‐ Tsai H. Hsu  $2,000.00   

  Sponsorship ‐ Billy Yeh  $500.00   

  Registration  $6,655.00   

       

  Total Income  $17,155.00   

       

Expense       

  Certificate Frame    $61.30 

  Shula's Hotel & Golf Club    $5,554.89 

  Country Club of Miami    $230.20 

  Shula's Steak2    $1,593.41 

  Shula's Steak 2    $79.03 

  Southern Audio Visual    $2,548.00 

  Shuttle Services     $800.00 

  Aramark On site Catering (Breakfast, Lunch, Dinner)    $7,297.19 

       

  Total Expense    $18,1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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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Balance  ‐$1,009.02   

  Self Fund Raising  $1,009.02   

       

  Final Balance  $0.00   

       

Note  TECRO sponsorship fund is to cover following items:     

  Sponsorship ‐ TECRO DC  $8,000.00   

  Southern Audio Visual (1 Day cost)    $1,655.00 

  Aramark On site Catering (Breakfast, Lunch, Dinner)    $4,403.25 

  Catering Rental and Services (1/2 Cost)    $2,893.94 

  Balance  ‐$952.19   

 

收支細目表與收據，附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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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塔城劉南 談其藝術簡歷 

 

圖一：劉南在塔城 Railroad Square Artpark 個人畫室中， 2013 年 3 月。 

【攝影：吳天順】 

【塔拉哈西訊】佛羅里達州首府塔拉哈西  (Tallahassee，簡稱塔城) 熱心推廣美術教

育的佛州農機大學 (FAMU) 視覺藝術系助理教授劉南日前又得獎了。自從 2002 年

來，劉南來到塔城佛州州立大學 (FSU) 攻讀美術教育博士時就開始在中文學校教美術，

參加過無數次的社區臨場揮毫的表演，往往使得「塔城華人協會」的攤位成為最引人注

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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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劉南在塔城華人協會為汶川賑災募捐活動中揮毫創作書法， 2007 年。 

【劉南提供】 

 

以下為專訪劉南： 

童年 

劉南於 1974 年 2 月生於中國天津市。從小在姥姥家中看著齊白石的水墨畫，姥姥的

父親於 1930 年代是齊白石的鄰居，共同住北京西單劈柴（辟才）胡同的一個四合院

裏。小小的劉南就開始臨摹掛在牆上的畫。 

八歲時，小劉南利用周末自己到天津市和平區「少年宮」去學了一年多的国畫。還

記得哭了一天，媽媽才到「楊柳青畫店」幫小劉南買漂亮的大斗筆。接著，在離天

津家後院不遠的「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书店 反复观看標價 2元人民幣的徐悲鴻小畫

冊，真想臨摹小畫冊裏許多的水墨畫和幾張彩色畫。稍微懂事了，省了半年的零用錢

才能擁有這得來不易的小畫冊。小小童年的劉南也不知臨摹了多少次小畫冊中的馬和人

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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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 

1986 年，劉南就读于天津市五十五中学，有位「天津美術學院」畢業並教素描和油

畫的老師鄭文忠帶著劉南和其他 4、5 位同學組成美術組的課外活動。大夥兒一同用

鉛筆、水粉畫石膏像和靜物並互相學習和評審了 6 年，鄭老師也鼓勵大家考美術學

院。 

青年 

1992 年，劉南考上由范曾教授捐贈 800 萬人民幣建立的「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

有機會專研中國水墨人物畫，跟随范曾教授研习中國歷史人物畫、線描畫、和書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范曾教授在課堂裏以「共同創意法」來和學生們一齊完成李白畫

像名為「追臨清風」，劉南有機會提供意見和討論來共同完成此名作。 

 

圖三：范曾先生,劉南于南開東藝系畫室內，1993 年。【劉南提供】 

 

1996 年，劉南到北京「首都師範大學」讀美術教育研究生，師從常瑞倫。該校於 1998

年主辦國際美術交流研討會，主題為「面向 21 世紀美術教育」。劉南有機會幫忙翻譯 

劉南有機會幫忙翻譯當時美國美術教育協會主席 Michael Day 帶來推廣的美國蓋蒂

藝術教育中心在洛衫磯 Getty Center 出版的 DBAE (Discipline Based Art 

Education) 以學科為基礎的美術教育理念,課程範例,以及錄影帶。DABE 不只是注

重畫室裏的技巧，也要注重美術史、藝術哲學、和藝術評論的修養。當時，美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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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團由 Michael Day 領隊提出專題為「藝術在行動 (Arts in Action)」。劉南全

程參與身受益多，激發起到美國深造的愿望。 

出國留學第一站 

1999 年，劉南获得美國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 (Little Rock) 阿肯色大學 (UALR)奖学

金，来美攻讀美術教育碩士學位。期間，曾在阿肯色科學和歷史博物館、阿肯色大學美術

系第二畫廊、舉辦多次個人畫展，作品及展覽訊息被《阿肯色時報》、《阿肯色文化遺

產》等報刊刊登。曾獲得諸多繪畫獎項：2001 年，阿肯色大學“傑克和魏爾瑪繪畫

獎＂、“美術系友人收藏基金獎＂、“老房子畫廊獎＂；2002 年，奧格拉斯比畫廊羅林

評審展一等獎；油畫作品《莎莎》被阿肯色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和藝術學院永久收藏 。 

 

塔拉哈西成為第二家鄉 

2002 年，單身的劉南來到塔城的佛羅里達州立大學，攻讀美術教育博士和美術油畫碩士

雙學位。開始忙碌地讀書、教畫、創作、參展、支持華人的文化宣揚、和談戀愛等。 

2007 至今，執教于佛州農機大學視覺藝術系，任助理教授。教授素描、繪畫、和美術教

育課程，真是好不忙碌。轉眼間，劉南在塔城有了妻子、孩子、和房子，塔城成了劉教

授的第二個家鄉。 

 

不停地創作和參展比賽 

劉教授曾在楊柏翰大學、肯塔基大學、南佛羅里達大學、特洛伊大學、諾頓博物館

(Norton Museum)、佛羅里達歷史博物館等藝術教育機構，舉辦數十次講座和課程傳播中

國傳統繪畫與書法；並且也在佛羅里達州立大學奧格拉斯比畫廊、探索者俱樂部畫廊、

塔拉哈西機場畫廊、傑佛遜畫廊舉辦多次個人畫展，作品及展覽訊息被《世界日報》、

《塔拉哈西民主報》等報刊刊登。 

近兩年來，劉教授除了熱心代表「塔城華人協會」推展中華書畫外，平日在精心教

學和研究後更加抓緊時間不停地創作和參展比賽，已參加 20 多個畫展。獲得諸多繪畫

獎項，例如：風景畫《 拉法耶特湖邊樹林》榮獲佛州聖奧古斯丁藝術家協會金瓦格納最

佳作品獎,見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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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拉法耶特湖邊樹林》。【劉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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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人物畫《安-小像》榮獲美國水墨畫協會年展奠基人獎，見圖五、

 

圖五：水墨人物畫《安-小像》。【劉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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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作品《畫前畫後-自畫像》獲得路易斯安那州亞歷山大博物館最具創意構思獎第一名

見圖六 

圖六：:油畫作品《畫前畫後-自畫像》。【劉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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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作品《 課間》榮獲蓋斯頓藝術中心年展最高獎，見圖七 

 

圖七:油畫作品《 課間》》。【劉南提供】 

  



‐ 202 ‐ 
 

劉教授所創作的國畫、油畫、版畫等作品，被美國多家藝術教育機構和私人收藏，例

如：油畫《太行老人》如圖八被佛羅里達州立大學永久收藏、 

 

圖八：油畫《太行老人》》。【劉南提供】 

出版中文書 

劉教授不忘向華人讀者介紹他在美國學習和研究的經驗，已翻譯 Tom Anderson 的

「為了藝術的生活(Art for Life)」成中文，去年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發行。目前

劉教授正在用中文寫書「美國美術教育」，內容包括劉教授當學生時到美國高等教

育學校以研究人類學的方式來觀察美術課教學並且採訪師生寫成的博士論文。 

劉教授的作品欣賞和私人輔導 

劉教授南的藝術創作追求自然主義、注重對東西方繪畫傳統的研究、曾深入太行山寫生

並創作“太行系列＂，近期作品關注環境與人類之間的交互作用。劉教授在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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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road Square Artpark 有個畫室提供私人美術輔導。有興趣欣賞劉教授更多的作品

或是需要美術私人教師，請查詢劉南個人藝術網站 :  http://www.liunan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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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厘頭漫話 

吳天順 

July 31, 2014 

 

我從小喜歡參加集體性活動、辦活動、和促進活動。先是在台灣參加自己班級的活動、校

園社團、校友會、和救國團自強活動。到美國後參加同學會、同鄉會、華人協會、亞洲協

會、土木工程師學會、和中華學人學會等。1995 年，有幸選上喬治亞州東北區的美國土

木工程師學會主席。有一次這個百年老店的總部集結了各地主席到佛羅里達州奧蘭多

Orlando 接受訓練，以加強辦活動的能力。，爾後應用於擔任塔城中文學校校長（2005-

2006）、美華水利協會主席（2010-2011）、和佛羅里達州學人學會（CASPAF）會長

（2010-2012），得益匪淺。之後承台灣僑務委員會應聘為僑務促進委員。促進委員的榮

譽讓我更感到任重道遠。 

 

當了促進委員後，在各方支持之下成功地促進了幾件有意義的活動，如： 

 

 名廚塔城開講 慶台灣周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911736/articl

e 

 「百齡薪傳」塔城歡慶最高點」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3163844/article 

 台灣佛州姊妹關係 20 周年慶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045094/article 

 籌組佛州九大學台灣同學聯合會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492126/article  

 

參訪安徽馬鞍山安徽工業大學 

2012 年前我曾多次參加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第一屆（2005）在北京的相關的

會上我作過報告和發表論文。 

 

2010 年，我代表李子方博士為美華水利協會作了 Keynote Speech -《水庫永續經營的關

鍵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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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我在塔拉哈西認識的徐向榮博士已回母校安徽工業大學服務，得知我會去安徽

合肥，特邀我到他的學校作學術報告。在報告中看著學生們求知的眼神，很愉快。勾起了

我到台灣一些大學演講的聯想。 

 

環島遊，台灣作秀 

我熱忱贊助推動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CASPAF)的轉型以美國的民間組織來走入美國主

流社會。秉持著該會宗旨「協助發揚華人學者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特別是在科技、學

術、產業、經濟、商業、等重要方面的人員交流」，我們推動了 2011 年度「台灣與佛州

高等教育交流會議」並舉辦了「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年度研討會」。我大學的宿舍室友古

源光和同班同學許銘熙也來佛羅里達州共襄盛舉。一轉眼，他們都成為大學校長了。 

 

2013 年返台的行程如下： 

 

1.      11 月 12 日 -- 桃園國際機場  

2.      11 月 14-15 日--苗栗國立聯合大學：參加第十七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

討會 (大學同學許銘熙主辦加上回訪 2011 年來美國參加 CASPAF 活動) 

3.      11 月 21 日 -- 花蓮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大妹住花蓮) 

4.      11 月 25 日 -- 屏東科技大學土木系 

 (大學宿舍室友古源光為校長加上回訪 2011 年來美國參加 CASPAF 活動) 

5.      11 月 26-27 日 -- 斗六和台中  

(與小妹及友人參加新社花海與台中國際花毯節) 

6.      11 月 28 日 --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回訪闕雅文 2011 年來美國參加 CASPAF 活動) 

7.      12 月 1 日 -- 台北 

 (與熟識於籌辦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的楊永斌博士及其家人、學長

鄔寶林、和同學譚義績共餐) 

8.      12 月 2 日-- 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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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見： 相關行程〈圖一〉、參加第十七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合影〈圖二〉、

訪屏東科技大學留影〈如圖三〉、和在新竹教育大學刊登的海報〈如圖四〉。 

 

 

圖一：環島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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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第十七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團體照。【聯合大學提供】 

 

 

 

圖三：訪屏東科技大學。左起：戴昌賢、吳天順、古源光、和徐文信。【陳瑞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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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新竹教育大學公告海報。【闕雅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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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徽工大代表團訪佛州大(FSU)接風 

 

安徽工業大學(AHU)機械工程學院院長余曉流應佛州州立大學(FSU)副校長 Bruce Locke 和

工學院院長 Yaw Yeboah 邀請，在 FSU 前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會長徐向榮陪同下，於 2014

年 4 月 6-9 日率團訪問塔城，受到 FSU 校方熱情接待。僅此分享下列照片〈圖五〉，其他

詳情請看我的網頁報：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216474/article 

 

 

圖五：安徽工業大學訪問團團員、AHU 安排五名在 FSU 的學生、 

和塔拉哈西亞洲協會代表合影【徐向榮提供】 

 

陪同 8位台灣水利專家參觀佛羅里達州環保局水環科 

 

佛羅里達大學(UF)前教授暨佛州中華學人前會長施孫富，有感早期台灣基層農業人員皆因

經濟困難無法出國深造，乃立下宏願，設法為彼等尋求赴美學習機會。經他戮力奔走，結

合產、官、學界力量，於 1997 年，得到當時台灣經濟部水資源局局長徐享崑支持，在佛

大成立永久性質的「中華民國基金會 (Taiwan, R.O.C. Fund) 」，此基金會以國際合作

方式在 UF 培育台灣優秀水利人才，共同為提升台灣水資源政策貢獻力量。每年基金利息

可培訓 10 至 15 名水利界人員，至今已有超過 200 名受惠者在 UF 接受兩至四周課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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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共有八位台灣農田水利會、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和自來水公司的水利專家：

楊馥寧、黃群岳、陳加玲、古有順、徐俊雄、李彥賢、顧可欣、和褚淑慧〈圖六〉。 

  

其他詳情請看我的網頁報導：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205436/article 

 

 

 

圖六：台灣水利專家參訪佛州環保局水環科後合影。左起：楊馥寧、黃群岳、陳加玲、

古有順、徐俊雄、李彥賢、Jasmeet Judge、顧可欣、褚淑慧、和吳天順。 

【劉邦偉提供】 

 

謁孫中山銅像有感 

幾年前內人和我一股熱忱地參加了不少有意義的活動，好不熱鬧，其間有件事情可和讀者

分享來結尾。2012 年，孫中山先生的一孫女孫穗芳在佛羅里達州安裝銅像，內人和我有

機會共襄盛舉〈如圖七至十〉。真高興在屏東科技大學校園內也看見類似的一座。屏東這

座銅像是孫中山先生另一孫女孫穗芬捐贈。當我看見那銅像安然矗立在前室友負責的校園

裏，心中真是萬分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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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吳天順夫婦於 2012 年 3 月 12 日在奧蘭多中國城廣場孫中山先生銅像未揭幕前

合影。 

 

 

圖八：吳天順夫婦於孫中山先生銅像開幕後與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 (左二)

和孫中山先生的孫女孫穗芳(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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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孫中山先生銅像矗立於青天白日下。【夏良宇提供】 

 

圖十：孫中山先生銅像贊助名錄。【夏良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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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中正國中展台灣風情 

塔拉哈西訊  

October 16, 2012 06:00 AM | 129 次 | 0  | 1  |  |  

 

塔城市長 John Marks(中穿淺黃色 T 恤衫者)和夫人特別給文化大使團員們送行並合

影留念。(圖：陳政暉提供)  

 

台灣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團員表演「陀螺千千轉」節目。(圖：陳政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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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台灣的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日前在塔城參加第八屆亞洲節慶祝活動，並

在 RAA Middle School 等七所學校演出和交流，他們結合扯鈴、陀螺、跳繩及舞蹈

的表演，獲得熱烈好評。  

此行為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第五度來塔城推廣國民外交。該團是自費訪美，由

於經費不足，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特別安排了 20 多個塔城家庭接待來訪的文化大使

團住宿。該團共 41 人，包括團長廖達鵬、副團長陳政暉、四位教練李春蘭、賴春

美、張淑敏、廖藝玲，及 35 位初中三年級學生。  

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致塔城表演的重頭戲是參加在塔城市中心街心公園舉辦的

亞洲節，該活動是由來自菲律賓華裔 Clyde Diao 在 2004 年創立塔城亞洲協會的活

動之一。當時擔任北佛州中華會館會長的黃錦混也是創始人之一，目前另有兩位台

美協會幹部 Salim Talib 和吳天順兼任亞洲協會幹部。  

今年亞洲節邀請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邁阿密日

本辦事處代表中村勇人等與會。  

開幕時，塔城市長 John Marks 簡介他去年兩度訪問中國大陸留下深刻的印象。塔

城第一位亞洲人的女兒也是塔城市長夫人 Jane Marks 指出，今年亞洲節活動約有

近兩萬民眾來共襄盛舉。在眾多攤位中，台灣攤位展示最豐富和贈送最精美紀念

品。  

市長和夫人特別參觀台灣攤位和玩扯鈴。在所有表演節目中，台灣的節目最吸引

人。當基隆中正國中同學在公園中表演時，台下觀眾人山人海。市長夫人也臨時自

動融入團員們的精彩表演，台上台下一片歡樂。  

亞洲節在上午 10 時開始，下午 5 時半結束。期間，基隆中正國中演出「喜慶飄揚福

臨門」、「鈴轉乾坤」、「寶島台灣風情畫」、「陀螺千千轉」、「千山飛沙舞青

春」、「樂活農莊採茶樂」、以及「繩采飛揚」等七幕精心設計的表演，結合了扯

鈴、陀螺、跳繩、舞蹈、體操、及戲劇等，將傳統的學校課外活動，推上另一層表

演的境界。  

除在亞洲節演出外，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亦在 RAA Middle School、Gretchen 

Everhart School、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Tallahasse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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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Kate Sullivan Elementary School、Cobb Middle School、和

Trinity Catholic School 等七所學校演出和交流。  

塔城市長和夫人更特別趕到從奧蘭多包來專車的集結地，給文化大使團員們送行。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502248/article-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7%AF%80-

%E4%B8%AD%E6%AD%A3%E5%9C%8B%E4%B8%AD%E5%B1%95%E5%8F%B0%E7%81%A3%E9%A2

%A8%E6%83%85?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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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區文化考察團 塔城交流 

塔拉哈西訊  

October 20, 2012 06:00 AM | 486 次 | 0  | 3  |  |  

 

塔城市長 John Marks 接見文化考察交流團及陪同人員。圖左起為李惠君、張遠、

教委督導科長趙興、塔城市長 John Marks、蔡穎、王德明。  

應塔城市長馬克斯 John Marks 的邀請，北京市朝陽區青少年活動中心主任蔡穎、

教委督導科長趙興、武術特級教師王德明，組成文化考察團日前至塔城進行了 8 天

的交流和考察，並參加「第八屆亞洲文化節」活動和獻藝。  

考察團在第八屆亞洲文化節觀看了中國傳統武術館表演的舞龍、舞獅、刀槍器械、

太極等中國功夫，並出席中國傳統武術館的歡迎晚會。晚會上，他們受到了塔城華

人協會及武館師生家長的熱烈歡迎。  

活動中，塔城華人合唱團的演出者尚建兵及弟子表演了四重唱，佛州著名古箏演奏

家鄧海瓊演奏，張遠表演了形意劍，呂慶芳和學員表演了太極扇，最後在鄧海瓊悠

揚伴奏聲中，王德明老師表演了太極拳和八卦掌等節目，獲得觀眾熱烈的掌聲。  

市長馬克斯亦接見了考察團及陪同人員，進行熱烈友好的談話。馬克斯對中美文化

交流活動表示大力支援，蔡穎則熱情邀請市長訪問北京，馬克斯愉快地接受邀請。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555968/article-

%E6%9C%9D%E9%99%BD%E5%8D%80%E6%96%87%E5%8C%96%E8%80%83%E5%AF%9F%E5%9C

%98-%E5%A1%94%E5%9F%8E%E4%BA%A4%E6%B5%81?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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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年會籌備會訪經文處 

邁阿密訊  

October 23, 2012 06:00 AM | 577 次 | 0  | 5  |  |  

 

中華學人雙年會籌備會人員在駐邁台北經文處合影。左起蔡靜怡、李定勇、陳學

海、陳思齊、徐祖慈、牟華瑋、穆椿榮、洪正彬和劉義良。(圖：穆椿榮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學會雙年會將於 2013 年 8 月 23 日至 25 日期間召開，包括：「第五

屆台灣和佛羅里達高等教育研討會」和「第 24 屆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研討會」。中

華學人會長徐祖慈日前率候任會長穆椿榮、中華學人駐邁阿密代表陳學海及聖湯姆

士大學副校長陳思齊，前往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拜會處長牟華瑋，商討和成立

「2013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雙年會籌備會」。  

當天台北經文處出席的還有副處長洪正彬、僑務組長李定勇、貿易中心主任劉義

良，和新聞組資深祕書蔡靜怡；聖湯姆士大學副校長陳思齊表示該校將承辦高等教

育研討會，在討論中他並提出了許多建設性的建議，這些建議將顯出南佛州人士的

好客熱情和促成他們對學術活動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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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表示，2013 年度研討會的主題將把重點放在「經濟發展和醫療保健設

施」，目的是提供台灣和佛羅里達州之間的雙邊國際貿易合作和結合醫療設備產業

部門的研究和發展。此產品的市場目標將不只限於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學會亦表示目前正在成立的基金會，其中目標之一將是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中的 501(c)(3)條款，來資助台灣和佛州的學生

和教授執行高等教育研討會中決定的項目。  

中華學人學會成員亦至珊瑚泉市 (Coral Springs)和當地會員們共進午餐，並宣佈

2013 年的雙年度會議籌備已成立。當地成員都表示熱情歡迎和將會熱情支持中華學

人的的活動，中華學人協會也計畫將利用到南佛州籌備年會期間來加強和當地會員

們的溝通和發展組織。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578542/art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5%B9%B4%E6%9C%83%E7%B1%8C%E5%82

%99%E6%9C%83%E8%A8%AA%E7%B6%93%E6%96%87%E8%99%95?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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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改選 夏良宇接會長 

塔拉哈西訊  

November 08, 2012 06:00 AM | 62 次 | 0  | 1  |  |  

 
北佛州中華會館會長交接，圖為前會長林義仁(左)和新會長夏良宇(右)。 

(吳美美提供) 

******************************************************************  

塔城歷史悠久的華人社團「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在竹軒餐館聚餐和舉行第七任

會長選舉活動，吸引近 80 人與會，結果由夏良宇以最高票當選會長。  

此次選舉由前會長林義仁推舉多位候選人，結果由夏良宇當選，他已從佛羅里達州

交通部退休，將有更多時間帶領新團隊來服務會員。新團隊成員包括：前塔城中文

學校校長張有源、張芳儀、鄭炳陸，以及前塔城華人基督教會執事會主席于沛霖。  

中華會館由李長堅博士創立，並擔任首任會長，由熱心公益的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

郁主持會務 20 多年，直到 2001 年改選，由黃錦混接第三任會長。  

該會主要活動為主辦傳統春節活動以及春秋兩季聚餐。根據該會章程，每兩年推選

新團隊候選人，最高票者任會長。該會活動也歡迎非會員參加。(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755248/article-

%E5%8C%97%E4%BD%9B%E5%B7%9E%E4%B8%AD%E8%8F%AF%E6%9C%83%E9%A4%A8%E6%94

%B9%E9%81%B8%E5%A4%8F%E8%89%AF%E5%AE%87%E6%8E%A5%E6%9C%83%E9%95%B7?in

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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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餐敘 規劃未來 

【奧蘭多訊】 

November 20, 2012 06:00 AM | 74 次 | 0  | 2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召開理事會，陳思齊(後排左起)、穆椿榮、陳偉、徐祖慈、陳學

海、吳天順、周禮、劉英、李長堅，魏安琪 (前排左起)、徐敬曉、金宜寧、康繼、

周世慧、陳秀美等人與會。(圖：穆椿榮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舉行新年度第一次理事會並餐敘。該會議由新任會長徐祖慈

主持，首先介紹新任祕書長袁建勛和負責承辦「第五屆台佛高等教育交流會議」的

代表陳思齊。接著吳天順、穆椿榮、劉英和徐祖慈等檢討過去幾年年會活動的經

驗。   

徐祖慈第二度為中華學人掌舵，早在一個月前，即已率候任會長穆椿榮、中華學人

駐邁阿密代表陳學海及聖湯姆士大學副校長陳思齊等，至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拜會

處長牟華瑋，商討和成立「2013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雙年會籌備會」。之後，又利

用回台灣參加北師附小畢業 50 周年同學會期間，分別拜會老同學台灣總統馬英九和

國科會副主任委員孫以瀚，邀請推動明年在邁阿密舉辦的「第五屆台灣和佛羅里達

高等教育研討會」和「第 24 屆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研討會」雙年會。  

徐祖慈提出將和三個相關組織結盟的構想，分別包括：在美國的台灣大專院校校友

會、佛州各大專院校的現有學習機構如 Leaning Institute for Elders at 

UCF 、玉山科技聯會或各地協會。明年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主題之一將著重於台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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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發展重點科技之一：醫療器材設備。陳思齊則提出如何整合雙年會的方案，獲

得在場理事們支持。  

穆椿榮特別提出，該協會應加速完成「佛州中華學人基金會」的手續，以便早日根

據美國國內稅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中的 501(c)(3)條款，來資助

台灣和佛州的學生和教授執行高等教育研討會中決定的項目。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886696/art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5%8D%94%E6%9C%83%E9%A4%90%E6%95

%98-%E8%A6%8F%E5%8A%83%E6%9C%AA%E4%BE%86?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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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奧蘭多訊  

November 22, 2012 06:00 AM | 723 次 | 0  | 3  |  |  

●午餐俱樂部 11‧30 聚會：「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將於 11 月 30 日 周五在鄉園 

(China Delight) 舉行聚會，該聚會活動內容以聯絡感情，交換笑料和生活經驗為

主。有興趣參加者可電郵吳天順 wu@caspaf.org 。  

午餐俱樂部聚會時間為正午，鄉園地址：220 West Tennessee St., 

Tallahassee, FL 32301，電話：(850)222-8898，網址：

http://www.chinadelighttallahassee.com/。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911952/article-

%E6%B4%BB%E5%8B%95%E7%9C%8B%E6%9D%BF?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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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 

  

正如其它美國的中小文化城，塔城華人以就業於大學及州政府部門者為多。工作家計之

餘，約三五同好，聚餐聊天，在異國它鄉用獨特的中華文化和語言，吹牛爆笑，互通音

訊，暢談人生，切磋學問，漫談玈遊，共度節慶，分憂解愁，空議政經，偶獻才藝，品嘗

美味，聯誼子女，乃是珍貴，又經濟實惠的社交活動。多年前聚餐大都在周末晚飯時間各

家輪流作東。每家帶一拿手菜﹔或由東主包辦。｀各自帶菜分享＇的好處是東主省事，嚐

各家特色美味，可用一次性餐具，剩菜各自帶回。 

 

｀東主包辦＇無可替代的優點是上菜有序，有道，有系統，有節奏﹔火候恰當，現做現

用﹔紅白/糖醋/葷素/水陸/涼拌/熱炒，相間而陳﹔色香味/鬆脆嫩，輪番上場。主人也借

機收拾住房宅院，陳列插花盆景，翻新壁上書畫，及擺出整套精瓷餐具招待嘉賓。 

 

華夏宴飲文化和藝術，源深流長，豐富多彩，並帶濃烈的地域特色。往往進步發展於太平

盛世，風調雨順之年。美酒美菜美點之外，還講究地點環境，室內裝飾，餐具傢俱，賓客

搭配，座次按排，席間娛樂游戲 - 包括：音樂，戲曲，酒令，吟詩，對聯，猜拳，猜

謎，等。列代著名亭臺樓閣，與相得益彰的名人，名文，名詩，名畫，往往與餐宴盛事有

關。滕王閣 (名樓)，王勃 (名人)，滕王閣序 (名文) 乃絕佳例子。秦漢以來由地方當局

維修，村外路口的｀十里長亭＇乃迎送遠游親友設宴專用的公共設施。華夏民族重視親情

友誼，共度良辰，共享美食的優良傳統，可謂全球絕無僅有。值得吾等驕傲，研究，發揚

和繼承。 

 

記得幾年前李子方夫婦做東，精心準備了十四道美食宴請友好。夫婦倆在廚房忙得不亦樂

乎，甚至自己無法上桌用膳。客人當然大快朵頤。渠等原意乃拋磚引玉，共同抬升聚餐品

味。可惜標準似乎太高，令人視為畏途，難以為繼。  

 

十多年前起，在佛州環保局工作的潘毓緒、李子方和吳天順等人往往在實驗室會議廳一起

吃自帶的午餐，然後繞到附近烏龜塘去散步。七年前，老潘退休，大夥兒選了兩家餐館辦

了「餃子宴」和「麵宴」慶祝他的退休。接著有人提議發起｀午餐俱樂部＇。老吳自告奮

勇當了電子郵件發帖召集人。每月一次自費聚餐。東主由餐館代勞。一轉眼，聚會人數漸

增，已包括佛羅里達州立大學、農機大學、環保局、交通局等幾位現職或退休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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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聚餐地試過多家中餐館、日餐館、西餐館、法國餐館等。後來大家首選 (鄉園 

China Delight)，因飯菜可口，豐儉隨意，地點居中，環境寬敞。更加上美女老闆余曉情

的盛意招待、免費香茗，端午送粽子、中秋請月餅，偶而奉嘗本廚特色菜、令人賓至如

歸。午餐份量特足、有人吃不完還打包帶走。聚會時間通常為每月中旬星期五正午，趕時

間的早走請便，不趕時間的可以慢慢聊。 

  

有興趣參加「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以聯絡感情，交換笑料和生活經驗者，請發電子郵件

到 wu@caspaf.org 吳天順。 

  

 

圖：聚餐老饕們與鄉園店主余曉情(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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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 主流人士熱心支持 

塔拉哈西訊  

November 27, 2012 06:00 AM | 77 次 | 0  | 2  |  |  

 

台美協會女志工們正忙著準備精美的壽司來招待與會者。(圖：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台美協會黃錦混會長(左)和身穿中華民國國旗裝者的律師 Gerard York (右)合

影。Gerard 於前不久至台灣訪問 10 多天。(圖：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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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麥克雷公園 (Alfred B. Maclay State Gardens)舉辦野餐

會，招待會員們和接待 10 月份來塔城訪問的台灣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的家庭，約有

60 多人與會。  

活動當日天氣涼爽，三小時的戶外活動從中午開始，內容包括有豐富午餐、介紹新

會員、中正國中近況報導、未來活動預報、湖邊散步、照相、話家常、敘舊、和研

討 2013 年 2 月 16 日(星期六)蛇年迎春晚會等。在好天氣和美景陪襯下，與會的大

人與小孩一起度過了一個愉快的周末。  

該會自 2006 年 10 月 13 日註冊正式成立以來，努力提升台灣形象和推動國民外

交，已吸取了許多塔城主流人士成為會員和資助該會活動。已加入該會的主流人士

包括：佛州州大教授 William 和 Fran Berry 夫婦、James Ang、Tim Megraw、

Ling Kao、和 Joyce Carbonell，佛州州大會計檢查行政主管 Steve 和 Janice 

Foley 夫婦，心理學家 William Himadi 和 May Tay 夫婦，法官 Brad Thomas 和 

Susan Cox 夫婦，佛羅里達州首席財務官的總法律顧問 PK Jameson，中小學校老師

Eden Rush，佛州西北水利管理區專家 Paul Thorpe，立法單位說客 Patsy 

Eccles，房地產商 Josephine Ang 和 Ray Iannucci，以及律師 Gerard York 等。  

這些主流人士經常出錢出力來支持台美協會活動，熱心程度不亞於台僑會員。（吳

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945036/article-

%E5%A1%94%E5%9F%8E%E5%8F%B0%E7%BE%8E%E5%8D%94%E6%9C%83-

%E4%B8%BB%E6%B5%81%E4%BA%BA%E5%A3%AB%E7%86%B1%E5%BF%83%E6%94%AF%E6%8C

%81?instance=gafl2 



‐ 228 ‐ 
 

林德利當選里昂縣議員 

【塔拉哈西訊】  

November 29, 2012 06:00 AM | 126 次 | 0  | 1  |  |  

 

新當選里昂縣議員的林德利(前左二)，曾參加「國際媒體及國際組織人士兩性平權

主題參訪團」赴台訪問。圖為該團及接待人員。 (林德利提供／檔案照) 

  

塔城民主日報 (Tallahassee Democrat) 前社論版主編瑪麗．安．林德利 (Mary 

Ann Lindley) ，日前以 5000 多票的差距勝選，擊敗競選連任的里昂縣縣議會主席

阿金．阿金耶米 (Akin Akinyemi)，當選該縣縣議員。林德利一向與華裔交好，並

曾訪問台灣，消息傳來，華裔社區一片喝采。  

林德利曾參加中華民國新聞局 2011 年 11 月首次主辦的「國際媒體及國際組織人士

兩性平權主題參訪團」，從性別領域切入瞭解台灣經濟發展、社會架構、醫療保

健、弱勢團體照顧等。該團拜訪對象包括內政部等五個政府機關及兩性平權相關非

官方組織等共計 21 個團體。專案性質特殊且具創新性。林德利在訪問結束後，曾撰

寫四篇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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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德利寫完訪台四篇專文後，決定辭去在報社服務 32 年的工作，投入競選，挑戰里

昂縣縣議會主席阿金耶米的職位。  

挑戰現任公職者不容易的事，林德利除了要宣揚她的不同理念，更需要到各基層去

說服選民支持。她積極參加塔城台美協會龍年迎春晚會並尋求資助，也在塔城亞洲

節設立攤位，親自在場爭取選民支持。父母都來自台灣的高中生吳啟瑞，也率同學

們來幫忙助選並賺取社區服務的時數。  

林德利近一年的努力以赴，終於獲勝當選縣議員。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牟華

瑋，也在第一時間向林德利祝賀。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0966482/article-

%E6%9E%97%E5%BE%B7%E5%88%A9%E7%95%B6%E9%81%B8%E9%87%8C%E6%98%82%E7%B8

%A3%E8%AD%B0%E5%93%A1?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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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愛-要愛-要愛 午餐同樂 

【塔拉哈西訊】  

December 18, 2012 06:00 AM | 2390 次 | 0  | 3  |  |  

 

(圖/文:吳天順提供)  

「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日前在鄉園 (China Delight)於 21 世紀第 12 年 12 月 12

日 12 時 12 分 12 秒開香檳慶祝這一個非常美好的時刻 12-12-12-12-12-12-12。這

也算是全球「要愛-要愛-要愛」在塔城促進的活動之一。  

該俱樂部起源於十多年前，在當時州環保局工作的潘毓緒、李子方、和吳天順等人

發起「午餐俱樂部」。  

吳天順擔任召集人。每月中周五，大家到鄉園自費聚餐來聯絡感情，交換笑料和生

活經驗。日前，有人建議本月該提前在這個世紀的最後一組年、月、日、時、分、

和秒都同數的時刻來開香檳慶祝。當天，有人建議改變平時各自叫菜的模式並推選

李子方負責起安排 10 道菜，把聚會弄成像吃宴席一樣。  

有興趣參加「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者，請發電子郵件到 wu@caspaf.org 吳天順。  

下月聚會時間為 2013 年 1 月 18 日，周五，正午，鄉園地址為：220 West 

Tennessee St., Tallahassee, FL 32301.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15967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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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鱗爪 E-book 贈閱 

邁阿密訊  

December 20, 2012 06:00 AM | 610 次 | 0 | 3 | |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 (1)封面。(圖: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出版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 (1)一書，該書的 E-

book 為免費贈品，協會歡迎有興趣者直接到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的網頁下載。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 (1)由吳天順編著，該書計收有 126 篇報導，包括世界日

報佛州版有關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的許多活動、僑界互動的報導、佛羅里達中

華學人協會會員岑瀑嘯、穆椿榮、劉廣然、李長堅等人的文章，以及佛州其他華文

媒體和亞洲風行雜誌等對該協會的相關報導。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的網址：

www.caspaf.org/organization/journal.php 。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18511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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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文學校歡慶結業 

塔拉哈西訊  

December 29, 2012 06:00 AM | 441 次 | 0  | 2  |  |  

 

塔城中文學校舉行結業慶祝，前排左一為校長葛正復。(圖：張有源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州州大的 Bellamy Building 舉辦學期結業慶祝活動，學

生、家長及師長們一同參加，場面十分熱鬧。  

活動由校長葛正復主持，他首先感謝大家的參與，並介紹學校情形。目前該校按學

生中文程度共分 5 班，老師分別為：白斯宇、吳怡潔、徐自立、徐瓊芳、和凌精

知。另有兩位重要的志工兼幹部，分別為教務主任張芳儀和財務長黃錦混。  

各班老師帶領學生分別舉行學習成果展示和表演，學習成果展除展示過去一學期的

功課和作業外，部分有趣的成果也排成表演節目同樂，包括：繞口令、猜謎、朗誦

唐詩、講笑話、翻譯美國童話故事、玩遊戲、和老美講官話等，博得滿堂采。  

這些精采節目，有機會將在塔城台美協會蛇年慶新春活動時再度演出。  

塔城中文學校成立於 1985 年，目前是一所獨立的僑校，不附屬於任一個僑團。目前

維持校長任期為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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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下學期將於 2013 年 1 月 13 日開學，上課時間是每周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上課，詳情可電郵葛正復聯絡 jeffreyger1688@gmail.com。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26753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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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慶臘八 

佛州塔拉哈西訊  

January 19, 2013 06:00 AM | 1089 次 | 0  | 1  |  |  

 

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 1 月 18 日中午在鄉園餐館慶祝「臘八」。 

(圖：Sandy Yu 提供) 

  

「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1 月 18 日中午在鄉園餐館慶祝「臘八節」，吸引不少人士

與會。臘八是指農曆臘月（十二月）初八，原意是祭祀祖先和神靈，祈求豐收、吉

祥和避邪。在中國，有臘八節喝臘八粥的習俗。  

今年「臘八節」是 1 月 19 日。「臘八節」的起源是在北傳佛教中，佛陀於農曆十二

月初八成道，並接受四大天王供養的米粥，因此有些佛教寺院會在這天煮臘八粥供

佛，並分送十方善信。唐宋盛行臘八食粥的風俗，清朝時民間百姓準備臘八粥祭祀

祖先，分贈親友，又效仿佛門施粥送福，特地送給窮苦人家。  

為了推廣喝臘八粥的習俗，台灣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也在網站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6589)介紹臘八粥食譜和作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45664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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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中華會館 除夕聚餐 

塔拉哈西訊  

January 22, 2013 06:00 AM | 80 次 | 0  | 1  |  |  

北佛州中華會館將於 2 月 9 日 (農曆除夕)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在

Azu Lucy Ho's Restaurant 舉行春節聚餐，主辦單位歡迎有興趣人士在 1 月 25 日

前報名。  

北佛州中華會館表示，中國新年慶祝活動包括有 17 道精緻美味主菜的午餐的自助菜

餚，還有表演、抽獎等餘興節目，以及發新年的壓歲錢等。  

中華會館將在活動當天會收 20 元的家庭會員年費、10 元單身會員年費，另會員的

午餐費用是 10 元,、8 歲以下 5 元。非會員的午餐費用 15 元，8 歲以下 7‧5 元。  

主辦單位希望有興趣參加人士在 1 月 25 日前預訂，以便安排座位、抽獎活動獎品。

詳情可電郵 lxia@hotmail.com 和夏良宇連絡。  

活動地點 Azu Lucy Ho's Restaurant 地址: 220 Apalachee Parkway 

Tallahassee, FL 32311，亦可上網 http://www.azulucyhos.com 查詢。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47617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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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慈脊水高中設計獲首獎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anuary 29, 2013 06:00 AM | 481 次 | 0  | 1  |  |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為橘郡脊水高中設計的新建及改建工程，獲得佛州教育計畫協會

頒發第一獎，圖為獲獎的脊水高中設計圖。(圖：米蘭森提供，Kristine 

Melanson)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事務所(C.T.Hsu + Associates)日前在佛州教育計畫協會(The 

Florida 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ers'Association，簡稱 FEFPA)於傑克

森威爾城(Jacksonville)舉行的 2013 冬季會議(The FEFPA 2013 Winter 

Conference)中，以脊水高中(Edgewater High School)的設計，獲頒 2013 建築櫥

窗(Architectural Showcase Awards program)第一獎。  

這是奧蘭多脊水高中改建及擴建工程的第二次獲獎，第一個獎項為 2012 年美國建築

協會奧蘭多分會 (The Orlando Chapte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AIA Orlando)頒發的 2012 年度最佳設計獎(The Award of 

Excellence design award)。  

脊水高中是奧蘭多最老的學校之一，座落在歷史學院公園社區 (The College Park 

Community)，其改建工程備受各界矚目。徐祖慈成功的將建築和現代科技融於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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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賦予校園新風貌。共計 48 英畝新完成的改建工程，包括新教室建築大樓、新

的精髓設備如體育館、禮堂、音樂坊和多功能的可供學生們依不同目的使用的多層

樓會館建築，以及從部分舊校舍翻修改建的九年級專用學區。  

脊水高中的社計專案再次獲獎，徐祖慈及其團隊都覺得很榮耀。他表示非常榮幸能

與橘郡公共學區委員會 (OCPS) 及歷史學院公園社區合作，能理解並實現他們與時

俱進、集科技教育和歷史文化於建築的構思。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55045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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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中華會館 新春大團聚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23, 2013 06:00 AM | 472 次 | 0  | 1  |  |  

 

小提琴顏家瑢 (左起)、大提琴丁昱竹與單簧管呂沛亭，合奏台灣民謠。(潘毓緒提

供) 

  

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在 Azu Lucy Ho's 餐館舉行 2013 年春節慶祝活動，吸引了來

自台灣、香港、大陸、菲律賓、星加坡、馬來西亞、和北美各地來此定居、訪親、

留學的學者和學生歡聚一堂。  

與會者先享用精緻美味一品的鮮湯、沙拉,、壽司、開胃小菜等再加 17 道正菜和水

果、甜點、飲料等，讓新朋老友大快朵頤。  

餐後，由吳孝中主持中英文節目，何廷瑞教授提供並發了孩童和青少年們壓歲錢紅

包，讓在此地長大的第二代，第三代們懂得華人文化敬老賀年的優秀傳統，以及對

新年充滿盼望憧憬的鄉情歡樂。  

鄭炳陸教授道地的台灣民謠溫煦了整個會場氣氛，展開了精彩的節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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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佛州州立大學音樂學院就讀，來自新加坡的小提琴家林卉，以醇厚優美的琴

聲奏出了邊遠民歌和大家熟悉的歌曲。動人的琴聲，久久縈繞在聽眾心懷，伴奏是

來自香港，主修鋼琴及作曲的吳清華。  

董正教授的情歌，浪漫祝願唱出了大家的心聲，為他伴奏的是熱愛鋼琴音樂的朱國

雄。  

來自台灣呂沛亭的單簧管、丁昱竹的大提琴和來自馬來西亞顏家瑢的小提琴搭配美

妙，共同演奏的臺灣民謠動人心弦。  

何廷瑞、廖英雄、羅文、董正、蘇新明、邵夢符等，贊助了許多抽獎的獎品，讓與

會者在歲末年初有份驚喜。  

北佛州中華會館新年慶祝活動錄影，可在 YouTube 搜尋 NFCA Tallahassee 節目表

演。(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79606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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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 餐敘賀新春 

奧蘭多訊  

February 28, 2013 06:00 AM | 140 次 | 0  | 1  |  |  

 

佛州中華學人理事會餐敘賀新春後合影。(徐淑玲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理事會贈送感謝狀給岑瀑嘯，左起前會長劉英、岑瀑嘯、吳天順與會

長徐祖慈。(徐淑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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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奧蘭多明軒餐廳舉行餐會賀新春，來自佛州各地的會員與

會友及家屬數十人與會同歡，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牟華瑋亦偕新聞組新上任的

秘書劉金鵬與會，共賀新春。  

晚宴中，會長徐祖慈感謝該會理事群的努力，協力籌劃 2013 年度年會活動，並特別

頒發感謝獎牌給前副會長岑瀑嘯，感謝她在 3 年任內的辛勞奉獻及領導；另外，也

分發給紅包給小朋友。  

在秘書長穆椿榮精心接洽下，特別安排了古箏及二胡演奏，讓大家欣賞喜慶及優雅

的古典音樂，為活動添一份悠情和喜氣。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83686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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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兒童色情影片 FSU 中國留學生被捕 

佛州訊  

March 02, 2013 06:00 AM | 1014 次 | 0  | 2  |  |  

來自中國持學生簽証的佛州州立大學 (FSU)學生申趙兆 (Zhaozhao Shen)，2 月

26 日因下載且持有和散布兒童色情圖片，被塔城里昂郡警方逮捕。  

申趙兆是因下載 14 個和兒童有關的色情影片和圖片，同時和同住的三位室友分享下

載內容被捕。警方表示待檢查完他的電腦後，可能會有更多的起訴。  

里昂郡防止對兒童網路犯罪單位 (Internet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Unit) 的

調查員表示，他們偵查到申趙兆 IP 網址的地址，該處是一個有三間房的公寓。警方

報告中指出，他所下載的色情圖片和影片，主要的內容是男人和男孩。  

塔城 WCTV 電視台亦在報導中引述警探華勒 (Rob Waller)的話表示，申趙兆應沒有

錄製這些圖片和影片，僅是下載觀看再刪除，接著再下載。華勒說申趙兆同時將這

些不雅圖片和影片與同住的中國學生分享。  

目前申趙兆被關在里昂郡監獄。據了解，申趙兆有親戚居住在塔城。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857848/article  

 

http://www.wctv.tv/home/headlines/Federal-State-Local-Agencies-

Arrest-Man-on-Child-Pornography-Charges-193615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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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定勇訪塔城 與僑界座談 

塔拉哈西訊  

March 05, 2013 06:00 AM | 274 次 | 0  | 1  |  |  

 

台北經文處僑務組組長李定勇夫婦日前訪塔城，並與僑界人士座談。圖自左而右為

黃錦混、林義仁、李定勇、葛守雯、何邱美郁、何廷瑞、吳天順、陳瑞滿、陳景

仁、夏良宇、葛正復。(陳偉家提供) 

  

塔城是佛羅里達州首府，政治中心。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李定

勇、葛守雯夫婦日前二度拜會塔城僑民，除參加新春活動外，並與僑界舉行座談。  

當日參與座談人士包括有黃錦混、林義仁、李定勇、葛守雯、何邱美郁、何廷瑞、

吳天順、陳瑞滿、陳景仁、夏良宇、葛正復、陳偉家等。  

活動首先由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致詞歡迎大家與會，接著，李定勇先向與會者略

述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近期的調動和一些活動需要塔城僑胞支持，例如保衛釣魚台

及「東海和平倡議」連署書需要許多塔城民眾來簽名。他也報告了佛羅里達州各地

僑務推展情形。  

塔城是州長辦公室、州議院、州內閣，和許多州政府部門總部所在地，有許多來自

台灣的僑胞身居要職，並有心向台灣提出他們在相關領域技術的移轉以及和台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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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合作計畫，以回饋祖國。他們希望駐邁經文處各部會的代表常來和僑胞們會晤，

善用塔城的各方面的資源。  

李定勇表示，台北經文處一向關心僑務，努力增進與僑團、僑校的互動，他此次並

參加塔城台美協會的春節晚宴和節目表演活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87631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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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僑學界聯歡 樂聲傳台灣文化 

塔拉哈西訊  

March 09, 2013 06:00 AM | 652 次 | 0  | 2  |  |  

 

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教頭 Edward Bell (中)邀請與會者上台練習太極。(夏

良宇提供) 

  

 

黃曼菁 (前排左)和劉人豪 (前排右)率與會者上台大跳南韓大叔朴在尚 (PSY)的

「江南 Style」騎馬舞。(夏良宇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佛州州大台灣同學會及塔城中文學校，日前聯合在佛州州大（FSU）

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新春餐會，餐後並在莫爾大禮堂觀賞表演節目，吸引 400 多人與

會同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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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蛇年新春餐會從下午 6 時開始，照往例採用英語進行，今年由 PK Jameson 主

持，大家先享用豐富晚餐，邊吃邊話家常、互道新春快樂。  

餐後則轉往莫爾大禮堂欣賞節目表演，今年的蛇年春節晚會，不僅有塔城中文學校

的學生表演繞口令，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也特別示範了一段太極拳，另外，

佛羅里達州立大學以及塔城社區大學的學生：李宗翰、呂沛亭、顏嘉瑢、丁昱竹、

曾筱璇、劉人豪、黃曼菁以及 Javier 等獻出音樂表演，在悠揚的樂聲中，不僅勾起

台灣觀眾的思鄉情緒，也帶領洋朋友透過旋律認識台灣文化。  

塔城台美協會還提供多項好禮讓與會者抽獎，盼能在新年摸得一個好彩頭。塔城台

美協會會長黃錦混表示，感謝佛州州立大學 FSU 台灣學生會會長陳偉家與副會長陳

宏展以及其他同學們的幫忙，讓晚會順利進行，也要感謝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

會、Azu 餐廳、Masa 餐廳等機構對於塔城台美協會的支持，讓活動更加精采。  

此外，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 (Taoist Tai Chi Society - 

Tallahassee Branch)在當天頒發四位佛羅里達州立大學 FSU 的學生獎學金，以茲

鼓勵其課業表現優秀以及對於台美間交流所做出的貢獻。  

今年比較不同的是增加了讓與會者上台表演和互動的機會，如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

城分會教頭 Edward Bell 邀請與會者上台練習太極，和黃曼菁與劉人豪率與會者上

台大跳南韓大叔 PSY 的「江南 Style」騎馬舞等，好不熱鬧，整個餐會一直進行到

晚間 9 時許才結束。  

當天出席的來賓包括有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李定勇夫婦、塔城社

區學院副校長 Robin Johnston 和家人、北佛州中華會館主席夏良宇和團員們、以

及林震光和沈靜夫婦等人。(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92640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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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角華美協聯春晚 展東西文化 

記者陳文迪墨爾本報導 

March 12, 2013 06:00 AM | 86 次 | 0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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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灣中校小朋友說吉祥話演出一景。(記者陳文迪/攝影) 

 

奇士美華協歌舞演出後與來賓合影，右一為洪正彬。(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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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灣中校弦樂團演奏望春風等組曲。(記者陳文迪/攝影)  

 

晚會中羅盼 (中)寫春聯拍賣，嚴培達 (右)認購，左為甘迺迪角華美協會會長薛正

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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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麗英演出扈三娘，英姿颯爽。(記者陳文迪/攝影) 

  

甘迺迪角華美協聯會、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日前在墨爾本尤佳利市民活動中心

EAU GALLIE CIVIC CENTER，聯合舉辦慶祝 2013 金蛇年春節聯歡晚會，當天的節

目相當豐富，融合東西古典和現代，有舞獅、京劇、黃梅調歌唱、傳統山地舞、流

行街舞、動感肚皮舞、中西音樂演奏、古箏書法表演等，並有獎品豐富的摸彩，近

600 華洋來賓共享文化盛宴。  

當晚來賓以洋觀眾居多，棕櫚灣市長威廉‧卡波第(William Copote)闔家光臨，駐

邁阿密台北經文處副處長洪正彬、僑務委員楊喬生，奇士美華協會長黃毅敏、大奧

蘭多台灣商會長蕭維儒、國際領袖基金會長嚴培達、全球華商經貿協會奧蘭多分會

長鄭蓮、梅門美洲總會長王成章等均率各該會成員出席，前佛州中華學人協會長吳

天順更遠從塔拉哈西專程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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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歡晚會由何珥琳和陳婉嫻主持，以祥獅獻瑞拉開序幕，華林武術館的師父和洋弟

子們舞獅並展示功夫；祥獅並穿梭觀眾席間向觀眾拜年，大小來賓們餵紅包討吉

利，氣氛熱鬧歡喜。  

甘迺迪角華美協聯會會長薛正凱首先致詞歡迎來賓，感謝各界贊助及支持活動，交

流國際文化。洪正彬亦向來賓拜年祝福。卡波第以連續多年參加春節慶典，此次以

市長身分出席，在祝福外，特別要求主辦單位到棕櫚灣市舉辦春節晚會及活動，讓

更多人能分享中國年的歡樂氣息和文化。  

餘興節目由墨爾本棕櫚灣中校的表演首先登場，學生們組成的樂團演奏賀新年和茉

莉花、望春風等民謠組曲，另外一組小朋友們則拿著春聯說吉祥祝福語。接著

Rockledge 高中洋學生表演中文歌曲聯唱，演唱多首中文歌曲。  

結合古典藝術，陳果菩演奏古箏，FIT 學生羅盼現場揮毫寫春聯，並拍賣，由嚴培

達得標認購。蘇文帶表演最炫民族風舞蹈，來自阿美族的 Shu Gowing 與林春華、

Joanna McCord 以傳統服飾表演穿統山地舞。可可海灘中國俱樂部的國際友人表演

花木欄的插曲倒影；何乃潔與 Carey Moorman 小提琴二重奏「梁祝」，並隨後由王

渝君與陳果菩演唱梁祝黃梅調「十八相送」選段。  

上半場的壓軸戲由僑麗擔綱表演「扈家莊」，京劇演員喬麗演出「扈三娘」。她頭

戴翎子，全副披掛，耍劍耍槍，下腰、鷂子翻身，嫵媚又英氣的神采，迷煞了在場

的中外觀眾。  

餐後開始下半場的活動，首先發紅包給大小朋友，隨即由王成章領導示範平甩功，

與全場來賓一起做健身運動。接著，奇士美華人協會的拜年歌舞「恭喜恭喜‧祝你

幸福」俏皮討喜，十多人的陣容提著燈籠從觀眾席間一路歌舞拜年上台，在演唱祝

你幸福時從台上走入觀眾席間送燈籠，祝大家前途光明。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194841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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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頓堡僑務座談 

佛州華爾頓堡訊  

March 23, 2013 06:00 AM | 674 次 | 0  | 1  |  |  

 

參與華爾頓堡僑務座談會人士。自左而右為吳天順、向耀輝、林震光、沈靜、向映

輝、向雲輝、程美琪、張明正、蔣敬仁、向華超、李定勇、徐紹欽、許瑞珍，和葛

守雯。(圖：駐邁台北經文處提供)  

位於佛羅里達州西北地區的華爾頓堡市 (Fort Walton Beach)以美麗的白色沙灘著

名，是捕魚和住家的好地方。近 20 多年，當地居住了許多在主流社會有成就的商

業、醫藥、和教育的美籍華裔精英領袖。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僑務組長李定勇夫婦

和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日前同訪華爾頓堡市，並在 Bonefish Grill 舉行僑務座

談。  

該座談活動是由定居當地、在華爾頓堡高中擔任中文教師的沈靜安排，與會者包括

有向耀輝、林震光、向映輝、向雲輝、程美琪、張明正、蔣敬仁、向華超、李定

勇、徐紹欽和許瑞珍。  

其中徐紹欽博士曾任聯邦政府中小企業管理局副局長，掌管 800 億元政府採購金

額。 整個座談會大約進行了兩小時，李定勇先向與會者拜晚年，並略述駐邁阿密台

北經文處近期的調動和一些活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05234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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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籌備聯合年會暨研討高教 

奧蘭多訊  

March 26, 2013 06:00 AM | 132 次 | 0  | 1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徐祖慈建築公司會議室舉行新年度理事會，包括北、中、

南佛州代表陳偉、吳天順、徐祖慈、周禮、袁建勛、劉廣然、邱怡婷、劉英、許培

鋒、陳學海、陳思齊和孔慶成等均與會。  

會中議定將於 8 月 24 日至 26 日，在邁阿密聖托馬斯大學舉辦「第 24 屆佛羅里達州

中華學人研討會」和「第五屆台灣和佛羅里達高等教育研討會」聯合年會，並進行

籌備會議。  

會議由會長徐祖慈主持，他首先歡迎出席會議董事會成員，並報告改組後的理事

會、執行委員會、基金會、信託基金會、會員委員會、各地分會，以及年度研討會

委員會現況。徐祖慈也概述了今年研討會相關主題「建模、類比和培訓，以及醫療

設備(Modeling, Simulation and Training；Medical Devices)，並報告籌款計

畫。  

接著劉廣然詳細報告財務、陳偉簡介信託基金營運、周禮簡報申請基金會現況，大

家都希望能早日享有美國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IRC)中的

501(c)(3)中的免稅條款，幫助該會籌款。  

聖托馬斯大學首席副校長與學術事務執行長陳思齊已和相關酒店接洽，獲得每晚 99

元的單或雙人房優待；由於聖托馬斯大學將免費提供會議場所、設施和設備，理事

會決議免費鼓勵聖托馬斯大學學生參加研討會活動，但特定餐會和宴會活動則需付

費。  

會中議定年會主題，經過討論，理事會共同定案「第 24 屆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研討

會」主題為「建模、模擬與培訓」，並決議將借重媒體宣傳，得到熱烈迴響，與會

者分別分享各自經驗。  

Venture Catapult 總裁邱怡婷提供她從事跨國風險投資的經驗；陳思齊分享他在

中國用醫學類比科技被診斷的經驗；許培鋒則提供他參辦前四屆「台灣和佛羅里達

高等教育研討會」的經驗。(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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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07458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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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慈建築公司消防站峻工再添佳績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March 28, 2013 06:00 AM | 84 次 | 0  | 1  |  |  

 

徐祖慈領導的建築事務所，完成橘郡第 84 號福特‧聖誕城消防站建築。(徐祖慈建

築事務所提供)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領軍的建築公司再添佳績，完成橘郡第 84 號福特‧聖誕城的消防

站建設工程，該消防站日前舉行啟用典禮，橘郡郡長傑可布絲(Mayor Teresa 

Jacobs)、議員艾德華斯(Ted Edwards)、消防主管卓德(Fire Chief Otto 

Drozd)、部門主管普瑞斯登(H. Vince Preston)、橘郡郡府人員、徐祖慈建築公司

工作人員及承包工程的木力甘工程公司(Mulligan Construction)，以及許多當地

居民均到場觀禮，並紛紛讚揚該工程為福特‧聖誕城提供永久建築和設備，幫助提

升社區安全防護。  

84 號消防站工程涵蓋 6948 平方呎建築，耗資 125 萬元，徐祖慈建築公司不但工程

費低於郡府的經費預算，且提前三個月完成工程。部門主管普瑞斯登(Vince 

Preston)感謝並讚揚該建築公司的工程師修亦(Jim Hughes)和史密斯(Mark 

Smith)嚴謹細膩的工作態度，完成先進的工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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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慈則表示很高興與橘郡合作建設消防站工程，為社區服務。他說，多年來與橘

郡合作，已完成包括各級學校、機場和其他許多工程，擴大為社區和人民服務，是

莫大的榮耀。  

新消防站的設施，包括可供兩部大消防設施進出操作的專用停車場，駐站人員休憩

室、衣物間、寄物櫃、設備及工具間、緊急事務辦公室、廚房、圖書館、休息室、

電腦訓練處、健身房、戶外儲藏室等許多不同功能的空間規畫，是過去九年來，依

橘郡發展設計規畫的消防站規模藍圖，建設並完成系列消防建設工程之一。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09103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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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協改選 四華裔新血 

【塔拉哈西訊】  

March 30, 2013 06:00 AM | 932 次 | 0  | 1  |  |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改選，由印度裔的蘇麻‧孫達拉姆(Soma Sundaram)當選會長，

吳天順繼續留任於行政部門當審計員。原華裔的董事會指導員徐向榮、盧俊偉、崔

遲和艾小梅功成身退；另選上華裔的董事會新血包括王穎 、陳穎珩、許楊、唐玉

清 。  

此協會共有 6 位行政人員、14 位董事會指導員、和 4 位塔城賢達人士擔當顧問。  

今年該會籌備活動包括參加 3 月 30 日下午 2 時至 6 時在佛州州立大學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的國際節，4 月 6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塔城之春大遊行」等。有興

趣參加者，可與吳天順聯絡，電郵信箱：TienShuenn.Wu@dep.state.fl.us，電

話：(850)45-8594。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11110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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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協改選許楊接棒 

塔拉哈西訊  

April 02, 2013 06:00 AM | 104 次 | 0  | 1  |  |  

 

塔城華人協會日前改選，許楊當選主席。該組織成立於 1997 年，是由中國移民組成

的民間社團，成員大多數是在美國留學畢業的專業人士。  

該協會服務團隊新血充沛，每年在春節聯歡會上介紹新當選的董事會成員，今年六

位新血為：許楊、陳邦豪、劉佳靜、劉懿宣、繆麗穎及王靈瑤。他們另外再開會互

選，選出最適當人選來繼續秉承為塔城華人服務的宗旨，開展系列文體活動。  

新團隊除了維持以前的春季遊行、春季野餐、中秋聚餐、亞洲節表演和擺攤、春節

晚會、圍棋比賽、網球比賽外，也將推陳出新。目前籌備和正在計畫中的活動包

括：善用臉書 (Facebook)和會員互動、介紹每月一星(會員的生活和風采)、給小

朋友們在每次參加活動時收集春節活動抽大獎需要的貼紙、舉辦一系列的在美生活

講座(請專家們分享工作、投資、理財、簽證、家庭等方面經驗)、成立興趣小組 

(小孩組包括棋類、琴類、體育類活動，大人組包括美食團、舞蹈團、瑜伽團等)、

增加組織羽毛球賽以及其他棋牌類比賽等。  

第一個活動為參加 4 月 6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塔城之春大遊行」等，華人協

會希望有興趣者穿傳統中國服裝來向塔城社區展示中國文化。有興趣參加者，可電

郵許楊：sophia.xuyang@gmail.com。(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13006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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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行登場 

塔拉哈西訊  

April 04, 2013 06:00 AM | 38 次 | 0  | 0  |  |  

 

在塔城市中心舉辦的「塔城之春」大遊行相關系列活動，將於 4 月 5 日和 6 日舉

行。該遊行為美國東南區最大和最著名的遊行之一，可以讓參與者體驗到真正的南

方待客熱情。  

遊行前後，活動公園有著名的手工製品展示與拍賣、臨時兒童遊樂場，以及本地與

全國知名藝人表演。整個活動近年來都吸引超過 20 萬人共襄盛舉，內容包括 4 月 5

日 (周五)下午 6 時起的 Downtown Get Down 市中心室外娛樂活動，4 月 6 日(周

六)上午 7 時 45 分起的 10 公里賽跑和 1 英里競走賽，上午 10 時 30 分起的大遊

行，和中午 12 時起的海鮮音樂節與啤酒花園等，詳情可上網查詢：

http://springtimetallahassee.com/。(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15333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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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國際節千人共慶 

塔拉哈西訊  

April 09, 2013 06:00 AM | 564 次 | 0  | 1  |  |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佛州州立大學(FSU)學生活動中心參加該校第 15 屆國際節慶祝

活動，當天共有 40 多國和地區的攤位和節目表演，內容十分精采熱鬧，吸引千人與

會，體驗來自五大洲、三大洋等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工藝、食物和文化。  

國際節活動免費入場，主要是讓校園和社區的文化團體有機會分享其歷史和文化，

同時使參與者有機會瞭解許多不同的文化和傳統。從文化團體表演中，可以顯示學

生和社區組織中的互動，活動中可以購買食物券來品嚐各國不同食品。  

當天表演節目包括愛爾蘭河舞、日本舞、阿拉伯肚皮舞、印地安舞、泰國舞、印度

舞、菲律賓舞、非洲舞、墨西哥舞、中南美洲舞和現代舞等，也有歌唱和樂器演

奏。其中舞蹈服裝五顏六色，配上輕快活潑的音樂，四小時節目絕無冷場。  

與會的塔城海地文化俱樂部會員 Rosie Justilien 表示，她期待能與海地文化俱樂

部每年都來參加國際節，每年她也因此可以學習和認識一些新文化，此活動也讓她

體會到 FSU 的多樣化和更多社區的存在。  

塔城中東和平協會副總裁兼達人秀肚皮舞者 Kathleen Johnson 表示，此活動不僅

有機會讓參與者了解中東地區，也讓參與者學習如何融入全球社會，可使參與者看

到許多外國非常真實的經驗。(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19190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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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行 亞裔隊伍風光 

佛州塔拉哈西訊  

April 13, 2013 06:00 AM | 649 次 | 0  | 1  |  |  

 

塔城亞洲協會會員組織龐大的隊伍，參加「塔城之春」遊行。（圖：夏良宇提供） 

  

塔拉哈西第 45 屆「塔城之春」春季大遊行，日前在塔城南北主道門羅街上舉行，吸

引了約七萬民眾湧入觀賞，場面十分熱鬧。  

該遊行為美國東南區最大和最著名的遊行之一，不但顯現美國南方的特色，也讓參

與者體驗到真正的南方待客熱情。「塔城亞洲協會」 (Asian Coalition of 

Tallahassee)遊行隊伍今年更獲得非營利組織類別中「裁判選擇獎」 (Judges 

Choice Award)的第二名。  

「塔城之春」春季大遊行活動起源於 1967 年，當時南佛州和中佛州的立法者，提議

將首府從塔拉哈西遷到奧蘭多，這遊行是塔城居民為了捍衛塔拉哈西繼續為佛州的

首府的活動之一，延續至今。  

今年共有 110 多個團隊參加「塔城之春」的遊行活動，包括有樂隊、花車、徒步隊

伍，以及警車、消防車、救護車等。活動中，除了反映佛州歷史傳統的南方美女花

車、海盜船等，更表徵近年佛州多元文化日豐的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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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亞洲協會」旗下的中國、日本、台灣、菲律賓、越南、印度、土耳其等

族裔居民組成的會員隊伍表現突出，「塔城華人協會」新會長許楊和「塔城中國武

術館」張遠師父率領的舞獅、鼓、旗隊更廣受民眾歡迎。沿途參與遊行的隊友們和

圍觀的民眾分別用中文「你好！」的互相問候聲不斷。  

遊行從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參與遊行的隊伍依排列次序進場，路旁民眾則以鼓

掌、歡呼等為心儀隊伍鼓勵，氣氛熱絡，整個遊行活動一直進行到中午 12 時結束。  

今年遊行活動更促進一些相關活動舉行，如「Tallahasee Downtown Get Down」

活動，把數以萬計的人帶進市中心的街道上，到處人潮滿滿，人聲鼎沸，十分熱

鬧。與會者吃著新鮮的海鮮和油炸的海產，順便享受現場音樂演出，同時欣賞露天

舞蹈演出等，孩子們也在臨時組成的兒童公園裡玩耍，歡樂聲處處。（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24258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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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訪團抵塔城 深化交流 

塔拉哈西訊  

April 20, 2013 06:30 AM | 685 次 | 0  | 1  |  |  

 

如皋市代表團訪問佛州農業機械大學 (FAMU)農業與食品科學學院。前排由右而左分

別為謝越平、Christina Lynch、倪新福、Dr. Robert W. Taylor、石耀、

Harriet Hall、崔建平、姊妹城市經濟發展理事 Faith Clark、Shapiro 

Hardemon。(姊妹城市委員會提供)  

 

 

如皋市代表團訪問 CBS 塔城新聞台 WCTV。圖中人員由左而右分別為 Christina 

Lynch、倪新福、Mr. Dean Minardi、石耀、崔建平、和張進。 

(姊妹城市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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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省如皋市市政府代表團日前訪問塔城，並進行三天交流。  

塔城-如皋姊妹城市委員會主辦並推動這次城市訪問，以助塔城和如皋加強姊妹城市

關係，並推廣經濟、教育、及文化活動發展長期計畫。如皋代表團人員包括：市人

大常委會黨組書記石耀、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兼外僑辦主任崔建平、文化廣播電視

傳媒集團董事長張進、駐美國聯絡處主任兼經濟技術開發區副主任倪新福。  

2011 年 10 月 25 日塔城市長約翰‧麥克斯 (John Marks) 帶領以貿易為主的代表

團，訪問了中國江蘇省如皋市，兩市並於訪問期間正式簽署了姊妹城市協定，未來

雙方將就經濟如可再生能源和先進製造業的合作，學術和研究如大學間的互動等，

作更進一步交流。  

日前如皋代表團訪問行程，包括參觀塔城市政廳、與塔城麥克斯市長會晤、與佛羅

里達州眾議院能源小組委員會舉行會議、與塔城學府探討新合作機會、和與當地數

商業公司繼續已開始的交流。  

教育倡議包括與佛州農業機械大學 (FAMU)農業與食品科學學院、佛州州立大學 

(FSU)航空推進系統、機電和能源研究院、塔城社區學院(TCC)先進製造業培訓中

心、和里昂高中增加聯繫。代表團所探討的方案主要環繞通過視訊會議、音樂和藝

術比賽、留學、和實習機會等來推廣兩市學生和教師的合作。  

為了幫助如皋傳媒更有效地改善媒體廣播，塔城姊妹城市安排了訪問團參觀 CBS 塔

城新聞台 WCTV、塔城民主日報報社和摩爾通訊集團公司 (Moore Communications 

Group)。文化方面，張進代表如皋市文化廣播電視傳媒集團與塔拉哈西 Strikers

舞蹈團簽署了合作備忘錄，期盼 Strikers 參加如皋市今年 10 月 28 日文化節表演

和商業演出。  

塔城-如皋姊妹城市委員會成立於 2011 年，歡迎所有對促進塔城和如皋關係感興趣

的市民加入這義工組織、推廣經濟發展、教育和文化機會。有興趣者，請查詢網

頁：www. trsistercity.org；想瞭解更多的資訊，可發送電子郵件到：

info@trsistercity.org。（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30894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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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學結業慶 講解象棋受歡迎 

塔拉哈西訊  

April 27, 2013 06:00 AM | 416 次 | 0  | 1  |  |  

 

塔城中文學校舉行結業慶祝一景，後排左三為新校長黃弼晶。(塔城中校提供) 

  

 

最高班的 3 位學生吳啟瑞 (由左而右)、葛佳萁、張哲瑋講解由西漢開國名將韓信發

明的國粹「象棋」玩法和規則一景。(塔城中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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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州州大學的 Bellamy Building 舉辦學期結業慶祝活動，學

生、家長及師長們一同參加，場面十分熱鬧。  

活動由校長葛正復主持，他首先感謝大家的參與，並介紹學校情形以及未來方向。

目前該校按學生中文程度共分 5 班，老師分別為：白斯宇、吳怡潔、徐自立、徐瓊

芳、和凌精知。另有兩位重要的志工兼幹部，分別為教務主任張芳儀和財務長黃錦

混，新校長將由黃弼晶於 7 月 1 日接棒。  

結業典禮由各班老師帶領學生分別舉行學習成果展示和表演，學習成果展除展示過

去一學期的功課和作業外，部分有趣的成果也排成表演節目同樂，包括由最高班的

3 位學生葛佳萁、吳啟瑞、張哲瑋講解由西漢開國名將韓信發明的國粹「象棋」玩

法和規則、朗詩、講笑話、玩遊戲、和老美講官話等，博得滿堂采。  

塔城中文學校成立於 1985 年，是一所獨立的僑校，不附屬於任何一個僑團。校長任

期為一年，沒當過校長的家長都有機會擔當此無薪的榮譽職。  

塔城中校下學期將於 2013 年 8 月下旬日開學，上課時間是每周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上課，詳情可電郵黃弼晶聯絡 pi_ching_huang@hotmail.com。(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37967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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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長訪塔城 老友相見歡 

塔拉哈西訊  

May 04, 2013 06:00 AM | 560 次 | 0  | 1  |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王贊禹一行與塔城僑界座談後合影。前排坐者左起：陳景

仁、何邱美郁、何廷瑞、陳瑞滿，立者左起：王贊禹、藍毓埼、夏良宇、蔡琬梅、

黃錦混、吳天順、邱昱哲、洪正彬、蘇淑慧、徐瓊芳。(圖：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提

供) 

 新任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和夫人藍毓埼，副處長洪正彬、秘書

蔡琬梅和蘇淑慧等五人，日前至塔城訪問並拜會州政府官員及議會領袖，推動佛羅

里達州與台灣的姊妹關係，並與僑界座談。  

當日參與座談者包括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及夫婿何廷瑞、前佛州州立大學工學院

院長陳景仁及夫人陳瑞滿、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北佛州中華會館主席夏良宇、塔

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塔城中文學校校長葛正復、教師徐瓊芳和學生葛佳萁，以

及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會長邱昱哲等。  

王贊禹是當初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開館三傑」之一，與在場多位出席者

皆為舊識。王贊禹表示，很高興與多年好友再度相見歡，他略述到塔城的拜會活

動。  

王贊禹特別提出將與佛州首府塔城僑界多交流，例如：舉辦「行動領務服務暨座談

會」、參加今年 10 月 12 日的塔城第九屆亞洲節慶祝活動、到塔城扶輪社專題演講

等，也計畫到大彭薩科拉(Pensacola) 地區訪問。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46264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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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特表揚資深州府雇員 

【塔拉哈西訊】  

May 09, 2013 06:00 AM | 346 次 | 0  | 2  |  |  

 

吳天順手持他的全家福相片，也是州長官方宣傳的網頁，拍出「相片中的相片」。

左起：吳天順、史考特州長和徐淑玲。(州長辦公室提供)  

佛州州長史考特日前邀請服務於里昂縣郡 (Leon County)的資深州政府雇員，到

「州府大廈」內閣會議室接受表揚，受邀人員為服務滿 15、20、25、30、35、或

40 周年，當天共有 125 人赴會，其中包括三位華裔，他們是環境保護部門的吳天

順、徐淑玲夫婦與在衛生部門的龔永明。  

州長頒發資深服務獎並與獲獎人單獨合影，與會者將在 4 到 8 周內收到州長親筆簽

名合影相片。吳天順在敘舊時，贈給州長一份世界日報 2011 年 6 月 2 日佛州版，

在州長官邸舉辦第三屆「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活動的報導，以及 2012 年佛羅

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3 屆年會及研討會節目活動手冊。  

手冊中包括史考特州長於 2012 年 6 月 19 日給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親筆祝賀函。  

合影時，吳天順手持他的全家福相片，也是州長辦公室選用當作州長官方宣傳的網

頁，夫妻倆與州長合照了一張「相片中的相片」。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51173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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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贊禹拜會州長史考特 

邁阿密訊 

May 14, 2013 06:00 AM | 90 次 | 0  | 2  |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王贊禹(右)、藍毓琦 (左)夫婦與州長史考特合影。(駐邁經文處提供)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與副處長洪正彬及秘書蔡琬梅、蘇淑慧等五

人，日前前往佛州首府塔拉哈西市拜會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州務卿 Ken 

Detzner、商務廳長 Gray Swoope、州參議會議長 Don Gaetz、州眾議會議長 Will 

Weatherford 以及州眾議員 Lake Ray 等議會領袖。  

王贊禹州府行，主要是希望加強與佛州政要的聯繫與友誼，並說明台灣的政經進步情

形。  

在各項拜會中，王贊禹曾就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推動和參與國際事務、海峽兩岸關係近年

進展、釣魚台為中華民國固有領土史實詳加說明外，並闡述馬總統去年 8 月 5 日極具前

瞻性與宏觀格局的東海和平倡議以及 4 月 10 日達成之台日漁業協定。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表示，州長及州議會領袖們都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及社

會多元化地蓬勃發展，表示印象深刻。州參眾議會並分別通過支持中華民國參與國際組

織、馬英九總統的東海和平倡議，和促請美國政府軍售台灣先進 F16/CD 型戰機等決議

案。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56822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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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慶亞裔傳統月 

塔拉哈西訊  

May 30, 2013 06:05 AM | 150 次 | 0  | 1  |  |  

 

塔城慶祝亞太裔傳統月活動。孟福德中學校長布萊辛(右) 頒發「最喜歡的亞洲文化

慶祝活動或節日」徵文比賽第三獎給瑪麗亞-林玉‧菲宙(左)。(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為慶祝 5 月亞太裔傳統月，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孟福德(Montford)初中餐廳和瑞可 

(Rickard)高中的體育館舉行兩場慶祝活動，並利用機會推廣亞華社團活動。  

慶祝活動場內設了臨時販賣食物攤位，由唐玉清、王穎、陳穎珩從「鄉園中餐館」

訂購食物，讓與會者享用晚餐，並設有亞洲文物攤位，分別由日本社團、菲律賓大

灣區聯合會，以及中東的波斯和阿拉伯文化組織等提供。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喬伊絲‧戴兒比-菲宙(Joyce E.Dauby-Feezel)為亞太裔

傳統月的奔走和籌備。她是 2004 年亞洲協會創始時，兩位非亞裔代表之一，一直積

極支援各項活動。  

她的熱情來自 2000 年 9 月到中國貴州領養一位兩歲的女孩瑪麗亞-林玉‧菲宙 

(Mariah Linyui Feezel)後，喬伊絲希望女兒能有更多機會接觸到與她的根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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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其女兒參加了塔城中文學校、中校夏令營、塔城之春大遊行、春節慶祝活

動、亞洲節活動及佛羅里達州州長官邸亞太月慶祝活動等。  

早期，亞洲協會借用公共圖書館、社區活動中心來慶祝亞太月，效果不是很理想。

幾年前，喬伊絲和其他亞洲協會代表去見里昂縣公立學校總監傑祺‧龐斯 (Jackie 

Pons)和各學校董事會成員。喬伊絲還帶頭說服董事會主要成員之一的孟福德中學校

長庫克(Douglas Cook) 和亞州協會合辦亞太月慶祝活動。  

目前庫克已升任瑞可高中校長，他把辦亞太月慶祝活動帶到瑞可高中，其孟福德中

學繼任人路易斯‧布萊辛 (Lewis Blessing)也比照往例續辦慶祝亞太月活動，並

在八年級學生學業上增加徵文比賽，題目為「最喜歡的亞洲文化慶祝活動或節

日」。喬伊絲的女兒瑪麗亞以描述她參加台美協會主辦的春節晚宴為題參選，獲第

三獎。  

兩場慶祝活動表演從下午 6 時開始，將近兩小時代表亞洲各地特色的文化展演節

目，如菲律賓、印度、阿拉伯等傳統歌唱、舞蹈、樂器，以及武術表演等。（吳天

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74720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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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獲摩爾傑出服務獎 

塔拉哈西訊  

June 06, 2013 06:00 AM | 310 次 | 0  | 1  |  |  

 

何邱美郁(中)獲 2013 塔城扶輪社年度傑出服務獎後，與社長東布勞(John 

E.Dombroski，右)合影，左為她的夫婿何廷瑞。(塔城扶輪社提供) 

  

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Lucy Ho)日前獲 2013 塔城扶輪社年度「弗雷德里克‧克利

夫頓‧摩爾」傑出服務獎。她是塔城扶輪社第一位入選的女會員，也是歷年來 30 多

位榮獲此獎的唯一女性。  

弗雷德里克‧克利夫頓‧摩爾醫學博士 (1879-1941)於 1922 年創立「塔城扶輪

社」，他是當時在塔城三個醫師之一，有多方面奉獻的服務精神，如第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摩爾博士到法國服務於美國軍隊的醫療服務團。  

何邱美郁獲得的年度個人傑出服務獎，成立於 1984 年，該獎是為了要表彰獲獎者對

社會的承諾及在其職業中的成就。同時也感謝獲獎者遵守扶輪社的「扶輪精神」：

「真誠」(Integrity )、「儉樸」(Frugality)、「寬容」(Tolerance)和「無

私」(Unselfishness)，四項中以「寬容」最能代表扶輪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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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獲此殊榮，何邱美郁表示驚喜，並表示感謝塔城扶輪社評審委員頒贈此傑出服

務獎給她。她表示，她只是盡力做好本份，並將繼續發揚扶輪社的服務精神。  

何邱美郁對於塔城經濟發展與公益活動有重大貢獻，1987 年，曾獲「塔城之春大遊

行」(Tallahassee Springtime Parade)頒贈的總指揮獎(Grand Parade 

Marshalls)。2008 年，獲塔城「25 位傑出成就表現女性代表」 (Tallahassee's 

25 Women You Need to Know) 的殊榮。  

另外，何邱美郁燒得一手好菜，開過不少知名餐館，同時亦在佛州州立大學 (FSU)

音樂學院設計戲服 40 多年。她曾任兩屆佛州僑務委員，現為佛州僑務諮詢委員，由

於其在塔城的政商關係極佳，為台灣和佛州州府間的外交工作，提供不少協助。(吳

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81354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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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 緊鑼密鼓籌備年會 

佛州訊  

June 15, 2013 06:00 AM | 22 次 | 0  | 2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部份籌備會人員於徐祖慈建築公司會議室合影，陳思齊 (前排左

起)、徐祖慈、王贊禹、穆椿榮、陳學海、李長堅，劉英 (後排左起)、吳天順、劉

廣然、陳秀美、邱怡婷、鍾文義、陳偉。(圖：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 (中)於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籌備會中致詞。

(圖：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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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徐祖慈建築公司會議室舉行理事會，討論今年第 24 屆佛羅

里達州中華學人研討會，該會已定於 8 月 24-26 日在邁阿密聖湯瑪斯大學舉行年

會，主題為「高等教育與新興科技」。  

出席會議者包括有陳偉、徐祖慈、穆椿榮、劉廣然、劉英、陳學海、陳思齊、邱怡

婷、鍾文義、邱昱哲、吳天順、李長堅與陳秀美夫婦、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王贊禹與秘書蔡琬梅等。  

會長徐祖慈主持會議，聖湯瑪斯大學副校長與教務長陳思齊詳細報告該校承辦年會

事宜。吳天順簡介「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1)」E-book」並且計畫出版第二

集，財務長劉廣然報告基金會申請免稅條款進度。  

會中，王贊禹贈送每位出席者由台北故宮博物院出版的「百年傳承走出活路」的精

美專書。王贊禹也簡述邁阿密經文處如何使台灣更有能見度「Taiwan More 

Visible」。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每年舉辦研討會來提升台灣和佛羅里達教育、科技、和產業的結

合。今年主題主講人待定。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2290101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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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嘯出新書「醫道凝眸」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ly 06, 2013 06:00 AM | 192 次 | 0  | 5   |  |  

 

岑瀑嘯醫師出版文集「醫道凝眸」，圖為該書封面。(岑瀑嘯提供)  

佛羅里達醫院心臟科主任岑瀑嘯出身醫師世家，是第八代的醫師，家族裡有近百位

醫師。她從小即與父親岑澤波教授學習中醫及西醫常識。 

 

岑澤波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除了發表醫學相關文字，亦經常執筆討論時事，

抒發感言；岑瀑嘯受其父親影響，亦經常撰述文章發表。最近出版的「醫道凝

眸」，即為其發表作品之集結。 

 

她表示，在父親離開近四周年之際，她將自己的若干想法整理成文，作為紀念；同

時，藉機與中美地區的讀者交流，討論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岑瀑嘯自許：「醫乃仁業，吾將上下而求索。」她結合自己的行醫經歷，從心臟科

醫生的角度出發，對醫生職業、醫療制度、醫德醫道等觀念及問題進行探討，包括

生命的價值與尊嚴，醫生職業的責任與素質，醫患關係如何平衡等均是話題，亦分

享她的人生經歷和感悟。 

 

「醫道凝眸：一位心臟科女醫生的思考」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當當網、卓越

網、京東網均有銷售。 

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05970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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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8.24 科技研討 

佛州訊  

August 10, 2013 06:00 AM | 127 次 | 0  | 0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CASPAF）將於 8 月 24 日至 26 日於邁阿密花園市聖湯瑪士大學 

(St. Thomas University)召開「科技及文化研討會」和 2013 年年會，今年年會

主題為「先進科技與高等教育的關聯 」(Emerging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也將尋求高教科技與產業界的合作與互動，並邀請各科技中心及大學

之專家學者研討分享。 

 

在研討會中，台灣台南科學園區與中佛大科學園區，並將簽署合作備忘錄。 

 

簽約儀式將於 8 月 25 日下午 4 時 45 分舉行，台灣國科會南部科學園區管理局

（STSP）主任秘書蘇振綱將簡報說明南部科學園區生技醫療器材產業之發展近況，

隨後與中佛大研究園區執行理事 Joe Wallace 簽署雙邊園區合作備忘錄。未來雙方

將透過技術移轉與投資，進行資訊分享與技術合作。 

 

欲參加學人協會年會者可上網報名，學生可免費聽講，並有住宿優待，詳情可查詢

該會網頁。 

 

年會將於 24 日中午開始報到註冊，並安排有高爾夫球及 Everglades Airboat 

Tour 供有興趣者報名參加，當晚並有歡迎招待會。25 日有四場各 90 分鐘的研討

會，26 日就台灣及佛州高等教育領略做深入的研討。詳細會議行程及主題可查詢其

官網：www caspaf.org。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33816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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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頻現天坑 購屋小心 

記者陳文迪、俞曉菁／佛州報導  

August 15, 2013 06:10 AM | 182 次 | 0  | 0   |  |  

 

天坑造成房屋深陷。(取自網路) 

  

 

天坑造成房屋深陷。(取自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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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克里蒙市附近周一凌晨 3 時出現天坑(SinkHole)，一家度假旅館 Summer 

Bay Resort 的三層樓房倒塌，被吞噬幾近一半，造成相鄰旅館多處牆壁龜裂，欄杆

斷裂，105 位旅客驚魂，幸當局救助及時，沒有造成傷亡。該天坑出現時直徑約 40

呎寬，並持續擴大，目前已近百呎。 

 

一些獲救旅客在回憶當時情景仍然心有餘悸。來自新澤西州的遊客 Krystal French

說，事發時，聽到破裂的響聲，發現窗戶破裂，隨後門就打不開了，他們被鎖在房

內無法逃出，最後其未婚夫打破窗戶，才得以逃出生天。天坑出現時，正在準備早

餐的客人低頭煎餅，抬頭時窗外已是兩個世界…，還有人洗澡洗到一半，來不及穿

衣，圍著毛巾逃離，隨即聽到房屋破裂的聲響。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表示，天坑發生在佛州及其他地區是常有的事，幾千年來如此，

不僅是佛州，全世界都有這個問題。佛州多湖，在飛機上鳥瞰，大型的圓形湖泊大

多數都是早年的天坑形成，如 1980 年代在奧蘭多附近的 Fairbank 的天坑，吞噬房

屋及車輛等，該地區目前已成為一個大圓形湖泊。 

 

他說，天坑是自然界的正常現象，有些迷信的說法不足信。一個有關天坑的笑話

說，奧蘭多市與廣西桂林市為姊妹市，桂林山水甲天下，以石林著稱，奧蘭多則是

多湖，常有天坑，一些人開玩笑說：「桂林石林是奧蘭多的天坑，在佛州這邊下

沉，在中國凸起。」 

 

徐祖慈表示天坑現象無法預測，但因地下區域均有關連，一個地區如有天坑發生，

則其附近會有影響。如幾個月前，在湖地郡地區發生一起天坑事件，吞噬整間房

子，造成一人失蹤。幾天後，附近又出現天坑。因此，在規劃土地或房屋開發時，

在選址上需多作土地測量及調查，可以幫助減少風險。依據地質學或建築觀點，要

多作調查，才可能避開敏感地帶。 

 

天坑發生如何處理？他表示，天坑因地層變化或地下水流失造成，一般地面下陷部

分，需仰賴當地政府搶救，以湮埋方式，讓水面提升。高速路上或路旁發生的小型

天坑，通常用填補方式搶救；至於大型的天坑，則僅能以隔離方式處理，留待自然

解決，大部分天坑都會在一段時間以後，依地下水的流動及雨水幫助，水位上升，

成為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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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年前在阿波卡地區也有華裔民眾的出租屋出現天坑，幸好當時房客不在家。該屋

主臥室及廚房地陷，家具及廚具均被吞噬，天坑 20 餘呎寬，深不可測。因房屋保險

沒有標明「天坑」，保險公司理賠時只賠償地上物，不包括土地，雖然請律師打官

司，結果終未獲全額賠償，損失甚鉅。 

 

南佛州地產經紀孔慶成表示，天坑的發生就好像中樂透一樣，無法預測。因此，他

通常會提醒買房子的客戶，在購買房屋保險時要注意是否有買天坑保險。孔慶成說

南佛州天坑發生沒有奧蘭多和天帕地區多，日前他帶客戶到天帕看房子，該房子介

紹說明書上就註明房子所在地區發現天坑，目前正在處理中。 

 

據 RiskMeters 公司公布資料指出，佛州地區出現 Sinkhole 最多的前 10 個郡，依

序為 Pasco、Hernando、Hillsborough、Marion、Pinellas、Citrus、Polk、

Orange，以及 Seminole Laker 郡。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37207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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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俱樂部慶中元 

塔城訊  

August 15, 2013 06:00 AM | 54 次 | 0  | 0   |  |  

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將於 8 月 16 日(周五)中午在鄉園餐館慶祝「中元節」，聚會主

題是「敬鬼和愛鬼」。 

 

中元是指農曆七月十五日，相傳農曆七月地獄大門開放一月，所有的無主孤魂全部

從陰間出來，到陽間接受供養，因此各地方紛紛在這一個月舉行「普度」佈施的祭

祀儀式。 

 

有興趣參加「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者，可電郵：wu@caspaf.org。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37182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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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大與台南科學園區簽合作備忘錄 

記者俞曉菁／佛州報導  

August 27, 2013 06:00 AM | 488 次 | 0  | 2   |  |  

 

台灣台南科學園區管理局主任秘書蘇振綱博士(右三)中佛大研究園區的行政總裁

Joe Wallace(右二)，在簽署合作備忘錄後合影。右一為聖湯瑪士大學校長

Franklyn M.Casale，左三為駐邁經文處處長王贊禹。(記者俞曉菁/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理事群在獲感謝狀後合影。(記者俞曉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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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召開「2013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科技及文化研討會」和年會，專題

討論創業成功之路。(記者俞曉菁/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徐祖慈(左一)、理事穆椿榮(左二)、陳學海(右一)，與聖湯

瑪士大學校長 Franklyn M.Casale(左三)和執行副校長陳思齊(右二)合影。(記者

俞曉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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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喬在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中表演京劇一幕。(記者俞曉菁/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Florida，簡稱 CASPAF)24 至 25 日在邁阿密花園市聖湯瑪士大學

(St.Thomas University)召開「2013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科技及文化研討會」和年

會，吸引百餘位華洋人士參加。其中台灣台南科學園區與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更

於 25 日下午正式簽署合作備忘錄，未來雙方將透過技術轉移與投資，進行資訊分享

與技術合作。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今年已是第 24 年舉辦，年會主題是「先進科技與高等教育

的關聯 (Emerging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著重於模型、模擬，

與訓練科技研發(Modeling,Simulation,and Training Applied to State-of-

Art Industrial Innovations)，尋求高教科技與產業界的合作與互動，邀請各科

技中心及大學的專家學者研討分享。 

 

年會重頭戲在 25 日當天，除開幕典禮中包括聖湯瑪士大學校長 Franklyn 

M.Casale 致歡迎詞外，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佛州中華學人協

會會長徐祖慈等，均簡短致詞，歡迎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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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 26 日有一整天的台灣和佛州高等教育會議，曾訪問過台灣 11 所大學的 Ed. H. 

Moore 博士，亦介紹他愉快的台灣之行。 

 

三場討論會分別在上午 10 時、下午 1 時 45 分，以及下午 3 時 30 分舉行，討論主

題依序為「模型、模擬與訓練」(Modeling,Simulation,and Training)、「學界

和產業界建立合作」 (Partnership Building Between Academic & 

Industries)和「成功之路」（Journey to Success)，主講人分別是：Tomas L. 

Baptiste 將軍、M.J.Soileau 博士，以及 Richard Fox、翟懷慈和 Waymon 

Armstrong 等。 

 

其中在創業成功之路的專題中，三位發言人分別分享各自創業過程，瞿懷慈推崇美

國是個很好的創業地，他同時建議有心創業者，在創業之初最好能獨資創業，等到

公司有所成長後，屆時可再找人入股投資等。 

 

Richard Fox 則提出七項如何籌募資金的方法和利弊。討論會結束後，台南科學園

區管理局主任秘書蘇振綱博士利用電腦投影，介紹了台灣的精品如電腦等，大多來

自台灣的科學園區如新竹科學園區；並對台南科學園區的進駐廠商、產業內容如 4

醫療器材、綠能，以及園區的規劃如雙語學校、宿舍和健身中心等，一一加以剖

析。 

 

中佛大研究園區的行政總裁華理斯(Joe Wallace)，亦簡短介紹中佛大研究園區成

長過程且發展快速，目前已進入第四期階段等。 

 

他致詞後，與蘇振綱分別代表中佛大研究園和台南科學園區簽署了合作備忘錄。 

 

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占地 1027 英畝，是佛州最大的研究園區，其已構建的研究單位

數量占全美第四位，研究人員數量占全美第七位，目前已躍升為全美第二大學府，

並成為教育研發與產業界密切結合的楷模。雙方科學園區的合作，將有助雙邊交

流，分享科技，鼓勵並促進創業、創造就業機會。 

 

簽約後，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理事穆椿榮和專業演員李喬表演了京劇，獲得與會者熱

烈掌聲回應，並送上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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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後舉行的晚宴中，徐祖慈一一致贈感謝狀給協助籌辦年會的理事會成員，和聖

湯瑪士大學執行副校長陳思齊夫，陳思齊在獲得感謝狀後一番感性的致詞，獲得與

會者紛紛起立致敬，場面感人，也為年會劃下圓滿句點。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45565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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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台高教發展會 交流熱絡 

佛州訊  

August 29, 2013 06:10 AM | 104 次 | 0  | 0   |  |  

 

第五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交流發展會議，台南大學和聖湯瑪士大學簽署合作合

約。左起：王贊禹、張家宜、黃秀霜、卡薩萊、穆爾、陳思齊及陳惠美。(佛州中華

學人協會提供) 

  

 

2013 第五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交流發展會議，與會嘉賓合影。左起：徐祖慈、穆

爾、黃碧端、卡薩萊、凱特尼斯、康繼、陳思齊。(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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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五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交流發展會議，26 日在邁阿密花園市聖湯瑪士大學

(St.Thomas University)舉行，台佛兩地近 70 名代表與會，交流熱絡。 

 

來自台灣的代表團成員包括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國際教育交流基金會 (台灣公

私立大學聯盟 FICHET)總裁張家宜，以及東海大學、成功大學、淡江大學、台北科

技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南大學、台中亞洲大學及高雄醫學院共八所公私立大學

校長及代表。 

 

佛州代表則為公私立大學聯盟代表會長穆爾博士 (Dr. Ed Moore)、佛州理工學院

校長凱特尼斯(Dr. Anthony Catanese)、聖湯瑪士大學校長卡薩萊(Franklyn 

Casale)，以及佛州地區 St.Leo University、Flagler College、Nova 

Southern、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Stetson University、Lynn 

University 及 Barry University 九所大學的校長和代表。 

 

台灣駐美國教育組組長張欽盛和副組長張佳琳、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王贊禹也率相關人員與會。 

 

雙方代表在會議上，分別就台佛兩地高等教育現況做簡報，交流有關學生交換、學

術交流及其他議題，雙方並完成台南大學和聖湯瑪士大學合作的合約簽訂，未來將

規劃交流活動，加強兩地高等教育國際化。 

 

會議在熱鬧的開幕典禮後展開，主辦的佛州代表卡薩萊及穆爾分別致詞歡迎與會

者。黃碧端和邱玉蟾等均出席，並致詞和簡報台灣高教概況，並以晚宴招待與會代

表，包括長期資助該活動的僑務委員徐彩惠。 

 

接著進行主題演說和四階段的會議論壇交流，分別由與會專家學者擔任引言人，主

持簡報，並進行提問交流。四組討論主題分別為：「如何鑑定和評估台灣和佛羅里

達州高等教育在千禧年的轉型中發揮科技成果」、「教育研究和服務：如何當企業

和政府間的橋樑」、「資源管理：如何利用校外資源來提高教學和研究品質」，以

及「招聘、留用和資源：如何可在激烈行銷和推廣競賽中提高品質和成功保存持續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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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一整天會議結束前，佛州中華學人理事陳學海宣布將設立 Laurence Cox 獎

學金，鼓勵聖湯瑪士大學學生到台灣交流。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47504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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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學籌組台灣同學聯合會 

佛州訊  

August 31, 2013 06:00 AM | 233 次 | 0  | 0   |  |  

 

「佛羅里達州台灣同學聯合會」籌備會成立，部分與會者聚餐。左起(順時針方

向)：丁貫哲、蔡學貞、邱昱哲、衛高倫、吳啟瑋、吳天順、張國恩、劉育群及佐藤

裕介。(佛州台灣同學聯合會提供) 

  

目前佛州有九所大學設有台灣同學會，在台灣駐美代表處教育組和駐邁阿密台北經

濟文化辦事處鼓勵下，日前藉由佛州中華學人年會期間，成立「佛羅里達州台灣同

學聯合會」籌備會，旨在增加與佛州台灣同學與學者、專家及僑團的互動與交流。 

 

九所大學分別是：佛州州立大(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南佛大(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佛州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佛州理工大學

(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中佛大(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邁阿密大學

(University of Miami)、佛州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以及諾瓦東南大學(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出席籌備會的各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包括佛州州大的邱昱哲、南佛大的張國恩、

佛州大學的丁貫哲、佛州科技大學的佐藤裕介，還有各校代表如 Embry-R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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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autical University 的吳啟偉和衛高倫、中佛大的劉育群、佛州大學的林長

霖和王子榮，以及佛州州大的蔡學貞等。 

 

當日無法出席的中佛大台灣同學會會長李依庭、邁阿密大會台灣同學會會長郭天

霓、佛州國際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高明彥，以及諾瓦東南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劉宛

昀，均表示未來願意推動活動。 

 

當天選出張國恩任臨時聯合會主席，負責連絡，並籌劃如佛州台灣同學聯合會籃球

賽等事宜，丁貫哲起草聯合會章程。如有興趣連絡佛州台灣同學聯合會，可電郵張

國恩：alvin.kuoen@gmail.com。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49212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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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學教師 美國大學教中文 

佛州訊  

September 14, 2013 06:00 AM | 646 次 | 0  | 0   |  |  

 

透過傅爾布萊特獎金金計畫，張淑婷在佛羅里達紀念大學教授中文，並將中華文化

與台灣精神帶入課堂。(圖：張淑婷提供) 

  

傅爾布萊特獎學金(The Fulbright Program)是依據美國國會通過的傅爾布萊特法

案設立，該計畫係由美國國務院與外國政府共同推動的學術與文化交流計畫，目的

在透過人員、知識和技術的交流，促進美國和世界各地人民的相互了解。 

 

全世界共有 150 餘國與美國進行該項交換計畫。 

 

來自台灣的張淑婷老師，日前就通過該計畫，目前在佛羅里達紀念大學 (Florida 

Memorial University)教授中文和選修美國文化課程。 

 

張淑婷於三年前在就讀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時，甄選上由台灣僑務委員

會辦理的「國際事務青年人才培訓計畫」華語文組，於 2010 年暑假來美國維吉尼亞

州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進修與實習。返台後，在屏東的偏

鄉小學擔任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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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張淑婷透過傅爾布萊特學術交流基金會，分發到佛羅里達紀念大學，除了負

責教授中文，將中華文化與台灣精神帶入課堂，亦可選修兩門有關美國文化的課

程，以認識美國歷史與人文涵養，藉此達成國際文化交流的目的。 

 

張淑婷表示，邁阿密與屏東都有熱帶氣候、成排的椰子樹與蔚藍的海洋沙灘，讓異

鄉的她多了份親切感。經由跨文化的學習，她希望能透過親身經驗貢獻所學。(吳天

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60624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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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慶中秋 

塔拉哈西訊  

September 24, 2013 06:00 AM | 25 次 | 0  | 0   |  |  

 

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舉行中秋節慶祝活動，與會人士排隊享用豐富的中式自助餐。(

北佛州中華會館提供) 

  

 

北佛州中華會館舉行中秋節慶祝活動。(北佛州中華會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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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上周在 Azu Lucy Ho's Restaurant 舉辦中秋節慶祝活動，吸引近

百會員和嘉賓與會，共度華人重視的傳統節日。 

 

許久不見的朋友們共聚一起閒話家常，並享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自助式中餐美食。 

 

聚餐後，主持人吳孝中先介紹兩位幫忙的志工藺琬琪和林影影，然後用中文介紹一

些和中秋節相關的故事，並翻譯成英文，讓一些不懂中文的嘉賓也有機會了解中秋

節由來。 

 

餘興節目有鄭炳陸教授清唱懷舊台灣民謠「碎心花」和「河邊春夢」，由朱國雄伴

奏和董正教授一起演唱優雅動人的聖詩「人算什麼」及敘情歌曲「甘願」，加上

Abrey Yang 感情豐富的小提琴演奏「望春風」和「月亮代表我的心」等，讓與會者

沉醉在美妙的懷舊台灣民謠樂聲中。 

 

Abrey Yang 演出時，在大家高喊「安可！安可！Encore! Encore! 」下，還加演

一首金婚紀念曲「La Cinquantaine」。 

 

除了餐聚和餘興節目，活動會場還展出潘毓緒博士親至北疆、黃山、雲南和桂林等

地拍攝的動人山水風景大型照片 12 幅，讓與會者欣賞或緬懷舊地。 

 

這次北佛州中華會館中秋節聚會活動，有許多三代同堂的家庭出席，歡聚兩小時，

為活動劃下圓滿句點。(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67477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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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教會福音聚會 

佛州訊  

September 24, 2013 06:00 AM | 18 次 | 0  | 0   |  |  

塔城華人基督教會 (TCCC)將於 9 月 27 日(周五)晚間 6 時 30 分舉行福音聚會，活

動安排為 6 時 30 分開始晚餐，7 時 30 分福音聚會。 

 

該教會預備了豐盛晚餐、詩歌與信息 (by Rod Bunton)，歡迎有興趣人士參加。活

動地點在 TCCC，地址：8801 Centerville Road, Tallahassee, FL 32309。 

 

有意參加者，若需進一步訊息，可電執事會主席蘇新明 (850)893-0080、牧師林天

成(850)570-5204。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67478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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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歡慶七周年 

塔拉哈西訊  

September 28, 2013 06:00 AM | 122 次 | 0  | 0   |  |  

 

塔城台美協會歡慶中秋。前坐者為何廷瑞，後排左起：Bob Gabordi、何邱美郁、

吳美美和 Fran Berry。(圖：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歡慶中秋與成立七周年活動餐敘一景。 (圖：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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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 21 日在 Masa 餐館舉辦成立七周年和慶祝中秋節活動，吸引不少人士

與會。該協會致力於向主流社會介紹台灣民俗風情和傳統，給塔城打開新的眼界。 

 

當天出席慶祝活動的嘉賓有：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及夫婿何廷瑞、北佛州中華會

館主席夏良宇、FAMU-FSU 工學院化學與生物醫學工程系主任 Joel R. Fried、塔城

民主日報 (Tallahassee Democrat)執行主編 Bob Gabordi 夫婦。 

 

與會新會員有葉明嘉、李宗翰、黃曼菁、郭倩黛及 Ryan Stull 等。 

 

會長黃錦混回顧七年來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包括參加亞洲節、為美國心臟協會籌

款、慶祝中國年晚會、參加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義賣市場、參加塔城之春天大遊

行、慶祝台灣傳統周、在塔城社區學院基金會設立獎學金給台灣的留學生等。 

 

他特別提起兩位熱愛台灣的友人，塔城社區學院副校長 Robin Johnston，已邀請基

隆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來塔城四次交流，佛州州立大學大學部教務主任兼國際道家

太極協會主席 Karen Laughlin，每年捐贈獎學金給兩位台灣同學。 

 

該會自 2006 年 10 月成立以來，努力提升台灣形象和推動國民外交，已吸取了不少

塔城華洋傑出人士加入成為會員並資助該會活動，包括：佛州州立大學教授

William 和 Fran Berry 夫婦、洪立業、許強、Tim MeGraw、Ling Kao 和 Joyce 

Carbonell、佛州州大審計長 Steve Foley 夫婦、心理醫師 William Himadi 和

May Tay、法官 Brad Thomas 和 Susan Cox、佛羅里達州首席財務官的總法律顧問

PK Jameson 等。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70766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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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協擘畫 25 周年慶 

【佛州訊】  

October 15, 2013 06:00 AM | 39 次 | 0 | 0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召開新年度首次理事會。後排左起：陳偉、周世慧、金宜寧、吳

天順、周禮、袁建勛、穆椿榮、陳學海。前排左起：陳思齊夫婦、徐祖慈、劉廣

然、魏安琪。(圖：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會長徐祖慈的建築公司會議室舉行新年度第一次理事會並

餐敘，這是徐祖慈第二度為中華學人協會掌舵，理事們也開始籌劃明年協會的 25 周

年慶。 

 

當天會議由徐祖慈主持，出席理事包括：陳偉、袁建勛、邱怡婷、劉英、陳學海、

徐祖慈、周曼宜、穆椿榮、陳思齊、吳天順、周禮、劉廣然。 

 

徐祖慈首先介紹新任理事周曼宜律師，接著由候任會長穆椿榮報告在邁阿密舉辦的

「第 24 屆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研討會」和「第五屆台灣和佛羅里達高等教育研討

會」雙年會的活動。 

 

徐祖慈表示，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是台灣和佛州的橋樑，促進雙方高等教育、科技研

究和產業開發等的合作，也幫助在佛州高等教育學校就讀的華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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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湯瑪斯大學副校長與教務長陳思齊報告該校承辦雙年會非常成功，並且獲得許多

演講者、海外嘉賓、中華學人會員，和聖湯瑪斯教職員等的讚賞。陳思齊特別感謝

徐祖慈、穆椿榮，及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全體理事之鼎力領導與協助，年會才有如此

成果。 

 

吳天順報告成立「佛羅里達州台灣同學聯合會」事宜，周禮報告成立「佛州中華學

人基金會」的進度，大家都希望早日可以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中的 501(c)(3)條款來募款。 

 

會中並討論明年年會主題如：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成為台灣、大陸和佛州到中南美洲

的橋樑、台灣和佛羅里達生物醫學設備研討和交流、台灣南部科學園/中佛羅里達研

究公園簽約後的進一步合作等。 

 

明年將是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的 25 周年慶，與會者均同意協會將以不同以往的形式舉

辦慶祝活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85333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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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兩萬人熱情同歡 

October 17, 2013 06:00 AM | 28 次 | 0 | 1 | |  

 

塔城台美協會志工們和參觀者在台灣攤位前合影。(圖：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的志工們和友人在 Lewis Stage 前合影。右起為黃錦混、李宗翰、吳

宜瑧、謝文琪、黃曼菁、Sam Lin 及其友人。(圖：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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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市長馬克思(右) 和夫人珍妮(左)在開幕式時致歡迎詞。 

(圖：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拉哈西訊】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塔城市中心的街心公園(Bloxham-Lewis 

Parks)，舉辦第九屆亞洲節慶祝活動，吸引美國和亞洲各地的國家和地區展出文物

藝術，提供美食，以及表演充滿異國風味的節目，與會民眾近兩萬人，十分熱鬧。  

 

活動當天風和日麗，綠意盎然的塔城街心公園設有 80 多個攤位，包括多個亞裔組織

展出亞洲各國和各民族的文物藝術，或供應亞洲美食。與會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

台灣、中國、日本、韓國、菲律賓、泰國、印度、巴基斯坦、土耳其、阿拉伯及以

色列等。 

 

參加活動的民眾在公園內瀏覽各攤位，除進一步了解亞洲各地的民俗文化，還可品

嚐亞洲美食，並觀賞表演節目。至於演出節目則是包羅萬象，從各國和地區的民族

舞蹈、肚皮舞、芭蕾舞，到功夫、武術、舞獅、古箏表演，還有服裝表演和日本太

鼓舞演出等，均獲得觀眾熱烈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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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共安排 37 場精彩的表演，台上台下一片歡樂。美國廣播公司地方電視台派出電

視新聞主播 Greg Angel、Rahman Johnson、Mika Highsmith、Abbey Maurer、

Jade Bulecza，和記者 Brad Dalton、Dave Griffiths、Michelle Rotella 等，

全程從上午 10 時到下午 5 時 30 分，擔任兩個舞台的節目主持人和開放流動氣象報

導站，讓民眾體驗氣象記者的經驗。 

 

美國廣播公司地方電視台之前亦免費播放了 280 次，由塔城市長夫人珍妮‧馬克思

(Jane Marks)介紹與推廣這次活動的宣傳片。塔城民主日報也在活動前後大力報

導。 

 

開幕式由塔城市長馬克思(John Marks)伉儷共同歡迎大家，隨後他們到展示豐富和

贈送最精美紀念品的台灣攤位，向 Sam Lin、Gerard York、徐自立、李宗翰、葉

明嘉、吳宜瑧、黃曼菁、謝文琪等志工們致意。 

 

「塔城華人協會」攤位的劉南教授一如往常地在現場揮毫表演書畫，十分吸睛。據

退休警官休梅克(Phil Shoemaker) 估計，今年亞洲節有近兩萬民眾參加。 

 

塔城亞洲節慶祝活動是由菲律賓華裔廖客來(Clyde Diao)2004 年創立，為塔城亞

洲協會的活動之一。現任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當時代表北佛州中華會館參加，

為亞洲協會創始理事之一。前塔城中文學校校長吳天順也曾率老師、學生和家長們

參加第一屆表演活動，並擔任財務長多年，再轉任為審計專員。目前塔城亞洲協會

會長為印度裔的孫達拉姆(Soma Sundaram)，今年是他首次領軍籌劃此活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86798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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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長訪塔城扶輪社 

塔拉哈西訊  

October 24, 2013 06:05 AM | 114 次 | 0 | 1 |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王贊禹 (立者)應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 (坐者右)邀請，至

塔城扶輪社演講。 (圖：塔城扶輪社提供) 

  

 

塔城扶輪社紀念及表揚已過世的榮譽社員 James Edwin Croft 博士，其遺孀 Diana

女士 (坐輪椅者) 和部分代表合影。(圖：塔城扶輪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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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之邀請，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王贊禹於 10 月 16 日偕

秘書蔡琬梅等，至塔城扶輪社演講，並拜會佛羅里達州州務卿德茲勒(Ken 

Detzner)。 

 

扶輪社的午餐會議從中午 12 時 30 分開始，該會共有 200 名會員，當天出席率很

高，共有 150 人參加。出席貴賓包括有前佛羅里達州州長米克森 (Wayne 

Mixson)、美國退休空軍少將魏國榮 (William Webb)及何邱美郁等。 

 

魏將軍國語流利，並曾於 1974-1975 年派駐在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何邱美郁是塔

城扶輪社首位女性社員，1968 年隨夫婿何廷瑞教授移居塔城，與王贊禹相識 30 多

年，此次餐會她特別親自上台介紹王贊禹。 

 

當天演講主題為「為何台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王贊禹提出許多重

要數據向大家說明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性，以及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 

 

王贊禹另簡介台灣土地改革、農工業發展歷程，及教育體制的配套設計等。他說台

灣還有匯聚各地特色的中式美食，且百姓彬彬有禮，外匯存底更高居全球第四名。 

 

其他有趣的數據還包括：台灣有 284 家星巴克 (Starbucks)、10 家好市多 

(Costco)、388 家麥當勞 (McDonald"s)、149 家必勝客 (Pizza Hut)、134 家肯

德基 (Kentucky Fried Chicken)、31 家漢堡王(Burger King)、4867 家 7-

Eleven，以及數千家其他品牌的便利商店等。 

 

王贊禹引述美國政要對台的支持如前小布希 (George W. Bush)總統讚揚台灣是

「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前國務卿喜萊莉．柯林頓 (Hillary Clinton)說「台

灣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和經濟合作夥伴」，總統歐巴馬也在今年稍早支持台灣有意義

的參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 

 

王贊禹表示：過去數十年證明了中華民國是美國最堅實的盟友，台灣也是民主發展

及經濟繁榮的典範，將堅持鞏固並維護自由民主，需要並值得美國人民的全力支

持。全體聽眾報以熱烈掌聲。 

 

王贊禹贈送三本由外交部及台北故宮博物院共同出版的「百年傳承走出活路」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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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給扶輪社。會後，有許多扶輪社員上前向王贊禹致意及提問。 

 

此次餐會由塔城扶輪社候任主席潘科斯基 (Mary Pankowski) 主持，會中另安排鋼

琴演奏及合唱，紀念及表揚已過世的榮譽社員 James Edwin Croft 博士，由其遺孀

代表接受表揚，場面感人溫馨。(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gaflnews/2390980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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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網路學校 中文課程免費有學分 

佛州訊 

January 16, 2014 06:00 AM | 48 次 | 0 | 0 | |  

 

*佛羅里達網路學校的部分中文教師集體備課，交流教學經驗。前排左起：盧敏、姚未

力，後排左起：何白菊、洪伊君。(圖:佛羅里達網路學校提供)  

 

學生 Tatjana Orquera 向她弟弟查理斯講解 12 生肖的故事，並教他如何製作燈籠工藝。

(佛羅里達網路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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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華人父母常為子女的中文學習煩惱。幸運的是，各地都有人出錢出力經營中文學校，

但是子女們不見得喜歡學習中文，父母還需要軟硬兼施誘導子女們去上中文班，陪太子和

公主寫作業。其實，除了上中文學校學習中文外，佛州有一所名為佛羅里達網路學校

(Florida Virtual School，FLVS)的完全認證公立學校，提供免費且有學分的中文課程，

有興趣的學子不妨一試。  

 

位於中佛州奧蘭多的佛羅里達網路學校，是全佛州完全認證的公立學校，擁有 16 年成功

教育學生的歷史。FLVS 提供從幼稚園到 12 年級共 120 多個免費課程，適用於全佛州任何

學區的公、私校，和在家受教育學生，學生完成課程後可取得學區認可的高中學分。  

 

該校由美國南方學校協會 (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及優等教

育協會(AdvancED)認證，其核心課程(包含數學、英文、社會科學及科學)也受到全國大學

生體育協會(NCAA)的認可。  

 

FLVS 的課程設計與佛州和國家課程標準一致，課程全天式開放 (24/7)，招生亦是全年

365 天開放，學生可以在一年中任何時間註冊、任何時間開始上課。這樣的靈活性課程安

排，可滿足不同學生需求。  

 

另外，所有 FLVS 課程的教師都獲得佛州教師資格證，教師上班時間為早上 8時至晚上 8

時，每周 7天。教師與學生溝通非常頻繁，溝通方式包含視訊教學、電話、電子郵件、網

路聊天室、即時通訊、論壇、網路攝像頭和發短信等。  

 

至於該校提供的中文教學課程包括中文一、二和三級，均提供高中學分課程，且該校中文

專案有多位優秀的中文專業教師，包括盧敏、姚未力、何白菊、洪伊君等。  

 

在中文一級，學生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包括問候、自我介紹、家庭、愛好、購物、就餐

等話題。學生同時學習和瞭解中國文化和名勝古跡，也讓學生活學活用。例如學生 Tatja 

a Orquera 的作業包括：講解 12 生肖的故事、教授製作中國文化的工藝品，和一年內要

學會書寫 90 多個漢字。 

 

在中文二級，學生擴展日常會話的寬度和廣度，話題涉及：學校生活、體育健康、職業、

中國文化習俗等，較高層次地訓練中文的聽、說、讀、寫綜合技能。在中文三級，學生更

高層次地學習擴展詞彙和句型，和瞭解中國文化及習俗。  

 

中文教師組每周二晚提供網上即時教學，為學生解惑，並同時提供學生交流平台。該校還

每年舉辦 FLVS 中國新年網路慶祝會，學生可學習中國新年文化及禮儀，參加遊戲，並可

答題獲獎等有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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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瞭解更多有關佛羅里達網路學校資訊和註冊課程，可上網 www.flvs.net 查詢。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400004/article-

%E4%BD%9B%E5%B7%9E%E7%B6%B2%E8%B7%AF%E5%AD%B8%E6%A0%A1-

%E4%B8%AD%E6%96%87%E8%AA%B2%E7%A8%8B%E5%85%8D%E8%B2%BB%E6%9C%89%E5%AD%B8%E5%88

%86?instance=gafl1 

 



‐ 310 ‐ 
 

美食俱樂部 驚喜生日派對 

 
塔拉哈西訊 

January 18, 2014 06:00 AM | 968 次 | 0 | 0 | |  

 

塔城美食俱樂部部分慶生會人員合影，後右五和右六為何廷瑞、何邱美郁夫婦。 

(塔城美食俱樂部提供) 

 

以塔城中文學校為主的美食俱樂部，日前在佛州州大(FSU)退休的人類學名譽教授何廷瑞

家中舉辦活動，大家在品嚐美食之後，直到生日蛋糕拿出時，才知道當天是何廷瑞 90 大

壽。  

 

20 多年來，塔城主要由台灣移民家庭組成的定期美食俱樂部（Gourmet Club）有兩組：

一組以高等教育界人士為主，另一組與塔城中文學校相關家庭為主。其他也有不少不定成

員的聚餐組合，例如「塔城華人午餐俱樂部」才剛慶祝過臘八節。  

 

悠悠歲月，台灣來美的留學生以及學人到塔城就業的人數劇減，高等教育界人士的美食俱

樂部已青黃不繼。但另一組與塔城中文學校相關家庭為主的美食俱樂部，目前仍然活躍。  

 

日前，此美食俱樂部正好輪到在人類學名譽教授何廷瑞家中舉辦，何太太邱美郁是台灣僑

務諮詢委員，也是擁有多家中餐館的塔城女強人。活動當天，賓至如歸，許多美食及不在

話下，直到生日蛋糕拿出時，好一個驚喜生日派對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41256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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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中華會館春節聚餐 

塔拉哈西訊 

January 23, 2014 06:00 AM | 148 次 | 0 | 0 | |  

 

北佛州中華會館將於 1月 25 日 (周六)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2時 30 分，在 Azu Lucy 

Ho's Restaurant 舉行春節聚餐，主辦單位歡迎有興趣人士在 25 日前報名。  

 

北佛州中華會館表示，慶祝農曆新年活動包括 17 道精緻美味的自助午餐菜餚，還有表

演、抽獎等餘興節目、屢獲殊榮的照片展，以及發新年壓歲錢等。  

 

中華會館將在活動當天收 20 元的家庭會員年費、10 元單身會員年費。另會員午餐費成人

10 元、八歲以下 5元，非會員午餐費成人 15 元，八歲以下 8元。  

 

主辦單位希望有興趣參加者在 25 日前預訂，以便安排座位、抽獎活動等。詳情可電郵

lxia@hotmail.com 聯繫夏良宇。  

 

活動地點：Azu Lucy Ho's Restaurant，地址：220 Apalachee Parkway Tallahassee, 

FL 32311，亦可上網：www.azulucyhos.com 查詢。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43811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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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協會與 FSU 台灣同學會春晚 

塔拉哈西訊 

January 25, 2014 06:00 AM | 238 次 | 0 | 0 | |  

 

 

塔城台美協會與佛州州立大學（FSU）台灣同學會會將於 2月 1日 (周六)晚間 6時至 8時

30 分，在 FSU 的 Grand Ball Room, Oglesby Student Union 舉行慶祝馬年春節晚會，主

辦單位歡迎有興趣人士參加。  

 

台美協會表示，特別邀請到塔城中文學校、FSU 音樂系、太極協會，以及華人教會等熱心

人士演出，表演節目中亦將穿插有領紅包、抽獎等餘興節目，還有頒發獎學金等。  

 

該會的春節晚會日前已開放購票，有意購票者可向 Azu Lucy Ho's Restaurant Masa 購買

，電話為(850)893-4112，台美協會 Carl Huang，電話(850)443-1613），或電郵 T. S. 

Wu,TienShuenn.wu@gmail.com。一般票價為 12 元，優惠學生票價為 8元，5歲以下小孩

免費。 

 

當日購票一般票價將漲為 15 元、優惠學生票價也漲為 10 元。若以支票購票，抬頭寫

TAA。欲知詳情可上台美協會網頁：www.tallytaiwan.org。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45060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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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春節聯歡 

 

January 25, 2014 06:00 AM | 159 次 | 0 | 0 | |  

 

【塔拉哈西訊】塔城華人協會(CAT)將於 2月 2日(周日)下午 4時起，在佛羅里達州農機

大學(FAMU)的 Lee Hall 舉行馬年春節聯歡會，歡迎有興趣人士參加。 

 

主辦單位表示，馬年春節聯歡會將分兩個時段進行，下午 4時起至 6時為文藝演出，晚間

6時 30 分起為餐聚活動，其中表演有 12 個精挑細選的節目，包括鄧海瓊、張啟波，以及

塔城小合唱團等演出。晚餐時間則有理事會成員交接和抽獎等餘興節目。  

 

票價會員家庭 25 元，個人 10 元，包括 2014 年華人協會會費，非會員票價 12 元，學生票

5元。有意購票者可電趙建強(850)294-5763、許楊 (850)339-1132、沈鄂(850)445-

0136。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45059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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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慶新春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06, 2014 06:00 AM | 67 次 | 0 | 0 | |  

 

小提琴老師 Joann Loosbrock(演奏小提琴者)和她的長笛學生 Vicky Li (演奏長笛者)演

出精彩的雙重奏。(北佛州中華會館提供) 

 

佛羅里達州立大學音樂系壓軸的表演者，左起：吳清華、Kenneth Kam、呂沛亭、和丁昱

竹。(北佛州中華會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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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中午在 Azu Lucy Ho 餐館歡慶農曆新年，吸引 80 多人與會，當天豐

富的年菜和精采節目，讓與會者共度愉快的新春佳節。  

 

餐館以 11 樣美味的開胃菜，配上 17 道花色齊全香味可口的主菜，和八種鮮豔奪目的壽

司、五種時令水果、五項精美甜點及各類飲料等，讓大家盡興品嚐，更讓好久不見的老朋

友暢談往事新願。  

 

餐後，節目主持人吳孝中先介紹北佛州中華會館榮譽會長何邱美郁，她在致詞時向與會者

賀年、談今年的退休計畫，及將慶祝她與夫婿、退休教授何廷瑞 60 周年鑽石結婚紀念。  

 

接著，何廷瑞分壓歲錢給興高彩烈的小孩和青少年。方守華介紹他得獎野生動物攝影傑

作，翔翔如生的佛羅里達鳥類，喚起觀眾珍惜美麗環境的感動。鄭炳陸教授和太太藺琬琪

生動的「四季謠」對唱，鄭炳陸獨唱熱精洋溢的「西班牙姑娘」，會場報以熱烈掌聲。  

 

小提琴老師 Joann Loosbrock 和她的長笛學生 Vicky Li 演出精彩的雙重奏「我心靈得安

寧聖詩」、「康定情歌」和「都達爾瑪麗亞民謠」，帶給大家新年的平安和喜樂。董正教

授醇美的歌聲和朱國雄靈巧的琴音，展現愛是不保留和我願意的情感，大家深深感動給予

掌聲不斷。  

 

壓軸表演為佛羅里達州立大學音樂系學生吳清華的琴聲、Kenneth Kam 的吉他、呂沛亭的

豎笛和丁昱竹的大提琴合奏五首台灣流行老歌：「我只在乎你」、「月亮代表我的心」、

「夜來香」、「甜蜜蜜」和「四季紅」，美妙樂音讓許多聽眾也跟著吟唱追捕往日的回

憶。  

 

表演後為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獲獎的歡愉也為慶新年活動畫下圓滿句點。(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523002/article-

%E5%8C%97%E4%BD%9B%E5%B7%9E%E4%B8%AD%E8%8F%AF%E6%9C%83%E9%A4%A8%E6%85%B6%E6%96

%B0%E6%98%A5?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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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春節同樂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08, 2014 02:46 PM | 201 次 | 0 | 0 | |  

 

塔城學僑界春節聯歡，工作人員與來賓合影。(圖：佛州州大台灣同學會提供) 

 

佛州州大台灣同學會、塔城台美協會，及塔城中文學校等聯合於 2月 1日下午 6時在佛州

州大（FSU）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新春餐會，餐後並在莫爾大禮堂觀賞表演節目，吸引 300

多人與會同樂。  

 

慶馬年新春餐會由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主持，會眾在餐後則轉往莫爾大禮堂欣賞節目

表演。  

 

演出前，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先向與會貴賓拜年並介紹臺灣近情。  

 

塔城華人教會獻上多首聖歌、塔城社區學院舞蹈社團員展現優美的舞姿、塔城中文學校的

學生表演、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也特別示範了一段太極拳。另外，佛州州立大學學

生合奏台灣流行歌曲選粹，邱俊淵表演雜技，李宗翰自彈吉他自唱「心內話」和「黃昏的

故鄉」等。  

 

在歡樂氣氛中，不僅勾起台灣觀眾的思鄉情緒，也帶領洋朋友透過旋律認識台灣文化。節

目進行中，並穿插著抽獎和發紅包活動，盼能在新年給與會者一個好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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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混表示，感謝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會長邱昱哲與副會長葉明嘉、黃曼菁和王潔明

等其他同學，以及塔城中文學校黃弼晶的幫忙， 讓晚會順利進行，也要感謝美國道家太

極拳社塔城分會、Azu 餐廳、 Masa 餐廳等機構對春節聯歡會的支持，讓活動更加精采。  

 

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亦在當天頒發五位佛州州立大學學生獎學金

500 元，鼓勵他們在課業表現優異並對台美交流做的貢獻。得獎學生為：白斯宇、葉明

嘉、魏意雯、吳宜臻及呂沛亭 。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539921/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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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 馬年聯歡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18, 2014 06:00 AM | 48 次 | 0 | 0 | |  

 

馬年塔城華人協會春節聯歡晚會部分表演者謝幕。(圖: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塔城華人協會春節聯歡會上，張啟波表演京劇「鬥智」，被觀眾票選為最具特色表演。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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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 (CAT)日前在佛羅里達州農機大學(FAMU)舉行馬年春節聯歡會，吸引約 400

多人與會同慶。  

 

慶祝活動分兩個時段進行，下午 4時起至 6時為文藝演出，晚間 6時 30 分起為餐聚活動

與餘興節目時間。  

 

聯歡會由舒志強、萬婧、Joanna Zhao、和 Jeremiah Gu 四人共同主持，有 11 個的表演節

目，包括兒童集體舞「最炫民族風」、美聲獨唱「大陸阿里山」、1教會童聲合唱「如果

你想知道」、單人三角色的京劇名段「鬥智」、單人舞蹈「天意」、古箏表演「戰台風」

和七人重奏「春江花月夜」、歌舞小品「爸爸去那兒」、四重女聲小合唱「讓贊美到處飄

揚」以及「我和我的祖國」。  

 

另有小提琴演奏「四季歌」和「查爾達什舞曲」，現代吉他合唱「山不夠高」和「只要你

愛我」，四人歌曲串燒「恰似你的溫柔」、「一 路上有你」、「至青春」、和「找自

己」。  

 

今年 11 個表演的節目經由來賓投票後，選出張啟波表演的京劇「鬥智」為最有特色，他

單人一邊拉著二胡一邊唱出生、旦、丑三重角色， 好不熱鬧。  

 

今年聯歡會的特色是首度選用塔城數一數二的頂尖室內表演場地 Lee Hall，配備舞台專

業的燈光和音響效果，給來賓耳目一新和寬敞的感覺，同時也給演員們一次絕佳的舞台體

驗。  

 

演出後為餐聚活動與餘興節目時間，華人協會主席許楊總結報告過去 2013 年的工作，並

籌劃改選 2014 年華人理事會成員。(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59862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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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慶春節好彩頭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20, 2014 06:00 AM | 81 次 | 0 | 0 | |  

 

塔城中文學校舉行春節慶祝活動，前排右一為校長黃弼晶。 

(圖: 塔城中文學校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州州大的 Bellamy Building 舉辦春節慶祝活動，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一同參加，場面十分熱鬧。 

 

活動由校長黃弼晶主持，他首先感謝大家參與，並介紹學校情形。目前該校按學生

中文程度共分三班，並情商聘請兩位重要的志工幹部教務主任張芳儀和財務長黃錦

混。  

 

接著黃弼晶發紅包給老師和學生，盼能在新年給師生們一個好彩頭，並請各班老師

帶領學生分別表演節目。有徐瓊芳老師率會話班三名學生 Gohkan、Yunus 和 Randy

表演「馬年的奇蹟」，徐自立老師率中級班學生 Joshua 表演「台灣過年的奇蹟」，

和學生 Ethen 解說「十二生肖的由來」，林華一老師率幼童班 R.J 和 Eliza 兄妹合

唱童歌「兩隻老虎」，節目精采，博得滿堂采。  

 

塔城中校上課時間是每周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上課，詳情可電郵黃弼晶，

聯絡 pi_ ching_huang@hotmail.com。(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61468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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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奧蘭多春宴 交流熱絡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March 06, 2014 06:00 AM | 312 次 | 0 | 0 |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在奧蘭多華園餐廳宴請中佛州社界代表，與會者合影。

(記者陳文迪/攝影)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王贊禹，日前偕同僑務組長李定勇及台茂中心主任劉義良，在奧

蘭多華園台灣餐廳演請中佛州僑界代表，以傳統台式料理宴客。王贊禹等分別做台灣近

況，外交及僑務工作發展分享，席間各代表亦分別簡報會務，交流熱絡，賓主盡歡。 

 

當天與會僑界人士包括僑務諮詢委員梅惠照、僑務委員楊喬生、僑務顧問廖唯志、王成

章，僑務促進委員黃毅敏，傑城代表林蔭民，甘迺迪角美華協聯會長薛正凱，中美協會代

表周曼宜，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徐祖慈、奇士美華協會長嚴培達、大奧蘭多台商會會長

蕭維儒、台聯奧蘭多會長張熙增、前佛州中文學校聯合會會長穆椿榮等。 

 

王贊禹感謝僑界對政府的支持，也強調台灣的拼經濟發展焦點，希望加強經貿發展，尤其

台灣在高科技上屢屢獲獎，可以與當地各界促進交流推展。 

 

他也提醒要注意文化交流，並現場展示故宮娃娃的尋寶卡通影片，將人物融入典藏畫作，

悠遊尋訪，相當精彩。他也感謝華園當日特別開店，並提供豐富的台灣料理和龍蝦等盛

餐，讓與會者大快朵頤。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69627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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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洋人家庭 喜迎中國遊學生 

塔拉哈西訊 

March 08, 2014 06:00 AM | 89 次 | 0 | 0 | |  

 

來自中國廈門的莊錦川 (左) ，和其在塔城遊學時的寄宿家庭弗羅斯特一家。 

(弗羅斯特家庭提供) 

 

透過通過總部設在英國的國際英孚海外遊學計畫 ，一些塔城洋家庭免費提供住宿，接待

來自名中國大陸的 10 名青少年。 

 

10 名來自中國的青少年學生來塔城遊學，由鞏導師從中國大陸率隊抵達奧蘭多國際機

場，該遊學計畫駐塔城的專任老師拉塞爾‧布魯斯(Russell Bruce)接機並陪同至塔城。

該團在塔城進行十天的學習計畫。 

 

遊學計畫安排學生平時早上去布拉德福德湖浸信教會(Lake Bradford Baptist Church)學

習英語，下午去觀光、 購物和其他活動。 

 

作為主人的洋家庭，成人會帶學生去教堂學習英語，提供餐食，並且幫他們練習英語和學

習美國的傳統。 

 

遊學的最後一天，學生參加美式畢業典禮並帶上有流蘇的畢業方帽和領取畢業證書。學生

們唱中國歌、 演奏樂器，向招待他們的家庭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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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中的弗羅斯特( Frost)夫婦，已接待過不少國際學生。弗羅斯特家的成員有先生

安德魯(Andrew)、太太仙寧(Shanin)、7 歲女孩麗塔(Lita)和 5 歲的男孩贊德

(Xander) 。他們這次接待的寄宿學生，是來自中國廈門的莊錦川。 

 

莊錦川在塔城期間，正逢 14 歲生日，弗羅斯特家庭特別替他辦了一個美國式生日 Party

慶祝。 

 

莊錦川是弗羅斯特家庭接待的第四個學生，也是他們接待來自中國的第二個學生。弗羅斯

特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帶著莊錦川參加周末活動。 

 

對此遊學計畫，雙方都很開心有機會互相了解，認識彼此的文化。 

 

在檢討會上，仙寧建議以後遊學活動可增加參訪塔城的高等教育機構，如佛羅里達州州立

大學、佛羅里達農機大學和塔拉哈西社區學院。如此可以吸引這些國際青少年遊學生，未

來成為塔城高等教育的留學生。(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70932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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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俱樂部露營 盡興 

塔拉哈西訊 

March 13, 2014 06:00 AM | 55 次 | 0 | 0 | |  

 
 

塔城台美台美露營俱樂部部分會員在契合 Chehaw 州立公園合影。 

(台美露營俱樂部提供) 

 

塔城台美露營俱樂部日前舉辦三天兩夜露營活動，到 90 多哩外的喬治亞州奧爾巴尼市的

契合 Chehaw 州立公園露營，與會者均玩得十分盡興。  

 

該露營俱樂部於 1997 年成立，由會員輪流擔任召集人，露營形式是大家分工合作，遠離

塔城到外地三天兩夜，享受戶外生活的樂趣。此次露營活動由凌精知主持，在半年前投票

決定地點，共有 7戶 36 人參加，包括黃錦混、王韞欣、趙卓琳、王四川、張哲瑋、麥資

季、張哲瑞、張有源、黃立姍、盧敏慎、林婉華、徐淑玲、蔡偉凌、蔡建新、凌精知和吳

天順、王立基和張芳儀夫婦、以及吳啟瑞邀約的 16 名同學和朋友等。  

 

該俱樂部目前已露營過的地點包括最北 204 哩的 F.D. Roosevelt State Park、最南 123

哩的 Manatee Springs State Parks、最東 192 哩的 Big Talbot Island Park 和最西 166

哩的 John Beasley Park。  

 

此次露營地契合州立公園建於 1937 年，該公園面積 800 多英畝，包括 Kinchafoone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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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kalee 小溪交會形成的大河口，青苔覆蓋柏樹的沼澤地、硬木森林和維護良好的絲草

Wiregrass 棲息地。該地原為克里克(Creek) 印地安人生活的部落，在最初公園開發過程

中，經常發現箭頭、矛頭、戰斧、鋤頭、鑽、鏟運機、粘土管和石鑿等印第安族人用具。  

公園內有一個教學用的野生動物園，園內有很多瀕危或消失的動物，包括貓鼬、紅太狼、

黑犀牛、獵豹、黑白疣猴、狐猴、邦戈羚羊、小羚羊、格蘭特斑馬、黑熊、美洲水牛、山

貓、朱鷺、火烈鳥、冠鶴、鴕鳥、禿頭鷹和冠蕉鵑、狐狸、松鼠、海狸、山貓、地鼠、陸

龜和白尾鹿等。  

 

小朋友們都很高興在野生動物園中看到活生生的貓鼬，大家都提起在李安拍攝的電影「飄

流的派」(Life of Pie)中成千上萬貓鼬的景象，討論交流，興奮不已。（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732002/x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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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策畫 25 周年慶 

奧蘭多訊 

March 18, 2014 06:00 AM | 82 次 | 0 | 0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正在籌畫慶祝成立 25 周年慶。會長徐祖慈 (右) 和候任會長穆椿

士 (左) 日前與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王贊禹 (中) 在奧蘭多會面。 

(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於日前舉行新年度第二次理事會，籌劃該會 25 周年慶活動。當天

會議由徐祖慈主持，出席理事包括：陳偉、袁建勛、李長堅，陳秀美、劉英、孔慶

成、穆椿榮、陳思齊、周禮等。 

 

會中，一些理事們指出，台灣來美的留學生以及學人到佛州就業的人數逐年遞減，

學人協會將面臨青黃不繼的挑戰。另外，當地有許多來自中國大陸的學人和專業人

士，亦已成立類似的專業組織，今後學協的活動需加強品質，才能吸引會員和主流

人士參與。 

 

在會中，理事會規劃 2014 年度三個活動：一為主辦「高科技考察之旅」，到奧蘭多

附近各個地點 (中佛州科學園區、諾娜湖醫學城、洛克希德馬丁公司、迪士尼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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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環球影城)、坦帕 (南佛大) 和其他使用建模與模擬專門知識的機構參訪；該活

動已獲佛州高科技走廊委員會主席蘭迪‧貝里奇(Randy Berridge)承諾贊助 1 萬元

支援。  

 

第二個活動是舉辦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成立 25 周年慶祝聯歡晚會。活動將邀請政經

學界專家領導演講，並募款目標 5 萬元。 

 

第三則是今年 9 月組織「佛州台灣高科技代表團」訪問台灣科學園區和國立成功大

學等研發機構，台灣行政院科技部將協助安排在台的行程細節。 

 

當天並成立籌組會，穆椿榮、陳思齊、周禮、袁建勛等擔任委員，開始推動各項活

動。另外，徐祖慈亦報告，周曼宜及周禮已提出學協「佛州中華學人基金會」的免

稅申請。(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76493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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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 籌畫 10 周年慶 

塔拉哈西訊 

March 20, 2014 06:00 AM | 72 次 | 0 | 0 | |  

 

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麻‧孫達拉姆(右四)在第九屆亞洲節慶功宴開場時致詞後和部分青年

志工合影。(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The Globe，舉辦第九屆亞洲節慶

功宴，包括塔城台美協會、台灣學生會、華人協會、中國學生及許多組織約 50 位志工參

加。 

 

印度裔的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麻‧孫達拉姆(Soma Sundaram)表示，本來去年 10 月就該舉

辦慶功宴，可惜大家排不出時間，延遲到 3月份才辦，並同時籌備今年的活動。他感謝大

家支持去年的活動，如春季大遊行、亞太傳統月活動等。 

 

蘇麻表示，今年是該會成立十周年，將擴大慶祝，為了集中精力慶祝今年在 10 月 11 日

主辦的第十屆亞洲節，該會已決定不參加今年 3月 29 日的春季大遊行，州長官邸和當地

高初中等地辦 5月份的亞太傳統月慶祝活動，但將參加 4月 5日在佛州州立大學(FSU)學

生活動中心舉辦的第 16 屆國際節慶祝活動，和 4月 19 日在塔城市中心的街心公園

(Bloxham-Lewis Parks)舉辦的第 14 屆勒莫伊 (LeMoyne) 藝術節，在活動中設立攤位，

推廣塔城第十屆亞洲節，希望大家積極籌備今年亞洲節的宣傳資料。 

 

華裔參加者包括廖客來、王穎 、唐玉清、徐淑玲、吳啟瑞、吳天順等。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77698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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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大自然 露營歡樂多 

塔拉哈西訊 

March 27, 2014 06:00 AM | 62 次 | 0 | 0 | |  

 

塔城華人日前參加里德賓漢姆州立公園露營活動。(圖：吳啟瑞提供)  

 

30 多歲地鼠龜的露天窩就在里德賓漢姆公園露營區內，人龜相居和諧。 

(圖：吳啟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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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多位華人，日前參加當地洋人家庭四天三夜的露營活動，同到喬治亞州愛德爾市 

(Adel)的里德賓漢姆 (Reed Bingham)州立公園露營，該公園自然風光引人，各式動植物

亦多，值得一遊。  

 

佔地 1613 英畝的里德賓漢姆公園位於塔城東北方約 90 多哩處，公園內有個 375 英畝的小

水庫。原本水庫是為了水力發電而設計，後因水量不足而改為一個旅遊景點。公園內有

3.5 哩里長的自然景觀教育徒步走道，步行過程中會經過一個落羽杉 (bald cypress)沼

澤、猪籠草沼澤、和沙丘區。該公園還包含了許多動物，包括被威脅的地鼠龜(gopher 

tortoise)和靛藍蛇 (indigo snake)。  

 

露營期間，有一隻 30 多歲地鼠龜的露天窩，就在大家居住的露營帳棚區內，居然人龜相

居和諧，平時龜頭向洞內而大部分身體卻暴露在隨手可將它抱走的露天洞裏，外面的吵鬧

都不會影響到它的休息；中午期間，地鼠龜會出來舒活筋骨並且走往人群中化緣，得來的

食物如胡蘿蔔、芥藍菜花、葡萄等都吃的很高興，吃完後又回到那露天的窩中面壁修行。

大家都說，這隻地鼠龜和不同的露營者能相安無事，過得簡單又幸福的日子，怪不得可以

活的長壽。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82810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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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音樂會 鄧海瓊獻奏 

塔拉哈西訊 

April 15, 2014 06:00 AM | 965 次 | 0 | 0 | |  

 

 

佛羅里達州立大學(FSU)中國音樂指導古箏演奏家鄧海瓊，日前在該校紅寶石音樂廳(Ruby 

Diamond Concert Hall)舉辦的 2014 年「彩虹音樂會」(Rainbow Concert)中，表演兩首

自創首演的樂曲「層之趣-為中國古箏和印尼佳美蘭合奏音樂」，以及「對話-根據中國河

南傳統音樂風格所寫的古箏二重奏」。「層之趣」是獻給在 FSU 執教世界音樂 20 年的邁

克爾‧巴肯(Michael Bakan)博士。  

 

巴肯現任 FSU 民族音樂和世界音樂系主任，今年彩虹音樂會的主題為「邁克爾‧巴肯與世

界音樂的二十年」，節目以巴肯與 FSU 十位世界不同音樂打擊樂手共同演出，並特邀一些

嘉賓配合演出一個小時的節目，約有 300 多位音樂愛好者前往聆聽。  

 

節目包括藍調、莎莎、南美的音樂、西非鼓樂、舊時代的美國音樂、佛拉明哥和此音樂會

的亮點：鄧海瓊將中國古箏與印尼嘉美蘭這兩種截然不同的音樂元素放在一起，並擦出別

具一格的藝術火花，和另一個節目「對話」。印尼佳美蘭音樂是一種以重金屬敲擊樂器為

主體的合奏音樂。  

 

鄧海瓊近年來一直致力與世界音樂多元傳統元素的合作。她去年發行的「弦的回響－由中

國古箏和印度 SITAR 琴所演奏的傳統印度音樂」，剛獲得北美第 13 屆獨立音樂製作獎世

界傳統音樂單曲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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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鄧海瓊最新的個人專輯「山‧水‧情－鄧海瓊演繹的中國傳統古箏精曲專

輯」，也獲得北美第 13 屆獨立音樂製作獎世界傳統音樂專輯獎提名。  

 

作為 2013 佛羅里達「個人藝術家獎」和 2012 佛羅里達「傳統藝術家獎」得主，鄧海瓊一

直致力中國傳統音樂的傳播，活躍北美各大院校、博物館、藝術節等。她與畫家劉南的組

合「自然之回響－中國傳統藝術和音樂」，被佛羅里達政府選為 2014－16 巡迴藝術代

表。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492980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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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醫師潘明安 被控詐騙 700 萬聯邦醫保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May 08, 2014 06:00 AM | 501 次 | 0 | 0 | |  

 

傑城聯邦法庭 5日下令扣押中佛州眼科醫師潘明安，並不准交保。潘明安以涉嫌詐騙超過

700 萬元聯邦醫療保險 (Medicare) 被拘押，被控偽造診斷證明及偽造治療數百耆老的病

歷，聲稱這種眼疾可能造成眼盲。  

 

美國地方法官巴克絲黛(Patricia Barksdale)將潘案定於夏天開庭，她表示，她在周一時

被告知潘明安的認罪協議包括被判 10 年有期徒刑、吊銷醫療執照及沒收數百萬元的房地

產。  

 

巴克絲黛裁決潘明安在開審前有潛逃出國的可能，禁止交保是根據許多事實裁定，包括潘

明安面臨的嚴重控訴，一旦定罪，可能判長時間服刑或終身監禁。他在中國有數百萬元投

資，又有經常出國旅行的經驗，並且在佛州缺乏家庭約束。  

 

在幾個月協商破裂後，潘明安上周五向中佛州有關當局認罪。聯邦起訴人戴弗瑞克(Mark 

Devereaux) 在與潘明安及其律師協商時，提出許多有關證據並同時指出，潘明安若被判

有罪，極可能長期服刑或終身監禁。  

 

一位聯邦探員證實在過去 10 年間，潘明安申請的醫療給付高達 7200 萬元。目前政府正尋

求如何收回已付給潘明安的超過 700 萬元的醫療給付，並沒收其在橘郡的四處房地產，以

及一輛 Lexus 轎車及保時捷敞篷跑車 (Porsche Convertible)。  

 

潘明安曾任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副會長，在中佛州社團活躍一時，並予人很有才華的感覺。

消息傳出，此間人士均覺遺憾。有些病患及僑界人士認為是否為誤傳誤判，因他曾幫助許

多窮困病人，對無保險者及低收入者均予減免或免費醫療。  

 

認識潘明安超過 25 年的 Vijay Mahindro 說，「他真是個天使」！他還有好長一段人生道

路和生活等著他。但當他看到指控潘明安的證據時，覺得簡直難以置信。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06985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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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歡送何邱美郁榮退 

【塔拉哈西訊】 

May 24, 2014 06:00 AM | 115 次 | 0 | 0 | |  

 

部分參加榮退歡送會的來賓和何邱美郁(前右三)合影。(何邱美郁提供)  

 
 

榮退歡送會開幕式。左起：何邱美郁、何廷瑞、Douglas Fisher 和 Patricia Flowers。 

(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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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街景》舞者扎克‧威廉(Zach Williams，左)和坦尼莎‧摩爾(Tanisha Moore)，穿

著由 Lucy Ho 設計和剪裁的服裝。(何邱美郁/提供) 

 

佛羅里達州立大學(FSU)音樂學院華裔劇服設計總監何邱美郁(Lucy Ho)，日前以兩場活動

向服務 47 年的 FSU 告別。兩場活動分別是在 FSU 歌劇院重現 1929 年普利茲戲劇獎《街

景》公演，並在演出後接受表揚；另在榮退歡送會中和 200 多位主流人士告別。  

 

何邱美郁是日前 FSU 歌劇院演出庫爾特‧威爾 (Kurt Weill)舞台劇《街景》(Street 

Scene)的幕後功臣，她親自領導縫製威爾劇目的所有服飾。該劇於 1946 年在紐約百老匯

開幕時，紐約時報指出，這個節目是走向美國歌劇富於變化的最重要一步。  

 

故事原著曾獲 1929 年普利茲戲劇獎，故事發生在 20 世紀經濟大蕭條來臨之際，位於紐約

曼哈坦第 45 街工薪階層公寓旁人行道上發生的《街景》：在一個悶熱夏天，公寓樓內住

著不同宗教和種族的住戶，像一個混合的大熔爐，描述他們閒聊、爭吵、笑、跳舞、唱歌

和絕望。此舞台劇在百老匯演出後，於 1947 年榮獲托尼(Tony)最佳原創配樂獎。  

 

1968 年和夫婿何廷瑞教授(John Ho)同時受聘於 FSU 的何邱美郁，在 FSU 歌劇系服務 47

年，期間已縫製數千件服飾，涵蓋每個可以想像的時期和風格。該系服裝儲藏室 95%以上

的禮服、西裝、夾克、農民襯衫，以及日本和服都是經由何邱美郁親手剪裁和縫製。  

 

此劇《街景》的劇服設計，是何邱美郁最後一次替 FSU 歌劇系服務，SU 音樂學院院長派

翠西亞‧弗洛奧爾斯 (Patricia Flowers)在開場時宣布 Lucy(何邱美郁)榮退。她退休

後，將分別住在塔拉哈西和台灣與家人和親戚共處，並且要周遊世界把歡樂帶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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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有些不捨，接著形容 Lucy 是「化不可能為可能」的傳奇人物。她經常表現靈活，院

長也開玩笑說：「Lucy 可以拋出布料、扣子、線到空中，隨後可變出一件完整的禮服；

Lucy 設計服裝不需要圖樣，只要有把剪刀，就可以剪裁布料；Lucy 還有驚人的創造力—

幾年前，當 Lucy 正在縫製莫扎特《狄托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的戲服時，有位

高大年輕軍人的角色，需要一件很大的外套。就在錢緊、時間短、又沒有足夠庫存材料

時，Lucy 將三件舊服飾拆補後拼湊出一件美麗又合適的新外套。  

 

院長還說出她許多有關廚藝和熱心服務的事跡。隨後，歌劇系在 FSU 最具歷史的哥德特式

建築 Westcott Building 內，為何邱美郁舉辦榮退歡送會，參加人士包括前州長 Wayne 

Mixson、前 FSU 校長 Dale Lick、州參議員 John Thrasher、縣議員 Brian Desloge、市

議員 Andrew Gilum、前州眾議員 Marjorie Turnbull、法官 Terry Lewis、社區大學校長

Jim Murdaugh、FSU 教務長 Fred Lysieffer、前音樂學院院長 William Gibson、退休報

社執行長 Carrol Dadisman、企業家 Jack Mowell、FSU 國際交流負責人 James Pitts、前

FSU 教務長 Bob Spivey 等，北佛州中華會館主席夏良宇也親自致送花籃。  

 

兩小時活動由音樂學院院長弗洛奧爾斯開幕致詞，Lucy 的上司道格拉斯‧費雪(Douglas 

Fisher)介紹 Lucy 的經歷、兩人多年的互動，並朗讀 Lucy 的女兒何淑賢和兒子何仁毅的

公開賀函，剩下時間為自由享用美食和飲料，與 Lucy 各自道別和合影。  

 

何邱美郁除了服務 FSU 的音樂學院外，同時也是塔城知名餐廳 Masa 以及 Azu 的經營者。

不光是在專業領域中擁有耀眼的成就，也積極參與公益和熱心服務。  

 

何邱美郁每天都會準備午餐餐盒帶到工作室給大家享用，而其唯一要求便是希望大家享用

美食後，要自行清洗碗筷。除此之外，她與夫婿、FSU 榮譽教授何廷瑞，每年都會提供獎

學金給來自台灣的優秀留學生，以茲獎勵。  

 

何邱美郁是塔城聞人，相信她退休後，將繼續為其人生寫下更精彩篇章。(吳天順)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佛州大歡送何邱美郁榮退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15873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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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灣水利專家佛大受訓 

【塔拉哈西訊】 

May 29, 2014 06:00 AM | 11 次 | 0 | 0 | |  

 

台灣水利專家參訪佛州環保部門水環局後合影。左起：楊馥寧、黃群岳、陳加玲、古有

順、徐俊雄、李彥賢、Jasmeet Judge、顧可欣、褚淑慧、吳天順。(劉邦偉提供) 

 

八名台灣水利專家日前在佛羅里達大學(UF)接受培訓，並參觀佛羅里達州環保部門水環

局。 

 

佛大「中華民國基金」(Taiwan, R.O.C. Fund)以國際合作方式在該校培育台灣優秀水利

人才，共同為提升國家水資源政策貢獻力量。每年基金利息可培訓 10 至 15 名優秀水利界

才俊，至今已有超過 200 名受惠者在佛大接受兩至四周課程，這次共有八名台灣水利專家

參加。  

 

佛大前教授暨佛州中華學人前會長施孫富，有感早期台灣基層農業人員皆因經濟困難無法

出國深造，乃立下宏願，設法為彼等尋求赴美學習機會。經戮力奔走，結合產、官、學界

力量，於 1997 年，得到當時台灣經濟部水資源局局長徐享崑支持，在佛大成立永久性質

的「中華民國基金」。  

 

這次學員有農田水利會、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和自來水公司的水利專家楊馥

寧、黃群岳、陳加玲、古有順、徐俊雄、李彥賢、顧可欣和褚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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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兩周的課程主要是以參訪佛州遙測、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水利、水資源等相關單位為

主。課程由 UF 農業及生物工程系遙測中心主任賈吉（Jasmeet Judge）策劃、普雷斯頓

（Daniel Preston）帶領學員實地參訪及教授相關儀器操作，劉邦偉博士擔任課堂及參訪

之中文翻譯外，並協助課業的指導與分享當地生活經驗。  

 

服務佛州環保部門的吳天順，安排台灣水利專家參訪佛州水環局，由佛州水環局副局長維

爾浩兒 (Trina Vielhauer)迎接並簡介該局的使命和任務，四小時的參訪活動於下午 5時

多結束，收穫豐碩並合影。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8 台灣水利專家佛大受訓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205436/article 

  



‐ 339 ‐ 
 

安徽工大訪佛州大 交流熱烈 

【塔拉哈西訊】 

May 31, 2014 06:00 AM | 24 次 | 0 | 0 | |  

 

安徽工業大學訪問團在 FSU 美國國家高磁場實驗室與該實驗室主任 Eric Palm 教授(右三)

合影。(徐向榮提供)  

 

安徽工業大學訪問團和 5名在 FSU 學習的學生與塔城亞洲協會幹部聚餐後合影。  

(徐向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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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業大學徐向榮教授(左二)在聚餐前和部分塔城亞洲協會幹部合影。(徐向榮提供) 

 

安徽工業大學(AHU)機械工程學院院長余曉流應佛州州立大學(FSU)副校長 Bruce Locke 和

工學院院長 Yaw Yeboah 邀請，在 FSU 前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會長徐向榮陪同下，日前率

團訪問塔城，受到 FSU 校方熱情接待。  

 

這次安徽工業大學來訪的團員除機械工程學院院長余曉流、徐向榮外，還包括化工學院院

長崔平、機械工程學院副院長王全先和機械工程學院車輛工程系主任劉慶運等一行五人。

徐向榮於 2011 年底回母校 AHU，現職機械工程學院教授。  

 

安徽工業大學訪問團在塔城參訪五天，接待方 FSU 分別由副校長和工學院院長安排舉辦歡

迎晚餐和午餐，校方還安排訪問團與該校工學院的機械工程系、化學工程系、電氣工程

系、工業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主任以及國際學生中心主任等人進行洽談和交流，進一步

確立兩校今後在相關領域開展學生、研究生和教師的交流合作。  

 

訪問期間，校方亦安排參觀美國國家高磁場實驗室、智慧系統控制與機器人研究中心、高

效能材料研究所，以及佛羅里達州空氣推進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在美國都很有影響力，特

別是國家高磁場實驗室更是世界一流實驗室，該實驗室主任 Eric Palm 教授表示，非常歡

迎 AHU 教師來訪學和實驗。  

 

2013 年 3 月，安徽工大與佛州大已簽訂兩校合作與交流協定，當年 AHU 已派五名學生到

FSU 學習。訪問團團員們同時探望這五名學生，其中兩名本科生已經通過該校研究生資格

考核，下學期將正式進入研究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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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U 機械工程系主任 Emmanuel Collins 表示，AHU 選派來的學生都很優秀，歡迎今後有更

多 AHU 學生來 FSU 攻讀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希望今後能與 AHU 機械工程學院共同培養博士

研究生。  

 

AHU 訪問團在塔城期間，也和塔城亞洲協會主席 Somasundaram Thayumanasamy、創會主席

Clyde Diao，以及創會理事吳天順等人聚餐。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安徽工大訪佛州大 交流熱烈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21647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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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長堅病逝奧蘭多 6.14 公祭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ne 07, 2014 06:00 AM | 334 次 | 0 | 0 | |  

 

李長堅教授(前坐者)參加佛州學人協會第 23 屆年會時與該會成員和來賓合影。左二為其

夫人陳秀美，右一為現任會長徐祖慈。(記者陳文迪/攝影) 

 

 

李長堅博士上周末病逝，享年 80 歲。(陳秀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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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前主席、僑務顧問李長堅博士(Chang C Lee)上周末病逝奧蘭多醫院

(Orlando Health)，享年 80 歲。 

 

李長堅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1978 年擔任圖書館館長，遷至賓州伊利城，曾任伊

利華人協會會長，並在 1979 年出任全美華人圖書館協會會長，進而在維吉尼亞州成立美

國華人圖書館協會東部分會；1979 年在塔城創立「北佛羅里達州中華會館」，擔任第一

及第二任主席。 

 

李長堅 1983 年遷居奧蘭多後，擔任中佛州大學圖書館部門主管，隨後兼任外國語言學教

授，在服務滿 30 年後退休。他於 1984 年任中佛州中美協會會長，1989 年與數位 UF 教授

一起創辦佛州學人協會，任第三屆會長，2003 年任中佛州台美商會首任會長。 

 

李長堅一生熱心服務，活躍於僑界，帶領社團及參與活動均相當積極。早年台灣少棒隊到

奇士美比賽、台灣青少棒隊到佛州羅德岱堡比賽時，均曾帶領熱心會員和鄉親前往加油。

1991 年任會長時，曾邀李煥到邁阿密年會演講。 

 

他熱心教育，積極推廣教育理念，關心海外華人問題，曾發表有關海外華人子女教育問題

和台灣國內高等教育相關議題 20 餘篇著作。1991 年獲中華民國僑委會聘任為僑務促進委

員，為中佛州地區第一位僑務榮譽職人員，任僑務顧問 12 年。 

 

李長堅博士追悼會將於 6月 14 日 (周六) 在木草殯儀館 Woodlawn Memorial Park and 

Funeral Home)舉行，上午 10 時家祭，下午 2時公祭。 

 

木草殯儀館地址：400 Woodlawn Cemetery Road, Gotha, Fl 34734，電話：(407)293-

1361，致悼網頁：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李長堅病逝奧蘭多 6 14 公祭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25618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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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館前主席李長堅出殯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ne 17, 2014 06:00 AM | 167 次 | 0 | 0 | |  

 

李長堅博士追思會場擺滿照片海報，讓與會者一起緬懷溫馨的舊時光。 

(記者陳文迪/攝影) 

 

 

 

李長堅博士追悼會會場一景。(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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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李定勇，誦讀總統馬英九、僑委會委員長陳

士魁與經文處處長王贊禹的弔唁函。(記者陳文迪/攝影) 

 

 

華洋朋友向李長堅致敬。(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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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社團代表瞻仰李長堅遺容並致悼念。(記者陳文迪/攝影) 

 

 

李長堅的親友們列隊悼念李長堅。(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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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代表向李長堅致悼詞。(記者陳文迪/攝影) 

 

北佛州中華會館前主席、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創會會長、僑務顧問李長堅博士追悼

會，14 日在木草殯儀館(Woodlawn Memorial Park and Funeral Home)舉行，上

午家祭，下午公祭，其親友及僑界人士出席者眾，一起追思悼念李長堅。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李定勇代表經文處出席，並帶來中華民國總

統馬英九、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與邁阿密辦事處處長王贊禹等的致悼唁函，肯

定他的學養和畢生的熱心奉獻。 

 

「長執學養完一身淵博，堅揚教育盼眾生皆士」，追思會牆上的輓聯是李長堅一生

的寫照，他是當年他的故鄉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榮耀鄉里的學子，飄洋過海留學進

修，學成後又回台灣貢獻所學，隨後來美擔任圖書館長及任教，並積極熱心服務僑

務，追思會中許多分享，真摯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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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會由劉廣然主持，他的政大老同學分享他當年求學的辛苦經歷，以及雖「門不當，戶

不對」，卻以真誠圓滿與太太終成眷屬；他的妻舅分享一向給人溫和印象的李長堅一些幽

默趣事，和當年媒妁之言的婚姻時代、首創自由戀愛的契機；李長堅兒女分別為醫師及律

師，與他的孫子也一起分享家庭中的感人趣事。他的外甥 Paul Chen 也代表北美州台灣商

會聯合總會前來弔唁。 

 

當地社團代表也紛紛致悼詞，他創立的北佛州中華會館由吳天順代表致詞，佛州中華學人

協會會長由徐祖慈發言，中佛州台美商會由會長李信忠致悼，他曾任會長的中美協會則由

現任會長吳淑惠致悼唁。另外，慈濟奧蘭多聯絡處負責人林智、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會長

也分別分享他的故事，大家都贊揚李長堅博學、熱心、個性溫和幽默，樂於助人等。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中華會館前主席李長堅出殯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30087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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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訪團籌備會 交流熱烈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ne 19, 2014 06:00 AM | 71 次 | 0 | 0 | |  

 

會議迴響熱烈，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僑務組長李定勇笑逐顏開。 

(記者陳文迪/攝影) 

 

 

部分參加僑務會議的僑務榮譽職人員及社團代表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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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僑務組長李定勇主持會議。(記者陳文迪/攝影) 

 

奧蘭多地區接待 2014 年雙十國慶訪問團籌備會議，14 日晚在奧蘭多金荷苑餐廳召開，駐

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李定勇主持，中佛州地區僑務及榮譽職人員和社團代

表 20 餘人與會，交流熱烈。會中當場募得 6300 元，成立奧蘭多地區全僑籌備委員會，並

決議由佛州華商總會召集主辦，各社團協辦。 

 

台灣的雙十國慶訪問團已暌違奧蘭多多年，此次有意在奧蘭多舉辦晚會慰問僑胞，獲得與

會者熱烈迴響。該項活動預算約 8000 元，目前仍持續受理捐款，歡迎各界贊助，財務及

帳戶等將於下次會議中決定。當天捐款計 6300 元，王成章首先捐款 500 元，現場隨即熱

烈響應，捐款 500 元者有楊喬生、廖柏虞、廖唯志、陳建國、徐祖慈、倪伯時以及台灣商

會(蕭維儒)等，300 元者有嚴培達、薛正凱、黃毅敏、周曼宜、穆椿榮。另外，張熙增、

周麗雪各 200 元，吳天順 100 元。 

 

當天發布節目內容，包括懷舊台灣台語和客家歌謠、洪一峰組曲、懷念鳳飛飛及鄧麗君的

「飛向一道彩虹」和追憶十億個掌聲，台語歌后江蕙的經典組曲、華語歌曲等，金嗓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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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璦菱將與劉明珠、張瀞云、黃家新、陳思安、林曉培等歌手一行 13 人來奧演出。 

 

當天在會議中亦提出僑委會籌組「海外緊急通聯網」，由僑委會與當地各界建立各國僑民

聯繫網路，希望在遇到重大災難時，立即與各界取得聯繫，動員各當地僑團或組織協助，

保護僑胞生命財產安全。 

 

有意加入該通聯網者可與李定勇聯繫，電話：(305)562-0950(Abraham Li)，或(305)443-

8917 轉分機 118(Jannisen Hwang)，傳真：(305)569-1664。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雙十國慶訪團籌備會 交流熱烈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31278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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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吳詩聰教授獲佛州發明家名人堂 

(Dr. Wu is former CASPAF president.)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ly 09, 2014 04:24 PM | 513 次 | 0 | 2 | |  

 

中佛州光學教授吳詩聰榮獲首屆佛州名人堂名人榮銜。(照片吳詩聰提供) 

 

佛州首屆發明家名人堂(Florida Inventors Hall of Fame)名單出爐，6位科學家獲獎，

其中 4位已故。中佛州大學光學教授吳詩聰以在液晶研究的傑出成就獲獎，與艾迪生等其

他 5位發明家並列名人，為唯一獲獎華裔。 

 

佛州發明家名人堂 (FIHF)肯定佛州發明家的傑出成就，表揚他們讓佛州人、全國，甚至

全世界人類生活品質都能提升。該組織於 2013 年成立，總部設於天柏灣的南佛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首屆佛州名人堂將於 9月 1日在天柏灣舉行名人就任典禮及頒獎晚會，表揚 6位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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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詩聰被尊為「平面顯示器業界先鋒」(LCD Pioneer)，在液晶的研究及在平面顯示器的

應用，有許多發明和專利，在雷射、 光學等的控制和運用，影響全世界的平面顯示器科

技。 

 

另一位名人為南佛大健康醫療教授席彥‧慕訶派綽博士(Shyam Mohapatra, Ph.D)，他以

應用納米醫學的診斷和治療在癌症、氣喘、病毒感染和創傷性腦損傷的領域或得肯定。 

 

4 位已故佛州首屆名人堂發明家分別為：湯姆士‧愛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

20 世紀影響人類最大的發明家，擁有 1,093 項發明，曾於國難期間於其佛州福特‧麥爾

斯(Ft. Myers)家園及實驗室完成有關化學及植物的多項研究。羅伯特‧凱德 Robert 

Cade, M.D. (1927-2007)， 他在佛州大學任教期間 University of Florida 發明速跑運

動飲料(Gatorade)。造福運動員及億萬兒童。 

 

威廉‧葛藍 William Glenn, Ph.D. (1926 – 2013), 佛州亞特蘭提斯大學教授(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終身奉獻發明研究，在影像、光學、電子工程等均有極大成就。

約翰‧葛禮(John Gorrie, M.D.-1803-1855)，製冰機發明人，被稱為冷氣機和冰箱之

父。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E8%B3%80 

%E5%90%B3%E8%A9%A9%E8%81%B0%E6%95%99%E6%8E%88%E6%A6%AE%E7%8D%B2%E4%BD%9B%E5%B7

%9E%E7%99%BC%E6%98%8E%E5%AE%B6%E5%90%8D%E4%BA%BA%E5%A0%82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2541432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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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慶 25 周年 

【佛州訊】 

July 24, 2014 06:00 AM | 71 次 | 0 | 0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慶祝成立 25 周年，將於 7月 31 日至 8月 1日在奧蘭多舉行年會，活動

內容豐富，有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 (Research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諾那湖醫藥城市 (Lake Nona Medical City) 的參

訪及專題演講會，31 日晚有接待晚會，1日晚則在明軒有學人協會之夜頒獎晚宴及晚會壓

軸。 

 

今年主題「建立學術及工業的合夥關係：從實驗室到會議室」 (Partnership Building 

Between Academics & Industries: From Labs to Board Room) 。在過去五年來，佛州

中華學人協會成功搭建台灣與佛州之間高教橋樑，讓兩地大學結盟，並有交流互訪，亦邀

請科學、教育、環保、水利和醫療等各界專家做主題演講分享，極獲好評。 

 

今年年會目標是擴展台灣與佛州高等教育夥伴關係，包括 S&T 的研發和經濟發展。邀請世

界級專員演講，和與會者分享佛州 4號公路科學長廊如何成為全美學術界與工業界建立夥

伴關係的規範，許多佛州頂尖的科學和科技教育、研究及工業界的領導將做分享。 

 

活動及行程詳情可瀏覽該會網頁，參加年會費用會員每人 250 元，非會員 350 元，報名可

上網：www.caspaf.org。(記者陳文迪)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中華學人協會慶 25 周年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48476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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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會慶 25 年 圓滿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August 12, 2014 06:00 AM | 11 次 | 0 | 0 | |  

 

參訪中佛大研究園區，左三羅清華，左五李世光，左六為中佛大研究園區副總裁蘇利歐博

士(M.J. Soileau)。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活動之一，參訪山佛柏翰醫療研究中心 (Sanford Burnham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ake Nona)。(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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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中佛大研究園區，左一會長徐祖慈，右一秘書長穆椿榮。(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參加 2014 年佛州學人協會 25 周年年會的來賓合影。後右五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王贊

禹。(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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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2014 年佛州學人協會 25 周年年會來賓合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2014 年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專題講演之一。(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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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舉行慶祝成立 25 周年年會，連續兩天活動行程滿檔，內容豐富，

有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諾那湖醫藥城市(Lake Nona Medical City)的參訪及專題演講

會，並在凱悅旅館(Hyatt Hotel)及 Ming Court 分別舉辦接待晚會和學人協會之夜頒獎晚

宴及晚會，活動圓滿成功，贏得各界好評。 

 

當地學經科界領導均出席，佛州州長史考特等政要亦專函致賀，駐華盛頓經文處科技組長

周家蓓、駐邁阿密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全程參與。 

 

台灣科技部主管李世光博士與台灣國家研究實驗室總裁羅清華博士，亦專程來佛州與會，

並分別發表台灣的能源和科技研究概況簡報。 

 

該年會主題「建立學術及工業的合夥關係：從實驗室到會議室」 (Partnership Building 

Between Academics & Industries: From Labs to Board Room) ，分為三段論壇，科經

學界專家演講者近 20 人，均為翹楚。第一、二段皆在中佛大研究園區，分別由中佛大研

究園區副總裁蘇利歐 (M.J. Soileau) 與退休將軍貝比提斯特 (Lt. General Thomas 

Baptiste) 主持。第三段為諾那湖醫療城市探訪，由資深副總裁西墨爾博士 (Thad 

Seymour) 主持。 

 

首日活動以早餐會開場，奧蘭多副市長 Robert Stewart 以地主身分主持，歡迎各界來

賓，餐敘後隨即以專車巴士分別至中佛大研究園區與諾那湖醫療城市參訪。 

 

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以接待會歡迎參訪人員，學人協會會長徐祖慈與中佛羅里達大學校長

希特博士(Dr. John Hitt) 均分別致詞。希特分享他從 1992 年起擔任中佛大校長迄今，

曾開創的專案及宏願。研究園區主任委員華勒斯(Joe Wallace) 分享該研究園區的展望和

前瞻，以及改進的地方。 

 

周家蓓分享 50 億元科技發展，穆椿榮介紹李世光及羅清華。李世光的主題為「台灣的科

學和科技簡報」，羅清華的演講主題「Stimulating Start up!From Academics to 

Market」。 

 

學人協會前會長周禮、許俊湘亦分別在各階段中擔任引言人，介紹各專題主講者作分享，

並主持提問。 

 

除了主題先進的科技分享外，在參訪期間也有一些實用趣味的分享，如三度空間的模擬、

如何訓練老人開車的模擬、虛擬火災的救災訓練、貨車司機駕訓、電玩遊戲的訓練、颱風

對房屋的影響、機器人的製造、形容火燒屋的狀況和救災等，十分實用，與會者均覺受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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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淺。 

 

有關 2014 年年會活動專題講座等資訊，可上網：www.caspaf.org。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佛州中華學人會慶 25 年 圓滿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59503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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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蘭多 10.2 慶雙十 分工合作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August 12, 2014 06:00 AM | 6 次 | 0 | 0 | |  

 

佛州華商總會會長劉正民主持籌備會，親自整理會場，他說，不夠的費用全包了。 

(記者陳文迪/攝影) 

 

 

雙十國慶訪問團接待會籌備會，與會者討論熱烈。(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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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訪問團籌備會與會人員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慶祝雙十國慶台灣訪問團接待籌備會，日前在佛州中華文化中心召開第二次會議，駐邁阿

密台北經文處僑務組長李定勇專程來奧，僑務委員楊喬生、廖柏虞，僑務顧問王成章，僑

務促進委員倪伯時、黃毅敏、吳天順、周麗雪、鄭淑惠等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華裔社團

負責人及代表 20 餘人與會，討論熱烈，決議晚會將於 10 月 2 日晚舉行。 

 

當天會議由佛州華商總會會長劉正民主持，會中決議邀請徐美嬋主持，舞台由陳建國負

責，後台則由湯賢美打理，演出舞台場地，目前正評估中，將於近日決定。當天並提出分

配各項工作，與會者均合作，氣氛融洽。 

 

李定勇在會中致詞時，特別向僑團負責人致謝。他說雙十節是國家生日，慶祝雙十國慶每

年均有系列活動，10 月 2 日訪問團是主要活動之一，感謝僑界支持，讓活動圓滿。 

 

劉正民報告他與數家學校洽談商借場地經過，並報告訪問團所需舞台演出配備及所需費

用。他提出感謝李定勇幫忙募款和僑界人士慷慨解囊，已有 6300 元基金了，希望大家繼

續贊助。他說，一定要把活動辦好，不夠的費用華商會全權負責。 

 

在自由發言中，與會者均發言踴躍，包括行程、貴賓席位、餐會及接待等，大家都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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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均在討論中，一一定案。該籌備會將於 8月 20 日及 9月 17 日下午 5時開會，訂定細

節。希望僑界人士能踴躍參加，貢獻經驗和建議。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59506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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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之夜 文化饗宴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August 16, 2014 06:00 AM | 101 次 | 0 | 0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在王贊禹監交下，完成新舊會長交接。左起新會長穆椿榮、王贊禹、卸

任會長徐祖慈。(記者陳文迪/攝影) 
 

 
楊瑞(左)拉二胡，與吳珞古箏合奏「音樂之聲」組曲，現場共鳴唱和，氣氛溫馨。(記者

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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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麗表演霸王別姬，唱腔和劍舞均獲得滿堂彩。旁邊金髮美女觀眾坐到地上欣賞並錄像。

(記者陳文迪/攝影) 
 

 

喬麗表演霸王別姬，精湛無比。(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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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劍萍獨奏，樂音扣人心弦。(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美協會舞蹈社兩位老師表演的水袖舞，美不勝收。(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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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音樂名家合奏「旱天雷」，氣勢磅礡。(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央戲劇學院聲樂教授、碩士班導師周秋雨演唱義大利歌劇《親愛的爸爸》，河南豫劇

《五世請纓》，以 107 歲老壽星佘太君，祝賀學人協會長青。(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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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技名家張楠表演變臉。(記者陳文迪/攝影) 

 

 

雜技名家張楠表演變臉。(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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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協會舞蹈老師表演的羽扇舞，仙樂飄飄，羽扇輕盈，畫面十分美麗。 

(記者陳文迪/攝影) 
 

 
徐祖慈(右)頒發「會長獎」給已故前會長李長堅，表揚他為教育及社區終身奉獻，其遺孀

陳秀美代表接受(左)。(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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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理事群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宋鈞瑜表演的傳統古彩戲法，圖中的水果和水罈，讓觀眾驚嘆「無中生有」的妙趣。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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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慶祝成立 25 周年，特別在明軒餐廳舉行「學人協會之夜及頒獎晚

宴」，包括頒獎、理事介紹及新舊會長交接，以及精彩的文藝匯演，為該會年會活動畫下

圓滿句點。 

 

當晚嘉賓雲集，一起為該會做見證，會長徐祖慈功成身退，由秘書長穆椿榮接任會長，在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監交下，完成交接。 

 

當晚演出都是音樂界及文化藝術界一級演藝人員，音樂、歌劇、舞蹈、京劇、戲法與變臉

雜技，與會華洋人士均稱讚這是豐盛的文化饗宴。許多觀眾直接坐在地上欣賞，順便獵取

喜愛的節目鏡頭或錄像，大家樂陶陶，共度美好夜晚。 

 

當晚活動分兩部分進行，前段頒獎儀式由理事 Kathy Chiu 主持，會長徐祖慈首先致歡迎

詞，歡迎與會嘉賓，接著由前會長陳海博士介紹贊助的商家單位，並邀請駐華盛頓代表處

科技組長周家蓓及經文處處長王贊禹致詞。 

 

周家蓓肯定學人協會的成就和貢獻，她也提出許多數據分享。她說台灣雖小，卻是美國第

12 位的貿易夥伴，樂見台佛兩地高教及科技的熱絡交流，期待兩地學界、科學園區與科

技能有更多合作機會。 

 

王贊禹亦在致詞中回顧當年學人協會創會時的盛況，並肯定學人協會的奉獻和影響。學人

協會前會長陳偉則特別介紹，並將他當年收藏的王贊禹名片送給他紀念。 

 

晚宴席間，同步頒獎，徐祖慈頒發「會長獎」(President Award)，表揚已故前會長李長

堅，由其遺孀陳秀美代表接受。李長堅為創會會員之一，亦是前會長，他以終身奉獻高等

教育及社區服務獲獎。陳秀美高舉獎牌向其夫在天之靈致意。 

 

交接儀式由王贊禹監交，徐祖慈榮退，由秘書長穆椿榮升任接掌，徐祖慈做回顧與前瞻的

分享，穆椿榮亦發表感言，並代表協會頒發感謝獎牌給徐祖慈，感謝他的傑出領導，將學

人協會帶入另一領域，更上一層樓。 

 

隨後的文化饗宴由魏安琪及周曼宜主持，中美協會舞蹈社兩位老師賀琳及 Maggie Lee 以

羽扇舞開場，仙樂飄飄，古裝麗人清搖羽扇，畫面十分美麗，讓現場仿彿進入另一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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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當晚的文化盛宴。她們亦以梁祝為背景音樂，表演水袖舞美不勝收。 

 

三位民樂名家演奏「旱天雷」，氣勢磅礡，楊瑞執二胡，吳珞彈古箏，楊劍萍演奏琵琶，

其後三位亦分別獨奏，楊瑞「喜慶鑼鼓」，吳珞獨奏古箏「雪山春曉」，兩人並合奏「音

樂之聲」組曲，從 do re me 到小白花等，觀眾們都陶醉在優美又熟悉的音樂聲中，現場

共鳴唱和，氣氛溫馨。 

 

楊劍萍的琵琶獨奏「陽春白雪」及「送你一朵玫瑰」，從早春山雪的琮琮樂音到邊疆樂曲

的瀟灑豪放，讓大家鼓掌說讚！ 

 

北京中央戲曲學院聲樂副教授周秋雨演唱義大利歌劇「親愛的爸爸」，細數少女情懷的任

性愛情，再轉唱豫劇(河南梆子)五世請纓，以 107 歲老壽星舍太君的賀壽故事，祝賀學人

協會長青。 

 

表演變臉的張楠，是早年隨溫家寶出訪歐美 35 國的文化精粹團員，古彩戲法魔術師宋鈞

瑜以傳統戲法展現「無中生有」的妙技，一串串葡萄、香蕉，還有裝滿水的陶甕，讓觀眾

驚嘆不已！ 

 

新出爐的會長穆椿榮是資深京劇票友，當晚演唱捉放曹，壓軸的「霸王別姬」由京劇名角

喬麗擔綱，喬麗飾演的虞姬全副妝扮上場，服飾、頭飾都讓觀眾驚艷，唱腔或婉轉或激

昂，蕩氣迴腸，一手劍舞，贏得滿堂彩。 

 

有關活動剪影可瀏覽該會網頁：www.caspaf.org。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之夜 文化饗宴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624716/article 



‐ 372 ‐ 
 

佛州 9 大學台灣同學會 交流熱烈 

【佛州訊】 

August 16, 2014 06:00 AM | 97 次 | 0 | 0 | |  

 

第二屆「佛羅里達州台灣同學聯合會」部分與會者，右起：Case Lorance、廖研欣、陳彥

伃、邱昱哲、林宇卿、溫士緯和林廷安。(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目前佛州九所大學設有台灣同學會，在台灣駐美代表處教育組和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

事處鼓勵下，於去年舉辦第一屆「佛州台灣同學聯合會」，在佛州中華學人年會中，參與

會程學習及交流，旨在增加佛州台灣同學與學者、專家及僑團的互動與交流。 

 

九所大學分別是：佛州州立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南佛大(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佛州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佛州理工大學(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中佛大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邁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佛州國際大學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以及諾瓦東南大學(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第二屆「佛州台灣同學聯合會」，日前藉佛州中華學人年會會期召開，參加學生包括佛州

大的邱昱哲、佛州大學的廖研欣和陳彥伃、佛州科技大學的溫士緯和林廷安、中佛州大學

的林宇卿和 Case Lorance、還有北佛州里昂高中生吳啟瑞等。 

 

在佛州中華學人協會贊助下，來自不同學校的學生們，有機會連續兩天一齊共同參加行程

滿檔的參訪及慶祝活動，包括中佛大科學研究園區和諾那湖醫藥城市(Lake Nona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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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的參訪及專題演講會、並在凱悅旅館(Hyatt Regency Orlando Hotel)及 Ming 

Court，分別舉辦接待晚會和學人協會之夜頒獎晚宴及晚會。 

 

在活動中，有機會和 20 多位產官商學界領導交流互動，包括中佛羅里達大學校長希特博

士(Dr.John Hitt)、佛州理工學院校長卡特尼斯(Anthony J. Catanese) 、聖湯姆士大學

校長卡薩萊 (Franklyn Casale)、駐華盛頓經文處科技組長周家蓓、駐邁阿密經文處處長

王贊禹、台灣科技部主管李世光博士與台灣國家研究實驗室總裁羅清華博士等，學生們均

表示幸運。 

 

學生們也感受到佛州學人辦娛樂晚會的功力，也和辦科技參訪及專題演講會一樣好，他們

都很感謝佛州中華學人贊助，讓他們參與這次難忘的活動。(吳天順)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佛州 9大學台灣同學會 交流熱烈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62472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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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協 9.6 中秋聚會 

【塔拉哈西訊】 

August 23, 2014 06:00 AM | 47 次 | 0 | 0 | |  

 

 

塔城華人協會將於 9月 6日 (周六) 中午 12 時 30 分起至 4時 30 分，在 Barrington 

Park Club House 舉行中秋聚會，歡迎有興趣人士參加。 

 

主辦單位表示，已租下整個 clubhouse，將像往年一樣有許多活動，參加人員需自備游泳

衣、球衣、運動鞋，最好穿舒適便服；另外需要特別注意兩點，安全第一，各自要照顧好

自家或帶來的小朋友，並在飯後隨手清理自己的餐盤，響應環保。 

 

有興趣者，可於 9月 1日前上網報名：www.surveymonkey.com/s/KZ9K8YR，Barrington 

Park Club House 地址：2801 Chancellorsville Drive, Tallahassee, FL 32312。(吳

天順)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塔城華協 9 6 中秋聚會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66271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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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 從自家車庫到坐擁 20 億 

【佛州訊】 

August 30, 2014  

 

 

國際領䄂基金會（ILF) 理事長徐紹欽，是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高級研究學者，也是

ActiGraph、TPP 及徐氏集團(HSU)三家科技公司的創辨人，曾獲頒全美「優良企業獎」，

並於 2007 年，由小布希總統仼命為聯邦中小企業管理局副局長，主管政府合同及商業發

展部門，2010 年被歐巴馬總統仼命為全國少數族裔商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成為「商

優則仕」及「跨黨仼命」的「華人之光」。 

 

他於日前出書英文著作「Guardians of the Dream」，中文譯本「創新致富：從 2萬到

20 億的創業之路」，分享他從自家車庫起步到身價上億，擁有近七百五十名員工；靠著

創新的思維，成功改變自己人生的經歷。 

 

徐紹欽說，成功的人不是贏在起跑點，而是贏在轉捩點！他相信能夠改變自己人生的人，

永遠是自己。他認為，在人生的過程中，思維第一，人脈第二，能力第三，學歷第四，能

把簡單的事重複做，是專家；願意將重複的事用心做，才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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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出生於台灣彰化，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後，於 1976 年赴美深造。先後取得中央密

蘇里州立大學系統工業工程管理碩士、費城拉薩爾大學工業管理博士、哈佛商學院管理學

位。 

 

他於 1984 年，白手起家創辦「製造科技公司」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c., MTI) 

，從事精密國防科技電子儀器的研發與製造，曾獲全美「優良企業獎」。其後，又創辦了

三家成功的企業，包括提供網上資料管理與內容服務的全零件資料庫 (Total Parts 

Plus) 公司、製造電子醫療器材的行動監測 (ActiGraph) 公司，以及以發展節能減碳、

綠能科技為主的徐氏企業集團（Hsu Enterprise Group LLC）。 

 

「夢的守護者」(Guardians of the Dream)是 2009 年，徐紹欽在聖地牙哥一場抗議活動

的遊行中，看到有人舉著「美國夢已死」的標語而萌發，尤其現今許多青年亦發出同樣慨

歎，他希望藉該書的發表，鼓勵青年在充滿機會的美國創造自己的夢想。 

 

他說：很多年輕人抱怨機會都被上一代用光了。事實上，只要有需求，需求能被滿足，就

有機會。他相信，只要抓住每一個機會，發掘出需求，想出滿足這些需求的辦法，或許一

年就能創造出兩萬家公司。只要把自己想成是解決問題的人，每個人都可以成功。有興趣

閱讀者可洽網站購買，http://www.amazon.com/Guardians-Dream-Enduring-Americas-

Immigrants/dp/0986073504。 

 

該書中文版「創新致富：從 2萬到 20 億的創業之路」於 8月 1日在台灣發行，甫推出即

回響熱烈，連續兩周來高居企管類排名第 3並上升至第二，在非文學類排行榜排名第

11。有興趣購買者，可以透過「博客來」網路書店連結購買，網址：

http://www.books.com.tw/。 

 

徐紹欽在波士頓、羅德島、紐約、華盛頓、洛杉磯、芝加哥等地舉行演講和簽名會均受好

評，佛州僑團負責人如有興趣邀請他來佛州演講及新書交流討論，可發簡短訊至

wu@caspaf.org 安排行程。   (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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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魁訪邁阿密 全僑歡宴 

記者陳文迪／邁阿密報導 

September 04, 2014 06:00 AM | 62 次 | 0 | 0 | |  

 

佛州地區三位僑務委員贈送佛州地形紀念品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長陳士魁。左起駐邁阿密

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僑務委員楊喬生、陳士魁、僑務委員徐彩惠、廖柏虞、僑務組長李定

勇。(記者陳文迪/攝影) 
 

 
天柏灣區僑務顧問葉美華發言。(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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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墨爾本的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佛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前會長穆椿榮發言。(記者陳

文迪/攝影) 
 

 
南佛州華裔青年會會長楊鎮邦分享回台參加英語志工營心得。(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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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主持佛州僑務座談，回答提問。(記者陳文迪/攝影) 

 

 

 

 
全僑歡宴歡迎陳士魁到訪，陳士魁與社團人士一起觀看活動花絮影片。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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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座談會議圓滿，僑務委員徐彩惠(左五)和珊瑚泉文化中心義工及來賓們一起歡呼。(

記者陳文迪/攝影) 
 

 
僑務委員長陳士魁(前排左七)，與部分參加僑務座談的代表們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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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在全僑歡宴中致詞。(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前左六)在全僑歡宴歡遊會中與代表們合影。左五為董繼玲

特別與會歡迎陳士魁。(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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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座談會，來自佛州各地的社團領導及僑務職人員踴躍參加。(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 8月 31 日到訪邁阿密，邁阿密僑界當晚在「龍華海鮮

燒臘酒家」舉行全僑歡宴。陳士魁行程緊湊，9月 1日中午在佛州珊瑚泉文化中心主持僑

務工作座談，馬不停蹄，當天上午拜訪珊瑚泉中華文化協會及珊瑚泉中校，聽取簡報，下

午則赴安良工商會美亞美分會拜訪，2日搭機離邁。 

 

這是陳士魁就任委員長以來，首次到訪佛州，受到僑界熱烈歡迎，佛州各地僑務職人員及

僑團代表均踴躍參加活動並交流，氣氛溫馨熱鬧。 

 

全僑歡宴餐會席開 12 桌，座無虛席，除了南佛當地社團及代表外，還有 20 多位從奧蘭多

(Orlando)、天柏(Tempa)、墨爾本(Melbourne)及塔城(Tallahassee)等地而來的僑團代表

們，開車 4至 9小時專程南下。 

 

國際領袖基金會董繼玲亦特別與會歡迎陳士魁。晚宴中，駐邁阿密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及佛

州地區三位僑務委員，分別致詞歡迎陳士魁及與會人士。陳士魁亦在會中作簡報分享僑務

近況，他強調僑務工作的服務性，並呼籲僑胞們發揮各自在各地區與主流的良好關係，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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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動外交，化僑力為國力，共同為和諧僑社及支持政府力。 

 

三位僑務委員楊喬生、徐彩惠及廖柏虞，特別訂製佛州地形紀念品贈送陳士魁。陳士魁說

他曾三次來佛州，席間陳士魁在王贊禹及僑務委員和部分僑領陪同下，逐桌向僑胞敬酒，

各僑團與會者亦紛紛邀請他合影留念，餐宴進行近 3小時後圓滿結束。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陳士魁訪邁阿密 全僑歡宴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71498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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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魁僑務座談 交流熱烈 

記者陳文迪／邁阿密報導 

September 04, 2014 06:00 AM | 66 次 | 0 | 0 |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僑務座談活動在珊瑚泉文化中心舉行，由僑務組長李定

勇主持，三位僑務委員楊喬生、徐彩惠及廖柏虞，以及駐邁阿密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邁

阿密台灣貿易中心主任孫紀美等列均列席。會中討論、提問，交流熱烈。 

 

陳士魁就人口、文化、教育、產業、醫療等多項簡報，剖析台灣及僑界概況。在文化傳

承、公眾外交等均著墨甚多。他指出，僑團老化現象及缺乏接棒人的斷代隱憂，鼓勵僑胞

培養青年。另外，他也提出台灣人口老化，年輕人不婚不生，可能導致未來生產力減退及

社會危機，鼓勵海外 4000 萬僑胞、僑生回國升學、就業定居，回台加入人力補充。 

 

接著為提問，各地代表均踴躍發言，天柏灣區的陳聿志希望高中畢業生升大學申報時間能

提前，葉美華提問如何善用網路，讓海外能與國內同步學習，並提出僑胞人口變化，兩岸

僑胞互動相關疑慮。王成章提出文化教育及文化傳承要由年輕人接棒；陳建國諮詢創意文

化及文化產業是否有新項目，劉正民提問全僑和平聯盟的動向，黃毅敏建議海外的文化教

育從小紮根，他的孫女四歲已多次送回台灣學習中文。 

 

蔡麗麗感謝僑委會作媒，她的女兒參加劍潭青年文化中心活動結識未來夫婿，幾年戀愛後

結婚，目前已育有兩個兒女，生活美滿。馮紀萍鼓勵青年回台參加活動，小青年楊鎮邦回

應，分享回台參加下鄉英語教學營，做志工的心得，是他最好的人生體驗。 

 

穆椿榮談華語教學、吳天順分享學人鱗爪，記錄華人在佛州的歷史。鄧詠嫻感謝大家在人

口普查時的協助，她分享目前佛州亞華裔人口概況，提醒華人要多參與主流活動，選舉，

才能發出聲音，讓人聽見，爭取福利。 

 

華商經貿協會邁阿密分會會長彭慰黎發言深刻。 

 

陳士魁在聽取各方提問後一一作答。他強調，僑委會以服務競爭，鼓勵僑胞紀錄各地僑團

的歷史傳承，支持政府，讓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和民權文化落實。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陳士魁僑務座談 交流熱烈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71498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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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徐紹欽設數學科學教學獎 

【佛州訊】 

September 13, 2014 06:00 AM | 104 次 | 0 | 0 | |  

 

徐紹欽成立「卓越數學和科學教學獎」，獎勵老師們作育英才。(徐紹欽提供)  

 

徐紹欽曾獲頒市鑰，獲獎後發表感言。(徐紹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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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日前以其基金會成立「卓越數學和科學教學獎」(Paul Hsu 

Foundation：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s in Math and Science) ，將以各 5000 元獎

金獎勵兩名老師。 

 

徐紹欽表示，他住在歐卡陸沙郡(Okaloosa County)，靠海的南方。南方地區由於近海觀

光業發達，人文和教育發展比北方快很多。根據佛州州政府統一學生的素質測驗，如

FCAT、SAT 等，北方的學生成績遠遜於南方。 

 

為了培養更多的北方高中生對科技 (STEM, S-Science、T-Technology、E-Engineer、M-

Math)的興趣，選擇科技做為學習目標，造就人材，造福社會，徐紹欽和北方的克雷斯特

維市商會(Crestview Chamber of Commerce)合作，每年由商會挑選兩名優秀科學教師，

頒發各 5000 元獎勵性獎金，讓獲獎老師可以歡喜度假或做研究。 

 

徐紹欽說，在他多年的從商及參與經濟顧問等生涯，認識許多有成就的人，幾乎每個人都

有一位或多位啟蒙人生的老師，對自我人生方向的設定影響甚鉅。 

 

該獎學金目前已開放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31 日。徐紹欽的捐贈也引起當地關注，當地

主流日報均以大篇幅報導。 

 

徐紹欽基金會卓越科學數學教學獎選拔資格為歐卡陸沙郡學區內的高中科學和數學(包括

計算機科學)老師。提名人可為社區內的家長、學生、教職員和行政人員等。此外，更歡

迎教師提名自己。 

 

詳情諮詢可電郵商會：phf_teams@crestviewchamber.com，提名表格可上克雷斯特維市商

會網站下載，網址：www.crestviewchamber.com/pages/PHFTEAMS1/。(吳天順)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北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華商徐紹欽設數學科學教學獎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774070/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