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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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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資生堂保養品大贈送

即日起至3月26日止
位於中國城惠康廣場惠康超巿正對面,授權代理世界名牌化妝品﹐香
水的「名家化妝品公司」﹐是休士頓注重保養婦女的最愛﹐尤其他們每
年二次的「 大贈送 」 促銷活動﹐是大家絕不會錯過的﹐名家「 資生堂」
保養品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止的「 大贈送活動」﹐即購買資生堂「美白
系列」 或「 抗皺保溼 」 系列$85 元以上﹐即送送一套價值$110 元的美
白系列（圖右）﹐或抗皺保溼系列（圖左）﹐多買多送﹐送完為止﹒敬請
各界把握時機﹐先購為快﹒「名家」 (VITATIV) 的地址﹕9188 Bellaire
Blvd, #K,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270-1979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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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故事警察故事》》中國大陸警察光輝形象中國大陸警察光輝形象

【VOA】兩家聯邦法院叫停執行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的第二份
限制部分外國人入境的行政命令﹒夏威夷一名聯邦法官星
期三裁決暫不執行川普總統修訂後的旅行禁令﹐川普總統
憤怒誓言如有必要﹐將一路上到最高法院論理﹒
夏威夷一名聯邦法官阻止實施這份行政命令中全部兩項行
動﹐包括暫停接納六個國家的難民以及給這些國家公民發
放簽證﹒馬裏蘭州一名聯邦法官對川普的這份行政命令做
出了部分限制﹐只包括暫停實施簽證部分﹐但不包括難民部
分﹒
德裏克·沃特森法官星期三表示﹐夏威夷州提起的司法訴訟
很有可能成功﹐理由是這份行政命令違反了美國憲法中的
國教“確立條款”﹒該條款規定﹐政府行為應是非宗教目的
的﹒
他指出﹐川普總統和其政府相關人員在11月他當選美國總
統前後的言論提供了佐證﹒川普競選時曾提出禁止所有穆
斯林入境美國﹒他後來對這種說法進行了修改﹐提出要對
來自與恐怖主義有聯系的國家的公民進行極其嚴格的審
查﹒

沃特森法官說﹐夏威夷州提起的司法訴訟提供了重大且無
可爭辯的證據﹐證明頒布這份行政命令和之前那份行政命
令是來自於宗教仇視﹒
川普政府表示﹐使美國免受恐怖主義威脅有必要施行旅行
禁令﹒該行政命令禁止接納來自伊朗﹑敘利亞﹑也門﹑利比
亞﹑索馬裏和蘇丹這六個國家的難民﹐為期四個月﹐還暫停
向這些國家的公民發放簽證﹐為期三個月﹒這份行政命令
原定於星期四（3月16日）開始實施﹒
之前版本的行政命令還包括伊拉克﹐但不涉及宗教少數派﹒
所有上述六個國家都是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沃特森
法官拒絕了政府的說法﹐即六個國家不包括世界所有穆斯
林﹐因此該禁令並非是針對穆斯林﹒
在這起訴訟中﹐美國司法部代表政府應訴﹒美國司法部表
示﹐不讚同法院星期三的裁決﹐稱裁決在推理和權限方面均
存在問題﹒
司法部的聲明說﹐“總統的行政命令從保護美國國家安全角
度完全符合其合法權限範圍內﹒司法部將繼續在法庭上為
這份行政命令進行辯護﹒”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電視劇介紹﹕《警察故事》﹐2008年中國大陸電視劇﹐
導演夏鋼﹑毛衛寧﹑付小健﹐主演孫海英﹑殷桃﹑李健﹑
曹俊﹑袁志順﹑熊瑞琳﹑楊梅﹑孫敏﹒該劇講述以“老
何”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的光輝形象﹒

播出時間﹕每周一至五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
播﹐每周二至六凌晨5時至6點重播﹒

【VOA】歷史性的乒乓外交的推手﹐在中美關係正
常化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美國外交官理查德·索羅
曼﹐3月13日在美國馬裏蘭州因腦癌逝世﹐享年79
歲﹒
乒乓外交可謂為中美關系破冰的重大突破﹐美國乒
乓球國家隊在1971年4月歷史性地訪問中國﹐中國
於次年4月進行回訪 ﹒當時﹐索羅曼的工作是陪同
1972年來訪美國的中國乒乓球隊﹐這被視為中美建
交之前建立互信的重要一步﹒
索羅曼在1976年加入蘭德公司﹐他撰寫了一份名
為《中國人的政治談判行為﹐1967至1984》的報告﹐
記錄了他在基辛格領導下與中國打交道學到的經
驗﹒其中整理了他與中國官方人員交流的經驗﹐比
如說如果中國說“這是我們的原則立場”﹐則表示立
場堅定﹐不會讓步﹒如果中國官員表示“我坦誠地

說”﹐則表示“這是重要聲明﹐如果不認真對待這番
言論將會帶來不利的隱性後果”﹒ 這部報告後來
成為美國外交官學習如何與中國政府磋商協議的
寶典﹒
索羅曼曾經被老布什總統任命為國務院負責亞太
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曾任美國駐菲律賓大使﹐以及
華盛頓智庫和平研究所的所長﹒

華盛頓智庫和平研究所的所長理查德華盛頓智庫和平研究所的所長理查德··索羅曼索羅曼（（和平研究所圖片和平研究所圖片））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兩聯邦法官叫停川普新版移民入境禁令兩聯邦法官叫停川普新版移民入境禁令

夏威夷首府火奴魯魯美國地區法院所在的聯邦大樓夏威夷首府火奴魯魯美國地區法院所在的聯邦大樓((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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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外交推手索羅曼去世乒乓外交推手索羅曼去世享年享年7979歲歲



BB33

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7年3月17日 Friday, March 17, 2017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之童
言無忌，將在3月18日晚間8時播出，節目主要邀請小嘉賓們發揮想像力，說出自己的夢想世界，天馬
行空的想法，充滿歡笑。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孩子的世界非常純真無邪，為讓小孩發揮想像空間，添加自己的創造力，快樂童年節目本周六將播
出童言無忌單元，透過小孩天馬行空設計和想法，激發出許多千奇百怪的創意。

本周六參加錄影的小嘉賓有劉一可、李昊月、黃心靈、格格和李昊樂，他們發揮想像力，想像出總
統騎自行車上班，總統還會飛，地球的兩邊是冷的，中間是熱的，或是地球有芒果層、草莓層與牛油果
層等，大家都努力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滔滔不絕說出自己想法。

想知道更多孩子的想像世界嗎？請準時收看本周六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播出的快樂童年之快樂的
紡織。

本集播出時間是3月18日晚上8時到8時30分，3月22日周三上午9時30分到10時重播，每月兩次
，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注。節目也誠招贊助商，歡迎有興趣的商家踴躍冠名贊助支持。

快樂童年之童言無忌(一) 激發孩子的想像力激發孩子的想像力

3月17日(周五)
聖 派 翠 克 慶 祝 派 對 (Little

Woodrow's St. Patrick's Day
Celebration)：

3月17日(周五)聖派翠克節，
休士頓從市中心、博物館區、中
城區(Midtown)、Montrose 和高地
村(The heights)都有各式各樣的慶
祝派對。位於中城區、Shepherd
和高地村都有據點的Little Wood-
row將會在聖派翠克節當天有熱鬧
派對登場，從上午10時至晚間11
時，一整天狂歡，現場有啤酒和
美食供應，還有DJ播放現場音樂
，歡迎到場同慶。費用視各食物
價格而定。

自然科學博物館聖派翠克節
慶祝活動 (St. Patrick's Day Mixers &
Elixirs at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博物館將於周五晚間8時舉辦一
場熱鬧的聖派翠克慶祝活動，邀請民眾
一同加入愛爾蘭的歡慶氛圍，鼓勵民眾
穿上象徵愛爾蘭國旗的綠色服飾，搭配
流行音樂、啤酒和食物卡車助興，一同
慶祝這具意義的節日。派對收費25元，
博物館會員15元，詳情請至官網http://
www.hmns.org/。

3月18日(周六)

漫遊農夫市集(Sunset Sip & Stroll
Farmers Market in La Porte)：

這個月的農夫市集將有點不太一樣
，將在3月18日下午4時至晚間9時，為
慶祝全國手工藝月(National Craft Month)
，現場有豐富的攤位，帶來多元化的手
工藝作品，民眾可在此地選購喜歡的手
工藝品，一起來淘寶。地址在 201 S
Broadway St, La Porte, TX 77571。

綠 色 環 保 跳 蚤 市 場 (Discovery
Green Flea)：

同樣在周六，在發現綠色公園(Dis-
covery Green)下午6時至晚間10時有一場
跳蚤市場拍賣會，現場販售各式各樣的

藝術品、懷舊古董、中世紀家具等所有
二手回收用品，歡迎大家秉著尋寶精神
，一起來撿寶。現場也有好吃的美食攤
位及樂團演奏，非常熱鬧。地址在1500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10。

休士頓柴迪可節(Houston Zydeco
Fest)：

美國音樂元素相當多元化，柴迪可
舞曲屬地域性音樂，周六下午1時至晚間
10時，在Jones Plaza將有柴迪可音樂節，
喜歡音樂的樂迷可到現場體驗不一樣的
音樂風情，現場也有食物攤位，邊吃美
食邊聽音樂最陶醉。入場費15元。

休城周末歡慶聖派翠克節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3月17日就是愛爾蘭國慶日聖派翠克節(Saint Patrick's Day)，是愛

爾蘭每年規模最大的節慶，休士頓這周末也有一系列慶祝活動，另外還有農夫市集、跳蚤市場和音樂
節，趁著周末到戶外走走逛逛吧。

主持人娟子主持人娟子((後排後排))與小朋友合影與小朋友合影。。((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主持人娟子主持人娟子((中中))與一群五歲左右小嘉賓發揮想像力童言無忌與一群五歲左右小嘉賓發揮想像力童言無忌。。((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聖派翠克節休士頓都有盛大遊行和慶祝派對聖派翠克節休士頓都有盛大遊行和慶祝派對。。((取自取自365365thingsinthingsin--
houston.com)houston.com)

自然科學博物館有熱鬧聖派翠克慶祝活動自然科學博物館有熱鬧聖派翠克慶祝活動。。((取自取自 365365thingsinthingsin--
houston.com)houston.com)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 36週年餐會 

Sunday April 2nd, 2017 | 6:00 P.M. 
Check-in Starts At 5:30 P.M. 

珍寶樓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72  

  FOOD • MUSIC • FUN GAMES 

VIP $50 | General $35 | Student $25 

****請於請於 3/15/20173/15/2017  前向班代表報名及繳費 **前向班代表報名及繳費 **  
(支票抬頭：(支票抬頭：TFGHAA)TFGHAA)  

更多詳情請連絡 

Cathy Teng (832) 814-8194 

Jane Chang (720) 934-7784 

【休士頓訊】在春暖花開之
際，適合果樹花卉的修剪和嫁接
季節。美南銀行(Member FDIC)有
鑑於此特邀休士頓園藝達人黃以
法博士於3月18日(周六)上午10點
在銀行一樓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一
場 「果樹嫁接」的園藝講座。黃
以法博士除了教授大家高壓嫁接
和一般嫁枝的技巧外，現場將親
自示範教授 「芭樂一顆變十顆的
嫁接秘訣」和蔬果育苗等。

園藝技術中所謂的 「嫁接」
是將一株植物的一部份移接到其

他植物體上
，用於嫁接
的枝條稱為
「接穗」，

所用的芽稱 「接芽」。因此 「嫁
接」後的果樹花卉除了可以改善
植物對於環境的適應力，改良品
種提早開花增加產量外，還能夠
增強傳性病蟲害抵抗性、保留母
株優良等的特性。

講座當日，來自馬來西亞園
藝博士鄥教授將特別蒞臨，為大
家講解 『水果和健康的關係』及

以果樹的繁殖等。會後現場將贈
送6種以上的種子如，紫蘇、芹菜
、絲瓜、西瓜、白菜、茄子、木
瓜、A菜、菠菜、蕃茄等供民眾免
費索取。歡迎社區民眾蒞臨及現
場提問。講座入場免費，並備有
茶 點 招 待 。 詢 問 電 話 ：
713-272-5045 Ling Chuang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果樹嫁接的秘訣*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3636 週年年會週年年會
在這春暖花

開，百花綻放的
季節，休士頓北
一女校友會將於
4月2日星期日
晚上在珍寶樓舉
行36 週年年會
，希望各位校友
能踴躍參與，共
襄盛舉。

年會節目精
彩豐富，有口皆
碑的儀隊表演，
清新的歌唱和熱
情有勁的舞蹈。
有獎問答和抽獎
。多項大獎等你
來拿！希望校友
們能踴躍參與，
盡興而歸。

休士頓青年文化志工領導才能課程-在地培訓
休士頓僑教中心為106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大使(FASCA)在地培訓計畫，規劃文化、傳承、服務及領導

等系列課程與活動，由諮詢導師許健彬協助於3月11日在中心舉辦 「領導才能課程」，邀請休士頓華裔文
化協會會長陳婷儀及幹部代表陳佳琪2位主講，FASCA學員計有30人參加，中心副主任李美姿代表出席，
並鼓勵FASCA會員運用所學，支援中心並協助僑社之各項文化及服務活動。

藉由課程讓學員更了解文化傳承的意義、團隊協作的重要及夏令營TA技能介紹，加強志工盡其所能
發揮團隊精神，爭取最好的表現，增加未來參與社區服務與發展的領導與實踐能力。

中心副主任李美姿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前排中前排中))、、諮詢導師許健彬諮詢導師許健彬((前排右前排右11))與講師及學員們合照與講師及學員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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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帶隊：東德州赏杜鹃花一日游 3/26 
$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行程特色 

 

$50/人 

3 月 26日  

星期日 王朝旅遊門口 

上午 7:45  

上午，市區花園洋房巡禮 

 
 

下午，遊德州最大杜鵑花園賞花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跟着王朝，赏遍德州名花。幅员辽阔的德克萨斯

其实是个花国州，光是自然生长的野花就 5000 多种，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大自然的画笔为德州的原野增添了不少绚丽的色彩，简直就是一副浑然天成

的风景画！ 

3 月 26 日，王朝旅游将会带大家赏杜鹃，这里百花绽放，争相斗艳；

这里姹紫嫣红，绚烂夺目；这里包罗万象，林林总总；有映红的杜鹃、典雅

的山茶、花团锦簇的绣球花、红妆素裹的日本枫树…… 

这个暖春，相约王朝，呼朋引伴，追逐花海！ 
 

请亲临王朝旅遊報名：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电服务专线：713-981-8868。  网上查询www.aaplusvacation.com 

   

    

每年夏天，來智勝報名的學生家長都絡繹
不絕，有些精品課程更是爆滿。今年，我們夏
令營同樣專門聘請了優秀的老師，精心設計了
階梯式課程，保證讓孩子快樂學習，全面成
長。

近來，陸續有家長前來咨詢 2017 暑期課
程班的相關情況。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
期，一期有四周。第一期 課程於 6 月 5 日開
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
到 8 月 1 日結束。兩期課程進度內容相同，方
便各位同學安排其他出遊的時間。此外，智勝
學院將在 4 月 1 號上午 11 時舉行夏季的課程
說明會（open house），屆時也希望各位學生
及家長蒞臨現場，積極提問與老師深入交流學
習。

很多小孩小學數學基礎不夠紮實，英文書
寫能力弱，到中學時發現跟不上 學習進度，
成績一落千丈。遇到這樣情況的家長不妨把孩
子送進智勝學院小學 3 － 6 年級暑期班。每天

智勝夏令營報名火熱進行中

王朝旅遊帶隊：東德州賞杜鵑花一日遊3/26

早上兩堂英文，全面提高孩子英文閱讀寫作能
力，一堂 數學課則繼續由深受學生尊敬和喜
愛的老師 Ms. S 來為孩子們授課（她教授小學
數學多年，經驗豐富，最近她班上的一個學生
Cory Zhang 參加 TMSCA 的數學競賽獲得了
General Math 的獎杯）。下午是豐富 多彩的孩
子們課外活動時間，許多學校的優等生都是從
小就到智勝學習，為現在的出類拔萃打下了良 
好的根基。 

高年級的同學更不要錯過這個大好機會。
同學們可以利用暑假的時間查遺補缺，無論是
英文的聽說讀寫還是數學的公式運算都需要不
斷地鞏固提高。智勝學院暑期班專門聘請了 
極富經驗的專業教師 Ms.N 擔當 SAT 英文的教
學。她是 houston 作家協會的副主席，尤其擅
長幫助學生強化提高寫作能力；而教授數學部
分的 Mr.L 講課幽默風趣，把題目由難化簡，
一直深受同學喜愛。

現在報名開始一段時間了，許多感興趣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的學生家長紛紛打電話或者到
辦公室來詢問暑期課程報名時
宜。 我 們 衷 心 感 謝 各 位 同 學
家長一直以來的支持厚愛。為
了 更 加 方 便 各 位 學 生 家 長 報
名，我們開設了網上註冊報名
平臺。登錄我們主頁進入左上
方 的 ”Registration” 一 欄 點
擊 ”enroll online” 就 能 看 到，
有任何問題建議歡迎大家向我
們反饋。

智 勝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陽春三月，春暖花開，跟著王朝，賞遍
德州名花。幅員遼闊的德克薩斯其實是個花
國州，光是自然生長的野花就 5000 多種，
姹紫嫣紅，搖曳生姿，大自然的畫筆為德州
的原野增添了不少絢麗的色彩，簡直就是一
副渾然天成的風景畫！

3 月 26 日，王朝旅遊將會帶大家賞杜
鵑，這裏百花綻放，爭相鬥艷；這裏姹紫嫣
紅，絢爛奪目；這裏包羅萬象，林林總總；
有映紅的杜鵑、典雅的山茶、花團錦簇的繡
球花、紅妝素裹的日本楓樹……

這個暖春，相約王朝，呼朋引伴，追逐
花海！

請親臨王朝旅遊報名：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服務專線：713-981-8868。  
網上查詢 www.aaplusvacation.com

 

王朝旅遊帶隊：東德州赏杜鹃花一日游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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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日  

星期日 王朝旅遊門口 

上午 7:45  

上午，市區花園洋房巡禮 

 
 

下午，遊德州最大杜鵑花園賞花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跟着王朝，赏遍德州名花。幅员辽阔的德克萨斯

其实是个花国州，光是自然生长的野花就 5000 多种，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大自然的画笔为德州的原野增添了不少绚丽的色彩，简直就是一副浑然天成

的风景画！ 

3 月 26 日，王朝旅游将会带大家赏杜鹃，这里百花绽放，争相斗艳；

这里姹紫嫣红，绚烂夺目；这里包罗万象，林林总总；有映红的杜鹃、典雅

的山茶、花团锦簇的绣球花、红妆素裹的日本枫树…… 

这个暖春，相约王朝，呼朋引伴，追逐花海！ 
 

请亲临王朝旅遊報名：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电服务专线：713-981-8868。  网上查询www.aaplusva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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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佛山巿
禪城區區長孔海文昨（ 3月 16 日）上午
十時率訪問團拜訪德州福遍郡，並贈以
福遍郡嶺南國際工藝美術大師、青銅雕
塑大師梁汝南力作 「嶺南獅舞」 銅鑄雕
像，以銘記兩地結為姊妹巿以來的五載
情誼。福遍郡的郡長Robert Herbert 親自
率領副郡長 Venson Morles，以及福遍
「國際交流」 主席溫大杰，及該區國會

議員 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女士，及僑
灣 社 劉 志 恆 等 人 在 福 遍 郡 圖 書 館 （
George Memorial Library ) 舉行隆重的歡
迎儀式，並為 「嶺南獅舞 」 銅鋳雕像
揭幕剪綵交接。它將永遠安置在福遍圖

書館最顯眼的地方。
福遍郡長Robert Herbert 在致詞時表

示： 歡迎大家一早蒞臨福遍圖書館，這
也是你們美麗禮物永遠的家。大家旅行
的感覺如何？喜歡德州牛仔（ Rodeo )
嗎？知道你們行程緊湊，待會兒送禮物
交接儀式結束後，請大家去喝茶。

代表團佛山巿禪城區區長孔海文在致
詞時表示，這次率六人團來訪，對福遍
郡的邀請表示感謝。他介紹佛山市禪城
區位於中國南部珠江三角洲，距香港僅
150 公里，佔地114 平方公里，人口152
萬，是嶺南文化發祥地。盛產粵劇、武
術、陶瓷。自2012 年與福遍郡建立 「友

好關係 」，經過五年友好交往，兩市在
文化，經濟各方面合作，尤其福遍郡長
在2014，及2015 年都親自去佛山訪問，
我們這次來進行回訪，希望兩市友誼不
斷發展，兩市在經濟，特色文化交流，
祝願我們攜手開創更好的明天。

當天上午，並有少林寺文化中心負
責人釋延禪（ 劉根明 ） 師父率弟子前
往舞獅，場面極為熱烈。正如{ 嶺南獅
舞 } 碑記上所說的：

千年古韻傳萬里，姊妹情深越重洋
。溯往事，五百年龍窰薪火點亮太平洋
彼岸福遍郡友誼之燈，看今朝，五載攜
手互通有無科教貿易成果斐然。

佛山巿禪城區代表團昨回訪德州福遍郡
並贈與[ 嶺南獅舞 ] 銅鑄雕像，受到熱烈歡迎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認識王清香老師
是在 「老人服務協會」的生日會舞台上，她帶
著一群 「媽媽級」 的學生翩翩起舞，他們都叫
她們 「香香舞蹈班」，直到上週，正式踏入她
們在 「糖城老人中心 」 的教室，近四十位學
生圍著她翩翩起舞。他們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 ，當音樂起時，跟著隊伍右前方的王清香
老師一起全身充滿動感的舞動，他們是那麼活
力充沛，通體舒暢，揉和音樂與舞蹈之美，令
人看後十分感動。待記者正式訪談王清香老師
，知道她是每天義務教學二至三小時，每週要
跑六個地點授課，在這個凡事要求酬勞的時代
，王清香老師這麼努力的義務免費教學，的確

是現代的一個 「異數 」！
談到教舞的緣起，王老師說，她2005 年從

台灣移民美國，驚覺現代人缺乏運動，而休士
頓又無單人創作舞蹈的運動，乃興起教學授課
，廣結善緣的念頭，她從2007 年開始教舞，不
知不覺已近十年。

王清香老師舞蹈的特色： 不需要伴，她會
為一首音樂而編一支舞（ 音樂自己找，舞蹈自
己創作），她甚至可作為量身定作舞蹈。能十
年不斷的教舞，她感謝她的先生江輝田從未阻
止她教舞。她的先生在台灣，女兒在這裡，她
在這裡陪上班的女兒照看孫子。

「王清香老師的單人創作舞蹈班」，其健

康養生觀在於： 無論醫療或人生，她始終認為
舞蹈是不分男女老少，最輕鬆、最自然的運動
，音樂不僅是身、心、靈的良藥，也是世界共
通的語言，藉由音樂的旋律，舞動出歡喜心，
自在心，自娛也娛人，達到肢體柔軟、強筋健
骨、矯正體態、健美強身、通體舒暢、活力充
沛、延年益壽的全身運動。緣來自你，友你真
好，讓我們一起舞動健康、快樂的人生。

王清香老師現每週七天教舞，分別在陽光
活動中心，Sharpstown,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Sugar Land 老人中心，僑教中心及 First Colony
Mall 六處地點上課，周一至周五上午十時半至
十二時，周二下午一點半至二點半在 「陽光活

動中心」 上課； 周一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在
Sharpstown 上課； 每周二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周五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在文化中心上課； 周三
下午三時至四時半，在 Sugar Land 老人中心上
課； 周四中午十二時半至下午二時半在僑教中
心上課；周六上午八時至九時半，周日上午九
時半至十一時半，在First Colony Mall 上課。其
中除部份老人中心每年酌收十元場地費外，王
清香老師授課一律免費，有興趣者只要逕赴上
述地點上課即可，不需事先報名。

十年如一日義務教學，每天跑多處無怨無悔
記王清香老師記王清香老師 「「 單人創作舞蹈班單人創作舞蹈班 」」

圖為義務教授舞蹈圖為義務教授舞蹈，，十年如一日的王清香老師十年如一日的王清香老師。。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王清香老師圖為王清香老師（（ 前排中前排中 ）） 正帶領學生上課正帶領學生上課。（。（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中國佛山市禪城區區長孔海文圖為中國佛山市禪城區區長孔海文（（ 右右 ））代表該人民政府贈代表該人民政府贈 送送
「「 嶺南獅舞嶺南獅舞」」 銅鑄雕像給福遍郡銅鑄雕像給福遍郡，，由福遍郡郡長由福遍郡郡長Robert HerRobert Her--

bert (bert ( 左左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福遍郡與佛山市代表在交接儀式及舞獅表演後合影圖為福遍郡與佛山市代表在交接儀式及舞獅表演後合影。（。（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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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休城工商

金城銀行暨中華文化中心聯合稅務講座！
講題：「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存款帳戶(IRA) 解析」

Verizon 隆重推介 Fios 電視、互聯網與家居電話服務
破天荒提供 Fios Prepaid ( 預繳 ) 現收現付 Triple Play 服務

累獲殊榮的 Verizon Fios 藉 Fios Prepaid( 預繳 ) 現收現付選項     為客戶提供彈性付費及可靠光纖服務

時間：星期六 , 3月18日上午10 點
地點：金城銀行總行二樓會議室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2016 年稅務年度報稅截止日期是 2017 年
四月十八日，每年國稅局對個人所得稅申報均
有詳細規定，並做部份修改；此外因為歐記健
保所帶來的罰款與相關疑問，也使一般民眾在
報稅時特別感到困擾。

金城銀行為服務社區，特別邀請曾經在中
華文化中心服務超過三十年的李黛華女士於三
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在金城銀行百利總行
舉辦一場「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帳戶解
析」稅務講座，針對民眾關心的稅務問題及經
常發生的錯誤加以討論。講座也邀請到現任職
於國稅局的謝女士和多名會計師與會，現場回
答民眾問題。

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理副總裁也將在
講座中介紹傳統退休帳戶﹝ Traditional IRA ﹞
與羅斯退休帳戶﹝ Roth IRA ﹞的區別，幫助
社區民眾瞭解退休帳戶特色並做正確選擇。

甫自中華文化中心退休的李黛華女士曾參
與各種服務計劃。 過去幾年的工作一直著重
於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幫助社區民眾根據其

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理副總裁

需求申請醫療卡及財政援助，糧食券和其他服
務。自 2003 年以來，李女士持續參與國稅局
志工所得稅申報協助（VITA）計劃，為低收
入家庭免費申報個人所得稅。黛華女士是經過
國稅局認證的稅務代理人。李女士認為，社會
工作者必須擁有兩個基本特質：熱情和耐心。 
她的座右銘即為中國諺語：助人為快樂之本。

游秀寶助理副總裁在金城銀行服務至今己
有 14 年，秉持著客戶至上以及團隊合作的精
神，熱誠發掘、解決客戶金融專業需要問題。
對於各項商業和個人金融以及客戶服務有著豐
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游女士現任金城銀行存
款部及客戶服務部助理副總裁。

本次講座，二位資深專家和經理將為社區
朋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所得稅申報重點
以及如何正確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帳戶，相信
將為朋友們提供更多稅務資訊，幫助大家瞭解
如何申報個人所得稅。金城銀行與中華文化中
心誠摯邀請朋友們參加在金城銀行百利總行舉
辦的主題講座，因坐位有限，請預約登計以利
準備材料。電話：713-596-6848。

中華文化中心是一個為所有休斯頓人服務
的多族裔非營利組織。他們的使命是通過豐富
家庭的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計劃，架起連接
東西方的橋樑。中華文化中心服務不同文化，

和不同世代的不同需求。中華文化中心並接受
國稅局委託承辦志工所得稅申報協助 (VITA）
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免費申報個人所得稅，十
多年來已經為數萬家庭提供報稅服務，節省數
千萬美元。2016 年報稅截止日為 2017 年 4 月
18 日，中華文化中心在每星期一，星期四及
星期六下午均有提供報稅服務，歡迎有需要的
民眾多加利用。

依據投資銀行 Sheshunoff & Co. 報告，金
城銀行 2016 年的平均資產投資報酬率居所有
總行位於休士頓的華資銀行之冠。而依據聯邦
金融管理機構之銀行表現報告 (Uniform Bank 
Performance Report)，金城銀行 2016 年的股東
投資報酬率於德州的華資銀行中亦是名列第
一。金城銀行在 2016 年的表現傑出，在稅後
純利、總資產額、總貸款額、總存款額甚至股
東權益均達到創行 31 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點。
金城銀行全體行員將秉持創行宗旨，以專業
為本，待客如己，繼續為服務社區和客戶盡
力，並達到二、三年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
的目標。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
goldenbank-na.com 金 城 銀 行 休 士 頓 百 利 總
行的地址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歡迎光臨。

Fios Prepaid (Fios 預繳 ) 成為 Verizon Fios 
服務的破天荒付費選項，令客戶以下開付費方
式支付享受 Fios 互聯網、電視和家居電話服
務：

• 無須調查信用
• 無須繳付按金
• 無須年度合約
• 無須使信用卡
• 包括所需通訊器材

客戶藉 Fios Prepaid (Fios 預繳 ) 服務可以
體驗 Verizon Fios 備有精彩娛樂選項以及更大
彈性和控制的百分百光纖網絡。鑑於 Fios 預
繳月費付費服務免除月復月意料以外的費用，
該全新選項讓客戶更有計畫控制消費。客戶
可以銀行現金卡在網上付費或在任何 Verizon 
Wireless 零售店的付費專機以現金繳費。

「Fios 預繳服務讓要求彈性付費客戶體驗

全新 Fios 服務，」Verizon 消費者營銷副總裁
Susan Retta 表示。「由云云莘莘學子到南渡避
寒人士，消費者總是尋求迎合他們要求的服務
和選項。對信用歷史不夠悠久或信用歷史不全
的人士而言，Fios 預繳服務提供百分百光纖優
質互聯網服務，上載速度等同下載速度，以及
無須年度合約、按金或信用調查的超清電視服
務 --- 加入 Fios 大家庭易如反掌。」

供應點 :
任何 * Verizon Fios 服務點均可提供 Fios 

預繳服務，包括：
•New York Metro 紐約大都會、Albany、

Buffalo、Syracuse
•Philadelphia Metro 費 城 大 都 會、

Pittsburgh、Harrisburg
•Washington DC Metro 華 盛 頓 特 區 大

都 會、Northern VA 和 Maryland、Norfolk、
Richmond

•Boston Metro 波士頓大都會 , 包括波士
頓市部分地區 (Dorchester、Roslindale 和 West 
Roxbury)

•New Jersey 新澤西州
•Rhode Island 羅德島州
•Delaware 特拉華州
* 提供 Fios 服務的服務地址。
價格 :
• 25Mbps Fios 預繳互聯網服務，上載速

度等同下載速度 ( 包括無線上網路由器 )：每
月 $60

除互聯網外，客戶可以增加電視和 / 或語
音服務：

•自訂電視節目備有 155 個頻道以上 ( 包
括一個機頂盒 )：加月費 $40/$50，視乎頻道套
裝

•Mundo 電視節目備有 200 個頻道以上，
包括 35 個頻道以上高清西班牙語頻道：加月

費 $40
•電話：加月費 $10
集裝 :
•互聯網 + 電視 + 語音：$110/$120
•互聯網 + 電視 + 語音：$100/$110
•互聯網 + 語音：$70
安裝費 $90； 自我安裝免費
申請 :
客 戶 現 可 安 坐 家 中 訂 購 與 預 繳 Verizon 

Fios。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紐 約 證 券

交易所及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代號：VZ）
Verizon 總部設在紐約， 2015 年營業總額近
1,320 億美元。Verizon 營運美國最可靠的無
線網絡，全國有 1 億 1 千 2 百萬零售連線。
Verizon 也透過美國最先進的光纖網絡提供通
訊和娛樂服務，並為全世界各地客戶提供結合
商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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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以健康快樂為主題
舉辦 2017 年會長交接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2016 年會長 Susan Tran-Gilmore 頒發感謝狀給理事們。

2017 年新任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Phuong Tran 會長致詞。

2017 年新任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Phuong Tran 會長、
2017 年會長交接主席 Bonnie 鄭頒獎給贊助單位台北經
文處施建志副組長、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

2017 年新任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Phuong 
Tran 會長於 2 月 25 日在健康博物館
頒獎給贊助單位 Amy Sung 基金會宋
秉穎。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2017 年會長交接主
席 Bonnie 鄭、2017 年新任休士頓亞
裔青商會 Phuong Tran 會長頒獎給贊
助單位恆豐銀行執行長張永男。

Rahyab Arif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2017
年會長交接典禮上頒獎給贊助單位
Centerpoint Energy 的 Marylynn 
Kallina Mathews。

2017 年新任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Phuong 
Tran 會長頒獎給贊助單位 Houston 
Event Planning 東主張錦娟。

2017-2018 年執委會 Lenney Yip、Faisal Siddiqui、鄭
雅文宣誓就職。

2017 年新任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Phuong Tran 會長贈送紀念品給鄭雅文、
Bonnie 鄭等人。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佛光山中美寺
「青年為世界傳遞希望和尊重」現場音樂會

Stafford 的警察局與消防局的代表被請上舞台給予表揚。

著名歌手和 You Tube 藝術家
Clara Chung 的個人演出。

DaNakaDAN 的小提琴演奏。

Stafford 市市長 Scarcella 親臨現場致詞。 Kevin Wu 精彩的個人秀 「Kevjumba 」。

SoundBoxtx 的歌舞演出「 WyldStyl  」。

Sound Boxtx 的團隊表演「One Up Dance Cru 」。 Sound Boxtx 的團隊表演「One Up Dance C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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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rough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e also denied the economy was in for a 
hard landing and threw his support behind a united 
Europe.
Tillerson is expected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first 
face-to-face summit between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a meeting that will reportedly be held 
at Trump’s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early next 
month.
“We don’t want to see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at wouldn’t make our trade fairer and it 
would hurt both sides,” Li said.
Li said Americans stood to lose the most in a tug-
of-war over between the world’s top two economies, 

citing studies by overseas 
think tanks. “Foreign-
invested compani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US, would bear the brunt 
of it,” he said.
Li said he felt optimistic 
about Sino-US relations, 
despite simmering 
tensions over a raft of 
issues from trade to US 
allegation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ther 

war, where Riyadh supports rebels battling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Last year China also offered support for Yemen’s 
government, which is backed by a Saudi-led Gulf Arab 
coalition in a war against the Iranian-aligned Houthi 
movement that controls much of the country.

Zhang said both the Yemen and Syria crises 
were discussed by Salman and Xi, and both 
leaders agreed that these issues must be resolved 
politically via talks.
China has had to tread a careful line, though, as it 
also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Iran. Xi visited both 
Saudi Arabia and Iran in January last year.
Next week,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scheduled to visit China.
One Beijing-based diplomat from a Muslim-
majority country said China was trying to play 
the role of “honest broker” in the Middle East, 
as it lacks the historical bagg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Europeans.
“China does not take sides and that is 
appreciated,” said the diplomat,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on Wednesday called 
o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work with China 
to avoid a trade war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rather 
than trouble” for Southeast Asian neighbours caught 
between the two powers over the long-standing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His remarks, made at the annual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end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ruck 
a positive note on Sino-US relations ahead of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s visit to Beijing 
this weekend, the first by a top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Li also pledged to establish a bond market link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while stressing 

his accession two years ago, is on a month-long Asian 
tour.
The visits to countries that are some of world’s 
fastest growing importers of Saudi oil aim to promot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kingdom, including the 
sale of a stake in its giant state firm Saudi Aramco.
Saudi Arabia has sought to boost oil sales to 
China,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oil market, 
after losing market share to Russia last year, by 
working mostly with China’s top three state oil 
firm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ld Salman in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at his vis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he attached to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visit will push forward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relations and bear 
new fruit,” Xi said.
Chines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Zhang Ming 
said the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and 
letters of intent were potentially worth about 
US$65 billion, involving everything from 
energy to space, but he did not give detail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King Salman are old 
friends,” Zhang said. “Prac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has already mad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as huge potential.”
For Saudi Aramco, the potential investments fit with its 
strategy to expand its refining and chemicals portfolio 
in its bid to diversify assets and secure long-term 
agreements for its oil.
An MoU with state-run Norinco will look into building 
refining and chemical projects in China, while Saudi 
Basic Industries Corp (SABIC) and Sinopec have 
agreed to develop petrochemical projects i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s King Salman oversaw the signing of 
deals worth potentially US$65 billion as he began a 
visit to Beijing on Thursday, a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producer looks to cement ties with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The octogenarian monarch, who has overseen the 
launch of an ambitious economic reform plan since 

Prac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has already mad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as huge potential.
– CHINES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ZHANG MING

The Norinco deal would involve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greenfield refinery and chemical plant 
in Panjin, Liaoning province, while also upgrading an 
existing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 facility in the same 
location, an industry source said.
Sinopec and SABIC,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jointly run a refinery in 
Tianjin.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played little role in Middle 
East conflicts or diplomacy, despite its reliance on 
the region for oil. But it has been trying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efforts to end Syria’s six-year-old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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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ys foreign-invested 
compani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US, would bear the 
brunt of a trade war. (Photo/EPA)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ould not benefit 
either country, officials sa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front) holds a welcome 
ceremony for Saudi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before their talk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16, 
2017. (Photo/Xinhua)

Saudi Arabia King Salman Arrives In Beijing On Wednesday.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Saudi King Salman arrive 
for a welcoming ceremony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n Thursday. (Photo/Reuters)

China, Saudi Arabia Sign US$65 Billion In Deals That Will Boost Oil Sales To China

Chinese Premier Says Beijing Does Not Want Its ASEAN Neighbours Forced To Pick Sides

President Xi Meets With Saudi Arabian King In Beijing

‘We Don’t Want A Trade War’ : 
Li Keqiang Calls On Trump To Work With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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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concerns.
He fell short of confirming the details of the Trump-Xi 
summit, but said both sides were in talks to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Zhu Feng, a US affairs analyst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said communica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had 
improved recently and Li’s remarks showed Beijing 
was trying to create positive momentum for the 
summit.
“As both sides are still working on the summit, I think 
one of the priorities is to work out a detailed list of 
issues for the leaders to talk about and seek common 
ground on despite their often conflicting interests,” 
Zhu said.
His comments followed fresh reports that Beijing had 
started new construction work on islands in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aters, amid tensions between 
Beijing, rival claimants and Washington.
Beijing this month announced a lower-than-expected 7 
per cent defence budget increase for this year, shortly 
after Trump promised a “historic” increase in US 
military spending of more than 9 per cent, or US$54 
billion
Li said that despite disparate interests over the 
maritime dispute, China’s Southeast Asian neighbours 
would remain its regional diplomatic priority, adding 
that long-stalled talks between Beijing and Asean over 
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d made 
substantive progress.
Dismissing claims from Trump and other senior 
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at China was steal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bs, he said trade with 
China created more than 1 million jobs in the US last 
year alone.
Li also touched on North Korea amid speculation 
of another nuclear test by Pyongyang, warning that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may lead to conflict 
and bring harm to all parties”.
But Li made no m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congress to be held later this year, which he 
said earlier would be his government’s top priority.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defence/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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