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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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ming Grill Supreme Buffet!
休斯頓最大規模自助餐﹐几百种中外美食﹐吃到飽﹗
新張大優惠﹕$1.00 OFF Per person
Business Hours﹕Sun - Thurs : 11am - 10pm

Fri & Sat : 11am - 10:30pm
地址﹕11420 East Freeway (1-10), Suite 150, Jacinto City, TX 77029

電話﹕(713) 451-8880
網站﹕www.flaminggrilljacinto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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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文明之旅》欄目作為中文國際頻道(CCTV4)重點打造的“國際化人文類高端訪談專題
節目”，立意國際化特色、秉承“傳承中華文明，服務全球華人”的頻道宗旨。以中華文明與世界各
國、各地區文明交流溝通為主要內容，力求搭建中外文明對話的平台，分別按亞洲、美洲、歐洲的黃
金時段編排面向全球觀眾。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10時半至11時半首播，每
周一上午9時半至10時半 及每周日下午時3至4時重
播。

【VOA】白宮通訊主任麥克·杜布克辭職。接
下來，川普總統高級幕僚中間可能還會有幾項
人事變動。目前，川普正在想辦法有效回應有
關他的助手是否與俄羅斯有關聯的調查。
共和黨咨詢師杜布克在擔任白宮通訊主任只有
三個月後便宣布辭職。他是在兩個星期前遞交
辭呈的，但川普總統同意他提出的留任到川普
出訪結束的請求。川普剛剛結束了歷時九天的
中東和歐洲之行。白宮說，在繼任者接班之前

，杜布克將留守崗位。
白宮沒有宣布其他人事變
更，但有報道說，川普正
在考慮好幾項變更，希望
以此來改善與美國選民的
溝通。
川普和助理們面臨將會持
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
涉俄調查。司法部還任命
了特別檢察官，調查他的
競選團隊負責人是否非法
與俄羅斯官員勾結，以幫

助他勝選。國會好幾個委員會也在搜集有關俄
羅斯幹預選舉的信息。
川普經常對有關俄羅斯幫助他勝選的說法不屑
一顧。他星期二發推說，這是民主黨輸掉總統
大選後的“蹩腳借口”。
美國媒體近日報道說，川普對有關涉俄調查的
報道分散白宮精力越來越感到懊惱。他一心想
把焦點轉移到廢除和取代奧巴馬醫保、減稅、
修改移民政策等問題上。

WTO：美國
可能對太陽能
產品徵緊急保
護性關稅
【VOA】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已告知其他163
個世貿組織成員稱，美國正在考慮對太陽能產
品開征緊急“保護性”關稅。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星期一公
布的文件，美國太陽能企業蘇尼瓦（
Suniva）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
）提出申訴，稱從2012年到2016年間
美國太陽能產品進口數量增加了51.6%
，價值增加了62.8%。
申訴書寫道，太陽能業進口的增加搶占
了本土企業的份額，導致本土企業破產
、裁員和商業表現的嚴重退步。蘇尼瓦
公司已於今年4月17日申請破產。
世貿組織公布的文件顯示，ITC將在9
月22日之前確定美國的太陽能行業是
否受到“嚴重傷害”。如果得出肯定結

論，ITC將在11月13日之前向川普總統提交報
告，以決定是否要對太陽能產品征收保護性關
稅。
本月初，英國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發表報告稱，
由於美國川普政府在能源政策方面的改變，美
國吸引可再生能源投資的能力大大下降，而中
國和印度則在競爭中占得先機。
根據WTO的規定，如果一個行業面臨突然的
、不可預見的進口增加，臨時關稅可以被用於
保護該行業免受破壞性的影響。而其他WTO
成員國也有權挑戰臨時關稅。
與此同時，ITC上周發布報告稱，初步研究發
現從中國和越南進口的工具箱和櫃子對美國制
造業構成了傷害。這一發現可能開啟針對中國
和越南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白宮例行記者會場景。

︱江蘇連雲港市的水池中的太陽能發電板
  （2016年3月16日）中國生產太陽能發電板。

《文明之旅》國際化人文高端訪談

搭建中外文明對話平台

▲ 《文明之旅》節目現場。

白宮通訊主任辭職

《文明之旅》節目現場。

▲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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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星期五 2017年6月2日 Friday, June 2, 2017



BB33

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7年6月2日 Friday, June 2, 2017

（綜合報導）休士頓台商會於6
月1日假金城銀行會議室舉行記者會
，宣佈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將
代表休士頓台灣商會競選北美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 黃敏境處長暨何仁
傑組長，華僑文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前會長鄭嘉明、
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伉儷等代表以
及多位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吳
董事長加油造勢！

梁會長首先簡短介紹吳董事長
……………..。 黃 處 長 ………….，
莊主任………………..，吳董事長感
謝所有貴賓對於金城銀行和他本人的
一貫支持，他表示承蒙總會多位前會
長的提攜與愛護，加上休士頓台灣商
會理事們的大力推蔫，將代表休士頓
台灣商會出來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一職，以休士
頓作為競選起跑的第一站, 希望獲得
為全體會員貢獻心力的機會。

吳董事長曾任北美台商聯合總會
理事，咨詢委員，以及副總會長等職
務，對於北美台商聯合總會的會務以
及運作，有一定的了解。在前輩們的
鼓勵之下，他願意盡個人最大的努力
，配合前輩們的指導與支持，為聯合
總會盡心，盡力，來幫助會務的順利
運轉。他將以顫顫兢兢的心情，秉持
歷年在商業戰場上，在社會人生旅途
上所汲取的經驗與心得，為在美台商
人貢獻一份心力，服務大家。吳董事
長對將來的會務發展，提出了五點具
體方案與大家分享：

1. 流通商機 --- 創造商機，建
立商業資訊的平台。

2. 提攜傳承 --- 傳承”台灣商
會”的倫理精神，扶持青商的成長茁
壯，推展北美各地台商會成立青商部
門的架構。

3. 擴充精進 --- 壯大目前商會
組織，加強各工作委員會的功能。

4. 關懷扶持 --- 愛台灣，關懷

台灣，回饋台灣，遵循台灣商會的
傳統精神，發揮救急救難，人溺已溺
的精神。

5. 服務聯誼 --- 會後的旅遊活
動將區分長，中，短程規劃，以配
合大多數會員的不同行程安排。

吳董事長表示他將扮演好服務的
角色，戮力為會員提供資訊與創造商
機。身為休士頓台灣商會代表，他也
期許為休士頓台灣商會朋友們創造更
多商機和交流。記者會在一片掌聲與
加油支持中結束，大家預祝吳董事長
順利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並為在美台商創造更光明的未
來。

有關金城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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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7- 3838。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宣佈代表休士頓台灣商會
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黃敏境處長暨何仁傑組長黃敏境處長暨何仁傑組長，，徐炳勳經濟組長徐炳勳經濟組長,,華僑文教中華僑文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心莊雅淑主任，，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前會長鄭嘉明前會長鄭嘉明、、陳志宏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伉副會長周政賢伉
儷等代表儷等代表,,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黎淑瑛總會長以及多位貴賓於百忙中撥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黎淑瑛總會長以及多位貴賓於百忙中撥
冗參加冗參加，，為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加油造勢為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加油造勢((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謹訂於 2017 年 6 月 3 日(星
期六)上午十時，於105年雙十
國慶籌備會【總結工作會議】

之後，假僑教中心 203 室舉辦
10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
會議，敬邀 休士頓各僑團(社)

負責人蒞臨參與。當天將討論
今年的慶祝國慶一系列活動，
凡計畫參與本年度雙十國慶活

動的僑團(社)，可於當日開始
提出申請。

主 任 委 員 Chair-General:

陳美芬Mei-Fen Chen
副主任委員Vice Chair: 嚴

杰Roger Yen

秘 書 長 Secretary-General:
何怡中 Annie Yen

誠摯邀請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於4月30日在光鹽社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6月4日、9月9日將於僑教中心
舉行 「食品安全座談會」及 「健康日」活動。6月4日[食品安全座談會]將探討部分中餐館衛生誤點被曝光後的影響及如何
改善，9月9日[健康日]為民眾進行心理健康答疑及諮詢。

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心臟醫師提到，近來部分中國城地區中餐館因衛生狀況出問題，加上休士頓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有意將中國城發展為休士頓旅遊景點之一，問題餐館對整個中餐行業影響不小。這個影響究竟有多大、
如何改善，是 「食品安全座談會」主題之一。

6月4日座談會還邀請環保專家陳天生博士、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休士頓衛生局檢察官徐俊義、亞裔地產協會榮譽
會長李雄及美而廉蛋糕店東主王明為民眾講解 「資源回收」、 「購買飲食業安全保險條件」、 「衛生局對食品安全檢查標
準」、 「房地產業者及社區對食品安全看法」及 「食物設施」五大主題。會長施惠德表示，歡迎感興趣的民眾6月4日下午
2時前往僑教中心203室與會。

9月9日健康日主要關注心理健康。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施惠德會長說明，項目包括小孩心智發育、學校適應，成
人工作、家庭等議題，將邀請專家進行宣講並回答聽眾提問。心理健康對現代人來說越發重要，了解及學習心理相關知識
能獲得更好生活質量，請把握良機。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宣布宣布66月月44日日、、99月月99日將舉行日將舉行 「「食品安全座談會食品安全座談會」」 及及 「「健康日健康日」」 活動活動

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後排左後排左））,,休士頓華裔醫師協休士頓華裔醫師協
會前會長趙耿偉醫師會前會長趙耿偉醫師((後排右後排右))與組委會成員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與組委會成員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會長黃春蘭會長黃春蘭、、光鹽社前理事長鄧福真光鹽社前理事長鄧福真,,趙婉兒秘書長及財務吳筑君趙婉兒秘書長及財務吳筑君,,
護士聯誼會饒美婷出席新聞發佈會合影護士聯誼會饒美婷出席新聞發佈會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
促進國際關係良好發展和商業互動，
由休士頓國際貿易發展協會(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和 The Chevalier 律師事務所
聯合主辦，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場
地贊助，1 日舉行 「美國與古巴關係
」(U.S. - Cuba Relations)座談會，邀
請該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商業、企業
及政府律師Felix Chevalier主講，吸引
許多各領域人士出席參與。

由休士頓國際貿易發展協會會長
Val Thompson擔任主持，ITC執行長
鄧潤京等人皆出席。ITC創始人李蔚
華致詞表示，ITC致力於促進國際商
業發展機會，超過12年間ITC贊助上
百個商業和教育文化講座，在百利大
道上，也協助過有上百個企業蓬勃發
展。李蔚華說，ITC的兩大目標，第
一是團結不同族裔，積極舉辦多元族
裔文化商業座談會和講座等活動，第
二是希望推廣促進國際貿易發展。他

提 及 剛 結 束
中 國 和 台 灣
訪 問 行 程 ，
目 前 國 際 交
流 互 動 頻 繁
， 包 括 今 日
古 巴 講 座 ，
都 是 讓 許 多
人 獲 得 新 知
的機會。

與 李 蔚
華 一 同 參 與
訪 問 行 程 的
拉 瑪 爾 大 學
(Lamar Uni-
versity)人文發
展 教 育 學 院
副教授 George Saltsman 表示，希望結
合全球化影響以及跨文化的交流，增
加不同國家學生的文化認識。他介紹
目前與ITC合作的培訓項目，就是透
過設立美國美南拉瑪爾大學環球教育

培 訓 中 心 ( SNG-Lamar University
Global Education learning Center)， 全
面展開學術交流計劃，全面培訓中國
與台灣各地護士、商業和工程科人員
，為大學畢業生在全球各地尋求就業
機會。

過去數年致力於推廣古巴商業貿
易的Felix Chevalier，先從古巴的歷史
淵源談起，和美國之間的複雜歷史糾
結，給在場人士有簡單的概念，他提
及目前古巴商業運作現況，提供入籍
古巴或在古巴從事商業活動介紹。

Chevalier談到古巴與美國目前的商業
往來，大部分在於觀光旅遊，讓許多
對古巴神秘面紗有興趣的民眾可前往
探訪。他針對現場人士的提問作解答
，希望未來能多多促進國際發展。

ITCITC舉行美國與古巴關係講座舉行美國與古巴關係講座 剖析商業文化面貌剖析商業文化面貌

ITCITC創始人李蔚華創始人李蔚華((左左))與主講嘉賓律師與主講嘉賓律師Felix Chevalier(Felix Chevalier(中中))和休士頓國際貿易發和休士頓國際貿易發
展協會會長展協會會長Val Thompson(Val Thompson(右右))合影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Felix ChevalierFelix Chevalier詳細從歷史背景講解目前古巴現況和詳細從歷史背景講解目前古巴現況和
國際關係國際關係。。((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高思／休士頓報導
）你是否因一整周的工作或學
習而感到疲憊？本報每周五為
大家準備的休斯頓本地周末活
動希望可以為你洗去一周的勞
累，帶來美好心情。本周活動
多種多樣，周末或許有降雨，
大家出門記得帶好雨具哦。
1. 米 勒 戶 外 中 心 歌 舞 表 演
（Sizzling Summer Dance）

以一場活力四射的舞蹈來

開啟熱情洋溢的夏日時光吧！
這周五 MET dance 舞蹈中心的
舞者們將在米勒戶外中心上演
兩套精心編排，充滿多文化背
景和創意的舞蹈，這也將是這
兩套舞蹈的世界首演。舞蹈作
品 為 《a new work》 及 MET
dance 2017 年編舞委員會得獎
作品。

時間:6月2日（星期五）8:
30 p.m.

地址：6000 Hermann Park
Dr,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2. 美國健身博覽會（American
Fitness Expo）

這周六將在休斯頓 NRG
Park 舉辦美國健身博覽會，屆
時將有鼓舞人心的演講、各類
健身展攤、研討會、減肥工作
坊、障礙課、兒童娛樂區等。
熱愛健身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
時間:6月3日（星期六）

10:00 a.m.
6 月 4 日（星期天）10:

00 a.m.
地 址 ： 1 NRG Pkwy,

Houston, TX 77054
票價：$35

3. 巴西節（Brazilian Country
Party）

在炎炎夏日，沈浸在一片
充滿熱情的巴西文化中最是

應 景 。 這 周 六 將 在 Katy 的
Wildcatter Saloon 舉辦巴西文
化戶外派對，屆時你將可以
欣賞到熱情的巴西歌舞，品
味正宗的巴西美食，還有臉
繪、展攤、遊戲等多種有趣
活動。

時間: 6 月 3 日（星期六
）4:00 p.m.- 11:00 p.m.

地 址 ： The Wildcatter
Saloon,26913 Katy Fwy Katy,
TX 77494

票價：$10
4. 加勒比文化遺產節（Carib-
bean-American Heritage Month
Festival）

即將於本周六在Jones Plaza
舉辦的加勒比文化遺產節為慶
祝加勒比文化及感謝在美的加
勒比移民對美國社會做出的貢
獻而成立。屆時你將可以觀看
來自加勒比海域數個島國民眾
帶來的異域歌舞表演，品味特

色美食。
時間: 6 月 3 日（星期六）

2:00 p.m.- 10:00 p.m.
地 址 ： Jones Plaza,Hous-

ton, TX
票價：$15/人；$20/兩人

；12歲及以下免費
5. 休斯頓婚禮展覽會（Hous-
ton Wedding Showcase）

最近正好有結婚打算的朋
友 不 如 這 周 天 來 逛 逛 NRG

Center 舉辦的休斯頓婚禮展覽
會，這裏將提供有關婚禮的一
切東西，婚禮靈感、裝飾物件
、攝影師、音樂DJ等等，為你
打造一場最難忘的婚禮。

時間:6 月 4 日（星期天）
10:00 a.m.- 5:00 p.m.

地 址 ： NRG Center,One
NRG Park,Houston, TX 77054

票價：$10

周末何處去 看歌舞玩轉巴西加勒比文化節

米勒戶外中心歌舞表演米勒戶外中心歌舞表演。。

加勒比文化遺產節加勒比文化遺產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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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UFO 協會於上周
六（ 5 月 27 日 ） 上午在美南銀行會議廳舉行例
會，由會長亓國華介紹研究UFO 學的四種論說
概述。

亓國華說： UFO 學最終的目標，在探討宇
宙形成之奧密與生命起源之問題。藉著UFO 現
象可以幫助我們找出一條探索與思考之方向，同
時，也回顧並研究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目前，
可以從現有資訊上可以找到的有關UFO現象出
現在地球上的原因有下列四種說法：

（ 一 ） 路過論： 天文技術發達後，人類可
以有效地（ 準確地 ） 記錄下許多接近地球軌道
的 「天體 」，如流星，隕石，衛星及UFO 等，
這些
UFO 被人類觀測到，就如同我們站在海邊，看
到遠處海洋中的船員路過而不靠岸------。

（ 二 ） 觀察論：又稱為＂動物園假說＂（

Zoo hypothesis ) 認為人是被造的，造物者把地球
當 做 飼 養 塲 （Cage Free ), 偶 爾 回 來 看
看------

（ 三 ） 本土論： 早就流傳著＂地球中空論
＂（Hollow earth theory ), 北極區，可能有進出
地底的出入口，也有水下之說，如USO 即Un-
identified Submerge Objects ------ 此現象自古
有之。

（ 四 ）A.I. 論：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此論
者認為宇宙很可能就是一個龐大無比的A. I 結構
體，在A.I 的自主運作之下，造就了許多銀行系
統，某種生物與A.I 交互作用，不著痕跡的延續
了宇宙中的生、住、異、滅之現象，循環不
已----- 到底是先有鷄？還是先有蛋呢？老問
題又出現了，這也是研究UFO 的樂趣吧！終究
會有答案的！

UFO 協會上周六舉行例會
亓國華主講 「UFO 現象其原因之分析現象其原因之分析」」

圖為圖為UFOUFO 協會會長亓國華協會會長亓國華 （（ 前立者前立者 ）） 上周六在美南銀行會議廳介紹研究上周六在美南銀行會議廳介紹研究UFOUFO 學的四學的四
種論說種論說。（。（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親愛的附友們親愛的附友們，，
我們最資深的學長我們最資深的學長，，附中第一屆高一班的附中第一屆高一班的

紐先蔭先生紐先蔭先生,,不幸於上周五病逝不幸於上周五病逝，，享壽八十五歲享壽八十五歲
。。我們痛失優秀及仁心愛物的紐學長我們痛失優秀及仁心愛物的紐學長，，他豐富他豐富
的學養和待人接物之恭厚一直是我們學弟們的的學養和待人接物之恭厚一直是我們學弟們的
表率表率。。茲附上茲附上
紐學長的行誼紐學長的行誼
簡畧及六月四簡畧及六月四
日上午十時喪日上午十時喪
禮安排和地點禮安排和地點
供會友們參讀供會友們參讀
。。希望附友們希望附友們
一起去致衷一起去致衷。。
方駝生學長會方駝生學長會
在九時四十五在九時四十五
分於禮堂外集分於禮堂外集
合附友們一起合附友們一起
入座入座。。附友會附友會
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
的年中餐會亦的年中餐會亦
會安排對紐學會安排對紐學
的記念活動的記念活動，，
紐學長的多年紐學長的多年

老同事古真生學長也會詳述紐學長過往行誼老同事古真生學長也會詳述紐學長過往行誼，，
也希望各附友屆時能多提供紐學長的故事及經也希望各附友屆時能多提供紐學長的故事及經
歷供學弟們效尤歷供學弟們效尤..

祝紐學長安逝祝紐學長安逝
20172017 附友會長傅鶴山附友會長傅鶴山敬上敬上

附中校友會
傅鶴山會長緊急通告

主辦單位: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2017年6月3日截止
頒獎典禮時間: 2017 年 6 月 10 日 (星期

六) 上午 十 時
頒獎典禮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比賽資格: 美南華裔子弟15歲(含)以下，以

年齡分為以下三組:
少年組: 12~15歲
兒童組: 8~11歲
幼兒組: 5~7歲
作品規格： 11”x 15”
比賽主題： 美麗的美國 (Beautiful Ameri-

ca)
*自由民主的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不僅

是世界最美麗的國家，也是無數遊客夢想踏足
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美國其實也有很多非常

了不起的風景名勝。我們通常會聽到的就是夏
威夷、黃石公園、大峽谷、尼亞加拉大瀑布、
白宮、金門大橋、林肯紀念堂、好萊塢、自由
女神像、迪士尼、拉斯維加斯和優勝美地國家
公園等。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美麗的國家裡，然而
有多少國家的美我們是見過的？從東海岸到西
海岸，從宏偉的高山到神秘的森林，從廣闊草
原到現代的城市景觀，美國擁有著一些世界上
最好的國家公園以及世界級的嘴炮景點，他們
不僅美麗。而且令人難以置信。

今天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邀請台灣鄉親子
弟，拿起你的水彩、蠟筆或是彩色筆，畫出你
心目中美麗的美國。

競賽各組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獎金如
次 (如人數不足，按說明4辦理)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記者韋霓休斯頓
報導】休士頓社區學院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宣布與蘋果公
司合作，開出新的編碼
課程，將成為全美第一
所 使 用 蘋 果 推 出 的
Swift 課程的高等教育
機構之一，這個課程將
提供未來的應用程式設
計人員在蓬勃的iOS領
域工作的良好機會。

這項新的合作，於
5月24日在休斯頓大眾
圖書館舉行儀式正式公
佈，多位嘉賓蒞臨現場
並致詞，包括休士頓社
區學院校長Cesar Mal-
donado、蘋果公司環保
政策及社會運動部門副
總裁傑克森（Lisa Jack-
son） 、 休 斯 頓 市 長
Sylvester Turner，以及
促進休士頓合夥關係的

政 府 部 門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的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Bob Harvey。

Maldonado 校長表
示: 「這次的合作關
係將使社區受惠，
藉由讓電腦編碼更
容易理解、同時教
授批判性思維和解
決問題，可轉移的
跨平台技能等等。
同時，也將有利於

學生們，讓他們身懷更
多技能，以走向成功與
創新之路；當然也有益
於蘋果公司，因為培訓
了專門針對iOS平台需
求的程式設計人員。
」

這個計劃的目標是
縮小全美少數民族和婦
女在電腦科學培訓的差
距，並為程式設計人員

提供最新的iOS培訓。
最新的一項研究將休士
頓列為世界十九大知識
重鎮之一，原因就是休
士頓的新思想和創新不
斷。Maldonado 校長形
容休士頓社區學院和蘋
果之間的聯盟為 「將創
新帶入教室」。

蘋果公司環保政策
及社會運動部門副總裁
傑克森（Lisa Jackson）
表示，蘋果非常高興能
有機會與休士頓社區學
院合作，提供新一代學
生學習 Swift 編碼，在
快速變化的今日世界，
蘋果每天都在為創造新
產品而努力，當更多人
能以創新、多元、文化
、樂趣等開創更多想像
空間而參與，未來應用
程式的發展將不可限量
。

十年前，應用商店
(app store)甚至都不存
在，然而，現今，蘋果
公司估計，通過應用發
行平台創造了150萬個
工作機會，其中包括遊
戲、日程管理、詞典、
圖庫及許多實用的軟體
等，而這些是休士頓希
望要的工作！這就是為

什麼休士頓社區學院擠
身在第一批社區學院裡
教授蘋果新課程的原因
。

休 斯 頓 市 長 Syl-
vester Turner 表示，當
前市場對編碼有很高的
需求，程式設計人員比
其他行業高出12%的比
例，編碼的學習成為未
來找工作與成就事業的
重要核心技能之一，休
士頓社區學院新開的這
門編碼課程，無疑的將
造福很多學子，休士頓
未來將成為全美新科技
的重鎮之一，塑造新型
企業，年輕人的機會潛
力無窮。

休 士 頓 社 區 學 院
（HCC）由 15 個卓越
中心和眾多衛星中心所
組成，為大休士頓地區
的各社區服務，為民眾
在日益國際化和技術化
的社會生活與工作中做
準備。 HCC 是全美最
大的單一認證、開放入
學社區學院之一，提供
副學士學位、證書、員
工培訓、和終身學習的
機會。 要了解更多信
息，請上網 www.hccs.
edu。

休士頓社區學院與蘋果合作
推出新的Swift編碼課程

MaldonadoMaldonado校長形容休士頓社區學院和蘋果之間的合作為校長形容休士頓社區學院和蘋果之間的合作為 「「將創新將創新
帶入教室帶入教室」」

蘋果公司傑克森蘋果公司傑克森（（Lisa JacksonLisa Jackson））表示表示，，蘋果非常高興能有機會與休蘋果非常高興能有機會與休
士頓社區學院合作士頓社區學院合作，，提供新一代學生學習提供新一代學生學習SwiftSwift編碼的機會編碼的機會

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左左))應邀出席應邀出席

【本報訊】安心理財公司在休士頓舉辦一系列免費的知識講
座，本週於6月3日週六上午的講題是：華人如何保證在美國幸
福生活和退休養老，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現代人生活在節奏快、壓力大、污染重的環境裡，萬一得了
重大疾病失去收入要怎麼辦呢？以後老時，錢花光了、老年癡呆
了、坐輪椅了、沒人管了，該怎麼辦？萬一有突發變故發生，你
想保障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維持正常的生活嗎？講座內容都是和
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

想不想知道如何利用你房子和銀行的特有資源讓你的退休生
活更美好嗎？想不想知道如何準備教育基金，把你的孩子培養成
百萬富翁，成就卓越家族？想不想知道如何讓你的錢漲得快又風
險小？想不想知道如何保護你的401k不會變成201k？

想不想知道通過什麼方法能保證你：生有所賺，老有所養，

病有所護，死有所留？
安心理財專業團隊，致力於通過宣導正確的理財觀念

，以提高華人在美國的經濟地位，回饋華人社區，通過多
主題免費講座，讓你獲得金融知識並得到解決方案，實現
家庭和社會的共贏。

活動時間： 6 月 3 日週六上午 10：00AM-11：30AM
：理財講座。11：30AM-12：30PM：免費午餐社交活動
。12：30PM-2：00PM 金融產品Agent培訓（歡迎旁聽）
。

活動地點: 11110 Bellaire blvd #215, Houston, TX 77072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國貿大樓二樓)，位於美南新聞大樓東
邊，前有噴泉。在Bellaire大道北側，Willcrest與Boone之間。

安心理財回饋休士頓華人社區，免費講座，免費午餐、紅酒

， 還 有 抽 獎 ， 但 需 要 提 前 報 名 ， 請 洽 霓 娜 Nina， 電 話 ：
832-491-1191, 832-268-6688。 WeChat： nina981818。 http://
www.anzzin.com。

安心理財免費知識講座
華人如何保證在美國幸福生活和退休養老華人如何保證在美國幸福生活和退休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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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本年第二季度、即4,5,6月慶生會謹
定於6月3日(星期六)下午1:00假晚晴公寓大廳舉行。 當天有兩
個主要的專題講座。入場劵分有三種:壽星劵(含免費晚餐餐盒),
自費餐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參加劵。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
星劵。或領取免費參加劵。屆時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以上
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請於5月9至5月30日,每週一到週五上午
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102室營養午餐部向徐驊先生登記領
取或購買餐券。

1）醫學講座：心房顫動與中風的防治。主講：全美知名心
臟科華人醫生豐建偉。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一種心律不整。除了容易發生在年紀較
大的病人外,其他如有高血壓,心衰竭,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等病
人,也是心房顫動好發族群。病人可能有心悸,胸悶,呼吸困難,喘,
頭暈等症狀出現、也可能發生昏厥的現象。心房顫動發生時,因
心房組織快速不正常放電、無法正常且有效的收縮,容易造成器
官的栓塞,而導致中風。心房顫動的病人發生腦中風的機會是正
常人的四倍以上。我們邀請到全美知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為你講
解心房顫動的症狀，如何預防和治療。請勿錯失良機。

2）專題講座：如何建立和保持好的信用。主講：國泰銀行
的信用專員。

許多亞裔美國人為了不負債而用現金付款。他們認為沒有信
用與良好信用可以劃上等號。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觀念嗎?一旦
建立了良好的信用,能享受到許多優惠,像是汽車保險或是房屋保

險的保費會比較低。為此國泰銀行的信用
專員特為大家講解其重要性。

II. iPad 和 iPhone 第 三 級, 課 程 以
LINE為主。將於6月21日至7月21日開班
。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9:30至 11:30上
課兩小時。需要有初級班基礎。每班人數
有限。有興趣的會員請速到僑教中心102室
向徐先生報名繳費。

III. 國畫班: 每週一上午 9:30 到 11:00
在僑教中心104教室上課。老師呂子敬國畫
大師是專科出身、有數十年的國畫繪畫經
驗、教學包括工筆畫和寫意畫。在呂老師
的指導之下,讓學員的國畫將進步神速。

IV. 書法班：每週一上午 11:00 點到
12:30在105教室上課。我們有幸邀請到休
士頓著名的書法家江震遠先生為本會義務
教學。江震遠老師對書法頗有深入的研究
。對中國獨具傳統特色的文房四寶,文字的
分解更是有深厚的認知。書法是一種藝術,
不單止是目有成熟的審美體系。而且更要
了解依循漢字的結構規律，變化組合。江震遠老師將會帶給大家
更多學習書法的教材,典故和理論。

V. 陳式太極班 : 太極巨星陳進才得意門徒有二十多年教學

經驗的張可良老師指導。每週六下午一點到三點有興趣的會員可
到僑教中心205室向班長繳費報名上課。

VI. 5/18海豚遊船之旅團體照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6月份通告

癌症治療過程中，放化療是最常用的方法。放療是採用高能
放射線殺死腫瘤，化療是注射化學藥物來殺死腫瘤。放化療雖然
能夠取得一定療效，但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也對正常組織細胞
無選擇性殺傷，通常會給患者帶來副作用或不良反應。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精選Class A頂級野生綠蜂膠為原料，採
用當今國際無酒精超臨界專利萃取技術。野花牌綠蜂膠在放化療
聯合應用過程中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它能提高放化療的療效，
有效殺傷腫瘤細胞，抑制腫瘤復發轉移，延長癌症患者的生存期
。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野花牌綠蜂膠含有獨一無二的阿特匹
林-C及400多種活性成分，給癌症放化療遇到的艱難瓶頸帶來
了全新突破。野花牌綠蜂膠在保證放化療正常進行的同時，注重
免疫力提升，確保患者順利完成整個治療過程。在放化療前後服
用野花牌綠蜂膠，可以減少白細胞降低、噁心、嘔吐、食欲減退
、脫髮等副作用，從而合理加大放化療藥物的劑量，以取得更好
療效。

1、消除機體疲勞感。野花牌綠蜂膠可以顯著提高免疫力，

修復受損的免疫系統，提高抗氧化能力，清除有害自由基，消除
機體疲勞感。

2、改善消化系統異常。野花牌綠蜂膠緩解噁心、嘔吐，恢
復正常的食欲和消化功能，能夠保護胃黏膜，改善胃腸功能，增
加食欲與飲食量，明顯減輕放療導致的胃腸道不良反應和毒副作
用。

3、預防骨髓損傷。野花牌綠蜂膠能夠對抗放療對外周血細
胞造成的傷害，對骨髓造血功能也具有明顯的保護和促進作用，
預防放化療造成的骨髓損傷，有利於放化療週期的完成與提高臨
床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癌症患者，安全度過放化療週期。野花牌
綠蜂膠可抗組織胺、保護心臟不受放化療毒性損傷、對化療導致
的肺和肝臟毒性可直接或間接解毒、保護骨髓不受化療藥物損傷
，同時對放化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野花牌綠蜂膠適合接受過
手術或正在進行放化療的癌症患者，對自身免疫力和治療效果的
提升有著重要作用，為患者爭取更多治療機會的同時，也為進一
步治療提供了堅固的身體基礎。

加拿大衛生
部天然品 NPN#
80006418•美國
食品藥品監管局
FDA 登記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
膠(Apiario Silves-
tre)北美亞太區總
代理

加拿大皇家
天然品有限公司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
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
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

（本報訊）中國上海，堪稱”摩都”，一個現代化的
國際大都市,城市生活日新月異，就連家俱巿場也充份顯
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摩登的新中式，如改良的義
大利式,及簡約的北歐式家俱更是符合現代都巿人對時尚
和舒適的要求。

而今休斯敦的上海紅木家俱店也與時俱進，改頭換面
，力求產品的多樣化，現代化來滿足當今市場的需求。為
了面向各年齡層，該店新進了一批體現當代簡單明快風格
的家俱，有新中式的實木家俱，及舒適美觀的布藝沙發,
引領了華美家俱的新潮流。

如果你要搬新家，或是你要改造你的舊居，想跟上時
代，展示你時尚的品味，回家有舒服溫馨的感覺，請到上
海紅木家俱店來，這裡會使你驚喜連連，大開眼界，眾多
的選擇,總有一款適合你。當然如果你還是崇尚傳統的中
式，上海紅木家俱店還是應有盡有，店員會幫助你挑選你
心儀的家俱，也會協助你合理搭配新式和傳統家俱，總之
，會讓你的家與眾不同。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地址：3020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63, 網 址 ： www.rosewoodfurniture.us, 電 話 ：
713-975-8605

上海紅木家俱老店舊貌換新顏上海紅木家俱老店舊貌換新顏

暑假將至，作為家長的您，一定想讓孩子度過一個愉快充實
的暑假而不是沉浸在遊戲中白白荒廢了時間。所以暑期課程的選
擇就要寓教於樂， 讓孩子學得開心，家長才能放心，2017年夏
天，智勝學院依舊不負眾望地推出眾多精品 課程，供家長、學
生們選擇。

去年暑期班的報名狀況熱烈非凡。許多家長表示，孩子參加
完智勝學院夏令營後都受益匪淺，不僅讓孩子學習有了很大的進
步，也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更何況為了減輕家長負擔，我們特
意在暑假為全天上課的孩子開設了班車接送和午飯服務，全面保
障孩子有個充實美妙的暑期時光，讓家長更放心的把孩子交給智
勝。

針對 3-6小年級的同學們，我們準備了內容豐富有趣的全
天 camp。早上兩堂英文，全面提高孩子英文閱讀寫作能力，教
授英文部分的老師Ms. L 和Ms. K 都是具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優
秀老師， 她們不僅運用聽、說、讀、寫各種靈活的授課方式讓

孩子理解掌握單詞語法中的難點，還在日常教學中運用講故事做
遊戲的等方法充分調動孩子的自主能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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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僅可以
改變學生從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更激發學生的興趣，開發學
生的潛力，使孩子由接受性學習，變為探索性學習。

下午則是孩子們課外活動的時間，有社 會科學課為孩子們
開拓眼界，有繪畫課提升孩子們的藝術氣質，更有籃球，乒 乓
球，武術課讓孩子們強身健體。我們盡力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環境，讓孩子有機會跟著專業 人士學習，既讓他們發掘潛能，
一展才華，也培養業 余愛好，陶冶情操。
對於高年級的學生，智勝學院暑期班除了英文數學課程之外，也
增設了美術、象棋、西語、中文，時事政治、科學和工程等課程
，開發學生想像力，培養創造力，使孩子在調查實驗中調動積極
性，主動地分析和思考。西班牙語課程和中文課程帶領學生體驗
不同的語言文化。演講辯論課程能夠正確地與人溝通的，幫助孩

子能夠在眾人面前正確表達看法或意見；同時還提高寫作水平。
讓學生不只會死讀書，更要全面發展。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一 期，每星期週
一到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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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詢。如果有任何課程
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郵件諮詢。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
平台，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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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關注。

智勝夏令營精彩課程充實暑假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敦煌廣場的 「現
代矯正牙科 」彭莉牙齒矯正專科博士，積多年
服務經驗，於日前語重心長的表示：兒童牙齒
錯合畸形的防治要趁早！

彭莉醫師說： 兒童錯合畸形，俗稱地包天
、暴牙、牙齒不齊等，是兒童最常見的口腔疾
病，發病率高達60~70%。 很多家長對兒童錯合
的矯治時機的選擇存在誤區，認為娃娃的牙齒
亂沒關係，反正大了也可以醫，結果錯過最佳
時機，影響兒童的生長發育、面容面貌。

彭莉醫師說： 兒童牙列發育要經過3歲到
18 歲長期過程，經歷乳牙列期，混合牙列期、

和恆牙列期。這個期間，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娃
娃的咬合發育，造成牙齒排列和面部美觀的問
題。如果錯合發生的越早，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所以原則上，錯合的預防和矯治要早，治病
在＂未病＂。另一方面，由於生長的特性，兒
童的生長發育最快，骨的生長改建最活躍，所
以出現了問題，在兒童矯治比成年後容易，效
果也要好。兒童的錯合畸形要早治。
對於兒童錯合的矯治時機，彭醫師指出有幾個
關鍵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是三歲半左右，這
時可以治療乳牙的反合（ 地包天 ） 和咬指、
吮頰、開口呼吸等口腔不良習慣； 第二個時間

點是六歲左右，這時可
以做咬合誘導、繼續口
腔不良習慣矯正、開始
早期頜骨功能矯治；第
三個時間點是九歲左右
，這時繼續做頜骨功能

矯形治療、治療換牙的問題，治療牙發育不良
；第四個時間點是小孩子乳牙換完大約10 到12
歲左右，這時要做錯合畸形的綜合性矯治，俗
稱＂戴牙套＂。對於嚴重的骨性畸形，則要等
到成年那是18歲後做手術治療。
彭醫師表示：由於錯合畸形的複雜性，矯正的
時間並非一致，但，原則上說，錯合畸形的管
理要做到＂趁早＂和＂及時＂，基本上從兒童
三歲半開始矯治，一直到18 歲。
彭莉矯正牙科博士，為美國Saint Louis 大學牙齒
矯正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學士； 美國牙齒矯正

協會會員； 美國西南區牙齒矯正協會會員； 大
休士頓區牙齒矯正協會會員，二十年牙齒矯正
經驗，並為前香港大學牙齒矯正系榮譽講師。
「現代矯正牙科 」 專治成人及小孩各類牙齒

不齊，口腔關節痛，夜磨牙，唇裂，顎裂病
人-----包括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
齒美容。小孩除上述治療外，還包括不良口腔
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夜磨牙
、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現代矯正牙科」 最近又新增：洗牙、補牙、

假牙、拔牙、家庭牙齒、全科牙醫等等，由專
科牙醫為您服務。 營業時間：每周一，三，五
，日。
「現代矯正牙科 」 位於中國城 「敦煌廣場」

南面一樓，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
315,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981-1888

現代矯正牙科彭莉矯正牙科博士表示現代矯正牙科彭莉矯正牙科博士表示：：
兒童牙齒錯合畸形的防治要趁早兒童牙齒錯合畸形的防治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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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LIVE IN CONCERT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第一家冷暖氣配件供應商
Discount AC 已在Murphy Rd. 與90 公路交口附近開業啦

他們提供各種冷氣，暖氣的主機及配件。
該店產品從空調主機，暖氣等到普通家庭用的各式配件應有盡有。
他們是優質空調品牌Trane ( 特靈空調）代理商。
他們也是美國空調老字號鈑金專業產品Mitchell Metal 直銷商，精
工各式商業/ 住家空調管道，管件，排氣，通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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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Yuan Strengthens To
Six-Month High Against US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Chinese yuan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on 
Thursday, hitting its strongest level against the US 
dollar in more than six months, following news that 
the country was mulling a new yuan pricing formula 
to enhance stability.
The central parity rate of the yuan strengthened 0.8 
percent to 6.809 against the greenback Thursday, its 
strongest level since last November, according to 
China Foreign Exchange Trade System (CFETS).
This came following a slight lift Wednesday, the first 
trading day after CFETS announced plans to change 
the formula for the yuan-dollar central parity rate.
Under China's market-based, 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 yuan can rise or fall by 
two percent against the US dollar from the central 
parity rate each trading day. The central parity rate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quotes from dealer banks, and 
follows a formula based on the previous day's closing 
rate and changes in a basket of selected currencies.
The new formula will allow dealers to incorporate a 
"counter cyclical factor" into the existing formula 
to "appropriately hedge against the pro-cyclical 
fluctuation in market sentiment and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for herd behavior in the forex market."
China's forex market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ir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spurred by inertia, due to a certain 

level of "pro-cyclicality," which distorts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and magnifies the risk of exchange 
rate overcorrection, the CFETS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FETS did not give further details about when 
and how the "counter cyclical factor" will be used.
Analysts said the move was part of a broader effort to 
ensure market stability.
UBS economist Wang Tao expects the yuan to not 
move beyond seven against the dollar by the end of 
2017 and to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in 2018. (Source: 
Xinhua) 

Related
China Capable Of Maintaining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 Premier Li
BEIJING, May 14 (Xinhua)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Sunday the country is capable of 
maintaining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 and warding off 
regional and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China will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inancial stability, 
gradual deleveraging an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Li said while meeting with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Christine Lagarde, 
who is in Beijing to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i said the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a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and put the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s at a prominent posi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also continue with a market-
based, 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regime to keep 
basic stability of the yuan at a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level, he said.
China is willing to enhance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IMF, and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o keep the 
global economy on track 
of stable development, Li 
said.
Lagarde said China's 
growth momentum is 
encouraging. She praised 
China's strong support 
for glob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The IMF is glad to see 
that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remains on a solid 
foundation with effective 
and proper prudential 
regulation, she said.
In a separate meeting with 
World Bank President 
Jim Yong Kim on 
Sunday, Li said China's 
economy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hich requires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apacity to be overhauled and 
new growth momentum to be fostered as well.
China is read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conduct joint research on such subjects as 
nurturing new growth impetus to help accelera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upgrading, Li said.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is 
willing to fulfill its duty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and engage more in cooperation on reducing poverty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he noted.
China hopes the World Bank can lea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jointly push forwar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ork together for common 
prosperity, Li told Kim.
Kim said the World Bank is confident in the prospects 
of China's drive to deepen reforms, boost innovation 
and create new growth drivers, and is read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He also spoke highly of China's efforts to reform its 
health care system, saying they will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Courtesy 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Ashcreek Wall Dedication           
Ceremony This Saturday

By Reporter Winnie Yu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On Saturday, June 3, 2017, Ashcreek subdivision will celebrate and dedicate a new $390,000 wall and monument. 
Special guests from the offices of the Honorable Judge Ed Emmett,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Jarvis Johnson and others will join the subdivisions residents at a breakfast by the pool located at 
5332 Oak Falls Dr., Houston, TX. 77066.

Following the breakfast there will be a festival of music with great food from 11:30 AM until 3 PM at 14446 
Hollister Dr. in the activities building. 

The entire family is invited to come and enjoy live performances by music sensation Kiland Kyham and others. 
Vendors will be on hand to serve crawfish, burgers, hotdogs, desserts and the kids will love the face painting, 
character balloons, basketball goal fun, a fun slide and more.

Who: Ashcreek Subdivision, Houston Texas, 77066
What: $390k Wall and monument dedication
When: Sat. June 3, 2107.
Where: Breakfast 8-9:30am at 5332 Oak Falls Dr., Houston, TX. 77066
Festival 11 AM to 3 PM at 14446 Hollister Dr. activities building Houston, TX
77066

For more contact Clarence Miller, General Manager of the Northwest Harris county MUD #24 Dedication Event 
at 281-580-7995.

Wea H. Lee Awarded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By City Of Houston
By Reporter Huang Xiangc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Wea H. Lee 
who has contributed to the Asian community for the last 37 years in terms of grea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al and culture has been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by the City of Houston. 

The Houston City Council approved the award and thanked Mr. L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s major 
contribution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Media.” The commendation was presented by Michael Kubosh, Houston 
City Council Member At-Large, Position 3,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meets with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ho attende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BRF)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y 14, 2017. 
(Xinhua/Rao Aimin)



BB1111星期五 2017年6月2日 Friday, June 2, 2017
休城讀圖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宣佈代表休士頓台灣商會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宣佈代表休士頓台灣商會
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

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
及理事們的大力推蔫吳光宜及理事們的大力推蔫吳光宜
董事長董事長，，代表休士頓台灣商代表休士頓台灣商
會出來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會出來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一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一
職職

休士頓台商會於休士頓台商會於66月月11日假金城銀行會議室舉行記者會日假金城銀行會議室舉行記者會，，
梁慶輝會長宣佈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將代表休士頓梁慶輝會長宣佈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將代表休士頓
台灣商會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台灣商會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

華僑文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華僑文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台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徐炳勳組長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徐炳勳組長、、台商會理事譚秋晴台商會理事譚秋晴、、
支持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支持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第三十屆總會長會第三十屆總會長

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夫婦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夫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黃黃
敏境處長敏境處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黎淑瑛總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黎淑瑛總會長、、預祝預祝
吳光宜董事長順利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吳光宜董事長順利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休士頓台灣商會大力推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競選北美洲休士頓台灣商會大力推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競選北美洲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總會長

北美洲旅館公會前總會長陳美芬和金城銀北美洲旅館公會前總會長陳美芬和金城銀
行總經理黃國樑參加吳光宜董事長競選北行總經理黃國樑參加吳光宜董事長競選北
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造勢大會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造勢大會

吳光宜董事長曾任北美台商聯合總會理事吳光宜董事長曾任北美台商聯合總會理事，，諮詢委員諮詢委員，，以及副總會長等職務以及副總會長等職務、、秉持秉持
歷年在商業戰場上歷年在商業戰場上，，在社會人生旅途上所汲取的經驗與心得在社會人生旅途上所汲取的經驗與心得，，為在美台商人貢獻一為在美台商人貢獻一
份心力份心力，，服務大家服務大家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黃敏境處長暨何仁傑組長黃敏境處長暨何仁傑組長，，徐炳勳經濟組長徐炳勳經濟組長,,華僑文教中心莊華僑文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雅淑主任，，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前會長鄭嘉明前會長鄭嘉明、、陳志宏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伉儷等代表副會長周政賢伉儷等代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黎淑瑛總會長以及多位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黎淑瑛總會長以及多位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金為金
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加油造勢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加油造勢((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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