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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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 Sun King點心皇
港式美點˙擴充裝修﹗
回饋新老客戶﹐推出消費積累回扣
每天9:30-9:00七天營業全日點心＄1.99起
電話: 713-270-6788
地址: 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 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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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國務院東亞和太平
洋事務部撰寫的有關美國和香港關係截止今年
3月的發展的審議報告。報告在對美港關系作
出基本正面的評價的同時，也對近來北京幹預
香港自治表示了擔心。

6月7日美國國務院
有關美國香港關係
的報告的基本結論
是：
美國在香港擁有歷
史悠久的經濟和文
化利益。美國政府
和香港政府之間的
合作依然是廣泛的
，有效的，互利的
。
中國中央政府在過
去一年多來某些行
動看來不符合中國
在基本法中作出的
承諾，即準許香港
實行高度自治。
但是，香港總體上
說在“一國兩制”
的框架下維持著高
度的自治，足以證

明美國在雙邊協議和項目方面繼續給予香港特
殊待遇是有道理的。
美國國務院在報告中所指出的美國在香港擁有
的歷史悠久的經濟和文化利益包括： 美國有
1400多家公司在香港營業；美國和香港有司法
合作；美國海軍艦船經常在香港停靠補充給養

；美國與香港在貿易和金融方面關系密切
；雙方有歷史悠久的廣泛的文化、科學和
學術交流。
報告所指出的中國中央政府的那些看來不
符合中國在基本法中作出的承諾的行動包
括：
2016年11月7日，在香港法院依然就香港立法
會的某些議員就職宣誓引起的爭議進行司法審
議之際，中國全國人大常常委會進行釋法，作
出了結論，從而使香港法院的審議變得無關緊
要；
2015年10月至12月，5位香港書商在香港、泰
國和中國大陸失蹤，成為1997年以來“一國兩
制”看似遭受最嚴重的違反；2017年1月，中
國大陸億萬富豪肖建華神秘地離開香港進入中
國大陸，令人想起書商失蹤，令觀察家感到擔
心。

【VOA】美國登在招工廣告上的職位空缺數字
4月份達到了創紀錄的6百萬。
美國勞工部星期二發表的報告還說，雇主聘用
員工的節奏同時卻慢了下來。

分析人士說，這兩組看似矛盾的數字表明，雇
主難於找到有合適技能的員工。
下個星期，相當於美國中央銀行的美國聯邦儲
備委員會的領導層將開會討論制定利率。有關
職位空缺創紀錄以及最近報告的美國失業率只
有4.3%的數據都將是美聯儲的考慮因素。美聯
儲的目標是實現全面就業並保持價格穩定。
人們普遍預計美聯儲將略微調高利率，以防止
通貨膨脹同時又不阻礙經濟增長。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麻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
   典禮上歡呼。（2017年5月21日）

《中國輿論場》大數據分析

媒體時事話題討論

節目開場。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中國輿論場主持人。

美國務院發表
美港關係審議報告

內容介紹：《中國輿論場》通過大數據分析當周全媒體平台的輿論熱點，並通過融媒體模式開
放觀眾參與話題討論。節目還與央視網聯合推出了“中國輿論場指數”，實時關注全網新聞的熱點
輿情，並盤點每日及每周關注度最高的輿情話題。針對“中國輿論場指數”榜單上的話題，每期節
目會請來相關專家現場進行分析，還會連線場外專家、
媒體人士及新聞當事人等對新聞話題進行探討。節目還
設立了虛擬“在線觀眾席”，場外觀眾有機會直接向場
內嘉賓進行提問。除了時事分析外，《中國輿論場》還
推出了“搶紅包”環節，觀眾可通過微信“搖一搖”功
能參與。

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凌晨1時至1時30分首播，敬
請關注收看。

美國職位空缺
數字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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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露天劇院有許多免費藝文活動可欣賞米勒露天劇院有許多免費藝文活動可欣賞。。((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蓋文斯頓港提供渡輪往返蓋文斯頓港提供渡輪往返。。((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夏日炎炎，暑假來
臨，孩子如果在家悶的發慌，大休士頓地區免費活動
到處有，舉凡博物館、藝文展覽、戶外活動或海上導
覽豐富多采，不用花半毛錢，就可輕鬆享受暑假時光
。

休士頓免費 「熱點」(hotspot)不勝枚舉，深受市民
喜愛，自然也變成觀光客駐足遊憩之地。位於赫曼公
園(Hermann Park)內的米勒露天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re)，全年定期舉辦古典、音樂、芭蕾、舞蹈、電
影和歌劇提供給民眾免費欣賞。民眾只需上網查詢表
演時刻表，選擇不劃位免費票，表演當天上午10 點半
至下午1點在售票亭索票，可憑票入座；隨興一點的民
眾，也可全家大小，攜帶簡單輕食，在草地上欣賞表
演，享受戶外野餐之樂。

至於偏好藝文活動的民眾，休士頓博物館區許多
博物館免費開放入場，包括休士頓當代美術館(Con-
temporary Arts Museum Houston)、曼尼爾收藏館(The
Menil Collection)、提供冥想沉思的Rothko Chapel以及
專門展示大型藝術品的萊斯大學藝廊(Rice University

Art Gallery)等；其他博物館是每周四 「免費博物館日」
(Museum Day)，包括兒童博物館(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健康博
物館(The Health Museum)、非裔軍人博物館(Buffalo
Soldiers National Museum)等都在四免費開放民眾參觀。
民眾可查詢確切時段，把握免費參觀藝文大好時機。

除了藝文展覽，喜歡享受海外戶外活動也可至休
士頓港( Port of Houston)享受免費的搭乘之旅(Sam
Houston boat tour)，途中將有專人解說港口歷史背景，
若選對時間，幸運的遊客還可看見可愛的鯨豚等水中
生物，一起乘風破浪。全程一律免費搭乘，但需事先
預訂，詳情請上官網 http://www.portofhouston.com/
community-outreach/sam-houston-boat-tour/查詢開船
時間或致電713-670-2416預訂。

另外，蓋文斯頓港也提供往返蓋文斯頓島(Galves-
ton Island)與Bolivar Peninsula兩地的免費渡輪，提供旅
客免費搭乘，民眾可查詢渡輪搭乘時間，沿途可欣賞
海上風光，適合全家大小一同享樂。有興趣者可查詢
網站http://www.galveston.com/galvestonferry/資訊。

免費活動一籮筐免費活動一籮筐 夏日輕鬆享受暑假時光夏日輕鬆享受暑假時光

【本報訊】苦瓜，在休士頓許多
華人的庭院中常見到它的身影，是夏
日庭院中最清涼的點綴，當盆栽欣賞
亦不為過！苦瓜雖然味道苦，但肉質
脆嫩美味，無論炒、煮、燜、涼拌、
泡菜，均有清熱消暑之功效，很受大
眾歡迎。

為讓社會大眾了解苦瓜種植知識
，6月10日週六上午10點，休士頓華
人園藝協會(HCHC) 與恆豐銀行，將
在恆豐銀行大樓12層的社區服务中心
，聯合舉辦苦瓜種植園藝講座。俞希
彥老師為大家請來園藝高手謝瓊麗，
將與現場來賓及協會會員們分享她多

年栽種白玉苦瓜結實纍纍的兩
大秘密訣竅。另外一位華人園
藝協會會員鄭衛國，也是苦瓜種植達
人，亦將請他來和大家分享種植優良
苦瓜的第一手經驗，以及炎炎夏日裡
如何照顧苦瓜植栽。

恆豐銀行自1998年建行以來，經

過19年兢兢業業的辛勤耕耘，至目前
止，已成長為資產超過14億，具有18
個經營網點，擁有一支 220 人的專業
員工團隊，經營版圖涉及德州，加州
、內華達州，在長期的經營中，恆豐
銀行始終堅持為廣大客戶提供專業服

務的同時，不遺餘力的支援華裔社區
的一切有意義的活動，社區服務中心
經常舉辦為社區民眾服務的免費講座
，講好的資訊及時提供到社區,以盡社
區銀行只應盡的社會責任。

恆豐銀行6/10園藝講座 俞老師和您一起談苦瓜種植

（記者高思／休士頓報導
）六月的周末在六月的驕陽中
如期而至，這周活動也充滿熱
情。有享譽全球的小說《1984
》的舞台劇表演、場面壯觀的
馬戲表演、充滿節日氣氛的夏
日集市、德州墨式美食文化節
和治愈人心的貓瑜伽。大家周
末愉快！
1. 舞台劇1984（Obsidian The-
ater presents 1984）

《1984》是喬治奧威爾最
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說，曾風靡
全球，歷經60年經久不衰。故
事主要講述了當權者利用心理
操控和社會束縛使人類在高度

集權的社會中生活的狀態。隨
著科技的日益發展，目前再看
這部作品改編的舞台劇，一定
會有更大的視覺和心理衝擊力
。

時間：6月8日（星期四）
8:00 p.m.

6月9日（星期五）8:00 p.
m.

6 月 10 日（星期六）8:00
p.m.

6 月 11 日（星期天）3:00
p.m.

地址：Obsidian Theater，
3522 White Oak Drive，Hous-
ton, TX 77007

票價：$15-$30
2. 馬戲表演（Circus 1903: The
Golden Age of Circus）

這 周 末 連 續 三 天 Circus
1903馬戲團將帶來精彩的馬戲
表演，將在場的所有觀眾帶回
馬戲的黃金時代。屆時魔術師
、傑出的雜技演員們和眾多訓
練有素的動物將讓你眼花繚亂
驚喜連連。世界上最大的表演
用大象和她的寶寶也將鼎力加
盟。敬請期待啦~
時間：6月9日（星期五）7:30
p.m.
6月10日（星期六）7:30 p.m.
6月11日（星期天）7:00 p.m.

地 址 ： Jones Hall for the Per-
forming Arts,615 Louisiana
Street,Houston, TX 77002
票價：$38起
3. 休斯頓夏日集市（Pop Shop
Houston Summer Festival）

下周天就是父親節了，何
不趁著這周末來休斯頓夏日集
市提前挑選一份稱心如意的禮
物？這裏提供各類藝術手工制
品、紅酒相關商品、房屋裝飾
物品等，還有現場樂隊炒熱氣
氛~

時間：6 月 10 日（星期六
）10:00 a.m.- 7:00 p.m.

6月11 日（星期天）11:00

a.m.- 6:00 p.m.
地址：Silver Street Studios,

1501 Silver St, Houston, TX
77007

票價：$8/兩天；周天下午
4點後入場免費
4. 德州墨式美食文化節（The
Texas Taco, Tequila and Mar-
garita Festival）

如果你喜歡墨西哥的美食
美酒，千萬不可錯過本周六舉
辦的墨式美食文化節。屆時將
有新鮮美味的Taco、特調瑪格
麗特雞尾酒、墨西哥現場樂隊
，讓你在濃濃的墨西哥文化氛
圍中度過美好的一天。
時間：6 月 10 日（星期六）1:
00 p.m.- 11:00 p.m.

地 址 ： Preservation Park,
26302 Preston Avenue, Spring,

TX 77373
票價：$15

5. 貓瑜伽（Yoga with Cats）
你有嘗試過和萌寵貓星人

一起做瑜伽嗎？保證放鬆和療
癒的效果加倍。門票包含在專
業老師的指導下和喵星人共同
完成一節45分鐘的瑜伽課，以
及課後和喵星人一起拍照玩耍
半小時。讓周天變成特別的一
天吧！

時間：6 月 11 日（星期天
）12:30 p.m.

地 址 ： El Gato Coffee-
house,508 Pecore St,Suite A
Houston , TX 77009

票價：$20/學生；$22/成
人

休斯頓哪裡玩 ５個精選活動伴你度過美好周末

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21
名高中生及8名大學生。總計發出五
萬五仟伍佰元獎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七名，
每名一仟元。學業成績獎四名，得獎
者是馬杰茜、洪文尼、徐能能、李孝
芸。領導才能獎取一名：彭惠玲。課
外活動獎二名：万詩嘉、蕭可昀。
2.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
萬元。得獎者是：家田怜 伍仟元，
談建亨三仟元，何品萱二仟元。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是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
共計九仟元。名額四名，三名金額各
二仟伍佰元，得獎者是：宋翊維、王
敏菲、范安琪。另一名金額一仟五佰
元，得獎者是：Donnie Munford。

4.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是台灣
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
發先生而設，金額為三仟元。得獎者
是：何品萱。
5. 朱鎔堅先生朱孫蘊玉女士及朱喜
賢先生紀念獎學金、是中原大學校友
朱比南女士為紀念父親朱鎔堅先生，
母親朱孫蘊玉女士及其弟弟朱喜賢先
生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得
獎者是：家田怜
6.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政
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
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是：Anthony Gomez。
7.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是銘傳
大學校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
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是：李景强。
8.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台灣
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
瑩女士所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姚亞立。
9.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
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
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二名，每名金額
一仟伍佰元。，得獎者是：Juana E
Gamarras Zambrano、 Ludguin Ruiz
Garcia。
10.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
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金額一
仟元。得獎者是：學業成績獎繞凱文
。
11.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是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父
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二
名，金額每名各一仟元。得獎者是：
領導才能獎 楊元劭、學業成績獎劉
雲鵬。
12.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
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
紀念其父親王財興先生，母親王袁杏
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五佰
元。得獎者是：蘇淑凌。
13.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文化
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
瑩女士而設、金額為一仟元。得獎者
是：哈婕琳。
14.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是石山地
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女
士提供、名額二名，金額每名各一仟

元。得獎者是：張典、譚佳韵。
15.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
金，是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
念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名
額二名，金額每名各一仟元。得獎者
是：郭茉泥、 張峻嘉。
16. 校聯會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金
額二仟元。得獎者是：姚漫林。
今年適逢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成
立三十週年， 年會及獎學金頒發典禮
定于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晚上六
時 十 五 分 ， 在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隆重舉行。 獎學金及年會
有 關 事 誼 ， 請 洽 鄭 大 展
281-919-9576。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17 年獎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一年一度台灣同鄉聯誼會舉辦的青少年繪畫比賽頒獎典禮將於六月十日
本星期六上午十時到十二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 TX 77042)舉行.

目前參賽者已有三十位小朋友,請大家於百忙中抽空來鼓勵一下我們華
裔子弟們,並請支持台灣同鄉聯誼會三十年耒持續舉辦的活動，參加的每位
小朋友(五歲到十五歲)都畫得非常好,小朋友們都將要上台受到獎勵. 著名藝
術家張要武老師以及黃淑玲老師將會作精闢的講評. 到時台聯會也將會準備
茶點招待大家.
請您們蒞臨現場鼓勵參賽的小朋友. 敬侯您們的光臨!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台聯會會長 李迎霞
台聯會理事 洪良冰 敬上
832-818-6688
nancygri@aol.com

台聯會繪畫比賽
•時間: 2017 年 6 月 10 日(周六)

，上午10:00am-12:00pm
• 地 點: 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園藝專家─鄥貴新博

士、黃以法教授
因去年冬季連續數日的嚴寒，造

成不少植物蔬果受到不同層度的寒害
和損傷，進而影響了今年春季的成長
。當好不容易的修整和重新養植後，
隨著夏天的來臨，氣溫越來越熱，當
己有不少植物蔬果成長日漸拙壯己開
始結果收成之時，但是又因今年春末
雨水多且長，雨後日照強烈，蔬果出
現了異常或不明斑點及蟲害。眼看著
自己喜愛的果樹和蔬菜再次因氣候或
蟲害受到毀損時，又不知如何因應。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於6月份
的社區服務講座中，邀請二位休士頓

園藝專家鄥貴新博士、黃以法教
授專題演講夏季蔬菜果樹蟲害防
護與種植。演講內容大綱內容如
下:
• 蔬菜互補防蟲的秘訣
• 夏秋果樹養殖的防護
• 如何讓蔬菜擁有”古早味”

鄥貴新博士─馬來西亞園藝
博士、美國醫學博士，現任 MD
Anderson 癌症治療研究。業餘時
間在自己擁有5畝園藝中心，專業
培養各種有機蔬果，多年來與黃
以法教授共同研究推廣有機蔬果
與健康的飲食。

黃以法教授─義大利建築研究碩
士、美國電腦博士、台灣文化大學建
築系教授，目前是大休士頓地區快樂
農夫。多年來力致推動有機園藝、蔬
果的培育，和增進華人身心靈健康。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現場並備茶
點招待。

在10日(周六)園藝講座中，二位
園藝專家將備100個華人喜愛的秋季
蔬菜種子免費贈送，數量有限先到先
得，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踴

躍參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
入座，以免向隅。美南銀行(Member
FDIC). 連 絡 電 話 ： 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中/英文)，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園藝講座─夏季蔬菜果樹蟲害防護與種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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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哈里斯縣
共和黨 (HCRP ) 聲稱我們還有工作
要做, 完成一個成功的選舉任務。！
HCRP諮詢委員會投票支持下列的候
選人：皮爾蘭 (Pearland) 市長湯姆•
里德（Tom Reid）; Pearland市議會的
議員Woody Owens和丹尼爾•維拉為
帕薩迪納市議會議員。

HCRP 聲稱他們需要你的幫助，
讓他們在選舉終點線上完成成功的選
舉任務，並在所有這些地方選舉中投
票選出上述HCRP支持的候選人。請
參閱下面的HCRP電話聯繫電話信息
或互聯網聯繫Nathan Gordon，nathan.

gordon@harriscountygop.com獲取有關
如何在家中打電話選舉的信息。民主
黨和他們的左翼盟友仍在努力在我們
的後院損害我們的選舉計劃，請幫助
我們共同努力，阻止他們這樣做！

選後的第二輪選舉日期是6月10
日星期六！帕薩迪納市議會議員有一
個共和黨與民主黨人的競選，在蘭德
郡（部分在哈里斯縣），市長和市議
會）。我們可以在選舉比賽中發揮作
用，但需要迅速採取行動讓共和黨人
投票選舉。你現在可以幫助HCRP擊
敗民主黨！如果您有興趣掃街選舉，
請通過nathan.gordon@harriscountygop.

com 與 Nathan Gordon 聯繫 6 月 10
日星期六選舉地點和時間的政治
行動！

Kingwood 辦公室: HCRP NE
辦公室| 2523 Chestnut Ridge Rd
。，Kingwood，TX 77339; 總部:
HCRP 總 部 | 7232 Wynnwood Ln。
Houston，TX 77007; Baytown 辦事處:
HCRP Baytown 辦 事 處 | 4721 Garth
Rd。 ， Suite B100， Baytown， TX
77521; SE 辦公室: HCRP SE Office |
433 Bay Area Blvd.， Houston， TX
77598; NW 辦公室: HCRP NW 辦公
室 | 21542 St. Hwy 249， Suite B，

Houston，TX 77070。
帕薩迪納 (Pasadena) 選舉: 市長 -

共和黨人傑夫•瓦格納 (Jeff Wagner)
和約翰 (John) “JR”Moon在競選。A
區 - HCRP認可的候選人Daniel Vela
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的對手 Felipe
Villarreal在競選。 選舉日: 6月10日上
午7時至晚上7時; 帕薩迪納市每個市

議會區都有單一選舉位置。皮爾蘭
(Pearland) 選 舉: 選 舉 資 料 - https://
www.pearlandtx.gov/departments/
city-hall/election; 市長 - HCRP 認可
的候選人Tom Reid; 市議會 - HCRP
認可的候選人伍迪歐文斯 (Woody
Owens) ; 選舉日: 6 月 10 日上午 7 時
至晚上7時。

哈里斯縣共和黨 (HCRP) 宣布競選消息
選後的第二輪選舉日期是6月10日星期六！

在休士頓獨立學區(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HISD)

擔任了12年教育委員的Greg Mey-

ers，自2013年起與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以下簡

稱教育組）建立教育夥伴關係，

促成許多台美間教育合作案，佳

惠雙邊教師與學生。

在Meyers的支持與協助下，

4年來教育組與HISD推動的教育

合作，包括：HISD與教育組簽訂

華語教師招聘協定、HISD與台北

市教育局簽訂教育夥伴協定、

HISD 夏普思堂國際中學(Sharp-

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及愛德懷

特 小 學 (Ed White Elementary

School)與台中市惠文國小簽署姊

妹校協定進行國際筆友計畫及交換教師計畫、於德州公

民學校(Citizen Schools Texas)開設「哇！臺灣華語計畫」

課後輔導班，縮減弱勢生學習落差等。

除推動雙邊教師交換及學生交流活動、促成教育主

管機關間合作夥伴協定外，Meyers也把他對台灣教育的

支持，付諸實際行動，除積極參與台灣相關的各式活動

外，他也接待了許多來自台灣的教育單位及團體，包括

：台北市青少民俗運動訪問團、星光教育集團訪演團、

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分享其教育理念，期拋磚引玉讓更

多人參與，共同為教育盡一份心力。

有鑑於Meyers對台灣教育貢獻卓著，中華民國教育

部依「教育專業獎章頒給辦法」頒給三等教育專業獎章

以表彰其對國際教育的所做的努力與成效。Meyers為第

一位美籍人士，全球第12位受領教育部專業獎章的外籍

人士。頒獎典禮已於昨天（6月8日）在HISD教育中心

舉行，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於教

育委員會會議頒發。與會者除HISD學區總監Richard

Carranza及全體教育委員外，還有來自各界專業人士以

及休士頓僑界領袖等，也都共同參與盛會。

Greg MeyersGreg Meyers受頒台灣教育獎章受頒台灣教育獎章 美國第一人美國第一人

黃敏境處長頒贈教育獎章證書給黃敏境處長頒贈教育獎章證書給Greg MeyersGreg Meyers

HISDHISD 教育委員教育委員Anna EastmanAnna Eastman 代表德州州長代表德州州長Greg AbbotGreg Abbot頒贈賀狀給頒贈賀狀給Greg MeyersGreg Meyers

出席教育獎章頒獎典禮的各界專業人士大合影出席教育獎章頒獎典禮的各界專業人士大合影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美國的演唱
會很多，但是，華人巨星來美國開演唱會
可不是經常有，現場聲音生動精彩，深具
動態感，演唱者細膩的歌聲詮釋，豐富的
器樂演奏，都讓現場演唱會無比的迷人。
尤其，現場音樂會的氣勢更是驚人，那種
臨場感與空間感，舞台燈光設計與影像的
搭配，讓參加演唱會成為一件非常開心的
事。

深受喜愛的香港巨星郭晉安、鮑康兒
於6月10日在美南舉行演唱會，地點在奧
克拉荷馬州的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當天正好是周末，觀眾除了參與
演唱會之外，還可以在當地度假逍遙一番
，無論是賭場遊戲、美食餐飲、Spa美容
、或是全然放鬆，Choctaw賭場度假村都
提供極佳的選擇。

Choctaw 賭場度假
村是俄克拉何馬州東
南部的 AAA 四顆鑽娛
樂熱點，靠近達拉斯
，也是周末旅行或休
閒娛樂度假的完美去
處，這裡的房間頗為
寬敞，設有大型浴室
，無論與朋友或家人
，都可以玩的相當盡
興 ！ 裡 面 的 大 劇 院

(Grand Theater)可容納三千多人，經常性
地邀請巨星舉辦演唱會。

郭晉安曾獲TVB最受歡迎男主角，他
曾經藉著電視劇《戇夫成龍》、《阿旺新
傳》及《忠奸人》三度封為 「香港視帝」
，是繼羅嘉良和黎耀祥之後，第三位獲得
該榮譽最多次數的男演員之一。他演技精
湛，嘗試各種角色的演出，被譽為現在還
留在TVB的男星中，演技最好的一位，擁
有非常多的粉絲。

郭晉安推出過大碟 「一分一刻一點也
願試」，同時在他主演的電視劇集中唱主
題曲，包括心火 （台灣電視劇《天地傳說
之寶蓮燈》插曲）、會很美 （電視劇《美
麗在望》主題曲，與容祖兒合唱）、十萬
個為什麼 （電視劇《阿旺新傳》主題曲，

與宣萱合唱）、軟糖 （電視劇《阿旺新傳
》插曲，與宣萱合唱）、幪面超人555、
花樣奇案 （電視劇《古靈精探》主題曲）
、掩飾 （電視劇《ID 精英》主題曲，與
鄧健泓合唱）、追根究柢（電視劇《古靈
精探B》主題曲）等。

鮑康兒這位香港甜姐兒，能演能唱，
粉絲暱稱她鮑鮑、包包、魚魚。她曾經參
選2008年亞洲小姐，並獲得香港區友誼小
姐的殊榮。她在2012年加入香港電視網絡
，並參加許多劇集的演出，例如《選戰》
、《警界線》、《末日+5》、《夜班》、
《開腦儆探》共 14 套劇集，當中連續 12
劇集(《警界線》至《末日+5》)中均有參
與，為近年香港電視業界少見的例子。鮑
康兒已於2014年4月約滿香港電視，現為
自由藝人。

郭晉安、鮑康兒於6月10日晚間，在
奧克拉荷馬州的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舉行現場演唱會，七點半入場。九
點開始。免費入場，門票需事先索取，可
電 話 索 票 。 請 洽: 817-937-3014 或
580-920-0160 分機 1069。機會不常有，
歡迎民眾把握。

演唱會地點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地址是3735 Choctaw Rd, Durant,
OK 74701-1988。

郭晉安鮑康兒美南演唱會
實力派巨星實力派巨星 動感熱情邀約動感熱情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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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六月講座-主題:自殺預防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舉辦夏季苦瓜種植園藝講座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舉辦夏季苦瓜種植園藝講座

苦瓜，在休士頓許多華人的庭院中常見
到它的身影，這種一年生草本攀籐植物，依
果實外型可分為白皮苦瓜、綠皮苦瓜、翠綠
苦瓜及野生苦

瓜等。它秀氣的葉片及籐鬚、黃澄色的
花朵花以及晶瑩突起瘤狀的果實造型，是夏
日庭院中最清涼的點綴，當盆栽欣賞亦不為
過！它的果實性寒、味苦，含有蛋白質、脂
肪、醣類，及豐富維生素等營養，它的維生
素C含量在蔬菜中僅次於辣椒。

苦瓜雖然味道苦，但肉質脆嫩美味，無
論炒、煮、燜、涼拌、泡菜，均有清熱消暑
之功效，很受大眾歡迎。

6月10日週六上午10點, 休士頓華人園藝
協會(HCHC) 與恆豐銀行，將在中國城恒豐
銀行12樓的社區教室，聯合舉辦苦瓜種植園
藝講座。俞希彥老師為大家請來園藝高手謝
瓊麗，將與現場來賓及協會會員們分享她多
年栽種白玉苦瓜結實纍纍的兩大秘密訣竅。
另外一位華人園藝協會會員鄭衛國，也是苦
瓜種植達人，亦將請他來和大家分享種植優

良苦瓜的第一手經驗，以及炎炎夏日裡如何
照顧苦瓜植栽。

俞老師並準備了 20 盆 1 加侖的石榴果苗
、紫薇苗…, 還有許多時鐘花、鼠尾草、金英
花... 等免費花苗，讓大家在共同學習之余, 還
能滿載而歸,

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
恆豐銀行目前有提供個人支票帳戶、商

業支票帳戶、高利定存、活期儲蓄 IRA、兒
童儲蓄等存款服務，並設有免費的網路銀行
、免費的網路轉帳、ATM、Debit、Card，還
有保險箱出租及資料簽字公證等服務。恆豐
銀行提供全方面的貸款服務，包括新舊汽車
貸款、信用貸款、商業貸款、信用狀、國際
貿易服務、購物中心、辦公大樓、商業建築
等，服務專職、專業、專才及專精。

演講會後，有恆豐銀行準備的茶點招待
， 歡 迎 社 區 民 眾 踴 躍 參 加 。 有 興 趣 加 入
HCHC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的朋友們，亦歡
迎電話聯繫：281-685-5566 Jennifer 周。

角聲社區中心2017年六月17日(週六) 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半舉辦 「華埠心理健康課程」 主題:
自殺預防

講員:林呂寧華,LPCS德州註冊心理輔導
最近報章報導嘉義一十七歲高中生失蹤，後來被同學發現在樹上上吊身亡。這學生一向很乖

，是一好學生，但因父親過世，走不出哀傷，在網上發聲要去找爸爸，又去信母親致歉。可惜其
求死心願未被及時察覺，悲劇沒有來得及防止。筆者看到這個新聞，甚為這學生婉惜，想來若這
學生發出要去 「找過世的父親」時，旁邊有人敏感察覺他要終結自己生命的警號而為他尋求幫助
，或許這故事不會以此悲劇終結。

最近在不同年紀，不同羣體的自殺報導日益增加，角聲輔導中心為回應這當前的迫切需要在
六月十七日早上十時在角聲輔導中心舉辦 「自殺預防」講座。這講座內容是幫助受訓者學習如何
察覺有自殺傾向者及他們發出的求救訊號；練習勇敢回應，鼓勵這些有自殺傾向者尋找幫助，防

止他們容易輕生。這是一個裝
備自己的機會，就好像學習搶救心臟病發作患者的CPR，可能成為你身邊的朋友親戚的祝福。若
願意報名參加這講座，請電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下期講座預告:
9/16/17 隨遇而安，談何容易
張華美英,LPC 德州註冊心理輔導
10/21/17 如何在節日中面對哀傷
聯絡:角聲社區中心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036
Tel:713-270-660

"團結奉獻傳承三十" 2017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將於六月二十四曰晚上六時十五分舉行
地點在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 TX 77042)
當晚在華麗的大廳中欣賞美食,大家可以看到台灣各大專院校的校旗走上臺去,看到我們優秀的下一代領取獎學金,,觀賞校聯會合唱團再一次的演出以及超水準歌舞及服裝Show, 票價$100& $200 請

再度支持以及贊助，購票請電洽前會長 洪良冰 Nancy Chen 832-818-6688 或 email:nancygri@aol.com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壓力管理全方位"健康講座

6月11日星期天下午2點到4點, 僑教中心展覽室

（ 本 報 訊 ）
DAY 1: 搭乘航
班 前 往 以 色
列--特拉維夫
DAY 2: 早 上

10 點前抵達特
拉維夫，導遊
接機開始遊覽
。
午餐享用彼得

烤魚餐，配合
當地特色調料
及烹飪方法，
讓您體驗全方

位美食文化。乘仿造耶穌時代的漁船，飽覽加利利湖美景。參觀
【八福堂】是一座造型優雅的建築物，用當地的黑色玄武岩建成
，四周環繞著的一圈白色石柱，站在石柱圍就的迴廊上，近是美
麗的花園，遠則可眺望加利利湖。【五餅二魚堂】這裡是紀念耶
穌在加利利傳道時施行“五餅二魚”的神蹟。據說耶穌用5個餅
和2條魚餵飽5000人教堂內有復活主為門徒預備早餐的石桌子，
稱“基督的桌子”。桌子底下是用馬賽克舖的魚餅圖案，還可買

到刻有相圖案的各種旅遊工藝品。
DAY3: 早餐後前往以約邊境，進入約旦（從 Sheik Hussein

候賽因入關）。參觀【阿傑隆】，宏偉的12世紀伊斯蘭城堡，
由伊斯蘭領導人薩拉丁建於公元1184年左右。

午餐後前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最大規模之一的古羅馬城市遺
跡【杰拉什】。城內的古蹟分別屬於古希臘、羅馬和拜占庭、阿
拉伯伍麥葉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等時期。整座城市巨石鋪地，可是
地上依然深深刻下了古戰車的輪印，隱隱約約的殺氣直撲面門。
接下來前往安曼，遊覽【城堡山】，【古羅馬劇院】，【彩虹街
】，隨後前往餐廳享用晚餐。

DAY 3: 後前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最大規模之一的古羅馬城
市遺跡【杰拉什】。城內的古蹟分別屬於古希臘、羅馬和拜占庭
、阿拉伯伍麥葉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等時期。整座城市巨石鋪地，
可是地上依然深深刻下了古戰車的輪印，隱隱約約的殺氣直撲面
門。接下來前往安曼，遊覽【城堡山】，【古羅馬劇院】，【彩
虹街】，隨後前往餐廳享用晚餐。

DAY 4: 前往遊覽約旦的世界文化遺址-【佩特拉古城】。佩
特拉古城又稱玫瑰古城，特殊地貌使這裡呈現出絕美的顏色，納
巴泰人在此建造了他們的都城，古香料之路上他們將紅海沿岸盛
產的香料運往地中海，建造的都城可謂壯觀無比。佩特拉人的建
築能力在當時堪比金字塔。

DAY 5: 早餐後遊覽【小佩特拉】，在佩特拉古城以北六七
公里處還有一座和佩特拉相似的石頭雕刻的城市被稱之為“小佩
特拉”，對於喜愛攝影的您是不能錯過的選擇。前往“月亮之穀
”瓦地倫。乘吉普車進入沙漠深處，欣賞美景；也可在穀外貝都
因人帳蓬中休息，探秘貝都因人的生活（2小時）。最後前往酒
店休息。

DAY 6: 後前往享有“馬賽克之城”美譽的馬達巴，保留著
最古老的馬賽克中東地圖。遊覽聖山【尼泊山】，是傳說中摩西
升天的地方，在這裡能夠俯瞰到死海。

DAY 7: 前往以約邊境阿倫比橋，返回以色列之後外觀【國
會大廈】，國會大廈前是由英國政府贈送給以色列政府的七枝燭
台。以色列建國的時候，將七支燭台定為以色列國的國徽，是耶
路撒冷聖殿山的猶太第一聖殿中供奉的三種特別聖物之一。

DAY 8: 參觀主哭耶京堂（主哭耶京堂的設計外觀像眼淚，
象徵耶穌為耶路撒冷而哭泣，因為耶穌知道耶路撒冷將要遭受劫
難，也為要受苦、受難的耶路撒冷而哭泣）、喀西馬尼園、萬國
教堂（是在1924年完工祝聖的，是為紀念耶穌祈禱的聖堂，此
聖堂被稱為萬國教堂）。

DAY 9: 前往特拉維夫機場(TLV)，乘航班離開結束愉快行程
。(請預訂12pm後起飛航班)

【【全旅獨家全旅獨家】】以色列約旦以色列約旦--聖地探秘聖地探秘99天游天游! $! $17981798//人人！！1212月月88日出发日出发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成
立於1993 年，有24 年歷史的
衛凌學校幼兒園及豐富多彩的
課後班。

衛凌學校是持政府執照，
正規合法的幼兒園，成立於
1993 年，是休斯頓最早的華
人幼兒園。該校以中，英，西
三語教學，全面培養幼兒的語
言能力。幼兒園免費提供營養
早、午餐，上下午並免費提供
健康點心。由於該幼兒園持有
正規執照，孩童的學費可抵稅
。

衛凌學校招收 8 周至 12
歲兒童，是中國城附近唯一接
收 18 個月以下幼兒的華人幼
兒園。並根據孩子的年齡科學
分班，避免＂大小孩兒＂同處
一班，並根據科學合理師生比
例，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得到貼

心的照顧。
衛凌學校收費合理，並免

費提供申請政府補貼服務，每
人最高可達 90%； 並免費提
供申請＂助學金＂補貼服務，
每人每月最高$100 元； 同時
，推薦與被推薦雙方均有機會
獲得每人$50 元的＂返現優惠
＂； 同時，凡持有本廣告的
新生，每名新生均有機會獲得
一 次 性
學 費 減
免$50 元
的 優 惠
。

另
外 ， 衛
凌 學 校
的 豐 富
多 彩 的
課 後 班

也頗值一提，不僅學校附近免
費校車接送，上下午提供免費
健康點心外，周一至周五下午
增設＂藝術興趣班＂。

衛 凌 學 校 地 址 ：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聯 繫 方 式 英 文 ：
281-530-9895， 中 文 ：
713-653-4320， 學校網址：
www.vanguard-academy.net

衞凌學校幼兒園 & 課後輔導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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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
ChampionsChampions分行搬遷剪彩分行搬遷剪彩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銀行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銀行3030
周年慶頒發清寒學生獎學金周年慶頒發清寒學生獎學金

金城銀行台南地震捐款金城銀行台南地震捐款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

金城銀行台南地震捐款金城銀行台南地震捐款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銀行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銀行3030周年慶高爾夫球賽頒發優勝者獎杯周年慶高爾夫球賽頒發優勝者獎杯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 回饋社區不遺餘力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健康日現場免費醫療及營養諮詢現場健康日現場免費醫療及營養諮詢現場。。

老人服務協會今年第二季慶生會

到了午後還不斷有人趕來參加。

光鹽社上周六舉行健康日活動

著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前立者 ） 應邀擔任慶
生會健康專題講座的主講人。

豐建偉心臟科醫生（ 右立 ） 在會中回答觀眾
（ 左立 ） 的提問。

「愛人如己」 的豐醫生 將
「 腦中風 」 的各種症狀

，分析的鉅細靡遺。

「 美南華文作協 」 現年八十
多歲的馬德五先生（ 左立 ）
向豐醫生（ 右立 ） 發問。

當天的貴賓 「 台北經文處」 林
映佐副處長（ 左立 ） 也向豐醫
生（ 右立 ） 發問頻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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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Xi Arrives In 
Kazakhstan For State Visit, 

SCO Summit, Expo 2017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front) is 
welcomed by Kazakhstan First Deputy Prime 
Minister Askar Mamin upon his arrival in 
Astana, Kazakhstan, June 7, 2017.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Wednesday 
for a state visit to Kazakhstan and the 17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During his stay in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y, Xi will als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xpo 2017 in Astana. (Photo/
Xinhua)
ASTANA, June 7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here Wednesday for a state visit 
to Kazakhstan and the 17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During his stay in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y, Xi will 
als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xpo 2017 
in Astana.
"I am glad to come to the beautiful country of 
Kazakhstan. I have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magnificent Kazakh steppe, vibrant rivers, the racing 
horses and most of all, the warm-hearted and sincere 
Kazakh people," Xi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released 
upon his arrival at the airport.
"China and Kazakhstan, friendly neighbors boun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have been committed to 
consolidating our political mutual trust,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all areas, and promoting our 
co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since 
the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25 years ago," he 
noted.
"The booming China-Kazakhstan relationship has 
brought concrete benefits to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s," he said. "I look forward to engaging in 
deep-going exchanges with my old friend, Presid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and chart the course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together."
The Chinese president also expressed his readiness 
to exchange ideas with other top leaders of the SCO 
members, and wished the Expo 2017 in Astana a full 
success.
The trip marks Xi's first visit to Central Asia this year. 
The Chinese leader had visited Kazakhstan twice since 
taking office, respectively in 2013 and 2015.
"Over the p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the ever-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Xi said in a signed 
article published earlier Wednesday in the Kazakh 
newspaper Aikyn Gazeti. "Our two countries are not 

only good neighbors, but also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
Xi propose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part of h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the Nazarbayev University 
on Sept. 7, 2013. The country has since then been 
committed to aligning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urly Zhol," or "Bright Path" in the Kazakh language, 
with the China-proposed initiativ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a proposal to actions, 
and from a concept to practice," said Xi in the article. 
"We need to synergize ou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 
faster pace."

President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s presence at the Expo 2017, with the theme 
"future energy," not only shows China's full support to 
Kazakhstan, but also the importance China attaches to 
new energy, said Chinese Assistant Foreign Minister 
Li Huilai on Monday.
The highlight of this year's SCO summit will be the 
formal access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to the SCO 
and China's assumption of the bloc's presidency 
upon conclusion of the meeting, according to Sun 
Zhuangzhi,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CO Research 
Cent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joining of New Delhi and Islamabad, the first ever 
expansion of the SCO, will make it an eight-member 
regional organization that covers three-fifth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with nearly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SCO Secretary-General Rashid Alimov said earlier 
that the membership of India and Pakistan, both 
regional heavyweights, will enhance the SCO's role in 
combating cross-border terrorism and promoting free 
trade.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Buying Up                                                
Overseas Assets At The Fastest Pace On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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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buying up overseas 
assets at the fastest pace on record. The numbers reveal 
a lot about the country’s growing global ambitions.
On May 8, China’s YTO Express Group Co Ltd agreed 
to buy On Time Logistics Holdings Ltd for $134 
million.
Chinese companies are following on from last year’s 
record acquisition spree, when they announced $249 
billion of foreign purchases. The nation’s overseas 
dealmaking started as a hunt for the raw materials 
needed to feed steel mills, suppor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keep the nation’s factories humming—the so-
called old economy.
As China grew, so did its appetite for foreign 
acquisitions. They’ve shifted focus to acquiring the 
brands and technology China needs to transition to an 
economy driven by domestic consumption more than 
exports. As China’s dealmaking exploded, the types of 
companies it’s buying have changed.
Before 2013, China’s overseas dealmaking was 
dominated by state-owned companies acquiring iron 
ore deposits in Australia, energy producers from 
Canada and copper mines in Africa. More than half 
of the purchases were of energy and commodities 
companies. Now private entrepreneurs are snapping up 
marquee assets like Italian football teams, American 
film studios and French fashion houses while 

government-backed buyers purchase chipmakers and 
crop technology. For a better sense of how China’s 
targets have changed, let’s look at annual deal volumes 
by industry.  

Favorite Destinations
China has made energy acquisitions across the world, 
with the biggest being Cnooc Ltd.’s 2012 agreement to 
buy Canada’s Nexen Inc. for $14.3 billion following 
smaller deals in Central Asia,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it has started buying more 
consumer companies, with a $4.7 billion deal for U.S. 
pork producer Smithfield Foods Inc. in 2013 and this 
year’s $821 million purchase of Italian soccer team AC 
Milan. China has also made bolstering its technology 
prowess a national priority, leading to purchases like 
an IBM server business and chip designer Spreadtrum 
Communications Inc. (Courtesy https://www.
bloomberg.com/graphics/2016-china-deals/) 

TASHKENT, June 24, 2016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3rd R) and leaders of 
othe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pose for a group photo 
before the 16th 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meeting in Tashkent, Uzbekistan, June 
24, 2016.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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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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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