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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康元與王琳博士夫婦主講
「壓力管理全方位」健康講座
一項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等五大大校友會舉辦

的健康講座「 壓力管理全方位」上周日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舉行﹐邀請學驗俱佳﹐著名的陳康元醫師﹑王
琳博士夫婦以全方位的視野﹐鉅細靡遺的為大家解
說「 壓力管理」﹐講述不同壓力造成的影響和症狀﹒
吸引包括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和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等僑界人士出席聆聽﹒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我們重視您的

事業發展
無論你正要開始新的職業生涯，還是希望作出改變，一個

公司能否為你提供成功所需的工具和資源非常重要。金融

服務公司並非都一樣。他們提供的產品、幫助、持續的

培訓和營銷大有不同。做為萬通互惠理財的銷售代理公

司，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將提供您具有競爭

性的薪資與福利，其中包括：

•  全面的專業職場培訓

•  營銷計劃和工具，以及持續的支持，以幫助您建立業務。

•  無限的事業發展機會

•  萬通互惠理財廣泛的產品和銷售工具

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您將代表一家圍繞客

戶需求而建立的，名列財富500強，並擁有160多年歷史的

公司。讓您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萬通互惠理財金融集團(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是指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簡稱「萬通互惠理財」)
及其關係企業與業務代表處。地區銷售代理商並非萬通互惠理財旗下公司或相關企業。財務代表為獨立外包員工，並非萬通互惠理
財、其旗下公司，或代理公司之員工。 代理機構管理人員並非萬通互惠理財的管理人員。理財服務代表為獨立締約人，而非萬通互
惠理財、其子公司或與其締約之總代理機構之員工。保險產品由萬通互惠理財（Springfield, MA 01111) 以及其旗下公司 C.M. Life 
Insurance Co. 和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 (Enfield, CT 06082) 發行。萬通互惠理財於2016年財富500強（FORTUNE® 
500（中名列76。(財富雜誌, 6/15/2016)。CRN201705-192417

人壽保險+退休服務/401(K)計劃+傷殘收入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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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康元與王琳博士夫婦主講
「壓力管理全方位」健康講座
一項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等五大大校友會舉辦

的健康講座「 壓力管理全方位」上周日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舉行﹐邀請學驗俱佳﹐著名的陳康元醫師﹑王
琳博士夫婦以全方位的視野﹐鉅細靡遺的為大家解
說「 壓力管理」﹐講述不同壓力造成的影響和症狀﹒
吸引包括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和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等僑界人士出席聆聽﹒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說，外國對美國
傾銷鋼材和鋁材的行為“很快”會被終結。
川普星期一會見政府內閣官員之前對記者做出
上述表示。他沒有提供更多的細節。外界認為
，美國對鋼鐵進口的一項反傾銷調查是對中國
對美出口做出的反應。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星
期一透露，美國商務
部對鋼鐵進口如何影
響美國國家安全的一
項調查本星期將有新
的說明。
斯派塞在例行記者會

上說，行政部門屆時將建議美國國
會對鋼材貿易中的傾銷問題出台新
法規。他說：“商務部長羅斯本星
期晚些時候將公布基於《貿易拓展
法案》232條款的有關審查的新進
展。消息公布後，美國國會將收到
在鋼材和鋁材等領域處理反傾銷規
定的建議。”
川普總統4月20日責成美國商務部
根據1962年《貿易拓展法案》第
232條款的規定，對包括中國在內
的海外鋼鐵進口展開特別調查。

232條款規定，一旦發現外國進口
有損美國的國家安全，總統有權對

外國進口實施緊急貿易制裁。
商務部長羅斯曾表示，這項調查是對中國對美
國鋼鐵市場的傾銷做出的回應。
與此同時，27名美國國會議員要求美國財政部
否決中國忠旺鋁材的下屬公司對美國愛勵鋁業
公司（Aleris Corp）的收購交易。
這些國會議員6月9日在寫給美國財政部長努欽

的信中說，批準這一收購將是一個戰略錯誤。
這封信說，愛勵鋁業涉及軍工產業鋁制品的生
產和測試，該公司的技術和研發對美國經濟和
國家安全利益至關重要。
中國忠旺的公關代表、香港“基石傳訊”星期
一在發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美
國議員聯署的信件是基於錯誤資訊及不實報導
而撰寫的，而且交易的收購方為Zhongwang 
USA（忠旺美國），該投資公司由劉忠田先生
領導並獨立於上市公司中國忠旺，Zhongwang 
USA 及中國忠旺均不是國有或國家控制的企業
”。
美國愛勵公司的發言人表示，美國議員反對這
一收購是“基於錯誤的信息”，稱愛勵並不制
造用於國防工業的產品。

【VOA】第二家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通過表決
，維持暫停執行美國總統川普頒布的旅行禁令

。
星期一，舊金山的第九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維持
了夏威夷聯邦地區法院上個月的原判，暫停執
行川普的旅行禁令。這項旅行禁令暫時禁止來
自六個以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國家的人入境美
國。
星期一的這項裁決與位於維吉尼亞州的第四聯
邦巡回上訴法院在5月25日作出的裁決類似。
在那項裁決中，第四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維持了
馬裏蘭州一位聯邦法官下達的禁止執行旅行禁
令部分內容的裁決。

KVVV

︱美國總統川普（右）6月12日在國務卿蒂勒森陪同下參加
     內閣會議。

︱抗議者聚集在西雅圖的一家聯邦法院外抗議
     川普總統頒布的旅行禁令（2017年5月15日）

《中國文藝》
傳揚中華傳統藝術文化

節目花絮。

▲

▲節目花絮。

美國限制進口中國
鋼材將有新動作

又一聯邦上訴
法庭擱置川普
旅行禁令

節目介紹：《中國文藝》是中文國際頻道(CCTV4)唯一一檔日播的綜藝欄目。自1996年開播以來，已陪伴海內
外觀眾走過數載。節目致力於將中華藝術精品文化介紹給海內外華人，傾力打造中國傳統和現代藝術的電視傳播
平台。

平常日播出的的文藝專題，綜合了節目欣賞和幕後解讀。而周
末版是《中國文藝》欄目致力打造的原創品牌，是一檔兼具民
族化和國際化特徵的大型演播室綜藝節目。通過現場表演、嘉
賓訪談、紀錄短片和觀眾互動等方式，多角度觀察和發掘藝術
家精品，體現中國文化藝術自身的博大精深和擁抱世界文化的
胸襟。

播出時間：周六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周一凌晨12
時至1時、周三下午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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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紐約訊】無論你是美國ZK中科靈

芝孢子三萜油的新老客戶﹐即日起至6

月30日的「父親節大饋贈」活動期間購

買該產品﹐就可免費獲得特供北美市場

的「美國ZK靈芝精粉膠囊」﹐饋贈數量

是「買3 送1」﹐即買3瓶美國ZK靈芝孢

子三萜油(中科靈芝孢子油的特供北美

包裝)﹐即可免費獲得１瓶價值$30靈芝

精粉膠囊﹐或凡是購買1-4個季度用

量﹐不僅獲得免費靈芝製品﹐同時還享

受高達7折以上會員優惠價格﹒

美國ZK中科靈芝孢子三萜油是中

國科學院科學家歷經6年﹐潛心研製出

的世界頂級─抗腫瘤靈芝孢子三萜油

的膠囊﹒自1998年問世以來﹐該產品

廣受海內外30多個國家的青睞﹒該產

品原材料選自「國際GAP標準中科院

黃山靈芝培植基地」純天然赤靈芝品

種﹐其種子藥效濃度最高﹑靈芝三萜類

物質含量最豐富﹒採用國際最先進現

代純物理破壁技術﹐將靈芝孢子粉首先

破壁﹐然後採用醫藥技術「超臨界CO2

萃取」技術提純能夠直接輔助毒殺腫瘤

細胞﹐和間接抑制腫瘤生長的靈芝抗腫

瘤核心功效成分—靈芝三萜類物質和

靈芝萜三醇物質﹒

該產品是國際上唯一的「靈芝孢子

油優選暨靈芝三萜類測定技術和測定

參照物﹑國際唯一擁有靈芝孢子油(靈

芝三萜類)指紋圖文技術靈芝產品﹑國

際唯一擁有靈芝孢子油GC --MS全

成份分析技術﹐並且可確定高效輔助抗

腫瘤作用的產品﹒

2000年美國ZK中科靈芝孢子三

萜油在美國MW公司醫學總監布魯

斯﹑泰勒博士的舉薦下進入北美市場─

美國品牌SINO-SCI ZK﹒

2004年3月﹐法國科學院與中國科

學院﹐簽署中法共同研究中科靈芝孢子

油抗腫瘤計劃書﹐對中科靈芝孢子油進

行深入研究﹒目前﹐特供北美市場的美

國ZK中科靈芝孢子三萜油已經獲得國

際11家癌症中心的輔助臨床試驗﹐共

計200 多位國際前沿的醫學科學家參

加實驗﹒ 「美國ZK中科靈芝孢子三萜

油」是目前世界上所有靈芝類產品的三

萜類科技含量最高且成分含量高達

40%以上﹒

美國ZK中科靈芝孢子

三萜油15年來﹐以其世界頂

尖醫學技術─超臨界CO2

萃取技術和精湛的品質穩佔

北美靈芝保健品市場﹐並廣

獲海外消費者的信賴﹒北美

諮 詢 訂 購 電 話:

1-877-704-7117﹐癌症康

復 專 線:832-588-7516﹒

德州獨家零售-東方盧林中

醫 713-774-5558﹐亦可瀏

覽 www.chinesemiracle-

herb.com﹒圖示美國ZK中科靈芝孢子

三萜油連續10年獲得中國315保護消

費者協會的 「產品信得過獎」﹒

父親節大饋贈: 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
買多免費送多食用靈芝全家增強免疫

亞裔房地產協會在BB&T銀行贊助之下召開
BB＆T家庭購房貸款及相關服務的午餐研討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全美亞裔房地產協會(AREAA)在
BB&T銀行贊助之下, 於2017年6月13日從上午11點半到下午
1:00在位於9800 Town Park | Houston, Texas 77036的中華文
化服務中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會議室召開主題為
“BB＆T家庭購房貸款及相關服務” 的午餐研討會。研討會由
前任AREAA會長林富桂女士(Dawn林) 和AREAA創始人和榮譽
主席李雄(Ken Lee) 邀請和全美亞裔房地產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
Eugene Wang, 及BB&T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高級抵押貸款經理
Tulu Kaifee共同主持本次研討會活動。休斯頓市住房和社區發展
部主任, Tom McCasland, 也參加了這次研討會，以支持人們找
到可靠和負擔得起的抵押貸款。

會議議程包括：上午11：30分 - 研討會登記/自助午餐和聯
誼。中午12:00 - 由 AREAA休斯頓分會會長, Eugene Wang, 致

歡 迎 辭, 及
BB&T 銀 行
高級副總裁
兼多元文化
抵押貸款經
理的主題演
講。演講後
，由會長主
持問題提問
和問題解答
部分的議程
。 Tulu
Kaifee 介紹
“家庭購房
貸款及相關
服務和第一

次購房者的實惠抵押貸款解決方案” 的
計劃。 BB&T銀行多位VP 副總裁及銀行
抵押貸款/銷售經理提供許多抵押貸款相
關信息和信用卡信息。演講後，由Wang
會長主持抽獎活動。

主題演講描述和報告在全美購房的現
狀及趨勢，負責任地擴大房屋所有權, 其
中包括以下各點：房地產市場的狀況，產
品和提供，以幫助購買房地產市場的業務
和資源來支持您的業務。更新負擔得起的
貸款生態系統：思考和行動整體和戰略性
地建立關係。了解市場並確保您的成功。
也比較了城市抵押貸款和事實的差異和利
差。關鍵的問題是我做了多少，如何找到
一個實惠的抵押貸款，以幫助2016 第一
次買家 (35%) 購買他們想要的房地產。
目前的房地產市場，就業和工資都好，甚
至有所增長，到2015年有130萬戶家庭
建成。但困難的部分是很難充分了解抵押
選擇和流程，房價不斷上漲，利率也在增
加，這些因素使買家難以買房。年輕的千禧年平均年齡約26.3
歲，平均年收入為51,000,000美元，貸款貸款為14％。 BB＆T
銀行現在有2400萬的抵押貸款。

使用BB＆T銀行貸款貸款的好處如下：低預付款個人資金
沒有最低借款人捐款; 靈活的支付和成本基金選擇權; 沒有現金
出資的融資; 一個單位所有者佔有財產無需儲備（2-4個單位的
2個月儲備金）; 借款人免費提供購房者教育。 BB&T銀行也覆
蓋抵押保險來保護房屋買家。 BB&T銀行提供各種貸款期權，即
使您的情況與BB&T的假設不符，您仍可能有資格獲得貸款。房

價根據市場情況和財務狀況而有所不同。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
請聯繫研討會由前任 AREAA 會長林富桂女士(Dawn 林) 和
AREAA創始人和榮譽主席李雄(Ken Lee) 邀請和全美亞裔房地產
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 Eugene Wang, 或BB&T銀行高級副總裁
兼高級抵押貸款經理Tulu Kaifee。

亞裔房地產協會(AREAA) 於2003年成立，是一個非盈利性
組織，致力於為地產界專業人士提供服務，促進亞裔全美人擁有
自己的房產，歡迎人們加入全美亞裔房地產協會，把握這個千載
難逢的商機，為這些市場提供貢獻, 也有利於大家。

馬德五先生告別式昨舉行
李蔚華先生代表國會議員頒贈美國國旗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華文作協理事，著
名作家馬德五先生告別儀式，於昨天（6 月13 日 ）上
午九時起在永福殯儀館舉行。恭請玉佛寺淨海法師誦
經，開示，慈濟不少師姐前往助唸，美南報業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並帶來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贈
送的曾飄揚在國會山莊的美國國旗，以表示對馬先生
的致敬及哀悼。

馬德五先生於1931 年3 月11 日生於江蘇灌雲縣
馬前河莊，從小受私塾教育，中國內戰爆發後，與父
親及家人一起抵達台灣，在台受完大學教育，畢業於
台大中文系，並進入國營中本紡織廠及第一銀行任職

，並認識他的夫人趙耀文女士，兩人育有三名子女。
在商業界朝九晚五的工作不能滿足他學習的慾望，50
年代末他毅然赴美留學，在密西根研究所攻讀圖書館
學，畢業後與台灣來的陳先生開創一番成功的事業，
直到20 世紀末搬來德州，而成為一位全職的雙語作家
，著作先後在內地和北美出版。其一生成功融合中西
文化，將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以他細膩的文筆介紹
給東西方讀者。

淨海法師在介紹與馬先生交往的歷史，除了馬先
生常以他優秀的英文幫助僑社外，也為人非常客氣，
熱誠，常幫助人等優點。

圖為休士頓市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主任圖為休士頓市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主任Tom McTom Mc--
Casland (Casland (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 也特別趕來關注也特別趕來關注，，與與
AREAAAREAA 的前會長林富桂律師的前會長林富桂律師（（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 在觀在觀
眾席上眾席上。。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BB&TBB&T 銀行代表與銀行代表與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AREAA)AREAA) 的代表在座談前合影的代表在座談前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一右一 ）） 帶來美國國會議員帶來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的贈送美國的贈送美國
國旗致敬文告國旗致敬文告，，交給馬德五先生夫人趙耀文女士交給馬德五先生夫人趙耀文女士（（ 右二右二）） 旁為馬先生子女旁為馬先生子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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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你在準備婚禮時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本報訊）美聯社報導，老布希12日在緬因
州肯納邦克波特的家中，與妻子芭芭拉及其他家
人低調慶祝93歲大壽。

老布希1924年6月12日生於麻薩諸塞州，
1989年至1993年任美國第41任總統。此前，他
擔任過國會議員、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中央情報
局局長和雷根總統兩屆任職內的副總統。

20世紀70年代，老布希任美國駐中國聯絡
處主任期間，和夫人芭芭拉經常騎著自行車穿行
於北京的大街小巷，被譽為 「騎自行車的大使」
。

芭芭拉剛剛於6月8日度過92歲生日，老布
希當天曾在推特發文，甜蜜祝福妻子生日快樂，
並強調 「我仍然是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 。夫婦
二人今年初度過了第72個結婚紀念日，是美國曆
史上結婚時間最長的總統夫婦。

今年老布希因肺炎和支氣管炎等癥狀三度住
院治療，芭芭拉也曾患支氣管炎住院。因此夫婦
倆已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

曾經參加二戰並在太平洋艦隊擔任魚雷轟炸
機駕駛員的老布希，酷愛跳傘。他在自己75歲、
80歲、85歲和90歲生日，以及2007年總統博物

館重新開館時跳傘慶祝，成為全世界當過總統的人中跳傘年齡最大的一位。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消息，老布希的辦公室主任簡·貝克（Jean Becker）向媒體表示，今年前總統將肯定在地面慶生，她開玩笑

說 「已經把降落傘藏起來了」 。

德州1高中生 獎學金全捐罹癌青少年

老布希家中慶祝老布希家中慶祝9393歲生日歲生日

(本報訊）一名17
歲德州高中生因為
親生姊姊是癌症倖
存者，努力籌募癌
症研究基金而在日
前受到表揚，並獲
頒 2500 美元獎學
金，但他卻把全部
獎金捐給兩年前得
了血癌的一名青少
年。

就讀德州奧斯汀（Austin）海德公園高中（HydePark High School）
的布萊德雷（Chase Bradley），由於姊姊杭特（Hunter Bradley）成功
抗癌5年，為了幫助包括姊姊在內的癌症患者，他積極投入癌症研究基金
募款。

布萊德雷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專訪時說： 「我永遠記得爸爸
說姊姊罹癌那一刻。當時我不了解這一切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家庭會
因此受到什麼影響。我記得在病房陪姊姊時強顏歡笑，努力忍住不要在
她前面掉淚。醫院那樣的環境讓人非常心痛。我給姊姊一個擁抱，大家
情緒都很激動。 」

這個學年，布萊德雷與奧斯汀地區其他13名學生，加入了為 「白血
病與淋巴瘤學會」 （Leukemia andLymphoma Society）募款的活動，在
短短7週內共募得5萬7000多美元善款，將做為癌症研究基金。布萊德
雷因此獲得表揚，以及2500美元獎學金。

布萊德雷表示，還沒得到獎學金之前，心裡就已經許下承諾，如果
真的拿到獎學金的話，想全部捐給像姊姊一樣成功戰勝病魔的癌症倖存
者。

他說： 「我並不想自己把錢留著，因為我知道癌症所影響的對象，
絕對不是只有患者一個人而已。對於正在與癌症對抗的高中生患者來說
，我不希望他們還要為有沒有足夠的錢可以上大學而煩惱。 」

獲頒獎學金之後，布萊德雷請求 「白血病與淋巴瘤學會」 代為尋找
一名合適的高中生癌症病友。在學會幫忙下，18歲的賈西亞（Sergio
Garcia）成了2500美元的受贈對象。賈西亞在2013年診斷罹患白血病，
抗癌成功已有2年。

對於布萊德雷的善行，8日領到獎學金的賈西亞表示由衷感謝。他
說： 「我們素不相識，他卻願意為我做這樣的事，我非常感謝。 」

賈西亞也說，因此也跟布萊德雷變成了好朋友，這筆獎學金將用來
繳付今秋進入奧斯汀社區大學（AustinCommunity College）就讀的學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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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稱老外紮堆來亞洲職業鍍金：
在中國最能練手

在臺灣教了兩年英語後，阿蘭·麥基
弗準備開始壹份新的職業。他當初來到
亞洲，是因為英國工作難找，所以選擇
來這裏教英語。但他還想進壹步開拓自
己的職業生涯。所以，這個32歲的蘇格
蘭人來到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在當地
的壹家招聘公司找了份工作。

據報導，麥基弗還考慮過新加坡和
香港，但最終選擇上海是因為這裏的經
濟增長迅猛——而且，他還會說壹點普
通話。

麥基弗表示，短短幾個星期，他就
跟首席執行官和老板見了好幾次面，他
還是全公司 180名員工中唯壹的外國
人。“我剛去不久，他們就讓我肩負重
任，所以我需要學習很多新技能。我在
獵頭行業沒有經驗，甚至完全沒有商業
經驗。”

麥基弗很享受這種陡峭的學習曲
線，但在上海工作兩年後，他還是回到
了臺灣。這壹次，他的適應過程比上壹

次容易許多。
“我從臺灣去上海時，大概申請了

100個職位。”麥基弗說，“但當我從
上海回到臺灣時，只打了壹個電話。”
那是2015年。在另壹家招聘公司工作兩
年後，他現在已經成為亞洲獵頭公司伯
樂的高級經理，手下管理著4個人。

文章稱，雖然擁有大約85萬外國人
（約有1/3住在上海），但中國並不是
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拓展職業生涯的唯
壹去處。由於倫敦和紐約等傳統熱點城
市的競爭日益激烈，把目光轉向其他國
際化城市反而能挖掘更大的價值。這不
僅包括迪拜和新加坡，還包括很多名氣
稍遜壹籌的地方。

目標城市
既然如此，哪些城市最適合有抱負

的專業人士呢？
文章稱，國際勞工組織和亞洲開發

銀行估計，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

10個國家在2010至2015年間大約需要
增加1400萬高技能勞動者——增幅為
41%——其中很多人都需要在這些國家
的首都工作。

例如，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壹些
大城市可能需要具備服務意識和技術能
力的人才，而不再像以前那樣渴望低端
制造業勞動力。隨著政府通過各種措施
將上海打造成為科技創新中心，跨國獵
頭公司預計：網絡安全、大數據、數字
分析和金融科技將成為人才需求最為緊
俏的領域。

文章稱，迪拜多年以來都是外國人
聚集的熱點地區，外籍人士在那裏的失
業率僅為0.19%。雖然石油和天然氣價
格下跌對當地經濟構成壓力，但迪拜正
在努力發展新的增長來源。去年那裏推
出了自己的《工業化戰略2030》，希望
在航空、工程和制藥等6大領域創造2.7
萬就業崗位。

“發展職業的最佳地點是那些最需
要人才的地方。”馬裏奧·菲拉羅說，他
是美世咨詢亞洲、中東、非洲和土耳其
國際流動性實踐負責人，“這都要歸結
於基本的經濟供需規律。”

爭奪人才
文章稱，為了爭奪高技能人才，某

些國家甚至城市都針對外國人和創業者
設計了專門的項目，希望吸引最好的人

才。
2010年，中國開始利用“千人計

劃”為頂尖高等院校引進海外高層次
人才，大幅簡化了人才引進流程。馬來
西亞也為“海外人才”提供長期居住簽
證，允許某些專業人士在該國居住和工
作長達10年時間。荷蘭也在2008年啟
動了相關計劃，幫助外國人在阿姆斯特
丹及其周邊地區工作。

不過，對於希望促進自己職業發展
的外國人來說，有兩個亞洲城市的吸引
力格外突出。

匯豐銀行的《Expat Explorer》調
查報告發現，約有68%在香港工作的外
國人表示，這裏有利於他們的職業發展
，新加坡的比例為62%（全球平均數為
43%）。美世咨詢的菲拉羅已經在新加
坡生活和工作了19年，他表示，這兩個
城市的高品質生活和低稅收環境也對外
國人頗具吸引力。

困難猶存
不過，那些想要到海外拓展職業路

徑的人卻有可能受到簽證問題或當下政
治環境的制約。

文章稱，雖然新加坡仍對外籍人才
開放，但也壹直在調整與海外高技能員
工有關的法律。由於新加坡人擔心城市
過度擁堵，害怕工作被外國人搶走，所
以企業現在必須“公平對待”本地應聘

者。如果不遵守這壹規定，便有可能被
加入觀察名單。

菲拉羅表示：“無論我們喜歡
與否，今後幾年的各種發展都有可
能給在海外尋找工作機會的人帶來困
難。”

文章稱，這些政策與很多年輕勞動
者的目標有所沖突。匯豐銀行的《Ex-
pat Explorer》發現，“千喜壹代”最
有可能到海外尋找新的職業挑戰。

有的人正在充分利用海外實習或
就業機會進行嘗試。例如，自從2008
年以來，倫敦的士亞商務咨詢有限公
司（簡稱：CRCC）已經安排 6500 個
年輕人在中國從事無償工作。參與這
個項目的人來自 150個國家或地區，
其中有40%的實習生來自美國，35%
來自英國。

“關鍵在於文化接觸和信心，以
及由此獲得的軟技能。”CRCC聯合創
始人愛德華·霍爾羅伊德·皮爾斯說，
“他們可以在中國獲得很多細分行業
的知識。”

文章稱，雖然重新在臺灣定居，但
麥基弗絲毫不為自己在上海的那段經歷
感到後悔。他相信這是發展自己職業生
涯的必要步驟。

“如果我沒去過上海，根本不可能
找到現在的工作。”麥基弗說，“上海
極大地提升了我的求職競爭力。”

上海發布藍領人才流動指數 藍領人才多集中在郊區
綜合報導 在上海發布的“上海藍領人才流動

指數”顯示，上海郊區仍是藍領人才集中的主戰
場，服務業藍領人才較為集中在中心城區。

該指數由上海產業轉型發展研究院和優藍網聯
合發布。這也是上海出臺鞏固提升實體經濟50條
後，由社會第三方首次發布的有關藍領人才流動及
分布的指數，旨在引導藍領人才資源優化配置，提
高各級政府和社會對藍領人才的關註重視和愛護培
養，形成合理的藍領人才培訓、使用、流動和報酬
的機制，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保障。

本指數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匯總、分析，按照需
求企業數、崗位需求數、入職率、離職率、平均薪
酬、專業招聘機構等12個指標，科學設置權重及

計算方式，根據對上海藍領人才用工量大的14738
家企業（其中制造業8999家，服務業5739家）、
在優藍網平臺上壹年累計簡歷投遞人數2296550
人，企業面試1148275人，入職688965人的數據
分析，形成了藍領人才流動的指數體系。

根據該指數，從藍領人才流動綜合排名看，浦
東新區居各區之首，閔行、嘉定、松江、靜安、徐
匯排2至6位。從制造業排名看，浦東、嘉定、閔
行、松江、寶山、奉賢位居前6名。從服務業排名
看，則是浦東、普陀、黃浦、嘉定、閔行、青浦排
名前6位。

值得註意的是，從各區制造業與服務業藍領人
才流動的結構看，郊區與中心城區的差異比較明

顯，郊區仍是藍領人才集中的主戰場，部分郊區對
藍領人才的需求超過中心城區，而在中心城區，服
務業藍領人才比較集聚。

其中，上海浦東新區位居藍領人才各類流動
指數之首。優藍網品牌總監張健分析稱，浦東新
區不僅具有服務業的集聚，還有壹批開發區發達
的制造業基礎，藍領入職率高，平均薪酬增長幅
度大，各項數據均名列前茅，是上海藍領人才的
高地。

張健說，上海的閔行、嘉定、松江區不僅綜
合排名（服務業和制造業）已超過傳統的靜
安、徐匯、黃浦等區，而且從服務業藍領人才
的排名看，青浦已超過徐匯，松江已超過虹口，

原因是這些原來的郊區不僅繼續保持了制造業的
優勢，服務業近年來也取得了迅猛發展，使這方
面的人才需求大增。

在部分郊區，如浦東外環線外的臨港、金橋等
產業基地，以及嘉定、閔行、松江、寶山、奉賢等
區，都有壹批先進制造業基地，這些區域招工需求
量大，藍領入職概率高，藍領平均薪酬較高，成為
制造業藍領的主要集中和需求地。

而在上海的黃浦、普陀、徐匯、靜安等中心城
區，不僅有大量的生活性服務業就業崗位，還有許
多生產性服務的需求，因此，這些區域企業的集聚
度高，用工需求旺盛，服務型藍領入職率提高快，
薪酬水平高，需求量大。

““沙俄與大清的黃金時代沙俄與大清的黃金時代””亮相南京博物院亮相南京博物院
觀眾被展出的俄羅斯聯邦國觀眾被展出的俄羅斯聯邦國

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油畫作品吸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油畫作品吸
引引。。當日當日，，南京博物院舉辦南京博物院舉辦““帝帝
國盛世國盛世———沙俄與大清的黃金時—沙俄與大清的黃金時
代代””特展特展，，共展出來自俄羅斯聯共展出來自俄羅斯聯
邦國立歷史博物館邦國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的南京博物院的500500余件文物余件文物，，訴訴
說著公元說著公元1818--1919世紀同壹歷史時世紀同壹歷史時
期期，，俄國的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俄國的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
娜二世開創的黃金時代娜二世開創的黃金時代、、清朝的清朝的
康熙乾隆皇帝開創的康熙乾隆皇帝開創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
俄羅斯主教法冠俄羅斯主教法冠、、法貝熱珠寶法貝熱珠寶、、
騎兵佩劍與清宮乾隆皇帝的青玉騎兵佩劍與清宮乾隆皇帝的青玉
交龍紐交龍紐““八徵耄念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古古
稀天子之寶稀天子之寶”、”、乾隆八十大壽定乾隆八十大壽定
制金編鐘等集體亮相制金編鐘等集體亮相，，令人壹睹令人壹睹
璀璨奪目的皇家藝術璀璨奪目的皇家藝術，，感受巔峰感受巔峰
時代的皇室威儀時代的皇室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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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老翁手制蘭州老翁手制““微縮版微縮版””黃河水車黃河水車

無壹根鐵釘無壹根鐵釘

在蘭州文化創意產業園內在蘭州文化創意產業園內，，年過七旬的柳忠文將自己親手制作的十多個年過七旬的柳忠文將自己親手制作的十多個““微縮版微縮版””蘭蘭
州水車擺放整齊州水車擺放整齊，，供民眾參觀供民眾參觀。。柳忠文介紹柳忠文介紹，，水車歷史悠久水車歷史悠久，，外形奇特外形奇特，，起源於明朝起源於明朝，，是是
蘭州市古代黃河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蘭州市古代黃河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出於對水車的熱愛出於對水車的熱愛，，他利用退休後的時間摸索出他利用退休後的時間摸索出
了其中的制作工藝了其中的制作工藝，，制作的小水車全部取材於松木制作的小水車全部取材於松木，，沒有壹根鐵釘沒有壹根鐵釘，，遇到水流小水車也可遇到水流小水車也可
以旋轉起來以旋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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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Abe Signals Support fo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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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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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een 
above, said at a forum on Asia's future, held 
in Tokyo on June 5, that Japan is ready to 
cooperate 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Photo: IC
(Tokyo) –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ignaled 
that Tokyo will participate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itiative, in an overture seen as 
an attempt to improve bilateral ties, Japanese media 
said. He wants certain needs met, however.
The Chinese plan has the "potential to connect East 
and West" and Japan is "ready to extend cooperation" 
on the project, Abe said in a speech given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onday, the Nikkei Asian 
Review reported.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Japanese 
leader has offered support for the signature 
program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kyo’s relations with Beijing have frayed 
over issues ranging from Japan’s wartime 
history to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Xi proposed the initiative, also known as 
"One Belt, One Road," in 2013 to try to 
strengthen China’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Europe, primarily throug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The plan includes an overlan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at connects China with Europe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an ocean-base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at links countries to the south of China and 
leads all the way to Af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Wary of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Japan 
had been cautious about lending its backing to such 
international drives led by its neighbor. Japan and its 
ally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only Group of Seven 
developed economies that have yet to join the Beijing-
back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
Nonetheless, Abe’s endors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me with conditions.

“It is critical for infrastructure 
to be open to use by all, and 
to be developed through 
procurement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fair," 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Kyodo news agency.
“I furthermore consider it 
essential for projects to be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to 
be financed by debt that can 
be repaid, and not to harm 
the soundness of the debtor 
nation’s finances.”
The softening stance followed 
Abe’s remarks last month 
that he could be open to 
signing up with the AIIB if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its 
projects and other issues are 
resolved.
Abe is seeking to warm ties 
with Beijing on concerns over 
a policy shift in Washington 
sin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ame to power and pulled the 
U.S. ou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pact.
Mending fences with Beijing 
is “in some sense a wise 
insurance policy against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the report by Nikkei Asian 
Review said.
Abe also hopes that bette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could 
give Tokyo and its allies more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which has yet to cease its 
nuclear tests despite sanctions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North Korea relies 
on China for most of its trade, 
it added. (Courtesy http://
www.caixinglobal.com/2017) 

Related

52-Year-Old Filmmaker Directed Documentary Hit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Acclaimed Taiwanese Director
Chi Po-lin Dies In Helicopter Crash

Taiwanese director Chi Po-lin was killed in a helicopter 
crash on Saturday (June 10)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from the region. He was 52.
The filmmaker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shooting 
footage for a sequel to his 2013 hit documentary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when the 
helicopter crashed in the mountains near Fengbin, a 
coastal town in Hualien County. The Bell 206 craft 
operated by Emerald Pacific Airways came down 
shortly before noon. Chi, the pilot Chang Chih-kuang, 
and Chi’s assistant Chen Kuan-chi were killed. There 
were no survivor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ash is 
ongoing.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broke 
documentary box office records in Taiwan and won 
best documentary at the Golden Horse awards.
A $3 million sequel to the film was announced just last 
week.
According to reports, Chunghwa Telecom will finance 
the continued filming of the project. They are set to 
hold talks with Chi’s production team.

Taiwanese Documentary Film Director Chi 
Po-lin.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paid tribute to Chi Po-

lin on Facebook following the accident.
“Learning that Director Chi Po-lin, his 
assistant Chen Kuan-chi, and Pilot Chang 
Chih-kuang were killed in the helicopter 
crash, the whole nation and I were in shock 
and dismay,” she said.
“The work of Chi has reminded us of 
the beauty of Taiwan and encouraged 
more people to join the work of land 
conservation. 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Taiwan. I express my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y of the dead. May they rest in peace,” 
she added. (Courtesy www.screendaily.
com/news and )
Chi, who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aerial photographer a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before establishing himself 

as a cinematographer and environmentalist, previously 
directed the 2013 hit documentary feature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Chi announced $3 million a sequel to “Beyond Beauty” 
on Thursday last week. He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shooting footage near Taiwan’s Rainbow Bridge when 
the craft ran into difficulties.

Photos from the site of the wreckage of 
documentary director Chi Po-lin's helicopter 
near the Tawainese coastal town near 
Fengbin, Hualien County.
“Director Chi’s works have allowed us to see the 
beauty of Taiwan, and inspired others to join the efforts 
to conserve our land. His passing is a tremendous loss 
to Taiwan,”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said on 
social media.
The 52-year-old director, his assistant and the pilot 
were involved in shooting aerial footage for a 
documentary project when the helicopter crashed in 
Hualien, Taiwan, killing all three.
Po-lin Chi was the director of 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 Released in 2013, it offers viewers a 
glimpse into Taiwan's natural beauty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urbanis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With an estimated budget of US3.4 million, the 

flick garnered the highest box office revenue for a 
documentary in Taiwan, earning US$7.3 million. The 
film also went on to win Best Documentary at the 50th 
Golden Horse Awards in 2013. 
On Thursday Chi had just announced he would start 
shooting the sequel to 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 (Courtesy www.screendaily.com/news and 
variety.com/2017)

Related

Chi Po-Lin Died Pursuing His Dreams 
Filmmaker Chi Po-lin (齊柏林) gave up many things 
to pursue his dream of documenting Taiwan through 
aerial photography.
He mortgaged his house, borrowed money from friends 
and quit his job as a civil servant at the age of 47 — 
just three years before qualifying for a lifetime pension 
— all to make his 2013 documentary 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 (看見台灣), which became the 
highest-grossing documentary in Taiwanese history.
On June 10, the acclaimed director lost his life at the 
age of 52 while doing what he loved most — shooting 
images of his homeland from a helicopter.
The aircraft that carried the father of two and his 
25-year-old assistant photographer, Chen Kuan-chi (
陳冠齊), crashed while filming in Hualien County, 
resulting in their death and that of pilot Chang Chi-
kuang (張志光). The team was filming for the sequel 
to Beyond Beauty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News of Chi’s death shocked film and cultural circles.
“Contemporary Taiwan has just lost someone like 

Chi Po-lin 
— a man of 
c o n s c i e n c e 
who was 
willing to 
s a c r i f i c e 
himself,” said 
c o m m e r c i a l 
director Lu 
Chien-chang (
盧建彰), who 

shot a short film 
featuring Chi 
for Google Inc 
in 2012.
Lu, who later 

became close friends with Chi, described the director 
as a warm and kind person.
“He always had a smile on his face and almost never 
got angry with people, whether he was dealing with 
work or other challenges,” Lu said. “I never saw him 

say mean words to others. He was always a warm 
person.”
“He risked his life in the air for every photograph he 
took. My heart aches tremendously,” TV commentator 
Sisy Chen (陳文茜), another friend, wrote on 
Facebook.
Chi, who had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filming 
from helicopters, appeared to be fully aware of the risk 
involved.
In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the director recounted some 
of the scarier moments he had experienced, especially 
when filming over mountainous areas.
One time, filming at Yushan (玉山), Chi’s helicopter 
pilot lost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after encountering a 
turbulence, Chi wrote in one of his books. “My mind 
went blank. Before I could say my prayers, I screamed 
and shouted instinctively. In those seconds, I really 
believed the chopper was going to go down.”
“That was not 
the only time...
fortunately, we 
were always 
able to pull off a 
narrow escape, 
but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this has 
occurred, I am 
still frightened 
when it does. I 
never dare tell 
my family these things because I am afraid they would 
worry,” he wrote.
Every time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ed, Chi told 
himself to quit flying and not take the risk, he said.
“However, after I wake up the next day, or after some 
time has passed and I see the good weather and good 
visibility, I always want to fly again,” he wrote.
Chi’s passion for aerial photography began while he 
was an employee a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wher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documenting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such as 
highway construction from the air.
As his interest grew, Chi rented helicopters in his spare 
time to take pictures of Taiwan’s mountains, coastline 
and other scenery.
In 2009, after witnessing the damage inflicted 
by Typhoon Morakot, which triggered the worst 
flooding in Taiwan in half a century, Chi purchased 
his own filming equipment for about NT$30 million 
(US$996,413), quit his job and set off to make a film 
to warn peopl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rtesy www.taipeitimes.com/News/
taiwan)

Filmmaker Chi Po-lin records 
footage for the sequel to his 
documentary 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 in an 
undated photograph.

A photo of Taiwanese farmland 
taken by Chi from a helico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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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6月暑假來到，許多學生相繼畢業搬家，正是拋售家具的最佳時
機。除了在二手實體店挑選便宜家具外，近年網路拍賣崛起，各類二手家具和商品成搶手貨，不
少急於出清家具的民眾在網路上廉價出售，各個同學會社群和微信群組也是不錯平台，提供買家
和賣家多元選擇。

想買家具，預算有限，又不介意使用別人用過的舊貨，新移民或留學生不妨多利用網路社群
、網路二手商店管道，增加家具又不用花大錢，享受淘寶樂趣，經濟又實惠。

首先，各大休士頓地區同學會社群網站臉書是最有效率、最划算的二手家具集散地。每到畢
業時刻，就會開始有留學生以便宜價格出售家具，賣家大多會將家具拍照上傳至個人臉書和同學
會網站，以原價格3至5折不等的金額脫手，例如大型家具床架、沙發、高清平面電視、櫃子、書
櫃、置物櫃、小茶几和廚房用具、果汁機、麵包機等應有盡有。華人留學生Monica週說，臉書和

微信群是最方便的平台，買家也大多是學生或華
人移民，比較好溝通，安全性也較高。
除了善用各大同學會，Craigslist.com網站也是

一個不錯的買賣平台。 Craigslist上什麼都有，分
門別類，從汽車出售到小家電販賣，都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的二手商品。好處在於網路買賣彈性大
，可私下與賣家約時間看商品，若一拍即合，省
去運送費和大量等待時間。但缺點在於，Craig-
slist無法律規章，詐騙事件也層出不窮，還是提
醒買家多謹慎小心。
撿便宜的網站還真不少，甚至不需要花到一毛

錢。一個名叫Freecycle的網站，以 「一個人的垃
圾是另一個人的寶藏」 為理念，站內東西一律免

費，但必須申請加入，會員可在站內張貼出讓的東西或想要的東西，網站上就會有人回應，幸運
的話，即可解決需求。

還有以物易物，包括BarterQuest和TradeAway交換物品網站，可免費找到高檔的物品和家

具，包括可交換家具或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也有民眾在此換到摩托車、二手汽車等。
其他像是Goodwill也是最常見的二手店，另外也有不少人將多餘的二手家具放置樓梯口或垃

圾場供民眾 「認領」 。但專家說，網路商品無法親自檢驗優劣，是風險來源，如果能貨比三家才
能不吃虧。

這些網站二手家具便宜賣 享受淘寶樂趣

PHTV《你好，菲律賓》
邀汪得聖談社區安全 週六下午1時播出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台(STV)新建立
的欄目《送子觀音》，由著名主持人娟子主
持，婦科教授鄒長坪主講。第一集講的專題
是“體外受精：卵子捐贈”。沒有健康的卵
子，生育健康的寶寶就是天方夜譚。出於種
種原因，許多媽媽失去用自己的卵子情況，
這就需要有別人的捐贈。取卵子的過程需要
10天卵巢刺激打針，並在短時麻醉下取卵，
捐卵不影響生育及其他正常生活。適合年齡

：華人女性21一35歲。和獻血的情況類似，
作為補貼，卵子庫的醫院會提供數千美元給
捐贈者。

第一次現場錄影採取講座形式，現場有
50個座位，歡迎有興趣、有需要的觀眾參與
並提問。錄影時間：6月16日(週五)下午1時
。地點：ITC大樓2樓 ，地址：11110 Bel-
laire Blvd. 77072。

STV全新節目《送子觀音》
6/16錄影 歡迎觀眾現場提問

二手家具店可用便宜價格挖到寶二手家具店可用便宜價格挖到寶。。 ((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不少狀態良好的家具可讓人不少狀態良好的家具可讓人 「「撿撿」」 回家使用回家使用。。
((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 「休士頓菲律賓電視台」 (Pi-
noy Houston TV, PHTV)熱門節目
「你好，菲律賓」 (Howdy Philip-
pines)，將於6月17日(本週六)下
午1時至3時播出最新內容，該集
邀請休士頓警局公共關係室華裔
警官汪得聖(Ted Wang)談休士頓
治 安 及 社 區 安 全 ， 與 主 持 人
Cheryl Piccio進行討論，帶給觀眾
正確資訊和安全宣導。精彩內容，敬請準時收看。

開播即將屆滿一週年的 「你好，菲律賓」 獲得社區廣大迴響
，節目囊括不同領域，定期關注社區新聞及邀請各領域訪談嘉賓
，寓教於樂。

節目特地邀請休士頓警局華裔警官汪得聖到場，除介紹休士

頓警局運作和自身警務資歷，也針對治安、搶劫犯罪和駕車規範
等作討論。汪得聖也說，休士頓警局積極招聘新血，並提供實習
機會，有興趣的觀眾可鎖定節目，了解更多資訊。

節目於美南國際電視網(STV)15.3頻道播出，6月17日(週六)
下午1時至3時首播，6月18日(週日)晚間5時30分至7時30分重
播。

主持人主持人Cheryl Piccio(Cheryl Piccio(左左))與來賓華裔警官汪得聖與來賓華裔警官汪得聖((右右))討討
論治安與社區安全論治安與社區安全。。((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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