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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Financial Network  |  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200  |  Houston, TX 77042

AIG 祝您中秋節快樂!
月圓人圓事事圓滿

AIG 美國國際集團（美亞）為全球壽險業與退休計畫的領導者。一直以

來，我們致力於為華裔客戶和家庭提供最完善的保險保障。我們的目標

是成為客戶心中最具價值的保險公司，我們有最專業的菁英團隊和雙語

保險理財專員，幫助您確定您的需求並建立您的財務規劃。

理財管理團隊

AIG Financial Network 是 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GL) 的銷售及經銷單位，也是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 
的成員公司。保單簽發公司負責保險產品之財務責任。

AGLC111149-CH (So Chinese Daily News) ©2017 AIG 保留所有權利

胡烱洪
Jimmy Woo
分行總經理

譚秋晴
Alice Chen
分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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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a Kuan
分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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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黃春蘭，於9 月15 日（ 上
周五 ） 上午十一時，率該會理事前往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捐贈美金三萬元作為賑濟哈維颶風水患
災民之用，世界工商婦女會可說是本次單一社團
捐款最多的社團之一。當天除了中華文化中心執
行長華啓梅親自接受外，州議員吳元之，市長辦
公室也派代表出席，支持和鼓勵中華工商婦女幫
助休士頓人重建美好家園的心意。

黃春蘭會長表示： 此次捐贈是透過優良社區
服務機構--- 中華文化中心分發急需金給災民。
世華工商婦女會因見這次巨大水患，數十萬家園
受損被毀，黃會長乃在第一時間通過理事會舉辦
賑災慈善募款，同時與該會永久慈善基金委員會
請款賑災。透過黃春蘭會長振臂高呼，八方相助

，世華工商婦女成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
協力，共籌美金三萬元獻給災民。

為了應對哈維颶風所造成的災難及破壞，中華
文化服務中心於9 月5日成立了哈維颶風風災水災
救濟援助中心，幫助風災水災的災民向聯邦緊急
救急管理機構（FEMA )申請救助，及協助災民與
各資源聯繫以滿足他們的迫切需求。這些資源包
括臨時住屋，嬰兒必需品和用品，醫療保健，交
通協助，托兒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來自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的所有捐款都會全數用於滿
足災民的迫切需求。

黃會長請災民或留學生，不論已領受 FEMA
與 否 ， 皆 可 電 文 化 中 心 專 用 賑 災 連 線 電 話
713-271-6100 分 機 225， 或 賑 災 專 用 電 郵 re-
lief@cccHouston.org聯絡審核資料。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捐贈哈維颶風水患賑災善款美金三萬元捐贈哈維颶風水患賑災善款美金三萬元

（綜合報導）教育部與
達拉斯德州大學共同合作於
該校管理學院(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 設 置
「臺灣研究」計畫課程。是

項計畫是繼奧斯丁德州大學
(University of Texas - Austin)
及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之後，第三個
在德州高等學府所設置的
「台灣研究」課程，也是全

球第一個在知名大學開設以
台灣商管經貿為主題的 「臺
灣研究」計畫課程，對於全
方位 「台灣研究」人才策略
佈局有指標性意義。

該校於本(106)年9月15
日於校長室舉行簽約典禮，
由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與該校 Richard Benson 校
長共同簽署見證。黃處長於致詞中表示，台美經
貿往來密切，不僅鴻海富士康、義聯集團及台塑
等大型企業宣布加碼對美投資，日前德州遭遇哈
維颶風水患，蔡總統英文即宣布捐贈80萬美元救
災，值此開設以臺灣商管經貿為主軸 「台灣研究
」課程，尤具意義。
當地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僑務委員曹明宗、達

福台商會會長李庭槐及多名理事，以及該校台灣
同學會會長吳政鴻等均到場觀禮。

未來透過這項計畫，達拉斯德州大學管理學
院將開設聚焦台灣經貿管理的課程，並提供台灣
及該校學生獎學金，進行學生及學人交流互訪、
出國實習並共同發表台灣研究論文期刊，建置台
灣研究專屬網頁與資料庫，有助於提升台灣研究
國際學術地位。

達拉斯德州大學臺灣研究計畫啟動
（綜合報導）達拉斯德州大學亞洲中心

與台灣同學會、達福台商會以及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共同合作，於 106
年9月16日於該校管理學院演講廳舉辦大達
拉斯地區第一屆台灣留學生 「職涯與領導力
研習營(Career & Leadership Workshop)」。

達拉斯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吳政鴻
與該校亞洲中心Monique Wedderburn主任共
同合作，在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
長及達福台商會李庭槐會長
的引介下，邀請到各行各業
的專家蒞臨會場，針對留學
生關心議題，包括：求職面
試、在美簽證、投資創業及
求學期間人身安全等項目現
身說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於研習營
開幕致詞中期勉台灣同學培
養自己的 「三歷(力)」，即
學歷、經歷與能力；並進一
步分析，每個人對於未來職
涯的追求，可分為 「工作
(Job)」、 「志業(Career)」

與 「使命(Mission)」，個人的定位與追求不同
，未來的發展與對社會的貢獻亦有所差異。

此次研習營除該校台灣同學外，亦開放
大達拉斯地區：北德州大學、南美以美大學
、阿靈頓德州大學、德州女子大學共 5 所大
學台灣同學會成員參加，是達拉斯地區首次
由台灣同學會整合產官學資源合作的典範，
計 108 人齊聚一堂，盛況空前，與會同學均
表示受惠良多。

達福地區第一屆台灣留學生 「職涯與領導力研習營」 盛大登場

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代表一行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代表一行，，在會長黃春蘭在會長黃春蘭（（ 前排中前排中 ）） 帶領下於帶領下於99 月月1515 日送交該會日送交該會
共籌集的三萬元捐款給文化中心負責分發急需金給災民共籌集的三萬元捐款給文化中心負責分發急需金給災民，，並與列席貴賓合影並與列席貴賓合影。（。（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前座右二前座右二))與達拉斯德州大學與達拉斯德州大學
校長校長Richard Benson(Richard Benson(中中))於於 「「台灣研究計畫台灣研究計畫」」 教育合作備忘錄簽約典禮教育合作備忘錄簽約典禮
共同簽署見證共同簽署見證，，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後立右四後立右四))、、僑務委員曹明宗僑務委員曹明宗((後後
立中立中))、、達福台商會會長李庭槐達福台商會會長李庭槐((後立右五後立右五))均到場觀禮均到場觀禮。。

拉斯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職涯及領導力研習營分組座談拉斯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職涯及領導力研習營分組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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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六(9/16)上午 8-12，AIG+FEMA+Hope
Clinic三方聯手接待了80多批前來尋求幫助的受災
群眾。 FEMA加快了一些群眾案子的進程，得到
大家好評。

這週六(9/23)，同一團隊，同一時間，同一地
點，三方繼續聯手服務受災群眾。 FEMA將指派7
位案子專員和2位貸款專員，AIG休斯敦團隊協助
。希望診所繼續派遣工作人員提供破傷風疫苗的
服務。

和上週一樣，AIG依舊準備了七種不同語言：

英文、中文，廣東話，台灣客家話，越南話，日
文，韓文，給災區家庭最優良和全視角的義務服
務。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和FEMA 專員，現場諮
詢和
要求。

9/26(週六)，上午8-12
地址：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170 Hous-

ton, TX, 77042. （Westchase Corporate Center 一樓
會議室，近中國城）

聯繫電話：646-823-8178

AIG+FEMA+Hope Clinic三方99月月2323日將繼續聯手服務受災群眾日將繼續聯手服務受災群眾

照片說明照片說明: AIG+FEMA+Hope Clinic: AIG+FEMA+Hope Clinic三方已於三方已於99月月1616日上午日上午88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時聯手接待了時聯手接待了8080
多批前來尋求幫助的受災群眾多批前來尋求幫助的受災群眾。。

（綜合報導）休士頓自發生哈維
颶風所帶來淹水大災害以來，各僑團
，各商家行號，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及善心人士，都全力投入賑災救助！
大家都期盼休士頓能早日恢復正常作
業及作息。

有關九月廿三日傍晚全僑歡送黃
敏境處長的晚宴，因處長堅決不要鋪
張，籌備會經討論後，決定將晚宴改

為歡送茶會，日期不變（星期六）時
間改為上午十時至中午，在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於茶
會成本的考量，出席者酎收$10；原
已付款的一桌$300的社團或公司行號
，可有10人出席，將退款$200，免費
刻社團名稱在歡送牌匾上。若原先沒
有一桌的社團，按出席人數付費，另
加$10 刻字費。我們歇誠歡迎所有僑
胞是日來到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與黃處長道別。
也煩請各社團負

責人,盡快與下列人士
聯絡—

陳 慶 輝 Henry
Chan Tel:
281-989-3517 Email:
henryhingfai@gmail.com

丁 方 印 Francis Ding Tel:
713-376-9028 Email: francisfd-

ing@gmail.com
劉 秀 美 Shelley Ding Tel:

713-376-9029 Email: dings852@gmail.
com

趙 婉 兒 Alice Hung Tel:
713-480-4885 Email: alice.hung@hot-
mail.com

休士頓全僑歡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黃敏境榮昇華府
九月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中午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您家中有心智障礙者嗎? 您是否知道， 本年第八十五屆德州
立法會議的決定將如何影響心智障礙者的成人服務項目？再者，
您對於所有與心智障礙者相關的計劃都已經考慮周全了嗎？

華人特殊家庭之友將於9月23日以”心智障礙者長期計劃的
全面考量 ”為題，假哈里斯郡心智衛生中心會議廳舉辦每年一
度的座談會。座談會上半場先由福遍Texana中心主任Sheri Tal-
bot女士為大家講述第八十五屆德州立法的決定對心智障礙者服
務項目的影響。Talbot女士在Texana中心負責智障者的註冊及智
障服務資格的審核過程，她畢業於Sam Houston University，持有
教育碩士學位。

下半場由蔣建軍先生主持專題討論，議題為＂如何彌補社會
福利之不足－我考慮周全了嗎？＂專題請來Sheri Talbot 和 Lau-
ren Black 女士略述現存的服務項目； Deshara Goss女士略述休士

頓 Arc 為特殊家庭提供的教學性和娛樂性活動。Denise Sonleitner
和郭中穎女士則將分享她們為特殊孩子所做的一些安排，以補社
會福利不足之處。

華人特殊家庭之友成立於2008年，以協助特殊障礙者及其
家庭，經由互動和聯絡網，彼此的扶持，大眾的認知，及主流社
區活動，得以克服人生障礙為宗旨。會員以亞裔特殊家庭及一些
極具愛心的志工為主。我們的特殊兒包括智能障礙，腦傷，自閉
症，蒙古症，腦性麻痺及癲癎症等。

華人特殊家庭之友為特殊兒提供每週固定的籃球及保齡球練
習，和每月兩次的合唱及團舞練習；為家長提供每季專題講座及
每年一度的座談會，以討論特殊兒的社會福利等資訊。此外，我
們還有不定期的家庭聯誼，親子活動，及戶外野餐等。多數活動
都有志工協助。歡迎參加。

華人特殊家庭之友為稅務局認可的501(C)(3) 非營利組織。
本會並設有網站www.FFASN.org

此次座談會不收註冊費, 請於 9 月 16 日以前報名。 Email:
FFASN.Houston@gmail.com

日期：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到中午
地點：哈里斯郡心智衛生中心 The Harris Center Conference

Room. 9401 SW Freeway, Houston, 77074
講題：心智障礙者長期計劃的全面考量
聯 絡 ： Ying Chen( 郭 中 穎), (281)840-8435. Mei Liang

(281)-704-3211.

華人特殊家庭之友 2017秋季座談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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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 顧客們可以在具有
AT&T NumberSync 的蘋果手錶 3 系
列上使用相同的電話號碼享受通訊功
能

達拉斯，2017 年 9 月 14 日–
ATT* 今天宣布該公司將提供新一代
的 蘋 果 iPhone8、 iPhone 8 Plus 以
及 蘋果手錶 3 系列。這個系列的手錶
有內建上網功能，即使您的iPhone 不
在手邊也能輕鬆上網，時刻與外界保

持聯絡。從 9 月 15 日起，顧客們將
能在 www.att.com 網站、myATT 應
用程序、以及 AT&amp;T 各門店預
購 iPhone 8 及 iPhone 8Plus、訂購蘋
果手錶 3 系列，訂購的產品最快可
於 9 月 22 日收到。 欲知完整的價格
資訊，請訪問 www.att.com。蘋果手
錶 3 系列開線（GPS 導航及上網）
的客戶有機會獲得一項最多高達 $55
折扣的試銷優惠，相當於 3 個月的
服務費及開線費。[1] 「作為 10 年前
首家代理 iPhone 的公司，我們很有
信 心 地 告 訴 大 家 現 在 是 您 透 過
AT&amp;T 購買 iPhone 的最佳時機
。」AT&amp;T 娛樂集團總裁 David
Christopher 如是。 「我們提供最佳的

娛樂服務，其中包含無限收看 HBO
的計劃，並且透過 AT&;T Number-
Sync，我們向您提供最棒的蘋果手錶
使用體驗。」

如同在週二宣布的那樣，從這個
週 五 開 始 所 有 AT&;T Unlimited
Choice 的客戶將與 AT&T Unlimited
Plus 客戶一樣可以觀看 HBO 頻道。
2 HBO 的人氣有目共睹。Game of
Thrones® 每一集平均有三千一百萬

名觀眾。Big Little Lies®、Westworld
、Curb Your Enthusiasm®、The So-
pranos® – 受歡迎的節目舉不勝舉。
過去 17 年中，HBO 艾美獎得獎數超
過任何其他電視網。HBO 提供的電
視節目種類繁多，應有盡有，不僅有
令人看了欲罷不能的電視連續劇及賣
座片，更有體育節目及叫好又叫座的
適合全家觀看的節目。

現在，AT&amp;T Unlimited Plus
和 AT&T Unlimited Choice 的客戶每
月會收到 $25 的折扣，這些折扣可用
於訂購相關的 AT&amp;T 視頻服務。
AT&amp;T Unlimited Plus 的客戶可將
此 折 扣 用 於 訂 購 DIRECTV、 DI-
RECTV NOW 或 U-verse TV 服務。
AT&amp;T Unlimited Choice的客戶可
將 此 折 扣 用 於 他 們 的 DIRECTV
NOW 服 務 。 iPhone 8 及 iPhone 8
Plus 是新一代的蘋果手機，採用全新
的玻璃及鋁質外殼設計，有太空灰色
、銀色以及新款金色這三種外觀、使
用手機歷來最堅固耐用的玻璃、Ret-
ina HD顯示器、 A11 Bionic 晶片，旨
在提供不同凡響的擴增實境 (AR) 體
驗。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照相機現在更

上層樓，而無線充電功能則 iPhone 帶
來強大的新功能。iPhone 8 Plus 使用
1200 萬像素雙攝像頭，並且引入帶有
肖像照明功能的 「人像」攝影模式，
iPhone 帶來酷炫的攝影棚燈光效果，
讓消費者可以用五種不同的光效捕捉
令人屏息的淺景深效應人像照片。

此外，消費者可以在 10 月 27 日
這天透過 AT&amp;T預購 iPhone X，
並且最快於 11 月 3 日即可拿到手機
。iPhone X 採用令人賞心悅目的全玻
璃設計，有一個炫彩 5.8 英吋 Super
Retina 顯示器、A11 Bionic 晶片、無
線充電、改進過的後置照相機有雙光
學 影 像 穩 定 功 能 ， 並 且 有 透 過
TrueDepth 相機執行的臉部辨識功能
。

蘋果手錶 3 系列這全世界首屈一
指的手錶品牌帶來內建上網功能。手
錶使用者無論是出門跑步、游泳或者
只是試圖全天多走動，附有 AT&amp;
T NumberSync 服務的蘋果手錶3 系列
都可讓他們隨時與外界保持聯絡、打
電話以及收發短信，而且這一切不需
要您的 iPhone 在旁邊也可以做到。

第三代的蘋果手錶有各種智能教
練指導功能，是一名健康與健身的超
級好幫手。它有智能教練指導功能、
抗水性深度達 50 米、以及用全新的
氣壓高度計來測量相對高度。蘋果手
錶 3 系列有兩種型號，一種附帶 GPS
導航及上網功能，另一種只附帶 GPS
導航。這兩種型號都有提速百分之七

十的雙核處理器及全新無線晶片。
如欲進一步瞭解關於定價及流量

計劃的詳情，請訪問 www.att.com。
如欲進一步瞭解關於 iPhone、蘋

果手錶及蘋果電視的詳情，請訪問
www.apple.com。

必須在合格的設備上開線和保持
訂購服務（最低金額每月 $10）並且
加到合格的無線服務中（最低金額每
月 $50）。 需要使用同一帳戶上的
ATT NumberSync® 與 可 兼 容 的
iPhone 進行同步設置。三份賬單中最
多獲得兩個折扣（$30 服務費 + $25
開線費）。不包括按兩年約購買的設
備， 有短信及其他方面的限制。

* 在 使 用 22 GB 的 數 據 後 ，
AT&T 可能會將下載速度變慢。流媒
體下載可能限於使用 SD 品質。HBO
將在兩份賬單週期中收費及給予獲得
折扣。有使用超量、速度及其他方面
的限制。 請訪問att.com/unlimited 網
址以查看更多資訊。

折扣將在三個賬單週期內開始。
帳戶必須保持使用這兩項服務、且沒
有拖欠繳費。服務價格可能會有改動
。有各種收費、使用超量、速度、除
外情形及其他方面的限制。 請訪問
att.com/unlimited 網址以查看更多資
訊。

如欲在您的蘋果手錶 3 系列上收
發 SMS/MMS 短信，進行同步設置
的 iPhone 必須開機並且連上 AT&T
網絡。

iPhone 8、iPhone 8 Plus及內建上網功能的蘋果手錶 3 系列
將於 9 月 22 日在 AT&T 閃亮登場

（本報記者秦鴻鈞）曾於去年十月下旬在
美南電視主持 「掌中奇門 」節目的台灣命理界
泰斗---- 命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金凱老師，本月重回休巿，完整他去年因父病
匆匆返台的錄影計劃，也與休士頓觀眾再續前
緣。由他主持的 「掌中奇門 」 節目，已於（
九月十一日 ）晚間七時半起隆重登場，至十一
月底為止。（每月第一二四五周播出）

這次金凱老師重返休市，除了在美南電視
「掌中奇門」 節目，與休市觀眾再續前緣外，

還帶來三項講座，包括將於 9 月 23 日（ 星期
六 ） 舉行的 「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
座」 外，還有 「生命秘數的課程」 及 「超級
陽宅的課程」。現分別介紹於下：

（ 一 ） 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座：
金凱老師將於9月23日，星期六，早上10點到
12點，在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舉辦一場生命
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座。

（ 二 ） 生命秘數的課程：9 月 30 日 跟 10
月 7 日兩天，從早上 8:30 到 12:30 在 Interna-
tional trade center 上生命秘數的課程；

課程特點：
(1). 這個課程是最完整的課程。(2). 此為金凱老
師特別課程，絕無僅有，機會難得。(3). 金凱老
師用科學方法，將課程精華濃縮為8小時，僅收
費 250 美金。(4). 每個人一出生就帶著一組個
人專屬的生命秘數來到這個世界，你必須去解
開這個密碼所帶給你的神秘力量，以及對你人
生的影響，你不可不知道。(5).上完此課程，你
可以知己知彼，無往不利，跟家人、朋友、同
事相處，業務行銷 …，你的人生將受益無窮。

（ 三 ） 超級陽宅的課程：10 月 14 日，21
日，28日三天，同樣從早上8:30 到 12:30 在In-
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上超級陽宅的課程。
課程特點：
1. 整個課程內容，外面的老師收費至少在 10,
000美金以上。2. 上課所需時間至少 1 年。3. 金
凱老師用科學方法，去蕪存菁，將課程精華濃
縮為12小時，易學易懂，不須基礎，任何人都
可以聽得懂，僅收費600美金。4.上完此課程，
學生的陽宅功力，已到達職業水準。5. 買房租
房，看風水，佈財局，不論自家、店面、辦公
室……自己就可搞定。6. 此為金凱老師特別課

程，絕無僅有，機會難得。
金凱老師除了在台灣命理界享有興盛名外

，他還有 30 幾年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
及得過全球總裁獎，相信以他個人的人生體驗
及對命理的素養，必然對所有觀眾的人生規劃
及視野有所啟發，敬請屆時準時觀賞，並歡迎
來電。

金凱老師的經驗非常特別，命理方面他得
到2015年台灣百業達人獎，除了命理以外，他
的經營管理的功力非常高，有30幾年外商公司
高階主管的經驗，曾經服務過的外商公司包括
美商公司，英商公司，德商公司與澳洲公司，
他在美商集團時也得過全球總裁獎，也是台灣
一家上市公司集團的CEO退休，基於這兩種因
素的結合，老師也幫很多人做生涯規劃。

老師這次來到休士頓，跟各位觀眾朋友結
緣，幫觀眾朋友們回答你們的各種問題，老師
經驗豐富，足跡踏遍台灣、中國、東南亞。這
次來休士頓，節目中老師主要是用奇門遁甲來
回答各位觀眾朋友的問題，不管你們有什麼問
題，請不要客氣，拿起你們的電話打進去，但

是也要跟各位朋友先說一聲抱歉，因節目時間
的限制，老師只能給你一個方向跟指引，有些
問題可能沒辦法在節目中回答得很深入，如果
觀眾朋友們有需要了解的更詳細，請你在節目
過後再打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或者
節目中打不進去的觀眾朋友，或者有些不方便
在節目中問的問題，也請在節目過後，直接打
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

報名上課，請電（832）643-9864 預約。

從上巿公司集團的從上巿公司集團的CEOCEO到命理界到命理界20152015 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掌中奇門」」 節目主持人金凱老師講座本周六起節目主持人金凱老師講座本周六起（（99 月月2323 日日））在在ITCITC 登場登場

圖為美南電視圖為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掌中奇門」」 節目主持人金凱節目主持人金凱
老師老師（（ 右右），（），（ 左左）） 為其助理珊珊為其助理珊珊。（。（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由華語影壇巨星甄子丹
與劉德華首度合作演出，電影《追龍-Chasing
the Dragon》將於9月29日在全北美熱映，歡度
中秋與國慶。這部電影由王晶與關智耀合導，
甄子丹、劉德華領銜主演，鄭則士、姜皓文、
劉浩龍、喻亢、湯鎮業、胡然、徐冬冬、黃日
華、吳毅將、和Bryan Larkin聯合主演。

劉德華才剛演完 「神偷大盜」，現在又要
重回自己二十多年前的經典角色 「五億探長雷
洛」，演出全新動作港片《追龍》。《追龍》
由兩大天王劉德華與甄子丹首度攜手同台合作
，聯袂演出一代梟雄跛豪、與五億探長雷洛的
傳奇故事，這兩人都是真實的香港傳奇人物，
透過天王重新闡釋角色，把過去的恩怨情仇重
新搬上大銀幕。

劇情簡介: 最爆裂的香港往事！
《追龍》的故事背景發生在六七十年代最

混亂的香港，窮困潦倒的青年阿豪（甄子丹飾
）偷渡到香港，一路刀刃舔血，殺出社會底層
，並得到華人探長雷洛（劉德華飾）賞識，在
他的協助之下，爬上黑幫霸主的地位，而雷洛
也在警局一路高升。這兩個權勢滔天的壞蛋之
王將黑幫與警界同時握在手中，誓要聯手打爆
香港！

早在1991年，就有一部名為《跛豪》的電
影上映，並獲得第1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
影，也開創了香港傳記電影的浪潮；同年還有
一部《五億探長雷洛傳》上映，這兩部電影即
是《追龍》的靈感來源。 “跛豪”與“雷洛”
是同時期的真實人物，但在以往的相關影視作
品中卻鮮有交集，此次《追龍》首度促成“跛
豪”和“雷洛”兩大梟雄同台對決，相信這段

精彩疊加的傳奇會有更多驚
心動魄的看點。
在26年前的《五億探長雷洛
傳》中，飾演雷洛的正是劉
德華，當時無論票房或口碑
，都獲得極大好評。經歷 26
年演藝生涯的磨練後，影帝
劉德華將呈現出一個更深沉
和富有城府的探長雷洛；而
繼“葉問”之後，甄子丹再
度飾演真實傳奇人物“跛豪
”，除了展現驚人的演技之
外，在拍攝過程中對每一個
動作都盯得非常仔細，拍攝一場泰國打鬥的戲
份時，逼真的貼身肉搏，更將與之搭戲的泰國
肌肉壯男嚇到驚呼。為這部電影，甄子丹可是
下足苦功，希望重新詮釋經典人物。

對於演出反派跛豪，甄子丹曾經猶豫過，
但是在接演後，便全心全意地投入，他表示:
「這個角色真的很有挑戰性，真的想了很久才

接下來，但進入拍攝之後，入戲很深，每天都
會覺得很沈重，就算回到家裡也無法避開角色
的殺氣，所以，應該真的是最後一次演反派了
。」甄子丹對這次與劉德華的合作信心滿滿，
他對粉絲打了包票，在自己的臉書上寫著：
「《追龍》或許是香港十年來最棒的黑幫電影

（the best Hong Kong gangster action movie of
this decade）。」

這部影片籌備四年，製作兩載，可以說是
王晶電影生涯中花最多時間與心思去拍的一部
戲，希望得到影迷們的認可，堪稱從影以來最
巔峰之作！

YouTube發布“黑白兩道誰最大”第二版
預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iYd7n-kJObY

騰訊視頻《追龍》第一版預告:
https://v.qq.com/x/cover/xyaud3hk6mmi6ss/
g054461zqmb.html

電影由WELL GO USA 全北美獨家代理發
行。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查詢上映城市及電
影 院 可 至 WELL GO USA 官 方 網 站: http://
www.wellgousa.com/theatrical/chas-
ing-the-dragon

達 拉 斯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

休 斯 頓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AMC Studio 30 ,
2949 Dunvale, Houston, TX 77063。 (713)
977-4431。

一代梟雄跛豪與五億探長雷洛的恩怨情仇
電影電影《《追龍追龍Chasing the DragonChasing the Dragon》》99月月2929日全北美熱映日全北美熱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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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哈維颶風重創休士頓，給整個 德州帶來重大的打擊 ，上千
人被迫撤離家園，數十萬棟房屋侵於水中，居民流離失所，損失慘重。
各地慈善組織及善心人士紛紛投入協助救災及復建的工作。

在這裡要採訪最早投入救災的年輕國際組織—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根據世界國際青商總會前副總會長鄭雅文提到，休士頓亞裔青商基金會
會長 Derek Wong 及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Phuong Tran於哈維颶風登
陸隔日也就是27日星期天晚上隨即成立青商會哈維颶風救災組織。希
望能在第一時間協助災民。在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這批年輕充滿愛
心的年輕人，在工餘時間馬不停蹄的希望能給予受害災民最迅速最直接
的幫助。

在休士頓亞裔青商基金會的號召，及德州青商總會的支持與協助下
，29日晚上德州青商總會會長Josh Walterscheid 親自帶領了三部大卡車
經過漫長的六小時車程，於30日清晨抵達休士頓，將第一批物資馬不
停蹄直接送往災民收容所。而亞裔青商會會員及義工們也聚集於收容所
協助卸下所有物資及送往不同的收容所。除了協助收容所分類救災物資
、協助受災戶取得所需日常物資，更協助製作餐點，外送到偏遠地區受
災戶手中。真是使人感動萬分。

前世界總會副會長鄭雅文說，此次洪水災情受到世界矚目，國際青
商總會各國青商會紛紛解囊，希望能為德州災民盡點心意。到目前為止

，除臨近分會紛紛募集物資送達休士頓外更有來自日本、台灣、等地會
員的捐款，期望能為災民盡點心力。

據亞裔青商會會長Phuong Tran提到，非常感激德州其他分會的響
應，如SweetwaterTX 分會於九月二日，送進來三個拖車的麵包、水、
嬰兒食品及日常用品。Mission TX分會將於當天下午七時左右，送進足
夠製作1000個 三明治的麵包及飲用水。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動員會員及
義工們該物資將先送至 East Fort bend Human needs Ministration,然後送
至Katy First Responders Center 凱蒂救難人員中心。更出動義工們前往
受災地區提供給災戶暫時性的食物及日常需用品。

在第一階段的工作告一段落，接下來由青商基金會會長 Derek
Wong及前會長Kevin Chang主持為偏遠地區受災戶提供整理及清潔的工
作，Derek 提到，非常謝謝善心人士捐贈大量的清潔劑、清潔工具能讓
他們順利地展開工作。這群年輕的義工們除了正常的養家糊口工作外家
中也都有著年幼子女，能在周末及工餘時間，暫時放下家庭及子女為受
災戶服務，真使人感動不已。

此次哈維颶風的侵襲，無論人員的死傷、交通的破壞及基礎建設的
損失，到目前仍無法估算。而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在這場災害中，期望能
竭盡所能為災民服務。以對這次颶風災後的重建盡一份小小的心力。

青商會成立哈維颶風救災組織第一時間協助災民

鄭雅文所主持的雅苑提供午餐給在鄭雅文所主持的雅苑提供午餐給在 Alief TaylorAlief Taylor
High SchoolHigh School 的災民及義工們的災民及義工們。。

右一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右一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Phuong TranPhuong Tran

青商會成立哈維颶風救災組織第一時間協助災民

年輕具有愛心的休士年輕具有愛心的休士
頓亞裔青商會協助受頓亞裔青商會協助受
災戶清理房子災戶清理房子。。
（（葉雅倫前德州青商葉雅倫前德州青商
總會副會長總會副會長））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報導報導

休士頓青商會將休士頓青商會將
現做午餐送至偏現做午餐送至偏
遠災區遠災區。。

甘幼蘋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胡小蓮胡小蓮、、施施
蓉蓉蓉蓉、、張錦娟出錢出力協助休張錦娟出錢出力協助休
士頓亞裔青商會救災活動士頓亞裔青商會救災活動。。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協助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協助
製作午餐送與受災戶製作午餐送與受災戶

由鄭雅文帶領將物資送至由鄭雅文帶領將物資送至 EastEast
FortBend Human Needs MinistryFortBend Human Needs Ministry

宋秉瑩律師參與資源分類及宋秉瑩律師參與資源分類及
分送與受災戶分送與受災戶

ｍｕｅｎｓｔｅｒ 分ｍｕｅｎｓｔｅｒ 分
會發揮人溺己溺精神會發揮人溺己溺精神
，，千里迢迢送來乾淨千里迢迢送來乾淨
飲用水飲用水。。

在在 DerekDerek
WongWong 及及
KevinKevin
ChangChang 帶帶
領下領下，，連連
續三個星續三個星
期穿梭在期穿梭在
西北受災西北受災
戶協助重戶協助重
整工作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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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每個腫瘤家庭都需要首先沿著手術、放療、化療
的治療道路進行治療，而往往千金散去，依然留不住親人的
生命。為什麼，因為常規治療雖能暫時遏制腫瘤發展，卻無
法根本上提高病人抵抗癌症的自身免疫，解決其擴散和轉移
；使患者不得不進行二次手術和放化療，巨大的副作用讓自
身免疫能力降到了零，殘存腫瘤細胞迅速死灰復燃。 。 。這
種治療實屬惡性循環，最終病人油盡燈枯。 。 。
 
中國科學院找到的腫瘤治療的第四療法，已經廣泛改變腫瘤
患者的命運。中國科學院的科研人員，經過多年的刻苦攻關
，從高速發展的細胞學和免疫學找到突破口，成功研製出《

ZK牌靈芝孢子三萜油》和《ZK牌愛特膠囊》抗
癌組方，徹底克服腫瘤手術、放療、化療三大
傳統治療方式的“殺免疫、不徹底，易轉移，
和副作用大”的弊端，被廣泛地應用到輔助腫
瘤治療中，挽救無數晚期腫瘤患者。
靈芝自古有“仙草”、“瑞草”之稱。隨著國
際醫藥學的不斷發展，對靈芝的研究越來越深
入，靈芝在醫學方面的應用也越來越廣。各國
研究證實，靈芝對腫瘤防治效果十分顯著。 《
ZK牌靈芝孢子三萜油》採用中科院黃山靈芝培
植基地的優質赤芝孢子，經常溫純物理技術破
壁，再利用超臨界CO2萃取技術提取而成，富
含靈芝五環四環三萜。經國家衛生部檢測，其
靈芝孢子油三萜含量≧︱21%，特供北美（美
國ZK品牌）包裝的三萜類含量≧40% 。大量實
驗和各國靈芝研究專家證明，三萜類化合物是
靈芝的主要藥理成分，是靈芝（孢子）發揮抗
炎、鎮痛、毒殺腫瘤細胞、抗缺氧等作用的主
要成分。靈芝三萜類不僅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
用，表現在促進淋巴細胞增殖，提高巨噬細胞
、NK細胞、T細胞的吞噬能力和殺傷力，而且

能直接和間接毒殺腫瘤細胞，激活化療藥物難以殺死的G0期
腫瘤細胞，進行單獨或聯合毒殺。
《ZK牌靈芝孢子三萜油》整套的研發生產保障體系，不僅明
確了靈芝三萜類的起效成分，更精確了功效成分含量，讓靈
芝的藥理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也鑄就了《ZK牌靈芝孢子三
萜油》的高品質，給眾多患者帶去真正的健康和實惠。
《ZK　ＡＴ愛特膠囊》含多種藥用真菌多醣萃取物，不僅能
提高細胞免疫力，還對腫瘤患者體內的突變型Ｐ５３抑瘤基
因有正面調節作用，可從細胞內、外防止腫瘤的發生、發展
和轉移。《ZK牌愛特膠囊》曾被新加坡皇家醫學院稱之為“
瞄準癌基因的生物導彈”。

《ZK牌　靈芝孢子三萜油》《ZK牌ＡＴ愛特膠囊》組方，獲
得國家專利，“一種增強靈芝孢子油抗腫瘤療效的中藥”，
專利號為ZL 200410014120.3。此組方深受腫瘤患者青睞。
經國家衛生部核准《ZK牌靈芝孢子三萜油》和《ZK牌ＡＴ愛
特膠囊》組方，其靈芝三萜含量是靈芝孢子的20倍！這一輔
助與癌症的菌菇類抗癌成分的高濃度萃取組方, 具有無創傷、
無痛苦、安全無副作用等特點, 一直以來成為腫瘤治療的重要
發展方向, 受到16 個國家的科學家的親睞和關注。
這一組方在北美上是十五年來, 幫助眾多腫瘤患者順利的度過
手術, 放療、化療及五年康復期, 從而走向臨床治愈。
中科北美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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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官方網資
訊：www.chinesemiracleherb.com  網上訂購享受更大折扣
。

癌症患者無法放化療或手術時，該怎麼辦？

大休斯頓地區僑界紀念九一八大型研討會大休斯頓地區僑界紀念九一八大型研討會，，週日在美南週日在美南ITCITC 舉行舉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出席大會的致詞貴賓出席大會的致詞貴賓（（ 右起右起））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前前
會長李秀嵐會長李秀嵐，，總領館代表房振群組長總領館代表房振群組長、、廣東總商會主席陳廣東總商會主席陳
灼剛灼剛、、 「「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 德州德州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及座談會主持人姜晗會長張玉誠及座談會主持人姜晗。。

出席研討會的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合影出席研討會的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合影。。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代表代表（（ 右起右起 ）） 張新張新
業業，，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楊俊義楊俊義，，季維強季維強。。

（（圖左圖左））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
的少年劉相志的少年劉相志，，1616 歲歲，， 「「 國國
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 站長站長
，（，（ 右右）） 為李秀嵐前會長為李秀嵐前會長。。

研討會現場圖片展研討會現場圖片展，，讓所有與會讓所有與會
者走入那血跡斑斑的歷史裡者走入那血跡斑斑的歷史裡。。

沈痛的歷史圖片沈痛的歷史圖片，，令人深思令人深思：：
勿忘國恥勿忘國恥！！珍愛和平珍愛和平 ！！

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 右起右起 ）） 「「 天津同鄉會天津同鄉會
」」 會長陳亭會長陳亭，， 「「河南同鄉會河南同鄉會」」 會長張燕曉會長張燕曉。。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 前會前會
長李秀嵐在大會上作鏗鏘長李秀嵐在大會上作鏗鏘
有力有力，，擲地有聲的致詞擲地有聲的致詞。。

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出席大會的各社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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