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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學習俱樂部
Brainy Learning Club

啟發孩子思考能力
著重以誘導開發的方式﹐讓學生領悟通曉﹒

靈活教育﹐涵蓋各年級課輔與準備考試指導﹒
教授機器人與西洋棋﹐激發學習興趣﹒

電話: 832-437-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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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小原流北美教師協會講習會 交流花藝教學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為提升日本插花技術水平，並加強

教師間的互動交流，日本小原流插花學校(Ohara School of Ikeba-
na)北美教師協會講習會11至13日在休士頓The Westin飯店舉行
，特別邀請小原流研究院助教授西晃宏擔任指導，講解許多插花
技術與知識，並現場示範許多精緻典雅的花藝盆栽。講習會今年
已實施第16屆，明年將會在加拿大維多利亞(Victoria)舉行，屆時
將會邀請到該校的大師Hiroki Ohara到場親臨示範。對插花有興趣
的可請洽該校休士頓分部210-289-9848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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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研習會情形現場研習會情形。。

學員們專心聆聽獲益良多學員們專心聆聽獲益良多。。

小原流研究院助教授西晃宏小原流研究院助教授西晃宏((左左))與該校休與該校休
士頓分部會長士頓分部會長Susan Carr FlanaganSusan Carr Flanagan（（右右）。）。

漂亮的花藝漂亮的花藝
皆出自助教皆出自助教
授西晃宏之授西晃宏之
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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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郵：陸威脅美國會勿就台灣議題跨越 「紅線」

（綜合報導）中央社引述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
卿馬志修12日表示，儘管美國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期間的相關雙邊會議仍規劃中，但預期
過去美國國務卿與台灣的領袖代表會面的做法，會
是今年參考指標。

總統蔡英文12日宣布，再次委請總統府資政宋
楚瑜擔任亞今年 APEC會議的領袖代表，而馬志修
（Matt Matthews）身兼美國駐 APEC 大使，他 12 日
上午在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
的APEC研討會上回答台灣媒體提問做上述表示。

中央社引述馬志修的話指出，他相信今年不論
美方資深官員最後是誰將出席APEC，相信類似於過
去的做法會照常進行；雖然行程、日期及雙邊會議

的相關規劃尚未安排與定案，但過去的做法可能是
未來相關安排的參考指標。

宋楚瑜去年擔任領袖代表參與APEC，與時任國
務卿凱瑞不只在多個活動上同台互動，在 APEC領
袖閉門會議期間，宋楚瑜也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
馬交流。

APEC今年將於越南舉行，這也是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後、首度參與亞太區域的重要經貿活動，在川
普上任隨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
，對照中國大力倡導 「一帶一路」及推動 「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下，美國在區域的領導
地位及亞太國家的經貿戰略轉變，都會是這屆APEC
的重要觀察指標。

（綜合報導）美國密西根州一位媽
媽以宗教因素為由，拒絕法院裁決讓 9
歲兒子接種疫苗，被判藐視法庭入獄 7
天。她出獄後震驚的發現兒子已經被前
夫帶去打疫苗，而本來身為兒子優先照
護人的她，也被法官裁決需與前夫共享
監護權。

這位媽媽布蕾朵（Rebecca Bredow
）與前夫洪恩（Jason Horne）原本同意
不讓兒子接種疫苗，不料兩人離婚後，
洪恩突然改變心意，堅持兒子必須打疫
苗，兩人更因此對簿公堂。而奧克蘭郡
法院早在一年前就下命令，要求兒子必
須施打疫苗。但布蕾朵卻因宗教因素，
遲遲不肯遵守法院裁決，讓兒子打疫苗
。法官麥可當娜（Karen McDonald）因
此在10月4日以藐視法庭為由，判她入
獄服刑 7 天，並將兒子的監護權暫時交
給洪恩。

《底特律自由媒體》（Detroit Free
Press）報導，由於奧克蘭郡監獄的規定
，布蕾朵提早於 9 日午夜出獄，卻絕望
的發現兒子已經被洪恩帶去接種疫苗，
「這是我人生中最糟的 5 天，除了我剛

知道我兒子被帶去打疫苗，而且我今天
還不能把他帶回家。這 5 天真的很難熬
。」

雪上加霜的是，麥可當娜法官周三
裁決布蕾朵不再擁有兒子的優先監護權
，她必須和洪恩共享監護權。布蕾朵的
律師維塔勒（Steven Vitale）說布蕾朵對
裁決感到相當絕望，他們一定會上訴。
全美包含密西根州在內，共有17個州規
定父母可以基於非醫療性原因（宗教、
哲學），選擇不為兒女施打疫苗。不過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
my of Pediatrics）強調，疫苗對兒童相當
重要，既安全又能及時救命。

（綜合報導）中國大陸
政府罕見地施壓要求美國國
會在推動強化台美關係的法
案上退讓。《華盛頓郵報》
指稱，北京此舉為中國大陸
企圖在世界各國，包括美國
境內發動政治影響的最新證
明。

中國政府就美國國會近
日推動的一連串有關台美關
係的新法案，包括 「台灣旅
行法案」、 「台灣安全法案
」，以及兩院均已通過的國
防權法案（NDAA）有關台
灣的相關條文，表達 「嚴重
關切」。

華 郵 專 欄 作 家 羅 金
(Josh Rogin)在其最新專文
中指出，根據該報取得中國
大陸駐美大使崔天凱8月寫
給美國聯邦參眾兩院外交關
係和國防委員會領導階層議
員信函中指稱相關提案舉措
代表， 「對中國主權、國家
統一及安全利益的侵害，也
跨 越 了 穩 定 中 美 關 係 的
『紅線』」，並要求他們利

用職權阻撓法案中與台灣有
關的相關條文。

中國大陸此舉已激怒國
會兩黨議員及幕僚，稱此舉
極不妥當且具反效果。羅金
說，國會議員助理向華郵表
示，信函中中國大陸威脅將
有 「嚴重後果」等語極不尋

常，令人無法接受。
台灣旅行法案的提案人

、聯邦參議員魯比歐表示，
「美國應該繼續強化台美關

係，堅拒中國大陸影響或施
壓干預美國及其區域夥伴的
國家安全利益」。魯比歐呼
籲，未來應有更多的台美官
員互訪。

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民主黨首席議員恩格爾表示
，崔天凱在信函中的威脅口
吻，令人印象深刻。恩格爾
說，中國大陸在全世界各國
都採取此種強硬作為， 「他
們竟然覺得可以對美國國會
採取這種威脅及模糊的施壓
手段，而不用擔心造成任何
後果。」對於中國此舉，他
深感 「有趣」。

目前參眾兩院軍事委員
兩院已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
進行協商。參院版本在參議
員柯頓的增修下，有很多強
勁支持台灣的相關條文，包
括要求同意台美軍艦互訪彼
此的海軍港口、邀請台灣參
加 「紅旗」國際軍事演習、
加強對台軍售；眾院的版本
則較溫和，給予行政部門較
多彈性空間。

羅金在文中表示，兩院
進行協商期間，國會議員及
幕僚需就兩個版本進行商議
妥協，過程縝密，幕僚們對

中國大陸 「明目張膽」企圖
影響， 「深惡痛絕」。

參議院民主黨幕僚表示
，中國大陸對美國國內立法
議事作出此種威脅，對建立
美中需要維持的雙邊關係，
毫無幫助或建設性。

國會議員幕僚表示，從
沒見過其它國家的大使館用
威脅手段來影響國會，更別
說透過正式管道進行威脅，
大多數國家的大使館會試著
跟國會建立關係，並說服美
國立法決策者相信相關舉措
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
是中國不是這樣幹的。」

文中引用前國防部亞洲
事務官員、美國企業研究所
學者卜大年的話說，這是中
國大陸多年來集中、長期的
政治戰，但近來更加 「明目
張膽」了。卜大年表示：無
法確實掌握中國大陸在各國
內部施壓的情事，但這是中
國大戰略的一部分， 「非常
、非常嚴重。」

羅金最後指出，美國國
會未來的動作將顯示國會有
無意願抵抗中國大陸的霸凌
，並繼續尋求與台灣建立更
緊密互動的長期傳統， 「即
使兩院若作出部分妥協，也
有必要向中國大陸明確表示
，其手段並不管用。」

美媽拒讓子打疫苗坐牢 出獄驚覺兒子已接種

（綜合報導）大陸人民日報海外版官網 「海外網
」12日報導，據美媒指出，透過《資訊自由法案》獲
得的調查結果顯示，美軍第七艦隊士氣非常低迷，一
名海軍士兵甚至描述稱，在軍艦上服役就像被困在
「浮動監獄」。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在《海
軍時報》獲得的三份美軍指揮情況調查報告中，有數
百頁搜集自海軍士兵的匿名評論，這些材料暴露了美
軍提康德羅加級飛彈巡洋艦 「希洛號」（USS Shiloh
）上廣泛存在的士氣低迷問題。該艦駐紮在日本橫須
賀基地，兩名美國海軍官員對此表示，調查報告中反
映的情況是準確的。

根據調查，對於 「我相信我的長官會公正對待我
」這一命題，只有31％的士兵表示同意；而在前任艦
長掌管時，這一數據是63％。此外，對於 「我有動力
盡己所能完成使命」，只有37％的士兵選擇同意，這
一數據相比前任艦長掌管下的69％，同樣出現大幅下
滑。

美國海軍官員表示，此結果已經促使美軍領導層
提高調查頻率，以警醒該艦艦長艾科克上校（Adam
Aycock）改善其表現。一名美國海軍官員甚至稱，面
對如此糟糕的調查結果，他們無法理解艾科克怎麼能
繼續擔任艦長。

報導稱，艾科克自2015年6月至2017年8月擔任
希洛號艦長，目前身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一名官員
稱，艾科克目前還保持現役，沒有被過早調離希洛號
艦長職務。

根據調查，士兵們反映受到艾科克的嚴厲懲罰，
包括被關在禁閉室只能獲得 「麵包和水」等，稱艦長
現在還在使用這種 「不可思議」的懲罰形式。一名調
查受訪者稱， 「就連基地上的出租車司機都知道我們
是 『麵包和水號』軍艦。」報導稱，現行版本的美國
2017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已經寫入禁止此類懲罰的
條文。

據悉，希洛號隸屬於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第七艦
隊近期已經遭遇一系列事故，包括 「費茲傑羅號」和
「麥肯號」發生的兩次嚴重碰撞事件。第七艦隊相關

長官正面臨大範圍紀律處分，而美國海軍也罕見地將
艦隊司令約瑟夫·奧庫安中將解職。

報導稱，希洛號和 「麥肯號」及 「費茲傑羅號」
一樣，都配備有神盾導彈防禦系統。今年6月，希洛
號曾因一名海軍士兵失蹤7天而成為新聞焦點。該士
兵起初被認為墜海身亡，然而經過大規模海上搜索，
該名士兵最後被發現就躲在艦上輪機艙。後來，該名
士兵被處以非司法性懲罰。

美軍第七艦隊士氣低迷 士兵稱其為 「浮動監獄」

（綜合報導）美國童軍（BSA）打破百年傳統，
計劃未來2年陸續允許女性加入幼童軍和童軍，不過
惹來美國女童軍不滿。成立100多年的美國童軍，過
去一直只接受男性加入，不時引來批評，指美國童
軍過分保守，不過這個情況，明年將會不一樣。

BSA 表示： 「家長設法讓他們的兒女加入童軍
，我們探討教育價值多年，究竟幼童軍對女孩能否
像對男孩般重要，教育家和家長都認為絕對重要，
所以我們決定讓女童加入。」此外，BSA說，近來
雙薪家庭與單親家庭漸多，讓BSA的活動與計畫更
多元，方便不同的家庭各取所需，這樣才能保持其
競爭力與吸引力。

BSA 管理層一致同意，由 2018 年開始，7 至 10

歲的女童可以加入幼童軍，11至17歲的女童也可以
在2019年加入童軍，更容許她們爭取屬美國童軍最
高榮譽的鷹級童軍（Eagle of scout）。

世界童軍組織和一些平權組織讚揚美國童軍為
性別平等踏出重要一步，不過並非所有人歡迎今次
改革，其中美國女童軍就非常不滿。早在八月，美
國女童軍高層質疑，美國童軍容許女性加入只為
「搶客」，解決會員流失問題。

美國女童軍強調，只有女性存在的環境下，對
女童學習效果最好，又批評美國童軍直接將訓練男
童的方法，套用在女童身上是魯莽和短視的做法。

目前BSA約有230萬會員，年齡介於7-21歲，
旗下志工多達96萬人，遍佈全美與美國屬地。

美國童軍打破傳統未來擬開放女性加入

APEC台美兩國官員會晤 美國務院：參照往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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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今
年8 月 至9 月，大休斯敦地區遭遇百
年不遇的＂哈維＂颶風侵襲，當地民
眾受災嚴重，在抗洪救災過程中，休
斯敦中國人社區湧現出一批先進典型
個人和團體，為救助受困民眾和開展
災後重建作出貢獻。為表彰先進，弘
揚正氣，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美
南報業集團及中國人駐休斯敦總領館
，在兩週的對外徵求送件後，經一週
的閉門評選，二十個社團及個人名單
於日前正式揭曉，並將於今晚在總領
舘舉行正式頒發儀式。同一批人馬，
也將於明（10 月 14 日 ）晚舉行的 「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上
再次頒獎。

這二十個社團及個人名單如下：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

心）在災害期間和災後重建過程中，
發揮中國人社區救災中心角色，作出
突出貢獻

團隊代表︰靳敏、王曉霞
推薦人︰范玉新
簽到︰靳敏（領獎）、王曉霞、

周愛萍

聯繫人：靳敏832-677-0372
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 通過減免學

費、募捐等方式幫助受災華人家庭，
千方百計爭取華人子弟恢復上課
團隊代表︰馬莎、黃玲
推薦人︰馬莎、黃玲
簽到︰馬莎（領獎）、黃玲、李玉
聯繫方式：黃玲281-690-3958

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 踴躍捐款，
將承辦國慶晚會所有贊助票款捐贈用
於中國人社區救災
團隊代表︰羅雪梅
推薦人︰羅雪梅
簽到︰羅雪梅（領獎）、黃華、魏波
聯繫方式：羅雪梅713-882-3838

得州船友會 充分動員華人家庭民
船，組成義務救災力量，全力投入抗
洪搶險，受到廣泛讚譽
團隊代表︰趙軍民 廖躍清
推薦人︰趙軍民（領獎）、蘇自群、
孫緒金
聯繫方式：趙軍民832-398-3518

休斯敦湖南同鄉會 積極組織同鄉
之間互助救援，幫助同鄉開展災後重
建

團隊代表︰嫣妮、吳安萍
推薦人︰吳安萍 嫣妮（領獎）、廖貽
助、賈茜
聯繫方式：嫣妮713-933-5040

美南山東同鄉會 廣泛動員組織募
捐，為社區救災和重建提供較大支持
團隊代表︰房文清
推薦人︰房文清
簽到︰房文清（領獎）、張新業、季
維強
聯繫方式：房文清832-867-5777

休斯敦槍友匯 召集百餘名義工，
組成前線救助組合後備支援組，全面
投入救災
團隊代表︰馬廣力、Nancy
推薦人︰Nancy 馬廣立（領獎）Nan-
cy Bo、Vivian Song
聯繫方式：713-828-9968

休斯敦華裔餐飲協會多次為社區
救災和重建捐款
團隊代表︰沙麗
推薦人︰沙麗
簽到︰沙麗（領獎）
聯繫方式：281-979-3628

休斯敦華裔聯盟 自發募捐併購買

發放救災設備，組織義工幫助受災家
庭重建
團隊代表︰解濱、孫盈盈 徐華
推薦人︰徐華（推薦人）
簽到︰陳幹（領獎）、孫盈盈、Joy
聯繫方式：713-494-2648

休斯敦皇城根北京群 多名成員參
與救災，踴躍捐款支持災後重建
團隊代表︰劉洋
推薦人︰劉洋
簽到︰劉洋（領獎）、薛寧、盧海濤
聯繫方式：劉洋832-244-6171

得州大連同鄉會 成立前線救援隊
、災民生活幫扶組等，全力救助受災
家庭
團隊代表︰李懿珈
推薦人︰李懿珈
簽到︰李懿珈（領獎），曲大瑋，
Joshua Hall
聯繫方式：李懿珈832-680-8666

華助中心辦公室主任周愛萍 災情
持續期間，作為華助中心值班人員，
堅持帶病工作，為中國人社區互助互
救作出突出貢獻

“雙椒”連鎖餐館董事長楊玉楠

隻身一人開卡車救出受困華人家庭，
為救災警察、志願者、災民免費提供
餐飲

廖躍清即“廖船長” 率先駕船投
入抗洪救災，帶動更多華人誌願者參
與，受到媒體和社區高度讚揚
聯繫方式：832-875-1568

張寶珍即“劉三姐” 深入災區一
線，幫助運送災民撤離，投入大量精
力為社區提供志願服務
聯繫方式：832-605-4327

姚明團隊成員徐寧波 積極向社區
捐款捐物，支持災後重建工作

Cypress 地區梁晨 利用自家卡車
、皮艇，主動救助多名受災老人

Bellaire地區胡彬 利用自家氣墊船
救出受困華人鄰居，並用自家住宅做
避難所幫助災民

Katy地區張靜 與家人朋友劃皮艇
進入災區探查災情，組織災後重建義
工隊幫助受災家庭

楊萬青 發動朋友、客戶積極捐款
，先後分三批資助受災家庭

評選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抗洪救災先進典型
二十個社團及個人名單揭曉，今晚在總領館頒獎

(本報訊)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很榮幸能邀請到享譽海內外的當代詩人周正光先生來為休士頓眾多文
學愛好者們講解及分析〔1〕當代傳統詩詞之現況〔2〕他對當代白話詩的見解〔3〕他的創作歷程以
及〔4〕他對當代詩壇的展望。

周正光先生，嶺南人，自幼酷愛繪畫及文學、藝術。對於詩，他是新舊兼愛，他認為 「詩無新
舊，體有古今」，所以他既能寫絕對自由之現代詩，又能寫格律森嚴之古典詩詞，而且兩者俱有很
深的造詣。各詩體中，周先生尤其喜愛七言絕句，歷年所作不下千首，在文壇有 「周七絕」的美譽
。

周正光先生著作等身，有新詩集 「聽雨在密西西比河」，古典詩 「聽雁扣舷集」行世。他的舊
體詩詞有一百五十四首入選中華詩詞研究院所編 「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絕句入選 「當代絕句
三百首」。他的新詩也曾入選臺灣中央日報 「海外詩抄」、暨南大學出版之 「海外華文文學讀本」
及謝冕主編之 「百年新詩」。

歡迎對文學、詩詞有興趣的文友們踴躍參加，千萬不要錯過了這2017年的文學饗宴。
會後將有餐敘，歡迎意猶未盡的文友們，繼續與詩人周正光先生談詩論畫。
講員: 周正光先生
講題：詩海一勺 : 中國當代新詩與古典格律詩漫談
時間：11 月4 日（星期六）下午2點
地點：文化中心一樓134室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詩海一勺 : 中國當代新詩與古典格律詩漫談

(本報訊)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諮詢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由2017年9月開始，
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2至4點，在光鹽社舉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會，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正
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定期聚會，彼此支持。

聚會共五次，包括由專業腫瘤科醫師周晏講癌症後的追蹤治療及照護、中醫師馬濤講由中
醫觀點養生抗癌、護理博士王琳主講癌症病人該如何注重飲食及專業精神科醫師權昱提供確診
罹癌後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以及癌症倖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等各種癌症倖存者所需的
重要資訊。

癌症關懷小組第二次聚會時間為2017/10/14 週六下午兩點至四點，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由專業中醫師講中醫觀點養生抗癌。馬濤醫師
是weMED診所的主要中醫醫生之一，畢業于成都中醫學院，她在西醫和東方醫學方面擁有廣
泛的背景。她對患者的憐憫和關心，致力於提供有效和特殊的護理。此演講馬濤醫師將介紹中
醫觀點養生抗癌，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剛被診斷出癌症、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
的癌友及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主講人：馬濤醫師
時間：10月14日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時
地點：光塩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
中醫觀點養生抗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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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博士音樂學苑為慶祝106年中華民國國慶，和Steinway and Son應邀著名鋼琴家林佳靜遠從紐約來
到休士頓和大家同樂。於十月六日下午，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及家人，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國
慶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嚴傑，僑務委員劉秀美，及將近100位家長和小朋友都來凝聽林老師的音樂會。林
老師要求小朋友坐在鋼琴前，她用畫面及玩具詮釋許多古典音樂名曲。她用魔術般的力量把孩子們安靜
的把整場音樂會聽完。很多孩子不但跟著旋律拍手，也會不由自主的跟著唱起來。全場來賓從一歲到一
百歲都開心地欣賞林老師的表演。

中場休息時，林老師也有簽書會與小朋友有更親近的交流。來賓們把林老師帶來的書一搶而空。大
家都迫不及待的和老師交談及拍照留念。

康博士音樂學苑在下半場請林老師特約指導四位精挑細選的優秀學生；David, Nina, Harrison, and
Didi. 許多老師及學生都認真的學習。之後，大家都 表示希望明年老師還來休士頓指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國慶林佳靜親子音樂會

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陳美芬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陳美芬、、副主任委員嚴杰副主任委員嚴杰、、康博士音樂學苑負責人陳逸玲特別邀請康博士音樂學苑負責人陳逸玲特別邀請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夫婦及兩個女兒一起聆聽這場紐約鋼琴家林佳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夫婦及兩個女兒一起聆聽這場紐約鋼琴家林佳
靜親子音樂會視聽饗宴靜親子音樂會視聽饗宴，，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
也全程欣賞這場說故事音樂會也全程欣賞這場說故事音樂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國慶醫學講座 （10/14/2017，
2:00-4:00PM）

眼睛是靈魂之窗， 龍岡親
義公所及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關心全僑眼睛的健康，特
別主辦 「眼睛的疾病與保健」
醫學講座，邀請眼科名醫為僑
胞們講解眼科疾病及日常眼睛
保健方法。醫學講座於 10/14/
17 下午2-4時在僑教中心203室
舉行，敬請僑社人士踴躍參加
。講座免費並有精美茶點招待
。 座 位 有 限 ， 報 名 請 電 (713)
784-9049 或 Email: csa.hous-
ton1@gmail.com。

國慶西畫展（10/14/17-10/24/
17 10:00AM-4:00PM）

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
106年雙十國慶西畫展將於十月
十四日上午十時假僑教中心展
覽室舉行開幕剪綵。 為期十天
的展覽，10/14-10/24 每天 10:
00AM-4:00PM（週一休息），

為休士頓的僑胞們帶來豐富多
彩的藝術嚮宴。開幕典禮有精
美茶點招待，歡迎大家踴躍前
往欣賞。 請洽李美音會長， 電
話(713)302-6021

慶祝國慶國慶際標準舞觀摩會
（10/14/17 7:00PM）

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
國際標準舞觀摩會將於10 月 14
日(星期 六)下午7:00時在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舉行.
主辦單位王麗純舞舞蹈學校不
計成本,邀請國際著名舞蹈家演
出一流水準的國際標準舞,請大
家 不 要 錯 過 。 演 出 時 間 是 7:
00PM-9:00PM，表演結束後接
著有舞會至10時30分，讓舞迷
們一展身手，互相砌磋舞技。
節 目 中 場 時 間 將 進 行
“buy-a-dance”活動，全部表
演舞者參與，結餘將用於救濟
德州地區風災災民，協助受災

僑胞度過難關。詳情請電王麗
純，電話(281)658-4426

國慶紀念辛亥革命成功，眷村
美食／經典老歌（10/15/17，
10:00AM）

為了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
慶，中山學術研究會於 10/15/
17 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假僑教
中心大禮堂舉行 「國慶紀念辛
亥革命成功，眷村美食／經典
老歌」活動。歡迎僑胞們共聚
一堂,紀念辛亥革命，懷念當年
眷村情景和品嘗眷村美食，並
且一起欣賞大家耳熟能詳的經
典歌曲演唱。眷村美食部分有
牛肉麵,涼麵, 炸醬麵,包子, 鍋貼
, 紅油抄手,菜飯,牛肉捲餅,蟹殼
黃,滷味,肉羮,,貢丸湯 ,油飯,,滷
花生米,素食,豆花,仙草冰,水果
等 12 個攤位，歡迎大家踴躍參
加，請洽唐心琴會長, 電話:(832)
651-2848

本週國慶系列活動

在美國每天約有 10000 人年屆 65 歲，在德
州每月有 21000 人年屆 65 歲，需要醫療保險協

助的人不斷增加，每個不同年齡層也都有各種
不同需要的醫保制度，川普總統上任後，醫保

的改革令人困惑，奧巴馬健保何去何從
？川記健保何時定案？都是大家関切的
問題.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為配合大眾的
需求，將訂於 10 月 14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18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2 點 -4 點 在 7001
Corporate DriveSuite#379， Houston，
TX 77036 角聲辦公室，為大家回答各種
問題，並協助處理各種問題。需要事先
電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
座位。講座主題是:《認識美國醫療保險
制度》。
內容:
1). 10 月 14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2 點 -4 點:
2018年的聯邦醫療照顧計劃
1.剛取得綠卡來到美國應如何選擇醫保？
2.低收入的資格條件和如何申請醫保？
3.申請各種不同情況的醫保重要日期
4. 罰款及重要須知
5. 最新醫療新知
2). 10月28日星期六下午2點-4點: 2018
年的健保制度（歐記健保？川記健保？
）

1. 剛取得綠卡來到美國如何申請健保？
2. 學生畢業了，如何申請健保？

3. 兒女在美國讀書如何申請健保？
4. 申請健保有些什麼需要條件和收入資格？
5. 旅遊國外如何申請醫保？
6. 最新全民健保資訊
3). 11月18日星期六下午2點-4點: 如何選擇適
合2018年需要的醫療保險

1. 各種年齡層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要
的醫療保險

2. 各種醫療保險的不同福利
3. 選擇醫保的須知
4. 專科醫生不在網絡內如何作
5. 處方藥漲價或不在網絡內如何處理
6. 接到急診帳單如何處理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18年。
聯邦醫療保險合格專業人員，有二十年服務經
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問答專欄作者
。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醫療保險」 講座
主題:《認識美國醫療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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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計畫2018年度轉換
期(AEP)，馬上就要從本月 15 日起展
開了。您可知道 Medicare 的 Part A 與
Part B 部分，保費將自明年再度雙雙
上漲嗎？

談到紅藍卡的保費標準，由於加
入資格的定義不同，所以 Part A 與
Part B 的收費標準也不太一樣。多數
年滿65歲或以上的美國公民或永久居
民，在工作時都有繳交聯邦醫療保險
稅給政府，所以只要工作超過十年，
社會安全點數已達40點，即可獲得政
府免費提供 Medicare 醫院保險部分
(Part A)；至於工作點數不足，仍可藉
由每月支付保費來購買，依照2017最
新規定，每人每月的費用是$413(或
$227)元。

關於醫療保險 Part B，任何享有
Part A 的人，都可通過每月支付保費
來參加。根據美國社會安全局的規定
，受益人的收入越高，每月要付出的
Part B 保費也越高。這種 「收入標準
」來收費的規定，以2017舉例來說，
政府是根據您(與配偶)在2015年的修
改 調 整 後 總 收 入 (Modified Adjusted
Gross Income; MAGI)，分成五級來決

定費用多寡，也就是說您調整後總收
入(Adjusted Gross Income)加上免稅利
息(Tax Exempt Interest Income)，個人
部分若未達$85,000 元(或夫妻未達
$170,000元)，每人每月保費則是$134
元，超過以上標準將視分級所在群組
，每月各繳付$187.5/$267.9/$348.3/
$428.6元，政府會逐月從社安福利金
中扣除，或每三個月向參加者收繳一
次保費。

有些讀者可能認為購買Part A 的
保費太貴，不願意主動在初始註冊期
(IEP/ICEP)立即申請；有的人也許因
為Part B得另外付費，並且政府也沒
強制65歲以上長者一定要參加，所以
許多人只買了住院保險而沒買門診保
險。元鐘在此強烈建議您絕對、一定
、務必要買，而且千萬不要逾期才加
入。因為美國政府為避免健康者鑽漏
洞，訂定法規強制Part B未按時加入
者，每延後一年就得終身多付10%的
罰金(逐年等比累加)，因此除非您是
：[1]尚有工作提供團體保險；[2]決定
不回美國居留；[3]低收入戶(是由政府
出錢補助)等特殊情形，否則您都該把
握時間，在規定的時限內提出申請。

元鐘想要在此強調，若將Medi-
care 的2017年最新官方資料與2016年
相較，福利部分真是越來越差。例如
Part A 住院前 60 天，自付額已由$1,
288漲到$1,316元，保費部分更是大幅
上漲，需購買 Part A 資格的月費由
$411漲到$413元；而Part B的第一級
月費，也從每月$121.8漲到$134元。
其他四級收入較高者的相關問題，我
們會另以專文再作討論。
隨著人口老化及醫療費用上漲，美國
政府其實早已在做賠本生意；再加上
政府財政日益困難，很多人不看好
Medicare能再撐多久，可是親愛的長

輩們請千萬別因保費上漲而卻步。因
為這是美國最基本的老人醫療福利，
另一方面，政府也努力投注資金，用
來補助私人保險公司所開辦的優惠計
畫 Part C 與處方藥計畫 Part D，期使
更能完整的補足老年醫療需求的不足
之處，即便長者的負擔能力有限，還
是有很多的計劃可考慮參加，這也是
元鐘為什麼願意不厭其煩地細細解說
，希望能涵蓋所有層面去介紹各種可
行方案(當然還有 「政府補助老人保險
優惠計畫～零元計畫」等利多辦法)，
希望使長輩們能在退休後，免於 「害
怕生病」、 「生病了不敢告訴小孩」

或 「生病了怕沒錢看醫生，不敢去醫
院」的種種恐懼。

加入越晚，保費越高！ 紅藍卡
保費一再漲價，把握機會權益不吃虧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

surance Agency」聯繫。7001 Corpo-
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Tel: (832) -500-3228， Fax :(
832)-500-3227， E-mail: hous-
ton@johnleeins.com本專文全部內容，
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
翻印或轉載。

美國老人醫療保險制度
[二] 美國老人保險 (Part A, Part B) 保費篇

李元鐘 保險碩士

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Part APart A費用費用聯邦醫療保險費用一覽表聯邦醫療保險費用一覽表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由義大利文化中
心所舉辦的休斯頓義大利節(Houston Italian Fes-
tival)，將於本周末盛大上場，地點在聖托馬斯
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今年是第 39 屆
舉辦，內容包括美食、品酒、音樂、舞蹈、電
影、文化活動、兒童活動、古典車秀、各種競
賽等，花樣百出，展現義大利文化的豐富內涵
，邀請所有的民眾同歡。

今年的慶祝活動，將由 DJ Italia、Fab 5
（Beatle's Tribute樂隊）、休斯頓國際民俗舞蹈
團、Tarantellas義大利民俗舞蹈團、以及頂級義
大利男高音 Aaron Caruso組成。 此外，還有葡
萄酒品嚐、啤酒品嚐、義大利文課程，義大利

語課程，Carranza 木偶戲，由主題藝術家 Carol
Wells帶來的人行道藝術互動、以及星期天的古
典車秀。同時，也特別為小朋友們準備電影、
兒童活動、和烹飪課程。現場的觀眾也有機會
參加吃義大利麵比賽、踩葡萄比賽、義大利滾
球賽(Bocce)、欣賞業餘攝影比賽、以及在人行
道上的街頭藝術賽，於各種層面上呈現義大利
的文化與特色。

義大利美食以其豐富的味道席捲全世界，
此次義大利節中，將提供經典和最受歡迎的全
套菜單：烤洋薊心、瑪薩拉酒燉雞、肉丸三明
治、義大利香腸、義大利千層麵、和多種義大
利麵。 喜歡甜食的人可以嚐嚐瑞可塔起司捲

cannoli、 義 大 利 冰
淇淋、義大利甜甜
圈 sfingi。再來上一
杯葡萄酒或精釀啤
酒、義大利濃縮咖
啡、或卡布奇諾咖
啡，絕對讓人留連忘返。

門票：星期五至星期日（週五下午4點後，
成人入場費為8 美元，12 歲及以下兒童可免費
入場）。優惠門票可在網上購買$ 6。https://
www.eventbrite.com/e/39th-houston-italian-fes-
tival-tickets-36519650257?aff=SouthernNews-
Group。包括節慶活動預訂，線上預訂以及餐飲

服務。
舉辦地點：聖托馬斯大學（3800 Montrose

Blvd，Houston，TX 77006）
時間： 10月13日(星期五)上午11時至晚上

10時; 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
10月15日(星期日)上午11點至下午6點。

休斯頓義大利節豐盛上場
美食美酒 音樂文化 古典車秀 熱情邀您來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10 月 29 日舉行15 週年慶
上見下燈和尚親臨祈福大法會並慈悲開示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將於10 月 29
日（ 星期日）上午九時半起舉行十五週年祈福大法會，台
灣中台禪寺住持方丈見燈和尚親自前來主持，他將於當天
上午十時作慈悲開示，中午十二時，舉行國際素食展暨素
齋供眾結緣。當天下午二時，正授三皈依暨五戒，下午三
時，功德圓滿。

「古佛靈知見，星燈總一同」，從靈泉到中台，中台
禪寺在開山方丈 上惟下覺大和尚的引領和指導下，建立
了完善、和合的菩薩僧團，禪宗心法也在四眾弟子的心田
中生根茁壯，廣傳十方。在開山建寺、創辦普台國民中小
學功德圓成之後， 開山方丈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將住持
的責任交予弟子見燈和尚，囑咐守護道場、住持正法之重
責大任。

民國八十年，見燈和尚於 導師座下披剃出家，參與
了靈泉寺開山闢地、禪法初弘的歷程，直至中台法幢高樹
、宗風廣演的今日。一路走來，謹遵師志，如實行持，無
有疲厭。歷任中台禪寺執行長、都監、副住持及精舍住持
等多項執事，統領大眾，積極推動寺務運作，慈悲胸懷與
領眾才能深受大眾肯定。

「不受迷惑能作主的人生是真正的光明，沒有妄想煩
惱的心靈才是真正的福氣。」見燈和尚勉勵大眾確立正知
正見，知所進退，乃至契悟實相，在道業上有所成就；更
期許自己秉持著 導師的悲願和教誨，帶領全山四眾弟子
，共同荷擔如來家業，在既有的穩固基礎上繼續提升、發
展，為中台廣傳的弘法使命而精進努力。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恆豐銀行於本周三（ 10 月 11 日
） 召開本年度（2017 年度）第三季財報記者會，由董事長吳
文龍主持。為了表示慶賀，吳董事長特別選在蓋勒利亞區以
「超 級 牛 排 」 馳 名 的 DEL FRISCO'S DOUBLE EAGAL

STEAK HOUSE 舉行，共有十位休市華文媒體與會。恆
豐銀行除董事長吳文龍外，還有副董事長張瑞生，執行
董事孫定藩，陳文全，總經理張永男，公關部經理Jen-
nifer Zhou, 及市場部副總裁徐朗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肯定了恒豐銀行前兩季的優異
表現,同時,並對本季度的營業業績給予高度的評價。 吳
董事長欣喜的表示,還差600萬就達我們年初所定下的總
資產15億的目標,經過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預計在本月
即將達成,我們要提前圓滿達成既定目標,在年底,並一定
會超過目標。 截止2017年9月底第三季度財務及營運狀
況如下:

總資產額達14億9千3佰萬,總存款達13億1仟4佰萬,
總貸款額超過12億,稅前盈餘2仟萬,稅後盈餘達1仟3佰
萬,資產報酬率(ROA)1.21%,投資報酬率(ROE)10.5%,更
可喜的是,銀行各地營業區域今年前九個月的發展趨勢良
好 , 值得一提的是恒豐銀行去年在加州剛剛開立的2個
分行,在開業第一年,成績優異,吳董事長表示,由此看來我
們當初對於加州市場潛力的評估並設立分行的決定是正
確的。加州分行照這個趨勢發展,恒豐銀行預計在2018
年,再開一至兩個分行,以滿足市場拓展的需求。

為了順應市場發展的需求,更好的服務于廣大客戶,今
年,恒豐銀行斥資升級了網上銀行服務業務,同時,為了更
好的保證客人帳戶的使用安全,即將開通的 My Mobile

Money ,將會對客戶的每一個transaction 作資訊提醒, 並期望年
底前開通手機銀行服務業務。 恒豐銀行新業務的開展,將會為
客戶提供更方便,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務。

截至目前,恒豐銀行已有18個經營網點,分佈于德州,內華達
州,加州,休士頓,達拉斯,拉斯維加斯,南加州工業區市和阿罕伯
拉市等不同城市和地區,無論是在經營多年的城市地區,還是新
開發的城市,恒豐銀行專業的業務團隊, 都在兢兢業業努力耕耘,
勾畫著宏偉的藍圖。

吳董事長表示, 長期以來,恒豐銀行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
負責,對客戶負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一個貸款專案,並
嚴格控管貸款中每一個流程的正確性,因著這一堅持,恒豐銀行
增加資產的同時,也保持著資產品質的優良。 作為第二大的社
區銀行,恒豐銀行在19年經營歷程中,在本著 「誠信為本,專業為
責」的經營理念,為客戶提供一流的專業服務的同時,始終堅持
關心社區建設,在本次harvey 颶風後,恒豐銀行更是在第一時間,
就投入到救災賑災當中, 在瞭解到一個緬甸社區,因為水災,將造
成三個月沒有收入,近250個家庭生計存在問題的情況下,吳文
龍董事長第一時間決定聯合百佳超市,香港超市,越華超市聯合
捐米超過1千包,以解決該社區的居民吃飯問題, 讓受災群眾倍
感溫暖。

恒豐銀行成立于1998年5月18日,從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
的開始,經過19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
行的標準,員工超過220人,拥有總行及分行18家的本地創立之
大型華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
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
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
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恆豐銀行第三季財報出爐
金秋時節，碩果纍纍，存貸雙高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前排中前排中 ）） 於本周三於本周三（（1010
月月 1111 日日 ）） 舉行第三季財務報告記者會舉行第三季財務報告記者會，，出席者包括出席者包括（（ 前排前排
左起左起 ）） 執行董事陳文全執行董事陳文全，，孫定藩孫定藩，，總經理張永男總經理張永男，，副董事長副董事長
張瑞生張瑞生，（，（ 後排左起後排左起）） 「「市場部市場部」」 副總裁徐朗副總裁徐朗，，公關部經理公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Jennifer Zhou , 董事長秘書董事長秘書ElisaElisa 等人等人。（。（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中台禪寺新舊任住持交接送座晉山大典見燈和尚開示中台禪寺新舊任住持交接送座晉山大典見燈和尚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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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拉斯維加斯 – Verizon和我們全球各地超過十六
萬三千名員工，向所有在拉斯維加斯於十月一日發生之恐怖槍擊
事件中罹難人士的朋友和家人致以衷心慰問。

任何希望幫助罹難人士及其家人的Verizon Wireless客戶，捐
助National Compassion Fund 易如反掌。該基金由National Cen-
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創辦，而 National Compassion Fund 不但
為大型災難傷亡罪行的罹難人士收集捐款，更將該等善款直接分
發給予罹難人士及其家人。透過這由短訊捐款 (text-to-donate)
活動募集的善款，全部分發給予於十月一日遭受在拉斯維加斯槍
擊事件中受到影響的人士。欲知有關 National Compassion Fund
與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進一步詳情，請瀏覽他們

的網站https://nationalcompassionfund.org/。
「謹以沉重心情及施以援手的精神，鼓勵我們的客戶，儘能

力支持受到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影響的每一位人士和家庭，
」Verizon 美中南部市場總裁Krista Bourne表示。

請發送短訊字 VEGAS 至 20222 支持 National Compassion
Fund，待閣下以您的帳單郵區號碼確認後，您的Verizon Wire-
less 帳單自行入帳 $10。

Verizon簡介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證

券交易所代號：VZ）Verizon 總部設在紐約，僱用十六萬三千四
百名多元化員工，2016年營收達一億二千六百萬美元。Verizon

營 運 美 國
最 可 靠 的
無 線 網 絡
與 美 國 最
先 進 的 全
光 纖 網 絡
， 並 為 全
世 界 各 地
商 業 客 戶
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其子公司Oath 擁有超過五十個媒體和科技
品牌，在世界各地服務約十億人口。

Verizon客戶可以發短訊支持拉斯維加斯罹難人士及其家人

(本報訊)大腸癌是世界範圍內最常見的消
化道惡性腫瘤之一，佔胃腸道腫瘤第3位，以
40～50歲年齡組發病率最高，而結腸癌的復發
率為30%～50%。世界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結
腸癌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發
病率最高，居惡性腫瘤的前二位，且發病率呈
上升趨勢。中國人的大腸癌發病率明顯低於北
美地區，而移民到北美地區的第一代即可見到
大腸癌發病率上升，第二代基本接近北美地區
的發病率。大腸癌的發病和環境，生活習慣、
尤其是飲食方式有關。一般認為高脂肪飲食和
纖維素不足是其中主要病因。

綠蜂膠是大自然進化中賜予人類的天然抑
癌因子：矛和盾的鬥爭貫穿了整個自然進化過
程，癌基因與抑癌基因、致癌因子與抑癌因子
調節生物進化。大自然中的植物為了防病，會
分泌出珍貴的抗病免疫物質，聰明的蜜蜂能夠
分辨出其好壞，將之採集回來，精心釀成蜂膠
，作為自己唯一的“藥品”。蜜蜂在五千萬年
的進化長河中，憑藉神奇的蜂膠抗擊了細胞變
異和癌變，從而生生不息。綠蜂膠是蜜蜂的抑
癌基因產物，是本世紀人類發現的最好的天然
抑癌因子。

綠蜂膠對結腸癌細胞有直接殺傷的作用：
歐美和日本等國的科學家發現綠蜂膠中的

CAPE、ArtepillinC、terpenoids 等活性物質對
結腸癌細胞具有直接的抑殺作用，其抗腫瘤效
果不亞於常規的化療藥物 5-氟尿嘧啶，而同
時沒有後者的副作用，從而有效協助治療腫瘤
,抑制腫瘤的轉移或復發。

綠蜂膠使腸癌患者生存時間顯著延長、生
活質量明顯改善：日本和歐洲的實驗均發現，
綠蜂膠可使實驗性移植結腸癌鼠的生存時間顯
著延長達47%—130%。巴西、中國的臨床研究
發現，綠蜂膠能延長晚期結腸癌患者的生存期
達24%以上。同時，綠蜂膠減輕了大腸癌患者
疼痛、消瘦、衰弱、食慾不振、貧血等徵候，
顯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綠蜂膠是一種癌基因抑制劑：人類大腸癌
表現COX-2基因過度表達引起大腸癌的出現
。紐約大學 Gaynor 博士發現綠蜂膠是最好的
天然COX-2酶抑制劑，能夠抑制大腸癌組織
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防治大腸癌的作用，而
同時它沒有藥物COX-2抑制劑的不良反應。
作為天然COX-2酶抑制劑，綠蜂膠成為藥物
治療的最佳輔助品，倍受醫學界的重視和歡迎
。

近幾年，大腸直腸癌已躍升為十大癌症死
因的第3位，這與國人飲食習慣西化，飲食內
容趨於高蛋白、高脂肪、低纖維有關；許多人

談癌色變
，但事實
上有六至
七成癌癥
是可預防
的，只要
平常在飲
食控制方
面多下點
功夫，癌
症就不容
易找上你
！

加拿大NPN#80006418·美國 FDA食品藥
品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國際 GMP Site
License#300909·全球HACCP質量認證BR13/
7429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
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 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

，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腸保健康，遠離大腸癌

 

  

 

  

  免費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幫助蔬果過冬”及冬季摘種 
   

Organic Gardening                        
Winter Protection & Seasonal Vegetables Planting   

 

 10-21-2017  Saturday        日期: 10月21日星期六                           
9:00AM-10:30AM              時間:早上 9:00-10:30 

 

seats are limited  座位名額有限 
class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免費講座)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珮珊 Ivy)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Southwest  
 

 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家庭診所 

( 位於10623百利大道, 金山飯店同一商場內, Suite C280 )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現場樂隊，一個非凡之夜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把把1010月月33日星期二晚間帶到一個新的極端日星期二晚間帶到一個新的極端，，為慶祝全國打擊犯罪夜八為慶祝全國打擊犯罪夜八
週年活動週年活動,, 我們邀請我們邀請SVK BANDSVK BAND進行現場音樂會進行現場音樂會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執行長李成純如執行長李成純如、、中中
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休士頓警局華休士頓警局華
裔副局長敖樂章裔副局長敖樂章、、警員周錫俊拉近警民關係共警員周錫俊拉近警民關係共
同打擊罪行同打擊罪行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休士休士
頓警局華裔副局長敖樂章率執勤員警頓警局華裔副局長敖樂章率執勤員警、、
市議員市議員LasterLaster、、州眾議員吳元之州眾議員吳元之、、西南區西南區
管委會主席李雄管委會主席李雄、、執行長李成純如對拉執行長李成純如對拉
近警民關係共同打擊罪行活動深感滿意近警民關係共同打擊罪行活動深感滿意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邀請市議員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邀請市議員LasterLaster、、休士頓警局華裔副局長休士頓警局華裔副局長
敖樂章率執勤員警參加敖樂章率執勤員警參加Diho SquareDiho Square。。西南管理區主辦全國打擊犯西南管理區主辦全國打擊犯
罪夜八週年活動罪夜八週年活動

警員周錫俊等出席在頂好廣場舉行全國性的警員周錫俊等出席在頂好廣場舉行全國性的
National Night OutNational Night Out活動活動

西南管理區成員李雄西南管理區成員李雄、、王慧娟王慧娟、、美華協會陳綺玲美華協會陳綺玲、、警警
員們為與會人士服務員們為與會人士服務

西南管理區成員李雄西南管理區成員李雄、、李成純如李成純如、、王慧娟王慧娟、、美華協會陳綺玲介紹休士美華協會陳綺玲介紹休士
頓警局副局長頓警局副局長、、警員周錫俊等給參加打擊犯罪夜八週年活動人士警員周錫俊等給參加打擊犯罪夜八週年活動人士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執行長李成純如執行長李成純如
、、休士頓警局華裔副局長敖樂章休士頓警局華裔副局長敖樂章、、女副局女副局
長長、、警員周錫俊參加深社區與警局間聯繫警員周錫俊參加深社區與警局間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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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龍教育學院新校舍落成開業典禮騰龍教育學院新校舍落成開業典禮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董事長李蔚華夫婦董事長李蔚華夫婦（（ 右右
二二，，右三右三 ）） 與當天現場幫與當天現場幫
忙義工黃琛忙義工黃琛（（ 左三左三 ），），休休
士頓上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士頓上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
（（ 左一左一））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騰龍騰龍KK 班小朋班小朋
友表演舞蹈友表演舞蹈：：
「「咏鵝咏鵝」」 。。

騰龍三年級小朋友表演騰龍三年級小朋友表演
讀唐詩讀唐詩。。

騰龍教育學院董事長俞曉春騰龍教育學院董事長俞曉春 在開在開
業典禮上首先致飼業典禮上首先致飼。。

美南報業傳美南報業傳
媒集團董事媒集團董事
長李蔚華夫長李蔚華夫
婦婦（（ 前排左前排左
二二，，左一左一））
應邀以貴賓應邀以貴賓
身份出席大身份出席大
會會。。

騰龍教育學院王騰龍教育學院王
濤校長致詞濤校長致詞。。

出席大會的貴賓與董事長俞曉春出席大會的貴賓與董事長俞曉春（（ 左四左四 ））共同主持揭幕剪綵儀式共同主持揭幕剪綵儀式。。
（（ 左起左起 ）、）、騰龍新校設計師黄志雄騰龍新校設計師黄志雄，， 「「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 業主李達曾業主李達曾，，
Chase BankChase Bank 代表代表Claire Jin,Claire Jin,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 恆豐恆豐
銀行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代表張晶晶，， 「「 美南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美南作家協會會長陳瑞琳美南作家協會會長陳瑞琳，，Lucy Lu,Lucy Lu, 旅美作家趙美萍等人旅美作家趙美萍等人。。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先生 在開業典禮上致詞在開業典禮上致詞，，談騰龍新廈談騰龍新廈
落成有二個重大意義落成有二個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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