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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剪影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正式頒獎給二戰老兵
余厚義﹐肯定他與 14 航空隊(飛虎隊)為國
家的貢獻與犧牲﹒圖為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中)日前頒發獎勵證書給余厚義先
生(左三)﹐旁為他的夫人(左二)﹑女兒 Sue
Chiang (左一)﹑其女兒 Jennifer Chiang(右
三)及其夫婿 Christopher A. Meyer (右二)
及子女﹐(右一)為他們的好友鄭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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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美國國際集團 (美亞) 為全球人壽保險及
退休規劃保險業的領導者之一，我們正在招聘
具雙語能力的人才，加入我們不斷成長且充滿
活力的理財專業團隊。歡迎參加我們的招聘
講座，了解更多令人期待的工作機會，我們
提供最具競爭力的薪酬(底薪及佣金)，各項
員工福利及家庭式的工作環境。

我們用專業的
培訓和資源，
引領您的職業生涯
更上一層樓

AIG Financial Network 招聘講座
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lice Chen

譚秋晴
分行副總經理

Monita Kuan
管玉琴
分行副總經理

日期： 2017年11月18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點 – 中午12點 (上午9點半開始簽到)
地點：
		
		
		

AIG Financial Network
(一樓會議廳)
10111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42

預約登記： 需預約報名
		 請聯絡Liz.Zhao@aig.com 或
		 713-423-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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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軍艦互靠港 美國會法案未強制要求

（綜合報導）美國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昨日公布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細節。法案中要求美國國防部研
擬台美軍艦停靠可行性，但未強制要求國防部提出評
估報告。
中央社報導，美國兩院軍事委員會前日就
「2018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達成協議，敲定 2018
會計年度 7000 億美元國防支出計畫，長達 2427 頁的
法案內容昨日公布。

在與台灣相關議題方面，美國參眾兩院依據台灣
關係法與 6 項保證重申對台承諾。儘管將台美軍艦互
訪可能寫入法案，但和之前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在明年
9 月 1 日前遞交評估報告不同，協商後的法案並未強
制要求美國國防部必須進行評估，顯見參眾兩院在軍
艦互訪議題上的立場較先前軟化。
這項法案將在參眾兩院各自進行表決通過，送白
宮由美國總統川普簽名後，才會生效。

習川麻吉 天價合約！
中美簽 2535 億美元大單

淫魔製片律師：刑事控訴太超過了

（綜合報導）習川兩人發展出私人情誼，從川
普一再公開感謝習近平的盛情款待可以看出。川普
讚賞習近平是 「特別的人」， 「中國人民對習近平
感到非常自豪」。他並表示，在習近平的介紹下，
感受到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永遠不會忘記此行
！
對於台灣問題，習近平和川普在聯合記者會上
並無著墨。但根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談
時向川普挑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
敏感的核心問題，也事關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希
望美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防止中美關係大局
受到干擾。
川普則重申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對於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未來可能成
為雙邊關係的未爆彈，習川兩人都未觸及。

公平」， 「但我不怪中國，誰可以怪一個為了本國
公民利益而占另個國家便宜的國家呢？」但他呼籲
縮減巨額貿易逆差， 「因為這不利我們美國企業，
也不利我們強大的美國勞工。」
在北韓議題上，川普堅持全面執行聯合國安理
會決議，應增加施壓，直到北韓放棄魯莽和危險的
行為為止。但習近平表示，要致力於通過談判對話
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
中美雙方會談最大亮點還是在經貿領域。2 天來
中美企業簽署 2535 億美元（約 7.6 兆台幣）合約，既
創造了中美經貿合作的紀錄，也刷新世界經貿合作
史上的新紀錄。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承諾， 「中
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中美問題專家藍普頓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
中美元首峰會為雙方會帶來一段蜜月期，但因現實
主義和地緣政治，中美之間還會有一段漫長困難期
貿易、北韓問題仍存在分歧
。
雖然雙方在北韓和貿易問題上立場趨近但仍存
川普將在今天早上 9 點離開北京，啟程前往越南
在分歧。川普表示，目前中美雙方的經貿關係 「不 峴港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高峰會。

美機場推快速通關！5分鐘過關無需脫鞋拿電腦

（綜合報導）美國自 911 恐襲後收緊機場安檢程序，旅客通
關都要乖乖遵守脫鞋子、從包包拿出電腦和液體等指示。但其實
運輸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已經推
出能豁免低風險人士遵從這些繁複程序的機制，本週更在舊金山
灣區的奧克蘭機場推廣。
旅客要通過美國機場的安檢，會被要求脫下鞋、外套、皮帶
，過 X 光機時還要將袋中的電腦和液體按規定取出，給安檢人員
仔細檢查。而 TSA 當局推出的 「TSA Pre®」服務，讓旅客可以
走專屬通道，免除上述所有繁雜程序。
全美國 200 個機場已有 「TSA Pre®」通道，使用服務的旅
客整個安檢時間縮短至最快 5 分鐘過關。奧克蘭國際機場（OAK
）自暑假一輪後，第二次在機場 2 號客運大樓離境樓層的 「TSA
Pre®」通道旁設申請站，即日起至 17 日，朝 8 晚 5（周六、日除
外）幫事先預約的旅客辦理手續。機場發言人泰勒（Keonnis R.
Taylor）對《蘋果》表示： 「反應非常好，周一起已有 43%使用
機場的美國旅客申請。」
這項服務索價 85 美元，包含 5 年服務。TSA 現和 42 間航空
公司合作，成功登記的旅客，每次訂機票時會產生一個旅客號碼

（綜合報導）好萊塢名製片哈維韋斯
坦（Harvey Weinstein）遭《紐約時報》踢
爆多年來利用權勢性騷擾、性侵女星及女
職員，紐約市及洛杉磯警方已經針對這些
指控展開調查，曼哈頓地區檢察官更打算
在下周將證據提交給大陪審團。針對檢警
的大動作，韋斯坦團隊表示，不認為他會
被大陪審團起訴，同時也會證明對韋斯坦
提起刑事檢控是沒有必要的。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預計在下周
陸續將證據提交給大陪審團，由檢察官凡
斯（Cyrus R. Vance）展開請求大陪審團將
韋斯坦以性犯罪相關罪名起訴的程序。

「KTN」 （Known Traveler Number） ，
到機場報到寄存行李時航空公司會將
「KTN」 印 在 登 機 證 上 ， 乘 客 只 要 在
「TSA Pre®」通道出示證件就可加速過
安檢。
居住在灣區的 Tito 表示已習慣目前的
美國機場安檢步驟，沒有感到壓力， 「我
知道（嚴格檢查）是對我們有幫助的，毫
不介意」，但也有意申請服務， 「我經常
飛，要用更快方法到達目的地才可以，而
且我可以排少些隊，聽來很不錯，價錢也
很好」。
灣 區 的 舊 金 山 （SFO） 和 聖 荷 西
（SJC）國際機場均有此服務，只接受美
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申請，申請人需於網上遞交個人資料，再到機
場或 「TSA Pre®」辦事處打指模和繳費，當局會再花數天至 3
星期覆核背景，確保旅客是低風險人士。而除了單一申請
「TSA Pre®」，旅客也可以選擇其他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衛局

針對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動作
，韋斯坦的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 「我們
不認為韋斯坦會被大陪審團起訴，我們會
在調查過程中的適當時機，代表韋斯坦做
出正式聲明。我們堅信，我們將證明對韋
斯坦提出刑事控罪是不必要的。」
韋斯坦雇用了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總 裁 多 明 尼 克 史 特 勞 斯 - 卡 恩
（Dominique Strauss-Kahn）辯護的律師布
拉夫曼（Ben Brafman），以及曾為男星梅
爾 吉 柏 遜 （Mel Gibson） 、 基 佛 蘇 德 蘭
（Keifer Sutherland） 辯 護 的 律 師 柏 克
（Blair Berk）擔任他的辯護律師。

（CBP）提供的，有包含 「TSA Pre®」的快速通關收費服務。
包括供美國、台灣、南韓、英國及新加坡等國旅客申請的 「全球
入境計畫」（Global Entry），以及供來往美、墨和加拿大的
NEXUS 和 SENTRI，均包含 「TSA Pre®」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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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百人會敦促國會通過二戰退伍軍人金質獎章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華人公
民 聯 盟 委 員 會 前 任 主 席 敖 錦 賜 (Ed
Gor)，日前寫信給媒體朋友提供關於
中華美籍二戰退伍軍人的進展狀況:
隨著即將在 11 月 11 日到來的這個退
伍軍人節，我想提供一個簡短的目前
中華美籍二戰退伍軍人與國會金質獎
章法案現在在國會作為人力資源 2358
年和 1050 年的進展狀況。迄今為止，
我們在眾議院有 60 位合作贊助，在參
議院有 24 位合作贊助。 可以想見，
兩院都非常注重稅收立法，移民改革
，健康保險和外交事務。 雖然我們繼
續受到鼓舞，但我們仍然需要所有資
源和聯繫的幫助，將這一努力維持在
全國各地社區的最前沿。 （您可能已
經注意到最近 10 月 25 日舉行的菲律
賓二戰退伍軍人國會金獎頒獎儀式和
慶祝儀式，我們真誠地希望以同樣的

方式為我們華裔美國二戰退伍軍人慶
祝。） 許多備受尊敬的親和團體已
經或即將宣佈支持這一立法。並 附有
100 名委員會和美國軍團國家局最近
的支持信; 信內容如下：
（紐約，紐約，2017 年 10 月 6 日
） - 美國華人百人會敦促第 115 屆美
國國會通過華裔美國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國會金
質獎章（H.R. 2358 / S.1050），並授
予美國國會二戰時期的美國退伍軍人
總統金質獎章承認他們在戰爭期間的
熱忱服務。2017 年 5 月 4 日在眾議院
和參議院介紹了美籍華人二戰退伍軍
人“國會金質獎章法”已獲得雙方贊
助 （ 代 表 Ed 羅 伊 斯 （R-CA） Ted
Lieu（D-CA）是眾議院的原主要共
同 提 案 國 （H.R.2358） ， 參 議 員
Tammy Duckworth （D-IL） 和 Thad

Cochran（R-MS）是聯合主辦方參議
院（S.1050）），並正在等待更多的
國會提案。
華 人 百 人 會 讚 揚 代 表 Royce 和
Lieu，以及參議員 Duckworth 和 Cochran 與隨後以共同提案國身份簽署的
其他國會議員為其提出領導承認美籍
華人軍人的軍事貢獻; 在 1882 年排華
法案還在時，他們自願或起草了提案
。儘管當時反華情緒不斷，超過
13000 名華人二戰期間在美軍服役，
面對歧視和不公正為國犧牲。在這段
時間裡，華裔美國人在所有的戰場上
服役於美軍，包括在太平洋戰區的硫
磺島，沖繩，瓜達爾卡納爾和所羅門
群島和在歐洲和非洲的所有戰線上。
第 14 航空服務集團，全中國美軍分配
到第 14 航空隊（飛虎隊）的指揮下中
緬印戰區的克萊爾•陳納德幫忙提供

運輸，物資和運輸並在戰爭中的關鍵
時刻提供通信支持。 美籍華人女性也
在女子陸軍，陸軍空軍，陸軍中表現
出技能，忠誠和愛國精神美國海軍後
備役婦女儲備。 總的來說，華裔美國
人對這個問題至關重要的成功。
“作為一個致力於華人全面融入
美國社會的組織，重要的是我們要承
認和向前幾代中國人致敬，“華人百
人會主席 Frank H. Wu 說。 “儘管有
歧視和拒絕，二戰中國人堅定不移的
承諾，犧牲和愛國主義，美國老兵幫
助今天的華裔美國人，包括我們的許
多人鋪平了道路，二戰後融入美國主
流“。華人百人會還敦促所有華人聯
繫國會代表共同簽署和支持眾議院
（H.R. 2358）和參議院（S.1050）法
案，兩者都需要國會三分之二的支持
才能加以考慮。該國會授予的最高平

民榮譽 - 國會金質獎章已經頒發近年
來被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單位忽略
了。
第 115 屆國會會議之後，國會金
質獎章將不再頒發。 “所有利益相關
者都迫切需要鼓勵這個國會迅速採取
行動。 “許多二戰美籍華裔退伍軍人
已經過世了，許多倖存的退伍軍人已
經九十多歲了。 我們欠我們的退伍軍
人難以償還的重大債務。 我們所能做
的至少是承認和尊重他們的
成就和犧牲“。華人百人會是一個在
商界，政府，學術界和藝術界, 國際
的，無黨派的華裔組織。 25 年來，委
員會一直致力於促進中國人充分參與
的使命; 在美國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鼓
勵建設性的美國和大中華地區的人民
關係。www.committee100.org。

休士頓主流大學推廣臺灣教育 同時幫助社區

學生於波霸奶茶攤位前排隊點餐
休士頓聖湯瑪士大學華語及文化社（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於 2017 年
11 月 9 日於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於該校校園生活廣場(Campus
Life Mall)舉辦華語文及臺灣文化宣傳活動。現場設有聞名全世界
的臺灣美食波霸奶茶專區，供現場與會者品嚐。
活動以 Gathering to Give 為宣傳口號，號召學生與教職員，
共同為哈維颶風受災戶盡一份心力。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贊助此一別具意義的活動，同時到場為工作人員加油打氣，並

於現場發放臺灣簡
介、獎學金資訊、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
觀光及文化文宣資
現瑒擺放臺灣相關文宣供參加者自由索取
宜(右)與學生會會長 Max Castroparedes 合影
料。該活動以推廣
華語及文化為發想
至 300 人出席活動，共同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進而結合學校資源，幫助社區回饋社會，參加者除可品嚐臺灣
活動當天，該校校長 Richard Ludwick、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美食外，也同時做公益。該校學生及教職員可於活動現場購買入 Hans Stockton、該校臺灣研究專任教授葉耀元及國會議員 Sheila
場券，活動收入所得將捐助哈維颶風受災戶。現場估計約有 200 Jackson Lee 辦公室代表 Ivan Sanchez 等，均到場參加支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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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眾所皆知華人愛用藥，特別是隨
著年齡漸長，多數人特別對於藥品服
用或維他命補充都是越吃越多，卻都
沒有深入了解藥品或維他命對於健康
的影響。您知道心臟病、高血壓、降
胆固醇、或稀釋血液(抗凝血)藥品的
作用及副作的影響嗎？無論是藥物或
維他命應該怎麼吃？什麼時候吃？使
用時應該喝多少水？能否可以搭配牛
奶、茶、咖啡、或果汁一起使用呢?
當您在吃藥的時候，有什麼食物或東
西要避免或少吃？ 什麼樣的藥是要整
顆吞下或咬碎？無論是藥品或維他命
，應該如何選擇及正確使用?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有鑑於
此，特於 11 月 11 日上午邀請西南紀
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為大家舉行
一場專題社區講座 「藥物的認知與服
用方法」。講座中，藥劑師王藙婷將

告訴大家對於藥物或維他命的正確服
用方法，應如何使用才能讓藥物發揮
最有效的方法。例如，阿斯匹靈要該
如何服用才是對的，鐵質應如何補充
等。還有大家常聽到的鈣與骨質疏鬆
等問題。歡迎凡對健康有興趣、想了
解更多藥物知識及常識的朋友們屆時
前來參與
王藙婷藥劑師 1974 奧斯汀德州大學藥
學系畢業後，曾在紐約實習。隨後任
職 於 美 國 印 地 安 那 卅 OSCO drug
store 和 Walgreen 藥房。1984 年受聘
就職於休士頓西南紀念醫院。22 年後
，擔任德州兒童醫院主管，現任休士
頓西南紀念醫院藥劑師。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11 月 11 日(
週六)社區活動健康講座入場免費，當
日現場並備茶點招待，因礙於座位有
限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美南銀行

連絡電話： 713-771-9700 Fenny To， 713-272-5045 Ling
Chuang ( 中/英 文)， 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 成
立於 1997 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
頓 中 國 城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合 作 路 和 百 利 大
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
士頓糖城、達拉斯 Plano、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
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提供
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
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2017 年 10
月 26 日，在達拉斯地區正式成立北德
州區域管理分行，提供更完善各項金

休斯頓槍友匯
暨華裔聯盟日常安全知識講座
主辦單位：休斯頓槍友匯，休斯頓華裔聯盟
感恩聖誕假期臨近，本是歡樂祥和的季節，但不幸也往往也是全年犯罪率的高峰期，為此
休斯頓華裔聯盟 HCA 和休斯頓槍友匯 Hango 聯合舉辦日常安全講座，由休斯頓槍友匯的金牌
講師 TXCowboy
主講。 TxCowboy 是 NRA 美國步槍協會認證教官，德州政府認證 LTC 攜槍證教官，曾經
幾度義務主持休斯頓槍友匯的槍支安全操作課程和靶場實戰。
本次講座以日常安全為主題，面向所有華人，覆蓋內容包括大綱：家庭安全；戶外個人安
全；汽車操作安全；旅行安全；網絡安全；自我防衛等等，以提高朋友們的預防意識，從而使
華人群體具有群體免疫力，以避免成為罪犯的熱衷目標。歡迎廣大華人朋友踴躍報名參加。
講座時間：11/11/2017 星期六 2pm-4pm
講座地點：休斯頓中國城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130
報名鏈接：https://goo.gl/rsyP7A
特別聲明：本講座側重於安全防範，所講內容不涉及任何防身術之類，也不涉及任何槍支
演示。

融業務。
時間: 2017 年 11 月 11 (周六)，上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 午 10:00am-12:00pm
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服
地 點: 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
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 社區活動中心
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
主講人: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
com
師王藙婷

國父誕辰紀念活動

各位黨員同志，光輝的十月是中華民國重
大的慶典月，僑界舉辦各項慶祝活動， 中山學
術研究學會也舉辦了盛大的眷村美食活動，歡
慶台灣光復節，我們邀集了十三個攤位準備了
最具有眷村美食代表性的餐點並有老歌傳唱及
抽獎活動，吸引了七百五十人以上的來賓參與
，盛況空前。
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在台灣實施民主憲
政，落實 國父的三民主義的建國方略，我們更
應當緬懷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高瞻遠矚，沒有他
將生命裡的四十年歲月奉獻給國家，也就沒有
今日的中華民國。
十一月十二日是 國父的誕辰紀念日，旅居
海外熱愛中華民國的同胞，更應該熱烈參加這
次的紀念活動，喚起台灣新ㄧ代對中華民國存
亡的危機意識，比起當年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其
他開國先烈所經歷的險峻，我們現在所遭遇的

逆境，正需要鼓吹孫文思想，積極宣揚 「三民
主義」，發展 「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
，實現偉大的中國民族大業。」期能恢復全體
國人的自信心，體認 「主權在民」的道理，從
而建立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 「萬能政府」，
勾勒出民生樂利的藍圖，尤其是推動兩岸關係
的和平共存，而不是將中華民國推向鎖國獨立
的台灣共和國。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將於十一月十一日早上
十點三十分，在僑教中心 國父銅像前，舉辦 國
父誕辰紀念活動，敬邀各位同黨同志撥允時間
請親臨紀念會場，表達您對中華民國的熱愛支
持，我們全體黨員同志用行動來捍衛 國父所創
建的中華民國，我們會繼續守著這個榮耀與成
就，無懼前行。
日期：11/11/2017(週六) 10:30am
地點：僑教中心大廳 國父銅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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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商機 坐享增值潛力
旅館投資 客源穩定 獲利穩健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地產投資有許多種類，其中，旅館投資是
較少為人所觸及的投資項目，然而，如果有專業的人來引領，旅
館投資可能代表的是豐碩的收入。德州華美地產旅館投資集團的
高級投資顧問黃顯意(Kenny Huang)，是致力於旅館投資的專家
，他以在地產界 25 年的經驗，提供給投資人另一種獲利商機。
黃顯意早年在台灣自己擁有一家工廠，經營針織生意，事業
做的很興旺。1977 年，他來到美國的紐約，再次創業，成功經營
了四家旅館。1986 年，黃顯意投身進入地產行業，先在紐約皇后
區最大的地產經紀工作，後來自己開設地產公司福華家富地產，
買賣房產，憑著台灣人的打拼精神，順利開創一片自己的天地。
2004 年他因家庭因素的考量，搬來休斯頓，繼續投身地產經
紀業，因為先前經營旅館的心得，他發現在種種投資項目中，旅
館投資有著更夯的前景，因而集中火力於旅館投資經紀。在旅館

投資領域裡，許多富裕的印度大腕是主力投資人，黃顯意憑藉著
豐富的旅館經營背景、與地產經紀雙重經驗，得到買主的信任，
談成了許多生意。
黃顯意專精於協助投資人尋獲好的旅館投資項目，並幫助旅
館經營者發現值得信任的買家，希望盡量能讓買賣雙方都稱心如
意。
休斯頓是美國南部第一大城，也是全美國的第四大城，更是
墨西哥灣沿岸最大的經濟中心，休斯頓以石油能源、航空工業、
醫療、和運河聞名於世。財富 500 強總部居全美第二，僅次於紐
約市。休斯頓是德州醫療中心的所在地，為世界最大、最重要的
研究與治療機構集中地，這個大都會已擠身美國成長最迅速的大
城市之一。
因為休斯頓集眾多優渥的地理與經濟條件於一身，旅館
投資商機豐富，旅館業是需求帶動供給的行業，休斯頓蓬勃的
經濟發展，正是旅館投資的最大助力。好的旅館租金收入穩定
，風險變化相對地也較低，是項穩定收益的資產。黃顯意很樂
意為有興趣投資於旅館行業的業主提供一些建議。
旅館投資運作與優點
在運營成本上，包括建築物地產稅、工員支出與訓練、保險
費、行銷費用、設施費、水電費、房間供應品、修繕費等，約
佔總收入的一半左右。
在租房營收上，租房收入佔旅館總收入的九成以上，旅館餐
廳的收入其實並不多，大致可以維持收支平衡。較大型的旅館
如果設有酒吧，淨利潤可能可以達到四成。
一旦旅館經營良好，轉手售出，旅館價格會成倍地增加，若
是年營業額增加 10 萬美元，那麼轉手時，價格可能會增加 30
至 40 萬美元。
休斯頓旅館投資的商機
到休斯頓的旅客越來越多，無論是商業旅客、或是一般遊客

，據美國商務部
的數據顯示，休
斯頓是全美海外
旅客增長第二快
的城市。
根據研究組
織 TNS Global 和
德州統計的數據
， 在 2016 年 ， 休
斯頓吸引了超過二千萬的遊客到來，創下歷史新紀錄，每年舉行
的大型博覽會、能源會、商會、電影節、藝術節、音樂節、美食
節、文化節以及各種體育活動，都吸引大量旅客前來。
其中，1700 多萬是美國國內商務和休閒旅客，320 萬多則為
國際旅客。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表
示“旅行是休斯頓經濟的重要部分，我們是全國最多樣化和最受
歡迎的城市。在 2016 年來到休斯頓的 1730 萬國內旅客中，有
77％是過夜遊客，由此可知，旅館投資的前景相當看好。
旅館投資要如何開始呢？
若是從未經營過旅館投資，初期可以投資較小型的旅館，容
易經營，也累積經驗。慢慢地運作熟悉之後，可以投資較大旅館
。在投資大旅館的部分，過去華人有許多成功的例子，譬如紐約
Wardof Astoria 旅館，是各國總統、皇室、首相、與政要等喜歡
下榻的五星級旅館，此間旅館就是由華人所收購的。
經營注意事項
旅館可以委託專業公司管理，也可以自己經營，包括員工的
訓練、旅館定位、管理流程、適當的行銷等，都需要事先規劃妥
當。尤其是服務品質、對客人的態度等，需要對員工不斷進行培
訓，從客人的角度思考事情，一個友善、熱情、溫馨的旅館，絕
對會受到客人的嘉許，一旦做出口碑，業績自動會不斷成長。
此外，一定要購買保險。有些華人經營者會忽略購買保
險，這個風險冒的太大，萬一不幸失火、或是遇到洪水等
情況，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所以保險是不可缺少的。
旅館的客人來自四面八方，各方英雄好漢都有，因
此，一定要登記每個旅客的資料。萬一發生狀況，警察前
來調查，旅館必須要有客人的基本資料，才不會引起不必
要的麻煩。
對旅客周到，客人的滿意度自然增高。有些做得比
較好的經營者會準備免費的早餐，或是在旅客入房時贈送
精美水果或小禮物，這些舉動需要的成本並不多，但會給
顧客很好的感受，評價無形中會提升，未來還會再回來。
若是投資大型旅館，可以聘請專業公司來管理，不
用親自出馬，專業公司會定期提出報告，讓您知道旅館的
所有經營狀況。
德州華美地產旅館投資集團 Realty Associates，黃顯
意以 25 年地產經驗，專業從事旅館、商業、 購物中心與
商場 、餐館、土地、 住宅等地產投資項目。歡迎洽詢：
832-348-7824, 電郵：kennyhuang1889@yahoo.com。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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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演唱會

(本報訊)延續了出道 30 週年的心頭好演唱會， 「國民歌王
」周華健持續以感恩的心情再來美西演唱 2 場。
周華健 2017 感恩演唱會將於 11 月 25 日(星期六)晚間 8 時，
在拉斯維加斯康士登大酒店 (The Cosmopolitan of Las Vegas) 盛
大舉行。北加州則是 11 月 23 日(星期四)，感恩節當天在金水
賭場渡假村。

強調 「演唱會」一直
是自己最愛的工作，周
華健笑道，多年來每一
次的巡迴，他都是用盡
全力想給歌迷朋友們帶
來不一樣的節目。即使
入行超過 30 年，辦過 200
多場個人演唱會，他依
然是抱著第一次開演唱
會的態度，戰戰兢兢、
絞盡腦汁去設計新節目
，更與製作團隊們開過
無數次的會議，力求達
到 「大家都喊讚」的完
美境界。 「時間會變，
聽音樂的載體會變，但
好聽的原創歌是不會變
的。」周華健說，而這
一次適逢美國感恩節長
週末，他將主題巧妙設
計為 「感恩的心」，以
感恩的心情、感性的歌
曲，帶著他的團隊來演
出，回饋予美國的歌迷
朋友。 「哈哈! 我知道大家聽到華健的歌聲和笑聲，就很開心
、很過癮了!」
從 1986 年加盟滾石唱片，這位香港出生的華語流行樂壇
天王巨星，至今已發行音樂專輯逾 40 張，累計銷量過 3000 萬
張。可謂是是 20 世紀 90 年代迄今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歌手之一
。周華健的音色偏亮，中音區自然柔和並具有強烈的磁性，高

音區較有張力和爆發力。善於運用鼻音、哭腔和轉聲，咬字發
音清晰準確，聲線具有很強的辨識度和穿透力。歌曲內容健康
積極，堅定和柔情並存，憂傷和陽光同在，給人一種溫暖的感
動。
周華健歷年來曾獲獎無數，包括台灣金曲獎年度最佳國語
歌曲演唱人獎、十大中文金曲獎 IFPI 全年最高銷量歌手獎、中
國唱片金碟獎最受歡迎港台男歌手獎、新加坡金曲獎流行樂壇
傑出歌手獎、新加坡金曲獎 SPVA 年度最暢銷男歌手專輯獎、
十大勁歌金曲獎最受歡迎創作歌手金獎、叱吒樂壇流行榜叱吒
樂壇唱作人獎、音樂風雲榜頒獎盛典年度卓越表現獎、中國金
唱片獎引進版類男藝人獎。
他所唱紅且得獎的歌曲，有國語的 「花心」、 「讓我歡喜
讓我憂」、 「朋友」、 「愛相隨」、 「風雨無阻」、 「寂寞的
眼」、 「新的方向」、 「最近比較煩」、 「我是真得付出我的
愛」、 「親親我的寶貝」、 「孤枕難眠」、 「你現在還好嗎」
、 「明天我要嫁給你」、 「不願一個人」、 「有沒有一首歌讓
我想起你」、 「怕黑」、 「刀劍如夢」、 「雨人」以及粵語的
「曾經滄海也是愛」、 「為什麼我要走」、 「難唸的經」、
「風笑痴」、 「誰叫我」、 「天下有情人」等。這些擁有你我
共同回憶的歌曲，周華健也將會挑選在此次感恩演唱會上，以
舊瓶新酒的方式一一呈現。
曾在台灣、中國大陸創下售票演唱會入場人次最多之紀錄
，近年來活耀於中國大陸市場的周華健，也受邀擔任央視綜藝
節目 「中國好歌曲」的導師評審，浙江衛視極受歡迎的 「誰是
大歌神」節目，他為第十期大歌神。周華健感恩演唱會拉斯維
加斯站入場票價是$188、$168、$128、$98、$88。
有關詳情請洽第五季國際娛樂(626) 964-4747，如欲搭乘
演唱會專車往返，請洽萬象旅遊(626)280-9988。網路訂票可
直接選位 www.jadeticket.com。

2017年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多媒體簡報比賽
2017
年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多媒體簡報比賽
（本報訊 ）中華文化學院將於 11 月 11 日
星期六上午 11:00 至下午 2:00 舉辦公共信息交
流會。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將分享關於我們提出
的雙語特許學校的信息，並回答社區對學校的
任何問題。
ICC 科學和文化學院 (ICC School of Science and Culture)（幼稚園-8 年級）是德克薩
斯州特許雙語學校，如果得到德克薩斯州的批

准，將於 2019 年 8 月開始運營。本校致力於培
養下一世代的領導者，為幼兒園至八年級的學
生提供身臨其境的普通話和英語綜合教學課程
，包括閱讀，寫作和口語。我們打算通過我們
鼓舞人心和經驗豐富的教師把世界帶到本地的
孩子們身上;將科學融入課程，提高學生的參
與度和有效的學習。我們的課程重視科學探究
，為學生做好升學準備，使學生在科技知識和
品格修養上有健全的發展，具備科學和人文素

養，了解文化多樣性和中英雙語能力將使得學
生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
•學校名稱：ICC 科學和文化學院/休斯
敦西南部
• 主 辦 單 位 名 稱 ： ICC Educational Systems，Inc.
•會議日期，時間和地點：2017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00 - 下午 2:00; 10550 WestofficeDrive，Houston，TX 77042

•所有贊助董事會成員的名字：
Peng-Yu Cheng
Sam T. Hong 博士
Paul K. Au 博士
歡迎蒞臨指導提供茶點招待！請出來支持
和了解更多關於 ICC 科學和文化學院。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中華文化學院校
長，陳博士 71333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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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行旅遊

2018 挪威西海岸冬季經典北極圈極光
挪威西海岸冬季經典北極圈極光（
（北上
北上）
）7 天遊船

原價$$958
原價
958..00
00//每人 限時優惠 $766
766..00
00//每人

(本報訊)繼千里行旅遊舉辦的千里行同遊南美洲、大洋洲、
波斯灣、地中海各大線路遊輪後，現又推出另一條特色同遊線路
:2018 挪威西海岸冬季經典北極圈極光（北上）7 天。追尋極光是
冬季航程的亮點之一。彼時太陽降落於地平線下，北極圈以北地
區將迎來長達幾週的黑夜。極光為黑夜增添了無限精彩，獨特的
自然現象創造了這種美麗的光芒。為自己創造前所未有的機會去
感受一場奇妙的色彩表演。經典北上航程從西海岸文化中心卑爾
根起航前往極北小鎮希爾克內斯，全程 7 天，近距離感受真實的
挪威、北極洗禮儀式，慶祝穿越北極圈。
船票價格:2 人內艙 USPT - Polar Inside (不選房 房型 I )每人
$766.00 x 2 人=$1532.00 (含稅）截止 11/28.2017
船價包含：船票（船上所有飲食）+稅+港口費船價不包含
：機票 ，旅遊保險，船上含酒精飲品，陸地遊覽項目，簽證費
用，小費$13.00 美元 每人每天
12/08 卑爾根登船

今日停靠港口：卑爾根
卑爾根是挪威西海岸最大最美的港都，倚
著港灣和七座山頭，市區頻臨碧灣（Byfjord
），直通大西洋，是座風光明媚的港灣之城
。 2000 年卑爾根被評選為 9 個歐洲文化城市
之一，劇院、舞蹈、音樂、藝術、食品和展
覽展現了它作為北歐文化之都的獨特魅力。
12/09 新藝術主義之都奧勒松
今日停靠港口：弗盧勒、莫呂、特維克、
奧勒松、莫爾德
奧勒鬆地理位置極佳，坐落在三個島嶼之
上。奧勒鬆在 1904 年曾毀於一場大火；大
火之後新城市按照當時盛行的德國“新藝術
”建築風格進行統一規劃與再建，自此奧勒
松以新藝術主義之都聞名於世。
12/10 皇家之城特隆赫姆
今日停靠港口：克里斯蒂安松、特隆赫姆、勒爾維克
公元 997 年，挪威國王奧拉夫一世（約 995 年—約 1000 年在
位）創建了特隆赫姆。挪威語特隆意為“王位、加冕”，赫姆意
為“家”，合在一起就是加冕之地的意思。尼達洛斯大教堂建於
十四世紀，維京時代的歷任國王都在此加冕，是北歐最宏偉的哥
特式建築。我們還將登上特隆赫姆的製高點，俯瞰整座古城。
12/11 北極圈和羅弗敦群島
今日停靠港口：布倫訥於松、桑內舍恩、內斯納、厄爾內斯
、博德、斯塔姆松、斯沃爾韋爾
遊輪將於上午從海上穿越北極圈，傍晚抵達羅弗敦群島
（Lofoten）。羅弗敦群島是挪威北部的一片群島，韋斯特峽灣把
它和挪威大陸隔離了開來，把它孤零零留在了遼闊的海上。羅弗
敦群島由上古的冰川雕琢而成，島上多沼澤、山丘。終年白雪皚
皚的群山峻嶺，飄盪在深邃大海上的小小漁船，海岸邊玲瓏可愛

的房屋，羅弗敦群島美麗景緻猶如一幅幅印成明信片的山水畫，
無法用言語形容。
12/12 北極門戶特羅姆瑟
今日停靠港口：斯托克馬克內斯、蘇特蘭、里瑟漢姆、哈爾
斯塔、芬斯內斯、特羅姆瑟、謝爾沃於
凌晨，遊輪行經壯麗的山妖峽灣，隨後駛入狹長壯觀的阿夫
特海峽（Raftsund），並於下午 14：30 抵達北極之都特羅姆瑟
——充滿活力的北極城市。特羅姆瑟位於北緯 69°，是挪威北極
圈內的最大城市。儘管緯度很高，但這裡的冬天因為受到暖流的
影響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冷。我們將拜訪這裡的地標性建築——建
於 1965 年的北極教堂，其建築外形在今日看來也極具未來感。
12/13 霍寧斯沃格和北角
今日停靠港口：厄克斯菲尤爾、哈默菲斯特、哈沃於松、霍
寧斯沃格、舍勒菲尤爾、梅港、貝勒沃格
霍寧斯沃格是前往歐洲大陸最北端——北角的入口。北角
（Nordkapp）是在挪威本土最北端馬格爾島上的一個海岬，地處
北緯 71°，東經 25°40′，距離北極 2102.3 公里，它沿海一的
面 307 米高的陡峭懸崖是一片橫切前寒武紀砂岩層，氣勢雄偉。
在這裡可以欣賞亞北極風光，可以在歐洲大陸的最北端合影留念
，寄出極具紀念意義的明信片。
12/14 抵達航程終點希爾克內斯
今日停靠港口：博茨菲尤爾、瓦爾德、瓦德瑟、希爾克內斯
希爾克內斯是巴倫支地區的主要城市，也是通往東方的門戶
。這座小鎮距離俄羅斯邊境和芬蘭北部薩米人聚居地僅幾公里。
無論是自然風光還是人文風情，我們都將感受到濃重的極地氛圍
。
千里行在同遊中與您共同分享快樂，留下旅程美好記憶。
現在就撥打我們的聯繫電話: 713-772- 7570, 提早預訂更省
錢哦.我們的地址: 7001 Corport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更
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tmttravel.com.

休城讀圖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11月份月會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
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 、 副總裁游秀寶向長春會
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
會員們介紹銀行相關業務。
會員們介紹銀行相關業務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長
春會柯志佳會長、
春會柯志佳會長
、 許碧珠副會長 祝賀十月壽星
祝賀十月壽星：
： 巫范
秀妹、
秀妹
、林金龍
林金龍、
、林周淑惠
林周淑惠、
、王雪娟
王雪娟、
、張明忠
張明忠、
、陳文生
陳文生、
、葉
全益、
全益
、鍾萬隆及祝賀十一月壽星生日快樂
鍾萬隆及祝賀十一月壽星生日快樂：
：江朝雄
江朝雄、
、王貞
慧、邵燦成
邵燦成、
、陳文文
陳文文、
、連鍾琦
連鍾琦、
、許弘慧
許弘慧、
、廖李碧玉
廖李碧玉、
、蔣為
志、潘蔡錦垣
潘蔡錦垣、
、鍾世榮
鍾世榮、
、郭和珠
郭和珠。
。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介紹了近期僑委
會所發行僑胞卡，
會所發行僑胞卡
， 凡是回台觀光旅遊
的僑胞，
的僑胞
， 只要前往僑委會進行簡單的
登記手續，
登記手續
， 即可領取僑胞卡
即可領取僑胞卡，
， 在台灣
目前 1000 家特約廠商進行消費優惠服
務 ， 參與企業包括故宮博物院
參與企業包括故宮博物院、
、 中華
航空、
航空
、 長榮航空
長榮航空、
、 新東陽
新東陽、
、 台北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等涵蓋食衣住行育樂，
大學附設醫院等涵蓋食衣住行育樂
，
莊雅淑鼓勵會員有空回台灣觀光，
莊雅淑鼓勵會員有空回台灣觀光
，領
取僑胞卡，
取僑胞卡
，一起促進台灣經濟
一起促進台灣經濟。
。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11 月 4 日下午於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月
會以及慶生會，
會以及慶生會
，並主持人王吉盛邀請該會元老高齡 94 歲柯
嫚妮女士分享養生之道以及腳底按摩技巧及心得。
嫚妮女士分享養生之道以及腳底按摩技巧及心得
。

美南銀行莊帷婷公關、劉
美南銀行莊帷婷公關、
景 萍 在 長 春 會 11 月 份 月
會介紹銀行相關業務。
會介紹銀行相關業務
。

於抵任後首度參與長春會的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向所有長春會耆老問候，
處長陳家彥向所有長春會耆老問候
，並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同時說明未來工作
目標是要行銷台灣推展服務，
目標是要行銷台灣推展服務
，也希望獲
得長春會耆老支持與協助。
得長春會耆老支持與協助
。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
參加長春會，
輕鬆愉快，
，元氣活潑
元氣活潑。
。老朋友相見敘
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
台北經文處俞欣嫻秘書撥空參加，並兼做行
台北經文處俞欣嫻秘書撥空參加，
動領務服務..
動領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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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醫學代表團昨訪問西南紀念醫院心血管內外科中心
由心臟外科主任Dr.Al
由心臟外科主任
Dr.Alexander及內科主任豐建偉出面接待
xander 及內科主任豐建偉出面接待
西南紀念醫院心臟血管部門內科主任豐建偉
（ 左立者 ）正向訪問團介紹西南紀念醫院
正向訪問團介紹西南紀念醫院（
（
Memorial Hermann ) 心血管內外科中心的優
勢 ， 旁為該院心臟外科主任 Dr. Alexander （
右坐者）。
右坐者
）。

全體代表團與西南紀念醫院接待者（
全體代表團與西南紀念醫院接待者
（ 前排中 ）合影
合影。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該院心臟內科主任豐建偉（ 右一 ）
該院心臟內科主任豐建偉（
向代表團介紹院醫心血管，
向代表團介紹院醫心血管
， 大血管
創傷手術作的最好，
創傷手術作的最好
，有全美紀錄
有全美紀錄。
。
代表團參觀重症病人醫療中心。
代表團參觀重症病人醫療中心
。

護 士 長 Cindy ( 左 二
） 向大家介紹美國護
理人員訓練過程。（
理人員訓練過程
。（
中 ） 為機器人
為機器人。
。
代表團參觀重症病人醫
療中心。
療中心
。

代表團圍坐該院大廳。（ 中坐者 ）
代表團圍坐該院大廳。（
為該院心臟內科主任豐建偉正在介
紹該院。
紹該院
。

代表團贈送紀念品與接待解說員。
代表團贈送紀念品與接待解說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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