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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同性家庭滅門 4 死
「前所未見的殘忍」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州特洛伊市
（Troy）一棟公寓發生 4 死血案，2 名大
人及 2 個小孩周二被人發現陳屍在地下室
。當地警方周三透漏死者為一名 36 歲母
親，她的同性伴侶以及一對兒女，並判
斷這並非隨機而是針對性犯罪，警長更
稱兇嫌的殘忍程度是他從業以來 「前所
未見」的。

該公寓的物業經理 26 日上門進行房
客福利檢查時發現 4 人屍體，死者是 36
歲母親、她的 11 歲兒子、5 歲女兒，以及
母親的 22 歲同性伴侶，警方尚未釋出他
們的名字以及他們是怎麼遭到殺害的，
但警長泰德斯可（John Tedesco）表示這
是他 42 年來看過最慘的兇殺案。
泰德斯可在記者會上說： 「我沒辦

法形容做出這件事的人有多殘忍，我無
法言喻…只有泯滅人性的人做得出來。
特別是在一年的這個時候，這起案件既
可怕、恐怖，也很悲傷。」他認為兇手
早已鎖定他們預謀犯案，對社區不會造
成立即的威脅，目前警方正大量約談不
同人拼湊線索。

挺川普女歌手 控川普前競選總幹事襲臀
（綜合報導）美國 31 歲歌手
與政治評論者喬伊維拉（Joy Villa
）是川普支持者，並有意競選國會
議員。她周二（26 日）指控，曾
任川普競選總幹事的李萬度斯基
（Corey Lewandowski） 上 月 曾 兩
度襲她的臀部，她已報警處理。
喬伊維拉有義大利與阿根廷血
統，但挺川普立場鮮明，今年葛萊
美獎頒獎典禮，她曾穿著印有 「讓
美國再次偉大」標語的禮服亮相。
維拉接受《衛報》訪問時表示
，她完全不認識李萬度斯基，但上
月感恩節後一天，在華府川普飯店
的一場活動中，李萬度斯基兩度

趕走川普 閣員密謀援引憲法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相交多
年的好友和顧問史東（Roger Stone）日
前受訪時透露，他有證據顯示，一些內
閣成員正密謀要把川普趕下台。史東在
有線公共政策頻道 C-SPAN 表示，他聽
到一些官員正考慮是否援引憲法第 25 條
修正案，以川普喪失履行職責的能力，
逼川普下台。
美聯社記者洛畢昂哥（Tom LoBianco）單刀直入問史東，是否有證據顯示
，政府內有人正積極密謀試圖逼總統去
職？
史東說： 「我有消息來源，也辛苦
取得消息來源。是的，我相信有些人曾
討論過這一點，這些人包括內閣成員與
政府以外的人。我想這是共和黨建制派
的補強計畫（雨天備案），所以我才吹
響號角，提出警告。」但他拒絕透露更
多細節，也堅稱談話有憑據。他告訴記
者： 「我跟你一樣，無法透露消息來源
，但這絕非陰謀論。我只能說，一些內

閣成員討論過這點。」
史東預測， 「通俄門」案的調查結
果可能影響到川普去職與否。若調查此
案的獨立檢察官穆勒沒有查出重大疏失
，建制派會有很多人不惜任何手段，把
川普趕下台，包括抹黑、稱他精神不健
全無法勝任總統職務等等。
這位川普的鐵桿盟友說，援引憲法
第 25 條修正案逼川普下台不太可能成案
，至少不會在歷史性稅改通過之後，不
會在穆勒的信用破產之後。他說，這個
話題說穿了是主流媒體少數人刻意炒作
，充其量只共和黨以及民主黨備用的 B
方案。之所以是 B 方案，因共和黨建制
派的如意算盤是靠穆勒扳倒川普；而民
主黨的盤算是靠彈劾，但礙於兩院目前
由共和黨掌控，只好另闢戰場，希望從
川普一連串失格與與失言的表現，認定
他可能某方面有非常嚴重的問題，進而
以此逼他下台。

「極
用力
」摸
她臀部，即使她要求李萬度斯基停
手，他仍不停止。她覺得李萬度斯
基的舉動 「噁心、令人震驚且侮辱
人」， 「我只聽聞過他的大名，而
他破壞了我對他的信任」。
正考慮在佛州參選聯邦眾議員
的維拉表示，她本來不打算報警，
但一名當天曾目擊她被襲臀的朋友
已公開說出此事，且有其他朋友催
促她採取行動，因此她在平安夜當
天打電話向華府警方報警，計劃下
周會親自向華府警察說明。

維拉表示，她起初以為此案是
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不過
警方告訴她，碰觸他人有性意味的
身體部位，構成性侵害（sexual assault）罪行。
維拉表示，她原本擔心出面舉
發會讓波及李萬度斯基和她的家人
，讓雙方家人感到羞恥，但她說：
「我沒做錯事。我了解到若他不打
算回應或向我道歉，我（報警）是
正確之舉。」李萬度斯基則尚未回
應此事。

川普將會共和黨領袖
共商國會議程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表示，總統川普渴望
在華府焦點轉移到期中選舉前通過更多立法，計
劃於明年初會見共和黨國會領袖，共商 2018 年度
立法議程。
美聯社報導，川普從佛羅里達州度假返回華
府 後 ， 將 於 1 月 6、 7 日 在 馬 里 蘭 州 大 衛 營
（Camp David）度假山莊接待來自威斯康辛州的
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與來自肯塔基州的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
萊恩與麥康奈發言人已經證實兩人將赴約。
國會日前甫通過立法、將於明年上路的稅改
法案，這項法案大砍企業稅和個人稅，預計 10 年
後將增加國庫負債 1.5 兆美元。
這項法案是川普和共和黨國會議員的第一個
重大立法成就。參議院先前未能就共和黨另一項
重要承諾－－廢除並取代前總統歐巴馬 「歐記健

保」（Obamacare）達成協議，減稅就成了川普與
共和黨議員今年的必辦事項。
雖然稅改法案終止了 「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中關鍵要素，不再要求所有美
國民眾均須購買健保，但健保法律中其他法條並
沒有受到影響。國會民主黨議員沒有人在表決中
贊成川普的稅改法案。
川普本週稍早推文預測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
「最終將攜手」研擬一套新的健保方案。川普也
預測各黨之間在修繕老舊道路、橋樑和交通建設
的開支方面將達成共識。白宮表示，川普將於 1
月公布外界期待以久的基礎建設計劃。
川普今年稍早推文表示，他將終止移民計畫
。他給國會議員設下期限，要求在 3 月 5 日以前擬
出立法解決方案，否則個人將開始面臨遭到驅逐
出境的風險。

加州迪士尼樂園跳電
部份遊客受困遊樂設施
（綜合報導）美國
加州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 Park）的幻想世
界（Fantasyland）及米奇
卡通城（Toontown）園
區，27 日早上無預警跳
電，約 12 個遊樂設施受
影響，部分遊客受困其
中。截至下午，幻想世
界園區內的部分設施仍

未恢復供電。
樂園發言人布朗
（Suzi Brown） 表 示 ，
樂園內的一個變壓器故
障，導致部份設施在當
地時間約上午 11 時跳電
，工作人員正全力搶修
。一些遊客受困其中，
但都已經在工作人員的
護送下安全離開。

目前正是迪士尼樂
園最繁忙的聖誕節假期
，官方推特於早上 10 時
半發推文指出入園人數
眾多，提醒想入園的民
眾利用應用程式查看等
待時間。發生跳電意外
後，官方推特宣布，迪
士尼樂園只開放重新入
園的遊客進場，迪士尼

加州冒險樂園（Disney's
California Adventure Park
）則維持開放所有民眾
入場。
發言人表示，本次
跳電意外雖造成部份設
施關閉，但不會因此退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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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 月 24 日舉行
昨舉行第一次籌備會，
昨舉行第一次籌備會
，確定以中國文化特質為主軸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走過 21 個
年頭的美南新聞中國農曆新年園遊會，
將於明年（2018 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
）在美南新聞前廣場盛大舉行。並更名
為 「第 22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以凸顯德州及國際性的特色。
「第 22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 於昨天（12 月 28 日，星期四 ） 上
午十一時在 「國際貿易中心 」 舉行國
際社區慶祝中國農曆新年首次籌備會。
由美南報業傅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
生主持，出席的包括： 美南日報社長朱
勤勤，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上
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華夏學人協會候
任會長黃華、 「美南新聞藝術團 」 團
長董革老師，及媒體人朱全勝、吳軍等
人。
籌備會上主席李蔚華先生宣佈： 第
圖為 「 第 22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首次籌備會現場
首次籌備會現場。
。
22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將於 2 月
（ 吳軍攝 ）
24 日（ 星期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首次籌備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於 「
，在美南新聞前廣場舉行。內容以音樂、舞蹈、現場表演節目及 團首場演出，將推出董革老師現正積極培 圖為參加 「 第 22 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華夏學人協會」」 黄華
黄華，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攤位展示為主軸，再加上豐盛禮物的抽獎, 陪大家度過豐盛，熱 訓的 20 人旗袍隊（ 名為： 美人花 ），讓 國際貿易中心 」 （ITC ) （ 左起 ） 「 華夏學人協會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社長朱勤勤女士
社長朱勤勤女士，
，董革老師
董革老師，
，朱全勝先生
朱全勝先生，
， 「 上海聯誼會
上海聯誼會」」
鬧，歡欣的農曆新年。李蔚華先生還宣佈，該籌備會將於 2 月 外國人從旗袍之美中去追尋中華文化的浩 」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會長陳皙晴，
會長陳皙晴
，吳軍先生
吳軍先生，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先生
會長房文清先生。（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22 日（ 星期四 ） 晚間，在他們家舉行 Kick off party, 以及將於 瀚、博大。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會長房文清，及上
2 月 23 日舉行 「中美文化促進會」。
「華夏學人協會」 的候任會長黃華，則提出一系列與年輕
首次籌備會並決定由董革老師成立 「美南新聞藝術團」， 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則應主持人李蔚華先生請託，提供文化特
人
「對接
」的舞蹈、話劇、及樂器演奏，並將其發展為電視節
為學有專長的藝術工作者提供平台，找到自已的專業去奉獻。該 質的節目及展示。如剪紙、揑麵人，濰坊的風箏----- 等一系
目 「浪漫天地 」 的可行性。
列的文化展示。

背單字文法 缺乏交流與溝通和考試掛帥的英語教學
讓學生厭惡學習英語 提升溝通與表達的能力是必要的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當今交通技術和互聯網體系的改革，
流暢的交流主導著國際文化交流的成功與商業進步和交易促進的
因素。幾十年來，亞洲國家仍在努力提高英語交流水平和技能，
在多方面取得進展。儘管許多亞洲政府和教育界努力提高英語水
平，但他們的學習計劃仍存在瓶頸。對於大多數亞洲國家和亞洲
學生來說，包括中國和台灣與港日韓的英語教育，共同的問題包
括以下因素：以背誦單字，學習和遵守文法為重，較少著手在實
際互動交流與溝通表達上練習口頭交流，加上以通過考試為目的
的考試掛帥英語教學，容易讓學生壓力大而厭惡學習英文。因此
，如果學生沒有紮實的英語學習基礎背景，學生會容易迷失學習
的方向，放棄學習的熱情和興趣， 這是一個令人難過和不愉快
的結果，因為這些消極的感覺將會變成今後學生進修和職業發展
的障礙。但是，沒有多少人知道在英文單詞背後，有一個非常好
的和容易理解的結構; 一旦學生掌握了基本結構的基本原理，學
好英語比學中文或數學要容易。
EF EPI 是透過免費標準英文檢定測試，讓 18 歲以上民眾自

行上網檢測來統計數據，目前
該測試已被全球上千所學校、
企業和政府使用。參與 EF 測
試的人都是對學習英語有興趣
。EF 台灣區總經理謝慧英女士
認為，學英語的目的在於能和
更多不同國家、文化的人溝通，具有基本的溝通能力後再追求精
準的文法和詞彙。台灣人高中以後的英語能力就隨年齡漸長、逐
年下降，面對全球化市場，台灣工作者、上班族的語言競爭力就
成了問題。但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語言一旦少用就會陌生疏遠。
最重要的是理解你在說什麼、你的看法和感受。EF EPI 的報告也
對亞洲英語教學提出相同的觀點，並指出中國正逐漸採用注重溝
通的英語教學方式，近年 EPI 排名也從 47 提升到 36。
根據 EF 國際文教機構發佈的 2017 全球成人英語能力指標報
告，台灣人的整體英語力今年低於全球平均，台灣的英語力在全
球 80 個國家中排名 40 ，被哥斯大黎加、中國、日本、俄羅斯超
越，在亞洲 20 國中則排名 11。EF 研究及學術合作資深總監陳彥
銘表示，台灣女性的平均分數 (52.45) 較男性 (51.43) 高的現象全
球皆然，可能是因為女偏文科男偏數理的傾向，導致女性英文能
力表現較佳。台灣 18-20 歲的成人英語能力表現最佳，平均分數
為 58.61，和德國、瑞士、菲律賓等國一樣，但 21-25 歲者平均

分數只有 52.55。至於 26-30 歲者分數僅 49.4，在初級程度邊緣，
31 歲以上者分數則皆低於初級門檻 (48.5)，僅有會簡單自我介紹
、旅遊觀光用語的初學程度。
如何離開學校後維持最佳英語力， 關鍵問題是培育對於英
語學習的動機，持續地學習與應用，英語能力就自然提高了。而
英語力的好壞，其實牽涉整個國家的產業環境、文化和經濟發展
。謝慧英建議想提升英語溝通力的人自己創造環境，使用 TED
talks、Youtube 等線上英語演講、課程，把自己投放在需要使用
英語的環境中。從供需的角度來看，EPI 初級程度所需具備的能
力為能到講英語的國家旅遊、能和同事簡單溝通傾談、能理解同
事的簡單電郵，就是上班族的基本生活所需。至於中級程度的能
力為參與專業領域的會議、為熟悉的題材撰寫工作電郵和工作比
較相關的溝通能力; 如果工作上不太需要用到英語，自然就不需
要具備中級程度的英語能力。
為了提升英語溝通，表達的能力，要從義務教育的英語課程
著手。EF 陳彥銘總監舉例，越南的語言政策定位清楚，為了提
升英語教師能教授溝通、表達的能力，政府花了 450 萬美金將一
批種子教師送到英語系國家受訓，改善他們的英語表達力，同時
改良教學方式。官方語言非英語、也沒有被英語系國家殖民過的
越南，從 2011 年的“初學程度”，在短短兩年內就連跳兩級、
躍升至“中級程度”，並連續三年維持在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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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意外受傷之二名台灣青年

抵達美國德州 「蓋文斯頓聖地兄弟會兒童醫院(Shriners Hospitals for Children-Galveston)」 醫院接受治療及復健與重建
（本報訊）在已故黃宗
哲醫師及其夫人黃蔡淑娟女
士的積極奔走下，終於促成
「八仙塵爆」受傷之其中二
名台灣青年於本(106)年 9 月
15 日抵達德州 「蓋文斯頓聖
地兄弟會兒童醫院(Shriners
Hospitals
for
Children-Galveston)」 接 受 治 療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特別於
9 月 18 日前往醫院探視二名
傷患及家屬，一同前往的尚
有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
協會會長劉秀美僑務委員及
副會長趙婉兒女士等多位僑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院長 Dr. David Herndon、
Herndon、已故黃宗哲醫師其夫人黃蔡淑
界領袖。在經過 3 個多月的 娟女士與兩位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意外受傷者陳薇涵
娟女士與兩位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意外受傷者陳薇涵、
、李竣毅出席治療返台前記者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於 12 月 27 日前往醫院探視二名傷患及家屬
日前往醫院探視二名傷患及家屬、
、 並與院長
治療後，駐休士頓辦事處陳 會(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Dr. David Herndon 晤面表達感謝之
晤面表達感謝之((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處長家彥及林映佐副處長於
12 月 27 日 前 往 醫 院 探 視 慰 問 ， 並 與 院 長 Dr.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在黃宗哲 暨急性後期照護中心」主任林昀毅醫師結束在 燒傷醫學之權威醫院，自 1966 年成立以來不斷
David Herndon 晤 面 表 達 感 謝 之 意 ， 院 長 Dr. 醫師安排下於 2015 年 7 月 27 日前往該醫院參觀 美東岸受訓即將返國前，專程自馬里蘭州巴爾 精進燒傷醫學之研究、教學及臨床醫療，已使
David Herndon 與台灣合作的關係將繼續保持、 醫療設備、實驗室、皮膚儲存庫及傷患復健情 的摩前來德州蓋文斯頓實地瞭解該醫院之軟硬 燒傷面積達 50%以上病患之存活率增加一倍，
一同出席的僑領有甘幼蘋僑務委員及 「角聲」 形，並拜會該醫院院長(Chief of Staff)兼德州大 體設施，雙方初步研商未來簽署 MOU 以強化合 燒傷面積超過 90%之病患亦能成功存活；該醫
學醫學分院燒傷主任 David N. Herndon 教授。 作交流及協助我 「八仙案」傷患來美就醫。
院以慈善為宗旨，對於全美及世界各地無力支
代表等，場面溫馨。
2016 年 8 月 9 日黃宗哲醫師親自自費訪台代 付高額醫療費用之燒傷兒童提供免費醫療。另
德州 「蓋文斯頓聖地兄弟會兒童醫院(Shri- 在黃醫師努力下，該醫院依據 「八仙塵爆」傷
ners Hospitals for Children-Galveston)」為全美頂 患之年齡，同意調整該醫院收治傷患年齡上限 表 「蓋文斯頓聖地兄弟會兒童醫院」與 「新北 該院 Herndon 院長為國際燒傷醫學界先驅及一
尖之燒傷醫學權威醫院。2015 年 6 月 27 日八仙 由 18 歲放寬至 22 歲，並免除平均每人約 100 萬 市立聯合醫院燒燙傷復健暨急性後期照護中心 流專家，著作等身，所著 Total Burn Care 一書
」簽署本案合作 MOU，同日黃醫師親自為 9 名 為全球燒傷醫學廣為使用之權威教科書；已故
樂園粉塵暴燃意外造成 499 名民眾遭燒傷事件發 美元之全部醫療費用。
2015 年 8 月黃宗哲醫師與 Herndon 院長帶領
「八仙塵爆」有意願來美治療之傷患提供評估 燒燙傷權威整型外科醫師黃宗哲先生來自台灣
生後，當時在該醫院服務達 50 年之創院元老、
醫療團隊訪台參加
「
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
諮詢。高齡
80 歲而仍在該醫院行醫之黃醫師結 ，自 1961 年起於蓋文斯頓德州大學醫學分院求
台籍燒傷整型重建外科世界級權威黃宗哲醫師
」舉辦之八仙塵爆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經由駐
束在台行程後，於
8 月 25 日晚間搭機返抵休士 學，自該醫院於 1966 年成立初始即投入創設該
立即表達願意促成該醫院以免費醫療協助我青
休士頓辦事處安排拜會時任衛福部林次長奏延 頓，下機後因心臟不適緊急就醫，恐因過度勞 醫院，並投入燒傷醫療迄今 50 餘年，地位崇高
少年治療、復建及整型重建。
備受該醫院及醫界重視。
為建立適當機制協助傷患前來就醫，駐休 ，就建立合作模式初步研商。在黃醫師努力下 累於 8 月 26 日凌晨不幸逝世。
，2016 年 6 月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燒燙傷復健
「蓋文斯頓聖地兄弟會兒童醫院」為全美

1/1 休士頓僑教中心元旦升旗
贈送僑委會 2018 看見台灣精美月曆

休士頓全僑訂於 107 年 1 月 1 日上午 10 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開國紀念日暨元旦升旗典禮」，該
典禮由休士頓中華公所聯合各僑團舉辦，並在升旗典禮結束後，於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 「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開國紀念日暨元
旦茶會」，並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協辦。現場除精彩表演節目，並準備美味茶點招待，同時贈送僑務委員會 2018 年看見台灣精美
月曆，今年僑委會印製 2018 年月曆以 「臺灣特有種鳥類」為主題，包括大家熟悉的臺灣藍鵲、俗稱帝雉的黑長尾雉、白耳畫眉、臺灣
朱雀、紋翼畫眉、藍腹鷴和臺灣竹雞，共有 27 種，分屬 14 科，臺灣面積雖不大，但擁有 260 餘座超過 3000 公尺的高山，因此演化出
令人稱羨的生物多樣性，也孕育多元的人文風情，僑委會希望與休士頓僑胞一起分享台灣之美，美麗的寶島是每一位休士頓僑胞共同
的家鄉，敬邀美南地區僑胞朋友踴躍出席參與升旗典禮，一同來拿取僑委會 2018 看見台灣精美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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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秘訣 升上理想大學最佳幫手
第一學院 協助申請大學 提高SAT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申請大學要有方方面面的準備，
準備的越充分，結果越符合理想。第一學院(First Academy)專門
致力於協助高中生申請大學、以及各年級的課業輔導，以讓學生
的 SAT 分數提高 200 分為目標，同時提高你的 GPA 和班級名次，
幫助學生進入理想的大學。
曾經有學生尋找合適的課輔機構，找了數個都不滿意，最後
來到第一學院，與學院的教師相談甚歡，理念一致，而決定參加
第一學院的 Program，問他原因是什麼，他說，第一學院的教學
靈活有彈性，老師各個都經驗豐富，而且時間能配合，可以針對
個人的需要制定課程，這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現正是申請上大學的熱季，美國大學 common app essay 申請
，是申請者與大學招生委員會之間一次重要的對話，在短短的幾
百字內，把自己介紹出來。一份強有力、能充分展現自己的自我
介紹(personal statement)能夠快速擄獲招生委員的心，讓他們覺得
你有見解、有內涵、又夠聰明。那麼，你要如何塑造自己呢？讓
學校能清楚地了解你具備在多元環境中成長的特質，你必須要能
寫出一份好的 ESSAY，展現你個人的成長、對知識的渴望、思考
能力、與見解。
第一學院的 EFFORTLESS ESSAY PROGRAM，每週與寫作
教師見面，撰寫、修改、並編輯你的大學申請 ESSAY，助你在兩
個月內準備出最好的文章。
在這個課程中，學生將根據各種主題，學會寫出清楚並富有
吸引力的文章，最後能寫出他們要提交給所選大學的 ESSAY。根
據學生的情況，家長得以在兩個月內看到自己孩子所寫的至少 5
篇以上的完整 ESSAY，所有的 supplements 也會寫出來。
協助申請大學 (COLLEGE READY PROGRAM)
第一學院引導學生完成 Apply Texas 和 Common App，在 2 個
月內幫你完成大學申請。
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專家的指導，學生們對想要進入的大學
做仔細的研究，建立出自己的申請檔案，最後得以將申請提交給

所選擇的大學。每週與學生見面一次，每次一個半小時。
SAT / ACT 強化課程
傳授獨家技巧，在 3 個月內將學生的 SAT 分數提高 250
或 ACT 分數提高 5 分，讓學生的學業能力有全面性的增長。
此課程專為準備參加 SAT 和/或 ACT 考試的高年級學生而設
（建議兩個同時參加）。 為學生準備 SAT 和 ACT 所有的問
題類型。
在此課程中，學生會學到更快速的閱讀，更準確的計算
，以及更有效的寫作。 每個考試都會附帶具體問題的分析
，老師會找出每個學生的潛在弱點，並直接解決問題。每期
兩個月，每週與學生見面兩次，每次兩小時。
第一學院(First Academy)成立於十年前，結合一流的教
師與最尖端的技術，提供獨特的學習方法。為什麼說是 「第
一」呢？因為在三方面領先群倫：教師、技術、透明度。
教師
第一學院只聘用最有經驗和專業的教師，為孩子提供最
好的教育環境。學生與老師的比例是 3：1，能照顧到每個
學生，在充滿活力和團隊合作的環境中培育每個孩子的成長
。
科技
使用最新的科技（特別是 Google Docs 和 Evernote 等協
同技術）來創建一個動態的、以團隊為基礎的課程，此種互
助的環境會大大增加學生的課業與人際交往能力。此外，第
一學院使用 Teachworks 軟件，以便家長可以在線上安排時
間、交費、和收到提醒通知。
透明度
課業輔導關係著學生、老師、和家長之間，三方若能緊密合
作，則效果會更好。第一學院結合科技和個人通信，確保每個家
長能明確知道學生的進步情況。學生的考試成績、作業和出席都
在網上發布。

換新車後 二手車如何處理更划算？
Shabana Motors 高價收購中古車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年底
時，各車廠推出新款車，今年
款就會有許多特價優惠。很多
朋友便趁機購買新車，這時候
，原來手邊的二手車要如何處
理最划算呢? 怎樣才能賣個更
好的價錢？
您在煩惱要賣愛車時不知該找
誰嗎？在換新車時，常常見到
許多人將手邊原來代步的車以
便宜的價格賣給車行。然而，
您可能不知道，其實有更好的
選 擇 。 休 斯 頓 的 Shabana Mo-

tors 以 高 於 Carmax 價 格
$500 元價購買民眾的中古
車，在目前市場上，可謂
最好的條件之一。
如果你想要賣車，應
該要找對的地方。沙巴納
汽 車 公 司 (Shabana Motors) 自
1979 年以來，一直從不同民眾
那裡，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二手
車，民眾並不需要在此買車。
那麼，應該怎麼進行呢？
首先，是進行估價。要賣
車的朋友，可以將您的車先給
另外一個經銷商評估賣價，以
便讓您了解市場價值大致落在
哪個範圍，一般來說，Carmax
給的價格較為公允，不會亂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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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有方法的，讓第一學院的專業教師們領導孩子們，成功申
請 到 好 大 學 。 洽 詢 電 話: （713） 478-2733( 英 文)、 （832）
766-0143 ( 英 文)。 郵 箱: firstacademyhtx@gmail.com。 網 站:
firstacademyhtx.com。 地 址: 9891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
77055
其次。營業時間內把車子開到
Shabana Motors 去，讓他們估價
，如果有先前的估價單，也一
起帶著。
接下來，在 10 到 25 分鐘內
，Shabana Motors 會有一個書面
評估。您可以在一星期之內，
決定是否接受他們的報價。沒
有義務一定要賣。
賣車時，您需要帶些什麼
證件呢？
身分證明(Photo ID)、汽車
所 有 權 狀 (Vehicle title)、 或 是
lien release。若所有權不在當前
所有者身上，最好有委託書。
三十多年來，沙巴納汽車公司
致力於幫助休斯頓人賣車、以
及找到符合他們需求的車子，

以配合他們的預算和信貸紀錄
。 Shabana Motors 也 為 所 有 購
買的車輛提供 2 年/ 24,000 英里
的保修期。
Shabana Motors 就 位 於 Southwest Frwy 上，有寬敞的展示空
間、富有經驗的車輛顧問，
Shabana Motors 樂於購買各種車
型 ， 尤 其 是 Toyota、 Honda、
Lexus 等日系車，但不限於此。
如果您要賣車，來此做個比價
，您可能可以多賣不少錢喔。
詳情請洽電話: (713) 270-9005
、 (713) 766-5744、 (281)
393-0085。 地 址: 9811 Southwest Frwy., Houston, Texas
77074。網站: www.shabanamotors.com。

休城工商

健康保險申請開放期特別延伸至2017
健康保險申請開放期特別延伸至
2017年年 12
12月月 31
31日日
（本報訊）住在受哈維（Harvey）颶風影響的地區的居民，包括
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健康保險申
請開放期最後可申請登記 2018 年健
康保險是到 12/31/2017。12 月 28 和
29 兩天光鹽社會設有經驗的專人協
助辦理申請。這是健康保險申請開
放期的最後兩個工作日。如果您有
特殊情況，需要 30 日星期六辦理請
和我們預約。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
者在申請時需要幫助，請電健保市
場電話中心：1-800-318-2596 or 光
鹽 社 713-988-4724. 光 鹽 社 健 保 市
場導航員將提供申請協助。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最近出
具了關於給予被 2017 年颶風影響地
區居民一個新的特殊申請開放期的
指示。根據這個新的指示，被颶風
影響的居民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購
買或者更改 2018 年的健保方案。這
項指示適用於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
場購買醫療保險的人。
這對於您 2018 年的醫保意味著
什麼？
2018 年個人醫療保險的公開申

請期為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但是那些在（曾經在）受
災地區居住過的人將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請 2018 年的醫保。
最近很多人會把因颶風而特別
把公開申請日期延伸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8 年醫療保險特殊申請期
和因颶風而產生的 2017 年醫療保險
特殊申請期弄混淆。
誰能享受到這個特殊開放申請
期？
根據這項指示，“現居住在，
或颶風時期曾居住在美國聯邦緊急
事務管理局（FEMA）宣布的任何一
個滿足'個人支援'或'公共支援'條件的
區縣”的個人能夠享受到這個特殊
開放申請期。如果您現在居住的區
縣有受颶風影響或者您在颶風時期
（2017 年 8 月 23 日-2017 年 9 月 15 日
）曾經居住在那個區縣，您就有可
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請 2018
年健保。
德州有哪些區縣是被劃在颶風
影響範圍內？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下面這些德州的區縣是被劃在受
災範圍內：
According to FEMA's website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exas
counties: Aransas, Austin*, Bastrop,
Bee, Bexar*, Brazoria, Burleson*,
Caldwell, Calhoun, Chambers, Colorado, Comal*, Dallas*, DeWitt, Fayette, Fort Bend, Galveston , Goliad,
Gonzales, Grimes*, Guadalupe*, Hardin, Harris, Jackson, Jasper, Jefferson,
Jim Wells*, Karnes, Kleberg, Lavaca,
Lee, Liberty, Madison*, Matagorda,
Milam*,
Montgomery,
Newton,
Nueces, Orange , Polk, Refugio, Sabine, San Augustine*, San Jacinto, San
Patricio, Travis*, Tarrant*, Tyler, Victoria, Washington*, Walker, Waller,
and Wharton.
標注*號的區縣雖然是被指定為
需要“公共援助”的區縣，但是也
同樣被認為“受影響”，所以居住
在標注*號區縣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
延長的特殊申請期。
我需要提供例如美國聯邦緊急

事務管理局開具的受災文件嗎？
任何住在“受颶風影響”區縣
或者在颶風時期曾經居住在這些區
縣的居民能享受這個特殊延長的申
請期。這些區縣的居民需要表明他
們住在以上區縣並且因為颶風影響
不能夠完成醫療保險的申請。不需
要其它証明文件。
如 果 我 在 颶 風 厄 瑪 （Irma） 時
期住在弗羅裡達州或者在颶風瑪麗
亞（Maria）時期住在波多黎各，現
在搬到德州居住呢？
任何因為 2017 年颶風相關天氣
而受影響的地區搬出的居民（或者
是在災難時曾住在那個地區的居民
）都可以享受到延伸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特殊開放期去申請健保。
個人如何在這段特殊延長開放
期去申請 2018 年的醫療保險？
想要在這段特殊開放申請期去
購買 2018 年的醫療保險，個人必須
致電到市場的電話中心並且要求開
放特殊申請期。但是，醫保購買者
可以在致電健保市場電話中心之前
先自己或者通過其他人的現場幫助

在網上填好申請表格。如果在醫保
購買者致電健保市場電話中心要求
特殊延長申請期時已經在網上完成
了他（她）的申請，醫保購買者需
要把申請號碼告知給健保市場電話
中心。申請人必須告訴電話中心的
客服人員他（她）有受颶風影響所
以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完成購買 2018
年的醫療保險。大家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之後用以下電話號碼聯繫
健 保 市 場 電 話 中 心 ：
1-800-318-2596 或 者 TTY 到
1-855-889-4325 。電話中心每週七
天，每天 24 小時開放。
如果我在特殊申請期需要幫助
該怎麼辦？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者在使用
這個特殊延長申請期時需要幫助，
請 電 健 保 市 場 電 話 中 心 ：
1-800-318-2596 or 光 鹽 社
713-988-4724. 光鹽社健保市場導航
員將提供申請協助。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新松喜得高千尺 金冠樂見上層樓
楊楚楓

（本報訊）小弟生平最愛唱粵曲，香港慈善伶王新馬師曾
是我心儀的粵劇老倌，他的首本名曲 「萬惡淫為首」是我耳熟
能詳的飲曲之一。十四年前我之所以能加入休市 「紅棉曲藝社
」粵曲歌唱社，全仗當年該組織中的會長容汝楨先生，聽罷我
一曲 「萬惡淫為首」之乞食後，即納我為社員，從此展開了五
年的粵曲表演生涯。今天當我動筆向金冠酒樓道賀其開業兩週
年的大喜日子之際，我特別借助 「萬惡淫為首」中之兩句噌炙
人口的曲詞， 「
桃眉化春煙韶華似飛箭」來向金冠酒家致意。
金冠酒家在哪裡？相信許多老友都不會覺得陌生，不需思
考打探，均知道它在休市中國城百利大道之上。哪裡食肆林立
，餐廳酒家之多，多如天上繁星。細數大中小型食肆，從 59
號公路與百利大道交界上數起，就有鳳城酒家,越南飛機飱館
、金鑫、小肥羊火煱店、悅來、富仔記、韓國燒烤店、龍圖飯
店、雲天、重慶、來來餃子店、東江飯店、東海酒家、錦江酒
家、永華酒家、金大碗、好麵饍、香港食街、香港茶餐店、華
洋飯店、翠園飯店、東雲閣、明星冰谷、豆腐村、東禾酒家、
黃金茶寮、榮記飯店、珍寶大酒樓、金山大酒樓等等，借取香

港電影界一句名言： 「明星之多，不能盡錄」小生單靠一人之
記憶力，順手寫來便己有 30 間食肆之多。這當中既有廿多年
老字號的酒家，也有新近開張的新客。金冠酒家於 2015 年 12
月 28 號開張大吉，歲月飛馳，於今正好歡渡二週年的紀念日
子。
兩年之間，共有 720 多天，對一間有著過萬尺餐樓的酒家
來經營，真的不是輕而易舉之事。一方面要打好午市生意。只
有穩打穩紥的每天茶市意，才能基本上維糸酒家內前後近卅位
夥記的工資。而晚市生意若能中規中矩，則酒家可以封了 「蝕
本」之門。若是週末晚市經常興旺、人頭處處，則會叫主僕皆
歡，股東喜氣洋洋。
金冠酒家能夠在百利大道上脫穎而出，當然有其特殊因素
。有人說它佔有極其有利的地位，跟旺市的金山酒家及黃金茶
寮相對為鄰，造成成行成市的便利地位。有人說它開設在地下
鋪位，門前停車場偌大，食客泊車既方便，遇上家中有年紀老
邁的長者時，私家車幾乎可以駛近金冠酒家大門之前，讓家人

參扶長者慢步入內，不需要上樓梯，也不要坐電梯，沒有半點
拖泥帶水的局面。
其實金冠酒家之所以生意興隆，靠的是馮老闆領導有方，
餐樓餐期興旺時，有他在前後領軍，穿梭在廚房大廳之內，眼
觀六路、耳聽八方。而廚房出品屬精良可口、侍應帶位又笑臉
迎人，有求必應。全間酒家上下員工，就像一支訓練有素的軍
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多大的來客也可以應付得井井有條
。
從金冠酒家呱呱年落地到今天二週年紀念，本書生都是捧
場之客。在此收筆之際，借用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偉大作家
郭沫若一句詩句來形容金冠：
「新松喜得高千尺」，下句則由本人補上： 「金冠樂見上
層樓」
十四個字的詩句，正好成了今次拙文的題目。希望諸君在
欣賞金冠酒家的食物的同時，也乙旦一下本人的文字，是為所
盼也！

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7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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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8 年 1、2 月 份 通 告

(本報訊)I. 新的一年又將來臨,值此祝福各會員, 狗年旺旺, 旺(
萬)事如意, 旺(萬)事順心! 闔府康泰,幸福美滿。新的 1 年開始，
祝好事接 2 連 3,心情 4 季如春,生活 5 顏 6 色,7 彩繽紛,偶爾 8 點
小財,煩惱拋到 9 霄雲外！請接受老人服務協會 10 心 10 意的祝
福。 II. 2018 第一季度,1 ,2 ,3 月慶生會謹定於 3 月 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到中午 1:00 假僑教中心 大禮堂舉行。為慶祝農曆新
春、元宵節和會員慶生將於會場為會員提供午餐。並安排有精
彩 的歌唱和舞蹈表演節目。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
分壽星劵和非壽星劵兩種。請憑 有效會員証於 2 月 26 日之前每
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驊先生 登
記領取入場劵。慶生會當天憑票和會員証入場。 2 月 26 日後恕
不再分發入場劵。 III. 2018 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
週。即 1 月 13 日、二月份改在 2 月 17 星期六上 午十點至十二
點。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
有 2017 年及之 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辨的任何活動，
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 早辦理。活 動 專
欄 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
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兩次, 每次兩小時。 1）iPad 和
iPhone 基礎入門班: 將於 1/3 開班到 2/2。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
30 至 11:30 在僑教中 心 104 室上課。課程為 逐步引導你認識裝
置的基本功能、如何操控裝置、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讓 裝置
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 2）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將於 2/7 開班到 3/9。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在僑教中心 104 室上課。讓你進一步了解 iPad 和
iPhone 不同的應用軟件。下載 Skype。了解如何使用 Skype 的最
新功能。從通話到視頻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 使
你可以隨時保持聯繫。
每班人數有限, 先到先得。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繳費報名。 I I. 為迎接 2018 年的來臨、1 月 1 日早上
十點在僑教中心廣場舉行升旗典禮。備有娛興節目和茶 點招待
、敬請會員們踴躍參加。 I II. 免費身體健康檢查: 1 月 25 日星期
四、上午九點半到十二點半、地點在僑教中心。您知道您的血
壓，血糖，和膽固醇的指數嗎? 要保持身體健康、了解這些指數
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生活流 動診所免費為您檢查血壓丶血糖和
膽固醇。當天早上請空腹作以上的檢查。 IV. 書法班：江震遠老
師對書法頗有深入的研究。對中國獨具傳統特色的文房四寶, 文
字的分解更是有深 厚的認知。書法是一種藝術,不單止是目有成
熟的審美體系。而且更要了解依循漢字的結構規律,變化 組合。
江震遠老師將會帶給大家更多學習書法的教材, 典故和理論。由
書法家江震遠老師精心教學指 導學員如何寫出一手好字的秘訣
。
V. 國畫班: 國畫老師呂子敬國畫大師是專科出身,有數十年的
國畫繪畫經驗,依學員個別程度教學。在呂 老師的指導之下讓學

員國畫進步神速。對藝術有興
趣的會員可到教室報名上課。
IV. 老協舞 蹈 班: 每週六上
課由經驗豐富在本會己經任教
三十年的蔡玉枝老師指導。
II. 土風舞運動: 每週三上課
, 由徐驊老師教導。徐驊老師曾
經在台灣救國團擔任康樂組帶
動土風舞運動。
旅遊專欄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
限會員參加。報名請 於指定報
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
憑有效會 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或在指
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
額、可電 (713 )784-9049 預約
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
、司機 午餐、小費、瓶裝水、
意外保險、和 門票。凡己報名
、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
卡倫雕塑花園 & 孤星飛行博物館之旅
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
意或當天缺席恕不 退費。請隨
2) 2018 年 2 月 1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1 月 24 日星期
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
三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別忘了帶相機。
。行程如下：上午 8:15---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上午 8:
1 ) 2018 年 1 月 2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1 月 3 日星期
3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參觀 Clifton 汽船博
三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物館。主題是“英雄...過去，現在 和未來”，尊重我們的軍民
。行程如下： 上午 7:45---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英 雄。博物館展品展示了德克薩斯東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以及
8:0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上午---參觀位於奧斯汀的德州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 大戰，韓國和越南的戰爭。博物
紀念博物館。博物館內分有四個不同的主題。一樓, 地質與古 生
館的上層畫廊展出了原創青銅雕塑，美洲原住民藝術 家，野生
物學: 展示 144-66 百萬年前, 恐龍化石的收集, 蜥腳類動物, 化石
動物和著名藝術家的邊界畫作。博物館裡的一個特別的畫廊是獻
動物和植物…, 同時還有來 自北美其他地區的幾個標本。二樓大
給童子軍的。這個畫廊有許多歷史偵察工具，有些可以追溯到二
廳展出包括有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科學家在德 州西部發
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一定會引起大家 對偵察員過去和現在的
現 Quetzalcoatlus northropi 的飛行爬行動物 36 英尺的骨架。是迄
興趣。中午---中式自助餐。下午---參觀 Spindletop-Gladys 新
今為止發現的最大 的飛行動物之一。德州前立法委員的 EM
興城市博物館。這是一個有趣且吸引大人或小孩的博物館。有許
Barron 上校（1903-1969）在世界各地所收集的 140 件標本。還
多視覺效果，以及可以親自動手去做的東西。從一家舊時代房子
有自然世界的寶藏。各種罕見的標本，具有詳細特徵的化石，罕
走到另一家舊時代的 房子、裡面有當時期適用的傢具，日常使
見的寶石。三 樓, 德州野生動物館, 德州的淡水魚,各種植物和動
用的物品。有交誼廳，打印機商店，商品商店， 郵局等，它有
物。四樓,生物多樣性館等。中午--- 中式自助餐。 下午--- 參
每個年齡段層的東西。你會喜歡隨便周圍走走。更想多了解當時
觀伊麗莎白·內伊博物館是一幢古典的建築物。是 19 世紀雕塑家
期的生活。
伊麗莎白·內伊所 創建的工作室, 這裡收藏了世界上最大的這位
例如，攝影師的工作室，每樣項目的標籤，解釋他們如何工
傑出女性展她的生活作品和肖像收藏。 下午 6:30 --- 回到僑
作或更多的歷史信息。你可以 看到很多有關一個精彩時代的概
教中心。
述，非常值得一遊。 下午 5:30 --- 回到僑教中心。

休城讀圖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 2017聯合年會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2017
聯合年會
於 12
12月
月 17
17日在華美中醫學院舉行
日在華美中醫學院舉行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長周慧宜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
姿應邀於青年座談會中說明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青
年研習活動大會，
年研習活動大會
，僑委會部份包括語文研習班
僑委會部份包括語文研習班、
、英
語服務營及休士頓當地舉辦的 CYC
CYC、
、 FASCA 等 ，
提供客家第二代第、
提供客家第二代第
、三代華裔青年參考

客家會會長賴江椿表示感謝嘉賓和鄉親共襄
盛舉、
盛舉
、同時報告會務成果

台北經文處施建志組長、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和客
台北經文處施建志組長、
家會會長賴江椿出席休士頓客家會與休士頓客家文教
基金會 2017 聯合年會
在華美中醫學院舉行休士
頓客家會與休士頓客家文
教基金會 2017 聯合年會
、鄉親們辦理報到手續
休士頓客家會與休士頓
客家文教基金會 2017 聯
合年會 客味濃
客味濃、
、 由前客
婆樓餐廳負責人張劉貴
美準備道地傳統客家菜
餚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客家青年座談會，
客家青年座談會
，主旨是讓在美國出生的新生代認識客家文化

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梁慎平返台與客委會
主委溝通將展開客家文化教師到休士頓大學、
主委溝通將展開客家文化教師到休士頓大學
、
敬老晚會、
敬老晚會
、客家美食等推廣活動

魏明亮帶領下客家歌謠班演唱 「客家會歌
客家會歌」」 、並選出 2018 年的客家會理
事范泌文、
事范泌文
、邱秀春
邱秀春，
，蔡玉枝及基金會委員魏明亮
蔡玉枝及基金會委員魏明亮、
、賴脩英
賴脩英、
、羅滿蘭
羅滿蘭、
、范泌
文、管光明
管光明、
、謝文山
謝文山、
、詹煥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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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四季度會員慶生會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由陳秘書
由陳秘書（
（ 左二 ） 俞欣嫻秘書
俞欣嫻秘書（
（右
二 ） 代表出席大會
代表出席大會，
，與 「 老協 」 會長趙婉兒
會長趙婉兒（
（ 左一
），大會司儀方海妮
），
大會司儀方海妮（
（ 右一 ） 在大會台上合影
在大會台上合影。
。

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在慶生
會上致詞。
會上致詞
。

全體壽星切蛋糕慶賀。
全體壽星切蛋糕慶賀
。

會長趙婉兒 （ 左一 ），
會長趙婉兒（
），大會主持人方海妮
大會主持人方海妮（
（ 右一
），與現年
），
與現年 96 歲的董文染董伯伯
歲的董文染董伯伯（
（ 左二
左二），
），與王老
與王老
師（ 右二 ） 夫婦合影
夫婦合影。
。

主持人方海妮（ 左 ）， 「老協
主持人方海妮（
老協」」 會長趙婉兒
會長趙婉兒（
（右
） 與現年 98 歲高齡長輩高如山
歲高齡長輩高如山（
（ 中 ） 合影
合影。
。

由蔡玉枝老師指導的 「老協
老協」」 舞蹈班
舞蹈班，
，表演舞蹈
「 Hi 起來 」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新聞圖片

由黃文隆老師 （ 右一 ） 指導的 「 老協
由黃文隆老師（
老協」」
百齡合唱團表演歌唱 「 西風的話
西風的話」」 。

出席慶生會的長輩十分踴躍。
出席慶生會的長輩十分踴躍
。

德國第壹高峰“
德國第壹高峰
“超級索道
超級索道”
”正式啟用 創 3 項世界紀錄

德國巴伐利亞州格賴瑙，
德國巴伐利亞州格賴瑙
，德國第壹高峰
德國第壹高峰—
——楚格峰的新索道正式啟用
—楚格峰的新索道正式啟用，
，
新索道創 3 項世界紀錄
項世界紀錄：
：127 米鋼結構柱支撐
米鋼結構柱支撐、
、立柱到纜車停靠站距離 3213
米、1945 米的海拔差
米的海拔差。
。新索道系統每小時將 580 人送向山頂
人送向山頂。
。

估價超過十億元
巨型田黃石雕亮相杭州
壹塊名為“
壹塊名為
“千秋萬代
千秋萬代”
”巨型田黃石雕亮相杭州某拍賣會
巨型田黃石雕亮相杭州某拍賣會，
，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關註
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關註。
。

哥斯達黎加壹巴士為流浪者送溫暖
提供理發淋浴服務

哥斯達黎加聖約瑟，
哥斯達黎加聖約瑟
， 作為 Pro Mundo 基金會項目的壹部分
基金會項目的壹部分，
， 壹輛
配備淋浴和理發服務的巴士為街頭流浪者提供服務。
配備淋浴和理發服務的巴士為街頭流浪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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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HOT BACCARAT TUESDAYS
Join us each Tuesday for your chance to win a share of $10,000 in Free Play or Gift Cards!
Receive your entries after 30 minutes of play on any Baccarat table earned between 6pm and 10:45pm.
Seven Stars | 20 Entries
Diamond | 15 Entries

Platinum | 10 Entries
Gold | 5 Entry

Earning Period | 5pm – 10:30pm
Activation for Drawing | 6pm – 10:45pm
Drawings every Half Hour | 7pm – 11pm

$10,000 熱門百家樂星期二
All activities take place at the High Limit Pit.

每個星期二加入我們，就有機會贏大獎或禮物卡，總獎金達 $10,000 免費籌碼！

在晚上 6 時至晚上 10:45 期間，於任何百家樂遊戲桌玩 30 分鐘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20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15 次抽獎機會

賺取期間 | 下午 5 時 – 晚上 10:30
抽獎活動開放時間 | 晚上 6 時 – 晚上 10:45
每半小時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白金級 | 10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5 次抽獎機會

所有活動均在高限額投注賭區進行。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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