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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前天揭曉2017
年 「假新聞獎」獲獎名單，與他積怨已久的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不出所料成最大
「贏家」，在 11 個假新聞獎項中拿下 4 項。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
《新聞周刊》、美國廣播公司（ABC）等主流
媒體也都上榜。公布獎項的共和黨官網因為流
量太大，還一度癱瘓當機，可見該新聞熱議程
度。早已和川普劃清界線的共和黨籍參議員佛
雷克更砲轟川普傷害新聞自由，讓人聯想到前
蘇聯獨裁者史達林。

CNN一口氣以4篇錯誤報導榮獲 「殊榮」
：包括川普疑似從 「維基解密」（WikiLeaks）
獲得大批駭客非法竊來的文件；川普與日相安
倍晉三會面時把飼料狂往魚池裡倒；前白宮公
關主任史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疑似
與俄政府有聯繫；以及川普說他被告知自己不
是通俄門調查對象，CNN 錯誤報導說前聯邦
調查局局長康梅（James Comey）會駁斥川普
。

《紐約時報》也有2則上榜，獲得第二名
：包括諾貝爾獎得主的經濟專欄作家克魯曼
（Paul Krugman）在川普當選當天撰文表示，

美國經濟永不會再好轉；以及報導川普政府刻
意隱瞞一項關於氣候變遷的報告。

ABC電視台、《時代》、《華盛頓郵報》
、《新聞周刊》等也都各有一則報導上榜。第
11名最特別，沒有指名道姓，因為所有媒體幾
乎都報導了川普團隊疑似與俄羅斯共謀的 「通
俄門」風波。川普稱與俄羅斯私通可能是對美
國人的最大騙局，強調 「根本沒有私通！」

其中8則上榜假新聞事後都被更正，2則報
導導致當家主播停職或去職。不過相形之下，
造假更多的應是川普。據《華郵》統計，川普
上任近1年，已發表超過2000個錯誤或誤導言
論。

佛雷克（Jeff Flake）在參院砲轟川普，痛
批他用 「史達林」式語言詆毀且傷害新聞自由
。他批評川普將媒體視為 「人民公敵」，將不
喜歡的新聞反射性詆毀成 「假新聞」，並自創
「另類事實」為自己辯護，這時該被質疑的應

是他這個人，而不是媒體。他還說，過去1年
來，川普 「不僅以暴君式用語指涉自由媒體，
還啟發其他獨裁者與極權統治者。」

川普公布年度假新聞獎
華郵、紐時與CNN皆上榜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去年發生2起軍艦撞船事件，共造
成17名船員死亡，軍方今天表示，這兩艘軍艦的指揮官將以過
失殺人、瀆職等罪名起訴。

法新社報導，馬侃號軍艦（USS John S. McCain）去年8月
撞上油輪造成10名船員身亡；費茲傑羅號軍艦（USS Fitzgerald
）6月撞上貨船造成7死。

海軍發布聲明表示： 「軍方正召開軍事法庭程序／初步聽
證會（Article 32 hearing），審閱相關事證，決定是否起訴費茲
傑羅號軍官。」馬侃號軍艦的指揮官也面臨相同命運

海軍表示，費茲傑羅號指揮官、2名海軍上尉及1名海軍中
尉，與馬侃號指揮官等都面臨 「瀆職、危險駕船、過失殺人」
等起訴罪名。

致命撞船一方面凸顯了領導無方和太平洋區域頻繁部署的
壓力，一方面也顯示繁忙航道上船員注意力不夠的問題。

美國海軍軍令部長李察遜（John Richardson）在撞船案報
告中表示： 「兩件意外都能預先防範，分別都發現值班人員發
生多項疏失，釀成意外。」

（綜合報導）美日韓加等20國外長
16日在溫哥華舉行峰會商討朝鮮半島問
題達成共識，會加強對北韓施壓，強化
各國海上船舶檢查，以阻止北韓走私行
為。美國國務卿提勒森更直言 「我們拒
絕雙暫停」。另外，美國國務院對想要
前往朝鮮的美國公民建議 「在去之前請
寫好遺書」！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表示，每當半島
形勢趨緩就會出現干擾，國際社會要睜
大眼看清誰是和平解決半島核問題的推
動者，誰是破壞者。由於美加召集20國
外長會，呼籲續制裁北韓，王毅也被解
讀為暗批美加；大陸外交部更公開批評
相關會議是冷戰思維產物。

南韓外長康京和女士在開幕致詞表

示，南韓政府知道兩韓恢復對話是全新
的開始，要積極把握機會。南韓應堅持
同時推進對話與半島無核化。無核化是
實現半島永久和平的核心因素。

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表示會議目的在
於昭示與會各國團結一致，對北韓施壓
會繼續，直到北韓實現無核化。提勒森
同時表示，美拒 「雙暫停」，稱這是把
合法防禦軍演與北韓的非法行為視為同
一件事。 「雙暫停」為大陸與俄羅斯主
張北韓暫停核導活動及美韓暫停軍演，
來緩解半島危機。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則表示，不要過
於 「天真」，他相信北韓只是在拖延時
間，以繼續執行核武和導彈計畫。

美拒雙暫停 陸暗批破壞者

美軍艦撞船釀17死 軍官恐涉過失殺人

（綜合報導）在加拿大參與20國會談的與會
人士今天表示，全球需加強對北韓施壓，迫使其
放棄核武計畫，且不應被平壤當局對南韓的魅力
攻勢給愚弄。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
lerson）在溫哥華舉行的一日會議上說： 「我們必
須讓這個政權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更多代價，直到
北韓來到談判桌前，展開可信的談判。」

儘管聯合國祭出更加嚴厲的制裁，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拒絕放棄研發射程可抵美國的核彈，令
各界憂心朝鮮半島恐爆發新的戰爭。

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說，全世界不該輕信
北韓在平昌冬季奧運於下個月登場前，與南韓舉
行會談的 「魅力攻勢」。

他說： 「現在還不是減輕壓力，或獎賞北韓
的時候。」

河野太郎說： 「實際上，北韓願意對話或可
解釋為制裁奏效的證明。」

提勒森說，參與溫哥華會談的20國，也就是
在1950年至1953年韓戰期間支持南韓的國際聯軍
，將著眼於改善以美國為首對北韓施以 「最大程
度壓力」行動的有效性。

他敦促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全面落實聯合國制
裁。

法新社報導，美國今天敦促盟友加強對北韓
核彈計畫施壓，不過主要夥伴南韓對此抱持謹慎
態度。

南韓雖支持美國總統川普的 「最大程度施壓
」行動，對朝鮮情勢的態度卻明顯較為樂觀，認
為兩韓展開新的會談，顯示制裁已發揮成效。

在韓戰期間支持北韓的大陸及俄羅斯嚴厲抨
擊這場會談，是 「冷戰」思維的範例。

儘管陸、俄兩國都簽署了聯合國制裁北韓決
議，卻被批評確保徹底落實制裁的努力不足，但
兩國雙雙否認這項指控。

美日籲加強施壓北韓
勿被魅力攻勢愚弄

高盛幫反川普州長宣誓就職
（綜合報導）去年底高舉反

川普大旗當選紐澤西州長的前高
盛主管墨菲(Phil Murphy)周二宣
誓就職，他上任首日便宣示將以
把紐澤西改造為自由的明燈為施

政主軸，反對任何川普政府推行
的政策。

紐澤西州前州長原本為共和
黨籍的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
與川普私交甚篤，但當了 8 年後

依法不得連任，擁有華爾街金融
圈背景的墨菲去年底在州長改選
中就以反川普為競選口號贏得州
長寶座，並為民主黨在紐澤西州
取得完全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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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
阿茨海默症與癌症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上周六的下午，休市一群群
熱愛音樂的人士，又來到熟悉的場地---- 休士頓浸信會
大學，享受一場歌聲的盛宴。當合唱團的團員著盛裝一個
個走上舞台，熟悉的面孔，永遠動人心魄的歌聲，乘著歌
聲的翅膀，台上台下進行著一場永難言喻的交流。僅管歲
月如梭，僅管經歷不少人事的更迭，從 「中華合唱團 」
飄出的歌聲，永遠如詩如夢，精彩的刻劃人生，令人百聽
不厭，歷久彌新。尤其今年選了多首徐志摩、李叔同詩詞
的歌曲，一下午的情緒激盪，在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
半零落 」 的歌聲中，令全場多少人忍不住熱淚盈眶，跌落
在 「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的悵然中。

成立於1972 年的中華合唱團，從幾位熱愛唱歌的朋友
聚會＂以樂會友＂開始，到成為有組織，有訓練的團體，
他們的歌聲長久銘刻在休市人內心深處。最盛時台上的團
員超過百人，如今雖人數不及過往， 但在新任指揮施彥伃
老師的帶領下，歌聲仍頗具共鳴。尤其這次音樂會有許多
曲目是年輕音樂家周鑫泉的合唱作品。如 「雪花的快樂 」
、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 「再別康橋 」、 「
城南送別 」； 「城南送別 」 經改編後，原曲以無伴奏呈
現，結尾在女聲休止後再合唱 「今宵別夢寒--- 」 將傷
感的離情別緒推到頂點，催人淚下。其他如 「在銀色月光
下」， 「乘著歌聲的翅膀」 到 「大海啊故鄉」， 「茶山
情歌」、 「綠島小夜曲」、 「聽泉 」，很多大家耳熟能
詳的歌曲，經 「中華合唱團」 的演唱，在充滿情意的歌聲
中，每首歌都有如一段生動的故事，大家在樂韻悠揚中細
品，那永遠揮之不去的生命的音符和情境。

演唱會上除了大型的男女聲混聲合唱外，還有男聲小
組合唱 「Advent 」，以及張瑀宸的鋼琴，謝正煒的小提琴
以及韋冰的大提琴合奏。三位皆為音樂本科畢業，演奏及
伴奏的經驗豐富，也曾有豐富的音樂會巡演經驗，致使他
們合奏的演出，成為音樂會最亮眼的篇章。

下半場的混聲合唱，皆是音樂會耳熟能詳的名曲：
Simple Gifts ; Shepherd's Joy ; Nearer, My God, to Thee; 以及
徐志摩名詩譜成的歌曲：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
， 「再別康橋」， 「雪花的快樂 」，以及由李叔同的詞
譜成曲的 「城南送別 」，每一首歌，經團員們情感豐富的
歌聲唱來，都令全場觀眾在樂韻悠揚中沈迷，感動，久久
無法自已-------。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黯淡是

夢裡的光輝」，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
蟲也為我沈默，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儘管時代
更迭，樂壇百家爭鳴，但有一些名曲，就像這些刻入人心
的詩篇，它進入人們心靈骨髓深處，永遠不會褪色，永遠
歷久彌新。這是上周六自中華合唱團音樂會走出的觀眾，
仍活在 「拋下了煩憂聽山泉，聆賞一季溫馨-----」 的
動人歌聲中最大的感觸！

當天前來欣賞的還有 「中華合唱團 」 首任指揮林天
園，最資深的團員吳大成、江雲清。指揮張廖莉娜、王毅
文、詹硯文、王佳雯、楊明耕、蕭桐、黃詩梅前團長等音
樂界人士皆到場觀賞，場面感人溫馨。

乘著歌聲的翅膀，走過45個寒暑
中華音樂協會第中華音樂協會第5656 屆音樂會屆音樂會 「「 樂韻悠揚情意長樂韻悠揚情意長」」

(本報訊)日期：2018年2月3日 (六)
時間：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5,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阿茨海默症和癌症 (設有國語翻譯)
講員: Jim Ray 博士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安德森癌症中心
失智是由腦部疾病所致的綜合徵，它通常具有慢性或進行性

的性質，出現多種高級皮
層功能的紊亂。多起病於
老年期，潛隱起病，病程
緩慢且不可逆，臨床上以
智能損害為主。阿爾茲海
默症是最常見的失智類型
，大約占所有病例的60—
70%。在美國，繼癌症和

心血管疾病後，阿爾茲海默症目前是第三大昂貴疾病
，隨著老年化社會程度加劇，會成為比癌症對全人類
來說更大的挑戰。

光鹽社邀請到Dr Jim Ray講解阿爾茲海默症和癌
症的關系。 Jim Ray博士加入安德森醫院應用腫瘤科學研究所，
擔任安德森，貝勒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合作的神經變性聯盟的
研究負責人。Dr. Ray在製藥和生物技術行業擁有豐富的經驗，
專注於阿爾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內分泌和代謝紊

亂。 曾擔任武田製藥中樞神經系統研究部主任，負責協調國家
數據中心的工作，並與應用腫瘤科學研究所的藥物科學家合作，
為神經退行性疾病患者提供創新療法。。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心，歡迎民
眾踴躍參加!

圖為圖為 「「 中華合唱團中華合唱團」」 團員在指揮施彥伃老師團員在指揮施彥伃老師（（ 左一左一 ））的指揮的指揮
帶領下帶領下，，共演唱了共演唱了1414 首中西歌曲首中西歌曲，，令全場觀眾大呼過癮令全場觀眾大呼過癮，，留連留連
忘返忘返。（。（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中華合唱團全體團員與指揮施彥伃老師圖為中華合唱團全體團員與指揮施彥伃老師（（前排右六前排右六 ）） 在唱在唱
畢接受觀眾獻花後合影畢接受觀眾獻花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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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Duc Dinh 先生是一名德巴基
（DeBakey）高中的校友，他被授予了著名學校
的學士/醫學博士學位。通過德克薩斯州的考試
而進入醫學院。此外，Duc Dinh也受邀參加了
著名的夏季醫學和牙科教育項目（Summer
Medical and Dental Education Program ， SMDEP
）三次: 兩次在萊斯大學和貝勒醫學院，一次在
蓋文斯頓的得州大學醫學院（UTMB）。在他
的第一次SMDEP項目中，Duc Dinh被這個充滿
挑戰和高速的課程所吸引，因為他從來未見過
這樣的課程。他驚奇地發現這個項目的速度和
深度都是為學生們設計的。通過對SMDEP課程
和普通公立學校課程的細緻比較，Duc Dinh可
以發現 K-12 教育體系的不足之處。在 SMDEP
項目的第三個夏天之後，一個精緻的學術課程
開始了。在德巴基高中校友 Anny Luu 和 James
Guo的幫助下，Duc Dinh中心在一個家裡的餐
廳誕生並開啟了一個暑期項目。當時，Anny
Luu正在讀牙科學校，James Guo則剛剛在萊斯
大學 (Rice University) 攻讀經濟學學位，但三人
很快就發現自己沉浸在共同理想的學術世界裡
。

回首往事，他們重新構想了教育計劃，並
幫助成千上萬的學生走出Duc Dinh中心的大門
，並讓它成為今天的學術培訓中心。在 Duc
Dinh中心的任何一個班級上，大多數學生都可
獲得榮譽獎章，並獲得年度STAAR考試的表揚
成績（Commended Performance）。獲得高分是
常有的事。完成嚴格的SAT和ACT預備課程的
學生，成績都在全體應試生的前5%或以上。在
過往的10年時間裡，Duc Dinh中心的畢業生們
進入了常春藤盟校和其他20所頂尖大學。許多
學生努力仿效Dinh先生，申請並獲得B.S./M.D.
的錄取，以及B.S./ D.D.S.項目。

Duc Dinh中心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學生
全面發展方面都有良好的聲譽。 Duc Dinh中心

全面發展理念使學
生不僅成為學者，
同時成為社區領袖
和慈善家。當災難
發生時，中心的學
生們很快就會組織
起來籌集資金和參
與救援工作。在過
去的十年裡，Duc
Dinh 中 心 幫 助 建
立了 14 所學校，
並為越南和柬埔寨
的貧困兒童提供了
數以千計的獎學金
。 Duc Dinh 中心
也在過去 10 年為
颱風受害者提供了
救援。最近，Duc
Dinh 中 心 為 在 越
南 18 個不同地區
為的颱風Damrey的受害者提供了緊急援助。在
休斯敦，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和他的議員們對
Hien Nguyen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Duc Dinh
中心的學生，他從墨爾本飛到世界各地，交付
了1000美元和3000封手抄慰問信，以支持哈維
颶風的受害者。在上一學年，Duc Dinh中心的
學生皮爾斯·阮(Pierce Nguyen)是他所在的高中
(Memorial High school)的畢業生代表，他因在
ACT考試中獲得了完美的分數而受到他所在學
區的尊敬。在同一年，來自 Kempner 高中的優
秀畢業生 Mai Han Ton 和上台致辭的學生代表
Debbie Nguyen 都是 Duc Dinh 中心的學生。丹
尼爾·阮（Daniel Nguyen）是另一個經常超出預
期的學生。他在清泉高中（Clear Spring High
School）排名前三，他對機器人技術的熱情激勵
他在 VEX、BEST 和 FRC 等比賽中獲獎。他目

前在 NASA JSC 工作，這是他的 FRC 團隊的讚
助商。他們是Duc Dinh中心文化的一部分，旨
在培養全國優秀的學者和學生，他們的SAT和
ACT 成績都排在前 1%。皮爾斯（Pierce）、丹
尼爾（Daniel）、黛比（Debbie）和邁漢（Mai
Han）都是在小學或中學開始成為的 Duc Dinh
中心的學生，他們一直保持著良好出勤率，直
到他們完成了SAT 、ACT和大學申請。

在未來十年，Duc Dinh中心的前景將與過
去十年一樣光明。該中心不斷修訂和完善其學
生髮展所需課程，以適應時代的需要。新的、
天才的教育由專業人士組成，這裡有在頂尖大
學學習和教學的經驗的教授，有學術激情的全
國優秀導師，有高技能的教學管理人員。由於
專注於學術和個人發展，Duc Dinh中心尋求增
加新的項目，包括學術和個人，以加強學生的
智力水平和性格完善。 Duc Dinh中心關注兒童

發展而不僅僅是關注招募學生來使自己與別的
學校不同。 Duc Dinh中心將繼續成為我們的社
區發展和國家建設培養傑出公民領袖的策源地
。在休斯頓的亞洲社區中心，從一所小房子到
12000平方英尺的設施，Duc Dinh中心已經並將
繼續堅持其核心價值觀，即教育學生的誠信。
這一理念通過源源不斷的Duc Dinh畢業生來證
明其價值，他們有著優異的學習成績和考試成
績，同時也有一顆同情心。教育工作者是通過
學生的成就來體現他們對教學和輔導的價值的
專業人士。幾乎沒有競爭，Duc Dinh中心每年
只能超越自己的記錄。作為一個暑期項目的開
始，已經成為一個社區的必然選擇。今年是
Duc Dinh中心成立10週年。

Duc Dinh IQ 教育中心地址 13192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832.859.3192

Duc Dinh IQ 教育中心

（本報訊）1517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將人類從中古黑暗時期的綑鎖中釋放，改變
了全世界的風貌，從此宗教改革與學術進步、藝術表達、科技發展、經濟開發，政治變遷等都
有密切關係和相互促進的作用。

1807年有一馬當先、率先來華宣教的馬禮遜牧師；1865年也有單槍匹馬，割髮留情來台的
馬雅各醫師；還有1872年接續來台、馬不停蹄到處奔走的馬偕博士，處處留下佳美腳蹤，如同
「駟馬奔騰」般的氣勢。

由宇宙光及伯特利中心合辦的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掛圖展覽將在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77036的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時間：1月19、20日10:00am-6:00pm；21日
10:00am-2:00pm。聯絡人 Rev. George Lai 電話：201-310-3700。伯特利中心網址：www.
bethelrc.org。

盼望藉著這些歷史圖片展，我們能夠聽見上帝說 「我能差遣誰？誰能為我們而去呢」，而
我們能回應這微聲召喚說： 「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週年」 掛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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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往年，休斯頓的冬
天不一定有雪，但今年已經碰上兩回。白雪靄
靄的景致固然美，但是，在雪地、或是結冰的
路上開車可是非常危險與嚇人的，很多狀況超
乎人的預料與控制，尤其休斯頓地區的朋友不
熟悉雪地開車，若是需要開車出門的讀者，請
多注意以下事項。
上路之前應注意:

1、如果前一晚上下雪，出門前先要清除
掉車上的雪，確認擋風玻璃、引擎蓋、車頂、
車燈等處的雪是否都全部清乾淨。如果車頂有
積雪卻沒清掉，遇到緊急煞車時，車頂的雪可
能會滑到擋風玻璃上，因此而遮住駕駛的視線
，造成危險。

2、檢查車子的雨刷、大燈、車內除霜控
制是否都正常運作。

3、在進入愛車之前，記得要先把鞋底的
雪弄乾淨，以免在踏板上打滑，或是踩油門、
煞車時出現差錯。

4、車上放一條毛毯、飲水、與乾糧，若

有狀況時可應急。
5、若是預知夜裡將會下雪，如果你的車

子是露天停放，可以用大毛巾放在車子擋風玻
璃上，這樣隔天出門時，要清理雪或是冰，就
會容易很多很多。
開車上路應注意:

習慣於雪地開車與不熟悉雪地開車的人，
對路況的反應差別很大，下冰雨時盡量避免外
出，對於不熟悉冰雪天的休斯頓民眾，以下幾
點要格外當心：

1、出門前，為車子預熱的時間要增加。
2、在路上要把車燈打開，讓其他車子更

容易注意到。
3、行車中若需要煞車時，應輕踩、輕放

，分數次進行，避免突然煞車，以防打滑。
4、在雪路上開車時，無論是將要停車或

轉彎，都預先判斷，緩緩進行，不要有突發性
的大動作。

5、與前車保持更長的安全距離，結冰的
路面要比原來乾燥的路面滑上10倍以上，因

此，需要更長的車距才能保證安全。若只是維
持平常的跟車距離，有狀況時會相當危險。最
好將平常的跟車距離拉大三倍以上，讓自己有
足夠的時間控制車子、才能避免碰撞。

6、有些特定地點的地面更容易結冰，開
車經過這些地方時要格外注意，例如像是：橋
樑、高架橋、接近隧道出入口的地方、有遮蔭
的路面、十字路口與其周邊、有坑洞的道路。
尤其在過橋上下時，要格外謹慎，那是意外事
故最多的地點。

7、車速要放慢，有再急的事也千萬得慢
慢開，要是出了狀況，會花更多的時間處理。

8、盡量避免路邊停車，如果不得已真的
必須停在路肩，要把緊急警示燈開著，提醒路
過的車輛。

9、在晚上與清晨開車時，一定要特別小
心所謂的 「黑冰」，就是路面上有一層薄薄的
冰。如果看到黑色路面並有閃亮時，立刻再放
慢車速，格外謹慎的往前開。

祝大家行車平安!

不熟悉冰雪天的休斯頓民眾
出門開車應該注意什麼？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想到港式點心，就
想到那種類繁多、各具特色的茶點，我的美國
朋友總是喜歡稱它為 「小點心」，喜歡每種嚐
一點，一次點很多種，光是點菜，就讓人有種
滿足感與興奮感，每次帶她們去品嘗港式點心
，總能讓她們開懷大吃，笑顏滿面。

曾經在休斯頓中國城頗具盛名的東雲閣點
心城，在覓得更大的場地之後，於1月15日重
新開張，繼續提供口味正宗、道地的港式茶點
給廣大消費者，歡迎舊雨新知光臨指導。

種類多、用料實在，好吃的港式點心在這
裡!!

港式點心的迷人之處，就在於享受美
食和飲茶結合的藝術，一道道精緻的茶
點，配上一壺好茶，和家人或是幾個親

朋好友同享，拋掉工作或是家庭的瑣事，只是
輕鬆享用美食，可謂生活中一大樂事。

東雲閣點心城提供全天點心，真材實料，
道地的港式茶點，種類創新繁多，有百餘種點
心任您享用。由前紐約稻香村、金豐酒樓的溫
大師傅親自上場掌廚，三十多年經驗，把好滋
味都帶給您。

東雲閣點心城提供親切的用餐氣氛，百餘
種點心如鮮蝦腸粉、蝦餃、叉燒包、奶黃包、

鳳爪、鮮蝦腐皮捲、燒賣等都新鮮供應，每
一道港式點心，都呈現出最迷人的風味，手
工製作，現點現蒸。獨家點心奶皇豬仔包，
做得維妙維肖、精緻可愛。肇慶粿蒸粽香味

獨特，都是別家吃不到的。
東雲閣點心城還有特價Lunch special、晚餐

，來這裡用餐，享用美食還可以積分喔！累積
一定的積分就有好禮相送。

港式點心可以是早餐、中餐，也可以是飯
後點心，或是下午茶，沒有固定的時間，只要
想到了就可以來吃，是種獨立的餐點，沒有什
麼限制。東雲閣點心城天天供應，營業時間是
週一至週五: 10am-9pm，週六週日: 9am-9pm。
地 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06, Houston, TX
77036 ( 位 於 黃 金 廣 場 H Mart 旁)。 電 話:
713-360-6095。

好消息好消息!! 東雲閣點心城重新開業東雲閣點心城重新開業
道地港式茶點道地港式茶點 全日供應百餘種點心全日供應百餘種點心

邀請函：川普稅改與跨國企業稅務調整
高淨值移民稅務籌劃
主辦：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時間：2018年1月19日（週五）
中午：12點 - 4點
地點：11200 Westheimer Rd
休斯敦TX 77042二樓
報名：713-818-8866
聯繫人：Joanna Wang
收費：$ 50 /人（含午餐;限報50人）
川普稅改為美國歷史上最狠的稅改方案，

這意味著2018年公司投資行為將隨之變化，大
量海外投資會湧入美國，使更多中國企業更放
心地在美國投資，併購，建廠，堅信明天更美
好！然而，中國企業赴美創業經營，面臨諸多
美公司法，勞工法等的問題與挑戰，如勞動關
係陷阱，勞工糾紛內部投訴，行政機構舉報與
法律訴訟及初創企業自身勞工法權益等，均為
企業家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同時，針對美國投資
移民高淨值個人和企業，對美國全球徵稅的恐
懼感，擔心一旦獲得美國綠卡將承擔很多不必
要的稅收負擔 。移民美國後，應該如何合法轉
移財產，進行合理稅務籌劃？為解答上述疑問
，敬請光臨元臣課堂：川普稅改與跨國企業稅
務調整和高淨值移民稅務籌劃。報名電話：
713-818 -8866（文本和電話）Joanna Wang

主持人：陳帆律師
演講主題:

跨國企業投資與併購稅務結構調整
演講人：Jason Sharp
註冊會計師，法學博士學位，Briggs＆

Veselka Co.合夥人。
Jason在公共會計和法律領域擁有20多年的

經驗，為併購重組類別公共和私營公司提供
稅務服務。在加入Briggs＆Veselka Co.合夥人
之前，Jason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交易諮詢服
務部門工作達七年多，期間他參與了400萬
至150億美元的交易，進行盡職調查和稅收

結構調整。
傑森曾為能源，製造，零售和服務等多個

行業提供稅務服務，尤其對能源行業的上游，
中游和下游經驗豐富。同時，傑森擁有多年大
型合併團隊，合夥人，S-軍團和個人的稅務合
規經驗，協助客戶解決包括 IRS 審計，稅務留
置權，及國家和外國政府稅務機構的爭議問題
。

2018年川普稅改細則
演講人：信心
註冊會計師，註冊財務規劃師，Briggs＆

Veselka Co.合夥人。
在過去的17年中，信心專注於提供全面而

專業的稅務服務。他有廣泛的客戶群體，包括
上市公司，房地產企業，醫院和診所，油氣相
關企業，製造商，貿易商，高端個人群體，還
有其他專業公司。在管理客戶的稅務項目時，
信心不僅確保及時並準確的完成各項稅法要求
，他更會根據每個客戶的具體情況制定稅務規
劃以幫助客戶減少風險並使其稅務狀況 最優化
。信心是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ICPA）和德
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TSCPA）註冊會員
。他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學部
）臨床醫學專業，其後從德克薩斯農工大學 -
金斯維爾取得會計碩士學位。

赴美企業在公司法，勞工法，知識產權及
人力資源中的困惑與挑戰

演講人：陳帆
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Nguyen and Chen

LLP合夥人，中國外交學院學士學位，休斯頓大
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美
國聯邦地區法院出庭律師，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會員，擔任亞裔商會理事，旅美專家協會理事
。在職業移民，勞動僱傭法，人事管理培訓，

公司治理等方面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同時，陳帆律師熟知公司法，商法，擔任

多家中國領先企業的美國法律顧問，是中國企
業進入，發展美國市場依賴的高級參謀。

赴美高淨值個人理財規劃及美國保險與稅
務籌劃

演講人：譚秋晴
美國國際集團金融公司（AIG）德州亞裔市

場副總監，財務顧問，美國註冊會計師（CPA
）企業管理碩士（MBA）。

美國國際集團金融公司（AIG）美國德州亞
裔市場副總監，負責保險及理財業務。她曾獲
得許多榮譽和大獎。2008年被休斯頓女性雜誌
選為“休斯頓 50 位最有影響力女性”; 2009 年
獲得 YMCA 頒發的少數族裔成功人士獎; 2012
年獲得“休斯頓25位最有影響力女性”稱號她
是全國保險財務顧問協會成員，美國註冊會計
師（CPA）協會成員，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專業
人士標準最高的“百萬圓桌協會”會員。

譚女士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在亞洲社區著
名政商主流組織內擔任董事及理事的職位，如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近十年來譚女士擔任美
國聯邦國會議員格林的華裔特別助理，負責亞
裔社區聯絡工作。她也是休斯頓社區大學基金
會理事，休斯頓會計師協會前會長，休斯頓中
文電視台55.5頻道的節目主持人。她和先生目
前住在大休斯頓地區的斯塔福得市（Stafford
City），是斯塔福得市長特別任命的城市發展
委員會聯絡人。

* 還 可 關 注 元 臣 官 方 微 信 平
台--NCLAW2011，留言報名，名額有限！

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Nguyen＆Chen
LLP）2011 年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註冊
成立，至今擁有十餘名註冊律師及律師助理等

20多名成員，其中多位律師同時擁有中國執業
資格。元臣總部位於休斯敦，在矽谷，洛杉磯
，華盛頓特區設有分所;在中國北京，上海和深
圳有律師團隊和聯盟夥伴元臣專注於中美商事
交易，民商事訴訟，職業和投資移民等業務，
包括：公司註冊，海外業務拓展（兼併，收購
，重組），國際EPCC（即設計工程，採購採購
，施工建設，試運調試）項目承包，公司上市
，企業註冊，股權投資，專利商標註冊，知識
產權調查，申請，轉讓和糾紛;各類商務爭議訴
訟和解決，工業廠房，倉儲設施，商用物業，
民用房地產投資，建築，租賃等商務法律事務;
以及高管聘用與解僱，公司日常法律等一系列
美國公司法，商法，知識產權法，勞工法，移
民法等。

1月19日元臣課堂開講：川普稅改與跨國企業稅務調整和高淨值移民稅務籌劃

Jason SharpJason Sharp

信心信心陳帆陳帆譚秋晴譚秋晴



BB99休城工商

休城讀圖

星期五 2018年1月19日 Friday, January 19, 2018

Hilton Houston GalleriaHilton Houston Galleria歡迎新業主酒會歡迎新業主酒會
（本報訊）休斯頓，TX，一月十七日，二零一八年，
今天在Hilton Houston Galleria，超過200位嘉賓出席了此

次酒店舉辦的歡迎新業主的開業酒會。此酒店擁有292間房間
及2萬英尺的宴會廳，新業主為ASA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ASAP Holdings]及Golden Enerald LLC [Golden Emerald]。台
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及大聯盟Hous-
ton Dynamo足球隊首席市場總監David Brady先生。

休斯敦迪納摩首席市場總監David Brady主持了此次酒會。
酒店總經理Maggie Rosa致辭並
介紹了酒店的設施及特色。她承
諾會將對每位客人提供貴賓式的
服務，讓大家感受到家一般的舒
適。

台北經文處陳處長為美籍華
人經營的公司能夠入駐休斯頓市
場而感到興奮，期待著ASAP能
服務當地華人。他介紹了ASAP
在短短5年之內實現了以中美投資
商業房地產為橋樑的目標，成為
華人在美最大的酒店私募公司。
陳處長對此感到非常驕傲.ASAP
團隊以服務當地華人為宗旨，特
別是在休斯頓因為此酒店距離中
國城僅3公里。十分欣慰的是，長
榮航空選定此家酒店為其在休斯
敦的機組人員提供住宿及餐飲服
務。

接著，西南管理區主席李先
生致辭，表示此酒店在其服務的
西南區是地標性的酒店，將會由

新業主繼續為客人提供優質的服務。他很高興看到新業主即將
投入大筆資金修繕酒店並在未來大力領導當地的經濟發展及提
供大量就業機會。

Houston Dynamo足球隊首席市場總監Mr. David Brady強
調了酒店經營的成功與當地商圈息息相關。股東之一的Golden
Emerald將會帶領酒店與本地的體育團體密切合作，為全國及
當地的專業和業餘運動員和球隊提供服務，促進足球運動和體
育旅遊在當地的開展。

ASAP Holdings總裁先生Frank Yuan最後上一頁介紹了其
公司目前擁有的最大的酒店收購集團。該公司目前擁有及管理
超過32家酒店，總資產超過12億美金。該公司是全美近年來最
活躍的酒店收購集團。隨後他逐一介紹了酒店高管，表示會帶
領該團隊提供令客人滿意的服務。

此次酒會新老朋友匯聚一堂，賓客們享受了酒店提供的美
食，賓主盡歡。

ASAP HoldingsASAP Holdings總裁先生總裁先生Frank Yuan Hilton Houston GalleriaFrank Yuan Hilton Houston Galleria歡迎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歡迎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
彥彥，，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黃泰生黃泰生，，王秀姿王秀姿，，甘幼蘋甘幼蘋，，王妍霞等與會王妍霞等與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西南管理區主席李先生致辭西南管理區主席李先生致辭，，酒店在其服務的西南區是地標性酒店在其服務的西南區是地標性
的酒店的酒店（（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ASAP HoldingsASAP Holdings總裁先生總裁先生Frank YuanFrank Yuan介紹了其公司為華人擁有介紹了其公司為華人擁有
的最大的酒店私募公司的最大的酒店私募公司（（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ASAP HoldingsASAP Holdings總裁先生總裁先生Frank Yuan Hilton Houston GalleriaFrank Yuan Hilton Houston Galleria歡迎新業主酒會上介紹員工團隊歡迎新業主酒會上介紹員工團隊（（記黃麗珊攝記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美南銀行社區服務11月月1313日健康講座日健康講座
──““疼痛與幹細胞治療疼痛與幹細胞治療””

陶慶麟醫生陶慶麟醫生，，貝勒醫學院學士畢業貝勒醫學院學士畢業
，，聖路易斯大學醫療聖路易斯大學醫療tt管理碩士學位管理碩士學位
，，洛根大學整脊博士學位洛根大學整脊博士學位。。

陶慶麟醫生合夥人何成宗醫師在美陶慶麟醫生合夥人何成宗醫師在美
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一場有關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一場有關
「「疼痛與幹細胞治療疼痛與幹細胞治療」」 的免費健康的免費健康
講座講座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大堂經理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大堂經理VickyVicky陳介紹該行健康講座兩位主講人陶陳介紹該行健康講座兩位主講人陶
慶麟醫生慶麟醫生，，何成宗醫師何成宗醫師

社區民眾踴躍參加如何有效提升器官的功能美南銀行健康講座社區民眾踴躍參加如何有效提升器官的功能美南銀行健康講座

陶慶麟醫生將與會眾分享他個人專業醫療領域陶慶麟醫生將與會眾分享他個人專業醫療領域，，如何利用最新醫學如何利用最新醫學
幹細胞治療身體疼痛幹細胞治療身體疼痛，，恢復身體健康恢復身體健康

陶慶麟醫生曾多年一直擔任醫療保健顧問陶慶麟醫生曾多年一直擔任醫療保健顧問，，並在休士頓第一家創立結合並在休士頓第一家創立結合
中西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中西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運用運用 「「幹細胞幹細胞」」 療法療法
不用開刀診療就能治療各種身體疼痛不用開刀診療就能治療各種身體疼痛，，包括關節炎包括關節炎，，成功地為許多病人成功地為許多病人
解除疼痛解除疼痛

陶慶麟醫生相信再生醫學幹細胞治療是關乎人類健康及壽命的醫學陶慶麟醫生相信再生醫學幹細胞治療是關乎人類健康及壽命的醫學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大堂經理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大堂經理VickyVicky陳與健康講座兩位主講人陶慶麟醫生陳與健康講座兩位主講人陶慶麟醫生
，，何成宗醫師回答問題何成宗醫師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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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總務長蔡佩英服務長青總務長蔡佩英服務長青3030餘年餘年，，在助教谷懷文協助在助教谷懷文協助
下辦理新生註冊下辦理新生註冊

長青中文長青中文20182018春季班教職員合影春季班教職員合影

長青中文每週日下午授課三節長青中文每週日下午授課三節，，課間課間1010鐘鐘，，學生校園學生校園
自由活動自由活動

上課鈴響上課鈴響，，學生立即奔回教室學生立即奔回教室

助教黃馨瑩助教黃馨瑩（（左左））和谷懷文愛心服務和谷懷文愛心服務，，課間協助學童活動課間協助學童活動
安全安全

善班楊千滿老師教學生動善班楊千滿老師教學生動，，助教回成榮助教回成榮（（穿黃衣者穿黃衣者））協助帶動唱協助帶動唱 幼兒班張靄老師教學親切幼兒班張靄老師教學親切，，深受幼生喜愛深受幼生喜愛

家長約家長約JoshuaJoshua和和NancyNancy聽聽
說長青中文是愛的園地說長青中文是愛的園地，，
特來註冊特來註冊，，女兒女兒SilverSilver迫不迫不
及待展示學習成果及待展示學習成果

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春季班已於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開學

長青中文位於中國城旁的長青中文位於中國城旁的Strake JesuitStrake Jesuit高中高中，，校址是校址是89008900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HoustonHouston，，TXTX 7703677036
下週日下週日（（11//2121））還接受報名還接受報名，，詳情請看學校網頁詳情請看學校網頁http://houstonevergreenchineseschool.com/http://houstonevergreenchineseschool.com/
或電校長王曉明博士或電校長王曉明博士832832--571571--01270127

校長王曉明博士辦學認真校長王曉明博士辦學認真，，隨時關心隨時關心
學生和家長學生和家長

印度女性繞篝火載歌載舞慶傳統節日印度女性繞篝火載歌載舞慶傳統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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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焦永福77歲的妻子吳書香介紹，此井洞是焦永福獨自壹人從1983年開挖，歷經7年時間

挖成。焦永福44歲那年，家裏吃水困難，要跑很遠的匯龍村口去挑水吃，為解決自家吃水難，

焦永福就下定決心，請人看井眼位置，獨自壹人，用撅頭、鐵鍬、羅頭、煤油燈做工具，壹鍬

壹鍬，壹擔壹擔，把土擔出100多米外填溝。煤油用了30多斤，耗時7年，挖出泉水。1990年

至今，焦家壹直吃這口井的水，水深2米多，水質清涼純正，口感香甜泉眼手指大小粗細，30

年來泉水取之不盡。

西子湖邂逅雪域文明西子湖邂逅雪域文明
117117件藏族藝術瑰寶於浙江展出件藏族藝術瑰寶於浙江展出

117117件唐代以來的藏族文物在浙江杭州西件唐代以來的藏族文物在浙江杭州西
湖畔展出湖畔展出，，蜚聲海內外的唐卡蜚聲海內外的唐卡、、妙相莊嚴的造妙相莊嚴的造
像像、、工藝精良的法器等各類文物珍品展示了雪工藝精良的法器等各類文物珍品展示了雪
域文明的深厚底蘊域文明的深厚底蘊、、歷史成就與藝術魅力歷史成就與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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