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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的人壽保險
實現更多可能
人們購買人壽保險主要是為了保護心愛
之人。但您知道嗎，人壽保險還有許多
其它用途。

我們卓越的中文理財代表團隊精通雙語，無論您處於人生的
哪一個階段，都可以協助引導您，為您客製符合您需求的計劃。

生前福利：
• 補充退休收入
• 具備現金價值，可用於實現其它財務目標
• 可用於支付特定病症的相關費用，
或獲取生前福利

我們的人壽保險，能夠在您最需要之時
提供幫助。

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lice Chen

譚秋晴
分行副總經理

如欲瞭解詳情，
請今天就
與我們聯絡。

Monita Kuan
管玉琴
分行副總經理

Zoom Nguyen
分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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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中生訪問休斯敦中國總領館
展開半日的 「中國文化及資訊
中國文化及資訊」」 之旅

圖為王昱代總領事（ 前排中 ） 與領館各領事
圖為王昱代總領事（
與領館各領事、
、 亞洲協會代表多人
亞洲協會代表多人，
， 及多
所高中代表在領館合影。
所高中代表在領館合影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本周三（ 6 月 13 日 ） 的上午，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對外界開放，迎接廿餘位參加亞洲協會德州
分會＂青年領導力＂項目舉辦＂開放日＂活動的學生。這 20 多
位項目成員分別來自休斯敦多所高中。這次中國主題夏令營的學

圖為參加領館＂開放日＂的高中生代表與領館各組領事在領館大廳座談。
圖為參加領館＂開放日＂的高中生代表與領館各組領事在領館大廳座談
。

生及他們的師長們，連同隨行採訪的記者們，也首次看到總領館
平常不常對外開放的角落，陳列著一些精品名畫、兵馬俑、編鐘
、各式精美瓷器等等，再經由解說員的詳細解說，這些學生們驚
喜的近距離接觸，甚至動手每人去敲一下編鐘，從不同的聲響中

去細體中國音樂、藝術的
感性之美。
總領館王昱代總領事
和亞洲協會德州分會政商
部主任杰佛瑞等人也出席
該項活動，與同學們親切
交流並合影留念。而中領
館由劉波領事在開場時致
歡迎詞，之後政新組高樺
領事，科技組張東領事，
商貿組紀文華領事，各領
事在座談會上，深入的以
幻燈向年輕學生們介紹中
國科技、商貿發展現況
，及與美國的科技、商貿
關係，讓他們了解中美間
的時事和動態。學生們還
觀賞了反映中國美麗大自

然的電影 「我們誕生在中國」。
據悉，亞洲協會德州分會這項為期一週的以＂中國＂為主題
的夏令營，還邀請了各方專業人士介紹中國文化、歷史和現狀，
以培養學生們的國際觀並開拓其視野。

休士頓上海聯誼會本周二晚在錦江酒家歡迎
上海長寧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夏利民一行六人
表張晶晶， 「中國人活動中心
」 執行長范玉新及休市上海籍
地產、金融、法律、餐飲各行
業精英多人。葛明東組長及王
紹安會長，張晶晶等人分別在
餐會上致歡迎詞，歡迎上海長
上海市長寧區夏利民副主任（
上海市長寧區夏利民副主任
（ 右二 ） 贈送文告
贈送文告。
。由上海聯誼會會長王紹
寧區的代表團來休巿訪問。
安（ 中 ） 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 右一 ） 為上海聯誼會理事長陳皙晴
為上海聯誼會理事長陳皙晴。
。
該代表團領隊上海長寧區
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夏利民逐一
項。長寧區的經濟不錯，去年年底總收入 420 億人民幣，而政府
向大家介紹，訪問團成員還包括：長寧區住房保 可支配的款項達 210 億以上人民幣，可作為城市更新的基礎。
圖為上海巿長寧區夏副主任（
圖為上海巿長寧區夏副主任
（ 前排中 ）與休巿上海聯誼會會長王紹安
與休巿上海聯誼會會長王紹安（
（
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長俞浩、長寧區人大常委會城
夏副主任談到長寧區的產業發展，以互聯網、航空服務業
前排左三 ） 理事長陳晳晴
理事長陳晳晴（
（ 前排右三 ） 及休市
及休市、
、 代表團代表在餐會上
市建設環境保護工作委員會主任鄒生順、長寧區
及軍工業為主。互聯網有協成網、北京與北韓合作的 「北大網
合影。
合影
。
新涇鎮書記卞曉清、長寧區綠化和巿容管理局副 」 及其他互聯網有 2000 多家企業。而航空服務業有東航、國航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上海聯誼會於本周二（ 6 月 局長朱剛、長寧區環境保護局書記賈躍能等人。
、南航、春秋航空及揚子江航運。另外，十九大之後，又新增了
12 日 ）晚在錦江酒家歡迎從韓國首爾來休市參訪的上海市長寧
夏副主任表示： 他們這次從韓國首爾直接搭飛機抵休士頓 軍工業，現正極力發展中。
區副主任夏利民一行六人。當晚在座的有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 ，在韓國他們考察了很多城市建設及管理。此次來是向休市學習
夏副主任歡迎大家去上海發展，他熱烈歡迎大家有機會到上
「上海聯誼會 」 會長王紹安、理事長陳哲晴, 國會議員華裔代 城巿管理、城市更新、環保、垃圾分類、城市建設、環境保護等 海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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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及生科司莊偉哲司長訪問休士頓
拜會德州醫學中心美國嬌生創新育成中心(JLABS@TMC)，並且出席美南國建協進會2018研討會暨40週年晚宴
Tom Luby 博士接待，參觀 JLABS 的實驗設備與空
間，並與醫療器材新創公司 Allotrope Medical 公
司的執行長 Albert Huang 及 InPRO medical 執行長
Onur Fidaner 博士會面，了解兩家新創公司的發
展背景與在 JLABS 的經驗分享。JLABS@TMC 成
立於 2016 年 3 月，招募醫療新創團隊進駐，發展
的領域涵蓋醫材、製藥與健康產品，提供創業團
隊所需要的資源，例教育訓練、資金、管理、行
銷等，以協助新創團隊的發展。於此次拜會中，
蘇政務次長強調推動台灣的醫療研發能力的重要
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中)、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莊偉哲司長
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莊偉哲司長((左三
左三))、駐休士
性，需聚焦於精準醫療、智慧醫材及通訊產業的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 左四
左四)) 、 Albert Huang MD(右四
MD( 右四))、 Dr.
連結，並冀望於日後能與德州醫學中心及
Onur Fidaner(右三
Fidaner(右三))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左一
左一))、李慧
JLABS@TMC 有合作的機會。
欣博士((左二
欣博士
左二))、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劉彥良前會長
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劉彥良前會長((右一
右一))及駐休士頓台北
翌日，蘇政務次長與莊司長出席美南國建協進
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右二
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
右二))合影
合影。
。
會 2018 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今年的主題著重
於 「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產業創新機會」，除了針
（本報訊）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及生命科學研究 對 AI 所影響的產業及商機做討論外，討論會項目包含能源、環
發展司莊偉哲司長於波士頓參加 「2018 北美生技展(BIO Interna- 境保護、奈米及複合科技、人工智慧科技、海洋科技、生物醫學
tional Convention)」結束後，兼程來到德州休士頓拜會德州醫學 、健康及商業管理等議題。蘇政務次長與莊司長更於生物醫學講
中心美國嬌生創新育成中心(JLABS@TMC)，並且出席美南國建 座上介紹台灣目前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及規劃。
協進會 2018 研討會暨 40 週年晚宴。
科技部為積極延攬海內外菁英於台灣貢獻所學，展現對於人
於訪休士頓的第一日，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何仁傑 才的重視，以提升攬才的效益，駐休士頓科技組與美南國建協進
組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偕同蘇政務次長與莊司長前往德州醫學 會於研討會中共同舉辦 「台美人才橋接座談會」，蘇政務次長概
中心美國嬌生創新育成中心(JLABS@TMC)。由該中心的主任 括介紹台灣現行的政策以結合科技趨勢，以 「小國大戰略」的思

二零一八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
（本報訊）活動內容: 非常規水平鑽井簡介及中美
間行業比較
日期: 星期六,2018 年 6 月 16 日上午十點到十二點
嘉賓: David Chen 博士( DrillSmart LLC 總裁)
張峰先生( 北美鑽井作業支持中心技術支持專家
威德福(Weatherford)有限公司)
通告內容: 水平鑽井技術是非常規油氣資源開發的
基礎,此次午餐會,我們特邀 David Chen 博士和張
峰先生為我們詳細講解非常規水平鑽井技術,並且對中
美間行業進行比較。
地 點: 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恆豐銀行大樓)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USA
費用: 由於華人石油協會為大家準備午餐,請預先在
網上登記。費用是會員每位五美元,非會員每
位十美元(午餐費用五美元已包括)。如沒登記,位置無保
證,先到先有。現場登記,另加
五元。
預約: 請預先在網上登記,截止日期是 6 月 15 日晚
十二點。
聯 繫 人: 如 有 問 題, 請 與 楊 梅 女 士 聯 繫 (mailtoym@gmail.com;832-499-9553)。

維，利用產業聯盟、研發能力、優質人才及國際接軌的策略，擴
展台灣的優勢。針對優質人才的需求，蘇政務次長與現場的海外
學子說明 「年輕學者養成計畫」、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LIFT)」以延攬國際優秀的科研人才回到台灣產學界，以及 「博
士創新之星(LEAP)」選派台灣科技人才至國外新創公司及機構實
習，蘇政務次長鼓勵年輕學者申請，為我國科技產業創新，持續
注入新的活力。美南國建協進會於下午研討會結束後，舉辦 40
週年晚宴。蘇政務次長並致詞表示祝賀，高度評價美南國建協進
會於過去的貢獻與付出。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中)、科技部蘇芳慶
政務次長((左五
政務次長
左五))、德州審計長 Glenn Hegar (左四
(左四))、生命科學研
究發展司莊偉哲司長((左三
究發展司莊偉哲司長
左三))、譚秋晴女士
譚秋晴女士((左二
左二))、孔祥重院士
孔祥重院士((
右五)) 、美南國建協進會黃初平會長
右五
美南國建協進會黃初平會長((右四
右四)) 、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 右三
主任
右三))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右
二) 、 美南國建協進會張書豪博士
美南國建協進會張書豪博士(( 右一
右一)) 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左一
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
左一))合影
合影。
。

松年學院近期活動
（本報訊）1) 松年學院暑期學
校 6/11-8/9: Mon 合唱課書法，Tue
西班牙文中級班插花，Wed 西班牙文
初級橋牌，Thurs 西班牙文高級西畫
，學院暑期班開放報名沒有年齡限
制 報名費$20.00，學費$100.00 報名即
日 起 。 電 話 713-272-8989 Michele
Lin 832-387-0692
2) 6/15( 五) 7:30-9:00am 台 灣 打
狗 「亂」歌團，嚴詠能兮創作歌謠在
僑教中心開演唱會請大家預留時間參

加。
3) 6/22(六)3:30-5:00p.m. 僑務委
員長 吳新興預定來學院參觀，為迎
接貴賓請學院合唱團，音樂現場表演
書法，插花，國畫，西畫等展覽，同
學們再次整理清潔教室，請預留時間
參加。
4) 松 年 音 樂 沙 龍 " 胡 說 琴 聲 "
Andy Lin 於 6/24(日) 3:30pm 在台灣恩
惠長老教會舉行，歡迎午後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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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绳可减缓便秘症状
（全球医院网）便秘在生活中困惑了很多人，
它

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散步、慢跑步、打太极

一，而坚持规律的

不仅会影响食欲和消化，还会导致精神紧张、

拳、
仰卧起坐、腹式深呼吸及提肛锻炼等，可增

锻炼可以使肠道更

脾气暴躁。对女性来说，
可能会导致月经紊乱、

强体质，
使腹肌、提肛肌、
肛门外括约肌等收缩

好地蠕动。

皮肤黯淡、
腰疼等。

能力增强，
刺激结肠蠕动，加强排便功能，保持

运动能够很好

大便通畅，
从而发挥良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便

地防治便秘。最好

秘的作用，
并能对便秘起到良好的治疗或辅助

的方式就是通过跳

治疗作用。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和身体

绳震动内脏。弹跳

很少便秘。由于大便的排出需要隔肌、
腹肌、
提

状况，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方

能刺激骨骼、肌肉，

肛肌、会阴部肌肉的力量协调舒缩，才能顺利

式。

促 进 血 液 循 环 ，此

医师告诫便秘患者：
“ 活动活动，大便自
通。”
从这句话可知，经常从事运动锻炼的人，

完成。

同时，便秘患者还要注意调节饮食，尽量

外还能加强淋巴系

女性运动量较少是造成女性常便秘的原

多吃些
“渣性食品”
。也就是粗纤维食品，并且

统 的 免 疫 功 能 ，这

因之一，
而坚持规律的锻炼可以使肠道更好地

要多摄入水果、
蔬菜等。总之，
主动而有意识地

对缓解便秘十分重

蠕动。

改善饮食习惯，加强锻炼，是治疗和预防便秘

要。便秘患者走路

的根本方法。便秘在生活中困惑了很多人，它

时，
可以尽量加大腰和胯部的转动。像模特一

大便通畅，从而发挥良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便

是通过跳绳震动内脏。弹跳能刺激骨骼、
肌肉，

不仅会影响食欲和消化，还会导致精神紧张、

样走猫步，这能起到对腹腔按摩的作用，能够

秘的作用，并能对便秘起到良好的治疗或辅助

促进血液循环，此外还能加强淋巴系统的免疫

脾气暴躁。对女性来说，
可能会导致月经紊乱、

加强内脏，特别是胃肠的蠕动，促进营养的吸

治疗作用。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和身体

功能，
这对缓解便秘十分重要。便秘患者走路

皮肤黯淡、
腰疼等。

收和废弃物的排出，对胃肠功能失常、消化不

状况，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方

良引起的便秘疗效明显。另外，像慢跑、游泳、

式。

运动能够很好地防治便秘。最好的方式就

时，
可以尽量加大腰和胯部的转动。像模特一

医师告诫便秘患者：
“ 活动活动，大便自

样走猫步，这能起到对腹腔按摩的作用，能够

通。”

大步走这些体育运动，坚持练习也能起到预防

同时，便秘患者还要注意调节饮食，尽量多吃

加强内脏，特别是胃肠的蠕动，促进营养的吸

从这句话可知，经常从事运动锻炼的人，很少

和减缓便秘症状的作用。

些
“渣性食品”
。也就是粗纤维食品，并且要多

收和废弃物的排出，对胃肠功能失常、消化不

便秘。由于大便的排出需要隔肌、腹肌、提肛

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散步、慢跑步、打太极

摄入水果、
蔬菜等。总之，
主动而有意识地改善

良引起的便秘疗效明显。另外，像慢跑、游泳、

肌、会阴部肌肉的力量协调舒缩，才能顺利完

拳、
仰卧起坐、腹式深呼吸及提肛锻炼等，可增

饮食习惯，加强锻炼，是治疗和预防便秘的根

大步走这些体育运动，坚持练习也能起到预防

成。

强体质，
使腹肌、提肛肌、肛门外括约肌等收缩

本方法。

和减缓便秘症状的作用。

女性运动量较少是造成女性常便秘的原因之

能力增强，
刺激结肠蠕动，加强排便功能，保持

女性比男性更易受酒精损害
（全球医院网）在《印度快报》发表的文章中，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

有肝硬化遗传倾向的女性来说，
即使每天只饮一杯酒也是过量了。饮

院肝病科主任霍华德·蒙索尔博士强调，
从遗传角度来看女性更容易

同样多的酒对女性肝脏的损害约是男性的两倍。酒精在女性体内的

患上肝脏疾病，
因此她们应当限制对酒精的摄入量，
或是彻底远离酒

分散程度较差，
会更多地积聚于肝脏。

精饮料。他说：
“只有酗酒者才会患上严重的肝脏疾病这一观念是错

此外，
女性胃里乙醇脱氢酶的活性较低，
不利于酒精代谢，
这就会导

误的；
事实上如果你有这种遗传倾向，
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只要饮

致大量的酒精进入血液，
从而增加肝硬化风险。除非肝损伤已经达到

酒稍微超量，
就会对肝脏造成损害。”

一定程度，
否则这种疾病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

大约有 20%~30%的人具有肝硬化的遗传倾向，
蒙索尔博士认为对于

責任編輯：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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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房地產投資積累財富
實現財務自由？
向 高 手 學 習 ， 請 參 加 6 月 16 日 聯 禾 地
產房地產投資講座
房地產投資是世界上最穩健的“提款機
”之一。雖然我們都知道投資房地產可以賺
取豐厚的利潤，但從來不敢去嘗試，甚至覺
得那是一件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情。因為，
我們一直被一個觀念——“你需要有錢才能
賺錢”束縛著。其實，房地產投資可以從小
金額開始，是絕大多數人都可以承受的。當
然，任何投資都需要有正確的方法。向行業
高手學習，從現在開始，用 5-10 年或更短
的時間內學習房地產投資，早日實現財務自
由，這絕對不是“白日夢”。
6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1:30 分到 5 點鐘，
聯禾地產的 Josie Lin 林承靜女士，將在聯禾
地產凱蒂亞洲城分店，向大家分享她超過十
年的房地產投資經驗。在這次講座中，Josie
將會分享 3 項核心技能:
第一，如何尋找值得投資的民用或商業
房地產標的，如何出價；什麼樣的房地產要
避免；
第二，如何用很少的錢進行投資，使你
不必受制於缺乏資金。以及風險和規避方式
；
第三，上班族如何進行房地產投資，如

歷史滾滾塵煙、掩不住她昔日的輝煌與苦難。歲月流轉或曾經
躊躇，但她從未停息，一路一帶將她煥然一新她就是“絲綢之路 ”
到底是一條什麼樣的路？又開拓產生了怎樣的歷史意義，帶著解開
疑惑和尋找答案的渴望，跟著我們王朝旅遊一起踏上絲綢之路探索
之旅吧！
被譽為“天山明珠”的“天山天池” 春夏季節湖邊野花盛開，
山頂冰雪終年不化。在如此優美的湖泊裏暢遊，不僅能欣賞到它獨
有的靜謐，更能一覽周邊延綿起伏的山巒。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
圓。敦煌的黃沙飛舞，充滿濃郁的西域風情，歷經千年的時間洗禮

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渠道，收獲財富。
此外，Josie 還會根據您目前狀況和期
望，幫您設計實現房地產投資目標的路線；
並針對大休斯頓的房地產投資現狀進行解讀
。
Josie Lin 林 承 靜 女 士 是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的創立人，公司目前在中國城敦煌
廣場和休斯頓新商業地標凱蒂亞洲城有兩間
分店。Josie 是休斯頓房地產界的皎皎者,在
業界屢獲殊榮：她是 RE/MAX 終生成就獎獲
得 者 ， 千 萬 美 元 資 深 地 產 經 紀 ， 2017RE/
MAX 休斯頓商業地產第一名。大家耳熟能詳
的凱蒂亞洲城就是聯禾地產作為 designated
leasing broker 成功代理的租賃和宣傳。聯禾
地產也關註公益事業，是 Children’s Miracle Network 連續三年的捐助者，在去年哈維
期間成立聯合救助中心協助受災群眾。
本次講座，是聯禾地產回饋社區的公益
講座系列之一，Josie 將分享她在房地產投
資之路上的經驗教訓。無論您是經驗不多，
或者是已經開始房地產投資，都可以從
Josie 的分享得到有益啟發，少走彎路。
活動詳情：

，其風光依舊璀璨炫目。具有特色的鳴沙聲
給“鳴沙山”籠罩上一層神秘的面具，在鳴
沙山裏仔細聆聽著它的故事和欣賞唯美的日
落仿佛忘記了煩惱。生機勃勃的“月牙泉”
無疑給沙漠裏的孤寂添上傳奇的色彩。月牙
泉躺在鳴沙山的懷抱裏與它‘沙水共存，山
泉共生’。大家還可以騎行沙漠守護者—駱
駝去征服此沙漠。為通往西域北道重要關口
的“玉門關”目睹了絲綢之路的興盛，其遺
址仍舊魅力不凡。
佇立在大漠戈壁的山丘，經歷了常年的風力
吹蝕，形成了“雅丹魔鬼城”神奇和壯觀的
風貌。敦煌最大的夜市“沙洲夜市”有鮮明
的地方特色和濃郁的民俗風情。被視為佛教
藝術聖地“莫高窟”內藏有無價的彩繪和壁
畫，是民俗風貌和歷史變遷的藝術再現，雄偉瑰麗，濃厚的藝術感
和歷史感令人歎為觀止。‘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風光無限，登上
城樓可以目視到氣勢磅礴的長城蜿蜒而下，南面有白雪皚皚的祁連
山，北面有高聳入雲的黑山。伴隨著陽光的照射使巖石的色彩飽和
度變換，其色彩斑斕，宛如鬼斧神工的調色盤。“張掖丹霞地質公
園” 被譽為‘最美的地方’，日出與日落時的丹霞景色震撼人心。
‘中國夏都’西寧四季如春，豐富的民俗風情為西寧增添了獨
特的色彩。在“塔爾寺”欣賞色彩鮮艷的壁畫 、別致的酥油（手工
製作的黃油）佛像、藏族獨創的堆繡藝術，體會國家民族藝術的魅

訂位熱線：713.630.8000 (Irene or Kathy)
日期： 6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 1：30 – 5：00
地點：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店
23119 Colonial Pkwy., Unit A-1,Katy, TX 77449

講座主講：
講座主講
：Josie Lin

力瑰寶。高原上的藍寶石“青海湖二郎劍景區”是藏族人民心中的
聖湖。湛藍的湖水，遼闊的天空讓人仿佛置身仙境，滌蕩人的心靈
。隨後乘坐汽車觀看“黃河鐵橋”和“黃河母親像”。
西安是一處文化精粹匯聚地，宛如一座巨大的博物館，西安的
美食和風景名勝吸引著無數人前往探索究竟。世界八大奇跡“秦始
皇兵馬俑” 是古代藝術的創舉。它的發掘見證古代人民的智慧，成
為中國古代輝煌文明的一張金字名片。位於西安鬧區的“鐘鼓樓廣
場”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和歷史建築，日夜景色各異，鐘鼓樓的夜
景如同唐朝盛世的再現，其古色古香別有一番景致。西安的美食數
不勝數，作為西安風情代表之一的“回民街”裏的美食更是讓人讚
不絕口。在一座藝術寶庫“碑林博物館”裏仔細欣賞石碑上古代文
人的真跡，如同透過文字和幾千年前的文人相隔時空交流。“書院
門”的白天文學氣息濃郁，是書法愛好者的天堂。而晚上是截然不
同的美食街，使人垂涎三尺。一遍觀看歌舞表演，一遍品嘗著名的
餃子宴，讓如此美妙的夜晚更上一層樓，而西安的餃子宴更是變化
多端，有‘百餃百味’的名堂。華山北峰四面懸絕，上冠景雲，下
通地脈，巍然獨秀，有若雲臺。在華山乘坐纜車上山一覽北峰磅礴
的氣勢與秀麗的景觀，去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震撼力。
王朝旅遊還有多一條路線供您選擇，絲綢之路加 9 月的東方快
車（9/6-9/15）。
更多行程盡在王朝旅遊，詳細行程請電話或者微信我們：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 A14，敦煌廣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rate Dr,Suite A-14,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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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生活就該無憂無慮
Treemont 社區 過得開心與安心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當年紀輕時為生
活事業打拼，忙忙碌碌的，總希望有多些空閒
的時間；一旦退休後，時間多了，應該如何規
劃呢？其實，退休是新生活方式的開始，有更
多自己可以掌控的時間，那些想做卻沒做的事
、想去卻沒去的地方、想聚卻沒時間聚的朋友
、想學卻沒空閒學的愛好，現在都可以一一實
現。而一些懂得生活的長輩，還會考慮搬到銀
髮社區，不用打理諾大的家，也不用操心三餐
，安排時間讓自己愜意的生活，這樣，退休便
是另一段黃金生活的開始。
我們採訪 Treemont 銀髮退休社區，這是休
斯敦最負盛名的銀髮社區之一，有 40 年悠久的
歷史，裡面住了許多快樂的銀髮居民，聽他們
談談在 Treemont 的生活。
李太太已經八十多歲，她是 2016 年搬到
Treemont 社區的，她搬家的原因是鑑於生活需
要協助，包括交通工具與購買日常用品、看醫
生等，因為她獨居，子女不在身邊，萬一生病
或是跌倒，也需要有人幫助。
自從搬進 Treemont 之後，她的問題便輕鬆
被解決，Treemont 有兩輛轎車接送居民，司機
接送她去看醫生，非常方便，也省了很多車費
。Treemont 社區也會安排小巴士帶居民去購物
，依據自己的需要，不同天去不同的地點，像
是 Kroge、 CVS、 Randalls、 Walgreens、
WalMart、Target 等地，帶給銀髮居民很大的方
便。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住在 Treemont 讓她很放
心，社區安全系統做的很好，在臥室床邊、和
浴室裡各有一個安全拉繩。萬一發生緊急情況
，居民只要拉一拉繩子，很短時間就會有人來
協助。這個系統整天 24 小時都有人值班，一週
7 天，不斷的注意居民的安全。此外，社區有
所謂的“9 點計畫”，把一個標語牌晚上 9 點
拿出來放門把上，隔天早上 9 點再放回屋裡，
萬一有異狀，負責安全檢查的人會來敲門，問
居民是否一切都沒問題，這兩點安全措施，讓
她覺得很安心。

另一位居民表示，她很
喜 歡 Treemont 在 特 別 節 日
或生日時所安排的慶祝活動
。社區裡有個很大的禮堂，
可容納二百人，並有現場樂
隊、跳舞、與娛樂活動，還
提供點心和酒類，大家穿著
自己喜歡的衣服，與同齡朋
友彼此聊天說話、跳舞，很
讓人開心。每週還有現場的
娛樂表演，包括各種歌唱、
鋼琴、以及其他的樂器演奏
，社區裡常可聽到動人的旋
律。
不用準備三餐讓生活變
得更輕鬆，社區有個大餐廳
，每天供應三餐，居民可選
擇吃套餐、或是自助餐，吃
飯時會遇到許多鄰居，她喜
歡和不同鄰居聊天，同時認
識新朋友。居民可以把食物帶回自己的公寓吃
，或在餐廳吃。不用煮三餐，節省許多時間，
也不用煩心每天要吃什麼，已經有人都準備好
了。
當人不用操心三餐、不用自己打掃家裡，
那麼，時間用來做甚麼呢？Treemont 會提供各
式各樣的活動，讓居民過的非常充實。從週一
到週日都有娛樂活動，一點都不會無聊。包括
合唱團、手工藝術、電影、賓果遊戲、讀書會
、瑜珈、音樂會、查經班、烹飪示範，每週四
還有外出用餐(Lunch on the Town)，社區巴士
會接送去不同的餐廳品嘗。社區還會規畫一日
遊的活動，去不同風景點欣賞。
對銀髮族而言，醫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Treemont 社區有一個醫療中心，設有專業護理
和康復中心、以及輔助生活和臨終關懷護理。
當居民從醫院出院，還沒有準備好能獨立生活
時，就先到醫療中心恢復身體，直到完全康復
就可回到自己的公寓。 Treemont 還提供家庭

護理服務（Senior Allegiance），依據需要提供
的服務而收費，包括洗澡、穿衣、藥物管理、
和遛狗，這些服務對居民盡可能的獨立生活很
有助益。
李太太表示，住在 Treemont 如同住在酒店
一樣，感覺每天都在度假，有更多的閒暇時間
可以享受自己的嗜好，或是參加 Treemont 精心
設計的活動。銀髮生活就該無憂無慮，不用再
操心做飯、買東西、或是房子的清潔、維修與
保養，那些事操心了一輩子，都該放下了。
Treemont 的工作人員向來以關心居民而聞
名，都非常友善。社區的地理位置很好，距離
中國城也不遠，便於購物、吃飯。如想要預約
參觀、或有任何問題，請電 Treemont（713）
783-6820。地址: 2501 Westerland Dr (與 Westheimer 交 叉 口), Houston, Texas 77063。 網 站:
www.Treemont.com。 email: Lupe@Treemont.
com。Linda@Treem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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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會計師
專業會計師-財務管理講座
財務管理講座」」 廣受 林劉旭強 、曾惠蘭等 會計
師們歡迎

2018 年 6 月 15 日

美南國建會二零一八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的 「專業會計
師-財務管理講座
財務管理講座，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協辦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協辦、
、 莊雅玲會長
莊雅玲會長，
，
譚秋晴前會長，
譚秋晴前會長
，林劉旭強
林劉旭強、
、張永男
張永男、
、蔡忠和
蔡忠和、
、劉曙明等許多專業
會計師們 與全體會員歡聚一堂

Friday, June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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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劉旭強、
林劉旭強
、劉曙明等許多專業會計師們都踴躍參加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國建會主辦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協辦
「專業會計師-財務管理講座」 廣受會計師們歡迎

譚秋晴前會長 及 專業會計師們 與會獲益良多

德勤稅務律師所稅務經理 Christina Doherty 於 6 月 9 日主講 「稅
務爭議基礎，針對稅務工作中常面臨的一些國稅局的問題提供答
務爭議基礎，
案」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莊雅玲會長表示感謝之意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莊雅玲會長於 6 月 9 日致贈感謝禮物給最
近國際稅法的幾個新的改變主講人 Daniel Castillo.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莊雅玲會長說明 6 月 9 日這次講座特別
邀請 4 位專業人士擔任主講嘉賓
位專業人士擔任主講嘉賓，
，針對主題做深入淺出的講解
，在會議之後會頒發 PDH 課程進修證書

主講人 Christina Gong 德勤稅務律師事務所資深稅務經理
德勤稅務律師事務所資深稅務經理，
，她主
講：日益進步科技化和稅務的影響
日益進步科技化和稅務的影響，
，並現場示範操作

第四位主講人 Bob Lamb,BKD 財富顧問公司主管主講投資與經
濟更新之實際應用

體育圖片
星期五

2018 年 6 月 15 日

Friday, June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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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達爾拍攝法網奪冠寫真

上1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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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6月15日（星期五）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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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表演掀序幕

世盃
熱話

■英國歌手羅比威廉斯和
表演者載歌載舞。
表演者載歌載舞
。 法新社

2018 世盃決賽周開幕禮 14 日晚在莫斯科盧
茲尼基球場舉行，由巴西前球星朗拿度引領序
幕。開幕禮融合古典及現代音樂元素，現場逾 8
萬球迷及全球電視觀眾，欣賞到英國歌手羅比威
廉斯跟俄羅斯國寶級女高音艾依達的美妙歌聲，
及數百名舞者、體操、蹦床運動員的表演。獻唱
途中，羅比威廉斯在電視鏡頭前展示出不雅手勢
成為熱話。俄總統普京致開幕詞，“我為這項全
球盛事的開首致以祝賀。對足球的熱愛將全球連

結在一起，不分語言或思想。”
世盃揭幕，俄羅斯 11 個主辦城市保安加
強。聯邦安全局透露，近期已在加里寧格勒及聖
彼得堡等多個主辦城市採取行動，搗破恐襲陰謀
並拘捕多人，當局亦於各球場設置擁面容辨識功
能的閉路電視辨認可疑人物。揭幕戰亦令莫斯科
水洩不通，部分商戶 14 日休息，避免員工受塞
車之苦，市內多處當日傍晚起封路。
■綜合外電

上半場兩破沙特大門 順風順水

俄足頭炮 5：0完勝
■ 加辛斯基
加辛斯基(( 左) 與俄羅斯
球員慶祝入球。
球員慶祝入球
。
美聯社

■ 卓利舒夫
卓利舒夫(( 左二
左二)) 射
門中鵠。
門中鵠
。
路透社

世盃
開球

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 14 日晚隆重揭幕，主辦國俄
羅斯沒有令大家失望，在揭幕戰早早便奠下勝基，以 5：0 打敗
亞洲代表沙特阿拉伯，在 A 組宣告旗開得勝！

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俄羅斯，在揭
幕戰前 7 場友賽僅得 3 和 4 負，戰

績平平。14 日晚在莫斯科盧茲尼基球場
迎戰被視為弱旅的沙特阿拉伯，初段穩
打穩紮。盧茲尼基球場可容納約 8.1 萬
人入座，雖然主隊球迷佔大多數，但亦
有不少沙特球迷在現場支持國家隊，他
們更穿上綠色上衫及揮舞手上的小國旗
吶喊助威。在球迷打氣之下，沙特發揮
不俗，更一度反客為主，可惜只屬虛
火。
主隊多次利用兩翼快速反擊爭取埋
門，11 分鐘全場首個具威脅攻勢即有斬
獲。迪沙高耶夫接應隊長傳送第一時間施
射，皮球擊中敵衛彈出底線，接施哥夫

開出左路角球，沙特後衛解圍不遠，高路
雲再於左路斜傳入禁區，後上的加辛斯基
鶴立雞群頂向遠柱，沙特門將艾馬約夫飛
盡，也未能阻止今屆首個入球出現。俄羅
斯只比賽了 12 分鐘已打破悶局，領先沙
特1：0。
主隊開紀錄後現場氣氛更趨熾熱，俄羅
斯也越踢越放，可惜前線主力迪沙高耶夫拉
傷大腿肌肉，24分鐘已傷出，暫未知會否
影響到餘下賽事。

揭幕戰首有後備球員入球
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後備上陣的卓
利舒夫完半場前2分鐘巧妙扣過敵衛後起左
腳怒射上角，成為世界盃史上首位揭幕戰後

備上陣建功球
員，為俄羅斯
帶兩球優勢返
更衣室。
俄足主帥車捷
索夫賽前揚言不會視對
手為“魚腩部隊”，沙特表現
也並非特別失色，只是失守後急
於進攻，形成防線暴露太多空位，
正中俄羅斯下懷。俄足下半場再有迪斯
尤巴建功，卓利舒夫攻入今場第二球及高
路雲埋齋，大勝 5：0 完場。結果 2014 年
小組不勝被擯出局的俄軍，今屆首度亮相
即順利贏球全取 3 分，A 組出線形勢大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香港足壇名宿論世盃 德國巴西成大熱

郭家明排眾議捧法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俄羅斯世界
盃狂熱席捲全球，香港球圈人士亦各抒己見，不
少名宿、球星將德國及巴西捧為奪盃大熱。不
過，國際足協技術委員、“智多星”郭家明日前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衛冕的德國未必
再如上屆般有幸運之神眷顧，兩支南美勁旅阿根
廷及巴西也未必如願能踏上冠軍頒獎台。他更力
排眾議看好法國有機最終奪標而回。
郭家明預測分組賽的入球率偏低，原因是世
界盃決賽周的賽期緊貼歐洲各大聯賽收鑼，大部
分球員尚有疲態，分組賽實力出眾的球隊只求
“夠贏就算”，留力在出線後搏殺。他指出，阿
根廷和巴西防守上緊密了，跟上屆攻強防守粗疏
相比大有進步，隊型更見扎實。巴西相信可從上
屆世界盃以1：7負德國的慘敗中汲取教訓，但阿
根廷的美斯對捧盃志在必得的決心遠超尼馬，希

望在退役前一償奪得世界盃冠軍的宿願。
今屆世界盃，郭家明看好法國隊，“前鋒和
中場攻擊能力強又瓣數多，更重要的是年輕，應
付頻密而又高水準的世界盃賽程，會是法國隊最
大本錢。”
除郭家明外，一批現役或前香港球星都看
好德國、巴西。退役前是後上中場射手的陳發
枝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與紀律性強，組織很
有效率。前香港隊教練曾偉忠則大讚德國隊在
外圍賽表現出色，他們總能精準地分析對手而
加以部署，而且球員更趨成熟。
曾經是最佳右後衛的余國森預測阿根廷或巴
西最終能捧得今屆世界盃，原因是巴西不少國腳
在歐洲球會搵食，踢法已融入歐洲足球優點。而
阿根廷則有主將美斯，這超級球星料會在世界盃
為球迷及國民帶來驚喜。

■譚詠麟在球場自拍
譚詠麟在球場自拍。
。
明星足球隊提供

■ 俄羅斯女球迷
夠搶鏡。
夠搶鏡
。 路透社

■ 俄羅斯和巴西球迷不分你
我，享受足球狂熱
享受足球狂熱。
。 法新社

■到莫斯科看揭幕
戰的中國球迷。
戰的中國球迷
。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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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生日慶典隆重 英國民眾觀禮踴躍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92 歲生日官方慶典
歲生日官方慶典“
“皇家軍隊閱兵式
皇家軍隊閱兵式”
”在倫敦白金漢
宮隆重舉行，
宮隆重舉行
，英國民眾觀禮踴躍
英國民眾觀禮踴躍，
，現場人數比去年增加壹倍
現場人數比去年增加壹倍。
。圖為女王率皇室成員
在白金漢宮陽臺上，
在白金漢宮陽臺上
，與成英國民眾壹起觀禮
與成英國民眾壹起觀禮。
。

2018 世界杯球迷節
在莫斯科開幕

“客家祖地
客家祖地”
”閩西舉行
海峽兩岸青年龍舟文化節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18年6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6/18/2018 -6/24/2018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8

19

20

21

22

23

SUN.
24

地理•中國 (重播)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明星加油站(重播)

00:30-01:00

生活魔法師 (首播)
01:00-01:3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01:30-02:00
02:00-02:30

Story China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04:30-05: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Story )China

電視劇《傾城之戀》（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故事在中國(重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09:30-10:00

文明之旅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健康之路 (重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地理•中國
(首播)

生活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休士頓論壇(重播)
）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來吧灰姑娘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19:00-19: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光鹽健康園地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中國詩詞大會
(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司馬白話 (重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生活(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21:30-22:00
22:00-22:30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特別呈現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中國輿論場 (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17:30-18:00

20:00-20:30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15:00-15:30

19:30-20: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美食鳳味 (重播)

經典電影(首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

14:30-15:00

16:30-17:00

檔案（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14:00-14:30

15:30-16: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重播
）
電影藏密（重播）

環球神奇炫 (首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空姐新發現(重播
)
台灣心動線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0:00-10:30

武林風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味道(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02:30-03:00

05:00-05:30

環球神奇炫
(重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來吧灰姑娘(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幸福來敲門(重播2)
6/15/2018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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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向前行 愛拼才會贏

許氏花旗參茶
寶島歌王

真誠推薦

＊保證威州地道原參製成

精純無添加

＊全美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年信譽

＊通過GMP標準國家把關

食安有保障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832-298-9321
281-988-8338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廣 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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