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Iran calls U.S. sanctions ‘economic war’, says no talks until
they are lifted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Tuesday, June 4, 2019 |

www.today-america.com

|

Inside C2

Southern News Group

U.S. moving toward major antitrust
probe of tech giants
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S. government is gearing up to investigate the massive market power of Amazon, Apple, Facebook and Google,
sources told Reuters on Monday, setting up what could be an unprecedented
wide-ranging probe of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mpanies.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ich jointly enforce antitrust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ivided oversight over
the four companies, two sources said, with Amazon and Facebook under the
watch of the FTC, and Apple and Google under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facing a backlas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ross
the world, fueled by some people’s belief that the firms have too much power and are exerting a harmful effect on users or competitive marketplac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FTC generally do not acknowledge preparations for any investigation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called for closer scrutiny of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nd Google, accusing them of suppressing conservative voices
online, without presenting any evidence. He has also repeatedly criticized
Amazon fo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S. Postal Service, also without evidence.
Shares of Facebook Inc and Google’s owner Alphabet Inc both fell more
than 6% on Monday. Amazon.com Inc shares fell 4.5% and Apple Inc
shares were down 1%.
U.S. media reported on Friday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as laying the
groundwork to investigate Goog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world’s biggest
online advertising platform was using its size to squeeze out smaller competitors, violating laws designed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The company
declined comment on Friday.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on Saturday that Amazon would come under
the remit of the FTC in any probe. Amazon declined comment on Monday. FILE PHOTO: A man poses with a magnifier in front of a Facebook logo on display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in
Sarajev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December 16, 2015. REUTERS/Dado Ruvic/Illustration

Donald Trump gets the royal treatment on state visit to UK
LONDON (Reuters) - Britain rolled out
the royal red carpet for Donald Trump on
Monday, with Queen Elizabeth leading
the pomp and pageantry in honor of the
U.S. president whose interventions into
London’s political crises threatened to
overshadow the visit.
From a banquet with the 93-year-old
monarch, who also gave him a guided
tour of historical items at Buckingham
Palace, to tea with heir Prince Charles,
Trump and his wife Melania were to be
treated to the full royal spectacle of a
British state visit.
The three-day trip is cast as a chance to
celebrate Britain’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oost trade links
and reaffirm security cooperation.
But the proudly unpredictable 45th U.S.
president’s views on Britain’s exi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possible successor to Theresa May a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and a row over China’s Huawei
have cast a pall over the visit.

Toasting Trump, Queen Elizabeth lays
out state banquet welcome
Factbox: Donald Trump in his own
words on Brexit, Britain and Boris
See more stories
Even as he flew into the British capital,
he reignited a feud with London Mayor
Sadiq Khan - who had written on Sunday that Britain should not be rolling out
the red carpet for Trump - describing the
mayor as a “stone cold loser”.
“London part of trip is going really well.
The queen and the entire royal family have been fantastic,” Trump wrote
on Twitter.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is very strong. Great
love all around. Also, big Trade Deal is
possible once UK gets rid of the shackles. Already starting to talk!”
The state visit was promised by Prime
Minister May back in January 2017
when she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 leader
to meet Trump after he took office.
The first day of such a visit is customarily taken up with a series of royal
engagements and ceremo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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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calls U.S. sanctions ‘economic war’,
says no talks until they are lifted
GENEVA (Reuters) - Iran called U.S. sanctions “economic
war” on Monday, and said there could be no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sanctions are lifted, a day after Washington
suggested it could hold talks without pre-conditions if Iran
changed its behavior.
“#EconomicTerrorism against Iran targets innocent civilians.
Like this little boy, whose heartbroken mother can’t get him
prosthetic legs as he grows. They’re sanctioned,” Foreign
Minister Mohammad Javad Zarif tweeted on Monday, with a
video clip of a woman saying the prosthetic leg her son needs
is sanctioned.
Reuters could not ve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video.
“This is @realDonaldTrump’s ‘economic war’. And war and
talks - with or without preconditions - don’t go together,” Zarif
added in the tweet.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said on Sun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pared to engage with Iran without
pre-conditions about its nuclear program but needs to see the
country behaving like “a normal nation” first.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foes have escalated in the past
month, a yea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of a deal
between Iran and global powers to curb Tehran’s nuclear program in return for lifting sanctions.
Washington reimposed sanctions last year and tightened them
sharply at the start of last month, ordering all countries to halt
imports of Iranian oil. It has also hinted a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sending extra forces to the region to counter what it
describes as Iranian threats.
Iran for its part has responded by threatening to increase
its production of enriched uranium beyond limits set in the
nuclear agreement, although it has not done so yet.
Both sides have made repeated remarks in recent weeks about
possible talks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while saying that the
other side must act first.

FILE PHOTO -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Mohammad Javad Zarif,
speak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with Iraqi
Foreign Minister Mohamed Ali Alhakim in
Baghdad, Iraq May 26,
2019. REUTERS/Khalid
Al-Mousily

Iranian President Hassan
Rouhani speaks during a
meeting with a group of
Iranian athletes, in Tehran,
Iran, June 1, 2019. Official
President website/Handout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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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nis - French Open - Roland Garros, Paris, France - June 3, 2019. Amanda
Anisimova of the U.S. greets the crowd after winning her fourth round match
against Spain’s Aliona Bolsova. REUTERS/Vincent Kessler TPX IMAGES
OF THE 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meet with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at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Britain, June 3, 2019. REUTERS/Toby

Officials are reflected in a musical instrument as they gather outside the Grand Palace to celebrate the 41st birthday of Thai Queen Suthida in Bangkok, Thailand June 3, 2019. REUTERS/
Athit Perawongmetha TPX IMAGES OF THE DAY

Grigory Lukiyantsev,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 for human rights and Olena Zerkal,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Ukraine, are seen crossing paths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

Marine One flies past Victoria Memorial during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state visit
to Britain, in London, Britain June 3, 2019. REUTERS/Carlos Barria TPX IMAGES OF THE
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spects an honour guard at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Britain, June 3, 2019. REUTERS/Toby Melville/Pool TPX IMAGES OF THE DAY

A disabled man walks past a barricade erected by Sudanese protesters along a street, demanding that the
country’s Transitional Military Council hand over power to civilians, in Khartoum, Sudan June 3, 2019.
REUTERS/Stringer TPX IMAGES OF THE 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estures after Pastor David Platt prayed for him at the
McLean Bible Church, in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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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 Billionaire Jack Ma:
“I know nothing about
tech or marketing”
—This Is The Secret To My Success

Jack M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Jack Ma is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e-commerce juggernaut Alibaba, which has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bout $420 billion. Currently, Ma is
worth $36.5 billion, according to Forbes.
But to hear Ma tell it, his succ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echnical or business
skills.
“I know nothing about technology, I
know nothing about marketing, I know
nothing about [the legal] stuff,” Ma said
at the Viva Tech conference in Paris on
Thursday.
So what does he know that’s made him
successful? “I only know about people.”
“Everything we do as a founder: Make
your customer happy. Get your team.
Make your team happy. And you will be
happy,” Ma said.
Indeed, Ma, who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a teacher, backed into the idea of starting
a tech company after he first encountered
the internet in 1995 on his first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My friend] said, ‘Jack, this is Internet.’ I asked, ‘What is Internet?’ He said,
‘Search whatever you want.’”

At first, “I don’t want to touch because
computer is so expensive in China. If I
destroy it, I cannot pay,” Ma said. But
Ma “searched the first word ‘beer.’ I
don’t know. It’s easy to spell,” Ma told
Rose. Ma then searched the word “China.” There was “no data about China,”
said Ma.

Chairman of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Jack Ma at the Viva Technology
show in Paris, France.Chesnot | Getty
Images News | Getty Images
#VivaTech
✔@VivaTech
“Spend time on your customers,
on your people, on your teams. Don’t
spend time on your competitors or investors.
When you spend time on the people you

COMMUNITY
serve, when they’re happy - you win!”#JackMa @AlibabaGroup live at #VivaTech
259
6:02 AM - May 16, 2019
116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So I talked to my friend: Why not I
make something about China? So we
made a small very ugly looking page
called ‘China,’” Ma told Rose. It was
the genesis for setting up Alibaba, which
started as an “e-marketplace for information,” Ma said, and developed from
there.
But despite his lack of technical skills, as
the company grew, Ma said he did know
one thing: “I know people. I was trained
to be a teacher,” Ma said at Viva Tech.
“As a teacher, you want the students
better than you are. Your best product is
your students.”
That skill helped Ma inspire and encourage his employees, and that has lead to
huge success for his company.
“You have to listen to them… You have
to do all the things to making sure that
you can empower them, you can make
them achieve, team work, you can then
collaborate. So, this is how we do,” Ma
said.

Jack Ma and his team in the early
days.
“Spend time on your customers, on your
people, on your teams. Don’t spend time
on your competitors or investors.
When you spend time on the people you
serve, when they’re happy - you win!”
“I found that the more you care about
your team, the team will care about you
and the team will care about their customers,” Ma said.
And the customer is the bottom line:
“I talk to all of my people, early days:
‘Don’t make me happy, don’t love me.

Make your customer happy, make your
customer love you, and I will love you
any minute.’” (Courtesy 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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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Announces New
Tariffs Against Mexico

Trump, depicted as a “Matador, ” (above) has announced a 5% tariff of all
Mexican good entering the U.S. with additional 5% increases for the following
four months to a total of a 25% to be levied against Mexican good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Why it matters: This is a sharp escalation
of Trump’s trade and immigration battles
and comes as the administration was moving ahead to ratify new trade agreements
with Mexico and Canada. The decision is
sure to face opposition from some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could face legal
challenges.
Details: If the crisis at the border isn’t resolved, tariffs on Mexican goods will be
raised by 5 percentage points on the first of
each month, as high as 25% on October 1.
•“Tariffs will permanently remain at the 25
percent level unless and until Mexico substantially stops the illegal inflow of aliens
coming through its territory,” according to
a White House statement.
•“Workers who come to our country
through the legal admissions process, including those working on farms, ranches,
and in other businesses, will be allowed
easy passage,” per the statement.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On June 10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mpose a 5% Tariff on all
goods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from Mexico, until such time as illegal migrants coming through Mexico, and into our Country,
STOP. The Tariff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until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problem is
remedied.”
The big picture: May is on pace to have
the highest number of border crossings in
a month in more than 12 year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cting Secretary
Kevin McAleenan told reporters on a call.
Immigration agencies are overwhelmed.
•More than 75,000 families have crossed
this month and 4 children have died.
•A record 80,000+ migrants are currently in
immigration custody, including more than
50,000 in ICE custody.
•A record 2,350+ unaccompanied children

BUSINESS
are currently being held in custody at the
border.
•400 children arrived within the past 24
hours.

Trump’s China trade war meets the “retailpocalypse”: Interior view of closed
retail store in California on August 20,
2018. Aberrombie & Fitch stock plunged
25% on Wednesday. JCPenney stock is
trading at $0.80 per share, down from
a high of $80 in early 2007. Dressbarn is
closing down entirely. (Photo/ Smith Collection/Getty Image)
Between the lines: McAleenan said that
Mexico needs to step up its security efforts
at its southern border with Guatemala, crack
down on smugglers who have been using
bus lines to move migrants to the U.S. border, and “align on asylum. We need to be
able to protect people in the first safe country they arrive in.”
Jesus Seade, the trade negotiator for Mexican President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er, said late Thursday that if the tariffs are
implemented, “we should respond in a
forceful way.” For now,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waiting to see if the tariffs are
“really on the table,”reports AP.
Felix Salmon Via Axios: Strategically, it
makes zero sense for the U.S. to enter a
two-front trade war, engaging Mexico even
as the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is reaching
a boiling point. China and Mexico are 2 of
America’s 3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To start
trade wars with both of them is a declaration
of isolationism not seen since 1945.
The fallout: The Mexican peso slumped
more than 1.5% to 19.5 pesos per dollar
while US stocks pointed to a lower open.

Related

Trump’s War On Global Trade – Can
He Win It?

The U.S. is in the middle of a full-blown
trade war with China, our largest source of
imports. There’s broad bipartisan consensus that even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actics are misguided, China achieved its

dominant trade position unscrupulously, being selective as to which international trade
norms it would accept.
GoPro will move some production from
China to Mexico to avoid Trump tariffs.
— Silicon Valley Business Journal headline,
May 14

Some broader context:
•America’s largest backup source of imports is Mexico, a member in good standing of NAFTA since inception. A natural
part of any U.S. trade war with China would
normally consist in encouraging American
companies to source their products within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rather
than shipping them across the Pacific.
•The White House is in a hurry to ratify USMCA, the successor agreement to
NAFTA. The proposed treaty has support
from Mexico, which also wants to see it
signed quickly.
•In six months, the U.S. could find itself
fighting another big trade battle, this time
with the EU and Japan.
•In just over a month, the U.S. plans to end
India’s preferential trade privileges.
The bottom line: This is the worst possible
time to start a trade war with Mexico, our
most natural ally in any economic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And yet now we seem to
be entering an entirely voluntary and preventable two-front war.
•Any tariffs on Mexico will face legal challenges and might never even happen in the
first place: Trump is nothing if not mercurial
on such matters.
Why it matters: To get embroiled in one
major trade war might be considered a misfortune; to find oneself in two of them looks
like carelessness. Trump can’t end global
trade. But by making it much less pr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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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he can cripple a key driver of American — and global — economic vitality.
How Trump’s Mexican tariffs would impact goods in America

U.S. consumers are sure to feel the effects of
President Trump’s new tariffs against Mexico if they take effect as currently planned
on June 10.
Why it matters: Mexico is America’s
strongest trading partner, followed by Canada and China. The 2 nations traded an estimated $671 billion worth of goods in 2018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By the numbers:

•Cars and auto part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Mexico
is cars and auto parts. The tariffs will negatively affect the auto industry which has already been struggling. The U.S. and Mexico
traded $93 billion worth of auto parts and
vehicles, per CBS News.
•Produce: The U.S. imported $10.8 billion
of produce from Mexico in 2017, with tomatoes topping the list of imported vegetable, per the Washington Post.
•Alcohol: Beer and wine will be affected as
well. Mexican beers, including Coronoa and
Modelo Especial, are some of the best-sellers in the U.S., per USA Today. Nearly $5
billion worth of alcohol is imported, according to CBS.
•Mechanical equipment: $64 billion worth
of electrical machinery, $63 million of machinery, $16 billion of mineral fuels and $15
billion worth of optical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were all imported from Mexico in
2018, per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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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眾擔任主
禮嘉賓。
禮嘉賓
。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獲頒
“傑出藝術貢獻獎”

張艾嘉：

還有長路要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2018 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日前於
電視城進行錄影，邀得香港行政長官林

■張艾嘉從好友杜琪峯手上接過獎
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吳鎮宇(左)和張
達明(右)到來支
持劉兆銘。

鄭月娥擔任主禮嘉賓。著名演員、編
劇、導演張艾嘉獲頒“傑出藝術貢獻
獎”，張艾嘉表示得到這個獎令她覺得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年屆 89 歲的劉兆
■劉兆銘
劉兆銘((右三
右三))獲頒
獲頒“
“終身成就獎
終身成就獎”。
”。

銘則獲頒“終身成就獎”，後輩劉青
雲、吳鎮宇和張達明均有到場支持。

張艾嘉在台上從好友杜琪峯手上接過獎項，她笑稱一直擔心杜
Sir 未能及時趕到，多謝對方賞面到來頒獎，她說：“我媽媽

■在張艾嘉眼中是最佳女主角的梁詠琪也專程到場祝
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胡杏兒第二胎再佗仔

杏
■兒老公李乘德上載
男仔頭的表情符號照。

香港文匯報訊 胡
杏兒與丈夫李乘德
（Philip）的第 2 個孩
子將於下月出世，6
月 1 日杏兒老公李乘
德在社交平台上載男
仔頭的表情符號照，
留 言 ： “Coming
soon... #littlelee #littlebrother”，正式公
佈第二胎都是兒子。
而杏兒 5 月 31 日
晚出席派對時，也在
朋友起哄下拿起粉藍
色汽球，公開腹中性
別。

都來了，她之前有去金馬獎頒獎禮，坐了四小時，但最後我沒有
獎，不過不用擔心，今次一定有獎。”
大會現場播放張艾嘉的紀錄短片，她表示有提議到當年
她拍戲成長的地方取景，並說：“因為那些地方是陪伴我
成長，是我最開心的時刻，不是我放不下以前，很
多謝大會頒這個獎給我，給我鼓勵，得到這個獎令
香港
我覺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張艾嘉眼中是最佳
文匯報
女主角的梁詠琪也專程到場祝賀她得獎。
訊 漢 洋
入 行 三 十
89歲劉兆銘不言休
年，首開個
獲後輩吳鎮宇、張達明和劉青
人演唱會，一連 3
雲夫婦到來支持的劉兆銘，接受
場的個唱 5 月 31 日
“終身成就獎”後分享得獎感受，
晚假香港旺角麥花臣
他稱只要演員遇到好劇本或導演
場館開鑼。
時，就會帶動產生到一股不可
思議的創作力，而創作過程
獻金曲致敬師父羅文
中也不會停頓，即使他已
漢洋以連串快歌《紅色跑
年屆 89 歲高齡，也會
車》、《熱情的沙漠》、《不再猶
繼續演下去不會輕
豫》揭開序幕。漢洋藉今次個唱以歌
易言休。
聲跟大家分享他三十年來的演藝生涯，
他 1989 年從參加新秀歌唱比賽奪得亞軍
後入行，除了是歌手更是製作人與經理
人，多重身份的他，在個唱上重提因為
自己自傲，以為自己好唱得，遭公司雪
藏。走過娛樂圈的高低，他始終情歸唱
歌，機緣巧合獲得全力支持首次辦個人

■漢洋臨時
邀請黎瑞恩
上台合唱。

入行三十年首辦個唱

漢洋爆已婚 父子同台
演唱會。 在演唱會上他更道出與師父羅
文生前的相處點滴，並以師父 5 首經典
名曲《好歌獻給你》、《卡門》、《在
我生命裡》、《激光中》及《波斯貓》
向師父致敬，更獻給其偶像張國榮。
人緣甚好的他獲得眾多圈內好友到
場支持或作為演唱會嘉賓，首場嘉賓包
括張崇基與張崇德、“新聞之花”陳嘉
倩等。漢洋的音樂歷程中兩位紅顏，包 ■漢洋與兒子同台合唱
漢洋與兒子同台合唱。
。
括合作無間的拍檔譚嘉荃（Amy），還
有合唱成名曲《其實我介意》的小雪也
專程返港任表演嘉賓，觀眾掌聲如雷。
漢洋更臨時邀請在座上欣賞支持他的黎
瑞恩，兩人合唱《長流不息》。
不過最讓歌迷驚喜的是，他分享自
己的感情世界，原來被外界一直以為是
單身的漢洋早已結婚，並有一子一女，
兒子 Hin Hin 更上台和他合唱英文歌曲
《You raise me up》，兒子的出現成為
全場高潮！父子猶如餅印，亦唱得不
■小雪專程返港任表演嘉賓。
小雪專程返港任表演嘉賓。
俗。

鄭欣宜力數許廷鏗瘀事

■許廷鏗和鄭欣宜老友鬼鬼
許廷鏗和鄭欣宜老友鬼鬼。
。

香港文匯報訊 向來老友鬼鬼的許
廷鏗（Alfred）和鄭欣宜（Joyce），
早前為動畫電影《樣衰衰奇兵》配
音，兩人近日接受香港開電視節目訪
問，其間 Joyce 大爆對方的瘀事（傻
事）！她笑言曾目睹 Alfred 睡覺流口
水，而 Alfred 踩狗屎一幕更令 Joyce 哭
笑不得：“有次他坐在我家裡飯廳，
他突然踩到一點東西，看了一看，
咦！這不會是朱古力吧？”此時 Al-

fred 還 表 示 記 得 當 時 感 受 到 “ 朱 古
力”的溫度！
問 Alfred 認識欣宜前後有何分別
時，Alfred 直言：“好大分別！一開
始只是知她好喜歡吃東西，由小看到
她大，好難忘她拿着雞腿的相相！”
Joyce 即時反駁：“是拿着腸仔呀！司
華力腸！”Alfred 又指認識 Joyce 後，
覺得她除了非常愛吃，亦感受到她待
人的那份真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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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29
日，由王晶、關智耀聯合執導，王晶擔任編劇
5 28
，梁家輝、古天樂、林家棟、邱意濃、葉項明、任達華、杜江
主演的警匪犯罪電影《追龍 》
Ⅱ舉行全國試映，邀請全國院線
經理提前觀影。影片中精心設計的劇情、升級的案件設定和激
烈的動作場面牽動著現場觀眾的每壹根神經，不少業內人士在
放映後感嘆： 王晶導演又認真起來了，《追龍 》
II比《追龍》
還要好看！

﹂

﹁

追龍 II 試映口碑出爐

刺激劇情受稱贊
全國試映集體看嗨！
刺激劇情受眾人稱贊

最強天團強強聯手！
傾心傾力付出再創佳作

此 次 《 追 龍 II 》 全 國 試 映 共
超 百 場 ， 覆 蓋 了 97 座 城 市 。 各 地
放映結束以後，不少院線經理表
示：“影片飆車、爆破、臥底元
素壹應俱全，王晶這次繼續發力
，無論是配樂還是鏡頭都是大制
作 水 準 。 ” 據 悉 ， 此 次 《 追 龍 II
》改編自震驚中外的“世紀悍匪
”張子強綁架案，案情設置從
《追龍》中五億探長升級為二十
億贖金，規模之大令人震驚。而
在影片劇情方面，王晶導演和關
智耀導演在拍攝前期采訪到了張
子強犯罪團夥中的成員作為參考
資料，在力求最大程度改編案件
情節的同時，對劇情進行了大膽
升級。不少業內人士紛紛表示：
“ 《 追 龍 II 》 中 設 置 了 多 處 反 轉
情節，劇情的跌宕起伏讓人感到
出乎意料。”
除 了 精 彩 的 劇 情 外 ， 《 追 龍 II
》驚險刺激的動作場面也挑動著觀
眾的視覺神經。不少觀眾在看後直
言：“古天樂的幾處拆炸彈戲份令
人緊張到眼淚直掉！”“飆車、飛
車 戲 份 很 刺 激 讓 人 目 不 轉 睛 ” 。?
梁家輝在之前采訪中也說道：
“ 《 追 龍 II 》 中 很 多 危 險 場 面 ， 例
如飛車場面，都不是完全用特技做
出來的，是真的車跟車拍攝，所以
演員釋放出的緊張感都是真實的情
緒表露。”王晶導演也曾表示：
“這壹次關智耀導演更放手去安排
了壹些加強張力的鏡頭，讓自己有
更大的發揮空間。”

作為“追龍”系列新作，電影
《追龍 II》啟用了影片《追龍》的原
班幕後制作人馬。值得壹提的是，為
實現將“追龍”打造成真實案件改編
電影 IP 的創作目標，王晶導演和關智
耀導演在開拍之前多次打磨劇本，仔
細查閱當年案件舊聞，並與“世紀悍
匪”張子強的同黨進行溝通，以便保
所有影片細節能保持高要求高水準呈
現。王晶導演坦言，比起第壹部，自
己更喜歡第二部，關智耀導演也自信
表示第二部更厲害壹些。而在此次全
國試映上，有觀眾表示：“《追龍 II
》相較前作更為精彩，細節完爆第壹
部。”
除了兩位導演的精心打磨，
梁家輝、古天樂、林家棟、任達
華四位金像獎影帝再度重聚，實
力 飆 戲 無 疑 是 《 追 龍 II 》 的 另 壹
大看點。影片中，四位影帝情緒
拿捏精準，且角色詮釋到位，令
不少觀眾紛紛贊道：“梁家輝非
常精準地詮釋出了龍誌強那份克
制間的豪狠，這個角色簡直是為
他量身定做！”“古天樂的兩滴
淚，令人記憶猶新”“林家棟將
博士演繹的非常內斂細致”，更
有影院經理大膽預測：“明年的
金像獎影帝應該是梁家輝和古天
樂兩人中的壹位了。”王晶導演
也曾表示：“拍到幾位男主角飆
戲時，他們在戲中的表現讓我挺
興奮，覺得越來越有戲可看。”
電影《追龍Ⅱ》將於 6 月 6 日全國
上映。

跳舞吧！大象 毒導師艾倫現身
由林育賢執導，艾倫、金春花領
銜主演，彭楊、宋楠惜、靜芳共同主
演的勵誌富能量喜劇電影《跳舞吧！
大象》將於 7 月 26 日全國上映。今日，
片方曝光了壹支“花倫師徒 賤萌出擊
”特輯。在此次發布的特輯中，艾倫
壹改在片中“心靈砒霜”毒導師的毒
舌模式，對搭檔金春花竟給出了“在
這個戲中她是不可替代”的高評價，
同時“花倫”組合在片場中的搞笑互
動也首次曝光，兩人默契十足，火花
四射。
艾倫金春花賤萌出擊 花倫組合解鎖
師徒新方式
開心麻花演員艾倫憑借其在多部
喜劇電影中的出色表現，早已形成個
人特色鮮明、且深受觀眾喜愛的表演
風格。在《跳舞吧!大象》中，艾倫飾
演了靈魂舞者皮鮑十，除了延續其自
成壹派的喜劇表演技巧之外，更是賦
予了這壹角色多層次的人物個性元素
：金句不斷的“心靈砒霜”輪番上陣
、花樣百出的訓練方式、另類的服飾
造型，無壹不吸引著觀眾的目光。而
同樣來自開心麻花的演員金春花則化
身為言聽計從“傻白圓”，對皮老師
的“悉心教導”言聽行從，對獨特的
“皮式教學法”也深信不疑，就像導
演說的“這樣壹對不靠譜又愛耍酷”
的賤萌組合到底會為我們帶來怎樣的
驚喜？這對師徒之間又將發生怎樣的
搞笑趣事？這個夏天讓我們拭目以待
。
在最新曝光的“花倫師徒 賤萌出
擊”特輯中，記錄了二人在拍攝時的

笑鬧點滴，舉手投足
間洋溢出滿滿的默契
感，也讓觀眾對影片
中的這對“寶藏師徒
”有了更多期待。在
特輯中，二人“肆意
碰撞”，產生出了不
壹樣的火花，上壹秒
金春花還對艾倫大加
贊賞，表示：“（艾
倫）私底下人特別好
，特別關心我”，下
壹秒鏡頭壹掃艾倫飾
演的皮鮑十竟用起皮搋幫春花“防曬
”，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也感受到二
人獨特的相處模式。在拍攝中，二人
也將戲中的師徒關系延續到了戲外，
艾倫不僅親自為金春花搭戲，並且化
身劇組的開心果，為緊張的拍攝調劑
氣氛，希望能讓大家在片場盡量放輕
松，更是直言：“我希望下壹次還能
跟春花壹起拍電影”。
林育賢“勵作”溫暖來襲 富能量喜
劇解壓壹夏
《跳舞吧！大象》講述了由金春
花飾演的黎春夏，因車禍意外昏迷十
五年，奇跡般蘇醒之後，為了完成自
己再次站上舞臺的心願，結識了由艾
倫飾演的靈魂舞者皮鮑十，組成了
“賤萌師徒”組合，並和自己幼時的
小夥伴壹起向舞蹈大賽冠軍發起沖擊
的故事。這是主演艾倫首次嘗試舞蹈
元素的喜劇電影，有別於在《羞羞的
鐵拳》、《夏洛特煩惱》等電影中的
形象，此次艾倫留起飄逸長發、蓄起

胡須，令人眼前壹亮。而飾演黎春夏
的金春花雖是首登大銀幕，但已在開
心麻花舞臺上錘煉多年的她擁有豐富
的表演經驗，受到了壹票觀眾的認可
和贊揚。這次二人首度聯手，“花倫
”組合著實令人期待。
而對曾憑借《翻滾吧！男孩》拿
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獎的鬼才導演
林育賢來說，勵誌故事向來是他拿手
的題材，在本片中他壹如既往地用他
溫暖而敏銳的鏡頭，捕捉到了壹眾小
人物普通但不平凡的勵誌精神，他們
堅信“再屎的人生也會有好事發生”
，在烈日炎炎的暑期檔，林育賢用清
新消暑的故事為觀眾帶來歡笑，更將
這種積極向上的富能量傳遞給更多觀
眾。
《跳舞吧！大象》由北京文化、
友誼萬歲影業出品，北京和樂悠悠影
業、藍莓影業聯合出品，林育賢執導
、開心麻花演員艾倫、金春花主演，
影片將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登陸全國各
大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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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108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
規劃二十七項活動將於九月一日啟動

中華民國 108 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於 5 月 26 日規劃今年 27 項活動
項活動。（
。（前左一
前左一）
）陳美芬僑務委員
陳美芬僑務委員，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黃春蘭主任委員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黃春蘭主任委員，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黃初平副主任委員
黃初平副主任委員，
，劉秀美僑務諮詢
委員（
委員
（前右二
前右二），
），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
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
（二左八
二左八）
）及僑領與社團代表踴躍參與
及僑領與社團代表踴躍參與。（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 本報記者黃麗珊
本報記者黃麗珊）
） 休士頓 108 年雙
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於 5 月 26 日下午
3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
室舉行，
，
由孫玉玟秘書長主持。
由孫玉玟秘書長主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
主任
，陳美芬僑務委員
陳美芬僑務委員，
，劉秀美
劉秀美、
、鄭昭
鄭昭、
、
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
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
， 休士頓 108 年雙十
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
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
，黃初平副主
任委員，
任委員
，以及僑領與各社團代表等共襄盛
舉商討 2019 年慶祝活動
年慶祝活動。
。
休士頓 108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黃春蘭
主任委員首先致詞，
主任委員首先致詞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
，
透過共同努力把雙十國慶系列活動辦的光
輝燦爛，
輝燦爛
，展現海外僑民對國家的愛
展現海外僑民對國家的愛。
。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僑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分別致詞，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分別致詞
，期許今年的
活動能結合台美關係法 40 年的元素
年的元素，
，並廣
泛推向主流以及其它族群，
泛推向主流以及其它族群
，讓世界看見台
灣。
今年規劃 27 項活動
項活動，
，會議中各活動負
責人、
責人
、代表依序上台
代表依序上台，
，報告進度與解說內
容及有關事宜，
容及有關事宜
，國慶系列活動提案逐一討
論，確認活動日期時間和地點以及臨時動
議 。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8 年雙十

國慶系列活動：1.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國慶系列活動：
，9 月 1 日（星期日
星期日）
）下午 2 時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舉行，
展覽室舉行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負責
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 2. 國慶攝影展
國慶攝影展- 美的
瞬間，
瞬間
， 9 月 5 日至 9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至下
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展出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展出，
，而 9 月 7 日
下午 2 時 30 分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開幕
剪綵。
剪綵
。主辦單位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主辦單位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負
責人關本俊會長。
責人關本俊會長
。 3. 國慶社安健康保險講
座 ， 9 月 7 日 （ 星期六
星期六）
）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恆豐銀行 12 樓由常中政主講
樓由常中政主講，
，主辦
單位師大附中校友會，
單位師大附中校友會
，負責人陳志宏會長
。 4. 國慶盃橋牌論對賽
國慶盃橋牌論對賽，
，9 月 14 日（星期
六 ） 上 午 8 時 30 分 至 下 午 12 時 30 分 在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舉 行 ， 而 10
月 5 日在僑教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日在僑教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 主辦單
位休士頓台灣交大校友會，
位休士頓台灣交大校友會
，負責人葉德雲
會長。
會長
。 5. 國慶中秋烤月趣
國慶中秋烤月趣，
， 原訂 9 月 14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在 Sug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雨天改至僑教中心
Park( 雨天改至僑教中心
大禮堂），
大禮堂
），而主辦單位宣布需更改日期
而主辦單位宣布需更改日期，
，
目前需開會討論，
目前需開會討論
，下次會議再決定日期
下次會議再決定日期。
。
主辦單位北一女校友會，
主辦單位北一女校友會
，負責人楊嘉玲會
長；師大附中校友會
師大附中校友會，
，負責人陳志宏會長

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前左一起
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
前左一起），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黃春
蘭主任委員，
蘭主任委員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黃初平副主任委員
黃初平副主任委員，
，劉秀美僑務諮詢委
員（前右一
前右一）
）及僑領和社團代表在休士頓 108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歡
聚一堂。（
聚一堂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中華保健中心
中華保健中心，
，負責人葉雅珊會長
負責人葉雅珊會長；
；美
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負責人徐小玲
負責人徐小玲。
。
休台姊妹會，
休台姊妹會
， 負責人 Amy Grossman CoCoburn。
burn
。 6. 國慶盃網球賽
國慶盃網球賽，
，9 月 21 日（星期
六 ） 上 午 8 時 至 下 午 1 時 在 Lee LeClear
Tennis Center 舉 行 ， 雨 天 改 至 9 月 28 日
（星期六
星期六）
）舉行
舉行，
，頒獎典禮 10 月 5 日在僑
教中心舉行。
教中心舉行
。主辦單位休士頓中央大學校
友會，
友會
，負責人黃春蘭會長
負責人黃春蘭會長。
。 7. 國慶盃龍舟
賽 ， 9 月 21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在 Allen
Landing 舉行
舉行，
， 主辦單位糖城臺灣同鄉聯
誼會，
誼會
，負責人陳煥澤會長
負責人陳煥澤會長。
。陳煥澤說明慶
祝 108 年雙十國慶
年雙十國慶，
， 聯誼休士頓僑社
聯誼休士頓僑社，
，鍛
煉體魄，
煉體魄
，發揚運動精神
發揚運動精神。
。由糖城臺灣同鄉
聯誼會主辦龍舟比賽。
聯誼會主辦龍舟比賽
。辦法
辦法：
：1. 龍舟體驗
營訓練，
營訓練
， 由休士頓各社團推派代表 2 名至
21 名參加賽前訓練
名參加賽前訓練，
，每人每次付訓練費用
10 元，1.5 小時
小時，
，共有 2 次賽前訓練
次賽前訓練，
，分別
安排在九月一個週六及週日上午各一次舉
行。 2. 比賽將暫訂于九月二十一日
比賽將暫訂于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
六）舉行
舉行。
。各社團將自組參賽隊伍
各社團將自組參賽隊伍，
，包括
划槳手二十名，
划槳手二十名
，鼓手一名
鼓手一名，
，男女比例不拘
，合計二十一名隊員
合計二十一名隊員。
。專業舵手由主辦單
位支援配置。
位支援配置
。 3. 參賽費用
參賽費用：
：各參賽社團
各參賽社團，
，
每名隊員付費 20 元，包括比賽當日熱身訓
練及至少兩場競賽，
練及至少兩場競賽
，提供瓶裝水及午餐盒
，各社團可自行向贊助商募款
各社團可自行向贊助商募款。
。 4. 獎勵
獎勵：
：
比賽優勝前三名隊伍，
比賽優勝前三名隊伍
，每一名隊員
每一名隊員，
，將獲
得優勝獎牌一枚。報名電話：陳煥澤
832832
-282
282-2828
2828，
， LINE:
LINE:8322822828
8322822828.. 8. 國
慶花藝展，
慶花藝展
， 9 月 21 日 （ 星期六
星期六）
） 至 9 月 22
日（星期日
星期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
中心大禮堂舉行。
中心大禮堂舉行
。主辦單位休士頓台灣松
年學院，
年學院
，負責人許勝弘院長
負責人許勝弘院長。
。 9. 國慶文化
訪問團訪問團
- 舞鈴劇場美洲巡迴訪演
舞鈴劇場美洲巡迴訪演，
， 9 月 22
日 （ 星期日
星期日）
） 下午 7 時至下午 9 時在 Staf
Stafford Centre 舉行
舉行。
。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

負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 10
負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10.. 國慶福遍郡
慶祝遊行，
慶祝遊行
， 9 月 27 日 （ 星期五
星期五）
） 上午 7 時
至中午 12 時在 Fort Bend County 舉行
舉行。
。主
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負責人黃春蘭主任委
員；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負責人何怡中會
長 ； 經文處
經文處。
。 11
11.. 國慶書法展
國慶書法展，
， 9 月 28 日
（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在僑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主辦單位四海同心會
，負責人江震遠會長
負責人江震遠會長。
。 12
12.. 國慶小花博
國慶小花博，
，9
月 28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
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主辦單位休士頓師
大校友會，
大校友會
， 負責人黃以法
負責人黃以法。
。 13
13.. 國慶返國
致敬團授旗典禮，
致敬團授旗典禮
，9 月 29 日（星期日
星期日）
）下
午 1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 主辦單位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
，負責人李迎霞會長
負責人李迎霞會長。
。
14.. 臺灣與我命理面面觀
14
臺灣與我命理面面觀，
， 9 月 29 日 （ 星
期日）
期日
）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
覽室舉行。
覽室舉行
。主辦單位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
會 ， 負責人馮啟豐會長
負責人馮啟豐會長。
。 15
15.. 雙十國慶海
報展，
報展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時至下
午 4 時 30 分在僑教中心舉行
分在僑教中心舉行。
。主辦單位休
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負責人莊芳齡會長
。 16
16.. 雙十國慶西畫展
雙十國慶西畫展，
， 10 月 4 日至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
室舉行，
室舉行
，而 10 月 5 日中午 12 時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開幕剪綵。
展覽室開幕剪綵
。主辦單位休士頓西畫社
，負責人李美音社長
負責人李美音社長。
。17
17.. 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升旗典禮，
，
10 月 5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10 時在僑教中心
前廣場舉行。
前廣場舉行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負責
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協辦
協辦：
：榮光會
榮光會、
、FAS
FASCA、
CA
、同源會
同源會、
、北一女校友會
北一女校友會、
、中華公所
中華公所、
、
大專校聯會、
大專校聯會
、重型機車俱樂部
重型機車俱樂部、
、華僑協會
、 糖城臺灣同鄉聯誼會
糖城臺灣同鄉聯誼會。
。 18
18.. 看見臺灣～
發現臺灣之美影音多媒體競賽，
發現臺灣之美影音多媒體競賽
，競賽日期
：8 月 1 日至 9 月 28 日，10 月 5 日在僑教中
心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
心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國慶籌
備會，
備會
， 負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負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 19
19.. 國慶
茶會和頒獎典禮（
茶會和頒獎典禮
（橋牌論對賽
橋牌論對賽，
，網球賽
網球賽，
，
影音多媒體競賽），
影音多媒體競賽
），10
10 月 5 日 （ 星期六
星期六）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 30 分在僑教中
心大禮堂舉行。
心大禮堂舉行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負
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 20
20.. 國慶千歌萬舞
原鄉情，
原鄉情
，10 月 5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主辦單位音符文藝會
主辦單位音符文藝會，
，負責人楊思正會
長 。 21
21.. 國慶眷村美食
國慶眷村美食，
， 10 月 6 日 （ 星期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中心大禮
堂舉行。
堂舉行
。主辦單位中山學術研究會
主辦單位中山學術研究會，
，負責
人唐心琴會長。
人唐心琴會長
。 22
22.. 國慶投資講座
國慶投資講座：
： 投資
臺灣&
臺灣
& 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
，10 月 12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下
午 1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主辦單位經文處
主辦單位經文處，
，負責人徐炳勳組長
負責人徐炳勳組長；
；
師大附中校友會，
師大附中校友會
， 負責人陳志宏會長
負責人陳志宏會長。
。

23. 國慶醫療健康講座
23.
國慶醫療健康講座，
， 10 月 13 日 （ 星期
日 ）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
室舉行。
室舉行
。主辦單位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
分會，
分會
， 負責人江麗君會長
負責人江麗君會長。
。 24
24.. 國慶盃高
爾夫球錦標賽，
爾夫球錦標賽
，10 月 19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下午
12 時 45 分 在 El Dorado@Quail Valley Golf
Club 舉行開球典禮
舉行開球典禮，
， 下午 1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舉行球賽
分舉行球賽，
，下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
30 分舉行晚餐
分舉行晚餐&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休士
頓客家會，
頓客家會
， 負責人汪幹雄會長
負責人汪幹雄會長；
； Golden
Club,負責人陳志恆
Club,
負責人陳志恆。
。 25
25.. 國慶美濃窯展覽
，10 月 22 日～
日～10
10 月 31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 而 10 月 26 日
上午 10 時舉行開幕剪綵
時舉行開幕剪綵，
， 上午 10 時 30 分
至下午 12 時 30 分舉行講座
分舉行講座。
。 主辦單位休
士頓客家會，
士頓客家會
， 負責人李元平會長
負責人李元平會長。
。 26
26.. 國
慶特刊，
慶特刊
，10 月 26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下午 3 時在
Marriott Houston Westchase Hotel 舉 行 。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負責人黃春蘭主任
委員。
委員
。 27
27.. 國慶餐會
國慶餐會，
，10 月 27 日（星期日
）下午 6 時至下午 10 時在 Marriott Houston
Westchase Hotel,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Hotel,主辦單位國慶籌備會，
，負
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責人黃春蘭主任委員
。
今年 27 項活動
項活動，
，三分之二的活動都在
僑教中心室內舉行。
僑教中心室內舉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強調會全力配合場地的借用與安排。
強調會全力配合場地的借用與安排
。而今
年的國慶文化訪問團，
年的國慶文化訪問團
，很幸運能邀請 「舞
鈴劇場」」 到美洲巡迴演出
鈴劇場
到美洲巡迴演出，
，非常難得的機
會。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特別感謝
休士頓客家會邀請臺灣美濃窯的大型展覽
。 黃春蘭主任委員宣布
黃春蘭主任委員宣布，
， 中華民國 108 年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二次會議將於 6
月 23 日 （ 星期日
星期日）
） 下午 3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
室舉行，
，屆時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屆時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陳美芬僑務委員（左一起
陳美芬僑務委員（
左一起），
），駐休士頓
駐休士頓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黃春蘭主任委
員，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及黃初平副主
任委員出席休士頓 108 年雙十國慶籌備
會第一次會議。（
會第一次會議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休城工商

One
One World
World Bank
Bank強檔專案超級給利
強檔專案超級給利!!

13 個月定存 3% APY 讓人眼睛一亮

(本報休斯頓報導) 位於糖城的 One
World Bank，近日推出定存特惠專案，
13 個月定存利率 3% APY，是近來所有
銀行推出的特惠活動中利率最好的，不

得不讓人眼睛一亮。
此次推出的特別優惠活動，
最 低 定 存 金 額 為 $10,000 元
起，13 個月定存 3% APY。
有不少朋友得知這個利率，
直呼 「好久沒看到這麼優的
利率啦!」、 「快存錢吧!」
One World Bank 成 立 於
2005 年 4 月，營運的目標是
為客戶提供滿意和尊重的服
務，滿足客戶的需求，為客
戶的財務規劃開發解決方案
。
自從 One World Bank 開業
以來，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和定
制化的金融服務，希望讓客戶的銀行體
驗變得非常愉快，利用各種資源，提供
客戶所需的產品和服務。無論客戶的需

求是個人還是商業，One World Bank 都
會定制產品和服務以滿足需求。
One World Bank 的 地 址 位 於 糖 城: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歡迎致電休斯頓區總
裁 Bernie Parnell， 電 話: 832-802-0900
，或是業務經理 Anita Mehdi。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五 9 a.m.至 5 p.m.。

聯合健保公益講座 助您舒暢心胸

6/6 主題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心理關鍵」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生活中，有許多方式可以
讓身心變得更健康，聽演講就是其中之一。為了

服務社區，提供更有價
值的健康資訊，聯合健
康保險休士頓亞裔資訊
中心陸續舉辦多場公益
演講，嘉惠民眾。在進
入初夏的六月，亞裔資
訊中心將舉辦 2 場健康
講座，內容非常精彩。
6 月 6 日(週四)上午 10 點
邀請施慧倫博士主講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
心理關鍵」。6 月 20 日(
週 四) 上 午 10 時 舉 辦
「痛症纏身？認識幹細
胞疼痛新療法」講座，
由陶慶麟醫師主講，都
是分享有關身心健康的
知識，幫助聽眾邁向健
康快樂，歡迎踴躍參加
。
在 6 月 6 日(週四)的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心
理關鍵」講座中，將幫助大眾紓暢心胸，每個人

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困難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在家
庭和同事之間，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矛盾呢？這
是生活和諧美滿的關鍵！施慧倫博士將與民眾共
享簡單有效的心理溝通法，使您能夠保持心理暢
通，減緩矛盾和隱患。施慧倫博士是身心靈成長
專家，四月份在聯合健康保險的演講座無虛席，
甚受好評，民眾可要把握機會。
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許多人際
關係往來互動，您是如何經營周遭的人
際關係？又如何面對困難的人際關係？
當各自堅持看法時，應該如何解決對峙
？您了解自己、知道如何與他人有效的
溝通嗎？施慧倫博士將與您分享，助您
生活的更幸福、更和順。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的工作人員
亦在講座後協助解答相關的健保資訊。
亞裔資訊中心的經理表示，亞裔資訊中
心每月會舉辦系列演講，分享更多有關
健康、理財、保險、法律、或是其他年
長者關心的議題，也歡迎居住在德州的
紅藍卡受益人、白卡持有人、和提供照
護者前來資訊中心，瞭解聯邦醫療保險

計劃的選項。
講座地點在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地址是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於二樓),
Houston, TX 77072。 華 語 查 詢 專 線 ：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