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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 日，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
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Chao
(Cha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劉氏傑出來賓系列今秋第一場
劉氏傑出來賓系列今秋第一場,, 邀請到聞名全球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先驅
先驅、
、 創新工場 (Sinovation Ventures)總裁和執行長
Ventures) 總裁和執行長、
、 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
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
” 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Order”作者李開復博士做網上直播演講
作者李開復博士做網上直播演講，
，由 Ann Chao 教授擔任主持人
教授擔任主持人。
。

2020 年 9 月 6 日，休斯敦民樂團 9 月表演音樂會雲上舉行
月表演音樂會雲上舉行，
，其中
其中，
，理事長楊萬青一人
用 15 種不同的樂器雲合奏
種不同的樂器雲合奏《
《女兒情
女兒情》，
》，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
！

2020 年 9 月 9 日中午
日中午，
，亞裔社區支持一線英雄
亞裔社區支持一線英雄(AASFH)
(AASFH)送餐活動負責人陳宇雯
送餐活動負責人陳宇雯 Yvonne Chen 將友
家餐廳製作的 150 盒精美午餐盒飯捐贈給德州醫學中心 HCA Medical Center 新冠病人在第一線工
作的醫護人員。
作的醫護人員
。疫情以來
疫情以來，
，休斯敦亞裔社區共捐贈了超過一百多萬的醫護用品和餐飲
休斯敦亞裔社區共捐贈了超過一百多萬的醫護用品和餐飲。
。

2020 年 9 月 4 日，勞拉颶風剛過
勞拉颶風剛過，
，世界名人網采風記者團就來到位於墨西
哥灣的瑪塔白沙海灘採訪，
哥灣的瑪塔白沙海灘採訪
，世界最大油服公司之一中國主管張聞女士走過
礁石，
礁石
，踏浪前行
踏浪前行，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恢復正常的秋季
恢復正常的秋季。
。

新冠疫情始終未退，中國國際旅行要求在 9 月 15 日起提供 72 小時核酸檢測報告
新冠疫情始終未退，
小時核酸檢測報告，
，2020 年 9 月
7 日，位於休斯敦 290 附近的 GenView 分析實驗室休斯頓冠狀病毒核酸快速檢測中心推出的
24 小時出檢測報告的 FDA 批准的價廉物美的測試
批准的價廉物美的測試，
，非常受歡迎
非常受歡迎，
，有保險的完全免費
有保險的完全免費，
，沒有
保險的才收 75 美元
美元，
，網上註冊 i24
24test.com
test.com，
，可以減少等待時間
可以減少等待時間。
。

休斯敦不愧為藝術之都！ 2020 年 9 月 9 日，前往休斯敦醫學中心送餐的陳宇
休斯敦不愧為藝術之都！
雯 Yvonne Chen 來到靠近休斯敦醫學中心和萊斯大學
來到靠近休斯敦醫學中心和萊斯大學，
，位於 Mid Town 的川
妹子 Spicy Girl 打卡熱點
打卡熱點，
，享用熱食
享用熱食，
，並與東主 JoJo 在巨大的富有西雙版納
民族風情的壁畫藝術牆前合影。
民族風情的壁畫藝術牆前合影
。川妹子在疫情期間堅持外賣
川妹子在疫情期間堅持外賣、
、外送
外送，
，並在
符合 CDC 和州縣安全令的情況下開放堂吃
和州縣安全令的情況下開放堂吃，
，所有碗筷均改為一次性消毒碗
筷，每一個桌子均有消毒液供給客戶使用
每一個桌子均有消毒液供給客戶使用，
，省心放心
省心放心。
。

休斯敦市議員 Mike Knox 獨生子 Jason Knox 今年 5 月 2 日因直
升飛機失事因公殉職。
升飛機失事因公殉職
。 2020 年 9 月 8 日，為了讓 Jason 的兒子
Cooper 在一年級第一天終生難忘
在一年級第一天終生難忘，
，休斯敦警察局
休斯敦警察局、
、消防局和
鄰里出動直升機、
鄰里出動直升機
、警車
警車、、
、、消防車
消防車、
、警馬
警馬，
，帶著各式各樣的
橫幅送他登上寫著 Cypress-Firebank 字樣的校車上學
字樣的校車上學。
。

香港足浴城東主繡花女 Linda Su 疫情期間一直在幫助社區供應 PPE
PPE，
，8
月 4 日恰逢女兒 Emily 過一歲生日
過一歲生日！
！全家三口決定在家里為女兒過一個
簡單但有意義的疫情期間的生日。
簡單但有意義的疫情期間的生日
。圖為一家三口幸福合影
圖為一家三口幸福合影。
。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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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
為什麼說美國大選「不民主
不民主」
」﹖
「選舉人團
選舉人團」
」制度是什麼操作法
制度是什麼操作法﹖
﹖

還記得 2016 年大選，川普雖然總得
票率並非最高，卻仍然成為美國總
統，遭到許多人的非議。為什麼總
統大選無法反映多數人的民議？美
國這種間接民主的利弊為何？本台
獨家邀請到德州資深律師田方中，
來為民眾講解美國歷史悠久的「選
舉人團」制度。
從僅限白人男性，
從僅限白人男性
， 到人人一票
到人人一票，
，美
國選舉歷史一覽
田方中指出，美国的选举权经历了
四次演变最终实现了普选权。最初
选举权只是有财产的白人男子的特
权，到了 1860 年基本实现了所有白
人男子的选举权。将财产作为选举
权的一个限制条件与人民主权的理
念有出入，因为权力会集中到少数
富人手中。随后的 100 年中，种族、
性别、年龄的障碍被一一跨越。比
如 1870 年，美国宪法第 15 修正案规
定：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
、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美国或其

任何一州拒绝或限制。1920 年美国
宪法第 19 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的
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美国或其任
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1971 年美
国宪法第 26 修正案规定：年满 18 岁
和 18 岁以上的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不
得因年龄而被美国或其任何一州加
以拒绝或限制。可见，在美国历史
上，穷人、黑人、妇女获得选举权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血泪历程。

田方中也提醒，有选举权的必须是
公民，非公民若是假冒投票，根據
法律將会被永久驱逐出境。
每人票票不等值，
每人票票不等值
， 為什麼說美國大
選「不民主
不民主」
」？
田方中指出，在美国並不採用直接
選舉，而是由「选举团」决定，是
因為选举团制度相比一人一票直选
总统，更能够保障小州的利益，避
免总统候选人只照顾人口较多的州
，而忽略人口稀少的州。對於地廣
人稀的美國，這種作法，比直接選
舉更能體現地區差異。
這樣一來，較小州的選舉人，一票
背後乘載的是更多選民的意見，也
因此保障了小州的發聲權。也因為
這樣的制度，國會兩黨對於一些小
規模的「搖擺州」總是極力爭取，
並不只會關注大州如加州、德州的
選民。
根據聯邦議員人數，
根據聯邦議員人數
， 決定每州選舉
人票數分配
最終投票者是這些選舉人，以代議
的方式為民發
聲。田方中指
出，美国选举
团 共 有 538 张
选举人票数，
它等于全体联
邦参议员人数
100 加 上 全 体
联邦众议员人
数 435、 再 加
首都华盛顿特
区的 3 张选举

美南新聞網站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人票数。每个州有一个选举分团，
分团的选举人票数等于该州在参众
两院议员总人数，比如纽约州有 2 位
参议员和 27 位众议员，所以纽约选
举分团共有 29 张选举人票数。
目前加州选举人票数最多、为 55 张
，德州是 38 张。而阿拉斯加、特拉
华、怀俄明等州的选举人票数最少
，只有 3 张。拿到美国选举团 538 张
总票数中 270 张的总统候选人，就胜
出并成为下一任总统。
「 贏者通吃
贏者通吃」
」 甚麼概念
甚麼概念？
？ 為何不學
台灣直接民主？
台灣直接民主
？
怎么赢得每个州的选举分团总票数
呢？就看谁获得该州所有投票人的
多数选票，比如，如果川普总统能
赢得加州所有公民投票的多数，那
么他将赢得加州选举分团的全部 55
张选举人票，这就是所谓的「赢者
通吃」。只有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
州不让赢者通吃，而是采用众议员
选区方式，即在每个众议员选区获
胜者各获一张选举人票，而在全州
选举获胜者获得剩下的两张等于参
议员人数的选举人票。
田方中指出，這樣贏者通吃的制度
，所反映的是一種蓋括式的民意，
無法全然表達該州居民的聲音，但
如果要像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依
照選區計算票數，又牽涉到區域劃
分的問題。總歸來說，如台灣式的
直接民主，對於美國來說是一種理
想，但在目前的美國，還沒有一套
比現行制度更好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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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婦產科醫生被控褻瀆包括楊安澤妻子在內的20多名女患者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根據週叁未披露的起訴書，一位
前紐約婦產科醫生被控褻瀆包括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妻子
在內的二十多名患者，目前正面臨聯邦指控。
婦產科醫師羅伯特·哈登（Robert A. Hadden）早些時候與州
檢察官達成認罪協議，交出了他的醫療執照，本來可以避免坐牢

，但現在面臨六項誘使他人旅遊從事非法性行為的指控。
當局說，現年 62 歲的哈登週叁早上在新澤西被捕。他在恩
格爾伍德（Englewood）擁有一所房屋，距離曼哈頓市約 10 英裏
。
多年來，哈登面對越來越多的指控者，包括楊安澤夫人伊夫

林·楊（Evelyn Yang），後者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說，哈登
在 2012 年她懷孕七個月時性侵了她。
伊夫林·楊將哈登與州檢察官達成的交易稱為給檢察官“一
記響亮耳光”，並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應該永遠不會再發
生。”

特朗普被挪威議員提名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美國福克斯
新聞網 9 月 9 日獨家報道，特朗普被挪威議員提
名 2021 年諾貝爾和平獎。
挪 威 議 員 克 裏 斯 蒂 安·泰 布 林 - 傑 德
（Christian Tybring-Gjedde）提交了這份提名。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稱，相對于大多
數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者，特朗普在制造國與國
之間和平關系時“做得更多”。
實際上，克裏斯蒂安曾在 2018 年提名特朗

普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他表示，自己並
非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說：“近年來，那些獲
得和平獎得主所做的事，遠不如特朗普。例如
，奧巴馬什麽都沒做。”
盡管特朗普曾被提名，不過目前他還沒有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018 年，諾貝爾委員會在奧斯陸宣布將當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剛果民主共和國醫生丹
尼斯·穆奎吉（Denis Mukwege）和伊拉克雅茲

迪 （Yazidi） 族 人 權 活 動 家 納 迪 亞·穆 拉 德
（Nadia Murad），“以表彰他們為終結把性暴
力作為戰爭和武裝沖突武器而作出的努力”。
2019 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 2019 年諾貝
爾和平獎授予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
阿 裏 （Ethiopian Prime Minister Abiy Ahmed Ali
），以表彰他在實現和平和國際合作所作出的
努力，尤其是在解決與鄰國厄立特裏亞邊境沖
突中的決定性作用。

在阿聯酋和以色列關系正常化之後，奧布
萊恩（Robert C. O'Brien）曾親自上陣為特朗普
邀功。當地時間 8 月 13 日，他在一場發布會上
不斷將此事歸功于特朗普，直言特朗普應該因
此被提名諾貝爾獎。
前衆議院議長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
）周叁表示：“我很高興挪威國會議員提名特
朗普總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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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場館和亞運村建設進展順利

杭州亞運會籌備工作獲肯定
杭州亞運會
籌備工作獲肯定
在 2022 年舉行的第 19 屆杭州亞運會即將迎來倒計時兩周年，杭州亞運會協
53 個競賽場館和 1 個亞運村、4 個亞運分村建設整體進展順利，大部分場館將於
2021 年 3 月底前完成工程竣工驗收，亞運村則計劃於 2021 年年底竣工。亞奧理
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亞奧理事會協調委員會主席拉賈·蘭德·辛格在會議總結
時，則肯定了杭州亞運會籌備工作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杭州亞組委副秘書長、杭州市副市長陳衛強表示籌辦工作成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
組委會官方圖片

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亞奧理事會協
調委員會主席拉賈．蘭德．辛格，亞奧理

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亞奧理事會協調委員會委
員魏紀中，中國奧委會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競
體司司長劉國永，杭州亞組委副秘書長、杭州市
副市長陳衛強等領導均出席了今次會議。陳衛強
副市長表示今年以來，杭州亞運會籌辦工作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按照“體育亞運、城
市亞運、品牌亞運”目標導向穩步推進，此次會
議目標是讓各方深入交流和梳理相關議題，為有
序開展後續工作奠定基礎。杭州亞組委將根據本
次會議精神統籌落實好未來各項工作，努力推動
亞運籌辦工作再上新台階。

順利，大部分場館要求於 2021 年 3 月底前完成
工程竣工驗收，測試賽亦將在 6 月起上演；至
於亞運村則計劃於2021年年底竣工。
此外，今次會議亦進一步確認大洋洲參賽
方式，今屆是歷來首次有大洋洲隊伍參加的亞
運，以澳洲為首的大洋洲運動員會參與排球、
沙排、籃球、足球及劍擊 5 個項目，以“亞洲
區”身份爭取2024巴黎奧運資格。
拉賈．蘭德．辛格在作會議總結時，充分
肯定了本次會議的成效和籌備工作取得的階段性
成果。他表示，亞奧理事會大家庭將一如既往地
予以關心支持和指導幫助，相信在雙方的通力合
作下，一定能夠高質量地完成各項籌辦工作。

倒計時兩周年主題活動順利舉行

53場館料明年3月完工
在今次會議上，杭州亞組委向亞奧理事會
提交了賽事分項、小項預設方案以及總賽程初
稿，並着重就競賽項目、技術代表任命、反興
奮劑和醫療、場館設施與運動員村、市場開
發、亞運宣傳推廣、話說亞運紀錄片、賽事信
息技術解決方案、廣播電視與主轉播商、火炬
傳遞、亞運文化博覽會等重要議題進行了討論
和審議。至於場館建設方面，全省 53 個競賽場
館和 1 個亞運村、4 個亞運分村建設的整體進展

■活動早前在主會場錢塘江起航
活動早前在主會場錢塘江起航。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綠水青山
大聯動”迎杭州亞運會倒計時兩周年主題活動
早前在主會場錢塘江起航，大會將在全省各地
以“水”為媒，舉辦各種形式的水上運動競
賽、體育展演、亞運文化活動等，營造全省聯
動、共迎亞運的熱烈氛圍。

■場館料明年 3 月
完工。
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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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將因國足沒有友賽而頭痛。

新華社

受中超首階段影響，部分媒體對新一期國足
國腳人選做了種種猜測，並將包括入籍球員
阿蘭、費南多在內的多名“新人”與國足新
一期集訓聯繫到一起。不過據了解，到目前
為止國足教練組並沒有敲定本期集訓的人員
名單，至於國足主帥李鐵及其助手們接下來
還會關注中超首階段下半程的賽況。
■中新網

中國足協公布青少年訓練大綱

受疫情及中超賽程安排等因素影響，中國
國家足球隊在10月國際比賽日窗口開放期內只
能進行總長 5 天左右的短訓。更令人擔憂的
是，在明年3月下旬，也就是世預賽亞洲區40
強賽下半程最早開賽日期前，國足受各類因素
制約已很難落實國際熱身賽。
國足新一期集訓基本確定安排在上海舉
行，集訓時間之所以較短，主要是因為中超
兩階段之間只有兩周多的間隔期。相比於首
階段，第二階段中超賽事涉及各隊競爭利益
更為重大，而在首階段各隊封閉參賽兩個多
月後，國腳們早已身心俱疲，因此本期集訓
時間不宜安排過長。
今年初，國足曾在廣東進行了一期周期
較長的冬訓，但在明年同期複製這安排的難
度很大。中國足協在中超俱樂部總經理聯席
會上公布的信息顯示，中超聯賽雖然將於 11
月 12 日落幕，但接下來，諸強還要參加亞冠
及足協盃賽事。後面兩項賽事的既定落幕時
間均為 12 月 19 日，在此之後，中超各隊人員
需要必要的休息。
國足備戰面臨的另一難題是人員選拔。

為國字號梯隊定最高目標

國足40強賽前或無正式熱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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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亞運會協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
過網絡視頻形式舉行。
過網絡視頻形式舉行
。 組委會官方圖片

調委員會日前召開了第三次會議，並通過網絡視頻形式舉行。據了解，浙江省

在出發儀式上，亞
組委副秘書長、浙江省體
育局局長鄭瑤，亞組委副
秘書長、杭州市副市長陳
衛強，省治水辦（河長
辦）常務副主任、省生態
環境廳廳長方敏等為活動
“雲啟幕”，兩屆皮划艇
奧運冠軍孟關良宣讀了倡
議書，號召大家踐行綠
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組委會官方圖片
式，通過水上運動參與亞
運、助力亞運。
500名水上運動愛好者在著名運動員以及各
界代表的領航下，從浙江的“母親河”錢塘江
出發，組隊進行划艇接力，途經千島湖、新安
江、富春江等水域。其中，每段水域都有 19 人
隊伍作為領划，寓意對“2022 年第 19 屆亞運
會”的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中國足協
日前公布了《中國足協青少年訓練大綱（徵
求意見稿）》，對國足的發展理念、中國足
球青訓目標、青訓實踐教學大綱等進行了詳
細闡述；中國足協提出，各級國字號梯隊的
目標是入圍世界範圍最高級別賽事。
中國足協表示，當前中國足球運動的發展
距離人民的美好期待仍有一段距離，青少年足
球普及與提高有待加強，國家隊在重大國際賽
事的表現，亦遠遠滿足不了廣大足球愛好者對
國家足球發展的期望和要求。在球員方面，中
國足協認為球員優勢在於無對抗或弱對抗下運
用技術的熟練性高，身體柔韌性好，絕對力
量、爆發性較強，但與此同時球員技術全面性
較差，特長技術不突出，對抗情況下技術運用
合理性差，戰術意識水平偏低，球員普遍缺乏
自信，責任感普遍缺失。
為此，中國足協將青訓實踐教學大綱劃
分 為 青 少 年 啟 蒙 階 段 （U5） 、 基 礎 階 段
（U6-U12）、發展階段（U13-U16）和提高
過渡階段（U17-U21）四個不同年齡段，並
根據各年齡段特點進行編寫，守門員和體能
部分作為單獨的單元內容編寫，附錄部分還
增加了女足青訓指南。
中國足協認為，中國國家隊的比賽理念

應以攻勢足球為主導，追求攻守平衡，崇尚
更有侵略性、靈活性的戰術風格，敢於控球
並積極創造機會，同時還要提升團隊戰術合
作執行能力。中國足球青訓的目標則是培養
出為國爭光且與“足球發達國家”相媲美的
本土球員和教練員。具體而言，中國國奧
隊、國青隊、國少隊等中國各級國字號梯隊
在比賽中展示出與中國國家隊比賽統一的踢
球風格和戰術打法，同時國足、國奧、國
青、國少隊等各級國字號梯隊，要全部入圍
世界範圍最高級別賽事。

■中國足協目標讓國足再殺入世界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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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美南分會 9 月 13 日台灣特色美食網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
會為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國慶,配合休士
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訂於 9 月 13 日星期日休士頓時間下
午 兩 點 到 四 點 假 借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舉辦‘雙十台灣特色美食網’直
播活動.

本會前會長-林
琬真將示範台灣道
地有名的滷肉飯及
肉羹湯.
本會的好朋友
也是休士頓長生學
天使-朱秋霞將示範
非常好吃的涼泮武
林菜.
當天節目的主持人也是本會的前理
事-孫玉玟將會示範台灣九份的芋圓及地
瓜圓.
紅媒的謝老師將會幫我們做現場直

這項活動將有四組台灣美食專家教
學台灣特色的夜市小吃，眷村美食以及
台灣甜點等可口佳餚。
邀請到四位美食專家有本會前會長方海妮將示範眷村美食的春餅套餐京醬
肉絲及素什錦配上他親手做的捲餅.

播，使我們可以與觀眾互動。
當天請準時點閱直播連結：https://youtu.be/N5teMoExPeM 大家能夠上線看我
們的直播節目與我們互動，觀眾也可提
問題。
錄製的節目將會上傳到 YouTube 去
，請大家輕鬆的在網上學習美食，不但
藉慰僑胞思鄉之情，更能利用無遠弗屆
的網路力量讓全世界更加認識台灣的美
食，請拭目以待。
若有廠商或是個人願意贊助我們的
活動，我們非常的感激，請聯絡會長洪
良 冰 832-818-6688 或 email： nancygri@aol.com.
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金冠點心我難忘 楊楚楓
本來受到新冠病毒四週肆
虐，市民聽話者大多數留在宅
中渡日，不過這種困居日子，
講句真心話，的確是渡日如年
。我這個 「為食書生」倒無所
謂，因為每天均有文章來寫，
完工後即以電腦送出到美國及
港澳地區上的報刊上去，一抒
政情國情及疫情。內子則成為
「空中講客」，每日手持手機
，坐在後院樹陰之下，清風隨
來之余，跟四方八面的親朋好
友，談天說地，又是日復一日
。
早天有詩友從澳門送上盂
蘭節詩歌乙首：
「年年此夜鬼門開，街角
燒衣擺祭臺。但願遊魂早歸去
，人間無難又無災。」這時我
才察覺，原來七夕情人節既去
，七月十四猛鬼節又已到來。
屈指一算，新冠病毒已困擾我
們己達半年之久矣，何日可以

出關呢？稍思一刻鐘寫下七言
詩二首，自我解懷之餘，亦供
休市詩家及良友共賞：
「一從冠毒宅蝸房，半載
覊囚望梓桑。關鎖啟開思策杖
，行囊檢點喜還鄉。」
「輕車呼嘯通衢遠，快意
舒徐笑靨張。最是親朋翹首盼
，殷勤問訊可安康？」
正是 「但願人長久，親友
皆健康」。不經不覺間，時間
又來九月一號，封校多時的休
市各校區，亦紛紛宣告校園重
開，不過首天僅僅是校長、教
師、各部員工來個見面禮，由
校監介紹一下疫情之下，怎樣
授課？如何進食？之後，便完
成首天工序，大家各自散去。
這僅僅是用上 2 個小時而矣。余
下來的其他的時間，不言而喻
，同事各自 「執生」好了。大
家心照這算是校方賞賜給我們
就是。可以自由處理。接着考

慮到下一步，便是要解決稍後
的午餐問題。既然經己離開家
門，我夫妻二人當然無心回家
煮食，想到八月尾風災過後，
尚未去中國城一行，不若當天
即去走動一下，看看颶風吹襲
之後的唐人街有無影響，而我
倆心目中的午餐地方，首選當
然是金冠大酒樓。
走進餐樓，第一張枱正在
用餐的 4 位食客，似曾相熟。其
中 一 位 是 相 識 剛 巧 有 40 年 的
Peter. 他既是休市出名的跌打師
傅，又是休市上世紀八十年代
馳名的茘園飯店的老細。該飯
店位於休市 59 號公路 跟 Bissonet 大道之內，晚市生意很旺，
跟西南區的金寶大酒樓皆為哪
個年代的旺塲酒家。尤其是宵
夜時間，不少任職於唐餐館的
華人，不管是老闆或是伙記，
都 愛 在 晚 上 10 點 收 市 後 ， 到
Peter 的飯店內宵夜。那時候，

我在休市 45 公路北邊經營李家
莊酒家，生意為一時之選。週
末關門之後，往往宴請店中伙
記到茘園飯店內宵夜，因此跟
Peter 混熟。大家都是香港人，
當然是話題不少。當年中英政
府正聚焦討論香港回歸問題，
碰面下來， 「口水」滔滔。想
不到一瞬間，香港固然回歸大
陸 23 年，而我倆亦早己退出飲
食行業，今天得以重遇，巧在
金 冠 大 酒 樓 中 ， 我 笑 問 Peter,
「來此何所好？ 」 「一盅兩件
」最相宜。
此乃 Peter 答案。也是我夫
妻二人心中答案。即使在疫情
困擾的時刻，金冠酒樓的點心
出品，都是交足功夫： 份量足
、味道仔、更是熱哄哄出爐，
令我們食而忘返！

休城工商

從客戶的角度著想 真誠服務樂於助人
李淑惠贏得長者們信任 口碑相傳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美國是個高齡化的社會
，政府對老人家有許多照顧，可說是個 「老有所
養」的國家，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年滿 65 歲的
長者可以申請聯邦醫療卡(俗稱紅藍卡，Medicare)
，是為長者們提供的健康保險計劃，讓年長者不
用因為健康問題而擔心大筆的醫療費用。然而，
老人健康保險由不同的保險公司提供，每個公司
有不同的福利與標準，內容頗為複雜，長者們要
怎樣對能夠享受的福利有更全面的瞭解呢？這時
候，就需要一位熱心、周到、又專業的經紀人，
來為長者們服務。從多位長輩們口中，我們得知
在休斯頓的華人社區，有一位口碑超級讚的老人
保險經理，她是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名叫李淑
惠。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而言，李淑
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友，很多時候還是
幫忙解決問題的救星。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
著想，細心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健康保險
，她用自己的真誠與服務，打造極強的人格魅力
，讓她的客戶都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口碑相傳
。
客戶讚譽有加，滿意度超高
年逾八旬的朱女士是李淑惠的客戶，她用自

己親身的經驗，款款訴說自己如何與李淑惠開始
互動，以及李淑惠怎樣幫助人，他們如何的受益
。朱女士口齒清晰，思路清楚，有著溫暖開朗的
聲音，常常還伴隨著笑容。
朱女士表示，大約在四年前左右，在老人活
動中心常看到李淑惠的身影，來活動中心為老人
解說事情，雖然不認識，出於好奇心，她也在旁
邊聽。同伴說她是做保險的人，每一次李淑惠來
活動中心，朱女士都注意著，慢慢的，朱女士感
覺李淑惠一點都不像是做保險的人，覺得她非常
的親切，她為老人們解說的內容，也不一定是保
險，有時是回答其他的問題，朱女士了解到，老
人家們有其他的問題常會找李淑惠幫忙。
熱心服務，幫許多老人解決困難
有老人家行動不便，李淑惠就過來老人中心
講解，等於是上門服務，久而久之，朱女士發現
李淑惠人非常的好，非常的熱心，對老人很關心
，幫助許多老人解決問題。
對比之下，朱女士覺得自己的保險經紀人有
段大差距，甚至有時候問他問題，都不一定會回
答，說 「這不歸我管」。認識半年多之後，朱女
士就決定把自己的老人保險轉到李淑惠這邊。
因為她知道，老人家遇到問題，李淑惠都會
幫助解決，保險相關的事，她一定解釋得非常的
清楚，有些甚至不是她份內的事，李淑惠也盡量
提供幫助。例如有些人要找專科醫師，也請李淑
惠來幫忙找。
了解老人需求，找最適合的保險計劃
李淑惠會細心的詢問客戶的需求，不同的健康狀
況要找不同的保險公司與計畫，有些人牙齒需要
治療，有些人吃藥多，有些人有慢性疾病，有些
長者身體硬朗，種種不同的健康狀況應該找其最
適合的保險計劃。例如，有什麼樣的疾病需要特
別照顧？有些長年吃藥的人，藥費非常的貴，所

以要幫他找一家處方藥比較合理定制的保險公司
，價格才不會超高；也要找網絡比較大的，這樣
容易找專科醫生；同時，最好找看家庭醫師是不
用付費的，能由保險公司來承擔。
樂於介紹朋友，口碑相傳
朱女士身邊有一些好朋友，也都經由朱女士
介紹，陸續轉到李淑惠這邊來，因為這些人覺得
朱女士平日做事可靠、負責，由她所選的保險經
紀人，也一定是最好的，他們也都親眼看到李淑
惠樂於助人。
朱女士表示，在對人處事方面，李淑惠總是
設身處地為老人著想；保險方面遇到問題，總會
盡心幫忙解決。甚至有些其他方面的事，如果找
她，她也會盡力幫忙。舉例來說: 糖尿病人每年有
一雙鞋子，但是那個公司不容易找，如果有人找
不到，問李淑惠，她就幫忙聯絡，這雖然不是她
分內的事，可是經由她熱心的幫助，就幫老人解
決了一個大問題。

不怕累，總是將心比心為人著想
另一次，朱女士有小毛病需要看婦科，但是
婦科的專科醫師很難找，有些甚至不接受老人保
險，她就告訴李淑惠，李淑惠隨即幫忙打電話找
醫師，解決了這個困難。
也有些朋友說，想去某個醫院，但是不在某
家保險公司的網絡中，就告訴李淑惠，李淑惠也
幫她換到另外一家保險公司，讓她如願以償地能
夠去某家醫院看診。
朱女士說，其實，在轉換的過程中，需要重
新處理很多資料，過程是挺繁瑣的，但李淑惠都
不厭其煩，讓老人家能夠看到醫生。李淑惠總是
說，只要你們接受應有的保險照顧，生病有保障
，累一點沒關係，老人家開心就好了，問題解決
就好了。她的將心比心為人著想，讓許多長者們
甚為感動，對她讚揚不已。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位長者做心臟手術，需
要出很多錢，李淑惠幫他換了一家保險公司後，
就省了非常多的錢，只要負擔很少的醫療費，讓
長者鬆了一口氣。
贏得客戶信任

朱女士指出，李淑惠的心腸非常好，總是盡
量幫忙，一般人做不到這樣，日積月累大家便非
常的信任她。有些老人家英文不好，常常收到一
些政府寄來的信件，有些人也會留著信，等李淑
惠來的時候，請她幫忙看。
另外一次經驗，是朱女士因為跌倒，腿跌斷
了。李淑惠非常關心她，時常打電話過來問候，
親切地問她復原的狀況，問她走路好些了嗎?常常
李淑惠也會問: 你需要我幫你什麼忙嗎? 朱女士請
教李淑惠關於復健的問題，她也非常詳細的告知
，朱女士就明白了，心理有個底，知道該怎麼樣
跟醫師來對談。李淑惠以專業知識幫助老人分析
，一般子女很難做到這樣。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
今年的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是 10 月 15 日到 12
月 7 日，大約在 9 月中到 10 月初左右，長者們會開
始收到有關 2021 您保險有什麼改變的通知(notice
of change)。若不喜歡您保險的改變，可以找人換
個更合適的計畫。當然，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
李淑惠是最佳人選，請先電話或微信預約時間，
如果保險有問題的話，可以在電話中解釋。若有
需要，李淑惠將戴口罩為長者們服務。
李 淑 惠 的 電 話 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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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成大校友會2020
休士頓成大校友會
2020年年,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
長謝函與賀函。
新任會長張博士致答謝詞，並闡明校友
會未來兩年的目標，鼓勵大家踴躍參與校友
會舉辦的活動，同時也介紹理事團隊。最後
大會由穆樂倫校友主講【如何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在生活上增強免疫力】為題，為校友
們提供寶貴的資訊。大會於 4 點圓滿結束。

休士頓成功大學校友會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六日下午 2 點舉行網絡校友年會，並舉行
會長交接典禮。大會由校友會顧問趙婉兒女
士主持。趙女士首先致歡迎詞，其次由現任
會長顧寶鼎博士介紹現任理事，並答謝過去

兩年來對校友會的支持與協助。顧博士也趁
此機會與校友辭行，因其將返台工作，為台
灣風力發電貢獻所長。接著由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致詞，勉勵校友們發揮成
大優良傳統，未來若有適當時機，回國貢獻

所長。再來趙女
士介紹新任會長
張世曉博士，並
進行新舊任會長
交接儀式，由羅
處長監交。結束
後由僑教中心陳
奕芳主任頒發僑
務委員會童委員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主辦專題演
講 “悶出病來
悶出病來”
” 9/13 2:00
疫情時期如何維護心理精神健康疫情對 點
成年人除了改變工作習慣等種種挑戰外，對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於有青少年和學齡小孩的家庭如何照顧。對
https://us02web.zoom.us/j/86571163308
年長者的“心病”如何化解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65 7116 3308
主題:悶出病來
Passcode: 182763
時間: 2020 年 9 月 13 日, 星期日,下午 2-4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為正確且有效面對新冠疫情、休士頓亞
裔健康教育協會邀請到相関議題的專家為您
講解。
1. 主題: 疫情期間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
講員: 柴宏醫師

2. 主題: 疫情對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
講員: 權煜醫師
3. 主題: 疫情對學童會造成那些影響
講員: 謝齡慧 School Counselor

休⼠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國慶活動⼀覽表
活 動 項 ⽬

⽇ 期

時 間

地 點

主辦單位/社團

負責⼈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9/12 (星期六)

10:00am

僑教中⼼前廣場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

9/12 (星期六)

11:00am

僑教中⼼前廣場

世界華⼈⼯商婦⼥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洪良冰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頓分會

李迎霞

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聯展

9/12 ~ 9/27

僑教中⼼展覽室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

雙⼗台灣特⾊美⾷網

9/13 (星期⽇)

2pm ~ 4pm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世界華⼈⼯商婦⼥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洪良冰

國慶醫療講座

9/19 (星期六)

2pm ~ 3pm

僑教中⼼ 203 室

安良⼯商會休⼠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

江麗君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9/25 & 9/26

4pm ~ 10pm

僑教中⼼後停⾞場

國慶籌備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何怡中

國慶盃⾼爾夫球賽

9/26 (星期六)

1pm ~ 5pm

El Dorado@Quail Valley
Golf Court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恆豐銀⾏

許勝弘

國慶寶⽯能量講座

9/27 (星期⽇)

1pm ~ 3pm

僑教中⼼⼤禮堂

休⼠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馮啟豐

國慶⼩花博

9/27 (星期⽇)

3pm ~ 5pm

僑教中⼼⼤禮堂

三民主義⼤同盟、國⽴師範⼤學校友會

⿈以法

國慶壁報展－我愛台灣

10/1 ~ 10/31

10am ~ 4pm

僑教中⼼⽂化⾛廊

休⼠頓中⽂學校聯誼會

林琬真

雙⼗中秋賞⽉健⾏

10/2 (星期五)

6pm ~ 8pm

Oyster Creek Park & Trail

美南藝⽂社、糖城臺聯會

王妍霞 陳煥澤

國慶花藝展覽

10/3 & 10/4

10am ~ 4pm

僑教中⼼⼤禮堂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

國慶休台愛⾶揚

10/8 ~ 10/31

YouTube.com,
Lambo Ballroom

休台姊妹會

Amy Coburn

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茶會

10/10 (星期六)

10am ~ 4pm
開幕 9/12, 11:30am

10:00am

僑教中⼼前廣場

國慶籌備會
協辦：榮光會、FASCA、同源會、中華公所、北⼀⼥校友會

何怡中

華僑協會、⼤專校聯會、糖城臺聯會、重型機⾞俱樂部

影⾳多媒體競賽

10/10 (星期六) 頒獎典禮

11:00am

僑教中⼼前廣場

休⼠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春蘭

看⾒台灣∼發現台灣之美
國慶寶島客家⽂物⾵情展

競賽⽇期：9/1 ~ 9/30
10/10 ~ 10/20

10am ~ 4pm
開幕 10/10, 11:30am

僑教中⼼展覽室

休⼠頓客家會

馮啟豐

雙⼗養⽣健⾝體操

10/10 (星期六)

11:15am

僑教中⼼前廣場

中華⽂化養⽣班 (德藝隊)

許三妹

國慶健康講座

10/11 (星期⽇)

2pm ~ 4pm

僑教中⼼⼤禮堂

中華⽼⼈服務協會

趙婉兒

國慶職場精英論壇

10/17, 10/24, 10/31

網路視頻

JCCAA 美南⼤專校聯會

劉美玲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國慶特刊
國慶晚宴(待定)

10/31 (星期六)

6:00pm ~ 10pm

Lambo Ball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