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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C12廣 告

金碗#1系列：春卷皮、雲吞皮 特脆，易包，
適合大小餐館使用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特脆 易包

www.wontonfood.com 832-366-1280

全新系列
NEW ARRIVAL

金碗#1系列：
春卷皮: 7'' X 7'' 6'' X 6''
雲吞皮: 4'' X 4''

Scan to view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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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OR 

OR 

B.B.Q. 불고기 

Beef 소고기 Pork 돼지고기 Chicken 닭고기 

Tofu Soup  
순두부찌개 

Bean Paste Soup  

된장찌개 

PICK ONE  

PICK ONE  

Bibimbob  
비빔밥 

Dolsot Bibimbob 
돌솥 비빔밥 

*M-THU ‘TILL 5PM 

PICK ONE 

OR 

$39.97 
*ENDS 09/30/2016 

8300 W. Sam Houston Pkwy S. #218, Houston, TX 77072  TEL832 -486-0458 

(Viet Hoa Shopping Center)  



C11廣 告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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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大西洋按摩美容學院
Bright Education Institute License#3452

*全美承認
*按摩執照-聯邦考試培訓
*600小時學時證書
學校有多家下屬按摩店/床腳店，
可以作為學生邊工作,邊上課的教學基地
*醫師助理證書 (800 小時學時)
*美容，永久脫毛，瘦身執照
*申請及更新各州執照

學生宿舍,設備齊全

中文電話：954-789-1736
754-222-6673

6890 W. Atlantic Blvd. Margate, FL 33063
info@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www.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100% 學生通過聯邦考試

(99%學生一次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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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蘭
醬
油

金
蘭
系
列

各
種
醬
油
、
調
味
醋
、
辣
筍
、
可
口
花
瓜
、
辣
豆
醬

甜
麵
醬
、
花
生
麵
筋
、
辣
蘿
蔔
、
純
麻
油
、
燒
烤
醬
。

請
到
各
大
超
級
市
場
選
購

每
飯
不
忘
…
…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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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社團聚餐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衰弱、腦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輔助治療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成份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作用
機理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星期六 2016年9月10日 Saturday, September , 201617C10影視世界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星期六 2016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16

綜合報道 將于 9月 20日上映的

法國反恐動作電影《巴黎危機》今

日發布全城警戒版終極預告片。片

中巴黎街頭接連發生的爆炸、槍戰

場面讓民衆惶恐不安，戴面具的恐

怖分子公開演說的襲擊警告，讓整

個巴黎在黑暗的籠罩下，更加的危

如累卵。該影片主要講述了由冷面

中情局特工與聰明的小偷組成搭檔

，一起揭露並破獲了一起陰謀大案

的故事。

黑暗恐襲籠罩巴黎
全城警戒高能升級

在今日曝光的終極預告中，巴

黎的街頭爆炸、槍聲不斷，社會動

蕩不安，不少無辜市民傷亡，整個

城市陷入恐襲疑雲，黑煙到處彌漫

，國防市長緊急宣布全城進入最高

警備狀態。伊德瑞斯· 艾爾巴飾演的

CIA 特工西恩 · 巴瑞爾與理查德 · 馬

登飾演的聰明小偷邁克爾· 梅森，本

是水火不容的警匪雙方，由于邁克

爾意外卷入了一場恐怖分子的炸彈

襲擊，被誤以爲是恐怖分子被抓。

通過對峙，兩人明白恐襲背後隱藏

著更大的秘密，于是雙雄聯手，各

展才能，開始揭開整個危機背後的

驚天陰謀。

燃爆全場的追趕爆破戲，精彩

過瘾的近身肉搏戲，刺激驚險的追

趕打鬥戲，以及動蕩不安的人群暴

動戲等酣暢淋漓的大場面動作戲一

一呈現，強烈的視覺衝擊帶給觀衆

極致體驗。而重頭戲是動作場面的

驚險刺激，耀眼火光和滾滾濃煙預

示著全城翻天地覆，巴黎千萬人命

懸一線，危機一觸即發。CIA 特工

西恩和小偷邁克爾必須在 24小時內

查清幕後恐襲黑手，隨著倒計時的

逐漸臨近，充滿懸念的劇情和高能

反轉吊足觀衆胃口。

熱血雙雄上演暴力對決
智勇雙全“破”解恐襲陰謀

恐襲危機如何“破”解，任務

全落在了“黑白搭檔”西恩和邁克

爾身上。兩大實力派男星強強聯手

，生死時限誓要破獲陰謀背後的真

正元凶。但隨著調查的步步深入，

劇情也發生了逆天反轉，戴面具的

恐怖分子，車內被警方莫名挾持，

神秘的刺青組織等線索信息，透露

出背後的真相遠沒有想象中那麽簡

單，撲朔迷離的劇情走向，使背後

隱藏的陰謀呼之欲出。

伊德瑞斯· 艾爾巴和理查德· 馬

登強強出擊，雙方關系從敵至友，

從警匪對決到雙雄聯盟，處處有反

轉有驚喜。黑白難辨的正邪較量使

劇情更具張力和神秘感。尤其是兩

人一冷一熱一強一柔的性格對比，

一個負責打打殺殺，一個負責超強

大腦，在面對重重險境下的默契配

合，從而逐步破解背後的陰謀玄機

，讓人看的直呼過瘾。

《巴黎危機》是由曾執導《伊

甸湖》、《黑衣女人》導演詹姆斯·

瓦特金斯執導，《環太平洋》男星

伊德瑞斯· 艾爾巴和《權力的遊戲》

“少狼主”理查德· 馬登領銜主演。

影片將于9月20日正式登陸院線。

巴黎危機曝終極預告
衝鋒陷陣揭驚天陰謀

綜合報道 不久之前，曾經有消息指出，著

名導演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在完成《吹夢巨人》

之後將會拍攝一部曆史題材的影片《埃德加多·

摩爾塔拉的綁架》（The Kidnapping of Edgar-

do Mortara）。這部電影他已經籌備了多年，有

望于今年的年底正式被提上制作日程。但是盯

上這個題材的並不只有斯皮爾伯格，著名的韋

恩斯坦公司也看上了這部小說。據了解，韋恩

斯坦版本的《埃德加多· 摩爾塔拉的綁架》，已

經正式啓動了。

根據外媒的報道，韋恩斯坦公司准備啓用

拍攝了《絕命海拔》的冰島導演巴塔薩· 科馬庫

來拍攝這部電影，而著名的羅伯特· 德尼羅則有

望會扮演教皇九世。不過，到目前爲止，這兩

位均沒有確定要參演本片。反觀斯皮爾伯格的

版本，多年以來活躍在戲劇舞台上的馬克· 裏朗

斯，將再度與斯氏合作，出演片中的教皇一角

，而奧斯卡· 伊薩克則將會在片中扮演一個重要

角色。這一曆史事件曾引起過巨大爭議。這部

嚴肅的電影將由曾與斯皮爾伯格合作過《林肯

》和《慕尼黑》的編劇托尼· 庫什納撰寫劇本，

目前已經打磨得比較成熟。而韋恩斯坦版本的

劇本，則被交到了《末代獨裁》的編劇傑裏米·

布洛克的手上。

"埃德加多·摩爾塔拉的綁架"雙版本

德尼羅版啓動

綜合報道 9 月 13 日是傳奇說唱歌手圖派克 · 夏

庫爾去世 20 周年的紀念。這一日，夏庫爾的傳記

片《萬衆矚目》發布了全新的預告。在預告中，

夏庫爾和其家人與朋友的對話貫穿始終。混雜著

暴力、不公、色情等等元素的鏡頭鱗次栉比地在

銀幕上顯現。一段關于一個黑人說唱歌手的人生

經曆，娓娓道來。

圖派克 · 夏庫爾，美國著名的已故說唱巨

星、演員和詩人。在《吉尼斯世界紀錄》中

他是最高銷量的說唱歌手，在全球共賣出超

過七千五百萬張專輯，包括美國本土的逾五

百萬的銷量。圖派克的歌曲圍繞暴力、黑人

貧民區、種族主義、社會問題展開。其作品

以反映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及種族上的

平等、充滿激進的革命反抗意識而聞名。 他

也同時被衆多的歌迷、評論者和業內人士看

作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位說唱藝人。圖派克 ·

夏庫爾的生活並不一帆風順，他被槍擊、被

誤判、被誤解。甚至連他的死因，都是一場

蓄意的謀殺事件。

影片由本尼 · 伯姆執導，他曾經和衆多流行歌

手合作拍攝過大量的 MV，也算是熟悉流行樂壇

運作方式的導演。根據之前的計劃，影片將會在

今年的 11 月上映。

講述黑人說唱歌手的傳奇經曆

《萬衆矚目》曝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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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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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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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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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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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謝霆鋒主理的美食綜藝節目《十二道
鋒味3》邀得楊紫瓊擔任嘉賓，兩人在第二集當中深入非洲原始部落尋找
美食靈感，霆鋒爸爸謝賢更以神秘嘉賓身份出現在“鋒味餐廳”之內，
為大家帶來驚喜。

作為地球上僅存的幾個至今維持原始飲食文化部落之一，肯尼亞的
馬賽部落是謝霆鋒、楊紫瓊的美食取經之地。霆鋒為入鄉隨俗體會馬賽

部落的生活，主動提出要嘗試鑽木取火，雖然謝大廚跟楊紫瓊屢屢失
敗，但經過不懈努力，最後木頭上還能冒出了小火苗，他即興奮得拿出
“神秘法寶”玉米粒為當地小朋友製作了一鍋完美的爆米花，兩人先是
分給小朋友，最後自己也吃得不亦樂乎。大夥兒很快便打成一片，更一
起玩丟手絹遊戲，小朋友似乎都是天生飛毛腿，拍慣打戲的大哥哥大姐
姐倒是奮力直追方能勢均力敵，但現場是充滿了歡笑之聲。

而“鋒味餐廳”在中秋佳節，迎來一位最特別的神秘嘉賓謝賢（四
哥），四哥剛度過80歲大壽，但其帥氣不減，他一出場，顧客們都被其
神采懾住，這位男神爸爸則一貫調皮，頻頻語出驚人。霆鋒笑言早有預
感爸爸會到來，似乎已是準備充足，但謝賢似乎並不是特別“賣賬”。
當楊紫瓊走進餐廳跟四哥握手時，四哥即搞笑說：“我還沒和兒子握手
呢！”楊紫瓊又問起四哥對兒子的菜式有何品評？四哥直接回答：“不
好吃！”在場人無不對此答案感到震驚，楊紫瓊遂再打圓場要求四哥再
吃一口，他再試味後即說：“更難吃！”似是決意不誇讚兒子廚藝。

四哥嘴硬不讚兒子廚藝
了解父親脾氣的謝大廚卻毫不在意，只見他微微一笑退入後廚。方

才還批評兒子的謝賢突然就變了個人，他忍不住向楊紫瓊透露當年霆鋒
學做菜時神不知鬼不覺，他為兒子感到驕傲在說：“突然就能做那麼多
菜，我都不知道！”過一會兒，四哥又偷偷“慫恿”其他食客唱《因為
愛所以愛》給兒子打氣，霆鋒聽到的歌聲邊笑着裝罵人道：“好干擾
哦！”看來這兩父子的耍酷情感是同出一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黎燕珊為有線娛
樂台主持的第三輯“往事
並不如煙之情書”中，將
揭開更多女藝人埋藏於心
底對感情的愛恨一頁，但
珊姐傾聽完女人心事也答
應“埋單”，將在節目中
公開自己感情狀況。

珊姐離婚至今有 16
年，其間雖緋聞不多，但
原來她曾經一度考慮再
婚，不過最終亦放棄這段
感情。珊姐自言是位傳統
女性，離婚對她傷痛很
大，要好一段時間才能重

新接受別人追求，而一直也有不少追求者，當中不乏事
業有成的好男人，其中一位追求者在約會她不久便很有
誠意地向她求婚，珊姐說：“當年我的確有一點動心，
真的想找個肩膀依靠，但礙於當時一對仔女年紀尚小，
我怕仔女不能接受新爸爸。”珊姐拒愛後繼續獨力撫養
一對子女，即使單親的路不易行，她仍自強不息，也才
能獲得子女尊重，明白身邊沒缺乏愛。珊姐說：“現子
女都長大，有機緣遇上有安全感的人，都會想找個
伴。”

靠毅力展開人生
被問到是否已經原諒了前夫劉永，珊姐帶點感觸

說：“事情早已經放下了，我幾乎都忘記了自己曾結過
婚，都是太久的事情了，這場惡夢都不想再記起了！”
珊姐坦言有後悔愛過對方，畢竟一起曾有過共同的承
諾，還一起組織家庭，但卻被他一手摧毀了原本美好的
家庭。如果她與前夫是一封情書，珊姐會覺得從前是無
數的問號，所有不幸的事為何偏偏選中她？不過現已成
句號，她說：“句號之後，就要得靠自己的毅力去展開
人生的另一個章節。”

赴非洲體會原始鑽木取火

霆鋒楊紫瓊做爆米花給小孩

超性感示人 男友不關心

唐詩詠 洪永城爆

最在乎手機

自與洪永城拍拖後的唐詩詠未有收起性
感，16日穿上魚網低胸裙亮相，中門

大開成功吸睛，她笑言自己對性感沒有極
限，說道：“因為我好喜歡條裙，女生未
必有極限，見到靚衫可以一路推低極限，
只有真空未夠膽嘗試。”笑問裝扮有否先
給男友洪永城過目時，她笑道：“他看新
聞就會知，最重要是靚，而且他不關心我
穿什麼，只提醒我記得要挑有雙鏡頭的新
手機，但我結果都挑錯。”

至於之前中秋佳節二人有沒有團圓？
詩詠表示她去了朋友家玩，男友就忙於工

作，雖然未有機會同度佳節，但大家都在
同一天空下。現場電訊商送贈有詩詠肖像
的手機殼，問她會否與男友用情侶手機
殼？她說：“我就不喜歡情侶裝，反而為
另一半設計會更好，因為更有紀念價
值。”

展鵬笑稱孖袁偉豪影婚照
陳展鵬與袁偉豪（Ben）在《城寨英

雄》熱潮下多了不少外快，二人希望熱潮
能繼續延續，並互相戴高帽，展鵬說：
“Ben拍很多廣告，又做香港先生頒獎嘉

賓，我都好想做，不過做不到。”袁偉豪
就笑稱展鵬可以做香港小姐最上鏡小姐評
判，可以奉旨看靚女。由於二人在《城》
劇中的“牙佬”、“拳佬”形象深入民
心，更有同人漫畫（講述男士之間愛戀的
漫畫）出現描寫兩男之間的故事，展鵬笑
稱有看過漫畫，覺得畫功不錯可以開拓另
類市場。日前稱未有結婚打算的袁偉豪，
表示有婚紗商找他與女友拍廣告，但他認
為未到時候暫時不會。笑指他可與展鵬拍
時，展鵬笑道：“我都想拍婚紗，不過男
男在香港未合法，或者要去海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唐詩詠、陳展鵬與袁偉豪16

日到電訊商店舖宣傳新手機開賣活動，吸引大批粉絲圍觀，當

中以展鵬粉絲聲勢最浩大。而詩詠更穿上黑色透視魚網裙，大

秀胸前“事業線”，詩詠稱男友洪永城對她的衣着毫不關心，

只提醒她記得要選有雙鏡頭的新手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黑妹”李麗霞、漢洋及譚嘉荃16
日出席中秋聯歡晚會，與大班長者
一同歡度中秋假期。黑妹表示活動
後蔣志光來接她北上登台，而原本
日前她要到廈門登台，唯颱風影響
演出被迫取消。

黑妺透露原本心臟有事，血壓

又飆升得厲害，今年她就開始吃
素，身體的機能都回復過來大有進
步。

黑妹高興地說：“以前我初
一、十五常忘記吃齋，所以每年七
月會一整個月吃齋補數，但一直沒
戒口，到感覺身體不好，今年便開
始素食，少鹽少油少辣，加上每朝

七點去登山兩小時，間中又做運動
去打高爾夫球，健康進步不少！”
她表示做運動要持之以恆，日前還
拉着肥媽一起去打高爾夫球。

譚嘉荃與經理人漢洋最近到過
峴港演出沙灘秀，他倆表示當地風
景優美，本來也想在沙灘暢泳，奈
何太大浪只可滑浪，到轉到酒店泳
池卻發現正裝修，所以帶去的泳衣
也用不着。

怨前夫摧毀家庭
黎燕珊曾因子女拒再婚

黑妹茹素改善身體機能

■唐詩詠的透視
Look 大秀胸前
“事業線”。

■幾位嘉賓獲電訊商送贈其獨有的手機殼。
■展鵬(左)讚描寫他與“牙佬”
故事的同人漫畫畫得不錯。

■自與洪永城拍拖後，唐詩詠未有
收起性感。 資料圖片

■謝霆鋒與楊紫瓊成功製作爆米
花，並跟非洲小童分享。

■黎燕珊公開自己的感情狀
況。

■漢洋 ■李麗霞 ■譚嘉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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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跨境住房按揭貸款涉4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橫琴新區管委

會日前表示，橫琴晉身自貿區後，金融創新進一步加快，與港

澳金融合作亦深化，並在全國首次開展跨境住房按揭貸款試

點，便利港澳居民在自貿區置業，目前該業務累計收匯已超

40億元人民幣。

珠海橫琴新區開發6年來，從只
有1家農信社分社，到今年7月

末金融類企業增至2,943家。近年
來，廣東自貿區前海、南沙、橫琴三
大片區都在大力發展金融產業。

便利港澳居民在自貿區置業
橫琴新區管委會表示，目前橫

琴已有銀行、證券、公募基金、保
險、私募投資基金、融資租賃、保
理、小額貸款等16種細分金融類企
業，構建起傳統金融機構和新興金融
業態共同發展的多層次金融服務組織

體系，區內財富管理機構資產管理規
模超2萬億元人民幣。

同時，橫琴金融創新亦多方面走在
內地前列，與港澳金融合作亦進一步深
化。跨境人民幣貸款試點、港澳居民跨
境住房按揭的業務量增長迅速，橫琴與
港澳的金融合作在銀行業務、基金產
品、保險服務市場互聯互通等方面取得
進展。據最新統計，現時入駐橫琴的港
澳資金融企業達87家，澳門國際銀行
設立橫琴代表處，成為CEPA框架下第
一家進駐內地的澳資銀行；港資銀行東
亞銀行、創興銀行相繼落戶。

■橫琴在全國首次試點跨境住房按揭貸款，便利港澳居民前往置業，
目前該業務累計收匯超40億元人民幣，圖為橫琴樓盤。

黃河財險正式籌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甘

肅報道）甘肅省首家全國性地方法
人保險公司黃河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日前正式獲中國保監會批准籌
建。

首期註冊資本25億元
黃河財險首期註冊資本25億元

人民幣，由甘肅省公航旅集團作為
主發起人，聯合中國鐵建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名城地產（福建）有限
公司、蘭州蘭石集團有限公司、白
銀有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交
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讀者出版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甘肅遠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蘭
州新區城市發展投資有限公司8家企業共同發起設
立。

甘肅省公航旅集團副董事長榮志遠介紹，黃河
財險是甘肅第一家地方法人保險公司和保險業第一
家致力於打造向西開放平台的公司，註冊地在蘭州
市的黃河財險公司將分別在北京、蘭州設立總部。

榮志遠表示，黃河財險將圍繞國家“一帶一
路”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發揮股東在基礎設施建設
方面的資源、人才和技術優勢，創新發展工程保
險，打造工程保險業務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其業務
經營範圍還包括機動車輛保險、企業和家庭財產保
險、責任保險、船舶和貨運保險、短期健康和意外
傷害保險，以及上述業務的再保險等保險業務。

■黃河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獲批籌建新聞發佈會現場。
肖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記者從江蘇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獲悉，一批產自江蘇
省淮安市金湖縣高郵湖水域的
200公斤鮮活小龍蝦，已經順利
經由南京口岸空運輸往香港地
區，將直接供應在港開設的高郵
湖龍蝦專營店。內地鮮活小龍蝦
輸港尚屬首次。

據淮安檢驗檢疫部門工作
人員柏愛旭介紹，我國過去每
年以數萬噸的體量對外出口小
龍蝦，均以蒸煮、冷凍整隻龍
蝦、冷凍龍蝦仁等小龍蝦熟製
品為主。此次出口鮮活小龍
蝦，是一項突破。

在檢驗檢疫方面，實現了內地
和香港共同關注的49個檢測項目
全覆蓋，安全控制小龍蝦養殖全過
程，從成品流行性疫病、有毒有害
物質監測方面抓關鍵，確保發運包
裝現場條件符合水生動物出境的標
準要求，成品包裝無污染。目前，
高郵湖生態漁業有限公司已經獲得
出口香港活動物養殖場資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由於粵港兩地
跨境電商進出口金額龐大，並且仍呈快速增長態勢，為了促
進其發展，由廣東省跨境電子商務行業協會和廣東省南方電
子商務創新服務中心主辦的“粵港互認，放心交易—粵港電
子簽名互認證書香港推介會”日前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舉
行，粵港兩地政府代表以及100多位來自粵港兩地企業家們
出席會議。此次會議探討粵港電子簽名互認證書在電子商務
以及跨境電商領域中交易、支付和通關報關等方面的應用，
幫助粵港商家在粵港互認證書的保障下，解決消費者和商家
之間的信任問題。

西部首個“僑夢苑”在川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中國國務院

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日前在成都舉行的第七屆海外華僑
華人專業協會會長聯席會上表示，從今年起在全國僑辦系
統實施的“萬僑創新行動”中，作為華僑華人創新創業基
地和僑商產業聚集區，“僑夢苑”將為僑胞回國創新創業
提供全鏈條服務。

據了解，“僑夢苑”是在國家重點發展戰略佈局中的
精華地帶精心打造的僑商產業和海外高端人才聚集區、萬僑
創新行動核心載體、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特色園區。目前，國
務院僑辦掛牌成立的“僑夢苑”園區已經有13家，分別位
於北京、天津、河北、吉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湖
北、湖南、廣東、四川。

騰訊理財通夥萬科推理財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騰訊理財通日

前宣佈與深圳萬科正式啟動“夢想家計劃”，投資者只要連
續購買騰訊理財通產品，每月定投金額1,000元人民幣並持續
5年，便可在購買萬科房產時獲得3%的折扣優惠，此舉引起
了一些投資者的關注和興趣。

據悉，除了與萬科的合作以外，騰訊理財通還與周大福、
華為手機等多個知名品牌進行了跨界合作的嘗試。騰訊金融市
場部負責人林文欽表示，未來騰訊理財通還將繼續在“衣食住
行遊樂”等各個生活領域與強勢品牌進行跨界合作，為用戶開
發更多生活化理財場景。

蘭州夥鹿特丹建智慧陸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以“攜手絲路

面向世界”為主題的2016“一帶一路”中國（蘭州）國際跨
境電商物流大會日前在蘭州市召開，國家相關部委、“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代表、內地城市代表、重要企業代表及行業
知名專家、學者等千餘人集聚一堂，探討中歐班列、自貿區
與跨境電商綜合試點、網上“一帶一路”建設，蘭州國際港
務區與荷蘭麥考彌（鹿特丹港）公司合作的智慧陸港項目簽
約，雙方將共建先進性、技術性與實用性相結合並具有蘭州
特色的智慧陸港多式聯運平台和國際物流網絡。簽

粵港探討電子簽名互認證書

C4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特
約
經
銷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從 業 22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打通血管 清除脂紋斑塊，打通血
管堵塞，改善胸悶、心悸、心絞痛，
預防心肌梗塞
◆三降一升 有效降低甘油三酯 / 壞
膽固醇 / 血壓，升高好膽固醇
◆強健心肌 改善心肌缺血缺氧，起
效快，作用持久，無副作用

買 6 送 1 ● 買 12 送 3

骨精華
消除關節疼痛 / 骨刺
防止骨質疏鬆 / 骨折

【2016 最新見證】浙江陳水忠先生一年
前突發腦中風，緊急住院治療後，開始服
用心血通和益腦靈， 恢復得特別好，打
羽毛球連續幾小時，他說，非常感謝心血
通、益腦靈，貝佳藥業是我的貴人！●上
海韓建煌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 
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胸悶
胸痛痊癒，飛到紐約看兒子。

美國專利骨精華火了！骨精華用戶遍佈全球，在北美
500 家參茸藥房，及 Amazon、文學城、淘寶等門戶網
站熱銷。以下為骨精華與北美同類骨產品的四大區別：

◆雙效合一 骨精華突破其它產品只補鈣或只補骨膠
質的缺陷，既補 II 型骨膠質 Kolla 2，又補鈣，全面
防止骨質疏鬆、腿腳抽筋、骨折
◆劑量充足 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 2，同
時小劑量補鈣，讓關節吃飽，全面消除關節痛、響聲、
骨刺、五十肩
◆超小分子 骨精華超小分子結構，和人體軟骨結構
最吻合，有利於腸胃和骨骼吸收，不像其它產品使
用豬、牛骨粉大分子，難吸收
◆ 配 方 科 學 骨精華 富 含 Kolla 2、Glucosamine、
Chondroitin、MSM、Calcium，而其它產品配方單一。
骨精華勁爆給力，六周見效，一療程療效卓著，兩
療程鞏固療效果

免費
洽詢

美國專利骨精華火了！骨精華用戶遍佈全球，在北美 500 家參茸藥房，
及 Amazon、文學城、淘寶等門戶網站熱銷。以下為骨精華與北美同類
骨產品的四大區別：

【2016 最新見證】杭
州朱鵬鷹父親一直受
胯關節疼痛困擾，吃
了一年骨精華，疼痛
明顯改善，這次，朱
女士買了更多骨精華
給患有肩周炎的公公
使用。●天津外國語
學校原校長范桐行，
骨質疏鬆幾次骨折，
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
給她服用，骨折關節
癒合，實名見證骨精
華功效。

◆提高記憶力 增強腦供血供氧，
克服銀髮族、電腦族記憶力衰退
◆預防腦中風 改善頭暈、目眩、
耳鳴、手腳麻木、突然間口眼歪斜
◆抗老年癡呆 抵禦中老年癡呆、
認知障礙，安全有效

【最新見證】程先生大陸
來美，十幾個小時沒合
眼，下飛機突感雙臂雙腿
麻木，不聽使喚，趕緊去
醫院，出院後聽親戚推薦
吃益腦靈，恢復得非常
好，再無手腳麻木感。 

心血通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益 腦 靈
祛除頭暈耳鳴麻木
預防腦中風 / 老年癡呆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

秋季大贈送  購任何產品一療程送葡萄籽精 1 瓶，兩療程送 2 瓶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天然蝦青素
Natural  Astaxanthin

自然界最強抗氧化劑 抵抗衰老，護眼明目
保護關節，清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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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15
日，里約殘奧會結束五人
制盲人足球賽準決賽，中
國盲人男足（盲人國足）
以1：2遭巴西逆轉，無緣
決賽。中國隊將於當地時
間17日與阿根廷爭奪銅
牌。
據騰訊體育消息，在

里約殘奧會上，盲人國足
首戰以1：0小勝勁旅西班
牙，取得開門紅。接着在
第二輪比賽中，以2：0戰
勝墨西哥，小組賽兩連
勝，提前鎖定四強席位。

在15日的準決賽，中
國隊隊長王亞峰在第14分
鐘打破僵局，為中國成功
破門。隨後巴西憑借傑菲
尼奧第20和第30分鐘的

進球，最終2：1逆轉中國
晉級決賽。盲人國足將與
阿根廷爭奪銅牌，後者在
準決賽以1：2不敵伊朗。

在2004年的雅典殘奧
會，五人制盲人足球項目
首次進入殘奧會，它對於
盲人足球運動是一個里程
碑。兩年後的2006年，中
國正式組建首支盲人足球
隊，並參加了兩年後的北
京殘奧會，獲得亞軍；
2012年倫敦殘奧會，盲人
國足獲第5名。

■記者 陳曉莉

已在輪椅劍擊項目收穫1銀1銅的
港隊，15日再由吳舒婷、余翠怡

及陳蕊莊組隊出戰輪椅劍擊女子重劍
團體賽，小組賽未逢敵手，分別以
45：17及45：27大勝巴西隊和波蘭隊
躋身四強，其後又以45：34擊敗匈牙
利隊。在當晚進行的金牌爭奪戰，港
隊迎戰國家隊，雙方爭持激烈，其後
國家隊一度拉開比數，港隊奮力搶攻
仍無法扭轉局面，終以35：45落敗，
取得一面銀牌。由榮靜、鄒緒鳳和周
景景組成的中國國家女子重劍隊則將
金牌收入囊中。

梁育榮硬滾坐亞望冠
劍擊賽場奪銀，硬地滾球方面也

傳捷報。硬地滾球個人賽半準決賽方

面，港將雖有梁美儀（BC1級）及何
宛淇（BC3級）分別不敵韓國及希臘
運動員雙雙出局，但梁育榮（BC4
級）則以4：2擊敗英國強敵晉級，隨
後又以 7：4淘汰泰國對手Pornchok
LARPYEN，順利躋身決賽。

港隊在第八日賽事結束後，已累
積奪得1金2銀2銅，於獎牌榜位列第
47名。國家隊當日共收穫9塊金牌，
其中在游泳項目，打破倫敦殘奧會創
下24塊游泳金牌紀錄後，國手們在游
泳項目的奪金勢頭絲毫不減，當天一
共收穫 4塊金牌，金牌總數達到 31
塊。另外，在田徑賽場同樣有4金入
賬，令中國國家隊在今屆殘奧會已累
積84金66銀41銅，繼續傲視獎牌榜。
英國以49金位列第二，烏克蘭35金排

第三。兩天沒有金牌進賬的東道主巴
西名次有所下滑，以10金25銀18銅名
列獎牌榜第七。

■記者 陳曉莉

女重團體賽不敵國家隊

香港健兒當地時間15日再在里約殘

奧會憑輪椅劍擊增添一面銀牌；另外，梁

育榮也於硬地滾球個人賽準決賽以7：4

擊敗泰國選手躋身決賽，坐亞望冠。行政

長官梁振英祝賀港隊再締佳績，他說︰

“吳舒婷、余翠怡和陳蕊莊的出色表現，

是艱苦鍛煉、努力不懈的成果，我和香港

市民都引以為傲。”國家隊方面，則繼續

高奏凱歌，全日收穫9塊金牌，其中田

徑、游泳兩個大項貢獻了8塊。 盲
人
國
足
負
巴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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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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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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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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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奧會獎牌榜
（截至第八日比賽）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計

1 中國 84 66 41 191

2 英國 49 28 31 108

3 烏克蘭 35 27 30 92

4 美國 30 33 26 89

5 澳洲 14 24 22 60

......

47 香港 1 2 2 5

黃鎮廷 何鈞傑

晉中乒賽男雙四強

■中國球員王亞鋒（右）
在比賽中跌倒。 新華社

■梁育榮於硬地滾球個人賽躋
身決賽。 香港殘奧會圖片

■“科龍組
合”在男雙
比賽輕鬆獲
勝。中新社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2016中國乒乓球公
開賽（中乒賽）在四川成都開幕。港小將何
鈞傑繼奪U21男單冠軍後，16日再與師兄黃
鎮廷合作出戰男雙比賽，結果以3：1勝馬來
西亞選手進入四強。
據中新社消息，中乒賽創辦於1988年，

至今已舉辦了20多年。作為一項傳統性國際
大賽，該賽被列為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6站
超級系列賽之一，也是在中國內地舉辦的唯

一的世界巡迴賽，今年吸引包括張繼科、馬
龍、許昕、丁寧、劉詩雯、薩姆索諾夫等15
個國家和地區的世界知名球員報名參賽。

在首場揭幕戰中，國乒選手丁寧、劉詩
雯迎戰中華台北選手熊乃儀、黃怡樺。比賽
伊始，丁寧和劉詩雯即火力全開，以11：
7、11：3輕鬆拿下前兩局。第三局比賽中，
丁寧、劉詩雯一度被熊乃儀、黃怡樺以8：7
趕超，雙方隨即開啟拉鋸戰模式。最終第三

局丁寧、劉詩雯以11：9取得勝利，總比分3
比0獲勝。

在記者問及對此次公開賽期待時，剛獲
得大滿貫的丁寧笑言“沒有目標”。她指
出，里約奧運會後練習時間減少，這次公開
賽將以以賽代練的心態面對，盡力打好每一
場比賽。
而在男子雙打比賽中，國乒強強組合馬

龍、張繼科以3：1戰勝韓國組合金東炫、金
玟錫。賽後，張繼科表示：“這可能是我參
加公開賽以來人氣最火爆的一次，希望粉絲
保護自己的嗓子。”
港隊方面，除黃鎮廷／何鈞傑晉男雙四

強外，杜凱琹與李皓晴也均打入女單次輪，
不過她們在女雙比賽則以0：3負韓國組合，
提前遭淘汰。 ■記者 陳曉莉

■香港輪椅重劍隊（左）與冠軍及
季軍隊伍合影。 香港殘奧會圖片

■港將余翠
怡（右）在
比賽中主動
出擊。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旺角大球
場超過4千名球迷見證下，季初曾一度陷於“散
班”邊緣的東方龍獅以上佳的表現證明己隊仍是
今季港超最強的冠軍競爭者之一，他們16日輕描
淡寫下以3：1力克傑志，不僅為東方奪得今季首
座錦標─社區盃冠軍，更讓球隊重拾身為班霸
的信心。
季前因贊助商問題一度導致軍心不穩，東方

龍獅極希望以錦標來一振士氣，除精銳盡出外，
新援洛迪古斯首度亮相與勞高合力攻堅，相反傑
志今仗則收起部分正選，前線則以林志堅夥拍辛
祖及艾力士。

整個上半場東方佔盡優勢，開賽僅14分鐘
東方便先拔頭籌，勞高接應李康廉傳中近門建
功成1：0。換邊後傑志作出多個調動即見效
果，林恩許及林柱機後備入替後搶回中場主

動，而保殊的頭鎚入球更為傑志扳成平手。東
方新前鋒洛迪古斯今場顯示出不俗質素，無論
身體質素及技術均有一定水平，63分鐘更接應
隊友妙傳冷靜射入助東方再度領先2：1，加上
麥基完場前勁射破網，東方最終以3：1擊敗傑
志勇奪社區盃冠軍。
經過季前的風風雨雨，東方主帥陳婉婷表示

這個冠軍更加珍貴。而對於洛迪古斯首次上陣便
取得入球，陳婉婷認為此子今季可成球隊的進攻
重心：“洛迪古斯是一名十分有質素的球員，今
場有入球更是信心大增，現時他的狀態還未十
足，經過磨合後可望看到他真正威力。”

東方奪社區盃 重拾班霸信心

■曾一度陷“散班”邊緣的東方奪社區盃。 郭正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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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15
日，里約殘奧會結束五人
制盲人足球賽準決賽，中
國盲人男足（盲人國足）
以1：2遭巴西逆轉，無緣
決賽。中國隊將於當地時
間 17日與阿根廷爭奪銅
牌。

據騰訊體育消息，在
里約殘奧會上，盲人國足
首戰以1：0小勝勁旅西班
牙，取得開門紅。接着在
第二輪比賽中，以2：0戰
勝墨西哥，小組賽兩連
勝，提前鎖定四強席位。

在15日的準決賽，中
國隊隊長王亞峰在第14分
鐘打破僵局，為中國成功
破門。隨後巴西憑借傑菲
尼奧第20和第30分鐘的

進球，最終2：1逆轉中國
晉級決賽。盲人國足將與
阿根廷爭奪銅牌，後者在
準決賽以1：2不敵伊朗。

在2004年的雅典殘奧
會，五人制盲人足球項目
首次進入殘奧會，它對於
盲人足球運動是一個里程
碑。兩年後的2006年，中
國正式組建首支盲人足球
隊，並參加了兩年後的北
京殘奧會，獲得亞軍；
2012年倫敦殘奧會，盲人
國足獲第5名。

■記者 陳曉莉

已在輪椅劍擊項目收穫1銀1銅的
港隊，15日再由吳舒婷、余翠怡

及陳蕊莊組隊出戰輪椅劍擊女子重劍
團體賽，小組賽未逢敵手，分別以
45：17及45：27大勝巴西隊和波蘭隊
躋身四強，其後又以45：34擊敗匈牙
利隊。在當晚進行的金牌爭奪戰，港
隊迎戰國家隊，雙方爭持激烈，其後
國家隊一度拉開比數，港隊奮力搶攻
仍無法扭轉局面，終以35：45落敗，
取得一面銀牌。由榮靜、鄒緒鳳和周
景景組成的中國國家女子重劍隊則將
金牌收入囊中。

梁育榮硬滾坐亞望冠
劍擊賽場奪銀，硬地滾球方面也

傳捷報。硬地滾球個人賽半準決賽方

面，港將雖有梁美儀（BC1級）及何
宛淇（BC3級）分別不敵韓國及希臘
運動員雙雙出局，但梁育榮（BC4
級）則以4：2擊敗英國強敵晉級，隨
後又以 7：4淘汰泰國對手Pornchok
LARPYEN，順利躋身決賽。

港隊在第八日賽事結束後，已累
積奪得1金2銀2銅，於獎牌榜位列第
47名。國家隊當日共收穫9塊金牌，
其中在游泳項目，打破倫敦殘奧會創
下24塊游泳金牌紀錄後，國手們在游
泳項目的奪金勢頭絲毫不減，當天一
共收穫 4塊金牌，金牌總數達到 31
塊。另外，在田徑賽場同樣有4金入
賬，令中國國家隊在今屆殘奧會已累
積84金66銀41銅，繼續傲視獎牌榜。
英國以49金位列第二，烏克蘭35金排

第三。兩天沒有金牌進賬的東道主巴
西名次有所下滑，以10金25銀18銅名
列獎牌榜第七。

■記者 陳曉莉

女重團體賽不敵國家隊

香港健兒當地時間15日再在里約殘

奧會憑輪椅劍擊增添一面銀牌；另外，梁

育榮也於硬地滾球個人賽準決賽以7：4

擊敗泰國選手躋身決賽，坐亞望冠。行政

長官梁振英祝賀港隊再締佳績，他說︰

“吳舒婷、余翠怡和陳蕊莊的出色表現，

是艱苦鍛煉、努力不懈的成果，我和香港

市民都引以為傲。”國家隊方面，則繼續

高奏凱歌，全日收穫9塊金牌，其中田

徑、游泳兩個大項貢獻了8塊。 盲
人
國
足
負
巴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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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奧會獎牌榜
（截至第八日比賽）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計

1 中國 84 66 41 191

2 英國 49 28 31 108

3 烏克蘭 35 27 30 92

4 美國 30 33 26 89

5 澳洲 14 24 22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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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廷 何鈞傑

晉中乒賽男雙四強

■中國球員王亞鋒（右）
在比賽中跌倒。 新華社

■梁育榮於硬地滾球個人賽躋
身決賽。 香港殘奧會圖片

■“科龍組
合”在男雙
比賽輕鬆獲
勝。中新社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2016中國乒乓球公
開賽（中乒賽）在四川成都開幕。港小將何
鈞傑繼奪U21男單冠軍後，16日再與師兄黃
鎮廷合作出戰男雙比賽，結果以3：1勝馬來
西亞選手進入四強。

據中新社消息，中乒賽創辦於1988年，
至今已舉辦了20多年。作為一項傳統性國際
大賽，該賽被列為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6站
超級系列賽之一，也是在中國內地舉辦的唯

一的世界巡迴賽，今年吸引包括張繼科、馬
龍、許昕、丁寧、劉詩雯、薩姆索諾夫等15
個國家和地區的世界知名球員報名參賽。

在首場揭幕戰中，國乒選手丁寧、劉詩
雯迎戰中華台北選手熊乃儀、黃怡樺。比賽
伊始，丁寧和劉詩雯即火力全開，以11：
7、11：3輕鬆拿下前兩局。第三局比賽中，
丁寧、劉詩雯一度被熊乃儀、黃怡樺以8：7
趕超，雙方隨即開啟拉鋸戰模式。最終第三

局丁寧、劉詩雯以11：9取得勝利，總比分3
比0獲勝。

在記者問及對此次公開賽期待時，剛獲
得大滿貫的丁寧笑言“沒有目標”。她指
出，里約奧運會後練習時間減少，這次公開
賽將以以賽代練的心態面對，盡力打好每一
場比賽。

而在男子雙打比賽中，國乒強強組合馬
龍、張繼科以3：1戰勝韓國組合金東炫、金
玟錫。賽後，張繼科表示：“這可能是我參
加公開賽以來人氣最火爆的一次，希望粉絲
保護自己的嗓子。”

港隊方面，除黃鎮廷／何鈞傑晉男雙四
強外，杜凱琹與李皓晴也均打入女單次輪，
不過她們在女雙比賽則以0：3負韓國組合，
提前遭淘汰。 ■記者 陳曉莉

■香港輪椅重劍隊（左）與冠軍及
季軍隊伍合影。 香港殘奧會圖片

■港將余翠
怡（右）在
比賽中主動
出擊。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旺角大球
場超過4千名球迷見證下，季初曾一度陷於“散
班”邊緣的東方龍獅以上佳的表現證明己隊仍是
今季港超最強的冠軍競爭者之一，他們16日輕描
淡寫下以3：1力克傑志，不僅為東方奪得今季首
座錦標─社區盃冠軍，更讓球隊重拾身為班霸
的信心。

季前因贊助商問題一度導致軍心不穩，東方

龍獅極希望以錦標來一振士氣，除精銳盡出外，
新援洛迪古斯首度亮相與勞高合力攻堅，相反傑
志今仗則收起部分正選，前線則以林志堅夥拍辛
祖及艾力士。

整個上半場東方佔盡優勢，開賽僅14分鐘
東方便先拔頭籌，勞高接應李康廉傳中近門建
功成1：0。換邊後傑志作出多個調動即見效
果，林恩許及林柱機後備入替後搶回中場主

動，而保殊的頭鎚入球更為傑志扳成平手。東
方新前鋒洛迪古斯今場顯示出不俗質素，無論
身體質素及技術均有一定水平，63分鐘更接應
隊友妙傳冷靜射入助東方再度領先2：1，加上
麥基完場前勁射破網，東方最終以3：1擊敗傑
志勇奪社區盃冠軍。

經過季前的風風雨雨，東方主帥陳婉婷表示
這個冠軍更加珍貴。而對於洛迪古斯首次上陣便
取得入球，陳婉婷認為此子今季可成球隊的進攻
重心：“洛迪古斯是一名十分有質素的球員，今
場有入球更是信心大增，現時他的狀態還未十
足，經過磨合後可望看到他真正威力。”

東方奪社區盃 重拾班霸信心

■曾一度陷“散班”邊緣的東方奪社區盃。 郭正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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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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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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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賽季歐冠第 1比賽日C組壹

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展開角逐，巴塞

羅那主場 7比 0大勝凱爾特人，梅西上

演帽子戲法，蘇亞雷斯梅開二度，打入

壹球的內馬爾貢獻 4次助攻，伊涅斯塔

也有進賬。圖為蘇亞雷斯慶祝進球。

美國舉行大學橄欖球聯賽
數萬觀眾拼出巨幅星條圖

美國布裏斯托爾，2016賽季NCAA橄欖球聯賽，田納西VS弗吉尼亞理工，比賽安排在布裏斯托爾賽

道舉行，超過15萬球迷湧入賽道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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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亞冠1/4決賽次回合
上海上港0：5負於全北現代

2016亞冠聯賽迎來 1/4決賽次回合較量。在韓國全州世界

杯體育場，上海上港（紅）以 0-5慘敗於全北現代腳下止步八

強。全北現代半決賽的對手將在FC首爾和山東魯能之間產生。

近日，來自中國

各地的鋼管舞強者，

在位於天津的中國鋼

管舞訓練中心進行最

後的集訓。很快他們

將啟程參加 2016 年

世界鋼管舞錦標賽。

本屆鋼管舞世錦賽將

於 9 月 15 日至 16 日

，在羅馬尼亞布加勒

斯特舉辦。由 5名女

隊員及 1名男隊員組

成的鋼管舞國家隊，

將代表中國參加女子

單人、女子雙人及男

子單人三個項目的比

賽，與世界頂尖鋼管

舞者同臺競技。圖為

男隊員柯宏。

鋼管舞團隊中的男隊員

臺灣影視 C8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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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流行樂壇巨星王力宏帶著耗資上億
元台幣，花了 4 年精心打造的演唱會電影
《火力全開》參加多倫多影展，台北時間，
今天（16日）早上6點在可容納2000人的多
倫多市內的威爾斯公主戲院大廳舉行世界首
映。王力宏坐在廳內陪著來自全球的媒體、
影評人及民眾觀影，感受觀眾每分每秒與影
片節奏共同呼吸。

王力宏表示： 「所有感動和好笑的地方
觀眾都有熱烈反應，感動的地方靜默拭淚，
好笑的地方鼓掌歡呼。這都說明這部電影是
沒有語言、文化國界的，因為音樂就是世界
的語言！」

電影放映結束後，觀眾起立鼓掌達 3 分
鐘之久，伴隨熱烈歡呼聲，直到王力宏主動
中斷，並現場演唱《依然愛你》、《心中的
日月》、《落葉歸根》等 3 首歌，感謝影展

單位和所有觀眾熱情支持；觀眾則是拿著手
機錄影、歡呼，和王力宏大合唱，放映現場
迴盪著華語中文歌曲，也讓《火力全開》成
為今年多倫多影展官方安排最特別的一次映
後活動。

之所以演唱這 3 首歌，王力宏別有用心
。他表示，《依然愛你》是電影中最後一首
歌曲，在播映結束後，他在現場親自演唱，
讓觀眾延續對電影的感動；《心中的日月》
是為了慶祝中秋節所準備。

《落葉歸根》對王力宏的意義更為深遠
，他表示，多倫多距他長大的美國羅徹斯特
只有60英哩車程，讓他倍感親切和懷念，王
爸爸更是開了 2 個多小時的車，由羅徹斯特
到多倫多，看兒子的演唱會電影首映，讓王
力宏體會到家人的支持。

王力宏演唱會電影《火力全開》high翻多倫多

台視東森《必勝練習生》本周劇中男女
主角為戲大犧牲！柯有倫穿女裝街頭叫賣，
林予晞小露蠻腰獻出肚皮舞處女秀。

柯有倫為了劇情穿上女裝，私下的他其
實很MAN： 「有點不適應！但很奇怪，幾乎
每ㄧ檔戲都穿過女裝，可能編劇跟導演覺得
這樣比較要有反差、有效果吧！」

他回想14、15歲在香港朋友的DVD店內
打工，碰上警察臨檢盤查身分證，警察好心
提醒柯有倫店內違法銷售盜版DVD，要他趕
緊辭掉工作以免犯法，讓柯有倫嚇得隔天不
敢再去上班。

林予晞劇中上台表演肚皮舞，她私下完
全不會跳，抱著臨陣磨槍不亮也光的心情，

從網路上學了幾個基本招，原想應該可以撐
過短短幾分鐘鏡頭，但當天走完戲後發現，
「不如加點印度麥可的效果更添亮點，於是

惡補的肚皮舞沒派上用場，反倒是以前跟同
學胡鬧愛跳的寶萊塢印度舞，完成這個重責
大任。」

她雖然不是第一次在劇中跳舞，但要穿
上有點中空的肚皮舞衣還光腳在眾人面前隨
機跳舞，還是有點害羞， 「我在心裡默默告
訴自己，搞笑而已，沒問題的，而且我看到
台下Alan(柯有倫)笑得那麼開心，瘋狂鼓掌，
雖然他也是照劇本演出，但想到他平常也是
蠻喜歡印度文化梗的同好，而且笑得超誠懇
，我就有種被鼓舞的感覺，比較有自信。」

柯有倫穿女裝叫賣
林予晞露蠻腰跳肚皮舞

中秋連假，歌手忙工作也不
忘過節，日前帶母親來台度假的
李榮浩，16日飛回上海，為今晚
的 「理想音樂節」擔任壓軸，結
束和女友楊丞琳近1周的甜蜜假
期，他前晚發文： 「連吃了7個
月餅！」有女友陪伴，想必吃在
嘴裡、甜在心裡。

林俊傑近日忙著自創潮牌
「SMG」 參 加 上 海 舉 辦 的
「YOHOOD潮流展」事宜，他

不忘與粉絲共度佳節，網路還直
播親手做月餅；他將做月餅的任
務取名 「蓮蓉豆沙鴨蛋黃」，他
現學現賣，擔心成品不完美，直
呼： 「我人生第一次，大家就不
要太嚴苛啦。」

李榮浩有丞琳陪 連嗑7月餅

郭子乾、姚黛瑋、王彩樺等
人主演舞台劇《監獄TWO》，
今在台北市政府親子劇場演出2
場，郭子乾跟王彩樺在劇中演戀
人，導演特別安排1場吻戲。排
練時，郭子乾不斷閃躲，一直想
說服導演借位演出就好，王彩樺
坦言： 「想到郭哥年紀一大把了
，真的吻不下去。」郭子乾笑回

： 「眼睛一閉都一樣啦！」
王彩樺說導演很有眼光，要

打造一齣中老年版浪漫偶像劇，
16 日總彩排時，她配合劇情，
撲上郭子乾強吻 10 多秒，大夥
看了都覺得害羞。郭子乾戲裡還
有 10 秒落淚的演技，怎麼辦到
？他說： 「可能是想到接下來王
彩樺要吻我了。」

《監獄 TWO》取自社會上
光怪陸離事件，郭子乾飾演潛能
開發大師；王彩樺飾演失憶千金
，此劇把當紅話題全放進劇本，
包括提款搶案、抓寶可夢風潮等
等，是部既荒謬又寫實的情境喜
劇。

想到王彩樺強吻郭子乾10秒落淚

伊林娛樂製作、每周日晚10點在華
視播出的《名模出任務》，主持群之一
的李沛旭因為腸沾黏開刀，目前在家休
養，正在拍戲的余秉諺與黃志瑋，立即
協助救火。近 2 個月沒 「出任務」的黃
志瑋甩肉14公斤，現為92公斤。

黃志瑋前陣子忙舞台劇《瘋狂伸展
台》與戲劇演出，再為《出任務》露面
時變得更結實，原來，他這 2 個月靠運
動和不吃甜食等原始方法瘦身，隊服尺
寸掉從XXL變成L，戰力也提升，節目
中瘋狂搶分。

正拍民視八點檔《春花望露》的余
秉諺，錄影前一天仍拍戲，凌晨收工只睡幾小
時就《出任務》。余秉諺和李沛旭是同期，李

沛旭又是余秉諺婚禮伴郎，這次李請假，他義
不容辭挺兄弟。此外，大愷在節目中為了得分
，嘴對嘴與沈玉琳 「喇舌」，兩人一來一往，

畫面搞笑又噁心，讓隊員和工作人員笑得東倒
西歪。

黃志瑋鏟肉14kg《出任務》
李沛旭掛病號 余秉諺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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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為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由美京中華會館領銜
僑學界籌辦的雙十國慶系列活動已展開。包括：9/25的國慶晚會、10/9上午
的升旗典禮、中午的國慶餐會，歡迎大華府地區的僑胞屆時踴躍參加。

今年由僑委會遴派的美加地區訪演團巡迴演出 「105年國慶文化訪問團
」將提早在9/25（星期日）到達華府，華府僑胞有福了，比其他地區僑胞提
早兩週先睹為快的欣賞訪問團的精彩表演。

本次國慶文化訪問團的演出內容，以流行金曲及創意雜技為主題，並邀
請到國內知名藝人潘越雲、李明德，模仿伍佰聞名的黃上、歌路神似張惠妹
的最佳演繹歌手簡語卉、視障歌手蕭湘婷------等演藝人員共同演出懷舊
金曲、校園民歌、搖滾曲風、魅力唱腔、天籟美聲等。

訪問團以宣慰僑胞為訴求，將最美的最好的呈獻給海外僑胞，更帶來台
灣經典歌曲、演唱曲風多元，迎合個年齡層不同的喜好，讓僑胞們在懷鄉懷
舊的同時，有著共同的回味，共同的想念。

曾獲得世界小丑大賽銀牌獎的周子汧表演，也讓大家分享臺灣的文創實力
，普天同慶的歡樂氣氛，讓海外僑胞感受歡慶國慶的喜悅。

國慶巡迴訪演團晚會，由美京中華會館主辦，援往例接受僑團以每張10
元贊助，以20張為上限，歡迎向僑教中心或會館人員電話諮詢洽購。晚會地
點與去年相同，在馬州蓋城Gaithersburg High School?（101 Education
Blvd., Gaithersburg, MD 20877）大禮堂演出，時間為9月25日下午七時。

9/25的國慶晚會或10/9上午十時的國慶升旗典禮、中午的國慶餐會，
歡迎向下列人士洽詢：會館主席張和成 301-461-0810 及李治瑞
301-613-2795陸太太202-870-6094及陳惠青202-255-8666。

而雙十國慶10/10前夕，適逢星期假日，由美京中華會館於10/9主辦上
午十點的升旗典禮以及之後12點在Chinatown中國城海鮮大酒樓三樓的國
慶餐會均歡迎僑胞熱情參與及歡迎僑團認桌，每桌250元。

9/25文化訪演團蒞訪華府 10/9升旗典禮/國慶餐會/中國城登場

【本報華府訊】即將在九月二十五日（星期
日）舉行的 「我們中國人的抗戰史、中華民族抗日
戰史」論壇，已確定由當年曾參與戰事，且於後;
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行政院院長及
至陸軍一級上將的郝柏村為主賓，親臨會場主講，
大華府地區華人僑胞以及鑽研史實的專家學者們欣
聞此訊，莫不相互走告，相偕參加這場
「抗日戰場的真相」講座。

9/25(星期日)當天的活動地點在華盛
頓國家新聞中心宴會廳（The National
Press Club Ballroom）(529 14th St N.
W. Washington D.C.)，當天活動的程式
包括：中午12點半到一點半主辦單位提
供自助便餐，一點半到五點半是論壇時間
，下午七點半開始是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
的年度盛會，亦由主辦單位贊助招待，唯
與會者必須經由主協辦及籌備單位的推介
，在接獲邀請函後報名登記，俟完成報名
登記手續後，始能優先進入會場。

九月二十五日全天的活動由香港中
華能源基金會主辦及贊助，當天由該會常
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志平負責開幕致詞，

論壇由前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主持，
郝柏村院長主講。數位大陸歷史學者
提相關報告。
此間世界台灣同鄉聯誼會美東分會

（全美台聯會同日在波士頓舉辦年會
）-----等泛藍社團就近協助籌辦
會議等相關事宜，欲報名參加論壇或
晚宴者，除了諮詢香港中華能源基金
會以外，歡迎電洽大會聯絡人陳
惠青202-255-8666或籌備會
召集人裴康凱703-585-8168
總幹事李家勝301-807-5286
副總幹事王季新301-787-5437
。
在華府地區也有不少退除役官兵、

將領的黃埔同學會、榮光會亦可洽詢
陳嶺珊將軍、李大千會長、李昌緒、
蔡德樑正副會長，其他如工學會、美
華婦女會維州分會、留台僑生校友會
等之會長亦都參與籌備工作。
甫於日前由台返美的僑界人士陳惠

青表示; 她趁返台參加國民黨黨代表
大會之便，在抗協監事長黃炳麟將軍
的安排下拜會了郝柏村院長以及國民
黨副主席郝龍斌。

陳惠青轉述高齡九十八歲的郝院長身體健壯
、聲音宏亮，也得知郝院長平時仍以游泳及打高爾
夫球為健身運動。陳惠青並談及在其訪談期間，以
抗戰老兵謙稱的郝院長數次強調 「抗日戰爭是蔣委
員長領導的這才是歷史的真相」，郝院長更不諱言
，他曾多次在重要場合講述戰爭時的重要環節，並

曾提出佐證糾正一些對抗日史實的漠視、扭曲及不
實的言論。

曾任全美台聯會會長，現任國民黨駐美總支
部常委的陳惠青說：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秘書長何
志平能夠排除?見與兩岸政治立場的分歧，力邀郝
柏村等將領到華府談論抗日史實、戰場真相並舉辦
這場論壇，其魄力令人敬佩。

而郝柏村三次重返抗日戰場緬懷先烈、憑弔
死難、找回歷史的真相、捍衛史實的膽識與毅力，
更值得讚揚，也因為如此，在她由台返美時鼓舞大
會工作人員們大家加把勁，把9/25的論壇與晚宴
的籌備儘求完善，更希望大華府地區中美人士、專
家學者、華人僑胞偕同友好，共襄盛舉，作正確歷
史的傳承。

陳惠青提及郝院長應允提供一百餘本其所著
「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最新update的精裝增訂版

，贈送華府場的與會嘉賓，書文對八年抗日戰爭的
悲壯過往與光輝勝利都有詳實的記載，另有：八年
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年抗戰的關鍵戰略問題

以及為還原抗戰歷史真相，致大陸當局的公開
信----等附錄，值得一閱。歡迎與會人士可先行
向籌備會副總幹事王季新致電登記索取，每家限一
本，送完為止。

郝院長在與陳惠青交談中聽聞大華府地區，
在去年的抗日勝利七十年舉辦了多項紀念性活動，
甚為感動，郝院長表示在美國首都演說深具時代意
義，郝院長更認為歷史已無法選擇，但大家仍可以
從中反思、歸結現今之所以安身立命的原因。

此行將隨同郝院長前來華府的將領與中華民族
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簡稱抗協）成員包括：陸軍退
役上將黃辛強、上將周仲南、抗協理事長陳廷寵將
軍、三軍總醫院前院長沈國樑將軍、中華軍史學會
副理事長傅應川將軍、教授何世同將軍、陸軍官校
校友會總會長胡築生將軍、中華抗協監事長黃炳麟
將軍、中華抗協理事吳守育、特助張自治----以
及將由波士頓全美台聯會年會趕來會合的國民黨副
主席郝龍斌、特助遊淑慧、前國安會秘書長胡為
真------等共15人。

郝柏村率十位將領暨史實研者蒞會見證抗日戰場真 歡迎中美人士專家學者華人僑胞踴躍參加
9/25下午 「「「「「「「「「「「「「「「「「「「「「「「「「「「「「「「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中華民族抗日戰史」」」」」」」」」」」」」」」」」」」」」」」」」」」」」」」 論壇同日晚上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年度盛會

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跑了！

「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精裝本增訂版厚重342頁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秘書
長何志平與陳惠青商議論
壇與晚宴事宜

郝院長數度強調抗日戰爭
是蔣委員長領導的

黃炳麟將軍為陳惠青
安排拜會事宜

大會籌備會工作團隊（一） 大會籌備會工作團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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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郭笑榮/採訪報道】
為慶祝中華民國 105 年雙十

節國慶，芝加哥台美商會 9 月 10
日於西南郊 Lockport 市，斷箭高
爾 夫 球 俱 樂 部（Broken Arrow
Golf Club）舉行國慶杯高爾夫球
賽。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林易民組長、孫良輔組長代表
辦事處參加今年的球賽，並與球
賽召集人賴健治委員、會長林俊
光共同主持開球典禮，經過五個
多小時的激烈比賽之後，男子組
第一名由：Jim Fei、Yong Ma、Alan
Zhong、Bell Chen，女子組第一名
由：Angela Yang、June Song、Mi-
chelle Kuo、Vivian Song所獲得，他

們分別得召集人賴健治所捐出的
現金獎40至20元不等，同時獲頒
主辦單位所致贈的揮桿小巨人一
座。

球賽開始前，在全體參賽者
和台美商會會員的齊聚下，舉行
隆重的國慶升旗典禮，大家高唱
中美國歌，並向國旗致敬，升旗典
禮後，球賽正式展開。

當天的天氣可謂雲淡風高，
一掃過去炎熱的氣候，球友們個
個精神奕奕，整裝待發，時間一到
，整齊的列車一部部向球場開去，
進行五小時的激烈比賽，今年一
共有18個球隊參加，其中包括：韓
華隊、良友隊、港華隊、USANE隊

、損友隊以及王達隊等。
下午五時半，當比賽正式結

束，主辦單位隨即在球場俱樂部
舉行頒獎典禮及晚宴，芝加哥台
美商會會長林俊光在頒獎餐會上
首先致詞向這次球賽的召集人賴
健治委員表示感謝，感謝賴委員
出錢出力成就這場有意義的國慶
杯高球賽，同時林俊光也感謝大
家熱心的參與，促成這次球賽的
成功舉行，他說大家在享受揮杆
樂趣的同時，也慶祝中華民國105
年的雙十國慶。

經文處林易民組長在晚宴致
詞時表示，感謝台美商會每年都
舉辦雙十高球賽，除了聯絡會員

之間的情感之外，也做到商人愛
國的表率，他希望大家可以透過
這項球賽的聯誼，繼續支持中華
民國。

頒獎晚宴上還有抽獎活動，
抽獎的獎品豐盛，最大獎是由華
航和長榮航空公司提供的來回西
岸和芝加哥到臺北的往返機票一
張，在大家的期待下，最大獎由吳
來蘇和林欣煒抽中，

整個頒獎晚宴在一片歡樂中
獎的歡呼聲中，圓滿結束。

吳來蘇抽中大獎華航機票一張

升旗:全體參賽者唱國歌並向國致敬

僑社新聞

全體參賽者合影

林欣煒抽中大獎長榮機票一張 李蘋蘋抽中大獎現金獎 黃福興抽中紅酒一瓶

男子組第一名：右起：Alan Zhong, Bell Chen, Yong
Ma, Jim Fei由林易組（左一）頒獎

女子組第一名由楊于萱（左二）等人獲得，
由賴健治委員頒獎 全體獲獎參賽者合影

台美商會舉辦慶祝中華民國105年國慶杯高爾夫球賽
林俊光感謝大家熱情參與 享受揮桿樂趣 聯絡情誼
吳來蘇 林欣煒抽中大獎 華航/長榮 美國台北來回機票

開球：右起林易民組長，林俊光會長，賴健治委員，孫良輔組長

貴賓與商會會長林俊光（右三),副會長湯銘倫(右一)等人合影長

韓華隊合影

呂瑞玉(右二)等人合影台美商會隊之一鄭樹華前會長(左二)等人合影

賴志鴻(右一)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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