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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AAIFPA) 2017 年度
全國大會日前在Marriott Sugarland 舉行﹐此
為全國性非營利組織﹐年會上邀請到保險和
理財規劃專業人士﹐包括AIG保險公司亞裔
總經理Jimmy胡(中)﹑副總經理譚秋晴(右)和
理財顧問劉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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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媒報道，法國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之父馬塞爾·杜尚重制的壹幅《蒙
娜麗莎》，當地時間21日在巴黎的蘇富比拍賣會上拍得63.25萬歐元（約合人民幣
492.2萬元），杜尚在此畫裏用鉛筆為蒙娜麗莎加了兩撇翹胡子及壹小撮山羊胡。

芬蘭圓頂小屋純玻璃打造芬蘭圓頂小屋純玻璃打造 躺在床上可以看極光躺在床上可以看極光
躺在玻璃打造的圓頂建築內躺在玻璃打造的圓頂建築內

看北極光想必是很多人的願望看北極光想必是很多人的願望，，
芬蘭壹旅遊勝地打造的就是這樣芬蘭壹旅遊勝地打造的就是這樣
的小屋的小屋。。房屋四周及屋頂都是透房屋四周及屋頂都是透
明的玻璃明的玻璃，，屋內有廚房屋內有廚房、、衛生衛生
間間、、WIFIWIFI，，壹應俱全壹應俱全，，床還是可床還是可
以調節的以調節的，，以便遊客找到舒服合以便遊客找到舒服合
適的角度欣賞北極光適的角度欣賞北極光。。

英國富豪將艦船打造成人工魚礁英國富豪將艦船打造成人工魚礁
巨型巨型““章魚章魚””超搶眼超搶眼

英國億萬富翁、維珍（Virgin）品牌的創始
人理查德·布蘭森近日完成了壹項令人震驚的
“人工魚礁”工程。

布蘭森買下了二戰時期珍珠港戰役遺留下
的科迪亞克女王號船艦，這艘船最早是由歷史
學家Mike Cochran發現並命名的。攝影師Ow-
en Buggy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托托拉島找到它
的蹤跡，雖然已經銹跡斑斑，但布蘭森還是花
費巨額將它買下。隨後，布蘭森與維爾京群島
官方合作，將它打造成壹個水下藝術裝置。

布蘭森表示，這壹慈善項目結合了藝術、海
洋保護、世界歷史、海洋科學、經濟和教育，當
然，最重要的是好玩。至於覆蓋在船只表面的章
魚裝置，就猶如傳說中的海怪壹般，成為沈船的
“守護神”。項目工作人員希望這壹獨特的人工
礁能夠幫助該海域珊瑚礁和生態系統慢慢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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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34歲美國女星海瑟林德（Heather Lind）周三
控訴高齡93歲的美國前總統老布希2014年在影集《逆轉奇兵》
試映會上，趁拍照時伸手摸她屁股，令外界譁然。想不到，周四
又有一名女演員指控老布希曾經對她伸出鹹豬手。

美國女演員葛蘿妮克（Jordana Grolnick）周四表示，去年她
在緬因州奧甘奎特（Ogunquit）的劇場與老布希（George H.W.
Bush）夫婦合照時，老布希抓了她的臀部。她說： 「他把右手伸

到我的臀部，當我們
笑著合照時，他問大家： 『想知道我最喜歡的魔術師是誰嗎？
』」

葛蘿妮克指出： 「當我感覺到他的手抓住我的肉時，他說：
『是大衛抓住感覺（David Cop-a-Feel）。』」這是魔術大師大

衛考柏菲（David Copperfield）的諧音。她表示，當時在場的其
他人雖然不太自在，仍禮貌性笑了笑，老布希夫人芭芭拉（Bar-

bara Bush）則說： 「他會害自己被關進監獄。」
葛蘿妮克強調： 「如果我們容忍街上的男子或前總統這種言

行，他們可能以為我們可以接受。」
海瑟林德周三控訴老布希2014年在影集《逆轉奇兵》試映

會上，趁拍照時伸手摸她屁股，老布希的妻子芭芭拉也在場並知
情。老布希隨即發聲明道歉，但堅稱 「絕非故意，並為試圖展現
幽默但冒犯到林德小姐的行為道歉」。

美防長：不急與北韓開戰 盼和平解決

（綜合報導）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
夏波今天批評，美國禁止台灣的高層官
員訪美是荒唐、過時且誤導的政策，不
但違背美國自身安全利益，也形同告訴
中國，美國會屈服於中國。

「國會山莊報」（The Hill）今天刊
登夏波（Steve Chabot）的專文，他呼籲
國會須通過 「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草案，鬆綁美台高層官員互
訪的種種限制，更要求美國行政部門應
加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這樣，總統蔡
英文下次訪美時，就能獲得應有的尊重
，讓她以國家元首身分，在白宮受歡迎
接待。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總統、副
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
至今都不得訪問華府；美國過去雖曾派
內閣層級官員訪台，多以商務與環保為
主。

夏波在文中指出，美國國務院為了
不冒犯中國，幾十年來執行禁止美台高

層官員互訪的政策，這 「荒唐且過時」
，不但有違美國自身安全利益，也等於
告訴中方，美國願意在外交事務上讓步
；這是美國向北京透露自己的弱點，鼓
勵中國繼續長期孤立台灣。

他說，美國因自己 「誤導的政策」
，讓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及國防
部長不能與台灣同樣層級的官員面對面
， 「現在是時候改變」，他呼籲，美國
行政部門應與台北的民主盟邦直接對話
，這就是 「台灣旅行法」的重點。

夏波指出，他與眾院外委會主席羅
艾斯（Ed Royce ）、眾議員薛曼（Brad
Sherman）共同提出 「台灣旅行法」，就
是認為美國官方應鼓勵美台所有層級的
官員互訪，而面對面的會談，是確保國
家維繫關係的重要因素。

眾議院外委會10月中通過 「台灣旅
行法」草案，鼓勵美台間所有層級官員
互訪；草案還待參、眾兩院通過，並經
總統簽署後，才能成為法律。

華府力促北韓去核
川普：俄傷害美努力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
川普今天表示，中國協助美
國要求北韓去核之際，俄羅
斯反而傷害美國為此做出的
努力。

路透社報導，川普接受
福 斯 財 經 新 聞 網 （Fox
Business Network） 訪 問 時
表示，如果美俄關係更為融
洽，北韓核武問題就更易解
決。

川普在談及北韓情勢時
表示： 「中國正在幫助我們
，俄國或採不同手段，傷害

我們既有的成果。」
北韓連續進行武器測試

，加以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
正恩展開一連串強度漸增的
脣槍舌劍，已加劇兩國緊張
局勢。

川普對中國大陸施壓，
要求大陸遏止北韓的核武計
劃。大陸是北韓唯一的重要
盟友，雙邊貿易佔這個被孤
立國家逾9成貿易。

川普發布推文表示，已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交談
，且北韓為兩人話題之一。

俄國吞併原屬烏克蘭的
克里米亞、支持敘利亞政府
及遭控介入美國去年總統大
選等，導致美俄關係轉趨緊
繃。

川普說， 「我認為我們
能與俄羅斯擁有良好關係，
而北韓局勢將會更容易解決
。」

在去年的競選活動中，
川普曾表示，希望能改善與
莫斯科的關係。

美台高官互訪禁令 美議員批荒唐過時

（綜合報導）一個神秘的巨型金色貨櫃，近日被
放置在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上，引來大批
路人圍觀。這名為 「Portal」的貨櫃內有乾坤，安裝
了視聽系統，能即時接駁到阿富汗、伊拉克等全球
26個地方，讓兩地參觀者 「面對面」交流。項目負
責人之一Jake Levin接受《蘋果》專訪指，路人走入
貨櫃，與素未謀面的人對話，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化
學作用。

紐約藝術家工作室 「Shared Studios」創作的大型
貨櫃名為 「Portal（門戶）」，這個月起放置在遊客
熙來攘往的紐約時報廣場上，金色貨櫃的外觀，與周
圍環境相映成趣，獲不少路人停下腳步注視。
工作室首席營運官Jake Levin向記者介紹指，全球包
括墨西哥、德國、盧安達、伊拉克、印度等26個地
方，皆放置了同款貨櫃，並透過互聯網連接起來。他
帶記者走入其中，櫃內安裝了隔音設備、大屏幕、聲
音系統及少量座椅，每次可接待約10人，與世界另
一端的陌生人即時對話。

「2014 年我們想出這設計，當時連接紐約及伊
朗德黑蘭，起初估計人們只會揮揮手，說句你好就離
開」，但Levin說，參觀者反應超出預期， 「他們花

上長時間對話，內容相當感人」，工作室決定把
「Portal」推擴到全球，料明年放置在全球的貨櫃，

數量由目前26個增加至30個。
記者參觀當日，貨櫃另一端連接舊金山，一名來

自烏干達的男同志難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陪同下，與紐約旅客討論逃離家園的故事。Levin認
為，時報廣場作為世界最知名的旅遊景點，遊人來自
全球 180 個國家，進入 「Portal」有另一層意義，
「參與對話的人真正來自全球，在這裡（時報廣場）

，觀眾想法也有不同」。
Levin續指，儘管科技先進，日常生活透過互聯

網與朋友對話，並非難事， 「在 『Portal』內遇到的
人，你可能永遠也認識不到，感覺好像走入了互聯網
世界」，他透露，工作室正研究其他溝通工具，如大
型走廊、遊樂場，甚至在行走中的巴士上安裝同類裝
置，真正串起全球公民。

紐約時報廣場上的 「Portal」，將一直擺放至11
月21日，每周設不同主題對話如飲食、移民、公共
空間、身份認同等。遊客可以在網上預約座位，也可
直接到貨櫃外排隊，費用全免。

時報廣場神秘金色貨櫃 開啟任意門到全球26處

（綜合報導）去年洛杉磯破紀錄迎來100萬名中
國遊客，成洛城最大的國際遊客來源。為搶中國遊
客商機，洛杉磯旅遊局連續第三年舉辦中國旅遊貿
易展 「您好中國」，本週四在洛杉磯華納兄弟影城
（Warner Bros Studio）開幕。不過業者反映，由於
赴美簽證緊縮，預計今年訪洛杉磯的團體客可能會
下跌兩至三成。

洛杉磯旅遊局國際旅遊部副總裁 Kathy Smits 表
示，今年是第三年舉辦這個貿易展，希望可以讓旅
行社知道洛杉磯最新動態，並讓本地旅遊業者知道
如何招待中國旅客。她舉例，有些酒店會提供拖鞋
，又或是更適合中國旅客的支付方式，並有更多會
講國語的員工。

雖然中國遊客快速增長，但有旅遊業者認為過
去十一黃金周不如過去火熱。凱撤旅遊總經理方一
婷表示，今年團體客有所下降，反而散客有增長，
主要是因為簽証問題。比如一個團 30 個人，但有 5
至 10 個被拒簽了，讓旅行團的規模縮小。另一家
LVX旅行社老闆李家浩（Chris）也認為，赴美簽證
緊縮，另外入境美國也不太方便，所以中國遊客訪
美意願降低，預計今年訪洛杉磯的團體客可能會下
跌兩至三成。

他表示，雖然旅遊簽證都是10年期限，但感覺

到領事館的簽證要求更嚴格，有很多考量。例如有
移民傾向、太年輕等情況的人，遭拒簽可能性增大
。加上3月份因系統故障停簽，所以簽發率沒有預期
高， 「今年我有好幾個團原本都要過來，因為簽證
問題、領館問題沒有簽，然後Delay （延遲）了很多
，所以拖累今年業界業績不好。」但他認為想要來
的遊客終究會來，所以今年辦不到簽證，明年可以
再接再厲。

雖然預計中國團可能會下跌兩至三成，但另一
方面自由行的散客有機會增多，因自由行愈來愈方
便，自己買機票訂酒店，租個車就可以去玩。他認
為旅行社都要變通，所以今年力推 「落地散拼」形
式的一天或兩天團，以及訂製行程形式，按照客人
的需求安排行程，派出司機及導遊等。雖然價錢會
較傳統旅行團高三至四成，但他相信這些會成為旅
遊新趨勢。

在洛杉磯經營了旅行社10年，李家浩認為客人
對旅遊的需求及品質已經不太一樣，以前都是去景
點拍個照，有 「到此一遊」的感覺就可以；如今隨
著中國遊客去的城市愈來愈多，眼界大開了，加上
網路資訊發達，往往希望旅行團可以提供較深度的
資訊，例如當地風土人情及文化，所以對於導遊的
要求也相對提高。

美簽緊縮致中國遊客減洛城辦展教業界逆勢搶市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
（Jim Mattis）將於時值平壤核威脅期間訪
問朝鮮半島，他今天在到訪前表示，美國
不急於開戰，正尋求與北韓 「和平解決」
。

法新社報導，北韓在最近幾個月已進
行第6次核試及一連串飛彈試射，並激起
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激烈的
罵戰。

馬提斯在菲律賓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各
國國防部長會面後，今天抵達泰國，他表
示華府 「不急於開戰」，並仍在尋求外交
解決方案。

馬提斯說： 「若我們與盟國遭攻擊，

我們有防衛的軍事選項嗎？當然有。但每
個人都期望和平解決。」

馬提斯在馬尼拉的安全論壇場邊與日
本和南韓國防部長會談後，他們都同意，
平壤當局的武器計畫帶來 「空前與嚴重威
脅」，並且誓言加強對北韓外交施壓。

馬提斯說： 「那就是問題核心所在，
確保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PRK，
北韓正式全稱）牢牢地在外交道路上尋求
解方。」

出訪亞洲的馬提斯預定明天抵達首爾
，他將在川普下月訪問南韓前，先與南韓
進行年度安全諮商會議（Security Consul-
tative Meeting）。

老布希鹹豬手照曝光後 再有女星控訴遭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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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聯合國協會休士
頓分會，於本週二（10 月 24 日） 晚間七時在
Junior League of Houston 舉行聯合國日休士頓慶
祝活動晚宴，共有全世界95國，近三百五十位
嘉賓蒞臨。慶祝聯合國休斯頓分會大休士頓有
益於人類的各種福利成就，及頒獎給六位傑出
貢獻貢獻機構和嘉賓。其中，美南報業傳媒集
團董事長、休士頓國際貿易中心主席、休士頓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以他近四十年來對傳
媒，社區服務的成就，獲得 「2017 全球公民獎
」，成為當晚六位獲獎人中唯一獲獎的華人領
袖。

晚宴在非洲歡快的烏德琴及熱情洋溢的鼓
聲中展開。首先由休士頓Galveston 地區榮譽主
席Fiorenza 先生為頒獎典禮禱告，他並指出今年
是休士頓首次將同美國其他地區共同將10 月24
日定為 「聯合國日 」。休士頓地區將承諾並遵
守聯合國宣言，在公平、教育、能源、社區、
犯罪、環境、醫療等各方面履行承諾。來自
Mark White 及 Roy P. Benavidez 小學的少年代
表在現場用不同國家語言認真宣讀了聯合國日
宣言。聯合國休士頓地區主席Daniel Stoecker 致
歡迎詞並宣佈2017 休士頓聯合國領袖頒獎典禮
正式開始。

晚宴上，在青年作詞作曲家，青年歌手
Mel Rose 女士出色的獻唱歌曲後，當晚的主講
人，世界銀行資深顧問、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
會資深主任 Mary Beth Goodman 女士發表講話
，Goodman 女士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 奧巴馬和發展民主高級主任，積極參與可持

續發展目標和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的談判。
她還曾在許多海外國家擔任國務院外交官。
Goodman 女士在演講中強調： 我們要致力於發
展世界和平，我們已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汲取教
訓： 尊重人權、男女平等、民族平等、遵守國
際公約、尊重和平正義、 注重鄰裡團結，和平
共處；為全人類的經濟和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她說： 既然世界上那麼多國家已在行動，別
人能，休士頓為什麼不可以呢？

晚宴的亮點是接下來舉行的頒獎儀式: 主持
人Hans Stockton博士介紹, 2017終身成就獎獲得
者 William Cunningham 博 士; 主 持 人 Anna
Bruner 介 紹, 2017 終 身 成 就 獎 獲 得 者 Patricia
Cunningham 夫人; Cunningham博士是聖托馬斯
大學國際研究榮譽副教授，也是退休的美國外
交官。從1949年到1982年，他的外交生涯包括
前捷克斯洛伐克，法國，韓國，日本，越南，
柬埔寨，台灣，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和國務院
。 他主要從事中國事務，是國家漢語學院前任
主任。Cunningham 夫人在語言上很有才華，曾
在海外和美國教過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
她的政府職業生涯始於美國之音，美國信息機
構和國務院。 結婚後，她辭去政府工作，全力
支持她的丈夫，開始在馬里蘭州高中的教學生
涯，並養育5名孩子。 在休斯頓，她支持市長
掃盲計劃，兒童基金會，休斯頓女子選民聯盟
，休斯敦美國運動博物館和聖安妮教堂等。

主 持 人 Roopa Gir 博 士 接 下 來 介 紹,
20172017 全球公民企業獎獲得者 Vijay Goradia
(Vinmar International) ; Vijay Goradia是化學和聚

合物全球分銷商 Vinmar
international 的創始人兼
主席。 公司業務已持續
39 年，不斷發展壯大並
獲利。 Vimar 通過在全
球各地的辦事處向 100
多個國家的石油化工公
司銷售。 Vinmar是美國
總統出口獎的獲得者。
主 持 人 Carme Williams
博士介紹, 2017全球公民
獎獲得者 Oni Blair 女士
; 主持人 Parvin Bagher-
pour博士介紹, 2017全球
公民獎獲得者李蔚華先
生 (美南新聞報業傳媒集
團董事長和發行人) ; 李
蔚華先生於 1979 年開始
出版業務，並負責國際業務，包括印刷，廣播
，電視和國際服務。 他是美南新聞集團創始人/
首席執行官，國際貿易中心和美南銀行創始人
，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 ，“達拉斯日報”創始人
，華盛頓新聞創始人。 他的社區參與包括與聯
合之路，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休斯頓更好
的商業局，亞洲農曆新年園遊會，Alief國際遊
行和喬治•布什圖書館的工作。主持人 Noel
Bezette-Flores博士最後介紹, 2017全球公民獎獲
得者 Bandula Wijay 博士感謝評論。最後，由
Parvin Bagherpour博士做儀式閉幕結論。

聯合國 協會 (UNA) 休斯頓分會是一個非盈

利，非黨派，501c3會員制組織; 致力於為休斯
頓人民團結一致; 的思想, 在觀念理解和支持工
作的組織。聯合國 協會休斯頓分會也是聯合國
基金會的方案計劃。UNA會員和支持者致力於
維護國際和平和維護人權所作的貢獻，為國際
法提供機制，促進社會和經濟進步，提高生活
水平，保護環境，打擊疾病，提高人權。自
1960年代以來, UNA一直贊助全年計劃，包括
休斯頓地區模範聯合國，聯合國國際合唱團，
全球教室，知道您的聯合國，世界各地的葡萄
酒，聯合國紀念活動，世界咖啡館等許多研討
會和計劃，提供教育和 倡導全球和地方利益等
問題。

聯合國休士頓分會週二晚舉行聯合國日頒獎晚宴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榮獲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榮獲 「「20172017 全球公民獎全球公民獎」」

圖為圖為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中中 ）） 本週二本週二
晚間榮獲晚間榮獲 「「聯合國休士頓分會聯合國休士頓分會」」 頒發頒發 「「20172017 全球公民獎全球公民獎」」 。。由由
「「聯合國休士頓分會聯合國休士頓分會」」 會長會長Daniel StoeckerDaniel Stoecker（（ 右右 ）） 及介紹李蔚華先及介紹李蔚華先

生成就的生成就的Parvin BagherpourParvin Bagherpour博士博士（（ 左左 ）） 代表頒發代表頒發。。

為了響應休士頓學區宋嘉年
董事的號召協助受到哈維颶風影
響的學校和學生，休士頓愛心組
織 (CARE)， 美 國 華 人 聯 合 會
(ucausa.org)， CapCityKids (capci-
tykids.org) 和東南區 APAPA (apa-

pa.org)籌集了一
批 背 包 、 背 袋
和 日 常 用 品 ，
並 且 訂 購 了 所
需 的 書 籍 和 學
習 用 品 捐 贈 給
休 士 頓 學 區 受

災的學校和學生。第一批贈品由
宋嘉年董事、愛心組織副會長馬
健和理事翁定台、黃登陸以及美
國華人聯合會理事會主席白先慎
於本周三把內裝書籍和日常及學

習用品的背包、背袋捐贈給 Pil-
grim Academy 的一千多名學生，
由 Diana Castillo 校長代表接受，
250名學生代表也參加了捐贈儀式
。第二批贈品將於日內捐贈給
Mitchell 小學，第三個學校的細節
還在接洽中。

宋嘉年董事是休士頓學區的
第一位華裔董事，在哈佛大學取
得了物理的學士和碩士學位後，
又讀了一個公共政策的碩士學位
才回到休士頓獻身中學教育，並

且共同創辦了 Community Voices
for Public Education 為休士頓地區
的學生和家長發聲。去年12月以
少於 0.5% 之差(27 票)在一場補選
中當選為董事，她所代表的第7學
區 含 蓋 了 77005, 77006, 77007,
77008, 77019, 77024, 77027,
77055, 77056, 77057, 77063,
77074, 77081, 77092, 77098 等郵遞
區號，在剛剛開始的休士頓學區
董事會改選的提前投票中，她將
再度面對她去年的老對手。

休士頓學區宋嘉年董事周三號召愛心組織，UCA 等四社團
送學用品及背包給哈維颶風受災的千餘學生送學用品及背包給哈維颶風受災的千餘學生，，並舉行捐贈儀式並舉行捐贈儀式

圖為圖為（（ 左起左起）） 「「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 （（UCA )UCA ) 會長會長
白先慎白先慎，， 「「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翁定台翁定台，，休士頓學區宋嘉休士頓學區宋嘉
年董事及該校老師本周三上午在受到哈維颶風影年董事及該校老師本周三上午在受到哈維颶風影
響的響的Pilgrim AcademyPilgrim Academy 小學贈送背包及學用品小學贈送背包及學用品。（。（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由休士頓學區董事宋嘉年圖為由休士頓學區董事宋嘉年（（ 左四左四）） 本周三率本周三率
領領 「「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前會長黃登陸前會長黃登陸（（ 右三右三 ），），現任副現任副
會長馬健會長馬健（（ 右四右四），），理事翁定台理事翁定台（（ 左三左三）） 及及 「「 美美
國華人聯合會國華人聯合會」」 （（ UCA )UCA ) 會長白先慎與受贈的會長白先慎與受贈的PilPil--
grimgrim 小學校長小學校長（（ 中中 ）） 及老師們合影於捐贈儀式上及老師們合影於捐贈儀式上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55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7年10月27日 Friday, October 27, 2017

老人家常相傳的說 『保有老本、
老友以及老伴是老來最重要的可靠 』
，老本就是指退休金和健康，再有便
是及早規劃的退休生活與養身保健。

說到老人生活，除了退休資產和
有效的財務規劃外，其次便是老友了
。退休後的日子，很多人都想依賴著
孩子依靠家人生活。每天在家裡期待
兒孫或子女們交談，或依舊習慣性想
要掌控施權，變的愛嘮叨多管閒事，
導致彼此失去了耐性和溝通等不良的
問題。若自己的老年生活造成人家彼
此的負擔，還不如交幾個有共同興致
、經歷的老朋友，或作自己愛作的事

，學習新的東西。這就是所謂的 『老
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養，老有
所樂』該是一般老人家生活的期望。

要如何面對退休後的生涯？美南
銀行有鑑於此，特於 10 月 28 日（周
六）上午邀請資深社會學專家周宏女
士在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一場
專題講座 「退休生涯漫談」。講座中
，周宏女士將以自己多年的專業和生
活經驗，與會大家分享如何規劃退休
後的生活，提升退休後的生活品質。
歡迎有興趣朋友們屆時前來參與。

周宏女士國立台灣大學法律院社
會學系學士、萊斯大學行為科學研究

所進修、休士頓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
業。在德州貝勒大學及休士頓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所三校聯合舉辦的專案培
訓獲＂Gerontology and Social Service
〞結業證書。曾任職於台北基督教女
青年會、休士頓康納和石油公司、美
國人口普查局、Houston Jewish Com-
munity Center老人部、至善服務中心
負責人、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現任休
士頓老人學學社及全美老人事務學社
會員。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10月28
日社區活動健康講座入場免費，當日
現場並備茶點招待，因礙於座位有限

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連絡電話：
713-771-9700 Fenny To，
713-272-5045 Ling Chuang ( 中/英
文)，或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合作路
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
糖城、達拉斯Plano、Richardson和奧
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
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

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辦
事處。2017年10月達拉斯地區再新增
設分行，擴大服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
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
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
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
com
． 時間: 2017年10月28 (周六)，上午
10:00am-12:00pm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
區活動中心
． 主講人: 周宏 （現任休士頓老人學
學社及全美老人事務學社會員）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生活講座─《退休生涯漫談》

（本報記者黃麗珊）世界著名眼藥發明
家，青光眼藥之父，德州農工大學藥理學系
前系主任邱春億教授於 10 月 17 日在休士頓
台灣松年學院世語新說課堂上，對學員們主
講 「台美生物科技的前瞻」。邱春億教授說
明美國對生物科技發展重視程度，2014年美
國生物科技業共同募款研發金額高達450多
億元，2015年更高達610多億元，且2014和
2015兩年內股票上市的生物科技業多達100
多家，以每年百分之十幾的利潤成長，每7
年就有一次翻倍計算。邱春億教授提到，台
灣生物科技未來的強項放在眼藥的研發上，
會很有前途。

邱春億教授談到，目前治療因糖尿病引
發的視網膜病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全世界
6 億糖尿病患者中有 2 億人視網膜病變，針
對這類眼疾患者的治療，可以作為台灣重要
的研究課題，如果這個研究可以做成功，台
灣的生物科技將躍到世界的最前端。

生物科技的應用主要在醫學科技和藥物
研發兩個方面。邱春億教授說，藥物研發包
括免疫系統、癌症治療、心血管、糖尿病、
關節炎、愛滋病，還有一項重要研發就是眼藥
。

台灣的血桐樹是台灣在生物科技研發獨特
之處。邱春億教授說明，這種樹割開後，會流
出血紅色的液體，研究發現，從液體裡提取出

有效成份有樹脂 Propolin,經過實驗發現，這種
樹脂可以促進神經細胞的增長，抗發炎，對皮
膚癌和肺癌有抑制作用，在臨床試驗發現可增
強人的記憶力，增進眼睛視力作用。用血桐素
製作的成品，對血糖高，視力不好的人都起到

幫助作用。
邱春億教授提及，

相比於其他競爭激烈的研發方向，眼藥這個領
域是個冷門，競爭力小，參與研發的人不多，
可是它的市場需求很大。目前台灣的生物科技
做得範圍很廣，比較分散，如果未來可結合中
藥和台灣藥研發出新的重要眼藥，台灣的生物

科技會很有前途。邱春億教授談到，投資生物
科技固然有風險，但是成功的範例還是很多，
然而能不能堅持到最後，往往是成功的重要關
鍵。演講結束後，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
院長及王貞慧副董事長準備禮物感謝邱春億教
授精采演講。

邱春億教授主講 「台美生物科技的前瞻」

世界著名眼藥發明家邱春億教授世界著名眼藥發明家邱春億教授（（左左22））與夫人與夫人（（左左33））和休士頓台灣松和休士頓台灣松
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年學院許勝弘院長、、王貞慧副董事長互相交換禮物王貞慧副董事長互相交換禮物。。((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FAPA 南德州分會將在 10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四點，在台灣人活動
中心舉辦2017的年會，希望會員及
各界支持FAPA的新舊朋友，一同來
參加這次的年會。

FAPA 南德州分會會長 郭正光
表示,今年的年會，FAPA 邀請到全
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
stitute, GTI)的副執行長胡兌昀(Jen-
nifer Hu J.D.)女士來擔任主講人，除
了為大家介紹 GTI 的成立宗旨、長
短期工作目標以及成立至今的成果
之外，也將分享台美人如何利用不
同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來幫助台灣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位於華府，是
以台灣政策研究為主的非營利組織
。胡兌昀為德州中央高鐵公司法務
處處長，主管鐵路安全法規，交通
政策及高鐵相關議題。2010 年加入

德州中央高鐵公司之前，曾任台灣
總統府秘書及台南市民政局局長等
職。她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士，
喬治城大學外交碩士，喬治華盛頓
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及財經法碩士
，也是美國執業律師，精通中英日
語文，台語也十分流利。

另外，九月前往華府參加FAPA
會員大會的年輕會員，也將會報告
心得及本次國會訪問的成果。

年會除了提供美味佳餚，還有
摸彩，獎品豐富，錯過可惜，歡迎
大家撥空報告參加這個盛會。

時間：10 月 28 日（禮拜六）4:
00pm - 8:00pm

地點：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Houston, TX
77036）

10/28/17 本週六下午 「FAPA 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年會演講
FAPA Texas South Chapter 2017 Annual Meeting 南德州分會2017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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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想俯瞰
大地，與藍天白雲為伍嗎？想飛的念
頭，應該很多人都曾有過，但只有少
數人能親身體驗空中翱翔的快感。現
在，這樣的想法有可能成真，由陳納
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所提供的航空
體驗，讓有興趣想馳騁天空的青年男
女能實際感受一下飛行，了解飛機是
怎麼操作的，時間就在 10 月 28 日，
並且不收費用，機會相當難得，有興
趣朝航空業邁進的朋友可要把握機會
。

飛虎隊飛行學院以傳承陳納德將
軍的精神為宗旨，希望培訓專業的飛
行員，無論是自己有興趣，或是家人
有興趣而想做更多的了解，都歡迎過
來，學院會安排飛機與專業飛行員，
帶您上空中實地做飛行體驗，可謂前
所未有的機會。

在 10 月 28 日體驗日當天，還有
航空教育的內容，講解關於飛行的基
本知識、目前的航空狀況、航空業的
發展、與航空市場未來的前景。學院
也有航空飛行器，讓還沒準備要上空
中的人體驗飛行的感覺。

據飛虎隊飛行學院的CEO王先華
表示，學院培訓的飛行員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專業飛行員，畢業的學
生若通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
的考試，便可拿到FAA所發的證照，

未來可到各大航空公司
就業，開大飛機，這是
走職業的路線。

第二類是業餘飛行
者，是對那些想要一圓
飛行夢的人，在工作之
餘，於周末可以到飛虎
隊飛行學院上課，等到
培訓完成，拿到私人飛
行執照，未來自己可以
開飛機，或帶家人朋友
在空中飛行。

王先華表示，目前
在全球非常缺乏好的航空人才，現在
的培訓就顯得格外重要，波音公司曾
說道，在未來的十年中，美國將缺八
萬名飛行員，中國則缺九萬名飛行員
。但是，目前全美國一年才培育出五
千人，數量遠遠不夠。而在中國的飛
行學校，目前多為教授理論，沒有設
備讓學生實地飛行，學生都要送到美
國或是澳洲練習飛行。

此外，中國國產的大型客機C919
已經試飛成功，未來七百多架的飛機
，每架飛機需要12位飛行員，總共就
需要一萬人左右，而中國目前已經缺
飛行員了，所以當前積極培育飛行人
才是刻不容緩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有近視眼，是否
就不能開飛機了呢？王先華表示，根

據FAA的規定，如果是開一般民用飛
機，經過矯正的視力即可，但是不能
開戰鬥機。一般民用飛機以安全、穩
當為目標，飛行員既使有戴隱形眼鏡
、或是助聽器，只要達到標準，依然
可以開飛機。
學員只要18歲以上，不分男女，有高
中畢業證書，有志於朝向航空業發展
，都有機會可以申請進入，陳納德將
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每期的課程是六個
月，畢業後授予證書，經過FAA考試
，可獲頒美國FAA商業飛行執照與私
人飛行執照，還包括 300 小時的飛行
時間。學院與 Long Star College 合作
，半天在學校上課，半天學習飛行，
以求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同步發展。
飛行培訓皆以英文進行，如果英文不
夠好，除了自己要努力加強之外，飛

虎隊飛行學院也有航空英語課程，學
生可以先上航空英語，等達到標準之
後，再進修飛行課程。

每個月，飛行學院都接受新的學
生，當六個月完成課業之後，如果願
意，也可以繼續在 Long Star College
完成大學課程，一舉兩得。Long Star
College 可為海外有興趣的學生發給
I-20，因此，無論是大陸、台灣、香
港或是其他地方的學生，都有機會申
請，接受飛行訓練。

在二戰期間，飛虎將軍陳納德
(Claire Lee Chennault) 是馳騁空中的英
雄，他率領 『飛虎隊』與中國人民一
同抵抗日本侵略，施展他的才華，以
卓越的飛行技術，無私的精神，解救
許多中國百姓，成為家喻戶曉的 「飛
虎將軍」，當時他的戰鬥技術被譽為

舉世無雙。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是由

陳納德將軍的孫女尼爾‧凱樂威(Nell
Chennault Calloway)、以及陳納德將
軍基金會理事成員共同發起成立的，
旨在延續飛虎隊精神，傳承精湛的飛
行技術，培育更多優秀的飛行人才。
總教練Mo Rolfs過去服役於美國陸軍
航空隊第23大隊，就是美國“飛虎隊
”於二次大戰後歸併的部隊。

歡迎有興趣的青年男女與家人一
起來體驗飛行，飛行體驗日時間為10
月28日(週六)上午十點至下午三點，
名額有限，先連絡者優先。詳情請電
713-228-7933(中文)、877-423-8237(
英文)。地址: 10013 Military Dr. Con-
roe, TX 77303。 網 站: www.chen-
naultfta.com。

想飛？翱翔天際不是夢夢
航空體驗日提供飛行機會航空體驗日提供飛行機會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旨在延續飛虎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旨在延續飛虎
隊精神隊精神，，傳承精湛的飛行技術傳承精湛的飛行技術，，培育更多培育更多
優秀的飛行人才優秀的飛行人才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開幕時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開幕時，，全美各地碩果僅存的飛虎英雄們特地趕來全美各地碩果僅存的飛虎英雄們特地趕來
支持支持，，與陳納德將軍孫女尼爾‧凱樂威與陳納德將軍孫女尼爾‧凱樂威(Nell Chennault Calloway)((Nell Chennault Calloway)(右三右三))合照合照

航空飛行器航空飛行器 來自全美各地的飛虎英雄們來自全美各地的飛虎英雄們，，至今依然感懷陳納德將軍至今依然感懷陳納德將軍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CEOCEO王先華王先華((左左))、、與飛虎英雄的與飛虎英雄的
曾孫女合影曾孫女合影

(本報訊)2018-中國東方快車+青藏觀光列車-神秘
西藏-古絲綢之路

6條路線 將世界最罕見的美景為您一次呈現
( 1 ) $2599 14天 6/9-6/22 (14天)
拉薩- 納木錯 - 青藏鐵路 - 可哥西裡 - 西寧- 蘭

州 - 嘉裕關 - 敦煌 - 吐魯番 - 烏魯木齊
( 2 ) $2499 13天 6/10-6/22 (13天)
拉薩 –江孜 - 日喀則- 青藏鐵路- 可哥西裡- 西寧- 蘭

州- 嘉裕關- 敦煌 -吐魯番- 烏魯木齊
( 3 ) $2399 12天 6/11-6/22 (12天)
北京- 呼和浩特- 希拉穆仁草原- 銀川- 沙波頭- 嘉裕

關- 敦煌 -吐魯番- 烏魯木齊 (B)
( 4 ) $2399 12天 6/2-6/13 (12天)
烏魯木齊 - 吐魯番 - 敦煌- 嘉裕關 - 沙波頭 - 銀川 -

呼和浩特 - 希拉穆仁草原- 北京(A)
( 5 )$1999 9天 6/14-6/22 (9天)
西安- 蘭州- 嘉裕關- 敦煌- 吐魯番- 烏魯木齊

( 6 ) $1999 9天 6/2-6/10 (9天)
烏魯木齊 - 吐魯番 - 敦煌 - 嘉裕關 - 蘭州 - 西安
因"東方快車"位子有限, 有興趣者請即早報名 以免向隅(

已開始接受報名)
2017 新行程 : 冬季黃石公園 冬季落磯山脈
全年 : 德州當地旅遊團 1 – 4 天 USD45.00 起 再減15%
美東 美西 按原價 減 30 % (再買2送2 or 1)
寒假特價 機票 : 北京來回 僅 usd1399 (12/22 – 1/7/2018)
特價太空中心門票 : usd18.00 (原價 usd29.95)
"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 休士頓旅遊權威
旅遊熱線 : 713-568-8889

Wechat : chinatourus
www.chinatourus.com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
(所在大樓位於美南銀行後棟)

文媛 Debbie Wen / Manager
全旅假期/China Tour USA Inc.
公司電話: 713-568-8889(o)
公司網站: www.chinatourus.com
公司微信: chinatourus
電郵: debbie@chinatourusa.com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所在大樓

位於美南銀行後棟)
手機 : 281-799-2833
個人微信 : d2817992833
Line : d2817992833

休士頓旅遊權威休士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20182018 第一砲第一砲 巨獻巨獻

休斯敦衞理公會醫院全球醫療健康中心
10 月 28 日辦健康講座系列： 健康生活之體驗和疾病預防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敦衛理公
會醫院（ Houston Methidist ) 全球醫療中心將
於10 月 28 日（本周六 ） 下午三點半至五點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健康講座
系列，主講內容是：慢性疾病預防、健康生
活習慣、體檢、重要檢查結果解讀，癌症和
心臟病基因預防性篩查等。由休斯敦衛理公

會醫院健康中心家庭內科醫生 Cristina Bo-
cirmea, MD. MS. FACP 主講。

Dr. Cristina Bocirnea 於 2016 年加入休斯
敦衛理公會醫院健康中心。她在凱斯西儲大
學（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 獲得臨床研究碩士
學位。隨後，她在羅切斯特大學（ 紐約州羅
徹斯特羅徹斯 ） 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並在
那裡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培訓和老年病學的專
科培訓。

Dr. Bocirnea 是美國醫師學會的研究成員
，也是肥胖研究學會的會員。她同時獲有內
科醫生和老年醫學專科醫生執照。

長年在教研醫院行醫，Dr. Bocirnea 深入
研究了人口健康、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並
深知其重要性。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身體/ 鍛
鍊和素食飲食在健康生活方式中的作用，以
及預防和管理慢性疾病例如肥胖，高血壓和
2 型糖尿病等。

Dr. Bocirnea 目前在德州醫療中心休斯敦
衛理公會醫院的門診中心看診。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坐落於全世界最大
的醫學中心——德州醫學中心，90多年來由
於精湛的臨床技術和高病人預後率，受到廣
泛認可。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有6個優秀重
點專科中心，包括德貝基心血管中心、神經
科學中心、癌症中心、骨科和運動醫學中心
、J.C.沃爾特移植中心和安德伍德消化疾病中
心。 2017年度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排行
榜上，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再次被評為全美
最佳醫院，並連續6年被評為德州第一的綜

合性醫院。有8個專科名列
前茅並被評為全美“最佳醫
院”，包括心臟、消化、神
經、骨科等；有9種手術操
作和治療效果被評為全美領
先水平，包括腸癌手術、肺
癌手術、主動脈瓣膜手術、
心臟衰竭、髖關節和膝關節
置換、慢性阻塞性肺病等。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全
球 醫 療 健 康 服 務 中 心
（HMG）有母語為中文的
專員為中國病人安排預約、
提供機場協助、提供住處和
交通信息、提供口譯、協調
醫院各部門、提供醫療費用
估算、簽證所需材料等。
2016 年，HMG 給全球來自
86個國家的病人提供就診服
務，就診人次達1萬餘次。
中國病人如需就診，請聯繫
: rchu@houstonmethodist.org
或中文熱線: 713-363-7093
。

如 有 問 題 ， 請 聯 繫
E-Mail: yli2@houston-
methodist.org, 聯 繫 電 話 ：
713-441-6745 。 於 10 月
27 日前通過email 或電話預留座位的前50 名
出席者可獲免費小禮物。屆時現場將提供翻

譯及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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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出發日期: 2017年11月11日(星期六) - 12日(星期日)
你有否想過要一個難忘的旅程, 讓快捷旅遊為你安排一個難忘的
假期!

行程特色: 一個行程, 兩種選擇! 但絕不能三心兩意! (2選 1)
放天燈 , 大型韓式水療中心及水上樂園 , ……還有更多……盡在
其中!

天燈節，就像一個迷你嘉年華,各方朋友們聚在一起放天燈
，這將會是一個難忘的景象! 在日落之前各位可以享受各式美食
，現場有音樂，舞台表演，有童話故事裡似層相識的公主, 有面
部畫畫face-painting，大家絕對可以做個藝術家把你的天燈粉色
一翻或寫上你的宏 或很個人的 等等。和家人前來感受吧! 情侶的
,在BBQ軟綿綿的綿花糖同時亦溶化了他/她的心! 在夕陽來臨之
際 ,我們將用最高的希望和最美好的夢想照亮天空! 天燈的施放象
徵著祈福納喜的活動, 在東方已綿延好幾百年之久。天燈活動被
Discovery Channel旅遊頻道 票選為[世界第二大節慶嘉年華], 由
此可見其空前盛況。

特價:11/11晚不住酒店(留宿水療館)成人價US$175.00(**請
自備一條大沙灘巾) ( **4-12歲 $125.00)

費用包括: 雙語導遊, 全程豪華巴士，一晚住宿, 每天一瓶飲
用水,天燈節、水療館及水上樂園門票，幸運抽獎。

自費項目: 餐費及部分景點門票, 私人性質費用 , 其他服務費
並未包括在內。

建議小費: 導遊、司機 二天共$10/每人;
集合時間及地點: 11:15時集合於[雨花齋]並午餐 , 中午12:15

時出發
地址: 12345百利大道(即千賓車塲停車場, Cook Rd &amp; S.

Dairy Ashford 之間)想要更詳細行程, 請聯絡快捷旅遊 (713-777-
1717)

第一天: 11:15時午餐,先在[雨花齋] 享用一頓健康又美味的素
餐, 12:15隨即出發前往這次行程主題 -- 放天燈。此處就是一個
迷你嘉年華會! 有各式美食，現場有音樂，舞台表演，有童話故
事裡似層相識的公主, 有面部畫畫face-painting，大家絕對可以做
個藝術家把你的天燈粉色一翻或寫上你的宏 或很個人的 等等 。
和家人前來感受吧! 情侶的,在BBQ軟綿綿的綿花糖同時亦溶化
了他/她的心! 在夕陽來臨之際 ,我們將用最高的希望和最美好的
夢想照亮天空! 天燈的施放象徵著祈福納喜的活動, 在東方已綿
延好幾百年之久。天燈活動被 Discovery Channel旅遊頻道 票選
為[世界第二大節慶嘉年華], 由此可見其空前盛況。這將會是一
個難忘的景象!

盡興未畢?... 接著到‘BIG-D’達拉斯的大型韓式水療館及

水上樂園享受桑拿。水療館的設施包含有9個獨特的桑拿房, 全
部使用天然材料，每個桑拿房專注於身體的不同區域，各式其式
，是美國最大的亞裔桑拿。水療館門票已包括各種從電腦室，游
泳池，桑拿浴室至水療館的娛樂服務如電影室。 (如須要其它指
壓、身體、 足部等按摩服務 - 須要預訂及自費。 )水療館有韓式
餐飲部(要夜宵的自費)您可以選擇晚上留在水療館留宿

第二天: 早上在旅館享用早餐後,遊覽達拉斯植物公園- Bo-
tanical Garden。在水療館留宿的繼續享用水療館的設施及在室內
水上樂園玩個痛快, 樂園由早上10時開放 (請自備泳衣,早餐自費)
。中午時分兩組集合共進午餐(自費, 週邊有其它餐館選擇) 。

接著參觀達拉斯市中心區, Sixth Floor Museum, Reunion
Tower門票自費), 等等。帶大家回到JFK被遇刺的所在地。

下午開始回程之路, 在車上有幸運抽獎, 傍晚7:30時左右返回
休士頓結束二天的歡樂假期。

**請自行帶可坐著的毯子或椅子**, 帶可預寒的夾克。帶你
的輕便走路鞋或舞鞋！

*場地允許帶小型冷藏冰箱Cooler，小吃和水，但絕對不允
許帶外面的酒精飲料。

*會場將有很多購買食物和飲料的攤擋,帶些錢或信用咭可買
小吃或飲料。少不了照相機或帶你最新的智能手機!(請把貴重的
首飾留在家裡。)

*每位成人有一份天燈及小盒子(內已有放天燈所需物品,包括
有一支彩筆) , 小童有小禮物但不會有天燈。

** 別忘記帶個微笑，因為沒有它就 = 沒有穿好衣服, 大家都
要把衣服穿好啊, 即帶好你的笑容, 親!

豁免責任通知：當您完成註冊並支付全額時，相當於您已經
同意並簽署了加入天燈活動的豁免責任同意書。父母必須為您的
孩子簽署豁免同意書。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
報名時每位須繳付全數旅遊費用，由於假期節日關係, 名額

均有限, 先到先得。各團友請準時抵達出發點, 任何原因遭到不能
成行者, 費用恕不退還。出發前14天不作任何退款。

費用不包括司機、導遊小費: 建議每人每天賞予$10.00美元
，2天合共$20美元/每人; 及不包括其它小費, 如歺館小費: 午餐
每人$1, 晚餐每人 $3 。

行程如有任何變動,或遊行節目更改,或天氣影響,領隊有權視
乎情形更改行程節目。

快捷旅遊有權保留更改行程次序之權利，以便每團順利進行
。

行程如因人數不足未能成團時，快捷旅遊得於出發前通知旅

客，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
行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導致傷亡或其他損失 ,當根據酒店、巴

士等營運機構所規定之條例作為解決之依據，該與本公司無涉。
團友選擇停放車子在停車塲, 車子如有任何損壞或盜竊, 怏捷

旅遊和停車塲場主不會負任何責任和賠償費用。
報名請電 (713) 777-1717快捷旅遊 ASAP Travelwize或電郵:

asaptravelwize@yahoo.com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報名從速 (不二價, 請忽議價!)

快捷旅遊 獨家行程
達拉斯達拉斯 -- 天燈節天燈節22天團天團

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
教育彩色簿及色筆教育彩色簿及色筆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10月23日舉行Medicare講座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1010月月2323日下午日下午66時至下午時至下午88時時3030
分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分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MedicareMedicare講座講座,,黃榮富會長致歡黃榮富會長致歡
迎詞迎詞。。

休士頓台休士頓台
灣清閒俱灣清閒俱
樂 部樂 部 1010
月月 2323 日日
舉 行舉 行
MedicareMedicare
講 座講 座,, 會會
員們踴躍員們踴躍
發言提問發言提問
。。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健康講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健康講
座座1010月月2323日舉行日舉行MedicareMedicare講座講座,,
會員們聆聽林文淵小姐主講最會員們聆聽林文淵小姐主講最
新走向及未來將會有的改變新走向及未來將會有的改變。。

楊朝諄夫婦楊朝諄夫婦、、吳宏傑吳宏傑、、洪恭儀夫婦洪恭儀夫婦、、賴江椿等會員們出席休士頓台賴江椿等會員們出席休士頓台
灣清閒俱樂部灣清閒俱樂部1010月月2323日舉行日舉行MedicareMedicare講座講座..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1010月月2323日舉行日舉行MedicareMedicare講座講座,,林文林文
淵淵(Wendy Lin)(Wendy Lin)主講受益主講受益MedicareMedicare保險計劃保險計劃

林文淵林文淵(Wendy Lin)(Wendy Lin)向休士頓台灣清閒俱向休士頓台灣清閒俱
樂部會員們說明樂部會員們說明Medicare Part A,B,C.D.Medicare Part A,B,C.D.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黃榮富會長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黃榮富會長、、楊教授楊教授、、梁慶輝及會梁慶輝及會
員們專心聆聽林文淵主講傳統員們專心聆聽林文淵主講傳統Medicare.Medicare.和和AdvantageAdvantage計劃計劃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林重光等會員們參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林重光等會員們參
加加MedicareMedicare講座講座,,獲益良多獲益良多。。



BB1010休城讀圖
星期五 2017年10月27日 Friday, October 27, 2017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106 年雙十國慶晚宴年雙十國慶晚宴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圖為國慶之夜圖為國慶之夜 「「 台灣傳奇台灣傳奇
」」 中表演舞蹈中表演舞蹈 「「 農家樂農家樂
」」 。。

圖為圖為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顧問顧問（（ 右起右起
）） 黎淑瑛黎淑瑛、、甘幼蘋甘幼蘋、、駱健明在晚宴駱健明在晚宴
上上。。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 左三左三 ）） 出示哈瑞斯郡出示哈瑞斯郡
長長Ed EmmettEd Emmett 的國慶祝賀文告的國慶祝賀文告。。旁為旁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處長處長（（ 右三右三 ）） 及及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顧問顧問（（ 右起右起 ））
劉秀美劉秀美、、葉宏志葉宏志、、甘幼蘋甘幼蘋、、黎淑瑛黎淑瑛。。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 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左左
三三 ）） 代表政要贈送祝賀國慶文告代表政要贈送祝賀國慶文告
。（。（ 右起右起 ））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顧顧
問劉秀美問劉秀美、、黎琡瑛黎琡瑛、、葉宏志葉宏志、、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顧問顧問
甘幼蘋甘幼蘋。。

休士頓巿議員休士頓巿議員Mike LasterMike Laster （（ 左左 ））
代表市長頒發賀狀代表市長頒發賀狀。。由由 「「 國慶籌備國慶籌備
會會」」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 中中 ），）， 「「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代表接受陳家彥處長代表接受。。

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Gene Wu (Gene Wu ( 左左 ）） 代表德州州代表德州州
長及州議員頒發賀狀長及州議員頒發賀狀。。由陳美芬主委由陳美芬主委（（
中中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董
事長吳文龍事長吳文龍（（ 左左
）） 買下義賣拍賣買下義賣拍賣
品品。。

「「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 代表們出席國代表們出席國
慶晚宴桌慶晚宴桌（（ 中右中右）） 為為 「「 恆豐恆豐
銀行銀行」」 總經理張永男總經理張永男（（ 中左中左
）） 為該行公關經理周明潔為該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BB1111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10月27日 Friday, October 27, 2017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10,000 HOT BACCARAT TUESDAYS
Join us each Tuesday for your chance to win a share of $10,000 in Free Play or Gift Cards!

Receive your entries after 30 minutes of play on any Baccarat table earned between 6pm and 10:45pm.

Seven Stars | 20 Entries
Diamond | 15 Entries

Platinum | 10 Entries
Gold | 5 Entry

Earning Period | 5pm – 10:30pm
Activation for Drawing | 6pm – 10:45pm
Drawings every Half Hour | 7pm – 11pm

All activities take place at the High Limit Pit.

$10,000 熱門百家樂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加入我們，就有機會贏大獎或禮物卡，總獎金達 $10,000 免費籌碼！

在晚上 6 時至晚上 10:45 期間，於任何百家樂遊戲桌玩 30 分鐘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20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15 次抽獎機會

白金級 | 10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5 次抽獎機會

賺取期間 | 下午 5 時 – 晚上 10:30
抽獎活動開放時間 | 晚上 6 時 – 晚上 10:45
每半小時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所有活動均在高限額投注賭區進行。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10月27日 Friday, October 27, 2017


	1027FRI_B1_Print
	1027FRI_B2_Print
	1027FRI_B3_Print
	1027FRI_B4_Print
	1027FRI_B5_Print
	1027FRI_B6_Print
	1027FRI_B7_Print
	1027FRI_B8_Print
	1027FRI_B9_Print
	1027FRI_B10_Print
	1027FRI_B11_Print
	1027FRI_B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