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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導）） 「「華人第一天團華人第一天團」」 五月五月
天天LIFELIFE 「「人生無限公司人生無限公司」」 北北
美巡迴演唱會第四站登錄休士美巡迴演唱會第四站登錄休士
頓頓，，1515 日晚間在糖城日晚間在糖城SmartSmart
Financial CenterFinancial Center 開唱開唱，，五月五月
天又唱又跳火力全開天又唱又跳火力全開，，用歌聲用歌聲
征服全場數千名歌迷征服全場數千名歌迷，，耳熟能耳熟能
詳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詳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讓讓 「「五五
迷迷」」 們們HIGHHIGH翻天翻天。。儘管休士儘管休士
頓場地不比西岸演唱會規模之頓場地不比西岸演唱會規模之
大大，，五月天感謝粉絲熱情五月天感謝粉絲熱情，，承承
諾一定會回來諾一定會回來，，共創新的人生共創新的人生
篇章篇章。。

五月天攻占北美五月天攻占北美，，1818天天
內跑遍包括溫哥華內跑遍包括溫哥華、、聖荷西聖荷西、、
洛杉磯洛杉磯、、休士頓休士頓、、紐約紐約、、芝加芝加
哥哥、、多倫多等七大城市多倫多等七大城市，，先前先前
得知哈維颶風重創休士頓得知哈維颶風重創休士頓，，五五
月天還先暫時休士頓站的預售月天還先暫時休士頓站的預售
及正式售票及正式售票，，並捐並捐55萬美金至萬美金至
美國紅十字會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American Red
Cross)Cross)，，盼受災居民重建家園盼受災居民重建家園
。。

不受災害影響不受災害影響，，五月天演五月天演
唱會未演先轟動唱會未演先轟動，，歌迷搶票歌迷搶票，，
就是想一睹五月天的現場魅力就是想一睹五月天的現場魅力
。。演唱會由五月天演唱會由五月天、、黃渤黃渤、、林林
美秀和梁家輝共同主演的串場美秀和梁家輝共同主演的串場
電影貫穿全部段落電影貫穿全部段落，，在粉絲歡在粉絲歡
呼聲中呼聲中，，五月天以五月天以 「「派對動物派對動物
」」 熱鬧開場熱鬧開場，，現場響起陣陣尖現場響起陣陣尖
叫叫，，不辜負歌迷期待不辜負歌迷期待，，五月天五月天
一連串一連串 「「最好的一天最好的一天 」」 、、

「「OAOAOAOA」」 、、 「「入陣曲入陣曲 」」 、、
「「後來的我們後來的我們」」 、、 「「超人超人」」 和和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等經典等經典
名曲炒熱氣氛名曲炒熱氣氛，，暢銷程度全場暢銷程度全場
跟著哼唱跟著哼唱，，五月天特地帶歌迷五月天特地帶歌迷
坐著時光機坐著時光機，，回到回到19991999年第年第
一張專輯的青澀年代一張專輯的青澀年代，，要歌迷要歌迷
合唱經典歌曲合唱經典歌曲 「「擁抱擁抱」」 ，，讓歌讓歌
迷感受天團再複製青澀的活力迷感受天團再複製青澀的活力
。。

再度重返休士頓再度重返休士頓，，五月天五月天
不只感受熟悉親切感不只感受熟悉親切感，，搞笑的搞笑的
說說，， 「「每回想到休士頓每回想到休士頓，，就想就想
到到Houston, we have a probHouston, we have a prob--
lemlem」」 ，，電影經典台詞逗笑歌電影經典台詞逗笑歌
迷迷。。也因為休士頓場地小巧玲也因為休士頓場地小巧玲
瓏瓏，，歌迷可近距離接觸歌迷可近距離接觸，，阿信阿信
打趣說打趣說，，舞台近到歌迷的小細舞台近到歌迷的小細
微都看得非常清楚微都看得非常清楚，，冠佑也笑冠佑也笑
說他的視野最好說他的視野最好，，要歌迷要歌迷 「「專專
心看演唱會心看演唱會」」 ，，不要被抓到打不要被抓到打
哈欠之類的玩笑話哈欠之類的玩笑話，，逗的歌迷逗的歌迷
哈哈大笑哈哈大笑。。

雖然數度提及雖然數度提及 「「休士頓演休士頓演
唱會場第是北美巡迴最小唱會場第是北美巡迴最小」」 ，，
但場地溫馨但場地溫馨，，也讓五月天變得也讓五月天變得
感性感性，，團長怪獸團長怪獸、、石頭與瑪莎石頭與瑪莎
一致認為一致認為，，每次在休士頓開唱每次在休士頓開唱
，，都會讓他們回憶起都會讓他們回憶起 「「剛出道剛出道
跑校園的純粹感跑校園的純粹感」」 ，，並感謝歌並感謝歌
迷迷2020年一路支持年一路支持。。

緊接著緊接著，， 「「我不願讓你一我不願讓你一
個人個人」」 、、 「「乾杯乾杯」」 、、 「「兄弟兄弟」」
，，瑪莎一段鋼琴前奏獨奏瑪莎一段鋼琴前奏獨奏 「「成成

名在望名在望」」 讓人回想五月天持軍讓人回想五月天持軍
2020年心路歷程年心路歷程，， 「「我心中尚我心中尚
未崩壞的地方未崩壞的地方」」 、、 「「孫悟空孫悟空」」
、、 「「知足知足」」 、、 「「少年他的奇幻少年他的奇幻
漂流漂流 」」 、、 「「頑固頑固 」」 、、 「「DoDo
You Ever ShineYou Ever Shine」」 、、 「「凡人歌凡人歌
」」 新舊曲目交替新舊曲目交替，，歌迷跟著旋歌迷跟著旋
律舞動律舞動，，尤其在尤其在 「「離開地球表離開地球表
面面」」 和和 「「戀愛戀愛INGING」」 兩首動感兩首動感
舞曲舞曲 「「國歌國歌」」 一出場一出場，，全場為全場為
之瘋狂之瘋狂，，跟著哼唱跟著哼唱，，五月天還五月天還
與歌迷玩起與歌迷玩起 「「LOVELOVE」」 的歡呼的歡呼
橋段橋段，，HIGHHIGH翻全場翻全場。。

演唱完演唱完 「「任意門任意門」」 和和 「「人人
生海海生海海」」 ，，全場歌迷熱情吶喊全場歌迷熱情吶喊
「「加班加班」」 、、 「「安可安可」」 後後，，五月五月
天再度重回舞台天再度重回舞台，，以以 「「傷心的傷心的
人別聽慢歌人別聽慢歌」」 、、 「「溫柔溫柔」」 、、
「「突然好想你突然好想你」」 和和 「「倔強倔強」」 等等
安可曲作結安可曲作結，，阿信帶領團員們阿信帶領團員們
和工作人員鞠躬感謝歌迷熱情和工作人員鞠躬感謝歌迷熱情
參與參與，，留下歌迷依依不捨留下歌迷依依不捨。。

北美巡迴成本高北美巡迴成本高，，這次五這次五
月天有工作團隊有月天有工作團隊有7070名台灣名台灣
員工員工，，陣仗浩大陣仗浩大。。不少中港台不少中港台
歌迷遠從聖安東尼奧歌迷遠從聖安東尼奧、、達拉斯達拉斯
和奧斯汀等地驅車前來支持和奧斯汀等地驅車前來支持，，
也有不少華人歌迷帶著外國友也有不少華人歌迷帶著外國友
人同來人同來，，感受五月天魅力感受五月天魅力。。阿阿
信也感性承諾信也感性承諾，， 「「如果可以的如果可以的
話話，，帶著新的故事帶著新的故事、、篇章和新篇章和新
的朋友的朋友，，也許未來再一次相聚也許未來再一次相聚
，，到時再分享彼此嶄新人生到時再分享彼此嶄新人生。。
」」

五月天休士頓開唱五月天休士頓開唱 歌聲喚回青春記憶歌聲喚回青春記憶
人生無限公司人生無限公司Smart Financial CenterSmart Financial Center開唱開唱 唱跳火力全開唱跳火力全開 五迷五迷HIGHHIGH翻天翻天

全體牽手鞠躬謝幕全體牽手鞠躬謝幕。。((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碎紙花從天而降達到最高潮碎紙花從天而降達到最高潮。。((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阿信阿信((左左))怪獸怪獸((右右))台上互動熱絡台上互動熱絡，，展現好交展現好交
情情。。((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阿信阿信((中中))偕團員賣力開唱偕團員賣力開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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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NASA專家：20年內就會找到外星人

（綜合報導）長久以來，人類不斷尋
尋覓覓，試圖找到外星人的蹤跡。據領導
相關研究的美國國家航太總署（NASA）
車學家透露，在未來數十年內，或許就能
發現外星生命。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Mail）16
日報導，近年來，人類探索外星的能力與
時俱進，從1930年發現冥王星至今，已尋
獲了超過3,500顆系外行星。專家說，由於
搜尋時主要是以地球的特性為準，因此有
助於科學家剔除人類難以生存的星球，而
找 出 如 土 衛 二 （Enceladus） 與 木 衛 二

（Europa）等，比較可能有水與生命存在
的星球。

NASA 戈達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的 詹 尼 歐
（Tony del Genio）認為，20年內，人類將
能找到能進行系外行星任務的星球。

許多科學家認為，目前最有希望的是
土衛二（Enceladus）與木衛二（Europa）
。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科學家羅施比（Andrew
Rushby）說，如果要他賭，他會選擇上土
衛二或木衛二進行探測任務。

（綜合報導）結束12天亞洲行的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前天在白宮發表談話，稱此行
取得巨大成功，在各國合作因應北韓核武威脅，以及
貿易領域大有斬獲。他還稱，中國已同意北韓不能只
凍結核武計畫，而得要完全放棄核武，才能換得國際
撤除經濟制裁。但中國官方並未就這一點明確表態。

川普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認北韓擁核對
北京構成重大威脅，我們都同意不接受所謂的 『雙暫
停』協議。」雙暫停是中國和俄羅斯共同提議，意指
北韓暫停核武與導彈計畫，交換美國及盟友南韓暫停
定期軍演。

針對川普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稱，雙
暫停是當前最現實可行的合理方案，動武不是解決問
題的選項。被追問中方是否認為川普所言未忠實反映

習近平對他說的話，耿爽沒有正面回應，僅向提問的
記者說，相關表態已是非常全面的回答， 「我希望你
能做出正確的解讀。」

談到貿易時，川普稱： 「美國被佔便宜的時代過
去了。」他和各國領袖談到美國貿易逆差嚴重的問題
，尋求推進自由、互惠的貿易關係，獲各國認可。川
普說美國和各國貿易逆差一年達 8000 億美元（約
24.1兆元台幣），承諾將儘速削減，但沒說要用什麼
方法辦到。

彭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紐約時報
》等美媒以 「缺乏突破」、 「乏善可陳」等形容川普
此次外訪。CNN指除了日本對北韓的最新制裁，以
及中國口頭承諾升高對北韓施壓，川普在阻止北韓發
展核武和導彈上沒有明顯的進展。

川普讚亞洲行成功 美媒：缺乏突破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國安會負責戰略規劃的
資深主任史博丁表示，川普政府的 「印太地區」戰
略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台灣的蓬勃民主， 「至為重
要」；他也看不到美國對台政策， 「會有根本改變
」。

華府智庫 「國家亞洲研究局」（NBR）15日舉
行 「管理亞洲戰略競爭」座談會，曾任美國駐中國
武官的史博丁應邀出席。回答現場詢問薛瑞福的聽
證會16日即將舉行，薛瑞福到位後美國是否會重估
對台政策時說， 「我看不到在對台政策上會有根本
性變化」、 「我的意思是美國仍希望兩岸關係的最
後結果是在沒有脅迫下的和平統一」。

台灣媒體立即追問，美國政策向來追求兩岸爭
議 「和平解決」，非 「和平統一」， 是否川普政府
政策有變？史博丁隨即澄清，美國政策沒有變化，
「若有錯，都歸我」。

對於台灣在川普政府的 「印太地區」戰略」中
能扮演什麼角色？史博丁說，一個開放的體系必須
共同努力，才能確保封閉的系統不會持續擴張。在
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中，台灣的蓬勃民主是兩岸

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他強調， 「那個民主非常重
要」。

空軍出身的史博丁是川普政府國家安全策略報
告的撰寫人之一，曾任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鄧普西的中國事務首席戰略顧問，在上海周濟大學
就讀過兩年，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強烈主張，
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互為一體。

他透露，自己的辦公室一直掛著中美兩國經濟
成長比較表，以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到2025年，中國
軍事在能力和數量上，在亞太和印太地區都將對美
國造成挑戰。他表示，冷戰結束，美國和西方國家
邀請所有國家加入，相信大家都會遵守遊戲規則，
但並非如此，中國不會變民主，也未走向市場經濟
。經濟實力決定這場競賽，美國最重要是壯大自己
的實力。

史博丁表示，民主國家必須合作，讓自由開放
體系繼續繁榮，川普最近訪問亞洲，在亞太經合會
演說，都在陳述美國外交政策，讓大家了解民主與
獨裁區別。他指出，這與大家認為川普的孤立主義
，恰好相反。

白宮國安會戰略資深主任：
看不到美對台政策有 「根本變化」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這
周結束他任內首次的亞洲行，他也
在返美後於 15 日再次警告北韓，
全球不會容忍北韓的 「核子敲詐」
，也誓言包括找中國採取行動對平
壤施加最大壓力的行動，也說他在
各國成功激起針對北韓核子擴散的
抵制，更不改狂人口吻稱，這次出
訪可以看見 「美國回來了」，美國
從未有過這麼光明的未來。

據《CNN》報導，川普 15 日
大談自己訪問亞洲的成果，除了貿
易問題上，他認為自己在北韓問題
取得很大的進展，他說經過與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後，中國和美
國一樣都同意不會接受與北韓 「凍

結換取凍結」的協議，也就是過去
中國和俄國都支持若北韓凍結核計
劃，就會換取美國與南韓停止軍事
演習。

川普在記者會上強硬表示：
「我們不會讓這個扭曲的獨裁國家

以核子敲詐脅迫世界」，他也說習
近平承諾運用北京對平壤的經濟影
響力，中國也承認，北韓擁核武對
中國是一大威脅。川普也再次強調
，美國的目標是北韓無核化且時日
已經不多，美國仍將所有選項都放
在桌上。

面對外界批評川普此行僅有華
麗的迎接儀式，但沒有任何建樹，
像是民主黨參議員馬基（Edward

Markey）就表示，川普的亞洲之在
重要的經濟和安全問題上並沒有取
得有意義進展，且沒有傳達出美日
韓將進一步團結對抗北韓的重要訊
息，甚至還推文罵金正恩又矮又胖
。

川普儘管沒有對這些批評直接
回應，但他不改狂人口吻說道：
「美國回來了」，由自己在亞洲所

到之處各國都為他鋪上紅毯，可見
美國重建雄風。川普也說： 「無論
我們到哪裡，外國東道主都用令人
難以置信的熱情及尊重來接待美國
代表團和我」，美國從未有過這麼
光明的未來。

讚亞洲行阻北韓核武大成功 川普：美國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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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由著名畫家，作
家劉昌漢先生策展，今年威尼斯影展VR 最佳體
驗金獅獎得主，台灣藝術家黃心健創作的 「械
動影」 光雕藝術，獲得台北文化部、休士頓台
灣書院、台北科技大學、中美文化講壇等單位
，和僑社友人贊助，於本周三，四（ 11 月 15
日，16 日） 兩天晚上在糖城巿府前廣場展演兩
場，這種結合科技、光雕、與音樂的精彩藝術
饗宴，呈現了台灣當代藝術生動燦爛的一面。
連二日觀眾如潮，待放映結束，猶依依不捨離
去。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
長、 「台灣書院」王更陵主任、劉忠耿副主任
、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劉昌漢先生及美國學界
、政界人士皆出席了藝術展現場，場面熱烈。

此次的作品 「械動影」是跨領域結合多種
展演形式，由剛剛榮獲威尼斯影展首屆Best VR
Experience最佳體驗大獎的台灣當代藝術家黃心
健教授所執導，團隊包括藝術家陶亞倫、連俊
傑、曹筱玥、楊政等人。作品利用即時電子音
樂創作、機動裝置與影像mapping技術，呈現一
場跨越民俗、電音與影像的另類視覺體驗。

「械動影」類似一個劇場，又
有如燈光秀，更是音樂即興表演，
作品所挪用的符號堆疊，不只體現
數位時代人們所體驗的日常，在大
數據（Big Data）的時代，訊息淹
沒著我們的生活，光怪陸離的傳言
與正確的知識難以界分，乃至於訊
息交織與越行複雜化，作為一個豐
富文本的閱讀可能， 「械動影」將
各式的數據（Data）不斷轉換，從
即時音樂變成影像，將意念轉化成
聲光視覺，錯置的視覺語彙讓傳統
經驗與記憶混雜在年輕世代與虛擬
世界的投射之中，全場電子音樂的
即興表演也同時是混置人工（arti-
ficial）聲音的不斷累積，重複的節奏中轉化出延
伸的組曲，而透過mapping的技術，將影像投影
於巨型充氣裝置，創造出龐然大物的幻覺，也
帶有皮囊的概念，似乎暗指著人生作為一個龐
大的空洞，中斷穿插的文字顯現，關於欲望的
投射，以一種許願樹之姿，宣告普羅大眾。

「械動影」也可被視為對傳統文化的重新
詮釋，將虛擬美學與新科技轉譯出屬於新世代
的可能發展。另外，以表演的場域來論，糖城
市政府前廣場設置此大型聲光音樂表演與巨型
充氣裝置的搭配，將觀者拉進虛擬的神祇世界
，儀式性的祭典穿插3D影像的空間錯覺，帶給
觀眾嶄新的視覺感受。

台灣當代藝術 「 械動影」 大型光雕藝術展
本周三，四晚在糖城發光，吸引中、美觀眾前往觀賞

感恩聖誕假期臨近，本是歡樂祥和的季節，
但不幸也往往是全年犯罪率的高峰期。為此休斯
頓槍友匯（HANGO）和休斯敦華裔聯盟（HCA
）於11月11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聯合舉辦了一
場日常安全講座，由休斯頓槍友匯的金牌教官周
浩（TxCowboy）老師主講。

周浩老師工作之餘，是美國步槍協會 NRA
認證教官，德州政府認證LTC攜槍證教官，曾經
幾度義務主持休斯頓槍友匯的槍支安全操作課程
和靶場實戰。本次周浩老師以日常安全為主題，
面向大眾，結合自身經歷，以及近期發生的震驚

全美的拉斯維加斯和德
州小鎮教堂大規模槍擊
案，以及就在身邊的休
斯頓中石油女員工被搶
劫槍殺等案件，與到會
的近五十名來自大休斯
頓各區的聽眾交流探討
了家庭安全；戶外個人
安全；汽車操作安全；

旅行安全；自我防衛等等話題，以及各種注意事
項，以期提高大家的預防意識，使華人群體具有
群體免疫力，以避免成為罪犯的熱衷目標。短短
兩小時轉瞬即逝，更有聽眾意猶未盡，轉戰場外
，繼續交流。

講座前後的兩個多小時，除了有多位義工在
現場調試音響、投影設備，佈置桌椅，接待來賓
，提供飲料點心，更有休斯頓槍友彙的數名壯漢
，依照講座傳統，在停車場和出入乾道全程巡邏
，確保聽眾的車輛財產安全和講座的順利進行。

HCA 和 HANGO 都是相對年輕的組織和社
團，都有一批有熱情、有愛心、有專長的志願者
服務社區。休斯敦華裔聯盟 HCA 是由志願者自
發組織的非營利團體，成立於2014年2月，致力
於維護華人權益，幫助和促進華人在美國更好的
生存與發展。近年來推動選民登記和投票；組隊
參加龍舟賽弘揚體育精神和中華文化；舉辦各類
公益講座等活動。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為哈維募
捐賑災，購買發放了大量救災工具與器材，並向
各地區災民發放免費午餐。休斯頓槍友匯HAN-
GO成立於2015年6月，是一個面向休斯頓華人
交流學習槍械知識及相應法律的公益平台。舉辦
過數次大型槍支安全普及和展示講座，以及帶領
沒有接觸過槍支的新人去靶場練槍等活動，哈維
肆虐之際也迅速組建槍友匯義工隊幫助救災。本
次兩個組織的志願者聯手，希望提高華人朋友的
安全意識，在日常生活中採取簡單微小的調整，
最大程度的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犯罪目標，歡度
佳節，安居樂業，維護捍衛美好生活。

休斯頓槍友匯和休斯敦華裔聯盟休斯頓槍友匯和休斯敦華裔聯盟
上周六辦安全講座上周六辦安全講座，，周浩教官主講周浩教官主講

圖為圖為 「「 械動影械動影 」」 大型光雕創作的展演畫大型光雕創作的展演畫
面之一面之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出席 「「 械動影械動影」」 大型光雕創作展演會的中大型光雕創作展演會的中、、美貴賓於展美貴賓於展
演結束後合影演結束後合影（（ 右一右一）） 為策展人劉昌漢為策展人劉昌漢（（ 中中 ）） 為為 「「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的圖為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的 「「日常安全講座日常安全講座」」 現場現場。（。（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圖為金牌教官周浩老師演講情景圖為金牌教官周浩老師演講情景。（。（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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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同源會於106年11月12日晚間在珍寶樓舉行年
會，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伉儷、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施建志組長伉儷、陳
偉玲秘書伉儷等人應邀出席，僑務委員葉宏志、休士頓中
華公所丁方印主席、同源會總會會長敖錦賜、休士頓同源
會副會長William Mei林玉偉、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法官
Jay Kalaham伉儷等兩百多名嘉賓及僑界領袖均與會同歡，
氣氛熱烈。

首先由全美同源會總會會長敖錦賜以及休士頓同源會

會長陳慶輝致歡迎詞，歡迎貴賓參與年會，並表示同源會
一直致力與幫助華裔融入主流社會，積極推動與主流社會
的連結，以增加華人在休士頓地區的影響力，每年更舉辦
華埠小姐選拔活動，致力推展傳統中華文化，擴大華人能
見度，接著由林映佐致詞感謝該會為爭取華裔移民在美國
平等權力之貢獻，有目共睹，促進全美華裔人權提升，也
對同源會積極推動並強化華人與主流社會的連結表示推崇
，會中進行有華埠小姐才藝表演及抽獎等餘興節目，場面
熱鬧歡欣。

休士頓同源年會 眾會員嘉賓齊聚歡度

陳慶輝現任會長及劉秀美等歷屆會長於陳慶輝現任會長及劉秀美等歷屆會長於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212日晚間在珍寶樓參日晚間在珍寶樓參
加休士頓同源會第加休士頓同源會第6363屆年會屆年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兼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本報訊)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將在11/17這個星
期五召開校友聯誼會兼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時間是下午4:
30pm至7:30pm
地點在鄧祖珮校友功文數學教室(Beltway 8 Kumon Math &
Reading Center, 6601 W Sam Houston Pkwy S #4. Houston

77072) 舉辦
敬請校友們踴躍參加.

詳情請洽前會長洪良冰 832-818-6688 或 前會長鄧祖
珮 713-988-1234

↑↑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今年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今年0707//3030//1717因是北加因是北加
會長會長 Serena WangSerena Wang來休城我們臨時召開的校友會聚會來休城我們臨時召開的校友會聚會
相片相片

←←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 0909//1515//1717

聯邦醫療保險 2018 年年度申請重要截止日期: ： 12 月 7 日
（哈維颶風受害者可延至12月31日）

歐記健保2018年年度申請重要截止日期： 12月15日（哈維
颶風受害者可延至12月31日）

由於川普總統的行政命令，每家保險公司都預先作了因應措
施，因此計劃有很多的變動，有些變動是對保險人有利的，很多
項目減少了自付額，所以在選擇保險計劃時一定要參考每項計劃
的內容，不要讓高自付額而躊躇不定。角聲社區中心休士頓分會
為幫助大眾解決疑慮並協助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保險，特別舉辦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醫療保險」講座。

主題: 「如何選擇醫保和健保講座」
日期：11月18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址：角聲社區中心www.cchcHouston.org
7001 Corporate Drive, ste 379, Houston Tx 77036
須 事 先 電 話 預 訂 座 位 713-270-8660， 或

832-419-2084
內容：1.各種年齡層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醫療保
險

2. 各種醫療保險的不同福利
3. 選擇醫保的須知
4. 專科醫生不在網絡內如何作
5. 處方藥漲價或不在網絡內如何處理
6. 接到急診帳單如何處理

7.如何看懂自己選擇的保險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18年。聯邦醫療保險合格專
業人員，有二十年服務經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問答專
欄作者。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醫療保險」 講座11/18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

休士頓同源會副會長休士頓同源會副會長William MeiWilliam Mei林玉偉林玉偉、、前會長劉秀美前會長劉秀美、、會長陳慶輝會長陳慶輝、、關關
振鵬律師夫婦振鵬律師夫婦、、法官法官Jay KalahamJay Kalaham、、余厚義余厚義、、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
處長處長、、施建志組長施建志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委葉宏志出席休士頓同源會僑委葉宏志出席休士頓同源會
第第6363屆年會屆年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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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
美國，申請大學要有許許多多
準備，準備的越充分，結果越
符 合 理 想 。 第 一 學 院 (First
Academy)專門致力於協助高中
生申請大學、以及各年級的課
業輔導，以讓學生的SAT分數
提高 200 分為目標，同時提高
你的GPA和班級名次，幫助學
生進入理想的大學。

曾經有學生尋找合適的課
輔機構，找了數個都不滿意，
最後來到第一學院，與學院的
教師相談甚歡，理念一致，而
決定參加第一學院的 Program
，問他原因是什麼，他說，第
一學院的教學靈活有彈性，老
師各個都經驗豐富，而且時間
能配合，可以針對個人的需要
制定課程，這是其他地方所不
及的。

現正是申請上大學的熱季
，美國大學 common app essay
申請，是申請者與大學招生委
員會之間一次重要的對話，在
短短的幾百字內，把自己介紹
出來。一份強有力、能充分展
現 自 己 的 自 我 介 紹 (personal

statement)能夠快速擄獲招生委
員的心，讓他們覺得你有見解
、有內涵、又夠聰明。那麼，
你要如何塑造自己呢？讓學校
能清楚地了解你具備在多元環
境中成長的特質，你必須要能
寫出一份好的ESSAY，展現你
個人的成長、對知識的渴望、
思考能力、與見解。

第一學院的 EFFORTLESS
ESSAY PROGRAM， 每 週 與
寫作教師見面，撰寫、修改、
並編輯你的大學申請ESSAY，
助你在兩個月內準備出最好的
文章。

在這個課程中，學生將根
據各種主題，學會寫出清楚並
富有吸引力的文章，最後能寫
出他們要提交給所選大學的
ESSAY。根據學生的情況，家
長得以在兩個月內看到自己孩
子所寫的至少 5 篇以上的完整
ESSAY，所有的 supplements 也
會寫出來。
協 助 申 請 大 學 (COLLEGE
READY PROGRAM)

第一學院引導學生完成
Apply Texas 和 Common App，

在 2 個月內幫你完成大學申請
。

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專家
的指導，學生們對想要進入的
大學做仔細的研究，建立出自
己的申請檔案，最後得以將申
請提交給所選擇的大學。每週
與學生見面一次，每次一個半
小時。
SAT / ACT強化課程

在 3 個月內將學生的 SAT
分數提高250或ACT分數提高
5 分，讓學生的學業能力有全
面性的增長。此課程專為準備
參加 SAT 和/或 ACT 考試的高
年級學生而設（建議兩個同時
參加）。 為學生準備 SAT 和
ACT所有的問題類型。

在此課程中，學生會學到
更快速的閱讀，更準確的計算
，以及更有效的寫作。 每個考
試都會附帶具體問題的分析，
老師會找出每個學生的潛在弱
點，並直接解決問題。每期兩
個月，每週與學生見面兩次，
每次兩小時。

第一學院(First Academy)成
立於十年前，結合一流的教師

與最尖端的技術，
提供獨特的學習方
法 。 為 什 麼 說 是
「第一」呢？因為

在三方面領先群倫
：教師、技術、透
明度。
教師

第一學院只聘
用最有經驗和專業
的教師，為孩子提
供最好的教育環境
。學生與老師的比
例是3：1，能照顧
到每個學生，在充
滿活力和團隊合作
的環境中培育每個
孩子的成長。
科技

使用最新的科
技 （ 特 別 是 Google Docs 和
Evernote 等協同技術）來創建
一個動態的、以團隊為基礎的
課程，此種互助的環境會大大
增加學生的課業與人際交往能
力 。 此 外 ， 第 一 學 院 使 用
Teachworks 軟件，以便家長可
以在線上安排時間、交費、和

收到提醒通知。
透明度

課業輔導關係著學生、老
師、和家長之間，三方若能緊
密合作，則效果會更好。第一
學院結合科技和個人通信，確
保每個家長能明確知道學生的
進步情況。學生的考試成績、
作業和出席都在網上發布。

學習是有方法的，讓第一學院
的專業教師們領導孩子們，成
功申請到好大學。洽詢電話:
（713） 478-2733( 英 文)、
（832）766-0143 (英文)。郵箱
: firstacademyhtx@gmail.com。
網 站: firstacademyhtx.com。 地
址: 9891 Long Point Rd. Hous-
ton, TX 77055

第一學院 學習第一
讓孩子更優秀讓孩子更優秀成績更亮眼成績更亮眼

(本報休士頓報導) 您知道嗎？為
振興房市，美國政府投注了相當的心
力，為了鼓勵住者有其屋，讓首次自
住房購房者(First Time Homebuyer)可
以負擔得起，休士頓市政府對屋主有
不少的補助金，如果懂得去申請，並
且符合條件，您可能就是幸運者，將
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最高可獲$25,
000 的補助，對於購屋來說，可謂不
小的助益。

本報採訪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
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行政經理Brandi N. Sullivan
，為讀者介紹休士頓市的 「自住房購
房 補 助 計 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讓讀者們知道，哪些人
可能是這個計劃的受惠者。
首先，怎樣的人有資格申請呢？

Brandi 表示，這個計畫協助的對
象，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或是在過
去三年內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
士頓家庭。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
然而，民眾別以為中低收入是賺很少

的年收入，如果您家庭總
收入不超過本市平均收入
的 80%，您就可能符合條
件。舉例來說，單身人士
的收入為$40,050，二口之
家的收入在$45,800以下，
或四口之家的收入在$57,

200 以下就可以申請。收入限制根據
家庭人口而定。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HAP)，最高
可補助$25,000，只要購屋者符合以下
的條件:(一)、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二)、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
三)、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
、願意參加8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
；(五)、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是美
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六)、願意提

供所有的相關文件。(七)、為休士頓
市居民。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通過
市政府的房屋檢查(Home Inspection)
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主，在這個
房子至少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
買主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呢？

房地產經紀人 Mr. Kim 表示，他
在數年前因為幫朋友買房子，而接觸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當時申請的手
續相當繁雜，但是，只要熟悉規定，
仍然可以逐項克服困難，當他的朋友
買到房子、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
，箇中的欣喜難以形容。

首先，買主必須確定是自己居住
，而不是投資屋，在此屋要住滿五年
才可以轉手。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小

時購房者教育課程，要能獲得貸款。
其次，有意願要申請此項補助金的人
，一定要誠實交稅，不少人為了省稅
金，沒有如實報稅，等到申請貸款時
就出現難題。Mr. Kim 表示，市政府
有錢補助，但是民眾要懂得去申請，
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申請過程中有
許多文件工作，對於熟悉作業的人並
不是問題。他也鼓勵想要有自己住屋
的民眾趕緊申請補助金，先到先得。
在申請補助金的過程，有兩大重頭戲
，一是貸款，二是購屋。在購屋部分
，應該找怎樣的房子、首次自住房購
房者怎樣更容易申請到補助金，可洽
詢 Mr. Kim，他已經協助不少人申請
到補助金。電話: 832-549-0282(英文)
。

政府鼓勵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您可能是補助計畫的受惠者

周華健周華健1111//2525感恩演唱會感恩演唱會

(本報訊)2017年11月17日（明天）
農曆九月二十九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聖誕
請大家多做功德、吃素念經、戒殺戒淫、禮佛放生、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願佛菩薩慈悲加持您：增長智慧、消除無明、六時吉

祥、法喜充滿！歡迎大家前來觀音堂誦經禮佛。
地址：10161 Harwin Dr, suite100, Houston, TX77036
諮詢電話：832- 736- 1897
德州觀音堂全體義工期待您的參與！感恩

文：楊楚楓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聖誕

（本報訊 ）經過近三十年的老僑新僑的
努力拼搏、大力耕耘，美國南方德州的休士頓
市（又有人譯作候斯頓、休士頓、休斯頓等）
，已站穩美國第四大城市的寶座，有經濟學家
更預言： 以現階段休市的生產發展速度及趨
勢，不出10 年，休市便會更上層樓，扳過洛
杉磯或芝加哥，升上美國第三大城市的地位。

姑勿論休市的遠景是否如此光明寬闊，單
以現階段休市的中國城來看，正是四季競發，
終年皆春。筆者移居美國44 年，一邊從事唐
餐生意，一邊賣文煮字，撰寫政經文史、旅遊
飲食等各類文章，因為職業及個人愛好關係，
週末假日，定從休市城東河畔，驅車深入中國
城去，到各大食肆中牙祭進食一番，更自稱
「為食書生」，為曾光顅的食店，寫下個人食

感，這樣，既可以向行家取長補短，又可以滿
足自己五臟廁，何樂不為？

在休市西南方中國城的百利大道上，由
59 號高速公路計起，直到Boon街為止，馳名
滋味的唐餐店，大小並算，起碼就有十間八間
，屈指一數，金殿、悅來、新新、富仔記、金
大碗、龍圖、錦江、東江、華洋、黃金茶寮、
金冠、榮記、珍寶等等。可以稱得上 「群雄並
起，各領風騷。」其中座落在百利大道及
Willcress 交界上的榮記飯店，是休市唐餐店中
的表表者，食物出品特別有聲有色。它之所以
能夠獨樹一幟，全因有店東榮叔、拍擋 Kent
鄔、及梅喜師傅三位大將在把持大小出品。榮
叔乃上世紀橫跨七十、八十、九十三個十年年
代休市鼎鼎大名的粵菜大師李孟的高足，在當

年
休
市粵菜生意首屈一指的金寶大酒家（位於 59
號高速公路及Gessner交界之處）中任職，與
李孟及李氏另一高足葉石師傅，並稱“鐵三角
, 為金寶大酒家的生意，立下汗馬功勞。其後
榮叔另起爐灶，在現今頂好商場隔離的新都城
商場一角，開設榮記飯店，（即今天重慶飯店
，之前是三和酒家、德輝飯店的位置，）拍檔
者為梅喜大師。梅氏來自中國大陸台山市，乃
該市著名粵菜廚師。台山、開平，均是中國僑
埠，魚米之鄉，食風鼎盛，能夠在當地飲食界
立足，定有個人之處。梅喜移民到休市後，有
在鳳城酒家和帆船酒樓任職。認識榮叔後，識
英雄重英雄，故追隨榮叔一起打江山，搞起榮

記飯店來。所謂 「名家一出手，便知有無有」
榮記以其獨特的港式煲仔飯、焗豬扒飯、焗葡
國雞飯等，吸引休市廣大僑友，眾人皆稱：榮
記的港式煲仔飯的風味，無出其右，獨步休城
。其後榮記遷往百利大道步向美華超級市場方
向處，又再經營十年，贏待華人口碑不少。隨
後榮叔退出江湖，以弄孫為樂。數年之後，有
感晚年靜寂，故於去歲找來休市舊唐人街洪記
飯店店東、休市通渠修理水喉專家Kent 鄔及
梅喜師傳，組成新鉄三角，重出江湖。

這就是第三代的榮記飯店！欲食港式味，
何妨上榮記！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榮記菜色耀候城榮記菜色耀候城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2017年度義賣大會
明天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在玉佛寺舉行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國德州佛教會
玉佛寺2017 年度義賣大會活動，將於明天
（ 11 月18 日，星期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
二時在玉佛寺舉行。這是玉佛寺第36屆年
度義賣會。會中除了備有各種可口素食小
吃供大眾選購品嚐之外，同時也如往年一
樣，現場也有各種佛教精品、手工藝品、
日用品、花卉、果樹幼苗、有機蔬果義賣
及卡拉 OK 義唱和摸彩等活動，不僅是凝
聚會員向心力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也是
休士頓僑界每年一度的盛會。

發心認購義賣彩券的獎品包括： 特

獎-- $1000 元現金，頭獎-- 蘋果 IPhone
手機，二獎-- 空拍機，三獎--- Vitamix
果汁機，四獎-- 蘋果平板電腦，五獎--
Fitbit 運動腕帶等等上
百樣豐富的獎品。

這次義賣所有的
功德善款，均將作為道
場平日弘法利生和慈善
濟貧之需。德州佛教會
玉佛寺竭誠邀請您來參
與盛會，共襄盛舉，成
就道業。

玉佛寺地址：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 電話： 281- 49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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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本報訊)《中華本草》記載：食用花粉可快速改善疲勞、便

秘、四肢酸痛，恢復體力，並能抑製粉刺、營養肌膚、美容養顏
。大量研究證明，蜂花粉對三高、血管隱患、前列腺炎癥和放化
療等有良好效果，配合綠蜂膠食用，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
令療效加倍提升。過去蜂花粉經常被用來作為女性保養的美容品
，然而，你可知道，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只有美容養顏而已。
蜂花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既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又有針對
性的保健範圍。作為蜂品中的雙子星，綠蜂膠和蜂花粉以卓越功
效成敵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黃金搭檔”。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粉屬營養性美容食品，其VE

、SOD、硒等成分能滋潤營養肌膚，有助抑制青春痘；肌醇可保
持頭髮烏黑亮麗。內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用通過皮膚吸收營
養，達到表裏兼顧的美容效果。蜂花粉中的卵磷脂還可促進脂肪
代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降低血管隱患：蜂花粉有
多種黃酮、煙酸等成分，能調節血脂，清除血管壁上脂肪的沈積
，也有協同降糖效果，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透性。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節機體，平衡營養，保持旺
盛生命力，增強血清免疫球蛋白，啟動巨噬細胞，提高免疫力，

抑制病變基因，提高心臟工作能力、增強耐力和骨骼肌的力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驗證明用蜂花粉輔助調理慢

性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有很高的效率。蜂花粉對前列腺增生的
作用在於它可以調節體內性激素的平衡，在激素的受體水平上發
揮類雌激素、抗雄激素的作用，抑制二氫睾丸酮的生物效應，使
增生的腺體逆轉近似正常，並能調節泌尿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蜂花粉能使腸道蠕動增加及
增加回、結腸之張力而促進排便。對胃口不佳、消化吸收能力差
、消瘦病人，以及慢性胃炎、胃腸損傷等胃腸功能紊亂者有明顯
效果，服用後增加食慾、促進吸收，增強消化系統功能，這與蜂
花粉含有抗菌物質、多種維生素等生物活性物質，以及改善及修
復消化道的功能有關。蜂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促睡眠。蜂花粉有多種不飽和
脂肪酸、磷等微量元素及其他營養物質，對神經系統有滋養和提
高的功能，是腦力疲勞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睡眠。臨睡
前服用蜂花粉，可以提高睡眠的質量，睡得深、睡得甜。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粉可促進青少年神經系統發
育，對老年人記憶力亦有顯著改善作用。法國蜂花粉學家卡亞認
為，花粉有助於清晰頭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蜂花粉後
，疲勞遲鈍的頭腦能恢復清醒和靈活，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辦到

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有豐富的造血元素鐵、銅和

鈷。鐵是合成血紅素、血紅蛋白、細胞色素等的原料；銅參與血
紅蛋白的合成及某些氧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是紅細胞
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化劑，另外，銅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

9、駐顏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溪太后因常食花粉，年過八
旬尚顏面紅光，仍能精神飽滿地料理朝政。蜂花粉能調節人體內
分泌、平衡人體機能，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膚新陳代
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膚柔滑細嫩，富有光澤。

加拿大天然品NPN#80033597·GMP Site License#300909·美
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登記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花蜂業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

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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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銀行11月9日舉行20周年慶
((本報訊本報訊))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2020週週

年慶在年慶在20172017年年1111月月99日於總日於總
行內舉行一場隆重溫馨的慶行內舉行一場隆重溫馨的慶
祝活動祝活動，，當日貴賓雲集當日貴賓雲集，，州州
眾議員眾議員Gene WuGene Wu吳元之吳元之、、駐駐
休士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休士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
振群振群、、僑務領事張鐵虹僑務領事張鐵虹、、大大
法官張文華法官張文華 Theresa ChangTheresa Chang、、
聯邦眾議聯邦眾議 Al GreenAl Green亞裔代表亞裔代表
林富杜桂林富杜桂、、僑教中心主任莊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雅淑、、中華民國國慶籌備會中華民國國慶籌備會
主委員陳美芬主委員陳美芬、、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美南旅館公會會長葉德雲美南旅館公會會長葉德雲
等政商界代表皆與會參與等政商界代表皆與會參與。。

美 南 銀 行 執 行 長美 南 銀 行 執 行 長 GaryGary
OwensOwens 在週年慶祝會中首先在週年慶祝會中首先
介紹在場的董事會成員並約介紹在場的董事會成員並約
略報告今年營運情況略報告今年營運情況，，並與並與
在場賓客們分享在場賓客們分享2121年前與董年前與董
事長李昭寬在休士頓市中心事長李昭寬在休士頓市中心
酒店相識時聆聽董事長講述酒店相識時聆聽董事長講述
建立銀行想法的故事的經過建立銀行想法的故事的經過
。。Gary OwensGary Owens表示表示，，創建銀創建銀
行著實不易行著實不易，，逐步發展到今逐步發展到今
天天。。他很高興看到美南銀行他很高興看到美南銀行

2020年來不斷發展壯大年來不斷發展壯大。。
GaryGary說說，，他雖然在他雖然在1010多多

年前才加入美南銀行的團隊年前才加入美南銀行的團隊
，，在董事會全體成員的支持在董事會全體成員的支持
和全體行員團隊的努力下和全體行員團隊的努力下，，
銀行業務持續平穩成長擴張銀行業務持續平穩成長擴張
，，他個人堅信銀行的未來發他個人堅信銀行的未來發
展會更好展會更好，，同時將提供更完同時將提供更完
善良好的服務回饋客戶善良好的服務回饋客戶。。

董事長李昭寬則感謝社董事長李昭寬則感謝社
區長久以來對於美南銀行的區長久以來對於美南銀行的
支持支持。。

在在99日的週年慶日的週年慶
祝活動中祝活動中，，除了聯除了聯
邦 眾 議 員邦 眾 議 員 Al GreenAl Green
之外之外，，州眾議員吳州眾議員吳
元之及糖城市長元之及糖城市長 JoeJoe
ZimmermanZimmerman 等 皆 派等 皆 派
頒發賀狀給予肯定頒發賀狀給予肯定
與祝福與祝福。。

有關美南銀行有關美南銀行
美 南 銀 行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Member FDIC)成立成立
於於 19971997 年年，，總部設總部設
於德州休士頓中國於德州休士頓中國

城 地 址城 地 址:: 69016901 Corporate Dr.Corporate Dr.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電 話電 話::
713713--771771--97009700(( 合 作 路 和 百合 作 路 和 百
利大道交口處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
於休士頓糖城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達拉斯PlanoPlano
、、Richardson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和奧斯汀等地
區區，，以中以中、、英英、、越越、、韓韓、、拉拉
丁等多國語言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提供全方位
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在
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

。。20172017 年年 1010 月月 2626 日日，，在達在達
拉斯地區正式成立北德州區拉斯地區正式成立北德州區
域管理分行域管理分行，，提供更完善各提供更完善各
項金融業務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
銀行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
供供2424小時全天候服務小時全天候服務，，歡迎歡迎
大家多多利用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有關美南銀
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www.swnbk.com

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
和美南旅館公會會陳和美南旅館公會會陳
美芬美芬、、嚴杰與美南銀嚴杰與美南銀
行執行長行執行長 Gary OwGary Ow--
ensens、、美南銀行董事美南銀行董事
長李昭寬長李昭寬、、副董事長副董事長
謝坤增在謝坤增在 2020 周年慶周年慶
聚一堂聚一堂((記者黃麗珊記者黃麗珊
攝攝))

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帶來州議會的賀函由美南銀行執行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帶來州議會的賀函由美南銀行執行
長長 Gary OwensGary Owens、、董事長李昭寬代表接受董事長李昭寬代表接受((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領事張鐵虹與美南銀行執領事張鐵虹與美南銀行執
行長行長 Gary OwensGary Owens、、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副董事長謝坤增副董事長謝坤增、、董事董事
洪恭儀洪恭儀、、曹桂卿曹桂卿、、侯思漢一起切侯思漢一起切2020周年生日慶蛋糕周年生日慶蛋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報導報導

芝加哥首演大獲成功,18日獻演休城Stafford Center
20172017中華文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中華文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

舞蹈舞蹈----走在上水間走在上水間

武術武術------中國驕傲中國驕傲豫劇豫劇------抬花轎抬花轎

歌手歌手------張鈺琪張鈺琪 雜技雜技------雲中漫步雲中漫步

笛子演奏者笛子演奏者------鄭迪鄭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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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地產協會亞裔地產協會 「「 頂級住宅生產商論壇頂級住宅生產商論壇」」 午餐研討會午餐研討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AREAAAREAA前任會長林富桂女士和現任會長前任會長林富桂女士和現任會長EugeneEugene王和李錦王和李錦
星先生星先生 ((中間站在獎後中間站在獎後)) 並並Nelvin AdriaticoNelvin Adriatico 主持人主持人, Josie, Josie
Lin, Khai NguyenLin, Khai Nguyen和和 Lucy (Saet) KimLucy (Saet) Kim 與幸運獲獎者合影與幸運獲獎者合影。。

研討會由前任會長研討會由前任會長DawnDawn林林 ((林富桂女士林富桂女士)) 和現和現
任會長任會長EugeneEugene王邀請及共同主持本次研討會王邀請及共同主持本次研討會
活動活動。。

Lucy (Saet) Kim , Realty Network US,Lucy (Saet) Kim , Realty Network US, 回答問題回答問題。。

Josie Lin, Remax UnitedJosie Lin, Remax United
((20162016年年AREAAAREAA頂級銷售專頂級銷售專
家家））,, 回答問題回答問題。。

Nelvin Joseph AdriaticoNelvin Joseph Adriatico主持頂級住宅生產商論壇的主持頂級住宅生產商論壇的
小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答的議程小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答的議程。。

頂級住宅生產商論壇的小組討論會頂級住宅生產商論壇的小組討論會
提問和問題解答的會議現場提問和問題解答的會議現場。。

Khai NguyenKhai Nguyen，，Absolute MortAbsolute Mort--
gagegage，，為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為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
和優質的服務和優質的服務，，使他成功而受使他成功而受
歡迎歡迎。。

林富桂女士林富桂女士/ AREAA/ AREAA休斯頓分會會休斯頓分會會
長長EugeneEugene王主持抽獎合影王主持抽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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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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7 to 12/31/18

星期五 2017年11月17日 Friday, November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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