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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導，一本由前記者沃爾夫（Michael Wolff）執
筆、即將於美國出版上市的新書《烈燄與怒火
：川普白宮揭密》（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經由專訪百餘名重量
級人士集結而成，內容充滿大量震撼爆料，未
上市即造成美、英多家大型媒體關注。其中有
兩點最讓人感到有趣，書中爆料指出，第一千
金 伊 凡 卡 （Ivanka Trump） 與 丈 夫 庫 許 納
（Jared Kushner）之所以接下白宮職務，是為
了讓伊凡卡能在未來出馬競選總統，踢下希拉
蕊（Hillary Clinton）、成為美國真正首任女總
統。

第二則精彩爆料則是，對自己自信心極高
的川普（Donald Trump），在前年總統大選開
票當晚八點，當發現自己的得票數逐漸超越希
拉蕊之際，其長子小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Jr.）透露，父親的表情有如 「看到鬼」般不可
置信，而繼母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卻流
下非喜悅的眼淚。但當局面大勢抵定時，川普
突然變了一個人，開始相信這是他應得的，並
堅信自己能擔當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重責大任。

對於總統夫妻的私生活，新書中更直指，
川普是繼甘迺迪（John F. Kennedy）與賈桂琳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入主白宮之後，
第一對分房睡的總統夫妻。入住白宮的第一天
，他就覺得這個 「官邸」讓他煩惱且感到些微
恐懼。而對外總是高度自我膨脹的川普，最欽
佩的企業家則是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
doch），他曾多次公開稱梅鐸是最優秀的企業
家，但諷刺的是，見多識廣的梅鐸，卻似乎不
認同川普，反而被新書爆料，曾私下因為
H-1B工作簽證爭議，在電話中痛罵川普是一
個 「超級白痴」！

美重磅新書爆料
第一千金伊凡卡想當女總統

（綜合報導）今天發表的基因組研究指出，約1萬1500年
前在美國阿拉斯加州過世的一名女嬰屬於一個先前不為人知的
族群，而科學家發現這個族群，將有助進一步了解美洲族群的
出現及散布狀況。

藉由解讀這名女嬰的基因指紋，科學家能回顧第一批征服
新大陸的人類歷史淵源，並推斷他們可能是在約2萬年前遠從
西伯利亞而來。

阿拉斯加大學研究人員波特（Ben Potter）告訴法新社：
「這項研究提供第一個直接基因組證據，顯示所有美洲原住民

祖先都可以追溯到上個冰河時期的同個族群源頭。」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導，科學家2013

年在阿拉斯加州上陽河（Upward Sun River）考古遺址挖出一
具嬰兒遺骸，波特和研究團隊接著分析這名嬰兒的DNA。

波 特 說 ， 當 地 原 住 民 將 她 取 名 為 「日 出 女 孩 」
（Xach'itee'aanenh T'eede Gaay），而她的基因組 「提供前所未
有的窗口，讓人一窺她族群的歷史」。

研究團隊原以為，女嬰基因輪廓會與已知美洲原住民族群
的相符，但卻發現女嬰屬於一個全新族群，科學家並將此族群
命名為 「古白令人」（Ancient Beringians）。

波特說： 「在這份研究之前，我們並不知道古白令人的存
在。」

女嬰的基因組成也揭開了她的族群和美洲原住民的共同祖

先的身分。
研究團隊將這個共同祖先或 「族群源頭」稱為美洲原住民

祖靈（Ancestral Native Americans），約3萬6000年前出現在目
前俄羅斯所在地，接著與東亞人分離。

美洲原住民祖靈在亞洲大陸停留數千年，2萬年前分裂成
兩個族群，其中之一就是古白令人。

約在同個時期，第一批人開始透過所謂的 「白令陸橋」
（Bering Land Bridge）遷往美洲，當時阿拉斯加州和西伯利亞
之間是廣闊乾陸地。約1萬8000年前，也就是上個冰河時期末
，冰河融化、海平面上升，導致這片乾陸地沉入水中。

（綜合報導）資深媒體人沃爾夫
（Michael Wolff）訪問了美國總統川普，
還有川普的核心幕僚等上百人後，出新
書爆料，白宮前首席策士巴農（Steve
Bannon）曾以 「叛國」與 「不愛國」，
來形容川普長子小唐納（Donald Trump
Jr.）與一名俄羅斯女律師的會面。

而 川普 3 日公開發飆，痛批巴農丟
了工作，也精神錯亂，兩人儼然已反目
成仇。

然而，川普與巴農（Steve Bannon）
曾是親密戰友，幾乎天天都一起共進晚
餐。據《每日郵報》（DailyMail）3日報
導，沃爾夫在《烈火與暴怒：川普白宮
內幕》（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中說，要是兩人晚上 6:30
沒共餐，川普就會返回官邸，躺在床上
吃起司漢堡，有時眼睛看著3台電視，打
電話給朋友狂罵媒體。

「要是我的襯衫在地上，」川普大

吼， 「那是因為我要它在地上。」他要
工作人員什麼都別碰，尤其是他的牙刷
，因為他怕遭毒害是出了名的。當他要
內務人員洗床單時，會自己先扯下來。

由於川普日夜不斷打電話，向他不
該信任的人抱怨；也因此，自己儼然成
了爆料台，讓令他尷尬的消息如野火燎
原般四處亂傳。

據傳川普2月6日在一通電話中抱怨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記者）哈珀蔓（Maggie Haberman）是瘋
子，而專欄作家柯林斯（Gail Collins）是
蠢蛋，至於 CNN 總裁札克（Jeff Zucker
）則是他造就出來的。

川普甚至抱怨，《時代》（Time）
雜誌以巴農為封面，說他是 「影子總統
」（shadow president），更憤而痛罵，
「你認為巴農對我有多少影響力？沒有

！根本沒有！」

白宮人生 川普與漢堡共枕 超怕遭毒殺

美洲原住民祖先從何來 古嬰遺骸解謎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在耶誕節假期的
民調支持率小幅上漲，讓民調機構不禁思考，川
普少上新聞是否反而比較受歡迎。

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心（Gallup）最新民
調，川普在陽光普照的佛羅里達州打高爾夫這幾
天低調的日子裡，支持率從他啟程前夕的36%增
加到返回華府的40%。

法新社報導，雖然川普仍是美國史上最不受
歡迎的總統，他現今的支持率，仍比去年6月仍
在總統上任蜜月期至今的任何時間點還高。

川普民調小幅增加，再度引發民調觀察家思
索一個長久以來的理論：這位現代最渴望受到關

注的總統若是少出點鋒頭，可能真的會比較好。
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政治

中心的康迪克（Kyle Kondik）懷疑，川普 「沒占
那麼多新聞版面時，支持率會稍微好一點」。

康迪克和同事史凱利（Geoffrey Skelley）已
經證明，2016年大選前，川普與民主黨籍的希拉
蕊．柯林頓越少上新聞，民調就越高。

由於這兩位極度不受歡迎的候選人，受到聯
邦調查局（FBI）的調查與各種醜聞糾纏，理所
當然地，沒有負面新聞對兩人可能較有利，也是
很合理的。

川普耶誕假期低調新聞少
民調反而小漲

民主黨2議員宣誓就職
美參院在野勢力增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兩
位黨員今天宣誓就職，成為聯邦
參議院最新成員。在總統川普尋
求推動立法議程之際，參院多了
兩位民主黨員，讓共和黨在參院
原本差距就不大的多數更形縮小
。

法新社報導，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替阿拉巴馬州的
史密斯（Tina Smith）以及明尼蘇
達州的瓊斯（Doug Jones）主持

宣誓儀式。
史密斯的就職創造了歷史，

因為這讓女性聯邦參議員的人數
來到22名，創下歷史新高。

佛蘭肯（Al Franken）被控多
項性騷辭去明州聯邦參議員一職
後，明州副州長史密斯被指派接
任。

史密斯在推特上說： 「我期
待繼續擔任明尼蘇達州民的強力
倡議者，讓這個席位革新的傳統

延續下去。」
而曾為檢察官的瓊斯是在上

月贏得補選，拿下這個長期為共
和黨人占據的議員職位。他接替
因塞申斯（Jeff Sessions）出任司
法部長留下的空缺。

瓊斯是25年來首位贏得阿拉
巴馬州聯邦參議院席位的民主黨
人，他的當選並未改變 100 席參
院的勢力平衡，卻將共和黨的多
數縮小到了51比49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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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休斯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
將於1月28日在珍寶樓舉行

（ 本報訊 ）近日，我館突然遭遇護照旅行證預約號被惡意
搶占情況。申請人在線預約時可能看到最近數週內所有的預約名
額都已約滿，無法約到就近的時間。惡意搶占預約名額，嚴重擾
亂了辦證秩序，損害了公眾利益。我館正會同國內主管部門積極
採取措施，全力遏制惡意佔號行為。

清理惡意佔號行為可能需要較長時間，為了不影響廣大僑胞
正常辦證，我館對護照、旅行證預約工作另外作出了安排，申請
人可通過電子郵件方式向我館預約辦證時間。具體說明如下：

一、護照旅行證預約系統照常開放，申請人可以繼續預約，
已獲預約的申請人，請按預約日期前來遞交申請。

二、受“佔號”行為影響無法就近預約的申請人，請通過電
子郵件方式向我館預約。具體做法是：以“預約申請”為標題向
我館證件組發送電子郵件，郵件中請務必提供辦證人真實中文姓
名、性別和出生日期等基本信息，並以附件提供填寫好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護照/旅行證/回國證明申請表》（可從我館網站下載
）、原護照或旅行證複印件（新生兒提供出生紙複印件）和希望
預約辦證時間。申請人請求的辦證時間應不早於發郵件之日起第
三個工作日。請不要重復發郵件或者重複預約。我館審核後將合
理安排辦證時間並郵件答复，屆時請持我館答复郵件前來辦證。

三、上述臨時安排的截止時間請等待我館網站進一步通知。

我館將繼續本著“以人為本、外交為民”宗旨，竭誠為廣大
僑胞提供辦證服務。在線預約網站對所有護照旅行證申請人開放
，預約填表方便快捷，請申請人不要從他人處“購買”預約號，
共同維護良好、公平的辦證秩序。如掌握有人倒賣預約名額，也
請向我館舉報。

關於護照、旅行證介紹，請查閱我館網站。我館證件組電子
郵箱是：OfficialVisaHouston@gmail.com。 （駐休斯敦總領館供
稿）

關於護照旅行證預約號被惡意搶占情況
和適當調整預約做法的說明和適當調整預約做法的說明

（ 休 士
頓/ 秦 鴻 鈞 報
導 ）佛光山中
美 寺 三 好 兒 童
班 將 於 本 周 日
（1 月7日） 正
式 開 課 。 三 好
兒 童 班 ， 是 以
星 雲 大 師 所 提
倡之 「三好」
， 做 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 好 心
與 「四給」 ，
給 人 信 心 ， 給
人 歡 喜 ， 給 人
希 望 、 給 人 方
便 為 理 念 。 培
養兒童有正確的觀念，養
成良好的性格，建立道德
思想，人格健全的成長。

「三好兒童班」 課程
內容依據佛光山 「三好生
命教育」 為綱要，搭配富
含文化與教育意義的課題
規劃。包括： 說故事、摺
紙、太極、園藝、兒童禪
修、看電影、舞蹈、唱歌
、茶禪、一日小義工、書
法抄經、基礎佛學、科學
實 驗 、 認 識 中
文------- 等內容，期

待學中做，做中學，建立
學員良善的品格與正向的
人生態度。

據中美寺表示： 本兒
童佛學課程以英文授課，
搭配紙本與影音媒體教材
。用循環式教學方式進行
，鼓勵兒童從入門課程開
始，持續進入整合與實作
課程，上課學員須遵守課
程守則，鼓勵兒童守時守
則，以養成堅持的態度，
請家長配合。

該班自本周日第一堂
課開始，每周日上午十時

廿分至十二時半在佛光山
中美寺上課，共12 堂課。
課程分 A 班-- 3~5 歲幼童
，及B班： 6~11 歲學童。
並歡迎加入義工愛心爸爸
媽媽。

請聯絡中美寺，地址
： 12550 Jebbia Lane, Staf-
ford, TX 77477, 電 話 ：
（281）495- 3100 ，電子
郵件： info@ Houstonbud-
dhism.org , 報 名 網 址 ：
https://goo.gl/forms /JiAfi-
AvvXOFJPOer2

佛光山中美寺三好兒童班
本周日開課，共12 堂課，歡迎參加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2018休斯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
”新聞發布會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在休斯頓China Bear Buffet
餐廳舉行。

美中友好促進會會長謝忠，
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長
梁成運理事長（因故未出席）、
候任理事長鄭長祥、會長鄧潤京
、侯任會長浦浩德，北美台灣鄉
親聯誼會休斯敦分會會長劉志恆
， 中國聯合校友會黃華會長及僑
界社會團體、新聞媒體等百餘人
參加了本次新聞發布會。

新聞發布會上，謝忠宣布
“2018休斯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
”將於2018 年1月28 日(星期日)
晚上六點，在休斯頓珍寶海鮮城
Ocean Palace (地址：11215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隆重舉行。這次晚宴的宗旨是
“兩岸三地一家親”，為來自兩
岸三地，海內外的華人華僑提供
一個慶春節，吃年飯，看演出，
抽大獎的聯誼大聚會。晚宴的票
價是每人$30, $50和$100(VIP). 社
團優惠價是每桌（10 人）$200 (
優 惠 100 美 元)！ 聯 繫 電 話 ：

713-742-2998， 微 信 ：
hanwen8285.

謝忠並代表主辦單位感
謝“2017 休斯頓華人春節
聯歡晚宴”和“2017 美中
之星國際歌唱大賽”的組
委會、協辦單位、評委、
義工和讚助商對活動的支
持和幫助！祝愿大家在新
的一年裡萬事如意、心想
事成、幸福健康、闔家歡
樂！

新聞發布會上還通報了
“2018 美中之星國際歌唱
大賽”將於 2018 年 3 月下
旬進行總決賽。屆時將有

來自美國和中國的選手給大家帶
來視聽享受，傳播中華好音樂，
促進中美文化交流與合作，增進
兩國民間友誼！ “2017美中之星
國際歌唱大賽”創造了美國華人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歌唱大賽。

主辦單位：
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

北美台灣鄉親聯誼會休斯敦分會
，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美
中友好促進會、中國聯合校友會
，全美華人協會，2018休斯頓華
人春節聯歡晚宴組委會，2018美
中之星國際歌唱大賽組委會。

左起左起 劉志恆劉志恆 謝忠謝忠 浦浩德浦浩德 鄧潤京鄧潤京 鄭長祥鄭長祥 黃華出席新聞發布會黃華出席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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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士頓中華公所與所屬25個僑團1月1日上午在休士
頓僑教中心舉行元旦升旗典禮及茶會、榮光會、休士頓重機車俱樂部
和華裔青少年文化外交大使團及中華老人服務會等僑團共同協辦，當
日氣溫嚴寒，活動改於室內舉行，但仍不減僑胞熱情，許多僑胞一早
扶老攜幼齊聚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參與元旦慶典，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黎淑瑛僑務委
員、劉秀美僑務委員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各組同仁均到
場參與。

活動儀式首先由休士頓華裔青年志工大使 (FASCA) 揮舞著國旗
前導，象徵僑社傳承力量，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護送中華民國國旗入場
，在場僑胞逾500人一起高唱中華民國國歌，場面肅穆莊嚴，許多僑
胞眼眶閃著感動淚光，表示能在異鄉高唱國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會中中華公所兩位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分別致詞感謝美南全僑
的參與，該公所堅持守護國父孫中山先生理念，永遠支持代表自由民
主的中華民國台灣，駐處陳家彥處長致詞說明目前政府積極推動五加
二創新產業、新南向投資帶動台灣經濟，以及推動許多創新改革，希
望讓中華民國台灣未來更好，期許僑胞繼續給予中華民國...台灣支持
，莊主任致詞感謝海外僑胞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支持，並轉達僑委會吳
委員長感謝及祝福，每位僑胞都是中華民國台灣散落在海外的珍珠，
僑委會以及僑教中心將積極串起每顆珍貴的珍珠成為珠鍊，讓珠鍊光
芒照亮僑居地，照亮中華民國台灣，隨後與會貴賓合切蛋糕慶賀中華
民國元旦。

隨後進行頒獎，陳處長、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鍾桂堂僑務諮詢
委員及管光明僑務顧問聘書、106年僑界舉辦雙十國慶有功僑團及個
人獎狀以及感謝狀、哈維風災僑團及個人踴躍捐紓救災之獎狀及嘉勉
函、僑務委員會建構海外華僑文物數位典藏計畫感謝狀及海外華裔青
年文化志工大使(FASCA)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等多項獎勵，感謝各僑
團僑領的付出，並鼓勵第二代第三代子弟參與僑社活動，場面熱絡歡
欣，典禮結束，主辦單位安排茶點招待以及精彩歌舞表演，會中陳處
長由莊主任陪同與僑胞寒喧致意，祝賀新年新禧，共同來歡渡2018
年新年伊始，場面熱鬧。

休士頓僑界元旦慶典隆重盛大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題目：腦腫瘤
講員：朱繼光醫師
腦腫瘤可以分為良性 (非癌腫) 和惡性 (癌腫)兩種。 如果腫瘤是在腦部開始，稱為原發性腦

腫瘤。如果腫瘤是由身體其他 部位擴散到腦部，則稱為繼發性腦腫瘤。在各種類型的癌腫中，
肺癌 和乳癌最容易擴散到腦部。 良性腦腫瘤只要動手術切除，一般不會對健康構成威脅。但

即使切除 後只剩下很小一塊，有時候也可能會再次繁殖擴大。有需要的話，這 類復發的良性
瘤通常可以再次動手術切除。如果良性腦腫瘤的位置不 當，也可能危害生命。

朱繼光醫師從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獲得醫學學位。他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
的塔夫斯大學醫學院完成了神經病學的住院培訓，隨後在波士頓的哈佛醫學院馬薩諸塞州總醫
院完成了神經病學研究。在進入醫學院之前，朱博士在紐約州立大學獲得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
，並在哈佛醫學院布萊根婦女兒童醫院完成了他的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發生研究的博士後培訓。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光鹽社健康講座 將於1月6日舉行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黃惠榆黃惠榆 夫婦夫婦、、中華公所兩位共同中華公所兩位共同
主席陳慶輝主席陳慶輝、、丁方印丁方印、、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劉僑務委員劉
秀美秀美、、黎淑瑛黎淑瑛、、106106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老協會長趙老協會長趙
婉兒切蛋糕婉兒切蛋糕，，慶祝元旦慶祝元旦。。((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僑務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僑務
榮譽職人員聘書榮譽職人員聘書、、鍾桂堂僑務諮詢委員鍾桂堂僑務諮詢委員、、管光明僑務顧管光明僑務顧
問問。。((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106106年年
國慶有功團體獎狀及個人感謝狀國慶有功團體獎狀及個人感謝狀。。((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捐助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捐助
哈維颶風獎狀及嘉勉函哈維颶風獎狀及嘉勉函。。((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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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CC）西南區公關傳播部主任鄭通（Zen Zheng）
步入全新的二零一八年，您家的孩子是否在考慮重整步履，尋找學業或生涯的新出發點？
在今日競爭激烈又不斷變化的職場，能夠佔得一席之地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成敗關鍵是什麼？其中重要的一大因素就是有無受

過高新科技的訓練。能夠與高新科技接軌，就不會因為跟不上飛速革新的步調而被淘汰，不斷增強自身的實力才是真正的保證。
放眼今日職場，無論是哪個行業，工作內容是否涵蓋高科技成分，同時也是高位薪水和平庸工資的分水嶺。或許您不知道，

在休斯頓不僅有諸多高新科技專業學科，還有有先進與全方位的職業培訓機構，其中，休斯頓社區大學的數百種課程及培訓項目
馳名全美。

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 HCC）開設與當今注入高科技的各行業緊密連結的學科及培訓，為莘
莘學子或在職人士改變人生開闢多條獨特的路徑，許多您所不知道的行業與新科技，正方興未艾，前途比您想像的要更寬廣。

現在，HCC春季入學正在報名之中， 一月十五日第一波登記截止，一月十六日開學。筆者建議您和您的孩子盡快花一點時
間上HCC網站或致電入學諮詢處了解詳情，抓住時機作出適合您孩子和家庭的選擇。請致電713.718.2277，或上網hccs.edu/ap-
ply 報名。

或許您的家庭財政預算並不寬裕，暫未能支持孩子入讀學費昂貴的四年製本科大學；或許您的孩子登赴長青籐
名校路途遙遠；或許您的孩子渴望第一次立足社會，快快體驗獨立人生的灑脫境界；或許您的孩子雖闖蕩職場多年
，卻一直憧憬一份能真正充分實現其自我價值的工作…，無論是哪種情形，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以其服務社區的特
殊使命、及源於職場需求的科目設置，都為面臨上述問題而迷茫或困惑的年輕人開闢了實際可行的道路。

學費低廉，師資雄厚，創新科目與行業接合
休斯頓社區大學是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系統之一，有二十多個校園和教育中心，遍布休斯頓地區，三百多個科

目為當今各個領域輸送人才。 HCC以多元族裔文化著稱，國際學生來自一百五十五個國家，在此學成獲得副學士學
位（associate degree）國際學生總數名列全美第一。總體HCC學生百分之八十八畢業後找到工作。

雖然HCC學費大大低於四年製大學的學費，HCC卻師資力量雄厚，各學院科係均有優秀教授授課，很多教授同
時在四年制大學兼課。 HCC開設的科目課程很多由實際行業專家和HCC教授合作編寫設計，旨在確保課程與當今
現實世界需求完全接合，讓學生學成後立刻找到工作，在職場發揮才能。

深造學業或進入職場？兩大路徑改變人生
HCC有兩條改變學子人生的路徑：對於想最終進入大學本科獲取學士學位或深造研究生摘取碩士乃至博士桂冠

者，HCC低廉的學費和高質量的教學讓學生在快達兩年內就獲得副學士學位，為進入本科打下紮實基礎，之後躍升
四年制大學後只需再完成兩年學業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如果不等到在HCC獲取副學士學位就轉學，所有在HCC積累的學分可被大多德克薩斯州內大學認可接納。
HCC與德州數所四年制大學直接簽有合作夥伴協議或理解備忘錄，這些大學包括德州大學泰勒分校，德州農工大學
，休斯頓大學總校，休斯敦大學市中心分校，斯蒂
芬·奧斯丁州立大學，德州南方大學等。

另外，對於無心晉升大學本科而想盡快獲得能有
滿意薪資的工作或在職者不滿現狀想改變職業者，
HCC開設各種熱門職業的快至數週到數月的短培訓課
程，並授予證書，為此類求職者開闢捷徑。

HCC西南區是本系統中擁有五個分校最大的校區
。目前熱門的高新科技學科包括HCC與蘋果公司最新
聯手創立的蘋果操作系統的程序設計專業，全球急需
的網絡安全技術專業，以及應用於幾乎所有行業的地
理信息科學專業。在醫療方面，HCC西南區密蘇裡校
園開設的急救技術及各種健康信息專業也將為您找到
夢想職業而開啟大門。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筆者希望您和您的孩子考
慮HCC，為其新的人生征程作出好的選擇。

HCCHCC春季入學報名春季入學報名
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20182018年年11月月1515日日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請致电請致电713713..718718..22772277，，或訪問或訪問
hccs.edu/applyhccs.edu/apply 登記登記

深入瞭解HCC
請訪問網站 hccs.edu或請致電713.718.2000
或電郵 student.info@hccs.edu

HCCHCC為改變人生開闢廣闊路徑為改變人生開闢廣闊路徑
高新技術是今日職場主題曲及高低薪資分水嶺高新技術是今日職場主題曲及高低薪資分水嶺

HCCHCC有眾多熱門的高薪科技課程有眾多熱門的高薪科技課程

HCCHCC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
的電腦設計專業課程的電腦設計專業課程，，著眼於當代急著眼於當代急
需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需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

西南學區的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開設西南學區的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開設
電腦數值控制電腦數值控制（（CNCCNC））的高級製造業的高級製造業
專業專業

HCCHCC的醫療急救以及各種醫療技術及的醫療急救以及各種醫療技術及
信息專業為德州醫療中心各大醫院信息專業為德州醫療中心各大醫院、、
和休斯頓及其他地區輸送健康保健業和休斯頓及其他地區輸送健康保健業
急需的人才急需的人才

HCCHCC西南學區的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開設的西南學區的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開設的33DD打印機新科打印機新科
技高級製造業專業技高級製造業專業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20172017年家庭學佛營圓滿結束年家庭學佛營圓滿結束
參加者皆讚嘆菩提中心的殊勝環境及佛法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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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
腸保健康腸保健康，，遠離大腸癌遠離大腸癌

大腸癌是世界範圍內最常見的消化道
惡性腫瘤之一，佔胃腸道腫瘤第3位，以
40-50歲年齡組發病率最高，而結腸癌的
復發率為30％-50％。世界流行病學調查
發現，結腸癌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
新西蘭等地發病率最高，居惡性腫瘤的前
二位，且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中國人的大
腸癌發病率明顯低於北美地區，而移民到
北美地區的第一代即可見到大腸癌發病率
上升，第二代基本接近北美地區的發病率
。大腸癌的發病和環境，生活習慣，尤其
是飲食方式有關。一般認為高脂肪飲食和
纖維素不足是其中主要病因。

綠蜂膠是大自然進化中賜予人類的天
然抑癌因子：矛和盾的鬥爭貫穿了整個自
然進化過程，癌基因與抑癌基因，致癌因
子與抑癌因子調節生物進化大自然中的植
物為了防病，會分泌出珍貴的抗病免疫物
質，聰明的蜜蜂能夠分辨出其好壞，將之
採集回來，精心釀成蜂膠，作為自己唯一
的“藥品”。蜜蜂在五千萬年的進化長河
中，憑藉神奇的蜂膠抗擊了細胞變異和癌
變，從而生生不息。綠蜂膠是蜜蜂的抑癌
基因產物，是本世紀人類發現的最好的天
然抑癌因子。

綠蜂膠對結腸癌細胞有直接殺傷的作
用：歐美和日本等國的科學家發現綠蜂膠
中的 CAPE，Artepillin C，terpenoids 等
活性物質對結腸癌細胞具有直接的抑殺作
用，其抗腫瘤效果不亞於常規的化療藥物
5-氟尿嘧啶，而同時沒有後者的副作用，
從而有效協助治療腫瘤，抑制腫瘤的轉移
或復發。

綠蜂膠使腸癌患者生存時間顯著延長
，生活質量明顯改善：日本和歐洲的實驗
均發現，綠蜂膠可使實驗性移植結腸癌鼠

的生存時間顯著延長達47％-130％巴西
，中國的臨床研究發現，綠蜂膠能延長晚
期結腸癌患者的生存期達24％以上。同時
，綠蜂膠減輕了大腸癌患者疼痛，消瘦，
衰弱，食慾不振，貧血等徵候，顯著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綠蜂膠是一種癌基因抑製劑：人類大
腸癌表現COX-2基因過度表達引起大腸
癌的出現紐約大學蓋納博士發現綠蜂膠是
最好的天然COX-2酶抑製劑，能夠抑制
大腸癌組織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防治大
腸癌的作用，而同時它沒有藥物COX-2
抑製劑的不良反應。作為天然COX-2酶
抑製劑，綠蜂膠成為藥物治療的最佳輔助
品，倍受醫學界的重視和歡迎。

近幾年，大腸直腸癌已躍升為十大癌
症死因的第3位，這與國人飲食習慣西化
，飲食內容趨於高蛋白，高脂肪，低纖維
有關;許多人談癌色變，但事實上有六至
七成癌症是可預防的，只要平常在飲食控
制方面多下點功夫，癌症就不容易找上你
！

加拿大NPN＃80006418·美國FDA食品
藥品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國際
GMP許可證＃300909·全球HACCP質量
認證BR13 / 7429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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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免費長途電話：1-866-690-4888電
郵：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
問，祝您健康！

 

  

 

  

        免費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 春季摘種土壤及種籽準備~ 

 Organic Gardening  Workshop                        

Spring planting preparation  

                            ~ soil and seeds ~                                   
      

01-27-2018  Saturday      日期: 1月 27 日星期六                           
9:00AM-10:00AM            時間:早上 9:00-10:00 

 

seats are limited  座位名額有限 
class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免費講座)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珮珊 Ivy)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Southwest  
 

 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家庭診所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台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台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
彥處長獻上聖誕祝福以及彥處長獻上聖誕祝福以及
新年祝福新年祝福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志工感謝餐會溫暖僑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志工感謝餐會溫暖僑心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會長柯志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會長柯志
佳感謝駐處以及中心對該會佳感謝駐處以及中心對該會
一直以來的協助一直以來的協助，，並感謝志並感謝志
工們一年來的辛勞付出工們一年來的辛勞付出，，長長
春會的活動才得以圓滿完成春會的活動才得以圓滿完成
，，提供多元活動與服務提供多元活動與服務，，溫溫
暖台籍長輩朋友的心暖台籍長輩朋友的心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說明中心為說明中心為
提供僑胞更好服務品質提供僑胞更好服務品質，，刻正進行全面整刻正進行全面整
修修，，將於將於1212月底竣工月底竣工，，修繕期間造成僑修繕期間造成僑
胞的不便希望大家體諒胞的不便希望大家體諒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會於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會於1212月月1919日晚間日晚間
在錦江酒家贈送該會在錦江酒家贈送該會20182018年最新台灣特有鳥類月曆年最新台灣特有鳥類月曆，，並說明並說明
QRCODEQRCODE使用方式使用方式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讚譽長春會對於豐富社區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讚譽長春會對於豐富社區
長輩生活的貢獻長輩生活的貢獻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休士休士
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休士頓台灣休士頓台灣
長春會會長柯志佳長春會會長柯志佳，，副會長許碧珠共同展示僑務委員副會長許碧珠共同展示僑務委員
會贈送會贈送20182018年台灣特有鳥類月曆年台灣特有鳥類月曆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
長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休士頓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李美
姿副主任姿副主任，，休士頓台灣長春休士頓台灣長春
會會長柯志佳會會長柯志佳，，副會長許碧副會長許碧
珠珠，，吳美瑢吳美瑢，，理事張麗姬等理事張麗姬等
長輩志工朋友們彼此互道聖長輩志工朋友們彼此互道聖
誕快樂誕快樂，，餐會氣氛歡愉熱鬧餐會氣氛歡愉熱鬧

長春會是非營利老年人活動團體長春會是非營利老年人活動團體，，主要成員均為來自台灣耆英為主主要成員均為來自台灣耆英為主，，每月每月
舉辦精彩講座舉辦精彩講座，，生活新知以及旅遊活動生活新知以及旅遊活動，，是台灣耆老們重要的僑團組織是台灣耆老們重要的僑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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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非洲裔祭祀海神巴西非洲裔祭祀海神 海邊放自制小船滿載祝福海邊放自制小船滿載祝福

巴西非洲裔居民在裏約熱內盧海邊祭祀女海神巴西非洲裔居民在裏約熱內盧海邊祭祀女海神IemanjaIemanja。。每年的這每年的這
個時候個時候，，信徒們都要向女海神表示感謝信徒們都要向女海神表示感謝，，並為來年祈福並為來年祈福。。

240240件珍貴文物帶觀眾重回件珍貴文物帶觀眾重回““春秋戰國春秋戰國””

全國 30 家
文博機構聯合打
造的“東方既白
——春秋文物大
聯展”在湖南省
博物館對公眾開
放，包括在央視
《國家寶藏》中
亮相的杜虎兵
符，吳王夫差銅
矛等在內的240
件/套文物珍品，
帶領觀眾重回
“春秋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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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僑務榮譽職人聘用給鍾桂堂僑務諮詢委頒發僑務榮譽職人聘用給鍾桂堂僑務諮詢委
員員（（右二右二），），管光明僑務顧問管光明僑務顧問（（左二左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107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年元旦大會（（（（（（（（（（（（（（（（（（（（（（（（（（（（（（（（（（（（（（（（（（（（（（（（（（（（（（（（（（（（（（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榮光會的護旗隊進場榮光會的護旗隊進場。。

出席僑胞在大會上出席僑胞在大會上（（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黃惠瑜夫婦黃惠瑜夫婦，，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慶輝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丁方印。。

FASCAFASCA成員揮舞國旗入場成員揮舞國旗入場。。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出席大會的貴賓於典禮前合影出席大會的貴賓於典禮前合影。。

全體起立唱國歌全體起立唱國歌。。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僑教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中心主任莊雅淑，，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陳
家彥處長夫婦家彥處長夫婦，，中中
華公所共同主席丁華公所共同主席丁
方印方印，，陳慶輝陳慶輝，，僑僑
務委員黎淑瑛務委員黎淑瑛，，劉劉
秀美秀美。。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致詞陳家彥處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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