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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養華南金貓離世
專家：恐已絕種

“百萬月嫂”獨打拚
子女代圓大學夢

■■只有只有33節車廂的節車廂的81718171//81728172次列車已次列車已
運行近運行近2525年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火車主要乘客是鐵路通勤職工和沿線
山區民眾。 網上圖片

山西最短綠皮車 最低2元便村民

“ 現 在
金貓已經在
北美和大洋
洲的動物園
絕跡。”北
京大學動物
學博士、中
國林業科學
研究院助理
研究員孫戈
說，歐洲目前還有8家動物園維持着
兩個亞種的金貓種群。據孫戈介紹，
雖然金貓發源於亞洲，但目前只有新
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國家
的動物園還有少量豢養金貓。
由於缺少研究，學界至今仍沒有

準確數據來確定亞洲金貓目前的種群
大小和數量變化趨勢。“類似棲息地
選擇這樣的野外研究，至少需要10隻
金貓連續3年的自動相機數據，或者
5隻金貓連續一年的無線電或GPS追
蹤數據，才可能進行分析。現在很少
能找到足夠大的金貓種群開展研究
了。”孫戈說，由於金貓棲息地的
“支離破碎”，即使自動相機監測，

照片數量還是不夠分析。另外，人工繁育在
豢養金貓的繁殖上並無太多助益，這或是金
貓瀕臨消亡的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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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貓古語稱為“彪”，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僅次於豺狼虎豹，拉丁文名意為“像美洲

獅一樣的貓”——這也正體現出金貓的特點，
其體態、頭形和一身性感肌肉，與美洲獅如出
一轍。

國內僅餘5隻豢養金貓
杭州動物園的金貓為華南亞種。該亞種

分佈於中國南部和東南亞地區，是食肉目貓
科動物。體長約1米，體重約12至16公斤，
毛棕紅或金褐色、灰色、黑色。目前，中國
已知的6隻豢養金貓分散在重慶、浙江杭
州、四川自貢等5家動物園。浙江動物園的
這隻金貓，是唯一一隻華南亞種，隨着牠的
去世，國內動物園的金貓只剩下5隻。
“中國已知的6隻豢養金貓僅有4隻對

外展出。重慶動物園的金貓目前看來狀態還
不錯，新籠舍的環境也比較適合飼養金

貓。”北京大學動物學博士、中國林業科學
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孫戈將每一次在動物園觀
察金貓稱為“朝聖”。在他眼中，跟這些分
散在各地的金貓每一次“再見”，都可能是
“永別”。
“重慶動物園的金貓是一隻成年雄性金

貓，屬於西藏亞種。”重慶市動物園高級畜
牧師滕明生告訴記者。金貓更喜歡夜間活
動，白天大部分時間都趴在自己的小木箱上
休息。夜幕落下時，金貓進入活躍期。一躍
而下站立在攀爬樹枝上的矯健英姿，依然能
看出往昔的雄風。
遺憾的是，由於國內動物園金貓數量太

少，重慶動物園的壯年金貓無法進行配對繁
育。如果沒有新的引進或野外救助個體加
入，國內金貓已無發展種群的可能。這種稀
有的中型貓科動物，在國內動物園絕跡只是
時間問題。

全世界最後一全世界最後一

隻住在動物園內的隻住在動物園內的

華南金貓華南金貓，，被證實被證實

上周日在浙江杭州上周日在浙江杭州

動物園動物園，，因高齡和因高齡和

天寒去世天寒去世。。作為金作為金

貓 的 其 中 一 個 亞貓 的 其 中 一 個 亞

種種，，華南金貓在野華南金貓在野

外 存 在 的 概 率 極外 存 在 的 概 率 極

低低，，有國內動物學有國內動物學

家認為家認為，，該亞種恐該亞種恐

怕瀕臨滅絕怕瀕臨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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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波做了在寧波做了1313年年
月嫂月嫂，，李國勤掙到了李國勤掙到了
百萬元百萬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專家表示，目前只
有新加坡、馬來西亞
等國家還有少量豢養
金貓。 網上圖片

■■金貓被稱為金貓被稱為““像美洲獅一樣的像美洲獅一樣的
貓貓”，”，體態矯健體態矯健，，眼神凌厲眼神凌厲。。圖為圖為
杭州動物園的金貓杭州動物園的金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臘月廿九，做完最後一單，月嫂
李國勤就可以回河南老家過年了。在
浙江寧波做了13年月嫂，李國勤掙到
了百萬元（人民幣，下同）。但賺滿
百萬元的李國勤，每年回家都是一張
硬座票，買不到硬座就站16小時回
去。
55 歲的李國勤看起來精力充

沛，而實際上，前一晚上，她只斷斷
續續睡了兩個小時。2005年，她隨
同村人一起到寧波做月嫂。那一年她
19歲的女兒和17歲的兒子一起考上
大學。李國勤年輕時曾有機會上大
學，但因為家裡沒錢，父母把她的錄
取通知書藏了起來。“我一直以為自
己沒考上，天天晚上睡不着。”

所以，李國勤無論如何都要供
自己的兩個孩子讀書。當時親戚朋友
都勸她，讓孩子出去打工吧，就沒那
麼辛苦了。面對大家的勸說，她意志
堅定，只回了一句：“人各有志。”

■杭州網

每天早上9時25分，8171/8172次
列車都準時來往山西太原的榆次火車站
和終點站沁縣大平火車站，全程198公
里，停經21個站，歷時5小時15分，只
要花10.5元（人民幣，下同）就能買一
張全程的硬臥票，最低的坐三站只要2
元。25年來，這也是沿線村民進城趕
集、走親戚的最佳選擇，當地人稱之為
“太行公交”。
1月30日11時30分，一位當地農

民在石會站上了該列車，他提着兩桶20
來斤的土雞蛋要到榆社去賣。當班的列
車長任學鋒表示，從石會到榆社票價
7.5元，土雞蛋能賣25元一斤，是一筆
不小的收入。據任學鋒介紹，該列車開
通於1993年5月1日，當時只有兩節車
廂作為鐵路職工通勤車，不對外售票。
後來看到沿線群眾有需求才開始售票。
列車站站都停，到終點站後，列車只

有一個小時休整。列車員清理車廂、乘務
員檢查車輛設備、司機調轉車頭，時間挺
緊的，“工作人員吃飯也在車上解決，到
榆社站時，車站食堂用保溫桶給送飯，返
程經過再送回空桶，乘客都是自帶吃的”。

僅9名工作人員
據任學鋒介紹，該列車每天有9名

工作人員，包括列車長、乘警等。任學
鋒說，除了車廂少，這趟列車最大的特
點就是票價低。

列車在 2008 年增加了第三節車
廂，能容納300多人，一般上車都有
座，“2010年所有硬座都被改為硬臥，
但票價不變，最低的坐三站只要 2
元。”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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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
國男星朴炯植1日在銅鑼灣開記招，
為今晚舉行的首個香港粉絲見面會
造勢，吸引粉絲企滿幾層樓圍觀。
朴炯植先用廣東話打招呼，又即場
學講“你哋凍唔凍呀”、“掛唔掛
住我呀”等廣東話。下周便是情人
節，朴向粉絲施冧功透露會為香港
見面會準備很多，實行提早跟粉絲
過佳節。其間，他亦即席獻唱一小
段其主演人氣韓劇《大力女子都奉
順》的主題曲，唱畢後獲粉絲大講
“我愛你”，他也識做地比心回
應。
談到《大力》一劇大受歡迎，

他坦言當日看劇本時已很喜歡，因
有別於一般劇情。他也曾跟導演商
量可否讓他也可以有瞬間變大力或
瞬間轉移等超能力。問他想跟哪位
港星合作？朴炯植表示想與劉德華
合作拍動作片，大讚對方好有型。

朴又提到自己很喜歡滑雪及水
上運動，司儀笑他做水上運動可騷
Body，他即笑言自己會包到實一
實。談及穿衣之道，朴認為只要是
穿適合自己身形的西裝就最有型，
接着更充滿自信地行了一轉Cat-
walk。最後，臨近新年，他亦入鄉
隨俗的用廣東話講“恭喜發財”，
提早向大家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周柏豪、吳若希（Jinny）、
菊梓喬（Hana)、胡鴻鈞、鄭俊
弘及何雁詩等，1日為無綫娛樂

台節目《玩足狗年 群星夢幻
戰》拍攝外景。提到鍾欣潼（阿
嬌）答應男友賴弘國求婚，曾跟
她合作拍戲的柏豪表示替對方高
興，因是開心事。

近年很多藝人結婚生仔，問
到何時到他生B？柏豪笑說：
“自己有能力，但無時間。我連
部車都未養得掂，因長期沒駕
駛，連電池都無電，弄得它‘跪
低’了。”不過他謂自己很鍾意
小朋友，將來都會生B，現時得
閒抱其他小BB實習先，不過未

抱過吳若希的女兒。“因太細
個，怕自己粗手粗腳。”

吳若希與老公暫“分居”
吳若希表示每年農曆年也會

回家鄉福建過年，今年亦不例
外，會帶女兒同行，過年後才返
港。之後會帶女兒回港住幾日，
跟老公暫時“分居”。談到被周
刊拍到帶女兒拜“鬼王”祈福，
Jinny說：“無理由，我只是喃嘸
阿彌陀佛，不過我都信這些，心
安理得而已。”

朴炯植望與華仔拍動作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思穎、李慶全）影后惠英紅
（小紅姐）今天58歲生日，
1日晚老闆楊受成為她舉行壽
宴，到賀賓客包括溫碧霞、
鍾欣潼、湯怡及麥子樂等。
記者恭賀壽星女小紅

姐，她第一時間反問：“我
似不似58歲？我都開始愈來
愈驚！”所以她表示生日願
望最重要是身體健康，還希
望接到好勁的劇本，她坦言
年底真的有機會拍到好勁的
劇本，所以有望明年再向獎
項衝刺。談到4月舉行的金像
獎又有否寄望？她則表示應
不會有太大期望，主要是去
年拍戲不多，所以寄望明
年。
見小紅姐跟剛公佈婚訊

的鍾欣潼合照時，也攬實對
方，小紅姐不諱言：“我要
沾她的喜氣！”很想找另一
半？她笑說：“我真的最想
呀！所以一來就攬實她，希
望她快點給我一些喜氣，讓
我可早日找到個伴！”小紅
姐現苦無追求者，也沒遇到
未結婚、又比她年紀稍大一
點的異性，問她年紀較小的
不適合？她答謂：“細過我
不太好，異地戀就無所謂，
最重要一起會開心，我都很
久無拍拖。”叫老闆介紹筍
盤？她笑說：“我剛才有

講，我還黐住阿嬌，希望她
的喜氣過來，一陣會問老闆
有否好介紹！”

她透露休息到過完年
後，便會忙個不亦樂乎，因
連接要拍三部電影及一部電
視劇，她指其實有五、六部
電影找她，但實在是分不到
身，但相信觀眾今年能看到
一個不一樣的她。笑問1日
晚會否不醉無歸？小紅姐笑
笑口說：“我都不飲酒的，
不過上次金像獎給人抬回
家，最慘是當晚我戴了隱形
眼鏡睡着了，而我一直有乾
眼症，回家醒來後除不下
來，要開水喉用水才拿得出
來。”所以如非特別場合，
她也不會戴隱形眼鏡的。

湯怡想拜師學做打女
到賀的麥子樂表示沒帶

禮物，因人到已是最佳禮
物。至於湯怡到來是想叫小
紅姐收她為徒學拍打戲，即
使打到瘀傷甚至斷手斷腳，
她都不介意的。問準備什麼
來拜師？湯怡笑言已備好了
杯茶來拜師。提到阿嬌公佈
婚訊好開心，湯怡坦言替她
開心，女孩子能找到個付託
終身的人並不容易，而自己
跟洪卓立會到適合時候才結
婚，也叫大家別講到她好像
好恨嫁的樣子。

小紅姐要沾準新娘喜氣

公佈婚訊後首次現身的鍾欣
潼，1日晚6時28分現身傳

媒面前，春風滿面的她被問到為
何沒戴婚戒，她笑說：“忘記了
戴！（男友求婚成功？）應該
是，都戴了戒指啦。（幾時求
婚？）1月21日。”

問到男友如何求婚時，阿嬌
就表示好想帶男友出來介紹給大
家認識，由他自己講。那麼，何
時才帶他出來？“他家好‘烏
歪’，還有今天無邀請他。（在
男友求婚時妳有沒有喊？）我無
喊，反而宣佈時緊張到面紅，未
試過如此緊張，塊臉更紅了幾個
鐘。個人好㷫，心跳得好快。”

愛對方全接受壞習慣
阿嬌表示與男友拍拖半年，

問到對方有什麼優點令她願意託
付終身？阿嬌說：“他當然有其
價值，他對我好好，對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幾時結婚？）未
Plan，太突然，好多事情要想清

楚些。（男友有無講愛的宣
言？）有講，但等他見大家時，
他自己講。”
阿嬌坦言最感動是男友對自

己的包容，她的所有壞習慣男友
都照單全收。“一開始我騷晒自
己的壞習慣給他看，接受就接
受，我不會故意包裝自己，會好
攰、好假。我又懶，他又肯包
容，我倆異地戀，最重要他肯維
繫。他辛苦點，我又不可以隨時
走，他都明白，他都會盡量配
合。”
問到雙方家長是否已知道

時，阿嬌指雙方家長在公佈前已
知，但沒催他們快些結婚，他們
想Plan好點，有個美好回憶。問
到想婚禮怎樣搞？阿嬌笑說：
“我真是好懶，到時先算。（今
年搞掂？）未Plan，（婚後男友
赴港定居？）未傾。”問到會否
“雙喜臨門”時，阿嬌就很大反
應說：“我5月有三場演唱會，
大住個肚呀？”當問到男友的求

婚過程，阿嬌透露他有跪地求
婚，這是必須的；至於婚戒有多
少卡她則不想透露。問到給男友
多少分？阿嬌甜笑說：“超過100
分。”至於何時帶男友出來？
“適當時候會帶出來，（幾時通
知公司？）公司Mani（經理人霍
汶希）和老闆（楊受成）都知，
老闆第一次跟我說‘你條仔正
喎’！”阿嬌坦言還未見過男友
的媽咪，打算新年時拜訪對方，
但會見傳媒前大家有通過電話。
由於1日晚是惠英紅生日，

二人亦有相擁合照，小紅姐見阿
嬌即笑着說：“來黐吓先，幾時
輪到我？”之後楊生亦出來恭喜
阿嬌，並搞笑謂：“終於有人要
你。”阿嬌就答他：“講這些東
西。”之後她又與小紅姐來個嘴
對嘴，心急拍拖的小紅姐笑說：
“下個輪到我。”

楊生表示替阿嬌高興，指她
執到，他又謂見過男方，覺得很
靚仔，傾過一兩句，都是你好、

點呀、拜拜。

楊受成樂送大龍鳳鈪
問到可有試探過對方是否好

仔？楊生笑道：“睇個樣好人又
斯文，有好職業，樣子又好，對
阿嬌好不好就不知了。但見阿嬌
好開心，應該都好。”又指阿嬌
早上微信他說：“老闆，有人向
我求婚。”楊生就答她：“熱烈
祝賀，恭喜喎，你執到啦。”問
到會否送大禮？他表示至少送大
龍鳳鈪，搵太太送份靚禮物。
至於阿嬌是否今年結婚，他

就稱不到他話事。問會否包酒
席？他大方表示沒所謂，也不是
很多錢。Mani就大爆當年古巨基
結婚，楊生也有包酒席，楊生笑
指見到Mani及容祖兒一入他辦公
室就會“㩒住褲袋”，因她們似
去打劫般，一定搶，沒有一次有
好結果！說到阿嬌都值得資助？
楊生笑說：“阿嬌好難嫁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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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梁靜梁靜

儀儀））鍾欣潼鍾欣潼（（阿嬌阿嬌））

與醫生男友賴弘國拍與醫生男友賴弘國拍

拖半年即認定對方拖半年即認定對方，，11

月月3131日深夜女方趁着日深夜女方趁着

3737歲農曆生日在社交歲農曆生日在社交

網站展示求婚鑽戒網站展示求婚鑽戒

““放閃放閃”，”，宣佈已答宣佈已答

應男友求婚應男友求婚！！11日晚阿日晚阿

嬌出席惠英紅嬌出席惠英紅（（小紅小紅

姐姐））的生日會的生日會，，並舉並舉

行記者會回應婚訊行記者會回應婚訊，，

吸引半百傳媒到場吸引半百傳媒到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逢喜事精神爽，，阿阿

嬌全程笑容滿面嬌全程笑容滿面，，除除

透露另一半是在透露另一半是在 11 月月

2121日向她求婚外日向她求婚外，，她她

還大讚未婚夫超過還大讚未婚夫超過100100

分分，，對自己的所有壞對自己的所有壞

習慣都照單全收習慣都照單全收。。

阿
嬌
讚
未
婚
夫

■■朴炯植也想在劇集中擁朴炯植也想在劇集中擁
有超能力有超能力。。

■■((左起左起))菊梓喬菊梓喬、、周柏豪和吳若周柏豪和吳若
希為無綫的節目進行拍攝希為無綫的節目進行拍攝。。

■■湯怡湯怡((右右))也想成為打得女星也想成為打得女星。。

■一直渴望有個伴的惠英紅(右)，公
然與準人妻阿嬌(左)扮咀嘴。

■早前阿嬌舉
辦生日會，男友賴
弘國(右)也是座上

客之一。
網上圖片

■■鍾欣潼鍾欣潼11日晚表示日晚表示
因太匆忙因太匆忙，，忘記了戴忘記了戴
求婚戒指出來求婚戒指出來。。

■1日晚半百傳媒到場，和阿嬌分享被求

婚的喜悅。

■■阿嬌在社交網展示了男友所贈的鑽戒

阿嬌在社交網展示了男友所贈的鑽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忙到愛車無電也不忙到愛車無電也不知知
周柏豪會生B 只恨無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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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學金，今年將分
八類進行甄選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
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州議
會議員的辦公室，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些實習
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
佳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
金，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或研
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
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
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導才能、
社區服務、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金，名額
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
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
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
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
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權先
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
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
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

設，名額五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
瑞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
坤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
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
金額一仟五百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依需
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
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NorthBrook高中十二
年級學生為對象。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
為紀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申請
者必須是有志上大學主修音樂的十二年級高中生，或大學或研究
所音樂系的學生。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
設，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大學物理系
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
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

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
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八類獎學金，運動獎學金。是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
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求
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二名，金額一
仟伍百元, 或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
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見校聯會
網 頁 http://www.jccaa.net 或 電 詢 獎 學 金 召 集 人 鄭 大 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2018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
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大城區部（ UHD ) 「百優
計劃 」 自 2002 年成立以來，已幫助 超過 250 名學生來
UHD 短期遊學。今年1 月 12 日迎來的是警大第13 團，也是
歷來人數最多的一團，共有學生40 名，他們從1 月12 日抵
休大城區部，上課兩週，並在上週五（1 月 26 日 ） 在1002
Commerce Street 的 Commerce Building 的一樓大廳舉行結業
典禮。由 「百優計劃」 的創始人王曉明教授親自主持。

在結業典禮上，除了放映UHD 的精彩視頻之外，還有
學生的現場簡報。包括： 陳昱臻（ 外事所 ），高子庭（ 海
巡署 ）以及安全系的葉羿姣、陳知佑同學上台作簡短介紹。
並介紹學習心得。

當天出席的貴賓，包括 「台北經文處 」 新聞組施建志
組長上台致詞，以HPD 的老師及各組負責人Xbennie Esca-
milla; Dr. Judith Harris ; Dr. beth Sanders ; Jacob Lipp; Bryan Nguy- en 等人上台致詞，並致贈警察大學兩位教授施志鴻、林世昌後

，典禮圓滿結束。
最後全體師生在該建築門外樓梯處拍攝大合照，大家合影留

念。

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劃學員到城中休大研習二週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劃學員到城中休大研習二週
於上周五於上周五（（11 月月 2626 日日））中午舉行中午舉行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 」」 結業式結業式

圖為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劃的四十位學員於結業式後與師長及貴圖為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劃的四十位學員於結業式後與師長及貴
賓賓（（ 後排後排））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劃的四十位學員於上周五圖為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劃的四十位學員於上周五（（11 月月 2626
日日 ）） 在在Commerce BuildingCommerce Building 一樓大廳舉行結業式一樓大廳舉行結業式。。由由 「「 百優百優
計劃計劃 」」 的創始人的創始人UHDUHD 的王曉明教授的王曉明教授（（ 前排中前排中，，立者立者）） 主主
持持。（。（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 士 頓/秦
鴻鈞報導 ） 美南
國際電視 STV 15.3
台將於下周二（ 2
月6 日 ） 晚間七時
半播出 「光鹽健康
園地 」 邀請美國
「愛視眼科」陳卓

醫師（ 右 ），及
孫 明 霞 醫 師 （ 左
） 主講 「秋冬季
節防乾眼 」，敬請
各界準時收看，該
節目並在 Lsahous-
ton- You tube 網上
直播。

光鹽健康園地節目將於光鹽健康園地節目將於22 月月 66 日晚七時半日晚七時半
播出播出 「「 秋冬季節防乾眼秋冬季節防乾眼 」」 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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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四
十週年年會及會長交接典禮訂於二月十
日星期六於珍寶海鮮樓舉行。年會除了
貴賓演講，還有趣味活動，會長交接典
禮，精美晚餐，娛興節目及豐富抽獎。
娛興節目有樂團，拉丁舞，小提琴，熱
舞，吉他雙重奏，義大利民謠等等。獎
品包括最近很受歡迎的 Echo Alexa , 台
大紀念品及琳琅滿目的獎品。

令人興奮的，校友會今年特別邀請
到 Mr. Don Schneider,培養領導能力的

專家，美國公司高層經理及總裁的教練
顧問， 有 25 年多豐富經驗，曾經與
Fortune 500 公司合作，其中包括 Baker
Hughes, Bechtel and Jacob Engineering 等
。主講”平衡的人生”，曾經參與過
Mr. Schneider 的課程者，都感受到莫大
的鼓勵及共鳴。

另外我們特別準備了精美禮物贈送
給校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請大家邀請親朋好友，踴躍參加，
共同慶祝難能可貴的四十周年里程碑及

舊曆新年！
貴賓票價 $50，普通票 $40，學生

$20。兒童六歲以下免費。請參閱附上
彩 色 傳 單 。 現 金 或 支 票 payable to
“NTUAAH”。晚會 5 點 45 分入席，
晚宴6點30分開始。

購票從速，請於二月一日前聯絡
于方勻 katyyuyuyu@gmail.com
謝元傑 leifhsieh@gmail.com
劉美玲 mkaster321@gmail.com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40屆年會

中華民國政府為提供全球僑胞優質服務，多年來借重各地僑界賢達人士的服務熱忱與專業長才，並依相關規定審慎遴
聘僑務委員暨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僑務促進委員等僑務榮譽職人士，為無給職，擔任政府與海外僑胞間溝通橋梁，
積極協助僑民於僑居國參與公共事務、政經活動及推廣國民外交工作。鑒於美南地區部分僑務委員及榮譽職人員任期屆滿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依僑務委員及僑務榮譽職人員遴聘要點規定，報請行政院呈請總統任命僑務委員有黎淑瑛(休士頓)
、孟敏寬(達拉斯)、鄭金蘭(休士頓)及張世勳(休士頓)等4人，聘期自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另依同要點規定
敦聘僑務諮詢委員鄭昭(休士頓)、駱健明(休士頓)、胡啟年(聖安東尼)、李小濱(達拉斯)、葉宏志(休士頓)、劉秀美(休士頓)
、陳美芬(休士頓)等7人，僑務促進委員有范泌文(休士頓)，聘期自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駐休士頓辦事處及
休士頓僑教中心將擇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頒授聘書儀式，期許僑務委員暨僑務榮譽職人員繼續秉持服務熱誠，
共同為僑社為國家服務。(稿件提供: 駐休士頓辦事處及休士頓僑教中心)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布美南地區新續任僑務委員
暨僑務榮譽職人員名單

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委
員會聯合辦理的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今(2018)年活動
業已開始受理網路登記報名，這個甚受本地青年歡迎及僑界肯定
的營隊，迄今已幫助逾3萬餘名臺灣偏鄉及弱勢的學童學習英語
。為讓具有強烈服務熱忱之華裔青年有更多服務的機會，今年預
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蘭、南非及貝里斯等地
區534名華裔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51名(含
客籍7名)。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以就讀11年級以上且於2018
年11月30日前年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華裔青年(以護照

所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為母語、能簡單中文溝通、身心健康
、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且具高度從事志願服務者，為優
先錄取對象(前曾參加本活動者不得報名、報名客籍志工者須由
客家社團推薦)，活動時間自2018年6月30日至7月28日止，為
期4週，包括英語教學訓練、臺灣偏遠地區國中、國小英語教學
志願服務及寶島參訪；全程參與服務活動及完成心得感言且無違
反...主(承)辦單位或服務學校之各項規定之學員，將由主辦單位
頒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有意者請至營隊網站（www.aidsummer.net）建立個人網路
帳戶，填寫申請資料，上傳個人照片、報名表、學校成績單及自

述短文等，登錄資料確認無誤後，列印網路登錄確認單連同上述
等文件，於 3 月 1 日前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辦理報名(逾期不受理)。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鼓勵美南地區華裔青年子弟加入志工
服務行列，將於2月4日下午2時假中心106室舉辦活動說明會，
會中除報告活動內容及報名程序外，另邀請2017年參與英語服
務營之志工進行服務心得分享，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學生及
家長們踴躍參加。

詳情請電：713-789-4995分機113。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將於2月4日辦理
「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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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無痛的人生 動手術與 「幹細胞療法」孰優?
(本報休斯頓報導) 從新年開始，能無憂無慮地和家人與朋友

一起，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應該是新年的首要目標。對於很多身
上有病痛的人而言，如果疼痛可以消除，能自在的生活，應該是
新年新希望了，而這並非遙不可及。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在過去三個月中，美國每天大
約有兩千五百萬人經歷某種形式的 「痛」。慢性疼痛患者常常不
能愉悅地進行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他們陷入止痛藥的陷阱之中
，卻沒有辦法確定疼痛的根源。

當藥物不起作用時，許多人可能轉向替代療法，例如針灸、
瑜伽、冥想、和脊椎按摩療法。如果這些治療仍然不能提供永久
性的緩解疼痛，患者可能會覺得手術是唯一的選擇了。
但是，您有想過嗎，動手術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有哪些因素
因該考量進來？

首先，開刀需要很長恢復時間，約需三到六個月的恢復期，
在這當中，患者不能走動太多，甚至不能行動，需要有人照顧。

其次，大手術危險性高，需要全身麻醉，而且年齡越大風險
越高。同時，手術之後會很痛，影響生活的品質。再來，手術的
費用高，即使保險有涵蓋，仍有自己需要付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根據統計，手術的成功率有限，以膝蓋開刀為
例，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如果不成功，其他方法也沒

法再用了。
現在醫學界最新的醫療方式是 「幹細胞療法」，據專家表示

，這種療法應該是對疼痛患者更好的選擇。
幹細胞療法被稱為 「再生醫學」，是一種運用幹細胞治療退

化、發炎、和調節機體免疫反應的治療方法。簡而言之，幹細胞
有能力到達身體所需要的地方，能讓病人的組織再生，並提高身
體自然癒合的能力。也就是說，幹細胞能夠建立、修復、並生長
新的組織，同時也幫助減少體內的發炎狀況。
世界各國有許多類型的幹細胞療法。在休斯頓，德州第一醫療中
心(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的幹細胞療法，是由臍帶血
提煉（HUCT）。這種幹細胞由新生兒臍帶血所提煉而出，是目
前五種幹細胞來源中最優良的，密度高，修復效果好。這些細胞
來自健康產婦的臍帶組織，也
是最安全、和侵入性最小的提
取方法。
相較於動手術，用幹細胞療法

，有哪些好處?
首先，幹細胞療法的成功

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比開刀的
成功率高出非常多。其次，患
者不需要長時間的恢復期，治

療之後可以自己行動。同時，幹細胞療法不用全身麻醉，只是皮
膚表面的麻醉，沒有風險。

總的來說，大多數患者在4-6週內會有顯著的疼痛減輕，甚
至，某些患者在短至7天之內，就感覺到疼痛緩解。
如果您想要再度與孩子、孫子同樂，一起出外吃飯、旅行，並且
享受退休生活，甚至，只是單純想要讓生活更輕鬆自在，進出內
外、上下樓梯不再成為困擾，絕對應該考慮幹細胞療法，讓自己
的生活更無憂無慮。

詳情請洽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電話 832-998-2416(中文)、
281-208-7335(英文)。地址: 中國城診所 9798 Bellaire Blvd., #K,
Houston, TX 77036(位於黃金廣場)。糖城診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申請大學申請大學？？助您一臂之力助您一臂之力

開始無痛的人生
動手術與 「幹細胞療法」 孰優?

第一學院 專門協助申請大學 提高SAT
(本報休斯頓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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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授獨家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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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55

在恆豐銀行大力協助下
第二批賑災補助支票昨發放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Tina Gibson (蒂娜吉布
森) 是在Sugarland居住了35年的居民，現在她宣
布要參加選舉 Fort Bend 縣財長。蒂娜 (Tina) 通
過工作，社區，政治和公共事務活動，在 Fort
Bend鎮發揮了積極的服務作用。 作為一名註冊護
士，蒂娜在Memorial Hermann醫院新生兒重症監
護病房（NICU）部門工作，參與一個醫學研究
小組的一部分工作。之後，她在當地私立學校負
責監督醫療保健的工作。 蒂娜也曾在護理領域作
老闆，發展自己的事業。 另外，Tina在一家專注
於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和開發的諮詢公司擔任董事
會職位; 另外在非營利組織擁有處理預算，合同和
資金的管理經驗。

Tina一直在她的社區擔任許多領導職位，積
極活躍的服務，她當選為德州農工大學母校俱樂
部主席，Kempner高中家長志願委員會主席和高
中畢業慶典負責人。 蒂娜在德州農工大學和德州

大學休斯頓健康科學中心上大學，獲得兩個本科
學位和研究生工作。 她是Sugar Land 第一衛理公
會的長期成員。Tina還曾在共和黨內擔任多個領
導職位，包括兩位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的總裁，參
議院區選舉代表領導人，共和黨州SD17委員會女
性委員執行官，助理與聯盟主席，官員委員會，
十州的大會和一個全國性大會的主任和代表; 被任
命為特朗普德克薩斯領導團隊。

“我將把我多年的組織和管理經驗應用在財
務工作崗位上” Tina Gibson 說。 “我很興奮成
為縣領導的一員，幫助所有居民採用健全的管理
經驗，主管財務工作，保守並謹慎地監督財政預
算和支出。 作為一個值得信賴的領導，我將明確
保證和現
任財務主
任順利完
成交接工

作。 我曾在最古老的共和黨縣婦女俱樂部，兩次
擔任區主席和共和黨婦女俱樂部主席，我曾經努
力使本縣成為通過當選德州共和黨參議院17區委
員的領導職位生活的最佳地點。 我曾經支持和與
當選的官員一起工作，不僅在當地地區，而且在
州一級別工作和聯邦級別工作“。 當選後，她將
努力做出有利於該縣納稅人的變革，使辦公室更
高效，更具成本效益，更好地使用人員和技術。
她將努力降低該縣的成本。有關蒂娜•吉布森
（Tina Gibson）競選縣級財務官的更多信息，請
聯繫 Tina Gibson (蒂娜吉布森) ：Tina Gibson
713-412-1620 tinagibsonfortreasurer@gmail.com 或
致電713-412-1620。

Tina Gibson 擁有豐富的社區服務 財政和管理經驗
3月6日請投票給她選 Fort Bend縣財務長服務縣人民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在休士頓百年不遇
的水災之後，恆豐銀行本著以自己專業出發，盡心
盡力服務於社區的原則，同中華文化中心合作，為
受災民眾申請政府補助。因為恆豐為 「聯邦房屋
貸款」（Federal Home Loan ) 的 member, , 故幫忙
在文化中心登記的受災戶辦理申請，昨天發放的個
人賑災補助共八萬二，每人可獲八千元。另有一個
生意人，他們也是恆豐銀行的客人，因為他們二個
生意都受災，經由恆豐銀行的協助，昨天獲得賑災
補助支票四萬五，也於當天同時發放。

昨天出席在恆豐銀行 12 樓發放儀式的，包括
：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總裁張永男，公關經
理周明潔，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等代表多人，及
七位出席的個人代表及二位公司代表。華啟梅介紹
文化中心這次接受賑災的情況及感謝恆豐銀行多年
來專業的協助。而各受災戶，有來美多年，也有剛
來才二年的，他們對這次整個社區對他們展現的大
愛，印象深刻，決心在此留下，重整家園。

Tina Gibson 是在Sugarland居住了35年的居民，
現在她宣布要參加選舉 Fort Bend 縣財長

圖為個人受災戶在賑災發放儀式上合影。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 前排左五 ），總經理張永男（前排右四 ），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
梅（前排左四 ），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前排左一） 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獲得生意賑災補助的代表與恆豐銀行代表吳文龍董事長（ 左三
），總經理張永男（ 右二）、公關經理周明潔（ 左一 ） 及 mi-
chael Bailey 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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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阿茨海默症與癌症阿茨海默症與癌症

范縝醫生范縝醫生以微創手術包括激光以微創手術包括激光
射頻射頻，，旋切旋切，，打硬化劑等治療靜脈曲張打硬化劑等治療靜脈曲張

人體血管共有三大系統，動脈、靜脈和淋
巴系統，其中靜脈負責將血液回輸至心臟。大
部分靜脈中擁有靜脈瓣膜，就像是閥門，能阻
止血液往下流，但當靜脈瓣膜受損，或是靜脈
壁薄弱，像閥門失去了作用，血液就會逆行向
下流，越往下壓力越大，形成扭曲盤旋，蚯蚓
狀的靜脈曲張。長期持久站立或從事重體力勞
動，都會持續增加下肢壓力，因此如服務員，

空姐，教師都
是靜脈曲張的
高發人群。此
外，由於妊娠
會壓迫盆腔靜
脈回流，引發
下肢壓力增大
，從而也可導
致靜脈曲張。

下肢靜脈
系統主要分為
淺靜脈和深靜
脈，下肢 90%
的血液通過深
靜脈回流，剩
下 10%通過淺
靜脈。靜脈曲
張主要發生在
淺靜脈，而淺

靜脈則包括了大隱靜脈和小隱靜脈，我們說的
靜脈曲張，主要發生於這兩支靜脈及其小分支
。淺靜脈曲張主要是有幾種情況：最常見為原
發性下肢靜脈曲張，就是我們說的由於壓力增
大及各種原因導致的淺靜脈擴張。少見情況下
，在深靜脈阻塞或深靜脈瓣膜關閉不全、下肢
動靜脈瘺、甚至下腔靜脈阻塞也能引發下肢靜
脈曲張。

在談到靜脈曲張的表現時，范縝醫生表示
靜脈曲張的表現較容易判斷，肉眼可見下肢靜
脈呈彎曲、延長、擴張等。通常早期幾年，靜
脈曲張除影響美觀，並無其他癥狀，但隨著病
程發展，病人逐漸感到下肢沈重酸脹，到晚上
或第二天早上出現水腫。再往下，由於皮膚上
的毛細血管破裂，或血紅蛋白溢出而引發皮膚
顏色改變，出現色素沈著，濕疹或變硬，此時
病人可感覺到皮膚瘙癢等癥狀。如果任由其發
展，就會出現皮膚潰瘍，潰瘍不愈合，甚至出
現靜脈曲張破裂出血、靜脈血栓等嚴重並發癥
危及生命。

范縝醫生介紹到，很多病人在靜脈曲張出
現嚴重癥狀了才到醫院進行治療，在門診病人
中，出現小腿水腫，踝部色素沈著的病人十分
常見。雖然皮膚可看見明顯的靜脈曲張表現，
但仍然需要通過超聲等檢查，來排除其他形成
靜脈曲張的原因，如上文提到的下腔靜脈梗阻
，動靜脈瘺等也可以引發靜脈曲張，但治療就
完全不一樣了。通常情況下，范縝醫生診所內
就可以完成初步檢查和超聲檢查。

靜脈曲張的外科治療目前仍然作為治療靜
脈曲張的首選，范縝醫生強調，藥物和彈力襪
只能作為治療的輔助手段。在談及門診病例時
，范醫生說，病人常常問道：“我暫時不想手
術，能不能穿彈力襪來治療靜脈曲張”。醫用
彈力襪是外界提供壓力來幫助收縮靜脈，主要

用於高危人群預防靜脈曲張，並不可作為主流
的治療手段，范縝醫生解釋道。

外科治療也就是手術治療，主要分為傳統
手術和微創手術。傳統手術為大隱靜脈高位結
紮，剝脫術，具體做法是在大腿兩端各開一個
口，將整條淺靜脈抽剝出來，術中易出血，術
後恢復慢，大約一周才可以出院，范醫生說，
現在其診所已經棄用。微創手術則包括激光，
射頻，旋切，打硬化劑等。

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VNUS
閉合導管手術，自發明以來，超過60萬病例數
，證明其是目前最為有效，安全的手術之一。
其優點是門診手術，患者全程清醒，局麻下幾
乎無痛，30分鐘左右的手術後，即可下地回家
，1天內恢復正常活動。隨訪大多數病人，術後
癥狀改善明顯，不留疤痕。范縝醫生具有14年
外科行醫經驗，在靜脈曲張的診斷和治療上具
有很深的造詣，熟練掌握英語，國語和上海話
，診所提供粵語，西班牙語及荷蘭語翻譯，到
目前已經有超過一千例靜脈曲張被成功治愈。

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具體地址是：
(1) 中 國 城 ： 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2) 8號公路和10號公路
交匯處：1140 Business Center Drive, Suite
403, Houston, TX 77043。 撥 打 電 話
713-935-9758轉0號線人工服務進行預約。

光鹽社健康講座
2018年2月3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5,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阿茨海默症和癌症 (設有國語翻譯)

講員: Jim Ray 博士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安德森癌癥中心

失智是由腦部疾病所致的綜合徵，它通常具有慢性或進行性
的性質，出現多種高級皮層功能的紊亂。多起病於老年期，潛隱
起病，病程緩慢且不可逆，臨床上以智能損害為主。阿爾茲海默
症是最常見的失智類型，大約占所有病例的60—70%。在美國
，繼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後，阿爾茲海默症目前是第三大昂貴疾病
，隨著老年化社會程度加劇，會成為比癌症對全人類來說更大的
挑戰。

光鹽社邀請到Dr Jim Ray講解阿爾茲海默症和癌症的關系
。 Jim Ray博士加入安德森醫院應用腫瘤科學研究所，擔任安德

森，貝勒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合作的神經變性聯盟的研究負責
人。Dr. Ray在製藥和生物技術行業擁有豐富的經驗，專註於阿
爾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內分泌和代謝紊亂。 曾
擔任武田製藥中樞神經系統研究部主任，負責協調國家數據中心
的工作，並與應用腫瘤科學研究所的藥物科學家合作，為神經退
行性疾病患者提供創新療法。。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心，歡迎民
眾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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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領徐松煥僑領徐松煥
先慈徐李秋順女士告別儀式先慈徐李秋順女士告別儀式

僑領徐松煥僑領徐松煥 先慈徐李秋順女士先慈徐李秋順女士，，廣東臺山人廣東臺山人，，生於生於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
二日二十二時十二分二日二十二時十二分。。安詳辭世安詳辭世，，享壽九十六歲享壽九十六歲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四時至下午四時至
六時半於六時半於Forest Park LawndaleForest Park Lawndale 舉行瞻仰遺容舉行瞻仰遺容

喪禮上喪禮上徐松煥先生對徐松煥先生對先慈徐李秋順女士追思先慈徐李秋順女士追思徐松煥先生徐松煥先生 親率樂團演奏兩首母親生前最喜歡的粵親率樂團演奏兩首母親生前最喜歡的粵
曲曲、、對母親的懷念對母親的懷念

11 月月 2828 日徐李秋順女日徐李秋順女
士士 告別儀式告別儀式 壽終時兒壽終時兒
女在側女在側，，親視含殮親視含殮

親朋好友們在親朋好友們在徐李秋順女士徐李秋順女士告別儀式告別儀式上上瞻仰遺容瞻仰遺容

徐李秋順女士徐李秋順女士告別儀式備極哀榮告別儀式備極哀榮

徐李秋順女士徐李秋順女士享年九十六歲享年九十六歲、、兒孫滿堂兒孫滿堂、、福壽雙全福壽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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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一日北區槍擊案受害人藍光裕一月十一日北區槍擊案受害人藍光裕
梁晶晶夫婦追思儀式梁晶晶夫婦追思儀式

藍氏子女藍氏子女（（右起右起））藍俊德藍俊德
、、藍秀德藍秀德、、女婿鞠淳珏女婿鞠淳珏 及及
親戚在追思儀式上親戚在追思儀式上。。

藍光裕藍光裕、、梁晶晶的兒子藍俊德梁晶晶的兒子藍俊德（（ 左左 ）） 及女兒藍秀德及女兒藍秀德
、、女婿鞠淳珏女婿鞠淳珏（（ 右右 ）） 在喪禮上在喪禮上。。

李瑋先生擔任追思儀式的司儀。

「台北經文處」 的官員出席追思儀式（ 右起 ）僑教中心
副主任李美姿、僑務委員葉宏志、 「台北經文處」 副處
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中國領事館」 代表出席喪禮： 「僑務組 」 組
長房振群（ 左 ） 及易川領事（ 右 ）。

追思儀式上獻樂（ 右起
）許瑞慶二胡演奏 「城
南送別 」、張瑀宸鋼琴
伴奏及 Nicholas Rastegar
的提琴演奏。

藍家長子藍俊德在追思儀式上致謝詞。

追思儀式後隨即由宏意法師（ 右一
） 率領起靈赴火葬場告別。

印尼男子改裝炫酷印尼男子改裝炫酷““雙面車雙面車”” 剛上路就被交警扣押剛上路就被交警扣押
近日印尼近日印尼7171歲的歲的Roni GunawanRoni Gunawan發明了壹款獨特的發明了壹款獨特的““雙面車雙面車”，”，

整個汽車如同鏡像壹樣前後對稱有兩個車頭整個汽車如同鏡像壹樣前後對稱有兩個車頭。。這種奇特的汽車有兩個發這種奇特的汽車有兩個發
動機動機、、兩個方向盤兩個方向盤、、兩個踏板兩個踏板、、兩個齒輪組和壹個油箱兩個齒輪組和壹個油箱，，兩個司機可以兩個司機可以
同時控制車輪同時控制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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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發布圖片顯示，香港灣仔沙中線地盤發現重約壹千磅的美式戰時炸彈，炸彈約有
500磅炸藥，威力可遠至200米，預計在午夜時分處理。

廣西三江侗寨族民廣西三江侗寨族民““搭臺唱戲搭臺唱戲””迎新春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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