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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矚目

的螞蟻集團正

式登陸港股與A股市場，總集資額逾2,640億港元，成為全球史上最大

IPO，香港能參與其中，與有榮焉。今次螞蟻沒有到美國上市，香港立法

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認為，正是因為內地“十三五”規劃奠定了擴大

開放的大環境，香港市場也改革制度配合，允許“同股不同權”的公司上

市，兩者的結合才吸引到今日大量的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亦印證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展望“十四五”規劃，認為香港要借

力大灣區發展，才可繼續發揮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十三五十三五””改革利金融業改革利金融業
螞蟻巨刁顯港獨特優勢螞蟻巨刁顯港獨特優勢

緊抓大灣區機遇“十四五”金融業更有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千呼
萬喚的螞蟻集團IPO，27日終於開始首日
H股招股，一如市場預期，反應熱爆，富
途證券新股認購平台27日早更被股民塞
爆出現“死機”。統計部分券商及銀行借
出的孖展（保證金），首日已超逾1,900
億元（港元，下同），相當於其在港公開
發售部分獲56倍超購。

各券商認購反應熱烈，其中耀才借出
近250億元，輝立借出225億元，有券商
已借爆孖展。有客戶經富途認購時，一度
出現“死機”情況。滙豐表示，截至27日
晚上6時已接獲逾500億元的 IPO 貸款申
請，該行稱會預留1,000億元攻螞蟻孖
展，年息可低至0.48%。綜合12家券商顯
示，螞蟻集團招股首日暫錄得逾1,400億
元孖展認購，連同滙豐的500億元孖展
額，超過1,900億元，以公開發售部分集
資33.41億元計，超額認購約56倍。

在27日的網上投資者交流會上，對
於投資者關注發行定價是否太高的提問，
螞蟻集團首席財務官韓歆毅表示，境內外
主流機構投資者普遍認可公司持續增長前
景和長期投資價值，認為目前定價水平合
理，而且公司有信心在未來保持業績良好
增長態勢。

螞蟻集團公開發售部分合共約
4,176.8萬股，以每手50股計算，合共有
逾83.5萬手。根據回撥機制，若公開發售
部分超購10至15倍，公開發售部分佔比
將提升至5%，即8,353.6萬股；若超購15
至 20倍，佔比升至7.5%，即約1.25億
股；若超購20倍或以上，佔比將增至
10%，即約1.67億股。由於目前已超購逾
20倍，因此勢將會啟動回撥機制，令公
開發售佔比由2.5%增至10%，即約1.67
億股，以每股50股計算，有334萬手。

以公開發售甲、乙兩組（甲組是認購
金額為500萬元或以下，乙組是認購額逾
500萬元）各佔一半計算，即甲組可分派
約167萬手，因此理論上即使有150萬人
認購螞蟻集團（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約
20%），仍可做到一人分配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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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踴躍
認購螞蟻，
富途證券新
股認購平台
被塞爆。

國家在“十三五”期間加大內地對港澳的開放
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升級，其中與香港市場的互聯互通是金融
業開放方面的創舉，也是香港能穩守全球最大集資
中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關鍵因素。繼2014年
推出“滬港通”後，2016年推出“深港通”、2017
年推出“債券通”、今年再推出ETF互掛等安排，
大大增強了香港的金融競爭力。同時，港交所於
2018年亦容許同股不同權公司在港上市，而恒指公
司也容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以及第二上市股份可進
入恒指選單中，一系列改革呼應了內地的開放，也
令到香港及時受惠。

印證香港仍受投資者信賴
螞蟻集團今次沒有到美國上市，而選擇在內地

及香港掛牌，固然有政治考慮，但另外也反映了其
他一些事實：就算沒有美國華爾街，香港也完全有
能力完成這個史上最大型的IPO；在經歷去年以來
的風風雨雨之後，以及美國的百般刁難打壓，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穩固及受到國際投資者的

認同及信賴。
業界相信螞蟻的成功上市會成為其他大型企業

日後仿效模式，並相信只要香港能緊抓國家發展粵
港澳大灣區重大戰略機遇，香港作為國際集資窗
口，金融業在“十四五”依然大有作為。

香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認為，阿里
巴巴、小米、京東、網易、美團、螞蟻集團輪番上
市，顯示香港對中概股具有相當吸引力，相信未來
十年，科技和醫藥板塊，都會是內地經濟發展的新
趨勢，交易所改革制度正配合了這大形勢。

此外，除了市場的改革，美國社會的反華情
緒，以及香港社會在訂立國安法後“由亂轉治”，
都促使中概股離開美國市場，回到更穩定的內地和
香港市場。

有能力完成史上最大IPO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上周便說，螞蟻這麼大規

模的IPO，是有史以來首次在紐約以外定價，“這
在5年前、甚至3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但奇跡就
這麼發生了！”從中帶出的訊息，是中國科創企業

上市已毋需必定到美國，中國也有定價權，香港也
完全有能力完成這些史上最大型的IPO。

張華峰表示，可以預期，金融改革開放肯定是
內地“十四五”規劃的重點之一。香港現時仍是重
要的對外資本窗口，即使有企業在內地上市，還是
會借助港股市場去籌集國際資金。但隨着內地不斷
擴大對外開放，外資最終有可能直接跳進內地參與
IPO。因此，張華峰認為，香港應積極融入國家的
大發展方向，“以香港的優勢條件，既擁有豐富的
金融人才和經驗，又有公平有效的法制、自由流動
的市場體系、靈通的國際市場發展信息等，將有利
於大灣區發展吸引大量資金，讓香港可為大灣區金
融服務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徐聯安同樣認為，去年的
修例風波打擊到投資者的心理，使市場投資氣氛一
直低迷，香港國安法順利推出了逾百天，也的確使
得大市成交回升，無論資金是來自海外、本地或內
地。此外，來上市的新股亦增多，反映國安法其實
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有利。他相信，長期的社會穩
定，是普羅大眾所渴求的。

■螞蟻A+H總集資額逾2,640億港元成為全球史上最大IPO。
美聯杜

2020年10月28日（星期三）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如果下月推行返港豁免14天檢疫的政策，哪怕是凌
晨，我也要首日就趕回香港，見家人朋友。”港青深圳雨果
傳媒總經理鄭鵬翔表示，自2月到深圳以來，已經八九個月沒有
回香港了，這是離開家人最久的一次，“現在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回

香港與家人朋友團聚了。”

鄭鵬翔5年前從廣州的暨南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深圳創業。翻開他的朋友
圈，內容都是穿梭在內地不同城市出差。“由於我拿的是香港身份證，健康碼只
能粵澳互認，我去廣東以外其他省市出差的時候，會碰到不同地方的不同要求，有
些地方要求核酸檢測並隔離一段時間，有些地方因為一個紅碼、一個綠碼不能住酒
店，所以還是很麻煩的。”

最想念媽媽飯菜味道
離開香港八九個月了，鄭鵬翔說非常想念媽媽做的飯菜的味道，此前也

想過曲線回香港。比如港府對內地的港商工廠可以給一兩個名額往返深港，
但名額實在太少了，港商自己都捨不得用，要給往返深港辦業務的業務

員用，鄭鵬翔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對於返港豁免14天檢疫的安排，鄭鵬翔表示歡迎。不

過，他也憂心等到他再回深圳時仍要隔離14天，他期盼兩
邊的政策能夠互通互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

內地港人回家 免隔離盼雙向

■在深圳創業的
港青鄭鵬翔。

受訪者提供

■港人吳舒
景在深圳工
作、成家，
他將近一年
未見到在港
的父母。
受訪者提供

單向先行 下月實施 初需配額

對於下月起容許居內地港人返港時豁免14天檢
疫安排，在深圳工作、居住的港人表示，這一政策最
受益的是跨境群體；不過也有居深的港人表示，即便回
港豁免檢疫，而返回深圳仍要強制隔離，仍有許多不便，
希望香港和廣東兩地能夠早日協調出台更加便利的措施。

港人曾義26日因回港工作剛剛結束了在深圳的14天強制隔離。 “其實，內
地疫情已經基本得到了控制。尤其深圳，很多天沒有本土新增的病例。內地港人
返港其實已無病毒擴散的風險。聽到可以豁免檢疫的消息還是很高興。這個政策
最受惠的群體就是跨境群體。”

單向免檢通關第一步
不過也有港人表示，現在來深圳還是要強制隔離，導致很多人回港不便。港

人吳舒景常年在深圳工作、生活，從年初封關政策開始，已大半年未返港。
“疫情前，我父母每周從香港過來看我、看看孫子。一年來，爺爺只有隔着
手機屏幕看着孩子長大，學會走路，學會說話。”他認為新措施對於跨境

家庭來說，退休的老人看望孩子確實方便了一些。
不過，他亦指，即便港人返港可以豁免隔離，來深圳還是要

強制隔離，“單方面放開檢疫幫助不大。”他希望香港和廣東
兩地政府能夠盡快協商出更好的解決辦法，往返都能夠

避免強制隔離。 ■香港文匯報

跨境群體喜迎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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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深圳的港
人曾義要依靠遠
程會議系統與香
港公司溝通。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花 攝

港青：免檢生效當天即返港

新冠肺炎

疫情令許多跨

境家庭分隔兩

地，也有在內

地養老的長者無法返港覆診瀕臨“斷藥”困境。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7日公布，下月起率先安排在內地

的香港居民可在通過檢測後豁免14天檢疫返港，但由

於現時只有深圳灣與港珠澳大橋兩個口岸開放，故實

施初期有配額；且折返內地時，仍需接受內地14天檢

疫。這項形同“單邊健康碼”的措施，使滯留內地的

港人“回家”有期，但亦有部分港人的配偶或至親不

是香港居民，仍未能一家團聚，期望兩地政府推出雙

邊的香港健康碼，方便兩地市民往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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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27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示，明白今次疫
情下香港的服務性行業，特別是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受到巨大

的打擊，因此恢復跨境人員往來時免去14天強制檢疫一向是特區
政府爭取的目標。

她指出，目前健康碼相關技術問題已完全解決，只要在網上
取得一個配額，然後接受檢測，並將檢測結果放回網頁再下載到
手機內即可，但由於通關涉及兩地，必須要在雙方都滿意的大前
提下才能通關。

林鄭：逐步有序便利兩地往返
不過，為便利滯留內地的港人或港商返港，特區政府宣布下月

開始率先安排形同“單邊健康碼”的免檢疫入境安排。在內地的香
港居民通過病毒檢測後，返港時可豁免14天檢疫，惟由於目前只有
深圳灣與港珠澳大橋兩個口岸開放，因此實施初期會有一定的配額，
而且他們從香港返回內地時，必須在內地接受14天檢疫，林鄭月娥
說：“至少可以開通一部分。希望這些全部是好的開始，往後我們
可以逐步有序地讓兩地人員更加順利地往返。”

目前無免檢疫政策下，在內地的港人返港時，必須接受14天
檢疫；返回內地再接受14天檢疫，故前後共花28天檢疫，但在單
邊免檢疫政策下，港人往返香港及內地省卻一半檢疫時間，不少
滯留內地的港人及港商大表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芙釵、文森 )
太太為內地人的港人姚先生對豁免港人從
內地返港的14天強制檢疫也表示歡迎，
“能對一些在控關前趕不及回港的人有很
大幫助。”他透露，其任職跨境司機的朋
友早前因為控關當天來不及過關，但又不
想回港後，花費大筆金錢住酒店隔離，最
後只好在內地逗留至今逾8個月，故港人
免檢返港政策能協助他回家。

回內地需檢疫“用完假期”
不過，姚先生認為這措施對跨境家庭

幫助仍有限。他以自己為例，“我太太現
時身處內地，目前若要她到港團聚，因為

她未申請移居香港，首先要接受14天強制
檢疫，其間亦要為她提供酒店住宿，需要
額外開支；她亦不能長時間逗留香港，14
天檢疫完後，差不多夠鐘要返回內地，有
什麼用？”他續說，若換轉是他到內地與
妻子團聚，一樣是要在內地檢疫14天，
“成個假期用來檢疫，好無謂。”

他續說，內地的消費指數較香港低，
有較年輕的同事以往會於下班後到內地
消遣，且近年有很多新到港人士到港
工作賺錢回老家，卻礙於“控關”難
以回去與家人見面，因此希望兩地政
府能放寬港人的入境檢疫要求，令更
多人受惠，方便他這類家庭團聚。

市民嘆內地妻未受惠市民嘆內地妻未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目前仍未返港復學的香港高校內地學生
對新措施表示歡迎，期待在豁免檢疫新措
施下盡快回港，辦理畢業手續及在香港找
工作。

廣州女孩楊燕就讀於香港教育大學科學
與環境教育專業，即將碩士研究生畢業。今
年下半年回到廣州後，因受限於通關和檢疫
措施，已多個月沒有返回香港，遲遲未能辦
理畢業手續。

“我們學校每年的畢業典禮在
11月左右，時間馬上就到了。目
前，受檢疫措施等條件限制，很多
同學沒有如期返回香港，學校也就無法
安排畢業典禮。據我所知，學校也一直
在等待政府通關政策的調整。”

楊燕希望能夠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今
後在香港發展。“香港社會秩序之前受到破
壞，但近期逐漸好轉，我依然對香港充滿信
心。”

教大內地生 歸港心似箭

■■下月起從內地返港的香港居民可豁免強制檢疫下月起從內地返港的香港居民可豁免強制檢疫，，港府這一新政策估計可惠及數十萬港府這一新政策估計可惠及數十萬
居住內地的香港市民居住內地的香港市民。。圖為今年初港人趁封關前由深圳灣口岸趕回香港圖為今年初港人趁封關前由深圳灣口岸趕回香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2727日公布日公布，，下月起下月起
從內地返港的香港居民可在通從內地返港的香港居民可在通
過檢測後豁免過檢測後豁免1414天強制檢疫天強制檢疫。。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攝攝

■■港人進入內地現時仍需檢測隔離港人進入內地現時仍需檢測隔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深圳報道

內地疫情受控風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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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新聞

寶島訊息

（中央社）原台北市中山警分局中山一派
出所陳姓、李姓員警涉嫌在轄區收受卡拉OK及
酒店業者賄款。台北地檢署今天指揮台北市警
察局、調查局等單位兵分29路搜索，並帶回陳
、李等13人。

檢調獲報，李姓、陳姓員警分別於民國102
年，103年至106年間在中山一派出所擔任員警
，陳男涉嫌於105年至106年間收受轄區內卡
拉OK店李姓負責人及鄭姓房東新台幣10萬元
賄款。

檢調查出，陳、李警勤區內有一家大型酒

店集團，旗下有6家酒店，負責人鄭姓姊妹今年
初另新開一家酒店，李姓、陳姓員警涉嫌自102
年至106年間，每月收受鄭姓姊妹每個月3至4
萬元賄款，並接受招待。

陳、李已先後離開中山一派出所到其他單
位任職。

北檢今天指揮台北市警察局督察單位及調
查局北機站，兵分29路搜索，搜索行動直到下
午4時許才結束，檢調並以嫌疑人身分約談陳姓
、李姓員警、4名業者及余姓、劉姓會計，以及
5名證人到案。全案朝貪污治罪條例偵辦。

北市2員警涉收賄 檢調兵分29路搜索

（中央社）北港鎮長蕭永義、清潔隊長蘇
志勇涉販賣清潔隊員職缺，每名價碼120萬到
150萬元，獲利數百萬。雲檢搜索23處，今天
凌晨聲押7人，雲林地院裁定蕭永義等4人收押
，另3人交保，全案擴大偵辦。

雲林縣北港鎮爆發賣職缺醜聞。雲林地檢
署主任檢察官江金星今天表示，廉政署中部地
區調查組和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日前接
獲民眾檢舉指出，北港鎮長蕭永義、北港鎮清
潔隊長蘇志勇等公務人員涉嫌貪瀆案，檢察官
朱啟仁指揮偵辦並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江金星說，蕭永義、蘇志勇、蔡姓商人和
林姓女子等人共同涉及職務之便，收受金錢賄
賂，對外宣稱正職清潔隊隊員每員約新台幣120
萬元到150萬元不等金額，只要送錢就錄取。

專案小組進一步調查北港清潔隊近年來錄
取名單，發現約6、7人因有送錢而成為正職人

員。
專案小組昨天持搜索票，針對蕭永義、蘇

志勇等人的住所、辦公處共23處執行搜索，帶
回蕭永義等29人和15名證人到案說明。

檢察官複訊後，認為蕭永義、蘇志勇、蔡
姓商人及林姓女子等人涉收受金錢賄賂及圖利
，而居間擔任白手套的蕭姓男子及許姓兄弟檔
等人則涉及交付賄賂罪嫌，他們7人有湮滅證據
、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今天凌晨向法院聲請
羈押。

檢察官指出，至於其他涉案的陳姓男子等
10人雖犯罪嫌疑重大、無羈押必要，則以1萬
元到10萬元不等的金額交保。

針對蕭永義等人，雲林地院今天晚間裁定
，蕭永義、蘇志勇、蔡姓商人及林姓女子等4人
羈押禁見；不過，蕭姓男子和許姓兄弟檔分別
以20萬元到5萬元不等金額交保。

賣職缺貪瀆醜聞 北港鎮長清潔隊長等4人聲押獲准

（中央社）台南市義消25日到屏東自強活
動，遊覽車駕駛因調撥車道問題被屏東警方依
妨害公務送辦，台南市議員蔡旺詮今天在市議
會質詢時指車掌被員警勒頸，屏東警方否認並
表示， 「讓影片說話」 。

蔡旺詮接獲民眾陳情，今天在市議會質詢
，指台南市義消與家眷25日到屏東自強活動，
因調撥車道問題，駕駛被屏東縣警局枋寮分局
員警上銬、車掌小姐被勒頸，讓車上30多名遊
客空等4小時，過程中備受驚恐，質疑屏東警
方執法過當。

枋寮分局說明表示，25日下午5時許，員
警在屏東縣枋寮鄉台一線中正大路與沿山路口
發布實施分流，李姓駕駛因不滿警方實施調撥
分流措施，任意將滿載乘客的遊覽車停在台一
線上達3分鐘，不往前行駛，也不依照警方的
指示行駛沿山公路分流。

枋寮分局表示，由於北上內獅至水底寮路
段車多壅塞，現場實施交通疏導勤務，員警上
前告知李姓駕駛儘速靠右向前行駛，並引導遊
覽車先行停於路旁時，李姓駕駛疑心生不滿故
意將車輛逼近引導的枋寮派出所副所長曾力展
，曾力展告誡這種行為恐有觸法疑慮。

警方表示，李姓駕駛不從，不斷對曾力展
罵髒話，全案依妨害公務罪逮補，洪姓車掌是
李姓駕駛母親，在逮捕李姓駕駛過程中，洪姓
車掌阻擋員警逮捕，過程中有拉扯，但警方並
沒有勒頸動作，影片可以還原真相。

枋寮分局表示，考量遊覽車乘客留置現場
已久且未用膳，短時間內恐無法找到代班司機
，對於駕駛涉嫌妨礙公務部分，立即請示檢察
官並於晚間7時許獲准不予解送；另對於駕駛
不服從交通警察指揮部分，以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2項第1款，予以告發。

台南民代控屏警執法過當 屏警：影片還原真相

（中央社）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曾拍賣南投高山茶，當時造成搶購，如今疑遭詐騙購物網頁
冒名，還刊登新聞報導畫面意圖取信消費者，彰化分署今天指出，請民眾勿上當，已請警方依法
查辦。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107年舉辦茶葉拍賣會，當時造成搶購，全數售完，吸引不肖業
者不時打著行政執行署名號銷售產品，近日網路上再度出現網頁標榜 「行政執行署拍賣」 等文字
，並擅自使用電視新聞畫面吸引民眾下單付款，彰化分署提醒別受騙。

網路假廣告內容提及， 「義務人積欠房屋稅、牌照稅、勞健保費及交通違規罰鍰，行政執行
署決定查封屋內234台斤茶葉，原價新台幣1500元以半斤500元起標；廣告文中也提到彰化執行
分署自行找茶行分裝、2入組898元、4入組1298元、6入組1498元」 ，企圖以低價吸引下單。

彰化分署指出，目前拍賣方式並無利用網路商城或網路拍賣，都是採現場實體拍賣，地點都

在拍賣公告載明，每個月拍賣訊息也都會上傳分署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網路上冒用行政執行署
名義銷售茶葉的網路購物，都不是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的拍賣訊息。

彰化分署表示，民眾若有相關拍賣問題，可查詢分署電話總機向承辦書記官洽詢，請勿輕信
網路訊息，以免受騙上當；針對網路上冒名販售業者，已請警察局依法嚴查，務必將不肖業者繩
之以法。

行政執行署拍賣茶葉有口碑不肖網購冒名刊廣告

不平凡的2020年肆虐地打
亂了我們的生活節奏，讓原本
的日子變了模樣。寶寶們不得
不暫時離開了他們的玩伴、老
師，跟隨父母待在家裡；家長
們也無奈於孩子們長期在家，
不僅作息時間毫不規律，而且
也得不到有效地學習。看著孩
子們一天天的長大，家長們心
急如焚卻束手無策。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已
經適應疫情下的生活，有的家
長已經計劃給寶寶們選擇新的
幼兒園！經過半年的精心籌備
，Vanguard Academy 自購規
劃的 Katy新園區即將開始招生
啦！

Katy新園區的地址位於：
21950 Kingsland Blvd, Katy,
TX 77450。（在 Katy99 大華
、Costco附近，緊鄰99號和
I-10兩條高速公路，交通十分
便利，非常方便Katy華人家庭
）
為什麼選擇Vanguard Acade-
my
1休斯頓第一家華人連鎖幼兒
園，專業品牌保障

Vanguard Academy 成立
於1993年，是休斯頓第一家由
華人創立正規、合法的三語幼
兒園，擁有德州政府頒發的正
式幼兒園執照（學費可抵稅）
。幼兒園的老師們擁有豐富幼
兒教學經驗，並且按照相關教
育規定，幼兒園每年還會對老
師進行專業的培訓和考核。幼
兒園 根據年齡分班，通過科學
合理的師生比，確保了每個孩
子都能得到貼心照顧。

Vanguard Academy 自 成
立以來，見證了無數寶寶們的
成長，也深得家長們的喜愛和
信任。與此同時，Vanguard
Academy也在不斷地進行自我
完善，始終致力於打造專業的
幼兒教育機構，更好地服務每
一位寶寶。今年這個特殊時期
，Vanguard Academy 依舊選
擇迎難而上，在Katy開設新的

分園，旨在將細緻、專業、完
善的服務帶給更多有需要的家
庭。
2 雙重認證資質，打造專業幼
兒教育機構

有些家長認為，孩子在幼
兒園只要安全、開心的就好，
不在乎學到了多少知識，認為
上小學再學也不遲。實際上，
幼兒園不應是看護孩子的Day-
care，而是一個幼兒早期教育
場 所 （Early Child Learning
Center）。基於此，Vanguard
Academy始終致力於給寶寶們
提供專業的幼兒教育服務。

經過老師們的不懈努力，
VanguardAcademy 成 功 獲 得
“Texas Rising Star” 和
“Texas School Ready”的雙
重認證資格（休斯頓唯一獲得
雙重認證的華人幼兒園）。

“Texas Rising Star” 是
德州幼兒園公認的高質量的兒
童看護評級以及德州幼兒計劃
的質量評級和改進系統。該系
統是用來衡量一個幼兒園的綜
合管理、師資力量以及教學水
平的重要標準！

“Texas School Ready”
是在全州範圍內實施的一項全
面的學前教師培訓計劃，孩子
將獲得更高質量的學習指導，
確保將來順利過渡到學區學校
。

能夠獲得以上雙重認證資
格，說明 Vanguard Academy
在日常管理、教學質量、師資
力量等“軟件”方面獲得權威
機構的認可。能夠獲得“Tex-
as School Ready”認證資質的
幼兒園，目前大約在休斯頓只
有100家，Alief ISD只有25家
。我們希望，通過結合更好的
教育資源，給孩子們提供更加
專業的幼兒教育。
3 多元化辦學理念，特色三語
教學

Vanguard Academy 致 力
於創建多元化的教學環境， 採
用英語、中文、西班牙語的三

語教學是幼兒園
的一大辦學特色
。幼兒園提供刺
激多元智能發展
的環境和的表達
途徑，鼓勵和激
發寶寶們的多元
智能（語言、數
理邏輯、空間、
音樂、自然觀察
、身體運動、自
我認知、人際關
係），讓孩子們
體驗多元化、個
人化、合作化的有價值學習；
通過靈活三語教學課程，讓寶
寶們能夠在愉快的玩耍過程中
，學會知識和技能，從而達到
興趣和智能的全方位發展。

對於幼兒園3-5歲的寶寶
，我們通過沉浸式主題教學，
採用豐富多樣的趣味課堂形式
，使寶寶們能夠熟練掌握基礎
中文、西班牙語。在此之上，
幼兒園還增設高級語言班，目
的是幫助寶寶們提高特定單一
語言能力（中文、西班牙文）
。
04 按年齡分班，權威教材保障
質量

Vanguard Academy 按 照
孩子的年齡進行分班，並且每
個班級和教室都是根據幼兒的
發展階段和認知水平而科學設
計的。除此以外，在教材使用
方面，Vanguard Academy 選
擇 業 界 首 屈 一 指 的 “Frog
Street”和“ABC Mouse”教
材作為日常教學及參考。
這些教材嚴格按照年齡段教學
，有詳細的教學大綱和教學目
標，適合現階段所有年齡層的
寶寶們；教材也已通過德州權
威教育部門認可，並且有很多
公立學校正在使用。寶寶們通
過在幼兒園階段的超前學習，
升學後直接與小學接軌，甚至
進入GT班（超前班），讓寶
寶們贏在起跑線上。
幼兒園目前接收最小6週（嬰

兒寶寶），最大12歲的孩子
（小學），具體分班如下：

Infant （6週-12個月）
Young Toddler （13-24

個月 ）
Old Toddler （2-3歲）
Pre-School (3-4歲)
Pre-K （4-5歲）
School Age （課後班）

5-12歲
5 貼心照顧，將心比心，家園
溝通100%

每個家長在剛送寶寶到幼
兒園的時候，都十分關心寶寶
們在幼兒園的表現，擔心寶寶
能否適應幼兒園生活。這些年
我們接觸過很多家長，他們在
剛開始給寶寶們選擇幼兒園的
時候，追求“高端大氣上檔次
、純美式、蒙校”等外在因素
；當發現寶寶們不能夠適應新
環境的時候，又由於語言、文
化差異等因素，苦於無法跟學
校進行有效的溝通，因此給自
己造成困惑和煩惱。

Vanguard Academy 十 分
重視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我們
通過多種方式（微信、短信、
幼兒園APP-Brightwheel），
及時向家長們報備寶寶們在幼
兒園的情況，並且耐心、細緻
地解答家長們的疑慮或要求，
因此深得家長們的好評！
6 貼心服務，解決您的後顧之
憂

Vanguard Academy 始 終

關心寶寶們的健康
飲食，幼兒園每天
給寶寶們精心準備
營養豐富的早、午
餐以及下午健康點
心（每天兩次）。
對於來幼兒園較早
的寶寶們，我們還
會免費提供早點和
牛奶，幫助家長解
決早起的煩惱！

Vanguard
Academy 參 與 德
州政府的兒童膳食
計劃（Child Food
Program，注：該計劃不算公
共福利），州政府會根據不同
年齡段的孩子成長營養需要，
要求幼兒園採購不同種類的食
材，並且每個月向指定機構進
行報備。因此，對於幼兒園的
營養管理，家長們可以放心。

此外，幼兒園充分考慮到
家長們的時間有限，專門提供
學校附近的校車接送服務。
疫情防護

疫情期間，幼兒園安裝了
體溫自動報警測量儀（每個老
師、孩子在進入幼兒園以前，
都要測體溫）、改良通風設施
、增加教室開放空間。除此以
外，在每天放學以後，老師都
會使用醫療級別的消毒產品對
教室進行清潔，並且使用紫外
線燈進行深層消毒，全面保障
衛生安全。

【聯繫方式】
Bellaire Location
6925 Turtlewood Dr. Hous-
ton, TX 77072
(281) 530-9895
Bellaire@vanguard-academy.
com
Mon-Fri: 7:30 am – 6:30 pm
Sat & Sun: Closed

Katy Location
21950 Kingsland Blvd, Katy,
TX 77450
(346) 257-4770
Katy@vanguard-academy.
com
Mon-Fri: 6:00 am – 7:00 pm
Sat: 8:00 am – 7:00 pm
Sun: Closed
www.vanguard-academy.
com

休斯頓第一家華人連鎖幼兒園進駐Katy！ Open House就在本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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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為慶祝中華民國為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美南大專院美南大專院
校聯合校友會校聯合校友會((校聯會校聯會））於休士頓於休士頓1010月月1717日星期日星期
六上午六上午1010點至點至1212點以點以ZoomZoom網路視頻方式舉辦網路視頻方式舉辦
「「國慶職場菁英論壇國慶職場菁英論壇」」 。。該座談會系列總計三場該座談會系列總計三場
分別是分別是1010月月1717日日，，2424和和3131日日，，每場兩小時每場兩小時，，內內
容精彩容精彩，，主講人皆為各領域成就卓越之人士主講人皆為各領域成就卓越之人士。。大大
標題包括標題包括 「「職業成長與發展職業成長與發展」」 及及 「「平衡生活重要平衡生活重要
話題話題」」 。。

座談會由校聯會副會長翁履中擔任主持人座談會由校聯會副會長翁履中擔任主持人。。
嘉賓有經文處處長羅復文嘉賓有經文處處長羅復文，，僑教中心主任僑教中心主任 陳奕芳陳奕芳
及國慶主委何怡中及國慶主委何怡中。。這個菁英論壇有三個目的這個菁英論壇有三個目的，，
第一校聯會希望幫助每個人在職業生涯中成長第一校聯會希望幫助每個人在職業生涯中成長，，
並找到個人在職場及生活間的平衡並找到個人在職場及生活間的平衡。。第二第二、、鼓勵鼓勵
更多的人加入校聯會行列更多的人加入校聯會行列，，持續拓展對社區的服持續拓展對社區的服
務及回饋務及回饋，，第三第三、、慶祝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日慶祝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日。。
劉美玲會長表示衷心的感謝主講人劉美玲會長表示衷心的感謝主講人，，分享個人經分享個人經
驗和智慧驗和智慧，，啟發更多人在職業生涯更上一層樓啟發更多人在職業生涯更上一層樓。。
同時也感謝校聯會專業委員會成員同時也感謝校聯會專業委員會成員，，努力計劃這努力計劃這
一有意義的活動一有意義的活動，，並感謝經文處和校聯會獎學金並感謝經文處和校聯會獎學金
主席鄭大展及前理事長黃初平等的贊助主席鄭大展及前理事長黃初平等的贊助。。國慶主國慶主
委何怡中致詞感謝校聯會舉辦這樣一個教育座談委何怡中致詞感謝校聯會舉辦這樣一個教育座談
會會，，慶祝雙十國慶慶祝雙十國慶，，而主講人的經驗分享可以幫而主講人的經驗分享可以幫

助大家縮短探索和實現人生目標的時間助大家縮短探索和實現人生目標的時間，，預祝會預祝會
議圓滿成功議圓滿成功，，同時期望每一個美國夢成真同時期望每一個美國夢成真。。經文經文
處處長羅復文致詞處處長羅復文致詞，，雖然今年受疫情大流行影響雖然今年受疫情大流行影響
，，生活方式有所改變生活方式有所改變，，但是適應環境和增加競爭但是適應環境和增加競爭
力力，，是給最後的勝利者的是給最後的勝利者的，，相信這疫情將解決相信這疫情將解決，，
成功是給有準備的人成功是給有準備的人。。陳奕芳致詞對於校聯會長陳奕芳致詞對於校聯會長
期貢獻表示感謝和肯定期貢獻表示感謝和肯定，，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

當日第一位主講者當日第一位主講者Julie DillJulie Dill 擁有擁有3636年的能源年的能源
產業經驗產業經驗，，曾任曾任Spectra Energy CorpSpectra Energy Corp，， a Fora For--
tunetune 500500 CompanyCompany，，首席通訊官首席通訊官，，領導過領導過22,,300300
員工員工，，擁有哈佛大學商學院高層管理學位擁有哈佛大學商學院高層管理學位，，被選被選
為為20162016 年最卓越的商業女性之一年最卓越的商業女性之一。。主講內容主講內容:: 職職
業生涯歷程和經驗分享業生涯歷程和經驗分享。。

她以故事方式分享自己求學到職涯之經歷她以故事方式分享自己求學到職涯之經歷。。
在她還是小女孩時有一個小紅錢包在她還是小女孩時有一個小紅錢包，，每天晚上她每天晚上她
會把紅包的錢倒出散在床上會把紅包的錢倒出散在床上，，數數看有多少錢數數看有多少錢，，
這是推動她後來從商的原因之一這是推動她後來從商的原因之一。。在高中四年級在高中四年級
前的夏天前的夏天，，她在當地一家儲蓄和貸款分行找到夢她在當地一家儲蓄和貸款分行找到夢
寐以求的工作寐以求的工作，，經理開始注意到她的努力經理開始注意到她的努力，，分配分配
給她更重要的責任給她更重要的責任，，開始對業務產生興趣開始對業務產生興趣，，也幫也幫
助她決定大學主修經濟和金融助她決定大學主修經濟和金融。。

19811981年畢業當時的經濟非常不景氣年畢業當時的經濟非常不景氣，，因為殼因為殼
牌石油為新員工有一套神話般發展計劃牌石油為新員工有一套神話般發展計劃，，她可以她可以
在財務組織中學習到很多在財務組織中學習到很多，，於是選擇接受殼牌的於是選擇接受殼牌的
工作工作。。那段期間那段期間，，她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責任增加她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責任增加
與加班種種工作起伏與加班種種工作起伏，， 職涯沒有直通路的職涯沒有直通路的，，但是但是
挫折中會讓自己學習更堅強挫折中會讓自己學習更堅強。。

在在9090年代初年代初，，她被調到了休斯頓市的總部她被調到了休斯頓市的總部，，
負責為董事會會議的副總裁制定專案負責為董事會會議的副總裁制定專案。。當時貝殼當時貝殼
剛剛開始關注多元化和包容性剛剛開始關注多元化和包容性，，而她是團隊唯一而她是團隊唯一
的女性的女性，，在膽怯不敢發聲的弱勢地位在膽怯不敢發聲的弱勢地位，，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讓自己站穩職場的重要位置讓自己站穩職場的重要位置，，受到上司重視和肯受到上司重視和肯
定定。。在公司跨部門包括勘探和生產到精鍊和行銷在公司跨部門包括勘探和生產到精鍊和行銷
，，皆擔任要職皆擔任要職。。1717年之後受聘為杜克能源公司擔年之後受聘為杜克能源公司擔
任首席財務官任首席財務官，，帶領財務團隊在不同環境帶領財務團隊在不同環境，，政府政府
和文化和文化，，包括前往加拿大負責經營子公司包括前往加拿大負責經營子公司，，都交都交
出卓越的成績單出卓越的成績單。。

多年來面臨著公司的變化多年來面臨著公司的變化，，讓她接觸很多不讓她接觸很多不
同國家的文化同國家的文化，，她表示無論走到哪裡是她表示無論走到哪裡是,, 你的性格你的性格
都跟隨著你都跟隨著你。。分享給大家的總結是分享給大家的總結是，，第一第一 你必須你必須
建立良好關係建立良好關係，，需要善良交朋友需要善良交朋友。。第二第二、、是靈活是靈活
有彈性有彈性，，她鼓勵大家保持開放的心態她鼓勵大家保持開放的心態，，就會有新就會有新
的機會的機會。。如果你需要退後一步如果你需要退後一步，，或是失敗或是失敗，，不要不要

氣餒或放棄氣餒或放棄，，因為你學到的經驗因為你學到的經驗，，變得更有價值變得更有價值
。。第三第三、、溝通溝通，，傾聽是最重要的溝通技巧傾聽是最重要的溝通技巧。。

第二位主講人是第二位主講人是Michael HintonMichael Hinton ，， 目前擔任目前擔任
供應商關係專員供應商關係專員，，之前他專門從事石油能源業之之前他專門從事石油能源業之
高級招聘顧問高級招聘顧問，，主題為是建立充滿信心的動態簡主題為是建立充滿信心的動態簡
歷和成功面試歷和成功面試。。他提供了非常完整有系統的深度他提供了非常完整有系統的深度
剖析及詳細講解剖析及詳細講解。。

首先他指出休斯頓除擁有眾多石油之外首先他指出休斯頓除擁有眾多石油之外，，醫醫
療保健是和繁榮蕭條浮動循環無影響療保健是和繁榮蕭條浮動循環無影響，，仍保持強仍保持強
勢的行業勢的行業，，甚至在能源價格下跌時甚至在能源價格下跌時，，仍有增長機仍有增長機
會會。。他整理出有關休士頓所擁有的知名大型企業他整理出有關休士頓所擁有的知名大型企業
，，醫療保健相關的雇主以及醫療保健相關的雇主以及20202020年行業職位和平年行業職位和平
均薪資均薪資。。

MichaelMichael 提供很多寶貴且實用的建議及訣竅提供很多寶貴且實用的建議及訣竅，，
包含履歷表範例包含履歷表範例，，於面試前對顧主及工作應有的於面試前對顧主及工作應有的
分析研究及準備分析研究及準備，，在今年疫情狀況中的線上面談在今年疫情狀況中的線上面談
應該注意事項應該注意事項，，正常時期的現場面試需知正常時期的現場面試需知，，如何如何
處理薪資問題處理薪資問題，，面試後的感謝信及追蹤等面試後的感謝信及追蹤等，，讓所讓所
有與會者受益良多有與會者受益良多。。

另外一位主講人林志豪律師另外一位主講人林志豪律師，，主題是移民法主題是移民法
須知須知。。林律師是林律師是Lin&Valdez LLPLin&Valdez LLP 的常務董事的常務董事，，政政
治大學校友治大學校友，，休士頓大學法學院畢業休士頓大學法學院畢業。。於於20012001年年
創立律師事務所創立律師事務所，，在移民法在移民法，，民事法民事法，，家庭法及家庭法及
遺產財務規劃各方面有非常豐富實務經驗遺產財務規劃各方面有非常豐富實務經驗。。他針他針
對現在的移民法對現在的移民法，，申請綠卡及臨時簽證等重要話申請綠卡及臨時簽證等重要話
題題，，做了深入淺出的介紹及講解做了深入淺出的介紹及講解。。

接著在答問交流環節中接著在答問交流環節中，，出席者紛紛提問題出席者紛紛提問題
，，講者逐一回應講者逐一回應，，討論氣氛熱烈討論氣氛熱烈。。主講人的熱心主講人的熱心
及獨特的分享及獨特的分享，，給與會者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給與會者留下非常深刻印象，，覺覺
得受益匪淺得受益匪淺。。最後有幸運抽獎最後有幸運抽獎，，獎品是一張獎品是一張2020元元
AmazonAmazon禮卡禮卡，，由主講人選出一位在場得獎人由主講人選出一位在場得獎人，，中中
獎人喜出望外獎人喜出望外，，給講座會添加些趣味給講座會添加些趣味，，第一場講第一場講
座會圓滿成功座會圓滿成功。。 於此附上照片與大家分享於此附上照片與大家分享。。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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