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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CERTIFICATE 
OF DEPOSIT

13 MONTH

$20,000.00 Minimum Balance
New Money Only .

2.55% APY*
New Money Only .

2.65% APY*

The promotional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is available for new money only. New money 

is defined as money not currently on deposit in an AFNB account.

This is a limited time promotional offer and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PY accurate as of 8/8/2022 and assumes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20,000 minimum deposit to open and earn APY. Interest compounded daily.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Penalty may be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 Regular CD) (Jumbo CD)

www.afnb.com

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英國查爾斯王子耐心等了英國查爾斯王子耐心等了7373年終於登上王位年終於登上王位

【美南新聞泉深】英國查爾斯王子一生都在為王位做準備。
現在在他73 歲的時候，那個時刻終於到來了。

查爾斯是有史以來最年長的英國王位繼承人，在他的母親伊
麗莎白二世去世後，於週四成為國王查爾斯三世。他的加冕日期
尚未確定。

在童年時期開始的學徒生涯之後，查爾斯體現了英國君主制
的現代化。他是第一個沒有在國內受過教育的繼承人，第一個獲
得大學學位的人，第一個在媒體日益強烈的眩光下長大的人，因
為民眾對皇室的尊重逐漸消退。

他還因與深受喜愛的戴安娜王妃離婚而疏遠了許多人，並通
過嚴格禁止皇室成員干預公共事務的規定，捲入有關環境保護和
建築保護等問題的辯論。

歷史學家埃德·歐文斯說：“查爾斯現在發現自己正處於人
生的秋天，不得不仔細考慮如何塑造自己作為公眾人物的形象。
他遠沒有他媽媽那麼受歡迎。”

歐文斯說，查爾斯必須弄清楚如何產生伊麗莎白與英國公眾
的關係所特有的“公眾支持和喜愛感”。

換句話說，查爾斯會受到他的臣民的喜愛嗎？這是一個籠罩
了他一生的問題。

查爾斯從小是一個害羞的男孩，有一個專橫的父親，他成長
為一個有時尷尬、低調的人，但對自己的觀點充滿信心。與拒絕
公開討論她的觀點的母親不同，查爾斯就氣候變化、綠色能源和
替代醫學等他關心的問題發表演講和撰寫文章。

他的繼位可能會引發關於英國主要是禮儀君主制的未來的辯
論，一些人將其視為國家統一的象徵，而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封
建歷史的過時遺跡。

歐文斯說：“我們認識君主，當然也認識君主的家人，他們
不應該有政治發言權，他們不應該有政治觀點。事實上，他一直
在展示，如果你願意的話，他的政治力量是他必須非常小心的事
情......以免他被視為違憲。”

查爾斯將成為英國和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巴布
亞新幾內亞在內的其它14 個國家的國家元首，他為自己的行為
進行了辯護。

在 2018 年的紀錄片《王子、兒子和繼承人》中，查爾斯 70
歲時說道：“我一直想知道干預是什麼，我一直認為這是一種激
勵。我一直很感興趣，如果擔心內城是一種干預，就像我 40 年
前所做的那樣，以及那裡正在發生或未發生的事情，人們的生活
條件等。如果這是乾預，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

然而，在同一次採訪中，查爾斯承認，作為國王，他將無法
發表意見或乾預政治，因為君主的角色與威爾士親王不同。

查爾斯曾表示，他打算減少在職皇室成員的數量，削減開支
，更好地代表現代英國。

但傳統也很重要，因為他的辦公室之前將君主制描述為“民
族自豪感、團結和忠誠的焦點”。

這意味著過著宮殿和馬球的生活，這引起了人們對查爾斯與
日常生活脫節的批評，並因有一個據稱將牙膏擠在刷子上的男僕
而受到諷刺。

但正是他與戴安娜的婚姻破裂，讓許多人質疑他是否適合王
位。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英俊的年輕兒子從一個以與他的
薩維爾街西裝一樣灰色而聞名的男人身上搶走了風頭。

傳記作家莎莉·比德爾·史密斯 (Sally Bedell Smith) 是《查爾
斯王子：不可能的生活的激情與悖論》一書的作者，他形容他總
是被家庭中的其他人所掩蓋，儘管他有命運。

史密斯告訴 PBS：“我認為挫敗感與其說是他不得不等待王
位。我認為他主要的挫敗感是他做了這麼多，而且……他被嚴重
誤解了。他有點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他母親的世界，受人尊敬
，現在被愛；還有戴安娜，她的幽靈仍然籠罩著他；然後是他令
人難以置信的迷人兒子。”

在“人民的公主”於 1997 年在巴黎車禍中去世之前，許多
英國人花了數年時間才原諒查爾斯承認對戴安娜的不忠。但在他
於 2005 年與卡米拉·帕克·鮑爾斯結婚並成為公爵夫人後，公眾
的情緒有所緩和。

儘管卡米拉在查爾斯和戴安娜的分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
她自嘲的風格和接地氣的幽默感最終贏得了許多英國人的喜愛。

她幫助查爾斯在公共場合微笑，緩和了他的矜持，讓他顯得
平易近人。

去年 2 月，她的服務得到了回報，當時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公
開表示，她的“真誠願望”是卡米拉在兒子繼位後被稱為“王后
”，並一勞永逸地回答了有關她在王室中的地位的問題。

查爾斯·菲利普·亞瑟·喬治王子於 1948 年 11 月 14 日出生在
白金漢宮。當他的母親在 1952 年繼承王位時，這位 3 歲的王子
成為了康沃爾公爵，20歲成為威爾士親王。

他的學年並不快樂，未來的國王在戈登斯頓被同學欺負，這
是一所蘇格蘭寄宿學校，以通過積極的戶外活動塑造品格而自豪
，並教育了他的父親菲利普。

查爾斯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歷史，並於 1970 年成為第
一位獲得大學學位的英國皇室成員。

然後，他在製服中（軍隊）度過了七年，在加入皇家海軍之
前接受了皇家空軍飛行員的訓練，在那裡他學會了駕駛直升機。
他於 1976 年結束了作為掃雷艦 HMS Bronington 指揮官的軍事
生涯。

查爾斯與卡米拉的關係在他出海之前就開始了，但浪漫失敗
了，她嫁給了一名騎兵軍官。

他在 1977 年遇到了戴安娜·斯賓塞夫人，當時她 16 歲，當

時他正在和她的姐姐約會。戴安娜顯然直到 1980 年才再次見到
他，在她被邀請與查爾斯和王室共度時光後，關於他們訂婚的謠
言四起。

他們於 1981 年 2 月宣布訂婚。在一次關於他們訂婚的電視
採訪中，記者問他們是否戀愛時，他們的關係中的一些尷尬立即
顯現出來。戴安娜立即回答：“當然。” 而查爾斯則說：“不
知道戀愛是什麼意思。”

儘管戴安娜對這個回應笑了笑，但她後來說查爾斯的話“完
全把我嚇壞了”。

戴安娜在 1992-93 年由她的語音教練錄製的錄音中說道：
“上帝，這絕對讓我受到了創傷。”該錄音在 2017 年的紀錄片
《戴安娜，用她自己的話》中出現。

這對夫婦於 1981 年 7 月 29 日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了婚禮全
球電視轉播儀式。威廉王子現在是王位繼承人，不到一年後出生
，他的兄弟哈里王子也於 1984 年出生。

公眾的童話故事很快就崩潰了。查爾斯在 1994 年向電視採
訪者承認通姦。在她自己的採訪中，戴安娜提請注意她丈夫與卡
米拉的關係，並說：“我們三個人在這段婚姻中。”

這些揭露損害了查爾斯在許多慶祝戴安娜風格以及她與艾滋
病患者和地雷受害者的慈善工作的人中的聲譽。

威廉和哈里被夾在中間。雖然王子們尊敬他們已故的母親，
但他們說查爾斯是一位好父親，並稱讚他是環境等問題的早期倡
導者。

王室內部的緊張局勢持續存在，哈里和他的妻子梅根決定辭
去王室職責並於 2020 年搬到加利福尼亞，這突顯了王室內部的
緊張局勢。他們後來在電視採訪中表示，王室成員提出“關於嬰
兒出生前皮膚顏色的擔憂和對話”。爆炸性的啟示迫使威廉公開
宣布這個家庭不是種族主義者。

查爾斯繼續戰鬥，在他晚年的時候越來越多地站在女王的位
置上。 2018 年，他被任命為女王的指定繼任者，擔任英聯邦元
首。英聯邦是一個由 54 個國家組成的協會，與大英帝國有聯繫
。在她的丈夫菲利普親王於 2021 年 4 月 9 日去世後，這一進程
加快了。

當伊麗莎白拒絕時，他有時會在最後一刻介入。
在今年 5 月 10 日議會開幕前夕，女王要求查爾斯主持會議

，將她最重要的憲法職責之一委派給他，這表明過渡正在進行中
。

卡米拉在 2018 年的一部紀錄片中表示，查爾斯對成為國王
的前景感到滿意。

她說：“我認為他的命運將會到來。 他一直都知道它會來
，而且我認為它根本不會壓在他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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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中華合唱團中華合唱團 《《 璀璨璀璨5050 歲月留聲歲月留聲》》音樂會音樂會1010月月2222日隆重登場日隆重登場
懷舊感恩永續 八位指揮同台多首經典名曲懷舊感恩永續 八位指揮同台多首經典名曲

雙十畫展雙十畫展 師大師大100100台灣畫台灣畫 -- 話台灣二戰後台灣第一代水彩家話台灣二戰後台灣第一代水彩家
陳榮和水繪台灣風土陳榮和水繪台灣風土 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家鄉 我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 跟著畫作跟著畫作 走讀台灣走讀台灣

（本報訊）錯過了水彩畫家陳榮和5月的“回顧與展望-台
灣地貌的變遷”畫展嗎？您還來得及欣賞。

今年適逢臺師大百年校慶，陳榮和水彩畫特與休士頓台師大
校友會聯䄃於9月24-10月02合辦 “雙十畫展 師大100 <台灣畫
，話台灣> 陳榮和水繪台灣風土”

24幅畫作 + 16張畫作明信片，40幅畫作40個故里40段歷史
9月24開幕11:30 ~ 12:45 9月24-10月2, 10:30 ~4:00 休士

頓僑教中心 ，策展人 陳意欣 歡迎預約導覽713-269-3975

開幕 美術講座: 寶島長春圖國畫 與 陳榮和風景水
彩畫

陳榮和（1928-2005）二戰後台灣第一代的水彩畫
家, 1950年以水彩和素描第一名畢業於師範大學美術系
第一屆, 是第一代在台灣完成大學美術教育的畫家。
1973年起, 作品連續11次入選日本水彩畫會展, 在東京
都美術館展出. 臺北市立美術舘,高雄市立美術館, 順義
台灣美術館都有典藏他的作品。以英國正統式描法見長
, 由印象派到晚期漸呈野獸派風格. 畫作融合多元藝術
與台、日、美文化的薰陶, 為台灣水彩畫的發展脈絡,
留下精彩動人的篇章。

你知道台灣曾是世界拆船王國嗎? 《高雄拆船
1977,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台灣經濟起飛時,農村都市化/都市現代化的景觀
《高雄巷弄 1976,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50年代台灣貧瘠的美術資源，及台灣第一位人體模
特兒《第九水門畫室附近1983, 台北市立美術館》

《九份》曾號稱小香港？ 《淡水戀愛巷》,《鹿港
隘門》及《鵝鑾鼻燈塔》的由來？

《農安街》為何混血兒特別多？ ？ 《美濃》煙樓，《八卦
山》之役, 《桃園慈湖禦陵》,《澎湖跨海大橋 》《太魯閣東西橫
貫公路》， 紅葉少棒, 中興新村。 。 。
畫展詳見：czhgallery.com
合辦: 休士頓台師大校友會/CZH Gallery Foundation Inc.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中華合唱團於本周四上午十一時中華合唱團於本周四上午十一時，，
在僑教中心舉行中華合唱團在僑教中心舉行中華合唱團5050週年慶記者會週年慶記者會，，由音樂會召集人由音樂會召集人
程美華主持程美華主持，，介紹該合唱團將於介紹該合唱團將於1010月月2222日隆重登場日隆重登場。。這也是該這也是該
會首次的免費演出會首次的免費演出。。位於位於HBU MorrisHBU Morris 大音樂廳大音樂廳，，可容可容12001200人人，，
憑票入場憑票入場。。共演唱共演唱1818首歌首歌，，由由88位指揮同時指揮一個合唱團位指揮同時指揮一個合唱團。。
每一指揮每一指揮，，只有二首歌只有二首歌。。他們每周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半他們每周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半，，在文化在文化
中心練唱中心練唱，，大家可前往取票大家可前往取票，，所有票皆免費所有票皆免費。。當天出席記者會的當天出席記者會的
中華合唱團代表中華合唱團代表，，包括包括：：團長團長：：胡誕洪胡誕洪、、音樂會召集人程美華音樂會召集人程美華、、

監事監事：：江雲清江雲清、、龍從雲龍從雲、、張彩惠張彩惠，，總務總務：：張連佑張連佑，，財務財務：：謝玉謝玉、、
公關公關：：周乃溟周乃溟，，網站設立網站設立：：黃膺超等人黃膺超等人。。

中華合唱團成立中華合唱團成立5050週年演唱會將在週年演唱會將在1010月月2222日盛大舉行日盛大舉行，，中中
華合唱團是一個非營利純音樂屬性的社團華合唱團是一個非營利純音樂屬性的社團，，成立於成立於19721972年年，，到到
現在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現在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由早期來美求學由早期來美求學、、工作工作、、移民的華人組移民的華人組
成成，，當年三五好友家庭聚會品嚐美食當年三五好友家庭聚會品嚐美食，，分享生活經驗分享生活經驗，，彈奏樂器彈奏樂器
，，唱唱喜歡的歌唱唱喜歡的歌，，抒解鄉愁抒解鄉愁；；19721972年首任團長金楊碧璣女士建年首任團長金楊碧璣女士建
議把唱歌作為定期的活動議把唱歌作為定期的活動。。直到直到19761976年請到了學音樂專業林天年請到了學音樂專業林天
園老師來指導園老師來指導；；從此有了四個聲部的和聲從此有了四個聲部的和聲，，中華合唱團雛型於此中華合唱團雛型於此
開始開始。。

每年定期的演唱會吸引了更多的合唱愛好者加入每年定期的演唱會吸引了更多的合唱愛好者加入。。指揮伴奏指揮伴奏
為音樂而奉獻為音樂而奉獻，，團員們為自己的興趣而努力團員們為自己的興趣而努力，，除了在華人社區演除了在華人社區演
出也參與美國本地節日和各種文化交流的演出出也參與美國本地節日和各種文化交流的演出；；從早期的海華文從早期的海華文
藝季到近期的和樂之聲藝季到近期的和樂之聲，，中華合唱團的一些團員還支援華人社區中華合唱團的一些團員還支援華人社區
合唱團多次的專場主題合唱音樂會合唱團多次的專場主題合唱音樂會，，曾經遠赴達拉斯曾經遠赴達拉斯、、奧斯汀奧斯汀、、
甚至到哥斯大黎加觀摩交流演出甚至到哥斯大黎加觀摩交流演出。。中華合唱團唱過無數的中外經中華合唱團唱過無數的中外經
典歌曲傳遞著和諧與美好典歌曲傳遞著和諧與美好。。

回首來時路從初創回首來時路從初創，，走過艱辛走過艱辛，，20022002年中華合唱團取得非年中華合唱團取得非
營利組織的認證營利組織的認證 ，，20062006年中華更有了專屬的網站年中華更有了專屬的網站，，網址網址：：caca--
machorus.org (machorus.org (歡迎瀏覽歡迎瀏覽) ;) ; 時光飛逝時光飛逝，，指揮更替指揮更替，，團員流動團員流動，，但但
每個週末的練唱風雨無阻每個週末的練唱風雨無阻，，直到直到2020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年新冠疫情爆發，，準備就準備就
緒的音樂會嘎然而止緒的音樂會嘎然而止，，但但5050年半個世紀的時光一定要以我們的年半個世紀的時光一定要以我們的

歌聲留下紀錄歌聲留下紀錄，，在不能群聚的情況下在不能群聚的情況下，，熱心的團友利用電腦科熱心的團友利用電腦科
技技 開始網路練唱開始網路練唱；；上了年紀的團員們認真學習上了年紀的團員們認真學習，， 難得的是請到難得的是請到
了中華歷任指揮和現任指揮總計八位音樂老師了中華歷任指揮和現任指揮總計八位音樂老師：：林天園林天園、、蕭楫蕭楫、、
詹硯文詹硯文、、張廖莉娜張廖莉娜、、雷詠雲雷詠雲、、蔡啟遠蔡啟遠、、王佳雯王佳雯、、施彥伃施彥伃，，選唱了選唱了
中外名曲和台語歌謠中外名曲和台語歌謠，，經過全體團員半年在電腦上的努力學習經過全體團員半年在電腦上的努力學習
，， 今年三月當疫情趨緩因熱心團友的贊助今年三月當疫情趨緩因熱心團友的贊助 ，，租下有足夠社交距租下有足夠社交距
離的文化中心新廈大廳練唱離的文化中心新廈大廳練唱；；網路練唱及網路練唱及 3030次的課堂教學練就次的課堂教學練就
了了：：在銀色的月光下在銀色的月光下、、黃水謠黃水謠、、游擊隊歌游擊隊歌、、鄉愁四韻鄉愁四韻、、離恨離恨、、綠綠
島小夜曲島小夜曲、、一的炒米香一的炒米香、、YouYou’’ll Never Walk Alonell Never Walk Alone 、、心在漂心在漂
流眼在追求流眼在追求、、Morning Has BrokenMorning Has Broken、、耶和華是愛耶和華是愛、、EdelweissEdelweiss、、
菊花台菊花台 、、聞笛聞笛、、答案答案、、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雪花的快樂雪花的快樂、、城城
南送別等歌曲南送別等歌曲。。當指揮和團員面對面時當指揮和團員面對面時，，很快的就能唱出熟悉的很快的就能唱出熟悉的
旋律旋律，，練唱情緒的熱度就如今夏的高溫練唱情緒的熱度就如今夏的高溫，，現值秋高氣爽是豐收的現值秋高氣爽是豐收的
季節季節，，中華合唱團中華合唱團5050週年的音樂盛典已準備就緒週年的音樂盛典已準備就緒，，一場以感恩一場以感恩
、、懷舊懷舊、、永續為主題的音樂會即將與愛樂的朋友一起分享永續為主題的音樂會即將與愛樂的朋友一起分享，，這是這是
一場空前的音樂饗宴一場空前的音樂饗宴，，免費入場免費入場，，敬邀喜歡音樂的朋友參加敬邀喜歡音樂的朋友參加，，期期
待您的光臨待您的光臨！！
演出時間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３點正演出時間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３點正
地點地點：：Linda and Archie Dunham Theater Morris Cultural ArtsLinda and Archie Dunham Theater Morris Cultural Arts
Center of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Center of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休士頓浸信會大學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7502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exasFondren Road ,Houston ,Texas 7707477074
洽詢電話洽詢電話：：((281281))537537--56325632 ((832832))293293--32983298

左起江雲清左起江雲清（（穿黑色穿黑色）、）、張連佑張連佑、、 龍從雲龍從雲、、周乃溟周乃溟、、胡誕洪胡誕洪
（（現任團長現任團長）、）、程美華程美華（（音樂會召集人音樂會召集人）、）、黃膺超黃膺超、、張彩惠張彩惠
、、謝玉謝玉

李錦護建築師李錦護建築師 作品曾獲得無數獎項作品曾獲得無數獎項

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
專業細心評估專業細心評估 認真負責有效率認真負責有效率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人想移民美國，
是為了讓自己與家人更好、更自在地生活。
然而，美國移民政策的跌宕變化，讓這條移
民之路增加不少波折，甚至在心理上承受壓
力。這時候，一位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律師，
便起了莫大的幫助，鄭家晴律師曾經幫助眾
多的客戶完成移民心願，她做事負責有效率
，個性和善親切，與她接觸過的人，都感覺
到她的真誠與認真，非常值得信任。
鄭家晴律師的邏輯超強，她為每個當事人分
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尋求最適當的方案。
每個想移民的人，所具備的條件不同，要如
何籌備才能成功過關就是藝術了。鄭律師會
親自審閱當事人的所有資料，細心評估，然
後與當事人討論，把所有可能性攤開來看，
這時候，又展現感性的一面，兼顧到當事人
的需要與感受。

如果當事人所具備的條件真的不適合立即申請，鄭律師也會據實以告，同時
給予適當的建議，應該如何改善條件，向可行的方向去努力，一段時間之後再提
出申請，幫當事人奠定符合規定的基礎後，自然能水到渠成。

鄭律師專精各種親屬移民、各種職業移民、非移民申請及簽證、公民入籍、
政治庇護等等。她經驗豐富，收費非常合理，重要的是，能真正解決許多問題，

在移民過程中，各種麻煩的問題應該如何處理，當事人都在她的解說之下了然於
心，也因此，客戶滿意程度非常的高。

鄭家晴律師是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北德州聯邦法庭起訴律師、聯邦法院
第五區上訴律師、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她是SMU法學博士(J.D.)。

鄭家晴律師的Email: chengkate@ymail.com。電話: 832-407-0097 (由鄭律師
親自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由李錦護建築師、與蔡文苑設計師於一九九零年創立的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
是一支屢獲殊榮的設計團隊，多次展現華裔傲人的成績，其堅實的多元化基礎，在商業、住宅、機構、酒
店、醫療設施和土地開發方面都經驗豐富。他們的項目在美國數個州都可見到，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州
、科羅拉多州、和加州，甚至，海外國家也有他們的作品，像是土耳其、香港、和中國。

李錦護建築師的設計追求盡善盡美，往往將一個平凡的建築項目注入額外的設計技巧，以提升建築的
經濟價值與文化精華。李錦護建築師在設計、規劃、施工、檢查和文件準備等各個方面均經驗豐富，擁
有 25 年以上的專業經驗。 他擁有阿肯色大學建築學學士學位、休斯頓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
證書，也是美國建築師協會 (AIA) 的成員。

在創立 Citiscape 之前，李錦護建築師是德州醫學中心貝勒醫學院的高級建築師和設計總監，負責設
施與建設。 除了醫療和研究設施外，李先生的經驗還包括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大型和小型住宅和商業項目

，包括新建和翻新、辦公樓、酒店、餐廳、醫院、住房、娛樂設施、計劃開發等。
Citiscape的作品曾獲得無數獎項，包括早期參與開發的奧林匹克湖社區，該社區被美國房屋建築協會

、與休斯頓市房屋建造協會選為年度最佳社區規劃。其後，參與一項德州政府為重建颶風災區而舉行的建
築設計公開賽，其設計作品獲得首獎。Citiscape所設計並建造的房屋，也曾被美國建築師協會(AIA)評選為
年度模範住宅設計之一。

目前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已擴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專業服務聯營公司， 包括建築設計、工程建
造、地產開發、物業管理與經營等，他們用廣闊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給客戶提供一個全面而連貫的建築事
務。

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Citiscape International, Inc.)地址: 6200 Savoy Dr., Suite 500,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 713-783-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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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皓月今宵多，有酒不飲實磋砣
」時光荏苒，轉眼之間，昨夜又遇上中
秋佳節。週末假日，遇上中國四大民間
節慶，心境快樂不已。昨晚金秋之夜，

皓月當空，清風送爽，桂花飄香，沁人肺腑。就在此
良宵美景下，想到我國城鄉各地、千家萬戶的人們，
要在乾淨整潔的院庭裏，擺放香案，焚香插花，恭奉
上時鮮水果，把圓圓月餅置於中間，全家人輪流向月
亮祭拜，互寄情思。

八月十五月正圓，中秋月餅香又甜。人們吃着月餅
，憶古思今，就會聯想起有關有趣的事情來……我國
有許多傳統節日，都會出現在相關聯的節應食品，中

秋節更為獨特，月餅更顯珍貴。月餅狀為圓月，象徵團圓，反映
出人們對團聚和如意的渴望，所以月餅又叫 「團圓餅」。據史料
記載，月餅起源於唐朝，到了宋代就極為普遍。《燕京歲時記·
月餅》載： 「至供月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有月宮蟾
兔之形。有祭而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蘇東坡在一首詞
中寫道： 「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飴。」對月餅的形狀和成分作
了形象的概述。

從明代民間開始，我國就有互贈送月餅的習俗，做工更為講

究。到了清代 「月餅包裝桃肉餡，雪糕甜砌蔗糖霜。」
由此可見，當時的月餅與現代的月餅已經很接近了。
我國幅員遼闊，天南海北，不同民俗，月餅都有不同的

製作方法，風味因地而異，品種花色各有千秋，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與我同是廣東人的張香齡的上述詩句，是我畢生難忘的典範句語
。在我國台灣的中部和東南部地區，至今還流傳着中秋爭奪 「狀
元餅」的習俗。即就是沿襲着舊時中舉考官的風俗，為了碰交
「好運氣」，長輩得提前送子孫 「狀元餅」，預示着他們心想事

成的那一天早日到來。現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種民情意願
也得到了延續。國內每年高考結束後，家有考生的人家如願以償
後，上大學時若是又逢中秋節，長輩們都要前來向下一代送來月
餅和學費，勉勵他們再接再厲，此可謂之 「千里明月寄相思，一
塊月餅一片情。

中天一輪月，秋野萬里香。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尊崇禮節，
就中秋的月餅來說是供人們祭月及賞月中食用。吃月餅的辦法，
一般民間都要均分切成若干份，按人口數分，以象徵團聚。如家
中有人外出，便留下一份至除夕歸家時吃，也是象徵團聚一堂，
不缺一人之意，真可謂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此時此刻
，我在 「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纏綿鄉情之中，不由得憶
起了故鄉的中秋月事。最有趣的是，當天的晚上，老人們還要給
孩童們講述有關月亮的故事，如嫦娥奔月、玉兔搗藥、吳剛砍伐

桂花樹、唐王遊月宮
等，這些都流芳千古
的傳說，而且越講越
有故事味。

由於月神屬於女
性，民間稱月亮是樂
施好善的婆婆，她自
然主宰人間婚姻。稱
其媒人為 「月下老人
」，即是源於月神的
信仰。古詩云： 「月
上柳梢頭，人約黃昏
後。」中秋夜裏，一
對對有情人在談情說
愛中，一邊吃月餅，
一邊竊竊私語，既顯
浪漫風情，而且婚姻
的保險系數特別高，因為有月神作證，他們的愛情就像月亮一樣
的圓了，而生活就像圓圓的月餅香又甜……正如民謠說： 「八月
十五月正圓，西瓜月餅敬老天。敬得老天心歡喜，一年四季保平
安。」這就是我國老百姓共同心願啊！

中天一輪月，秋野萬里香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
日前在採訪期間，涉嫌 「妨
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他任職網媒，事發時與攝影師到九
龍旺角麥花臣場館採訪元朗朗屏邨業主大會，現場消息稱，他在場
館外被警方截查時拒絕出示身份證，之後吵鬧，經多次警告及勸喻
後仍然繼續，故被拘捕。

警方表示，當天早約 11 時，
警員在旺角奶路臣街及染布房
街交界執行職務期間，發現兩

名男子 「形迹可疑」，遂上前調查，並要求兩人出示身份證，其中
一名姓李（42歲）男子配合要求，提供身份證予人員查核，經初
步查問後獲放行，惟另一名姓陳（41歲）男子表現不合作，拒絕
出示身份證，人員多次勸喻及警告不果後，將其拘捕，被捕人及後
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本月下旬向警方報到。

被捕者陳朗昇，曾任職網媒《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警方國

安處去年12月調查《立場》案時，曾帶走他助查，並到他位於沙
田顯徑邨和大埔帝欣苑的住所，檢走電腦、手機、平板電腦等調查
。此外，他於去年7月在新清水灣道駕駛私家車涉嫌衝紅燈，事後
被票控，案件今年5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訊，他不認罪，案件排
期於本月28日開審。

此宗新聞公開後，不少市民認為是警方對民主派人仕 砌 「生
豬肉」，即是知你身份，捉你來玩。試想一下，身為媒體工作者，
同伴已依足警員要求來配合，他身為負責人，又怎會抗拒？真的不
怕拘捕？香港已有國安法，為什麼仍然追樣對待民主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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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有 「國安法」 也砌 「生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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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頭婆」 仙遊趕寫新聞
我為 「美南日報」每逢週日
版上所撰寫的3 篇文章，過
去十多年以來，都是在週五

當天交稿，以便編輯週六上午排板，晚上印刷部動工，這樣週日
上午就可以出版發行。不過自去年年中開始，他們就改變了交稿
日期，提前在週四截稿。這個改變於我而言，問題不大，我肚中
有料，對於下筆，隨時可以一揮而就。不過碰上一些世界性的大
新聞爆發在週四當天，我就很難趕得上下筆了。這樣對於稍後而
來的週日出版的特輯，就少了時間性的熱聞了。雖然改在下個週
日才寫，又怕是明日黃花，讀者興趣已減。

不過今個週四，就有所不同。因為我在香港工作時的 「事頭
婆」，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逝世的消息，正正在休市週四凌晨時
才傳出。我在週四大清早6 半駕車上校時，才從Am 740 電台聽
到這新聞，香港人愛稱呼她做 「事頭婆」，香港人的大老細，.所
以我有種 「責無旁貸」的感覺，對於她的離世逝世，非馬上動筆
不可，即使今天 「趕喉趕命」，也在所不惜也！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逝世，終年96 歲。英國評論：這是一
個永世流傳的君主時期 的結束。因為對很多英國人來說，英女
王逝世就像失去親人，許多人頓感失方向。她不單是英國歷來在
位最長的君主、也是英國君主歷史逾1,000年來一個最非凡的君
主時期結束。

英國新任首相卓慧思稱英女王留下了 「偉大的遺產」， 「今
天，王位像一千多年來一樣，傳給了我們的新君主，我們的新國
家元首，查理斯三世國王陛下。我們與國王的家人一起，哀悼失

去他的母親，並團結一起。我們向他獻上我們的忠誠和奉獻，就
像他的母親多年來為我們付出了這麼多。」卓慧思總結，這是
「第二個伊利沙伯時代的結束」。她最後說： 「天佑吾王」

(God save the King)。
卓慧思在首相府外見記者時說，全部國人對英女王死訊感到

震驚， 「對英國和世界來說是巨大震撼」。她又形容英女王是現
代英國建立的基石， 「英國今天能成為偉大的國家全因為她，她
忠於職守是我們所有人的榜樣」。卓慧思又指英女王啟發了她和
很多英國人。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逝世後，將由查理斯繼任，新國王查理
斯(King Charles III)發表聲明： 「我心愛的母親，女王陛下的去世
，對我和我的所有家庭成員來說是最悲傷的時刻。我們深切哀悼
一位珍愛的君主和一位深受愛戴的母親的離世。我知道整個國家
、王國和英聯邦以及世界各地無數人，對她的離世有深刻感受。
在這段哀悼和變化時期，我和我的家人將因我們知道女王如此廣
泛受尊重和深受愛戴，而得到安慰和支持。」

英國白金漢宮宣布，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巴爾莫勒爾堡安
詳離世，終年96歲。王儲查理斯、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哈利等皇
室成員均陪伴在側。

英國 「每日郵報 」指多名王室成員陸續抵埗；當中包括安
妮公主、亨利夫婦亦正趕往。女王4名子女及孫兒威廉，均已抵
達巴爾莫勒爾堡。安德魯王子亦已趕往蘇格蘭。

英國傳媒回顧： 今年一直以來，96歲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
世的健康情況再惹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路透社及美聯社
等報道，白金漢宮週二表示， 「根據今早的進一步評估，女王的
醫生組關注她的健康狀況，已建議她接受 「醫學監察」(medical
supervision)，強調女王仍然舒適的留在巴爾莫勒爾堡(remains
comfortable and at Balmoral)中，但不宜更改休養地段。為此，英

女王｜各子女孫兒均心知有變，而主要王室成員也隨即接獲通知
，路透社以 「家庭成員趕往女王身邊」(family members rushed to
be by the side of Queen Elizabeth)報道事件。ITV較早時的報道聲
稱，女王4名子女查理斯及夫人卡米拉、安德魯、愛德華及安妮
公主，以及長孫威廉，均已抵達巴爾莫勒爾堡。但威廉妻子凱特
則因子女開學而未有同行。原定周四返英出席一個頒獎禮的亨利
王子及夫人梅根，亦將前往巴爾莫勒爾堡。 「每日郵報」指出：
查理斯、卡米拉及安妮已抵埗，而威廉、安德魯及愛德華伉儷則
於當地時間 9 月7 號下午4時，由空軍飛機載抵蘇格蘭亞伯丁。

英女王本來正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堡內避暑，周二因 「行動
問題」打破慣例，在該處任命卓慧思(Liz Truss)成為新首相，而沒
有返回白金漢宮，當日所見，女王手持拐杖，但精神狀況良好，
面露笑容來接見卓慧思。但周三遵從醫生建議，取消了原定跟樞
密院成員視像會面的行程，BBC形容王室是最後一刻才取消會面
(last-minute cancellation)，反映女王有健康問題。

卓慧思指舉國深切關注女王的情況，指自己及所有人民的心
都與女王及王室同在，下議院亦一度打斷正在舉行、有關卓慧思
凍結能源費方案的辯論。在野工黨黨魁施紀賢 (Keir Starmer)稱
「非常擔心」女王狀況。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

bury)韋爾比(Justin Welby)稱全國人民會為女王祈禱。BBC臨時中
斷原定節目廣播，改為報道女王消息。BBC的老牌主播愛德華茲
(Huw Edwards)換上黑領帶出鏡，令各界更加擔心女王情況。

女王的健康狀況近期持續受關注，去年10月，她曾突然取消
原定公務，留在溫莎堡休息，其後傳出她秘密入院接受檢查、留
院一晚後出院的消息，引發議論，當時外界亦留意她出入開始要
用拐杖 了。這個根本不是什麼大新聞，她已經是95 歲了，有很
多78 歲的長者，早己依賴拐杖多年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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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拟议2023财年运营和资本预算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 (METRO) 计划举办一场听证会，
听取公众对拟议2023财年（2022年10月1至2023年9月30日）
运营和资本预算的意见。本次听证会将于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
中午12:00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邮编77002）
二楼METRO董事会会议室举办。

我们邀请公众参加本次听证会，亲自发表意见。您也可以通过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7281252499) 或者拨打电话
（346-248-7799，会议ID：872 8125 2499）参加本次听证会。
只有当您想在本次听证会上发表意见时，才有必要通过Zoom 参加。
否则，您可以在线观看本次听证会的直播 
(https://www.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
本次听证会的视频记录也将存档在网站RideMETRO.org上。

目前，公众可以在METRO的网站 (RideMETRO.org) 上
以及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邮编77002）的Lee P. Brown 
METRO行政大楼 METRO RideStore的大厅查看METRO拟议2023
财年运营和资本预算的副本。

公开发表意见的流程

我们建议任何人想要公开发表意见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至少提前48
小时通过METRO董事会办公室登记为发言人，方式是拨打电话713-739-4834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姓名、
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提前登记，那么听证会上将先听到您的意见。
在听证会上，将在适当的时候点到您的名字发表意见。

或者，您可以在预先登记的发言人之后公开发表意见。如果是在
董事会会议室内则在要求时举手；如果是在Zoom在线平台上则选择“举手”
功能，如果是通过电话参加则按数字*9。呼入的人将自动处于静音状态。
识别到未登记的发言人的姓名或号码后，他们的麦克风将取消静音，
可以发表意见。

公众也可以在听证会之前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Budget.Book@RideMETRO.org
或者拨打METRO客服中心的电话713-635-4000发表意见。

根据要求，METRO根据其语言援助计划提供免费语言协助，
帮助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有限的用户。METRO的本次听证会残疾人士可以参加。
语言协助和其他住宿的请求应在听证会开始前至少提前48
小时直接通过电话713-739-4018向董事会办公室提出。

语言协助、无障碍和特殊住宿

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

RideMETRO.org 
Call or text 713-635-4000



茁劇場《滴水的推理書屋》劇情大躍進，原本看似疑

點重重的劇情進入高潮，更多隱藏秘密遭解鎖！《滴水的

推理書屋》第七集一一展開解釋，兇手呼之欲出而在第八

集也看到，躲藏在二手書屋裡的黑衣人背影。推理社成員

們的衝突又該如何化解？PTT網友甚至整理一到八集的推

理線索，想要難到更多細節，絕對不要錯過可以在

MyVideo上一刷再刷的機會。MyVideo更播至最新集數，和

我們一起找出兇手吧！

《滴水的推理書屋》疑點1.
穆青與辰緯找到嫌疑人藏匿地點

《滴水的推理書屋》第六集，穆青決定從案發現場的

小說下手，也提醒了辰緯再次找尋訂購小說的書屋。為了

找出真兇，他一鼓作氣將書屋收掉，來到假地址進行蹲點

。而此時穆青所追蹤的三起案子也被其他檢察官注意，成

立搜查小組，開始正視已連續殺人案追蹤。在調閱監視器

畫面時，也發現原來在陳景鵬死亡的那天，跟在他身後騎

車去海邊的，不僅僅只有他一個…。在假地址蹲點的辰緯

，也看到真凶瘦弱的背影，卻來不及追趕上。穆青為了和

辰緯分享近期偵查結果，再次來到書屋，也問出了十年前

推理社為了懲罰辦事不力的警察郭中仁，所做的種種。

《滴水的推理書屋》疑點2.
雁子與個案加害者戀愛 小紀與匿名網站關係匪淺

雁子在第六集結尾，來到小紀家裡打掃，並且為他整理

環境，小紀在遭老闆退後，心煩意亂回到家中並與雁子發生

關係，兩人的感情蒸蒸日上。雁子也因身陷熱戀與推理社疏

離，分崩離析的推理社每個人都暗藏各自秘密。雁子在輔導

過程中，時不時想起個案寧寧，想到寧寧曾經說過小紀會打

人的事情。雁子卻無法將小紀放下，而兩人的戀愛也遭寧寧

母親發現，寧寧媽則是警告雁子小紀的為人。

而小紀在離開健身房後，來到貨運公司擔任夜班司機

，此時穆青來到這裡，想要找到線索。小紀則是供出匿名

網站，警方也依線索破獲多起匿名網站案件。

《滴水的推理書屋》疑點3.
樊光耀一角成為關鍵

允文因為郭俊毅假釋出獄後再次加害前女友事件，而

遭監獄解聘，蠟燭兩頭燒的他也被穆青傳喚，想要了解他

為什麼在匿名群組中。允文多次想要聯絡雁子卻找不到正

在熱戀中的人，也發現雁子的熱戀對象竟然是個案的加害

者，讓他氣得不清。所有的事件一次向他迎來，在診所的

病患顧裕宏，也因為心理治療講述自己的故事，也讓允文

想起十年前的性侵案。為了找出確切證據，允文甚至讓顧

裕宏按摩，還開始找尋他的整形資料，允文能成為第一個

找到兇手的人嗎？

《滴水的推理書屋》疑點4.
辰緯和小嵐姐姐曾是情侶 爸爸成為《被愛》主角？

辰緯發現雁子和允文是推理小說第一名《被愛》的

作者後，感受到深刻背叛，不僅將書屋暫停營業，還與

推理社的大家斷聯。在第八集中，頻頻出現辰緯回顧過

往的片段。爸爸將他鎖在房間裡，不讓他去探望某個人

、在警局因為警察執法不公而情緒失控，以及藏在鐵盒

裡他與一位女性的合照。種種推斷在十年前的銘仁大學

性侵一案，辰緯極有可能是被害者的愛人，而之所以會

對推理社成員感到憤怒，除了他們匿名參加活動外，在

《被愛》裡他們以辰緯爸爸的形象作為故事基礎，並且

將爸爸的故事加以改寫。

茁劇場系列首部作品《滴水的推理書屋》來到第八集

，本周帶給觀眾更多訊息，也讓每個人都看起來更加可疑

！究竟躲在背後的兇手是誰呢？讓我們鎖定本周六結局的

震撼以及故事原委吧！MyVideo將週六晚間10、11點更新

最新集數，兇手即將揭曉，喜愛推理劇以及茁劇場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可以多刷再刷從劇情找出兇手，在MyMusic

也正式上架法蘭為《滴水的推理書屋》所演唱的〈我永遠

都不夠好〉，讓我們和法蘭一起沉浸在推裡的懸疑世界中

，大家一起來聽聽看吧！

茁劇場《滴水的推理書屋》
四大疑點 官方線索筆記公開

59歲本土劇男星王豪（本名王國峰）

過去是八點檔戲劇的熟面孔，曾參演過

《台灣龍捲風》、《金色摩天輪》、《家

和萬事興》、《阿爸的願望》等劇，打滾

戲劇圈至少已30年的資歷。近6年王豪消

失螢光幕前轉戰直播購物，近日他受訪坦

言拍戲真的太累了，而他曾說過「王豪的

人生，有戰死沒投降」，認為只要肯打拚

就能成功。

王豪近日接受《三立新聞網》專訪時

，透露近年來定居彰化，因為拍戲太累了

，他曾為了趕戲，連續50小時未闔眼，於

是自2017年起就轉戰臉書直播做購物生意

，每月固定播12天，每次4至5小時，而

二兒子則會協助處理社群等事務，父子倆

感情超好。

直播6年多期間，王豪當然也曾有戲

劇邀約，但他僅客串過《炮仔聲》3集，

其餘邀約都婉拒，王豪說他不排斥演戲，

客串還是有機會，電影適合的也願意接，

只是不想再演八點檔。

轉戰直播後，王豪最重視的就是信用

，他說從未和顧客爆發糾紛，就算客人來

了只跟他拍照，也不會覺得怎麼樣，「都

是粉絲在挺我！」未來王豪也不排斥讓兒

子接班直播事業。

消失演藝圈6年！本土劇資深綠葉 「驚轉戰這行」 兒等接班

葉家妤在民視八點檔《黃金歲月》中

演出在海外治療胃癌的角色，她表示這是

第二次在八點檔中詮釋癌症病患，也曾在

八點檔演出血癌還為戲剃光頭髮，這一次

則飾演胃癌病患，她特別找影集看胃癌病

患會有的神情跟動作，讓她感嘆的是，這

一次回歸後發現每一次拿到的劇本，甚至

讀分場大綱時就哭到泣不成聲，每一場戲

都很揪心，她稍微劇透近期「家人」也會

加入《黃金歲月》行列，觀眾可以期待一

下。

演活癌症病患的葉家妤說這一次回歸

和女兒莉莉有很多對手戲，很多都是怕采

苓如果離開了，誰可以照顧她，或者她的

心裡能不能承受失去壓力，相對演出采苓

為了和時間賽跑，做出比較極端的反應，

像女兒睡過頭不想上課，她就發出嘶吼功

，一直對她大聲咆哮，甚至和女兒的爭執

戲，讓她直呼「每一次收工都全身無力」

，在休息室喝水雙手都還會顫抖。

葉家妤表示，很感謝公司對角色采苓

有始有終，在她有限的時間，可以好好處

理親情、友情的時刻，演出永恆的時光。

戲外她是兩個女兒的媽媽，在劇中是莉莉

的媽媽，所以對女兒情感流露常常會有移

情作用，想著如果是她本人會怎麼辦，因

此淚水常常潰堤。

不過她透露現階段跟大莉莉對戲，有

好多暖心的時刻，除了她台詞、劇本、情

緒都準備到位以外，在休息室她也會來撒

嬌，看到她就是喊「采苓媽媽」，尤其幾

次她情緒比較重還沒收工，但大莉莉都會

在休息室等她，笑說要一起打卡下班。她

說看到網友的留言，忍不住媽媽魂上身，

她說大莉莉跟小莉莉都很棒，每一個小孩

都是獨一無二的，希望觀眾可以欣賞。

葉家妤回歸
《黃金歲月》
演癌末病患

劇透家人將加入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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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達里達里）《）《白色強人白色強人IIII》》播出以來收視不俗播出以來收視不俗，，

第四周跨平台直播最高收視率為第四周跨平台直播最高收視率為2222..44點點，，一眾演員包括郭晉安一眾演員包括郭晉安、、

馬國明馬國明、、陳豪陳豪、、胡定欣及張曦雯等人近日參與劇組舉行的胡定欣及張曦雯等人近日參與劇組舉行的

慰勞宴慰勞宴，，感謝替劇集幫手的真正醫護人員感謝替劇集幫手的真正醫護人員，，同時監同時監

製羅永賢表示製羅永賢表示，，劇情中患有劇情中患有““結節性硬化結節性硬化

症症””的病人得到大眾的注意的病人得到大眾的注意，，令政府加令政府加

快有關一站式的醫療中心進度快有關一站式的醫療中心進度，，

令一眾演員格外開心令一眾演員格外開心，，比比

起劇集有好收視或起劇集有好收視或

得 獎 更 興得 獎 更 興

奮奮。。

《白色強人II》間接助罕見病患者

馬國明自覺做演員

馬國明對於劇集能間接讓罕見病患者得到幫
助，作為演員來說分外感動，相比起收視

或是得到獎項也來得更開心，他說：“以為劇集
得到觀眾喜歡就算，想不到真的對社會有影響，
是真真正正幫到病人。”馬國明希望劇集可以再
開第三輯，笑稱自己當年沒有努力讀書做不成醫
生，幫不到病人，現在可用另一形式去幫病人，
突然覺得自己很有使命感。提到女友湯洛雯已完
成澳洲工作回港，馬國明稱她剛完成酒店隔離，
已返家進行居家隔離，提議他可以下廚解決女友
不能外出用膳的問題，他笑道：“可以打邊爐，
但未決定，因為她都是剛回家，而且她比較想念
愛貓。”

有傳劇中女主角唐詩詠將約滿離巢轉戰舞
台劇界，馬國明表示不知情，稱與“妹妹”詩
詠很少談及去留問題，但他知道對方一直想做
舞台劇，但是否離開公司就不知道。他說：
“其實她早幾年已經講過說累，入行初期就已
經說拍劇累，可能要女孩子從早忙到晚是辛苦
一點。”馬國明表示無論詩詠作出什麼決定，
身為“鐵馬幫”的兄弟都一定會支持她。

陳豪有信心開拍第三輯
陳豪與胡定欣都表示不捨劇集完結，陳豪

高興劇集有好反應好和大回響，覺得一切的努
力都沒有白費，他說：“難得劇集得到政府注
意，繼而再得到正面支持可以幫助到病人，是
好開心的事，證明劇集意識十分好。”至於有
沒有機會開拍第三輯，定欣笑言要問回監製，
相信要集合原班人馬也不是易事。陳豪就很有

信心會開拍第三輯，說：“本身醫生劇已經不
多，難得開了第一輯和第二輯，第三輯是指日
可待。”定欣就笑指陳豪最想開拍《咖啡強
人》，因為咖啡在劇中的出鏡率絕對不會比演
員少，也是陳豪最心儀的咖啡題材。對於《白
色強人》可以挑戰《妙手仁心》系列地位，陳
豪稱兩劇的題材不同，《白》劇內容較貼地、
《妙》劇則以醫生私下生活較多。

有指唐詩詠約滿離巢會不齊人，陳豪就笑
稱到時演員陣容可能更強大。近日疫情反覆，
曾確診已康復的定欣表示很擔心，她也準備再
接種疫苗，陳豪表示疫情下個人保護是不能缺
少，希望在不影響經濟活動下進行防疫措施，
勉勵大家咬緊牙關捱過疫情。至於陳豪的小朋
友要在疫情下返學，他透露小朋友上周已開
學，剛升上小一的女兒經過不斷學習後也有明
顯進步，至少能上學總好過整天要留在家。

郭柏妍約男孩“食檸檬”
首次拍劇的郭柏妍飾演一名被性侵的驚恐

症病人，表現大受觀眾讚賞，她多謝監製、導
演和服裝部同事，將她演病人的感覺營造到出
來給大家看，希望自己能一直有進步，同時也
感謝劇中強姦她的對手，說：“因為這一幕是
我拍的第一場戲，所以好深刻，記得當日比較
冷，有前輩和導演一直帶着我去演。”笑指她
劇中主動邀請陳豪看演唱會卻“食檸檬”（被
拒絕），郭柏妍笑道：“現實中都試過，中學
時候試過打電話約男孩子被拒絕，因為我沒有
勇氣面對面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香港
首個本地原創長壽音樂劇《我們的青春
日誌》日前舉行貴賓首演場，獲汪明
荃、謝君豪、向海嵐、梅小青與老公劉
家豪撐場欣賞。

汪明荃於上月28日75歲壽辰，阿
姐笑言今年過生日不停在吃，早、午、
晚與不同朋友慶祝吃飯，這幾天還繼續
收到生日禮物。老公羅家英也很重視阿
姐生日，有請吃飯和唱情歌給她聽，阿
姐甜笑說：“他對着我唱廣東話祝壽
歌！”有否浪漫送花？阿姐則表示沒
有，但有一年生日都收過花。今個月家
英哥亦同是75歲壽辰，阿姐表示也會
請他吃生日飯，不過家英哥每年生日例
必跟學生們吃飯，問會送什麼禮物？阿
姐指還未去想，記者提議她送香吻，阿
姐笑答：“是啦！是啦！”當談及她生
日時與家中愛犬一起慶祝，她餵吃朱古
力蛋糕被網民批評狗狗不能吃朱古力，
阿姐回應：“我是知道，只是和牠玩吓
試吓，沒有給牠吃，不過我剛收到狗狗
吃的月餅，真的可以給牠們吃！”

另談到疫情反覆，確診數字重上過
萬宗，阿姐表示自己剛打了第4針，她
也呼籲大家盡快去打針，保護
自己也保護其他人。不過
她指疫情漸趨嚴重，自
己仍保持正常社交及
上班工作，但無綫最
近不少染疫個案，
曾志偉和5位準港
姐也中招。至於港
姐取消準決賽直入決
賽，阿姐認為可增加
刺激性，更考佳麗臨場
表現，但這也公平，大家

的表現都是一次過。而因佳麗染疫取消
一場準決賽，無綫損失了600萬港元搭
台製作費，阿姐指這也沒辦法，可能更
不止這數字。

向海嵐祝願確診佳麗早日康復
向海嵐於7月時有見過港姐佳麗，

對於有5位港姐確診，她表示也擔心她
們，因為有可能傳開去給其他佳麗，所
以她覺得取消準決賽是好事，可讓她們
盡快康復再參賽。提到無綫因此損失
600萬港元製作費，向海嵐指也沒辦
法，疫情有太多未知因素，像慧妍雅集
的慈善籌款同樣受疫情影響：“都是健
康、安全最重要，大家都要小心，我自
己就一向有吃補充品，尤其要補充維他
命C增強抵抗力，希望佳麗們都做好個
人衞生、勤洗手，除了在鏡頭前無法戴
口罩，其餘時間都戴好口罩，還有多休
息多飲水。”

謝君豪正籌備演出舞台劇《天下第
一樓》，劇中跨越清末民初年代三個階
段。而日前他來捧場看《我們的青春日
誌》，他覺得在小場演出也很開心，能
與觀眾距離更近更有交流，以過往他

也在大大小小的場地演出
過，有幾十至幾千座位的
場地，各有不同的演出
感受。不過謝君豪喜
見疫情解封後，無
論舞台劇或電影都
開 始 有 些 “ 郁
動”，紛紛有演
出，這是最令他開
心的，其中有份演出
的《明日戰記》大收旺
場，他覺得相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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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使命感

◆汪明荃表示自己剛打了第4針。◆向海嵐有吃營養補充品保健。

◆◆《《白色強人白色強人IIII》》劇組劇組11日晚舉行慰勞宴日晚舉行慰勞宴。。◆◆郭柏妍首次拍劇表現很好郭柏妍首次拍劇表現很好。。

◆◆汪明荃生日汪明荃生日，，老公羅家英當然有表老公羅家英當然有表
示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正籌備演出舞台劇正籌備演出舞台劇
的謝君豪前來捧場的謝君豪前來捧場。。

◆◆ 胡定欣笑指陳豪最胡定欣笑指陳豪最
想開拍想開拍《《咖啡強人咖啡強人》。》。

◆◆馬國明覺得真正幫到病人馬國明覺得真正幫到病人，，相比起相比起
收視或是得到獎項也來得更開心收視或是得到獎項也來得更開心。。

◆◆郭偉亮不排除郭偉亮不排除SwingSwing再合體再合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郭偉亮（Eric
Kwok）2日出席相機品牌新客戶中心開幕禮，並獲
贈新型號相機，他笑言替品牌拍廣告時，舒服得可
以讓他即場寫了一首新歌，也覺今年自己的廣告量
不錯，要多得《聲夢傳奇2》和《鋪鋪Poker》的
TVB節目效應帶挈。

雖然《聲夢傳奇2》尚未完結，但Eric Kwok
已開始不捨得一班學員，對於導師Gin Lee（李幸

倪）和泳兒都曾因不滿學員表現而發火想辭職，他
說：“有時學員表現真的好像小朋友玩泥沙，Gin
Lee等導師真的好上心，但有些學員不珍惜，所以
有少少生氣，因為他們甚至推掉自己的工作去幫學
員。”Eric Kwok自問是個不容易生氣的人，但面
對一班年輕人學員，有時要有方法讓他們驚，知驚
才會學到新知識，他笑道：“有朋友問過我是不是
夾好才拍節目，我可以話全部都沒有夾過，而且今

次五強學員都勢均力敵，我都好緊張，不知是誰會
勝出。”提到Swing的老拍檔Jerald（陳哲廬）早前
回港與岑寧兒上節目獻唱，Eric Kwok表示好友當
時也有聯絡他，但他因忙《聲夢傳奇2》無法抽
身，說：“我都好期待再和他一起唱歌，至於
Swing會否再合體我也不知，要看他幾時再返港和
逗留時間長一點，有機會或者可以開騷，但暫時我
們沒有商量過。”

郭偉亮受TVB節目效應帶挈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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