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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將在未來 10 年獲得約 124 億美
元用於改善道路，這意味著您的交通難題才剛剛開始。

隨著德克薩斯州經濟不斷增長、人口不斷遷入，現在德州正
在推出一項為期 10 年、耗資 850 億美元的計劃，以改善道路並
保持經濟發展。

大休斯頓地區將獲得其中的一大部分，大約 124 億美元的
10 年統一交通計劃，讓我們了解未來的發展。

這些計劃包括優先考慮 I-45號高速公路。擴建海灣高速公
路的工作已經到位，但未來的計劃是從 2023 年開始，將高速公
路從銅鑼橋一直延伸到加爾維斯頓縣，直至 61 街。該計劃不僅
僅是關於人們前往海灘的旅遊需要，而且能拓展連接多個地方的
經濟活動。

45 North，從市中心到 8號高速 也正在準備進行多項改進
，包括新的管理快速車道、自行車和行人基礎設施以及重新調整

市中心以東的 45高速路。
修路的主要目標是讓交通在這些地區流動，德州未來的人口

可能翻倍。
在 FM 518 沿線的 梨城地區，一項拓寬道路的重大工程將於

明年啟動。那裡的建設將運行三年。

休斯頓未來 10 年的道路拓展工程即將開始

(本報記者黃梅子)9月28日早
上，休斯頓西南部的一家輪胎店
發生2級火災。

據休斯頓消防局官員稱，火
災發生在休斯頓西南區的方郡路
3400 街區，店內的火災警報器突
然響起，值班店員馬上撥打911，
休斯頓消防局的官員迅速趕到，
撲滅了火災。幸運的是，

沒有任何人受傷。緊急情況
下，消防員已要求該地區居民疏
散，火災沒有蔓延到其他地方。
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休斯頓西南部輪胎店發生休斯頓西南部輪胎店發生22級火災級火災

呂汶錫醫師呂汶錫醫師 擅長於疼痛治療與運動損傷擅長於疼痛治療與運動損傷
專精專精::骨科骨科//關節炎關節炎//疼痛疼痛//五十肩五十肩//運動醫學等運動醫學等

(本報休斯頓報導) 身上有任何疼痛嗎? 根據一項美國疼痛醫學
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全球居然有超過15億人口有慢性疼痛，每五
個人就有一人受疼痛之苦。在美國，疼痛是造成長期疾病中常見
的原因之一。無論是背痛、腰痛、關節痛、坐骨神經痛、肌腱炎
、拉傷、五十肩、網球肘等，如果沒有好好治療，身體會持續發
送疼痛訊息，不管是痛幾週或是長達數年，疼痛會影響生活品質
、情緒、睡眠，也會讓人無法專心工作。

運動鍛鍊身體對每個人來說都極為重要，不過，如果運動量
過大、或是運動不小心，有可能會造成運動損傷。所以，在運動
時要特別注意鍛鍊的強度及分寸，並且根據自己身體的狀況來調
整運動量。萬一真的受到運動傷害，也應該找專門的運動醫學醫
師來診治。
休斯頓有位華裔的運動醫學醫師，他是呂汶錫醫師(Kevin Lyu, M.
D.)，專精治療各種疼痛與運動損傷，對於關節炎與骨科的治療也
非常拿手。
曾擔任萊斯大學助理隊醫

呂汶錫醫師是Fondren Orthopedic Group的非手術骨科/運動
醫學醫師，是休斯頓最大、最全方位的私人骨科集團之一。呂汶
錫醫師擔任過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助理隊醫，以及休斯頓
Chevron馬拉松賽、休斯頓PGA高爾夫球賽等場邊醫生，並專門
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各類骨科疾病。

呂醫師待人親切和善，中英文流利，能以中文和病人溝通，
不會有語言隔閡而產生溝通障礙。

無論是羽球愛好者、週末長跑健將、籃球迷、足球迷、運動
員，還是平時有固定鍛煉身體的人，遇到運動受傷都不可掉以輕

心，應該及時尋找運動醫學醫師的診
治，若是沒有好好處理，有可能造成
病根，產生後遺症。此外，運動醫學
醫生也治療退化性關節疾病，以及職
業傷害方面的損傷。
呂醫師治療的項目包括:
- 退化性關節炎 (頸、手臂、手、脊
椎、臀、膝、腳)
- 骨折、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
肩、網球肘、腕隧道症候群、媽媽手
、板機指、足底筋膜炎
- 背痛、腰痛、膝蓋痛、坐骨神經痛
等
- 玻尿酸、類固醇、血小板、幹細胞等超音波針劑治療
- 職業傷害/勞工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呂汶錫醫師在聖喬治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在休斯頓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完成了家庭醫學住院醫師培訓，也在
Houston Methodist完成運動醫學次專科訓練，他擅長以非開刀的
方式治療各種骨科疾病。

呂醫生於2020年加入Fondren Orthopedic Group。他是美國
運動醫學會、和美國家庭醫師學會的成員。

可約視訊門診。接受多家保險。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網站: www.drkevinlyu.com
三個地點服務民眾
為更好的服務華裔民眾，中國城診所已於九月開始，位於敦煌廣

場二樓，中國城
診 所 的 地 址 是: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 專 線 電
話 :(713)
272-6688
糖城診所: 13440
University Blvd Ste100, Sugar Land, TX 77479。 電 話:
713-383-5390
Medical Center 診 所: 7401 Main St, Houston TX 77030。 電 話:
713-383-5390。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服務僑社二十年多年，位於休斯頓中國城
的福安保險，由William薛所主持，他為人非常親切友善，做事
專業而細心，他對各類保險非常熟悉，由於其熱心助人的態度，
讓他獲得許多客人的信賴，並且連續贏得最佳服務獎、及專業傑
出業務獎。
熱忱服務

接觸過William薛的客戶，往往都驚訝於福安保險做事的效
率與服務熱忱，均給予很高的評價。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請
William薛處理奧巴馬醫保，當時正屬申請旺季，各保險公司都
非常忙碌，Willian薛在晚上連夜幫他申請奧巴馬醫保，不僅有效
率，更節省我朋友每月數百元的醫療保險費，讓我朋友感激在心
，過年時還特別送William一個禮物，以表達感謝。
免費協助申請老人保險與奧巴馬醫保

福安保險為民眾免費協助申請美國老人保險、與奧巴馬醫保
。此外，福安保險還專精於房屋、汽車、商業（餐館與各種商業
保險）、人壽、醫療及住家保險，在休斯頓地區都得到良好的口

碑。
保險規劃得宜才能避免負擔

選擇一個好的保險經紀公司，能
事半功倍，省時又省心。保險的意義
在長期的效果，年輕時，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就應該做好醫
療保險的規劃，讓未來萬一生病時，不必擔心龐大的醫療費用；
而退休規劃，即是讓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有所保障，不用擔心老年
生活。其實，每個人若是規劃得宜，能夠讓自己與子女都輕鬆很
多，不會讓自己變成家人的負擔，在還有能力時就應做好各種規
劃。

保險能讓人安心放心，覺得有保障，在美國，保險的種類花
樣繁多，有各式各樣的選擇，房子、汽車、健康、人壽等都有保
險，好的保險產品能在突然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所依靠，不會讓
人手忙腳亂。甚至，在理想的狀況，還能夠加強資產的調配。
福安保險專業項目

福安保險的專業服務包括: 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健康保險、

老人聯邦醫療保險、商
業保險、餐館保險、汽
車保險、房屋保險、人
壽保險等。福安保險擁
有一群專業團隊，精通
國語、英語、上海話、
廣東話、及福州話，讓
民眾可以清楚地了解所
選擇的各種保險內容和法規，沒有語言的溝通障礙。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地址在6901 Corpo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561-3798、832-303-5881， EMAIL:wil-
liamwxue@yahoo.com，傳真 832-201-9263、或是加微信号：
fuan6901。請找William薛。

福安保險口碑佳 連續贏得最佳服務獎
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醫保、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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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求职“断层”

从决定去英国读书那刻起，徐婧怡就决心

毕业后回国工作。

徐婧怡本科就读于南方一所211大学的俄

语翻译专业，毕业后半年多，徐婧怡给了自己

一段“冷静期”，跳出翻译专业狭窄的就业方

向，瞄准了更感兴趣的传媒行业。期间在省级

电视台和报社实习，并将其作为赴英读研的专

业方向。

研究生毕业前的数月，徐婧怡忙得焦头烂

额。一面是临近截止日期的毕业论文修改；另

一面要准备国内公司的笔试和面试。

尽管利兹大学会定期举办求职分享会，

“但更多是理念分享，缺少实际求职环节的指

导和公司岗位差异化对比。比如该岗位能体现

多大的自我价值、未来前景如何等。”

除了缺乏有效的求职指导，中外求职的信

息差也是横亘在海外毕业生面前的一道坎。

“留学生很难从国外的就业辅导中获得国

内的就业信息”，领英中国招聘团队负责人王

晶告诉界面教育，“49%的留学生并不了解国

内校招的时间和流程。”

国内企业会有大规模的春招和秋招，但国

外没有这样的概念，导致部分留学生错过国内

关键的招聘时间节点。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雇主和校友关系主任

陈冰冰也注意到这一问题。

“国内校招比美国早，而且越来越卷，尤

其互联网大厂，校招时间几乎每年都在提前。

”陈冰冰感叹，去年不少大厂校招从7月份就

开始了，而美国的一些大型求职活动基本在9

月才陆续开启。

“正值暑假，留学生容易漏掉国内校招。

等美国当地的求职活动开始，国内的秋招基本

已开始发offer了。”陈冰冰表示。

国内外还存在简历标准和面试形式的差异

。

陈冰冰告诉界面教育，国内中文简历需要

附上个人照片和基础个人信息，国外的英文简

历则不需要。

国内的大厂和大公司会设置一轮群面，

“美国的面试基本是一对一。美国学校提供的

面试辅导也很少针对性地对国内求职方式进行

指导。”

求职辅导中介靠谱吗？

为了避开国内的就业竞争热潮，也有留学

生决定留在海外。

去年12月，Jenna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交互

设计专业硕士毕业，从大学所在地匹兹堡搬到

更为熟悉的波士顿，在这里她度过了大学四年

，朋友圈子也在这里。

去年暑假，远在国内的Jenna母亲通过身边

朋友介绍，给女儿推荐了一家求职辅导中介，

创始人声称校友圈子广，大公司可直接内推。

如果“有中介‘加持’，可能求职路更好

走吧。”Jenna对求职“心里没什么底”。

然而，这段关系并不“甜美”。

“有被骗的成分”，Jenna回忆，“创始人

保证一定会帮我找到工作，找不到也会安排我

去华人开的美国公司。”还推了一位“导师”

给Jenna，负责作品集和简历的制作、修改。

原先说好的“内推”却逐渐成为一张空头

支票。

“对方对交互设计的理解不透彻，甚至给

我推了一些适合CS毕业生的前端岗位。”

“导师”对作品集的指导差强人意，Jenna

回忆，这位“导师”是以兼职形式在这家中介

公司工作，平时在美国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就职

。“本科和我同校，一开始我是相信她的能力

的。”

2021年8-11月，Jenna收到了一些面试，却

频繁被刷。

跳过中介后，Jenna开启海投模式。每天只

要一开电脑，第一时间点开领英、Indeed等求

职平台投递简历。

Jenna找的这类求职辅导中介在留学生群体

中并不陌生，行业收费平均约七八万元，“不

少同学都花钱找过”。

中介通常提供求职背景提升、职业规划、

面试辅导、职位内推等服务。以留学生群体较

为熟知的OneCareer（易职教育）为例，其官网

称“公司导师网络遍布全美各大名企，具有独

家职位内推体系，能让学员绕过网申直达企业

内部。”

在陈冰冰看来，留学生在美求职需要把握

好时间线，尤其是学制短的硕士，“一入学就

要着手准备。”她建议留学生尽早熟悉学校的

各个职业资源平台，和导师、职业辅导员表明

求职意向，让他们帮忙做大致的规划。尽量参

加学校举办的求职分享活动、招聘会等。

实习是“试错”

“不是每个留学生都能适应国内互联网大

厂的工作环境和节奏，中外文化差异也会造成

职场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陈冰冰建议留学生

把实习当成一个“试错”机会，宜早不宜晚。

桑桑对此深有体会。去年12月从波士顿大

学本科毕业的她，个人简历长达近三页。“没

有什么是白经历的，都会对我有一些影响和启

发。”

2014年夏天，桑桑入读加州当地一所高中

。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国际生，桑桑的高中

“过得不是很愉快”，语言不熟练，加之陌生

的文化环境，让当时的桑桑感受到较大冲击。

也正是这段个人感受，她开始寒暑假去云南山

区小学支教，平时在网上和支教团体一起编写

面向山区孩子的英文教材。

“教育能给人带来幸福感。”桑桑回顾自

己当初选择教育和心理学专业的原因。

大三受疫情影响，桑桑从波士顿回到国内

，夜晚上网课，白天在科大讯飞的教育产品部

门实习。这段经历让她了解教育科技，“后来

也成为我读研的学习方向。”

也有人在实习过程中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

适合自己。

去年夏天，徐婧怡回国后先去了网易游戏

部门实习。这是她此前最期待的职位。但接触

后，她发现，尽管工作氛围相对轻松，同事也

都是年轻人，但工作内容和预期存在出入。

“日常工作偏执行性，在活动和预案里比

较难加入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徐婧怡坦言，

“会有失落，开始考虑转换职业发展方向。”

海归青睐大厂、头部券商

摆在“回流”留学生面前的，是竞争日益

白热化的就业市场。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将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首次突破

千万大关。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

《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22年一季

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为1.56，低于上季度

的1.99和去年同期的1.66，求职申请人数增幅

大于招聘需求人数增幅。

陈冰冰也向界面教育表示，从雇主端收到

的反馈来看，学校王牌专业的毕业生今年春招

到手的offer没有往年多，之前都是“随便挑”

。

招聘市场的岗位供给大幅缩水也是原因之

一。近期，京东、阿里、腾讯、字节、B站等

互联网大厂均传出裁员消息。智联研究院今年3

月发布的春招行情报告指出，虽然互联网行业

发展速度放缓，从业者转行比例提高，但就业

机会多、薪资高的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依

然较高。

据陈冰冰观察，大多数归国留学生求职首

选仍是互联网大厂和头部券商。她记得，去年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联合十余所美国大学举办的

线下招聘会北京场，国内某头部互联网大厂和

另一家券商的展台前，场面最为火爆，排队人

数明显多于其他公司。

领英平台对留学生职业路径的追踪数据也

应证了陈冰冰的观察。QS排名前100高校毕业

生的企业雇主偏好显示，国际金融服务、网络

科技公司对毕业生形成强大的就业吸引力。企

业雇主前十名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亚马逊

、谷歌和微软等跨国网络科技巨头，华为排名

仅次于亚马逊。

除热门求职赛道外，传统行业或许正成为

留学生就业新选择。

智联研究院春招行情报告显示，互联网人

转行最想去制造业，且比例提高。今年春季，

6.3%的互联网从业者期望转向加工制造业，比

2019年提高2%。

“加速转型中的传统行业，对高质量人才

的需求正在猛增。”领英中国招聘团队负责人

王晶指出告诉界面教育，“传统行业的公司在

品牌声量上仍有待加强。 鉴于国家未来经济发

展对人才的长期需求，科学、技术、工程等领

域或将释放更多工作机会。”

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让部分留学生们作

“两手准备”。

“这届海外毕业生对国内求职更加关注

，以前可能更多先探索完美国，不行再回

国，现在是两边都做准备。”陈冰冰表示

，不过从雇主端的反馈来看，投递量并没

有比疫情前增加太多。总体来看，学生还

是在观望。

在徐婧怡看来，即使海归身份的优势不再

，但出国留学于己是一段丰厚的经历。

去年底，徐婧怡入职上海一家时尚行业外

企，公司同事几乎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日常工

作交流使用英文，让她在回国后仍能保持良好

的语言环境，这是她选择这家公司的一大原因

。

Jenna 则在今年初拿到一家设计公司的offer

，也幸运地抽中了国际生在美合法工作H1B签

证。如今，她在波士顿的家中远程工作，短期

内不想再有变动。

桑桑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白天，

她在波士顿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为自闭症儿

童提供心理咨询辅导；晚上，在家远程为高中

生辅导AP心理学科目。暑假后，她将启程前往

纽约，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她在教育科技

领域的探索。

海归不香了？留学生就业也“两难”
在长达半年多的求职过程里，英国

利兹大学的研究生徐婧怡时常感到压力

。

海归身份并没有让求职变得更容易

。国内春招开启较早，身在英国的徐婧

怡顶着时差进行国内的笔试和面试。

智联招聘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指出，受全球疫情影响，2020年回国

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同比增长33.9%，其

中应届留学生人数猛增67.3%；2021年

，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及应届留学

生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

回国求职的海归人数增多、“海归

优先”的岗位数持续减少，让海归在国

内的求职压力加大。

“与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生相比，海

外留学生不一定有竞争优势。但对于有

出海需求的企业，海外毕业、有工作经

验，优势会突出些。”领英中国总裁陆

坚告诉界面教育，雇主更看重个人在职

场上的学习能力和上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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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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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

20222022年年99月月99日日，，由陸峻由陸峻、、蔡毅蔡毅、、李文一等主辦的勁歌金李文一等主辦的勁歌金
曲曲3030年演出火爆舉行年演出火爆舉行。。甜歌仙子王飛雪盛裝出場甜歌仙子王飛雪盛裝出場，，贏得贏得
全場沸騰全場沸騰。。圖為光芒四射的舞台擠滿了火爆的粉絲圖為光芒四射的舞台擠滿了火爆的粉絲。。

20222022年年99月月99日日，，由民主黨法官候選人主辦的在由民主黨法官候選人主辦的在SafariSafari
Texas RanchTexas Ranch登場的登場的CasinoCasino之夜吸引了各民選法官出席之夜吸引了各民選法官出席，，
一邊學習練習各種遊戲技巧一邊學習練習各種遊戲技巧，，一邊與民眾打成一片一邊與民眾打成一片，，成成
為美國政治的一道風景線為美國政治的一道風景線。。圖為部分法官和候選人及支圖為部分法官和候選人及支
持者合影持者合影。。 。。

20222022年年99月月1010日上午日上午，，中國駐美大使館祝笛總領事在董中國駐美大使館祝笛總領事在董
事長陳珂事長陳珂、、執行長方一川執行長方一川、、晚宴主席張經坤晚宴主席張經坤、、升旗遊園升旗遊園
會主席王福生陪同下訪問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會主席王福生陪同下訪問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來到來到
釋行浩休斯敦少林功夫學院與少林第釋行浩休斯敦少林功夫學院與少林第3232代傳人釋行浩大代傳人釋行浩大
師親切握手問候師親切握手問候，，張經坤副執行長介紹祝笛總領事給釋張經坤副執行長介紹祝笛總領事給釋
行浩行浩，，祝愿為中國文化傳播再立新功祝愿為中國文化傳播再立新功。。

20222022年年99月月1010日上午日上午，，中國駐美大使館祝笛總領事在董中國駐美大使館祝笛總領事在董
事長陳珂事長陳珂、、執行長方一川執行長方一川、、晚宴主席張經坤晚宴主席張經坤、、升旗遊園升旗遊園
會主席王福生陪同下訪問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會主席王福生陪同下訪問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圖為圖為
升旗遊園會共同主席梁真升旗遊園會共同主席梁真、、羅敏羅敏、、黃靖淇等也一同出席黃靖淇等也一同出席
並在慈善牆招貼佈告前合影並在慈善牆招貼佈告前合影

20222022年年99月月1111日晚日晚，，JJ Clements Youth FoundationJJ Clements Youth Foundation在糖城在糖城
小廚娘川菜館舉行中秋節聚餐活動小廚娘川菜館舉行中秋節聚餐活動，，張晶晶張晶晶、、金月等出金月等出
席並相互介紹一年來的成績和將來的發展席並相互介紹一年來的成績和將來的發展。。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總編輯王福生受邀報導年輕人最愛參加的慈善組織總編輯王福生受邀報導年輕人最愛參加的慈善組織。。

20222022年年99月月1111日晚日晚，，全美黃氏宗親會第二十七屆懇親大全美黃氏宗親會第二十七屆懇親大
會晚宴暨炎黃中秋晚會在珍寶樓盛大舉行會晚宴暨炎黃中秋晚會在珍寶樓盛大舉行，，400400多位來自多位來自
世界各地和本地的黃氏宗親出席世界各地和本地的黃氏宗親出席，，圖為贊助單位之一的圖為贊助單位之一的
休斯敦河南同鄉會會長楊保華和楊德清率領團隊出席休斯敦河南同鄉會會長楊保華和楊德清率領團隊出席。。

20222022年年99月月1212日日，，SD TalkshowSD Talkshow在美南電視新聞大樓演播在美南電視新聞大樓演播
廳專訪在業界最具知名度的全飛秒眼科手術專家廳專訪在業界最具知名度的全飛秒眼科手術專家IQ LaserIQ Laser
VisionVision的的Dr LinDr Lin和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的和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的Dr MattioliDr Mattioli，，
介紹最新最先進的非常安全可靠的介紹最新最先進的非常安全可靠的SMILESMILE技術技術。。

20222022年年99月月1717日星期六中午日星期六中午1212時時，，休斯敦華人高爾夫協休斯敦華人高爾夫協
會會 （（HCGAHCGA）） 20222022 年 第 三 次 會 員 內 部 賽 在年 第 三 次 會 員 內 部 賽 在 NorthgateNorthgate
County ClubCounty Club 順利舉行順利舉行。。本次比賽方式採取本次比賽方式採取 IndividualIndividual
Play/Play/比個人成績比個人成績。。 Gross ScoreGross Score和和Net ScoreNet Score各取前兩名各取前兩名。。
總桿冠軍為總桿冠軍為Tony QianTony Qian，，亞軍為亞軍為Zach HeZach He，，淨桿冠軍淨桿冠軍 SoSo--
phia Liuphia Liu，，淨桿亞軍淨桿亞軍 Jay YuanJay Yuan。。 DriverDriver最遠距離獎由最遠距離獎由JianJian--
bin Tongbin Tong獲得獲得，，旗桿最近距離獎旗桿最近距離獎James LiJames Li獲得獲得。。

【特派記者巫月樺／綜合報導】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一行7
人搭乘聯合航空UA871班機于26日晚間9時26分抵達桃園國際
機場，外交部及美國在台協會（AIT）人員前往接機，接著一行
人大陣仗維安搭乘高鐵南下前往高雄入住萬豪酒店出席27日第
一屆 「全球台商經貿論壇」進行專題演講及28日 「世界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第28屆年會暨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行程。

美其名強化台美友好打著 「台灣牌」的背後目的是為哪樁？
執政黨無視台灣老百姓的怒吼聲音要兩岸和平，屢屢勾搭附

和美國抗中反華，本末倒置的將台灣推向台海危機，把台灣老百
姓當肉票綁架禁聲，把大陸台胞當成二等公民對待，台灣人不是
美國人的走狗，中華民國也不是民進黨蔡英文當家作主說滅就滅
了算？

這些美國政客把台灣當成是提款機基地，蓬佩奧站台大喊挺
台言論 「台灣不需要宣布獨立，本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是以秒

計費還是選前造勢論件計酬？
台灣存款不足，人均負債幾十萬，民進黨蔡英文執政下錢只

出不進賬，幾十億幾百億幾千億的揮霍納稅人的錢豪不手軟，帳
不清不濋？

不速之客蓬佩奧不斷訪台讓捍衛中華民國的怒民一直上街頭
抗議！

諷刺的是: 「一樣的街頭兩樣情」，台灣基進高雄市議員張
博洋候選人列隊在萬豪酒店對面舉起 「歡迎蓬佩奧先生再度來台
！」的手板，表示對這位友人的歡迎可以（背後的警察無動於衷
）。另外一派不知何方人馬舉牌:詐騙集團又來了 「台灣不歡迎
你」現場卻遭警方盤查驅離、試圖沒收舉牌經抗議者當場銷毀後
才放人？

選對顏色什麼都可以？庶民敢怒不敢言批民進黨 「吃人夠夠
」欺壓老百姓，試問台灣到底得到什麼美國實質上的支持？蓬佩

奧到底有多喜歡錢？
據美媒消息，蓬佩奧在任國務卿期間曾多次耗費納稅人的錢

舉辦晚宴，用公款宴請政商界經營，表面上看是公務需要，實際
上是為個人累積更多金主支持。

聯合報報導指出蔣濛是民主黨人，向共和黨投靠以謀求更高
的職位，于2019年12月獲得了蓬科技公司顧問的職位，2020年
12月從這個職位卸任到普渡大學任副校長。據稱蓬佩奧收到好處
後，蔣濛即將擔任美國普渡大學校長。

美國網路也流轉普渡大學候任校長蔣濛曾疑似通過賄賂蓬佩
奧巨額資金從而獲得 「白宮」顧問頭銜，並順利接棒當上普渡大
學校長，而蓬佩奧則用這筆巨額資金在邁阿密海邊購置了別墅。

若該消息屬實，則說明蓬佩奧是個拜金主義的政客，當美國
政客遇見台灣政客一拍即合上演 「不能說的秘密」不知道這一次
蓬佩奧訪台誰的荷包要大失血？

蓬佩奧再度訪台為哪樁？
選舉前的挺台宣言造勢演講誰來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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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Red Bull Half Court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三人籃球賽
香港區男女子冠軍隊挑戰世界總決賽香港區男女子冠軍隊挑戰世界總決賽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門票公開發售

根據規則，參加本屆女
籃世界盃賽的12支球

隊分為兩組，每個小組的前
4名晉級8強。8強賽中，每
個小組的前兩名將迎戰另一
小組的第3、第4名，具體對
陣形勢由抽籤決定。

在小組賽上，中國女籃
除了以14分之差負於美國隊
外，另4場比賽均獲大勝，
分別以63分、47分、35分、
26分戰勝韓國隊、波黑隊、
波多黎各隊和比利時隊，以A
組第二的身份晉級。在小組賽
上表現亮眼的中國女籃也贏得
了幸運女神的青睞，在8強對
陣抽籤時喜獲上籤，迎戰B組
第4名法國隊。

中國今年2月曾大勝法國
法國隊雖然是東京奧運銅牌得主，目前的世

界排名也在中國隊之上（法國隊第6位、中國隊
第7位），但中國女籃與之相遇卻有心理優勢。
兩隊最近一次交鋒是在今夏歐洲拉練期間，中國
女籃在熱身賽中以52：58被法國隊逆轉，但當時
在WNBA効力的中國隊“雙塔”韓旭和

李月汝都尚未歸隊。在今年2月的女籃世界盃
預選賽中，中國隊曾以33分的優勢（103：70）
獲得大勝。如今，法國隊陣容不整，包括人氣球
星約翰內斯在內的幾名大將缺陣，勢必導致該隊
實力受損，中國隊再次獲勝當在情理之中。

中國隊如躋身4強，將迎戰世界第3位的澳
洲隊與世界第5位的比利時隊之戰的勝者。比利
時是中國女籃此番在小組賽上的手下敗將；澳洲
也曾在東京奧運會小組賽上以74：76負於中國

隊。在本次世界盃賽前熱身賽上，中國
女籃以70：63再次

戰勝澳

洲隊。因此，無論面對哪支球隊，中國隊皆有機
會戰而勝之、挺進決賽。即使告負，也還有望在
3、4名之戰中力爭銅牌。

近30年未登上大賽領獎台
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女籃的黃金時期，其在

1992年的巴塞隆拿奧運會和1994年的世錦賽
（世界盃前身）上均獲銀牌。但從1994年之後，
中國女籃再未登上過世界大賽的領獎台，最好成
績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獲得第4名。在上屆
世界盃賽上，中國隊位居第6，這也是1994年之
後，中國女籃在世界盃(世錦賽)上的最好成績。

2022年女籃世界盃8強將於當地時間今日展
開，中國女籃對法國比賽將今日下午4時舉行。
至於下半區的對陣形勢是美國VS塞爾維亞、加

拿大VS波多黎各。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2022年“國泰航空/滙豐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門票由29日起，於香港欖球總
會官方售票網www.tickets.hkrugby.com公開發售。
這是“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自2019年以來，首
次在全球新冠疫情出現後舉行。

以往只有9,000張門票經由公眾抽籤形式出
售，但事隔三年後舉行的“七欖”將會有10,000
張三日門票公開發售。在香港實施“0＋3”入境

檢疫安排後，少量門票亦已預留予海外觀眾，以
滿足國際需求的增加。

所有門票將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出售。票價維
持2019年的價格，分別是成人三日門票1,950港元
和12歲及以下的兒童三日門票950港元，門票售
完即止。

透過早前為賽事主要持份者而設的獨家預售
期，香港本地欖球會的會員已認購超過16,500張

門票。由於香港大球場在11月的入座上限為百分
之85，這個數量已佔大球場可容納人數的一半。

香港欖球總會行政總裁麥偉彬（Robbie
McRobbie）表示：“我們非常感謝欖球社區和持
份者一直以來的支持。當我們得悉有一半以上的
門票已被認購，這消息實在令人十分欣慰。我們
很高興能夠與市民在今年11月一同歡迎欖球世界
再次蒞臨香港。”

女籃世界盃淘汰賽喜獲上籤

中國女籃中國女籃有望重登領獎台有望重登領獎台

香港文匯報訊 “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
賽”香港區男、女子冠軍隊“建龍飛馬B”、“Onch-
ing”，在9月27日深夜出發前往埃及，出席9月30至
10月1日在埃及舉行的“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
球賽”世界總決賽。

“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已連績第3
年在香港舉行，這是香港首次派出冠軍隊出戰世界總
決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勁旅一較高下。男子組共24
支球隊，除香港外，其他球隊分別來自澳洲、捷克、
埃及、格魯吉亞、德國、希臘、印度、意大利、日
本、約旦、哈薩克、肯雅、科威特、馬爾代夫、摩爾
多瓦、尼日利亞、塞爾維亞、斯里蘭卡、瑞典、瑞
士、土耳其、阿聯酋及英國。女子組則有15支參賽隊
伍，除香港外，還有澳洲、捷克、埃及、印度、意大
利、日本、約旦、肯雅、斯里蘭卡、瑞典、瑞士、土
耳其、阿聯酋及英國。

由於傷患及請假問題，香港的兩支代表隊均有人

腳調動。“建龍飛馬B”成員馮嘉豪由於左手骨折，
在整個香港區賽事已經缺陣，鑒於其傷勢未能及時復
原，球隊最後決定由黃萬里替補，連同港區冠軍功臣
朱梓鎔、張馳岳及外援Hannibal Julius Nyerrere Ja-
sonn出征埃及。女子隊方面，Onching的奪標功臣古
芷程由於學業問題未能請假參賽，其位置由隊員張楚
盈補上，配合其他3位冠軍成員許芷瑜、唐曉蕾及盧
曉芳出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2
年成都世乒賽團體賽，於28日下午進行
抽籤儀式。

根據抽籤，中國乒乓球女隊將和美
國、波多黎各、加拿大和馬來西亞同
組；國乒男隊則與斯洛文尼亞、美國、
波多黎各、泰國同組。

港隊方面，女隊將和巴西、法國、
意大利、南非同組；男隊則會和日本、
羅馬尼亞、伊朗、匈牙利同組。

成都世乒賽團體賽將於9月30日揭
開戰幕，共有男團32支隊伍、女團28支
隊伍參加。9月30日至10月4日將進行
男女團體小組賽，男女16強球隊將進入
10月5日開始的淘汰賽階段。女團決賽
將於10月8日晚上7時半開始；男團冠軍
將在10月9日晚產生，開賽時間同樣為
晚上7時半。

鮑
曼
任
理
文
新
青
訓
學
院
總
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港
超球會理文宣布，聘任前曼城青訓教
練鮑曼（Darren Bowman）為青訓學
院總監，負責統籌球會青年軍架構、
提升各梯隊教練質素，及為香港足球
培育更多人才，鮑曼已在上周履新並
投入工作。

鮑曼來自英國，擁有歐洲足協A
級教練牌。他在2003至2005年任教英
冠球隊普雷斯頓青年軍，2006至2015
年在英超球隊曼城青訓學院工作，先
後擔任其U13、U14及U15總教練，
子弟兵包括現時効力曼城的菲爾科頓
和曼聯的查頓辛祖。2016年，鮑曼到
中國內地發展，在培育亞洲年輕球員
方面有一定經驗。

鮑曼對加入理文感到十分榮幸和
興奮：“感謝球會給予機會，我期望
利用我的經驗，良好學習環境及清晰
晉升階梯培育更多優秀足球員；亦希
望能帶領理文青訓學院繼續向前，邁
向下一個里程碑。”

理文青訓學院今年3月已獲亞洲
足協頒發“亞洲足協菁英計劃”一星
認證，是香港第二間獲得該評級的青
訓學院，旨在為一隊提供新血及為香
港培育優秀足球員，以及讓學員更投
入足球運動。

成都世乒團體賽
分組揭曉

2022年女籃世界盃在澳洲通過抽籤揭曉了淘汰賽對陣形勢，根據抽

籤結果，中國女籃與法國、澳洲、比利時同在上半區，下半區的4支球

隊分別是美國、加拿大、塞爾維亞、波多黎各。中國隊喜獲上籤，有望

在時隔28年後，重登世界大賽領獎台。

◆法國女
籃年初曾不敵
中國。

法新社

◆女籃世界
盃8強抽籤結果
出爐。

FIBA官方圖片

◆◆理文聘任鮑曼為青訓理文聘任鮑曼為青訓
學院總監學院總監。。 理文圖片理文圖片

◆◆中國女籃籤運不俗中國女籃籤運不俗。。新華社新華社

◆◆建龍飛馬建龍飛馬BB和和OnchingOnching已出發前往埃及已出發前往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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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为了掌握叛逆期女儿的动向，父亲在网上求

购神秘软件，按照客服要求不停地在微信群中发

红包，直至察觉被骗才报警。经江苏省常州经济

开发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被告人张某等21

人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十一个月

不等，各并处罚金。此外，该案另有40名犯罪嫌

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以软件为诱饵，骗被害人钱财

王先生的女儿正处于叛逆期，经常不回家，

王先生很担心。2021年3月，女儿又不知所终，焦

急的王先生上网求助，当他在某网站搜索关键词

“实时定位”时，一条广告出现在网页顶端，按

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王先生添加了客服微信。

“这款软件采用黑客技术，可以根据微信、

QQ、手机号实时定位，还能同步查看聊天记录，

而且有专业技术人员一对一指导，包教包会。”

客服向王先生介绍道。

定位追踪、同步聊天记录，这让王先生心动

了。客服又说道：“这个软件售价580元，但因

为属于灰色产业，不能走正规渠道售卖，您建个

群，直接在群里发红包。”

王先生按照要求建群后，客服陆续将昵称为

侦探、技术、财务的几个人拉进群中。王先生先

后发了180元和400元两个红包，财务收了红包后

，客服又发来了一个下载链接。然而，王先生安

装好软件后无法使用。此时，客服提出需要交软

件服务费1390元，王先生也照做了。随后，技术

、侦探轮番上阵，以诚意金、保证金、解码费、

服务器租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王先生在群里发红包

。爱女心切的王先生稀里糊涂地发了100多个红包

，金额共计4.5万余元，可软件依旧无法使用。王

先生这才发觉不对，提出退款，客服则表示“退

款三天后到账”。然而第二天，王先生发现群成

员都已退群，自己也被客服拉黑，只好报警。

抢红包赚佣金的轻松兼职

警方迅速立案侦查，一伙专门帮助上游诈骗

犯罪团伙收款的“点包手”浮出水面。2021年1

月，张某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微信好友“美丽人

生”。“美丽人生”给张某提供了一个轻松的兼

职机会，只要在群里抢红包，就能赚佣金，每抢

1万元红包就可以获得400元报酬。

这个兼职零门槛、零投入，只要用手机简单

操作就能在短时间内轻松获得几百元报酬。张某

心里清楚这份兼职见不得光，但仍然乐此不疲，

不仅自己做，还在“美丽人生”的授意下，拉了

几个同事、朋友一起做。此外，张某还负责统计

流水，将诈骗所得资金汇总，按照“美丽人生”

的要求通过收款二维码转账给上线。

张某的同事陈某到案后交代：“张某让我们

把微信昵称改成财务，换掉头像、关闭朋友圈和

好友添加功能，然后进群抢红包，抢到之后把钱

转给他，其他什么都不让问。”“我知道这可能

是违法的，但这钱挣得又快又轻松，而且同事们

都在做，我也就做了。”该团伙中的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说。

21名“点包手”落网

经进一步侦查，公安机关发现这是一个销售

虚假定位软件的诈骗团伙。该团伙通过在网上发

布虚假定位软件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微信咨询购

买，进而以诚意金、保证金、解码费、授权费、

服务器租用费等理由骗取被害人钱财。

与以往电信诈骗案件采用银行卡支付不同的

是，该团伙以微信群红包形式收款，雇用“点包

手”冒充财务人员专门收红包，再通过线下二维

码收款、转账使得涉案资金在不同账户中多次划

转、层层分流。但由于公安机关无法对微信红包

启动类似于银行卡的快速止付程序，一旦涉案资

金通过红包流入人群，追查难度极大。经查，

2021年1月至4月，张某等21名“点包手”共为

诈骗分子点收红包233万余元。

今年6月15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常州经

济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审查后认

为，张某等人明知所抢红包为诈骗所得赃款，仍

然假冒财务等名义进入被害人建立的微信群收取

红包，将收取的涉案钱款转移给诈骗分子，并按

照一定比例从中获利，应认定为诈骗犯罪共犯。

此外，常州经济开发区检察院积极推进追赃挽损

工作，张某等21名“点包手”认罪认罚，已退回

赃款32万余元。

7月19日，常州经济开发区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先后对21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近日，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据悉，该案主犯仍在逃，公安

机关正在追捕中。

为追踪叛逆女儿，父亲陷入诈骗套路

2022年以来，上海警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实施“裸

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等新型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非法

软件开发、“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

益链条，强力整治网络空间乱象。“百日行动”以来，上海

警方共捣毁相关犯罪团伙13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20余人

，坚决铲除信息网络空间滋生“黑恶犯罪”的土壤。

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虹口分局刑侦支队从一起

“裸聊”敲诈案件入手，分波次发起集群战役，成功抓获负

责“跑分”和“彩信轰炸”的犯罪团伙成员18名。

4月初，虹口分局四川北路派出所接报一起裸聊敲诈案，

被害人崔先生被人敲诈勒索140余万元，这其中不仅包括崔先

生自己100万的积蓄，还有40万网络借贷。崔先生介绍，自己

与陌生网友在某平台视频裸聊之后便收到了威胁短信的轰炸

。

对方声称掌握了其通讯录，只要不给钱，就将裸聊录像

随机发给通讯录里的联系人，让其“身败名裂”。

虽然明白自己碰到了敲诈勒索，但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

，崔先生按对方要求进行了转账汇款。短短24小时内，崔先

生就转账了50次，致使其在将账户内100余万元倾囊相授后，

又不得不通过网络贷款借了40余万元汇给对方。当对方继续

要求崔先生向亲友借钱汇款时，崔先生终于明白这就是一个

无底洞，于是选择了报警。

了解案情后，虹口分局刑侦支队与四川北路派出所立即

组成专案组，一方面迅速帮助崔先生止付挽损，一方面从崔

先生收到的威胁彩信入手开展调查。根据崔先生50余次的转

账记录，专案组梳理出了该案中14名负责收取赃款并转账的

犯罪嫌疑人，也就是俗称的“跑分”成员。

这些跑分成员从每一笔转账中套取8%的利润后，通过层

层转账，将140万赃款转向境外账户。同时，根据短信轰炸的

手机号码，专案组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根据调查，

陈某在敲诈团伙中负责进行彩信轰炸，每次向被害人发送一

条威胁信息就能获利8至10元，而被害人的通讯录和裸聊照片

就是其威胁的筹码。

专案组还发现，这些信息的泄露正是与崔先生通过链接

下载的聊天软件有关。这款非法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会要求获

取使用者通讯录的权限，一旦使用者点击授权，所有通讯录

信息就会被骗子掌握。

在确定嫌疑人情况后，专案组于近日分赴浙江、重庆、

福建、广东、河南，将陈某在内的18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

，目前，上述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查

证及追赃挽损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海警方呼吁，上网时要抵制诱惑，切勿随意点击不明

链接，远离裸聊陷阱。广大市民朋友在网络上遭受不法侵害

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保存好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寻求

帮助。同时，警方也在工作中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渠

道将获取的照片视频进行“人工合成”或者“AI换脸”，进

而对市民群众进行诈骗，对此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防止上当受骗。

男子裸聊后被敲诈，24小时内50次转账140万

美 南 僑 青 基 地 「白 領 居 」 ， 英 文 名 稱
「Houston Youth Future Incubator / HY-FI」於

9月24日進行啟用儀式及頒獎典禮。這個屬於美
南僑青的聚會、交誼空間現已大致完成並正式
啟用，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年輕人來此處小憩，
讓僑教中心的空間獲得充分運用。當日活動由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王韋龍副處長代
表羅復文處長出席致意，另有僑務委員劉秀美
及陳美芬、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及賴江椿、僑
務促進委員周建佑及辜千慈、世華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何真、休士頓臺灣同鄉會
會長陳逸玲、休士頓臺灣商會會長張園立、美
南臺灣旅館公會會長陳清亮、美南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會長何怡中、FASCA休士頓分會成員
等各僑團僑社僑青約40人參加。

活動由中心主任王盈蓉主持，她說明童振
源委員長對年輕一代僑青的重視及青創基地設
置的緣由，鼓勵在場青年人把握機會善用中心
空間，而在場的各位僑界先進都是大家的後盾
，有需要他們都不吝伸出援手，期盼藉此建立
僑青對中心的認同及促進僑社的傳承。王韋龍
則歡迎年輕人把僑青基地當成自己的家，與懷
有共同理想的夥伴聚在此處共為未來打拚，也
願年輕一輩能學習僑社前輩們創業奮鬥的精神

，凝聚僑社向心，為臺灣持續貢獻。劉秀美說
僑青基地不僅是一個可讓年輕人發揮創意的場
所，也是認識新朋友、老朋友聚會的地點，呼
籲大家讓 「白領居」成為夢想成真的地方。

隨後進行頒獎儀式，由金城銀行公關部副
總侯秀宜代表僑務委員吳光宜頒贈獎金500美元
給英文命名優勝者陳伊瑋，其餘中英文命名佳
作獲獎者安喬綸、徐子淇、郭孟樺、徐于涵、
張詠涵5人，則由王盈蓉頒發臺灣黑熊圖案的防
疫包做為鼓勵。頒獎儀式後舉辦第一場專題講
座，包含介紹僑委會90周年慶高階健檢方案、i
僑卡業務及 i 臺灣窗口等政策，並播放宣傳 「i
僑卡」及 「我國性平表現3個亞洲第一」影片，
駐處教育組組長楊淑雅亦到場介紹玉山青年學
者計畫，希望吸引人才來臺生活、求職及就業
。

中心僑青基地 「白領居」於8月初起即規劃
各項改造細節，包含牆面重新粉刷改以現代感
的灰藍色為基調，搭配多功能木質桌椅及色彩
豐富的懶人包，讓整體環境更為簡潔舒適。活
動當日中心準備了具臺灣特色的珍珠奶茶及鳳
梨酥等糕點與僑青們分享，同時聽取他們更多
寶貴意見，未來中心將陸續增加各項軟硬設施
，讓該空間功能更臻完善。

美南僑青基地HY-FI白領居 提供交誼聚會好新居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
，及管委會經濟及商業小組委員會主席
David Peters ，於23日與中華民國台北市
政府市長室涉外事務副執行長益子翔、
涉外事務辦公室社群內容經理廖偉宏見
面，向他們介紹休士頓華埠及西南區管
委會的社區服務及各項地區事務執行機
能。

益子翔與廖偉宏由休士頓旅遊局亞
太處處長姚義安排前來拜會，而轄區覆
蓋管委會範圍的 J 區市議員 Edward Pol-
lard 也受管委會主席李雄邀請到場致意，
除了歡迎兩位台北市府官員，也仔細聆
聽兩位介紹的簡報資料，對雙邊合作有
進一步瞭解、與研究下一步發展的切入
點。

休士頓與台北市是彼此歷史最悠久
的姊妺市，至今已達61週年；管委會主
席李雄，更曾與市長及市府訪問團至台
灣台北訪問，對雙方交流往來留下重要
印記。益子翔及廖偉宏的到訪，除了表
示台北市政府對休士頓的重視，更是感

謝對雙方來往做出貢獻的關鍵人物；益
子翔及廖偉宏都對有 「中國城市長」稱
呼的李雄主席，表示敬意及感佩，並在
李雄主席的介紹中，瞭解休士頓西南中
國城的歷史及發展概況。

而益子翔副執行長關於台北市現貌
的簡報，也讓市議員Edward Pollard ，李
雄主席、經濟及商業小組委員會 David
Peters 等聽得津津有味。Pollard 並就簡報
中台北市公宅建設、U-Bike
推廣使用、其它交通建設、
能源使用，以及垃圾不落地
措施等重點，提出問題或與
休士頓比較，也得到益子翔
的詳細解說及進一步市政分
享。David Peters 也與市議員
Pollard 一樣，對大都會垃圾
處理十分關注；他以西南區
互相比較，認為台北市遞減
公用垃圾桶的情況，對市容
來說是極大成就，也代表市
民的高水準公達及對公共事

務的支持。
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他對明年的

智慧城市論壇很關注，在市議員 Pollard
及經濟小組David Peters 同表贊同下，李
雄李席將與休士頓市府姚義處長及市府
、市議員們研議組團參加，期待就休士
頓、整個德州姊妹市城市，和台灣台北
甚至其他城市的交流合作，帶入另一個
進步更新的層面。

台北市政府市長代表拜訪西南區管委會柯文哲感謝函狀致李雄主席

中華民國台北市政府市長室涉外事務副執行長益子翔中華民國台北市政府市長室涉外事務副執行長益子翔（（右三右三
）、）、涉外事務辦公室社群內容經理廖偉宏涉外事務辦公室社群內容經理廖偉宏（（右二右二），），由休士頓旅由休士頓旅
遊局亞太處處長姚義安排前來西南區管理委員會遊局亞太處處長姚義安排前來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拜會有拜會有 「「休士休士
頓中國城市長頓中國城市長」」 稱號的管委會主席李雄稱號的管委會主席李雄；；JJ 區市議員區市議員Edward PolEdward Pol--
lardlard （（左三左三），），管委會經濟小組主席管委會經濟小組主席David PetersDavid Peters 也受邀瞭解益子也受邀瞭解益子
翔台北市政簡報翔台北市政簡報，，並討論接續合作並討論接續合作。。

管委會主席李雄展示西南區管委會地圖及相關資訊管委會主席李雄展示西南區管委會地圖及相關資訊
，，向益子翔介紹容納中國城在內的此範圍特色與重向益子翔介紹容納中國城在內的此範圍特色與重
要性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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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周末活動快報周末活動快報
2022大休斯頓地區國
慶升旗典禮
10月1日（星期六 ）
8:00am
中國人活動中心

2022大休斯頓地區國
慶升旗游園會
10 月 1 日（星期六）
10:00am— 5:00pm
中國人活動中心

第32屆全僑健康日
10 月 1 日（星期六）
9:00am - 1:00pm
僑教中心大禮堂

「光鹽社健康講座」
：
陳康元、王琳主講：
「新冠病毒疫情轉折

點及相關信息」
10 月 1 日（星期六）
2:00pm- 4:00pm
線 上 會 議 ID: 861
5895 5319

2022雲門舞集美國巡
演首站在德州休士頓
演出
10 月 1 日（星期六）
7:30pm
Cullen Theater,
Wortham Center
performingarts Hous-
ton.org

國慶國、台、客語演
講比賽
10 月 2 日（星期日）
2:00pm-4:00pm
僑教中心展覽室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摩洛哥深度純玩十一天之旅
暢遊卡薩布蘭卡,馬拉喀什,電影城,梅祖卡沙漠,騎駱駝,舍夫沙萬,菲斯古城,摩洛哥深度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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