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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休士頓香港海味城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9968號100-120舖
9968 Bellaire Blvd. #100-12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2889 Fax:713-772-2890

香港美心月餅香港美心月餅
榮華月餅榮華月餅
生計月餅生計月餅

美心冰皮月餅美心冰皮月餅
七星七星伴伴月月
仲夏水果仲夏水果
幻彩粒粒幻彩粒粒
冰皮脆脆冰皮脆脆
榴蓮飄香榴蓮飄香
芒果熱情芒果熱情

中秋節大促銷

專營專營專營﹕﹕﹕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紅酒紅酒紅酒
茗茶茗茶茗茶﹑﹑﹑南北乾貨南北乾貨南北乾貨﹑﹑﹑純正藥材純正藥材純正藥材﹑﹑﹑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健康食品﹒﹒﹒

江瑤柱 $59.99/磅
小元貝 $100.00/3磅
響螺片 $15.99/包
花膠粒 $39.99/磅
靚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原色雪耳 $8.99 買一送一
寧夏杞子 $13.99 買一送一
紅螺肉 $79.99 買一送一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御盞皇白燕盞御盞皇白燕盞
11OZOZ $$249249..9999
66OZOZ $$13881388..0000
88OZOZ $$21882188..0000

現已上市現已上市

$$$292929...999999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純正白蓮蓉純正白蓮蓉
純紅豆果仁純紅豆果仁
純冬翅月餅純冬翅月餅

紀念中華民國抗戰勝利70週年音樂會
9月5日(SAT)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休斯敦國劇社折子戲
2015京劇藝術展
9月5日(SAT)下午6時
文化中心大禮堂
9800 TOWN PARK,HOUSTON,TX.77036

9月5日（SAT）上午10:00
美洲菩提中心報恩塔前回向
美洲菩提中心（37979 FM2979,Hempstead TX 7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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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天主堂幫助您建立快樂的人生臺灣國際青年大使即將造訪休士頓
並帶來精彩表演 「壯遊新天地」

「休士頓愛心組織(CARE)」 於本（104）年8月29日在
James Berry Elementary School舉行書包及文具用品捐贈典禮及發送活動

（本報訊） 「休士頓愛心組織(CARE)」於本（104）年8月
29日在James Berry Elementary School舉行書包及文具用品捐贈典
禮及發放活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黄敏境處長偕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等同仁出席，當日現場超過2,
000名學校師生及家長參與，今年共發放900餘個書包。德州州
眾議員 Arnando Walle、休士頓市市長辦公室幕僚長 Christopher
Newport、哈瑞斯郡張文華法官、僑務委員王秀姿及超過30個社
團代表均前往共襄盛舉。

黄處長應邀致詞表示，臺灣於早期困頓時期接受美援協助，
感 念 在 心
， 1950、
1960 年 代
開 始 許 多
臺 灣 人 民
選 擇 前 來
美 國 發 展
， 並 在 創
業 有 成 後
於 1990 年
代 陸 續 開

始從事公益活動回饋美國社會，
「休士頓愛心組織」就是由許多

旅美臺灣人在1993年共同創立，
一直以來努力結合華人力量積極
投入休士頓地區之慈善事業，迄
今已協助起過2萬人，尤其在協
助休士頓地區弱勢貧童未來發展
方面更是不遺餘力。 「休士頓愛
心組織」今天為學生們準備的書
包放入了基本學習所需之文具用
品，鼓勵學生們將自己的夢想一
起填滿書包剩餘空間，每天帶著
滿滿的希望上學，努力實踐志向
，在未來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繼續傳承愛心與關懷，協助其
他更需要幫助的人。語畢，全場抱以熱烈掌聲回應。頒贈典禮儀
式後，黄處長在 「休士頓愛心組織」趙婉兒會長陪同下協助發放
書包及文具用品並為學生們加油打氣。

「休士頓愛心組織」為一非營利性團體，旨在結合華人社區
之力量，共同幫助低收入地區之學童，並積極促進各種族之文化

交流及融合。 「休
士頓愛心組織」每
年選定一貧困小學
為協助對象，發放
書包及文具用品，以協助貧困兒童順利完成學業。這樣的努力近
年來獲得越來越多華人社團認同並加入合作。

(本報訊)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一行20人將於
2015年9月13日至9月19日造訪休士頓，並將於9月15日(星
期二)下午7時在Galena Park獨立學區North Shore高中禮堂及
9月17日(星期四)下午7時30分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Brown
Theater帶來2場精彩表演。演出節目 「壯遊新天地(Energetic
New Taiwan)」將結合大自然、樂活生活、文化、美食、文
創及情感等六大主題，分12幕向觀眾介紹臺灣動人的山川與
人文情懷。表演節目免費入場，歡迎大眾踴躍前往觀賞。

中華民國外交部自2009年起推動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
畫」，透過此計畫協助臺灣青年與國際接軌，並拓展青年學

生的國際視野，同時增進受訪國對台灣之瞭解。2015年
國際青年大使由來自臺灣100多所大學院校之160位學生
組成共 10 個團隊，以 「青年有愛，全球關懷」 (Youth
from Taiwan, Compassion for All)為主軸，造訪全球五大洲
的35個國家，合計41座城市。各團隊將透過交流活動與
舞台演出，展現臺灣青年充滿活力與愛心之優質形象，
並宣介臺灣在國際舞台所扮演的 「人道援助提供者」、
「文化交流推動者」、以及 「中華文化領航者」角色。
歡迎休士頓地區的朋友踴躍出席欣賞國際青年大使的精

彩表演，相關演出資訊及入場方式如下：
場次一
日期及時間：2015年9月15日(星期二)下午7時至8時30

分
地點：North Shore Senior High School 禮堂

(353 North Castlegory, Houston, TX 77049)
入場方式：無需索票，免費入場
場次二
日期及時間：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下午7時30分至9

時。
地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Brown Foundation Performing

Arts Theater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入場方式：請至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網站登錄座位(http://

asiasociety.org/texas/EnergeticNewTaiwan)，免費入場。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黄敏境處長應邀於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黄敏境處長應邀於
James Berry Elementary SchoolJames Berry Elementary School之書包及文具用品之書包及文具用品
捐贈典禮活動中致詞捐贈典禮活動中致詞。。

黄處長與黄處長與 「「休士頓愛心組織休士頓愛心組織」」 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德州州德州州
眾議員眾議員Arnando WalleArnando Walle、、休士頓市市長辦公室幕僚休士頓市市長辦公室幕僚
長長Christopher NewportChristopher Newport、、哈瑞斯郡張文華法官等嘉哈瑞斯郡張文華法官等嘉
賓共同參與贈送儀式賓共同參與贈送儀式。。

頒贈典禮儀式後，黄處長在 「休士頓愛心組
織」 趙婉兒會長陪同下協助發放書包及文具
用品並為學生們加油打氣。

 青年有愛      全球關懷

2015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Youth
from Taiwan
Compassion 
for All中正大學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Delegation Members

外交部 總領事回部辦事

團長 / 陳柏秀

Director / Chen, Bor-Sho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副教授

副團長 / 潘莉君

Deputy Director / Pan, Li-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外交部 薦任科員

隨團秘書 / 洪欣隆

Secretary/ Hung, Hsin-Lu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臺執行助理 / 林洸毅

Stage Assistant /Lin, Guang-Y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團員 / 蔡婷育

Tsai, Ting-Y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慈濟大學

團員 / 呂秉桂

Lu, Bing-Kuei
Tzu Chi University

長庚大學

團員 / 林冠廷

Lin, Kuan-Ti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團員 / 黃曉暄

Hung, Hsiao-Hsu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國立國防大學

團員 / 賈鈞漢

Chia, Chun-Ha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

團員 / 陳亮昀

Chen, Liang-Yun
R.O.C. Naval Academy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團員 / 林均桓

Lin, Jiun-Hwa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團員 / 李振豪

Li, Chen-Hao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Chen, Yi-Ha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東吳大學

Peng, Chi-Chieh
Soochow University

中原大學

Huang, Ping-Chieh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Lee, Pin-Hsi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Wu, I-Ting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輔仁大學

Wu, Shun-We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Wu, Chin-Su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Ling, Wen-T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團員 / 凌汶婷

團員 / 李品賢

團員 / 吳慶蓀

團員 / 黃昺杰

團員 / 吳舜文

團員 / 彭琪婕

團員 / 吳易庭

團員 / 陳詣涵

是否覺得：
似乎是在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渴望更好, 但非稍縱即逝的快樂？
想探索許多 「為什麼」的答案？
盼望靠近生命的水源，擁有平安？

願意尋求被了解？家庭的和諧？
為了自己永恆的幸福，我們竭誠

歡迎您來參加，為您而準備的成人慕
道，這是一個提供接觸新視野，回答
您問題，誠摯陪伴您的環境，您一定
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詳情如下：

開課日期：9月6日 星期日
(英語) 上課時間：星期日 上午 10:

00 至 11:30

(粵語) 上課時間：星期日 上午 9:
15 至 10:45

(國語) 上課時間：星期日 下午 1:
00 至 2:30

報 名 及 查 詢: 江 智 鍾 執 事
281-438-9593,

黎 達 文 832-755-3872, 李 邦 寧
832-275-8178

地點：美華天主堂活動中心
Ascension Catholic Church (Ascension
Chinese Mission), 4605 Jetty Lane,
Houston TX 77072 (on Bellaire, be-
tween Cook & Kirkwood )

（休士頓/秦鴻鈞） 「恆豐銀行」本週一在
Galeria 區的 Masraff’s Restaurant 為其資深副總
裁，公關經理楊國貞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餞行宴
，該行的董事及高階主管共92人出席盛宴。其
中還包括 「德州第一銀行」前董事長翁寧，更
為餞行宴增添色彩。

吳文龍董事長在餐會上指出他個人對 「事
業」的看法：任何 「事業」要做大，一切靠員
工。這是任何事業發展最重要的一點。他對員
工有兩點要求：（1）忠誠度。（2）努力，能
力。

吳文龍表示：自從楊國貞表
示要退休，他已挽留了她多次，這
次我終於同意，她有她的生涯規劃
，我應給予尊重，才有今天八月三
十一日正式榮退。

吳文龍也指出：他與楊國貞
合作三十年，相處的非常好。她對
銀行的貢獻大，與客戶維持 Long
Term 的關係。吳董事長指出：楊
國貞做事非常了解重點，她在繁多
的業務中總了解何為重點，對事的
輕重緩急的精確認知，是她的成功
之鑰。

「恆豐銀行」的總裁張永男
表示：他與楊國貞同事快 23 年了
，她從 「德州第一銀行」一個人負
責櫃檯，新賬戶，市場開始，總是

賣力，盡心做事，把銀行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如果她退休，真是銀行的一大損失，但她有
她的生涯規劃，我們也予以尊重。

楊國貞在餐會上感謝吳董事長為她安排了
這個溫馨，感人的送行Party，也感謝大家在百
忙中抽空前來，她還逐一念出每一位平日與她
有工作合作關係的同事的名字，甚至連警衛也
不漏掉。很多同事也現場表示：他們多麼喜歡
楊國貞的行事風格，她做人的識大體。楊國貞
開玩笑的說：早知道你們這麼喜歡我，我就不

退休了。
她說：每一位有我這樣經歷的

人，應深深感覺：人生至此，應該
沒有遺憾了！

她說：今晚坐在這裡的每一個
人，都對自己的一生充滿了期許和
夢想。三十多年前我就是懷著這樣
的夢想進入休市的銀行界的。她特
別提到在座的劉麗媺（Lisa Liu），
當初就是把她介紹進 「德銀」的，
她至今仍對Lisa深深感恩。

楊國貞說：從 1990 年起吳董事
長出任 「德州第一銀行」的董事長
，我很幸運有這麼一位老闆，他相
信你，他絕不限制你，他給了我生
命四分之一世紀盡情揮灑的空間，
他讓我在工作中游刃有餘，還能抽
出時間奉獻給僑社，關注到每一位需要幫助的
人。楊國貞說：不論你在任何職位上，你都能
在你的生命裡發光發熱。

楊國貞說：能碰到一位英明幹練，知人善
任的老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碰到一位能給
予你工作肯定，尊重你，感謝你的付出的老闆
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吳董事長做到了，他珍
惜手下每一位幹將和員工，他體諒員工的辛勞
，他感念你對公司的付出，怎能不讓手下的人
發憤努力，以報他的知遇之恩。

會中最感人的是播放一段由新任公關周明
潔製作的 「恆豐」全體員工對楊國貞的送行影
片，三十年的歲月，在影片中僅止於一瞬間。

令人感歎青春的美好，和歲月給予人的成
熟和智慧。影片透露了同事之情及 「恆豐」一
點一滴成長的艱辛，而這些都因為掌舵者吳文
龍董事長的英明，而成就了 「得道者多助」英
雄造時勢的休市華資銀行光輝燦爛的一頁。

心“壞”了你可能不知道！
美國專利【心血通】改善胸悶氣短、心絞痛，預防心梗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為資深副總裁楊國貞辦榮退餞行宴為資深副總裁楊國貞辦榮退餞行宴
吳文龍董事長得道多助吳文龍董事長得道多助，，樹立成功主管典範樹立成功主管典範

（本報訊）誰都高興別人說您心
好，說您“心壞了”可不樂意了。但
是，“心壞”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胸
悶氣短、心絞痛，乃至心髒病，還是
會無征兆地悄悄來到您身邊！兩大誤
區導致你可能心血管堵塞，乃至患了
心髒病，您卻不知道。

①人們常常誤以為 “心絞痛”都
是“心如刀絞”，其實，40%的心絞
痛僅僅表現為胸部悶、憋、堵、脹、
發熱這些較輕的症狀，60%的“心絞
痛（Angina）”才是典型的心肌急劇

、暫時缺血缺氧引起的壓榨、緊縮般
的鈍痛感，嚴重的猶如“一只大像在
裡頭踩”，較輕的和嚴重的心絞痛症
狀都要充分重視，不可耽誤治療；②
誤以為心髒病都是有警訊的，其實有
時根本是無警訊的，《新英格蘭醫學
雜志》的專題論文認為，心肌梗塞經
常是無先兆的，主因是心腦血管的
“脂紋斑塊（Fatty Deposits）中存有
一種尚未爆發的“無痛苦炎症”，等
到它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心肌梗死
就突然發生了。

貝佳天然藥業榮譽出品的美國專
利產品【心血通】（美國專利號 US
Patent# 7030102），品質第一，效果
卓著，大量真名實姓成功見證見網站
刊載（網址見下面），【心血通】具
有五大功效：

① 打 通 血 管 。 美 國 心 髒 學 會
Sinatra醫學博士強力推薦【心血通】
所含 CoQ10、Salvia、Notoginseng 是
心髒健康最佳營養源，清除脂紋斑塊
，打通血管堵塞，消除胸悶、憋、堵
、脹、痛，以及心慌、心悸、心絞痛

，預防心肌梗塞；
②三降一升。降低甘油三酯、

血液粘度、壞膽固醇，升高好膽固
醇；

③強健心肌。增強心肌活力，
減低心肌缺血，增加運動耐力，讓
你精力充沛；

④配方完美。【心血通】是具有
王者氣概的完美配方，起效快，作用
持久。早上一粒【心血通】，晚上一
粒【益腦靈】，心腦健康得安寧！

貝佳天然藥業產品均由美國GMP

大藥廠生產，符合FDA規範，請登錄
www.1688best.com，或電北美免費電
話 1-888-902-1688， 909-839-2880
訂購。

圖為圖為（（後排左起後排左起））楊國貞與夫婿張世燿與楊國貞與夫婿張世燿與 「「恆豐銀恆豐銀
行行」」 董事長吳文龍夫婦董事長吳文龍夫婦（（前坐者前坐者））合影於餐會上合影於餐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左左））在餞行宴在餞行宴
上向楊國貞上向楊國貞（（右右））獻花及贈送紀念品獻花及贈送紀念品。（。（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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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2千世界各族人民歡聚一堂
多元文化演出精彩呈現

全美最大國際盛會
抗戰勝利座談會
投資美國峰會
出版歷史文獻長存美國國會
參觀陳納德紀念館
Nov. 7,2015 6pm-9pm
Minute Maid Park

響應聯合國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曲

2015 Houston

諮詢及贊助請聯繫
Jennifer Lopez 281-983-8154
或Angela Chen 281-983-8160

www.itchouston.org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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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訪達拉斯

歡迎餐會谷祖光致詞歡迎餐會谷祖光致詞
【本報記者劉昭宏】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

員長陳士魁，於八月二十三日〈週日〉抵訪達拉
斯，在下午拜會華人活動中心，進一步瞭解中心
運作概況並和中心的理事幹部交換意見。隨後
在活動中心禮堂舉行全僑座談，向僑社介紹僑
務工作推動的方向，並聽取意見回答提問。晚上
則在美心酒樓和僑社聚餐。陳士魁委員長參訪
活動，駐休士頓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副處長齊永
強和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全程陪同。

陳士魁委員長在拜會活動中心時向理事幹
部們表示，目前僑委會對於各地的活動中心政
策是採行類似加盟店的合作伙伴的關係，在全
球17個僑委會所直屬的僑教中心外，選定28個
活動中心作為合作的伙伴，會在文化傳揚、民主

價值的推廣以及推行重要政策等三方面，提供
資源合作推動。委員長也指出，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是運作最成熟的中心，絕對會是僑委會的
首選的合作伙伴。

據了解，陳士魁委員長是僑務科班出身，是
僑務高考狀元、曾任僑委會二處處長並籌建華
府的僑教中心。在全僑座談會上陳委員長進一
步介紹僑務工作推動的方向，談到目前僑社因
人數漸少而有傳承的問題，希望鼓勵更多下一
代積極參與僑務活動，認為文化傳揚很重要，讓
人更認識臺灣，就會更喜歡臺灣也更願意支持
臺灣。陳委員長提出，僑務要能為外交的後盾，
才是僑務的價值，僑界力量發揮的極致，要化僑
力為國力。

歡迎陳士魁委員長到訪，僑
社在美心酒樓舉行晚宴。陳士魁
委員長在晚宴上致詞介紹僑務
工作推動的方向，與僑社團結合
作、建立國內外合作的平台、提
昇僑委會服務僑社的能力和品
質。陳委員長認為，面對競爭臺
灣有三方面的優勢，文化上的優
勢、民主價值的優勢以及服務的
優勢。指出，僑社與當地主流社
會有良好的關係，所謂關係好是
要在需要時願意支持你，要將僑
社的力量轉化成支持臺灣的力
量。

當天晚宴席開四十桌，安排
有卡拉 OK 歌唱餘興節目，主辦

單位代贈陳士魁委員長德州和達拉斯市榮譽公
民證書，達福臺商會捐款八仙氣爆事件，各社團
紛紛贈送禮物與陳委員長。晚宴主席羅玉昭表
示，在相當緊湊的時間內沒想到能有那麼多僑
社各界踴躍出席，非常的感謝，感謝FACA王曙
蒨帶領學生佈置會場，感謝李小濱、李庭槐和各

位朋友鼎力相助，讓活動圓滿舉辦。
八月二十四日〈週一〉陳士魁委員長在僑務

諮詢委員牟呈華、僑務委員孟敏寬和曹明宗等
人的陪同下，上午拜會慈濟基金會達拉斯分會、
達拉斯佛光山講堂、達福科技公司，下午拜會達
爾科技公司、光華老人公寓和中華老人協會。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拜會華人拜會華人
活動中心活動中心，，瞭解中心運作並交換意見瞭解中心運作並交換意見

全僑座談陳士魁委員長和大家合影全僑座談陳士魁委員長和大家合影

歡迎餐會主席羅玉昭歡迎餐會主席羅玉昭
致詞致詞

歡迎餐會僑務委員歡迎餐會僑務委員
曹明宗致詞曹明宗致詞

歡迎餐會僑務委員歡迎餐會僑務委員
孟敏寬致詞孟敏寬致詞

歡迎餐會僑務諮詢委歡迎餐會僑務諮詢委
員牟呈華致詞員牟呈華致詞

陳士魁委員長座談陳士魁委員長座談
會致詞會致詞

駐休士頓經文處處長駐休士頓經文處處長
黃敏境座談會致詞黃敏境座談會致詞

全僑座談右起全僑座談右起：：僑務委員曹明宗僑務委員曹明宗、、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陳士魁陳士魁
委員長委員長、、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社團聯誼會李巾英社團聯誼會李巾英、、僑務委員孟敏寬僑務委員孟敏寬

在活動中心禮堂舉行全僑座談在活動中心禮堂舉行全僑座談
主辦單位代贈陳士魁委員長德州和達拉斯市榮譽主辦單位代贈陳士魁委員長德州和達拉斯市榮譽

公民證書公民證書 老人協會畢伯伯致贈陳士魁委員長禮物老人協會畢伯伯致贈陳士魁委員長禮物

達福臺商會捐款八仙氣爆達福臺商會捐款八仙氣爆，，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北德州臺商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北德州臺商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中華社團聯誼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中華社團聯誼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華興中文學校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華興中文學校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政大校友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政大校友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北德州師大校友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北德州師大校友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世華工商婦女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世華工商婦女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成大校友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成大校友會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師大附中校友會唱校歌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師大附中校友會唱校歌與陳士魁委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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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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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售:

精修: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電話:713-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陳喬恩曬美照露香肩
瞪大眼睛嘟嘴賣萌

今日，陳喬恩在微博曬出美照。身穿白色露肩禮服的她，頭髮上還戴著發卡，身旁有髮型師在為她做頭髮，而陳喬恩則瞪大雙

眼，嘟嘴賣萌。

對此，有網友留言稱，“你這個大眼睛美女”、“我們喬恩就是美，九月加油，麼麼噠”、“女神我愛你”。

娛樂圈的眾多“星二代”小寶貝和

童星們也開始卸下“小明星”的光環，

回歸到普通的校園生活中。

和往常的開學日一樣，各大名校的

門口 “眾星雲集”，被悉心打扮的星二

代“吸睛”能力不減，還有學霸一族在

開學典禮上大放異彩，當然，也有很多

不願意孩子被媒體“騷擾”的星爸星媽

們選擇低調回避拍攝。開學日的校園百

態，譜寫出一個開學守則。開學日，他

們要注意些什麼呢？

守則一
好好學習，但切忌壓力山大

作為娛樂圈的“學霸”代表，TF-

BOYS成員易烊千璽在開學日這天賺足

了關注度，考入了湖南省重點中學的

他在開學典禮上以新生代表的身份發

言，把原本屬性為“沉悶”的開學典

禮扭轉成了一場粉絲見面會。不過，

升入高中的易烊千璽卻在微博上感

嘆：“高一了，書包好像更沉了”，

高中的學習壓力作為過來人的你們一

定也懂的。

視覺轉到香港，明星父母們為了

讓孩子上一個名校，砸重金也在所不

惜。謝霆鋒的兒子們就讀沙田某國際

學校，僅學費每年就接近10萬港元。

不過，星媽楊千嬅和陳慧琳則表示不

會給孩子太大壓力。楊千嬅說：“我

覺得需要先觀察他的性格，本地學

校、國際學校都會考，但可以等他大

一點再決定，不會逼他太緊。”陳慧

琳則說：“我不會逼他們要讀書很厲

害，中規中矩就可以。”

守則二
好好打扮，新學期新風貌

新學期新風貌，學生們好好打扮，

以“醒神”的姿態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也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開學日當天，

無論是在校門口被捕捉到的，還是被父

母曬進微博的，星二代們在衣著打扮上

都花足了心思。比如楊千嬅的兒子Torres

上幼兒園，就剃了一個“鏟青頭”，儼

然成為一個小潮男，星味十足。

在衣著方面，袁咏儀的兒子“魔

童”衣著搭配也十分考究。在她微博曬

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魔童身穿紅色

POLO衫，藍色運動褲和球鞋，背著條紋

書包上學，標準的學生裝穿出了星味，

側面的角度更突顯了他那又濃又黑的睫

毛，被封為美男子。

此外，韓寒的女兒“韓小野”的開

學著裝也受到了關注。她身穿一身淺藍

色的旗袍，配著上了白色長襪和黑色布

鞋，書生的韻味盡顯。

守則三
好好躲避“狗仔”，不干擾學習

在開學日，歡送星二代們和童星們

上學的，除了有自己的爸爸媽媽以外，

還有一眾扛著攝影機的媒體。為了不讓

媒體干擾孩子們的學習，很多星爸星媽

們選擇了躲避狗仔隊。謝霆鋒與張柏芝

的兒子Lucas和Quintus就在司機的掩護

下成功躲避了媒體的鏡頭，媽媽張柏芝

並沒有現身吸引更多的目光。

此外，同樣在昨天開學的劉德華

女兒，就連影子也沒有被媒體捕捉到。

劉天王的女兒和楊思琦的女兒讀同一

家幼兒園，但在開學日，媒體只拍到

了楊思琦女兒，劉德華女兒是怎麼被

送進校園和是否來上學了，大家都不

得而知，讓人感嘆天王的“護女”工

作果然週全。

日前，負責經營日本女團

AKB48旗下相關業務的AKS公

司被指瞞稅。

據報 道，東京國稅局在

進行稅務調查時，發現AKS截

至 2014年 11月為止的 3年內，

涉嫌不實申報稅項，涉及金額

高達近 5億日元（約 3200 萬港

元）。當局指AKS有近20項申

報不符合規定，當中 4億日元

（約2600萬港元）以AKB成員

與家人同住的房租、旅行、牙

齒矯形等費用作申報，其中部

分人氣成員，每月屋租費竟高

達 100 萬至 200 萬日（約 6.5 萬

至13萬港元），稅局認為並不

合理。AKS解釋稱，該公司可

能與稅局對申報內容認知有

異，將會針對被質疑的項目重

新申報，補繳稅款。

女團AKB48
公司涉瞞稅
回應:將重新申報補繳

“星二代”開學
易烊千璽受關注 劉德華女兒避狗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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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台灣歌手楊丞琳與內地歌
手李榮浩近日被指已秘密結婚，楊丞琳前緋聞
男友“王子”邱勝翊在facebook貼文向一位朋
友獻上祝福道：“全世界的人都告訴我妳結婚
了，要開心幸福喔”，令人懷疑所指的已婚者
是否楊丞琳。

不過，楊丞琳2日中午在微博澄清自己未
婚，更笑言所謂的傳聞是來自陰間的爆料，她
寫道：“什麼？！我怎麼不知道我結婚了？現
在是農曆七月，是來自陰間的爆料嗎……怕
怕！重點是～我未婚，雖然看到報道時，我已
昏，但仍然謝謝大家的關心”。李榮浩2日也
透過經理人回應他根本沒結婚，最近正在籌備
新專輯。邱勝翊亦強調他寫的是圈外朋友，並
嘆說：“真是誤會大了”。

楊丞琳與李榮浩今年被傳拍拖，李榮浩7
月生日當天在台開唱，楊丞琳低調到場坐在台
下相挺，但兩人始終沒公開認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4位應屆港姐麥明
詩、龐卓欣、郭嘉文與林凱恩2日領取贊助商獎品，
由上屆冠軍邵珮詩負責為麥明詩（Louisa）戴上后
冠。Louisa當選後即被起底已有一名拍拖兩年的牛津
大學畢業的男友，她堅稱對方只是好朋友，笑言對方
不夠成熟未有資格做她男友。

在劍橋大學畢業的麥明詩日前被指與在牛津畢業
的大律師林作已拍拖兩年，Louisa解釋與對方只是好
友關係，也是一大班朋友出席他的畢業禮，她說：
“其實在英國讀書的朋友圈子很細，牛津和劍橋都相
隔幾遠，只是大家在社交場合如聯校活動時見到。”
問Louisa對林作是否有好感，她說：“他都幾叻仔，
但不是只看這樣，樣貌都好重要，而且他差少少成
熟。”至於麥明詩替人補習開價一小時900元，她即
笑道：“現在加了價啦，有沒有好介紹？”她稱之前
用補習費來幫補在英國讀書的開支，現在當選後都很
忙，短時間內都不會幫人補習。提到決賽當晚她似被
其他佳麗孤立，無人上前祝賀她，麥明詩否認道說：

“其實有，只是那一刻沒看到，可能選美
剛完大家多了關注。”提到日前一班落選
佳麗與亞軍及季軍去行街，她說：“我們
有一個group chat，知道她們有拉大隊，
但選美期間父母為我付出很多，有空閒時
間我想盡量陪他們。”

邵珮詩望擺脫港姐形象
亞軍龐卓欣（Ada）與季軍郭嘉文也

否認沒有向麥明詩祝賀，更沒有被無綫
“照肺”問話。問到知否麥明詩已有男
友，Ada笑道：“有當然開心，因為她常
說我很甜蜜，現在可以替她開心，但我本身不認識那
位男仔。”郭嘉文也解釋得獎當晚因事前沒有綵排
過，不知何時要祝賀麥明詩，而且見嘟姐鄭裕玲已上
前，就不便打擾她們。

上屆冠軍邵珮詩被網民嘲諷已沒人記得她，更將
麥明詩與前屆冠軍陳凱琳做比較，邵珮詩說：“我自

己就很正面去看，我已經成為2014的香港小姐，大家
出身背景不同，各有特色。”她坦言不會被網民留言
感不快，因她已入劇組拍劇和參加藝訓班，公司也給
很多機會予她。笑問她卸任後是否鬆一口氣，她說：
“都是的，希望可以擺脫港姐形象，不想別人以為我
只有斯文一面，也可以嘗試其他工作。”

驚聞秘婚報道

楊丞琳：我已昏

被指有牛津高材生男友

麥明詩笑言對方未夠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高圓圓、容祖兒、Janice

Man、周汶錡、謝婷婷、楊祐寧及Shine等2日出席品牌活動。盛

傳懷孕的高圓圓穿上窄身裙現身，顯得肚扁扁，她之後受訪時更

拍拍肚皮，否認有喜之說，她笑稱只是最近發福了。

JMJM 尋 訂 情 耳 環 急 到 喊尋 訂 情 耳 環 急 到 喊JM 尋 訂 情 耳 環 急 到 喊

高圓圓高圓圓拍肚皮拍肚皮

證沒懷孕證沒懷孕
高圓圓拍肚皮

證沒懷孕

高圓圓壓軸出場，但大會事先
聲明要媒體一次過做訪問，

只能問她三個問題。近日盛傳高圓
圓懷孕，但她穿上窄身裙顯得肚扁
扁，問她是否因懷孕才不能站着訪
問太久？她表示沒有，也不介意跟
大家多傾一會。再問她是否真的懷
孕？她拍拍肚皮笑說：“真的沒
有，肚都是扁的，只是最近發福
了！”與老公趙又廷可有造人計
劃？她表示一切順其自然。

祖兒刮痧留痕
容祖兒2日手臂現瘀痕，她指

剛刮痧留下的痕跡，其實胸前位置
也一樣留痕，醫師表示要替她去除
體內的濕氣。問醫師是男還是女？
她笑說：“當然是女，我怎有那麼
狂野！但醫師都刮得很低，也總會

有點害羞，不知有否已到自己的底
線。”不過在胸前刮痧，她又只得
一排骨，感覺就似彈琵琶般，還奏
出了整首《笑傲江湖》。完成後胸
部有腫起來？祖兒帶笑說：“我都
想呀，但只有刮的那道痕腫了。”
她又指近日排舞不慎扭傷腰，也要
去“啪骨”矯正過來。

婷婷想去接姪兒放學
Janice Man之前拍戲差點遺失

富二代男友吳啟楠所送的鑽石耳
環，她指當日拍戲時動用了這對私
伙耳環，拍畢後助手幫她用紙巾包
着，離開時她沒為意，回到家中樓
下才遍尋不果，當時她很焦急，也
立刻折返片場，更急得哭着準備在
垃圾堆尋找，工作人員最初還騙她
找不到，但最終失而復得。JM表

示耳環的價值不是問題，重要在於
背後的意義，是一位好重要的人送
給她的生日禮物，很有紀念性，耳
環還刻有特別的東西。

本月7日是婷婷33歲生日，她
希望可以跟家人吃飯，然而父親謝
賢離港，也未知能否吃得成，如果
哥哥霆鋒能為她煮一頓飯會更開
心，因為哥哥下廚的話，會吸引到
一家人坐在一起好溫馨，最好兩個
姪兒也一齊來為她慶祝，可是現已
開學恐怕沒有時間。婷婷笑指有想
過去接姪兒放學，主要是未見過他
們穿校服的樣子，但又怕他倆會問
她中文卻不懂回答。至於生日願
望，婷婷坦言想多跟家人相聚，問
為何不是找個男友？她才笑說：
“咦，係喎，應該用了這個願望，
不過還是家人行先！”

■■楊丞琳笑言秘婚楊丞琳笑言秘婚
傳聞是來自陰間的傳聞是來自陰間的
爆料爆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上屆冠軍邵珮詩為麥明詩戴上后冠。

■龐卓欣（左）與郭嘉文（右）否認沒向麥明詩祝賀。

■■楊丞琳與李榮浩今楊丞琳與李榮浩今
年被傳拍拖年被傳拍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Janice Man■Janice Man透露之前拍戲險遺透露之前拍戲險遺
失男友所送的鑽石耳環失男友所送的鑽石耳環。。

■祖兒因刮
痧令身上留
下痕跡。

■穿上窄身裙
的高圓圓顯得
肚扁扁。

香港文匯報訊 Super Girls、鍾舒漫和鍾舒祺
1日晚出席頒獎典禮活動。Super Girls成員Aka
近日被指在電影《潛龍狙擊》中搭上伍允龍，導
致他跟鍾嘉欣分手，Aka否認此事，她說：“大
吉利是，真的不是，伍允龍是我們Super Girls的
師傅，教我們武功，我在戲中扮演她的女朋友，
其實他是戲中的武術指導，對所有演員都好照
顧，但他一視同仁，對個個都好。”身旁的團員
Jessica稱伍允龍風趣幽默，着Aka好好考慮，
Aka說：“不會，今年努力工作，因為有相士話
我今年爛桃花，至於第三者，絕對不是。”

鍾舒漫（Sherman）跟妹妹鍾舒祺合唱歌
得到獎項，兩人性感登場，Sherman稱最重要
是穿得好看，她說：“上次合唱之後都沒什麼
機會合作，今次再與妹妹碰頭，所以悉心打
扮。”提到再度被傳跟吳浩康舊情復熾，
Sherman說：“再講一次，我感情生活一片空
白，只想投入工作。”

Aka否認搭上伍允龍

■Super Girls是“最受歡迎組合獎”得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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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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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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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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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上月28及29日剛在日本武道館舉辦完演唱會，之後全團續留日本，在當地
租了7天錄音室，砸下200萬元，從事新專輯前製工作，但再怎麼忙錄音，總還是要吃
飯，團長怪獸和女友阿沚挽著手在東京吃壽司的身影，就剛好被從香港追到日本武道
館看演唱會的粉絲，捕捉個正著，照片中怪獸戴帽子，背著後背包一派休閒，阿沚則
穿著灰色的小洋裝，兩人挽著手十分親密，顯然人在國外，警戒雷達沒有開，網友都
獻上祝福，認為他有望接棒瑪莎，成為五月天團內的第4位人夫。

怪獸與阿沚的戀情2年前曝光，她是石頭老婆的親妹妹，後來擔任石頭的技師，協
助石頭調音響、試音，巡演期間跟怪獸朝夕相處，加上她也曾是樂團吉他手，跟同為
吉他手的怪獸很有話聊，日久生情，之後被爆料2人曾在哈爾濱及上海表演活動結束後
，在當地牽手逛街，隨後她轉任演唱會團隊的字幕工作，仍然可以愛相隨，兩人已幾
度傳出婚訊，感情穩定。

五月天怪獸親密挽手
愛在東京被抓包

妮妮喝妮妮喝13201320元果汁被罵翻元果汁被罵翻
歐陽龍護女歐陽龍護女 「「是業配是業配」」

歐陽妮妮昨在臉書介紹冷壓果
汁，她發文 「最近發現這個超好喝
的冷壓果汁，好喝到爸爸一直跟我
搶著喝…」雖然內容是業配文，卻
遭網友酸她不知民間疾苦，網友直
呼： 「五天喝 6600 元，一個月快 4
萬元，一般人哪喝的起啊？」指她
一天喝1320元都比勞工日薪高。對
此歐陽龍幫女兒緩頰： 「她是接廣
告，廣告公司要她試喝（發業配文
），網友不要誤會。」
臉書發業配文

歐 陽
妮妮前年
因在臉書分享 「在外套口袋發現200
元」暴紅，如今也因臉書po文惹議
。她昨在臉書分享喝冷壓果汁心得
「一整天喝 6 瓶果汁，營養均衡也

不會肚子餓…之前都是媽咪會固定
幫我打果汁，現發現這個冷壓果汁
後，媽咪就不用再天天早起打給我
們喝了…」。

粉絲籲別仇富
不料卻有網友酸說： 「好野人

在喝的，我買不起，貴頌頌」、
「有資本厚的小孩就是不一樣啦！

」還有人問她， 「難道又在口袋找
到錢錢了嗎」、 「為什麼歐陽妮妮
都加入業配文的行列？妳口袋隨便
都有幾百塊，何必接這些小 Case」
但也有粉絲力挺： 「又不是要你每
天喝，這樣也要仇富」、 「爽就買
，沒有要買也不要在那邊酸好嗎？
」評價兩極。

舒淇驚見任賢齊光屁屁 澎湖大哭5次
金馬影后舒淇力挺好友任賢齊，在他自導自演的新

片《落跑吧愛情》挑樑當女主角，不僅提供故事想法，
更開口獻聲唱片尾曲。電影靠她一肩扛起，共5場哭戲，
其中一場她醉後帶淚撒嬌，埋進任賢齊懷裡，還主動抓
他的手抱自己，完全展現女神俏皮可愛的一面。

愛情片吊鋼絲傻眼
舒淇去年5月趁著《刺客聶隱娘》空檔，到澎湖拍了

21天，一方面幫忙朋友，一方面也算是放鬆紓壓，沒想
到去就被要求吊鋼絲，當下傻眼說： 「我們不是拍愛情

電影嗎？」她從2樓窗口爬到戶外廁所，撞見任賢齊光屁
屁上廁所，雖有替身在，但她親自上場，還分享吊鋼絲
技巧，任賢齊笑說： 「多謝侯導（侯孝賢）的訓練！」

《落跑吧》上映
任賢齊也把舒淇私下愛撒嬌、好酒量的一面拍進電

影中，她共有5場哭戲，不論是醉後憶父母大哭，還是吃
著刀削麵難過流淚，皆令人愛憐，也看出影后好演技。
該片在兩岸同步上映。

舒淇（右）在《落跑吧愛情》飾演千金小姐，喝酒後和任賢
齊談心大哭。

無預警羊水破了
江美琪剖腹產子

34 歲歌手江美琪（小美）昨晚 10 點
20分左右剖腹產下體重3680克、身長50
公分的處女座男寶寶，據她友人透露當時
小美老公林振益在產房外，聽到小孩出生
時，情緒激動強忍感動的淚水，由於寶寶
未算八字，所以還沒取名字，寶寶暫時叫
「小小益」。小美生完小孩，護士立刻將

小小益抱到她身旁，初為人母的她氣色還
算不錯，目前人在恢復室靜養。

小 美 今 年 1 月 與 吉 他 手 林 振 益
（Trevor）結婚，懷孕9個多月胖了16公
斤，胸部從D奶升級到F奶，預產期是本
月 12 日。昨晚她與好友許哲珮外出吃飯
，突然無預警落紅，臨時向許哲珮借衛生
棉，後來才發現是羊水破了，趕緊請老公
送她到醫院。

江蕙悼塵爆罹難者 「在天堂當鋼琴家」
八仙塵爆今天再度傳出死亡噩耗，26歲的音樂碩士吳妍潔因敗血症引發多重器官

衰竭，傷重不治。曾錄音鼓勵她撐過這一關的台語天后江蕙，稍早在臉書哀悼： 「在
世沒能完成妳的夢，希望在天堂，能當一位傑出的鋼琴藝術家。妍潔，不痛了！一路
上好走。」

吳妍潔因媽媽非常喜歡江蕙，曾排隊2小時買江蕙封麥演唱會門票，家人約好8月
11日去欣賞，不料因塵爆事故天人永隔。江蕙po出吳妍潔甜笑拿著一疊票的照片，格
外令人唏噓。

《港囧》發布會再玩新花樣，由徐崢執導的最

新喜劇電影《港囧》再度召開電影發布會。值得關

註的是此次發布會名為“港囧的內衣發布會”，發

布會現場上演了壹場港囧版的“維密秀”。而近日

片方公布的主演之壹名模杜鵑在發布會現場首次亮

相。三人現場以片中角色身份亮相，秀恩愛、玩合

影，互餵月餅。而談及電影劇情，徐崢導演解釋

到：“電影其實升級為壹個全類型。當然喜劇是

壹個最大的托底的類型，除了喜劇之外還融合了情

感、懷舊、動作、懸念的元素，

讓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囧

途升級，不止於笑。

發布會伊始，十幾位風姿翩

翩的外籍模特身著各式性感內衣

上演了壹場“維多利亞港的秘密

內衣秀”，導演徐崢以片中“內

衣設計師“徐來的身份出場，與模特大

秀造型，盡顯時尚範兒。隨後迎接片中

的妻子、趙薇飾演的蔡菠走出，與模特

們同走T臺。發布會主持人王自健問及

為何舉辦內衣發布會時，“徐來”向大

家說明：“壹開始進入內衣行業的時候

我是拒絕的，但是後來隨著自己對工作

的投入，漸入佳境。”，“內衣”

也有壹語雙關之意，除了曝光電

影重要線索外，還有“脫下”

《港囧》外衣，向觀眾們介

紹電影內核：“我們的囧途

有所升級，這是比較全類型

的電影，除了喜劇之外還融

合了情感、懷舊、動作、

懸念的元素，讓大家可以

有更多的信息，既是囧系列的電影，但是又不僅

僅是《泰囧》的續集那樣的，有新的故事，新的

人物。”

作為片中徐崢的妻子，趙薇出場後也盡顯正室

範兒：“我是壹個富二代，家裏面是做設計的，後

來請來壹個老公。內衣大業的老公。”而“徐來”

也誠懇表示：“當年我讀美術學院，開學第壹天我

們就認識了，那時候我們在臺上演講，講自己的理

想和夢想，結果她是那個時候在設計學院讀管理

系，她覺得我很有才。其實剛才這壹組設計的靈

感，完全是來自於我的太太，她的名字姓蔡叫波，

小名叫做菠菜。所以這壹組內衣的設計靈感都是和

蔬菜有關的，菠菜、卷心菜。”雖然“徐來”調侃

這份工作看起來很幸福，但是實際上要付出很多。

但是依然表示：“雖然是壹個入贅，但是我的太太

給了我這個事業，所以從此以後我的人生開始走向

喜劇。”

不過隨後“徐來”話風壹轉，大吐苦水，其實

內衣設計師並非自己的夢想，自己的夢想時藝術

家。而此時，大屏顯示出的油畫也揭示了他心中

的真正追求。隨後大屏展開，片中的另壹位女主演

杜鵑從巨幅油畫中緩緩走出，有“超模壹姐”的杜

鵑再度“觸電”，杜鵑在片中的身份是“徐來”的

初戀女友楊伊。而首度亮相的杜鵑將女神氣質與文

藝氣息完美融合。而“蔡菠”也表示，在學生時期

也見證過二人的感情經歷。

現場撲朔迷離的情感關系頓時讓主持人對《港

囧》電影劇情再度產生興趣：“與初戀在壹起是喜

劇、與老婆在壹起也是喜劇，但是兩人同時出現就

不止是喜劇。”不過二位女主角對“徐來”的評價

頓時讓現場氣氛立即融洽起來。“蔡菠”評價徐

來：“才華橫溢，聰明絕頂。更給了我壹個很溫

暖的家。”而“楊伊”則表示：“徐來是非常有藝

術氣息的人，喜歡浪漫，追求浪漫，也熱愛生活。”

被兩位紅顏誇贊後的“徐來”掩飾不住心中的幸福

感，滿面紅光。隨後面對主持人提出以“婚紗照”、

“其樂融融”與“紅玫瑰與白玫瑰”為主題現場合

影的難題也盡顯三人融洽關系，隨後面對先看網絡

院線直播前征集的“三人落荒島先救誰”、“遭遇

食人族先吃誰”、“知道毒酒誰先喝時”時，三人

更壹致對外，堅決選擇主持人王自健。決然沒有壹

絲爭風吃醋的意味。

犀利提問過後，三位主演恢復身份，並且以演

員的角度對《港囧》做了自己的理解，趙薇表示：

“這是壹個有喜劇成分的電影，但是我覺得除了喜

劇之外，我還要同時上演苦情戲，壹定要做到讓觀

眾能夠在笑的同時，又在哭，哭的同時又在笑，就

對我來說是挺難的。”而杜鵑則解釋到：“這是我

第壹次接喜劇電影，我覺得這部電影會給大家帶來

開心，看完之後會給大家帶來更多的是感悟，我在

電影中除了喜劇的部分，還有感情戲的部分，還有

動作戲的部分。”

二人的解讀讓現場媒體及主持人再度對電影的

好奇度暴增，導演徐崢則對電影做出了全方位的解

讀：“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想說做壹部好的

電影，我相信觀眾成長得非常快，他們會感覺到電

影的升級和信息，以及容量。我相信他們看電影完

全是沒有問題的。

”而本次電影加入了重要的女性戲份，對此導

演也表示：“從她們的角度帶入感，壹定相信男性

觀眾會有共鳴。因為有兩位不同立場的女性的視

角，所以我們做的這個適應以後，我們發現女性

觀眾也很喜歡，也很接受。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不是

做壹個續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想說做

壹部好的電影，”

發布會現場，徐崢導演還鄭重向大家感謝了電

影中兩幅油畫的創作人著名藝術家、油畫大師郝軍

老師。不僅如此，導演還給大家帶來了另外壹份禮

物——由電影和國內最大的B2C電商平臺-天貓及

首席戰略合作夥伴娛樂寶聯合推出，百年老字號知

味觀傳統工藝生產的《港囧》同名月餅，以表徐導

希望觀眾在中秋時節，月圓人團圓的祝福。而且現

場更親自餵兩位紅顏品嘗。再度恩愛滿場。距電影

《港囧》上映還有不到壹個月時間，也恰逢中秋團

圓夜，9月25日，唯《港囧》與美食不可辜負。

《龍在哪裏？》
歡喜冤家酉雞戌狗光芒現身

由胡陞忠執導，章子怡、王力

宏、光良、梁靜茹、江美琪、戴立

忍等明星友情支持的3D動畫電影

《龍在哪裏？》將於今年10月 23

日全國公映。今日曝光歡喜冤家

“狗弟”“咕咕雞”的角色形象，

至此，生肖官們唯剩神秘的龍哥尚

未登場。

總是先聲奪人、嘴比腦快的狗

弟和他的好“雞”友咕咕雞姍姍來

遲。能看出這對兒歡喜冤家“狗

弟”和“咕咕雞”不乏骨子裏的執

拗氣，彼此鬥嘴又彼此相依。神同

步的表情神態和“好雞友，壹輩

子”的咕咕雞箴言又傳遞出兩者非

同壹般的情意。都說“雞犬不寧”，

兩位仁兄當真“在壹起”，豈有安

寧之時。還好狗弟有壹顆最敏感、

最忠實的心，中華田園犬壹出，可

秒殺所有名貴犬種，集各犬種優良

基因，吃苦耐勞，勤勤懇懇，喜歡

用重復性的語言強調可預見的危

機，正如狗弟箴言“重要的事情，

說三遍，說三遍，說三遍”。咕咕

雞的吵吵鬧鬧在人間也得到了體

諒，雖仰慕百鳥之王的鳳，更堅守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雞”

生信條，被譽為“狂熱的鄉村音

樂愛好者”。平平安安壹輩子，

吵吵鬧鬧也是壹輩子，讓我們祝

福他們吧。

電影《龍在哪裏？》講述的是

壹個十歲的女孩小珍，在偶然撿到

壹片龍鱗之後，意外地卷入了天上

的“生肖之爭”，她跟著生肖官

們，冒險找尋隱匿多年的神龍，以

拯救家人和混亂的世界。這是壹部

關於愛與成長，理想與信念的合家

歡中國原創動畫電影，真正的好萊

塢敘事結構，電影《星際迷航》主

編萊利卡羅Larry Carroll親自操刀，

好萊塢資深動畫視效指導胡陞忠先

生策劃與導演，中國原創動畫團隊

傾力制作。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從中

找到屬於自己樂趣的那個部分，而

兩部分笑點都只有各自的年齡層才

體會得到，從笑聲中收獲感動、冒

險中收獲溫情。本片由北京德稻教

育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多寶樹影視

科技有限公司、龍在哪裏有限公司

（香港）、彩宏工程有限公司（香

港）聯合出品。

《港囧》上演“維秘秀”
徐崢趙薇攜手恩愛走T臺

徐崢開“維密”範兒發布會 ”
終極大房“趙薇盡顯正室範兒

文藝女神杜鵑首亮相 恩愛合影狂虐單身狗

全新囧途完美升級 合家喜劇不止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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