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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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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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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echat ID: nodocloanWechat ID: nodocloan888888

每位
9-12岁儿童和65岁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12.99
晚餐&周末每位$15.99（须出示ID）; 限時一個半小時

仅限休斯顿门店：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 771-1153;
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713) 975-0687;

活动截止日期：10/3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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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籃網球星林書豪即將復出籃網球星林書豪即將復出，，不過他現在更在意不過他現在更在意
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書豪又開始折騰自己的發型書豪又開始折騰自己的發型。。

歐洲冠軍聯賽歐洲冠軍聯賽11//88決賽首回合又賽決賽首回合又賽22場場，，馬競客場馬競客場44比比22擊敗勒沃庫擊敗勒沃庫
森森。。上半時上半時，，文德爾解圍中楣文德爾解圍中楣。。薩烏爾壹條龍破門薩烏爾壹條龍破門。。加梅羅助攻加梅羅助攻，，格列格列
茲曼擴大比分茲曼擴大比分，，成為馬競歐冠最佳射手成為馬競歐冠最佳射手（（1313球球）。）。下半場下半場，，貝拉拉比扳貝拉拉比扳
回壹分回壹分，，加梅羅中框加梅羅中框，，此後他贏得點球並罰進此後他贏得點球並罰進。。薩維奇自擺烏龍薩維奇自擺烏龍。。替補替補
出場的托雷斯鎖定勝局出場的托雷斯鎖定勝局。。

勒沃庫森勒沃庫森22--44馬競馬競

[[迪拜賽迪拜賽]]王薔王薔22--00進八強進八強

20172017年年WTAWTA迪拜超五賽在今天展開女單迪拜超五賽在今天展開女單11//88決賽的較量決賽的較量。。中國金中國金
花王薔繼續出色表現花王薔繼續出色表現，，耗時耗時8181分鐘就以分鐘就以66--11//66--44橫掃上輪挑落橫掃上輪挑落22號種子號種子
的法國姑娘梅拉德諾維奇的法國姑娘梅拉德諾維奇，，打進生涯最高級別女單八強的同時即時排名打進生涯最高級別女單八強的同時即時排名
也創造個人最佳也創造個人最佳，，將對陣塞瓦斯托娃將對陣塞瓦斯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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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奪亞錦賽計時賽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單車男隊25日午在巴林F1賽車場揭
開戰幔的亞洲公路錦標賽男子團體計
時賽中，僅負哈薩克及日本，取得銅
牌。25日的比賽，除多彎、小山坡多
外，大風對車隊是一大考驗。港隊6名
隊員輪番領放，多次與日本隊正面交
鋒，最終在這項全程 38.4公里、3個
圈的較量中獲得第3名，哈薩克奪冠，
日本屈居亞軍。

CBA季後賽 粵籃勝四川
CBA（中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

24日晚迎來季後賽首戰，常規賽排名
前4的球隊中，僅亞軍廣東以111：91
順利戰勝四川，在5場3勝 (1-2-1-1）

的賽制中搶得晉級先機，新疆、上
海、廣廈三隊均被捲入“爆冷風”，
分別在山東、深圳、遼寧的主場拱手
讓出季後賽首場勝利。■記者 陳曉莉

比利兒子洗黑錢囚13年
香港文匯報

訊 巴西球王比
利的兒子伊
甸奴（Edin-
ho）的律師
25 日透露，
巴西一家法庭
日前裁定，要求
被控洗黑錢和販毒
的伊甸奴必須入獄服刑近13年。

46歲的伊甸奴曾是職業足球門
將，還曾為父親的母會山度士短暫効
力。2014年，他被判處33年監禁，不
過他提起上訴，由於相關程序持續時
間很長，伊甸奴至今還未開始服刑。
其律師稱，一位法官日前維持關於伊
甸奴洗黑錢和販毒罪名成立的判決，
但刑期減為12年零10個月。伊甸奴是
比利7名孩子之一。

單板滑雪 雙人花滑優勢明顯

中國軍團
亞冬會添3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亞冠盃首戰大敗，東方龍獅
25日在港超聯賽找回勝利感覺，
以2：1小勝標準灝天，擔任正選
的吳偉超坦言要在亞冠盃提升競
爭力，球隊的集中力有改善必
要。25日另一場比賽，理文流浪
以1：0擊敗港會。

剛大敗於廣州恒大的東方
希望贏得漂亮一仗以提升士氣，
雖然李康廉及洛迪古斯等主力休
息，不過面對實力稍遜的標準灝
天，東方仍足以主導形勢，僅
30 分鐘基奧雲尼已經梅開二
度，這位巴西前鋒其後12碼宴
客，令東方未能進一步擴大領先

優勢。
換邊後東方節奏明顯放

緩，更多次被標準灝天的反擊造
成威脅，直至完場前終於失守，
被艾華頓遠射中柱反彈中葉鴻輝
入網，最終東方龍獅以2：1全
取3分，打多一場下領先次席的
傑志6分。

雖然球隊贏波而回，不過
中堅吳偉超表示球隊仍有不少急
需改善的地方：“如果今場面對
的是亞冠盃級數的對手，我們可
能已經被反勝，無論面對任何對
手，我們均需要全場保持高度集
中，這是我們最需要改善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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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科高燒退賽
港女雙摘季
國際乒聯巡迴賽卡塔爾公開賽當地

時間24日結束次日的較量，首輪發燒仍
堅持上陣的國乒大滿貫球員張繼科因發
燒至40度而被迫退賽。

在首日比賽便燒至38.7度的張繼科，
堅持作戰下以4：1戰勝葡萄牙選手阿波羅
尼亞。第二輪對陣日本球手丹羽孝希，發
燒至40度的他在與對手打了兩球後便選擇
退賽，並立刻前往醫院就醫，結束這次卡
塔爾之旅。

由於馬龍/張繼科在首輪爆冷出局，
國乒男雙組合樊振東/梁靖崑被寄予厚
望。惟二人發揮不佳，被法國組合弗洛
雷和萊貝松直落三局淘汰。女雙陳夢和
王曼昱則連勝兩場，順利晉級決賽。

男單方面，國乒三將馬龍、方博及
樊振東齊齊晉級第三輪。女單陳夢攜手
兩位小將顧玉婷、王曼昱闖進八強。香
港隊的杜凱琴/李皓晴先以3：2勝日本組合
石川久美/平野美宇，躋身四強，後以2：3
不敵國乒小將陳夢/王曼昱，獲得第三名。

■記者 陳曉莉

據新華社消息，女子單板滑雪U型
場地的比賽，在2010年溫哥華冬

奧會獲得第四名的劉佳宇於本屆亞冬會
賽場上難覓對手，決賽首輪就憑藉幾個
高難度動作得到全場最高的93分。第二
輪最後一個出場的劉佳宇在第一輪成績
已保奪冠的情況下即興表演，輕鬆登上
冠軍領獎台。隊友蔡雪桐最終以78.5分
排名第二，日本選手今井胡桃摘得銅
牌。

攬U型場地男女子冠軍
劉佳宇說：“2007
年第一次參加亞冬
會，到現在也十年
啦。上次沒拿冠
軍，那是自己第
一次參加世界性
比賽。亞冬會這
個冠軍是自己一

直期望的，今天如願了。”
在索契冬奧會獲得男子單板滑雪U

型場地第六名的張義威，25日天決賽首
輪得到90.5分，排名第一。第二輪，張
義威加大動作難度，幾個漂亮的高空騰
躍翻轉征服現場裁判，得到全場最高的
93.5分，一舉奪冠。韓國選手權二俊獲
得亞軍。日本選手子出藤步夢摘得銅
牌。

張義威說：“十年前在長春，第一
次參加亞冬會，我整個人上場後是懵
的，大腦一片空白，那次拿了第七。這
次再次站上亞冬會賽場，能夠奪冠，真
是非常高興。接下來就得備戰2018年平
昌冬奧會了。不過，現在先不去想成
績，繼續努力訓練，然後去拚。”

于小雨 張昊獨領風騷
在花樣滑冰賽場，合作不到1年

的于小雨/張昊在短節目中就一馬當

先，由於中國雙人滑在亞洲的集團優
勢很明顯，因此兩人只要在自由滑節
目中沒有大失誤，金牌基本“板上釘
釘”。

自由滑比賽中，于小雨/張昊最後
一對出場，于小雨一襲白裙，張昊則一
身黑服，兩人在抒情的音樂中翩翩起
舞，“講述”一個有關保護環境的故
事。整套動作除于小雨在完成後內結環
三周跳時略有瑕疵外，兩人整場表現流
暢、動人，贏得了觀眾們的陣陣掌聲。

最終，裁判打出145.98分的高分，
他們以223.88分的總分贏得金牌，領先
亞軍彭程/金楊26.82分之多。朝鮮組合
廉太鈺/金柱希摘得銅牌。

賽後，張昊說：“從去年開始搭
檔，我倆基本沒有休息過，一直在磨
合、訓練，現在我倆配合得越來越默契
了。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記者 陳曉莉

中國冰壺隊在第八屆札
幌亞冬會斬獲男女子兩枚金
牌，取得歷史性突破。中國
冰壺隊總教練、加拿大人馬
塞爾在日前接受採訪時說，
“中國冰壺隊的每個人就像
我的家人，今天我為我的家
人獲得兩枚金牌感到驕傲和
高興”。

2013年在中國冰壺隊的
邀請下，馬塞爾來到中國執
教中國男、女兩支冰壺隊，
並帶領這兩支隊伍出征索契
冬奧會。2014年，馬塞爾卸
任主帥一職。2016年，在中
國隊再度邀請下，他重披帥
袍，選擇回歸。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
事情是讓我的隊員知道我們
是人，不是機器，我們會犯
錯，但我作為教練會盡力縮
小這些錯誤所導致的後果，
這是我執教很重要的一部
分。”馬塞爾說，“我認為
我們的團隊力量主要來自於
我們接受自己所犯下的錯
誤，我們也會用某種方式解
決掉問題”。

“按照目前的計劃，我
將和中國隊員們一起戰鬥到
2018 年冬奧會。”馬塞爾
說：“我希望我們能夠很好
地比賽，然後拿到（冬奧
會）資格。考慮到我已經離
開（中國隊）幾年了，我不
知道這一目標現在是否有可
能實現。但我真切希望我們
能夠在世錦賽取得勝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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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在日本札幌進入尾聲，在25日進行的倒數第2日比賽中，中國軍團包攬單板

滑雪U型場地男女子冠軍，而合作不到1年的于小雨／張昊也在花樣滑冰雙人滑的比賽中以他們本賽季

最高分奪金。截稿前，東道主日本隊暫以22金21銀22銅領銜亞冬會獎牌榜，韓國隊16金15銀16銅排

在第2，中國隊以12金12銀7銅暫列第3。

短
訊

■■ 于 小 雨
（ 上 ）/張
昊在雙人花
滑 輕 鬆 奪
冠。美聯社

■■劉佳宇將第二輪比賽變成個人表演劉佳宇將第二輪比賽變成個人表演。。 新華社新華社

■■張義威在男子
單板滑雪U型場
地賽無敵手。

路透社

■■參加亞錦賽團體計時賽的香港參加亞錦賽團體計時賽的香港
隊隊。。 沈金康提供沈金康提供

■■中國女子冰壺隊慶中國女子冰壺隊慶
祝勝利祝勝利。。 路透社路透社

■■基奧雲尼慶祝入基奧雲尼慶祝入
球球。。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比利兒子比利兒子
伊甸奴伊甸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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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 (
攝影: 張耀淑/曾宏政)

美國中西部客家同鄉會2017年春節
晚會暨客家日年會，於2月18日晚間，在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盛大舉行。客家會的
會員、鄉親、朋友們在晚會中展現歌舞才
藝，熱鬧又溫馨。出席晚會活動的有駐芝
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
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外
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僑務委員項邦珍、李
香蘭、周賢孟、巴勒特市(Bartlett Village
Hall)市長Kevin Wiliance伉儷、文化委員
會會長 Rita Lopienski等貴賓，以及來自
大芝加哥區的客家會的會員、鄉親、朋友
們近200多位歡聚一堂，整個晚會由開始
一路High到結束，節目精彩，美食佳餚、
豐富禮品抽獎，讓大家共同度過了一個
熱情、溫馨、難忘的夜晚。

駐芝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
寰致詞肯定，感謝勞苦功高的余成貴會
長，在過去1年把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在
推廣客家多元風情，帶給海外鄉親多元
的客家視聽饗宴，提升客家文化能見度，
帶動客家發展的不遺餘力。客家族群團
結、堅忍、適應環境、愛護文化、尊重傳統
的精神，令人敬佩。何處長期許客家同鄉

會在會長余成貴睿智的帶領下，團結在
一起，能夠繼續把客家文化介紹給美國
主流，服務更多僑民。祝福會務蒸蒸日上
！

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在致詞時表示
，很高興中西部客家同鄉會能夠在中心
再次舉辦一年一度的年會。客家人在海
內外皆有傑出表現，尤其是中西部客家
會不僅致力於保存客家歌曲、舞蹈，也將
這份傳統之美介紹到主流社會，客家的
鄉親們彼此互相扶持、團結齊心，僑委會
支持客家同鄉會，推動各項造福鄉親的
活動。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會長余成貴致詞
表示，客家同鄉會已經成立 26 屆，感謝
各屆會長、理事以及鄉親朋友們的共襄
盛舉，也感謝辦事處和僑教中心的全力
支持。餘會長並且用投影片報告了過去1
年來的回顧成果，包括2016總統就職典
禮、Bartlett市公開節慶活動、客家文藝圖
片展覽、夏令野餐、倫敦客家墾親大會、
雙十國慶花車遊行、客家山歌隊寶島之
旅、海外客語合唱觀摩賽、和巴勒特市
(Bartlett Village Hall)市長 Kevin Wallace
伉儷拜訪高雄市長等等多項活動，歡迎
客家之友加入同鄉會。會長也介紹新加

入的一位理事：戴柏霖給大家認識。
巴勒特市(Bartlett Village Hall) 市長Kev-
in Wiliance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會 長 Rita
Lopienski也在應邀致詞時表示對客家同
鄉會的肯定，巴勒特市與台灣的苗栗市
締結為姊妹市，期望雙方的往來，能多方
位推廣客家文化，他們在去年曾走訪台
灣，強調台灣之旅是無與倫比的美好經
驗。

年會中，並且由僑教中心副主任葉
子貞代表客委會，頒發「雙十國慶花車遊
行」感謝牌給中西部客家同鄉會。

晚會節目由僑務委員賴志鴻主持，
他感謝大家能夠參加當晚的年會，也特
別感謝各單位或個人熱心贊助摸彩禮品
或禮金，他幽默風趣的談吐，讓整個晚會
笑聲不斷。

隨後，精彩的餘興節目一一登場，第
一個節目由隊長彭慧真、指揮歐純妃、伴
奏陳瑋璐所帶領穿著客家傳統花衫、圍
著客家村大花領巾的客家山歌隊所表演
的合唱《賀新年、十八姑娘、思戀歌》揭開
了表演節目的序幕；張瑞玲編舞、彭慧真
、張瑞玲、林秋杏表演的客家創新舞《天
光》；芝城有名的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帶
領全體來賓《民歌帶動》，讓在場的觀眾

都忘記了自己的年齡，在座位上跟著甩
甩手，動動腳，扭扭腰，把現場氣氛炒得
「搶搶滾」；張瑞玲編劇、蘇婷旁白，楊學
慶、賴志鴻、余成貴、林俊志、彭慧真、蘇
婷、邱美純、黃玉嬌、張瑞玲、洪惠麗、林
秋杏聯合表演的《客家大夥房的夜晚》；
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表演的扇子功《龍
飛鳳舞》；張瑞玲演唱、Lsabelle Chin小提
琴演奏的國語台語客語組曲《春風吻上
我的臉、青春嶺、平板》；楊學慶編劇、楊
學慶、林俊志、范筱梅、彭慧真聯合演出
的《明天會更好》；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

表演的彩帶舞《迎春接福》，每一項的精
彩節目，都展現客家文化的豐富多彩，及
客家僑胞在海外傳承客家文化的用心，
全都贏得了滿堂喝采，晚會在全體來賓
大合唱《客家本色》的歌聲中落下帷幕。

抽獎活動更是當晚高潮，多個現金
大獎、精美禮品等，讓大家驚喜，歡呼聲
連連，增添了春節聯歡晚會的熱鬧氣氛。
整個晚會可說高潮迭起，毫無冷場，在熱
鬧、歡樂、溫馨的氣氛中，為一年一度的
春節晚會畫上溫馨句點，圓滿落幕。

美國中西部客家同鄉會2017年春節晚會暨客家日年會
會長余成貴感謝鄉親共襄盛舉 主持人賴志鴻帶動全場氣氛熱烈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理事和貴賓合影中西部客家同鄉會理事和貴賓合影

巴勒特市文化委員會會長巴勒特市文化委員會會長
Rita LopienskiRita Lopienski應邀致詞應邀致詞

巴勒特市巴勒特市((市長市長
Kevin WallaceKevin Wallace應邀致詞應邀致詞 臺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致詞臺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致詞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會長余成貴致詞中西部客家同鄉會會長余成貴致詞 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致詞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致詞

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代表客委會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代表客委會
頒發頒發「「雙十國慶花車遊行雙十國慶花車遊行」」感謝牌感謝牌

給中西部客家同鄉會給中西部客家同鄉會

僑務委員賴志鴻擔任晚會節目主持僑務委員賴志鴻擔任晚會節目主持 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表演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表演《《龍飛鳳舞龍飛鳳舞》》 客家山歌隊表演合唱客家山歌隊表演合唱《《賀新年賀新年、、十八姑娘十八姑娘、、思戀歌思戀歌》》

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表演的彩帶舞民族舞蹈老師張香君表演的彩帶舞《《迎春接福迎春接福》》
楊學慶楊學慶、、賴志鴻賴志鴻、、余成貴余成貴、、林俊志林俊志、、彭慧真彭慧真、、蘇婷蘇婷、、邱美純邱美純、、黃玉嬌黃玉嬌、、

張瑞玲張瑞玲、、洪惠麗洪惠麗、、林秋杏聯合表演的林秋杏聯合表演的《《客家大夥房的夜晚客家大夥房的夜晚》》

楊學慶楊學慶((左一左一))范筱梅范筱梅((左二左二)) 彭慧真彭慧真((右二右二))林俊志林俊志((右一右一))聯合演出的聯合演出的《《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

張瑞玲演唱張瑞玲演唱、、Lsabelle ChinLsabelle Chin小提琴演奏的小提琴演奏的
國語台語客語組曲國語台語客語組曲《《春風吻上我的臉春風吻上我的臉、、青春嶺青春嶺、、平板平板》》

張瑞玲張瑞玲、、彭慧真彭慧真、、林秋杏表演的客家創新舞林秋杏表演的客家創新舞《《天光天光》》 美麗熱心的女士們幫忙服務美食佳餚美麗熱心的女士們幫忙服務美食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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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天氣嚴寒，Leon感激天公造
美，在獻唱《相逢在雨中》時有

感而發：“有首歌應該要在這裡唱，
大家聽過就會聽過，知道就會知道，
為什麼？因為天好就我們。”

Leon換上藍色衫在唱出《Ba Ba》

前 ，便與在控制台上的雷頌德
（Mark）作互動，Mark預告Leon準
備了兩桶企鵝仔送給大家，接着Leon
便與兩位戴着企鵝帽的舞蹈員邊唱歌
邊拋企鵝公仔到台下送給觀眾。之後
Leon以黑皮褸造型現身，手上戴有發

放鐳射燈的飾物，型格十足，他叫大
家以掌聲鼓勵來介紹嘉賓鄭秀文
（Sammi）出場，Sammi架上墨鏡以
牛仔熱褲登場，完全無懼寒風，勁歌
熱舞唱出《信者得救》，繼而與Leon
合唱《Prima-Donna》，台下氣氛高
漲， Sammi唱畢後即落台，Leon笑
說：“真的驚喜，穿熱褲來。”

由於觀眾席有些位置離舞台較
遠，加上全站位會被前面人群遮擋，
現場不時傳出“看不到”的聲音，Le-
on安撫問：“是否C區朋友聽不到
呀？”有歌迷即大叫“看不到”，Le-
on說：“可能太嘈聽不到，行，暫時
不要叫，留着最後一擊！”

觀眾投訴視線遭遮擋
Leon出現必有金句，這晚他便發

表“垃圾論”：“你們多久沒有丟垃
圾？有沒有幫阿媽、鄰居丟垃圾？有
沒有將自己垃圾放入垃圾桶？我
有做到，我發現現今丟垃圾同
以前好不同，不關錢事，關
情懷事！有次我去朋友家
裡，他打算開門丟垃圾，
誰知道很快就關門， 問
他‘幹什麼？’他說
‘因為不想打招呼’，
之前我因工作去屋
苑，發現很多人都是
直行直過，以前我們見
到婆婆倒垃圾都會講聲
‘Hi’，現在連Hi、笑

一笑都沒有，其實可以‘Hi’一聲，
如果對方不理睬你， 你心裡面可以有
自己方法處理，當然不要講出來。如
果對方好好，你便多個幫手，這是我
的建議，希望有個溫暖社區，大家愛
護大家多些，希望指日可待。”隨即
Leon便獻唱《指日可待》。

Leon唱畢最後一首歌《Sugar in
the Marmalade》後，Mark指Leon不
喜歡安哥，但找來一位朋友安哥。

原來Leon把在網上的“明福俠”
首度現真身出場，Leon戴上紅色頭盔以
明福俠身份唱《我唔係死蠢》，為粉絲
帶來無限驚喜，之後他說：“今次無幸
運大抽獎坐摩天輪，無特別禮物，你們
會不會投訴？真係不投訴呀嘛，我衷心
多謝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到來，大家好
像買彩票，如果下雨和大風，大家都會
有風險，”原來Leon真金白銀買下打
後兩日同場地舉行的兩場表演，邀請被
抽中的粉絲看秀，屆時Leon都會在觀
眾席，站在台下與歌迷同一角度去感
受，更風騷說：“是要答謝大家多年來
的支持，大家幾十年朋友，不要客
氣。祝大家有個愉快晚上。”

SammiSammi冒寒熱褲撐場添驚喜冒寒熱褲撐場添驚喜

黎明“垃圾論”
籲建溫暖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明（Leon）24日晚於香港中環

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一場《黎明Leon's Penguins in Live 2017》演唱

會，現場1萬6千位粉絲冒寒全站着看表演，但見到偶像現身即時暖

在心頭。Leon亦為歌迷帶來驚喜，壓軸時首度以“真身明福俠”造

型現身，又在伸展舞台狂奔，難得見到Leon跳脫一面，當然亦不忘

“金句王”上身，Leon以“垃圾論”來提議大家要主動跟人打招

呼，增添社會情懷。

香港文匯報訊前港姐吳婉芳的
55歲老公胡家驊24日被傳猝逝，
各方好友都大感愕然，但一直未得
到當事人證實，吳婉芳也只以合十
表情符號回應好友的短訊慰問。至
25日吳婉芳終於向傳媒發出聲明，
親證丈夫離世的消息，全文如下：

致各傳媒朋友

我夫胡家驊於前天（23日）在
睡夢中安然辭世。在此時刻，請給
予我們一點空間，感謝各界關心。

胡吳婉芳
2017年2月25日

此外，其家人25日亦宣佈胡家
驊的喪禮安排，將於3月1日在香
港殯儀館設靈，翌日出殯。

吳婉芳發聲明證丈夫夢中辭世

■■黎明與嘉賓鄭秀文合唱黎明與嘉賓鄭秀文合唱《《PriPri--
ma-Donnama-Donna》。》。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演唱會難演唱會難
得見到黎明得見到黎明
跳脫一面跳脫一面。。

■■黎明首度以黎明首度以““真真
身明福俠身明福俠””造型現造型現
身身。。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黎明拋企鵝公仔給黎明拋企鵝公仔給
觀眾時露鬼馬表情觀眾時露鬼馬表情。。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現場現場11萬萬66千位粉絲冒寒全站着看表演千位粉絲冒寒全站着看表演。。

魯芬設靈 群星哀悼

祥嫂到靈堂哭談兆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喜劇演

員魯芬（原名張偉芬）因皮肌炎引致肺部
衰竭與世長辭，享年63歲。魯芬於25日在
世界殯儀館設靈，喪禮以佛教儀式舉行，
並於26日9時公祭，11時大殮，12時出
殯，靈柩移送鑽石山火葬場火化，骨灰則
有待安排安葬。

魯芬喪禮上，家人包括弟妹、姪兒、
姪女及從上海到來的親友均有出席，姪兒
張鈺麟及姪女張月齡一同接受傳媒訪問。
提到在魯芬臨終前，家人在其身旁唱歌給
她聽？姪女點頭說：“在她彌留差不多不
得之時，我們大合唱了她最喜歡的《友誼
之光》，她也是待我們唱完整首歌才離
開！”

魯芬的靈堂以白色清雅佈置，靈前橫
匾寫一上“往生淨土”，家人選用其生活
照作遺照，亦是圍滿白色百合花。而在播
出魯芬生前的紀念特輯，其中剪輯了魯芬

在台上演出完在說：“嗌聲我啦，我走
喇！”隨之就播出她的愛歌《友誼之
光》。

華仔李光洙花圈弔唁
至於致送花圈弔唁的圈中友好，包括

曾志偉與太太朱錫珍及家人、曾跟魯芬合
作拍了兩輯廣告的韓星李光洙、劉德華、
成龍、劉青雲、王祖藍與李亞男、吳孟
達、呂良偉、森森、斑斑、陳浩民與太
太、元秋與文雪兒。

來到致祭友好包括曾志偉、八両金父
子、黃夏蕙、徐寶鳳、麥翠嫻、斑斑、徐
小明與家人、劉少君，其中曾志偉入到靈
堂走到魯芬靈前躬躹後，便跟太太靜坐一
旁看紀念冊，大約逗留40分鐘後沒接受訪
問便離開，但見他臉上帶着絲絲傷感。

祥嫂洪金梅手扶拐杖由黃夏蕙及乾子
乾女攙扶到靈堂，她表示去年底在洪水橋

附近有見過魯芬，也不覺她身體有異仍聲
如洪鐘。

當提到兒子兆尊公開有三位紅顏知
己？祥嫂突然激動全身發震說：“扶一扶
我先，我緊張，我真的好辛苦，當憐憫
我，我未組織到！”到她定神後即說：
“有三個是好事，我兒子是人見人愛，始
終是新馬仔兒子，手上有4個6個都應該，
年輕人嘛！”祥嫂反問自己是否答得得
體：“大家不好笑他（兆尊）、挖苦他，
當給面祥哥，我都好想念他們（子
女）！”此時祥嫂已哭成淚人說：“3個又
好，多少個都好，不應該讓兒子煩惱，煩
就煩我好了，兆尊出來承認是有苦衷，他
想再出來娛樂圈工作，1拖7、1拖3又好，
不好這樣講”祥嫂希望所講的說話不會失
禮伶王（慈善伶王鄧永祥），講得得體也
要講事實，希望留一點情面給新馬仔。她
說“只想幫子女重投娛樂圈！”

■■家屬家屬 2525
日在世界殯日在世界殯
儀館為魯芬儀館為魯芬
設靈設靈。。

敏之冀過幾年湊成“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敏之

25日到商場出席奧比斯慈善活動。有份拍
攝新劇《溏心風暴3》的敏之，表示因要趕
拍進度，加上忙於照顧BB，現在每天只有
2、3個小時休息。敏之透露拍完劇後會帶
兒子出埠享受陽光與海灘。至於會否急於追
生女兒湊成“好”字？她說：“再過幾年
先，都想追個女湊成好字，但一定兩個夠
數。”笑指她現在有兒子會否冷落老公？她
笑道：“不會，兩個都是我的最愛，不過
BB小還要照顧。” ■■陳敏之陳敏之



CC66臺灣影視

大陸相親節目迴響度高而出現「抄襲疑雲」。東方衛視的交友節目《中
國式相親》與湖南衛視交友談話類節目《為你而來》有類似橋段，引發不
少人質疑抄襲。

比如男女嘉賓帶著爸媽等家庭成員齊上陣，但在相親時由長輩負責
相看和交流，男、女嘉賓只能根據親友的建議進行選擇等方式。目前，《為
你而來》節目製作方回應：「兩者完全不同」。

《為你而來》日前首播，網友質疑該節目與《中國式相親》有著相似
的話題。兩者都是相親節目，都帶著父母或其他親屬，也都設置了只有一
方可見的嘉賓觀察室，且都有選擇與反選擇環節，兩檔節目因此陷入了創
意重疊的質疑中。

對此，《為你而來》節目執行總導演劉軍表示，兩檔節目除了概念上相
似，從交友模式到話題選擇都完全不同，「從舞台美術、人數、流程上完全
不同，我們的交友模式不同，它是一股清流，話題完全不同。」劉軍認為，
電視交友節目經過 20 年更迭，已從快餐式相親秀場，逐漸轉變為全方面
慢節奏真人秀，並在真實性與娛樂性之間尋找平衡，「既要保證交友的真
實，也透過典型人物來傳遞正確的婚戀觀」。

針對「帶父母一起去相親」的同類型節目出現後，往往造成討論的現
象，陸媒評論認為，父母參與子女的相親活動，表達對孩子的婚戀態度，
並就具體的交往對象，給子女提供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確實符合傳
統觀念。但讓原本屬於私密的相親活動和父母子女間的婚戀觀衝突，曝
光在大庭廣眾之下，是否有點譁眾取寵？

相親節目夯
為你而來捲入抄襲疑雲

飛碟電台驚傳營運危機 張小燕辭董座

金鋼狼要來了！ 助中華電拚 MOD

吳奇隆暖心教頭 謝霆鋒怒到快飆髒話

北韓金正男遭刺殺新聞引國際關注，為北韓特工更添
神秘恐怖色彩，剛好南北韓特工、警察角力的新片《機密同
盟》在台上映，炫彬演出有著鋼條般精實身材和意志力的
北韓特務，與詮釋南韓中年警察的柳海真，進行爾虞我詐
的超級合作。

在槍戰、飛車等高難度動作烘托下，在柳海真資本主義
國家的老油條警察大叔對比下，不苟言笑、一心為祖國完成
任務的炫彬簡直帥到一個新境界。《機密同盟》可說是趙
又廷、黃渤《痞子英雄》的進化細膩版，一部是南北韓代表
的互相忌憚但不能翻臉，一部是黑白兩道代表明明對立卻
要同謀，兩影片都有兩位男主角，一人英雄神武又顏值擔當，
另一人負責搞笑。這種以反差造成的喜劇效果，帶觀眾進入
不打不相識的兄弟情故事，令人百看不厭。

說到力捧偶像男星、塑造男神，任誰也無法忽視南韓影
視作品操作的細膩，總讓觀眾難以招架，而甘願入坑追看。
光是近期韓劇《鬼怪》，以帥氣西裝、各式新款長大衣風衣
的，把明明是鬼怪妖魔的男主角們，都包裝得像天神！

如此刻意、卻如此順眼，加上劇情、創意和拍攝品質也
講究，難怪孔劉再次爆紅。

炫彬亦是從《我叫金三順》、《秘密花園》一路被捧成

藝人吳奇隆在中國大陸選秀節目「蜜蜂少女隊」指導練習生，
被封為「暖心教頭」，香港藝人謝霆鋒則化身「魔鬼教頭」，被
團員表現惹怒，差點要罵髒話。

中天娛樂全新選秀節目「蜜蜂少女隊」，吳奇隆和謝霆鋒全
程指導練習生，首集節目兩教頭率先選出隊伍成員，看得出吳奇
隆和謝霆鋒教導風格迥異。

吳奇隆被冠上「暖心教頭」稱號，特地為團員們準備小禮物，
馬上擄獲團員們的心，他也是團體出身，希望與團員們像朋友一
樣，採亦師亦友方式教育，立刻記得所有團員名字，展現溫暖導
師一面。

他表示，團隊裡要多一點溝通，彼此才會了解，了解得愈多，
才會有向心力。

化身「魔鬼教頭」的謝霆鋒，對團員們要求相當嚴厲，對唱
功非常講究，團員們在試唱時面對嚴師全都繃緊神經，但表現不佳當場惹火謝霆鋒，直喊「如果這不是 10 點播出的節目，
我就開始罵髒話了」。

謝霆鋒還發號碼牌替代團員名字，讓團員傻眼直呼「喊號碼多奇怪？喊名字親切多了」，謝霆鋒回說「要我記得你，跳
得再好一點，唱得再好一點」。

好萊塢男星休傑克曼將於 26日登台，為金鋼狼獨立電影第 3 部《羅根》
造勢，中華電信（2412）MOD 將聯手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在台舉辦亞
洲唯一首映會，並於 MOD 設立「金鋼狼」專區。

中華電信 MOD 擁有大量國內外頻道，搭配隨選隨看的彈性收視模
式，目前全台約有 130 萬用戶。中華電信董事長鄭優日前多次公開表態將
力拓 MOD 業務，希望積極向主流頻道招手，力邀頻道商與內容業者加入
MOD 與 OTT 大平台，吸引更多優質影音節目上架。

為全力拓展 MOD 用戶，中華電除了透過全台門市、合作通路神腦國
際（2450）共700 多店動員推銷、力邀衛星頻道上架 MOD，豐富節目內容外，
近期更大手筆與福斯影片公司合作，舉辦亞洲唯一的《羅根》電影首映會，
好萊塢男星休傑克曼（Hugh Jackman）、派屈克史都華（Patrick Stewart）將
親自站台，為兩人最後一次演出金鋼狼的電影宣傳造勢。

休傑克曼、派屈克史都華預計 26 日抵台，並於 2 月 27 日晚間 6 時在
台北 101 水舞廣場出席首映會與粉絲見面。台灣將成為亞洲此次《羅根》
唯一的宣傳地點，同樣也是全球巡迴終點站。

中華電信 MOD 獨家取得直播合作，將為 27 日沒有辦法前往台北 101
水舞廣場的粉絲們，在中華電信 MOD、中華影視 APP 準備首映會的紅毯
直播。

除了首映會，中華電信即日起在 MOD 平台設立「金鋼狼」專區為影迷
暖身，囊括「X 戰警」或「金鋼狼」全系列電影共 8 部，還有其他休傑克曼電影，
包含《成人世界》、《鋼鐵擂台》、《悲慘世界》等共 21 部，讓影迷看飽、看滿。

中華電信 MOD 表示，未來也會持續利用電信龍頭優勢，與更多優質
內容供應商合作，打造應用多元與內容精彩的影視平台。

開台滿 20 年的飛碟電台，日前驚傳營運出現危機，不
僅多名台內 DJ 離職、知名節目停播、假日時段更是全部以
重播節目墊檔，連藝人張小燕也悄悄在過年前辭去董事長
職務。不過，張小燕受訪時否認電台經營不善，僅說要讓年
輕人發揮；節目部經理陳祥義也表示，重播墊檔只是節目型
態調整。

根據《蘋果日報》20 日報導，飛碟電台因為不敵時代變
遷的大環境不佳，整體收聽率下滑、營運吃緊，加上「一例
一休」上路後，讓營運雪上加霜，為了節省成本，只能將週六、
日節目改為預錄，最近更直接
停掉節目，改以重播方式墊檔，
播出後，長達 12 年的知名長
青節目《青春點點點》週日版
也喊停。

除此之外，藝人張小燕也
確定在農曆年前請辭擔任 10
年的董事長一職，外傳是為了
公司營運負責，不少員工私下
傳出，下一步可能是裁員，但
張小燕受訪時澄清，電台仍會
繼續經營下去，請辭董事長是
因為她年紀不小了，要讓年輕
人發揮，未來仍是飛碟電台董
事。

張小燕也否認飛碟電台的
收聽率不佳，她強調，飛碟的
政論節目、黃子佼、光禹、陶晶
瑩的節目收聽率都不錯，但現
在媒體也在轉型，在網路瓜分
市場的情況下，「確實經營得

比較辛苦」，而這是她一個階段的轉變，未來就以主持電視
節目為主。

飛碟電台成立於 1996 年，起源於新黨申請成立的「新
希望電台」，創辦人是當年參選台北市長失利的趙少康，後
來趙少康 2006 年欲接手中廣，即由張小燕接任董事長至今，
台內除了知性、音樂性節目外，政論節目也受到深藍支持者
的歡迎，包括由名嘴唐湘龍主持的「飛碟早餐」、董智森主
持的「飛碟午餐」，以及陳揮文主持的「飛碟晚餐」。

善用演員魅力 《合約男女》張孝全拿什麼比
   《機密同盟》炫彬

男神，退伍後更挑戰各種角色演出，在韓國大賣的新片《機
密同盟》中，他外冷內熱的特務有如超級英雄般，從高樓躍
下身手矯健，從行駛車輛中對歹徒穩穩開槍又展現了腰力，
即使冷臉對潤娥，展現的也是另種深情。

電影的每個鏡頭都看得出導演對炫彬刻意美化、符合
劇情卻不尷尬的高招，讓觀眾融入電影且開心全程。

其實只要是在乎票房的電影，就應該善用演員魅力。
新片《合約男女》由鄭秀文、張孝全主演，描述的是霸

道女總裁找快遞年下男當精主的故事，不算新鮮哏，卻因為
發揮了演員長處和特質，劇情幽默、節奏輕快，也許有點誇
張，但角色人物乾脆、不遮掩、不矯情，法國美景襯托亦令
人心曠神怡。

張孝全這回不耍狠、不自閉，《合約男女》徹底掌握他
的長處：裸露的性感。愛情電影不用床戲而靠男主角秀肌肉，
就知道張孝全魅力大受導演重視，他穿小內褲進衣櫃間換
衣服，像好萊塢男星查寧塔圖那樣跳脫衣舞的扭一扭，喜
感與性感兼具。

在《健忘村》神拳小江南動作喜感表現突出的張孝全，
《合約男女》更像本色演出，不時露出憨厚傻笑的迷人笑容，
這樣全然運用演員魅力的方式，港陸電影常見，國片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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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賢動作片《紅海行動》摩洛哥開機
導演現身監視器前 張譯加盟或搭檔彭於晏

林超賢新作《紅海行動》日前在摩洛哥開機，片場照顯示他穩坐監視器

前，劇組壹眾人員拜神祈福。這是林超賢繼《湄公河行動》拿下11.84億票

房稱霸2016國慶檔後，又壹部動作新片，依然與博納影業合作，張譯確定

加盟或搭檔彭於晏、段奕宏、黃景瑜等。據悉，《紅海行動》依然延續林超

賢酷愛動作片的特色，將與軍方合作，講述特種部隊海外撤僑五人小組解救

人質的驚險歷程，既宣傳愛國主義和海權思想，也是軍迷們的福利，題材可

謂又正又新。電影預計2017年下半年上映。

此前《湄公河行動》用商業片的面貌再現主旋律大案受到觀眾認可，因

為有公安部的全力支持，導演林超賢拿到了第壹手的絕密資料，為創作提供

了上佳素材，不過在與公安部討論劇本的過程中，作為壹名在香港拍慣了商

業片的導演，他因幾十條審查意見壹度想放棄。後來經驗豐富的監制黃建新

鼓勵林超賢堅持自己的想法，在雙方磨合過程中，才有了《湄公河行動》的

種種突破，對待“主旋律”，林超賢堅持“拿最後的作品說話”，不知這次

《紅海行動》又有哪些敏感地帶和雷區被呈現，觀眾盡可拭目以待。

歐陽奮強新片《詭眼》曝靈異海報
萬物修靈皆可開天眼 盡觀三界

由“賈寶玉”歐陽奮強執導，施展、

文夢洋、蘭嵐領銜主演的恐怖懸疑片《詭

眼》正式定檔於3月10日，寶哥哥即將為

粉絲講述壹段真實的靈異事件。今日，片

方發布了“民間傳說”系列海報之壹的

“萬物修靈”款海報，該系列海報主打神

秘靈異的民間故事，不僅是人，世間的萬

物都可以開天眼，看到壹些常人所不能看

到的東西。而其女主文夢洋首次出演鬼片

，也引來關註。

據透露，此款海報的創意來自於古籍

《尚書· 泰勢上》中的壹句話：“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而除人之外，

天地間的壹切也都是有靈性的。從古至今

，就有不少萬物修靈的傳說，其中以《聊

齋誌異》最廣為人知。據悉，今天的發布

的民間傳說為壹個系列海報，此後，將還

會有數張同系列海報發布，皆以古老神秘

的民間傳說為背景創作。

萬物，喻指世間的壹切生物，不僅僅

是人，萬物皆有靈，這是人類自古以來的

普遍信仰。先民認為，不僅人有靈魂，日

月山河、樹木花鳥等無不具有靈魂。靈魂

有獨立性，人死後會離人而去，寄存於海

洋、山谷、動物、植物或他人身上。而且

，人的靈魂與宇宙萬物的靈魂是相通的，

可以相互轉化。影片《詭眼》發布的這款

“萬物修靈”海報，就是以此古老的記載

為背景所創作。不僅人是萬物之靈，不僅

人可以修靈開天眼，世間萬物也全都可以

，萬物修靈開了天眼之後，便可以盡觀三

界，跟人壹樣通鬼通神通未來，而三界之

內皆萬物，萬物則皆可生，皆可成靈。

張雨綺張亮《不期而遇》定檔5.19
張猛監制曝預告 大部分場景在美國拍攝

由電廣傳媒影業、聚禾影畫影業、獅門中國（英國）有限公司共

同投資出品，張猛監制，張雨綺、張亮主演的公路愛情喜劇電影《不

期而遇》宣布定檔5月19日公映。

今日該片發布了電影定檔海報以及公路版定檔預告片，預告片中

不僅大量展示了1號公路的無限風光，張雨綺、張亮的首次大銀幕合

作更是電光火石，片中的男神與女神的邂逅少了老套的浪漫唯美路數

，開創了“口嫌體正直”的愛情電影新劇情。

影片大部分場景在美國拍攝，獅門影業也為此提供了好萊塢的專

業人員與技術支持。不僅提供全副好萊塢硬件支持，更推薦不少大片

班底，包括《北京遇上西雅圖》中的美方制片人等。

《指甲刀人魔》周冬雨張孝全甜蜜牽手
取景夏威夷新劇照曝光 怪力少女+文藝憨男CP感十足

由彭浩翔、梁啟緣監制，關智耀執導

，周冬雨、張孝全、鄭伊健、謝依霖等聯

袂主演的奇幻浪漫愛情喜劇《指甲刀人魔

》即將於4月14日上映。今日，片方發布了

壹系列“奇幻愛戀風”主題劇照，男女主

角將在熱情絢爛的夏威夷上演的這段奇幻

愛情故事。

今日曝光的“奇幻愛戀風”主題劇照

色彩斑斕，給人壹種極具張力的視覺體驗

。除了絢麗的色彩，我們還會發現大塊撞

色的使用，男女主演身著明黃、亮橘、海

藍等顏色同框，在色彩豐富的背景之中卻

毫不違和，還有種異常和諧的搭配感，叫

人不得不驚呼“周全CP”太有戲劇效果。

電影《指甲刀人魔》在美麗的夏威夷

取景，風景自不必說，絢麗美景之下，角

色人物性格鮮明且充滿奇幻色彩，對於新

晉影後周冬雨和圈內知名“文藝男”張孝

全而言，猶如為演技錦上添花。在這幾張

劇照中，“憨男+怪力少女CP”顯得尤為與

眾不同，凡人與“人魔”之間的情感故事

，更加讓人期待。

值得壹提的是，早在2010年，《指甲

刀人魔》就已經拍出了同名微電影，當時

該短片在豆瓣上的評分達到了7.9，七年後

又將再度被搬上大銀幕。相對而言，電影

版時長有著屬性上的優勢，劇情描述自然

更加豐富。雖然同樣是討論愛情，以及由

此延伸出來的“信任”話題，但與微電影

大相徑庭，在原有情節基礎上將會有讓人

耳目壹新的全新設定。

人物方面，劇照中染著壹頭紅發的周

冬雨像是壹個怪力少女，讓人眼前壹亮，

她頗具認知度的人物形象也為該片披上了

濃重的奇幻色彩，不知道這位90後實力小

花將會帶來怎樣的銀幕驚喜呢？此外，和

周冬雨搭戲的張孝全，其角色也備受矚目

，僅從劇照中看，就不像是之前微電影中

的宅男設定。或許電影版《指甲刀人魔》

有著很多意外之處吧，請觀眾拭目以待。

電影《指甲刀人魔》將於4月14日正式

上映。

《瑪格麗特的春天》曝艾倫版預告片

男扮女裝挑戰男閨蜜
上演“追女仔”搞笑故事

由青年導演王寧執導，艾倫、田亮、王自健、胡杏兒、趙文琪、

徐冬冬等人聯袂主演的愛情喜劇電影《瑪格麗特的春天》今日發布了

主演艾倫版預告片。在影片中，艾倫飾演了壹個男閨蜜，是個傲嬌可

愛、善良仗義的陽光暖男。

對於此次男扮女裝挑戰男閨蜜是否會有代入感，艾倫表示，生活

中的自己是壹位純爺們，但作為壹個演員，要從內心揣摩這個角色的

特質在生活中是什麽樣子，所以這部戲並不好演。而被問及現實生活

中會不會也用偽裝閨蜜這種方法來追自己喜歡的女生，艾倫更是男人

味十足的表示“我喜歡壹個女孩，我就直接告訴她我喜歡妳！”

電影講述了由壹場婚禮引發的幾段愛情故事，艾倫、王自健因田

亮和胡杏兒的“世紀婚禮”紛紛齊聚澳門，三個男人壹邊為這場豪華

婚禮做準備，壹邊深陷愛情窘境，在追求各自女神的路上不僅阻礙重

重，更引出壹段段啼笑皆非的故事，已定檔3月10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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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9) 蒞訪休士頓，僑務委員劉秀美 ( 右 7)、葉宏志 ( 右 8)、黎淑瑛 ( 右 10) 及甘幼蘋 ( 右 12)，僑務
顧問陳美芬 ( 左 4)、僑務促進委員王妍霞及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林西河堂主席林羅秀娟、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總會
長嚴杰等數十僑團代表前往機場歡迎。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休士頓僑社歡迎晚宴發起人僑務委員劉秀美 ( 左 2)、葉宏志
( 右 2)、黎淑瑛 ( 左 1) 及甘幼蘋 ( 右 1)，僑務顧問陳美芬 ( 右
3) 贈送德州紀念品歡迎吳委員長 ( 右 4) 常來訪，左 3.4 為黃
敏境處長伉儷。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訪休士頓 親切形象凝聚藍綠僑心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10) 在黃敏境處長 ( 右 5)、莊雅
淑主任 ( 右 12) 等陪同下，前往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
會天后廟拜會與翁作華會長(右9)、周滿洪理事長(右
11) 以及全體元老、理監事合影。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左 2) 致贈休士頓中華公所丁方印共同主
席 ( 右 1)、陳慶輝共同主席 ( 左 1) 琉璃以及蔡總統新年福
袋祝賀該會所會務昌隆。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4) 與休士頓台灣商會以及休士頓各大台資
企業負責人座談，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梁慶輝主持 ( 右 3)，駐
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 右 5)、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右 1)
等陪同出席。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4) 在黃敏境處長 ( 右 4)、莊雅淑主任 ( 左 1)
等陪同下拜會休士頓中華公所，與丁方印共同主席 ( 右 3)、陳
慶輝共同主席 ( 左 3) 以及各所屬 24 個僑團代表合影。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左排坐右 3) 在
黃敏境處長 ( 左排坐右 4)、莊雅
淑主任 ( 右排站右 2) 等陪同下與
休士頓台籍僑領休士頓臺灣同鄉
會前會長楊明耕 ( 左排坐右 2)、
台灣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 ( 右
排坐左 4)、台灣松年學院院長許
勝弘 ( 左排站右 1)、台灣文化導
覽核心志工張世勳僑務顧問 ( 右
排坐左 3)、陳逸玲僑務促進委員
( 右排坐左 2) 等休士頓臺灣同鄉
會等數十位鄉親會茶叙話家常。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5) 在黃敏境處長
( 右 6)、莊雅淑主任 ( 右 2) 等陪同下
拜會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
並帶來蔡總統新年賀年福袋由翁作華
會長 ( 右 4)、周滿洪理事長 ( 右 7) 代
表接受，並添香油錢為僑社祈福。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2) 熱情與參
與僑宴與會僑胞互動致謝，與會
僑胞對吳委員長親民形象留下深
刻印象，右 1 為僑宴召集人之一
劉秀美僑務委員。

僑委會吳委員長 ( 右 5) 在黃敏境處長 ( 右
3)、莊雅淑主任 ( 右 4) 等陪同下拜會潮
州會館本頭公廟，對該會為南台灣賑災
致謝並帶來台灣茶葉贈送該會館，與該
會秘書長林國雄 ( 右 4)、理事長徐耀德
及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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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know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L’Auberge Casino 

Resort had the most legendary Midi Baccarat 
run ever of 31 bankers! Now it’s your turn.

EPIC BACCARAT ACTION.
RUN OF 31 BAN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