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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童聊吧》
以主持人墨童名字命名的單人脫口秀節目形
式新穎﹐內容新鮮有趣﹒今晚7時30分請鎖定
美南國際電視15.3《生活》節目之《墨童聊吧》﹐
下周一晚8時和下周二下午1時30分重播﹒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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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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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昨（ 9 月 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在萊斯大學（Rice
Faculty Club ) 以斯帖室（ Esther Room
) 舉行華語教師歡迎午宴，歡迎今年首
次透過教育部推薦甫到萊斯大學任教的
簡翊嘉老師，以及到休士頓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擔任華語教學助理
的鄭婷怡同學。甫於前一晚抵休履新的
「台北經文處 」 新任陳處長家彥，親

自到場主持餐會，陳處長說他不覺得疲
勞，因為他有很強的願望和責任去履行
他的新工作。

餐會上除了陳處長致歡迎詞，萊
斯大學語言與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拉斐爾
薩拉維里（Rafael Salaberry ), 及 Sharp-
stown 國際學校校長紛紛在餐會上簡述

他們從過去至今的國際語文課程的安排
和成績，也介紹了這次來自台灣的客座
老師簡翊嘉。

簡翊嘉老師獲得了愛荷華大學教
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文學碩士學位，
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台灣師範大學教師
學院接受了 L2 中文教學的專業培訓。
在來萊斯大學之前，他在愛荷華大學，
德佛大學和台灣輔仁天主教大學教授學
習中文的課程。 簡老師還在國內沉浸
式課程（STARTALK），留學課程和
在線課程方面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簡
老師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教學
語法，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指導第
二語言（ISLA）和中文教學。簡翊嘉老
師一直致力於促進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學
生的學習機會，將正宗的華語世界帶入

課堂，並喜愛看到他的學生進行跨文化
交流。

而此次來休士頓Sharptown Inter-
national School 擔任華語教學助理的鄭
婷怡同學也在餐會上作自我介紹： 她
是台灣屏東人，台中教育大學 「語文
教育系」 畢業，曾擔任台灣 「新住民
班 」 （ 外 國 人 ， 如 比 、 日 、 韓 、
菲---- 等國） 的 「華語文課程」老
師一年。這次來美教中文，她覺得美國
的教育環境和台灣不一樣，她來此學習
美國的（ 一） 教育體制（ 二 ）教育規
劃（ 三） 目標。美國每一學生有一課
表，並按程度分班，每班平均 15 至 30
人，並注重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應用
所學。

台北經文處昨在萊斯大學舉行華語教師歡迎午宴
前一晚剛抵休的陳處長家彥親自主持餐會熱情履新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1010 月月 1414 日舉行日舉行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大力贊助，著名音樂人張江助陣演出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美南新聞及休士
頓各族裔上百個社團共同主辦的 「哈維颶風國際區
救災募資音樂會 」 將於10 月 14 日（ 星期六） 下
午五時至八時，在休士頓國際區可容1500 人的越南
寺廟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 （ 地址：6709
Howell Sugar Land Rd. Houston TX 77083 ) 舉行，國
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大力贊助，率先捐出美金五千
元拋磚引玉，歡迎各界共襄盛舉，加入我們的行列
去幫助那些受到哈維颶風影響的人。

這場 「哈維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顧名思義，它是屬於全休士頓各族裔人士的一場 「
國際區」 救災募資音樂會。休市市長及國會議員都
將與會。在主辦人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 李蔚華先生致開場詞後，市長等嘉賓將蒞會
致詞，並表揚評選出來的中、外社區抗洪救災先進
典型代表各20 人。由市長等貴賓主持頒獎。

在播放這次休市令人感動的抗洪救災，發揮人
間真愛的影片之後，由該晚節目的總策劃高曉慧，
吳曉萍所精心策劃的音樂，表演節目正式登場。包
括：J&H 舞蹈學校的開場舞 「仰望 」，劉良子女聲
獨唱； The Medley by North America Youth Orches-
tra 的民樂表演-- 名曲聯奏；印度，巴基斯坦的舞蹈
，及由 「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 站長，年僅十

六歲的劉相志，他剛剛結束暑假期間和交響樂團在
中國巡演，他演奏的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
，受到業內人士的稱讚，這次他將代表國際陽光行
社團鋼琴演奏李斯特的 「侏儒之舞 」及 「匈牙利狂
想曲第六號 」 兩首曲子。

在樊玉珍工作室表演歌唱及舞蹈演出之後，當
晚的壓軸主秀、著名音樂人張江登台演唱二首作品
，一首是由曲朝陽作詞，吳曉萍作曲的 「大愛無疆
」，另一首 「祈禱 」 則由陳祖幸，曲朝陽，吳曉萍
作詞，吳曉萍作曲，這首作品是詞曲作者專門為這
次洪災改編的，此作品表現了三天三夜洪災的日子
裡休斯敦的人們站在窗前看著狂風暴雨，祈求上帝
保守家園，保守我們的城市。歌中開始四句歌詞唱
到：祈禱在風里，祈禱在雨中，祈禱在夜晚，祈禱
在黎明------這四句唱出了當時人們的心情，特
別是張江細膩，真摯的演唱，相信在塲的觀眾都將
深受感動。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前半場
將由 「美南電視」 主播，名主持人張同艷，馬健主
持。後半場則由僑界著名主持人陸峻，劉良子主持
。入場券分$100，$50，$20 三種，現正在各社團發
售中，所有收益將用於幫助受颶風哈維影響的組織
。節目或入場券詳情請電281-498-4310

圖為著名音樂製作人圖為著名音樂製作人，，作曲作曲，，編曲編曲，，演演
唱家唱家。。現為孫楠現為孫楠StudioStudio 音樂總監張江音樂總監張江。。

圖為劉相志圖為劉相志，，1616 歲歲，，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
站站長站站長，，鋼琴演奏成就驚人鋼琴演奏成就驚人。。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新任處長陳家彥新任處長陳家彥（（ 右四右四 ），）， 「「 教育組教育組 」」 組長周組長周
慧宜慧宜（（ 右一右一 ），），及透過教育部來萊斯大學任教的簡翊嘉老師及透過教育部來萊斯大學任教的簡翊嘉老師（（ 左五左五））
，，到到SharpstownSharpstown 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助理鄭婷怡同學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助理鄭婷怡同學（（ 左四左四 ））昨與昨與
相關各校代表合影於萊斯大學的歡迎午宴上相關各校代表合影於萊斯大學的歡迎午宴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4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9月30日 Saturday, September 30, 2017

20172017美南福建同鄉會中秋聚會美南福建同鄉會中秋聚會 （本報訊）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合唱團棣屬於美南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該會是由美南休士頓地區
22個來自台灣之大學校友會及北一女
校友會組成的非營利組織。為慶祝該
會成立三十週年，2016年三月間成立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
友會合唱團，並由知
名音樂家張廖莉娜女
士擔任指揮，120 餘
位團員均來自大休士
頓地區各合唱團與合
唱愛樂人士。經過一
年多的密集訓練已於
今年 4 月 22 日在休士
頓盛大演出，深獲各
界好評，該團將於今
年10月中旬由大專院
校聯合校友會會長謝
家鳳、合唱團團長林
宏正、指揮張廖莉娜

率團員80餘人返台巡迴演出；分別與
台大校友合唱團、成大校友合唱團、
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及韶音合唱團
舉行“永遠的故鄉”聯合演唱會，屆
時將與海內外愛樂人士相互觀摩切磋
。各合唱團除有各自演出的曲目外並

有共同演唱曲目，精彩可期。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

演唱的曲目有：聽雨、願、上山、豐
年祭、Texas Medley 、You 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永
遠的故鄉、十八姑娘、校園民歌組曲
、永遠的朋友。

演出的場次如下：
10 月 12 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台

北市中山堂。
合作演出單位: 台大校友會合唱

團。
10 月 14 日下午二時 三十分，成

功大學成功廳。
合作演出單位: 成大校友會合唱

團。
10 月 15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台

中市中山堂。
合作演出單位: 台中藝術家室內

合唱團、韶音合唱團。

世華總會休士頓哈維颶風賑災捐款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GFCBW - 黎

淑瑛總會長於 9 月 29日上午,率領總會幹部宋秉穎國際秘書
長,何真副執行長,帶著來自全球世華姐妹們為休士頓哈維颶
風愛心賑災捐款總數八萬美元到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會見陳處長，響應我駐休士頓辦事處，一同捐款給休士頓市
政府的救災專戶(Hurricane Harvey Relief Fund)。讓世華的大
愛和台灣的愛,飄揚在休士頓,讓政府,災民看見臺灣!

當哈維颶風侵襲休士頓時,淑瑛總會長正在亞特蘭大創
立新分會,而回不了家,幸好有姐妹相隨,先飛往奧斯汀再開車
回休士頓,姐妹們一路互相照顧,終於平安回到家! 回家後看
到八佰年才一次的哈維颶風讓休市幾乎完全淹沒,嚴重受創,
淑瑛總會長以人溺己溺之心 ,即刻發動全球世華姐妹們一人
一萬台幣來救災,而世華全球姐妹熱心響應總會對休士頓世
紀水災的賑災捐款,世華愛心全球大轉動, 讓臺灣的愛及世華
的愛，以實際的行動及愛心，溫暖災民的心。

淑瑛總會長說：救災不能等, 「這次總會為休士頓世紀
大水災哈維颶風的脤災捐款每人一萬元新臺幣，到九月十五

日截止日已收到美金八萬元,此脤災款項來自中南美洲,歐洲,
澳洲,美洲,亞洲,台灣全球姐妹超過二百多人的捐款，姐妹們
慷慨愛心的捐贈及支持，令人感動,世華做到以國民外交，
支持政府，並透過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轉捐款給
休士頓市政府，表達來自臺灣的愛心與關懷。

世華姐妹們人美心美，愛心不落人後的愛，在休士頓飛
揚，真正展現出美人行美事，世華之愛散佈全世界。

除了脤災捐款,總會長也率領總會僑居休士頓的一些總
會幹部姐妹們，及美南分會黃會長與分會姐妹們共同參與支
持由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主辦的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位
溫暖諮詢活動」，提供災後需要的物品發放給災民。與僑團
組織、領袖們共同齊心出錢出力奉獻愛心，與受災僑胞站在
一起共度難關。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感謝總會長與二位隨行
的幹部、台灣蔡總統一向都非常關心馬上提供資源、加上僑
社一齊參加義舉感到榮幸.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
返台巡演返台巡演 『『永遠的故鄉永遠的故鄉』』 聯合演唱會登場聯合演唱會登場

【本報訊】親愛的各位鄉親，2017年中秋佳節將至。美南福建同
鄉會決定於2017年9月30日，星期六，下午6點至9點，在美南福建同
鄉會會所，地址：6360 Corporate Dr #D, Houston, TX 77036舉行中秋
聚會，衷心希望各位鄉親積極參與。願各位工作順利，家庭和睦。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GFCBW -GFCBW - 黎淑瑛總會長贈送紀念品黎淑瑛總會長贈送紀念品
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GFCBW -GFCBW - 黎淑瑛總會長於黎淑瑛總會長於 99 月月 2929日日
上午上午,,率領總會幹部宋秉穎國際秘書長率領總會幹部宋秉穎國際秘書長,,何真副執行長何真副執行長,,帶著來自全球世華帶著來自全球世華
姐妹們為休士頓哈維颶風愛心賑災捐款總數八萬美元交由休士頓台北經姐妹們為休士頓哈維颶風愛心賑災捐款總數八萬美元交由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轉交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轉交((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疊疊有聲二十載，曲曲贊歌照歷程 (1)

(本報訊)合唱是能觸動人的心靈，使生活變
得豐富多彩。人的生命通過和聲和語言的感悟
，通過歌曲的傳遞和歌詞來表達感情，可以陶
治情操，有助於身心的健康；合唱是能以歌會
友，將熱愛合唱藝術的朋友們匯集在一起，以
心相交，讓愉快的歌聲撫慰著我們的心靈，讓
美妙的和聲趣悅著我們的心身。二十年前，我
們這些愛唱歌的“發燒友”就是這樣走到一起
的。回顧二十年歷程，重溫舊事，真心感嘆我
們的團隊是：疊疊有聲二十載，曲曲贊歌照歷
程”！

一．艱難起步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號，“黃河”合唱團

接受了Galveston Medical Center學生會的義演邀
請，當時“疊聲”（那時只是小組唱，並沒有
名字）的發起人和倡議人是李吉宗先生，他想
成立一個演唱小組，做為小節目參加這次演出
，為增加些節目的色彩和形式上的多樣化，於
是找到幾位熱心的歌友，和當時的團長劉易
（他是“黃河”合唱團的發起人和奠基人）說
了我們的想法，他很支持。於是我們共找了十
位歌友，開始了積極的準備和排練，大家憑著
熱情，自選了兩首簡單易唱的兩個聲部歌曲，
記得其中一首是台灣歌曲“上高山”。隨後我
們每隔一周的周日上午，都會自覺自願、自動
自發地聚集在李吉宗先生家排練，他總是熱心
地為大家提供場地，複印譜子，他家成了我們
的排練室，很快我們請到頎瑩老師來帶領我們
排練，還請了肖桐老師擔任鋼琴伴奏。那時我
們沒有任何演出，盡管大家的音樂基礎不同，
樂理知識差距有異，記得當拿到楊華先生創作
的無伴奏合唱 -東北民歌“搖籃曲”時，練了
幾次都唱不下來，合唱團的初始階段，有的朋

友不識五線譜，有的以前
並沒有參加過合唱訓練，
所以欣瑩帶得很辛苦，但
大家憑著對合唱藝術的熱
愛和追求，持著積極進取
和好學的態度，享受著合
唱的真締和樂趣！
隨著人員的擴大和發展

，到第二年已有十六人的
編制，因為對聲音有了認
識和要求，不少團員開始
找私人聲樂老師學習，設
法做到自身的提高。同時
大家達成的共識是：“為
保證合唱團聲音的質量，
擇優錄取新團員，每個進
來的團員需要試聽”，成

了必不可缺的條件。我們的排練場地也換到了
江震遠先生家。

一九九八年海華音樂節時，主辦單位要舉
行一次評獎歌賽，聽說好幾個資深的合唱團將
參賽，大家覺得這是一次練兵和學習的好機會
，決定參加。我們選定用 『阿拉木汗』和 『烏
蘇裡船歌』做參賽的曲目，其實在當時這兩首
歌對我們的水平來說是挺大的挑戰。由於要從
十六人中選八名歌手來代表我們參賽，共分四
個聲部，二個人就要頂一個聲部。於是大家都
互相遷讓，極力推薦他人，那種發自內心的謙
虛禮讓精神十分感人，尤然升起欽佩和欣慰之
情。接下來合唱團需要有個名字，大家又極思
廣議，絞盡腦汁地搜尋，最終一致認為江震先
生起的“疊聲”是最佳命名！欣瑩帶領我們投
入了緊張的排練，她認真嚴格，一絲不苟，不
厭其煩地糾正我們的錯誤，同時不斷為大家鼓
勵和打氣。她即是我們的指揮，又是歌者，因
為人員有限的關係，所以是“一個蘿蔔頂一個
坑”，上台時她是點頭為我們示意的，大家都
專注地配合有素。那時第一任團長是李吉宗先
生本人，周方方是我們的第二任團長。 “疊聲
”從沒有考勤的問題存在，大家無形中養成了
一個不成形的習慣和規矩 - 沒有團員遲到早退
或隨便缺席的，除非是有事出城了，因為大家
認識到合唱是缺一不可的群體藝術，和聲更需
要聲音的平衡。現在回想起，那最初艱難辛苦
的階段，恰恰是最令人難忘。時間游弋，排練
的細節雖已漸漸淡忘，但存留在我們心中的，
倒是挺開心的苦中作樂，趣味十足的往事。最
難以忘懷的是朋友間的友誼，那純潔無瑕的友
情 - 感情不含一絲雜質，純若白壁！

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海華音樂節中，

我們取得了第二名的可喜成績，那次“狂飈”
合唱團是第一得主。隨後我們有時出現在社區
舉辦的音樂活動中。二〇〇〇千喜年時，我們
又在 NRG Center 成功地演出了“音樂之聲”
選段和“長江之歌”，不久又在 William Center
音樂廳裡成功地演出了 『烏蘇裡船歌』和 『八
駿贊』，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

二．領略合唱真諦
二〇〇一年，五月後，由於欣瑩生了孩子

，無法再來指導我們了。這時肖楫老師承擔起
“疊聲”的指揮，他對聲音的統一與和聲的理
念有了進一步的要求，在訓練上也要求的精益
求精。在劉易團長的極力推動下，二〇〇三年
十月二十五日，我們在休大 DudleyRecital Hall
成功地舉辦了第一場自己獨立的音樂會。當天
的演出相當成功，這增加了團員們的信心。從
此我們更活躍地參加社區的演出活動，和聲也
日趨成熟和諧。那時每次演出或比賽的演出服
裝都是自己設計和製作的，記得麗萍、曉怡、
曉榕利用業餘時間為我們縫制服裝，每次我們
新穎漂亮的演出服，都給觀眾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二〇〇五年底，當老郭得知 『奧林匹克世
界合唱比賽』將於二〇〇六年六月底在廈門舉
行比賽的消息後，許多團員磨拳擦掌、躍躍欲
試地紛紛打電話，互相交流想法，表示有決心
走出國門參加歌賽，共同的目標是：希望在世
界合唱的舞台盛會中，學習到更多的東西，認
為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得不得名次對我
們並不重要，大家很快統一了思想。報名的極
限期只剩下十多天，當領導班子決定參賽後，
蒙老師帶著我們幾個去休大，找到那位經常為
大學合唱比賽當評委的教授，她為我們選了四
首參賽的曲目（比賽的曲目是有很多具體要求
和規定的：三首無伴奏和一首有鋼琴伴奏的，
而往往曲目的選擇，是能否取勝的重要因素之
一）。賽前劉易團長要做大量的報名表格、來
往信件、製做各聲部的CD、購買譜務等事無巨
細的組織工作；黃詩梅付團長負責購買演出服
、聯繫票務、行程安排等事務。由於我們準備
參加的是室內合唱一項，人數不得超過三十六
人，我們安排了緊急試聽並招收了多名新團員
加盟，增加了各聲部的平衡力量，大家齊心協
力、緊鑼密鼓地投入到排練中去。回憶當初練
習無伴奏合唱時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每次肖桐為各聲部起了音後，到整曲結束時，
離開標準音，跑低了一度半音有餘。大家並沒
有氣餒，反復打磨，通過用聲音的高位置和保
持氣息的方法，來克服音準下滑的弱點。肖楫
老師對每首歌都摳得很細很嚴，不但從聲音的

統一方面，還是從風格的詮釋上，都下了一番
功夫，整體水平在短短的五個月裡獲得了明顯
的進步，最後特別高興的是，無伴奏歌曲的音
準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我們是分批分路到達比賽目的地中國廈門
的。沒料到“天公不作美”，遇到大暴雨，飛
機無法起飛，結果主力部隊加指揮晚到了一天
。高蘭為我們借了個當地大學的排練廳，每個
團員都不顧長途旅途的疲憊和身體的不適，立
即投入到排練中，記得邵荃是最後一個到達的
，趕到現場，就參加練習。無論在彩排或比賽
前，我們都在肖老師的帶領下加練，保持飽滿
的精神狀態，團結一致，充滿激情地參加組織
單位安排的各項活動，每個團員都興奮不已，
每天觀摩許多世界頂尖合唱團的演唱、到處是
不同地區地域合唱團的排練和演出，合唱的氛
圍和環境讓我們大開眼界，大長見識，開闊了
視野，增長了理念，在最後自己的比賽中發揮
了最好的常態，當得知我們獲得銀牌獎後，我
們無不歡欣鼓舞的，一種莫名的衝動湧上心頭
，久久不能平靜！大家心裏感激肖楫、肖桐老
師的付出和指導，特別感謝團長劉易為這次整
個活動，奉獻了大量的心血和時間，為這次比
賽，前後共發給大家500多封電郵（這是後來小
夏記錄的）。這次比賽不但是對我們合唱水平
的肯定、鼓勵和鞭策，更找到了距離、差異和
不足。藝術永無止境，學習仍需努力！通過這
次現身學習經驗，深感我們仍有不少潛力，讓
我們的團隊精神繼續發揚光大！慶幸我們領略
了這次合唱的真諦。

疊聲合唱團慶祝建團二十週年合唱音樂會
時間：7：00 PM，11-4- 2017，週六
地 點 ： Belin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X 77063
票價： $15
疊疊有聲二十載，曲曲贊歌照歷程 (1)
三. 新的啟程和嘗試
“疊聲”在取得成績後，不驕不躁，懂得

它的來之不易。回城後我們曾坐在一起進行總
結和反思。大家認識到我們應該每年有一次音
樂會來促進和提高自己。由於工作的需要，肖
楫老師去了外州。 “疊聲”面臨著新的挑戰和
考驗，自從大家見過世面後，開始對合唱有了
全新的要求和認識！我們非常幸運的是通過海
萍，認識了Dr. Jaber, 當時的團長劉易選擇和決
定邁出這一步 - 榮幸地請到 Dr. Jaber 擔任我們
的指揮，從此“疊聲” 開始了新的啟程和嘗試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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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本報訊）著
名的林志豪律師
將 於 2017 年 10
月7日星期六上
午 10 點到 12 點
於中華文化中心
舉辦法律講座，
主題為：遺囑，

生前信託，遺囑認證及繼承人認定程
序等。內容將包括法律規定與各類遺
產規劃文件使用及分析，您不能錯過
。

林志豪律師是美南大家熟知超過
20年執業經驗的大律師。林律師指出
近年來各地天災頻傳,尤其在哈維颶
風肆虐蹂躪休士頓地區後，許多華人
朋友感受到世事無常，紛紛與林志豪

律師事務所聯繫，想了解萬一災難發
生，不論是本人喪失行為能力或不幸
喪生，應該如何預先做好財務及法律
上面的準備。因此，林律師想透過這
次講座跟社區的朋友們詳細說明及介
紹各類文件準備的重要性，及如果沒
有預先簽好各類規劃文件的後果及處
理。

在講座中，林律師也將講解如果
家人過世沒有留下遺囑的處理，包含
某些有限的替代遺囑認證程序，以及
復雜的繼承人認定程序。林律師也會
詳細講解遺囑與生前信託的不同及使
用。另外林律師也會說明為何必須要
有法定授權書，醫療授權書，醫師指
令，及幫自己預先指定監護人等等。

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是林志豪與

包德士律師事務所的一貫目標。多年
來該所在林志豪律師的領導下不斷精
進，並與社區共同成長。出自關心與
服務社區的宗旨，該所特別舉辦了這
次講座，提供華人僑社實用的法律訊
息。講座內容豐富，精彩可期，讀者
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寶貴的機會。請
把您2017年10月7日上午10點到12
點空下來參加這場盛會。講座地點在
中華文化中心（Houston ChineseC-
ommunity Center） 二 樓 ， 地 址 是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
有興趣的朋友們請盡量事先去電林志
豪律師事務所，好方便該所統計人數
。林志豪律師事務所的聯繫電話是：
（713）339-4200

遺囑信託遺囑信託,,遺囑認證及繼承人認定法律講座遺囑認證及繼承人認定法律講座

認證程序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認證程序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

一些事務。如: 需要委託國內的親屬
或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銀行
賬戶，商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
要辦理單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
，或到中國辦理收養手續等等。通常
這些文件需要經過領事認證程序。

辦理委託書公證需提供：1、委
託書文本；2、與委託事項相關的權
利證明原件或複印件(如存折、股票開
戶憑證等)；2、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
，還應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
復印件。 3、涉及房產轉讓的，應提
交房產證原件或複印件。 4、本人的
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辦理寄養
委託書公證需提供1、委託書文本；2
、親屬關係證明等(證明父母和子女關
係，如兒童出生證)。 3、父母本人的
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辦理聲
明書公證1、聲明書文本；2、與聲明
事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 3、辦理放
棄繼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被繼
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承人親
屬關係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產
證明。 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
份的證明.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1、
聲明書文本；2、有婚史的，應提交
離婚證或離婚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原
件及復印件；喪偶的，應提供原配偶
死亡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3、本人的護
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

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
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
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
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
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
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
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
後果。

2. 美國移民局於2017年8月28日
宣布，自10月1日起，職業移民申請
身份調整（I-485）將需要面談。

3. 川普總統 8 月 2 日週三發表正
式聲明，支持由阿肯色州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和喬治亞州參議員普
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強就
業改革美國移民”法案，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
ployment，簡稱RAISE。 ）其主要條
款如下：為了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

勞工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法
移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半，由每年
100萬人減為50萬人。取消兄弟姐妹
和成年子女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
女申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綠
卡抽籤計劃。採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
利亞的“積分制”，注重申請人的語
言能力、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齡
、經濟實力、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
來考慮綠卡申請。

4. 美國移民局於7月24日宣布，
恢復部分H-1B加急處理服務。此次
恢復加急處理服務的H-1B申請要求
雇主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非營
利研究機構」、 「政府單位的研究機
構」或其附屬機構。移民局 3 月 3 日
表示，因H-1B案件積壓嚴重，移民
局將於 4 月 3 日起，暫停加急服務。
加急服務可能暫停6個月左右。這意
味著今年所有新的H-1B簽證都不能
使用加急程序。而延期或者換雇主，
從4月3日起也不能申請加急服務。

5. 美國移民局USCIS 7月19日宣
布，凡在申請2018財政年度H-1B的
申請人中，未被計算機系統抽中者，
移民局已將其申請文件全部退還完畢
，並在今年 5 月 3 日完成了所有被抽
中H-1B申請人的數據錄入工作。如
果您已在今年 4 月 3 日-4 月 7 日期間
進行了 H-1B 申請遞件，但在 7 月 31
日之前,即未收到來自移民局幸運抽中
的通知信（Receipt Notice）、或也未
收到未抽中的申請退還文件包(re-
turned petition)，請聯繫為您辦理
申請H-1B的律師，或查詢移民局
網站，了解您的H-1B申請進展。

6. 旨在鼓勵外國企業家來美創
業的EB-6政策被推遲到明年三月
執行，並且很可能被撤銷。根據
2016年8月25日的版本，符合資格
的企業家可獲得兩年的合法停留，
且如果公司運營良好，可再延長三
年。具體要求為：佔有初創企業至
少15%的股份，並積極參與企業的
運營， 企業是過去三年以內在美
國創立的，而且 能證明其企業在
就業創造和商業發展方面的潛力。
可通過以下幾點來證明其潛力：1.
企業獲得了至少$345,000來自合格
的美國投資者的投資，該投資者要
有投資成功的先例；2.獲得來自聯
邦、州、或本地政府至少$100,000
的獎勵或者撥款；或者3. 以上兩點

滿足一點或者兩點，並且其它任何可
以證明該初創企業能夠快速發展和就
業創造潛力的其它可靠證據。然而新
政府認為，此政策會剝奪美國公民的
就業機會，因此建議推遲甚至撤銷該
政策。原文鏈接為：https://www.fed-
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7/
11/2017-14619/international-entre-
preneur- rule-delay- of-effective-
date

7.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民表格
全面改版。日前，美國移民局針對親
屬移民申請出台了新政，對親屬移民
申請流程中的表格I-130和I-485進行
了 全 面 更 新 改 版 。 對 比 新 舊 兩 版
I-130 表格，頁數從 2 頁增加到 12 頁
。而新版的 I-485 表格，頁數從 6 頁
增加到18頁。這一政策主要為了打擊
“假結婚”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為。
為了打擊“假結婚”等移民美國的詐
欺行為，美國移民局由新I-130A表格
取代原有的G-325表格。並明確規定
，如果申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
有者結婚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麼將不
具備為新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資格，
除非滿足以下例外情況之一：已成為
美國公民；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能
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令其獲得配偶
綠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4. 婚姻是因
為喪偶而終止。

8.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
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
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
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
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
受申請。

9.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
五在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65,
000個H-1B常規名額和20,000個留給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移民局會
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
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有被抽中的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的申請將
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續參與第二
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被抽
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和所有申請
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信。

10. 4月3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
，將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H-1B簽證
的欺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
子郵箱，鼓勵美國勞工和H-1B簽證
持有人舉報可能存在的H-1B欺詐行
為。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
對H-1B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
對僱傭H-1B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
工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

11. 3月31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
機程序員（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H-1B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H-1B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
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713-779-4416，
傳真:713-583- 9749。

休士頓知名華人律休士頓知名華人律
師林志豪師林志豪。。

來自舊金山美洲 MWC 的 AT＆T 新聞綜合報導：
IoTIoT 黑客馬拉松和黑客馬拉松和 ATAT＆＆TT 連接未來的醫療保健連接未來的醫療保健、、運輸及其他更多領域運輸及其他更多領域！！

AT＆T IoT 黑客馬拉松解決了
很多有關移動物聯網的問題，從基
礎設施到自行車等方方面面。

AT＆T 開發計劃和美洲 MWC
在 9 月 9 日 至 10 日 在 舊 金 山 的
WeWork Embarcadero 中心邀請公眾
進行技術創新和建設。創意思想家
參加了一個特殊的以物聯網（IoT）
為重心的黑客馬拉松，讓所有不同
技能水平的人們用他們獨特的視角
來擊破先進的硬件並創造積極的改
變。

頭獎2,500 美元屬於 Revolution
11’s Smart Manhole Cover
，它會通知使用者一個人孔蓋已經
打開，並使用傳感器跟踪和傳達關
於被打開的人孔蓋下面所含物的信
息。 二等獎 1,500 美元則頒發給一
個開發智能設備原型的團隊，如果
用戶的貴重物品（自行車或筆記本
電腦）在無人情況下受到干擾會觸
發警報。 最後，嘉許獎頒給基於
LTE-M 的解決方案，能夠在學童到
達學校或進入他們的課堂時進行追
踪。

AT＆T和連接保健
AT＆T 在 GSMA 創新城的展台

內設有幾個革命性的連接健康設備
，全部由AT＆T物聯網連接起來。
所有這些設備都使用AT＆T無線連
接，使遠程監控更容易、更方便。

• Aira * 幫助盲人或視障者進
行日常工作。 使用AT＆T連接的智
能眼鏡，Aira的突破性輔助技術可幫
助人們克服新的挑戰，同時為他們
提供更多的獨立性。

• Catalia Health 開發了 Mabu
機器人。機器人護理管理平台具有
可擴展性和實惠性。 它像人一樣與
患者互動。 Mabu存儲信息、了解患
者和使對話個性化。

• 我們還通過 AT＆T Con-
nected Marketplace 使連接解決方案
（如我們所連接的健康設備一樣）
更便利。 查看該網站了解AT＆T 物
聯網技術支持的最新產品和服務。
該網站在四月推出，而我們每個月
都在繼續擴大庫存。
AT＆T和Mobike

Mobike 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自

行車共享服務公司，他們
通過與 AT＆T *和 Qual-
comm Technologies, Inc.
合作，在美國支持無站智
能自行車。

AT＆T強大的連通性
結合了高通科技的 LTE
IoT調製解調器和Mobike
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可
讓用戶輕鬆找到並解鎖最
近的Mobike，安全地支付
費用。 在騎行結束後，
用戶可以將自行車歸還到
指定的“Mobike首選位置
”或任何您可以停放自行
車的地方。

Mobike 目前在全球 160 多個城
市管理超過700萬輛智能自行車。

“Mobike 是唯一真正的智能自
行車平台，利用內置全球導航系統
和IoT技術的專有智能鎖，為全球最
大的移動IoT設備之一的”最後一公
里“運輸挑戰創造一個複雜而高度
適應性的解決方案， “Mobike創始
人兼首席技術官Joe（Yiping）Xia說

。 “我們的解決方案取決於高通的
MDM9206全球多模LTE調製解調器
的高級連接功能，以及AT＆T網絡
的強大支持，我們很高興獲得AT＆
T 和 Qualcomm Technologies 等移動
通信行業領導者的支持，他們正在
幫助Mobike提供我們標誌性的方便
可靠的用戶體驗。“

AT＆T物聯網總裁Chris Penrose
表示：“通過為 Mobike 提供 IoT 連

接，我們正在以有意義的方式推動
智能城市的分享經濟和未來發展。
“這種關係正在讓我們看到物聯網
如何有助於解決重大的社會和環境
挑戰的一些實際好處。因此，利用
IoT為我們的世界創造持久的利益。
”

AT＆T 旨在以有意義的方式推
動智慧城市的分享經濟和未來。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銀行界前
輩竺東山先生，於2017 年9月 8 日，在達
拉斯女兒家因心臟衰竭，平靜離世，享年
87 歲。

竺東山先生可說是休市華資銀行界的
元老，最早在Downtown 中國城的 「亞美
銀行 」工作，至1985 年 「德州第一銀行
」 成立，又轉戰 「德銀 」 在該行擔任存
款部經理兼人事部，一直到 12 年前，他
75 歲時從 「金城銀行」 （ 德銀後更名為
＂金城銀行＂） 退休為止。成為 繼 「德
銀 」 郭明德、王齊魯之後，再凋零的德銀
前輩之一。

竺東山除了在銀行界馳名，他更是休
士頓 「國劇界 」 的靈魂人物，1983 年，
竺東山先生與夏嘉穀先生及其他京劇愛好

者創立 「休士頓國劇社」，一直擔任社長
至2011 年。在他的領導下，國劇社凝聚了
眾多名家支持和指導，在僑界十分馳名，
除早年多次參加海華文藝季演出，每年一
次的國劇清唱會，更成了僑界矚目期盼的
一場盛會，如今會員眾多，文武場面齊全
，經常吸引國內外一流的京劇名家前來交
流指導，成為京劇藝術在北美發展流傳的
重要基地。

而竺東山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竺社
長更擔任國劇社的首席琴師，為所有行當
和流派的票友操琴，他琴藝精湛，演奏嫻
熟，對浩繁的京劇劇目和眾多流派都有深
刻理解，尤其對梅派和張派的旦角唱腔演
奏，經過多年磨練與實踐，頗有心得。

休士頓國劇社將於今天（ 周六 ） 上

午十時半為他舉行追悼會，大家永遠懷念
先生的藝術和品格。

（本報訊）休士頓華嚴蓮社謹訂於國曆二○一七年
十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九日(農曆九月初五（星期二
）至九月初十(星期日) 在最吉祥殿啟建梁皇寶懺法會六
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恭禮拜慈悲梁皇寶懺，上午十
一時(圓滿日十時三十分)舉行奉獻妙供，上供十方三寶
，下濟六道群靈。下午四時晚課及施放蒙山。

適逢圓果法師圓寂十週年紀念日。屆時敬請諸大護
法信眾，駕臨拈香，同祈福益。同時仰仗諸佛菩薩之威
神力，令檀越在生父母師長，兒女眷屬，福慧增長，四
季康寧，消災免難，吉祥如意。已故歷代先亡，即時離
苦得樂，往生淨土。並祈求世界和平，國泰民安，風調
雨順，以此功德福佑冥陽兩利。此外每日正午備有素齋
供眾。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法延，同沾法益，共邀福
庇。

法會期間，恭設消災祿位暨超薦往生蓮位，冀參加
者請儘早與本社聯絡報名登記，以利作業。

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281）879-4485

休士頓銀行界，國劇社名人竺東山先生
9月 8 日逝世達拉斯，僑界同感哀悼

華嚴蓮社啓建梁皇寶懺法會華嚴蓮社啓建梁皇寶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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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InteractiveInteractive互動英語學院互動英語學院，，拿拿I-I-2020表表
（ 本 報 記 者 黃 梅 子 ）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語學院 自
1982 年成立，今年已經是第 35 個年頭
了，在這麽多年的教學中，互動英語學
院為美國輸送了很多能講英語、具有專
業既能的新移民，也是很多新移民邁向
實現自己美國夢的第一個臺階。
8月的哈維颶風之後，互動英語學院突
然湧進很多移民要求抓緊時間學英語，
原來，這些新移民家園被淹或被毀，但
去申請Fema卻沒辦法用英語溝通，也
不知道去哪裏找專業人士來修理，造成
諸多不便。所以，在美國生活，最起碼
要能做到用英語辦事，這是最基本的生
存需要，千萬不能只局限於本國語言的
小社區裏，一旦要與美國主流社會打交
道則寸步難行。

來互動英語學院，並不僅僅只是學

會英語，而重要的是學會溝通的技巧，
學會如何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交
流。 互動英語學院的學員國別分佈非
常廣泛，每個課堂就是一個MINI聯合
國，在學習的同時大家相互認識並了解
不同的文化。互動英語學院的學生們來
自世界各地，有北美洲、拉丁美洲、亞
洲、中東、歐洲和非洲，同學們雖然膚
色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可以用共同的語
言——英語來溝通，他們在互動英語學
院收穫的不僅是英語的提高，更會收穫
對那些自己從未去過的國家的認識及一
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學院是休斯敦地區最專業的官
方認證語言學校，有 35 年教學經驗，
而且還開設護士助理課程，可以一邊學
英語一邊考護士助理的certificate，學完

英語馬上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的護士工作
，真是一舉兩得！對於新移民來說，沒
有比互動英語學院更完美的地方了！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
語學院共設有八個級別的英語課，無論
你的英語水平如何，都可以在互動英語
學院找到相應於你水平的課程，而且還
可以發放I—20表，方便您轉換身份拿
簽證。請趕快致電華人招生官 Ann
(832-367-1124)免費諮詢。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
動英語學院

地 址 ： 2950 S. Gessner, Houston,
TX77063

電話：713-771-5336
華 人 招 生 官 Ann 專 線 ：

832-367-1124

治療皮膚病治療皮膚病，，洗澡重要嗎洗澡重要嗎？？
洗澡洗澡，，就是清潔皮膚就是清潔皮膚！！

有了皮膚病，患者通常的做法是
：將皮膚病藥膏在皮膚患處直接塗抹
。由於皮膚病的種類繁多，病因又很
複雜，直接塗抹患處的做法，對少數
，或者症狀輕微的皮膚病患者會有效
果。但是對大多數、尤其是嚴重的皮
膚病，往往收效不明顯。給患者造成
錯覺，誤以為藥不好。目前市場上效
果好的皮膚病藥極少，大部分皮膚病
患者心目中已經不相信有好藥了，患
者都是皮膚病治療的絕望者。如果一
個好的皮膚病藥出現，沒有得到正確
的使用，造成效果不好，讓患者失望
而放棄治療，有可能放棄的是患者一
生唯一的一次治癒機會。

案例：我叫王者，頸部長期患有
神經性皮炎，奇癢難忍。九個月前, 看
見報紙上的《劍牌》皮膚病霜廣告後
，在唐人街藥店買了一支，回到家便
開始塗抹患處。幾天過後，感覺患處

效果並不像廣告上說的那麼好，於是
致電商家諮詢。其結果，原來是因為
我不太喜歡洗澡所至。我是做電腦軟
件的，平時少有運動，再加上皮膚又
屬於幹性皮膚，每次洗澡後總覺得皮
膚更乾燥，皮膚病患處更癢，所以不
太經常洗澡。通過商家諮詢才知道，
藥膏的塗抹也是有講究的，而且洗澡
的重要性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過的
。隨後，便按照諮詢的方法重新上藥
：晚上臨睡時，泡了熱水澡，並且搓
洗患處。將患處的死皮，爛皮儘量搓
掉。商家稱，只要是不痛，患處搓出
血來都沒有關係。有硬皮，厚皮，死
皮搓不掉，可以下次洗澡再搓。因為
硬皮，厚皮，死皮阻礙藥膏的滲透。
洗澡時，感到身體冒汗時出浴。趁著
身體的熱氣，擦幹水汽，上藥患處，
反復按摩後再渾身塗抹保濕露。這時
，身體感覺相當舒服，再也沒有皮膚

乾燥的感覺了。第二天早上醒來，奇
跡出現了：患處瘙癢完全消失！症狀
也趨於好轉。於是再接再厲，如法炮
製。一個星期後患處開始脫皮，10天
后脫皮完成，我又上藥鞏固了一個星
期。現在患處皮膚如新，說明治療方
法真的很重要！

我相信，只要每一個皮膚病患者
都能按照此方法去做，其結果都是一
樣的：好藥一定會有好報！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心中
的好藥！ （完）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
。可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
的朋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
$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 C2 版
。

誠 征 代 理 商 。 免 費 電 話 ：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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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1515校同學齊聚一堂校同學齊聚一堂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所舉辦的年度臺灣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所舉辦的年度臺灣
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今年在聖湯瑪士大學熱鬧舉行今年在聖湯瑪士大學熱鬧舉行，，計有來計有來
自德州及路易斯安那州自德州及路易斯安那州1515校共校共3737名同學會代表參加名同學會代表參加。。
會議邀請到移民專業律師會議邀請到移民專業律師Daniel ChenDaniel Chen為同學介紹美國各類為同學介紹美國各類

工作及投資簽證工作及投資簽證、、人力資源專家人力資源專家Johanna ChiangJohanna Chiang提供同學在提供同學在
美面試及履歷撰寫技巧美面試及履歷撰寫技巧、、以及休士頓警察局以及休士頓警察局Captain GregoryCaptain Gregory
J. FreminJ. Fremin針對留學生安全須知進行專題演講針對留學生安全須知進行專題演講。。此外此外，，並由駐並由駐
休士頓辦事處領務組陳偉玲祕書進行文件驗證休士頓辦事處領務組陳偉玲祕書進行文件驗證、、換領德州駕照換領德州駕照
、、急難救助等業務說明急難救助等業務說明。。會中並由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頒發感謝會中並由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頒發感謝
狀給各校同學會會長狀給各校同學會會長，，感謝他們為台灣同學服務的辛勞感謝他們為台灣同學服務的辛勞。。
會後教育組特別安排在聖湯瑪士大學校長官邸舉行傅爾布萊會後教育組特別安排在聖湯瑪士大學校長官邸舉行傅爾布萊

特學人特學人、、留臺校友會與臺灣留學生交流晚宴留臺校友會與臺灣留學生交流晚宴，，晚宴邀請到學術晚宴邀請到學術
交流基金會執行長交流基金會執行長William VockeWilliam Vocke主講主講 「「軟實力與臺灣的未來軟實力與臺灣的未來
」」 ，，並有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並有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Dr. Kurt StallmanDr. Kurt Stallman及學生及學生LingLing
Ling HuangLing Huang所帶來的音樂賞析及小提琴演奏所帶來的音樂賞析及小提琴演奏。。在悠揚的樂聲在悠揚的樂聲
中中，，計有計有6060名臺灣留學生名臺灣留學生、、傅爾布萊特學人傅爾布萊特學人、、及留臺校友會及留臺校友會
成員出席晚宴成員出席晚宴。。讓與會的台灣同學有機會與來自各領域的學者讓與會的台灣同學有機會與來自各領域的學者

學人進行交流學人進行交流，，擴大視野擴大視野。。
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每年秋季在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每年秋季在

休士頓舉辦休士頓舉辦，，邀請德州及路易斯安那邀請德州及路易斯安那
州各校臺灣同學會會長及幹部出席州各校臺灣同學會會長及幹部出席，，
除了提供留學生活重要須知除了提供留學生活重要須知，，也藉此也藉此
機會促進各校同學交流互動機會促進各校同學交流互動。。今年參今年參
與的同學會校數更創新高與的同學會校數更創新高，，與會同學與會同學
紛紛表示獲益良多紛紛表示獲益良多，，並對於能在校長並對於能在校長
官邸參加晚宴感到十分特別與榮幸官邸參加晚宴感到十分特別與榮幸。。
活動在輕鬆活潑的互動中畫下句點活動在輕鬆活潑的互動中畫下句點，，
並期待明年聯席會議再度相聚並期待明年聯席會議再度相聚。。

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Captain Gregory J. Fremin (Captain Gregory J. Fremin (前右四前右四))、、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前右三前右三))、、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前右五前右五))及黃鈺程秘書及黃鈺程秘書((前右一前右一))與與 「「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 出席人員合影出席人員合影。。

前排由右至左前排由右至左::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Dr. Kurt StallmanDr. Kurt Stallman、、聖湯瑪士大學葉耀元教授聖湯瑪士大學葉耀元教授、、
Asia Society program manager Paul PassAsia Society program manager Paul Pass、、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
長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William VockeWilliam Vocke、、辦事處陳偉玲祕書辦事處陳偉玲祕書、、黃黃
鈺程秘書與晚宴出席人員合影鈺程秘書與晚宴出席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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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界機場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履新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攝攝

黃泰生黃泰生、、丁方印丁方印、、王秀姿王秀姿、、趙婉兒趙婉兒、、黎淑瑛黎淑瑛、、甘幼蘋甘幼蘋
與處長陳家彥與處長陳家彥、、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全家福合影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全家福合影

黃鈺程黃鈺程、、施建志施建志、、莊雅淑莊雅淑、、游慧光游慧光、、劉忠耿劉忠耿、、王更陵王更陵、、陳逸玲陳逸玲、、張世勳張世勳、、陳志宏陳志宏
、、丁方印丁方印、、趙婉兒趙婉兒、、黎淑瑛黎淑瑛、、王秀姿王秀姿、、甘幼蘋甘幼蘋、、葉宏志葉宏志、、陳美芬陳美芬、、陳清亮陳清亮、、嚴杰嚴杰
、、周慧宜周慧宜、、林映佐林映佐、、董凱峰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董凱峰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夫人黃惠榆及兩位
女公子休士頓履新女公子休士頓履新

全僑全僑99月月2828日晚歡迎中華民國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履新日晚歡迎中華民國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履新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王更陵休士頓台北經文處王更陵、、劉忠耿劉忠耿、、何仁傑何仁傑、、游游
慧光慧光、、施建志施建志、、林映佐林映佐、、周慧宜周慧宜、、莊雅淑莊雅淑、、董凱董凱
峰與新到任處長陳家彥峰與新到任處長陳家彥、、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
子合影子合影

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葉宏志葉宏志
、、甘幼蘋休士頓國際機場歡迎處長陳家彥甘幼蘋休士頓國際機場歡迎處長陳家彥、、夫人夫人
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

106106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老人協會趙婉兒會長老人協會趙婉兒會長、、台北經文處林映台北經文處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咨僑務咨
詢委員王秀姿休士頓國際機場歡迎處長陳詢委員王秀姿休士頓國際機場歡迎處長陳
家彥家彥、、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介紹新到任處長陳家彥心莊雅淑主任介紹新到任處長陳家彥、、僑務僑務
委員黎淑瑛獻花圈歡迎委員黎淑瑛獻花圈歡迎

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與新到任處長陳家彥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與新到任處長陳家彥
、、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話家常夫人黃惠榆及兩位女公子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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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數據顯示，兩市已有1225家上

市公司公布了前三季度業績預告，披露進

度接近四成。除56家公司不確定外，其中

預喜公司（包括預增、略增、續盈和扭虧）

家數達到937家，預喜比例達74.7%。分

行業來看，鋼鐵、交通運輸、輕工制造和

有色金屬等6個行業的公司業績預喜比例

在85%以上，食品飲料、房地產和金融類

企業預喜比例在六成左右。而公用事業、

休閑服務和綜合三個行業的景氣度處於低

位，整體預喜比例不到50%。

整體來看，部分周期行業表現亮眼，

以鋼鐵、煤炭、有色等為代表的資源類

行業向好，三季度多家公司主要產品價

格繼續上漲，前三季度利潤水平有望創

新高。而化工、輕工等板塊分化較為明

顯。公用事業、畜牧養殖等行業受成本、

需求等不利因素影響表現較為低迷。此

外，中小創三季度業績預告顯示，並購

仍然是板塊業績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鋼鐵煤炭造紙向好
鋼鐵行業目前有9家公司公布了三

季度業績預告，披露進度約為三成。蘭

格鋼鐵研究中心行業盈利模型測算結果

顯示，三季度鋼企主要產品噸利潤水平

均高於壹季度和二季度。分產品來看，

三季度方坯噸平均利潤環比大幅提升，

已經接近1000元/噸。線材、三級螺紋鋼

和帶鋼噸平均利潤均超過1000元/噸。熱

卷和冷卷三季度噸平均利潤環比增長數

倍。可謂形勢壹片大好。

從目前公布的業績情況來看，盡管部

分公司前三季度凈利增速較中報持平或略

有降低，但由於行業三季度仍處於高景氣

期，鋼企凈利規模處在高位。產品結構中

以線材為主的三鋼閩光和韶鋼松山從清理

“地條鋼”政策中獲益，目前凈利增速領

先同業，分別為328%至378%、1652.6%至

1652.6%。韶鋼松山表示，預計前三季度

實現凈利17.5億元；2017年以來在國家供

給側改革、淘汰中頻爐以及整治“地條鋼”

等政策措施的大力推進下，鋼材價格比去

年同期大幅上漲，公司產線有效產能充分

釋放；同時，公司管理變革和降本增效成效

顯著，盈利同比大幅增加。長江證券鋼鐵

行業分析師指出，今年以來廣東地區螺紋

鋼均價超過全國均價200元以上，創9年

以來新高。同時，四季度受北方地區環保

減產限制，以往北材南下的不利因素將得

到緩解。因此後市持續樂觀。

目前公布三季度業績預告的煤炭上

市公司中，業績預喜的達到9家，多家企業

三季度預計扭虧，預喜比例超過八成。目前

僅中國神華和露天煤業公布了其前三季度凈

利增速區間，分別為100%、95%至145%。不

過，由於9月動力煤價格再度創出新高，焦

煤由於下遊鋼企需求旺盛，價格持續攀升，

不排除後續凈利規模及增速會有所調整。

化工行業中已有130多家公司披露三

季度業績預告，披露進度接近三成。根據

國金證券測算，前三季度行業景氣度有所

提高。不過，由於化工子板塊較多，板塊分

化明顯，滌綸、氯堿、農藥、民爆和炭黑景

氣度居前。其中，炭黑行業三家公司黑貓

股份、龍星化工、永東股份分別預計三季

度凈利同比增長區間為7636.9%至8115.4%、

240%至308%、162.9%至211.5%。黑貓股

份還是前三季度的“預增王”，公司表示，

公司主營炭黑行業下遊市場需求穩定，受

供給側改革和環保高壓執法等宏觀政策影

響，炭黑行業供需格局及競爭秩序進壹步

改善，炭黑產品價格上漲，公司規模和產

能布局優勢突顯，產品銷售毛利率顯著提

升，公司業績大幅增長。

水泥板塊中，盡管行業仍處於上行，

但相關公司表現分化。天山股份預計前三季

度實現凈利潤2.7億元，同比增6138.5%，

較中報的121.2%大幅提升。而華新水泥則

預計前三季度凈利同比增長500%，這壹增

速較中報的8954%下降明顯。

在輕工行業中，造紙行業增速壹枝獨

秀。造紙行業是受環保督查影響最大的行

業之壹。榮晟環保、太陽紙業和景興紙業

前三季度凈利增幅均接近或超過100%。

並購是中小創增長引擎
從目前的披露進度來看，中小創業績

披露比例遠高於主板公司。國金證券指出，根

據當前預告情況，中小板、中小板（剔除

金融）三季報增速分別為27.1%、27.8%，

較中報23.2%、24.9%的增速環比回升。

若以凈利最大變動幅度計，目前凈

利同比翻倍的公司有252家。不過從目

前增速居前的中小創公司來看，並購重

組和資產處置等非經常性損益仍是中小

創公司業績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

開元股份預計前三季度實現凈利1.09億

元至 1.11 億元，同比增長 1474.7%至

1504.7%。公司表示，業績大幅增長主要是

由於自3月起將上海恒企教育培訓有限公司、

中大英才（北京）網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納

入合並財務報表範圍，恒企教育公司、中大

英才公司業績穩定增長，影響2017年3至9

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大幅增長。

主營瀝青業務的國創高新前三季度預

計實現凈利潤3345.3萬元至3500萬元，同

比增長980%至1030%。公司凈利同比大幅

增長是由於今年收購深圳雲房後將其納入

合並範圍將對公司經營業績產生積極影響。

與之類似的還有金財互聯、藍英裝備和寧

波東力等，主要受益於收購資產的並表，

這三家公司前三季度凈利潤增長區間分別

為1316.3%至1443.6%、1363.7%至1393.7%

和1080%至1280%。

不過，隨著並購重組監管趨嚴，中小

創公司以往依賴的並購模式面臨挑戰。部分

中小創公司三季度業績預告顯示，並購標的

業績不達標帶來的資產減值跡象和並購費用

的增長成為公司業績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六三預計前三季度業績略減，預

計實現凈利6192萬元至9049萬元，同比

下降5%至35%。公司表示，並購相關長

期股權估值調整較上年同期減少4722.69

萬元是公司業績下滑的主要原因。

納思達前三季度預計虧損4億元至

7.5億元，公司表示，前三季度業績虧損

主要由於被收購資產美國利盟公司的壹

系列會計處理和訂購費用，公司對美國

利盟可辨認的資產、負債按公允價值進

行調整，由於增值額較大，相應地增加了

報告期間的折舊、攤銷、存貨轉銷等，使

得美國利盟公司調整後的凈利潤為較大的

虧損。此外，公司2016年對美國利盟公司

實施控股收購時向銀行及控股股東借款融

資，在報告期產生利息支出。

公用事業畜牧行業低迷
農林牧漁和公用事業今年以來景氣度持

續處在低位，農林牧漁受豬、雞價格下跌影

響較大，公用事業受火電企業拖累明顯，火

電企業由於煤炭價格高企盈利下降較大。

受商品豬和肉雞價格持續低迷影響，

畜牧養殖行業上市公司前三季度表現仍比

較低迷。整體來看，生豬養殖板塊整體情

況好於肉雞養殖行業公司。生豬養殖板塊

公司中，唐人神、牧原股份、雛鷹龍牧等

龍頭公司前三季度仍然實現業績預喜，其

中唐人神預計前三季度實現凈利潤2.02億

元2.29億元，同比增長50%至70%；公司

表示，業績增長主要是受益於公司全產業

鏈布局，飼料銷量保持較快增長，養豬成

本得到明顯下降。目前公布前三季度業績

預告的4家肉雞養殖行業公司均出現凈利

大幅下滑，其中民和股份更是預計虧損，

公司預計前三季度虧損1.7億元至2.1億元，

主要是由於主營產品商品代雞苗銷售價格

大幅下降所致。

而公用事業板塊上市公司中，火電

企業受電煤大幅漲價拖累，業績普遍出

現大幅下滑乃至虧損。其中，華電國際

預計前三季度預減，金山股份和華電能

源均預計前三季度首虧。其中金山股份

表示，業績虧損主要是由於煤價持續上

漲和公司結算基數外電量占比將增加，

盡管標桿電價自7月1日開始提高每千瓦

時0.0064元，但公司預計該有利因素增

加的收益不足以完全彌補不利因素成本。

國金證券認為，從三季報預告來看，

農林牧漁稍有改善，但隨著後續畜禽養

殖企業盈利數據的披露，實際盈利增速

可能會較預告數據更差；公用事業行業

並未明顯改善，三季報預告凈利潤增速

為-32.9%，細分行業中電力、環保、燃

氣盈利增速均較中報下滑。

937家上市公司季報預喜
資源公司高景氣度料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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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515休城工商

Hmart 超市月餅禮盒濃情上市 

福送有福人，千里送真情
象徵圓滿的中秋節又將到來，身在海外的華人

也可以感受家鄉傳統，品嘗地道的月餅，美國第一
亞洲超市品牌Hmart超市 (www.hmart.com)重磅推
出數十款精致月餅禮盒，為消費者獻上中秋應節美
味。

家的距離不再遠，中秋月圓人團圓。八月十五
中秋夜，月光皎潔，雲淡風清。一家人團坐院中，
品茗賞月，把酒言歡，分一牙圓圓的月餅，可謂一
年中人月兩團圓的開心日子。現代人也許沒有古人
的雅興，「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願望，卻
古今如一。年年都賣出好成績的Hmart超市，今年推
出數十種新款中秋月餅禮盒，包括每年都暢銷的廣
式傳統經典蛋黃蓮蓉月餅、紅豆沙月餅以及五仁月
餅，口味上也推陳出新，迎合市場趨勢，推出「栗

子」、「綠茶」、「蛋黃綠豆蓉」等多款全新口味
，再加上高雅質感的中國風禮盒，充分展現送禮者
的品味。

Hmart超市中秋月餅禮盒自即日起在指定分店
上架銷售，其中廣州酒家月餅禮盒系列， 推出「七
星伴月」、「龍翔」和「金百福」的精選裝，討口
彩的名字和8顆一盒的包裝更象徵圓滿如意，送禮絕
對夠體面。

作為美國亞洲超市第一品牌，Hmart超市致力
於給消費者提供新鮮，健康和美味的優質產品，若
欲了解活動詳情，請聯係Hmart超市各分店客服或親
到店鋪洽詢；Hmart超市全美分店資訊可登陸官網
www.hmart.com查詢，賣場全年365天營業。

迎中秋

09/3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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