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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日前在台灣人活動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日前在台灣人活動
中心溫馨舉行中心溫馨舉行1111月份月會月份月會﹐﹐駐休士頓駐休士頓
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後排左四後排左四))與與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後排左三後排左三))﹑﹑長春長春
會柯志佳會長會柯志佳會長﹑﹑許碧珠副會長一同祝賀許碧珠副會長一同祝賀
1010月及月及1111月壽星月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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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中華民國教育部提供各
式留學台灣獎學金，幫助對學習華語及台灣文化有興趣的
學生，可到台灣體驗高等教育，拓展國際視野。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積極推廣留學台灣計劃，去年
協助一名 「華語文獎學學金」學生博菲拉(Farrah Burrell)赴
台學習，該受獎生獲益良多，並撰寫留台經驗心得供日後
有興趣的留台生參考。

展開台灣留學之旅，對博菲拉來說是個驚喜且難得的
機會。博菲拉表示，當初是在駐休士頓辦事處申請2016年
華語文獎學金，起初只想精進華語學習，並接觸台灣文化
，從來沒想到可以在台灣獲得這些學習機會。幸運獲選為
HES 獎學金後，在教育組組長周慧宜(Sophie Chou)和
TECO的外館人員給予所需的信息和資源後，讓她可在新
環境中短時間適應。博菲拉說，即便有著語言障礙，但台
灣民眾還是非常熱情大方幫忙，讓她印象深刻。

由於本身在美國學習過中文，在語言課程能力分班，
博菲拉被分在高階班，班級授課嚴謹，但課程互動起來更
有趣。博菲拉說，台灣師資良好，老師在保留新單詞和與
法方面有獨特的方法，也利用對話式教學，讓他們能把所
學的東西實際作演練。另外，小班制教學，給了學生非常
多機會練習，老師也可進行更深入交流，同學建立起更緊
密的聯繫，成為親密的朋友。博菲拉說，除了課堂學習，

她最喜歡的是文化導覽，能夠探索台灣嘆為觀止的景觀，
並且接觸到台灣和原始豐富歷史文化。

隨著一年華語課程結束，博菲拉愛上台灣，想在這探
索更多和學習更多知識，她選擇繼續留在台灣完成學位。
她最後選擇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希望未來朝著
外交官之路前進。目前成為該系的新生已半學期，她認為
這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同學都是來自台灣和世界各地優秀
人士，大家有共同興趣和目標；除此之外，該系教授真正
關心學生所需，鼓勵學生討論、深入思考，並就主題提出
意見和建議。

博菲拉也特別感謝該系系主任鄭欽模教授照顧，鄭欽
模同時也是前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葉麗媛先生，
對於學生他花很多心思在教學上，並真正關心學生在校園
裡的生活經驗和進步。他也會和其他教授擔任演講嘉賓，
提供外交和國際關係方面，在職涯方面不同面向。博菲拉
表示，他很高興決定留學台灣，她的中文突飛猛進，這裡
的環境和人民都是安全、熱情和有趣的，最重要的是，她
有機會能在一流的教育殿堂學習。

周慧宜表示，有興趣到台灣逐夢，拓展國際視野，學
習實用中文，這是一個好機會，可參考教育組網站http://
www.moetw.org/2016/01/taiwanscholarship.html， 或 電 洽
713-871-0851，在明年3月31日以前提出申請。

華獎生愛上台灣華獎生愛上台灣 博菲拉淡江攻讀學位博菲拉淡江攻讀學位

休斯頓周末活動豐富休斯頓周末活動豐富 迎接聖誕季迎接聖誕季

(記者高思/休斯頓報道) 伴隨著立冬，聖誕的腳步越來越近
，充滿祥和喜樂的聖誕活動也接踵而來。本周活動看點有：冰上
迪士尼、第64屆年度寶石節、休斯頓電影藝術節。大家周末愉
快。
1. 冰上迪士尼(Disney on Ice: Reach For The Stars)

這一周就正式進入聖誕季了，廣受歡迎的聖誕季節目冰上迪
士尼也將於這周四正式回歸，持續至周日。眾多經典迪士尼角色
將悉數而至，在冰上為大家帶來一場場充滿喜悅與歡樂的表演，

是舉家共賞，享受親子時光的好時節
。
時間：11月9日（星期四）7:30 p.m.
11月10日（星期五）7:30 p.m.
11月11日（星期六）7:30 p.m.
11月12日（星期天）5:30 p.m.
地址：NRG Stadium，1 Reliant Park
，Houston, TX 77054
門票：$20起
2. 第64屆年度寶石節(Gem, Jewel-

ry, Mineral, & Fossil Show)
這周末連續三天將在喬治布什機場附近的Humble Civic Center舉
辦第64屆年度寶石節。屆時將展出超過50箱來自全世界的化石
、礦石、寶石等奇珍異石，還有學習展攤、珠寶制作課程等多種
有趣活動。
時間：11月10日（星期五）9:00 a.m.- 6:00 p.m.
11月11日（星期六）9:00 a.m.-6:00 p.m.

11月12日（星期天）10:00 a.m.- 5:00 p.m.
地址：8233 Will Clayton Pkwy, Humble, TX 77338
門票：$8/人；10歲及以下免費
3. 休斯頓電影藝術節(Houston Cinema Arts Festival)

為期一周的休斯頓電影藝術節將於今日正式拉開序幕，在接
下來的一周將在休斯頓美術館、Aurora Picture Show、Rice Me-
dia Center等地舉辦電影放映及影片研討會。參與影片包括50部
敘事片和紀錄片，屆時還有現場多媒體表演、電影制作工作坊、
視覺互動畫廊等。
時間：11月9日（星期四）

11月10日（星期五）
11月11日（星期六）
11月12日（星期天）
11月13日（星期一）
地址：數個地址，請參官網
門票：$10-$20

受獎生博菲拉受獎生博菲拉((左起左起))、、系主任鄭欽模與學生齊藤系主任鄭欽模與學生齊藤。。((博菲拉提供博菲拉提供))

冰上迪士尼熱鬧有趣冰上迪士尼熱鬧有趣，，最受小朋友歡迎最受小朋友歡迎。。((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師生合影師生合影。。((博菲拉提供博菲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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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紀念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國父孫中山先生
115115 歲誕辰獻花儀式歲誕辰獻花儀式，，昨在僑教中心舉行昨在僑教中心舉行

美南山東同鄉會第一屆夠級大賽昨舉行
共有八隊30 人參加，場面熱烈，圓滿成功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孫
中山先生151 歲誕辰獻花儀式，於昨天（11 月11 日，星
期六 ） 上午十時半，在僑教中心大廳 國父銅像前舉行
。在主席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與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就位後，全體唱 國父紀念歌。並由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領軍，各社團代表逐一上前，向 國父銅像獻花
，並行三鞠躬禮後復位。

獻花的社團包括： 休士頓中華公所、休士頓國慶籌
備會、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世
界廣東同鄉聯誼會、三民主義大同盟、中山學術研究會
、中華保健中心、美南國建會、美南藝文社。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首先在儀式上致詞： 明天十一
月十二日是 國父151 歲誕辰，我們今天聚在一起，為
國父銅像獻花致敬，緬懷一代偉人 國父孫中山先生。
國父一生奔走革命，創建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他在
革命過程中，也獲海外僑胞的支持，因此，他才會說 「
華僑為革命之母 」。中華民國在台灣，以國父五權憲法
的精神治國，成為世界民主的燈塔。這都是全國同胞和
海外僑胞一起努力的成果。我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今天
前來的僑胞社團代表，致最高的敬意，謝謝大家對中華
民國的支持和愛護，讓我們一起守護 國父創建的民主
自由的中華民國，讓中華民國萬世千秋。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中央評議委員林國煌表示：
今年是他來美第五十個年頭。那時住美國舊金山，就開
始忙黨部的事。那時沒錢，出國留學生搭的是留學生包
機，一來二、三十人，我帶到家裡，他們打地舖，睡地
板，他們也其樂融融。從那時起，我不忘初心，五十年
如一日，每年的 國父誕辰，只要我沒出國，我一定來參
加。今天我帶來一本 國父所著的 「建國方略」（ 中央

文物出版社出版 ），各位有時間不妨看看，其中提到南
方大港，北方大港，如今中共90% 都照著該書在作，他
們不說，他們作，現已慢慢印證。

中山學術研究會的會長及理事也在儀式上作簡短發
言。會長唐心琴表示： 過去台灣是實踐國父的三民主義
，建國大綱，台灣才有過去的安定，繁榮。如今政治氛
圍改變，學校已無 「三民主義 」的課程，學生已無中華
民族的概念，這才是台灣 「不安，亂象 」 的原因。今
天，證實了唯有 國父的 「三民主義 」 是一個前瞻，
務實的，合乎全世界發展的主義。

理事黃膺超表示： 我們的 國父是我們兩岸同胞的
最大公約數。我深刻的認為在國父思想，孫文學說的架
構下，我們一定能達成兩岸未來的和平願景。理事陳建
中表示：過去我們繼續弘揚國父 「天下為公 」 ，民有、
民治、民享，人民為主的思想， 實踐三民主義，我們才
能創造經濟盛世。而過去三十年 「獨台 」 的思想，背
離了國父思想。過去黨主席洪秀柱說過： 「現在的問題
是我們在不該妥協的時候妥協，不該放棄的時候放棄，
不該模糊的時候模糊」。只有以人民為主的三民主義，
才能讓兩岸同胞共同獲益。理事陳煥澤指出：今天台灣
幾乎沒有紀念 國父誕辰的活動，這是 「去中國化」 的
思想結果。我們明年將在休士頓成立 「孫文學校 」 ，
現已在美國登記。該校有三大目標：（ 一 ） 弘揚中華
文化，（ 二 ） 闡述國父思想，（ 三 ） 倡議兩岸和平
。理事王姸霞也說出發揚三民主義，兩岸和平，團結力
量大。理事白釗民也希望發揚國父思想的理念，造福中
華民國。

最後，全場在 「中華民國我愛你 」 的視頻歌聲中圓
滿結束。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以 「博智創
越 」 為主旨的美南山東同鄉會第一屆夠級
大賽，於昨天（11 月 11 日，星期六 ） 上午
十時起，在 「國際貿易中心」（ ITC ) 二樓

盛大舉行，共有王者歸來隊：
焦紅、尋浩、符基昕、王勇；
獨孤求敗隊：王德明、張加希
、殷國強、周榮茂；
泰 山 隊 ： Chris， Gouhua
Zhang, Yan Liu，李衛東；
泰安隊：Frank Li，卜凡、叢愛
日，叢向日
泰達隊：陳曦，蛋花湯，王曉
東，Josey；
無敵艦隊：韓偉忠，張玉健，
於海泉，張自成
混打隊 ：辛華偉 ，江岳，李

菲
珠峰隊：梁嗚，季維強，房文清
共有八隊三十人參加。再加上美南山東同鄉
會理事及賽者家屬近五十人與會，場面極為

熱烈。
比賽至當天下

午三時半結束，前
三名正式出爐 ：
第一名，無敵艦隊：韓偉忠，張玉健，於海
泉，張自成
第 二 名 ， 泰 山 隊 ： Chris， Gouhua Zhang,
Yan Liu，李衛東；
第三名，泰安隊：Frank Li，卜凡、叢愛日，
叢向日當天立即舉行頒獎儀式，前三名不僅
有獎盃，還有獎金，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
房文清頒發，第一名的隊，總獎金400美元
，每人一個 “牌神”獎杯。第二名的隊，總
獎金240美元，每人一個 “亞軍”獎杯。
第三名的隊，總獎金 120 美元，每人一個
“季軍”獎杯！大賽圓滿成功！

圖為圖為 國父誕辰獻花儀式上國父誕辰獻花儀式上，，中山學術研究會中山學術研究會，，由會長唐心琴由會長唐心琴（（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代表獻花代表獻花。。及該會理事及該會理事（（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王姸霞王姸霞、、陳建中陳建中、、黃膺超等人黃膺超等人。（。（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及理事發言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及理事發言。（。（ 左起左起 ）） 會長唐心琴會長唐心琴、、理事黃膺超理事黃膺超、、陳陳
建中建中、、陳煥澤陳煥澤、、王姸霞王姸霞、、白釗民白釗民。（。（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首屆夠級大賽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首屆夠級大賽（（ 撲克大賽撲克大賽 ）） 於昨於昨
天上午十時起在天上午十時起在 「「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 ITC)ITC) 二樓盛大舉行二樓盛大舉行
。。共有八隊共有八隊，，三十人參加三十人參加。（。（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比賽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金後合影圖為比賽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金後合影。。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全美國第一所三
語教學的學校德州國際領袖學校（ILTexas），
以三種語言教學--英語、中文、西班牙文，自
創校後，廣受家長認同，發展相當迅速，光十
月就有四個校區在休斯頓舉行開幕剪綵，十一

月又有兩處校區舉行破土典禮，這已是德州國
際領袖學校破土動工的第十六個校區。

十一月初舉行破土典禮的校區在 College
Station，奠基儀式由創始人Mr. Eddie Conger帶
領嘉賓進行，此校區預計將於2018年8月開放
，成為休斯頓和達拉斯兩個大都會區以外的首
個國際領袖學校校園。參與破土嘉賓包括Col-
lege Station 市長 Karl Mooney，德州 A&M 大學
孔子學院中方院長 Zhou Hong，德州國際領袖
學校的創始人 Mr. Eddie Conger、首席執行長

Tony Palagonia、Brian Huffaker、德州A&M大學
Director of Student Athlete Development Berry
Davis, Former Texas SBOE Chairman and Mem-
ber Dr. Don McLeroy, District Director from
Congressman Bill Flores’ Office James Edge, 德州
國際領袖學校 Dr. Gigi Do, Manya Leach, Jesse
Shetlar、以及休斯頓不少教育界人士共襄盛舉
。

從2012年創校開始，ILTexas以其新穎的教
育理念而獲得肯定，從2013年的2500名學生一

路增長到 2017 年的 16000 名學生，成長速度相
當驚人。創始人Mr. Eddie Conger上週特別到休
斯頓，與眾師生一同慶祝五週年慶，同時主持
破土儀式。

德州國際領袖學校能以全球的視野來教育
學生，寬廣的格局是讓這個學校異於其他學校
的主要關鍵，所有為學生培養的能力，無論從
語言溝通的角度、或是成功所必備的條件來看
，都希望教育學生成為未來的領導者。欲了解
相關更多信息，請瀏覽iltexas.org。

破土典禮 開創更大格局 德州國際領袖學校新校區動工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
會(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HMSDC)
每年均舉辦商業博覽會EXPO引領商機、促進發展合作，今
年的主題是“企業化紮根，多元化發展”，原本預計在九月
初舉辦，由於哈維颶風的肆虐，舉辦場地成為災民庇護所，
因此延期至11月29日至30日舉辦，場地不變，仍然在休斯
頓市中心的喬治•R•布朗會議中心舉行。

屆時，將有1500多家企業買家、政府機構、醫療、與教
育機構參加博覽會，尋求各種供應廠商。此次參展商的名單
可以在http://expo.hmsdc.org/registration/exhibitors/list上查看
。許多大廠商如Chevron、可口可樂、ExxonMobil、H-E-B
、METRO、NASA、以及諸多學校、政府機構、私人企業
均參與此次的博覽會，要拓展更多合作、商機與人脈關係，
EXPO商業博覽會將是個絕佳的機會。

今年，HMSDC積極尋求各種少數民族企業主、以及Y
世代和千禧年齡層的參與，希望這些新興公司在休斯頓與其
他地區都能獲得更多的發展。

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經說過：“如果每個人都
能攜手前進，那麼成功就會自然到來”。這說明了HMSDC
的企圖心，希望能更超越以往博覽會參展的行業。今年的博
覽會涵蓋幾個影響力不斷擴增的領域，介紹少數民族企業家
怎樣在本地、區域、和全國做生意 ，比如醫療保健、人文科

學、銀行、體育、與其他正欣欣向榮地發展的行業。
正如 HMSDC 總裁羅賓遜（Ingrid Robinson）所分享今

年博覽會的願景：“我們舉辦的博覽會合作夥伴關係，旨在
展現我們在城市和組織中的影響力和多樣性。”從與能源部
合作，把能源高峰會帶到休斯頓，創建一個知識數字村，鼓
勵企業和員工獲得更多有關商業、健康、和幸福的資訊，博
覽會將會提供更多價值給所有與會的成員。

其他重要的博覽會活動還包括：輔導專區、MBE少數民
族企業訓練營、最佳接待、2017年博覽會市場、早鳥激勵早
餐、一對一會議、和Rigel獎午餐會。 參展者還可以運用直
接連接(Direct Connect)，使少數民族企業可以提前通知參展
商在博覽會期間參觀展位的計劃，藉以培育更多商機，建立
並擴大更有意義的合作關係。
關於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休斯敦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成立於1973年，是非
營利性組織，致力於促進少數民族企業主與主流企業、或其
他少數民族企業建立關係，並幫助他們成功地發展業務。
HMSDC的成員包括220多家大型企業和1000多家少數民族
企業。

詳情可洽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Constance
Y Jones，電話（713）271-7805。
constance.jones@hmsdc.org。

商業博覽會商業博覽會EXPOEXPO將於十一月底盛大舉行將於十一月底盛大舉行
超過超過15001500家企業買家參與家企業買家參與 商機廣大商機廣大

左為左為 Dr. Gigi DoDr. Gigi Do，，德州國際領袖學校休斯頓區負德州國際領袖學校休斯頓區負
責人責人，，右為學校創始人右為學校創始人Mr. CongerMr. Conger ，，與休斯頓教與休斯頓教
育人士合影育人士合影

創始人創始人Mr. CongerMr. Conger致詞歡迎所有參加破土典禮致詞歡迎所有參加破土典禮
的嘉賓的嘉賓，，後排由左至右為後排由左至右為: College Station: College Station 市長市長
Karl Mooney, District Director from CongressKarl Mooney, District Director from Congress--
man Bill Floresman Bill Flores’’ Office James Edge, ILTexasOffice James Edge, ILTexas
Chief Academic Officer Laura Carrasco, ChineseChief Academic Officer Laura Carrasco, Chinese
Visiting Director from the Texas A&M ConfuciusVisiting Director from the Texas A&M Confucius
Institute Zhou Hong, Dr. Gigi Do, Senior AssoInstitute Zhou Hong, Dr. Gigi Do, Senior Asso--
ciate Director of the Texas A&M Band Lt. Colciate Director of the Texas A&M Band Lt. Col
Jay Brewer, Director of Texas A&M Student AthJay Brewer, Director of Texas A&M Student Ath--
lete Development Berry Davis.lete Development Berry Davis.

College StationCollege Station 市長市長 Karl MooneyKarl Mooney 致致
詞詞，，歡迎德州國際領袖學校到此建歡迎德州國際領袖學校到此建
校校正式破土典禮正式破土典禮，，開創更大的格局開創更大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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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綠樹
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
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
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或州立
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就請您跟隨
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1110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九九））

甜面包山公園（Sugarloaf Mountain）
甜面包山是位於馬裡蘭州弗雷德裡克以南約10英裡的一座

小山，山高1282英尺，雖然並不算高，卻可以從山頂俯瞰到華

府大部分地區的美景，是受到華府民眾廣為喜愛的一處自然景

區。

甜面包山由於特殊的地質環境和引人矚目的美景在1969年

被指定為馬裡蘭州的自然地標。它在地質上被稱為典型的“mo-

nadnock”，即周圍的土地被侵蝕，但以石英

岩為主體的山脈卻依然存在，而這一地質過

程大約需要1400萬年。山上的主要樹種是白

色和紅色的橡樹，還有郁金香白楊、黑樺

樹、東亞鐵杉樹等等，植物種類超過 500

種，由於華府氣候四季分明，山上的景色也

是各季不同，各有各的風采。

甜面包山同時還是野生動物們的家園。

包括野鹿、飛鼠、紅狐、浣熊、啄木鳥、火

雞、紅鷹等等，在春季和秋季，這裡還是鳥

類遷徙的大本營。

甜面包山對游客們來說最佳之處在於它

的幾條徒步路線。游客們可以從不同的方

向、沿不同顏色的路線登頂，山頂上可以將

蒙哥馬利郡北部和弗雷德裡克南部的許多地

方都盡收眼底。游客們還可以駕車從不同的

方向駛入山的半山腰地帶，再進行爬山，可

謂老少皆宜。

甜面包山完全免費對公眾開放，山上設

有多處野餐地，山下還有著名的歷史線路，進山沿途還能經過不

少當地的葡萄酒莊，甚至有獨具特色的古玩店，您完全可以計劃

一整天的行程，享受郊游的樂趣！

配圖：甜面包山1、2 來源：景區官網

華府周末去哪兒玩：
到了周末，總是不想懶懶地窩在家裡，從本周開

始，小編將為您挑選一些華府本地的娛樂活動供您周末
精彩出行！

聯合市場食品節（The Emporiyum）
如果您喜歡品嘗各種新鮮美食，那Emporiyum您就不應該錯

過。這次的聯合市場食品節將彙集來自華府本地和外地的100多

名供應商和廚師，本地非常著名的Toli Moli也將在這次食品節

上出現，還有堪稱世界上第一個的牛油果酒。您可以在這裡嘗試

樣品、吃午餐，帶些平日裡不會吃到的花式食物回家。時間：11

月10日-12日；地點：特區Union Market

前衛手工藝術節（Crafty Bastards）
大華府居民們最喜歡的前衛手工藝術博覽會即將在本周末上

演了，這場博覽會將為大家帶來本地前衛藝術家們的原創手工藝

品、手工飾品，哪怕你想買到朋克搖滾式的嬰兒服，都能夠如

願，並且還將有藝術家們獨立見面的機會，前衛的你可千萬不能

錯過！時間：11月11日-12日，上午10點至下午5點；地點：國

家廣場（National Park）

Nina Simone：Four Woman歌舞劇
Nina Simone：Four Woman是一部音樂劇，以一次在1963年

的教堂爆炸故事為原型，描寫了4個非洲裔美國女孩兒的喪生的

慘劇。這是該音樂劇繼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首演獲得巨大成功

後，進軍華盛頓特區的開幕，而且將持續演出到聖誕節前。時

間：11月10日華府首演；地點：Arena Stage

華盛頓特區FOTO周系列攝影展
華盛頓特區一年一度的世界級攝影系列展即將開幕，今年已

經進入第十屆。系列活動包括重頭戲的攝影大賽、優秀作品展、

藝術家面對面等多重主題。活動中將展出來自世界眾多國家的優

秀攝影師的出色作品，包括國家地理圖片。整個活動將持續一周

時間，並且在本周五舉行開幕派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提前網上

訂票，具體的活動安排也可詳見活動官網：http://www.fotodc.

org/，很多展出都是免費對公眾開放的，十分值得一看。時間：

11月10日-19日；地點：每個活動的地址不同，還請提前官網

查詢

配圖：攝影展 來源：2017FOTO官網

大華府向來不缺有錢人，哪怕是億萬富豪
也不例外。近日，福布斯公布了2017年最新的
全美億萬富豪前400位排名，共有8人來自於大
華府地區，如果再算上當下住在白宮裡的美國
總統川普，就升至9人。

華府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億萬富豪是瑪斯糖
果公司的家族繼承人傑奎琳•瑪斯（Jacqueline
Mars），身價高達255億美元，在整個福布斯富
豪榜上排名第16位，家住維吉尼亞州。華府第
二富豪是住在馬裡蘭州的房地產業大亨泰德•
勒納（Ted Lerner），他的身家被估值超過49億
美元，在總福布斯榜單上排在第122位。華府排
名第三的富豪也是出身房地產開發世家的伯納
德•索爾二世（Bernard Saul
II），居住在切維蔡斯，身
家 35 億美元，總排名第 212
位。

就整體榜單而言，全美
最富有的億萬富豪依然是微
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
茨，這已經是他第24年蟬聯
這一寶座，身家估價為 890
億美元。

美國現任總統、酒店業
大亨唐納德•川普在當前居
住在華府的富豪中排名第
五，他的身家被估值在31億
美元，這還是他連續兩年身

家縮水後的數字，川普 2015 年的排名是第 121
名，而兩年間他的生意蒸發了14億美元，今年
的總排名已經跌至248。

其它幾位入圍了榜單的大華府富豪還有：
丹納赫公司（Danaher Corp.）的共同創始人兼
前首席執行官米切爾•雷爾斯（Mitchell Rales）
排名第 219；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 Group）的
共同創始人威廉•康威（William Conway）、大
衛•魯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和丹尼爾•
德•阿尼洛（Daniel D’Aniello）並列福布斯第
278 名；華盛頓紅人隊（Washington Redskins）
的業主丹•斯奈德（Dan Snyder）排名第248。

配圖：福布斯富豪榜 來源：網絡圖片

最 新 福 布 斯 富 豪 榜 公 布最 新 福 布 斯 富 豪 榜 公 布 ，， 華 府華 府 88 人 上 榜人 上 榜
入室盜竊說起來就令人不寒而

栗，可這類事件最近卻在維吉尼亞
州的兩個華人聚居比較密集的郡縣
頻頻上演，而且竊賊發現了新的入
室方法，警方迫切提醒民眾，務必
小心謹防。

據維州警方表示，最近一段時
間以來，維州的勞登郡和威廉王子
郡已經連續發生了一系列的住宅盜
竊事件，起初是 10 月 8 日發生在威
廉王子郡，後來10月13日竊賊又轉
移到勞登郡，非常密集地在 Sterling
地區出現了五起，而這些盜竊事件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竊賊均
使用了車庫遙控器，這是一種之前
沒有過的新型犯罪手法。

根 據 報 案 人 的
監控錄像顯示，嫌
疑犯先是進入車主
停放在自家前沒有
落鎖的車中，再利
用車裡的車庫遙控
器打開車庫門，進
而由車庫潛入室內
行竊的。由於作案
手法限制，被盜屋
主大部分甚至被盜
時就在家中，這樣

反而更加危險，因為一旦與竊賊正
面交鋒，很容易演變成傷亡事件。
這些盜竊事件大部分發生在凌晨或
清晨，屋主均是醒來後發現車庫門
大開，室內已遭竊的。

據此維州警方迫切提醒民眾，
一定要鎖好車門，特別是車內裝有
車庫遙控器的車輛，而且車庫連接
室內的門也務必要鎖好，只有保護
好門窗，才能減少家中被盜竊的幾
率。警方也希望民眾提供更多線
索，一旦發現可疑人員請務必向警
方報告。

配圖：車庫遙控器 來源：網絡
圖片

維州入室盜竊案頻發維州入室盜竊案頻發，，警方提醒鎖好車門警方提醒鎖好車門

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年11月12日 Sunday, November 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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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歸美人歸MelgraceMelgrace™™
退潮熱，助好眠

休 士 頓 獨 立 學 區 百 利 高 中 (Bellaire Senior
High School)於本(2017)年11月10日下午在學校綜
合活動中心舉辦華語才藝秀，活動主要目的是推

廣華語文化並且培養學
生的團隊精神與領導能
力。這項活動自2007年
開始舉辦，至今已逾10
年。今年係第11屆辦理
，估計有學生及家長近
200人參加。

活動內容包括：傳統服飾走秀、舞獅表演、
詩歌朗誦、繞口令、民族舞蹈、太極拳等等，節

目精彩活動，學習華語文化寓教於樂。
活動主籌辦人黃燦琴老師十分貼心的準
備了各項台灣美食餐點，參加者不虛此
行。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每年都會
贊助此一別具意義的活動，教育組組長
周慧宜特別代表陳家彥處長到場致意並
肯定黃老師長年推廣華語文教育的辛勞
與貢獻。
另外，周組長也提供台灣獎學金及華語
獎學金的資料，鼓勵現場同學有機會可
以到台灣學習華語。同時也提醒同學可
以參加駐休士頓教育組每年 3 月間所舉
辦的華語能力測驗，向自己挑戰，了解
自己華語學習的程度。具備流利的華語
能力，不但有助於日後大學的申請，也
有利於未來職場上的競爭力。

“潮熱”是在毫無預警之下，熱感從胸
部向面部和雙上肢迅速蔓延，有時伴有心慌
、出汗。發生的原因都是激素分泌紊亂，植
物神經系統平衡失調，導致血管收縮舒張運
動處於混亂狀態。

北美女性更年期保健品【美人歸】追求
“內調外養”的天然療法，堅持“標本兼治
”的健康理念，通過分子細胞活化純化技術
萃取而成。從啟動卵巢功能及調節內分泌兩
方面著手，有效調理女性因陰津虧損、卵巢
早衰引起月經不調、手腳冰涼、腰膝酸軟、
性慾冷淡、失眠煩躁、皮膚衰老等問題。

服用方法：每瓶120粒，每天2次，早晚
各1次，每次2—4粒。作用機理和針對人群
：【美人歸】採用世界上最先進的分子細胞
活化純化萃取技術，從東西方多種草本精華
植物中提純出10倍高濃度的天然大豆異黃酮
精華素、婦科仙草北美升麻，配合中國上千
年經典藥材酸棗仁、枸杞子、茯苓、浮小麥
、淫羊藿等有效成分，重新均衡分泌女性荷
爾蒙，調整內分泌，調理氣血，切實達到改
善更年期症狀的目的，讓女性重返青春靚麗
的年輕態！

（1）30歲—40歲的女性：月經不調。女
性由於激素分泌失調，導致明顯的月經不調
的症狀。 【美人歸】針對月經不調（經期無
規律，經量忽多忽少等）、經期綜合症效果
顯著。同時調理女性卵泡激素的分泌，從根
本上解決女性月經不調和經期不適的症狀。

（2）40歲—45歲的女性：色斑、面色晦
暗無光、性慾減退 ，更年期提前。由於性腺

軸功
能失調，內分泌系統紊亂，出現血液循

環欠佳的症狀，表現在臉上就是明顯的色斑
和黃褐斑，在身體體內表徵是性慾減退和月
經不調。 【美人歸】能調節內分泌，淡化色
斑、黃褐斑的形成，使色斑皺紋減少，皮膚
更有彈性。

（3）45歲—55歲的女性：潮熱多汗、心
煩易怒、頭暈頭疼、閉經、失眠等各種症狀
。體內氧自由基增加引起內分泌失調，則出
現更年期閉經、潮熱多汗、心煩易怒等症狀
。 【美人歸】中的有效活性成分能清除自由
基，調節內分泌，緩解更年期症狀。

（4）55歲以後的女性：延緩衰老，強化
免疫，減少骨質流失和老年健康問題。女性
50歲左右是女性進行今後中老年保健的關鍵
時期。專家指出，女性要學會保護自己，這
樣才能保護好後半生的健康。 【美人歸Mel-
grace™】淡化老人斑，加強體力，提高免疫
力，延緩衰老。建立體內雌激素新平衡，減
少骨質疏鬆，降低婦科疾病風險。

嘉康藥業榮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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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址

：www.royalnatural.ca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
年華語文能力、認識傳統中華文化與臺灣多元
文化，瞭解中華民國進步發展現況，並促進海
內外青年互動交流， 續辦理2018年第1期 「海
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活動，研習時間自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18 年 2 月 13 日。凡年滿 12
足歲至未滿 24 歲(以護照所載出生日期為憑)，
居住於海外，身心健康、學行良好、有高度學

習華語文意願，並能適應團體生活之華裔青少
年均可報名參加，即日起開始報名至當期人數
額滿截止。

課程依華文程度採分班授課、小班教學，
以求在最短時間達到最佳學習成果，並用各項
視聽設備輔助教學，增進學習效果；另安排參
訪各地名勝古蹟、自然生態等，體驗臺灣風土
民情及文化特色。

費用部分：每期新臺幣 48,000 美元，僑委
會支付講師鐘點費、教材費及參訪、行政等新
臺幣 24,000 美元，學員自付包括膳食費、住宿
費及保險費等新台幣24,000美元。

本期計招收55名學員，報名表及健康證明
檢查項目表等資料，請送交至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初審並轉僑務委員會複審合格後，即
發給入學同意函(可憑申辦入境簽證)，相關報名

訊息及申請表件可至僑務委員會網站 (www.
ocac.gov.tw) 僑生服務/華裔青年研習/語文研習
班 下載運用，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電話
： 713-789-4995 分 機 ： 113， 電 子 郵 箱 ：
hccc@houstonocac.org

中華民國僑委會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 第一期活動招生

吃美食秀吃美食秀
才藝才藝．．推廣推廣華語台灣華語台灣不缺席不缺席

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中中）、）、僑教中心李美姿副僑教中心李美姿副
主任主任（（左左）、）、朱玉圭老師朱玉圭老師（（右右））

休士頓獨立學區百利高中休士頓獨立學區百利高中(Bellaire Senior High School)(Bellaire Senior High School)於本於本((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010日下午在學校綜合活動日下午在學校綜合活動
中心舉辦華語才藝秀中心舉辦華語才藝秀，，活動主要目的是推廣華語文化並且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與領導能力活動主要目的是推廣華語文化並且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與領導能力。。有學生有學生
及家長近及家長近200200人參加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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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應可甩難

楊楚楓楊楚楓

抖 纏 了
快 5 年 的
香港前特

首曾蔭權被控收受利益案，在月初審判進入最後
一天的早上:法庭在開庭解答陪審團問題後，4男4
女陪審團再離開法庭商議，中午前，陪審員就仍
未達到大比數有效裁決，尋求指示。法官陳慶偉
著陪審團繼續商議，嘗試達致有效裁決。直至下
午4時半，陪審員向法官表示，指至今仍未達到大
比數有效裁決，並相信再討論亦無法達到大比數
有效裁決，再次尋求法庭指示，法官為此表示解
散陪審團。案件暫告一段落。控方己申請將控罪
交予法庭存檔，即代表律政司暫不要求第二次重
審此項控罪；不過控方同時表明，曾蔭權正就另
一項控罪等候上訴，若屆時出現新證據，或涉及
基於公眾利益，再決定重審亦非不尋常。有法律
學者表示，法庭批准第二次重審的門檻極高，相
信此案難符合相關條件，再次重審機會不大。看
來，曾蔭權應可甩難。

案件最後一次開審時，經陪審團商議近14小
時，仍未能達大比數裁決，於是法院宣布解散陪
審團，之後案件又再提訊，處理後續問題。當天
曾蔭權夫婦、兒子、胞弟蔭培及胞妹曾璟璇等家
人，分別抵達高等法院時，神情嚴肅，不發一言
。代表控方的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 在庭上
表示，考慮到陪審員未能就控罪達成大比數有效
裁決，律政司決定現階段將控罪存入法庭檔案，
除非得到法庭或上訴庭批准，否則不會重審。

同一時間，David Perry表明，律政司現階段不

上訴，是因為曾
蔭權尚有一項被
裁定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罪等候上

訴，控方會等待上訴結果、會否出現新證據，或
基於公眾利益，再考慮是否申請重審，並指因此
而重審，亦不足為奇。法官接納並下令案件暫不
作重審。

控方其後要求取回案件於2月首次聆訊的三分
一訟費，因為當時曾蔭權被控的3項控罪中，有一
項被定罪。控方又指，曾蔭權曾經公開表明，會
配合廉署調查，但調查期間保持緘默，沒有向廉
署提供涉案的金錢往來資料，所提供的租約，亦
有誤導性，而其妻兒更表明,不會向廉署提供協助
，拒簽證人供辭，增加廉署的調查工作及耗費時
間。辯方資深大律師余承章表示，自己並非一審
的主審大狀，需時研究，要求於週五以書面回覆
。法官同時接納辯方要求，押後訟費裁決，並要
求控方收到辯方回覆後，7日內再提交書面陳詞。

坐在 「犯人欄」旁聽的曾蔭權全程神色凝重
，雙手緊握拳頭置於膝上，其妻子及弟妹亦一臉
肅穆。當得悉律政司暫不上訴，眾人似略鬆一口
氣，曾蔭權散庭後, 更即時擁抱曾璟璇，然後手挽
著妻子步出法庭，曾蔭權繃緊的臉容, 才稍為放鬆
，曾蔭培和曾蔭荃更露出笑容，但皆不發一言，
未有就聆訊結果作出回應。

現年73歲的曾蔭權，今次涉及的控罪, 是一項
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惟兩審均未能達成有效裁
決。該控罪指他任職行政長官，並在審批雄濤廣
播數碼牌照期間，接受雄濤大股東黃楚標支付其
租住的深圳東海花園裝修費。而曾蔭權於一審被
裁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20個月，
現正保釋等候上訴，一旦敗訴，需再度入獄服刑

。
港大法律學系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刑事罪

行沒有檢控期限，律政司選擇將案件存檔, 是 「留
有後路」，只要曾蔭權仍然在生，都仍有機會申
請重審。但他指，香港歷來未出現過第二次重審
，而根據英國法院指引，再重審的門檻很高，需
符合兩個條件，包括控罪是要極端地嚴重，程度
與謀殺或恐怖襲擊相同，以及控方提出的證據，
在客觀上非常有力。他認為，曾蔭權案達不到這
兩個條件。因此，再審機會近乎零矣！

至於今次本港首次引用 「行政長官接受利益
罪」提出檢控，兩度審訊陪審團, 均未能達致有效
裁決，身兼行會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相信，
是因為在法例上，香港特首不受任何人監察，陪
審團亦未能確定被告收受的利益與職權有關。他
認為，政府應盡快制定規管行政長官利益申報制
度。他又指，根據過往經驗，九成半存檔的案件
，都不會再申請重審。

是次曾蔭權涉貪案的出現，令人費解，我早
前在香港一份專欄中曾指出，兩次審訊都未能令
不同人組成的陪審團達成大多數的有效裁決，顯
示控方呈堂的證據，未能令不是法律專家，但是
具備普通人有的常識、分析力及日常生活經驗的
大多數陪審員認同，被告是毫無疑問地有罪。法
官陳慶偉引導陪審團時，清楚表明要裁定控罪成
立，必須符合六大元素，包括 「有關利益是行政
長官作出作為或不作為的誘因或報酬」。陪審團
商議七小時後，向法官提出兩個問題：(一)如果不
是處理雄濤廣播發牌，接受裝修(即有關利益)是否
貪污；(二)入罪是否與發牌有關。法官的簡短回應
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 「是」；而第二個問題
的答案是 「否」。這個沒有解釋的答案, 聽起來與
法官原來的引導及一般人對案情的了解, 有很大的

落差。回顧整個審訊過程，主要證供，都是集中
在被告接受雄濤廣播大股東裝修其租用單位，與
雄濤申請廣播牌照的關連。法官對陪審團兩個問
題的回應，卻好像將兩件事完全分割。

這次檢控還有兩點值得留意的地方。第一，
曾蔭權原來是被控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接
受利益罪是在案件於法院提訊時，法官批准律政
司加控的。第二，原審時，控罪指曾蔭權接受裝
修, 作為批准雄濤廣播牌照申請的報酬。到重審時
，控罪改為指裝修, 是作為曾蔭權傾向優待雄濤廣
播的報酬。表面看來，這個改動令入罪的機會增
加，但控罪依然是離不開與雄濤廣播有關。

根據律政司檢控與否須考慮合理入罪機會及
公眾利益的政策，假如律政司決定申請第三次重
審這宗涉貪案，控方需要掌握較之前, 更有力的新
證據, 才能符合法治須公平公正的原則。

曾蔭權在法庭外表示，感謝市民關懷，明白
不能多說，只能說，他與家人經歷5年折磨，已經
心力交瘁，感到很累。

今次控罪，是指曾蔭權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6月30日期間擔任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主席，
審批雄濤廣播申請數碼廣播牌照及交還AM廣播牌
照時，在無合理辯解及權限下，接受深圳東海花
園三層式住宅物業的整修及裝修工程。此案若發
生在中國大陸，應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得香港
政府花此過千萬訴訟費，去查根問底，追查一位
己退休的最高級行政長官、且服務香港近卅十多
年，幾度為香港人立下不少勝績的官員。坊間盛
傳內幕消息，是上任特首梁振英佈局下的把戲。
是耶非耶，民眾自有公論，本人一介草民，亦未
敢吐出真言哩！

中秋剛剛過去一個月，我才跟休
市香港大學高材生、頤康講座的
詩人王植頤兄作中秋佳節詩篇交
流，正是休市天氣未寒 竟然又到
立冬，真的是令人感到時光的飛
彈快捷。為響本地讀者， 特作引
玉拋礡:茲將我倆中秋佳節的詩文,
恭錄如下：

「天涯白髮憶韶年 往事如風記
不全 「多少人間悲喜事 玉輪今夜
為誰圓」（王植頤）
中秋感懷

「策馬出關四十年 西樓夜夜望青天
若見月華心自喜 月如雲罩感悽然
節屆中秋情更重 頂禮膜拜向嬋娟
迎月賞月復追月 但求家國兩健全」
2017. 10 .3 .夜半成詩. (楊楚楓）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11 月8 號是“立冬”
節氣，其取義為冬季已告開始，天氣漸趨寒冷。
“立”是開始的意思。

元代學者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對
“立冬”節氣的詮釋稱：“冬，終也。萬物收藏
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
土氣凝寒，未至於拆。”拆，是裂開、綻開的意
思。

在古代，“立冬”是一個重要的節日。據先
秦典籍《禮記·月令》記載：“立冬之日，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大夫，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
恤孤寡。”高誘注釋稱：“先人有死王事以安邊
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卹之。”在民
間，則有祭祖習俗。宋·吳自牧《夢粱錄》載：
“士庶以十月節出郊掃松，祭祀墳塋。”南宋·周
密《武林舊事》亦載：“十月朔，都人出郊拜墓
，用綿裘、楮衣之類。”天子迎冬民間祭祖

《禮記》還記載了“立冬”節氣期間，朝廷
執行的一種制度：“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策佔兆
，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意思
是說，天子命令太史主持宰殺牲口，用鮮血塗在
龜甲，蓍草上，通過占卜、算封，得知吉凶。審
察是否有阿諛奉承、結黨營私的人，使得這些犯
有錯誤的人，無法掩飾抵賴。天子迎冬 民間祭祖

春秋戰國時代，占卜大行其道，叩問神明成
為主流意識。由此亦可見，反腐倡廉，古今同理
。歷史上的執法者，以占卜算卦，甚至以鬼神斷
案，無非是增加神秘感，以示天怒民怨。這是時
代的局限。

常年進入“立冬”節氣（今年為本月七日至
廿一日），按氣候學劃分四季的標準，下半年平
均氣溫穩定在攝氏（下同）十度以下，是為冬季
。二十四節氣的起源地黃河中下游，基本脗合這

個規律。高緯度的東北地區，入冬更早，已經飄
雪了。

長江流域地區，則要到下一個節氣“小雪”
才入冬。期間即使有北方冷空氣南下的影響，氣
溫驟降，但寒風過後，隨即升溫，故江南廣大地
區向有“十月小陽春，無風暖融融”的說法。

常年“立冬”節氣期間，地處低緯度的廣東
，基本上仍未有冬寒感，白天最高氣溫在廿五度
以上，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祇有北方強冷空氣
長驅南下，粵北地區才會出現幾天的寒潮天氣，
伴隨五級以上的凜冽北風。

“立冬”節氣廣東出現的寒潮次數：連縣、
河源、梅縣一線以北的南嶺山地，平均兩年一次
或一年一次；粵中地區兩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珠
江三角洲和南部沿海地區四年一次或更少。

據中國氣象部門預報，本週內廣東天氣穩定
，無明顯冷空氣影響，以晴天多雲為主，廣州市
區氣溫維持在十八至廿八度之間。預計本月十五
日起，受北方較強冷空氣影響，全省各地氣溫將
逐日下降，伴有小雨。廣州市區最高氣溫十五度
，最低氣溫降至十度。

理論上冬天已經降臨人間，不過今年全世界
都是暖洋洋，是近五年全球史上最暖的一個時代
。

世界氣象組織六日在波恩發佈的一份報告指
出，今年一至九月的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
時代約高一點一攝氏度。由於強厄爾尼諾事件，
去年可能仍是有記錄以來的最暖年份，而今年和
二○一五年或分列第二、三位。報告指出，二○
一三至二○一七年，必定會是有記錄以來最暖的

五年期。
世界氣象組織(WMO)是聯合國系統關於天氣

、氣候和水的權威機構。 WMO 秘書長佩特里·
塔拉斯是在當天開幕的聯合國波恩氣候大會上，
發佈這份臨時《氣候狀況聲明》的。

聲明指出，去年發生了許多“高影響事件”
，具體包括災難性的颶風和洪水、危害健康的熱
浪和乾旱，很有可能是有記錄以來三個最熱年份
之一。同時，氣候變化的長期指標，如二氧化碳
濃度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酸化等仍然沒有
減退。北極海冰覆蓋率仍低於平均值，而以往穩
定的南極海冰範圍，已處於或接近創記錄的低點
。

“過去三年是溫度記錄中位列前三的年份。
這屬於長期變暖趨勢的一部分，”佩特里·塔拉斯
表示，“我們經歷異常天氣，包括亞洲高達五十
攝氏度的溫度、在加勒比和大西洋延伸到愛爾蘭
的刷新記錄的颶風、在東非使數百萬人受災的破
壞性季風洪水以及持續乾旱。”

世界氣象組織指出，氣候領域的極端事件，
影響著數百萬人的糧食安全，對最脆弱群體尤為
如此。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一份評估報告發現
，在發展中國家，與中到大尺度風暴、洪水和乾
旱相關的所有損害和損失中，農業（作物、牲畜
、漁業、水產業和林業）佔百分之廿六。

少年時代在港澳,經常聽到中國大陸一句十分
響當的口號： 「人定勝天」。經過幾十年的時間
觀察，對此, 我已懷疑多時。人力有限、思索有限
，自然界一切現像，我們順其自然、天生天養好
了。

楊楚楓楊楚楓

休市未寒 又到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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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秘書秘書
長林國雄長林國雄、、理事長徐耀德理事長徐耀德、、
財政高永年夫婦財政高永年夫婦、、副會長許副會長許
益明益明、、副理事長朱國興熱烈副理事長朱國興熱烈
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出家紀出家紀
念日念日))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
((出家紀念日出家紀念日))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理事長徐耀德理事長徐耀德、、財政高永年夫婦財政高永年夫婦、、副會長許益明副會長許益明、、副理事長朱國興等在慶副理事長朱國興等在慶
祝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致敬祝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致敬

觀世音菩薩的大悲願力及所發菩提觀世音菩薩的大悲願力及所發菩提
心心，，為了安樂一切眾生成就一切眾為了安樂一切眾生成就一切眾
生的道業生的道業，，故仍然示現為菩薩因祂故仍然示現為菩薩因祂
以救苦救難為己任以救苦救難為己任，，故在民間的影故在民間的影
響極為深遠響極為深遠

本頭公廟舉行觀音法會本頭公廟舉行觀音法會，，由經生班誦經祈由經生班誦經祈
福法會福法會，，場面氣氛溫和莊嚴場面氣氛溫和莊嚴，，善信參加誦善信參加誦
經法會經法會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出家紀念日出家紀念日))、、經生班頌經為信眾祈福經生班頌經為信眾祈福

本頭公廟會龍獅團員表演功夫助興本頭公廟會龍獅團員表演功夫助興
本頭公廟秘書長林國雄本頭公廟秘書長林國雄、、財政高永年在慶祝觀世音財政高永年在慶祝觀世音
菩薩寶旦活動攜家帶眷與獅共舞菩薩寶旦活動攜家帶眷與獅共舞

農曆農曆99月月1919日為觀世音菩薩寶旦日為觀世音菩薩寶旦((出家紀念日出家紀念日))、、本本
頭公廟提前二日於西曆頭公廟提前二日於西曆1111月月55日舉行慶祝觀世音菩日舉行慶祝觀世音菩
薩寶旦活動薩寶旦活動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休士頓中華公所主席休士頓中華公所主席（（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陳慶輝陳慶輝，，丁方印代表獻丁方印代表獻
花花。。

休士頓僑界紀念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國父孫中山先生151151 歲獻花儀式開始歲獻花儀式開始，，主席中山學主席中山學
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 前排右三前排右三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前排前排
中中）） 就位就位，，唱唱 國父紀念歌國父紀念歌。。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獻花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獻花。。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中央評議委員林國煌致詞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中央評議委員林國煌致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儀式上致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儀式上致詞。。

三民主義大同盟由楊國貞代表獻花三民主義大同盟由楊國貞代表獻花。。

世界廣東同鄉聯誼會世界廣東同鄉聯誼會（（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黃秀峰黃秀峰、、林國煌林國煌、、王姸霞代表獻花王姸霞代表獻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王姸霞王姸霞、、羅秀娟羅秀娟、、楊國貞代楊國貞代
表獻花表獻花。。休士頓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代表獻花休士頓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代表獻花。。

國父誕辰獻花儀式
昨在僑教中心舉行昨在僑教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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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租房者租得起租得久？各地

探索從源頭入手降成本，“多渠道保

障”租賃房土地供應。記者了解到，北

京、上海、廣州、杭州、山東等地采取

集體土地入市，“零溢價率”和“自持

面積比例”競拍，以及劃撥等多種方式

增加租賃用地面積，降低建設成本，讓

租金更“親民”。

從源頭入手降低成本
今年8月，國土資源部等部門確定

北京、上海、廣州等13個城市開展利用

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表示，

從 2011 年起，北京市陸續在朝陽區

平房鄉、海澱區唐家嶺地區、昌平區

北七家鎮等 5個集體土地地塊開展了

租賃住房項目試點，建設租賃住房

1.28 萬套。北京已確定今後 5 年將建

租賃住房 50 萬套，主要在集體建設

用地上建設。

深圳市今年9月1日宣布，擬恢復劃

撥方式供地，其中包括只租不售的人才

和保障性住房、創新型產業用房用地。

上海則加大供應以“租賃住房”為

用途的地塊，並由國有企業“零溢價

率”拍得。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

局官網顯示，近兩個月的歷史成交地塊

中有13幅“租賃住房”土地交易，競得

人包括上海地產、張江集團、陸家嘴

集團，建築面積共計37.78萬平方米，均

為起始價格交易。此外，光明集團、上

海電氣等15家國企主動梳理存量土地用

於租賃住房建設。

上海已明確，今後5年上海租賃住

房用地計劃將從“十二五”期間的5.9%

提升到“十三五”期間的30.9%。

自去年11月起，北京、天津、成都

等地陸續采取競拍自持面積建設租賃住

房的探索，綠城、綠地、龍湖、萬科等

知名開發商均有參與。

提高企業運營積極性
北京平房鄉公租房項目建設方北

京鴻科鑫宇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長陳學東介紹，該項目共有 2500 余套

房。根據項目周邊及朝陽區租金指導

價格，預計租金約為 40 元每平方米

每月，即 65平方米二居的每月租金約

為 2600元，而鏈家網顯示該項目附近

壹套 57 平方米商品房每月租金約為

3500元。

上海的“租賃住房”項目在租金定

價上也比周邊住宅有較大優勢。以上海

地產拍得的“浦東世博會地塊政務辦公

社區15-01地塊”為例，該地塊位於世博

後灘地區，知名企業總部聚集。該項目

總面積約 4.92 萬平方米，樓面價約為

7700元每平方米。

安居客首席分析師張波據此算了壹

筆賬，世博“租賃住房”項目分建設成

本和運營成本。壹般土地費用占房價的

50%以上，再加上其他費用，世博“租

賃住房”建設成本在2萬元每平方米左

右。而根據安居客網顯示，目前世博地

區二手商品房均價約為 6萬元每平方

米，80平方米的兩居室租金在每月6000

元左右。

可見，在運營成本大致相同的情況

下，如按周邊住宅相同的租金回報率測

算，“租賃住房”項目同樣80平方米的

兩居租金只是市場價的六成多。當然，

這只是理論上的測算，項目預計在2年

後推出，上海市相關部門暫未透露租金

價格。

業內人士透露，國內長租公寓或商

品住宅的年租金回報率壹般在1%至3%

之間，而發達國家這壹數據在4%以上。

對於“零溢價率”拿地的國有企業來

說，從盈利角度考慮，有提高租金回報

率的空間，企業會有較大積極性運營好

“租賃住房”。

專家說法

增加供應量 能抑制租金
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君

甫認為，集體土地開發成本低、周期

快，租金定價優勢明顯，而且土地

面積可觀，在政府有序引導下可以持

續供應。集體土地入市將會吸引更多

開發商進入租賃市場，從而大大增加

租賃房屋的供應量，對抑制租金上漲

有很大作用。

張波認為，上海的“租賃住房”項

目是政府用保障房的方式介入租賃市

場，有規劃地在產業園區、市中心和新

城等重點區域針對特定人群投放租賃住

宅，是壹劑對癥下藥的“特效針”，對

租賃市場會造成壹定影響，部分區域內

租金有望調整，也會對現有的品牌公寓

運營商造成壹定降價壓力。

中央財經大學城市與房地產管理系

教授王誌鋒表示，目前國內城市中工業

用地比重偏大，而居住用地的比重偏

低，特別是保障房用地。建議在制定城

市建設用地供給規劃時，調整用地結構

比例，增加住宅用地面積，保證保障

房、租賃住房用地。對於工商業相對過

剩的區域或者利用率較低的閑置土地，

可以盤活重新統籌利用。

上海迪士尼效益達預期 65%為外地遊客平均在園10小時
綜合報導 上海迪士尼樂員的“吸金”與“吸

睛”效益均達預期，顯然，它對上海經濟社會的帶

動效應是令人滿意的。

首次在上海發布的《上海迪士尼項目對經濟

社會發展帶動效應評估》報告顯示，上海迪士尼

樂員所在的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自去年4月26

日開放至今年10月底，接待遊客數量已突破2700

萬人次。

當天，長三角城市旅遊論壇在滬舉行，上海市

信息中心主任余文凱就截至目前迪士尼項目對上海

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區域發展、社會帶動、

創新實踐等方面的帶動效應發布專項評估報告。

報告顯示，上海迪士尼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社會

效益均達到了各方預期。上海迪士尼樂員開員首年

（即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5日），遊客接

待數量超過1100萬人次。余文凱說，我們發現到上

海迪士尼樂員開員壹周年時，樂員接待的外地遊客

占總接待遊客數量的65%，遊客平均在員時間達到

10小時。

在迪士尼樂員的強大拉動作用下，2016年，上

海共接待旅遊人次為 3.05 億人次，同比增長

7.42%，高於2011-2015年平均增速4.38個百分點。

尤其是在法定節日期間，上海旅遊接待人次增長顯

著。2017年春節，樂員遊客對上海新增遊客的貢獻

高達90%。

余文凱還指出，在樂員開員壹周年時，上海全

市星級酒店入住率達到70%。不僅如此，樂員的開

員還帶動上海本土知名景點遊客的上升，比如，東

方明珠接待人數顯著增加高達465.86萬人次，比

2015年增加了67.49萬人次，同比增長為16.9%。數

據顯示，2016年，上海實現旅遊總收入為3820億

元，同比增長9%，高於2011-2015年平均增幅4.5

個百分點，上海旅遊目的地效應初現。

此外，評估報告表明，迪士尼樂員項目的溢出

帶動效應是壹個由點及面、逐步釋放的過程。比如

從產業帶動來看，項目除對上海旅遊業影響顯著

外，還對中國主題樂員行業、工程建設行業、文化

產業及服務業等產業拉動效應明顯；比如從區域帶

動來看，項目對度假區周邊區域、浦東中部、

上海乃至長三角以及中國旅遊發展和城市轉型

升級均帶來不同程度示範帶動效應。而從長期

看，項目對推動長三角旅遊壹體化、加快建設

長三角世界城市群，對中國探索“生產型”城

市向“生產+生活型”城市轉型，探索從供給側

角度推進旅遊業轉型升級等方面都有較好的示

範帶動效應。

報告同時建議，推進以上海迪士尼項目為核心

的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持續發展，要繼續深入推進

“迪士尼標準與本地最佳實踐相結合”的本地化戰

略，將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打造成“國內外遊客到

滬旅遊首選地”、“上海市民休閑度假首選地”、

“文化旅遊產業集聚發展首選地”。

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旅遊專業委員會

主任、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副巡視員李

誌宏當天表示，根據發展規劃，上海國際旅遊

度假區將充分放大迪士尼項目效應，立足構築

上海城市休閑旅遊功能核心，塑造成為具有示

範意義的現代化“旅遊城”，當代中國娛樂潮

流體驗中心，並最終發展成為人人向往的世界

級旅遊目的地。

他說，度假區規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即

開發建設期（2011 年 -2015 年）、功能集聚期

（2016 年 -2020 年 ） 以 及 功 能 提 升 期 （2021

年-2030 年），目前度假區還處在第二個階段。

在產業發展方面，度假區充分發揮迪士尼項目

的帶動優勢，規劃構建“1+7+6”的產業發展體

系，即 1大核心產業、7大延伸產業和 6大配套

產業。在功能結構上，規劃形成“壹核、五

片”的空間發展格局。其中“壹核”指核心

區，即迪士尼項目區域，占地 7 平方公裏。

“五片”指圍繞核心區周邊的發展功能區，劃

分為五個發展片區，包括主要功能為綜合娛樂

商業的南壹片區，主要功能為城市自然生態綠

地的北片區，主要功能為生態保育旅遊的西片

區，主要功能為遠期綜合開發的東片區，以及

主要功能為遠期低密度開發的南二片區。

多地增加租賃住房用地 地價降了租金能降嗎金能降嗎？？

日內瓦蘇富比拍賣預展日內瓦蘇富比拍賣預展
天價拍品看花眼天價拍品看花眼

巴勒斯坦女學生難民營裏種蘑菇巴勒斯坦女學生難民營裏種蘑菇 解決就業問題解決就業問題

加沙城加沙城，，加沙加沙al-Azharal-Azhar大學微生物學的巴勒斯坦女生們在難民營的大學微生物學的巴勒斯坦女生們在難民營的
房子裏種植菌菇類房子裏種植菌菇類，，她們這樣做有助於解決當地女性畢業生就業機會低她們這樣做有助於解決當地女性畢業生就業機會低
的問題的問題，，此舉也得到了加沙農業部門的支持此舉也得到了加沙農業部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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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羽
隊未能延續勇態，11日晚在澳門羽毛球黃
金大獎賽，張雁宜、混雙“李周配”及男
雙的鄧俊文/柯展聰同於四強止步。

女單2號種子張雁宜11日面對國羽新
秀蔡炎炎，首局在4：7落後的情況下，接
連扣殺取4分追成13：15，不料其後又連失
4分以16：21失守。第二局，再以13：21

不敵，無緣女單決賽得第三名。蔡炎炎今
與中華台北球手白馭珀爭冠，後者11日以
20：22、21：16、21：11反勝另一國羽小
花張藝曼晉級決賽。

另外，港隊首席混雙組合李晉熙/周凱
華11日在4強賽迎戰6號種子、韓國球手徐
承宰/金荷娜，這對港將在21：19先下一局
的情況下，以15：21、11：21連輸兩局敗

陣。
男雙拍檔柯展聰/鄧俊文在11日的準決

賽打足1小時，先以21：16贏一局，但同
樣是後勁不濟，以17：21、12：21不敵印
尼組合艾迪/立阿卡。就此，港羽衝決賽夢
想全部落空。

國羽女雙黃雅瓊/于小含、混雙鄭思
維/黃雅瓊2也齊齊晉級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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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尼亞現年31歲，
最新世界排名第39，

是一位中國女婿，去年7月他
與已獲得德國國籍的前中國球
員孫禎琦結婚。當晚，他面對
被外界一致看高一線的張繼
科，輕鬆上陣下出人意料地以
11：9、11：7連下兩局、先聲
奪人。其後，張繼科雖及時調整
以11：7扳回一城，但始終未能
重振當年雄風，以9：11、3：11
敗北。近一年來，張繼科甚少參加
比賽，且在參加的為數不多的比賽
中成績強差人意。先是里約奧運因

傷退賽，今年2月在卡塔爾公開賽發燒再次
退賽；6月2日，在杜塞爾多夫世乒賽，他
以1：4不敵韓國的李尚洙，無緣男單16
強；6月22日，中國公開賽，他在單打首輪
首局比賽因腰傷無法發球中途退賽；9月的
全運會，他出戰8場比賽輸5場。

近年接連退賽 失利
接連退賽、失利，令外界揣測這位倫敦

奧運冠軍的比賽生涯已接近尾聲。對此，在
德國公開賽首輪出局後，現年29歲的張繼
科接受國際乒聯專訪時坦承，年齡已成制約
自己的因素，他會規劃下一個人生目標。

“29歲、30歲的年齡，確實要給自己
一定的時間去規劃，是繼續打還是轉型，這
是個很嚴峻的問題。”他表示，“我希望給
自己一些時間和空間去調整自己，真正來選
擇自己下一階段的人生目標。”

“如果能堅持，我一定會努力堅持。如
果身體真的不允許，也會在一個合
適的時間（選擇退役），去做
一些與乒乓球有關的東西。
現在讓我做決定，我也
沒有想好。”張繼科
說。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輪椅劍后”余翠怡壓軸
出場，助港隊奪得世錦賽女子重劍
團隊金牌！這是港輪椅劍隊在意大
利IWAS輪椅劍擊世界錦標賽奪得
的第一金。

今次賽事，港隊派出吳舒婷、
余翠怡、湯雅婷及鍾婉萍出戰女子
重劍團體賽，於8強及4強賽分別
以45：40及45：36勝白俄羅斯及

波蘭順利晉級，決賽迎戰俄羅斯
隊。一度落後31：35的港隊，憑壓
軸上陣的余翠怡打出一節14：8的
佳績，在關鍵時刻扭轉劣勢以45：
43反敗為勝，勇奪金牌。

今次賽事個人已獲1金1銀1
銅的余翠怡（之前余翠怡奪女重銀
牌及女花銅牌）賽後通過社交平台
分享勝利的喜悅：“我們是世．界
．冠．軍呀！”文中稱：“今日每

一場都是硬仗，這個冠軍特別感
動，不是因為贏，而是大家每一個
人都做好自己位置。隊中兩個新人
都是第一次打世錦賽團體，經驗和
能力是不足的，賽前我們目標是前
四，到準決賽贏波蘭入決賽，已經
覺得達到目標，畢竟決賽對手是俄
羅斯，上一屆世錦就是輸給她們，
對方人腳同能力都很平均，打的時
候真沒想太多，怎麼知道打吓一分

打吓又一分，9局中雖然大部分都
是落後，但只要比分不是拉得太
遠，還是有希望！”

她還寫道：“第9局壓軸上場，
形勢是31：35落後，我腦海中只是
想怎樣樣攞分，從比分收窄到追平再
反超，到最後一劍‘雙燈’，45：
43，贏了！”稍後，她將跟吳舒婷、
范珮珊及鍾婉萍出戰女子花劍團體
賽，向第二面金牌進發。

港乒膺德國賽男雙季軍
國際乒聯巡迴賽之德國公開賽，當地時間

10日決出女單8強、男單16強以及男女雙打4
強。香港組合黃鎮廷/何鈞傑及杜凱琹/李皓晴齊
齊在男女雙打晉級。最終，黃鎮廷/何鈞傑0：3
輸給日本選手、林兆恆/于子洋1：3輸給韓國李
相秀/鄭榮植，並列季軍。

黃鎮廷/何鈞傑先以3：1勝奧地利組合，
再以3：0輕取巴西選手進入準決賽。而杜凱
琹/李皓晴也先以3：0勝韓國組合，再以3：2
險勝新加坡強敵馮天薇/于夢雨躋身4強。

另外，港將林兆恆與蘇慧音與國乒組成跨

協會男女子雙打組合，其中林兆恆/于子洋（國
乒）先以3：0勝日本組合，再以3：0勝新加坡
的高寧/龐學傑。而蘇慧音/顧玉婷（國乒）則
先以3：0挫東道主組合單曉娜/韓瑩，晉身八
強；再以3：2力壓國乒組合朱雨玲/陳夢，躋
身準決賽。

單打方面，國乒除大滿貫球手張繼科一輪
遊外，其餘均順利晉級。其中，在女單8強席
位，國乒佔據6席。而男單的樊振東、許昕、
周雨、閆安、林高遠也悉數闖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楊倩玉世盃捕捉賽摘銀
場地單車

世界盃，當地
時間10日在曼
徹斯特展開英
國站的較量。
港隊全運金牌
得主楊倩玉在
10公里女子捕

捉賽僅負20歲應屆世界冠軍、意大利車手Rachele Barb-
ieri，勇奪銀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潘曉婷九球世錦賽居亞
2017世界女子9球錦標賽11日在海南省澄邁縣落

幕。中國選手韓雨以9：5戰勝中華台北的周婕妤獲得季
軍。而有“9球天后”美譽的中國名將潘曉婷，則在冠軍爭
霸戰以7：9不敵隊友陳思明，屈居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巴西甘美奧捧“中拉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2017年中國．

橫琴“中拉盃”國際足球賽最後一個比賽日在珠海打響，廣
州富力與廣州恒大、巴西山度士與甘美奧同框對戰。經過3
天的逐隊廝殺，最終甘美奧預備隊以3戰全勝積9分的成
績，獲得冠軍。

輪椅劍擊世錦賽 港隊奪女重金牌

短
訊

■■港隊港隊（（紅衫紅衫））奪輪椅劍擊世錦賽女團重劍金牌奪輪椅劍擊世錦賽女團重劍金牌。。 香港殘奧會圖片香港殘奧會圖片 ■■余翠怡余翠怡（（左左））已奪金銀銅已奪金銀銅。。香港殘奧會圖片香港殘奧會圖片

■■楊倩玉楊倩玉（（左一左一））獲得場地單車世獲得場地單車世
界盃捕捉賽銀牌界盃捕捉賽銀牌。。 twittertwitter圖片圖片

■■張繼科在張繼科在20152015年年
世乒賽舊傷復發世乒賽舊傷復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繼科在卡塔爾公開賽無緣張繼科在卡塔爾公開賽無緣
四強四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繼科在德國公開賽張繼科在德國公開賽
首輪出局首輪出局。。 ITTFITTF圖片圖片

港羽先贏後輸港羽先贏後輸 止步澳門賽四強止步澳門賽四強

■■李晉熙／周李晉熙／周
凱華凱華（（前前））無無
緣混雙決賽緣混雙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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