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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白宮幕僚秘書波特
（Rob Porter）被兩名前妻指控家暴後的一天
，閃電宣佈辭職。而由於白宮在任用他之前，
FBI需做背景調查，他的2名前妻當時都揭露了
他的家暴史，波特也疑似因此沒有通過白宮安
全查核，但白宮卻仍任用他，遭到砲轟。而對
此，白宮不願解釋為何波特能得到任命，僅表
示 「他的安全查核沒有被否決；他現在也辭職
了」，並強調幕僚長凱利（Johh Kelly）以及川
普對他的家暴細節並不清楚。

波特周三發表聲明，指兩前妻的指控 「令
人憤慨」而且 「不實」，又指媒體公開的、前
妻被打到黑眼圈的照片是差不多15年前拍下，
背後的事實與所講的是兩碼子事。波特說自己
雖然坦白誠實，但決定離開白宮。他沒說明離
職日期。

波特的兩名前妻近日上媒體力數與波特一
起時所受到肉體、語言和精神虐待。波特的第
一任老婆霍爾德內斯（Colbie Holderness）將提
供給FBI的照片以及資料爆料給媒體，表示前
夫第一次施暴始於2003年兩人度蜜月期間。而
拳腳相向雖然很多次，但有留下證據僅有2005
年到佛羅倫斯度假時： 「他只打過我一次，
（在佛羅倫斯）對我眼睛揮了一拳」。她並表
示，前夫不曉得是有意還是無意，但在佛羅倫
斯之前每次施暴都採用不會留下痕跡的方式，

包括將她整個人扔向沙發或床，再用力搖晃她
或以膝蓋手肘用力頂她等。後來更進展到會掐
她脖子， 「沒有大力到會讓我昏迷，但仍讓我
十分驚恐以及感覺被糟蹋。」

第二任妻子威洛比（Jennifer Willoughby）
也表示，施暴從兩人蜜月開始，波特言語暴力
飆罵她 「他X的婊子」。其後一個月還曾限制
她出家門，2個月後又將她鎖在家裡，並一拳
打碎大門玻璃。他更曾在她淋雨時將她強行拖
出浴室。

波特是川普的高級幕僚之一，幾乎所有給
川普簽署的文件都要經他手，更擔任上月底川
普首次國情咨文撰稿人之一。他被視為政治新
星，青年才俊，獲得直屬上司白宮幕僚長凱利
大力賞識。在醜聞爆發初期，凱利原本力挺愛
將 「正直、有榮譽感」，但後來越爆越大不得
不改口 「社會不容許家暴」。但即使如此，白
宮以及凱利仍遭猛烈砲轟包庇連環家暴累犯，
因為波特在任職白宮前，FBI就曾做過背景調
查，當時兩名前妻就已經將他的家暴史告知
FBI，讓波特至今沒有拿到他職位該有的白宮
安全查核權限，而白宮卻仍然任用他。

波特近期新聞多多，《每日郵報》上周披
露，40 歲波特與前模特兒兼白宮傳訊總監
Hope Hicks拍拖，波特更被目睹搭計程車送女
方回家途中吻對方。

2任前妻控家暴
川普高層幕僚閃辭

（綜合報導）針對近來股市震盪激烈，美國總統川普今天
首度發表看法，暗示瘋狂拋股可能是由於經濟捎來喜訊。

法新社報導，川普透過推特發文指出： 「『昔日』，當好
消息傳出時，股市會走升。如今，當喜訊傳來時，股市走跌。

」
他暗示，那是 「大錯特錯，我們的經濟有那麼多好（極佳

的）消息。」
華爾街股市6日開盤重挫，隨後迅速反彈到平盤以上，主

因投資人預期薪資提高與通貨膨脹將促使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升息。

川普任內一直想把美國股市頻創新高當作更廣泛經濟的象
徵，而不僅是反映美國企業的經營表現。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周二（6日）受邀至阿布達比（Abu
Dhabi）為美國智庫進行演講。在演說中，布
希稱 「有相當清晰的證據顯示」俄國干預美國
2016年總統大選。

布希沒有直接提到現任總統川普的名字，
但顯然不滿川普嘗試想與俄國外交升溫，稱俄
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不會考慮該怎
麼共創雙贏，只會想要他自己贏」，用的是
「零和」（zero-sum）的方式在思考。

布希稱他不確定俄國的干預是否直接影響
大選結果，但他認為俄國至少有試過這麼做，
並強調 「外國嘗試干預我國選舉，是很有問題

的」。另外，布希也不滿川普的移民政策，認
為美國應該針對移民法進行改革。

這場演講是由 「垃圾債券天王」米爾肯
（Michael Milken）的智庫舉辦，米爾肯本人
與布希進行對談。今年 71 歲的米爾肯近年熱
衷慈善，數 10 年來捐款無數，《富比士》估
計米爾肯身家達36億美元（約1057億元台幣
）。

米爾肯於上世紀 80 年代在金融圈紅極一
時，但在1990年因違反證交法被關22個月，
最後他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達成協
議，繳了2億美元（約58.7億元台幣）的罰款
後，終身不得再入行交易。

美前總統布希：俄干預美2016總統大選

美股暴跌 川普歸咎經濟捎來喜訊

（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領袖今天在民
主黨與共和黨難得妥協的情況下達成一項協
議，擬在未來兩年將軍事與國內計畫支出上
限提高近3000億美元，但此舉引發部分財政
保守派人士不滿。

路透社報導，若參議院這項協議通過，
軍事支出將額外增加1650億美元，非軍事計
畫則增1310億美元，其中包括醫療、基礎建
設、災難救助和國內鴉片類藥物危機解決方
案。

一項新的短期開支方案將於明晚到期，
這項協議將能防止政府因此關門，並延續聯
邦政府債務上限至2019年3月。

這項協議由參議院共和黨及民主黨領袖

宣布，獲總統川普及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支持。

但眾議院部分共和黨保守派人士及其他
團體不滿說，這項協議將導致2019年或是之
後出現高達一兆美元的財政赤字。

眾議院保守派自由黨團（Freedom Cau-
cus）說： 「我們支持提供資金給軍隊，但將
政府規模擴大13%，並不是選民要我們在此
做的事。」

如果這項提案要在眾議院通過，可能需
要一些民主黨人的支持。部分自由派民主黨
人反對的原因在於，提案並沒有包括保護數
十萬名 「追夢人」免遭驅逐的協議。追夢人
指的是童年時期非法抵美的年輕人。

美參院就預算達成協議
保守派警告赤字

川普想閱兵
民主黨斥獨裁共和黨有雜音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Donald Trump）夢想在華
府主持閱兵惹議。批評者認為
，這顯示川普正一點一點地走
向獨裁；就連一向擁護川普的
共和黨國會議員，也少有人表
態支持。

法新社報導，白宮和軍方
先前證實已在著手規劃閱兵，
但日期未定，民主黨議員隨即
群起砲轟，批評川普此舉，不
過就是一個 「快變拿破崙」的
人 「白痴」和 「獨裁」的想法
。

就連一向在國會擁護川普
的議員也不太支持。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葛蘭姆

（Lyndsey Graham）在國會山
莊告訴記者，閱兵 「合情合理
」，但要有些限制。

「我不期待蘇聯式的硬體
展現，那不是我們。那樣有點
做作，而且，坦白講，也會暴
露弱點。」

「但若是能展現我軍精良
、能讓國人同胞說 『謝謝』、
能榮耀他們的閱兵活動，也是
不錯。」

最大力支持川普的共和黨
國會議員喬登（Jim Jordan）
則說，仍需多加審議， 「我們
會有所討論」。

閱兵是俄羅斯、北韓和法
國行事曆上的重頭戲，美國卻

少有閱兵，因為美國人若要表
現愛國心，搖搖國旗、放放煙
火、烤烤熱狗就是了。

美國上次是在波灣戰爭結
束後的 1991 年閱兵，當時有
大批飛彈和戰車進入華府街頭
。

身為三軍統帥的川普有權
要求軍隊閱兵，但從白宮官員
強調這想法還在 「討論」階段
，不難看出川普和幕僚關係可
能有點緊張。

白 宮 新 聞 秘 書 桑 德 斯
（Sarah Sanders）今天表示：
「我們還沒做出最後決定。」
「我們只是在探究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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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本周三（2 月 7 日 ） 在領館辦公樓大廳
舉行2018 年春節招待會，在張燈結彩，年味濃
郁的氣氛中，總領事李強民與夫人曾紅燕女士
向現場四百多位盛裝出席的美南地區華人華僑
、留學生團體及各中資機構拜年祝福，場面溫
馨、喜氣。

李強民總領事首先代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向大家致以最誠摯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他說：一，僑胞們，過去一年，是中國發展進
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
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宣示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制定了中國未來
發展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提出了中國
發展新方略十九大報告著重提到：廣
泛團結聯繫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共
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兩岸
關係方面，十九大報告指出：“解決
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
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
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二，僑胞們，馬上就要過年了，
大家旅居美國，心系故土，很多人都
在問，中國過去一年的經濟發展怎麼
樣？我在這裡首先給大家一個直觀的
數據：根據中國政府統計部門上個月

發布的數據，2017 年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總量）超過82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
速 6.9％.GDP 總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6.9％的增速是一個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超出
預期“的增長，是一份亮麗的成績單。

三，僑胞們，近年來，隨著美國經濟走向
的變遷，美南地區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合作正在
不斷深化，在此投資興業，定居發展的華僑華
人不斷增加，大休斯敦地區也成為中美各領域
交流合作的“新高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也在去年底率領一個龐大
代表團成功訪華，對推動休斯敦與中國的合作
起到極大促進作用。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

，無疑是最大的利好，將給美南地區帶來新的
發展機遇。目前，在整個美南八州，中國企業
投資已超過 210 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
4500多個。習近平主席指出，太平洋足夠大，
容得下中美兩國;中美關係面臨的挑戰是有限的
，發展的潛力是無限的。

四，僑胞們，大休斯敦華人社區過去一年
的發展進步也可圈可點。各華人社團和廣大僑
胞懷著對祖（籍）國的熱愛和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開展了許多有意義也非常重要的活動，令
我印象深刻。我們發揚中國人團結互助的精神
，同心協力應對“哈維”颶風，展開互助互救
，讓我們看到危難之際我們華僑華人共渡難關
的可貴品格。我們還舉辦了慶祝中國國慶68週
年升旗典禮，晚宴和綜藝晚會，活動都非常成
功，很好地展現了我們休斯敦華僑華人愛國愛
鄉的精神。

五，僑胞們，2018年是十九大的開
局之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
中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
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對中
美關係而言，2018年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機遇大於挑戰的一年。我衷心希望各
位僑胞在新的一年都有新收穫，在各自
事業上取得新的成績。同時，希望大家
抓住中美合作難得的歷史機遇，發揮各
自優勢，找准合作的切入點，積極投身
中美友好事業，在促進中美友好合作，
促進華人社區繁榮和諧方面作出自己的

貢獻。
當晚與會的貴賓，包括： 德州參議員Paul

Bettencourt , 州眾議員吳元之、休斯頓市議員
Jack Christie、休斯頓市警長 Acevedos、國會議
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選區辦公室主任 Christian Bionat 和亞裔代表
張晶晶、德州州長Abbott 的代表陳中，哈里斯
郡郡法官Ed Emmett 的代表Michelle Hundley 等
多人，他們一一上台致新年賀詞並頒贈祝賀文
告。

當晚現場也安排了精彩的餘興節目，包括
開場時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學生表演民族舞
蹈，以及華星藝術團副團長虞曉梅演唱京劇歌
曲 「我的故鄉是北京 」，將招待會帶入高潮。
當天總領館也準備了豐富的飲料及美食招待嘉
賓。讓大家在歡樂的氣氛中提前過春節。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
22 月月77日舉行春節招待會日舉行春節招待會

(本報訊) 臺灣花蓮於107年2月6日晚間發生規模6級震度7
級有感地震，造成生命及財產重大損失。當災情迅速傳抵海外僑
社後，僑務委員會已接獲各地僑胞紛紛表達高度關心訊息，全球
各地僑團及僑胞紛紛以各種方式主動表達捐款，已有僑領在第一
時間率先捐助10萬美金。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以及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感謝美南僑界關心，為進一步協助災民，並便利海
外僑胞提供賑災協助，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已提供衛福部賑災專
戶，提供海外僑胞運用，若需要僑委會代收代轉至指定帳戶，可

開立支票抬頭TECO in Houston,Culture Center，並註明捐款人大
名，聯絡方式及指定捐款到衞福部專戶，休士頓僑教中心將幫忙
匯回臺灣，並於取得收據後，轉送捐款人聯絡地址，倘捐款人係
以匯款方式直接將捐款匯入衛生福利部賑災專戶，亦請提供本中
心相關資訊，俾供作日後依 「華僑熱心公益自動捐獻獎勵要點」
辦理獎勵之依據。目前衛福部賑災專戶如下:

（一) 金融機構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O.,LTD.)

（二) 戶名：衛生福利部賑災專戶(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DONATION A/C)
（三) 帳號：007-09-11868-0
（四)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00 號(NO.100,
CHI-LIN RD. TAIPEI CITY, TAIWAN)

（五) 通匯代號(SWIFT CODE)：ICBCTWTP007
（六) 用途別註記： 「0206花蓮震災專案」(0206 Hualien

Earthquake)
僑委會感謝海外僑胞血濃於水的情感，並將依華僑熱心公益

自動捐獻獎勵要點規定表揚捐款個人及團體。僑委會、休士頓僑
教中心再次感謝美南僑界關心，讓我們一起為臺灣祈禱！

美南僑界關懷花蓮震災為臺灣祈福
休士頓僑教中心表達感謝

圖為出席春節招待會的政要圖為出席春節招待會的政要、、貴賓與總領事李強民夫貴賓與總領事李強民夫
婦婦（（ 右七右七，，右六右六）） 在會上合影在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四百多位華人華僑代表及政要四百多位華人華僑代表及政要、、貴賓出席貴賓出席 領館領館20182018
的春節招待會的春節招待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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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臺灣花蓮於107年2月6日晚間
發生規模6級震度7級有感地震，造成生命及財
產重大損失。當災情迅速傳抵海外僑社後，僑
務委員會已接獲各地僑胞紛紛表達高度關心訊
息，全球各地僑團及僑胞紛紛以各種方式主動
表達捐款，已有僑領在第一時間率先捐助10萬
美金。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以及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感謝美南僑界關心，為進一步協助

災民，並便利海外僑胞提供賑災協助，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已提供衛福部賑災專戶，提供海
外僑胞運用，若需要僑委會代收代轉至指定帳
戶，可開立支票抬頭 TECO in Houston,Culture
Center，並註明捐款人大名，聯絡方式及指定捐
款到衞福部專戶，休士頓僑教中心將幫忙匯回
臺灣，並於取得收據後，轉送捐款人聯絡地址
，倘捐款人係以匯款方式直接將捐款匯入衛生

福 利 部 賑 災 專
戶 ， 亦 請 提 供
本 中 心 相 關 資
訊 ， 俾 供 作 日
後 依 「華 僑 熱

心公益自動捐獻獎勵要點」辦理獎勵之依據。
目前衛福部賑災專戶如下:

（1) 金融機構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
外 部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
CIAL BANK CO.,LTD.)

（2) 戶名：衛生福利部賑災專戶(MINIS-
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DONA-
TION A/C)

（3) 帳號：007-09- 11868-0
（4)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00 號

(NO.100, CHI-LIN RD. TAIPEI CITY, TAI-
WAN)

（5) 通匯代號(SWIFT CODE)： ICBCT-
WTP007

（6) 用途別註記： 「0206花蓮震災專案」
(0206 Hualien Earthquake)

僑委會感謝海外僑胞血濃於水的情感，並
將依華僑熱心公益自動捐獻獎勵要點規定表揚
捐款個人及團體。僑委會、休士頓僑教中心再
次感謝美南僑界關心，讓我們一起為臺灣祈禱
！

（本報訊）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將於
二月十日下午一時至四時舉行 2017 歲末
祝福感恩會，歡迎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
起到靜思堂迎接新年。

下午一時舉行靜態人文佈展導覽，歡
迎會眾參觀。慈濟志工以恭敬心感恩會眾
這一年來的付出。

感恩會將在下午二時準時舉行，會中
將回顧 2017 年慈濟人在全球的足跡、德
州分會平日與社區互動，以及在災難時的
即時協助等足跡。

新春時節，生機復甦，萬物繁盛；要
讓 「心春」永駐，日日都如此時一般法喜
充滿。

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需要人人匯聚
大愛，人間祥和，有情天地才能和諧有序
，人人平安；

要匯聚大愛，人人在生活上做改變，
勤行善、做環保、多素食，人人守護好自
己的愛心，

再點點滴滴互相地付出，不斷連綿下
去，寸步連接，就可以鋪出愛護生命、疼

惜大地的道路。
感恩您一同關心我們的社區，祈願更

加美好。
邀請您及家人、好鄰居、好朋友一同

來靜思堂，以法相會過 「心」年，以誠意
之真情互動: 大愛共伴有情天‧寸步鋪路
護大地。

日期：02/10/2018 星期六
時間：下午一時至四時(一時至二時

：人文佈展導覽；二時至四時:感恩會)
地點：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靜思堂

2017歲末祝福感恩會

【本報訊】美南福建同鄉會決定於2018年2月11日
下午5點半，地址珍寶海鮮大酒樓，舉辦美南福建同鄉會
24週年慶典“不忘初心，共創未來”春節聯歡晚會。

屆時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各兄弟社團將會與我們的
鄉親們一起歡聚一堂。

本會的2018年度會刊也開始籌備工作。有意願的社
會團體，公司或者個人請積極與我們活動策劃部門聯繫。
屆時將會有相關工作人員將會刊廣告贊助細節及費用明細
進行說明。並，本會初步決定會刊相關廣告贊助及更新活

動將在1月21日截止。請各位多多支持。
本會的春節聯歡晚會本著聯繫鄉情，共話美好未來的

理念。歡迎各位多才多藝的鄉親積極參與。可以將自己願
意表演的節目與我們活動策劃部門聯繫多謝。各位支持。

本會活動策劃部門，請各位登陸我會官方網站詳詢：
www.fujiansouthusa.org

活動報名連接：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e/1FAIpQLScA3SJLYD6DFgr7AIEfulK-
wu5eH_zf-1E-UdU0MMo7hFr5MXw/viewform

美南僑界關懷花蓮震災為臺灣祈福
休士頓僑教中心表達感謝

  
 

2018年美南福建同鄉會24週年春節晚會“不忘初心，共創未來”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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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於二月一日
晚間，休斯頓大學科技學院舉辦一場溫
馨的晚會，肯定院內表現優異、獲得獎
學金的學生，同時感謝提供獎學金的各
界賢達。休斯頓大學科技學院由院長
Anthony Ambler領軍，一百多位師生
與獎助學金的捐贈者齊聚一堂。同時，
校方特別感謝本報發行人李蔚華先生慷
慨捐助獎學金，嘉惠莘莘學子。

休斯頓大學科技學院負責學生事務
的主任Jagdeep Chadha表示，此次
，共有一百三十位成績表現出色的大學
部學生與研究生獲獎，獎學金金額從五
百元至五千元不等，有五十種獎學金，
全部金額約為美金十三萬元，有些獎學
金鼓勵成績傑出的學生，有些則資助財
務較貧困的同學，也有兩者兼之，幫助
那些有需要又表現好的學子。同時，他
表示，在休大科技學院各系約有四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的亞裔學生，他們的成績
表現均頗為出色。

Jagdeep Chadha 特別強調，休
斯頓大學科技學院以能實際應用為訴求
，學生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理論與知識，
都要實際運用到生活之中。舉例而言，
機械系的學生在上過理論課之後，要親
身實地做出汽車，並且達到一定的性能

，同時有不同項目間的比賽，務求能解
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絕非只是閉門造
車而已。

此次晚會特別請到糖城市市長
Joe Zimmerman致詞，他表示糖城是
福遍縣最大的市，也是德州發展最迅速
的地方之一，很高興與休斯頓大學科技
學院合作，讓糖城有休斯頓大學科技學
院的校區在此成立，既有助於社區發展
，同時為糖城學子提供最佳高等教育，
是雙贏的局面。

晚會之中，同時請到傑出校友Ir-
san Tisnabudi 分享，他畢業於1997
年，如今是Aria Services, Inc的總裁
，不僅創業成功，同時擠身無線通信行
業的領軍者之一，他當年也是獎學金的

獲獎者，深受其惠，如今事業有成，便
希望回饋母校，發揚休大的精神。

榮耀與感恩互相輝映，晚會便在眾多的
祝福與答謝中，畫下美麗的句點。

受災戶請注意受災戶請注意!!
提供就業和救災支持哈維颶風受災戶援助仍進行中提供就業和救災支持哈維颶風受災戶援助仍進行中

榮耀與感恩之夜
休斯頓大學科技學院慶賀得獎學生

(本報休斯頓報導) 哈維颶風至今已經數月，也有不少受災戶
的生活仍未回到正常的軌道。感謝哈維颶風救災市長基金(Hur-
ricane Harvey Disaster Mayor's Fund)，財團法人生涯與重生資源中
心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nc.收到一筆250,000.00美元的
援助基金，將為颶風的受災戶提供就業和救災支持。請受災戶們
注意，你可能符合申請條件。

財團法人生涯與重生資源中心是非盈利性組織，成立於1945
年，這個機構協助求職者進行就業培訓、就業指導、協助安排工
作、就業輔導、以及與就業相關的支持服務，並提供豐富的課程
，包括GED考試準備、計算機課程、以及成人基礎教育、和手
語的聾啞或聽力障礙者的電腦課程。此次，由於哈維颶風，財團
法人生涯與重生資源中心得到市長救災基金，將專門協助在風災

中遭受損害的民眾。
這筆資金將由大休斯頓社區基金會(Greater Houston Com-

munity Foundation)來批准，申請者必須符合兩個基本原則：
1）正在尋找工作、工作技能培訓、工作諮詢、或過渡到另一個
工作時，需要得到幫助的人；
2）必須是受哈維颶風影響的受災戶。

如果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民眾，可致電713-754-7000聯繫
主辦單位，與災難救助個案經理洽談，將有專人能夠提供幫助！
或電郵至 info@careerandrecovery.org。點擊 http://www.careeran-
drecovery.org/disaster-relief/

獲獎者張夢丹來自廣州獲獎者張夢丹來自廣州，，目前目前
就讀休大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就讀休大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百餘位師生與獎學金的捐贈者齊聚一堂百餘位師生與獎學金的捐贈者齊聚一堂，，充滿榮耀與感恩充滿榮耀與感恩
糖城市市長糖城市市長 Joe ZimmerJoe Zimmer--
manman致詞致詞

學生設計的汽車學生設計的汽車 獲獎者歐文懿獲獎者歐文懿(Tiffany Au)(Tiffany Au)主修主修CISCIS
，，與教授與教授Susan Miertschin(Susan Miertschin(左左))合影合影

休大科技學院教授宋令廣夫婦休大科技學院教授宋令廣夫婦，，帶帶
領四名獲獎的學生參加晚會領四名獲獎的學生參加晚會

「食家莊」 餐廳，迎春節推出多道精彩新菜、麵點
特級主廚菜色不凡，令人驚艷，黃金芝麻大餅，紅遍休市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甫於去年
年底在 「 惠康廣場 」 開張的 「 石家
莊」 餐廳（ 位於惠康醫療中心旁，原
「 老四川」 舊址 ），開業才二個月
，就以黃金芝麻大餅，和正宗的北方
菜、川菜在休士頓打響了知名度。 「
食家莊」 為迎接下週即將到來的一年
一度的中國新年（ 春節 ），推出一系
列新菜，道道精彩，包括： 酸菜白肉

、三椒蒸魚、焦溜肥腸、表油蹄膀、
紅燒划水、黃金芝麻大餅、鍋貼、螃
蟹炒年糕，令每位聞訊者忍不住食指
大動，恨不得馬上就前往 「 一嚐為快
」 ！

「 食家莊」 老闆馬軍先生，為來
自北京的山東人，深諳北方菜的奧秘
（ 北方菜源於＂魯菜＂），特聘的幾
位廚師，都頗有背景，去年十二月八
日晚間在 「 食家莊 」 大開筵席，招
待 「 北京群 」 的群友，名菜疊出，
吃得全場五十多位嘉賓，酒酣耳熱
，大飽口福，大呼過癮。

「 食家莊」 的菜色，從冷菜到
熱菜，到各種北方特色麵，還有 「
食家莊」 獨有的特色菜，更令人驚
艷！如賣相、口感一流的 「 大千乾
燒黃魚」 ，黃魚極其入味，口感特
佳，如 「 大盤雞」 ，廚師的精湛手

藝，將雞肉的鮮味發揮的淋漓盡致，
再配上麵條，絕對是一道開胃的好菜
。當天推出的名菜還有咕嚕蝦，溜肝
尖，肉末豆角， 梅菜扣肉，芫爆肚絲
，五彩小魷魚，白菜排骨粉絲砂鍋，
以及他們著名的田園素菜： 西芹百合
、醋溜白菜---- 光看師傅的刀工，
即令人嘆為觀止，更別提入口的滋味
及其營養價值。

「 食家莊 」 最值得一提的是 「
北方特色麵點 」 ，該店特聘台北 「 鼎
泰豐」 的韓師傅負責麵點，當天亮相
的羊肉水餃，三鮮水餃，內餡極其講
究，令人激賞不已，還有發麵製作的
黃金芝麻大餅，更是該店的 「 賣點」
！馬老闆預備午間推出 「 大餅套餐 」
，每人份$8.99 元，包括：現烙芝麻、
白麵大餅二張，冬瓜羊肉丸子湯，再
加上炒菜一道。既經濟實惠，又可大

飽口福，預計將大受歡迎。
「 食家莊 」 的特色麵點，還有老

北京豬肉鍋貼、羊肉西葫蘆鍋貼、三
鮮鍋貼，水餃除上述二種，還有煙台
鮁魚水餃、豬肉水餃，以及最受大眾
喜愛的蔥油餅、北京炸醬麵、茄子肉
丁打鹵麵、天津小籠包、擔擔麵、重
慶酸辣小麵------ 等等，都是一時
之選。

當晚， 「 北京群 」 的群主劉洋
，代表大夥向馬老闆的盛情款待深表
謝意。並對 「 食家莊」 的菜色讚不絕
口，大家表示： 自今而後，休市又多
了一處可以好好吃飯的地方了。

「 食家莊」 的地址：9114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惠康
廣場內）電話：713-771-6868

酸菜白肉酸菜白肉

三椒蒸魚三椒蒸魚

焦溜肥腸焦溜肥腸走油蹄膀走油蹄膀黃金芝麻大餅黃金芝麻大餅 紅燒划水紅燒划水螃蟹炒年糕螃蟹炒年糕

截止日期3月18日
2018江蘇世界僑商峰會

大家好，
江蘇僑辦定於今年4月17-19日在南京舉

辦江蘇世界僑商峰會。本次會議將邀請部分帶
項目並且前期對接成功的海外高層次人才與會
，請代為向協會會員發布，收到報名後省內有
關園區將和報名嘉賓開展前期對接，對於正式
獲邀參會的嘉賓，大會將給予一定的國際旅費
補助，附報名表。

活動時間：4月17日報到，4月19日午餐後離

會
活動內容：江蘇世界僑商峰會開幕式，項目路
演對接，參觀考察
旅費補助：正式受邀參會嘉賓
邀請時間：4月上旬發正式邀請函
報名方式：填寫附件報名表
報名郵箱：tinogroup@163.com

謝謝合作。
—創業匯中國辦公室

2018年 3月 18日截止 

姓  名  性  别  籍贯  

出生年月  
住在国

（地区） 
 国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学历专业  学位  
项目所属

领域 
 

联系电话 国外  国内  

电子邮件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项目合作意向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500字以内）： 

 

 

 

 

 

 

 

 

 

有无项目路演需求： 

 

江苏世界侨商峰会活动报名表

项目对接 

（请在选择的专

场前方框内打

钩） 

 

 

考察路线 

（请在选择的路

线前方框内打

钩） 

 

 

 

抵达日期、航

班、车次 
 

返程日期、航

班、车次 
 

 

江苏南京侨梦苑 

南京江北新区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欧美专场 

亚非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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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報名我要報名！！
20182018企業高管培訓企業高管培訓
進階班開始招生進階班開始招生

角聲社區中心
主辦講座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健康養生極品健康養生極品 淨濃度高達淨濃度高達8585％％

科學家同時發現長期食用野生綠蜂膠的人
群，其各種疾病的患病率顯著低于普通人群。
而正是綠蜂膠的神奇生物學作用造就了這一世
界性長壽奇迹。

獲國際權威機構認證
隨著美國、巴西、日本、歐洲等世界各地科

學家對于蜂膠的深入研究，蜂膠的價值和奇异
功效逐步獲得人們的認識與肯定。Apiario Sil-
vestre公司成立於1982年，是巴西也是世界
上最早開始致力于蜂膠產品研究開發與生產的
公司。該公司不斷將科學家們的科研成果產業
化，在業界率先推出專有技術-- 無酒精超臨
界超高類黃酮萃取方案，并開發出多種具有神
奇療效的蜂膠產品。產品技術的不斷領先與創
新成為Apiario Silvestre的無盡追求，并以此
獲得了整個業界的高度認可與尊敬。

Apiario Silvestre野花牌系列產品于1986
年率先通過巴西聯邦農業部的認證，并聘請國
際最權威的聖保羅大學生物學博士、昆蟲學博

士、食品科學碩士Dr. Esther Margarida A.F.
Bastos擔任其公司首席科學家。自創建以來
，Apiario Silvestre總計銷售野花牌極品綠蜂
膠萃取液上千萬瓶，持續以其卓越的 「永遠不
打折扣的品質」 贏得世界各國消費者的信賴，
奠定了世界蜂膠行業的領導者地位。

蜂膠是蜜蜂采集膠源性植物的樹脂摻和其
上顎腺及蠟腺分泌物，經蜜蜂反復加工塗到蜂
巢入口、內壁，以保持巢內相對無菌狀態的膠
狀物質。蜂膠是一種稀有的、珍貴的蜂產品。
一般情况下，每群蜂在采膠期每天只能產0.2
克左右。蜂膠是由樹脂、蜂蠟、精油、與花粉
組成的混合物。野花牌綠蜂膠中，含有許多具
抗氧化作用的類黃酮(flavonoids)。目前已經
分離確認的就有二十餘類；其它還含有三百多
種天然成分，三十多種脂肪酸及二十多種氨基
酸、十多種帖烯類化合物，以及鋅等三十多種
礦物質、維生素P等多種維生素、胰蛋白酶等
多種活性物質－由于蜂膠的主要成分是蜜蜂所

采集到的樹脂物質，因此所采集的樹種或地區
若有不同即會直接影響到蜂膠的品質。原始無
污染的生長環境，是選擇蜂膠的首要條件。
而且巴西綠蜂膠品質被世界公認最好。

日本著名醫學家山本倫大說： 「蜂膠是上
天通過蜜蜂給人類帶來的至高無上的仙丹！」
但是市面上銷售的蜂膠良莠不齊，價格也不相
等。巴西綠蜂膠一向著稱于世，而Apiario
Silvestre生產的“野花牌”綠蜂膠淨濃度最高
（達85％）絕不含酒精，絕無蜂臘、不分層
、不沈澱，國際GMP認證，在很多國家早成
為巴西極品綠蜂膠的代名詞。“野花牌”綠蜂
膠以其“永遠不打折扣的品質”，熱銷多倫多
，實屬當之無愧的極品。

加拿大NPN#80006418·美國 FDA食品
藥品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

好消息：由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及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聯合舉辦的“企
業高管培訓進階班”，即日起開始招生
。本屆培訓班為繼續2017年的企業高管
培訓班，精心設計了2018年企業高管培
訓進階班，使學員深入的從理論和實務
中得到良好裝備，發展成為職場上才智
雙全的精英。同時，10周的培訓還將與
學員們共享企業和人際資源，打造互惠
雙羸的新商圈。

開課時間從 2018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18年5月5日止。中文授課，備有翻
譯。順利完成學業者, 休士頓浸會大學商
學院將頒發正式結業證書。報名期限即
日起至2018年2月25日截止，請盡早報

名。
課程內容包括 1.美國商業文化及創

業精神 2.商務社交之禮儀和應對 3.十倍
速時代的挑戰及對策 4.如何成為職場上
關鍵時刻的贏家 5.美國公司的創建、運
營和解散的相關法律規章 6.財務管理與
報表分析 7.投資、財富管理和融資 8.市
場計劃及策略 9.商業談判及案例分析 10.
危機處理與項目管理 11.PQ質商: 激發內
在熱情, 打造傑出團隊 12.企業的管理定
位與創新思維
13.美國勞動雇傭、人力資源、股權分配
的規劃設計。

企業高管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決定著
公司的戰略和發展前景, 他們是公司資源

的管理者和企業成功的決策者。擔任本
屆培訓班的講員有著名企業家及社會貢
獻者孔毅導師，其代表作〝贏在扭轉力
〞指出 「在職場上若想成為人上人，不
僅得持續精進專業知職、技術，更要進
一步培養綜合能力，包括管理力、領導
力、表達力、判斷力，並縝密地布建人
脈網絡」 。教師除休士頓浸會大學商學
院著名教授外, 還包括專業人士和成功企
業家。

欲知詳情請上網 www.iccba.net , 點
擊〝企業高管培訓課程〞查詢。報名咨
詢：David Liu (713-443-8230)； Joan-
na Wang (713-818-8866).

美國法律架構-
~美國法律與我

講員: 黎廣業律師
黎廣業律師，也是註冊會

計師，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MBA）。曾擔任多家上市和
私人公司的首席財務官。每週
都主持收音廣播節目，極受歡
迎。他熱心幫助華人新移民解
決面對的問題。

2018年2月17日(週六)
早上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

www.cchchouston.org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

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
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
，若講座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故基督信徒陳喜玉故基督信徒陳喜玉
安息禮拜親友們及僑界人士追思安息禮拜親友們及僑界人士追思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夫婿張榮森及子女張玲郡夫婿張榮森及子女張玲郡,,張乃軒張乃軒,,胞姊僑務諮詢委胞姊僑務諮詢委
員陳美芬員陳美芬,,胞姊夫陳清亮答謝胞姊夫陳清亮答謝。。

賴忠智牧師主禮並講道賴忠智牧師主禮並講道[[有盼望的結束有盼望的結束]]。。

陳清亮長老主講故人陳喜玉略歷陳清亮長老主講故人陳喜玉略歷,,她的一她的一
生生,,淳樸勤奮淳樸勤奮,,忠貞堅忍忠貞堅忍,,敬業樂群敬業樂群。。

兒子兒子AlexAlex張乃軒思念的話張乃軒思念的話。。

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慰詩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慰詩[[佇彼旁榮光佇彼旁榮光
土地土地]]。。

美南旅館公會嚴杰夫婦美南旅館公會嚴杰夫婦、、葉德雲會長夫婦及僑葉德雲會長夫婦及僑
界人士出席界人士出席故基督信徒陳喜玉安息禮拜故基督信徒陳喜玉安息禮拜。。

故基督信徒故基督信徒 陳喜玉女士陳喜玉女士,,祖籍苗栗祖籍苗栗,,11月月2323日與世長辭日與世長辭,,享壽享壽7272歲歲,,於於22月月33日上午在日上午在KatyKaty
的的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舉行舉行安息禮拜安息禮拜。。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李長裕牧師李長裕牧師,,許勝弘牧師反及僑界人許勝弘牧師反及僑界人
士追悼陳喜玉女士與慰問家屬士追悼陳喜玉女士與慰問家屬..

許勝弘牧師讀聖經約翰福音許勝弘牧師讀聖經約翰福音1414章章11至至33
節及希伯來書節及希伯來書1111章章1313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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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8年2月5日，洪都拉斯特古西加爾巴，國立自治大學學生參加遊行反對總統埃爾南德斯

連任，與防爆警察沖突。

當地時間2018年2月5日，美國佛羅裏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位於美國佛羅裏達州的“航空海岸”卡納維拉爾角將迎來歷史性任務——SpaceX的

“獵鷹”重型火箭會在此發射，運送壹輛特斯拉跑車飛往太空。

當地時間2018年1月31日，芬蘭 Nellim，當地出現美麗的北極光，似童話世界般夢幻。

當地時間2018年2月5日，哥倫比亞波哥大，當地清潔

工參加罷工，街頭垃圾成堆。波哥大市長Enrique Penalo-

sa上周四宣布城市進入環境衛生緊急狀態。

從1月31日起，30多個民工代表來到株洲縣法院喊口號

，並拉起“我們要血汗錢”、“我們要回家過年”等橫

幅請願，請求法院解凍他們的薪水。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上周六盛大舉行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20182018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暨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暨3333週年慶晚宴週年慶晚宴（（上上））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 右起右起 ）） 「「 石山地產石山地產」」 負責人負責人Mr.Mr.
Birney,Birney,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夫婦處長陳家彥夫婦，， 「「 世華世華 」」
世界總會會長黎淑瑛在大會上世界總會會長黎淑瑛在大會上。。

20172017 年所有會長年所有會長、、理事被會長逐一介紹登台理事被會長逐一介紹登台。。
世華總會長黎淑瑛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中中 ））頒發賀狀給新就任會長羅頒發賀狀給新就任會長羅
秀娟秀娟（（右右）。）。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在大會上致詞在大會上致詞。。

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 中中 ）） 代表哈瑞斯郡郡長代表哈瑞斯郡郡長EdEd
EmmettEmmett 頒獎給卸任會長黃春蘭頒獎給卸任會長黃春蘭（（ 左左 ），），及新任會長羅及新任會長羅
秀娟秀娟（（右右）。）。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在大會上致詞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在大會上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右二右二 ）） 代表僑委會頒代表僑委會頒
獎給卸任會長黃春蘭獎給卸任會長黃春蘭（（ 左一左一 ）） 及頒發賀狀給新任會及頒發賀狀給新任會
長羅秀娟長羅秀娟（（右一右一）。）。

圖為新當選會長圖為新當選會長，，理事在大會上合影理事在大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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