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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20202020年人口普查中年人口普查中
被算上的最后机会被算上的最后机会！！
德克薩斯州和科羅拉多州的亞裔德克薩斯州和科羅拉多州的亞裔
在未來在未來1010年可能會失去社區資源年可能會失去社區資源
記者黃麗珊
人口普查的最後期限迫在眉睫，華人社區

有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無法獲得公平分配資源的
危險。現在僅剩壹個月的時間來做出貢獻。

在全國範圍內，美國百分之四十的家庭尚
未填寫人口普查。換句話說，回應率低於65％
。社區中的每個人都需要在9月30日之前被統
計在內。

如果人數被低估，各州可能會在緊急服務
，教育，醫療設施，道路改善和其他福利上每
年每人損失數千美元的公共資金。社區也有失
去政治代表權的風險，包括國會席位。

人口普查局將在本周做出最後的努力，以
縮小包括華人社區在內的亞裔美國人在普查回
復率上的剩余差距。

為支持這項工作，超過30個組織和20位著
名人士致力於在8月24日至30日，即本周舉行
2020年人口普查亞裔行動周動員其社區。這些
組織包括公民參與團體，社會服務提供者，和
電子商務品牌，都在敦促人們對人口普查做出
回復，因為這對於我們的社區利害攸關。

由於COVID-19，開展本地推廣活動變得更
具挑戰性，但是這些2020年人口普查合作夥伴
組織和著名人士正在幫助填補這壹空白。他們
正在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獲得更完整的數據。這
是美國人口普查局決定呼籲他們參加2020年人
口普查亞裔行動周的關鍵原因。

這些組織和個人專門針對難以統計的人群
，例如具有中文語言需求的人群，經常出行的
年輕人，嬰幼兒以及50歲以上的人群。

隨著COVID-19的影響，人口
普查局局長Steven Dillingham在
8月14日發表聲明：“我們正在
采取措施調整我們的行動，以確
保每個人都被統計在內，同時保
證每個人的安全。”

作為行動調整的壹部分，人
口普查局將派出人口普查員，以
幫助家庭填寫問卷。接受普查的
人員必須經過培訓，才能遵守公
共衛生準則，並在進行這些親自
訪問時穿戴個人防護設備（PPE
）。

Dillingham強調了緊迫性：
“如果您還沒有回復，那麽現在
就該行動！通過在線，郵寄，電
話或與人口普查員親自交談來回
復2020年人口普查，有助於保
障社區的重要資源。”

亞裔美國人社區的未來從現
在開始。不要再等待了。要在線
響應，請訪問2020census.gov。
要通過中文電話回復，請致電
844-391-2020 (普通話) or
844-398-2020 (廣東話)。

Dr. Kai-Fu LeeDr. Kai-Fu Lee
李開復博士網上直播演講李開復博士網上直播演講

(本報訊)劉氏傑出來賓系列今
秋第一場, 邀請到聞名全球人工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先驅, 李開
復博士的網上直播演講. 這個節目
將在 九月一日(星期二) 晚上七時
半(休士頓時間) 在網上直播. 李博
士目前是”創新工場 (Sinovation
Ventures)” 的總裁和執行長, 紐約
時報暢銷排行榜”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作者, 曾任谷歌全球
副總裁和大中華區總裁.

下面是上網注冊的鏈接以及
有關的英文文宣. 歡迎你們和讀者
和網友分享, 并經由視頻參加. 如
有任何問題或須配合準備的細節,
請隨時指示.

這是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
中心, 繼前年舉辦過獲奧斯卡提名
國寶銀行最佳紀錄片的放映及座

談會, 和亞洲協會合辦邀請奧斯卡
最佳作曲獎得主譚盾來休士頓, 去
年又請來柏林影展得主賴聲川演
講, 和威尼斯影展 Virtual Reality (最
佳虛擬實境體驗) 獎得主黃心健,
來參與阿波羅登陸月球50週年的
展出之後, 另一項主要節目. 歡迎
各界人士踴躍參加網上直播.

BRIEF 

INTROD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l) Expert, 
Chairman and 
CEO of Sinovation 
Ventures, 
Author of NYT 
Bestseller "Al Su
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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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專家化的循序漸進的訓練之外除了專家化的循序漸進的訓練之外，，藝術家舞蹈家藝術家舞蹈家
永遠都會在生活中找尋靈感永遠都會在生活中找尋靈感。。 20202020年年88月月66日日，，休休
斯敦斯敦JH Dance SchoolJH Dance School著名藝術家高曉惠來到羅森伯著名藝術家高曉惠來到羅森伯
格市郊藍天白雲下的紅高粱田野格市郊藍天白雲下的紅高粱田野，，觀賞德州特有的觀賞德州特有的
豐收勝景豐收勝景，，翩翩起舞翩翩起舞，，與天比高與天比高。。

20202020年年99月月11日晚上七時半日晚上七時半((休士頓時間休士頓時間))，，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劉氏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劉氏
傑出來賓系列今秋第一場將邀請全球人工智慧傑出來賓系列今秋第一場將邀請全球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先驅李先驅李
開復博士舉行網上直播演講開復博士舉行網上直播演講。。李博士目前是李博士目前是””創新工場創新工場 (Sinovation Ven(Sinovation Ven--
tures)tures)”” 的總裁和執行長的總裁和執行長，，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AI Superpowers China,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作者作者,,曾任谷歌全球副總裁和大中曾任谷歌全球副總裁和大中
華區總裁華區總裁。。

休斯敦市是全美最大的製造業城市休斯敦市是全美最大的製造業城市，，近年來國內來的投資人不僅喜歡投資餐館旅館公寓大樓近年來國內來的投資人不僅喜歡投資餐館旅館公寓大樓，，也有也有
不少專業人士喜歡接手農具工具等與製造業有關的特殊的專業行業不少專業人士喜歡接手農具工具等與製造業有關的特殊的專業行業，，20202020年年77月月2828日日，，位於休斯敦位於休斯敦
港口工業區附近的港口工業區附近的KlineToolsKlineTools東主東主Louis ShyuLouis Shyu邀請記者前來採訪參觀邀請記者前來採訪參觀，，來自東北的來自東北的YolandaYolanda王瑜女士在王瑜女士在
各種專業工具齊備的展銷間裡查看各種專業工具齊備的展銷間裡查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致電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致電YolandaYolanda電話電話832832--335335--78847884或加微信號或加微信號
llllllLZLllllllLZL77洽詢洽詢。。

在疫情期間組織在疫情期間組織““太極戰疫太極戰疫””的休斯敦永年楊式太極拳學校創辦人的休斯敦永年楊式太極拳學校創辦人
、、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傅仲文弟子楊俊義大師在傅仲文弟子楊俊義大師在88月率先恢复小月率先恢复小
班教學班教學，，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開始傳授絕藝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開始傳授絕藝。。圖為圖為20202020年年88月月66日日，，
楊大師在為本地和外地華洋弟子師範教學中楊大師在為本地和外地華洋弟子師範教學中。。

20202020年年88月月1111日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宣布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卡瑪拉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宣布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卡瑪拉··德維德維··哈里斯哈里斯
(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為競選搭檔為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十多年前即有中文名字賀錦麗哈里斯十多年前即有中文名字賀錦麗，，兼具非兼具非
裔和亞裔血統裔和亞裔血統，，富有朝氣和敏銳的見地富有朝氣和敏銳的見地，，是一位極具前程的冉冉升起的政壇之星是一位極具前程的冉冉升起的政壇之星。。

20202020年年88月月1717日日，，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全體職員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全體職員289289人乘人乘CACA637637包機包機
順利到達北京國際機場順利到達北京國際機場，，國務委員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歡迎儀式並外交部長王毅出席歡迎儀式並
講話講話，，授予駐休斯敦總領事館集體三等功授予駐休斯敦總領事館集體三等功。。圖為蔡偉總領事在停機圖為蔡偉總領事在停機
坪致辭坪致辭。。

20202020年年88月月88日日，，距離美國大選日距離美國大選日1111月月33日恰好日恰好8888天天，，ChineseAmerican for BidenChineseAmerican for Biden舉行視訊會邀舉行視訊會邀
請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和華裔原花樣滑冰冠軍關穎珊與三位民主黨國會議員請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和華裔原花樣滑冰冠軍關穎珊與三位民主黨國會議員 JudyChuJudyChu、、GraceGrace
MengMeng、、Ted LieuTed Lieu一起上線支持拜登一起上線支持拜登，，呼籲華裔選民盡快登記呼籲華裔選民盡快登記，，投出自己神聖的一票投出自己神聖的一票。。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日日，，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休斯敦浸會大學聲樂教授休斯敦浸會大學聲樂教授Summer SongSummer Song女士女士
來到墨西哥灣一望無邊的清澈見底的大海邊度週末假期來到墨西哥灣一望無邊的清澈見底的大海邊度週末假期，，與海鷗浪花為伍與海鷗浪花為伍，，獨佇棧獨佇棧
橋橋，，放飛心情放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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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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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命理大師徐慕平命理大師徐慕平命理大師徐慕平命理大師徐慕平﹐﹐﹐﹐預測中美關係會這麼走‧‧‧預測中美關係會這麼走‧‧‧預測中美關係會這麼走‧‧‧預測中美關係會這麼走‧‧‧

在疫情之下，美國局勢有諸多不確

定因素，在這種看不到頭的日子裡

，華人最常做的就是求神問卜，訴

諸宗教的力量。本台獨家邀請到休

斯頓當地知名命理大師徐慕平，對

中美關係未來走向進行預測。

中美惡劣關係中美惡劣關係，，大師預測將這麼走大師預測將這麼走

‧‧‧‧‧‧

徐慕平分析，今年因為正值更子年

，屬多事之秋。除了疫情之外，中

美關係也在這幾個月以來因互關領

館、封殺 TikTok 等事件持續惡化，

但徐慕平預測，只要過了總統大選

結束，事態就會趨緩，卜卦結果顯

示為「謀已定，事何憂，照月上重

樓，雲中客點頭」，他認為雖然川

普持續挑釁，但可以看出雙方領導

人都在克制。

徐慕平指出，從孫子兵法中可見，

戰爭形式以「伐謀」、「伐交」、

「伐兵」三種方式進行，「伐謀」

在近一兩年已經開始了，從中美貿

易戰中可見一斑，而「伐交」則是

近來關閉使館的案例，但雙方的行

為都有所限制，比如說大使館並沒

有關閉，顯示出雙方領導人還是有

智慧的，因此他指出「買瓜需看皮

色」，「伐兵」是最後手段，而依

卦象顯示，戰爭的年份，還未來到

，因此他呼籲民眾不需緊張。目前

這種對峙主要還是因為川普為了刺

激選情，卜卦結果也顯示日後將有

緩和之勢。

徐慕平預測徐慕平預測，，川普連任可能高川普連任可能高

徐慕平指出，他過去透過紫微斗數

與卜卦，預言川普可能連任。但天

道無常，占卜的結果會隨著天道、

人的念頭而產生變數。待大選之日

將近，約10月25日後，才會有更明

晰的占卜結果。

年底有望研發疫苗年底有望研發疫苗？？

川普為了拼連任，將疫苗研發作為

救選票的方法，徐慕平指出，卜卦

結果顯示的確有機會在大選前有疫

苗出現，比如俄羅斯近來已經釋出

消息，研發出全世界第一支新冠疫

苗，並準備量產。然而根據他的占

卜結果顯示「難難難，忽然平地起

波瀾，易易易，談笑尋常終有望。

」也就是說，今年下半年可能會有

疫苗產生，甚至量產注射，但是效

果不彰，有可能因為研發速度趕不

上病毒突變速度。而明年上半年的

卦為「木生火，口不噤，疯癫作症

，寒热相侵。」意即病情恐會反覆

，要一直到 2021年下半年，才可能

研發出有效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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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 美 南 新 聞 記 者 泉 深 報 道 】 蘋 果 公 司
（APPL)在 iPhone，iPad，iTunes，App Store 等
眾多成就中，現在可以誇耀自己：它現在的市
值超過2萬億美元，成為美國第一家達到這一裏
程碑的公司。

這家 iPhone 製造商的股票週叁短暫觸及 2
萬億美元大關。今年以來，該股已飆升了近
60％，並達到曆史新高。蘋果公司目前的股價
接近每股470美元，對普通投資者而言也將變得
更加可以從中獲利。

蘋果公司的股票將在本月底一分為四地再
分配（100股變成400股），這將使一股股票的

價格降至約117美元。蘋果公司的價值保持不變
，因為該公司將以較低的價格交易更多的股票
。

特斯拉（TSLA）最近也宣布了股票拆分，
此舉可能會吸引更多的千禧一代和更年青的投
資者。

蘋果公司在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後僅兩年時
間就達到了2萬億美元的大關。

蘋果公司不是世界上第一家被評為如此富
有的巨頭。沙特阿美公司（Saudi Aramco）在去
年12月上市時突破了這一紀錄，但油價暴跌已
經傷害了該公司的股票。蘋果公司本月初在獲

利強勁的升值之後超過了沙特阿美公司的市場
價值，成為世界第一富有的商業巨頭。

美國另外兩家科技巨頭，亞馬遜（AMZN）和
微軟（MSFT），也正在接近2萬億美元的大關
。兩者的市場價值均約為1.6萬億美元。 Google
所有 Alphabet（GOOGL）的市值也超過1萬億
美元。

蘋果的成功也使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
（Tim Cook）躋身億萬富翁行列，成為少數幾
位在沒有創辦他所領導的公司的情況下達到這
一水平的首席執行官之一。

市場消除了對立法者對蘋果和其他大型科
技巨頭的影響力的擔憂，以及消除了對特朗普
總統的某些移民政策將如何傷害蘋果和其他主
要科技公司的擔憂。

由於 Apple Music，iCloud，Apple TV +和
Apple Arcade等訂閱服務的銷售激增，投資者愛
上了蘋果。蘋果即將推出iPhone 12讓人們也越
來越興奮，iPhone 12將有望實現5G連接。

在Covid-19大流行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期
間，蘋果公司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頂級科技公
司的表現也比其它許多公司要好得多。

蘋果公司市值超過2萬億美元
成為世界最富有的科技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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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特精英賽霍斯菲爾德奪冠凱爾特精英賽霍斯菲爾德奪冠

山姆山姆--霍斯菲爾德在霍斯菲爾德在88月初的英雄公開賽實現了個人職業生涯的首個歐巡賽月初的英雄公開賽實現了個人職業生涯的首個歐巡賽
冠軍冠軍，，1414天之後又在昔日的天之後又在昔日的20102010萊德杯賽場萊德杯賽場———威爾士凱爾特莊園以兩桿優—威爾士凱爾特莊園以兩桿優
勢贏得首屆凱爾特精英賽勢贏得首屆凱爾特精英賽，，加冕自己的第加冕自己的第22個歐巡賽桂冠個歐巡賽桂冠。。

探訪沙漠裏的探訪沙漠裏的““星星酒店星星酒店””

星空劇院已完成外部建設星空劇院已完成外部建設。。星星酒店位於寧夏中衛市沙坡頭區沙漠星星酒店位於寧夏中衛市沙坡頭區沙漠
腹地腹地。。該酒店外形酷似沙海中的壹顆顆星星該酒店外形酷似沙海中的壹顆顆星星，，計劃建設客房計劃建設客房200200間間，，目目
前已有前已有8080余間帳篷木屋先期對外開放余間帳篷木屋先期對外開放，，剩余的客房將於剩余的客房將於1010月月11日之前日之前
全面對外開放全面對外開放，，屆時遊客可以體驗沙景房屆時遊客可以體驗沙景房、、星空房星空房、、親子小院等特色客親子小院等特色客
房房，，並在沙漠中欣賞星空並在沙漠中欣賞星空。。

世界上最年長圈養鱷魚世界上最年長圈養鱷魚
已在動物園生活已在動物園生活8383年年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世界上最年長的圈養鱷魚穆賈在貝爾格萊德世界上最年長的圈養鱷魚穆賈在貝爾格萊德
的動物園水池中的動物園水池中。。穆賈由於高齡穆賈由於高齡，，活動較少活動較少，，但在每月壹到兩次的進食但在每月壹到兩次的進食
期間會變得活潑期間會變得活潑。。穆賈於穆賈於19371937年年88月從德國壹家動物園抵達貝爾格萊德月從德國壹家動物園抵達貝爾格萊德
，，自此在這個小水池中生活了自此在這個小水池中生活了8383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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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壹傳媒股價2天暴升25倍 到
底誰在買？有說法稱可能是中資買進。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昨日被
補後，其掌控的壹傳媒股價2天來,從昨
日盤中最低0.075港元到今日盤中最高
1.96港元，暴漲25倍，究竟誰在買？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獲准保釋後
說：公道自在人心 艱險我奮進

據香港《壹週刊》報導，黎智英被
捕激發投資者不理性地買入壹傳媒共存
亡，股價昨一度急升 344%，收盤升
183%，收報0.255港元，成交破3億港
元。今日開市，壹傳媒裂口高開0.45港
元後繼續狂升，最高更見1.96港元，創
12年新高。

平時的壹傳媒，成交疏落，成交額
普遍僅千萬港元，但這2天成交逾28億
港元，究竟誰在買？市場消息滿天飛，
一時說蘋果要賣出，一時說是有中資想
「趙」 起壹傳媒，但現時壹傳媒由大股
東黎智英持股逾71.26%，市面上股票
不多， 「趙」 起壹傳媒，除非黎智英賣
出手頭股份。

今天的情況和昨天有少許不同，昨
日很多 「一手黨」 ，然而今早開市前，
大量狂掃2000萬股以上的大手投資者
。9時30分整，即有投資者在0.45港元
大手掃入684萬股，涉及307萬港元，
1分鐘後，再有投資者在0.5港元掃入
1265萬股，涉及633萬元，9時41分，
股價已升至0.6元，再有投資者以480
萬元掃入800萬股；10時16分，投資
者繼續不問價高追，以330萬元掃入
500萬股，完全不顧壹傳媒可能被突然

停牌的風險。
截至 2020年6月30日，壹傳媒已

發行2,636,211,725股份，要買入超過
131,810,586 股才等於 5%，以平均價
0.67港元計算，涉資只需8831萬港元
。

投資者暗中掃貨，若買入超過5%
股權，而上司公司如壹傳媒，註冊地在
香港，即可要求公司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提出罷免或撤換董事、要求公司派發
現金、變賣資產等。上月股壇名人莊友
堅太太、維他奶羅氏家族後人羅琪茵大
手增持思捷環球股份至12.89%，成為
思捷最大股東後，便要求思捷召開股東
特別大會及撤換多名董事。

過去亦有基金大手買貨，持中華汽
車5%後，要求董事會回購股份、出售
北角物業並派發特別股息。持股超過
5%與10%的股東權利大致相同，但後
者比前者的股東表決權更多，成功機會
更大。

現時純短炒的散戶很多已獲利了結
，留下來的持有者，要不有政治目的，
要不是 「死士」 （因為隨時有停牌的風
險）。假如有一日， 「死士」 要了結獲
利，壹傳媒股價亦會回歸基本。不過，
壹傳媒被打壓，香港市民愈反抗，不單
如此，結果平日賣6至8萬份的蘋果日
報，今日賣出55萬份，亦換來市民訂
閱《壹週刊》及《蘋果日報》。如果壹
傳媒的讀者能繼續堅持訂閱，這就是最
直接的支持。香港人愈打壓、愈反抗!

港人撐香港《蘋果》爆買報紙 港
人：因為《蘋果》說真話

香港政府前天借國安惡法大舉拘捕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父子及集團多名高
層，更出動逾200名警力封鎖香港《蘋
果日報》大樓，但港人拒絕噤聲，反發
起 「爆買」 香港《蘋果日報》，昨天凌
晨就已出現排隊購買潮。由於一上架就
被搶購一空，《蘋果》昨從原本的7萬
份加印至55萬份，創單日印刷量紀錄
，昨黃昏時已賣出約50萬份。
定價每份10元港幣（約38元台幣）的
香港《蘋果日報》，平時發行量約7萬
份，昨已加印至35萬份，豈料凌晨就
賣光，緊急再加印20萬份。《蘋果》
發行部表示，昨上午8時，由於讀者反
應熱烈，各區都可能出現買不到的情況
，盡力處理加印20萬份。《蘋果》致
謝： 「黑夜再漫長，繁星不會消逝」 ，
昨黃昏時市面只剩約5萬份。

香港各報攤昨都出現《蘋果日報》
「斷貨」 情況，購買的民眾源源不絕，
買不到的人只能望著空空的報架嘆氣。
還有熱心人士大量購買數十份甚至百份
《蘋果日報》，將買到的報紙直接放在
超商附近，並貼上 「已付款，歡迎取閱
」 等字樣。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昨凌晨
4時許秀出買到《蘋果》的照片，並說
「一定繼續支持下去，我對香港人有信
心」 。

有報攤阿姨稱，來買報的好多都是
陌生臉孔，連小女生都來買， 「之前哪
見過年輕人買報紙？」 也有港女在臉書
回應： 「是啊，我之前真的沒在買報紙
，但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這麼想買《蘋
果日報》，想買到睡不著，直接徹夜等

！」
香港大學化學博士鄺

士山昨在臉書呼籲 「全香
港今日做一件事。買下街
上每一份蘋果日報，她
（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越打壓，我越要買。」

不少網友在 「爆買」
《蘋果日報》後，在臉書
上傳照片，打上關鍵字
hashtag 「#SupportAp-
pleDaily」 （支持蘋果日報
） 及 「#WeNeedApple-
Daily」 （我們需要蘋果日
報），以示為《蘋果》打
氣 。許多無法買到實體報
的海外港人，以及想 「加
碼 」 的網友，直接訂購
《蘋果》數位版，也呼籲
購買數位訂閱贈送親友。

多家香港小店也推優
惠支持香港《蘋果》，出
示訂閱《蘋果》憑證或紙
本報紙，就給予優惠。有
網購、外送平台表示知道
許多人已經沒有買實體報
習慣，訂貨直接附送一份
紙本《蘋果日報》。

黎智英次子黎耀恩在
中環開設的茶餐廳 「四季
常餐」 也遭 「爆買」 ，昨
午餐時間最多有達50人排
隊。除了熟客照常光顧，有民眾拿著昨
凌晨出版的《蘋果日報》排隊，希望透

過日常消費對抗政權打壓，力挺企業捍
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時窮節乃見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一一垂丹青楊楚楓楊楚楓

親愛的客戶，希望大家平
安的渡過疫情.咱們州長也試著
開放了一些生意！我還是鼓勵
大家放開心情可以不出去人多
的地方儘量不出去！很感激老
人中心的工作人員，疫情期間
仍然站在岡位繼續服務長輩們

！煮飯送餐給中心的長者！萬
德福保險的李經理尊重州長的
居家令在家為客戶們服務，有
事請打281 758 9152. 若有需請
預約，我將戴口罩為大家服務
！

將來的保險趨向都會走網

路，這段居家時段，保險公司
給我們上了很多的課，準備在
不見面的情況下也可以為大家
服務！

萬德福保險也有培訓新的
保險經紀人，歡迎持有健康和
人壽保險執照的經紀人來共同

努力幫助更多的華人！
保險經紀人，自己就是老

闆，沒有失望，只有希望，你
的知識領域打開後，有努力就
有碩果，沒有人規定你的上班
時間，你和客戶方便即可！

有興趣的朋友請聯係萬德

福保險李淑惠 281 758 9152 約
談，將幫助你渡過自己瞎摸期
，很快可以上線賺錢！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萬德福保險服務萬德福保險服務
不打烊不打烊 李淑恵李淑恵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新冠病毒的
流行，世界的職場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許多行業沉入谷底，也有不少專業廣
受青睞，選對理想的專業實屬重要。因
應疫情的變動，休斯頓社區大學(HCC)
協助民眾攀升高科技生涯，學成之後快
速地就能找到工作。

您可知道？休斯頓社區大學最快 6
到8個月就能獲得文憑證書，師資雄厚

、學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高級製造業
贏得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獲得
副學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要再讀
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無論是高中
畢業生，或是在職人士，希望在職場上
更勝一籌，就到 HCC 選擇理想的課程
。

休斯頓社區大學現已開放秋季學期
註冊，儘管新冠疫情還在流行，HCC
仍致力於通過幾種靈活的方式，來提供
學生優質的教育。

四種上課選項
根據學院的“next Learning”計劃

，在8月24日新學期開始時，學生有四
種上課選項可以選擇：隨時在線、按設
定的課程表在線學習、基於實驗室的課
程、以及“Flex Campus”等選項，允許
課程在校園、或通過視頻線上進行。

課程廣泛
HCC 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

區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
接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裔人士。今
年秋天，HCC 西南校區將提供更多的
學分和持續教育課程，涵蓋高級製造、
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和表演藝術
、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全、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數碼遊戲
機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業無人機操
作等，都是熱門項目。在高級製造業方
面，包括三維打印(3D printing)、Auto-

CAD製圖、計算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
程技術、機械技術等等，市場的需求都
頗高。

雙重學分計劃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本地學區

合作提供雙重學分計劃，使學生在完成
高中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的大
學學分。居住在小區內的高中生無需支
付任何學費。

僅花$20元就能改變生活
HCC的“僅花$20元就能改變生活

”活動，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獲得證
書，只要付20美元的申請處理費。要註
冊，請訪問hccs.edu/changemylife。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
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的場所，
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機會
，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 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
，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
的在職人士，都是 HCC 的服務對象。
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同
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
作、或在 HCC 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
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
位。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 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

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
後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 HCC 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 HCC 取得證書後
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
的技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
，若是希望轉換行業，HCC 提供大量
高新技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
力，換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
的三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
全 （Cybersecurity） 很 紅 火 ， 學 生 來
HCC 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
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在西南
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
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在 HCC 學
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
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
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 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 HCC 上頭兩年，
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
費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 HCC
校區範圍內的學生，在休士頓大學修一
門課的費用可以在HCC修6門課。如果
是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 HCC 的教授也在其
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學同
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有專門單位協助學生求職
HCC 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部

主任鄭通表示，HCC 的學生在拿到副
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門幫助學生找
到工作。同時，HCC 與很多公司與行
業都有夥伴的關係，例如Stafford校園和
美國勞工部合作的帶薪學徒計畫，這些
提供學生帶薪實習的機會的教學設置，
讓學生邊學邊有工作，畢業之後就能被
正式錄用和獲得晉升加薪。

HCC 西南校區共有五個校園，每
個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程，讓學生
很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的校園，選擇
他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育。

有關先進製造的更多詳細信息，請
致電 713.718.7757 或訪問 hccs.edu/man-
ufacturing
要 註 冊 信 息 技 術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776或訪問hccs.edu/digital
要註冊商業課程，請致電 713.718.5222
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有關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詳細信息，請致
電713.718.5628或訪問hccs.edu/arts
要 註 冊 健 康 科 學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356 或訪問hccs.edu/health
要 註 冊 其 他 HCC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或訪問hccs.edu/apply
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或訪問hccs.edu

別因疫情放棄您的夢別因疫情放棄您的夢 學對專長哪裡都吃香學對專長哪裡都吃香
HCCHCC 助您在職場上更勝一籌助您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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