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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特許學校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特許學校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
免費就讀免費就讀﹑﹑課程靈活課程靈活﹑﹑教學品質高教學品質高
學生的閱讀能力比鄰近的學校高出學生的閱讀能力比鄰近的學校高出 2020%%
目前招收五年級學生目前招收五年級學生
電話電話::713713--265265--86578657
地址地址:: 6648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77074
www.etoileacademy.orgwww.etoile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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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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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看資本主義看資本主義看資本主義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孰好孰壞孰好孰壞孰好孰壞孰好孰壞﹖﹖﹖﹖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就像是
許多社會問題的導火線﹐將人際互動﹑體
制﹑國際關係﹑科技等之間的關係重新做
了一次梳理﹐使得人們對於當前的社會
與制度都進行了全盤省思﹐本台獨家邀
請到美南時政評論員王建光﹐以及旅美
資深社會觀察家楊勁濤﹐來對目前的時
局進行評論﹒
資本主義資本主義 v.s.v.s.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孰好孰壞孰好孰壞﹖﹖
自疫情爆發
至今﹐許多
人看到中國
對於疫情控
制有成﹐相
較之下美國
疫情卻居高
不下﹐便不
禁對美國向
來標榜的自
由﹑資本主
義的弊端進
行質疑﹐認為社會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
更能有效掌握局面與穩定民心﹒

然而﹐楊勁濤確認為﹐癥結點並不是在社
會制度﹐而是制度的使用者﹒中國政府
的動員力﹑執行力強素為人知﹐但是並不
代表資本主義對於疫情控制就會較差﹐
比如義大利﹐雖然疫情過去慘重﹐目前已
經穩定下來﹒他認為﹐美國疫情之所以
控制不住﹐出在領導人決策方針的失誤﹐
未能告知民眾行之有效的抗疫方法﹐也
沒有對病毒嚴正以待﹒

而王建光則認
為﹐制度多少
會對此產生影
響﹐中國屬於
專權制度﹑美
國屬於聯邦制
﹐前者對於動
員﹑控制的能
力較強﹐但並
不能就此簡單
推定兩種體系
間孰好孰壞﹒

美國走在病毒後美國走在病毒後......
楊勁濤指出﹐目前美國政府失利的點在

於﹕一直走在病毒後﹐相比之下﹐東方人
則更重視於事前的預防﹒他認為雖然目
前有中國的抗疫方法作為前車之鑑﹐但
美國卻沒有遵從﹐美國政府往往是在事
情爆發後﹐再開始想解決策略﹒
經濟經濟 v.s.v.s. 健康健康﹐﹐如何取捨如何取捨﹖﹖
王建光則認為﹐美國政府事實上做了正
確的決定﹐換成
任何一個人結果
或許都一樣﹐德
州疫情之所以會
爆發﹐和開放並
沒有太大關係﹐
主要歸咎於國殤
日﹑佛洛伊德遊
行等﹒
王建光指出﹐他
個人對於封閉經
濟是完全反對的
﹐因為沒有經濟
就沒有美國﹐不
同位置的人都有
不同的看法﹐對
於一些人而言﹐開放增加了傳染風險﹐但
對於零售業商家﹐若是封閉經濟﹐造成的
財務壓力與痛苦或許不亞於染病﹒
聯邦政府抗疫少聯邦政府抗疫少﹐﹐多在多在「「安撫安撫」」

楊勁濤認為﹐大多數民眾對於病毒認識
不足﹐常常晚上能看到休斯頓當地酒吧

人滿為患﹐政府應該要對於病毒的傳染
性﹑對人體的危害做更有效的宣導﹐否則
很大比例的人還是對疫情十分輕視﹒
特別是聯邦政府﹐並沒有有效將抗疫方
針頒布給各州地方﹐反而疫情爆發至今﹐
大多還是採取安撫﹑淡化的立場﹒
休斯頓封城與否休斯頓封城與否﹖﹖

楊勁濤指出﹐
目 前 疫 情 處
在 的 階 段 是
逐漸升溫﹐但
若是過了一﹑
兩週後﹐公衛
體系﹑醫院病
床 即 將 面 臨
的 是 床 位 將
罄﹐到時就會
進 入 另 一 個
疫 情 發 展 階
段﹐到那時許
多 人 得 不 到
有效的醫治﹐
民 眾 開 始 恐

慌﹐有可能勢必要回歸「居家令」﹐他也對
疫情的發展不抱以樂觀態度﹒
王建光則認為﹐再次封州是沒有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民眾要做好平時的防護工作
﹐與重新開工是不矛盾的﹒王建光作為
中國城當地業主﹐指出許多當地商家都
十分艱難﹐他認為這次疫情打擊最大的
不是富人﹑也非窮人﹐而是一般的中小企
業業者﹒舉例來說﹐中國城有些商家雖
然擔心疫情﹐但從未有一天不敢營業﹐因
為每個月都被房租租金追著跑﹐處於兩
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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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停頓一個多月後，
香港人再次歌舞昇平、馬照
跑、舞照跳才半月，料不到

新冠肺炎又再次捲土重來，爆出第三波疫情，而且來勢洶洶，較今
年3 月分時更為複雜嚴峻。到筆者執筆為止，（美國時間7 月16 號
週四晚上）香港的感染數字又再創新高，單天之內竟然又增67 宗確
診個案，2周之內高達400 多宗，300 多宗為本地感染，100 多宗為
輸入個案。本地確診中發現與連日來感染的群組相關連，但有近
100 多宗源頭不明，反映出香港社區的隱形傳播鏈陸續擴大傳染力
，病毒似乎正是遍地開花，成為未來香港本地大爆疫的定時大炸彈
。

香港特區政府大前晚已經加推多項包括管制食肆人流、高風險
地區來港人士登機需持健康證明、關閉消費娛樂處所及夜店、乘公
共交通工具必須佩戴口罩及增加檢測數目等措施，期望堵截疫症擴
散，但針對性仍受質疑。

特區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的表現，從開始至今都為人詬病，過程
中犯下包括反應緩慢、議而不決、欠缺針對、漠視短視及畏首畏尾
等多種錯誤，禍延今天市民承受疫症的威脅一日比一日嚴重，至今
累計確診個案達1600 今宗，為何到本週才推出新的管制措施，若是
先知先覺，能夠早點決定多項防疫措施，香港就少一日病毒傳播，
所以香港政府在時間掌握上，難免再受到廣泛批評。

香港多位傳染病專家曾多番提醒，第三波爆疫的主因，一是本
港病毒檢測數量嚴重不足，無法找出病毒隱形傳播鏈；二是香港邊
境檢疫措施出現大漏洞；三是政府六月中放寬禁聚令，一下子放得
太鬆，情況一如美國多個州份一模一樣，既是太早解除封城封店禁
令，又沒有強制市民在外戴上面罩，不少民眾防疫態度輕鬆鬆懈，
四處亂跑，埋下社區爆疫的伏線。

新增措施要求海外高風險地區來港人士需要提交健康證明才准
登機，但是卻沒有完全填補邊境檢疫的漏洞。現行規例對由海外抵
港的九類包括機組、船務及政府人員的香港居民，豁免檢疫入境，
近期輸入個案中，有確診的機組人員及海員成為傳播者，新做法未
能解釋能否堵塞這個危機。

香港政府至今仍然無法實現每日7500個病毒檢測的目標，6月

份平均每日不足4000個，雖然當局日前己緊急宣布： 馬上提高公
營機構檢測量至每日7000 至8000個，但是要達到此目標的日子，
要到下個月8 月份，才可以造到。在疫症不斷在社區爆發下，檢測
工作遲遲追不上抗疫所需，欠缺針對效力，這樣的處理方式，試

問又怎能應對疫禍呢。
香港特區政府抗疫不濟及效果不彰，與同是中國特區的澳門相

比較，就現出醜態畢露。澳門當局眼見香港爆疫日趨嚴重，即時決
定推出針對措施，為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員安全，由7 月12 號周日凌
晨12時起，所有乘坐 「金巴」經港珠澳大橋由香港入境澳門的 巴士
乘客，登車前必須出示七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另亦宣布13 號週
一日上午六時起，所有由澳門出發客船和飛機的乘客，必須出示七
日內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始能登機或上船。兩項措
施完全對準疫源打擊及預防，高效率且針對性強。除台灣外，澳門
是世界上抗疫最為成功的地區，病毒肆虐半年以來，確診人數無一
死亡，昨晚更宣布澳門居民由即日起，由澳門進入廣東省10 處城市
及地方，均不需要進行隔離十四天的檢疫，這證明澳門的確是一塊
安全城市，誠 「蓮花寶地」也。

回頭再看香港最新的強制措施之一，是強制全港市民必須戴上
口罩才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用以彌補香港公眾場所不受管制遺下
傳播危機。而港島所有食肆，由晚上六時至翌晨五時段，一律禁止
堂食，只許外賣。香港政府誏新管制全部實施7天之後，再來一次
全面檢討，當然更要觀察這7 天之內的病情病毒如何走向，才能推
出或是減少檢疫措施。不過是否7日後, 疫情轉為平穩,又再 度放寬
管制？這樣做法是否過於短視？這豈非與當局強調需要長期抗疫背
道而馳。

今次香港政府推出的抗疫措施有急就章及半桶水之嫌，當局有
必要審視最新疫情，盡早檢討及補充所提出的抗疫管制措施，必須
要達到快、狠及準的效果，市民不是要政府應酬式的抗疫。

香港早一天新增的41宗本地確診，令人最憂慮的，是當中有20
宗源頭不明，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這顯示 新冠病毒已深入社區，
情況比三月時更嚴峻。目前疫情的最大問題，是 「漏網」的隱性感
染者大增，且散布於不同地區，形成多條傳播鏈，單靠原來的圍堵
措施已不足夠，必須展開 「大包圍」檢測，找出播毒者後立即隔離
，才可遏止病毒散播。但政府在這方面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檢測
大落後，卻未見大刀闊斧打破 「框框」急起直追，若不盡快改變思
維謀求突破，大爆發的風險恐難消除。

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早前也曾出現疫情反彈，例如首都北京，引
起社會恐慌，而當局的應對策略是：厲行 「早發現，早隔離」，為
此將檢測量大幅增加，其中北京就做到每日50萬人次，數字十分驚
人，卻有效地將疫情遏止，可見 「大圍剿」有立竿見影之效，這成
功經驗，絕對值得香港當局參考。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也提出類似對比，指內地每日做
的檢測達370萬人次，即每100萬人有2700次，按此比例，他認為
香港每天檢測量，起碼應去到20000次。目前公營醫療機構每天只
做到約7000次檢測，特首昨天表示會增至8000以上，但比起內地的
平均數，仍差一大截，遑論與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比較了。內地
「圍剿」成功 ，香港望塵莫及。

其實香港在疫情爆發初期，檢測量並不比內地城市差，但其後
沒有隨着情況迅速變壞而加快步伐。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就
直言，香港的檢測量曾經領先全球，可惜沒有繼續進步，對比之下
，現在停留在中低水平。

香港未能大幅增加檢測量，是因為太依靠政府公營醫療機構，
而其負荷已近見頂，私營醫療機構本來可分擔更多檢測，但收費高
昂，比內地高出多倍，每次達到1500元至3000元，政府如出公帑
「購買」其服務，耗費會極大，而一般市民除非有特別原因， 否則

主動花費作檢測的市民，肯定不多也。
至於香港醫療界人士拆解收費高昂的原因，一是採用外國的高

價試劑，二是須先經醫生診斷，將費用計算在測試費內。港大深圳
醫院院長盧寵茂就指出，廣東省統一採購內地的試劑，每劑價格可
降至十五元，所以深圳的檢測收費只二、三百元，比香港便宜很多
。如果香港的檢測費能跌至這水平，檢測量便可大增。

其實香港政府應該已經看到問題之所在，那就應該大刀闊斧改
變策略思維，更積極地利用內地的資源，突破私營機構收費高昂的
局限，才可以在短時間內，擴大檢測，從而找到病人及源頭，立竿
見影，對正下藥。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晚已表示立刻會為安老院員工、的士司機
、食肆員工及物管人員等四個高危群組進行檢測，數量達40萬 之數
目。為此，香港政府已接觸更多私營機構，包括深圳的公司，由它
們分擔部分檢測服務。問題是，政府會否仍受限於原有制度，被既
得利益團體束縛，始終不敢邁出更大一步？面對嚴峻疫情，政府須
有更大勇氣打破框框，才可以成功展開大圍剿，否則，大爆發風險
恐難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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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的 「四大天王」 （賭王傳奇之6)
上文演說到由賭王何

鴻燊一手策劃的 「澳門旅
遊娛樂有限公司」的新的
賭業集團, 於 1962 年 1 月
1 號正式開業後，港澳賭
客、日本、星馬泰等亞洲
各地的旅遊人仕，逐步知
悉 到, 澳門新賭業公司，
除了由何鴻燊擔大旗之外
，尚有 「三大天王」來結

盟，才能創辦 「澳娛」公司的。
何鴻燊的三大拍檔，便是霍英東、葉德利及葉漢。他們的一生

，同樣是幻傳奇。新賭塲開業之初，論地位及股份之多，應數霍英
東。但因為霍英東自我提出要 「低調處理」後，所以澳門賭城的江
湖地位，便由何鴻燊獨領風騷矣。他跟何鴻燊結盟的前因後果, 我已
在上文交待清楚，餘下的筆墨，要向大家介紹兩位股東，葉德利和
葉漢出塲。此兩位葉姓先生，均不是省油之燈，等閒之輩。先說葉
德利，是何鴻燊胞妹十一姑娘何婉婉的丈夫，年輕時，他是香港有
名的富豪，揮金如土、風流倜儻，更是語言天才家，一人精通中、
英、日、葡、法等5 國語言，而且長袖善舞、交遊廣闊，更兼生性
風流、舉止優雅，甚得港澳上流社會人仕熱捧。當年何鴻燊出馬競
投賭牌時，便是曾經得到葉德利夫婦兩人，秘密由香港繞道到西班

牙及法國巴黎，再
轉赴葡萄牙，詳細
了解投標賭場內情
，獲悉若要成功入

閘交上競投賭牌之申請人仕，必須為葡萄牙公民，同時在澳門有生
意經營，這樣一來，何鴻燊便成為合符大小條件的最新申請者。鑑
於葉德利 「探路」有功，何鴻燊亦順勢拉攏葉德利加盟賭業。葉德
利見是 「大舅爺」何鴻燊搭路，便一口應允。不過 「澳娛」公司自
成立展業後，葉德利全是一派富家少爺的處事作風，閒雲野鶴，甚
少參與賭塲業務，而且過了不足10 年，葉德利更將自己在賭公司的
百分之十的股份，以六億港元賣予何鴻燊。何鴻燊當然是敬謝不敏
，一聲 「Thank You」, 自己在 「澳娛」的股分，又無端端多了一成
，何樂不為呢？

至於 「澳娛」公司第4 位股東葉漢，其來頭就似當年紅牌烈酒
「永利威」一樣，似是一位 霸氣不凡的江湖大俠。他的經歷，可以

寫成另一本賭國風雲錄中的要角。江湖傳聞葉漢生有 「兜風耳」，
在賭場內玩大小時，可以從三粒骰子的跳動聲音，猜度到結果是多
少點數。（三粒骰，每粒分有6 面，分別為1 點到6 點。每次賭抬
上的莊家拿起賭盤雙手轉動時，三粒骰子在盤中互撞跳動，會發出
聲響，而葉漢據稱可以從3 粒骰子彈跳的聲音，估計它們的最後的
落點是多少，即揭盅開局出來的點數是多少點。究竟會是4點？或
是11點 ？，又抑或是17點？4 點至10 點為小。11 點至17 點屬大。
若是開全色，即三條1，至3 條6 ，莊家（即賭塲）通殺，是勝利一
家。葉漢聽骰而估其開局數字的成功率，達到百分之八十，是以被
民間稱之為 「賭聖 」。

因此當葉漢廿餘歲時，己到澳門舊博彩公司中去下注賭博，他

總是勝多輸少的幸運兒。久而久之，賭塲內的其他賭客，便跟他所
下注的號數來下手，因為葉漢的贏面大，那一群跟風賭客，也變成
常勝客。每次勝出收銀，便來一下歡呼，聲振屋瓦，以至驚動公司
高層。舊公司的老闆監視了葉漢行蹤一段時間，注意到這位仁兄果
然是身懷絕技，可以聽骰下注，為了制止這種 「勝況」往後繼續在
賭場再次出現，舊公司的老闆傅老榕、高可寧聯手邀請葉漢入辦公
室討論，向他 「拉角」，付與高薪，收買他在賭場先 「荷官」，那
當然不許在自己公司 「博彩」（即聚賭）。而上任不需多久，更陞
升他擔任賭塲 「骰寶主任」。這種高價手法，果然生效。有一段時
間，葉漢收心養性，一心一意在賭公司內，只可聽骰，絕不動手。
傳聞有一次，有過江龍入到賭場，專在骰寶枱上搵食，贏走了過百
萬大元，轟動整個澳門。老闆傅老榕、高可寧雙雙跟葉漢研究對策
，最後派出葉漢出面，與對方高手對局。對方雖說是 「猛龍過江」
，好過葉漢卻是 「地頭龍」，高人一等，一夜廝殺，把對方殺得人
仰馬翻，落荒而逃，此後再無出現於賭場之內，而這則 「隻身擊退
過江龍」的新聞，頓成港澳奇聞，在坊間社會，喧鬧足足月餘，成
了茶餘飯後的最佳話題。

葉漢自出娘胎以來，便有 「撈家」性格，更兼生有此 「聽骰」
特異功能，又怎麼會長期屈膝於人下呢？他同樣是野心勃勃，雖然
在賭場之內屬於 「二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其內心深處，原來一
直想爭取賭牌專利。所以他先後兩次出來跟兩個老細競投賭牌，但
均因助力不足、金錢有限、及社會關係不夠，敗北而回。直至聽到
何鴻燊有意搶奪賭牌，也有意招兵買馬，才向何氏埋堆。當何鴻燊
知道來者並非凢夫俗子，原來是頂頂有名的 「聽骰大俠」，當然是
倒履歡迎，這就是1961 年由何鴻燊擔大旗組成的 「澳門旅遊娛樂有
限公司」的新的賭業 「四大天王」： 何、霍、雙葉的結盟的經過。

（（本報訊本報訊））華裔在美國作為移民和少數族裔華裔在美國作為移民和少數族裔，，孩子和家庭日孩子和家庭日
常生活中不免會受到到偏見的影響常生活中不免會受到到偏見的影響，，甚至在學校會受到欺負甚至在學校會受到欺負。。尤尤
其是亞裔女性在職場上其是亞裔女性在職場上，，很多人也有親身感受和經歷很多人也有親身感受和經歷。。

COVID-COVID-1919疫情在美國的不斷擴展和失控疫情在美國的不斷擴展和失控，，使本來就已經聚使本來就已經聚
集的反華情緒急速升溫集的反華情緒急速升溫。。某些官員的某些官員的““Chinese VirusChinese Virus”，””，”KongKong
FluFlu““等標籤等標籤，，更加劇了美國社會對華裔的不滿和敵意更加劇了美國社會對華裔的不滿和敵意。。

據亞裔維權組織從據亞裔維權組織從33月底開始的不完全統計月底開始的不完全統計，，仇視犯罪或事仇視犯罪或事
件件 Hate Crime or Hate IncidentsHate Crime or Hate Incidents 已經激增到已經激增到20002000多例多例。。沒有報導沒有報導
的例子每個大城市都有的例子每個大城市都有，，很多家庭都被這種心理陰影所籠罩很多家庭都被這種心理陰影所籠罩。。

77月月2828日晚日晚77::3030pm-pm-99pmpm，，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 HoustonUCA Houston 與與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 （（GFCBWGFCBW）） 將舉辦一場網上將舉辦一場網上
研討會研討會，，特別在疫情之下特別在疫情之下，，幫助女性幫助女性，，孩子和家庭孩子和家庭，，了解遇到欺了解遇到欺
辱辱，，仇恨仇恨，，和歧視時和歧視時，，如何應對和處理如何應對和處理（（Webinar onWebinar on ““How toHow to
deal with bully, hate crime,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COVID Pandeal with bully, hate crime,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COVID Pan--
demicdemic””))。。

研討會將以網上形式研討會將以網上形式，，邀請大家參加邀請大家參加。。提前註冊提前註冊，，請在此網請在此網
站取得站取得ZoomZoom 鏈接鏈接：： https://bit.ly/https://bit.ly/22OBiOOBiO88ll （（見掃描見掃描QR CodeQR Code））
。。講座語言講座語言：：以中文為主以中文為主，，附加英文關鍵詞解釋附加英文關鍵詞解釋。。

這一場講座由這一場講座由UCAUCA成員施慧倫博士和成員施慧倫博士和GFCBWGFCBW美南分會成美南分會成
員蕭瑛員蕭瑛𤦹老師參加講解老師參加講解。。施慧倫博士施慧倫博士（（Helen Shih, PhDHelen Shih, PhD）） 是是
UCAUCA理事理事，，HoustonHouston負責人負責人。。她從事身心靈健康工作多年她從事身心靈健康工作多年，，建立建立
Holistic HealthHolistic Health治愈中心治愈中心，，並致力於社會公益並致力於社會公益，，亞裔維權和公民亞裔維權和公民
參與參與Civic EngagementCivic Engagement 的推動的推動，，對亞裔女性和華二代身心靈健康對亞裔女性和華二代身心靈健康
有獨特的見解和貢獻有獨特的見解和貢獻。。

蕭老師心靈輔導師蕭老師心靈輔導師（（Alice YJ HsiaoAlice YJ Hsiao，，AIHCP Certified, NuAIHCP Certified, Nu--
tritional Science B.S., M.A.tritional Science B.S., M.A.）） 在休士頓做心靈輔導工作在休士頓做心靈輔導工作，，並善於並善於
處理欺辱處理欺辱、、歧視歧視、、虐待虐待、、社會和家庭暴力方面的身心健康和癒合社會和家庭暴力方面的身心健康和癒合
的問題的問題。。她還是休士頓花藝學院設計師她還是休士頓花藝學院設計師，，善用插花與心靈結合舒善用插花與心靈結合舒
壓和身心健康癒合壓和身心健康癒合。。

講座由講座由GFCBWGFCBW美南分會會長洪良冰美南分會會長洪良冰Nancy ChenNancy Chen 女士做主女士做主
持持，，UCAUCA 前任主席白先慎教授前任主席白先慎教授Steven PeiSteven Pei，，PhDPhD做技術指導做技術指導。。講講

座的重點在於分享弱勢個人和群體應座的重點在於分享弱勢個人和群體應
如何為自己發聲和維權如何為自己發聲和維權，，應對的方法應對的方法
有哪些有哪些。。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到的不公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到的不公
平待遇平待遇，，是否容忍和躲避就可以處理是否容忍和躲避就可以處理
問題問題。。這些內容對華裔媽媽這些內容對華裔媽媽，，孩子孩子，，
和家庭會最有幫助和家庭會最有幫助。。

在疫情發生之時在疫情發生之時，，休士頓華裔社休士頓華裔社
區團結一致區團結一致，，共同舉辦了多次疫情救共同舉辦了多次疫情救
援活動援活動。。尤其是當華裔社會受到衝擊尤其是當華裔社會受到衝擊
和和””Chinese VirusChinese Virus““的攻擊之下的攻擊之下，，在在
55 -- 66月份月份，，舉辦了舉辦了““送餐一萬份送餐一萬份，，致致
敬一線英雄敬一線英雄””的活動的活動（（Asian AmeriAsian Ameri--
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or AASFH)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or AASFH)
。。 UCA HoustonUCA Houston 和和 GFCBWGFCBW 美南分會美南分會
是這一活動的骨幹團體是這一活動的骨幹團體。。 AASFHAASFH 與與
UCAUCA在在66月底美國華裔歷史上著名的月底美國華裔歷史上著名的
Vincint ChinVincint Chin 被害被害 3838 週年紀念日時週年紀念日時，，
舉辦了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種族問題舉辦了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種族問題
研討會研討會””From Vincent Chin to GeorgeFrom Vincent Chin to George
FloydFloyd”，”，並獎勵和表彰在今年並獎勵和表彰在今年 33月份月份
的的Midland TexasMidland Texas 的兩位過路英雄的兩位過路英雄，，他他
們奮不顧身救助了仇視暴力之下受難們奮不顧身救助了仇視暴力之下受難
的亞裔家庭的亞裔家庭。。

77 月月 2828 日的講座日的講座，，將繼續介紹在將繼續介紹在
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女性女性，，孩子孩子，，和家庭可以做的心理準備和實際處理和家庭可以做的心理準備和實際處理
方法方法。。尤其在華二代當中尤其在華二代當中，，欺負欺負, bully,, bully, 是產生心理抑鬱和自殘的是產生心理抑鬱和自殘的
重要因素之一重要因素之一，，希望父母和孩子們從講座中能夠受益希望父母和孩子們從講座中能夠受益。。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UCA，，是為華裔移民服務和維權的全美範是為華裔移民服務和維權的全美範
圍內的公益組織圍內的公益組織。。在此次疫情之下在此次疫情之下，，為減輕華裔受到的社會壓力為減輕華裔受到的社會壓力
和衝擊竭盡全力和衝擊竭盡全力，，在全美五月亞裔傳統月舉辦各大城市的愛心捐在全美五月亞裔傳統月舉辦各大城市的愛心捐
獻活動並為推動華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而努力不懈獻活動並為推動華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而努力不懈。。在剛剛發在剛剛發
生的國際留學生被驅逐的事件中挺身而出生的國際留學生被驅逐的事件中挺身而出，，與哈佛和與哈佛和MITMIT大學大學

合作贏得了勝利合作贏得了勝利（（見見http://UCAUSA.ORGhttp://UCAUSA.ORG）。）。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GFCBW in Southern USAGFCBW in Southern USA（（世華總會世華總會

共有共有7474個分會分佈於全球個分會分佈於全球http://gfcbw.orghttp://gfcbw.org））是唯一由台灣發展至是唯一由台灣發展至
全球之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全球之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並以並以 「「心懷世界心懷世界、、掌握脈動掌握脈動、、建建
立網絡立網絡、、發展經貿發展經貿」」為本會宗旨為本會宗旨。。世華美南分會在休士頓成立了世華美南分會在休士頓成立了
3535年年,, 是世華總會的第一個分會是世華總會的第一個分會,, 不但是一個工商活動服務僑胞不但是一個工商活動服務僑胞
的平台的平台，，也是非營利組織的公益社團也是非營利組織的公益社團，，在疫情期間積極為休士頓在疫情期間積極為休士頓
社區捐贈救援物資和餐飲社區捐贈救援物資和餐飲，，網頁請見網頁請見http://gfcbw-houston.orghttp://gfcbw-houston.org。。
【【UCA HoustonUCA Houston 施慧倫博士供稿施慧倫博士供稿】】

遇到欺辱，仇恨，和歧視該如何面對和處理
7月28日UCA Houston 將與世華婦女企管協會舉辦演講

參加川普的塔爾薩集會後俄州州長參加川普的塔爾薩集會後俄州州長COVID-COVID-1919呈陽性呈陽性
俄州州長斯蒂特宣布他是首位冠狀病毒呈陽性的州長俄州州長斯蒂特宣布他是首位冠狀病毒呈陽性的州長
沒有人希望俄州州長的被傳染再次在佛羅裡達州重演沒有人希望俄州州長的被傳染再次在佛羅裡達州重演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俄克拉荷馬州州長
凱文•史蒂特（Kevin Stitt）週三宣布，他參加
了在塔爾薩舉行的川普總統競選集會後，對
COVID-19的測試呈陽性。在一次遠程新聞發
布會上，斯蒂特表示，他在周二下午因暴露于
冠狀病毒而導致該病呈陽性。 “我感覺很好，
”第一個宣布對COVID-19呈陽性反應的美國
州長斯蒂特說。 “昨天我有點痛。我沒有發燒
。” 州長凱文•史蒂特 (Stitt) 說他正在與接觸
追踪器一起工作，並將繼續孤立地在家工作。
他說，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呈陰性。共和黨州長
參加了6月20日在塔爾薩舉行的川普頗有爭議

的競選集會。那裡的衛生官員表示，集會“極
有可能”促成了冠狀病毒病例激增。

塔 爾 薩 衛 生 部 執 行 主 任 布 魯 斯•達 特
（Bruce Dart）在 7 月 9 日說：“過去兩天，我
們已經收到了近500例病例，我們知道在兩週前
發生了幾起大型事件，這是正確的。” 據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稱，至少有八名參加塔爾薩集
會的特朗普競選人員後來被測試為冠狀病毒陽
性。斯蒂特在6月16日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
說：“我們一直在安全地重新開放，我們是最
早開始重新開放的州之一。因此，我們的重新
開放活動已經進行了57天，我們覺得這是在適

當的時間開始重新開放。因此，我們對總統的
到來感到興奮。

在集會上沒有戴口罩的州長史蒂特（Stitt）
週三表示，在過去的星期六之前他不會被傳染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他如何知道。他補充說：
“我們需要非常認真地對待這種病毒。我們需
要團結起來，確保我們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減
緩傳播速度。”週二，俄克拉荷馬州報告了993
例新的冠狀病毒病例，這是自大流行開始以來
的單日最高記錄。總體而言，該州已確認超過
21,000例COVID-19病例，其中428例死亡。斯
蒂特（Stitt）於2020年7月15日宣布，他在7月

14日接受測試後患有冠狀病毒。他說，他將被
隔離並在家外工作，他對成為第一位獲得州長
的州長感到“震驚”。

另一場重大的共和黨政治運動將於八月在
佛羅裡達州傑克遜維爾舉行，以支持川普總統
的連任。與川普未來連任集會相關的冠狀病毒
傳播的不確定性將得到認真監測。沒有人希望
看到俄克拉荷馬州州長的被傳染再次在佛羅裡
達州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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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场，

海外华人打全场。”一些海外同胞这样

形容自己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处境

。

中国国内疫情暴发时，他们慷慨解

囊，勇敢“逆行”，以实际行动支援国

内抗疫；随着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他

们又再次行动起来，助力“第二故乡”

抗击疫情，用自己的热心善举，向世界

各国民众传递着温暖和希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疫”中，有

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有太多的人

物值得我们致敬....。。

抗疫一线华人医护人员：一想到患者，

没有人退缩

在世界各地抗疫一线，活跃着许多

华人医护工作者的身影。面对感染的风

险，他们也担忧恐惧，也有挂念自己的

家人，却依然义无反顾，选择“逆行”

。

纳娜是一名在法国抗疫一线工作的

华人医生，当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

被调到巴黎急救中心工作，一个多月没

有见过女儿。

疫情期间，巴黎急救中心的工作量

增加了50%以上。纳娜说：“大家都知

道面临危险，防护也不完善，但一想到

患者，没有人退缩。”

在她的建议下，巴黎急救中心开通

了“华人紧急救助热线”。从1月起，

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帮助

身在异乡，有新冠症状又不懂法语的华

侨华人及时判断病情轻重、联系救治。

得知中国国内暴发疫情后，旅居英

国十多年的华裔护士何彩霞辞去了英国

皇家荣军休养医院的工作，飞回中国抗

疫。

两度选择逆行，何彩霞表示，病毒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中英两国都是自己

的故乡，“就想尽个人的绵薄之力帮帮

忙。”

令人感动的故事还有很多，西班牙

呼吸科医生纪子宸昼夜守候在重症病房

，为危重病人点亮生的希望；美国华裔

护士徐琳剪掉长发，主动请缨到疫情

“震中”支援抗疫；马来西亚医生黄文

秀取消蜜月旅行，每天穿着严密的防护

服坚守岗位……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坚守着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为抗疫尽一份力 中国留学生：没想到成

为“正能量网红”

身在异乡，因疫情不得不暂时中断

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们，不忘运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量。

中国留学生吴芃完全没想到，自己

会在英国成为“正能量网红”。

从英国仅有11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的时候，吴芃就开始每天关注疫情实

时数据，然后把自己制作的英国疫情数

据图表，发布在英国卫生部Twitter账户

评论中，鼓励民众做好措施，积极应对

。

在英国卫生部Twitter账号下的一条

“谁是芃？”的评论中，很多人这样介

绍他：他是英雄，是骑士，是救我们命

的人……

西班牙马德里，深夜12时。因疫情

停课3个月的中国留学生刘润菡在电脑

前挑灯夜战，另一端是来自不同国家、

正焦急等待回复的一线医生。

刘润菡是“全球抗疫志愿者联盟”

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这个由在西班牙

的华侨华人组建的线上联盟在疫情期间

建立了各国医生交流平台。

从护目镜能否重复使用到重症患者

专业的治疗方案，外国医生提出与新冠

肺炎疫情有关的疑问，来自中国的一线

医生根据其临床经验解答，从未间断。

这背后，是志愿者们默默的付出。

由于医学翻译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很

高，一个看似简单的问答，都需要经过

七道严格的“关卡”。

“不同组别的志愿者会轮班守在电

脑前，从云端收集问题并编号、翻译、

校对核准、转发国内医生微信群，到再

翻译、审核、答复。”刘润菡对翻译环

节如数家珍。她说，有时为了核准几个

专业术语，会花上整整一晚上。

参与志愿者工作后，攻读转化医学

博士的刘润菡比上学时更忙碌了。虽然

这或多或少影响课业，但她觉得很值，

也倍感骄傲。

98岁老华侨：去世前一天，为武汉捐了

100美金

疫情发生以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

人，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五六岁

的孩子，全都行动起来，涓滴之流，汇

成江海。

美国旧金山老华侨叶细英已经98岁

，当地时间1月31日，当她得知儿媳刘

莉莎正在发动当地华侨华人为武汉捐款

时，从衣兜里掏出钱包，

就在捐款后的第二天(2月1日)，叶

老太便在家中仙逝了……

她的故事被报道后，在网上引发了

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被她的行为感动

，并祝愿老人“一路走好”。

世界各地中文学校的孩子们也纷纷

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

“老师，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压岁钱

，我捐了！”

“老师，今天我不买薯片了，这个

钱也捐了。”

华校家长与孩子一起在学校捐赠。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供图 迪拜一名6

岁的华侨孩子，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

老师问他“舍得吗？”，孩子说，“舍

得，有国才有家。”

……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

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侨胞们从未

缺席。他们所展现的勇气、智慧和大爱

，将永存你我心间。

疫情下这些面孔 ，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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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娜医生纳娜医生

記者黃麗珊報導記者黃麗珊報導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視視
察察 Tracy GeeTracy Gee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縣行政書記官辦公 室室--外聯及選民宣導部門華裔選民負責外聯及選民宣導部門華裔選民負責 人人
芮久玟芮久玟 JoAnne RayJoAnne Ray介紹路邊投票介紹路邊投票

華裔選民負責華裔選民負責 人人 芮久玟芮久玟 JoAnne RayJoAnne Ray介紹路邊投票介紹路邊投票

兩亞裔兩亞裔 選民負責選民負責 人人 視察視察視察視察Tracy GeeTracy Gee 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與兩亞裔與兩亞裔 選民負責選民負責 人人 視察視察視察視察Tracy GeeTracy Gee 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Chris 鼓勵更多的華人出來投票鼓勵更多的華人出來投票

Tracy GeeTracy Gee 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競選人文宣社區活動中心投票地點競選人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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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 戴手套. 測體溫. 報異常. 守紀律. 保距離

不走親不訪友不聚餐. 在家鍛煉身體好

祝您健康！

美南新聞
疫情期間為您加油

美南日報美南電視15.3

傅首尔在《奇葩说》中说过：选我

所爱，很容易，但是爱我所选，才能够

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婚姻里，很多人能选择一个爱的人

，但很难一直爱下去，就比如很多人结

婚之后很快就会后悔，说配偶结婚前与

结婚后判若两人。

有人说，好的婚姻要有爱情；也有

人说，三观不合的婚姻注定不幸福；还

有人觉得，嫁给谁都会后悔。

然后，有人在痛苦的婚姻里煎熬，

有人选择转身离开。

但是糟糕的人生，糟糕的婚姻，换

个人就好了吗？和谁过到底一样还是不

一样？

要想婚姻幸福，原则性的问题客观

对待，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是需要从自己

身上找原因。

婚姻，要正确树立自己的三观，当

我们对婚姻抛开幻想从实际生活中出发

时，才是幸福的开始。

试想，一个连自己都生活不好的人

，怎么在婚姻里获得幸福。

程璐最近又离婚了，这是她第二次

离婚，记得再婚前她就说过：这次我一

定能幸福。

但是这段婚姻比第一段婚姻更糟糕

，第一段婚姻维持了三年有余，但这段

婚姻仅维持了一年。

程璐是个很骄傲的女人，一直觉得

婚姻应该是美满幸福的，这也是人生的

标准，不然干嘛在糟糕的婚姻里浪费日

子呢。

就这样，她坚持着和谁结婚真的不

一样的态度，很迅速的结婚又离婚，目

的是找到真正适合的人。

但明眼人都知道，程璐这样的女人

永远不可能幸福，因为她从来不自省，

不检讨自己，更不会去改变自己，而是

一味地想着换人。

程璐心高气傲，不喜欢做家务，不

喜欢交朋友，喜欢当诸葛亮，爱当马后

炮，喜欢逛街享受美食。

她想要的幸福婚姻，就是有个男人

能帮她搞定家里的事，无论家务还是亲

戚之间的往来，然后陪她宅在家拒绝社

交，听她吹牛崇拜她。

但显然，一个正常的男人很难满足

她的需求。

在程璐的第一段婚姻里，那个男人

老实，能给她做家务却不能让她穿名牌

，所以她提出了离婚。

在她的第二段婚姻里，那个男人有

钱，但懒得陪她，所以她又离婚了。

程璐给这两段婚姻作出一个很好的

总结，第一段是三观不合走不到一起；

第二段是不顾家的男人不要也罢。她从

来就没有在自己身上找过原因。

就这样，程璐开始寻觅自己的第三

段婚姻，不过看这样子，她幸福的可能

性比中彩票的几率还小。

婚姻里的幸福，不能靠换人，而是

换心态。

樊登说过：如果一个人不会游泳，

怎么换泳池都没用，跟这个人处不好，

难道换一个人就能处得好？

婚姻也是一样，你自己三观不正，难

道换个人就能摆脱自己扭曲的思想了？

所以对于婚姻里的另一半，除了原

则性的问题除外，什么三观不一致，不

是对的人，这些说法都是因为双方不够

爱，不愿意改变。

懂得爱的女人，前半生后半生都是

幸福的，不管和谁结婚都能把日子过成

诗；不会经营婚姻的人，跟谁过日子都

是一地鸡毛。

比如身边有个邻居大姐，自己没多

大本事，却天天嚷嚷着自己丈夫没能给

她好生活。

老实说，她丈夫本分老实有稳定工

作，配这个叽叽歪歪的邻家大姐绰绰有

余，但邻居大姐自认为自己一朵鲜花插

在了牛粪上，然后整天以离婚为威胁，

满腹牢骚的抱怨着生活的各种不堪。

最可耻的是，她还觉得自己离婚换

个人之后生活肯定会风生水起，好在还

没到离婚的程度，不然真担心她离婚之

后能不能嫁得出去。

生活不堪，如若对方并没有什么问

题，还是需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当

爱人是一个

正常人的时

候，还是以

改变自己为

主。

“ 婚 姻

不幸福，换

个人就好了

”这是最愚

蠢的决定，

婚姻不幸福

可以离婚，

但换个人之

前，首先让

自己重新开

始，让自己

脱胎换骨之

后再试着寻

找幸福。

有 个 朋

友多年前嫁

给了一个自己

不爱的人，那

时候，她被分

手生无可恋，

再加上父母催

婚催得紧，就

嫁给了一个追她多年的男人。

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我们都为她可

惜，她本人在婚礼上，也没表现得有多

高兴，就在我们以为她的青春毁了的时

候，她把婚姻过成了爱情。

后来问她要幸福秘诀，她只说：

“我只是努力去发现他的好而已。”

朋友说，她的老公不比前男友差，

加之比前男友更爱她，有何理由跟自己

的幸福过不去，于是就算自己当初不爱

，也会试着沟通，去培养共同的兴趣爱

好，会好好说话，会表达心中所想，也

愿意为了他改变。

朋友在结婚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有

那么多不堪的缺点，脾气大毛病多，不

会管理情绪也有点玻璃心，家事啥不会

，工作不突出，还一天到晚瞎嘚瑟。

当这些细节在婚姻里被慢慢放大时

，朋友选择了改变，把这一切都看作一

个成长的过程。

久而久之，一个很融洽的相处模式

出现了，而那些所谓的三观不合根本不

存在，更多的是两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朋友本人也慢慢的爱上了这个会陪

她疗伤的男人，现在日子过得很幸福。

电影《非诚勿扰2》中有句台词道

出了婚姻的真相：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

，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

全世界那么多人，唯一契合的灵魂

相遇的几率根本不可能，所以大多数时

候，我们都是和“错”的人相恋结婚，

然后婚姻，能否一直“错”下去就看经

营了。

那个对的人几乎不会出现在你的生

命里，所以当你的婚姻需要救赎，你觉

得换个人能好些时，首先需要救赎的是

你自己。

普通人的婚姻里，除了柴米油盐的

磨合就是经济问题，而这些事情没有对

错之分，但都有解决之道，好好沟通，

妥善处理，没有过不去的坎。

很多矛盾点就出在我们把婚姻里的

所有问题都推给爱人，觉得是对方造成

的糟糕局面，之后不是抱怨生活就是发

泄情绪，最后搞得两人都疲惫不堪。

婚姻失败之后，在不改变自己之前

，换几个配偶都无济于事，要明白，糟

糕婚姻的本身是糟糕的自己。

当你能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独立

自主有思想，能独自活得精彩时，两个人

的婚姻也差不多哪儿去，相反如果你连自

己都活不好，还怎么经营好婚姻？

所以，围城里的人，若想获得幸福

，先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再用心经营

两个人的婚姻，这样的你，一定不会过

得差。

婚姻的真相：“不会经营婚姻的
人，跟谁过日子都是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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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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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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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休城社區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中國的父母對教育特別注重
，總是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環境，為孩子
在各方面打下好基礎。在美國的孩子，
約有九成就讀於公立學校，一成左右去
念昂貴的私立學校，然而，不少公立學
校的教學品質常令家長們失望，如果想
送孩子去好學校，但又不用付貴騰騰的
學費，特許學校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

就在距離中國城不遠，有一所特許
學 校 ， 名 為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他們目前正招收五至七年級的
學生，於八月開學。這所學校自從二年
前開始招生，短短二年內受家長巨大好
評，學生的成績測驗更是全德州名列前
茅，有 79％的學生通過 STAAR 閱讀，
89％的學生通過 STAAR 數學，67％的
學生通過 STAAR 科學。成績遠遠高於
附近學校的分數。事實上，學生的閱讀
能力甚至比鄰近的學校高出20個百分點
，優異的表現讓家長、學生、與全校教
師都非常興奮。

學校有校車，還有after school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小班制

教學，讀書風氣濃，是優質又免費的初
中，學校有校車，還有 after school。最
重要的是，校長 Kayleigh Colombero 接
受過 Building Excellent Schools 的訓練，

是休斯頓唯一的一所，其所招聘的老師
都深具教育理念，對教學充滿熱情。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是由德州
政府來撥款，因此學生能免費就讀，但
是學校運作的方式更具有靈活性，更注
重學術、與學生的均衡發展。

校 長 Kayleigh Colombero 表 示 ，
Etoile 特許學校從五年級開始招生，之
所以選從五年級開始，是因為孩子在這
個年齡可塑性比較高，更容易培養他們
的學術思考與讀書習慣，如果等到六年
級之後，習慣已經很難改了，所以這個

學校從五年級開始招生。
在全美甄選最好的師資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的校董何

甌老師表示，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
在全美甄選最好的老師，允許他們發揮
自己的教育理念，特許學校給學生與家
長更多的選擇。因為經費來自州政府，
學校承諾政府會把學生給教好，如果家
長對公立學校的教學失望的話，不妨考
慮來Etoile Academy特許學校。

此外，Etoile 也從公立學校挖角好
老師過來，有些老師在公立學校制式規

定下無法一展長才，但是在特許學校裡
面，他們可以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老
師們更投入，在課後還幫助學生，如果
跟不上的還會幫他們補習，真正的幫助
學生、改變學生、輔導學生。

課程設計優越
因為特許學校能讓熱愛教育的校長

與老師發揮所長，課程的設計更針對學
生的需要，學校中除了數學、英文、與
科學是其他公立學校兩倍的教學時間之
外，各科目具備，也有教學生如何管理
金錢、如何投資理財平衡預算、還有批

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課程，培養
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
獨立思考，同時也讓學生學習怎麼樣說
服，用辯論的方式來討論問題。這裡提
供的是全能性的教育，也有體育課教足
球、籃球，未來還會有法語課。
對華人來說，中國人一向很會存錢，但
是在理財的部分比較少接觸，如果學校
有更多的課程教學生了解財務，對未來
的人生發展就更有幫助了。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在 4 點半
放學後有 after school，讓需要延長時間
的孩子留下，可以參加俱樂部、做功課
、或是進行體育活動。
為了鼓勵學生未來邁向大學之路，每個
教室都用一個大學來命名，讓學生有自
豪感。校外教學時，學校還帶學生去參
觀大學，去年就參觀了萊斯大學跟休斯
頓大學，讓學生在潛移默化裡面知道未
來要上好大學。

學校目前只剩下不多的名額，華人
向來注重教育，私立學校又非常貴，這
裡相當於是私立學校的品質，又能免費
就讀，對家長來說真是個好消息。

洽詢方式
Etoile Academy 學校就在百利大道

與59號公路附近，目前招收五至七年級
的學生，電話713-265-8657(英文)。歡
迎洽詢。地址: 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

Etoile AcademyEtoile Academy特許學校特許學校 學測於德州名列前茅學測於德州名列前茅
優質又免費的初中優質又免費的初中 現正招收五年級學生現正招收五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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