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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報導)距離休士頓市長決選(runoff)僅剩一周多，
市長候選人Bill King 7日訪問當地華人媒體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並接受電視台專訪，受到該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熱情接待
，許多亞裔社區僑界領袖也到場支持參與。

隨著決選大日逼近，重視亞裔選票的Bill King接受美南新聞
電視台專訪，由馬健擔任主持人，針對稅收、交通、民生建設、
社會安全等議題詢問，Bill King闡述競選理念，把握決選前黃金
時刻爭取曝光率與選票。

Bill King的競選宣言以 「Let's Get Back to Doing Great Things
」為主打，強調會藉由自己專業且豐富經歷的商業背景，平衡市
政支出，用以道路修建、交通建設和降低竊盜犯罪率等基層需求
上，改善市民生活。

馬健針對華人較關心的幾項議題進行提問，Bill King表示，
會解決休士頓市政支出不平衡狀況，將資金和預算妥善用於道路
整修、人行道，處理路面不平與坑洞等問題；降低犯罪率方面，
Bill King認為休士頓破案率低於聯邦平均水平，並非資金投入不

足，而是管理制度政策失當，例如若是可減少市政經費在騎警身
上，不僅不會浪費納稅人錢，還可用於更需要投注的支出上，為
市民謀福利。

重視亞裔選票的Bill King透露，自己因商業需要，曾造訪中
國、香港等地，也學習過中文，現場親切以 「你好」、 「謝謝」
向觀眾打招呼，標準的發音讓馬健稱讚，中文程度比許多華裔第
二代還來的流利。

對於與亞裔、華裔社區保持密切關係，Bill King認為，休士
頓是最具多元文化代表的城市，來自不同文化和種族移民聚集在
一起，可激盪不同火花，可謂都市優勢；提及移民的 「美國夢」
(American Dream)，他也表達，這些亞洲、華人移民來此地尋求
教育和就業機會，休士頓是絕佳平台，提供多元發展性。

執政理念符合華裔價值觀，Bill King強調 「多元性是成功的
關鍵」(Diversity is key success)，他承諾當選後會在市政上為華人
爭取福利，讓華人多參與公共服務。

（美南新聞/楊笑）加州2日傳出槍擊案
，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傷。日前，警方在
調查中發現，加州槍擊血案中嫌犯所使用的
部分槍支可能由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
的網絡槍店購入。

警方調查人員在加州槍擊屠殺案中的嫌
犯家中發現了一張一家位於沃斯堡的網絡槍
店的收據。這家網絡槍店的倉庫位於德州沃
斯堡，在線販賣突擊式武器、防彈背心、彈
藥和軍事雜誌等。據估計，這家網絡槍店庫

存價值約37.5億美元。目
前，當局並沒有確定哪些
槍支是購於該網絡商店。

這家網絡槍店代表拒
絕接受媒體訪問，并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 佈
信息否認該公司有向加州
地區出售過槍支。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美國聯邦調查局在
槍手夫婦家中發現了一支22口徑步槍、幾十

箱彈藥、武器配件、兩張槍店的發票、一台
筆記本電腦和一些數據存儲設備等相關作案
證物。

加州槍擊屠殺案槍支或從德州網絡槍店購得

近日休城驚現多起華人車輛被砸失竊案件 市民注意人財安全

市長角逐進入市長角逐進入倒計時倒計時 Bill KingBill King 訪美南報業力爭訪美南報業力爭亞裔選票亞裔選票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Bill King(Bill King(左三左三))接受電視專訪接受電視專訪，，受到當地僑社支持受到當地僑社支持
者歡迎者歡迎。。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Bill King(Bill King(右右))接受美南電視訪問接受美南電視訪問，，由馬健由馬健((左左))擔任擔任
主持人主持人。。

（本報訊）近日休斯頓接連發生多起華
人市民在 Galleria 購物後，被人尾隨至下一
個目的地，被砸車盜竊財物的案件。警察提
醒市民：臨近年底，休斯頓市民出門采購時
注意人身和財產安全。

12月4日傍晚，年輕的華人學生小羅和
朋友在Galleria購買了4台蘋果手機打算寄回
國內親友。晚上 8 時左右，小羅和朋友從
Galleria 結束購物後將所有的貴重物品放在
車後備箱，到中國城百佳超市買菜。半小時
後，小羅從百佳出來就發現車左後窗玻璃被

砸，車內和後備箱中的所有貴重物品均被洗
劫一空。當晚同樣遭遇砸車盜竊的還有一名
在百佳工作的收銀員。兩台車均停在百佳廣
場偏左的地方。警方在收到報案後隨即到場
處理。

警方要求小羅提供遺失的蘋果手機的序
列號，以便警方進一步調查罪犯動態。截止
到走進美國發稿時，案件還在調查當中。警
方透露，12月2日也有一起類似犯罪案件。
受害者在 Galleria 結束購物後，被人尾隨至
下一個目的地，隨後也被砸車，車中財物均

失竊。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案件的受害者也
是華人。

警方懷疑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團隊作
案，在 Galleria 附近尋找購買貴重物品的消
費者，尾隨至下一個目標地點進行作案。目
前受害者大多數為華人。警方提醒所有的華
人市民外出購物時要留心周圍的環境，注意
人財的安全，盡量選擇安全的環境和時間出
行。另外，警方也建議大家在租房或住房時
購買房屋保險，如果車內東西不幸失竊，房
屋保險可以賠償部分損失。 僑 社 新 聞A11 Fri. Drc. 04, 2015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11

中華會館中華會館20162016年度職員初選名單出爐年度職員初選名單出爐

二選一二選一 黃于紋黃于紋 伍換光競選主席位伍換光競選主席位
((本報訊本報訊))中華會館召開全中華會館召開全

體董事體董事、、參事參事、、顧問及職員會顧問及職員會
議議，，二零一六年度職員初選提二零一六年度職員初選提
名完滿結朿名完滿結朿。。候選人候選人::
主席主席:: 黃于紋黃于紋、、伍換光伍換光
中文書記中文書記:: 李本安李本安
英文書記英文書記:: 陳敬行陳敬行
財政員財政員:: 鄺振明鄺振明

核數員核數員:: 黃國銘黃國銘,, 朱樹森朱樹森
覆選時間訂於十二月六日覆選時間訂於十二月六日（（星星
期日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
投票投票，，下午四時半開票並宣佈下午四時半開票並宣佈
結果結果。。
主席職位有兩位候選人主席職位有兩位候選人，，兩位兩位
選一位選一位。。

華人互助會首次舉辦華人互助會首次舉辦「「開放參觀活動開放參觀活動」」

黃于紋感謝退休研究基金會慷慨捐助五千美元黃于紋感謝退休研究基金會慷慨捐助五千美元

切蛋糕切蛋糕：：左起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左起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臺北駐芝加臺北駐芝加
哥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郭聖明哥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郭聖明，，黃于紋黃于紋，，黃懷德黃懷德

合影左起合影左起：：張浣梅張浣梅，，曼德洛曼德洛,,郭聖明郭聖明，，陳燕南陳燕南作家朱恒昱給兒童朗讀後合影作家朱恒昱給兒童朗讀後合影

張浣梅張浣梅（（左左））與尼泊爾與尼泊爾
移民移民RajanRajan合影合影華人互助會學員對互助的讚揚貼滿牆上華人互助會學員對互助的讚揚貼滿牆上

臺北經文處捐款臺北經文處捐款 左起董事會主席韓小姐左起董事會主席韓小姐,,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
行政主任曼德洛行政主任曼德洛,,張浣梅經理張浣梅經理,,臺北經文處副處長郭聖明臺北經文處副處長郭聖明

合影左起合影左起：：華人互助會名譽董事長黃于紋華人互助會名譽董事長黃于紋，，黃懷德黃懷德，，
行政主任曼德洛行政主任曼德洛，，伊州伊州AetnaAetna經理經理Will HendersonWill Henderson

(本報記者/周 鋒/採訪報導)
12月1日下午4時，華人互助會

在該會所舉行「週二給予日」開放
參觀活動，目的是讓芝加哥各界
人士瞭解華人互助會的運作和所
起的作用。

芝加哥社會名流、臺北駐芝加
哥經濟文化辦事處郭聖明副處長、
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國泰銀行
投資顧問陳麒天等 100 多人應邀
前來參觀並慷慨捐款表示支持。

華人互助會行政主任曼德洛
介紹說，由於州政府從7月1日起，
大量削減社會服務經費，華人互助
會現在面臨財政困境，不得不削減
工作人員，減少服務項目。今天請
大家來參觀，讓各位來賓對華人互

助會的運作有更深的瞭解，知道互
助會對芝加哥各族裔移民提供哪
些幫助，（墻上貼著幾十位移民的
照片和他們對互助會的讚揚，這裡
面有好多動人的故事）。除了對成
人移民，我們對兒童的教育也很重
視。今天，我們特地請從台灣來的
作家朱恒昱給兒童朗讀他的獲獎
作品。歡迎大家來參觀，我們的工
作人員將向大家作詳細介紹。董事
會主席Jenny Han也致詞對來賓表
示歡迎。

財務主任陳燕南對記者介紹
說，華人互助會為北華埠社區服務
30多年，深知社區需求。由於大部
分華裔和越南裔不懂英語，從找工
作、找住房到申請醫療卡、食品券

都 需
要 幫
助，青
少 年
課 後
輔導、
幼 兒
班 學
習 和
對 耆
老 的
照 顧
等 服
務 項
目 都
是 不
可 或
缺的。

為了克服州政府
削減經費造成的
困難，行政主任
曼德洛從上個月
起已主動帶頭停
止領薪水，我和
計劃項目主任洛
克也停止領薪水
。這表明我們有
犧牲自我的精神
和戰勝困難的決
心。我們把12月1
日定為「週二給
予日」,希望大家
慷慨給予捐款。
介紹時，華人互
助會社會服務部
經理黃景倫也在
場。

華人互助會
名譽董事長黃于紋對記者說，今天
是我們第一次舉辦 open house 開
放參觀活動。感恩節節日剛過完，
大家心情特別舒暢，她相信大家一
定會喜歡此次參觀。根據她多年來
對華人互助會所開展的多項工作
的瞭解，她感受到這些工作都很重
要，如果因經濟困難削減服務，北
華埠的各族裔人民將有許多困難
難以解決。她感謝退休研究基金會
慷慨捐助五千美元。該基金會捎來
口信，希望此次「週二給予日」能籌
足五千美元，這樣就能湊足一萬美
元，就能辦大事，希望大家一起努
力，向這個目標挺進。她也感謝北

華埠商號提供豐盛的自助餐食品，
讓大家飽餐一頓。

臺北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
處帶頭捐款。副處長郭聖明說，通
過今天的參觀，我們看到華人互助
會為移民辦了許多好事，30多年來
貢獻良多，現在處於經濟困難階段
，我們理應施加援助。希望美國政
府能做出撥款預算，使華人互助會
得以早日正常運作。

華人互助會經理張浣梅女士
介紹尼泊爾移民 Rajan 與記者認
識。他7年前從尼泊爾移民來芝加
哥，因只懂一點英語，找不到滿意
的工作。他叔叔介紹他來華人互助
會學英語，他進步很快，人也老實，

華人互助會就培養他當會計助理。
由於英語過關，他去年加入美國國
籍。他很感謝互助會對他的栽培。

華人女移民裘利和巴基斯坦
男移民SHAMA也有類似的經歷，
他們也因在互助會學英語和電腦
才找到滿意的工作。他們感謝互助
會幫助他們圓了美國夢，在芝加哥
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

幾十名移民通過照片和文字
表達了他們強烈的熱愛美國和華
人互助會的心聲。

最後，作家朱恒昱給兒童朗讀
了其獲獎作品
（ALEX AWARD)
「THE LIVES OF T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