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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A&K INSURANCE AGENCY

保險顧問
事 務 所

Andy Wong王先鏻王先鏻
賈謹涵賈謹涵 Jenny Hsia

各種商業保險--包括餐館﹑雜貨店﹑辦公和
住宅大樓﹑商場﹑責任險﹑火險和勞工保險﹒
包括各種不同用途的汽車保險,無論您的駕駛
經驗及記錄如何﹒
保費低廉,汽車和房屋一起投保,各有折扣優
待﹒ VA, MD, DC都有特別優惠計劃
包括個人短期及長期以及團體健康保險,可包
括生產險﹒
包 括 儲 蓄 保 險 (Whole Life,Universal Life)
Term Insurance﹒

商業:

汽車:

房屋:

健康:

人壽:

◆服務親切 ◆辦事迅速
♦本所承辦十數家保險公司
♦最新推荐維州特廉保險計劃,歡迎致電

承保項目承保項目

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保險理財顧問

為客戶量身訂作為客戶量身訂作,, 選取最適合客戶需求的產品選取最適合客戶需求的產品

代理多家代理多家AA級以上保險級以上保險公司公司

Elisabeth Hsu
徐凡絜

(通國,台,英語)

◆各種退休年金 ◆退休帳戶-(個人或公司)
◆共同基金 ◆大學教育基金
◆Life Settlement (一種不跟市場起伏的投資)

♦各類人壽保險 - (個人或公司)
•定期人壽保險-有事理賠, 無事還本•終生人壽保險- 免費附加保障

- 長期看護保障- 重大疾病保障
- 絕症提前理賠 - 儲蓄現金值

◆健康保險- (個人或公司)
◆Medicare Supplement
◆各種Medicare Advantage Plan (優惠計劃)

(給已有聯邦紅白藍卡Part A.B的人士 )

E-mail: hsu.agent@gmail.com
(301) 346-5854

服務週到服務週到 理賠簡便理賠簡便誠信可靠誠信可靠 辦事迅速辦事迅速

932932 Hungerford Dr., SuiteHungerford Dr., Suite 77B, Rockville, MDB, Rockville, MD 2085020850

景方保險事務所

汽 車 ：特別推薦特優保費計劃
房 屋 ：房屋、汽車同保,各有折扣優惠
商 業 ：承保業務廣泛,火險、責任險、

勞工險、財產險
健 康 ：特別提供廉價短期(15天-1年)

訪問者險
人 壽 ：各種壽險,特廉Term Insuramce

電話電話::301301--294294--68706870 傳真傳真::301301--294294--68716871

手機手機: (301) 257-8068

王景方
Jim Wang

E-mail: JW@jwinsuranceagency.comE-mail: JW@jwinsuranceagency.com

JW Insurance Agenc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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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Home‧Business‧Life
Choice Insurance Network LLC.

21165 Whitfield Place #106
Sterling, VA 20165

S1272G Not all companies are licensed to operatie in all states.
Not all products are offered in all states. Go to erieinsurance.com
for company licensure and territory information.

wwwchoiceinsurancenetwork.com
info@choiceinsurancenetwork.com

賴志成 240-476-0382 (C)
趙艾玲703-450-8880 (O)
赫崇玲 202-257-1032 (C)

公平保險公平保險

【本報華府訊】儷歌響起，六月八日下午兩點二
十五分，位於馬利蘭州，洛克維爾市的華府中
文學校舉行了2014年盛大的畢業、結業典禮。
今年畢業於華府的青年才俊是：卜祥栩、印耕
亮、吳家齊、楊珮婷、王維奇、譚欣文。

典禮是在鑼鼓喧天聲中由朱楚善、柴寧老
師指導的華府舞龍隊熱鬧揭開序幕，這群八年
級及拼音班高級學生活力充沛的表演，獲得了
四百多位師生家長熱烈的掌聲。接下來是校長
黃秀媚致詞，她感謝了畢業生家長的犧牲奉獻
及老師們的諄諄善誘，才能讓孩子們順利完成
學業，磨練成材，並祝福大家都有一個愉快輕
鬆的暑假。擔任司儀的華府董事長廖美琳主持
了畢業典禮，每一位畢業生穿著長袍，頭頂方
帽，站在台上用最誠摯的心感謝父母老師的栽
培，而在畢業後對自己的人生規劃也信心十
足。校長發完畢業證書後，畢業生帶著大家的
祝福，在儷歌聲中緩緩步下舞台，整個儀式溫
馨、莊嚴而隆重。另一位司儀沈同也預祝他們

鵬程萬里，前途無量。
畢業、結業典禮的節目是在學生表演及頒

獎中穿梭進行：黃秀媚頒發了各年級學生的校
長獎、全勤獎；教務主任林伯芬頒發了美東中
文學校協會獎學金給優秀學生許靖荺、潘聖
達、黃凱佑；榮譽學生陳冠儒、陳奕棠、蔡曉
凡、蔡曉凡、葉欣怡、于志一、, 陳恩亞，及
SAT 800分滿分學生卜祥栩、楊珮婷、蔡曉凡、
林頌恩，並頒發了學業進步獎。美東中文學校
協會會長程萌生頒獎給資深教師陳美蓉(10
年)、蔡淑燕(5 年)以及資深行政人員沈同(10
年)、簡瑛秀(5年)；文教主任吳貞慧則頒發了文
化薪傳獎。

當天的節目全由學生擔綱演出，他們天真
可愛的動作表情，成為父母攝影機補捉的焦點
，也為現場帶來了許多的輕鬆與歡笑。歌唱方
面，有賴怡君老師指導幼一、幼二班的「小星
星」、「家」、「下雨天」及「拔蘿蔔」；連城璧老師
指導 12 年級學生演唱「隱形的翅膀」；盧佳彣

老師指導拼
音幼兒學生
唱 遊 「螢 火
蟲」；幼三學
生表演了「特
別的愛給特
別的你」，由
劉光玲老師
指導。中文成
人 班 的 Mr.
Dan Fulton
and Mrs.
Suchada
Nayvijit特別上台自我介紹，展現了他們近年來
學習中文的深厚功力。而由葉欣維、葉欣培雙
胞胎兄弟所表演的數來寶更是技驚四座，頗有
職業水準。整個儀式在下午四點二十分圓滿結
束，大家相約下學期再見。

華府中文學校2014-2015 學年招生，即日

起接受新生報名，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校長黃
秀 媚 (301)762-5927，新 任 教 務 主 任 葉 金 珠
(301)762-3546 聯絡。並可上網查詢各種資料，
華府的網站是 www.wsclc.org.

華府中文學校舉行盛大的畢業、結業典禮 溫馨而隆重

(左三起)校長黃秀媚、主持人、廖美琳、沈同，(右起) 林慧敏、
家長會會長李中慧、連城璧老師與2014年畢業生合照

校長黃秀媚、教務主任林伯芬與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獎學金
學生、SAT800分滿分學生合照。

成人班學生 Mr. Dan Fulton
做自我介紹。

葉欣維、葉欣培表演數來寶。

文教主任吳貞慧(右)則頒發文化薪傳獎，左為校長黃秀媚

舞龍隊的英姿

幼一班唱遊的可愛模樣

幼二班表演“拔蘿蔔”

黃秀媚(右一)頒發幼兒班的校長獎校長(左一)頒發幼兒班的全勤獎

教務主任林伯芬(右一)頒發學業進步獎拼音幼兒學生表演唱遊 「螢火蟲」

校長於謝師宴中頒發資深教師行政人員服務獎：
左起黃秀媚、陳美蓉、沈同、李中慧、廖美琳

謝師宴中家長會贈獎給所有老師 舞 龍 隊 老 師 朱 楚 善 ( 左)、 柴 寧
(中)、與吳貞慧(右)與隊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