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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慶首家 OSIM3月30、31日盛大開幕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廣 告
星期五

2018 年 4 月 27 日

Friday, April 27, 2018

B2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8 年 4 月 27 日

Friday, April 27, 2018

B3

美南山東商會於21日晚召開山東企業家聯誼聚會
石油企業 華美銀行和賴清陽律師事務所提供多項服務計劃

美南山東商會企業家聯誼會和贊助的華美銀行於 4 月 21 日晚上
在位於 9090 Katy Freeway 華美銀行大樓三樓的大會議室
華美銀行大樓三樓的大會議室，
， 召開
休斯頓山東企業家聯誼聚會，
休斯頓山東企業家聯誼聚會
，邀請山東企業管理層以及華商企
業家共同參加此次活動。
業家共同參加此次活動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一年一度的休斯頓
OTC 國際石油設備展將於 5 月 1 日拉開帷幕，
國內大批的石油設備化工企業家已經提前來到
休斯頓準備此次會議。此石油盛會召開之際，
應部分在美投資山東企業的要求，美南山東商
會企業家聯誼會和贊助的華美銀行於 4 月 21 日
晚上從 6 點到 9 點在位於 9090 Katy Freeway, #
100, Houston, TX 77055 之華美銀行大樓三樓的
大會議室，召開休斯頓山東企業家聯誼聚會，
邀請所有在休斯頓投資的山東企業管理層以及
感興趣的其他華商企業家共同參加此次活動。
美南山東商會企業家聯誼會 有傑出的領導群，
他們與美國的主流社會有著廣泛的公共關係，
他們在很多高層次的技術和商業領域都是非常
成功的專業人士; 他們有強烈的熱情幫助各種企
業和客戶在美國發展業務，並提高他們在休斯
頓的業務成功。
美南山東商會石油企業家聯誼聚會議程安
排如下述：主持人是優雅的美國時代華語電台-

休斯頓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參贊致辭
休斯頓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參贊致辭，
，介紹中
美貿易進展以及發展契機。
美貿易進展以及發展契機
。

美齊台長; 晚上 6 點到 7 點入場登記，開始晚餐
和自由交流。7 點到 9 點 活動開始，企業互公司
業務活動和聯絡方式，進一步加強美國及全球
市場的未來業務發展。 會議中，多家石油企業
，華美銀行和賴清陽律師事務所提供了非凡的
服務計劃。華美銀行是美國最好的銀行之一，
許多石油公司擁有巨大的技術和世界領先的市
場營銷服務於世界，這些出色的表現是非常令
人印象深刻的。 賴清陽律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的
知識和傑出的工作經驗，為世界各地的客戶和
美國客戶服務。
首先，修宗明會長致歡迎詞，對參會企業
表示感謝，介紹參會嘉賓；接著，休斯頓總領
館商務參贊-周振成參贊致辭，介紹中美貿易進
展以及發展契機。 之後，豐建偉院長致辭，對
各位參會企業表示感謝。接著，美南山東同鄉
會房文清會長致辭希望企業可以加強聯繫，互
相學習，共同進步。會議場地贊助商-華美銀行
邵曉梅副總裁：跨境融資簡介， 她說華美銀行

豐建偉院長致辭 ， 文情並茂
豐建偉院長致辭，
文情並茂，
， 對各位參會
企業表示感謝;; 美南山東商會願意利用當地
企業表示感謝
的力量和非凡的公共關係幫助每一個公司
和企業。
和企業
。

是美國最好的銀行之一，他們幫助許多企業成
功; 特別是因為他們在美國擁有 120 家分支機構
，在中國主要城市擁有 10 家分支機構，這使得
貸款和金融服務變得更加輕鬆，快捷和高效。
他們願意幫助各種業務。
KEM 石油公司 Frank Fan：在美投資油田區
塊現狀以及經驗介紹; 他們聲稱他們是在美國購
買，管理和幫助生產石油和天然氣的專家，他
們可以幫助中國投資者獲得收購美國油田和業
務的最大利潤。 科瑞集團美國公司陳晨總經理
：科瑞集團介紹它是一家優秀和龐大的科技公
司，與上百家主要石油企業有合同關係。 他
們巨大的潛力可以幫助投資者和同事在全球各
地的石油和天然氣業務中取得成功。 美齊台
長：福遍工業園項目介紹，她說中國在 Fort
Bend 縣有成功的商業經驗，他們與當地政府
的牢固關係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在這裡更容易成
功。賴清陽律師：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經驗分享
。賴清陽律師事務所有 3 位律師分享中國企業

在美國可能發生的不同部分的商業訴訟和對抗;
而且賴清陽律師事務所完全了解美國法律和中
國客戶的需求。 他們知道如何保護他們的客戶
，並在美國司法戰鬥中獲得最大利益。 他們還
提供免費和豐富而優雅的信息來提醒和幫助中
國企業在美國取得成功。 本次活動的晚餐以及
酒水由友家山東餐廳贊助; 參會的企業交流熱烈
，認識到了新朋友，發展了新業務。油服公司
與油田區塊運營商建立了聯繫，下一步進行項
目合作。

光鹽社健康講座 頭頸部癌症的治療
(本報訊) 2018 年 5 月 5 日 (六)
下午 2 點至 4 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5,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頭頸部癌症的治癒與治
療 (設有國語翻譯)
講員: Ehab Hanna 醫師

何謂頭頸癌？發生在人體口、
咽、喉 和頸部等組織上的惡性腫
瘤稱作頭頸癌； 主要是由於上消
化呼吸道的黏膜所長出來 的癌症
，包括鼻腔、鼻竇、鼻咽、喉、
口腔、口咽、下咽和頸部食道等癌
症，其他還包括唾液腺 癌以及甲
狀腺癌。頭頸部只佔人體的九分之
一，卻支配各種功能，五感中佔了

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四種。
Ehab Hanna 醫師是國際公認的
頭頸部外科醫生和專家，他主要負
責顱底腫瘤和頭頸部腫瘤患者的治
療。他是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
心的頭頸外科教授兼副主席。他獲
得醫學學位後，他在范德比爾特大
學完成了手術實習，並在俄亥俄州
的克利夫蘭診所擔任頭頸外科的住

院醫師。他於 2004 年加入安德森醫
學院，並在貝勒醫學院聯合任命。
現在, 他在 MD Anderson 擔任頭頸
部中心的醫學主任, 和顱底腫瘤計
劃的聯合主任。
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
備有水果與點心，歡迎民眾踴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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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盛大舉行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

演講主題 「最幸福的時刻」 增加即席問答

年度增加即席問答。歷經激烈的演講比賽
後，下午 3 時 30 分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
行 「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
，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
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吳
展瑩副會長、唐心琴、陳美雲、甘幼蘋、
黃春蘭、李迎霞前會長、高嫚璘監事長上
台頒獎；世華總會何真副執行長代表黎淑
瑛總會長致贈贊助金表達支持與祝賀之意
。
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賽分華裔與非華裔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 僑教
兩大類，組別分華裔
6-7 歲、華裔 8-9 歲、
中心莊雅淑主任、
中心莊雅淑主任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華裔
10-14
歲，華裔
15-18 歲；非華裔 6-7
南分會羅秀娟會長、
南分會羅秀娟會長
、 頒獎佳賓與獲獎者於 4 月 21
歲、非華裔
8-9
歲、非華裔
10-14 歲、非華
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
裔 15-18 歲和非華裔 19 歲以上成人組。就
賽頒獎典禮上合影。（
賽頒獎典禮上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讀於僑界中文學校學生、美國學校中文班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學生以及學中文的非華裔人士們相當踴躍來參
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為提高華裔青少年及 賽，非華裔成人組特別讓主流人士參賽。比賽
非華裔人士學習中文的興趣，鼓勵大家活用中 中參賽者都全力以赴，把自己對中文說的能力
文並增強中文表達能力，於 4 月 21 日下午 1 時至 ，在台上展現出來，表現優異。所有參賽者均
下 午 3 時 ， 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頒發獎杯一座和 T 恤一件及冠軍：冠軍獎杯一
TX.77042 的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 「第二十五屆 座和獎金一百元、亞軍：亞軍獎杯一座和獎金
中文演講比賽」，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和僑務 七十五元以及季軍：季軍獎杯一座和獎金五十
委員會補助。演講主題 「最幸福的時刻」，本 元，前三名再加發獎狀。

頒獎儀式前，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於 4 月 21 日下午 3 時請表現優異參賽者
演講，使大家相互觀摩學習。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在會上感謝所
有參賽者及工作人員，讓活動圓滿。請大家未
來繼續踴躍參與中文演講比賽，增進中文能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
詞，語言是溝通的橋樑，也是開拓國際視野重
要的工具，學習中文的重要程度越來越高，激
發孩子學習中文興趣。陳家彥處長祝賀獲獎學
生，並勉勵大家再接再厲爭取好成績。休士頓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美南分會協助推廣華語文所做的貢獻，
鼓勵海外下一代和非華裔人士對學習中文有興
趣學生，未來也可參加僑務委員會安排學習中
文的計畫訪問台灣，了解更多中華文化。
隨後進行頒獎典禮，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頒獎給華裔 6-7 歲冠軍 Ryan Chung 鍾瀚
升 、 亞 軍 Brooke Yu 余 靜 之 、 季 軍 Audree
Chang 張恩瑜；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羅秀娟會長、吳展瑩副會長頒獎給非華
裔 6-7 歲冠軍 Audrey Simpson 白雪、亞軍 Lauren Chu 朱天恩；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唐心琴前會長頒獎給華裔 8-9 歲冠軍
Jake Chung 鍾瀚文、亞軍 Brian Chou 周卓逸、

季軍 Feliks Lin 藺應哲；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陳美雲前會長頒獎給非華裔 8-14
歲 冠 軍 Konrad Tittel 康 然 、 亞 軍 Paloma Santamarina 石凱琳、季軍 Maxine Shaffer 美莘；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甘幼蘋前會長
頒獎給華裔 10-14 歲冠軍 Katrina Chou 周筠真、
亞軍 Kristin Tsai 蔡宜蓉、季軍 Evan Lin 林承翰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高嫚璘
監事長、黃春蘭前會長頒獎給非華裔 15-18 歲
冠軍 Evan Finley 傅毅凡、亞軍 Justin Hartojo 黃
智亭、季軍 Angel Otto 歐安婕；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李迎霞前會長頒獎給華
裔 15-18 歲冠軍 Fu-Yao Yu 游富堯、亞軍 Elena
Qian 錢藝琳、季軍 Hao Zhang 張哲浩；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頒獎給非華
裔 19 歲&amp; 以上冠軍 Linh Tran 陳玲、亞軍
Astrid Guevara 古華玉、季軍 Anh Phuong Dao 陶
芳英。
華裔 15-18 歲冠軍游富堯華裔志工文化大
使（FASCA)成員，表示他從小就參加中文學校
並數度參加中文演講比賽。而非華裔 15-18 歲
冠軍 Evan Finley 在發表感謝時，提到曾到台灣
學習中文，對台灣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希望以
後能有機會再到台灣學習中文。

休士頓大學朱唯幹教授榮獲Festschrift Honor終身成就獎
休士頓大學於本 (2018) 年 3 月
28 日報導該校來自台灣朱唯幹
教 授 榮 獲 Festschrift Honor， 並
將於第十屆 「探討關於輻射效
應 最 新 發 展 ( Recent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Radiation
Effects in Matter)」 的 國 際 會 議
中表彰朱唯幹教授對該領域在
基礎研究及推廣應用的終身貢獻。
第十屆 「
探討關於輻射效應最新發展」國際會議將於今年
八月在蓋維斯敦(Galveston)舉辦，此次會議重點為離子物質相
互作用的新發展(ion-matter interaction)。這項議題影響的領域
非常廣，從離子注入微電子器件晶片的製造，到離子束放射治
療腦瘤;從人工關節的材料改性，到核能發電廠的材料設計及

研發。
朱唯幹教授為休士頓大學物理學院的 Cullen 講座教授，並
為德州超導中心研究主持人之一。朱教授畢業於成功大學物理
系，隨後負笈美國，獲得美國德州 Baylor 大學物理博士，先後
在 Baylor 大學、加州理工學院、IBM、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
分校及休士頓大學等研究教學機構，從事物理教學與研究工作
。
朱唯幹教授在理論計算及離子束實驗方面的基礎科研有相
當的貢獻。他推展科研到應用領域如離子注入半導體微電子晶
片、離子注入材料改性、離子束材料分析各方面。在材料分析
領域，他研發的背散射質譜及書 (Backscattering Spectrometry)
在全球離子束實驗室被廣泛使用。
朱教授在 1988 年轉入休士頓大學，協助朱經武院士一起
主持德州超導中心並開發磁浮技術及超導薄膜研究。該中心在

國際尖端科技中佔有一席地位。
朱唯幹教授在其學術生涯中，發表超過 400 多篇期刊文章
，指導 30 多位莘莘學子完成博士學位，及獲得 29 項專利。朱
教授不僅獲得多項學術獎項的學術成就獎，還曾擔任美國國家
科 學 基 金 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 美 國 能 源 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等審查委員。在離子束物理及高
溫超導物理專業領域享有盛名。
Festschrift Honor (Festschrift 是德文，以文會友之意) 是表
彰朱唯幹教授在物理界科學技術研究領域上有極大貢獻並獲得
同行推崇，肯定其在學術領域上終身貢獻的殊榮!
參考資料:
http://www.uh.edu/nsm/news-events/stories/2018/0328chu-honor.php
http://arwen.ee.surrey.ac.uk/RE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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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李蔚華：美南新聞在新媒體大浪潮
打造東西文化之交流
【本報香港專訓】今晨站在香港維
多利亞灣畔，目睹聳立雲霄的無數高樓
及羅佈在灣仔上的來往船舶，香港仍然
屹立在歷史之洪流中。雖然比我們宗長
亞洲首富李嘉誠來晚了 40 年，美南新
聞傳媒集團(香港)仍然在新媒體之大浪
潮中，為打造東西文化之交流。
在香港建立新的碉堡，透過全球直
播來建立美國和世界各國傳播交流文化
經濟的新平台，
請各位拭目以待，也請為我們面臨之新
挑戰加油！
半島酒店的早餐港幣 440 元，約合
美金 60 元，過街文化走廊同樣早餐只
要六元，可見香港之貧富懸殊。

亞裔商會商業座談 探討數位化時代的商業應用
會議現場。
會議現場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亞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CC) 25 日在 The Briar Club 舉辦商業座談(Doing
Business in Digital Age)，從不同主題，包括數位行銷、雲端及網
路安全、無人機、網路詐欺和社群媒體與商業應用等分別探討
「數位化時代的商業模式」。
亞裔商會會長 Milton Young 致詞歡迎商會會員到來，也感謝

雪佛龍供應經理 David Feldman(左
Feldman( 左) 致詞
致詞，
， 右為亞
裔商會會長 Milton Young。
Young。

ykcreative LLC 的 Vivienne Kwon(左
Kwon( 左) 與 Christina Clark 主講
數位行銷。
數位行銷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全美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大通銀行(Chase)及 Houston First 大力贊助該會議。
雪佛龍供應經理 David Feldman 致詞表示，數位化及網路對
商業發展很重要，他很開心雪佛龍能支持亞裔商會本次活動，成
為商會的新商業夥伴，未來能有更好的合作機會。
Young 簡單用投影片介紹數位化的重要性，包括原料、產品

、機動性、娛樂、政府和網站首頁、社群媒體等都與數位化息息
相關，在現代化的科技社會中都能夠接觸到，相信會員都可以互
相交流。
該次會議分為數位行銷、電腦雲端及網路安全、數位應用與
無人機發展、網路詐欺、社群媒體與商業應用等主題，會員們互
相交換觀點，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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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商業署貸款優惠計劃、
小型商業署貸款優惠計劃、
享有高達$
享有高達
$2,500 申請費用減免
華美銀行推出小型商業署貸款優惠計劃
享有高達$2,500 申請費用減免
6 月 29 日截止

【洛杉磯訊】一直以來，中小型企業是促進美國經濟繁榮發展
的主要動力。為幫助更多小型企業主達成企業拓展目標，華美銀行
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29 日推出小型商業署貸款（SBA 7(a)）優惠
計劃，最高可享有高達$2,500 申請費用減免優惠。華美銀行提供全
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資本穩健，連續八年盈利創新紀錄，
2018 年獲《富比士》雜誌（Forbes）評為 「全美百強銀行」第五位
，且自 2010 年起始終位居該榜單前十五名。同時，華美銀行曾獲

「年度美國小型商業署傑出出口貸款金融機構」的榮譽。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小型商業貸款部經理李偉俊
（Wai-Chun Li）表示，近年來，中小企業成為美國經濟持續增長
的主力之一，也在美國新增就業機會和技術創新方面多有貢獻。華
美銀行關注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需的金融服務，提供多樣化的
商業及貸款計劃，為推動美國小型商業的蓬勃發展努力不懈。
由聯邦政府擔保的的小型商業署貸款以幫助中小型企業穩健成
長為目標，其中 SBA 7(a)貸款項目金額最高可達 500 萬美元。相較傳
統商業貸款，小型商業署貸款具有手續簡便、審核快速的特點。同
時，低至 10%的頭款額，以及長達 25 年商業房地產貸款還款期限，
能夠更有效地滿足中小型企業拓展業務的資金需求。小型商業署貸
款計劃可支持符合資格的企業購買和重貸商用房地產、週轉資金及

購買貨物、收購公司及拓展業務、購買用具及機械、出口融資，以
及重整商業債務。關於申請小型商業署貸款的具體資格及條件，可
登 入 華 美 銀 行 官 方 網 站 www.eastwestbank.com 或 致 電
1-888-895-5650 查詢。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72 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
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
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
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
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
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 夏季中
夏季中、
、英班 4 月底開班
禪定 智慧 自在

普德精舍秉持中台禪寺禪教並重的宗風及開山祖師
惟覺安公老和尚的教導，致力推廣禪修，並舉辦共修法會
等活動。各級禪修班與研經班由法師親自指導禪坐，並由
淺至深次第講授佛法，教導忙碌的現代人，以禪定、智慧
來轉化煩惱，紓解壓力，如清泉淨化心靈，將佛法落實於
生活中。
課程以十二週為一期，每週上課兩小時。前一小時由法師親自指導禪修靜坐的方
法，即修數息、觀息和中道實相觀；後一小時講授佛法及佛教經論，指引學人修習禪
法、契悟心要的正確途徑 。

普德精舍將於 4 月 30 日起陸續開授夏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
費用全免，歡迎隨喜供養。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歡迎來寺參訪或來電洽詢 281-568-1568。
禪定 智慧 自在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
普德精舍將於 4 月 30 日起陸續開授夏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費用全免，歡迎
隨喜供養。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歡迎來寺參訪或來電洽詢。
日期及時間

開課及結業時間

備註

初級禪修班

週一上午 10:00 –中午

4 月 30 日 – 7 月 16 日

靜坐指導/
初中級佛學

初、中級禪修班

研經一禪修班 (週六)

課程內容：教授佛門禮儀、四聖諦、八正道、皈
依三寶的意義、五戒十善、十法界、四威儀、慈
悲觀、十二因緣、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四攝法、普賢十大願
等基礎佛學。

課程內容：<八大人覺經>
此經為後漢安世高譯。八大人覺者，八種諸佛菩
薩覺悟之道理，也是八條修行成佛的方法。此經
內容涵蓋小乘大乘的重要義理，幫助我們瞭解佛
法中無常、知足、精進、菩薩行、與發菩提心的
重要道理。為學佛者所應修習的基本佛典之一。

初級禪修班

週五晚上 7:30 - 9:30

5 月 4 日 –7 月 20 日

研經一禪修班

週四上午 10:00 –中午

5 月 3 日 – 7 月 19 日

靜坐指導/佛法概要/
佛說四十二章經

研經一禪修班

週六晚上 7:30 - 9:30

5 月 5 日 – 7 月 21 日

靜坐/八大人覺經

研經二禪修班

週二晚上 7:00 - 9:30

5 月 1 日 – 7 月 17 日

金剛經共修/靜坐/
楞嚴經

英文親子禪修班

週六上午 10:00 –中午

5 月 5 日 – 7 月 21 日

靜坐指導/佛典故事/
團康活動 4-12 歲
,父母可一起上課

半日禪

每月第一/二週
上午 9:00 - 中午

請瀏覽本精舍網站
查詢最新訊息

參與者需具有
禪修經驗

研經一禪修班 (週四)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Kirkwood & Cook 之間）• 281-568-1568
• Website: www.cthouston.org

• Email: zen@cthouston.org

研經二禪修班 (週二)

研經二禪修班 (週二)

是世界上最早的漢譯佛經。為東漢明帝時迦葉摩
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所翻譯。此部經內容豐富，
含大小乘教義，能增加佛弟子的信心與建立修行
的正知正見，為學習佛法者所應認識的基本典
籍。

課程內容： <楞嚴經>
自古以來，楞嚴經為許多高僧所推崇，有所謂
「開悟的楞嚴」之稱。古德亦言「自從一讀楞嚴
後，不讀世間糟粕書」。此經與禪宗亦有相當深
的淵源，可稱為契悟心性之指南。文分十卷，以
阿難墮淫舍為發起，世尊為說楞嚴大定，亦步亦
趨將世人常有的迷惑，對真心妄心的誤解，修行
的正知見，法門的運用，證道的次第，菩提道上
的挑戰，一一詳盡闡述。

英文親子禪修班

半日禪

宗旨：以禪修靜坐培養定力，認識自己的心性， 共三支香(靜坐及跑香)，午齋過堂。半日禪期間
提昇專注能力和體認生命的成長。
禁語。

課程內容： <楞嚴經>
課程內容：佛法故事、遊戲活動、讀經唱誦、分
自古以來，楞嚴經為許多高僧所推崇，有所謂
組討論、戶外活動。
「開悟的楞嚴」之稱。古德亦言「自從一讀楞嚴
後，不讀世間糟粕書」。此經與禪宗亦有相當深
的淵源，可稱為契悟心性之指南。文分十卷，以
阿難墮淫舍為發起，世尊為說楞嚴大定，亦步亦
趨將世人常有的迷惑，對真心妄心的誤解，修行
精舍每日開放，從上午的正知見，法門的運用，證道的次第，菩提道上
9 點至晚上 9 點。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報名資格：身心健康，願意虛心接受指導者。請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Kirkwood & Cook 之間）
的挑戰，一一詳盡闡述。

著寬鬆衣服及襪子來上課，亦可現場請購禪修服
裝。

半日禪

宗旨：以禪修靜坐培養定力，認識自己的心性， 共三支香(靜坐及跑香)，午齋過堂。半日禪期間
提昇專注能力和體認生命的成長。
禁語。

報名資格：身心健康，願意虛心接受指導者。請著寬鬆衣服及襪子來上課，亦可現場請購禪修服裝。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課程內容：<八大人覺經>
此經為後漢安世高譯。八大人覺者，八種諸佛菩
薩覺悟之道理，也是八條修行成佛的方法。此經
內容涵蓋小乘大乘的重要義理，幫助我們瞭解佛
法中無常、知足、精進、菩薩行、與發菩提心的
重要道理。為學佛者所應修習的基本佛典之一。

課程內容：<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經典，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漢譯佛經。為東漢明帝時迦葉摩
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所翻譯。此部經內容豐富，
含大小乘教義，能增加佛弟子的信心與建立修行
的正知正見，為學習佛法者所應認識的基本典
籍。

英文親子禪修班
精舍每日開放，從上午 9 點至晚上 9 點。

研經一禪修班 (週六)

課程內容：教授佛門禮儀、四聖諦、八正道、皈
依三寶的意義、五戒十善、十法界、四威儀、慈
悲觀、十二因緣、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四攝法、普賢十大願
等基礎佛學。

普德精舍秉持中台禪寺禪教並重的宗風及開山祖師
惟覺安公老和尚的教導，致力推廣禪修，並舉辦共修法會
等活動。各級禪修班與研經班由法師親自指導禪坐，並由
淺至深次第講授佛法，教導忙碌的現代人，以禪定、智慧
來轉化煩惱，紓解壓力，如清泉淨化心靈，將佛法落實於
生活中。
研經一禪修班 (週四)
課程以十二週為一期，每週上課兩小時。前一小時由法師親自指導禪修靜坐的方
課程內容：<佛說四十二章經>
法，即修數息、觀息和中道實相觀；後一小時講授佛法及佛教經論，指引學人修習禪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經典，也
法、契悟心要的正確途徑 。

禪修班/活動

靜坐指導/
初中級佛學

初、中級禪修班

課程內容：佛法故事、遊戲活動、讀經唱誦、分
組討論、戶外活動。

• 281-568-1568
• Website: www.cthouston.org • Email: zen@ct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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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遍獨立學區擬議將重劃學區

Riverstone 家長呼籲停止重劃 以人為本

福遍獨立學區在密蘇里市舉辦公聽會，
福遍獨立學區在密蘇里市舉辦公聽會
，禮堂裡座無虛席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教育工作是百年
大計，培育國家未來的棟樑，但如果學區
不斷的變更、重劃，就不禁讓人發出問號
，學區教育規劃是否沒有長遠的考量？還
是不斷受其他因素而影響教育？這是 Riverstone 社區居民的心聲，他們在幾年之內
，已經經歷數次的學區重劃(Rezoning)，現
今可能又要再度面臨一次更大幅度的學區
重劃，讓家長們為孩子的學習擔心。
目前福遍地區的學校出現學生人數嚴
重不平衡的狀況，有些學校人數過多，有
些卻相當不足，福遍獨立學區（FBISD）擬
議要重新劃分學區，並為此而召開四次公
聽會，調查社區居民的反饋，但是，其所
提出的規畫對 Riverstone 社區將帶來極大影
響，Riverstone 家長們普遍抱持反對意見。
在 4 月 10 日晚，福遍獨立學區在密蘇
里市的高中 Elkins High School 舉辦公聽會
，禮堂裡滿是人潮，甚至走廊也擠滿了，
都是非常關心學區重劃的 Riverstone 家長和
社區居民。他們身穿 Stop Rezoning 的 T 恤
，溫和而理性的表達他們的想法。學生家
長們擔心孩子就學的質量受影響 ，呼籲停
止學區重劃，讓孩子們能安心讀書。
一位家長康寧表示，學區不應以學校

為中心，將學生遷來遷去，應該 「以人為
本」，孩子才是主要的考量。不能因為某
些學校人數不足，就硬將孩子推去那裏就
學，完全忽略其他因素。去年哈維風災肆
虐時，Riverstone 遭到不小的創傷，小朋友
已受相當的衝擊，家長們真的不希望學區
又再度重劃，讓孩子們再受影響。學區常
常調整，反映出來的是沒有長期的規劃，
有關單位應該提出更好的計畫。
一位楊姓家長表示，學區重劃可以理
解，但是如果太頻繁，幅度又太大，就是
沒有計劃好。我們希望保持現有的學區不
動，或者是建一個屬於 Riverstone 社區的中
學。
福遍獨立學區的負責人向聽眾解釋，
目前重新劃分學區只是構想，他們認為民
眾的想法很重要，將會彙集來自各方民眾
的意見，並在下個月向學區董事會所呈交
的報告中，反映這些意見。
據悉，為了此次學區重劃，Riverstone
許多小區的家長們自動自發的凝聚在一起
，為表達家長訴求而組織一個委員會，一
方面溝通各區的目標，同時把家長的訴求
向福遍獨立學區表達。
既然，有些學校校舍明顯不夠了，那

因應的對策是什麼呢？
康寧表示，Riverstone 家長們希望維持
現狀，如果學校校舍不足，建議增建校舍
，經費部分可以由發行公債來募集。而
Riverstone 社區目前有近 6,000 戶家庭，是
全休斯頓第二大的總體計畫社區，卻沒有
自己的初中，我們希望能讓孩子在小學畢
業 後 ， 就 近 就 讀 社 區 的 中 學 ， 在 Elkins
High School 旁邊還有塊地，是不錯的選擇
。
總觀這次反對學區重劃事件，Riverstone 的家長
們非常團結
，以數據向
學區表達居
民的訴求，
有理有據、
不卑不亢，
他們的出發
點都是為了
孩子，也希
望有關單位
謹慎規劃， Riverstone 家長和社區居民身
最終做出合 穿 Stop Rezoning 的 T 恤，反
理的決定。
對學區重劃

教您打造更健康的膚質與容貌

Euphoria Beaute 推出母親節感恩優惠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當女人更了解自己的皮
膚，知道如何愛護與保養，不僅可以改善膚質，
更能打造健康與美麗。韓國的美容技術一直領先
世界各國，在護膚美容領域獨佔鰲頭，位於百利
大道的 Euphoria Beaute (欣悅美人)以最新的韓國美
容技術，幫助女性享受專業的美容服務，包括美
白、皮膚保養、做臉、V 型臉、瘦臉、消除皺紋，

並有沙龍，剪髮美髮，以及草本治療
禿髮。此外，還有全身護膚、排毒、
桑拿浴、與海藻全身裹敷等，都能有
效的改善皮膚。
母親節將至，Euphoria Beaute 推出母
親節感恩優惠，最先蒞臨的 200 人，可
獲做臉買一送一，特惠期到五月 20 日
止，歡迎民眾把握機會，親身來體驗
。
Euphoria Beaute 是專業的 Medi Spa，
介紹最高科技的皮膚保養和美顏 Spa，
由具有專業經驗 18 年的美療師主持，
她曾經因為教育孩子而中斷自己的事
業，然而，始終不曾停止吸收最新的
美容知識，當她再度展開自己的事業，許多老客
人都很高興，紛紛回籠。店內的美療師都是經過
認證的專業人員，提供各種皮膚美顏服務，更重
要的是，她們會指導顧客如何真正的了解皮膚、
保養皮膚，改善皺紋、淡化黑斑、活化細胞、改
善暗沉、膚色不均、改善黑眼圈等，讓顧客由裡
而外的，更健康美麗。

在 Euphoria Beaute 的美白保養中，添加了維他
命 C、膠原蛋白、以及其他天然保養素，能有效改
善膚質，讓皮膚保持彈性，即使不化妝也明亮動
人，經過數次的調整膚質，顧客能明顯感覺到自
己皮膚的改變。此外，專業人員還會教您回家之
後該如何呵護皮膚，生活中有哪些細節應該注意
，才不至於做出與護膚相反的行為。
保養品涵蓋法國、韓國、有機、及醫學級的保養
品，都是最尖端、質量最好的產品。其實，每個
人有不同的膚質，適合不同的照顧與保養品，Euphoria Beaute 教您如何用對保養品，並調整飲食與
生活習慣，真正的改善膚質。
Euphoria Beaute 服務項目還包括一些最新的美
白與皮膚保養：
激光嫩膚 (Laser Skin Rejuvenation)、激光脫毛
(Laser Hair Removal) 、激光微血管去除(laser vein
removal)、 草 本 治 療 禿 髮 (Herbal Hair Loss Treatment) 、LED 光照儀皮膚回春(LED light skin rejuvanate)、24K 黃金面部保養(24 karat gold facial)、微
晶 磨 皮 (Microdermabrasion) 、 微 針 療 法 (Micro
Needling)、去除不平皮膚 (Skin irregularity removal)

、桑拿浴(Sauna) 、身體磨砂 (Body Scrubs)、身體
裹敷(Body Wraps) 、肉毒桿菌除紋(Botox) 、Juvederm 玻 尿 酸 填 充 劑 淡 化 唇 部 細 紋 (Juvederm Lip
Fillers)、激光去除紋身(Laser Tattoo Removal) 等。
Euphoria Beaute (欣悅美人)位於百利大道黃金點心
茶 寮 旁 邊 ， 地 址 是 10600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電 話:832-288-5747( 中 文)、
832-617-826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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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

天后廟第16
天后廟第
16屆理監事就職珍寶海鮮餐廳聯歡晚宴
屆理監事就職珍寶海鮮餐廳聯歡晚宴

天后廟 理事長 周滿洪
周滿洪、
、第一副會長 楊贊榮
楊贊榮、
、 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
陳作堅、
、 秘書長 陳錦泉獲頒熱心公益獎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 會長 翁作華
翁作華、
、理事長 周滿洪
、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在 聯歡晚宴上與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合影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 會長 翁作華
翁作華、
、前會長王裕炎
前會長王裕炎、
、
理事長 周滿洪
周滿洪、
、 元老 楊桂松
楊桂松、
、 財政 盧禮順
盧禮順、
、 副會長 梁偉雄
梁偉雄、
、
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
任與會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宣佈 4 月 21 日為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暨天后廟 翁作華之日

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女士頒發賀狀給 德州越棉寮華裔
聯誼會暨天后廟 會長 翁作華
翁作華、
、其夫人及兒女上台分享殊榮

德州眾議員伍修伯、吳元之到場祝賀並頒發賀狀 德州越棉寮華
德州眾議員伍修伯、
裔聯誼會暨天后廟 會長 翁作華 代表接受

天后廟 會長 翁作華
翁作華、
、理事長 周滿洪
周滿洪、
、第一副會長 楊贊榮
楊贊榮、
、副
會長 梁偉雄
梁偉雄,, 副理事長江鎮煖
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富 暨特別來賓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合切喜慶蛋糕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 會長 翁作華
翁作華、
、 理事長 周滿洪
、 秘書長 陳錦泉熱烈歡迎中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參加盛會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第 16 屆理監事就職 聯歡晚宴
聯歡晚宴、
、
婦女組負責報到、陳作堅
婦女組負責報到、
陳作堅、
、楊桂松
楊桂松、
、賴文海
賴文海、
、梁偉雄
梁偉雄、
、周滿洪
周滿洪、
、
江鎮煖等接待佳賓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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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奇
2018 場地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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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家朗打入
男單8
男單
8 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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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遭中華台北球手王子維淘汰
■ 林 丹 第 11 次
參加亞羽賽，
參加亞羽賽
，不
料遭遇重大挫
敗。
新華社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亞羽賽）26 日在武漢誕生各項
目 8 強。作為東道主的男單主力，林丹在 25 日晚的首圈
比賽以 1：2 不敵中華台北球手王子維意外出局，這亦是“超級
丹”今個賽季第三度首輪止步，令人擔心這名 35 歲的老將能否
在下月舉行的湯姆斯盃中及時重振雄風。香港球手方面，共有 3
人／對晉級，包括男單的伍家朗、女單的張雁宜及混雙的鄧
俊文／謝影雪。

月在
今個賽季林丹尚未有冠軍到手，1
印尼及馬來西亞大師賽均首圈止

步，早前的全英賽亦不敵國家隊隊友石宇
奇屈居亞軍。來到武漢舉行的亞羽賽，林
丹希望可以藉主場之利找回狀態，早早跟
隨國家隊來到武漢備戰。25 日晚首圈面
對中華台北球手王子維，論往績林丹以 2
勝 1 負稍稍佔優，而他開局亦非常順利，
以 21：15 先拔頭籌。不過之後的比賽成
為王子維的表演舞台，世界排名第 11 的
王子維把握林丹多次失誤以 21：9 扳回一
城；而決勝局，林丹再難阻擋氣勢如虹的
對手，以 16：21 再輸一局首圈止步。
曾四奪亞羽賽王者寶座的林丹坦言對

首輪落敗感到失望：“我發揮得不算好，
首局還不錯，但次局的連續失分影響了狀
態，第三局則想法太多，未能全力發揮，
我今次準備得比較充分，這明顯不是我想
要的結果。”

港隊打入三項八強
距離湯姆斯盃世界羽毛球男子團體賽
尚有不足一個月時間，今次失利亦打亂了
林丹的訓練部署，這名老將將改變計劃，
決定參加 5 月 1 日開打的新西蘭公開賽，希
望藉實戰找回比賽手感及恢復狀態。
而淘汰林丹的王子維，26 日在 16 強賽
面對印度球手 Prannoy H.S 時卻不復 25 日

晚之勇，在 21：16 先下一城後，以 14：
21、12：21被對手連扳兩局，無緣8強。
香港球手方面，港羽“一哥”伍家朗
苦戰 64 分鐘，以 21：19、12：21、21：15
力挫印尼球手基斯迪躋身 8 強，今日將與唯
一晉級的國羽“一哥”諶龍爭奪準決賽
權。另外，港女單球手張雁宜也以 21：
18、21：12 淘汰越南的武氏莊，今與國羽
小花陳雨菲爭奪4強席位。
26 日報捷還有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
雪，他們以 22：20、21：12 力克泰國組
合，打入 8 強，今硬拚國羽名將鄭思維／黃
雅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李宗偉：11分制有助延長職業生涯
正在武漢舉行的亞洲羽毛球錦標賽上，馬來
西亞名將李宗偉 26 日以 16：21、21：9、21：11
戰勝印尼小將真庭晉級男單 8 強。他在前一晚接受
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雖不敢保證能打到 2020 年
東京奧運會，但如果世界羽聯推行 11 分制，將有
助於延長他的職業生涯。
“很多人都想讓我堅持到 2020 年，但自己不
敢擔保，我已經 36 歲了，打一場少一場，就打到
自己想喊停的時候吧。” 李宗偉說，現在在比賽
中不會想太多，就希望別受傷，保持最好狀態一
點點打。提及今年羽壇的各類大賽，李宗偉說他

■鄧俊文
鄧俊文（
（左）／謝影雪
在混雙比賽順利晉級。
在混雙比賽順利晉級
。
資料圖片

比較關注的還是四年一次的比賽，“因為四年後
的比賽我可能就打不了了，現在渴望的是亞運會
冠軍”。
在李宗偉看來，世界羽聯計劃推行的五局三
勝 11 分制賽制改革，對不同打法的選手可能影響
不同，“打進攻的可能更有利，拉開拉吊打法的
可能就不太好，改成 11 分的話，我就要增加進
攻”。對於這項改革是否會延長其職業生涯，李
宗偉給予肯定答覆。他解釋說，11 分制會讓比賽
時間縮短，“我之前嘗試過這種賽制，比賽心態
很重要，就看誰先調整好狀態”。
■新華社

七港將香港高球公開賽爭芳鬥艷
總獎金 15 萬美元的盈豐
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將
於下月 11 日至 13 日在粉嶺香
港高爾夫球會舉行。在 120
位參賽球手陣容中，將有七
位本地精英，包括業餘球手
陳婥兒、張穎怡、梁稀嵐、
李 沅 玥 和 Gabbie Desombre，她們將聯同早前已宣佈
參 賽 的 職 業 巡 迴 賽 （LPGA）新星陳芷澄和 2018 香
港女子業餘錦標賽冠軍何雁
詩一同角逐殊榮。
被視為香港女子高爾夫
界明日之星的陳婥兒，年僅
14 歲，但她已在全球不同國

際性賽事中累積了豐富經
驗。年初，她與許龍一組隊
參加亞太青少年高爾夫球錦
標賽，獲得團體組別並列第
8名。
就讀於香港英皇佐治五
世學校的陳婥兒是第 33 屆孟
加拉業餘高爾夫球錦標賽冠
軍隊中的關鍵成員。去年，
她更在廣東舉行的匯豐中國
青少年高爾夫球公開賽
13-14 歲女子組別中獲得亞
軍。2016 年，只有 12 歲的
她出戰美國的 IMG 青少年世
界高爾夫球錦標賽，於
11-12 歲女子組別中獲得第

四名佳績。
陳婥兒已是第三次參加
盈豐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
賽，她說：“我很高興再次
參加香港公開賽。這是香港
最大型的女子賽，加上大家
源源不絕的支持，給予我們
不少動力。
隨着陳芷澄成功打入
LPGA 舞台，她的參與將帶
來更多球迷和更激烈的競
爭，相信會將賽事推上另一
層次。而這一賽事也是自我
審查的最佳舞台，我很期待
這個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極限三鐵賽周日上山下海
Red Bull 3 Peaks 極限三鐵賽將於星期日在香
港舉行。參賽隊伍包括 5 支來自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及香港遊艇會的本地隊伍以及 2 支新加
坡隊伍。這項以邊架艇獨木舟（outrigger canoe）
為主的賽事，每支參賽隊伍共有 6 名成員，他們將
會在香港遊艇會的熨波洲會所為起點，透過游泳、
划獨木舟（24公里）及越野跑（12公里），最終在
石澳後灘衝線。比賽是對各隊團隊合作、速度、戰
術以及耐力的一大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極限三鐵賽將於
星期日舉行。
星期日舉行
。

■ 年僅 14 歲的陳婥
兒被視為香港高球的
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
。

李昊桐戰中國賽 盼延續好狀態
第 24 屆沃爾沃中國公開賽
（Volvo China Open） 26 日 在
北京懷柔通盈-雁棲湖高爾夫俱
樂部開桿。現在世界排名第 44
位的中國頭號高爾夫球員李昊桐
（左圖），希望能有一個上佳表
現。
現年 22 歲的李昊桐，曾在
2016 年贏得這一公開賽，成為
繼程軍、張連偉、吳阿順之後第

■李宗偉順利打
入亞羽賽男單 8
強。
中新社

四位贏得這項賽事的中國內地選
手。同時，憑借這個勝利，他獲
得了歐巡賽的參賽卡，得以從美
國韋伯網巡迴賽轉戰歐巡賽。
今年年初，李昊桐擊敗麥
爾萊贏得迪拜沙漠精英賽冠
軍，之後又在美國大師賽成功
晉級決賽圈，成為首位在這場
大滿貫獲得晉級的中國職業球
員。對此，李昊桐表示比起以

往，今年的球感來得更早。他
希望自己能夠延續好的狀態，
在今年的中國公開賽有一個好
的表現，爭取把獎盃留在中
國！
此外，李昊桐還邀請自己
青少年時期的好朋友、職業球員
劉宇翔為他擔任球童。李昊桐表
示：希望兩個人能更好地配合，
大家都多賺一些錢！

穗下月舉辦全國登山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018
全國群眾登山健身大會“香港賽馬會盃”廣州從化
站，將於下月 5 日舉行。本屆登山大會，香港賽馬
會首次贊助支持。主辦方表示，希望借助從化豐富
的自然條件，打造立足廣州，輻射粵港澳大灣區的
大型登山系列品牌，吸引更多三地居民共同參與。
體驗組線路總長約 6 公里，地勢較為平緩。挑戰組
線路總長約12公里，沿途有田野小道、茂密樹林及
陡峭山坡，適合具備較強耐力與堅韌毅力的登山愛
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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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馬俑展在美國辛辛那提博物館舉行

泰國政府在曼谷舉辦花車巡遊活動，
泰國政府在曼谷舉辦花車巡遊活動
， 慶祝卻克裏王朝在曼谷建都 236 周年
周年，
，
11 支花車巡遊隊伍所經之處
支花車巡遊隊伍所經之處，
，吸引眾多市民
吸引眾多市民、
、遊客觀看
遊客觀看、
、拍照
拍照，
，氣氛熱烈
氣氛熱烈。
。

雲南佛教藝術展昆明開展

4 珍貴文物亮相
11件

泰國舉辦花車巡遊
慶祝卻克裏王朝建都 236 周年

觀眾用手機拍下漢白玉釋迦摩尼涅槃像。當日，“妙香秘境——雲南佛教藝術展”在位於昆明市的
雲南省博物館開展，本次展覽共展出佛教文物精品 114 件（套），其中國家壹級珍貴文物數量近壹半。
展覽從藝術史的角度展示雲南獨有的南詔大理國佛教、漢傳大乘佛教、藏傳金剛乘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
教文物。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18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4/30/2018 -5/06/2018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30

1

2

3

4

5

SUN.
6

地理•中國 (重播)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明星加油站(重播)

00:30-01:00

01:00-01:3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01:30-02:00
02:00-02:30

Story China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04:30-05: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Story )China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故事在中國(重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09:30-10:00

文明之旅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健康之路 (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重播
）
走進中國（重播）

環球中國炫 (首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空姐新發現(重播
)
美食鳳味 (重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10:00-10:30

武林風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味道(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02:30-03:00

05:00-05:30

環球中國炫
(重播)

檔案（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謝謝我的家 (首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家庭幽默大賽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休士頓論壇(重播)
）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來吧灰姑娘(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17:30-18: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20:00-20: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光鹽健康園地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一季 (首播) ）
司馬白話 (首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家庭幽默大賽（重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播）
生活(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21:30-22:00
22:00-22:30

城市一對一

地理•中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味道(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
檔案（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防務新觀察 (首播)
來吧灰姑娘 (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重播2)
4/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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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

珍珠參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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