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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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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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浩大師弟子Jean Hoang
成功入選美國國家武術隊

（ 本報訊 ）能夠代表美利堅參加世界級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是每一個有志武術少年的夢想。於 4/20-4/22 日在 Lubbock 舉行
的 2018 年美國武術青少年國家隊選拔賽，匯集了 150 名來自全美
各地武術學校的頂尖高手。我院弟子 Jean Hoang 不畏強手，勇於

發揮，當仁不讓地成功入選了美國國家隊。並且有資格參加在今
年七月和十一月分別在巴西和阿根廷舉辦的第七屆世界青少年武
術錦標賽和第十二屆泛美武術錦標賽的資格。我們在此向 Jean 和
她的父母，向行浩大師表示熱烈祝賀！
Jean 第一次接觸武術是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在休斯頓中國
城一次表演活動上，那一年她才 3 歲。這一次的機緣讓 Jean 對武
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只有三歲，她卻強烈的表示要跟隨行
浩師父學武。學院規定招收學員最小年齡是 4 歲，於是四歲那年
，小 Jean 的父母把她帶到了行浩師父面前，從此開始了她的武術
歷程。 Jean 不僅在課堂上認真學習每一個每一個武術動作，下課
回家後還自發自願的刻苦練習。她最喜歡的套路是童子功，童子
功外練筋骨，內練氣息，舒筋活絡，她表示從童子功練就的呼吸
放鬆之法能讓她在身體不適的時候感覺身心舒暢。
每年 Jean 和少林功夫學院表演隊的小伙伴們參加大量的社會
公益活動及演出，2009 年 12 月 Jean 參演了在休斯頓沃瑟姆中心
的世界博覽會，她的精彩演出得到了高燕平總領事高度的讚許，
她曾在世界舞台主辦的賑災義演上為東南亞海嘯難民們籌款，也
曾在休斯頓愛心組織 Chinese American relief Effort 為貧困學生籌
集教學物資，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給孩子們派送玩具的聖誕晚
宴上也有她精彩演出的身影。 2013 年，Jean 出演少林功夫學院
年度匯報演出“少林傳奇”的主角。 2014 年，世界舞台導演的
“功夫英雄”讓 Jean 有機會在專業級別的舞台上展現她的功夫和
表演能力。她還參加了 2014 和 2018 年《擁抱春天》大休斯頓地
區迎新年的功夫表演。 Jean 表示她很高興能夠參與推廣中華文化

和推動休斯頓文化的多元性。
近四年來，Jean 在學習傳統少林拳法上加了競技武術的訓練
，這讓她的功夫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她的堅持與不懈努力讓
她成為學院新一批隊員中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
這次入選國家隊是繼蔡宗宏, Kaser Tin-U 和 Sarah Tin-U 之後的
又一次突破。十年磨一劍！這是對她近十年跟著師父習練少林功
夫和武術的最好的褒獎！也是對我院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的一次
很好的檢驗。她天資聰慧、勤學苦練！我們衷心祝愿她再接再勵
，在未來的比賽中獲得更加優異的成績，爭取更大榮譽！
釋 行 浩 少 林 功 夫 學 院 地 址 ： 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
TX77036 網址：Houstonshaolin.com 電話：832-858-3898

台灣繪本豐富德州圖書館藏
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 重視台美教育交流

德州眾議員 Phil Stephenson(前左
Stephenson( 前左 3)、 福遍商會副主席 Matthew
Farraro(左
Farraro(
左 1)、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右 1)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為增進美國德州
福遍郡與台灣教育交流，駐休士頓辦事處
教育組經過半年時間多方聯繫協調後，周
慧宜組長於本(107)年 5 月 1 日上午陪同陳家
彥處長出席福遍商會所辦理的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 演講餐會，並於會中致贈台灣出
版童書繪本一批計 116 冊予福遍郡立圖書
館，由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 代表受贈。
該批圖書內容涵蓋台灣知名繪本畫家
幾米的中、英文繪本及台灣風土民情介紹
叢書。陳處長希望透過贈書豐富福遍郡圖
書 館 藏 書 ， 並 藉 以 肯 定 聯 邦 眾 議 員 Pete

Olson 對孩童教育的重視與貢獻，更重要的
是透過活潑可愛的童書讓福遍郡立圖書館
的小小兒童讀者有機會了解台灣。
現場與會者除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
外，尚有其夫人 Nancy Olson、德州眾議員
Phil Stephenson、 糖 城 市 議 員 Carol McCutcheon、Amy Mitchell、福遍圖書館活動
推廣部負責人 Joyce Kennerly、福遍獨立學
區教育委員會主席 Kristin KittrellTassin、教
育委員 Dave Rosenthal 及 K P George 等人
，計有逾 50 餘政要及教育學術人士與會，
共同見證這項別具教育意義的活動。

駐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 左 1)
駐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 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左
Olson( 左 2)、
眾議員夫人 NancyOlson(
NancyOlson(右
右 2)、
福遍圖書館活動推廣部負責人
Joyce Kenn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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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慶十五週年慈善募款音樂會
將於5月5日下午7時半在休士頓浸信大學柏林廳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為慶祝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成
立十五週年，慈善募款音樂會將於 5 月 5 日（星期六）下
午 7 時 30 分，在 7502 Fondren Road,Houston,TX.77074 的
休士頓浸信大學 Belin Chapel 舉行慶祝音樂會 「新聲亞韻
」。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於 1 日記者會上說明
，松年學院一直以來受到各方支持和贊助，能為華裔社
區的年長者實踐 「活到老學到老」提供教育平台。學費
只是象徵性收費，院內的經費都是由贊助與各方捐款，
而長者在松年學院所獲得的學習成果，是支持院內所有
教員不斷向前的動力，每年的音樂會與高爾夫球募款賽
是主要經費來源之一。許勝弘院長在會上感謝很多知名
社團與商業機構訂購音樂會票，他表示，這場音樂會將
會加惠松年學院的學員、教授以及推行休士頓社區的長

輩教育，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民眾前往聆聽高水準又
特別的音樂會。
休士頓大學音樂教育博士黃詩婷策劃透露，這場音
樂會籌備一年多，除了本地的音樂家之外，同時邀請到
紐約享有盛名的新亞室內樂協會參加演出，有中提琴家
又是二胡演奏家的林維洋及大提琴家陳南呈，還有小提
琴家吳天心和鋼琴家陳孜怡，他們曾經與世界級音樂家
林昭亮、黃俊文等合作演出，黃詩婷策劃表示，很幸運
能配合檔期，這是他們第一次在休士頓演出，機會難得
。知名指揮家詹硯文老師提到，為了配合演出，松年合
唱團每天加緊練習，5 月 5 日當天還特別邀請休士頓鈴木
音樂學校參與表演，以優美的音樂來慶祝松年長青，屆
時歡迎民眾來聆聽精彩的音樂會。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
(本報訊)時間： 2018 年 5 月 5 日(週六) 上午 10:00
地點：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Member FDIC）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主講人: 黃維芬 (德州房產稅仲裁、房產稅務顧問及地產經

紀)
每年稅季一過，年度房地產地稅抗稅減免申請就開始了。
2018 年度的房地產稅減免抗爭有效日至 5 月 18 日以前截止，舉凡
有房地產業主均可向政府申請降低或減免房地產稅。今年你準備
好了嗎?
美國是一個稅收大國，房地產稅就是一種令地產業主即愛又
恨的稅法。美國地產稅是地方政府負責徵收，其收入為地方政府
所有，沒有統一的稅收標準，即使在同一州內不同的縣市有不同
的稅率。而地產稅的徵收是以兩個主要因素為標準，1.稅率，2.

房屋的估價。估值由政府專門負責部門和近期地
方區域房屋買賣的價格為考量的評估值結果通知
房主。
特別是去年水災之後，許多地區的房子都受到的波及，今年
的抗稅我們應如何處理和保護去爭取自己在地產稅的最佳稅費。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為幫助水災區房產業主和民眾了解有關房地
產稅法和如何抗稅和減免應注意及了解的事項等，特於 5 月 5 日(
周六)上午 10 時到 12 時在美南銀行總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邀請
德州房產稅仲裁、房產稅務顧問黃維芬，現場講解如何抗稅及減
免地產稅的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
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
入座，以免向隅。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 5045 (中/英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慈善募款音樂會記者會上許勝弘院
長，策劃黃詩婷
策劃黃詩婷、
、詹硯文老師出席
詹硯文老師出席。（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文)，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
頓 中 國 城 地 址: 6901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 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
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 Plano、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區，
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
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以提供更完善全方位
的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 24 小
時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
閱網站：www.swnbk.com

2018年美南地區海外青年志工培訓（FASCA）開始接受報名
(本報訊)2018 年【美南地區海外青年志工培訓（FASCA）】
將與北美青少年領袖協會 (CYLA) 合作於 8/3~8/5 在休士頓僑教
中心舉辦 2018 LEADERSHIP CONFERENCE 培訓活動，歡迎
14-18 歲青少年報名參加。此活動除有三日研習培訓(8/3 含晚間
課程，不住營) ，並將舉辦全年持續性【培力計畫】，希望透過
培訓及僑社活動的服務與學習，培育您的孩子成為具有文化涵養
與領導長才的華裔青年。
每位學員培訓結業後，可參與休士頓僑教中心規劃之全年度
培力計畫，參與僑社或主流社區服務活動，若參訓學員服務時數

累積超過 100 小時，諮詢導師將協助透過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
會」申請 「
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使未來升學之路更加寬廣，
歡迎 14-18 歲華裔青少年加入，一起學習成長，晉升華裔菁英行
列！
【美南地區海外青年志工培訓（FASCA）】2018 LEADERSHIP CONFERENCE 培訓活動自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截止報名，
額 滿 為 止 ， 報 名 網 站: https://connexpedition.com/cyla-goyca/
FASCA 2018 LEADERSHIP CONFERENCE
Houston: August 3, 2018 -- August 5, 2018

Day 1 -- 5:30 p.m. to 9:30 p.m.
Day 2 -- 8:00 a.m. to 6:00 p.m.
Day 3 -- 8:00 a.m. to 6:00 p.m.
(We will send a detailed schedule and conference locations to
applicants after we receive your complete application package.)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FASCA 諮詢導師
Houston ; Austin: James Hsu, jamesbin@hotmail.com
DFW:Shu Lam, fasca.df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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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OTC海工之夜”論壇尋求破局之策

（休斯頓/ 蓋軍）一年一度的國際海洋油氣技術大會(OTC)4
月 30 日休斯頓登場，同時恰逢此次盛會成立 50 周年的紀念慶典
，超過 7 萬的世界能源業行業精英匯聚休斯頓。
作為全球一年一度的行業盛會，50 年來，OTC 一直秉承著
合作發展，分享交流的原則，成為全球海洋裝備領域各類市場參
與主體加強交流與合作、展示產品與技術、分享經驗與智慧的重
要舞台，也為各方提升全球影響力、擴大全球視野創造了重要契
機。
值此行業盛會開幕前夜，北京中船咨詢有限公司攜手鷹投(
上海)海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及美國能源咨詢公司 Offshore Intel,
LLC，於 4 月 29 日晚在休斯敦 Marriott Energy Corridor 聯合舉辦
“第二屆 OTC 海工之夜”論壇，為全球海洋工程裝備產業鏈上
的各方人士搭建溝通交流平台。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應邀出席了論壇並發表演
講，他表示，最近的油價不斷上漲，對海工行業來說是一個利好

消息。隨著中國海工行業近年來的加大開放和投入，技術力量不
斷創新，盡管和歐美發達國家的海工技術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但是進步十分明顯，也希望海工行業的專家利用好這次論壇，
充分交流，務實合作，能夠取得成效。
同時，李強民總領事還特別強調最近受到世界關註的中美貿
易糾紛，中美貿易戰的問題，他指出：“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上
第一位和第二位的經濟體大國，合作基礎雄厚，貿易額巨大，互
補性極強，合作規模也越來越大，因此，兩國之間貿易難免會出
現一些摩擦和糾紛，有些問題由來已久，貿易赤字問題屬於產業
結構和產業競爭力，一言難以概括，因此，解決起來要有一個過
程，但采取貿易戰一蹴即就的做法，注定沒有贏家，希望美方相
向而行，中方不希望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希望下周美
國財長赴中之行，能夠化解貿易戰的危機，重新回歸正常的交流
解決的軌道。
本次論壇以全球海工能源市場技術革新為主題，邀請了中國

頂尖船市研究機構首席研究員對市場形勢進行研判;邀請了全球
著名油氣公司、航運企業高層領導對全球能源格局變化進行預測
；同時，還涵括海工設計、建造企業負責人對經營策略與技術變
革等議題；此外，國際知名海事咨詢機構和數據公司技術專家也
對數字化時代給海工產業鏈帶來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解讀。
來自中國的海工專家不僅從專業技術以及世界市場做了深入
淺出的研判和預測，同時也展示了中國海工近年來取得的突飛猛
進的發展，正如專家在論壇上所講的，中國的海工技術已經不是
過去的海工，盡管和先進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完全有
信心和有能力快速趕超。
舉辦方鷹投(上海)海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李明也表
示，舉辦此次“第二屆 OTC 海工之夜”論壇非常有意義，業內
人士共享資源，共同應對海工行業嚴峻挑戰，同時孕育際遇和技
術升級，
當晚，李明先生也接受了美南國際電視台的采訪。

川普新稅法及CSY省稅養老講座 5月5日下午2時舉行
(本報訊) 川普改變了稅
法，如果今後還按以前的策
略報稅，很有可能要吃虧。
我們請來資深會計師，指導
你從 2018 年起，按照新稅法
準備以後 的報稅材料和省稅
策略，讓你的利益得到最大
化。
我們總有一天會老得幹
不動活的，但手停口不能停
。如何在現在還有 資格的時
候，通過最新的 CSY 贊助省

稅綜合保障福利計劃，使用
O PM（別人的錢），讓你老
的時候能得到更多的終身養
老金，是我們 許多在美華人
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專門從
紐約請來資深養老規劃師，
為你解開謎團。
時間：本周六(5 月 5 日)
下午 2 點到 5 點
地點：八號公路與百利
大道交界西北角的漢普頓酒
店會議室

Hampton Inn & Suites
Houston-Westchase
644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72
BQ 安心理財免費活動，
但需要提前訂位。
請與通知你這次活動的
朋友幫你訂位，或者聯系方
先生：
電話：832-268-6688
微信：teddyfang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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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應邀出席
亞洲協會中美商貿主題研討會
無法準確反映出生產鏈的全球化現象，間接歪
曲了經濟現狀。他以 iPhone 為例，蘋果公司在
美國進行設計、研發、行銷和軟件創作，昂貴
的零件則出產自不同的地區，最終在中國進行
組裝，但在美國貿易數據中，iPhone 的全部進
口成本被歸算為中國出口額。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左）近日應邀出席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舉辦的中美商貿主題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研討會，
研討會
，在台上接受
在台上接受《
《休士頓紀事報
休士頓紀事報》
》商業專欄作家
商業專欄作家、
、暢銷書作者 Chris Tomlinson（
Tomlinson（右）的採訪
，就中美商貿關係發表見解
【休士頓訊】近日，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
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應邀出席亞洲
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舉辦
的中美商貿主題研討會，就中美關稅、中國科
技產業創新對美國的影響，以及中美兩國如何
創造雙贏等話題，在台上接受《休士頓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商業專欄作家、暢銷書
作者 Chris Tomlinson 的採訪，發表見解。
吳建民提到，休士頓是美國第二國際商港
，同時被冠以 「世界能源之都」 的美譽。隨著
中國空氣污染問題的持續加劇，近年來，休士
頓企業與中國就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也進行了
廣泛談判。此外，位於德州的休士頓醫療中心
是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研究和治療機構的集中
地，擁有世界一流的醫療研究中心，在國際醫
學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目前正面
臨醫療成本高居不下的困境，德州的醫療中心

則可以利用這個時機與中國企業共同研發，開
拓海外市場。
針對近期中美熱議的關稅問題，吳建民認
為，美國近期對中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
稅對中國的影響有限。他表示，來自中國的鋼
鐵僅佔美進口鋼鐵總量約 3%，而根據美國商務
部數據顯示，去年前 10 個月，對美出口鋼鐵最
多的六大經濟體依次為加拿大、巴西、韓國、
墨西哥、土耳其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國對美
國大豆等商品加徵關稅卻可能切實地給美國消
費者造成負擔。目前，中國是美國大豆的第一
出口市場，美國約有 62%的大豆銷往中國。在
中方採取反制關稅後，美國總體對外大豆出口
量及產量都將大幅下降。
另外，針對一直被特朗普（又譯川普）政
府詬病的中美貿易逆差現象，吳建民談到，目
前所使用的傳統貿易量統計方法存在問題，已

此外，他還提醒到，目前公開爭論的 「貿
易逆差」 僅關注商品貿易的討論，而忽略了服
務貿易。美國對中國在服務貿易方面（旅遊、
教育、金融和其它專業服務在內）的順差顯著
且增長迅速。
最後，吳建民談到，對於有可能損害美國
經濟和國家安全的中國創新實踐，美國政府需
要保持合理的擔憂，而不應盲目地全面封鎖中
國技術。中國技術創新以方便民眾生活為首要
目標，並在近年來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例如，

移動支付、運輸技術、醫藥與生物科技等，都
赶上或呈現領先美國的勢頭。美國應當尋找機
會與這從事這幾項領域的中國企業合作，創造
雙贏。
關於華美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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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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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中華地區
，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
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台北、廈
門及廣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
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
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此
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
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銀行服務
。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eastwestbank.com 查閱。
關於亞洲協會
亞洲協會於 1956 年由約翰‧洛克菲勒三世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 ）在紐約創立，
是一所非營利、非政府的教育組織，亦是領先
的學術平台，在環球領域上致力推動亞洲和美
國各界人士、領袖及機構之間相互了解，加強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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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感受更多旋律與歡樂
音樂夏令營 啟迪孩子的天賦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經由動人婉轉的旋律，
音樂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美麗的音符能滋潤所有
的人，孩子學音樂，更能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教育家與兒童心理學家們均公認，學習音樂對孩
子的成長有很大益處，不僅對孩子智力開發有很
大幫助，對手與腦的協調，對性格的培養、耐性
的訓練，也都有顯著的成效。如同培育一株幼苗
長大需供給不同條件，音樂教育對孩子的成長也
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誠然，音樂教育是最好的啟蒙教育，在孩子
聽音樂、學音樂、欣賞音樂的過程中，整個家庭
也充滿音樂氣息，家庭生活更豐富了，孩子的想
像力、表達力、組織能力、思考能力、與記憶力
也不斷提升，生活中有音樂，全家都受益。
據悉，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在三歲的時候，
便由其父親馬孝駿啟蒙並發掘天賦，經由長期細

心培養，成耀眼世界的一顆樂壇巨星；國際著名
鋼琴家朗朗 3 歲便開始學鋼琴，5 歲時就在瀋陽鋼
琴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一直到日後成名，都須歸
功於其音樂家父親從小有計畫的栽培。
其實，很多讓孩子學琴的父母們，也並不一
定要訓練孩子成為音樂家，而是，希望藉著音樂
在孩子身上產生啟迪，讓孩子獲得一種美妙的能
力，當未來在不同領域發展時，孩子能夠在那個
領域上展現很好的能力、出類拔萃。
在 大 休 斯 頓 地 區 ， 福 遍 音 樂 中 心 (Fort Bend
Music Center)推廣音樂教育多年，有一系列的課程
可以選擇，小自 18 個月的小娃娃、幼兒園的孩子
，或是青少年，只要想學音樂，福遍音樂中心都
有課程可以提供。
學齡前的孩子要音樂啟蒙，年齡從 18 個月到 3
歲，因為是音樂初體驗，課程是通過運動、打擊

樂器、遊戲來進行的，一邊玩一邊學音樂，其中
，基本元素是故事和歌曲，讓孩子體會音樂的有
趣性，為未來學習樂器奠定音樂基礎。早期的音
樂課程為學生扎下根基，並成為將來一對一課程
或團體音樂課程的起點。
大一點的學生，無論是初級、中級、還是高
級階段，都有優秀的老師來授課，幫助學生循序
漸進地學習，讓學生在受支持和鼓勵的過程中，
取得扎實的音樂技能。
福遍音樂中心的教師隊伍陣容堅強，訓練有
素，為每位學生帶來豐富的音樂體驗。無論學生
想學什麼音樂風格，他們的音樂老師都能為他們
定制特別的音樂課程。
從鋼琴、小提琴、打擊樂器、木管樂器、銅
管樂器、到吉他等，有許多樂器課程可選，福遍
音樂中心還有休斯頓西南地區裡唯一經過認證的

雅馬哈鋼琴音樂學校、以及私人課程教授。
一位家長送孩子來學鋼琴，發覺自己的孩子
學音樂之後，更懂事、更能表達自己，學業成績
也更好。另一位家長表示，自己的兒子在福遍音
樂中心學了幾年吉他和打擊樂，非常開心，這裡
的音樂老師都非常棒！這裡的樂器也有很多選擇
，服務人員很專業，可說是個全方位服務的音樂
中心！
Fort Bend Music Center(福遍音樂中心)將於今
年夏天舉辦一系列的音樂夏令營，讓孩子們接觸
音符，學習數種的樂器，啟迪他們的天賦。要讓
小寶貝們在今後的生活中，能感受更多的歡樂與
旋律，這個夏天就來一趟充滿音符的音樂夏令營
吧！
詳情可洽福遍音樂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 Stafford 總 行: 12919 SW Freeway, Suite 16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 281-494-5885。Houston
分 行: 3133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98
。電話: 832-500-4320。網站: http://fortbendmusiccenter.com/。

讓龍宮傳奇繼續 知名中餐館誠尋買家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 Seguin 最好的
中國餐館莫過於龍宮 (Dragon Place)，這是當
地民眾心目中最棒的中國餐館。龍宮餐廳創
建於 1985 年，已經成功經營 33 年，位居當地
中餐館的首位，頗獲好評。然而，業主年歲
漸大，雖然捨不得這個畢生經營的事業，但
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忍痛割愛，希望找到
好的買主，讓這個龍宮傳奇繼續下去。
Seguin 位於聖安東尼奧東邊一點，龍宮餐
廳在交通要道 123 公路邊上，距離十號高速公
路很近，地理位置好，加上業主誠懇經營，

大氣規劃，龍宮餐廳在 Seguin 創立極好的知
名度與口碑，許多顧客定期上門，生意非常
好。
龍宮餐廳的建築很氣派，服務親切，深
受附近民眾喜愛，不僅是中國顧客光臨，更
多是美國顧客，是聖安東尼奧附近名氣最大
的中餐廳之一。餐廳內有 165 個座位，4705 呎
大，有大停車場，整塊地共 1.26 畝大，是附
近輝煌的建築物之一。
據地產經紀人金先生表示，這個餐廳是
難得的商機，業主過去累積很好的商譽，無

形的資產非常大，如今因退休而求售，也希
望找到誠心經營的買主，要價$1,400,000 元，
包括土地、建築、及餐廳，接手即可賺錢，
過去月營業額超過十萬以上。海外買主還可
申請綠卡。
意 者 請 洽: 中 文 Ms Jiang 626-675-8153;
Ms Fong 210-710-8641。 英 文 Mr. Kim
832-549-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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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潮州會 孫偉根會長 、秘書長林國雄贈送遠道光臨各地潮州會代表們錦旗

德州潮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

（任期 2018
2018--2020
2020）
）4 月 28
28日舉行就職聯歡晚宴
日舉行就職聯歡晚宴

德州潮州會館 名譽會長 翁作華、 最高顧問 許振城 、天后廟 理事長 周滿洪、第一副會長 楊贊榮
、 副會長 梁偉雄、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 秘書長 陳錦泉與中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葛明
東僑務組長、張鐵紅領事及房地產開發商卿梅女士共享歡樂氣氛

德州潮州會 孫偉根會長、翁作華名譽會長歡迎 休士頓市議員 Mike Lester、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參加 就職聯歡晚宴

德州潮州會 最高顧問 郭大城、許振城、 財政柯文孝與 Austin
天后宮陳泰洲等理監事老朋友珍寶海鮮餐廳相聚其樂融融

德州潮州會 孫偉根會長 、 徐耀德理事長、 休士頓市議員 Mike
Lester、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
主任、張文華法官、張少歐醫師、西南管委會李雄主席、夫人
彭梅、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歡聚一堂

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夫婦、吳國駒總經理祝賀 德州潮州會 孫 西南管委會李雄主席、夫人彭梅、 張文華法官、張少歐醫師恭
偉根 連任 會長
喜 德州潮州會 孫偉根會長 連任、孫夫人分享殊榮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賀狀由 德州潮州會 孫偉根會長 、秘書長
林國雄代表接受

德州潮州會 孫偉根會長夫人、 翁作華名譽會 、 彭梅女士感謝
中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撥冗參加 潮州會 就職聯歡晚宴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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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勝羅馬尼亞 小組出線

■林兆恒在對羅
馬尼亞一役為港
隊拿下關鍵 1
分。 乒總圖片

■黃鎮廷在小組最後一
役先負後贏。
役先負後贏
。 乒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世界

當

地時間 2 日晚進行的
小組賽最後一戰，港男隊
乒乓球團體錦標賽正於瑞典哈爾姆斯
必須擊敗羅馬尼亞才有望出
塔德進行得如火如荼，港乒男隊在
線。面對這個陌生對手，港隊的
開局並不順利，黃鎮廷及何鈞傑兩
當地時間 2 日進行的小組賽上演
名主力分別以 1：3 及 2：3 見負。瀕臨
一幕絕地反擊，落後兩場下以
出局邊緣時，林兆恒卻成港隊的“救世
3：2 反勝羅馬尼亞出線，晉級
主”，這名 22 歲的新秀頂住壓力以 3：1
扳回一城為港隊拉開反擊的序幕。第四
16 強。不過在當地時間 3 日下
場，黃鎮廷再度上場以 3：2 險勝對手，進
午進行的 8 強爭奪戰中，港乒
入決勝一戰何鈞傑與對手打得十分緊湊，局
數打成 2：2 後何鈞傑決勝局一度落後 4 分，
男隊以 0：3 負日本。而國乒
不過憑藉頑強的鬥志何鈞傑慢慢收回失地，
女隊當地時間 3 日上午則以
並以 11：9 勝出關鍵一局，助港隊以 3：2 反勝
3：0 橫掃奧地利，率先晉
羅馬尼亞，以小組第三的身份出線16強。
港隊過往甚少與羅馬尼亞對戰，黃鎮廷坦
級 4 強。
言對他們的打法並不熟悉，一度被他們的進取
打法打亂節奏，幸好最後可以反敗為勝。
而為港隊率先保住出線機會的林兆
恒則表示壓力很大：“沒想過會大分落
後 0：2，壓力較大。但我相信
只要我拿到這分，絕對有
機會反敗為勝，因此
一直拚盡全力去
追

國羽老將新人

湯優盃共擔重任

分，幸好最
後贏下那場關鍵戰；大
家都沒有放棄，心情十分激
動，第五場坐在場邊時心情非
常緊張。”

國乒女隊率先晉四強
何鈞傑亦謂最後全憑信心堅定才勝
出：“自己打第一場時出手保守，不夠果
斷。第二場又處下風，但鬥志不能輸，第 5 局
9：9 時是對身心一個好大的鍛煉及磨練，增強
我不少信心。”
國家隊方面，國乒女隊繼續保長勝，在當
地時間 3 日展開的 8 強賽中以 3：0 橫掃奧地利
率先晉級。港女隊方面，當日迎戰羅馬尼亞，
但至本報截稿時間仍未分出勝負。

朝韓化干戈為玉帛
組聯隊直入四強

正在瑞典哈爾姆斯
塔德進行的世乒賽團體
賽，3 日展開女子組 8 強
賽。其中同在下半區的
朝鮮與韓國隊同室操
戈，雙方在進行入場握
■何鈞傑為港隊奠勝晉
手儀式後，賽會突然宣佈比
級 16
16強
強。
乒總圖片
賽取消，兩支球隊組成聯隊
攜手晉級 4 強。
該場比賽原定於當地時間
3 日上午進行，在入場儀式
後，韓國與朝鮮球員握手致意。不料其
後現場主持人突然宣佈，韓國、朝鮮兩
隊決定不進行本場 8 強賽，並組聯隊參
加準決賽的較量。此後兩隊隊員並肩合
影。根據女子組 8 強淘汰賽抽籤形勢，
朝韓聯隊將在準決賽迎戰日本隊。
此前韓國和朝鮮曾聯合組隊參加了

1991年千葉世乒賽，並在女團決賽中擊敗
中國奪冠。
此前韓國官員曾透露朝韓雙方正考
慮組建七個項目的聯隊參加 2018 年雅加
達亞運會，這七個項目分別是乒乓球、
籃球、柔道、皮划艇、體操、賽艇、軟
式網球，其中乒乓球最有希望奪取獎
牌。而平昌冬奧會上，朝韓就曾組建聯
合女子冰球隊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朝韓宣佈組聯隊後
朝韓宣佈組聯隊後，
，球
員開心大合照。
員開心大合照
。
路透社

重慶逾1.17億歐元報價恩尼斯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
孟冰 重慶報道）據西班牙媒體消
息，中超球隊重慶斯威已經為恩
尼斯達開出了一份為期三年，年
薪總額達到 8,100 萬歐元的超級報
價。
據西班牙《世界報》報道，重
慶俱樂部已經向恩尼斯達正式送上
報價，合同期為三年，年薪 2,700
萬歐元（總年薪 8,100 萬歐元）。
這要遠遠高於他在巴塞的 800 萬歐
元的薪資，而這份年薪也將讓小白
超越皇馬頭牌 C 朗，目前銀河戰艦
頭號球星的年薪為稅後 2,100 萬歐
元。

此外，恩尼斯達還將享有 50%
的肖像權所得，重慶方面還將從恩
尼 斯 達 家 的 酒 廠 購 買 600 萬 瓶 紅
酒，單價6歐元。
排除肖像權收入所得，8,100萬
歐元年薪+3,600 萬歐元紅酒售價，
這份合同的總額已經達到 1.17 億歐
元。
不過《世界報》也報道稱，儘
管小白收到了這份天價合同，但他
本人仍然在猶豫中。
雖然重慶斯威官方就恩尼斯達
轉會一事保持緘默，但和該俱樂部
相關的各方已經通過各個渠道收穫
內部消息，並開始了提前預熱。

■恩尼斯達對是否加盟中超
恩尼斯達對是否加盟中超，
，
仍在猶豫中。
仍在猶豫中
。
資料圖片

■林丹繼續領銜國羽出戰
湯姆斯盃。
資料圖片
中國羽毛球隊3日宣佈了征戰2018年
湯姆斯盃和優霸盃賽的陣容。男女各10名
選手入選，既有林丹、諶龍、張楠、李雪
芮等數位中國隊以往奪取兩盃的功臣，亦
有石宇奇、劉雨辰、李俊慧、陳雨菲、陳
清晨、賈一凡等在里約奧運會後崛起的新
一代核心力量，更有鄭雨這樣今年年初才
開始在國際賽場有精彩表現的新人。
據中國隊單打主教練夏煊澤和雙打
主教練張軍介紹，湯優盃陣容的確定，首
先由各單項主管教練提名，之後教練組綜
合隊員的世界排名、對外戰績、訓練狀
況、臨場關鍵時刻發揮等 4 方面的整體表
現，參考湯優盃團體賽的特點，進行充分
的溝通交流，最終作出選擇。陣容確定

後，交由中國羽協上報給世界羽聯，這一
陣容可以說是目前中國隊的最強陣容。
中國隊的湯姆斯盃陣容為男單：諶
龍、石宇奇、林丹、喬斌；男雙：張楠、
劉成、李俊慧、劉雨辰、鄭思維、王懿
律。優霸盃陣容為女單：陳雨菲、何冰
嬌、高昉潔、李雪芮；女雙：陳清晨、賈
一凡、湯金華、黃雅瓊、黃東萍、鄭雨。
2018 年湯優賽將於 5 月 20 日至 27 日
在泰國曼谷展開，中國隊此行的目標依然
是衝冠。依照賽程，中國隊的第一項重任
是湯優兩盃均力爭小組第一出線。目前，
中國隊正在武漢進行最後的備戰，並計劃
於5月17日直接從武漢啟程，奔赴曼谷開
始湯優盃之旅。
■新華社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英雄聯盟》
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誕王者隊伍
丁丁
丁香港賽馬會舉行的《英雄聯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應鳳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得。另外亦安排參與者可試玩包括
盟》青年電競比賽，3 日在數碼港 大 熱 的 電 競 遊 戲 《 絕 地 求 生 》 秀表示，全港 17 間綜合青少年服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務中心和青少年外展隊參與“賽馬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圓滿結束。此項比賽乃“賽馬會青 （PUBG）等。
是次電競比賽有逾百人報名
創社區系列：香港仔坊會‘新媒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會青創社區系列”計劃，並推行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體 ’計劃”其中一項活動，旨在透 參 加 ， 參 賽 者 年 齡 介 乎 14 至 24 “共學共創”的服務模式。為青少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
丁年活動注入創新元素，協助擴闊年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歲。比賽雲集各路精英，在
4 月中
過新媒體等技術培育青少年對社區
初賽後，決出 8 支隊伍晉級決賽。 輕人的多元出路，並帶動青年人與
的關注以及實踐理想等。
丁丁
丁大會邀請了香港女子職業電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No丁
丁社會聯繫，為社福界及香港未來發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8 強經過激戰後，最後由
Fancy
競職業隊“Terrans Force”進行表 以 2： 1 擊 敗 Team Nova 獲 得 冠 展注入創革動力。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演賽以及分享電競場上的經驗和心 軍。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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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勝利日閱兵彩排在莫斯科舉行

哈裏王子大婚臨近
戴妃粉絲展示 世紀婚禮

唐宋遼金元瓷枕亮相南京大報恩寺
《三生三世枕上緣
三生三世枕上緣》
》唐宋遼金元瓷枕特展亮相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博
物館 ， 共萃取 144 件精品瓷枕
物館，
件精品瓷枕，
， 年代跨越唐
年代跨越唐、
、 宋 、 遼 、 金 、 元五個朝
代 。其中唐代絞胎長方形枕
其中唐代絞胎長方形枕、
、宋代白釉刻花卷草紋童子執荷葉行枕
宋代白釉刻花卷草紋童子執荷葉行枕、
、金
代三彩嬰戲紋鏤雕長方如意形枕等眾多展品皆為瓷枕中精品，
代三彩嬰戲紋鏤雕長方如意形枕等眾多展品皆為瓷枕中精品
，吸引了大
批市民前來感受中國古代瓷枕的藝術魅力。
批市民前來感受中國古代瓷枕的藝術魅力
。據介紹
據介紹，
，瓷枕是古代瓷器中
較為流行的壹種造型，
較為流行的壹種造型
，最早創燒於隋代
最早創燒於隋代，
，唐朝開始大量生產
唐朝開始大量生產，
，到了兩宋
及金、
及金
、元時期
元時期，
，瓷枕的發展進入了繁榮期
瓷枕的發展進入了繁榮期。
。

﹁

蛋蛋

﹂

美國佛羅裏達州的收藏
家約翰·霍特森展示英國皇
家約翰·
室相關的藏品。
室相關的藏品
。 圖為壹塊戴
安娜王妃婚禮蛋糕。
安娜王妃婚禮蛋糕
。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18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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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TUE.

WED.

THU.

FRI.

SAT.

7

8

9

10

11

12

SU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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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影藏密（重播）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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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神奇炫
(重播)

檔案（首播）
地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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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重播)

經典電影(首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

城市一對一（重播 體育報導火箭時
）
間(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謝謝我的家 (首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特別呈現 (首播)

14:30-15:00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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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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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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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言洋語(首播)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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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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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海峽兩岸(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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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一對一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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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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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重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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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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