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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節慶祝大會 八月十二日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2018風雅
集於 7 月 14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的僑散中心103室舉行 「展望21世紀」講座
，美南電視科技與生活節目製作兼主持人符濟群先生（John
Fwu)應邀主講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科技突破，現場開放給
與會人士提問。風雅集鄭昭理事長，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
會謝家鳳前會長及會員們踴躍出席聆聽講座。 風雅集鄧嘉陵
召集人，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鍾宜秀會長、孫雪蓮熱心
招待與會人士。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黃初平理事長致歡迎詞後，符
濟群先生表示，我們正處在一個科技革命的起頭階段，這革
命會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人際交往的方式，為我們日常
居家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這第四次工業革命標誌著一些新
興領域的技術突破，其中包括機器人，人工智能，區塊鏈，
納米技術，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物聯網，3D打印和自動駕
駛汽車等。此次研討會我們將討論以下幾個主題：1. 第四次
工業革命。 2. 人工智能的發展及機器人的未來。 3. 區塊鏈的
由來及加密貨幣的未來（比特幣）。4. 人類會在10年內登陸
火星嗎？ 透過這些討論，希望我們能夠塑造一個適合我們的
未來而努力，那就是把人們放在第一位並賦予他們權力。

符濟群先生在會上以AlphaGo Zero的深度思考模式，說
明人工智能現階段的發展成果。符濟群先生談到，人工智能
開發出來的圍棋軟體AlphaGo,需要輸入大量棋譜經驗，方能

設計出富有驚人棋力的軟體，曾於2016年和2017年分別戰勝
韓國和中國職業九段棋手，而事後發展出的AlphaGo Zero,就
不再需要輸入大量資訊,軟體可完全自行推演學習，進步速度
比原版本AlphaGo還快，甚至棋力也超過AlphaGo。 符濟群先
生提及，國際上對人工智能及機器人的不斷發展，未來對人
類是否會有威脅的可能性，目前有正反兩極的看法，符濟群
把結果讓與會人士自行思考。會後，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
會鍾宜秀會長頒贈紀念品T-Shirt一件給主講人符濟群先生，
表示感謝之意。風雅集鄧嘉陵召集人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
友會黃初平理事長見證。

 
















（本報訊）伊利諾州 OAK BROOK（2018 年 7 月 18 日
） -- 麥當勞（McDonald’s®）將以達拉斯繼續倍受歡迎的
2018年度教育講習會系列。全程長達7個月的教育講習會將跨越
全美各州。總共 15 場講習會中的第四場訂 7 月 21 日星期六在
Plano的John Paul II High School舉行。活動時間為早上8點30分
至下午4點00分。

已經進行到第11年的麥當勞教育講習會系列提供亞裔家庭
必需的工具和資源，幫助他們理解美國高等教育系統。麥當勞致
力以多語文方式和家長分享註冊入學和申請學費補助的資源，同
時為學生提供富吸引力又具鼓舞作用的資源。

“能夠一年一度將麥當勞的教育講習會系列帶給大家，我們
深感榮幸，” 美國麥當勞美國市場營銷Cultural Engagement負責
人Lizette Williams表示。“我們注意到主要由於移民造成的人口

成長，亞裔社區繼續對美國教育系統有關資料和多語材料的需求
。麥當勞非常自豪能夠為顧客提供受到他們高度關注的，和教育
有關的信息。“

調研結果顯示，亞太移民族群中只有百分之四英語流利，因
此提供多語文教育信息和資源非常重要，如此他們才能夠了解如
何申請、註冊、和取得獎學金。麥當勞教育研討會為家長和學生
提供信息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所有研討會都設置的互動式攤位。參
與研討會的學生可以通過容易記憶的方式，了解審核大學入學申
請最關鍵的6個指標。除了一般人熟悉的分數等級、考試成績和
班級排名外，學生也不應忽視推薦信、課外活動和對心儀的大學
表現出高度興趣的重要性。學生也會有機會和各大學代表交談，
了解如何申請獎學金。
與會者也可以了解到麥當勞在2005年推出的Archways to Oppor-

tunity計劃，這個全面性的教育計劃為參與此活動並符合條件的
美國麥當勞餐廳員工提供獲取高中畢業證書，得到學費補助的機
會。麥當勞最近宣布將在今後五年投入1億5千萬美元為希望追
求高等教育和滿足事業野心的員工提供更好的資源和財務援助。

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每天以高質量食材，

選擇多樣化的餐單服務超過2千5百萬顧客。全美1萬4千家麥當
勞餐廳中超過百分之90由男女企業家獨立擁有和經營。他們是
獨立雇主，自行訂立包括該餐廳員工的薪酬和福利的僱傭政策和
作業方式。欲知詳情，請登入www.mcdonalds.com,，或通過推特
追踪我們 Twitter @McDonalds，或參考臉書專頁www.facebook.
com/McDonaldsUS/。

麥當勞在達拉斯繼續2018教育講習會系列
美國移民人數和大學學費不斷高漲的同時，麥當勞繼續為學生和家長

提供教育信息和資源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僑務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僑務
榮譽職人員聘書榮譽職人員聘書、、鍾桂堂僑務諮詢委員鍾桂堂僑務諮詢委員、、管光明僑務顧管光明僑務顧
問問。。((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將在八月十二日舉行空軍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將在八月十二日舉行空軍
節慶祝餐會節慶祝餐會，，時間是當天中午十一時半時間是當天中午十一時半，，地點在地點在China BearChina Bear 自助自助
餐廳餐廳，，歡迎空軍退休人員歡迎空軍退休人員，，眷屬以及僑界好友一起來眷屬以及僑界好友一起來，，共同慶祝共同慶祝
。。

會員以前在台灣會員以前在台灣，，分別住在全省不同的空軍眷村分別住在全省不同的空軍眷村，， 聊起往事聊起往事
都感到格外親切都感到格外親切，，軍中袍澤和在眷村生活過的人都有特別的記憶軍中袍澤和在眷村生活過的人都有特別的記憶
。。凡曾在空軍服役的榮民也歡迎參加凡曾在空軍服役的榮民也歡迎參加。。

參加的會員每人需繳納會費參加的會員每人需繳納會費$$1010，，餐費餐費$$1515,, 非會員餐費非會員餐費$$1515。。
會員可以獲得由台北空軍總部所致贈的精美禮物一份會員可以獲得由台北空軍總部所致贈的精美禮物一份。。

慶祝餐會慶祝餐會，，八月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卅分在八月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卅分在China BearChina Bear 自助餐自助餐
廳廳，，地址地址 12755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77477..

（本報訊）世新校友會將於七月廿八日舉行會員大會，歡迎
會員和世新人共襄盛舉，和同學以及校友話當年。

大 會 地 點 在 China Bear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當天下午五卅 分報到，六時開始。校友會會員需繳會費廿
元，以及餐費廿元。

歡迎會員攜眷參加，各種才藝都可以在會中與大家同樂。凡
是世新畢業校友歡迎 歸隊，加入校友會，也希望會員能發掘到更
多校友擴大世新校友會行列。

世新校友會大會
七月廿八日舉行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2018風雅集
符濟群主講 「展望21世紀」 分享科技新知

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鍾宜秀會長於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鍾宜秀會長於77月月1414日下午在僑教中心日下午在僑教中心
103103室頒贈紀念品室頒贈紀念品T-ShirtT-Shirt一件給主講人符濟群一件給主講人符濟群，，表示感謝之表示感謝之
意意。。風雅集鄧嘉陵召集人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黃初平風雅集鄧嘉陵召集人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黃初平
理事長見證理事長見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明湖社區健康日＞ 活動
八月十八日在明湖中國教會舉行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本週六來到大華超巿十號公路店本週六來到大華超巿十號公路店
適巧大華超市德州分店舉行亞洲美食適巧大華超市德州分店舉行亞洲美食節節，，吃美食看節目抽大獎吃美食看節目抽大獎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宣傳 「
美南電視 」 廣播電視合為一體，全球
直播，或直接掃二維碼（ QR code ),
上 Google 網站 「Southern TV--STV
15.3 Houston 」 搜 尋 ； 或 下 以 下 載
Apps 方式，在Apps 裡收看STV 15.3 電
視直播，人人都可在手機上每天觀看
美南電視。

為了協助大家立即可觀看美南電
視 STV 15.3 台，美南電視廣播直播車
，本周六（ 7 月 21 日 ）中午 12 時，
將 來 到 大 華 超 市 位 於 10 號 公 路 與
Blalock 交口上的十號公路德州分店，
當天正好趕上大華超巿德州分店7 月21 日至
7 月 22 日的亞洲美食節（ Asian Food Festival
),歡迎闔家光臨大華超巿10 號公路店，品美食
、看節目、抽大獎。 「99 大華超巿 」 為了
「美南電視」 前來辦活動，特別推出多項精

彩的禮物，中獎者可獲：黃金奇異果一箱，或
九九香米一包（ 25 磅裝 ）。

當天的活動除了激動人心的大抽獎活動外
，還有精彩的表演節目，包括著名歌手王飛雪
及石雪梅的演唱，她們將各自演唱二首歌曲，
以及 「美南電視藝術團」 表演中華旗袍真人
秀，節目相當精彩。

大 華 超 市 Houston 店 在 10 號 公 路 與
Blalock 的 交 口 ， 地 址 ： 1005 Blalock Rd.
Houston , Texas 77055 , 電話：713-932- 8899

圖為圖為1010 號公路邊上的大華超巿休士頓店外觀號公路邊上的大華超巿休士頓店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九九香米一袋九九香米一袋（（ 2525 磅裝磅裝 ））

為大華超巿本周六將送為大華超巿本周六將送
出的中獎者禮物出的中獎者禮物：： 黃金黃金
奇異果一箱奇異果一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光鹽社、明湖中國教會、台福教會、太空專業人士協會
、溪水旁教會所共同主辦的＜ 明湖社區健康日＞ 活動，將於八月十八日（ 週六 ） 上午十
時至下午二時，在明湖中國教會舉行。內容包括健康諮詢及專題講座。

為了讓社區朋友多暸解癌症治療，預防，及復發之預防，主辦單位特別請到僑社著名醫
師及病人陳康元，及王琳夫婦來主講，並有癌友裴俠現場作見證。此外，還有權煜，黃立民
，及石宣正等醫師，和張敢燕華營養師駐點諮商。光鹽社護士站現場檢驗血糖，血壓，乳癌
預防，腸癌檢驗包等幾項健康指數，及癌症篩檢。另外，還有光鹽社鄧福真博士作演講健保
須知及選購。並有癌症治療及預防等講座，敬邀各界踴躍參加。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的地址: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X 77598
, 電話： 281- 338-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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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作協議 緬甸大使致李蔚華感謝函
（記者黃相慈／編譯整理）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7月8日熱情接待緬

甸駐美大使林昂(Aung Lynn)，並達成美緬雙方貿易合作協議，緬甸駐美大
使林昂為感謝ITC主席李蔚華盛情款待，特地致上感謝信，並祝願雙方未
來能在德州有效發展經濟貿易及文化交流。

林昂親筆致感謝函提及，他很開心看到一位出生於緬甸的成功企業家

，在德州為發展經濟及文化傳揚所作的貢獻。
他也提到，雙方的會談提供一個機會，加強緬甸社區與德州的連結；

在雙方的友誼和了解的前提下，林昂也有信心未來雙方關係會更緊密，他
也祝願雙方日後合作成功。

著名影星周潔《絲路綺夢•相約休斯頓》
舞蹈夏令營舉行隆重閉營儀式

【泉深/圖文】7月17日下午2點，由美中
藝術教育聯盟、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和美南新聞
聯合主辦的《絲路綺夢•相約休斯頓》舞蹈夏
令營在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舉行了隆重的
閉營儀式。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也因為此次盛會
而再次成為中美兩地矚目的焦點。

出席此次活動的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副總領事王昱、領事高樺、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雕塑家王維力、著名影星陳燁、休斯頓大
學亞美研究中心鄒雅莉教授的代表 Elizabeth 等
嘉賓們給予美中藝術教育聯盟和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大力支持。美南新聞、新華社、華夏時報
、世界日報、今日美國等中美兩地眾多媒體記
者，以及此次夏令營的國內 27 位營員和參加
2018年《華夢計劃》的35位學員等出席閉營儀
式。

閉營儀式由美南新聞《早間新聞》主播高
威陣主持。閉營儀式上王昱副總領事致辭，他
說 ："為上海周潔舞蹈學校的學生們在美國的賽
事上取得的優異成績表示祝賀。周潔校長自
1997年以來致力於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增進了
中美文化的交流，加強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
。當前中美關系出現了波折，這說明我們彼此
之間的了解還遠遠不夠，此次可愛的小使者們
，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做出了貢獻，謝謝你
們。" 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的代表譚秋晴、
著名影星陳燁、雕塑家王維力、休斯頓大學亞
美研究中心鄒雅莉教授的代表 Elizabeth 等嘉賓
分別致辭，對舞蹈藝術家、教育家周潔21年來

為休斯頓中國文化傳播和青少年交流所做的貢
獻表示尊敬，並希望中國的學生們熱愛休斯頓
，再來休斯頓。

創校校長、舞蹈藝術家周潔動情地向大家
介紹自己的心聲，她說： "作為一位在中美舞蹈
教育事業上的耕耘者，我衷心感謝21年來大家
對我們的大力支持，由衷地希望通過夏令營，
使同學們不僅收獲了好成績、也收獲了友誼和
人生經歷，堅信夏令營在大家的支持下一定會
越辦越好。" 她將自己對藝術的熱愛和深情代
代相傳，又以舞蹈為紐帶，搭建起中美文化交
流的平台，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周潔舞校出
發，學舞蹈、看世界。

會上周潔宣布："2018《絲路綺夢•相約休
斯頓》夏令營圓滿結束，2018《華夢計劃》正
式開始！"

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為周潔和
中美兩校頒發文化交流貢獻獎，優秀營員獎。
此次參加2018《絲路綺夢•相約休斯頓》舞蹈
夏令營的營員們均獲得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
頒發的 "文化小使者" 證書。

部分獲獎舞蹈學生表演了精彩的舞蹈。
當天上午，參加夏令營的孩子們應邀到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參觀，受到解飛參贊的熱
情接待，劉紅梅副總領事和周潔校長發表了熱
情洋溢的講話，鼓勵孩子們為中美文化交流認
真學習、貢獻力量。孩子們還觀看了表現新疆
維吾爾族和漢族舞蹈家學習和教授舞蹈經歷的
紀錄片 “絲路舞者”。

周 潔 曉 慧 舞 蹈 學 校 的 學 生 ， 休 斯 敦

2017-2018年度華埠小姐Janet Chen參加了閉營
儀式並為嘉賓和學員們表演了她多次獲大獎、
由高曉慧校長親自編導的現代舞 “走進風暴”
，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

自1997年在美國休斯頓建校以來，周潔女
士21年來勤勤懇懇致力於中美文化的傳承與傳
播。作為中外交流的窗口，中美兩地的周潔舞
校不僅將國務院僑辦、上海市僑辦的 "尋根之旅
" 辦出特色，辦出精彩，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
的華裔青少年到上海參加夏令營；還通過承辦
或主辦 "中華文化大樂園"、"舞蹈公主"、"全球
青少年藝術大賽" 等以舞蹈夏令營、舞蹈比賽、
大師班為特色的中外交流活動，打開舞蹈的翅
膀，傳遞友誼的力量，讓海內外青少年加強對
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了解和對彼此的了解和友
誼。

此次夏令營，開創了中國大陸學生參加美
國全國舞蹈大賽的先河。營員們也眾望所歸，
在比賽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來自上海青浦新
城校區，年僅8歲的田雨桐第一次赴美參加比賽
，以舞蹈作品《傣家姑娘》征服了評委，獲得
了獨舞總分第一。而由一群平均年齡9歲的小舞
者們表演的舞蹈《夏》則技壓群芳收獲了群舞
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此次比賽，營員們還收
獲了1個雙白金獎，8個白金獎和5個金獎。

舞蹈大賽之余，此次夏令營還精心安排了
豐富多彩的活動。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中國城
校區和美國當地的孩子一起參加大師班課程，
課程內容有芭蕾、現代舞等。芭蕾課由休斯頓
芭蕾舞團的首席演員Karina Gonzalez夫婦和領舞

演員Michelle Coomer教授。當地孩子熱情地為
遠道而來的上海小客人充當小翻譯，小學員們
個個都一絲不苟，跟著老師認真學習。美南新
聞傳媒集團的李蔚華董事長還盛情邀請營員們
參觀了美南新聞的大樓，並與李董夫婦共進晚
餐。營員們還游覽了赫曼公園，參觀著名雕塑
家王維力老師的孔子雕像；走進美國動物園，
與動物 "親密接觸"；領略自然科學博物館和宇
航中心的的奧秘；參觀享有南方 “哈佛" 之稱
的萊斯大學；親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受到
總領館領導的親切接見。夏令營還特地安排營
員走進美國學生家中做一天 "休斯頓人"，體驗
當地人的生活，讓中美兩地的孩子們更好地交
心，交朋友。

從沙漠到海上，從長安西行到廣州泉州出
航，古老中國的絲綢之路源遠流長。而伴隨這
絲路更而跨越時間和距離、貫穿史今的，是中
國的藝術和文化。周潔舞蹈學校以舞蹈藝術教
育為載體，以中美文化交流為原點，將中美兩
國的舞蹈學校聯結成一座堅不可摧的虹橋，跨
越大洋和陸地，走出一條鐫刻著周潔舞校深刻
印記的絲綢之路。

當中國孩子學習美國文化的夏令營接近尾
聲的同時，美國孩子學習中國文化的序幕正要
拉起......文化與文化的碰撞，心靈與心靈的相連
，我們共同期待新時代一條雖稚嫩卻堅定的新
絲路。

願此次舞蹈夏令營，讓中國的優秀青少年
走向世界，在行走中追夢成長，開拓視野，願
這條新絲路綺麗而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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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盛夏時節，華美銀行推出 「清涼一夏」 夏季定存
優惠計劃。即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客戶凡在該行開立8個月或
15個月的定期存款帳戶，且開戶額不低於2萬5000美元，即可獲享

最高達2.25%的優惠年利率，更有五款凉夏好禮
任選其一。此外，華美銀行分行還將在活動期間
的每週擇一日提供消暑冰品（每日限時兩小時）
。禮物及冰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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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起，華美
銀行始終位居 「富比士全美百強銀行」
（Forbes America’s Best Banks）前十
五名，並在2018年獲選第五名。近期，
華美銀行還榮獲 「富比士2018加州最佳
銀行」 （Best-in-State Banks）第二名。

定期存款具有保本增值、收益穩定等
特點，是尋求低風險投資者的理想選擇
。存款越多，收益越高。

您可登入華美銀行網站 eastwest-
bank.com/gift 或 致 電 1-888-895-5650
，瞭解更多優惠詳情，您亦可蒞臨附近
分行，獲取全面優惠資訊。華美銀行位
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
，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10時至
下午7時，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週日上午11時至下午5時。華美銀行全
體員工竭誠為您提供超越一般銀行的優
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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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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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美銀行推華美銀行推出出「「清涼一夏清涼一夏」」夏季定存優惠計劃夏季定存優惠計劃
最高年利率可達最高年利率可達22..2525%%更有涼夏好禮更有涼夏好禮88月月3131日截止日截止

即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客戶凡在華美銀行開立8個月或15個月的定期存款帳戶，且開
戶額不低於2萬5000美元，即可獲享最高達2.25%的優惠年利率，更有五款凉夏好禮任選其
一。此外，華美銀行分行還將在活動期間的每週擇一日提供消暑冰品（每日限時兩小時）。

瑞士，現實中的世外桃源
行走在‘歐洲屋脊’

瑞士，延綿的綠色山脈，
漫山遍野的鮮花，到處都
是登山的纜車。瑞士的鐘

錶更是世界第一等。純淨、淡然、美麗，猶如天堂的樣子，在童話
世界漫遊。一切都足以令您沉醉。

首府 『蘇黎世』 全歐洲最富有的城
市，更是被評為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蘇
黎世是一個結合古老文化和現代藝術於
一身的地方。最具特色的甜食傳統奶酪
展現了當地人喜愛甜食的熱度。佇立在
利馬河東側的 『蘇黎世大教堂』 是當地
的地標，教堂整體設計為羅馬式風格，教堂內的彩畫玻璃更是瑞士
現代藝術大師賈科梅蒂的傑作。外觀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城堡， 『瑞
士國家博物館』 全方位地展示了瑞士最著名的鐘錶、銀行和奶酪。
不僅如此，館內還陳列了中世紀騎士時代的文物、武器、和手工藝

品。
世界交匯之點，婦女和平自由聯

盟、萬國紅十字會等重要機構設置在
日內瓦，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總
部，被譽為‘和平之都’。大型人工
噴泉 『大噴泉』 能噴射出高達140米
的水柱，以200千米每小時的速度噴
發。在大風的吹佛下，噴泉瞬間變成
一把豎琴，彈奏著無聲的音樂。瑞士‘花園之國’、‘鐘錶之鄉’
，而日內瓦的 『花鐘』 ，巧妙地將兩者結合到一起。花匠精巧的技
藝把花圃修成鐘錶形狀，隨著季節種植不同的花卉，美麗如畫的花
鐘在靜靜地轉動，讓花鐘大展異彩。

『琉森』 在景色如畫的琉森湖畔，周邊圍繞著各個山脈。瑞士
境內第一大湖 『琉森湖』 處於群山環抱中，水質清澈見底，湛藍的
天空仿佛過濾了一切雜色，湖面上的倒映平靜地讓人覺得舒適。
『卡貝爾橋』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橋，長達204米的長廊橫亙在湖

面上。兩側的歐式建築一字排開，如同一幅幅古典歐式的畫面。
『垂死的獅子』 紀念瑞士英勇的禁衛軍，身負重傷的獅子象征著當

年被偷襲的軍人，悲傷痛苦的模樣形象地刻畫出來。細看還能感受
到它哀傷的氣息。

地理位置的關係，身處 『盧加諾』 讓人有一種置身於意大利的
錯覺。冬季也充滿陽光，時尚感強烈，更是購物天堂。每年八月底
舉行大量音樂慶典活動，熏陶在美妙的音樂聲中。以城市命名的
『盧加諾湖』 ，猶如一面巨大的鏡子，鑲嵌在城市之中，盧加諾湖

的四周山巒疊起，典型的意式風格。沒有機會遊玩瑞士所有的城市
，在 『瑞士微縮景園』 就有這個機會
，縱觀瑞士著名景點和風景名勝。

更多旅遊行程盡在王朝旅遊，服
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
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
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即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客戶凡在華美銀行開立8個月或15個月的
定期存款帳戶，且開戶額不低於2萬5000美元，即可獲享最高達

2.25%的優惠年利率，更有五款凉夏好禮任選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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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人都需要進行肝膽排毒
控糖降壓訓練營 專業肝膽引導淨化

(本報休斯頓報導) 科技不斷進步，人的壓力卻
與日俱增，全球各國都興起一股對身體與心靈放鬆
舒緩的SPA風潮，這股風潮如今也吹入休斯頓，有
數百家SPA店在街上林立。而中國城也有一家，就
在百利大道上，叫做 Euphoria Beaute。店內設備舒
適，員工待人親切，除了做SPA之外，也專精美容
、美髮，並且用有機配方治療禿頭。

隨著年齡的增加，慢慢的，臉上或是身上會出
現一些問題，像是皺紋、毛孔粗大、色斑、暗沉、
或是皮膚鬆弛、粗糙、疤痕、膚色不均勻等狀況，讓人頗
為困擾。然而，醫美界的科技與產品日新月異，這些皮膚
上的困擾，其實能有效的改善，只不過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Euphoria Beaute (欣悅美人)就能以最新高科技提供專業
美療，幫助想要煥然一新的顧客。

Euphoria Beaute是專業的Medi Spa，提供最新的皮膚
保養和美顏療程，由具有專業經驗18年的美療師主持，店
內美療師都是經過認證的專業人員，為顧客提供各種皮膚
美療服務，均採用最新的高科技與產品。保養品涵蓋法國
、韓國、有機、及醫學級的保養品，都是走在時代前端的
產品。

究竟SPA是什麼？

SPA 目前在歐洲
、台灣、中國、韓

國、日本都非常受歡迎。最早 SPA 是希臘語 SOLUS-
PARAQUA的縮寫，意思是健康在水中。而一般的SPA意
指人們運用天然的水資源，結合按摩、沐浴、和芳香療法
來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讓人體在觸覺、嗅覺、視覺、味
覺、和思考等層面，達到一種身心舒暢的清洗。

SPA讓人身心放鬆，舒緩壓力。當人放鬆了，臉上的
線條自然會柔和起來，加上特殊的美容療程，對現代都市
人追求內外身心之美都頗有助益。現代的SPA可說是一種
新的健康美容觀念，包括了臉部保養、身體護理、水療、
芳香療法、感官療法等各種放鬆身心的活動，讓忙碌的現
代人從繁忙的工作中，找到放鬆與休歇。

Euphoria Beaute的SPA則是紅外線SPA，在原木烤箱

裡，可以促進血管擴張，消除疲勞、紓解筋骨，讓人感覺
放鬆，達到療癒的效果。

此外，在美膚煥顏、有效恢復肌膚質感方面，Eu-
phoria Beaute使用 「激光(laser)」是目前比較安全又有效果
的方式，許多皮膚問題，像是細紋、眼袋、皮膚鬆弛或者
臉部的毛細血管擴張等，都可以用激光來治療，達到嫩膚
美顏的目的。而像老人斑、雀斑、日光斑等色斑問題，是
因色素沈積到皮膚表層所形成的，某些特定波長的激光可
以選擇性的分解色素，對正常皮膚沒有明顯的損傷，經美
療後，效果頗為讓人滿意。

Euphoria Beaute (欣悅美人) 地址 10600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72( 黃 金 點 心 茶 寮 旁)。 電 話:
832-288-5747(中文)、 832-617-8262(英文)

SPASPA風潮吹入中國城風潮吹入中國城
改善膚質改善膚質 讓內外都煥然一新讓內外都煥然一新

(本報休斯敦報導) 肝膽是人體"藏污"最多的器
官之一，由於其代償作用較強，所以其損害通常
不易被人們發現。尤其是堆積在肝臟的結石，它
的數量通常是膽囊結石的很多倍，且危害深遠，
但不易被人們察覺。常規的檢查，無論是超聲波
還是計算機斷層掃描都不易發現（肝臟結石較小
），只有在密度較大，顆粒較大的結石造成膽管
膨脹時，才能通過核磁共振被檢測出來。如果不
是發生嚴重的肝臟疾病，通常醫生是不會檢查肝
臟是否藏有結石。因此，又叫做沉默的石頭。但
是，如果你能進行一次肝臟淨化，就能輕易地證
實這個說法。

膽結石長期不治療“後患無窮”啊！我們先
了解何為膽結石？俗語云“肝膽相照”，膽囊便
是隱藏在肝臟下面的梨形器官，它主要的作用是
分泌和儲存膽汁，幫助脂肪消化和吸收。而膽結
石，就是在膽囊內形成的“小石頭”。此小石頭
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石頭，而是膽固醇的結晶。

膽結石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富貴病”，肥胖
、妊娠、高脂肪飲食等都會引起膽結石。隨著生
活水平的提升，飲食結構及生活方式的改變，膽
囊結石發病率與10年前相比，已經上升了1倍。

膽結石若長期不治療，極易感染誘發炎症，
如急慢性膽囊炎、膽管炎等，進而甚至引發癌變
。與10年前相比，膽囊癌發病率增加了2倍，且
幾乎80%的膽囊癌患者都合併有膽結石。有膽結石
者患膽囊癌的機率是無膽結石的 29.9 倍，尤其是
50歲以上的女性，患病風險更高。然而，晚期膽
囊癌的5年生存率甚至不到5%。 “膽囊全切”並
不是唯一的治療措施。李醫師經過多年實踐，不
用手術、不用吃藥，專業的肝膽引導淨化療法能
有效祛除肝膽內結石。

經常有患者在確診膽囊癌後，說“醫生，我
這裡從來沒有痛過啊！”不痛，還真不是什麼好
事。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俗語“咬人的狗不叫”
，膽結石也是一樣，最可怕的不是它讓人腹痛、
背痛、發燒，而在於它癌變難以被早期發現，有
些膽囊癌患者甚至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不適症狀
，以致錯失治療良機。 “無痛”的靜止性結石切
莫得過且過。

李醫師經常打趣說：得了膽結石，常痛者許
是人品極好，God（上帝）偏愛，提醒他快去看病
。至於得了此病無痛者，那就只能呵呵一聲，畏
天知命！其實這話理解起來，就是說“膽結石真

正痛得厲害了，反而等不到癌變的那天，因為你
早就看病治療啦”。

對於這些無症狀的膽結石，醫學上有個專業
名詞叫“靜止性結石”，意指這類膽囊結石無痛
的特點。然而靜水深流、暗潮湧動，“無痛性黃
疸”、“無痛性血尿”、“無痛性咯血”……醫
學上一大堆“無痛”的臨床表現，幾乎沒有一種
結局樂觀。而無痛靜止性膽結石，就像一個“沉
默的殺手”，定要嚴防死守，不給癌變任何機會
。切記！膽囊有結石就是病，不是痛了才叫病；
癌變了，那叫病入膏肓！不能等痛到不行了才就
醫治療，儘早採取專業的肝膽引導淨化療法，防
範於未然。

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膽結石都要一經發現
立馬切除。少數患者偶然在體檢中發現膽結石，
但無任何臨床症狀。部分患者無急性發作，只有
輕微症狀，如飽脹、噯氣、消化不良等。因此，
這種無症狀的膽結石應選擇專業肝膽引導淨化療
法，無痛又不用手術，何樂而不為呢。

親愛的朋友們，別再用工作繁忙、沒有時間
、不痛無感為由不檢查不隨訪，這世上，又有幾
件事情比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膽囊癌可防不可

治，切莫得
過且過。

關於肝
膽疾病及專
業肝臟引導
淨化療法，
李醫師有豐
富的臨床經
驗。很多人
在她的指導
下，對肝臟
進行持續淨
化後，不但
身上多年的
慢性疾病消失了，而且比原先年輕了很多。

專業肝膽引導淨化可以成功逆轉胰島素抵抗
，協助很多醣尿病、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痛風患者和肥胖人群回歸正常！不吃藥 ，不打針
，只喝蔬果汁補充營養，就能讓我變的漂亮年輕
。這個夏天，養和私人療養會所招募控糖降壓訓
練營，歡迎撥打諮詢預約熱線： 832-405-5566 。
微信：drli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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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長春會七月份月會溫馨舉行休士頓長春會七月份月會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會長會長 柯志佳柯志佳、、副會長副會長 許碧珠許碧珠、、理事尤文芳理事尤文芳
、、顧問柯嫚妮祝賀顧問柯嫚妮祝賀劉美劉美 代表代表七月份壽星七月份壽星 盧盧
照金照金,,吳君惠吳君惠,,林婉珍林婉珍,,徐婀娜徐婀娜,,康桂蘭康桂蘭,,林惠芬林惠芬,,蕭蕭

素卿素卿,,蘇宏彥蘇宏彥,,楊錦花楊錦花,,吳秋蓮吳秋蓮接受祝福接受祝福

副會長副會長許碧珠感謝柯嫚妮女士樂捐許碧珠感謝柯嫚妮女士樂捐$$100100..

會長會長 柯志佳柯志佳、、 副會長副會長 許碧珠許碧珠、、顧問柯嫚妮與會眾顧問柯嫚妮與會眾
起唱生日快樂頌為壽星劉美慶生起唱生日快樂頌為壽星劉美慶生

77月月77日理事何麗珍在台灣人活日理事何麗珍在台灣人活
動中心主講買菜應注意的常識動中心主講買菜應注意的常識..

長春會許碧珠副會長感謝來賓長春會許碧珠副會長感謝來賓::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林映佐林映佐
副處長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特別撥空參加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特別撥空參加66月會月會,, 給予指導給予指導

.. 還有俞欣嫺秘書兼做行動領務工作還有俞欣嫺秘書兼做行動領務工作,, 由衷感謝由衷感謝!!

參加長春會參加長春會,, 既輕鬆又愉快既輕鬆又愉快,, 也活潑增元氣也活潑增元氣!!

會長會長 柯志佳祝福大家身體健康柯志佳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萬事
如意如意,, 平安喜樂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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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斯坦科維奇盃洲際籃
球賽將於8月14日至17日在深圳
寶安體育館舉行。19日下午，斯
盃賽事組委會相關負責人在京表
示，除中國男籃（國籃）藍隊
外，本屆賽事吸引了克羅地亞、
芬蘭、突尼斯等三支國家隊參
賽。展望本屆斯盃，中國籃協副
秘書長徐嵐表示，對於中國男籃
來講，斯盃具有積極的鍛煉作
用，“希望通過三支風格不同的
對手，中國男籃能夠進一步提升
水平，更好地迎戰接下來的世界
盃預選賽。”

據了解，本屆斯盃採用單循
環制，每天兩場比賽。斯盃創始
人、國際男籃終身名譽主席程萬
琦表示，斯盃將迎來第14個年
頭，除中國男籃外，本屆斯盃邀
請了克羅地亞、芬蘭、突尼斯等

三支風格迥異的球隊。其中，突
尼斯是 2017非洲男籃錦標賽冠
軍。而近幾年崛起的芬蘭隊實力
不俗，他們十分期待借首次參賽
的機會，打出高質量比賽，給中
國球迷奉獻精彩對戰。

斯盃八月舉行 國籃藍隊出戰

■斯盃組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國際奧委會宣佈2022年
北京冬奧會新增7個比賽小
項。冬季運動專家、前中國
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
中心副主任朱承翼 19 日表
示，新增的部分小項對於中
國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上爭
取佳績非常有利。

朱承翼表示，在新增的
小項中，短道速滑混合團體
接力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混合團體是中國隊的優勢項
目，也將是中國運動員新的
爭金點。

朱承翼說：“目前，短
道速滑個人項目在國際上呈現
出群雄爭霸的格局，但是論男
女綜合實力只有中國、韓國、
美國、加拿大等少數幾個國家

比較強。如果努力得法，中國
隊在這個項目上取得獎牌是情
理之中的事，奪取金牌也大有
希望。”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
合團體成為北京冬奧會的正式
比賽項目，朱承翼也認為“非
常有利”。他說：“（這個項
目）中國男隊和中國女隊都是
世界一流的水準，混合團體賽
對我們非常有利。在個人項目
中，只要出現一個失誤就會無
緣金牌。而在混合團體賽中，
不同特點的隊員在動作難度方
面可以實現互補。只要我們能
繼續加強，奪金的可能性很
大。”

■新華社

新增的7個小項為女子單人雪車、短道速滑
混合團體接力、跳台滑雪混合團體、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男子、女子）、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混合團體和單板滑雪障礙追逐混合團
體。其中短道速滑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
國隊的優勢項目，中國隊有望在這兩個新增的
小項上衝金奪牌。

調整之後，這將是冬奧會歷史上金牌數最多
的一屆。年初結束的平昌冬奧會上金牌數為102
枚，是冬奧會歷史上金牌數首次突破100枚。相
比平昌冬奧會，北京冬奧會的參賽運動員總數還
將減少41人，為2,892人。
國際奧委會項目委員會委員李玲蔚表

示，國際奧委會選擇這7個項目，主要基於四
方面考慮。一是新增這7個比賽項目不會與
2022年冬奧會既定場館整體規劃發生衝突，
不用額外增加競賽場地；二是電視轉播商有
增加冬奧會電視轉播節目內容的需求；三是
這些項目都是近年來比較受年輕人喜愛的項
目；四是有助於進一步提升冬奧會參賽運動
員中女性所佔比例。

增加男女參賽比例成亮點
其中提高女性運動員的參賽比例成為賽會

一大亮點。據悉，北京冬奧會上，女性運動員
在全體運動員中的佔比為45.44％，創下冬奧會
歷史新高；女性運動員將參加46個小項，同樣
為歷屆冬奧會之最。參賽運動員的男女比例更

趨於平衡。
另外，據了解，新增加的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比賽，將與單板滑雪大跳台比賽共用一個場
地，即首鋼滑雪大跳台。而其他新增項目則屬
於冬奧會“老成員”項目家族，也不需要新建場
地。

國際奧委會確定2022年北京冬奧會競賽
項目是籌備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北京
冬奧組委體育部部長佟立新表示，下一步，
北京冬奧組委將在國際奧委會“新規範”的
指導下積極做好賽事組織工作。

此外，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會議當日還通過
了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賽程設置，並為2024
年巴黎奧運會組委會提出新增項目設定了時間
表。 ■中新社、新華社

北京冬奧北京冬奧將誕將誕110909金牌金牌

北京時間19日凌晨，

在瑞士洛桑舉行的國際奧

委會執委會會議通過了有

關北京冬奧會項目設置的

方案，2022年北京冬奧會

新增7個比賽小項，屆時總

共將產生109枚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俊）上屆聯賽僅
獲第4名的東方龍獅，19日進行公開操練，並且
落實由“牛丸”陳婉婷重新執掌球隊帥印。“牛
丸”表示，經歷過之前的起跌，能獲球隊再度委
以重任，故二話不說就答應再擔綱主帥職位，她
相信東方有能力可以在今季復甦。

去季的東方表現確實令人失望，然而球隊的
副主席游永強已表示班費沒有減少。總監梁守志
繼續留隊，他表示球隊的開支固然會有所增加，
但球隊還是“應使則使”，即不會沒有上限，但

肯定不會縮減。他又指球隊今季因排名而要以大
球場為主場，令營運開支增加，但場地質素會比
旺角場好，然而大球場易攻難守，因此球隊需要
作出應變。

重返東方領軍的陳婉婷表示，球隊在詢問她
的時候，自己很快就答應。她指經過之前亞冠盃
的失利後，她前赴外國修讀完職業課程吸收了很
多的知識，而對於東方能再次給予機會感到榮
幸，故不作多想就應允。“牛丸”指，今季東方
的陣容完整，無論快攻、控制戰局等，都有合適
的球員可選，故此有信心今季的表現比去季更
好。

梁守志也指，雖然今季多支球隊，好像富力
都增加投入和實力，但他認為這對香港足球是好
事，尤其是不再只有傑志一隊獨大。然而東方的
目標仍希望能贏盡所有比賽。而“牛丸”則指，
球員在這半個月訓練中已顯示出決心，她指球員
們都想在今季有好戰績。而球隊仍在物色一位外
援中堅。

對於球隊拒放人予亞運隊，梁守志就解釋，
球隊在7月初已開操，這是為免球員在進行過多
高強度訓練而受傷，但東方肯定會在8月1日將
謝朗軒及姚浩明放行，而林嘉緯則會在韓國與球
隊進行了首場友賽測試後，8月11日亦會放行。

■■東方龍獅東方龍獅1919日在開操前拜神日在開操前拜神，，祈求在新一季祈求在新一季
成績更上一層樓成績更上一層樓。。

牛丸重掌帥印
自信可率東方復甦

在完成與祖雲達斯的轉會簽
約手續後，葡萄牙足球巨星基斯
坦奴朗拿度（C朗）19日飛抵北
京，開啟了他的中國之旅。

C朗於19日飛抵北京，在他
下榻的酒店外聚集了眾多球迷，
而C朗也非常熱情地為球迷簽
名，毫無巨星架子。

C朗中國之旅主要是出席商
業和足球活動，不過他也忙裡偷
閒，上午遊故宮，下午才亮相三

里屯參加活動，所到之處被眾多
球迷圍觀，人氣極為火爆。

另外，C朗的新東家祖雲達
斯遭遇幸福煩腦。在C朗正式轉
投祖記的第一天，他的7號球衣銷
售收入達6,000萬美元，由於點擊
率過高令官網癱瘓。

不過，僅這一天的球衣收入
就已超過祖記這一年應該付給皇
馬的5,,000萬元轉會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C朗抵北京 忙裡偷閒遊故宮

■C朗抵達北京出席商業和足球活
動。 中新社

新增7小項 參賽運動員減41人

冬奧增新項冬奧增新項 中國添爭金點中國添爭金點
■國際奧委會宣佈北京冬奧新增國際奧委會宣佈北京冬奧新增77個比賽小項個比賽小項。。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選手張鑫在平昌冬中國選手張鑫在平昌冬
奧奪女子自由滑雪空中技奧奪女子自由滑雪空中技
巧銀牌巧銀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大靖在平昌冬武大靖在平昌冬
奧短道速滑奪金奧短道速滑奪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冬奧新增自由式北京冬奧新增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團體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團體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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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
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曉說(重播)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
在中國(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
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曉說(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曉說(重播)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17:00-17:30
台北博物館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重播)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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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
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
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2018/7/19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7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大魔術師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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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

播)
健康之路 (重播)

大魔術師(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今日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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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中國輿論場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爸媽囧很大(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小瑞與大魔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開門大吉 (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

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爸媽囧很大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曉說》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脫口秀講壇節目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曉說，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
秀講壇節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導演、編
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
等人文學科知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
識分子韓寒命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
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揭秘史上最牛太監，
鄭和七下西洋開啟大航海時代。

播出時間：
每週五上午10點，
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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