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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廣 告

通往娛樂的極速通道
NASKILA

快車

距離休斯頓

9月4日盛大開業！

支付 
享用 

最近的賭場
$15
$25

800個電子遊戲
24小時激動人心

吸煙區和無煙區分別設立
距離休斯頓開車只需1小時！

LIVING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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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專家社區講課！
避免犯罪傷害避免犯罪傷害““用心用心！！小心小心！！細心細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2018年入夏以來，在大休士頓地區，
不僅是中國城百利，包括糖城，梨城，KATY， 針對華人的犯罪
爆增！本月4日發生在百利大道85度麵包房前的砸車搶劫案，黑
人暴徒的殘暴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在嚴重的犯罪被害危機下，大
休士頓卻面臨著嚴重的警力不足，經費短缺。廣大的華人居民正
一籌莫展之際，休士頓居民自發的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正默默地
行使著自己的職能。

9月9日，五十多名華人頂風冒雨參加了休士頓華人治安聯
防自衛隊HUNTER主講的“犯罪防衛”安全講座。共同探討了
在目前危機四伏的休士頓社區，如何避免砸車，搶包，入室盜竊
和頻繁發生的銀行尾隨搶劫等犯罪傷害的發生。

身為美國華人社區著名的安保防身專家HUNTER， 通過具
體案例講解，動作演示和生動幽默的語言，在三個多小時的講座
中，講述瞭如何躲避犯罪傷害，確保絕處逢生，轉危為安。

防範要點包括：

車庫門前安裝感應燈，這樣車輛進出時能夠有明亮的視野，
防止有人在暗中尾隨跟進車庫；駕車進入車庫後，先檢查確認四
周沒有異常，然後關好車庫門、再給車輛熄火、下車進入住宅。
當屋主離家時，可以開著燈光、電視或音響，以製造“有人在家
”的迷惑性假象；也可以充分利用警察局資源，對於出門旅行之
類會較長時間不在家的情況，告訴警察局自己的地址，警察局會
定期派人來巡視。

為了防止砸車事件，一定不要把包放在車的副駕上，重要物
品可以放在車的後備箱；另外，提倡把駕照、銀行卡等跟錢包分
開放，最好貼身放置，這樣即便發生失竊事件，也不會讓竊賊掌
握受害人的家庭住址等個人信息，因為有些黑幫團伙會順藤摸瓜
實施進一步犯罪行為。

一旦遭遇壞人打劫，特別是在對方有槍或有刀的情況下，一
定不要有衝突、或肢體對抗，首要的是想辦法逃走、或者大聲呼
叫，哨子是個好幫手，急促的哨聲有時候能嚇退壞人。

另外，最好隨身能帶著20至50美元的現金，
遇到危險時，把錢給對方，這點小錢往往就能
夠保命。
至於近期休斯敦發生的銀行內鬼給壞人通風報
信的事情，HUNTER提醒說，如果要去銀行
取款，可以找幾個同伴一起去。另外，平時穿
戴打扮不要太顯眼，佩戴珠寶、盛裝出行的風
格已經不適用於當下的社會環境。
HUNTER還著重提到如何應對不明身份的訪
問者，辦公室夜間加班，容易成為被打劫對象
的容貌特徵和華人中小商店，餐館最容易被打
劫的時間段，攜帶武器是不是最有效的？
反抗會不會招致更大的傷害？還有學區孩童的
安全等問題。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發起人HUNTER
最後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避免犯罪傷害其實

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關鍵就是三個詞：用心， 小心，細心！
只要切實做到這三點，就一定能避免犯罪傷害！

3個多小時的安全講座，人們不時發出笑聲、或者“原來是
這樣啊”之類的驚嘆聲。聽眾中既有白髮老人，也有十來歲的孩
子；既有細瘦的姑娘，也有壯實的小伙子。大家都很有收獲，並
希望以後有更多類似的講座。

休斯敦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創建於2015年，是由休斯敦華
人自發組織的群眾團體。他們在律師和社團的倡導下，不僅專門
組建了防止犯罪發生的微信群，互通消息、傳遞警訊，同時，他
們把針對華人和留學生的犯罪預防工作從中國城百利大道擴展到
了糖城和凱蒂市，在這些地區經常可以看見他們的義工進行安全
巡邏，給當地華人帶個來不少安全感。據發起者HUNTER介紹
，類似週日這樣的安全防範講座，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舉辦了八
十多場，目的就是幫助人們養成自覺的安全意識，這樣才能在當
前這種複雜的社會治安條件下盡可能的保障安全。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下午一點開始，至五點為止 ,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行講座，題目是：股市投資技術分析及經驗分享。此項講座是由大專校聯會為
了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特別精心設計的。講員張南庭先生過去在做生意，利用多餘的時間研究股票和大家同樣交了很多學費。近年來頗有心得，要和大家分享在改變投資心態和規律之後, 如何 少
犯錯能在股市中賺錢的秘訣. (1) 如何找到適合的投資組合 （2）Trade War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3）如何找到有前途的事業, 公司, Fund 和 ETF 做長期投資 （4）如何利用圖表（chart ）技術分析，
找出買進賣出的最好時機。

僑教中心的地址是：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82
此項講座免費開放給僑社大眾，但須報名。報名要在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之前.
請Email: retire@jccaa.org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休士頓雙
十國慶籌備會協辦的慶祝中華民國107年雙十國慶 「影像情真」
攝影展，於 9 月 8 日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的
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盛大展出，並於9月8日下午2時30分在
僑教中心展覽室隆重舉行開幕剪綵典禮。

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107年休士
頓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
長、美國攝影協會Joe Sanders資深代表、越南藝術攝影學會武文
盛創辦人與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代表們聯合剪綵。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精心選擇30多人會友，一百多幅攝影
作品，用鏡頭的美麗瞬間來慶祝中華民國生日。這次展出的攝影
作品，有人物特寫、花卉、風景，景觀，慶典、靜物、動物與寫
實類題材，充滿動靜特色而多元豐盛題材並展現攝影者們不同的
風格和才藝。許多攝影愛好者及僑界人士前往現場參觀，場面熱
鬧。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致詞，讚揚這些
攝影作品是藝術的展現，每件作品都精彩萬分，豐富了僑胞的人
生，也呈現出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僑胞美滿幸福的一面，他感謝休
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對中華民國國慶活動的支持。休士頓雙十國慶
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致詞，感謝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帶來精彩作
品，從現場作品可以看出會員們的足跡踏遍世界各地，讓僑胞也
能透過攝影作品看到好山好水，展覽會持續到9月16日，歡迎各
界前來欣賞精彩作品，共同慶祝中華民國生日。休士頓華人攝影
學會關本俊會長致詞，很榮幸能參加雙十國慶系列活動，以攝影
展方式慶祝國慶，感謝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休士頓僑
教中心多年來對該會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使該會會務順利發展，
使得我們每次活動得到完美成功。我在這祝中華民國 「國運昌隆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第28屆當天展出的作品都是近年來
會員們，努力在鏡頭中所捕捉到的精彩瞬間，每一件作品都展現
攝影者對生活、對大自然的熱愛。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蔡保羅董事長、107年休士頓雙十國慶
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關本俊會長、
翁定台公關，合切喜慶蛋糕慶祝中華民國生日。

慶祝107年雙十國慶 「影像情真」 攝影展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主辦醫
療講座，將於9月15 日（星期六）下午2時，在10303 West
Office Dr.,Houston,TX.77042的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毛志江
醫生將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加聆
聽。

主講人毛志江醫師是本埠頗具知名度的醫生，有三十年
行醫經驗，尤對養生之道，常有獨到之見解。毛志江醫生說
明何謂 「預防醫學」，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 「一分預防
勝於十分治療」，雖然話說如此，老實說，有幾人能真正理
解何謂預防醫學？而又有幾人真正知道如何去身體力行？黃
帝內經在公元前兩百多年就已經指出 「上醫醫未發之病，中

醫醫將發之病，下醫醫已發之病」，以上黃帝內經已清楚道
出預防醫學的重要性。今天我就簡單提綱挈領，為大家說明
一下如何做到預防醫學。其實也很簡單，真正想健康不是靠
藥物和手術來獲取，如果按中醫的說法就是顧本培元，這個
概念植基於一種信念，那就是認為自身即具有防病健身之本
能，但往往因年歲增加，外邪侵蝕或由某種病變削弱了這種
與生俱來的本能。所以，如何補充加強這些本能，就能達到
從事預防醫學的目的了。請大家記住：營養、運動、情緒修
養及排毒就是全部預防醫學，只要准此進行，必然達到預防
醫學和養生的目的。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主辦醫療講座
毛志江醫生將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蔡保羅董事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蔡保羅董事長、、107107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
會嚴杰主任委員會嚴杰主任委員、、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關本俊會長關本俊會長、、翁定翁定
台公關合切喜慶蛋糕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台公關合切喜慶蛋糕慶祝中華民國生日。。((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107107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
備會嚴杰主委備會嚴杰主委、、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美國攝影協美國攝影協
會會Joe SandersJoe Sanders資深代表資深代表、、越南藝術攝影學會武文盛創辦人與休越南藝術攝影學會武文盛創辦人與休
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代表們聯合為慶祝中華民國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代表們聯合為慶祝中華民國107107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影像情真影像情真」」 攝影展開幕剪綵攝影展開幕剪綵。（。（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 股市投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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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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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中大美南校友會將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校友大會
著名唱作歌星游美靈助陣獻唱

【泉深 / 圖文】“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藉中華傳統中秋佳節到來之際 , 中山大學美
南校友會定於 9 月 22 晚 6 時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二樓會議大廳舉行中
山大學美南校友會理事會換屆選舉大會暨聚餐聯
歡慶佳節文藝晚會。屆時 6 點至 7 點，中大美南
校友會將為校友、親屬和朋友準備豐盛的晚餐和
月餅品嚐。 7 點至 8 點舉行校友會理事會換屆選
舉大會。 8 點至 9 點半舉行文藝節目表演。

中大美南校友會請到美南國際電視網新聞主
播張榕軒（ Carina ）做節目主持人。國內著名歌
星、神曲天后、詞曲作家、音樂才女遊美靈，前
重慶歌舞團獨唱歌手、國家級演員沈珺琳，“文
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頓
分賽區冠軍陳涵琳為晚會獻唱；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舞蹈演員 Rachel Li 表演獨舞；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花樣年華旗袍隊表演旗袍秀；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還特地安排為歌手伴舞。本地音樂愛好者和舞

蹈演員也會登台演唱和表演。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中大校友、 HI-

BER-PEDIC 睡眠用品公司美國總經銷商
劉仕洪經理為大會提供的價值一千多美元
的各類共數十件床上用品；感謝校友會會
長盛勁松及理事付慶農聯合提供的十份精
美禮品；感謝中大校友、香港廈門聯誼會
永遠名譽會長和副理事長、新香港投資聯
合會副會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
理事、福建省聯誼對外合作交流發展有限
公司董事長、廈門海西養老股權投資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華美中醫學院董事
、福建省及廈門市高爾夫球協會副會長、
廈門愛樂樂團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陳建輝先
生和中大美南校友會理事李翰錚先生為校
友大會提供贊助。
聯歡晚會於 8 點開始，歡迎文藝愛好者

光臨觀看。
鑑於演出大廳可容納觀眾受到限制限，

演出門口有門票出售，每人 $10 。
歌星遊美靈簡介
國內著名歌星神曲天后游美靈，詞曲作家。

畢業於四川音樂學院聲樂系，北京華誼兄弟唱片
公司合作歌手。

游美靈原創歌曲 38 首，其中成名曲《馬背上
的漢子》、《朋友請到草原來》、《老公我愛你
》、《祝酒歌》、《我等你在荔波》、《大美武
夷》、《海壇古城》、《愛上赤水》等紅遍祖國
大江南北。她是一位集作詞作曲演唱於一身的音
樂才女。

歌星沈珺琳簡介
沈珺琳，畢業於西南師範大學聲樂系，重慶

市歌舞團獨唱聲樂演員，國家三級演員。多次代
表重慶市參加了《中央電視台“綜藝大觀”文藝
晚會》、《中央電視台慶“五一”大型文藝晚會
》、《同一首歌》、《星光大道》錄製、中央電
視台“美麗鄉村快樂行”文藝晚會等重大演出。
與彭麗媛、宋祖英、閻維文、孫楠、祖海等國內

知名明星同台演出。並先後赴北京、杭州、鄭州
、海南、南京、福州、呼和浩特、新疆等地演出
，行程 20 餘萬公里，共演出 800 餘場，觀眾高
達 200 餘萬人次。並且受到中央軍委副主席、國
防部長曹川剛等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

歌手陳涵林簡介
陳涵林師從休斯頓樊豫珍音樂教室著名歌唱

家、京劇表演藝術家樊豫珍老師。名師指導，她
歌唱技巧和技能獲得顯著的突破和提高。她一直
活躍在休斯頓的大大小小的舞台上，非常熱愛在
舞台上歌唱的感覺，也越來越從容鎮定，游刃有
餘，無所畏懼。在 2017 年的暑假期間，她年僅
16 歲，一路過關斬將，成功摘下“文化中國 ●
水立方杯 ”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頓分賽區
青少年組桂冠。隨後她代表休斯頓地區歌手參加
7 月在北京舉辦的 “ 文化中國 ● 水立方杯 ” 海
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總決賽。在 30 強晉級總決賽
中獲得第五名的優異成績，並在頒獎晚會上與中
國著名歌手扎西頓珠同台演唱《故鄉的雲》。她
也是校園合唱團的小小明星，作為演出嘉賓參與
過大休斯頓地區 “ 擁抱春天 ” 春節聯歡晚會、
大休斯頓地區國慶聯歡晚會、 “ 天災無情人間有
愛 ” 炎黃中秋賑災義演、大休斯頓地區警民聯歡
、休斯頓哈維颶風慈善音樂晚會、中國才藝生訪
美演出晚會。她曾獲得福州新絲路國際少兒模特
大 賽 優 秀
獎 、 新 絲
路 國 際 少
兒 模 特 大
賽 最 佳 現
場 人 氣 獎
等獎項 。

在星期五，9 月 14 日
，美南國際電視 15.3《現
場面對面》欄目中，主持
人鄧潤京（左），中國人
活動中心副執行長陳韻梅
（中）和華美建築裝飾工
程有限公司總裁Victoria Ji-
ao 暢談國慶昇旗儀式。今
年國慶昇旗儀式舉行的時
間是 9 月 29 日上午 9 點 30
分。地點和往年一樣，設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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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市粵菜的重鎮—- 「珍寶海鮮城」 一樓大

堂經多月裝修後，現已完工，並將於明天（9月15日) 重新開業，推

出 「珍寶海鮮城」 最叫座的精美點心，和別具匠心的午餐和晚餐菜

式。

開業近二十年的 「珍寶海鮮城」 ，一直是休市各大社團集會，

春宴，公司行號擺酒最喜愛選擇的地點。因菜色精美，價格公道，

場地寬敞，還有大型舞臺，是僑社各大小社團公司，年節聚會，公

司聚餐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如今，全新裝修完工的樓下大堂, 推出煥

然一新，整潔明亮，是用餐最理想的所在。裝修完工的一樓大堂內

，可擺酒64桌，寬敞舒適，是社團、公司聚會，聚餐最理想的所在

。

重新開張的珍寶海鮮城,在點心和菜色上也更新了，不僅點心更

為精美，又更新了更多別具匠心的午餐和晚餐菜色，令每一位看到

菜單的珍寶樓食客驚喜不已。

多年來以天天茶市、正宗粵菜、港式點心馳名的 「珍寶海鮮城

」 ，隨著一樓全新裝修完工，他們新推出的菜單，也更令人驚豔！

如點心類、各式海鮮、名菜、洋洋灑灑上百種，令人目不暇給。每

道菜都是新菜，每道菜您從未吃過，等待您來嚐試，大塊朵頤！

「珍寶海鮮城」 還精心承辦婚禮壽司，社團的各類型

宴會。除一樓大廳可容64桌，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更有

大型舞臺，可容納百餘席。

「珍寶海鮮城」 每天上午十時至晚間十時營業。該餐

廳位於 「香港城」 西側前方，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988-8898

珍寶海鮮城，全新裝修，
明（9月15日）正式重新開業

可擺酒64桌，推出精美點心，別具匠心的午、晚餐菜式

圖為圖為「「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重新裝修完工重新裝修完工，，將於明天將於明天（（本周六本周六））重新開業的重新開業的

一樓大廰一樓大廰。（。（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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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rt超市正式進駐 「凱蒂亞州城」
9/21上午盛大開幕 衆多開業優惠贈禮活動！

(本報休斯敦訊) 創立於 1982 年的美國第一亞
洲超市品牌Hmart，引領出一種全新型態的美食生
活體驗店；獨特創新的經營理念，同時擁有完善
的全球採購網絡，為消費者提供來自亞洲各地最
優質的商品。Hmart以優質新鮮食材商品著稱，是
全美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亞洲超市品牌，其落戶
之處必引起民衆熱崇，是極具口碑的高品質超市
品牌；自籌備初期就備受矚目的凱蒂亞州城店，
確定於9月21日上午10點半盛大開幕！

占地4萬多呎，陳列豐富多樣的亞洲特色商品
，為Katy市的居民帶來多元化的購物選擇，未來
消費者就近可以享受到價廉物美的東方食品。
Hmart保證食材的新鮮，每天供應新鮮蔬果、優質
肉品及生猛海鮮、美味熟食、麵包烘焙坊、生活
用品等，更有美食廣場，提供各類中式、日式及
韓式餐點，給顧客提供一站式購物環境。

據了解，全新打造的凱蒂亞洲城市店交通方
便，為保證貨品的新鮮和高品質，由本地物流直
送並對口當地農場直接配送。新店自籌備以來得
到社區和民眾支持。

新店開張活動豐富，中國舞獅團助陣表演，

還有韓國傳統舞蹈等。消費滿30元的顧客均可免
費獲得精美贈品一份，現場申請會員卡或更新電
郵信息的老會員，均可獲得開業限定贈禮一份，
更有超多開幕強打限時低價促銷！新店開幕期間
在美食廣場消費滿10元即可換取除濕劑、或湯藥
包一份，千萬不要錯過！

德州衆議員代表Mike Schofield代表居民歡迎
Hmart入駐凱蒂，並期許新開業的凱蒂亞州城能為
周圍社區帶來活力，他表示Hmart超市因優質食材
而聞名，希望借此為凱蒂社區帶來更加多元的文
化，他個人也十分期待去新店購物一番。Hmart集
團總裁Brian Kwon先生感謝大家對這家新店的喜
愛，他表示，顧客的信任與支持一直是Hmart前進
的動力，我們相信凱蒂亞州城店能滿足每位顧客
，為大家帶來最優質健康的商品。

凱蒂亞州城店引入Market Eatery概念，屆時將
有餐飲商鋪同時入駐旗艦店，包括韓式料理、日
本壽司、中式料理以及知名烘焙品牌多樂之日
Tous Les Jours，給顧客提供一站式購物環境。

Katy 是近年來大休斯敦地區發展最迅猛的新
區之一，它坐擁優質學區，購物方便，離中國城

近，因此吸引著許多亞裔搬來居住。Hmart新店將
入駐的亞洲城位於Grand Parkway東北角和I-10洲
際公路的交界處，交通十分便捷，是鄰近社區規
模最大的一個商城之一，同時亞洲城還將引入多
家知名商鋪、餐廳、和電影院。

未來，將以中國城、Sugar Land亞洲市場、和
新開業的凱蒂亞洲城三點形成亞洲金三角，為休
斯敦地區的亞裔群體帶來高質量、多種類的服務
和商品。據了解，休斯敦大學的Katy新校區毗鄰
亞洲城，預計明年將有1萬多師生入讀新校區，屆
時為凱蒂地區帶來更多的活力。除了Hmart，凱蒂
亞州城還有貢茶、beard papa’s 泡芙、烤肉店、火
鍋、川菜等的亞洲美食和生活休閒商鋪，仿彿把
亞洲好吃好玩的都搬到了你的身邊，給您帶來真
正的一站式的生活便利！

Hmart集團為北美最大之亞洲食品零售連鎖超
市集團。從1982年開設第一家店以來，Hmart集團
目前的分店橫跨美國14個州，近期更籌備在多個
州落成更多新分店。36年前漢亞龍集團看準亞裔
市場的消費力，以舒適的購物環境，多樣獨特的
商品種類，創建亞洲超市領先品牌Hmart，打造新

生活體驗空間，親切的顧客服務，豐富又優質的
食材，滿足亞裔社區消費者對購物的全面渴望。

據悉，Hmart凱蒂新店已經進入最後籌備階段
，全體人員整裝待發，正在為開業迎賓做著最後
的衝刺。 公司德州區域負責人表示，超市盡最大
的努力以新鮮、豐富、種類齊全、口味絕佳的食
材為目標，致力於為廣大民眾提供全方位的超市
服務。高效的物流系統保證生鮮產品的配送，海
產的新鮮多樣、生肉部的種類細分、蔬菜水果的
全面豐富、南北雜貨的一應俱全、零食部的常新
可口、雜貨部的乾淨整潔、和亞洲美食廣場，讓
人體驗過就過目不忘，為大家帶來一站式服務，
盡享所需。

目前新店各部門正在招聘中，有意者可聯係
federico.park@hmart.com， 或 電 話 至
214-430-6729。
Hmart 凱蒂亞州城店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
way, Katy, TX 77449。 客 戶 服 務 熱 綫
877-427-7386或至customer_care@h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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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雙十國慶籌備會雙十國慶籌備會
嚴杰主委嚴杰主委，，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
，，美國攝影協會美國攝影協會Joe SandersJoe Sanders資深代表資深代表，，越南越南
藝術攝影學會武文盛創辦人與休士頓越南攝藝術攝影學會武文盛創辦人與休士頓越南攝
影學會代表們聯合於影學會代表們聯合於99月月88日在僑教中心展覽日在僑教中心展覽
室為慶祝中華民國室為慶祝中華民國107107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影像情影像情
真真」」 攝影展開幕剪綵攝影展開幕剪綵。。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
會協辦的慶祝中華民國會協辦的慶祝中華民國107107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影像情影像情
真真」」 攝影展攝影展，，呈現人物特寫呈現人物特寫、、風景風景、、花卉花卉、、景觀景觀
、、慶典慶典、、動物動物、、靜物與寫實類題材等一百多幅精靜物與寫實類題材等一百多幅精
美攝影作品美攝影作品。。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翁定台公關及其攝影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翁定台公關及其攝影
作品作品。。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致詞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致詞，，很榮幸很榮幸
能參加雙十國慶系列活動能參加雙十國慶系列活動，，以攝影展方式慶祝以攝影展方式慶祝
國慶國慶，，也感謝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也感謝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
休士頓僑教中心多年來對該會的支持與協助休士頓僑教中心多年來對該會的支持與協助，，
使該會會務順利發展使該會會務順利發展。。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馮淑璽及其攝影作品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馮淑璽及其攝影作品。。

美國攝影協會資深代表美國攝影協會資深代表Joe SandersJoe Sanders及僑界及僑界
人士欣賞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凌兆基董事的人士欣賞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凌兆基董事的
攝影作品攝影作品。。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凌兆基董事及其攝影作品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凌兆基董事及其攝影作品。。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委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委、、黃黃
春蘭副主委春蘭副主委，，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蔡保羅董事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蔡保羅董事長、、關本俊關本俊
會長夫婦會長夫婦，，凌兆基凌兆基、、陳雪津陳雪津、、翁定台翁定台、、謝禮明謝禮明、、皇勤皇勤、、馮馮
淑璽等參展攝影家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慶祝中華民國淑璽等參展攝影家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慶祝中華民國
107107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影像情真影像情真」」 攝影展上合影攝影展上合影。。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謝禮明董事及其攝影作品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謝禮明董事及其攝影作品。。

影 像 情 真 攝 影 展影 像 情 真 攝 影 展
慶 祝 雙 十 國 慶慶 祝 雙 十 國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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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列特於美國奧古斯塔公開賽成功擊
敗勁敵科拿及史畢斯，戲劇性地勇奪冠

軍寶座。當時列特以三桿的優勢打入最後一輪
賽事，在後9洞與科拿及史畢斯短兵相接，最
後成功以低標準桿15桿的71桿成績完成賽
事，並以單桿擊敗科拿，成功稱王。

列特戲劇性奪美國賽冠軍
現年28歲的列特，2016年曾代表美國出

戰萊德盃，並贏得“美國隊長”的美譽；今屆
的萊德盃將於數周後首度於法國舉行，相信列
特定必再次施展渾身解數，爭取佳績。
列特表示：“能夠出席‘Honma香港高

爾夫球公開賽2018’實在很興奮，香港是一個
美麗的城市，市民亦很友善，為球手帶來美好
的體驗。香港哥爾夫球會是一個很出色的球
場，我十分享受過往兩次訪港作賽的時間，希
望今年能繼續保持水準，享受比賽並打入星期
日的賽事。”
2017年大滿貫得主及14項歐巡賽賽事冠

軍
得
主 加
西 亞 ，
去年以第
19 名 結 束 賽
季。這位西班牙籍
的球星力爭在港奪冠：
“去年出戰香港的賽事絕對是展
開新球季的重要開始，我很享受在港的時間，
發掘不同樂趣。我很期待數月後再次接受新挑
戰，希望今年可與其他冠軍級球星齊名，在賽
事中稱王。”

加西亞攜14歐巡冠軍赴港
而現年27歲的英籍球星弗利特伍德，亦將

三度亮相香港公開賽。他繼2016年打入賽事三
甲位置後，去年以第6名完成賽事。今年1月

成
功
衛 冕

阿 布 扎
比匯豐高爾

夫錦標賽；早
前成功打入美國公

開賽決賽；稍後，他將首
度出戰於法國舉行的萊德盃。他表

示：“過往兩年我都有參與‘Honma香港高爾
夫球公開賽’，一直樂在其中，賽事場地是一
個很好的球場，令我自然發揮水準，希望今年
能較過去兩年打出更好的佳績。”
作為“M”品牌活動之一的“Honma 香

港高爾夫球公開賽”門票現已公開發售，詳情
可 瀏 覽 https://www.ticketflap.com/zh-hant/
honmahongkongopen2018。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賽為新一季歐巡揭帷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冠忠
南區首周旗開得勝，高美斯及蘇沙一對鋒
線新組合初見威力，14日南區乘勝追擊，
於青衣運動場對陣夢想FC，誓要證明球隊
在新一季有力殺入三甲。

冠忠南區今季港超首戰以3：1擊敗升
班馬凱景，蘇沙及新加盟的高美斯均有進
帳，雖然球隊受制於球場積水組織表現未
如理想，不過主帥鄭兆聰認為重要的是球
隊建立起信心：“我們今季有不少新球
員，起步好有利於加快融入。高美斯在罰
球及對方禁區內的威脅力大，而狄卡奧在
中場的組織能力亦很好，今季球隊在進攻
方面肯定會更強。”

老將沈國輝上場亦轟入“世界波”為
南區先開紀錄，他表示今季港超競爭激
烈，每一場3分亦十分重要：“上季我們
成績不是太好，但今季有更完整的陣容下
我們都很有信心，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去挑
戰盃賽錦標，相信任何球隊要贏我們都不
會是容易的事。”

而夢想FC今季仍然重用年輕小將，
雖然首仗即以1：4不敵香港飛馬，不過主
教練梁志榮表示該仗仍有可取的地方，林
樂勤、朱偉鈞及彭超然的進步令他感到高
興：“失的四球有不少是可以避免的，我
們容許球員犯錯，重要的是從中汲取教
訓，知道自己的不足並改善。”

南區夜戰青衣 誓乘勝追擊破“夢”
日本羽毛球公開賽，中國羽隊（國羽）女單

小花整體發揮出色，3人打進8強，其中陳曉欣
和高昉潔分別爆冷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台北
名將戴資穎與印度名將辛杜，而陳雨菲則逆轉韓
國的成池鉉。
男單方面，大滿貫球手林丹在10：21先輸

一局後，以21：15、21：19連扳兩局反勝中華
台北名將周天成，今與世錦賽冠軍桃田賢斗爭奪
4強席位，而里約奧運金牌得主諶龍也直落兩局
橫掃泰國選手，輕鬆闖入8強。

13日，年僅20歲的陳曉欣在女單第二輪賽
事對陣中華台北“一姐”戴資穎。首局陳曉欣一
直處於落後追分的被動狀態，但在16：18的最
後時刻連得5分，以21：18逆轉先下一城；第二
局陳曉欣完全控制局面，以21：14再勝，爆冷
擊敗新科亞運冠軍戴資穎闖進8強。

至於港隊混雙組合謝影雪/鄧俊文則以14：
21、21：15、16：21不敵日本組合渡邊雄太/東
野有紗，無緣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
曉
欣
淘
汰
戴
資
穎
晉
日
羽
賽
八
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世
界桌球上海大師賽13日展開四強爭奪賽。奧蘇
利雲和凱倫威爾遜分別對陣冰咸以及德爾。最
終，奧蘇利雲和威爾遜分別以6：2和6：5晉級
四強。

13日晚“火箭”奧蘇利雲對冰咸的比賽進
行得十分迅速，首局陷入膠着的雙方一路纏鬥至
綵球階段，冰咸抓住機會先下一城。此後奧蘇利

雲逐漸找回狀態，連勝三局後反超比賽，3：1取
得上半場的領先優勢。再度回到枱前，“火箭”
繼續火力全開，6：2鎖定勝局。

而另一邊廂，抓住機會領先一局的德爾，
在第二局26分時不慎打丟藍球，致使威爾遜上
手扳平比分。此後雙方打成3平、4平以及5
平。決勝局，威爾遜沒有再給對手機會，單桿
135分贏得比賽，順利晉級四強。

“火箭”攜威爾遜晉滬大師賽4強

大滿貫冠軍列特、

2017“Green Jacket”

盟主加西亞、世界排名

第11位的弗利特伍德

以及衛冕冠軍的奧爾斯

落實出戰11月22日至

25日於粉嶺香港哥爾

夫球會舉行的第60屆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

呈獻 Honma 香港

高爾夫球公開賽

2018” ， 賽 事 亦 是

2019年歐巡賽“Race

to Dubai” 的 首 站 賽

事。

2018-2019高爾夫歐巡賽將於11月22-25日舉行的香港公開
賽拉開帷幕，新賽季將在3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舉行，其中包括8
場勞力士系列賽（每場總獎金至少為700萬美元）。

中國內地以往也有多個城市主辦過歐巡賽分站賽事，但自
2017-2018賽季起，連續舉辦了三年的深圳國際賽從賽程中消
失，只剩下中國公開賽和世錦賽─匯豐冠軍賽。不過，阿曼精英
賽、菲律賓錦標賽以及比利時對抗賽則加入歐巡行列。

而經過全季40多場較量後，終極對決便是明年11月在
迪拜朱美拉高爾夫莊園舉行的勞力士系列賽 DP 世界
巡迴錦標賽。該項被譽為“獎金王”的賽
事，總獎金達 800 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曉欣力挫世界排名第陳曉欣力挫世界排名第
一的戴資穎一的戴資穎。。 法新社法新社

■■林樂勤林樂勤（（右右））今季投効夢想今季投効夢想，，
進步明顯令主帥滿意進步明顯令主帥滿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今年迎來第今年迎來第6060屆屆。。

■■美國公開賽美國公開賽
盟主列特將來盟主列特將來
港參賽港參賽。。

法新社法新社

■■““20172017 RaceRace
to Dubaito Dubai””冠軍冠軍
得主弗利特伍得主弗利特伍
德德。。 法新社法新社

■■奧蘇利雲輕奧蘇利雲輕
取冰咸晉級滬取冰咸晉級滬
大師賽四強大師賽四強。。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上海傳真上海傳真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1111 月舉行月舉行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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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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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將介紹《古代
科舉那些事——官場》。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五 2018年9月14日 Friday, September 14, 2018



BB1111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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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價限量供應中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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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選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許氏珍珠參
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8年9月14日 Friday, September 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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