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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休斯頓
最近的賭場

通往娛樂的極速通道

優惠券有效期至2018年10月15日止，每張優惠券僅限兩人使用，
兩人須在同一場預訂中且均滿21歲。NASKILA管理鄣保留所有權利。

支付 買1送1
享用 

包含$15的遊戲+$10的食物
參加買一送一活動須
出示這張優惠券

今日就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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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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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安良工商會為慶
祝中華民國107年雙十國慶聯合於9月15日下午2時至下午3時30分，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的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國
慶醫療講座」，由僑界知名的毛志江醫師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吸引
許多僑胞踴躍參加。講座由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安良工商會江麗
君會長致歡迎詞，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黃春蘭副主任委員都出席並祝賀
該活動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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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志江醫師以國、粵雙語交互進行講解何
謂 「預防醫學」，深入淺出，熱情幫助僑界人士保持身體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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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簡單提綱契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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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志江醫師在會上介紹人體吸收的三大營養種類，並說明人體內吸收
的毒素需從不同的管道排出體外，可以從肺、腎臟、皮膚、大腸及肝臟系
統排出體外，所以平常維護這五大排毒系統是重要課題。毛志江醫師並為
僑界人士解答醫療問題。隨後，江麗君會長邀請該會理事分享養生之道，
期望大家能互相交流好的方法使得生活品質更佳。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主辦國慶醫療講座
毛志江醫師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 嘉惠僑胞

國慶福遍郡慶祝遊行 ( 9/28/2018星期五，上午七時至中午十二時)由國慶
籌備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及中華老人服務協會聯合參與的 「第八十二屆福遍
郡博覽會遊行」將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7時開始。古色古香的馬車掛滿
中華民國及美國國旗及慶祝107年中華民國國慶的橫幅將吸引上萬觀眾的目光
，加深美國民眾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印象。活動聯絡人：中華老人服務協會趙婉
兒會長。

國慶花藝展覽（9/29/2018－9/30/2018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卅分 ）
「國慶花藝展覽」是由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松年學院非常感謝休士

頓社區多年來對該學院的終身學習教學的支持，特別在慶祝該學院成立15週
年暨中華民國107年雙十國慶之際舉辦 「國慶花藝展覽」。該展覽於九月廿九
日及九月卅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除了知名的
池坊流，草月流插花展示及現場表演外，還有插花學習課程。並有家庭園藝及
蔬果的培育展覽並贈送花苗等。同時現場也將介紹氣道書法，當場揮毫，使僑
社認識國學精粹。歡迎大家踴躍參加。聯絡人：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

國慶投資講座（9/29/2018星期六，下午一時至五時）
為慶祝中華民國107年雙十國慶，美南大學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九月廿九

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假僑教中心展覽室特別主辦 「國慶投資講座」。邀請投資理
財專家張南庭先生為僑胞朋友們提供 「股票市場投資技術及經驗分享」專題演
講。預計將會吸引眾多僑胞朋友們的參與，座位有限，免費入場，敬請準時參
加 。 聯絡人：美南大專校聯會鍾宜秀會長。

國慶休士頓華裔青年精英論壇（9/29/2018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

由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的國慶
「休士頓華裔青年精英論壇」將九月廿九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僑教中心
203室舉行。會長李迎霞將邀請長春藤名
校出身的 「中文沉浸學校」校長張兆麟，哈佛大學畢業、HISD的Board of Ed-
ucation宋嘉年，萊斯大學畢業和小兒科醫生協會會長賴雅嵐、及陳綺玲律師等
華裔精英於論壇中研討華裔青年在美國主流社會扮演的角色和在美發展的心路
歷程。聯絡人：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李迎霞會長。

雙十國慶海報展（10/3/2018至11/5/2018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卅分）
雙十國慶海報展訂於十月四日至十一月五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卅分假僑

教中心文化走廊舉行。該項活動由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中文學校聯誼
會陳根雄校長表示，海報展的內容以台灣為主，形式及色澤不拘，以正面勵志
為軸，並以台灣文化、地理、親情、景點為主。歡迎各界屆時前往觀賞。

雙十國慶西畫展（10/5/2018至10/15/2018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雙十國慶西畫展訂於十月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假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休士

頓西畫社社長李美音表示：國慶西畫展將展示該社七位老師及三十位學生的作
品，每一幅作品都是會員們的精心傑作。其中一位老師並將捐贈三幅作品供抽
獎用。該畫展訂於十月六日中午12:00舉行開幕儀式。每日的展覽時間是上午
十時至下午四時，歡迎各界踴躍前往觀賞，並有精美點心招待。聯絡人：休士
頓西畫社李美音社長。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7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安良工商會於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安良工商會於99月月1515日下日下
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聯合舉行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聯合舉行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 ，，由僑由僑
界知名的毛志江醫師主講界知名的毛志江醫師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什麼是預防醫學」」 。（。（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江麗君會長江麗君會長（（左五左五）、）、馬黛華副會長馬黛華副會長、、王煒蘭王煒蘭、、林國煌前林國煌前
會長會長、、王妍霞王妍霞、、潘理事潘理事，，主講人毛志江醫師主講人毛志江醫師（（右五右五），），雙雙
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委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僑教中心莊雅淑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主任，，同源會陳慶輝會長出席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同源會陳慶輝會長出席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主辦主辦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親子愛不礙親子愛不礙?? 世台生命達人引領您開啟親子幸福對話的一扇窗世台生命達人引領您開啟親子幸福對話的一扇窗
(本報訊)由世台聯合基金會、世台生命教

育學會共同主辦，慧智文教基金會承辦的生命
達人巡迴講座，即將於10月27日星期六晚上
7:00-9:00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大禮堂舉辦
，以改善親子關係疏離、突破父母教養迷思為
主題， 帶領大家一同體驗並開啟與家人心與
心的對話。

本次巡講特別由台灣請來兩位專業的重量
級生命教育達人，一位是將薩提爾帶入教育的
第一人李崇建，他是作家、老師，也是溝通大
師。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心理諮商師，卻用一對

一冰山對話的模式，讓數千個晤談個案，從溝
通中找回愛,，從眼淚中重拾力量。

另一位講師則是格林文化發行人郝廣才，
被美國《出版人週刊》譽為 「台灣與國際繪本
界接軌的推手」， 著作屢獲國際大獎，他主
持的電視節目《改變世界的密碼》，以一天一
故事探討人生，更是佳評如潮。他將引領您以
宏觀的視野看教養， 以激發孩子的潛能，給
他們最大的翅膀!

講座門票共有$15, $30, $50三種，您所付
票價的 80%， 可憑票根抵稅，全數收入將捐

給世台生命教練培訓計畫，作為永續經營幸福
華裔社區的基金，這不但是珍貴的學習機會，
更能一同以行動來傳愛，讓北美各地的生命教
育有更多資源與諮商專業的投入，從點到面發
生改變的力量，一起建立永續的公益生態。座
位 有 限 ， 訂 票 速 洽 (713)517-7712/ (832)
940-4096/meeihwaliu@gmail.com， 或 到 世 台
生命教育學會臉書專頁填寫訂票單https://goo.
gl/forms/HtAnb3Vc2IO7rzDq2， 今年只有一場
，一票可同時聽到兩位大師演說，千萬不要錯
過!

精彩自己 - 鍾玉梅獨唱音樂會 將於2018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晚上舉行

愛之聲聖詠團音樂會愛之聲聖詠團音樂會
(本報訊) 時間:十月六日星期六，傍晚6:30開始
演出地點:Tallowood Baptist Church,
地址: 555 Tallowood Road, Houston, TX 77024.
愛之聲聖詠團的團員是來自不同教會的會友,懷抱著

傳承先輩們演唱基督教聖樂的熱忱,以練唱聖樂來提升音
樂事工的品質,深化基督徒信仰為心志. 針對一些小型教會
或團契的需求,愛之聲聖詠團經常以美妙的詩歌及名曲到
各地巡迴演唱,將基督教聖樂的精華,呈現給教會的弟兄姊
妹.為了促進聖樂,傳揚基督福音, 愛之聲聖詠團也定期的
舉辦公益慈善音樂會.例如2014年音樂會所募之款幫助了
當時剛成立的號角的希望之音的癌友關懷合唱團．2015
年的音樂會所募之款也幫助了一些全職宣教師．

今年，愛之聲與休士頓海外宣教會攜手合作，將舉
辦2018信望愛頌恩慈善音樂會．今年的音樂會，有精選

的樂曲聖歌,曲風獨特,古典巧麗.由卓美佐師母指揮的女聲
合唱及男女生混聲合唱.此外還有享譽國際的鋼琴家隆愛
真博士的鋼琴獨奏，以及黃奕明牧師的薩克斯管獨奏．
希望我們的歌曲與音樂這些美妙的愛的聲波,傳送出神的
恩慈.一波接一波的帶給觀眾溫馨,滋潤,安慰,盼望與喜樂.
這次音樂會所募之款項將作為獎學金幫助台灣玉山神學
院的原住民傳道人．

敬請大家慷慨贊助支持.以下有三種方式,請您考慮:
1. 請購買音樂會入場卷, 有$10及$50兩種票.
2. 請隨意樂捐.
3. 可在音樂會節目冊上刊登您的廣告.
洽談詳情,請電話聯繫 Jessica Xu (832)964-5820 或

Cheryle Lu(832)500-4490

(本報訊) 王維國音樂室將於 2018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晚上 7
點 30 分, 在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柏林音樂廳, 舉辦女高音鍾
玉梅“精彩自己”的獨唱音樂會。

在這場音樂會中,鍾玉梅將用中文、義大利文、拉丁文、德
文和英文等多種語言演唱六組十九首歌曲,包括中國大陸的民歌
和藝術歌曲、台灣的校園民歌、宗教、歌劇以及電影主題曲。音
樂會以一組描寫中國大陸草原大自然美景的民歌: “草原夜色美
”、“牧歌”和“七月的草原”開始;接下來是三首歌劇詠嘆調:
普契尼的“O Mio Babbino Caro”選自“賈尼 斯基基”、莫扎特
的“Porgi Amor”和“Sull'aria...Che soave zeffiretto”二重唱,選自
“費加羅的婚禮”;緊接著是一首義大利歌曲“西班牙女郎”;上
半場最後一組歌曲是校園民歌,以“橄欖樹”做結束。音樂會下
半場以“聖母頌”組曲為首,其中包括古諾、巴哈和舒伯特的經
典版本又融入 Beyoncé 的現代流行元素;下一組是中國古典詩詞

歌曲:白居易的“花非花”、 李煜的“相見歡”、李之儀的“我
住長江頭”; 然後是一組英文歌: 1967 Louis Armstrong 首錄的單
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電影 Pocahontas 的 ”Colors of
the Wind”、與王維國老師合唱電影 Wizard of Oz 的“Over the
Rainbow”;最後以趙照編曲編詞的“當你老了”和羅大佑的“明
天會更好”由王維國音樂室師兄弟姊妹們伴唱,結束此場音樂會
。

參加演出的不僅有優秀的女高音李瑞芳,還有音樂室的幾位
優秀的男高音吳亞飛、呂少明、陳景科、陳東海和男中音孫國榮
。他們將演出“Sull'aria”二重唱、“多情的土地”、“OSole
Mio”和“教我如何不想她”。 鍾玉梅的舞友 Christi, Graciela,
Mariela, Ofelia 將為“西班牙女郎”伴舞。另外, 音樂室的師兄弟
姊妹們合唱“我願再回到故鄉”。 鍾玉梅還特別邀請了多年老
友助陣合唱校園民歌:“月琴”、“夢田”、“浮雲遊子”,加上

伴唱“橄欖樹”。
鍾玉梅,1974 台灣

大學畢業,結婚赴美讀
研,畢業後工作生子,平
凡忙碌。機緣參加了
合唱團,甦醒了年少時
的興趣。有幸遇到王
老師,經他啟開對歌唱
的初心。多年來,深入歌唱舞蹈,追尋癡迷。回首一看,精彩了自己
。

音樂會免費入場,歡迎大家光臨。
2018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六晚 7 點 30 分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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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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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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休斯頓經貿合作交流會在希爾頓酒店舉行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張榕軒】由山東省淄博市經信委員會
主辦、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承辦的淄博休斯頓經貿合作交流會於9
月17日晚在休斯頓希爾頓酒店（Hilton Houston Galleria Area) 成
功舉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科技參贊
陳宏生先生、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先生、中國山東省淄博市人
民政府常務副市長楊洪濤先生、旅美專家協會會長李守棟博士、
以及淄博市和休斯頓的近百位政商界名人、成功企業家和嘉賓們
共同出席了此次經貿合作與洽談交流會。

劉紅梅女士在致辭時對中美在州一級、市一級的合作和中美
企業之間共同希望發展雙邊關係表示感謝，對淄博市楊副市長及
代表團來到休斯頓與各個機構展開密切的交流和合作給予希望和
肯定。她說大休斯頓地區近三十萬的華僑華人非常熱衷於促進中
美之間的科技和經貿的交流與合作，並且肯定了其對祖籍國的濃
濃赤子之心。她同時希望此次合作交流能儘早結出豐碩成果。

楊副市長首先代表淄博市人民政府和淄博市的企業家們向活

動的成功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各界人士至於誠摯的歡迎和衷
心的感謝。他指出淄博市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擁有110
多年近現代工業歷史，形成了綠色化工、機械製造、工業建材、
特色紡織等工業工程。中國有41個工業門類，淄博市就有39種
；淄博市是首批中國的老工業城市產業轉型示範區，同時他也是
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重要城市，是全國城市信息化五十強。他說
道：“淄博市與休斯頓市建立了國際友好合作關係，休斯頓大力
發展港口經濟，不斷加大創新投入，推動了傳統的石油產業。成
功打造了能源之都、太空之城和世界醫療中心；一直是淄博市學
習的榜樣。未來，淄博將著重發展新材料、智能裝備、新醫藥和
電子信息四大方面；推動高質量發展。”他表示兩座城市的發展
空間會無比廣闊，眾多領域的合作達成超出他的預期效果。他同
時熱情歡迎各位到淄博市觀光調查。

接著，國會議員Al Green先生對各位來自中國的嘉賓的訪問
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對於楊副市長及代表團來到休斯頓表達了由

衷的祝賀。他同時講到休斯頓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良好的經濟
經貿合作是受到高度鼓勵和支持的。這也是中美雙方友誼的進一
步提升。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的代表張晶晶女士、旅美專家
協會會長李守棟先生等分別為推介交流致辭。

會議期間，國會議員Al Green向旅美專家協會贈送褒獎狀，
淄博逸風醫療有限公司曲軍總經理和 DSL OCEAN GROUP 的
Michel Doughlas博士以及山東優益環境技術有限公司曹成董事長
和Water LAB 的Kevin Morgan董事長分別簽署了合作意向書。

楊洪濤副市長代表淄博市人民向國會議員Al Green贈送了禮
物，李守棟會長向楊洪濤副市長贈送了具有美國西部特色的德州
牛仔帽。

在交流會期間，中國山東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楊洪
濤先生接受了美南國際電視台新聞欄目主持人張榕軒（Carina)
的專訪，就此次經貿合作、中美雙方關係等話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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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主要有5個主權國家：丹麥，挪威，冰島
，芬蘭和瑞典。如果在北歐有些事情是一定不能錯
過，那便是看極光。挪威特羅姆瑟，瑞典阿比斯庫
，芬蘭拉普蘭，丹麥法羅群島，還有哪裡都有機會
看到極光的冰島。這些城市，被大眾評為了非去不
可的地方。

丹麥，世界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的誕生地。首
都 『哥本哈根』集古典與現代於一體。 『新港』岸
旁的房屋五彩繽紛，大多數都建於300年前，而當
初的民居都已轉變成了餐廳或酒吧，供大眾娛樂休
閒。以童話故事《海的女兒》而建的 『小美人魚雕

塑』，雖然曾經歷經了各種破壞，現在安靜地坐在
離岸邊不遠的石頭上。 『吉菲昂噴泉』由四條牛、
犁和吉菲昂女神組成。她左手扶犁，右手執鞭，充
滿女性的力和美。

經由冰川對河谷侵蝕而形成的挪威峽灣，最引
人入勝的有最深處可達1300多米的 『松恩峽灣』，
有眾多瀑布的 『蓋朗厄爾峽灣』，田園風景般的
『哈當厄爾峽灣』和途徑巍峨群山的 『呂瑟峽灣』

。這裡的風光更被評為‘世界未受破壞的自然美景
之首’。 『山妖之舌』因扁平細長的巖石而得名，
它在峭壁中延伸開來，海平面1000多米上，懸於空
中。 『肖斯瀑布』水流氣勢磅礴，從225米高處飛
流直下，轟鳴聲在寂靜的山谷間顯得額外地澎湃。

『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是極地以外最大的冰蓋
，覆蓋了冰島約8%的面積。而初見冰川便會被它所
震懾。嘗試在冰川上徒步，看似艱辛的路程，完成
後卻讓人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辛格維利爾國家公
園』是古代冰島議會大廈所在地，那裡最特別的便
是板塊大裂谷，分割了北美和亞歐大陸板塊，而據
說這個裂縫每年還在以2厘米的速度分離。 『藍湖
』在死火山之上，一股牛奶般的藍色，整個溫泉煙
霧環繞如仙境，雖岸上冷空氣刺骨，但湖裏卻十分
溫暖。這裡的矽石泥漿，還有護膚之效。

芬蘭 『聖誕老人村』是小孩子最喜愛的聖誕老
人的家，麋鹿在拉雪橇，北回歸線，郵寄商店寄明
信片。一座如同音樂廳的 『巖石教堂』，唯一建築

在巖石上的教堂。內部的巖石看似雜亂無章，但卻
是經由精心堆砌。全然回歸大自然的感覺。

以麵包和馬鈴薯為主食的瑞典，其中黑麵包尤
其出名，湛藍的 『波羅的海』，它的靜謐讓人身感
愜意。 『北歐博物館』能全然地展現北歐的文化和
體驗到瑞典人的日常生活。‘北方威尼斯’ 『斯德
哥爾摩』，不僅是瑞典的首都，而每年最著名的
‘諾貝爾獎’也都在這裡頒發，它更是全世界最美
的首都之一。（圖片取自網絡）

更多精彩行程盡在王朝旅遊，總有
一個讓您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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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食要求精上金冠食要求精上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9 月3 號星期一，是美國勞工節（La-
bor Day), 它屬於美國本土一個大日子，每
年在這個時間，美國民眾大多會利用這個
週末（週五、週六、周日 及週一），一連
4 天假期，出外串連旅遊。即使普通家庭
，也會留在家中，一邊欣賞電視節目、一
邊燒烤雞翼豬扒來享受優閒假期時光。
我夫婦兩人在美國學校任職，遇上勞工節
這樣重要的假日，當然可以盡情享受。不
過今次不是留在休市活動，而是驅車280

哩到德州達拉斯北面的一個袖珍市鎮Fris-
co 上去，探望兒子、媳婦、孫女一家三口
。儿子特別安排我們到 Lewisville Lake 這
個德州第一大湖上去遊泳。面對藍天白雲
、青樹綠波，令人心情舒暢，俗慮全消。
待得夕陽西下前夕，兒子又介紹我們到當
地一間豪華的中國酒家上去食晚飯。

聽兒子介紹，Frisco 市是一塊富庶地
方，達拉斯不少富有家庭，都到哪裡安居
樂業，連帶美國最著名的足球勁旅達拉斯

牛仔隊（Dallas Cowboy) 也在哪裡
建造起壯觀宏大的運動球塲來。影
響之下，美國各行各業的生意，也
移步到此。從事唐餐業務的華人，
一向緊跟時勢，也到該市開設中國
各種不同口味的菜式酒家來。我們

移民來自香港，酷愛粵菜，因而兒子便挑
選一家廣東菜的酒家來食晚飯。

當晚菜式是： 四人和菜，價錢60 元
，平均每客 15 元（我們四位成人、一位
女嬰）於今租金高、物價漲，60 元一頓晚
飯，不算昂貴，只是該店出品未夠級數，
四人和菜先推出例湯見客，青紅蘿白煲牛
𦟌湯，湯面上肥油太多，我這位 「為食書
生」要動手去除油潰，才誏家人飲用。四

人和菜正餐是： 腰果蝦仁、中式牛柳、琵
琶豆腐、貴妃雞。味道不過不失，要彈的
是腰果蝦仁中的腰果不夠脆，牛柳中的洋
蔥絲切得太幼，沒有食頭。琵琶豆腐中沒
有蝦蛟混合在一起，失去原來名氣[貼圖]
太太笑我吹毛求疵，兒子則同意我看法，
說我 「食要求精」。

談到 「食要求精」，我自然想起休市
的金冠酒家來。它的大廚佳哥及陳權等一
班廚房師父，廚藝精湛，故此出品優艮。
我夫妻由達拉斯返回休市時，亦約了好友
陳氏夫妻到金冠晚飯一聚。其間特跟頭廚
佳哥傾談幾句，約定八月十五中秋佳節之
前，再上金冠，享受粵菜佳餚，共渡中秋
佳節這個家庭團圓歡聚的好日子！

【本報訊】六十多年前，生計食品重金禮聘
了慈禧太后御膳房中的點心名廚，時隔半個世紀
，生計由第一代師傅所傾囊相授的獨門點心製作
技術，代代相傳至目前的第三第四代大師傅，雖
然歷經新舊師傅的交接傳承，但是生計始終堅持
著當初為太后細心準備精緻月餅之心態，無論在
色、香、味、美方面均力求完美，製作中一絲不
茍，完全維持一貫的皇室標準。

在美國一般商家分別由中，港，台海運來美
的月餅早已在三到四個月前就烘培完成經過一段
時間的保存，再加上長途運送的時間，消費者無
法體驗到第一時間的美味。生計食品堅持全程在
美國本地完成所有產品製造的一條龍作業，從嚴
格挑選食材開始，一路到餡料餅皮完全親力親為
，不假他人之手，衛生安全，完全通過州政府與
聯邦食品檢驗局之檢驗，保證新鮮。特別是鹹蛋
黃，更是完全符合USDA的衛生標準。為了顧客
的健康，生計食品絕對不用豬油，只採用純大豆
沙拉油，素食者也可安心享用，並且堅持少糖少
油低卡路里的原則來生產月餅。生計食品是有著

六十四年信譽的老字號，有絕對的品質保證，無
論是送禮或團圓夜的闔府同享，生計月餅對是您
的最佳選擇。

今年一般月餅的市場價格差不多比往年更高
出許多。生計顧慮到經濟不景氣大家的荷包緊縮
，因此盡量吸收成本，訂出最經濟實惠的價格，
讓民眾可以輕鬆享受美味的生計月餅，做為一年
一度的回饋。去年生計推出了御禮禮盒，獲得廣
大顧客群的熱烈迴響，在今年也將會是熱門主打
商品之一，由於含有多種口味且份量適中，可同
時滿足一家大小不同喜好，成了店中的人氣商品
。御禮禮盒內有閩南名點迷你綠豆凸；香酥濃郁
的芋頭酥；迷你小月餅，及廣受歡迎的鳳梨奶酥
，稱的上是現代與傳統的經典結合。

生計月餅於金山灣區十二家分店及全美各大
華人超市均有代售，也歡迎上網訂購贈送親朋好
友。網址: http://www.shop.shengkee.com或打
免費電話TEL:1-877-580-8000查詢。美南地
區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生計宮廷月餅~
一條龍製作 多重品質保證 送禮最佳選擇

美南地區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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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在美國，信用非常重要。很
多民眾平時不知道自己信用有問題，往往是在買
車子、買房子要貸款時，信用報告被對方調出來

，才知道自己的信用分數居然太低。對很多人來
說，如果信用分數不夠，很多事都辦不了，例如
，你想要買房子，可是信用分數只有680分，銀行
不肯貸款，那該怎麼辦？又比如新來的移民帶了
一筆安家費來到美國，可是信用分數不夠，那又
該如何是好？

上述這些例子，其實都不難處理，信用修復
專家（Portfolio Capital）的負責人 Nam Le 能幫助
你解決，他知道怎樣幫你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
完全合法，具有多年信用修復的經驗，他已經協
助許多人修復信用，提高信用分數，讓客戶順利
貸到款。

Le先生表示，在正常的情況下，一般在45天
的時間內，就可以讓你重獲經濟的自由，過程根
據信用法案， 100%合法。

美國是個講究信用的社會，人們使用信用卡
購物，成為主要的消費支付方式，出門不用帶錢
，只要帶個信用卡就行了，這是很多美國人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但是，對新移民來說，並不
一定有良好的信用紀錄。

其實，八成以上的美國人信用都不是完美的
，因為，只有少部分人會在這方面留心。生活在
美國，無論是開銀行帳戶、買車、買房子、租房
子、申請信用卡、甚至找工作，都會牽涉到信用
的問題。

事實上，優良的信用紀錄對你自己本身非常
有利，例如，良好的信用不但讓你獲得新車貸款
的批準，同時利息也較低。你的信用分數越高，
利息費用就越低。反之，如果沒有很好的信用，
不只是無法獲得優惠利率，甚至不能獲得貸款。

此外，有些公司依據消費者信用評級來評估
求職者的質量和個人理財行為，一個人有優良的
信用分數，可能會帶來更好的薪水、更多的福利
、與理想的工作。

Nam Le表示，任何人過去信用上的不良紀錄
都可以被修復，無論是多麼嚴重的紀錄，即使是

破產、拖欠、法拍、延遲，這些都只是 「紀錄」
，就法律上只要是 「紀錄」都可以被更新的。

你有過以下經驗嗎? 貸款申請被拒絕，信用檔
案中有未付逾期付款項目、法院判決你的信用檔
案（未付或付費）待決法院訴訟 - 傳票，你的信
用檔案有索賠聲明、信用檔案中的欺詐性身份盜
用、信用評分低（即使你有乾淨的記錄）、你的
信用檔案中的破產、稅收留置權、和喪失抵押品
贖回權，這些信用修復專家（Portfolio Capital）都
可以幫上忙。

信用修復專家（Portfolio Capital）總裁Nam Le
電話: 黃小姐 713-582-9857 (廣東話、國語、臺山
話)、713-826-9971(英文)、713-922-7998(廣東話)
。地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恆豐銀行大樓）。
網站www.kcportfoliocapital.com。

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台灣新銳編舞家張婷婷作品《時空抽屜》

舞蹈與視覺藝術的跨界合作 9/22於亞洲協會演出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榮獲 2016【美國麥考倫劇院舞蹈節】編
舞首獎，由臺灣新銳編舞家張婷婷所編創的作品《時空抽屜》(Per-
sistence of Memory)將於9月22日(週六)晚間7時30分在休士頓亞洲
協會演出。這場表演是舞蹈與視覺藝術影像的跨界合作，風格非常
特殊，融合畫家達利作品中的抽屜符號、和弗洛依德潛意識概念，
運用舞蹈肢體之美，呈現出最唯美的想像空間，相信能讓觀眾一飽
眼福。

張婷婷所領導的當代舞團TTC Dance為臺灣近年新興的舞蹈團
體，自2013年起，舞團足跡已踏遍法國亞維儂、昂熱、英國倫敦、
美國洛杉磯、登頓、西班牙偉斯卡、新加坡、吉隆坡、上海、廣州
、西安、臺北、及高雄的舞臺。希望透過到各地的巡演，達到國際
文化藝術交流、以及拓展作品的能見度，持續將原創性的舞作推上

國際舞臺。
《時空抽屜》榮獲 2016 「美國麥考倫劇院舞蹈節」 編舞首獎，

曾於2017年入圍並受邀至 「WSD世界劇場設計大展」 演出3D視覺
技術升級版，也受邀於馬德裏西古希洛環形劇院藝術節、 「上海
Dance Stage 國際現代舞節、西安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臺東
藝術節等演出。張婷婷以舞蹈和繪畫的概念出發，強調動態雕塑肢
體的新美學主義，重新解讀畫家達利作品中 「抽屜」 的符號意象、
以及佛洛依德的潛意識說與兩性哲學。

張婷婷的母親是水彩畫家許藹雲，她自小耳濡目染，接受藝術
薰陶，在習舞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將舞蹈藝術和視覺藝術結合的
念頭。張婷婷表示: 「我希望現代舞除了肢體動作上的實驗和表現，
還可以透過視覺和空間的運用，做出更多的可能性。」 終於在此作
品中實現心願。《時空抽屜》以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達利畫作雕塑裡
的 「抽屜人」 意象為發想，並結合 3D 投影，舞臺上除了有大型的
實體抽屜，也有 3D 動畫投影抽屜，舞者必須與虛實交錯的抽屜共
舞。

達利在作品中以抽屜比喻為祕密，每個人都有許多秘密，這些
秘密有如抽屜，可以一格一格拉出來，也可以深深鎖住， 「我運用
達利的概念，讓舞者在抽屜裡翻找、探尋自己和別人的記憶、祕密

，舞者有時也會躲進抽屜裡，變成祕密的一部分。」
張婷婷從小學舞，出生於臺北，後赴美到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UCR)深造，取得舞蹈博士的學位，師承現代舞大師Donald McKayle
。她曾在2007年獲得麥考倫劇院國際舞蹈節編舞大賽首獎，2012年
回到臺灣創立 「張婷婷獨立製作」 (T.T.C.D.)，不斷地受到世界各地的
邀請演出。

「張婷婷獨立製作」 當代舞團的 「抽屜系列」 結合不同領域的
專家，一同發揮想像空間，包括前香港城市當代舞團首席燈光設計
師吳文安、旅法影像設計師林經堯、國際知名即興鋼琴家李世揚、
舞臺設計師陳威光等專業人士，攜手跨界創作。藉由肢體動作與舞
臺影像靈活互動，讓觀眾透過3D眼鏡一窺記憶的浮光流影，體驗嶄
新的舞蹈視覺。

此活動由臺灣文化部支持，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書院
、及休士頓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合作。購票
資 訊 ： 亞 洲 協 會 德 州 中 心 網 站 AsiaSociety.org/Texas； 電 話:
713-496-9901。

《時空抽屜》 Persistence of Memory演出時間︰9/22 (週六) 晚
間 19:30。地點: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地址: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張婷婷作品張婷婷作品《《時空抽屜時空抽屜》，》，攝影陳長誌攝影陳長誌

信用分數不夠嗎？幫你處理不良紀錄
信用修復專家 協助你重獲經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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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萬通互惠理財資深經理蔡超群萬通互惠理財資深經理蔡超群、、周政賢歡迎周政賢歡迎
葉德雲與會葉德雲與會

萬通互惠理財資深經理蔡超群與工作團隊萬通互惠理財資深經理蔡超群與工作團隊、、市場市場
主任主任Amy ProvezisAmy Provezis、、經紀經紀林育敏林育敏、、Tam Ho,Tam Ho,周政周政
賢等賢等

台商會顧問周政賢台商會顧問周政賢、、僑務委員張世勳參加僑務委員張世勳參加
台商會九月份會員下班後聯誼台商會九月份會員下班後聯誼

林育敏經紀介紹萬通互惠理財提供種類廣泛的林育敏經紀介紹萬通互惠理財提供種類廣泛的
產品和服務產品和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包括人壽保險、、傷殘收入保險傷殘收入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年金年金、、退休計劃和其他僱員福退休計劃和其他僱員福
利利

萬通互惠理財大休士頓地區總裁萬通互惠理財大休士頓地區總裁James StarnJames Starneses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台商會徐世鋼副會長夫婦聯袂出席盛會台商會徐世鋼副會長夫婦聯袂出席盛會

近百位台商會會員們出席在萬通互惠理財會議室近百位台商會會員們出席在萬通互惠理財會議室
舉行下班後聯誼舉行下班後聯誼

99月月1313日部份出席會員在日部份出席會員在Mass MutualMass Mutual會議室與會議室與
萬通互惠理財工作團隊合影萬通互惠理財工作團隊合影

台商會陳元憲台商會陳元憲、、陳元華陳元華、、賴坤泉等參加台商會會賴坤泉等參加台商會會
員下班後聯誼活動員下班後聯誼活動

台商會九月份會員下班後聯誼台商會九月份會員下班後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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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11大獎賽新加坡站大獎賽新加坡站：：
漢密爾頓奪冠漢密爾頓奪冠

梅賽德斯車隊英國車手漢密爾頓以梅賽德斯車隊英國車手漢密爾頓以11小時小時5151分分1111秒秒611611的成績奪的成績奪
冠冠，，紅牛車隊荷蘭車手維斯塔潘獲得亞軍紅牛車隊荷蘭車手維斯塔潘獲得亞軍，，法拉利車隊德國車手維泰爾法拉利車隊德國車手維泰爾
獲得季軍獲得季軍。。

[[

中
超
中
超]]

山
東
魯
能

山
東
魯
能22

--
11

廣
州
富
力

廣
州
富
力

東京賽梅拉德東京賽梅拉德00--22康塔維特康塔維特



BB99體育消息
星期五 2018年9月21日 Friday, September 21, 2018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冰 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

■■林書緯身披富邦勇士戰衣在林書緯身披富邦勇士戰衣在
澳門出戰澳門出戰““非凡非凡1212””籃球賽籃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正於澳門出戰“非凡12”籃球賽的
富邦勇士首戰雖然以兩分憾負，

不過落敗仍難掩林書緯的出色發揮，這
名控球後衛個人獨取16分3助攻6籃
板，其中三分球6投4中更是顯示出他
夏天與哥哥林書豪一起特訓的成果，視
史堤芬居里為偶像的林書緯希望三分球
能成為自己最大的武器：“史堤芬居里
不是很強壯、跳不高也不是很快，但他
三分球很厲害，看他比賽可以學到很多
東西，在美國的訓練都以三分球為重
點，除了準繩度外，如何製造空位出手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不覺得哥哥的名頭是壓力
林書緯與林書豪感情很好，雖然

兩兄弟身處不同戰場，但對籃球的執着
卻始終連繫着雙方，林書緯從不覺得哥
哥的名頭會給自己帶來壓力：“自哥哥

打入NBA開始已經習慣了外間的看
法，這不是什麼問題，我只會集中做好
自己。”對他來說林書豪是心存景仰的
偶像，也是亦師亦友的教練，林書緯表
示上季SBL，哥哥每星期都會觀看他比
賽的影片，然後作出建議：“他會很認
真研究我的比賽片段，然後告訴我什麼
地方好什麼地方需要加強，提醒我需要
注意的問題。”
林書豪重傷後已接近一年沒有比賽，

但林書緯相信哥哥終可克服傷患再於NBA
發光發熱，正如他確信自己可以走出一條
屬於“林書緯”的籃球路。兩年前於SBL
首個賽季即成為新人王、入選年度第一陣
容，可惜上年卻因為傷患與總冠軍擦身而
過，林書緯對即將開始的新球季期望極
高：“我們一定會拿到總冠軍，我相信我
們機會很大，有一個成熟而合作已久的班
底，當然MVP亦是我的最大目標。”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20日在常州進入
第二輪較量。香港男單“一哥”伍家朗
直落兩局淘汰雅加達亞運金牌得主、印
尼球手喬納坦．克里斯蒂 ，躋身8強；
而港羽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也險勝馬
來西亞組合陳健銘/賴沛君成功闖關。
現時世界排名第11位的伍家朗，首

日輕取印度球手 Prannoy H.S.晉級次
輪，20日面對亞運冠軍喬納坦．克里斯
蒂，首局雙方戰成17平手，其後伍家朗

接連得分，以21：18先下一城；次局，
勢氣如虹的港將節節領先，以21：16奠
勝，今日伍家朗將與國家隊新銳石宇奇
爭奪4強席位。

混合雙打方面，港隊亞運銀牌組合
鄧俊文/謝影雪迎戰馬來西亞的陳建銘/
賴沛君，首局以19：21失守，第2局以
21：16扳平，決勝局雙方鬥得難分難
解，15平後一直戰至21平，最終港羽在
關鍵時刻連取兩分，以24：22險勝，躋

身8強，今將與印尼組合爭奪準決賽資
格。
國家隊方面，石宇奇以 19：21、

21：18、21：15淘汰韓國的李鉉耳，打
入男單8強，黃凱翔/王懿律21：11、
21：2輕取印尼組合阿山/亨德拉，由於
後者在前天的首輪比賽以2：0淘汰國羽
的劉成/張楠，故20日的比賽“黃王配”
可謂成功為隊友復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據馬來西亞報章《中國報》消
息，患上呼吸系統疾病的馬來西亞羽
球男單一哥李宗偉（圖）將於下周完
成治療，並有望在兩周內回大馬。

馬來西亞羽球總會秘書黃錦才透
露，李宗偉的療程預料會在下周完
成。“希望他會在兩周內回到馬來西
亞。回來之後，他可能會再休息一個
月。”至於李宗偉何時能回到賽場，
黃錦才表示會先讓醫生作出評估。
現年36歲的李宗偉於7月被傳

媒爆出患上呼吸道疾病，被迫退出
了南京世界錦標賽和印尼亞運會，
隨後飛往台灣進行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背負林書豪胞弟之名，對林

書緯來說是光環，但不是壓力，經過SBL（中華台北超級籃球聯

賽 ）兩年間的高低起跌，林書緯已準備好在新一季再創高峰，

開拓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籃球之路。

伍家朗“鄧謝配”中羽賽次輪齊捷

李宗偉結束治療料兩周內返大馬

■■林書豪林書豪（（左左））與林書緯在與林書緯在20172017年年
一場表演賽中並肩上陣一場表演賽中並肩上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書緯林書緯（（後排左後排左）、）、林書豪林書豪（（後排後排
右右））和父母合影和父母合影。。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鄧俊文鄧俊文//謝影雪謝影雪（（右右））攜雅加達亞運銀牌之威出戰中羽賽攜雅加達亞運銀牌之威出戰中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伍家朗狀態回勇伍家朗狀態回勇，，中羽賽晉中羽賽晉88強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書緯（Joseph Lin）
出生日期：1992年6月21日（26歲）

出 生 地：美國加州帕羅奧圖

身 高：1.83米

體 重：70公斤

司 職：控球後衛

職 業 生 涯

大學時期就讀漢米爾頓學院經濟系，
並代表學校參加NCAA第三級籃球
賽，曾入選聯盟年度第二陣容；

2015-2016賽季加盟SBL富邦勇士，
即榮膺當年的開幕周最佳球員，及以
平均12.1分、4.1籃板與4.4助攻當選
年度助攻王、年度最佳新人及入選年
度第一陣容；

2016-2017賽季SBL全明星賽，與富
邦隊友魏維攜手贏得技術挑戰賽冠軍。

歐聯G組首輪皇馬主場對意甲羅
馬，相比上屆歐聯決賽陣容，皇家馬德
里新任主帥盧柏迪古保留了正選11人
中的10人，僅離隊的C．朗拿度位置
被加里夫巴利取代。已成就歐聯三連冠
的皇馬攻勢如潮，艾斯高臨完半場罰球
中鵠。加里夫巴利又在58分鐘的快速
反擊中勁射遠柱入網。重回皇馬後首次
登場的25歲新7號馬里安奴戴亞斯，補
時階段晃過敵衛妙射彎入死角助這支西
甲豪門贏3：0完場。皇馬隊長沙治奧
拉莫斯是役領下他第37面歐聯黃牌，
超越史高斯成為歐聯歷史“茅躉王”。
E組，五奪歐聯冠軍的德甲班霸拜

仁慕尼黑，有利雲度夫斯基與倒戈母會
的中場連拿度辛捷士先後破網，作客輕
取葡超賓菲加2：0。同組阿積士主場大
勝AEK雅典3：0。 ■綜合外電

皇馬新7號眼前一亮

■■連拿度辛捷士連拿度辛捷士((右右))慶祝入球慶祝入球。。
路透社路透社

■■馬里安奴戴亞斯馬里安奴戴亞斯
((右右))表現有驚喜表現有驚喜。。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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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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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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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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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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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
國系列之美國人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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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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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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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