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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8年10月12日 Friday, October 12, 2018

（本報訊）‧ 時間: 2018年10月13日(週六)，下午10 am-12:00pm
‧ 主講人:李元鐘
(李元鐘保險公司負責人，美國前十大產物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中心
本週六10月13日，休士頓著名保險公司負責人李元鐘先生所將繼續上週

六(6日)的演講有關
2019年各家保險公司對於老人保險計劃變革和相關因應的對策講座，給

予廣大會眾們進一步相關醫療保險資訊。
10月13日(週六) 社區服務講座將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講座當

日為免費入場，講座中將不涉及推薦或銷售。現場並備茶點招待。舉凡有興
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歡迎踴躍參與諮詢，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到場，以
免向隅。美南銀行(Member FDIC).

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中/英文)，或 email : ling.ch-
uang@swnbk.com

李元鐘，臺灣淡江大學保險系畢業，哈特福大學〈University of Hartford

〉保險碩士。康州首府哈特福市被譽為〝世界保險之都〞，李元鐘的保險專
業生涯長達二十多年之久，曾長時間歷任大型保險公司理賠專員，個人持有
幾乎所有的高階保險專業認證資格，包括全球僅三萬多張的保險業國際最高
認證的CPCU〈產險及責任險最高證書〉，以及需要有長期實務經驗才可能
考取的 ASAI〈非標準保單證照〉和 AMIM〈海上保險師執照〉等等。

有關美南銀行
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休士頓美南銀行控股公司（SWNB Bancorp，Inc）及

其子公司美南銀行(Member FDIC)創立於1997年。 21年來，該銀行通過參加
各族裔社區各類活動和慈善活動，努力與社區保持良好互動。每月不定期的
舉辦各種不同專業講座，儘可能提供社區全方位多元化資訊。

在休士頓中國城、糖城Sugar Land，奧斯汀Austin、達拉斯布宜諾Plano、
李察遜Richardson等地區均設有分行，供全面位的商業及個人銀行業務和服務
。在加州洛杉磯設有貸款辦事處。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
swnbk.com。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2019 老人保險變革及因應對策＊

（本報訊）國慶戶外健行烤肉( 10/14/2018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至中午三時)

由龍岡親義公所主辦的國慶戶外健行烤肉將於十
月十四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在 George Bush
Park舉行。龍岡親義公所要帶大家接觸大自然，呼吸
新鮮空氣，健走，放風箏，做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動。
並且品嚐美味烤肉，共享美食。在自然的美景中，快
樂交流，凝聚感情，讓光輝國慶更加多彩蓬勃。歡迎
全家一起來！！活動聯絡人：關邦健會長，趙婉兒。

國慶標準舞觀摩會（10/20/2018 下午六時卅分至

九時 ）
由王麗純舞蹈學校主辦的國慶系列活動 「國慶標

準舞觀摩會」將 於十月廿日（星期六）下午六時三十
分至九時於The Dance Place舉行。每年的國慶標準舞
觀摩會王老師都邀請國際知名的舞蹈家及最優秀的中
外舞者表演，舞迷們也可以一展身手，互相切磋。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請注意今年的場地是在 The Dance
Place 地 址 是 ； 6609 W. Sam Houston Parkway S., #
202, Houston TX 77072。購票請洽：王麗純老師。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7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今年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區健康日活動
（本報訊）預防勝於治療!! 秋風起, 感冒,

流感的季節也到了,不要忘了為我們的健康起
而行!!

慈濟將於 2018 年 10 月 21 星期日上午 09:
30 – 中午12:00

舉辦今年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
區健康日活動.

主辦單位請到了社區術德兼修的各科醫師
諮詢; 心臟科醫師張少歐,豐建偉, 施恵德; 家
庭/內科醫師,汪家成, 曹有餘,陳正德; 高血壓,
腎臟科醫師謝春; 骨科醫師, David Lin; 肝臟/
腸胃科醫師王洪濤; 家庭及傳染科醫師黃博文
; 婦科及不孕科醫師鐘正芳;牙科醫師 Crystal
VanAnh Phi, 中醫/針灸醫師Ellen Huang, 社會

服務諮詢周卓 .
在醫師諮詢之前主辦單位請到了HEB 葯

劑師Stephen Au, 十多位註冊護士為大家量血
壓,血糖, 膽固醇檢測, 量身高, 體重, 身體質量
指數(BMI )做為諮詢前數據的參考.有關的健
康教育. 光塩社在場提供C肝炎檢測,大便潛血
檢查,乳房攝影登記.

需要肺炎預防注射的民眾請帶保險資料(
卡).

主辦單位也提供為參加健檢者義剪, 它會
讓你看起來更年輕和漂亮. 主辦單位為了與健
檢者結緣也準備了一些結緣品.

主辦單位歡迎您, 讓我們一起為照顧我們
的健康努力加油.10月13日, 星期六下午2點-4點休士頓角聲中心"醫療保險講座"

（本報訊）今年的老人醫療保險10月15日就要開始了，截止日
是12月7日。這是提供給想要申請或更換計劃者的期間，2019年新增
加了1月1日至3月31日的開放申請期間，這是和以往最大不同的地
方，這期間是允許已經有醫療保險優惠計劃（Medicare Advantage
plan)的人想要轉到其他計劃，或取消原優惠計劃再申請補缺計劃
（supplement plan)或轉回到傳統醫療保險計劃的時期，但是如果不是
已經有優惠計劃而想要在這期間申請任何計劃都是不被允許的。另外
2019年有関Medicaid老人醫療補助計劃也有新的規定，就是將以往每
個月可以更改計劃改為一年只能最多更改三次，就是2019年1月到3
月可以改一次，4月至6月可以改一次，7月至9月可以更改一次，其
他時間不允許更改。有關老人醫療保險新的卡已將每人的原號碼是社

安號的全改為新號碼，
將陸續從4月起分區一個個寄出，凡收到新卡者可以銷毀舊卡，新卡
將規定於2020年1月1日每人都必須開始啓用。

鑒於多數人仍然不清楚年屆65歲應該如何申請醫保，休士頓角
聲中心為配合大眾的需求，將訂於10月13日, 星期六下午2點-4點在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379， Houston， TX 77036 角聲辦公室，
為大家回答各種問題，並協助處理各種疑難問題。需要事先電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位。

講座內容:
1). 10 月13日星期六下午2點-4點: 瞭解美國健康保險制度
老人醫療保險的四個組成部份? 誰有資格獲得醫療保險A部份?誰

有資格獲得醫療保險 B部份？誰能獲得醫療保險 C部份？誰能獲得

醫療保險 D部份？應在什麼時候申請醫療保險？醫療保險處方藥費
用的 「額外補助」?協助支付其他醫療保險費用的訊息? 2019年醫療保
險的最新資訊？離開工作保險最重要訊息?人長時間在國外需要保留
醫療保險嗎？有關罰款的問題?買不到保險怎麼辦？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18年。聯邦醫療保險合格專
業人員，有二十年服務經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問答專欄作
者。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2018 年中期選舉 10 月 22 日開始
休士頓地區召開亞裔候選人見面會休士頓地區召開亞裔候選人見面會

(本報訊) 秋高氣爽好時節，故人相約郊遊行去。 2018年10
月6日週六，休斯頓川渝同鄉會在糖城核桃公園（Pecan Park in
Sugar Land）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秋遊野餐會。場面熱鬧、溫馨、
感人。這項戶外野餐活動是川渝同鄉會的老傳統，從2000年開
始以來一直沿襲至今，每次都有豐富的各式獎品和精彩的文藝活
動。從上午11點開始，老鄉們帶著自己拿手的川菜陸續趕到報
名點登記。近200位川渝老鄉和熱愛川渝文化的朋友們參加了這
次聚會。老鄉們擺龍門陣，嘮家常，歡聚一堂，共敘鄉情；朋友
們乘興而來，盡興而歸！良辰美景，共享麻辣佳餚。這次活動除
了巴适地道的美食，還讓人感受到了火辣辣的熱情和一種飲水思
源的僑愛。

火辣辣的熱情來自休斯頓地區廣受好評的川菜館、川渝企業
家、和廣大川渝老鄉。跟以往川渝野餐會不同的是，這次野餐活
動得到了休斯頓地區多家川菜館的大力支持，比如雙椒餐廳、小

熊川菜、龍門陣川菜、面面聚道、滋味成都、牛角尖火鍋等。這
次野餐的美食主要由這些廣受好評的川菜館贊助，剩余小部分是
由非常擅長美食的川渝理事們提供。川渝同鄉會理事會就只需準
備水果和水。這麼大規模地地道道的川菜，令大家大飽眼福大飽
口福，吃得神清氣爽、意猶未盡，吃完後立馬期盼明年的美食。
這次秋遊野餐也得到了來自川渝的很多商家和企業家的大力支持
，比如徐云女士的完整修車廠、陳祖貴的盛豐稅務理財事務所、
劉俐延(Setara, 美國德州房地產)、董菲(紐約人壽)、現任會長徐瑜
女士等。他們帶來了很多的抽獎獎品，讓到場的老鄉和朋友飽餐
美食之餘，還能拿到令人開心的獎品。

活動現場老鄉們還踴躍為遠在四川雅安的休士頓僑愛小學募
捐。在短短的10分鐘內就收到數十人次的捐贈，總數超過今年
捐款預算的一半。僑愛小學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後休斯頓
川渝同鄉會募集的善款幫助籌建。之後每年川渝同鄉會都為僑愛

小學募捐，並每年將募集的愛心善款轉交給僑愛小學的師生們作
為優秀學生獎學金，貧困學生助學金，及老師獎金。感謝所有關
心和參與捐款出力的老鄉及朋友們！

活動最後在休斯頓知名華裔歌手陳涵林的美麗歌聲中結束，
秋季野餐取得圓滿成功。

休斯頓川渝同鄉會2018秋遊野餐會成功舉行
共享麻辣佳餚，不忘四川僑愛

(本報訊) 美國 2018 年中期
選舉即將於 10 月 22 日開始。
由於美國政局的劇烈變化,本次
中 期 選 舉 尤 為 重 要 。
OCA-Greater Houston (OCA
休士頓分部)希望全體華裔積極
關注和參與投票,增加華裔投票
率,並特邀參選亞裔候選人與華
裔社區見面。

本次休士頓地區參選亞裔
候選人共 15 位,其中 13 位民主

黨代表,2 位共和黨代表,打破歷
史記錄,是德州有史以來亞裔參
選人最多的一次。而且候選人
涵蓋各個層面,從聯邦國會議員
,德州最高法院法官,到德州議
員,縣級法官等,反應了最近政
局巨變帶來的亞裔參政的新高
潮。如果他們當選,德州將會出
現歷史上第一位亞裔國會議員
和德州大法官。

目前休士頓地區已成為美

國最多元化的大都市和德州亞
裔居民比例最高的選區。但同
時亞裔投票率在少數民族中最
低,影響力最小。是什麼原因促
使這 15 位候選人敢於參選,這
些職位又會如何關係到每個華
裔家庭的生活?請在普選開始之
前,參加休士頓地區唯一一次的
全體亞裔候選人見面會,了解他
們的心聲和他們參選過程中的
所見所聞,以及本次選舉對亞裔
社區的影響。

見 面 會 由 OCA-Greater
Houston 主辦,近 20 個非營利
亞裔組織包括華,越,韓,日本,印
度,巴基斯坦及東南亞等各族裔
團體參加。

活動時間:10 月 21 日週日
下午 2-4 點

地址: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9800 Town Park Drive

亞裔候選人及參選公職:
民主黨候選人 Democratic

Candidates
Sri Preston Kulkarni

第 22 國會選區聯邦眾議
員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22

http://Kulkarniforcongress.
com

R.K. Sandill
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 Jus-

tice, Supreme Court, Place 4
http://www.sandillfortexas.

com
For Immediate Release 10/

10/2018
Kathy Cheng
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 Jus-

tice, Supreme Court, Place 6
http://chengforjustice.com/
Alexander Jonathan Karjeker
德州眾議員 State Repre-

sentative, District 129
https://www.alexkforthe-

bay.com/
Gene Wu
德州眾議員 State Repre-

sentative, District 137
http://genefortexas.com
Hubert Vo

德州眾議員 State Repre-
sentative, District 149

https://www.house.texas.
gov/members/member-page/?
district=149

Frances Bourliot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Justice,

14Th Court Of Appeals, Place 5
http://francesbourliot.com/
Rabeea Collier
地 區 法 官 District Judge,

113Th Judicial District (Civil)
https://rabeeacollierfor-

judge.com/
Jason Luong
地 區 法 官 District Judge,

185Th Judicial District (Criminal)
https://jasonluongforjudge.

com/
Christine Weems
地 區 法 官 District Judge,

281St Judicial District (Civil)
https://www.weemsfor-

judge.com
KP George
縣 長 Fort Bend County

Judge
http://www.kpgeorge.com/
Juli Mathew
縣 法 院 法 官 Fort Bend

County Court at Law, Number 3
https://www.juliforjudge.

com/
Leshan D. Jayasekera
縣 分 區 庭 長 Brazoria

County Justice of the Peace
Pct.2 Place.2

http://Jay4Justice.com
共和黨候選人 Republican

Candidates
Syed S. Ali
德州眾議員 State Repre-

sentative, District 131
Aliforstaterep131@gmail.

com
Thomas Wang
德州眾議員 State Repre-

sentative, District 147
http://houstonunited.com/

休斯頓川渝同鄉會休斯頓川渝同鄉會20182018秋遊野餐會秋遊野餐會，，參加活動的部分參加活動的部分
老鄉及朋友合影老鄉及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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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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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功夫學院舉行新聞發布《少林傳奇 2018 》 11 月 11 日閃亮登場

【泉深 / 圖文】美國休斯頓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為慶祝學院
成立 20 週年，於 9 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
將於 11 月 11 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演出大廳舉行《少林傳奇
2018 》大型少林功夫中華武術匯展 (The Legend of Shaolin) 。

美國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的亞裔代表羅玲、美國國會
議員 Pete Olsen 的亞裔助理張晶晶、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中國
人活動中心主任周愛萍、美南河南同鄉會楊德清會長、美南山東
同鄉會房文清會長的代表王求峰理事、世界功夫報楊俊毅社長等
以及休斯頓各界代表和媒體人士出席了新聞發布會。

少林功夫學院院長釋行浩致辭，他說第一次籌備會議已於 8
月 26 日舉行，各方面的籌備工作已經陸續展開，這將是一個精
心打造的為全體學員展示學習成果、展現習武風釆的舞台！屆時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全體師生將匯集建校近二十年來的教學成
果 , 以少林、太極、長拳、龍獅等多種表演形式融為一體，向休
斯頓的觀眾奉獻一台精彩的中國功夫和中華武術的盛會 , 以回饋
社會各屆多年來對少林功夫學院的關愛與支持。北京奧運會武術
冠軍、現任首都體育大學教授趙慶建等重量級嘉賓也將親臨現場
。少林功夫學院弟子、美國國家隊隊員、世界冠軍蔡宗宏、吳恪
林 , 全美大學生冠軍 Billy N , Kaser Tin-U 等名將也將登台獻藝
。泛美運動會冠軍黃吉恩（ Jean Hoang), CCTV 超級寶貝總冠軍
王臻真等新秀也有亮麗的表演。

美國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的亞裔代表羅玲致賀辭，並
指出在舉辦《少林傳奇 2018 》匯展的同時，華裔選民也要積極
參與美國國會議員的中期選舉，無論支持哪個黨派都應參與投票

，因為選票是民眾的聲音。她同時也提醒民眾密切關注中美關係
的局勢變化，團結華僑華人的一切力量，居安思危，維護華僑華
人的權益。

美國國會議員 Pete Olsen 的亞裔助理張晶晶致賀辭時表示，
她不單單是代表國會議員 Pete Olsen 出席新聞發布會致賀辭，同
時也以家長身分發言，因為她的女兒之前曾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
院學習武術，她對少林功夫學院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她說，學院
不僅僅教授武術，還教會學生許多做人的基本道理。

華星藝術團鮑玲團長、華助中心周愛萍主任、美南河南同鄉
會楊德清會長、美南山東同鄉會房文清會長的代表王求峰理事、
世界功夫報楊俊毅社長等分別登台致賀辭，預祝《少林傳奇
2018 》匯展取得圓滿成功。

王鑫生國際藝術中舉辦創作理念暨意象繪畫觀摩教學講座
【 泉 深/

圖文】王鑫
生國際藝術
中將於 201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下
午 2 時 至 5
時在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
會 議 大 廳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TX77072）舉辦創作理念暨意象繪畫觀
摩教學講座。意象油畫是使更多的人進入油畫的最高境界即創作
。意象油畫既包含了意象又包含了油畫這兩個層面，追求的是
“心遊物外”、“物我為一” 的一種精神境界。意象油畫講究
得意寫形、澄懷味像，重意境的發生和詩意的傳達。王鑫生老師
將在現場用油畫的材料，隨意描繪心中對人物、色彩、風景以及
情感深處的某一種感動，它顛覆了傳統的油畫流程，也更接近藝

術的本體。免費出席，歡迎光臨！
國際著名藝術家王鑫生簡介
王鑫生老師不僅是一位馳名中外的藝術家，也精通文學、音

樂和舞蹈藝術，在全場近兩個小時的演講中，他將文學、繪畫、
音樂和舞台藝術貫穿始終。他風趣幽默，想像豐富，藝術思想深
刻，藝術表現獨特、震撼。他在講述中談到他為街頭乞丐創作出
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喚起人們對這些弱勢族群藝人的關
注。王老師有關李白的《月下獨酌》，用其意象的表現手法，想
像奇特豐富，使人物造型生動、浪漫，詩意瑩然；用中西結合的
手法，風格雄奇浪漫，意境獨特奔放，情感清新俊逸。王老師談
到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嵇康熱愛音樂，尤其
喜愛古琴，為此獨創一幅嵇康《獨散千古意》油畫，描述他在臨
刑前彈奏的《廣陵散》千古絕唱，將生命逼向完美的終極的釋懷
，可謂獨散千古意的曠世胸襟。

王老師在北京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南京總統府、江蘇
省美術館等舉辦了王鑫生個人油畫巡迴展；應特別邀請作為唯一
華人油畫家出席了中法建交五十週年紀念畫展和中美建交四十週
年預熱展；並在他的家鄉河南建立了第一座“王鑫生國際畫院”
；他的出生地西安也正在為他籌建大型 “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

”。在此期間他所創作的系列畫作不斷引起轟動，獲得各界高度
讚譽。

因此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 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共
同成立 “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搭建新時代東西方美學藝術
平台，推動世界和平與文化藝術交流。

王老師移居美國20餘年。他的藝術作品非常鮮明的體現了
中西方文化跨越的主題。在表現手法上，他把中國繪畫的意象手
法和寫意精髓融入西方油畫。

在人物題材繪畫方面，他引入東方意象表現主義風格，開闢
了油畫表現形態的先河。他把中國的寫意元素與西方表現主義的
油畫風格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新的繪畫語言。王老師在國際畫
壇享有崇高的聲譽，曾獲得美國國會授予的 “世界著名藝術大
師” 的稱號，哈佛大學授予終身藝術成就榮譽勳章”，以及休
士頓大學授予終身藝術成就獎。通過新建的 “王鑫生國際藝術
中心” 平台， 利用新聞媒體、互聯網和電視頻道等傳播媒介，
王鑫生老師竭誠歡迎各界藝術家、藝術愛好者舉辦藝術展覽與創
作交流，傳授藝術思想與繪畫技能，為培養優秀的藝術接班人，
為弘揚優秀的藝術作品共襄盛舉，把愛與和平傳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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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曾寫到“世界
上沒有任何地方像夏威夷那樣使我迷戀
，終身難忘。二十年來，或夢或醒，夏
威夷總讓我魂牽夢繞。多少記憶消失了
，夏威夷卻歷歷在目；人生滄海桑田，
夏威夷卻一如既往”。夏威夷，南太平
洋的島嶼，星羅棋布，一個世外桃源的
地方。夏威夷不僅僅是別人印象中的陽
光沙灘比基尼。在夏威夷度假有一種慵
懶、休閒且刺激的感覺。面朝大海，看
到它熱情似火的一面；面向山峰，又能
體驗到它的‘冰冷無情’。
由火山巖漿形成的夏威夷，主要由8個
大島嶼和124個小島嶼組成。最繁華、
人氣最旺以及最大的 『歐胡島』有威基

基海灘的無敵海景，匯集各類
一線品牌。在 『鑽石山』俯瞰
威基基海灘美輪美奐的景色，
『恐龍灣』盡情地浮潛，被它

平靜的海藍色擁抱入懷。 『珍珠港』親
身蒞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襲擊地，參觀
最後一艘退役的戰列艦‘密蘇裏號戰艦
’，了解二戰時的歷史。

『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觀賞屬於
這個民族特具代表性的表演。這裡還有
每年12月舉行的‘檀香山市馬拉松’。
海拔10023英呎的休眠火山‘哈雷阿卡
拉火山’形成了75%的 『茂宜島』，全
世界最美50條公路之一，被譽為天堂公
路的 『哈納公路』。無論是什麼時候，
看日出或是正午時分，到達茂宜島就一
定要去的 『哈雷阿卡拉國家公園』，一
個仿佛能觸摸茂宜島靈魂的地方。呈現
黑色的火山熔巖形成的礁石，富有特色

的黑色沙灘，伴隨著衝擊的海浪，儼然
成為了島上一道美麗的風景線。還有不
知何時會爬到沙灘上的海龜和天然月牙
形的 『月亮島』。

第四大島花園島嶼 『考愛島』，匯
集了大農場、甘蔗地、熱帶雨林、原始
沙灘和海中的懸崖等。處處點綴著蔥綠
的椰林。

太平洋上的大峽谷 『威美亞峽谷』
延綿23公裏，峭壁顏色紅黑相間，在觀
景臺上能一覽高聳的山峰和崎嶇的峽谷
。

全世界公認為最壯麗的海岸線的
『納帕利海岸公園』，在潮漲期間可以

噴射出高達15米水柱的 『號角噴泉』，
芳香四溢的 『咖啡農場』和小型的咖啡
博物館。作為夏威夷最年輕面積最大的
『夏威夷大島』，不僅能讓人體驗到全

球絕大部分氣候，還可以欣賞各類美景

。
位於 『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最活

躍的活火山 『基拉韋厄火山』，是令夏
威夷大島面積不斷擴大的原因。那裡還
有全長17公裏的環火山小徑，感受特殊
的熱帶雨林氣候和觀賞各類火山植物。
500年歷史的 『瑟爾斯頓熔巖通道』，
由火山熔巖凝固而成，巨大且延伸數十
米的洞穴。在手電筒的照射下，巖石中
的礦物質還會反射出各種顏色。

馳名的 『綠沙灘』仿佛是鋪上一層
綠寶石，主要由珍貴的橄欖石形成。而
全世界也只有 4 個綠沙灘。還有海拔
4200米以上的 『冒納羅亞火山』和 『毛
納基火山』，避開了光和空氣的汙染，
成為了最佳的觀星地點。（圖片取自網
絡）

王朝旅遊有4-7天夏威夷行程可供
客人選擇：夏威夷假期4-7天精品遊包

含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 (含入場費及自
助晚餐)，島內的機票，夏威夷假期精品
遊$359起。

更多行程盡在王朝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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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讓人魂牽夢繞的夏威夷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亞裔房
地產協會 (AREAA) 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
從上午 11 點半到下午 1:00 在位於 543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的
Hess Club 召開主題為 “2018 年休斯頓
商業房地產市場趨勢論壇” 的午餐研討
會。研討會由創會會長Dawn林 (林富桂
女士) 和現任會長Eugene王邀請及共同
主持本次研討會活動。 林富桂女士介
紹 AREAA會員資格，並鼓勵人們參加
AREAA 會員，以獲得更多的利益，更
好地為客戶和社區服務。會議議程包括
：上午11：30分 - 研討會登記/自助午
餐和聯誼。中午 12:00 - 由創會會長林
富桂女士/ AREAA休斯頓分會會長Eu-
gene 王致歡迎辭。中午 12:30 - 由 Eu-
gene王主持2018年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
場趨勢論壇的小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
答 的 議 程 。 問 題 解 答 由 Samuel Yee,

Sam Chang, Nikhil Shah 和 Esau Liu 輪流
回答問題。中午 12:45 - 由創會會長林
富桂和現任會長Eugene王主持抽獎活動
。

Samuel Yee/CBRE 是債務和財務結
構團隊的副總裁，在為人壽保險公司，
Freddie Mac，Fannie Mae 和華爾街管道
提供商業房地產債務的服務，承銷和融
資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他的工作重點
是休斯頓和美國各地的小額公寓貸款。
2015年，他推出了CBRE / Freddie Mac
小額貸款計劃，並擔任負責所有東海岸
業務的總承銷商，並為小型多戶貸款提
供超過20億美元的資金，並成為該計劃
的 最 大 貸 方 。 Sam Chang/Henry
Miller Brokerage Sam曾在資本市場集團
的CBRE擔任商業房地產，負責資產管
理，投資額超過 60 億美元。 他擁有豐
富的商業房地產背景，包括經紀服務，

物業管理，開發，並擁有統計建模，承
銷和債務融資的全面背景。 他解決了各
種問題並且是團隊領導者。 他擁有金融
業務管理學位。 他精通亞洲語言，擅長
普 通 話 和 廣 東 話 。 Nikhil Shah 是
SGRE Capital Group 的聯合資助者和管
理合夥人。 他在房地產和能源基礎設施
資產類別的開發，收購，主要股權投資
和籌資方面擁有20多年的經驗。他成立
了美國最大的太陽能運營商之一，在奧
斯汀投資 1.5 億美元太陽能商業項目。
他還與通用電氣資本公司合作制定投資
策略，來源和結構新投資，消費超過10
億美元的房地產和能源部門。 在與GE
合作之前，他曾在安然公司工作。他擁
有萊斯大學的MBA學位。 Esau Liu 出
生於台灣，1983 年作為 UT Dallas 的大
學生來到美國，獲得金融學士學位和研
究生學位。 1985 年開始在達拉斯的美
國銀行工作，作為信用分析。 2012 年
畢業於華盛頓大學PCBS研究院。 在銀
行業，負責貸款評估，C＆I中間市場，
社區商業銀行，跨國公司銀行，國際銀
行和商業房地產貸款。 我是 2010 年大
達拉斯亞裔美國商會的主席，自2011年
4月以來一直在德克薩斯州華美銀行服
務，現在是TX商業貸款的高級副總裁
兼董事。

小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答的核心

理念描述和報告美國購房的現狀及趨勢
， 摘要如下：在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
德克薩斯州的房地產市場相對平靜，休
斯頓房地產市場成為該國最穩定的地區
之一。休斯頓房地產繼續以略高於全國
稅率的速度升值。外國投資者承認休斯
頓是可預見的未來投資的最佳場所之一
。2018年的升值幅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6.1％ - 但休斯頓房地產市場長期繼續
看到更高的升值增長，三年升值幅度上
升至27.1％。 春季銷售季節和夏季銷售
季節的銷售仍然強勁。 商業地產不如居
民房地產，租房下降，空置率上升。 較

高的租金價格是商業倉庫及其租賃減少
的關鍵因素。 業務的不確定性可能是另
一個因素。 一年前在休斯頓房地產市場
購買的房屋平均價格上漲了11,062美元
。 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15,781美元。休
斯頓房地產市場也能夠引領經濟復甦。
在強勁的經濟和令人鼓舞的就業增長的
支持下，住房部門已經在2016年實現繁
榮。因此，休斯頓房地產投資預計會有
很大的增長。由於負擔能力低於全國平
均水平且需求沒有放緩的跡象，目前中
位數房價：$ 208,000 , 1 年期升值率：
3.8％, 3年期升值率：27.1％ 。

亞裔房地產協會在Hess Club召開10月午餐研討會
44名房地產專家解答今年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趨勢名房地產專家解答今年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趨勢

圖為亞裔房地產十月份午餐研討會現場圖為亞裔房地產十月份午餐研討會現場。。

圖為地產協會創會會長林富桂圖為地產協會創會會長林富桂（（右右11））與與44位主講人位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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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在十月六日上午在
美南銀行，著名的保險專家李元鐘先生為
休士頓長者們介紹老人保險，內容包括老
人保險的內涵、具體涵蓋哪些部分、以及
為什麼參加老人保險的計畫這麼重要？其
意義何在等，現場許多老人們都仔細聆聽
，會後紛紛表示受益良多。

眾所周知，年底是美國老人保險的重
要時期，每年的10月15日到12月7日老
人保險開放註冊期，是長者們進行參加或
轉換老人保險的時機，年長的讀者們要特
別掌握這段時間，好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計劃。

所謂的老人保險，是指 65 歲以上的
民眾所參加的 medicare(政府提供的)、以
及私人公司的保險計劃。只要有繳稅，工
作最少10年(每年至多拿4點，應滿40點)
，到年滿 65 歲時，就可加入聯邦醫療保
險(Medicare)。當年齡屆滿之後，一般人

會先到社安局去申請辦理聯邦醫療保險，
然後針對不足的部分，再比較各個私人保
險公司的計劃，擇優選擇。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其內容
主要分為兩大部分，Part A涵蓋 「住院」
部分，Part B則涵蓋 「門診」看醫生的部
分。要注意的是，聯邦醫療保險計畫並非
自動生效的，民眾須要先註冊(Sing-up)。

然而，因為傳統的聯邦醫療保險只涵
蓋醫療費用的80% ，並且沒有涵蓋藥物的
費用，對老年人而言稍嫌不夠，因此，許
多老人還會參加保險公司的計劃，這樣保
障會更全面些。

李元鐘在會中特別介紹一個計劃，不
僅門診看醫生、住院、與藥物的錢都含括
在內，同時一年還可以退費Part B部分高
達$1248元。

這個計畫是依照PPO，看專科醫生不
需要經由家庭醫生來轉診推薦(referral)，

好處是比較方便，選擇也比較多。不像其
他依照HMO的計畫，看專科醫生要先經
由家庭醫生來轉診推薦。

同時，這個計畫還包括全球急診，例
如說，如果到世界其他地方旅遊，或是回
台灣或大陸，萬一發生緊急的狀況，也可
以被保險計畫涵蓋。此外，牙科有每年的
$200 元的退還(reimbursement)、眼鏡每年
有$100元的退還。並且每個月還可以去參
加免費的健身房，多運動自然能減少看病
的機會。

一位民眾表示，其實老人家的福利確
實挺好的，若再加上懂得選擇好的保險計
畫，老年生活可以過得很有保障。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李元鐘保險經紀
公司。電話: 832-500-3228。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神葯咖啡價 人人買得起
醫學重大突破 數年內人類壽命或可延長至150歲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活得更長、
更健康，是許多醫學專家與生物學家努
力研究的目標。近期，在醫學上有個重
大的突破，震驚了全世界，這個發明與
每個人都息息相關，那就是一種抗衰老
神藥即將問世。UNSW科學家研發出了
一種藥物，可以讓人的壽命延長到150
歲！預計在2020年可上市。更棒的是
，新藥上市之後，價格比咖啡更便宜，
人人買得起，每個人都有機會返老還童
。

華裔的新南威爾士大學醫學科學院
NHMRC高級講師Lindsay 吳、與哈佛大
學科學院David Sinclair博士帶領的研究

團隊在蔬果中發現一種名為NMN的物
質 ( 菸 鹼 醯 胺 單 核 苷 酸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NMN)，可以修復 DNA
。此科學實驗在小白鼠身上做試驗，成
功的逆轉白鼠的年齡。經過注射NMN
的白鼠，不但肌肉不再萎縮，甚至長出
新的肌肉，不僅恢復年輕，壽命也成功
地延長了。好比六十歲的人，回到二十
歲的身體。

此項新技術牽涉到一種名為輔酶Ⅰ
（NAD）的物質，在健康的時候，哺乳
動物體內的輔酶I（NAD）濃度穩定，能
維持各種細胞的正常功能。然而，年紀
大了之後，體內的輔酶I（NAD）濃度下

降，輔酶I(NAD)的濃度決定細胞衰老的
程度，一旦濃度下降，細胞就會加速衰
老。

研究團隊主要領導者之一的Sinclair
博士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希望了解新藥
對人體的作用有多大。

一般科學實驗都要有比較的依據，
實驗前、後做比對，Sinclair博士在服用
藥物之前，他為自己的身體做測評，他
實際的年齡是49歲，然而因為日以繼夜
的做研究，生活不規律，他的身體年齡
已經高達57歲，相當於步入老年期。

在服用新藥之後，他的外表看起來
年輕許多，精神體力都更好。一段時間
之後，他再次對自己的身體做評測，居
然發現身體年齡從57歲變成33歲，如
同從老年返還到壯年。

這個結果大大震驚知道的人，對這
款新藥刮目相看，也不再對之產生懷疑
。

目前，Sinclair博士的親人已經試服
用這款新藥一段時間，他年屆80歲的老
邁父親服用過這
款新藥後，體力
大為增進，身體
日益強健，甚至
能參加背包露營
的活動，羨煞其
他同齡朋友。

更令人不可
思議的是，他的

嫂子服用這款新藥後，
原本已經停經的她，居
然再度懷孕。

華裔科學家吳博士
表示：這是迄今我們所
發現最安全、有效的抗
衰老藥物，能讓人延緩
衰老，促進細胞的再生
，不旦能對抗歲月的無
情侵蝕，也能幫助人類
更健康，同時還有修復
細胞的作用，能夠修復
化療對人體的傷害，克
服放射治療中嚇人的副作用。

鑒於研究的突破重大、影響深遠，
Sinclair博士和吳博士所帶領的科學家團
隊還獲得NASA的iTech獎，未來，這項
新研究也會被用來保護太空人抵抗輻射
。

吳博士表示，澳洲的藥品管理是全
球最嚴格的，新藥的開發要經過政府批
准的各期臨床試驗。如果試驗成功的話

，預計2020年可以問世。
然而，在新藥尚未問世之前，受到

Sinclair博士和吳博士研究的啟發，或許
民眾可以多食用含NMN物質的新鮮自
然食物，達到抗衰老的作用。那麼，什
麼食物含有NMN物質呢？像捲心菜、
酪梨(牛油果)、黃瓜、毛豆、和青花菜(
西蘭花)等，都含有這類物質，大家可以
適量的多吃。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保險專家李元鐘為民眾解說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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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成功舉行成功舉行

譚秋晴代表美國國會議員譚秋晴代表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於於99月月2222日日
晚在休士頓史丹佛藝術中心劇院晚在休士頓史丹佛藝術中心劇院，，給炎黃堂和休給炎黃堂和休
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頒贈祝賀狀頒贈祝賀狀，，由黃孔威晚會主席代表接受由黃孔威晚會主席代表接受。。

黃孔威晚會主席給中國北京來的演員繆佳辛和天津黃孔威晚會主席給中國北京來的演員繆佳辛和天津
青年京劇團張蕊麟頒發感謝狀青年京劇團張蕊麟頒發感謝狀。。王宇共同主席王宇共同主席，，謝謝

忠名譽主席忠名譽主席，，圓宗圓宗，，StaffordStafford市市長市市長LeonardLeonard
Scarcella,Scarcella,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葛明東僑務組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葛明東僑務組長,,美美
國國會議員代表譚秋晴國國會議員代表譚秋晴、、羅玲羅玲，，主持人胡暢出席主持人胡暢出席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

吳長璐音樂學校的吳長璐音樂學校的Jada Li,Joyce Luo,AylinJada Li,Joyce Luo,Aylin
Cibik,Teresa So,Richard SunCibik,Teresa So,Richard Sun演出古箏三重奏演出古箏三重奏

「「化蝶化蝶」」 。。

陳連紅的川劇變臉陳連紅的川劇變臉。。釋行浩功夫學院精彩表演釋行浩功夫學院精彩表演 「「中國功夫中國功夫」」 。。 明星演藝團李舞鈴明星演藝團李舞鈴、、韓麗玫韓麗玫、、虞曉梅虞曉梅、、孫聞演孫聞演
出小品出小品 「「假話真情假話真情」」 。。

中國音樂學院繆佳辛女聲獨唱中國音樂學院繆佳辛女聲獨唱 「「望月望月」」 、、
「「邊疆的泉水清又純邊疆的泉水清又純」」 。。

紅扇舞蹈團表演舞蹈紅扇舞蹈團表演舞蹈 「「熱情似火熱情似火」」 ，，編導陶斐編導陶斐。。

炎黃合唱團炎黃合唱團、、夕陽紅俱樂部夕陽紅俱樂部、、主持人陸峻主持人陸峻、、胡暢胡暢、、姜姜
晗晗、、孫聞孫聞，，晚會主席黃孔威晚會主席黃孔威，，美國國會議員代表譚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譚秋
晴晴、、羅玲羅玲，，晚會演職人員在總導演蕭楫的指揮下合唱晚會演職人員在總導演蕭楫的指揮下合唱

「「黃帝頌黃帝頌」」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圓滿成功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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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美術館館長、前香港大學美術
博物館總監楊春棠向記者表示，

現在年輕一輩藝術家很少專注於素
描，所以他策劃是次展覽，希望可以
讓藝術界重新認真看待素描。他說：
“我在博物館工作幾十年，但很少見
到素描作品。就算有，也是在那些上
了年紀的畫家的回顧展看到，而且他
們會跟我說拿出來展出的素描畫都是
在年輕時畫的，現在已經沒有畫了。

我覺得很可惜。”
他續說：“其實素描是最古老的藝

術傳統，牽涉到光的運用、線條的美學
這些很重要的基本功。無論中西方的藝
術傳統，也是由線條開始。我50年前
考會考藝術科，當時就已經要考作為基
本功的素描。而到了現今，素描也糅合
了其它藝術的技巧，例如水彩、水墨、
油畫等多元技巧，成為創新的藝術集
錦，變化其實可以很豐富。”

素描是不入流習作素描是不入流習作？？
畫家寓理論於實踐畫家寓理論於實踐

新新可可能能展示當代素描展示當代素描

素描是繪畫的基礎。當

今中國繪畫的白描法已成一門獨立藝術，而西方

的素描法亦大大提升了地位，甚至結合當代美學新觀念，成為

藝術收藏品。可惜素描一直被香港畫展及市場忽視。究竟素描

最適合表現什麼題材？素描如何才可以成為和其他藝術平起平

坐的門類？傳統素描如何結合現代藝術觀念？由即日起至10月

20日於一新美術館《一線之間：香港新素描》展覽展出的藝術

家就分別用自身作品闡述了各自的觀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攝：實習記者 劉悅

擅長不同藝術門類、在不同畫展都
有豐富展出經驗的胡浚諺坦言，藝術上
的傳統觀念的確對素描有偏見。“因為
油畫上了色，所以很多人覺得是一幅完
成了的作品，而素描因為是黑白，所以
給人沒完成的感覺。”

胡浚諺認為要提升素描的地位，畫
素描時要視它為完整作品，換句話說是
用畫油畫、水墨等的準則去創作素描。
以他自己為例，無論是畫油畫還是素
描，他都一視同仁地延續自己“缺憾
美”的創作主題。他解釋：“例如你看

到我素描作品畫的身體都是滿佈傷疤。
所以首先從題材上我就很嚴肅地看待素
描，給它的作品一個完整主題。”此
外，針對素描被輕視是因為被人覺得沒
有上色，他在畫紙上會刻意以白色顏料
按題材、光暗等需要“打底”，也着重
黑白顏色的不同深淺變化。此外，他會
選用較高級的畫紙。“即使用紗紙割去
製造不同藝術效果，紙張也不會爛。”
種種針對素描的藝術手法，皆是為了將
素描提升至嚴肅作品的地位。

那什麼題材胡浚諺會用油畫表達，
什麼題材則選擇素描呢？他謂：“油畫
因為較多色彩，所以會用來表達真實、
色彩豐富的題材。而素描因為顏色少，
更像是介乎真實與幻象之間。在顏色被
淡化的背景下，也可以更集中地表達形
狀、質感。例如我這次展出的‘檸檬’
素描，我就刻意放大、抽象化，像是顯
微鏡頭下看到的一樣，而且畫面中仔細
的紋理也是我刻意要強調的質感。”

傳統上，無論是速寫還是寫實，素
描和油畫一樣都是按被畫對象的真實比
例呈現出來。但自從現代繪畫時代開啟
以來，真實呈現眼前所見之物已非畫家
的目標。

當代素描的作品同樣受這些新觀念
影響。潘躍輝的素描作品就超越現實，
善於畫人物的他，筆下人物的頭部都刻
意畫得比正常大，而手腳則比正常小，
融入“東方美”，也用來寓意時下年輕
人的神經高壓狀態。

潘躍輝說即使是畫超現實的水彩、
油畫作品，素描能力依然在當中佔一席
位。“在我個人習慣來說，畫油畫上色

前先畫素描做底，作品成功率會高很
多。”他說。另外，他透露以前在會
考、高考年代，他會和妻子徐淵一起開
班教寫生素描，可說是當年有名的“會
考、高考奪A工場”，所以素描一直是
香港藝術教育重要一環。徐淵笑說：
“當時我們會教學生如何陰影畫少一
點，在滿足考試要求的情況下又能在限
時內完成。”

謝政作品的超現實程度比潘躍輝有
過之而無不及，作品中人體扭曲的形
態，就像立體主義作品一樣。他形容自
己的作品為“中西方美學交集，非視覺
真實。”而更有趣的是，雖然不是按

“視覺真實”畫成，但卻也有特意請模
特兒作“寫生”。他說：“這些畫都是
幾年前請model回來畫的，55港元一個
鐘。”

廖井梅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任教藝術，她從學院派角度分析適用
於素描的題材，以及速寫和寫實這兩
種不同的素描表達手法如何影響要表
現的題材。

廖井梅表示，素描的特質是樸
素、直白，因此最適合用來表現樸素
的題材。她以自己是次展出的其中一
幅作品“華年”為例解釋：“畫的這
朵花本來打算先用素描畫，再上色，
但之後覺得沒上色前的樸素感更切合
主題，所以就視之為成品。”她續
說：“素描又可以分兩種，一種是速
寫，另一種是寫實，同樣應該因應題
材所需而選擇。速寫是用來捕捉剎那
間的感覺，所以較適合用來畫那些轉
瞬即逝的題材，我這次展出的人體速
寫只用幾分鐘就畫成。而寫實的題材
就需要較多時間，主要用來呈現細

節。”
作為藝術系老師，廖井梅指素描

作為基本功，在學院裡依然是一門獨
立的科目，備受重視。素描很多時用
於寫生，廖井梅說除了會教學生素描
的用筆技巧外，也會教授觀察方法，
即如何將被畫的對象呈現在畫紙上。
“畫畫和平時看一件物件不同，如何
抓住眼前現象的重點，做到觀察入
微，再根據畫面的比例構圖。”

廖井梅廖井梅：：素描適用於樸素題材素描適用於樸素題材
胡浚諺胡浚諺：：捍衛素描作為完整捍衛素描作為完整、、嚴肅作品的地位嚴肅作品的地位

■■廖井梅速寫作品廖井梅速寫作品““素描習作素描習作”。”。

■■一新美術館以一新美術館以““素描素描””為題探討它的藝術可能性
為題探討它的藝術可能性。。

■■潘躍輝的作品帶超現實意味潘躍輝的作品帶超現實意味。。

■■胡浚諺將素描提升到胡浚諺將素描提升到
嚴肅作品高度嚴肅作品高度。。

■胡浚諺作品“身體”

潘躍輝潘躍輝、、謝政謝政：：
糅合其他技巧的新派素描糅合其他技巧的新派素描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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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系列之日裔
步兵團的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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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Friday, October 12, 2018



BB1111廣告

新       參來了!

新鮮參養份比乾參多
全美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威斯康辛許氏花旗參場

精選4-5年生長花旗參

 二次霜降  空運上市

 冷熱甜鹹  葷素皆宜

唯有許氏自產自銷

才能保證新鮮上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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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Friday, October 1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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