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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人壽 「減稅與就業法概述」 專題資訊研討會
本週六下午在希爾頓花園旅館舉行，周恩明法學博士主講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2018年中期選舉週一10月22日開
始。目前美國政局動盪，反移民和反華的浪潮此起彼伏，而大多
數華裔沒有充足思想準備，甚至對本次選舉知之甚少。但在休士
頓，卻有13位亞裔民主黨候選人挺身而出（共和黨方只有2位）
，打破歷史記錄，是德州有史以來亞裔參選人最多的一次，也是
休士頓亞裔應該值得驕傲的歷史轉折點。

這些候選人中，6位是華，越，韓裔，並且5位是女性，並
涵蓋各個層面的公職，從德州議員，到德州最高法院法官，縣級
法官等，反應了最近政局巨變帶來的亞裔的覺醒，和全社會參政
的新高潮。

作為休士頓德州第 137 區眾議員，和華裔候選人領袖的
Gene Wu，希望全體社區給與大力支持和關注本次選舉，選出真
正能為亞裔發聲的代表，捍衛移民權益。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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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亞裔投票率在少數民族中最低，影響力最

小，在現在的反移民反華的衝擊下受到的威脅最大。而德
州因為由共和黨長期佔據，其中亞裔的代表微乎其微，遠
遠低於其人口比例。德州在近200年的歷史上, 沒有任何一
個亞裔國會議員和最高法院法官。

目 前 休 士 頓 唯 一 一 個 共 和 黨 方 的 公 職 （Theresa
Change，張文華，Harris County法官）還在今年3月的黨
內初選中被選下。共和黨內有人把她英文不夠好作為把柄
，豈知她做 Harris County法律事務 20 年，有 10 年法官的
豐富經驗。而被推上去與她競選的對手卻是初出茅廬的年輕白人
女律師。張文華被在德州土生土長，卻但沒有任何法官經驗的對
手擊敗，這裡面是否有種族歧視的味道，讀者自行鑑別。

但目前的事實是，本次參選共和黨方的亞裔候選人只有2位
，與民主黨方的13位亞裔候選人，無論從人數還是候選人資歷
和經驗方面都形成鮮明對比。哪一方更能體現少數民族，亞裔，
和婦女的權益，不言而喻。

由於美國政局的危險滑坡，2018年中期選舉將是歷史的重大
轉折點。華裔為了保護自己的移民權益，需要與其他少數民族團
結一致，才能選出能為自己發聲的代表，需要支持以少數民族和
移民權益為先的民主黨，才會增加自己的政治影響和社會地位。
請投票給13位民主黨亞裔候選人。(休士頓德州第137區眾議員
Gene Wu提供素材)

休士頓亞裔候選人突破歷史最高記錄
是誰在捍衛移民權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紐約
人壽保險公司業務代表黎瓊芳（Connie
Lai ) 主辦的 「減稅與就業法概述」專題資
訊研討會，將於明天（ 10 月20 日，週六
）下午一時至三時，在休士頓中國城8號
公路邊（近百利大道）上的希爾頓花園旅
館(Hilton Garden Inn) （ 地址： 6855 W.
Sam Houston Pky S. Houston TX 77027 )舉
行。專門討論該稅法變動如何能讓個人及
企業主節省所得稅, 以及遺產和贈與稅的
變動如何能為您提供一個機會之窗作進一
步規劃，以便將您傳給繼承人的資產最大
化。透過這場講座，您將瞭解到：

. 新的所得稅稅階及扣除額的變化
會如何影響個

. 稅法變動可能會如何影響企業主

. 如何與您的稅務顧問討論這些變
動

. 遺產和贈與稅的變動如何為某些

人創造機會，將額外財富轉移給下一代
當天的主講人周恩明（Alan Chew )

，為法學博士，註冊會計師； 特許壽險
核保師；特許財務顧問； 公司副總裁；
周恩明先生，作為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的高
端規劃諮詢顧問, Alan Chew 支持中國文
化市場。 Alan 與業務代表、他們的客戶
和客戶 的專業顧問們一起,在財產,商業和
稅務規劃策略上進行 合作。

自1995年起,Alan 就以公共稽核師、
律師及法官助理的 身份為金融服務業和
其它著名的私營企業提供稅務、法律 和
會計服務。他於2004年加入紐約人壽,作
為案例開發諮詢顧問與公司的前250 名頂
尖的業務代表一起為諾蒂勒斯集團工作;
並於 2010 年成為紐約人壽的壽險業務代
表, 於成為業務代表的第一年就獲得著名
的百萬圓桌協會”和總裁成就獎項而出類
拔萃。

作為高端規劃部的諮詢顧問,Alan 現
為紐約人壽業務代表 和他們高淨值的企
業主客戶在全美各地許許多多的講座上
發表演講,專注於會影響他們生活的財務
策略和關鍵的規劃問題。 Alan 豐富的遺
產和商業規劃經驗使他成為一個能 夠提
供創新和最佳規劃方案的寶貴資源。

Alan 以優異成績獲得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工商管理學學士 學位和會計碩士
學位;並以優等成績獲得南衛理公會大學
法學博士學位。

Alan 能講流利的中文普通話以及其
他中國方言。

主辦方：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業務代
表黎瓊芳（Connie Lai ) 的地址： 3200
Southwest Freeway, Ste. 1900,Houston TX
77027, 電話：712-480-9988

圖為圖為 「「減稅與就業法概減稅與就業法概
述述」」 專題研討會主辦人專題研討會主辦人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業紐約人壽保險公司業
務代表黎瓊芳務代表黎瓊芳（（ConnieConnie
Lai )Lai ) 女士女士。。

圖為講座主講人圖為講座主講人，，紐約人壽保紐約人壽保
險公司的高端規劃諮詢顧問周險公司的高端規劃諮詢顧問周
恩明恩明（（Alan Chew )Alan Chew )法學博士法學博士，，
註冊會計師註冊會計師，，特許壽險核保師特許壽險核保師
，，特許財務顧問特許財務顧問。。

休士頓參選德州公職的亞裔民主黨候選人休士頓參選德州公職的亞裔民主黨候選人

（本報訊）芝加哥（2018年10月17日） -- 麥當勞（Mc-
Donald’s®）將以休斯頓繼續倍受歡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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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習會中的第十一場訂10月20日星期六在Missouri City的Talent
Academy (4835 Hwy 6) 舉行。活動時間為早9點至下午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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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rtun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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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在休斯頓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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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訊】從過往”喬治
看經濟”至現今”喬治看社區
銀行”，李敏通先生再度複出
接任美南銀行控股公司執行長
CEO及總裁President及美南銀
行執行長 CEO。他將前首都
銀行管理模式及團隊精神，帶
進了美南銀行的經營文化中，
結合了二家銀行的優點與優勢
，用全新管理理念打造出屬於
客戶需求的社區銀行。讓過往
支持首都的客戶能在美南銀行
得到”家”的感覺。

美南銀行執行長 CEO 李敏
通表示，當年的首都銀行是美
南地區唯一華資上市銀行，無
是規模與資產額更是在美南地

區一帶的華資銀行之首。雖然首都銀行己被華美銀行合併多年，
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客戶非常懷念過去的首都銀行。這是為什麼
呢? 因為前首都銀行的服務一直是以客為尊，迅速簡捷的服務、
親切的態度深得客戶信賴。所以當他接手美南銀行後，他深深的

體驗到美南銀行的本質和經營理念與過往的首都銀行非常相似，
全心為客戶服務、真心為客戶著想、與客戶的關係非常。因此，
他堅信美南銀行經營管理只要稍做調整，加上己全面投入升級的
銀行軟體系統，技術使用現躍居社區銀行之首，提供更科技個人
化網路銀行，全方位銀行軟體服務，適應各世代個人及商業化便
捷需求，銀行服務就會更加完善，成為客戶心中理想的的社區銀
行。

李敏通說，數月前當我接到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及董事會
的邀聘為美南銀行控股公司總裁CEO，我就開始關注及審核這
個銀行。思考著如何將它帶入另一個啟程，在現有穩健的基礎上
茁壯起來。接任後一個餘月來，每個部門人事皆己到位，也有些
以往的首都同事也紛紛加入美南銀行行列。我將盡畢生的專業帶
領這個團隊與客戶一起打拼和擴展，並回饋和支持社區，是未來
美南銀行的目標

當記者提問到，在您20多年銀行生涯中，曾經歷過金融危
機、也眾所皆知您對於公益投入的堅持，有什麼事件或經歷，是
令你印象最深且難忘的。李敏通回應說，當年首都銀行每年都會
在董事長王敦正的帶領下和員工們在中國城百利大道一帶清掃街
道、撿拾拉圾。曾經有看到且認識董事長王敦正和部份員工們的
民眾們便上前打招呼且疑慮的問王敦正，為什麼堂堂的首都銀行
董事長和數位領導會在街上打掃清潔，銀行這樣有錢不能請人做

嗎?
李敏通印象深刻記得當時王敦正的回應是 “這個社區屬於

大家的，特別是在屬於華人的中國城。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
用心維護，愛惜它”。因此，休士頓哈瑞斯郡Harris County還特
別頒發感謝狀，並在百利大道Bellaire / 合作路 Corporate交口處
為首都銀行設立了標誌感謝和肯定首都銀行多年為社區付出。

最後李敏通強調，這種除了擴展事業精神之餘，還不忘關注
、回饋和珍惜這個社區和客戶的首都精神。我將用這種精神注入
美南銀行，讓它成為另一個首都升級版屬於大家的美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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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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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精神再現美南銀行
執行長李敏通將帶領美南團隊開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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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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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華董事長主持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募捐晚宴
呼籲華人積極參加美國中期選舉

【泉深 / 圖文】每兩年一次的美國中期選舉將於 11 月 6 日
舉行。每一次中期選舉，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會盡可能地向國會輸
送本黨人士以便控制國會，讓法案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行進。本
次選舉不但決定著未來兩年法案推出的可能性，也對未來兩年的
執政和 2020 年美國總統選舉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10 月 16 日
晚，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和《美南日報》朱勤勤
社長在家舉辦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募捐晚宴，呼籲大休斯頓
地區的華人無論是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應該積極參選，讓
華裔更好地融入了當地主流社會。目前無論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
，都是由共和黨把控，因而出現兩黨的政治僵局，甚至連最高法
院大法官候選人因為“性醜聞”而接受審判。如果能利用選票說
話，將公平正義進入主流，更好地將你支持的政黨落到實處。

李董事長指出，近年來，在美國華人聚集的地方，華僑華人
在當地主流社會的地位日益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大。華人參政正
熱，但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目前正處於美中貿易衝突的關鍵時
刻，若美國華人積極參選，參政維權，將會為美國政界帶來了一
股華裔新風，不但幫助華裔更好地融入了當地主流社會，也會促
進美國與中國的友好往來。

艾爾·格林從 2005 年被選為美國國會眾議員後，每兩年參選
一次，一直連任至今。他去年 5 月 在國會呼籲彈劾美國總統特
朗普並受到死亡的威脅，最後以失敗告終。艾爾·格林在晚宴中
特別解說選舉203 款法案的迷思，幫助選民知道，選舉是公民的
權利及義務，也重申德克薩斯州亞裔人口激增後，特別是華人，
有權利享受使用中文來了解政府的投票法規，充分了解應如何投
票，如何投自己支持的的政黨和候選人一票。 他呼籲選民繼續
支持他，由他代表選民與特朗普政府不合理的新移民政策抗爭。
他說每個人出生後都是平等的，享有同樣的權力，不能搞得妻離
子散，不人道地將子女與父母分離。他說民主黨一定要改變這種

現狀。
艾爾·格林也回答了代表提出的有關非法移民、 勞工、少數

族裔的問題，指出有些非法移民為美國基礎實施的建設如修建辦
公大樓、私人房屋、高速公路和街道、清潔與環境保護等方面做
出了貢獻，他們也有權力分享他們的辛勤勞動所帶來的成果。

晚宴期間，國際著名藝術家王鑫生老師為聯合國創作的一幅
曼德拉《和平之光》的
作品。他談到曼德拉在
南非羅本島監禁期間面
對非人的待遇，但從未
放棄理想，以及他為之
奮鬥一生的自由、寬容
與慈善，領導反種族隔
離運動。他在牢獄中服
刑了 27 年，最後成為
首位黑人總統，帶領南
非人民戰勝各種困難，
並被選為最偉大的南非
人，他將和平帶到非洲
，送到世界各個角落，
飛 向 宇 宙 ， 因 此 獲 得
1993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成為 “南非國父”
的創作經歷。

民主黨主張積極的
政府財政，強調二次分
配，主張限制槍支，提
高最低工資，支持同性

戀婚姻和婦女墮胎權利。他們關注環境、勞工、移民、少數族裔
。他們自稱是 “ 人民的黨 ” ，黨員的種族、文化、意見都多
元紛呈狀態。

共和黨主張小政府、減稅、強軍、自由貿易，限制非法移民
，反對同性戀婚姻，反對墮胎權，反對限制持槍權，美國人喜歡
把這個黨叫做 “ 老大黨 ” 。

美南新聞聯播周一至周五晚6時30分直播 掌握新聞脈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為提供更即時、涵蓋範圍更廣
大的新聞播報，美南國際電視

台 STV15.3 自本周
起，每周五天，從
晚間 6 時 30 分至 7
時30分，為觀眾推
出一檔晚間直播新
聞節目 「美南新聞
聯播」，美南新聞
聯播涵蓋僑社新聞
、休士頓本地新聞
、國際新聞、美國
新聞、中國大陸與
台灣新聞、還有兄

弟台站選送新聞，為觀眾提供
更豐富的新聞資訊大餐，讓觀

眾朋友更能一手掌握各地新聞
脈動。

另 外 ，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STV15.3 為 方 便 觀 眾 收 看 ，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現在

可利用多元方式24小時觀看美
南國際電視，不需付費，觀眾
可利用網站搜尋、微信連結或
下載Apps方式，就可直接收看
及收聽該頻道，輕鬆獲取美南
電視節目以及各類國際、社區
重大資訊。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
播，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數
據機/藍芽設備)，效果更佳。

美南新聞聯播美南新聞聯播，，掌握各地新聞脈動掌握各地新聞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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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是北大西洋中的一個島國，位
於格陵蘭島和英國中間，北極圈邊沿，
是北歐五國之一。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
。1918年冰島宣布獨立並在1944年成立
共和國。冰島有 200 多個火山和約 250
個溫泉，且很多火山是活火山。冰島景
點：

『黃金圈』：位於冰島西南部，著
名景點有議會舊址、間歇噴泉、黃金瀑
布…

『冰島古議會舊址』（露天議會）
：這是世界最古老的民主議會會址，離
首都協克雅未克約四十公裏。公元930
年，辛威裏爾平原上成立的露天議會，
標誌冰島是一個獨立國家。直到1799年
，舊址一直都是固定的開會地點。

『蓋錫爾間歇噴泉』：是冰島上水
噴噴最高的噴泉，最高達30多米。

『黃金瀑布』：所以被賦予黃金之
名，除了因為河水本身略帶黃色的緣故
外；亦因夕陽時分，整座瀑布像被日落
的太陽染成金黃色，造成有如黃金般的
珍貴美景而得名。

『塞裏雅蘭瀑布』：又被稱作牧場瀑布
，因其附近有個放羊的牧場而得名。瀑
布垂直高度63米，水來自冰川泉水，可
直接飲用。

『維克小鎮』：維克位於冰島的最
南端，是個寧靜安逸的小鎮。小鎮後面
是大海。到維克小鎮可參觀著名的黑沙
灘。
『黑沙灘』：黑沙灘是火山爆發後冷卻

的黑曜巖被風化後所形成的沙灘。由於
它黑得天然，黑得通透，海水在絲毫未
受影響的情形下依然清澈，在陽光下泛
著金色的微光。

『斯科加瀑布』：又名森林瀑布。
陽光燦爛時，瀑布會出現一道甚至兩道
彩虹。

『』：形成於1930間，至今已達20
多平方公裏，深200米，是冰島第二深
湖。很多電影片都曾在冰河湖取景，包
括 「古墓麗影」、 「蝙蝠俠誕生」和兩
部007系列電影 「誰與爭鋒」和 「鐵金
剛勇戰大狂魔」。

『藍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外海
水溫泉，也是頂級療養勝地。湖水全年
溫度在40-39℃左右，湖中白色的二氧
化矽泥更是天然的美容佳品，塗抹在臉

上可潤滑潔淨皮膚。
『托寧湖』：湖內有20多種鳥類棲

息和繁殖，包括鴨子、海鷗、天鵝...
『哈爾格林姆斯教堂』：教堂是冰

島上最高的建築。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
矗立著探險家萊夫-埃裏克遜的雕像，
據考證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
的冰島海上冒險家，比哥倫布早400多
年發現美洲大陸。

『珍珠樓』：它是利用6個巨大的
熱水儲存罐改建的集儲水，餐廳，酒吧
，展覽館和觀景臺等多功能風景點，成

為雷克雅未克的象征。（圖片取自網絡
）

王朝旅遊推薦六天冰島,雷克雅未克
,黃金圈,雷尼斯黑沙灘,塞裏雅蘭瀑布,瓦
特納冰川國家公園超值遊 $899 起，更
多 冰 島 行 程 請 查 詢 王 朝 網 站 www.
aaplusva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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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愛旅遊人的夢想，
冰與火之國-冰島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Kathy Chen(
鄭佩玲）為第一代亞裔美國人，出生於
台灣，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 Cajun 心臟
地帶長大。她就讀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
學，完成了理學學士學位。她對正義的
熱情最終導致她去休斯頓參加南德克薩
斯法律學院，前身為南德克薩斯法學院
，並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從法學院畢
業後，凱西留在休斯頓，在那裡她一直
在大休斯頓地區執業。在大休斯頓地區
執業期間，凱西開始意識到，雖然哈里
斯縣是全國人口第三多的城市，擁有不
同背景的公民，坐在長椅上的法官並沒
有反映出這種多元化。坐在長椅上有權
力的職業法官自滿低效和不願改變司法
機構的效率，案件只是加蓋橡皮圖章。
為了對抗停滯不前的司法制度，凱西成
為16年來第一位有勇氣與哈里斯縣地區
法院的許多長期在職人員競爭的司法候
選人。雖然最終的選舉數字沒有贏得勝

利，但凱西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勝利，為
其他候選人鋪平了道路，鼓起勇氣與職
業法官競選，並且這是第一次因為她的
競選而導致現任競選種族提高了選民對
司法機構缺點的認識。從那時起，凱西
繼續尋求通過選民告知選民通過投票權
發表意見的重要性，激勵選民和候選人
了解反映該縣多元化的司法機構的可能
性。

除了執行法律業務和培養三個孩子
，Isabelle，倫敦和 Ethan 與丈夫 Peter，
Kathy 的熱情和同情心滿足了她的社區
需求，這使她成為非營利組織的志願者
，包括但不限於女性選民聯盟。休斯頓
地區，光鹽社，台灣遺產協會休斯頓。
“要成為美國憲法和德克薩斯州憲法的
真正支持者，必須對其中所含的詞語產
生影響。我正在爭取德克薩斯州最高法
院的正義，即2018年11月6日的選舉，
因為我們州最高和最重要的法院需要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樣化。為了擁有正義
，平等和公平，一個系統需要包含由各
種觀點和經驗組成的眾生。正義，平等
和公平不應僅僅是修辭術語，而應是現
實。作為一個遇到過不同背景和生活經
歷的人並與之合作的人，我知道富有同
情心，思想開明，敏感，公正和決定性
是多麼重要。作為近二十年的法律從業
者，我在自己的法律專業中具備了這些
品質，並且很幸運能夠成為客戶的代言
人。雖然我為客戶的聲音贏得了巨大的
喜悅，但我現在尋求更高的號召，成為
德克薩斯州公民的聲音。憑藉那些有助
於我作為私人執業律師和主指導的成功
的品質，我確信我繼續運用這些品質和
信仰將為我提供成為德克薩斯州法官所
需的司法氣質。在你的支持和投票下，
我將成為一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正義，
為人民服務並向人民負責。“

投票支持Kathy Chen成為正義 服務人民的德州法官
Kathy ChenKathy Chen的背景和雄心勃勃的計劃的背景和雄心勃勃的計劃

圖為最高法院法官候選人Kathy Chen( 鄭佩玲）(右 ）日前在福遍選民協會
為他們辦的兩黨部份候選人介紹會上，與該會副會長浦浩德（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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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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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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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多麽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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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山話)、713-826-9971(英文)、713-922-7998(廣東
話)。 832-248-1222(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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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老人保險體系簡介選擇合適的保險計劃
(本報休斯敦報導) 在10月13日上午

，休斯敦淡江大學校友會邀請保險系校
友李元鐘、以及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共同舉辦專題講座，介紹美國老人保險
Medicare、及各公司針對老人保險計劃
相關政策。

主講人李元鐘畢業於淡江大學保險
系、以及著名的哈特福大學（University
of Hartford）保險碩士，擁有多項保險
類專業證照，為大家提供專業的保險建
議與參考。講座開始，李元鐘首先介紹
了美國老人保險Medicare的體系。

李元鐘表示，美國Medicare俗稱美
國老人保險，分為兩個部分。Part A為
醫院承保，如果在美國工作滿十年就可
免費獲得。Part B為醫療承保，除低收
入戶等情況，需每月支付約$134的保費
。美國老人保險Medicare可覆蓋80%的
醫療費用，但並不包括處方藥覆蓋及
20%的自負額。因此，李元鐘建議，一
旦加入Medicare計劃，就要選擇合適的
保險計劃，加入Medicare Advantage計
劃，俗稱（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 計 劃 覆 蓋 了
Part A和Part B的承保範圍，并以此為基
礎覆蓋比例更高，使加入的老人可以支
付更低比例的自負額，並且大部分
Medicare Advantage計劃同時提供處方
藥覆蓋。

Aetna地區經理Brian介紹了Aetna
新推出的 2019 年 PPO 計劃。這家 For-
tune 500排名49的公司在Harris County
推出了Part B保費返還的福利政策，在
每月支付$134 的Part B保費基礎上返還
其中的$104元。這樣參與者本身只需支

付$30元，大大減輕了Medicare參與者
的經濟負擔。

除此之外，此計劃也包括免費的健
身房計劃、每月櫃檯藥覆蓋、以及牙醫
及眼鏡福利。Aetna公司的這個計劃，
是本年度 Medicare Open Enrollment 的
亮點。并有Aetna HMO計劃提供1700元
牙齒保障可供選擇。

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加入時間為2018
年10月15日到12月7日。歡迎大家前來
預約咨詢。

李元鐘專業保險（John Lee Insur-
ance Agency）聯繫電話832-500-3228
，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敦華埠大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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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度午餐與學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度午餐與學
習活動習活動 在恆豐銀行大樓十二樓會議室溫馨舉行在恆豐銀行大樓十二樓會議室溫馨舉行

6060多位會友們參加多位會友們參加 「「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
會第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會第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 ，，聆聽聆聽EPCEPC項目項目
工程專家沙源主講工程專家沙源主講 「「美國工程市場特點以及赴美國工程市場特點以及赴
美投資者常見誤區和建議美投資者常見誤區和建議」」 ，，獲益良多獲益良多。。

元臣國際律所合伙人陳帆律師主講元臣國際律所合伙人陳帆律師主講 「「國際工程項國際工程項
目管理與法律糾紛講座目管理與法律糾紛講座」」 ，，介紹國際介紹國際EPCEPC項目承項目承
包包、、採購採購、、施工施工、、股權和知識產權的法律糾紛股權和知識產權的法律糾紛。。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6060多位會友們專心聆聽陳多位會友們專心聆聽陳
帆律師主講帆律師主講 「「國際工程項目管理與法律糾紛講國際工程項目管理與法律糾紛講

座座」」 ，，獲益頗多獲益頗多。。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頒發感謝獎牌給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頒發感謝獎牌給 「「美國工程市場特點以美國工程市場特點以
及赴美投資者常見誤區和建議及赴美投資者常見誤區和建議」」 主講人主講人EPCEPC項目工程專家沙源項目工程專家沙源。。金虹金虹
副會長頒發感謝獎牌給副會長頒發感謝獎牌給 「「國際工程項目管理與法律糾紛講座國際工程項目管理與法律糾紛講座」」 主講人主講人

元臣國際律所合伙人陳帆律師元臣國際律所合伙人陳帆律師，，主持人楊梅理事觀禮主持人楊梅理事觀禮。。

戴柏青財務長戴柏青財務長、、秦佳盛公關為參加秦佳盛公關為參加 「「二零一八美二零一八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 會友會友

們報到服務們報到服務。。

楊梅理事主持楊梅理事主持 「「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
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 。。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致歡迎詞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致歡迎詞。。

金虹副會長介紹即將於金虹副會長介紹即將於1010月月1919日上午日上午88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55時時，，在在Marathon Oil TowerMarathon Oil Tower舉行舉行 「「20182018美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技術研討會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技術研討會」」 ，，主題主題 「「大數大數
據和人工智能推動石油技術繼續創新發展據和人工智能推動石油技術繼續創新發展」」 。。

EPCEPC項目工程專家沙源於項目工程專家沙源於99月月1515日在恆豐銀行日在恆豐銀行
1212樓會議室舉行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樓會議室舉行二零一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
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上主講三季度午餐與學習活動上主講 「「美國工程市場美國工程市場
特點以及赴美投資者常見誤區和建議特點以及赴美投資者常見誤區和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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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1月6日的美國中期選舉已經不到三週的時
間，民主黨候選人歐洛克（Beto O'Rourke）和共和黨籍德
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的爭奪戰已經進入白熱化
，美南新聞日報和美南國際電視台近期都將持續關注和報
導相關的選舉進展。

10月16日週二晚上8點在聖安東尼奧舉辦的第二場60
分鐘辯論會上，兩人的激烈對峙程度大大超過首場辯論，
特別是在德州選民面前以和善以及肯尼迪式風格著稱的歐
洛克，在辯論中言辭尖銳，直指競選對手共和黨德州聯邦
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不誠實，並且引用了2016年共
和黨總統選舉論辯賽中，川普送給泰德.克魯茲的綽號“說
謊的泰德”。

而且，歐洛克批評克魯茲在國會的表現差強人意，沒
有行動和實效，他主要是為自己通向白宮的仕途做鋪墊，
而不是實實在在為德州選民著想。

克魯茲也重複反駁，他認為民主黨候選人歐洛克（Be-
to O'Rourke）的做法脫離德州選民的價值觀，包括聯合健
康護理，讓非法移民成為美國公民的合法途徑，以及槍支
管理等等措施。同時，克魯茲沒有對川普實施的一些政策
提出糾正，導緻美中貿易戰開打，讓德州牧民利益受損。

根據Real Clear Politics民調的平均結果，克魯茲目前領
先7%,而CNN也做出了相似的民調結果。

外界評論，中期選舉已經白熱化，要想勝出，候選人
必須要拿出看家本領，讓選民記住你。但是目前民主黨候
選人歐洛克（Beto O'Rourke）的表現仍沒有對手強硬。

根據Real Clear Politics民調的平均結果，克魯茲目前領
先7%,而CNN也做出了相似的民調結果。

下週，美國總統川普將參加休斯頓為克魯茲以及其他
共和黨選舉人的集會活動，目的是吸引更多的選票。

中期選舉僅剩三週 歐洛克態度更趨強硬

（本報訊）由於近期的降水頻繁，導致Conroe湖的水位超
出正常水位，San Jacinto管理機構已經開始從Conroe湖實施洩洪
。 Conroe湖目前的水位為201.4 立方尺，正常的湖水高度是201
立方尺。

根據San Jacinto管理機構的網站，週三中午管理方已經開始
以每秒鐘1056立方英尺速度洩洪，在整個的降雨期間，San Ja-
cinto管理機構同步發布汛期信息，包括湖水的高度和洩洪的實
時情況。

同步接收信息的機構包括Montgomery 縣, Montgomery 郡國
土安全局和緊急管理局，哈瑞斯縣，哈瑞斯國土安全局以及緊
急管理局，哈瑞斯防洪管理行政區，全國氣象局等等。

在通知中，管理機構表示，近期將根據降雨的數量和程度
，Conroe湖面將會持續增長，洩洪也會持續，以緩解水庫的壓
力。採取這個措施的目的就是確保高峰期從大壩的洩洪低於進
入湖水的降雨數
量。

管理機構稱
，將繼續監視水
庫的流量以及降
雨的程度，及時
和外界展開溝通
。

近期的降水頻繁 Conroe湖水位超出正常水位

休斯頓氣溫本週突然下降 會導致頭痛和關節炎症狀
（本報訊）休斯頓當地天氣本週出

現大幅度降溫，星期一上午還是90華氏
度迅速下降至60華氏度，快速變化的溫
度讓許多市民措手不及。

同時根據一家醫療機構的報告，本
週的冷空氣降溫也讓許多人早晨起來後
出現頭痛和關節炎的不適症狀。

醫生表示，季節變化會導致一些身
體上的炎症，抗原包括花粉以及其他的
抗原常常活躍在免疫系統中並導致炎症
反應，這些增加的炎症會產生頭痛和關

節疼痛。
其他的醫療專家也表示，氣溫、濕

度以及氣壓的改變都能影響的大腦，並
產生頭痛。

醫生建議人們一旦出現以上的症狀
，如果希望治療，需要和他們的醫生商
議指定免疫系統的治療計劃。

根據全國的氣象服務的預測，今後
幾天休斯頓的天氣溫度仍然停留在73華
氏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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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熱證宜清利濕熱，常用中
藥包括苦參、黃芩、黃柏、茯
苓、蒼朮、白朮、甘草、生地
黃、當歸、白鮮皮；脾虛濕蘊證
宜健脾化濕，常用中藥有茯苓、
白朮、蒼朮、薏苡仁、黃芩、川
芎；至於血虛風燥證宜養血祛
風，常用中藥有川芎、當歸、生
地黃、苦參、白鮮皮、地膚子。

若濕疹局限於身體某部位，

引經藥可直達病所。皮損發於頭
面部者，酌用野菊花、蔓荊子；
發於耳、口周者，酌用黃連、梔
子、夏枯草、龍膽草；發於上肢
者，酌用桑枝、羌活：發於腰背
部者，酌用杜仲、續斷；發於肛
周、外陰者，酌用黃柏、薏苡
仁；發於下肢者，酌用木瓜、牛
膝、車前子。

而且，對症下藥還要辨證選
方，以提升防治濕疹的準
繩。如同為濕疹，常用的
方劑包括龍膽瀉肝湯、萆
薢滲濕湯、除濕胃苓湯、
參苓白朮散、當歸飲子或
四物消風飲。證型不同，
治法用藥便不一樣。一般
來說，病程短者宜清心利
濕熱，病程長者宜養血潤
燥、健脾化濕，但總要以
健脾化濕為防治濕疹的關
鍵。具體的運用，宜先諮
詢中醫師。

中醫防治濕疹（上）

解解構構““濕濕””““疹疹””事半功倍事半功倍
引經藥物直達病所引經藥物直達病所

近年，香港有不少人受濕疹困擾。其實，濕疹是由多種內、外因素

引起的真皮淺層及表皮炎症，具有滲出傾向的變態反應性皮膚病。濕疹

的成因複雜，與遺傳、免疫、環境、微生物、個人體質等多種因素相

關。從部位而言，以“濕”為特點的濕疹都是皮膚皺褶較多或汗腺較密

集的部位，如耳部、乳房、臍周、肛周、陰部；以“疹”為特點的濕疹

則以暴露於外的部位，如頭面、手部、小腿、足部等。中醫認為，

“濕”有病情反覆、纏綿難癒的意思。濕疹這個病名，既提示發病時皮

膚破損流滋，亦預示病情反覆。

文：藍永豪博士（香港中醫學會教務長） 圖︰藍永豪博士、資料圖片

濕疹相當於中醫古籍所稱的濕瘡，其特徵為皮損多樣、對稱分佈、劇烈痕癢、滲出
流滋、反覆發作及易成慢性。濕疹患處痕癢難當，容易分散了患者的專注力，誘

發焦慮或精神緊張，影響日常的生活、工作或學業，亦因為痕癢，致使患者往往不自主
地抓損皮膚，造成繼發皮損或感染，因而使病情更加複雜，更難痊癒。

濕疹屬於皮膚科最常見的一種病，
可分為局限和泛發兩大類。泛發於全身
的叫“浸淫瘡”；搔抓後出血的叫“血
風瘡”；局限一處，發於耳周的叫“旋
耳瘡”；發於手部的叫“瘑瘡”；發於
下肢的叫“濕毒瘡”。

若兩歲以上的小童於頭面、手肘、
膝蓋、腳踝出現簇集性或散在的紅斑或
丘疹，嚴重者出現水皰、糜爛成片而且
不斷擴大蔓延，自覺痕癢劇烈，反覆發
作，皮膚粗糙，慢性發作，並有家族史
及過敏史者，中醫稱為“四彎風”，相
當於現代醫學的異位性皮膚炎，與過敏
和免疫系統反應有關。

從進程而言，濕疹分為急性、亞急
性及慢性三類。急性濕疹以多數密集粟
粒大小的丘疹、丘皰疹或小水皰，基底
潮紅，有滲出傾向為特徵；亞急性濕疹
表現為小丘疹、鱗屑和結痂為主，僅有
少數丘皰疹或小水皰及糜爛；慢性濕疹
以苔蘚樣變為主，伴皮膚增厚、浸潤，
色素沉，表面粗糙，覆以少許糠秕樣
鱗屑。

濕疹無非是“體虛為本，風濕熱邪為
標”。濕疹發作，因先天稟賦、後天失
養，加上飲食不節，傷及脾胃，導致脾
虛，並與外界的風、濕、熱邪相搏，造成
以風濕熱浸淫肌膚為特徵的急性濕疹，並
漸漸形成以脾虛及血虛為特徵的慢性濕
疹。

濕疹可分為濕熱浸淫、脾虛濕蘊及血
虛風燥三個基本證型。“比如說，患者發
病急，皮損潮紅灼熱，劇烈痕癢，滲液流
滋，伴心煩，口乾，身熱，大便乾，小便
不暢，屬於濕熱浸淫證；若患者發病緩
慢，皮損潮紅，痕癢，抓後糜爛滲出，或
見鱗屑，並見胃口差，疲乏，腹脹，大便
爛，屬於脾虛濕蘊證；而患者病程長，皮

損色暗或
色 素 沉
 ， 癢
甚，或皮
損粗糙肥
厚，伴口
乾不欲飲
水，胃口
差，則屬
血虛風燥
證。”

濕疹劇烈痕癢易成慢性蔓延

總以體虛為本
風濕熱邪為標

治療濕疹常用中藥

■■黃柏性寒味苦黃柏性寒味苦，，能清熱燥能清熱燥
濕濕，，瀉火除蒸瀉火除蒸，，解毒療瘡解毒療瘡，，常常
用於瘡瘍腫毒用於瘡瘍腫毒，，濕疹瘙癢濕疹瘙癢。。

■■苦參性寒味苦苦參性寒味苦，，能清熱燥能清熱燥
濕濕、、祛風殺蟲祛風殺蟲，，主治陰癢主治陰癢、、皮皮
膚瘙癢膚瘙癢、、濕毒瘡瘍濕毒瘡瘍。。

■■白鮮皮味苦白鮮皮味苦、、鹹鹹，，性寒性寒，，能清熱燥能清熱燥
濕濕、、祛風止癢祛風止癢、、解毒解毒，，主治風熱濕毒所主治風熱濕毒所
致的濕疹致的濕疹。。

■■藍永豪藍永豪

■■近年不少港人近年不少港人，，無論成年人無論成年人，，或是小孩都飽受濕疹煎熬或是小孩都飽受濕疹煎熬。。

■■濕疹常伴隨劇烈瘙癢濕疹常伴隨劇烈瘙癢，，易反覆發作易反覆發作，，難以治癒難以治癒。。

愛吃、懂吃的人一直都非常喜愛
美味的野生菌，時下正值新鮮野生菌
上市的季節，這個時期的野生菌不僅
吃起來味道極其鮮美，其營養價值也
更加豐富無損。地處中國西南地區的
雲南盛產野生菌，全球知名的野生菌

幾乎在這裡都有，這裡出產的野生菌
種類更是佔到全國的近57%，香港市
場上就不難發現雲南野生菌的蹤影。
然而，野生菌雖美味，但若食用不
當，就會有“中毒”的危險，要想食
得安心，如何識別野生菌，就是各位
食客有必要掌握的知識。

“世界三大珍餚”之一的松露、有
“蘑菇之王”之稱的松茸、暢銷海內
外的羊肚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的雞油
菌……，爭相在這個季節從大山深處走
入市場，走上餐桌。食客們對於美味的
野生菌總是難以抗拒，不過食菌有中毒
的風險也都被人們所知。

昆明醫科大學副教授唐麗萍是這
一方面的專家，她提醒，廣大食客在
選擇野生菌時首先要做的就是辨別是
否是熟悉的菌類，同時要避免一些民
間識別毒蘑菇的“誤區”。她舉例
說，在民眾中，大家普遍認為，鮮艷
的蘑菇有毒、顏色普通的蘑菇沒毒，
生蛆生蟲的蘑菇沒毒，然而這卻是一
個誤區。唐麗萍介紹，根據顏色與形
狀不同來區分蘑菇是否有毒並不可
取，如雞油菌、褶孔牛肝菌、大紅菌
等顏色鮮艷，美味可食；灰花紋鵝膏
菌、致命鵝膏等劇毒蘑菇顏色則為灰
色或白色，許多劇毒鵝膏菌成熟後同

樣也會生蛆生蟲。
所以，如果有機會接觸到野生菌，

首先問問自己，識不識得這個菌，如果
不識得，最好不要選擇食用。而烹飪過
程也非常重要，在加工野生菌時，有三
個原則要注意：一是一定要炒熟炒透，
二是不要幾種菌子混吃，三是食用菌子
時不要飲酒。專家說，還有一個口訣可
以記住︰“頭戴斗笠、腰繫裙子、腳穿
草鞋=買不得。”

野生菌除了美味吸引食客外，其本
身的營養價值也是現代人最為看重的，
因此野生菌多年來一直備受寵愛，甚至
有些菌子正是因其特殊的價值而成為搶
手貨。

例如，松茸在日本有“蘑菇之王”
的稱譽，據說就是因為二戰日本原子彈
爆炸後，松茸是島上為數不多的存活下
來的植物。而研究正表明，松茸不僅富
含蘑菇多糖，亦有很高的營養價值和藥
用價值。

其他的各種菌子也都有自身特有的
營養價值，如人煲湯喜愛的羊肚菌，就
是一種很珍貴的天然補品，含豐富的蛋
白質、多種維生素及20多種氨基酸，味
道鮮美，營養豐富。它與冬蟲夏草功能
相同，是一種不含任何激素，無任何副
作用的天然滋補品，難怪成為價格最為

昂貴的野山菌之一。
而雞樅菌含有鈣、磷、鐵、蛋白質

等多種營養成分；香菇，又名花菇、猴
頭菇、香蕈等，富含維生素B群、鐵、
鉀、維生素D原，味道鮮美，香氣沁

人，營養豐富；塊菌（松露），含有豐
富的蛋白質、氨基酸等營養物質，國人
常用來泡酒，具有壯陽、補腎等保健作
用。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雞樅菌雞樅菌 ■■雞油菌雞油菌 ■■地裡生長的羊肚菌地裡生長的羊肚菌

■■雲南出產的松露雲南出產的松露

食得
健康
食得
健康 科學食菌 安享美味

■■科學識菌科學識菌、、安全食菌非常重要安全食菌非常重要，，餐餐
廳門前特意擺放了經常食用的菌子教廳門前特意擺放了經常食用的菌子教
大家識別大家識別。。

■■專家介紹野生菌的挑選方法專家介紹野生菌的挑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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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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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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Friday, October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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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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Friday, October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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