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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臨床試驗
【本報訊】主題: 臨床試驗
講員: Hilary Y. Ma, MD
時間: 11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2-4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臨床試驗是由病患協助進行

的醫療研究，透過病患自願嘗試
新的診斷技術或療法，或自願加
入特定疾病的群體接受觀察，找
出預防疾病或改善生活品質的方
式。臨床試驗可用來驗證或推翻
假設，並且能確保新的藥物、療
法、及診斷工具的安全應用。現
今所有的醫療方法，都先必須經

過多次的臨床試驗才可以。
馬醫師是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的內科專家。 他於2002年以優異
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
校醫學院。

他擁有超過 16 年的豐富經驗
，特別是在內科，血液學，腫瘤
內科。

他現在安德森癌症中心擔任
腫瘤學項目主任及腫瘤科助理教
授。

與此同時，馬醫師現與Har-
ris Health System(哈里衛生部門)合
作，並在 Lyndon B. Johnson Hos-
pital 擔任主治醫師。

（本報記者黃麗珊） 慈濟德州分會於10月21日星期日上午
9時30分至中午12時，在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TX. 77036
的慈濟靜思堂舉辦今年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區健康日
活動，很多僑界人士共襄盛舉。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說明
，慈濟健康日活動已在休士頓舉辦多年，每年來參與的民眾數量
逐年增加，許多民眾一大早就排隊等候。慈濟人醫會孫秀蕊總幹

事表示，今年有百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們參與健康日活動。慈濟歡
迎僑界人士，讓我們一起為照顧我們的健康努力加油。現場看到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女兒陳冠
妤、陳柏妤加入慈濟志工團隊，為參加慈濟社區健康日活動的僑
界人士親切服務。莊慈銘前執行長，王崑賢副執行長，黃希涵，
林聰明，李樂罡夫婦及許多志工們都為慈濟社區健康日活動貢獻

心力。
慈濟德州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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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惠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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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科醫師鍾正芳；牙科醫師Crystal VanAnh Phi; 中醫/針灸醫師
Ellen Huang,王顧毓芬；社會服務諮詢周卓。

在醫師諮詢之前，主辦單位請到了H.E.B.藥劑師Stephen Au,
十多位註冊護士為民衆量血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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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B型肝防治
的教育宣導。光鹽社現場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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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保險資料（卡）。主辦單
位也提供為參加健檢者免費剪髮，多位高水準理髮師義工，讓與
會人士看起來更年輕和漂亮。慈濟德州分會為了與健檢者結緣也
準備了一些結緣品贈送。

慈濟志工陳建中介紹，De Santiago 幼兒園校長 Dr. Maria
Galindo和她夫婿當天決定加入慈濟的志工團隊，希望藉以她的
一盞心燈，可以影響到更多西裔家庭，一起走進慈濟，了解慈濟
，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瑪利亞校長在慈濟社區健康日活動上
感謝慈濟大愛無私，愛心無國界的理念，捐助88位孩童所需要
的學生制服，環保毛毯及冬季夾克，並到學校發放，一對一的精
神撫慰，提供物資和精神的協助。

慈濟德州分會溫馨舉行社區健康日活動
嘉惠許多僑界人士為健康努力加油

(本報訊)今年的奧巴馬醫保年度申請期為11月1日至
12月15日，鑒於多數人誤認以為奧巴馬健保被取消了，
川普總統對領取政府補助者的總總限制，引起申請健保補
助者的疑慮與不安，休士頓角聲中心此次講座將協助並為
解決不敢申請健保者釋疑，將訂於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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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迡
處 理 各 種 問 題 。 需 要 事 先 電 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位。

講座內容:
2019年的歐記健保制度 --
2019年歐記健保的最新資訊? 有綠卡或工卡不敢有政

府補助該怎麼辦？不合政府補助條件沒法買健保該怎麼辦
？學生學校的保險太貴該怎麼辦？申請健保有些什麼需要

條件和收入資格？剛取得綠卡來到美國如何申請健保？有
政府補助和沒有政府補助的健保區別在那裡？超過65歲
又不合老人醫療保險資格沒有健保怎麼辦？孩子們的健保
不合 Medicaid 資格沒有健保怎麼辦？孩子們的健保不合
CHIP資格沒有健保怎麼辦？旅遊國外或來美旅遊如何申
請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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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健康保險」 講座 之二

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右二右二）、）、陳建中師兄陳建中師兄（（左一左一
））1010月月2121日在靜思堂歡迎日在靜思堂歡迎DeSantiagoDeSantiago幼兒園校長幼兒園校長Dr. MariaDr. Maria
GalindoGalindo和她夫婿加入慈濟社區健康日的志工團隊和她夫婿加入慈濟社區健康日的志工團隊。（。（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慈濟德州分會於慈濟德州分會於1010月月2121日在慈濟靜思堂舉辦今年度秋季免日在慈濟靜思堂舉辦今年度秋季免
費流感預防注射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區健康日活動及社區健康日活動，，很多僑界人士共襄很多僑界人士共襄
盛舉盛舉。。H.E.B.H.E.B.謝碧蓮花部經理及慈濟志工們親切的為僑界謝碧蓮花部經理及慈濟志工們親切的為僑界
人士服務人士服務（（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屆政府正在宣傳其經濟議程和成功，但
其政策注定要失敗。我認為既不是民主黨人也
不是共和黨人的功勞，這只是經濟學和市場的
運作方式。

今年市場下跌意味著投資者不願意為未來
收益支付更多，因為他們認為公司的收益將下
降。

1.股票市場基本上還是年初的狀況。隨著
所有的減稅措施，你會期望它繼續上漲 - 但舊
的市場格言“買謠言賣新聞”很少出錯。隨著
對特朗普減稅的期待，市場飆升過。然而一旦
通過並實施減稅，卻別無他法再提高收益。

2.利率上升 - 由於減稅，政府對貨幣需求
的增加，利率將繼續上升。貨幣只是另一種商
品，它有一個價格 - 利率。如果你是美國政府

，你可以通過提供更多的錢來吸引資金。
3.房價也將受到中國關稅的影響 - 作為美

國國債的主要買家，他們購買我們的債務外匯
儲備將會更少。他們已經在減少外匯儲備，以
滿足經濟放緩的國內需求。

4.失業率為3.7％是不可持續的。沒有經濟
增長，它不可能繼續下降 - 但在貿易戰中，我
們將以何種方式擴大市場？

5.美元非常強勁，卻也阻礙了我們在全球
銷售產品的能力。對我們的產品徵收反制關稅
，以及強勁的美元，使得其他國家從我們這裡
購買產品也會更加昂貴。因為我們的貿易政策
，他們的經濟因而受到損害，許多客戶因失業
率上升而無法向我們購買（特別是中國）。

6.股票市場的波動表明市場正在重新評估

看起來像經濟衰退的未來 - 由貿易政策，利率
上升，聯邦債務水平以每年一萬億美元的速度
增長。

總之，這可能為時已晚。但是，為了減輕
損害，我們必須立即採取如下措施：

1.解決貿易戰
2.停止減稅
3.履行財政責任
4.將聯邦債務的增長率降低到低於稅收增

長率
5.增加稅收的唯一途徑是增長經濟。貿易

戰限制了經濟增長。 1929年的經濟隔離政策和
不斷上升的利率以及嚴格的貨幣政策導致了蕭
條的發生。(作者：羅傑 ，翻譯: 丹奇）

達拉斯秋季職涯座談會圓滿落幕，同學獲益良多

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將導致經濟衰退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將導致經濟衰退

（本報訊）因應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所引發的需要，而很
多的人對老人醫療保險一知半解，為了服務社區，我們特別為社
區老人舉辦一個老人醫療保險的講座，將於10月27日星期六上
午10:30至12:30在恆豐銀行12樓舉行。
根據了解，在2016年11月30日，美國九成退休老人都會預取社
會安全金，由此即知老人醫療保險的重要性。此次講座純為教育
性質。

主講內容如下，特別注意事項：
1. 介紹Medicare，什麽是Part A, Part B及 Part C and D… 等等
。
2. Medicare，不一定是老人才可以拿，例如傷殘人士等等也可
以拿。
3. 要了解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您現在已擁有聯邦紅藍白卡雙
重計劃嗎？

4. 您即將過65嵗生日了嗎？
5. 能幫助家中長輩了解Medicare的成員。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Melida Liang 梁家倩 Tel: 832-382-4452
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無須報名。將會提供現場問答。備有茶
點招待，主講人還備有抽獎助興 。

老人醫療保險講座，恆豐銀行贊助

(本報訊) 達拉斯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 Dallas)台灣同
學會與該校亞洲中心、達福台商會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教育組共同合作於本(2018)年10月20日於該校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大達拉斯地區第二屆台灣留學生 「2018秋季職涯座
談會(2018 Fall Career Event) 」活動。

達拉斯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傑立及幾位重要幹部
，經過數個月籌劃，邀請到各行各業的專家蒞臨會場，針
對留學生關心議題，包括：求職面試、在美簽證及投資創
業等各領域現身說法經驗分享。

駐休士頓辦事處林副處長映佐應邀於研習營開幕致詞，
鼓勵台灣同學要勇敢創新開拓未來。教育組周組長慧宜則
報告教育部所推動重要政策 「玉山(青年)學者計畫」，透
過彈性薪資作為獎勵，配合國家發展重點領域，進行國際
攬才。各大學向教育部提出延攬國際頂尖人才需求，經審
核通過，每人每年除每月薪資外，可另外支領最高500萬
元，一次核可3年。 「玉山學者」推動方式，將比照目前
學術獎及國家講座審查模式，由教育部或跨部會組成審查

委員會，並依不同學術領域進行審議。另一方面，教育部為協助
各大學留住國內優秀人才，也推出玉山青年學者計畫，除每月薪

資外，核可學者每年另外支領最高150萬元，一次核可5年。
此次研習營估計約近百名同學報名參加，活動順利圓滿，與

會同學咸表獲益良多。

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報告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報告 「「玉山玉山((青年青年))學者計畫學者計畫」」達拉斯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職涯座談會合影達拉斯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職涯座談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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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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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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領館舉行獨立73周年國慶晚會

【本報訊/ 鄧潤京】 10月19日晚，在位於Richmond的印
尼駐休斯敦總領事館舉辦晚會，慶祝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獨立73
周年。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或簡稱印尼，為東南亞國家。約由17,508

個島嶼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疆域橫跨亞洲及大洋洲
，別稱為“萬島之國”。人口超過2.65億，為世界上人口第四多
的國家。在長達350年的荷蘭殖民統治時期後，印度尼西亞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始告獨立。

印尼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娜娜•尤利安娜博士
（Nana Yuliana PhD）在晚宴上提及最近發生是大地震
。到目前為止仍有2000多人失蹤。她和所有來賓為地震
罹難者默哀一分鐘。
尤利安娜博士說，印尼和美國是自然夥伴關系。兩個國
家有著許多共同點。都有著廣柔的地域、多元的族群和
民主的社會。同時，兩國都是地處兩個大洋之間的國家
，都有著厚重的歷史和文化。
尤利安娜博士說，今天，印尼和美國的關系發展到戰略
夥伴關系。兩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使得彼此間顯得更
重要。印尼也將成為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時間段為
2019到2020。印尼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參與更多的
國際事務。
尤利安娜博士說，明年印尼和美國將慶祝建交70周年

。慶祝多元化所帶來的進步和繁榮。尤利安娜博士期望今天來到
現場的嘉賓能再次來參加慶祝活動。

張文華法官將開闢全新法律訪談節目 「文華時間」 下周一首播

印尼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娜娜印尼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娜娜••尤利安尤利安
娜博士娜博士（（Nana Yuliana PhDNana Yuliana PhD）。）。主要嘉賓合影主要嘉賓合影。。

慶祝獨立慶祝獨立7373周年的晚會在印尼國歌和美國國周年的晚會在印尼國歌和美國國
歌聲中開幕歌聲中開幕。。

印尼的民族舞蹈印尼的民族舞蹈。。 現場演奏排蕭等印尼傳統樂器現場演奏排蕭等印尼傳統樂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豐富節目內容及品質，提供觀眾更專業實用的
法律資訊，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特別邀請哈瑞斯縣華裔法官張文華開闢全新法
律訪談節目 「文華時間」，張文華也於24日前來美南新聞攝影棚錄製節目，首集
錄影邀請到大來賓哈瑞斯縣縣長Ed Emmett與哈瑞斯縣書記官Chris Daniel。

曾獲得休士頓女性選民聯盟教育基金會頒發的傑出貢獻人士，張文華擁有豐富
的法務資歷和經驗，首場 「文華時間」錄影，她訪問哈瑞斯縣縣長Ed Emmett與哈
瑞斯縣書記官Chris Daniel，她向觀眾介紹Chris Daniel管理護照和所有法庭有關記
錄文件，而Chris Daniel尋求連任，她也呼籲民眾踴躍投票，維護自身權益。

另外，Ed Emmett則提及去年哈維洪災的淹水處理，哈瑞斯縣對居民都有會應
對措施。節目將在10月29日(周一)晚間7時30分首播及11月2日重播，敬請隨時關
注本台。

主持人張文華法官主持人張文華法官((右右))訪問尋求連任的哈瑞斯縣書記官訪問尋求連任的哈瑞斯縣書記官
Chris Daniel(Chris Daniel(左左))。。((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主持人張文華法官主持人張文華法官((右右))訪問哈瑞斯縣縣長訪問哈瑞斯縣縣長EdEd
Emmett(Emmett(左左))。。((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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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勝學院智勝學院20192019春季班招生開始春季班招生開始

伴隨著感恩節和聖誕節的到來，

2018年就快要接近尾聲了，相信同學

們都在這一年裏學到了新知識，打下

了更加堅實的基礎，不斷成長進步。

智勝學院秋季班課程已經過半，我們

很欣慰的聽到一些家長反饋孩子們在

這一期的課程中對於學習興趣有了顯

著增強，學習方法上取得長足提高。

許多高年級同學在智勝學院大學升學

顧問的悉心指導下圓滿完成了心儀大

學的申請工作，我們祝願他們順利進

入名校，造就美好的未來。

有些同學因為秋季學期校內外活

動太多太忙而沒能及時報名，一時錯

過了對文化課的鞏固復習的機會，導

致成績不夠理想。對於這些遺憾沒能

來參加秋季課程的同學，春季班是幫

助梳理知識點，查缺補漏的好時間。

同學們應當盡早安排好春季學習計劃

，為五月份即將進行的學年期末考試

做好充足的準備。

智勝學院的2019春季課程是2018

秋季課程的延續，依舊是原班人馬的

優秀老師團隊。其中來自休斯頓頂級

私立高中St. John’s 的老師Mr. S將傾

力為學生們分別教授7-12年級的英文

精讀和寫作課程，還有曾擔任休斯頓

作家協會副主席的Ms. N 會繼續負責

高年級SAT/ACT課程以及英文創造性

寫作的教學。

智勝學院除了王牌英文課程之外

，也同樣重視數學和其它科學（化學

，物理和生物）課的教學。打好數學

基礎，擁有良好的數學思維和推理能

力對於同學們日後的學習發展有著決

定性的作用。良好的數學基礎都是要

在日常的 學習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

。智勝學院的資深數學老師們秉承以

人為本的教學理念，盡全力幫助同學

們提高成績，發現數學學科的樂趣。

教授高年級數學的Mr. L 講課風趣幽默

，由淺入深，受到廣大學生及家長的

喜愛。教授小年紀數學的Ms. S訓練的

校隊更是多次獲得了HISD（休斯頓學

區）數學比賽的冠軍，她對孩子有著

無限的愛心和耐心，所以孩子們也尊

敬她，喜愛她。與此同時，為了提高

同學們的動手及邏輯思維能力，春季

也特別開設了Robotics & AI課程 。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萬物生

長的季節，也是學習各項知識的大好

時機。智勝學院偕同各位老師，願意

與家長攜手，共同幫助孩子們邁出成

功的第一步。智勝學院2019年春季課

程擬定於1月12日開始至5月18日結束

，即日起開始報名。詳細課程及師資

介紹請參閱我們的網站，也歡迎學生

和家長來電或郵件咨詢。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學院網站 www.

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

家關註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休市粵菜聲譽響休市粵菜聲譽響 金冠位重無置疑金冠位重無置疑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 
美  南  人  語

Patrick Yang
E-Mail: patrickyanghk@gmail.com

也許我生活緊張、掛一漏萬，似
覺有個有關我們居住的休斯頓的好消
息，似乎不見本地傳媒報道宣傳，那

就是本月初，遠離中國大地及香港，
澳門之外，海外首家粵菜名廚學堂 ，
在 我等居住的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
掛牌, 該學堂將通過遠程教學方式，為
休市及鄰近德州城市的粵菜廚師，提
供授課服務。

粵菜學堂成立的當天，中國駐休
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在掛牌儀式
上說，中餐是華人結交世界各地朋友
的良好渠道。中餐讓很多外國人開始
瞭解中國的好途徑，並逐漸愛上文化
歷史悠久的中國。此外，中餐也寄託
著廣大海外華僑華人對家鄉故地的思
念。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粵菜 「中
餐繁榮」 團團長沈衛紅女仕在接受採
訪時亦說：在休市開設的粵菜名廚學
堂，將依託 中國國務院僑辦 「中餐繁
榮」 基地——廣東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進行廚藝培訓和粵菜推廣活動。 沈
衛紅說，中國美食界有句名言：食在
廣州，廚出鳳城（順德）。順德是著
名的廚師之鄉，很多海外中餐館的廚
師，都是來自廣東順德。她希望休斯
頓粵菜名廚學堂，能夠積累經驗、開
拓思路，為華僑華人，及廣大的美國
朋友、各個族裔民眾，提供真正需要
的粵菜烹飪服務。

當天， 「中餐繁榮」 團中來自廣
東的六名粵菜大廚，為休市市民，表
演了精湛的烹飪技藝。在到訪休斯頓
之前，該代表團還曾到訪過哥斯達黎
加和洪都拉斯。

今次休斯頓有此殊榮，乃休市光
榮 , 華人光榮、粵人光榮、休市1000
多間中餐店的光榮！本人居住休市已
有40 年，過去33 年乃跟隨雙親從事
粵菜酒家生意，在悠長的歲月中，親
眼目睹休市粵菜餐廳的興旺：從上世
紀七十年代的太平洋、李家莊、中國
樓、金寶、金殿、明宮、喜臨門，金
門，滿漢樓. 到九十年代異軍突起的 珍

寶、金山、中國餐廳、鳳城, 雄霸休市
幾近廿年，3 年前金冠酒樓的橫空出世
，成為休市粵菜酒樓 一面鮮明旗幟，
跟珍寶、金山、鳳城,包攬了本市大部
份婚嫁壽宴業務，令紐約、洛杉磯、
芝加哥等美國唐人銜的飲食業者，對
我休市的粵菜生意，括目相看。尊稱
休斯頓是“美食之都”，這的確是實
至名歸，名不虛傳！

在眾多粵菜酒樓，我較為鍾情金
冠， 「飲茶金冠未為忘」 ，何以有此
感覺？正是紙短話長，容我在此暫時
停筆，下期再續。



BB66廣 告 BB66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8年10月26日 Friday, October 26, 2018

祝你成為「休士頓錦鯉」
誰將成為幸運兒？可能就是你!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在2018年秋
，最受全球華人矚目的話題，大概要屬
「中國錦鯉」 了，幸運兒獨得上億人民

幣的各種免單大禮，簡直羨煞所有人!
成為大陸民眾討論熱度最高、最吸睛的
詞，並掀起一波波的 「造錦鯉」 狂潮，
上海錦鯉、杭州錦鯉、紐約錦鯉，紛紛
出現。而現在， 「休士頓錦鯉」 來了，
元創坊聯合超過休士頓50個店家，一起

造就休士頓的幸運兒，大家都在想，誰
將會是 「休士頓錦鯉」 呢？在10月31日
之前，每個人都有機會喔。

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 「錦鯉」 原
本就是幸運者的代名詞，而引領這波
「錦鯉」 風潮的，即是支付寶在今年十

一長假所推出的超級抽獎活動。
支付寶推出 「祝你成為中國錦鯉」

活動，民眾只要轉發這條微博，就有機
會成為 「中國錦鯉」 享受大獎，獎品之
豐令人嘆為觀止，包括食衣住行娛樂，
樣樣都有，機票、住宿、遊輪、包包、
衣服、鞋、化妝品、手機，甚至還有在

休士頓飛虎隊飛行學院為期2個月的私
人飛行員培訓…，獎品多達數百項。

在十月七日中獎者公布後， 「中國
錦鯉」 出現了，中獎率是300多萬分之
一，超級幸運贏家是一位微博暱稱為
「信小呆」 的做IT的女生，連她都不敢

相信自己如此幸運，甚至在微博發了一
條留言，問說 「我下半生是不是不用工
作了？？」 ，此舉引起大陸網友熱烈的
討論， 「信小呆」 瞬間成為微博熱搜的
人物，甚至有人問她缺不缺親戚?

數百萬人討論，萬千光環瞬間加身
， 「信小呆」 一夕爆紅，讓數億人羨慕
不已，算是2018年最受天寵的幸運兒。

別羨慕，現在， 「祝你成為休士頓
錦鯉」 活動正在休士頓轟轟烈烈的展開
著。

一樣提供各類免費大禮，應有盡有
!!

獎品包括:多家超值美食大餐、電腦
課程、飛行體驗、空拍機、農莊度假娛
樂、KTV、護膚spa、美甲、藝術刺青、
汽車美容、花卉、全年奶茶、洗車、換
機油、禮卡、電捲棒等等等。

下一個集萬千幸運於一身的"休士頓
錦鯉"可能就是你!

元創坊(Element Box)表示，所有禮
品福利均為店家贊助提供，絕對真實有

效。
獎品眾多，名單如下: 陳納德將軍

飛虎隊飛行學校 GCFTA(免費飛行體驗、
並贈送 DJI Spark 無人空拍機一台)、大
疆DJI(Tello 無人空拍機一台)、黑蟻電競
Black Ants Gaming Lab(免費加入會員+
100元代金卷一張)、太閣網路技術 Tiger.
Lab Networking Technology (電腦網路學
習課程一位現折 $ 5500 )、綜合娛樂休
閒農莊CCM Ranch(免費炮樓蹲守打獵一
次)、Queen 韓式半永久(免費全手工美
瞳線一次)、Queen Beauty Salon(免費美
甲+小氣泡皮膚護理一次，價值: $ 130)
、 一 丸 日 式 美 妝 Ichimaru Japanese
Beauty(美妝大禮包一份)、百利花店
Top Flower(浪漫玫瑰花一打)、刺客紋身
Assassin Tatoo(知名專業紋身免費客製
化藝術紋身一張圖案，價值: $ 1500)、
獨品造型設計 DP Salon(免費男士剪髮、
女士美甲膠甲一位)、柒伍燒烤火鍋 75
BBQ & Hot Pot Buffet(全休士頓唯一首創
火鍋燒烤蟹腳吃到飽，提供免費霸王餐
一次-四人份)、Tiger Noodle House(老闆
誠意大放送$ 100 Gift Card一張)、湘知
湘味($100 Gift Card一張)、覓時 Wanna
Bao(Downtown精品中餐，首次消費最
貴一道菜免費)、火爆鴨 Square Hot Pot(
雙人特色九宮格火鍋免單一次)、辣之
源 Spicy cuisine (雙人代金券"任你吃"一
張)、新疆阿凡提餐廳 Afandim Restuar-
ant($50代金券一張)、江南村(免費贈送
招牌菜水晶蝦仁、江南紅燒肉各一份)、
大泉港Harbor House(消費滿$ 20，任選
一道菜免單)、湘菜小廚(免費招牌紅燒
肉一份)、Sushi King(免費照燒雞肉套餐

一份)、盼茶 Pann Tea(每日一份任一丼
飯+招牌布蕾奶茶)、味佳香 Tainan Bis-
tro(免費招待地道台式鐵路便當、炒米
粉、蚵仔煎和爆漿雞捲一份)、永康街
Yong Kang street ($ 50 Gift card 一張)、
東雲閣(免費五道特選招牌菜品及點心一
次)、King Crawfish(送單次$100 免單)、
清茶達人 Tea for U(每日任一小吃+飲料
一份)、日出茶太 Chatime(Katy台灣連鎖
加盟珍奶，每日任意中杯飲品一份)、豪
爵KTV(來店消費免費贈送高級X.O.一瓶)
、新天上人間 Happy Zone& Hot Cool
Tea(歡唱金$ 80 USD +免費飲料 $ 20
USD )、Andy's Mobile Car Wash (全面細
緻洗車+晶鑽打蠟到府服務一次)、萬利
車行 Bellaire Auto(免費車檢+機油更換)
、All State Insurance Agency($ 50 USD
Amazon Gift Card)、東方招牌 East Signs
Houston(Franky 老闆提供訂製招牌，
$200 OFF)、黑科技戴森自動氣流電捲棒
Dyson Airwrap價值: $ 499，以上大禮專
寵你一人。

參加辦法: 掃附圖的二維碼，依照
指示步驟加入活動，你可能就是幸運的
休士頓錦鯉!

報名截止時間為10月30日，抽獎
公布時間是10月31日。

獎池仍在繼續壯大中，有意參與活
動的商家，歡迎致電元創坊Element Box
， 電 話 832-239-5408。 地 址: 5800
Corporate Dr. B2 Houston, TX 77036。

掃此二維碼掃此二維碼，，並依照並依照
指示步驟加入活動指示步驟加入活動，，
你可能就是幸運的休你可能就是幸運的休

士頓錦鯉士頓錦鯉!!

元創坊聯合超過休士頓元創坊聯合超過休士頓5050個店家個店家，，
一起造就一起造就 「「休士頓錦鯉休士頓錦鯉」」

飛虎隊飛行學校飛虎隊飛行學校 GCFTAGCFTA贈免費飛行體驗贈免費飛行體驗、、並贈送並贈送 DJI SparkDJI Spark 無人空拍機一台無人空拍機一台

中國錦鯉信小呆中國錦鯉信小呆，，集萬千幸運於一身集萬千幸運於一身

柒伍燒烤火鍋柒伍燒烤火鍋 7575 BBQ & Hot PotBBQ & Hot Pot
BuffetBuffet提供免費霸王餐一次提供免費霸王餐一次--四人份四人份

百利花店百利花店 Top FlowerTop Flower贈浪漫玫瑰花一打贈浪漫玫瑰花一打

獨品造型設計獨品造型設計 DP SalonDP Salon贈免費男士贈免費男士
剪髮剪髮、、女士美甲膠甲一位女士美甲膠甲一位

覓時覓時 Wanna BaoWanna Bao是位於是位於DowntownDowntown
的精品中餐廳的精品中餐廳，，贈首次消費最貴一贈首次消費最貴一

道菜免費道菜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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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1010月月2525日舉辦日舉辦
感謝張洋紫感謝張洋紫 陳秋喜義工感恩會陳秋喜義工感恩會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宣布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宣布1010月月2525日為日為
松年義工日松年義工日，，感恩張洋紫感恩張洋紫、、陳秋喜義工服務十餘年陳秋喜義工服務十餘年
，，熱心貢獻送溫馨熱心貢獻送溫馨。。許勝弘院長用一首義工打油詩許勝弘院長用一首義工打油詩
祝福她們祝福她們：：退休找樂趣做公益退休找樂趣做公益，，暢遊智慧海松年依暢遊智慧海松年依

，，溫暖與關懷全付出溫暖與關懷全付出，，感恩情意濃福永儲感恩情意濃福永儲。。

張文雄牧師宣告張文雄牧師宣告//祝福祝福，，並在會上高歌一曲並在會上高歌一曲
「「Down from His GloryDown from His Glory」」 。。

松年學院林梓秧老師小提琴演奏松年學院林梓秧老師小提琴演奏
「「Whispering HopeWhispering Hope」」 。。

陳祇盛學聯長陳祇盛學聯長，，學員們學員們，，王俐娜老師出席松年王俐娜老師出席松年
學院感謝張洋紫學院感謝張洋紫、、陳秋喜義工感恩會陳秋喜義工感恩會。。

松年學院蔡凌恬老師與許勝弘院長等橫笛班松年學院蔡凌恬老師與許勝弘院長等橫笛班
同學演奏同學演奏 「「Mary had a little LambMary had a little Lamb」」 。。

松年學院合唱團松年學院合唱團1010月月2525日在日在HTISC Daily HallHTISC Daily Hall
由許勝弘院長領唱與指揮下演唱祝福歌曲由許勝弘院長領唱與指揮下演唱祝福歌曲，，以音以音

樂感謝張洋紫樂感謝張洋紫、、陳秋喜義工陳秋喜義工。。

1010月月2525日為我們的工作團隊張洋紫日為我們的工作團隊張洋紫（（學院管理經理學院管理經理20042004--20182018，，右右
二二））及陳秋喜及陳秋喜（（學院秘書學院秘書20032003--20182018，，左三左三），），她們已盡全力為松年她們已盡全力為松年
服務由陳美芬董事長服務由陳美芬董事長（（左二左二））與許勝弘院長分別頒贈一個金質義工服與許勝弘院長分別頒贈一個金質義工服
務獎與感謝禮物給張洋紫務獎與感謝禮物給張洋紫、、陳秋喜義工陳秋喜義工，，王貞慧副董事長與會王貞慧副董事長與會。。

松年學院鍾欣妤老師大提琴演奏動聽的歌曲松年學院鍾欣妤老師大提琴演奏動聽的歌曲。。

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感謝張洋紫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感謝張洋紫、、陳秋喜義工陳秋喜義工
多年來任勞任怨為松年服務多年來任勞任怨為松年服務，，今後希望大家手連今後希望大家手連

手手，，心連心一起努力心連心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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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震動全美的“炸彈郵件”事件仍在
繼續，25日又有兩人成為“炸彈郵件”目標，其中

包括目前居住在特拉華州的美國
前副總統拜登。

22日，“金融大鱷”索羅斯在紐
約州的住宅收到一個含有爆炸裝
置的包裹；24 日，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CNN）位於紐約市時代
華納中心的辦公室也收到一個類
似爆炸裝置和裝有白色粉末的信
封。這些“炸彈郵件”的目標包
括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前國務卿
希拉里•克林頓、前中央情報局
局長約翰•布倫南、前司法部長
埃里克•霍爾德，以及兩名民主
黨國會議員。

對此，本周美國國會議員艾.格
林（Al Green）也發表聲明，嚴厲

譴責相關事件。
艾.格林稱，針對一系列的爆炸郵件案件，今天我

們的國家正處在一種緊張的恐懼狀態，這些事件同
時出現是對公理的藐視，也是對民主的挑釁，對自
由媒體的攻擊，更明顯的是對我們安全的威脅。

我們無法預測誰將會是下一個收到這種炸彈郵
件，也不能預測如果下一次同樣情形發生時，是否
警方能夠有效的攔截或是及時的製止惡性事件的發
生。而川普總統則是用煽動性
的言辭給予了沉重的抨擊。儘
管，總統也知道他的聲明只是
一紙空文，但是足以激起仇視
和暴力行徑。

作為美國的國家總統，其
言行會引發仇視和對立，乃至
進一步的偏激行為。如果總統
一意孤行，用這種方式來從政
，勢必會給更多的人帶來恐懼
和威脅。

“炸彈郵件”事件延續 議員艾.格林發聲明譴責

（本報訊）（本報訊）德州高等教育規範機構本週四同意
通過休斯頓大學設立醫學院的提案，也將促成休斯頓為期半個
世紀以來首現醫學院校。

當天，德州高等教育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休斯頓大學關於為
醫生缺少的地區培養醫護人員的提案，該校計劃在2020年秋季
招收第一批醫學院的學生。

休斯頓大學校長Renu Khator表示，希望此項計劃對休斯頓
大學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用，對休斯頓和整個德州的醫療系統的
提升都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當天的委員會會議經過了45分鐘的討論後，最後一致同意

了該校所提議的獎學金和貸款再支付項目，以保證該校一半的
學生來自少數族裔。

之後，該校計劃向醫學教育機構提交一份申請，申請的時
間將不少於10個月。

位於休斯敦的德州大學醫學院是該市最後一個設置的醫學
院，1972年這所學院開始招生。

該項目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休斯敦大學表示能夠在休斯
敦西南部地區擴大家庭醫療護理，這項計劃不僅能避免一些社
區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加強醫療教學和研究方面的領
域水平。

休大設立醫學院提案 德州教育機構通過

美國房市下滑 市場轉向買家
（綜合報導）今年以來，美國房屋銷售量

持續下跌。房價高漲和加息引發的利率上升是
導致有意購房者放棄買房的主要原因。越來越
多的有意購房者棄買轉租，美國多地樓市已轉
入買方市場。

美國樓市與股市紛紛接近歷史高位，投資
者不免產生資產價格泡沫或將破裂的擔憂。

居高不下的房價、不斷上漲的房貸利率令

美國購房者躑躅不前，儘管美國就業市場和
GDP暫時未露出頹象，但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上
棄買轉租的人越來越多，美國樓市走軟的局面
已經顯現。

今年以來，美國樓市風向轉變明顯。美國
全國房地產商聯合會的調查顯示，美國二手房
購買量較上年下跌 4.1%，已經連續 7 個月下跌
。進入9月份後，主動看房的客戶日益稀少，人

們的購買意願日趨低落。美國房價在2012年觸
底後，至今已經上漲50%。期限30年的美國住
宅抵押貸款利率今年快速增長1個百分點，目前
已經突破了5%，創8年來新高。綜合計算，美
國購房者月供均價較年初上漲了16%，以致很
多有意購房者高呼“買不起”。

美國購房者多數看重房子的升值潛力，房
價快速上漲透支了未來數年的漲幅，購房者開

始對房屋日漸挑剔，致使多地樓市轉入買方市
場。樓市衰微預示著家具、裝修等相關行業即
將進入衰退。

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調查顯示，目前超
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租房比買房更合算。
未來幾個月，待售房屋的購買需求可能保持疲
軟，約 58%的租房者表示目前沒有購房計劃，
高於2月份調查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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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斯右手受傷至少需要休戰三星期斯右手受傷至少需要休戰三星期，，不過巴塞的復甦勢不過巴塞的復甦勢
頭卻未因阿根廷頭卻未因阿根廷““球王球王””缺陣而停止缺陣而停止。。繼上場西甲大繼上場西甲大

破西維爾後破西維爾後，，來到歐聯賽場對國際米蘭再次輕鬆取勝來到歐聯賽場對國際米蘭再次輕鬆取勝，，未有未有
讓手纏繃帶觀戰的美斯和他的兒子失望而回讓手纏繃帶觀戰的美斯和他的兒子失望而回。。取代美斯位置取代美斯位置
的拉芬拿上半場接應蘇亞雷斯的妙傳先開紀錄的拉芬拿上半場接應蘇亞雷斯的妙傳先開紀錄，，而完場前第而完場前第
5050次歐聯替巴塞披甲的左閘佐迪艾巴殺入禁區勁射破網次歐聯替巴塞披甲的左閘佐迪艾巴殺入禁區勁射破網，，助助
巴塞鎖定贏國米巴塞鎖定贏國米22：：00，，BB組三戰三勝高踞榜首組三戰三勝高踞榜首。。

華帥：邊贏波邊等王牌復出
美斯的受傷令不少人擔心巴塞攻力會大受影響美斯的受傷令不少人擔心巴塞攻力會大受影響，，不過主不過主

帥華維迪成功將美斯的工作分擔到另外三名鋒將肩上帥華維迪成功將美斯的工作分擔到另外三名鋒將肩上，，將影將影
響減至最低響減至最低。。對國米一戰巴塞不僅有對國米一戰巴塞不僅有6767%%控球率控球率，，射門次數射門次數
更以更以2121：：99大幅領先大幅領先，，足證巴塞今場優勢是如何巨大足證巴塞今場優勢是如何巨大。“。“今今
仗會讓我們更進一步仗會讓我們更進一步，，學習如何在沒有美斯下獲勝學習如何在沒有美斯下獲勝。。美斯總美斯總
能有閃光表現能有閃光表現，，令人無話可說令人無話可說，，常拯救球隊常拯救球隊，”，”華維迪說華維迪說：：
““今天沒有他我們也贏波今天沒有他我們也贏波，，把握住了機會把握住了機會，，我們會邊贏邊記我們會邊贏邊記
掛他的掛他的。”。”

新鐵三角迎擊皇馬
華維迪今場起用華維迪今場起用2525歲的青訓產品拉芬拿而非過億身價歲的青訓產品拉芬拿而非過億身價

的奧士文尼迪比利的奧士文尼迪比利，，看中的就是前者靈活的走位及相對全面看中的就是前者靈活的走位及相對全面
的風格的風格。。由於蘇亞雷斯稍為墮後協助組織由於蘇亞雷斯稍為墮後協助組織，，拉芬拿的插上即拉芬拿的插上即
成為巴塞攻門主要手段之一成為巴塞攻門主要手段之一，，今仗第一球正是來自其中路策今仗第一球正是來自其中路策
動動，，分球給右路的蘇亞雷斯分球給右路的蘇亞雷斯，“，“蘇神蘇神””即時傳入禁區即時傳入禁區，，拉芬拉芬
拿掩上近門射入拿掩上近門射入。。輔以古天奴的突破及遠射功夫輔以古天奴的突破及遠射功夫，，巴塞變化巴塞變化
多端的進攻令今場多端的進攻令今場““泊大巴泊大巴””的國米防不勝防的國米防不勝防。。相信這個前相信這個前
場場““鐵三角鐵三角””亦是華維迪在亦是華維迪在““國家打吡國家打吡””的重要武器的重要武器，，用來用來
對付近況低迷的皇馬對付近況低迷的皇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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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於巴塞於BB組一枝獨秀組一枝獨秀，，熱刺卻陷於出局邊緣熱刺卻陷於出局邊緣，，問題問題
““詐糊詐糊””加上門將被逐加上門將被逐，，令熱刺慘被燕豪芬逼和令熱刺慘被燕豪芬逼和22：：22，，
三戰只得三戰只得11分分，，出線機會相當渺茫出線機會相當渺茫。。
今季未有重點引援的熱刺無論在本地同歐洲賽場今季未有重點引援的熱刺無論在本地同歐洲賽場

均非常吃力均非常吃力，，今場歐聯作客荷甲今場歐聯作客荷甲““一哥一哥””非勝不可非勝不可，，
卻是先失球的一隊卻是先失球的一隊，，墨西哥球星夏榮羅辛奴殺入禁區墨西哥球星夏榮羅辛奴殺入禁區
勁射勁射““省省””中熱刺守衛中熱刺守衛，，收死門將洛里斯收死門將洛里斯。。而熱刺後而熱刺後
衛達雲臣山齊士之後的入球衛達雲臣山齊士之後的入球，，卻因為未有參與進攻的卻因為未有參與進攻的
哈利卡尼被判越位在先而成為哈利卡尼被判越位在先而成為““詐糊詐糊”。”。雖然盧卡斯雖然盧卡斯
莫拉及哈利卡尼的入球一度助熱刺反超前莫拉及哈利卡尼的入球一度助熱刺反超前，，可惜洛里可惜洛里
斯因侵犯單刀的夏榮羅辛奴直接被逐離場斯因侵犯單刀的夏榮羅辛奴直接被逐離場，，打少一人打少一人
的熱刺最終無法維持勝果的熱刺最終無法維持勝果，，完場前被盧克迪莊近門破完場前被盧克迪莊近門破
網追平網追平22：：22。。兩隊同樣三戰得兩隊同樣三戰得11分分，，要追趕要追趕99分的巴分的巴
塞及塞及66分的國米機會渺茫分的國米機會渺茫。。■■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郭正謙

憾和燕豪芬

熱刺瀕出局

■■美斯帶兒子一起觀美斯帶兒子一起觀
賽賽，，看到隊友的表看到隊友的表
現現，，相信球王也可放相信球王也可放
下心頭大石下心頭大石。。 美聯社美聯社

■■拉芬拿艾簡達拿拉芬拿艾簡達拿((右右))策動攻勢策動攻勢，，
最後由自己完成入球最後由自己完成入球。。 路透社路透社

■■佐迪艾巴佐迪艾巴((右二右二))建功建功，，慶祝個人代表巴塞的第慶祝個人代表巴塞的第5050場歐聯場歐聯。。 美聯社美聯社

奇招守罰球
奇招守罰球

■■洛里斯洛里斯((左左))被被
逐逐，，令哈利卡尼令哈利卡尼
((左二左二))的努力付的努力付
諸流水諸流水。。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女排在世錦賽獲得第三名中國女排在世錦賽獲得第三名。。 FIVBFIVB圖片圖片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24日深夜在個人社
交網站貼文總結2018年，稱2018年女排工
作告一段落。她感謝所有支持女排的人，並
希望在接下來的時光能夠攜手共進，向下一
個目標進發。

郎平在微博中寫道：“今天終於完成了
2018年中國女排的所有工作。這是一個艱苦
奮鬥、不斷提高、勇於挑戰自我的過程。我
們抓緊時間努力向上，收穫了進步、成長，
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明確未來的方向。很幸
運一路上得到了太多人的支持、幫助和鼓

勵，帶給我們滿滿前進動力。接下來讓我們
繼續攜手共進，為了下一個目標的出發！”

中國女排在2018全年共打了40場比賽，
贏28場。其中在亞運會以全勝姿態奪得金
牌。而在本周日結束的女排世錦賽，中國隊於
準決賽以2：3憾負意大利隊，但季軍賽以3：
0戰勝荷蘭，最終以季軍的身份登上領獎台。

朱婷搬入法式花園別墅
對於世錦賽的成績，郎平表示滿意，並

對未來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世錦賽只是新

周期的開始，我們的終極目標是2020。”
另外據內地傳媒報道，中國女排隊長、

主攻手朱婷搬入新居，這是里約奧運奪金而
回時贊助商贈送的。當時，來自家鄉河南的
一家房企贈送她一套市值360萬元人民幣的
340平米法式花園別墅。她在出席活動時回
憶女排世錦賽上表現，稱問心無愧：“冠軍
只有一個，但是季軍同樣只有一個，都是用
努力和汗水拚出來，同樣很珍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羽毛球名將林丹當地
時間24日在法國公開賽男單首
輪中以1：2被日本選手井一
將淘汰出局，賽後他表示，比
賽中自己的心態不理想，導致
出現一些無謂失誤。

首局林丹較快進入狀態，
通過前後場調動處於上風，以
21：9大比分獲勝。

然而，從第二局開始，
井一將狀態復甦，林丹在比分

上一直處於落後，他以兩個
14：21連丟兩局，無緣16強。

林丹認為，輸掉比賽主要
在於心態方面，和體能沒有太
大關係。

不過林丹承認：“確實一
年世界羽聯安排的比賽特別
多，我們都是比較被動地想為
了積分去參加更多比賽，有些
時候比賽質量打得並不是那麼
理想。” ■新華社

郎平總結2018
向下一目標出發

蘇加訪港 簽合作備忘錄

林丹法國羽球公開賽一輪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
淦）與冰島足總成為合作夥伴
僅一年，香港足總又再向歐洲
取經，最新目標是今夏世界盃
亞軍得主克羅地亞。

上周曾在旺角場現身欣賞
港超比賽的前皇家馬德里名將
蘇加，26日便會以克羅地亞足
總會長身份，應香港足總董事
暨會員委員會主席霍啟山邀請
出席午餐會。

據足總透露，蘇加除了會
以嘉賓身份分享自身經歷之
外，更會簽署備忘錄，與香港
足總成為合作夥伴。

現年50歲的蘇加是98年世
界盃金靴獎得主，曾為國家隊

射入45球，至今仍是紀錄保持
者。他球員時代曾効力皇馬及
阿仙奴等歐洲豪門，03年退役
後，於祖國以自己名字開辦了
一間足球學校，現時是克羅地
亞足總會長。

香港足總上年8月曾宣佈與
冰島足總達成協議，聯手推動
“足球發展夥伴計劃”，並獲
100萬港元贊助。期間冰島曾派
教練赴港交流，香港亦曾保送
U15代表隊到彼邦學法。可是
只是一年多，足總已將目光移
向克羅地亞。這種邯鄲學步式
的合作，對香港整體水平會帶
來什麼幫助，姑且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郎平在世郎平在世
錦賽中指揮錦賽中指揮
球隊作戰球隊作戰。。

新華社新華社

■巴塞前鋒蘇亞雷
斯下半場以巧妙方
式處理一記罰球，
皮球貼地穿過國米
全部跳起的五人人
牆，眼看門將勢必
鞭長莫及，國米中
場波索域竟像早知
有此一着般，橫身
躺滑地上封出這次
射門。

法新社

球王養傷 巴塞國家打吡無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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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系列之人類
精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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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Friday, Octob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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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Friday, October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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