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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靈糧堂 六週年堂慶饗宴
特邀李月華牧師主講 5 場精彩信息

領受雙倍恩膏進入新世代

（本報訊）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1月19日下午在僑務顧問瑪牧原陪
同下代表僑務委員會前往奧斯汀拜會奧
斯汀潮洲同鄉會會所，並代表僑委會致
贈國父遺像，該會名譽會長陳泰洲、顏
世光會長、陳登茂理事長率領全體理監
事齊聚會所表達歡迎及感謝。

莊雅淑向奧斯汀潮州鄉親轉達僑務
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關心，感謝渠等長
年支持中華民國支持台灣，並表示僑委
會特別應其需求由台灣訂製大型國父遺
像運寄贈與該會。該會名譽會長陳泰洲
、顏世光會長則表示他們會所國父遺像

已陳舊，為更新找遍全美廠商製作大型
國父遺像均無法完成，對僑委會用心從
台灣訂製送來表達感謝，也立即懸掛於
會所，並表達對於中華民國對於台灣永
遠支持。

奧斯汀的潮州同鄉會會所設位於德
州首府天后宮，由熱心的潮州同鄉籌建
，歷時6年於2002年竣工，成為凝聚越
棉寮來自潮州華僑移民的重心，獨特的
東方廟宇建築外觀也成為當地特色，亦
吸引來自台灣潮州鄉親加入，在海外聚
集潮州鄉親傳承中華文化。

僑委會贈奧斯汀潮州同鄉會國父遺像

（本報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訂於1/26（六）舉辦本年度冬季教師研習會，此次研習請到百
利高中的黃燦琴老師擔任講座。黃老師講題為：資訊的收集與應用，歡迎各中文學校老師和主流學校
中文老師踴躍參加，報名請洽：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chineseschool@ccchouston.org參加研習老師請
自備USB，於課堂上使用。

報名費：中文學校聯誼會會員學校$15，非會員學校：$20
時 間：一月26日（星期六）下午1:00至5:00
地 點：僑教中心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冬季教師研習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僑務委員會前往奧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僑務委員會前往奧
斯汀拜會奧斯汀潮洲同鄉會贈國父遺像斯汀拜會奧斯汀潮洲同鄉會贈國父遺像，，會長陳泰會長陳泰
洲洲、、顏世光會長表達感謝及感動顏世光會長表達感謝及感動。。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僑務委員會致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僑務委員會致
贈贈20192019遊台灣月曆恭賀新春遊台灣月曆恭賀新春，，並與奧斯汀潮洲並與奧斯汀潮洲
同鄉會全體理監事合影同鄉會全體理監事合影

（本報訊）位於糖城的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為慶祝教會成立六週年，將於1月25-27 日舉行三
天特會，特別邀請台北靈糧堂李月華牧師前來分享五
場精彩信息，主題為 「領受雙倍恩膏，進入新世代」
，地點在該教會新購買之會所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舉行，機
會難得，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五場信息時間：
1月25日 (五) 晚上 7:30
1月26日 (六)早上10:00 (備午餐) / 下午 2:00 / 晚上 7:30
1月27日 (日)早上 10:00
李月華牧師是位神所重用、充滿使徒性和先知性恩膏的講員，經常受邀至世

界各地傳講信息。現任靈糧使徒網絡 「國度禱告網」的主責牧師，此禱告平台，
提供全球華人最全面最快速的先知性信息，以及列國的禱告指引，點閱率已達一

千萬人次。
李月華牧師信息強而有力，帶著啓示性的恩膏，深入扎心又不失幽默風趣。

由於經常在世界各地帶領聚會，信息中將各地的所見所聞以及神的奇妙作為與信
徒們分享，不單使會眾的眼界被打開，愛主的心也被大大點燃起來。

此次特會李牧師將分享 5 場從神領受的寶貴信息：新的跨越、打破延遲、天
上法庭、讚美的大能、5779大收割，預備神的百姓帶著新皮袋，進入更榮耀的世
代。

機會難得，場場精彩，國語講座，歡迎踴躍參加！詳情請洽 「大休士頓生命
河靈糧堂」莫思危牧師 (281)433-0517，E-mail：rolccgh@gmail.com，網址：
www.rolcc-houst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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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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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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世界拳王金腰帶
拳手徐燦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接見

【泉深編輯/翊帆供稿】休斯敦當地時間1月26日晚8點，
中國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職業拳手徐燦，將在休斯敦挑戰現
WBA羽量級世界拳王羅哈斯。徐燦及其所屬的M23戰隊代表在
22日下午抵達休斯敦後，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邀請，並於1
月23日上午拜訪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親
切接見了徐燦團隊。

劉紅梅副總領事首先代表李強民總領事，對徐燦團隊的到訪
表示歡迎。據劉紅梅副總領事介紹，徐燦衝擊世界拳王金腰帶的
消息剛傳到休斯敦，就迅速在當地華人華僑群體中引起關注和熱
議。

“拳擊一直是美國人最喜歡的運動之一，不過在中國發展的
比較晚，但當我們得知，徐燦通過自己和團隊的努力，成為中國

拳壇異軍突起的代表，這讓我們休斯敦的華人華僑倍感振奮。
” 劉紅梅副總領事說。

劉紅梅副總領事祝福徐燦能贏得比賽，“希望你能像當年的
姚明一樣，讓休斯敦再次成為全世界華人華僑關注的熱點。 ”

休斯敦是美國著名的 “航天城”，這裡被中國人所熟知，
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籃壇 “小巨人” 姚明的影響。當年，
他正是在NBA的休斯敦火箭隊一飛沖天，成為家喻戶曉的籃球
明星。巧合的是，當年姚明戰鬥過的豐田中心體育館，徐燦也
即將在這裡踏上沖擊世界之巔的征程。

據國僑辦休斯敦華助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介
紹，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和休斯敦總領事館的發動下，包括江西
同鄉會在內的多個華人華僑組織立刻調集人力物力，為徐燦衝
擊金腰帶造勢。當地時間1月26日比賽當天，預計將有上百名
華人華僑將在豐田中心現場，為徐燦加油助威。
“能看到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在美國最頂級的拳擊賽事上
爭奪榮譽，作為同胞，我們替你感到驕傲。希望你充滿信心，
展現出中國人的精神風貌，打好比賽，讓咱們華人華僑在美國
揚眉吐氣！ ” 范玉新執行長說。

鄰近過年，領事館內佈置滿中國元素的新年裝飾，讓人瞬間
感覺到中國年味兒的氣息。徐燦說，進入大使館的那刻起，這裡
就讓他感覺像是回到中國一樣，倍感親切。得悉這麼多華人華僑
支持他，徐燦堅定地說：“我一定會以最好的狀態、最好的精神
面貌打這場比賽，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

劉紅梅劉紅梅（（右五右五））與范玉新與范玉新（（右四右四））同同MM2323戰隊代表合影戰隊代表合影 徐燦徐燦（（左二左二））將簽名將簽名TT卹贈送劉紅梅卹贈送劉紅梅（（右二右二））

劉紅梅副總領事與徐燦團隊親切交談劉紅梅副總領事與徐燦團隊親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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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內的內的
「「王朝通訊王朝通訊」」 內部內部。（。（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有
多年歷史的 「王朝通訊 」 自
遷址 「敦煌廣場 」 後，每天
生意紅火，每天店內擠滿手
機客,大家為 「王朝通訊」 的
平價手機和 「平機計劃」 趨
之若鶩。如全新蘋果手機無
須合同，只需$299，且大多
數計劃無合約，無 SIM card
費，無開機費，可無限高速
上網。並有$19.99月費計劃
，無限數據。歡迎團體訂購
。

「王朝通訊 」 現為KY-
LIN TV 代理，CELA INTERNET,
無需合同，最低月費，高速
上網，蘋果牌產品，批發價
服務新、老客人及學生。如

： IPAD2, IPAD3, IPHONE 4,
IPHONE 4s,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 I TOUCH 等
，C 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
酬賓，全市最低價！並有拍
攝護照照服務。

「王朝通訊」 有專業手
機，維修服務。專精修各種
電話，並有折扣優惠！
「王朝通訊」 現正招收多名

店員，請上門面洽。 「王朝
通訊」 位 「敦煌廣場」 內，

山水眼鏡對面。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

312,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777-7233，

832-277-7745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內的內的
「「王朝通訊王朝通訊」」 內部內部。（。（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王朝通訊王朝通訊」」推出便宜手機和平機計劃推出便宜手機和平機計劃
現正招收多名店員現正招收多名店員，，請至敦煌廣場面洽請至敦煌廣場面洽

王朝旅遊帶你感受傳奇杜拜王朝旅遊帶你感受傳奇杜拜,, 盡享豪華超值之旅盡享豪華超值之旅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簡稱阿聯酋）
是由七個酋長國所組成，其中最出名的
是杜拜和阿布達比以及沙迦。回溯30年
代當時杜拜只是小漁村，人民靠著採集
珍珠生活，而在60年代發掘石油之後，
成為杜拜的第一桶金，因為石油蘊藏量
不大，開始推著杜拜前進一直到80年代
開放自由貿易吸引許多外國人投資，擁
抱巨額的外資進入，從而打造了這個本
世紀發展最快速的城市，一幢幢高聳建
築物和奢華酒店像子彈發射般遍佈聳立
在這城市。杜拜被稱為 「沙漠之星」 ，
這座不可思議的城市，經濟實力雄厚，
創造了很多奇蹟。

王朝旅遊特別推出豪華超值四日
$299傳奇杜拜之旅，帶您去體驗這充滿
奇蹟的沙漠中金碧輝煌現代化城市。行
程包括前往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遊覽，
參觀F1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中國駐阿
大使館及國會大廈，中東最大的清真寺
紮耶德清真寺等。而在杜拜的豪華則遠
遠超出你的想像，當地富翁們過著普通
人難以想像的生活，您將前往中東最大
的黃金市場和香料市場遊覽，乘坐傳統
水上的士欣賞兩岸風景，了解杜拜的快
速發展史。您也會前往到阿聯酋第三大
城市沙迦的歷史博物館，文化廣場古蘭
經雕塑，火車頭傳統手工藝品市場參觀
瀏覽。

杜拜的帆船酒店是您不可錯過的目

的地，體驗七星飯店異國風味料理，內
部裝潢金碧輝煌，同時巧妙融合現代科
技，無與倫比的華麗風格，絕對會被它
的奢華所震撼，令人嘆為觀止，讓您感
覺極盡奢華。還不止如此，看完帆船酒
店再前往八星級酋長皇宮飯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 ，斥資30億美元的天價打
造而成，宛如一座豪華的中東古堡，壯
觀、華麗而又洋溢著歐式浪漫的風情，
飯店總共用了1,002盞施華洛士奇水晶
吊燈，數十噸的純金裝潢打造而成，名
符其實的貴氣奢華與金碧輝煌，簡直是
已經脫離地球人生活了。

阿布達比羅浮宮，是世界級博物館

，由法國建築師 Jean Nouvel 設計。博
物館的頂部是個直徑180米長的圓拱形
，共八層並由7,850個金屬造的星星形
成一個複雜的幾何圖案。另外還有紮耶
德清真寺也叫阿布紮比大清真寺，是為
紀念阿聯酋第一位總統而建造的。這座
清真寺以豪華著稱，僅黃金就用去了46
噸，漢白玉磚牆更是不計其數，水晶吊
燈數萬盞，據說建設總花費約55億美元
。寺中的巨型地毯和水晶鍍金吊燈均為
世界之最。
王朝旅遊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iv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 中國城 精英廣場內 地鋪#A14 (敦
煌廣場側, 百利大道 大通銀行後面)

Tel 電話: (713) 981-8868 微信（We-
Chat）：aat713
Fax 傳真: (713) 981-8870 AAplusVaca-
tion.com 王朝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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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公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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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將
於2月9日(星期六)、以及3月9日（星
期六）兩天早上10點至中午12點，在美
南銀行總行社區活動中心，特別邀淡江
大學校友李元鐘先生主講“2019美國老
人醫療保險(Medicare)”相關議題。講
座免費入場，備有茶點，歡迎踴躍參加
。

學經歷雄厚，講者李元鐘背景介紹
李元鐘大學畢業於哈特福大學

〈University of Hartford〉的保險碩士，
及臺灣淡江大學保險系學士。了解保險
界的人都知道，康州首府哈特福市被譽
為〝世界保險之都〞，能讀哈特福大學
的保險碩士，肯定是保險界的菁英。而
淡江大學保險系是台灣最早成立、富有

歷史傳統的保險學系，同時重視理論與
實務，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金融與保險專
業人才。

李元鐘不間斷的保險專業生涯長達
二十年，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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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業證歷之堂煌、差不多可
以用〝恐怖〞來形容，是達福地區、以
及休斯敦地區保險專業的學經歷最為雄
厚的華裔保險經紀人。

演講內容實際而切身
這兩次演講的內容涵蓋“2019美國

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相關議題，
對長者而言，都是非常實際、切身的內
容，包括:

美國老人保險 （Medicare）認知，
關於Medicare card申請常見問題、Me-
digap和 Advantage計劃的選擇、HMO
與PPO的比較等。

根據個人狀況，評估未來需求

到了 「退休」 年紀，大多數長者已
習慣於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醫療
保險上更是年復一年 「從一而終」 。然
而，如何挑選個人保險計畫，有的人是
單純以保費高低來抉擇，有的人是看朋
友投保什麼就跟著加保，結果面臨醫療
需求時才赫然發現自己不僅沒得到福利
保障，甚至在醫藥費與保險費都白白花
了許多冤枉錢。其實應根據個人健康、
經濟狀況，逐年評估未來需求與適時調
整保險計畫。

有些移民美國的長輩認為台灣健保
「物美價廉」 ，因此非但不願加保Part

C或Medigap，甚至連Original Medicare
都想逃避，感覺每年拿省下的保費去買
來回機票、付醫療費加上探親旅遊都綽
綽有餘；但俗話說得好 「遠水救不了近
火」 ，有時我們身體突然出現病痛，連
有沒有辦法上飛機都可能是大問題，所
以元鐘建議長輩們在美國千萬不能沒有
保險，要如何以最適合自身狀況的方式
投保，可隨時向專業並可靠的保險經紀
從業人員進行諮詢。

提起聯邦醫療保險的優惠計畫Part
C，制度設計上雖讓長輩們依自身意願

選擇是否加入，政府再以撥發補助款給
保險公司，讓民間企業有效率的行政與
管理作為來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計畫
形式自然會以坊間常見的醫療保險為準
則，故在各保險公司所提出的Part C計
畫中，同樣也有 「健康維護組織(HMO)
」 、 「優選醫療機構 (PPO)」 或 「定點
服務組織(POS)」 …等許多種方案，來供
各地已加入Medicare 的長者選擇。

由於Medicare 並非免費參加與使用
，被保險人得繳付保費與就醫時的自負
額，各州政府除對經濟弱勢的民眾設有
Medicaid 加以補助，Part C 的子計畫也
常因被保險人身分另有變化。許多保險
公司不僅推出同時具備 Medicare 與
Medicaid 雙重身分長輩可參加的SNP 方

案，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雙重挹注
，有時個人保費甚至降到比年輕力壯並
擁有團保的上班族還低，同時併有處方
藥計畫Part D，或者免費使用健身房…
等預防保健項目，讓長輩們有更強健的
身體來減少就醫看診的開銷。

李元鐘已處理過不下數百件的老人
保險申請案，希望把專業與最重要的實
務經驗分享給讀者。也希望長輩們能把
握機會趁早加入Medicare，讓您自身的
醫藥需求獲得完善的保障！

講座免費，名額有限，儘早登記，
請聯絡休士頓李元鐘保險公司Kevin 謝
經理，電話（832）500-3228，郵箱
Houston@johnleein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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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新舊會長在雅苑舉行交接新舊會長在雅苑舉行交接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
熱烈歡迎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熱烈歡迎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楊楊

容清副主任蒞會指導容清副主任蒞會指導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歡迎僑教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歡迎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中心主任莊雅淑、、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經文處組經文處組
長何仁傑長何仁傑、、甘幼蘋甘幼蘋、、葉雅倫等歡聚一堂葉雅倫等歡聚一堂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在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在休士頓
中華保健中心大會致詞中華保健中心大會致詞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感謝團隊們支持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感謝團隊們支持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致詞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致詞
、、黃泰生博士主持黃泰生博士主持11月月1212日保健中心日保健中心

新舊會長在雅苑舉行交接典禮新舊會長在雅苑舉行交接典禮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經文處組長何仁傑應邀與休士頓中華保經文處組長何仁傑應邀與休士頓中華保
健中心新新舊會長葉雅珊健中心新新舊會長葉雅珊、、鄭雅文及壽星們切蛋糕慶生鄭雅文及壽星們切蛋糕慶生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舊會長葉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舊會長葉
雅珊雅珊、、鄭雅文在僑教中心主任莊鄭雅文在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見証下完成交接雅淑見証下完成交接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與新團隊亮相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與新團隊亮相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頒贈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新會長葉雅珊頒贈
感謝獎牌給前會長鄭雅文感謝獎牌給前會長鄭雅文、、理事胡小蓮理事胡小蓮

觀禮觀禮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
贈送紀念品給即將榮調返國僑教贈送紀念品給即將榮調返國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中心主任莊雅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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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於白宮和民主黨在美墨邊境隔離牆問題上
分歧嚴重，各方未能及時就撥款法案達成一致，致使約四分
之一美國聯邦政府機構因運轉經費耗盡從去年12月22日凌晨
起關門，約80萬名僱員被迫無薪上崗或者因為無法領取薪水
而歇工。 1月24日，美國聯邦政府“停擺”進入第34天，刷
新美國史上最長紀錄。

受此影響，休斯頓NASA強生太空中心的200名員工已經
超過一個月繼續工作並且沒有任何收入，但同時，他們正面
臨一個新的無報酬的工作---清洗廁所。

本週四，太空中心的負責人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照片，

顯示工作人員被要求每週一次來清理打掃廁所，並且沒有報
酬，一直到政府重新開門為止。由於負責打掃衛生的工人合
同本週五將要到期失效，因此，工人希望能夠減少工作時間
以保證繼續工作，並就此和太空中心進行交涉。

這位負責人稱，這就是太空中心面臨的現實問題，我們
沒有了打掃衛生的這項費用，但同時我們又要無薪工作。並
且這位經理還在推特中顯示了一個憤怒的表情。自從12月22
日開始，隨著川普總統宣布政府停擺，94%的休斯頓3055名
聯邦工作人員失去了工作，

目前，太空中心的200名聯邦工作人員一直在無薪繼續工
作，以保證國際太空站正
在工作的太空人的安全，
這個通知要求現有的員工
註冊登記，幫助清理馬桶
，洗刷廁所等工作，並且
還要求清理垃圾。

聯邦政府“停擺”進入第34天 NASA員工被要求洗廁所

（本報訊）美國頁岩油的產量在2018年創
下了紀錄新高。但投資放緩，今年頁岩油生產
可能不會再現去年的輝煌。

在油價下跌的影響下，美國油商的投資規
模正在逐漸下降。 Dealogic的數據顯示，去年
10月，頁岩油商只有三隻債券新發行，而11月
以來，美國油商就沒有發過新的債券。

價格波動是影響美國油商融資情緒的重要
因素。去年10月以來，原油價格節節下跌，美
國WTI原油期貨從76美元的高位回落，聖誕期
間跌至42美元，目前反彈至52美元。

德商銀行在此前的一份研報中提到，WTI
原油期貨去年年底跌至42美元“明顯使得頁岩
油生產生更加謹慎”。

美國頁岩油生產拉響警報

Uber調查員低薪又過勞
（本報訊）線上叫車平臺Uber為促進搭乘安全，成立特別

調查部門來處理客訴與犯罪案件，這個75人組成的部門每週要
處理超過1,200個案子，並向總公司回報。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報導，Uber調查員薪資低於行情，工作壓力過高
，自殺風險正在升高，至少6名調查員已需要臨牀諮詢。

CNN取得一份由風險管理顧問為Uber撰寫的備忘錄。據內
容，Uber特別調查部門有15名隊長和60名下屬，負責追查口頭
威脅、暴力行為、性侵害、偷竊、嚴重車禍等案件。調查員年紀
約是20多至30多歲，且多具備治安執法、偵查、軍事背景。調
查員時薪為18.5元（美元、下同），相較於航空公司或大眾運輸
的安管人員，其時薪介於21.8元至26元，Uber調查員的薪資偏
低。

調查員必須直接與嫌疑人接觸，有時會遭遇謾罵和威脅，此
外，也必須與受害者討論性侵害或攻擊過程，精神損耗極大。特
別調查部門工作區是開放式，隱私度低，打敏感電話時更困擾，
比如調查員正在和性侵受害者講電話，隔壁卻在唱生日快樂歌。

備忘錄指，調查人員其實喜歡Uber這個年輕品牌和團隊，
但已出現過勞、睡眠不足和其他問題，且 「Uber尚未為調查員
規劃出一條完整職涯路線」，升遷與加薪機會很少。備忘錄建議
Uber，加薪留住人才，為調查員隊長規劃進修。

Uber在備忘錄出爐後，已根據建議實施改善方案，包含提
供心理諮商、更好的排班表和福利、進修培訓。此外，調查部門
工作區裝設了門板，還有兩個打敏感電話時專用的房間。 Uber
表示，2019年也將持續關注安全議題，發佈精準又透明的報告。

美國西方石油公司CEO Vicki Hollub週三在達沃斯論壇上提
到，她認為未來數月，原油市場的波動性還會加劇，而價格波動
讓投資更加謹慎，“沒有多少資金進入二疊紀盆地”。

投資風險上升也是頁岩油商行動保守的主要原因。全球經濟
增長放緩，投資者對原油需求亦有擔憂。

“除非是情勢所迫，沒有人想要發債。”英國《金融時報》
援引資管公司Amundi Pioneer高收益主管Ken Monaghan觀點稱
。 Ken Monaghan提到，頁岩油開採和生產商公司債收益率上升

，逼退了潛在的融資。 “最高的時候收益率大約有10.25%，這
簡直貴到離譜。”

斯倫貝謝CEO Paal Kibsgaard在1月18日的業績電話會中提
到，近期的油價波動給頁岩油公司2019年的開支前景蒙上不確
定性。頁岩油鑽井商年初“普遍更加謹慎，再次推遲了勘探生產
支出的廣泛回升。”斯倫貝謝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務公司。

斯倫貝謝CEO稱，預計頁岩油業今年的開支預計持平2018
年，甚至有所下降。這意味著鑽井活動可能會有所回落，原油產
出也有可能自紀錄高位下滑。

上週五的數據顯示，截至1月18日當週，貝克休斯活躍鑽井
數目大幅下降，減少21座至852座。這是活躍鑽井數連續第三週
下降，且創下2016年2月以來最大降幅。

美國能源信息署（EIA）在此前發佈的短期前景展望中預計
，美國原油產量預計在今年放緩到110萬桶/日，比2018年的日
產量160萬桶減少了50萬桶。而2020年，原油產出會進一步減
少到80萬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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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澳洲老將 首晉大滿貫女雙決賽■■斯托瑟網前斯托瑟網前
擊球擊球。。 新華社新華社

澳 洲 網
球公開賽（澳網）
24日結束女單準決賽的
較量。新科美網冠軍大坂直美
狂轟15個ace和56個制勝分，以6：
2、4：6、6：4擊退細威的終結者、7號種
子比莉絲高娃，取得大滿貫13連勝。26日將與
另一捷克名將姬維杜娃爭冠，屆時兩人之間的勝者將
成為世界新一姐。
8號種子姬維杜娃24日以7：6（2）、6：0淘汰本屆澳網手

感火熱的美國小將柯林絲晉級決賽。“這對於我來說意味着一切。這
是我努力的結果，我太高興了！”捷克姑娘說。
在男單賽場，24日首先完成一場準決賽，2號種子拿度表現繼續霸氣，他憑

借最後連贏9局的強勢，以6：2、6：4、6：0橫掃希臘超級新星西西帕斯，6戰不失一
盤率先晉級決賽。這是拿度三年來第二次、總共第五次躋身澳網決賽。拿度將與祖高域和
普伊之間的勝者爭奪王者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在日前舉行的2019年北京市體育工作會議
上，北京市副市長張建東表示，2019年是北京冬
奧會場館建設的集中年，所有的改造場館都將在
今年開工。此外，據《人民日報》消息，第一項
北京冬奧會測試賽高山滑雪世界盃將於2020年2
月在北京延慶舉行。按照測試賽籌備步驟，位於
延慶的國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配套設施必須在今
年10月全部完工。

張建東表示，高山滑雪世界盃雖然是在2020
年2月進行，但場館配套設施必須在今年10月全
部完工。“按照國際雪聯的要求，必須留出3個
月的造雪期。這之前，造雪、引水、電力、纜車
等系統都要在今年10月完工。”
除北京冬奧會測試賽，北京也將從今年起陸

續舉辦一批高水平的冰雪賽事，包括國際雪聯越
野滑雪積分賽和滑輪世界盃、女子冰球世界錦標
賽（甲級B組）、冰壺世界盃總決賽、全國冰球

錦標賽，以及2020年和2021年高山滑雪世界盃
及其測試賽等。此外，北京市還將繼續承辦NHL
（北美職業冰球聯盟）中國盃比賽、單板滑雪大
跳台世界盃等國際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正在西班牙集訓的U25中國男足（國足）集
訓隊，當地時間22日在一場熱身賽中以1：6不敵
羅馬尼亞球隊基亞伊納協和，不過比賽中國足出
現內訌，被內地傳媒狠批“輸球又輸人”。
西班牙集訓是這支U25國足的第二期集訓，

他們先後進行了8場熱身賽，只以3：1擊敗瑞士
甲級聯賽排名第4的韋爾；其他7場比賽2平5
負。
而當日在對基亞伊納協和的比賽中，主帥沈

祥福與馮伯元發生爭執，前者甚至不顧比賽正在
進行，就衝入場內，助教徐亮趕緊將他攔住，避
免事態進一步惡化。據傳媒報道，之所以發生這
一幕，是馮伯元急於進球，多次單打獨鬥，但教
練組希望他多和隊友配合，惟溝通上發生“誤
會”。

2017年9月，遼足前鋒馮伯元加盟了克羅地
亞甲級聯賽球隊魯達士，為球隊出場9次射入3
球，但在去年1月提前返回遼足。上賽季的中甲
聯賽，馮伯元總共出場6次射入1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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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再遇宿敵傑志
誓雪恥奪銀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高級組銀牌決賽
將於26日下午4時於香港大球場上演，傑志與和富大
埔一對歡喜冤家再次碰頭，上季兩場盃賽決賽均敗於
傑志腳下的和富大埔誓要在今仗一雪前恥，主帥李志
堅認為無論在經驗、人腳以至能力上，今場絕對是擊
敗傑志的最好機會。
上季聯賽以及兩個盃賽均屈居在傑志之下，大

埔今季大舉擴軍力求突破，累積了上季失利的經
驗，加上年輕優勢和更豐富的人腳組合，大埔今場
高級組銀牌決賽迎來最佳復仇機會。主帥李志堅認
為今場是雙方實力最接近的一場對決：“傑志今季
少了艾力士辛祖將有一定影響，論活力我們絕對勝
於對手，而經驗方面我們逐漸與對手拉近，我相信
這是雙方實力最接近的一仗，亦是我們擊敗傑志的
最好機會。”陣中前鋒黃威亦希望球隊汲取上季落
敗的教訓，於今仗順利捧盃。
傑志今季成績有所回落，華杜斯回歸後尚未重

拾最佳狀態，不過這位香港足球先生有信心球隊可

以重掌主動：“傑志今季聯賽排名雖然有所下降，
不過我們的實力沒有多大分別，我們永遠有信心擊
敗任何對手，決賽對每一位球員而言都是一個特別
的時刻，我們會將最好的一面呈現在球迷面前。”
另外高級組銀牌決賽當日，入場球迷可憑票尾

於場內指定地點免費換領紀念匙扣一個，名額2,000
個。

北京冬奧明年辦首項測試賽

U25國足友賽內訌 輸球又輸人

■■張帥張帥（（右右））
與斯托瑟在與斯托瑟在
比賽中互相比賽中互相
鼓勵鼓勵。。

新華社新華社

■■姬維杜娃淘汰姬維杜娃淘汰““黑馬黑馬””柯柯
林絲晉決賽林絲晉決賽。。 法新社法新社

■■大坂直美爭女單大坂直美爭女單
后冠后冠。。 法新社法新社

■■馮伯元馮伯元（（右右））於於20172017年為克羅地亞甲級聯年為克羅地亞甲級聯
賽球隊魯達士披甲賽球隊魯達士披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傑志與和富大埔傑志與和富大埔2424日先禮後兵日先禮後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張帥張帥（（右右））
與斯托瑟慶祝與斯托瑟慶祝
勝利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據新華社消息，正在墨爾本進行
的澳洲網球公開賽，作為正賽

籤表裡唯一還在征戰的中國隊“金
花”，張帥當晚與澳洲老將斯托瑟組
成的跨國組合，經過2小時36分鐘的
激戰，以7：5、4：6和7：5艱難地擊
敗捷克搭檔斯特里科娃/馮德勞紹
娃，闖入決賽。25日決賽，她們面對
衛冕冠軍、賽會二號種子匈牙利的巴
博什與法國的姆拉德諾維奇。
此前，張帥在她的主項女單比

賽中惜敗於6號種子、烏克蘭姑娘施
維杜蓮娜拍下，止步32強。“三線
作戰”的她隨後還參加了混雙比賽，
與澳洲選手皮爾斯搭檔，但未能晉級
第二輪。
不過，在女雙賽場，剛剛度過

30歲生日的張帥，與34歲的澳洲前
女單“一姐”斯托瑟磨合得愈發默
契，二人一路連戰連捷，曾在8強賽
爆冷淘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捷克組合
克賴奇科娃/西尼亞科娃，闖入23日
的準決賽。這也是她和斯托瑟繼去年
美網闖入四強後，連續第二個大滿貫
賽進入女雙準決賽。
賽後，張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已經是當地時間24日凌晨時分，不
過談到一個多小時前她生涯第一次闖
進大滿貫賽女雙決賽，這位中國網球
“金花”依然激動。“我覺得這是我
從小的夢想，期待已久，終於能在有
生之年，站上大滿貫決賽的賽場。”
她說。
談到比賽過程，張帥說：“我覺

得這就是與世界最高水平選手的對
決。誰發揮好一點點，或者一兩個
球，就可能改變走勢。此次能夠拿下
勝利，對我們來說，也提高很多信
心，我也進步了非常多。”

展望決賽，張帥說：“我覺得
她們是當今網壇最強組合之一。其實
我們之前打的每一組都超級強。能夠
進入決賽，好好去享受就好了，每一
場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態。”

在23日晉級決賽後，張帥也成
為繼鄭潔（2006年、2015年）、晏
紫（2006年）、彭帥（2017年）之
後第四位闖入澳網成人組女雙決賽的
中國金花，也使得澳網女雙決賽時隔
兩年後又一次見到中國球員的身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3日晚，拚到

接近當地時間零點

時分，伴着羅德拉

沃爾球場內觀眾們的歡呼聲，中

國網球金花張帥躺倒在地，仰望

夜空，慶祝自己職業生涯第一次

闖進大滿貫女雙決賽。賽後，張

帥激動地說：“我覺得這是我從

小的夢想，期待已久，終於

能在有生之年，站上大滿

貫決賽的賽場。”

張帥有生之年終圓夢終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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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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讲坛节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
导演、编剧與主持人。，主要讲述历史、文化、社会等人文学科知识。
节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
晓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 “看美国”系列终极篇 血脉相连的美籍华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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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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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五 2019年1月25日 Friday, January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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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Hsu 董事長 許恩偉Pau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豬 年 大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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