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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和參與店家可能會有所不同。不能與任何其它優惠或套餐一起使用。 ©2019 McDonald’s

為您的早餐精打細算

配上咖啡，
享受完美套餐

1.50$
Break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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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齊 分 享

許氏45週年

0168-M40111-4

0112-4 0113-4

優惠訊息
請洽各經銷商
及各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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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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士頓中華公所謹訂於三月二十四曰下
午二時,在僑教中心二樓 203 室,舉辦2019 年度國慶籌備
會正,副主任委及財務長的選舉活動。敬請有興趣的僑
界社團及先進們, 盛情出席參與及捧場。只要有五個社
團聯署,即可成為候選人。出席社團及負責人, 當以在僑
教中心登記在案的為主。如有任何問題請Email 中華公
所共同主席李世威或鄭雅文 acohchair@gmail.com

（本報訊）時間: 2019 年 3 月 23
日 (周六)，上午10:00am-12:00pm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陶慶麟醫學博士 (德州

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
任何人都有腰酸背痛背痛，頸椎

不適或全身肌肉酸疼的經驗。當
因為身體發生疼痛、不適時除了
看醫生外，平日在家什麼樣的簡

單的動作或運動可以舒緩或預防身體的疼痛。特別是年長者、衰
老、身體過重或不夠強健者，什麼樣的運動能有效改善疼痛，而
什麼樣的運動則會造成傷害加俱疼痛?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別邀請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
麟醫生於3月23日(周六)上午10點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

一場有關 「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的免費健康講座。
在當日講座中，陶慶麟醫生將與會眾們分享他個人專業醫療

領域，教導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如何利用簡單伸展動作減輕身
體疼痛防禦背部疼痛。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學士畢業，聖路易斯大學醫療
管理碩士學位，洛根大學整脊博士學位。陶慶麟醫生曾多年一直
擔任醫療保健顧問，並在休士頓第一家創立結合中西醫專家團隊
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運用 「幹細胞」療法不用開刀
診療就能治療各種身體疼痛，包括關節炎，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
除疼痛，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功能，提供身體機能全方
位的醫療服務與診療，造福許多患者。

美南銀行（Member FDIC）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
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本行隨時舉辦各種多元
化資訊免費講座，如稅務、生活健康保健等的專業演講等。提供
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息。2019年3月23日週六上午10:00免費

社區服務講座，現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歡迎商家
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地點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
有關講座相關資訊查詢，請洽：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Ling Ch-
uang) 713-272-5045，或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
國 城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Plano、Rich-
ardson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
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
處，以提供更完善全方位的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小
時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
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

（本報訊）宏武協會為了推廣傳統中華文化和東西方文化的
交流，讓更多練武之人有一展身手的園地，將於2019年4月26
日至28日在休士頓Marriott Westchase Hotel舉辦 「世界之星」中
華武術錦標賽，歡迎大眾參閱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
有關報名詳情。

此三天活動，除了武術錦標賽與各家武術表演外，並有武學
大師武術講習班，26日星期五晚上可接受現場報名，27日上午
九點30分錦標賽開幕典禮，此集合防身、健身、養身和娛樂等
多種功能融於一體的錦標賽，有超過四百多個項目，包括外家、
內家，傳統武術、現代競技武術，對打、推手，從初學者到高級
者都可以一展身手，大會備有冠、亞、季軍和優勝者獎牌，總冠
軍大型獎盃，凡十二歲以下(包括十二歲)參賽小朋友均將榮獲前
三名外之優勝獎牌；這次錦標賽有不同的年齡分組，另依學習年
限分為四個組別，為習武一年以下，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兩年到
四年，和四年以上。

武術講習班今年很榮幸請到有26日星期五晚上的薛振民老
師教授 「太極化勁及應用」，27日晚上八點至十點特別請來楊俊
敏博士舉辦 「武術擒拿講習」。楊俊敏博士精通了少林長拳，白
鶴拳，太極拳。在2004年楊博士開始創建楊氏武術協會傳承中
心，目標是把他的全部的中國武術知識和哲學，歷史和文化完整
的傳授給下一代。28日星期日上午八點至十點的武學大師武術講
習班，胡鄰老師 「氣功」，楊俊敏博士 「太極拳應用」，薛振民
老師 「太極扎根的藝術」，楊俊義老師 「十五式太極拳」，歡迎

大家踴躍參與。
除了27日星期六全天武術錦標賽，今年特別在28日星期日

上午10:30AM-12:30PM 舉辦一場【中華武術展】，由外地，本
地的老師及表演隊表演不同門派武術，並於盛會時頒發 「2019年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及此屆 「武術總冠軍獎盃」，須憑票入場
觀賞，詳情請查看網站www.wumartialarts.org參閱或諮詢
電話聯絡 (713)780-4007。

休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 1985 年，是美國聯邦國稅局
501(C)(3)非營利免稅慈善機構，活動不涉及政治、宗教，
宏武協會宗旨為發揚中華傳統武術文化，藉由講座、武術

研討會與國術觀摩，比賽等等多元方式，提供各族裔習武之人交
流切磋的互動平台，並於2014年起，每年頒發獎學金予優秀學
習武術之青年子弟，以玆鼓勵有恆心、有毅力、文武均優之學子
；藉此幫助海外華洋子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深，在海外推廣中
華文武道德傳統理念。

宏武協會舉辦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暨頒發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歡迎以武會友

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席選舉
（本報訊）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將於三月二十三日晚間在

珍寶海鮮樓舉行一年一度的獎學金頒發典禮暨籌款晚會。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創會於1992年，為本市最具規模之華裔

醫師組織。目前擁有會員300餘人，包括來自全球各地及美國本
地之牙醫師和醫師。創會宗旨除為聯絡及加強華裔醫師在美主流
醫學界的地位外，更積極關懷僑社華人健康包括參與義診，提供
醫療講座，頒授獎學金與華裔從醫子弟以激勵後進。在過去廿六
年中獲授獎殊榮之華裔子弟多達百餘人。

協會尤其注重新血更替及擴展醫師之參與。會員人數持續增
加。會長亦隨之經選舉逐年更替。協會歡迎熱心人士各方面的支
持。若有樂意資助者，可以買桌或提供資金。詳細情形請Email
會長，Dr. David Huang:dhuang82@ hotmail.com 或財務長， Dr.
Lillian Chan:clchan1956@ gmail.com ,Tel. 832-983-2989.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將舉行獎學金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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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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3月22日 Friday, March 22, 2019

中國買家美國房地產投資新趨勢

(李生觀點 泉深編輯)1、中國買家已從一二線城市過渡到三
四線城市購房者美國欣欣向榮的房地產市場吸引了全球買家的目
光，特別是中國買家連年增長，中國買家在美國平均購房的單價
在40萬美元左右，50%可以銀行貸款，首付20萬美元左右每人5
萬美元的外匯額度，一家4口即可滿足條件，中國買家群體已從
一二線城市過渡到三四線城市購房者。

2、中國買家購房投資模式呈多樣化佈局
中國買家已從單一的自住房投資，向學區房、長租公寓、商

業地產方向轉化，向房地產股權投資、基金投資方向轉化。並從
紐約、洛杉磯等一線城市向達拉斯、西雅圖、休斯敦等新移民城
市轉移。隨著中國國內各地限購政策的步步升級，投資國內房產
的熱度逐漸降溫。

然而，投資海外房產的熱潮卻是一波高過一波。根據美國房
地產經紀協會（NRA）最新公佈的報告顯示，在美國房地產市
場上，海外買家的購買總量為1530億美元，海外買家已經成為
美國市場上一支不可小覷的投資新勢力。

中國買家數量佔所有海外買家人數的14%，成為投資美國房
地產市場的最主要海外買家。與此同時，2017年中國買家所購得
的美國個人住宅總價值已超過317億美元，遠遠超過加拿大買家
的190億美元。

作為美國房地產經紀協會（NRA）的首席經濟學家，Law-
rence Yun分析道：“近幾年，美元對多國貨幣的匯率走強和美
國房地產市場的牛市吸引了眾多的海外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相信
美國是值得生活、工作和投資的樂園。 ”

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選擇海外置業和整個投資市場的成熟
化規模化，並在投資地區及類型方面的偏好也正在悄然發生著巨
大的變化。

一：投資區域的多樣化
在信息越來越透明的大環

境下，中國的個人投資者也更
趨於理性。區別於以往專注於
投資在紐約、加州等傳統華人
移民地區，投資者開始把目光
轉向租售比高，人口及工作機
會增長快，房產增值穩定的區
域，從而達到多樣化配置海外
資產的目標。因此，達拉斯、
西雅圖、芝加哥等新華人移民
城市也成為了新的投資熱土。
在 住 宅 市 場 中 ， 達 拉 斯 憑 藉
7.35%的租金回報率，位列全球
主要城市租金回報率排行榜第
一，洛杉磯則是5.8%，位列第三，而北上廣的租金回報率僅為
1.5%。

二：投資房產類型多樣化
在過去的幾年裡，個人住宅是中國買家的首選海外置業方式

。隨著中國留學生的迅猛增加，更是激發了“以房養學”等投資
需求，父母選擇在孩子讀書的區域附近購置房產，方便子女居住
，同時還能分租出去1-2間房子，實現收益。同時商業地產已經
成為了中國買家的新方向。目前，中國買家佔所有美國商業地產
海外買家數量的29%。很多機構大客戶已經開始了長租公寓、精
品酒店、辦公樓、小區開發、土地投資等多樣化的房地產投資，
開發高品質小區投資、長租公寓、精品酒店等成為了中國投資者
眼中的“香餑餑”。

依托達拉斯、洛杉磯當地本身強勁的經濟勢頭和就業增長，
大量高素質的年輕人口遷入這些地區，市場需求非常旺盛，所以
中國投資者也開始青睞這些順應市場發展而產生的新項目。

三：投資收益方式的多樣化
隨著市場的成熟、房產類型的增加，投資收益方式也呈現多

樣化發展。就個人住宅而言，現在不僅能夠通過房屋本身升值來
實現收益，同時，有配套的房屋租賃公司來進行投資後的統一管
理。另外，不少投資者選擇以跟投的方式來參與商業地產的股權
投資，投資金額從10萬美元起。這種方式也被越來越多的中國
個人投資者接受。同時，還有投資者以參與基金的方式來投資精
品酒店、長租公寓等商業地產項目。因此，整個海外置業的投資
方式也越來越靈活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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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假期】推薦
日本, 越南, 或是菲律賓海上威尼斯+廣東

美食遊
5月28日“買一送一”

全程中文導遊，再額外贈送日本沖繩岸上

觀光項目
深圳啟航廣州離開10天，帶您開始海陸空

新“玩意”
行程特色：

*回國探親, 與家人團聚, 帶家人體驗遊輪

度假----北美最流行的度假方式
*深圳母港, 投資800億打造, 璀璨堂皇, 無

以倫比, 堪稱世界第一
* Costa 大西洋號遊輪: 85619噸豪華遊輪

, 號稱"海上威尼斯"
* 道地美食: 廣東點心午餐, 中山紅燒乳鴿,

荔枝木鵝
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遊

遊船日本線暢遊：沖繩(那霸), 沖繩(宮古
島), 沖繩(石垣島)

5月28號抵達“買一送一”！
內艙房 $499起；海景房$599起；陽臺房

$699起 (不含機票)

【洛杉磯訊】中小型企業是促進美國經濟繁
榮發展的核心動力。為幫助小型企業主達成目標
，華美銀行近日推出兩款中小企業優惠計劃，助
力客戶把握商機，邁向成功。自即日起至2019年
6月30日止，客戶凡在該行申請SBA 7（a）小型
商業署貸款計劃，即可獲享高達2,500美元的申請
費減免優惠；同時，客戶凡在該行開立一般商業
支票帳戶，即可免除首六個月的最低存款額要求
並獲免費標準樣式支票一盒；此外，存款額達到
標準的商業客戶，還可獲得遠程存款掃描機（re-
mote deposit capture scanner）、免收電匯手
續費和月服務費等多項優惠。

另外，為協助中小企業客戶提升市場競爭力
，拓展新客群，增加收入來源，華美銀行現為商
家及網路商店提供多樣的收款方式，包括所有主
要信用卡和各類手機行動支付方式。請洽華美銀

行各分行獲取優惠詳情。欲瞭解有關小型商業署
貸款的優惠詳情，請前往網站 eastwestbank.
com/offer19或致電888-245-1756；欲瞭解有關
商業支票帳戶的優惠詳情，請前往網站eastwest-
bank.com/easy或致電888-819-8880。

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
資本穩健，連續九年盈利創新紀錄。今年，該行
更以強勁的營運表現在眾多大銀行中脫穎而出，
獲評《富比士》「全美百強銀行」（Forbes
America’s Best Banks）第八名，並自2010年
起，始終位居該榜單前十五名。此外，華美銀行
還憑藉卓越的客戶體驗獲選《富比士》「2018加
州最佳銀行」（Forbes America’s Best In

State Banks）第二名。華美銀行位於大華超
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營業時間為：週
一至週五上午10時至下午7時，週六上午10時至
下午5時，週日上午11時至下午5時。華美銀行
全體員工竭誠為您提供超越一般銀行的優質服務
。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BC

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
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
行，現有總資產4百10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
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
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

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
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
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廈門亦
設有辦事處。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

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
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
網址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推出中小企業方案華美銀行推出中小企業方案
幫助客戶優化營運幫助客戶優化營運 開拓客源開拓客源 邁向成功邁向成功

【【全旅特惠全旅特惠】】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遊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遊
，，55月月2828日日““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全程中文導遊全程中文導遊，，
帶您遊覽海陸空新帶您遊覽海陸空新““玩意玩意！！((不含國際機票不含國際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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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當年紀輕
時為生活事業打拼，忙忙碌碌的，總希
望有多些空閒的時間；一旦退休後，時
間多了，應該如何規劃呢？其實，退休
是新生活方式的開始，有更多自己可以
掌控的時間，那些想做卻沒做的事、想
去卻沒去的地方、想聚卻沒時間聚的朋
友、想學卻沒空閒學的愛好，現在都可
以一一實現。而一些懂得生活的長輩，
還會考慮搬到銀髮社區，不用打理諾大
的家，也不用操心三餐，安排時間讓自
己愜意的生活，這樣，退休便是另一段
黃金生活的開始。

我們採訪Treemont銀髮退休社區，
這是休斯敦最負盛名的銀髮社區之一，
有40年悠久的歷史，裡面住了許多快樂
的銀髮居民，聽他們談談在Treemont的
生活。

自從搬到這裡，許多問題都解決了
李太太已經八十多歲，她是2016年

搬到Treemont社區的，她搬家的原因是
鑑於生活需要協助，包括交通工具與購
買日常用品、看醫生等，因為她獨居，
子女不在身邊，萬一生病或是跌倒，也
需要有人幫助。

自從搬進Treemont之後，她的問題
便輕鬆被解決，Treemont有兩輛轎車接
送居民，司機接送她去看醫生，非常方
便，也省了很多車費。Treemont社區也
會安排小巴士帶居民去購物，依據自己
的需要，不同天去不同的地點，像是
Kroge、 CVS、 Randalls、 Walgreens、
WalMart、Target等地，帶給銀髮居民很
大的方便。

社區安全系統非常完善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住在Treemont讓

她很放心，社區安全系統做的很好，在
臥室床邊、和浴室裡各有一個安全拉繩
。萬一發生緊急情況，居民只要拉一拉
繩子，很短時間就會有人來協助。這個
系統整天24小時都有人值班，一週7天
，不斷的注意居民的安全。此外，社區
有所謂的“9點計畫”，把一個標語牌
晚上 9 點拿出來放門把上，隔天早上 9
點再放回屋裡，萬一有異狀，負責安全
檢查的人會來敲門，問居民是否一切都
沒問題，這兩點安全措施，讓她覺得很
安心。

不須操心三餐，也有中國菜
不用準備三餐讓生活變得更輕鬆，

社區有個大餐廳，每天供應三餐，居民

可選擇吃套餐、或是自助餐，也常常有
中國菜。吃飯時會遇到許多鄰居，她喜
歡和不同鄰居聊天，同時認識新朋友。
居民可以把食物帶回自己的公寓吃，或
在餐廳吃。不用煮三餐，節省許多時間
，也不用煩心每天要吃什麼，已經有人
都準備好了。

社區安排非常多活動，不會無聊
當人不用操心三餐、不用自己打掃

家裡，那麼，時間用來做甚麼呢？
Treemont會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讓居
民過的非常充實。從週一到週日都有娛
樂活動，一點都不會無聊。包括合唱團
、手工藝術、電影、賓果遊戲、讀書會
、瑜珈、音樂會、查經班、烹飪示範，
每 週 四 還 有 外 出 用 餐 (Lunch on the
Town)，社區巴士會接送去不同的餐廳
品嘗。社區還會規畫一日遊的活動，去
不同風景點欣賞。

另一位居民 Anne 表示，她很喜歡
Treemont在特別節日或生日時所安排的
慶祝活動。社區裡有個很大的禮堂，可
容納二百人，並有現場樂隊、跳舞、與
娛樂活動，還提供點心和酒類，大家穿
著自己喜歡的衣服，與同齡朋友彼此聊
天說話、跳舞，很讓人開心。每週還有
現場的娛樂表演，包括各種歌唱、鋼琴
、以及其他的樂器演奏，社區裡常可聽
到動人的旋律。

社區有醫療中心
對銀髮族而言，醫療是很重要的一

部分。Treemont社區有一個醫療中心，
設有專業護理和康復中心、以及輔助生
活和臨終關懷護理。當居民從醫院出院
，還沒有準備好能獨立生活時，就先到
醫療中心恢復身體，直到完全康復就可
回到自己的公寓。 Treemont 還提供家

庭護理服務（Senior Allegiance），依據
需要提供的服務而收費，包括洗澡、穿
衣、藥物管理、和遛狗，這些服務對居
民盡可能的獨立生活很有助益。

感覺每天都在度假
李太太表示，住在Treemont如同住

在酒店一樣，感覺每天都在度假，有更
多的閒暇時間可以享受自己的嗜好，或
是參加Treemont精心設計的活動。銀髮
生活就該無憂無慮，不用再操心做飯、
買東西、或是房子的清潔、維修與保養
，那些事操心了一輩子，都該放下了。

Treemont的工作人員向來以關心居
民而聞名，都非常友善。社區的地理位
置很好，距離中國城也不遠，便於購物
、吃飯。如想要預約參觀、或有任何問
題，請電 Treemont（713）783-6820。
地址: 2501 Westerland Dr (與Westheimer
交 叉 口), Houston, Texas 77063。 網 站:
www.Treemont.com。 email:
Lupe@Treemont.com。Linda@Treemont.
com。

銀髮族最希望過怎樣的生活銀髮族最希望過怎樣的生活??
開心開心、、安心安心、、省心省心 無憂無慮無憂無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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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險老人保險MedicareMedicare面面觀講座受歡迎面面觀講座受歡迎
李元鐘保險專家介紹老人保險計畫李元鐘保險專家介紹老人保險計畫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李元鐘保險專家為長者們介紹老人保險李元鐘保險專家為長者們介紹老人保險，，講題講題
是是20192019年美國老人保險年美國老人保險（（Medicare)Medicare)面面觀面面觀。。

李元鐘也介紹了李元鐘也介紹了Fort BendFort Bend、、HarrisHarris縣的縣的HMOHMO計畫計畫，，
他也提到今年一至三月他也提到今年一至三月，，美國老人保險的美國老人保險的advantageadvantage

計畫還可換不同公司計畫還可換不同公司。。

淡江大學校友會許建彬會長淡江大學校友會許建彬會長（（右一右一））
感謝僑界人士的參與感謝僑界人士的參與。。

李元鐘在講座中介紹李元鐘在講座中介紹AETNAAETNA的的advantageadvantage計畫計畫，，其優點在於居其優點在於居
住住HarrisHarris縣每個月有縣每個月有$$104104的保費退還的保費退還，，一年就退還了一年就退還了$$12481248元元，，
這是這是Part BPart B 的返還費的返還費。。HarrisHarris縣本來大多數人要每月交縣本來大多數人要每月交$$135135..55,,現現

在這個計畫能退還在這個計畫能退還$$104104元元，，可以說幾乎沒交什麼錢了可以說幾乎沒交什麼錢了。。

僑界人士聆聽李元鐘說明聯邦醫療保險僑界人士聆聽李元鐘說明聯邦醫療保險，，只要只要
繳稅繳稅，，工作最少工作最少1010年年（（每年至多拿每年至多拿44點點，，應有應有
4040點點），），到年滿到年滿6565歲時歲時，，就可加入聯邦醫療就可加入聯邦醫療

保險保險（（Medicare)Medicare)。。

長輩們多了解美國的老人保險長輩們多了解美國的老人保險，，對自身有其實際對自身有其實際
上的幫助上的幫助。。所謂老人保險所謂老人保險，，是指是指6565歲以上的民眾歲以上的民眾
所參加的所參加的Medicare(Medicare(政府提供的政府提供的），），以及私人公司以及私人公司

的保險計畫的保險計畫。。

這次講座有非常實用內容這次講座有非常實用內容，，包括老人保險包括老人保險
MedicareMedicare知識知識，，Part APart A、、Part BPart B以及參加老人保以及參加老人保
險的計畫有何益處險的計畫有何益處，，其意義何在等其意義何在等，，僑界人士聆僑界人士聆

聽獲益頗多聽獲益頗多。。

許多長輩們於講座中都專注聆聽許多長輩們於講座中都專注聆聽。。

淡江大學校友會於淡江大學校友會於33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時時
在美南銀行舉行公益講座在美南銀行舉行公益講座，，李元鐘保險專家應邀李元鐘保險專家應邀
為長者們介紹老人保險為長者們介紹老人保險，，僑界人士踴躍參與僑界人士踴躍參與，，獲獲

益良多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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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編譯/周一義）美國化
學用品安全委員會周四宣布將介
入調查鹿園市化工廠大火，其中
，不少德州本地的委員都對於該
公司在事故的處理上有很大的不
滿。

美國化學用品安全委員會是
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並不具有
向肇事公司罰款和提出違規訴訟
的職能。美國化學用品安全委員
會所履行的是調查事故發生的
“根本原因”，並分析事故的情
況，以告知運行公司、政府職員
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建議，以防止
事故的再次發生。

美國化學用品安全委員會臨
時行政委員長克里斯丁表示已經
有一名委員會調查職員被派往事
故地點，接下來還將會有兩名專
員前往現場。

有調查職員還表示，在已知
的德州地區化工有關的事件中，
有數個需要注意的關鍵的要點。
從德州城BP的爆炸案中，委員會
就提出報告要改善運營企業的安
全工作環境等問題。

近年來，由於安全委員會希
望推動一種更加寬容的政策以幫
助企業的發展，他們經常在提出
建議的時候遭到駁回。

美國化學用品安全委員會將介入調查鹿園市化工廠大火

（ 本報訊）本週來自達拉斯
聯邦儲備銀行的一份預測報告表明
，休斯頓地區 2019 年上半年的經
濟狀況呈現減緩之勢。

這家聯邦儲備銀行針對休斯頓
地區的商業周期指數顯示，該地區
從 2019 年初開始，其發展速度減
緩，一月份休斯頓的失業率增長為
4.3%，主要是由於當地的勞工數量
增加。

休斯頓商業周期指數是一項用
來檢測當地經濟活躍程度的指標，

指標顯示出從去年 11 月至今年的
一月一共三個月當中，經濟發展速
度減緩至 2.2%，比 2018 年同期的
數值 4.2 %有所下降，歷史平均數
據為3.5%。

報告引用了勞工局的統計資料
，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預計的2018
年工作增長過於樂觀，該年度休斯
頓一共有6.9萬個工作增長，但預
測的數字比實際數字要高出三分之
二。

休斯頓一月份的失業率實際為

4.3%，大大高出達拉斯聯邦儲備銀
行預測的3.8%的水平。

經濟學家指出，休斯頓當地的
工作數量在去年年底出現大幅度滑
坡，並且將一直持續至2019的年6
月。

截止到今年一月份的前三個月
當中，休斯頓工作類型增長幅度最
大的是專業和商業服務，教育以及
健康服務以及加工業。同時，娛樂
和餐飲接待業的工作數量下降。

報告預測：休斯頓今年上半年經濟發展減緩

逾八成美國人認為大學招生偏向富人
（ 本報訊）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學招生舞弊醜聞上

週登上媒體頭條，檢方對50名涉案人員提出了指控，這些人蔘
與了一個騙局，幫助富人花費花錢將子女送入名校。

這一醜聞在很多方面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包括合法的和不合
法的，人們普遍認為，富人的孩子在大學申請過程中有先天優勢
。

《今日美國》和薩福克大學在3月13日至17日對1000位登
記選民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20%的美國人認為大學招生程
序是“總體上公平的。”大約67 %的受訪者表示，現有的大學申
請和招生程序“偏向有錢有勢的人。”

薩福克大學政治研究中心主任David Paleologos表示：“此
次調查中的受訪者認為金錢在說話，他們不喜歡這樣。美國人發
現大學招生不公平地偏向富人和有關係的人。”

這些懷疑得到了學術研究的支持。研究人員反覆發現，富有
的學生在大學招生過程中確實享有顯著的優勢。

富裕的學生更有可能上有大量AP課程的高中，更有可能接
觸到導師，更有可能參加標準化的備考課程，更有可能不止一次
參加過像SAT這樣的標準化考試。這些學生也更有可能參加昂貴
的課外活動，這些活動可以讓他們在招生過程中佔據優勢，比如
參加俱樂部運動或演奏管絃樂樂器。

即使是支付全額學費的能力，而不是依靠獎學金或經濟援助

，也讓富有的學生在某些學校的招生過程中獲得了優勢。
這些優勢導致了貧富學生入學結果的不平等，尤其是在精英

院校。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aj Chetty表示，來自最富1%家庭的學
生被錄取和進入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年收入低於3萬美元的家
庭學生的77倍。

《今日美國》和薩福克大學的調查發現，美國人認為學院和
大學提供給富有學生的這種優勢是“不可接受的”。 83%的受訪
者表示，對學生來說，因為父母或親戚給了學校大筆捐贈而獲得
特殊待遇是不能接受的。

調查還發現，64%的美國人反對體育特長生的特殊待遇，
63%的人反對校友子女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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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2019年香港國際影視展

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當天，導

演胡玫攜全新電影版《紅樓夢》亮相

“福建館”電影推介會，並首度公開

電影《紅樓夢》壹系列拍攝大數據，

全面解讀影片從籌備到拍攝完成的幕

後工作。

電影自2017年 9月啟動全球海選

報名後，收到近2萬人的報名簡歷，胡

玫導演打趣稱：“這個數據有些‘水

分’，因為有的人甚至報名了壹百多

次。”

最終，在十余名工作人員歷經3個

月的不懈努力下，於全國各個專業院

校二次海選後，共篩選出300人進入復

試、150人參與試鏡，最終剩下80人得

以參與到影片拍攝前的半年專業系統

培訓中。

推介會現場，胡玫回憶起培訓過

程十分動情，她表示：“無論是琴棋

書畫，茶藝等等，古代文化的培訓讓

這些孩子們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當

最後看他們畢業匯報時，我坐在教室

裏是流淚的。而看到他們的培訓成功

，我心裏也有了底。”

作為經典國民大IP，《紅樓夢》

壹直以來都備受大眾的關註與期待。

此次，胡玫版電影《紅樓夢》將以全

新視角解讀經典，為觀眾呈現壹個前

所未有的“青春初紅樓”。

影片圍繞“新鮮精美”四大核心

關鍵詞展開，打造極致東方美學盛宴

，新人演員搭檔老戲骨全新演繹，真

實再現紅樓兒女青春掠影。

胡玫表示：“《紅樓夢》的文學

地位太高了，是壓在我們頭上的大山

，這次我們挑戰了極限。同時《紅樓

夢》的電影版快30年沒拍了，而曾經

《紅樓夢》是中國電影非常熱的話題

。”

談及出演的全新演員，胡玫表示

：“幾乎除了賈母，全部都是新演員

，因為原著裏的故事，寶黛釵都是十

幾歲出頭，原著就發生在他們年輕的

部分，所以《紅樓夢》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青春萬歲。”

胡玫希望，通過對《紅樓夢》的

影視創造性轉化，推廣普及中國古典

名著，引領當代更多年輕人來關註了

解中國傳統文化並傳承，同時期待能

創造出展現當代中國的新文化符號。

全新電影版《紅樓夢》集結了制

片人蘇誌鴻、編劇何燕江、視覺總監

趙小丁、攝影指導趙曉時、美術指導

霍廷霄、造型指導陳同勛、作曲葉小

綱等壹眾實力與情懷兼具的精英班底

，共同匠心打造。

為了最大化還原原著《紅樓夢》

中的恢弘場景建築，呈現文中對於太

虛幻境夢幻旖旎之美的種種描繪，電

影美術組經過不斷推敲嘗試，前後共

繪制電影美術場景圖達1200多張，其

中200多張場景概念效果圖，1000多張

共30多套的場景制作圖。

在道具設計制作上，則更加註重

壹系列細節設計，精心繪制的300多張

道具設計圖，不論在色彩搭配還是材

料選擇上都經過精細考量，力求將紅

樓獨到的精致東方美學藝術融入到電

影的每壹個角落。

同時，電影《紅樓夢》前往北京

、河北、上海、江蘇、浙江、西藏等

全國多個省市進行實地取景拍攝。為

了帶給觀眾絕佳的視覺體驗，產生真

實的代入感，主創團隊更是在河北香

河縣的“天下第壹城”啟用總計達

16000平米的攝影棚實景搭建榮寧二府

，這其中包括5個3000平米及1個1000

平米的攝影棚，全方位復刻賈寶玉、

林黛玉、王熙鳳等壹眾主要角色的房

屋住所。

大到屋檐門框的雕刻上色，小到

屋內桌面筆墨硯臺的擺放，都結合角

色個人特點進行設計，十分考究，足

見電影背後主創團隊的專業用心。

胡玫導演慨嘆：“我們啟用了

16000平米的攝影棚，棚壹邊搭建，裏

邊的景也壹邊搭。景都搭好了，開拍

的前壹天，攝影棚的大門也才搭好。

這個巨大的工程奠定了我們內景拍攝

的基礎。我們的拍攝用了最先進的6K

機器，甚至現在連影院都沒有6K的放

映。我也希望《紅樓夢》魔幻現實主

義的部分，能夠呈現在大銀幕上。”

胡玫版胡玫版《《紅樓夢紅樓夢》》
設計圖曝光奢華驚人設計圖曝光奢華驚人

3月18日，2019年香港國際影視展於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導演胡玫攜全新電影版《紅樓夢》
亮相“福建館”電影推介會現場，首次公開影片拍
攝大數據。電影《紅樓夢》匯聚實力與情懷兼具的
精英班底，以全新視角解讀經典。經過十年籌備及
最終拍攝完成，胡玫導演表示此番欲打造“青春初
紅樓”：“《紅樓夢》最重要的主題就是青春萬歲
。”影片將於2019年上映。

近日，由許鞍華、朱嘉懿監

制，麥曦茵執導並擔任編劇，鄭

秀文、賴雅妍、李曉峰領銜主演

，鐘鎮濤、任賢齊特別出演，劉

瑞琪、吳彥姝主演，劉德華友情

客串的電影《花椒之味》亮相第

15屆香港影視娛樂博覽“2019寰

亞電影發布會”。影片改編自張

小嫻暢銷經典作品《我的愛如此

麻辣》，金牌幕後創作班底搭配

眾多實力演員。

電影《花椒之味》講述了任

職旅行社策劃的如樹（鄭秀文飾

），在得悉父親（鐘鎮濤飾）突

如其來的死訊的同時，發現原來

自己在臺北、重慶兩地各有壹個

同父異母的妹妹如枝（賴雅妍飾

）及如果（李曉峰飾）。縱然父

親壹直與自己在香港生活，卻是

在父親死後如樹才開始真正認識

父親。在父親的葬禮上首次碰面

的三姊妹，命運軌跡終於重叠開

始了彼此的牽絆。同時如樹需要

努力解開自己在感情上對前男友

天恩的情意結…

當日，片方發布首款海報及

預告，以沁心的細膩將三姐妹之

間的羈絆徐徐帶出。海報中，鄭

秀文、賴雅妍、李曉峰飾演的三

姐妹在沙發上頭肩相靠閉眼淺寐

，僅靠壹條毛毯的裹蓋來維持溫

暖。這條簡單的毛毯，象征著維

系三姐妹關系的紐帶，也預示著

這是能夠帶給她們面對生活的無

奈唯壹暖意之物。她們的心路歷

程在引人遐想的同時又讓觀眾充

滿了好奇。

首次曝光的概念預告中，

舒緩治愈的音樂將觀眾的情緒

調動至影片當中，鄭秀文、賴

雅妍、李曉峰三姐妹在漫天火

光中痛哭送別父親，漫天飛灰

如同柔白之雪，將三姐妹與父

親之間的動人情感融化於心，

令人動容。三位同父異母的姐

妹從最開始的疏離防備到相互

依偎，彼此取暖，她們將如何

跨越悲傷，在挫折中適應寂寞

，在悲痛中拾起勇氣共同成長

，值得期待。

電影《花椒之味》的制作班

底十分強大，導演麥曦茵除獲得

臺灣電影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

獎等多個獎項外，其獨特的敘事

格調、對人物情感的嚴準捕捉等

都備受觀眾贊賞。許鞍華和朱嘉

懿的傾力加盟，更是影片的實力

保證。獲得多項國際大獎的許鞍

華，尤其擅長對細膩情感及人物

內心的刻畫，飽含靈魂與感性的

創作風格也壹直被外界所肯定。

而朱嘉懿也曾擔任《踏血尋梅》

、《脫皮爸爸》、《救火英雄》

等影片的監制，斬獲獎項無數。

此次三人強強聯手，共同打造這

部真實細膩又觸人心懷的溫情之

作，令人對影片的呈現更加信心

滿滿。

該片的演員陣容也十分搶眼

，曾在報道中表示將會客串影片

的劉德華僅解鎖了預告片中的字

幕，如此神秘令人好奇不已，暫

未露面的他將飾演怎樣的角色，

與鄭秀文多次飾演銀幕情侶這次

是否會再度同框，引起了觀眾熱

議。此外，鄭秀文任賢齊繼《夏

日的麽麽茶》、《嫁個有錢人》

17年後再合作，兩對經典組合的

全新碰撞為影片帶來了又壹亮點

，鐘鎮濤、劉瑞琪、吳彥姝等實

力演員的傾情加盟，也令觀眾大

呼期待。

當日，監制朱嘉懿，導演麥

曦茵，演員鄭秀文、賴雅妍、李

曉峰、鐘鎮濤、任賢齊、袁富華

出席“2019寰亞電影發布會”，

並親自揭開自己角色的冰山壹角

。對此飾演大姐如樹的鄭秀文表

示，這是壹個很有故事的角色，

她對自己的父親壹直存在很大的

誤解，在她的眼裏父親不愛她，

但經過後面和姐妹們的相處以及

在經營父親遺留下的火鍋店的過

程中，她逐漸發現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難言之隱，關心家人才是更

重要的事情，大家都需要用愛找

到出路。賴雅妍表示，三姐妹其

實戲裏戲外差很多，雖然自己看

起來酷酷的，但生活中自己很脆

弱。當問及此次香港、臺北、重

慶三地合作的文化差異時，李曉

峰表示：“現場導演和大姐都會

教我說廣東話，因為經常會拍戲

到很晚，大家就會教我說自己是

黑眼圈女孩。” 現場氛圍輕松

，笑聲陣陣，而鄭秀文也戲稱三

姐妹的組成全靠緣分，但感情在

相處中越來越好。

《花椒之味》中國版《海街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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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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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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民國往事之最美好的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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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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