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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Sun:電話預約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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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WJ 2019 /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ZZT05252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或致電 888.245.1756。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Nam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Date :

/

/

Name :

Date :

*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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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於6/8 舉行園藝講座

鳶尾花

高亦珂博士

（本報訊）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 HCHC 將於 2019 年 6
月 8 日(週六)特別邀請來自中國園藝教授高亦珂博士，在美
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辦一場有關 「鳶尾花」種植與應用講座。為配合當日講座
主題，HCHC 的俞希彥老師將提供 Buttlyfly lris 雙色鳶尾花
苖作為抽獎獎品給當日到場參與的幸運來賓，機會難得。現
場將備有茶水點水招待，歡迎舉凡有興趣朋友及社區民眾踴
躍 到 場 參 與 。 諮 詢 電 話 華 人 園 藝 協 會 Jennifer 週
281-685-5566，微信：chouhwa。或美南銀行公關經理莊幃
婷(Ling Chuang) 713-272-5045。
美麗脫俗、翩若蝴蝶的鳶尾花，是非常適合美國德州南
部地區氣候的庭院景觀植物。 鳶尾花姿態優美、花朵大且
色澤豐富，因而有彩虹女神之名(Iris 愛麗絲)。鳶尾花花語
「愛的使者」，當然依不同顏色的花色也代表不同象徵的意
義。
在此次的園藝講座中，高亦珂教授將為大家介紹鳶尾的

美和分類，及適合德州美南一帶的裁培鳶尾的類型、栽培的
方法、病害防治、繁殖方法、育種的方向與購買鳶尾的地方
。
高亦珂博士，於 1998 年獲得東北林業大學博士。隨後
，在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從事園林植物專業博士後研究，
直至今日。高亦珂博士專科研究鳶尾及萱草花的育種及植物
設計應用。曾培育並完成 34 種鳶尾和 38 種萱草等的新品種
，並登錄於國際，以及 12 項國家發明專利等多項殊榮。此
次由於高亦珂博士受邀至美國德州農工大學(College Station
的 TAMU)擔任訪問學者，故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 HCHC 特
邀高亦珂博士抽空為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 HCHC 與在地華
人朋友舉辦 「鳶尾花」的園藝講座。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 HCHC，自 2015 年創辦至今，除
每月舉辦例行月會講座和大巴一日遊外，每年亦邀請各界園
藝學者家為華人社區舉行不同主題的演講，期望交流和提升
愛花同好彼此的園藝水平，進而能夠融入主流社會。

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 台客美食休城飄香
（本報訊）為配合客委會及僑委會主辦的
2019 年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休士頓客家會
將於 6 月 15，16，17 日(星期六，日及星期一)舉
辦一系列的客家美食示範講座，由客委會選派
出來的兩位客家美食專家溫國智及邱聿涵，向
客家鄉親、僑胞及休士頓主流人士現場示範，
並準備客家餐點讓與會人士品嚐。會長汪幹雄
表示希望藉由客家美食，讓與會人士認識客家
文化，也希望透過這些活動，促進海外客家美
食料理之薪傳。這三天的活動的大致內容如下
：

6/15/2019 （星期六）11:00 AM - 2:00 PM
地 點 ：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1440
Campbell Rd, Houston, TX 77055
客家美食教作與品嚐，由老師現場示範及
準備下列客家美食供參加人員午餐享用。
開胃菜：客家香鬆，蘿蔔絲披薩煎餅
主菜：鳳梨苦瓜雞， 鹹冬瓜醬燒魚， 梅干
封肉+刈包，客家小炒
湯品：擂茶海鮮湯
甜點：棗泥柿餅捲
6/16/2019 （星期日）2:00 PM - 4:00 PM

地 點 ： 僑 教 中 心 203 室 ，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手磨擂茶/力搗粢粑製作體驗
客家醃製品示範教作
浪漫臺三線攝影展
客家新印象影片播放
6/17/2019 （星期一）1:00 PM - 2:30 PM
地點：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客家美食講座: 向休士頓美術館的亞洲藝術
贊助者介紹客家文化及客家美食, 此項活動由休
士頓美術館負責邀請該館相關人士參加。

參加費用：
參加 6/15 （星期六）及 6/16 （星期日）
兩天活動者每人$30 元
只參加 6/16（星期日）單項活動者每人$5
元
$30 元的票已經售完，目前只有 6/16 一天的
票。
購票請洽會長汪幹雄 (Email: HakkaAssociationofHouston@gmail.com）

中華保健中心六月八日活動 師大附中校友會年中餐會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
裔青商會 「老青少配合」，頗受歡迎一年一度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活動，又將於六月八日下
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在雅苑(6968 Howell Sugarland Rd., Houston, TX. 77083) 舉行。
此次活動得到主流公司、僑界工商名流的大
力支持與協助，每位買票且超過五十五歲的長者
在聽完主辦單位精心設計的主講課程後都可以領
取緊急急救包。
活動當天上午將有由金城銀行主講 「如何保
護個人資料及避免遭人盜用」。午餐時將為四、
五、六月生日會員慶生並邀請國際青商會會長蒞
臨。下午課程課程，將由休士頓消防隊隊員講述
「如何防範火災的產生」，CenterPoint 將提醒長

輩如何防範電線或瓦斯使用的安全。接下來將由
Michael Lee 警官主講 「長者人身安全注意事項」
及由 Dr.Corey Paulson 主講 「如何避免或減低憂鬱
症的產生」。凡購票入場者於研習會結束時將可
領取由德州青商總會所贈與的緊急急救包乙份。
歡迎踴躍參與，如有興趣請電中華保健中心
監事王秀姿 713-858-8781 或張錦娟 832-236-5048
聯絡，每位十五元。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一向推動及促進年長
者的獨立精神，每年主辦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希
望能通過健康的教育、社區的服務以及自我的學
習活動，成為有著健康的身體及精神福祉的長者
。

美南廣播電視台

（本報訊）師大附中校友會將於六
月十五日中午十一時卅分至下午二時舉
行年中校友會餐會，地點在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歡迎校友踴躍參加。
附中校友及配偶在六月九日前報名
參加者，將一律免費，之後報名,會員暨
非會員餐費皆為$10，請與譚開尹聯絡
281-678-1124 KenTan kytan@aol.com。

●

校友會表示，經過歷年校友會成長
，會內財務狀況已上軌道，理事會認為
應回饋校友，因此今年年中餐會請校友
們免費參加，請儘速向校友會報名。
理事會表示，附中校友會中有許多
愛好歌唱和歌聲動人的校友們，請準備
好，在餐會中一展身手，自娛也同時娛
人，不要害怕自己唱得不好，上台是和
大家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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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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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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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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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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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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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羅那加泰羅尼亞音樂宮欣賞城市樂隊演奏音樂會

【泉深/圖文】在世界著名的巴塞羅那加泰羅尼亞音樂宮
（Palau de la Musica Catalana）欣賞音樂會是一件令人想往和激動
人心的時刻，因為加泰羅尼亞音樂宮不僅外觀古老與現代風格的
建築並肩而立似渾然天成，足以令人嘆為觀止，而且內部翻新後
更彰顯其獨特而奢華的風格。
這 座 由 著 名 建 築 師 路 易 • 多 梅 內 克 • 蒙 塔 內 爾 （Lluís
Domènech Montaner）設計並於 1905 至 1908 年間建造，至今已有
一百一十多年悠久的歷史和西方傳統的文化底蘊。音樂宮原作為
巴塞羅那合唱團（Orfeó Catalá）的大本營，但每年又吸引來自
世界各地的合唱團、爵士樂隊、交響樂團、歌劇院，以及形形色
色的獨唱、獨奏音樂會等，是巴塞羅那開放思想和超前思維的典
型代表作，因此，加泰羅尼亞人以擁有此音樂宮而感到驕傲和自
豪！
1997 年，加泰羅尼亞音樂宮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
世界遺產的現代音樂廳。
6 月 5 日 晚 上 走 進 音 樂 宮 欣 賞 巴 塞 羅 那 城 市 樂 隊 （Banda
Municipal de Barcelona) 演奏音樂會現場，首先見證這久聞其名的
音樂殿堂。音樂大廳中設有 2146 個座位，廳內組合了所有應用

的藝術類造型：雕塑、馬賽克、彩色玻璃和鍛造等。天花板上如
鐘乳般倒掛的玻璃馬賽克裝飾美輪美奐，舞台的側面和頂部佈滿
不同音樂家持各種各樣樂器正在演奏的人物浮雕，彷彿 24 小時
在舞台上開音樂會，一直感受到音樂的氛圍。音樂廳非演出時間
也對外開放，門票 15 歐元，訪問客絡繹不絕。
巴塞羅那城市樂隊成立於 1886 年，擁有一流的樂器演奏家
，樂隊在當地非常受觀眾歡迎，常常座無虛席。其總經理、藝術
總監兼樂隊總指揮 José Rafael Pascual-Vilaplana 積累了三十年的經
驗，他說努力使樂隊演奏的音樂更受觀眾歡迎。
儘管叫巴塞羅那城市樂隊，但擁有 50 多人演奏家，經常應
邀到世界各地演出，演奏聽起來氣勢恢弘，音域寬廣，真像一個
交響樂團的演出。
總經理兼樂隊總指揮 José Rafael Pascual-Vilaplana 於 1971 年 4
月 30 日出生於阿利坎特，在那裡他在 Unión Mauro 音樂劇裡承
擔一個角色並學習彈鋼琴，開始他的音樂生涯。他的老師是 Salvador Martinez 和 MÁngeles Palacios。之後，他繼續在 Conservatorio Municipal de Alcoi 和瓦倫西亞高級音樂學院進行專業學習。
自 1988 年以來，他與荷蘭教師 Jan COBER 一起學習樂隊管理，

並與 Eugene CORPORON（北德克薩斯大學）一起開設各種樂
隊管理課程。 1993 年，他被選為維也納“Wiener Musikseminar
”的指揮，與 Karl Osterreicher 和 Yuji YUHASA 一起學習。 1994
年，他參加了在芝加哥舉行的“第 47 屆中西樂隊和管弦樂團管
理”的 CROFT 管理課程。 1995 年，他在維也納音樂學院獲得
了“Wiener Meister Kursefur Musik 的管弦樂碩士文憑，並獲得了
Hans GRAF 老師的支持。他與 Jose Collado , Gerard's Perez Busquier 和 Morman Milanese Norman 等教授一起擴展了各種課程的
管理技能。 2004 年，他與著名的藝術大師 Georges Pehlivanian 和
盧布爾雅那的斯洛文尼亞愛樂樂團合作演奏管弦樂隊的大師班。
2017 年巴塞羅那市管弦樂團聯合會理事會批准任命他為巴塞羅那
城市樂隊的新總經理、藝術總監兼樂隊總指揮。
樂隊演奏了著名作曲家格甚溫（George Gershwin) 的名作
An American in Paris 和 Cuban Overture, 考普蘭（Aaron Copland)
的名作 El Salon Mexico,以及伯溫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 Suite
Candide: I.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II. Westphalia chorale and
battle scene; III. Auto-da-fe; IV. Make our garden grow。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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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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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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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介紹文化中心幼兒園沈浸課程
教孩子們在唐人街習雙語課

(本報訊）休士頓紀事報近期以巨幅版
面介紹文化中心幼兒園沈浸課程,教幼兒們
雙語課程。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早教中心的學齡
前兒童最近學習了雞蛋是如何變成小雞的
。
上個月，一位老師給學生們展示了孵
蛋器和雞蛋，另一位老師則帶來了一隻小
雞。
這是早教中心寓教於樂的教學課程之
一， 校長邱婉琼解釋道。“我們的老師基
於學生的興趣和發展來進行課程設計，
”她說。
早教中心位於 Sharpstown 附近，遵循
瑞吉歐在意大利創立的以自我導向，以學
生為中心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們
可以引導課程設置，充分發展他們的創造
力和個性。
“唯一不同的是我們不是意大利人，
”邱女士笑著說。“我們是中國人。”
提早接觸學習語言，包括普通話、粵語、
英語和西班牙語，是學校的核心使命。
“孩子們每天都充分接觸到這些語言，”
邱女士說。“他們從與老師每天的對話中
學到了很多。等他們從早教中心畢業的時

候，就能流利地說中英文了。”
這裡招收 18 個月到 5 歲的學齡前兒童
，每個教室保證至少有兩名老師，因此教
師和學生的比例保持高水平。學費最多每
月$850，所以學校往往會有一個等待名單
。
像其他學前班一樣，這裡每天為孩子
們安排了點心、午睡、運動、藝術、手工
和唱歌等豐富的活動。雙語老師和雙語活
動是與其他學校的最大區別。
“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學習第二門語
言是最容易的，”邱說。“他們在這個時
期學習語言對話的能力更強。 “
她還說通過在孩子早期加強語言能力
，他們的批判性思維也同時被激發了。
“我們希望為孩子的成長提供最佳的
學習環境，”她說。“我們希望他們發揮
創意，發展獨立思考能力。 “
此外，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女士還
說，孩子們還在這裡更了解了中華文化傳
統。
近日，文化中心新建了一座轉為老年
人活動服務的大樓。另外還為孩子們修建
了一個嶄新的遊樂場。
此次中心的全面升級充分展示了為所

有年齡層服務的宗旨。
華女士表示將來這裡會有更多幾代人
一起活動的機會。目前，學生們已經常常
參加慰問老人的活動。
“我們家長理解交流和傳承是非常重
要的，”華女士說。“不少家長把孩子送
到這裡就是因為知道這裡是他們的孩子獲
得文化傳承的地方。”
孩子們從小就知道他們是華人社區的
一部分。她還說也有非亞裔的孩子來到這
裡學習中文，這些家庭往往非常國際化，
父母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家裡有從
中國領養的小孩。
“他們來這裡，因為他們想要學習語
言，”華女士說。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長期以來一直是社
區聚集的地方，她解釋說。成立於 1979 年
，中心的前身一座中文語言學校，從那時
起便逐漸擴大到社區和教育服務，惠及移
民家庭和亞裔社區。
2010 年，文化中心成為休斯頓第二個
金融機會中心，提供就業諮詢、就業培訓
和援助等服務。
該中心也是一個 HUD 認證的，在德州
唯一一個可以提供中文和越南語服務的諮
詢機構。此外，中心還提供福利登記服務
，幫助老年人申請社會福利。
華女士說，為了成為一個所有人都可
以來尋求幫助的地方，中心在 1990 年代開
始提供托兒服務。
“很多新移民家庭找不到擁有可以與
家長和孩子溝通的教職工的托兒所”她說
。
“這種需求非常大，而且，由於我們
一直在唐人街的心臟地帶，位置對於新移
民家庭來說非常方便。“
由於很多家庭工作都是雙職工，她補

充說， 早教中心從早上 7 點工作一直營業
到下午 6:30 。此外，學校接受低收入家庭
的補貼，以確保兒童保育機會均等。
早教中心剛成立之際，領導就決定向
全國低齡兒童教育協會尋求認證。2011 年
，該中心成功獲得認證，在全美眾多申請
機構中，僅有 10%得以通過。
華女士說，此認證可以將中心與其他
大部分早教機構區分開來，但也要求中心
提高雙倍預算，將原來每間教室的一位老
師增加到兩位。
“我們應該這麼做嗎？我們的董事會
決定，應該，“她女士說。
早教中心也攜手全國聯合勸募協會的
開啟光明計劃， 為員工提供培訓。
目前所有的教師都有學位和兒童發展
聯合認證。
近年來，學校加入了休斯頓重要早教
運動，以增加學前班入學率。
從起跑線開始是很重要的，華女士表
示。“孩子如果在三年級前沒有接受高質
量的教育，他們將來輟學的機率會更高
，”華女士說。“幼兒教育是真正成功的
關鍵。”
她補充說，研究表明，早期教育會培
養出認知更全，語言和社會技能更高的學
生。例如， 勞奇基金會表明， 大腦發育
的 85-90％的都在 5 歲前發生。
“這意味著，兒童早期發展是至關重要
的 - 教師，學習環境，還有老師傳達給孩
子的信息，”她說。“這裡我們為孩子們
提供鼓勵，還有激發潛力的環境。”
中心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我們
早早教中心是為了所有的孩子成立的，”
她說。“這是一個很棒的早教環境，讓孩
子能了解文化。這是真正建立了良好基礎
的地方。“

西大學居民江敏傑說，她會把早教中
心推薦給所有的家庭。
“中心接受任何華裔或非華裔家庭，
只要你想讓孩子接觸另一種文化。孩子們
每天都在這種文化裡生活，我覺得非常棒
。在這方面我的體驗只有正面的，沒有負
面的，”她說。
江女士找到學校時，她的大兒子凱才
18 個月大。“我是華人，我的丈夫是不是
，”她說。“我希望我的孩子會雙語。我
在家裡說中文，我想讓他在學校也能說中
文“。
江女士在得知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有早
教服務的時候很驚訝。
“我甚至不知道這裡有一所學校，”
她說
。“我來參觀了一下，非常驚喜。”
現在凱 8 歲，就讀於中文沉浸學校。
“這是一個無縫的過渡，”江女士說
。“他的雙語教育從來沒有間斷，我認為
這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她 3 歲的小兒子阿里同樣從 18 個月
開始就入學了這裡的早教中心。
看到自己的小兒子每天到曾經幫助過大兒
子的學校，她感到非常欣慰。他倆甚至有
一些相同的老師。
“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江女士說。
“我很熟悉這裡的老師，學生們得到了教
職工充分的關注。“

歡樂旅遊：美東旅遊折扣 20
歡樂旅遊：
20%
%， 6 天美东旅游团
$180 /人 這個夏天去哪裡
這個夏天去哪裡？
？美東走起
美東走起！
！

歡樂旅遊推薦，這個夏天去美東旅
遊，除了可以瀏覽城市風光之外，還可
以領略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壯景。而且，

這個夏天，我們將贈送您八折優惠，快
快來歡樂旅遊報名吧！
美東旅遊，一般是從紐約出發，大
名鼎鼎的自由女神像、華爾街、百老匯
，再到精緻小巧的各類博物館、藝術館
，都從不同角度向您展示著一個繁榮、
深沈的紐約城。
第二站費城，它是美國最老、最具
歷史意義的城市之一，獨立宣言就是在
此通過的。這裡有坐落在蜿蜒的斯古吉
爾河畔的賓夕法尼亞大學，還有美國獨

立的象征——獨立廳，費城藝術博物館
，費城的象征——自由鐘中心。來到這
裡，可以讓您深切了解美國的文化與歷
史。
第三站美國首府華盛頓，我們將前
往美國的心臟建築國會大廈，參觀充滿
神秘感的白宮，即美國總統官邸和辦公
室，還可以去參觀華盛頓的地標建築林
肯紀念堂。
第四站尼亞加拉大瀑布， 我們可以選擇
站在觀賞大瀑布的最佳地點摩天塔上，

觀賞它的壯闊；或者乘坐尼亞加拉瀑布
號角號遊船暢遊其中；若您想刺激一點
，您也可以選擇坐快艇在尼亞加拉大瀑
布中沖浪。
最後一站，波士頓，一個由名校和
歷史遺跡組成的城市。您可以逛一逛自
由之路，了解美國人民走向自由而付出
的艱辛；您也可以到昆西市場，這裡是
購物者的天堂；您還可以到波士頓最大
的免費公共圖書館，感受一下寧靜典雅
的氛圍，並安心遨遊書海；您更可以去

美國年代最久的波士頓公園，體會一下
慢節奏生活。
心動不如行動，早點來歡樂旅遊報
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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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美南中國高峰論壇圓滿成功

教育板塊關注申請大學及選擇學校
作者: 何甌

2019 年 6 月 1
日，第二屆美南
中國高峰論壇在休斯敦喜來登 Galleria
酒店舉行。這是繼去年休斯頓清華北
大兩校友會首次成功合作之後，為慶
祝中美兩國建交 40 週年，休斯頓清華
北大兩校友會再度合作，以“共擔新
時代責任，雙星閃耀再光輝”為主題
舉辦的論壇。本次論壇匯集中美政、
商、學各界精英，就教育、能源、健
康醫療、地產投資、職業發展等領域
展開了廣泛和深刻的討論。論壇共有
200 多人出席，由中國駐休斯敦領事
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致辭。到會的還
有畢業於北大的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副總領事王昱博士、和教育參贊龍杰
女士。
美金榜教育集團友情贊助了此次
盛會。教育板塊由美金榜創始人、北
大 校 友 、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校董，前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會
長何甌女士主持。特邀演講嘉賓：北
地 中 學 副 校 長 Daniel Woods 先 生 、
UT 奧斯汀和哈佛商學院校友 Khotso
Khabele 先生、德州大學奧斯汀校招生
官 James Beeks 先生、和 AmeriDuo 創
始人陳舵先生。
何甌女士首先問德州大學奧斯汀
校招生官 James Beeks 先生：大學在招
生時都看重哪些因素？ James 說：大

學不僅看重學
生的學術水平
，也要看學生
是否適合該大
學，是否有領
導才能和全面
發展。當談到
2018-2019 的
招生情況。
James 說去年德
州大學奧斯汀
一 共 收 到
54000 份 申 請
。是有史以來
Khotso Khabele 分享創學
北地中學副校長 Daniel Woods
本文作者何甌女士主持教育板塊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招生官
最多的，德州
經歷，
經歷
，他在奧斯汀創立
與聽眾分享選擇學校的 6 個 P
James Beeks 表示
表示:: 大學招生同
法律要求他們
Headwaters School，
School，擔任
時看中學生的學術水平、
時看中學生的學術水平
、領
要 留 75% 的 名
校長。
校長
。
導才能、
導才能
、與全面發展
額給德州高中
而被開除。這樣的事件提醒我們找一 Price (價錢)。另外，伍茲先生也談到 短兩者之間的差距。 AmeriDuo 週末
排名前 6%的同學自動錄取，剩下的
個像美金榜這樣嚴格遵守職業道德， 了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區別。伍茲 開課，學生從 3 年級到 12 年級。他的
25%門檻自然提高很多。加之德州的
有信譽並能夠幫您挖掘個人閃光點的 先生在內布拉斯加的公立學校教書多 課程鼓勵學生創新，並且幫助他們在
學生大多不願意到外州上學，所以
諮詢機構是多麼重要。我們非常驕傲 年，發現問題太多，於是離開了公立 國家級和國際科學比賽如英特爾科學
UT 奧斯汀成為首選。 James 表示今年
美金榜所有學生的錄取都來源於他們 學 校 ， 和 太 太 在 家 教 自 己 的 孩 子 比賽(Inte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UT 理科專業的錄取率只有 13%，計算
自己的成就！
(home school)。與公立學校完全受政 和 Google Science Fair 比 賽 得 獎 。
機專業更低，這比上常春藤還難。今
一個有經驗，更重要的是又遵守 府條條框框控制和官僚主義不同，私 AmeriDuo 的學生曾經在 MIT Launch
年一大批 SAT1550 以上，GPA 滿分，
職業道德的大學招生顧問，應該基於 立學校不接受政府財政撥款，具有很 X 比賽獲得第一和第四名，在 QuterAP 一大堆的優秀學生都被 CAP（就
學生本身的興趣和成就來推薦相匹配 大的獨立性和辦學自由。學校一般師 Zero 比賽獲得第一名。其中一些學生
是分流到其他分校）。對於今年 3 月
的大學。在大學申請中，每個學生的 生比例高，學生少，環境更友善和安 進入了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頓大學
發 生 的 大 學 招 生 醜 聞 ， James 認 為
獨特的教育履歷、課外活動和各種社 全，融入美國更快，有表現的機會， 和麻省理工學院。
Rick Singer 鑽了體育特招生的空子。
最後 Khotso Khabele 先生分享了
會實踐活動有他們獨有的閃光點；每 有利於建立自信心，可以在第一年重
UT 奧斯汀的網球教練受賄 10 萬美元
一個細節——不論是優點還是弱項， 讀，GPA 好看，申請大學有優勢，同 他的創業經歷。 Khotso 26 歲時在德
都是有價值的。一個好的升學顧問可 樣享受德州自動錄取政策，學校有更 州首府奧斯汀創立，設計和領導了
以在沙漠中給你指引方向，讓大學伯 多的教學自由和個性，可以公開教授 Headwaters School，並且在該校做了
樂更容易識得你這匹千里馬。這是我 聖經課，學生不用參加德州政府的 12 年的校長。這所學校是全美最早的
一所以創業為主題和目的的學校之一
們美金榜一直秉承的原則。
EOC, STAAR 等考試。
接 下 來 北 地 中 學 副 校 長 Daniel
美金榜公司對於美國的公立和私 。在他執教期間，學校的畢業生進入
Woods 先生給大家做了生動有趣的演 立中學都很了解，並且和美國各地的 了斯坦福和常春藤等頂尖大學。 2014
講，他剛從大連回來。北地中學是在 200 多所私立中學有戰略合作關係， 年，Khotso 開設了 K-School.
休斯敦西北部的一所 K-12 的基督教 可以幫助各種家庭找到最適合自己孩
美金榜協助申請大學名額定量，
私立學校。現在有 30 名中國學生，其 子的中學。
下一年的名額只剩最後幾個。需要幫
中有不少美金榜客戶。北地中學和大
美 金 榜 的 另 一 位 合 作 夥 伴 ， 助的請盡快聯繫！
連的一所國際學校聯合辦學。
微 信 ： lonestar2012； HeOu88；
AmeriDuo 創始人陳舵先生充滿激情地
伍茲先生與聽眾分享選擇學校的 給大家介紹了他怎樣教孩子學習機器 lidaqd。 電 話 ： 281-797-5614。 電 子
6 個 P: 1. People (人物)，2. Place (地點) 人和人工智能。他發現美國的中小學 郵件：service@meijinbang.com。美金
， 3. Policies ( 制 度)， 4. Procedures ( 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隔著一條鴻溝， 榜官網：tothetopeducation.com。
規 章)， 5. Program ( 課 程 配 置)， 6. 於是在 2018 年成立了 AmeriDuo 來縮
高峰論壇中，
高峰論壇中
，教育板塊關注申請大學及如何選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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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黃曉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黃曉明、
、
Sergeant Simon Cheng、
Cheng、 陳 灼 剛 、 Raymond 黃
、李雄
李雄、
、商粵生
商粵生、
、等警官與文藝演出人員合影

大休斯敦地區第十屆警民聯歡會((二)
大休斯敦地區第十屆警民聯歡會
德州廣東總會陳灼 剛主席
剛主席、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李強民大使、
李強民大使
、休斯敦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
休斯敦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
、哈里
斯郡警長 Ed Gonzales、
Gonzales、休士頓華埠推廣委員會
李雄會長接好彩頭

文藝演出、
文藝演出
、編舞 Ruolan Han 等精彩演出

大休斯敦地區第十屆警民聯歡會頒發 2019 年傑
出警官 Sergeant Tua (Roger)Nguyen、
(Roger)Nguyen、休斯敦
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
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
、中西區警察局指揮官
Yasar Bashir 與有榮焉

5 月 24 日大休斯敦地區第十屆警民聯歡會
舞蹈表演

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夫婦和行員與休士頓
中西區警察局指揮官 Yasar Bashir 同歡

哈里斯郡副警長贈送義警夾克給黃曉明、
哈里斯郡副警長贈送義警夾克給黃曉明、
Steven Le JR、
JR、陳灼剛
陳灼剛、
、余頌輝
余頌輝、
、李雄

文藝演出、
文藝演出
、交誼舞張曉帆
交誼舞張曉帆、
、Esther Yuang

500 中外佳賓齊集 Lambo 餐廳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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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聞曝光 教會性侵案數量增加
（本報訊）自從南方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和聖安東尼奧快報(San Antonio Express-News)的一項調查中被曝光
後，引起了全社會的極大震動，在過去 20
年裡，380 名南方浸信會牧師和工作人員
被控性行為不當，其中包括數十人返回教
堂履行職責，而 700 多名受害者幾乎沒有
得到公正或道歉。
受到新聞報導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受
害人站出來發聲，也讓更多的教會人員和
義工的性侵醜聞公佈於眾。
據統計，超過 350 人之後通過郵件或
者電話互相通報信息，包括未經發現的性

侵案件的情況，新聞媒體也增加了 45 個相
關案件的調查，涉及的作案人超過 260 人
，案件調查中還增加了大量的性侵案有關
的故事和影像，包括受害人的自述以及建
議更多的人站出來揭露真相，其中的一位
受害人表示；沉默是最大的障礙。
同時，受害人參加案件指證的工作，不少
多年來在教會德高望重的人員被繩之以法
。
醜聞曝光，案件發生之後，不少人指
責教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還有不
少人離開了教會，但更多的人認識到，讓
醜惡的靈魂隨時暴露在陽光下面的重要性
。

美研究稱成人每年至少吃下5萬個塑料微粒
（本報訊）一項最新研究結果稱，科學家估計一般成
人每年至少吃下 5 萬個塑料微粒，這個數字可能已被低估
。如果人們選擇加工或包裝過程中含有更多塑料的產品，
包括瓶裝水，那麼他們體內的微塑料攝入量可能會更高。
微塑料顆粒是指任何小於 5 毫米的塑料，但許多都要
小得多，只能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
新研究的數據來自已知的 26 份調查，包括對魚、貝
類、糖、鹽、啤酒、水和城市空氣中塑料微粒數量的研究
。主導這份研究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考克斯(Kieran Cox)說：“我們不知道的太多，還有很大的數據缺口

尚待填補。”
攝取塑料微粒會造成什麼樣的健康影響，目前仍屬未
知，但這些塑料微粒可能釋出有毒物質，有些小到可以滲
透人體組織，引發免疫反應。
研究數據比較齊全的是水，瓶裝水裏的塑料微粒平均
比自來水多 22 倍。只喝瓶裝水的人，一年就可能吞下 13
萬個塑料微粒。
科學家並不清楚吸入塑料微粒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
新研究推測“吸入的大部分微粒都被攝入體內”，而非咳
出或打噴嚏排出。

美軍官兵將在美墨邊境粉刷隔離牆

（本報訊）當地時間 5 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在給議員發送的
一篇郵件中表示，部署在美墨邊界地區的美軍官兵將在一個月的
時間內粉刷一段長 1.6 公里的邊界隔離牆，以使其更加“美觀”
。
郵件中寫道：“受命在加利福尼亞州邊境城市加利西哥粉刷
隔離牆的官兵數量不詳，任務期將延續近 30 天。”
郵件中還指出，首要目的是改善隔離牆的審美外觀，但強調

，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對邊界隔離牆進行粉刷後，
邊防巡邏隊能夠發現非法越境人員“運用偽裝的
任何預算的支出都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
戰術”。
美國眾議院議員希望通過上訴法院以阻止川普將其他項目撥
據報道，美國五角大樓於 4 月 10 日與兩家公司簽署了建設美
款用於修牆。他們認為，川普的決定違憲。但是，法官表示，憲
墨邊界隔離牆的合同，價值近 10 億美元。
法沒有賦予國會提起這類訴訟的法律依據。
此前，川普宣佈邊境進入緊急狀態，以繞過國會將大約 64
億美元其他專用款項用作美墨邊境牆的經費，而根據憲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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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寵大機密 2》曝光新預告
“農場王者”魯叔霸氣上線調教麥克

《追龍 II》特輯海報雙發
揭露悍匪集團真實內幕
日前，由導演王晶與關智耀聯合執導
的警匪犯罪電影《追龍 II》曝光最新版
“暗流湧動”特輯及“正邪對峙”版海報
，特輯中令人聞風喪膽的悍匪集團首次公
開亮相。而海報之中古天樂與梁家輝正邪
對峙，殺氣畢現，緊張壓抑的氛圍縈繞其
中，而此前片方也舉辦了全國試映，影片
刺激的劇情、高品質的制作及演員的精湛
演技使得《追龍 II》被觀眾評為端午檔華
語片首選。
梁家輝另類解讀世紀悍匪古天樂遭匪
王團夥慘虐
此次發布的特輯中，片方首次曝光了
悍匪團夥的全陣容。梁家輝所飾演的“世
紀悍匪”龍誌強原型為張子強，曾被改編
成多個影視角色，特輯中梁家輝也闡述了

自己對於這壹角色的理解：“龍誌強雖然
是個匪王，但是他很愛護他的團隊，他其
實是壹位好相處的人。”這樣的解讀不同
於以往影視作品中所塑造出來的悍匪形
象，而特輯中梁家輝給團隊兄弟買榴蓮、
與大家壹同在遊樂場的畫面，也顛覆了大
眾先前對於張子強的認知。正如梁家輝所
說：“我希望演繹壹個讓觀眾意想不到的
龍誌強。”而在之前的試映會上，也有觀
眾評價說：“不愧為影帝梁家輝，龍誌強
這個角色仿佛是為他量身定制，看得人起
雞皮疙瘩。”
此外，王晶導演透露古天樂飾演的何
天將是影片的壹大看點，影片中古天樂需
要以臥底的身份潛入龍誌強的團隊之中，
獲取信任。從特輯中的幾場戲來看，古天
樂經歷了電擊拷打、槍戰、飆車、被迫穿
炸彈服等驚險場景，著實被虐得不輕。
而片中被虐到落淚的古天樂也讓網友
大呼心疼，“古天樂這段落淚戲簡直
演技爆發，營造出來的緊張感讓人感
同身受。”而在最新曝光的“正邪對
峙”版海報中，再次突出了梁家輝與
古天樂的雙雄設定，兩人神色各異，
其他各主演分立其中，各懷心思。而
海報之中的街道被散落的金錢所覆蓋
，整個城市似乎被欲望重重包圍，兩
大陣營氣氛劍拔弩張，壹場正邪鏖戰
不可避免。不少網友表示對這次梁家
輝與古天樂的雙雄對決充滿期待。
悍匪團夥實為表面兄弟林家棟壹
語道破其中緣由
從特輯中不難看出，世紀悍匪龍
誌強性格殘暴、手段高明，整個團隊
分工合理，目標明確。邱意濃飾演的
兔兔主要承擔著色誘、綁架的工作，
而在香港影視劇中經常出鏡的黃金配

角黃竣鋒、陳偉雄、韋家雄作為悍匪團隊
中的重要成員，分別承擔著前探、情報與
智囊團的角色。但就是這樣壹支團隊卻被
林家棟稱為“表面兄弟”，此次影片中林
家棟飾演的博士在龍誌強的團隊中擔任軍
師，角色性格十分復雜，給人以神秘莫測
之感。王晶曾評價林家棟的演技：“林家
棟所飾演的博士，戲上不爭不搶，看似平
靜實則恰到好處，這個角色為影片加分很
多。”而特輯中林家棟壹句：“表面上好
像是很好的兄弟，但其實共同點都是利
益”也壹語道破了整個悍匪團夥中的關系
並非想象中那麼簡單。
在近日片方所舉辦的全國試映，影片
也得到了業內外人士的壹致好評。眾多觀
眾在試映後評價到：“《追龍 II》的精彩
程度絕對不亞於《追龍》，甚至在警匪對
決上比第壹部更加刺激好看”;“影片壹改
以往老式港片的劇情套路，情節設置讓人
出其不意。”；“作為壹部警匪犯罪片，
影片中依然還能看到王氏幽默的存在，
緊張的劇情之中，還會被王導的小幽默
逗笑”；“這部警匪片涵蓋了飆車、槍
戰、爆炸等諸多刺激元素，的確是壹部
值得期待的影片。王晶導演這次確實又走
心了。”
電影《追龍Ⅱ》由銀都機構有限公
司、北京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星王朝
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北京）有限公
司出品，上海新文化影業有限公司、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上海復逸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海墨文化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 耳東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杠
杠影視文化有限公司、霍爾果斯環星影視
傳媒有限公司、浙江博納影視制作有限公
司、博納影視娛樂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
於端午檔 6 月 6 日全國上映！

《機器戀人》北京啟動
科幻 +概念惹人關註

“小黃人”團隊傾力打造的動畫喜劇大片《愛寵大機密 2》，7 月 5
日將正式國內上映。今日，影片曝光“農場王者”預告，作為新加入的
寵物角色，氣勢十足的農場狗魯叔霸氣上線，成熟穩重、閱歷豐富的它
，將為麥克的鄉村冒險增添更多精彩！
預告中，將麥克解救於“水深火熱”的魯叔霸氣盡顯，雞飛狗跳的
鄉下生活也彰顯無盡歡樂。久居鄉下的魯叔與來自城市的麥克個性截然
不同，它成熟穩重深受農場動物的尊重；同時野性十足，崇尚天性自由
。不茍言笑的“農場大家長“魯叔將與面對未知鄉村生活充滿懷疑與擔
憂的麥克，上演怎樣驚心動魄、爆笑紛呈的戲碼，讓人期待！
北美口碑解禁後，有媒體點評魯叔的出現“令麥克克服恐懼的旅程
變得溫暖人心”，哈裏森•福特的配音也使“枯燥的臺詞變得幽默”。
事實上，哈裏森•福特是《愛寵大機密》系列的忠實粉絲，他曾對《人
物》雜誌說道“我真的很喜歡動畫的幽默風格、角色和觀點”。與此同
時，多次領養狗狗，作為愛寵家族的壹員的他，真誠表示“很高興能接
到配音邀請”。巧合的是，擔任魯叔中文配音的馮小剛，同樣擁有多年
收養寵物的經歷，對表演有深刻理解的“馮導”，憑借低沈“煙嗓”，
獲觀眾稱贊“有氣勢！”
2016 年上映的《愛寵大機密》在全球斬獲 8.75 億美元票房，是好萊
塢歷史上第壹部首周末票房過億的非續集原創類電影。該片還以 3.68 億
美元總票房刷新照明娛樂北美單片票房記錄，成為當年最賣座動畫之壹
。國內成績同樣不俗，上映首日上座率第壹，以近 4 億人民幣票房完美
收官。深度電影評析媒體虹膜曾評價該片是“良心電影”，並稱贊中文
配音陳佩斯是最大亮點！
跑跳蹬踹的趣味萌寵，別開生面的爆笑冒險故事，絕對“聲”動的
大咖演繹！7 月 5 日，電影院盡情享受被萌寵與笑聲包圍的暢爽！

﹁
﹂

講述人工智能的電影《機器戀人》在北京舉辦
啟動發布會，出品方代表湯長興、制片人景任鋒、
導演鄭來誌攜嘉賓演員遲誌強、林嘉、王信然、汪
芮好、司卉等出席。發布會上，導演鄭來誌宣布電
影《機器戀人》正式啟動，並大膽預測“人工智能”
在未來的發展方向。制片人景任鋒則提出了“科幻+
”概念，欲把該片打造成類型片新標桿。
啟動發布會上，出品方代表湯長興表示，希望
以《機器戀人》為契機，進壹步深化品牌建設，帶
動行業創新。此外，湯長興還對《機器戀人》劇組
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我們的團隊藝術高超，技藝
精湛，壹定能拍出好電影，贏得好口碑”。
制片人景任鋒則認為，優秀的科幻電影，從文
本創作到劇本改編，從資本運作到後期制作，包括
演員表演，種種環節息息相關，只有每壹個環節都
盡善盡美，才能拍出叫好又叫座的科幻電影，“現在觀眾看的不是單壹
的壹個影片，它需要新元素，所以我們提出“科幻+”的概念，科幻+愛
情、科幻+喜劇、科幻+動作、科幻+刺激、科幻+冒險等，這些都為中國
科幻註入新的元素，新的血液”。
該片導演鄭來誌曾執導《梭哈人生》、《致我們終將到來的愛情》、
《最美的地方遇見妳》、《移情大師》等影片，其作品個人風格強烈，
壹直聚焦都市青年男女情感的探討。發會上，導演鄭來誌大膽預測，
“隨著科技的發展，未來人工智能可能也會給予人的情感，情緒。假定
未來十年後，我們的生活、工作，是否會和人工智能互動，是否會因人
工智能而出現困境，這就是這部電影所探討的。”
發布會上，還有不少圈中好友為導演鄭來誌站臺。嘉賓遲誌強稱贊《機
器戀人》走在了類型片的前列。王信然曾經參演過電影《愛情不NG》、《霍
去病》、《花木蘭傳奇》等，還獲得過東京國際電影節2008青年影片金櫻花
獎。他笑稱希望可以和機器人談戀愛，“因為機器人可以設定在她最美的時
刻，而人類會慢慢老去”。無獨有偶，演員汪芮好也表示想和機器人談壹場
戀愛，“沒體驗過，想體驗壹下”。演員司卉在《春困》、《想得美》、
《暗藏殺機》、《壹步之遙》等影片中均表現上乘。她表示，如果有機會出
演該片，希望飾演機器人，“演機器人無論是情感的表達，還是肢體語言都
是壹個不小的挑戰”。嘉賓演員加代班主持人林嘉憑借《青陽》獲得過印度
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並且向導演申請飾演機器人。導演鄭來誌表示，請圈
中好友站臺只是拋磚引玉，暗示影片會有更多明星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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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劇場秀》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節目介紹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是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借鑒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長的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
多種表現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時的代入感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
互動傳播方式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1. 掃二維碼(QR code)：
本期節目將介紹: 大鵬嘚吧嘚406-臉盆幫幫主狗血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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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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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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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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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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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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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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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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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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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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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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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蟲草皇雙龍禮盒 父親節特惠

買2盒
送1盒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972-496-4372
972-988-8811
972-699-1681
214-998-0977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972-666-8188
972-943-8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大中華超市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281-501-1820
713-270-1658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中藥行
家樂超級市場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575-7886 Austin
281-988-8500 天地人參茸行
281-776-9888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Tim's Oriental Market
281-313-8838 College Station
713-932-8899 BCS Food Markets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210-523-1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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