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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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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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Shirley LiShirle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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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本報訊）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繼上個月主辦精彩難
忘的李寶春京劇演出之後，緊接著另一讓人期待且機會難逢 -由文學
大師白先勇老師主講的文學講座也即將登場了。

此番應【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之邀， 10/27 日下午二時， 白先
勇老師將第三度光臨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為休士頓聽眾再做一場極
為精彩的專題演講，這次的題目是 「戲中戲～ 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
用」。

所謂 「點題功用」，就是在文章的關鍵地方，用一兩句簡單扼要
的字句，點明題意。這個功用，不僅可以使文章主題頓時鮮明，也把
文章的中心思想彈跳突出，讓讀者讀起來更加清楚易解。白先勇老師
將以深入淺出的手法解讀【紅樓夢】詩詞、戲曲，看它們如何呼應人
物命運，以及如何預示其後故事發展。

白先勇老師認為 「《紅樓夢》是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文化的極
點。」他稱《紅樓夢》為史詩式的人生輓歌，深刻揭示人生無常，並
指出書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與佛道兩家思想的交鋒。他形
容《紅樓夢》是集大成的一部書，從中可看《詩經》、《楚辭》、唐
詩、宋詞、《牡丹亭》

等文學著作等對其影響， 「曹雪芹是在前人基礎上創奇書，書中
詩詞及人物都並非裝飾，而是各有其點題功用和象徵性。

白老師亦多次強調《紅樓夢》是一部說不盡的小說。在他看來處
處充滿象徵，講述的其實是佛家寓言，女媧補天靈石墜入紅塵，成為
多情人賈寶玉，最後歸真，全書可謂道家、儒家、佛家熔於一爐，互
為引證。

白先勇出生於廣西省桂林市，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父親白崇禧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與第一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
。白老師是頗負盛名的臺灣文學家、劇作家、小說家、崑曲製作人、
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其代表作品：【寂寞的十七歲】，【孽
子】，【遊園驚夢】，【台北人】，【紐約客】，【玉卿嫂】----
等均膾炙人口。

白先勇老師集其一生對紅學的研究，這次以 「紅樓夢的點題功用
」為主題，就註定了必定精彩的演講內容，絕對對大家會是一次非常
震撼的文學洗禮。

佛光山中美寺歡迎十方大眾再度蒞臨，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參加，期待與大家分享。講座免費入場，歡迎事先電話報名登記

時間：十月27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本報訊】經文處處長陳家彥特
派代表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經文處
李步青副參事和教育組楊淑雅組長於
10 月 20 日晚間在姚餐廳設慶賀宴，
宴請台灣傳奇的龍舟隊、舞龍隊和原
住民舞蹈成員同慶。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經文處李
步青副參事和教育組楊淑雅組長等三
位長官均同聲祝賀台灣傳奇在國際龍
舟大賽競爭激烈的賽程勇奪第一名，
可賀可喜，為中華民國(台灣)在海外
美南地區發揚中華文化，為國增光添

彩，更鼓勵明年勇往奮進、不斷進取
、再接再厲。

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和副會長金
俊家也表示龍舟隊在教練Ivan(艾文)
與隊長吳冠威的相互搭配下，頂著烈
日練習了五個星期日，大家培養默契
、同舟共濟，最後充分展現團隊精神
，終究得魁，功勳是屬於大家的。

餐宴最後，大夥兒在國際龍舟大
會贈送的紀念T恤上簽字，請三位長
官轉贈予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留念。

台灣傳奇參與國際龍舟賽首創佳績榮獲第一名

經文處設慶賀宴以示嘉許和鼓勵

((圖左起圖左起))台灣傳奇理事劉美玲台灣傳奇理事劉美玲、、副會長金俊家副會長金俊家、、會長羅茜莉會長羅茜莉、、
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教育組楊淑雅教育組楊淑雅
組長組長、、龍舟隊隊長吳冠威龍舟隊隊長吳冠威、、理事鄔逸卉和理事陳稚琴等共同理事鄔逸卉和理事陳稚琴等共同
展示成員在展示成員在TT恤上留名恤上留名，，轉贈陳家彥處長留念轉贈陳家彥處長留念。。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 白先勇老師文學講座
[戲中戲～【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特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特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經文處經文處
李步青副參事和教育組楊淑雅組長等在姚餐廳慶賀台李步青副參事和教育組楊淑雅組長等在姚餐廳慶賀台
灣傳奇榮獲國際龍舟大賽第一名殊榮之團體照灣傳奇榮獲國際龍舟大賽第一名殊榮之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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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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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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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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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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時間10 月22 日，2019-20
賽季NBA常規賽拉開帷幕，洛杉磯湖人隊遇上洛杉磯快船隊，
一場誰是洛城王者的焦點揭幕大戰敲響。

全場戰罷，洛杉磯快船隊主場112-102戰勝洛杉磯湖人隊。
科懷-倫納德全場19投10中，轟下30分6籃板5助攻。

洛杉磯的同城德比永遠都帶有話題性，更何況是在兩支球隊
都產生巨變，都有希望成為總冠軍爭奪者，德比大戰火藥味十足
。

科懷-倫納德無疑是今年夏天自由市場上最引人注目、最具
有價值的超級巨星，他的動向牽動著整個聯盟局勢的發展，這其
中就包括同城對手洛杉磯湖人隊也極力引進倫納德，但最終，他
不想依賴詹姆斯，選擇加盟快船隊，成為快船隊領頭羊，深深震
動了整個聯盟。

季前賽中倫納德因傷上場時間受限，並沒有展現出王者的全
部實力，因此，快船的戰績只能算勉強及格。常規賽拉開大幕，
保羅-喬治還未回歸，更多的答卷都要由倫納德來書寫。有趣的
是，常規賽首秀就對上了勁敵湖人，故事性十足。

首節伊始，倫納德連續在低位對上老隊友丹尼-格林，兩次
非常熟悉的低位翻身跳投，都稍稍偏出。雖然進攻端不利，但攻
防一體的倫納德還是利用自己的優勢幫助球隊追分，防守端不斷
對位勒布朗-詹姆斯和安東尼-戴維斯兩位超級巨星，成為快船
防守的門面擔當。首個暫停回來，倫納德兩罰全中，得到了加入
快船正式比賽生涯的第一分。首節末段，倫納德重新披掛上陣，
低位對上波普，標誌性翻身跳投命中。

次節回來，倫納德先是中距離飆中，緊接著底角三分發難對
手，逐漸進入狀態，也幫助球隊反超比分。第二節開局階段，倫
納德打開武器庫，手感火熱連續對飆詹姆斯，即使陷入包夾，也
能策動隊友得分，他與快船的磨合漸入佳境。暫停回來，倫納德
繼續發難，沒有花哨的運球和動作，就是最簡單有效的急停跳投
，就是能命中。當湖人重點限制其投籃時，他突然暴起，突入內
線單手劈扣得手，打停湖人。次節末段，倫納德繼續著他的表演
，急停中距離如呼吸一樣簡單，刺穿湖人防線。次節最後一攻，
倫納德突破以一敵三，妙傳祖巴茨輕鬆打進，比賽進入下半場。

半場易邊再戰，倫納德繼續採用中距離懲罰對手，面對防守

輕鬆飆中。下半場回來之後，快船明顯提升了防守強度，倫納德
抓防守反擊的機會也比上半場更多，雖然被吹罰進攻犯規，但還
是很明顯能感受到他現在身體狀況非常良好。在倫納德的帶動下
，快船逐漸將比分拉開。

末節，倫納德摘下後場籃板策動反擊，面對湖人三名防守人
轉身殺入籃下，造殺傷得手。不僅是進攻端，防守端釘板大帽霍
華德，技驚四座。第四節湖人對倫納德的防守又上了一個層次，
先用防守人一對一，當他背身進入內線之後立刻選擇夾擊，但倫
納德現在的閱讀比賽能力的確頂級，總能抓住合適的時機終結進
攻，或攻，或傳，拿捏的恰到好處。

最後五分鐘決戰，倫納德重新回來，面對勒布朗-詹姆斯，
標誌性後仰跳投幫助球隊穩住局面。隨後快攻中強殺籃下，面對
詹姆斯，雖然被造進攻犯規，但面對詹姆斯絲毫不怯場，身體對
抗完全不落下風，展現出倫納德現在極佳的狀態。

可憐的勒布朗·詹姆斯，19投7中，三分球5投1中，全場只
得到18分，昔日的詹皇老矣！

最終憑藉著倫納德天神般的表現，快船拿下揭幕德比大戰。

洛城德比戰 倫納德遠超老詹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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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全旅】】推出推出
1212天東歐聖誕歡渡遊天東歐聖誕歡渡遊!!!!

清晨，天剛破曉，海面上看到數百
艘漁船不約而同往相同方向行駛，拉曳
出一條條白色的浪花，這些漁船上都是
居住在北海道厚岸的漁民。不一會兒工
夫，這些漁船有默契的各自停泊在似乎
屬於自己的區域，漁民拿著長約10 尺
的特殊長棍動作熟練地開始往海底打撈
，從海面拉起就可看到一綑綑暗綠色的
海藻，這原來就是日本料理中不能缺少
的靈魂食材 – 昆布。

許氏參業的創辦人許忠政此次偕同

總裁許恩偉帶領團隊到北海道厚岸，檢
視進口昆布的原產地。

走在漁港邊時，許忠政回憶起六、
七十年前的兒時記憶，他表示，自己的
外公當年就是在澎湖的赤崁村打撈紫菜
，因此看到這樣樸質的漁港非常懷念。
但澎湖過去的榮景早已因著時間而改變
，反觀厚岸漁村，幾乎整村的居民都在
從事傳統昆布的生產工作，讓他感慨萬
千。看到製作昆布已有30 多年的老師
傅，標準體現了日本的職人精神，用一

絲不苟的態度，修剪著曬好的昆布並且
予以分類。如同自己種參也有45 年，
同樣的堅持，就是為了給人們有益的食
材。

新鮮的昆布是海藻的一種，而海藻
被人們當作食物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海
藻是膳食纖維的寶庫，乾燥後就成為昆
布。和其它食材相比，昆布的膳食纖維
含量多得不可思議，本身有 40％到
60％都是膳食纖維，其中的含量大約是
糙米的10~25 倍。許氏參業代理北海道
昆布已經有近七年的時間，厚岸所產的
昆布品質優良、供貨穩定，而且價格合
理，是北海道眾多產地中，最合適美國

消費者的產品。更重要的是，厚岸的漁
業協會對於昆布的永續發展非常重視，
因此不需要擔心食用會造成海洋生態的
改變或是地球的負擔。許氏參業堅持原
產地原包裝進口，從開始小量進口，到
現在每年銷量不斷提升，可見產品優良

的品質是受到大眾喜愛及肯定的。也請
消費者在購買時，一定要認定許氏進口
來自北海道的昆布，保障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也同時能保護地球的資源，讓好
的食材能夠源源不絕的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

許氏參業代理地道北海道昆布許氏參業代理地道北海道昆布
資源永續資源永續 造福人群造福人群

今年聖誕, 來點不一樣?!
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推出12天東歐聖誕歡渡遊!!

許氏北海道昆布許氏北海道昆布

北海道厚岸漁業協會與許氏參業團隊合照北海道厚岸漁業協會與許氏參業團隊合照

許氏參業創辦人許忠政與總裁許許氏參業創辦人許忠政與總裁許
恩偉展示從日本原裝進口的昆布恩偉展示從日本原裝進口的昆布

北海道厚岸的老師傅北海道厚岸的老師傅，，三十年三十年
如一日的謹慎篩選昆布如一日的謹慎篩選昆布

翠明假期耶誕精選系列

Eastern Europe Christmas Parade(EVD12)

12天東歐聖誕歡渡遊 

完美配搭
Perfect Complement

★ 適逢佳節期間，特別安排暢遊東歐各地特
色聖誕市集。體驗不同文化氣氛、地道產品和

美食、感受各民各族不一樣的慶祝方式。
You can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al atmo-

sphere, exhibitions of local products, and differ-
ent lifestyles in celebrating the holiday season.

布達佩斯 Budapest
https://www.europeanbestdestinations.

com/christmas-markets/budapest/
札格勒布 Zagreb

https://www.europeanbestdestinations.
com /christmas-markets/zagreb/

布拉格 Prague
https://www.europeanbestdestinations.

com /christmas-markets/prague

團費已包 Tour fares already include    

----USD483 (PP)----

奧地利 Austria
維也納參觀遜布倫宮御花園

Vienna : Schoenbrunn Palace Garden     $15
匈牙利 Hungary

布達佩斯享用GOULASH晚餐及欣賞民族表演
Budapest : Goulash dinner & folk dance $55

克羅地亞 Croatia
比域治享用地道烤羊肉午餐

Plitvice : Grilled lamp chop lunch           $40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盧比安娜享用地道洋葱湯及豬扒晚餐
Ljubljana : Pork chop dinner                  $38

布斯當娜鐘乳洞、布萊德古堡
Postojna Caves tour & Bled Castle tour  $97

捷克 Czech
古姆洛夫: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Cesky Krumlov : City orientation            $35
布拉格享用波希米亞雜錦烤肉晚餐及黑啤酒
Prague : Mixed meat with dark beer      $45

德國 Germany
柏林享用德式牛扒晚餐及啤酒 

Berlin : German steak dinner with beer  $45
安排波茨坦半日遊   

Potsdom half-day tour (guide)                $75
德累斯頓享用薩克森洲特色豬手午餐   

Dresden : German Knuckle lunch            $38

原居地   維也納
Home city      Vienna

維也納
Vienna

維也納(市內觀光) - 布達佩斯
Vienna (City Tour) - Budapest

布達佩斯(市內觀光) - 聖誕
市集 - 札格勒布
Budapest (City Tour) - Christmas 
Market - Zagreb

比域治國家公園 - 聖誕市集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 
Christmas Market

訂購行程，請洽詢各大旅行社或前往官方網站閱讀更多。                                                               EVD12 WINTER 2019-2020

是日乘豪華客機飛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Depart from home city for Vienna, the capital of Austria.

維也納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美譽。羅馬帝國和
奧匈帝國時代的輝煌為維也納留下了不計其數的
雄偉建築。是日抵達後，由專車送往酒店休息。
晚餐於中國餐館 (8餸1湯)。           (晚餐)  
住宿：Ananas Hotel 或同級
In Vienna one can admire many architectural styles, 
starting with Romanesque through Baroque and classicist 
to modern architecture. Upon arrival at airport, the tour will 
be greeted and transferred by a local guide to a hotel for 
rest.                                                                               (D)

自助式早餐後，於市內觀光。首先前往建於市郊
的遜布倫宮御花園，花園顯示出奧匈帝國極盛時
期的輝煌。稍後前往市政公園內欣賞華爾茲大王
約翰史特勞斯的紀念像，繼而前往市中心之環城
大道，大道兩旁全是壯觀宏偉的建築，如氣勢雄
偉的荷夫堡皇宮、英雄廣場及瑪麗亞杜麗莎皇后
廣場等。午餐自備。餐後愛好施華洛世奇天鵝牌
水晶之團友，可趁機在維也納購買。遊罷驅車前
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抵達後晚餐享用地道
菜式GOULASH及欣賞匈牙利民族歌舞表演。
住宿：Aquincum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The city tour includes the garden of Schoenbrunn Palace, 
the Opera Parliament, Imperial Boulevards and Queen’s 
Square. Proceed to Budapest, the capital of Hungary in 
the afternoon. Goulash dinner with folk dance.        (B/D)

自助式早餐後首先遊覽佩斯城內名勝，包括伊莉
莎伯大橋及遊覽布達城的漁夫堡，途經皇宮廣場
及皇家獵慶雕像。及後前往慶祝建國及紀念馬扎
爾族人聯盟之英雄廣場、國會大廈和聖史提芬大
教堂。特別安排暢遊鄰近聖史提芬大教堂的聖誕
市集。設有攤檔，擺放著手工精緻的聖誕飾物和
工藝品，還可享用各式各樣美食和飲品。午餐自

自助式早餐後，由專業導遊陪同前往以湖光山色
而聞名於世的比域治國家公園，它另一個別名就
是十六湖公園，它建於1949年，山、水、森、林
融入一體，美若仙境，其美麗景色已盛全歐，小
橋流水，倒影美境，壯麗山林，青綠草地。聯合
國已經將它列入保護的『世界文物遺產』。整個
國家公園基本上分為上湖及下湖兩部份，遊人可
沿木造的行人道觀賞，人間仙境，妙不可言。午
餐於當地餐廳，品嚐烤羊肉。餐後，驅車返回
札格勒布。佳節來臨，於市中心舉辦了聖誕市
集，並且在過往三年中，被評選為最佳聖誕城
市。Europe廣場內提供各種傳統的聖誕禮物和食
品。最為注目該是Ban Josip Jelacic廣場之市
集，內裡那棵巨大聖誕樹和一個由噴泉改變成的
彩色顯示屏。音樂會、合唱團等等，帶你沉醉在
濃厚的節日氣氛中。是日晚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Excursion to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Enjoy the day in the park to explore the 16 
crystal blue lakes cascading into 92 spectacular waterfalls. 
Walk on wooden promenades to view majestic and pristine 
waters where every turn leads to breathtaking scenery 
and yet another waterfall. A grilled lamb chop lunch will be 
served. Return to Zagreb for night visits to Europe Square 
and Ban Josip Jelacic Square, as Zagreb has been voted 
the best Christmas Market in Europe 3 years in a row. 
The city lights up during this festive time and fills up with 
Christmas atmosphere.                                               (B/L)

備。驅車進入克羅地亞國境，直趨其首都札格勒 
布，該國於1991年脫離南斯拉夫，境內名勝無
數。晚餐於酒店。                 (早/晚餐)
住宿：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Highlights of the tour will include The Fishermen’s Bastion, 
Hero Square and Parliament House. The St. Steven’s 
Cathedral will be the next place of visit. The Christmas 
market is right in front of it. During the Advent period, 
lovely little Stalls selling hand made Christmas decorations 
and arts and crafts, different variety of foods to enjoy. The 
tour continues to Zagreb, the capital of Croatia, a charm-
ing medieval city of exceptional beauty.                     (B/D)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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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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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12/19

Day 4
12/20

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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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匈牙利、克羅地亞、斯
洛文尼亞、捷克、德國

Dec. 17th
僅此一團，聖誕遊覽

詳情請詢問各大旅行社

$2999只要

布達佩斯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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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還記得小時候，總是帶著好
奇、興奮的心看故事書，融入書中的情境，往往
看得忘我。現代許多父母會選擇給孩子看插畫繪
本，一本好的兒童繪本，能培養孩子閱讀的興趣
，啟發孩子的無限的想像空間。

好消息是，一場兒童插畫展 「天堂」(Paradise)
，將於 11 月 9 日(週六)上午 10:30，於 Katy 市的
Cinco Ranch圖書分館大廳舉行揭幕儀式，展出27

位台灣插畫家的90件作品，
展出一直到11月23日，歡迎
爸爸媽媽們帶著孩子一同去
欣賞。
此次展出的主題是 「天堂

」，強調自古至今，動物從
未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缺席
過，耳熟能詳的好奇猴喬治
、或是波特小姐的彼得兔，
甚至許多人是從繪本大師艾
瑞卡爾(Eric Carle)的繪本開
始認識動物的。
展覽希望呈現擬人化的動

物世界中，一種沒有國界的
烏托邦，沒有國族的界線、

膚色的差異，單純友善的中立性，讓故事情境更
柔軟，讓我們內心裡最療癒；並期望用更宏觀的
觀點來看看台灣的創作者如何透過動物的代言與
世界對話。

此場展出，由台灣文化部贊助，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主辦，國際知名插畫
家兼策展人鄒駿昇策展。台灣插畫創作近年在文
化部鼓勵和支持下，許多年輕創作者在國際間大

放異彩，每年在世界頂尖插畫平台-義大利波隆納
插畫展，都有台灣創作者的作品嶄露頭角。為將
此一領域之創作成果在德州呈現。

此次，特別邀請曾4度入圍義大利波隆納插畫
獎的策展人鄒俊昇前來休士頓，規劃這個展覽。
他同時於11月4日應邀前往 「兒童文學及插畫家
協會」(Society of Children’s Book Writers & Illus-
trators; SCBWI) 休士頓分會進行一場演講，與本地
插畫專業創作者交流。

策展人鄒駿昇（Page Tsou）是繪本作家、插
畫家、視覺藝術家，著有《禮物》、《軌跡》和
《勇敢的小錫兵》等作品，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
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2017 年獲得義大利波
隆那童書展拉加茲童書獎，同年在西班牙馬德里
ABC Museum辦理個展。

鄒駿昇對各種美好事
物有著高度敏感度，偏好
老派視覺風格，相信跨領
域的交互作用能為創作帶
來更多可能。曾合作的對
象包括 GUCCI、RAW、
英 國 Johnnie Walker、
Templar出版等，他的作品

曾被英國康藍集團 (CONRAN)、台北市立美術館
等機構收藏。

兒童在閱讀繪本的過程中，往往陶醉在故事
裡，會伴隨著故事主人翁面臨的事件而有各種情
感產生，能豐富孩子的生活體驗；養成閱讀習慣
，能讓孩子更開心，也可起到教育的影響力，讓
孩子懂得是非善惡，並且幫助孩子語言、思維、
想像力的發展，帶孩子來看插畫展吧! 展覽地點:
Cinco Ranch Branch Library (2620 Commercial Cen-
ter Blvd., Katy, TX 77494)
時間：2019年11月9日至11月23日(週六)。
開幕茶會: 2019年11月9日(週六)上午10:30AM歡
迎參加。
Cinco Ranch Branch Library電話: 281-395-1311。

兒童插畫展兒童插畫展 「「天堂天堂」」1111//99起展出起展出
伴隨孩子成長伴隨孩子成長 就從插畫開始就從插畫開始

國泰保險國泰保險 協助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協助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
(本報休斯頓報導) 根據聯邦衛

生部門宣布，明年 「奧巴馬健保」
（Obamacare）的整體保費將有輕微
下降的趨勢，並且民眾可以選擇的
保險計畫也會更多。將有20家的保
險公司加入競爭，估計在許多州會
有接近70%的合格民眾，至少可在3
家公司的計劃之間做選擇。奧巴馬
健保按保險金額分成銅、銀、金、
白金等四級，投保人可以自己選擇
級別。

據分析家表示，目前有不少民
眾都可領取聯邦的補貼，因而對保
費不會太敏感，較少因為成本問題
而退保，所以，只要政府補貼還在
， 「奧巴馬健保」就不致崩潰。另
外，保險公司經過幾年的摸索之後
，他們開始找到運營方式以及盈利
的技巧，也對穩定情況有幫助。
提醒民眾，11月1日至12月15日為

奧巴馬保險的申請時間，政府為符
合資格的家庭及個人提供醫療補助
，有更多人可以有保險，民眾務必
記得要申請。
在休斯頓的國泰保險(Guotai Insur-
ance) 協助奧巴馬健康保險免費申請
，以客戶至上的精神，幫助民眾申
請醫療補助，歡迎有需要的民眾詢
問。

此外，國泰保險也擅長聯邦年
長者紅、藍卡健康保險（65歲及以
上或特定人員）、紅藍白卡醫保
DUAL SPECIAL NEEDS(DSNP)、優
惠醫保(Medicare Advantage)、處方藥
醫保(Prescription Drug Plan)、補充醫
保(Medicare Supplement)、個人或家
庭醫療健康保險、旅遊保險、牙齒
保險、團體或公司2-50人或以上醫
療保險。

另外，也涵蓋人壽保險、儲蓄

年金、退休計劃、財產規劃、長期
護理，代理全美 A 級以上人壽保險
公司產品，能為客戶量身打造最適
合需求的理財優惠計劃，還能為從
國外來探親旅遊的個人購買美國頂
級的人壽保險。

如果對保險業有興趣就業者和
創業者，國泰保險也協助入門和申
請執照，歡迎來電查詢， 服務至上
， 非 上 班 時 間 請 預 約 是 ：
631-829-4438。

國 泰 保 險 洽 詢 熱 線
832-875-8084。 微 信 號 ： yiy-
ichen6809。

Email： gtbetteridea@yahoo.com
。地址在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Tx 77036(位於百佳超市對
面街，金城銀行右手邊的盛世公寓)

当亚马孙的大火还在熊熊燃烧时，

当G7的“肉食者”还在为气候问题吵

闹不休时，一部“虫子大片”出现了。

这部由托马斯· 绍博与海琳· 吉罗共

同编剧、执导的动画电影，已于8月23

日登陆中国内地。不过名字实在有点长

——《昆虫总动员2：来自远方的后援

军》（下称《昆2》）。

《昆1》我没有看过，不过严格来

说，《昆2》不算一部“爽片”——它

太独特了，独特得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

词。除了听不懂的虫语，几句“人话”

也是少得可怜。

虽然虫之间的交流是“虫言虫语”

，但一点也不耽误理解剧情。单从字面

看，《昆2》的主题延续的依然是“小

昆虫大世界”。表达方式还是“实景+

CG”画面虚实结合，的确“骨骼清奇

”，耳目一新；加之，角色间起承转合

的逻辑严密，情感上互通互联，塑造的

艺术形象颇为饱满。

法国人素来高傲独行，因此在电影

艺术上也力求与美艺区分开来。正是这

样，才使我们得以欣赏到在院线不多见

的法式动画。

我认为该影片同时讲述了两个故事

。

一是为给好友黑蚂蚁Mandible解围

，瓢虫父子Cox和 Junior从法国辗转至

加勒比。他们结识当地瓢虫，协力赶走

入侵的人类。经过重重险阻，最终Ju-

nior收获爱情，Cox则同从法国赶来营

救的黑蚁一道返回法国。

二是导演借电影这杯酒，浇自己胸

中块垒——反映了生态危机，呼吁人们

重视日益加剧的环境灾难。

当然，相较于表面的故事，导演着

力表达的“水下故事”可能不那么明显

，但艺术上的提醒与警告，不能像新闻

纪录片那样一览无余。

在关键之处显示下，画龙点睛就足

够了。比如，导演有意让动力“飞船”

坠落海底，又安排鲨鱼误食，虽然最后

被吐了出来，但我想这并非导演全是为

了制造紧张的剧情，而有意为之——每

年那么多因人类排向海洋的垃圾而伤残

致死的海洋生物们，本身就是一个多么

剧痛的警醒。

不过，当看到两只小虫跳上一艘气

球飞船，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忽而掠

过圆月，忽而潜入水底，甚至像一艘战

舰那样静静地驶向雨林深处时，再加上

空灵梦幻的配乐，不能不因导演深入骨

髓的文艺气息与浪漫情怀而感动。

每一个成功的导演，都是一个节奏

大师。螳螂PK瓢虫、瓢虫蛛网逃生等

桥段，被法式动画演绎得既险象环生又

妙趣横生。尤其是嘚瑟的瓢虫，居然哼

出人类的乐曲，幸亏导演没有赋予它表

情，不然那一定是又一个经典的表情包

了。

不过我想，螳螂捕虫那段的配乐，

更适合播放钢琴王子马克西姆（Maksim

）的成名作之一《野蜂飞舞》。因为那

首乐曲响起时，不仅观众会感受到演奏

者指尖跃动的速率和身心迸发的激情，

而且自身也会随之共鸣，充满律动感。

《昆2》上映时，正值亚马孙雨林

大火。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INPE）

火灾监测项目显示，现已在亚马孙雨林

地区勘测到72843处着火点，这也是自

2010年以来，亚马孙雨林地区起火最多

的一年。

为了盖酒店，一帮子不知比“光头

强”强多少倍的“伟大人类”，雄赳赳

气昂昂地开入森林。链锯一响，黄金万

两。随着第一棵树的倒下，虫子们被惊

醒了，于是就此开启了“昆虫总动员”

模式。最后，瓢虫们借助毛虫群恐怖的

“生化武器”，才总算打消了“光头强

”们毁林开荒建酒店的勃勃野心。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现实中

的情况，常常更加残酷。所谓的“昆虫

拯救生态/人类”，是不存在的。

据《卫报》报道，7月亚马孙森林

砍伐量创下单月新高，雨林一下子就缩

减了1345平方公里。

一位巴西政府人士向媒体讲述了森

林被清除的细节：他们通常用推土机或

通过推挤树干的方式，把树根从地里挖

起来美国环境史学家瓦伦· 迪恩曾记述

了巴西砍伐森林的景象：“成片的大树

接连倒下，整片山坡如爆炸般轰塌，顿

时尘土飞扬，鹦鹉、巨嘴鸟、燕雀齐飞

。”砍伐之后，人们就放一把火，所以

每年干季，那里的天空总是飘着一层黄

色的霾。

这一点，与《昆2》的剧情，是何

等的相似。

有记者看到，在亚马孙腹地，巨树

倒在地上，叶子还绿着。它们就像刚被

屠杀的躯体，正在等待被烈日晒干后拖

走，以便腾出土地用于耕种。马里兰大

学的野火和生态学专家马克· 科克伦说

，这种“刀耕火种”，就是产生大量烟

雾的根本原因。

在我遥远的豫南农村老家，家家户

户都不再被许可烧柴火灶了，只能用天

然气替代，以便减少碳排放。可谁曾想

到，金砖五国之一的巴西，居然还在

“刀耕火种”！

要知道，森林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

力，让它成为陆地上最重要的碳汇（吸

收、固定碳的地方）。每年陆地生态系

统吸收的二氧化碳，有1/4要归功于亚

马孙雨林。现在，如果雨林面积持续下

降，那么亚马孙雨林收集、吸附二氧化

碳的能力将进一步削弱。

有人说，世界上共有三片雨林，其

中面积最大的就是亚马孙雨林。有科学

研究表明，它对全球碳固定和调节的作

用至少占20%以上。“如果把雨林的直

接经济价值算成1，那么它的生态服务

价值可能就是100。”中山大学生命科

学院副教授刘徐兵介绍，亚马孙雨林仅

植物就有1.6万多种，占全球物种数的

1/10。

如果某种植物是当地的特有物种，

那么其分布范围就不会太广，遇火就有

灭绝的风险。因此不管是放火烧荒还是

毁林开荒，森林一旦被毁灭，再想恢复

如初就非常难了。

有人曾在广东雷州半岛做过热带季

雨林（tropical monsoon forest）恢复的

尝试。三代人接力，花费了很多财力，

用了近60年时间才基本恢复成与原先初

步相似的森林，但仍然没达到原始热带

季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程度和生态功能，

物种间的联系也没能完全恢复。

最近发布的联合国报告提到，极端

天气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食物链瓦解。

如果温度再提高0.5摄氏度，那么

在未来10——30年引发永冻层解冻、野

火灾害及不稳定的食物供应的风险就可

能高起来；如果温度提高1摄氏度，未

来50年发生这种风险的概率可能就“非

常高”。

事实是严峻的。短短30年间，中国

冰川面积锐减。37年里，喀喇昆仑山的

冰川面积减少了237.5平方公里；25年

里，唐古拉山冰川面积减少了336平方

公里；长江源所在的格拉丹东峰，有数

十条冰川完全消失

在前不久格陵兰岛的一个极具象征

意义的葬礼上，Okjokull冰川的纪念铭

牌被植入，上面镌刻了人类留给未来几

代人的一封信：“Okjokull是第一个失

去冰川地位的冰岛冰川。在未来的200

年里，我们所有的冰川都将沿着同样的

道路前进。这座纪念碑是为了承认，我

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需要做什么。只

有你知道我们是否做到了。”

冰川的消失，因素多种多样，但不

容置疑的是，与全球温度的急剧上升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如果包括亚

马孙雨林在内的诸多森林、“绿肺”的

消失，又将造成温度升高多少呢？又将

迫使多少冰川消失呢？

在地球暂住至今，人类因科学而取

得最大的自信，但在真正的威胁面前，

这种自信其实不堪一击。

如位于美国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就

蕴含着足以摧毁世界的能量，一旦爆发

，人类只能“躺输”——岩浆将直接屠

戮大半个美国，遮天蔽日的火山灰将随

大气环流飘荡影响全球，酸雨连绵，气

温迅速降低，植物枯萎，动物失去食物

。而科学界已探知的这样的超级火山就

有20座。

对此，我的感想是，如果把超级火

山的爆发比作地球的“心脏病突发”，

那么森林的持续消失将是人类家园的

“慢性病持续”：这种病不会短时间杀

死我们，但它更可怕——它会把我们培

养成“温水里的青蛙”。等我们骤然觉

得忍无可忍之时，已回天无力。

更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这种“慢

性病”是我们自找的。

面对环境问题，人还不如虫子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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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 1010月月2424日日,,星期四星期四，，上午上午1111::0000至至1212::0000
主講人主講人:: 古雨古雨，，CMSCMS認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諮詢員認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諮詢員

地點地點:: 凱蒂中國教會凱蒂中國教會2474724747 RoesnerRd,Katy,RoesnerRd,Katy,
TXTX7749477494

時間時間:: 1010月月262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22至至44點點
主講人主講人:: 鄧福真鄧福真，， CMSCMS認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資訊認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資訊
員員，，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系教授
地點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98009800 Town Park Dr. #Town Park Dr. #251251,,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假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假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歡迎參加本歡迎參加本
次講座或致電次講座或致電713713--988988--47244724，，我們將非常樂意協我們將非常樂意協
助助！！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更新你的醫療保險方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更新你的醫療保險方
案案，，光鹽社即日起開放接受預約光鹽社即日起開放接受預約。。

20202020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奧巴馬健保奧巴馬健保))開放註開放註
冊時間冊時間,, 於今年於今年1111月月11日開始日開始，，至至1212月月1515日結束日結束
。。許多人誤以為實行幾年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已許多人誤以為實行幾年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已
經被現政府停止了經被現政府停止了，，其實這是誤解其實這是誤解。《。《平價醫療平價醫療
法案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ffordable Care Act) 仍然有效仍然有效，，20192019年年
民眾仍可以透過民眾仍可以透過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購買健康購買健康
保險方案保險方案。。如果錯過了正常註冊期如果錯過了正常註冊期，，就需要提供就需要提供
足夠的證據說明家庭情況的改變足夠的證據說明家庭情況的改變，，才能在特殊註才能在特殊註
冊期購買保險冊期購買保險，，這是很麻煩的這是很麻煩的。。

為什麽要購買健康保險為什麽要購買健康保險？？

從從20192019年開始聯邦政府取消罰款制度年開始聯邦政府取消罰款制度，，不再不再
強迫民眾買醫療保險強迫民眾買醫療保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沒有健保也不沒有健保也不
會被罰款會被罰款！！但是都知道美國醫療賬單天價但是都知道美國醫療賬單天價，，在美在美
國沒有健康保險是很有風險的事情國沒有健康保險是很有風險的事情，，所以一份適所以一份適
合的健康保險是非常有必要的合的健康保險是非常有必要的。。

為什要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為什要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Health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Insurance Marketplace））來購買個人健康保險來購買個人健康保險？？

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個人健康保險有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個人健康保險有
如下好處如下好處：：

11，，根據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根據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通過健康通過健康
保險交易市場購買個人健康保險保險交易市場購買個人健康保險，，收入在聯邦貧收入在聯邦貧
困線困線（（Federal Poverty LevelFederal Poverty Level））的的100100%%～～400400%%
之間的家庭或個人可以獲得稅務優惠之間的家庭或個人可以獲得稅務優惠（（Tax CreditTax Credit
），），幫助支付保險的月費幫助支付保險的月費。。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聯邦貧窮線聯邦貧窮線
100100%% 至至40040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聯邦貧窮線聯邦貧窮線
100100%% 至至40040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11 $$1212,,490490 - $- $4949,,96096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22 $$1616,,910910 - $- $6767,,64064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33 $$2121,,330330 - $- $8585,,32032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44 $$2525,,750750 -$-$103103,,00000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55 $$3030,,170170 -$-$120120,,68068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66 $$3434,,590590 - $- $138138,,36036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77 $$3939,,010010 - $- $156156,,040040

報稅人數報稅人數 88 $$4343,,430430 - $- $173173,,720720
22，，平價醫療法案規定除了原住民平價醫療法案規定除了原住民、、非法移民非法移民

、、BB11/B/B22簽證持有者和監獄服刑者以外簽證持有者和監獄服刑者以外，，合法美國合法美國
居民都可以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個人健康保居民都可以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個人健康保
險險。。

33，，該醫療保險計劃的醫療賠付沒有上限該醫療保險計劃的醫療賠付沒有上限
44，，允許允許2626歲的子女留在父母的醫保計劃中歲的子女留在父母的醫保計劃中

（（必須要一起報稅必須要一起報稅）。）。
55，，該醫療保險計劃接受例如既往癥該醫療保險計劃接受例如既往癥（（慢性病慢性病

），），有任何重大疾病有任何重大疾病，，或準備作手術或準備作手術，，妊娠等等妊娠等等
，，保險公司一定要接受保險公司一定要接受。。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包括哪些服務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包括哪些服務？？
在交易市場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涵蓋下列在交易市場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涵蓋下列1010

項基本福利項基本福利：：
11，，住院以外的病人服務住院以外的病人服務
22，，處方藥處方藥
33，，急救治療急救治療
44，，康復治療和器材康復治療和器材
55，，住院服務住院服務
66，，檢查服務檢查服務
77，，生產和新生兒照顧生產和新生兒照顧
88，，預防性和健身服務和慢性疾病管理預防性和健身服務和慢性疾病管理
99，，精神健康和藥物成癮治療服務精神健康和藥物成癮治療服務，，包括行為矯正包括行為矯正
1010，，兒科兒科，，包括牙齒和視力包括牙齒和視力

如何申請如何申請？？

光鹽社可以協助您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光鹽社可以協助您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
個人保險個人保險，，光鹽社自光鹽社自20142014年開始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為政府指定的
授權的協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授權的協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
的機構的機構，，有多名政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咨有多名政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咨
詢員詢員。。光鹽社目前已開放保險申請預約光鹽社目前已開放保險申請預約。。預約電預約電
話話71398847247139884724..

光鹽社地址光鹽社地址：：98009800 Town Park Dr. #Town Park Dr. #255255，，
HoustonHouston，，TXTX7703677036

申請時請攜帶如下資料申請時請攜帶如下資料：：
□ Market place□ Market place 帳號密碼帳號密碼（（如果有如果有））
□□ 社會安全卡社會安全卡
□ EAD□ EAD卡卡//綠卡綠卡//護照護照//公民紙或其他合法移民身分公民紙或其他合法移民身分
證明證明
□ W-□ W-22稅表或收入證明稅表或收入證明
□□ 雇主地址和電話號碼雇主地址和電話號碼
□□ 目前的保險信息目前的保險信息
□□ 預估預估20202020年收入年收入

什麽時間可以申請什麽時間可以申請？？
20202020年健保的市場開放期為年健保的市場開放期為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1

日至日至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如果錯過市場開放期如果錯過市場開放期，，
必須在特殊購買期必須在特殊購買期，，即發生重大事件的即發生重大事件的6060天之內天之內
申請申請。。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調節血糖調節血糖””好幫手好幫手
((本報訊本報訊))假如血糖長期像假如血糖長期像““脫韁的野馬脫韁的野馬””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時間的推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視網膜病變視網膜病變
、、糖尿病腎病等併發癥將難以避免糖尿病腎病等併發癥將難以避免，，並縮短並縮短
患者壽命患者壽命。。控制血糖有助降低這些問題發生控制血糖有助降低這些問題發生
的風險的風險。。而研究發現而研究發現，，綠蜂膠對控制血糖有綠蜂膠對控制血糖有
重要的意義重要的意義。。

血糖達標血糖達標→→延長壽命延長壽命：：綠蜂膠可通過綠蜂膠可通過44
個機制協同調節血糖個機制協同調節血糖：：11)) 增強器官對胰島素增強器官對胰島素
的敏感性的敏感性，，增加血糖的利用率增加血糖的利用率。。22））作用於胰作用於胰
島島ββ細胞細胞，，保護保護ββ細胞細胞，，促進胰島素分泌促進胰島素分泌。。
33)) 作用於胰島作用於胰島αα細胞細胞，，抑制胰高糖素分泌抑制胰高糖素分泌。。
33)) 作用於大腦中樞作用於大腦中樞，，抑制食欲抑制食欲。。44)) 作用於胃作用於胃
腸道腸道，，增加飽腹感增加飽腹感。。

在全球在全球ⅡⅡ型糖尿病患者中進行的研究證型糖尿病患者中進行的研究證
實實，，無論聯合還是單獨治療無論聯合還是單獨治療，，綠蜂膠均能有綠蜂膠均能有
效控制空腹效控制空腹、、餐後血糖和糖化血紅蛋白餐後血糖和糖化血紅蛋白。。

保護保護ββ細胞細胞→→防併發癥防併發癥：：綠蜂膠動物實綠蜂膠動物實
驗證實其能增強外周器官對胰島素的敏感性驗證實其能增強外周器官對胰島素的敏感性
，，減少對胰島素的相對需求減少對胰島素的相對需求，，降低降低ββ細胞的細胞的
負擔負擔，，從而減少從而減少ββ細胞雕亡細胞雕亡，，促進促進ββ細胞增細胞增
殖殖，，能延緩能延緩ββ細胞功能衰退細胞功能衰退。。研究人員的共研究人員的共
識是識是：：ⅡⅡ型糖尿病患者儘早使用綠蜂膠型糖尿病患者儘早使用綠蜂膠，，這這

樣能使更多的樣能使更多的ββ細胞得到直接保護細胞得到直接保護，，並能夠並能夠
延緩糖尿病併發癥的發生延緩糖尿病併發癥的發生。。

減輕體重減輕體重→→減少脂肪減少脂肪：：綠蜂膠的臨床研綠蜂膠的臨床研
究表明究表明，，在降低血糖的同時在降低血糖的同時，，非但不會引起非但不會引起
體重增加體重增加，，反而有助體重減輕反而有助體重減輕。。綠蜂膠所減綠蜂膠所減
少的體重少的體重，，既有內臟脂肪既有內臟脂肪，，又有皮下脂肪又有皮下脂肪，，
其中大多是內臟脂肪其中大多是內臟脂肪。。事實上事實上，，在與二甲雙在與二甲雙
胍合用時胍合用時，，綠蜂膠可使內臟脂肪減少綠蜂膠可使內臟脂肪減少
1313%-%-1717%%。。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內臟脂肪因為內臟脂肪
被公認為增加心血管事件風險和胰島素抵抗被公認為增加心血管事件風險和胰島素抵抗
程度的程度的““危險危險””脂肪脂肪。。另外另外，，對於並不超重對於並不超重
的患者的患者，，綠蜂膠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體重下降綠蜂膠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體重下降
，，從而讓較瘦的患者也能放心使用從而讓較瘦的患者也能放心使用。。

智能降糖智能降糖→→避免低血糖避免低血糖：：綠蜂膠的降糖綠蜂膠的降糖
作用機理與傳統的降糖藥不同作用機理與傳統的降糖藥不同，，其雙向血糖其雙向血糖
調節的作用能大大減少低血糖的風險調節的作用能大大減少低血糖的風險，，從而從而
達到安全控糖的目的達到安全控糖的目的。。在糖尿病發病早期在糖尿病發病早期，，
綠蜂膠以刺激胰島綠蜂膠以刺激胰島ββ細胞釋放胰島素為主細胞釋放胰島素為主；；
當體內血糖過高時當體內血糖過高時，，綠蜂膠會綠蜂膠會““提醒提醒””胰腺胰腺
釋放胰島素釋放胰島素；；而當血糖達到正常範圍時則不而當血糖達到正常範圍時則不
再發出這樣的信號再發出這樣的信號，，血糖便停留在平穩的範血糖便停留在平穩的範
圍圍，，從而實現了從而實現了““智慧智慧””降血糖的功效降血糖的功效，，也也

大大降低了低血糖的風險大大降低了低血糖的風險。。
降血壓降血壓→→保護心血管保護心血管：：綠蜂膠能夠凈化綠蜂膠能夠凈化

血液血液，，清理血管壁清理血管壁，，從而使血壓得到有效的從而使血壓得到有效的
控制控制。。臨床觀察表明臨床觀察表明，，在使用野花牌綠蜂膠在使用野花牌綠蜂膠
的頭的頭33--44周周，，就使得收縮壓平均降低了就使得收縮壓平均降低了22--66
毫米汞柱毫米汞柱。。再加上對血糖的良好控制和減輕再加上對血糖的良好控制和減輕
體重等功效體重等功效，，綠蜂膠可以很好地起到保護心綠蜂膠可以很好地起到保護心
血管作用血管作用。。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1--866866--690690--48884888

野花為您提供便利野花為您提供便利，，現可免費代寄全球現可免費代寄全球
，，購滿一箱即可包關稅包運費寄往中國大陸購滿一箱即可包關稅包運費寄往中國大陸
、、香港香港、、澳門澳門、、臺灣地區臺灣地區。。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北美亞
太區總代理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7130 Warden Ave., SuiteWarden Ave., Suite 406406 Markham,Markham,
ON LON L33RR 11SS22, Canada, Canada 北美免費咨詢長途北美免費咨詢長途::
11--866866--690690--48884888 Email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訂購網站：：www.www.
royalnatural.ca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歡迎訪問，，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BB88綜合經濟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星期五       2019年10月25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互聯網大咖為數字經濟把脈問策：
下沈市場潛力巨大

正在浙江烏鎮舉行的第六屆世界互

聯網大會上，多位到場嘉賓都對數字經

濟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搜狐CEO張

朝陽20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C

端市場依然非常龐大，未來C端用戶將

擁有更多的智能設備，人們能夠通過語

音、手勢等與智能設備進行人機交互，

C端互聯網前途無量。

下沈市場提供新機遇
當前，數字經濟發展正在醞釀新機

會——“下沈市場”。58同城CEO姚勁

波在大會分論壇——“企業家高峰論壇

：推動數字經濟創新，共享全球發展機

遇”上表示，下沈市場為數字經濟帶來

發展新機遇。

“2017年58同城正式推出了58同鎮

項目，將信息服務下沈至縣城鄉鎮及廣

大農村。截至目前，58同鎮已在全國開

設壹萬多個鄉鎮信息站點，覆蓋31個省

份，年覆蓋超過1億用戶。”據姚勁波

介紹，下沈市場用戶平均每天使用手機

5.39 小時，其中41.04%的用戶有房無貸

，58.23%擁有乘用車。下沈市場用戶經

濟壓力較小、業余時間充裕、消費潛力

較高，將為更多商家進入下沈市場提供

了契機。

阿裏巴巴新壹季財報顯示，下沈市

場是淘寶新增用戶的主要來源。在本季

度中，淘寶新增用戶中有超過70%來自

於三四五線城市和鄉村等下沈市場。此

外，天貓618期間，下沈市場成為消費

增長的新動力。低線城市消費增速是壹

二線城市的1.14倍，對消費同比增長貢

獻率達62%。

數字化成企業升級新風向
互聯網企業是數字經濟建設的關鍵

主體，很多企業已開始謀篇布局。“消

費者現在都‘數字化’了，他們都在用

智能手機，但是餐廳還沒有數字化。”

美團CEO王興20日在上述分論壇上表示

，美團打造了專門的餐廳管理系統，將

餐廳的桌臺、菜單、采購等都數字化，

現在已有超過四十萬的商戶使用美團提

供的集成解決方案。

“我們已經走進了壹個由數據智能

驅動產業變革的智能化時代。傳統的金

融、醫療、教育、交通、通信、能源、

制造業，都將在‘數據智能’的賦能

之下，發生顛覆性改變。”聯想集團

董事長兼CEO楊元慶20日表示，聯想

不僅要做行業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率先

實踐者，也已經準備好為其他企業提

供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服務，做智能化時

代的引領者。

智能經濟或發展為新趨勢
中國信通院此前發布的《中國數字

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顯示

，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31.3萬

億元，占GDP比重超過三分之壹，達到

34.8%。此外，2018年數字經濟發展對

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7.9%，貢獻率

同比提升12.9個百分點，超越部分發達

國家水平，成為帶動中國國民經濟發展

的 核心關鍵力量。

百度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李彥宏20

日在大會全體會議上提出“智能經濟”

新趨勢。他認為，數字經濟在經歷了PC

的發明與普及、PC互聯網、移動互聯網

這三個階段後，正在向以人工智能為核

心驅動力的智能經濟新階段進化，智能

經濟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新活力。

李彥宏認為，在智能經濟時代，智

能終端會遠遠超出手機的範圍，擴展到

包括智能音箱、各種可穿戴設備和無處

不在的智能傳感器等，應用與服務的形

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人們將會以更

自然的方式和機器、工具進行交流。此

外，傳統的CPU、操作系統、數據庫將

不再處於舞臺的中央，新型的AI芯片、

便捷高效的雲服務、各種應用開發平臺

、開放的深度學習框架、通用的人工智

能算法等，將成為這個時代新的基礎設

施。

“人工智能正在滲透不同的產業，

切切實實融入我們的生產、生活。”李

彥宏表示，智能經濟會催生很多新的業

態。交通、醫療、城市安全、教育等各

行各業正在快速地實現智能化，新的消

費需求和商業模式將層出不窮。

綜合報導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

主席黃洪表示，稅延養老保險試點壹年多來，

已有 23家公司參與稅延養老保險試點，66款產

品上市，累計實現了保費收入2億元，參保人數

4.52萬人。

國新辦就銀行業保險業運行及服務實體經

濟情況舉行發布會。

黃洪指出，當前，銀保監會按照金融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不斷增加商業養老保險

產品的供給質量，推進商業養老保險健康快速

發展。

壹是增加傳統商業養老保險的產品供給，

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商業養老需求。2019

年，保險公司累計開發銷售養老年金保險產品

830款，實現保費收入 415億元。到 2019 年三季

度末，商業養老保險、年金保險有效承保人次

超過 5800 萬，累計積累了超過 5100 億元的保險

責任準備金。

二是加大產品創新力度，積極服務於養老保障

體系建設。比如支持公司開發長期護理保險產品，

支持公司積極布局養老醫療機構，探索增加社會養

老醫療的服務供給。

三是積極爭取政策支持，探索利用財稅杠桿撬

動養老保險市場發展。稅延養老保險試點壹年多來

，已有23家公司參與稅延養老保險試點，66款產

品上市，累計實現了保費收入2億元，參保人數

4.52萬人。

黃洪稱，2014年 7月，原保監會正式啟動了

居民個人住房反向抵押保險試點，試點已經超過

了五年，總體來看，試點運行是比較平穩的。目

前，共有幸福人壽、人民人壽兩家公司經營個人

住房養老反向抵押保險的業務。到2019年 9月末

，反向抵押保險期末有效保單 129件，共有 129

戶家庭191位老人參保，參保老人平均年齡71歲

，戶均月領養老金7000余元，最高壹戶月領養老

金超過3萬元。

黃洪表示，“以房養老”在目前雖然試點五年

多，總體運行平穩，但是規模不是很大。主要原因

有四個方面：

壹是反向抵押保險是壹個小眾業務。從國際

來看，“以房養老”也是壹個小眾業務，有條件

、有需求、有意識使用這種養老方式的人群比較

少。從全球來看，居家養老是絕大多數，其他方

式的養老，包括以房養老都是極少數，所以本身

是壹個小眾市場，小眾市場就不能像大眾市場壹

樣追求規模。

二是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大部分人的觀念中，

房屋是家庭最主要的財產，應該由子女等後輩繼承

，這種傳統觀念決定了“以房養老”不可能成為大

眾養老的壹種方式，但是更多體現為為老年人增加

了壹個養老的選擇。

三是配套政策還不完善。比如，抵押權、

繼承權的處置等規定，以及在房產抵押登記、

交易稅費、辦理公證等方面都還存在壹些

問題。

四是保險公司經營能力有待提升。反向抵押保

險是創新型保險業務，缺少基礎數據，風險因素復

雜，對於保險公司合理定價、風險管控提供了很高

的要求。商業保險公司在這方面的能力不足、準備

也存在著不足。

黃洪透露，銀保監會準備從四個方面完善

這項制度：壹是進壹步評估五年來的實踐經

驗，完善相關的監管政策。二是疏通發展堵

點，解決配套政策不到位的問題。三是加強

正面宣傳，鼓勵有條件、有意願的老人選擇

“以房養老”這種方式。四是重點抓好保險

公司自身能力的建設，特別是精算、定價和

專業隊伍的建設。

銀保監會：已有23家公司參與稅延養老保險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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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進行的女子對練項目，香港武術隊派出了袁家瑩、何健欣和劉徐徐
出場，並以精湛的表現憑9.450分的成績奪
冠。值得一提的是，是次中國香港套路隊的
8名參賽隊員都報了多個比賽項目，但在四
天的比賽中，眾人皆表現出了極佳的競技狀
態，以女子對練項目的三人為例，其中何健欣
已在此前將女子南棍金牌和女子南拳銅牌收入
囊中，而劉徐徐亦摘得女子棍術金牌和女子刀
術銀牌。如今再添一枚女子對練項目的金牌，
可謂是大豐收。

相較於連日來屢創佳績的女隊員們，
許得恩以9.663分在男子太極劍項目折桂，
總算為男隊員們在武術世錦賽落幕前添得
一金。

陳穗津銀變金進步大
記者從香港武術隊太極教練陳能傑處獲

悉，這次武術世錦賽開賽前一個半月，香港武
術隊就前往南京進行集訓了。陳能傑介紹道，
是次套路代表隊方面有8位參賽運動員，個別
項目有奪金的預期，最重要的是希望運動員都

正常發揮。而從目前的賽果來看，基本符合預
期。
他特別提及拿到女子八卦掌金牌的陳穗

津，“她上一屆是拿了銀牌，但是次集訓中進
步非常大，來之前就有了能拿金牌的預期。”
此外，陳能傑給予了男子南拳銀牌得主劉子龍
很大的肯定，“他今年才19歲，第一次參加世
錦賽。他目前還是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此
外，是次女子太極劍項目奪銀的莫宛螢此前在
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期間就斬獲女子太極拳太
極劍全能銀牌。

武術世錦賽港隊獎牌榜
劉徐徐 女子棍術 金牌

女子刀術 銀牌

何健欣 女子南棍 金牌

女子南拳 銅牌

陳穗津 女子八卦掌 金牌

許得恩 男子太極劍 金牌

莫宛螢 女子太極劍 銀牌

劉子龍 男子南拳 銀牌

曾海蘭 女子散打60kg 銀牌

何健欣/劉徐徐/袁家瑩 女子對練 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唯
一被邀請出賽的香港車手伍家麒，日前
於俄羅斯最大飄移聯賽Russian Drift Se-
ries（RDS）力壓一眾車手，勇奪俄羅斯
飄移聯賽分站冠軍及年度總亞軍，再度
揚威國際。
2019俄羅斯最大飄移聯賽共有六

站賽事，年度壓軸賽事在索契 F1賽道

舉行。伍家麒首先於排位賽以第10名
進入32強，之後連續於16強及8強擊
敗俄羅斯冠軍Evgeny Losev及日本冠軍
川畑真人，最後於決賽戰勝美國For-
mula Drift冠軍Kristaps Bluss奪得索契
分站冠軍，成為賽事首位奪冠的華人車
手，同時奪得年度車手亞軍。

伍家麒道出：“今年有一站賽事因
與其他賽事撞期而缺席RDS，另外有
兩站賽事因自己戰車的引擎出現嚴重故
障而改用馬力較低的後備戰車，成績未
如理想，完全沒有想過最後能夠擠下日
比野奪得年度亞軍。車隊這幾個月非常
努力搶修引擎，我亦盡了全力在場上打
了一場又一場的硬仗，最後獲得如此佳
績，我們都十分欣慰亦非常感動，再次
證明凡事只要堅持就一定會有成果。我
們已經開始籌備下一年度的計劃，希望
能繼續再創佳績。”

伍家麒奪俄羅斯飄移聯賽總亞軍

長
話
短
說

運動員參與凝動家訪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凝動）日前舉
辦了一年兩度的“家訪日”，運動
員馬文心（空手道）、陳銘泰（跳
遠）、江己概（游泳）及陳詠悠
（網球）等親身探訪了位於新界東
和九龍東的凝動學員及其家人。此
活動旨在鼓勵家庭與社區支持熱衷

運動的年輕人實現夢想。

港足亞盃五人賽兩連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港隊（見圖）於2020男子五人足球
亞洲盃外圍賽遭遇兩連敗。身處A組
的港隊繼首戰不敵中國台北後，再
以0：5敗於中國國家隊腳下無緣出
線，球隊24日進行小組最後一戰對
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CBA（中國男子職
業籃球聯賽）新賽季新聞發佈會
23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籃協主
席、CBA 公司董事長姚明表
示，面對男籃世界盃失利，聯賽
要承擔起培養更多優秀年輕運動
員的責任。值得關注的是，這個
CBA2.0升級計劃後的第一個賽
季，包括賽程改革催谷籃球夜間
經濟和裁判員漲薪等舉措，將把
CBA帶入全新紀元。姚明稱，
未來將把CBA打造成為國人最
喜愛的職業體育賽事。

新賽季揭幕戰將於11月1日
在廣東東莞開打，由衛冕冠軍廣
東東莞銀行主場對陣遼寧本鋼。
全明星周末將於2020年1月11
日至12日落地廣州，季後賽將
於3月15日、總決賽將於4月26
日開展，預計比賽數量達到500
場左右。

CBA 公司 CEO 王大為表
示，新賽季裁判將會漲薪30％
以上，同時這次CBA公司會簽
下5名裁判員作為全職員工，並
開啟裁判培養計劃，意味着
CBA向職業化邁出一大步。

王大為說，新賽季球員註冊
人數達到360，同比增長14％。
隨着 CBA 選秀關注度持續提
升，選秀制度也將進一步完善。
在今年選秀大會，共有16名球
員獲選，其中大學生球員6名，
被選中人數創歷史新高。

CBA
改
革
打
造
國
人
最
愛
賽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由國際武術

聯合會主辦，中國武術協會承辦

之“第十五屆世界武術錦標賽”23

日於上海落下帷幕，來自102個國家

和地區的1,100多名運動員參加這次

盛會。經過4日拚搏奮戰，港隊全力

以赴奪得5金4銀1銅的佳績，其中

在23日最後一日比賽，港將再在

男子太極劍和女子對練項目中

力克對手折桂。

■陳銘泰（左一）第三次參
加凝動家訪活動。

■■伍家麒出戰俄羅斯飄移伍家麒出戰俄羅斯飄移
聯賽聯賽，，獲年度總亞軍獲年度總亞軍。。

■伍家麒（中）奪俄羅斯飄移聯賽分站冠軍。

■■陳穗津在八卦陳穗津在八卦
掌比賽折桂掌比賽折桂。。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夏微記者夏微 攝攝

■■許得恩奪男子太極劍金牌許得恩奪男子太極劍金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攝

■■劉徐徐劉徐徐（（左一左一）、）、
袁家瑩袁家瑩（（左三左三））及何及何
健欣健欣（（左四左四））在女子在女子
對練項目奪金對練項目奪金。。
香港文匯報夏微香港文匯報夏微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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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吧�》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吧�》。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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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吧�：雷書記十二秒一射解救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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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10/21/2018 -10/27/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1 22 23 24 25 26 27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蜜蜂花園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0/19/2019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快樂精靈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25~2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0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25~29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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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10月25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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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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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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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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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致電 888.245.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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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19年10月25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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