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Wednesday, February 19, 2020

音 樂 會音 樂 會

福爾摩沙四重奏福爾摩沙四重奏
紀念樂聖貝多芬紀念樂聖貝多芬 250250 年誕辰紀念音樂會年誕辰紀念音樂會

22 月月 2020 日日((週四週四))晚間於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奏晚間於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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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世界最大33DD打印建築落戶迪拜打印建築落戶迪拜
共兩層面積約為共兩層面積約為640640平米平米

世界上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33DD打印建築落戶迪拜打印建築落戶迪拜，，該建築共該建築共22層層，，面積為面積為640640平平
米米。。在完全自然的空間裏搭建而成在完全自然的空間裏搭建而成，，該建築將用於迪拜行政辦公大樓該建築將用於迪拜行政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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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社區新聞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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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20202020年年22月月77日日，，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中國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中國
文學教授錢南秀和萊斯大學師生們一道前來聆聽中文學教授錢南秀和萊斯大學師生們一道前來聆聽中
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文女兒徐芳芳在休斯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文女兒徐芳芳在休斯
敦美術館敦美術館(MFAH)(MFAH)用英文主講她的回憶錄用英文主講她的回憶錄GallopingGalloping
Horses(Horses(中文譯作中文譯作《《奔騰的駿馬奔騰的駿馬》》))。。

20202020年年22月月88日上午日上午，，世界世界Hot MamaHot Mama品牌創始人品牌創始人
陳鐵梅女士與中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文陳鐵梅女士與中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文
女兒徐芳芳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女兒徐芳芳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T.T. and W.F.T.T. and W.F.
ChaoChao年長者活動中心大樓合影年長者活動中心大樓合影。。

20202020年年22月月77日日，，世界名人網記者世界名人網記者Nancy BoNancy Bo與中國繪畫與中國繪畫
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文女兒徐芳芳在休斯敦美術館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文女兒徐芳芳在休斯敦美術館
(MFAH)(MFAH)主講主講Galloping Horses(Galloping Horses(《《奔騰的駿馬奔騰的駿馬》》後對徐芳後對徐芳
芳女士做了視頻專訪芳女士做了視頻專訪。。圖為徐芳芳與圖為徐芳芳與Nancy BoNancy Bo合影合影。。

20202020年年22月月88日下午日下午，，中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中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
文女兒徐芳芳來到佛光山中美寺文女兒徐芳芳來到佛光山中美寺(Fo Guang Shan Chung(Fo Guang Shan Chung
Mei Temple)Mei Temple)用中文介紹回憶錄用中文介紹回憶錄 Galloping Horses(Galloping Horses(《《奔騰奔騰
的駿馬的駿馬》。》。圖為住持覺法法師圖為住持覺法法師、、佛光會會長佛光會會長BLIABLIA陳傳陳傳
義義、、斯塔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塔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等與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等與
徐芳芳互贈書籍徐芳芳互贈書籍，，共同勉勵共同勉勵。。

20202020年年22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中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中國繪畫藝術大師徐悲鴻與廖靜
文女兒徐芳芳來到父親徐悲鴻的學生袁浩在休斯敦的文女兒徐芳芳來到父親徐悲鴻的學生袁浩在休斯敦的
家為他的孫女家為他的孫女Aileen ZhangAileen Zhang做了一場別緻的鋼琴教學課做了一場別緻的鋼琴教學課
。。徐芳芳畢業於中央美院附中徐芳芳畢業於中央美院附中、、在在20002000年成為中國人年成為中國人
民大學音樂系第一任系主任民大學音樂系第一任系主任,,有很深的鋼琴造詣有很深的鋼琴造詣。。

20202020年年22月月99日下午日下午，，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出席在休斯敦古董拍賣茶室舉辦的張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出席在休斯敦古董拍賣茶室舉辦的張
大千子女張心慶與徐悲鴻之女徐芳芳見面會大千子女張心慶與徐悲鴻之女徐芳芳見面會。。圖為兩位奇女子與旅美畫家休斯敦中圖為兩位奇女子與旅美畫家休斯敦中
國藝術中心董事長張要武國藝術中心董事長張要武，，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保利拍賣美國代表保利拍賣美國代表、、鑑賞鑑賞
家吳因潮夫婦家吳因潮夫婦，，收藏家朱老王及前來直播的記者們合影留念收藏家朱老王及前來直播的記者們合影留念。。

20202020年年22月月1010日晚日晚，，旅美畫家旅美畫家、、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董事長張要武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董事長張要武、、張要武張要武
美術學校校長陶文君將中心顧問聘書頒給徐悲鴻的女兒徐芳芳女士美術學校校長陶文君將中心顧問聘書頒給徐悲鴻的女兒徐芳芳女士。。徐芳芳徐芳芳
當晚的講座吸引了上百位藝文人士出席當晚的講座吸引了上百位藝文人士出席，，帶來的回憶錄帶來的回憶錄Galloping Horses(Galloping Horses(《《奔奔
騰的駿馬騰的駿馬》》也被搶購一空也被搶購一空。。

20202020年年22月月1616日日，，受素有中國居里美譽的生化驅油受素有中國居里美譽的生化驅油
發明家劉用偉發明家劉用偉Philip LiuPhilip Liu和和LindaLinda 鐘夫婦邀請鐘夫婦邀請，，休斯敦休斯敦
著名收藏家朱老王著名收藏家朱老王、、鑑賞家吳因潮夫婦鑑賞家吳因潮夫婦、、藝術家藝術家
Connie ZhangConnie Zhang、、電影人電影人Vivianna WangVivianna Wang 、、金融理財專金融理財專
家家Kathy FanKathy Fan、、旅行家稀飯旅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旅行家稀飯旅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
浙江美女浙江美女EvaEva、、美南著名主持人美南著名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等來到位於等來到位於
墨西哥灣的墨西哥灣的TikiTiki島舉行藝文小聚活動島舉行藝文小聚活動，，為武漢加油為武漢加油
，，為中國加油為中國加油，，聽吳因潮大師鑑賞文物古董聽吳因潮大師鑑賞文物古董，，聽聽
CoonieCoonie藝術家介紹三代繪畫情緣藝術家介紹三代繪畫情緣，，欣賞朱老王珍藏欣賞朱老王珍藏
大眾電影大眾電影、、ScreenPlayScreenPlay老雜誌刊登過的李苦禪徐悲鴻老雜誌刊登過的李苦禪徐悲鴻
名畫和原作名畫和原作，，欣賞徐悲鴻畫作奔馬欣賞徐悲鴻畫作奔馬，，並舉行了垂釣並舉行了垂釣
和劃獨木舟活動和劃獨木舟活動。。

名人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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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綜合報導）上個月，休斯頓警方在哈瑞斯郡東部,由臥底採取的大規模打擊非法販賣人口的行動中，
一共有30多人被捕。

哈里斯郡警長辦公室特別調查部門的主管克里斯•桑多瓦爾說，從2020年1月21日開始的為期五天的
行動中，每天有多達80名來自不同機構的警方執法人員參與了每天的行動。

調查人員說，臥底人員故意安排了與人口販賣者的見面，並通過調查層層追查犯罪人員。
桑多瓦爾說，該行動的重點是查明和營救販賣人口的受害者，並逮捕負責販運人口的涉案人員。
調查人員說，這項行動一共逮捕了32人，其中3人的年齡為17歲。執法機構對被捕者提出了39項指控

，其中包括22項賣淫指控，4項有確鑿證據的賣淫指控，6項組織賣淫指控以及各種武器和毒品指控。
官員們說，為了保護調查的公正性，他們目前沒有透露那些被捕者的身份。

休斯頓警方全面打擊人口販賣 32人被捕

（綜合報導）美國得州警方稱，達拉斯街頭髮生一起車禍，造成一名無辜的司機死亡。
據警方透露，16日凌晨5時許，兩名街頭賽車手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街頭追逐，並撞上了一名路過車

輛，導致一名司機死亡。
據報導，遇難者名為里昂，45歲。據其母親稱，里昂在事故前一天剛和他的家人們一起慶祝了生日。

15日早上，他開車去獻血，卻不幸遇難。
撞到萊昂斯車的司機因“嚴重內傷”被緊急送往附近醫院。他的名字和情況都沒有公佈。
另一名27歲的司機瓦爾迪茲(Alejandro Valdez)在停車前撞到了路邊和郵箱。瓦爾迪茲並沒有受傷。據

福克斯4台報導，他已經向警方自首，目前被關押在達拉斯縣監獄。
警方表示，瓦爾迪茲和撞到里昂的司機將被指控賽車致人死亡。

兩人街頭賽車致一名無辜司機身亡

（綜合報導）美國人口普查局週四發布的報告顯示，去年四季度美國住房自有率升至
65.1%，創下自2013年底以來新高，因低抵押貸款利率引發了全國房地產銷售的反彈。

這是美國住房自有率連續第二個季度增長，去年第三季度的住房自有率為64.8%。
抵押貸款利率的下降正幫助緩解使租房者無法成為房主的負擔能力限制。經歷了去年

初的放緩之後，購房市場再度火熱。去年12月，美國二手房的銷售量上升到近兩年來最
好水平。

不過，即便如此，在過去十年的房地產崩盤中嚴重受損的住房自有率也遠未達到2004
年6月達到的69.2%的峰值。

美國住房自有率達美國住房自有率達6565..11%% 創六年新高創六年新高



BB55
星期三       2020年2月19日       Wednesday, February 19, 2020

台灣日報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綜合報導）受到新冠肺炎利空衝擊，蘋
果示警財測無法達標，拖累蘋概三王走弱，台
股終場重挫114點，收在11648點，其中外資賣
超214億，比年後第一個交易日暴跌700點當天
還要高。對此，有網友覺得外資猛倒貨毛毛的
，還提醒散戶接刀要小心。

蘋果18日表示，大陸復工生產速度比預期
慢，以及當地市場需求不振，預估今年第2季營
收難達標，蘋概權值股遭空襲，台積電大跌9.5
元（或2.87%），收322元；大立光暴跌4.4%，
收在4630元；鴻海下跌0.5元，收在83.4元。

蘋概三王表現疲弱，導致台股終場大跌
114.53 點，收在 11648.98 點，跌破 5 、10 日線
，成交值放大至1387.76億元。三大法人同步賣
超，合計賣超台幣 228.93 億元，其中自營商賣
超 10.98 億元，投信賣超 3.8 億元，外資及陸資
賣超214.15億元。

值得留意的是，1月30日台股暴跌696點當
天，外資倒貨 181.02 億元，相較今天期指結算
前賣超214.15億多了33.13億元。而且光台積電
就大賣逾4萬張，累計提款金額逾128.8億。

分析師指出，疫情仍是最大的利空，大盤
季線與月線的上檔壓力頗重，若5日線11758點
無法儘快光復，短線恐持續整理。

批踢踢網友看到外資瘋狂倒貨，心裡覺得
毛毛的，有人表示 「明天散戶大恐慌」、 「外
資爆賣 散戶接刀 大崩盤前兆」、 「今天賣214
億 GG 中好大一槍」、 「慘了！這次真的不一
樣了」。

另有網友認為， 「賣200多億才跌110幾點
，都被誰接走了?」、 「散戶愛嫌GG貴 外豬幫
殺價又不敢買」、 「送分題準備all in」；也有
人幸災樂禍， 「我OK 你先套」、 「你ok，我
先跑」、 「GG高檔套了一堆慘戶 保重」。

外資倒貨太恐怖 網驚曝毛毛的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對產業衝擊逐漸擴
大，行政院積極就製造業、服務業提出紓困方
案，不過，工總祕書長蔡練生直言，產業面臨
嚴重斷鏈危機，甚至部分本地企業現已深受斷
鏈之苦，政府卻以擴大台商回流方案資格因應
，根本開錯藥方。商總理事長賴正鎰也指出，
振興抵用券僅匡列20億元，杯水車薪，建議至
少應提升至百億規模才能發揮成效。

行政院日前公布透過融資、就業、稅務三
大面向，協助企業度過新冠肺炎衝擊難關，不
過，業者紛紛指出產業許多困境，政府至今未
能拿出對策。蔡練生便指出，產業斷鏈危機，
不僅大陸台商受到影響，許多在台灣的本地企
業現已受到波及，如製藥廠表示部分學名藥原
料來自大陸，如今面臨斷料，若不解決，勢將
受到嚴重衝擊。

也有中藥業者指出，台灣中草藥、科學中
藥原料逾九成來自大陸，如今大陸的中藥材運

不出來，中藥多為複方，少了一、兩味就無法
配出來，影響相當大。

蔡練生指出，面對產業斷鏈，政府解方卻
是擴大台商回流方案資格認定，根本搞錯方向
。他建議，大陸原料出不來，台商須向其他國
家進貨，政府應就相關原物料給予關稅減免，
若台灣有企業生產，但產量不足，則可協調擴
大供應，但這部分須先解決一例一休、外勞人
數不足、加班限制等難題。

為搶救內需，政府擬祭出振興抵用券，擴
大消費，不過，對於最初政院表示將匡列20億
支應這項政策，後在決定納入文化產業適用時
，對外宣稱會擴大預算，卻未鬆口可能提升多
少。

對此，賴正鎰指出，20億的額度撒出去根
本看不出成效，以過去政府發放消費券高達800
億經驗分析，要振興內需市場，至少要有100億
規模，才能發揮成效。

陸貨斷鏈 本土中藥廠少一味
（綜合報導）寒流接續來襲，將田間的鳳

尾雞冠染得更加鮮紅，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不僅花卉市場外銷 「歸零」，內銷也因為
活動接續停辦，花農不禁苦嘆 「今年冬天怎麼
特別冷」。另外，國內禽畜產品的生產與銷售
也連帶受到打擊，養雞協會與養鴨協會表示，
希望政府能在飼料上進行補貼，並適時限制進
口量，以及提供淘汰補助，盼能看到農政單位
在協助農民產銷上的積極作為。

擁有20年種植經驗的高屏花卉運銷合作社
理事主席柯勝峰指出，火焰雞冠適合插花、祭
祀及節慶活動使用，過年期間插上幾朵就感覺
喜氣洋洋，很有年節氣氛，外銷主要以華人地
區為主，包括陸、港、星、馬等地。

無奈大陸陸續傳出新冠肺炎疫情， 「只能
全都往內銷市場倒。」但柯勝峰直言，國內市
場吃不了這麼大的量，因此價格瞬間崩盤，從
過去每支12元的花價，今年平均僅3元，過去
還能當作次級品的花材，也當作殘貨在田間銷
毀， 「不然寄到北部市場還要浪費運費及裝箱
錢」。

此外，國內活動也因疫情紛紛取消延期，
導致裝飾用的火鶴花、黃椰子葉等價格持續下
探，柯勝峰無奈地說，花農辛苦種植卻落得血

本無歸。
彰化養雞協會理事長陳國村表示，近幾年

國產雞肉受到進口雞的巨大挑戰，加上現在新
冠疫情讓國內雞肉消費衰退1至2成，飼養白雞
的業者面臨生產壓力。

養雞協會祕書長王建培指出，為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農委會日前已開會下修今年國產土
雞的總生產量，預估今年減產1000萬隻土雞，
同時也延長所有雞肉的生產循環，從原先的8至
9周延長為10至11周，盡可能減少市場上流動
雞的數量。

養鴨協會理事長陳自成說，禽畜產品不像
種菜遇到疫情可辦理休耕因應，一旦投入生產
就幾乎沒有回頭路，建議政府能針對禽畜飼料
調整原物料關稅，讓農民生產成本降低。另外
，國內養鴨數量今年也預計調降300萬隻，他表
示，國內鴨蛋的旺季分別是端午與中秋，但因
今年閏四月，市場對於鴨蛋的需求會延後，因
此農委會也指示要淘汰老母鴨，初期將先減量
10％約10至30萬隻左右。

由於淘汰過剩母鴨的成本都是由農民自行
吸收，陳自成也希望政府在要求農民減產的同
時，能適時伸出援手幫忙，否則農民的心血就
這樣白白浪費。

農畜慘業 花價崩盤 雞鴨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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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總統孫子皮爾斯競選國會議員 休斯頓華人慷慨募捐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已故前總統布什的孫子皮爾

斯·布什去年12月宣布競選德克薩斯州第22區國會議員席位，大
休斯頓地區僑領于2月15日在著名醫生、企業家Michael Ho豪宅
舉行募捐晚宴，休斯頓僑界華人紛紛解囊募捐，希望這位與中國
頗有淵源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美國前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前總
統布什的孫子皮爾斯·布什能競選成功，走進國會山莊，促進美中
外交關系平等、健康、和協發展，達到雙邊共贏目的。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在休斯頓的古董文物
藝術品界素有賢名，與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主席畫家張要武經常一起邀請三五好
友青梅煮酒，品詩論畫，好不風雅。2020年2月10日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張要武
主席邀請著名國畫大師徐悲鴻侄女徐芳芳來休斯頓講學，經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董事長吳因潮牽線搭橋，與旅居休斯頓的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女兒張心慶女士
進行了世紀會面。

2月16日，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及夫人龔如芳畫家、科學家劉
用偉夫婦、收藏家朱老王、藝術家Connie Zhang等藝文人士一行來到位於墨西哥
灣的Tiki島舉行藝文小聚活動，吳因潮董事長帶領大家引吭高歌，為武漢加油，為
中國加油。之後，大家欣賞了李苦禪和徐悲鴻名畫原作，並舉行了垂釣和劃獨木
舟活動。藝術是享受，更是知識。每隔一段時間，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和休斯頓
中國藝術中心就會舉辦一些有意義的藝文活動，為傳播中國文化盡一份心力。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
藝文小聚藝文小聚！！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主席張要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主席張要
武畫家武畫家（（右右））與徐悲鴻之女徐與徐悲鴻之女徐

芳芳芳芳（（左左））

畫家龔如芳畫家龔如芳（（右右））與藝術家與藝術家connieconnie（（中中））
等人等人。。

劃船釣魚劃船釣魚。。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右一右一
）、）、畫家龔如芳畫家龔如芳（（左一左一））見證了張大千侄見證了張大千侄
女張心慶女張心慶（（左二左二））與徐悲鴻侄女徐芳芳與徐悲鴻侄女徐芳芳

（（右二右二））的世紀會面的世紀會面。。

欣賞名人畫作欣賞名人畫作。。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右一右一
））帶領大家引吭高歌帶領大家引吭高歌，，為中國武漢加油為中國武漢加油！！

收藏家朱老王收藏家朱老王（（中中））與大家一起歡聚與大家一起歡聚。。

休市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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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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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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山水古城 中國·廣元——奧地利·林茨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2/10/2020 -2/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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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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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台北故宮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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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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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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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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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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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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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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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熱招租中!
Now Leasing!
休 斯 顿 高 端 生 活 護 理 和
失 智 照 護 養 老 社 區  
HOUSTON'S PREMIER ASSISTED LIVING
AND MEMORY CARE COMMUNITY

Exclusively Managed By:
Tarantino Properties, Inc. www.pinesatbellaire.com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 Houston, Texas 77072

火熱招租中
CALL TODAY TO SCHEDULE A TOUR!

346.220.5452
我們是亞洲文化風格社區，為老年人提供
量身定制的家庭生活方式。
We are an Asian Inspired Community That Offers a
Family Focused Lifestyle Tailored to Seniors.

每日社交活動
Daily Social Events

7天24小時照護
24/7 Care

傳統亞洲美食
Traditional Asian Cuisine

度假式生活
Resort Style Living

光鹽社健康講座 癌症病人該如何注意飲食
（本報訊）張慶怡博士畢業于加州大學Davis 分校, 獲得臨床營養學士學位，之後進修德州大

學公共衞生學院獲得健康教育碩士並考取德州州政府認証營養師執照, 2014獲得德州大學公共衞生
學院博士，先後在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和德州大学Galveston醫學院做博士後研究員，對癌症
病人的飲食照護,累積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張博士目前任職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醫院兒童科助理教

授，尊門研究如何透過建康飲食和體能活動來提高病人生活品質。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正在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和癌友家
屬及社區人士踴躍參加！互助小組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Ste 251, Houston，TX 77036），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光鹽社
713-988-4724

主題：癌症病人該如何注意飲食
時間：2月22日（周六）下午兩點至四點
主講人:張慶怡博士, 營養師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Ste 251, Houston，TX 77036)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山學術研究會休士
頓分會於周日（2月16日 ）下午四時起舉行年會，
由會長，休士頓國民黨分部常委唐心琴擔任主席，
書記白釗民擔任司儀。會中全體向 國父遺像行三鞠
躬禮，行禮如儀後，首先頒發108年晉齡同志獎狀及
獎章為：40年：王明；50年：張錦娟、邵秋屏、黃
麗珊、陳長城、古愛蓮、曹台菁；60年：徐兆香；
80年：董文染。分別由四位中評委黃泰生、葉宏志
、王敦正、林國煌登台頒發獎狀及獎章。

會中還舉行重新選舉休士頓國民黨分部委員，
（因黃膺超，陳建中，陳煥澤，馮啟豐等四人屆滿
六年委員 ）由美南國民黨支部常委甘幼蘋主持。提
名連任的有：唐心琴，王妍霞，黃以法，白釗明。
提名參選的有：楊國貞，張錦娟，郭蓓麗，林炯，
陳同亭，陳世豪，陳素璞，楊文珍，季蘭馨，邵梅
五，李家球。經由提名委會逐個登台自我介紹，全
體出席黨員圈選無記名投票，經唱票，計票後，甘
幼萍宣布選舉結果：唐心琴,楊國貞，陳素樸，白釗民，王妍
霞，郭蓓麗，陳同亭，陳世豪，張錦娟，楊文珍，邵梅五，
黃以法，林炯，季蘭馨，李家球當選休士頓分部委員。並選
出唐心琴為常委，白釗民擔任書記長。

會中還舉行黨主席無記名投票，由郝龍彬，江啟程兩位
候選人選舉。再由休士頓分部統一寄回台北。

年會的下半場為台北市議員羅智強演講。休市亦為羅智
強北美15城巡迥演講之一站。陪同羅智強三天三夜跑了1200
英哩的陳煥澤委員介紹主講人羅智強，是個鐵人，他曾在台
灣作255次的街頭演講。

羅智強在演講時提到，2020國民黨在選舉時大敗，我們
現在的處境是很艱難，曾但未到絕望的時刻。他曾說過，當
他在網上的粉絲超過100萬人時，就是他出來選台北市長時，
如今，時刻已到，他正式向大家宣布參選台北市長的決定，
而在座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他說：2013 年的
「關說司法」風波，使他遭受整整三年的霸凌，他都走過來

了。在那個每天刊登他的遺照、裸照、被車撞死的霸凌的日
子，他都挺過來了。至今，沒有任何事能嚇阻他。他在政界
，努力讓台灣 「揹債兒」的惡法廢掉。當此法案通過時，人

們對他說： 「恭喜你 ! 你拿到天堂的門票！ 」他說，他一直
想做些讓台灣更公正，更繁榮，更自由的事。而他這次為什
麼要選台北市長？是為了：

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抱負。他說：他是國民黨內少數
沒有家世背景的人。（父親是碼頭工人），他退伍那年，考
上高考。做了二年公務員後，去選高雄市議員。他選舉，沒
有錢，沒有看板，沒有宣傳車，他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挨家
挨戶去敲門、拜訪。結果，落選，只拿到三千票（他有個綽
號，叫 「羅三千」）。
另外，這次國民黨大敗—如何讓團隊走出低潮，找到下一場
奮鬥的目標。他說：沒有上一次在美巡迴演講，我今天就不
會站在這裡。他已達到100萬的 「臉書粉絲」，雖然參選台北
市長困難、荊棘重重，他已決心幫國民黨重現生機。2020是
國民黨的總失敗，但不是民進黨的勝利。年輕人最大的特色
：反政府、反權威。他先反思：自己那點作的不好？鞏固民
主司法的本質，少說多作。對於現場觀眾問及，這次台灣總
統大選 「作票」事，他說：260萬票要作出來，實不大可能，
要有鐵證，其中需二個要件：（一）中選會：民進黨掌握。
（二 ）各投、開票所，地方選委會，大多是國民黨決定的。
因此，除非要有鐵證。

中山學術研究會休士頓分會周日召開年會
選舉分部委員，台北市議員羅智強演講

圖為主講人台北市議員羅智強圖為主講人台北市議員羅智強（（右右 ））與大會主席唐心琴與大會主席唐心琴（（左左））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頒發圖為頒發108108年晉齡同志獎狀及獎章後合影年晉齡同志獎狀及獎章後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主講人羅智強主講人羅智強（（前排前排））與在座黨員們合影與在座黨員們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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