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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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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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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連任休士頓造勢大會
「世代共贏」，將在本週六(10月12日)下午兩點至

五點，於台灣人活動中心(5885 Point West Dr, Hous-
ton, TX 77036)盛大舉行，歡迎支持蔡英文的美南鄉
親，一起來逗熱鬧！這場由蔡英文總統連任美南後
援會主辦的造勢大會，將邀請到今年七月甫上任的
民主進步黨副秘書長林飛帆，以及問政認真用心的
民主進步黨新北市議員何博文為與會嘉賓，為大家
帶來各地選情的第一手消息，喜愛他們的鄉親，千
萬不要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近距離目睹他們
的風采。

林飛帆，台灣台南人，英國LSE倫敦政經學院碩
士，現任民主進步黨副秘書長。曾為反媒體巨獸青
年聯盟召集人、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會長，曾投入

野草莓運動、反媒壟等社會運動，是太陽花學運主
要學生領袖之一。何博文，台中市人，原為媒體工
作者，現任新北市市議員，文化大學新聞系學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曾任民主進步黨台
灣民主學院主任、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員。

造勢大會中，主辦單位將會義賣美南後援會專
屬T-Shirt及背心，還有造勢手搖旗及各式小物送給
與會鄉親。另外，主辦單位也請到享譽國際的拼布
大師劉棟，設計了一幅有3D視覺效果的 「蔡英文+
台灣地圖」拼布畫，希望透過所有來參與造勢活動
的鄉親的努力，一格一格地，把拼布畫一起完成，
留下紀念。

過去三年多來，由於台灣政府力行推動國家改
革，讓不少企業主的捐款減少，有些政策也阻礙了

以前原有的捐款管道，使得蔡英文競選總部所收到
的政治獻金不若以往充沛。

然而，中國的金錢攻勢強大，他們透過很多不
同管道買廣告、賄賂代理人，影響輿論等等，使得
競選更加困難。所以，希望藉由造勢活動，將海外
支持蔡英文的心意，傳達給國內！在這次民主自由
對抗極權統治的關鍵一戰，我們要與蔡英文站在一
起，讓她連任成功，繼續領導台灣，讓民主自由在
台灣更加堅實! 2020台灣要贏。Let’s Win!

希望台灣鄉親把12日下午的時間留下來，一起
來參加這場有意義的造勢活動。活動請事先報名，
以便準備茶水點心，活動報名網址為 http://sc.piee.
pw/L6ALM，或Email: ussletswin2020@gmail.com。

台灣派對 作伙來對
蔡英文總統連任休士頓造勢大會 歡迎參加

（本報訊）為慶祝創行34周年慶並回饋社
區的支持，金城銀行特別邀請德州大學社區醫
療中心-西南診所於10月8日星期二在金城銀行
百利總行聯合主辦健康日及冬衣捐贈啟動儀式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副董事長楊明耕、
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董事 Al Duran、譚
秋晴議員、總經理吳國駒，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家彥處長、經濟組徐炳勳組長，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與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
心-西南診所負責人Fahad Kamal及他們的團隊

，以及許多貴賓均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金
城銀行三十四周年慶獻上祝福！
董事長吳光宜於歡迎致詞時表示： 「感謝

所有客戶和社區好朋友們對於金城銀行的一
貫支持！金城銀行自 1985 年創行以來，由
最初的規模，一路努力耕耘，直至今年年底
預計總資產額可突破十億美元。我們在南加
州阿罕布拉市(Alhambra) 和塔斯汀(Tustin) 設
立的分行，擴展了金城銀行的服務層面。近
幾年來金城銀行均榮獲鮑爾財務公司(BAU-
ER FINANCIAL，INC) 最高五星評級。每
個被鮑爾財務公司所推薦的銀行均是財務健
全，營運良好，並具備高於其主管機關所要
求資本適足率。而這一切都要感謝所有股東

、客戶和社區好朋友們的相挺和肯定！金城銀
行董事會、經營團隊和所有同仁也將秉持專業
和熱誠，與所有客戶攜手並肩，相互支持，共
創榮景！」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指出
： 「金城銀行在吳董事長、黃執行長暨所有董
事的領導下，不但業務穩健成長，對社區的關
懷和貢獻更是有目共睹。吳董事長不但是銀行
家，亦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是社區的領導。

我們很感謝金城銀行對社區和民眾的支持，也
祝賀金城銀行業務蓬勃發展，鴻圖永啟。」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表示： 「金城銀行伴隨
社區經歷過去三十四年的耕耘與發展，努力開
發並提供更專業和便利的金融服務。基於金城
銀行是學習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 ，我個人
亦不間斷學習，參加各種的財務科技研討會，
以精進最新的金融科技知識。我深信現代的金
融管理，必須擁有心智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
的力量，兼以創新的思考能力和行動力，才能
滿足顧客的銀行需求。金城銀行在吳董事長暨
所有董事的領導和支持下，以及我在金城銀行
建立的 「深、速、實、簡」企業文化，誠懇、
用心、專業、周密的工作態度，我和所有經營
團隊和同仁均秉持這種企業精神，強化作業流
程，以服務社區為宗旨，在金融專業領域中為
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協助客戶創造
企業和個人的最大利益。」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歡迎並介紹新加入金城
銀行管理團隊的財務部蔡振忠執行副總經理。
蔡執行副總經理有超過二十多年銀行與管理經
驗，他專精於全方位的財務和資產管理。蔡執
行副總經理歷任於前首都銀行執行副總經理等

資深管理職位。黃國樑博士歡迎新
夥伴加入團隊並表示： 「隨著金城
銀行規模及服務層面擴展，我們已
經做好準備，聘請更多專業夥伴共
同努力；相信蔡執行副總經理將以
他多年的財務管理經驗，領導財務
團隊配合各業務部門，為客戶提供

更多先進與專業的金融產品，協助客戶和金城
銀行達到雙贏！」

金城銀行感謝社區朋友們長期支持，特別
邀請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在金城銀
行百利總行主辦免費骨質密度檢查。希望社區
朋友能注重自身健康，才能在生活及工作上更
有發揮、更快樂。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
診所以優質的醫學資源和護理經驗，替民眾健
康把關，滿足病患需求。欲更加瞭解德州大學
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服務項目，請參閱
www.UTPhysicians.com/chwc-southwest。

為回饋社區，金城銀行連續多年參加光鹽
社主辦的冬衣捐贈活動，今年冬衣捐助將自10
月15月日開始，歡迎社區民眾將清潔的衣服整
理好帶至金城銀行，待十一月底活動結束，會
將所有衣物捐贈給有需要的低收入戶。

金城銀行感謝社區朋友們與我們歡慶34周
年，特別推出十二個月優惠定期存款，享有
2.05%APY， 相關存款限制及詳情請洽各分行。
金城銀行也將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與您共創
利益，共享金色未來！金城所致，點石成金！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金城銀行34周年慶
特別推出12個月定期存款，年利率2.05%APY
新聘財務部執行副總經理蔡振忠加入管理團隊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夫婦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夫婦（（右四右四、、左三左三）、）、楊明楊明
耕副董事長耕副董事長（（左二左二）、）、黃國樑執行長黃國樑執行長（（右二右二）、）、台台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右五右五）、）、僑教中心陳奕芳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任（（右一右一）、）、StaffordStafford市議員譚秋晴於市議員譚秋晴於1010月月88日合切日合切
3434周年慶蛋糕周年慶蛋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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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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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行走中國－海外華文媒體釆訪團於2019年10
月9日探訪有“天空之城”的湖南石燕湖生態旅遊公園。該公園
位於長沙、株洲、湘潭三市交匯處，群山環抱，碧水如玉，峰巒
秀削，古乾虯枝，綠蔭匝地。現為國家旅遊局首批認定的AAAA
級旅遊景區，被譽為“湖南九寨，人間瑤池” 。也是國內專業
拓展訓練基地，兩型示範景區。

海外華文媒體採訪團成員都是第一次來到石燕湖，對湖區情
況了解不多。據中惠旅集團組織者介紹，湖南石燕湖生態旅遊公
園佔地面積約10平方公里，景區最著名的是天空玻璃廊橋，也
是石燕湖旅遊區全新打造的“天空之城”首秀之作，是橫跨石燕
湖南海猴島、國內首座全透明跨島玻璃橋。園區內有跳馬澗、關
帝古泉、明吉簡王墓、少奇先祖墓等歷史人文景觀。另有地質學
上著名的三億年前泥盆紀跳馬澗系標準組石等。

海外媒體採訪團時間有限，只能在現場體驗景區有趣的遊玩
項目，感受景區的快樂文化。進入景區，首先看到一群穿著民族
服裝的少數民族少男少女，播放放著中國民族音樂，跳起了活潑
歡快的竹竿舞，展現中國少數民族的風情。演出期間，少男少女

們走向遊客，伸出溫暖的雙手，牽著來訪的遊客們，一起跳起了
竹竿舞，貌似談情交流互動。

接著導遊指向跨島的玻璃廊橋，告訴遊客有恐高症的人不適
應上橋，怕有恐慌症，在玻璃廊橋上哭喊救命，沒有恐高症的遊
客走上去穿越天空玻璃廊橋。玻璃廊橋全長300米，高150米，
360度無死角，高山、森林之美能盡收眼底。橋懸於天際，猶如
天空之境，故名“天空之城”。山水環繞懸橋，人走在行雲中，
波光粼粼的湖面盡收眼底，美得刺激，爽到騰飛！

登上山頂，可以北眺長沙、南望株洲、西瞰湘潭，美景一望
無際。最高處是萬福萬壽塔，共有七級，高268米，內設螺旋樓
梯，共101級。古人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天
光雲影融為一體，令人飄然欲仙。當日天氣清朗，即可俯瞰湖中
游船蕩漾，魚兒躍動，又可聆聽山間枝頭鶯歌燕舞。

觀音古廟在金龜島上，廟中香火不斷，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也有遊客進廟叩拜，有人為他指點迷津。

南海猴島是石燕湖的一座湖心島，原名“金龜島”。現在島
山建有美猴宮，美猴可以表演體操、耍酷扮萌，各顯神通。

看完美猴表演，採訪團泛舟湖上，飽覽湖光山色。
最後採訪團來到園區的3D劇院，觀看由中恵旅集團和英國

Holovis 聯合打造的互動情景體驗劇《關公戰長沙》。 《關公戰
長沙》以三國為時代背景，以關公戰長沙的傳奇故事為主線，充
分結合藝術手法和科技手段，運用 Ride View,、3D Mapping,、
雷達捕捉、虛擬現實、現實沉浸、多媒體投影矩陣等多種手段和
藝術，再現了三國時期的恢弘場面，群雄割據、烽火連天，分別
演繹出《長沙城》、《抓奸細》、《關羽點兵》、《戰長沙》、
《往事越千年》 、《盛世芙蓉》六幕穿越千年的歷史舞台劇，
呈現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畫面。在這場情景劇
中，遊客被打破觀眾的觀看視角，強行拉上舞台，即是觀眾，又
是劇中演員，參與到劇情的演繹和推進。臨時觀眾演員即可經歷
時空穿越，邂逅相遇，又有湖南花鼓戲，湖湘文化彈詞經典客串
。劇情發展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觀眾參與到劇情的演
繹和推進，還在劇情中產生出情感浪漫的火花，讓感動人心的畫
面真實呈現。

綠水青山石燕湖 清幽純淨湖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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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Harris 縣選務人員Ray,
JoAnne 於本周二（10月8日）下午三時在美
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講座，介紹今年11月
5日的選舉的注意重點。包括：中文選票、不
同的投票方式、郵遞選票、親自投票必須攜帶
的證件，投票所招聘中英文流利的雙語工作人
員細節，以及介紹電子選民名冊，並由

JoAnne 親自示範，教大家如何操作投票機。
當天出席者十分踴躍，有退休的長者，也有不
少僑界領袖。80-20促進會的會長黃登陸更帶
來該會印製的 「選民指南」 ，介紹投票的方式
，及選民登記的必要常識，表達華人社區對美
國 「選舉制度」 的關注及投入。
以下為JoAnne 提供的選民需知—

HarrisHarris 縣中文投票需知說明會縣中文投票需知說明會
本周二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本周二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

 

若您持有下列其中一項照片識別證件，在您親自出席投票時，必須出示該識別證:

(*)  
請注意 : 出示  Texas 州駕駛執照或  Texas 州個人識別證可加速選民登記核對的流程。 

未持有且有合理原由無法取得上列其中一項識別證件? 您必須在投票所填寫具
結書說明其合理原由並出示下列一項所需文件的正本或影本 : 

選民必備的識別證明 

 一份附有您姓名與地址的政府文件，包括您的選民 

 登記證 

 現行的水電費帳單 

 銀行明細表 

 由政府單位開立的支票 

 薪資單 

 (a) 已認證的國內(於美國國內或轄區)出生證明或 (b) 

由法院受理確認選民身份的一項文件(可附上國外出生

證明文件) 

 

選民若無法出示任何一項合格的照片識別證或輔助文件時，可投臨時選票。該選民
必須簽署臨時選票具結書，並在選舉日後6天內至選民登記官處出示合格照片識別證
明，以確保其選票被納入計票。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www. 
HarrisVotes.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DPS)

所開立的 Texas州駕駛執照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DPS)

所開立的 Texas 州選舉個人識

別證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DPS)

所開立的 Texas 州個人識別證  

未持有合格投票的照片識別證件之選民可免費向Texas州

公共安全部(DPS)申請選舉個人識別證(EIC)。詳情請致

電(512) 424-2600 或上網查詢 

http://www.txdps.state.tx.us/DriverLicense/electionID.htm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DPS)

所開立的 Texas州槍枝執照  

豁免:殘障選民可向該縣市的選民登記官申請永久豁免出示合格照片識別證或於投票所簽署無識別證明合理原由具結書。選民如因宗教異議而不得被拍照，或選

民未出示一項合格照片識別證，或因某些自然災害而簽署無識別證明合理原由具結書的選民，可以申請暫時豁免出示合格照片識別證，或於投票所簽署無識別

證明合理原由具結書。詳情請聯絡當地的選民登記官。 

 * 美國公民證除外，年滿18至69歲的選民在投票所的選民資格確認所出示的識別證明，必須是現行或已逾期但不得超過4年。年滿70

歲及以上的選民則可出示上列其中一項合格識別證明，若該識別證已逾期仍舊視為有效證件。 

包含個人相片的美國公民證 

附個人相片的美國軍人識別證  

美國護照(護照正本或護照卡)   

 

 
 

 

郵遞選票 

 
 
 
 

www.HarrisVotes.com 

 

 

 

收到郵遞選票後，請依照下列指示投票:  

1. 閱讀所有說明;  

2. 使用黑筆或藍筆在選票上進行投選; 

3. 將填妥的選票放入選票信封內，並將其封口;  

4. 將選票信封放入印有行政書記官地址的回郵信封

內;  

5. 將回郵信封封口，並在封口上的指定處簽名; 封口

上的簽名必須與郵遞選票申請表上的簽名一致;  

6.貼上足夠的郵資，將選票寄回 。  
 

 郵戳標示為選舉日當天或之前的回郵選票須於選舉

日後第一個工作日下午5時前送交至提前選務專員。

若回郵選票無郵戳標示該選票則須於選舉日當天晚

間7時前送交至提前選務專員。 

 

 國外選民所寄回的郵遞選票須在選舉日後五天內送

交至提前選務專員。 

 

 現役軍人選民寄回的郵遞選票則須在選舉日後

六天內送交至提前選務專員。 

 

 

 

 

DIANE TRAUTMAN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www.cclerk.hctx.net 

送交已標選的選票 

年度郵遞選票常見問答 
問:誰可以申請年度郵遞選票 ? 

答:選民因年紀或殘障原因可提出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在

選舉期間，若選民在監服刑或因為選民本人在選舉期間不

在本縣境內，即可針對單次選舉提出郵遞選票申請。[§ 

86.0015(a)(1)] 
 

問:如果選民申請年度郵遞選票時年齡為65歲以下但於選舉

日當天年滿65歲，該選民是否可以申請郵遞選票 ?  

答:可。依 Texas 州選舉法規規定，選民於選舉日年滿65歲

均可以申請郵遞選票。[§ 82.003] 

 

問: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有效期間多久 ?  

答: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之有效期間於提前選務專員收到該

申請表之日至該日曆年年底結束，或直到選民更新選民登

記資料。[§ 86.0015(b)] 

 

問: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是否適用於選民符合其投票資格的

所有選舉 ? 

答:是。選擇「年度」的選項即確保這些申請者在該選舉年

度期間將收到所有選舉的郵遞選票。 

 

問:選民是否可以隨時在該日曆年內提交年度郵遞選票申請

表?  

答:可。如同聯邦郵遞選票申請表(FPCA)之規章，選民可

於該日曆年的任何時間提交年度郵遞選票申表。 [§

86.0015(b)] 然而有意申請郵遞選票之選民必須確保行政書

記官辦公室在第一個選舉前的第十一天前收到該年度郵遞

選票申請表。[§84.007(c)] 

 

欲知詳情請連繫下列電話或電子郵件 

713.755.6965 或 BBM@cco.hctx.net 

選舉日當天，郵遞選票的選民可以於早上 7:00 至晚

上 7:00 親自遞送他們的郵遞選票至提前選務專員總

辦公室( 1001 Preston 4th Floor, #440, Houston, TX 

77002)。 

 

郵遞選票的選民選擇以親自遞送選票的方式將會被

要求出示有效的身份識別證件 (TEC 63.0101)。 

Texas州郵遞投票的選擇 

 
 

 
 
 

 

單次選舉郵遞選票申請:  

登記選民在選舉日當天以及提

前投票期間，都不在本縣境內

或 是 具 有 投 票 權 的 在 監 服 刑

人，可以針對單次選舉於日曆年度開始的

第一天(1月1日)遞送郵遞選票申請表，但

不得遲於選舉日前的第11天。如果第11天

適逢週末或假日，則截止日期即提早至前

一個工作日。  

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ABBM):   

 

登記選民於投票日年滿65歲或

65歲以上或是殘障人士均有資

格提出申請以收到該日曆年選民合乎資格

的所有郵遞選票。 

 

年度申請表可以在每個日曆年度的第一天

(1月1日)開始遞送，但不得遲於選舉日前

的第11 日。 

聯邦郵遞選票申請表(FPCA): 
 

暫居國外而有意願投票的Harris縣登記選民須填寫聯邦

郵遞選票申請表(FPCA)申請郵遞選票。FPCA 僅限於

下列人士申請： 

 

 美國現役軍人、其配偶或受其撫養之家屬； 

 美國商船船員、其配偶或受其撫養之家屬； 

 設籍於Texas州Harris縣但目前暫時旅居於美國轄區之外的美國

公民 

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見證人/協助人須知 

問: 在一個日曆年度內一人

能為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

提供幾次見證呢? 

  

答: 除非是近親，一個人允

許為該日曆年中的單次選

舉或為該日曆年內的年度

郵遞選票申請表做一次見

證。[§ 84.004] 

 

問: 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可否由協助人以傳真遞

送呢 ? 

 

答: 可。協助人在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協助人欄位完

成填寫相關資料後，均可為選擇年度郵遞選票選民

以傳真投遞其申請表。[§ 84.003, § 84.007] 

 

問: 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可否經由政黨競選中心或

總部傳真 ?  

 

答:可。郵遞選票的選票回郵信封有相關法律規

定，然而並沒有任何法律禁止由競選中心以傳真

提送申請表。競選工作人員必須填寫年度郵遞選

票申請表協助人的部分後，便可代為申請人以傳

真提送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84.003, § 84.007] 

郵遞選票申請表可由下列方式遞交: 
 

 一般郵寄請寄至:  

Diane Trautman, Harris County Clerk,  
Attn:  Elections Division,  
P.O. Box 1148, Houston, TX 77251-1148;  

 

 一般送件或合約送件請寄至:  

1001 Preston St, Room 440,  
Houston, TX 77002; or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的郵遞選票申請

表，申請表必須在傳真或電郵至提前選務官

後的四個工作天內以郵寄方式送達至提前選

務官，該郵遞選票申請始得以生效。 (TEC 

84.007)  
 
 Email: BBM@cco.hctx.net 
 FAX to 713.755.4983 or 713.437.8683 

何處可以索取郵遞選票申請表?  

選民可從下列網站列印或致電索取:  

 www.HarrisVotes.com, 或 

 713.755.6965. 

出席講座的支持者與主講人出席講座的支持者與主講人JoAnneJoAnne
（（中中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HarrisHarris 縣華人選務人員縣華人選務人員JoAnneJoAnne周二在美周二在美
南銀行講座中介紹中文投票需知南銀行講座中介紹中文投票需知。（。（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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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由亞裔美國人健
康聯盟(The Asian American Health Co-
alition )、希望診所(HOPE clinic)、與赫
曼西南紀念醫院Sodexo合作，將為華裔
社區舉辦一次全面的營養健康研討會，
時間將於2019年10月19日舉行。此活
動開放給大眾，完全免費，但是參加者
需要在活動之前報名。赫曼紀念醫院
Sodexo廚師將準備健康營養的食品樣品
，讓大眾品嚐。

此次活動，將討論如何達成全面而
整體的健康，包括分享許多營養的信息
、如何能有均衡的營養、鼓勵民眾多吃
的完整的食物(Whole Food)、和少吃加
工食品、還有更健康的烹調技巧，讓民
眾知道，健康應從每個人自身開始做起
。

活動的一大亮點，是現場會讓參加
者免費品嚐美食，讓大家親身體驗到，
“吃的健康也可以很好吃！”

會中還將討論食物與糖尿病、肥胖
率上升、癌症、高血壓、中風、女性骨
質疏鬆和骨質減少等議題，關注如何讓
民眾活得更健康。
關於HOPE診所：

希望診所Hope Clinic是一家非營利
性的聯邦合格健康中心，其使命是通過
提供符合文化和語言要求的服務，來改
善大休斯頓地區居民的健康。我們位於
中國城的心臟地帶，以 31 種語言為 70

多個不同種族的人提供服務。希望診所
提供各種服務，包括家庭科、婦產科、
兒科、眼科、牙科、心理行為健康、營
養諮詢、病例管理等。

作為社區健康之家，希望診所提供
低價實惠的醫療服務，有時還提供免費
的篩檢來服務我們的病人。除此之外，
診所還為居民提供許多非醫療社會服務
、諮詢和幫助，例如選民登記，公民身

份、移民課程、產前課程等。希望診所
的 地 址 在 7001 Corporate Dr.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

活動地點: 赫曼西南紀念醫院(7600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74) Admi-
ral Conference Room.

活動時間: 10月19日(週六)上午9點
到12點。報名電話: 713-773-0803*158
。

希望診所營養健康研討會希望診所營養健康研討會 邀您參加邀您參加
如何達成全面的健康如何達成全面的健康 免費品嘗美食免費品嘗美食

重視兒童的健康重視兒童的健康 專業加耐心專業加耐心
貝麗兒科貝麗兒科 陪孩子一起成長陪孩子一起成長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家裡，孩子的健康
是父母最關注的事情之一，好的兒科診所，能幫
助父母，讓孩子健康的成長。在休斯頓中國城，
有一家貝麗兒科(Bellaire Pediatrics)，由劉娜醫學博
士(Na Liu, M.D., F.A.A.P.)主理。劉醫師特別喜歡
孩子，為人親切有耐心，與孩子相處融洽。

專精各種兒科疾病
劉醫師獲得美國兒科科學

院專科認證(Board Certified by
ABP)， 現 任 德 州 兒 童 醫 院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主
治醫生、也是西南紀念醫院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與東南紀念醫院
(Memorial Hermann Southeast
Hospital)的主治醫生，多年行
醫，對於兒科各種疾病非常專
精。
劉醫師過去曾在加拿大作兒科
呼吸疾病方面的研究數年，擅
長於過敏、哮喘等症狀的治療
，這是現代許多華裔孩子常見
的問題，不少華裔家長在國內

沒有過敏，但是到美國來他們的下一代很多都有
過敏的問題。

喜歡小孩，看著他們長大
劉醫師非常喜歡小孩子，覺得和孩子在一起

非常開心。她喜歡看著小孩長大，有變化、有成

長，覺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兒科也極具挑戰性
，例如小一點的孩子還不太會說話，或不太會表
達自己，所以需要一定的臨床經驗才能把問題找
出來，同樣是咳嗽，原因可能有很多種，一定要
找出真正的原因，才能有效治療。

來看病的孩子有時候會哭鬧，需要安撫，劉
醫師會慢慢哄他們，對孩子非常親切。她也準備
了許多小糖果、小獎勵、小裝飾品、或是小玩具
，讓小朋友來的時候能放鬆、開心。

為家長們解惑
不僅是為孩子看病，劉醫師也常為家長們解

惑，尤其是新手父母，會提出很多問題，有些甚
至很著急。劉醫師常會勸告家長們要靜下心來講
，把一些細節提供出來，有的時候孩子其實是很
健康的，不用太著急，如果真的有狀況，劉醫師
也會提出建議與解答。

劉醫師自己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將心比心，
所以她很能了解天下父母心。同時，她也知道，
因為家長們非常信任自己，他們才會問這些問題
。除了現場的回答之外，劉醫師也會提供一些很
好的消息來源，例如說像兒科協會(AAP)的內容就
非常的可靠，讓家長們進一步的了解，而非隨意

上Google去找資料。
劉醫師同時也呼籲家長們，除了對孩子發燒

感冒一些疾病的注意之外，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應
該非常的關注，不可以忽略。21歲以下都算兒科
。此外，在季節變化的時候，要提醒家長注意流
感，記得打疫苗，保護小朋友。同時，對小朋友
的年檢不要忽視，年檢能看出孩子發育是否正常
，早點發現可以讓孩子未來成長的更好，別因為
忙碌而延誤了。

主治項目
劉醫師主治：哮喘、慢性咳嗽、過敏性鼻炎

、肺炎、小兒發熱、嬰幼兒腹瀉、小兒腹痛、濕
疹、咽喉炎、小兒多動症、運動損傷等。

其他服務則包括：嬰幼兒體檢及疫苗、學生
體檢、產前諮詢、母乳喂養諮詢等。

貝麗兒科接受各種保險和Medicaid。門診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點至下午6點，星期六上
午9點至中午12點，隨到隨診。地址：8250 Bel-
laire Boulevard Suite 1, Houston, Texas 77036 （中國
城靠近Sharpstown高爾夫球場）。

電話預約及查詢：713-777-7772。www.bel-
lairepediatrics.com。

這天，欧红在路上走着，突然

瞧见地上有张婚介所的宣传单。单

子上印着好几位未婚男士的照片，

其中一位高大帅气，气质出众，再

细看资料，此男为留学海归人士，

五百强企业高管，在市里有两套别

墅，还有名牌车……只差好姻缘。

欧红似乎很有兴趣，立马按地

址找到了这家婚介所。婚介所门面

不大，位置看起来很隐蔽，一位大

妈得知欧红的来意，便热情地介绍

起男方详细的背景资料来。

听完介绍，欧红当即表示想跟

对方见面。大妈却面露难色，说人

家最近工作忙，不一定能安排，接

着又拿出一些资料，说：“我们这

里还有很多优质男士供你选择，姑

娘，东家不行选西家嘛!”欧红看了

看，那些男士可没有宣传单上那个

好呢!她坚持道：“我就想见宣传单

上那位男士，我一眼就看出，他是

我的真爱!”

见欧红兴致这么高，大妈倒是

有点犯愁，想了一会儿，说：“姑

娘，本婚介所只安排会员见面，只

要你愿意交28888元，成为我们的高

级会员，我立马帮你想办法!”

欧红爽快答应，但说钱没带够

，她便打了个电话，让家人来送钱

。大妈心花怒放，说见面的事，她

会尽快安排，让欧红耐心等两天。

可没过多久，婚介所走进来一

位男士。欧红抬头一瞧，笑了，正

是宣传单上那位帅气的男士呀!欧红

走上前，亲昵地揽住了男士的胳膊

，这一幕把大妈都看蒙了，她拿起

宣传单对照了好一会儿，忍不住问

：“你俩认识啊?”

“我说了，他是我的真爱!”欧

红冲大妈笑了笑，然后对那位男士

说，“老公，快报警吧，这家婚介

所盗用了你的艺术照!”

遇见真爱

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个小庙，

庙里住着个老和尚。小镇民风淳朴

，小庙没有高墙防护，夜间大门都

不上锁。庙里面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只有案前的那个功德箱里有些香

油钱。老和尚每隔两个月会开一次

箱，把钱取出来。

这天，老和尚正要开箱取钱，

却发现功德箱被人动过了，打开后

里面空空如也。功德箱里的香油钱

虽然不算多，但在寺庙里出现盗窃

案，实在是对佛祖的不敬，老和尚

很生气，赶紧报了警。

警方相当重视，很快就锁定了

嫌疑人。这人名叫张大力，是镇上

有名的单身汉。面对警察的审讯，

张大力却口口声声说钱不是他偷的

，是他光明正大“借”走的。他说

，那天晚上他打牌输光了钱，一时

郁闷，喝得迷迷糊糊，之后他去庙

里求财运，在庙里遇到老和尚，老

和尚答应将香油钱借他翻本。

为了让警察信服，张大力强烈

要求与老和尚对质，他甚至愿意回

寺庙来个现场还原。警察觉得事有

蹊跷，便押着张大力去了寺庙。

老和尚见了来人后，气得直吹

胡子：“简直胡说八道!我几时说過

借你钱了?”

“说是没说，但你站在那里对

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才敢开箱

拿钱的。”张大力手往寺庙角落一

指，说，“喏，我记得很清楚，你

当时就站在那儿!”

“你睁眼说瞎话!你……”老和

尚气极了，可当他下意识地循着张

大力手指的方向望去时，顿时哭笑

不得，只见不远处的角落里摆放着

一尊待翻新的佛像，佛像有一只手

举着，大拇指与食指相触，殿里灯

火幽暗，夜里望去，还真像有人比

画着“OK”的手势呢!

失窃的香油钱

丈母娘来家小住，阿城两口

子忙前忙后照应，生怕怠慢了丈

母娘。

尽管这样，两人还是发现了

问题。自从丈母娘来了，每次吃

饭她都要剩那么一点。阿城以为

是自己的饭菜不合丈母娘的口味

，就变着花样做，可无论什么饭

菜，到最后，丈母娘碗里还是要

剩那么一口。妻子对阿城说：

“我妈这是怎么了，咋餐餐都要

剩饭?”

“可不是，以前也没见她这样

，会不会是患了什么心理障碍?”

听阿城一说，妻子也担心起来

，说：“听说市医院从北京来了一

批心理专家，不如带我妈去看看?”

阿城同意，可丈母娘却不乐意

，说她没病没灾的，去医院干吗?

阿城就劝，说那可都是从北京

来的专家，可遇不可求，咱只是去

做个检查。好说歹说，丈母娘才答

应了。

一番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丈母娘乐了，说：“我说我没

病没灾，你们还不信，现在专家也

这么说，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

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说：“妈

，既然你什么都好好的，那每次吃

饭咋都要剩那么一点?”

“对啊，我们都觉得奇怪呢。

”阿城忙随声附和。

丈母娘一愣，又乐了，说：

“搞了半天，原来你们是担心这个

呀?这呀，我也是听专家说的。”

妻子问道：“什么专家?”

丈母娘说：“电视上有个养生

专家，说‘每餐少一口，能活九十

九’，我这每餐不就剩那么一口不

吃，养生嘛!”

妻子和阿城一听，面面相觑，

一时哭笑不得。

剩饭

市里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这

样一来，亮子的压力可真如山大啦!亮

子是社区干事，主要负责辖区内的环

境卫生。辖区内有几家大型养猪场，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经常遭到周边群

众投诉，这也成了摆在亮子面前的一

大难题!

亮子多次找那些养猪场的老板谈话，可

人家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亮子去了，他

们就象征性地打扫打扫;亮子走后，一切照

旧。

这天开例会，社区领导严厉批评了这件

事，说工作能力这样差的人，可以考虑直接

开除了!谁都知道，这就是不点名地批评亮

子啊!

眼看饭碗要保不住了，亮子急了。会后

，他怒气冲冲地开着工作车，直奔那几家养

猪场而去。

谁知半路上工作车抛锚了，亮子只好先

去附近一家修理厂修车。修理工是亮子的发

小，他检查了车况后说，最快也得三天才能

修好。

亮子急道：“今天开会领导批评我了，

这事要再不赶紧搞定，我饭碗就保不住了!

”发小听了，拿出一把车钥匙，说：“我这

里有一辆刚修好的车，客户明天才来提车，

你今天先开这辆车去办事，只是……”

沒等发小把话说完，亮子就抢过车钥匙

，急忙开车走了。

亮子到了那里，把几家养猪场的老板都

叫了过来，说了一番狠话。老板们当即答应

投入重金，购置设备，改善养猪场的环境

——困扰亮子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有人觉得奇怪，一向不把亮子当回事的

老板们，怎么突然就变了呢?一问，一个老

板哭丧着脸说：“你不知道，这个亮子呀，

那天把殡仪馆运送尸体的车都开来了，这不

是要玩命吗?谁惹得起啊!”

歪打正着

阿娟的微信同学群里，有几个很会

过日子的家庭主妇，阿娟常常和她们探

讨治家之道。这天傍晚，班长阿懒忽然

在群里发话：“花菜便宜了!”阿娟看

到后，下班就去了农贸市场，果然花菜

最便宜，就买了一些回家。

没过几天，阿懒又在群里发消息：

“西红柿价格见底了!”阿娟的孩子好

这口，她就跑到附近的集市，发现西红

柿的价格果然跌了一半。阿懒的这一举

动，让大家省了不少钱。

这天午后，阿娟在群里表示了感谢

，阿懒却说：“我没有调查，

全是猜的。”那几个家庭主妇

都不信，就让阿懒猜，今晚什

么菜便宜。不久之后，阿懒在

群里回了三个字：“卷心菜。

”

下了班，阿娟去了农贸市

场，没想到正如阿懶所说，卷

心菜的价格特别亲民。

回家后，阿娟打开手机，

一看群里已经闹开了锅，很多人都点名

表扬阿懒，说阿懒真是神了。阿懒依旧

回复了那句话：“全是猜的。”大家怎

么能信?有人对阿懒说：“你是不是每

天都在网上查菜价啊?”阿懒又回道：

“实话跟大家说，是儿子每天告诉我的

。”

阿懒的儿子才上二年级，怎么可

能对菜价了如指掌?群里的气氛一下

子 变 了 ， 大 家 把 矛 头 指 向 阿 懒 ：

“ 坦 白 从 宽 ， 抗 拒 从 严 。 ” 阿 懒 回

了个委屈的表情。

阿娟悄悄私信问阿懒：“你儿子每

天都去菜市场?”阿懒回道：“我儿子

不去菜市场，可他每天都吃菜呀!”阿

娟又问：“吃菜怎么知道哪种菜便宜?

”阿懒回复了一个笑脸：“我去接儿子

放学，他会告诉我中午在食堂吃了什么

。食堂买菜，肯定是挑便宜的买啊!”

啥菜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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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國泰銀行｜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美中經濟報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美中經濟報告：：
貿易戰加劇貿易戰加劇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88日洛杉磯訊日洛杉磯訊】】由國由國
泰銀行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泰銀行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
測中心聯合發佈的測中心聯合發佈的20192019 年第三季美中經年第三季美中經
濟報告預期美中貿易戰不會在短期內結濟報告預期美中貿易戰不會在短期內結
束束。。這份由經濟學家俞偉雄和預測中心這份由經濟學家俞偉雄和預測中心
主任主任 Jerry NickelsburgJerry Nickelsburg 共同撰寫的報告共同撰寫的報告
指出指出，，雙方的談判立場仍然存在巨大分雙方的談判立場仍然存在巨大分
歧歧。。

美國繼續拒絕折中協議美國繼續拒絕折中協議，，理由是美理由是美
國認為在過去幾十年的美中貿易中國認為在過去幾十年的美中貿易中，，中中
國一直不公平獲利國一直不公平獲利。。而中國則一再表明而中國則一再表明
不會接受不會接受““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如果如果1010月談月談
判如本報告預期一樣沒能取得進展判如本報告預期一樣沒能取得進展，，美美
國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國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這將導這將導
致幾乎所有從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都致幾乎所有從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都
會被征收會被征收1515%%或或3030%%的關稅的關稅。。

鑒于貿易戰已成定局鑒于貿易戰已成定局，，報告以它對報告以它對
全球經濟產生的潛在影響進行了推測全球經濟產生的潛在影響進行了推測。。

報告指出報告指出，，根據過去針對貿易爭端根據過去針對貿易爭端
和關稅壁壘的經濟分析認為和關稅壁壘的經濟分析認為，，美國將從美國將從
其他國家購買更多且更昂貴的商品其他國家購買更多且更昂貴的商品；；即即
使美國的供應鏈沒有完全改變使美國的供應鏈沒有完全改變，，也會變也會變
得多樣化得多樣化。。中國將繼續甚至加強對南亞中國將繼續甚至加強對南亞
和東南亞的商品貿易和東南亞的商品貿易，，以及對歐洲企業以及對歐洲企業
的國外投資的國外投資。。貿易戰時間越長貿易戰時間越長，，則恢復則恢復
到以前有效的貿易模式的成本就越高到以前有效的貿易模式的成本就越高。。

報告表示報告表示，，雙方都固守着既有立場雙方都固守着既有立場
。。在美國採取在美國採取““單獨行動單獨行動“，“，又沒有第又沒有第
三國在談判中提供外交援助三國在談判中提供外交援助，，以及中國以及中國
將貿易戰定位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情況下將貿易戰定位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情況下
，，兩位撰搞人認為現在並沒有明確的解兩位撰搞人認為現在並沒有明確的解
決方案決方案。。基於現狀基於現狀，，作者預期商品價格作者預期商品價格
上漲的同時上漲的同時，，現有貿易模式也會發生變現有貿易模式也會發生變
化化。。

請 登 錄請 登 錄 www.cathaybank.com/www.cathaybank.com/
us-china-economic-reportus-china-economic-report 瀏覽完整報瀏覽完整報

告告。。
關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關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

測中心測中心（（UCLA Anderson ForecastUCLA Anderson Forecast））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是
加州和全國最受關注且常被引用的經濟加州和全國最受關注且常被引用的經濟
預測機構之一預測機構之一，，在預測在預測2020世紀世紀9090年代年代
初加州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以及自初加州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以及自19931993年年
以來該州經濟的反彈力度方面見解獨到以來該州經濟的反彈力度方面見解獨到
。。最近最近，，該預測中心被譽為是最率先預該預測中心被譽為是最率先預
告告20012001年經濟衰退的美國大型經濟預測年經濟衰退的美國大型經濟預測
機構機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
中心網站為中心網站為uclaforecast.comuclaforecast.com。。

關於國泰銀行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是國泰萬通金控國泰銀行是國泰萬通金控（（納斯達納斯達

克股票代碼克股票代碼：：CATYCATY））的附屬公司的附屬公司，，透過透過
美國的九個州以及香港分行及北京美國的九個州以及香港分行及北京、、上上
海和台北的代表處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海和台北的代表處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
。。國泰銀行於國泰銀行於19621962年成立年成立，，旨在支持洛旨在支持洛

杉磯不斷發展的華裔社群杉磯不斷發展的華裔社群，，在過去的半在過去的半
個世紀裡個世紀裡，，國泰銀行與客戶攜手擴張和國泰銀行與客戶攜手擴張和
發展發展，，向他們提供必需的工具和服務向他們提供必需的工具和服務，，
助他們實現目標助他們實現目標。。更多詳情更多詳情，，請瀏覽請瀏覽

cathaybank.comcathaybank.com。。FDICFDIC保險保障範圍僅保險保障範圍僅
限於國泰銀行美國國內分行的存款賬戶限於國泰銀行美國國內分行的存款賬戶
。。

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

台灣傳奇龍舟隊完成集訓
週六糖城龍舟賽週六糖城龍舟賽
台灣傳奇展身手台灣傳奇展身手

台灣傳奇龍舟隊週日台灣傳奇龍舟隊週日，，十月六日完成了今年賽前操課十月六日完成了今年賽前操課，，全全
體隊員興奮地留下這張狂野大合照體隊員興奮地留下這張狂野大合照，，準備在本週準備在本週 六六，，十月十十月十
二日糖城二日糖城 龍舟大賽中一展身手龍舟大賽中一展身手。。

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表示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表示，，教練說教練說，，今年龍舟隊的今年龍舟隊的 隊員隊員

年紀輕體力好年紀輕體力好，，反應快反應快，，體能狀況不錯體能狀況不錯，， 經過一個多月的集經過一個多月的集
訓訓，，划船技巧有長足進步划船技巧有長足進步。。台灣傳奇自參加以台灣傳奇自參加以 來都取得第二來都取得第二
名的佳績名的佳績，，寄望今能有更上一層樓的成績寄望今能有更上一層樓的成績。。

今年台灣傳奇隊並擔任大會比賽的開幕表演節目今年台灣傳奇隊並擔任大會比賽的開幕表演節目，，有精彩有精彩
的舞龍和山地舞的舞龍和山地舞，，以悠美的文化讓人看到台灣以悠美的文化讓人看到台灣。。

為了提供癌症幸存者所需的醫療咨詢及心理支持服務為了提供癌症幸存者所需的醫療咨詢及心理支持服務，，光光
鹽社將在鹽社將在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616日日，，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20202020年年11月月1111
日日，，20202020年年22月月2222日日，，20202020年年33月月1414日日，，下午下午22至至44點點，，舉舉
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會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會，，為剛被診斷出癌症為剛被診斷出癌症，，正在進行治療正在進行治療
，，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提供專業的醫療咨詢和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提供專業的醫療咨詢和
心理支持服務心理支持服務。。

聚會共五次聚會共五次，，包括由專業精神科醫師權煜提供確診臨床癌包括由專業精神科醫師權煜提供確診臨床癌
症后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症后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專業腫瘤科醫師郭珊講解癌症后專業腫瘤科醫師郭珊講解癌症后
的追蹤治療及照護的追蹤治療及照護，，中醫師劉青川提供由中醫觀點養生抗癌中醫師劉青川提供由中醫觀點養生抗癌，，
專業營養師博士專業營養師博士Maria Chang SwartzMaria Chang Swartz主講癌症病人該如何注意主講癌症病人該如何注意
飲食及飲食及，，以及癌症幸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的各種癌症幸存以及癌症幸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的各種癌症幸存

者所需的重要資訊者所需的重要資訊。。
癌症關懷小組第一次聚會時間為癌症關懷小組第一次聚會時間為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616日周六下日周六下

午兩點至四點午兩點至四點，，專業精神科醫師權煜專業精神科醫師權煜，， 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
，， 在在Albany Medical Center, NYAlbany Medical Center, NY完成精神科住院醫生訓練完成精神科住院醫生訓練，， 在在
UTMB GalvestonUTMB Galveston 完成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訓練完成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訓練，，目前在是休目前在是休
斯頓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生斯頓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生。。互助小組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互助小組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
（（98009800 Town Park Dr. SteTown Park Dr. Ste 251251, Houston, Houston，，TXTX 7703677036），），有任何有任何
問題請致電光鹽社問題請致電光鹽社713713--988988--47244724，，本活動免費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剛歡迎所有剛
被診斷出癌症被診斷出癌症，，正在治療正在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和癌友家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和癌友家
屬踴躍參加屬踴躍參加。。

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 

時間: 下午2至4点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Ste. 251，Houston，TX 
77036） 

諮詢電話: 713-988-4724 

 

日期 演講主題 演講者 

11/16/19 罹癌後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 權煜-專業精神科醫師 

12/14/19 癌症後的最終治療及照護 郭珊-專業腫瘤科醫師 

1/11/20 中醫觀點眼神抗癌 劉青川-中醫師 

2/22/20 癌症病人如何注重飲食 Maria Chang Swartz-
營養師博士 

3/14/20 癌友分享 

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資訊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將舉
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會，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正在進行治療、
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定期聚會、彼此支持。本活動
免費，歡迎所有癌友及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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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中國，全球盛會
——寫在第二屆進博會倒計時壹個月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如期

在上海舉行。倒計時壹個月，堅定開放

決心的中國加速進入“進博時間”。壹

年來，進博會作為中國“買全球”“惠

全球”的新抓手，見證著中國的高水平

開放之門越開越大，為世界經濟註入新

的動能。

互利共贏 “進博效應”惠全球
孟加拉國的貧困婦女手工編織的黃

麻工藝品，今年出現在了上海高端百貨

的櫥窗裏。這場“奇幻之旅”背後，是

進博會為經濟全球化和消除貧困註入的

“正能量”。

在首屆進博會上，孟加拉國達達

公司創始人薩夫帶著150多種該國特有

的黃麻手工藝品前來。地毯、籮筐、

包等特色商品受到了現場專業觀眾和

采購團的歡迎，這讓他“提著的心放了

下來”。

被“中國熱情”所感動，薩夫在首

屆進博會的展臺上掛出了壹條寫有中文

和當地語言的紅布：“感謝中國人民的

友善，讓我們有機會來相聚”。借著進

博會的“東風”，達達的產品在上海壹

家高端百貨的藝術空間裏進行了常態化

的展示和售賣，中國的合作方還幫助達

達公司開設了淘寶店，“試水”線上銷

售。

“今年我們將繼續帶來富有民族特

色的刺繡產品，讓更多的孟加拉國百姓

有機會搭上‘中國快車’，共享發展機

遇。”薩夫說。

互利共贏，是中國舉辦進博會的初

心之壹。西北的小縣城裏出現了“進博

同款”新西蘭牛奶的身影，加油站裏

賣起了東歐護膚品，進博首秀的醫療

器械守護居民的健康……中國日益優

化的營商環境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吸引

越來越多的進博企業和經貿機構“安家

落戶”。

9月中旬，虹橋海外貿易中心迎來

了第二批貿易投資機構的入駐。來自新

加坡、克羅地亞等國的經貿機構紛紛選

擇在進博會的“輻射圈”——虹橋商務

區內落戶，折射出從貿易到投資、全方

位加強開放和交流是市場主體的共同選

擇。

“克羅地亞經濟商會上海代表處選

擇入駐這裏的原因之壹，是可以就近分

享進博會的協同效應，幫助克羅地亞企

業有更多機會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

克羅地亞經濟商會主席薄利祿說。

“貿易投資機構的落戶，可以帶動

更多國際企業入駐，進博會不僅帶動了

商品和服務的進口，更通過貿易和市

場的吸引力帶動了外商投資的升級加

碼。”虹橋商務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閔

師林說。

越辦越好
第二屆進博會承載“新期待”
來自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的消息顯

示，第二屆進博會共有來自150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3000多家企業參加企業商業

展，參展國家和地區以及企業數量均已

超過首屆，首發的新產品、新技術預計

也將超過首屆。“盡管企業展面積兩次

擴大，增至30多萬平方米，仍然是‘壹

展難 求’。”

與此同時，國家綜合展進展順利，

已有60多個國家確認參展，法國、意大

利等10多個國家確認擔任主賓國。

“越辦越好”的第二屆進口博覽會

，承載著全球企業的新期待，也在為他

們開辟出壹條搭乘“中國快車”的新路

徑。

——首次設立“進博會發布”平

臺，為全球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以

及開放政策、研究成果等“進博好聲

音”提供新的舞臺。

德國阿吉斯公司瞄準了中國“無廢

城市”建設帶來的新需求。阿吉斯高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毅介紹，即將在第

二屆進博會上實現最新壹代建築垃圾粉

碎設備的全球首發。這款設備將可以壹

鍵式操作，把建築垃圾以每小時150噸

至200噸的速度“變廢為寶”，極大滿

足市場對循環經濟發展的需求。

韓國起亞汽車將在第二屆進博會上

實現壹款電動概念車型的全球首次亮相，

默沙東有望實現腫瘤免疫治療藥物可瑞

達壹款新適應癥的“中國首發”……中

國首創的進口博覽會，正在為全球企業

打造最新科技和產品亮相的大舞臺。

——首次推出高端消費品專區，為

消費升級助力。

全球領先的奢侈品集團路威酩軒集

團、開雲集團“雙巨頭”亮相，全球知

名化妝品集團歐萊雅將帶11個高檔化妝

品部的品牌重磅登場，知名珠寶品牌紀

娜梵將帶來首屆進博會“明星展品”粉

色鉆石珠寶鞋的“輕奢”版本，讓更多

中國女性踏著這雙“夢想之鞋”去到她

們向往的地方……全新設置的高端消費

品專區內，滿足中國居民消費升級需求

的精品即將閃亮登場。

——首次設置戶外自動駕駛體驗區

，展示“未來輪子上的生活”。

未來的出行是什麼模樣？5G給自動

駕駛帶來了哪些新機遇？在進博會上，

妳將有機會親身體驗壹下。

汽車展區的招展方——上海市國際

展覽有限公司進博會項目負責人陸洋介

紹，今年進博會首次設置室外的自動駕

駛體驗區，約2萬平方米，將以預約的

方式提供自主泊車、V2X功能、自動駕

駛功能等5G條件下的未來駕駛體驗。

推進有序
中國加速進入“進博時間”
9月27日，隨著第二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首張人員證件寄出，進口博覽

會證件發放工作全面啟動，中國的“進

博時間”漸行漸近。

展客商準備有序，第二屆進博會盛

況可期。記者采訪了解到，當前各項準

備工作推進有序，展客商對即將到來的

第二屆進博會躍躍欲試。

“我們正在積極籌備第二屆進博

會，今年參展的幅度會更大。”跨國醫

藥巨頭賽諾菲中國區總裁賀恩霆說，賽

諾菲此次參展傳遞的重點依然是創新，

不僅是產品的創新，還有數字化醫療的

創新。

更好實現“進博諾言”，全國目前

已經組建了39個交易團、近600個交易

分團，截至9月初，第二屆進博會已接

受專業觀眾4萬余家單位、17萬余人在

線報名。根據相關工作安排，10月5日

前，預計註冊中心將發放各類證件達20

余萬張。

政策護航，“展品變商品”效率更

高。9月26日，壹輛2019新款依維柯汽

車抵達上海，成為第二屆進博會的首票

通關展品。通過ATA單證冊方式報關，

這輛車的通關手續僅用了短短幾分鐘。

海關總署口岸監管司副司長黨曉紅

介紹，通過首屆進博會的實踐，延長

ATA單證冊海關簽註期限、便利展品展

後處置等政策已經固化並擴大到其他在

中國舉行的進口展覽會。上海海關更是

在長寧區專門設立了會展中心海關，為

進博相關企業和全區3500余家海關註冊

企業提供“壹站式”監管服務。

承接進博會的“溢出效應”，毗鄰

國家會展中心(上海)的虹橋商務區保稅

物流中心(B型)近日落成運營。虹橋商務

區管委會商務處負責人趙俊介紹，進博

會前，保稅物流中心將為展品提供保稅

倉儲、物流服務，方便海外展商第壹時

間布展。“進博會後，這些展品可以回

到保稅物流中心實現常態化的保稅展示

展銷，助力‘展品變商品’。”

開放接力，各方共譜壹首“協奏

曲”。進博會受到全球關註的背後，是

中國和上海展現的全方位開放姿態。

7月30日，新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

清單正式實施，服務業、制造業、農業

等領域進壹步開放；8月16日，上海啟

動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建設；8月26

日，6個新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揭牌

……近期的壹系列舉措，彰顯出中國開

放的決心和力度。

“進博會由中國創辦、世界共享，

為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註入活力、註

入信心。”商務部部長鐘山說，在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進博會的水平會

越來越高，效益會越來越好，影響會越

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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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備戰主場對關島的世界盃外圍
賽亞洲區40強賽，中國男足繼續在廣
州天河體育場外場進行訓練，隊內前鋒
楊旭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管對手是
誰，都要盡力拿下每一分。
與關島隊的較量將是本次預選賽

中國隊的第二場比賽，同時也是第一個
主場比賽，在上一場比賽中，中國隊客
場5：0大勝馬爾代夫。楊旭說：“全
隊上下都知道這場比賽的重要程度，大
家也能看到我們在訓練中的積極性和態
度上都有了更高的追求，主教練納比也
說了，無論對手是誰，都要盡力拿下每
一分，爭取更多的淨勝球。”
在西班牙甲組聯賽球隊愛斯賓奴

効力的武磊已經回歸，26名球員都
來到了訓練場。談到武磊，楊旭
說：“武磊剛剛歸隊，有些疲勞，
但他此前一直在打比賽，身體狀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一些球
員，包括後防線上新來的球員也會
快速融入球隊，現在我們首要的任
務是拿下這場比賽。”
作為國足陣中的一位老隊員，楊

旭表示這是中國隊衝擊世界盃非常好的
一次機會。“這次舉國上下都給我們創
造了很多的便利條件，而且我覺得這是
我們最好的一次機會，我們應該盡自己
所能把握住這次機會。”

■新華社

國足主場對關島 楊旭：盡力拿下每一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上季“四大皆空”的東方龍
獅籃球隊9日進行拜神儀式，這支
本地籃球勁旅新一季將斥資過千
萬進行大換血，除重金禮聘曾執
教NBA發展聯盟的白蘭特擔任主
帥外，更簽入基爾及派斯等新援
在ABL及甲一賽事爭標。

東方龍獅新球季將以全新面
貌示人，主帥托利斯及“戰神”
艾利諾均已離隊，而球隊則羅致
了不少履歷亮麗的新人加盟，新
上任的主教練白蘭特曾執教NBA
發展聯盟球隊，年僅36歲的他希
望改變球隊風格，以“小球”戰
術衝擊錦標，隊長李琪表示球隊
正積極適應新戰術：“以往進攻
側重外援的個人能力，新教練更
強調走位和配合，期待在更多變
的戰術下爭取佳績。”

上季東方在ABL四強止步，
甲一聯賽亦只得第四名，球隊今
季簽入多名新兵期望能打出新氣
象，荷利菲特是唯一留隊的外
援，而新加盟的基爾及派斯則分
別來自加拿大及匈牙利聯賽，至
於本地新球員有梁嘉顯及張彬
賢，領隊游永強表示今季球隊班
費超過一千萬，希望能重奪錦
標：“上季我們在艾利諾受傷的
時候陷於苦戰，今季希望能協助
本地球員有更好的發揮，相信新
教練的新作風能帶來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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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
道）中超球隊天津天海日前宣佈朴忠
均不再擔任球隊主帥，李瑋鋒（圖）
擔任教練組組長，與主教練劉學宇、
助理教練郭昊等人共同組成新的教練
團隊。對此，李瑋鋒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作為球會的一分子責無旁貸，理
應承擔重任，幫助球隊渡過難關，全

力以赴護級。
朴忠均於今年5月接替沈祥福，

擔任天海主教練，球會原本期望他能
重現上季率隊護級的“神奇”，然而
目前聯賽已過25輪，天津天海僅取得
2勝12和11負的戰績，位列積分榜倒
數第二，糟糕的成績加上與球員的矛
盾，最終讓朴忠均無奈交出帥印。
根據賽程，天津天海將在本月18

日晚間迎來與武漢卓爾的護級大戰，
目前他們落後身前的深圳佳兆業1分，
接下去的每場比賽，都將是決定球隊
命運的關鍵戰役。談及天海隊的護級
形勢，李瑋鋒表示，對球會和本人而
言，都面臨時間緊、任務重的問題。
現在說什麼不重要，當務之急就是把
隊伍磨合好，團結在一起。“我和每
個隊員都講過，你們要為你們做的事
情負責，要為我們整個球隊負責，要
為球隊獲得勝利去負責。”

李瑋鋒任天津天海教練組長

香港足球水平已逐漸被亞洲鄰國拉開，這點
從不同年齡層代表隊國際賽成績得到印

證。即使多年前重用入籍兵後，戰績曾曇花一
現，惟隨着各人年齡漸長，已不可同日而語，
只可惜本土兵缺乏磨練機會，造成惡性循環，以
致港隊目前仍要倚賴一眾30歲以上的入籍老將去
苦苦支撐，在體能速度日漸走下坡的情況下，國
際賽場上只能一次又一次出醜。

香港足總也明顯未有認真協助港隊備戰今次
賽事，在本地球賽因社會局勢動盪而取消
後，出發前只能草草進行一課操練，即

晚便要拉隊到伊拉克。實力不及對手、缺乏比賽狀
態、再加上備戰馬虎，港隊莫論要打破作客中東不
勝走勢，即使大敗收場也是大有可能。
根據國際足協最新公佈的世界排名，香港已跌

到143位，比79位的伊拉克相差64級。兩地在成
年隊級別交手次數都不多，最近一次是2014年的
亞協盃四強，當時傑志作客阿比爾踢成1：1，返回
主場因王振鵬接連犯錯，以1：2輸波出局。港隊
自麥柏倫上任主教練後，對中國台北不敗及對柬埔
寨必勝的優良紀錄都已告終，即使上一輪外圍賽主
場0：2不敵伊朗的演出算有交代，但作客伊拉克

要成功搶分則強人所難。麥柏倫賽前承認，以港隊
目前狀況，只能先做好防守，再期望藉反擊爭取入
球。

上月鬥伊朗噓國歌罰款1.5萬瑞士法郎
另一方面，足總行政總裁溫達倫證實，港足在

上月主場鬥伊朗的世界盃外圍賽，因紀律問題而被
國際足協罰款1.5萬元瑞士法郎。足總主席貝鈞奇
表示，相信罰款是與當日有球迷噓國歌有關，但仍
有信心下月的兩場主場世界盃外圍賽可以如期在港
舉行，暫時未有計劃改到中立場比賽。

難搶分難搶分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記

者者 黎永淦黎永淦）“）“20222022 卡卡

塔爾世界盃暨塔爾世界盃暨 20232023 中中

國亞洲盃聯合外圍賽國亞洲盃聯合外圍賽””

第二圈外圍賽重燃戰第二圈外圍賽重燃戰

火火，，首兩仗只得首兩仗只得11分的分的

香港代表隊香港代表隊，，作客惡戰作客惡戰

伊拉克伊拉克，，鑑於實力差距鑑於實力差距

懸殊懸殊，，如無意外將續寫如無意外將續寫

作客中東不勝的差劣戰作客中東不勝的差劣戰

績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
道）2019年上海大師賽9日展開日場比
賽，男雙首輪較量中，中國選手公茂
鑫、張擇4：6、3：6不敵東京賽男雙
冠軍馬胡、瓦塞林；而中國選手華潤豪

和丘里奇的跨國組合亦告負。
公茂鑫和張擇二人近來多次取得

不錯的成績，不僅在年初的澳網收穫了
首勝，更是在剛剛結束的珠海賽和中網
均收穫勝利，是次上海大師賽持外卡出
戰的他們首輪就遭遇了勁敵。首盤雙方
各自保發，但在尾聲，公茂鑫和張擇出
現失誤，儘管挽救了一個盤點，但是仍
被對手破發。第二盤，法國組合乘勝追
擊，6：3結束比賽。

另一邊，華潤豪和丘里奇跨國組
合出戰，結果遭遇2號種子。首盤比
賽，兩人就在開局遭到破發，第9局兩
人挽救兩個盤點驚險保發後，仍無法逆
轉局勢，被對手6：4拿下。第二盤開
局，華潤豪和丘里奇連丟4分被破，第
5局再次被破，對手保發後來到5：1的
領先，儘管兩人將比分追至5：5，但
是對手還是實現關鍵破發，以7：5拿
下，晉級次輪。

網球大師賽公茂鑫張擇雙打告負

■公茂鑫（左）和張擇力戰告負。
中新社 ■東方龍獅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納比（左三）與隊員交談。 中新社

■■ 伊 拉 克 教 練 卡 坦 歷伊 拉 克 教 練 卡 坦 歷
（（中中））99日出席記招日出席記招。。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麥柏倫希望港隊做麥柏倫希望港隊做
好防守好防守。。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港隊作客伊拉克賽前只有一課操練港隊作客伊拉克賽前只有一課操練。。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港足港足訪訪伊拉克伊拉克
實 力 差 距 懸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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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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嘚吧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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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嘚吧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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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女運動員為治抑郁當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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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018 -10/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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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0 11 12 13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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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姐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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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姐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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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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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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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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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歸來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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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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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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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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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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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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Friday, October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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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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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Friday, October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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