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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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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華民國第十五屆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
士訪美團將於12/12/2019下午抵達休士頓接著一天半緊湊的行程
拜會僑社和僑胞歡聚。

佳芬姐此行是“代夫出征”，感謝僑胞對他們的支持和贊助
，主辦單位休士頓韓國瑜後援會將於12月13日星期五晚間6:30
PM在Lambo Restaurant 舉辦佳芬姐感恩餐會，目前餐票幾乎全
部售完，現只剩座位票（不用餐$20），如欲購票請洽甘幼蘋
281-620-5557。

佳芬姐此行團隊除佳芬姐包括韓國瑜國策顧問召集人廖達琪
、雲林科技大學材料科技研究所王美心院士、奧運金牌國手陳怡
安、磊山保經董事長李佳蓉、韓國瑜競選總部發言人何庭歡、台

北市議員張斯綱和徐弘庭、高雄市議員黃紹庭、海外立委童惠珍
、韓青加上助理等共計15人。

佳芬姐休士頓行程緊湊，12號下午抵達休士頓，晚上接受恆
豐銀行晚宴款待，第二天13日上午原先預定的記者會因為在華府
DC已經召開過記者會，因此其他區記者會不再舉行。

12月13日上午將安排參觀中華文化中心，下午拜訪美南新
聞並接受美南論壇節目專訪。

13日晚間佳芬姐感恩晚宴是此行的重點，佳芬姐會在晚會中
感謝美南僑胞對韓國瑜的支持，並希望大家回台投票，晚宴後主
辦單位將安排佳芬姐與每桌僑胞合照留念。

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
“代夫出征”蒞休訪問

(本報訊)教育部為充分發揮
政府獎學金效益，與英國劍橋
大學、牛津大學、美國聖嘔易
市華盛頓大學、南加州大學、
加州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Whiting工程學院、澳洲國立大
學、雪梨大學、法國巴黎薩克
雷大學聯盟-巴黎南區大學、比
利時荷語魯汶大學、瑞士洛桑
聯邦理工學院及韓國科學技術

院等13所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
學金。

美國密蘇裡州聖路易市華
盛頓大學自101年起與教育部簽
訂瞭解備忘錄，合作 「臺灣聖
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獎學金」，
每年共同補助受獎生赴華大攻
讀博士學位，迄今已有 35 位學
生獲獎，研究領域涵蓋生醫、
經濟、工程、社會工作、法律
、教育等。

109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
作設置獎學金自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6 日中午 (臺灣時間)
受理線上報名，歡迎踴躍提出
申請。
相關資訊請詳參109年教育部與
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簡章
https://ws.moe.edu.tw/001/Up-
load/7/relfile/6617/69494/
92cd137a-7a6e-4eca-b771-91d4
e784bc43 .pdf

歡迎踴躍報名申請109年臺灣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獎學金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聖誕活動
(本報訊)Happy Holidays!!
歲末年終是歡聚感恩的季節，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謹訂於12

月15日（星期日）舉行一年一度的聖誕餐會。今年我們的聖誕
餐會與往年略有不同：為了和我們身邊的各行各業有更多的互動
和了解，我們在餐會之前精心設計了一個“聖誕小商展”；為了
對我們周遭需要幫助的人表達我們的關心與善意，我們在餐會中
將義賣聖誕紅為 Brookweed Community 籌款。

1. 聖誕小商展：
12月15日4:00pm-6:00pm,
小商展雖然規模不大但參加的廠商非常多元，保證您驚喜連

連，我們還特別邀請了多個青年創業的商家來介紹他們的產品，
希望大家來給他們鼓勵。商展中我們將免費贈送許多各式各業的
小禮品，並有精美茶點招待。不論您是否參加6點開始的餐會，
和好朋友們相約一起來逛商展，吃點心，認識新朋友，一定讓您

不虛此行。12/15/19
下午四時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將為我們主持小商展開幕儀式，敬請
各位媒體朋友們光臨採訪。

2. 聖誕紅義賣：
為表達我們對居住地弱勢團體的關懷，今年旅館公會計畫做

一個年終公益活動: 為Brookwood Community 義賣他們自己種的
聖誕紅募款。 Brookwood Community 是一個幫助有智力障礙的
成年人的社區，他們不拿政府的補助，靠自己種花或做手工藝販
賣以及外界的捐款支持。所有在裡面的人都做著適合他們自己的
工作並且有薪水可以拿，幫助他們自立更生，找到自身的價值。
這個社區很值得了解，他們所做的也很令人感動。

旅館公會將在12月15日我們的聖誕餐會上義賣這個社區自
己種植的聖誕紅，為他們募款。六吋聖誕紅新鮮又大朵，品質很
好，是佳節送禮最合適的禮物。一盆$20 全數捐給 Brookwood

Community. 除了現場義賣，聖誕紅目前也在pre-sale中，歡迎和
我們連絡。

3. 聖誕餐會：
12月15日6:00pm－9:00pm,旅館公會感謝所有媒體朋友們一

年來的支持和照顧，也邀請大家一起來熱鬧迎接更美好的一年！
集合餐會，舞會，卡拉OK，綜藝表演及大抽獎的一個超級party
，保證精彩萬分，請您千萬不能錯過。

因為場地的限制，敬請各位媒體朋友們於12/10前向秘書長
何真訂位：Tel:(832)866-3333, email: yaochristi@gmail.com 以便我
們為您安排座位。

時間：Sunday， 12/15/2019， 4:00pm-6:00pm 聖誕小商展
， 6:00pm-9:00pm 聖誕餐會

地點：Hilton Garden Inn Westbelt, banquet room
6855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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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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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三節60分 火箭158：111殘忍戲耍老鷹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中部時間2019年11月30日
，休斯敦火箭隊詹姆斯·哈登（James Harden）在周六晚上的表演
足以讓喜歡他的球迷徹夜難眠，驚嘆於他在火箭主場三節60分
出色表現。

哈登在上場31分鐘內獲得了賽季最高的60分，火箭隊將陷
入困境的亞特蘭大老鷹隊以158-111的比分送給了他們連續10連
敗。

“就像他所做的一切一樣-令人難以置信，”火箭主教練邁

克·德安東尼（Mike D’Antoni）說。
本場比賽，哈登投進了8個三分球和20個罰球，加上16個2

分，得到60分，比他的職業生涯最高紀錄低了一點，但他只
上場三節，以127-73領先，第四節坐在替補席上觀看了整個
第四節的比賽。
這是哈登職業生涯的第四場60分的比賽，他與邁克爾·喬丹

並列聯盟歷史第三，僅次於科比·布萊恩特，和威爾特·張伯
倫，是唯一一位得分超過60分的現役球員。
“哈登！哈登！” 在第四節中旬，一些球迷希望哈登重返

火箭隊，創造火箭隊的得分歷史，但是主教練德安東尼在比
賽進行得很順利的情況下，將這位留著鬍鬚的超級巨星留在
了替補席上。
但是像往常一樣，哈登對談論在整個替補席上度過最後一節

並沒有興趣。 “不，”他說著走開，然後重複了兩次。
老鷹隊教練勞埃德·皮爾斯（Lloyd Pierce）表示：“我們會

盡我們所能對付詹姆斯，詹姆斯因此遭到了很多傷害。 ”
“試著將他置於脅迫之下，但他只是感覺不到我們。 ”

老鷹隊的楊（Young）以37分領先老鷹隊，並得到5個三分
球，但這還不足以降低哈登的輝煌之夜。

哈登扣籃無效 半場22分領先 馬刺雙加時取勝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12月3日休斯頓客場挑戰馬刺，

詹姆斯·哈登第四節精彩的一個扣籃，被裁判宣判無效，這一跡
象表明，當晚可能不是休斯頓之夜。沃克（Walker）得到了職業
生涯最高的28分，聖安東尼奧馬刺從第四節落後10分的赤字中
反彈，克服了哈登獲得的50分，在雙加時賽中以135-133擊敗了
休斯頓。

哈登在上場對陣亞特蘭大老鷹的比賽中，三節打出60分。
本次比賽中打出全賽季最高的49分鐘，獲得了50分，但在第二
次加時賽中他因兩次控球而被吹哨，明顯是壓抑他的發揮。

比賽回顧：在第四節比賽還剩 7 分 53 秒時，休斯頓則以
102-89領先13分，哈登扣籃，裁判裁定球沒有清除籃網，扣籃
無效，但裁判委員會負責人詹姆斯·卡珀斯（James Capers）在賽
后表示：“實際上，它確實清除了籃網，應該是成功的扣籃得分
。 ”

卡珀斯接著說，火箭隊沒有要求在30秒內進行審查，教練
可以站起來挑戰，在此期間他們正在爭論並要求澄清，錯過挑戰
的30秒，打斷了休斯頓的上升勢頭。

“我們的比賽勢頭下滑，他們獲得了信心，” 哈登說。
休斯頓半場以22領先，在第四節除最後4分18秒以外的所

有球隊均以兩位數增長。
馬刺沃克（Walker）是二年級後衛，他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

時間裡一直在耐心地坐在板凳上，他接替了第一個延長比賽時間
，以助球隊復甦。

“那是信心，” 沃克說。 “我的隊友讓我繼續前進，一旦
我開始感覺到它，我就放手去參加比賽。我知道我能做和不能做
的。我很高興我們參加了團體比賽，並獲得了這次勝利。 ”

沃克在第四節得到18分，其中包括連續8分結束比賽並加時

。沃克的奔跑直接扣籃，隨後是連續的三分球。
“他是這支球隊中最有運動能力的球員，” 德羅讚說。

“他可以做很多我們無法做到的事情，他有頑強的意志和能力，
他就做到了。 ”

馬刺隊在主場獲得第二連勝，並擊敗了休斯頓的兩連勝，德
羅贊獲得23分，9次助攻和5個籃板。

休斯頓控球後衛拉塞爾·威斯布魯克（Russell Westbrook）表
示：“他們打得比我們更快，但更加緊迫，尤其是在起步時。
”

馬刺福布斯（Forbes）得到25分，之後第二次加時還剩48.5
秒被罰出場。

雅各布·珀爾特（Jakob Poeltl）得到15個籃板，5個蓋帽和5
次助攻，魯迪·蓋伊（Rudy Gay）在23分鐘內得到14分。

卡佩拉得到22分和21個籃板，奧斯汀·里弗斯和威斯布魯克
分別為休斯頓增加19分。威斯布魯克30投7中，但增加了10次
助攻和10個籃板。

馬刺隊沒有先發大前鋒拉馬庫斯·阿爾德里奇（LaMarcus
Aldridge），他右腿受傷而連續第二次缺席比賽。

聖安東尼奧市隊教練格雷格·波波維奇（Gregg Popovich）說
：“這是一支我們認為應該擁有的球隊，我們必須一直保持這樣
的狀態，但我們並沒有真正做到這一點。 ” “所以，希望我們
能弄清楚這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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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台山煲飯香噴噴台山煲飯香噴噴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訊 ）冠心病、心絞痛、心肌
缺血以及心功能不全是常見的心血管疾
病，除了傳統的藥物和手術治療外，還
有一種非藥物、非手術的治療方法，這
就是目前流行的體外反搏治療。為此，

記者專門采訪了黃金
心臟中心的豐建偉醫
師，請他介紹一下體
外反搏治療的相關情
況。

什麽是體外反搏
治療呢？豐醫師介紹
說，體外反搏治療是
用外力輔助血液循環
的一種方法。具體過
程是，在患者小腿、
大腿、臀部分別包裹
上特制的氣囊套，連
接氣源，利用患者自
身的心電信號進行固
定觸發，以與心臟保
持嚴格的同步。當心
臟進入舒張期，也就
是四肢血液往心臟湧
動時，氣囊開始充氣
，從小腿、大腿、臀
部序貫性地逐段加壓
，迫使血液返回主動

脈，從而提高主動脈舒張壓，同時使靜
脈回心血流量增加；在心臟收縮期，也
就是心臟向全身供血之前，氣囊迅速放
氣，以便解除臀部和下肢的壓迫，減少
主動脈射血阻力，以此按心動周期不斷

充氣、排氣，重復地工作，達到治療目
的。

相比較於傳統藥物、手術治療，體
外反搏治療有哪些特點呢？豐醫師介紹
說，體外反搏治療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以
下幾個方面：

一是無創傷、無副作用，安全有效
、簡單易行。體外反搏治療是一種非藥
物、非手術的物理療法，沒有任何東西
進入體內，安全有效，在門診即可完成
治療。二是多機制發揮作用。相比較支
架手術而言，如果在血管狹窄部位放支
架，只是把狹窄血管撐起來，支架只對
特定狹窄部位起作用；而體外反搏治療
不僅可以增加回心血流量，而且還可以
促進心臟側支循環的建立，改善末梢血
液循環，加快血液流動速度，降低血液
粘稠度，抑制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的發生
，使全身的血管更年輕、血液循環更暢
通。三是多臟器受益。體外反搏治療促
進了全身血液循環，促進了身體的新陳
代謝，能明顯地增加心臟、大腦、腎臟
等各臟器的血液灌註，增加血液供應量
，因此，它不僅可以治療冠心病、心絞
痛、心肌缺血、心功能不全，而且對於
其他缺血性疾病也都有顯著的療效，比
如腦動脈硬化、腦供血不足、腦梗塞、
帕金森綜合征、胃腸道不適、高血壓、

糖尿病、疲勞乏力、男性性功能障礙等
，使患者的運動時間延長，生活質量明
顯改善。四是享受型治療。打針、吃藥
和手術，對病人來講，都有不同程度的
痛苦或者是副作用，而體外反搏治療是
躺在治療床上，通過氣囊的充氣和放氣
進行收放按摩，在放松和享受的過程中
完成治療。五是集預防、治療和康復於
一體。預防、治療和康復，這是慢性病
診治的“三部曲”，體外反搏是治療冠
心病、心絞痛、心肌缺血和心功能的有
效方法，特別是對於不適宜手術治療的
患者，體外反搏可以說是最後的治療方
法；而對於非此類病人，體外反搏則是
一種預防措施，可預防心肌梗塞和腦梗
塞，改善心肌功能；對於通過藥物和手
術治療的病人來說，體外反搏則是一種
重要的輔助康復措施。

體外反搏的優點這麽多，是不是所
有人都適合做體外反搏治療呢？不是這
樣的，豐建偉醫師介紹說，有三種情況
不適合做體外反搏治療。一是主動脈瓣
膜關閉不全，這種情況做體外反搏治療
會增加心臟負擔，這就違背了我們的治
療目的。二是下肢靜脈有血栓，因為體
外反搏會促進我們的靜脈回流，堵塞我
們的肺動脈，形成肺栓塞。三是主動脈
瘤患者不適合，因為大動脈很薄、很脆

弱。因此，在進行體外反搏治療之前，
必須經過心臟科醫師對患者身體進行全
面檢查、評估，然後才能決定是否適合
做體外反搏治療。

豐醫生診所自去年喬遷新址後，引
進了兩套全新的體外反搏治療設備，臨
床應用一年多時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受到眾多患者的好評，特別是對於那
些飽受頑固性心絞痛折磨的患者，雖經
最大量藥物治療仍然無效，或者不適於
做血管形成術的患者，體外反搏治療無
異於解除心絞痛的福音。豐醫生診所地
址是：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102, Houton TX 77072（中國城
黃金廣場西側，面向8號公路）電話：
7135958500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豐建偉醫師介紹豐建偉醫師介紹
體外反搏體外反搏-- 冠心病心絞痛治療的冠心病心絞痛治療的““特效藥特效藥””

儘管今年夏天，美國由南往北，都是熱浪滾
滾，溫度升高至華氏110 度，而氣象專家卻對今
年年底的冬天來臨發出駭人聽聞的天氣預測，
「熱極必反」 ，這個冬季，將會是寒流肆虐，國
民切勿掉以輕心。

果然一語中的，才是11月中，冬季尚未正式
啟動，然而美國多州，己經步入隆冬季節，寒流
低溫，頻頻打破歷史紀錄 。 這個突然殺到的大寒
流，來自北極極地，猛烈侵襲美國堪薩斯和伊利
諾在內的多個州份，紛紛錄得創紀錄低溫，2億人
受其影響。氣象預報再說明，未來一周，將會有
數百項紀錄被打破。在惡劣的天氣影響行車，車
禍導致4人死亡，航空交通同樣大亂，2000多班
機取消，不少地區停工停課。

美國民眾怎麼也不會相信，時令才剛剛踏入

11月，極地寒流便侵襲花旗 。這波來自西伯利亞
的寒流，己令美國東北部廣大地區，像覺隆冬降
臨一樣。堪薩斯州多個城市，都已經改寫最低溫
紀錄，其中加登城錄得攝氏零下18度，刷新去年
同期的零下24度紀錄。

芝加哥逼近攝氏零下14度。需要成立緊急避
難中心。星期一，芝加哥單日降雪，也改寫歷史
紀錄。就連很少下雪的 美國西南部美墨邊界，竟
然也可以都見到了白雪紛飛。德州墨西哥灣沿岸
氣溫都將跌到冰點；坐落在美墨邊界的德州布朗
斯維爾(Brownsville)12日上午也開始下雪，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氣象學家米勒(Barndon Miller)說，
布朗斯維爾過去100年來，只下過幾次雪。氣象專
家說，這種冷氣團通常出現在1月中，11月中就
報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見。

在這段寒冷時刻，本地亦受波及。我任職的
休市校區，因為地處北面國際機場，較市中心及
南端為冷，為了保障學童安全，校園為此停課一
天，我平白無故多一天休假，當然不會蠢到回家
煮飯。際此天寒地凍，何處 「醫肚」 呢？ 「天冷
最佳便是去食鄉下煲仔飯！」 太太乃廣東台山人
氏。一言驚醒夢中人，於是夫妻二人，不怕山長
水遠，驅車30 公里，南下中國城黃金商場內的
「煲來飽去」 飯店，開餐便是。

來到飯店，未及12 時，以為午餐時候尚早，
應該可以擇枱而坐。正是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
早」 ，以為我倆是早客，誰知啟門入內，15 張枱
，幾乎全告滿座，只剩下收銀臺前右邊一張二人
的小枱。大抵天冷之際，唐人都想食香噴噴的煲
仔飯，環看今時今日的唐人街上，見不到有飯店

是聲稱 「專賣煲仔飯」 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是以高朋滿座。 「無所謂，一於夫妻撐枱腳食
煲仔飯便是！」 我笑對內子說。

翻開餐牌，細看煲仔飯專欄，就有16 款之多
，既有單一款項，如牛肉、滑雞、排骨、义燒、
臘味...也有雙拼甚至三拚，客人甚至可以自己選擇
，正是 「咸魚青菜」 ，各式其適。真有花多眼亂
之感。太太素來愛食鷄肉，因此點上 「香菇滑雞
煲仔飯」 。我是 「日本武士照野太郎」 （大食開
胃之人），今日雖說 「無工開，但仍是有糧出」
，不要難為自己，所以要上 「鰻魚加义燒雙拼」
，實行開懷大擦一頓。

至於食後評論如何？ 「講多無謂，諸君聽我
一言，親來 「煲來飽去」 飯店 一試， 便知龍與凰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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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一家號稱北
休 斯 頓 最 大 的 化 妝 品 店 Joy Discount
Outlet 本週新開幕了，凡是女性護膚、
彩妝，各種保養品、化妝用品、髮飾、
髮圈、香水，女性要用的這裡都有！為
慶祝新開幕，Joy Discount Outlet不僅推
出折扣大優惠，凡購買就贈送驚奇禮物
！

更讓姊妹們開心的是，Joy Dis-
count Outlet 代 理 LG 旗 下 化 妝 品:
WHOO 后 頂 級 、 O HUI 頂 級 、

ISAKNOX 高級，
這個品牌專門針對
亞洲人膚質、配合
年齡需求，產品種
類堪稱休斯頓最齊
全。

很多愛美的姊妹
們，在中國或台灣
用 WHOO 后、O
HUI、 ISAKNOX
等產品，除了專櫃
店，常常是在機場
能買到，來到休斯
頓，買起來沒有那
麼方便，現在休斯
頓 這 家 Joy Dis-
count Outlet 代 理
眾多產品，等於省
了姊妹們很多時間
。

LG 公 司 旗 下 化
妝品，素來以“天
然養生之道”為理
念，採用近年崛起
的韓國高端科技，
從天然植物藥材中

萃取，製成具有各種功效的高品質護膚
品、化妝品，特別適合東方女性的膚質
，在中國、台灣、香港、韓國都擁有眾
多愛用者。

這其中，尤以 WHOO 后的產品最
受追捧，好多用過的美妝達人，在各大
討論區皆大力推荐，Whoo的護膚品主
要是五大系列，包括拱辰享、水研、津
率享、天氣丹、以及雪美白系列，可說
是貴婦級別的護膚品牌，也是 LG 旗下
引以為傲的第一線產品，再搭配由氣質

美女李英愛代言，人氣旺的不得了。
WHOO后頂級牌
據說韓國皇后們都喜愛用一種美容

秘方，叫做拱辰丹，WHOO 后品牌的
核心成分就是這種拱辰丹，韓國女性都
為之而瘋狂，口碑超好，在韓國也影響
深遠。其功能性抗衰老護膚產品，是三
十歲以上熟女的首選，愛它的人趨之若
鶩。淡黃色的膏體，看上去厚，但是卻
極其的幼滑好推，上臉即化，晚上塗抹
，即使熬了夜，第二天臉依然還會明亮
有光澤。

簡單介紹 WHOO 后品牌的五大系
列如下:

拱辰享基礎系列：拱辰享是 whoo
后的基礎護膚系列，這款主要適合乾性
皮膚的姊妹，針對於冬季皮膚乾燥，能
夠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

水研強效補水系列：這個系列其實
也是補水系列，和拱辰享不同的區別在
於針對的膚質不同。水研套裝主要是針
對於敏感性皮膚、以及油性皮膚制定的
補水而不油膩的水乳，這款水乳用起來
可以保持一整天臉上都是潤潤的。

津率享系列：這系列可以給皮膚注
入生氣、以及輸入皮膚所需營養，提亮

皮膚色澤和保持皮膚水潤。
天氣丹系列：天氣丹是 whoo 后中

較為出名的一款產品，天氣丹是一款綜
合性護理的護膚品，主要是針對皮膚再
生、抗皺、保濕、保持皮膚彈力、縮小
毛孔等功效。

雪美白系列：雪美白系列適合各個
年齡段需要美白的姊妹，whoo 后雪美
白系列將七香八白散、與天然菊花精心
熬出後，時行低溫熟成的甘菊水滲入皮
膚，使皮膚如白玉般晶瑩剔透。

O HUI頂級牌
O Hui 是韓國傳統與感性現代的

“綜合”，產品大部分都以植物成分為
主，優質的品質使之風靡韓國，這個品
牌護膚、彩妝都有，從保濕、抗皺、美
白都有相應的產品，中國也有開設專櫃

，銷量非常不錯。
ISAKNOX高級
這個品牌誕生很早，半個世紀以來

一直致力於發展化妝品科技，讓肌膚獲
得修護，達到更健康的狀態，雖然是
LG 裡的二線品牌，但針對追求高品質
的現代女性，在韓國，是廣大女性們的
心頭最愛。

為慶祝開幕，Joy Discount Outlet推
出大優惠，凡購買就贈送驚奇禮物!並有
20 %折扣 ( LG旗下產品不包括) ，請攜
帶本報導、或美南新聞週六、週日版優
惠券。

Joy Discount Outlet 地 址: 11232
Veterans Memorial Dr. Houston (與 45 號
公路很近)。電話: 832-295-3813。

Joy Discount OutletJoy Discount Outlet 新開幕大優惠新開幕大優惠
尋找美麗動人的秘訣尋找美麗動人的秘訣 折扣優惠加上驚喜禮物折扣優惠加上驚喜禮物

肯尼亞草原現罕見白化病小象肯尼亞草原現罕見白化病小象
通體粉色仿佛童話精靈通體粉色仿佛童話精靈

矽谷高房價之下矽谷高房價之下 那些那些““以車為家以車為家””的人的人

美國舊金山灣區的矽谷以密集的高科技企業著稱美國舊金山灣區的矽谷以密集的高科技企業著稱，，然而然而，，這些科技這些科技
巨頭龐大的員工數量以及高薪酬巨頭龐大的員工數量以及高薪酬，，加劇了這壹區域租金上漲和住房短缺加劇了這壹區域租金上漲和住房短缺
等問題等問題，，壹些低收入者被迫過上壹些低收入者被迫過上““以車為家以車為家””的生活的生活。。圖為山景城克裏圖為山景城克裏
斯坦托路的壹側停滿了房車斯坦托路的壹側停滿了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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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高糖高脂飲食長期高糖高脂飲食、、熬夜壓力生熬夜壓力生
活不規律等活不規律等，，使人們血糖代謝紊亂引使人們血糖代謝紊亂引
發糖尿病發糖尿病，，並由此導致失明並由此導致失明、、潰瘍潰瘍、、
中風中風、、腎病等併發癥腎病等併發癥。。西藥降糖通常西藥降糖通常
被認為是控制血糖最快速的手段被認為是控制血糖最快速的手段。。但但
美國糖尿病學會馬忠民教授指出美國糖尿病學會馬忠民教授指出，，西西
藥一味降糖藥一味降糖，，很可能會導致胰島產生很可能會導致胰島產生
依賴依賴，，喪失自主分泌功能喪失自主分泌功能，，同時令肝同時令肝
腎毒素蓄積腎毒素蓄積，，使患者走上併發癥氾濫使患者走上併發癥氾濫
的不歸路的不歸路！！而多個國際權威研究發現而多個國際權威研究發現
，，巴西綠蜂膠有助於胰島修復和糖脂巴西綠蜂膠有助於胰島修復和糖脂
代謝的調節代謝的調節，，具有雙向調節血糖和降具有雙向調節血糖和降
低血脂的功效低血脂的功效，，能改善能改善““三多一少三多一少””
癥狀癥狀，，有效降低感染風險有效降低感染風險，，控制併發控制併發
癥癥，，使血糖代謝紊亂得以逐步修復使血糖代謝紊亂得以逐步修復。。

野花牌綠蜂膠平穩控糖六大優勢野花牌綠蜂膠平穩控糖六大優勢
：：

11、、 增加胰島素分泌量增加胰島素分泌量，，降低降低
胰島素抵抗胰島素抵抗，，增強受體敏感性增強受體敏感性

22、、 改善胰臟內環境和血液循改善胰臟內環境和血液循
環環，，重建胰臟自身修復系統重建胰臟自身修復系統

33、、 保持糖代謝平衡保持糖代謝平衡，，雙向調雙向調
控血糖控血糖，，使血糖維持穩定值使血糖維持穩定值

44、、 修復病變血管修復病變血管，，促進組織促進組織
再生再生，，疏通微循環疏通微循環，，控制併發癥控制併發癥

55、、 深層調節臟腑功能深層調節臟腑功能，，恢復恢復
肝膽解毒能力肝膽解毒能力，，增強免疫力增強免疫力

66、、 巴西原始森林純天然野生巴西原始森林純天然野生
綠蜂膠綠蜂膠，，安全無副作用安全無副作用

野花牌綠蜂膠三大途徑成就健康野花牌綠蜂膠三大途徑成就健康
血糖血糖：：

清除糖毒素清除糖毒素：：巴西綠蜂膠素有巴西綠蜂膠素有
““血管清道夫血管清道夫、、微循環保護神微循環保護神””美譽美譽
，，能瓦解糖毒素能瓦解糖毒素，，清除血液中多餘糖清除血液中多餘糖

代謝垃圾代謝垃圾，，疏通淤堵的末梢循環疏通淤堵的末梢循環，，使使
血粘度降低血粘度降低，，改善供血供氧改善供血供氧，，避免血避免血
管堵塞管堵塞，，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有效降低併發有效降低併發
癥發生的蜂膠癥發生的蜂膠。。

平衡糖代謝平衡糖代謝：：空腹血糖高於空腹血糖高於77..00
mmol/Lmmol/L稱為高血糖稱為高血糖。。維持血糖維持血糖

相對恒定相對恒定，，必須保持血糖來源和去路必須保持血糖來源和去路
的動態平衡的動態平衡。。巴西綠蜂膠在雙向調控巴西綠蜂膠在雙向調控
機制下維持血糖恒定機制下維持血糖恒定，，當血糖過高時當血糖過高時
能及時被周圍組織及肝臟攝取利用能及時被周圍組織及肝臟攝取利用，，
以達到代謝平衡的目的以達到代謝平衡的目的。。

修復胰島細胞修復胰島細胞：：綠蜂膠能增強胰綠蜂膠能增強胰
島素受體敏感性島素受體敏感性，，促進血液循環促進血液循環，，修修
復受損胰島細胞復受損胰島細胞，，提高胰島素分泌量提高胰島素分泌量
，，促進糖原促進糖原、、脂肪和蛋白質的合成脂肪和蛋白質的合成，，
避免併發癥發生發展避免併發癥發生發展，，為患者的長壽為患者的長壽
和高品質生活和高品質生活，，奠定堅實的基礎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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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北美北美
亞太區總代理亞太區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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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LMarkha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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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natural.cawww.royalnatural.ca

調節糖代謝調節糖代謝，，疏通微循環疏通微循環
野花牌綠蜂膠成就健康血糖野花牌綠蜂膠成就健康血糖

一些美國藝術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圖像一些美國藝術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圖像
將很快在休士頓的美術博物館展出將很快在休士頓的美術博物館展出

一些美國藝術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美國藝術史上最具代表性的
圖像將很快在休士頓的美術博物館展圖像將很快在休士頓的美術博物館展

出出，，你可以先免費地看到它們你可以先免費地看到它們！！
今天成為會員今天成為會員，，參加參加1212月月1414日星日星

期六的諾曼期六的諾曼··羅克韋爾會員預覽羅克韋爾會員預覽：：美國美國
自由自由———此外—此外，，您還可以免費參加這您還可以免費參加這

個備受期待的展覽個備受期待的展覽。。
加入後加入後，，您還可以享受免費入場您還可以享受免費入場

和提前欣賞更多不容錯過的節目和提前欣賞更多不容錯過的節目，，每每
人價值超過人價值超過 120120 美元美元，，包括包括：：

•• 西班牙榮耀西班牙榮耀：：來自西班牙社會來自西班牙社會
博物館和圖書館的珍寶博物館和圖書館的珍寶———— 在國際旅在國際旅
遊的最後一站遊的最後一站，，展覽展出了展覽展出了 200200 多件多件
西班牙社會最傑出的作品西班牙社會最傑出的作品，，包括法蘭包括法蘭
西斯科西斯科··德德··戈亞和迭戈戈亞和迭戈··韋拉斯克斯的韋拉斯克斯的
傑作傑作。。20202020 年年 33 月開業月開業。。

•• 國家的靈魂國家的靈魂：：黑人權力時代的黑人權力時代的
藝術藝術———不要錯過這個讓倫敦和紐約—不要錯過這個讓倫敦和紐約
風雨無華的展覽風雨無華的展覽，，它記錄了美國歷史它記錄了美國歷史
上最具政治上最具政治、、社會和美學革命性的時社會和美學革命性的時
期之一期之一。。20202020年年44月開業月開業。。

•• 此外此外，，您還可以免費獲得豐富您還可以免費獲得豐富
多樣的節目陣容多樣的節目陣容：：賈斯珀賈斯珀··約翰斯約翰斯：：主主
題的題的100100種變化種變化，，貝斯特貝斯特··莫里索莫里索：：印印
象派原創象派原創，，莫內對畢卡索莫內對畢卡索：：一個非常一個非常

私人的收藏私人的收藏，，比阿特麗斯比阿特麗斯··岡薩雷斯岡薩雷斯：：
回顧回顧。。

作為會員作為會員，，您還將享受全年的獨您還將享受全年的獨
家優惠家優惠：：免費普通門票免費普通門票、、全館折扣和全館折扣和
其他福利其他福利。。您可以自豪地知道您可以自豪地知道，，您正您正
在說明展示和分享與整個休斯頓社區在說明展示和分享與整個休斯頓社區
及更遠的地方的卓越展覽和教育專案及更遠的地方的卓越展覽和教育專案
。。

帶著許多感謝和溫暖的節日祝福帶著許多感謝和溫暖的節日祝福
，，

詹妮弗詹妮弗··加爾紮加爾紮
會員和賓客服務首席管理員會員和賓客服務首席管理員

主位址主位址 ## 10011001 比松內比松內，， 休士頓休士頓
，， 德克薩斯州德克薩斯州 7700577005 MFAHMFAH 資訊熱資訊熱
線線 ## 713713..639639..75507550網站網站•• mfah.orgmfa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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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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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19年東亞盃將於本月10日至18日在韓國舉行。中國男足選拔隊將分別於本
月10日、15日、18日迎戰日本隊、韓國隊及中國
香港隊。

4日，國足選拔隊在上海世紀公園進行了一課
公開訓練。主帥李鐵表示，納比下課的事已經過
去了，球隊不會受任何影響。他說：“對我和我
的球隊來說，現在這個隊就是國家隊，我們要代
表中國去參加一個A級賽事，能成為這個隊的主
教練，我真的挺自豪的，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個夢
想。我也跟球員們講，能有機會為國家工作的時
候，千萬要珍惜。”

申花 魯能球員今戰足協盃
在完成第一階段的集訓後，李鐵率領的國家男

足選拔隊4日在滬集結，開始為期4天的第二階段
集訓。中國足協日前公佈了出征東亞盃的國足選拔
隊28人集訓名單。申花的曹贇定和魯能的王大雷、
金敬道、劉彬彬4名球員因為備戰6日的足協盃決
賽第二輪賽事，還未集結報到。

李鐵表示，球員們非常辛苦，“他們經歷了
漫長的一個賽季，身體上比較累，馬上又投入到
新的備戰中來”。按計劃，國足選拔隊將於8日上
午飛韓國。“集訓時間比較短，不少球員也是第
一次參加球隊集訓。”李鐵說。

李鐵對於球員們的精神狀態仍感到比較滿
意，他說：“我很確定，來的這些球員都非常想
為國家踢球。我始終認為國家隊的比賽沒有小比
賽，任何一場國家隊的比賽都非常重要，我們肯
定都會全力以赴。這個階段（賽季末）體能儲備
談不上了，是聯賽中最累的時候；但日本、韓國
也是一樣。這個時刻對球員來說，更重要的是意
志力的考驗。”

中國女足4日公佈了新一期的25人集訓名單，球隊將於12
月10日在2019年東亞盃（東亞錦標賽）首戰對陣韓國女足。

集訓名單中，王霜、李影、吳海燕、古雅沙、張睿在內
的主力球員悉數在列。江蘇蘇寧女足彭詩夢、楊麗、唐佳麗
等7名球員在上月30日奪得首屆女足亞冠亞軍後，回歸國家
隊。

將在韓國舉辦的2019年東亞盃，是中國女足備戰2020東
京奧運會預選賽過程中的重要練兵機會。本屆賽事中，中國
女足將先後迎戰韓國、日本和中國台北隊。 ■新華社

王霜領銜中國女足備戰東亞盃

李鐵李鐵：：為國効力為國効力
誓必全力以赴誓必全力以赴誓必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即將

參加東亞盃（東亞錦標賽）的中國國家

男子足球選拔隊4日在上海世紀公園球

場開始集訓。主帥李鐵表示，納比的事已經過去。他指出：“對

我和我的球隊來說，現在這個隊就是國家隊，我們要代表中國去

參加一個A級賽事，能成為這個隊的主教練，我非常自豪，這也

是我人生的一個夢想。”

國家男足選拔隊集訓名單國家男足選拔隊集訓名單
北京國安：于大寶、于洋、張稀哲、王子銘

上海上港：蔡慧康、呂文君、王燊超

廣州恒大：韋世豪、梅方、劉殿座

河北華夏：董學升、姜至鵬

重慶力帆：馮勁

江蘇蘇寧：李昂、吉翔

天津泰達：楊帆、鄭凱木、木熱合買提江·莫扎帕

河南建業：王上源

武漢卓爾：李行、董春雨、明天、劉雲

上海申花：曹贇定

山東魯能：金敬道、王大雷、劉彬彬

長春亞泰：譚龍

■■王霜今年王霜今年66月在女足世界盃為中國隊披月在女足世界盃為中國隊披
甲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國足選拔隊主教練李鐵率隊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女足集訓名單

門將：彭詩夢、畢曉琳、朱鈺

後衛：劉杉杉、林宇萍、吳海燕、翟晴葦、王瑩、羅
桂平、姚凌薇、黃望

中場：馬君、張睿、姚偉、方潔

前鋒：王霜、楊麗、李影、宋端、楊曼、古雅沙、龐
豐月、李夢雯、唐佳麗、張馨

納比事件已過去 國足選拔隊在滬集訓

■■國家男足選拔隊將出征東亞盃國家男足選拔隊將出征東亞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男足選拔隊球員國家男足選拔隊球員
在滬集訓在滬集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美洲盃抽籤 阿根廷揭幕戰撼智利 中國四將晉桌球英錦賽16強
除了頭號球星丁俊暉，中國選手還有梁文博、顏丙濤和李行

三位球手當地時間3日晉級在約克舉行的桌球英國錦標賽16強。
其中丁俊暉將與“火箭”奧蘇利雲爭奪一個8強席位。不過，香港
名將傅家俊則以4：6被李行淘汰。

丁俊暉3日面對名將卡特發揮穩定，實現4：0的大好開局。
儘管卡特隨後表現有所提升，將比分迫近至4：5，但中國頭號球
手第10局打出單桿116分的高分，6：4拿下比賽。 ■新華社

長 話 短 說

CBA全明星周末下月穗舉行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聯盟日前正式對外發佈，2020年

CBA全明星周末將於1月11日至12日在廣州舉行。全明星投票
於本月6日正式開始，球迷投票將決定參加全明星賽的兩隊首發
陣容，以及新增的1V1環節球員名單。

本次全明星周末除傳統的全明星賽、星銳賽和單項賽以外，
最大看點就是增設1V1環節。參加1V1的4名球員全部由球迷選
出，分別為兩隊首發陣容中得票數最高的前場和後場球員，1V1
環節設在一二節和三四節節間，參賽球員的得分將雙倍分別計入
其所在球隊總分。 ■新華社

2020年美洲國家盃足球賽分組結果當
地時間3日，在哥倫比亞西北部玻利瓦爾省
會卡塔赫納塵埃落定。小組賽階段，兩支特
邀球隊澳洲和卡塔爾將分別參加A組（南
區）和B組（北區）的比賽。

本屆美洲盃由阿根廷和哥倫比亞聯合主

辦。與近幾屆賽事相比，今屆賽制有較大調
整，共進行38場比賽。小組採單循環制，
阿根廷、智利、巴拉圭、玻利維亞、烏拉圭
與澳洲將在南區角逐，哥倫比亞、巴西、厄
瓜多爾、委內瑞拉、秘魯和卡塔爾將在北區
展開較量。每組前四名晉級八強。

第47屆美洲盃將於2020年6月12日在
阿根廷開幕，揭幕戰由阿根廷和智利打響，
決賽將於7月12日在哥倫比亞舉行。除南美
足協的10支球隊外，澳洲和卡塔爾則作為
近兩屆亞洲盃冠軍獲邀參賽，其中澳洲隊是
首次參賽。

抽籤儀式前，曾効力馬德里體育會及米
杜士堡的前巴西國腳祖連奴將獎盃帶到現
場。抽籤過程由南美足協主席亞歷杭德羅．
杜明基斯主持。本屆美洲盃吉祥物名字—
Pibe也於當天揭曉。

南美足協此前宣佈，共有10座城市將
承辦本屆美洲盃比賽，分別為：哥倫比亞首
都波哥大、麥德林、卡利、巴蘭基亞、佩雷
拉，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科爾多
瓦、拉普拉塔、門多薩、聖胡安。從2020
年開始，美洲盃調整為與歐洲國家盃在同年
份舉行，下屆賽事將於2024年在厄瓜多爾
舉行。 ■新華社

■■20202020美洲盃完成美洲盃完成
抽籤抽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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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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第451期：男子因遭性騷擾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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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19 -1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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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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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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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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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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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2019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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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1~1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檔案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治安對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26~3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1~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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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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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直播) 治安對談 (直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2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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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Friday, December 6, 2019



BB1111廣告

BB22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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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Friday, December 6, 2019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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