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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山東同鄉會暨美南山東同鄉會暨
商會商會4040周年慶典盛大召開周年慶典盛大召開（（下下 二二））

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博士也應邀參加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博士也應邀參加，，對對
萊斯大學校友修宗明博士以及美南山東同鄉會萊斯大學校友修宗明博士以及美南山東同鄉會
4040周年表示了祝賀周年表示了祝賀。。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I GreenAI Green應邀出席了年會應邀出席了年會，，並對中美關系發表了重要講話並對中美關系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美中關系的重要性他指出美中關系的重要性，，呼籲要選擇相呼籲要選擇相
互尊重互尊重，，合作共贏並建立和平共處的兩國關系合作共贏並建立和平共處的兩國關系。。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I GreenAI Green還給專程來參加年會的著名蒙古族青年歌手還給專程來參加年會的著名蒙古族青年歌手

阿木古楞和音樂人巴達榮貴兩位藝術家頒發了阿木古楞和音樂人巴達榮貴兩位藝術家頒發了 ““美中文化交流大使美中文化交流大使”” 的稱號的稱號。。

修宗明會長代表同鄉會向國會議員贈送了修宗明會長代表同鄉會向國會議員贈送了
精美的中華鏤空臉譜瓷器藝術品精美的中華鏤空臉譜瓷器藝術品。。

敲鑼打鼓迎新年敲鑼打鼓迎新年，，舞龍舞獅慶年會舞龍舞獅慶年會，，今年的年會節今年的年會節
目豐富多彩目豐富多彩，，同鄉會傳統節目同鄉會傳統節目《《好漢歌好漢歌》》拉開了晚拉開了晚
會序幕會序幕，，由山東籍醫生們組織的牛仔舞帶動全場一由山東籍醫生們組織的牛仔舞帶動全場一
起跳動起跳動，，精心編曲編排的歌曲精心編曲編排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祖國》》把把
現場觀眾們的心都牽動起來現場觀眾們的心都牽動起來，， 一股心底裏與生俱來一股心底裏與生俱來
，，推之不去的民族情感把海外華人的心迅速凝聚在推之不去的民族情感把海外華人的心迅速凝聚在
一起一起。。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的山東籍弟子們給大家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的山東籍弟子們給大家
帶來帶來《《精武精武》》精神精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經典民族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經典民族

舞舞，，東方明珠時裝表演隊模特展示中國古典服裝和東方明珠時裝表演隊模特展示中國古典服裝和
傳統東方女性特有的韻味傳統東方女性特有的韻味，，中國傳統器樂和中國書中國傳統器樂和中國書
法的完美結合法的完美結合，，讓在場的中外友人和嘉賓們贊嘆不讓在場的中外友人和嘉賓們贊嘆不
絕絕。。電影電影《《芳華芳華》》片尾曲的演唱者片尾曲的演唱者，，著名蒙古族青著名蒙古族青
年歌手阿木古楞給大家演唱了年歌手阿木古楞給大家演唱了《《八面松布爾山八面松布爾山》》
《《家鄉美家鄉美》》和和《《草原女民兵草原女民兵》，》，著名蒙古族音樂人著名蒙古族音樂人
巴達榮貴演唱了巴達榮貴演唱了《《鴻雁鴻雁》《》《長調長調》，》，兩人合唱了兩人合唱了
《《敖包相會敖包相會》，》，美妙的歌聲將晚會推向高潮美妙的歌聲將晚會推向高潮。。精彩精彩

節目一輪又一輪的呈現給大家節目一輪又一輪的呈現給大家，，精美的抽獎禮品一精美的抽獎禮品一
個又一個的展現給老鄉個又一個的展現給老鄉，，所有的一切給這個特殊的所有的一切給這個特殊的
節日帶來更多的歡樂和記憶節日帶來更多的歡樂和記憶。。四個半小時的晚會結四個半小時的晚會結
束了束了，，嘉賓們老鄉們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嘉賓們老鄉們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大家都大家都
待到最後待到最後，，把酒歡暢聊天把酒歡暢聊天，，新老朋友相聚新老朋友相聚，，和演員和演員
明星們合影留念明星們合影留念，，久久不肯離去久久不肯離去。。

年會中年會中，，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博士回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博士回
顧了同鄉會自顧了同鄉會自19791979年末成立以來風風雨雨年末成立以來風風雨雨
走過的走過的4040年年，，他表示這他表示這4040年是中美建交合年是中美建交合
作共贏的作共贏的4040年年，，也是山東老鄉在休斯頓建也是山東老鄉在休斯頓建
設美好家園的設美好家園的4040年年！！經過經過4040年的發展年的發展，，美美
南山東同鄉會逐步發展壯大南山東同鄉會逐步發展壯大，，現擁有理事會現擁有理事會
成員成員5858位位，，凝聚了老鄉近千人凝聚了老鄉近千人，，已經成為已經成為
美南地區規模最大美南地區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
之一之一。。同鄉會理事中同鄉會理事中4040%%以上擁有博士碩士以上擁有博士碩士
學歷學歷，，9090%%以上擁有本科學歷以上擁有本科學歷，，按照豐建偉按照豐建偉
終身會長提出的終身會長提出的““年輕化年輕化、、專業化專業化、、主流化主流化
和公益化和公益化”” 的想法的想法，，美南山東同鄉會老中美南山東同鄉會老中
青三代結合青三代結合，，已經從一個普通的同鄉會逐步已經從一個普通的同鄉會逐步
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眾多醫生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眾多醫生、、教授教授、、學者學者、、
工程師工程師、、科學家和企業家的精英會科學家和企業家的精英會！！

隨後美南山東同鄉會理事會成員共同登臺並隨後美南山東同鄉會理事會成員共同登臺並
切生日蛋糕慶祝同鄉會成立切生日蛋糕慶祝同鄉會成立4040周年周年，，共同祝共同祝
福美南山東同鄉會未來發展更加美好福美南山東同鄉會未來發展更加美好！！

本次年會有將近本次年會有將近3030名青年誌願者給大會會務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名青年誌願者給大會會務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些年輕人的積極熱情和這些年輕人的積極熱情和
無私奉獻給同鄉會註入了新鮮的血液無私奉獻給同鄉會註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太極書法恭迎新春太極書法恭迎新春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休斯頓大學市中心中校區休斯頓大學市中心中校區 BayouBayou
Connection ProgramConnection Program於於20202020年年11月月1010日從上午日從上午1010:: 4545到下午到下午1212::4545
在位於在位於 10021002 Commerce Sreet, Houston, TXCommerce Sreet, Houston, TX 7700277002 的的 CommerceCommerce
Building suiteBuilding suite 100100召開主題為召開主題為““20202020年台灣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培年台灣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培
訓計劃歡迎儀式訓計劃歡迎儀式”” 的午餐研討會的午餐研討會。。研討會由王曉明博士致歡迎研討會由王曉明博士致歡迎
辭辭，， 接著接著，，休斯頓大學市中心中校區休斯頓大學市中心中校區(UHD)(UHD)教務長教務長 Dr. EricDr. Eric
Link,Link, 公共服務學院院長公共服務學院院長Dr. Jonathan Schwartz,Dr. Jonathan Schwartz, 刑事司法和社會工刑事司法和社會工
作系作系 Dr. Michael Cavanaugh, Bayou Connection Dr. Judith Harris,Dr. Michael Cavanaugh, Bayou Connection Dr. Judith Harris,
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處長,, 休斯頓警察學院院長休斯頓警察學院院長 KristineKristine
AnthonyAnthony 與刑事司法培訓中心主任與刑事司法培訓中心主任Steven BrackenSteven Bracken 輪流致歡迎辭輪流致歡迎辭
。。之後之後，，台灣中央警察大學領袖代表致歡迎辭台灣中央警察大學領袖代表致歡迎辭。。接著接著，，主持人與主持人與
所有來賓合影所有來賓合影，，然後共進午餐和聯誼然後共進午餐和聯誼。。

王曉明博士簡介王曉明博士簡介Bayou Connection ProgramBayou Connection Program的歷史的歷史，，王教授王教授
表示表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休斯頓大學市中心中校區休斯頓大學市中心中校區 (UHD)(UHD) 及其及其
與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大學之間的合作關係成為重點與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大學之間的合作關係成為重點，，Byou ConByou Con--
nectionnection計劃是基層人計劃是基層人。。在在20012001年加入刑事司法系年加入刑事司法系（（現為刑事司現為刑事司

法和社會工作系法和社會工作系））後後，，王博士在王博士在Beth PelzBeth Pelz博博
士士（（刑事司法系前任主席刑事司法系前任主席））的支持下組織了的支持下組織了
首個首個 UHDUHD 代表團於代表團於 20022002 年年 1212 月訪問台灣月訪問台灣，，
代表團由代表團由Michael DressmanMichael Dressman博士博士（（人文與社會人文與社會
科學學院前院長科學學院前院長））率領率領。。此次訪問導致簽署此次訪問導致簽署
了諒解備忘錄了諒解備忘錄（（MOUMOU），），根據根據 20042004 年秋季年秋季
UHDUHD 的安全管理作為國立中正大學和的安全管理作為國立中正大學和 UHDUHD
之間的學術契約之間的學術契約。。 20052005年年88月月，，中央警察大中央警察大
學學 (CPU)(CPU) 代表團訪問了代表團訪問了UHDUHD，，以便在以便在BayouBayou
ConnectionConnection計劃的領導下討論計劃的領導下討論CPUCPU和和UHDUHD之之
間的未來計劃間的未來計劃。。 UHDUHD 校長校長 Max CastilloMax Castillo 博士博士
和和 CPUCPU 副校長副校長 Ui-An LoUi-An Lo 博士共同簽署了博士共同簽署了
CPUCPU與與UHDUHD之間的諒解備忘錄之間的諒解備忘錄。。 20052005年年1111
月月，，王博士組織了另一個由王博士組織了另一個由CastilloCastillo博士率領博士率領
的的 UHDUHD 代表團訪問台灣代表團訪問台灣。。此行不僅加強了此行不僅加強了
UHDUHD與台灣同行之間的關係與台灣同行之間的關係，，而且與台灣長而且與台灣長
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博士建立了關係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博士建立了關係。。從從
20052005 年至年至 20102010 年年，，張博士為張博士為 UHDUHD 捐款捐款 2020 萬萬
美元美元。。此外此外，，當地華人當地華人//台灣社區的其他捐款台灣社區的其他捐款
22萬美元也贈予了萬美元也贈予了UHDUHD。。這些金錢禮物用於這些金錢禮物用於
為在為在UHDUHD學習的台灣學生提供獎學金學習的台灣學生提供獎學金。。

20102010年年1111月月，，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TECOTECO））–休斯頓教育–休斯頓教育
組安排了組安排了UHDUHD的新任校長的新任校長William FloresWilliam Flores博士正式訪問台灣博士正式訪問台灣，，但但
是是，，FloresFlores校長的健康狀況使其無法參加校長的健康狀況使其無法參加。。因此因此，，DressmanDressman博士博士
率領第三個率領第三個UHDUHD代表團訪問台灣代表團訪問台灣。。這次旅行與國立台灣大學建這次旅行與國立台灣大學建
立了新的合作夥伴關係立了新的合作夥伴關係。。此外此外，，張張博士向博士向UHDUHD承諾提供承諾提供22,,000000,,
000000 美元的捐贈美元的捐贈。。這筆這筆 200200 萬美元的慈善基金於萬美元的慈善基金於 20112011 年年 55 月在月在
UHDUHD供給供給 ““有需要的學生有需要的學生”” 使用使用。。 20122012年年55月月，，八名獲獎者八名獲獎者
每人獲得了每人獲得了44,,000000美元的獎勵美元的獎勵。。迄今為止迄今為止，，UHDUHD已向已向5656名傑出名傑出
學生頒發了張榮發基金會獎學金學生頒發了張榮發基金會獎學金，，其中共有其中共有3636名學者獲得了該名學者獲得了該
獎學金畢業於獎學金畢業於UHDUHD。。

王曉明博士負責按照長張榮發博士的意願進行獎學金申請者王曉明博士負責按照長張榮發博士的意願進行獎學金申請者
的家訪的家訪。。家訪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家訪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王博士在他的妻子王博士在他的妻子，，ByouByou
ConnectionConnection計劃的志願者計劃的志願者，，的幫助下每年夏天都會拜訪大休斯頓的幫助下每年夏天都會拜訪大休斯頓
地區的每個候選人地區的每個候選人。。張榮發博士於張榮發博士於20162016年去世年去世;; 然而然而，，王博士和王博士和
他的妻子繼續進行家訪他的妻子繼續進行家訪，，以紀念張博士以及他對以紀念張博士以及他對UHDUHD和他的學和他的學
生的無私的愛生的無私的愛。。張榮發博士基金會執行總裁張榮發博士基金會執行總裁Demie ChungDemie Chung女士致女士致

函函UHDUHD（（20172017年年1212月月66日日），），以感謝王博士的努力以感謝王博士的努力，，感謝王博感謝王博
士自士自20122012年以來每年如此順利地投入年以來每年如此順利地投入張榮發博士獎學金所付出張榮發博士獎學金所付出
的時間和努力的時間和努力。。

20122012年年66月月，，王博士組織了由王博士組織了由FloresFlores博士率領的第四屆博士率領的第四屆UHDUHD
代表團到台灣代表團到台灣。。這次旅行使台灣的實現另外兩所姊妹學校這次旅行使台灣的實現另外兩所姊妹學校，，銘銘傳傳
大學和中華大學同意派遣大學和中華大學同意派遣UHDUHD學生學生。。 20132013年年33月月77日日，，台灣經台灣經
濟文化辦事處廖處長在濟文化辦事處廖處長在UHDUHD禮堂作了題為禮堂作了題為““了解台灣了解台灣””的演講的演講
。。廖處長的演講討論了通過振興舊的伙伴關係和為新的伙伴關係廖處長的演講討論了通過振興舊的伙伴關係和為新的伙伴關係
敞開大門前進的重要性敞開大門前進的重要性。。廖處長的演講強調了台灣學生在廖處長的演講強調了台灣學生在UHDUHD
學習的重要性學習的重要性，，以及跨文化夥伴關係如何為所有參與者帶來新的以及跨文化夥伴關係如何為所有參與者帶來新的
生命生命。。在在 20172017 年年 王博士要求王博士要求 Judith HarrisJudith Harris博士擔任博士擔任 Bayou ConBayou Con--
nectionnection計劃的助理主持人計劃的助理主持人。。 Bayou ConnectionBayou Connection計劃自計劃自20072007 年以年以
來來，，已有已有1212名台灣學生獲得了名台灣學生獲得了UHDUHD的碩士學位的碩士學位，，自自20072007年以來年以來
，，該課程共有該課程共有1212個小組的個小組的250250多名中央警察大學多名中央警察大學(CPU)(CPU) 學生來休學生來休
斯頓學習英語斯頓學習英語，，兩名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教授帶領兩名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教授帶領4040CPUCPU學生名學生名
在在UHDUHD刑事司法和社會工作系學習和刑事司法和社會工作系學習和4040名名UHDUHD學生自學生自20052005年年
以來訪問了台灣以來訪問了台灣。。

UHD 10日召開2020年中央警察大學培訓計劃歡迎會
王曉明和雙方關鍵人物發表演講 計劃獲得豐厚的回報

由美國太極拳大師楊俊義主持的由美國太極拳大師楊俊義主持的 「「楊太極訓練館楊太極訓練館」」
於周五於周五（（11月月1010日日 ））舉行舉行““紀念太極宗師傅鐘文誕辰紀念太極宗師傅鐘文誕辰
116116周年周年””和書法家現場獻藝活動和書法家現場獻藝活動。。當天邀請的休斯敦參當天邀請的休斯敦參
加的名人名家為加的名人名家為：：江震遠江震遠、、陳朝暉陳朝暉、、吳因潮吳因潮、、張要武張要武、、
吳而立吳而立、、宋秉穎宋秉穎、、釋行浩釋行浩、、謝忠謝忠、、梁揚燕梁揚燕、、金仲賢金仲賢、、朱朱
老王老王、、張杰文張杰文、、羅榮華羅榮華、、桃姐桃姐、、盧耀輝等人盧耀輝等人。（。（圖一圖一））
為出席的書法家現場合影為出席的書法家現場合影。（。（圖二圖二））為書法家江震遠為書法家江震遠
（（左左 ））將所寫墨寶贈與宋秉穎律師將所寫墨寶贈與宋秉穎律師（（右右 ）。）。

圖文：秦鴻鈞

圖為王曉明博士圖為王曉明博士（（中中 ））與這次來參加培訓計劃的與這次來參加培訓計劃的 「「台灣中央警察大學台灣中央警察大學」」
的領隊蔡宗翰的領隊蔡宗翰（（右右））與趙祐瑄與趙祐瑄（（左左））合影於休大城區部合影於休大城區部。。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王曉明博士圖為王曉明博士（（左左 ））與休大與休大 「「公共服務學院公共服務學院 」」 院長院長 Dr. JonathanDr. Jonathan
Schwsrtz(Schwsrtz(中中 ））及休大刑事司法系主任及休大刑事司法系主任Dr. Michael CavanaughDr. Michael Cavanaugh （（右右 ））在餐在餐
會上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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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11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在台灣人活動中心長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在台灣人活動中心長
春會上致詞春會上致詞

20202020年年 11月月 44 日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提醒日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提醒
會友小心電話詐騙會友小心電話詐騙

會長柯志佳報告會務會長柯志佳報告會務,,二月份二月份,, 20202020年的月會經過理年的月會經過理
事會商討決定第二個星期六事會商討決定第二個星期六,, 就是就是 22//88//2020開二月份開二月份
月會月會,, 請大家告訴大家請大家告訴大家..已經改為第二個禮拜六了已經改為第二個禮拜六了..

長春會會員踴躍參加長春會會員踴躍參加11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理事林三江主持長春會理事林三江主持長春會11月份月會月份月會牙醫師牙醫師,, 蘇燕萍女士蘇燕萍女士 (Dr. Jessica Su, DDS),(Dr. Jessica Su, DDS), 演演
講講 ““老年人牙周病的原因及其治療方法老年人牙周病的原因及其治療方法??””這這
題目跟長春會會員息息相關題目跟長春會會員息息相關,, 是非常切身問題是非常切身問題

經文處陳偉玲秘書辦理行動領務工經文處陳偉玲秘書辦理行動領務工

元月份出席例會長春會會友和經文處李步青副參元月份出席例會長春會會友和經文處李步青副參
事事,,陳偉玲秘書陳偉玲秘書,,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合影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合影

元月份元月份,, 20202020年壽星年壽星:: 林淑寬林淑寬、、卓鈺翔卓鈺翔、、柯柯
嫚妮嫚妮、、宋明綉宋明綉、、王淑華王淑華、、余信余信、、劉素雲劉素雲、、

蔡朱芳美蔡朱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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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申請大學對許多高
中生與其家長來說，幾乎是最重要的一
件事，在去年年底，NACAC/全美大學
招生委員會通知其會員三項巨大的更動
，大大改變了大學錄取與招生的遊戲規
則。美金榜教育集團身為全美大學招生
委員會招生成員，也將此消息在第一時
間分享給同學與家長，以及本報的讀者
們。

背景介紹：
2019 年 12 月 13 日，美金榜教育集

團作為TACAC/德州大學招生委員會成
員，NACAC/全美大學招生委員會成員
，收到 NACAC/全美大學招生委員會
CEO Joyce Smith通知，解釋了美國司法
部對NACAC進行反托拉斯/壟斷起訴情
況。迫於壓力，NACAC不得不在2019
年年會上對 Code of Ethics and Profes-
sional Practices (CEPP)進行修改，加入了
以前大學招生過程中禁止的三個事項：

1. 給申請 early decision（ED）的學
生提供激勵措施，如財政援助或者宿舍
優先。

2. 在學生已經給其他大學交了押金
之後還去招募他們。

3. 在學生沒有主動找上門之前，就
去勸說他們轉學到自己的大學。

美金榜的創始人之一何甌老師表示
，以上三項限制被推翻之後，大學之間
競爭的遊戲規則也將徹底改變。多年以
來大學招生官和申請學生約定俗成的截

止日期變得不再有意義。同時，這三大
改變對於大學招生結果和學生申請過程
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呢？
大約兩年前，美國司法部開始調查

NACAC’s code of ethics 是否違反了聯
邦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司法部認為禁止
大學在 5 月 1 日後招募學生，學生可能
因此錯過一些費用更低的教育機會。

政策改變之後，學校將可以提供特
別獎學金或優先選課等各種優厚條件，
以吸引那些必須依賴學費補助才能進入
理想大學的優秀學生。之前的提早錄取
(ED)限制了這類學生的申請。許多精英
名校錄取的學生，有一半以上來自提早
錄取計劃。

從2020年起，在5月1日錄取接受
截止日之後大學仍然可以繼續招募學生
。這一政策的調整，對仍然因為獎助金
等因素考慮上哪所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更

多的選擇空間，但對小型大學和排名不
好的普通大學不利，因為他們可能被迫
要提供獎助學金才能招到足夠的學生。

這些改變勢必影響明年的錄取情況
，使一些學校更難預測新生入學人數。
有些學生則能獲得不同學校爭相提供更
優厚的獎、助學金，甚至與學校討價還
價，直到入學那一天。
以下是這封通知的內容。

Dear NACAC Member,
Yesterday,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filed an antitrust complaint against
NACAC along with a proposed consent
decree. Please take a moment to read NA-
CAC's statement.

We anticipated these actions and, largely
because of the membership's critical votes
in September, NACAC has been able to

move forward. On Nov. 14,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pproved the signing of the pro-
posed consent decree. Yesterday, on Dec.
12, the consent decree was filed and the
clock started.

The filing of the consent decree concludes
DOJ's investigation. NACAC now has
several compliance steps to take. In addi-
tion, a 60-day comment period has be-
gun. Information on how to submit com-
ments is on the DOJ website. (Note: The
association encourages any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al members who submit a com-
ment to be courteous and respectful. NA-
CAC also recommends that members ob-
tain the guidance of their institution's legal
counsel before submitting comments.)

NACAC will implement all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ent decree. We will do so in a
manner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and commitment to students. Our work
within this "new normal" begins now in
earnest.

The board and the Admission Practices
Committee have begun discussions.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re will be opportuni-
ties for NACAC members to provide in-
put. Your perspective is important and
valued.

In the meantime, I invite you to post

questions to NACAC's members-only
Facebook group or to email them to NA-
CACinformation@nacacnet.org. I will do
my bes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Know that the association can and will re-
main a champion for the ethical practice of
college admission. We will continue to be
a steadfast advocate for protecting students
in their transi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Now more than ever — thank you for be-
ing part of this vital mission.

Sincerely,
Joyce E. Smith
CEO, NACAC

對此大學申請的規則改變如有進一
步問題，可向美金榜教育集團諮詢。美
金榜教育集團連絡電話：281-797-5614
。 電 子 郵 件 ： info@tothetopeducation.
com。 微 信 ： lonestar2012； HeOu88；
lidaqd。官網：tothetopeducation.com。

高中生和家長請注意囉高中生和家長請注意囉!!
以下以下33大變化將對大學錄取產生深遠影響大變化將對大學錄取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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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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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副刊

一味节食不仅不能减肥，还会危

害身体。

热搜上似乎总有个固定位置叫：

明星减肥。大部分普通人想要减肥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节食。但不

少人节食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瘦点，

不久又被“打回原形”了。“明明

我已经吃得很少了，前期减重效果

明显，为什么后期体重就没有变化

了？”专家表示，靠饿肚子减肥是

不靠谱的，“我们常常说‘吃饱了

才有力气减肥’，这虽然是句玩笑

话，但真的有一定道理，吃饱了吃

对了才能有效减肥。”

减肥不能忽视“基础代谢率”

为什么有的人吃得很少仍然瘦不

了？为什么节食瘦下来后，一恢复

正常饮食又马上胖回去了呢？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潘丹峰

解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

先要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肥胖。肥胖

是长期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过

剩的能量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并过

度积聚而导致的代谢失衡。

人体的热量基本上是从饮食中摄

取的。人体消耗的总热量主要由三

大部分组成：

一是基础代谢率。是一个人维持

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所消耗的卡路

里数，主要用于呼吸、心跳、氧气

运送、腺体分泌，肾脏过滤排泄作

用，肌肉紧张度，细胞的功能等所

需的热量。基础代谢占到人体总热

量消耗的七八成，是人体消耗最多

的一项。

二是体力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我

们身体的日常活动、运动消耗。

三是食物消化的热效应，指的是

在进食过程中引起能量的消耗。

节食为什么不能实现真正的减肥

？

在医院减重门诊，医生也碰到很

多案例，有的人通过节食吃得很少

，甚至晚上不吃饭，发现自己一开

始节食可以减掉一些重量，但是后

面就再也减不下去了。

潘丹峰解释说，基础代谢率不是

一成不变的，当你节食，特别是节

食时间比较长的情况时，身体就觉

得你的能量不能够满足你的能量需

要，就会降低基础代谢。

“原理很复杂，简单点说，身体

从正常的‘能量消耗’模式会转到

一个‘节能’模式，打个比方，就

像你手机用电一样，当你手机快没

电的时候可以选择节能模式。人体

大脑里面的下丘脑有各种激素去调

节人体的情况，当你长期节食，身

体 调 节 系 统 就 会 以 为 你 处 于 一 种

‘饥荒’状态，就会启动保护人体

的‘节能’模式，促使机体的基础

代谢率下降。比如一个人每天身体

的基础代谢本来要消耗 1000 卡路里

， 现 在 由 于 节 食 ， 机 体 启 动 保 护

‘节能’模式，只用消耗 800 卡路里

，你的能量消耗下降了，就更不容

易去动员储存在体内的脂肪了。”

潘丹峰表示，在临床上碰到一些

减肥的患者，因为节食能量摄入已

经很少了，基础代谢率已经很低，

在能量消耗比较低的情况下，很难

再消耗体脂，在这种情况下，医生

会建议患者适当增加进食量，将基

础代谢率调高一点，然后再启动减

肥。所以“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有道理的。

节食危害身体 别盲目跟风减肥

大家都知道，肥胖不但影响体形

，还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但长

期过度节食，很可能会带来更为严

重的问题。

首先就是会导致营养失衡，某些

营养素的摄入会受到影响，矿物质

及维生素的长期缺乏会导致某些身

体机能下降，出现疲乏甚至贫血、

免疫功能下降等，更容易受到微生

物的侵袭、病毒的感染。不适当的

节食还可能造成肌肉蛋白的丢失，

肌肉蛋白减少也会使基础代谢率下

降，这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利的。

潘丹峰表示，减肥有很多学问，

如果真的想减肥，还是要求助专业

医生。肥胖的初步判断可通过计算

体质指数（BMI）做出，也可量腰围

，如要准确诊断可到营养专科用人

体成分分析仪测定。有的人觉得自

己胖，想减肥，但是通过测量，体

脂率并不高，医生也不建议去盲目

跟风减肥。

吃饱也能减肥 记住这几个原则

那么对胖人来说，如何才能科学

有效地减肥呢？

潘丹峰介绍，每个人的能量消耗

和代谢状况不一样，很难有适合大

多数人的食谱方案，总体上来说，

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不用饿肚子

一样能减肥。

1.少吃高能量食物

日常饮食建议选择低能量食物。

“有的食物小块就有很高的能量，

我们叫做高能量食物，类似我们吃

点坚果、炸薯片之类的，也没有感

觉很饱，但是这些食物能量其实是

很高的。建议留意食物标签的能量

一栏。”潘丹峰说。

2.主食类建议可以多选择吃粗杂

粮

可以把一餐白米饭换成如燕麦、

全麦面点和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如

通心粉、荞麦面等），因为粗粮含

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等，营养更

丰富，而且这些食物饱腹感更强，

与精米面食相比，吃同样分量时更

不容易出现饥饿感。

3.适量吃肉类，可以选择多吃白

肉

白肉是指禽肉、鱼肉这一类；红

肉也可适当吃，但避免脂肪含量高

的品种，如肥肉、牛肉、羊肉等。

4.多吃些蔬菜

特别是绿叶蔬菜或十字科的蔬菜

，如生菜、菜心、西兰花、菜花等

，水果应选择低能量的，如小番茄

、草莓、三华李、鲜西梅等；避免

喝果汁。

5.注意吃饭顺序，吃饭前适当喝

一小碗汤

喝点汤可以增加饱腹感，可以在

正式吃饭前，先喝一小碗汤，然后

再吃半碗青菜才开始吃饭，这样可

以避免摄入过多主食。有人说喝汤

会稀释胃液，但饭前少量饮汤，对

于消化功能正常的减肥者问题不大

。

6.配合一些基本运动

比如快走之类，但是不主张激烈

的运动。像快跑这类运动，对胖人

来说并不合适，反而会加重关节负

荷。

自律性实在比较差的胖人，可以

到医院找专科医生，医生会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和病人意愿制订减重方

案，给出详细的食谱。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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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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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號，石破天驚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被免職，駱惠寧
空降港島接手，震撼

世界各地華人社會一。
中聯辦是於 2000 年成

立，第一任主任是姜恩柱，之後是高祀仁、彭清華、張曉明、王
志民，連同駱惠寧，先後六任。若論換人頻密，比至今四任的香
港特首還多兩任。駱惠寧此前曾是青海和山西省委書記，之前的
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是駐英大使，高祀仁、彭清華到香港前都非
省級一把手，張曉明與王志民亦無掌管一省的履歷。說到省級一
號人物來香港工作，人們想起的是1983年的許家屯，他到香港
擔任新華社分社社長前，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

王志民下台，雖然國務院的發布沒提到原因，但一個負責香
港事務多年的官員，只做了兩年中聯辦主任就免職，不少人都會
猜這是《逃犯條例》修訂事件之故。然而，免職一事卻折射出中
國官員的問責，在修例事件當中，竟然來得比香港還早。香港特
區政府是修例事件始作俑者，事件發酵後，影響了本來已經欠佳
的中美關係，令中國在貿易談判舉步維艱；另一是衝擊北京對台
灣政策，今年初韓國瑜仍在民調佔先，香港爆發反修例事件後，
蔡英文超前並帶領至今，隨時可能直帶到尾成功連任。
北京本有對台灣提出 「一國兩制」之議，如今民進黨和國民黨雙
雙表態拒絕，就是香港修例事件引發台灣民情抗拒。所以，當連
王志民也要免職的時候，很難想像，香港一眾特區政府高官依然
絲毫無損。

駱惠寧接任，極大可能就是強力執行北京對港政策。從他以
前在內地言行可見，就像《紐約時報》在王志民免職公布當天的
報道那樣說，駱惠寧是一個 「執行者」(enforcer)。此處必須一提
的是，去年十一月底駱惠寧卸任山西書記，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閉

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獲任命為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到了
一月四日，新華社發布王志民免職、駱惠寧接任消息。前後事隔
僅一個星期，到底十二月二十八日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要讓
剛剛獲任命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駱惠寧來香港接任中
聯辦主任？

此番中聯辦前主任王志民被指因誤判香港形勢而 「丟官」後
，接掌 「西環帥印」的駱惠寧已走馬上任，他首次在香港公開現
身，除了表示希望香港能重回正軌外，又指這次到中聯辦任職是
新的使命和挑戰，會帶著對香港的真誠和真情，做好工作。
駱惠寧昨在中聯辦大樓內會見傳媒，發表約5分鐘講話，，但隻
字未提 「止暴制亂」，指香港近半年來的形勢讓人揪心，大家都
熱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軌， 「就像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說
的，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
香港好、香港同胞好』。」

他續說，對香港來說， 「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他期間
更緊握拳頭強調對此充滿信心。

駱惠寧首次會見傳媒，不忘大打 「親善牌」，指知道有記者
昨早在中聯辦大樓外等候，因為風大，便著同事 「請媒體朋友們
」進入大樓內，並指 「從你們身上我感受到了香港記者的勤奮和
敬業」。他又說，希望媒體支持中聯辦的工作，並會安排時間與
媒體進一步交流。

中聯辦開放大堂讓傳媒等候及採訪的安排過去極罕有，而
大堂正中擺放一幅由安徽人民政府送贈、題為 「黃山迎客松」的
立體畫景。資料顯示，駱惠寧祖籍浙江義烏，在安徽出生，在安
徽省工作近30年。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若從駱惠寧的言論推斷中
央對港政策有變化，是錯誤觀點，因四中全會已訂立香港動亂後
的治理方針政策，而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講話亦相當強硬，即要
維護國家安全及不容外部勢力介入等。他又說，相信中聯辦絕不

會與特區政府保持距離，反而將扮演更積極角色，向特區政府提
供更多指導，否則難以應對複雜的政治局勢。
清華大學政治系前講師吳強表示，從駱惠寧講話和其工作經驗分
析，中央治港架構可能調整至類似內地做法，將黨委和行政首長
的職能分開，形成雙元首制，藉中聯辦主任所謂 「特區區委書記
」的角色，強化中央在港最高代表的身份及中央管治權；他相信
中央強化中聯辦角色的同時，港澳辦的角色將變得次要.其二，
反映北京願意嘗試一些策略性的調整(但未見政策性的改變)。
任何官員的言行都反映北京的某種姿態。駱惠寧的表現，我不知
道是否強硬政策不能奏效才出現的 「戰略性退卻」？但至少從公
關技巧的角度看，假戲不妨當真做，促使戲假變情真。

用中國的政治術語說，這是 「醞釀小氣候，創造大氣候」。
長期以來，一些人崇拜權力和暴力，不肯調節和放軟身段，才令
局勢更僵。但實際上，寬鬆更能互利。記得梁振英宣布不競爭連
任的時候，北京得到的稱讚最多，因為誰都知道是北京不讓他連
任的。如今，不妨繼續寬鬆，逐步順應民意，即使是漸變也好。
其三，雖然駱惠寧取得第一個好印象，但關鍵仍是北京會否改
變強硬政策？

眼前這一刻，我形容為 「閃變」。假如北京真的忽然閃出一
剎那寬鬆的念頭，那麼這一 「閃」，將會導致日後的 「變」(由
強硬變務實)？還是一閃就沒有了？一切歸於沉寂，回到死角原
位？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往往是鐘擺政治，而且容易左傾，能否
由量變(不斷創造寬鬆事例)到質變(順應民意的政策)，還是未知
之數。

其四，港府和警方高壓不改，所有溫和語言都無用。
儘管駱惠寧建立了第一個好印象，但中聯辦畢竟只是間接管

治，而市民卻二十四小時感受到林鄭月娥和警方的直接高壓管治
。如果北京不下令港府和警方改變，駱惠寧再禮賢下士，也無補
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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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滙豐銀行石獅被焚燒想起
中 國

古 語 有
話 ：
「真 金

不 怕 紅
爐 火 ，
石 獅 不
怕 雨 來
淋 。 」
日 前 在

香港一月一號的 「五頂素求、缺一不可」的
130 萬港人上街抗議的後階段，又有黑衣人出來
作暴亂。他們在中環滙豐銀行總行前的銅獅像
身，上淋紅油、貼上黃符，再淋上易燃液體，
放火焚燒。看見銅獅 Stitt 燒出熊熊大火，令人
非常心痛。見銅獅被燒的一刻，我覺得心裡在
流淚， 黑衣人比香港 「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仔
強搶香港佔領時期更為殘酷。由香港民陣組織
最近半年所號召的遊行，最後大多演化成為暴
力事件，行使暴力之人,永遠是躲在大量 「和理
非」身後，悄悄現身，進行襲擊。

黑衣人今次這樣做，主要是抗議滙豐銀行
配合香港政府調查 「星火同盟」的七千萬元存
款， 是否就是出資給香港年青一代，進行暴亂
經費。為了 「五行欠水」，難而像年中那樣
「為所欲為」，因此遷怒滙豐銀行，火燒大門

口兩旁銅獅洩憤，目的明不過，那就是恐嚇商
戶，不可以與政府合作，否則必將遭到暴力報

復， 「裝修」門面。
我看着焚燒滙豐銅獅的烈火，心中不禁想

起二○○一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炸毀巴米揚大佛
的畫面，那種毀滅文化的感覺，令人記憶猶新
。塔利班原本是阿富汗坎達哈地區的遜尼派伊
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恐怖組織，於一九九六年
掌權之後，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下達 「滅佛令
」，要摧毀國內所有的佛像，包括巴米揚大佛
。當時國際社會嘩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集
伊斯蘭會議組織的五十四個成員國的代表，開
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希望阻止這個毀滅文物的
行為。但塔利班不為所動，於同年三月十二日
用炸藥炸毀大佛。看着大佛遭摧毀的場景，令
人極之心痛。我痛惜大佛被毁，主要不是從宗
教角度出發，而是痛惜歷史文物遭到破壞。

銅獅糅合了中西文化的特色，設計和雕塑
手法是西式，但以左右門神方式陳列，明顯是
一個中國的習慣。銅獅搬到香港後，也就放在
香港中環銀行區滙豐總行的大門，從此也成為
了香港滙豐的象徵。而滙豐銀行也成了香港股
票市場上大型的藍禱股，尤其在每年聖誕節前
後，滙豐銀行的股票，交投十分旺氣，這是因
為坊間所說：聖誕鐘，買滙豐，廿多年來，都
是穩賺不賠。歷史源流遠，加上在香港的股市
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不少人靠滙豐的股票股
息過活，亦靠它升值當錢。

四十多年以前，香港恒生銀行（當時已被
滙豐收購）推出一些銅製的錢罌，深受客戶歡

迎，當年我媽媽便買了一隻銅獅錢罌
給我，其造型和滙豐的銅獅一樣，我
對它愛不釋手。

上世紀三十年代，日軍侵略香港
，和英軍戰鬥時，在滙豐銅獅身上，

留下佈滿的子彈孔，它記載了日軍侵佔香港的
歷史，也鑄刻了香港獨有的中西融合的文化。

回頭再看一下香港往日的情懷。在平常時
期，香港很多思想開放的保育人士或環保團體
，對香港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從天然的樹
木到歷史文物建築，都大聲疾呼地說要保護。
不知道這些環保團體，是否都是這場反修例運
動的支持者，早前示威者佔據中大的時候，有
人砍伐古樹，用以堵塞大埔道。如今又有暴徒
放火焚燒滙豐銅獅，我們沒有見到半個保育組
織出來譴責。或許這些人忽然認為，古樹和銅
獅都是死物，就算破壞了也無所謂。這種搬龍
門方式，實在搬得太快，令人難以適應。

我覺得古樹和銅獅都不是死物，而是文物
，破壞它們，等如破壞香港幾代人的美好回憶
，摧毀文化標記。這些行為會有果報，也理應
受到譴責。

香港滙豐門外那一對銅製獅子，被示威者
塗污。新聞報道指不少港人對這家銀行有着深
厚感情，愛屋及烏，也對門外的銅獅子充滿情
感。香港滙豐可以說是香港的地膽銀行，早在
一八六四年由蘇格蘭人托瑪斯‧薩瑟蘭德在香
港發起成立，當時中國尚由清政府管治，但在
一八六五年即在上海開分行，之後陸續在英國
倫敦、美國舊金山和日本橫濱都有業務。

我出生在澳門。澳門人對滙豐銀行的感覺
，可能完全相反，不少與香港相關的經濟交易
等需要經該銀行滙款，不過在澳門人使用方面

，感覺相當 「不友善」，手續麻煩，而且與澳
門一般的銀通不相聯，滙款出入每有不方便。

對澳門人而言，或許是中國銀行及大西洋
銀行更具有一種親切感。在我成長的時代，中
國銀行舊稱南通銀行，現在發展到中國的四大
行之一。這間銀行，眼我有段淵源。1962 年，
該銀行為了擴大 「賺錢存錢」的良好生活品質
，特別舉辦澳門全市作比賽。時年我13 歲快將
小學畢業，我應班主任倫華繼先生鼓勵，寫下
2000 字的小品文，僥倖成為入選文章。南通銀
行我5 元獎金。而從那一刻起，我便走上寫作
不歸之路，迄今已有58 年光景矣！

另一間大西洋銀行，則是從一九零二年開
始在澳門營運，原行也跟滙豐一樣，在一八六
四年成立，設在葡萄牙里斯本。

跟滙豐一樣，這家葡資銀行當年也在海外
拓展業務，像安哥拉、莫三比克、畿內亞比紹
等葡語國家，均是他們發展的基地，當然澳門
亦是其中之一。發展到一九七四年大西洋銀行
被葡國國有化，現在仍有分行設在澳門，在澳
門回歸後，仍然有其發鈔銀行的地位。相對香
港的滙豐，大西洋銀行就是澳門與葡萄牙及葡
語國家金融上的的主要連繫。昔日不少澳門公
務員都選擇以此為他們發薪的銀行，對他們的
業務相當信任。

記得多年前我友人有子女在葡萄牙里斯本
上學，當年仍未有歐元，帶着美金到銀行換的
是葡國當年的貨幣 escudo，譯作 「士姑度」。
歐洲一貫的工作時數短，平日下午三時銀行便
要關門，週六、日更不可能營業，望着外型設
計跟澳門新馬路BNU同出一徹的銀行外型，總
不禁暗中羨幕他們生活真輕鬆，是理想中的生
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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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探特斯拉上海工廠：
半小時拉走36輛Model

國產特斯拉Model 3首批社會車

主交付儀式將在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

舉行。這距離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破

土動工，剛好過去壹年時間。不僅如

此，1月3日，特斯拉宣布中國制造

的Model 3標準續航升級版降價3.2萬

元至32.38萬元，再減去中國新能源

補貼2.475萬元後，售價29.9萬元，

下探“擊穿”30萬元關口，給壹眾國

產新能源汽車和同等價位燃油車帶來

巨大挑戰。

記者近日實地探訪位於上海臨港

的特斯拉超級工廠，大批工人正進行

著拼接組裝的工作，半小時內共有6

輛裝著國產特斯拉Model 3的大卡車

駛出工廠大門，工廠內外壹片繁忙景

象。

上海工廠建設加班加點
去年 1 月 7 日，投資 20 億美元

的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正式動工。

這是特斯拉在中國建造的第壹家超

級工廠，國產 Model 3 就是在這裏

生產的。根據特斯拉的計劃，上海

工廠將集研發、制造、銷售等功能

於壹體，預計在兩三年的時間全面

建設實施。

車間外墻上，白色、碩大的特斯

拉Logo盡收眼底。特斯拉上海工廠

壹期主體已建設完成。工廠附近的空

地上還堆放著壹些建築材料，充電站

等設施已就位。“我們建設到1.5期

了，這段時間都在加班加點。”工廠

門口壹位看守建材的工人告訴證券時

報記者。

根據此前媒體披露的施工文件，

特斯拉1.5期工程包括壹個生產車間

和壹個能源中心。特斯拉還在近期披

露：“我們會繼續著重擴充美國和剛

建成的上海超級工廠的產能，盡管上

海超級工廠12個月前才開始動工，我

們已經生產了1000輛車並開始交付，

同時也達到超過每星期3000輛的生產

速度，當中不包括12月底才開始生產

的本地電池組。”

采訪正值中午，記者在現場看到

，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們三五成群，陸

續走出工廠，準備去馬路對面吃飯。

其中壹位工人壹邊走路壹邊告訴記者

，自己已經進廠工作兩三個月，目前

在負責汽車零部件的安裝拼接。在吃

飯的地方，身著“上海建工”、“中

國建築”等標識工作服的工人聚集在

壹塊休息。

“這裏的車間早就投入使用了，

每天都能看到平板車拖著汽車從門口

過。”工廠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工

廠車間裏停了幾百輛車，每天都有新

車被拖運到全國各地的交付中心或零

售終端。在工廠門口，記者看到，有

裝著6輛汽車的大卡車駛離特斯拉工

廠，汽車尾部印有“Model 3”標誌

。半小時內，36輛Model 3從工廠運

走。

特斯拉CEO馬斯克此前預測，

2019年特斯拉交付量將達到36萬輛

至40萬輛。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

第四季度，特斯拉實現了近10.5萬輛

車的產量和約11.2萬輛車的交付。至

此，2019年特斯拉交付總量約36.75

萬輛，比上年增長50%，並完成了全

年目標。

特斯拉體驗店人頭攢動
除了上海工廠上演“速度與激

情”，特斯拉還在持續引爆話題。1

月3日，特斯拉宣布中國制造的Mod-

el 3標準續航升級版降價3.2萬元至

32.38萬元，再減去中國新能源補貼

2.475萬元後，售價29.9萬元，“擊

穿”30萬元關口。

降價消息發出後的首個周末，

證券時報記者來到特斯拉上海金橋

體驗店，店內人頭攢動。工作人

員稱，周六（1 月 4 日）上午有近

百名顧客在店內進行線上預訂，

排隊試駕的人數遠遠超出平常，

“現在試駕最好選擇工作日人少

的時候”。

記者觀察店內Model 3展車，與

進口Model 3不同，中國制造Model

3車尾印有“特斯拉”三個字。據悉

，國產Model 3綜合續航445公裏，

百公裏加速時間為5.6秒。“購買國

產Model 3會送壹塊新能源車牌，按

照上海平均9萬～10萬元的售價看，

這臺Model 3相當於為車主省下了壹

塊滬牌錢。”工作人員表示，周末來

看車的人，問到最多的也是價格和政

策問題。

談到 Model 3 的國產化問題，

工作人員介紹：“現在的零部件主

要還是從美國進來，在國內組裝，

因為之前還沒時間招國內供應商。

包括第壹批電池是松下進口的，將

來可能會使用國產電池，國產率會

更高。”

按照特斯拉方面的說法，首批

交付車主的國產 Model 3 國產化率

為 30%，到 2020 年中，國產化率將

達到 70%，年底將實現國產化率

100%。

興業證券認為，在假設中國國產

後直接原材料成本預計下降 10%～

20%的前提下，國產Model 3相比美

版生產成本預計降低20%～28%。若

追求與美版相似毛利率（19%左右）

，國產版本具備27%～34%的降價空

間，對應絕對降價金額8.5萬～10.8

萬元。

隨著 Model 3 大批交付，特斯

拉也在擴大充電樁等基礎建設。

2019 年全年特斯拉共開放 112 座超

級充電站，874 個充電樁。至此，

在中國大陸建設的超級充電樁數量

已累計突破2300個，目的地充電樁已

突破2100個。

記者註意到，在特斯拉上海金橋

體驗店的對面建有V3超級充電樁。

這是特斯拉在國內建成的首座V3超

級充電樁。

特斯拉工作人員介紹，V3超級

充電樁可支持最高250kW的峰值充電

功率，其性能比 V2 超級充電樁提

升壹倍多。以 Model 3 長續航版為

例，在峰值功率狀況下，5 分鐘

所充電量可行駛約 120 公裏，理想

狀態下用戶平均充電時間約可減

少 50%。

“伴隨著國產特斯拉的全國大批

量交付，2020年還會有更多的超級充

電樁陸續開放。”特斯拉預計2020年

在中國新增4000個以上超級充電樁，

是過去5年建設超級充電樁總量的壹

倍。

“特斯拉速度”，背後離不開

中國政府和銀行的全方位支持。

2019年 1月 10日，國家發改委頒布

的《汽車產業投資管理規定》正式

實施，允許新能源汽車外企在華獨

資設廠。當天，特斯拉就完成備案

，在造車資質方面邁出關鍵壹步。

2019年下半年，特斯拉車型被納入

《免征車輛購置稅的新能源汽車車

型目錄》，享受新能源車稅務減免

和補貼。在土地方面，上海工廠的

地價僅為市場價的壹半（1125 元/

平方米）。在金融方面，2019 年 3

月，特斯拉從銀團獲得規模35億元

人民幣的無抵押貸款，貸款利率為

央行年基準利率的 90%。近日，特

斯拉又從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

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上海浦東發

展銀行等多家銀行拿到了期限為 5

年、累計 100 億元的貸款，利率僅

為 壹 年 期 基 準 利 率 的 90% ， 即

3.915%。這相當於“最優質的國企

才可能拿到的最低利率”。

據外媒統計，特斯拉在美國加州

盤活了20億美元規模的壹級供應商

（2000多家）及8億美元規模的其他

級供應商。同理而言，隨著上海工廠

的建設，國內新能源車產業鏈的發展

將得到有力拉動。

隨著中國在政策和金融方面的大

力支持，特斯拉產業鏈未來有望復制

，甚至超越蘋果產業鏈對中國制造企

業的拉動。

綜合報導 “原出口申報數據

無異常”“退貨信息無異常”“物

流信息無異常”……1月5日，在黃

埔海關所屬沙田海關跨境電商監管

作業現場，海關關員接受菜鳥國際

174票、總價值14169.31元的跨境電

商包裹出口退貨商品申報，結合機

檢和人工查驗後，該批商品查驗無

異常。9時55分，黃埔海關準予通

關放行。

這是 2020 年 1 月 3 日跨境電

商出口退貨海關監管業務正式啟

動以來，全國首批成功退運進境

的跨境電商包裹出口商品，標誌

著跨境電商出口退貨通道被成功

打通。

開展跨境電商出口退貨海關監

管業務是海關送給國內跨境電商出

口企業的壹份特殊的“新年禮物”

，該項業務的開展意味著今後海關

將對跨境電商包裹出口、海關特殊

監管區域跨境電商出口、跨境電商

出口海外倉等模式的跨境電商出口

商品開展退貨監管，著力解決跨境電商出口商品

“退貨難”問題。

根據海關前期開展企業調研情況顯示，

跨境電商出口包裹退貨比例約為 5%，其中服

裝等部分品類商品退貨比例達 10%以上。國

內電商企業出口海外倉線上銷售的電商商品

也存在因滯銷、消費者退貨等原因的退貨需

求。跨境電商出口企業綜合考慮商品價值、

退運物流成本、入境稅收成本等因素後，往

往選擇境外打折處理等方式處理跨境電商出

口滯銷商品，無形中增加了企業運營成本，

制約了企業的發展。

據菜鳥國際關務總經理李雅萍介紹，出口

退運物流能否順利開展是影響跨境電商出口可

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出口電商退貨申報模式

政策落地，可以使菜鳥網絡的正向物流和逆向

物流形成完整閉環，有力保障消費者“放心

買”，商家“放心賣”。可以消除海外消費者

購物不能退貨的隱憂，實現“無憂購、無憂

退”，提升消費者購物體驗，提高消費者加購

轉化率。

對於需退運回國的跨境電商包裹出口、海關

特殊監管區域跨境電商出口、跨境電商出口海外

倉的商品，經海關審核為原出口商品1年內退回的

，可以復運進境，其中跨境電商包裹出口商品可

單獨運回也可批量運回。對於跨境電商出口商品

不退回國內市場僅需退回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

企業按照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管理規定辦理進境入

區手續，可按規定在區內對退貨商品以保稅狀態

進行倉儲、維修、分揀打包、加貼標簽及運單等

整理並復運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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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龍造型和鳳凰造型的大型彩燈等在巨龍造型和鳳凰造型的大型彩燈等在20192019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園區點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園區點
亮亮。。作為北京世園會會後首場大型活動作為北京世園會會後首場大型活動，，首屆世園文化廟會暨首屆世園文化廟會暨““過大年過大年 遊遊
世園世園 賞華燈賞華燈””大型燈會於日前拉開帷幕大型燈會於日前拉開帷幕，，5252組大型主題彩燈點亮園區組大型主題彩燈點亮園區，，列列
入國家非遺的自貢花燈也亮相燈會入國家非遺的自貢花燈也亮相燈會。。燈會將持續至燈會將持續至22月月2929日日。。

亞洲最大玩具展亞洲最大玩具展““第第4646屆香港玩具展屆香港玩具展””開幕開幕

廈門健康步道開通成打卡新寵廈門健康步道開通成打卡新寵
民眾結伴漫步山海間民眾結伴漫步山海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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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3 14 15 16 17 18 19-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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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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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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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20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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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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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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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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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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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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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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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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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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特朗普威脅“以最新技術前所未有地打擊伊朗
 

播出時間：
每週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週日晚上9:30，
以及週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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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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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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1月12日       Sunday, January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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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宜蘭““村却村却””嘆溫泉嘆溫泉
美食風景兩不誤美食風景兩不誤

台灣宜蘭的溫泉酒店一間比一間漂亮，如

果兩岸關係繼續緊張，影響其旅遊業復甦，浪

費如此優質酒店就實在可惜。坐落於宜蘭羅東

火車站、蘭陽平原精華帶的建築地標“村却”

國際溫泉酒店，是2017年開幕的五星級親子飯

店。耗時近三年，佔地一萬平方公尺，擁有

453間溫泉客房、樓高23層，內外在設計裝潢

都甚具氣派。酒店名字“村却”令人有點好

奇，是盛情難却的却？原來是由永泰建

設集團董事長蔡建庭父母的名字蔡村、

林却中各取一字合成，象徵承襲了中國

人優秀傳統美德—孝心。而蔡董建“村

却”有更大意義是為了吸引更多羅東子

弟從台北返鄉就業，給服務業人才提供

發揮的舞台。 ■採訪︰焯羚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距羅東夜市很近村却國際溫泉酒店距羅東夜市很近。。

冬季不少人會到宜蘭礁溪走走泡泡溫泉，
溫暖身體之後，不妨到礁溪鄉仁愛路的光覺咖
啡（Lighten Cafe）飲杯手沖咖啡溫暖自己的
胃。這間獨立咖啡店店面不大，但不難尋到，
就開在一家溫泉酒店樓下。老闆小光是太魯閣
族，亦是虔誠的基督徒，而且是帥哥一名，他
還是個非常健談的人，招待客人的同時常常和
人分享關於咖啡店和他生活中的事。由他炮製
的手沖咖啡和宜蘭在地風味茶都非常好喝，泡
完溫泉來上一杯，通體舒暢，所有壓力消失得
無影無蹤。咖啡廳內亦有放老闆家鄉的紀念
品，很有特色。 儘管小店只有周四到周日開
門，不少台灣本地朋友都喜歡得閒到光覺咖啡
休息談天。一杯醇香、平順、溫潤的手沖咖
啡，一場日常的對話談天，這間小店讓旅程也
融入了尋常生活的感受。

光覺咖啡：旅程亦是生活■■餐廳餐廳

■■納米牛奶湯納米牛奶湯

■■餐廳大廚即席製作美食餐廳大廚即席製作美食

■■懷石料理懷石料理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很有氣派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很有氣派。。

■■光覺獨立咖啡店光覺獨立咖啡店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外貌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外貌

■■房間非常大房間非常大
兼景觀靚兼景觀靚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老闆娘林美仁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老闆娘林美仁

新北市長大的蔡建庭與羅東有特殊的
緣分，最初是地緣，他年輕時就常

往宜蘭跑；之後是姻緣，他娶了宜蘭姑
娘林美仁，成為羅東女婿，自然對羅東
有一份特殊情感。

肩負使命而誕生
蔡建庭近幾年觀察，大量當地年輕人

口不斷外流，嚴重影響羅東在地發展。即
使宜蘭好山好水，相當適合發展觀光產
業，過去大型飯店仍多聚集在蘭陽溪北。
儘管羅東開發早，但觀光業不如其他地
區，在建築界立足30餘年的蔡建庭說：
“溪南一直沒有一間好飯店，我20年前
就曾發願，要在羅東蓋一間飯店，同時，
可以吸引更多羅東子弟從台北返鄉工作，
特別是給服務業人才發揮的舞台。”

一間酒店是否用心經營是看得出
來，從建築到內涵的設施“村却”都具備
優勢，飯店建築內外均採高級建材，施工
精細，主打在房間就可以享受到碳酸氫
鈉、納米雙湯池溫泉浴之外，每間房都是
無敵景觀房，還有露台，除了觀看日月山
景，亦可以遠眺藍天及蘭陽平原。新年將
至，還可以趕上“村却．DJ Live Show
2020跨年星空派對”。溫泉酒店目前做
緊一泊一食套票，由＄6600台幣起，以
其提供的設施、餐飲服務，值得入住。

雙湯池是房間有一大一小泡湯池，
大池是有“溫泉之后”的碳酸氫鈉美人
湯，來自於地底湧泉純淨無染的碳酸氫鈉
泉為溫泉中的極品，顏色清澈無臭，酸鹼
值約在7左右，湧到地表時約為62℃，富
含鈉、鎂、鈣、鉀、碳酸離子等礦物質成
分，泡在其中，全身彷彿浸潤在天然的化
妝水中滋潤肌膚；洗後柔細光滑無黏膩
感。而細池是“貴族之湯”納米牛奶湯，
採用導入養生湯療科技，紓緩身心疲憊。

打開開關湧出奶白色水，還以為是

真牛奶浴，原來是透過專利納米技術，讓
水分子對撞衝擊，產生每分鐘高達十二億
萬顆超微粒氣泡，瞬間融合空氣中能量與
水中礦物質，獻上猶如頂級牛奶浴的絲滑
柔順觸感。

直徑小於人體毛孔的納米高含氧水
能迅速滲入人體毛細孔，清除深層髒污，
數以萬計的細小泡沫，如流動的潮汐暢快
的全身指壓按摩，促進體內血液循環，代
謝肌膚老廢角質，讓沐浴後的肌膚細緻滑
嫩有光澤；泡溫泉可以眺望窗外美景，邊
泡湯邊欣賞無敵夜景實為一大享受。所
以一定要好好享受這個“私人SPA”。酒
店有男女湯溫泉大眾池，分了裸湯及可穿
泳衣入浴的兩區，讓不習慣與陌生人一齊
裸湯的人也可以享受泡大眾池。

晚餐嚐懷石料理
這間禁煙度假村設有5間餐廳，提供

自助式、港式、日式、西式料理，獻上當
季美食。Buffet早餐自助形式，品種多極
豐盛，晚餐多選擇，自助餐外有中西餐，
23F的East23及West23東西匯餐廳設計
都大氣兼全部玻璃牆景觀，無論日夜景都
美，是全視野享受，“東匯East23”日式
懷石料理、鐵板燒都有，師傅曾參加世界
田本料理大賽並取得冠軍金牌。頂樓擁有
高空酒吧也是適合的頂級婚宴場地。另
外，有戶外泳池和健身室，以及免費兒童
俱樂部、免費Wi-Fi、免費區內接駁車
等。
酒店周邊則有多個旅遊點，包括羅東

夜市（10分鐘步程）、宜蘭觀光工廠
（11分鐘步程）、羅東運動公園、冬山
河公園（4分鐘車程），人偶爾也要寵愛
自己，對自己最愛的人好一點，找個時間
到宜蘭走走，該酒店非常值得入住。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190號
鳴謝：宜蘭縣政府、龍昇租車

涵碧樓（The Lalu），為日月潭風景區內由
鄉林建設經營的知名國際飯店，於2002年改建，
位於日月潭涵碧半島上，基地面積近十公頃，整
個飯店依地形、用途不同，分ABC三館，A館為
客房大樓，B館包含SPA、健身房、三溫暖、會員
俱樂部等休閒設施，C館則包含別墅區、會議
室、圖書館、停車場等空間。

飯店以當地邵族聖地Lalu命名，為享受靜謐
及親近大自然的好去處，其匠心獨具的客房設
計，亦讓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盡收眼底。例如，湖
景套房加上連通客房，是全家大小不錯的選擇，
將近十坪大的陽台，讓全家一起坐擁山水，盡攬
層巒疊翠的湖光山色。而今次筆者更參觀了這兒

的庭園別墅，其擁有寬敞的起居室、壁爐、餐
廳、備餐室，以及兩間各自獨立的臥房，12米專
屬溫水游泳池，可讓全家獨享天倫之樂，游累了
就在池畔半開放式的柚木涼亭，享受雲淡風輕近
午天的好時光。

住在這兒，記不要錯過吃早餐，對日月
潭美景品嚐，的確賞心樂事！這兒的東方餐廳提
供現代休閒風格的餐飲，是結合世界級亞洲各國
的特色料理及西式料理的時尚餐廳，而湖光軒更
擁望日月潭美景，供應各式地道的港、滬佳餚，
也提供以台灣時令食材所製作的當地名菜。

在建築特色上，負責擘畫涵碧樓的Kerry Hill
是澳洲籍的建築師，他稱涵碧樓是“Ongoing

Style”的建築形式，意即“前進式”的獨特風
格，這樣的建築風格將讓人即使經過十年、二十
年也不會覺得老舊，仍是充滿價值的建築。至於
涵碧樓的燈光，更配合了自然陽光的強弱，在一
天當中依不同時間、不同場景，出現七種不同燈
光變化，人們在這裡不會感受到刺眼的燈光，沒
有直接投射到你眼睛的燈光，在夜間你會感到樹
枝、樹葉搖曳生姿，這是因為涵碧樓的燈光是從
樹梢投影到地上，目的在讓人具體感受“剛被太
陽收拾去，卻叫明月送將來”的詩境。

所以，住宿於此，讓你感受既奢華又低調的
住宿體驗，於房間中，盡情欣賞湖光美景，遠離
繁囂放鬆一下，享受那一刻的慢活樂趣。

住得
出色 低調奢華涵碧樓低調奢華涵碧樓 美景下享慢活樂趣美景下享慢活樂趣文、圖︰雨文

■■筆者在清晨時筆者在清晨時，，看看
到倒影景象到倒影景象，，極美極美！！

■■涵碧樓涵碧樓，，擁有得天獨擁有得天獨
厚的自然美景厚的自然美景。。

■■湖景套房湖景套房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20年1月12日       Sunday, January 12,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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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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