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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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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Rei Ryan 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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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echat ID: nodocloanWechat ID: nodocloan888888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請今天就和我們聯繫進一步瞭解適合您的省稅及延稅產品 *。

或登錄 www.newyorklife.com

Sugarland Sales Office
281-295-2700
13135 South Dairy Ashford Road, Suite 550, Sugar Land, TX 77478

Insure. Prepare. Retire.

生財有道，理財有方。
為您精打細算，珍惜每分資源。

*  省稅及延稅產品指某些由紐約人壽保險及年金公司或紐約人壽保險公司提供的年金或壽險產品。紐約人壽及其業務代表不提供稅務和會計建議。實施任何計劃前，請聯繫您自己的稅務和會計顧問。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etc.) for all New York Life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a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SMRU1720823(Exp.01/06/2019)      ©2017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51 Madison Avenue, NY, NY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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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英超]]利物浦利物浦22--33斯旺西斯旺西

[[大師賽大師賽]]傅家俊傅家俊44--66奧沙利文奧沙利文

瑞士國際熱氣球節瑞士國際熱氣球節

瑞士代堡瑞士代堡，，第三十九屆國際熱氣球節在瑞士代第三十九屆國際熱氣球節在瑞士代
堡開幕堡開幕，，來自來自1515個國家的熱氣球將會參加個國家的熱氣球將會參加。。



CC33廣 告
星期日 2017年1月29日 Sunday, January 29, 2017



CC44廣 告
星期日 2017年1月29日 Sunday, January 29, 2017



CC55廣 告
星期日 2017年1月29日 Sunday, January 29, 2017

  

CST #2113007-50 

   
2 4 小 時 上 網 訂 位 

www.bfftours.com 

專營美國國內旅遊。獨家設計特色旅遊套餐。一站式報名及直接出團。 
私人量身訂制遊團 時間  地點  風格  計劃一個完全屬於你的旅遊行程 

阿拉斯加極光奇幻 6天遊

 + +   



 
2016 100%  

+ 冬季極光號列車 8天遊  

 

 

更精彩

含單程火車票 ／  

           ／  

美西南 3 州, 遊遍德州 6 大城市,古蹟+美食… 

 

美西南大圓環 + 死亡谷 6天遊  

墨爾紅木公園/納帕谷/生蠔養殖場/加州 1 號公路 … 

 

 

 

 

  

 

 

 (行程詳細將於網頁公布) 

 



CC66臺灣影視

高「衣」Q 歌王蕭敬騰
就愛獨特品味的鬼才設計師品牌

台灣大寬頻 SuperMOD 強檔好片迎新年

菲網紅美女
獲邀拍片宣傳台灣觀光

5 小時 SpeXial 拍 MV 記台詞

砸 600萬推《癡情》新專輯
白冰冰渴愛不婚心態保長春

2017 年開頭就以高「衣」Q 造型以
及完美歌喉揭開序幕的歌王蕭敬騰，
在嶄新的一年，他獨到的時尚品味以
及深厚的演唱實力將還會帶來什麼樣
的完美表現，著實令人期待。嗓音渾厚
高亢以及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蕭敬騰，
近來擔任中國音樂實鏡節目《夢想的
聲音》導師，與張惠妹、林俊傑、田馥甄
以及羽泉一同接受素人挑戰。元旦播出

白冰冰砸下600 萬製作新專輯《癡情夢留給傷心的人》，
17 日強調：「新歌聽了很淒涼。」更感嘆：「年輕有很多夢想
但沒有錢，現在老了是沒有夢卻有錢。」新年將至，她惆悵說：
「冬天到了、圍爐到了，偌大一個家，只剩媽媽、我和外勞３
個人，對我是一個

大考驗。」她坦言對愛渴望，卻不願再步入紅毯，自嘲：「我
不會再結婚了，不必給自己找麻煩。」

她前年和交往６年男友顏永和分手後，與前男友碰面
會打招呼，也祝福對方有新對象，她對愛情採「隨緣」態度，
要的不是激情，相伴、親情更重要，她說，大家都把她當成
哥兒們、大姊頭和媽媽，「我愛情沒成功過，但卻是情感專
家，失敗的經驗可以累積成一本好書。」她呼籲好男人踴躍
來追求：「可以當靠山的請過來，當屏風的請過去。」

女兒白曉燕離世 19 年，至今她談到女兒仍激動落淚：「她
是我一生的唯一，過去 19 年我是哭著走過來，未來我要笑
著走出去。」她花半年把低潮經歷寫成《可以哭別認輸》勵

迎接農曆新年假期，台灣大寬頻 SuperMOD 隨選隨看
為用戶準備了豐富強檔好片，陪你一起宅在家過好年！首先
推薦「週週看強片」，全新上架《危城》、《大顯神威》、《天
才伯金斯》及《我的蛋男情人》。1 月 25 日更推出新春加映，
包括《盜墓筆記》、《鬼吹燈之九層妖塔》、《爵迹》、《高
跟鞋先生》及《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等最夯熱門電影，還可
使用看片金免費看片，過年不用外出人擠人，宅在家看電影
超值又方便！

除了強檔電影外，對於大、小朋友喜愛的動漫電影，台
灣大寬頻 SuperMOD 隨選隨看也不缺席，為用戶推出近千
部動漫電影，包括熱門的《JoJo 的奇妙冒險》、《偶像學園》
等。此外，日本知名動漫代理商木棉花 2月即將推出全新《黑
執事 - 豪華客船編》、《刀劍神域 - 序列爭戰》兩部動漫
電影，並與台灣大寬頻合作電影贈票活動，即日起，只要於

交通部觀光局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與索尼影業亞洲電視網合作，
邀 AXN 高收視率節目「驚險大挑戰：亞洲版」菲律賓兩名網紅美女參賽
者來台拍旅遊短片，宣傳台灣觀光。

觀光局說，兩名獲邀來台拍片的網紅美女，是前菲律賓選美皇后
Maggie Wilson 和 Parul Shah，她們是曾分別榮獲 2007 及 2014 年菲律賓
小姐選美后冠，個性活潑、熱情，希望透過兩人的魅力和網路人氣，傳遞
台灣旅遊吸引力。

配合東南亞地區民眾喜好，觀光局這次與索尼影業亞洲電視網合作
拍攝 3支購物、美食、浪漫主題 30 秒宣傳短片，2月15日起，在 AXN菲律賓、
SONY 及 ANIMAX 菲律賓及東南亞地區頻道播出。

觀光局說，東南亞民眾受台灣美食旅遊節目影響，加上當地料理多屬
重口味食物，較喜歡台灣夜市美食的煎炸食物、傳統小吃及麻辣火鍋等，
並多選擇大型購物中心及商圈消費。

影片中介紹觀光客首次來台必逛的西門町、台北 101、信義商圈、誠
品生活松菸店；必吃的珍珠奶茶、小籠包、台菜、麻辣鍋、時尚餐廳、下午
茶等；及適合與朋友及家人同遊、拍照打卡的九份老街、平溪天燈、陽明山。

觀光局統計，去年 1 至 11 月，東南亞地區來台旅客為 141 萬 201 人次，
比民國 104 年同期成長 14.19%。觀光局期盼東南亞地區來台旅客持續雙
位數成長。

SpeXial 拍專輯新歌〈Really Really〉MV，自行發揮創意互拍彼此，一
拿起小型攝影機，每個人的導演魂都被激發。但偉晉拍得手忙腳亂，子閎
和以綸互拍對方時，兩人分別各有一句５字和９字的歌詞，子閎對以綸開
玩笑說：「導演，這５個字我背了５小時。」宏正拍 Teddy，要從兩塊大岩
石中間跳下拍攝，原以為有錄到，沒想到檢查畫面才發現沒錄到，爆笑連
連。

志書，年後還將推出網路新節目，她不嫌累：「讓自己心態
一直保持在春天，我不退休，要在家等死啊？」

的節目中，用具代表性
的渾厚低沉嗓音詮釋周
興哲《以後別做朋友》
中的悔恨與不捨，不但
唱哭林俊傑，更讓該曲
聲量再創新高，榮登熱
門搜尋排行榜。

蕭 敬 騰 不 只 唱 腔
和演唱曲風多元，在時
尚領域不落人後，一樣
有搶眼表現。成功把搖

滾歌王打造成純淨森林系王子的正是
Moncler Gamme Bleu 2017 春夏高級成
衣男裝系列的長板棕色格紋風衣。2017 
春夏系列以美國童子軍與夏令營為概
念主題的 Moncler Gamme Bleu 系列是
Moncler 夥同時尚奧斯卡 CFDA 最佳
男裝設計師 Thom Browne 共同打造的
力作。

靈感源自童子軍制服的全新系列

台灣大寬頻臉書粉絲專頁，按讚成為
粉絲，點播電影預告並留言分享，就
有機會獲得《黑執事 - 豪華客船編》、
《刀劍神域 - 序列爭戰》的電影交
換 券，詳 情 請 洽 活動頁 https://goo.
gl/dgVqTH

春節團聚時刻，在家少不了精采
豐富的新春特別節目，台灣大寬頻從
1 月 27 日除夕到 2 月 1 日年初五，規
劃了新春特別節目系列，包括電影、
戲 劇、綜藝等節目內容，特別推 薦
218 台 WAKUWAKU JAPAN 頻 道
的人氣節目「痛快 TV 爽快 JAPAN」
2 小時特別篇，將觀眾投稿的「不滿」
故事「爽快」解決，以情境短劇重現，

有趣又好玩。另外，目前日本當紅的無厘頭搞笑冒險劇《勇
者義彥與魔王城》，適合闔家歡樂收看，還有廣受好評的醫
療推理劇系列第 3 彈「白色榮光 3」，與主角們一同層層抽
絲剝繭，感受前所未有的精采故事。

此外，WAKUWAKU JAPAN 全台首播日劇雙連發，與
日本當月同步推出《啊，生命之光心愛的你》、《賢者之愛》，
由木村拓哉與竹內結子主演的冬季新劇《啊，生命之光心愛
的你》，木村拓哉首度飾演醫生角色，與竹內結子及淺野忠
信陷入性三角關係。《賢者之愛》則是氣質女星中山美穗主
演的愛情復仇劇，預料將是輕熟女們必追的日劇。台灣大
寬頻 HD99 高畫質套餐用戶就是擁有這麼多的精彩節目，
現在新用戶申辦「HD99 高畫質套餐」年約年繳方案，還有
好禮多選一。

透過沉靜大器的全卡其色、純淨白、森
林綠、棕色格紋三種色彩組合完美呈
現，本系列囊括眾多 Thom Browne 經
典款手工剪裁服飾精品，如運動外套、
賈斯特菲爾德式大衣、風衣、披肩、開
襟衫、polo 衫和長短褲裝，全部採用極
具代表性的高科技面料，貫穿整個系列
的箱形褶襇口袋，無不詮釋功能性審
美觀。

另 外， 盟 可 睞 Moncler Gamme 
Bleu 高 級 成 衣 男 裝 系 列 由 設 計 師 
Thom Browne 細膩 精緻 的手工 製 衣
技 術 及 剪 裁 造 詣，完 美 呈現 盟 可 睞 
Moncler 在運動服裝和成衣領域的不
凡品質與深厚功力。2017 秋冬系列以
徒步登山運動作為靈感來源，全新系再
細分以盟可睞 Moncler 專屬的紅、白、
藍三色搭配的經典組合，淡雅清奇的
藍、黄、白、灰配色的季節組合，以及正
式的禮服三部分來烘托主題概念。

星期日 2017年1月29日 Sunday, January 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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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最強音》MC包小柏魔性喊麥

模仿費玉清“辣眼睛”

作為犀利評委界的扛把子，包小柏壹直

憑借著毒舌且專業的評語圈粉無數。然而最

近網上爆出壹段視頻，包小柏在《青春最強

音》的舞臺上秒變“MC包”喊麥魔性十足

，還現場以壹首《模仿費玉清嘿嘿嘿》神似

“汙妖王”費玉清上身，網友們紛紛大呼

“辣眼睛”。包小柏搞大事情了，妳確定還

不快前去圍觀。

據悉，包小柏最近參加了壹檔大學生音

樂綜藝《青春最強音》，作為評委老師的他

，在節目中不僅金句頻出給與參賽的學生專

業點評，而且還機智滿分爆點頻頻稱為節目

的“氣氛擔當”。進能與“老司機”安琥飆

車“汙出天際”，退能專業三十年與學生爆

笑互動，上能和女評委們互懟，下能點評嚴

厲max虐哭學生，包小柏妥妥稱為節目的話

題擔當。不僅如此，在即將播出的節目中，

包小柏還解鎖了新技能，現場大秀模仿功力

學起了費玉清。對於費玉清名言名句包小柏

張口就來，翹臀、費式感嘆各種經典動作更

是模仿得惟妙惟肖，節操分分鐘要碎掉，每

分每秒都是笑點，簡直讓觀眾們“欲罷不能

”。除此之外，大方的包老師還現場傳授了

自己的模仿秘籍，如何能成為費玉清？包小

柏現場秘授模仿三大絕招，小夥伴們趕緊學

起來。

16支兩岸高校戰隊音樂與夢想火拼，主

持人安琥攜手包小柏、丁當、劉力揚、嚴爵

四大評委犀利點評，更多精彩就在由福建省

青年聯合會、福建省學生聯合會、福建省廣

播影視集團海峽電視臺、臺灣東森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炫動卡通衛視聯合舉辦

的《青春最強音》。海峽衛視每周日21點，

與您不見不散。

新《射雕》孟子義搶眼
少女穆念慈神還原經典

由郭靖宇監制，蔣家駿執導，目

前正在東方衛視周播劇場的新版《射

雕英雄傳》因制作精良、劇情貼近原

著獲得了不俗的口碑，新生代演員的

表現也收獲劇迷的高度認可。穆念慈

飾演者孟子義憑借對角色全面而深刻

的理解，走心的演繹，詮釋出煥然壹

新的穆念慈，驚艷的紅衣造型，柔弱

而不失堅韌的個性都壹壹展現了新版

的新意。

穆念慈是“射雕三部曲”的重要

人物，壹直深受書粉、劇迷的喜愛，

之前幾個版本也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

印象。當孟子義壹身霸氣紅裝驚艷登

場讓人眼前壹亮，瞬間吸睛無數，更

加貼合原著的造型刷新了觀眾對穆念

慈新的認識。孟子義飾演的穆念慈明

艷清新，少女感十足，與原著中的

“玉立亭亭，雖然臉有風塵之色，但

模樣中自有壹股凜然不可犯的氣概。

”十分契合，以往版本的穆念慈偏清

新寡淡，孟子義版穆念慈的服化造型

很好的彌補了這個缺陷，使得穆念慈

的形象更立體豐滿。

盡管如此，仍有部分劇迷暫時無

法接受過於明艷的穆念慈，網絡上依

舊爭議不斷。面對爭議，孟子義坦言

自己有想到會爭議性很大，但始終堅

信有爭議才有動力，“努力的去做好

自己應該做的，按照我的理解把我心

中的穆念慈詮釋出來。”其實，私底

下大大咧咧的孟子義與熒屏上端莊大

氣的“穆姐姐”性格非常不像，“穆

念慈是那種比較成熟穩重，不多言不

多語的女孩，但我的性格就是快言快

語非常能說，是那種特別活潑的性格

。”

為了更好的投入表演，孟子義用

心揣摩角色的同時，不斷的自我暗示

自己收起平日裏活潑小話癆的壹面，

真正融入到角色中。經過壹番努力，

最終呈現出如此自然的穆念慈。

聽餓了！《東北往事》發吃貨進行曲
由賈乃亮、馬麗領銜主演的喜劇

電影《東北往事之破馬張飛》今日曝

光了年夜飯主題曲《東北吃貨進行曲

》。“東北扛把子”之壹的安吉搖滾

嗓演唱，東北味的Rap喜感滿滿，歌

詞則讓古詩詞遇上了東北菜 ，壹首

歌唱盡30種美食。

MV中安吉對著滿桌子的東北菜

，忍不住大喊“到底什麽時候才能吃

啊？！”小吃貨屬性暴露無遺，偷偷

舔嘴唇的表情簡直萌到心坎裏。“老

夫聊發少年狂，半夜想喝疙瘩湯；壹

樹梨花壓海棠，酸菜白肉汆血腸”，

搖頭晃腦地背古詩的樣子更是可愛到

不行。魔性的節奏加上安吉的搖滾嗓

，自帶碴子味的Rap謎之帶感，不由

得讓人發出壹聲感嘆：小小年紀就這

麽蘇！

“《東北吃貨進行曲》、《全世

界都在說東北話》和《東北味兒》是

我們送給家鄉的三封情書，願每個離

家的孩子此刻都能和家人吃著熟悉的

家常菜，用鄉音說刀著這壹年的故事

。”MV結尾的這段話，為歡快過後

增添了許多溫暖。

電影《東北往事之破馬張飛》將

向觀眾展示東北文化裏最幽默有趣的

壹面，但不論是東北話，還是東北菜

，影片將於2月3日（大年初七）全

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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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由周星馳與徐克聯手打造的電影《西遊伏妖篇》曝光壹組氣勢磅礴的“如

來神掌”版海報。其中，橫版的“沖破”版海報，手持金箍棒、腳踩筋鬥雲的孫悟空徑直

沖破壹只巨大手掌，散發金色的光芒；而豎版的“啟程”版海報，唐僧則帶著孫悟空、豬

八戒以及變化成魚形的沙僧，行走在五指山峰的腳下，代表師徒四人的取經團隊已組建成

形，西天取經之路開始啟程。

此外，截止至1月26日14點，電影《西遊伏妖篇》預售票房已突破億元大關，並在中

國影史上創下映前34小時預售票房過億的又壹新紀錄，超過電影《魔獸》映前29小時預售

票房過億的紀錄，以及周星馳導演去年《美人魚》映前8小時預售票房過億的個人紀錄。

電影《西遊伏妖篇》今日曝光了壹組非常富有意境、氣勢磅礴的“如來神掌”版海報

。其中，橫版的“沖破”版海報中，手持金箍棒、腳踩筋鬥雲的孫悟空徑直沖破壹只巨大

的手掌，渾身散發出金色的光芒，象征這孫悟空的叛逆與抗爭，也不禁令人想起《西遊記

》中孫悟空對抗如來佛祖的精彩橋段。而另壹張豎版的“啟程”海報中，唐僧帶著孫悟空

、豬八戒以及變化成魚形的沙僧，行走在五指山峰的腳下，也代表了師徒四人的取經團隊

已組建成形，漫長的西天取經之路開始啟程。而在影片中，唐僧作為取經團隊中的“管理

高手”，能否鎮住三個“殺人犯”壹般的妖怪徒弟，順利取到真經也令觀眾所期待。影片

將以3D、IMAX 3D、中國巨幕3D、杜比全景聲、4DX、MX4D、DTS:X、D-BOX、AURO

等格式於1月28日大年初壹歡樂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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