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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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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靜思書軒一日店長活動
【本報訊】日期： 2018 年

3月17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1:00PM – 4:

00PM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

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81-8966,

713-270-9988
施易男邀請您品嚐淨斯好茶
慈濟基金會靜思書軒將邀請全

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來美巡迴，舉
辦靜思書軒一日店長活動。

積極陽光形象的施易男是演員
，歌手，作者和主持人，曾演出矽
谷阿嬤，清秀佳人，愛在我心深處
，情比姊妹深等多齣大愛劇場。

母親巫明霞女士為國寶級歌仔
戲演員，施易男事母至孝，母子情

深演藝圈眾所皆知，近年則潛心鑽
研烘培，有甜點王子、馬卡龍界王
子之稱。

此次訪美，施易男將和大家分
享他的最愛-來自三義有機茶園的
淨斯好茶、他與摯愛的母親之間的
點點滴滴、演唱歌曲並在靜思書軒
為大家服務。

活動中除可和施易男近距離接
觸，並可品茶和享用健康美點。

活動行程為：
3/17(週六) 下午1：00 德州休

士頓 電話 713-981-8966
3/18(週日) 下午1：00 南加核

桃市州 電話 909-447-7799 分機
569

3/24,25(週六，週日) 芝加哥
市 電話 630-963-6601

活動免費參加，詳情請就近洽
詢各地聯絡電話。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銀行於3月10日上午10時至
中午12時，在該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 「水災險」講座，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應邀主講水災險有關知識和求償時
應注意事項。常中政資深保險財務專家提到，哈維颶風受
災戶中80%都沒有水災險，他們付出慘痛代價。休士頓水災
情形嚴重，民眾不可購買水災高風險區房屋，購買低風險
區房屋時，記得購買水災險，許多民眾參加此講座，常中
政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
息，與會人士收獲良多。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談到，水災是地下大片面積造
成區域淹水，水災所造成的損失金額，德州高居全美第一
。休士頓近三年來，年年遇洪澇。2015年國殤日（Memo-
rial Day),2016年4月報稅季（Tax Day)及2017年8月哈維颶
風。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提出，最近一次哈維颶風造成
約21萬棟房屋受損，經濟損失達1250億元。絕大多數的損
失都由水災造成，而約80%受災戶都沒有水災險，他們付出
慘痛代價。哈維颶風過後，政府將更新水災地圖（Flood
Zone). 一些此前被列為低水災風險區的地段，很可能被歸

為中或高風險區。遭遇上述情形的屋主，請在新水災地圖
出台一年內購買水災險，因為保費仍按照低風險區計算，
如果一年後再買水災險，保費支出將大幅增加。

常中政提及，民眾常見的錯誤觀念，水災後聯邦政府
會發放急難救助金，所以不必買水災保險。常中政認為，
急難救助金的金額十分有限，對部分災民來說，可以用杯
水車薪形容，並不足以支付重建費用。但水災是美國最常
見天然災害，且發生機率不低於火災。全美無處不是水災
區，僅風險高低的區別。休士頓位於德州出海口，容易淹
水。

常中政資深保險財務專家強調，休士頓居民需購買水
災險。他說到，聯邦每年都會用納稅人的錢貼補水災險，
納稅人如果放棄購買水災險，從另一角度說，就是一直在
幫他人買保險。通常房屋保險不賠償水災傷害，為了個人
財產保險規劃完整，就必需投保水災險。

美南銀行大堂經理Vicki陳在講座當天特別講解和介紹
有關Health Saving Account(HSA)節稅、儲蓄和如何運用於節
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常中政應邀主講水災險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范泌文及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
魏明亮宣佈將於三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正假華
美中醫學院大禮堂舉辦新春聯歡會，歡迎本會鄉親攜眷並
邀請親朋好友踴躍參加，共渡佳節。

新春聯歡會將提供青少年座談會，討論客家文化特色
，藉以加強客家青少年對族群文化的了解及認同，並討論
青少年參與會務的愿景。另外，理事會考慮退休會員人數
逐年增加，將在聯歡會安排老年保健講座，邀請休士頓知
名的本會劉如峰醫師主講，介紹老年特殊並常見健康問題
，並說明預防及治療須知。

主辦單位將提供客家美食午餐、發壓歲錢與長輩及幼
童、提供歌唱及帶動全體舞蹈節目，供觀眾同樂。休士頓

客家會、客家文教基金會及理事、委員、顧問及熱心會務
的鄉親，將捐贈禮品供摸彩助興，鄉親藉此春節喜慶或許
回味往日歡樂時光，亦或家常生活經驗點滴，共享 「
千年榕樹共條根，客家血脈一家親」的大家族情誼。新春
聯歡會盛況可期，請鄉親攜眷並邀請親朋好友踴躍參加，
共渡佳節。

聯歡會將於上午十一時開始報到，十二時提供午餐，
下午一時開始同樂節目，並同步在視聽教室舉行青少年座
談會，二時三十分舉行老年保健講座。詢問請電會長范泌
文, 電話281-323- 0488 ，客家文教基金會副主任委員賴剛
志, 或籌備理事賴江椿，電話832-372- 3580，賴瑞華，電
話832-755- 7177。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
舉辦新春聯歡會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於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於33月月1010日應邀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為大家主日應邀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為大家主
講水災險講水災險，，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息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息。。美美
南銀行大堂經理南銀行大堂經理VickiVicki陳特別講解和介紹有關陳特別講解和介紹有關HSAHSA節稅節稅、、儲蓄和如何運用儲蓄和如何運用
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公關莊帷婷介紹美南銀行全方位的服務公關莊帷婷介紹美南銀行全方位的服務（（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花蓮遊、花蓮加油』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由有
30 年歷史的 「全僑健康日」 所主
辦的 第四屆食品安全講座，將於
4 月28 日（ 周六 ） 下午二時，在
僑教中心203 室舉行。本次討論的
主題： 「食品加工業可能碰到的
狀況」 。將邀請食品業界 的邦元
豆腐及雀巢公司的Alex Chen (程誠
先生 ）前往演講。

這項活動由：亞裔健康教育
協會、光鹽社、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休士頓華裔護
理協會、慈濟、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華裔醫師協會、聯新國際醫療等
單位共同主辦。旨在提倡食品安全
，提供正確食安常識，提升華人社
區的食品標準。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的施

惠德醫師表示： 他們辦這項講座
的主要目的，要大家知道如何觀察
食品加工業的過程，及市政府有一
套檢查的標準，感染不潔物的投訴
過 程 及 食 品 添 加 料 的 化 學 物
質------ 等等，都是此次講座
探討的主題。

「 全僑健康日 」 第四屆食品安全講座
44 月月2828 日舉行日舉行，，主辦單位上周日舉行籌備會主辦單位上周日舉行籌備會

(本報訊) 花蓮─大自然特別眷顧的地方，臺灣最美麗的驚嘆號！擁有許多世界級的山水美景。東臨浩
瀚太平洋，西倚雄偉的中央山脈，以巍峨的高山、蔚藍的天空、浩瀚的海洋、景色秀麗的縱谷、多樣性
的人文風貌、親切善良的人民，成為全國最喜歡旅遊縣市的首選，深受國際遊客的喜愛。

本(107)年2月6日臺灣花蓮0206強震重創觀光業，交通部觀光局業提出 「振興花蓮觀光產業 『花蓮遊
、花蓮加油』實施計畫」，投入6050萬元，盼透過優惠措施及推廣活動，希望吸引海外僑胞及遊客前往
花蓮旅遊消費，以實際行動支持災區重建，協助花東觀光產業儘速復甦再現榮景。政府並積極發展當地
觀光產業，規劃精緻旅遊吸引海內外遊客前來(相關資訊詳見官網; 花蓮縣:http://tour-hualien.hl.gov.tw/;台
東縣:http//tour.taitung.gov.tw/)，歡迎大家共遊花蓮，為花蓮加油。

「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網路報名延長至3月15日

(本報訊)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自2006年起合作辦理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迄今已累計逾3萬餘名臺灣偏遠

地區學童受益，甚受海內外各界肯定，2014年客家委員會加入合
辦，2016年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加入核擇偏鄉學校進行服務，今
(2018)年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蘭、南非及
貝里斯等地區534名華裔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南地區分配名額
增加至51名(含客籍7名)。

活動時間自2018年6月30日至7月28日止，為期4週，包括

英語教學訓練、臺灣偏遠地區國中、國
小英語教學志願服務及寶島參訪。主辦
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間之膳宿及團體

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每位學員投保新臺幣400萬元意外險及
新臺幣40萬元醫療險。學員則需自行負擔僑居地至臺灣之往返
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
宿及其他等費用；全程參與服務活動及完成心得感言且無違反主
(承)辦單位或服務學校之各項規定之學員，將由主辦單位頒發80
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延長至3月15日止，歡迎有意加入志工服

務行列目前就讀11年級以上且於2018年11月30日前年滿17足
歲，但未滿25足歲之華裔青年(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
為母語、能簡單中文溝通、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
活，為優先錄取對象(前曾參加本活動者不得報名、報名客籍志
工者須由客家社團推薦)，報名方式請至營隊網站（www.aid-
summer.net），建立個人網路帳戶，填寫申請資料，上傳個人照
片、報名表、學校成績單及自述短文等，登錄資料確認無誤後，
列印網路登錄確認單連同上述文件，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10303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辦理報名。詳情
請電：713-789- 4995分機113。

圖為出席籌備會的各主辦單位代表在會上合影圖為出席籌備會的各主辦單位代表在會上合影（（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 休士頓華人護理協會休士頓華人護理協會
」」 吳筑君吳筑君、、 「「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會長會長 羅秀娟羅秀娟、、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會長會長
趙婉兒趙婉兒、、 「「 世華世華」」 監事黃春蘭監事黃春蘭，， 「「 慈濟慈濟」」 代表孫秀蕊代表孫秀蕊（（ 二排右起二排右起 ）） 「「 光鹽社光鹽社」」
執行長執行長 孫紅濱博士孫紅濱博士，， 「「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會長施惠德醫師等人會長施惠德醫師等人。（。（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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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特約記者
梅紅撰稿

走訪2018劍橋能源周 上千能源領袖齊聚石油城

2018劍橋能源周有IHS Makit公司主辦
，於3月5日至3月9日在美麗的石油城休
斯頓成功舉行。今年盛會有上千能源領導
和石油高層專家參會。美國能源秘書長
Rick Perry 、休斯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各大油公司總裁比如：殼牌、埃克森、雪
佛龍、Total 、BP、Saudi Aramco, 菲利普
斯石油公司，還有電子科技公司愛默生、
西門子的總裁們在會上發言。本次大會論
壇主要探討了全球能源產業的未來、戰略

增長模式、低油價時
期上遊成本與技術、
網絡安全、管理自然
災害的經驗等各方面
議題。

很榮幸作為美南新
聞的特約記者在希爾
頓酒店採訪了劍橋能
源 周 。 主 委 會 前 台
Bonnie Buck女式熱情

地幫我註冊，並介紹了本屆劍橋能源周會
議是第三十七屆，她很高興為劍橋能源周
工作了六屆。我也代表美南新聞的主席李
蔚華先生表達了對主辦方的問候和美好的
祝願。

在西門子公司："新的夥伴加入誠信憲
章以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的論壇上，我們
採訪了BlueVoyant公司安全智能防禦部門
的全球首席-丹尼爾•埃尼斯先生。他對
我報記者的提問："在低油價的情況下，如

何增強網絡安全措施？" 分享了他的見解
。

丹尼爾•埃尼斯先生說： 「在低油價
情形下，應著重投資的優先順序,降低安全
風險和提高智能防禦是共同的努力。投資
者需要找到協作的買方夥伴，培養好的人
才來共同專注而努力...」

劍橋能源週期間，我們採訪了主辦單
位 IHS Markit 公司 的 Alex 和 CEC 公司的
Paul，他們談論電能驅動-綠色能源的開發
。

" 將來我們的產品會更加客制化，客
戶需要更多的信息和在不同領域運用能源
，我們應增強商業模式的靈活性提供客制
化的理念和價位。" 杜克能源公司總裁 顧
德•琳在劍橋能源周的發言

休斯頓參加本期劍橋能源周的代表是
休斯頓市長 斯瓦斯特•唐納，他分享 「管
理自然災害是休斯頓的新功課」。



BB55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8年3月16日 Friday, March 16, 2018

衍易年度風水調氣班衍易年度風水調氣班
33 月月2525 日日，，44 月月 11 日上課日上課

（ 本報訊）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的風水調氣
班、將於 3月 25 日，4月1日兩個星期天
下午 2 點到 6 點在中華文化中心上課。可以網路報名，
到 FengshuiProfessor.com 登 記, 也 可 以 電 話 報 名:
832-417-8168，832-202-5751。

我們對風水的需求，其實因人而異。希臘人有句諺
語，說是： 「一個人的美酒佳餚，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
穿腸毒藥。」 放在風水氣場上，其實也非常貼切。一棟
本身格局沒有問題的房子，對A來說，可能是安居樂業
的好場所，但是對B來說，就有可能非常不適合。

在這個課程裡，衍易老師將為大家講解如何分辨住
宅本身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每個人自己對風水氣場的
特別需要。主要就在讓大家了解，什麼樣的風水是自己
的 「美酒佳餚」 ，什麼樣的風水有可能變成自己的 「穿
腸毒藥」 。

前面的四個小時，課程的重點在如何分辨住宅本身
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不同的人，對風水氣場的不同需

要。一家人住在一棟房子裡，因為各人對風水的需要不
一樣，應該要找到各自適合的位置，經常在那裡活動，
或者坐臥休息，讓住宅的風水，對家裡的每個人都能發
生正面效果。

後面的四個小時，重點在講解如何分辨家中氣場的
旺衰強弱，那些地方的氣場應該加強，那些地方的氣場
需要稍微減弱。

生命是一個不停改變的過程，年齡、職業、健康、
婚姻狀態，都會與時推移。每個人在人生不同的時段中
，對氣場的旺衰要求並不一樣。學會風水調氣，隨時根
據自己與家人的需要做調整，可以一生受用。

尤其今年是衍易工作坊招生的最後一年，想要了解
風水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上課的好機會。第一次
參加衍易研習班的朋友，風水調氣班的收費是$200。

關於風水調氣班的詳細內容，請上網查看 www.
FengShuiProfessor.com 的命理風水研習班，或電：
832-417-8168，832-202-5751。

聽古琴一曲

品味幽谷空靈的韻律

落花流水 風輕雲淡

獨享歲月沈澱中的靜美

聞花開花落

惝漾桃花淵谷的悠然

落寞飛花 春意幾許

釀就不擾清風下的自得

品禪茶一味

細讀繁華盡處的風景

紅塵驛站 人來人往

靜看滄海桑田裏的變幻

屆時品嘗著名攝影師

賈忠先生的禪茶一味

下午茶備有：精美茶點、水果，

享受極品沈年普洱、紅茶、凍頂高山

烏龍

邀請並期待與您共同度過下午茶

時光給自己一次遠離風塵返樸歸真的

休憇和洗滌...

每位費用$25

敬請報名參加！

時間：三月三十一日下午

2:00 - 4:00

地點：騰龍教育學院新校舍

4835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聯系電話：832-528-0880

中華文化沙龍系列活動
~著名古典音樂家

郭懷瑾古琴藝術的琴韻心聲

圖為衍易老師圖為衍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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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 生死有命生死有命，，當在這個世界的旅當在這個世界的旅
程結束時程結束時，，免不了的免不了的，，親人或是朋友會與我們告別親人或是朋友會與我們告別，，
奔向下一個旅程奔向下一個旅程，，面對親愛的家人離開面對親愛的家人離開，，要如何送這要如何送這
最後一程最後一程？？讓所有的親朋好友讓所有的親朋好友，，記得他的一生記得他的一生。。休斯休斯
頓有一家殯儀公司頓有一家殯儀公司，，以頂級的服務承辦喪事以頂級的服務承辦喪事，，從美國從美國
總統到各界領袖總統到各界領袖、、社區達人社區達人、、名貴名貴、、學者學者，，都找這家都找這家
殯儀公司來服務殯儀公司來服務。。

這家公司是喬治這家公司是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路易斯殯儀公司(Geo. H. Lew(Geo. H. Lew--
is & Sons Funeral Directors)is & Sons Funeral Directors)，，從從19361936年以來年以來，，便承便承
辦休斯頓最負盛名的喪禮辦休斯頓最負盛名的喪禮，，包括火葬包括火葬、、土葬土葬、、和追悼和追悼
會會，，提供從頭到尾的一條龍服務提供從頭到尾的一條龍服務。。 8080多年來多年來，，喬治喬治••
路易斯殯儀公司為許多有眼光的家庭提供最高質量的路易斯殯儀公司為許多有眼光的家庭提供最高質量的
““白手套白手套””服務服務，，重視每一個細節重視每一個細節。。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曾經承辦像雷根等許多美路易斯殯儀公司曾經承辦像雷根等許多美
國總統的葬禮國總統的葬禮。。在中國人圈子中在中國人圈子中，，蔣宋美齡蔣宋美齡、、孔家後孔家後
代代、、不少休斯頓的醫生不少休斯頓的醫生、、律師等也由這個公司承辦律師等也由這個公司承辦。。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以其專業的精神路易斯殯儀公司以其專業的精神，，最高品質的最高品質的
服務服務，，得到民眾的信賴得到民眾的信賴，，把最後一程的大事把最後一程的大事，，交由他交由他
們去處理們去處理，，可以放心的與親人告別可以放心的與親人告別。。

中國人注重風水寶地中國人注重風水寶地，，許多家屬也有宗教上的考許多家屬也有宗教上的考
量量，，無論是選擇墓地或是火葬無論是選擇墓地或是火葬、、靈骨塔靈骨塔，，喬治喬治••路易路易
斯殯儀公司都能提共各種符合需求的服務斯殯儀公司都能提共各種符合需求的服務，，與家屬討與家屬討
論最適切的方案論最適切的方案。。8080多年來多年來，，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路易斯殯儀公司
提供的服務提供的服務，，讓所有參加告別式的親友印象深刻讓所有參加告別式的親友印象深刻，，經經
驗豐富的殯儀經理周到的照顧每一個層面驗豐富的殯儀經理周到的照顧每一個層面，，精湛而專精湛而專
業業，，讓所有親友能真正尊重並了解逝者的一生讓所有親友能真正尊重並了解逝者的一生。。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擅長提供溫馨的氛圍路易斯殯儀公司擅長提供溫馨的氛圍，，他他
們備有休斯頓最大的殯儀館們備有休斯頓最大的殯儀館，，環境極為優雅精緻環境極為優雅精緻，，並並
且有不同的場地選擇且有不同的場地選擇，，能適合各種宗教儀式能適合各種宗教儀式。。加上其加上其

地點便利地點便利，，就位於休斯頓上城就位於休斯頓上城/ Galleria/ Galleria地區地區，，設有寬設有寬
敞安全的停車空間敞安全的停車空間，，就整體環境而言就整體環境而言，，可說是休斯頓可說是休斯頓
地區的首選地區的首選。。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館的設備上乘路易斯殯儀館的設備上乘、、高貴高貴，，為了讓為了讓
家屬更了解其服務家屬更了解其服務，，他們在網站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們在網站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虛擬展示虛擬展示，，把豪華的家具把豪華的家具、、美輪美奐的空間美輪美奐的空間、、和精緻和精緻
的細節活生生地呈現出來的細節活生生地呈現出來。。憑藉著這些優雅的設施憑藉著這些優雅的設施、、
和對每個細節的謹慎關注和對每個細節的謹慎關注，，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希路易斯殯儀公司希
望能達到並超越每個家屬的期望望能達到並超越每個家屬的期望，，知道他們做了最對知道他們做了最對
的選擇的選擇。。

在告別式當天在告別式當天，，有些家庭會安排餐飲招待有些家庭會安排餐飲招待，，喬治喬治
••路易斯殯儀公司也提供餐飲服務路易斯殯儀公司也提供餐飲服務，，其場地相當豪華其場地相當豪華
，，菜單可以依照家屬的喜好菜單可以依照家屬的喜好，，選擇從簡單到最高級的選擇從簡單到最高級的
餐飲餐飲。。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的母公司路易斯殯儀公司的母公司，，是全北美規模是全北美規模
最大的殯儀最大的殯儀、、火化和墓園服務公司火化和墓園服務公司Dignity MemoriDignity Memori--
alal®® network of funeralnetwork of funeral，，在北美擁有超過在北美擁有超過22,,500500家供家供
應社應社，，提供各式喪葬服務提供各式喪葬服務，，保證質量保證質量、、服務服務、、和客戶和客戶
的滿意度的滿意度。。此公司亦提供生前契約此公司亦提供生前契約，，讓人提前安排讓人提前安排，，
若是晚輩因為工作或搬家而遷移到其他地方若是晚輩因為工作或搬家而遷移到其他地方，，公司會公司會
協助轉換服務地點與墓地協助轉換服務地點與墓地，，並且不收額外的費用並且不收額外的費用。。

此外此外，，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還有全球運送服務路易斯殯儀公司還有全球運送服務
，，包括護送您過世的親人到最終的休歇地包括護送您過世的親人到最終的休歇地，，無論目的無論目的
地在哪裡地在哪裡（（美國或是全球美國或是全球）。）。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路易斯殯儀公司
也提供各種最高質量的定制棺木和產品也提供各種最高質量的定制棺木和產品，，有關喪禮的有關喪禮的
一切一切，，都交給喬治都交給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處理路易斯殯儀公司處理。。
欲了解更多信息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電話請聯繫電話: (: (713713)) 789789––30053005。。網網
站站: www.GeoHLewis.com: www.GeoHLewis.com。。地址地址:: 10101010 Bering Drive.Bering Drive.
Houston, TexasHouston, Texas 7705777057--21102110。。



休城畫頁 BB77星期五 2018年3月16日 Friday, March 16, 2018

西南管委會主辦西南管委會主辦March on CrimeMarch on Crime
在浸信會大學舉行在浸信會大學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西南管委會李成純如執行長主持在西南管委會李成純如執行長主持在在浸信會大學舉行在浸信會大學舉行 MarchMarch
on Crimeon Crime大會大會

西南管委會理事西南管委會理事 Stephen Le, JrStephen Le, Jr與警察局長與警察局長ArtArt
AcevedoAcevedo與會與會

西南管委會理監事西南管委會理監事與與大會特別來賓大會特別來賓警察局長警察局長ArtArt
AcevedoAcevedo 及及 各分局長各分局長、、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合影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合影

西南管委會頒發獎牌給印裔旅館公會在哈維颶風災時捐款西南管委會頒發獎牌給印裔旅館公會在哈維颶風災時捐款
$$150150,,000000..0000給市府救災給市府救災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代表頒發獎牌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代表頒發獎牌給給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在哈維颶風災時捐款美金在哈維颶風災時捐款美金750750萬及食品萬及食品、、生活必需品直接發生活必需品直接發

放到災民手中放到災民手中

休士頓員警休士頓員警Dein NgyuyenDein Ngyuyen獲獲西南管委會頒發傑出服務西南管委會頒發傑出服務
獎牌獎牌

西南管委會理監事與出席西南管委會理監事與出席 March on CrimeMarch on Crime大會全體員警合大會全體員警合
影影

警察局長警察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 希望休士頓希望休士頓警察局警察局 能夠增聘能夠增聘500500名名
以上的員警以上的員警、、抑止幫派擴張及做到警民一家親抑止幫派擴張及做到警民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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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辦公 請電話預約:

(713)772-0300 / (832)863-8882

專精一般跌打痛症
出名治理/

＊坐骨神經炎痛;腰痛;落枕
＊足踝扭傷;扳機指
＊足跟骨剌;骨裂;風濕關節痛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
＊足癬病;牛皮癬

[ 匯琳堂 ]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A03_SELFWELLNESS匯琳堂謝鸚翰中醫56B_8

中 醫 內 外 全 科  ( 頭 痛  /  失 眠  /  減 肥 )

武術跌打 名醫傳人

(美南銀行後面 / 華埠大廈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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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洲 孫振環

福建少林跌打師傅 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 洪敦耕 教授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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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全
英
羽
賽
開
拍
發
球
新
規
搶
風
頭

儘管世界羽聯一再調整賽程，

但在傳統思維中，全英公開賽仍被

認為是整年賽事的開端。當地時間

14日，2018年全英公開賽在伯明

翰打響。在接下來的連場大戰

中，球員能否適應 1.15 米發

球？林李再續“恩怨情仇”？

一切一切都值得期待！

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
14日在伯明翰結束首輪角逐，中
國名將林丹和諶龍齊齊晉級16
強；而港隊則僅得伍家朗響勝
鼓。

曾六次奪冠的林丹當日以
21：19、21：16戰勝丹麥的維汀
哈斯，曾兩次捧盃的諶龍也以
21：13、21：11輕取隊友喬斌。
另外，馬來西亞拿督李宗偉以
21：15、21：17擊敗巴西選手科

埃略，順利進入次輪。
根據抽籤形勢，如果在次輪

比賽，李宗偉戰勝韓國選手李東
根，林丹擊敗中華台北的王子
維，兩人便在8強賽上演第40回
“林李大戰”。

至於上周於德國賽連挫林丹
及石宇奇奪得男單亞軍的港將伍
家朗，則以22：20、21：11挫世
界排名39的荷蘭球手Mark Cal-
jouw，成為港隊唯一晉級球手。

伍家朗次圈將遇上日本的西本拳
太。

女單比賽，國羽僅陳雨菲晉
級。男雙方面，3號種子李俊慧/
劉雨辰擊敗韓國的金元昊/徐承
宰；另外陳清晨/賈一凡、杜玥/
李茵暉擊敗各自的對手晉級女雙
次輪，張楠/李茵暉、鄭思維/黃
雅瓊和王懿律/黃東萍晉級混雙第
二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丹諶龍晉級 伍家朗過首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傑志取得亞冠盃歷史性首場勝
仗，一箭定江山的鄭展龍一夜成名
贏盡掌聲，科蘭亦大讚這位20歲小
將潛質優厚，不過強調他不能自滿
要加倍努力繼續進步。

年僅20歲的鄭展龍出身自傑志
青訓系列，青年軍時代已經嶄露頭
角，在網上亦有不少他的“球王
片”流傳，球感極佳的鄭展龍無論

盤傳射在香港同齡球員之中均屬頂
級。兩年前，他以18歲之齡獲提拔
至傑志一隊，更曾於亞協盃賽事亮
相並取得入球，可惜2016年一次重
傷令鄭展龍遠離賽場近9個月，及
後一直傷患纏身令他開始淡出傑志
一隊。

直至今個賽季鄭展龍被外借至
夢想FC終於找回狀態，夢想FC主
帥梁志榮對鄭展龍投以信心一票，

確立他正選進攻中場的地位，並以
他為球隊的進攻組織重心，在鄭展
龍出色的表現下夢想FC更一度殺
入聯賽榜三甲，其後傑志為了亞冠
盃宣佈收回這名小將，並於日前的
亞冠盃賽事中上演“一球成名”的
好戲。看到隊中小將的出色表現，
科蘭亦不禁大讚鄭展龍的入球技驚
四座：“他很有潛質，但能不能夠
繼續進步就要看他自己的努力。”

鄭展龍一夜成名 科蘭促繼續努力

中國男乒為世乒團體賽而舉行的內部選拔
賽15日開打，賽事持續三天。根據中國乒協的
選拔方案，馬龍、許昕及樊振東已獲參賽資
格，餘下的兩個參賽資格將從選拔賽產生。結
果在15日的兩輪比賽中，現役國手方博、周雨
及林高遠獲得全勝。

參加本次選拔的中國男乒共有10名球
手，包括方博、周雨、閆安、林高遠、周
愷、梁靖崑及4名U21球員王楚欽、薛
飛、劉丁碩及周啟豪。按照規則，4位U21
球員排名最高的1人將直接獲得世乒賽參
賽名額，如果大循環冠軍為U21隊員獲
得，那麼名次最前的兩名U21球員將獲得
全部2個參賽名額。

不過在15日上午的兩輪比賽中，U21
球員薛飛及劉丁碩皆兩戰全敗，另外2位
U21球員王楚欽與周啟豪則1勝1負。

國乒女隊的選拔賽16日開打，與男隊
不同，參加選拔的隊員為8人，但同樣是
選出2名參賽隊員。已確定參加的女隊隊
員為丁寧、劉詩雯及朱雨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乒賽選拔賽
三國手兩輪全勝

疲勞之師東方不敵“吸血鬼”
經過作客忠信功夫兩場敗仗後，仍列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榜首的“香
港東方”，15日晚回歸修頓主場，迎戰聯
賽探花曼谷吸血鬼。雖然經過一日的休
息，但疲勞之師東方始終無法擺脫舟車勞
頓之苦，上半場以45：60大比數落後，
下半場雖表現有所回升，一度將比分拉近
至6分，但始終難挽敗局，以111：119不
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欖備戰國際七人賽
香港男女子欖球隊參加3月16至18

日舉行的“婆羅洲七人賽”，為4月初舉
行的“國泰航空/匯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2018”及“世界女子七人欖球賽系列
賽─外圍賽”磨劍。香港娘子軍今年1月
曾在斐濟的“珊瑚海岸七人欖球賽”中躋
身決賽，主帥莊保羅說：“她們在斐濟一
役後增強不少信心，之後的訓練也很理
想，這個周末將是另一場考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北京女籃兌現了一年前衛冕時的誓
言，在14日晚進行的2017-2018中國女子
籃球聯賽（WCBA）總決賽第三場比賽
中，她們在主場以85：63擊敗山西，總
比分3：0橫掃對手達成三連冠偉業，邵
婷榮膺總決賽MVP。

CBA季後賽 粵遼開門紅
另外，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CBA）14日晚展開季後賽八強賽首回
合較量。廣東男籃客場挑戰衛冕冠軍新疆
男籃。同樣更換外援的兩支球隊表現截然
不同，常規賽場均得到40.1分的新疆外援
亞當斯顯然還不適應布拉切的回歸，全場
僅得20分。而廣東則在外援斯隆的組織
串聯下打出高效的團隊進攻，全程領先並
以130：114拔得本輪系列賽頭籌。

而常規賽排名第二的遼寧衡潤隊當晚則
以92：91客場險勝北京首鋼，獲得“開門
紅”。 ■新華社

北京女籃橫掃山西
WCBA三連冠

■■鄭展龍鄭展龍（（中中））
在訓練中一絲不在訓練中一絲不
苟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羽女雙組合陳清晨／賈一凡（前）順利晉級。
新華社

■北京女籃在頒獎儀式後合影。 新華社

■■諶龍在男單諶龍在男單
首 輪 輕 鬆 獲首 輪 輕 鬆 獲
勝勝。。 路透社路透社

■李宗偉再戰全
英賽。 新華社

■林丹首輪霸氣
過關。 新華社

全英公開賽是現今最古老的羽毛
球賽事之一，從1899年創辦

至今，已進行108屆。而今年起，
世界羽聯對賽事體系進行改革，推
出“世界羽聯巡迴賽”，全英公開
賽 屬 於 巡 迴 賽 超 級 1000 （su-
per1000）級別賽事，總獎金達到
100萬美元，單雙打被同樣看重，單
打冠軍獎金升至7萬美元，雙打冠
軍獎金超過單打達到7.4萬美元。

改革後，全英賽取消資格賽，
各單項籤位只有32個，首輪之後就
決出16強。1.15米發球新規一出，
就遭各隊選手吐槽，安賽龍便曾發
過跪在地上發球的視頻。球員高矮
不同，卻推廣統一高度的發球標

準，裁判通過兩塊透明塑膠板判斷
發球是否違例。

此前的德國公開賽上，林丹被
判罰好幾次違例，為此他在個人社
交網站貼文斥裁判直接導致比賽走
向荒謬。今次全英賽，發球新規勢
再搶風頭，成為賽場最大的看點。

林丹 李宗偉共奪10冠
林丹和李宗偉在男單賽事齊被

抽在下半區，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
為焦點。兩位老將對全英賽都有着
深刻的情意結，從2004年開始，林
李二人共聯手拿下10次冠軍，林丹
6 次（2004、2006、2007、2009、
2012、 2016 年） ，李宗偉 4 次

（2010、2011、2014、2017年）。
暫且不提兩人是否能再次問

鼎，更令人關心的是“會合”。林
丹若能晉級8強便極有可能碰到李
宗偉。李宗偉次輪遭遇韓國名將李
東根，若果順利勝出，那將是林李
繼去年亞錦賽後的再次交鋒——第
40回林李大戰！

逃不掉自然規律的束縛，林丹
近來國際賽事成績不佳，連續遭遇
首輪遊。而他和李宗偉的年齡相加
已經超過70歲，比賽無所謂一定要
有多麼精彩，能看到兩位球場上的
英雄放出最後的光華，是被他們陪
伴而長大的球迷最樸實的願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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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9 20 21 22 23 24 25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15/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大瓷商》（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加拿大多倫多舉行聖帕特裏克節遊行加拿大多倫多舉行聖帕特裏克節遊行

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盛大遊行，慶祝愛爾蘭民族傳統節日聖帕特裏克節。這壹紀念愛爾蘭守護神聖帕特裏克的節日
起源於5世紀末。每年聖帕特裏克節來臨時，全球各地的愛爾蘭人都身著綠衣，共同慶祝。

近日近日，，俄羅斯下俄羅斯下
諾夫哥羅德州諾夫哥羅德州，，俄羅俄羅
斯諾夫哥羅德地區壹斯諾夫哥羅德地區壹
年壹度的鵝大戰年壹度的鵝大戰。。據據
說過去鬥鵝從來不挑說過去鬥鵝從來不挑
什麽大場子，在庭院
裏就可以大鬥壹場，
有人還下不小的賭註。
如今人們的手頭沒有
過去那麽寬裕，有時
只能賭壹瓶啤酒，而
且勝者通常都是賽後
就在地上就著面包和
腌肥肉豪飲起來。對
人們的這些賭註，鵝
當然並不知曉，因為
打鬥純屬它們的天性，
它們並不知道自己的
表現帶給主人的到底
是歡樂還是懊惱。

俄羅斯舉辦傳統鬥鵝賽俄羅斯舉辦傳統鬥鵝賽
大鵝大鵝““引頸以待引頸以待””鬥誌滿滿鬥誌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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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8年3月16日 Friday, March 16, 2018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8年03月16日 Friday, March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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