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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HOT BACCARAT 
TUESDAYS

Nine winners will win a share of over $2,500 each week. 
Play 30 minutes on any Baccarat Table to qualify. 

Earning Period • 5pm – 10:30pm 
Activation • 6pm – 10:45pm 

Drawings every Half Hour • 7pm – 11pm 

All activities take place at the High Limit Pit.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8,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10,000 热门百家乐 
星期二

每周将抽出 9 名得奖者可赢得大奖，总奖金超过 $2,500。 
于任何百家乐游戏桌玩 30 分钟即可获得抽奖机会。 

赢取期间 • 晚上 5 点 – 晚上 10:30 
激活 • 晚上 6 点 – 晚上 10:45 

每半小时抽奖 • 晚上 7 点 – 晚上 11 点 

所有活动均在高限额投注赌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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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秦鴻鈞

駐美代表高碩泰休士頓太空人隊比賽開球
慶祝台灣與德州締結姊妹州慶祝台灣與德州締結姊妹州3030週年週年

(本報訊)休士頓宗教交流協會
(Houston Interfaith Ministries) 是隸屬休
士頓 United Way 的一個慈善機關。
休士頓宗教交流協會的目的,在於聯合
休士頓不同宗教團體的會員互相溝通,
交誼了解，並攜手合作為市民服務。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服務項目是 Meals
on the Wheels - 熱食專送線。宗教交
流協會每天送温熱可口的午餐給休士
頓的四千多位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

數十年如一日。為了讓這些老人家在
颱風來臨，無法送熱食時有乾糧和水
。最近幾年，宗教交流協會更發啓
Operation Impact 運動，在颱風季節來
臨之前，號召義工們到家家户户送水
和乾糧。尤其是去年哈維颱風襲擊休
士頓，造成大水范難以後，這項活動
更具深刻意義。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今
年也參與運動，做為發放中心及倉庫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二十多年來一

直是宗教交流協會的忠實會員。每年
都贊助交流協會各項活動。今年六月
二日，玉佛寺義工們在大太陽底下，
到家家户户敲門，親自送乾糧和水給
西南區的老人家們。令人感動。圖為
玉佛寺的義工們在佛寺停車場前攝。
在卡車圖右為淨海長老，長老右為會
員組組長周際會，在卡車圖左為慧度
法師，中蹲為負責人徐小玲。

汝楨藝苑 ＂為容健民師傅、伍元勳師傅賀壽
會中各成員獻唱多首粵劇名曲，同好曲藝交融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參與休士頓宗教交流協會活動參與休士頓宗教交流協會活動

(本報訊) 駐美代表高碩泰偕夫人
20日晚間在駐休士頓辦事處總領事陳
家彥陪同下，於去年贏得美國職棒大
聯盟世界大戰冠軍隊伍－休士頓太空
人隊(Houston Astros)的邀請，在主場
美粒果球場(Minute Maid Park)為太空
人隊和坦帕光芒隊(Tampa Rays)球賽
開球，透過雙方喜愛棒球運動，深化
台美友誼，並慶祝台灣與德州締結姊
妹州30週年紀念。

太空人隊總裁 Reid Ryan 親自在
場內迎接高代表夫婦。大會司儀向全

場觀眾介紹 「台灣駐美代表高碩泰為
了慶祝德州與台灣30年的姊妹州情誼
親自到現場開球」。

高代表身著太空人隊16號球衣，
步上投手丘，隨即以矯健身手投出快
速直球，大螢幕上全程播放高代表投
球，贏得全場觀眾熱烈掌聲，在休士
頓的僑胞，台商代表和各界友人約
300 人，到場揮舞台美兩國國旗為高
代表加油，熱情參與這項慶祝活動，
充分展現對臺灣的向心力，彰顯台美
間的友好情誼。

休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全程陪
同 並 邀 請 高 代 表 夫 婦 到 貴 賓 室 與
Houston First 總 裁 Brenda Bazan、
Downtown District 組 織 執 行 長 Bob
Eury等休士頓運動娛樂產業負責人共
同觀賽，促進雙邊交流。

高代表夫婦隨後前往觀眾席向
300 位僑胞和友人致意並一同觀賽，
現場歡欣鼓舞。高代表此行為宣揚台
灣、推動體育外交及增進台美關係投
出了一記漂亮好球。

駐美代表高碩泰夫婦及駐休士頓辦事處總領事陳家駐美代表高碩泰夫婦及駐休士頓辦事處總領事陳家
彥與到場僑胞及各界友人一同觀賞球賽彥與到場僑胞及各界友人一同觀賞球賽。。

駐美代表高碩泰應邀為休士頓太空人隊比賽開球駐美代表高碩泰應邀為休士頓太空人隊比賽開球。。

(本報訊) 以粵劇粵曲同行
相聚，砥礪排練，交換心得的
＂汝楨藝苑＂成員 ，於上週六
（ 6 月 16 日 ）下午歡聚一堂
，以曲會友。並於當天為容健
民、伍元勳兩位師傅賀壽。會
中各成員在全體音樂師傅的拍
和下，各自上台大展曲藝，台
下觀眾靜心欣賞。 「汝楨藝
苑 」 內一片喜氣洋洋，大家
品蛋糕，嚐美食，情景、曲藝
交融，令觀者難忘。

藝苑生日會上全體大合照藝苑生日會上全體大合照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為容健民師傅為容健民師傅··伍元伍元
勳師傅慶祝生日勳師傅慶祝生日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6月16日下午6時至下午10時，在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72的珍寶海鮮餐
廳舉行2018年會暨張智嘉、陳志宏新舊會長交接典禮，同時歡送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鈺程秘
書榮調返台。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經濟組徐炳勳組長、施建志組長、何仁傑組長、黃鈺程
秘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北美台商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夫婦、休士頓台灣商會歷任會長、理事，中油公司駐休
士頓林勝義總經理、台塑吳堯明副總裁、亞洲化學楊朝諄董事長，建東銀行戴建民董事長、美南旅館公會葉德雲會長、金城銀行
黃國樑執行長夫婦、美南銀行洪恭儀董事夫婦，僑團代表等400多人共襄盛舉。 2018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陳志宏會長擔任大會主
席，周政賢副會長、張園立秘書長擔任總幹事，由張園立秘書長與張碩仁理事擔任節目主持人，陳志宏、周政賢、張園立負責理
事選務委員會。呂明雪、吳宏傑、吳鳳儀、古玉枝、莊雅玲負責報到、收款，梁慶輝、陳志宏、周政賢、劉元正、簡文雄、陳元
憲、張世勳負責接待；徐世鋼、張園立、張世勳負責節目製作；徐世鋼、曾昭德、梁競輝負責燈光音響；曾昭德、劉元正、梁競
輝、姚義負責場務舞台；周政賢、呂明雪負責餐飲；周政賢、陳元憲、簡文雄、劉元正、古玉枝、姚義、莊雅玲負責獎品及摸彩
；周政賢、王明負責獎牌製作；劉元正負責攝影。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今年正好是台灣與德州締結姊妹州的30週年，一直以來台商會在台美雙邊交
流上，擔任重要角色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陳家彥處長感謝並希望台商會繼續致力台美經貿交流。北美台商會吳光宜總會長致詞
，感謝一年來商會成員的支持。北美台商聯合總會6月的年會又到了，希望本著 「愛拼才會贏」的精神，繼續與僑委會共同合作服
務台商及僑界，維護旅美台灣僑胞權益、促進台美經貿交流。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致詞，感謝所有來賓的熱情參與以及周
政賢副會長、理事及志工們的支持與奉獻，使當天晚會賓主盡歡。2018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在會上頒發獎座給卸任理事、榮譽副
會長，並選舉新會長及新任理事。

在新任理事們共同推舉張智嘉接任新會長。張智嘉新會長致詞，再度加入領導團隊，雖然有點年老力衰但服務熱忱沒有減弱
，未來將帶領商會繼續傳承經驗，為社區一起貢獻心力。 2018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上有美食，卡拉0k，舞會，百項以上精美禮品
抽獎，獎品豐富。全體理事們上台大合唱 「愛拼才會贏」後，最大獎建東銀行戴建民董事長贈送500美元紅包現金由林重光前理事
幸運中獎，氣氛溫馨，場面熱鬧。

2018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溫馨舉行

【休士頓訊】美南銀行第13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頒獎活動於
2018年6月21日下午在總行二樓大廳內舉行。由該行董事長李昭寬
、總裁Gary Owens頒發每位獲獎學子$ 1,000獎助學金，其中Mi-
chelle Wen在達拉斯地區由該區域分行總裁Mohammed Younus於18
日頒發。

總裁Gary Owens在致詞中讚揚他們的優秀和努力和鼓勵每位學
子對於未來大學生涯規劃。

第13屆清寒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和大學資料如下：
1. Tseng Kelly : UT Austin
2. Charlie Zong: Duke University
3. Laura Li : Duke University
4. Bowen Mei :Texas A&M
5. Michelle Wen: UT Austin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

中國城內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服務。目前分行在休士頓
糖城、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Richardson等地區。有關美南銀行最
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第13屆清寒學生獎學金6月21日舉辦頒獎儀式

20182018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全體理事們上台大合唱全體理事們上台大合唱 「「愛拼愛拼
才會贏才會贏」」 ，，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商會宋明麗資深理事於台商會宋明麗資深理事於66月月1616日邀請金曲歌王嚴詠能日邀請金曲歌王嚴詠能
為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為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台北經文處黃鈺程秘書演唱台北經文處黃鈺程秘書演唱
「「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歡送她們榮調返台歡送她們榮調返台。（。（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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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中華楊式太極拳拳學會公益教學活動新布聞發布會

【泉深 / 圖文】由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 華助中心、美南
山東同鄉會和休斯頓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共同發起的 “休斯頓
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公益教學活動”新聞發布會於 6 月 16 日上
午 10 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楊式太極拳訓練館舉行。中國人活動
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 / 中華總商會會
長孫鐵漢先生、少林功夫學院院長釋行浩大師、中華楊式太極拳
學會創始人楊俊義大師以及休斯頓太極拳學員和太極愛好者約
30 餘人出席。

范玉新執行長宣布新聞發布會開始並作重要講話，他說：
“首先感謝楊先生邀請我們中國人活動中心共同發起這次“中華
楊式太極拳學會公益教學活動”。太極拳有幾個層面的意義：第
一太極拳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推廣學習太極拳也是推廣中
國傳統文化；第二可以增強休斯頓各界華僑華人的體質，太極拳
也吸引了外國朋友，達到健康養生的目的；第三太極拳不僅是大
家在一起鍛煉，而且可以相互交流，增進友誼，幫助和諧僑社的
建設。” 範執行長也轉達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送來的

慰問和祝賀。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孫鐵漢先生指出：“楊大師
是楊式太極拳的傳門人，我領教過他的楊式太極拳，一招一式都
顯功夫，他是我們山東人的驕傲，也是中國人的驕傲。楊大師在
公益活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休斯頓市市長 西爾維斯特·特
納（ Sylvester Turner ）正決定選擇 10 月某日為楊式太極日。太
極有深度，非常奧妙，正像楊大師所說，太極動作不是手去動，
而是意志讓它動，是用意不用力，是中國人的意志力通過幾千年
的傳統文化傳到現在，我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隨後武術界
代表釋行浩大師和書法界代表江震遠先生髮表講話和感言。

在新聞發布會上，楊俊義大師講解太極拳的基本十三式和
24 式、 37 式、 85 式楊式太極拳，並和學生現場演示太極拳。
楊大師針對上班族人士長時間久坐或站立狀況，經過研究編排了
原地太極拳動作。在楊大師指導下，只要學練 1 至 2 課，然後堅
持自練，就能較快疏通人體經絡，調節自身氣機平衡，有較好的
效果。

太極拳好在那裡 ? 楊大師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1) 宣通經絡，活血化淤； (2) 鬆柔正身，調節平衡 ; (3) 培
育元氣，強心固腎 ; (4) 增強內氣，減肥美容 ; (5) 輕身步靈，精
氣神足。

太極拳的特點和健身養生原理功效
“拳論”講“太極者，無極而生，動靜之機，陰陽之母也”

。又說“動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及，隨曲就伸”。 “拳
論”開篇就把太極拳的原理講得十分清楚 !

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 黃帝內經講“正氣存內
，邪不可干” !

荀子有言“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
前人們把太極陰陽原理融入於拳勢運動之中，這是中國古代

人發明的大智慧 !
太極拳由此被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文化內涵 。 同時“拳”加

上“太極”二字，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太極拳早被古人認為
是“好東西” !

武術界代表釋行浩大師講話武術界代表釋行浩大師講話。。

全體合照全體合照。。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孫鐵漢先生講話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孫鐵漢先生講話。。 太極表演太極表演。。

楊大師現場演示太極拳楊大師現場演示太極拳。。

范玉新執行長宣布新聞發布會開始並范玉新執行長宣布新聞發布會開始並
作重要講話作重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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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靠東北岸的 『緬因州』 ，秋季樹葉會
因氣候而變換顏色，橙黃通紅，遍佈各個城市，
高速上也吸引了無數遊客卻步欣賞。喬治•華盛
頓總統頒布，1787年修建的 『波特蘭燈塔』 是當
地最漂亮的燈塔，背靠大西洋，湛藍的大海把燈
塔襯托得更加潔白。周邊還有公園可以散步，享

受著輕輕吹拂的海風，放眼望去是一望無際的大
海。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是一處非去不可的地
方。蔥鬱的森林、蜿蜒曲折的海岸線、高聳的山
峰、深邃的峽灣還有明鏡般的湖泊，如詩如畫的
美景。 『凱迪拉克山』 是公園的最高點，開車上
到山頂，有一種縱覽群山的感覺。廣闊浩瀚的大
海盡收眼底，360度無死角地觀賞壯麗的景觀。品
嘗新鮮龍蝦，除了波士頓，緬因州同樣也有。臨
海的地理位置讓居住緬因州的居民，在龍蝦盛產
季節往往品嘗到最鮮最便宜的佳餚。

美國最古老、最具歷史文化價值的 『波士頓
』 ，長春藤盟校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的聚居地。
長達4公里的歷史古跡 『自由之路』 是主要由紅色
磚塊建造的線路，沿途經過16個歷史遺跡，了解
美國獨立戰爭和波士頓歷史，見證那個時代人民
邁向自由的艱辛和成果。 『波士頓海港』 乘坐郵
輪一路乘風破浪，遊覽波士頓海港，古帆船、軍

艦。 『昆西
市場』 是當
地著名的購
物市場，匯
集了各路美
食，有正式
餐廳也有可
口的小吃、

快餐，應有盡有。還有最受歡迎的新英格蘭風味
的海鮮濃湯和龍蝦卷，要是碰上龍蝦當季的時候
，一定能滿足您的味蕾。

提起 『紐約』 ，大家一定會想到 『自由女神
』 和 『時代廣場』 。紐約的標誌和經典代表。
『自由女神』 美法友好，美國人民民主和自由的

象征。即便自建立到如今遭受了數百次電擊，但
它依舊屹立不倒，猶如紐約這片土地的精神領袖
。 『時代廣場』 是紐約人流最密集、繁盛的娛樂
和購物中心。廣場上的夜晚就是
不夜城，大量耀眼的廣告屏幕，
使人眼花繚亂。去到時代廣場，
若有機會，可以去看一場百老匯
音樂劇，擁有一種不一樣的體驗
，仿佛置身于電影里經常出現的
場景。‘北京遇上西雅圖’里出
現的帝國大廈，紐約的地標性建

築，最高的露天觀景台，86層和102層不僅能觀賞
到繁華紐約的全景，還可以看到附近4個州的部分
景色。壯觀的 『尼亞加拉大瀑布』 水流直瀉而下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勢如排山倒海，震撼人心
。乘搭 『霧中少女號遊船』 身臨其境地體驗大瀑
布傾盆而下的水流，雷鳴般的轟鳴聲。若遇上大
晴天，必定能看到彩虹。

不管是怎樣的行程，美國東岸還是西岸，王
朝旅遊都可以滿足您的需求，讓您看遍美國的優
美風景。

更多行程盡在王朝旅遊，詳細行程請電話或
者微信我們：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壁，大
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Hous-
ton TX 77036

美國東岸疾行印美國東岸疾行印象象，，王朝旅遊帶王朝旅遊帶
您玩轉美東體驗不一樣的文化您玩轉美東體驗不一樣的文化

「 食家莊 」 餐廳再推新菜，特級主廚、菜色不凡
各式正宗北方菜、川菜，北方特色麵點，令人驚艷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去年年底新開張，以北

方菜、北方麵點聞名休巿的餐館--- 位於 「 惠康
廣場 」 內的 「 食家莊 」 ，在以正宗北方麵點，

北方菜風靡休巿半年之後，日前再度精益求精，
再推新菜。如：玉子蝦仁、肉丁炒雜蔬、芹菜炒
肉絲、蘿蔔捲肉、雞蛋串串捲、椒鹽蝦、外婆豆

腐，海鮮豆腐、蔥烤全魚、蟹炒年糕、筊白炒肉
絲、香辣肥牛、辣炒辣、油燜筊白、絲瓜麵筋、
老北京麻醬麵、四川雞絲涼麵、麻辣涼粉、素鴨
、拌雙筍、貝魚大烤、腌篤鮮、蟹肉魚肚羹----
等新菜，令人嘆為觀止。光是蔥烤全魚，香噴入
味，蟹炒年糕，蟹的鮮香配上年糕的香Q咬勁，堪
稱人間絕配。一群好友圍桌而坐，幾杯好酒，配
上 「 食家莊 」 的精品新菜，一群人酒酣耳熱，大
飽口福，大呼過癮。

「 食家莊」 的菜色，從冷菜到熱菜，到各種
北方特色麵，還有 「 食家莊」 獨有的特色菜，更
令人驚艷！如賣相、口感一流的 「 大千乾燒黃魚
」 ，黃魚極其入味，口感特佳，如 「 大盤雞」 ，
廚師的精湛手藝，將雞肉的鮮味發揮的淋漓盡致
，再配上麵條，絕對是一道開胃的好菜。當天推
出的名菜還有咕嚕蝦，溜肝尖，肉末豆角， 梅菜
扣肉，芫爆肚絲，五彩小魷魚，白菜排骨粉絲砂
鍋，以及他們著名的田園素菜： 西芹百合、醋溜

白菜---- 光看師傅的刀工，即令人嘆為觀止，更
別提入口的滋味及其營養價值。

「 食家莊 」 最值得一提的是 「 北方特色麵
點 」 ，羊肉水餃，三鮮水餃，內餡極其講究，令
人激賞不已，還有發麵製作的黃金芝麻大餅，更
是該店的 「 賣點」 ！

「 食家莊 」 的特色麵點，還有老北京豬肉鍋
貼、羊肉西葫蘆鍋貼、三鮮鍋貼，水餃除上述二
種，還有煙台鮁魚水餃、豬肉水餃，以及最受大
眾喜愛的蔥油餅、北京炸醬麵、茄子肉丁打鹵麵
、天津小籠包、擔擔麵、重慶酸辣小麵------ 等
等，都是一時之選。

「 食家莊」 的地址：9114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36 ( 惠康廣場內）

電話: 713-771-6868
每周營業六天,周二公休
上午10:00至下午10:00

「 食家莊」 餐廳新開業，推出正宗北方菜、川菜
馬老闆宴請 「 北京群 」 ，特級主廚菜色不凡，令人驚艷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中國八大菜
系，隨著華人來美的移民腳步，逐一
將中國各地的菜色帶到美國，帶到華
埠，各家各派隨著歲月的腳步各領風
騷數十年。就拿休市來說，歷經湖南
菜，粵菜，江浙菜、上海菜、川菜、

潮州菜、東江菜，北方菜----- 尤
其近年來，隨著移民結構的改變，北
方菜再度成為新寵，尤其北方的麵點
，更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主
糧，休士頓幾家專賣北方麵點的餐館
熱銷，即為一例。

而 「 食家莊」 近期在 「 惠康廣
場」 的開張，更順應休市人的口味。
「 食家莊」 位於 「惠康醫療中心」

旁，原 「 老四川 」 舊址。老闆馬軍
先生，為來自北京的山東人，深諳北
方菜的奧秘（ 北方菜源於＂魯菜＂）

，特聘的幾位廚師，都頗有背景，八
日晚間在 「 食家莊 」 大開筵席，招
待 「 北京群 」 的群友，名菜疊出，
吃得全場五十多位嘉賓，酒酣耳熱，
大飽口福，大呼過癮。

「 食家莊」 的菜色，從冷菜到
熱菜，到各種北方特色麵，還有 「
食家莊」 獨有的特色菜，更令人驚
艷！如賣相、口感一流的 「 大千乾
燒黃魚」 ，黃魚極其入味，口感特佳
，如 「 大盤雞」 ，廚師的精湛手藝
，將雞肉的鮮味發揮的淋漓盡致，再
配上麵條，絕對是一道開胃的好菜。
當天推出的名菜還有咕咾蝦，溜肝尖
，肉末豆角， 梅菜扣肉，芫爆肚絲
，五彩小魷魚，白菜排骨粉絲砂鍋，
以及他們著名的田園素菜： 西芹百
合、醋溜白菜---- 光看師傅的刀工
，即令人嘆為觀止，更別提入口的滋
味及其營養價值。

「 食家莊 」 最值得一提的是
「 北方特色麵點 」 ，該店特聘台北
「 鼎泰豐」 的韓師傅負責麵點，當

天亮相的羊肉水餃，三鮮水餃，內餡
極其講究，令人激賞不已，還有發麵
製作的黃金芝麻大餅，更是該店的
「 賣點」 ！馬老闆預備午間推出 「
大餅套餐 」 ，每人份$8.99 元，包括
：現烙芝麻、白麵大餅二張，冬瓜羊
肉丸子湯，再加上炒菜一道。既經濟
實惠，又可大飽口福，預計將大受歡
迎。

「 食家莊 」 的特色麵點，還有
老北京豬肉鍋貼、羊肉西葫蘆鍋貼、
三鮮鍋貼，水餃除上述二種，還有煙
台鮁魚水餃、豬肉水餃，以及最受大
眾喜愛的蔥油餅、北京炸醬麵、茄子
肉丁打鹵麵、天津小籠包、擔擔麵、
重慶酸辣小麵------ 等等，都是
一時之選。

當晚， 「 北京群 」 的群主劉洋
，代表大夥向馬老闆的盛情款待深表
謝意。並對 「 食家莊」 的菜色讚不
絕口，大家表示： 自今而後，休市
又多了一處可以好好吃飯的地方了。

「 食家莊 」 的地址： 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惠康廣場內）

圖為位於惠康廣場內圖為位於惠康廣場內，，原原 「「老四川老四川」」 舊址的舊址的 「「 食家莊食家莊 」」 正正
門夜景門夜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食家莊食家莊 」」 老闆馬軍老闆馬軍（（右右 ）） 向現場的向現場的 「「 北北
京群京群 」」 朋友舉杯歡迎朋友舉杯歡迎。（。（ 左左 ）） 為為 「「 北京群北京群 」」
群主劉洋群主劉洋。（。（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所有出席所有出席 「「 食家莊食家莊」」 晚宴的晚宴的 「「 北京群北京群 」」 群友合影於餐廳內群友合影於餐廳內。。

食家莊特色菜食家莊特色菜：：大千乾燒黃魚大千乾燒黃魚。。

食家莊特色菜食家莊特色菜：：大盤雞大盤雞。。

水煮牛水煮牛。。

溜肝尖溜肝尖。。

黃金芝麻大餅黃金芝麻大餅。。

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糖醋小排糖醋小排食家莊特色菜食家莊特色菜：： 黃金芝麻大餅黃金芝麻大餅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紅燒蹄膀紅燒蹄膀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蔥烤全魚蔥烤全魚 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薑蔥龍蝦薑蔥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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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您是否常常脖子痛
、肩膀痛、背痛、或是腰痛、頭痛，如果有的
話，可要小心囉，這可能是因為脊椎軟骨突出
而引起的。這種現象在今日越來越常見，而且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人長期久坐、姿勢不良
，腰椎便長期處於過度壓力中，脊椎軟骨逐漸
萎縮，腰椎當然老得快。上班族、重度電腦族
、電玩族、智慧型手機族，彎腰駝背坐久了，
疼痛也開始隨身。

本報特別請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陶慶麟醫
師，來為我們探析，了解脊椎軟骨突出的過程
，以及在不同的階段中，該如何來治療，找出
解決之道。

陶慶麟醫師表示，許多人可能有的頸痛、
肩痛、腰痛、背痛等症狀，可能是脊椎軟骨突
出所造成的，大部分患者共同的想法是：想不
到自己這麼年輕，就出現了脊椎退化的問題。
如果不及早處理與治療，慢慢地會影響工作和
生活品質。

什麼原因會造成軟骨突出？
陶慶麟醫師：導致脊椎軟骨突出主要的原

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脊椎軟骨受到嚴重創
傷，例如車禍創傷、運動受傷，均會造成軟骨
立刻突出。第二個原因則是長期姿勢不良，例
如坐姿不正，生活中我們有大部分時間是坐著
的，無論是在電腦前或是辦公桌前，身體全部
的重量壓在盆骨上，如果腰部不挺直的話，身
體變成是以拱著的姿勢在坐。若是連續用這樣
的姿勢，一連好幾個小時坐著打電腦、或處理

事情，久而久之，軟骨受到長期的壓迫，
就會受不了重量而突出來。很多人年紀輕
輕就已有腰痠、腰痛的經驗，表示腰椎可
能已經悄悄在退化當中。

脊椎軟骨突出怎麼讓身體不舒服？
陶慶麟醫師：脊椎支撐身體的重量，

使人能來去自如，健康的脊椎具有彈性，
並且不會疼痛。人的脊椎由一節一節的椎
骨所組成，每一節椎骨均有軟骨在中間支
撐著。軟骨的構造外面為韌帶，裡面則是
液體。而軟骨為什麼會突出，原因在韌帶
沒有辦法包住它，所以裡面的液體就慢慢
地跑出來了。當軟骨越來越突出時，就開
始會有麻或痛的現象產生，提醒你身體出
現異狀。

如果你不予理會，隨著時日，軟骨將
越來越突出。早期發現容易治療，但如果
到嚴重時，普通的物理治療、復建方法就
沒有什麼用了。當軟骨開始突出時，神經

會受到壓迫，壓迫越多，就會越疼痛。神經主
要控制兩個功能，第一是身體的感覺，其次則
是肌肉的伸縮。因此，當神經受到壓迫時，不
僅會感覺痛，同時肌肉會覺得無力，不受控制

。」
解決之道如何？
陶慶麟醫師： 「早期的

時候症狀尚未發生，是最佳
醫療時機，只要做復建的調
整就能對軟骨有很好的保護
。軟骨的血液循環不是非常
暢通，當它受到太多力量的
擠壓，軟骨的再生能力便會
減少。這點可以讓人明白，
為什麼體重過重時對軟骨會
有影響，因為重量把軟骨的
血液循環與養份降低了。此
種狀況下，軟骨便容易萎縮，就會產生退化。
若是在早期做了調整，讓身體的血液循環復原
，軟骨就會重新再生，得到很好的復原。

中期的階段，若已有軟骨突出的情形產生
，最好的治療就是解壓(decompression)。這種治
療是從脊椎的兩邊拉，減輕重量，讓軟骨回來
。現今科技發達，都是用電腦控制，病人平躺
在床上，以電腦控制儀器，讓軟骨慢慢回復。
一般早期到中期的軟骨突出，大約九週到十二
週便可完全恢復。

如果有人忽略身體訊號，
遲遲沒有適當的治療，一旦到
了尾期，軟骨恢復的能力便降
低很多。若是不成功，9 至 12
個月還沒有完全恢復，有些醫
院便建議要做手術。在我們醫
院對此種末期症狀的治療是採
用幹細胞療法，在退化的軟骨
部位注射幹細胞，以幹細胞讓
軟骨再生，然後再回去做解壓
。當這個軟骨部位重新生長到
有伸縮性之時，解壓便能夠很
容易的讓軟骨回復。」

成功案例
陶慶麟醫師： 「有位年輕

的病人，過去曾受到創傷，他
的軟骨突出並壓迫到神經，因
此腳和腿每天都是麻的。他以
前看病的醫生建議他開刀。但
是他才三十多歲，不想要冒做
手術的風險，怕造成終身的遺
憾，所以來我們這邊尋求其他
的可能性。他是中等的軟骨突
出，我們使用幹細胞療法來治
療，在注射幹細胞之後，回復

效果良好，他的腿便不麻了。」
日常正確的姿勢很重要
我們平日的行、走、坐、臥等姿勢其實非

常重要，時刻保持正確的姿勢並養成好習慣，
便能遠離腰背痛。使用電腦時，身體與螢幕不
能離太遠，避免讓身體過於向前傾斜，增加脊
椎負擔。

坐時，讓腰部能緊貼靠墊，兩腳平放在地
上。若是身材比較矮小，腳放不到地上，不妨
在腳下墊個小凳子。注意，千萬不要雙腿交叉
地翹腳，會造成髖關節的關節囊變得緊縮，大
腿內側肌肉也會緊縮，讓腰部和髖部的活動度
都下降，若長期姿勢不良，嚴重時身體便無法
真正挺直，變得彎腰駝背，腰椎壓力也大大增
加。

不要彎腰提重物。當你搬任何東西，如果
比身體的位置低，應該蹲下或屈膝搬起，別彎
腰去搬。揹包最好能左右平衡，使用雙肩背包
為佳，讓背包的重量貼著脊椎，平衡受力。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電話 832-998-2416(
中文)、281-208-7335(英文)。
地址: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常常肩頸腰背痛常常肩頸腰背痛？？小心脊椎軟骨突出小心脊椎軟骨突出！！
及早治療揮別疼痛及早治療揮別疼痛 注意姿勢正確注意姿勢正確

陶慶麟醫師陶慶麟醫師，，為讀者探析並了解脊椎軟骨突出的過程為讀者探析並了解脊椎軟骨突出的過程

正常的脊椎軟骨正常的脊椎軟骨

脊椎軟骨突出脊椎軟骨突出

幹細胞能讓軟骨再生幹細胞能讓軟骨再生

中期軟骨突出中期軟骨突出，，用解壓來治療用解壓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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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台灣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及台灣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及 「「打狗亂歌團打狗亂歌團」」
來來HoustonHouston演出演出《《Sing for TAIWANSing for TAIWAN》》

66月月1515日由台鄉會日由台鄉會、、長春會長春會、、松年學院主辦松年學院主辦
台灣傳統週特邀台灣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及台灣傳統週特邀台灣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及””打打

狗亂歌團狗亂歌團””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演出演出

陳美芬陳美芬、、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

、、僑委張世勳僑委張世勳、、甘幼蘋等佳賓出席盛會甘幼蘋等佳賓出席盛會

長春會會長長春會會長柯志佳表示柯志佳表示，，應台灣周的來臨應台灣周的來臨，，特特
別安排該團前來演出別安排該團前來演出，，希望增加台灣文化的能希望增加台灣文化的能

見度見度

嚴詠能以嚴詠能以 「「說說、、唱唱、、繪繪」」 唱出台灣各地不唱出台灣各地不
同的家鄉味同的家鄉味，，更將美好的故事帶給海外鄉更將美好的故事帶給海外鄉

親親

嚴詠能夫婦合唱嚴詠能夫婦合唱獨立編寫曲目為獨立編寫曲目為台灣發聲的實台灣發聲的實
質效應質效應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陳美芬陳美芬、、宋明麗宋明麗、、 甘幼蘋甘幼蘋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松年學院許勝弘院松年學院許勝弘院

長長、、張世勳張世勳、、嚴杰躬逢其盛嚴杰躬逢其盛

僑胞在場外購買僑胞在場外購買嚴詠能嚴詠能音樂音樂CDCD及紀念品及紀念品台灣台灣 打狗亂歌團打狗亂歌團嚴詠能嚴詠能及二位年輕優秀的音樂及二位年輕優秀的音樂
工作者以工作者以月琴月琴 xx 土地詩歌土地詩歌 xx 走唱新民謠走唱新民謠展現展現

Sing for TAIWANSing for TAIWAN新風貌新風貌

台灣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及台灣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及””打狗亂歌團打狗亂歌團””與台下與台下
觀眾以手機觀眾以手機開拓開拓舞台的新經驗舞台的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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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
花絮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何嘉軒

參
觀
世
盃
博
物
館

如
上
歷
史
課

西班牙以1：0小勝伊朗。
比賽中，伊朗後衛米列莫哈馬迪
一記不成功的翻筋斗開界外球笑
爆網民。當時，比賽進入補時最
後1分鐘，西班牙球員將皮球頂
出邊線，後備入替的米列莫哈馬
迪嘗試以向前翻筋斗的方式開界
外球，怎料失敗收場，結果他總
共浪費了35秒，當他發出球不
久後，裁判便響哨結束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艾斯高138次觸球 締世盃紀錄

修夫基跑步時右肩脫臼
據英國傳媒報道，英格蘭隊主帥

修夫基在世界盃訓練基地進行10公里
長跑時右肩膀脫臼。其後救護車趕
到，將他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修夫基
與隊醫開玩笑說：“以後我不能再慶
祝進球了！”俄羅斯時間20日，修夫
基吊着繃帶現身訓練場，令球員吃了
一驚。“他們有點驚訝，問我：‘你
幹了什麼？’”修夫基笑着說：“我
受傷總比球員受傷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伊朗翻筋斗開球成笑柄

■■修夫基只能靠左手指揮修夫基只能靠左手指揮
球隊訓練球隊訓練。。 路透社路透社

■■米列莫哈馬迪開界外球連環圖米列莫哈馬迪開界外球連環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箭定江山 率烏拉圭A組出線

兩屆冠軍烏拉圭在第2場分組賽以1：0小勝沙特阿拉

伯，與東道主俄羅斯看齊，雙雙提前一輪奪得A組出線席

位。此役為烏拉圭一箭定江山的蘇亞雷斯，不但以入球來慶

祝自己第100次國際賽上陣，他入球後更特別將皮球塞進球

衣內，向世人宣告愛妻再度夢熊有兆，堪稱“三喜臨門”。

■■蘇亞雷斯將皮蘇亞雷斯將皮
球放入球衣內球放入球衣內，，
宣佈自己將做第宣佈自己將做第
三任爸爸三任爸爸。。

路透社路透社

21日莫斯科並無賽
事上演，記者藉此機會
到了位於阿爾巴特區的
國際足協世界盃博物館
參觀。這個區域是莫斯
科的商業中心，到處也
是高樓大廈，且名店林
立，與香港的中環相
似，而博物館是為了這
次世界盃臨時建設，直
到7月16日關閉。

博物館只有兩層，空
間頗細，展品有限，不過
牆上有歷屆世界盃用球和
歷屆世界盃的官方海報展
出，一入門口就看到這個
情景，頗為震撼。除此以
外，現場亦有展出雷米金
盃，這個獎盃是1930年
代至1970年的世界盃冠
軍獎盃（下圖），為大力
神盃的前身，非常有紀
念價值。另外，展品還
包括歷來多位球王的落
場裝備，包括巴西羅馬
里奧的戰衣，法國施丹
的球鞋等，對足球愛好
者來說，是一堂內容豐
富的歷史課。

會場還有設置一些
互動遊戲，例如“成為

球證”（be the referee），播放一些
爭議判決片段，讓參觀者選擇是否
吹罰，一嚐當現場球證的滋味。其
他遊戲則包括經典賽事重溫，讓球
迷以第一身的角度欣賞歷屆世界盃
經典時刻。不少球迷在前往球迷區
睇波前，都有來到展覽參觀。

會 場 在
本月 23日還
會有今屆世
界盃的大力
神盃展出，
記者也很希
望近距離拍
下大力神盃
的照片，欣
賞這個所有
足球員夢寐
以 求 的 獎
座。

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宣佈妻子懷孕宣佈妻子懷孕

三
喜
臨
門

三
喜
臨
門烏拉圭首戰憑荷西基文尼斯完

場前建功，以 1 球小勝埃
及，次仗遇上“亞洲魚腩”沙特
卻陷於苦戰，只在23分鐘由蘇亞
雷斯把握對方門將出迎失誤射入
空門，連續兩場贏1：0，同時個
人連續3屆世界盃都有入球。雖然
表現不似預期，但烏拉圭兩戰全
勝後已提早出線，寫下自1954年
後的最佳開局成績。這支南美球
隊近3屆都成功打入16強，表現
絕對見得人。烏拉圭最後一戰對
俄羅斯只屬名次之爭，要贏波才
能取得小組首名。

蘇亞雷斯在其第100次國際賽
上陣攻入第52個入球，迎來球員
生涯的里程碑，他賽後十分雀
躍：“我們已經連續3屆打入淘汰
賽階段，讓我們感到十分自豪。
結果永遠是第一位，但其實我們
依然還有提升空間，畢竟這兩場
比賽我們都沒踢出正常水平。”
他賽後還在twitter宣佈妻子懷孕

的喜訊：“我和妻子將迎來第3個
孩子，讓我感到無比的興奮！”

過去兩屆均搞出大頭佛
說蘇亞雷斯是近年最惹人爭議

的烏拉圭球員，相信沒人會有異
議。這位射手2007年首次為國家隊
披甲已被逐。過去他兩次出席世界
盃決賽周，都幾乎搞出“大頭
佛”。2010年烏軍在8強淘汰賽加
時階段與加納踢成1：1，完場前
蘇亞雷斯在白界線前用手擋出對
方射門，直接領紅出場，幸好對方
主射12碼宴客，最後烏拉圭更互射
極刑勝出晉級4強。到了2014年，
他更在對意大利之戰咬向基亞連尼
肩膊，其後被國際足協秋後算賬，
破紀錄判罰停賽9場。今年已是
“咬人蘇”第3次在決賽周亮相，
到底這位令人又愛又恨的巴塞羅那
射手會否再有震驚世界的舉動，各
位球迷姑且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蘇亞雷斯在蘇亞雷斯在twittwit--
terter宣佈妻子有喜宣佈妻子有喜。。

北京時間21日凌晨，俄羅斯世界盃
小組賽B組，西班牙以1：0戰勝伊朗。
該場比賽，西班牙中場艾斯高全場共觸
球138次，創下52年來世界盃最高觸球
紀錄。

據Opta數據統計，艾斯高踢足全

場，共觸球138次，其中傳球103次，成
功95次，傳球成功率達92％；此外，他
還完成9次過人、7次傳中、4腳射門、2
次搶斷以及創造了1次入球機會，被
Whoscored以 8.1分評為全場最高分球
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艾斯高艾斯高（（左左））慶祝隊友哥斯達入球慶祝隊友哥斯達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左左））
遭對手攔截遭對手攔截。。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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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5 26 27 28 29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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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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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鋒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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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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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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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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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17:00-17:30
台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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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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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9:30 先鋒人物（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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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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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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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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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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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王者歸來(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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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首播)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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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爸媽囧很大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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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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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香港玩具節開幕第四屆香港玩具節開幕

第四屆香港玩具節在香港會展中心拉開帷幕，今屆玩具節主打懷舊主題，壹座微縮唐樓首次亮相玩具節。唐樓承載
了老壹輩香港市民的舊時記憶，隨著城市發展，香港大部分唐樓經已被拆卸重建，現存唐樓已為數不多，有的已經成為
歷史建築。

4545億歲火流星隕石亮相浙江自然博物館億歲火流星隕石亮相浙江自然博物館

““來自星星的妳來自星星的妳———隕石—隕石
特展特展””自自66月月11日在浙江自然博日在浙江自然博
物館開展以來物館開展以來，，受到了觀眾的受到了觀眾的
熱捧熱捧。。本次展覽共展出各類隕本次展覽共展出各類隕
石展品石展品300300余件余件，，總重量達總重量達33..55
噸噸，，涵蓋國內外各類罕見珍稀涵蓋國內外各類罕見珍稀
隕石隕石。。而在而在66月月1515日日，，展覽中展覽中
又將入駐壹位剛從天外來的又將入駐壹位剛從天外來的
““新客人新客人”。”。

近日近日，，在重慶市綦江區文龍街道通惠社區壹個叫筲箕灣的地方在重慶市綦江區文龍街道通惠社區壹個叫筲箕灣的地方，，當地村民勞作時偶然當地村民勞作時偶然
發現壹塊巨石上有壹個看似烏龜背的東西發現壹塊巨石上有壹個看似烏龜背的東西，，於是向當地國土部門報告於是向當地國土部門報告。。經綦江區國土房管經綦江區國土房管
局聯系古生物專家前往現場鑒定，確認這是壹枚1.5億年前的蛇頸龜化石，而且保存非常
完好。此前，綦江區已先後發現多種恐龍化石、魚化石、海百合化石和古樹化石群，該區
建立了木化石-恐龍足跡國家地質公園，對這些珍貴的化石進行保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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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保證威州地道原參製成    精純無添加 

＊全美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年信譽 

＊通過GMP標準國家把關    食安有保障 

許氏花旗參茶許氏花旗參茶
人生向前行 愛拼才會贏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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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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