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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將舉行
「慶祝設教三十七週年靈修會」

日期： 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10:00AM-12:00PM)
主題： 惡性腫瘤優化的中西醫治療
主講人： 桑玫醫師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 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癌症又名為惡性腫瘤，指的是細胞不正常增生，且這
些增生的細胞可能侵犯身體的其他部位。因此，癌症經常
成為人們死亡的原因之一；在台灣，惡性腫瘤長年位居十
大死因之首。隨著社會的老齡化及開發中國家生活習慣的
改變，全球的罹癌率整體而言在持續上升中。人人談癌色
變，不論是患者或其家人，在面對醫師的診斷後，跟隨著
的沈重壓力與負荷，經常使家庭生活陷入愁雲慘雨中。

由於近年來醫療科技的迅速發展、藉著東、西方醫學
的交流與融合、以及對疾病生物學和轉化研究有了進一步
的認識，癌症的治療方法經歷了多方面的整合與創新；除
了傳統的手術、放療、化療之外，還包括分子靶向治療、
生物治療、介入治療、熱療、冷凍治療、以及中醫中藥等
等。其中，特別是中醫療法，具有阻斷或延緩癌變的作用
，從而能有效治療癌前病變。運用中醫藥把腫瘤疾病消滅
在萌芽階段，不僅可提高治愈率，還能防止其惡變。此優
化趨勢，應用在預防與治療惡性腫瘤上的成效，已逐慚受
到重視與認可。

桑玫醫師兼具東方與西方的醫學訓練，並同時擁有中
國和美國的臨床醫療執照。她在八十年代畢業於同濟醫科
大學醫療系，而後獲得中醫學碩士學位。在中國最大的腫
瘤醫院腫瘤放療科任副主任醫師十餘年，發表論文數十篇
，並擔任中華腫瘤防治雜誌編委，參編《腫瘤放射治療》
及《腫瘤中西醫結合治療》專著。以全省第一名優秀成績
為國家教育部2000年優選，並以副教授身份公派留學日本
京都大學醫學部，師從日本放射部長平崗真寬教授，進入
京都大學醫學院博士學習，專攻癌症治療的放射線治療及
其副作用研究。日本留學結束後，遴選進入美國MD安德森
癌症中心，以客座副教授的身份從事癌症的放射治療及免
疫治療研究。 三十年來不斷努力的廣泛學習各醫家的經驗
和臨床實踐，並得到數位名老中醫指點，尤其是中醫泰斗
姚梅齡教授，積累了大量治療諸多疑難病症的經驗。臨床
中完美地結合了中西醫學的優勢，在治療癌症，緩解癌症
放化療副作用等方面有特別的造詣，對治療許多的疑難病
症也有獨到的見解，頗有建樹。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慈濟德
州分會的健康講座很榮幸地邀請到桑玫醫師來為大家講述
「惡性腫瘤優化的中西醫治療」。慈濟關心您並請您為自

己的健康把關，誠摰地邀請您蒞臨分會的活動中心，聆聽
桑醫師為大家分析有關惡性腫瘤的治療，提點近年來的中
西醫趨勢，並分享她多年的行醫心得。請大家告訴大家，
雲開見日，制癌有望。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全僑健康
日主辦團隊於 7 月 21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77036 的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活動座談會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
，光鹽社執行長孫紅濱，休士頓中華老人服
務協會會長趙婉兒，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
前會長孫秀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等多位社團領袖，陶翔
醫師，林隆一醫師，林琬真等醫療專家參加
會談，向媒體介紹第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
日當天活動流程和有關健檢項目。第三十屆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將於8月25日（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的僑教中心大禮堂舉
行，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加。

第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單位有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光鹽社、休士

頓 中 華 老 人 服 務 協 會 、
H-E-B、休士頓中國護士
聯誼會、慈濟基金會美國
德州分會、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中
華青少年聯誼會、休士頓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施惠
德醫師在座談會中說明第
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有關資訊，這次休
士頓全僑健康日會幫助僑界人士了解關節炎
、關節炎症狀和表征、關節炎的種類、治療
方法及導致關節炎的原因等。

8月25日當天上午9時至上午10時30分
進行特殊篩檢脊椎篩檢，一般篩檢（最好空
腹作血糖、血壓和膽固醇的檢查），還有各
科醫師諮詢，幫助有任何身體健康的疑問僑
界人士及幫助身體不適而無法確認應該看那

門專科的僑界人士，現場各醫學專科醫師為
你解答疑問。

第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8月25日當
天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進行教育研討
會，陶翔、施弘、林隆一、莊仲安、林琬真
等醫療專家，將針對免疫病變的關節炎、化
學物引致的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及骨質疏
鬆的預防和復健，關節炎的物理治療和關節
炎的非藥物治療等健康資訊說明，幫助僑界
人士更認識關節炎。

第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將於8月25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Grace Taiwan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將於將於88月月33日至日至88月月55日日，，在在62506250 WestlineWestline
Dr.,Houston,TX.Dr.,Houston,TX.7703677036的該教會舉行的該教會舉行 「「慶祝設教三十七週年靈修會慶祝設教三十七週年靈修會」」，，主主
題題：：活出信活出信、、望望、、愛的生命愛的生命，，講師陳南州牧師講師陳南州牧師，，歡迎踴躍參加歡迎踴躍參加。。

88//33//20182018（（禮拜五禮拜五））下午下午77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99時第一講時第一講，，題目題目：：宗教和宗教和
人生人生 Religion and Life,Religion and Life,經文經文：：使徒行傳使徒行傳ActsActs 1414::88--2828;; 1717::1616--3434。。

88//44//20182018 （（禮拜六禮拜六））上午上午99時時3030分至上午分至上午1010時時3030分第二講分第二講，，題目題目：：
認信耶穌基督認信耶穌基督 Confessing Faith in Jesus Christ,Confessing Faith in Jesus Christ,經文經文：：希伯來書希伯來書HebrewsHebrews 11::
11--33,, 羅馬書羅馬書RomansRomans44::2525,, 彼得後書彼得後書22 PeterPeter 11::33--44..

88//44//20182018 （（禮拜六禮拜六））上午上午1010時時5050分至上午分至上午1111時時5050分第三講分第三講，，題目題目
：：思想耶穌基督思想耶穌基督 Thinking of Jesus Christ,Thinking of Jesus Christ,經文經文：：希伯來書希伯來書HebrewsHebrews 33::11;; 66::
11--33;; 1212::11--33。。

88//44//20182018 （（禮拜六禮拜六））下午下午1212時時101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11時時2020分午餐及交陪分午餐及交陪。。
88//44//20182018 （（禮拜六禮拜六））下午下午11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22時時4040分第四講分第四講，，題目題目：：

跟隨耶穌基督跟隨耶穌基督 Following Jesus Christ,Following Jesus Christ,經文經文：：歌林多前書歌林多前書 11 CorinthiansCorinthians1010::
11--1111::11,,羅馬書羅馬書RomansRomans1212::11--22,,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MatthewMatthew 1616::2424--2828。。

88//55//20182018 （（禮拜日禮拜日））上午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時時3030分主日崇拜第五講分主日崇拜第五講，，
題目題目：：信信、、望望、、愛的教會愛的教會A church filled with faith,hope and love,A church filled with faith,hope and love,經文經文：：歌歌
羅西書羅西書ColossiansColossians 11::33--1010,,彼得後書彼得後書22 PeterPeter 11::55--1212..

陳南州牧師簡歷陳南州牧師簡歷，，陳南州學歷陳南州學歷：：國立中興大學農學士國立中興大學農學士，，國立中興大國立中興大
學農學碩士學農學碩士，，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碩士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碩士，，東南亞東南亞
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曾任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幹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幹事，，台南神台南神
學院教授學院教授，，玉山神學院教授玉山神學院教授、、教務長兼副院長教務長兼副院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鳳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鳳信
教會牧師教會牧師。。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惡性腫瘤優化的中西醫治療」

施惠德醫師施惠德醫師、、陶翔醫師陶翔醫師、、林隆一醫師出席活動座談會為休士林隆一醫師出席活動座談會為休士
頓全僑健康日貢獻心力頓全僑健康日貢獻心力。（。（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施惠德醫師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施惠德醫師、、羅秀娟羅秀娟、、趙婉兒趙婉兒、、
孫紅濱孫紅濱、、饒美婷饒美婷、、孫秀蕊孫秀蕊、、吳筑君等與陶翔吳筑君等與陶翔、、林隆一林隆一、、林琬林琬
真醫療專家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活動座談會議真醫療專家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活動座談會議，，說明活動有說明活動有
關資訊關資訊。（。（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騰龍2018 秋季課後班和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啦！！
並將於今天及下周五下午舉行Open House 等活動

「「休士頓泛藍支持中華民國九合一選舉後援會休士頓泛藍支持中華民國九合一選舉後援會」」 成立成立
將作募款支援選舉將作募款支援選舉、、組團返台投票及選舉造勢活動組團返台投票及選舉造勢活動

(本報訊)中山學術研會美南分會為了支援今年年底台灣地方
公職人員選擇，我們成立了 「休士頓泛藍支持中華民國九合一選
舉後援會」，該會現在的目標有三項，1）募款支援選舉，2）組
團返台投票，3）該會 在近期的未來做選舉造勢活動。

1）募款支援選舉：我們懇切希望泛藍朋友能加入＄100後援
會鑽石會員，支票抬頭＂Dr.Sun Yat-Sen Foundation of Noth
America Inc.＂，請備註自己中文姓名在支票上，我們可依此回
您收據，支票請寄至: 1323 Meadowlark Lane, Sugar Land, TX
77478.

2）組團返台投票：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和華僑協會合作的返
台投票順道去大陸旅遊團現在接受報名，總共23天，前18名免
費機票僅需自費USD$1089*，務必在本月底之前報名，第19名
開始亦僅需另加付機票（$1xxx?當日報價），旅遊包括臺灣投票

（五天自理）上海江南遊（七天旅費住宿全包）廣州周邊暨貴州
黃果樹大瀑布（十一天旅費住宿全包）。行程大致如下：

11/19/2018（週一）休士頓（12:05AM）-> 北京（4:55AM
）；免費機票或當日報價 (~$1xxx報名日期有別)

11/20/2018（週二）北京（8:30AM） -> 台北（11:40AM）
11/20~11/25 台灣五天食宿活動自理，11/24/2018 (週六）台

灣九合一選舉投票
11/25/2018 （週日）台北 （10:55AM） -> 上海（12:45PM

）；會安排機票
11/25 ~ 12/1 上海及週邊城市景區七天旅遊，住宿車資門票

小費皆包含在旅費裡
12/1/2018 （週六）上海 （4:35PM） -> 廣州 （7:25PM）

；會安排機票

12/1 ～ 12/10 廣州、佛山、江門、珠海、中山、番禺、貴
陽、安順黃果樹瀑布、西江十一天旅遊，住宿車資門票小費皆包
含在旅費裡

12/10/2018 （週一）廣州（12:30PM） -> 北京 （3:35PM
） 過夜一晚住宿有機會免費但不保證

12/11/2018 （週二）北京 （3:00PM） -> 休士頓 （2:40PM
）

*註：準備好你的護照，先報先得，報名請向唐心琴
（832-651-2848），郭蓓麗（281-891-0717）

若 有 任 何 旅 遊 問 題 請 找 「福 達 旅 行 社 」 Winne
（713-773-1243）詢問 「九合一選舉」團

（ 本 報 訊 ） 騰 龍 2018 秋 季 課 後 班 After
School 正在火熱報名中。除了傳統中文課外，
騰龍教育學院以其特色【實用中文課】，包括
文化藝術欣賞，情景中文教學，中文拼音打字
，中文閱讀欣賞，中文話劇表演等展現新意，
各種輔助活動和創意思考相結合，系統而有效
地調動海外孩子的學習興趣。AP 中文課展現
【聽說讀寫】四大功能，打破傳統的【灌輸】
方法，以師生台上台下【互動】，【換位】為
基礎，啟動學習氣氛，使學生化被動為主動，
熱愛中文學習。

此外，課後班
開有多種針對性
強的課程"GT 益
智 班 "， 結 合
FBISD的GT課程
系統有效地開發
孩子們邏輯思維
和創造力，四年
級五年級學生進
行 Pre Mathcounts
初中數學競賽等
輔導課，豐富多
彩 的 才 藝 課 程
【繪畫，音樂，
機器人, 乒乓球，
籃球，排球，演
講和辯論，芭蕾
，古箏，大提琴
，中提琴，小提

琴，吉他，架子鼓，國際像棋等】將會讓騰龍
課後班的孩子們滿載而歸。騰龍教育學院配備
最具專業，最有經驗，實力超強的師資陣容，
以無比的愛心，熱心，耐心指導和協助每一位
孩子的穩健成長！

新課程: 計算機 JAVA，初高中數學，機器
人,吉他，籃球，排球，演講和辯論，架子鼓, 聲
樂課，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古箏課等。

騰龍周末中文學校自2003年創建以來以弘
揚中華民族語言文化，繁榮美國多元文化社會

為宗旨，堅持學以致用和注重培養學生
健康快樂，陽光堅定，全方位發展的辦
學方針，經過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發展
，已逐步形成：課程設置齊備，師資力
量雄厚，教學規範嚴謹的辦學特色，是
大休斯頓地區最好的全日制中文學校。

騰龍教育學院周末中文學校更加強
了很多學生周末中文學習和各種才藝體
育課的教學內容。長期以來本著注重傳
統中華文化的基礎教育，貫徹培養語言
交際能力，聽說讀寫全面發展的教學理
念，堅持科學、嚴謹、生動活潑的教學
方法，特別通過對學生“三字經“，“成語”
，“唐詩”等中文“童子功“的訓練，以暨南
大學的中文為基礎，馬立萍中文為輔助閱讀，
課堂上貫徹"動與靜的結合, 講台與課堂的互動,
傳統與現代的交融"的教學理念, 讓學生們在逐
漸領會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上達到學以致用，
曲不離口的驚人效果。

樹林是小鳥的樂園，大海是魚兒的樂園，
夜空是星星的樂園，騰龍雙語幼兒園是小朋友
的樂園。騰龍雙語幼兒園秉承“以愛為本、激
發潛能、健康成長”的辦學理念，關注每一個
孩子的成長發展，給孩子一個美麗的起點。
● 在活潑生動的氛圍中激發孩子無限的創造潛
能；
● 在老師的關愛支持下帶給孩子非凡的學習體
驗；
● 在專業教師的帶領下構建國際化的思維與視

野；
● 在精心設置的環境中拓展孩子探索發展的空
間。

騰龍教育學院
擁有州政府合法教育執照的
正規學校。學費可抵稅
孩子們心中最美麗的“教育殿堂”
最全面的中文課程
最專業的師資力量
最前衛的教學模式
最豐富的才藝課程
最寬敞明亮的教學環境
Open house:7/27和8/3
兩個周五下午3:30-7:00
歡迎參觀學校，約見老師，
了解課程
「騰龍教育學院」地址：4835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電話：281-242-0989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中文學校徵求義工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秋
季班徵求義工志願者。

凡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經過面試甄選後，
自8月18日起至12月15日止,擔任每週六中文課程義
工，歡迎有興趣此項服務的青少年，請在2018年8月
10日以前 ，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報名面試。

報名地址: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洽詢電話: (713)271-6100分機163。E-Mail : chi-
neseschool@ccc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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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鄧潤京報導】歐陽女士的一大
筆款項被騙之後，除了報警、報香港匯豐
銀行凍結款項之外，還做了一個大動作。
許多華人，有種“破財免災”和“家醜不
外揚”的習慣思維。錢丟了，丟了就丟了
唄，或許還附帶著躲過災難呢，這樣不露
臉的事可不能跟外人講，多難為情呀。

如果休斯敦的華人朋友都這麽想，那
麽，電話詐騙集團就真的在休斯敦得逞了
。

歐陽女士所做的一個大動作就是，主
動 聯 系 《 美 南 日 報 》 社 ， 打 電 話 到
281-498-4310，將案情曝光。其目的無非
是讓讀者們提高警惕，不知道什麽時候這
詐騙電話就在當事人忙碌的時候打進來了
。正所謂：“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

沒那麽巧吧？或者說，這種事不會輪
到我這裏吧。

7 月 20 日上午，一個 “領事館僑務領
事林靜” 打來電話，開啟了電話詐騙的棋
局。接電話的這位中年女性，具有博士學
位。在她所在的行業裏是翹楚，平時在美
國和中國之間開展業務，非常忙碌。人忙
多忘事，對於本行業以外的事就不一定上
心。特別是沒有關註《美南日報》社的
《電話詐騙是如何得逞的》系列報道。認
為 “不會輪到我這裏吧” 。她家住福遍郡
，方便論述起見，臨時稱她為 “郡主女士
” 。

郡主女士和休斯敦總領事館有些來往
。一聽“領事館僑務領事”，就自然聯想
到休斯敦總領事館。為什麽要“自然聯想
到” 呢？“領事館”有好幾個呢，紐約，
洛杉磯等地都有，沒問清楚。“休斯敦總
領館的，找我有什麽事嗎？” 給電話詐騙
一根竹竿，那騙子就順著竿兒爬上來了。

“我們這裏有你一封急件，需要你來
取。” 官方文件，耽誤不得，郡主女士準
備立即動身，到休斯敦總領館去一趟。休
斯敦總領事館的官網和領事館官員的講話
，都多次提到，總領館是不會用電話通知
民眾的。就算需要通知，一定會用書面形

式。郡主女士太過忙碌，沒註意到這個細
節。

騙子不會讓郡主女士去“白跑一趟”
，那樣詐騙集團豈不“白忙活”了。“僑
務領事”可以幫忙打開郵件，通讀內容。
到此時，這個騙局漸入佳境。

所謂內容，無非是“李進的洗錢詐騙
案中，發現兩張你的信用卡。” 那麽，
“你在本案中有重大嫌疑。” 應該怎麽辦
呢？“你要配合領事館的調查，首先核實
你的身份，護照號碼，出生日期。”

郡主女士女士經常回中國，對“領事
館”是很尊重的。不疑有詐，如實回答。
得到這些信息後，“僑務領事”還需要核
實郡主女士的銀行信息。郡主女士如實回
答，有幾個不同的銀行賬戶，都沒什麽錢
。只有一個大賬戶，有不少錢，可是要兩
個人簽名才可以取錢。這個騙局演
進到這，進入高潮。

經過不到一分鐘的“核實”，
一切屬實。“順義分局 3 隊華隊長
” 接通電話，馬上過來逮捕人犯。
“中國人民法院黃濤檢察長” 接通
電話，要立刻凍結所有銀行賬戶。
“香港廉政公署”還是好人，只有
把凍結的錢匯過來，調查清楚案件
，就沒事了。

這是一堆什麽八竿子打不著執
法單位，湊到一塊，把當時的氣氛
搞得十分緊張和恐怖。

郡主女士嚇得沒了主意，騙子
的電話一個接一個，不讓人有喘息
的機會。好在郡主女士經常要回國
，手頭還有另外一只手機，抽空撥
出一個號碼。接電話的人剛好讀過
《電話詐騙是如何得逞的 （之二
）》，便將方法告知。

郡主女士對“僑務領事”說，
為了確認你的身份，你先轉賬200塊
錢打到我的賬戶上，賬戶被你凍結
了，那裏的錢將來都是你的。這
“僑務領事” 環顧左右而言他。騙

局就此落幕。
回想起來，騙子的手法有跡可循。利

用受害人的疏忽，套取受害人的個人信息
。利用受害人的個人信息制造恐怖氣氛。
利用受害人的個人信息和剛制造恐怖氣氛
，詐騙錢財。

這次詐騙郡主女士的文件和詐騙歐陽
女士的文件如出一轍，可見是同一團夥。
小的地方有不同，例如假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章，一枚是從左
到右，另一枚是從右到左。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章也能蓋到香港廉政公署的公文信箋上
，並要求將錢匯到“中國銀行賬戶”。什
麽毫無關聯的機構，被人拼湊到了一起。

只要稍加警惕，電話詐騙是可以防範
的。

電話詐騙是如何得逞的（之三）

逮捕令在詐騙電話幾分鐘逮捕令在詐騙電話幾分鐘
內就發出來內就發出來。。詐騙集團的詐騙集團的
工作效率很高工作效率很高。。這這““順義順義
公安局公安局””到通縣去抓人到通縣去抓人，，
都不一定那麽順暢都不一定那麽順暢，，更何更何
況到休斯屯來逮捕況到休斯屯來逮捕。。 ““最高檢最高檢””的公章變成從右到左的公章變成從右到左。。

香港廉政公署也牽扯進來香港廉政公署也牽扯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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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
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EWBC，
於NASDAQ交易）7月19日公佈2018年第二季度盈
利報告，淨利達1億7千2百萬美元，每股獲利1.18
美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示，
第二季度財報持續穩健成長。截至2018年6月30
日，華美銀行總貸款創新高，達3百零2億美元，
較2018年3月31日的2百96億美元，增長6億4千
4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9%；總存款創新紀錄，
達3百28億美元，較2018年3月31日的3百26億
美元增長1億6千7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2%。

吳建民指出，華美銀
行第二季度盈利表現與首
季度相比，淨利差增長
0.10%，達3.83%；淨利息
收入增長5%，達3億4千2
百萬美元。第二季度調整
後稅前及撥備前的收入達2
億3千4百萬美元，較上季
度增長7%，較去年同期增
長18%。

吳建民表示，華美銀
行第二季度的平均資產報
酬率（ROA）達1.84%，平
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為17.0%。強勁的盈利能力
持續推動銀行穩健發展，
提升資產比率，並帶動普

通股股息增長15%。
吳建民進一步表示，隨著盈利和收入的不斷

增長，華美銀行也將繼續優化銀行產品及服務。
華美銀行積極培養銀行員工及增加人才儲備、努
力提升客戶體驗、加強風險管理基礎設施，這是
銀行對客戶和員工的承諾，以及為股東創造長期
價值的使命。

盈利表現概要：
• 第二季度獲利情況 –華美銀行第二季度

盈利達1億7千2百30萬美元，每股獲利為1.18美
元，兩者較首季度的1億8千7百萬美元和1.28美
元分別下降8%。2018年第二季度調整後盈利為1

億6千4百90萬美元，較上季度增長5%，每股獲
利較上季度調整後每股獲利的1.13美元增加4%。

•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穩步上揚 – 2018年
第二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億4千1百70萬美元，較
上季度增長1千5百萬美元或5%，主要得益於貸款
收益率和貸款的增長。2018年第二季度淨利差為
3.83%，較上季度增長0.10%。

• 總貸款創新紀錄 – 截至2018年6月30
日，總貸款達3百零2億美元，較2018年3月31
日的 2百96億美元增長6億4千3百60萬美元或
9%，主要得益於單一住宅按揭貸款和工商貸款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oans)。總貸款較去年
同期增長11%。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18年6月30
日，總存款達3百28億美元，較2018年3月31日
的3百26億美元增長1億6千7百40萬美元或2%
，主要得益於定期存款的持續增加。總存款較去
年同期增長5%。

• 資產品質穩定 – 截至2018年6月30日
，貸款損失準備金為3億零1百60萬美元，或總貸
款的1.00%為持作投資（held-for-investment, HFI
），2018年3月31日為2億9千7百70萬美元或
1.01%。2018年第二季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相當於
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0.15%，上季度為0.13%
。截至2018年6月30日，非獲利資產為1億零3
百50萬美元，佔總資產的0.27%，較2018年3月
31日的1億3千1百萬美元減少2千7百40萬美元
或21%。上季度非獲利資產佔總資產的0.35%。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8年6月30日

，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41億美元或每股28.39美
元。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為25.01美元，較上季度
增長4%，較去年同期增長14%。有形權益與有形
資產比率為9.64%，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
12.2%，總風險資本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3.7%。

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18年第三季度銀行將
繼續成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18年8月15日
派發2018年第三季普通股股息每股0.23美元，股
東將依其至2018年8月1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
銀行專注於美國及大中華市場的發展，是總部位
於加州的最大的獨立銀行之一，現有總資產3百81
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
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
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
；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深圳
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
、台北、廈門及廣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
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
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
。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
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
。有關華美銀行2018年第二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
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20182018年第二季度獲利穩健年第二季度獲利穩健
盈利達盈利達11億億77千千22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1818美元美元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南北越、柬埔寨 14天繽紛之旅 

出發時間： 1/10—1/23/2019  8 月 15 日前震撼價：$3560 （含機票）          
費用包括：來回及行程中的機票，全程 5 星級酒店，行程中的餐食、景點門票、小費 

行程特色、專業品質 

☆董事長精通越南、普通、粵、潮州、英語，讓您沟通无障碍，輕鬆自在 

☆全程無購物 NO SHOPPING，讓您旅遊輕鬆又自在 

☆越南國寶級民間藝術『 水上木偶戲』 

☆特別贈送『獨木舟之旅』前往熱帶叢林探險 

☆漫步『格蘭島』，玩轉水上娛樂項目 

☆越南地道風味餐，下龍灣海鮮餐，越式春卷+河粉 

☆特別安排 CHAK TUMUK REST 自助餐+舞蹈表演，中柬式餐，自助火鍋 

☆美拖生態之旅：『泰山島遊船』、大快朵頤水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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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X 77036 

行程安排 
1/10 D1 休斯頓—河內  1/17  D8 胡志明—美拖—胡志明 

1/11 D2 河內  1/18  D9 胡志明—吳哥窟（暹粒） 

1/12 D3 河內—下龍灣  1/19  D10 吳哥窟 

1/13 D4 下龍灣—河內—峴港  1/20  D11 吳哥窟 

1/14 D5 峴港—會安  1/21  D12 吳哥窟--金邊 

1/15 D6 會安—峴港  1/22  D13 金邊 

1/16 D7 峴港—胡志明  1/23  D14 金邊—休斯頓 

團價：$3620 

8 月 15 日前付 

訂金$1000/人 , 立減$60/人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南北越、柬埔寨 14天繽紛之旅 

出發時間： 1/10—1/23/2019  8 月 15 日前震撼價：$3560 （含機票）          
費用包括：來回及行程中的機票，全程 5 星級酒店，行程中的餐食、景點門票、小費 

行程特色、專業品質 

☆董事長精通越南、普通、粵、潮州、英語，讓您沟通无障碍，輕鬆自在 

☆全程無購物 NO SHOPPING，讓您旅遊輕鬆又自在 

☆越南國寶級民間藝術『 水上木偶戲』 

☆特別贈送『獨木舟之旅』前往熱帶叢林探險 

☆漫步『格蘭島』，玩轉水上娛樂項目 

☆越南地道風味餐，下龍灣海鮮餐，越式春卷+河粉 

☆特別安排 CHAK TUMUK REST 自助餐+舞蹈表演，中柬式餐，自助火鍋 

☆美拖生態之旅：『泰山島遊船』、大快朵頤水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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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X 77036 

行程安排 
1/10 D1 休斯頓—河內  1/17  D8 胡志明—美拖—胡志明 

1/11 D2 河內  1/18  D9 胡志明—吳哥窟（暹粒） 

1/12 D3 河內—下龍灣  1/19  D10 吳哥窟 

1/13 D4 下龍灣—河內—峴港  1/20  D11 吳哥窟 

1/14 D5 峴港—會安  1/21  D12 吳哥窟--金邊 

1/15 D6 會安—峴港  1/22  D13 金邊 

1/16 D7 峴港—胡志明  1/23  D14 金邊—休斯頓 

團價：$3620 

8 月 15 日前付 

訂金$1000/人 , 立減$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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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女尋求最適合的學校環境
特許學校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新成立

【本報休斯頓報導】經過再三的邀請，有“美國俞
敏洪”之稱的教父級SAT培訓大師Jared Friedland，將於
今年暑假空降休斯頓，為8月份的SAT考試親自做一周
的集訓！ 他之所以譽滿江湖，其能力和教學魅力不僅是
低分提高分，更是高分提滿分！美金榜美國留學升學諮
詢服務中心特別舉辦此一難得的培訓，讓即將面臨SAT
考試的學子們有突飛猛進的機會。

美金榜美國留學升學諮詢服務公司(To The Top In-
ternational)，是美南地區最大的升學與留學諮詢機構，
是TACAC/德州大學招生委員會成員、以及NACAC/全
美大學招生委員會成員，Jared與美金榜同為美國大學招
生委員會的成員，對SAT考試瞭若指掌，有許多獨家開
發的閱讀秘籍，經過他的指點，許多學生考得完美的成
績，家長們也對他讚譽有加。

美金榜的何老師表示，僅此一次，機會非常難得，
並且名額有限，希望重視大學升學的同學趕緊報名！

此次集訓，包括 30 小時 SAT 大師全程面授內容，
Jared教你從語言的根本上攻克SAT寫作和語言部分的難
關。大家都知道要背單詞，可為什麼很多人記不住呢？
如何事倍功半呢？語言是有奧秘的，也許從學習英語的
一開始你就沒有弄清楚TA的規律。

Jared的課的最大特點是從根本上為你講清楚語言的
規律，技法基於了解明白語言規律之上才能起作用。不
然分析了這篇文章，換一篇後技法又用不上了。

Jared在分析歷屆SAT考試真題之後，採用他們自己
開發的SAT問題，把問題分兩大類：語法和語言，集中
講解 SAT 重複測試的三個核心概念“3C”：Concision,
Cohesion, and Coherence，和攻克三個核心概念問題的技
巧。

他教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從長篇的文章中尋找關鍵詞
、上下意思銜接、和安全跳過乾擾性材料，縮短閱讀，
並準確找到正確答案。對那些時間不夠用、讀不完文章
的同學尤其適用。他從文章的內容類型、文學體裁、敘
述人稱、寫作方式、難度和長度等各方面詳細分析文章
，為你快速揭秘SAT法則，甚至細緻到詞彙的組成規律
、詞性、過渡詞、標點符號等在理解文章中的用途。明
白了這些，SAT寫作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Jared Friedland 是美國著名 SAT 培訓機構 Catalyst
Prep的創始人兼CEO。他的機構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
遍布美國300多個城市，擁有500多位高級培訓師。每年
為超過2萬5千名學生提供高質量SAT專科培訓。他的
機構和美國341所優質私校簽約，提供獨家SAT輔導，

主要基於東西海岸，培養了一大批SAT滿分的藤校預備
生。他和他的機構曾多次被美國主流媒體《時代周刊》
（TIME）、NBC環球集團持有的全球性財經有線電視
衛星新聞台（CNBC）、商業內參（Business Insider）、
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每日新聞報》
（The Daily News）、《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Post）等報導。

他是英語專業出身，從大學升學至今，每年親自參
加三次SAT考試，次次滿分。 SAT寫作，更是沒有任何
懸念。他為紐約和舊金山的考試提供私教，收費每小時
1,000美元。

這樣一位教父級的SAT培訓大師蒞臨休斯頓，你還
有什麼理由不趕緊把握機會呢？
報名方式：加微信：Lonestar2012，或到 meijinbang.com
下載報名表。

聯繫電話：979-450-2978。
時間：2018年8月6-10日。地點：7636 Harwin Dr.

Suite 115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Panorama Film
AcadeMe/全景影視學校。

教父級SAT培訓大師蒞臨休斯頓
人稱 「美國俞敏洪」 家長們讚譽有加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中國人向來注重教
育，教育奠定孩子美好的展望與未來，您可知道
？在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外，還有一種特許學
校。特許學校一方面具有公立學校公平、免學費
的長處，另方面又有私立學校重視學術與經營的
優點，同時教學有更大的靈活性，能夠適應每個
學生的學習需求。就在距離中國城不遠，新開了
一 所 特 許 學 校 ， 名 為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他們正招收五年級的學生，於八月13日
開學，歡迎有興趣的家長們參訪。

創始人與校長Kayleigh Colombero表示，德州
已經有超過 600 所的特許學校，至少服務了 200,
000名學生。雖然，特許學校在美國已經出現了一

段時間，但許多人還是會問:什麼是特許學
校？簡言之，特許學校是一種獨立運行的
免費的公立學校，其運作具有更大的靈活
性，包括在自訂教育計畫、資源分配、預
算、和招聘與發展員工等方面，都更有彈
性。同時，學校可以成立各種創新的教育
實驗，並可以經由良性競爭，刺激一般的
公立學校提升學校經營與教學品質，因此
，特許學校已成為美國新的教育典範。

德州的特許學校，其資金是來自於
州政府的撥款，學童免費就讀。特許學校
對學生的教育負有更多的責任，必須符合
政府所規定的嚴格的學術標準，並且通過
本州的評估。

特許學校開放註冊，所有的學生無論以前的
學習成績如何、或有任何的學習需求，都有相同
的就學機會。

雖然，特許學校要對州政府負責，但在教學
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能夠適應每個學生的教
育需求，提供更嚴謹的指導。學校可以為學生提
供適合的支持，以便能在更短的時間內獲得學業
上的提升。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是初中，希望確
保五到八年級的每位學生具備必要的學術和性格
基礎，對於數學和讀寫特別注重，希望幫助孩子
未來進入休士頓具有競爭力的高中，進而順利的
入大學，並追求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不少特許學校為其教學課程增加了特別的重
點項目，像是金融知識、性格發展、技術和商業
課程等。為了確保學生得到更好的學術教育、以
及更多在個性發展、健身、或美術課程等方面的
培育，一般特許學校的上課時間都比較長。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在4點半放學後
還有after school，讓需要延長時間的孩子留下，可
以參加俱樂部、做功課、或是進行體育活動。

特許學校為那些想為子女尋求最適當的教育
環境的家庭提供了選擇的機會，學校的校長與主
管們擁有更多管理學校的自由，他們能夠對學生
、家長、和教師的需求做出最好的反應。

如果您家裡有五年級的孩子，並想要多了解
特許學校，歡迎來參觀訪問，以便得到更多的了
解，看看是否適合自己的孩子。學校在7月31日
、 與 8 月 2 日 兩 天 有 開 放 參 觀 ， 歡 迎 洽 詢
713-265-8657。 地 址: 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 。www.etoileacademy.org

有美國有美國““俞敏洪俞敏洪””之稱的教父級之稱的教父級SATSAT培培
訓大師訓大師Jared FriedlandJared Friedland，，將於今年八月蒞將於今年八月蒞
臨休斯頓講授秘笈臨休斯頓講授秘笈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的創始人與校長的創始人與校長
Kayleigh ColomberoKayleigh Colombero，，接受過接受過BuildingBuilding

Excellent SchoolsExcellent Schools的訓練的訓練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距離中國城不遠距離中國城不遠，，
在在BellaireBellaire與與5959號公路附近號公路附近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是免費是免費、、公公
立特許學校立特許學校，，正在招收五年級學生正在招收五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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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7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77月月2525日休士頓開跑日休士頓開跑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107107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參訪青年參訪青年、、組長顏瑋葶組長顏瑋葶、、副副
組長黃雲佳組長黃雲佳、、組員吳芷慧組員吳芷慧、、徐子昀徐子昀、、黃靖祐黃靖祐、、謝依霖謝依霖、、李文智李文智

、、許一嶺許一嶺、、李彥蓁李彥蓁、、李從綺李從綺、、陳怡伶陳怡伶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為莊雅淑主任為參訪美南休士頓地區的參訪美南休士頓地區的
1111位青年位青年介紹海外僑教中心功能介紹海外僑教中心功能，，同時說明這同時說明這

趟行程參訪重點趟行程參訪重點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為莊雅淑主任為參訪美南休士頓地區參訪美南休士頓地區
的的1111位青年說明中心服務項目位青年說明中心服務項目

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向向 參訪美南休士頓地區的參訪美南休士頓地區的1111位青年位青年 說明德說明德
州導覽州導覽

「「107107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虎尾科技大虎尾科技大
學資訊工裎系組員李文智自我介紹學資訊工裎系組員李文智自我介紹

休士頓僑教中心休士頓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僑務委員張世勳與僑務委員張世勳與 1111
位位 「「107107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參訪者合影於參訪者合影於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休士頓僑教中心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
與與 組長顏瑋葶組長顏瑋葶、、副組長黃雲佳副組長黃雲佳、、組員吳芷慧組員吳芷慧、、徐子昀徐子昀、、黃靖祐黃靖祐
、、謝依霖謝依霖、、李文智李文智、、許一嶺許一嶺、、李彥蓁李彥蓁、、李從綺李從綺、、陳怡伶陳怡伶 「「107107年年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顏瑋葶是本次活動組長及台北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顏瑋葶是本次活動組長及台北
醫學大學的黃雲佳副組長醫學大學的黃雲佳副組長，，對醫學中心訪問預期對醫學中心訪問預期

收獲良多收獲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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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擊劍冠軍賽 238選手參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河南報道） 2018河

南省擊劍冠軍賽26日在河南鄭州開幕，來自鄭州、
商丘、駐馬店等地俱樂部及中小學共計238名選手參
賽。本次比賽由河南省體育局主辦，為期兩天，設男
子重劍個人賽、團體賽；女子重劍個人賽、團體賽4
個競賽項目，另由7至18歲按年齡分四個組別。

短 訊

港甲一籃決賽 東方龍獅背水一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五場三勝制的香港

甲一籃球季後賽總決賽，衛冕冠軍南華領先東方龍獅
2：0。東方龍獅背水一戰，隊長李琪直言要拚盡收復
失地。賽事今晚8時35分開賽，門票早上10時開售，
票價80港元，每人每次限購4張。60歲以上長者及全
日制學生特惠票價為50港元，售完即止。

傑志8月熱身賽門票下周一開售
香港文匯報訊 上季“三冠王”傑志將於8月18

日及8月25日晚上8時分別友賽泰超球隊武里南聯和
越南球隊平陽，備戰新球季及來年亞冠盃外圍賽。賽
事將於香港旺角大球場舉行，對武里南聯票價分別為
160元（港元，下同）及特惠票40元，對平陽則劃一
160元，門票將於7月30日上午10時開售。

日足任命新帥 泰迪續教森巴
日本國足今屆世界盃16強出局後臨時主帥西野

朗卸任。足總26日任命森保一掌帥，他將兼任日本
國奧教頭。49歲的森保一踢過日本隊，執教廣島三箭
時曾三奪日職錦標。 ■綜合外電

■■擊劍健兒較量擊劍健兒較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攝

國家亞運隊國家亞運隊
禮服改以藍白配凸顯勇氣活力

換新裝

港羽隊備戰亞運 劍指獎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羽毛球隊30天內將角逐
南京世錦賽和雅加達亞運會，團
隊26日會見傳媒時，總教練何一
鳴表示主要以亞運獎牌為目標，
認為男、混雙及女單都有爭牌的
能力，只等待一個機會爆發出
來。

伍家朗：享受球迷打氣聲
亞運會的女單有陳雨霏、何

冰嬌、戴資穎等強手，而男單更
是好手林立，諶龍、石宇奇及孫
完虎均有力奪金。

為港隊男單擔大旗的伍家朗
以晉身8強為目標：“我對印尼比
賽環境絕不陌生，更喜歡球迷的
歡呼打氣聲，比賽受注目會越打
越興奮。”對於伍家朗目前身陷
“獎牌荒”，何一鳴稱：“家朗
近期在對李宗偉、周天成比賽
中，打得進取，只是被裁判影響
到情緒而敗，希望他從中學習成
長。”
前亞運金牌得主、現女單教

練王晨也認同港隊球員需要更好
地控制情緒：“女單張雁宜打球
關鍵分時總是急躁，體力、技術

都提升，可是心理要修煉。”
至於身為三朝元老的“黑

妹”葉姵延就表示目前對所有比
賽都抱享受的心態：“能打就
打，或許四年後亞運甚至於東京
奧運都會出現，總之上場就全力
以赴！”
香港混雙兩對組合均有力染

指獎牌，鄧俊文和謝影雪避戰新
加坡比賽，就是留力戰世錦賽及
印尼亞運，而另一混雙組合“姊
弟配”李晉熙及周凱華就表示已
回復信心，希望在亞運可以踏上
頒獎台。

■伍家朗領銜港羽隊出戰亞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國羽主場強陣征世錦賽
2018年道達爾世界羽毛球錦標

賽將於7月30日在南京青奧體育公園
開賽，賽事組委會26日召開新聞發
佈會，公佈了本屆世錦賽中國羽毛球
隊的陣容和大賽整體準備情況。
據悉，男單名將諶龍、石宇

奇、林丹、黃宇翔出戰。女單陣容由
陳雨菲、何冰嬌、陳曉欣三位選手組
成。國羽單打主教練夏煊澤說：“來
南京前，隊員們在東南亞經歷了幾場
比賽，成績不很理想。但這次世錦
賽，主力隊員大多都在南京積極備
戰，訓練狀態良好。”

雙打三個項目上，中國隊全部
滿額參賽。男雙衛冕冠軍劉成/張
楠，女雙世界排名第1的組合陳清
晨/賈一凡，混雙名將鄭思維/黃雅瓊
將悉數亮相。國羽雙打主教練張軍介
紹，近年各隊在男子雙打項目上競爭

激烈，馬來西亞、印尼、丹麥等隊都
不容小覷。
賽事組委會副秘書長程向陽介

紹，目前場地佈置、設備調試、燈光
調試等各方面工作都已達到賽事要
求。另外，本次世錦賽將突出科技創
新，“我們將利用全息裸眼3D技
術，在比賽場館中立體展現南京城市
的歷史文化之美”。 ■新華社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日前於官網上，對參

加2018年第18屆亞運會的中國代表團名單

進行了公示，孫楊、蘇炳添等名將位列其

中。同日，中國體育代表團禮服交接儀式

亦在北京國家體育總局舉行。國家隊游泳運

動員徐嘉余、劉湘身着新款禮服亮相。

正於無錫舉行中的2018年世
界擊劍錦標賽，世界排名第1的中
國女子重劍隊孫一文、朱明葉、林
聲和許誠子，在準決賽中以21：25
不敵韓國隊，然而在3名爭奪戰中

以45：42戰勝俄羅斯隊，獲得中
國隊本屆世錦賽的首面獎牌。
美國隊和韓國隊分獲女子重劍

和男子佩劍團體冠軍。
■新華社

擊劍世錦賽 中國女重獲團體銅牌

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第24屆冬奧會工作
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在北
京冬奧組委調研。韓正
來到冬奧組委首鋼辦公
區，實地察看園區情
況；到料倉辦公樓，觀
看賽區沙盤模型，了解
場館和基礎設施規劃建
設情況；結合展板聽取
冬奧組委辦公園區總體
情況匯報，並與冬奧組
委工作人員互動交流。
韓正表示，北京冬

奧會是我國重要歷史節
點的重大標誌性活動，
是展現國家形象、促進
國家發展、振奮民族精
神的重要契機，是助推
對外開放、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舞
台，是向世界傳播中華
優秀文化、推動東西文
明交融的重要載體，是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
有力抓手。要狠抓冬奧
備戰，力提升競技水
準，圍繞“帶動3億人
參與冰雪運動”目標，
加快推動群眾性冰雪運
動發展。全面落實“綠
色辦奧、共享辦奧、開
放辦奧、廉潔辦奧”理
念。 ■新華社

韓
正
強
調
落
實
﹁四
個
辦
奧
﹂理
念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趙勇、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聰穎出席禮服交接儀式，不同於以往以紅黃色為主

的風格，新發佈的禮服採用孔雀藍、雲白色作為禮服的主題
色。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器材裝備中心主任閆玉豐表示：
“禮服既表達了年輕、活力的風格，更象徵運動健兒們
充滿信心、勇於拚搏的精神。”
備戰印尼亞運的國家隊游泳運動員徐嘉余和劉湘身

新款禮服亮相。徐嘉余說：“亞運會我的目標肯定是多
拿金牌、為祖國爭光，現在賽前備戰還是以積極訓練來
恢復自己的身體，不管怎樣都會全力打好這場比賽。”
剛從美國完成6周集訓歸來的劉湘也談到亞運備戰情
況，她說：“訓練一切都挺好，挺正常的。”

亞運名單出爐 孫楊蘇炳添領銜
國家隊亞運名單出爐，備受關注的田徑、游泳

等大項目中，蘇炳添、謝震業、孫楊、傅園慧等名
將均出現在名單上。在女排項目上，中國隊派出了
由朱婷領銜的主力陣容，不僅包括了張常寧、龔翔
宇等里約奧運會奪冠功臣，也囊括了李盈瑩等青年
才俊。周琦和丁彥雨航將領銜男籃陣容，韋世豪
也出現在了男足名單中。

總局的公示通知為7月26日至8月3日。公
示通知中表示：“公示期內，單位和個人均可對
公示對象在公平、公正、公開選拔、競技水
準、興奮劑、賽風賽紀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
電話、書面或其他形式向國家體育總局競體
司、機關紀委、駐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反
映。” ■新華社

■■2626日日，，孫楊與隊友在香孫楊與隊友在香
港體育學院進行訓練港體育學院進行訓練，，備備
戰亞運戰亞運。。 新華社新華社

■蘇炳添力爭在亞運田徑賽
場上跑出好成績。 新華社

■■((左起左起))許誠子許誠子、、林聲林聲、、孫一文和朱明葉勇奪銅牌孫一文和朱明葉勇奪銅牌。。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隊泳手徐嘉余(左)和劉湘身穿中國隊的2018亞運會新款禮服亮相。中新社

■韓正在北京冬奧組委調研並主持
召開第24屆冬奧會工作領導小組
全體會議。 新華社

■■中國選手諶中國選手諶
龍龍。。 中新社中新社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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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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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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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脫口秀講壇節目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曉說，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秀講
壇節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導演、編劇與主持
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
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命名，
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
介紹中國的鏢局故事-最後的江湖的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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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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