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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從早上十點至下午至五點
為止，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舉行講座.主題是：職場菁英論壇及經驗分享。此項講座是由大專校
聯會精心設計。內容有六大類：一．如何在職場中勝出，二．壓力管理，三．公開演講及有效溝
通，四．新移民法，五．你說好想賺錢，該如何做呢？六．股動鼓動，你要怎麼動？人在江湖，
如何保命？

主講員Tara Wanner，是BP Energy Company 的資訊長; 畢業於加拿大的卡爾加里(Calgary)大學
. 畢業後先後在 Shell 和其他能源公司就職. 2003年加入 BP 加拿大分公司,並於隔年因公移居美國
休士頓. Tara 一路由系統分析師, 團隊經理, 部門經理, 晉升至資訊長. 期間參與並帶領資訊團隊,負
責 BP 北美能源交易系統的建置與運作. 所負責的資訊業務涵蓋天然氣, 電力, 和液態天然氣在北美
和墨西哥的交易和配送. 在公務之餘 到世界各個不同地區旅行, 體驗不同人文風情, 和騎單車是她
的喜愛活動.

講員Isabelle Shepard, Ed.D., LPC, LMFT在親身經歷全職工作和求學所產生的壓力帶來的身心
創傷之後, Isabelle 毅然決然改變她的工作, 生活方式和想法. 花了10年的時間成為一個專業認證的
心理諮詢師, 婚姻與家庭顧問, 專業認證的心靈創傷治療師和完成教育博士學位. 目前正致力於建立
一套使用實例和身心策略的趣味並安全的標準, 來管理焦慮和壓力.在哈維颶風之後, 她並專心於幫
助我們的社區成員治癒在災難之後所產生的哀思與心靈創傷.

講員Michael Hinton, 是跨國人才培訓顧問曾經在中國的工業車輛, 車輛零配件, 和電子商務的
事業中擔任跨國管理階層的工作. 目前從事於石油和天然氣事業獵取高階人才的顧問工作, 並且幫
助其他跨國人才培訓, 並運用技能來合併東西不同管理文化 .

講員張南庭，股市投資技術分析師，來自台灣，畢業於中原大學數學系。來美讀完數學碩士
後，決定棄文從商，走上了創業做生意之路。他創業的頭十年在加州洛杉磯，所經營的第一個生
意是海膽加工，空運出口到日本魚市場販售。他的第二個生意是開海鮮店，賣活魚、螃蟹等海產
。第三個生意開始走入了加州房地產市場。1983年移居德州休士頓後，開始從事Teacher’s Sup-
ply的生意。經營了33年，店面從1800平方呎擴大到15000平方呎，營業額也將近達到一年兩百萬
美金。張先生行有餘力，還在1989年投資過一間擁有60個單位的旅館。張南庭先生已於2016年退
休。四十多年來，除了生意之外，張先生一直醉心鑽研股票投資。在過去九年的個人成績單中，
他的投資回報率 (Returns) 都超過S&amp;P 500 (標普500)。從2013年以來，他所舉辦過大大小小的
投資講座 (Investment Seminar) 已超過三十次，深受各界倚重。張南庭先生的一家人，在財經企業

方面都有相當傑出的成就。張先生的公子，在拿到 Stanford 的 MBA 之後，一直從事 Investment
Banker的工作。張先生的千金，目前也是一家知名Consulting Company的主管。

張南庭先生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有機會和年輕人分享他創業、經營的智慧。希望能盡早幫到
年輕人，在他們規劃一生財務的藍圖之時，能夠從前人的經驗當中借鏡。

講員楊嘉玲，專業的理財服務人士，來自台灣，畢業於中原大學化工系。在美國新澤西州修
得化工碩士學位之後，便開始進入德州石油化工業的職場。頭10年在一家知名的工程顧問公司，
一路做到資深製程工程師 (process engineer) 。之後到殼牌石油公司任職15年，經歷過許多不同的
部門與職務，包括製程（工藝）、項目管理、工藝技術安全、風險管理等。其中有一年半的期間
外派於英國倫敦，參與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油田開發設計案。另有三年半的時間外派於中國北京，
擔任新建(Grass-root)合資煉化項目的工藝安全經理。楊女士於2015年底自殼牌石油公司退休。楊
嘉玲女士自退休後便開始積極地探討、比較不同資產配置的渠道。特別是針對一般上班族制式理
財的思維方式 (401k) 、鮮為人知的稅務”漏洞” (Tax-free distributions) 、並將風險管理的意識帶
入資產管理 (現金流、高收益vs.風險)…這些都是她最為鍾愛的專題。楊女士在深入了解並獲得這
些知識之後，實在希望時光能倒流10年，就可以避免她早先的許多錯誤…為了避免其他人重蹈覆
轍，她現在已成為專業的理財服務人士，願將其所學及其切身的經驗，為大家提供基礎而重要的
財商教育。

講員葉茂森律師畢業於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並於休士頓大學取得電腦資訊碩士和法學博
士學位，從1990年起曾在德州高等法庭,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等執業，葉律師目前是美國移民律師協
會的會員，並專精於商業非移民及移民簽證的申請，以及各項企業相關協商投資聯邦專利商標申
請等業務。

僑教中心的地址是：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82
此項講座開放給僑社大眾，報名費十元，包括午餐及點心。學生帶有正式學生證可免費。
綫上報名: Google Form link is https://goo.gl/forms/GvzMy6kvHEEYLSG32
綫上付費: PAY@JCCAA.ORG with Zelle, 請註明”2018 Conference for Professionals”
郵寄報名: 請填妥報名單連同支票寄給 Linda Young, 3806 Elkins Rd, Sugland Land TX 77479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星期六之前。
聯 絡 人: Linda Young 楊嘉玲 713-340-8115， Janet Chung鍾宜秀 832-818-1848，Leif Hsieh

謝元傑 832-589-7078，James Hsu 許健彬281-208-9230。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 2018職場菁英論壇

再一個多星期11月24日是台灣四年一次的九合一選舉，距四年前2014九合一選舉和兩年前
2016台灣大選，中國國民黨因太陽花學運、頂心的食油風暴、一味討好綠營、再加上馬英九的施
政無能，致兩次的選舉，早就預期中國國民黨會兵敗如山倒潰敗的結果。

今年台灣的九合一選舉，在六、七個月前民進黨本算全面執政，有絕對的權力，大量行政支
援的優勢，對年底的九合一選舉聲勢浩大，一片看好之下，那知道在這兩三個月來，以前是民進
黨大本營，綠的不能再綠的高雄市選情，改制前民進黨執政33年的高雄縣、20年的 ，被以前不被
大家看好代表中國國民黨高雄巿長候選人韓國瑜常委，沒有國民黨以前的奧援下，單槍匹馬，深
入高雄市綠營選區，探討民情、苦民所苦、高喊現在的高雄市”又老又窮”，提出”讓東西賣的
出去，人要能進來，高雄就會富起來“的政見，打動了高雄人的心，已造成情翻轉，很多以前挺
綠、挺民進黨很多具有20多年黨齡的黨員、農民、漁民、為討生活眾多而北漂的家庭老老少少，
都站出來挺韓國瑜，尤以鳳山、旗山兩次不易租借到場地且不在週末造勢活動，高雄鄉親自動自
發、呼朋引伴、萬人空巷去支持禿頭的賣菜瑜，光是進場韓國瑜受到近三萬鄉親選民的熱烈歡迎
、熱烈擁戴、大家都要搶著去和韓國瑜握手或靠近或摸一下，整個造勢場地旗海飄楊，這是近幾

年來很難得出現在藍營選舉造勢的盛况，11月14日在岡山大會戰的造勢晚會就如預期的也有十萬
鄉親參加！韓國瑜所造成的旋風”韓流“外溢效應！不亞於四年前在台北市竄起白色力量柯文哲
”柯P”的外溢效應！現在的“韓流”拯救整個國民黨，韓國瑜不辭辛勞抽空為國民黨各地的候選
人助選造勢，已使國民黨各地藍營士氣大振！團結響應”1124滅東廠”！期盼”藍天再現”!

反觀全面執政、全面負責的民進黨，因高雄市選情告急，已亂了陣腳！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
、抹黄、抹紅韓國瑜，還對每位勇敢站出來挺韓國瑜的高雄鄉親”起底”、鬥爭、人身攻擊！想
再營造”藍綠對決”！以一貫的硬抝及製造假新聞來掩蓋民進黨各地選情即將崩盤的假象！令人
詬病的是，綠營的造勢晚會，包遊覧車、供應便當要綠營選民前去造勢，但綠營選民已不再有以
前熱情支持民進黨的氣勢，有時找不到足夠的綠營選民去參加，且造勢時蔡英文、賴清德專程從
台北趕來助陣，無奈的是選民已失去對他們倆人和民進黨以往的支持，失去信心！在蔡英文或賴
清德壓軸演講時，毫不留情面的離開造勢會場，綠營選民仍是你演講你的，我走我的，趕著早一
點離開會場，造勢巴晚會還沒完全結束，造勢場地的後面已空椅子一大片，很顯然民進黨造勢場
合的氣勢已輸韓國瑜一大截！(未完待續)

民心思變的2018台灣九合一選舉 台灣鄉親終於覺醒了！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 梁義大

休士頓周末好天氣 提前迎接感恩節到來

(文／黃相慈，圖／取自網路)周末天氣轉暖
，這周活動多是迎接感恩節到來的慶祝活動，
包括音樂紀錄表演、藝術展、節日點燈、玉米
餅挑戰賽及感恩友誼節，趁著好天氣到戶外走
走逛逛吧，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流行音樂天王：麥可傑克森紀錄(I Am
King： The Michael Jackson Experience at Miller
Outdoor Theatre)

周五晚間在米勒戶外劇院將有頂級藝術表
演呈現給觀眾，幾位音樂舞蹈家將聯合表演，
融合流行音樂天王麥可傑克森特色元素，用動
態人聲、歌聲、電子音樂元素和著名的月球漫
步舞步，向已逝的流行音樂天王麥可傑克森致
敬，身為歌迷的你千萬不要錯過。

時間：11/16，8:30pm
地點：Miller Outdoor Theatre
費用：免費
2. 集合藝術展(Connect with Art Saturday at

the Silos at Sawyer Yards)

周六中午一場集合藝術展覽將在 Sawyer
Yards展出，藝術同好可近距離觀看各種媒體原
創藝術，休士頓藝術家將開放他們的工作室，
供遊客參觀他們的創作空間和作品。

時間：11/17，12pm-5pm
地點：Sawyer Yards (2101 Winter St, Hous-

ton, TX 77007)
費用：免費
3. 閃亮節日點燈(Glisten Holiday Lighting at

CityCentre)
想像在假日節日點燈的活動中，與聖誕老

人合影並在人造雪中嬉戲，多符合冬季氣氛。
這個節慶活動將有五英呎的雪滑梯、冰雕展示
、雪盒、並有熱巧克力及蘋果酒，也有DJ在一
旁播放熱門音樂，適合全家一起同歡，在City-
Centre共度周六溫馨的冬季夜晚。

時間：11/17，12pm-9pm
地點：CityCentre
費用：免費

4. 第 36 屆年度點燈節(36th Annual Lighting
of the Doves Festival at Town Green Park)

同樣是迎接節日點燈季節，在Woodlands長
久 以 來 的 傳 統 ， 第 36 屆 點 燈 節 將 在 Town
Green Park舉行，現場將會有文化表演、玩雪區
域、購物中心和孩童遊戲活動，聖誕老人也會
在現場與民眾互動拍照，也會有煙火秀和點燈
儀式，趕快來現場感受節日熱鬧氛圍吧。

時間：11/17，3pm-9pm
地點： Town Green Park(2099 Lake Rob-

bins Dr, The Woodlands, TX 77380)
費用：免費
5. 墨西哥炸玉米餅挑戰賽(The Gr8 Taco

Challenge at 8th Wonder Brewery)
喜歡吃墨西哥炸玉米餅的人一定不能錯過

，周日有一場墨西哥炸玉米餅將由第八街
Wonder Brewery主辦，現場將有20加休士頓最
佳餐館挑戰 「最佳墨西哥玉米餅」名號，來參
加的的民眾都可以享用墨西哥捲餅試吃，現場

也有酒吧調酒和音樂表演及各種水果拼盤，歡
迎大家一起來吃美食。

時間：11/18，12pm-3pm
地點：8th Wonder Brewery (2202 Dallas St,

Houston, TX 77003)
費用：40
6. 感恩友誼節藝術市集(Friendsgiving Mar-

ket at Karbach Brewing Co.)
本周日還真是啤酒愛好者的天堂，另一家

Karbach Brewing 公司也迎接感恩節到來，慶祝
友誼萬歲(Friendsgiving)藝術市集，小酌微醺同
時也可以逛逛藝術品，並有現場音樂表演。

時間：11/18，12pm-5pm
地點：Karbach Brewing Co. (2032 Karbach

St, Houston, TX 77092)
費用：視消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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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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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嗓子碰撞天籟之聲 劉春池 張馨一
獨唱音樂會即將傾情唱響休斯頓

【泉深/圖文】由張昕偉聲樂室主辦、擁有金嗓子的女高音
歌手劉春池和具有西洋風情演唱風格的天籟之聲歌手張馨一聯袂
獨唱音樂會將於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晚上7時在休斯頓浸信會
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柏林音樂廳 (Belin Chapel) 隆
重上演。她們在休斯頓室內樂團的伴奏下，用美聲唱法、民族唱
法和流行唱法，演唱出一系列中外歌劇選曲、優秀民族歌曲、創
作歌曲及影視歌曲等，用音樂撞擊情懷，用歌聲實現夢想，用旋
律譜寫人生。

兩位歌手苦心修煉，舉辦獨唱音樂會，終成大器，華人的驕
傲！

歡迎音樂專業人士和音樂愛好者光臨！
柏林音樂廳地址：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X 77074
票價：$10/$20/$50/$100
票務聯系人： 李建華
聯系電話： 832-868-5302
金嗓子女高音劉春池簡介
劉春池，女高音歌手。2005年就讀於河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聲樂表演專業。她曾先後師從中國歌舞劇院男高音孔德成教授，
旅意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周圍博士學習聲樂。在校期間曾代表學校
參加全省大學生音樂藝術節獲專業組二等獎。

僑居美國後，仍然堅持對聲樂藝術執著的追求，先後師從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王維國老師、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張昕偉老師繼續
學習聲樂。2017年在“美中之星” 國際歌唱大賽中獲得第三名
；在2018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中
，獲得美南賽區成人組第一名並赴北京參加總決賽！在總決賽中

獲得優秀歌手獎。 生活在
休斯頓僑界，女高音劉春池
經常受邀參加各大團體的演
出活動。她的嗓音音色優美
，充滿激情，高音駕馭自如
，能演唱不同風格的作品，
包括民族聲樂、中國藝術歌
曲、西洋古典藝術歌曲和歌
劇詠嘆調作品等。

天籟之聲張馨一簡介
張馨一，一位近年活躍

在休斯頓演唱舞台的美聲唱
法和民族唱法女歌手。她從
小酷愛音樂，立志成為一名
受觀眾喜愛的歌手。她 16
歲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
音樂學院，經過數年的勤學苦練，她唱歌咬字清晰，發聲圓潤通
暢，音域寬廣，音色優美，歌唱技巧嫻熟，具有唱出各種高難度
花腔的技巧。但音樂學院畢業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順應父
母的安排與歌唱夢想擦肩而過，一直成為心中難掩的遺憾！

定居美國後，偶然機會遇上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張昕偉老師，
重新燃起想要實現兒時夢想的願望。經過三年多老師的精心指導
，重新學習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演唱技巧，歌唱技能有了顯著
提高。過去數年在聲樂學習期間先後參加過北美合唱團卡耐基音
樂廳演唱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演唱晚會、炎黃中秋大型

綜藝晚會、美南國際電視台直播音樂會等一系列華人社區的各類
演出，並擔任獨唱或領唱歌手，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尤其是
在今年8月11日的小規模個人演唱會上，演唱的歌聲受到了老師
，同行和朋友們的一致好評和鼓勵。

這些努力與實踐都是為了張馨一走向個人獨唱音樂會的那一
天。2018年12月8日，她夢想的日子終於要到來了。她要登台獻
唱，用音樂撞擊情懷，用歌聲點燃通向音樂殿堂的火炬，在歌唱
藝術道路上攀登高峰。

劉春池、張馨一謹以此音樂會的實現，真誠地感謝一直關心
、支持和厚愛她們的親人們、老師們、同行們和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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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休士頓亞裔參政及當選首創歷史最高記錄德州休士頓亞裔參政及當選首創歷史最高記錄

自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政局突
破，美國總統Trump 親自挑起白人國
粹的口號，掀起反移民和排華的大風
大浪。在德州剛剛結束的2018普選中
，Beto O’Rourke 與 Ted Cruz 此次在
聯邦參議員上的競選成為這次中期選
舉，全國關註的焦點和各大媒體的頭
條。雖然Beto只以不到3個百分點而
落選，但是，他在德州率領的草根運
動，把德州藍色潮流，推向歷史最高
潮。

同時休士頓打破歷史記錄，有15
位亞裔候選人參選，其中13位是民主
黨。而6號周二的選舉結果也是亞裔
的特大喜訊，13位中有8位亞裔當選
，全部為民主黨候選人。其中包括5
位法官，而且4位是女性。他們在德
州上訴法庭和地區法庭取得的勝利，
是休士頓亞裔集體獲得的職位最高，
也是人數最多的一次。

這次所有當選的休士頓亞裔代表
包括：

現任德州眾議院議員華裔 Gene
Wu, 和越裔Hubert Vo

德州上訴法庭法官韓裔的Frances
Bourliot

休士頓地區法庭，巴基斯坦裔
Rabeea Collier，華越裔的Jason Luong
，越裔的Christine Weems

Fort Bend County Judge， 縣長, 印
度裔 KP George

Fort Bend縣法庭法官，印度裔的
Julie Mathew。

由此在休士頓，民主黨一方的亞
裔代表，從以前的兩位德州眾議員，
增加到8位亞裔代表。而共和黨方面
，Harris County 唯一的亞裔縣法官，
張文華女律師，3月時黨內初選就被攻
擊而敗選，至此亞裔在共和黨沒有任
何代表。兩黨的懸殊對比，足以見哪
個黨更加支持亞裔參政和權益。

獲選的 Fort Bend 印裔女律師，
Julie Mathew提到，亞裔的獲選，最終
來自於亞裔候選人的帶領作用和少數
民族，包括非裔，墨裔之間的團結。
13位候選人同時付出的努力，畢竟比
以往只有一兩個亞裔候選人的結果要
更加明顯。而且，亞裔候選人中的帶

頭人，休士頓西南國會選區的 Sri
Kulkarni，用多語言多方式，開展亞裔
草根推進，並與亞裔社區進行大量交
流和互動，把亞裔參與和投票的積極
度，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同時，Be-
to在全德州的草根運動，使民主黨增
加的投票，大力幫助了所有亞裔候選
人。

另外一位獲選的休士頓地區法官
Jason Luong的選區，就在中國城附近
。他說，華裔經常抱怨中國城治安不
好，但很少參加投票，也沒有自己的
代表。所以，抱怨的聲音再大，也不
起什麽作用。現在亞裔多名法官當選
，就會增加亞裔的聲音，他們會更加
考慮政策和法規對華裔社區的影響。
這就是為什麽華裔需要參與社會和關
註選舉的具體實例。

另外參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的第
一位華裔女性Kathy Chang 提到，雖
然她沒有當選，但是，她在全德州的
競選工作，使更多的老百姓尤其是在
偏遠地區的德州人，有機會接觸和認
識華裔，並且，消除了很多由於最近

美國排華而形成的恐怖感和隔閡感。
由此可見，藍色浪潮在德州，把

亞裔和其他少數民族，尤其是女性和
年輕一代，推到浪尖峰頂，他們進入
到美國政界，結束了保守共和黨在德

州長期以來一黨專制和一統天下的控
制。而這股洪流，也即將對2020年的
美國大選，起到歷史性和決定性的根
本變革。

參選中期選舉的休士頓亞裔候選人參選中期選舉的休士頓亞裔候選人，，以及獲選休士頓亞裔候選人以及獲選休士頓亞裔候選人

Beto在德州首推藍色潮流，中期選舉對亞裔有哪些影響？
德州Kulkarni For Congress競選總部施慧倫供稿

11/12/2018

BetoBeto掀起的藍色浪掀起的藍色浪潮潮，，帶給了德州什麼變化帶給了德州什麼變化
周二結束的美國中期選舉，雖然有一部分選

舉結果還沒有最後確定，但它所帶來的效應，已
經在影響全國。對於在美國最南部，保守共和黨
大本營的德州，也沒有例外，正在經歷著自2016
年美國大選以來的巨大沖擊和變革。

就德州來講，Beto O’Rourke 與 Ted Cruz 在
聯邦參議員上的競選成為這次中期選舉，全國關
註的焦點和各大媒體的頭條，白熱化的激烈競爭
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分鐘的投票。雖然Beto這次只
是差了3個百分點而落選，但雙方基本上是平起
平坐，打破了共和黨在德州以20個百分點領先
的一貫優勢。而且由於Beto在德州全部254個縣
，與其他民主黨候選人共同推進的草根革新運動
，使德州很多選區從保守的紅區推進成為藍色或
紅藍平衡的紫區。

這個變化尤其體現在大都市。Houston，
Dallas， 兩個重要國會選區翻藍由民主黨議員獲
選，而San Antonio 的亞裔女性 Gina Jones 只差
0.5%未擊敗現任共和黨議員，目前正在等待最後
結果。

藍色潮流帶來的變化，實際上是婦女，少數

民族，和年輕一代的勝利。德州第一次有了2位
拉丁裔的女性國會議員(Veronica Escobar of El
Paso and Sylvia Garcia of Houston)。並且，由於
德州長期在共和黨控制之下，在美國國會的36
位代表中，絕大多數是“老，白，富，男”，女
性只有3位。而這次中選，女性翻了一倍，而且
6位當中，5位是民主黨，4位是少數民族婦女。

在德州參議院裏面，民主黨這次新增加了2
個席位，而眾議院則贏得和翻蘭了18個民主黨席
位，其中10位是女性代表。德州150位眾議員中
，民主黨增加到67位，更加接近半數。

德州州一級的重要公職，包括州長，副州長
，司法部長，交通部長，土地資源部長，農業部
長等兩黨的競爭都很激烈而且雙方的差距比2014
和2016年更加縮小，從以前相差近20個百分點
縮小成10個百分點一下。

變化最大的是德州司法系統。雖然德州最高
司法兩院，包括最高法院Texas Supreme Court和
刑事上訴法院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還100%
由共和黨繼續保持控制，民主黨沒有取得席位，
但是雙方選票距離拉的更近。而且，跟老百姓生

活密切相關，審理案件最多的德州上訴法庭，
Court of Appeals, 在Houston， Dallas等所有大中
小城市和郊區, 有兩黨參選的共32個席位中，民
主黨獲得了31個席位，可謂成績顯著。這些上訴
法庭的變化，也將在德州判案的原則和方針上起
到本質上的革新作用。

在休士頓，兩大國會選區的激烈角逐引起了
全國的關註。在休士頓西北邊的七區，年僅42
歲的年輕女律師Lizzie Fletcher最終擊敗共和黨的
著名老將John Culberson 而進入美國國會。而在
德州亞裔人口第一的休士頓西南方的22區，亞
裔國會候選人Sri Kulkarni 更是由於他首創的多語
言亞裔草根推動，與Beto 並肩戰鬥，聲馳遐邇
。雖然他和Beto 一樣，在紅區僅差幾個百分點
而落選，但他們卻是真正的犧牲自己，利益他人
的英雄，所做的努力，使國會選區翻藍了近15個
百分點，正式變成“紫區”。同時休士頓第二大
Fort Bend County，也由於這些草根推進，在繼休
士頓Harris County之後，完全翻藍，多位民主黨
候選人同時獲選，而且其中2位是亞裔，2位是
非裔。

在休士頓的德州第一大縣Harris County，
民主黨大獲全勝，獲得了所有59 位司法系統的
職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少數民族和女性代
表，因此轟動了全德州。另外，Harris County 和
Fort Bend County的兩個縣長，County Judge，首
次由民主黨拉丁裔女性Lina Hidalgo和亞裔代表
KP George當選，首創歷史上兩大縣長皆有少數
民族代表獲選的記錄，可謂是少數民族的驕傲和
勝利。

KulkarniKulkarni與與BetoBeto 並肩合作並肩合作，，推進德州推進德州
草根運動和藍色浪潮草根運動和藍色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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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導品牌「方太」全場大促銷
黑五超值折扣 最高立減$300元

(本報休斯頓訊) 在美國，每年感恩
節（今年是11月22日）、和黑色星期五
（23日），是商家打折促銷的黃金時段
，民眾趁此良機大採購，添買重要的日
用品或是家電，不僅買得開心，也可以

節省許多銀兩。
今年的黑五大促銷即將來襲！家電

和廚房用品當然名列大多數家庭的購買
清單之中，各類產品都有超值折扣，尤
其是油煙機到了黑五，簡直就是跳樓價
啊！如果您正好準備給家裡添置、或者
更換新的吸油煙機，不妨趁著促銷季，
趕快來了解一下方太！即使關稅大幅上
漲，但巨大折扣仍讓您享受超值特價！

方太是中式高端油煙機的領導品牌

，致力於為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人們提供
人性化的廚房科技。先後被評為中國馳
名商標、和中國名牌，品牌價值連續四
年位居“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同行
業第一。這二十二年來忠於初心，方太
始終專注於高端嵌入式廚房電器的研發
和製造，參與修訂油煙機的國際標準，
並榮獲40項 IF和 RedDot國際頂級設計
大獎。

方太廚電堅持每年將不少於收入的
5%投入研發，擁有來自美、德、日、意
等地的強大設計團隊，以及最先進的高
端廚房生產設備、和國際工業製造先進
技術。有專利超過1800項，在行業內遙
遙領先。

在中國，方太是中國廚電第一品牌
，許多人在國內就使用方太。來到美國
後，許多家庭只要知道方太，不僅自己
安裝使用，也紛紛介紹給親朋好友。原
因就是方太的產品精良，美觀大方，更
重要的是，能真正解決廚房油煙問題，
吸油烟效果非同凡响，為廚房空氣的清
潔把關。

中國式炒菜的油煙大，家庭主婦們
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吸了許多油煙，煮一
頓飯不僅身上常常是油煙味，日積月累
也影響了健康。一旦換成方太的吸油煙
機，所有困擾立刻解決。

促銷活動時間：11月 17日至12月2
日。

劃重點：所有線下店內成交贈送三
年質保，總計達八年！並贈送張小泉刀

具1套！
明星產品推薦：
JQG7501系列（銷量冠軍）
原價：$1229，黑五價：$929
30寸網紅煙機，專為美國櫥櫃設計

。 90°全自動隔煙屏，有效控製油煙擴
散。 6平方尺超大攏煙面積，覆蓋4眼
爐頭，使用前後左右爐頭都不跑煙。下
置式雙勁離心風機，動力更強勁，吸排
更順暢！

JQG7502系列（性價比之王）
原價：$1019，黑五價：$719
30 寸側吸式油煙機，cfm 可達到

850效果，90°固定常開式隔煙屏，機
械按鍵操控，簡單可靠。

JQG9001（新品上市）
原價：$1629，黑五價：$1329

36寸側吸式油煙機，90°全自動隔
煙屏，36” 超寬進煙口，不懼四眼爐頭
，吸附力更勝一籌。

EMS9018（超高性價比）
原價：$1529, 黑五價：$1229
北美爆款36寸油煙機，蝶翼環吸技

術，攏煙控煙不跑煙。暢吸風道，阻力
小，排煙更順暢。

您還在等什麼? 抓緊搶購呀！
如有任何活動、購買、安裝、售後服務
的問題，歡迎隨時聯繫方太。具體門店
信息：
1. 糖 城 店 地 址 ：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 電話：281-201-8186
2. 休斯頓店地址：7875 Northcourt Rd #
100, Houston, TX 77040 / 電 話 ：
713-690-8885

方太客服微信方太客服微信

黑五超值折扣黑五超值折扣，，明星產品推薦明星產品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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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豐建偉醫生豐建偉醫生，，Steve FrancisSteve Francis和姜楠醫生和姜楠醫生

北美華人醫師聯盟北美華人醫師聯盟（（ANACPANACP））第三屆年會於第三屆年會於1111//0202//20182018––
1111//0404//20182018 在休士頓醫學中心在休士頓醫學中心MarriotMarriot 酒店舉辦酒店舉辦 ((上上))

ANACPANACP 醫生集體照醫生集體照

周五晚會留影周五晚會留影 周五晚會留影周五晚會留影姜楠醫生與火箭隊後衛姜楠醫生與火箭隊後衛
Steve FrancisSteve Francis

豐建偉醫生與姜楠醫生主持豐建偉醫生與姜楠醫生主持

休士頓醫生合跳牛仔舞休士頓醫生合跳牛仔舞 周五晚會留影周五晚會留影左一左一 UNTUNT 醫學院教授醫學院教授 dr grant fowlerdr grant fowler 左二左二 大會主席大會主席姜楠醫生姜楠醫生左三左三國會國會
議員議員Al GreenAl Green 右四右四協會主席協會主席汪策醫生汪策醫生右三右三休斯頓市長特納休斯頓市長特納TurnerTurner 右二右二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先生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先生右一右一 大會名譽主席大會名譽主席豐建偉醫生豐建偉醫生

醫生們與周六晚會共舞醫生們與周六晚會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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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大學將設立醫學院，這也是休斯頓近半個
世紀以來首次建立醫學院校，而上次，位於休斯頓的德州大學醫

學院的建立時間為1972年。
本週四，休斯頓大學校董事會一致通過，將選擇校址來籌辦

醫學院。目前董事會已經選擇了位於大學東南角落，德州醫療
中心的43英畝的未開發土地。
此次，校董事會未經公眾討論即統一通過校址的選擇方案，

通過的最後方案將由休大校長做最後的拍板，這個校區的具體
位置位於 MacGregor Park 和 METRO 輕軌站交界，Wheeler
Street 和Martin Luther King Boulevard，這塊區域佔地15萬平方
英尺，四層樓的建築，估計投入6500萬美元。
新的校址選擇是休斯頓大學設立醫學院的第一步，也是該大

學多年的夢想，該醫學院將著力於培養家庭全科醫生，為休斯
頓和德州缺乏醫療服務的地區服務。
休斯頓大學是今年十月份接受了德州高等教育機構的批准來

設立醫學院校，校方預計2022年醫學大樓將正式對外開放使用。

休斯頓大學設立醫學院 校址選擇已經初步決定

（本報訊）（本報訊）漢堡
大王 Whataburger 公司日前宣布
，該公司的感恩節服飾在網上的
銷售形勢大好，在不到24小時時
間裡，該公司已經在網上全部銷
售出所有的節日毛衣服飾，該公
司正期待12月5日的聖誕銷售能
繼續出現旺勢。

公司表示，本週三公司的毛
衣上網銷售開始後，在周四上午

銷售一空，許多人在社交網上要
求購買該產品。他們表示，聖誕
節日的最好服飾就是Whataburger
的服飾產品。該公司其他的節日
產品還包括聖誕節為主題的桌布
和聖誕飾品。

男女皆宜的外套，可以用洗
衣機來洗，全部是壓克力棉，並
印有Whataburge的傳統標誌，十
分可愛。

24小時銷售一空 Whataburger毛衣外套節日受歡迎

首批“大篷車難民”抵美墨邊境
（本報訊）經過數千公里長途跋涉，首批來自中美洲的“大篷車難民”於當地時間14日抵達

墨西哥邊陲城市蒂華納，
截至14日，蒂華納市已經聚集約800名“大篷車難民”。 15日又有一批人抵達，在該市等待

入境美國的人員或將迅速增至約2000人。未來數週人數還將攀升，城市勢必超負荷。據了解，蒂
華納市雖設有不少臨時收容場所，但床位和空間遠無法滿足如此多的難民。當地權益團體稱，14
日大部分收容所已處於“半飽和”狀態。輿論擔憂，等到大部隊主體趕至，蒂華納勢必人滿為患
， 美國《紐約客》雜誌稱，難民在蒂華納並不安全——當地很多臨時收容所毗鄰黑幫據點和走
私者巢穴。此外，當地的墨西哥警察和士兵以腐敗聞名，在長達4至6週的庇護申請等候期，這些
外來者的處境就如同任人宰割的魚肉。

就在“大篷車”迫近邊境時，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及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共訪得克薩斯州

邊境城市麥卡倫，與當地駐兵進行互動。美國VOX新聞網報導說，其間，馬蒂斯極罕見地援引個
人經歷，強調邊境軍事部署的重要性。 “我母親也是移民”，他說，“相信我，國家歡迎合法移
民入美，是他們讓美國變得更好。但對於非法移民，我們必須執行法律。”

據報導，美國部署在邊境的駐軍不會與難民進行直接接觸，他們目前僅是為邊境巡警提供交
通、後勤以及建設等方面的保障。萬一局勢失控，邊境軍力也能起到一定震懾作用。

事實上，特朗普派部隊赴邊境的做法沒少引發各界質疑，馬蒂斯14日的表態更被視為他對特
朗普軍事部署的“最有力支持”。前國防部高官梅格薩曼聽聞最新表態後發推稱：“恕我直言，
派兵真沒必要。”有分析認為，馬蒂斯的表態是出於“政治求生欲”，試圖取悅特朗普。因為此
前白宮不斷爆出“總統與防長不和”的傳言，稱馬蒂斯在五角大樓已“時日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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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防麥巴比盯防麥巴比 迪歷特獲師兄鼓勵添信心迪歷特獲師兄鼓勵添信心

■■國足主教練納比國足主教練納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亞洲盃賽程確定，揭幕戰在1月5日打響，中國男
足（國足）首戰對陣吉爾吉斯，隨後接連迎戰菲律賓和小組
最強對手韓國。
2019年亞洲盃將於明年1月5日至2月1日在阿聯酋進

行，東道主阿聯酋將在首日的揭幕戰對陣巴林。位於C組的
中國隊將於1月7日迎來與吉爾吉斯的首場小組賽，1月11
日國足將對陣菲律賓，1月16日國足將迎來與老對手韓國隊
的小組賽最後一場比賽。
據媒體消息，目前國足正在海口集訓，原定本月12日

與土庫曼進行一場熱身賽，但對手“爽約”，令國足本期
集訓就只剩下11月20日進行的對巴勒斯坦隊的熱
身賽了。對此，主帥納比表示：“因為和巴勒斯坦

是我們亞洲盃前最後一場熱身賽，聯賽也
結束了，有些球員可能放了幾天假，我們
調整為主，接下來我們盡量讓他們調整好
狀態，打好最後一場熱身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曉莉

李卓耀晉八強 張雁宜憾負戴資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YONEX-SUNRISE香港公開羽毛球錦
標賽”15日在紅館續戰，港隊僅男單李卓
耀順利過關；1號種子、中華台北名將戴
資穎以2：1將香港女單最後希望張雁宜拍
走，混雙鄧俊文/謝影雪也同樣失利。
由於隊友先後下馬，世界排名25的張雁

宜成為香港女單唯一希望。包括雅加達亞運
在內，過去6次與戴資穎對賽，張雁宜都未

能勝出。今次返回主場，首局以21：17先聲
奪人。但經驗豐富的世界“一姐”不慌不
忙，次局以21：16追平，並在決勝局一開始
便打出一段5：0攻勢，之後再連取8分，最
後贏21：9，連續兩圈將東道主球手淘汰。
張雁宜賽後表示心悅誠服：“我已打

出自己水平，無奈對手實在太強，之前曾
經和她（戴資穎）打3局，但每次結果都
一樣。感覺自己體能、速度、技術都有不

足，要加強自己迎接下一個賽季。”
接着登場的港羽男單獨苗李卓耀則不

負眾望，在全場球迷打氣下，以21：12、
23：21淘汰丹麥的維定吉斯，今與印度的
山米亞爭四強席位。5號種子、國羽奧運
冠軍諶龍因傷退賽，造就山米亞兵不血刃
晉級，這也意味着國羽在男單全軍盡墨。
混雙方面，港隊“鄧謝配”以16：

21、21：14及15：21負印尼組合無緣8強。

■■張雁宜以張雁宜以
11：：22 被中華被中華
台北名將戴台北名將戴
資穎拍走資穎拍走。。

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 攝攝

■■李卓耀淘汰丹麥李卓耀淘汰丹麥
的維定吉斯躋身八的維定吉斯躋身八
強強。。記者黎永淦記者黎永淦 攝攝

亞洲盃賽程敲定國足末輪對強敵

沉沉寂多年的荷蘭近期終於看到復甦希望寂多年的荷蘭近期終於看到復甦希望，，
迪歷特及法蘭基迪莊等小將漸成大器下迪歷特及法蘭基迪莊等小將漸成大器下

成為支撐國家隊的新力量成為支撐國家隊的新力量，，上場以上場以33：：00大勝大勝
德國更讓人隱約看到德國更讓人隱約看到““全能足球全能足球””的影子的影子，，加加
上正處巔峰的雲迪積克及韋拿杜姆上正處巔峰的雲迪積克及韋拿杜姆，，荷蘭正透荷蘭正透
過今屆歐國聯宣告曾經的過今屆歐國聯宣告曾經的““無冕之王無冕之王””已經回已經回
歸歸。。

作為中路守將拍檔作為中路守將拍檔，，雲迪積克認為師弟雲迪積克認為師弟
迪歷特將來必成大器迪歷特將來必成大器：“：“迪歷特是一名非常出迪歷特是一名非常出
色的中堅色的中堅，，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頭腦冷靜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頭腦冷靜，，我我
希望他能打破我最高身價後衛的紀錄希望他能打破我最高身價後衛的紀錄。”。”目前目前
荷蘭以荷蘭以33分排在分排在AA級賽第級賽第11組次席組次席，，要追趕積要追趕積77
分的法國今場不容有失分的法國今場不容有失。。

法國陣容不整爭出線法國陣容不整爭出線
1919歲的迪歷特是歐洲其中一位矚目新歲的迪歷特是歐洲其中一位矚目新

星星，，不過他今場的對手卻是已經晉身世界頂尖不過他今場的對手卻是已經晉身世界頂尖
球星之列的麥巴比球星之列的麥巴比。。兩位天才在兩位天才在99月的交手中月的交手中
麥巴比先贏一仗麥巴比先贏一仗，，當時麥巴比射入一球助法國當時麥巴比射入一球助法國
以以22：：11擊敗荷蘭擊敗荷蘭。。事實上事實上，，整支法國隊在奪整支法國隊在奪
得世界盃冠軍後表現一直平穩得世界盃冠軍後表現一直平穩，，近近44仗有仗有22勝勝
22和不敗和不敗，，今仗對荷蘭只要全取今仗對荷蘭只要全取33分即可確保分即可確保44
強資格強資格。。

不過法國亦非毫無破綻不過法國亦非毫無破綻，，華拉尼今季狀態華拉尼今季狀態
有所下滑有所下滑，，烏姆迪迪的重傷令主帥迪甘斯只能烏姆迪迪的重傷令主帥迪甘斯只能
起用巴黎聖日耳門守將甘佩比起用巴黎聖日耳門守將甘佩比，，面對荷蘭機動面對荷蘭機動
快速的戰術將受考驗快速的戰術將受考驗。。另外另外，，中前場的保羅普中前場的保羅普
巴巴、、馬迪爾和拿卡錫迪也因傷退隊馬迪爾和拿卡錫迪也因傷退隊，，基沙文和基沙文和
麥巴比肩上的入球重責勢將更大麥巴比肩上的入球重責勢將更大。。

另外另外，，歐國聯歐國聯BB級賽將會上演一場升班大戰級賽將會上演一場升班大戰，，
威爾斯如能擊敗丹麥即可成功出線並獲得升上威爾斯如能擊敗丹麥即可成功出線並獲得升上
AA級賽的資格級賽的資格。。 ■■香港交匯報記者香港交匯報記者郭正謙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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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4屆世界盃冠軍卻極有機會在首屆歐國聯
降班，德國無疑身陷顏面盡失的尷尬境地。不過主
帥路維卻處之泰然，強調2020年歐洲國家盃才是他
們最重要的目標。
德國於今屆歐國聯未嘗一勝，近兩仗先後不敵

荷蘭及法國敬陪末席，只能寄望法國今仗作客荷蘭
保持不敗，才能保住護級希望。形勢雖然被動，不
過德足主帥路維仍保持平常心，他說：“之前我們
過於重視歐國聯是個錯誤，即使降班也不是世界末
日。我們會將精力集中在2020歐國盃外圍賽上，接
受現實並繼續努力。”
今夏世盃開始至今，德國國腳們的狀態一直備

受質疑，曾經的世盃金靴獎得主湯馬士梅拿更是眾
矢之的。路維認為愛將雖然狀態未達巔峰，“但他
絕對是一位可改變戰局的球員，而且能領導及激勵
年輕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德足面臨降級 路維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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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鎮主場的洛杉磯
湖人 14 日在美職籃
（NBA） 常 規 賽 以
126：117反勝波特蘭拓
荒者，取得4連勝。

湖人領軍人物勒邦
占士拿下準三雙，NBA職業生涯
總得分超越傳奇巨星張伯倫，殺入
前五。
開場哨響後，湖人表現並不

好，比數一直處劣勢，至第二節中
段最多已落後13分。可是上半場
結束前，湖人眾將彷彿突然驚醒，
在勒邦占士帶領下打出27：10的

攻勢一舉反超前，特別是大帝兩記
超遠三分，瞬間點燃了主場觀眾的
熱情。

湖人下半場牢牢控制局面，
勒邦占士也在第四節中段時在總得
分榜上超越31,419分的張伯倫。
大帝今仗上陣36分鐘攻入44分，
其NBA職業生涯總得分達到31,
425分，位居排行榜第五。排第四
的是32,292分的米高佐敦，如果
勒邦占士保持本賽季場均26.4的得
分且每場也上陣，便有望在明年1
月超過佐敦。

■新華社、中央社

勒邦占士超越張伯倫
總得分進佔歷史第五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左左，，2323號號))今仗為湖今仗為湖
人貢獻了人貢獻了4444分分。。 路透社路透社

■■荷蘭射手迪比今季在荷蘭射手迪比今季在
里昂有着上佳的狀態里昂有着上佳的狀態。。

法新社法新社

■■迪歷特迪歷特((左左))的任務是要盡可能去減的任務是要盡可能去減
低基利安麥巴比低基利安麥巴比((右右))的威脅的威脅。。 法新社法新社

■■路維路維((中中))出席德國隊的出席德國隊的
賽前記者會賽前記者會。。 法新社法新社

■■基沙文基沙文((左左))勢將受到雲迪積勢將受到雲迪積
克克((右右))的重點盯防的重點盯防。。 路透社路透社

接連缺席歐國盃及世界盃兩項大賽決賽周，作為傳統足球強

國的荷蘭終於等到復興的希望，在迪歷特及法蘭基迪莊等新星冒

起下，荷蘭在歐洲國家聯賽（歐國聯）小組賽有驚喜演出。不過，

要出線最後4強，荷蘭今仗必須於主場擊敗世界冠軍法國，

而雙方一眾歐洲超新星的表現亦勢成今場焦點。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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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系列之《兩極分化的
黑人》。

播出時間：
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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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五 2018年11月16日 Friday, November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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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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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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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2019 新款

加碼
送好禮!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晶彩彈跳
 保溫瓶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1034 (20包) x 6盒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或或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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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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