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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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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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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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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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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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
協會於1月6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 僑 教 中 心
203室主辦 「急難救助培訓系列及專業講座，休
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應邀參加，僑務委員
黎淑瑛、鄭金蘭，僑務諮詢委員甘幼蘋，休士
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副會長趙婉

兒、監事長葉宏志與會。當天上午活動休士頓
希望診所陳湘君醫務執行長，施惠德心臟科醫
師，曹友培教授主講急難救助服務、CPR相關
常識、急救要訣，下午朱洪恩檢察官（Jeffrey
Chu)主講青少年易犯的輕罪及重罪，初中及高
中生常觸犯的案件及對將來求職的影響等，僑
界百人參與。

休 士 頓 僑
教 中 心 莊 雅
淑 主 任 致 詞
， 僑 委 會 積
極 協 助 各 地
僑 界 在 全 球
30 個 國 家 成
立 62 個 急 難
救 助 協 會 ，
各 地 協 會 已
形 成 急 難 救
助 網 ， 提 供
有 需 要 國 人
以 及 僑 胞 更
多 幫 助 ， 莊
雅 淑 主 任 感
謝 休 士 頓 地
區 關 懷 救 助

協會，凝聚休士頓僑社力量共同協助需急難救
助的旅外國人及僑胞，尤其在哈維風災時，發
揮許多力量以及支持。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劉秀美會長感謝
僑委會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支持
，謝謝陳湘君、施惠德醫師、曹友培教授、朱
洪恩檢察官四位講座為該協會提供專業演講，

希望有更多僑
團以及僑領加入該協會行列，讓休士頓急難救
助協會發揮更多功能，發揮大愛精神，幫助更
多需要幫助的僑胞。

1月6日上午培訓講座，由葉宏志監事長主
持，首先由休士頓希望診所陳湘君醫務執行長
介紹該希望診所各項功能，希望能幫助低收入
或有緊急需要的僑胞以及旅人基本醫療的協助
。希望診所（Hope Clinic)在2002年創辦，目前
有三個地點，向社區開放，不僅提供多種語言
，也提供豐富的服務項目，診所接受包括Med-
icaid各大保險、學生、旅遊非居民身分民眾求
診。施惠德心臟科醫師介紹心臟的構成與詳細
說明心臟病症狀以及可能風險，還以精彩影片
介紹CPR及AED的重要性，鼓勵僑界人士踴躍
瞭解有關操作，發揮救己救人功能。曹友培教
授現場實作，示範CPR的操作模式，更分享他
以CPR救人經驗，與會人士紛紛提問及現場實
作。下午1時30分由西南管理區執行長李成純
如主持，朱洪恩資深檢察官主講青少年易犯的
輕罪及重罪，初中及高中生常觸犯的案件以及
對將來求職的影響，喚起僑界人士共同關心青
少年犯罪問題的關注，僑界百人參加全日講座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也對休士頓地區關懷救
助協會有更進一步認識。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培訓及專業講座圓滿成功

（本報訊）在獲悉二次大戰期間赴美
受訓的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學員計有52名殉
職人員安葬於美國德州艾爾帕索(El Paso)
布 利 斯 堡 國 家 公 墓 (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的消息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1)月8日率領駐
處同仁及El Paso台灣商會會長廖啟宏、副
會長陳怡辰、會員陳家元及楊坤霖，由該
國家公墓主任James Porter率同仁全程陪同
，向70多年前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空軍英
靈獻花致敬。

在簡單隆重的儀式中，每一位國軍烈
士靈前均插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及一束鮮
花，陳處長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我空軍英
靈表達深深追思、永遠懷念及最崇高敬意
，氣氛莊嚴肅穆。

陳處長表示，對日抗戰期間，中華民
國與美國併肩作戰。我空軍招募多批愛國
青年共赴國難，派遣他們前往美國接受飛
行軍事訓練，但有多位飛行學員不幸殉職
，安葬於海外已逾 70 載；今日站立於 52
位空軍烈士靈前，感念國軍先烈們為中華
民國犧牲奉獻，我全體國民更應該團結一
心，延續國軍先烈忠勇愛國的偉大精神與
高貴情操，持續為維護中華民國台灣的主
權獨立，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定竭盡心力，
以告慰烈士在天之靈。

依據布利斯堡國家公墓官網記載，二
次大戰期間我空軍在美受訓殉職學員，係
於1944年秋季，由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選定
布利斯堡國家公墓作為安葬地點，計有52
人安葬於此。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前往El Paso向二戰期間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空軍英靈獻花致敬

黃以法黃以法，，僑委鄭金蘭僑委鄭金蘭、、黎淑瑛黎淑瑛，，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劉秀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劉秀
美會長美會長，，專業法律講座主講人朱洪恩檢察官專業法律講座主講人朱洪恩檢察官，，趙婉兒副會長趙婉兒副會長，，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李成純如主持人李成純如主持人，，郭蓓麗郭蓓麗
，，鍾宜秀鍾宜秀，，周雲周雲，，吳展瑩吳展瑩，，伍國活夫人伍國活夫人，，黃校長黃校長，，傅德瑞傅德瑞，，周周
卓卓，，許健彬在講座上合影許健彬在講座上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劉秀美會長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劉秀美會長（（左四左四））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203203
室頒發水晶獎座給室頒發水晶獎座給11月月66日上午培訓主講人陳湘君醫務執行長日上午培訓主講人陳湘君醫務執行長
（（左二左二）、）、曹友培教授曹友培教授（（左三左三）、）、施惠德心臟科醫師施惠德心臟科醫師（（右三右三））
後與黎淑瑛僑委後與黎淑瑛僑委（（左一左一）、）、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左五左五）、）、趙趙
婉兒副會長婉兒副會長（（右二右二）、）、主持人葉宏志監事長主持人葉宏志監事長（（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偕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偕同El PasoEl Paso台台
灣商會廖啟宏會長灣商會廖啟宏會長、、陳怡辰副會長等僑胞及美國布利斯堡陳怡辰副會長等僑胞及美國布利斯堡
國家公墓國家公墓（（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主任主任James PorterJames Porter
向安葬於該公墓之二戰時期來美受訓殉職之向安葬於該公墓之二戰時期來美受訓殉職之5252名中華民名中華民
國空軍英靈默哀致敬國空軍英靈默哀致敬。。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向向 7070 多年前為國捐軀之多年前為國捐軀之 5252 位中華民國空位中華民國空
軍烈士獻花致敬軍烈士獻花致敬，，並在每一為烈士靈前插並在每一為烈士靈前插
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及一束鮮花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及一束鮮花，，表達追表達追
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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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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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CEO貝佐斯宣布離婚尋新歡
蓋茨將重新登頂全球首富

【泉深編譯/來源各大媒體】美國消息，
世界首富、亞馬遜 CEO 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週三對外宣布，將與共其同生活了 25
年的妻子麥肯齊·貝佐斯(MacKenzie Bezos) 離
婚。這份聲明顯示，二人屬於和平分手。貝佐
斯說：“我們能夠找到彼此，令我們感到非常
幸運；我們也深深地感恩兩人共同走過的25年
中的每一年，哪怕我們早已知道今天的結局，
我們仍不後悔當初的決定。 ”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Fox News）報導
，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與前電視主持人
、好萊塢經紀人大亨帕特里克·懷特塞爾
（Patrick Whitesell） 的 嬌 妻 勞 倫·桑 切 斯
（Lauren Sanchez）一直有著秘密關係。另有美

國《國家詢問報》稱，其即將曝光貝索斯與桑
切斯之間的婚外情。 “在長達4個月的成功調
查期間，本報尾隨貝索斯和他的秘密情人桑切
斯走過美國五個州，裡程近4萬英里。倆人共
乘私人飛機、豪華加長車、直升飛機，一起徒
步旅行，出入五星級酒店小酒吧，私密二人晚
餐，以及在秘密愛巢中共度良宵等等。 ”

亞馬遜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貝佐斯的
家也在那裡。按照該州法律，如果這對夫婦在
那裡提出離婚，那麼在他們結婚期間累積的所
有資產和債務都將視作夫妻雙方的共有財產。
法律規定，除非婚前協議另有規定，否則這些
資產應該公平分配。目前尚不清楚這對夫婦是
否有任何此類協議。

由於貝索斯擁有不少財富，這場離婚也是
備受外界關注，因為按照目前的情況看，貝佐
斯的財富1370億美元總額，將會被麥肯齊分走
一半，即可能獲得高達660億美元（約合人民
幣4495億元）的資產 (基於亞馬遜當前市值)。

這個離婚給貝佐斯旗下的亞馬遜帶來不確
定性。貝佐斯以創建亞馬遜而聞名，他至今仍
是該公司的最大股東。根據該公司2018年發布
的代理聲明，他持有亞馬遜16.3％的股份。他
還創辦了民營火箭公司 “藍色起源”（Blue
Origin），並在與麥肯齊的婚姻存續期間中收
購了《華盛頓郵報》。

因為貝佐斯離婚，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或會奪回全球首富的寶座。

勞倫勞倫··桑切斯系前桑切斯系前FoxFox’’s Good Day LAs Good Day LA電視節電視節
目主播目主播

傑夫傑夫··貝佐斯和勞倫貝佐斯和勞倫··桑切斯產生婚外情桑切斯產生婚外情傑夫傑夫··貝佐斯宣布和妻子麥肯齊貝佐斯宣布和妻子麥肯齊··貝佐斯離婚貝佐斯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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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龍教育學院 Talent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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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豐富的才藝課程 最寬敞明亮的教學環境
擁有州政府合法教育執照，學費可抵稅
2019！春！季！開！始！報！名 ！

騰龍課後輔導學校
騰龍2019春季課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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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師生臺上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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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動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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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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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春季課後班的日程安排及課程表

騰龍周末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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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學以致用和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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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本著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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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臺與課堂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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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春季騰龍周末中文學校課程表

騰龍雙語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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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註每一個孩子的成
長發展，給孩子一個美麗的起點。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20192019春季課後班春季課後班
和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和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

歡樂旅遊推薦: 埃及之旅6~11天, 團費團費$$490490起起

值此新春佳節之際，歡樂旅遊祝大家新
年快樂，闔家幸福。為了感謝大家一如
既往的支持，歡樂旅遊為大家最新尋覓
到了一條超值埃及旅遊線路，團費只需

要$490/人起，就可以讓您揭開四大文
明古國之一的埃及的神秘面紗！
埃及位於非洲東北部，主要人口為阿拉
伯人。這裡旅遊資源十分豐富，名勝古

蹟星羅棋布，例如耳聞能詳的金字塔、
獅身人面像、盧克索神廟等，此外，這
裡還有風光旖旎的尼羅河、國際水道蘇
伊士運河、風景綺麗的地中海海濱、陽
光明媚與柔沙遍布的西奈半島以及奇妙
的紅海海底世界，令世人神往。
這一次，歡樂旅遊將帶您領略埃及的繁
盛過往與平淡現世的錯綜交疊！不知您
有沒有看過《埃及豔後》、《凱撒大帝
》等電影，若您看過一定對埃及這個遙
遠的國度充滿了好奇以及景仰之情。您
一定會感受到它的神聖、魅惑，並且為
之瞻仰膜拜。來到埃及，參觀名勝古蹟
是必不可少的，這裡是埃及濃縮的歷史
，也是古埃及曾經盛極一時的有力見證
。來到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和盧克索神廟

，這些宏偉的建築以及巨大的神像，雖
歷經數千年的滄桑巨變，曾經的輝煌與
強盛已無法完整再現，其
殘垣斷壁仍留存著往昔的
恢弘與威嚴。它們雖飽經
風霜，但向世人展示著曾
經的盛世輝煌以及說述著
惆悵的久遠故事：戰爭、
信仰、權力、財富、愛恨
情仇交織演繹的歷史記憶
……
埃及這片土地，曾經得到
了尼羅河的垂愛與眷戀，
讓古埃及興盛一時，並給
予後代豐富的歷史遺跡。
若您充滿了對埃及這片神

秘土地的好奇，以及對歷史遺蹟的嚮往
，請盡快聯絡歡樂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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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腰背酸痛?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 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為您減輕疼痛
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現代人生活節奏快，壓
力又多又重，若是沒有適當的調適方法，常常會
導致身心疲憊，生活呈亞健康狀態，影響整體生
活的品質。最常見的是埋頭電腦前、長時間工作
、加班、熬夜，忙得不可開交，以致身體疲累不
堪，如果再加上睡眠不足，很容易造成肌肉緊繃
、肩頸僵硬、腰背酸痛。這時候，如能找到好的
專業按摩師，將會有很大幫助。

緩解身心壓力
我的一位朋友喜歡去按摩，她肩部痛去按摩

，頭痛去按摩，壓力太大去按摩，睡得不好也去
按摩，甚至心情鬱悶時都去按摩，連旅行前後也
要去按摩。問她為什麼喜歡去按摩，她說，太累
了，要對自己好一點，那麼忙碌是為了賺錢，賺
了錢總要慰勞一下自己，要懂得疼惜自己。同時
，她找到了專業按摩師，很了解她的狀況，按摩
非常到位，能幫助她緩解許多身心壓力，提升生
活的品質。

提升生活品質
筆者就發現這麼一家專業的按摩理療店，不

僅按摩師技巧高超，同時店內的環境氣氛超溫馨
，乾淨又優雅。更難得的是，老闆很有理念，具
有大格局，希望把按摩理療的神奇之處發揚光大
，讓更多人受惠於按摩理療的幫助，舒通經絡、
緩解疼痛，這家店的名字是Massage Remedy，就

位在糖城6號公路上。
Massage Remedy的按摩師都是有政府許可證

照的專業按摩師，他們精益求精，均具有多年經
驗，除了到專業學校接受訓練，還定期接受各種
按摩培訓，不斷提升按摩技巧。因為他們的用心
與敬業態度，受到客人長期的好評。

環境舒適與眾不同
只要去過Massage Remedy一次，一定會發現

這家店與其他店的不同，一進店裡，舒適的環境
讓人立刻有放鬆之感，空間的設計很有格調，還
有輕緩的音樂
和潺潺的溪水
流淌，所有物
品排列的井井
有條，明顯感
受到是 「品質
」 在說話。這
兒的員工都極
為友善，並且
知識廣博，對
中醫、經絡都
有獨特的理解
，除了按摩理
療之外，這裏
還有芳香療法

、恢復足部磨砂、和熱石(能量石)療法以及專業的
中醫師調配的藥浴。

融合中西方優點
Massage Remedy的職業按摩師王艷娥表示，

身體的新陳代謝靠血液循環來完成，按摩與熱石
能促進血液循環，暢通的氣血能幫助身體排毒，
緩解疲勞與疼痛。她結合美式的服務理念與東方
獨特的按摩技巧，融合中西方的優點，提升按摩
品質，給客人乾淨、舒適、安全、身心得到舒緩
的服務。

那麼，這裏的按摩又分為哪些種類呢?
1.原點療法：專門設計用於通過按摩改善血液

循環而使壓力釋放，疼痛減輕。該療法特點客戶
和操作者利用自然深呼深吸釋放肌肉的壓力，從
而減輕疼痛，定期按摩，有助於自然控制慢性損
傷引起的疼痛和壓力。

2.瑞典按摩: 是一種典型的按摩類型，瑞典按
摩技術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放鬆整個身體，這是通
過在血液循環返回心臟的過程，以長滑行方式摩
擦肌肉來實現的。但瑞典按摩療法不僅僅是放鬆
，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環和肌肉的柔韌性，從而減
少肌肉毒素，緩解緊張情緒。

3.深層組織按摩: 深層組織按摩療法類似於瑞
典式按摩手法，但它註重更深的壓力來釋放長期
的肌肉緊張，尤其是對最深層的肌肉組織、肌腱
和筋膜（肌肉、骨骼和關節周圍的保護層）。此
外，2010年臨床精神病學期刊的薈萃分析發現，
深層組織等按摩方式可以減少壓力激素水平和心
率，同時通過觸發催產素和血清素的釋放來促進
情緒和放鬆。

4.運動按摩：運動按摩療法針對各種運動員，
從世界一流的專業人士、到週末慢跑者都適用。
運動按摩技術的細節依運動員或運動愛好者的運

動種類而不同，專註於身體的過度使用、重複、
和運動壓力高的區域。運動員發現，特別設計的
運動按摩可以提高靈活性，減少疲勞，提高耐力
，有助於防止受傷，並為身心做好準備，以達到
最佳表現。

5.雙人間按摩: 可想像一下，一對情侶，或者
家人、朋友在超大按摩室的溫暖氣氛中共同度過
一整個小時，無論是接受按摩、芳香療法、熱石
療法、或足部磨砂，當完成後，感到完全的放鬆
，更可以增進愛情和友誼。

6.臉部按摩: 臉部按摩不是面部美容，它是通
過對臉部肌肉，穴位及肩、頸肌肉的點壓及按摩
，放鬆由於壓力而導致的顳下頜關節緊繃、咬合
困難、以及由此引發的頭痛。

7.頭部按摩：通過對頭皮、頭蓋骨、以及枕骨
下緣的點、按、揉等手法按摩，促進頭皮皮下組
織良性循環，保持頭部清新的感覺。

8.全身按摩: 通過綜合的按摩手法幫助緩解因
長時間伏案電腦前工作、及其他勞累而導致的肩
背部酸痛、幫助緩解腰部肌肉的緊張、及由此引
發的坐骨神經及其他腰腿酸痛。好的按摩師懂得
針對要點穴位加強按摩，同時根據你的身體情況
，幫你疏通經絡，緩解身心緊張情緒，讓你能放
鬆。尤其是對繁忙工作一天後的你經過按摩，更
能夠得到很好的紓解，提高你的睡眠質量。

慶祝新開張，推出體驗大優惠
為慶祝新開張，Massage Remedy特別推出體

驗大優惠，凡持本報導、或是美南新聞Massage
Remedy 的廣告，均享 40% Off 的優惠。電話：
346-874-7499、 346-874-7506。 地 址: 4131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Brake Check
後面 , 旁邊是Cici’s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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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一月份月會溫馨舉行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一月份月會溫馨舉行

張麗姫理事張麗姫理事（（左一左一）、）、王雪娟王雪娟（（右右
一一））為長春會會友報到服務為長春會會友報到服務。。

簡永謙簡永謙（（左一左一））與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右一右一）、）、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

任任（（右二右二））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許碧珠副會長於許碧珠副會長於11月月55日下午日下午33時時，，在在
台灣人活動中心主持台灣人活動中心主持 「「休士頓台灣長休士頓台灣長

春會春會20192019年一月份月會年一月份月會」」 。。

柯嫚妮柯嫚妮、、廖碧玉廖碧玉、、張闕桃張闕桃、、賴惠美等會員們參加長賴惠美等會員們參加長
春會春會，，既輕鬆又愉快既輕鬆又愉快，，也活潑增元氣也活潑增元氣。。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
長作會務報告長作會務報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
映佐副處長致詞映佐副處長致詞，，祝賀長春會會祝賀長春會會
友們新年快樂友們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致賀詞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致賀詞，，祝賀長春會會友們新年祝賀長春會會友們新年
快樂快樂，，萬事如意萬事如意。。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二右二二右二）、）、僑僑
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二左二二左二），），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春會柯志佳會
長長（（二右一二右一）、）、主持人許碧珠副會長主持人許碧珠副會長（（二左一二左一））祝祝
賀一月份壽星卓鈺翔賀一月份壽星卓鈺翔、、黃素玉黃素玉、、王淑華王淑華、、柯嫚妮柯嫚妮、、
宋明綉宋明綉、、吳何瑞齡吳何瑞齡、、林淑寬林淑寬、、劉素雲劉素雲、、蔡朱芳美等蔡朱芳美等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二右二二右二）、）、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二左一二左一），），主持人長春主持人長春
會許碧珠副會長會許碧珠副會長（（二右一二右一））祝賀祝賀20182018年全勤獎年全勤獎
得主黃素玉得主黃素玉、、鄧張翠梅鄧張翠梅、、鄧玉庭鄧玉庭、、邵燦成邵燦成、、柯志柯志

佳會長佳會長。。

吳惠清女士於一月份月會主講吳惠清女士於一月份月會主講
「「銀髮族的居家復健運動銀髮族的居家復健運動」」 ，，

嘉惠長春會會友們嘉惠長春會會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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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最新的預測，休斯頓經濟形勢整體向好，但是專
家也警告，未來當地的加工業發展速度將會滯緩。

休斯頓購買人經理指數顯示，休斯頓加工業在十二月份連續15個
月持續發展，並且經濟活躍程度顯示也是連續29個月持續增長。

十二月的休斯頓採購經理人指數為53.3比上個月略有下降，數字
超過50通常意味著擴大發展，低於50則意味著行業收緊。這個數字也

顯示出休斯頓當地的就業率和持續時間，顯示出經濟持續堅挺。值得
注意的是，銷售和購買指數則連續13個月以來首次低於正常值。
此外，三個月的休斯頓經濟預測指數也比十一月份下降了3.3%,銷售和
購買指數，生產產量等經濟指標也都有向下的趨勢。

機構預測，未來三個月中，休斯頓經濟持續增長的行業包括醫療
和建築，但是加工業和批發業則有下降趨勢。

醫療業繼續發展 休斯頓加工業呈現滯緩

（本報訊）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不知您的2019年

到現在為止過得怎麼樣呢？本週的休斯頓本地
活動精彩紛呈，適合不同歲數，喜歡不同活動
的民眾來參加，無論是放鬆身心的身體活動，
還是修身養性的藝術活動，男女老少都可以在
這些活動中找到快樂。

1.不休眠畫廊 90 年代卡通片展覽（Stay
Tooned! A Tribute to 90’s Cartoons at Insomnia
Gallery）

在不休眠畫廊將展映90年代著名的卡通片

，匯聚了30多位本地藝術家一同向民眾展示各
類藝術品，從“你好，哈諾德”到“辛普森一
家”。

時間：01/11，7pm-11pm
地 點 ： 不 休 眠 畫 廊 (708 Telephone Rd.

Houston , TX 77023)
費用：免費
2.洋蔥山谷咖啡的BCO農務市場自行車活

動（BCO Farmer’s Market Bike Ride at Onion
Creek Cafe）

騎上自行車，在美麗的城市豐收農務市場

中，輕鬆愉快地踏青，沿途還
可以停靠休息一下，順便還可
以選購各種各樣的農務產品。
時間：01/12，8am
地 點 ： 洋 蔥 山 谷 (Onion

Creek 3106 White Oak Dr.
Houston, TX 77007)
費用：免費
3.凱文哈特在豐田中心的喜劇

表演秀（Kevin Hart at Toyota
Center）
喜劇明星凱文哈特將會在豐

田中心帶來一場名為“不負責
任之旅”的爆笑喜劇表演秀。
時間：01/12，7pm

地點：豐田中心(1510 Polk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免費
4.南伯斯俱樂部的大衛鮑威之夜（David

Bowie All Night at Numbers Nightclub）
歡迎來到南伯斯俱樂部來欣賞大衛鮑威的

作品精選，為您提供最精彩的音樂合奏，還可
以觀看大衛鮑威的音樂短片，南伯斯舉辦此次
主題之夜，以此紀念這位偉大的藝術家。

時間：01/12，8pm

地 點 ： 南 伯 斯 俱 樂 部 （300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06）

費用：$5
5.露露檸檬高地的跑步俱樂部（Heights

Local Run Club at Lululemon Houston Heights）
快來加入到本地的跑步愛好者群體中吧，

本次的活動將從檸檬高地開始，終點也將設在
此處，跑步結束之後，您還可以在瑜伽項目中
，活動放鬆緊張的肌肉。

時間：01/13，8:45am – 8:45pm
地 點 ： 露 露 檸 檬 高 地 (713 Heights Blvd,

Houston , TX 77007)
費用：免費
6.蜂蜜藝術咖啡廳舉辦的手寫字教學課

（Hand Lettering Classes at Honey Art Cafe）
蜂蜜藝術咖啡廳舉辦的手寫字體DIY教學

課，本次課程將為民眾提供基本的藝術製作素
材，但也請提醒大家記得帶上1到5字的短句或
長句來作為參考使用。

時間：01/13，1pm – 2pm
地點：蜂蜜藝術咖啡廳 (3516 South Shep-

herd Dr, Houston , TX 77098)
費用：$20

調查顯示美國經濟衰退可能性升至7年來最高水平

休城新歲新氣象 2019藝術之春冬

（本報訊）《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顯示，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
可能性已升至7年來的最高水平。

接受《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預計，未來12個月內經濟
衰退的平均機率為25%，高於去年的13%，為2011年10月以來的最
高水平。

調查顯示，出現這種可能性的主要原因是一系列擔憂，包括利
率不斷上升以及去年12月股市的大規模拋售，這些拋售導致股市經
歷了金融危機以來最糟糕的一年。

2020年的前景甚至更加黯淡，56.6%的經濟學家預計經濟衰退將
在總統選舉年開始。

大約84%的預測人士認為美國經濟正在惡化，這一比例與去年
12月大致相同，但高於去年10月的53%。

最近的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儘管12月強於預期的就業報告顯示
，就業市場依然穩固，但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同
月觸及15個月低點。製造商的商業信心也降至近兩年來的最低水平
。

CNBC最新的美聯儲調查顯示，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上升到23%
，這是川普總統任期內的最高水平。包括經濟學家、基金經理和策
略師在內的43位受訪者下調了他們對經濟增長和美聯儲加息的預期
，其中一些人甚至認為美聯儲會在2019年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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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比賽，曼城以9：0大破伯頓，有輿論認為作為超聯衛冕冠軍兼現時列第2位
的豪門，曼城面對低兩級別聯賽的對手也如此大派九隻光蛋，似乎是對伯頓有欠

尊重。不過，哥迪奧拿卻不以為然，說道：“我沒想過會贏這麼多球，但這很好，這樣
（認真）踢才是對伯頓的最大尊重。”

加比爾捷西斯“大四喜”
曼城日前足總盃大勝洛達咸7：0過關，今仗英聯盃準決賽的正選11人中，屬非一線陣

容的球員不足半隊，可見哥帥也並無輕視此盃。奇雲迪布尼開賽5分鐘頭槌先拔頭籌，加比
爾捷西斯在30分鐘補頂中鵠，4分鐘後他接應左路橫傳扣過敵衛近門射成3：0。再過兩分
鐘，22歲左閘辛真高遠射世界波，攻入在曼城一線隊的第一球。

加比爾捷西斯在57分鐘接應馬列斯右路傳中頭槌破網，後備入替的中場菲爾科頓第
62分鐘補射得手，再過3分鐘加比爾捷西斯完成“大四喜”，加上基爾獲加及馬列斯完
場前各入一粒，最終湊足9隻光蛋完場。9：0創下英聯盃史上4強的最大勝仗紀
錄，之前紀錄是曼城2014年6：0贏韋斯咸及奧咸1990年6：0擊敗韋斯咸。

9：0也平了哥迪奧拿執教生涯中的最大勝績。如今決賽資格十拿九
穩，哥帥表示：“球隊有機會進入決賽，曼城定必全力以赴，唯有這
樣才可保持專注。”今季無甚機會表現自己的加比爾捷西斯斬

獲4球，哥帥高興地認為：“這對他和曼城都是好
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在盃賽遇上低兩個級別聯賽的球隊，火力

全開的曼城未有手下留情。英格蘭聯賽盃（英

聯盃）當地9日晚的4強首回合較量，曼城主場

面對英甲分子伯頓的越級挑戰，結果由加比爾

捷西斯領軍來個“大四喜”，以9：0狂數對

手，寫下英聯盃準決賽最大勝仗，亦平了哥迪

奧拿執教生涯最懸殊比數的贏球紀錄。

曼城中堅史東斯是役輪
休，全場坐在後備席上觀戰。
不過，這位24歲英格蘭國腳卻
成為了場外緋聞的焦點人物。
據英國《太陽報》9日報道，
史東斯為了有更多的自由，竟

然拋“妻”棄女搬離他們的愛
巢。

報道指，史東斯和青梅竹
馬的米莉莎維治，兩人自12歲
時便相識，15歲開始約會，去
夏世界盃米莉也是三獅軍女友
太太團的一分子。事實上在
2016年，史東斯被踢爆背住女
友偷食，隨後獲得米莉的原
諒，史東斯則購買了一所豪宅
作賠罪。兩人育有一名18個月
大的女兒，但近日史東斯被指
突然搬離了他們的愛巢，獨個
兒搬到別處，為的是“想要更
多自由”。 ■綜合外電

傳史東斯嫌受束縛
拋“妻”棄女

■■加比爾捷西斯個人加比爾捷西斯個人
攻入攻入44球球，，帶領曼城帶領曼城
大勝一場大勝一場。。 路透社路透社

■■基爾獲加基爾獲加((右右))射射
成成88：：00。。 路透社路透社

■■史東斯被指曾偷食獲原諒史東斯被指曾偷食獲原諒，，如今如今
卻拋棄青梅竹馬的女友卻拋棄青梅竹馬的女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哥迪奧拿哥迪奧拿((右右))完場後跟完場後跟
對方球員握手對方球員握手。。 路透社路透社

17歲趙蕙芸全能賽為港摘首金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成立兩周年。
廣青總與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中心
及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簽署了文體藝活
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香港男籃運動
員蘇伊俊（前排左二起）、香港女籃
運動員卓婷、香港男足運動員謝德謙
及香港歌手王灝兒四位年輕有活力的
人士獲廣青總委任為活動推廣大使。

據新華社墨爾本消息， 2019年
澳洲網球公開賽（簡稱澳網）正賽即
將揭幕，中國選手王薔將以21號種
子身份參戰女單，這也是其職業生涯
首次作為種子選手參加大滿貫賽事。

26歲的王薔去年戰績不俗，不
僅在法網和美網晉級32強，創造了
個人大滿貫最好戰績，更在雅加達
成功衛冕亞運會女單冠軍，並連續
闖入武網和中網半決賽。

本次澳網女單1號種子由哈勒普

獲得，科貝爾和沃茲尼亞奇緊隨其
後。男單方面，焦科維奇、納達爾和
衛冕冠軍費德勒鎖定前三號種子。

另外，在10日進行的澳網資格
賽男女單第二輪比賽中，中國選手
張擇與朱琳分別以2：6、6：2、
6：3及6：1、7：5擊敗3號種子比
蘭基斯及基克，成功打入男女單資
格賽決勝輪，二人離躋身正賽只有
一步之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王
薔
首
獲
種
子
身
份
參
賽
大
滿
貫

活 動 大 使

■■趙蕙芸趙蕙芸（（中中））在女子青在女子青
年全能賽為港奪得今屆亞年全能賽為港奪得今屆亞
錦賽第一金錦賽第一金。。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王薔以王薔以2121號種號種
子身份參戰澳網女子身份參戰澳網女
單比賽單比賽。。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10日在印
尼雅加達進入第二日賽事，重返亞運
“福地”的港隊憑17歲新星趙蕙芸
於女子青年組全能賽力壓群芳，贏得
本屆賽事第一金。

港隊9日由“牛下女車神”李慧
詩攜手師妹馬詠茹於女子團體競速賽
力壓東道主印尼勇奪銅牌；另外港4
名小將趙蕙芸、許逸雅、李思穎、梁
悅於青年組女子團體追逐賽決賽僅負
哈薩克，取得銀牌。10日，銀牌功臣
之一的趙蕙芸轉戰女青全能賽，於全
部4個項目皆表現出色，位列前兩
位，最終以149分擊敗6位對手勇奪
金牌，日本與哈薩克選手分獲亞季。

賽後，趙蕙芸坦言：“原本全能
賽未列入今屆賽項，所以賽前沒有太
充分準備，直至到埗雅加達後才知道
賽會臨時加項，可以參加這個自己擅
長的項目，而且發揮應有水平，非常
滿意，由上屆的銅牌到今年的冠軍，
絕對是一個突破。”

另外，9日與“牛下女車神”李
慧詩於女子團體競速賽勇奪銅牌的馬
詠茹，則表示在沒有很好備戰的情況
下仍能取得這一成綪感非常驚喜：
“這次亞錦賽無論在投入的時間還是
練習方面都不如亞運會時的最佳狀
態，所以在沒有很完美的準備下仍能
取得這一成績已相當不錯了。我們在
這場比賽的表現超過平日練習。這一
成績可以接受，我們非常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慧詩李慧詩（（右二右二））與馬詠茹與馬詠茹（（右一右一））
奪得競速賽銅牌奪得競速賽銅牌。。 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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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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
曉松。本期節目將介紹:政治也娛樂 美國大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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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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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1月11日 Friday, January 11, 2019



BB1111廣告

Will Hsu 董事長 許恩偉Pau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豬 年 大 吉

星期五 2019年1月11日 Friday, January 11, 2019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1月11日 Friday, January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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