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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領袖及
社團於4月28日發表共同聲明，支持台灣參與第72屆世界衛生
大會（WHA),並在僑教中心現場聯署致美國衛生褔利部部長Al-
ex Azar信函。

休士頓僑界在僑務委員鄭金蘭、陳美芬召集，於4月28日下
午1時30分至下午2時30分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支持台灣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記者會，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出席說明支持方式。共同召集人僑務委員
鄭金蘭致詞，世界衛生大會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最高權力
機構，世界衛生大會每年5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審議世界衛生
組織工作報告、預算報告、接納新會員國等諸多重要的議題。聯
合國會員國每年5月下旬各派代表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其主要目
標是使全球健康。第72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將於5月20日至
5月2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台灣過去一直都擔任世界衛生大會
觀察員。2016年以後，在受到中國打壓，無法參加。今天舉行記
者會，希望提起海外僑胞的認知---台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讓世
界人知道台灣。台灣頂尖的醫療系統，能給世界貢獻。台灣醫療
系統如不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是世界的損失。

全世界都知道台灣的醫療水平和技術是全球排名前十，在影
響人類的許多案例上，例如SARS疫情，充分展現完善的緊急救
援與防治機制，同時幫助其他國家，對強化區域乃至全球的防疫
網絡作出貢獻，不應該以政治因素，讓全人類福祉受阻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今天非常感

動，充分展現休士頓僑界的凝聚力向心力。台灣在過去兩年被排
除世界衛生大會之外，參與本年2月WHO流感疫苗選株會議等
各項WHO技術性會議也遭受限制，造成全球衛生安全體系的嚴
重漏洞。台灣2300萬人民被剝奪與世界其他公民在平等基礎上
參與全球防疫體系的權利，非常不公平。台灣是有能力也有意願
在國際上做出貢獻的，除了和很多國家進行醫療合作，例如派出
醫療團，推動醫療資訊管理提升等等。

世界衛生組織列為核心使命的全民健康覆蓋（UHC)是台灣
的強項，我們的全民健保涵蓋大大小小疾病也盡量讓保費合理化
，近來有些國家流行麻疹，台灣的麻疹防疫政策就相對成功。其
他如三高防治、營養計畫、延緩失能失智、安寧照護、病人自主
權力法，從出生到死亡的健康都被覆蓋，台灣進入WHA可與世
界分享台灣經驗與執行力。我們常講 「德不孤，必有鄰」，目前
已有超過十個友邦，提出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
大會」的提案，而且國際上理念相近國家支持台灣的聲音也愈來
愈多，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及歐盟陸續公開聲援支持台灣
參與WHO,美國在台協會（AIT)發言人於3月22日公開表示，美
方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WHO、 「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刑警
組織」等國際組織。英國在台辦事處上個月22日公開表示，英
國政府已向WHO表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本年WHA
。加拿大外交部長Chrystia Freeland於本月9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上答覆詢問加拿大是否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如本年WHA
的質詢時表示，加國將持續支持台灣有意義參相關國際多邊論壇

，為全球公益做成重要貢獻。歐盟發言人本月9日於
回復記者電郵時表示，歐盟支持以務實方式解決台
灣國際參與問題，包括參與WHO及其所有技術性會
議，因為這符合歐盟及更廣泛的全球利益。這些國
家的聲援與支持，顯示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社會的
重要性及正當性獲得主流國際社會認同，希望大家
一起繼續努力，爭取更多國家支持台灣，讓世界衛
生組織能秉持其憲章宗旨，傾聽各方支持台灣應參
與WHA的訴求，基於維護全人類健康福祉的專業考
量，盡速邀請台灣出席本年 「世界衛生大會」，達
成台灣、WHO與國際社會共贏的局面。陳家彥處長
在會上播放他所拍攝的健行活動Power Point;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播放Island doctor一分鐘短片來說明支
持台灣參與WHA的方式。

共同召集人僑務委員陳美芬致詞，今天非常感謝大
家在百忙中特別抽空來參加這項活動。我們都知道台灣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及世界衛生大會是經過漫長的努力過程。今年台灣又因
中共的打壓，使台灣又不能參加。幸好我們海外的僑領與僑胞以
及許許多多外國朋友的長期支持與鼓勵，使我們更有信心、毅力
、努力勇敢地向前走。所以，請大家回去之後，不要忘了提醒你
周遭的親朋好友，大家一起共同發揮 「精誠團結」的精神，一人
一信給美國相關的部會及媒體，說明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重
要性，不間斷地為台灣發聲，促請國際人士正視這個問題 「使愛
好和平的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歡迎僑民用任何形式參與支持台灣入會
的行動。社團代表們在會中說，為支持與同步響應台灣參與世界
衛生組織，全民集萬步走 「Walk the talk」活動，美南大專校聯
與台商會等社團都會在五月春季郊遊中，號召會員一起累計步數
活動，表示支持。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宋明麗、賴江椿等皆表達
各種方式的做法與支持，僑團領袖與青年代表kevin都熱烈表達
自己想法與全力
支持的決心。

休士頓僑界支持台灣參與2019年世界衛生大會

（本報訊）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恭賀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林映佐副處長，
榮調駐南非開普敦台北聯絡辦事處總領事 ; 他會
來參加這個講座，請大家告訴大家，藉這個難
得的機會，感謝他在外交及僑務的傑出貢獻，

並恭喜他大展鴻途！
本協會謹訂於五月四日下午兩點至三點半

，在僑教中心 203 室，請 Mike Lee 警官為大家
講解- 如何快速認證現場作案人的面貌，及警
方如何用報案時描繪的面孔, 追蹤嫌疑犯。李警

官精通多種語言，經歴過許多案例，這場講座
開放給社區大眾，歡迎大家來參加，如何臨危
不懼，看清楚作案人臉上的特徵。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 舉行講座
如何臨危不懼，看清楚作案人臉上的特徵

休士頓僑界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記者會休士頓僑界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記者會，，與會宋明麗與會宋明麗（（一左一左
三三）、）、劉秀美劉秀美（（二左四二左四））等僑務榮譽職人員等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領袖們和共同召僑團領袖們和共同召
集人僑委鄭金蘭集人僑委鄭金蘭（（一左六一左六）、）、陳美芬陳美芬（（一左七一左七），），台北經文處陳家台北經文處陳家
彥處長彥處長（（一左五一左五）、）、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一左四一左四））合影合影。（。（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僑務委員陳美芬僑務委員陳美芬（（前右一前右一））致詞致詞，，僑務委員鄭金蘭僑務委員鄭金蘭（（前右二前右二），），駐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前左二前左二）、）、僑教中心陳奕僑教中心陳奕
芳主任蒞會芳主任蒞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2019 CAPA Lunch and Learning Event 
二零一九华人石油协会午餐与学习活动 

Event 

活动内容 

Topic 1: Introducing the "Alexa"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Topic 2: The Application of Drilling Rig Wire Rope Inspection System 

Date 

日期 

Saturday, May 4th , 2019, 10:00 AM to Noon 

星期六，2019年 5月 4日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Invited 
Speaker

嘉宾 

 
Alec Walker  

DelfinSia CEO 

 
窦柏林 

威尔若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Details 

通告内容 

人工智能为石油行业带来了很多改变- DelfinSia 公司总裁 Alec将与大家讨论 AI 在 Oil Field

的应用。窦柏林董事长将介绍钻井机钢丝绳检测技术手段和实施方案。欢迎大家参加。 

Where 

地点 
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恒丰银行大楼)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USA 

Cost 

费用 

Pre-Registrati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as the session will be filled up very quickly. Lunch 
will be served after the talk. $6 for CAPA member, $12 for non-CAPA member, and $6 for 
non-CAPA member without lunch. Walk-ins are allow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if 
space is still available. 由于华人石油协会为大家准备午餐，请预先在网上登记。费用是会员

每位六美元，非会员每位十二美元（午餐费用六美元已包括）。如没登记，位置无保证，先

到先有。现场登记，另加六元。 

RSVP 

预约 

Register and Pay online: http://www.capaus.org 
Registration Deadline: Friday May 3rd, 2019, 12:00 Midnight 
Simply click the link above and follow the simple instructions.  
请预先在网上登记，截止日期是 5月 3日晚十二点。 

Contact 

联系人 

Fo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Ms. Mei Yang (mailtoym@gmail.com;832-499-9553) 

如有问题，请与杨梅女士联系（mailtoym@gmail.com;832-499-9553）。 

Introducing the "Alexa"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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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務卿蓬佩奧：
美國做好軍事干預委內瑞拉的準備

【泉深編輯/來源網絡媒體】華盛頓消息，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說，美國做好了以軍事干預手段製止委內瑞拉動亂的準備。

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對福克斯商業台說：“軍事行動是可能
的。如果必須要這樣做的話，美國將會這樣做。 ”

但是蓬佩奧重申，美國更希望委內瑞拉實現和平的權力過渡
，由社會主義總統馬杜羅把權力移交給宣布自己為臨時總統的全
國代表大會主席瓜伊多。美國和其它大約50個國家已承認瓜伊
多為這個南美國家的合法領導人。

蓬佩奧施放的美國有可能出兵委內瑞拉的信號迅速招致俄羅
斯的反駁。俄羅斯是馬杜羅的堅定支持者。

莫斯科方面表示，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與蓬佩奧通電話時
警告說，美國在委內瑞拉進一步採取的“侵略行動”，都將“充

滿最嚴重的後果”。拉夫羅夫譴責他所說的美國對委
內瑞拉內政的干涉，並稱這“嚴重踐踏了國際法”。

加拉加斯街頭的反馬杜羅抗議者。 (2019 年 5 月 1
日)

瓜伊多呼籲委內瑞拉軍隊加入反對派陣營，推翻馬
杜羅。蓬佩奧在電視採訪中說，面對街頭示威的馬杜
羅本準備星期二離開委內瑞拉前往古巴，但是俄羅斯
說服他堅守國內。

馬杜羅和俄羅斯外交部否認他準備離國的說法。莫
斯科說，美國的說法是“信息戰”的一部分，目的是
動搖委內瑞拉軍心，醞釀政變。

瓜伊多號召在星期三“五一節”這天舉行“委內瑞
拉歷史上最大的”街頭抗議。星期二，投擲石塊和燃
燒瓶的抗議者與政府安全部隊發生了衝突，當局對示
威者動用了真槍實彈、高壓水砲和橡皮子彈，打死一

人，打傷幾十人。
電視畫面顯示，一輛委內瑞拉國民警衛隊的軍車衝撞向軍方

投擲石塊的示威者。馬杜羅政府說，他們的一名軍人被子彈擊中
。

星期三，加拉加斯街頭瀰漫著催淚瓦斯的煙霧，警察身穿防
彈服手持盾牌，與投擲石塊的抗議者對峙。

馬杜羅說，他將領導自己的“五一節”集會，並聲稱，瓜伊
多的政變企圖已被挫敗。

馬杜羅祝賀軍隊“擊敗了這一小股企圖通過小規模政變衝突
來擴散暴力的人”。

他在電視和廣播講話中說：“他們必將受到懲罰。”

他說，示威者將“以最嚴重的違反憲法、法治與和平權利的
罪名”受到起訴。

瓜伊多在反馬杜羅的集會上對支持者講話。
在美國支持的瓜伊多呼籲軍隊棄暗投明，展開他所說的“自

由行動”後，數以千計的示威者湧入街頭。星期二，瓜伊多與反
對派政治人士萊奧波爾多·洛佩斯一道露面。洛佩斯被馬杜羅軟
禁在家，但是他說，支持瓜伊多的軍人把他“解救”了出來。

洛佩斯在推特上張貼一張一些穿著軍服的人的照片，並說：
“委內瑞拉：結束篡權的決定性階段已經到來。 ‘自由行動’
已經開始。 ”後來，洛佩斯和家人進入智利大使館尋求庇護，
隨後又轉入西班牙大使館。

星期二這一天結束時，委內瑞拉軍隊最高層並沒有出現任何
背棄馬杜羅投奔瓜伊多的跡象。但是星期二晚間，瓜伊多在社交
媒體張貼的視頻中並沒有顯得氣餒。他誓言要繼續向人人喊打的
馬杜羅施加壓力。

雖然委內瑞拉普遍存在食物和藥品短缺，經濟衰敗，但是馬
杜羅社會主義政權在多數軍人的支持下抓住權力不放。委內瑞拉
的兩大債主俄羅斯和中國也繼續支持馬杜羅。

美國對加拉加斯當局實施了製裁，以遏制其國際石油銷售。
今年1月，瓜伊多宣稱馬杜羅通過欺詐手段非法當選連任，他引
用憲法宣布自己為臨時總統。

另一方面，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星期二晚間發布命令
，在有進一步通知之前，禁止所有美國航空公司在7000米以下
的委內瑞拉領空飛行，原因是“越來越嚴重的政治動盪和緊張局
勢”。 FAA還下令所有在委內瑞拉境內的航空運營者，包括私
人噴氣式飛機，在48小時內離開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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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革老師明天下午二點蒞臨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董革老師明天下午二點蒞臨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作別開生面演講作別開生面演講 「「暢談生命之美暢談生命之美：：健身與藝術健身與藝術 」」

Fort Bend ISDFort Bend ISD 20182018 年獲德州年獲德州 「「最佳學區獎最佳學區獎 」」
關心子女教育的華人請票投關心子女教育的華人請票投ISDISD 第三區第三區Jim RiceJim Rice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Fort Bend
獨立學區第三區董事Jim Rice今年也投
入連任選戰，並於本周一（4月29 日
）晚間七時半，接受美南電視 「新聞面
對面 」 主持人馬健的訪問。馬健也是從
小在Fort Bend 獨立學區受教育、長大，
談來格外熟悉、親切。Jim Rice 首先從
他與 Fort Bend 的歷史淵源說起。Jim
Rice在，1980 年結婚，1981年即搬來糖
城，那時，糖城儘有一家超市，Ford
Bend ISD 獨立學區第三區的董事 Jim
Rice 真正見證了糖城過去四十年來的變
動與發展。他在2010 年進入 Fort Bend
ISD 董事會之前，他的三個兒子都是
Fort Bend 學區畢業。他在競選2010 福
遍獨立學區之前，他曾擔任過童子軍區
委主席、區域主席、教會、掃盲委員會
、經濟發展委員會及慈善基金會等單位
。2010 年至2012 年他進入德州董事會
。德州有上千個不同的學區，2017 年
Fort Bend 獨立學區獲得休市最佳學區，
2018 年 Fort Bend獨立學區更上一層樓
，榮獲德州最佳學區獎。

過去近十年間, Jim Rice 所思所想是

為當地學子，為華人，為少數民族能作
些什麼？雖然該區有100 多個不同方言
的學生，他總思索怎樣能為學生找到最
好的師資。因此，他這次的選舉主軸，
包含四大主題：（一 ）為所有學生提供
優質教育 ，（二 ）支持我們的老師，
（三 ）參加社區服務，（四 ）平衡預
算。

尤其是 「平衡預算 」 ，常常會有很
多爭議。對獨立學區的董事而言，最大
的責任是 「平衡預算 」 ！Jim :表示：我
們今年有七億美金的預算，而該學區
（包括老師 ）有一萬一千名員工，我們
上一次選舉通過，74% 支持舉債。在
Fort Bend 居住，就學，這裡有高的房地
產稅，但因為學區好, 是全美最多不同
族裔學區（比紐約、加州更多 ），Jim
希望更多族裔的人更融合。美國是一移
民國家，自由，獨立，吸引最優秀人才
來美，就從Fort Bend 學區開始。

Jim Rice 在訪談中表示：我希望每
一個人都去投票！投票是 「爭取得來的
」 責任，請把握5月4日正式投票日的
機會，投下您神聖的一票！

Jim Rice, 吉姆賴斯, 於2010年5月當
選目前的專業職位，自此以來一直擔任
該職位。 他於2011年6月當選為董事會
秘書，2012年當選為董事會主席，在該
辦公室連任兩屆。 他目前擔任會審計委
員會董事主席。

吉姆和他的妻子瑪麗 (Mary) 自 1981
年5月起居住在Sugar Land，他們的三
個孩子都在 Sugar Land 長大，畢業於
Fort Bend獨立學區 (FBISD) 學校。 Jim擁
有豐富的經驗，曾在幼童軍隊中擔任過
Den Leader和 Cubmaster，並且在幼童
子軍Troop 441擔任區委員會主席，並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間擔任 Tomahawk
地區的區域主席。他在社區中擔任過三
次主持的志願工作者。 1991年至2003
年為基督聯合衛理公會教會建立委員會
，擔任Fort Bend掃盲委員會，Fort Bend
P-16區域委員會，Fort Bend 經濟發展委
員會和 Fort Bend 商會的主任。他是
2005年 Fort Bend商會領導論壇班的畢
業生，並在過去十年擔任商會教育部副
主席。此外，在2005年吉姆和他已故
的朋友 Bob McClendon 共同創立了Fort

Bend Cares--一個501 c（3）慈善基金
會。

Jim自2012年起代表FBISD參加德克
薩斯州學校董事會（TASB）董事，目前
擔任其第二副總裁，曾擔任秘書/財務
主管以及立法委員會和預算與財務委員

會主席。 Jim 還畢業於德州校董事會
2013年的TASB領導（Leadership TASB）
課程。

Jim是Rice＆Gardner Consultants的
總裁，Rice＆Gardner Consultants 是一
家工程和建築管理公司。

圖為出馬競選連任的圖為出馬競選連任的Fort Bend ISDFort Bend ISD 獨立學區第三區的獨立學區第三區的Jim Rice(Jim Rice( 左左 ））本周本周
一晚一晚（（44月月2929日日））接受美南電視接受美南電視 「「新聞面對面新聞面對面」」 的主持人馬健的主持人馬健（（右右 ））的電的電

視專訪視專訪。（。（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將於五月四日將於五月四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二時下午二時，，在在
美南貿易中心美南貿易中心（（ITCITC））大樓大樓，，舉辦一場舉辦一場

別開生面的藝術講座別開生面的藝術講座，，邀請到曾邀請到曾
經榮獲亞洲女子健美冠軍及亞洲經榮獲亞洲女子健美冠軍及亞洲
健身小姐稱號的董革女士健身小姐稱號的董革女士。。她將她將
為您介紹兼具形體與靈魂之美的為您介紹兼具形體與靈魂之美的
心得心得，，為大家講述為大家講述““生命之美生命之美：：
健身與藝術健身與藝術”。”。

董革董革，，現任中國工藝美術家學現任中國工藝美術家學
會委員會委員；；DGDG 國際健身有限公司國際健身有限公司
董事長董事長；；世界旗袍聯合會德州分世界旗袍聯合會德州分
會會長會會長；；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團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團
長長；；20182018年她榮獲中國健美百年年她榮獲中國健美百年
風雲人物風雲人物（（健美國際冠軍健美國際冠軍））獎獎；；
最近最近《《董革食藝董革食藝》》又獲得中國審又獲得中國審
核認可為核認可為““董革食品工藝學董革食品工藝學”；”；
20162016年榮獲國際辣媽大賽冠軍年榮獲國際辣媽大賽冠軍。。

董革董革，，熱愛運動熱愛運動、、追求藝術追求藝術、、
才華橫溢才華橫溢，，處處展現精緻多彩的人生處處展現精緻多彩的人生。。
她不僅是一位運動＆舞蹈專家她不僅是一位運動＆舞蹈專家，，更是一更是一
位獨特的藝術家位獨特的藝術家。。她最新發表的新書她最新發表的新書

《《董革食藝董革食藝》》收藏版精裝叢書是當今全收藏版精裝叢書是當今全
球唯一能用食材製畫來表現各種不同系球唯一能用食材製畫來表現各種不同系
列主題的食品工藝書籍列主題的食品工藝書籍，，它通過水果它通過水果、、
蔬菜蔬菜、、大米大米、、麵包等麵包等，，生活最普通的食生活最普通的食
材巧妙搭配組合材巧妙搭配組合，，創作出具有時代美的創作出具有時代美的
生活藝術篇章及真實的一種跨界藝術書生活藝術篇章及真實的一種跨界藝術書
籍籍。。有紅樓夢有紅樓夢、、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少數民族集少數民族集
錦等錦等3030多個章節多個章節，，每篇都有她對生活的每篇都有她對生活的
精緻感悟及圖文並茂精緻感悟及圖文並茂。。她喜愛油畫和食她喜愛油畫和食
藝外藝外，，還喜歡布藝還喜歡布藝。。最近剛創作了最近剛創作了““紅紅
樓夢樓夢””布藝畫布藝畫，，其中人物栩栩如生其中人物栩栩如生，，惟惟
妙惟肖妙惟肖，，充分展現她的藝術天賦充分展現她的藝術天賦。。靜與靜與
動動、、藝體極品精緻藝體極品精緻，，難得的跨界藝術人難得的跨界藝術人
生的女人生的女人。。她常說她常說：“：“藝術是我終身的藝術是我終身的
遊戲遊戲，，運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運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董革女士將在她的藝術人生講座中董革女士將在她的藝術人生講座中
，，用她用她3030多年如一日的生活理念多年如一日的生活理念，“，“動動
與靜與靜””的方式來與大家面對面分享的方式來與大家面對面分享、、互互
動傳遞正能量動傳遞正能量！！講座包括講座包括:(:(11))陽光心態陽光心態

（（22））飲食合理搭配飲食合理搭配（（33))健身健身..塑型塑型（（44））
DGDG減肥秘笈減肥秘笈（（55））DGDG迷你零存整取迷你零存整取（（66
））DGDG食藝食藝&&布藝展示布藝展示。。

如果您想更進一步了解生活多姿多如果您想更進一步了解生活多姿多
彩的她彩的她，，請來聆聽董革女士用她的藝術請來聆聽董革女士用她的藝術
才華才華，，文化修養文化修養，，酷愛生活酷愛生活，，酷愛運動酷愛運動
的感悟的感悟，，為您講述健身塑型為您講述健身塑型，，養生飲食養生飲食
，，藝術享受藝術享受。。董革女士希望將自己的感董革女士希望將自己的感
悟悟，，與大家與大家
分享分享，，給熱給熱
愛生活的朋愛生活的朋
友們一種歲友們一種歲
月靜好月靜好，，美美
的享受的享受，，一一
定讓現場觀定讓現場觀
眾受益匪淺眾受益匪淺
，，收穫滿滿收穫滿滿
！！不虛此行不虛此行
，，機會難得機會難得

！！歡迎大家踴躍前往現場聆聽歡迎大家踴躍前往現場聆聽。。
這次演講活動這次演講活動，，也將播放董革女士也將播放董革女士

藝術人生專題片藝術人生專題片，，由作家陳瑞琳介紹董由作家陳瑞琳介紹董
革女士的奮鬥故事革女士的奮鬥故事。。您一定會帶著美的您一定會帶著美的
濃縮濃縮，，幸福的回味幸福的回味，，得到溫馨的享受得到溫馨的享受，，
並擁抱著堅強與力量並擁抱著堅強與力量。。歡迎大家歡迎大家 55 月月 44
日下午兩點親臨現場面對面與董革女士日下午兩點親臨現場面對面與董革女士
互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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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賢明的主婦們可
知道? 若長時間的接觸廚房油煙的 「熏
染」，會對皮膚造成很大的損傷。養顏
要從廚房開始，油煙附著皮膚上是皮膚
變糟的 「罪魁禍首」，久而久之，將會
出現 「黃臉婆」症狀。在細心為全家人
準備美食的同時，也千萬不能忽略自己
的健康與顏面。

醫師表示，油煙如果黏附在皮膚上
，會影響皮膚的正常呼吸。久了之後，

皮膚就慢慢變得沒有彈性，膚色變灰暗
、粗糙，斑點也開始出現，甚至皺紋也
悄悄滋生，還會影響體內的免疫系統。
油煙內，同時含有會導致肺部癌症的二
硝基苯酚、苯並芘。長期吸入廚房油煙
，易患呼吸道疾病，甚至增加患肺癌的
機率。

研究顯示，中老年女性們因為長期
接觸高溫的油煙，她們罹患肺癌的危險
性增加了 2 到 3 倍。在非吸煙女性的肺
癌危險因素中，有超過60%的女性是長
期接觸廚房油煙；有32%的女性燒菜喜
歡用高溫油煎炸食物。另有研究發現，
長期從事餐飲業的廚房工作者，因為長
期吸入油煙，肺癌發病率也比其他職業
高。

油的溫度越高，產生油煙的有害物
質就會越多。然而，中國人炒菜喜歡用
大火，覺得做出來的菜才夠香夠味。但

是，這樣的做菜方式卻對皮膚與健康危
害不小。

減少油煙最好的方法就是從源頭入
手，多用蒸、煮、燉的方式，油煙會相
對地減少。同時，在炒菜的時候，最好
在油煙還沒有出來時，把菜放入，這樣
油煙會少一點。

另一方面，就是要有一台夠力的吸
油煙機，在油煙尚未擴散之際，就通通
排出廚房，主婦們也就不會受油煙熏擾
。

家裡油煙機 「夠力」 嗎?
要檢測家裡吸油煙機到底夠不夠力

，看看有沒有下列情況就知道。
在煮飯時，廚房油煙會不會到處瀰漫?
做完飯後，廚房油煙味是否久久不散?

不敢在廚房炒菜，在
後院搭個小爐灶?
做完飯後，臉上、衣
服上是否充滿油煙味?
煮一道辣椒小炒，全
家是否都嗆的咳嗽?
你做飯時要戴上口罩
，怕皮膚變糟?
如果，你家裡有上述
的任一種情況，那表
示，你家的油煙機不
夠力，該換一台吸油
煙機了!
油煙累積成油垢，會
讓房子掉價
若是油煙不能及時排

出廚房，不但對主婦與家人的健康造成
危害，時間久了，油煙積累，也容易讓
櫥櫃、天花板、牆壁等黏上油垢，很難
清洗，這會讓房子掉價。十五年、二十
年後，如果要搬家賣房子，便需要重新
裝修廚房，那時的花費可就不是一筆小
數目了。

許多地產經紀人都知道，印度人與
華人住過的房子，很高的比例廚房會有
味道，或是油膩問題，讓買家因此而卻
步。要避免日後出現這樣的問題，最好

趁早把油煙問題處理好，既維護主婦與
家人的健康，未來也不用擔心賣房子有
問題。

5/4舉辦產品體驗會
方太吸油煙機是中國 「高端廚電品

牌領導者」，吸力大、噪音低、好清洗
、技術新、設計美、燈光亮，專門為中
國式廚房而設計，能讓廚房空氣乾乾淨
淨，清爽無油煙味。

方太油煙機近吸強排，30”超寬進
煙口，從左至右吸力均勻覆蓋。90度全
自動隔煙屏，同步導煙和擋煙，讓你的
廚房長久潔淨。

現場讓你更了解方太油煙機，親自
來體驗方太的神奇排煙功能。在活動中
簽名者，全場優惠價，並有幸運抽獎，
獎品豐富。

活動現場位於休斯頓大型建材城中
，旁邊陳列各式最新地板、磁磚、櫥櫃
、石英、大理石、及各類建材，歡迎參
觀。

活動時間:5月4日(週六)下午2點到
4 點 。 活 動 地 點: 8403 Westglen Dr.,
Houston, TX 77063 (Westpark Dr.轉 Ann
Arbor Dr.)。Text 報名電話:3015091137
。

廚房油煙廚房油煙 讓皮膚變糟讓皮膚變糟 讓房子掉價讓房子掉價
方太吸油煙機為主婦們解決困擾方太吸油煙機為主婦們解決困擾

中國式炒菜會產生許多油煙中國式炒菜會產生許多油煙

有些人做飯時要戴上口罩有些人做飯時要戴上口罩，，怕皮膚變糟怕皮膚變糟

若長期煮飯吸入油煙若長期煮飯吸入油煙，，對肺部會有危對肺部會有危
害害，，女性肺癌主因是廚房油煙女性肺癌主因是廚房油煙

方太吸油煙機專門為中國式廚房而設計方太吸油煙機專門為中國式廚房而設計，，能讓廚房空氣清爽能讓廚房空氣清爽，，沒沒
有油煙味有油煙味。。

廚房油煙如果沒有排出去廚房油煙如果沒有排出去，，油煙累積油煙累積，，房子會有味道房子會有味道，，未來可能未來可能
會掉價會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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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辦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辦
休士頓第二十六屆中文演講比賽成功舉行休士頓第二十六屆中文演講比賽成功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第二十六屆中文演講比賽主任委員洪第二十六屆中文演講比賽主任委員洪
良冰副會長良冰副會長（（二右三二右三）、）、世界華人工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前會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前會
長長（（二右四二右四）、）、理事陳文理事陳文、、羅錚羅錚、、郭郭
蓓麗蓓麗、、鄭麗如等義工們貢獻心力鄭麗如等義工們貢獻心力。。

黃燦琴老師黃燦琴老師（（左一左一））於於44月月2020日帶日帶
領百利高中三位非華裔學生參賽領百利高中三位非華裔學生參賽。。

KatyKaty地區非華裔地區非華裔1515歲以上歲以上
參賽者參賽者。。

非華裔非華裔1515歲以上參賽者歲以上參賽者。。 評審黃登陸評審黃登陸、、鄭昭鄭昭、、陳瑩陳瑩、、黃秀姿等黃秀姿等、、司儀司儀
劉秀美劉秀美（（一左三一左三））與非華裔與非華裔1515歲以上參賽者歲以上參賽者

在僑教中心合影在僑教中心合影。。

李樂罡夫人李樂罡夫人、、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胡小蓮負責計分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胡小蓮負責計分

。。

非華裔非華裔1515歲以上參賽者歲以上參賽者、、家長們家長們、、評審們評審們、、
司儀劉秀美在僑教中心合影司儀劉秀美在僑教中心合影。。

活動唐心琴創始人致詞活動唐心琴創始人致詞，，19941994年創辦時是把中年創辦時是把中
文生活化文生活化，，從家庭做起從家庭做起，，讓華裔下一代保留自讓華裔下一代保留自
己母語己母語，，經過大家努力發展至今演變為主流也經過大家努力發展至今演變為主流也
重視的活動重視的活動，，學中文的人數也與日俱增學中文的人數也與日俱增。。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胡小蓮前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胡小蓮前
會長會長（（左一左一）、）、吳展瑩會長吳展瑩會長（（右二右二）、）、蔡淑英蔡淑英
理事頒獎給非華裔理事頒獎給非華裔66--99歲優勝者後合影歲優勝者後合影。。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林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林
琬真前會長琬真前會長（（左一左一）、）、吳展瑩會長吳展瑩會長（（右右
一一））於於44月月2020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頒獎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頒獎
給非華裔給非華裔1010--1414歲優勝者後合影歲優勝者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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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隆重紀念中美建交 40
週年、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將舉辦2019
文化系列活動， 以文化助力中美關係
健康正常發展。

應休斯敦華星藝術團特別邀請，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http://www.wxg.
org.cn/）研究員王磊先生將蒞臨休斯
敦並於5月18日舉行一場有關中國文
化和文化自信的專題演講。中國現代
文學館是國家級重點文化單位，是中
國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學
博物館。博物館主要收藏和展示中國
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以及重要作家、文
學流派的文學成就，是現當代文學研
究的重要平台。博學的王磊先生是中
國故宮博物院的高級顧問，也是中國

文物鑑賞的著名專家。
王磊先生的演講將博古論今、深

入淺出、圖文並茂地從如下幾個方面
切入：1. 如何感知中華文化的美， 2.
工藝品與藝術品的甄別， 3. 古物，古
董和文物的鑑賞， 4.海外文化傳承的
特殊性和契機等。王磊先生也將通過
一些實物與大家分享中國故宮博物院
書畫和青銅瓷器藏品鑑賞心得。

此次講座對於希望深入了解博大
精深的中華文化，全面透視近現代中
國文學發展的脈搏，提升國學研究的
認識，以及對中國書法繪畫和古董收
藏感興趣的朋友，是一次難得的好機
會。

今年恰逢休斯敦華星藝術團成立

五週年，感謝您的一貫支持，信任和
參與，讓我們攜手努力，為傳承傳播
優秀中華文化盡心盡力。更多的文化
藝術活動， 包括專題講座、展覽、比
賽、演出等將陸續推出， 敬請繼續關
注和回執支持。

為保證本次活動取得實效和收穫
，請您填寫回執：http://dlj.bz/SSj03s

主辦：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時間：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 下

午2:00-5:00
協辦：休斯敦幸福讀者聯誼會，

休斯敦書畫社
地點：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106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42
電話： 713-503-8068

（本報訊）國土安全部官員週三表示，川普政府將開始要
求穿越美墨南部邊境的移民進行DNA檢測，這是打擊欺詐的新
舉措之一。

據新聞報道，測試最早將於下週開始試點項目。這些努力
旨在阻止成年移民謊稱自己是父母，可能是為了避免長期拘留
的欺詐行為。

官員們在與記者的通話中說，檢測將是自願的，樣本將只
用於確定家庭關係，而不是用於起訴移民。

一名國土安全部官員週三表示：“這是我們在調查過程和
技術上邁出的前所未有的一步。”

2018年10月至今年3月，當局在南部邊境查獲了1000多起

欺詐性家庭案件。今年4月，美國國土安全部對100個疑似家庭
進行了調查，發現其中29個家庭存在欺詐行為。

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也在考慮延長家庭拘留時間。 2015年
法院的一項判決要求有年幼子女的家庭在20天后獲釋。

本週早些時候，移民和海關執法部門（ICE）宣佈，將把調
查人員轉移到南部邊境的一些地方，那裏最近移民家庭的湧入
已經讓那裏不堪重負。

ICE在週一的一份聲明中說：“非法移民可以利用移民法
的漏洞以家庭成員或未成年人身份非法入境，從而避免被拘留
。”

貿易戰受影響 迫使美國農民離開土地
（本報訊）根據路透社報道，該地區農業機械拍賣公司對退

休農民農具的拍賣量在過去6個月中較去年同期增加了30%。農
業機械公司收到的新訂單則出現下滑。

這與美國金融危機後出現的農產品價格復甦時期形成了鮮明
對比。 2012年之前，由於玉米及小麥價格持續高漲，大批青壯
勞力從城市返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據統計，2012年美國中西

部地區44歲以下農民人口在過去數十年間首次出現增長。根據
農業部（DOA）統計，2008至2012年間，這一增長率在愛荷華
及伊利諾伊州增長超過40%，印第安納州為57%，堪薩斯州60%
。

川普發起的中美貿易戰使得農民的處境愈加困難。作為美國
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中國在貿易戰爆發後的十個月間大幅度縮減

大豆採購。同時，國際大豆價格持續走低，而成本卻不斷增加。
由於許多農民並沒有如401K等退休計劃，為保證生活來源，他
們普遍在退休前將大批農業機械通過拍賣行進行出售，並在其後
選擇出租土地為生。但由於農產品價格較低，租種土地的佃戶更
希望用農產品衝抵部分租金，對希望以土地出租換取生活來源的
退休農民而言，無疑又增加了他們的生存壓力。

隨方制象 – 文化自信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5月18日 下午舉行

政府政府開始對南部邊境的移民進行DNA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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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

“以體育人”，這是姚基金的核心理
念。作為姚基金改善鄉村體育教

育的核心項目，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自
2012年至今已連續舉辦七屆，有92萬人
次鄉村孩子參與並從中受益。

樹苗需通過體驗成長
在引領越來越多的鄉村孩子愛上籃球

的同時，姚明對“以體育人”也有了更深
刻的認識。“這個體可以解釋為體驗、體
育，很多也是體驗成長。成長是需要體驗
的，成長有喜悅以及挫折，我相信這個東
西我們都會找到它。以體育人，體育只是
一個形態，歸根結底是一種體驗，通過體
驗去澆灌這些小樹苗成為參天大樹。”

“體育實際上是一個小人生，人生未
來會碰到的很多像團隊合作、意志品質等
要素會在體育賽事當中用一種方法展現出
來，就像很多時候大家所說的情景代入一
樣，我相信體育在教育中發揮的作用對人
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姚明說。

2019年，姚基金公益行動不僅將繼
續通過希望小學籃球季為鄉村孩子提供更
好的體育教育，更將借助2019年國際籃
聯籃球世界盃的“東風”，和男籃世界盃
組委會攜手打造“姚基金2019國際籃聯
籃球世界盃圓夢之旅”公益項目計劃。

“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種激勵，是
對我們的一種肯定，有了更多的合作夥
伴。”姚明說，“這次世界盃期間，我們
可以有這樣一個機會、一個通道帶孩子們
去看看世界，看看籃球這樣一個通過我們
產生的文化，這是非常難得的。”

與男籃世界盃合作，對姚基金的發
展來說無疑是登上了一個更高的平台。姚
基金一直在向前，姚明也一直在思考。

做慈善也需升級換代
姚明表示：“姚基金當然可以仍然

去捐贈學校等等，但是我們希望去提供一
種服務，慈善是一種服務，包括捐贈在
內。這就是我們思考的東西。做慈善，升
級換代思考是沒有盡頭的，也許我們一階
段思考解決了一階段的問題，但我們發現
這個社會又進化了。我們要跟上這個時
代，要不停地去學習，這個是沒有盡頭
的。”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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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是一個小人生

從2008年創辦，到如今成長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體育慈善品牌

之一，姚基金在創始人姚明看來，已從一個模糊的影子，變得越來

越真實，經時間的沉澱找到了自身真正的意義。

經時間沉澱找到真正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
道）2019“格林酒店盃”亞洲女排俱樂部
錦標賽日前繼續小組賽的爭奪，代表中國
出戰的天津女排遭遇分組賽最強對手哈薩克
斯坦阿勒泰隊，最終她們直落三局完勝對手，
三戰三捷鎖定小組頭名晉級。
面對分組賽最強對手哈薩克斯坦阿勒泰隊，

天津女排派出了包括李盈瑩、劉曉彤、龔翔宇、姚
迪、王媛媛五名國手的最強陣容。首局比賽，阿勒泰
隊率先進入狀態，取得6：2的領先。隨後天津女排調
整節奏，末段打出7：3的攻擊波，以25：21逆轉贏得首
局。
第二局比賽，阿勒泰隊與天津女排在比分上一直僵

持。但在李盈瑩的帶領下，天津女排還是在局末發力，以
25：18再下一城。第三局，儘管阿勒泰隊加強進攻，最終仍舊
以22：25輸掉了比賽。此役比賽，李盈瑩拿下了全場最高的21
分，成為天津女排獲勝的頭號功臣。
賽後，天津女排主教練陳友泉對球隊的表現非常滿意。他表

示，新加入球隊的龔翔宇、劉曉彤也與球隊的配合越來越默契，極大
提升了球隊的實力。展望即將到來的淘汰賽，他強調，後面的淘汰賽
會做好更充分、更細緻的準備，爭取一場一場打好。

本屆浪琴表國際馬聯場地障礙
世界盃中國聯賽天津站賽事，日前
進行第三個比賽日爭奪，其中香港
騎手鄭文傑在150厘米浪琴表世界
盃資格賽中排名第一。
本場比賽吸引到多達42對人馬

組合參與爭奪，倒數第三位登場的
香港騎手鄭文傑搭檔Fancyface憑藉
第6道障礙的全場唯一的一個小迴
轉以零罰分、72.22秒登頂冠軍領獎
台；領先大半場的許新和愛駒Cali-
polas Son以零罰分、74.41秒獲得
亞軍，另一騎手劉同晏騎乘玉龍奇
迹以零罰分、75.74秒位列第三。
鄭文傑賽後接受訪問時表示：

“今天跳的沒有之前比賽那麼流
暢，主要贏在第6道障礙的一個小
迴轉，之後也不是太流暢，幸而馬
兒非常賣力，所以能夠拿到好成
績，主要感謝牠。”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新西蘭羽賽開幕
伍家朗輕鬆晉級16強

天津女排亞俱盃分組首名晉級

鄭
文
傑
世
界
盃
資
格
賽
折
桂

港隊積極備戰世室棍網賽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男子棍網球代表隊為備戰9

月在捷克舉行、四年一度的世界室內棍網球錦標
賽，參與了4月19至22日舉行的歐洲室內棍網
球邀請賽 2019（European Box Lacrosse
Invitational 2019）以及4月22至25日舉行
的Ales Hrebesky 紀念盃室內棍網球賽
（Ales Hrebesky Memorial）兩項賽
事，並分別以5名及第18名完成比賽。

■■以體育人是姚基金的核心理念以體育人是姚基金的核心理念。。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盈瑩（上）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 港
隊 （ 灰

衫）在歐
洲室內棍網

球邀請賽險勝
蘇格蘭。

■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是改善鄉村
體育教育的核心項目。 資料圖片

■姚基金時常舉辦慈善賽
籌款。 資料圖片

■鄭文傑越過障礙。中新社

長 話 短 說

香港男子羽毛球手伍家朗，於1日的
新西蘭羽毛球公開賽首圈賽事中，輕鬆以直
落兩局21：14、21：13擊敗泰國球手Suppa-
nyu Avihingsanon，將與韓國老將李炫一在 16
強碰頭。
新西蘭羽毛球公開賽，是2020年東京奧運羽

毛球積分賽第一站賽事，因此名將如國家隊球手
林丹、印尼新星金廷或是日本的常山幹太也有參
戰搶分。在上周羽毛球亞洲錦標賽次圈止步的
伍家朗，首圈面對泰國球手Suppanyu Avihing-
sanon未有受到太大考驗，在僅花了32分鐘
下便以直落兩局21：14、21：13勝出。伍
家朗次圈對手將是韓國老將李炫一，後者
首圈以直落兩局21：19、21：18，擊敗
馬來西亞代表宋浚洋。

其餘戰果方面，香港男雙組合張
德正/楊銘諾在先贏一局 21： 15
下，接連以17：21、14：21不敵
日本組合岡村洋輝/小野寺雅之
出局；女雙吳詠瑢/楊雅婷組
合，面對印尼的 Della Desti-
ara Haris/Rizki Amelia Pra-

dipta組合先贏一局21：13，但最後同樣連輸19：
21、15：21出局。至於國家隊方面，林丹於男單只
花了25分鐘便以直落兩局 21：6、21：7擊敗東道
主代表文路達。女單李雪芮則以 21：9、21：10，
輕取印度代表普拉布德賽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伍家朗成功過伍家朗成功過
關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
是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
借鑒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
長的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
多種表現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
時的代入感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
互動傳播方式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本期節目將介紹: 大鵬嘚吧嘚第401期：那些年我們一起非禮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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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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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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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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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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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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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日本長野一號菌種 / 零污染 / 有機栽培

買兩盒許氏日本靈の芝 120粒裝 
送限量珍藏版活靈芝 送完為止!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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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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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9年5月03日 Friday, May 03, 2019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5月03日 Friday, May 03, 2019


	0503FRI_B1_Print.pdf (p.1)
	0503FRI_B2_Print.pdf (p.2)
	0503FRI_B3_Print.pdf (p.3)
	0503FRI_B4_Print.pdf (p.4)
	0503FRI_B5_Print.pdf (p.5)
	0503FRI_B6_Print.pdf (p.6)
	0503FRI_B7_Print.pdf (p.7)
	0503FRI_B8_Print.pdf (p.8)
	0503FRI_B9_Print.pdf (p.9)
	0503FRI_B10_Print.pdf (p.10)
	0503FRI_B11_Print.pdf (p.11)
	0503FRI_B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