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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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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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建協進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2019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於6月8日上午8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在 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TX.77042 的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圓滿成功舉辦，各領域主席、專家參與6月8日
講座主題並介紹主講人。這次研討會400多位各
界專業人士共襄盛舉。

美南國建會（ACAP)陳皇序會長及研討會
朱光立主席，介紹2019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的各主題領域。2019年會議主題豐富多元，包
括能源、環境保護、奈米及複合科技、資訊、
海洋科技、生化科技、健康、會計、與商務管

理等九大類。學界、業界專家應邀前往
分享，提供平台使專業人士互相交流。
2019 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由美南國

建協進會主辦，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德州台灣生物科技協會
、休士頓華美會計師協會、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為協辦單位。研討會根據不同領
域分成不同的區域進行講座。能源講座
由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協辦，共同主席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副會長蔡國楨博士說明
，能源講座中所探討的內容有新科技的
實際運用、能源市場的脈動等。能源講
座6月8日上午9時至上午11時50分，
主講人有四位，有 Alec Walker,CEO of
DelfinSia，主講 「The Value of Unstruc-

tured Textual Data in the Permian; Nick Fulford,
Global Head of Gas/LNG, 主 講 「US Gas and
LNG Market,and its lmplications on Energy Inde-
pendence; Ligang Lu(陸立綱），Ph.D., Principal
Science Expert, Shell International EP,主講 「Ma-
chine Learning for Well Completion Optimization
for Shale Oil; Tzu-hao Yeh(葉子豪），Ph.D.,
Research Reservoir Engineer, Shell International
E&amp;P, 主 講 「Modern Day Assisted History
Matching-Dealing with Multiple Models,Data
Types and Uncertainty」。主席陳天生博士說明6
月8日上午9時至上午11時50分環境保護研討
會將探討太陽能的發展對環境保護領域的影響

、從哈維風災來關注環境保護議題發展等，以
及從德州多個城市的零垃圾策略探討未來環境
保護方針等。

共同主席浦浩德介紹6月8日上午8時30分
至中午12時的奈米及複合材料科技講座，主講
人數位，有Howard Paul(浦浩德），P.E., Engi-
neering Manager, America PG Co. 主講 「新納米
新添加劑的專利生產和應用在升級工程塑料」
； Lu Lu(盧璐），Ph.D., Chief Chemist,Louisi-
ana Multi-functional-materials Group LLC, Jin-
bao Cao(曹錦寶），Ph.D. Guoqiang Li(李國强
） ， Ph.D.,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Industrial
Engineering,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Baton
Rouge,LA,主講 「巨大雙向形狀記憶驅動在低於
零攝氏度的溫度下交聯繫統）； Cheng Yan(嚴
成）Ph.D.Guoqiang Li(李國强），Ph.D., De-
partment of Mechanical Industrial Engineering,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Baton Rouge,LA，主講 「非晶形
狀記憶聚合物的設計模型，及其在多長度網格
結構中的應用」；Xiaming Feng(馮夏明），Ph.
D., Ang Li(李昂），Ph.D., Jizhou Fan(范濟舟）
，Ph.D. &amp; Guoqiang Li(李國强），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Industrial
Engineering,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Baton
Rouge,LA,主講 「可回收的熱固性材料，具有火
焰觸發形狀的記憶效應」； Guoqiang Li(李國强
） ，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Industrial Engineering,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Baton Rouge,LA,主講 「數據驅動材料的發現」
。共同主席浦浩德強調，參加者獲取4 PDHs,根
據要求會議後發出證書。

洪雅妮會長表示很高興代表休斯頓華人
CPA協會給大家分享我們這次的主題。這次我
們邀請了休斯頓許多資深的會計師來與大家講
解和分享稅務和金融分析等非常有用有趣的主
題。首先，我們由三位資深會計師Carol Wang
王舒，Jean Liao黃亞靜，and Tina Huang黃宜容
給大家講解川普稅改對小型企業的影響，一些
潛在的機會以及小型企業的省稅計劃。我們會
討論到稅改後的熱門話題 Section 199A deduc-
tion,以如何利用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QBI)來
合理的計劃公司的稅務項目。Carol Wang王舒
是 CMCD, LLC(江桂芝會計師事務所）資深會
計師，在稅務申報，財務報告分析，項目管理
和聯邦/州稅務審計方面擁有多年的經驗。Jean
H. Liao黃亞靜是Liao, Kin Company(安信會計師
事務所）的創始人和負責人。她擁有超過32年
的會計/稅務經驗。 Tina Huang黃宜容會計師，
是Shieh, Lee Company稅務經理，在稅務申報方
面擁有多年的經驗。我們的第二個主題由Man-
dy Hwang, Financial Risk Advisory 公司 Manag-
ing Director,給大家講解如何使用分析來發現欺
詐，浪費和濫用。 (未完待續)

美南國建協進會2019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在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圓滿成功舉行

（本報訊） 謝公文山先生慟於公元二0一九年六月八日下
午五時二十五分，壽終霍門紀念西南醫院。佢生於公元一九三
六年十二月一日享壽八十四歲。不孝男世安暨遺族等隨侍在側
親視含殮遵禮成服。擇於公元二0一九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上
午九時在永福殯儀館設奠舉行家祭儀式後隨即發引火葬並於六
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在永福殯儀館舉行追思儀式。

謝公文山先生於公元1936年12月1日出生於臺灣苗栗工商
世家，文山先生排行長子，自幼聰明開朗，協助照護姊弟妹順
利成長就學。父親經營水果批發，造紙，製冰，鍊鋼事業，文
山先生隨父從商，協助發展家業，成為當地世紳，護持鄉里，
曾任扶輪社苗栗分社社長，領團訪問日本友社交流，促進國民
外交。

1963年7月經媒妁的介紹，認識了蔡玉枝女士，並結為連
理，婚後生一男三女，两人努力教養子女，經營家庭，認真投
資。先生於1983年移居美國德州Fort Worth 及休士頓，培養子
女四位就讀大學及研究所，隨後在亞特蘭大市各自發展事業。

先生自幼喜愛交友唱歌，生長在客家莊，學唱客家山歌，
在日據時代上學，學唱日本流行歌曲，光復之後學唱國語歌曲
，均唱得非常美妙動聽。參加休士頓客家歌謠班及臺聲合唱團
，也經常獨唱或對唱表演，獲觀眾喜愛。

先生與夫人生育一男世安，三女露琳，美琳及景琳，均婚
姻美滿，養育內外孫輩九位，最小十歲，均聰明伶俐，品學兼
優，繼續深造，必能學成，造福社會。

先生畢生奉獻家庭，在家任勞任怨，勤儉維持家計，嚴謹

教養子孫，
待人和善，
敦親睦鄰，
服務社區，
歷任客家會
及長春會重
職，盡心盡
力，不論在家或在外，時時都默默的盡忠職守，與世無爭，十
足客家典範，親朋好友無不萬分愛戴，兒女也各自有成，身後
無後顧之憂，必能安心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祈求菩薩慈悲，保
佑遺族，平安健康，事事如意。

謝文山先生畢生奉獻家庭熱心公益
待人和善、敦親睦鄰、服務社會

台塑美國德州副總經理吳堯明台塑美國德州副總經理吳堯明（（左一起左一起），），僑務委員黎僑務委員黎
淑瑛淑瑛，，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Dr.Anton ToutovDr.Anton Toutov與陳與陳
皇序會長皇序會長（（右一右一））在美南國建會第在美南國建會第4141屆年會上合影屆年會上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謝文山先生謝文山先生((前左三前左三))及家人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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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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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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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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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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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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著名景點遊覽

【泉深/圖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n) 是葡萄牙最大城市
，其位置位於葡萄牙中南部大西洋沿岸，是歐洲大陸最西端的城
市。城北為辛特拉山（Sintra)，城南為塔古斯河(Tagus)出海口。
里斯本與倫敦、巴黎、羅馬同為西歐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也是歐
洲著名的旅遊城市，每年接待遊客超過100萬人次。

走進里斯本，不僅了解到它悠久的歷史，而且可以見到許多
遺留下來了名勝古蹟。里斯本市內的塔古斯河段因地形起伏而蜿
蜒曲折，市區建在7個小山丘上，因市區內坡街遍布，因此里斯
本也被稱為'七丘之城”。在坡道上下行走的輕軌電車和黃色巴
士成為里斯本的特色標誌。筆者在寧靜的街道慢慢遊覽著名古老
的城市，品味這裡迷人的風景，順便介紹里斯本的著名景點。

貝倫塔
貝倫塔（Belém Tower) 是葡萄牙最古老建築之一，被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它是一座五層防禦工事的塔樓，位於葡萄牙里斯本
的貝倫區，因此命名貝倫塔。它建於曼努埃爾一世時期的1514
年到1520年間，用來紀念達伽馬隊成功航海世界以及防禦位於
貝倫區的港口和附近的熱羅尼莫斯修道院（葡萄牙語：Mosteiro
dos Jerónimos ）。它見證了葡萄牙大航海時代的輝煌，也是里斯
本最熱門的景點之一。歷史上它被用作海關、電報站、燈塔、貯
藏室甚至是監獄。

熱羅尼莫斯修道院
熱羅尼莫斯修道院是位於葡萄牙里斯本貝倫區的華麗宏偉的

修道院，是在葡萄牙全盛時期，經歷100年時間才建成的偉大建
築，可以說是里斯本最為突出的古蹟。這座宏大的白色建築，是
里斯本最顯眼的地標，也是曼努埃爾式建築中最為成功的一例，
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該修道院的修女
因發明了葡式蛋撻而聞名遐邇，如今葡式蛋撻傳遍世界各地。熱
羅尼莫斯修道院與聖瑪利亞騎士團教堂相連，二者被譽為“中世
紀建築史上的登峰之作”。

大航海紀念碑
大航海紀念碑 (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位於里斯本貝倫塔

東部河邊的帝國廣場上，它建於1960年，屹立在海旁的廣場上
，外形如同一艘急速前進的輪船。它與貝倫塔，熱羅尼莫斯修道
院，一同被譽為貝倫區三大必去的景點，已成為葡萄牙的象徵。
該紀念碑為紀念航海王子、葡萄牙大航海、地理大發現的奠基人
唐·阿方索·亨利逝世500週年而建。當年，亨利王子一生都投入
了創建和推動葡萄牙的航海事業，創立航海學校，促進了葡萄牙
在全球的殖民發展，經濟繁榮。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亨利一生及
其事業的重要性無法估量，從他的航海時代起，每一個從事地理
大發現的人，都是沿著他的足跡前進的。航海家、地理髮現家
達·迦瑪和哥倫布只能排在亨利的後面。

里斯本貿易廣場
里斯本貿易廣場，毗鄰塔古斯河。曼努埃爾一世在城牆外的

塔古斯河邊興建了新的里韋拉宮（Ribeira），16世紀初開始發展
，又在該地區建了港口、造船設施、印度之家（Casa da India ）
及管理葡萄牙、歐洲其他國家、非洲、亞洲和美洲殖民地之間貿
易的行政大樓。 1755年11月1日發生的里斯本大地震又引發了
海嘯和火災，摧毀了里斯本的大部分，包括里韋拉宮和河邊的其
他建築物。首相龐巴爾侯爵協調了大規模的重建工作，但王宮並
沒有在此重建。由於廣場中間騎著馬的約瑟一世雕塑的銅馬是黑
色的，所以又稱為“黑馬廣場”。廣場中央是高大的凱旋門，這
座建築最初的設計是一座鐘樓，但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延遲，最
終變成精雕細刻的拱門。它有6根高11米的圓柱，裝飾著各種歷
史人物的雕像。凱旋門中間是葡萄牙國徽。頂部的群像由法國雕
塑家塞萊斯坦·阿納托利創作。由於頂部簷口高達30米，它上面
的人物必須也很巨大。因此，中間的女神高達7米，代表榮耀，
站立在三層的寶座上，手持兩頂冠冕，為兩側的美德和天才加冕
。穿過凱旋門就是自由大道，道路兩旁古老的建築鱗次櫛比，遊
人如卿，熙熙攘攘。

聖喬治城堡
聖喬治城堡（葡萄牙語：Castelo de São Jorge）位於里斯本7

座山丘中的最高一座，也是城內最高點。站在這裡，可以俯瞰整

個城市的美景。考古學研究表明，自公元前6世紀，甚至更早，
人類已經在此定居。文獻記載，在里斯本山頂第一個堡壘建於公
元前2世紀，山上早期的土著人是凱爾特人和伊比利亞部落，腓
尼基、古希臘和迦太基，也在此留下了文化痕跡。隨後，古羅馬
、西哥特、和摩爾人殖民者住在城堡所在的地方。

辛特拉王室避暑王宮
里斯本近郊的辛特拉鎮是葡萄牙王室避暑王宮（Palace of

Sintra）所在地，該建築融合了眾多19世紀哥德式、摩爾式及葡
萄牙式浪漫主義建築風格。這一帶山巒起伏，宮殿和城堡與自然
風光充分糅合在一起，被大文豪拜倫比喻為“人間伊甸園”。又
因宮殿設計獨特，色彩艷麗，又有辛特拉“童話城堡”的稱號。
它14世紀末修建，之後幾經擴建和裝修，宮中每一個房間，都
陳列著當時王室所用的家具和設備，如阿拉伯的牆磚、意大利的
雕刻、法國的吊燈、中國的瓷瓶、西班牙的扇子、捷克的水晶器
皿、印度的木雕神像等。

摩爾人城堡
摩爾人城堡規模不大，整體看上去很像小的中國長城。城牆

兩邊充滿長滿青苔的殘石，一路攀爬至城牆頂部，透過瞭望台向
遠望，一邊是白牆紅頂的辛特拉小鎮建築群，一邊是是綿延的大
西洋海岸線。向下看去，腳下是鬱鬱蔥蔥山林，剎那間有種被震
撼的感覺。

葡式蛋撻店
百年老店著名的Pasteis de Nata 葡式蛋撻店就坐落在貝倫區

熱羅尼莫斯修道院的旁邊，是葡萄牙著名甜點店，也是葡萄牙乃
至全世界最有名的葡式蛋撻店。而葡式蛋撻又是熱羅尼莫斯修道
院修女發明的，歷史悠久。 Pasteis de Nata 葡式蛋撻店從1837年
開業至今，特別講究烘焙技巧。買蛋撻還要排長隊，每天銷售數
万個蛋撻，每個蛋撻價格在1.15歐元，深受食客喜愛。蛋撻店為
顧客準備大小餐廳達八間之多，儘管如此，有時還難於找到座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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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本報記者秦鴻鈞 ）剛來到美國的
華人,最早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
還能吃到國內每天必喝的豆漿，吃到三
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雲吞，成
立已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
漿，使所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
藉中，能在異鄉再重拾信心與精力，在
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個高峰。而
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照
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
新，來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

以東方的食材為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
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著也帶動 「豆
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的潮
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
繁榮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
風味，並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
傳統食品中。一個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
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麵筋腸而賺
錢獲利。 Chiu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司
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
話而變的太認真。 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
椒和綠辣椒豆腐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
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筋腸食品有不
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
玉米麵筋腸的計劃和工作。 Carol Chiu
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兒子從台灣台北搬
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務。 但抵
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
。 公司總裁Carol Chiu說: 我們可以自己
製作好的和新鮮的豆腐。 因為Carol全
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人決定在
一個3000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
的豆腐工作製作。 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
爾斯內夫（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
購買機器，查爾斯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
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 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 當他到達德州
時，一些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 他說
我聽說過，但我不知道，豆腐和豆漿對
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Gary Chiu說: 2001年，

這個家庭開始出售春捲。 這是一種以可
識別的形式將豆腐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
。 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食品和主菜
，包括玉米粉蒸肉。 2005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
如雞肉，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
麵筋腸的市場結果表現，因為它是一種
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嘗試品嚐玉
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想要製作一種
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 我
認為很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他每
週幾天在當地的Whole Food食品市場商
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品。 我希望人
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鎮的
玉米麵筋腸一樣好。 最近到整個食品市
場的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
腸非常好吃，並將9.99美元的麵筋腸食
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
是一種味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
豬油和肉製成。 這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
食物。 我們很喜歡它，因為它是一種在
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食品公司Kirby Drive的品嘗
專家Sarah Drews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
和豆腐麵筋腸。 客人們一直都在享受和
搜索玉米麵筋腸。 許多最好奇的顧客都
是西班牙裔，Gary Chiu說。 我們已經
找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
當地的玉米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
筋腸。 今天，家人和十幾名工人在休斯
頓西南部32,000平方英尺的豆腐麵筋腸
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
腐炒飯以及其他產品。 Gary Chiu說，

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做了很多豆腐系列
產品。 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式的豆腐
，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
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
年產生了超過300萬美元的銷售額，公
司今年將有更多的銷售豆腐系列產品，
包括豆腐麵筋腸。根據北美大豆食品協
會的數據，全國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
近40億美元，高於1992年的3億美元
。 豆腐現在正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
（包括老豆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
豆干、油豆腐、豆漿）都是採用高蛋白
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是唯一在
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
中、美各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
公司」 的地址：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
575- 8801

改寫健康美味的食物的新趨勢和繁榮的市場改寫健康美味的食物的新趨勢和繁榮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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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由臺灣文化部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
書院、及休士頓亞太電影節(Houston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Film
Festival 合作，將於 6 月 20 日(週四) 6:
00PM於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
ety Texas Center; ASTC)呈現一部由臺
灣新銳導演陳鈺傑(Jay Chern)所執導
的溫馨劇情長片 「盛情款待」(omo-
tenashi)。導演陳鈺傑曾獲金馬獎及金
鐘獎，陳導演將親自出席映後座談，
與休士頓觀眾一起分享他創作的過程
及心得。

此部作品由臺、日、美三方面合
作，以關西郊區琵琶湖的美景為背景
，並融入東京、京都大城市的名勝景
點。片名 「盛情款待」(omotenashi)的
意思是 「設身處地為人著想、發自內
心不虛假的待客之道」，以此理念為
故事主軸，講述一個臺日間同窗友人
多年後重逢的情誼、及第二代之間的
互動故事。陳導演身兼編劇，以不著
痕跡讓人舒適自在的手法，呈現出傳
統東方文化的細膩、溫厚的質感。

「盛情款待」於2018年香港國際
電影節時獲選為開幕片，同年第34屆

洛杉磯亞太影展入圍國際劇情長片。
2019年則在休士頓臺灣書院的促成之
下，獲選HAAPI電影節的開幕片以及
奧 斯 汀 亞 美 電 影 節 (Austin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放映。

此片大部分的拍攝場景在日本關
西區域，包括大阪、京都與滋賀等地
。導演為了能夠完整體現琵琶湖的明
媚風光與故事的完整性，堅持在湖畔
旁搭景、複製了明月館，包含一樓內
景，配以藍幕，並使用大量特效製作
。

導演陳鈺傑出生於臺灣，年幼時
舉家移民美國德州，畢業於德州大學
阿靈頓分校電影系，後2007年再回臺
灣進入臺北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深造

。2012年他的短片《小偷》榮獲金馬
獎最佳短片、金穗獎最佳導演、日本
短片影展亞太區的最佳短片，金鐘獎
最佳導演獎，也入圍許多國際影展。
2013年擔任宮崎駿紀錄片《夢與狂想
的王國》的攝影師。2014年創辦電影
與影像公司 「天大影業」，製作第一
部電視電影長片《曉之春》，獲得金
鐘獎最佳電視電影、導演、編劇和攝
影等6項入圍的肯定。

在臺灣年輕一輩的電影導演中，
陳鈺傑可算是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一
方面是由於他的成長經驗，他在臺灣
出生，幼時移民德州，受美式教育，
等到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臺灣念電影
研究所，深具跨文化經驗；另一方面
，他身兼導演與攝影師二職，這也比
較少見，而且他不但拍攝自己導演的
作品，同時跨刀為他人掌鏡。

十多年的電影之路曾遭遇不少問
題，但他總是能迎刃而解，陳鈺傑表
示: 「遇到了問題就去解決，如此而
已。像剛回臺灣時，發現自己的中文
能力是個障礙，無論跟其他人討論或
做什麼，都只能用少數的中文來表達
，當下就有點後悔，怎麼小時候沒聽
媽媽的話，把中文學好。」

陳鈺傑表示： 「電影就是代表人
生，它反映我們的生活，在電影中可
以讓你在短時間進入另一個世界，等
於走一遍別人的人生，在當中，去學
習或去得到一些正面的力量，同時也
去理解別人的觀點，產生同理心。」

劇情簡介: 明月館是一間位於京
都近郊的日式旅館，有著美麗的湖景

和傳統的日式風情，但由於建築老舊
又位處偏僻，經營狀況岌岌可危。臺
北一家建設公司老闆Charles（楊烈 飾
）決定買下明月館，派兒子Jacky（王
柏傑 飾）前往監督旅館的翻修工程，
但Jacky一心只想藉機和住在京都的前
女友尚子復合，順便找機會暗中把這
間賠錢的旅館賣掉。

抵達明月館後，老闆娘美津子
（余貴美子 飾）對 Jacky 很親切，但
獨生女梨花（田中麗奈 飾）和他很不
對盤，旅館中還有也來自臺灣的哈日
宅男柏豪（姚淳耀 飾）來打工換宿。
Jacky得知念念不忘的前女友要結婚了

，為了讓她看到自己的成長而有回心
轉意的機會，異想天開提出把明月館
改裝成婚宴場所，替尚子舉辦夢想婚
禮。此時Charles和柏豪的母親（呂雪
鳳 飾）也來到日本，眾人聽到 Jacky

的提議後都拍手叫好，只有梨花覺得
事有蹊蹺。為了旅館轉型，他們必需
和資深的木村老師學習日本傳統的
「待客之道」（omotenashi），在這

學習的路上，他們面臨什麼樣的人生
轉變呢？

放映時間為6月20日(週四)晚間6
時，誠摯邀請民眾前往參加此一藝術
饗宴。購票網址為：https://asiasociety.
org/texas/events。地點: 亞洲協會德州
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ASTC)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電話:713.496.9901。

66//2020亞洲協會上映電影亞洲協會上映電影 「「盛情款待盛情款待」」
獲獎導演陳鈺杰親自分享創作心得獲獎導演陳鈺杰親自分享創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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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舉辦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舉辦
端午包粽端午包粽DIYDIY活動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專人指導包粽子專人指導包粽子

傳統基金會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端午節活動吸引眾傳統基金會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端午節活動吸引眾
多會員及佳賓共襄盛舉多會員及佳賓共襄盛舉

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理事長徐秋蓉主持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理事長徐秋蓉主持
端午節活動端午節活動

66月月88日星期六傳統基金會在活動中心舉辦端日星期六傳統基金會在活動中心舉辦端
午包粽午包粽DIYDIY活動活動

素粽素粽、、肉粽肉粽、、碗粿碗粿、、艾草草仔粿艾草草仔粿、、水果杯水果杯
和香包義賣和香包義賣。。大家一起來中心共度端午節大家一起來中心共度端午節

專家指導學習如何包粽子專家指導學習如何包粽子 眾多年青會員一起來中心共度端午節眾多年青會員一起來中心共度端午節 休士頓最有名氣粽子大王戴太太響休士頓最有名氣粽子大王戴太太響
應端午節包粽應端午節包粽DIYDIY活動活動

大家挑戰立蛋遊戲大家挑戰立蛋遊戲

廖秀美和遠道從舊金山來小女兒參加包粽子比賽廖秀美和遠道從舊金山來小女兒參加包粽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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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經的第一大穴在足底，不在腰！人體各
器官在足底的定位，就是這些器官在足底的反
射區。在反射區出現的生理變化和病理變化的
陽性反應物，就是治癒疾病的特效治療點。

春秋戰國時期醫聖扁鵲，精通足底治療
術，刺激足底救活了死去三天的虢國太子；東
漢神醫華佗編著了《華佗秘笈足心道》，從足
底治療全身疾病，救人於分秒之中，治病在點
撥之間。腳雖然位於人體最低處，但它是人體
的根本。一個人的步調如果輕盈則反映這個人
精神很好，如果步調沉重，則反映身體疲憊不
堪。一些生活中的小毛病，的確可以從足部來
調節，足部反射區是“上病取下，百病治足”
的理論依據。

腎經的第一個大穴，就是湧泉穴！湧泉穴
是腎經的井穴，即腎經的源頭，把它養好了，
我們的腎氣就源源不斷，身體才會健康！

我們經常推薦大家按摩腿，其實是為了把
氣血引到湧泉穴裡去，這叫引血歸源。引血歸
源滋養腎氣、使人不容易衰老、身體機能更
強、自癒力更強、正氣更強。把湧泉穴按摩通
了，就把整個腎經都給打通了。有人說：“我
天天都按摩湧泉穴，非常痛，按了差不多1個月
痛也沒有減。”這肯定是氣血在流經腎經的其
他穴位時，中途被堵塞住了，而且還堵得比較
厲害。

下午五點左右腎經氣最旺，這時候刺激湧
泉穴會事半功倍。

多囊腎，又名Potter
綜合症、Perlmann 綜合
症、先天性腎囊腫瘤病、
囊胞腎、雙側腎發育不全

綜合症、腎臟良性多房性囊瘤、多囊
病等。中國1941年朱憲彝首先報道，
本病臨床並不少見。多囊腎有兩種類
型，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型（嬰兒型）
多囊腎，發病於嬰兒期，臨床較罕
見；常染色體顯性遺傳型（成年型）
多囊腎，常於青中年時期被發現，也
可在任何年齡發病。

多囊腎是一種遺傳性疾病，是由
於患者的正常腎內組織被內含液體的
一連串和葡萄一樣的囊腫俗稱水泡所
取代，囊壁上皮細胞分泌囊內液，囊
內液不斷增多，導致囊腫增大，一般
囊腫較小時是沒有什麼症狀的，當許
許多多的囊腫逐漸增大後，會出現腰
酸、腰痛等不適，出現腎功能的異
常，最終發展為尿毒症，臨床上常常
伴有肝囊腫或結石的情況。

多囊腎常見的臨床表現有：
（1）腰腹部疼痛：為多數病人的首發

症狀，呈持續性或陣發性不等，
勞累後加重。

（2）血尿：常為首發症狀，約半數人
出現，為間歇無痛性肉眼血尿。

（3）腹部腫物：多在雙側上腹部摸
到，腫塊大小不一。

（4）可以有高血壓伴頭暈、頭痛。
（5）腎功能不全：腎功能檢查明顯異

常，尿比重低而固定。
（6）約1/4病人有腎絞痛表現及尿

頻、尿急等不適。
中醫認為多囊腎是一種本虛標實

的慢性疾患，主要與稟賦不足，先天
之陰陽造化差異有關，加之太過勞累
以致腎氣虧虛，肝失疏洩，脾失健

運，痰濕內生，經絡氣血瘀阻不通，痰濁瘀血
於腰部，流注於腎，日久發為痰核、積聚
等，故其病本在腎，常波及腹肝、脾等臟，且
其腎、肝、脾三臟同病者為多。

本病早期以邪實為主，病久則虛實夾雜，
晚期則以正虛邪實為主。先天稟賦不足是本病
發生的根本原因，加之後天失調，痰濕、瘀互
結於下焦，尤以血瘀為主，結成痞塊，日久腎
用失司，腎體勞衰，溺毒難出，濁毒內停而成
關格重症。

治療多囊腎的重點在於防止併發症的發生
與發展，採用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通過針灸
及中藥結合的方法，擴張腎臟的血管、增加腎
臟的血流灌注、改善囊腫內外的壓力差、抑制
囊壁上皮細胞的分泌，逐步梯級導流，讓囊腫
內液體排出，達到使囊腫逐步縮小的目的。治
療血尿，防治感染，保護肝、腎功能等均是中
醫治療的強項。 文︰中醫師郭岳峰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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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之皇”洋薊
保心護肝消渴解酒

洋薊（Artichoke），又名朝鮮

薊、法國百合，是菊科多年生草

本植物，原產於地中海沿岸，主

要食用部分為花苞中肥嫩的苞

片，是一種名貴、高營養價值的

保健蔬菜，在外國被譽為“蔬菜

之皇”，是廣為受人喜歡食用的

高檔蔬菜，其中洋薊的花蕾中的

花苞及花托為食用部位，可新鮮生

吃，其味清甘鮮潤，也可作火鍋燙等。其

口感類似鮮筍與蘑菇之間，有核桃仁的香

味，相當可口。洋薊的花蕾外包的花瓣也可充

分加以利用，如可以洋薊瓣煲老火湯。今期，便以

這個養生食材“洋薊”來烹調出多款養生菜。

■文、圖︰小松本太太

製法︰
1. 取出洋薊瓣（硬的部分）及莖幹備用；
2. 紅蘿蔔洗淨、去皮切滾刀塊備用；
3. 瘦肉放入鍋內，注入3杯冷水，大火加熱至沸
騰，肉色轉白（水會變得混濁，並浮出泡沫，
正常現象）；

4. 將瘦肉取出，清洗乾淨，瀝乾備用，水棄掉；
5. 水8杯注入乾淨的鍋內燒沸；
6. 將備用洋薊瓣及莖幹、紅蘿蔔、蜜棗、陳皮、
瘦肉放入燒沸的水內；

7. 水再沸騰時蓋上鍋蓋，轉中小火煮2小時，下
鹽調味，即成。

1. 準備一盆水，裡面放入1
茶匙鹽拌勻備用；

2. 洋薊洗淨，切去莖幹；
3. 從洋薊頂端以“十”字
形切開；

4. 將切開洋薊放入備用鹽
水內防止氧化變色；

5. 用小刀將洋薊芯（嫩的
部分）及瓣（硬的部分）
分開備用。

洋
薊
的
處
理
方
法

洋薊紅蘿蔔瘦肉湯洋薊紅蘿蔔瘦肉湯
材料︰
洋薊 2個 紅蘿蔔 1個
瘦肉 300克 蜜棗 2粒
陳皮 1/3個 水 3杯/8杯
調味︰
鹽 適量

洋薊拌螢魷魚
材料︰
洋薊 1個 螢魷魚 8隻
味噌 1茶匙 柚子醋 2湯匙

洋薊煙肉奶油通心粉洋薊煙肉奶油通心粉
材料︰材料︰
洋薊洋薊 11個個 煙肉煙肉 3030克克
通心粉通心粉 6060克克 水水 300300毫升毫升
奶油奶油 5050毫升毫升 橄欖油橄欖油 22湯匙湯匙
鹽鹽 適量適量 胡椒粉胡椒粉 適量適量

製法︰
1. 取出洋薊芯（嫩的部分）、
將較硬的部分及絨毛去掉；

2. 將洋薊芯切成三角形小件；
3. 燒熱鑊、下橄欖油，將切碎煙肉放入鑊內炒香；
4. 將洋薊芯加入鑊內與煙肉爆炒；
5. 將通心粉放入鑊中與炒香的
洋薊芯及煙肉拌勻；

6. 水注入鑊內，大火烚煮；
7. 按通心粉包裝上的烚煮時間
提前1分鐘熄火；

8. 加入奶油拌勻；
9. 灑上鹽及胡椒粉調味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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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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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薊營養豐富，含有脂肪、蛋白質、維生素A和C、鈣、磷、鐵等
身體所需的營養，還有對養生特別有幫助的菜薊素，天門冬醯胺

以及黃酮類化合物等。洋薊有助於降低血中的膽固醇和尿酸，具有保
肝護肝、解酒等功效。對於高膽固醇、糖尿病、動脈粥樣硬化、慢性
肝炎、黃疸病患者而言，食用洋薊也很有益處。

在洋薊所含的營養成分中，以洋薊
酸（Cynarin）較為人熟知，它是一種
桂酸的衍生物，洋薊酸能夠提高肝臟的
活力，促進肝臟功能，令肝臟細胞再生
增進膽汁的分泌和脂肪的消化，可以調
節體內的膽固醇。

而且，常食洋薊有助治療慢性肝
炎、消化不良及降低膽固醇等功效，並
改善胃腸功能、增加膽汁分泌和緩解便
秘、腹瀉、噁心、嘔吐等，亦可刺激膽
汁的分泌，有防止動脈硬化、保護心血
的功能，有助消渴解酒，明目養顏等。

■■總材料總材料

■■以洋薊以洋薊
為主食材為主食材
的養生菜的養生菜

製法︰製法︰
11.. 取出洋薊芯取出洋薊芯（（嫩的部分嫩的部分），），將較硬的部分及絨毛去掉將較硬的部分及絨毛去掉；；
22.. 將洋薊芯切成三角形小件將洋薊芯切成三角形小件；；
33.. 燒沸水兩杯燒沸水兩杯，，將洋薊芯放入灼煮將洋薊芯放入灼煮22分鐘至熟軟取出分鐘至熟軟取出，，立即淋上柚子醋降立即淋上柚子醋降
溫備用溫備用；；

44.. 鍋內保留灼洋薊芯的鍋內保留灼洋薊芯的
水水，，將火調至小火將火調至小火，，待待
水溫下降至約水溫下降至約 8080 度度
（（水只在鍋底冒泡水只在鍋底冒泡）；）；

55.. 將螢魷魚放在一漏勺將螢魷魚放在一漏勺
上上，，置入鍋內灼置入鍋內灼 3030
秒秒，，取出瀝乾取出瀝乾；；

66.. 將螢魷魚放入降溫備將螢魷魚放入降溫備
用的洋薊芯肉加入味噌用的洋薊芯肉加入味噌
拌勻即成拌勻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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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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期：鳳姐芙蓉首度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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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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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Friday, June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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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蟲草皇雙龍禮盒 父親節特惠

買2盒
送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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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Friday, June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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