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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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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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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 「2019年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於 7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至上午 11 時 30 分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的僑教中心106室展
開，首日開場歡迎式及見習，僑務委員黎
淑瑛、張世勳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出席
歡迎組長林楚軒、學員蔡筑妃、沈于暄、
宋侑芩、黃珮瑜、江奕增、林柏廷、吳岱
蓉等八位遠道而來的學員，由文化導覽團
隊志工 Peggy Chiu 及僑務委員張世勳帶領
參觀休士頓僑教中心及介紹各活動。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感謝休士頓
全僑動員百位僑胞，從 7 月 23 日晚接機到
住宿和全程八日參觀訪問，全力支持和協
助接待，讓八位臺灣青年能透過親身體驗
，深入瞭解僑胞海外奮鬥的成功經驗，學
員們必能獲益良多，滿載而歸。

僑務委員黎淑瑛與張世勳分別致詞歡
迎八位學員們，僑務委員張世勳介紹德州
及休士頓的地方文化風情以及臺灣和休士

頓姊妹巿歷史，及臺灣著
名企業在德州例如富士康
、台灣塑膠、陽明海運和
長榮航空等。7 月 24 日上
午11時45分至下午2時參
觀台商經營的金城銀行及
下午前往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晚間下午
6 時 至 下 午 8 時 30 分 在
China Bear 餐廳由僑教中
心作東，和各社團會長與
僑領聚餐。

晚宴上學員組長林楚
軒用國、台、日、英四種
語言表示感謝，再分別讓
七位學員自我介紹與分享
首日行程心得。僑務委員
黎淑瑛、陳美芬、張世勳，僑務諮詢委員
王敦正、梁慎平和賴江椿，明湖同鄉會張
前會長熱情與學員們交流互動，而美南大

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徐小玲、同源會會
長李成純如及接待家庭謝家鳳、周芝陽、
孫雪蓮等都踴躍出席同歡，氣氛溫馨，場
面熱鬧。

休士頓 「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7月24日上午在僑教中心舉行
首場主任陳奕芳歡迎式及中心文化導覽團隊示範說明臺灣文化導覽活動

你知道嗎？在休斯頓的中
國城的王朝廣場後面有一間
「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今年它將邁入38週年，是休斯
頓早期的移民教會之一。恩惠
教會是以台語為主要聚會語言
，我們也用普通話溝通，更重
要是加入 「美國長老教會」
(PCUSA)，成為融入美國本土
的移民教會。

恩惠教會的駐堂牧師是李
定印牧師，全家剛從台灣前來
牧會，李牧師曾在玉山神學院
任教十五年，也當過花蓮門諾
醫院的院牧主任六年。感謝神
！這七個多月來，他們全家與
教會兄姊一起參與教會的服事
，經歷上帝賜予的無限之恩典
，感受聖靈正在我們當中動工
，帶領每一位弟兄姊妹往上帝
所賦予給我們的四個目標來努
力：

一、重視聖經的教會
聖經是我們信仰的根基，

我們要如何瞭解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努力與聖經親近。所以
希望每一位信徒重視聖經，認
真來讀聖經，開始思考聖經的
真理，實踐上帝的教導。一間
教會若將渴慕上帝的話當做首
要，就會充滿了許多我們意想
不到的恩惠。
二、生命成長的教會

教會應該是讓人接受改變
的地方，人人必須學習改變，
通過聖靈的幫助，更新我們的
生命，靈性成熟。更實際成為
一個謙卑的人、溫暖的人、和
睦的人、喜樂的人、有信心的
人。基督徒在任何地方就是基
督徒，讓人知道我們是耶穌基
督的學生。
三、彼此服事的教會

根據研究，一般教會只有

15%的人在動、在服事，好像
一百人的教會，有15人在運動
場跑得要死，85人坐在觀眾席
上觀賞。服事，不是只有牧師
、不是只有長執、不是只有同
工，應該人人服事。因為每個
人有專長和恩賜，不能浪費上
帝所賜給我們的才能，若你認
為這教會是你的家，你的親人
，你就要服事，像耶穌服事我
們一樣！彼此服事，彼此連結
，成為基督有功能的肢體！
四、熱情付出的教會

教會應該不是在滿足自己
的團體，教會也不能是不冷不
熱。教會要看見別人的需要，
看見上帝國的事工。耶穌在馬
太福音二十五章 35~36： 「因
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
，你們給我喝；我流落異鄉，
你們收留我； 我赤身露體，你
們給我穿；我害病，你們照顧

我；我坐牢，你們來探望我。
」這些事工，我們不僅要付出
去做，還要充滿熱情去做。
邀請您來參加我們為您預備的
『饗宴』：

一、 「暑假快樂兒童營」
時間：7 月 27 日(六)上午 10
點 至下午 3 點
地點：恩惠教會( 6250 West-
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
(1).詩歌歡唱—我們來讚美
(2).聖經戲劇—上帝的園地
(3).大衛午餐—充電時刻
(4).手工勞作—動手動腦
(5).活動遊戲—誰是冒險王
二、 「培靈會---往前的教會
與生命」
時間：8/2(五)-8/4(日)
地點：恩惠教會( 6250 West-
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
邀請高雄左營教會陳明志牧師
前來分享。陳牧師曾是台灣長

老教會總會議長，也是具有牧
養恩賜的牧師，希望兄姊積極
參與操練並邀請人來領受這特
別的聚會。
(1).教會建造藍圖(基礎)--8/2(
五) 晚上 8:00
(2).塑造屬靈生命(器皿)--8/3(
六) 上午 9:30
(3).落實牧養關顧(對內)--8/3(

六) 上午 11:00
(4).推展社區宣教(對外)--8/3(
六) 下午 13:30
(5).主日禮拜講題:從會幕建造
看事奉原則—8/4(日) 上午 10:
00

若想進一步瞭解，聯絡電
話 ： 李 定 印 牧 師 ，
346-779-4115

一間在休斯頓的台灣移民教會
耶穌說： 「我來的目的是要使你們得生命，而且是豐豐富富的生命。」 —（約翰福音10:10）

元智大學宋侑芩元智大學宋侑芩，，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中興大學黃珮瑜中興大學黃珮瑜，，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相見歡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相見歡。（。（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休士頓 「「2019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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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
，，首場主任陳奕芳歡迎式暨中心文化導覽團隊示範說明臺首場主任陳奕芳歡迎式暨中心文化導覽團隊示範說明臺
灣文化導覽活動在僑教中心展開灣文化導覽活動在僑教中心展開。。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組長組長
林楚軒林楚軒，，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前右一前右一
），），志工志工Peggy Chiu,Peggy Chiu,學員沈于暄學員沈于暄、、蔡筑妃蔡筑妃、、宋侑芩宋侑芩、、黃珮黃珮
瑜瑜、、江奕增江奕增、、林柏廷林柏廷、、吳岱蓉吳岱蓉（（二右二二右二））及僑教中心副主及僑教中心副主
任楊容清任楊容清（（二右一二右一））歡聚一堂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宋侑芩宋侑芩（（前左一前左一))、、黃珮瑜黃珮瑜、、江奕增江奕增、、沈于暄沈于暄、、蔡筑妃蔡筑妃、、林林
楚軒組長楚軒組長、、林柏廷等八位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於林柏廷等八位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於77
月月2424日下午日下午66時在時在China BearChina Bear餐廳受到同源會會長李成純餐廳受到同源會會長李成純
如如，，大專校聯會會長徐小玲大專校聯會會長徐小玲，，僑務諮詢委員梁慎平僑務諮詢委員梁慎平、、王敦王敦
正正、、賴江椿夫婦賴江椿夫婦，，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委張世勳僑委張世勳、、黎黎
淑瑛淑瑛、、陳美芬陳美芬，，接待家庭孫雪蓮接待家庭孫雪蓮、、謝家鳳謝家鳳、、周芝陽及僑教周芝陽及僑教
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熱烈歡迎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熱烈歡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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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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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2019年7月24日晚，休斯頓慈善日
隨機行動（Houston Random Act of Kindness Day）組織
的第五屆休斯頓人道主義獎（Houston Humanitarian
Award）頒獎典禮在休斯頓皇家索尼斯塔（Royal Son-
esta）酒店隆重舉行，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
(Sylvester Turner)、美國國會議員代表、休斯頓市議員
、休斯頓慈善機構、慈善家、企業家、社區領袖、和
志願者500餘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休斯頓最大的愛
心組織。

頒獎典禮由Fox 26電視台的著名主持人Isiah Carey
和慈善家以及作家Theresa Roemer主持。

本次活動的組織者、 休斯頓慈善日隨機行動的發
起者 David Dennis 和 Treveia Dennis夫婦，因失去了兩
個兒子的和一個兄弟，告訴聽眾在這個頒獎典禮上一
個善意的話語或有慈善思想的姿態有多麼強大。他們
說這些獲獎人通過自己的慈善事業善舉，以實際行動
、志願服務和其他有意義的活動參與而獲得了慈善事
業的認可，值得尊重！

傳奇人物、KTRK-TV ABC 13電視台著名主播、《朋友晚上好》作者Dave Ward擔任主講人
，他說：“我很榮幸地在這見到休斯頓傑出的人物，對你們獲獎表示熱烈的祝賀！” “休斯頓強
大！休斯頓一直很強大！休斯頓今天強大！休斯頓今年做出了極其突出的貢獻！休斯頓未來更加
強大！我感覺我們一起長大！” “我來到這裡已經三次了，我認為休斯頓是德克薩斯州最偉大的
城市！是美國最偉大的城市！是世界最偉大的城市！” 話語不多，鏗鏘有力！

特納市長對獲獎選手錶示熱烈祝賀！他將終身成就人道主義獎頒發給Carroll Oliver，表彰她
的人道主義援助。他也表揚了麥當勞對休斯頓的貢獻，尤其是在他擔任休斯頓市長開始的時候，
創造了450個暑期工作機會和提供工資待遇。他感謝David Dennis 和Treveia Dennis夫婦的大愛心
！感謝所有為休斯頓做出貢獻的人，是休斯頓人的無私奉獻，使休斯頓成為適合居住的地方，使
休斯頓更加偉大！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慈善家李蔚華先生
榮獲2019休斯頓人道主義獎。他上台發表獲獎感言時指出，他從台灣大學畢業後不久，熱愛美國
，怀揣僅有的500美元先到達舊金山，想繼續留下來實現美國夢，後來在德州州立大學求學。他
通過創建新聞媒體，開辦印刷廠發行報紙起家；經過創辦銀行強大經濟實力；創建跨國界、跨種
族、跨文化、跨地域的國際貿易中心支持並贊助本地多達8000多個中小企業運作，提供經濟服務
，促進經濟發展；作為國際區區長，他團結世界各族人民，共同搭建國際交流的平台，促進經濟
的發展；他每年舉辦德克薩斯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讓華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至今已舉辦了23
屆，每屆都有休斯頓政要名流和數千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和觀眾出席。

此次獲得2019年人道主義獎的還有 Cheryl Tucker Mosby, Steve Bentham, Tillman Fertitta, Kev-
in Murray, Monja Willis, Gary Lynn, Sarah Haiden, Emily Deakins, Barbara Rasmus, Mary Lou Fitch，個
個都出類拔萃。

休斯頓市市長授予傑出美籍華人慈善家李蔚華人道主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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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藤教育學苑是一所集課後班、周
末中文學校和夏令營為一體的綜合性課
後輔導學校。學校位於糖城中心地帶，
鬧中取靜，交通便利，環境優美，校舍
整潔，設備齊全。春藤教育學苑擁有一
支具有深厚中美教育背景的教職隊伍，
師資力量雄厚，經驗豐富，思想先進，
態度嚴謹，方法靈活。學校的課程設置
五花八門，涵蓋了中文、英文、數學、
演講辯論、編程、棋類、音樂、美術及
武術等各個方面，力求讓孩子們開闊眼
界，培養興趣，開拓潛能。優越的硬件

和軟件條件，使春藤教育學苑在成立不
到兩年的時間裏，就在糖城日益激烈的
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家長的好評和
學生的喜愛。

新學期新氣象，為了更好地為大家
服務，滿足家長和學生的需求，豐富課
程設置，增強學習效果，學校從秋季學
期開始成立周末中文學校，全面擴大招
生，我們將推出更多特色新課程，欲了
解詳情，歡迎參加春藤的招生說明會。
您可以參觀學校，熟悉環境；與校長和
老師交流答疑；了解學校的課程安排，
春藤教育學苑期待您的到來！

地點：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電話：281-848-8288；
346-702-0323

網頁：http://sunbridgelearning.
com/

課後班： 8月14日-12月19日（周
一至周五 3:25pm - 7:00pm）

中文課程以暨南傳統教材為主，馬
立平閱讀教材為輔；實用中文與國學經
典相得益彰，從“聽說讀寫”全方位提

高學生的中文綜合水平。才藝課程包括
GT英文讀寫/GT數學/科學探秘/創意手
工和低年級一周3次GT備考強化訓練(
全新GT練習，全新備考攻略) 。特色才
藝課程有GT預備提高班、小學英文閱
讀與寫作、演講辯論、特色手工、李矛
老師藝術繪畫、國際象棋等課程，讓孩
子的課後生活豐富多彩。

周日中文課程：8月18日-12月8
日 (周日3:00pm – 5:00pm)

中文是春藤的金牌課程，是通過多
年的不斷摸索，博采眾長，精心打造而
成的。從學前班到AP中文，分級教學
，根據孩子的年齡特點，采用靈活多樣
的授課方式。學前班以學拼音、識漢字
、唱兒歌為主，培養孩子對中文的興趣
；一到四年級以認字和閱讀為重點，豐
富詞匯量，提高閱讀能力；五年級以上
註重“聽說讀寫”綜合練習，學以致用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理解；AP中文按照
AP中文考試的要求，對中文知識進行系
統的整理歸納，通過全真模擬題，讓學
生熟悉題型，輕松通過考試。

周日才藝課程：8月18日-12月8
日 (周日1:00pm – 3:00pm)

小學GT預備班：采用模擬練習的
方式，通過做題查漏補缺，針對孩子弱
點進行講解指導，使孩子熟悉考試內容
，了解題型，提高解題能力。

英文演講辯論班：精選實用話題，
幫助學生拓寬思路，提煉自身觀點，鍛
煉批判性思維，激發創造力。授課老師
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在比賽中多次取得
優異成績。

數學類才藝課程：均由畢業於知名
高等學府的教師授課。包括心算速算、
新加坡數學、跳級考試輔導和TMSCA德
州數學競賽班，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逐步

提高邏輯思維能力，為將來進一步深入
學習或參加比賽打下堅實的基礎。

Python編程入門：通過生動的課程
打消孩子對編程的恐懼，孩子將非常紮
實地掌握一門編程語言的基礎語法，為
更深層學習助力。

國際象棋：采用邊教邊練的教學方
法，講解與實戰相結合，通過弈棋，孩
子們可以陶冶情操，增進交流，共同進
步。

我們還開設有英文閱讀與寫作、基
礎繪畫與創意美工、繪畫藝術、中華武
術、吉他基礎、時尚彩妝等才藝課程。
免費家庭實用維修和稅務規劃系列講座
。

得天獨厚的環境，無微不至的關愛
，井然有序的管理，有口皆碑的質量，
春藤教育學苑歡迎大家踴躍咨詢報名，
讓孩子走向世界，先讓他們走進春藤!

春藤教育學苑蓬勃發展春藤教育學苑蓬勃發展 周末中文學校擴大招生周末中文學校擴大招生
招生說明會：7月26日 5:00pm-8:00pm

7月28日 2:00pm-4:00pm

美國從美國從20192019年年77月月1616日起將停止庇護嗎日起將停止庇護嗎??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2019年7月16日川普當局實施一條

新的庇護政策，將不再接受途經墨西哥
邊境非法進入美國的移民之庇護申請。
許多人陸續詢問：美國要停止庇護了嗎
？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美國國土安
全部在《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發
布的《庇護資格與程序條款修訂》
(Asylum Eligibility and Procedural
Modifications)指出：曾先穿越其他國家
的庇護尋求者，獨自越過邊境進入美國
的兒童，將無資格在美國南部邊境取得
庇護。但是，若您是被販運，或者您穿
越的國家沒有簽署難民國際條約，或者
您在其他國家申請庇護但遭到拒絕，那
麽您仍可來美國提出庇護申請。

第二，美國政府將從2019年7月16
日起，實質上是不再接受經墨西哥邊境
非法進入美國的中美洲移民庇護申請；

那麽，您如果是經墨西哥邊境非法進入
美國的亞洲、非洲等地移民，則似乎不
列在內。

第三，您如果是合法入境美國，則
不在新規之列，仍然可以申請庇護。新
規重拳出擊的對象是從墨西哥進入美國
南部邊境的非法移民，包括翻墻、爬山
、渡河、或被蛇頭偷運進來的。

第四，這個新規剛一宣布，就將面
對訴訟挑戰，因為根據美國移民法INA
§ 208(a)(1) 的規定，您如果剛進入美國
或已在美國境內，不管您以什麽方式來
到美國，怎麽進來的、哪裏進來的、進
來時或進來後身份是否合法，您都可以
申請庇護。顯然，新規是越權違法的。
當然，川普當局的強調，新規只是針對
因為經濟因素而離開本國、濫用美國政
治庇護制度的非法移民。

第五，我們眾多庇護客人陸續面談

或上庭，大庭日期已至2023年底。特
別是面談成功的好消息捷報頻傳、遍地
開花，除個別庇護中心外，從休斯頓到
舊金山，從新奧爾良到芝加哥，從阿靈
頓到新澤西，面談通過率幾近百分之百
。何故？一方面，真實的內容和精心的
準備必不可少。另外，今年正逢六四屠
殺三十周年，民主愛國運動仍未得到平
反；加上中美糾紛硝煙四起、劍拔弩張
；近期百萬港民持續走上街頭、抗議示
威。這讓整個西方世界特別是川普當局
認識到：從中國大陸來的庇護申請者，
並非都是無病呻吟，而是飽受苦難、深
受迫害、被迫背井離鄉。30年前，六四
綠卡像綠葉一樣落在華人頭上的景象，
恍惚又已到來。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
德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
民案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

業移民申請，且於2017年和2018年連
續兩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
師還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
，同時精通於撰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
功率高。另外，田律師博采眾長，擁有
美國法學博士學位、英美文學本科和碩
士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學位，還曾擔任
華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英語教師。他
為人謙虛、熱情、責任感強，極具親和
力，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事當自己
的事，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
樂客戶之所樂。

Attorney Fangzhong Tian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Dallas Office: 9441 LBJ Fwy, Ste. 504,
Dallas, TX 75243
Houston Office: 6161 Savoy Dr., Houston,
TX 77036

New York Office: 135-11 40 Rd., Ste. 4B,
Flushing, NY 11354
Tel: (972) 978-2961; (214) 646-8776;
(832) 789-1997; (713) 559-2078; (718)
886-8711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
tianfangzhong@yahoo.com
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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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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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外，
您可知道？還有一種特許學校。特許學
校一方面具有公立學校免學費的長處，
另方面又有私立學校重視學術與經營的
優點，同時教學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能
夠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就在距離中國城不遠，有一所特許

學 校 ， 名 為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他們目前正招收五、六年級的
學生，於八月開學。這所學校自去年招
生，短短一年內受家長巨大好評，學生
的成績測驗更是全德州名列前茅，有
79％的學生通過 STAAR 閱讀，89％的
學生通過 STAAR 數學，67％的學生通
過 STAAR 科學。成績遠遠高於附近學
校的分數。事實上，學生的閱讀能力比
鄰近的學校高出20個百分點，優異的表
現讓家長、學生、與全校教師都非常興
奮。

什麼是特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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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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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孩子進入具有競爭力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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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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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的孩子，
想要讓他們接受更好的教育質量，歡迎
洽詢，以便得到更多的了解，看看是否
適合自己的孩子。學校距離中國城不遠
，就在百利大道與59號公路附近。

學校在8月6日有open house可參
觀。電話 713-265-8657。地址: 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 。
www.etoileacademy.org

特許學校特許學校 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
免費就讀免費就讀 教學品質高教學品質高 課程更靈活課程更靈活

Etoile AcademyEtoile Acade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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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yEtoile Academy是免費是免費、、公立特許學校公立特許學校，，正在招收五正在招收五
、、六年級學生六年級學生

Etoile AcademyEtoile Acade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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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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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2019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於於77
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時時3030分分，，在僑教中在僑教中
心心106106室展開室展開，，首日開場歡迎式首日開場歡迎式，，由僑務委員由僑務委員
黎淑瑛黎淑瑛（（左一左一）、）、張世勳張世勳（（右一右一））及僑教中心及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主任陳奕芳（（左二左二））出席出席。。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感謝休士頓全僑動員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感謝休士頓全僑動員
百位僑胞百位僑胞，，從接機到住宿和全程八日參訪從接機到住宿和全程八日參訪，，全全
力支持和協助接待力支持和協助接待，，讓臺灣青年能透過親身體讓臺灣青年能透過親身體
驗驗，，深入瞭解僑胞海外奮鬥的成功經驗深入瞭解僑胞海外奮鬥的成功經驗，，學員學員

們必能獲益良多們必能獲益良多，，滿載而歸滿載而歸。。

僑務委員張世勳介紹德州及休士頓僑務委員張世勳介紹德州及休士頓
地方文化風情以及臺灣和休士頓姊地方文化風情以及臺灣和休士頓姊
妹市歷史妹市歷史，，及臺灣著名企業在德州及臺灣著名企業在德州
例如富士康例如富士康、、台灣塑膠台灣塑膠、、陽明海運陽明海運

和長榮航空等和長榮航空等。。

休士頓休士頓 「「2019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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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日上午日上午
1010時時，，首場主任陳奕芳主任歡迎式在僑教中心展開首場主任陳奕芳主任歡迎式在僑教中心展開。。僑僑
務委員黎淑瑛務委員黎淑瑛（（前左一前左一），），組長林楚軒組長林楚軒，，僑教中心主任僑教中心主任
陳奕芳陳奕芳（（前右二前右二），），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前右一前右一），），志工志工
Peggy ChiuPeggy Chiu（（二左一二左一））,,學員沈于喧學員沈于喧、、蔡筑妃蔡筑妃、、宋侑芩宋侑芩、、
黃珮瑜黃珮瑜、、江奕增江奕增、、林柏廷林柏廷、、吳岱蓉吳岱蓉（（二右二二右二））及僑教中及僑教中

心副主任楊容清心副主任楊容清（（二右一二右一））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休士頓休士頓 「「2019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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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日上午日上午
首場主任陳奕芳歡迎式及見習在僑教中心展開首場主任陳奕芳歡迎式及見習在僑教中心展開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左二左二））主持主持，，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黎淑瑛黎淑瑛（（左一左一）、）、張世勳張世勳（（右一右一））共襄盛舉共襄盛舉。。

僑務委員黎淑瑛致詞歡迎八位臺灣青年學員來僑務委員黎淑瑛致詞歡迎八位臺灣青年學員來
取經取經。。

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前右一前右一））及文化導覽團隊志及文化導覽團隊志
工工Peggy Chiu(Peggy Chiu(前左一前左一））於於77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
向與會八位臺灣青年介紹德州及休士頓特色向與會八位臺灣青年介紹德州及休士頓特色。。

僑教中心文化導覽團隊志工僑教中心文化導覽團隊志工Peggy ChiuPeggy Chiu補充補充
說明德州及休士頓的風土人情說明德州及休士頓的風土人情。。

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左一左一）、）、黎淑瑛黎淑瑛，，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會會2019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蔡筑妃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蔡筑妃、、吳岱蓉吳岱蓉、、沈沈
于喧于喧、、宋侑芩宋侑芩、、黃珮瑜黃珮瑜、、林楚軒組長林楚軒組長、、江奕增江奕增、、林柏廷林柏廷（（右三右三），），僑僑

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志工志工Peggy ChiuPeggy Chiu在僑教中心共襄盛舉在僑教中心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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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儘管有汽車製造廠家推出的大幅
度優惠，但休斯頓六月份新車銷售仍下降了10%
，根據來自糖城的一家汽車數據公司InfoNation
的數字，休斯頓當月當地的汽車銷售商一共售出
20677輛新車，而新卡車的銷量下降了11%，轎
車的銷售數字則比去年下降了9%。

全美範圍內，五月份的新車銷售和去年相比
下降了 2.6%，而生產廠家推出的大幅度優惠似
乎也對銷售影響不大，包括卡車和旅行車的大幅

折扣，福特汽車針對F-150 型號卡車推出了72
個月零貸款利率。

和其他的月份相比，六月份平均的車貸利息
為6%，六月份休斯頓更多的購車者獲得了2%至
5%的利率，這也是今年最低的車貸利率。

汽車銷售市場的分析師也表示，目前汽車價
格不斷攀升，商家如果希望能有好的銷售成績，
就需要作出讓利和折扣，否則，消費者未必買賬
。

折扣銷售吸引力不大 休斯頓新車銷售下降

（綜合報導）美國一項對近40萬人的調查認為，更多的空閒時間、音樂節和無聊感都會導致
冒險行為，他們將美國青少年使用毒品的原因部分歸咎於此。

一項研究顯示，青少年更有可能在夏季的幾個月裏首次嘗試娛樂性藥物，部分原因是他們在6
月份放假後有大量空閒時間，而且參加音樂節等活動。超過三分之一（34%）的青少年在夏天第一
次嘗試致幻劑LSD，其次是大麻（30%）、搖頭丸（30%）和可卡因（28%）。

這項研究收集了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1年至
2017年間的全國毒品使用與健康調查的數據，涉及約394415名年齡在12歲及12歲以上的人。研究
人員通過電腦輔助訪談的方式調查了參與者對各種藥物的使用情況。

此外，青少年吸食電子煙也是一大待解難題，目前美國約有360萬未成年人吸食Juul和其他電
子煙。聯邦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這些新型菸草產品。然而，2018年聯邦調查數據顯示，五分
之一的高中生表示，他們上個月至少吸過一次電子煙

美國最新研究認為青少年使用毒品是因為“作業太少”

（綜合報導）美國在破紀錄高溫逐漸減弱
之際，東北部出現強風豪雨，造成數十萬人22
日至今天(23日)一早無電可用。

美國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表
示，涵蓋全美人口約三分之一的熱浪，於22日
帶來大雷雨，有助降溫。

追蹤美國停電狀況網站的 PowerOutage.US
指出，紐澤西州堪稱停電重災區，大約25萬用
戶今早仍無電可用。

國家氣象局馬里蘭州氣象預報中心(Weath-
er Prediction Center)的歐拉維克(Bob Oravec)說，

「紐澤西州與紐約南部各地傳出多起風災通報
，倒落的樹木擊中電線與變壓器。」他並補充
，陣風速度達到每小時80英里(129公里)。

歐拉維克另指出， 「好消息是熱浪肯定結
束了。」 「天氣變涼，今天紐約市(New York
City)約為華氏76度，紐澤西州與東北地區則約
為70到80度。」

許多紐約客已是近期第二次經歷停電。先
前於7月13日的一場大斷電，曾導致超過7萬3
千戶民宅與企業停電3小時左右。

風雨來襲熱浪退去 美東北各地大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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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24日下午主持召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全面

深化改革是我們黨守初心、擔使命的重要體現。改革越到深處，越要

擔當作為、蹄疾步穩、奮勇前進，不能有任何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

要緊密結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覺、

政治自覺、行動自覺，迎難而上、攻堅克難，着力補短板、強弱項、

激活力、抓落實，堅定不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破除妨礙發展的體

制機制弊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

2018 年
12 月 26 日 ，
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對深
圳工作作出重

要批示。這是時隔4年，習
近平總書記又一次對深圳工
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
出，2018 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年，深圳經濟特區作為我
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各
項事業發展取得顯著成績。
批示要求深圳堅持全面深化
改革，堅持全面擴大開放，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踐行高
質量發展要求，深入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機遇，增
強核心引擎功能，朝着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
例。

先行先試，這是習近平
2012 年交給深圳的功課。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
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
平總書記前來廣東視察，12
月7日下午，在考察深圳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時，站在“前海石”前，總
書記語重心長：要敢於“吃
螃蟹”，落實比特區還要特
的先行先試政策，都授權給
你們了，就大膽往前走！

■綜合深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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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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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話。。會議審議通過了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的意見區的意見》。》。圖為圖為20182018年習近平在深圳前海蛇口考察年習近平在深圳前海蛇口考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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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
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會議 強調補短板激活力破利益固化藩籬習

近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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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支持深圳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的意見》，會議強調，支持深圳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要牢記黨
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
開放，踐行高質量發展要求，深入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抓住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重要機遇，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的城市範例。

會議還審議通過了《國家科技倫理委
員會組建方案》、《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
護的意見》、《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
發展的意見》、《關於深化農村公共基礎
設施管護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長城、
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
《關於在國土空間規劃中統籌劃定落實三
條控制線的指導意見》、《關於加快建立
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意見》、《區域醫療
中心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國家產教融
合建設試點實施方案》、《中國—上海合
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範區建設總體方
案》。

會議指出，科技倫理是科技活動必
須遵守的價值準則。組建國家科技倫理
委員會，目的就是加強統籌規範和指導
協調，推動構建覆蓋全面、導向明確、
規範有序、協調一致的科技倫理治理體
系。要抓緊完善制度規範，健全治理機
制，強化倫理監管，細化相關法律法規
和倫理審查規則，規範各類科學研究活
動。

推動中西醫藥互補發展
會議強調，要着眼於統籌推進知識

產權保護，從審查授權、行政執法、司
法保護、仲裁調解、行業自律等環節，
改革完善保護工作體系，綜合運用法
律、行政、經濟、技術、社會治理手段
強化保護，促進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
升。

會議指出，堅持中西醫並重，推動
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
是中國衛生與健康事業的顯著優勢。要
健全中醫藥服務體系，推動中醫藥事業
和產業高質量發展，加強中醫藥人才隊

伍建設，促進中醫藥傳承和開放創新發
展，改革完善中醫藥管理體制機制，發
揮中醫藥在疾病治療和預防中的特殊作
用。

建設長征國家文化公園
會議強調，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是促

進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支
撐，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物質基礎。
要以推進城鄉公共基礎設施一體化管護
為方向，堅持政府主導、市場運作，鼓
勵社會各類主體參與農村公共基礎設施
管護，按產權歸屬落實管護責任，科學
制定管護標準和規範，合理選擇管護模
式。

會議指出，建設長城、大運河、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對堅定文化自
信，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持久影
響力、革命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具有重
要意義。要結合國土空間規劃，堅持
保護第一、傳承優先，對各類文物本
體及環境實施嚴格保護和管控，合理
保存傳統文化生態，適度發展文化旅

遊、特色生態產業。

提升網絡綜合治理能力
會議強調，統籌劃定落實生態保護

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
條控制線，要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
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為基礎，科學有
序統籌佈局生態、農業、城鎮等功能空
間，按照統一底圖、統一標準、統一規
劃、統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類管
控機制。

會議指出，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
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
絡空間，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戰略部
署。要堅持系統性謀劃、綜合性治理、
體系化推進，逐步建立起涵蓋領導管
理、正能量傳播、內容管控、社會協
同、網絡法治、技術治網等各方面的網
絡綜合治理體系，全方位提升網絡綜合
治理能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
席，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列
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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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詩雅（Yuki）

年齡：24歲

學業：半工讀

威水史

4×30秒個人繩速度賽接力女團亞
洲紀錄

2012-2015、2017及2019年全港
跳繩精英賽15歲以上女團全場總
冠軍

2018年世錦賽15歲以上混合組全
場總季軍

陳曉琳（Maisy）

年齡：18歲

學業：準大學生

威水史

上海世錦賽個人繩3分鐘速度賽耐力跳銅牌

4×30秒個人繩速度接力、女團亞洲紀錄保
持者

2017、2019年全港跳繩精英賽15歲以上女
團全場總冠軍

2018年全港跳繩精英賽15歲以上女子個人
總成績冠軍

賽事分為個人、隊際及表演盃，項目再細分為速度及花式。
速度跳計算運動員在限時內右腳觸地的次數，個人項目包

括30秒、3分鐘；隊際項目則有單人繩4×30秒、雙人交互繩
4×45秒等等。相比起個人作戰，隊際項目更能彰顯隊友間的合
作及默契，難度更高。

吳詩雅“跳”出健康
24歲的吳詩雅（Yuki）及18歲的陳曉琳（Maisy）將代表香

港女隊出戰6個項目，分別為4×30秒速度接力、4×45秒交互
繩速度接力、團體2人單人繩花式、團體4人單人繩花式、團體3
人交互繩花式及團體4人交互繩花式，兩位小妮子都希望能在主
場親友面前一嚐登上頒獎台的滋味。

半工讀生Yuki說：“自己在亞錦賽從未拿過冠軍，希望今
次3支女隊都可以上頒獎台！”年少時體弱多病，被母親建議多
做運動強身的Yuki，在小學2、3年級開始接觸跳繩，升中開始
代表港隊出戰大賽，最難忘一次是：“13歲時去到美國比賽，因
適應不了時差，感覺頗為辛苦，比賽時間正值香港深夜，很想睡
覺，今次能夠在主場比賽，相信有助爭取成績。”

陳曉琳苦練成才
擅長速度跳的Maisy，小時候見到校隊表演後便產生興趣，後

來經過一番苦練才能加入校隊。剛完成DSE考試的她今次可以全
心投入比賽，不過對於再突破自己，她承認有一定難度：“今次
賽事交互繩方面評分準則有變，難度增加不少，我們已備戰了差
不多一年，主場比賽無論食物及時差都不用重新適應，希望大家
屆時可以將最好一面發揮出來。估計最大對手會來自國家隊 （
速度賽）及日本（花式賽）。”

賽事今天起一連4
日於荃灣體育館舉行，
首兩日率先上
演 隊 際 項
目，27及
28 日 分
別舉行個
人項目及表演
盃項目。中國香
港跳繩總會每日將
派發300張免費門票，
市民可於以下網址進行
網 上 登 記 （https://
forms.gle/Enu2LthBz-
SuQyFEd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第10屆亞洲跳

繩錦標賽”25日於香港荃灣體育館隆重揭幕，今次

是香港相隔10年再度舉辦這項亞洲級盛事，作為東

道主，香港將派出94人代表團參戰，不少港將都希

望能藉主場之利突破自己的極限，一闖運動員生涯高

峰。

金東進退役 哥迪奧拿送Tee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黎永

淦）“賽馬會傑志中心盃”24日晚於香港
大球場上演，英超勁旅曼城給足主辦方面
子，除一眾主力悉數正選登場，名帥哥迪
奧拿更向告別球員生涯的傑志球員金東進
送上球衣，客軍全體職員更站立拍掌歡
送，令該前韓國國腳過了難忘一夜。

37歲的金東進今季已改任傑志助教，
不過仍獲會方送上順水人情，今場表演賽
獲正選機會。金東進穿上38號球衣，以中
堅身份上陣，不過面對史達寧、奇雲迪布
尼及利萊辛尼等世界級球星，已顯得力不
從心。當大衛施華於第14分鐘接應直傳，
單刀輕易挑過出迎的主隊門將郭劍橋開紀

錄後，傑志便以李毅凱換走金東進。後者
一一與隊友及附近曼城球星擁抱後步離球
場，並獲哥迪奧拿送上印有其名字的曼城
球衣，李毅凱也獻上鮮花，隨着金東進揮
手示意，19年球員生涯也畫上句號。

因實力太過懸殊，傑志換人後未見起
色，完半場前5分鐘內再被利萊辛尼及史
達寧連下兩城，落後至0：3。換邊後客軍
只作出兩個調動，反而傑志一口氣換出8
人。55分鐘利萊辛尼補射再建一功，曼城
領先至4：0。80分鐘杜亞斯遠射再建一
功，將戰果改寫成5：0。主隊完場前5分
鐘由羅梓駿破蛋，但轉頭曼城再由保素射
成6：1，最終曼城以6：1輕取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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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港隊於匈
牙利舉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再度實現突破，
由張家朗、張小倫、蔡俊彥及楊子加組成的
男子花劍隊於名次賽擊敗韓國獲得第五名，
雖然無緣獎牌但已創下史上最佳成績。
香港男子花劍隊於16強以28：45不敵

世界排名第二的意大利，不過卻未有因此而
氣餒，於名次賽愈戰愈勇，先以45：42險勝
德國，其後面對亞洲勁旅韓國再以45：40力
克對手，以第五名完成賽事，突破上屆13名
的成績，亦創下參賽以來的最高名次。
除此之外香港男子花劍隊在今屆世錦賽

的出色表現，亦令取得東京奧運入場券的機
會大增。根據賽例除世界排名前四的隊伍可
以直接躋身奧運外，亞洲第一的隊伍亦可獲
一個名額。港隊世界排名在世錦賽過後已超
越日本升上第六，與目前世界排名第五、亞
洲第一的韓國差距亦進一步收窄，奧運入場
券並非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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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女泳手何
詩蓓於光州世界游泳錦標賽打破香港紀錄，這位
年僅21歲的港隊代表於200米自由泳項目游出1
分54秒58，只差0.2秒就可踏上頒獎台，雖然僅
列第四無緣獎牌，不過何詩蓓今次表現已創下港
隊於世錦賽的最佳戰績。而已奪400及200米兩項
自由泳兩金的國家隊隊長孫楊，則在800米自決
賽以第6名完賽。

上屆世錦賽於200米自由泳項目名列第五，今
屆何詩蓓矢志以獎牌為目標，初賽順利晉級後即顯
示絕佳狀態，準決賽游出1分55秒58打破自己保
持的香港紀錄，來到決賽何詩蓓再將港績改寫，做
出1分54秒58名列第四，與今屆銅牌得主的成績
僅差0.2秒。不過何詩蓓仍創下港隊參加世錦賽以
來的最好成績，21歲之齡就已達到世界前列水平，

這位年輕泳手的前途絕對無可限量，有望於東京奧
運衝擊獎牌。

另外，據新華社消息，國際泳聯（FINA）於
23日發表聲明，因為韓國光州世錦賽男子200米
自由泳頒獎儀式期間發生的事情，向英國運動員
鄧肯．斯科特和中國運動員孫楊發出警告。

23日，孫楊蟬聯男子200米自由泳冠軍後，
據悉，在頒獎儀式上，獲得並列季軍的英國選手
斯科特鼓動另一位季軍俄羅斯選手不要領獎，斯
科特本人則拒絕登上領獎台、拒絕與孫楊以及亞
軍和季軍合影。孫楊朝他用英文說：“你是失敗
者，我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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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將主場出戰亞洲跳繩錦標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吳詩雅與陳曉琳亞錦賽參賽項目

4×30秒速度接力

4×45秒交互繩速度接力

團體2人單人繩花式

團體4人單人繩花式

團體3人交互繩花式

團體4人交互繩花式

■■何詩蓓打破女子何詩蓓打破女子200200米自米自
由泳香港紀錄由泳香港紀錄。。 法新社法新社 ■■斯科特斯科特（（右右））拒絕與孫楊及亞季軍合影拒絕與孫楊及亞季軍合影。。 美聯社美聯社

■■吳詩雅吳詩雅（（右右））及陳曉琳將參賽及陳曉琳將參賽66個項目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吳詩雅吳詩雅（（右右））及陳曉琳對跳繩已及陳曉琳對跳繩已
跳得出神入化跳得出神入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何詩蓓200米自名列第四締港績

■■傑志中場鄭展龍傑志中場鄭展龍（（右右））與與
大衛施華鬥法大衛施華鬥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金東進金東進（（3838號號））被換離場時獲哥迪被換離場時獲哥迪
奧拿奧拿（（白衫白衫））送上印有其名字的球送上印有其名字的球
衣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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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爆笑應對坑爹面試_劉俐利客串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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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7月26日 Friday, July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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