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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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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慶祝中華民國108
年雙十國慶，僑務委員會特邀請國內
知名的 「舞鈴劇場」籌組國慶文化訪
問團，於9月4日至10月9日赴美國
檀香山、西雅圖、舊金山、聖地牙哥
、休士頓、奧蘭多、亞特蘭大、華府
、紐約、芝加哥，加拿大溫哥華、多
倫多，貝里斯及宏都拉斯等4國共14
個城市進行巡演，希望讓海外僑胞及
國際友人一同感受台灣的活力與生命
力，並宣揚我國多元文化及促進文化
外交。其中休士頓場次，將於9月22
日晚間在 Stafford Centre 演出，詳情
請洽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黃春
蘭主任委員TEL：832-755-5317

僑務委員會表示，今年國慶文化
訪問團美洲團─舞鈴劇場，演出主題
為 「海洋慶典」，以臺灣美麗的島嶼
作為出發點，透過創新的扯鈴技巧，
結合音樂、舞蹈、體操等表演形式，
呈現傳統技藝嶄新的樣貌，並搭配音
樂、影像等劇場科技元素，讓觀眾如
同身處於深海之中，帶給美洲地區民
眾耳目一新的藝術饗宴。

舞鈴劇場曾應邀至 30 個國家，
演出一千餘場，用臺灣青年的熱情與
活力以及雄厚的文化軟實力來為國家
拚外交。本次演出將透過富有台灣特
色的傳統技藝─扯鈴，呈現獨特而創
新的舞鈴表演，並於演出中與觀眾互

動，帶動現場慶祝氣氛，精采可期。
僑務委員會秉持全力行銷台灣及

關懷僑胞的心，每年均遴派國內優秀
藝文團體組成 「國慶文化訪問團」赴
海外巡迴演出，期發揚與傳統臺灣優
美文化，增進各國對我國的認識，也
加深海外僑胞與故鄉的文化情感連結
。誠摯邀請僑胞踴躍出席，共同歡度
中華民國108年國慶。

休士頓場主辦單位為休士頓僑界
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時間為9月22
日晚間7時(6時入場，7時演出)，於
Stafford Centre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exas 77477 Phone:
281-208-6900)。

中華民國108年國慶文化訪問團
9月起巡演美洲4國14城市

王妍霞僑務促進委員歡迎僑界人士向她購票王妍霞僑務促進委員歡迎僑界人士向她購票,,99月月2222曰下午曰下午77時前往時前往StaffordStafford
CenterCenter觀賞觀賞108108年國慶文化訪問團年國慶文化訪問團[[海洋慶典海洋慶典--舞鈴劇場舞鈴劇場]]訪休精彩演出訪休精彩演出.(.(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誠摯
邀請您參加於 2019 年 10 月 11 日舉行的石油技
術研討會。今年的會議將集中討論“能源的未
來:趨勢,影響和順勢而為”這一主題。美國華人
化學學會西南分會(SW-CACS)將與 CAPA 共同
組織下游會議。勘探地球物理學家協會(SEG)將
贊助學生論文競賽。

感謝馬拉松石油公司的持續和慷慨支持提
供, 研討會場地將於馬拉松會議中心,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隨著全球能源市場的發展,石油和天然氣行
業正面臨不同以往的挑戰和機遇。業內需要滿
足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同時減少碳排放。隨著
生物燃料,太陽能,地熱和風能等替代能源的穩定
和不斷增加的供應,常規和非常規資源的傳統產
業已經直面了這些影響。借力於機器學習和人
工智能,轉型數字化也提供了更高效的流程和新
的業務戰略。因此,業內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
適應或改進自己去接受替代能源和新技術。這
種不斷變化的能源格局也為具有開放思想和積
極的態度以及擁有合適技能的個人提供了在新
時代茁壯成長的絕佳機會。

研討會計劃大綱
(1) 主題演講(上午),由業界和學術界的前輩

發表主題演講:

• Santhosh Shankar, Long Range Research
Platform Scientist, Shell: 太陽能燃料計劃

• Ahmad Farooqi, Senior Principal, Accen-
ture: 數字化轉型

• Hon Chung Lau, Professor, National Uni-
versity of Singapore: 技能發展

• Ryan Apps, Practice Director, GHD Digi-
tal: 石油和天然氣的大趨勢

• Tecle Rufael, Principal Scientist and GHG
Program Manager, Chevron: 碳捕集與封存

• 贊助商演示
(2) 同時進行的分塊技術會議(下午)
• 綠色能源
• Ahmad Haidari, Global Industry Director,

ANSYS, Inc.: 全球能源轉型
• Vance Nobe, CEO, Akari Energy: 可再生

能源
• Mitch Shih, America Greenland Environ-

mental Co.: 地熱能
• Eric Chang, MTC Engineering, Inc.: 風力

發電
• Liang Jin, BrightGold Consulting LLC: 二

氧化碳壓裂
• Jerome Zhang, Baker Hughes: 使用中子校

正進行地層描述

• Mu Liu, Independent Con-
sultant: 圭亞那石油發現

• Xu Huang, Peng Yuan, and Hao Zhang,
Baker Hughes: 支撐劑侵蝕模型

• John Geng, Oxy: 高級管理層擔憂指數
• Qi Zhang, GHD Digital: 臭氧未達標區域
• 技能發展小組討論
• Sunny Zhang, President, Z LAB Global
• Alec Walker, CEO, DelfinSia
• Tai Shih, former CAPA President
• Mei Hamilton, Consultant, Mei Hamilton

Coaching LLC
• 學生論文競賽
所有學生論文都用英語演講。獎金將在會

議結束時頒發(($500–第一名;$300–第二名;
$200–第三名)。感謝勘探地球物理學家協會
(SEG)贊助今年的學生論文競賽。

(3) 論文摘要提交
• 一頁英文,包括簡要自我介紹,請點擊模板

鏈接
http://capaus.org/resources/Documents/

2019_CAPA_annual_conference_abstract_templa
te.docx

• 演講: 25-30 分鍾英語演講, 然後答疑
• 請 通 過 電 子 郵 件 將 摘 要 提 交 至 ca-

pa2019conference@gmail.com 並在電子郵件主題

中指明論文的屬於哪個議題
• 截止日期為2019年9月21日
請 在 CAPA 網 站 (http://capaus.org/

event-3517031) 註冊。會員在線註冊:40 美元,會
員中待業者:

30 美元,非會員: 50 美元, 學生:15 美元;當天
登記者額外加收 10 美元。請盡快註冊。贊助商,
會議主持人,特邀發言人和學生論文評委可免除
註冊費。

由於預算有限,我們今年無法提供所有的免
費停車票。只有受邀演講者,會議主持人和讚助
商才能獲得免費停車票。如果您是學生並通過
拼車方式過來,請在登記處和我們聯繫。我們可
能會提供一些免費停車票。

最後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計劃委員會,他們兢
兢業業地組織了一個這樣的業內交流平台。我
們非常興奮,期待著您能參加這次會議。

現 在 開 始 註 冊! (http://capaus.org/
event-3517031)

日期: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會場: Marathon Oil Tower, 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主題: The Future of Energy: the Trend, the

Impacts, and the Adaptation
未來能源產業的展望:趨勢、影響、與順勢

而為

2019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技術研討會
第二次公告和徵集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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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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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歌星姜育恆再回首休斯頓
綠洲能源陳亞明董事長盛宴接風

【泉深報導】9月17日晚，綠洲能源陳亞明董事長邀請親朋
好友、商業大亨，在休斯頓最豪華鳳城海鮮酒家，用巨蟹美酒盛
宴為因一首《再回首》而一炮走紅的著名歌星姜育恆接風，歡迎
他再訪休斯頓！這次姜育恆到訪休斯頓不是來開個人演唱會的，
而是專程來看望親朋好友。

接風酒宴由綠洲能源陳亞明董事長主持，著名心臟專家豐建
偉博士、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著名律師賴清陽先生
、著名地產開發商Rocky Lai先生等分別緻歡迎辭，他們都反复
的提到 “再回首，雲遮斷歸途，再回首，荊棘密布” “再回首
，背影已遠走，再回首，淚眼朦朧” “不管明天要面對多少痛
和迷惑，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復中追問，才知道平平淡淡從從
容容才是真”“再回首 ，恍然如夢，再回首 ，我心依舊，只有
那無盡的長路伴著我”！這首《再回首》歌詞書寫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就是在連續聆聽姜育恆的這首《再回首》中長大、挫折、
相戀、失戀、憂愁、痛苦、歡樂、離別、相聚、成長、成熟的。

姜育恆在致辭中指出，這是他第三次訪問休斯頓，也是最高
興和快樂的一次。是的，過去的 “憂鬱王子” 今天高興的變成
了現代的 “快樂國王”。他說坐在了布什總統和姚明在餐廳就
餐所坐過的位置，見到了休斯頓最好的朋友，認識了休斯頓華文
媒體大亨李蔚華先生和美南新聞媒體人士以及時代華語廣播電台
著主持人美齊女士，結交了休斯頓企業界著名成功人士，品賞到
休斯頓的美酒，享受了休斯頓的豪華海鮮盛宴！希望明年再訪休
斯頓！

姜育恆指出，今年10月9日要在北京開個人演唱會，時間臨
近，目前正在進行緊張的準備階段，這次沒有時間和精力在休斯
頓開個人演唱會。

著名歌星姜育恆談到明年再訪休斯頓，激起了美南新聞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和豐建偉基金會主席豐建偉博士的濃烈興趣，他們
就是要聽到姜育恆在休斯頓音樂大廳的歌聲，他們決定明年選個
時間要在休斯頓舉辦姜育恆個人演唱會。

有德克薩斯州州長任命華人法官張文華任德克薩斯州藝術委
員會主任做後盾，有豐建偉基金會和綠洲能源足夠的經濟基礎，
有美南新聞集團旗下的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的設施和演出條件及演
出團隊，有休斯頓足夠多的音樂專家和樂隊，又有足夠多的聽著
姜育恆的歌聲長大的粉絲和音樂愛好者，明年休斯頓姜育恆個人
演唱會一定會成功舉辦。

“憂鬱王子” 並非名門望族
“憂鬱王子” 姜育恆出生於韓國首爾，原籍山東榮成，父

母早年間去了韓國，在一個距離首爾100多公里的小鎮生活。等
到姜育恆上小學時已經家道中落，中學時代姜育恆為了上有中文
教育的中學，離開父母外出求學，曾嘗試過各種打工方式掙錢貼
補家用，送過外賣、做過餐廳服務生、賣過鞋油，還在下雨的時
候做過賣雨傘生意。少年時代的磨煉為他後來回台灣發展打下了
基礎，“姜育恆能吃苦” 在圈內人人皆知。高中時姜育恆愛上
音樂，還與同學組成樂團，一直持續到高三母親病逝後。

24歲時，父母早逝的薑育恆到台灣投奔姐姐一家，想找一份

和音樂有關的工作，因為沒有渠道，一年多都沒有找到工作，甚
至被迫去日本做服務生打工。後來，他在一家台灣夜總會謀得一
份彈貝斯的差事，有歌手唱歌他就做樂手，沒有歌星就客串一下
主唱。 1984年，姜育恆憑藉憂鬱的氣質和獨特的唱腔贏得了光
美唱片的一紙合約。

“憂鬱王子” 展翅高飛
姜育恆於1984年發行首張個人專輯《孤獨之旅》；1985年

發行專輯《但願長醉》，入圍金嗓獎最佳男歌手獎；1989年發行
專輯《多年以後·再回首》，其中主打歌曲《再回首》一炮走紅
並因在1990年的央視春晚上演唱而在中國大陸紅遍大江南北，
為人熟知；1992年11月以《一個人》專輯，獲得第三屆金曲獎
最佳演唱專輯獎；2004年11月受邀赴美國參加洛杉機AM1300華
語電台十週年台慶晚會，並獲洛杉磯AM1300電台頒發”亞洲最
受歡迎藝人獎”、 洛杉磯縣政委員會頒發”亞洲傑出藝人獎”
、洛杉磯阿凱迪亞市頒發”榮譽市民證書”；2013年舉辦世界巡
迴演唱會《我和我的朋友》；2015年9月19日，姜育恆告別30
年演唱會高淳專場，在南京高淳固城湖沙灘浴場激情開唱；2015
年12月12日，姜育恆全球巡迴演唱會青島站國信體育館開演唱
會；2016年6月25日，姜育恆“遇恆 牽情”巡迴演唱會武漢站
盛大開啟；2017年9月10日，姜育恆個人演唱會在長春五環體育
館開唱；2019年10月9日姜育恆個人演唱會將在北京開唱。

我們期待2020年“憂鬱王子”姜育恆個人演唱會在休斯頓
盛大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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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水與空氣是我們的
生命之源，每天生命存活離不開這兩樣，而
如何得到乾淨的飲水和空氣，更是我們生活
指標的 「重中之重」 。要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寧可少買兩套衣服，少下二次館子，但清
潔，乾淨的水與空氣，卻是一刻也馬虎不得
。

韓國第一品牌COWAY 淨水器，於近期
登陸休士頓，而且一登陸即造成轟動。不論
男女老少個個趨之若鶩。無論出租或購買，
價格最優，光是出租，每日租金僅一至二元
，買斷更一勞永逸，每枱售價僅$699 至
$1999元。且同時供應冷，熱水，有的還有
製冰功能，讓您同時能享用冷，熱，冰水及

鹼性水。如他們 「大容量立式冷熱淨水器」
為大容量，時尚設計，能同時享用常溫水，
冷水，熱水。 「超薄型立式冷熱淨水器」 簡
潔、時尚，超薄型設計，每天租金還不到2
元。還有一種 「立式冷熱/ 制冰淨水器」 ，
可同時供應常溫水、冷水、熱水、冰塊，算
是最高檔的立式冷熱/ 製冰淨水器，一次買
斷，也不過$1999元，月付$69.99元。其他
又如 「台式冷+ 常溫淨水器」 一鍵功能，冷
水更充足，每月租金僮$40.99 元；更有一種
操作簡便的 「實用型淨水器」 推出常溫水，
每月租金$30.99 元，平均一天才一元左右。

另外，該公司也推出空氣淨化器，有大
型空氣淨化器，三種循環模式空氣淨化器，

超微抗菌Plasma 濾網空氣淨化器，小型空
氣淨化器，超薄型空氣淨化器，加濕空氣淨
化器等等，每天僅花費1至2元，給大家一
個清新，潔淨的空氣空間，何樂不為?

COWAY 還推出智能便座/ 軟水機，有
瞬間加熱智能便座及三階段清潔智能便座，
平均每天租金不到一元，還有小型超薄軟水
機，每天租金不到2元。

COWAY 還有最貼心的服務，包括：更
換濾芯服務，免費保修及最好的基礎設施，
請今天馬上就找華人總代理米娜女士（346
）218-6051

韓國第一品牌韓國第一品牌COWAYCOWAY 淨水器風光上市淨水器風光上市
並推出空氣淨化器並推出空氣淨化器、、軟水機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中美貿
易戰開打，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
於股票族，常一天內掉了3、500點
，令所有投資人膽顫心驚，而 「如
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保本
獲利?」 ， 「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
? 」 就成了一般民眾最關心的話題
。為了使更多關切投資的民眾了解
其門奧，蕭雲祥投資顧問將在本周
六（ 9月21日 ）上10:30 am至12:
00pm,在該公司位於中國城美南銀
行同棟大樓一樓（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
投資座談會，由蕭雲祥先生主講。
因現場座位有限，請事先電話預約
。電話：713-988-3888。

蕭雲祥先生談如何算是一個完
善的退休計劃？主要是要使一般人
退休後可以吃得好、睡得好、高枕
無憂，因此必須包含幾個重要的安
排：

1，足夠的Cash-flow (現金流
），夠終身使用。

2，萬一有意外發生時，有緊急
活用基金備用。

3, 老邁時有預先安排的長期看
護基金及重大疾病保險，醫療保險
。

4，合理風險管理，具保本的功
能，兼具增值的作用。

5，容易管理，不用擔心，不用
傷腦筋。

6，很低的成本和維持費。
最好在保本，增值的安排外，

加上減稅/緩稅/免稅的功能。
理財代表顏琦表示：在財務規

劃中，人壽保險是您人生中建立的
大樓的基石。您努力工作確保可以
給家庭和心愛之人提供想要的生活
，而人壽保險既是為這份現有的生
活提供保障，當不可預測的事故發
生時，能夠讓您的家庭和事業不會
因為突然的經濟來源損失或額外大
筆開銷而背負重擔。

人壽保險分為兩類，定期人壽
和終身人壽，也與人壽保險的兩大

功能相呼應。人壽保險的一大功能
為保障，也是定期人壽保險唯一提
供的功能，當受保人過世，或者得
到重大疾病及慢性疾病（需長期護
理）時，保險公司會提供一筆免稅
的賠償金給受益人，受益人可以是
您的心愛之人，也可以是您的事業
，而這筆賠償金可以彌補這些事故
所引起的財務損失，無論是支付房
貸也好，還是還清債務，支付孩子
的學費，維持生意的運行等等需要
用錢的地方，這份及時的保障能夠
為您的心愛之人在面對新的人生時
保駕護航。

人壽保險的另一大功能為免稅
增值。這項功能也只有終身人壽可
提供。定期人壽到期後即會失效，
而終身人壽則可維持到您過世為止
，只要您繼續付保險費、自掏腰包
或者由壽險內的現金值支付都可以
，而何為壽險內的現金值呢？這就
是終身人壽的增值功能，終身人壽
最新的產品為指數型人壽保險，您

付的本金扣除保險費用後,多出的本
金會隨著指數的表現而成長，這筆
一直成長的本金及為您壽險內的小
金庫，可供選擇的指數包括SP500,
DOW JONES, NASDAQ 等耳熟能
詳的大盤指數，我們不能預測股市
未來的走向，但可以參考歷史，根
據這些指數過去的表現，長期回報
率平均值大約在7%左右，除了增值
之外，您的本金同時有保本鎖利的
功能。保本即為本金不會變少，鎖
利即為之前轉的利潤不會跑掉。當
指數表現為負時，您的本金最多就
不會有增長，但不會變少，除了增
值，保本鎖利外，您的小金庫還可
以隨時使用，完全免稅，指數型壽
險的這些功能適合幫助自己和孩子
養成儲蓄的習慣，當然，其費用相
對應定期險也會高很多，該選哪類
人壽，還要取決於每人不同的財務
情況及規劃。在財務規劃及資產配
置中，需考慮的要素方方面面。

蕭雲祥投資顧問明天上午舉行投資座談會談蕭雲祥投資顧問明天上午舉行投資座談會談
（（一一））如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如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保本獲利保本獲利

（（二二））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

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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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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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洽詢
凡持本報導、或是美南新聞 Mas-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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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背酸痛腰背酸痛?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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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之前要做好脚踏实地的心理准

备，国内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工作实

在是狼多肉少，所以最好不要一开始就

只盯着最想去的行业和顶级的公司，这

样很可能简历关就会挂的一败涂地，另

外回国找工作是走校招流程，一般都要

经历简历，笔试，2-3轮面试后才会发

OFFER，会有一个长期的心理煎熬。另

外建议不管留不留在英国工作，最好是

在英国把各种四大快消银行投行申请一

遍，准备过程中能够把自己的 CV，

Open Question，还有一系列网测题梳理

一遍，对回国找工作很有好处。最后就

是想进内资银行，券商，基金，大国企

的同学们在6-9月准备论文的时候就可

以抽时间准备行测（行政能力职业测试

）了，因为在你真正找工作的时候，你

是没那么多时间准备这个的，而上面提

到的国企笔试都是考行测+申论。

求职前期

英国的同学们都是9月初Submit毕

业论文，然后一般都会去欧洲玩一圈再

回国找工作，LZ建议交完论文就火速

回国开始找工作。9月份一些快消四大

的宣讲会就会陆陆续续在各大高校开始

了，为了方便后续跑宣讲会，招聘会和

面试，最好是直接在北京，上海，广州

租房子专职找工作（LZ去了北京）。

宣讲会：跑宣讲的意义有几点：首

先是很多公司（尤其是内资银行，券商）

在宣讲会上都会收简历，有的甚至会安排

小型面试，对于这种公司没去宣讲会的同

学简历八成是不会过的。其次就是听宣讲

能够帮助你快速了解公司，对于自己很感

兴趣的公司要准备好问题（一般是网申时

的Open Question）去参加，宣讲会结束

后带着问题去问HR或者Manager，顺带

可以要张名片，很多公司去完宣讲就会知

道自己想不想继续申请了。

招聘会：北京上海在校招季节，一

般是10月至11月会有几场大型的金融

行业招聘会，一个主题的一般会开2-3

天，建议一定要参加，并且早点去排队

。现场就是投简历然后每个公司会有一

个1分钟左右的面试，当然去之前把自

我介绍准备好。这种招聘会参加一次等

于你做了十几个公司的网申，而且过简

历几率比网申高。

（实习：这里专门说一下实习的事

情，有同学会问要不要一边实习一边找工

作，如果毕业回国之前简历上都还没什么

实习经历的可以去实习，如果实习经历不

够好可以去实习。好的实习一般是通过内

部人安排的，自己网申太大海捞针了，或

者找海途网等推荐下实习。）

求职

这一板块会主要介绍几个细分行业

的网申和面试。

国内顶级券商是中金中信，然后排

下来是海通，申万，国信，招商，银河

，中投，中信建投，国泰君安，华泰等

，公募基金按规模排名是华夏，易方达

，嘉实，南方，博时等。保险资管最好

的是泰康，平安，国寿。券商岗位最热

门就是投行部，固定收益部和研究部。

基金也主要是固定收益研究员和行业研

究员。当然其他岗位还包括销售，风控

，内审等。

今年金融行情非常不好，券商正常

校招的只有中金中信，招商，华泰联合

，中信建投，平安，光大，申万（只招

了营业部管陪和研究所）等，而基金开

校招的更少，南方，汇添富，鹏华，工

银瑞信等。险资招人的LZ只看到泰康

和国寿。当然由于LZ是海归，信息渠

道有限，所以不排除一些不公开校招的

LZ不知道或者LZ遗忘的。

校招的名额这么少，而挤破头想进

券商基金的应届生又数不胜数，自然导

致这一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先说一下

LZ在BJ群面的时候碰到的国内有力竞

争对手，一般是清北人（少数央财）+

CFA2级+若干牛逼券商实习经验+GPA

很高+学生会干部+各种奖学金和海外交

换（最重要是整体表达能力强），所以

众多海归同学们想进券商基金的就要提

前修炼好内功了。

投券商基金险资的同学一定要准备

对口的简历，所谓对口就是专业对口加

上实习对口。所以实习经历比较丰富的

同学们最好投什么岗位就尽量做一版对

应的简历，这样成功率提高。比如你是

经济背景，又在券商研究所实习过若干

次，行研的简历就会很好过。另外课外

活动等在申请券商的时候可以尽量缩减

。

如果有幸过了简历关，一定要好好

准备笔试，当然这部分一般都会有很多

专业知识，比如研究所的笔试会考很多

会计和经济，固定收益部会考宏观经济

分析等，这些最好是之前就有积累，LZ

这方面（金融知识）就特别菜鸟，所以

笔试挂了不少。

过了笔试后，通常是群面（很多没

有群面）+部门面+终面，其中部门面也

还会问到很多专业的问题，比如LZ之

前面一个固定收益岗，被问到很多宏观

经济和国债期货等的相关问题。

如果面试也过了，一般就需要你开

始去实习了，差额留任，所以实习期也

不能偷懒，好好干争取全职吧。

待遇方面可以去应届生上挖一挖帖

子，券商里面中金中信比较高，其他券

商投行部都差不多第一年8K-10K+一点

奖金（部分一开始是没有奖金的），研

究所6K左右。今年固收特别火，行研

已经不如当年这么多人爱了，LZ觉得

固收和投行还是首选，然后能去小券商

前台最好别去大券商后台。

外资银行&投行

外资银行有汇丰，渣打，花旗，星

展，大华，法兴等。外资银行管陪的简

历关比较随机，LZ就遇到很多背景不

如自己的过了某家银行的简历，但是

LZ挂了。待遇方面星展最高，发展个

人觉得汇丰渣打花旗比较好，岗位的话

最好是去Global Markets。

顶级名校的同学回国后可以继续申

请大行的，但是没有特别Outstanding的

基本上简历不太会过了，另外就是可以

报一些相对好进的部门，Wealth Man-

agement，Risk，Operation等，特别注意

的是网申一开始就最好把申请递了，不

要等到Deadline再投出去，这样基本石

沉大海。

网申笔试主要是SHL系列，应届生

上有题库，下下来自己多练练再做。另

外有些公司是申请账号后先做OT，过

了才让填简历，LZ当时用这几家公司

把SHL的题库刷了好几遍，自己做了一

个最新版本的题库，另外每次做碰到新

题都会随时Update，这样后期做OT基

本就跟玩一样。（好好练过行测后其实

会发现SHL特别简单）

外资行面试流程一般都是 Tele-

phone Interview + Superday，好好在应

届生上看面经，新手电面前把该准备的

问题提前写好，面试时照着念就可以了

，当然最好是能熟记于心直接讲出来，

因为经验老道的HR是能够判断你是不

是在念的。 Superday 一般是做case (一

组做或者单人)，然后还有直接面 line

manager，最后可能会见一下MD。

几点经验分享，LZ觉得其实每个

领域想拿到好Offer都不容易，银行和

四大审计招的人多相对简单，所以建议

可以先拿上这些offer保底。有些公司面

试的战线比较长，但是留学生由于没有

三方，拿到一个还可以的Offer就先签了

到时候再拒。然后不要轻易满足当下的

Offer，要相信自己能拿到更好的。当HR

问薪金要求的时候LZ觉得优秀的海归们

还是不要太贱卖了，虽说要脚踏实地，

但是也不能养不活自己。最后祝愿大家

都能拿到自己的Dream Offer ！！！

留学生想进券商基金？
内功不扎实可就比不过清北复交了

回国之前要做好脚踏实地的心理准

备，国内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工作实

在是狼多肉少，所以最好不要一开始就

只盯着最想去的行业和顶级的公司，这

样很可能简历关就会挂的一败涂地，另

外回国找工作是走校招流程，一般都要

经历简历，笔试，2-3轮面试后才会发

OFFER，会有一个长期的心理煎熬。另

外建议不管留不留在英国工作，最好是

在英国把各种四大快消银行投行申请一

遍，准备过程中能够把自己的 CV，

Open Question，还有一系列网测题梳理

一遍，对回国找工作很有好处。最后就

是想进内资银行，券商，基金，大国企

的同学们在6-9月准备论文的时候就可

以抽时间准备行测（行政能力职业测试

）了，因为在你真正找工作的时候，你

是没那么多时间准备这个的，而上面提

到的国企笔试都是考行测+申论。

求职前期

英国的同学们都是9月初Submit毕

业论文，然后一般都会去欧洲玩一圈再

回国找工作，LZ建议交完论文就火速

回国开始找工作。9月份一些快消四大

的宣讲会就会陆陆续续在各大高校开始

了，为了方便后续跑宣讲会，招聘会和

面试，最好是直接在北京，上海，广州

租房子专职找工作（LZ去了北京）。

宣讲会：跑宣讲的意义有几点：首

先是很多公司（尤其是内资银行，券商）

在宣讲会上都会收简历，有的甚至会安排

小型面试，对于这种公司没去宣讲会的同

学简历八成是不会过的。其次就是听宣讲

能够帮助你快速了解公司，对于自己很感

兴趣的公司要准备好问题（一般是网申时

的Open Question）去参加，宣讲会结束

后带着问题去问HR或者Manager，顺带

可以要张名片，很多公司去完宣讲就会知

道自己想不想继续申请了。

招聘会：北京上海在校招季节，一

般是10月至11月会有几场大型的金融

行业招聘会，一个主题的一般会开2-3

天，建议一定要参加，并且早点去排队

。现场就是投简历然后每个公司会有一

个1分钟左右的面试，当然去之前把自

我介绍准备好。这种招聘会参加一次等

于你做了十几个公司的网申，而且过简

历几率比网申高。

（实习：这里专门说一下实习的事

情，有同学会问要不要一边实习一边找工

作，如果毕业回国之前简历上都还没什么

实习经历的可以去实习，如果实习经历不

够好可以去实习。好的实习一般是通过内

部人安排的，自己网申太大海捞针了，或

者找海途网等推荐下实习。）

求职

这一板块会主要介绍几个细分行业

的网申和面试。

国内顶级券商是中金中信，然后排

下来是海通，申万，国信，招商，银河

，中投，中信建投，国泰君安，华泰等

，公募基金按规模排名是华夏，易方达

，嘉实，南方，博时等。保险资管最好

的是泰康，平安，国寿。券商岗位最热

门就是投行部，固定收益部和研究部。

基金也主要是固定收益研究员和行业研

究员。当然其他岗位还包括销售，风控

，内审等。

今年金融行情非常不好，券商正常

校招的只有中金中信，招商，华泰联合

，中信建投，平安，光大，申万（只招

了营业部管陪和研究所）等，而基金开

校招的更少，南方，汇添富，鹏华，工

银瑞信等。险资招人的LZ只看到泰康

和国寿。当然由于LZ是海归，信息渠

道有限，所以不排除一些不公开校招的

LZ不知道或者LZ遗忘的。

校招的名额这么少，而挤破头想进

券商基金的应届生又数不胜数，自然导

致这一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先说一下

LZ在BJ群面的时候碰到的国内有力竞

争对手，一般是清北人（少数央财）+

CFA2级+若干牛逼券商实习经验+GPA

很高+学生会干部+各种奖学金和海外交

换（最重要是整体表达能力强），所以

众多海归同学们想进券商基金的就要提

前修炼好内功了。

投券商基金险资的同学一定要准备

对口的简历，所谓对口就是专业对口加

上实习对口。所以实习经历比较丰富的

同学们最好投什么岗位就尽量做一版对

应的简历，这样成功率提高。比如你是

经济背景，又在券商研究所实习过若干

次，行研的简历就会很好过。另外课外

活动等在申请券商的时候可以尽量缩减

。

如果有幸过了简历关，一定要好好

准备笔试，当然这部分一般都会有很多

专业知识，比如研究所的笔试会考很多

会计和经济，固定收益部会考宏观经济

分析等，这些最好是之前就有积累，LZ

这方面（金融知识）就特别菜鸟，所以

笔试挂了不少。

过了笔试后，通常是群面（很多没

有群面）+部门面+终面，其中部门面也

还会问到很多专业的问题，比如LZ之

前面一个固定收益岗，被问到很多宏观

经济和国债期货等的相关问题。

如果面试也过了，一般就需要你开

始去实习了，差额留任，所以实习期也

不能偷懒，好好干争取全职吧。

待遇方面可以去应届生上挖一挖帖

子，券商里面中金中信比较高，其他券

商投行部都差不多第一年8K-10K+一点

奖金（部分一开始是没有奖金的），研

究所6K左右。今年固收特别火，行研

已经不如当年这么多人爱了，LZ觉得

固收和投行还是首选，然后能去小券商

前台最好别去大券商后台。

外资银行&投行

外资银行有汇丰，渣打，花旗，星

展，大华，法兴等。外资银行管陪的简

历关比较随机，LZ就遇到很多背景不

如自己的过了某家银行的简历，但是

LZ挂了。待遇方面星展最高，发展个

人觉得汇丰渣打花旗比较好，岗位的话

最好是去Global Markets。

顶级名校的同学回国后可以继续申

请大行的，但是没有特别Outstanding的

基本上简历不太会过了，另外就是可以

报一些相对好进的部门，Wealth Man-

agement，Risk，Operation等，特别注意

的是网申一开始就最好把申请递了，不

要等到Deadline再投出去，这样基本石

沉大海。

网申笔试主要是SHL系列，应届生

上有题库，下下来自己多练练再做。另

外有些公司是申请账号后先做OT，过

了才让填简历，LZ当时用这几家公司

把SHL的题库刷了好几遍，自己做了一

个最新版本的题库，另外每次做碰到新

题都会随时Update，这样后期做OT基

本就跟玩一样。（好好练过行测后其实

会发现SHL特别简单）

外资行面试流程一般都是 Tele-

phone Interview + Superday，好好在应

届生上看面经，新手电面前把该准备的

问题提前写好，面试时照着念就可以了

，当然最好是能熟记于心直接讲出来，

因为经验老道的HR是能够判断你是不

是在念的。 Superday 一般是做case (一

组做或者单人)，然后还有直接面 line

manager，最后可能会见一下MD。

几点经验分享，LZ觉得其实每个

领域想拿到好Offer都不容易，银行和

四大审计招的人多相对简单，所以建议

可以先拿上这些offer保底。有些公司面

试的战线比较长，但是留学生由于没有

三方，拿到一个还可以的Offer就先签了

到时候再拒。然后不要轻易满足当下的

Offer，要相信自己能拿到更好的。当HR

问薪金要求的时候LZ觉得优秀的海归们

还是不要太贱卖了，虽说要脚踏实地，

但是也不能养不活自己。最后祝愿大家

都能拿到自己的Dream Offer ！！！

留学生想进券商基金？
内功不扎实可就比不过清北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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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108108年十月慶典活動年十月慶典活動
參加資格及報到事宜答客問參加資格及報到事宜答客問

※參加資格相關問題※參加資格相關問題
一一、、請問海外僑胞擬回國參加本年請問海外僑胞擬回國參加本年

十月慶典十月慶典，，需要具備什麼資格需要具備什麼資格？？
答答：：海外僑胞回國參加海外僑胞回國參加108108年十月慶典活年十月慶典活
動動，，須符合下述資格須符合下述資格：：

（（一一））旅居國外僑胞旅居國外僑胞，，符合下列情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形之一者：：

11、、持我國護照入境持我國護照入境，，並持有效之僑並持有效之僑
居國居留證明文件居國居留證明文件（（如僑居國護照如僑居國護照、、居居
留證等留證等））或其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或其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2、、持僑居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華裔持僑居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華裔
人士人士。。

（（二二））符合第一項資格僑胞之隨行符合第一項資格僑胞之隨行
配偶或子女配偶或子女，，且已取得僑居國護照或永且已取得僑居國護照或永
久居留權並經許可入國者久居留權並經許可入國者，，得以僑眷身得以僑眷身
分辦理報到分辦理報到。。

（（三三））香港香港、、澳門居民組團回國澳門居民組團回國，，
應向我駐香港應向我駐香港、、澳門機構申請澳門機構申請，，核轉大核轉大
陸委員會辦理陸委員會辦理。。個別回國者個別回國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

二二、、請問香港請問香港、、澳門居民可不可以澳門居民可不可以
個別報名參加慶典活動個別報名參加慶典活動？？

答答：：香港香港、、澳門居民回國參加慶典澳門居民回國參加慶典
，，應事先組團應事先組團，，並向我駐香港並向我駐香港、、澳門機澳門機
構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申請，，經核經核
轉大陸委員會同意轉大陸委員會同意，，函送本會受理報名函送本會受理報名
；；個別回國及自行組團者個別回國及自行組團者，，均不受理均不受理。。

三三、、請問外籍人士可不可以參加慶請問外籍人士可不可以參加慶
典活動典活動？？

答答：：平日友我平日友我、、熱心參與僑社活動熱心參與僑社活動
的外籍人士欲來臺參加十月慶典活動的外籍人士欲來臺參加十月慶典活動，，
經我駐外館處或駐外人員報會並個案核經我駐外館處或駐外人員報會並個案核
准者准者，，同意受理報到同意受理報到，，發給發給 「「參觀證參觀證」」
，，俾持憑參加國慶晚會俾持憑參加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及國國慶大會及國
慶焰火慶焰火。。

四四、、請問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有沒有請問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有沒有
入境日期的限制入境日期的限制？？

答答：：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活動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活動，，只要只要
符合符合 「「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
108108年十月慶典活動須知年十月慶典活動須知」」 規定之參加資規定之參加資
格者格者，，並無入境日期的限制並無入境日期的限制；；惟若欲申惟若欲申
請慶典旅遊補助請慶典旅遊補助，，則須在則須在108108年年88月月11日日
（（含含））以後入境者始得申請以後入境者始得申請。。 22

※報名方式相關問題※報名方式相關問題
五五、、請問擬回國參加慶典的僑胞如請問擬回國參加慶典的僑胞如

何報名何報名？？
答答：：本年欲回國參加慶典的僑胞本年欲回國參加慶典的僑胞，，請事請事
先就先就 「「個別僑胞個別僑胞」」 或或 「「組團組團」」 擇一報名擇一報名
登記登記（（請勿重複報名請勿重複報名），），辦理方式如下辦理方式如下
：：

（（一一）） 個別僑胞個別僑胞：：自自108108年年66月月1515日日
起至起至99月月3030日止可採網路日止可採網路、、傳真或通訊傳真或通訊
方式辦理方式辦理。。

11、、 網路登記網路登記：：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
（（www.ocac.gov.twwww.ocac.gov.tw））十月慶典活動專頁十月慶典活動專頁
辦理辦理。。

22、、 傳真登記傳真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
表傳真至僑務委員會表傳真至僑務委員會，，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886886--22--2356638523566385；； 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 ：： ++
886886--22--2327292923272929。。

33、、 通訊登記通訊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
表以快遞或掛號表以快遞或掛號（（以郵戳為憑以郵戳為憑））寄達僑寄達僑
務委員會務委員會。。

（（二二））僑胞組團僑胞組團：：
11、、 各駐外使領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各駐外使領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自服務中心自108108年年66月月1515日起受理僑胞組日起受理僑胞組
團報名作業團報名作業。。

22、、 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團冊及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團冊及
團員清冊團員清冊，，於於108108年年88月月3131日前送交各駐日前送交各駐
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團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團
員資格初審員資格初審。。

33、、 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應於中心應於108108年年99月月1010日前日前，，將初審完成將初審完成
之組團報名表件送達僑務委員會之組團報名表件送達僑務委員會。。

44、、 報名僑胞請勿重複登記報名僑胞請勿重複登記，，隨行之隨行之
僑眷請於團員清冊備註欄註明僑眷請於團員清冊備註欄註明。。

六六、、請問已經事先採網路請問已經事先採網路、、傳真或傳真或
通訊方式辦理報名登記的僑胞是不是還通訊方式辦理報名登記的僑胞是不是還
需辦理報到手續需辦理報到手續？？

答答：：僑胞即使已事先辦理報名登記僑胞即使已事先辦理報名登記
，，仍需在仍需在108108年年1010月月55日至日至1010月月99日報到日報到
時間時間，，攜帶相關證件正本攜帶相關證件正本，，到僑務委員到僑務委員
會中華民國會中華民國108108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
服務處服務處（（臺北市徐州路臺北市徐州路55號中央聯合辦公號中央聯合辦公
大樓南棟大樓南棟11樓樓））辦理報到辦理報到，，經審核符合參經審核符合參
加資格者加資格者，，發給僑胞證發給僑胞證，，才完成報到手才完成報到手
續續。。 33

七七、、僑胞於僑胞於 「「本會十月慶典活動專本會十月慶典活動專
區區」」 線上報名時線上報名時，，上傳僑居國居留證明上傳僑居國居留證明
文件文件，，如何知道審查結果如何知道審查結果？？

答答：：本年新增上傳僑居國證件本年新增上傳僑居國證件（（含含
簽證簽證、、居留證或護照居留證或護照））功能功能，，上傳以上傳以11次次
為限為限，，報名前請先備妥電子檔報名前請先備妥電子檔；；僑務委僑務委
員會將於您上傳並完成報名登記日起員會將於您上傳並完成報名登記日起1010
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回復僑居國證件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回復僑居國證件
審核結果審核結果，，後續報到事宜後續報到事宜，，屆時並再請屆時並再請
詳閱該審核通知詳閱該審核通知。。
※個別與僑團僑胞相關問題※個別與僑團僑胞相關問題

八八、、請問沒有事先在請問沒有事先在108108年年66月月1515日日
至至99月月3030日期間內辦理報名登記的僑胞日期間內辦理報名登記的僑胞

可不可以補報名可不可以補報名？？
答答：：僑胞如果沒有事先於僑胞如果沒有事先於108108年年66月月

1515日至日至99月月3030日期間辦理報名登記日期間辦理報名登記，，仍仍
可於報到現場同時辦理報名及報到事宜可於報到現場同時辦理報名及報到事宜
，，惟為縮短等候時間惟為縮短等候時間，，仍建議事先報名仍建議事先報名
為宜為宜。。

九九、、請問個別僑胞可不可以併入僑請問個別僑胞可不可以併入僑
團辦理報到及參與僑團活動團辦理報到及參與僑團活動？？

答答：：個別僑胞擬併入僑團報到並參個別僑胞擬併入僑團報到並參
與僑團活動與僑團活動，，可經由僑團團長書面同意可經由僑團團長書面同意
後後，，加入該僑團加入該僑團。。

十十、、請問僑胞組團是不是必須事先請問僑胞組團是不是必須事先
申請申請？？可不可以在慶典報到期間現場組可不可以在慶典報到期間現場組
團團？？

答答：：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從務中心從108108年年66月月1515日起開始受理僑團日起開始受理僑團
報名作業報名作業，，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團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團
冊及團員清冊冊及團員清冊，，於於108108年年88月月3131日前送交日前送交
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
理團員資格初審理團員資格初審。。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應於僑文教服務中心應於108108年年99月月1010日前日前，，
將初審完成之組團報名表件送達僑務委將初審完成之組團報名表件送達僑務委
員會員會，，慶典報到期間不受理現場組團慶典報到期間不受理現場組團。。

十一十一、、請問僑胞組團人數是否有規請問僑胞組團人數是否有規
定定？？

答答：：僑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僑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
每團以每團以1010人至人至4040人為原則人為原則。。 44

※報到相關問題※報到相關問題
十二十二、、請問要領取請問要領取108108年十月慶典活年十月慶典活

動動 「「僑胞證僑胞證」」 的報到時間是什麼時候的報到時間是什麼時候？？
答答：：報到時間如下報到時間如下：：

（（一一））108108年年1010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至至
1010月月8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每日上午每日上午99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66時時。。
（（二二））108108年年1010月月9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
77時至晚上時至晚上1010時時。。
十三十三、、請問辦理報到要攜帶那些文件請問辦理報到要攜帶那些文件？？

答答：：辦理報到要攜帶下列文件辦理報到要攜帶下列文件：：
（（一一））蓋有本次入國查驗章戳之證蓋有本次入國查驗章戳之證

件正本件正本（（如我國護照如我國護照、、入國許可證或僑入國許可證或僑
居國護照居國護照）；）；如係經由入出國自動查驗如係經由入出國自動查驗
通關系統入境者通關系統入境者，，應檢具航空公司搭機應檢具航空公司搭機
證明等文件證明等文件。。

（（二二））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正本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正本
（（持有效我國護照已辦理僑居身分加簽持有效我國護照已辦理僑居身分加簽
或己事先上傳僑居國證件並經僑務委員或己事先上傳僑居國證件並經僑務委員
會審核通過者可免附會審核通過者可免附）。）。

（（三三））以僑眷以僑眷（（僑胞隨行之配偶或僑胞隨行之配偶或
子女子女））身分申請者身分申請者，，應檢具親屬關係證應檢具親屬關係證

明文件明文件。。
註註：：未備齊證明文件者未備齊證明文件者，，恕無法受理報恕無法受理報
到到。。

十四十四、、個別與僑團僑胞辦理報到要個別與僑團僑胞辦理報到要
攜帶文件有無不同攜帶文件有無不同？？

答答：：
（（一一））個別與僑團僑胞辦理報到要個別與僑團僑胞辦理報到要

攜帶的文件如上題所示都相同攜帶的文件如上題所示都相同。。
（（二二））個別僑胞在網路上登記報名個別僑胞在網路上登記報名

時如果已經上傳僑居國證件並經僑務委時如果已經上傳僑居國證件並經僑務委
員會審核通過員會審核通過，，則報到時不需查驗僑居則報到時不需查驗僑居
國證件國證件；；未備齊證明文件者未備齊證明文件者，，恕無法受恕無法受
理報到理報到。。

（（三三））僑團僑胞在組團報名時如果僑團僑胞在組團報名時如果
已經由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查已經由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查
驗僑居國證件且在團員清冊驗僑居國證件且在團員清冊 「「審驗僑居審驗僑居
國居留證件國居留證件」」 欄填註欄填註 「「是是」」 ，，則報到時則報到時
不需查驗僑居國證件不需查驗僑居國證件；；未備齊證明文件未備齊證明文件
者者，，恕無法受理報到恕無法受理報到。。 55

十五十五、、請問報到地點在那裡請問報到地點在那裡？？
答答：：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108108年十月年十月

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臺北市徐州臺北市徐州
路路55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1樓樓，，位址位址
圖表如下圖表如下）。）。

※旅遊補助相關問題※旅遊補助相關問題
十六十六、、請問申請慶典旅遊補助的僑請問申請慶典旅遊補助的僑

胞必須符合那些條件胞必須符合那些條件？？
答答：：本會為歡迎僑胞返國參加十月本會為歡迎僑胞返國參加十月

慶典慶典，，並配合推動國內觀光並配合推動國內觀光，，特提供旅特提供旅

遊補助遊補助。。申請慶典旅遊補助限參加申請慶典旅遊補助限參加108108年年
99月月2020日至日至1010月月2020日期間辦理之國內日期間辦理之國內33
天天22夜夜（（含含））以上旅遊活動以上旅遊活動，，並符合下述並符合下述
條件條件：：

（（一一））108108年年88月月 11日日（（含含））以後入以後入
境境。。

（（二二））自自108108年年1010月月55日至日至1010月月99日日
於僑務委員會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於僑務委員會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
務處完成報到手續務處完成報到手續，，領得領得 「「僑胞證僑胞證」」
（（參觀證不得申請旅遊補助參觀證不得申請旅遊補助），），並參加並參加
「「國慶晚會國慶晚會」」 、、 「「國慶大會國慶大會」」 或國慶籌或國慶籌

備委員會公布之相關慶典活動其中一項備委員會公布之相關慶典活動其中一項
。。 66

（（三三））於前述活動期間憑於前述活動期間憑 「「僑胞證僑胞證
副聯副聯」」 正本參加本會核備之合格旅行社正本參加本會核備之合格旅行社
提供之國內提供之國內33天天22夜以上旅遊活動者始得夜以上旅遊活動者始得
申請補助申請補助。。

註註：： 「「僑胞證僑胞證」」 含正副聯兩部分含正副聯兩部分，，
副聯供折抵慶典旅遊費用使用副聯供折抵慶典旅遊費用使用，，遺失恕遺失恕
不補發不補發。。

十七十七、、請問慶典旅遊補助的金額是請問慶典旅遊補助的金額是
多少多少？？

答答：：慶典旅遊是以補助僑胞參加國慶典旅遊是以補助僑胞參加國
內旅遊方式辦理內旅遊方式辦理，，每人以新臺幣每人以新臺幣22,,400400元元
為補助上限為補助上限（（詳細規定請參閱詳細規定請參閱 「「僑務委僑務委
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
動作業要點動作業要點」」 各項規定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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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石化下遊行業短期震蕩 利潤空間壓縮
綜合報導 有數架無人機襲擊了沙特國家石油

公司(阿美石油公司)的兩處石油設施並引發火災。

國內A股石油股以及上海原油期貨市場均受到此次

事件影響有所反應。

對於此次事件對石化下遊行業所產生的影響，

新時代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在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沙特阿美石油設施遭無人機襲擊，

導致近570萬桶/日產能暫停，受影響的產油量占沙

特當前產油量的壹半，而且要完全恢復產能可能需

要數周，而非數天。暫停的近570萬桶/日產能超過

全球日產能的6%，對全球石油市場影響較大。更

重要的是，此後中東局勢可能升級，影響中東整體

的石油產出。

中東石油進口量占中國整體石油進口量的比重

最大，此事件對我國石化下遊行業影響較大，以原

油為原材料的下遊行業將會面臨成本增加，利潤將

會有較大壓縮。

上海邁柯榮信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徐陽

也持有類似觀點，徐陽表示，此事件的發生，使市

場的註意力重新回到了原油供給側方面。原油價格

的快速上漲，疊加目前經濟情況，原油下遊產業的

利潤空間將會被收縮。同時，原油價格的上漲將會

逐步傳遞到消費者，這將會給通脹帶來上漲壓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向

東對記者進壹步表示，此次地緣沖突事件已導致原

油價格短期上漲。倘若這種事件持續發酵，意味著

國際原油供應將暫時面臨趨緊狀態，這給眾多石油

消費國帶來不利影響。壹方面國際上原油供應趨緊

將會造成價格短期波動，如果其他產油國不能借機

釋放產能或商業庫存，預計油價仍有持續上升的空

間。對當事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來說，這壹事件可

能影響到其正在加快首次公開募股的進程。另壹方

面，對石油消費國來說，油價上漲將會增加進口壓

力，引發輸入性通脹擡頭，增加經濟運行的波動和

宏觀調控的難度。

西南證券首席研究員張仕元則表示，該事件會

短期推漲全球原油及其制品價格，中期主要看事態

進展及修復情況。從長期看，如果事態不進壹步惡

化，原油價格出現大幅暴漲的可能小，受全球經濟

走低影響，全球原油需求增長緩慢，目前潛在產能

完全能夠彌補短期帶來的供應缺口。

對於中國資本市場該如何應對此次事件帶

來的市場波動，劉向東對記者表示，對國內商

品期貨市場來說，原油價格上漲可能會帶來期

貨交易額的增多，不會對交易市場造成多大的

沖擊，但上市石化企業可能面臨進口成本的增

加，影響未來的盈利能力。波斯灣的緊張局勢

凸顯了全球石油供應面臨的風險。為此，這類

企業應及時做好風險對沖，緩解油價上漲給企

業經營帶來的壓力。

這次沙特石油事件或推升國際油價，對中國資

本市場的影響有待觀察。潘向東對記者表示，可以

通過幾種方式緩解此事件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

第壹，利用石油期貨等工具減少影響。第二，國家

可以啟動石油儲備，增加石油供給。第三，長期來

看，可以擴展、多元化石油供給的來源，比如深化

中非能源合作。非洲石油儲量較為豐富，石油產量

也呈增加趨勢，部分國家石油儲產比較高，未來石

油產量增長空間較大，深化中非能源合作有利於中

國石油供給穩定。

沙特油田遇襲致油價大漲
國內油價或迎“二連漲”

沙特石油設施遇襲事件繼續發酵，

國際油價16日大幅上漲。9月18日，國

內成品油迎來新調價窗口，在分析人士

看來，國際原油價格大漲或將帶動國內

成品油零售限價上調。

沙特石油設施遭襲擊
石油減產壹半
沙特內政部發表聲明說，當天淩

晨，有數架無人機襲擊了沙特國家石油

公司(阿美石油公司)的兩處石油設施並

引發火災。

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供應國。據外

媒報道，襲擊造成沙特產油量每日劇減

570萬桶，接近全球產油量的6%。市場

密切關註沙特恢復油氣生產的能力。

阿美石油公司表示，恢復全部產

量的“工作正在進行中”。有專家預

計，沙特完全恢復原油生產可能需要

幾周的時間，國際油價可能將在短期

內飆升。

沙特石油設施遭到襲擊後，國際能

源署表示，正在與沙特當局以及主要的

生產國和消費國接觸，“目前，市場可

以供應充足的商業庫存”。

15日，沙特能源部長阿蔔杜拉齊茲

表示，沙特將動用龐大的石油儲備來彌

補產油中斷。同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

示，他已授權必要時動用美國的戰略石

油儲備，釋放的石油量將“足以保持市

場供應充足”

國際油價大漲
或重上80美元關口？
盡管沙特及美國等多個國家宣布將

采取措施保障石油市場供應，不過受襲

擊事件影響，國際油價周壹出現大幅上

漲。

周壹早盤美國原油期貨價格壹度漲

超16%，至每桶63.89美元，重返60美元

關口；布倫特原油期貨壹度漲幅近19%

，最高觸及每桶70.32美元。不過隨後漲

幅有所回落。

在壹些分析人士看來，如若沙特供

應中斷延續時間較長，將會更大幅度提

振油價。

據媒體報道，晨星(Morningstar)研

究總監菲爾登(Sandy Fielden)表示，未

來美國WTI 原油期貨和布倫特原油期

貨可能分別漲至每桶75美元、80美元

，這將取決於沙特阿美計劃公布的 48

小時情況更新。目前的供應情況依然

不明朗，沙特尚未公布原油儲備投放

計劃。

隆眾資訊調查顯示，市場幾乎壹致

認為襲擊事件打開油價上行通道，對沙

特可能出現供應缺口的擔憂以及美國會

否真的釋放戰略儲備的疑慮是主要支撐

因素。多數市場人士認為未來壹周油價

將延續大幅上漲態勢。

光大證券壹份研報指出，本次沙

特油田遇襲，供給端短期將受影響，

利好油價，後續的影響將取決於沙特

油田的復產速度。但是，從中期來看

，原油市場供需相對寬松的格局仍將

持續。

國內油價18日調價
或迎來“二連漲”
據隆眾資訊監測，受沙特襲擊事件

影響，作為對市場反應最敏感的地區，

山東汽柴油出廠價格在9月15日已有超

過1個百分點的漲幅。9月16日上午山東

獨立煉廠汽油價格再度每噸上漲3.34%

至 7027元；柴油每噸上漲3.45%至 6681

元。

9月 3日，國內成品油價格進行了

年內第十次上調。根據國內油價調整

規則，新壹輪的調價窗口將在 9月 18

日 24時開啟。有機構預計，屆時國內

油價可能迎來年內第十壹次上漲，實

現“二連漲”。

在沙特石油設施遇襲之前，國際

油價本計價周期以來寬幅震蕩，國內

油價參考變化率始終維持在調價紅線

附近，調價壹度出現擱淺及上調預期

並存局面。

據卓創資訊監測，16日國際原油期

貨價格收盤若能延續開盤大漲走勢，則

參考變化率有望在正值範圍內繼續擴

大，對應調整幅度或超過50元/噸調價

紅線，9月18日24時成品油零售限價將

再度迎來上調。

另，隆眾資訊調查顯示，未來壹

周，多數市場人士認為汽柴油價格大

漲，考慮到原油市場諸多不確定性因

素，投機性需求隨油價升高而縮減，成

品油價格漲幅必然逐漸收窄，甚至是沖

高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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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時光》導演約書亞· 薩弗迪和

本· 薩弗迪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的新片

叫做《原鉆》，影片由亞當· 桑德勒主

演，他在其中飾演了壹位性格陰暗的

珠寶交易商，他希望用自己收購的稀

有蛋白石還清賭債，挽救自己麻煩不

斷的生活。

除了桑德勒，影片主演還包括Ju-

lia Fox、伊迪娜· 門澤爾、勒凱斯· 斯

坦菲爾德、Eric Bogosian、賈德· 赫希

，而且NBA傳奇球星凱文· 加內特、

歌手The Weekend都在電影裏扮演了

自己。最終，他們奉獻了壹部堅韌不

拔、無拘無束、節奏超快、瘋狂如過

山車的電影。

影片講述了桑德勒飾演的壹位紐

約鉆石店老板Howard Ratner，他嗜賭

成癮，婚姻岌岌可危，還有壹個對他

不忠誠的女友。Howard 欠 Eric Bogo-

sian飾演的賭徒錢，而打手們也壹直威

脅著讓他還錢。

當他買了壹批價值數百萬美元的

稀有的未切割埃塞俄比亞蛋白石，他

覺得自己的黴運會就此終結。這些石

頭本來是打算用做拍賣的，但是當波

士頓凱爾特人超級球星凱文· 加內特走

進寶石店，希望租下這些石頭，因為

它們可以給他在NBA總決賽上帶來好

運，事態也就越發復雜了起來。

Howard不情願的答應了，但加內

特並沒有按時還回石頭，而拍賣也越

來越近，同時，賭徒的威脅也越來越

多，他和Dinah（伊迪娜· 門澤爾 飾演

）的婚姻也正在分崩離析，他的女友

，也是他的雇員Julia（Julia Fox 飾演

），可能正在和The Weekend偷情。

最終，Howard終於相信那些石頭給加

內特帶來了好運，對於這位籃球運動

員來說，這塊石頭要麽會幫他解決財

產問題，要麽會讓他喪命。

導演薩弗迪兄弟憑借他們上壹部

電影《好時光》備受關註，那部電影

由羅伯特· 帕丁森主演。但這部電影甚

至超越了前作，成為本屆多倫多最好

的電影之壹。他們用到了壹種非常完

美的運鏡方式，似的影評既保留了藝

術性，同時也具備真實感。而影片的

開始與結尾都用到了非常獨特的視效

技術，也為電影粗糲的影像風格完成

了有效的呼應。

影片節奏很快，有時近乎瘋狂，

令人感到不安。這部集結了賭癮、貪

婪和嫉妒的如同過山車般的電影，也

許有些很難進入，但是非常有趣。

作為波士頓人，能看到凱文· 加內

特出演自己是壹件非常驚喜的事情，

盡管我認為這是高度虛構版本的凱文·

加內特，因為這個角色被刻畫成壹個

偏執、狂躁、迷信、毫無理財之道的

人。加內特在電影裏表現非常出色，

The Weekend同樣如此，飾演了壹個誇

張版本的自己。

勒凱斯· 斯坦菲爾德也出現在TIFF

的另壹部電影《利刃出鞘》中，在這部

影片裏飾演的壹個和Howard合作的街頭

騙子Demany，奉獻了非常出色的演技。

《冰雪奇緣》配音伊迪娜· 門澤爾在電

影裏演繹了壹個不需要她唱歌的角色，

Howard貧困的妻子，而她完成的不錯。

Howard生命中另壹個女人，他的

女友Julia，由 Julia Fox飾演。她在塑

造這個重要角色的時候奉獻了紮實的

演技。演員老炮賈德· 赫希（《獨立日

》）也占據演員表中的重要壹席，另

壹位老將Eric Bogosian（《億萬》）

塑造的賭徒形象，非常亮眼。

這部電影從Howard這個角色的視

角得到講述，因此，影片的成果很大

程度上歸功於飾演這個角色的演員，

亞當· 桑德勒完成了演藝生涯中最好的

表演。這位喜劇演員很少出演嚴肅的

角色，我認為這是他過往所有作品中

最好的表演之壹，和《狂野之愛》

《邁耶羅維茨的故事》不相上下。

桑德勒完全沈浸到他的角色當中了

，成為了Howard本人，但是同時也展

示出他本人真實的壹面，作為人的真實

壹面，而非《球場古惑仔》和《茶水男

孩》等喜劇電影中沒有靈魂的角色。桑

德勒飾演的賭癮纏身的騙子形象非常可

信，基本上他全方位都非常可怕，與演

員幹凈利落的形象完全相反。

對於桑德勒來說，這是壹個需要

勇氣的角色，尤其是在他事業進入到

這個階段，但最終結果表明，他很可

能因為本片的表演得到獎項的回報。

事實上，如果影片沒有提名明年奧斯

卡最佳劇本獎，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同時它很有可能入圍最佳影片和最佳

導演獎。

"原鉆"粗糲風格彰顯了影片的瘋狂特質

DC 大片《猛禽小隊》首曝官方正式海報！海報

以小醜女為主視覺，畫面艷麗色彩豐富，其他角色

則化作翅膀天使的形象圍繞著哈莉的頭，而在哈莉

的脖子位置，打出了標語“理智戰勝混亂”，那麽

哈莉將如何聽從自己的大腦成了海報中留給觀眾的

壹大懸念。

《猛禽小隊》講述了小醜女和其她女性超級英

雄組隊拯救壹個年輕女孩脫離邪惡組織控制的故事

。除了瑪歌特· 羅比飾演的小醜女哈莉· 奎茵、瑪麗·

伊麗莎白· 文斯蒂德飾演的女獵手以外，還有伊萬·

麥克格雷格飾反派黑面具、克裏斯· 梅西納飾演的反

派紮斯先生、朱尼· 斯莫利特飾演的黑金絲雀、羅

西· 培瑞茲飾演的警探芮妮· 蒙托亞等主要角色。

該片由華裔女導演閻羽茜（《海上浮城》）執

導，斯塔爾斯基擔任動作補拍戲份導演，動作場面

更加值得期待。

影片將會是Ｒ級電影，定檔 2020 年 2 月 7 日在北

美地區上映。

"猛禽小隊"首曝
官方正式海報
北美明年2月7日上映 《小醜回魂》系列的票房大賣，

讓史蒂芬· 金小說再度成為香餑餑。

近日又壹部由他小說改編的電影《高

草魅聲》發布中字預告。該小說由他

和兒子喬· 希爾共同撰寫，講述的故

事也很詭異：壹片神秘的草原竟然是

活的，走進去的人怎麽也出不來……

《高草魅聲》將於10月 4日在

Netflix獨家上線，故事敘述貝齊和卡爾

姐弟倆聽到高草田裏傳來小男孩的哭聲

。他們不顧危險地去救小男孩，不料自

己卻陷入邪惡力量所設下的圈套，姐弟

二人也因此在高草田中失散。

他們完全無法與外界聯系，也無

法從高草田的步步進逼中逃脫，他們

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比迷路更可怕的

事，是讓自己的行蹤曝光。

影片導演文森佐· 納塔利曾參與

過美劇《西部世界》《美國眾神》

《血族》，演員則有《招魂》《海王
》男星帕特裏克· 威爾森和蕾切爾· 威

爾森等人。

又壹本史蒂芬金小說改成了恐怖電影

《高草魅聲》
走不出的神秘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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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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第427期：鞠萍超嗨客串脫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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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2018 -9/22/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6 17 18 19 20 21 22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13/2019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集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 (重播)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亞洲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3~7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中國遠征軍 (重播)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3~7集

今日關注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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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BB1111廣告

BB2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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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9月20日       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9月20日       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許氏45週年

客 戶 齊 分 享 精選泡參買3送1

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優惠僅限本廣告呈現產品項目

#0111-4 泡參大號 4oz #0112-4 泡參中號 4oz #0113-4 泡參中小號 4oz

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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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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