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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廣告

*優惠至2019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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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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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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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11月17日       Sunday, November 17, 2019

ADVERTISEMENT FOR BIDS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TIRZ NO.3
BAGBY STREET IMPROVEMENT PROJECT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 “Authority”) / 
TIRZ No.3 will receive sealed bids for the Bagby Street Im-
provement Project, located in Downtown Houston, primarily 
the 200-1100 blocks of Bagby Street from Franklin to Dallas, 
then extending southward on West Dallas to Clay Street, plus 
the 400-500 blocks of Walker Street from Bagby to Smith.  
Bids will be received until 11:00 AM, local time on Wednes-
day, November 6, 2019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own-
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Bids received after this time 
will not be accepted.  Bi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1313 Main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2.
Beginning 9:00 AM, Tuesday, October 1, 2019, Bidding 
Documents will be available at www.civcastusa.com.  Any 
Addenda will be distributed through www.civcastusa.com.  
Bidding Documents may also be examined at the plan room 
of the Houston MBDA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Agency) Business Center at 2302 Fannin Street, #165, Hous-
ton, TX 77002 or viewed online at isqft.com.
A MANDATORY Pre-bid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2:00 
PM on Wednesday, October 9, 2019, in the Authority’s Con-
ference Room, 2 Houston Center, 909 Fannin, Suite 1650, 
Houston, Texas 77010.  All bidders (general contractors) are 
invited to attend.  Late arrivals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Pre-bid Conference.  Due to building renovations at 2 Hous-
ton Center, attending bidders should allow sufficient time for 
parking and access to the Authority’s offices.  Bids will be 
ruled non-responsive if received from a bidder who did not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ders shall comply with City Ordinance 95-336 (March 
29, 1995) and Executive Order No.1-2 (June 14, 1995), and 
City of Houston Office for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Minori-
ty/Women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Procedures (June 
1995).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good 
faith efforts to achieve an M/W/S/DBE participation goal of 
20 percent.

我们有一个交
通计划。

500* 英里的出行改善，无论您
是乘车或是驾车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METRONext.org
*近似英里数；等待最终实施而定

该项目在前进计划
 (MOVING 
FORWARD 
PLAN) 内

75 英里的新建METRO捷运巴士
服务，像轻轨一样运行，包括至

布什机场的交通延长线

21 个新建或改造的郊区
Park & Ride和转运中心

16 英里的METRO轻轨，以及
前往霍比机场的轨

道交通延长线

110 英里的地区高速网络，
包括双向高乘载

车辆专用道

290 英里的 BOOST 和 
Signature 巴士服务，以及对
于残障和高龄人士无障碍和适

用性服务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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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20202020年人口普查即將開始年人口普查即將開始，，
華美銀行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合作華美銀行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合作，，推廣相關推廣相關
知識知識，，協助確保統計數據公正協助確保統計數據公正、、準確準確。。華美華美
銀行資深副總裁銀行資深副總裁，，行銷部兼社區發展部總監行銷部兼社區發展部總監
王國蘭王國蘭（（Emily WangEmily Wang）、）、人口普查局洛杉磯人口普查局洛杉磯
地區辦公室主任林愛華地區辦公室主任林愛華（（Julie LamJulie Lam），），以及以及
數位企業代表於數位企業代表於1111月月1414日出席了在該行帕薩日出席了在該行帕薩
迪納商業銀行中心舉辦的新聞發佈會迪納商業銀行中心舉辦的新聞發佈會，，探討探討
了人口普查對於企業和社區的重要影響了人口普查對於企業和社區的重要影響，，並並
解答了常見的錯誤認知和疑惑解答了常見的錯誤認知和疑惑。。華美銀行作華美銀行作
為率先支持為率先支持20202020年人口普查的銀行之一年人口普查的銀行之一，，還還
將在全美分行發送將在全美分行發送1010,,000000個特別訂製的環保個特別訂製的環保
提袋提袋，，鼓勵民眾參與調查鼓勵民眾參與調查。。該行還邀請了洛該行還邀請了洛
杉磯地區的知名企業杉磯地區的知名企業，，包括淨包括淨（（Jin Tea ShopJin Tea Shop
） 、） 、 IxTapaIxTapa、、 Bar CelonaBar Celona、、 SorrisoSorriso 及及 UrthUrth
CaffeCaffe，，共同參與推廣人口普查共同參與推廣人口普查。。

作為作為20202020 年人口普查的官方合作企業年人口普查的官方合作企業，，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王國蘭表示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王國蘭表示：： 「「人口普人口普
查數據是美國聯邦分配資金和社會資源的重查數據是美國聯邦分配資金和社會資源的重
要依據要依據，，唯有全民參與唯有全民參與，，才能有助於推動我才能有助於推動我
們的社區在未來十年間的繁榮發展們的社區在未來十年間的繁榮發展。。我們希我們希
望透過銀行的社會影響力望透過銀行的社會影響力，，協助協助20202020年人口年人口
普查順利完成普查順利完成。。」」

人口普查局洛杉磯地區辦公室主任林愛人口普查局洛杉磯地區辦公室主任林愛
華表示華表示：： 「「與華美銀行等優質的機構合作將與華美銀行等優質的機構合作將
確保我們收集到完整且準確的人口普查數據確保我們收集到完整且準確的人口普查數據
。。我們希望民眾瞭解我們希望民眾瞭解，，人口普查是安全人口普查是安全、、簡簡
單且至關重要的單且至關重要的。。 」」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將於明年年人口普查將於明年 11 月正式展開月正式展開
。。 44月月11日為人口普查日日為人口普查日，，每戶居民都將於這每戶居民都將於這
一天收到調查問卷一天收到調查問卷。。所有常住美國的民眾所有常住美國的民眾，，
無論國籍和移民身份無論國籍和移民身份，，均應參與調查均應參與調查。。民眾民眾
可使用寄到家中的調查問卷回函可使用寄到家中的調查問卷回函，，或網路及或網路及
電話進行回覆電話進行回覆。。調查問卷將提供英文及其他調查問卷將提供英文及其他
1212種語言種語言，，包括中文包括中文、、韓文韓文、、日文日文、、俄文俄文、、
西文西文、、越文越文、、阿拉伯文阿拉伯文、、法文法文、、海地克里奧海地克里奧
爾文爾文、、波蘭文波蘭文、、葡萄牙文和他加祿文葡萄牙文和他加祿文。。欲瞭欲瞭
解更多資訊解更多資訊，，請前往請前往20202020年人口普查官方網年人口普查官方網
站站20202020census.govcensus.gov。。

有關詳情有關詳情，，請按此下載繁體新聞稿請按此下載繁體新聞稿，，請請
按此下載簡體新聞稿按此下載簡體新聞稿。。

如有任何問題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華美銀行的成長與發展華美銀行的成長與發展，，離不開您的關離不開您的關

注與支持注與支持。。我們真誠地期待在今後的工作中我們真誠地期待在今後的工作中
與您有更多的合作和互動與您有更多的合作和互動！！

華美銀行支持 2020 全美人口普查
推廣相關知識 鼓勵全民參與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為迎
接2020年的到來，由恆豐銀行與美
南江蘇總會聯合舉辦除舊迎新“健
康講座 ”會，請盧林中醫師主講
“運動健康”的體會。這次講的
“運動健康”共十五套路，是預防
老年性痴呆（海默氏症 ）和骨關
節病的有效方法。易懂實用，容易
學會。敬請大家踴躍參與，對您的
健康益處多。
盧醫師教的這些運動，適合老年人
晨練，醒來後在床上就可運動。包

括：清醒運動，抗皺運動，打通督
脈，耳聰運動，風池穴運動，肩關
節運動，腕踝運動，空中蹬車，劈
腿運動，踢腿動作，挺腰運動，收
腹運動，背臥撑運動，伏臥撑運動
，扭臀運動，共十五項運動健康套
路。
盧醫師演講的時間是：12 月 7 日
（星期六）上午10:30至中午12:00
，地點：9999 Bellaire Blvd. 恆豐銀
行總行十二樓會議室。

好消息! 除舊迎新 健康講座
12月7日 盧林中醫師主講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行銷部兼社區發展部總監王國蘭行銷部兼社區發展部總監王國蘭（（右一右一）、）、人口普查局洛杉磯地區辦公室人口普查局洛杉磯地區辦公室
主任林愛華主任林愛華（（左三左三）、）、人口普查局華裔專員李鄒筱玲人口普查局華裔專員李鄒筱玲（（左二左二）、）、人口普查局社區聯絡專員人口普查局社區聯絡專員BelandBeland
HuangHuang（（左一左一）、）、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個人銀行業務區域經理孫自蕊個人銀行業務區域經理孫自蕊（（右三右三）、）、華美銀行商業銀行華美銀行商業銀行
中心分行經理中心分行經理Roger HuangRoger Huang（（右二右二），），以及數位企業代表於以及數位企業代表於1111月月1414日出席了在該行帕薩迪納商業銀日出席了在該行帕薩迪納商業銀
行中心舉辦的新聞發佈會行中心舉辦的新聞發佈會，，探討了人口普查對於企業和社區的重要影響探討了人口普查對於企業和社區的重要影響，，並解答了常見的錯誤認知和並解答了常見的錯誤認知和
疑惑疑惑。。

華美銀行作為率先支持華美銀行作為率先支持20202020年人口普查的銀行之一年人口普查的銀行之一，，將在全美分行發送將在全美分行發送1010,,
000000個特別訂製的環保提袋個特別訂製的環保提袋，，鼓勵民眾參與調查鼓勵民眾參與調查。。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行銷行銷
部兼社區發展部總監王國蘭部兼社區發展部總監王國蘭（（二排左一二排左一）、）、人口普查局洛杉磯地區辦公室主任人口普查局洛杉磯地區辦公室主任
林愛華林愛華，，以及數位企業代表於以及數位企業代表於1111月月1414日出席了在該行帕薩迪納商業銀行中心日出席了在該行帕薩迪納商業銀行中心
舉辦的新聞發佈會舉辦的新聞發佈會。。

圖為盧林中醫師圖為盧林中醫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本周四赴麥當勞叔叔之家捐款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本周四赴麥當勞叔叔之家捐款
捐出今年兩埸京劇演出節餘捐出今年兩埸京劇演出節餘，，幫助免疫系統異常兒童幫助免疫系統異常兒童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的工作人員的工作人員（（左左
二二 ））為來訪者介紹為來訪者介紹：：通過留在麥當勞通過留在麥當勞
叔叔之家叔叔之家，，病童的父母可以更好地與病童的父母可以更好地與
孩子的醫療團隊進行溝通孩子的醫療團隊進行溝通，，並讓孩子並讓孩子

得到最好的照顧得到最好的照顧。。

孩子們的遊戲間孩子們的遊戲間。。孩子們享受家常飯菜的餐廳孩子們享受家常飯菜的餐廳。。

孩子們生日時孩子們生日時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
將贈送的生日禮物將贈送的生日禮物。。

孩子們的乒乓球室孩子們的乒乓球室。。 病童們上課的房間病童們上課的房間。。

中美寺一行合影於趙家捐贈的中美寺一行合影於趙家捐贈的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的物業前的物業前。。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兩人一間的病房兩人一間的病房。。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代表代表（（左一左一））向大家向大家
介紹他們的任務及計劃介紹他們的任務及計劃。。

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左三左三 ），），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督導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左左

五五 ））一行周四赴一行周四赴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
捐款捐款，，由代表由代表（（左四左四））出面接受出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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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下元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下元寶旦、、
地母娘娘寶旦地母娘娘寶旦、、周倉將軍寶旦周倉將軍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謝志華謝志華、、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
、、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陳作堅陳作堅,,江鎮煖江鎮煖
副理事長等先向觀世音菩薩娘娘上香致敬副理事長等先向觀世音菩薩娘娘上香致敬。。

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周滿洪理
事長向周倉將軍寶旦獻金豬事長向周倉將軍寶旦獻金豬

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周滿洪理事
長向周倉將軍寶旦獻壽桃長向周倉將軍寶旦獻壽桃

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夫婦楊桂松元老夫婦、、翁作翁作
華會長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向周倉將軍上香致敬周滿洪理事長向周倉將軍上香致敬。。

德州天后廟於德州天后廟於1111月月1010日熱烈慶祝下元寶旦日熱烈慶祝下元寶旦、、
地母娘娘寶旦地母娘娘寶旦、、周倉將軍寶旦周倉將軍寶旦。。楊贊榮副會楊贊榮副會
長長、、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周滿
洪理事長洪理事長,,陳作堅陳作堅,,江鎮煖副理事長等先向天后江鎮煖副理事長等先向天后

娘娘上香致敬娘娘上香致敬。。

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
,,陳作堅陳作堅,,江鎮煖副理事長等向呂祖先師上香並發壽桃給與會人士江鎮煖副理事長等向呂祖先師上香並發壽桃給與會人士

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雲偉嘉雲偉嘉,,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翁作華翁作華
會長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陳作堅陳作堅,,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

等向地母娘娘上香致敬等向地母娘娘上香致敬

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向觀世音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向觀世音
菩薩娘娘上香菩薩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向觀世音菩薩德州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向觀世音菩薩
娘娘上香娘娘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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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凱蒂報導) 兒童插畫展 「天堂
」(Paradise)，於 11 月 9 日(週六)上午，
在Katy 市的Cinco Ranch圖書分館大廳
舉行揭幕儀式，展出27位台灣插畫家的
90件作品，吸引不少各族裔的民眾參加
，展出將一直到 11 月 23 日為止，歡迎
讀者們帶著孩子一同觀賞。

此次插畫展的正式開幕茶會，在 9

日(週六)上午10點半舉行，首先由圖書
館分館長Myra Ponville 致詞，說明這次
插畫展活動的籌辦經過；再由福遍郡郡
長KP George 辦公室社區關係執行助理
Hina Qadri女士致詞，介紹該郡致力於
多元族群的和諧相處；台北經文處處長
陳家彥亦說明辦事處經年累月在促進台
美雙方之文化交流方面不遺餘力。

隨後，策展人鄒駿昇則介紹此次展
出，集結台灣優秀之童書插畫家之作品
，以沒有族群隔閡、偏見的動物世界
「天堂」作為主題，闡述大同世界的烏

托邦理想境界。
開幕茶會結束之後，由插畫家陳姝

里指導兒童工作坊，參與的小朋友依照
出生年份，找出屬於自己的生肖，再以

拼貼的手法創作出生肖作品，不少孩子
知道自己的生肖是什麼動物，都覺得很
開心，家長也認為多了解中國文化與藝
術非常有意義。在家長與孩子們沉浸於
創作的喜悅及成就感之時，對華人文化
的12生肖有進一步的認識。

展出時間： 11月9日至11月23日(
週六)。

展出地點: Cinco Ranch Branch Li-
brary (262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Katy, TX 77494)，電話: 281-395-1311
。歡迎欣賞。

兒童插畫展兒童插畫展 「「天堂天堂」」 受歡迎受歡迎
動物世界中沒有隔閡動物世界中沒有隔閡 9090件作品件作品KatyKaty登場登場

陳姝里向陳家彥處長及郡長辦公室代表陳姝里向陳家彥處長及郡長辦公室代表Hina QadriHina Qadri女士女士
介紹插畫作品介紹插畫作品

兒童工作坊中兒童工作坊中，，指導者陳姝里與指導者陳姝里與
家長及小朋友合照家長及小朋友合照

插畫家陳姝里指導兒童工作坊插畫家陳姝里指導兒童工作坊，，小小
朋友完成朋友完成 「「虎虎」」 的生肖作品的生肖作品

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致詞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致詞插畫家陳姝里介紹作品插畫家陳姝里介紹作品

插畫家鄒駿昇向民眾介紹插畫作品插畫家鄒駿昇向民眾介紹插畫作品郡長辦公室代表郡長辦公室代表Hina QadriHina Qadri女士致詞女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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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real

I03-ITC_形象_C_80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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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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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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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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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年
2020 年可
真是 「政

海翻騰雲水動 美台兩地風雷激」的大時局。何
解？因為台灣跟美國一樣，碰上4 年一度的總
統選舉。

究竟民進黨的蔡英文可以勝任連莊？還是
由政治素人韓國瑜取而代之？而美國那邊繼續
由共和黨政治狂人特朗普穩坐釣魚船呢？還是
改由民主黨的新晉入替？這些都是未知之數。
不過美國民主黨方面，先後己出現17 位黨員爭
相表態欲坐白宮寶座，相互在電視台上辯論得
十分火爆。近日更突然殺出一隻黑馬： 組約市
長彭博，他以77 歲高齡、億萬富翁身價，走來
競選，真的是好戲連臺。

轉看台灣寶島一方，又是奇峰突出，久違
政壇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日前親自舉行記者
招待會，宣布投入2020台灣總統選舉，這也是
他第四度角逐總統大位、第五度競逐大選，而
他的副手，早已敲定由有 「廣告之母」之稱的
前聯廣董事長余湘出任。親民黨內部人士已證
實今次是 「宋余配」，而親民黨競選總部發言
人，則確定由資深媒體人于美人擔任。

據 悉
， 余 湘
是 總 機
小 妹 出

身，創辦 「媒體庫」經營有成後，賣給美商
WPP集團，之後擔任WPP傳播集團Group M在
台灣區的總裁兼董事長，從被併購公司，成為
併購集團總裁。她也是第一位把外商廣告，下
給台灣本土節目 「天天開心」、將置入性行銷
，放入電視節目 「非常男女」的媒體人，同時
也是台灣無線電視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經理
。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11 月13日上午正式宣
佈投入2020總統大選，宋楚瑜表示，鴻海集團
創辦人郭台銘在領表登記參選前夕宣布不選，
直到9月17日，自己才開始考慮選總統這件事
，如果郭台銘不退選，他不會站在這邊宣布參
選，如果台灣人民無法解開藍綠的情緒勒索，
跟亡國恐嚇的陰影，台灣也就無法向前行。為
了表達他的理念，請看宋楚瑜宣布參選的全文
：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且讓我用泰戈爾的詩來當開場白， 「離你最

近的地方，路途最遠！最簡單的音調，卻需要
最艱苦的練習！」。這條選舉路，我走了整整
25年！我曾經參與中華民國五次重大選舉，一
共獲得將近1780萬張選票的肯定，一張票一世

情，對此，我由衷地感謝！
明年1月11日的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將是我

的第六戰，同時也是 「終局之戰」。大家都心
知肚明，宋楚瑜距離 「凍蒜」（當選）的門檻
依舊很遠！但當我決定要踏上政治生涯的最後
一哩路時，我既不悲憤也不氣餒！我的內心反
而舒坦自在，因為我知道，這場選舉是我距離
從政初心最近的一次。

在這個80至90年代的寧靜革命歷程中，我
深刻感受到身為台灣人的驕傲與自信。如今看
到台灣社會的對立、混亂及延滯，宋楚瑜有必
要再站出來、與大家一起打拼！重新找回屬於
台灣人的自信和驕傲！

實不相瞞，我是從今年9月17日早上，才
開始對參選總統之事動心起念，因為前一晚郭
台銘先生宣佈退選！讓我輾轉難眠，我認為如
果台灣人民無法解開藍綠的 「情緒勒索」和
「亡國恐嚇」的制約，那非常可悲。如果沒有

一位擁有世界級格局、有本事帶領台灣在美、
中、日三強的博奕賽局殺出重圍的總統參選人
，也非常可惜！

在如此可悲又可惜的情緒籠罩之下，我依舊
保持樂觀！因為我堅信自由與民主是我們全體
國民的共同DNA，台灣沒有任何政黨與政治人
物有能力賣台，所以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更
要對下一代有信心，因為年輕這一代對自由民
主的標準，遠比上一代的要求更高！

我認識很多對 「福國利民」擁有理念、熱忱
的政治人物，而且超過一半是前途不可限量的
年輕人！只可惜我們的選舉制度無法讓藍綠之
外的第三勢力擁有揮灑的空間。25年來，藍綠
始終惡鬥，第三種聲音總是永遠上不了檯面，
若不改變目前的選舉制度，那我們永遠只能沉
溺於藍綠 「情緒勒索」與 「亡國恐嚇」的陰影
中，台灣無法向前行！

2020年1月11日將是宋楚瑜的 「終局之戰」
，我期待扮演 「獨孤求敗」的角色，為了這一
戰，我已經準備了44年。最初的14年，我追隨
經國先生和孫運璿院長，學習治國之道以及心
存百姓、無私奉獻的初心；後來被派到台灣省
服務，奉行 「一步一腳印」，認真走訪台灣每
個角落，我體認到 「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
大事。」 「官員吃得苦中苦，百姓方為人上人
。」

台灣有地理位置、人文素養及民主制度三大
優勢，我們應該善加珍惜和發揮！中華民國是
個了不起的國家，我們是中華文化、西方文化
、東洋文化與台灣本土文化的完美綜合體。我
們在中國大陸、美國、日本三個大國的博奕賽
局中、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雖
然 「道阻且長」、但我相信 「行則將至」。宋
楚瑜的 「終局之戰」不計利、不求名，我的輸
贏不打緊！只求台灣勝、中華民國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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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第4度參選 台灣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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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硝煙民痛心
香港多所大學校園這兩

天發生歷來最廣泛和嚴
重的暴力破壞，尤其是
本週二，激進示威者在
連接校園的行人天橋，
向馬路和路軌擲物，又
在附近堵路甚至縱火，
以癱瘓交通。警隊為維
持治安秩序和交通暢順
，施放催淚彈驅散盤踞
天橋上的示威者，並且

進入部分校園拘捕涉嫌犯事者，學生則以汽油彈還擊，校園頓成
烽煙四起的 「戰場」，令人痛心。

這陣子大學校園亂作一團，不少大學要宣布停課，有的連畢
業禮都要延期或取消。暴力破壞的背後，是激進人士藉科大學生
周梓樂之死，來推動新一波的暴力浪潮，他們的主要策略是癱瘓
交通和製造混亂，圖逼使社會進入 「三罷」狀態，而其中一項新
招數，是從天橋向下擲物，阻礙港鐵和汽車運行，不惜置人命於
不顧。
示威學生與警方對峙了數小時，把校長與警方協議的互相退讓安
排，當耳邊風。

此外，有大學校長不願 「盲撐」示威被捕學生及譴責警方，
部分學生藉此發動襲擊，以暴力行動威嚇施壓。早前科大就遭受
前所未有的破壞，暴力分子大肆搗亂校內銀行和食肆，連校長宿
舍都不能倖免；城市大學前晚更有人潛入搗亂校長辦公室。城大
已報警，科大校方亦表示與警方合作調查。

大學生不愛護自己的校園，到處塗鴉和破壞，甚至縱火焚燒
校巴和更亭，反而指責警方 「擅闖」校園 「私人地方」，是漠視
法律，也錯誤理解警方和學校的保安共識。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就解釋，警方的指引是除非接獲報案、取
得搜查令，否則不會進入校園範圍；不過，按照規例，警員若懷

疑有涉嫌犯罪人士身處特
定處所，便可以進入這處
所。

警方過往盡量避免進入
大學校園，是對大學自主

的一種尊重，先決條件是大學的保安人員，可以保障校內人身和
財產安全。不過，在當前暴力橫行的 「黑色恐怖」下，保安人員
自己都身處險境，要人保護，大學又怎能自保？

過去幾日市面的亂局再度升溫，當中學生成為衝突的主角。
年輕人關心社會無可厚非，但違法暴亂就已經踩界，若然涉及傷
害他人，實在絕對不值得鼓勵，作為師長實有責任令他們迷途知
返，以免愈踩愈深。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當年的 中國學生的熱情愛國精
神，感動全世界，永垂青史。這才成就了 「中國青年節」。估不
到百年之後，在中國領土香港特區的大學生，也來一場集體運動
，同樣是驚動全球，可惜這卻是一場反政府反國家的暴力運動，
宣揚港獨，意圖從中國政府手中,奪取香港管治權， 這一相差百
年後的兩場運動的目標，差天共地，香港新一代的尖子，可以對
香港政府有的素求，但卻誤踏上暴力台階，迷途而不知返，愧對
五四運動前賢先烈，正步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香港反修例暴潮持續己超過五個月，警方至本月初，拘捕己
逾三千人，當中有逾七百名大專學生，比率超過兩成，可見大學
生已成為示威的主力，中文大學更被外界指為 「暴大」，開學及
畢業典禮，都有穿黑衣戴口罩學生請願，其他大學學生也有樣學
樣，把政治帶進校園，成為港版顏色革命基地。本周一11 月11
號，有網民發起 「三罷」運動。理工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
校園內外，都有示威抗議，黑衣人堵路擲雜物，危害交通及人命
安全，並向警員掟磚及汽油彈。警方作出歷史上首次進入三間大
學施放催淚彈並拘捕至少十名學生，其後戰線蔓延至城大，與中
大同是催淚彈橫飛。警方指大批暴徒走進院校以逃避追捕，警方
強調他們只是採取最低的武力來清塲矣。然而港大學生，以武力
反對警方進入大學校園進行清場。

其實學生若不是以暴力肆虐、若非有爆炸物品存放於校內，
怕被警方抓捕把柄，何懼搜查？今次香港大學淪為示威基地，可
說是承襲了五年前的香港中環的佔中運動，二○一四年時香港學
聯是大台，只是後來不同學生組織發生內訌，才導致佔中運動失

敗，而幾個學生組織，自身亦四分五裂，失去領導地位。七十年
代保衞釣魚島，八九十年代提倡民主回歸，大學生都是抱着愛國
愛港的理想走上街頭，行動手段或有爭議，出發點都是對民族的
認同，為香港將來打拚，哪像現在的天子門生，口口聲聲 「支那
」，出言辱自己國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勾英結美，高舉
星條旗及米字旗，踐踏五星旗，掟落海用火燒，極盡羞辱之能事
，根本就是現代港版紅衞兵，同樣是被洗腦，進行災難性革命行
為。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他們常把魯迅先生
這句話放在嘴邊，卻未去了解其歷史背景，來自一九二六年 「三
一八慘案」，當年北京各界包括八十多間學院舉行大會，反對日
本等八國辱華侵佔行為，遭到鎮壓，造成四十七死、逾二百傷，
魯迅的學生劉和珍也不幸身亡，所以魯迅他才以沉痛的心情寫下
悼詞：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
，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源自國仇家恨的背景，今日中國崛起，同樣是面對列強圍攻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貿易戰，以香港局勢為籌碼，想侵吞中國
這頭肥牛，香港學生未能挺身而出為國家迎戰，反而向外敵投懷
送抱，令國家腹背受敵，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無面目面對列祖列
宗，難怪要全副裝備蒙面示人了。

時代進步，國家也走向開明的道路，並非所有學生運動都會
被當權者否定，國家領導人便高調讚揚五四運動是 「徹底反帝反
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呼籲中國年輕人擁抱 「五四精神」
，發揚熱愛祖國的情懷。當年民眾抗議西方列強無理作出 「山東
決議案」，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交給日本
，逼北洋政府簽和約，學生發起一連串愛國行動，要求 「內懲國
賊，外拒強權」，揭開 「五四運動」序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香港的大學生
枉讀聖賢書，黑白不分，不但未能明德，而且與民為敵，與惡為
伴。因為不務正業，上街多過上學，在最新世界大學排名，大部
分院校均下跌，人才是一個地方最大的資產，現在淪為負資產，
競爭力自然下跌，拖累整個社會，甚至為害祖國。既然把美國奉
若神明，應該聽過他們前總統約翰甘迺迪的金句 「不要問國家為
你做了甚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甚麼？」做美國人也是需要愛國
的，賣國賣港，去到哪裏都是抬不起頭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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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NASA在航空實驗室展示第壹款全電動試驗飛機在航空實驗室展示第壹款全電動試驗飛機

英媒稱英媒稱，，NASANASA推出第壹款全電動飛機推出第壹款全電動飛機，，該項目仍在進行中該項目仍在進行中。。據報據報
道道，，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在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沙漠中壹處不在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沙漠中壹處不
太知名的航空實驗室展示了其首款全電動試驗飛機太知名的航空實驗室展示了其首款全電動試驗飛機————X-X-5757““馬克斯馬克斯
韋爾韋爾””的早期版本的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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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圖爾特佩克市，當地壹處人工陷阱中發現猛獁象遺骸，根據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和
墨西哥歷史研究所考古救援方向學者 Luis Cordoba介紹，這是全世界有記錄的第壹批猛獁象
人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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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無害？健康戒煙？
揭開電子煙的“天使”面具

國家煙草專賣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近日對外發布通告要求，不得向未成

年人銷售電子煙，不得通過互聯網銷售電

子煙，不得通過互聯網發布電子煙廣告。

國外的電子煙市場也不太平，多家

零售企業下架電子煙。美國疾病控制中

心報告顯示，截至10月22日，已從全美

統計出超過1000例與電子煙相關的肺損

傷病例，其中有33例已確診死亡，“電

子煙肺病”引發的恐慌與質疑持續發酵

，各種監管審查的信號正在逼近。韓國

發現首例因使用液態電子煙而引發肺部

疾病的疑似病例，韓政府官員表示建議

人們停止使用液體電子煙，並加快研究

以決定是否全面禁售此類產品。印度更

是在本月前全面禁止銷售電子煙。

電子煙雖不產生明火，但是電子煙

自誕生以來，關於它的激烈爭論，就如

壹團活火，愈燃愈旺。2019年10月可謂

是電子煙的多事之秋，壹場全球範圍的

冷雨兜頭而下，讓這個新型煙草產品陷

入前所未有的質疑和爭議的泥沼。

真的是戒煙神器嗎？
被商家神化的電子煙
王濤是壹名程序員，平時工作壓力

大，有吸煙的習慣。兩年前，他接觸到

日本電子煙IQOS。“買電子煙主要是為

了好玩，想嘗試味道或弄清楚原理。”

王濤說。

像王濤所使用的的IQOS是電子煙的

壹種：加熱不燃燒煙草制品。這種電子

煙，利用電子裝置精確加熱而非點燃煙

草，釋放出煙草中所含的芳香物質和尼

古丁，形成煙氣，供吸煙者抽吸，但仍

然使用傳統的煙草。

而電子煙市場更為常見的是煙油電子

煙，即要由電池、加熱蒸發裝置和壹個裝

有煙液的煙管組成，通過加熱將含有尼古

丁、丙二醇、丙三醇和香精等成分的煙油

霧化為蒸汽，模擬吸煙時產生的煙霧，讓

用戶吸食。“煙油電子煙的大煙霧，是很

多人喜歡它的重要原因。”王濤說。

但無論怎樣，電子煙依然是煙草。

“從兩者的成分構成來看，都必然會對

人的身體造成損傷，與傳統煙草相比只

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國控煙協會副會

長姜垣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那為什麽電子煙會迅速流行起來？
國家煙草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副主任侯

宏衛指出，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電

子煙商家“無害、戒煙”等虛假宣傳可謂

找準了消費者的“痛點”。記者隨機打開

壹家電商平臺上的某品牌電子煙鏈接頁面

發現，除了誘人口味和多彩外觀，商家著

重宣傳的就是電子煙的“健康”：“與自

然的對話，就從清新的口吻開始”“減少

身體負擔，不打擾身邊人”等宣傳語，配

以電子煙民和不吸煙者親密接觸或輕松愉

快交談的場景圖片，極易給人造成電子煙

不產生二手煙的錯覺。

“電子煙煙液中含有較高濃度的尼古

丁，會導致成癮，丙二醇、丙三醇（甘油）

等長期大劑量暴露的情況下，存在壹定的

細胞毒性、炎癥效應和氧化應激反應。電

子煙釋放物中同樣存在甲醛、乙醛等致癌

物，煙草特有亞硝胺、重金屬等有害物

質，長期使用釋放物會對肺部造成不良影

響，同時不能排除對心血管系統的不良影

響和致癌作用。”侯宏衛說。

電子煙商家的另壹個“噱頭”——

傳統煙民理想的戒煙輔助手段這壹說法

，也沒有足夠的科學依據。新英格蘭醫

學雜誌2019年1月發表的論文，通過實

驗對比了尼古丁替代療法和電子煙對戒

煙的幫助效果。結果顯示，電子煙組有

18%的人戒掉了傳統煙草，而尼古丁替

代療法只幫助到了9.9%的人。但是在52

個星期的周期內，電子煙組有80%的人

仍在使用電子煙，而尼古丁替代療法組

只有9%的人繼續使用這壹方法，說明使

用電子煙作為戒煙輔助的人更傾向於長

期使用電子煙。中日友好醫院煙草病學

與戒煙中心主任肖丹表示：“雖然普遍

認為電子煙的危害比卷煙小，但電子煙

從出現至今只有不到20年時間，目前尚

缺乏長期使用電子煙對健康影響的相關

研究證據，未知風險尚不清楚。”

復吸率居高不下也在困擾希望通過

電子煙達到戒煙目的的煙民。小周在浙

江杭州工作，壹直以來都想戒煙。他正

是因為戒煙才接觸到電子煙。當時就是

相信通過吸電子煙可以戒煙才入的“坑”。

據小周介紹，剛開始吸的時候，確實不

再想吸傳統煙。但因為電子煙“不夠勁”

“不能幫助緩解心理壓力”等因素，還

是回到了傳統煙草的“懷抱”。

姜垣表示，目前國際上對電子煙能

否戒煙存在很大爭議，絕大多數國家並

不認可電子煙可以戒煙。基於此，今年

7月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19年全球

煙草流行報告》明確表示，沒有充足證

據表明電子煙有助於戒煙，不建議將電

子煙作為戒煙輔助手段。

電子煙為什麽能吸引年輕人？
青少年成為最大受害者
電子煙最嚴重的問題還不是虛假宣傳。

“全球範圍內電子煙面臨的嚴格監管

甚至全面禁令是傳統煙草商的聯合絞殺。”

網絡上這種說法頗有市場。但實際上這可

能只是某些電子煙制造商杜撰並刻意渲染

的悲情故事，抑或不明真相者的臆想。

加熱不燃燒類型的新型煙草，在中

國的主要研發和制造者正是傳統煙草制

造商。煙草專賣法規定，卷煙、雪茄、

煙絲、復烤煙葉統稱煙草制品。加熱不

燃燒新型煙草制品在使用過程中仍是對

經過特殊處理的“專用煙葉”進行加熱

產生煙霧，這也是其納入專賣監管的法

律依據，在這個範圍內並不存在所謂傳

統煙草商對電子煙的絞殺。

絞殺說法不僅沒有講述事情的全貌

，反而忽略了壹個重要問題：可能提高

潛在的煙民數量，甚至將“槍口”瞄準

了青少年。電子煙出現之初，人們期待

著它能幫助煙民擺脫尼古丁的困擾，達

到戒煙的目的。遺憾的是，這個願景不

僅從來沒有實現過，反而成為吸引青少

年沾染尼古丁的誘餌。2016年2月，美

國國家濫用藥物研究所的調查顯示：青

少年吸食電子煙之後，30.7%的人會在6

個月內開始吸食可燃煙草制品。在吸過

電子煙之後，青少年更有可能嘗試傳統

煙草。電子煙的流行把控煙成果破壞殆

盡。從發展軌跡來看，電子煙與其設計

初衷可謂背道而馳。電子煙發明者韓力

聲稱發明電子煙是為了幫助人們戒煙，

但電子煙作為傳統香煙的替代品，不僅

沒能幫助戒煙，反而讓青少年成為電子

煙的最大受害者。

肖丹指出：“尼古丁會對青少年的

大腦發育產生傷害，其影響壹直持續到

25歲左右；在青春期使用尼古丁也會降

低腦部註意力，容易造成情緒波動，影

響學習。”

壹組數據令人憂慮：中國電子煙消

費群體30歲以下的年輕人成為主流，近

60%是“90 後”，“95 後”占比超過

20%。電子煙為什麽能吸引年輕人？

好玩，是電子煙在年輕人中流行起

來的關鍵。“電子煙在某種程度上是壹

種可玩性很高的電子產品，對於“90後”

尤其是“95後”這壹代互聯網原住民而

言頗具吸引力。我的孩子小時候就喜歡

玩MP3之類的數碼產品，他們對電子產

品具有天然的好奇。加上電子煙自己包

裝成潮流時尚文化，更容易吸引年輕人

的目光。誘導青少年是電子煙最大的弊

病。”姜垣說。

電子煙儼然形成壹種獨特的亞文化。

目前許多電子煙體驗店都帶有十分年輕

時尚的元素：店員打扮偏街頭風——帶

有紋身、棒球帽或者穿著寬松的衣服

（視頻網站上那些秀電子煙的人打扮也

是這樣）。如果店內有電視，妳很有可

能會看到玩家吐煙圈的視頻，背景音樂

可能是嘻哈或者電音，也會出現壹些滑

板、改裝車或街舞的鏡頭。這些無疑對

青少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很多年輕人對新鮮事物有濃厚興

趣和好奇心理，電子煙產品設計突出個

性化，更加符合年輕人的消費心理，產

品外觀時尚輕巧，形態各異，還可以調

配多種口味迎合年輕消費者，在很大程

度上貌似壹種玩具而非香煙的替代品。

電子煙還有壹些新奇好玩的功能，通過

藍牙和智能手機相連接來實現多種功能

。壹些人把抽電子煙作為壹種時尚和

樂趣。”侯宏衛說。

電子煙市場有哪些亂象？
嚴格監管正當其時
記者發現品質參差不齊的各種品牌

加熱不燃燒煙草煙管，在電商平臺上可

以輕易找到，只不過需要消費者購買傳

統香煙搭配使用。

此前有媒體援引業內人士說法稱，

電子煙行業的進入門檻極低，如今電子

煙供應鏈日臻成熟，只需要壹個廠房，

刷壹點地板漆，買兩條生產線，請壹

些工人組裝，沒有檢測環節，更遑論

生產標準，幾萬元就可以開個廠，買

點原料回來壹裝，直接就可以找客戶賣

了。該業內人士表示，從品牌註冊到工

廠定版再到最終產品問世，整個流程不

到40天。

“中國市場在售的電子煙產品，原

材料選擇、添加劑使用、工藝設計和質

量控制上由於缺乏有效監管，企業隨意

性較強。科技含量不高導致入行的門檻

很低，很多廠商抱著‘只要能用就行’

的心態生產，導致產品質量參差不齊，

煙油泄漏、劣質電池起火甚至爆炸、

添加劑中含有的不安全成分，這些都

造成大量安全隱患，不僅讓消費者體

驗不佳，更面臨直接的生命安全威脅

。壹些可玩性高的電子煙需要消費者

自己動手，更是增加了安全風險。”

侯宏衛說。

實際上，壹些電子煙的生產商也在

呼籲加強行業監管，把電子煙引導到

壹條健康有序的發展軌道上來，避免

“劣幣驅逐良幣”。中國電子商會電

子煙行業委員會秘書長敖偉諾此前曾表

示，對於國家的監管，整個行業是非常

期待的。

電子煙到底該怎麽監管？
危害要如何限制？
姜垣表示，目前各國對電子煙的態

度差異較大。美國壹些州和城市正在加

強對電子煙的約束和管控，印度已經全

面禁售電子煙。英國則對電子煙比較寬

容，鼓勵電子煙取代香煙，但是監管措

施十分嚴格。我國應該盡快出臺國家標

準，制定行業規範，並加強執法檢查，

讓電子煙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場景都有

法可依、違法必究。

《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修

訂後，首次控煙執法的6名被罰煙民中

，包括1名電子煙煙民，這也是中國內

地首例電子煙吸煙者被罰。在公共場所

禁吸電子煙，這壹次，“深圳速度”再

次領跑中國。

加重稅收也可以有效減少對電子煙

的需求。歐盟正在考慮增加新型煙草稅

率，而美國已經先行壹步：10月25日，

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批準壹項尼古丁

電子煙征稅條款，規定每1810毫克尼古

丁電子煙液體將會征稅50.33美元。以美

國電子煙頭部企業Juul為例，其煙彈尼

古丁含量為5%，有液體0.7毫升，要交

稅1.15美元。

侯宏衛呼籲：“從全球整體趨勢來

看，對電子煙的監管日益嚴格。中國應

該盡快出臺電子煙產品從嚴管制措施，

制定產品標準，規範產品工藝和質量，

對產品包裝、規格、警示語等作出明確

規定，限制廣告和渠道，著重加強對未

成年人的保護，呵護國家、社會和每個家

庭的未來。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對網絡平

臺的電子煙銷售渠道也要加大監管力度，

避免網絡成為滋生違法銷售電子煙行為的

溫床。要引導電子煙行業有序發展，使其

融入‘健康中國2030’行動，更好地維護

人民群眾健康和消費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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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1 12 13 14 15 16 17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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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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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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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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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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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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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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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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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19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40~45集

幸福帳單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11~15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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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40~4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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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11~15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国舆论场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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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11月17日       Sunday, November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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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摩托艇從汕尾紅海灣捷勝鎮海面
出海約1公里，在遠處蔚藍的海天相接處，
便能看到龜齡島——一座酷似烏龜鳧水的
巨大島嶼。與汕尾其他一些島嶼相比，龜
齡島名氣不算大，尚在開發當中。不過，
清末民初之時，它就有“小香港”之稱。
龜齡島因靠近汕尾港，地理位置優越，又
有穩定的淡水供應，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
驛站，也是過往船隻躲避颱風或歇腳的福
地。解放戰爭後，因禁止與港澳台貿易，
龜齡島才逐漸荒廢，成了一座孤島。

奇特幽靜的“孤島”
龜齡島造型奇特，島上兩座山峰分

踞東西兩側，東側主峰海拔53.6米，山
體形若龜背，向東南蜿蜓入海；西端為
次高峰，海拔22.8米，狀若龜頭。次峰
為花崗岩，風化後形成了“南天門”

“羊回頭”“臥佛”“蘑菇石”等形象
逼真的風化地貌。

現如今，龜齡島尚處在開發中，因
為人少而顯得特別清靜，適合那些心裡
住着“魯濱遜”的人前來遊玩。島上的
風光也很原始，一望無際的海水碧波蕩
漾，島上勞作的漁民低頭忙碌，還有成
群結對的山羊，堪比人間天堂。

篝火、露營、藍天、星空、日出、
踏浪……龜齡島非常適合城裡人前來露
營，無論是聽濤望海還是山林撒歡，都
怡然自得。另外，由於四面環海，龜齡
島是欣賞日出和日落的好地方。每天清
晨和傍晚，也是龜齡島最美的時候，海
潮有節奏地拍打礁岩，濤聲如歌；柔和
的光線照在海面上和石頭上，彷彿給大
海披上了一件薄薄的金色外衣，瀰漫着
一種溫暖的味道。

在廣州市花都區芙濱路芙蓉嶂自然景區內，有一個
剛開業半年的房車主題營地——北跡露營1號。這裡面
朝桃花湖，還有無邊的大草坪，是近來大熱的一個露營
基地。

營地所在緯度接近北回歸線，年平均氣溫為
21.8℃，氣候宜人。它依山傍水，景色秀麗，山頂負氧
離子濃度達到6,000個/立方米，空氣清新無污染，是城
市近郊一個親近自然的好地方。依託北回歸線的自然生
態優勢，北跡露營1號挖掘北回歸線特色生態和人文歷
史資源，集農業種植、農耕體驗、親子娛樂、休閒旅
遊、度假莊園於一體，引導共享“健康、生態、時尚、
公益”新生活。

生態休閒的營地
營地以建設國際化戶外露營基地為目標，分為房車

營地，木屋帳篷區和自搭帳篷區，各區域多以24節氣
命名。值得一說的是，這個營地不僅適合野營的初級體
驗者，也適合有小孩的家庭。其中，獵戶大床帳篷設在
叢林中，不僅有超大空間及獨立戶外景觀陽台，還配有
獨立衛浴、豪華大床、地暖系統、空調系統、無線WiFi
等設施，最適合大家庭出遊或是好友團一起分享體驗。
豪華庭院帳篷則在山腰之上，獨戶一院，風景幽美，還
帶有獨立室外露天浴缸，無論是夜觀星空，還是來一次
開放式的“天體浴”，都可以帶來一場特別的露營體
驗。如果要與大自然更親密接觸，自搭帳篷就適合不過
了，100元-200元人民幣／晚的價格也很實惠。

來到北跡露營1號野營，在小花園開趴絕對一流。
遊客既可以自帶燒烤食材，也可以讓前台配送，營地裡
有齊全的食物供選擇。除了燒烤，一家大小一起去大草
坪玩滑板車和放風箏，也不容錯過。如果不想動太多，
那就直接躺在草坪上，任由慵懶的陽光曬在身上，一下
午的悠閒時光就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露營之後，第二天還可以到芙蓉嶂一遊。芙蓉嶂又
名芙蓉山，海拔360米，方圓數十里，重巒疊嶂。芙蓉
山的石頭表面均為煙墨色，呈芙蓉花形狀，故此得名。
此外，景區擁有落差達70米的西山瀑布，海拔350米的
芙蓉峰和通天河引水隧道等自然景點。

花都芙蓉嶂：
風景秀麗露營佳地

與親近自然相比，到人文氣息
濃厚的地方露營則是另一番滋味。喜
歡感受另一種生活氛圍的港人，可以
選擇到廣州從化的良口鎮，這裡的溪
頭村和阿婆六村，近年來深受徒步和
露營愛好者的歡迎。

大概在現代都市待的時間長
了，對文字描寫的那種簡單而淳樸的
鄉村生活都會格外嚮往。對成年人來
說，在寧靜的鄉村，住民居、吃農家
菜，是一種懷舊；對年輕人和孩子們
來說，鄉村則是一片他們很少觸及的
天地，這裡的一切都顯得新奇有趣。
溪頭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山清水秀的鄉村
溪頭村是廣東十大旅遊特色鄉村

之一。在這裡，春天可看李花香雪
海，夏天可避暑納涼，深秋能賞楓吃
柿子，冬天可賞梅吃砂糖橘，是一個
一年四季都適合遊玩的好地方！溪頭
村四面環山，不僅擁有原生態的古樸
村落，還有茂密清涼的竹海，壯觀的
瀑布和潺潺的溪流，還有一個充滿靈
氣的小水庫，風景優美，民風淳樸。

聆溪露營燒烤基地就坐落在風景
如畫的溪頭村溪邊，佔地2.3畝，被果
林環繞。在這裡，白天可以到溪頭戲
水，去山裡徒步；晚上可以露營燒

烤，開篝火晚會，觀星賞月，還能看
到城市裡難得一見的螢火蟲。

阿婆六村是近幾年剛被發現的
野營勝地，名氣不如溪頭村，客流也
稍少一些。置身阿婆六村，目光所及
是無垠的青山綠水，遠處低矮的房屋
炊煙裊裊，池塘裡的野鴨散漫地游
着，院子裡的老狗懶懶地曬着太陽，
田地裡幾個村民在栽種茶樹，呈現出
的是一幅生活氣息濃厚的畫面，給人
以詩情畫意的感覺。

阿婆六村海拔650多米，是廣州
海拔最高的自然村，因為空氣好，光
污染少，在這裡野營，可以看到全廣
州最燦爛的星空。哪怕是在村頭打穀
場，或是在農家樓頂露台搭一頂帳
篷，都能看到漫天繁星籠罩下來，如
入夢幻之境，無怪乎那麼多攝影愛好
者專門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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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
廣深沿江高速，經廣州繞城
高速、大廣高速、樂廣高
速、珠三角環線高速到
X264，隨後進入芙濱路即
可，全程約2小時

花都北跡
露營1號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
南光高速，經龍大高速、莞
佛高速、甬莞高速、莞深高
速、大廣高速到新嶺街，隨
後沿着S354、新城西路、
新城南路、新城北路、新街
前進，全程約2小時10分鐘

從化
良口鎮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
廣深沿江高速，經廣州繞城
高速、大廣高速、樂廣高速
到X317，隨後沿着X317
行駛約28公里後抵達，全
程約4小時

韶關羅坑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
水官高速、瀋海高速，離開
高速後沿着汕尾大道、
X141、 S241、 X124 前
進，全程約2小時30分鐘

汕尾龜齡島

從化良口鎮：
感受淳樸 回歸鄉村 汕尾龜齡島：遠離喧囂 心靈寄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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愜意時節已來臨

愜意時節已來臨

郊野露營享自然

郊野露營享自然

■■位於廣州市花都區芙濱路芙蓉位於廣州市花都區芙濱路芙蓉
嶂自然景區內的北跡露營嶂自然景區內的北跡露營11號號。。

■溪頭村是廣東十大旅遊特色鄉村之
一，這裡風景優美，民風淳樸。

■■龜齡島風光秀麗龜齡島風光秀麗，，非常適合城裡人前來露營非常適合城裡人前來露營。。

■廣州市花都區芙蓉嶂的山泉水很受遊客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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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11月17日       Sunday, November 17, 2019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走過了無數艱辛，換得了美麗回憶。這些美好，將永恆傳 
承下去。讓Dignity Memorial®幫你將此份美好延續下去。 

我們是業界規模最大且最值得信賴的殯葬與墓園服務公司。 
讓Dignity Memorial陪你將美好傳統傳承一代又一代。

傳承永續恆久懷念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HOUSTON  

DignityHoustonChinese.com
281-497-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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