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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不僅僅通往哈佛的道路11月23號
這場由HCA邀請主辦的講座，名字非常高大上
，叫“Road to Harvard“(通往哈佛之路)。如果
不是HCA的義工，我應該會敬而遠之，原因是
家裡沒這麼牛的娃。但聽了幾位嘉賓一席話，
意外地受益良多。關於子女的興趣培養，親和
力，社交習慣，公益心的樹立，近遠期教育目
標的規劃，及家人樹立榜樣的重要性等等，非
常值得做個小結，趁印像還鮮活，跟大家分享
如下。

先介紹下講座嘉賓：
Victoria Li, retired Texas State and City of

Austin Executive, the National President of APAPA
Jocelyn Tau, partner at Akin Gump, co-chair

and coordinator of the Houston and Surrounding
Area Harvard Interview Committee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y Tau, a GI Doctor who also serves on
the Harvard interview committee這三位實為一家
人，多重身份：一代移民的媽媽，積極參與公
共事務身肩德州和奧斯丁市政府行政主管職位
；女兒是哈佛2.43%普通生錄取率中的幸運兒，
現在的大休斯頓地區哈佛面試委員會主委之一
，律師；女婿畢業於 Clement High（是不是感
覺更親近了些），體育特長是美式足球，哈佛
畢業後的職業是醫生，同樣曾參與哈佛面試委

員會工作。
這樣家庭化的多重角色，拉近了與聽眾們

的距離，於是，“講座”在有問必答中變成了
“座談”，懇切，實在，風趣。

切入正題，2個小時的座談，都講了些什麼
？

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四個詞，passion，com-
passion，leadership，role model.

為什麼強調 passion？因為哈佛需要的不是
死讀書的nerds，而是“能讓世界因你不同”的
改變型人才，這樣的人，怎麼能缺少發自內心
的passion。 Jocylin和Andy提到，哈佛的面試往
往是一處咖啡店，45分鐘左右的時間裡，“作
為面試官我們幾乎不會問到任何 academic 方面
的問題”。這是對面學生的展示時段，需要自
然真誠地表現出自己的與眾不同。

“我們甚至完全不介意由學生主導話題”
。

“我們希望聽到能打動人的故事（story）
，但請注意一定不要有編排（rehearsing）的痕
跡，實際上我們手上的 interview card 有針對此
項的專門扣分欄。”

“We will be excited to talk with someone
who seems like a bossman in the future.”

一個有passion的人，是自帶“風向”的能
量源。但找到/養成/發揮自己的 passion，卻真

的很難。除了打遊戲玩手機這類
“野好”，父母應該找到一切機會
引導/支持/促成小孩子的興趣，讓
其發展茁壯，信心，機會和幸福感
都在這裡面。
compassion則是付出自己的時間影
響/幫助別人，比如各種 volunteer
活動。嘉賓們專門講到了“主動性
”，如果你volunteer的僅僅是學校
或父母安排的活動，小孩只是按時
“ 出 席 ” ， 就 沒 多 少 意 義 了 。
You must mean to do it and enjoy to
help so as to make things around you
a little different!
再說 leadership。最普通的做法，
不外乎積極參予學校某方面活動，

而你確實夠優秀能脫穎而出，或者說服別人選
你成為leader。這方面，Andy講得很幽默，“在
像clement high這種尖子生成堆的地方，誰能領
導誰，哪有那麼多事讓你領導。” 他建議，要
善於自己發掘一些事情和機會，convince你的朋
友們加入，於是你水到渠成成為領導者，甚至
自 己 start a
business。

這些方
面，嘉賓給
我們做了很
好 的 範 例
， Andy 的
passion 是美
式足球，不
是為上名校
“設計”出
的愛好，而
是求著父親
打，以考全
A 為“苛刻
”條件才能
爭 取 到 的
“ 權 利 ”
（美式足球

一般不是亞裔小孩的菜，父母當然擔心耽誤功
課），而他卻能在兼顧愛好的同時，發動自己
身邊學習優異的同學們來為成績落後的足球隊
隊友補習功課，體現領導力。

Jocelyn則是從小跳民族舞蹈，由自己的興
趣發展到教別人跳，到組織舞蹈隊去 nursing
home義務表演。用她老公的話：“16歲的女孩
子，自己打電話一次次主動聯繫（沒有現成的
地方等著你去表演，一遍遍打過去不一定碰到
能幫你的人），組織活動，真的挺不容易。”

Role Model 又是怎麼回事？這裡講的是為
人父母的我們自己。每樣你希望小孩子有的素
質，passion，compassion，leadership，愛讀書，
勤動手，跟其他族裔交朋友，我們自己做到了
多 少 ？ “Love something by yourselves, bloom
some seed in the heart of your kid about what is
passion and compassion, but don't fake it if you
don't really love, it doesn't look good. “ 從自己反
思，給小孩樹立正面榜樣。說起來很簡單，做
起來很頭大！ （此時腦中出現兩個著名的表情
包：“藍瘦香菇”；“說的就是你”！）

休斯敦華裔聯盟哈佛之路講座
" 不僅僅通往哈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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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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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山雷咖啡種植園 生產世界最佳咖啡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12月15日，我們驅車前往夏威
夷大島西海岸科納(Kona)的山雷咖啡種植園（Mountain Thunder
Caffee Plantation )，品嚐世界最佳優質咖啡。

進園看到一個標示：“歡迎來到山雷咖啡種植園，邀請各個
年齡段的遊客體驗我們屢獲殊榮的科納咖啡（Kona Coffee)的種
植和加工方式。我們的免費咖啡體驗之旅面向所有年齡段，每週
7天開放，無需預訂。我們的有機農場位於海拔3200英尺的凱魯
瓦-柯納（Kailua Kona)鎮山上面不到20分鐘的地方，坐落在瓦拉
萊（Hualalai)火山鬱鬱蔥蔥的火山斜坡上，氣候溫和，土壤肥沃
，日照和陽光完美，平衡降雨使我們能夠種植出真正世界傑出的
咖啡。在經過手工挑選，加工和烘焙之前，咖啡豆種植會慢慢成
熟至完美。”

毋庸置疑的是，山雷咖啡豆是世界咖啡豆中的精品品種，這
從咖啡廳擺放的科納山雷咖啡豆的零售價格可以看出，每袋16

盎司的咖啡豆售價在50～ 59美元。
講解員講到當您來到夏威夷大島的科納咖啡帶（Kona Cof-

fee Belt）的地區，您會聞到空氣中四面飄來咖啡豆的淡淡芳香。
他說到科納咖啡豆的品質，一直保持著全球品質最高、顆粒最完
美的咖啡豆。您會發現科納咖啡豆之所以成為世界咖啡市場上的
精品咖啡，不僅是因為與這裡的肥沃土壤和天然氣候，其實也離
不開夏威夷農民一絲不苟的精細化管理。因為，科納地區幾十家
大小不等的咖啡豆農場，都相當的干淨、整潔！再看看附近咖啡
豆直銷商舖、博物館以及各種時尚咖啡屋，您不難感受咖啡豆不
僅是農民們維持生計的手段，已然根深蒂固的融入到當地人的生
活中。

接著他帶領我們參觀了咖啡豆的收集、水洗式處理方法、去
皮、乾燥、咖啡豆大小的篩選、發酵、烘乾、分裝等過程。

科納咖啡介紹

科納咖啡產於夏威夷科納地區，是只能栽種在火山斜坡上的
稀罕品種。味道香濃、甘醇，且帶有一種葡萄酒香、水果香和香
料香的混合香味，風味極特殊。上選的科納咖啡有適度的酸味和
溫順豐潤的口感，以及一股獨特的香醇風味。由於產量日趨減少
，價格直追藍山咖啡，夏威夷科納海岸的狹長地帶生產世界上最
好的咖啡，而且產量也名列前茅，科納不到2600英畝的咖啡地
上每年出產200萬磅咖啡豆。科納咖啡香氣撲鼻，口感獨特，並
且具有突出的地區特色，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喜歡科納咖啡
的人可以在科納咖啡一條街上親自調製科納咖啡。現在市面上大
多數自稱為“科納”的咖啡只含有不到5%的真正夏威夷科納咖
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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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做房地產投資是常見的，大
部分人是買住宅來投資，可是很多過
來人的經驗都是說好麻煩！因為他們
自已來管理自已的房子，面對他們從
來沒有碰到過的問題，難免會有好麻
煩的感覺。為什麼會有這些麻煩呢？
因為一般的人從國內來根本沒有碰到
過這麼多的情況，而且美國房子的結
構和我們母國的房子結構又完全不一
樣，那對我們來講，這些結構和維修
的問題，對我們本來就是新的，加上
還要對房客負責，所以你常常會碰到
應該要怎樣做的情況。還有一點就是
碰到不交錢的房客的時候，你不是專
業的人，有很多時候真的是有苦說不
出。有很多人在買房子的時候，租客
的篩選是一個問題，單看他是不是
credit (信用 )好是不夠的，所以為什麼
要有房地產管理公司。因為它就是幫
你省麻煩，就好像你也可以自已去
IRS報稅，可是為什麼做生意的人要

找會計師報稅，因為會計師24小時都
吃這一行飯，他當然知道哪一些東西
是正確的做法，同樣的房地產管理也
是這樣一個專業的工作。

房地產管理包括什麼內容？
基本上房地產管理包括收租和維

修兩個部分，如果客人不交房租的時
候應該怎麼辦，我們從亞洲來的人都
比較保守，認為交房租這種事情就是
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如果碰到不交
租的時候應該怎麼做，我們經常碰到
的情況是房客跟業主講家裡出了事暫
時付不出租金，我們這些好心人都會
說租金可以緩緩。最近我們就有個案
子是業主答應再緩緩，本來是11月該
付的租金，到現在12月中了都還沒有
交到租，業主現在才找到我們這個房
地產管理公司幫忙，可是我們幫不了
他，因為我們沒有前面的記錄，就像
買保險是一樣的，在保險生效前出現
的損失保險公司是不保的。同樣的，

在房地產管理這塊，如果你委託了管
理公司管理你的房子，如果出現問題
你可以向管理公司問責，如果是自已
去管理你的房子，那出現問題不會處
理就只能自已負責了。

維修的部分，不能說房客一通電
話你就能馬上到，那這樣的話你就變
成門房了。由於一般業主也不太了解
到底什麼情況該是業主負責維修，什
麼情況該是房客負責維修，結果往往
是多花了精力，自已糊裏糊塗也把別
人的罪過擔了。像我們在做房地產維
修的時候也碰到過房客說馬桶不通，
搞了半天發現是房客丟了不該丟的東
西，那這個維修的錢到底應該算誰的
。大部分自已管理房子的業主就自認
倒黴了，但如果你是找有房地產管理
執照的人去做這件事，哪些是業主的
責任，哪些是房客的責任，管理人就
會為你分清楚，從而避免了損失。

找一般的房地產經紀人管理你的

房子可以嗎？
專業的管理人知道什麼時候該採

取什麼行動，還有些人買了房子認為
經紀人就可以做管理，其實管理是專
門的學問，而不是一般的經紀人可以
勝任的，並且由經紀人來管理於法規
上也是不符的。所以你要找對人幫你
做管理，而不是貪圖費用的簡便，就
像如果出了什麼情況你才會嫌你買的
保險不夠多是一樣的。

聯禾物業管理 United Property
Management (UPM) 是針對聯禾地產
RE/MAX United 的客戶需要而設置的
專屬管理服務公司

聯禾地產是全球第一房地產公司
RE/MAX位於美國休士頓中國城的旗
艦店, 主要以針對亞裔族群的地產需求
且與提供與主流接軌的服務。房地產
投資為亞裔族群理財投資的重要選項,
但買房容易, 租房費心, 物業管理更是
不可輕忽的長期工作, 方能保守投資地

產價值。聯禾物業管理UPM原來只是
為聯禾地產的客戶提供專業管理，經
多年的實踐，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經驗
和能力，對外為廣大客戶提供長期和
專業的房產管理服務。

• UPM 的服務宗旨是在於幫助給
予聯禾地產買賣機會的業主提供後續
配套服務, 因此在求精且優質的架構下
, 已成功幫超過一百五十餘套房產、數
萬平方尺的業主提供專業的管理服務,
目前的記錄是零驅逐! 且50%的租客都
居住超過一年以上! 這使得我們的業主
能有機會最大化他們的投資! 也因此我
們的客戶在不斷的加碼投資中!

• UPM 雙語優勢的專業管理與維
修團隊已經建立有效率且成功的運作
模式,我們已經儲備足夠的能量, 將我
們的優質服務推展至更需要的亞裔族
群的業主, 尤其是海外投資者能夠省心
省力投資休士頓的房地產!

聯禾物業管理 United Property
Management (UPM)是專案註冊的公
司，不僅管理商業房產還管理住宅房
產，專業的從業訓練幫助客戶慎選房
客，省心收租。客戶付出的管理費，
不僅是已付出的費用，而是管理公司
幫你一起承擔的責任和風險！歡迎聯
繫諮詢！
敬請關註我們的微網站 ，並添加聯禾
地產的微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中國城辦公
室：
電話：713-630-8000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
辦公室：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買房容易收租難買房容易收租難，，
所以為什麼需要專業管理所以為什麼需要專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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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知道嗎? 休斯
頓政府為了鼓勵住者有其屋，讓首次自
住房購房者(First Time Homebuyer)可以
負擔得起，對屋主有不少的頭期款補助
金，如果懂得去申請，並且符合條件，
您可能可以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目前
最高可獲$30,000的補助，對於首次購屋
者來說，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在華裔社區，已經陸續有人成功申
請到補助款，買到房子，本報採訪到剛
剛獲得補助款的徐先生，由他親口證實
， 「政府補助買房頭期款」已經到位，
他開心的表示，終於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了！而且，頭期款由補助款支付後，他
只要每月付貸款，比繳房租還省了幾百
元。

頭期款補助資金總額增加
本報同時採訪休斯頓市政府 「住房

和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行政經理Brandi N. Sullivan，
關於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
er Assistance Program)」，Brandi 表示，
休斯頓市政府以前只有400萬的頭期款

補助資金，好消息是，現在已經增加到
2千多萬的資金，將有更多民眾可以受
惠。這筆資金是來自聯邦，撥給德州政
府後，再由德州政府撥給休斯頓市政府
，放在Washington Hud，有需要申請買
房頭期款補助的民眾，最好盡快行動。

哪些人可能是受惠者?
Brandi表示，這個計畫協助的對象

，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或是在過去三

年內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斯頓家
庭，其他細節可以個別詢問。

這個補助計畫，對於許多長期租屋
的民眾而言，可說是莫大的幫助，一旦
有了政府補助的頭期款項，再把原來付
的租金拿來繳貸款，未來房子就是自己
的了。市政府幫助民眾購買自己的房子
，究其原因，一方面能安定民生，同時
，未來屋主每年要繳房屋稅，也會對政
府經濟有幫助，算是一舉兩得。

申請條件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然

而，民眾不要以為中低收入是賺很少的
年收入，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本市
平均收入的80%，您就可能符合條件。
舉例來說，單身人士的收入為$42,750，
二口之家的收入在$48,850以下，或四口
之家的收入在$61,050以下就可以申請。
收入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請看附
圖)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HAP)，最高可
補助$30,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一)、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二)、家
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三)、能夠
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願意參加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五)、有工作
、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
者；(六)、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
七)、為休斯頓市居民。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通
過市政府的房屋檢查(Home Inspection)
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主，在這個房
子至少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

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Mr. Kim表示，他
在數年前因為幫
朋友買房子，而
接觸 「自住房購
房 補 助 計 畫
(Homebuyer As-
sistance Program)
」，當時申請的
手續相當繁雜，
但是，只要熟悉
規定，仍然可以
逐項克服困難，
當他的朋友買到

房子、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箇中
的欣喜難以形容。

首先，買主必須是自己居住，而不
是投資屋，在此屋要住滿五年才可以轉
手。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小時購房者教
育課程，要能獲得貸款。其次，有意願
要申請此項補助金的人，一定要誠實交
稅，不少人為了省稅金，沒有如實報稅
，等到申請貸款時就出現難題。Mr.
Kim表示，市政府有錢補助，但是民眾
要懂得去申請，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
申請過程中有許多文件工作，對於熟悉

作業的人並不是問題，他也鼓勵想要有
自己住屋的民眾趕緊申請補助金。

中華文化中心對於市政府補助頭期
款的項目，在每月固定時間有說明會，
民眾亦可多加了解。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可上市政府官網查詢
: http://www.houstontx.gov/housing/hap.
html。

詢問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可洽
電話中文 : (713) 725-1703王維，英文 :
(832)549-0282 Mr. Kim。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住房和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Community Develop)在活動中在活動中，，為民為民
眾講解政府補助眾講解政府補助

鼓勵住者有其屋鼓勵住者有其屋 政府補助買房頭期款政府補助買房頭期款
教您如何申請補助教您如何申請補助 有人如願以償有人如願以償

政府的本意是希望住者有其屋政府的本意是希望住者有其屋，，讓中讓中
低收入的人買房壓力不要那麼大低收入的人買房壓力不要那麼大，，有有
了頭期款之後了頭期款之後，，接下來繳貸款就像繳接下來繳貸款就像繳

房租一樣房租一樣，，讓買房成為可能讓買房成為可能

在簽名過戶當天在簽名過戶當天，，休斯頓市政府的補助金就匯到產權公司休斯頓市政府的補助金就匯到產權公司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住房和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在在
活動中活動中，，為民眾講解政府補助為民眾講解政府補助

休斯頓市政府的頭期款補助資金來自聯邦休斯頓市政府的頭期款補助資金來自聯邦，，聯邦撥給聯邦撥給
德州政府後德州政府後，，再由德州政府撥給休斯頓市政府再由德州政府撥給休斯頓市政府

20192019年收入限制年收入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根據家庭人口而定

14日清晨，北京上空出現朝霞。冬日裏的朝霞在天空的襯托下顯得格外溫暖，仿佛美化了整個城市，給人們在寒冷的冬季帶來壹絲絢

麗。朝霞紅光彌漫，如同鳳凰展翅壹樣橫跨天際，美不勝收。

當地時間12月16日，法國大罷工已進入第12天，巴黎大區的道路擁堵長達600多公裏。據報道，截至當地時間16日8時46分，法國巴

黎大區法蘭西島的道路擁堵長達630公裏。造成嚴重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是罷工和降雨。

12月16日電綜合報道，法國許多古城堡因修繕費高昂，且地處偏遠，

導致城堡被廢棄，瀕危古跡數量近年不斷增加。2年前，壹座最早可追

溯到13世紀的法國古堡，因壹個遺產保護組織的眾籌活動，籌集160萬

歐元資金，重煥新生。圖為Mothe-Chandeniers城堡，坐落於萊斯特魯瓦

穆蒂耶爾市。

黑龍江牡丹江邊境管理支隊12月13日通報，這個支隊綏芬河邊境管理

大隊與綏芬河市公安局、綏芬河海關緝私局聯動，破獲壹起重大走私

珍貴動物制品案，抓獲犯罪嫌疑人2名，查獲涉嫌走私野生棕熊熊掌

214只、羚羊角4根、鹿茸5塊、熊膽10個、動物牙齒19個、疑似虎骨

26塊、海參213公斤，案值近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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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美南銀行美南銀行20192019年歲末聖誕歡慶活動在年歲末聖誕歡慶活動在1414
日日((周六周六))晚於晚於Omni HotelOmni Hotel酒店酒店Post OakBallroomPost OakBallroom舉辦舉辦
。。當晚賓客雲集當晚賓客雲集，，銀行各地分行員工集聚一堂銀行各地分行員工集聚一堂。。其中老其中老
布希孫子布希孫子Pierces BushPierces Bush及全美中國小姐及全美中國小姐KatherineWuKatherineWu
特別到場祝賀特別到場祝賀。。餐會在新任董事長李城穗與總裁餐會在新任董事長李城穗與總裁MoMo--
hammed Younushammed Younus致詞中展開致詞中展開，，此外特別分別頒發此外特別分別頒發1010年年
資深員工貢獻獎資深員工貢獻獎Becky NguyenBecky Nguyen、、二位二位1515年資深員工貢年資深員工貢
獻獎員工為獻獎員工為Patricia ChouPatricia Chou和和 Julia WuJulia Wu後後，，即展開當晚即展開當晚
的慶祝活動的慶祝活動。。

總裁總裁Mohammed YounusMohammed Younus在致詞中報告了美南銀在致詞中報告了美南銀
行今年行今年20192019年來在各區域業務年來在各區域業務、、目前存目前存、、貸款業務和貸款業務和
業績表現業績表現。。MohammedMohammed表示表示，，今年是銀行創行以來業今年是銀行創行以來業
績績 「「突破成長最快的一年突破成長最快的一年」」 ，，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表現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表現
優異比起優異比起20182018年增長一倍年增長一倍。。針對明年針對明年20202020年目標年目標，，由由
於未來經濟市場變化的不穩定於未來經濟市場變化的不穩定，，銀行將放緩腳步銀行將放緩腳步，，但依但依
然會朝計定目標繼續成長然會朝計定目標繼續成長，，並將事業版圖擴展在加州洛並將事業版圖擴展在加州洛
杉磯區域杉磯區域。。20162016年在南加州安納罕年在南加州安納罕(Anaheim)(Anaheim)成立貸款成立貸款
辦公室辦公室，，今年改立為分行今年改立為分行、。、。20202020年年33月份也將在工月份也將在工
業市業市 (City of Industry)(City of Industry) 成立貸款辦公室成立貸款辦公室。。

新任董事長李城穗代表董事會肯定和讚揚銀行全新任董事長李城穗代表董事會肯定和讚揚銀行全
體同仁的努力與貢獻體同仁的努力與貢獻。。特別是特別是20192019年年，，由於銀行新系由於銀行新系
統全面升級統全面升級，，員工們除了工作責任外還需要學習新的系員工們除了工作責任外還需要學習新的系
統統。。在這種情形下業績仍然成長在這種情形下業績仍然成長，，明年明年11月銀行資產將月銀行資產將
上看上看66億億，，這都是同仁們齊心努力的成果這都是同仁們齊心努力的成果。。她期望在未她期望在未
來幾年產能夠累積至來幾年產能夠累積至1010億元億元。。此外此外，，她希望員工也都她希望員工也都
能能 「「快樂快樂」」 工作工作。。

美南銀行今年的聖誕餐會節目與以往最大不同之處美南銀行今年的聖誕餐會節目與以往最大不同之處
，，是到處充滿了〞驚喜〞是到處充滿了〞驚喜〞，，除了有桌邊魔術表演除了有桌邊魔術表演、、聖誕聖誕
老人在活動開場初啟送來銀行為當晚特別準備的老人在活動開場初啟送來銀行為當晚特別準備的1616份份
，，即將在即將在20202020年推出精美年推出精美““鼠年鼠年””贈品做為禮物給在贈品做為禮物給在
場幸運貴賓們抽獎外場幸運貴賓們抽獎外。。活動高潮是銀行全體董事會成員活動高潮是銀行全體董事會成員
特別在台上邀請當晚到場每位同仁們上台並一一握手感特別在台上邀請當晚到場每位同仁們上台並一一握手感
謝大家努力和貢獻謝大家努力和貢獻，，且頒發百元紅包且頒發百元紅包。。與此同時另外準與此同時另外準
備了備了55份現金大紅包給五位幸運抽到名字的員工到台上份現金大紅包給五位幸運抽到名字的員工到台上
來來，，自行分別從自行分別從55份大紅包中選擇抽取現金驚喜獎份大紅包中選擇抽取現金驚喜獎。。其其
中現金紅包千元大獎由中現金紅包千元大獎由FundingFunding
officer Nancy Liuofficer Nancy Liu獲得獲得。。 (Member FDIC)(Member FDIC)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20192019年歲末聖誕歡慶活動年歲末聖誕歡慶活動
在在1414日日((周六周六))晚於晚於Omni HotelOmni Hotel酒店酒店Post Oak BallroomPost Oak Ballroom舉辦舉辦

州長紐森宣布為多元化社區推出季度專欄 「紐森報導」
((本報訊本報訊))州長紐森今日宣布一項與州長紐森今日宣布一項與

California Black MediaCalifornia Black Media、、Ethnic MediaEthnic Media
ServicesServices、、 ImpreMediaImpreMedia、、 UnivisionUnivision 和和
多元性別族群多元性別族群（（LGBTQLGBTQ））媒體媒體 BayBay
Area ReporterArea Reporter和和Los Angeles BladeLos Angeles Blade的的
歷史性合作歷史性合作，，於每一季度針對加州當於每一季度針對加州當
時的公共政策問題提出一篇原創的專時的公共政策問題提出一篇原創的專
欄文章欄文章。。這個每季一次的這個每季一次的 「「紐森報導紐森報導
」」 （（On the Record with Gavin NewOn the Record with Gavin New--
somsom））專欄將會被翻譯成至少六種不同專欄將會被翻譯成至少六種不同
的語言版本的語言版本，，將從將從1212月開始推出月開始推出，，每每
一篇專欄文章都會被上傳到州長網站一篇專欄文章都會被上傳到州長網站
供民眾閱讀供民眾閱讀，，同時會刊登在至少同時會刊登在至少5050個個
參與的網路或平面媒體上參與的網路或平面媒體上，，歡迎所有歡迎所有
媒體從州長網站上下載專欄媒體從州長網站上下載專欄，，刊登在刊登在
他們的平台上他們的平台上。。

州長紐森說州長紐森說：： 「「加州很榮幸成為加州很榮幸成為
全世界最多元化的民主國家中最多元全世界最多元化的民主國家中最多元
化的一州化的一州，，所有加州人都有權利知道所有加州人都有權利知道

，，他們的政府是為他們在工作他們的政府是為他們在工作，，特別特別
是長期認為沒有人真正為他們在沙加是長期認為沒有人真正為他們在沙加
緬度發聲的鄉村和內陸社區緬度發聲的鄉村和內陸社區。。我們期我們期
待與我們的媒體夥伴合作待與我們的媒體夥伴合作，，並誠摯邀並誠摯邀
請其他有興趣參與的媒體共襄盛舉請其他有興趣參與的媒體共襄盛舉，，
將將 『『全民加州全民加州』』 （（California for AllCalifornia for All））
的訊息帶給全加州所有的社區的訊息帶給全加州所有的社區。。」」

這項宣布是建立在州長紐森致力這項宣布是建立在州長紐森致力
與社區與社區、、少數族裔媒體與多元媒體合少數族裔媒體與多元媒體合
作的承諾上作的承諾上。。在州長上任的頭一年裡在州長上任的頭一年裡
，，他與其資深幕僚參加過多次媒體的他與其資深幕僚參加過多次媒體的
電話簡報和會議電話簡報和會議，，議題包括死刑議題包括死刑、、公公
共負擔共負擔（（publicchargepubliccharge））和和 20202020 年人年人
口普查等口普查等。。

帶領非牟利媒體顧問機構帶領非牟利媒體顧問機構EthnicEthnic
Media ServicesMedia Services 的 克 羅 斯的 克 羅 斯 （（SandySandy
CloseClose））說說：： 「「專欄的想法是由非裔專欄的想法是由非裔、、
西語裔西語裔、、亞裔和原住民媒體經過兩年亞裔和原住民媒體經過兩年
的努力的努力，，教育加州立法議員和決策者教育加州立法議員和決策者

關於這個領域扮演的角色關於這個領域扮演的角色，，並建立起並建立起
一個多元族裔媒體倡導聲音而誕生的一個多元族裔媒體倡導聲音而誕生的
。。」」

California Black MediaCalifornia Black Media 主任威爾主任威爾
森森（（Regina Brown WilsonRegina Brown Wilson））說說：： 「「該該
專欄是在最關鍵的時刻應運而生專欄是在最關鍵的時刻應運而生，，在在
這個由高科技平台主導的資訊時代這個由高科技平台主導的資訊時代，，
州長紐森釋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州長紐森釋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那
就是政府需要將擁有高接觸面的傳播就是政府需要將擁有高接觸面的傳播
者植入當地社區者植入當地社區，，並讓這些傳播者獲並讓這些傳播者獲
得社區的信任得社區的信任。。」」

ImpreMedia La OpinionImpreMedia La Opinion的資深編的資深編
輯勒納輯勒納（（Gabriel LernerGabriel Lerner））強調強調，，州長州長
必須持續和民眾對話必須持續和民眾對話，，來對抗川普政來對抗川普政
府在實施一連串的反移民措施後府在實施一連串的反移民措施後，，移移
民對政府產生的恐懼和不信任民對政府產生的恐懼和不信任。。勒納勒納
說說：： 「「白宮每一次有新的宣布白宮每一次有新的宣布，，都會都會
製造出殘酷的恐怖運動製造出殘酷的恐怖運動，，這個專欄雖這個專欄雖
小小，，卻是所有移民應該傾聽的重要反卻是所有移民應該傾聽的重要反

對聲音對聲音。。 」」 News for Univision LosNews for Univision Los
AngelesAngeles 副 總 裁 佛 洛 雷 斯副 總 裁 佛 洛 雷 斯 （（MarcoMarco
FloresFlores））也說也說：： 「「建立一個與加州民眾建立一個與加州民眾
直接且一致的溝通方式直接且一致的溝通方式，，對擁有一個對擁有一個
知情知情、、有參與性和繁榮的社區非常重有參與性和繁榮的社區非常重
要要。。」」

Philippine News TodayPhilippine News Today 是總部設是總部設
在灣區的全國性菲律賓新聞媒體在灣區的全國性菲律賓新聞媒體，，其其
長期發行人艾斯皮里圖長期發行人艾斯皮里圖（（Francis EsFrancis Es--
piritupiritu））是參與這項合作計畫的亞裔媒是參與這項合作計畫的亞裔媒
體領導人之一體領導人之一，，他表示他表示，，他迫不及待他迫不及待
想要刊登這個專欄想要刊登這個專欄，，來告知觀眾關於來告知觀眾關於
州長的政策目標州長的政策目標，，同時向他們保證同時向他們保證
「「我們背後有加州支持我們背後有加州支持」」 。。

原住民媒體也是這項合作計畫重原住民媒體也是這項合作計畫重
要的一部分要的一部分，，帶領北尤利卡帶領北尤利卡（（EurekaEureka
））胡帕族胡帕族（（HoopaHoopa））保留區保留區KIDEKIDE廣播廣播
電台的歐羅茲柯電台的歐羅茲柯（（Joe OrozcoJoe Orozco））表示表示
，，原住民部落土地的孤立和多元化加原住民部落土地的孤立和多元化加

劇了溝通的挑戰性劇了溝通的挑戰性，，他希望這個專欄他希望這個專欄
代表的是一個為了建立雙向溝通所做代表的是一個為了建立雙向溝通所做
出的努力出的努力。。歐羅茲柯說歐羅茲柯說：： 「「我們也想我們也想
說出我們的故事說出我們的故事。。」」

這項合作計畫的成員還包括多元這項合作計畫的成員還包括多元
性別族群媒體性別族群媒體 Bay Area ReporterBay Area Reporter 和和
Los Angeles BladeLos Angeles Blade。。

Bay Area ReporterBay Area Reporter新聞編輯萊爾新聞編輯萊爾
德德（（Cynthia LairdCynthia Laird））說說：： 「「Bay AreaBay Area
ReporterReporter非常期待州長紐森的季度專非常期待州長紐森的季度專
欄欄。。身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多元性別身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多元性別
族群報紙族群報紙，，我們認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讀者會我們的讀者會
樂於了解州長專欄所寫的議題樂於了解州長專欄所寫的議題。。加州加州
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我們相信我們相信
，，我們的讀者對能夠直接從這位前舊我們的讀者對能夠直接從這位前舊
金山市長所寫的專欄中金山市長所寫的專欄中，，得知他計畫得知他計畫
如何解決加州無數的問題感到興趣如何解決加州無數的問題感到興趣。。
」」

新任董事長李城穗與總裁新任董事長李城穗與總裁Mohammed YounusMohammed Younus介紹董事們與佳介紹董事們與佳
賓互動賓互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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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當地時間12月15日，日本東京，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主場館日本國立競技場舉行竣工儀式。據悉，該場館工期建設歷時3年

，於今年11月30日宣布竣工，工程費用為1569億日元(約合14.35億美元)。這裏將是2020年東京奧運會以及殘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

舉辦地。

北京時間12月14日晚，CBA常規賽第17輪上海隊主場迎戰北京隊。雙方在大部分時間內比分緊咬，最終北京88-87險勝上海，四節

比分分別為：17-23、24-22、25-29、21-14（上海隊比分在前）。
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皇马举办了圣诞聚餐，足球队、篮球队以及俱

乐部董事会成员在伯纳乌球场的包厢中共享午宴。

12月16日，劉翔和老婆吳莎現身上海虹橋機場。劉翔包裹嚴實，造型休

閑帥氣，兩人分開走盡顯低調，老婆吳莎梳個性發型自推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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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主帥麥柏倫上任後本地小將的上陣時間明顯
增多，今仗對陣國足仍倚重“土炮”們的發

揮，只有艾里奧及基奧雲尼出任正選。麥柏倫今場
排陣相當進取，中場起用黃威加強組織能力，前線亦
用上雙箭頭由鄭兆均夥拍基奧雲尼，雖然港隊開賽早
段就因一次角球防守失誤被國足的吉翔先開紀錄，不
過球隊陣腳未亂多次反擊均甚具威脅，基奧雲尼兩
次勁射一中楣一被對方門將撲出。

換邊後港隊繼續嘗試尋找入球機會，可惜黃
威、陳俊樂的起腳均未能命中目標，其後更因
艾里奧禁區內侵犯對手被判極刑，國足的張稀
哲一射破網拉開比數，最終港隊以0：2不
敵，3戰全敗下以第4名完成賽事。

縱觀三場比賽，港隊今場賽事表現有
不少進步，球隊大部分時間防守穩健，亦
敢於組織反擊攻勢，未能取得入球是有
些欠運。主帥麥柏倫認為球隊有明顯進
步，未來希望在進攻上做得更好：“我
們踢了一場精彩的賽事，創造了不少

機會，可惜未能把握。除了兩個失球，球隊的防守
做得不錯，反擊的傳送亦有改善。當然我們不會滿
意3戰全敗的成績，但球隊的確是有明顯進步，未
來我希望在進攻及把握機會上做得更好。”

麥柏倫亦表示像東亞足球錦標賽這種賽事對港
隊十分重要，與國足及日韓等強隊交手能得到寶貴
經驗，下屆仍會盡力爭取再次晉身決賽周。

李鐵拒評未來：做好每一天
國足選拔隊主帥李鐵則表示：“首先感謝球員

和團隊，非常不容易。剛剛經歷了一個最漫長的賽
季，然後來承擔東亞盃的責任。所有人都盡了最大
的努力。對這次所有球員和團隊的工作，都非常非
常滿意。這些隊員在一起甚至沒有打過一次公開的
比賽，就來這裡。三場比賽學到了很多東西，取得
了很寶貴的經驗。”

對於能否帶領國足出征世界盃外圍賽，李鐵回
應道：“未來怎麼樣，沒有人知道，我只能把每一
天做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東

亞足球錦標賽（東亞

盃），港隊在最後一

場力戰下以0：2不敵由

二線球員組成的國家男

足選拔隊（國足），只能

以敬陪末席的第4名成績完

成賽事，3戰皆北兼未能取

得入球。港隊的成績固然難稱

滿意，不過球隊面對國足與日

韓三強仍然一改“泊大巴（死

守）”風格，在進攻意識及反擊

組織上均見進步，對港隊未來發展

確實有所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斯
威18日上午官宣，韓籍主教練張外龍（左圖）時隔
兩年再次執教球隊。此前，重慶斯威宣佈與上賽
季主教練小克魯伊夫不再續約，而上賽季30輪9
勝9平12負，聯賽排名第10的成績也讓重慶斯威
成為中超“黑馬”。
2015年12月7日，張外龍在執教重慶的首秀

中，率隊主場以2：1力克恒大，終結了後者聯賽
首戰必勝的紀錄。2016賽季，張外龍率重慶取得9勝

10平11負的戰績，第8的成績也追平球隊中超最佳歷
史排名。2017賽季總成績9勝9平12負，積分36分，其中連

續擊敗廣州富力、延邊富德、河北華夏幸福和貴州智誠，取得4
連勝，提前五輪保級也創造球隊重返中超後的最快保級紀錄。
2017年12月10日，重慶隊宣佈主教練張外龍下課，隨後張外龍
主教河南建業。

在足球圈，張外龍以敬業、嚴格著稱，而著名的“七秒進
攻理論”也是出自張外龍。

韓籍外教張外龍執重慶教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兩年一屆的
“WSF男子世界團體錦標賽”現正於美國首都
華盛頓舉行。經過三日的小組賽事，由歐鎮
銘、李浩賢、葉梓豐及梁子軒組成的香港男子
壁球代表隊先後擊敗牙買加、澳洲及科威特，3
戰全勝以小組首名晉級次階段淘汰賽。港隊將
在淘汰賽首圈面對威爾斯，爭奪8強席位。

正在華盛頓進行的“WSF男子世界團體錦
標賽”當地時間周二完成最後一日分組賽事。
身處F組的港隊，在之前兩日的比賽分別以3：
0及2：1戰勝牙買加和澳洲隊取得兩勝。當地
時間周二面對科威特，港隊“一哥”歐鎮銘在
9：11先失一局的情況下，以11：9、11：4、

11：7連扳三局，以總局數3：1反勝對手。
第2場比賽，港隊由梁子軒披甲，今屆賽

事首度亮相的他在頭4局以11：3、9：11、
11：6、9：11與對手打成均勢，幸這位24歲港
將在決勝局頂住壓力，以11：7奠勝，助港隊
在3戰2勝的賽制下以總分2：0獲勝。

第3場賽事雖然屬例行公事，但為港披甲
的葉梓豐仍然全力以赴，頭3局領先2：1，惟
對手Abdullah Al Mezayen 在第4局因傷退賽，
令港隊以總場數3：0戰勝科威特，小組賽3勝
全勝首名晉級16強。

港隊將於16強淘汰賽首輪惡鬥威爾斯，若
獲勝將於8強賽硬拚勁旅蘇格蘭隊。

港壁球隊小組全勝 晉世錦賽16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經過五天的
激烈角逐，2019中國天津國際冰壺公開賽日前在天津
落幕，韓國隊擊敗美國隊奪得男子組冠軍，俄羅斯隊
擊敗加拿大隊獲得女子組冠軍。中國男隊最終獲得第4
名，中國女子冰壺隊則無緣4強。

男子組決賽在韓國隊和美國隊之間進行，前8
局雙方戰成6：6，在決勝局中，韓國隊憑藉後手優
勢順利拿到1分並以7：6的比分獲得冠軍。女子組

決賽方面，前8局，俄羅斯隊4：3領先並在最後一
局中手握後手優勢，自知翻盤無望的加拿大隊選擇
認輸。

回顧本次公開賽，中國男隊隊長鄒強說，“作為
一支新隊伍，我們參加比賽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比賽
中向高水平隊伍學習一些佈局和比賽經驗以及如何配
合。目前，我們的默契程度一天比一天好，下一步，
我們還需要總結不足，回去接着努力訓練。”

天津冰壺公開賽 中國男隊第四

■■梁子軒為港梁子軒為港
隊奠定勝局隊奠定勝局。。

壁總圖片壁總圖片

■■港將梁諾恆港將梁諾恆（（左左））與與
國足選拔隊球員董學升國足選拔隊球員董學升
爭頂爭頂。。 法新社法新社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體育頻道17日在澳
門落地啟播，通過與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第一時間為澳門
同胞轉播重大國際和國內體育賽事並提供各類
豐富多彩的體育報道。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和澳門特區政府共同主辦
了啟播儀式。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宣部
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慎海雄，中央政
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傅自應，外交部駐澳門
特派員公署特派員沈蓓莉，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
門部隊司令員徐良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
席高開賢，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主
席團主席馬有恒等出席啟播儀式。

慎海雄在致辭中表示，十年努力，今朝落
果。總台央視體育頻道落地澳門，充分體現了
中央政府對澳門同胞的親切關懷。體育頻道在
澳門的開播對於豐富澳門民眾文化生活、提升
澳門同胞對內地體育事業發展和國家建設成就
的認知將發揮重要作用。作為媒體合作的新典
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支持更多的精品節目
落地澳門、惠及澳門同胞。

崔世安在致辭中表示，央視體育頻道落地
澳門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澳門廣大同胞的關心和
厚愛，也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繼2016年央視綜
合頻道落地澳門後積極響應澳門同胞長期願望
和呼聲的又一項重要舉措，對促進澳門與內地
的文化交流、推動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將起到積
極作用。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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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稀哲張稀哲（（左左
二二））與隊友慶祝與隊友慶祝
入球入球。。 路透社路透社

■■中國男中國男
隊選手王隊選手王
智宇智宇（（左左））
和許靜韜和許靜韜
在 比 賽在 比 賽
中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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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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期：那些奇妙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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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019 -12/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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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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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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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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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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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體育報導 (直播) 城市一加一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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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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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往事》 第21~2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加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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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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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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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1~2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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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Friday, December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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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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Friday, December 20, 2019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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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12月20日       Friday, December 20, 2019

GAMBLING PROBLEM? PLEASE CALL 800.522.4700.

Must be 21 years of age or older. Gambling problem? Call 800.522.4700.
©2019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AubergeLC @LAubergeLC/LAubergeLC

WE’RE 
READY.
A R E YOU ?

C O M E  A N D  G E T  I T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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