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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海外青
年英語服務營」自2006年與教育部合作開辦至
今，已逾3萬餘名臺灣偏遠地區學童受益，甚受
海內外各界肯定，2014年及2016年客家委員會
及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加入合辦的行列；今(2020)
年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
蘭、南非及貝里斯等地區546名青年志工回臺服
務，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52名(含客籍7名)，歡
迎就讀 11 年級以上且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年
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青年(以護照所

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為母語、能簡單中文溝
通、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
且具高度從事志願服務、未曾參加本活動者報
名參加。

活動時間自2020年7月4日至7月29日止，
為期4週，包括英語教學訓練課程、前往臺灣偏
遠地區國中、國小從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及文
化參訪。主辦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間之膳宿
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每位學員投保
新臺幣400萬元意外險及40萬元醫療險。學員

則需自行負擔新臺幣5000元、僑居地至臺灣之
往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
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等費用；全程參與前3
週服務活動及完成心得感言且無違反主(承)辦單
位或服務學校之各項規定之學員，將由主辦單
位頒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2月1日起至2月29日止(臺灣時
間)，請至海外青年報名系統https://teenage.ocac.
gov.tw 註冊並線上報名，完成後列印並親簽報
名表、營隊規則及規範評核表、個資使用同意

書，並備齊相關文件(醫療保險影本、出生證明
影本、護照影本及在校學期成績之正是成績單)
，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詳細資訊已
公告於僑務委員會網站(http://www.ocac.gov.
tw) /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或洽僑
教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 分機 113，電子
郵箱：lorrainec@houstonocac.org

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

（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會，新近成立的兩個青年委員會:良師顧
問委員會和職業青年委員會， 經過多次開會討論，並積極的落實執行
。將在今年2月先後舉辦活動 。

由許建彬和楊嘉玲負責的良師顧問委員會 Mentoring Committee 已
經成立了五個在休士頓各科技的重要領域，分別為資訓科技，生物醫
學 ，財務，石油/工程 以及 自由創業。並且請到了休士頓各界的精英
人士， 一共有15位 資深的專業人士和經理們組成。到現在為止,已經
有12位 ，在職場上年輕有為的青年人申請參加良師顧問的節目 。目前
已經由委員會的委員們，依照他們的意願，興趣和工作背景， 為他們
和各界精英配對 。 2月2號星期天下午 ，在僑教中心 ，將是 mentor
和mentee，第一次見面 ， 彼此認識 ，互相溝通交流， 開始教學相長
的旅程。令人拭目以待！

由翁履中和李懋卿負責的職業青年委員會 Young Professional
Committee 也將在2月15日，在僑教中心展開2020年職場精英論壇。
精英論壇的主講人, 是 Chevron油公司全球資訊服務的前副總裁及總經
理,周玲瑩女士。週女士將現身說法，以她個人身為一個少數民族 和女
人的身份，如何一步一步爬著職業的階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登上了
最高的職位 。演講非常的精彩，請不要錯失！接著下午分兩個系列進
行。一個系列將以職涯發展論壇 ，如何建立人脈，職業轉機等為主題
。另一個系列將以青年投資講座，親子溝通座談， 傳統與金融行業的
就業機會為主題。參加的講員，都是僑界大公司行號，教育界和醫學
界的佼佼者。議題中肯實用，深刻確切，一定會收獲良多 。希望大家
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詳情,請看海報.

美南大專校聯會
新年二月推出精彩青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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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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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下壹個“世界工廠”
——越南

近日，境內首只專門投資越南市場

的主題基金——天弘越南市場股票型發

起式證券投資基金正式公開發售。招募

說明書顯示，該基金股票資產占基金資

產的比例不低於80%，投資於越南主題

企業發行的股票、存托憑證等的比例不

低於非現金基金資產的80%。

事實上，將目光投向越南這個新興

市場的不只天弘基金壹家。科普利基金

數據顯示，2011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基

金經理開始投資越南，越南占全球新興

市場基金平均規模不斷提高，目前已達

0.26%。券商、國有銀行也紛紛開始在越

南布局。此外，中金前哨調研小組報告

顯示，2019年前11個月，越南來自中國

內地的FDI（國際直接投資）協議資金

規模已達 22.8 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

155.5%；投資項目數量則是大幅攀升至

615個，同比增長83.6%。

為什麼是越南？
2019年9月，國泰君安國際收購越

南投資證券正式落定，國泰君安也由此

成為首家進入越南的中資券商。

除了券商和公募基金，國有五大行也

悄然完成了在越南的布局。截至2018年

6月底，中國五大國有銀行——“中農

工建交”均已在越南設立分行，在當地

分支機構增至7個。其中，中行、建行

和交行的分行設在胡誌明市，工行和農

行的分行設在河內市。此外，工行和農

行還各設了壹個辦事處。

“對於收購當地的證券公司，越南

證券交易所是持開放和歡迎態度的，而

且手續不會很復雜。”曾在2019年前往

越南河內交易所調研的智信財經總裁蔡

敏玉告訴證券時報記者，越南對外商抱

持的開放態度是吸引中國金融機構入駐

的原因之壹。

在不少研究人士看來，越南的發展

跟中國有著相似的路徑。中金前哨調研

小組2019年的越南調研，也印證了大眾

對越南的這個普遍印象。調研小組研究

結果顯示，從人均GDP看，目前越南相

當於中國的2006～2007年，不到3000美

元；過去40年，越南實際GDP增速的趨

勢與中國大體壹致，但平均要低於中國

2個百分點。

2018年越南實際GDP增速達7.1%，

高於中國6.6%的增長水平。按照越南官

方信息，2019年前三季度，越南GDP同

比實際增長6.98%。

從三架馬車拉動看，與中國相比，

越南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要顯著高於

投資，凈出口的貢獻則呈現壹定波動性

。調研過程中，調研組也了解到，越南

政府高度重視學習廣東省改革開放發展

的經驗，廣東省是越南唯壹壹個以國家

的名義與中國地方政府簽署合作協議的

省份。被調研企業都認為，堅持對外開

放、吸收外商投資仍將是未來

越南政府積極融入世界的重要

舉措。

從股市看，隨著經濟的高

速發展，越南股市也表現強勁

。作為衡量越南市場最主流的

指數之壹，胡誌明指數（VN

指數）2017年以48.03%的漲幅

領漲全球市場；2019年該指數

漲 幅 為 7.67% 。 VN30 指 數

2015~2019 年累計上漲 46.11%

，年化收益率為7.87%。科普

利基金研究的數據顯示，目前

19.7%的新興市場股票基金持有越南股票

，是2014年初的3倍。

中國企業加速進軍越南
近年，外資企業不斷湧入越南市場

，使越南被視為下壹個“世界工廠”。

中金前哨調研小組調研發現，日本和韓

國壹直是越南吸收FDI的主要來源。多

年來，來自日本和韓國的投資合計占越

南吸收FDI的比重長期維持在40%左右

，2017、2018 年更是分別達到 48%和

45%的高位水平。相比之下，中國進入

越南投資布局是相對滯後的。

2006年起，中國企業開始有規模地

在越南進行投資布局。從紡織業、機電

設備到電子設備等，從單個企業的轉移

，到整個產業的轉移，中國企業進軍越

南的方向更加明確、執行力更強。數據

顯示，2019年前11個月，越南來自中國

內地的FDI協議資金規模達22.8億美元

，低基數下同比增長155.5%，占比進壹

步提升至7.2%。

中金前哨調研小組從壹家位於越南

海防的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了解到，相

比壹年前，2019年上半年來園區考察的

企業更加密集，知名企業數量更多。其

中，以電子設備行業最熱，家具、機電

設備、計算機等企業也較多。

“這幾年越南給我的感受是，確實

有其優勢，包括人力成本低、工人素質

較高等。比如光伏產業、飼料產業，都

吸引了很多國內企業過去，而且經營情

況都不錯。”看到有不少國際大機構都

開始在越南開設分支機構後，廣西柳州

私募基金機構容易投資總經理陳誠對越

南也產生了興趣，過去三年，陳誠每年

都前往越南調研。“如果說中資企業進

入越南的1.0時代是由央企主導的基礎設

施建設投資，那現在2.0時代，則是越來

越以民營企業為主了。”考察了越南的

水產、旅遊、房地產之後，陳誠覺得越

南的水產和旅遊等消費行業發展潛力巨

大，“我們也即將發行投資越南股市的

基金。”

“中國企業在越南的影響力是很大

的，因為壹些中國企業招聘越南員工比

他們本國企業開的工資更高，很多越南

人也願意去中國企業工作，因此現在中

文在越南的普及度也很高了。”蔡敏玉

對記者表示。

中金前哨調研小組拜訪的幾家龍頭

公司也明確表示，他們已明顯感覺到訂

單從中國內地轉移過來的趨勢，這些企

業預計未來壹段時間，越南工廠的訂單

和收入規模都有望實現大幅增長。這幾

家中國公司都明確表示未來會進壹步擴

大越南的產能、豐富產品種類、完善產

品線，形成更全面的加工配套能力，促

進越南工廠與中國內地工廠的協同與合

作，更好地實現公司整體的平衡發展。

“對越南股市謹慎樂觀”
據了解，越南證券市場在上世紀90

年代末成立之初僅有兩只股票上市。但

截至2019年 10月 15日，越南股市總市

值已達1558.4億美元。按全球行業分類

系統（GICS）分類看，金融、房地產是

越南股市中占比最大的兩個板塊，市值

占比分別為27%和26%。

從境外資本持股比例看，越南交易

所規定外資持股比例從最初的不得高於

20%，後來逐步提高到49%。目前，除

了銀行等個別重要行業仍控制在30%的

外資持股比例外，包括券商在內的諸多

行業已放開到100%。

國泰君安國際研究數據顯示，目

前，越南證券市場已吸引大批境內外

投資者踴躍入市，證券賬戶數量從

2000 年的 3000 戶增至 2017 年的 190 萬

戶，其中境外投資者賬戶約1.9萬戶。

2018 年海外投資者凈買入額從 2017 年

的 26 萬億越南盾猛增 65.4%，達到 43

萬億越南盾，主要來自日本、韓國、

新加坡和美國等。

國泰君安國際研究報告認為，越南

的發展路徑和我國高度重合，是中國改

革開放的翻版，當前越南市場經歷的國

企私有化過程，類似2005年的中國股改

。回顧2005年的中國股改，中國A股未

上市公司處於業績拐點，2006～2007年

A股業績迎來大爆發，股改上市企業的

ROE均值從2005年的6.9%提升到2007年

的12.2%，2007年凈利潤增速均值更高

達72%，推動上證指數在2006年、2007

年分別上漲130%和97%。因此，預計越

南國企私有化同樣會為越南股市帶來重

大機遇和巨大的套利空間。

“我對越南股市持謹慎樂觀的態

度。”陳誠分析，樂觀的原因在於，目

前越南總人口在9500多萬，股民人數約

占3%，股市賬戶的保證金平均在1萬美

元左右，兩個數據都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但是，目前越南股市已有點像香港

股市，大盤藍籌股更受青睞，平均市盈

率已到30倍，並不低，而且對外資持股

比例還有限制，而中小企業的財務問題

還不太讓人放心；中國股市初期的“股

權分置”問題在越南股市也存在。“另

外，胡誌明是壹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

市，我接觸到不少投資機構的員工都是

歐美籍貫。中資投資機構如果想進行降

維打擊，可能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

陳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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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韓國+日本團系列, 包休斯頓出發機票,
兩人同行, 一人只需要$1198/人起

行程:
DAY 1 休斯頓飛往首爾
DAY 2 抵達首爾
DAY 3 首爾
DAY 4 首爾
DAY 5 首爾
DAY 6 東京
DAY 7 首爾飛往東京
DAY 8 東京
DAY 9 東京 - 濱松
DAY 10 濱松 - 名古屋
DAY 11 京都 - 大阪

DAY 12 大阪飛回休斯頓

行程備註：
1) 團費：US$1198/人 起（2-4月部

分日期, 2人同行1人$1198起）*含休斯
頓來回機票*

2) 指定自費US$540/位（必須參加，
請客人於報名時連同報名費一起支付）亂
打秀, 三八線（不入洞), 戰爭紀念館, 富士
山五合目, 清水寺, 伏見稻荷大社, 平等院
, 熱田神宮, 銀座商業區。

3) 小費: US$130/人
4) 只限2-4月，$1198/人 起，位置

有限，先到先得, 詳情請來電諮詢
5) 限北美華僑成人，2成人參團同一

間房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煲來飽去有特色煲來飽去有特色 楊楚楓楊楚楓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全旅】】特別推出韓國特別推出韓國++日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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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時光可以倒流，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
我仍是 「小學雞」 時，則對於剛迎來的2020 年，
老師一定要我們寫上一篇 「歡渡新歲」 的文章來
。50 多年歲月隨風而過，此刻我這個老儒生，生
活在美國第4 大都會休斯頓城中，也不忙向休市僑
友拜過新曆年。姑且寫下： 「除夕春曉」

子夜鐘聲隨舊歲， 歡呼雷動又新年。
上天但得從人願， 春滿休城璀璨蓮。
此夕執筆為文，是歡迎中山鄉里李君夫婦從

加州南下探親，同時跟我相聚。時間是週五晚上
， 突有冷鋒來襲 氣溫驟降至40 度，且有雷暴雨
襲擊之說。不過，我仍然冒雨迎客於黃金商塲內

的煲來飽去飯店之內。原因有兩個： 首先是他的
胞弟一家，住在百利大道上的利和新邨之內。從
哪裡到黃金商塲，即使漫步而至，也不過是廿分
鐘而矣，十分方便。其次老友李君，認真客氣，
他鄭重表示： 不想食山珍海錯，老友會面，話舊
說新即足夠。要醫肚的話，想食其家鄉風味的菜
式就可以了。

我稍加思索，就想到專賣煲仔飯的煲來飽去
飯店。它完全是廣東口味，正好一解李君，這個
台山仔的鄉情。我這位好友，住在加州三藩市郊
區，四十年來均從事中國大陸傢俬售賣生意。因
為內地手工精細、價格相宜，所以其生意一枝獨

秀，平日家居飲食，均是上等菜式。此番南下探
親訪友，當然想跟我另試別樣品牌好了。

當晚六時，我們坐在煲來飽去的飯廳之內，
放眼四看，有七成入座率，這對於晚市來說，應
是不俗，更主要是客人有出有入，既有堂食，也
有外賣。既有華人食客，也有越南、菲律賓客，
甚至美國客人在座。李君尚未點餐，己對我稱讚
一句： 「你老哥不是為食書生之前，自己已經營
廣東酒家卅多年，是休市飲食界的老行尊。今晚
你引我到此，一定是對這間飯店情有獨鍾，你知
我愛食台山煲仔飯，那就由你發辦，我做 「趙野
太郎」 好了。

既蒙賞識，我就馬上 「調兵遣將」 ： 廣東人
食飯喜歡飲啖湯。這樣先來兩碗花旗參燉竹絲雞
湯。花旗參的濃味配上香滑的雞肉，令我倆食慾
大增。隨後從該店中的20 款精美煲仔飯中，我點
出： 瘋狂田雞煲仔飯、及鰻魚秘制叉燒飯。這樣
，既有對家鄉田雞的回味，也有對日本鰻魚飯的
鍾愛。再配上一碟油菜心，嘩！真的是如兩千年
前的老夫子所說： 食過此餐飯，三月不知肉味！
諸君信否？到來一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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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最著
名的社區大學，就是休斯頓社區大學(簡
稱HCC)，HCC擠身為全美最大的社區
大學之一，已在大休斯頓地區服務了40
多年，目前每學期給接近70,000名學生
、提供超過300個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
程。HCC 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
區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
接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裔人士。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
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的場所，
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機會
，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 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
，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
的在職人士，都是 HCC 的服務對象。
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同
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
作、或在 HCC 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
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
位。

HCC 在為少數民族提供副學士學
位、和在國際學生教育方面全美排名第
一，有超過10％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 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

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
後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 HCC 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 HCC 取得證書後
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
的技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
，若是希望轉換行業，HCC 提供大量
高新技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
力，換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
的三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
全 （Cybersecurity） 很 紅 火 ， 學 生 來
HCC 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
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在西南
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

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在 HCC 學
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
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
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 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 HCC 上頭兩年，
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
費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 HCC
校區範圍內的學生，在休士頓大學修一
門課的費用可以在HCC修6門課。如果
是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 HCC 的教授也
在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
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有專門單位協助學生求職
HCC 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部

主任鄭通表示，HCC 的學生在拿到副
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門幫助學生找
到工作。同時，HCC 與很多公司與行
業都有夥伴的關係，例如Stafford校園和
美國勞工部合作的帶薪學徒計畫，這些
提供學生帶薪實習的機會的教學設置，
讓學生邊學邊有工作，畢業之後就能被
正式錄用和獲得晉升加薪。

HCC 西南校區共有以下五個校園
，每個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程，讓

學生很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的校園，
選擇他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育。

WEST LOOP 校園
這個校園 位於5601 West Loop S.，

與IT相關的課程很出名，例如和蘋果公
司合作的 iOS 編碼和設計(iOS coding
and design)、 數 碼 遊 戲 和 模 擬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地理信息科學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簡稱 GIS)
和 計 算 機 編 程 and computer program-
ming)。其他領域還包括商業課程、健
康科學、藝術和設計、和短期進修教育
課程等等。

STAFFORD 校園
此校園位於10041 Cash Road，課程

主要和製造業、與工程領域相關。這裡
是 高 級 製 造 業 卓 越 中 心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 的
總部，也是前述的美國勞工部指定的學
徒中心(U.S. Department of Labor-desig-
nated Apprenticeship Center)。除了信息
技術 （IT）、科學、美術、文科、人文
、商業和會計之外，校園還提供製造工
程技術、加工技術、3D 打印和機器人
技術等課程。

MISSOURI CITY校園
這個校園位於1600 Texas Parkway，

提供從護理、醫療編碼、藥學技術的健
康專業課程。其他課程還包括IT、商業
管理、房地產、科學、心理學、人文科
學、教育、社會學等。

BRAYS OAKS 校園
此校園位於 8855 West Bellfort。為

學生提供學分課程和短期進修課程，以
提升技能，促進更好的職業生涯。此校
園提供健康科學、信息技術、商業、室
內設計等課程。很多課程很適合年齡較
大的人士。

GULFTON校園
這個校園位於5407 Gulfton Road，

提供各種程度的英語學習課程，包括英
語作為第二語言（ESL）課程，是移民
美國不久的華裔學生相當需要的。

HCC 西南校區將教育帶到您的家
門附近，讓您方便學習，提供優質課程
，小班授課，經濟實惠的學費以及實踐
職業發展的各種途徑。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和 申 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 或 訪 問
hccs.edu。

HCCHCC西南校區提供多樣課程選擇西南校區提供多樣課程選擇
學費低廉學費低廉 課程與高新技術接軌課程與高新技術接軌

在 1997 年时，伽利略探测器距离

木卫二只有206公里，所以科学家认为

它应该有经过液体羽流的上方。如果

当时探测器上搭载了相关仪器，我们

就可能分析出木卫二的冰下海洋是否

有生命。

宇宙印象 深度科普栏目第 1057

期 伽利略发现了4颗木星的卫星，木

卫二（木卫二）是最有潜力拥有生命

的，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了水蒸气的存

在。这也就意味着木卫二有可能存在

过生命，由于这个证据的发现，使得

美国宇航局对接下来木卫二探索更加

看重。过去数年，NASA科学家就已经

通过一些数据猜测木卫二可能存在生

命。首先，木卫二表面布满了冰层，

光滑程度远超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

这表明木卫二表面下方可能会有液态

水的存在。科学家推断来自木星的潮

汐力作用，不仅使这些液态水处于冰

点之上，还让木卫二表面具有和地球

类似的板块构造。

其次，木卫二表面的棕色斑点很可

能是来自冰下物质的相互作用，冰下海

洋和表面物质挤压所形成。来自海底的

化学物质在表面形成，海洋和地面的相

互作用，是判断行星是否具备可居住性

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2012年

时，由哈勃望远镜所拍摄的木卫二图像

，显示出其表面可能有液体羽流喷射，

向上喷射了足足200公里的高度。2016

年，哈勃望远镜拍摄到更多的细节，更

加表明木卫二有液体羽流的存在。

最后，从 1995 年到 2003 年，伽利

略探测器在对木星进行了长达8年的探

索后，发现木卫二的磁场中有些异常，

科学家认为木卫二可能存在咸海，只有

咸海会导电使得磁场出现异常。在1997

年时，伽利略探测器距离木卫二只有

206公里，所以科学家认为它应该有经

过液体羽流的上方。如果当时探测器上

搭载了相关仪器，我们就可能分析出木

卫二的冰下海洋是否有生命。

以上所有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木

卫二有水的存在，而水蒸气的出现则

改变了这个情况。美国宇航局发现木

卫二中有水的存在，发布了一篇关于木

卫二水蒸气的论文。科学家提到对于生

命来说，有很重要的三个需求：一是化

学元素（碳氢氧氮等必备元素），二是

能源，三是液体水。在太阳系其他行星

中，很容易找到前两个需求的身影，但

除地球外，人类再也没找到存在液体水

的行星。所以在木卫二找到水蒸气的存

在，这使人类激动不已。木卫二上的喷

流流速很大，没几分钟的时间就发现可

以装满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其速度为

每秒2360千克，但是喷流出现的频率

并不高。这个数据来源于W.M. 夏威夷

凯克天文台，他们在2016年和 2017年

的观测中，在木卫二朝着木星的一面发

现了水蒸气。木卫二已经被潮汐锁定，

有一个半球朝向木星。

通过光谱仪，NASA确定了水蒸气

的存在，这意味着木卫二具有稀疏的

大羽流喷射现象。由于目前的航天器

都不具备探测水的设备，所以只能在

地面使用光谱仪等仪器来检测是否存

在水。于是在2019年，美国国会向美

国宇航局投入 1.95 亿美元，希望他们

能够早日研发出可以探测水的着陆器

。美国宇航局的木卫二快船任务，需

要在克服木卫二表面环境带来的难题

之外，还要克服木星强烈的辐射问题

。对于辐射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木卫

二快船任务需要先在宽椭圆形轨道运

行一段时间，然后再接近木卫二表面

，最后成功着陆。

不管怎样，木卫二快船任务所配

备的仪器可以在捕捉羽流的同时直接

成像，并且它的质谱仪可以对羽流进

行采样。虽然该探测器可以很好地对

木卫二进行探索，但我们还需要等待

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任务还没宣布开

始，或许在数十年后我们就能够完全

了解木卫二了。总得看来，木卫二的

海洋比地球深，储水量比地球多，电

影木卫二报告中的深海乌贼或是真的

。宇宙印象为今日头条独家，其他均

为假冒，转载均为非法。

海洋比地球深，储水量比地球多
欧罗巴报告中的深海乌贼或是真的

乍一看，照片上物体似乎是一块美

味花生切糕，让人垂涎三尺，但得知真

实身份后可能会让你立马食欲全无，因

为它是一块有着3亿年历史的古老岩石

标本，由古老浅海中化石蓝细菌组成。

虽然该物不是美味，但却具有很高

科学研究价值，因为研究结果3亿年前

地球。在地球世界里，令人讨厌的空气

灰尘时刻都相伴在我们左右，然而今天

一项研究认为，灰尘其实对生命成长起

到至关重要作用。

比如，撒哈拉沙漠沙尘暴远距离输

送给多个地区带来大量养分，使亚马逊

雨林的土壤肥沃，为大西洋的藻类等光

合生物提供充足营养。反过来，这些植

物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并排出供生命呼

吸的氧气。

为了寻找最古老的大气尘埃，来自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汉

普顿大学和查尔斯顿学院的多名研究人

员组成小组来到了伊朗，对伊朗浅海生

态系统的残余物进行了采集。

因为伊朗浅海生态系统中远离河流

径流的原始水中存在古老沉积物，它们

是通过空气灰尘沉积而不是水流沉积，

结果研究人员在伊朗北部和中部山区两

个石灰岩层中发现了古老硅酸盐颗粒，

并且颗粒内包含有古老灰尘。

这一发现让研究人员欣喜若狂，迫

不及待地对岩石进行了一系列化学处理

，很快提取出古老灰尘，化验结果显示

，古老灰尘具有3亿年历史，它们以空

气传播方式进入古老硅酸盐颗粒内。

研究结果还让研究人员们大吃一惊

，因为古老大气中飘着更多尘埃，可以

用“尘土飞扬”一词来形容。至于为什

么会含有大量灰尘，科学家也没有给出

一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古老灰尘中还

含有较高比例的反应性铁，对于植物和

微生物而言，这是一种关键微量营养素

。也就是说，3亿年前空气中飘着

一种关键物。

尽管铁并不是包含在灰尘中的

唯一微量营养元素，但是在3亿年

前，这些古老灰尘中铁元素曾为亚

马逊雨林植物和浅海藻类和蓝细菌

施肥，让它们茁壮成长。相反，大

量植物释放大量氧气，数百万年时

间内，就改变了地球大气层。

一块古老岩石揭示3亿年前地

球，让我们认识到尘埃施肥效应可

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方

法或许可以用来解决当前地球由于

过多排放二氧化碳而造成全球变暖

危机。

于是科学家灵机一动，提出一

种新解决全球变暖危机的方案，向

海洋偏远地区添加可生物利用的铁，这

些偏远地区远离尘土飞扬的大陆。目前

，正在进行了小范围研究，研究人员正

在记录由此产生的浮游植物水华的数据

。

不过有专家警告说，没人知道大规

模这样做的意外后果。地球的地质记录

就像一本实验书。它进行过无数次不为

人知的实验，现在我们正打开地球的实

验书，重建过去发生的事情，来对地球

进行了解。

一块古老岩石揭示3亿年前地球
尘土飞扬，空气还飘着一种关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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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20202020年年11月月1313日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蔡偉總領事受邀觀禮路易斯安那州州長約翰愛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蔡偉總領事受邀觀禮路易斯安那州州長約翰愛
德華德華John Bel EdwardsJohn Bel Edwards在在State CapitalState Capital舉行的盛大就職典禮舉行的盛大就職典禮。。圖為蔡偉總領事圖為蔡偉總領事、、路州僑領路州僑領
李曉蘆李曉蘆、、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欄目主任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欄目主任Kathy FanKathy Fan等與嘉賓們一起起立見證愛德華州長宣等與嘉賓們一起起立見證愛德華州長宣
誓就任誓就任。。

20202020年年11月月77日日，，美國最大的地產公司美國最大的地產公司ReMaxReMax著名經紀人著名經紀人、、飛雪地產董事長王飛飛雪地產董事長王飛
雪女士在著名僑領劉濤生日之際獻歌后雪女士在著名僑領劉濤生日之際獻歌后，，接受美南大咖談主持人接受美南大咖談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現場現場
採訪採訪，，並與僑社名人朱老王等上台接受獻花合影並與僑社名人朱老王等上台接受獻花合影。。

20202020 年年 11 月月 1111 日日，，福遍郡長福遍郡長 KP GeorgeKP George 在在 Nirmanz Food BouNirmanz Food Bou--
tiquetique舉行慶祝就職一周年活動舉行慶祝就職一周年活動，，世界名人網總裁陳韻梅世界名人網總裁陳韻梅、、稀飯稀飯
旅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受邀前往觀禮旅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受邀前往觀禮，，並在喜切蛋糕之後與郡並在喜切蛋糕之後與郡
長夫人長夫人FB ISDFB ISD教師教師Sheeba GeorgeSheeba George合影合影。。

20202020年年11月月1010日晚日晚，，百靈果百靈果20202020音樂師生音樂會晚在著名大學聖托馬斯特大學落幕音樂師生音樂會晚在著名大學聖托馬斯特大學落幕
。。音樂會節目內容豐富音樂會節目內容豐富，，表演形式多樣表演形式多樣，，樂器種類包含鋼琴樂器種類包含鋼琴、、小提琴小提琴、、吉他吉他、、架子架子
鼓鼓、、尤克里裡尤克里裡、、二胡等二胡等，，為大家獻上新年的一場聽覺盛宴為大家獻上新年的一場聽覺盛宴。。音樂會成功舉辦飽含了音樂會成功舉辦飽含了
小朋友的努力小朋友的努力、、家長的支持家長的支持、、老師的用心準備老師的用心準備，，讓小朋友收穫了很多課堂外的知識讓小朋友收穫了很多課堂外的知識
和經驗和經驗，，他們更加自信他們更加自信，，更敢於展現自我更敢於展現自我、、表達自我表達自我，，祝願在祝願在20202020年獲得更大的進年獲得更大的進
步步。。

20202020年年11月月1212日日，，德州安徽同鄉會年會暨會長交接典禮暨全體理事就職典禮在百利金山宴會廳盛大舉行德州安徽同鄉會年會暨會長交接典禮暨全體理事就職典禮在百利金山宴會廳盛大舉行
。。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譚秋晴市議員上台與趙美萍新會長譚秋晴市議員上台與趙美萍新會長、、張經坤會長等全體董張經坤會長等全體董
事和理事合影事和理事合影。。

20202020年年11月月1212日日，，剛剛被休斯敦紀事報評選為剛剛被休斯敦紀事報評選為20192019年餐館百強的黃金點心茶寮在黃金廣場喜慶開業年餐館百強的黃金點心茶寮在黃金廣場喜慶開業
大典大典，，邀請休斯敦五邑同鄉會主席梅偉民邀請休斯敦五邑同鄉會主席梅偉民、、會長戴慧怡會長戴慧怡、、潮州會館翁作華潮州會館翁作華、、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著名僑著名僑
領豐建偉醫生領豐建偉醫生、、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美南新聞集團美南新聞集團1515..33美南電視台粵語天美南電視台粵語天
地主持人鄧潤京等上台剪彩地主持人鄧潤京等上台剪彩。。東主東主MichelleMichelle夫婦表示將繼續將最高品質夫婦表示將繼續將最高品質、、最正宗的最正宗的、、最新鮮的粵式點最新鮮的粵式點
心奉獻給故雨新知心奉獻給故雨新知，，新老客戶新老客戶。。

20202020年年11月月1010日日，，藝文小聚特別邀請著名書法家江震遠藝文小聚特別邀請著名書法家江震遠、、青年書法家陳漢斯在楊俊義楊式太極拳武館舉行太極與書法迎新春活動青年書法家陳漢斯在楊俊義楊式太極拳武館舉行太極與書法迎新春活動，，
為著名產權律師宋秉穎為著名產權律師宋秉穎(Amy Song)(Amy Song)、、僑領企業家張亦勤女士題寫新春祝賀僑領企業家張亦勤女士題寫新春祝賀，，表彰她們專業無私的服務精神表彰她們專業無私的服務精神。。

20202020年年11月月1111日日，，有中國人活動中心有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主辦的大休斯敦地區春節聯歡晚會獲得盛華助中心主辦的大休斯敦地區春節聯歡晚會獲得盛
大成功大成功，，全場爆滿全場爆滿，，溫馨感人溫馨感人，，質量堪比春晚質量堪比春晚。。圖為當晚演唱圖為當晚演唱《《小城故事小城故事》》的香港名模的香港名模、、
獲獎歌星獲獎歌星、、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CocoCoco蕭和全體演員一道接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蕭和全體演員一道接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中中
心董事長靳敏心董事長靳敏、、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擁抱春天總顧問陳皙晴擁抱春天總顧問陳皙晴、、JHJH舞蹈學校校長等嘉賓和組委會舞蹈學校校長等嘉賓和組委會
成員的上台問候成員的上台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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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詩蓓大勇首日擸兩金
FINA 冠 軍 游 泳 系 列 賽 深 圳 站

國際泳聯（FINA）冠軍游泳系
列賽是該會新設立的賽事，

只供世界冠軍、奧運冠軍及世界紀
錄保持者等泳手參賽，並採用直接
決賽形式進行，因此每項賽事只設
4條賽道。

以去年世界游泳錦標賽200米
自由泳第4名身份獲邀參賽的何詩
蓓，於100米自由泳賽事同樣表現
出色，面對瑞典前世界冠軍米雪高
文，以及兩位荷蘭泳將凱姆絲凱克
和Ranomi Kromowidjojo，最終雖
未能打破香港紀錄，但仍游出53
秒 47 佳績奪得冠軍，凱姆絲凱
克、米雪高文和Ranomi Kromowi-
djojo則分列2、3、4名。

在只有一個小時休息下，何詩
蓓便要再度登場，這次他與美國

選手佩德利、烏克蘭選
手戈佛羅夫以及
Ranomi Kromowi-

djojo出戰4×100男女自由泳接力
賽，結果負責最後一棒的何詩蓓發
揮出色，協助Team Pebley游出3
分28秒40成績奪冠，亦贏得她今
屆賽事第二面金牌。

專注練習迎接奧運年
早 前 被 游 泳 媒 體 《Swim-

Swam》評為“年度亞洲最佳女泳
手”的何詩蓓，賽後就表示十分榮
幸獲邀參賽：“很榮幸獲得參賽機
會，能夠和一眾頂級泳手合作和較
技亦令我感到很雀躍。”
談到對2019年的總結，以及

對今年奧運年的目標時，何詩蓓則
謂仍要繼續努力：“2019年我的
表現不錯，但仍然未算最好，我認
為依然有很多改善的空間；今年是
奧運年，我必定會把心思全部放到
練習上，亦希望能一直保持健
康。”

2020年“國際泳聯冠軍游泳系列賽”深圳站日前在深

圳大運中心游泳館正式展開，其中香港泳手何詩蓓表現大

勇，除贏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冠軍，更聯同外國泳將在4×

100男女自由泳接力賽贏得金牌，首日即連擸兩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在日前進行的2020年國際泳聯冠軍游泳系
列賽深圳站首日比賽中，奧運冠軍孫楊領先了
195米，但在最後觸壁時差之毫厘，以0.03秒
的微弱差距不敵立陶宛選手拉普西斯，獲得男
子200米自由泳亞軍，徐嘉余、汪順、柳雅欣、
于靜瑤和劉湘則為中國隊收穫5金。

深圳大運中心游泳館佈滿了“孫楊加油”
的紅色橫幅，在觀眾的助威聲中，奧運3金得主
孫楊最終以1分46秒53的表現完成2020年首
秀。賽後他表示：“我對這個成績很滿意，畢
竟世錦賽後就沒有參加過比賽，這次也沒有特
別做準備，可以看到出發等細節方面有一些進
步。200米比賽本來就是勝負在毫釐之間，參加
比賽就是希望以賽代練，在3月份的青島全國冠
軍賽中全力表現，為東京奧運會熱身。”

世界冠軍徐嘉余捍衛男子100米背泳王者
尊嚴，他以53秒01奪冠；柳雅欣贏得女子200
米背泳金牌；北京姑娘于靜瑤力克奧運冠軍葉
詩文，捧得女子200米蛙泳冠軍；汪順強勢奪得
男子200米混合泳冠軍；世界紀錄保持者劉湘在

女子50米背泳比賽中技壓群芳。
徐嘉余表示：“成績在我的意料之中。做

好每一個細節，完成好每一次比賽，都朝東京
奧運會邁進了一步。”葉詩文說：“冬訓練得
很累，有一些疲勞，成績在我的意料之中。祝
賀我的隊友于靜瑤，希望我們在東京奧運會並
肩作戰。”劉湘說：“因為冬訓抓得好，有
了底子，感覺水平提升明顯，今年將全
力備戰奧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楊浩然）
2019/2020中國女子排球超級聯賽日前正式落
幕，天津渤海銀行女排以3：1拿下決賽第三回
合比賽，以3：0戰勝上海光明優倍女排，第
12次捧起排超聯賽冠軍獎盃。

本季上海女排的主力得分外援利普曼回歸
隊伍，首局，利普曼、拉爾森和楊婕的進攻，
與上海隊比較到位的防守，給強勢的天津隊帶
來不少麻煩，25：22先下一城。

次局開局，上海隊佔到先機，但朱婷和胡
克爾的連續強攻讓上海隊很快失去招架之力，
加之自身進攻端的失誤。上海女排很快被天津
女排反超，最終，胡克爾一記重扣，25：16，
天津女排扳回一城。

隨後的第三局，天津隊保持了猛攻姿態，
再下一城。關鍵第四局，雖然兩隊一度陷入膠

着，但朱婷的強攻卻在關鍵時刻讓人不可小
覷，最終25：19，天津隊3：1贏下決賽第三
回合，也成功捧起隊史上第12座排超聯賽獎
盃。

數據方面，天津主力李盈瑩和胡克爾同樣
取得全隊最高的18分，朱婷則有15分；上海
外援利普曼表現出色，取得全場最高的22分，
另外拉爾森貢獻15分，可惜楊婕、秦思宇等得
分只有單位數，未能協助球隊贏回一仗。

首度贏得排超聯賽冠軍的朱婷，賽後則表
示今次加盟天津女排讓她學習到很多東西：
“上海隊的重點進攻人物（利普曼）回來了，
但我們的準備工作做得不錯，對我們隊來說，
這場比賽是非常有價值的。此外，天津隊是一
支非常強的隊伍，我從中學到了很多的對我有
幫助的東西。”

天津女排直落橫掃上海
朱婷首度稱霸超級聯賽

孫楊2020年首秀遭逆轉

■■何詩蓓何詩蓓（（右右））與三位外國泳手合力與三位外國泳手合力
贏出接力賽贏出接力賽。。 FINAFINA官網圖片官網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傑志雖然仍
然保持聯賽不敗身，不過7戰3勝4和的成績明
顯未能令這支班霸滿意，季中迎來多名新援力
圖追趕“一哥”富力R&F，其中朴俊炯更有望
正選上陣對香港飛馬，且看這位韓國中堅能否
為傑志防線帶來穩定。賽事將於今晚8時假香港
大球場上演，門票分80及30港元正。

傑志上半季一度陷入低潮，多次大意失誤
令球隊失去不少分數，不過球隊近期狀態回
勇，自高級組銀牌賽以1：5大敗於理文腳下後
錄得5勝1和；目前已升至第四位的傑志打少一
場下落後榜首富力6分，仍有機會競逐聯賽冠軍
寶座。

為進一步威脅前列球隊，傑志轉會窗重開
後對人腳進行了不少調整，上半季受到傷患困
擾的盧卡斯轉投東方，取而代之的是有豐富港
超經驗的高美斯，不過高美斯狀態仍需提升今
仗不會上陣，幸好費蘭度、蘇沙及洛迪古斯組
成的鋒線仍足夠撕破任何防線；傑志防線開季
以來出現不少漏洞，傷病問題是主要原因之
一，球隊希望新加盟的朴俊炯可以穩定後防，

而另外完成學業的奧運腳安永佳亦可隨時候
命。

剛完成代表傑志250場上陣的黃洋表示球隊
已漸入佳境：“季初我們遇到了一點小麻煩，
這在大量新人加入後很正常，不過經過磨合後
我們已對教練的戰術思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近期戰績回升增強了我們的信心，季中加盟的
新球員都具有針對性，能對球隊作有效的補
充，今場對飛馬我們會證明球隊的回升不是曇
花一現。”

傑
志
迎
飛
馬
不
容
有
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憑藉在男子花劍
世界盃團體賽法國站的殿軍成績，港隊在最新公佈的
世界排名中壓過韓國升上第四位，只要在下個月的埃
及站後繼續保持排名，即可歷史性獲得東京奧運入場
券。

港隊於上周舉行的男子花劍世界盃團體賽八強勇
挫韓國，並最終得到殿軍的成績，成功在世界排名積
分上超越韓國升上第四位，有望以世界前四的身份直
接取得東京奧運資格。

要以世界排名前四身份直接晉身奧運，港隊必須
於下一站埃及繼續力壓韓國，目前積252分的港隊僅
比韓國多兩分，要保住世界第四的席位仍需繼續努
力。

不過港隊縱使最終失落世界前四的資格，晉身奧
運機會仍然高唱入雲，由於排除世界前四後，每個洲

份的首名隊伍亦可直接躋身奧運，即使港隊世界排名
被韓國反超，在分別領先日本及中國國家隊37及43
分下，相信仍可以亞洲首名身份亮相奧運花劍男團
賽。

港花劍男團有望勇闖東奧

■■何詩蓓和對手擁抱何詩蓓和對手擁抱。。
中新社中新社

■孫楊（右）在比賽後向觀眾
致意。 新華社

■■何詩蓓首日奪兩金何詩蓓首日奪兩金。。 FINA TwitterFINA Twitter圖片圖片

■傑志在早前菁英盃曾輕取香港飛馬。
資料圖片

■■香港男子花劍香港男子花劍
隊有望出戰東隊有望出戰東
奧奧。。 FIEFIE圖片圖片

▲天津渤海隊球員在頒獎儀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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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期：坑爹的末日大騙局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1/13/2019 -1/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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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17 18 19-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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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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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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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20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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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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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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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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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7日       Friday, January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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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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1月17日       Friday, January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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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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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